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一、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無修正
府）為辦理縣立國民中小學
府）為辦理縣立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作業，特訂定本要
校長遴選作業，特訂定本要
點。
點。
二、 本府為辦理所屬國民中小 二、 本府為辦理所屬國民中小 一、 為使本縣國民中小學校長
學校長遴選，於各校校長任
遴選作業回歸遴選本質及
學校長遴選，於各校校長任
期屆滿或出缺前四個月，成
學校本位精神，遴選委員
期屆滿或出缺前四個月，成
立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
會委員人數十三人修正為
立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
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
九人，取消校長代表、教
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
會），負責辦理遴選或同意
師組織代表及家長團體代
會），負責辦理遴選或同意
之作業。
表各一人，以及出缺學校
之作業。
家長代表一人。
遴委會置委員九人，其中
遴委會置委員十三人，其
二、 三名學者專家產生方式，
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縣長
一人為召集人，由縣長指
由本縣校長協會、教師組
指派；一人為副召集人，
派；一人為副召集人，由
織及家長團體分別推薦三
由教育處長兼任。其餘委
名成員，彙整後由縣長聘
教育處長兼任。其餘委員
任之。
員由下列人員聘（派）兼
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之：
（一） 縣府代表一人。
（一） 縣府代表一人。
（二） 學者專家三人。
（二） 學者專家三人。
（三） 出缺或申請連任
（三） 校長代表一人。
校長之學校教師
（四） 本縣教師組織代
代表一人及家長
表一人。
（五） 縣級家長團體代
代表二人。
表一人。
前項第二款之學者專家，
（六） 出缺或申請連任
由校長協會、教師組織、
校長之學校教師
家長團體分別由設有教育
代表一人及家長
系、所之大學教授、具教
代表三人。
育相關領域專長或學校領
前項第二款之學者專
導面向之專家推薦三位參
家，於審查原住民族地
考名單，其中至少包含一
區或原住民重點學校
名教育系、所之大學教
時，應有原住民族身分
者一人。
授，由縣長於名單中聘任
第二項第三款至第五款
之；於審查原住民族地區
之代表由校長協會、教
或原住民重點學校時，應
師組織、家長團體分別
有原住民族身分者一人。

修正規定
第二項第三款之出缺學校
教師代表，於辦理該校校
長出缺之遴選、連任或延
任時，始具委員資格。教
師代表應由學校專任教師
選舉產生，投票人數不得
少於專任教師人數二分之
一；家長代表應由學校家
長會長召集會員代表集
會，並依無記名投票互選
產生之，參與投票之會員
代表不得少於會員代表總
數二分之一。
委員任期一年，委員於任
期內出缺時，得補聘至原
任期屆滿之日止。但代表
機關、團體出任者，隨本
職進退。
第二項委員單一性別比例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現行規定
推薦參考名單，由縣長
聘任之。
第二項第六款之出缺學
校教師代表，於辦理該
校校長出缺之遴選、連
任或延任時，始具委員
資格。教師代表應由學
校專任教師選舉產生，
投票人數不得少於專任
教師人數二分之一；家
長代表應由學校家長會
長召集會員代表集會，
並依無記名投票互選產
生之，參與投票之會員
代表不得少於會員代表
總數二分之一。
委員任期一年，委員於
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但代表機關、團體出任
者，隨本職進退。
第二項委員單一性別比例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無修正
三、 遴委會之任務如下：
三、 遴委會之任務如下：
（一） 校長遴選作業方
（一） 校長遴選作業方
式、遴選基準、資格
式、遴選基準、資格
審查、考評結果及其
審查、考評結果及其
相關審議事項。
相關審議事項。
（二） 校長任期屆滿申請
（二） 校長任期屆滿申請
連任之審議事項。
（三） 現職校長參加出缺
學校校長遴選之審
議事項。
（四） 前二款以外出缺學
校校長遴選之審議
事項。
第二點第二項第三款教師

連任之審議事項。
（三） 現職校長參加出缺
學校校長遴選之審
議事項。
（四） 前二款以外出缺學
校校長遴選之審議
事項。
第二點第二項第六款教

說明

修正規定
代表及家長代表於審議前
項第一款事項時，不得參

現行規定
師代表及家長代表於審
議前項第一款事項時，
不得參與。

說明

與。
四、遴委會開會時，若有委員本 四、 遴委會開會時，若有委員本 無修正
人或其配偶、五親等內之血
人或其配偶、五親等內之血
親、三親等以內之姻親，或
親、三親等以內之姻親，或
曾有以上親屬關係者參與
曾有以上親屬關係者參與
遴選，相關委員應自行迴
遴選，相關委員應自行迴
避。
避。
五、 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 五、 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 無修正
自出席，不得委派他人代
出席，不得委派他人代表。
表。非有三分之二以上委
非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
員出席，不得開議。非有
席，不得開議。非有出席委
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不
員過半數同意，不得決議。
得決議。
前項決議，委員有第四點應
前項決議，委員有第四點
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
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
席委員人數。
入出席委員人數。
六、 遴委會視任務需要不定期 六、 遴委會視任務需要不定期 無修正
開會，由召集人召集，並
開會，由召集人召集，並擔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
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
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
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主
任主席。
席。
七、 委員對會議程序，內容及 七、 委員對會議程序，內容及校 因委員於職務上之必要，需對參
校長人選負有保密義務。
長人選負有保密義務。任期 加校長遴選者之辦學理念有相
任期內除基於職務上之必
內不得與參加校長遴選者 當程度理解，爰修正本點。
要外，不得與參加校長遴
就相關遴選事項，有程序外
選者有程序外之接觸。
之接觸。
八、 參加校長遴選者，應具有 八、 參加校長遴選者，應具有教 無修正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條
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條至
至第五條、第六條之一所
第五條、第六條之一所定資
定資格，且無第三十一條
格，且無第三十一條第一
第一項、第三十三條所定
項、第三十三條所定情事。
情事。
未具前項規定資格者，不得
未具前項規定資格者，不
參加校長遴選；已參加者，
得參加校長遴選；已參加
撤銷其資格，已聘任為校長
者，撤銷其資格，已聘任
者，撤銷其聘任。
為校長者，撤銷其聘任。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九、 遴委會辦理校長遴選審查 九、 遴委會辦理校長遴選審查 一、 「宜蘭縣指定公立學校辦
作業分二階段辦理：
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
作業分四階段辦理：
(一) 現 職 校 長 申 請 連
法」第 6 條係以校長為實
（一） 第一階段遴選：學
任、轉任審查：
驗教育計畫主持人，第 7
1. 連任：任滿四年原校
校型態實驗教育
條第 2 項第 13 款亦將實驗
連任者。
學校校長申請連
計畫主持人為實驗教育計
2. 轉任：任滿八年、任
任、轉任、新任審
畫應載明之事項，且第 10
滿四年不原校連
議。
條又規定：
「實驗教育計畫
任、在該校連任任期
（二） 第二階段遴選：辦
內容有變更或停辦之必
已達二分之一以上
要，應於預定實施之該學
理第一任任期屆
者。
年度開始六個月前，向本
滿校長申請連任
(二) 出缺學校新任校長
府提出申請，經送實驗教
遴選審查。
審議。
育審議會審議通過，由本
原校連任者，經遴委會決
（三） 第三階段遴選：辦
府核定後，始得辦理」
。是
議，得採書面審查。
理任期屆滿八年
故，實驗教育學校之校長
因學校併校或改制為分
現職校長申請轉
（即計畫主持人）若有變
校、分班者得於任期未屆滿
任，與任期屆滿四
更時，必須踐行前述實驗
前，參加轉任之遴選。
年未申請連任、未
教育計畫內容變更程序，
連任、轉任未獲同意之現職
獲連任及連任任
方能符合法制。綜上，爰
校長得報名參加原學校以
期屆滿二分之一
申請轉任校長之
遴選審議。
（四） 第四階段遴選：辦
理現職校長、候用
校長及曾任校長
申請校長出缺學
校遴選審議
原校連任者，經遴委會
決議，得採書面審查。
因學校併校或改制為分
校、分班者得於任期未
屆滿前，參加轉任之遴
選。
連任、轉任未獲同意之
現職校長得報名參加原

將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
外之出缺學校新任校長遴
遴選於遴選第一階段進行
選審查。
作業。
原住民族中、小學及原住民
重 點 學 校 之 校 長 遴 選 作 二、 又，將現行遴選作業二階
段辦理修正為四階段作
業，應優先就具原住民族身
業，考量校長養成需時間
分之候選校長審查之。經審
及經驗累積，如有現職校
查皆不通過時，始得進行未
長因遴選連任未獲通過
具原住民身分之候選校長
時，仍可參加第三階段之
轉任遴選作業。
審查。
經第一項程序遴選後仍有
缺額時，本府得徵詢具有校
長候聘資格者之同意，逕行
遴聘為該校校長。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學校以外之出缺學校新
任校長遴選審查。
原住民族中、小學及原
住民重點學校之校長遴
選作業，應優先就具原
住民族身分之候選校長
審查之。經審查皆不通
過時，始得進行未具原
住民身分之候選校長審
查。
經第一項程序遴選後仍
有缺額時，本府得徵詢
具有校長候聘資格者之
同意，逕行遴聘為該校
校長。
十、 校長具有教師資格願意回 十、 校長任期屆滿時得回任教 有關校長任期屆滿回任教師之
師，若無適當職缺，得比照 規定，因國民教育法第 9-4 條已
任教師者，得由本府分發
超額教師方式處理或同意 有規定，故修正本要點文字說
學校任教，不受教師法、
其辦理專案退休。但任期屆 明。
滿後一年內屆齡退休者，得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應經學
提出未來校務發展計畫申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相
請延任，經原學校校務會議
關規定之限制。
通過，並報本府同意後，延
現職校長未獲遴聘，未具
任原學校校長職務至退休
之日。
教師資格無法回任或具有
教師資格不願回任教師
者，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符 合 退 休 條 件 自
願退休者，准其退
休。
（二） 不 符 合 退 休 條 件
或不自願退休
者，視其意願及資
格條件，優先輔導
轉任他職。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若無適當職缺，得同意其
辦理專案退休。但任期屆
滿後一年內屆齡退休者，
得提出未來校務發展計畫
申請延任，經原學校校務
會議通過，並報本府同意
後，延任原學校校長職務
至退休之日。
十一、 遴選作業於每年暑假前 十一、 遴選作業於每年暑假前 無修正
辦理，由本府公告國民中
辦理，由本府公告國民
小學校長遴選學校名
中小學校長遴選學校名
單，候聘者每人至多選填
二校為志願，志願無優先
單，候聘者每人至多選
順序，並按筆畫由少至多
填二校為志願，志願無
填寫。
優先順序，並按筆畫由
候 選 校 長 應 針 對 志 願學
少至多填寫。
校撰寫辦 學理念或相關
計畫文件，送遴委會。
候選校長應針對志願學
校撰寫辦學理念或相關
計畫文件，送遴委會。
十二、 校長遴選作業程序如下： 一、
(一) 有意願參與候聘之
下：
校長提交志願表。 二、
(一) 有意願參與候聘之校
(二) 辦學理念溝通及說
長提交志願表。
明會：由本府統一
(二) 辦學理念溝通及說明
辦理候聘校長辦學
會：由出缺學校辦理候
理念說明，並和志
聘校長辦學理念說明
願學校之教師及家
長代表對談。
會，並和志願學校之教

十二、 校長遴選作業程序如

師及家長代表對談。
(三) 召開遴選委員會審議。
(四) 公布遴選結果。
(五) 縣長核聘。

(三) 召開遴選委員會審
議。
(四) 公布遴選結果。
(五) 縣長核聘。
各出缺學校不得以任何
形式，另行辦理候聘校長
之辦學說明或對談會。

修正辦學理念溝通及說明
會由出缺學校辦理，
因辦學理念說明會修正由
出缺學校自行辦理，爰刪
除第二項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