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111年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規範
111.2.21

一、依據：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縣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

事宜，依據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12點之規定，訂定本規範。

二、規範內容：有關本要點遴選作業方式、遴選基準、資格審查、辦學績效及

其他相關審議事項，除依相關法令及本要點規定外，依本規範辦理。

三、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會議：

（一）成員：（依本要點第2點規定組成）

　１、固定委員(共九人)

　（１）召集人（縣長指派）。

　（２）副召集人（本府教育處長兼任）。

　（３）縣府代表一人。

　（４）學者專家二人。

　（５）縣級家長團體代表二人（宜蘭縣家長協會，宜蘭縣家長會長協會

推薦)。

　（６）教師代表一人。(社團法人宜蘭縣教師會推薦)

　（７）校長代表一人。(宜蘭縣中小學校長協會推薦)

　２、浮動委員(共二人)：出缺或申請連任校長之學校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

　（１）出缺學校教師代表一人。

　（２）出缺學校家長代表一人。

　３、增聘委員（共四人）

　（１）實驗教育領域之學者專家二人，於審議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校

長遴選時增聘。

　（２）具原住民族身分之學者專家二人，於審議原住民重點學校校長遴

選時增聘。

（二）會議：

　１、會議舉行：以召開五次會議為原則，包含本規範審議、辦學績效評鑑

審議及四階段遴選審議等。

　２、臨時會：必要時，經委員提議、三分之ㄧ委員同意，得召開臨時會。

（三）出席支給：遴委會委員均為無給職，開會時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四、遴選作業方式及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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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業日程表（附件一）：由本府教育處擬訂，各項作業包含籌組遴

委會、現職校長意願調查（退休、回任教師、連任及轉任）、申請遴選

者資料繳交及報名、資格審查、校長辦學績效評鑑、校長辦學理念說

明會、資料閱覽、第一至第四階段審議作業、遴選結果公告等。

（二）遴選審議流程(附件二)：審議作業時之進行程序，包含召集人致詞、

業務單位說明審議程序、面談及審議、公告遴選結果等。

（三）遴委會會議進行注意事項(附件三)：規範出席人員迴避條款及發言

規範等。

（四）以上遴選作業方式及基準由遴委會訂之。

五、資格審查：

（一）法令依據：

　１、國民教育法第9條第3項規定：「縣（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由

縣（市）政府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公開甄選、儲訓之合格人員、任期屆

滿或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長或曾任校長人員中遴選

後聘任之。」

　２、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就偏遠

地區學校之組織、人事及運作，得依下列規定為特別之處理，不受

國民教育法及高級中等教育法之限制」；另依同項第2款規定：「校

長任期一任為四年，其遴選及聘任程序，由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另

定之；其辦學績效卓著，校務發展計畫經審核通過，並經主管機關

校長遴選委員會同意者，得連任二次。」

（二）參與遴選人員資格類型：

　１、第一階段(實驗學校)遴選作業： 

　（１）連任：現職校長任期屆滿申請連任。

　（２）轉任：現職校長任滿四、六、七、八年申請轉任。

　（３）新任：曾任本縣校長或經公開甄選儲訓合格具本縣候用校長資格

者。

　２、第二階段(一般學校)遴選作業：現職校長任期屆滿申請連任。

　３、第三階段(一般學校)遴選作業：

　（１）現職校長任滿四、六、七、八年申請轉任。

　（２）前階段未獲同意之現職校長。

　４、第四階段(一般學校)遴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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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曾任本縣校長或經公開甄選儲訓合格具本縣候用校長資格者。

　（２）前階段未獲同意之現職校長。

（三）原住民重點學校新任校長遴選經審議皆不通過時，於公告後翌日受
理未具原住民族身分之候聘校長報名，並於遴選日次週進行審議。

（四）審查方式：

　１、報名審查：組成審查小組：由本府教育處副處長擔任召集人，成員

包含學管科科長、學校人事主管代表3人。

　２、審查程序：申請遴選人員於本府指定時間內填具報名表，並檢附資

格證明文件親自或委託報名。

　３、審查結果：符合資格者受理報名；如有資格不符、資料缺漏無法補正

或逾時報名等情事，不受理報名。

六、校長辦學績效審議：

（一）遴委會依本府辦理縣轄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實施計

畫總評結果進行審議，以為應否繼續遴聘之依據，並作為審議連任、

轉任之參考。評鑑績效優良者得考量優先予以遴聘。

（二）遴委會委員針對校長辦學績效尚有疑慮，經二人以上提案，二分之

一委員以上同意，得另組成訪視小組實地瞭解。

七、本規範經遴委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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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日程表

序號 時間 項目 地點 備註

1
110.11.17(三)-
111.01.28(五)

發函請各教育團體推
薦遴委會委員名單

教育處
推薦團體:家長協會、家長會長協會、
縣教師會、校長協會，於1/6前各團
體回報。

2
111.01.21(五)-
111.01.28(五)

【簽】組成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作業委員會

教育處

3 111.01.28(五) 辦理遴選工作說明會
本 府 多
媒 體 簡
報室

現職校長、候用校長

4
111.01.28(五)-
111.02.11(五)
(12:00前繳交)

現職校長異動意願調
查及辦學績效自評

教育處
調查現職校長退休、回任教師、連任轉
任意願及繳交考評自評表。

5 111.02.11(五)
公告確定出缺及可能
出缺學校名單

教育資
訊網

公告調查結果。

6
111.02.21(一)
(15:00-17:00)

召開第一次校長遴選
委員會

本府102
審議確認本年度遴選作業規範、各項作
業日程、簡章

7 111.02.23(三) 公告作業規範及簡章 教育處

8
111.02.11(五)-
111.03.04(五)

學校推派浮動委員 教育處
發文調查確定出缺及可能出缺學校推
派浮動委員。

9 111.02.11(五)
辦理績效評鑑小組會
議

教育處
彙整校長自評資料並召開會議排定到
校訪評期程

10
111.02.14(一)-
111.03.18(五)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 教育處
由本府教育處總評，總評結果於 3月
18日起提供遴委會委員。

11
111.03.25(五)
(14:00-16:00)

召開第二次校長遴選
委員會

本府201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審議。

12
111.03.30(三)
(09:00-12:00)

申請第一階段(實驗學
校連任、轉任)及第二
階段(一般學校連任)遴
選送件及資格審查

本府203
欲申請第一階段(實驗學校連任、轉任)
及第二階段(一般學校連任)者，依簡
章規定報名、資格審查。

13
111.04.01(五)-
111.04.15(五)

校長辦學理念說明會
各出缺
學校

由各類型確定出缺學校自行召開。

14 111.04.17(日)
召開第三次校長遴選
委員會

本府204
第一階段(實驗學校連任、轉任)及
第二階段(一般學校連任)審議

15 111.04.18(一)前

公告申請第一階段(實
驗學校連任、轉任)及
第二階段(一般學校連
任)遴選結果

教育資
訊網

16
111.04.25(一)
(09:00-12:00)

申請第一階段(實驗學
校新任)及第三階段(一
般學校轉任)遴選送件
及資格審查

本府203
欲申請第一階段(實驗學校新任)及第
三階段(一般學校轉任)者，依簡章規
定報名、資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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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時間 項目 地點 備註

17 111.04.26(二)-
111.05.13(五)

校長辦學理念說明會
各出缺
學校

由各類型出缺學校自行召開。

18 111.05.14(六)
召開第四次校長遴選
委員會

本府204
第一階段(實驗學校新任)及
第三階段(一般學校轉任)審議

19 111.05.16(一)前

公告申請第一階段(實
驗學校新任)及第三階
段(一般學校轉任)遴選
結果

教育資
訊網

20 111.05.23(一)
(09:00-12:00)

申請第四階段(一般學
校新任)遴選送件及資
格審查

本府 205

欲申請第四階段(一般學校新任)者，
依簡章規定報名、資格審查。（報名原
住民重點學校以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
為限）

21
111.05.24(二)-
111.06.10(五)

校長辦學理念說明會
各出缺
學校

由各類型出缺學校自行召開。

22 111.06.11(六)
召開第五次校長遴選
委員會

本府204 第四階段(一般學校新任)審議

23 111.06.13(一)前
公告申請第四階段(一
般學校新任)遴選結果

教育資
訊網

24 111.06.14(二)
尚有缺額時申請遴選
送件及資格審查

本府102
第四階段(一般學校新任)辦理完畢後
尚有缺額時，依簡章規定報名、資格審
查

25
111.06.15(三)-
111.06.24(五)

校長辦學理念說明會
各出缺
學校

由各類型出缺學校自行召開。

26 111.06.25(六)
召開第六次校長遴選
委員會

本府204 如尚有缺額審議時召開。

27 111.06.27(一)前
公告尚有缺額學校遴
選結果

教育資
訊網

28
111.07.29(五)
(14:00-16:00)

檢討會議 本府204

1.出席人員為各遴選委員（不含浮動
委員），各團體推薦之委員如不克出
席時得由團體另派代表參加，不受本
要點第5點限制。
2.如因故無法召開時，得列入本縣教
育審議委員會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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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審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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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程序
1. 面談
2. 審議

公告遴選結果

表決

召集人致詞

1.順序: 
（1）原民→一般。

（2）國中→國小。

（3）按學校班級數由多至寡審議。

（4）依班級規模由高至低依序審議。

2.時間：

(1)面談：候聘者報告治校理念以 5

分鐘為限、詢答方式採統問統答，

以10分鐘為原則。

(2)審議

表決：採共識決，如有一位委員以上

有異議，則採無記名投票。

公告方式:教育資訊網公告。

附件二

業務單位說明審議程序 審議進行順序、討論時間提示、審議表

決方式說明。



遴選委員會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一、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委員對內發表之言論，本於道德良知與互

相尊重之原則，請勿對外發表或轉述，亦不得於會議中發放資料。

二、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派他人代表。非有三分之二以上委

員出席，不得開議。非有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不得決議。

三、委員會審查時，其決議應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四、迴避條款：

（一）依本要點第 4點：「遴委會開會時，委員對校長遴選案件審議、決議之迴

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二）迴避事由

　１、自行迴避：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

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

　２、申請迴避：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

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五、出席人員發言規範

（一）發言前應先請求發言地位，經主席認可後始得發言。

（二）提問以1分鐘為限，回答以2分鐘為限，經主席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有喧擾、發言超出議題範圍或其他足以破壞審議秩序之行為，主席得請

禁止其發言，並得請其先行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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