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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遴選簡章

簡章公告時間：

111年 2月 23日（星期三）08:00起至111年6月14日（星期二）24:00止

遴選各階段時間：

•第一階段(實驗學校連、轉任)及第二階段(一般學校連任)

1.繳交資料時間：111年3月 30日（星期三）上午09:00~12:00(逾時不候)

2.遴選審議時間：111年4月 17日（星期日）上午08:30起(程序表另行公告)

•第一階段(實驗學校新任)、第三階段(一般學校轉任)

1.繳交資料時間：111年4月 25日（星期一）上午09:00~12:00(逾時不候)

2.遴選審議時間：111年5月 14日（星期六）上午08:30起(程序表另行公告)

•第四階段(一般學校新任)

1.繳交資料時間：111年5月 23日（星期一）上午09:00~12:00(逾時不候)

2.遴選審議時間：111年6月 11日（星期六）上午08:30起(程序表另行公告)

 



宜蘭縣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遴選簡章
111年2月21日宜蘭縣111年度國民小學校⾧遴選委員會通過

壹、依據

ㄧ、國民教育法。

二、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

貳、申請資格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四條或第五條之任用

資格，且持有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核發之本縣候用校長儲訓合

格證書，並具備下列各項資格之一者，得依本簡章規定參加宜蘭縣（以下

簡稱本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

一、本縣任期屆滿之現職國民中小學校長（含任期屆滿2任及屆滿1任）。

二、本縣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國民中小學校長。

三、具國中小候用校長儲訓合格證書之本縣國中小候用校長。

四、曾任本縣國中小校長者。

參、遴選作業時程

一、本縣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採四階段辦理：

(一)第一階段(實驗學校)：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校長連任、轉任及新任審議

(二)第二階段(一般學校)：任期屆滿之現職校長申請連任審議。

(三)第三階段(一般學校)：任期屆滿或連任任期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

校長申請轉任審議。

(四)第四階段(一般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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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符合遴選資格規定，並欲申請參加遴選者（含任期屆滿欲選擇連任或轉

任之校長、連任任期達二分之一之校長、候用校長及曾任校長），各項

作業時程依作業日程表辦理（附件1）。

肆、出缺學校

111年出缺學校名單於111年 2月 11日公告於本府教育處教育資訊網路公告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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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遴選報名作業

一、第一階段(實驗學校連任、轉任）、第二階段（一般學校連任）遴選：

(一)日期：111年 3月 30日（週三）上午9時至12時整，逾時不受理。

(二)地點：宜蘭縣政府第203會議室。

(三)繳交及審查：

1.繳交連任及轉任遴選作業報名表（附件2）、辦學理念（附件

3）、校務經營心得（附件4）、校務發展計畫（限依偏遠地區學校

教育發展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申請連任第二次者；附件

7），應繳交書面資料1份及電子檔（PDF檔）。

2.報名者請備妥下列證明文件正本，現場驗畢即發還：

(1)身份證。

(2)具原住民身份者，請另檢附戶口名簿或謄本。

(3)學歷證明文件。

(4)最近3年考核證明文件。

二、第一階段（實驗學校新任）、第三階段（一般學校轉任）遴選：

(一)日期：111年4月 25日（週一）上午9時至12時整，逾時不受理。

(二)地點：宜蘭縣政府第203會議室。

(三)繳交及審查：

1.第一階段（實驗學校新任）：繳交新任校長遴選作業報名表（附件

5）、辦學理念（附件6）、新任校長學校校務發展（四年）概要計

畫書（附件7）。應繳交書面資料1份及電子檔（PDF檔）。

第三階段（一般學校轉任）：繳交連任及轉任遴選作業報名表（附

件2）、辦學理念（附件3）、校務經營心得（附件4），應繳交書

面資料1份及電子檔（PDF檔）。

2.報名原住民重點學校以具原住民族身份之現職校長為限；報名一

般地區學校之現職校長不分身份別均可申請。

3.報名者請備妥下列證明文件正本，現場驗畢即發還：

(1)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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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原住民身份者，請另檢附戶口名簿或謄本。

(3)學歷證明文件。

(4)候用校長儲訓合格證書(申請第一階段新任者繳交)。

(5)最近3年考核證明文件。

三、第四階段(一般學校新任)遴選：

(一)日期：111年5月 23日（週一）上午9時至12時整，逾時不受理。

(二)地點：宜蘭縣政府第205會議室。

(三)繳交及審查：

1.繳交新任校長遴選作業報名表（附件5）、辦學理念（附件6）、新

任校長學校校務發展（四年）概要計畫書（附件7）。應繳交書面

資料1份及電子檔（PDF檔）。

2.報名原住民重點學校以具原住民族身份之候用校長為限；報名一

般地區學校之候用校長不分身份別均可申請。

3.報名者請備妥下列證明文件正本，現場驗畢即發還：

(1)身份證。

(2)具原住民身份者，請另檢附戶口名簿或謄本。

(3)學歷證明文件。

(4)候用校長儲訓合格證書。

(5)最近3年考核證明文件。

(四)原住民重點學校具原住民身份候聘校長審議未通過時，另擇期受理

未具原住民身份之候聘校長報名及審議。

陸、審議時間及地點

一、第一階段（實驗學校連任、轉任）、第二階段（一般學校連任）遴選：

(一)日期：111年 4月 17日（星期日）上午8時30分起，報到時間另行

公告。

(二)地點：宜蘭縣政府第204會議室。

二、第一階段（實驗學校新任）、第三階段（一般學校轉任）遴選：

(一)日期：111年 5月 14日（星期六）上午8時30分起，報到時間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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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二)地點：宜蘭縣政府第204會議室。

三、第四階段(一般學校新任)遴選：

(一)日期：111年 6月 11日（星期六）上午8時30分起，報到時間另行

公告。

(二)地點：宜蘭縣政府第204會議室。

柒、遴選結果公告及聘任

一、公告時間：

　　（一）第一階段（實驗學校連任、轉任）、第二階段（一般學校連任）遴選：

111年 4月 18日（星期一）中午前。

　　（二）第一階段（實驗學校新任）、第三階段（一般學校轉任）遴選：111

年 5月 16日（星期一）中午前。

　　（三）第四階段(一般學校新任)遴選：111年 6月13日（星期一）中午前。

二、公告方式：公告於本府教育處網站。

三、聘任：校長人選經遴選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本府教育處依法定程序報

請縣長聘任之。

捌、本簡章如有修正事項或未盡事宜，於本府教育處網站得隨時公告，並提送遴

選委員會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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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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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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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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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時間 項目 地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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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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宜蘭縣111年國民中小學校長連任及轉任遴選作業報名表

姓名：         年        月       日生

請貼照片
（請用 6 個月內近

照）

身分證字號：

聯絡
方式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現職
服務學校

國民中(小)學

最高
學歷
是否具
原住民
身分

  □ 是           □ 否

服務
經歷

(僅填校
長經歷)

服務機關名稱 職稱 任職起迄年月

最近
三年
任期
考核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遴選
學校

【        】國中（小），【        】國中（小），【        】國中（小）

申請人                        （簽章）

(註：本表最多以兩頁為限，相關資料請自行增減表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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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宜蘭縣 111 年連任及轉任校長辦學理念
候聘校長：________________

說明：請針對下列四個教育議題，就個人辦學理念提出文字說明（總文字數限
2000字內，

     標楷體14級字、單倍行高、雙面列印）。
一、 我對目前宜蘭縣國中（小）教育發展的看法及個人可以貢獻的方向與內涵。
二、 如果有機會連任(轉任)○○學校校長職，我將如何凝聚學校內部與外部的力量，

建構學校的願景。
三、 如果有機會連任(轉任)○○學校校長職，我將如何協助學校教師提升專業能力，

以促進學生學習品質。
四、 如果有機會連任(轉任)○○學校校長職，我將如何建立學校優質的行政團隊與

教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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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宜蘭縣 111 年連任及轉任校長校務經營心得
校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
一、 請校長以淺白、不制式或信件等方式，為文表達個人任職期間「與人」(如：校

內的親、師、生、社區或其他各界人士等互動)、「與事」(如：所規劃或處理過「最
滿意值得分享」或「最遺憾值得反省檢討」的經驗、計畫或事件等)、「與物」(如：
校園景物、環境或設施等)的校務經營心得、感想或省思。

二、 上開心得或省思請校長以學校同仁、學生或家長做為本文意念表達之對象，文
章請儘量將文字控制於 2000 字以內（標楷體14級字、單倍行高、雙面列印）
（相關具體事例圖文等，請另以附件隨附，但仍以精簡為要）。

1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附件5】宜蘭縣 111 年國民中小學新任校長遴選作業報名表

姓名：           年       月      日生

   請貼照片
（請用 6 個月內近照）

身分證字號：

聯絡
方式

電話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參加
遴選資格

1 現任校長
現職服務單位：　　     　　  國民中（小）學
任職年資□ 4 年   □ 6 年   □7 年   □8 年(採計至 111.7.31)

2
甄選儲訓
合格候用
校長

校長儲訓合格證書字號：

現職服務單位：　　　國民中(小)學 職稱：

3 曾任校長
最近 1 次於   　年　  月在　 　    國民中(小)學卸任校長職務

現職服務單位：　　　國民中(小)學 職稱：

最高學歷

是否具原住
民身分

  □ 是           □ 否

服務經歷

服務機關名稱 職稱(行政職務、導師或科任) 任職起迄年月

最近三年
任期內考核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遴選學校 【        】國中（小），【        】國中（小），【        】國中（小）

申請人                 （簽章）

(註：本表最多以兩頁為限，相關資料請自行增減表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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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宜蘭縣 111 年國民中小學新任校長辦學理念
候聘校長：____________

說明：請針對下列四個教育議題，就個人辦學理念提出文字說明（總文字數限
2000字內，標楷體14級字、單倍行高、雙面列印）

一、 我對目前宜蘭縣國中（小）教育發展的看法及個人可以貢獻的方向與內涵。
二、 如果有機會擔任校長職，我將如何凝聚學校內部與外部的力量，建構學校的願

景。
三、 如果有機會擔任校長職，我將如何協助學校教師提升專業能力，以促進學生學

習品質。
四、 如果有機會擔任校長職，我將如何建立學校優質的行政團隊與教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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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宜蘭縣 111 年新任／連任第二次校長學校校務發展（四年）
概要計畫書

候聘校長：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內容得自行發揮，含圖文附件不超過15頁、標楷體14級字、單倍行高、
雙面列印、不須精美膠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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