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一、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辦理本縣國民中小學校
長遴選作業特依據國民教
育法第九條、偏遠地區學校
教育發展條例第十條及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訂定
本要點。
二、本府為辦理本縣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設「澎湖縣國民
中 小 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辦理本
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新增標點符號。
為辦理本縣國民中小學校
長遴選作業，特依據國民教
育法第九條、偏遠地區學校
教育發展條例第十條及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訂定
本要點。
二、本府為辦理本縣國民中小學 本點未修正。
校長遴選，設「澎湖縣國民
中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辦理本
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

三、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由下 三、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除本 一、文字修正。
列人員組成之，其中單一性
府副縣長、秘書長、教育處 二、第一項第一至四款新增。
別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之 三
長、人事處處長為當然委員
三、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分之一：
外，另家長會代表三人(為
歧 視 公 約 」（ 以 下 簡 稱
遴聘員額，以出缺學校優先
(一)以副縣長、人事處處長
CEDAW）第四條及 CEDAW 第
遴聘)、教師代表二人；餘
及教育處處長為當然
三次國家報告第二十五點
二人由學者專家或社會公
委員。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公部
正人士或縣府主管遴聘。以
(二)教師代表二人。
門及政治領域之女性代表
上人員組成，由縣長遴聘
方面，仍應採用暫時性特
(三)家長會代表三人(以出
之，任期一年，均為無給
別措施。爰增列本委員會
缺學校優先遴聘)。
職。
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總
(四)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
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
數之三分之一之規定。
人士或本府主管計三
人員列席。
四、另考量學校家長會長多為
人。
男性，遴聘女性家長會代
以上人員之組成，由縣長遴
表恐有困難，爰本委員會
聘之，任期一年。
當然委員減列本府秘書
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
長，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
人員列席。
人士或本府主管並增列為
三人。本點相關規定一併
重行條列修正。
五、第二項新增。
六、項次變更。原第二項調整
為第三項。
四、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副 四、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副 本委員會當然委員減列本府秘
縣 長兼任；置副召集人一
縣長兼任；置副召集人一 書長，其副召集人職務改由本
人，由教育處處長兼任；置
人，由秘書長兼任；置執行 府教育處處長兼任。
執行秘書一人，由教育處業
秘書一人，由教育處業務主
務主管科長兼任；置幹事一
管科長兼任；置幹事一人，
人，由教育處業務承辦人兼
由教育處業務承辦人兼

任 ， 協 助 執 行秘書處理業
務。
五、委員會委員及兼職人員均為
無給職。但外聘委員(非本
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人員)，
得依規酌支出席費。
六、申請人為委員之配偶、五親
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
親時，該委員應自行迴避。
七、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
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
委員因故不能擔任時，由本
府另聘人員遞補。經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
議。其決議應以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委員中如
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
入出席委員人數。

任，協助執行秘書處理業
務。
一、本點新增。
二、整合第三點及第十五點有
關委員會委員及兼職人員
薪給規定。
五、申請人為委員之配偶、五親 點次變更。
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
親時，該委員應自行迴避。
六、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 點次變更。
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
委員因故不能擔任時，由本
府另聘人員遞補。經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
議。其決議應以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委員中如
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
入出席委員人數。

八、委員會得視任務需要，不定 七、委員會得視任務需要，不定 點次變更。
期開會。由召集人召集，並
期開會。由召集人召集，並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
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如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
如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
能出席時，召集人得指定委
能出席時，召集人得指定委
員之一代理。
員之一代理。
九、國民中小學校長採任期制， 八、國民中小學校長採任期制， 一、點次變更，並依國民教育
一級離島學校一任為四
一級離島學校一任為四
法第九條第二項，增列任
年，在同一學校得連任一
年，在同一學校得連任一
期屆滿後一年內屆齡退休
次；二、三級離島一任為三
次；二、三級離島一任為三
之校長續任規定，以避免
年，在同一學校得連任二
年，在同一學校得連任二
學校校長異動頻繁。
次。但任期屆滿後一年內屆
次。初任校長視缺額優先遴 二、第二項新增。
齡退休者，得提出未來校務
選至二、三級離島學校服
發展計畫，經原學校校務會
務。
議通過，報經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同意，續任原學校校長
職務至退休之日。
初任校長視缺額優先遴選
至二、三級離島學校服務。
十、凡中華民國國民，身心健 九、凡中華民國國民，身心健 一、點次變更，並酌修文字標
康，品德優良，並具備下列
康，品德優良，並具備下列
點符號。
各款資格之一者，得參加本
各款資格之一者，得參加本 二、第四款刪除。因本縣國民
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
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
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為併
(一)曾任本縣國民中、小學
(一)曾任本縣國民中小學
同辦理，無須另行區分國
校長。
校長。
中與國小且分款敘述。
(二)經本縣國民中、小學校

(二)經本縣國民中小學校

長公開甄選、儲訓合
格。

長公開甄選、儲訓合
格。

(三)本縣國民中、小學任期
屆滿或連任中之現職
校長。

(三)國民中學任期屆滿或
連任中之現職校長。

服務於二、三級離島學校之
現職校長，遇有校長臨時出
缺之特殊情形者，不受前項
任期屆滿始得參加校長遴
選之限制。

(四)國民小學任期屆滿或
連任中之現職校長。
服務於二、三級離島學校之
現職校長，遇有校長臨時出
缺之特殊情形者，不受前項
任期屆滿始得參加校長遴
選之限制。

十一、具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 十、具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 點次變更。
十八條、教師法第十四條第
八條、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
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
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
參加遴選。其已聘任者，應
加遴選。其已聘任者，應予
予撤銷聘任。
撤銷聘任。
十二、任期屆滿無意續任或未遴 十一、任期屆滿無意續任或未遴 一、點次變更。
聘之校長，如具教師資格且
聘之校長，如具教師資格且 二、按教師法第九條第一項：
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所列各款之一情事者，由本
所列各款之一情事者，由縣
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
府分發至本縣中、小學擔任
府分發中小學擔任教師；如
長期聘任，除有下列情形
教師，並由本府辦理優先介
校長無意回任教師，由本府
之一者外，應經教師評審
聘，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不
同意其辦理退休、資遣，或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
得拒絕；如校長無意回任教
協助依法令轉任行政人員。
長聘任之：一、依師資培
師且符合退休或資遣規定
育法規定分發之公費生。
者，由本府依當年度財政情
二、依國民教育法或高級
形 專 案 優 先辦理退休或 資
中等教育法回任教師之校
遣；倘具公務人員資格，並
長。」回任教師之校長既
得依法令轉任行政人員。
具教師資格且無教師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
一情事，經本府以行政介
聘方式媒合至學校，各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如無合理
之原因，自不得拒絕。
三、查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略以：
「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校長在同一學校
得連任一次。任期屆滿得
回任教職。」惟依現行制
度，校長或有具公務員資
格者，爰倘未具教師資格
或未能回任教師，則依相
關法令轉任。
十三、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每 十二、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每 點次變更。
年以配合任期屆滿之校長
年以配合任期屆滿之校長
或校長出缺之情況，於學年
或校長出缺之情況，於學年

度結束前統一辦理遴選。

度結束前統一辦理遴選。

十四、遴選作業由本府公布國民 十三、遴選作業由本府公布國民 點次變更。
中小學校長出缺或任期屆
中小學校長出缺或任期屆
滿之情況，受理申請，候選
滿之情況，受理申請，候選
人得在申請表依序填寫志
人得在申請表依序填寫志
願，供委員遴選之參考。如
願，供委員遴選之參考。如
有出缺之學校，而無人申請
有出缺之學校，而無人申請
遴選，或學年中出缺時，由
遴選，或學年中出缺時，由
本府遴聘代理，惟代理期間
本府遴聘代理，惟代理期間
不得超過一年。
不得超過一年。
若無人申請之學校或因
情況特殊時，得由本府教育
處逕予建議人選，陳請縣長
遴聘。

若無人申請之學校或因
情況特殊時，得由本府教育
處逕予建議人選，陳請縣長
遴聘。

十五、委員會得於一校遴選一至 十四、委員會得一校遴選一至三 點次變更並酌修文字敘述。
三名校長建議人選，送請縣
名校長，送請縣長遴聘。
長遴聘。
十五、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但 本點刪除。原規定整合至第五
外聘委員(非本府及所屬機 點。
關學校人員)，得依規酌支
出席費（經費來源：依本府
經費狀況酌予補助）。
十六、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
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本點新增。增列未盡事宜辦理
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