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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依據大學法之規定，我國國立大學校長之產生方式，大致上可

區分三階段。一、官派時期（民國 83 年 1 月 5 日大學法修正公布以

前）、二、二階段遴選（民國 83 年 1 月 5 日大學法修正公布至 94 年

12 月 28 日修正公布以前）、三、一階段遴選（民國 94 年 12 月 28 日

大學法修正公布以後）。 

    在 83 年 1 月 5 日大學法修正前，我國國立大學校長係由教育部

直接派任，在 83 年 1 月 5日大學法修正公布實施後，依據當時之大

學法第 6、7 條條文及「教育部公立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設置及作業

要點」規定，國立大學校長遴選係由各校報請教育部組織遴選委員

會，並由遴選委員會擇聘二至三校長人選報請教育部核定。 

    基於大學自主之精神，大學法於94年 12月 28日修正全文42條，

其中有關國立大學校長遴選之規定，已修正為由各校自行組成遴選委

員會，教育部並訂定「國立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其中要點第 3 條已規定，遴選委員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

議，始得選定校長人選，報由教育部聘任之。自此，我國國立大學校

長遴選作業正式邁入所謂之一階段遴選。 

   由於「國立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僅就遴選委員

會設置之時機、委員代表之人數、類別及比例、會議出席決議人數等

予以原則性之規範，其餘有關校長遴選作業規範則由各校自行訂定，

因此，各校辦理校長遴選作業方式並不相同，為瞭解各校實務作業情

形，教育部於 102 年推動十圈十美計畫時，特組成「研擬國立大學校

長遴選作業手冊（草案）」工作圈，期藉由工作圈分享、討論之學習

模式，彙編各校之法規及作業方法，俾供各大學辦理遴選校長作業時

之參考。 



第一章校長遴選委員會

商立大學校長遴選作業，靜、依大學法、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組織及運作辦法及各校組織挽手呈與校長遴選辦法等相關規定辦援。

為落實大學校長遴選超然獨立之精神，教育部於九十四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修正大學法第九條，使大學校長遴選進入新的更是呈碑，遴選

作業改採一階段，由教育部遴派代表與大學共同組成遴選委員會，並

增列對大學及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有充分暸解掌握之學者專家為遴選

委員，以協助遴選委員會以更寬廣的視野遴選校長，而不自限於學校

內部體系。

又基於落實性別平等概念，教育部於一百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大

學法第九條，增訂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同時於

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修正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

法，使鷗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更臻完整。本手持內所蒐集之

各大學校院校長遴選法規或表格，囡囡於各校辦理校長遴選之時間不

一，仍有部分學校尚未配合前述性別比例之修訂，惟除了各校尚未修

正部分外，其餘法令及表件仍具有提供各校遴選作業之參考價值，因

此，仍將集錄於此次之彙編手冊內。

第一節 遴選委員會成立之時機

依大學法第九條及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二條規定，各大學應於校長任期屆滿 10 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 2 個月

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依前鵑規定，國立大學校長於 8 月 l 臼起聘者，應於前一年度 9

月底前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於 2 月 1 日起聘者，應於前一年度 3 月

底前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因故出挾者，則依各出缺時悶不同，於該

1



出缺 2 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第二節 遴選委員會委員之資格條件

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二條規定，遴委

會委員應有學校代表、校友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及教育部遴派之代

表，惟遴選委員如有以下情形，應解除委員職務:亦即遴選委會委員

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遴選委

員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一、國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二、與候選

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稅或曾有此關像。三、有學位論文指

導之師生關緣。遴選委員會委員有前述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

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弱，候選人得向遴委會

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選委員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遴選委員會委員之資格應符合各類代表之規範，例如學校現職

專任人員及在學學生，不得被提名為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立在符合性別比例原則。

第三節 遴選委員會各類成員之產生方式

依修正箭之圈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規定，遴委

會置委員 11 至 21 人，修正後則為 15 至 21 人，以單數組成，各類代

表之比例及產生方式略以，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占全體委員

總額五分之二、學校推薦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占全體委員總領五

分之二、其餘委員由教育部遴派之代表擔任之。

以台大、政大、交大以及中興大學等各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

員 21 人為例，各類代表人數分別為學校代表 9 人，校友代表及社會

公正人士 9 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 3 人。

以成大、中正、嘉義大學等各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員 19 人

為例，各類代表人數分別為學校代表 8 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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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 3 人。

以雲科大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員 17 人為例，各類代表人數分別

為學校代表 7 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7 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

3 人。

以清大、虎科大等各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員 15 人為例，各

類代表人數分別為學校代表 6 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6 人，教

育部遴派之代表 3 人 o

各類成員產生方式，則多由校務會主義代表就各類被推薦人中選舉

產生。

第四節 遴選委員會之任務

依函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三條規定，遴委會

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決定候選人之產生方式、決定遴選程序、審核

候選人資格、選定校長人還由學校報教育部聘任及其他有關校長遴選

之相關事項。遴委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始得選定校長

人遲。

各校另訂之任務尚有公開徵求及主動尋覓校長候選人、訂定校長

候選人遴選作業要點、遴選工作注意事項及時程、接受推薦及審核參

選資格、逸待公開說明校長遴選進行實況等。

茲彙整各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時機、資格條件及產生方

式與遴委會任務等如附表，俾供各校辦玉皇校長遴選組成遴選委員會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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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一覽表

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遴選委員會
委員會組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校友代表及

遴i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例失見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國 JL受 校長任期 且是委員二 學校代表九人: 校友代表及社會 辦劍、政玄的! 一、決定候

灣大學 屆滿十儕 十一人: 一、教師代表七 公正人士九人: 校務會議代表還 選人產生方
月前或因 一、學校 人:由各學院講 一、由各學院講 出之教師代表、 式。

故出缺後 代表九人 師以上專任教師 師以上專任教師 校友代表及社會 二、決定遴

二個月 (教師代 以普選方式選出 以普選方式選出 公正人士、行政 還程序。

內。 表七人、 兵教授資格之教 校友代表或社會 人員代表十二名 三、審核候

行政人員 何代表候選人一 公正人士候選人 中，任一性Jl'L至 選人資格。

代表一 人，再由校務會 一人，再由校務 少應有四名，不 四、選定校

人、學生 議代表以每人連 會議代表以每人 足賴時，依各學 長人還教教

代表一 記至少十一名候 遠記至少十一名 院教師代表得票 育部聘任。

人)二、 選人之投票方 候選人之投票方 高低，自得票最 五、其他有

校友代表 式，得票最高之 式，選出教師代 低問學院中，校 關校長遴選

及社會公 七位教師代表。 表所屬學院之外 友代表或社會公 之事頃。

五人士九 二、行政人員代 桑數最高之四位 正人士得票較低

人三、教 表一人:由全嫂 校友代表或社會 且該性別委員人
育部遴派 職員(合助教)以 公正人士代表。 車主過多者，自其

之代表三 普選方式就曾任 二、英餘五位由 f發捕人還順序名

J、。 組長或秘書以上 校友總會推薦二 學中，吉爾吾吾少數

職務者退出男女 人，行政會議推 性別委員候捕人

候選人各二名， 薦三人，校友總 選為該學院校友

再æ校務會議代 會反行政會議推 代表或社會公正

表退出一人擔 薦人還均應令不 人士當選，厚、候
任。 同性別。 選人調整為該學

三、學生代表一 三、本校魂早在專 F完候補人選。

人:由校務會議 任人員，不得被

代表白本令其且成 提名為校友代表 國
時之本校學生會 或社會公正人士 遴選委員會委員

會長、學生代表 代表。 同意為校長候選
大會議長、研究 人者，當然喪失
生協會會長中還 委員資格。遴選

出一人擔任，當 委員會委員有下

還資格應隨職務 列情形之一者，

交按時連遞。 經確認後，解除

其職務:

一、民故無法參

與遴選作業。

i 二、與候選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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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遴選委員會
委員會組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校友代表反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例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自己偽、三親等內

之血親或她是見或

曾有此關條。

三、有學位論文

指導之師生關

緣。

四、有具體事實

足認其執行職務

有偏頗之處者。

前頃戶丹遺委員職

缺，投身分別依

規定遞捕之。

國立委 一、現任校 'f.委員二 學校代表九人: 校友代表及社會 |也滋滋1~JI 一、訂定「校

灣飾範 長任期屆 十一人， 一、教師代表七 公正人士代表九 f是候選人推

大學 滿十個月 包括校務 人:各學院先推 人: (尚未修訂) 薦作業要

前已決定 會議推選 薦該院講師以上 一、校友代表五 思主」 、 「非主

不續任。 之學校代 專任教師三人， 人:經本校校友 國 長遴選委員

二、現任校 表九人、 再送吉青本校去全體 會總會或各縣、市 遴選委員會同意 會工作如

長任期Æ， 校友代表 講師以上專任教 校友會分會決議 為校長候選人 員1) j 及其他

滿十個月 及社會公 師推選出七人， 各格為一人，或 看，當然喪失委 作業規定與

前已確定 五人士代 每院至多產生代 校友五十人以上 員資格。有下列 表格。

不續'Í;r 0 表九人、 表一人，提請校 i皂著才生薦畢業之 情形之一者，經 二、徵求校

三、現任校 教育部遴 務會議同意。有 校友，提請校務 遴選委員會確認 長人遷，並
長因故出 派之代表 關還務等草堂，各 會議投票決定 後，解除共識 公開接受推

缺後二個 三人。 學院三位人還由 之。有關還務事 務: 薦。推薦作

月內。 各學院辦理，七 笠，由公共關係 一、因故無法參 業要點另訂

位教師代表白人 室辦理。 與遴選作業。 之。

事安辦理。 二、社會公正人 二、與候選人有 三、審核候

二、行政人員代 去代表四人: 自己偽、三親等內 選人資格與

表一人:由全體 由各~料所務會 之血親或姻親或 條件。

編制內戰員(不 議決議得推薦一 曾有此關條。 四、提出校

令契約僱用人 人，提請校務會 三、有學位論文 長遴選毒面

員)就薦任以上 吉義投票決定之。 指導之師生關 報告與校長

職員國逐一人， 緣。 候選人格薦

提請校務會主義向 閥、有具體事實 名單。

意。 足吉忍其執行職務 五、選定校

三、學生代表一 有偏頗之處翁。 長人遂，報
人:由學生自治 前項所遺委員職

請教育部時

!會誰為一人，經 j 缺，按身分別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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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遴選委員會
委員會組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例規章色及資格
遴選規定

學生議會通過， 規定遞補之。 六、其他校
提請校務會議向 長遴選相協

意 o 有關還務事 事宜。

宜，由學生事務

處辦攻。

以上教師代表、

行政人員代表及

學生代表之推選

(串串)結果，除

經校務會議出席

代表二分之一以

上否決外，即為

同意。

國主L政 一、校長任 查委員二 學校代表九人: 校友代表及社會 lfMib主制 一、決定候

治大學 為屆滿十 十一人: 一、教師代表七 公正人士九人: 選舉或遴派產生 選人產生方
個月前 o 一、學校 人:由全校教師 一、校友代表: 之三類代表，任 式。

二、校長因 代表九人 或研究人員登記 由本校校友會、 一性別Æf，占三分 二、決定遴

故出缺或 (教師代 參遂，主主由校務 各學院至少推為 之一以上;學校 遠程序。

辭職獲准 表七人、 會議代表就參選 一人或校友十人 代表任一性別如 三、審核參

時，於出缺 行政人員 人中選舉產生 以上逗著向本校 未達三分之一 選人資格。

後二倍月 代表一 之，其中教授(今 推薦。 時，其不足類由 四、選定校

內。 人、學生 研究員)人數不 二、社會公正人 教師代表依得票 長人還教教
代表一 得少於五人，同 去:由本校各學 車主遞補產生。 育部聘任。

人) 一學院或中心以 院至少推薦一人 各類選舉產生之 五、其他有

二、校友 一人當選為限。 或各界十人以上 代表，均依限制 關校長遴選

代表及社 二、行政人員代 逮著向本校推 遂記投票法不于 之相關事

會公正人 表一人:由校務 薦。另校友代表 之，並均F孟奶H去 主頁 。

士九人 會議代表就校務 及社會公正人士 一性別候補人還

三、教育 會議職員代表、 由校務會議代表 各一至三人。

部遴派之 軍護人員代表、 就被推薦人選舉
代表三人 技工工友代表還 產生之，惟校友 國

舉產生之。 代表或社會公正 遴選委員會委員

三、學生代表一 人士應至少各有 為校長參選人
人:由校務會議 二人當選。 者，當然喪失委

代表就校務會議 員資格。遴選委

學生代表中選舉 員會委員有下列

產生之。 情形之一者，經

確認後解除其職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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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委員會組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例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一、因故無法參

與遴選作業。

二、與參選人有
自己偽、三稅等內

之血親或姻親或

曾有此關千島。

三、與參選人有
學位論文指導之

的生關偽。

四、遴委會委員

有前項不得擔任

委員之事由而繼

續擔任，或有具

體事實足認、共執

行職務有偏頗之

處者，參選人得
向遴委會以毒面

表示其原因及事
霄，經遴委會議

決後，解除委員

職務。所遺委員
單或缺，按身分別

依規定遞補之

國 :ft. 台 現任校長 里E委員十 學校代表六人: 校友代表及社會 |鎮別為知i 向國立大學

北大學 任期屆滿 五人: 由校務會主義代 公正人士六人: 左列各代表產生 校長遴選委

十個月 一、學校 表，就校務會議 由校務會議代表 之遴選委員，任 員會組織及

前。 代表六人 代表中之教師代 格為人遷，經徵 一性別委員應占 運作辦法

二、校友 表，以無記名限 詢當事人同意 各該款委員人數

代表及社 和j 違紀法國選 後，由本校講師 三分之一(含)

會公正人 之，每人圈遷至 以上等任教師， 以上。

士六人 多三名。 以無記名單吉己法

三、教育 投票方式選舉產 國
部代表三 生。 遴選委員芳已接
人:由教

受推薦為校長11.其
育部遴派

選人，或因其自己
之 o

偶、三稅等內血

親、姻親參加遴

i廷里且因故無法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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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遴選委員會
委員會組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例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力口遴選工作者，

經遴選委員會決

議後~r喪失委員

資格，其遺缺依

規定遞椅

國 SL妥 校長於任 瓷委員二 學校代表九人: 校友代表及社 |懷著d峭的1 一、公開徵

北教育 為屆滿十 十一人: 一、教師代表七 會公正人士共 遴選委員會任一 求校長候選

大學 個月前、未 一、學校 人:由校務會議 九人: 性別委員應占委 λ~ 

獲其責耳導或 代表九人 代表，就全校專 由校友總會或本
員總數三分之一 二、草草核候

因故出缺
(教師代 任講師以上教 校編制內教職員

以上。 選人資格。

自幸，應由校
表七人、 師中，以無記名 十五人以上連署

票選時，學校代 三、決定校
職員代表 限制遠記法桑

長或代理 二人) 還之，每人至多
推薦校友代表或

表及校友代表及 長人遂。

校長於二 二、校友 風 i還七名。
社會公正人士，

公正人士代表等 四、其他有

偽月內已且 代表及社 二、職員代表二 每人至多推薦二 各類代表依得票 關校長遴選

成。 會公正人 人:由校務會議 人，由校務會議
數高低順序列為 之相關事

去共九人 代表，就全校編 代表以無記名限
當選委員及候檢 主頁 。

三、教育 和j 內戰員(令助 制達吉己法票選
委員;得票數相

部代表三 教)中，以無記 之，每人至多頭 同時，以拍籤方
人，也教 名限制遂記法 還九名。獲校務

式決定之。但遴育部遴 票選之，每人至 會議代表總數三
i選委員會任一性派。 H里還二名。 分之一以上得票
>l'J委員不足三分

數者，以得票數
之一時，俊先由

高低，依序當選
學校代表和校友

校友代表及社會
代表及社會公正

公正人士，超過
人士各類代表中

名車員者，列為候
該性別比例最低

補委員。當選人
者依序遞補當

中校友代表及社 遂;惟前述遞補
會公正人士各不

委員無符合性別

得少於二人。 比例之祟選委員

可遞補時，由該

性別比例較低之

它款委員中遞補

當選。

國
遴選委員會委員

為校長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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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委員會組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E尋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例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者，當然喪失委

員資格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經

確認後，解除其

職務:

一、 lìil 故無法參

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
配偶、三親等內

之血親或姻親或

曾有比騙你。

三、有學位論文

指導之衍生路

緣。

另委員向遴選委

員會提出辭呈

峙，中見向 llì 缺，

辦理遞補。所遺

委員職缺，依挽

定由肉類代表候

補委員依序遞補

之。

國立臺 校長任期 受委員二 學校代表九人: 校友代表大人、 悔:狗攝制 向國立大學

北藝街 J，!;滿十仿 十一人: 一、教師代表: 社會公正人士三 產生之各類代 校長遴選委

大學 月前或因 一、學校 七人，各學院及 人: 表，任一位別彪、 員會組織及

故出缺後 代表九人 通識教育委員會 一、校友代表六 占三分之一以 運作辦法

二偽丹 (教師代 專任教師代表各 人:由本校校友 上;如未達三分

內。 表七人、 一人。 十人以上逮著誰 之一時，其不足

助教及研 二、其他人員代 薦，經校務會議 車員則依序由社會

究代表一 表二人: 代表以投票方式 公正人去三人、

人、耳成 卜助教及研究人 選舉，並依得票 其他人員代表二

員、技 員代表:一人。 數高低產生。 人中，以未足審員

立二、立二
2 、職員、技工、 本項選善生結果， 之性別候補人還

友、駕駛 工友、駕駛及駐 以每一學院校友 進行遞捕。豆豆其

及思主街警
衛警代表:一 代表至少一人為 他人員代表兩類

代表一 A、。 原則，未獲得票 人員之當選人性

人)
以上教師代表及 數m六名之學院 JíIJ相同或無法決

二、校友
其他人員代表以 校友代表，依其 定遞補人還哼，

代表六
無記名單吉己法互 候補入遂得票數 其遞捕順序依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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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遴選委員會
委員會組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倒去見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人、社會 選產生，提送校 順序依序遞楠， 籤方式決定。

公正人士 務會議完成誰還 但每學院校友代

三人 程序。 表至多二人。 國
三、教育 每一i垂著人很遠 遴選委員會為校

都代表三 著一份才真薦名 長候選人翁，當

J、。
卒，不得重複遠 然喪失委員資

署。 格。

二、社會公正人 遴選委員有下列

士三人:由各學 情形之一者，經

院、通識教育委 遴選委員會確認

員會或各界二十 後，解除其職

人以上逗著推 務:

薦，經校務會議 一、國故無法參

代表以投票方式 與遴選作?當。

選舉，並依得票 二、與候選人有
數高低產生。 配偶、三稅等內

每一連署人很遠 之血統或姻是見或

著一份推薦名 曾有此關緣。

萃，不得重複遠 三、有學位論文

署。 指導之師生關

像。四、有具體

事實足認其執行

職務有偏頗之處

場。

所遺委員職缺，

按身分別依代表

之候補委員依序

i是梢。

國 JLi青 現任校長 3監委員十 學校代表(教授) 一、校友代表二 i能耳目;已己的i 向閻立大學

華大學 不綾倍或 五人. 六人: 人:由各學院(今
校友代表:產生

校長遴選委

E司故去職 一、學校 依學術領域分為 共同教育委員
三位校友代表，

員會組織及

E守，於任期 代表(教 自然科學、工 會)提名最多二 遂作辦法

屆滿十個 授)大人 程、人文社會(含 人但不得為同一 其中任一性>jiJ .i-

另有可或因 二、校友 管理)各二人 o 性別。中立務會主義 少以二人為紋。

故出缺後 代表三人 教授代表由各學 成員得提名校友 社會公正人士:

二個月 三、社會 院(今共同教育 代表人遷，但須 由教授代表及校
內。 公正人士 委員會)各提名 有成員三人以上 友代表誰還之，

三人 !不同性別之人還 I 之附署，每人提 其中任一性別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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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委員會組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171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白、教育 二至二人，每位 名或的著以一次 多以二人為限。
部代表三 人還須說明代表 為恨。校友代表

人(由教 之學術領域。校 人還由校務會議
國育部遴 務會議成員以無 成員以無記名投

派) 記名投祟，每個 票，每票單rol是六
本會委員有下列

領域各風還二 人，得票數不公 情形之一者，經

人，各領域得票 筒，由學校代表 確認後應自動請

最高之前二人為 依得票高低順序 辭，由候補人還

該領域教授代 微言句當事人向
遞補:

表，其餘依得桑 意，產生三位校
一、自故無法參

數高低順序，為 友代表。
與遴選作業。

該領域教授代表 二、社會公正人

之11美幸福人退。各 士三人:由教授 二、與候選人有

領域代表出缺 代表及校友代表 自己偶、三親等內

時，由候捕人還 誰還之。 之血親或姻親或

遞補。各學院(令 曾有比騙你。

共同教育委員
三、與候選人有

會)教授代表至
學位論文指導之

多以一人為限。

教授代表不足六
師生關條

人嗨，由校務會

主義另行補選。

~..lÌ-交 校長任期 'lt委員二 學校代表(教師) 校友代表及社會 |發刻議論l 一、決定候

通大學 屆滿十個 十一人: 九人: 公正人士九人: 一、學校代表: 選人產生方
月前或西 一、學校 由各學院及相關 一、校友代表﹒由 其中任一性別不 式。

故出缺後 代表九 教學單位各推選 校友總會給遂校 得少於二人。 二、決定遴

二偽月 人:教師 單位編制內專任 友人還二人、候 二、校友代表及 遠程序。

內。 代表九 教師代表不同性 補二人，提請校 社會公正人士當 三、審核候

人。二、 別代表候選人各 務會議同意。 選人中，任一性 選人資格。

校友代表 一，再由校務會 二、社會公正人 yjl):不得少於四 四、選定校

及社會公 議代表以每人遠 士:由各學院、相 人。 長人選報教

正人士九 記二名候選人之 關教學單位及學 三、教育部遴派 育部聘任。

人 o 玉、 投票方式，退出 聯會各推選社會 之代表三人，其 五、其他有

教育部遴 得桑最高之九位 公正人士不同性 中任一性別應占 關校長遴選

派之代表 教師代表。。各 別候選人各一 三分之一以上。 之相關事

三人。 學院及相關教學 人，再由校務會 頃。

單位當選代表最 議代表以無記名 國
多一人。 學記法之投票方 遴選委員會委員

式，選出九位當 為校長候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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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委員會紋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17~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i辦實墊法i i墓教師代表所屬 者，當然喪失委

遴選奏員會開會 學院外之單位所 貧資格;有下列

時應è行政人員 推選之二人，另 情形之一者，經

代表及學生代表 五人由得票最高 遴委會確認後，

各一人列席，代 五位當選。其中 解除其職務:

表產生方式如 各學院、相關教 一、國故無法參

下: 學單位及學聯會 與遴選作業。

一、行政人員代 當選代表最多一 二、與候選人有
表:由編制內職 J、。 配偶、三親等內

員(令助教，不令 三、本校現罪主導 之血統或姻親或

約用人員)誰還 任人員及在學學 曾有此關緣。

代表一人及候補 生，不得被提名 三乙、有學位論文

代表一人，提請 為校友代表或社 指導之師生關

校務會議同意。 會公正人士代 你。

二、學生代表: 表。 遴選委員會委員

由學生聯合會及 有意守述不得擔任

學生議會推選代 委員之事由而繼

表一人及候幸福代 、續擔任，或有具

表一人，提請校 體事實足認其執

務會議同意。 行職務有偏頗之

處者，候選人符
向遴選委員會舉

其原因及率
實，經遴選委員

會議決後，解除

委員職務。

鶴立中 校長任期 受委員二 學校代表九人: 傑出校友代表及 l鎮海:比例i 一、決定候

與大學 屆滿十偽 十一人: 學校校務會議推 社會公正人士九 各類代表於推選 選人產生方
月前或因 一、由學 遷之學校代表九 人:由行政會議 (薦)嗨，任一 式。本校長

故出缺後 校校務會 人，應包令各學 提名，或校務會 性別代表應占該 候選人遴選

二個月 主義推選之 院各一人，學生 議代表十人以上 類代表總數三分 作業要給由

內。 學校代表 代表一人，其他 之連署提名(被 之一以上，並應 遴委會於遴

九人(應 單位(體育室、 提名者不得為本 釣到候補委員。 i遠程序間始

包令各學 的資海育中心、 校專任之教職員 前明官了之。

院各一 生物科技發展中 工) ，備學經歷 國 二、審核候

人，學生 心、 i是當先教育中 資料，經校務會 遴選奏員會委員 選人資格。

代表一 心等單位，及職 議還母是產生，傑 如同意為校長候 三、決定遴

人，其他 員、助教、教官) 出校友代表及社 選人， ~r喪失委 還程序。

單位一 一人。由校務會 會公正人士至少 員資格。遴選委 四、選定校

12



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委員會絃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會

成時機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社會公正人士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會成員 遴選規定 例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人) 3義就下列學校代 各應有一人。 會委員有下列情 長人還報教
二、傑出 表候選人中選舉 形之一者，經遴 育部聘任。

校友代表 產生﹒ 還委員會確認 五、其他有

及社會公 一、各學院各推 後，解除其職 關校長遴選

.iE人士九 還教師三人。 務: 之相關事

λ、。 二、學生代表推 一、濁故無法參 項。六、遴

三、教育 還三人。 與遴選作業。 委會應主動

部遴派之 三、其他單位推 二、與候選人有 徵求符合候

代表三 還三人。 配偶、三親等內 選人資格是F

人。 之血親或姻就21 參與遴選。
曾有比鵑緣。

三、有學位論文

指導之師生瞬

緣。

遴選委員會委員

有前述不得擔任

委員之事由而繼

綾擔任或有具體

事實足認其執行

職務:1f偏頗之處

者，委員或候選

人得向遴選委員

會舉其原因及事

霄，經遴選委員

會決議後，解除

*職務
國立勤 校長任期 受委員二 學校代表九人. 校友代表及社會 幢要1比亞1] 一、決定候

直在科技 4滿十個 十一人. 一、教師代表八 公正人士九人: 一、教師代表. 選人產生方

大學 月前或因 一、學校 λ、: 一、校友代表二 教師代表入人， 式。二、決

故出缺後 代表九人 (一)由各學院編 人:由本校創辦 其中任一性別應 定遴選程

二個月 (教師代 制內講師級以上 人辦公安及各學 有三分之一以 序。三、審

內。 表入人、 教師，以無記名 F先至少推薦三人 上。 核候選人資

行政人員 投票方式，各選 (其中 f去一性耳IJ 二、校友代表: 格。四、還

代表一 出專任教師三人 應有三分之一以 依任一性別應有 定校長人還

人) (任一性別應有 上) ，或校友十人 三分之一以上之 報教育部特

二、校友 三分之一以 以上逮著向本校 規定，就推薦人 倍。五、其

代表及社 上) ，推薦豆豆校務 推車告。由校務會 選中，退出二 他有絲校長

會公正人 會議。通識教育 議代表，依任一 人。 遴選之相關

士九人 學院進行推薦作 性耳IJ應有三分之 三、社會公正人 事項。

13



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遴選委員會
委員會絃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特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1，~ f，見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校友代 業時，並將體育 一以上之規定， 去代表:依任一

表二人、 室及語言中心之 就推薦人選中， 性別應有三分之

社會公正 編制內教師一併 選出二人。 一以上之規定，

人士代表 納入計算。 二、社會公正人 分別就推薦學界

七人) (二)由校務會議 士代表七人:由 人選中退出五
三、教育 代表，就各學院 本校各學院就學， 人、推薦產業界
告.~遴派之 才奮薦之人選中， 界中，豆豆少雄為 人選中退出二

代表三人 遷至轉產生教師代 六人(其中任一 人。

表入人，其中任 性別應有三分之

一性別應有三分 一以上) ;產業界 鐘頭
之一以上，且各 中至少格為三人 遴選委員會之委

學院至少應有一 (其中任一性別 員為校長候選人
人當選。 應有三分之一以 者，當然喪失委

二、行政人員代 上) ，或各界十人 員資格;有下列

表一人: 以上述署，向本 情形之一者，經

由校務會議代 校推薦。再由校 遴選委員會確認

表，就本校編制 務會議代表，依 後，解除其職
內軍訓教官、助 任一性別應有三 務:

教、行政職員及 分之一以上之規 一、民故無法參

技工、工友、思主 定，分別就推薦 與遴選作業。

衛警察中選出。 學界人選中選出 二、與候選人有

五人、推薦產業 配偶、三三親等內

界人選中退出二 之血親或姻親或

人。 曾有此關條。

三、本校現職專 三、有學位論文

任人員及在學學 指導之師生關

生，不得被提名 你 o

為校友代表或社 遴選委員會有前

會公正人士代 迷不得擔任委員

表。 之事由而繼續擔

任，或有具體字

實足認、共執行職

務有偏頗之處

者，候選人得向

遴選委員會列舉

其原因及事實，
經遴選委員會議

決後，解徐委員

機手'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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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遴選委員會
委員會組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171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戶丹遺委員職缺，

按身分別依規定

依序遞捕之。

閱 5L雲 一、校長不 查委員十 學校代表七人 校友代表及社會 II'~別2年街i 一、幸了足本

林科技 擬、續任或 七人: 一、教師代表六 公正人士代表七 如左述規定 會作業要

大學 未獲綾 一、學校 人:由校務會議 人 點、遴選工

儉，任期屆 代表七人 代表就下列候選 一、校友代表二 國 作注意事項

;為十個月 二、校友 人中，以無記名 人:由校務會議 本會委員為校長 及時程。

前。 代表及社 方式累 i鑫產生教 代表以無記名投 參選人者，當然 二、公開徵

二、校長因 會公正人 昌平代表六人，任 票方式產生代表 喪失委員資格; 求校長參選
故出缺後 士代表七 一性耳目至少二 二人，任一性別 有下列情形之一 人，並接受

二個月 J、 人，其餘為候補 至少一人，其餘 者，經本會確認 推薦反審核
內。 三、教育 代表。各學院教 為候補代表。校 後，解除其職 參選資格。

部遴派之 師代表至少一 友代表應分屬不 務: 三、公告校

代表三人 人、五%二人。 同學院，且不得 一、西故無法參 長參選人名
現任校長或代理 為本校專任之教 與遴選作業。 車。四、就

校長。(不屬於任 職員工或在學學 二、與參選人有 二人以上之

何學院〉。由各學 生。校友會就本 自己偽、三稅等內 合格候選人

院毒品制內教師以 校畢業之校友中 之血親或姻是見或 進行審議，
無記名投票方式 推薦二至四人為 曾有比陳緣。 選定校長人
選出專任教師三 候選人，任一性 三、有學位論文 遷，報請教

人為候選人，任 別至少一人。 指導之師生關 育部聘任

一性別至少一 由各學院就該學 緣。 之。五、處

人，但各象所至 院畢業之校友中 本會委員有前述 王里其他有關

多一人。 推薦二人為候選 不得擔任委員之 校長遴選之

二、行政人員代 人，任一 .t生J)iJ至 事由而繼、中賣擔 相關事頃。

表一人:由本校 少一人。 任，或有其體字

編制內戰員、助 二、社會公正人 實足吉忍其執行職

教、稀少性科技 去代表五人:由 務有偏頗之處

人員、軍護人 校務會議代表以 者，參選人得向
員，以無記名投 無記名投票方式 遴選委員會舉其

票方式選出三人 產生代表五人， 原因及事實，經
為候選人，任一 任一性)jIj至少二 遴選委員會議決

性別至少一人; 人，其餘為候補 後，解除委員職
再由校務會議代 代表 o 社會公正 務。所遺委員職
表以無記名投票 人士以其崇高學 缺，按身分別依

方式產生代表一 術地位或中央研 規定遞補之，但

人，其餘為候補|究院或國外國家 j 亦應符合任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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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反產生方式

遴選委員會
委員會絃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11~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代表。 研究院院士、曾 JjIj委員應佔委員

的進修研究、休 1:f:，f于正主 F完所屬部 總數三分之一以

做研究、留職停 會首長或副主? 上之先見定。

薪或其他事白， 長、或曾(現〕任

實際未在校內授 大學校長等資格

課、任職之教職 之校外人士為
員，不得擔任本 限。由現任校長

會之學校代表。 或代竣校長推薦

候選人若干人，
任一性別應佔推

薦候選人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

由校內專任教師

十人以上之逮著

推串串亦得為候選

人 o

E盟立虎 校長任期 笠委員十 學校代表六人: 校友代表及社會 11:聽消議份i 一、決定候

是，科技 屆滿十個 五人: 一、教師代表五 公正人士代表六 誰還、票選或推 選人產生方

大學 月前或因 一、學校 人: 人 為委員峙，學校 式。二、決

故出缺(去 代表六 由校務會主義代表 一、校友代表三 代表六人及校友 定遴選作業

職)1t二個 人， (教師 以無記名限制遂 人:由本校各級 代表及會公正人 程序。三、

月內。 代表五 吉己法就下列候選 校友會公開推薦 士代表六人，各 審核參選人

人，行政 人中推選產生代 或由校友二十人 類代表任一性別 資格。四、

人員代表 表五人及候補代 以上逮著推薦' 應占三分之一以 選定校長人

一人) 表五人，其中各 至少推薦六人以 上，其中教師代 還治學校報

二、校友 學院至少一人， 上人遷，由本校 表須尋見退出之行 教育部特

代表及社 各~、室、中心 編制內專任教師 政人員代表性別 任。五、其

會公正人 至多一人，但現 普選產生代表三 後，再以教師代 他有關校長

士代表六 f王校長或代建校 人，及候補代表 表之性別及學 遴選之相關

人， (校友 長當選者不在此 三人。校友代表 說，依得票高低 事頃。

代表三 F哀。 不得為本校專任 決定當選及候補

人，社會 1.現任校長或代 教職員工戚在學 代表。

公正人士 攻校長。 學生。

代表三 2. 由各學院分別 二、社會公正人 軍屬
人) 辦理(體育室、通 士代表三人:各 遴選委員會委員

三、教育 識教育中心、語 學院公間推薦三 為校長參選人
告F遴派之 言教學中心併入 人，由本校編制 者，當然喪失委

代表三人 文援學院) ，以無 內專任教師普選 員資格有下列

記名投票方式推 庭生代表三人及 情形之一者，經 i

16



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委員會組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例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退出編制內學任 候捕代表且人。 遴選委員會確認

教師三人。 社會公正人士被 後，解除其職

二、行政人員代 推薦人不得為本 是寄 : 

表一人: 校校友、專任教 一、的故無法參

由本校編制內戰 職員工或在學學 與遴選作業。

員工、稀少性科 生。 二、與參選人有

技人員及軍官11人
配偶、三棍等內

員，以無記名單
之血親或媳親或

曾有比粉條者。

吉己法方式退出四 三、有學位論文

人，送請校務會 指導之師生關

議推選產生代表 緣。

一人及候補代表 遴選委員會委員

三人。因全時進
有前述不得擔任

修研究講學、休
委員之事由而繼

、續擔任，或有其
假研究、留戰俘

艘事實足認其執
幸存或其他事由來 行職務有偏頗之

在校內授課、任 處者，參選人符

職之教職員工， 1句遴選委員會到

不得擔任學校代 家其原因及事

表。
賞，經遴選委員

會議決後，解除

委員職務。所遺

委員職缺，按身

分別依規定遞

禱。

閱立中 校長於任 覺委員十 學校代表八人: 校友代表三人及 |鎮東l~~你海| 一、決定校

正大學 期屆滿十 九人，由 一、教師代表七 社會公正人士五 長遴選程

個月前決 本大學校 人:由各學院專 人共八人 (尚未修訂) 序。二、決

定不遠 務會議推 任教師、研究人 一、校友代表三 定校長候選

任、校務會 遷之本大 員及教宮，就專 人:由本大學校 國 人產生方
議決議不 學代表八 任教師中各選出 友會及各學院就 遴選委員列入校 式。三、 1年

予、續任、自 人、本大 分屬不同'* 本大學畢業之傑 長可能人還名單 核校長候選

故決定不 學推薦校 (戶丹、中心)之教 出校友中推薦之 者，當然喪失委 人資格。

續任，或因 友代表及 授(昌 (被推薦者不得 員資格，立主由候 四、選定校

故出缺後 社會公正 人，送請校務會 為本校等任之教 補委員遞補;有 長人遷，並
二個月內 人士八 議推選每一學院 職員工) ，且各學 下列情形之一 由本大學報

人、教育 教師代表一人及 院至少推第一 者，經遴選委員
請教育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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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委員會組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幸幸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例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部遴派之 候補代表一人 人，送翁校務會 會確認後，解除 任。五、議

代表三人 (以教授為優先 議推選三人為代 其職務: 決其他有關

組成 人還)。 表，三人為候補 一、因故無法參 校長遴選之

二、行政人員(含 代表。校友代表 與遴選作業。 中目紛事頃。

稀少性科技人 三人~分屬不同 二、與候選人有

頁)一人:由全 學院。 自己偽、三稅等內

體職工人員(今 二、社會公正人 之五且親或她親或

稀少性科技人 去代表五人:由 曾有此關條、者。

員) ，就本大學編 本大學行政會議 三、有學位論文

制內之職工人員 依程序言義決提 指導之師生關

(含稀少性科技 名、教師二十人 你 o

人員)中退出二 以上(令)之途 遴選委員會委員

人為代表，送請 著提名、或校務 有前述不得擔任

校務會議推選代 會議代表十人以 委員之事由而繼

表一人及候補代 上(今)之逮著 續擔任，或有其

表一人(以職員 提名(被提名者 種事實足認其執

為優先人還)。 不得為本校專任 行職務有偽頗之

之教職員工) ，推 五義者，候選人得

舉曾任國內外大 向遴選委員會舉

學校長、學術成 其原因及事實經

就傑出、熟悉大 議決後，解除委

學事務或關心本 員職務。

大學發展之社會 所遺委員職缺，

公正人士若干 按身分別依規定

人，送請校務會 遞補之。

1義推選五人為代

表，五人為候補

代表。

國立嘉 校長任期 受委員十 學校代表入人: 校友代表及社會 !聽滅~I:i，令~I 一、告了定「校

義大學 屆滿十偶 九人: 一、教師代表六 公正人士入人: 教育部代表至少 長候選人資
月前單民間 一、學校 人:由各學院(通 一、校友代表白 1 人女性，故其 格審瓷要

故出缺後 代表入人 識教育中心屬人 人:由校務會議 餘 6 人女性由學 點 J' 決定候

二個月 (教師代 文藝術學院、師 決議絃成專案小 校代表、校友代 選人產生方
內。 表六人、 資培育中心l醫師 統，就傑出、公 表及社會公正人 式及遴選程

職員代表 範學院)經院務 正j主熱心教育之 士中產生。 序，並公問

一人、學 會議分別推舉教 校友中，推舉校 教師代表至少 l 徵求校長候

生代表一 授二人，送請校 友六豆豆八人，送 人女性、職員代 選人，接受

人) 務會議選出各學 言青校務會議選出 表及學生代表豆豆 才生菇。二、

i 二、校友 院教授代表一人!四人擔任。 少 1 人女性、校 審核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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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委員會組 校友代表反
遴選委員會

成自寄機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社會公正人士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會成員 遴選規定 M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代表及社 擔任之。 二、社會公正人 友代表至少 2 人 資格。二、

會公正人 二、職員代表一 去四人:由校務 女性、社會公正 幸于四 f閏月內

士八人 人:由編制內戰 會議決議組成專 人士至少 2 人女 選定校長人

(校友代 員，以無記名投 業小草且，推擇生 性。(摘錄自校務 還報教育部

表及社會 票方式喜耳邊二 曾、現任大學院 會議決議) 聘任。四、

公正人士 人，送請校務會 校校長或學術成 其他有線校

各四人) 議選出一人擔任 就傑出人士六至1 國 長遴選之相

三、教育 之。 八人，送請校務 遴選委員為校長 關事頃。

部遴派之 三、學生代表一 會主義退出四人擔 候選人者，當然 五、適時公

代表三人 人:由學生自治 任。 喪失委員資格。 筒說明校長

組織推丟掉二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 遴選進行實
送吉創立務會議選 者，解除其職務 i兄。

出一人擔任之。 一、的故無法參

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

配偶、三視等內

之血親或姻稅或

曾有此關條 o

三、有學位論文

指導之衍生關

緣。

另遴選委員會委

真有前項不得擔

任委員之事由而

繼續擔任，或有

兵體事實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

之虞者，候選人
得向遴選委員會

舉其原因及事
霄，經遴選委員

會議決後，解除

委員職務 o

所遺委員職缺，

按身分別依規定

遞補。

國立成 校長任期 受委員十 學校代表八人: 校友代表及社會 i離別比司為| 一、公偽徵

功大學 Æ， i為十個 九人: 一、遴選委員之 公正人士入人﹒ 求及主動是手

月前決定 一、校務 自己覺:各學院、 一、遴選委員之 (尚未修訂) 覓校長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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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遴選委員會
委員會組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例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不續任或 會議誰還 非屬學院(令嫂 國己受:校友代表 人。二、決
不續時，或 之學校代 育笠、草書11 ]r、 四人 o 其中，人 國 定校長人

~故出缺 表八人; 計算機與網絡中 文社會、理工醫 遴選委員會委員 遷。

後二個月 二、校務 心、間書館、通 領域之代表各至 在第一階段之遴
內。 會議推選 識教育中心等) 少一人。社會公 選中如同意為校

之校友代 推選專任教授 五人士四人。 長候選人， ~p 喪

表四人及 (或副教授、助 二、遴選委員候 失委員資格，因

社會公正 主里教授)七人。 選人之推辛辛:各 故無法參與遴選

人士四人 其中，文學院及 學院、非屬學院 作業、與候選人
三、教育 社會科學院今併 及學生會各推荐 有配偶、三視等

部遴派之 推選一人;理學 1-2 名校友代表 內之血統與對自親

代表三 院及生物科學與 及社會公正人去 或曾有此關餘，

人。 科技學院今併推 候選人。推辛辛方 及有學位論文指

退一人;管理學 式由各學院、非 導之師生自Mi車

院及非屬學院令 屬學院(由管理 者，經遴選委員

併推i是一人;電 學院忍祭)及學 會確認後，解除

資學院及去見鄧與 '.i會ÌT定。 委員職務。

設計學院合併推 遴選委員會委員

選一人;工學院 有:前途不得擔任

及醫學院今併推 委員之事由而繼

還三人，但各豆豆 、續擔任或有其嫂

少一人。編制內 事實足認其執行

之戰技人員推選 職務有偏頗之虞

經員或技.::J:-以上 者，得經人向遴

之職技人員一 i是委員會舉其原

人。 因及事實，經遴

二、遴選委員候 還委員會決議後

選人之推荐:各 解除其職務。

學院及非屬學院 所遺缺額依規定

講師以上人數超 之代表類別自己受

過 200 人者推荐 遞補。

3-4 名候選人;低

於 200 人者推荐
2-3 名候選人;晶晶

制內之職技人員

推荐 3-4 名候選

人。推荐方式由
各學院、非屬學

院(由管王里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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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遴選委員會
委員會絃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例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召集)、人事笠訂

定。

鶴立屏 校長任期 委員二十 學校代表九人: 校友及社會公正 悍別為例i 一、決定候

家科技 屆滿十偽 一人: 一、教師代表七 人士代表九人: 一、學校代表九 選人產生方

大學 另前或因 一、學校 人，任一性別豆豆 一、校友代表三 人:教師代表七 式。二、審

故出缺後 代表九人 少二人: 人，任一性別應 人，任一性別至 核候選人資

二個月 (教師代 教師代表白各學 占三分之一以 少二人、職員代 格。三、決

內。 表七人、 院(體育宣併入 上: 華之二人，任-'f生 定遴選程

職員代表 人文暨社會科學 就校外傑出、公 ，íjlj 至少一人。 序。四、還

二人) 院)編制內專任 正且熱心教育之 二、校友及社會 定校長人還

二、校友 教師(含專業技 校友中，由校友 公正人士代表九 1亟J報教育部

及社會公 街人員及蓄和j劫 或本校編制內專 人:校友代表三 聘任。五、

正人士代 教)以無記名投 任教師十人以上 人，任一性別應 其他有關校

表九人 票方式互選候選 連署，並徵才辜被 占三分之一以 長遴選之中自

(校友代 人(任一性別應 才全薦人同意，向 上、社會公正人 關事項。

表三人、 占三分之一以 學校推薦，總推 士代表六人，任
社會公正 上，惟候選人僅 薦人數~少六人 一性別應占三分

人士代表 有一人者，得不 (任一性別應占 之一以上

六人) 受性別比例限 三分之一以

三、教育 iÍlÙ) .提送校務會 上) .提送校務會 國
部遴派之 議以無記名投票 議以無記名投票 遴選委員會委員

代表三人 違紀至多七位候 遂記至多三位候 如為校長候選
選人，依得票高 選人，依得祭禹 人. I!p喪失委員

低順序退出七人 低順序退出三人 資格。另遴選委

為教師代表，各 為校友代表，其 員會委員有下列

學院至多二人， 餘為候補代表。 情形之一者，經

其餘為候椅代 二、社會公正人 遴委會確認後解

表。其中學院教 去代表六人，任 除職務:

師人數九十人以 一性另IJ )，龜占三分 一、因故無法參

上者選出三名候 之一以上: 與遴選作業。

選人、六十位以 就校外公正且熱 二、與候選人有

上未達九十人者 心教育之非校友 配偶、三親~內

退出二名候選 社會人士中，由 之血統與姻稅或

人、五十九人以 校內編制內專任 曾有此關緣。

下退出一名候選 教師十人以上之 三、有學位論文

人，各*所教師 遠是手，並徵得被 指導之師生關

代表候選人至多 才奮薦人同意，向 緣。

一人。 學校推薦，總結 遴選委員會委員

教師代表候選人 成人數至少十二 有前述不得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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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遴選委員會
委員會組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校友代表反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成時機

會成員 遴選規定
社會公正人士

例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之誰還作業由各 人c1王一性別J.it 委員之事由而繼

學院分別辦理 占三分之一以 續擔任或有其艘

之。 上) ，提送校務會 事實足認其執行

二、職員代表二 主義以無記名投票 職務有偏頗之處

人，任一性別五 違紀至多六位候 者，校長候選人

少一人: 逢人，依得票為 或第三人才早向遴

由本校編制內之 低)11真序退出六人 選委員會舉其原

職員、教宮、新 為社會公正人士 因及事實，經遴

制助教、稀少性 代表，其餘為候 i選委員會決議後

人員，以無記名 論代表。 解除其委員職

投票方式互遷回 本校現任專任教 務。委員之遺

人為候選人(任 職員不得為本款 缺，按其身分別

一性別應占三分 之被推薦人。 及性;jIJ依規定遞

之一以上) ，提送 補之。

校務會議以無記

名投票遂記豆豆多

二位候選人，依

得哥哥高低順序還

出二人為職員代
表，其餘為候補

代表。

國 JL金 一、校長不 笠委員二 學校代表九人: 校友代表及社會 l 辦翊立起制 一、吉了定本

門大學 擬續任或 十一人: 令教師代表七 公正人士代表九 遴選委員會任一 會作業要

未獲綾 一、學校 人，行政代表一 J、: 性別委員應占委 點、遴選工

任，任期 Jl， 代表九人 人，學生代表一 由本校教職員工 員總數三分之一 作注意事項

滿十偽另 (今教師 人，其滾蛋三方式 ;jjt議，併檢附學 以上。委員任一 及時程。

前。 代表七 如下. j是逆反資料，經五 性別人數不足三 二、公儒徵

二、校長因 人，行政 一、教師代表白 人以上逮著;提 分之一時，依學 求校長參選
故也缺後 代表一 校務會議代表就 書青校務會議代表 校代表、校友代 人，並接受

二個月 人，學生 編制內教師以無 以無記名限制達 表及社會公正人 推薦及審核

內。 代表一 記名限制遂記法 吉己法投票方式投 士之順序補不足 參選資格。

人) 票選代表七人及 得票數高低依序 之性別人數。 三、公告校

二、校友 候補代表一人。 產生，邁得票數 國 長參選人名
代表及社 二、行政人員代 相同無法決定 遴選會委員為校 單。四、就

會公正人 表就本校編制內 時，由會議主席 長參選人者，當 二人以上之

士代表九 職員、軍護人 以拍籤方式決定 然喪失委員資 令格候選人

J、 員，以無記名投 之。校友代表及 格，有下列情形 進行審議，

三、教育 票方式由校務會 社會公正人士之 之一場，經遴選 選定校長人
部遴派之 言義票選代表一人 人數配軍各J不得 i巷里L會確墊生L 遷，報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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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
資格條件及產生方式

委員會組 校友代表及
遴選委員會

成時機
遴選委員 學校代表

社會公正人士
遴選委員性別比 任務

會成員 遴選規定 {fJ規範及資格
遴選規定

代表二人 及{I其中商代表一 少於二人。 解除其職務: 育部聘任

人。因進修研 一、t5l故無法參 之。五、處

究、休假研究、 與遴選作業。 王里其他有關

留職停薪或其他 二、與參選人有 校長遴選之

事白，實際未在 配偶、三就等內 相關事項。

校內授課、任職 之血親或媳親或

之教職員，不得 曾有此關f忌。

擔任本會之學校 三、有學位論文

代表。 指導之衍生關

三、學生代表應 緣。

經選舉產生，祟 遴選奏員會委員

還代表一人及候 有前述不得擔任

補代表一人送校 委員之事由而繼

務會議備查，其 、續擔任，或有兵

選舉辦法由學生 體事實足認其執

會通過後實施。 才于職務有偏頗之

處者，參選人得
向遴選委員會舉

其原自及事實，

經議決後，解除

委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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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校長候選人資格

第一節校長11美選人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瓷、法定資格條件

一、大學法規定

民國一百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大學法 J第 8 條規定:

「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賞，對外代表大學;

並得置副校長，襄助校長椎動校務，由校長聘任之，其人數、聘

期及資格，由各大學組織挽手呈定之。

校長之資格，依有路法律之規定，並得由外商人擔任之，不

受國籍法、私立學校法及就業服務法有關認籍及就業規定之限

制。 J 0 

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

依氏圈一百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 r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 J 相關規定如下:

(一)第二條規定

「本條倒所稱教育人員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

師、職員、運動教練，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學術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

(二)第三條規定

「教育人員之任舟，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

其學識、經驗、才能、體施，應與擬任職務之種類、性質

相當。各級學校校長及社會教育機構、學術研究機構主管

人員之任舟，並庭、注重共領導能力。」。

(三)第十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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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自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

格:

1.兵下列資格之一:

(1)中央研究院院士。

(2)教授。

(3)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2. 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

管職務合計三年以上。

獨立學院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豆豆外，得以兵

有博士學位，並曾任與擬任學院性質相關之專門職業，

或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職務合言十

六年以上者充任之。

大學及獨立學院校長之資格除應符合前二項規定外，各

校得因校務發展及特殊專業需求，另定前二項以外之資

格條件，並於組織規程中 BJl定。 J 。

(四)第十條之一規定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曾任或現任各級學校校長，或經公開甄選儲訪"合格之

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長候用人員，或符合修正前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校長聘任資格者，其有同級學校校長之聘任資

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已依修正前第四條、第五條規定資

格辦理校長候罵人員儲訓作業者，其儲海"合格之人員，亦

舟。

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設有專科部者，其校長得由

原專科學校校長繼續擔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本條叫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或董事會已依修正前第四條

至前條規定資格辦理校長遴選作業中翁，其校長聘任資格

符依修正前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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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三十一條規定

「兵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巳任兩

者，庭、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

1.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崇尚未結案。

2. 曾股公務，因貪污 i賣職經判決確定或通綽有案尚未結案。

3.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判刑

確定。

哇.依法停止任舟，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

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5. 被奪公權尚未復權。

6.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7. 經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8.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或涉及性侵

害之行為，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

9. 如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

變造、澄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

有關機關查發屬實。

前項教育人員為校長峙，應由主管教育行政機賜予以

解聘，其涉及第八款後段性侵害之行為，應由主管機關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之。

被告為教育人員之性侵害刑事案件，其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或所屬學校得於偵查或審判中，聲言毒司法機關提供案

件相關資訊，並通知其偵查、裁判結果。但其妨害偵查不

公開、足以妨客另索之偵查、違反法定保密義務，或有客

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者，不在此限。

為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有第一項規定之情亭，各主管

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宣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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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進報、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教育部定之。 J 0 

三、教育人員任用條俯施行細則規定

依氏函九十九年四月七日修正公布之本條的施行細則第十四條

規定 r本條例第十一條所稱修習教育場，指大學校院畢業且修學規

定教育學教(分)者 J '另依一 O 二年八月一日修正發佈之施行細則

第十三條規定，本條171 第八條及第十條戶仟雋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

或其他公民發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指符令下列條件之一者:一、曾

任專科以上學校組織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二、曾任中

央研究院組織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三、曾任政府機關

(構)或公管事業機構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薦任第九職等以上之主管

職務。四、曾任下列氏營事業機構主管職務之一: (一)在主管機關

登記有察，其實收資本領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上，立主依兵組織祭構所

列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二)在主管機關登記有察，且符合衛

生主管機關所定綜合醫院設置標準之醫院，立主依兵組織架構所列一級

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四、相關令釋

(一)有關兼任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年資是否符合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 目「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

學術研究工作」疑義(教育部 102.03.06 臺教人(二)字

第 1020032598 號函)

撥任用條例第 10 條修正意言，你因現今大學師資多元

化，為庭、大學發展特色及實務需求， I徐教師外，尚包括專

業技術人員、研究人員等從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渠等

依其學經歷亦區分為相當於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

師 4 等紋，立主得兼任學校行政職務，考量其衡平性，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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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l 項第 l 款第 3 自規定校長之資格得為「曾任相當教授

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J 。現今大學師資多元化，為應大學

發展特色及實務需求，除教師外，尚包括專業技術人員、

研究人員等從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渠等依其學經歷亦

區分為相當於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皇帝是等紋，並

得兼任學校行政職務，考量衡-f'-性，是教育人員任用條制

第 10 條修正峙，於第 1 項第 1 款第 3 êI規定校長之資格得

為「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基上，若曾任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

法 J 規定，聘任之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r得認定為「曾

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J '而不論渠靜、專任或兼

任。

(二)有關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0 條第 l 項第 2 款「曾任學校、

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言十三

年上 J r 主管職務」吉忍定疑義(教育部 102.03.06 臺教

人(二)字第 1020032598 號函 ;102.0 1. 11 臺教人(一)

字第 1020002156 號函; 101. 05.18 臺人(一)字第

101008在 183 號:丞I ) 

1.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0 條立法意當(略) : r ......至行

政經歷之採計，基於擴大且是攬人才之範間，是放寬得採

計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管事業機構之主管職

務年資，至有關 r 民營機構』及『主管職務」之範圈，

可考量參採 f 大專校說講師以上教師採言十曾任國內外私

人機構年資提敘幸存級原則」規定( 11')如在主管機關吾吾記

有案，其實收資本領及年營業額達一定額度以上者) ，於

本條例施行細則予以規範。 J' 另本條斜施行細則刻正研

討中。

2. 查本部 81 年 12 月 1 日以台( 81)人字第 68823 號

函言了「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函內外私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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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年資提敘嶄級原財」第 1 點之 3 規定(五見行為第 2

點) , r 私人機構j 令國內外兵有規模且為獨際著名

之非研究性私人機構(如:合業、公司、財團法人、

非營利社團法人等) ;其中「具有統模」之認定標2字，

原準用考試院、行政院 81 年 8 月 2在日會問訂定發布

之「技術人員任職圈內外公民營機構認定標準 J(按:

已於 91 年 4 月 15 日廢止)第 4 條規定辦理。參酌土

問認定標率規定，國內外具有規模之民警機構你指:

(1)在主管機關登記有素，其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基

仟萬元以上，且年營業額達新臺幣 1 億 5 仟萬元

以上者。

(2)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棠，其病床在 l 百張以上'Ji

符合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綜合醫院設置標準之醫

院。

(3)在主管機關登記有素之財團法人或非管利社鸝

法人，其財產總額達新臺幣 4 仟萬元以上者;復

查本部 101 年 5 月 18 日臺人(一)字第

1010084183 號函咚以 r ...基於擴大延攬人才

之範崗，教育人員任用條胡第 10 條所稱『主管

職務Jl應符令括『組織祭構所列一級單位主管

以上職務』。﹒…」。

3. 走私人機構須符合前揭「技術人員任職國內外公民

營機構認定標準」所定之國內外具有規模之標準;

叉 r 一級單位主管以上 j 職務，尚不包括一級單位

副主管。

(三)教育人員任用條倒第 10 條修正施行前，有關大學校長資格

所規定「教育行政職務」經歷之認定(教育部 10 1. 05.18

臺人(一)字第 1010084183 號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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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0 條修正施行前，有關大學

校長資格所規定「教育行政職務」經歷之認、定，你依

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 í (第

3 項)本條例第 10 條所稱曾任教育行政職務，才告曾任

相當於薦任第 9 職等以上教育行政工作之職務，或曾

任大學或獨立學院組織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行

政工作之職務。(第 4 項)曾任中央研究院組織法規

所定一級學辦單位主管以上行政工作之職務，視同曾

任專科以上學校組織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行政

工作之職務 o j 任用條例第 10 條修正施行後，關於

大學校長聘任資格一節，應已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之適用。另，任用條例第 10 條之

l 僅 F助于修正施行前曾任或現任大學校長，及於本條倒

修正施行前【 100 年 12 丹 l 日(今)以前】己符合當

時大學校長聘任資格者，仍具有大學校長之聘任資格。

(四)醫療財聞法人醫院之副院長是否符合現行「教育人員任為

條例 j 第 10 條第 l 項第 2 款有關「其他公氏營事業機構之

主管職務(教育部 10 1. 04. 20 臺高(四)字第 1010062032

號函)

1.本部位年 12 月 11 日台( 81)人字第 68823 號函訂

「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 E宮內外私人機構

年資提敘薪級原則」第 1 點之 3 規定 í 私人機構」

令國內外具有規模且為商際著名之非研究性私人機

構;其中「具有規模 j 之認定標主事，準照考試院、行

政院 81 年 8 月 24 日會同訂定發布之「技術人員任職

國內外公民營機構認定標準 J (按: 91 年在月 15 日

廢止)第 4 條規定辦理。

2. 依土問認定標準規定，國內外具有規模之之氏管機

構條、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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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棠，其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肆

仟萬元以上，且年學業額達新牽幣壹億伍仟萬元

以上者。

(2)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其病床在一百張以上，且

符合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綜合醫院設置標率之醫

院。

(3)在主管機關登記有葉之財團法人或非替利社團

法人，其財產總額達新臺幣肆仟萬元以上者。

3. 次查土問認定標準所稱「棕令醫院 J '依「醫療機構

設置標準」第 2 條第 1 款第 1 @規定:'一、醫院:(一)

綜合醫院:指從事內料、外料、小兒料、婦產料、麻

醉料、放射線料等六料以上診療業務，每料均有專料

醫師，且病床在一00張以上之醫院。」。

4. 基於擴大廷攬人才之範圈，本條例第 10 條所稱「主

管職務」之認定標準'如其任職之財盟法人醫院符合

主管機關登記有素，且符合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綜令醫

院設置標準者，其正、副院長職務，得認定為本條例

第 10 條第 l 項第 2 款所稱「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

管職務」。

(五)國立大學代理校長參加校長遴選，最遲應自何時起辭卸代

王軍校長職務疑義(教育部 99.04.15 台人(一)字第

09900583是25!虎函)

本部為避免代理校長同時為校長候選人，致使他人質

疑遴委會之公正性及獨立性，並使國立大學校院校長遴選

作業更臻完善公平，前以 98 年 8 月 31 日台人(一)字第

-0980135647 號函示，茲為期國立大學校院校長遴選作業

史臻完善公平，制後國立大學代理校長如欲參加校長遴

選，成為校長候選人，應先辭卸代理校長職務 J 上函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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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國立大學代理校長如欲參加校長遴選，最遲應於校長遴

選公告截止目前辭卸代理校長職務立在報告F 同意。

貳、各校自定資格條件

國立大學於規範校長候選人資格時，除規範應符合大學法、

教育人員任用條的及相關法令規定外，並挽範庭、具備資格條件，

歸納約略如下:

一、兵前瞻性教育理念。

二、兵高尚之品德與情操、民主風範、社會關懷。

三、兵學術成就與聲望。

四、能充分或高度尊重學術自由。

五、吳身心健康。

六、兵國際裁、協調、溝通、規劃、組織、領導等行政能力。

七、吳爭取及運用資源之能力。

八、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黨派、宗教、及發利單位等利益。

九、具性別平等意識。

十、年齡限制規定。

十一、曾任大學教授年般規定。

十二、具有教育或學術行政經驗之年限規定。

有關大學及獨立學院自定校長候選人資格條件，經整理部分

學校如附件供參考。

32



囡立大學自定校長候選人資格條件

學校 教育
學術、 健;康、

領導
成就 品德 處事態度 特殊規定

名稱 主里念 能力

與聲望 與情操

國立 其教育 具高尚 處事公正

臺灣 理念及 品德及 並超越黨

大學 行政能 學術成 派利益。校

力。 就。 長被推薦

人必須承
諾，擔任校

長職務期

間，不得兼

任任何政

黨職務。

圈立 前瞻之 公認之 高尚之 卓越之 有爭取及

臺灣 大學教 學術成 品德情 行政領 妥善運用

昌平範 育正里 就與聲 操。 導能 資游、之能

大學 念。 望。 力。 力。

國 JL 具有前 在學術 有高尚 具有卓 處事公正 具有五年以

臺北 膽怯之 上若有 品德與 越規 且能超越 上專任教授

大學 教育理 成就與 情操。 劃、組 政治、宗 經驗。

念。 聲望。 織及領 教、黨派及

能充分 導能 營利單位

尊重學 力。 等利益。惟

j衍自 有爭取 已兼任與
由。 及妥善 上述相關

遵照資 職務者，須

源、之能 書面承諾

力。 於應聘校

長前放

素。

鷗 JL 具有前 在教育 身心健 具有車 處事公正 曾擔任教授

臺北 瞻性之 學術上 康並兵 越規 且能超越 三年以上 o

教育 教育理 著有成 有高尚 割、絃 政品J口 、 申河之 具有三年以

大學 念。 就與聲 品德與 織及領 教、黨派及 上之教育或

望。 情才來。 導能 營科單位 學術行政經

能充分 力。 等利益。惟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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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學 有爭取 已兼任與
術自 及妥善 上述相關

由。 運用資 職務券，須

源、之能 書面承諾

力。 於應聘校

長前放

素。

國 SL 秉持本 在藝術 高尚之 卓越之 超越政治 對藝術及學
臺北 校是1J校 上或學 品德情 行政能 黨派利 術自由之高

藝術 宗話， 街上著 才幕 。 力。 益，已兼任 度尊重。

大學 願落實 有成就 黨政職務

本校之 與左空 者，須書面

教育竣 望。 承諾於應

念。 聘校長前

放棄。

國主L 前瞻性 公認之 替老高之 卓越之

清是香 之教育 學術成 品德， 領導能

大學 理念， 就與學 民主之 力。

科技、 望。 風範。 協調、

人文兼 溝通、

容之紊 規安j之

義。 行政能

力。

國立 兵前瞻 兵公認 卓越之 若被選聘

交通 性、玩 之學術 行政與 為校長，擔

大學 代化之 成就與 領導能 任校長職

教育理 聲望。 力。 務期間，不

td亡hAF 得兼任黨

職及非學

術性之政

海職務。

國 SL 具教育 兵學術 其高尚 處事公 發言己為校長

中興 攻念及 成就。 之品 正，超越政 候選人時非

大學 行政能 4忌。 治黨派利 代攻校長。

力。 益。候選人 但代理校長

在當選後 如欲登記參

不得兼任 加校長遴

黨政職務 邊，成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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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候選人，

應先辭卸代

理校長職務

鶴立 兵崇高 兵公認 處事公正 兵有性別平

勤益 的教育 的學術 並能超出 等意識。

科技 理念及 成就或 政i@口 、 申河之

大學 行政能 專業聲 教、黨派及

力。 望。 利益國

嫂。

鶴立 兵前瞻 在學術 身心健 兵有車 處事公正 具有性別平

雲林 性之教 土著有 康立在具 越規 且能超越 等意吉哉。

科技 育理 成就與 有高尚 劃、組 政治、黨

大學 念。 名堂， 之品德 織及領 派、宗教、

立直對學 情操。 導能 學科學位
t持自由 力。 等，已兼任
高度尊 政黨職務

畫畫。 者，須書面

承諾於應

聘校長前

放棄。

圈立 秉持本 兵肯~~啥 兵高尚 兵有料 處事公正 具有性別平

虎尾 校發!在交 性之高 品德與 技、人 且能超越 等意識。

科技 宗旨， 等技戰 情操， 文兼顧 政治、宗

大學 並願落 教育理 在學術 之胸襟 教、黨派及

實本校 念，並 或企業 及溝 營利單位

教育理 充分尊 界著有 通、協 等利益。如

A，這裕~ 輩學術 成就與 調、規 己兼任上
自由。 喜若望。 動j之行 述相關機

政能 構職務

力，並 者，應於參

具有爭 遂自寄填具

取與善 應聘校長

用資源、 前放棄之

之能 書面承諾

力。 書。

獨立 秉持本 吳學術 具崇高 處事公正 經遴選委員

中正 大學創 成就與 之教育 主主能超越 會通過，並

大學 校宗 學宜。 j 理想及 立治、…fFl 奉教育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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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並 對學術 卓越之 教、黨派及 定之本校校

願落實 自由高 行政能 營利單位 長，應由本

本大學 度尊 力。 等利益。 校聘任為專

教育理 重。 兵有爭 任教授，不

念。 取及妥 得借調或合

i要運用 騁。

相關資

派之能

力。

國立 前瞻性 f祭出的 兵高尚 具有車 處事公正

嘉義 之教育 學術成 之品德 越規 且能超越

大學 理念及 就與學 與情 劉、組 政治、宗

明確的 望。 操。 織及領 教、黨派及
治校方 能充分 導能 營利單位

針。 尊重學 力。 等利益，如

術自 兼任上述

白。 相關職務

者，應於就

任前辭去

兼職。

國立 兵有前 在學術 有高尚 具有車 處事公正

成功 瞻性之 上著有 品德與 越規 且能超越

大學 教育理 成就與 情操。 劃、絃 政心J口、 O河之

念。 產若望。 能充分 織及領 教、黨派及

尊重學 導能 營利單位

術自 力。 等利益。惟

由。 有爭取 己兼任與
及妥善 上述相關

運用資 職務者，須

源、之能 書面承諾

力。 於應聘校
長前放

素。

國立 兵有前 在學術 身心健 具有卓 處事公正

屏采 瞻性之 上著有 康並兵 越規 且能超越

科技 教育理 成就與 有高尚 劃、經 政心Iï:::f、 OF 

大學 念及商 聲望。 品德與 織及行 教、黨派等

際觀。| 情操。!政領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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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國立 兵有前 在學術 身心健 具有車 處事公正

金門 瞻性教 上著手于 且表立主兵 越規 且能超越

大學 育正史 成就與 有高尚 對、組 政治、黨

念。 名堂， 之品德 織及領 派、宗教、

立在對學 情操。 導能 營利單位

手持自由 力。 等，已兼任
高度尊 政黨職務
直言 。 者，須書面

承諾於應

特校長前

放棄。

第二節 校長候選人之推薦及審核機制

奎、校長候選人推薦機制

一、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受理推薦校長候選人之方式與

資格審查，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各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

作辦法、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各校受理推薦候選人方式如下:

(一)遴委會應公時徵求校長候選人，除在媒體、網站發佈消息

外，並函請函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學術研究機構、本校

各教學單位及校友會逮著推薦(逗著推薦表，如附件)。

(二)遴委會得接受依下列方式之一推薦候選人:

1.中央研究院院士若干人以上得逮著誰薦。

2. 校內專任教師若干人以上i遲早早推薦。

3. 其他國內外大專院校專任副教授、副研究員以上之教師、

研究人員(含退休)及學術研究機構副研究員以上(合退休)

之人員若干人以上得連署推薦一人。

4. 校友若干人以上得追著誰薦一人、或由各地區校友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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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總會各得格薦一人。

5. 由校外學術瀏質量推薦。

6. 自行參選(兔的逗著誰薦表)。

(三)推薦注意事項:

1.遴委會公開徵求拉薦校長候選人以 1 至 2 個月為原則。

2. 推薦期問自公告日起至截止日，由逮著人或推薦單位填妥

追著誰薦表後，應先徵吉句被推薦人參選之意願'經被推薦

人於逗著誰薦表中簽名確認同意後，提供被推薦人之相協

基本資料、學歷、經歷、著作或發明目錄、各項學術獎勵、

榮譽事蹟及推薦理由等資料，向遴委會推薦之。自行參選

者庭、檢兵基本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於推薦期間內寄(送)

達遴委會。

3. 每一位逮著人應有逮著人數限制，逗著超過限制者，該逮

著人不予計入有效逮著人數。

是.遴委會委員、被推薦人及自行參選人不得參與逗著推薦。

5. 遴委會公開受理收件截止後，如推薦之校長候選人不足三

人，遴委會執行秘書經書面簽報召集人同意後，應延長公

告，並通知本會全體委員，每次延長公告期間最長以 l 個

月為限，已列入參選人資格者應予保留，直至達三位以上

候選人，始得繼續辦理遴選程序。

6. 逮著推薦資料送這本會後，連署人不得要求撤回逮著。

貳、校長候選人徵求方式

遴選委員會於組成後，應向各界公開徵求校長參選人，依各

校作法，徵求方式大致可分三類:

一、推薦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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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專任教師(研究人員)一定人數以上之逮著推薦

(二)校外教授、副教授(副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一定人數以

上之逮著推薦

(三)校友總會推薦或一定人數以上之校友逮著推薦

(四)校外學術專業學(協)會推薦

(五)學生聯今會推薦

(六)中央研究院院士之逮著推薦

二、遴委會舉薦:遴委會委員一定人數以上之逮著舉薦或遴委會主動

舉篇。

三、自行推薦參選:由參選人自行填送相關表件報名參選。

貳、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核機制

一、收件單位審核作業 t

(一)校長候選人資料表件應於受理截止日前，以掛號、快遞郵件

或派員送達遴選委員會，被指派收件之受理單位應審查是否

於限期內遞交相關資料表件，立主儘可能閱兵已收花資料之證

胡文件通知該校長候選人，以避免資料寄(遞)送時之遺言矣。

(二)執行秘書將所有被推薦人資料彙整後，交由遴委會資格審查

小組會同承辦單位先行協助審查被推薦人法定資格。

二、遴委會資格審查小組察核作業:

(一)連署推薦表資料查核

1.依逮著人得逮著人數之規定進行查核，是否符合推薦人

數。

2. 如有超過逮著人數者，該重複名額不計入逗著人數;函達

等人受複i這是乎被言主銷逮著資格，致逗著人數不足，不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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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規定時，遴委會庭、以書面通知被推薦人及i逗著代表人，

請逮著代表人於期限內補足逮著人數。

(二)被推薦人基本資料書面審查:

1.被推薦人提供下列書面資料(如附件) ，供遴委會公開陳列

及審查:

(1)候選人資料表。被推薦人於候選人資料表應的最高學

歷、教授或相當於教授資格之證件彩本及各經歷之服

務證BJl彩本。

(2)著作、作品及發明白錄。

(3)學(藝)術獎勵與榮譽事績。

(4)辦學理念及其摘要。

(5)書面承諾書。

2. 遴委會資格審查小絃會同承辦單位先行協助審查被推薦

人法定資格時，應詳查所填資料表件是否屬實完整，如有

疑義、偽滿、未詳實填寫者，應由遴委會正式函知誰薦代

表人或被推薦人或自行參選人於期限內提供更詳盡之資

料、書面說明或補.iE文件，必要時得就參選人進行個別訪

談、查詢，逾期或不說明及不補件時，經遴委會審議後，

撤銷其參選資格。

3. 遴委會資格審查小組將初審結采按姓名筆劃多寡順序(首

依姓氏筆劃多寡排序，筆劉少者在前，姓氏筆劃相同者，

依第二字金會對多寡排序，餘類推)提報遴委會審查及決議。

三、遴委會審核作業:

(一)遴委會委員應就各校校長遴選辦法規定之資格條件綜合評

容，充分討論後，經過全體委員依規定之決議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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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審查符合資格之參選人應按娘名筆畫j順序正式公告校長

候選人名單。

(三)被推薦人不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遴選辦法之任屑資格

規定者，遴委會應以「不受理 J 處理，並以書面通知被推薦

人及推薦代表人或自行參選人。

(四)對於被才能薦人所填資料表件有疑義、閥漏、未詳實填寫者，

經函知推薦代表人或被推薦人或自行參選人，逾期或不說明

及不補件時，經遴委會審議後，撤銷其參選資格，立在以書面

通知推薦代表人及被推薦人或自行參選人。

四、審查注意事項

遴委會辦理審查作業過程進行中，未經遴委會同意，任何

人不得對外公開被推薦人名單及其相關資料。被推薦人逗著推

薦表件以不公開為原則，如有申請調閱者，庭、提出書面申請經

遴委會同意後才于之，惟不得影印或傳佈。

參、建議事項

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耐第十條規定，大學校長應具下列第

一款各自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一、兵下列資格之一; (一)中央

研究院院士。(二)教授。(三)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

作。二、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

務合計三年以上 o 至於何調「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

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言十三年以上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

他公民管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言十三年以上 J '另在一 O 二年八月一

日修訂公布的教育人員施行細則第十三條雖已增訂前述所言男主管職

務之範圈，惟在校長遴選作業過程中，屢屢發生校長參選人之外國

學、經歷，究應由承辦單位主動幫被推薦人驗證，或應由被推薦人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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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後主動提出而產生爭議，因此，建議將該作業程序爭議列入教育部

相關規範，以供各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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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資料表參考樣式》

國立00大學校長候選人資料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

姓 名 jJlJ 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 籍

民國 年 月

自

通訊處:

電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傳真: (公) (宅)

電子郵件信箱:

服務機關名 專兼
現職(職級) 到職年月日琨

稱 13: 

職

學 校 名 院 象 學位名
領受學位年月

手再 所 稱
大
學

以

上

學

歷

服務機關名 專茉
職稱(職級) 任職起吃年月

稱 13: 

是里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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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自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

(一)第一款

口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授
口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二)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

職務合吉十三年以上。

注意事項: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所稱曾任學校、政府
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

一、曾任專科以上學校組織法規所走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二、曾任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祝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三、曾任政府機關(構)或公營事業機構薦任第九械等或相當薦任第

九職等以上之主管職務。

四、曾任下列氏營事業機構主管職務之一:

(一)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其實收資本書直在新妥幣八千萬元以

上，主主依其組織祭稱所到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二)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 J正符合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綜令醫院

設笠標主事之醫院，並依其組織無構所列一級單位主管以上

之職務。

誰:吉普fli革高學度了汞哀而白雪份報哀賈平吾治制三是五末瓦磊豆豆遠之服務吉查明彩
本，如有外國文件請公潑，並附中譯本，以供遴選委員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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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作品及發明白錄

(一)請詳列俗人近幾年發表之學術性著作，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幸言論

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立直言青依Jil頁序分類填寫，著作之室主

要性亦請自行排列先後順序。

(二)各類著作請依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請依作者(按原出版之

次序)、出版年、月份、題目、期刊名稱(專書出版社)、起迄頁數之順

序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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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獎勵及榮譽事項(含服務及貢獻)

授 獎 單 1:rr. 內 啥$. 自寄 問 文 號

說: 1 本表若不敷使用清以 A4 紙張自行影印。

2.如有文件請附影印本。

3.外國文件請公證，並的中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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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校理念與抱負(請以中文撰寫，以三千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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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承諾

1.本資料表所填送之資料均確實無誤;若有不賞，本人願負一切責任。

2.本人若獲聘為國立。。大學校長，車頁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營利

單位等利益，如己擔任前述相關職務者，將於應聘前聲明放棄。

聲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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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著推薦表參考樣式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捨薦府表〉

國立00大學校長候選人掉薦表

被推薦校長候選人姓名 被推豆豆校長候選人親筆簽名表示同意

金、逮著推薦基本資料

聯絡人姓名 電話

達 早早 人 現(曾)任職
職稱聯 絡 地 扣上 電 言舌 簽章

姓 名 單位

本表達等人資格:中央研究院院士。

※註: 1 本表請打字填送並用 A4 紙張盒式橫害，以 word 文書系統處主里。

2 字艘謗採「樑楷體 12 點 J 0 

3.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彩印。

全二頁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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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薦理由

r 閱立。。大學校長遴選辦法』第0條(詳如附錄)提出說明。

【附錄]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有關法律之規定外，並應具備下列條件:

四、

五、

※室主:1.本表請打字填送並周 A4 紙張盒式橫番，以 word 文書系統處理。

2.字體詩採「標楷體 12 點」。

全二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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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著推薦表參考樣式…一般逮著推薦府表〉

國立00大學校長候選人推薦表

被推薦校長候選人姓名 被推薦校長候選人親筆簽名表示同意

安、連署推薦基本資料

聯絡人姓名 電 話

逮著人 在職或 琉(曾)任職翠

姓名 退休 1ft 職稱 聯絡地址 電話 發章

口在職

口退休

口在車主

臼退休

口在戰

已退休

口在戰
口退休

口在戰

。退休

日在戰

已退休

日在職
口退休

口在職

口退休

日在戰
臼退休

口在職

已退休

本表達署人資格:商內外大專院校講師以上之教師(令退休)及學街研究機構助理

研究員以上(含退休)之人員。

※註:1.本表請打字填送並用 A4 紙張盒式橫番，以 word 文書~統處理。

2 字體請採「標榜艘 12 點」。

全三頁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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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著人 在職或 況(曾)任職翠
職稱 聯絡地址 電話 將 i姓名 退休 4立

釘在職
口退休

口在職

口退休

口在職
臼:i!休

口在戰
口退休

白在戰

已退休

口在戰

也退休

口在職

。退休

口在職

口退休

口在戰
口退休

口在戰

口退休

臼在職

已退休

口在職

。退休

口在職

口退休

口在戰
口退休

口在職

口退休

本表達著手人資格:圈內外大專院校講師以上之教師(令退休)及學術研究機構助理

研究員以上(令退休)之人員。

※註:1.本表請打字填送並用 A4 紙張盒式檢番，以 word 文書系統處理。

2.字體請採「標榜嫂 12 點 J 。

3.本表芳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全三頁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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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薦玉皇由

請就 F 鶴立。。大學校長遴選辦法』第0條(祥如附錄)提出說明。

【附錄】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有關法律之規定外，立在應具備下列條件:

四、

五、

※誰:1.本表請打字填送並用 A4 紙張盒式橫番，以 word 文書系統處理。

2.字體請採「標楷艘 12 點」。

全三頁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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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著推薦表參考樣式"“校友逮著推薦用表〉

國 3LOO大學校長候選人推薦表

被推薦校長候選人姓名 l 被推薦校長候選人就筆簽名表示同意

瓷、遠署推薦基本資料

聯絡人姓名 'ilt 話

連署人 畢業院~所 畢業年月
聯 且各

電話 接掌
姓名 地 扣上

本表達署人資格:本校校友

※吉主:1.本表請打字填送並用 A4 紙張盒式橫番，以 WORD 文書系統處理。

2.字體請採「樑楷體 1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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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三頁第一頁

逗著人
畢業院~所 畢業年月

聯 絡
電話 簽章

姓名 地 兒上

本表達等人資格:本校校友

※室主:1.本表請打字填送立直飛 A4 紙張盒式橫書，以 WORD 文書系統處理。

2.字艘請採「樑楷體 12 點 J 。

3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彩 6p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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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三三頁第二頁

貳、推薦理由

r 置自 JLoo大學校長遴選辦法』第0條(祥如附錄)提出說明。

【附錄1 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有關法律之規定外，立主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

伊。

一.

戶。

一-

四.。

五。

※說:1.本表請打字填送並周 A4 紙張主式橫書，以 word 文書系統處理。

2.字體請採「樑楷體 12 點」。

全三頁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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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著推薦表參考樣式…廚體推薦用表〉

獨立。。大學校長候選人推薦表

被推薦校長候選人姓名 i被推薦校長候選人親筆聲名表示同意

壹、推薦閻健基本資料

獨 體 名 稱 生也 土立

代表人姓名 職 稱 主也 起上 電 話

決議推薦之理監事聯席會議名稱會 言義 自 期

聯 f各 人 電 吉舌

言主:請附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推薦之會主義紀錄影本

※說:1.本表請打字填送並舟 A4 紙張直式橫番，以 word 文革?系統處理。

2 字體告青採「標楷體 12 點」。

全二頁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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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薦理由

『閻立00大學校長遴選辦法』第0條(詳如附錄)提出說嗎。

【附錄]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有關法律之氣定外，並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

、

四、

五、

※註:1.本表言毒打字填送並用 A4 紙張盒式橫番，以 word 文書系統處理。

2 字體育青採「標榜稜 12 點 J 0 

全二頁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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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著推薦表參考樣式一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推薦府表〉

國立00大學校長候選人推薦表

受推薦之校長候選人姓名|受推薦之校長候選人親筆簽名表示同意

推薦人:

一、推薦人資料表

現任職學校

推薦人姓名 職稱 證明文件字號 電 話 簽 章

(機構)、單位

二、推薦理由

偏說:本表請以 A是紙張繕寫立主應與受推薦人個人資料表同時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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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氏意參與之機制

第一節校長遴選公告之時間

校長遴選委員會公告徵求校長候選人時間及徵求方

式，乃是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後第一次會議重要之工作，校

長遴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審議公鵑徵求推薦校長候選人故

事稿、刊登公告方式及逮著推薦相關表件(校長候選人逗著

推薦表及校長候選人資料表等) ，公告之時間應力求周延充

分，訂定充足之期間受理各方推薦校長候選人;徵求之方式

應公時透明，除學校本身網站首頁外，應於圈內主要平面媒

體公告，發函國內各大專校院、公私立各研究機構、學校各

單位及校友會推薦人選;至於區外大學及研究機構部分，貝IJ

祝各校本身之需求而定，函謗教育部駐外單位協助發佈'另

通知國外著名大學及研究機構，分述如下:

金、校長遴選公告之時間

公告校長參選人之徵求期間不宜太矩，因為若有海外賢達之

士有意參遷，貝IJ 未能有充分時間準備相關參選文件與資料，造成

不公平競爭之現象，對學校還才實屬不利。

目前多數學校均未將校長遴選之徵求期間明訂於遴選辦法

或相歸作業細則，有關徵求之公告時間多久為笠，依各校實務作

業情形，至少均為一個月以上，另延長公告時悶，至少 l是夭以

上。

檢的校長公告敘事中英文樣式各一則供參考，並將有載明徵

求期間之學校資料彙整如下:

60



《公告敘事參考樣式〉

「一一 國立00大學徵求校長候選人敢事
100.10.27 

一、依據本校校長遴選辦法公詞徵求雄為校長候選人，歡迎逗著推罵人遂。

二、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之資格外，

須兵備下列條件:

(一)必備條件:

1.曾擔任教授 3 年以上﹒。

2. 具有 3 年以上之教育或學術行政經驗。

候選人相關年資之計算，核計至候選人登記截止日為止。

(二)重要條件:

1.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營利單位等利益。惟巳兼

任與J:.述相關職務者，須毒面承諾於應聘校長前放棄。

2. 在教育學術上著有成就與聲望。

3. 身心健康並具有高尚品德與情隸。

4. 能充分尊重學術自由。

5. 具有前瞻性之教育理念。

6. 具有卓越規割、組織及領導能力。

7. 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力。

三、本校校長候選人格薦方式如下:

(一)由本大學專任講師以上教師的人以上遮著推薦。

(二)由國內、外學校及學街單位之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副研究員

的人以上連署推薦。

(三)本大學校友 15 人以上迪等推薦。

以上每一推薦人豆豆多推薦 3 人，但遴委會委員不得參與逗著推薦。

四、靖遠等推為人須檢勢以下 2 種推薦表格併送:

(一) r校長候選人追著誰薦表 J C共 3 頁)

(二) r校長候選人基本資料表 J C共 6 頁)。

五、推薦表格歡迎來電(函)索取，或自本校網頁「校長遴選j 專區下我(綱

址:) ，填妥表格後，連岡村關資料，請於 100 年 12 月 27 8 C 1星期二)
前(含)以掛號郵寄本校遴委會(以郵戳日期為憑)或向日下午 17 特前

送達本校人事室(以簽收詩詞為憑) ，逾期恕不受理。

六、本校遴委會聯絡資料如下 r 國立00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聯絡人:人事室。。。小姐 CE-Mail:)

士也 i.ú: : 

電話: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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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idential Search 

1. The , University invites applications and nominations for the position of 
Presid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sidential Selection Guidelines. 

2. With the university motto of “uniqueness , excellence, and vision," all students and 
facultyexp巴ct the new president may lead th巴 university to thrive on the motto. With 
the incumbent president' to be stepping down in May , 2007, the Commi位ee
openly invites applications and nominations for the position of President.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fair and impartial process, a new president will be selected to lead the 
university toward its goal of national prominenc巴.

J. In addition to candidates nominated by the Selection Committe巴 members， faculty 
hi色her than full-time instructor且， and alurnni associations, nominations from 
professors( associate professors) or researchers( associate research巴rs) from academic 
institutes home and abroad are more than welcomed. For best consideration, 
applications and nominations should be provided by July 20, 2007(postmarked) to 
the committee by registered mai l. (To: Presid巴ntial Selection Committee, National 

Universi旬， No. . Road , Coun紗，

τEL: +886- ext. 
FAX:+886切

Forms: Please download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Recommendation Form," 
“Presidential Candidate Co-Recommendation Form" and 
“Presidential Candidate Self-Recommendation Fo紅耳" 企omthe

website. 
Website: “Presidential Search" 

(htto://www., .ed]J.t~r/Derson/oresid巴拉t/口resident.htrr1)

Presidential Selection Committ巴巴， National , University 

62



各校徵求校長候選人公告時間

校長遴選之徵求期間 代表學校

二個月為原則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一個月至二個丹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獨立高雄餐旅大

至少一個月以上

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屏

一個月為原則

東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第二節校長候選人最低門檻之限制

依教育部氏國96年5月 2 日台人(一)字第0960055145號

函重申略以，為落實大學校長遴選之功能，要求各校於遴選

校長人還縛，應由遴委會依其職能遴選產生，不宜以普選方

式產生，至於遴選過程則尊重各校辦理民意調查機制，其氏

意調查機制不得於遴委會決定校長人還後為之，仍有當依教育

部民國89年9月 18 日台 (89)人(一)字第89113383號函釋，若

有需要教職員行使同意權以為參考必要者，其關桑結采達設

定丹桂後， &r;不得再予統計票數，大學法修正後，大學校長

遴選錐由二階段改為一階段，惟上開函釋意當仍為重要原

則。

有關各國立大學對於校長候選人最低門梭限制之作法

不一，以@l立臺灣大學及國立嘉義大學而言，立主未辦理宣告校

普選之機制;至於有採行最低門極限制者，少數學校條由，校

63



務會議代表進行同意權之行使，而多數學校則由全校專任教

師對每一位校長參選人分別進行同意與否之投票，依據「國

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3條第2項規定:

「遴委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始得選定校長人

邊。 J 因此訂定同意門檻就必須相當審慎。同意門槌訂得

太低，復以邀請校長參選人陳述辦學攻念立在備質詢，讓參選

人名字曝光，則此種同意投票是否必要，實值得商榷;惟如

同意門檻訂得太高，猶如辦理校長發選，此與校長遴選制度

之理念似有紙觸，且 r，檻太高，校長參選人通過者少，將不

利於校外或海外校長參選人，如因此不足二位候選人，徒增

校長遴選作業之時程。

茲將各校對校長參選人同意權行使之資格及門檻限制

規定彙整如下:

31 同意權行使資格 通過或不通過r，槌 代表學校

全體專任教師
達全體教師 112 以 獨立屏采科技

上同意 大學

2 
全體專任教師(或

達全體教師(或令 國立中與大

今研究人員)
研究人員 )115 以上 學、路立中i旦大

同意 學

達全體教師 113 以 國立中山大

3 全體專任教師 上不同意，即不通 學、國立成功大
過 學

是 全體專任教師
達投票總數 113 以 國立臺南大學

上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國立臺灣

5 全體是學任教師
這投票總數 112 以 科技大學、國立

上 高雄師範大

學、鶴立海洋大

學、國立勤益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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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

112 領祟，同意票達
大學、國立高雄

6 全體學任教師 應用科技大
投票總數 112 以上

學、函立高雄第

一科技大學

2/3 領票，向意票這
國立空中大

7 全體專任教師 學、路立新竹教
投票總數 112 以上

育大學

這投票總數 113 同 國立雲林科技

8 全體專任教師 意為通過 ， 2/3 不同 大學、國立高雄

意f!p不通過 海洋科技大學

9 
到校服務滿一年以 遠投票總數 112 以 國立交通大學
上編制內專任教師 上

10 專任教授及副教授
達投票總數 112 以 國立清華大學

上

11 編制內教職員工
這投票總數 112 以 處 3L臺北教育

上 大學
國立中央大

12 校務會議代表
213 出席，出席代表 學、關立臺北斜

112 以上同意 技大學、國立宣

蘭大學

13 校務會議代表 過半數同意
認 3L臺灣師範

大學
綜合各校對校長參選人同意權行使資格上，約有T分為三

種，一是該校專任教師，二是編制內教職員工，三為校務會

議代表，其中專任教師有以全體專任教師或專任教授及副教

授或以到校服務滿一年以上編制內專任教師來行使同意

權。在 r，繼限制上，有以同意權行使資格人數為基礎計算，

另有以出席投票人數這一定標準計算，前者通過門繼比率可

以訂得較低;後者通過之門繼比率則可訂得較高，另亦可視

總參選人數及每位教師可國選同意權人數多寡言了定適當的

門極比率。又為求慎重，部分學校亦訂有行使校長候選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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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權投票須知，茲檢附參考樣式一則供參。

《行使同意權投票須知參考樣式〉

商立00大學編制內教職員工行使校長候選人向意權投票須知:

一、依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00年00 }3 00 日第0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投票時間 :00年0月 O 日(星期0) 上午08寄至下午0時止。

三、投票地點:本校大禮堂。

四、投票注意事項:

(一)應由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令教師、教宮、助教、職員、思主衛警、

技工、工友)親自簽名領票後投票，不得代領代技，違者自負法

律責任。

(二)每人領取 2 張選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針對個別候選人行使同

意或不同意，空白桑、商蓋於同意與不同意中閱或其他無法辨識

圈選結果者，均為廢票。

(三)投票當日下午 4 日寄整截止領票，隨即於現場公開闊祟。

(四)每一候選人獲得參與投票總數二分之一(令)以上之間意為透過，

票數達到通過或不通過門糙，即停止計祟。

E建立00大學編制內員工行使校長候選人同意權選票樣張(不同顏色區分)

國 懿

還
同 不

選
同 不

欄
同

欄
同

意 意 意 意

姓 O 姓 O 
名 O 名 O 
欄 O 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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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治技理念說明會之舉行

在校長遴選過程中，參選人是否必須對全校師生發表治校理

念，俾讓學校教職員生了解其對於學校的辦學理念與遠景或僅於

校長遴選委員會時發表，各有其優缺點。參選人對全校師生發表

治校理念機制如進行得笠，對於凝頭大學知識社群內之「公共意

志」頗有助益，亦使大學行政領導人與全校師生融合而為一麓，

有關治校理念說明會之程序與應注意事項，驢列於下:

壹、推舉治校理念說明會主持人

校長遴選程序確定必須辦理校長治校理念說明會後，須依其

所定時間地點辦理，遴選委員會於會中討論校長治校理念說明會

提案時，除非另有要務，遴選委員會應推舉召集人擔任治校按念

說明會主持人，惟如召集人不克主持，則需由遴選委員會互推委

員 l 人主持。主持人必須能掌控說明會全程，立的包本著公平、公

正、公開、民主之原則辦理。基於對校長參選人之瞭解，遴選委

員會之學校教師代表，庭、f盡量參加說明會，以示對治校提念說明

會及遴選業務之重視。

貳、排定說明會筒報及詢答時間

治校攻念說明會除主持人致詞外，一般會分成兩階段進行，

包令理念說明簡報及詢答， 8寄手里安排以每一參選人於 1 小時內完

成為笠，主持人於每場說明會鬧始必須介紹參選人及說明詢答規

則，由參選人先簡報治校理念，再請教職員生提出治校理念問題

及詢答，所有參選人除人數太多無法安排外，以在同一天報告完

暴為原則。

治校理念說明會辦豆豆時間地點之選定，宜光了解或徵詢全體

參選人之時間，立的于學校上課期間舉行，以避免參選人無法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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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教職員工生無法參加;地點以校內大型會議廳來辦理，會議廳

容納人數有限時，可選擇另一會議廳以錄影方式網路線上直播;

辦理時程宜於遴選委員會遴選時程確定後一併公告，言表全體參選

人及教職員工生通知，立的?辦理前於學校網站「校長遴選專~J

公告辦理校長參選人辦學理念說明會相關訊息，另發函各單位，

立直以電子郵件轉知全質量教職員工生(發函通知全校教職員工生

時，須先行告知場地容納人數、入場時間) ，或利用電子報及海

報，言表說明會訊息能傳達到校內每一角落。

有關說明會參選人時間之安排建議如下:

一、主持人介紹參選人 3 分鐘

二、理念說明 20-30 分鐘

三、言句答 30-40 分鐘:

為其母詢答過程公平流暢，宜就每人吉句時次數、單次吉句答日寄問

加以限制，如每人詢問次數不超過 2 次或不限制，但以未發問者

優先，學次詢問發言時間限制 3 分鐘，單次答吉句時間限制 5 分鐘

等。

參、排定說明會報告次序

為避免爭議，治校理念說明會順序之排定，多採公街持籤方

式辦理，但亦有以字典姓名筆畫順序排定，參選人同意即可，惟

如有意見，仍以拍籤決定為宜。參選人於報告次序辦理拍籤時如

無法親自出席，得由遴選委員會代為抽定，辦理校長治校提念說

明會，除校長參選人本人參加外，如有陪同人員，應事先規範最

多人數並通知參選人，避免報告之人數多寡，影響選舉公平性。

肆、全程錄音與錄影

為使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及請假、出差教職員工生能了解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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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之治校理念，說明會主E全程錄音錄影，立主鬧鬧現場轉播網絡

傳送，讓所有無法出席之教職員工生，可利用時問線上閱覽。治

校理念說明會場地容納人數不足時，亦可設置第二場地，以網路

攝影方式呈現。校長參選人辦學攻念說明會簡報及當日祝訊影片

置於網沾上，方便當日未克前往參加考上網點筒，另製作光草葉一

份寄送各遴選委員。

f五、提供「校長參選人發表辦學攻念」進行程序範的供參

「校長參選人發表辦學理念 1 進行程序(範倒)

(主持人、校長參選人進場、就座)

(全場坐定)

(主持人致詞)

。今天這一場次的「校長參選人辦學理念說明會j 按照遴選委員會

的安排，由本人主持。應邀前來發表辦學理念的參選人是000

先生。(以手勢邀請參選人起身和在場師生見面) (歡迎掌聲)(招

呼參選人回座)

.首先成謝000先生應遴選委員會邀請，前來參與這場辦學竣念

說明會 o

000先生現任0000盈盈，他的學經歷資料請參閱遴選委員

會提供的「參選人基本資料表」

.今天的辦學理念就明會分成兩階段進行，總時間最多以 60 分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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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 第一階段為「參選人發表辦學理念」時段， 30 分鐘。

> 第二階段為「意見交換」時段， 30 分鐘。

為了協助參選人掌握時間，在發言特閉終了前 5 分鐘，者青吉十

日寄人員按鈴聲一響;時間終了前 2 分鐘，言青計時人員按鈴聲

二響;特間結束時，吉青計時人員按鈴三響，請參選人結束發

言。請注意以下各點:

1.意見交換採一時一答方式進行。先請在場同仁提悶，再苦奮

參選人酌情說明或回答。

2. 提問時，每位同仁每次發言時時以三分鐘為限。吉青宮十日寄人

員以鈴聲提躍。

3. 每位同仁提問次數暫不限制，但以未發問者優先提問。

4. 同仁提問時，請務必以最優雅的文持和最誠楚的態度來向

參選人請教。

。現在開始，請參選人000先生發表辦學理念。(熱烈掌聲)

(參選人間始發表辦學理念。)

(主持人在台下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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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人發表辦學理念結采)

.嗡嗡000先生的演講。(掌聲)

現在問始進入第二階段「意見交換 J 8寄段。請在場的同仁提悶，

並請參選人酌情說明或回答。

再次提醒提間的同仁，每人每次發言時問以三分鐘為恨。

(詢答開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詢答結采)

.這一場次的辦學理念說明會主1) 此告一段落。再一次成諦。00先

生參與這場說明會，謝謝。(熱烈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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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校長遴選委員會之議或

校長遴選委員會對校長人選之議決，主要你依據?國立大學校長

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三條第一項 r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

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J 、同條第2項

「遴委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始得選定校長人選。 J 以

及第的采第3項「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 J 規定，由各校白宮了校長遴選委員會對校長人選之議決方式。

各校依據上時母法挽範而自訂議決之方式不盡相同，部分學校由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訂於學校校長遴選辦法等相關規定內，另部分學校

則於校長遴選委員會組成後，由校長遴選委員會審議通過而言了定於校

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內。復以，各校校長遴選委員會在最後決定校

長人選的會議上，對校長候選人行使同意權之r，糙，是吾吾個遴選過程

非常關鍵的階段，是以，投、開票作業方式及通過門糙的制定，攸關

盡是個遴選作業的公平性，是更應審慎為之。

茲就遴選委員會對候選人之「行使同意權之門檻 J 分別列舉各校

作法如下一

第一節校長遴選委員會對校長候選人行使同意權之門檻

瓷、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 (@6) : 

一、面談完畢後，由遴委會對個別校長候選人進行投票:

(一)投票結果僅有 l 人獲出席委員過半之支持，言玄名候選

人即為校長當選人。

72



(二)若有 2 人以上得票過半，貝1)應就得票最高之 2 位候選

人進行投票，以每位委員函選 I 人方式為之，直到分

出順序，其獲得票數相對較高考為校長當選人。

二、前項得票最高之前兩順位是爭中，有四月票情況而多於 2 人

時，則應先以每位委員至多國選 2 人方式，直到分配!嗔序，

選出 2 名得票較為之候選人，再以每位委員國選 1 人方式，

選出相對票數較高者為校長當選人。

三、第一項投票結果無人得累過卒，則應於一過內再行集會投

票;再投票若仍無人得累過卒，則遴選委員會應即解散，由

學校重新組成遴選委員會。

貳、商立臺灣師範大學

圈立臺灣師範大學校長遴選組織及運作辦法 (~10 ) 

由校務會議出席代表就本會推薦之合格候選人，以無記名單記投

票方式行使同意榷。其中獲致代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送

言青遴選委員會選定校長人選報部。

竟安第一輪投票獲致校務會議代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未達

二人峙，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得就未獲致校務會議同

意者中之得票前三名者進行第二輪投票，經獲校務會議代表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遼闊第一輪投票時已獲致代表總數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者，送吉青遴選委員會選定校長人還報告戶。若獲致校務

會議代表總、教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之人數未達二人峙，本會應依

前述程序辦理重新公告，徵求人還及遴選推薦後，再度行使同意

權。若獲致校務會議代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之總人數仍不

足二人峙，本會應 lîp 自行解散，委組新遴選委員會，而原已獲致

校務會議代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資格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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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對每一11柔選人得票數之統計，違法定同意票數峙，即不再統

計。

由遴委會就行使同意權階段推薦之校長候選人，經遴委會三分之

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遴選出一位校

長人還並公告後，由學校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遴委會遴選投票以二次為限，若未能遴選出校長人選報告F聘任，

本會應即自行解散，靈台組新遴選委員會。

參、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89 ) : 

一、公聽會結采後三過內，遴委會應徵詢全校講師以上專任教

帥、助理研究員以上專任研究人員及校務會議職員代表、學

生代表、軍護人員代表、技工工友代表對校長候選人之意

見，由前述教師、研究人員及校務會議相關代表對候選人分

別行使同意權投票，並分別進行統計，但每位候選人之符票

數統計達出席投票人數百分之五十同意縛， /.!p停止開祟。

二、依前述行使同意權結呆，通過r，極之校長候選人至少二人以

上，提供遴委會參考遴選。惟若通過同意票門極之候選人未

達二人峙，員IJ係留已獲通過同意票門檻之候選人，遴委會再

依規定再次徵求校長參選人，並依各遴選程序進行遴選，直

到另行選出之候選人名領併向原獲保留之候選人名額合計

達二名以上人選為止。

前述再次徵求校長參選人，徵求期間縮短為一個月，原未通

過r，雄之候選人，得再次被推薦或自行報名參選。

三、遴選校長人還:

遴委會綜合前述行使同意權及各項資料審查結果，邀請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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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同意桑 r，檻之校長候選人就其治校王軍念進行說明與詢答

後，由遴委會依決議程序遴選一名人選，由學校報請教育部

核定聘任之。

肆、國 SL臺北大學

函立臺北大學遴選委員會組織暨選薦辦法 (~8 ) 

一、由本校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依互溝記法選出得票數超過應選

舉人數五分之一以上之候選人至少二人，供遴選委員會遴

選。不足二人峙，除原獲候選人資格考外，另行再次辦理遴

選補足。

二、遴選委員會就款選出之合格候選人審議，選定校長人選後，

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鶴立臺北教育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7)

一、遴委會應就校長候選人，由全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以無記

名限制遂記法投票，行使同意權，每人王三多國選人數為候

選人人數;候選人獲得參與投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為通過，若通過之候選人未達二人時，則保留已獲通過之

候選人，再依本條規定之程序進行遴選，直到通過之候選

人合計達二人以上為止。

二、遴委會綜合各項意見及資料審查結采，邀請經教職員工行

使同意權通過之校長候選人，就其治校攻念進行說明與詢

答後，由遴委會遴選一位校長適當人選，報謗教育部聘任。

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牽北藝街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 (~6) : 

第一輪: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書面方式無記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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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所獲票數達全體委員二分之

一 (11 黑)以上者為 1 人，該名人員即為校長當選人。

第二輪:

(一)如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所獲票數達全體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翁達 2 人以上，針對美等進行第二輪之投

票，每人 l 票，以獲得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最高

票者為校長當選人。

(二)第一輪投票結采未有校長候選人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立所獲票數達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者，就得票

數前 2 名之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投票，每人 l 票，以獲得全

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向意者為校長當選人。

菜、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 (~1 0) : 

一、以無記名投票，經遴委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提出

三位候選人，由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理校長同意權

人投票作業。

二、主主獲得校長同意權人同意之候選人未達二人，遴委會須提出

其他合格候選人，或重提未獲得同意之候選人(部分或全

部) ，送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理校長同意權人不記

名之同意投票，直到獲得同意之候選人累計達二人以上。

三、遴委會由獲得同意之候選人中遴選出新任校長，報教育部特

任。

捌、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級織及運作辦法 (~11 ) : 

一、第一階段:遴委會舉辦由全校教師、學生、行政人員參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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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遴選委員聽取有關學校發展、理想校長人還等意見

後，就推薦人選中選出若干人為校長候選人。

二、第二階段:遴委會將第一階段選出之校長候選人資料公布，

由到校服務滿一年以上之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對每一位校

長候選人分別行使不記名投票，得投票總數二分之一(令)

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每一候選人選票之統計至確定通過或

不通過時即中止。

三、第三階段:遴委會就第二階段通過之候選人中，本獨立自主

之精神，經客查、討論後，選出一人，報請教育部核定。

玖、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第十四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 (@6) : 

一、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就個別候選

人行使同意之票決。

二、以獲得出席委員同意之最高票前 3 人為校長候選人，進入第

二輪投票。

三、第二輪獲得出席委員同意之最高票前 2 人，進入第三輪投票。

四、獲得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最高票為校長人遷，若人還仍未

產生時，得再進行兩輪投票，若人還仍未產生嗨，由遴選委

員會決議後續辦理遴選事宜。

拾、國立勤主主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10 ) : 

一、第一階段:由遴選委員會就被推薦校長候選人中依第七條所

列條件遴選，至多選出五至十人參加第二階段遴選，遴選委

員會得邀請所有候選人豆豆本校公開說明其辦學理念，俾做為

教師行使同意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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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將第一階段選出候選人之資料公布

後，應於十五天內分送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安排適當時

問與她點，由上列教師針對每一候選人以無記名全類遂記法

之方式行使同意權，且參與投票人數應達本校專任講師以上

教師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始得有效，否則應重新辦理行使同意

權作業。其言十票及行使方式如下:

(一)各候選人所獲得之同意票數超過參與投票人數二分之

一者，即不再計票，並將該候選人提送第三階段遴選。

(二)前自投票結果，主主超過參與投票人數二分之一同意票數

之候選人未達二人，應再就同意桑未超過參與投票人數

二分之一之11柔選人辦理第二次同意權行使。

(三)第二次同意權行使結采併向第一次投票結果，主主超過參

與投票人數二分之一同意票之候選人來達二人，保留原

獲通過之候選人資格，依第八條規定重新公閱微求校長

候選人，進行第一、二階段之遴選，直至候選人達二人

以上峙，方始進行第三階段遴選程序。

三、第三階段:由遴選委員會參考第二階段行使同意權之投票結

采，並考量各候選人之職能後，選定一人為校長人遲，併同

個人之詳細資料及遴選委員會會議紀錄，送請教育部聘任

之。

拾金、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翅立雲林科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 (~7) : 

一、遴委會庭、於教師行使同意權後 15 日內召開會議，邀請護

透過門檻之校長候選人，就其辨校理念進行說明與詢答，

於遴委會充分討論後，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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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投票方式，分二階段進行。

(一)第一階段由遴委會委員就各校長候選人進行同意權投

票，獲得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始得進入第二

階段投票。每一候選人之路祟，豆豆確定通過呼應即中止。

(二)第一階段只有 1 人通過二分之一以上門檻峙，該候選

人即為校長當選人。第一階段有 2 人(令)以上通過r，

槌峙，則進行第二階段遴選。

(三)第一階段經過三輪投票均無人通過第一階段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票時，則另行公告徵求校長候選人。

二、第二階段由遴委會委員就通過第一階段 2 人(令)以上之

各候選人進行投票，由最高票者當選為校長，如最高票者

有肉菜之情形峙，再進行下一輪投票。

三、若經數輪投票後仍未選出新任校長，得由主席宣布休會，

擇定下次照會日期再投票表決，直到新校長產生為止。

拾貳、獨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 (@7) : 

(一)投票人為本校編制內專任講師以上教師，立直以投票當日在

本校文薪者為限，一律親自行使之。

(二)同意權行使採無記名投票方式，由教師就公告之每位校長

參選人進行同意或不同意之國遷，符合領累資格人數二分

之一以上領票，旦獲得領票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為通

過，獲得領票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不同意者為不通過，每一

參選人之間票至確定通過或不通過時應即中止。

(三)通過領票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校長候選人達三人以

上峙，由遴委會進行遴選;通過之參選人未達三人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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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琴、獲通過之候選人資格外，應另再辦理一次行使同意

權論足，惟如通過之參選人仍未達三人以上時，保留原獲

通過之候選人資格並室主新公告遴選事笠，直至候選人達三

人以上峙，方始進行後績遴選程序。

(四)遴委會應、於教師行使同意權後二十日內召開會主義，就通過

教師同意權行使及各項資料審查結果，邀請獲通過門雄之

校長候選人，就其辦學理念進行說明與詢答，於遴委會充

分討論後，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無記名投票方

式，就個別候選人行使同意之票決，以獲得全體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之最高票者為校長人選，如最高票者有肉菜

之情形峙，再進行第二輪之投票，直至三選出最高票之一人

為止。遴委會應明確陳述理由，併向其個人之詳細資料及

本會審查意見表，由本校依行政程序報請教育部核騁。

拾參、國立中i巨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8 訂) : 

(一)第一階手丈:

遴委會符經公時徵求接受推薦或主動蒐集可能之校長

候選人資料，經必要之查訪及審查後決定至少五人之名

單。以上名單，由出席委員對每一人還逐一投票，以過

半數票者為候選人名單。

得票數超過半數者如超過五人，以得票數為低決定五

人。如超過半數之候選人名單未達三人，須經再次投

票，若仍未達三人峙，得重新公告遴選事宜。此時候選

人名單仍應保密。

(二)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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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委會於候選人名單確定後，間始向名單中之人選徵詢

其擔任本大學校長之意願後;由遴委會於教師行使同意

權之前安排舉辦說明會。

每一候選人由編制內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及教官)行

使同意權，經行使同意權資格者總人數五分之一同意之

人選，始得列為第三階段候選人。

土問同意權之行使，於肉菜數達五分之一時，即不再繼

續開祟。

(三)第三階段:

遴委會應就二位以上(含)合格校長候選人審議，始得

選定本大學校長人選。

校長人選之產生，須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令)之

同意票，並選定得票數最高之一人為校長人選。如二人

以上(令)同為最高得票數峙，應再繼續投票，並以得

票多數者為校長人還;惟如第一次投票結果未能產生超

過三分之二得票數之人選時，得再次投票，如仍未產生

適當人退，得重新公告遴選尋草堂。

拾肆、 E還立嘉義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 (@8)

遴選委員會應邀請校長候選人，就其治校理念進行說明與詢

答，並於充分討論後，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無記名投

票方式，就個別候選人行使同意權，行使同意權規定如下:

(一)先就個別候選人行使同意權，如第一輪投票候選人均未

達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再進行第二輪投票;第二輪投

票候選人仍未達出席委員過半數之間意，應重新辦理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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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公告。

(二)第一輪投票，如僅一人獲得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則為

遴委會選定之校長人選。

(三)第一輪投票，如二人以上獲得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民1)

進行第二輪投票，由遴委會委員就個別候選人行使同意

權，以獲得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最高票者為校長人

遲。如第二輪投票結果最高票同票時，貝1) 第三輪投票採

無記名單記法，就第二輪最高累月票者退出最高票者為

校長人還(惟仍應獲得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遴委會確定校長人還後，應明確陳述坦白，併同其個人之詳細

資料及任用資格審查表，由學校報請教育部核騁。

拾伍、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7) : 

(一)第一階段:由遴選委員會就被推荐人選中依本辦法第五

條之條件遴選。並應同時秘密徵詢被推辛辛人參選之意

願'決定至多八人參與第二階段之遴選。

(二)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應將第一階段選出候選人之資料

上網公佈'並分送予本校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且安排

適當時間與地點，於教師行使同意權之前，舉辦說明

會，由上述教師針對每一位候選人行使用意權。同意權

之行使，採遂記法。

行使同意權之結采以電腦配合光學讀卡機進行統計;統

計結果僅顯示通過或不通過，獲得應投票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之不同意為不通過，即不能參與第三階段之遴選。

若無人獲得通過參與第三階段之遴選時，則遴選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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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重新推荐校長候選人;法後一人獲得通過時，則保留

此候選人，再遴選校長候選人至少一人。通過後，遼闊

原通過的候選人，參與第三階段之遴選。

(三)第三階段:遴選委員會應邀請第二階段決定之候選人說

明其辦學理念，再由其中遴選出校長人選，連同相關資

料，報請教育部聘任。

給陸、商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采科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8) ; 

遴委會綜合前述意見徵詢及各項資料審查結采，邀請護通過意

見徵詢問意累 r9梭之校長候選人就其治校理念進行說明與詢

答後，由遴委會委員依本辦法第五條之決議程序選定一名由學

校報請教育部核定聘任。

拾菜、獨立金門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8) : 

(一)由本校專任講師級以上教師(今專業技術人員)就每位

校長參選人進行同意或不同意之鷗選，獲得領票人數三

分之一同意者為通過，獲得領票人數三分之二不同意者

為不通過，每一參選人之間累至確定通過或不通過時應

f!p 中止。

(二)通過三分之一教師同意之校長候選人達二人以上峙，由

遴委會進行遴選;通過之候選人未達二人縛，除保留 J!i，、

獲通過之候選人資格外，應另再次辦理遴選補足。

(三)遴委會應於教師行使同意權後十五日內召開會議，就前

述通過之令格候選人選定校長人選，報請教育部聘任。

第二節校長候選人選票製作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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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三條規定，遴委

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始得選定校長人選。的此，此規

定 fìp 意謂遴委會必須針對二人以上之校長候選人進行同意權之行

使，也因為如此，多數學校的校長遴選規定，對於已成為校長候選人

之人選，大部分均採二輪投票方式(亦有採三輪投票者) ，以便遴選出

校長人選。因此，在遴委會行使同意榷的過程中，校長候選人選票製

作之幕僚作業，顯得格外重要。

依據實務經驗而言，各校多會針對每一校長候選人製作個人選

票，以供辨識及計、開票。比單獨針對每位候選人印製之目的，除有

計、開票之方便性外，另可避免將全部候選人印製同一張選票上，間

票過程中，即;有可能臆測遴選委員之意向，進而影響下一輪投票之結

采。不過，是否針對每一位候選人印製選票抑或將全部候選人印製於

同一張選票，條依據各校於不同投票階段所取之投票方式為無記名單

記投票或遠記投票法而論，並無一致的作法。

另外，遴選委員會於進行投票作業前，會務相關單位人員應先清

點在場委員人數，要進行投票作業時，多數學校會場人員僅有承辦單

位一至三人加以協助，甚至於會場內立直無任何會務相關工作人員，而

由各遴選委員自行討論投開票之方式後加以投案，以維持遴選委員投

票之秘密性。至於開票作業，在採取多階段的第一輪閱票作業過程

中，亦有部分學校僅由遴委會主席及二至三位被授權之遴選委員進行

闊票作業，並僅將票數超過半數以上之名單告知遴選委員，其嚴格採

取秘密性作業，其目的均鋒、為了避免影響後續投票意向，最後影響了

校長遴選結果之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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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第五章常見問題及注意事項

由於大學法、教育人員任用條1r~及函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

及運作辦法等法規僅就大學校長之資格、遴選委員會運作方式等予以

基本規範'因此，在各校辦理校長遴選作業過程中，學凡校長學歷、

經歷等資格之認定、遴選委員會委員資格、召開、議決方式等，均可

能產生疑義，因此彙整各校遴選委員會常見之爭議案例如下，以供各

校辦理遴選作業時參考。

易產生爭議之案1r~

業由 詳細案情 應注意事項

校長遴選委 依某校校長遴選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10 條第 4 1.各校白宮了之遴選就章，

員會於徵選
款規定「選定人選報部階段:由遴委會就行 li再依現行法令詳予檢

公告後改變
使同意權階段推薦之校長候選人，經遴委會 視評估是否有修正必要

遴選之j堅決
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

規划。
以上之議決，由學校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J 0 該 2. 應盡量避免在徵選公告

校校務會議通過推薦 2 位候選人，請遴委會 後變動或增加遴選程序

選出新任校長人遂，該校遴委會於投桑前決 規定。

吉義「若 2 位候選人均獲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

數，符合上開辦法第 10 條第是款規定之議決

門繼嗨，再採二i是一多數票決選出校長人還

J' ::t ~1 發爭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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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舉 該次會議靜、討論新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之 1.校務會識舉行校長遴委

行校長遴委 組成後逕進行遴委會之學校代表票選事宜 會之學校代表票選事宣
會之學校代

'屬重大校務事頃，惟會議擇於暑假期問 屬重大校務事頃，開會
表票選寧主E

召筒，部分教師有出國、進修、旅遊及返 時間，f，避免寒暑假期間
，總會時間

主E避免寒暑
鄉情形，致有 6 位校務委員未能出席。 ，如確無法避闕，則主E

2 
4跤，期間。

2. 又校務會議代表無法於會前知悉該次會 盡早通知校務會議代表

提案，會務單位於會議當天凌晨以電郵將 ，以利菜等規對安排。

「開會之議題與提案」寄送去全體委員，致 2. 閉會提案及相關資料庭、

多數委員豆豆豆進入會場後始得見當日會 盡早送校務會議代表知

在義資料.&引發爭議。 悉立在有合主里閱覽時間。

遴選規定文 茶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校友 遴選規定應逐一檢視，有無

意義不清， 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去共 9 人:由校友總會或 文義不清或易引發爭議之
引發爭議。

該校編制內教職員 15 人以上逮著推且是校友代 處。

表或社會公正人士，每人豆豆多拉薦 2 人，由

3 校務會議代表以無記名限制遂記法票選之，

每人至多劉還 9 名」該校校務會議代表提出

「校友總會可推薦之人還是否應限於校友代

表，且應比照教職員需有逮著程序及推薦人

數限制 J 之疑問。

遴委會委員 某校遴委會於資格審查會議，先就投件之候 遴委會召間會議時，委員應

4 
求全是里參加 選人進行訪談後再投票，而有委員在訪談時 盡量全程參加，以免引勞爭

會議。 米至IJ場，在投票表決前趕互會場，愛引發爭 議。

議。

遴委會委員 某校遴委會委員表示誠校遴委會中有部分遴 1.依法務部 100年7月 4 日法

職務解除之
還委員為校長候選人(校外參選人)之同事，依

律字第 1000015676號:為

要件。
內容，獨立大學校長遴

據行政程序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街突迫避法之 還委員會辦理校長遴聘

相關適宜重規定，渠等應自行迪避，系於會上 事項，應屬功權力之行

提出質疑卻未被正視， ~是引發爭議。
俊，而有行政程序法之

適用。行政程序法就相
5 

關行政程序事項錄設有

規定，惟於其他法律(包

令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

法規命令)有特別之規定

時，依特別法俊於普通

法原則，自應從其規定

，表大學法第9條第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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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訂定之固立大學校

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

作辦法第 6條第設有特

別之迪避規定，言主辦法

第 6條之規定應優先於

行政程序法之適用。

2. 依麗立大學校長遴選絃

織及運作辦法第6條第2
Z真規定，僅「候選人」
得向遴委會舉兵不得擔

任委員之事由或有具體

事實足認*'執行職務有

偽宜頁之處之原函及事實

，經遴委會議決後，始

得解除委員職務。

3.依公職人員利益街突迴

避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

稱公職人員，指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 1

項所定之人員。 J' 以閱

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委員非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法第2條第 1項所定人
員，美無該法之適用。

學校遴選辦 某校遴選辦法官了定「遴委會於組成後完成下 學校組織規程或校長遴選

法所宮了遴委
列工作:一、公閱微求及主動尋覓校長候選 辦法不宣訂定應辨期限〔

會解散之要

人。二、決定校長人遷。 J '惟該校歷經辦竣 例如遴委會應於六個月內

6 件疑義。
3 次公告，遴委會 2 次審議，均無法選出校長 完成遴選工作 1 '易產生爭

人遷， *: ~I 發遴委會於土問期限內完成任務 吉義 。

是否應自動解散之爭議。

遴選作業未 依某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8條第 l項第 2款規定 遴選相關規定應逐一檢視

依遴選規範 : r 遴委會委員應對校長候選人進行書面資格 及斟酌可行性，辦理特別應

落實執行。
審查，其名單不得對外公開，立的尤校長參選 落實執行。

人逐一進行無記名方式投票，退出至少4名以

7 上後，安排來校參加公梁、會及面吉克... J ~惟該

校遴委會開會時，壘起針對每位參選人採共識

決決議通過系等資格審查，但未依規定採取

無記名投票，與該校校長遴選辦法規定未盡

相符1春、引發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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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校教 某校教職員逮著推薦候選人後，又嘴邊遴委 提供處理參考。

職員連署推 會委員，復於遴委會會議中表示之前你誤達

薦候選人， 署立的青求自遮著名單中刪除，經當次會議決

8 後又當選遴 議: r 察內校長參選人推薦逮著人名冊，室主校

委會委員 教授000先生條遴委會委員，依規定不得

參與逮著推薦，該筆逮著資料應予刪除在索

。 J 0 

某校未能依 依大學法規定「應於現任校長任期Æ， ì~為 10 個 遴委會組成期限應計算至

校長遴選辦 月前 'æ學校組成遴委會 J '民眾質疑某校為 日(例如校長任期屆 J鴻章no

法規定期程 何能未依規定期程於校長任期屆滿前 10 億丹 f自身應組成，員IJ校長任期如

9 於校長任期 組成遴委會，愛引發爭議。 為當年 7 月 31 日屆滿，則

Æ，滿肯ti 10 須於前一年 9 月 30 目前組

個月組成遴 成遴委會)

委會

遴委會設置 某校稱為避免滿足單一性別比例，而排擠俊 符令性耳目比例之委員產生

辦法未見性 秀人退， i豈有關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 方式，應予明定。

10 別比例規定 ，未於吉丈查辦法嗎定如何符合性別比例之產

o 生方式(是否分組?如何計算7)，雖結采仍

符合性別比例，仍引發爭議。

校務會議筒 民眾質疑某校校務會議慣例你於會主義召闖一 校長遴選屬重大事頃，將會

會前 l 小時 i還前提供會議資料，惟該校將相關遴委會候 提索及相關資料應盡早送

始公布遴委 選人名單於會議當日上午始置於會場，認為 校務會議代表知悉並有合

會候選人名 校務會議委員可提前入會場閱覽，引發爭議 王里閱覽時間，菜等進入會場

11 
翠，是否符 後始晃資料，且在屬不妥。。

合公開及充

分資訊之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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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校長候選 依某校規定各校長候選人應提供 500 字以內 校長遴選過程笠嚴謹，如牛耳

人質疑部分 之治校理念摘要俾刊載於公報，惟有 2 位候 關辦法已嗎定治校理念之

候選人提供 選人提供治校理念超過字數並刊載公報，愛 字數限制，則應嚴格執行。

之治校王里念 進質疑造成不知規定的教職員誤認為該 2 位

12 摘要超過規 這規之候選人治校理念較其他候選人更完吾吾

定之 500 字 '對其他候選人立在不公平 o

'顯有不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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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騷法規獨科蟬
岫峭 d監教略t概知抽扭凶tful !1ocl tt喻論思呻蝴b o:if剖開

名 瀉大學法擺

修正日期 民關 100 年 01 丹 26 日

法規類別 行政>教育部>高等教育自

第一輩總則

第 1 條 大學以研究學街，培育人才，提升艾化，服務社會，促進屋里家發展為宗旨

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綴鷗內，享有自治權。

第 2 條 本法所稱大學，指依本法設立並授予學士以上學位之高等教育機憐。

第 3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第二主黨設立及類別

第 4 條 大學分為獨立、直轄市立、縣(市)立(以下簡稱公立)及私立。

國立大學及私立大學之設立、變更或停辮，由教育部依照教育政策，並警

察各地實際情形核定或調獲之 l直轄市立、縣(市)立大學之設立、變更

或停辦，由各級政府依序報直接教育部核定或調整之。私立大學主立在堅依私立

學校法之規定辦理。

為均衡區域之專科學校教育，教育部得就采設有專科鄧之縣(市) ，核准

大學附設專科部。

大學得設立分校、分部。

大學及其分校、分部、附設專科部設立樣準、變更或停辦之要件、核准程

序及主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逆之。

第 5 條 大學應定期對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專項，進

行自我評鑑其評量監規定，由各大學定之 o

教育部為促進各大學之發展， J1車組成評鑑委員會或委託學術閻健或專業評

鑑機構，定期辦理大學評鐘，並公告其結果，作為政府教育經費補助及學

校調整發展規模之參考;其評鑑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6 條 大學得跨校組成大學系統或成立研究中心。

前項大學系統之組織及運作等事項之辦法，街教育部定之。

大學跨校研究中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等事項之規定，也大學共同訂定，報

教育部備查。

第 7 條 大學得擬訂合併計盞，獨立大學經校務會議同意，萬轄市立、縣(市)立

大學經所厲地方政府同意，私立大學經室主察會同意，幸區教育部核定後執行

教育部得衡酌高等教育整體發展、教育資源分布、學校地緣位霞等條件，

並輔以經蠻補助及行政協助方式，擬訂獨立大學合併計鑫報行政院核定後

，由各該關立大學執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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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合併之條件、稜序、經費補助與行政協助方式、合併計華夏內容、合併

瀏立大學之權利與義務及其他相鞠哥華項之辦法，自教育部定之 o

第三畫室組織及會議

第 E 條 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環校務，負絞務發展之賞，對外代表大學;並得讀劉

校長，讓勛校長推動校務，自校長聘任之，其人敏、哥粵期及資格 'EB各大

學組織規程定之。

校長之資格，依有關法律之規定，立宜得出外蹋人擔任之，不受齒籍法、私

立學校法及就業服務法有關關籍及就業規定之限制。

第 9 條 新任公立大學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侵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由學校組成

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程序遴選出校長後，也教育部或各該所厲地

方政府聘任之。

前項委員會各類成員之比例與產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占全體委員總書買五分之二。

二、學校提薦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占全髏委員總額五分之二。

三、主主餘委員自教育部或各該所灣地方政府遴派之代表擔任之。

公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運作及其他應邀行事項之辦法，盟立者

，由教育部定之;渲轄市立、縣(市〉立者，出各該所厲地方政府定之。

私立大學校長也讓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經董事會圈選，幸自請教

育部核准聘任之。

前項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公立大學校長任期四年，期滿得繽嗨，其總聘之程序、次數及任期末路滿

前之去職方式，扇大學組織規程定之;私立大學校長之任期及績騁，也大

學組織規程定之。

教育部及各該所漓地方政府應於校長聘期屆滿十個月前進行評鑑，作為大

學決定是否纜聘之參考。

本條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十日修正施行前，大學巴依修正前規定組成校長

遲選委員會進行校長遴選作業者，得繼續辦理校長遴選作業，不受第凹項

委員性別比例之限制。

第 10 條 新設立之大學校長，獨立者，由教育部組織遴選小組直接選聘;其餘公立

者，由該支管政府遴選之人豆豆三人層報教育部組織遴選小組擇聘之。私立

者， E包董事會灣選報請教育部核准撕去之。

前項撞撞選小組之組成，任一位別委員且意志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 11 條 大學下設學院或單獨設研究所，學院下得設學系或研究所。

大學得設跨系、戶丹、院之學分學程草立學位學程。

第 12 條 大學之學生人數規模應與大學之資源條件相符，其標準由教育部定之;並

得作為各大學錄音詞增設及調發院、系、戶丹、學程與招生名額之審酌依據。

第 13 條 大學各學院霞院長一人，綜環院務;各學系還主任一人，單獨設立之研究

所霞所主是一人，辦理系、所務。大學拔得霞學位學程主任，辦理學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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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等學術主管，採任期制，其產生方式

如下:

一、院長，依該校級織規程規定之程序，就教授中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

任之。

二、系主任、所主要及學位學程主任，依該校1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就副教

授以上之教師中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 D 但童藝術類與技術類之系

、所及學位學程之主任、所長，得聘請鶴教授級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

兼任之。

大學為國應校務發展之需要，達…定規模、學務繁靈之學院、系、所及學

程，得毒室副主管，以輔佐主管推動學務。

院長、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與部主管之任期、續幣、解聘之程序

及其他應豈是行事項，於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二環之學術主管職務，得出外懿籍教師兼任。

第 14 條 大學為達成第一條所定之間約，得設各種行政單位或召開各種會議，行政

單位之名稱、會議之任務、職拳、分之、行政主管之資格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於大學組織規程建之。

獨立大學各級行政主管人員，得遴耳學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崗職員擔任

，並於各校組織規程定之。

大學為自應校務發展之需要，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之學位，得舊是副主管

，遴騁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自職員擔任，以輔佐主管推動業務其資

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出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國立大學職員之任舟，適用公務人員、教育人員相協法律之規定;人寧、

會計人員之任舟，就應依人事、會計有串串法令之規定。

圈立大學非主管職務之職員，得以契約遵照，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其權

利義務於契約明定。

第 15 條 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學術

與行政主管、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需要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

織之。教師代表應徑選舉庭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

，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

二為原則，主主餘出、列席人員之產生方式及比傲，由各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直接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

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白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考察項;

其名稱、任務及組成方式，出各大學組織規模定之。

第 16 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寧項:

一、校務發展計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畫畫藝室主划。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o

閩、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君主要讓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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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專案小組決議蔡環。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四章教師分級及聘用

第 17 條 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讓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

大學得設講座，也教授主持 o

大學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霞助教協助之。

大學得延將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分級、資

格、聘任、解蔣、停聘、不繪蔣、申訴、待遇、福利、進修、退休、撫蚓

、資遷、年3安管薪及其他權益事項之辦法，也教育部定之。

第 18 條 大學教師之聘任，分為初勝、繽騁及長期鞘1:三種;其賄王應本公司豆、公

正、公開之原則辦理。大學教師之初聘，並應於傳播媒體或學j;ltj刊物公吉普

徵聘資訊。教師之聘任資格及程序，依有!吉普法律之規定。

第 19 條 大學除依教都法規定外，得於學校主義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義於學

術研究發展需要，另定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室主施，就納入騁約。

第 20 條 大學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蔣、解幣、不總務及資遺原因之認定等事項，

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組成方式及畫畫作鐵定，綴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實施。

第 21 條 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

評錢，作為教師升等、總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績騁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能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 22 條 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騁，停聘及其他決定不服之

申訴;其組成方式及邊作等規定，經校務會議事事議透過後實施。

申訴評議委員會之裁決，不影響當事人提起司法爭訟之權利。

第五室主學生往事務

第 23 條 曾在公立或曰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

, f等入學修讓學士學位。

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肉等學力，得入學修買賣碩士學位。

取得碩士學位，或具有河等學力，得入學修讀博士學位。但修讀學士學位

之應屆暑畢業生成績優異辛苦或修讓領土學位研究生成績優異者，得申請逕修

讀博士學位。

前三項肉等學力之認定標普車及書立項修讀學士學位應J閱畢業生、修讀碩士學

位研究生逕修續博士學位辦法，自教育部定之。

第 24 條 大學招生，應本公司主、公正、公開原則單獨或聯合他校辦理;其招生(包

括考試)方式、名額、考生身分認定、利益迴主蓮、成績複褒、考生申訴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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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自大學擬訂，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大學為辦理招生或聯合招生，得組成大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會，聯合會並

就說項事項共向協商擬訂，幸置教育部核定後重實施;大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

會，得就考試相關業務，委託學術專業單單體或財路法人辦理。

前項大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會之組織、任務、委託學術專業闋鰻或財關法

人之資#部條件、業務能閩、責任及其他相關事項，自大學或聯合會訂定，

報教育部編直是。

設有藝術系(所)之大學，其學生入學資格及招生(包括考試)方式，依

舊事術教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大學辦理之各項入學考試，應訂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規定，並明定於招

生簡章。

考生參加各項入學考試，有違反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性等情辜者，依相關

法律、前項考試試場規則與遼規處種規定及各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 25 條 還大災番苦地~學生、政府派赴關外工作人員子女、參加圓際性學科或術科

競賽成績優良學生、運動成績優良學生、退伍軍人、重要暴露學生、{靄生、大

繞地E玄學生及外圈學生進入大學修續學位，不受前條公開名額、方式之限

制。

都項大陸地區學生，不得進入經教育部會商各有總機關認定公告涉及國家

安全、機密之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修頭。

第一項學生進入大學修讀學位之名毅、方式、資格、辦理時程、招生委員

會組成方式、錄取原則及其他有路考生權利義務專項之辦法，除大陸地區

學生部分自教育部擬訂，報諸行政院核定外，其餘EÈ教育部定之。

第 26 條 學生修讀學士學位之修業期限，以四年為原則。值得稅系、所、學院、學

程之性質延長一年至二年，並得稅系、戶丹、學院、學程之實際需要另增加

食習半年至二年;修讀碩士學位之修業期限為一年至三四年，修讀博士學位

之修業期限為二年至七年。

前項修業期限得予縮短;或延長，其資格條件、申請程序之規定，自大學訂

定，報教育部備查。

身心障礙學生修讀學士學位，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

至多四年，並不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

學生1&懷孕、分挽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延長修業期限 o

第一項學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及學分之計算，出教育部定之;碩士學位

與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及獲得學位所需通過之各項考核規定，扇大學

冒了定，報教育部備查。

第 27 條、 學生修學學分學程Ji!T規定之學分者，大學應發給學程學分證駒，學生修學

學位學程所規定之學分，經考核成績及格者，大學應依法授予學位。

第 28 條 大學學生修讀本校或他校輸系、雙支修、學程、跨校選修課程、保留入學

資格、轉學、轉系統迫)所、轉學程、休學、退學、關徐學籍、成績考核

、學分抵免與暑期修課、國外學歷之採認、服兵役與出國有關學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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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童學籍及其他與學籍有關專項，也大學列入學則，報教育部儷寰。

前項國外學歷之採認原則、認定程序及其他藤遵行事項之辦法，自教育部

定之。

第 29 條 大學在學學生經核准得同時在圈內外大學修讀學位，各大學應依棺關法令

規定，將相關專項納入學則規能，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30 條 依本法規定修讚各級學位，得以遠距教學方式修習部分科自學分其學分

採認比率、要件及其他相關專項之辦法， E位教育部逆之 D

第 31 條 大學得辦理推廣教育，以修讓科閱或學分為原則。但修滿系、所規定學分

'考核成績合格，並經入學考試合格辛苦，得依前條規定，授予學位。

前項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自教育部定之。

第 32 條 大學為確保學生學習效果，並建立學生行為規範，應訂定學則及獎懲規定

，立主報教育部備受。

第 33 條 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校務會議，放出席

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學生出席校務會議之代表比

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自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

學生色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乎每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

請求代級會變 o

大學應建立學生申訴制度，受理學生、學金會及其他相親學生自治組織不

服學校之懲處或美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以保院學生權益。

前1m潰之辦法，於各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 34 條 大學亞軍辦理學生閻健保險;其範園、金額、繳雙方式、紡車室、給付標准、

權利義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由各校定之。遇學生需保險理賠縛，各

校應主動協助辦理。

第 35 條 大學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數額，不得逾教育部之規定。

政府為協助學生就讓大學，應辦理學生就學貸款，貸款項目包括學雜費、

寶習費、書籍費、住宿費、生活費、學生團體保險蠻及海外研修費等相鞠

費用;英貸款1闕，牛、額度、權利義務及其他熔遵行事項之辦法，自教育部

定之。

第六章何才知

第 36 {I際 各大學應依本法規定，擬訂絃j織規程，報教育部核定後質施。

第 37 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之十六條及第三十七條規定與本法相抵

觸之部分，應不再適用。

第 38 條 大學為發揮教育、訓練、研究、服務之功能，得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

民間麗君纜、學術研究機構等辦理處學合作，主主寰施辦法，也教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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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醉金觀法規蠶輯錯
H禍.. 掉wl4li:i蝕。血岫聞到可hdl.~絲甜似 u <lf Chl聞

名 稱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盤

修正日期 民關 100 年 11 月 30 日

法規類別 行政>教育部>人學自

第一室主總則

第 l 條 教育人員之任用，依本條例行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

規定。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運動教練，社

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

稱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第二輩輩任用資格

第 3 條 教育人員之任舟，應注意真品德及對路家之忠誠其學識、經驗、才能、

告豈能，應與擬任職務之種穎、性質相當。各級學校校長及社會教育機構、

學術研究機構主管人員之任舟，立立自喜注棄其領導能力。

第 4 條 關民IJ、學校長應持有盟員小學教鄧證番，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國民小學教約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建一級單位支管之學

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閣民小學或國民中學教師三年以上或合計問年以上，及薦任第八

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之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國民小學教師至少三年，

及觀民社、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前項第三款單單民小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於自何望著培育之大

學所設附屬齒民小學校長，得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

作年賀。

第 5 條 劉民中學校長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議書，按其下列望著裕之一-

一、曾任重盟民中學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

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關蚓、學或中等學校教師三三年以上或合言十四年以上，及驚任第八

草草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劉踐中學教師直至少三年，

及關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的資培育之大學附設圈民中學校長資格，除依商立項各款規定辦海外，得曾

任教育學院、系專任瀉的及中等學校教師各三年以上，立主應持有中等學校

教師證誓;前工資第三款關踐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並得

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持有獨民中學主任甄選儲習iI合格證番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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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兼任高級中等學校主任者，得以該主任年事實，採計為第一項第三款單單

民中學一級學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第 G 條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話響，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支管

之學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中等學校教昌市三年以上，及驚任第九哥華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

行政相串罷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言十七年以上，其中擔任高級中等學校教的3至少三

年，及高級中等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o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海外，

得曾任教育學院、系專任副教授或曾任與擬任職業學校性質相關學科專任

副教授，及中等學校教師各三年以上，並~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

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一年以上，立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叢書寄:前項第三款高

級中等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並得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

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直至。

民族童基術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除依第一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曾任高

級中等學校或專科以上學校之戲劇、發術或其相關科、系(戶丹、學程〉教

師三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主管職務、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

當之教育、文化行政工作二年以之。

第 6-1 條 特殊教育學校校長應持有學校所設最高教育階段教師證書及具備特殊教育

之專業知能，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學

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三年以上，及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

紹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言十七年以上，其中擔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

主至少三年，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三年以

上。

第 7 條 (刪除)

第 8 條 專科學校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臼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教授。

(三)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的)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

0.王)曾任相當部教授三年以上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二、曾任學校、政府機爾(構)或其他公民營專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言十三

年以上 D

第 9 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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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大學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自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

一、吳下列資格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教授。

(三)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之、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毒害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計三

年以上。

獨立學院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以具有博士學位，立主管

任與擬任學院性質相關之專門職棠，或衛任第十二驗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

教育行政職務合音十六年以上者充任之。

大學及獨立學院校長之資格除應符合前三項規定外，各校得因校務發展及

特殊專業需求，另定前之項以外之資格條件，並於組織規程中明定。

第 10-1 條 本條例中華民軍買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誦會任或現任各級學

校校長，或經公開甄選儲習1[合格之盟民中學、劉民小學校長候用人員，或

符合修正前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長聘任資格者，具有問級學校校長之聘任

資格，主管教育行政機總巴依修正說第四條、第五條規定資格辦理校長候

用人員儲習11作業者，其儲訪11合格之人員，亦悶。

專科學校改制為狡術學院設有專科部者，其校長得自原專科學校校長繼續

擔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主管教育行政機

鞠、學校或菱善事會巳依修正前第四條豆豆前條規定資格辦理校長遴選作業中

者，主主校長聘任資格得依修正前規定辦碟。

第 11 條 師範大學、師範學院、的範專科學校、院長，除應具備本條例相關各條規

定之資早做幸，立立以修習教育者為厭其目。

第 12 條 國民小學教師應具有ti..列資格之一:

一、師範專科學校畢業者。

二、自府能大學、師範學院各學系、或教育學院、系畢業者。

三、本條例施行前全依規定取得國畏小學教師合格設醬尚在有效期間者。

第 13 條 中等學校教師應具有在列資格之一:

一、師範大學、鄧範學院各系、丹丹畢業者。

二、教育學院各系、所或大學教育學系、所畢業者 o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各系、所畢業，經修習規定之教育學科及學分者。

閥、本條例施行前，依規定取得中等學校教師合格證警尚在有效期問辛苦。

第 14 條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都分為教授、副教授、紡理教授、籍的。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應具有專門著作在撞車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

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旦出具設E月1尋定期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行，通經

教育部審查其著作合格辛苦，始得升等;己也發時，教育部得授權學校辦理審

查。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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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或升等，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1itj報告代替專門辛苦作送響。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之聘任、升等均應辦理資格審瓷其審查

辦法自教育部定之。

第 15 條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得聘任助教協助教學及研究工作。

助教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成績優良者。

二、三年制專科學校畢業，會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

或職務二年以上;或三年制、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會從事與所習學

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第 16 條 講師應具有左列褒格之一:

一、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霄，成績優良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學槳，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上，

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會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

或職務六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辛新宇者。

第 16-1 條 助理教授應具有1r.7J日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設置言，成績優良，敢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誰番，會從事與所習學科辛苦關之研究工作

、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緩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學業，擔任臨床工作九

年以上，其中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年，成緩優良，並辛苦專門

著作者 D

的、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設有專門著作者。

第 17 條 副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縛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援華書，會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

、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立立有專門著作者。

第 18 條 教授應具有在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蠢，會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

、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街上有重要貨獻或

君主要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部教授三年以上，成緩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辛苦。

第 19 條 朱主主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學歷，而在學術上有特殊貢獻，經教育部學術審議

委員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之決議通過，得

任大學或專科學校教師。

第 20 條 偏遠或特殊地區之學校校長、教師之資格及專業科皂、技偽科白、特殊科

自教師及稀少寸生科技人員之資格，自教育部定之。

在民關八十三年二月七臼前已考逢節給學院幼教系及八十四年十一月十六

日前已考進師範學院進位臨巨幼教系緯業之師範袋，參加偏遠地，~園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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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甄試，其教育學科及學分之採計'EÉl原就讀之師資培育機構依贊賞認

定原則處瑋之。

參加八十九學年度各縣市偏遠地區國小教師甄試錄取未獲介騁，符合前項

規定者，應比照辦理。

第 21 條 學校職員之任舟，依其職務類別，分別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或技術人員任

用條例之規定，立主辦環銓敘審查。

本條例施行有古巴遴周之學校編制內現任職員，其任期資格適用原有關法令

規定，並千早在各學校摺調任。

各學校編制內現任職員，在本條例修正施行諦，已具有公務人員或投術人

員法定任用資格者，依現職E主任換敘其改任換敘辦法的考試院會同行政

院定之。

學校人摹人員及三設計人員之任用，分別依照各該有關法律規定辦理。

公立學校職員升等考試規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 22 11際 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聘任資格，依其職務等

級，當主用各級學校教師之規定 D

前項機構一般行政人員之任用資格，依公務人員有關法規之規定。

第 22-1 ~樣 各級學校專您還動教練之資格，由中央體育主管機關定之;聘任程序及騁

期，函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D

第三草鞋任用程序

第 23 條

第 24 條

第 25 條

第 26 條

第 27 1條

第 28 條

(刪除)

(刪除)

(刪除〉

各級學校教師之聘任'J);藍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其司這胸口tr.: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除依法令分發者外，自校長就經公開甄選之合

格人員中，提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對透過後撕去。

二、專科學校教師串連科務會議，由科主任提串連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

'報請校長聘任。

云、大學、獨立學院各學系、研究所教師，學校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干u物

刊載徵釋重電訊後，自系主任或所長就應徽人員飽經系(所) 、院、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辦法，除專科以上學校自學校組織規程規定外

，其辦法也教育部定之。

國民中、小學校長之撞擊選，除依法兼任者外，應就合格人員以公開方式甄

選之。

中等學校教的，除分發者外，芬河。

學校職員之任用程序，除支計人員、人宰人員分別依各該有關法律規定辦

理外，由校長就合格人員中任舟，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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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條 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學能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由各該首長撞擊選合格人

員，報請主三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聘任。

第 30 條 學校教師終任用後，應依左列程序，報請審查其資格﹒

一、關民中、小學教師單單送自服務學校報請該管縣(市)政府轉報省教育

廳審查。

二、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應送自服務學校轉報省教育廳審查。

三三、夜轄市所屬公私立中、小學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轉報市教育局審查。

閥、師草巨校院，設有教育銳、系之大學附屬中、小學及關立中等學校教都

，應送自服務學校層轉所在地區之翁(市)教育廳、(局)審查。

五、軍事科以上學校教師藤送由服務學校轉報教育部審查。教師資格審楚、

登記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30-1 條 本條矽M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諸書言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

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餐，不受大學法第二十九條之限制。社會教育機

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原依本條例聘任者，得比照辦理。

第四章 f王府限制

第 31 條 具有下列f育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己任用者，應報請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幣或免職:

一、會犯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豆葉尚朱結案。

二、會股公務，因貪污演職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會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靡，經辦u確定。

四、依樹亭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為

末消滅。

五、被簿公權尚未復榷。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o

七、經醫師發明有精神病。

八、行為不檢有攘的道，經有關機關查音量屬實，或涉及性侵害之行為，經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至是屬蟹。

九、生日悉HIi務學校發生疑似校菌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過

報，致再度發生校園?生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潑滅或隱匿他人所

犯校頭性侵害事件之誇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前項教育人員為校長時，應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予以解騁，其涉及第八款

後段性侵害之行為，應由主管機關之俊郎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之。

被告為教育人員之性侵害刑事案件，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騎車兒所屬學校得於

偵查或審判中，重聲清苦司法機關提供案件相關資訊，並通知其偵查、裁判結

果。但其妨害偵查不公開、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違反法豆豆保密義務，或

有客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者，不在此限。

為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有第一項規定之情箏，各主管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

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策及查詢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也教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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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條 各級學校校長不得任用英配偶或三毅等以內血親、姻親為本校職員或命與

其具有各該親屬關係之教都兼任行政職務。但接任校長前已在職者，屬於

經管財務之職務，應調整其職務或工作;屬於有任期之職務，得續任豆豆任

期j莒漏。

第 33 條 有癒疾不能任箏，或會股公務交代末清辛苦，不得任局為教育人員。己扇應

NP退休年齡者，不得任用寫著軍任教育人員。

第 34 條 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業課或兼職。

第 34-1 條 專任教育人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忽育嬰、侍親、進修、借調或其他情

箏，經服務之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得辦理留職停薪。

前項教育人員留職停薪之事函、核准程序、期限、次數、復職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自教育部定之。

第 35 條 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於社會教育機構、學術研究機牆首長準用之。

第五室主任期

第 36 條 各級學校校長均採任期制，主主任期應依桐樹法規規定。

前草建校長卸任後，持有教師喜愛護害者，得免德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依下列

規定因任教師﹒

一、專科以上學校校長:逕行間任原校教師。

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依各級各類學校法律之鐵定辦理。

第 37 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繽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績騁，

每次均為三年。

中等學校教約之騁期，初聘為一年，以後繽騁，每次均為二年。

第 38 條 學校在騁約有效期問內，除教師違反蔣約或因重大學故報經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者外，不得解騁。

教師在將約有效期間內，非有正當事曲，不得辭騁。

第 39 條 (刪除)

第六葷的那

第 40 條 學校校長、教師及運動教練之職務等級裳，自教育部定之;學校職員之官

等、職等及職務列等，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

本條例施行前遴府之職員適用之康有薪級主壘， l'等配合相當職務列等予以修

正 o

第 41 條 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之任期資格及其審查程序，準周本條例之規定 o 但宗

教研修學院校長，得以大學畢業，具有宗教研修教學經驗十年以上及宗教

事業機構主管職務經驗六年以上者充任之。

第 41-111樣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擔任軍習|iE護理課程之護理教師，其資格、遴選、介派(

聘)、還調辦法， E詞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2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自教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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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條 本條例巨星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黎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三臼修正之條艾，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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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麟法規蠶輯蟬
M耐A罷教時、:!ltIll替他必說曲司倒bl:''Tl抽血崢ú~itáfChJ間

名 稱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臨

修正日期 民國 102 年 08 fl 01 E3 

法規類別 行政>教育部>人事自

第 1 條 本細則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以下獨稱本條例)第間十二條規定冒了定之。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各級學校，指大學、獨立學銳、專科學校、高級中學、職業學

校、國民中小學、各級補習學校及各級特殊教育學校。

第 3 條 本條例所稱高級中等學校，指高級中學、職業學校;所稱中等學校，指高

級中學、職業學校及關民中學;所稱中小學，指高級中學、職業學校、露自

民中小學。

補習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等級之認定，依各該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 4 條 體本條例所稱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指依社會教育法第四條、第五條設立

之社會教育機構，其組織法規中，除行政人員外，定有職務名稱其職等列

為耳軒:E之人員。

青白項專業人員之職務等級，依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與各級學校教師職務

等級比照表(附表一)之規定。

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之遴騁及審查，依教育部之規定。

第 5 條 本條例所稱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指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

究機構組織法規中，除行政人員外，定有職務名稱其職等到為聘任之人員

前項研究人員之職務等級，研究員比照教授、副研究員比照副教授、助理

研究員比照助理教授、研究助理比照講師 o

學術研究機構i研究人員之遴聘及審查，依教育部之規定 D

第已條 本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主主效前已耳新:E之社會教育機構、學術研

究機構之現職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灣及其他相當等級之專業人員，在朱取

得本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樹新定之資格前，仍依原職務等

級管敘。

第 7 條 (刪除)

第 8 條 (刪除)

第 9 條 (刪除)

第 10 條 本條例第六條第三項所定民族童基術高級中等學校，也教育部認定之。

第 11 條 本條例所稱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年資，以護主任為原則，兼任教師年資，折半

計算。

大學校院附設醫院之零任啟事人員兼任同校臨床學科教師，從事臨床教學

工作，其聘任、升等審查基準與程序、課程負擔及教音符評鏡等，終所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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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比照著車任教師辦理，並納入校內蒙則規髓，旦采支給兼任教師薪資者，

報教育部審受同意後，其辦理教皇冊資格審至是峙，得以毒草任教師年資採計。

第 12 條 本條例所稱專門職業，指考試法規及職業法規所定領有執業證蓄而其性質

程度與凝侵職務相當之專門性或技術性職業;所稱專門職務，擋在政府機

觀、學校或公民營機構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任教課程性質相近及程度相

當之專門性或技術性職務。

第 13 條 本條例第八條及第十條所稱贊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

機構之主管目修路，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曾任專科以上學校組織法規所定一級單位支管以上之職務。

二、曾任中央研究院組織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三、曾任政府機總(構)或公營事業機構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薦任第九職

等以上之主管職務。

的、曾任下列民營事業機構主管職務之一.

(一)在主管機關至是記有案，其實收資本額在新畫筆幣八千萬元以上，立主{衣

其組j織梨構所列一級星星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二)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Ji符合衛生主管機獨所定綜合醫院設霞標準

之臀院，立主依主意組織架構所列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D

第 14 條 本條例第十一汁~所稱修習教育者，指大學校院畢業且修學規定教育學程(

分)者。

第 15 條 本條例第十之條第一款所定都範專科學校畢業者，不包括幼稚教育師資科

畢業者。

第 15心條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十六條之…所稱研

究所、大學、獨立學院、要專科學校畢業，指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或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圈外、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研究所、大學、獨立學院及

專科學校畢業。

第 16 條 本條例第十三條所稱師範大學、自清純學院、教育學院、大學或獨立學院各

系所畢業，指擔任學科之本學系研或相關系所畢業，或其他系所畢業而會

修習規定之專門科呂學分者。

第 17 條 本條例施行筒，合於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講師資格審查規定而仍繼

續在職辛苦，得依本條例j第三十條規定報請審查其資格。

第 18 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第十六條之一、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所稱博士學位及碩

士學位之間等學麼，也教育部稅其入學程度、修業年限及學術造詣認定之

第 19 條 各級學校延騁教師，應以審查合格之等級或檢定之類科為主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初任教師應具有合格教師證明。

專科以上學校初任教師，應於到職三個月內，報請審查其資格，除有不可

歸資於教師之事也外，屆期不送審辛苦，騁約期滿後，不得再轉:送審未通

過者，應即撤銷其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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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教師擬於騁約期滿後，不再應聘峙，應於聘約期滿一假月前以醬茵通知學

校 o 如欲於騁約存繽紛筒內辭職者，應經學校!為意後，始得請在職。

第 21 條 本條例所稱學校職員，指各級學校編制內辦理學校行政工作及一般技術工

作之毒草任人員。位教學、研究及稀少性科技人員不在其內。

前項稀少性科技人員遴用資格辦法，自教育部定之。

第 22 條 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稱原有關法令規定，指本條例七十的年五月三

日公布生效前，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核定或訂定之任舟、升遷及組

織規程等規定。

第 23 條 本條例施行的百遴用之各類學校現任職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依法取

得任用資格:

一、依考試法規所舉行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者。

二、依公務人員各種任用法規銓敘合格者。

三、登記合格領有銓敘部設主害者。

未依富立項規定取得任用資格之職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其成績考核潛重用公

務人員考緩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環。

第 24 條 各級補習學校及特殊性質學校校長、教師之遊用資格及程序，準周本條例

同級間類學校校長、教師之規定。

第 24-1 條 本條例第四十一條所稱宗教事業機構，指符合下列條料之之一者.

一、絃內政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許可設立，並向法院登記具宗教性

賞之財劉法人或公主皇帝土圈法入 e

二、前款法人附設之組織，機構或捐資設立之法人、機構。

云、綴登記或立案之寺廟。

本條例第四十一條所稿主管職務，指前項宗教事業機構之下列入主要之一:

一、負重聖人。

二、章程或內部組織編制所載之一級單位主管。

王三、擔任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為主管職務者。

第 25 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官及護環教師之遴選任舟，依教育部及劉防部辛苦

串串法規辦理。

第 26 條 各級海事學校研究或實習用船之海事人員，其撞撞選任用，自教育部會肉有

關機關逆之。

第 27 條 本純真白白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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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應考量性別比例，遴選委員並應具性別平等意識，

以透過遴選機制，邊退出具性Jí'J -t ~乎意識之校長，落實校園性別平等教育。
二、另瓷「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8 條規定略以 r戶付毒性別平等意識，指

個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壁壘解性別不平等之現象及其成闊，立在具有協助改善

現況之意頗 J 併請參的

教育部 95.12.25 台人(一)字第 0950190064號函

主話:各校辦理校長遴選時，對於校長候選人資格應善鑫審核責任。

說明:

一、大學法第9條第 1項規定 r新任公立大學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

十個月前，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閱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由教

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 Jifl此，大學法94年12月 28 日修正公布後，

各校校長之遴選作業已改為一階段，由各校選出新任校長人還報本部聘任，是

各校於辦理校長遴選時，對於校長候選人所兵學經反應確實審查，以免自後引

發爭議，立主於起耳學自 2個月前將學校遴選產生之新任校長人還報部發騁。

二、隧函梭附 r I道立。。大學新任校長人還任用資格審查表J 、 r I讀 :iLOO學院新

任校長人還任用資格審查表」及「簡歷表」各乙份，請各校於報送新任校長人

還峙，併同檢I'i~ 0 

教育部 96.04.30 台人(一)字第 0960060352 號函

主言:校長遴選委員會可否自訂票決校長候選人通過標率疑義。

說明:

一、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遠作辦法第針是第3項規定: r遴委會間會峙，

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三以上委員出席始得時議，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茲以上開會議決議方式，立主未特別指明4芽、

針對一般遴選事務或決定新任校長人遷之議決程序，愛應為各大學校長遴委會

會議決議之最低鬥梭， l!p產生新任校長人還應經遴委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始得報部。

二、另各校自訂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作業規定，僅4車提供校長遴選委員會參考，上

肉遴選規定尚不得逾為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

運作辦法之規範，併予敘鳴。

教育部 96.05.02 台人(一)字第 0960055145 號函

主話:茲重申為主旦實大學校長遴選之功能，請各校於遴選校長人還峙，由遴選委員會

依其職能遴選產生，不幸E以普選方式產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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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大學法第9條~lJ買主見定 r新任公iL大學校長之產生，應於就任校長任其~4

滿十個月前，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閱微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由

教育部EE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另本部業已吉T定獨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

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俾利各校遵循，先予敘坊。

二、暴於大學自主，上開辦法僅就遴委會之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決定遴選程序、

審核候選人資格及選定校長等作原則規範，豆豆遴選過程中，是否進行教職員民

意意向調查機制，則尊重各校遴委會之遴選過程設計，惟此機制不得於遴委會

決定校長人選後立起之，且仍需依本部89年9YJ18a 台 (89) 人(一)字第 89113383

號函釋，若有需要教職員行使同意才華以為參考必要者，其間桑結采遠設定門梭

後， ~r不得再子統計票數。茲以大學法修正後，大學校長之遴選雖由二階段改

為一階段，機上問函釋是主豈仍為重要原則，委重申如土。

教育部 96.06.13 台人(一)字第 0960088是88C 號函

主主於大學自主，並落實大學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 r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

在法律規定範爵內，享有自治榷。 J '是各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主之精神，

對校長候選人之申請資格，除依教育人員任為條例外，得另定更嚴格之資格條件。

教育部 97.12.01 台人(一〉字第 0970219665 號函

主這:校長遴選委員會得否逕行修正經校務會議通過之校長遴選辦法有關決定候選人

產生方式之條文內容等疑義。

說明:

一、鶴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3 條第 1 項 r遴委會應本獨立自

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決定遴選程序; (三)

審核候選人資格; (四)遷走校長人還由學校教教育部聘任; (五)其他有關校長

遴選之相關事頃。 J 是校長遴選委員會應本獨立自立之精神決定候選人產生

方式;三各校自訂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作業規定，使你提供校長遴選委員會參

考。

二、另校長遴選委員會如依實際需要修改校長遴選辦法有關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之

條文內容，應儘萱於遴選程序開始前~r 予Jt B耳，以免滋生爭議。

教育部 98.08.31 台人(一)字第 0980135647 號函

茲為期國立大學校長遴選作業更臻完善公平，柄後函立大學代理校長如欲參加校長

遴選，成為校長候選人，應先萬幸在p代理校長職務。

教育部 98. 11. 2 台人(一)字第 0980187553C 號函

基於尊重主大學自主'Ji現行立在無規定校長表示其是急願續任或尋求綾蔣失敗後，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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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參加校長遴選;復以校長遴選委員會俘、本獨立自主精神，決定校長候選人之資格

條件，遴選新任校長，美校長任期屆滿後，在、續任次數範崗內，如欲繼續擔任校長，

得於放棄綴特程序後改參加遴選程序，任期受大學法係悴，是在須辭卸校長職務，惟

應確保遴選過程客觀公正，不得有干預行為，且經發遴耳事後， 1主任次數合併計算(中見

同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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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81.惚惚本校的學年度第 1 學為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3.1 月 3 日本校 92 學年度第 1 學為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6 月 14 日本校助學年度第 2 學為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3.17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 21 、 22 點

101.3.27 校人字第 1010020491 號函發布

101.6.16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及

101.10.13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 15 、 16 、 17 點

101 年 11 月 6 本校校人字第 1010086300 號函發布

一、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遴選本校校長，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第

二項規定設立「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J (以下簡稱「本會 J )。

二、本會應於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成立。

三、本會查委員二十一人，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其是旦成

如下:

(一)學校代表九人，合教師代表七人，行政人員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一人。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九人。

(三)教育部遴派代表三人。

學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委員十八人，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學校

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土，產生方式如下:

(一)由各學院講師以上專任教師以普遠方式退出具教授資格之教師代表候

選人一人、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候選人一人，再由校務會議代表以

每人遠記至少十一名候選人之投業方式，選出得票最高之七位教師代

表，及該七位教師代表所屬學院之外票數最高之四位校友代表或社會公

正人士代表。

校務會議代表退出之教師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行政人員代

表十二名中，任一性別至少庭、有四名，不足綴峙，依各學院教師代表得

票高咚，自得票最低四學院中，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得票較低J主該

性別委員人數過多者，自其候禱人還順序名單中，調盡是少數性別委員候

補人選為言玄學院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當選，潭、候選人調整為該學院

候補人邊。

非屬學院之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共同教育中心及教務處教師併入文學

院，凝態科學研究中心教師併入理學院，各依該學院辦法規定參與i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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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餘五位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由校友總會推第二人，行政會議推

薦三人，校友總會及行政會議推薦人還均應令不同，性別。

前項第一款之教師代表及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之提名及選舉辦法，由

各學院院務會議依相關要點訂定後報行政會議核定。各學院依核定之辦法

有客觀窒礙難行時，得由行政會議核定補救措施。

行政人員代表一人，由全體職員(今助教)以普選方式就曾任組長或秘書以上

職務者退出男女候選人各二名，再由校務會議代表退出一人擔任。

學生代表，由校務會議代表白本會組成時之本校學生會會長、學生代表大

會議長、研究生協會會長中選出一人擔任，當選資格應隨職務交按時鐘遞。

各學院送交校務會議教師代表與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候選人時，應另

分別明列其候補人還男女各二人，由校務會議在第二項第一款代表退出

後，依其類 ))'1 分別加以認可。

其餘各類代表於推選(且是)時，應的列候椅委員。行政人員代表、學生代表以

校務會議推遲時得票最高考當遷，得票較低者列為該類候鴻委員。

各類代表候補委員，依兵還眾辦法以得票數高低決定候補人還及優先順序。

但遞補人還造成任一性別少於三分之一者，以遞補不足額之性別為優先。

校友總會及行政會議拉第之候補委員均應為不同性別，其遞補順序由行政

會議訂定之。

本校現職專任人員，不得被提名為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四、本會委員同意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稅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像。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緣。

(四)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偽頗之處者。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點規定遞補之。

五、本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決定遴選程序。

(三)審核候選人資格。

(四)選定校長人還由本校報教育部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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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其他有路校長遴選之事頃。

本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始得選定校長人退。

六、本會委員為無給織。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文給出席費，立的見需要的文

交通贅。

本會為執行相關任務所需經費由本校文處。

本會行政事務由本校秘書室負責。

七、本會時會峙，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相關資料。

八、本校應於本會委員產生後二十日內由現任校長召集。

本會第一次集會嗨，由委員互逐一人擔任本會召集人暨會議主席。召集人

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本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九、本會有關人尋軍事項之決定應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行之。

十、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公布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

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本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十一、本會召集人得指定委員一人擔任發言人，依本會決議代表本會對外發言。

十二、本會成立後，應 ~p公悶徵求校長人i霆，請各界依下列方式推薦: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國內外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今退休)

二十人以上之連署，得推薦一人。

(二)各學術專業學(協)會，經各該會正式議決，得推薦一人。

(三)本校校友總會、各地區校友會、學生會、研究生協會，經各該會正式

議決，得推薦一人。

本會委員亦得主動推薦;每五人以上連署，得推薦一人。

第一項公開徵求立主接受推薦應公告一個月以上，受環期間以兩個月為潔、

財 o 第二環之推薦亦應於前述受理期間內為之。

十三、推薦校長人選前，應先經被推薦人毒面同意。被推薦人應符合國立大學

校長任用相關規定，並具備下列條件:

(一)其高尚品德及學術成就。

(二)兵教育竣念及行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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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事公正立在超越黨派利益。

校長被推薦人必須承諾，擔任校長職務期間，不得兼任任何政黨職務。

十四、推薦者應向本會提供被推薦人之個人基本資料、學歷、經歷、著作目錄、

榮譽事蹟與成就，並說明推薦理由。

j魯薦所需苦?表格式，由本會另訂之。

十五、本會於公筒徵求截止後，應就被推薦人資料進行資格審查;必要時，得

請被推薦人提供補充資料或說明。

凡資格符合者，由本會進行個別投票，獲全嫂委員三分之一以上推薦票

數者至少二人為校長候選人。

十六、校長候選人產生後，本會應就候選人之條件或事蹟對相關人士進行訪談，

分別邀請候選人於校內公間作治校豆豆念說明，立在安排時筒逐一晶宮吏。

面談完成後，由校務會議對個 731) 校長候選人進行推薦投票，獲全體校務

會議代表三分之一以上推薦票數者為校務會議推薦校長候選人，校務會

主義推薦校長候選人至少2蓮、產生二人。校務會議推薦投票時每一候選人均

單獨列名一張推薦祟，問票時凡累計已足全體校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一以

上推薦票數之候選人&p停止計栗。

前項推薦投票結果低於二人峙，校務會議應於回過內就得票數低於全體

校務會主義代表三分之一之候選人再次進行推薦投票，經校務會議再次推

2萬投票後，校務會議推薦校長候選人若仍低於二人峙，本含5蓮、依本皇島，點

再次公開徵求校長人還後依程序再由校務會議進行推薦投票以補足校務

會主義推薦校長候選人至少二人。

十七、本會應對個別校務會主義推薦校長候選人進行投票。投票結果若僅有一人

5輩出席委員過半之支持，該名候選人即為校長當選人。

前項投票若有二人以上得累過半，則應就得票最高之二位候選人進行投

票，以每位委員處還一人方式為之， j甚至1) 分出順序，其獲得票數相對較

高考為校長當選人。第一項得票最高之前兩 )11頁位者中，若有茵河柔情況

而多於二人峙，則應先以每位委員至多鷗還二人方式，玄到分出順序，

選出二名得票較高之候選人，再以每位委員留選一人方式，選出相對票

數較高者為校長當選人。

第一項若無人得累過卒，貝1)應於一週內再行集會投累;再投祟若仍無人

得累過卒，則本會應 &p解散，由本校重新組成遴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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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校長當選人街故無法就職時，由原校長職務代竣人代行校長職權，立主由

原遴選委員會重新辦攻遴選事宜。

十九、校長當選人確定後，本會ÆI; ~r公告並由本校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二十、本會應於成立七個月內完成校長遴選，並於新任校長就職後自動解散 o

二十一、本要點如有未案事宜或疑義時，由遴選委員會議決椅充或解釋之。

本耍，寧主如有窒礙難行之處時，得由臨時校務會議補丘之。

二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白發布日施行。

114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

101年9月 21 日校長遴選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

一、函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建

校長遴選作業，特依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規定，吉了定

關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本校校長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徵求程序及審查事項如下:

(一)資格條件:

1.大學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自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

(1)兵下列資格之一: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授。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2) 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

言十三年以上。

2. 依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第十三點規定，被推且是人應符

合國立大學校長任用相關規定，並具備下列條件:

(1)其高尚品德及學術成就。

(2)其教育竣念及行政能力。

(3)處事公正並超越黨派利益 o

3. 校長被推薦人必須承諾，擔任校長職務期間，不得兼任任何政黨職

務。

(二)公認徵求程序及幸免範:

1.本會應公問徵求校長人遂，推且是方式如下:

(1)中央研究院院士、國內外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含

退休)二十人以上之連署，得才在薦一人 o

(2)各學術專業學(協)舍，經各該會正式議決，得推薦一人。

(3)本校校友總會、各地區校友會、學生會、研究生協會，經各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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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正式議決，得推薦一人。

(4)本會委員 JL人以上，得逮著推車是一人。

2. 逮著推薦資料送達本會後，逮著人不得要求扳回逮著 o

3. 推薦期閑自公告日起至裁止日，由連署人填妥逗著推薦表，及被推

薦人之相關基本資料，經被推薦人毒面同意後，於公告截止目前(以

送達本校收發單位為主事)將所有資料以掛號或快遞郵件寄遠本會。

(三)毒面資料審查:請連署推薦人須按齊「校長候選人推薦表」及「校長

候選人資料表」併送，包括下列各項資料，供本會審查:

1.個人暴本資料。

2. 著作、作品及發明白錄。

3. 榮譽事Z貴與成就。

4. 治校理念與抱負。

互相關承諾。

6. 推薦理由。

三、本會庭、依下列規定辦理推薦之受理及審查事項:

(一)推薦之受理由秘書室負責收件作業，並依收件時間先後排列推薦文件

順序。收件截止日後由本會指派委員二人管說才玲對推薦文件，並請人

事室先行初核各被推薦人資料。

(二)本會於公閱徵求截止後， ZE按被推薦人姓名筆對排序就被推薦人資料

進行資格審瓷;必要時，得言青被推薦人提供補充資料或說明。

(三)被推薦人資格條件不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本校校長遴選相關規

定之任用資格者，本會應以「不受攻」處主吏，立在以毒面通知被推直是人

及推薦代表人 o

(四)本會辦理審查作業過程進行中，未經本會同意，任何人不得對外公間

被推薦人名單及其相關資料。

(1五)被推薦人書面資料經本會收件後均不予退件。

四、本會對資格符合者進行偈別投票，獲全體委員三分之一以土推車去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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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校長候選人，至少應退出二人以上為候選人。

五、校長候選人產生後，本會應就候選人之條件或事Z責對中目關人士進行訪

談，分別邀請候選人於校內公開作治校理念說明，立主安排時悶逐一面

吉吏 。

六、面談完成後，本會應對個別校長候選人進行投票。投票結果僅有一人

獲出席委員過半之支持，該名候選人即為校長當選人。

前王震投票若有二人以上得票過卒，則應就得票最高之二位候選人進行投

票，以每位委員窗邊一人方式為之，直到分配1摸序，其獲得票數相對較

高者為校長當選人。

前項得票最高之前兩 )11頁位者中，有因同票情況而多於二人峙，則應先以

每位委員至多國選二人方式，直至1J 分出順序，選出二名得票較高之候選

人，再以每位委員鷗選一人方式，退出相對票數較高者為校長當選人。

第一項投票結果無人得累過半，則應於一道內再行集會投票;再投票若

仍無人得累過半，貝1J本會應~f'解散，由本校重新組成遴選委員會。

七、校長當選人確定後，本會應~f'公告並由本校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八、被推薦人或校長候選人、本會委員與工作人員應遵守以下規範:

(一)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及本校「校長遴選委

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第四點規定，本會委員同意為校長候選人者，

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1.四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2. 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她親或曾有此關俗、者。

3. 有呂學位論文指導之衍生關像。

4. 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偽頰之五義者。

前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第三點規定遞論之。

(二)被推薦人或校長候選人不得從事競選活動;亦不得主動與遴選委員在

遴選期間有與遴選事務相關之私人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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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推薦人或校長候選人不得對其他被推薦人或候選人人身攻擊或達

法之不當行為 o本會委員不得為被才會為人或校長候選人個人辦授任何

有關遴選之活動。

(四)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采公布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

密 o 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本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五)被推薦人或校長候選人如經檢舉，其檢舉人為其名者，經召集人指定

委員調查後提本會報告，並為妥遇之處理;凡匿名或非以真實姓名檢

舉者不予處理。檢舉案由本會委員提出者，該名委員應行過避出任 re

本會委員組成之調查小組成員。

九、本會辦理遴選作業之經費支~規範如下:

(一)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協規定文給出席贅，並視需要

的文交通費。

(二)本會為執行相關任務所需經費由本校文應。

十、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經本會主義決補充或解釋之。

十一、本細則經本會通過後施行，於本校新任校長就職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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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長遴選組織及運作辦法

97 年 1 月 9 日第 99 次校務會議通過
97 年 1 月 2是自師大人字第 0970001420 號函發布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九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言了定之。

關立臺灣師範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筒稱本會) .於現任校長有下列情形下之

一時應 IIp 組成，進行校長遴選工作，以六倍月內完成新校長之遴選為原則:

一、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偈污前已決定不、續任。

二、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偽月前已確定不繽騁。

三、現任校長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

本會查委員二十一人，包括校務會議推遲之學校代表九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

人士代表九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共產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代表九人:

(一)教師代表七人.

各學院先推薦該院講師以上專任教師三人，再i是言青本校全體講師以上專

任教師推選出七人，每院豆豆;.產生代表一人，提請校務會議同意 o 有路

還務事宜，各學院三位人i皂白各學院辦理，七位教師代表宙人事室辦理。

(二)行政人員代表一人:

由全體編制內職員(不令契約僱用人員)就薦任以上職員麗還一人，提

請校務會議同意。有關還務等裳，由人事宣辦理。

(三)學生代表一人:

由學生自治會推罵一人，經學生議會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同意。有關還

務事宜，由學生事務處辦嫂。

以上教師代表、行政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之推選(薦)結呆，除經校務會主義出

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否決外. IIp為同意。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九人:

(一)校友代表五人:

經本校校友會總會或各早在市校友會分會決議各推薦一人，或校友五十人

以上連署推薦畢業之校友，提請校務會議投票決定之。有關還務事宜，

由公共關條室辦理。

(二)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四人:

由各~料所務會議決議得推薦一人，提請校務會議投票決定之 o 有關還

務事笠，由公共路條室辦主里。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由教育部遴派之。

本校視車主教職員不符白為校友代表，校友不得為社會公正人士代表。校友代表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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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正人士代表之誰為人或逮著人，於校長遴選時不得推薦校長候選人或被推薦

為校長候選人。

上述各類代表於推選(且是〉或遴派峙，應的列候捕委員。各類代表之產生，由人

事室 i車函相將權食單位辦建立在彙盡是結果。

第四條 本會委員之任期，食學校發聘日起至新校長退出就任為止。

本會委員於新任校長就任一年內不得接受校長直接聘任之一級行政單位主管職

務。

第五條 現任(或代攻)校長應於本會委員產生後二十天內召開本會第一次會議。本會宣召

集人一名，由委員互選產生，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祭人扇故不能出席時由委

員互捧一人代理之 o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主里;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

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本會於校長遴選期間，受執行秘書一人，由主席就委員中推薦，經提請本會同意

後兼任之 o 另 3星秘書一人及工作人員若干人，協助各項遴選工作。

本會問會時，得在見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必要時得聘請法律顧問，

列席本會會議，立主提供海關誇詢。

第六條 本會主要職掌如下:

一、訂定「校長候選人推薦作索要點 J 、「校長遴選委員會工作細則」及其他作業

規定與表格。

二、徵求校長人i霆，立主公開一接受推薦。推薦作業要j點另訂之。

三、審核候選人資格與條件。

四、提出校長遴選書面報告與校長候選人推薦名單。

五、選定校長人i霆，報請教育部聘任。

六、其他校長遴選相駱寧裳。

第七條 本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會確認

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者。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稅等內之血親或姻稅或曾有此關像。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防線。

本會委員有前Z竟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

有偽頗之虞者，候選人得向本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本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規定辦理遞補。

第八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應 if擔任專任教授五年以上及具有四年以上之教育行政或學街行

政經驗，立主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有關法令之規定外，尚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公認之學街成就與聲望;

二、高尚之品德情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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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卓越之行政領導能力;

四、前瞻之大學教育理念;

五、有爭取及妥善逐為資源之能力。

本校校長候選人應超越政治、宗教、黨派等利益，以毒面承諾於擔任校長期間，

不得兼任任何政黨職務。

第九條 校長候選人依下列方式推薦: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三人以上之逗著，得推薦一人。

二、 E盟內外大學校院教授、副教授、劫理教授、學術研究機構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研究員(幼竣研究員)十人以上之連署，得格薦一人。

三、內政部核准成立之各學術專業固體，經各該團體正式主義決，得推薦一人。

四、本校校友三十人以上之連署， l'早j會薦一人。

五、本校學生自治會，經該會正式議決，得格薦一人。

六、經本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阿塞後主動才會薦人退。

肯守主要第一款及第四款之逗著人豆豆多可參與兩次遠是手，但本會委員不符參與遠等。

第十條 校長遴選分徵求候選人、遴選推薦、行使同意才華及選定校長人還報部由偽階段:

一、徵求候選人:

由本會經決議得主動廣徵校長人遷，立主公開接受挨罵。

二、遴選推且是階段:

由本會以法定資格審查、能力條件審查、訪談、座談等方式以票決遴選二人

以上候選人，附完喜喜之合格候選人資料及遴選委員會意見毒品報告提請校務

會議同意。現任或代理校長應於本會提出推薦名單後三過內召跨校務會主義行

使同意榷。

如被推J人或通過1草委合格候選人之人數未達二人峙，本會應受新公告，已

通過是F資格予以係留，俟論才在薦作業完成後再併索送諸行使同意權 o

三、行使同意權階段:

由校務會議出席代表就本會推薦之合格候選人，以無記名單記投票方式行使

同意榷。其中獲致代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送請遴選委員會選定校長

人還報告~ 0 

主主第一輪投票獲致校務會議代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未達二人峙，經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得就未獲致校務會議同意者中之符票前三名者進

行第二輪投祟，經獲校務會議代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向意者，連同第一輪投

票時已獲致代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送請遴選委員會選定校長人還報

告F 。若獲致校務會議代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之人數未達二人峙，本會

應依賞?述程序辦理重新公告，徵求人還及遴選推篇後，再度行使同意榷。若

獲致校務會議代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發之總人數仍不足二人峙，本會應

~r 自行解散，重級新遴選委員會，為原已獲致校務會議代表總數二分之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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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意者，資格予以保留。

以上對每一候選人得票數之統計，違法定同意祟數峙. I!p不再統計。

四、 i鑒定人還報部階段:

由本會就行使同意權階段推薦之校長候選人，經本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

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遴選出一位校長人選立在公告後，由學校

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前述本會遴選投票以二次為限，是幸未能遴選出校長人還報告F聘任，本會應 ~r

自行解散，重組新遴選委員會 o

第十一條 本會運作過程，應兼顧透明公開及保密。在遴選結果未公布前，參與之委員及有

蹋人員應嚴守秘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及本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本會指定召集人為發言人，代表本會就決議事項對外發言。有將會議紀錄經本會

議決得對外公布。

第十二條 本會之經費，由本會編製預算是乏經議決後，由本校相關經費項目下文應。唯本會

委員及會務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校外委員得依規定文給出席贅，立的見需要的文

交通費。

第十三條 校長候選人遴選期筒，如有違法、送權或有遠師進而事實明確是手，視悶不具備第

八條之條件，本會得主動議決撤銷其資格。

第十四條 校長之繽持與去識，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現任校長任期末淌，囡故:J:j缺峙，受聘為校長職務代理人才學如同意被推薦為校長

候選人峙，應i<p辭去代理校長職務。

前項遴選工作完成以前，校長一職之代主里，依有關規定辦主里。

第十六條 本辦法如有疑義或爭論哼，也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負責解釋處理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辨斑。

第十入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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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97 年 11 月 22 日第 15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0 年 6 月 2往日第 16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三條條文

第一條 鶴立政治大學(以下筠稱本校)為遴選校長，依據大學法第九條、國立大

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遂作辦法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五條之規定，吉丁

定「國立政治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J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為辨玉皇校長之遴選，設「圓立政治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J (以下筒

稱遴委會) ，遴委會為非常設組織，於下列時機組成之:

一、校長任期Æ. i為十倍月前。

二、校長因故出缺或辭職獲准時，於出缺後二個月內。

遴委會於校長人遺產生並i來報教育部聘任就罩在後解散。

第三條 遴委會豆豆委員二十一人，包括學校代表九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九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共產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代表:

(一)教師代表七人:

æ全校教師或研究人員登記參遷，立主由校務會議代表就參選人

中選舉產生之，其中教授(含研究員)人數不得少於五人，向一

學院或中心以一人當選為限。

(二)行政人員代表一人:

由校務會議代表就校務會議職員代表、軍護人員代表、技工工

友代表選舉產生之。

(三)學生代表一人:

由校務會議代表就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中選舉產生之。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一)校友代表:

由本校校友會、各學院至少推薦一人或校友十人以上達著向本

主交才會薦。

(二〉社會公正人士:

æ本校各學院至少推薦一人或各界十人以上逗著向本校推薦。

(三)本校琉織專任人員及在學學生，不得被提名為校友代表或社會

公正人士代表 o

(四)本款代表白校務會主義代表就被推薦人選舉產玄之，惟校友代表

或社會公正人士應至少各有二人當選。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

由本校報告青教育部遴派。

依前項選舉或遴派產生之三類代表，任一性別應占三分之一以上;

第一款學校代表任一位況如未達三分之一縛，莫不足額由教師代主丞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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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車主遞禎產生。

各類選舉產生之代表，均依限制迷宮己投票法行之，立主均應列全二主主

主立候撼人還全-.i.三人。

第四條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參選人翁，當然喪失委員資格。

遴委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參選人有配偶、三嘉兒等內之血統或姆就或曾有此關條。

三、與參選人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緣。

遴委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艘事實足認

其執行職務有偽頗之處者，參選人得向遴委會以毒面表示其原因及事

實，經遴委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規定遞補之。

第五條 現任校長或代攻校長應於遴委會委員產生後二十日內，邀黨委員召問第

一次會議，也委員互逐一人為召集人，召集會主義及擔任主席，昆主幸經會

務。

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主皇之。

遴委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問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決議。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援。

第六條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決定遴選程序。

三、審核參選人資格。

四、選定校長人還由學校報教育部聘任。

五、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頃。

遴委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始得遷走校長人邊。

第七條 本校校長參選人徐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任ffl 資格及其他法令規

定外，立在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若有學術成就與聲望。

二、高尚之品德情操。

三、字越之行政能力。

四、前瞻性之教育正里念。

五、高度尊重學術自由。

六、超越政治黨派利益:己兼任黨政職務者，須毒面承諾於應聘校長前

放棄。

七、爭取及運用資源之能力。

第八條 遴委會應於組成後淌過內向各界公開徵求校長金邊人，徵求期間以二個

月為原則，徵求方式如下:

一、推薦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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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是學任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十人以上逗著推為。

2. 校外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副研究員十五人以上之逮著推薦。

3. 本校校友二十人以上速發各得推薦一人。

二、自行參選:

由參選人自行填送相關表件，報名參選。

三、遴委會舉薦:

遴委會得主動舉薦校長參選人若干人。

前項第一款參選人之推薦逮著，每人以追著一位參選人為限。

遴委會委員不得以俗人名義參與任何連署活動 o

第九條遴委會之遴選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受王封住處或自行參選﹒

推薦者應先徵求被推薦人同意，參選人應提供基本資料、學辰、經

歷、著作及發明白錄、各項學術獎勵、榮譽事蹟及推薦(參選)理

由等資料。

二、審查參選人資格:

遴委會N，會向人事室對校長參選人進行法定資格審查，立在予確認，

必要時得進行訪談。

三三、推薦產生候選人:

遴委會委員應就本辦法第七條校長參選人資格條件綜合評審，充分

討論後，經過全嫂委員過半數以上之同意，推串串二豆豆名候選人。

四、公告候選人名單.

資格審查確認後，遴委會應將校長候選人名單，向全校公告，並的

完畫畫之候選人資料分送本校講師以土專任教師二幼王里研究員以上專

任研究人員及校務會議職員代表、學生代表、軍護人員代表、技工

工友代表。

五、舉辦公聽會:

候選人公告後，遴委會應於三週內舉辦公聽會至少兩場，邀請校長

候選人向全校說明其治校主里念。

六、行使同意權:

公聽會結束後三過內，遴委會應微言旬全校講師以J:.~事任教師、助理

研究員以上專任研究人員及校務會議議員代表、學生代表、軍護人

員代表、技工工友代表對校長候選人之意見，由前述教師、研究人

員及校務會議相關代表對候選人分別行使同意權投祟，並分別進行

統計，但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數統計達出席投桑人數百分之五十同意

時， ~p停止闊祟 o

依前開行使向 1主權結呆，通過鬥梭之校長候選人至少二人以上，提

供遴委會參考遴選。機走去通過同意票門權之候選人未達二人峙，則

係留已獲通過同意票鬥雄之候選人，遴委會再依本辦法第八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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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再次徵求校長參選人，立在依本條各款遴選程序進行遴選，直到另

行退出之候選人名頌併向原獲保留之候選人名領合計達二名以上

人選為止。

前項再次徵求校長參選人，徵求期問縮短為一個月，房、未通過鬥梭

之候選人，得再次被推薦或自行報名參i逞。

七、遴選校長人還:

遴委會綜令前途行使同意權及各項資料審查結呆，邀請獲通過同急

累鬥梭之校長候選人就其治校理念進行說嗎與詢答後，由遴委會依

本辦法第五條之決議程序遴選一名人遷，由學校報請教育部核定聘

任之。

校長人還因故不能應聘就任峙，由原遴委會重新遴選之。

第十條 遴委會闊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第十一條 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布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

秘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遴委會應將遴選工作所有資料妥善保存。遴選工作完成後，移交人寧

主E保管豆豆該校長去早在日止。保管期間非經原遴選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

以土簽名同意，不得公開。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遴委會委員，於新任校長第一任任期內，不得擔任由校長指定之行政

主管職務。

第十三條遴委會委員為是在給哦，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文給出席贅，立的見常

要酌文交i是費。

遴委會執行本辦法相關事項所需之經簣，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遴委會庶務工作，白人事室主辦，其他相關單位協辨。

第十四條 遴委會為因應遴選作業實際需要，得研訂校長遴選作業細則，由遴委

會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章享受，悉依遴委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決議辦理 o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由校長公布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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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憂北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暨選薦辦法

本校 93 年 3 月 24 日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臨
時校務會議透過，教育部 93 年 4 月 2 日台人

(一〉字第 0930041884 號函核定

本校 95 年 6 月 21 日 9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臨時
校務會議第 1 次延綴會及向年 7 月 7 日州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第 2 次延續會修正通
過

本校 100 年 11 月 11 臼第 2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條、第 6條至第 8條條艾

第一條 圈立鑫北大學(以下筒稱本大學〕為辦理校長之遴選，依據顧立大

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經織及運作辦法規定，特言了定國立畫畫北大學校長遴選

委員會組織接選薦辦法(以下衛稱本辦法)。

第二條 為辦還本大學校長遴選，設「瀏立鑫北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J (以

下簡稱遴選委員會〉。

第三條 遴選委員會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成立之。

第四條 濫星星委員會霞委員十五人，依下列方式產生:

一、學校代表六人 也校務會議代表，就校務會議代表中之教師代

衰，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簡選之，每人圈選至多三名。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由校務會議代表推薦人選，經

徵詢當事人同意後，由本校講師以上毒草任教師，以無記名單記

法投票方式選舉庭生。

豆、教育部代表 3 人:自教育部遴派之。

遴選委員不能或不便參與遴選工作縛，依票數高低依序遞補之。

第一項各款產生之遴選委員，任一位別委員應占各該款委員人數三

分之一(含〉以上。

第五條 遴選委員會組成後，由委員互撥一人為召集人，並憊速依本辦法之

程序召開會議進行遴選工作。

第六條 校長候選人除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條規定外，需具備下列條

{tj: 

一、具有五年以上等任教授經驗 D

二、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營利單位等利益 o 惟巴

兼任與上述棺關職務辛苦，須醬面承諾於應聘校長前放棄。

三、在學街上再會有成就與草書漠。

閥、有高尚品德與情操。

五、能充分尊重學術自由。

六、具有前膽性之教育理念。

七、具有卓越規麗、組織及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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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力。

第七條 校長候選人依下列方式推薦之:

一、自校內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六人以上連署提驚，但每人至多推

薦校內人士共五人。

二、自國內、外大學或相關學術單單位之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副研

究員)六人以上逮著推薦。

五、自本校各地區校友會推薦。

遴選委員不得參與連署。

第八條 遊選委員會依下列問款順序遴選決定校長之建議人選:

一、公閱徵選立主辦理資格幸籌資: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立企依第六條

之條件，就被推驚人選進行醬面資料審查。伺時秘密徵詢被推

驚人參選之意顱，以供撞擊選參考。資格審查之決議，依第九條

規定為之。

二、公告合格名單並辦理公關演講:將前款選出之候選人資料公

布，並分送本校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立安排適當之將間與地

點舉辦說明會，自校長候選人說明其辦學理念及備誨。

五、選薦候選人﹒出本校等任講輔以上之教飾，依學記法選出得蔡

數超過應選舉人數五分之一以上之候選人主少二人，供遴選委

員會遴選。不見工人時，除原獲候選人資格者外，另行再次辦

理遴選補足。

臣、遴選邊還委員會就前款選出之合格候選人審議，選定校長人

還後，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第九條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遴選委負應親自出席，非有全體委員去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不得閱議，非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贊成，不得作成決

議。

學生會得挺派代表一人列席。

第十條 遴選委員在第八條第一款之遴選中若巴接受推驚為校長候選人，或

圓其配偶、三親等內血親、姻親參加遴選或自故無法參加遴選工作者，

經遴選委員會決議後部喪失委員資格，主主選缺依第凹條規定遞補。

第十一條 縫選委員為無給職。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如發生有關遴選過程爭議，或進入

行政爭訟程序時，當屆遴選委員會仍得再召集會議，以協助處理相關事

宜。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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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8且 05.27 本扭第十六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10.06 教宵部台人一牢第九六一一一且一一號函同意借查

的.0 1. 18*校革分七次且11\妙八次在先聘會議修正通過

89. 05. 25 教宵.gp.合人一宇草λ丸。且七斗。二二號函同意惜直

96.10.23 本大學第 11 次枝務會犧修正逼迫

100.06.28 本大學第 2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關立受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為辦理校長遴選，特依大學法第
九條、間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絃織及運作辦法及本大學組織品昆是星第五

條宮nt國 .iL去北教育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大學校長於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未獲是貴詩或閱故出缺峙，應由校長

或代理校長於二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 ，並於是旦成

後執行下列任務:
一、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
二、審核候選人資格 o

三、決定校長人退。
四、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

第三條 遴委會J:委員二十一人，共產生方式如下:

一、本大學代表九人:
(一)教師代表七人:由校務會議代表，就全校專任講師以上教

師中，以無記名限制違紀法票選之，每人至ý 廚選七名。
(二)職員代表二人:由校務會主義代表，就全校編制內戰員(含

助教)中，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案還之，每人豆豆多國選二

名。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共九人:由校友總會或本校編制內教職

員十五人以上逗著推篤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每人至多推薦

二人，由校務會議代表以無記名限制遠記法票選之，每人至多題

還九名。獲校務會議代表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得票數者，以得票數

為低，依序當選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超過名綴者，列為候

檢委員。當選人中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各不得少於二人。

三、教育部代表三人，由教育部遴派。

前項遴委會各一性別委昱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土 o

票選時，第一項第一款和第二款各類代表依得票數為低順序列為當選

委員及候椅委員;得票數相同時，以拍籤方式ι決定之。但遴委會j妄之摸到

委員不足三分之一時，優先由第一項第一款和第二款各類代表中該性別比

姐是坐壹依序遞椅當選; '1拉克t述該款遞椅委員無符合性別比例之j位星是星
可遞捕時，由該性別比例較低之它款委員中遞益童裝工

還任代表因故也缺峙，主符合本條規定下，依序遞補之。
第四條 遴委會組成後，應於二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並由委員立捧一人

為召集人，召集會議及擔任主席，立主綜王軍會務。召集人因故未兒出席會

議時，由委員互捧一人代理之。
第五條 本大學校長候選人除應具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之資

格，民符由外國人擔任，不受國籍法之限制外，立的頁兵備下列條件:

一、必備條件:

(一)曾擔任教授三年以上。
(二)具有三年以上之教育或學術行政經驗。
候選人相關年資之計算，核計豆豆候選人登記截止日為止。

二、重要條件:

(一)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營利單位等利益。

f程已兼任與上述相關職務者，須毒面承諾於應聘校長前放

棄。

(二)在教育學術上若有成就與學3室。
(三)身心健康並具有高尚品德與情隸。129



(四)能充分尊重學品持自由。

(五)具有前瞻性之教育J][念。

(六)具有卓越去見到、組織及領導能力。
(七)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力。

第六條 遴委會應於組成後向各界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並接受依下列方式推

為之候選人:
一、由本大學專任講的以上教師十五人以上連署推薦。
二、由商內、外學校及學術單位之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副研究員

十五人以上連署推薦。

三三、本大學校友十五人以上達每推薦。
前項每一推薦人豆豆多拉薦三人。但遴委會委員不得參與連署雄為。

第七條 校長之遴選作業，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徵求誰為候選人:遴委會應於是且成後向各界公閱徵求校長候選

人立直接受以逮著方式推荐，公認徵求及格薦期間以二個月為
潔、划。推薦人應先微言句被推薦人參選之意願立主提供被推薦人之
基本資料、學歷、經歷、著作或發明目錄、各項學術獎勵、

接參事域及推薦理由等資料。
二、資格審查:遴委會應對校長候選人進行毒品資格審笠，必要特

待進行訪談。經審查後，遴委會應向全校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

三、治校理念說明會:遴委會應帶主辦校長候選人之治校正里念說明會，

邀請校長候選人向全校說明其治校攻念，立主應主盡量協助校長候

選人與各系所單位直接溝通接觸。

四、教職員工行使同意權:遴委會應就校長候選人，由全校編制內
教職員工，以且在記名限制遂記法投祟，行使同意線，每人.i

%崗還人數為候選人人數;候選人獲得參與投票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之同意為通過，若通過之候選人來達二人峙，則保留已獲 、

通過之候選人，再依本條規定之程序進行遴選，直到通過之候

選人合計達二人以上為止。
五、決定校長人還:遴委會綜合各項意見及資料審查結泉，邀請經

教職員工行使同意權通過之校長候選人，就其治校理念進行說

明與詢答後，由遴委會遴選一位校長適當人遷，報請教育部聘

任之。

第入條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經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自己偽、三就等內之血統或姻親或曾有此哥哥像。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像。

委員向遴委會提出辭呈峙，視同出缺，辦理遞椅 o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二耳其規定，由肉類代表候

補委員依序遞椅之。

第九條 為求遴選之公正公平，候選人若有期約、賄選或其他不法等事支持，
查有實據者，經遴委會議決，撤銷其候選人資格。

第十條 校長遴選過程，在結采求公佈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

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並應有三分

之二以上(今〉委員出席始得時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令)之同意

始得決議;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文給出席費及交通

贅。
遴委會之事務性工作，由本大學秘書室及人事室擔任;遴委會執行

本辦法相關事項所需經費，由本大學相關經費支應。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尋草案，由遴委會決定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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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臺北教育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

100 年 10 月 16 自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1 次會主義通過

101 年 02 月 18 日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2 次會主義修正通過第八點

101 年的月 27 日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3 次會議修正通過第六點

一、國立委北教育大學(以下筒稱本校)為辦理校長遴選作業，依據本校校長遴

選辦法規定，訂定函立金北教育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以下簡稱本

細貝Ij)。為妥f真辦理校長遴選業務，本會召集人符商苦奮委員 1 人擔任執行秘

書，協助召集人辨竣校長遴選工作。

本會執行遴選業務過程中，得手見需要商請委員成立工作小組，及依本校行

政程序商請校內相關單位配合辦竣 o

二、本校校長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徵求程序及審查寧主竟如下:

(一)資格條件:

本校校長候選人徐J.t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之資格外，須具

備下列條件:

卜必備條件﹒

(1)曾擔任教授 3 年以上。

(2) 兵街 3 年以上之教育或學街行政經驗 o

候選人相關年資之計算，核吉十五候選人登記截止日為止。

2 、室主要條件:

(1)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營利單位等利益。惟己兼

任與上述相關職務者， ~頁毒品承諾於應聘校長前放棄。

(2) 在教育學街上著有成就與聲望。

(3) 身心健康並具有高尚品德與情線。

(吐)能充分尊重學術自由。

(5) 具有前瞻性之教育王軍念。

(6) 具有卓越規懿、組織及領導能力。

(7)有爭取及妥善遂用資源之能力。

(二〉公詞徵求程序及規範:

卜本會應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除在媒體、網站發布消息外，並得函榜

公私立大專院校、學術研究機構、本校各教學單位及本校校友總會逗

著推薦之(連署推薦表如何?件1)。

2 、本會接受經下列各款方式之一所推薦之人士為校長候選人:

(1)由本大學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15 人以上逮著誰薦。

(2) 由國內、外學校及學科每單位之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副研究員 15

人以上逮著誰薦

(3) 本大學校友 15 人以上遠是手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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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每一推薦人豆豆多得格薦 3 人，但遴委會委員不得參與連署推薦 o

3 、迷著誰薦資料送達本會後，連署人不得要求扳回逗著 o

4 、推薦類問自公告日起豆豆截止日，由連署人填妥逮著推薦表，反被推

且是人之中自闕基本資料，經被推薦人同意後，於公告截止目前寄(送)

本校遴選委員會(以郵戳日期或本校簽收日期為 1豆、)。

5 、本會公閱微求校長候選人受理截止後，如被推薦之校長候選人永遠 2

人，執行秘書經毒面簽報召集人向意後， ß基延長公告，立直通知本會全體

委員，每次延長公告期間以不超過 20 日為原則，至被推薦候選人達 2

位以上為止。

(三)書面資料審查:

卜宮青逮著推薦人須檢齊「校長候選人逮著誰薦羊毛」及「校長候選人基本資

料表」併送，包括下列各項資料，供本會公問陳列及審查.

(1)暴本資料、學慶、經辰。

(2) 著作或發明白錄。

(3) 各項學術獎勵、吾吾譽事蹟。

(4) 推薦理由。

(5) 治校理念及其摘要。

(6) 相關承諾書 o

三、本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推薦之受王里及審查事項:

(一)應明訂受王里截止日期、受王里單位，立在規定以送達(簽收時間為憑)或

以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恣)相關資料表件。

(二)推舉2位委員協助辦主里校長候選人資格之初容，於收件給采後送執行秘

套辦理拆封，立在就校長候選人法定資格進行毒面審查，必要時得進行

訪設及補件。執行秘書將所有被推薦人資料彙聲後，按姓名筆畫1 )1慎序

提本會審查及決議。

(三)被推薦人資格條件不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本校校長遴選相關規定

之任用資格者，本會應以「不受王里 J 處主里，立立以毒品通知被推薦人及

推薦代表人。

(四)校長候選人經資格審查後，如通過審查之合格候選人不足2人峙，應

延長辦理公告徵求候選人作業，每次延長公告期問以不超過20 臼為原

則。已列入候選人資格者應予係留，豆豆合格候選人達2人以上為止，始

得繼續辦援遴選程序。

(五)本會辨正里審查作業過程進行中，未經本會同意，任何人不得對外公問

校長候選人名單及其相關資料。校長候選人逮著推薦表件以不公問為

原則，如有申請調閱者，應提出毒品申請經本會同意後才于之，慘不得

彩fp~傳仿。

(六)校長候選人毒面資料經本會收件後均不予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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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會完成校長候選人逗著推薦審查程序後，應按姓名筆劉多寡順序(學

叢少者在前)於本校網站正式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及候選人所提供之

僧人資料掃雷昔檔，內容包括:姓名、性別、大學以上學反(合正式證胡

文件彩本)、一般經辰、教育行政經展及治校理念(全文暨500字以內之

摘要)。

(八)校長候選人名單公告後~r;不得申請撤回。

四、本會庭、於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後擇期辦理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邀請注交

長候選人向全校說明其治校正里念，並應偉豪協助校長候選人與學院(令所屬

*'所)單位座談。治校理念說明會由本會召集人或指派委員 1人支持，每位校

長候選人說明略問及意見交換時間各以不超過3日分錄為原則。治校王里念說明

會應全程錄影瓷於學校網頁公間供各界點間，商外候選人必要時得經本會同

意以視訊方式辦理之。

五、本會應於校長候選人i告中主理念說明會結束後，辦理教職員工行使同意權之投

棠，本會應就校長候選人，由全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以無記名假如ùl皂古巴法投

票，行使同意殺，每人豆豆多關選人數為候選人人數;候選人獲符參與投票總

數2分之1 (含)以上之同意為通過，票數達到通過 r，梭， ~p停止計栗。若通

過之候選人未達2人峙，則保留已獲通過之候選人，再依前途遴選規定程序進

行遴選，直到通過之候選人合計達2人以上為止。

六、遴委會決定校長人遂，須全體委員 3分之2以上(含)出席始得開議，非有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向意，不符作成決主義。決議事項如有涉及委員應行迎避之情

事者，該名退避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遴委會綜合各項意見及資料審查結呆，邀請經教職員工行使同意權通過之校

長候選人，就其治校理念進行說明與詢答後，由遴委會遴選一位校長適當人

遷，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遴委會選定校長人還方式:理念發表及詢答時間為每位候選人理念發表 20

分鐘，吉句答 30 分鐘，每位問給 10 分產量，候選人上場順序依持籤決定，投票

方式也遴委會開會決議。

七、本會辦主里遴選作業依「國立受北教育大學辦主里校長遴選工作進Ji.預定表」辨

理。

入、本校校長候選人、本會委員與工作人員應遵守以下祝範:

(一)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J 及本校「校長遴選辦法」

第8條規定，本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經本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1.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並提出

辭去職務之要求者。 2 與候選人有自己偽、三親等內之血統或姻親或曾有

此關像是手。 3. 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者。本會委員有前迷不得擔任

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偽頗之處者，

候選人得向本會7'J家其原因及事實，經本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前
述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3條規定遞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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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候選人不得對本會委員有關說、期約、賄選等不法情事，經查發屬

實是幸，取消候選人資格。

(三)各候選人在競選期間，不得為還是社 g 的從事請客、送禮、對其他候選人

人身攻擊或違法之不當行為。

(四)本會對外之消息發布由本會召集人統一行之，召集人不克對外投宮時，

由本會執行秘書代攻之;本會委員、應邀到席人員與工作人員對本會各

項討論及議決過程均應嚴守秘密，對於各項遴選工作內容，非經本會同

意不得對外發布消息。

(五)校長候選人如經檢丟掉，其檢舉人為具名者，經召集人指定委員調查後提

本會報告，並~妥迪之處理，凡匿名或非以真實姓名檢舉者不予處主里。

檢舉察由本會委員提出者，該名委員應行迪避出任由本會委員組成之調

查小組成員。

九、本會辦主里遴選作業之經費支應規氣如下:

(一)本會委員與工作人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規定文給出席費及交通

費 o 必要時得依規定文給工作人員差旅費、加班費(成橋休)、誤餐費等。

(二)本會辦理遴選工作所需費用，由本校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文應。

十、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經本會決議隨時修訂禱充之。

十一、本知划經本會通過後實施，於本校新任校長就戰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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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街大學校長遴選養員會作業要點

101年10 月 18 日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1次會議通過

101年12月 28 日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第2次會議修正通過第6點

一、本要點依據「國立臺北藝街大學校長遴選辦法」第四條規定訂

定。

二、本會設召集人、副召集人、發言人及執行秘書各一人，由委員

互遷之。另設助理法千人，協助處理有關寧主室。

三、會議規則

(一〉間會時委員必須親自出席，不得由他人代壞。

(二)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今)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三)重要事項之議決得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行之，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令)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四)會主義開始特須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丘之〉會主義結束前須確認本次會議議決事項及應保密事頃。

四、徵求校長候選人程序及規範

(一)本會接受符合下列資格者， 15人以上逗著推薦:

1.本校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研究員、禹1)研

究員。

2. 校外教授、副教授、研究員、昌1)研究員。

3. 本校校友。

(二)本會公閱徵選訊息方式:

1.公布於本校網站。

2. 發布新聞稿。

3. 刊發廣告(報紙或其他適當管道)。

是.函致學術研究及藝術文教等相路機關C*~專〉。

(三〉受王里程序及校長候選人產生方式

1.本會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以一個半月為原則，受理收件裁

止後，如被推薦之校長候選人未達三人，得延長公告，至

被推薦候選人達三位以上為止。

2. 校長候選人經資格審查後，如通過審查之合格候選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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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峙，庭、延長辦主旦公告徵求候選人作業。符合候選人資

格者應予保留，至合格候選人達三人以上，始由本會委員

投票決定校長候選人初選名額及人遷，進行投票時須經全

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令)出席，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間意 D

3. 本會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後擇期辦理校長候選人治校攻

念說明會，邀請校長候選人向全校說明其治校玉皇念。

4. 本會於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結采後，辦理全校專任

講師以上人員行使無記名投票，候選人獲二二分之一(含)

以上之同意為通過，票數達到通過門糙，即停止計祟。若

通過之候選人未達二人峙，則保留已獲通過之候選人，立在

由本會委員主動推薦，再依前述程序進行初遷，由全校專

任講師以上人員行使無記名投票，直至1)通過之候選人合計

達二人以上為止。

五、候選人資格審查除書面資料審查外，必要時才早就被推薦人還進行

訪哎，或講英提供詳細資料。

六、本會議決校長人還之程序

(一〉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書面方式無記名投票，獲得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所獲票數達全體委員二分之一(1 1

票)以上者為 1人，該名人員即為校長當選人;如獲得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所獲票數達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者達2

人以上，針對其等進行第二輪之投票，每人一菜，以獲得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最高票者為校長當選人。

(二)第一輪投票結采未有校長候選人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向

意，立所獲票數達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者，就得票數前二名

之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投票，每人一祟，以獲得全體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者為校長當選人。

七、本作業要點經本1年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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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

90 年 5 月哇日討論通過

94 年 5 月 5 日鶴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番員會修訂通過

“年 6 月 l往日圓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慘訂通過

98 年 5 月 18 8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要員會修訂通過

102 年 4 月 13 日間立;有一拳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修訂誦過

一、「鶴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J (以下簡稱本會)你根據鶴立清暴大學組織規程第三

十二條成立 o

二、本會之經費及庶務，由校方文處。但本會委員為無給職。

三、本會設召集人、副召集人兼發言人，由委員互退之。另設劫壞活千名，協助處Z里有關事

宜 o

閥、會議規則

1.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問議。

2 重要事項之議決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為之。

3. 會議開始時須確認前次會議記錄。

4. 會議結束前須確認本次會議議決事項及應保密事頃。

五、遴選資訊

1.有關校長遴選進度隨時於國.ÌL7青蔡大學校園資訊網當頁公告。

2. 發言入為本會公鵑對外發言之代表 o

3. 舉辦公聽會及座談會，廣徵校內師生及校外人士對校長人選之期望。

六、徵求候選人

1.於報紙及各種媒嫂公告周知，從求自薦或推薦候選人。

2. 本會委員應主動徵求校長候選人。

七、候選人資格審查除書面資料審查外，必要時才早就被推薦人或自 1罵人還進行訪綴，或請其

提供詳細之資料。如有需要時， ~.尋訪談推薦人 o

八、以無記名投祟，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提出三位候選人，由校務鼓督暨經費稽

核委員會辦主里校長同意機人投祟作業。

九、若獲得校長同意權人同意之候選人未達二人，本會須提出其他令格候選人，或室主提未獲

得同意之候選人(部分或全部) ，送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竣校長同意權人不記

名之同意投票， J甚至11獲得同意之候選人累計達二人以上。

十、本會由獲得同意之候選人中遴選出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十一、本作業要點經本會通過後施行，如有未盡事宜者，由本會議決精充之。修正時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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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推選作業要點

氏圓 98 年 3 月 24 日 97 學年度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5 日 100 學年度第是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 點

民閱 102 年 1 月 15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 、 4 、 5 點

一、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遴選校長，特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三十二條規定訂定「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推選作業

要點 J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詩稱本會)委員之絃成徐教育部代表三人

由教育部遴派外，其餘委員令教授代表六人、校友代表三人及社會

公正人士三人，悉依本要點推選。本會委員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三、教授代表依學術領域分為自然科學、、工程、人文社會(令管攻)

各二人。教授代表白各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各提名不同性別

之人還二至三人，每位人還須言主明代表之學術領域。校務會議成員

以無記名投票，每個領域各自變遷二人，各領域得票最高之前二人為

該領域教授代表，其餘依得票數為低川頁序，為該領域教授代表之候

補人還 o 各領域代表出缺峙，由候補人還遞補。各學院(含共同教

育委員會)教授代表至多以一人為限。教授代表不足六人峙，由校

務會議另行補選。

四、校友代表人遷，由各學院(令共向教育委員會)提名最多二人但

不得為同一性別。校務會議成員得提名校友代表人退，但須有成員

三人以上之附署，每人提名或附署以一次為限。校友代表人還由校

務會議成員以無記名投票，每累國選六人，得票數不公闕，由學校

代表依得票高低順序徵詢當事人同意，產生三位校友代表，其中任

一性別至多以二人為限，其餘為候補人選。
前項學校代表白本會教授代表互推之。

五、社會公正人士由教授代表及校友代表格遷之，其中任一性別至多

以二人為限 o

六、教授代表及校友代表如有得票數相同且需要排序時，抽籤決定之。

七、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念，經確認後應自動請辭'tB候補人還

遞補: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如親或曾有此關條。

(三〉與候選人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八、上述各項投票作業及行政事務由秘書處辦理，並由校務監督暨經

費稽核委員會監督。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流行，修正時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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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86年6 月 11 日 8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主義通過

86年10 Jl 15 日的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主義通過

教育部86年11 月 19 El告 (86)人(一)字革的130371號函核定

94年6 月 22 日 93學年度第3次臨時校務會主義修正通過

依教育部自是年7月 11 告人(一)字第0日是0090839號晶修正

教育部941f-7月 21 日告人(一)字第 09的。99291號函核定

99年4月 28 日 98學年度單位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12月 19 日 10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草3條

102年3月 20 日 101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2條

第一條 閱立交通大學(以下綺稱本校)為辦理校長遴選事宜，依大學法第九條及本校絃織

規程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於校長任期~ii為十個月前或自故:l:l缺後二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

筒稀i鑫委會) ，遴遂將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第三條 本會主主委員二十一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學校代表九人:教師代表九人。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九人。

三、教育部i鑫派之代表三人，其中任一性別應占三分之一以上。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代表十八人，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學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

公正人士委員總法，tk三分之一以上，產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代表:由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各推選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代表不同性

別代表候選人各一人，再由校務會議代表以每人追記二名候選人之投票方

式，退出得票最高之九位教師代表。其中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二人。各學院及

相關教學單位當選代表最多一人。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一)由校友總會推選校友人還二人、候補-二人，提請校務會主義同意。所推且是人

i鑫應令不同性別。

(二)由各呂學院、相關教學單位及學聯會各推選社會公正人士不同性別候選人各

一人，再由校務會議代表以無記名單記法之投票方式，退出九位當選教師

代表所屬學院外之單位戶抖起遷之二人，另五人由得票最高五位當i裳。其中

各學院、相關教學單位及學聯會當選代表最多一人。

(三三)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當選人中，任一位別不符少於四人。

前項戶丹4萬各學院及相關教學單位保持: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環學院、工學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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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學院、人文社會學院、生物科技學院、客家文化學院、光電學院、 i是識教育委員

會、其他單位(合經1í笠、教務處、學務處、處書館、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資訊

技術服務中心) ，共才 -1:由單位。其誰還候選人方式，各學院及通識教育委員會由

院務會議及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訂定之，其他單位由編制內學任教師合推選之。

各類代表依選舉得象數高低依序決定候捕人還二名。遞補人還若造成任一性別少於

三分之一者，以遞補不足額之性別為優先。

本校現職等任人員及在學學生，不得被提名為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第四條遴委會開會時應由行政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各一人列席，代表產生方式如下:

一、行政人員代表:由、編制內職員(含助教，不令約用人頁)才會選代表一人及候補代

表一人，提請校務會議同意。本類代表之還務事宜白人事室辦理。

二、學生代表:由學生聯合會及學生議會推選代表一人及候楠、代表一人，提請校務

會議同意。

第五條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遴委會

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周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三稅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緣。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盾的息。

遴委會委員有前正真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安足吉思其執行職

務有偏頗之處者，候選人得向遴委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委會議決後，解除委

員職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第四項規定遞稿之。

第六條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于'J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決定遴選程序。

三、審核候選人資格。

四、選定校長人還由學校教教育部聘任。

五、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頃。

遴委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始得遷走校長人退。

第七條 遴委會相關事務由本校秘書室辦理，並於委員產生後二十日內召問第一次會主義。

遴委會由委員主且還一人為召集人，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集人自故不能出席時，

由委員互雄一人代理之。

第入條遴委會召集人為對外唯一發言人，其他委員不得對外發言，遴選作業應予保密。

第九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之任用資格，且未有任用限制之情事外，

主主應具備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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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前瞻性、現代化之教育理念及率越之行政與領導能力。

二、兵公吉思之學街成就與車票3室。

三、若被選聘為校長，擔任校長職務期間，不得兼任í職及非學術性之政府職務。

第十條遴委會成立後，應~r公閱微求拉薦校長人遂，依下 7') 方式接受推薦:
一、商內外教授、副教授或.iE、副研究員一人推薦，二人豆豆四人遠等。

二、學術固體或本校校友總會推篤。

三、遴選委員推薦。

四、本校學生聯合會經室主會議決4哥拉薦一人。

推J;人或閱質量必須徽符被推罵人之同意。

第十一條 遴選作業分下 7')三階段辦理
一、第一階段:遴委會舉辦由全校教師、學生、行政人員參加之座談會，遴選委員

聽取有關學校發展、理想校長人還等意兒後，就推薦人選中選出若干人為校長

候選人。

二、第二階段:遴委會將第一階段退出之校長候選人資料公布，由主4校服務滿一年

以上之單位線和Ù 1司等怯教師對每一位校長候選人分別行使不記名投泉，得投票

線、教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向急票為通過。每一候選人還累之統計五三確定通過或

不通過時即中止。

三、第三階段:遴委會就第二階段通過之候選人中，本獨立自主之精神，經審查、

討論後，選出一人，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十二條 遴委會間會時委員應親自也席，不得委託他人代嫂，須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出席始

得聞主義。依第十一條白校長候選人遴選出一人之決議，須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

第十三條 遴委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第十四條 遴委會委員為無給職 o 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文給出席贅，立的見需要的支交通

資 o

第十五條 遴委會於遴選工作完成後，應將所有資料移交人事1:妥善係存至該校長緣戰 a

止。係管期間非經原遴委會委員五分之四以上簽名同意，不符公開。但法令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 遴委會因故未能完成遴選任務時，應立即請求召闊臨時校務會議，受新組成校長

遴選委員會，依本辦法繼續辦竣校長遴選工作。

第十七條 遴委會應本於1養費，於遴選時，落實校長任用條件規定。若遴選後i還有任用資格

條件爭議時，原遴委會得召間會議，立直向校務會議報告。

第十八條 遴委會應於新任校長就職後自動角辛苦止。

第十九條 本辦法之作黨委點另由遴委會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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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F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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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JL中興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93 年 5 月 7 日第 4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第七條)

教育部 93 年 7 月 30 日告人(一)字第 0930098505 號函核定

95 年 5 月 5 日軍 50 次校務會議延續會修正通過(第 1 、 2 、 3 、 5 、 7 條)

96 年 5 月 11 E 第 52 次校務會在說修正通過(第 3 條)

98 年 12 月 11 日軍 5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 B 、 7 條)

99 年 4 月 15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臨特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 條)

99 年 6 月 1 日軍 58 次校務會議延續會修正通過(第 B 條)

100 年 5 月 13 日第 60 次校務會主義修正通過(第 2 條)

第一條 l@iL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遴選本校校長人遷，依據大學法及教育部「閱
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J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應於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拔出缺後二個月內，經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以下筒稱遴委會) ，遴選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遴委會3監委員二十一人，由學校就下列人員聘請擔任之:

一、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九人，應包含各學院各一人，學生代表一人，

其他單位(體育笠、師資玲育中心、生物科技發展中心、通告我教育中心等單

位，及職員、助教、教官)一人。由校務會議就下列學校代表候選人中i墨學

產生.

1.各學院各誰還教師三人。

2. 學生代表誰還三人。

3. 其他單位推選三人。

二、傑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九人，由行政會議提名，或校務會議代表十人

以上之i是菩提名(被提名者不得為本校專任之教職員工) ，備學經歷資料，

經校務會主義遐想產生，傑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至少各應有一人。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

前項第一、二款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分就該款委員候選人名單以無記名遠記法

還是學產生，每位校務會主義代表豆豆多路邊三人。

各款代表於推選(薦〕時，任一位別代表應占該類代表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立主

應的列候椅委員。第一款學校代表應包合教師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六人。

第三條 本校校長任期四年，由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得繽任一次，校長於任期中

o故也缺，新任校長時期重新起算。

校長擬其實任者，應於任期屆滿一年前報請教育部書于鐘，於任期屆滿十個月前向

校務會議提案立主提送評鑑結果報告番，由校務會議代表立還十一人組成校長續

任事務委員會，辦理繽任何急投票，由全校講師以上早早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不

記名投票，得投票總數二分之一(今)以土之同意票為通過。上述投票選票之

統計豆豆確定同意或不同意時即告中止。票數不予公開。

前項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不合借調、全耳我進修及其他李白留職停薪之教師(含

研究人員)。

校務會議就校長續任之事宜開會時，校長應予迪避，並由校務會議代表中，推

選一人主持會議。

校長不擬繽修車且不得續任者，依第二條規定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

第四條 學校應於遴委會委員產生後二十日內召悶第一次會議。遴委會笠召集人一人，

由委員互遙遠立，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豆豆推

一人代理之。

遴委會開會縛，委員~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主里，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

出席始得悶氣，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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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遴委會委員如同意為校長候選人，即喪失委員資格。遴委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經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棍等內之d且是見或姻親或曾有此路線。

三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緣。

遴委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哥革命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

務有偏頗之處者，委員或候選人符向遴委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委會決議後，

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所主監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遞線之。

第六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之資格，依大學法及有關法律之規定，並應具備下列條件: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 4學

第十條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一、兵為尚之品德及學術成就。

二、具教育理念及行政能力。

三、處事公正，超越政治黨派利益。

四、校長候選人之年齡規定，依相關法律辦理。

五、吾吾吉己為校長候選人時非代理校長。 1:s.代E里校長如欲登記參加校長遴選，成為

校長候選人，應先辭卸代理校長職務。

大、候選人必須先由本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研究人頁)以不記名投票，得

票童t'!l!;達全體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研究人頁)人數五分之一以上同意。

七、候選人在當選後不得兼任黨政職務 a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本校長候選人遴選作業耍，點由遴委會於遴選程序開始

前8月訂之。

二、審核候選人資格。

三、決定遴選程序。

由、選定校長人還由學校報教育部聘任。

五、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鬧事頃。

遴委會應主動徵求符合候選人資格者參與遴選。

遴委會;，t就二位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始得選定校長人i裳。

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布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但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遴委會應於新130校長起時日二偈月前釋定校長人遂，報教育部聘任之。

遴選事務由本校人事室主辦，總務處、秘書室協辨。

遴委會問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i鑫委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文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遴委會所需經費由本校文應。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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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立中興大學第十四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

99 年 11 月 2 日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100 年 3 月 22 日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修正通過(第六條)

一、鶴立中與大學(以下時稱本校)為辦理第十四任校長遴選作業，依據本校校長遴

選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為協助辦理校長遴選事務，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總幹事一名、秘

書一名及助理秘書二名，其人還由本會主席擇特之。

本會辦理遴選業務過程中，得以本校行政程序商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三、本校校長候選人之資格條件須符合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六條之規定(校長候選

人資料表如附件一) ，本會徵求候選人程序如下:

(一)徵求候選人
1.於報紙及網際網路刊發敘事，徵求拉薦候選人(推薦資料表如的件二)。

2. 函請大專院校、學術研究機構、本校校友總會推薦。

3. 本舍得接受依下5")方式之一推薦候選人:

(1)中央研究院院士三人以上得追尋推薦一人。
(2) 函內外大專院校專任講師(研究人員)以上之教師(今退休)及學術研

究機構助理研究員以上(今退休)之人員三十人以上得連署推薦一人。

(3) 本校校友三十人以上得逗著推薦一人。

(的本會遴選委員推薦。

是.受理截止後，如推薦之校長候選人不足三人，總幹事經書面簽報主席同意

後，應延長公告，並通知本會全體委員，每次延長公告期間以十四日為

限，直至達三位以上候選人，始得繼續辦理遴選程序。

(二)遴選資訊

1.發行「校長遴選新聞稿 J' 向全校教職員生及校外有關人士報導校長遴選

事宜。

2. 主席為本會對外公開發言之唯一代表。

3. 增設專用信箱及 E-mail 位先上。

(三)候選人資格審查

1.推薦程序審查及資格初霧。

2. 校長候選人經資格審查後，如通過審查之合格候選人不足三人時，延續

辦理公告徵求候選人作業時，已列入候選人資格者應予保留。

3. 本會辦玉皇審查作業過程進行中，未經本會同意，任何人不得對外公開校

長候選人名單及其相關資料。校長候選人逮著推薦表件以不公開為原則。

4. 本會完成校長候選人逗著推薦審查程序後，應按姓名筆畫順序於本校網

站正式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及候選人所提供之個人基本資料掃喝檔，

立主函轉本校各~、戶丹、中心等單位供所屬教師參閱。

四、本會應於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後二十日內辦理校長候選人辦學理念說明會，邀

請校長候選人個別公開說明辦學攻念。說明會由本會委員推遲一人主持，每位

校長候選人說明詩詞以不超過三十分鐘為限，意見交換時間以三十分鐘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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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會應於校長候選人辦學理念說明會結采後十日內，依下列規定攤主史本校講師

以上專任教師(令研究人員)行使同意權之投票

(一)投票人為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合研究人員) ，立主以投票當日在本校文幸存

者為限，一律親自行使之，名冊白人事]z:提供。

(二)同意權行使採無記名投票方式，由教師就公告之每位校長候選人進行同意或

不同意之處遷，獲投票當日在本校文幸存之全體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研究人

員)人數五分之一以上同意者為通過，每一候選人之問桑至確定通過或不通

過時應即中止。

(三)通過本校全體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人數五分之一以上同意之校

長候選人達二人以上時，由本會進行遴選;通過之候選人未達二人峙，徐

係留1家獲通過之候選人資格外，應另就未通過者再辦理一次行使同意權論

足，惟如仍未通過，保留原獲通過之候選人資格並重新公告遴選事笠，直

至三候選人達二人以上峙，方始進行後續遴選程序。
(四〉投票結采後，本會需將投票結采及選票，由總幹事及委員二人會同簽封，

立主持定人事室負責係管，至新任校長任期屆滿或去職日止;本會解散後，

非經本會委員五分之四以上聲名同意或有法定原因外，不得拆封公開。

六、本會應於教師行使同意權後十五日內召開會議，討論校長候選人座談之進行時

筒、程序及內容，五星直邀請護通過門梭之校長候選人，就其辦學理念進行說

明與詢答，於本會充分討論後，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無記名投票方式，

就個別候選人行使同意之票決，以獲得出席委員同意之最高案前三人為校長候

選人，進入第二輪投票，第二輪獲得出席委員同意之最高票前二人，進入第三

輪投票，獲得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最高菜為校長人遷，主主人還仍毛產主且三

得再進行兩輪投票，若人還仍未產生時，由本會決議後續辦理遴選事宜。

校長人還本會確定後應明確陳述理由，併符其個人之詳細資料及本會審查意見

表，由本校依行政程序報請教育部核特之。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會決主義補充之。

八、本要點經本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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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100.5.19.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辨疲校長之遴選，依據大學法、閱立大學校

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逐作辦法與本校組織規程，告了定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閱故出缺後二偽月內，應組成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

(以下筒稱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校長教教育部聘任，並於新任校長就戰時自動解散。

遴選委員會應由人事室於適當時機主動在行政會議提議組成。

第三條 遴選委員會受委員二十一人，其中任一性別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由學校代表、校友

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與教育部遴派之代表組成。各代表人毅、產生方式及辦理推選

作業權貴單位如下:

一、學校代表九人，誰還作業æ各學院、人事宣辦理:

(一)教師代表入人:
1.由各學院晶晶制內講的級以上教師，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各選出專任教師三人(任一

性別應有三分之一以上) ，推薦至校務會議。通識教育學院進行推薦作業時，立的哥

體育室及語言中心之晶晶制內教師一併納入計算。

2. 由校務會議代表，就各學院才發為之人選中，還是學產生教師代表入人，其中任一性

別應有三分之一以上，且各學院至少應有一人當選。

(二)行政人員代表一人:
由校務會議代表，就本校編制內軍訓教官、助教、行政職員及技工、工友、駐街

警察中退出。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九人，推選作業由秘書室辦理:

(一〉校友代表二人:由本校章

分之一以土) ，或校友十人以上i迷皇署向本校推薦。由校務會議代表，依任一性別應

有三分之一以上之規定，就推薦人選中，退出二人。
(二)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七人:由本校各學院就學界中，至少推薦六人(其中任一性別應

有三三分之一以上) ;產業界中吳少推薦三三人(其中任一性別應有三分之一以上) ，或

各界十人以上述署，向本校推薦。再由校務會議代表，依任一悅耳1J 應有三三分之一

以上之規定，分別就推薦學界人選中退出五人、才會主毒農業界人選中遂自二人。

(三)本校現職專任人員及在學學生，不得被提名為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白人享受報請教育部遴派。

前1萬第一、二款推還沒生之代表，除第一款第二周採無記名單記法外，餘均依無記

名遠古巴法行之，由校務會議代表，每人至ß-鷗選三名。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之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遴

選委員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自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稅等內之血統或姆親或曾有此關銘、。

三、有學佼論文指導之師生關4幸。

遴選委員會有前填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

偏頗之處者，候選人得向遴選委員會列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選委員會議決後，解除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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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職務。

前二項戶身邊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規定依序遞補之。

第五條 現任校長或代理校長，應於遴選委員會之委員產生才是二十日內，邀集委員召將第一

次會議，由委員互遺產生一人為召集人，益為主席。另旻執行秘書一人、品j執行秘書一

人，工作人員若干人，由召無人任命之。

遴選委員會召集人為對外唯一發言人。其他委員不得對外發言，遴選作業應予保密。

第六條 遴選委員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o

二、決定遴選程序。

三、 1年核候選人資格 o

閥、遷走校長人還由學校報教育部聘任。

五、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

遴選委員會於執行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任務時，對本辦法所規定之校長候選

人資格、Æ..1三方式與遴選程序認為有修正之必要者，應在遴選委員會召間第一次會議後

二過內訂明有關校長遴選作業規定並公布之。

第七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之資格外，並應具備

下列條件.

一、兵崇高的教育理念及行政能力。

二、兵公認的學術成就或專業基辛裳。

三、處事公正並能超出政治、宗教、黨派及利益閩餒。

四、具有性別平等意識。

第八條 遴選委員會應於忍開第一次會議後三三週內，公開向各界徵求校長候選人，其公開徵

求之方式如下:

一、推篇產生:

(一)本校專任講師級以上教師十人以上遠是F推薦。

(二)校外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副研究員十五人以上之i垂著推薦。

(三)本校校友二十人以上之逮著推薦。

二、遴選委員舉薦:經遴選委員會議決後，得主動舉薦校長候選人若干人。

前項受王里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之作業期間至少須在一個另以上，其公閱微求結果未

達二人以上參選峙，應室主行辦理，至有二人以上參選咚為止。

第一項第一款候選人之推薦逮著，每位逗著人以逗著一位候選人為痕。
遴選委員會委員不符以個人名義，參與任何遠等活動。

第九條 前條第一項校長候選人之逮著推薦，應先經被推薦人同意。遴選委員會應要求

各候選人提供乙份屐反自述資料，其履及內容應包括:個人資料、學歷、經歷、旅務及

貢獻、縈譽、章主要著作。自述部份以一千五百字為限，應包括經驗、辦學草里念及抱負。

第十條 遴選委員會分下列三階段遴選校長人還:

一、第一階段:由遴選委員會穿制度推薦校長候選人中依第七條所列條件遴選，旦旦多退出

五至十人參加第二階段遴選，遴選委員會符邀請所有候選人至本校公開說明其辦學

理念， 1:卑做為教師行使同意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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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將第一階段退出候選人之資料公布後，應於十五天內分送本

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安排適當時間與地點，由上列教師針對每一候選人以無記名

全額達記法之方式行使同意權，立參與投票人數應達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人數三

分之二以上始得寫效，否則應言重新辦理行使同意權作業。Jt計票及行使方式如下:

(一)各候選人所獲得之同意票數超過參與投票人數二分之一者， ~p不再吉十票，立宜將該

候選人提送第三階段遴選。

(二〉前商投票結呆，若超過參與投票人數二分之一向意票數之11其選人未達二人，應再

就同意票未超過參與投票人數二分之一之候選人辦理第二次同意權行使。

(三)第二次同意權行使結采併向第一次投票結果，走去超過參與投票人數二分之一同意

票之候選人未達二人，保留原獲通過之候選人資格，依第八條規定重新公開徽求

校長候選人，進行第一、二階段之遴選， 1甚至候選人達二人以上峙，方始進行第
三階段遴選程序。。

三、第三階段:由遴選委員會參考第二階段行使同意權之投票結果，並考f是各候選人之

職能後，還定一人為校長人遷，併同做人之詳細資料及遴選委員會會議紀錄，送請

教育部聘任之。

第十一條候選人不得從事拜累活動，亦不得委託他人拉栗。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會照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須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始符閥議，獲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遴選委員會因故未能完成遴選任務時，應立即請求忍閱臨時校務會議。校務會議符

議決重新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依本辦法繼綾辦理未完成之校長遴選工作。

第十三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遴選工作所有資料妥善保存。遴選工作完成後，移交人事室三係管

至該校長去職日止。保管期間非經原遴選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簽名同意，不得公開。

第十四條 遴選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文給出席費，並視需要的文

交通費。

遴選委員會執行本辦法相關事項所需之經費，由學校村級經費支應。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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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中暴民闋的年 10 月 17 自

教育部 (89)人(一)字第 89118297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7 年 6 jj 18 日

96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學氏函 100 年 10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軍 l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暴民函 101 年 3 月 7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新任校長之遴選，依據大學法第九條

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三條規定，訂定「國立黎林科技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J (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為辦理校長之遴選，設「閱立雲林科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J (以下簡稱本

會) ，本會屬非常設組織，兵組成時機為:

一、校長不擬續任或未發j續推去，於任期Jè滿十個月前成立。

二、校長因故出缺後，於二個月內成立。

本會於校長人選產生立直線報教育部聘任就職後解散。

第三條 本會笠委員十七人，均應具性別平等意識，由學校代表七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

正人士代表七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共同組成，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共產生方式如下斗

一、學校代表七人，今教師代表六人及行政毛主代表一人。

(一)教師代表

由校務會議代表就下列候選人中之必金主主主主且還產生教師代表六

人，任一性別至少二人，其餘為候祿代一丞一二各學院教師代表至少一人…之

三是乏人之一
L~見任校長或代理校長。(不屬於任何學 f1G)

2ι由各學院編制內教師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專任教師三人為候選人斗

任一性別至少一人，但各~所至多一人。一送校務會議推選前之選舉作

業由各學院分別辨王軍之。

(二)行政人員代表

由本校編制內職員、助教、稀少性科技人員、萃護人員，以無記名投票

方式退出主人為候選人，任一性別至少一人;再由校務會議代表以盔豆豆

主益是主主產生代表一人，其餘為候補代表。

因進修研究、休假研究、留職停薪或其他事白，實際末在校內授課、任職之

教職員，不得擔任本會之學校代表。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七人，令校友代表二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五人。

(一)校友代表

由校務會議代表以無記名投票方主生產生代表二人，笠二蛙盟主主二^'

其餘為候補代表。校友代表應分屬不同學院，且不得為本校早早任之教職

員工或在學學生。送校務會議推選前之推薦作業由研究發展處辦王軍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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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校友會就本校專業之校友中推薦乏主四人為候i學人，任一性別至少一

人。

~由各學院就該學院畢業之校友中推薦二人為候選人，任一位別至少一

人。
(二)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由校務會議代表以無記名投祟方式產生代表Jï.人，任一性別至少二人，

其告最為候補代表。社會公正人士以兵崇高學術地位或中央研究院或盟主上

國家研究院院士、曾任行政院所屬部會首長或副首長、或曾任的任大學

校長等資格之益71-斗志為限。

1.由現任校長或代理校長給薦候選人翁千人，任一性別應佔推薦候選人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L由校內專任教師十人以上之速發捧為及您盪主二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由本的車請教育部遴i辰，笙二盤及陸去之本工

金鐘放盤還人符票數相同時，由當事人拍籤決定排序，當事人不j已盪且主土主主主

是處益旦起還在金益鼓籤法正盤生反丘之

第四條 本會委員為校長參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外情形之一場，經本會確認

後，解除其盛里是: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裳。

二、與參選人有配偽、三稅等肉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比路緣。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本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是認其執行職

務有偏頗之虞者，參選人得向本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本會議決後，解除委員

職務 o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規定遞捕之二笠凌晨娃食銀三盤盈盈星

鑫鍍金且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美援基二

第五條 現任校長或代建校長應於本會委員產生後二十日內，邀集委員召向第一次會議，

由委員互i是一人為召集人，召集會議及擔任主席，立的帝王里會務。召集人因故不能

出席嗨，由委員互推一人代攻之。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

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六條 本會應本獨立自玄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訂定本會作業要點、遴選工作注意事項及時程。

二、公開徵求校長參選人，並接受推薦及審核參選資格。

三、公告校長參選人名單。

四、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進行審議，還定校長人i裳，由本校報請教育部聘任

之。

五、處理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頃。

第七條 本校校長參選人除應符合大學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有關法律之規定外，並應

兵備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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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前瞻性教育理念。

二、在學街上若有成就與名笠，立主對學街自由高度尊重。

三三、具有卓越規釗、組織及領導能力。

四、身心健康立主具有高尚之品德情操，處事公iE-且能超越政治、黨派、宗教、營

利單位等，已兼任政黨職務券，須毒面承諾於應聘校長前放素。

第八條 校長人遷之遴選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徵求參選人:本會應於是且成後二i廈內公開向各界徵求校長參選人，受王里推串串

期間以一個月為原則。推薦方式如次:

(一)本校等任教師十人以上之逗著推薦。

(二)函內外大學校(稅)或學術研究機構之專任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副研

究員十五人以上之逮著誰薦。

(三)本校校友二十人以上之追著;fft薦。

(四)由遴委會委員推薦。

推薦者應提供被推薦人之年齡、學歷、經歷、學術著作自錄、各項學術獎勵、

榮譽尋旬章及格薦理由等資料。

被推薦人數來達三人時，得經本會之決議，辦理第二次徵求推薦 '34期間以

不逾一個月為限，各次公告顯詞所有被推薦人員符合併辦理資格審查。

二、審查作業:本會應於受主里拉薦截止後一個月內，進行必要之查訪、審查反意

願徵詢。

三、遴選方式:

(一)本會得依審查及徵詢意願結果，就參選人條件逐一審查後，益公告參選

人名單。

(二)本會邀請公告之參選人來校參加辨校理念說明令，鵑述主主辦學王里念。

(三)由本校專任主講師級以上教師(合專業技術人員)就每位校長參選人進行

同意或不同意之園遷，獲符領票人數三分之一同意者為通過，獲得領累

人數三分之二不同意者為不通過，每一參選人之間票豆豆確定通過或不通

過時應即中止。

(四)通過三分之一教師同意之校長候選人達二人以上峙，由本會進行遴選;

通過之候選人未達二人嗨，除係留厚、獲通過之候選人資格外，應另再次

辦理遴選論足。

(五)本會應於教師行使同意權後十五日內召閱會議，就前款通過之令格候選

人選定校長人i霆，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第九條 本校校長參(候)選人於遴選過程中，不得從事任何競選活動，亦不得委請他人

拉祟，這者經瓷證屬實後，得經本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r喪失參(候)

選人資格。

第十條 本會照會時，除現任或代建校長得列席外，待中見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

料。

第十一條 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布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但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本會應將遴選工作所有資料妥善保存。遴選工作完成後，移交人事室係管至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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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去職日止。係管熱鬧非經原遴選委員會委員三三分之二以上簽名同章，不得公

悶。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文給出席贅，立針見需要的文交通費。

本會執行本辦法相關寧主黨所需之經費，也學校相閥、投資文應。

第十三條 本會之庶務工作，由人事室辦主里，秘書室協助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主義察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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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

101 年吐月 3日臼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

101 年 8 月 17 日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四4點及第七點條文

一、 鶴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校長遴選作業，特組成本

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並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以下

簡稱遴選辦法)規定，言T定本要點。

一、 為妥慎辦理校長遴選業務，本會得指定執行秘書 1 人，協助召集人辦

理校長遴選業務;秘書 2 人，白相關同仁擔任，協助執行秘書辦理下

列業務，立在均直接對本會負責:

(一〉本會一般行政事務、開會通知及文書處理事項。

(二)各項會議之紀錄整理、工作進度追蹤管制事項。

(三)教師行使同意權投票相關事項。

(四)相關法令規章之彙盡是與提報事頃。

(五)相關事務用品之申請(購)、經費綠列與核銷事頃。

(六)遴選校長名單函報教育部。

(七)其他相關行政工作事頃。

本會執行遴選業務過程中，得依本校行政程序商謗相關單位配合辦援。

一、 本校校長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徵求程序及審查事項如下:

(一)資格條件:

1.大學校長應兵下列第一款各自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

(1)兵下列資格之一: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授。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2) 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氏營事業機構之主管

職務合吉十三年以上。

2. 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七條規定，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具備上述

資格外，立主應具備下列條件:

(1)具有前瞻性教育理念。

(2) 在學術土著有成就與名堂，並對學串串T 自由高度尊重。

(3) 具有卓越規割、組織及領導能力。

(4) 身心健康並具有高尚之品德情操，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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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黨派、宗教、學利單位是事，己兼任政黨職務者，須毒

品承諾於應聘校長前放棄。

(二)公開徵求程序及規範:

1.本會庭、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除在媒體、網站發布消息外，並

得函請教育部駐外文化機構、商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學

術研究機構、本校各教學單位及校友會達著推薦之(逮著推薦

表如附件1)

2. 本會接受經下列各款方式之一所推薦之人士為校長候選人:

(1)本校專任教師 10 人以上逮著推薦 o

(2) 園內外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之專任教授、副教授、

研究員或副研究員 15 人以上追著誰薦。

(3) 本校校友 20 人以上逮著推薦。

(4) 由遴選委員會委員推篇。

3. 逮著人可愛複連署，如達著不符推薦規定時，本會應以書面通

知被推薦人及逗著代表人。

4. 本會委員及被推薦人不得參與逮著推薦。

5. 逮著推薦資料送達本會後，逮著人不得要求撤回逮著。

6. 推薦期間自公告日起至截止日，由逮著人填妥遠是手推薦表，及

被才會薦人之相關基本資料，經被推薦人同意後，向本會推薦之。

(三)書面資料審查:

1.校長候選人須於正式登記為候選人峙，提供下列書面資料(如

附件 2) 及籍符實物，供本會公關陳列反審查:

(1)基本資料表。

(2) 著作、作品及發明 g 錄。

(3) 學(藝)術獎勵與榮譽事績。

(4) 辦校理念及其摘要。

(5 )相關承諾書。

2. 本會於接獲候選人資料後，應詳查所填資料表件是否屬實完

盤，必要時得就候選人進行個耳目訪談、查詢，或通知推薦代表

人或被推薦人，於限定時間內提供更詳盡之資料、書面說明或

補件，逾期或不說明及不構件縛，經本會審議後，撤銷其參選

資格。

四、 本會應依下列規定辦主里拉薦之受理及審查事項:

(一)應明告了受理裁止日期、受理單位，立在規定以掛號或快遞郵件遞

交相關資料表件(以送達本校收發單位為主字)。

(二)候選人不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制之任為資格規定者，本會庭、以

「不受理」處理，並以書面通知被推薦人及格薦代表人。

(三)執行秘書將所有候選人資料彙整後，按姓名筆劃順序(筆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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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前)提報本會審查及決議 o

(四)校長候選人經資格審查後，如通過審查之合格候選人不足 3 人

時，依遴選辦法第八條規定，應延續辦理公告徵求候選人作

業，公告期間不逾 l 個月為紋。已列入候選人資格者應予保留，

至今格候選人達 3 人以上為止，始得繼續辦理遴選程序。

(五)本會辦理審查作業過程進行中，未經本會同意，任何人不得對

外公將校長候選人名單及其相關資料。校長候選人逗著才會薦表

件以不公開為原則，如有申請調聞者，應提出書面申請經本會

同意後行之，惟不得影 fp j先傳佈。

(六)本會完成校長候選人逮著推薦審查程序後，應按姓名筆畫j順序

於本校網站正式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及候選人所提供之個人

資料掃描檔，內容包括:姓名、性別、大學以上學歷、一般經

歷、教育行政經歷及辦校理念(全文暨 500 字以內之摘要)

立的于特定地點公開展示紙本文件。

五、 本會應於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後 30 日內辦理校長候選人辨校攻念說

明令，邀請校長候選人個別公開說明辨校理念。說明會由本會委員互

推 1 人支持，每位校長候選人說明白寄問及意見交換時間均以 30 分鐘為

原則。

六、 本會應於校長候選人辨校玉皇念說明會結采後 2 過內，依下列規定辦理

教師行使同意權之投票:

(一)投票人為全校編制內專任講師級以上教師(合專業技術人員) , 

一律親自行使之，名冊白人事室提供。

(二)同意權行使由教師就公告之每位校長候選人進行同意或不同意

之鷗選，獲得領票人數三分之一同意者為通過，獲得領黑人數

三分之二不同意者為不通過，每一候選人之闊祟，至確定通過

或不通過時應即中止。

(三)通過三分之一教師同意之校長候選人達 2 人以上峙，由本會進

行遴選;通過之候選人未達 2 人時，除保留原獲通過之候選人

資格外，應重新公告遴選事笠，直至候選人達 2 人以上峙，方

始進行後績遴選程序。

(四)投票結來後，本會需將投票結果及選票，由召集人及執行秘書

聲封，立主指定人事室負責保管，至校長去職日止;本會解散後，

非經原遴選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簽名同意或有法定原因不得拆

封公開。

七、 本會應於教師行使同意權後 15 日內召開會議，邀請護通過門梭之校長

候選人，就其辦校理念進行說明與詢答，於本會充分討論後，經三分

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分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由

護主食產員就各校長候選人進行同意權益主二鑫符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者，始得進入第二階段投票。每一候選人之間祟，至確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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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蛙塵皮士4二
第一階段只有一人i晃過主金三午一以上門機時，該候選人即為校長當選

4土主二f藍藍至于二人(含)以主謹遵旦盤皮之且峰笠笈乏躍星星星
退。第一階段經過三輪投票均無人通過笙工單星星乏金主二且午血

意票時，貝1J 另行公告徵金盤長盤還A工

第二階段由遴委會委員就通過第一階段二人(含)以上之各候選

λ進行投票，由最高票者當選為校長，如最高票者有同票之，捷豆豆

蛙二丑進企主二盤盤及工是盤盤盤盤主張妞盎童車並笠握主二笠
由主席宣布休會，擇定下次時會日期再投票表決，直到新校長產

主鑫斗之
對於新校長當選生，本會應明確陳述王軍白，併同其個人之詳細資

料，由本校人事室依行政程序報請教育部核聘之。

入、 本校校長候選人、本會委員與工作人員應遵守以下規範:

(一)校長候選人不得對本會委員有關說、合青託、期約、賄選等不法

情事或任何有關選舉活動之造勢行為，經查發屬實者，取法候

選人資格。

(二)本會委員不得為校長候選人個人辦理任何有關遴選之活動，違

反者應自行請辭或經本會決議後報請學校解除委員職務，其遺

缺依遴選辦法第三條規定由候補委員遞擒。

(三)本會對外之消息發布由本會召集人統一行之，召集人不克對外

發言時，由執行科書代理之;本會委員、應邀列席人員與工作

人員對本會各項討論及議決過程均應嚴守秘密，對於各項遴選

工作內容，非經本會同意不得對外發布消息。

(四)校長候選人如經檢舉，其檢舉人為具名者，經召集人指定委員

調查後提本會報告，並為妥迪之處理;凡匿名檢學者不予處

理。檢舉案由本會委員提出者，古裝名委員應行迪避出任由本會

委員組成之調查小組成員。

九、 本會辦理遴選作業之經費支應規範如下:

(一)本會委員與工作人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規定文給出席

費及差旅費。必要時得依規定文給工作人員差旅費、加班費、

誤餐費等。

(二)校長候選人得依相關規定的文國內差旅費，如為旅居商外人

士，另給予補助商務艙之往返飛機票。

(三)本會辦理遴選工作所需費用，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文應。

十、 本會辦理遴選作業依「獨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校長遴選工作注意事項

及時程表 J (如附件 3) 辦理。

十一、 校長人選自故不能應聘就任峙，也本會重新遴選之。

十二、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經本會決議隨時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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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本要點經本會通過後實施，於本校新任校長就職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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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94 年 3 月 15 日 93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4 年 4 月 15 日台人(一)字第日940048010 號磁核定

97 年 12 月的臼 97 學年度第 2 次校蔣會議邁過

98 年 4 月 21 日 97 壁壘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3 條、第 7條、第 8 條、第 13 條條文

101 年 10 月 30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1潔、第 2條、第 3 條條文

第一條 鶴立虎尼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新任校長之遴選，依據大

學法第九條、商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遂作辦法與本校組織規

程第四條規定，訂定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應於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d:l缺(去職)後二個月內，組成

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辦理新任校長遴選事笠，遴委會

於新任校長至'1戰後自動解澈。

第三條 遴委會且是委員十五人，由本校就下列各類代表聘請擔任之:

一、學校代表六人，令教師代表五人，行政人員代表一人，其產生方式

如下:

(一)教師代表

由校務會議代表以無記名限制遠記法就下列候選人中推遺產生

代表五人及候補代表五人，其中各學院至少一人，各系、笠、中

心Ji..}一人，但現任校長成代理校長當選者不在此限。

1.現任校長或代攻校長。

2. 由各學F充分別辦授(體育室、 i車識教育中心、語言教學中心併

入文援學院)，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推選出編制內專任教師三人。

(二)行政人員代表
由本校編制內城員工、稀少校科技人員及率誡人員，以無記名單

記法方式退出四人，送吉青校務會議推i遺產生代表一人及候補代表

三人。

ffil 全時進修研究嘻嘻學、休假研究、留職停薪或其他李白求在校內授

課、任職之教職員工，不得擔任遴委會之學校代表。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六人，今校友代表三人，社會公正人

去代表三人，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校友代表

由本校各級校友會公開拉第或由校友二十人以上i垂著推薦，至少

捨薦六人以上人i霆，由本校~品和j內專任教師普選產生代表三人，

及候補代表三人。校友代表不得為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或在學學

生。校友代表推選前之採薦作業由研究發展處辦理之。

(二)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各學院公開推薦三人，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普遺產生代表三人

及候補代表三人。社會公正人士被推薦人不得為本校校友、專130

教職員工或在學學生。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由秘書室函請教育部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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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一、二款代表於推i蓮、累遲或推1it 峙. {王一位Jl'J應占三分之一以

土，其中教師代表須視退出之行政人員代表性別後，再以教師代表之性

別及學院，依得票為低決定當選及候補代表。

遴委會委員均應具性別平等:t識. J主任一位別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土。

第四條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參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經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裳。

二、與參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條者。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緣。

遴委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

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處者，參選人得向遴委會列舉其原因及事實，經i產

委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規定遞補之。

第五條 遴委會委員產生後，應於二十日內由校長或代理校長召悶第一次會主義。

遴委會'f.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

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o

第六條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一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決定遴選作業程序。

三、審核參選人資格。

四、邊走校長人還由學校報教育部聘任。

五、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中盟關事頃。

遴委會應就三人以上之校長候選人審議，去告得遷走校長人i墓。

第七條 本校校長參選人除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之資格

外，並應兵備下列條件:

一、秉持本校創校宗話，並願落實本校教育提念。

二、兵高尚品德與情擦，在學術或企業界若有成就與主!':-~ 0 

三、具有t瞻性之高等技職教育王軍念，立主充分尊愛學術自由。

四、具有科技、人文兼顧之胸襟及溝通、協調、規劃之行政能力，並具

有爭取與等用資源之能力 o

五、具有性別平等意識。

六、處事公正JL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發利單位等利益。去。己兼任

上述相關機構職務者， ZE於參選時填兵應聘校長前放棄之毒面采諾

番。

第八條 校長人選之遴選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微求參選人 3鑫委會應於組成後三週內向各界公閱微求或接受推薦

校長參選人，公閱微求及雄主5期間須至少一個月，推1it方式如下:

(一)由本校等任教師十人以土追著推銬，同時為二人以上連署嗨，其

連若無效。遴委會委員不得參與逗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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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外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等13:'助理教授(含助理研究員)以上之

教師成研究人員十人以土之逮著推薦，同時為二人以上i垂著峙，

其逮著無效。 i在委會委員不得參與逮著推薦。

(三)本校校友二十人以上之途是哥拉薦'同時為二人以上追著峙，其遠

是手無效。遴委會委員不得參與連署推薦。

(四)自行參選(兔附追著書)。

二、法定資格審查:遴委會應對校長參選人進行嘗過之法定資格審查及

意顯微言句，立在選出合乎法定資格之參選人，選出至少三名以上。永

遠三名時，應延續辦項公告徽求參選人作業，直至1規定人數產生為

止。已列入參選人資格者應予保留。
三、辦學理念說明會:遴委會應於校長參選人產生後十五日內若是辦說明

會，邀請其向全校閥述其辦學竣念。

四、行使同意才華:說明會結采後一道內，由本校編制內專任講師以上教

帥，就每位校長參選人進行同意或不同意之街邊，符合領累資格人

數二二分之一以上領祟，主主獲得領票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為通

過，獲得領桑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不同意奉為不通過，通過者經遴委

會確認後則為候選人，每一參選人之間祟，且正確定通過或不通過時

應即中止 o 校長候選人達三人以上峙，送吉青遴委會進行過談及遴

選;通過之候選人未達三人峙，除保留原獲通過之候選人資格外，

應另再辦理一次行使用意權補足，惟如仍未通過，保留1車司董通過之

候選人資格並了重新公告遴選事宜，直至候選人達三人以土峙，方始

進行後績遴選程序。

五、遴選:由遴委會遴選一人併舟共個人之詳細資料及遴委會會議紀

錄，送請教育部聘任之。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自主第三自有關校長參選人之逗著推薦，應先經被.j1晨

2萬人同意，才會議者應提供被推2萬人之基本資料、學授、經歷、著作或發

明目錄、各項學術獎勵、榮譽尋~ft貴、被推薦人辦學理念及格薦草里由等資

料~相關發明文件。

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佈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

秘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主義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遴委會開會時，委員彪、親自由席，不得委託他人代提;應有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出席始得閑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惟應有全體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之贊成，方得作成決定校長人還之決議。
遴委會問會時才早就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第十條 遴委會委員為無給娥，但校外委員符的支出席費反交通費 i鑫委會所

需絞贊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第十一條 遴委會之事務性工作，由人事室主辦，總務處及秘書室協辨。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遴委會決定之 o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主義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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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

102 年是月 19 日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校長遴選作棠，依據本校組織規程及校長遴選

辦法(以下簡稱遴選辦法)規定，組成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筒稱本會) ，主主依遴選辦

法規定訂定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為妥慎辮斑校長遴選業務，本會得指定執行秘書一人，協助召集人辦理校長遴選業務;

秘書二人，由相關單位職負擔任，協劫執行秘書辦理下列業務，立在均直接對本會負責:

(一)本會一般行政事務、時會通知及文書處攻寧主頁。

(二)各主員會議之紀錄整理、工作進度追蹤管制事項。

(三)教師行使向意機投票相關事項。

(四〉串串關法令規章之彙接與提教育菩項 o

(五)相關事務局品之申請(鱗)、經費編列與核銷事頃。

(六)遴選校長名單函報教育部。

(七)其他相關行政工作事頃。

本會執行遴選業務過程中，得依本校行政程序商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三、本校校長參選人之資格條件、徵求程序及審查事項如下:

(一)資格條件:

1 教育人員任為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大學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自資格之一及

第二款資格:

(1)具下列資格之一: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授。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2) 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言十三年以上。

2. 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七條規定，本校校長參選人除應符合教育人員長E用條例及中自

級法令規定之資格外，泛應具備下列條件:

(1)秉持本校創校宗旨，並願落實本校教育竣念。

(2)兵為尚品德與情操，在學術或企業界若有成就與聲望。

(3)其前瞻性之高等技職教育攻念，益充分尊受學術自由。

(的具有科技、人文兼顧之胸襟及溝通、協調、視字j之行政能力，並兵有爭取與

善用資源之能力。

(5)具有性別平等意哦。

(6)處事公.iEJL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營利單位等和l錢。如己兼任上述相關

機構職務者，應於參選自寄3真其應耳學校長敢放棄之書面承諾番。

(二)公問徵求程序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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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本會應公閱微求校長參選人，除在媒體、網站發布消息外，立的早函請劉內外公私

立大專院校、學術研究機構、本校各教學單位及校友會連署推薦之(追著誰薦注

意事項如附件一)。

2. 本會接受經下列各款方式之一所推薦之人士為校長參選人(連署推薦表如的件

二) : 

(I)本校專任教師十人以土連署推J; 0 

(2)校外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專任助理教授(含助理研究員〉以上之教師或研究

人員十人以上之逮著;j{t薦。

(3)本校校友二十人以上i垂著推瀉。

(是)自行參選(兔的逮著書)。

3. 追著人不得受複，如有輩革主i垂著者，該黨複名頭不計入逗著人數;11']連署人重重複

速發被室主銷i是早早資格，致遠等人數不足，不符推薦規定時，本會應以醬面通知被

推薦人及速發代表人，翁達著代表人於三日內椅足連署人數。

是.本會委員、被推薦人及自行參選人不得參與i垂著誰驚。

5 逗著拉;需資料送達本會後，逮著人不得主要求撤回逮著。

6. 才會薦期間自公告臼起至裁止日，也逮著人填妥逗著誰豆豆表，反被推薦人之中目隱去主

本資料，經被推薦人同意後，向本會推薦之。自行參選者應檢兵基本資料及相關

證明文件於推薦期問內寄(送〉遠本會。

7. 受理截止後，如推薦或自行參選之校長參選人未達三人，執行秘書經毒品簽報召

集人同:t後，應延長公告，立主通知本會主全體委員，每次延長公告期間以十四日為

原則，玄至達三位以上參選人。

(三)毒面資料審查:

L 校長參選人須於正式發記為參選人峙，提供下 7'J 毒面資料(如何f件三) ，供本會公

開陳列及審查:

(I)基本資料表。

(2)著作、作品及發明白錄。

(3)學(藝)術獎勵與發譽事績。

(4)辦學理念及其摘要 o

(5)毒品承諾書。

2. 本會於按1莖參選人資料後，應言羊查所填資料表件是否屬實完盡是及徵詢參選人意

顧，必要自私早就參選人進行f闊別訪吉瓷、宣言句，或通知推薦代表人或被推且是人或自

行參選人，於限定時間內提供史詳盡之資料、毒面說明或補件，逾期或不說明及

不補件時，經本會審議後，撤銷其參選資格。

四、本會應依下于IJ規定辦理推薦之受理及審查事項:

(一)應研室丁受理裁止日期、受竣單位，立主規定以掛號或快遞郵件或派員遞交相關資料表

件。

(二)參選人不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遴選辦法之任用資格規定者，本會應以「不受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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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並以毒品通知被推薦人及格篤代表人或自行參選人。

(三)執行秘書將所有參選人資料彙吾吾後，交由本會資格審查小組先行協助審查法定資格

及意願徵詢，將審查結果按姓名筆費'1.~ *"順序(首依姓氏筆畫1;多寡排序，筆畫;1 少者在

前，姓氏筆畫j相同者，依第二字筆畫1;; 寡排序，餘類推)提報本會審查及決議。

(四)校長參選人經資格審查後，如通過審查之合格參選人不足三人峙，依遴選辦法第八

條規定，ffiIi延續辦主里公告徵求參選人作業，每次延長公告期間以十四日為原則。已

列入參選人資格者應予保留，至合格參選人達三人以土為止，始得繼主黨辦主里遴選程

序。

(1主)本會辦主里審查作業過程進行中，未經本會同意，任何人不得對外公開校長參選人名

單及其相關資料。校長參選人逮著才會薦表件以不公詞為原則，如有申請調閱者，ffiIi

提出毒品申請經本會同意後行之，惟不得影l'p或傳佈。

(六)本會完成校長參選人逮著推薦審查程序後，應按姓名普基金順序於本校網站正式公告

校長參選人名單及參選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掃驕稽，內容包拓:姓名、性別、大學

以上學處(令正式證胡文件彩本)、一般經辰、教育行政經&及辦學竣念(全文暨五百

字以內之摘要) ，並於特定地點公閱展示紙本文件。

(七)校長參選人名單公告後即不得申請撒切。

豆、本會應於校長參選人產生後十五日內辦竣校長參選人辦學攻念說明會，邀請校長參選人

個別公開說嗎辦學攻念。說明會由本會召祭λ或指 iK<-委員一人主持，每位校長參選人說

明時間以不超過三十分鐘為限，意見交換時間以三十分鐘為原則。

六、本會應於校長參選人辦學攻念說明會結束後一過內，依下列規定辦主里編制內專任請師以

上教師行使同意權之投票:

(一)投票人為本校編制內早早任講的以上教師，並以投票當日在本校文薪者為限，一律親

自行使之，名冊白人事室提供。

(二)同意權行使採無記名投票方式，由教師就公告之每位校長參選人進行同意或不同意

之處 i霆，符合領累資格人數二分之一以上領祟， J主獲得領累人毅、二分之一以上何患

者為通過，獲得領黑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不同意者為不通過，每一參選人之間票至確

定通過或不通過時應 ~p 中止。

(三)通過領黑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校長候選人達三人以上峙，由本會進行遴選;通

過之參選人來達三人峙，除係留潭、獲通過之候選人資格外，應另再辦授一次行使同

意才華補足，惟如通過之參選人仍未達三人以上咚，保留尿樣通過之候選人資格立在受

新公告遴選事宜，玄至候選人達三人以上時，方去告進行後續遴選程序。

(四)投票結束後，本會需將投票結果及選票，由召集人及執行秘書簽封，並指定人字寬

負責保管，~新任校長任期屆滿或去職 B 止;本會解散後，非經本會委員五分之四以

上簽名向意或有法定尿的外，不得拆封公開。

七、本會應於教師行使同意權後二十 a 內召閉會議，就通過教師同意權行使及各項資料審查

結果，邀請獲通過門權之校長候選人，就其辦學理念進行說明與詢答，於本會充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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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無記名投祟方式，就個Jl'J候選人行使同意之票決，以

獲得全綾委員 J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最高票者為校長人遷，如最高票者有同泉之情形縛，

再進行第二輪之投票，豆豆豆豆遂自最高票之一人為止。本會應明確陳述草里白，併同ft.個人

之詳、柚資料及本會審查意見表，由本校依行政程序報請教育部核特之。

前項召悶會議時時，如過參({i的選人提出異議申請或其他受大事故需要處理時，得不受

前項二十 B 內召總會主義之限制。

八、本校校長候(參)選人、本會委員與工作人員應遵守以下規範:

(一)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參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遴委會確

認、後，解除其職務:1.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2. 與參選人有配偶、三稅率內之血

親或姻親品已曾有此關條者。 3. 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條 o 遴委會委員有前述不得

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兵嫂事實足吉思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處者，參選人

得向遴委會列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委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前述所遺委員職

缺，終身分別依遴選辦法第三條規定遞捕之。

(二)本會對外之消息發布由本會召集人統一行之，召集人不克對外發言時，由召集人指

定委員代理之;本會委員、應邀列席人員與工作人員對本會各項討論及議決過程均

應嚴守秘密，對於各項遴選工作內容，非經本會同意不得對外發布消怠。

(三)校長候(參)選人如經檢舉，其檢舉人為具名者，經召集人指定委員調瓷後提本會報

舍，主主為妥迪之處理;凡Iðt名梭學者不予處攻 o 檢舉索由本會委員提出者，吉真名委

員應行過避出任由本會委員組成之調查小組成員。

九、本會辦主里遴選作業之經費支應視範如下:

(一)本會委員與工作人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規定文給出席費及交通贅。必要時

得依規定文給工作人員差旅費、加班費(或補休)、誤餐費等。

(二)本會辦理遴選工作所需費用，由本校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文應。

十、本會辦主里遴選作業依「獨立虎足科技大學辦攻校長遴選工作項目與時程表 J (如何?件四)

辦理。

前正頁遴選工作項呂與辦理時手里，得依實際執行情形及需要作適當調整。

十一、校長人還因故不能應聘就任峙，在經過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原有校長候選人

中，依得票為低依F于遞椅一名，由本校報請教育部聘任之;若已無獲得本會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攸-選人，則由本會重新遴選之。

十二、本哥哥點如有采金字寬，經本會決議隨時補充之。

十三、本要點經本會通過後實施，於新任校長就職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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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立中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掰， 0

96年1 月 8 日第 70次校務會議通過

固立中.iE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為遴選優秀人才領導本大學，依大學法第九
條及本大學組織品見程第入條之規定訂定「國立中五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

運作要點 J C 以下簡稱本主要4點)。

二、本大學校長於任期屆滿十但月前決定不連任、校務會議決議不予續任、因故決

定不績怯，或因故也缺後二個月內，應依本要點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並於組成後二十日召時第一次會議，且於新校長聘定後解散。

三、本會'I.委員十九人，由本大學校務會議推選之本大學代表入人、本大學推薦校
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入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組成。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校務會議才會選之本大學代表:今教師代表七人及行政人員(令稀少性科

技人頁)一人共入人。
1.教師代表:由各學院等任教師、研究人員及教官，就專fx:教師中各選出分屬

不同*， C戶丹、中心)之教授(副教授)二人，送請校務會議推選每一學院教師代

表一人及候補代表一人(以教授為優先人還)。
2. 職工代表:由全體職工人員(含稀少性科技人員) ，就本大學編制內之職工

人員(合稀少性科技人頁)中退出二人為代表，送請校務會議推選代表一人及

f畏精代表一人(以職員為優先人還)。
(二〉本大學推薦之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合校友代表三人及社會公正人

士五人共八人。
1.校友代表:由本大學校友會及各學院就本大學畢業之傑出校友中推薦之(被
推薦者不得為一本校專任之教職員工) ，且各學院至少推薦一人，送請校務會議

推選三人為代表，三人為候補代表。校友代表三人應分屬不同學院。
2. 社會公正人士:由本大學行政會議依程序議決提名、教師二十人以上(合)
之逗著提名、或校務會議代表十人以上(含)之逮著提名(被提名者不得為本

校專任之教職員工) ，推舉曾任國內外大學校長、學術成就傑出、熟悉大學事
務或關心本大學發展之社會公正人士若干人，送請校務會議推選五人為代表，

五人為候補代表。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由教育部遴派代表三人擔任。

閥、本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決定校長遴選程序。

(二)決定校長候選人庭生方式。
(三〉審核校長候選人資格。
(四)選定校長人i霆，並由本大學報請教育部聘任。

(五)議決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

五、本大學校長候選人除應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之資格及有參選意

願外，應具有下列條件:
(一)秉持本大學創校宗告，並願落會本大學教育理念。

(二)兵崇高之教育理想及卓越之行政能力。

(三)兵學街成就與學笠。
(四)對學術自由高度尊重。

(五)具有爭取及妥早已運用相關資源之能力 o

(六〉處事公正主主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營利單位等利援。
經本會通過，立主奉教育部核定之本校校長，應由本校聘任為專任教授，不得借

調或合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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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長候選人依下列方式產生:
(一)本會遴選委員推薦。

(二)校內早早任劫理教授十人以上(含〉遠是手推薦，每人至多推薦校內、外人士
三人。
(三〉函內、外學街單位之教授(研究員〉或副教授(副研究員)五人以上

(含〉追著推篤，每人至 f}推薦校內、外人去三人。
(四)校外學術簡體推薦。

(五)本校校友會推薦。

(六)候選人自我推薦。

七、本會宣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遺產生。召集人召集並支持本會各項會議。召集

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主皇之。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相關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竣;本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

(令)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立在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校長遴選過程，本會委員及參與之相關人員應嚴守秘密。本會每次會議結束前

須確認該次會議議決事項及應保密寧主頁，確實執行。

本會開會時得稅需要邀請有腕人員列席。

八、本會分三個階段決定校長人還:

(一〉第一階毛交:
本會符經公悶徵求接受推薦或主動蒐祭可能之校長候選人資料，經必要之查訪

反審查後決定至少五人之名單。以上名單，由出席委員對每一人還逐一投票，

以過半數票者為候選人名單。

得票數超過半數是f如超過五人，以符票數高低決定五人。如超過半數之候選人

名單未達三人，須經再次投票，若仍未達三人峙，得重新公告遴選事室。此時

候選人名單仍應保密。

(二)第二階段:
本會於候選人名單確定後，開始向名單中之人還徵詢其擔任本大學校長之意願

後;由本會於教師行使同意權之前安排舉辦說明會。

每一候選人由編制內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及教官)行使同意權，經行使向意

機資格是fj總人數五分之一同意之人i裳，始符列為第三階段候選人。
上開同意權之行使，於關票數達五分之一時， ~p不再繼續問票 o

(三)第三階段:
本會應就二位以上(含)合格校長候選人審議，始得選定本大學校長人退。

校長人還之產生，須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之同意祟，並選定得票數

最高之一人為校長人退。如二人以上(令)同為最高得桑數峙，應再繼續投

祟，並以得票多數者為校長人還;椎如第一次投票結果未能產生超過三分之二
得票數之人選時，得再次投祟，如仍未產生適當人i霆，得重新公告遴選事裳。

九、遴選委員列入校長可能人還名單翁，當然喪失委員資格，並由候補委員遞補;

十、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條、者。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本會委員寫前Z真不得擔任委員之率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兵趣事實足認其執行職

務有偽頗之處舜，候選人符向本會舉其1車間及事實經本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

務。

前二主要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規定遞論之。

本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之委員，不得於新校長第一任任期內擔任非經遴選產生

之一級行政主管。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文給出席贅，立的見需要的文交通

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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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之經費由本大學相關絞費支應。

十一、校長候選人遴選期間，如有違法、送殺或有遠師道而事安明確者，在尾的不具備
第五條之條件，本舍得經議決主動撤銷其資格。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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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中華民間 91 牟 B 月 278 90 學年度第 2 孕期第 3 在校務會主義叮

-。Jζ 
中華民間 91 年 10 月 29 8 91 學年度草 l 學期革 1 次技務會議修

tr 
中華民盟 91 年 12 月 3 日教育部台 (91)人 (2) 字第 911706959
號晶站定

中華民間 95 年 6 月 23 8 94 學年度草 2 學期草 2 拉拉務會議廷
蜻會議唔正通過

中華民盟 96 牟 3 月刮目的半年度搏 2 學期草 1 吐校務會議帶

JE揮 3 條、軍 E 條聶文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6 8 97 學年度單 Z 學期草 2 次校務會說修
正通過草 3 峰、軍 6 {，幸、草 7 錯情文

第一條 園主L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辨獲新任校長之遴選，依據「大學法J 、

「路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及「本校組織規程 J 第十

七條第四項規定，特訂定 E書立嘉義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以下筒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校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不再績任成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應由校長

或代王里校長安成相關單位組成「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 J (以下筒稱遴委

會) ，辦理校長遴選事宜。

第三條 遴委會笠委員十九人，由本校就下列各類代表級成之:

一、學校代表入人，共產生方式及人數如下:

(一)教師代表六人:由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屬人文藝術學院、師

資培育中心屬師範學院)經院務會議分別推舉教授二人，送言青

校務會主義選出各學院教授代表一人擔任之。

(二)職員代表一人:由、編制內戰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廚選二人，

送言青校務會議退出一人擔任之。

(三)學生代表一人:由學生自治組織推舉二人，送請校務會議選出

一人擔任之。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入人，共產生方式及人數如下:

(一)校友代表的人:由校務會議決議組成專案小組，就傑出、公正

且熱心教育之校友中，誰是學校友六至入人，送吉青校務會議選出

四人擔任之。

(二)社會公正人士四人:由校務會議決議組成專業小組，推至學當、

現任大學院校校長成學術成就傑出人士六至八人，送吉青校務會

議選出四人擔任之。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由本校函請教育部遴派擔任之。

前項各款代表應具性別平等意識;推選(薦)或遴派峙，應的列後楠、委

員。

遴選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四條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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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的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棍等內之血統或她親或曾有此姆像。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司在。

遴委會委員有前填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兵體事實足認

其執行職務有偽頗之處者，候選人符向遴委會家其原因及事實，經遴委

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規定遞捕之。

第五條 遴委會委員產生後，校長或代竣校長處於二十白內通知召路第一次會

議。遴委會'i.召集人一人，由委員 2且還產生，召集會議主主擔任主席。召

集人的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立抹一人代理之。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訂定「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要黑色 J '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及遴選程

序，並公吾吾徵求校長候選人，接受推薦。

二、審核候選人資格。

三、於四偽月內遷走校長人還由學校報教育部聘任。

四、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

五、逸待公閑說明校長遴選進行實況。

遴委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容主義後，始得遷走校長一人報請教育

部聘任之。

第六條 遴委會之遙作，自第一次委員會議閱議持行使職權，於新任校長發教育

告F核定聘任就職後解散為原則。

第七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之產生方式、遴選程序、審核候選人資格、校長人退還

定及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由校長遴委會合主義決定之 o

第入條 為維護遴選之公平公正，校長候選人於遴選過程中，不得從事任何競選

活動，違者經查明1蓋了會後，遴委會得決議撤銷，其候選人資格。

第九條 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出席始得問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遴委會非依前項規定程序議決，不得向教育部推皇島遴選校長人還 o

v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布，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

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遴委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文給出席贅，立的見需要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的文交通費。

遴委會執行本辦法相關事項所需之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本辦法如有未鑫事宜，徐依中自蹋法令規定辦理外，由 i產委會決定之 o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I喙吉青校長核豆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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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

100 年 5 月刮目校長遴選委員會草 l 毛主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攻閻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校長遴選作裳，依據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七條規定，言了定本耍。點。

本會之運作，自第一次委員會議間議時行使職權，於新任校長獲教育部核定聘任

就職後解散為原則。

戶、 本會時會時，委員~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煌。第一次會議時，應由委員立

拉一人為召集人，擔任遴委會會議4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

人代理之。

四、 為協助辨J:J.校長遴選事務，本會由召集人推舉委員 l 人為執行秘書，負責聯繫及

協助召集人處理校長遴選中ß nM作業事室。

本會辦攻遴選業務過程中，得以本校行政程序商請相關單位配合辦斑。

五、 本校公問徵求校長參選人遴選程序如下:

(一)徵求參選人:

1.應在媒體及網站發布消息，立主函吉青大專院校、有是術研究機構、本校各單位

及校友總會推薦 o

2. 本校專任講的(令)以上教師、他校大專院校本任助理教授(令)以上教

的、學術研究機構助理研究員(令)以上人員或本校校友至少十人符這是F

j會主喜一人。

3. 本會委員及被推薦人不存參與逗著，逗著人應視台簽名，妒有資料不贊者，

不計入逮著人紋。

4. 逮著推薦*須經被推薦人簽名同意。

5. 受理截止後，如推薦之校長參選人不足二人，執行秘書經毒品簽報召集人

同意後，延長公告，並通知遴委會主去質量委員，每次延長公告期間以二十 a

為原則，豆豆豆達二位以上參選人，始符繼綴辨正里遴選程序。

(二)資料審查:

1 本舍得訂定本校「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要點 J' 對被推薦之校長參選人進行

書面資料審查 o

2 本會接獲參選人資料後，應詳瓷所填資料表件是否層實完整，有無疑義，

必要時符就參選人進行個別訪談、查詢，或通知捨.l代表人或被推薦者，

依照限定之時間內提毒面說明或論件，逾期、不說明或不論件者應提本會

審議後取消兵參選資格。

3 校長參選人通過資格審瓷後即為校長候選人，如通過審愛之候選人不足二

人峙，延續辦理公開徵求參選人作裳，每次公告期間以二十日為祿、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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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候選人資格渚E孟子保留，豆豆候選人達二人以上為止，始得繼續辦理遴

選程序。

哇"本會辦王里審查作業過程進行中，未經本會同意，任何人不得對外公悶被推

it之校長參選人名單及其中自關資料，校長參選人逮著格麗表件以不公問為

房、則。

六、 本會完成審查程序後，應、按姓名吾吾對順序正式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及候選人所提

供之個人基本資料。

校長候選人名單公告後不笈申請撤回。

七、 本會應於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後三i廈內辦理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令，邀請校

長候選人個別公開說明其治校主里念。

j告校王軍念說明會由召集人或遴選委員互捧一人支持，每位校長候選人說明時間應

不超過二十分鐘為 F晨，意見交換玲間以不超過二十分錄為原則。

八、 本會應邀請校長候選人，就其治校建念進行說明與詢答，立的于充分討論後，經三

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就個耳IJ候選人行使同意權，行使同意

權規定去。下:

(一)先就他;3']候選人行使同意權，如第一輪投票候選人均未透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再進行第二給投案;第二輪投累候選人仍未達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向

怠，j，@，l重新辦理遴選公告。

(二)第一輪投票，如僅一人獲得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則為本會i鑒定之校長人

退。

(三)第一絲投票，如二人以上獲得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員IJ 進行第二輪投票，

由本會委員說倡Jí'J候選人行使同意樣，以獲得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最高

票者為校長人退。如第二串串投票結果最高票肉菜時，則第三輪投票採無記

名單記法，就第二串串最高票同素考選出最高票者為校長人還(惟仍應獲得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時急)。

本會確定校長人還後，~明確陳述瘦由，併向美個人之詳細資料及任用資格審查

表，由學校報請教育部核詩之。

九、 其他去見範事項:

(一)本會委員、應邀列席人員與工作人員對本會各項討論及議決過程應嚴守秘

密，對於各項遴選工作對外消息發布，由遴委會召集人統一行之，召集人

不克對外發布時，由執行秘書?代l]l.發布，非經本會向 2豈不符對外發布消息。

(二)校長候選人如經他人其名(立的直至主證確有其人)檢舉有不過室之行為者，

經召集人指定三~3iA立委員(其中王三少一位委員為本校教師代表)組成調

查小組調查後提本會報告，立Éæ本會為妥適之處理;凡~名檢舉者不予處

理。檢舉案由本會委員提出者，該名委員應行迫避出任由本會委員組成之

調查小級成員。

(三)本會委員不得為校長候選人關說或為其辦主重任何有關遴選之活動，違反者

彪、自行請辭或經本會審議後報請學校解除職務，其遺缺依規定由候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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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補。

(四)校長候(參)選人不得對本會委員有關說、請託、期約、賄選或不法等情

事或自行是學辨說明舍、及談會等任何有路選舉活動之造勢行為，經查證1嘉

賞者，由本會審議後取消候(參)選人資格。

十、 本要點如有采君主事宜符由本會修訂之。

十一、本妥點經本會通過後實施，豆豆本校新任校長人還獲教育部核定聘任就職後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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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要點

100 年 5 月 31 日校長遴選委員會草 1 次會議通過

囡 :SL嘉義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l@:SL嘉義大學(以下筒稱本

校〉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特依據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本校校長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曾任教授或相當於教授之學術研究工作，立主擔任教育行政

職務合言十四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二)兵有碩士學位，曾任教授或相當於教授之學術研究工作，並曾任教育行政

職務合計七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大學或獨立學院教授五年以上，或相當於教授

之學術研究工作十年以上，立主均曾任教育行政職務三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四)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分類職位第十四軍長等或與其相當之筒任教育行

政職務五年以上，或曾任政務管二年以上，並具有教投資格，成績優良者。

前項所稱曾任教育行政職務，才告曾任相當於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教育行政工作之職

務，或曾任大學或獨立學院組織法規所走一級單位主管以上行政工作之職務 D

一、 本校校長參選人除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之資格外，鼓應兵備下列條件:

(一)具高尚之JL德與情操。

(二)傑出的學術丘克就與聲望。

(三)能充分尊重學術自由。

(四)前瞻性之教育理念及明確的治校方針。

(五)具有卓越規割、組織及領導純力。

(六)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學利單位等利益，如兼任上述相關

職務者，應於就任前辭去兼職。

(七)年齡未滿 65 歲(1日1 年 2 月 l 目前)。

四、 本校專任講師(令)以上教師、他校大專院校專任助理教授(令)以上教師、學

術研究機構助攻研究員(令)以上人員或本校校友至少十人符逮著推薦一人。

五、 本會委員、被推為人不得參與遠是手， :i垂著人應親自簽名，如有資料不安者，不計

入逗著人紋。

遠等推薦察須經被推薦人簽名同意 o

i垂著推薦資料送達遴委會後，逮著人不得要求撒切逗著。

六、 校長參選人須於同意接受推直是峙，提供下列書面資料及毒害符實物，供遴委會公筒

陳列及容瓷:

(一〉個人基本資料表。

(二)主要發作、作品或發明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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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獎勵及榮譽事績。

(四)治校主里念(另的 500 字以內之摘要)。

(五)相關承諾番。

本會按在董參選人資料後，應主羊查所填資料表件是否屬實完裳，有無疑義，必要時

4早就參選人進行個別訪談、查詢，或通知誰且是代表人或被推薦潑，依照限定之時

問內提毒品說明 EE補件，逾期、不說明或不論件者應在是本會審議後撤錫其參選資

格。

七、 本會受JÆ~.生薦峙，應依照下列寧項辦理:

(一)應明確告T定受理截止 a 期及受理單位，立主規定以限時掛號郵件或派員遞交

中目絨資料表件。

(二)參選人不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任用資格規定或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之規

定者，Æil提本會以「不受理 J 處理。

(三)將所有參選人資料彙吾吾後，按姓名筆對順序(書是劉少者在前)提報本會審

查及決議。

八、 校長參選人通過資格審查後即為校長候選人，如通過審查之候選人不足二人峙，

延續辦王軍公告徽求參選人作業，已列入候選人資格者2輩子保留，至候選人遠二人

以上為止，始得繼續辦理遴選程序。

前1頁延續作業，每次公告期問以二十日為房、則。

九、 校長候(參〉選人不符有紹說、詩託、期約、賄選或不法等情卒，若經查證屬實

者，由本會審議後取消候(參)選人資格。

十、 本會依本要點第二點五第八點規定事頃，完成審查程序後，應按姓名筆對順序i丘

式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及候選人所提供之個人基本資料。

十一、 校長候選人名單公告後不宣申請撤回。

十二、 本會辦理審查作業過程進行中，未經本會同意，任何人不得對外公且在校長候(參〉

選人名單及其相關資料。校長參選人逗著誰薦表件以不對外公問為原則，如有申

請調約者，應提出毒品申請，經本會同意後行之，惟不得影 fp 或傳耳\1 0 

十三、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也本會修訂之。

十四、 本要點經本會通過後實施，至本校新任校長人還獲教育部核定聘任就職後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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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82 年 12 月 22 日 8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85 年 5 月 1 日 84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85 年 5 月 26 日 84 學年度第 6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89 年 6 月 14 日 8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 年 1 月 11 日 94 學年度第 3 次投務會議修訂通過

95 年 6 月 21 日 94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延攬優異人才領導學校，

依大學法第九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廿五條之規定訂定「鷗立

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J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決定不續任或不績聘，或因故出

缺後二個月內，應依本辦法絃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立甘于組成

後五個月內完成下列工作:

(一〉公問徵求及主動尋覓校長候選人。

(二)決定校長人選。

第三條 遴選委員會由委員十九人組成。包括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

表八人;校務會議推選之校友代表四人及社會公正人士四

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共產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代表。

1.遴選委員之配置:各學院、非屬學院(含體育笠、 5字

訪!笠、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圖書館、通識教育中心等)

推遲專任教授(或副教授、助理教授)七人。其中，

文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合併推選一人;理學院及生物科

學與科技學院合併推選一人;管理學院及非屬學院合

併推遲一人;電資學院及規劃與設計學院合併推選一

人;工學院及醫學院合併推遲三人，但各至少一人。

編制內之戰技人員推遲組員或技士以上之職技人員

一人。

2. 遴選委員候選人之推荐:各學院及非屬學院講師以上

人數超過 200 人者推荐 3-4 名候選人;低於 200 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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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2-3 名候選人;編制內之職技人員推荐 3-4 名候

選人。推荐方式由各學院、非屬學院(由管理學院召

集〉、人事室訂定。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l.遴選委員之自己置:校友代表四人。其中，人文社會、

竣工醫領域之代表各至少一人。社會公正人士四

人。
2. 遴選委員候選人之推荐:各學院、非屬學院及學生

會各推荐 1-2 名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候選人。

推莽方式由各學院、非屬學院(由管理學院召集)

及學生會訂定。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組成後，應於二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遴選委

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

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校長遴選

過程，在遴選結采未公佈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

秘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選委員會依法決議者，不在

北限。

遴選委員會審慎遴選出校長人選，由本校兵文報請教育部聘

任。

第五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曾擔任教授五年以上。

(二)具有三年以上之教育或學術行政經驗。

(三)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營利單位等

利益 o 惟己兼任與上述相路職務者，須書面承諾於

應聘校長前放棄。

(四)在學術土著有成就與聲望。

(五)有高尚品德與情操。

(六)能充分尊重學術自由。

(七)具有前瞻性之教育理念。

(八)具有卓越規割、組織及領導能力。

(九)有爭取及妥主要運用資源之能力。

第六條 校長候選人依下列方式推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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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第八條

(一)由遴選委員推荐 o

(二)由校內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推荐，每人至多推荐

校內、外人士三人。

(三)由國內、外學術單位之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

(副研究員)推荐。

(四)由校外學術閻體維辛辛。

(五)由本校各地區校友會推荐 o

遴選委員會分三個階段決定校長人還:

(一)第一階段:由遴選委員會就被推荐人選中依本辦法

第五條之條件遴選。並應同時秘密徵詢被

推荐人參選之意厚、頁，決定豆豆多八人參與第

二階段之遴選。

(二)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應將第一階段選出候選人之資

料上網公佈'並分送予本校專任講師以上

之教師，且安排適當時問與地點，於教師

行使同意權之前，舉辦說明會，由上述教

師針對每一位候選人行使同意榷。同意權

之行仗，採遠記法。

行使同意權之結采以電腦配合光學發卡機

進行統計;統計結采僅顯示通過或不過

過，獲得應投票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不同

意為不通過， !lp不能參與第三階段之遴選。

若無人獲符通過參與第三階段之遴選時，

則遴選失敗，應重新推荐校長候選人若

僅一人獲得通過時，員IJ保留此候選人，再

遴選校長候選人至少一人。通過後，連同

原通過的候選人，參與第三階段之遴選。

(三)第三階段:遴選委員會應邀請第二階段決定之候選人

說明其辦學理念，再由其中遴選出校長人

選，連同相關資料，報請教育部聘任。

遴選委員會委員在第一階段之遴選中如同意為校長候選人，

即喪失委員資格;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與候選人有自己

偽、三親等內之血親與姻親或曾有此關條，及有學位論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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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之師生關條、者，絞遴選委員會確認後，解除委員職務。

遴選委員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

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偽頗之虞者，得經人向遴選委

員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選委員會決議後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缺額依第三條規定之代表類別配置遞補。

第九條 候選人不得從事競選活動;亦不得與遴選委員在遴選期間有

與遴選事務相關之私人接觸。

第十條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得稅需要邀請學生代表及有關人員列席。

第十一條 遴選委員會問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為代主吏，

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始得決議。惟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贊成，方得作

成決定校長人還之決議。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為無給職 σ 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文給出席費及

交通贅。

遴選委員會所需經費由學校支應。

遴選委員會之事務性工作由研究發展處擔任。

第十三條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

第十四條 本校校長之繽聘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廿五條之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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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料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87. 1.9 本校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87.4.18 台 (87)人(一)字第 87036925 號函備委
95.3.9 本校第 26 次校務會主義修正通過

100.6.27 本校第 4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的2. 1.1 1 本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九條、處在主豎起主遲遲金星金鐘鐵丞笠生雄主主、及本校

組織品見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lZ'l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校長或校長職務代壞人應通知

各相關單位辨王里校長遴選委員之選舉以組成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

委會)。

第三條

遴委會應就二位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遴選新任校長一人教教育部核定特

4去。

遴委會瓷委員乏土之人，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學校代表主人.

(一)教師代表主人，任一性別五Ltjr 午在:

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體育室併入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編制內專任教師

(令專業技術人員及蓄和l助教)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互還候選人(1倍一性

別應占三分之一以上， ，援盤還本盤查之生者，得不受性別比例限制) , 

提送校務會議以無記名投票這革委主主悠鍵還在，依得票高低順序退

出七人為教師代表，各學院豆豆多二人，其餘為候椅代表。其中學院教

師人數九十人以上者選出三名候選人、六十位以上未達九十人者退出

二名候選人、五十九人以下選出一名候選人，各余所教師代表f時至今

盞是二)v…

教師代表笈還在三盤還笠盡最金筆庭企型經豆豆土

(二)職員代表丘之人，笠二接到妥去二在:

由本校j編制 i旬之職員、教官、新和j助教、稀少性人員，以無記名投票

方式互送豆豆人合候選人(任一性別l&.占三分之一以上) ，提藍藍及全益

旦盔旦旦造益盡速吉己至多二位候選人，依符票高低順序選出二」生毅盛壘

起主L英餘為候補代表。

二、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在人:

(一)校友代表乏人，任-'1全JíIJ J.盔占三分之一以上:

就校外傑出、公正且熱心教育之校友中，由校友或本校益主1 P<l早早任教

重申十人以上i遲早手，並徵4早被推薦人同意，向學校給薦，總推薦人數豆豆

少玄人(任一性別應占三分之一以上)，提送校務會議以無記名投累達豆豆

豆豆多三位候選人，依且早→是直盤)1庭主還裝斗在通益丞代表，其餘為候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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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4年

第五條

金丞二

(二)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友人，笙二:進型反主斗金三三反本:

就校外公正且熱心教育之非校友社會人士中，由校內級主ú V'J ~早任教師

十人以上之遠是手，並徵得被推薦人同意，向學校推薦，總推薦人數至

少十二人借二蛙互'1庭主乏金三三良主1:益摸摸登全盤坐盔益友豆豆是這

吉己豆豆多六位候選人，依符票高低順序退出六人為社會公'iE，主主金主之

丟鍍金鐘鐘起車工

本校現任早早任教職員不得為本款之被才會薦人。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任一性>31應占三分之一以上:

由本校兵函報請教育部遴派擔任之。

前項遴委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且是過查最遲益

FE符合身分別及性別比例規定。

遴委會委員由校長或校長職務代建人核定聘任，其特期自聘任之日起至新任校

長經教育部核定就任之日止。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月華核候選人資格。

三、決定遴選程序。

四、選定校長人還由學校函教教育部聘任 o

Ji..、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寧主寞。

遴委會受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遺產生，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

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由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

出席始符間主義，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遴委會召集人復進童斐主金食主主'1虛盒援工

為.'f慎處主里遴委會業務，遴委會並符經校長或校長職務代壞人同意後，指定校

長遴選業務相關家位職員一人，擔任遴委會秘書，直接對遴委會負責並辦理業

務 o

第六條遴委會委員如為校長候選人， ~p喪失委員資格。

遴委會委員有下列閉住二去二豆豆進蓋全盛鼓益接盤盤盡是:

二二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主二一與候選人有自己偽、三稅等內之血親與她就或曾有此關緣。

主之有學位言語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遴委會委員有前填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兵權事實足認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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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有偏頗之處者，校長候選人或第三人才早向遴委會舉其屎的反事實，經遴委

會決議後解除其委員職務。

全晨三連盆，按其身分型丞企主立依第三條相關規定遞幸福之。

第七條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之資格外，並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在學街上若有成就與學吉f.. 0 

二、身心健康立主具有高尚品德、與情操。

三、具有前瞻性之教育理念及商 i努觀。

四、具有卓越規割、組織及行政領導能力。

五、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等利益。

第八4年遴委會應於組成後二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校長遴選公告內容，公問徵

求校長候選人進行遴選作棠，其遴選程序如下:

一、徵求拉薦人還:

凡符合第七條規定者，得由認內大專院校講師以上教師或學術研究機構相

當職級人員或本校校友十人以上追著推薦;遴選委員及被推薦人不得參與

連署，速發人不符重覆，如有重-I.:l垂著者，該委-1.名績不計入逗著←人數計

算。

推晨5期閑自公告日起三十 a 內，由推薦者填妥雄主惡毒表，提供被推薦人之

相關基本資料，經被推薦人同意後向遴委會推薦之。

二、資料審查:

遴委會得訂定「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委點 J '對校長被推薦人進行書面資

料容查。

被推薦人名單，遴委會及相關人員不得對外公問且遴委會應就合格人逐個

別訪談，依本辦法規定程序議決後，正式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立主公開展

示候選人所提供之資料。

校長候選人不得作期約、賄選品已不法等事宜，若經查獲1屬實者，則取消候

選人資格。

三、說明會:

遴委會J.t於完成資料草草瓷，立主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後三i廈內，邀請校長候

選人公開說明其j的主理念。

四、意見微言句:

說明會結束後三過內，遴委會應徵夠全校鐘鼓沒專任教師(含妾叢益逝在

星且舊制助教)關於校長候選人之推車惡意見，以獲得全校益型設專任教師

過半數同意票之校長候選人至少二人提供遴委會參考遴選，惟如同意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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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雄之l'葉選人人車去未達二人峙，得就其餘候選人宇生行投票一次，如仍未及
!t二名人i霆，則係留已獲通過同意豆豆門雄之候選人，再依前述各款遴選程

序進行遴選，直到另行退出之候選人名額併同原獲保留之候選人名額令計

產生二名(含)以上人選為止。

五、遴選校長人還:

遴委會綜合前述意見徵詢及各項資料審查結呆，邀請獲通過意見徵詢同意

桑門檻之校長候選人就其治校攻念進行說明與詢答後，由遴委會委員依本

辦法第五條之決議程序還定一名由學校報請教育部核定聘任之。

校長人還因故不能應聘就任峙，由原遴委會重新遴選之。

第九條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經教育部核定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

秘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遴委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遴委會為辦理遴選之需要，得另行iT定相關作索要點，經遴委會通過後施行之。

第十條遴委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文給出席簣，立的見需要的文交

通贅。

遴委會執行本辦法相駱寧項所需經贊由學校文應。

第十一條遴委會問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級人員列席。

第十二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後施行，其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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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長遴選作業細則
95.4.19 本校校長鐘聲選委奧會第 1 次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為辦理新任校長遴選作業，特

依據本校「校長這佳選委員會經織及運作辦法」規定，言丁定「懿立屏東科技大學校長

遴選作業細則 J (以下簡稱本細則) 0 

第二條 本校校長遴選作業除「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等相關法規已有鐵定者

外，悉依本細則辦理。

第三條 遴委會之運作，自第一次委員會議眉苦議時行使職權，於新任校長獲教育部核定聘任

就職後解散為原則。

第四條 遴委會開會將委員必須親自出席，第一次會議縛，應由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擔

任遴餐會會議主三席;另得霞執行秘書寄一人，負責對外發言、協助召集人處理校長遴

選相關事宜。

第五條 遴委會須全體委員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非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不得

作成決議。決議事項如有涉及委員應行過避之情學者，該名迴避委員不計入出席委

員人數 o

第六條 遴委會為妥慎處理遴委會業務，得經校長或校長職務代理人向意後，指定校長遴選

業務相關單位職員一人，擔任遴委會秘書直接對遴委會負責，並協助召集人及執行

秘書辦理下列業務.

遴委會一般行政事務、文主要處理、開會通知。

各項會議之紀錄整理、工作進度追蹤管制。

徵詢意見、投票人名冊編造與審查，並辦理全體專任教師(含藩市j助教)意見徵

詢投票相關事宜。

相關法令規章之彙整提幸置。

遴選名單陳報教育部 o

文具與有關費用之申請(購)與領屑。

其他相關行政工作專項。

第七條 為使校長遴選作鍋頭和進行，遴委會得依學校行政程序商請相鞠單位配合辦理業

務。

第八條 遴委會之遴選作業依「國立屏策科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工作自殺表J(如附件一)

辦理。

第九條 遴委會應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除在媒髏、總站發佈消息外，放函請國內、外公私

立大專院校、學術研究機構、本校各教學單位及校友會遺容推薦(連署推薦衰，如

~'H牛二)。

第十條 遴委會受理擔驚校長候選人之方式與資格審查，依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

作辦法J' r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要點」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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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校長候選人須於推驚登記為候選人將提供下列主毒面資料(如附件三〉及籍冊寶物，

供遴委會審查或公開陳歹U : 

基本觀非(應提供正式露面發明文件)。

著作、作品或發明。

學術獎勵榮譽事蹟 D

服務與貢獻(專業、學會、社麗、社會)。

治校理念(含促進大學認際化、鼓勵招收國際留學生務質性作法等)。

候選人切結書害。

第十二條遴委會各階段作業如下:

一、遴選作業前期:遴委會須擇期辦理公聽會，聽取教職員全對於學校現況、未來

發展、理想校長人還等意見，暫不涉及候選人之人選事宜。

二、遴選作業中期:舉辦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坊會，彙集各方意見，立主辦理全校

專任教師(含蓄制助教)對校長候選人意見徵詢投票， {!卑供遴選委員作為選出

候選人之參考。

玉、遴選作業後期:應依全校等任教師(含蓄幫助教)就校長候選人意見徵詢投票

結果，與遞過門縫規定之校長候選人座談、聽取治校理念說可思與詢答，做為決

定報部核聘校長人還之參據。

第十三條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的召集人或遴選委員互推一人主持，每位校長候選人

說明時間以不超過三十分鐘為限，意兒交換時間以三十分錄為原則。

第十四條校長候選人還署推薦臼期截止，放遠遴委會規定之候選人數後，遴委會應於資格審

主主確定後，依本細則第 11 條規定內容發布候選人公報及資料。

第十五條遴委會就校長候選人徵詢全枚導任教師(含著事制助教)意見之投票，應依照下列寧

項辦理:

由人事~提供現職專任教師(含蓄制助教)各冊，除留職停薪人員仍需到冊， 'F詮依

倒不得參與投票外，冊知其餘人員均具有投票權 o

意見徵詢投票採無記名遠記投票法，就公告校長候選人進行向意黨國選。開票

時，校長候選人得票數達全體等任教師(含蓄制助教〉人數過半數(設定門檻)

時， RP不再計票 o 其餘有關意見徵詢規定依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

法」辦理。

投黨結束後，遴委會需將投票結果及選票封存並遷走單位保管，期限至少一年，

遊委會組織解散後，非經學校校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或有法定原因不得

拆封。

第十六條遴委會完成規定程序並充分討論作成決議後，應明確陳述理由，遴選校長候選人一

人為校長人選，{并向其個人之詳細資料及遴委會審查意見，由學校人事愛德文番作

業管J字報請教育部核聘之。

第十七條規範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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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擊委會委員、應遜列席人員與工作人員對遴委會各項討論及議決過程應嚴守秘

密，對於各項遴選工作內容，非經遴委會同意不得對外發布消息。有關遴委會對

外之治學、發布應由遴委會執行秘書喜統一行之。

校長候選人如經檢舉，文檢舉人為真名者，經遴委會召集人指定委員調查後提會

報告，拔為妥適之處理;凡匿名檢舉者不予處理。檢舉案自遴委會發員提出者，

該名委員應行過渡出任由遴選委員組成之調查小組成員。

遴委會委員，不得為校長候選人聽說或為主主辦理任何有關遴選之活動，違反者，

應自行請辭或經邊委會決議後報語學校解除職務，其遺缺依規定自候補委員遞

補。

校長候選人不得對遴選委員有爾說、請託、財約等情事或任何有關選舉活動之造

勢行為。

遴委會委員與作業人員為無給職;但校外遴選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差旅

費。遴委會委員及作業人員辦理遴選工作所需費用，均由學校經費支應，必要踩

得依規定支給差旅費、加班蠻、誤餐費等。

校長候選人得依相關規定酌支圈內差旅簣，如為旅居圈外人士，另給予補助至多

商務槍之往返飛機票。

第十八條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得街道輩委會隨時修訂補充之。

第十九條本細則幸運遴委會通過後實施，至本校新任校長人選獲教育部核定聘任就職街星星止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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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中華民闋的年12月 26 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年6月 23 日 9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

中華民國 102年是月 17 日 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條條文

第一條 路立金門大學(以下筒稱本校)為辦理新任校長之遴選，依據大學法第九條、

路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及本校絃絨規程第十七條規定，訂定

「鶴立金門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J (以下箭手籌本辦法)。

第二條本校為辦理校長之遴選，設 r 1頭立金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J (以下簡稱本

會) ，本會屬非常設組織，兵組成時機為:

一、校長不擬繽倍或未獲其責任，於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成立。

二、校長昆故出缺後，於二個月內成立 o

本會於校長人選產生並陳毅教育部聘任就職後解散。

第三條本會主E委員二十一人，由學校就下列各類代表聘請擔任之:

一、學校代表九人，今教師代表七人，行政代表一人，學生代表一人，共產

生方式如下:

(一〉教師代表白校務會議代表就編制內教師以無記名限制違紀法票選代表七

人及候椅代表一人。

(二)行政人員代表就本校編制內職員、軍護人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由校務

會議票選代表一人及候補代表一人。

自進修研究、休假研究、留職停薪或其他事由，實際末在校內授課、

任職之教職員，不得擔任本會之學校代表。

(三三)學生代表應經逐著車產生，票選代表一人及候椅代表一人送校務會議備

瓷，其選舉辦法由學生會通過後實施。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九人:由本校教職員工推薦'併檢附學經

E量資料，經五人以上述著;提請校務會議代表以是在記名限制連記法投桑

方式按得票數高低依序產生，過符票數相同無法決定時，由會議主席以

拍籤方式決定之。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配置各不得少於二

人 G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由本校陳請教育部遴派。

遴選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土問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不

足三分之一時，依學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之順序橋不足之性別人數。

第四條 本會委員為校長參選人才，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會

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國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參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稅或曾有此關緣。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騙你。

187



本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綾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

有偽類之處者，參選人得向本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本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規定遞補之。

第五條 現任校長或代理校長應於本會委員產生後二十日內，邀集委員召總第一次會

議，由委員Ji.選一人為召集人，召集會議及擔任主席，立主綜理會務。召集人扇從

不能出月暫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主里之。

本會問會時，委員應親自由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

始得闊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六條本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下列任務:

一、當了定本會作業要點、遴選工作注意事項及待袋。

二、公閱徵求校長參選人，立主接受推薦及審核參選資格。

三、公告校長參選人名單。

閥、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進行審議，遷走校長人遂，由本校報請教育部

聘任之。

五、處主里其他有絢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 o

第七條 本校校長參選人除應符合大學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有關法律之規定外，

立主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具有前瞻性教育理念。

二、在學街上著有成就與名笠，立主對學街自由高度尊愛。

三、具有卓越規鈞、組織及領導能力。

四、身心健康益具有高尚之品德情操，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黨派、宗教、

營科翠位等，已兼任政黨職務者，須毒面永諾於應聘校長前放棄。

第八條校長人還之遴選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徵求參選人:本會應於組成後二週內公間向各界徵求校長參選人，受竣雄

;需期間以一個J3為原則。推薦方式如次:

(一)本校專任教師十人以上之i垂著誰薦。

(二)國內外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之專任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副

研究員十五人以上之追著誰薦 o

(三)本校校友二十人以上之逗著誰薦。

(四)由遴委會委員推攏。

才真薦立學應提供被推薦人之年齡、學歷、經歷、學街著作目錄、各項學街獎勵、

榮譽事蹟及格罵王里白等資料。

被推薦人數未達三人時，得經本會之決議，辦理第二次徵求拉薦， 34期間以

不逾一倍月為限，各次公告期間所有被推薦人員得令併辦理資格審查 o

二、審查作業:本會應於受理才在薦截止後一偽月內，進行必要之查訪、審查及

意願徵詢。

三、遴選方式:

(一〉本會得依審查及徵詢意願給采，就參選人條件逐一審查後，益公告參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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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單。

(二)本會邀請公告之參選人來校參加辨校竣念說明令，網述其辦學草里念。

(三)由本校是事任講師級以上教師(令專業技術人頁)就每位校長參選人進行

同意或不同意之lIl i霆，獲得領眾人數三分之一同意者為通過，獲得領票

人數三分之二不同意者為不通過，每一參選人之開票至確定通過或不通

過時應即中止。

(四)通過三分之一教師同意之校長候選人達二人以上峙，由本會進行遴選;

通過之候選人來達二人峙，除係留JJi-、獲通過之候選人資格外，./t另再次

辦理遴選端足。

(五)本會應於教師行使同意才發後十五日內召開會議，就前款通過之合格候選

人選定校長人遷，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第九條 本校校長參(候)選人於遴選過程中，不得從事任何競選活動，亦不得委請

他人拉祟，這者經查發屬實後，得經本會主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l'!p喪失參

(候)選人資格 o

第十條 本會開會時，除現任或代理校長符于'jJ章外，得在見需要邀請有蹋人員列席或提

供資料。

第十一條 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布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

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選委員會依法決議翁，不在此限。

本會應將遴選工作所有資料妥善保存。遴選工作完成後，移交人事安保管至該校

長去職日止 E 保管期路非經原遴選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簽名同意，不符公

筒。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o

第十二條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符依相關規定文給出席贅，立的見需要的文交

遷費。

本會執行本辦法相關事項所需之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o

第十三條 本會之庶務工作，由人事室辦理，秘書室協助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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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校長遴選作業流塔里圖(參考用)

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各承辦單位

校長出缺:校長任

期41，為十個月前，
.或因故出缺後二個寸

月內 o

，遴委會置 15 至 21

.人，任一性別應占、

。委員總數之分之一;

以上。

.第 l 次會議應於遴:
。委會委員產生後，

20 日內召悶，召集;

人由委員互選產
生，每次會議委員 1
.應親自出席，出 i

﹒席、閑言義及決議人'
，數須符合規定。

。依規定審查被推
薦人是否符合國

，立大學校長任用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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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校長候選人治校正里念說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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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權投;累

獲通過

未獲通過審議候選人還並選定校長人還一人

校長遴選委員會

獲遴選

報請教育部聘任並另發函~

謝遴委會委員

各業務承辦單位

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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