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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 106年度國民中小學校長候用人員甄選簡章 

壹、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 

二、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三、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 

貳、目的：以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儲備品德高尚，身體健康，具有良好教 

育專業素養及卓越領導才能人員，充任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國民中 

小學校長。 

參、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肆、承辦單位：新竹縣 106 年度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候用人員甄選委員會。 

伍、甄選資格： 

一、申請校長甄選人員應符合之基本條件： 

(一)本縣縣立國民中小學暨高級中學現職登記專任合格教師、國民小 

學校長及本縣教育處編制內現職教育行政人員。 

(二)最近 3 年(103.1.12~106.1.11)未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 

之行政處分者，且無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 31、33條不得任用之情 

事。 

二、申請國民中學校長甄選除應符合基本條件外，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第 5條之規定，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 曾任國民中學教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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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年以上。 

(二) 曾任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教師 3 年以上或合計 4 年以上，及薦任第

8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行政相關工作 2 年以上。 

(三) 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 7 年以上，其中擔任國民中學教師至少 3 

年，及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 2 年以上。 

持有國民中學主任甄選儲訓合格證書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教

師，其兼任高級中等學校主任者，得以該主任年資，採計前項第三款國

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年資。 

三、申請國民小學校長甄選除應符合基本條件外，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第 4條之規定，持有國民小學教師證書，並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 曾任國民小學教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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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年以上。 

(二) 曾任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教師 3 年以上或合計 4 年以上，及薦任

第 8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行政相關工作 2 年以上。 

(三) 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 7 年以上，其中擔任國民小學教師至少 3 

年，及國民小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 2 年以上。 

陸、預計錄取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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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中校長：錄取 2 名。 

二、國小校長：錄取 4 名。 

依甄試成績擇優錄取(含增額錄取人員)，錄取人員須依儲訓計畫參加儲 

訓。惟報名人數低於甄選錄取名額 4倍，或甄試總分未達 70 分時，得 

不足額錄取。 

柒、成績計算： 

一、總分 100 分（含積分 30％，筆試 40％，口試 30％）。 

(一) 積分： 

1. 總分 100分(學歷最高 20分、服務成績最高 25分、經歷最高 25

分、進修最高 15 分、及特殊加分最高 15 分)。 

2. 除前項積分加總外，商借本縣教育處及其所屬二級機關服務(採計

自 98.1.12 至 106.1. 11 止) ，每滿 1年另加 2 分之積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即積分加總最高可達 110 分)。 

(二) 筆試：100 分。 

(三) 口試：100 分。 

二、甄試錄取人員最後一名同分時，依序比較下列各項成績： 

(一)積分成績高者優先。 

(二)積分成績相同時，筆試成績高者優先。 

(三)筆試成績相同時，口試成績高者優先。 

(四)如成績仍相同時，則增額錄取之。 

捌、甄選程序： 

一、報名暨積分審查： 

(一)報名暨積分審查時間：106 年 1 月 12 日(星期四) 

國中：上午 09:00~11:00  

國小：下午 13:00~15:00 

(二)地點：新竹縣體育場。 

(三)報名費：新台幣貳仟元整。 

(四)報名方式：採現場報名，通訊報名一律不受理。 

(五)積分審查：新竹縣國民中(小)學校長候用人員甄選積分表（如附件 

A-1，繳交正本 A3 大小格式）。報名前請詳閱本甄選 

簡章及積分審查認定標準補充說明 (如附件 A-2)。 

(六)繳驗資料： 

1.國民身分證。 

2.合格教師證書。 

3.主任儲訓合格證書。 

4.服務現職在職證明書(應於備註欄詳載擔任職務起迄或留職停薪 

起迄)。 

5.最近 3 年內未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行政處分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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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 A-3)。 

6.歷年考核證明文件。 

7.獎懲證明文件。 

8.歷任服務單位服務證明（應於備註欄詳載擔任職務起迄或留職停

薪起迄包含主任、組長、導師等年資證明）。 

9.研究著作證明文件（繳驗正本，存查影本。影本得只印封面、目 

錄、摘要、論文正文第一頁及相關內容等(可呈現作者部分)，如 

為共同著作須附「貢獻聲明表」(如附件 4)。 

10.研習證明文件。 

11.學分證明文件。 

12.特殊加分證明文件。 

13.第 1至 12項所有資料均以正本現場查驗為憑(驗畢發還)。甄選積 

分表、繳驗資料由任職學校人事、校長核章辦理初審，本府辦理 

複審。另除第 4、5 項需正本外，其他資料請備影本乙份（A4 紙 

張單面影印，並加蓋「與正本相符」及任職學校人事核章），加 

封面（國小如附件 5-1, 國中如附件 5-2）依上列序號排序編冊， 

積分審查完成時繳交本府備查。 

            14.攜帶 2吋證件照片 1 張（背面註明服務單位及姓名），供貼准考

證之用。 

         15.直式橫書公務人員履歷表乙式 6 份(由人事單位提供之格式，不

得任意變更，亦不得另加圖檔及彩色列印)，需經校長、人事主

管人員核章、(免蓋印信)，並黏貼同式最近 3 個月內 2 吋彩色

證件照片各乙張(不可另製封面)。 

二、甄試： 

(一)甄試日期： 

筆試日期：106 年 1月 21日(星期六)9:00 起。 

口試日期：106 年 1月 22日(星期日)9:00 起。 

(二)甄試地點：新竹縣立成功國民中學。 

(三)甄試方式：分筆試及口試兩項(題型不拘)。 

1.筆試：教育專業科目。 

2.口試：所有考生皆參加第二階段口試（口試交叉進行，如未分組， 

則以原始分數核算；如採分組，則以 T 分數之方式計算）。 

(四)甄試當日請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國民身分證、健保卡 

或駕照等)。 

三、成績複查時間：採現場申請，通訊申請不予受理。 

(一)申請時間：106年 1月 25日（星期三）上午 9時至 11時 30分。 

(二)申請地點：新竹縣體育場。 

(三)方式：由本府教育處會同政風處人員就應考人所填申請表之項目(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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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或口試)成績計算有無錯誤後，將申請表寄回應考人之通訊 

處，不得申請重新閱卷、各題分數得分或要求影印試卷。 

四、儲訓： 

(一)凡甄試錄取人員均應參加本府教育處規劃之儲訓，未參加者取消其錄

取資格。 

(二)儲訓實施計畫、儲訓合格標準、儲訓方式、期程及地點另訂之。  

(三)儲訓費用由學員自行負擔為原則。 

(四)甄選錄取人員參加儲訓成績合格者，核發校長儲訓合格證書。 

五、見習歷練： 

(一) 儲訓合格者應至本府教育處及所屬二級機關、學校見習，時間、方式

另訂。 

(二) 儲訓後未經遴聘之候用校長，具教育行政實習之義務；本府教育處 

為應業務需要時，得逕予商借，不得拒絕；商借期間之服務表現納入

校長遴選作業辦理。 

玖、注意事項： 

一、報名及參加甄試人員，給予公假登記，惟課務請自行調整。 

二、本府辦理甄試積分審查時，證件一律當場繳驗。當事人如對其核定積分

有所疑義，應於審查現場提出；現場未提出者，視同接受核定之積分，

當事人不得事後提出異議。 

三、甄選經錄取者，如事後發現有送審資料不實或報考資格不符之情事者，

由本府逕行撤銷其錄取資格，並依法追究其責任。 

四、參加儲訓人員儲訓期間一律帶職帶薪，並准予公假登記。 

五、候用校長如經遴聘而不願就任，或錄取、儲訓及候用期間受刑事、懲戒  

        處分或記過以上處分者，廢止其候用資格。 

    六、候用校長如辭去教職或調離本縣所屬行政機關學校服務者，即喪失候用 

校長資格。 

七、為鼓勵優秀教育人員商借至本府教育處及所屬二級機關服務，協助推動

教育行政事務，採積分總分外加之方式，採計最近 8 年內積分(自民國

98年 1月 12日至 106年 1月 11日)，商借滿 1 年另加 2 分之積分，最

高以 10分為限 (即積分加總最高可達 110 分)。 

九、除學歷外，各項積分之採計，均以「取得主任合格證書或 8職等實際到 

職日後」始得計算。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教育人員年資不受主任儲訓前

後之限制，均予計算，並得併計之。 

拾、本簡章陳請  縣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