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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9 日

教育部公告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12083A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部分條文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教育部。
二、修正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18 條。
三、「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
案另載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網址：http://edu.law.moe.gov.tw），「草案預告
論壇」選項下。
四、本修正案經檢視確認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無關，亦非重大法案，且本案有急迫
性，本公告天數縮短為 14 天。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
刊登公報隔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
(二)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48-1 號。
(三) 電話：02-77367481。
(四) 傳真：02-23967818。
(五) 電子郵件：e-j174@mail.k12ea.gov.tw。
部

長 潘文忠

第 023 卷 第 045 期

行政院公報

20170313

教育科技文化篇

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

!!!!Չ୯҇ύλᏢਠߏЬҺ௲ৣᅩᒧᓯ૽ᎂፓϷϟငᒤݤȐаΠᙁᆀ
ҁᒤݤȑ߯ܭԭ႟ѤԃΟДΒΜΟВঅ҅วѲǶࣁଛӝ࣬ᜢೕۓϷჴ
୍ሡǴࣉᔕڀҁᒤݤঅ҅ਢǴځঅ҅ख़ᗺӵΠǺ!
ǵܴዴ௲ৣҙፎϟငϐࢬำǴϩࣁᏢਠᆄϷ௲ৣᆄΒϩᇥܴǹќܭ
୯҇λᏢ௲ৣҙፎϟငࣽǵᜪձቚӈȨуຏԾฅߏ௲ৣȩǶ)অ҅
చЎಃϖచ*!
Βǵܴޔۓᗄѱǵᑜ)ѱ*Ьᆅ௲ػՉࡹᐒᜢᒤ௲ৣຬᚐᇶᏤᎂፓ܈ϟ
ငǴᔈᓬӃԵໆ௲ৣߏӢનǶ)অ҅చЎಃϖచϐΟ*!
Οǵቚु௲ৣঋҺಔߏՉࡹၗᐕᔈൂᐱӈࣁਠߏϷЬҺᅩᒧբᑈϩ௦
ीҞǶ)অ҅చЎಃΜచ*!
Ѥǵࣁ٬ݤೕܴ׳ዴϯǴᗉխӚᑜѱჹȨӕᏢਠȩЎӷᇡۓόǴࣉ
ஒЎӷঅ҅ࣁ
ȨᙍᏢਠȩ
ǹќҁచЎςܭԭ႟ϖԃΖДВࡼՉǴ
ࣉմନಃΒғਏВයࡼՉВයϐೕۓǶ)অ҅చЎಃΜΒచ*!
ϖǵଛӝ௲ػΓҺҔచٯಃΒΜచϷୃᇻ܈ਸӦᏢਠਠߏᄤ௲ৣ
ၗྗǴܴୃۓᇻӦ௲ৣਜϐ௲ৣǴϟငԿߚୃᇻ܈ਸ
ӦᏢਠϝᔈڙҺҔၗϐज़ڋǶ)অ҅చЎಃΜΒచ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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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অ҅చЎ!

ՉచЎ!

ᇥܴ!

ಃϖచ!!୯҇ύǵλᏢ௲ৣǴಃϖచ!!୯҇ύǵλᏢ௲ৣǴ ǵচచЎಃଛӝჴ୍
ନޔᗄѱǵᑜ)ѱ*Ьᆅ௲ػ

ନޔᗄѱǵᑜ)ѱ*Ьᆅ௲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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Չࡹᐒᜢ٩࣬ᜢݤзϩว

Չࡹᐒᜢ٩࣬ᜢݤзϩว

ৣຑቩہ،ࡕ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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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ᅩᒧޣѦǴᙍ௲ৣள

ள௦ϟငБԄҔ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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ࡕǴள
ள௦

Ꮲਠ௲ৣຑቩہ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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ϟငБԄҔ௲ৣǶ!

ǴҗᏢਠӛӚ၀Ьᆅ௲ػ

௲ৣҙፎϟငϐࢬำǶ!

ᙍ௲ৣள٩،
ǴӛᏢਠҙፎϟငǴᏢ

ՉࡹᐒᜢҙፎϟငǶ!

ΒǵচచЎಃΒǵΟ٩ׇ

ޔᗄѱǵᑜ)ѱ*Ьᆅ௲

ሀ౽ࣁಃΟǵѤǶ!

ਠ௲ৣຑቩہቩ೯

ػՉࡹᐒᜢࣁᒤϟင Οǵࣁပჴ௲Ꮲ҅தϯΔග

ၸࡕǴҗᏢਠӛӚ၀Ьᆅ௲

ᙍ௲ৣԿځдޔᗄѱǵᑜ

ϲ௲ৣߏፐКٯǶ

ػՉࡹᐒᜢҙፎϟငǶ!

)ѱ*ǴᔈӅӕಔᙃᖄӝϟင

ಃѤଛӝȨ୯҇λᏢ

ޔᗄѱǵᑜ)ѱ*Ьᆅ௲

λಔȐаΠᙁᆀᖄӝλ

௲ৣуຏӚሦୱߏ

ػՉࡹᐒᜢࣁᒤϟင

ಔȑǴ٠፺ࢬҗځύᐒᜢ

ߐፐำࣽҞϷᏢϩჹྣ

ᙍ௲ৣԿځдޔᗄѱǵᑜ

ЬᒤǹЬᒤᐒᜢᔈєᖄӝ

߄ჴࡼाᗺȩঅ҅Ǵ୯

)ѱ*ǴᔈӅӕಔᙃᖄӝϟင

λಔǴुঅᖄӝϟငբ

҇λᏢ௲ৣҙፎϟင

λಔȐаΠᙁᆀᖄӝλ

࣬ᜢೕۓǴ٠ൔҁഢ

ࣽǵᜪձቚӈȨуຏԾ

ಔȑǴ٠፺ࢬҗځύᐒᜢ

Ƕ!

ฅߏ௲ৣȩǶ!

ЬᒤǹЬᒤᐒᜢᔈєᖄӝ

ᙍ௲ৣҙፎϟငǴа ѤǵᎩ҂অ҅Ƕ!

λಔǴुঅᖄӝϟငբ

ځςฦ܈ᔠۓϐΠӈ !

࣬ᜢೕۓǴ٠ൔҁഢ

ࣽǵᜪձࣁज़Ǻ!

Ƕ!

ǵʳ୯҇ύᏢǺӚࣽձ܈

ᙍ௲ৣҙፎϟငǴа
ځςฦ܈ᔠۓϐΠӈ

ҺᇶᏤ௲ৣǶ!
Βǵʳ୯҇λᏢǺϩද೯ǵ

ࣽǵᜪձࣁज़Ǻ!

ਸ௲ػǵҺᇶᏤ

ǵʳ୯҇ύᏢǺӚࣽձ܈

௲ৣ܈уຏमᇟߏ

ҺᇶᏤ௲ৣǶ!

௲ৣѤᜪǶ!

Βǵʳ୯҇λᏢǺϩද೯ǵ ΟǵʳѴٽ༜Ǻϩද೯ǵ
ਸ௲ػǵҺᇶᏤ
௲ৣǵуຏमᇟߏ௲
ৣ܈у
у ຏԾฅߏ௲
ৣϖᜪǶ!
ΟǵʳѴٽ༜Ǻϩද೯ǵ

ਸ௲ػΒᜪ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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ਸ௲ػΒᜪǶ!
ಃϖచϐΟ!Ꮲਠޔ܈ᗄѱǵ !

ǵҁచཥቚǶ!

ᑜ)ѱ*Ьᆅ௲ػՉࡹᐒᜢ

ΒǵቚӈಃϖచϐΟೕۓǴ

٩௲ৣݤಃΜϖచೕۓǴᓬ

ܴۓᏢਠޔ܈ᗄѱǵᑜ

ӃᇶᏤ௲ৣᎂፓ܈ϟင

)ѱ*Ьᆅ௲ػՉࡹᐒᜢ

ਔΔᔈаၲԋᏢਠ௲ৣ಄ӝ

ᒤ௲ৣຬᚐᇶᏤᎂፓ

ߏፐࣁচ߾Ǵ൩Ӛሦୱ

܈ϟငǴᔈᓬӃԵໆ௲

ࣽ܈Ҟߏ௲ৣΓኧၻჴ

ৣߏӢનΔаߥምᏢ

ሞሡΓኧޣǴᓬӃࣁϐǶ!

ғڙ௲Ǵ٠಄ӝ௲
ৣߏፐচ߾Ƕ!

ೕۓǴԾύ҇

ΟǵࣁሒௗӚӦБࡹ۬ᒤ

୯ԭ႟ϤԃΖДВࡼ
ՉǶ!

ޔᗄѱǵᑜȐѱȑϣϟ
ငϐჴ୍܌ሡǴࣉቚु
ಃΒǴܴۓಃϐ!
ჴࡼВයǶ!

ಃΜచ!ୖу୯҇ύǵλᏢਠ ಃΜచ!ୖу୯҇ύǵλᏢਠ ǵࣁගଯ௲ৣԖཀᜫᏼҺ
ߏǵЬҺᅩᒧӝǴᓯ૽

ߏǵЬҺᅩᒧӝǴᓯ૽

ЬҺǵਠߏޣᏼҺՉࡹ

යᅈԋᕮԵਡϷޣǴว๏

යᅈԋᕮԵਡϷޣǴว๏

ϐཀᜫǴ٠ࡌҥֹ

ਜǴϩձڗளୖуਠߏᒦ

ਜǴϩձڗளୖуਠߏᒦ

ΓωᅩܘᐒڋǴࣉܭ

ᒧڙ܈ငЬҺϐၗǶ!

ᒧڙ܈ငЬҺϐၗǶ!

ಃΒቚु௲ৣঋҺՉ

௲ৣୖуЬҺǵਠߏ

ᅩᒧϷᓯ૽բ

ࡹᙍ୍ၗᐕᔈൂᐱӈࣁ

ᅩᒧਔǴځঋҺՉࡹᙍ୍ၗ

࣬ᜢೕۓǴҗޔᗄѱǵᑜ

ਠߏϷЬҺᅩᒧբᑈ

ᐕǴᔈൂᐱӈࣁᑈϩ௦ी

ȐѱȑЬᆅ௲ػՉࡹᐒᜢۓ

ϩ௦ीҞǴӕచচಃ

ҞǶ!

ϐǶ!

ΒǵΟ٩ׇሀ౽Ǵ٠

ಃ ᅩᒧϷᓯ૽բ

ಃᓯ૽ፐำǴᔈу

ଜբЎӷঅ҅Ƕ!

࣬ᜢೕۓǴҗޔᗄѱǵᑜ

மᇶᏤǵ܄ձѳϷӭ ΒǵޔᗄѱǵᑜȐѱȑЬᆅ

ȐѱȑЬᆅ௲ػՉࡹᐒᜢۓ

ϡЎϯૈޕǶ!

ϐǶ!
ಃᓯ૽ፐำǴᔈу
மᇶᏤǵ܄ձѳϷӭ
ϡЎϯૈޕǶ!

௲ػՉࡹᐒᜢ٩ಃΟ
࣬ۓᜢೕۓਔǴᔈϩձ
൩ЬҺǵಔߏǵୋಔߏ
ۓᑈϩ௦ीϐज़Ƕ!
ΟǵᎩ҂অ҅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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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Βచ!୯҇ύǵλᏢᙍ ಃΜΒచ!୯҇ύǵλᏢᙍ ǵࣁ٬ݤೕܴ׳ዴϯǴᗉ
௲ৣǴନᚆࡌచ܈ٯ

௲ৣǴନᚆࡌచ܈ٯ

խӚᑜѱჹȨӕᏢਠȩ

ޔᗄѱǵᑜȐѱȑЬᆅ௲

ޔᗄѱǵᑜȐѱȑЬᆅ௲

ЎӷᇡۓόǴࣉܭಃ

ػՉࡹᐒᜢќԖೕۓѦǴ

ػՉࡹᐒᜢќԖೕۓѦǴ

ஒȨӕᏢਠȩЎ

ᙍᏢਠჴሞ୍ܺᅈ
ᔈӧ

ᔈӧӕᏢਠჴሞ୍ܺᅈ

ӷঅ҅ࣁȨᙍᏢਠȩǶ!

ϤᏢයаǴЪคΠӈӚ

ϤᏢයаǴЪคΠӈӚ

ී٣ޣǴۈளҙፎϟငǺ!

ී٣ޣǴۈளҙፎϟငǺ!

୍ᏢਠǴ୍ܺځԃၗᔈ

ǵ௲ৣݤಃΜѤచಃ

ǵ௲ৣݤಃΜѤచಃ

ख़ཥ௦ीǴջό௦ीӃ

Ӛී٣ϐǶ!

Ӛී٣ϐǶ!

ܭ၀ਠϐ୍ܺԃၗǶ!

Βǵੋਠ༜্ߟ܄ǵ܄ផ

Βǵੋਠ༜্ߟ܄ǵ܄ផ

ΟǵಃΒচࣁߥምҁᒤݤ

ᘋ܄܈៙ঐ٣ҹǴۘӧፓ

ᘋ܄܈៙ঐ٣ҹǴۘӧፓ

ԭ႟ѤԃΒДΒΜѤ

໘ࢤǶ!

໘ࢤǶ!

Вঅ҅ࡼՉς಄ӝҙ

ΟǵςΕόҺ௲ৣೀ

ΟǵςΕόҺ௲ৣೀ

ፎϟငाҹϐ௲ৣ

ࢬำᇶᏤයϷຑයǶ!

ࢬำᇶᏤයϷຑයǶ!

ǴϷሒௗӚӦБࡹ۬

Ѥǵύ҇୯ΐΜΒԃΖ

Ѥǵύ҇୯ΐΜΒԃΖ

ᒤޔᗄѱǵᑜȐѱȑ

ДВৣၗػϦշᏢ

ДВৣၗػϦշᏢ

ϣϟငϐჴ୍܌ሡǴచ

ߎϷϩว୍ܺᒤݤঅ҅ࡼ

ߎϷϩว୍ܺᒤݤঅ҅ࡼ

Ўܭԭ႟ϖԃΖД

ՉࡕΕᏢϐϦᏢғǴܭ

ՉࡕΕᏢϐϦᏢғǴܭ

ВࡼՉࡕǴଛӝմନǶ!

က୍୍ܺය໔Ƕ!

က୍୍ܺය໔Ƕ!

Βǵঃ௲ৣϟငӣӃܺ

ѤǵᎩ҂অ҅Ƕ!

ೕۓǴԾύ҇୯
ԭ႟ϖԃΖДВࡼ
ՉǴࡼՉǴϝ٩ԭ႟
ѤԃΒДΒΜѤВঅ҅ࡼ
ՉϐೕۓᒤǶ!
ಃΜΒచϐ!௲ৣ٩ୃᇻ܈

ǵҁచཥቚǶ!

ਸӦᏢਠਠߏᄤ௲ৣ

Βǵଛӝ௲ػΓҺҔచٯ

ၗྗೕۓǴୃᇻӦ

ಃΒΜచϷୃᇻ܈ਸ

௲ৣਜᅩᒧҔǴځҙ

ӦᏢਠਠߏᄤ௲ৣၗ

ፎϟငԿߚୃᇻ܈ਸӦ

ྗǶቚӈҁచǴܴ

ᏢਠޣǴϝᔈڀ௲ৣၗ

ୃۓᇻӦ௲ৣਜ

Ƕ

ϐ௲ৣǴϟငԿߚୃᇻ
܈ਸӦᏢਠϝᔈڙ
ҺҔၗϐज़ڋ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