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新任校長遴選作業預定期程表 
111年10月11日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 

112年2月8日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第3次會議修正通過 

序

號 
工作項目 預訂期程 辦 理 事 項 備 註 

1 

召開校長遴

選委員會第

1次會議 

111年9月26日 

(星期一) 

一、校長召開會議並致送委員聘書。 

二、委員互推召集人及發言人兼執

行秘書各1人。 

三、推選工作小組委員，組成5至7人

工作小組，並由遴委會召集人或

遴委會指定之委員擔任小組召

集人。 

四、議決遴委會選定校長之投票方

式。 

五、議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第四任

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作業細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第四任校長

候選人資格審查要點、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公開徵求新任校長參

選人啟事、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

長候選人自我檢核表、資料表、

連署推薦表、校長遴選委員會委

員告知書等相關表件。 

六、議決遴委會作業預定期程表。 

七、議決公開徵求推薦參選人公告

方式。 

八、議決除校長候選人法定應揭露

事項外，是否有其他應揭露資

訊。 

九、指派2名委員督視拆封校長候選

人資料。 

人事室 

2 
成立工作小

組 

111年9月26日 

(星期一) 

一、由遴委會召集人或遴委會指定

之委員擔任工作小組召集人。 

二、指派工作人員支援。 

三、協助遴委會執行所定任務等事

務性工作。 

工作小組 

(人事室) 

3 

召開工作小

組第 1次會

議 

111年10月5日 

(星期三) 

討論規劃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

會事宜。 

工作小組 

(人事室) 

4 

召開校長遴

選委員會第

2次會議 

111年10月11日

(星期二) 

一、 議決遴委會選定校長之投票方

式。 

二、 討論規劃治校理念說明會事宜。 

三、 議決遴委會作業預定期程表。 

人事室 



序

號 
工作項目 預訂期程 辦 理 事 項 備 註 

5 

公布校長遴

選委員會遴

選作業細則

並陳報教育

部備查 

111年10月24日 

(星期一)前 

公布遴委會訂定之「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第四任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作業

細則」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第四任

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核作業要點」，作

業細則並陳報教育部備查。 

人事室 

6 

公開徵求校

長候選人並

接受推薦 

111年10月25日 

至 

111年11月23日 

(星期三) 

一、刊登平面媒體並發函相關單位

公開徵求校長參選人，公告方式

如下： 

(一) 於國內平面媒體刊登徵求

啟事。 

(二) 於本校校長遴選專區網頁

登載。 

(三) 函請各公私立大專校院、中

央研究院、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本校各一級單位及

校友會推薦或協助公告。 

二、公開徵求及推薦期間，自公告日

起30日內。 

三、初次公開徵求受理作業至111年

11月23日(星期三)止，並同年月  

24日下午3時由遴委會指派之委

員督視拆封校長候選人資料。 

※被推薦人數不足2人時，每次延長

公告期間以20日為原則。 

人事室 

7 

辦理校長候

選人查證及

遴委會委員

與校長候選

人利益迴避

事宜 

111年12月2日 

至 

111年12月30日 

(星期五) 

一、就推薦人提供之資料，造具校長

候選人名冊。 

二、函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

教育部查證，校長候選人有無曾

經判定違反學術倫理之情事。 

三、確認遴委會委員與校長候選人

間無應解除遴委會委員職務（或

迴避）情事，並提工作小組會議

討論。 

人事室 

8 

召開工作小

組第 2次會

議 

111年12月9日 

(星期五) 

審查校長候選人資料表、推薦人及候

選人之資格條件，資料不全者，應即

通知7日內補齊。凡逾期未補件或未

說明者，提送遴委會審議。 

工作小組 

(人事室) 

9 

召開工作小

組第 3次會

議 

112年1月13日 

(星期五) 

一、遴委會委員與校長候選人利益

迴避初審。 

二、審查校長候選人補件情形。 

工作小組 

(人事室) 



序

號 
工作項目 預訂期程 辦 理 事 項 備 註 

三、初審結果按校長候選人姓名筆

劃由少至多順序，提送第3次遴

委會決審。 

四、討論治校理念說明會分工作業

等事宜。 

五、討論規劃行使同意權事宜。 

10 

召開校長遴

選委員會第

3次會議 

112年2月8日 

(星期三) 

一、審議遴委會委員與校長候選人

利益迴避事項。 

二、就收件資料進行書面審查(校長

候選人資格審查及議決合格校

長候選人名單)。 

三、議決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事

宜(主持人、時間、地點、進行程

序、校長候選人說明時間限制、

簡報資料提供時間及公開抽籤

決定校長候選人說明順序等)。 

四、審查具行使同意權之選舉人名

冊。 

五、議決行使同意權事宜。 

六、議決校長候選人至遴委會第4次

會議說明辦學理念及答詢事宜。 

人事室 

11 

公告校長候

選人名單、

展示資料、

選舉人名冊

及治校理念

說明會相關

事宜 

112年2月21日 

(星期二) 

一、於本校校長遴選專區按姓名筆

劃由少至多順序公告校長候選

人名單及行使同意權之選舉人

名冊，並將各候選人資料分送行

使同意權之選舉人。 

二、校長候選人名冊、校長候選人所

提供資料及實物展示日期、地點

（預定展示資料7日）。 

三、公告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

會舉辦之日期、地點及主持人。 

人事室、 

總務處 

12 
舉辦治校理

念說明會 

112年3月10日

(星期五) 

一、於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後3週內

辦理治校理念說明會，並由遴委

會召集人或委員互推1人主持。 

二、請校長候選人於說明會前2個工

作天將治校理念電子簡報檔送

達遴委會。 

三、治校理念說明會全程錄影，簡報

並於會後3個工作天上傳至本校

校長遴選專區。 

人事室、秘

書室、總務

處、電子計

算機中心 



序

號 
工作項目 預訂期程 辦 理 事 項 備 註 

13 行使同意權 
112年3月30日 

(星期四) 

一、於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

結束後1個月內辦理行使同意權

之投票。 

二、採無記名方式進行，選舉人對校

長候選人分別行使同意權。 

三、校長候選人確定通過門檻或不

通過時，即停止開票。 

四、通過門檻達2人以上提遴委會審

議並遴選。 

五、如投票通過之候選人人數未滿2

人時，除同意票數已達投票人數

五分之二以上者予以保留外，重

新辦理公告遴選事宜，直到候選

人人數達2名以上為止。 

人事室、 

總務處 

14 

召開校長遴

選委員會第

4次會議 

112年5月3日 

(星期三)前 

一、邀請通過本校教職員同意權行

使之校長候選人至遴委會進行

治校理念說明與答詢。 

二、遴委會於充分討論後，經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委員以無記名投票

方式，就獲得通過本校同意權門

檻之合格候選人分別行使同意

之票決，以獲得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之最高票者為校長人選。 

三、合格候選人均未獲出席委員過

半數同意時，依前項重新投票，

重新投票至多以兩次為限。上開

程序如未能選定校長人選時，由

遴委會重新公開徵求校長參選

人。已獲本校同意權門檻之校長

候選人資格不予保留。 

四、合格候選人獲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之最高票者有同票情形，則

以無記名單記法就同票者進行

第二輪投票，以獲出席委員最高

票數者為校長人選。上開程序仍

無合格候選人獲出席委員最高

票數者，經本會討論後，再以無

記名單記法進行第三輪投票，以

獲出席委員最高票數者為校長

人選。本會如第三輪投票仍無法

選定校長人選時，依本會作業細

則第11點第6款規定，得經本會

人事室 



序

號 
工作項目 預訂期程 辦 理 事 項 備 註 

決議後建請本校校務會議解散

本會。 

15 
公告遴選結

果 

112年5月15日 

(星期一)前 
於本校網頁公告遴選結果。 

人事室、 

電子計算機

中心 

16 
報請教育部

聘任 

112年5月31日

(星期三)前 

由學校函報新任校長人選請教育部

聘任。 
人事室 

17 
新任校長就

任 

112年8月1日

(星期二) 
新任校長就任。 

遴委會自動

解散 

備註：  

一、 本校遴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得視實際需要增開會議。 

二、 本表之預定日期及辦理事項得依遴選作業實際需要適當調整，並依本校遴選委員

會之決議事項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