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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四、遴委會置委員十一人，委員人數 四、遴委會置委員十一人，委員人數 爰於本校其他
及產生方式如下：
及產生方式如下：
八學院之院長
(一)本院專任教師代表七人：本
院專任教師皆得為委員候選
人，由院務會議代表投票選
出。

(二)院（校）外學者專家代表二
人：由本院系、所、學程各
推薦一位委員候選人，經院
務會議代表投票選出四人，
送請校長從中圈選決定。
(三)其餘委員二人：由校長指
定。
前項各款委員推選時，應各酌列
候補委員若干人。遴委會召集人
由校長指定之；遴委會幕僚作
業，由人事室辦理。

(一)本院專任教師代表七人：本
院專任教師皆得為委員候選
人，由全院專任教師投票選
出，並經院務會議確認後生
效。

遴委會教師代
表及院外學者
專家代表皆由
院務會議代表
投票產生，故

(二)院（校）外學者專家代表二 本院擬比照辦
人：由本院系、所、學程各 理。
推薦一位委員候選人，經全
院專任教師投票選出四人，
並經院務會議確認後，送由
校長從中圈選決定。
(三)其餘委員二人：由校長指
定。
前項各款委員推選時，應各酌列
候補委員若干人。遴委會召集人
由校長指定之；遴委會幕僚作
業，由人事室辦理。

十、本院專任教師就院長候選人分別 十、本院專任教師就院長候選人分別 修正文字：將
進行諮詢性投票，並將投票結果

進行諮詢性投票，並將投票結果 「提供」修正

密送遴委會參考。但每位候選人

提供遴委會參考。但每位候選人 為「密送」。

之得票數，統計至同意票數達出

之得票數，統計至同意票數達出

席投票人數百分之五十時，即停

席投票人數百分之五十時，即停

止其開票。

止其開票。

前項諮詢性投票作業由本院負責

前項諮詢性投票作業由本院負責

辦理。

辦理。

(條文刪除)

十三、院長於第一任任期屆滿前六個 本點規定僅本
院獨有，其他
月且有連任意願時，本院應辦理
八學院之院長
政績說明會、全院專任教師諮詢
連任規範中並
性投票。
無此程序；另
前項諮詢性投票，統計至同意票 考量選研中心
亦已配合執行
數達出席投票人數百分之五十
院長連任問
時，即停止開票。
卷；故本點諮
第一項之作業，本院應主動積極 詢性投票作業
配合本校之時程，函請各系、 重複施作，又
未具決定性效
所、學程推派一位專任教師代
益，爰為提升
表，並互推一人為召集人，負責
行政效能、精
諮詢性投票投、監票等相關事
簡行政程序，
宜。
擬參照其他學
院作法，刪除
本點規定。

十三、院長於第一任任期屆滿前，由 十四、院長於第一任任期屆滿前，由 條次調移。
校長衡酌本院規定、當事人意

校長衡酌本院規定、當事人意

願、推展院務情形、配合校務發

願、推展院務情形、配合校務發

展需要及諮詢院內相關意見後，

展需要及諮詢院內相關意見後，

於院長任期屆滿五個月前決定是

於院長任期屆滿五個月前決定是

否連任。

否連任。

前項連任程序之幕僚作業由人事

前項連任程序之幕僚作業由人事

室辦理，並由選舉研究中心及本

室辦理，並由選舉研究中心及本

院協辦。

院協辦。

十四、院長任期中有特殊情況發生， 十五、院長任期中有特殊情況發生， 條次調移。
得由校長交議或經本院院務會議

得由校長交議或經本院院務會議

代表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不適任

代表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不適任

案，由副校長召開院務會議，經

案，由副校長召開院務會議，經

本院院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

本院院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由校長解除其院長

以上之同意，由校長解除其院長

職務，並依規定成立遴委會另行

職務，並依規定成立遴委會另行

遴選。

遴選。

十五、院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校 十六、院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校 條次調移。
長指定具教授資格之適當人選代

長指定具教授資格之適當人選代

理之，代理期間至新聘院長就任

理之，代理期間至新聘院長就任

為止，最長不得逾一年：

為止，最長不得逾一年：

(一)現任院長辭職或因故出缺，
重新遴選時。
(二)依第八點第二項重新遴選
時。
(三)經依第十四點解除職務，另
行遴選時。

(一)現任院長辭職或因故出缺，
重新遴選時。
(二)依第八點第二項重新遴選
時。
(三)經依第十五點解除職務，另
行遴選時。

十六、遴委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 十七、遴委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 條次調移。
委員得酌支出席費及交通費，遴

委員得酌支出席費及交通費，遴

委會所需經費由本校支應。

委會所需經費由本校支應。

十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 十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 條次調移。
相關規定辦理。

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 十九、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 條次調移。
務會議核備後發布施行，修正時

務會議核備後發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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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社會科學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本校院長遴選
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院院長任期屆滿四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兩個月內，本校應組成並召開院
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辦理遴選作業。
三、院長應由具行政能力、學術領導能力及服務熱忱之教授兼任。
院長候選人之產生，由系、所、學程推薦，或校內外自行登記參選，或經
遴委會委員三分之一以上舉薦。
遴委會應向各界公開徵求院長候選人，徵求期間以一個月為原則。
四、遴委會置委員十一人，委員人數及產生方式如下：
(一)本院專任教師代表七人：本院專任教師皆得為委員候選人，由院務會議
代表投票選出。
(二)院（校）外學者專家代表二人：由本院系、所、學程各推薦一位委員候
選人，經院務會議代表投票選出四人，送請校長從中圈選決定。
(三)其餘委員二人：由校長指定。
前項各款委員推選時，應各酌列候補委員若干人。遴委會召集人由校長指
定之；遴委會幕僚作業，由人事室辦理。
五、遴委會應本公正、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遴選任務，以投票方式對候選人分
別行使同意權。
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時，即符合遴薦門檻，並停止
開票，選票密封送請校長參考。
遴委會就前項符合遴薦門檻之候選人，依姓名筆劃順序排列，併同其個人
詳細資料及具體推薦理由，報請校長擇聘之。

六 、遴委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應有出席委員超過半數同
意始得決議。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七、院長遴選結果未公布前，參與之人員及其他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但經遴
委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八、遴委會因故未能於院長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完成遴選時，得延長遴選時程，
並以不超過遴委會第一次會議起六個月為原則。延長期間，為免院務脫節，
校長得逕聘適當人選暫代院長。
遴委會未能推薦達到遴薦門檻之候選人，或遴委會推薦之候選人如均未獲
校長擇聘，本校應於一個月內依第四點組成遴委會辦理遴選事宜。
九、遴委會委員如同意為院長候選人，即喪失委員資格。遴委會委員因故無法
參與遴選作業者應辭職。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關係。
(二)與候選人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如應迴避而未迴避者，應由遴委會依職權決定令其迴避。
前述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第四點第二項規定遞補之。
十、本院專任教師就院長候選人分別進行諮詢性投票，並將投票結果密送遴委
會參考。但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數，統計至同意票數達出席投票人數百分之
五十時，即停止其開票。
前項諮詢性投票作業由本院負責辦理。
十一、院長當選人為校外人士時，須依新聘教師聘任程序聘為專任教授。師資
員額由學校提供。
十二、院長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十三、院長於第一任任期屆滿前，由校長衡酌本院規定、當事人意願、推展院
務情形、配合校務發展需要及諮詢院內相關意見後，於院長任期屆滿五
個月前決定是否連任。
前項連任程序之幕僚作業由人事室辦理，並由選舉研究中心及本院協辦。
十四、院長任期中有特殊情況發生，得由校長交議或經本院院務會議代表二分
之一以上連署提不適任案，由副校長召開院務會議，經本院院務會議全
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由校長解除其院長職務，並依規定成立遴
委會另行遴選。

十五、院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校長指定具教授資格之適當人選代理之，代
理期間至新聘院長就任為止，最長不得逾一年：
(一)現任院長辭職或因故出缺，重新遴選時。
(二)依第八點第二項重新遴選時。
(三)經依第十四點解除職務，另行遴選時。
十六、遴委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酌支出席費及交通費，遴委會所需
經費由本校支應。
十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