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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評選及獎勵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勵校長用心辦學，提昇學校經營績

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勵對象為現任公立及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

長及幼稚園園長（以下簡稱校長）。     

三、校長領導卓越獎每年辦理一次，並分組如下： 

（一）高中職組。 

（二）國中組。 

（三）國小組。 

（四）幼稚園組。 

前項各組給獎名額，由本部視當年度經費狀況及施政重點決定。 

四、參選校長最近四年校長職務考核均應列甲等，且最近十年未受刑

事處分、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記過以上之處分，並應符合下列受

獎條件之一： 

（一）具卓越的校務領導能力，能實現學校發展目標者。 

（二）針對教育政策研擬辦學方案，具有具體成效者。 

參選校長應能營造和諧的學校氣氛和成員合作奉獻的學校文化。 

五、評選分二階段辦理： 

（一）初選：以書面審查為原則，高中職組（含師資培育大學

附設高中職與完全中學）由本部中部辦公室就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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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選及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薦送之各校長評選後，推

薦參加複選；國中組、國小組（含師資培育大學附

設國小）及幼稚園組由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就主動參選及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薦送

之各校長評選後，推薦參加複選。 

（二）複選：以發表會審查為原則，由本部評選後核定。本部

得委託機關學校或專業機構辦理評選。 

參選校長如未達獎勵標準時，得以從缺方式處理。 

六、辦理初選機關依第五點推薦之校長人數如下： 

（一）幼稚園組園長每縣市推薦一人。 

（二）國小組校長人數一百五十人以下推薦一人，每增加二十

人得增加一人。 

（三）國中組校長人數四十人以下推薦一人，每增加二十人得

增加一人。 

（四）高中職組校長人數三十人以下推薦一人，每增加二十人

得增加一人。 

七、初選及複選機關辦理評選應組成評選委員會。評選委員會委員應

包括辦理機關代表、教師代表、學校行政主管代表、家長代表、

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等，其組成人數、作業方式、評選標準，

由初選、複選機關定之。 

八、評選委員會審議推薦案件，得參閱有關資料，必要時得至參選校

長之學校（幼稚園）進行實地審查或請參選校長至指定地點進行

簡報。 

各委員會委員迴避之義務，依行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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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經核定獲頒領導卓越獎之校長，由本部公開表揚，頒給獎座及獎

金新臺幣二十萬元，提供獲獎校長從事辦學考察或研究發展補助

金。 

本部表揚領導卓越獎之校長，以未曾依本要點獲獎者為限。 

十、主管機關對所遴薦人員，在本部核定前，如有職務異動或意外事

件發生，應隨時函知本部。 

主管機關遴薦獲獎人員，如有不實或舛錯者，應撤銷其資

格，其已領受之獎座及獎金應予追繳。 

十一、辦理評選之機關，得另定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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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95 年度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複選審查實施計畫 

一、目標 

依據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評選及獎勵要點規定，評選中小學領導卓越校

長二十位，除了表彰校長們對於教育的貢獻之外，更激勵其他校長能以這些優

質校長為標竿，起而效尤、共同努力，以形塑國內學校教育的優質文化，使我

們的教育能夠邁向卓越的理想境界。 

 

二、參與資格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初選通過者。 

 

三、審查方式 

（一） 評審委員就書面資料先行審查。 

（二） 發表時間含口頭發表共 30 分鐘（含口頭發表 15 分鐘、評審提問 12 分

鐘及轉場 3 分鐘）。 

（三） 口頭發表應善用現代資訊媒體，使用簡報軟體或光碟並結合燈光、音

效及口語解說呈現。 

（四） 3 組發表審查完竣，由各分組評選委員共同議決得獎名單（名單保密）。 

（五） 若有無法當場決定情形，則由複選委員另安排到校實地訪視。 

 

四、辦理時程 

（一） 複選計畫公告日期：於 95 年 3月 17 日（五）上網公告複選計畫。 

（二） 複選資料繳交期限：於 95 年 6月 9日（五）前繳交。 

（三） 複選議程公告：於 95 年 6月 16 日(五)前公告詳細複選時間、地點及

上場順序。 

（四） 辦學方案發表日期：於 95 年 7月 11、12 日（二、三）舉行複選方案

發表。 

五、繳交複選文件規定 

（一） 繳交期限:95 年 6 月 9 日(五)以郵戳為憑。 

（二） 附件表格請從網路上下載 http://exc.tpc.edu.tw。 

（三） 繳交資料信封袋中如下：（1.書面審查資料乙式八份及電子檔光碟乙

份 、2.資料光碟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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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書面審查資料乙式八份及電子檔光碟乙份 

 

項目 

 

繳交 

資料 
說明 

 

參考資料

封面 

請務必在文件封面右上角，用文書軟體(如

word)檔的頁首/頁尾的方式，依序打上編號(留

白，由承辦單位填寫)、學校名稱、姓名、辦學

方案，以利評審作業進行。 

（附件一）

報名表 
聯絡人資料務必填寫，辦學方案名稱以 15 字（含

標點符號）為上限，一頁完成。 

（附件二）

摘要表 
以 A4 直式橫書，新細明體，12 號字繕打本表，

頁數以兩頁為上限。 
（附件三）

方案全

文 

以 A4 直式橫書，新細明體，除標題 16 號字外，

其餘以 12 號字繕打，單行間距，內容應與口頭

發表一致，含圖片以 20 頁為上限。 

 

書面

資料

及 

電子

檔光

碟 

參賽作

品利用

授權書 

需填寫並簽名蓋章。(請繳交正本一份，不需裝

訂成冊) 
（附件四）

以上資料請裝訂成冊，乙式八份以及製成電子檔光碟一份以限時掛號寄到234

臺北縣永和市秀朗國民小學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得和路 202 號。(寄出之後

請務必在三天之內來電確認) 

 

2.資料光碟乙份（請製成資料光碟，內含三個資料夾，依序為簡介表、活動照

片，及經營實況影片。） 

項目 
繳交 

資料 
說明 參考資料

資料

光碟 
簡介表 

內容需包含 

1)領導卓越名言 

2)校園介紹 

3)辦學理念(200 字以內)  

4)學校網址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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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照片 

1) 附 3-5 張校長照片的圖檔，將用於受獎者名

錄編輯。 

2) 請不要插入文書軟體(如 word)檔內，圖檔務

必直接存成 JPG 檔或 TIFF 檔。 

3) 照片解析度至少 500dpi。 

4) 照片主題可以是校景、活動情況、校園經營

情形…等。 

 

經營實

況影片 
校園經營成果實況 DVD—檔案格式請用 MPEG4(3

分鐘) 。 

 

說明 

資料光碟以限時掛號寄至 234 臺北縣永和市秀朗國民小

學，地址：臺北縣永和市得和路 202 號。(寄出之後請務

必在三天之內來電確認) 

 

（四）當天攜帶資料如下 

項目 說明 參考資料

其他佐證資

料 

1.請自行攜帶要報告的簡報軟體檔。 

2.其他資料提供評審參考。 

 

 

說明 

請在複選發表時間開始之前，至少提早 1 個小時

到場，至「報到處」報到。 

會場內只提供單槍投影機及麥克風，其餘設備包

括喇叭及筆記型電腦請自行準備。 

 

 

六、審查指標  

（ㄧ）教育理念與經營策略（40%） 

1. 教育理念 

可參酌對教育新興議題的看法、教育哲學觀、教育目標與學校願景，例如對

弱勢族群學生輔導措施的想法……等自由發揮。 

2. 經營策略 

可以參酌學校教育目標的達成、教育政策執行的方法、教育效能提升的著力

點、增進校園氣氛具體作為……等方向自由發揮，能列舉學校困境，如何發

揮團體領導，採行策略必且永續經營，讓具體成果最佳化。 

（二）辦學績效(60%) 

1. 理念實踐 

可參酌校本課程的領導、有無帶動教學革新、學生表現是否平均水準以上、

教師及學生表現足供他校觀摩、是否協助教師持續專業及課程創新和精緻化

發展……等自由發揮，能列舉校長到任後明顯改變或改變具持續性、提升品

質之領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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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園氣氛 

可參酌學校內外人士對校務運作滿意程度，校內人員與家長關係是否融洽、

學生是否快樂學習、行政單位人員交互支援情形……等方向自由發揮。 

3. 發展特色 

可參酌學校發展特色是否具教育價值成為創新價值、學校教師是否均有參

與、對學校及社區是否產生影響、對社會文化是否產生潛在影響……等方向

自由發揮。 

 

七、獎勵方式 

經核定獲頒校長領導卓越獎之校長，由教育部公開表揚，頒給獎座乙座及獎金新

臺幣二十萬元，提供獲獎校長從事辦學考察或研究發展補助金。 

 

八、成果分享 

1.考察研究:考察研究請將心得報告寄到辦理單位，以便建置於網站提供分享。 

2.觀摩分享:獲獎校長應參加分組分區觀摩會，與各縣市中小學校長分享校務

經營經驗，心得報告可主動提供辦理單位以便建置於網站提供分

享。 

九、聯絡方式 

聯絡人：洪栢煌主任（秀朗國民小學） 

電話：02-29420451-5501      傳真：02-29458216 

郵寄：234臺北縣永和市秀朗國民小學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得和路202號 

e-mail：t014642@mail.tpc.edu.tw 

活動網址：http://exc.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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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95 年度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 

複選審查資料 

 

 

 

 

 

方案名稱 

 

 

 

 

 

 

學校 

姓名 

編號(免填寫): 

學校:(填學校名稱) 

姓名:(填參選校長姓名) 

辦學方案：（填方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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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95 年度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複選報名表 

學校名稱：                       (全銜) 所屬縣市： 

辦學方案名稱： 

參加類組：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聯絡人資料：（往後訊息通知將以 e-mail 為主，務請詳填） 

姓名 學校電話 住家電話 傳真電話 行動電話 

     

E-mail 郵寄地址 

  

1. 基本資料表格式如上所示，請按表格欄位確實填寫，聯絡人資料請 

務必填寫完整，以利聯絡事宜。若不符合下述規定，將不予審查。 

2. 請自行設定一個方案名稱，主題名稱長度以中文字15個字為上限。 

3. 經報名確定後，所有參賽資料之製作(名錄、獎狀…)皆以此表為據 

，請務必再三查核，若有疏漏，後果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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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方案摘要 

校    名：                      (全銜) 

方案名稱： 

請按照評審指標自行敘述： 

 

 

 請自行以 Word 5.0 以上版本繕打本表(最多以 2頁為原則) 

 教學策略與成效參考指標，可上網查詢 http://exc.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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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95 年度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複選參賽作品授權書 

校    名：                    (全銜) 

辦學方案  

    茲授權教育部及臺北縣政府為宣傳活動得以各種方式、永久、不限

地區，重製、編輯、改作、引用、公開展示、公開陳列、公開播送、公

開上映、公開傳輸、重新格式化、散布參賽作品，並得再授權他人使用。

 

 

授權人簽章： 

 

 

 

                 中華民國 95 年    月     日 

備  註 
1.請將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 

2.授權人請填本方案主要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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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簡介表 

學校名稱 

姓名 

方案名稱 

一、 領導卓越名言 

二、 校園介紹 

三、 辦學理念 

四、 學校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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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國民中學領導卓越校長辦學績效之個案研究訪談大綱 

恭喜您榮獲教育部國民中學校長領導卓越獎殊榮，您卓越的辦學績效，足供現任暨

後進校長者師法學習。本人目前在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學校行政碩士在職專班進

修，在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吳政達所長暨校長培育研究中心張奕華主任指導下，

正進行撰寫「國民中學領導卓越校長辦學績效之個案研究」的碩士論文。本訪談資

料僅供學術研究，絕對遵守研究倫理。您的協助，對本研究會貢獻良多，謝謝您，

無限感恩。 

 

研究生 臺北市立民權國民中學 許益財 敬上 

 

一、請問校長您如何實踐教育理念，使達成卓越的辦學績效？ 

請參酌校本課程的領導、有無帶動教學革新、學生表現是否平均水準以上、教

師及學生表現足供他校觀摩、是否協助教師持續專業及課程創新和精緻化發展

等自由發揮。 

 

二、請問校長您如何營造校園氣氛，使達成卓越的辦學績效？ 

請參酌學校內外人士對校務運作滿意程度，校內人員與家長關係是否融洽、學

生是否快樂學習、行政單位人員交互支援情形等方向自由發揮。 

 

三、請問校長您如何發展學校特色，使達成卓越的辦學績效？ 

請參酌學校發展特色是否具教育價值成為創新價值、學校教師是否均有參與、

對學校及社區是否產生影響、對社會文化是否產生潛在影響等方向自由發揮。 

 

四、請問校長您如何經由領導，達成卓越的辦學績效？ 

請能列舉校長到任後明顯改變或改變具持續性、提升品質之領導成果，以及達

成領導卓越的歷程、和對校長領導卓越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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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國民中學領導卓越校長辦學績效之個案研究開放式問卷 

恭喜貴校校長榮獲教育部國民中學校長領導卓越獎殊榮，本人目前在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學院學校行政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在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吳政達所長暨校長

培育研究中心張奕華主任指導下，正進行撰寫「國民中學領導卓越校長辦學績效之

個案研究」的碩士論文。本訪談資料僅供學術研究，絕對遵守研究倫理。您的協助，

對本研究會貢獻良多，謝謝您，無限感恩。 

 

研究生 臺北市立民權國民中學 許益財 敬上 

 

一、就您所知，您認為校長如何實踐教育理念，使達成卓越的辦學績效？ 

請參酌校本課程的領導、有無帶動教學革新、學生表現是否平均水準以上、教

師及學生表現足供他校觀摩、是否協助教師持續專業及課程創新和精緻化發展

等精要回答。 

 

二、就您所知，您認為校長如何營造校園氣氛，使達成卓越的辦學績效？ 

請參酌學校內外人士對校務運作滿意程度，校內人員與家長關係是否融洽、學

生是否快樂學習、行政單位人員交互支援情形等方向精要回答。 

  
三、就您所知，您認為校長如何發展學校特色，使達成卓越的辦學績效？ 

請參酌學校發展特色是否具教育價值成為創新價值、學校教師是否均有參與、

對學校及社區是否產生影響、對社會文化是否產生潛在影響等方向精要回答。 

 

四、請您對校長領導達成卓越的辦學績效，提出您的看法意見或建議。 

請能精要回答校長到任後領導作為明顯改變；或改變具持續性、提升品質之領

導成果，並提出您對校長領導卓越的看法、意見或建議。 

 

謝謝您惠賜寶貴看法，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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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訪談同意函 

本人願意協助「國民中學領導卓越校長辦學績效之個案研究」的進行。並

接受研究人員的訪談及錄音。 

在訪談過程中，凡涉及個人隱私或不便說明之處，我可以隨時拒絕回答或

錄音，其餘可供參考，錄音部分本人同意研究者將訪談的內容謄寫為逐字稿，

作為研究資料使用。 

 

受訪者簽名： 

日期：_____年_____月_____日 

 

受訪者 姓名  性別  

學歷  

經歷  

獲獎年度 年 齡  擔任校長年資  

服務學校 班級數  學生數  

 



 192

附錄六 

訪談回饋函 

○校長○○鈞鑒： 

感謝您撥空接受訪談，您卓越的辦學績效，足供現任暨後進校長者師法學習。

由於您的熱心協助和支持，使我的碩士論文「國民中學領導卓越校長辦學績效

之個案研究」得以能順利進行。訪談後，已將訪談錄音內容謄寫為逐字稿，同

時摘錄重點簡明扼要做了一份「訪談內容摘要表」，隨函寄上請您審視。若有

未符合您內心的語詞者，請不吝在原稿上直接修改，隨函擲回，以便修正作為

進一步分析。若您對本研究尚有任何意見者，歡迎隨時與我聯繫，不勝感謝！

本訪談資料僅供學術研究，絕對遵守研究倫理。您的協助，對本研究會貢獻良

多，非常謝謝您的支持與協助！無限感恩。 

敬祝： 

校運昌隆、如意吉祥。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 學校行政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許益財 敬上 20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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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校長訪談內容摘要表 

一、A校長訪談內容摘要表 

訪談向度 訪談內容摘要 

實踐教育

理念，使達

成卓越的

辦學績效。 

（一） 以九年一貫課程的精神，在彈性時數，落實校本課程的
設計。在原來基本學科的時數，另外設計特色活動，以落
實實現學校願景「健康、明理、關懷」。 

（二） 透過教學研究會的分享，達成教學革新。設計教學數位
殿堂，網路分享平台；開放教室分享資訊教材，良性循環。

（三） 貫徹基本的責任，要適性升學。看平均數，看高分群、
看低分群，達成全人教育。 

（四） 觀摩回饋，擴大影響、擴大視野，持續教師專業課程創
新，繼續發展自然達成辦學績效。 

營造校園

氣氛，使達

成卓越的

辦學績效。 

（一）提出「友善家庭」的學校。善用家長的才能，尊重價值 
      觀，讓更多人進來參與，隔閡會減少。 
（二） 家長會是需要導引的，願意接受整個團體的建議，努力

去改善，關係就融洽了。 
（三） 年級的特色活動，是合作型的、全班性的。老師對孩子

的態度，我們要「賞識孩子」、「激勵成功」。要給他舞台成
功。升學本來就是一種自然教學之後的自然成果。學生適
性去發展，是很棒的事情。 

（四） 行政單位彼此之間的橫向聯繫能夠加強，主動相互支援。
發展學校

特色，使達

成卓越的

辦學績效。 

（一）第一是創意。創意發想、創意管理、管理創意、創意學 
      子。 
（二）第二是環境。對環境正向的知覺，經由校園營造，創造 
      對學校的滿意度。 
（三）學校成為社區的文化中心，引導朝著學校願景發展，成 
      為社會的公民。 

經由領

導，達成卓

越的辦學

績效。 

（一）學校老師比較習慣於教育的改革。 

（二）學校環境的改變，有創意的經營，空間環境的大改善， 

      會提昇孩子學習的成效。 

（三）家長對學校的認同感，以額滿學校為社區榮耀。 

給現任、新

任校長的

建議與看

法。 

（一） 每一年都應該要有個學校具體發展的目標，要很具體，
可以做到的。清楚的知道校長一任四年，可以規劃四年每
一年的重點。 

（二） 要很認真的知道學校的傳統，要保留前任的一些東西是
必要的。 

（三）全面性關照各處室，希望學校要有績效，一定要有個信 
      念，老師在的場合，校長一定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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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校校長訪談內容摘要表 

訪談向度 訪談內容摘要 

實踐教育

理念，使達

成卓越的

辦學績效。 

（一） 從內含的質變，再外加的量變。落實理念、教改做法，

順著教育潮流，搭配量變、質變的策略，帶領教師專業成

長。 

（二） 讓老師參與決策，提供平台，融入教學，把教學成果，

透過校慶等平台展現。提供班際間的、統整性的學習活動，

把理念落實到教學理念。 

（三） 透過領域教學研究會的對談、分享，參與決策，從外加

活動，轉化為內含的課程教學。透過校務決策的參與，讓

老師、行政增能，做好專業溝通。 

營造校園

氣氛，使達

成卓越的

辦學績效。 

（一） 主動地爭取讓教師有能力當九年一貫的講師，滿足老師 

      的工作滿意度，專業進修，出專刊使外顯。 

（二） 公、私領域關懷，提供民主的氛圍，開放創新的環境， 

      安排生日禮物，共進午餐、餐敘以激勵。 

（三） 要當校園的啦啦隊，行政人員的交互支援，充分的參與、

      表現、合作，讓家長會肯定、尊重老師。 

發展學校

特色，使達

成卓越的

辦學績效。 

（一） 營造特色，搭配學校教師的專業去發展，改變老師的教 

      學文化。 

（二） 營造創新的價值，用學期課表、校中校的方式，有效率、

更彈性的解決教學場地的使用。 

（三） 固定的時間、場地，提供行政資源，開會有議題、很舒 

      服，使有成就感、有參與感。 

經由領

導，使達成

卓越的辦

學績效。 

（一） 反璞歸真。校長應該把時間精力，全用在學校。透過熱 

      誠跟使命感，影響同事，專業進修，道德高度跟願景高 

      度，共同達成學校願景。 

（二）善用正式的開會，透過專家群、知識領導，導引行政人 

      員往前走。 

（三）要用知識來帶領學校，利用專家權，應用參照權，透過 

溝通、激勵，適度的讓學校的目標變成是老師的目標來 

      達成。 

給現任、新

任校長的

建議與看

法。 

（一） 校長應把時間精力，用在整個的學校。有正確的教育理

念，又擁有經營學校專業的能力，才能有效的帶領學校。

（二） 不斷專業進修，有好的道德高度跟願景高度，結合使命

感、熱誠，以身作則。 

（三） 除了本身的領導能力，要多方諮詢、參與，透過眾人的 

      力量，達成組織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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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校校長訪談內容摘要表 

訪談向度 訪談內容摘要 

實踐教育

理念，使達

成卓越的

辦學績效。 

（一） 清楚學校的教育主軸，以願景引申出教學的方案，應用

彈性課程的時間，推動校本課程。 

（二） 配合政策，落實理念，帶動教學的改革，達成老師創新

做法。學生的表現，績效非常卓越、可圈可點。 

（三） 整體上各種對外比賽，群育、社團活動表現，都足供他

校來觀摩。 

（四） 協助教師持續專業成長進修，特別是教學檔案的製作，

以達成課程的創新、精緻化。 

營造校園

氣氛，使達

成卓越的

辦學績效。 

（一）清楚的列出規範，在校務座談會，讓老師明確知道可以做、

不能做的事。讓他們心安、信守承諾，做好榜樣。 

（二）清理乾淨校園，讓全校的環境整個改觀，逐漸改善校園 

      氣氛。 

（三）想盡辦法解決校地所有權狀問題，建校近三十年都沒辦 

     法解決的解決了。用心辦學，改變整個學校的氣氛。 

發展學校

特色，使達

成卓越的

辦學績效。 

（一） 考量學校的生態、條件，及學區國小的特色，願意繼續 

      推動國小發展的藝術、體育團隊。持續發展，使投資發生

附加的價值。 

（二） 激勵老師參與、全力的投入，配合練習。這是學校的生 

      命價值所在，學校的特色所在，到外埠交流，獲得共鳴、

      成就、肯定，營造特色。 

（三） 對學生有幫助的要全力以赴。以社團團隊融入社區文化，

      提升文化水準，產生滿大的影響。跟社區的互動非常良 

      好。 

經由領

導，使達成

卓越的辦

學績效。 

（一） 第一個就是信任，我信任我的團隊、主任。把責任賦予 

      某人，最能表現你的信賴。 

（二） 第二個就是參與，我就讓部屬來參與。實踐包工制，要 

      把事情做好，井然有序、精緻化。 

（三） 第三個就是溝通，溝通才有交集、有共識。 

（四） 第四個就是圓融，面面顧到、全面關照、八面玲瓏。 

（五） 第五個就是教育，使人更有潛能，更有改變的機會。 

給現任、新

任校長的

建議與看

法。 

（一）身為教育的領導者，趨勢領導、轉型領導、道德領導、 

      專業領導，這些領導的技巧、魅力，都必須要具備。 

（二）要以身作則，來帶領團隊，不能光說不練，要求別人， 

      自己本身一定要做得到，這就很重要。 

（三）為教育在付出、奉獻，只要努力耕耘，凡走過的，必留 

      下痕跡。有付出，學校的辦學績效一定能夠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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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國民中學組歷年（93 至 95 年度）獲獎校長名錄 

年度 

序號 

服務學校 姓名 備註 

93-1 臺北縣立三重高中國中部 江書良  

93-2 臺北市立蘭雅國中 曾正吉 95.8.1.退休（屆齡）

93-3 臺北縣立板橋國中 薛春光  

93-4 花蓮縣立秀林國中 張振河 95.8.1.轉任化仁國中

94-1 宜蘭縣立壯圍國中 張弘儀  

94-2 新竹市立培英國中 張文忠  

94-3 臺北縣立三和國中 徐美鈴 95.8.1.轉任秀峰高中

94-4 臺中市立東山高中 王沛清  

94-5 嘉義市立民生國中 郭義騰  

95-1 臺北縣立碧華國中 楊逸源  

95-2 臺北市立內湖國中 趙雅鈴 96.8.1.轉任成淵高中

95-3 澎湖縣立馬公國中 許喬松  

95-4 金門縣立烈嶼國中 吳啟騰 95.8.1.轉任金湖國中

95-5 桃園縣立桃園國中 徐傑添  

95-6 高雄市立福山國中 黃權松  

95-7 臺中縣立四箴國中 洪玉水 96.2.1.轉任成功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