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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挺全教總合理年金改革方案 

拒絕全教產抹黑文宣 

    年金改革議題不斷地在媒體上熱烈討論。教師團體間也因方案不同

而產生意見衝突，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與臺南市教師會(簡稱南市教師組

織)全力支持挺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簡稱全教總)合理年金改革方

案，對於全國教育產業工會(簡稱全教產)堅持不能溯及既往、已退者不

減，在職者多繳、少領、延後退，且利用文宣、公文抹黑全教總，表達

遺憾，對於全教產發起「九三大遊行」、主張「反污名、要尊嚴」，遊行

缺乏明確的目的性，且年金改革應照顧各個世代，盲目上街遊行反而引

起更多的社會對立，因此南市教師組織不支持「九三大遊行」。 

 

為免教師受錯誤的訊息引導，進而被操弄情緒，影響理性的判斷，
南市教師組織除發文各校不必理會全教產公文外，更邀請全教總年金改

革小組吳忠泰老師（同時也是年金改革委員會委員），為臺南市 200多位

退休老師及學校支會長、會員清楚說明全教總「年輕人不白繳、中生代
領得到，退休者領得久」的合理年金改革方案，同時也製作 20分種精簡

簡報檔，並整理出全教總歷年來討論年金改革方向的脈絡及方案，彙整

成冊提供各校之會長於學校內，將完整的年金改革訊息傳遞給教師。 
 

由手冊資料說明可知全教總所提出的方案是經過組織內部的政策研究、

理事會、會員代表大會的討論後才提出，相對於全教產近來的各項抹黑、
指控文宣、無具體改革方案，更加突顯全教總長期以來真正用心看待每

位會員，希望能讓不同世代的會員都能獲得應有的照顧與尊重。未來年

金改革議題仍然會不斷延燒與討論，也會出現更多對全教總的抹黑、不
實指控與謾罵，南市教師組織呼籲所有會員應理性判斷訊息，力挺全教

總合理年金改革方案，拒絕全教產抹黑文宣，也再次重申，不參加「目

的性不明確」、「對於年金議題沒有具體主張」的「九三大遊行」。 

新聞聯絡人：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   侯俊良  0982-939-559 

臺南市教師會理事長   陳杉吉  0960-52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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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總合理年金改革方案(年輕人不白繳、中生代領得到，退休者領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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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總、全教產方案比一比 

項目  全教總  全教產(監督聯盟)  

方案

產生  
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某個人說了算(所得替代率

一改再改)  

內容  另立新基金+補繳。  
已退者不減，在職者多繳、

少領、延後退。  

效果  

現有基金年資少領二、三千

元，確保領得到，新基金不破

產。  

在職者要多繳錢、退休金要

減少，仍然要面對基金將來

破產問題。  

立法

遊說  
遊說成功機率高  

只改在職、不改退休，社會

認同低  

遊說

手段  

積極遊說立委、與社會大眾溝

通  

不敢講真話，一再抹黑全教

總、製造對立，以掩飾其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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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總不支持九三遊行! 

最近有些基層教師在問：聽說九三要上街，我們到底要不要去？ 

全教總(會)在扁政府時代發動十萬人遊行；馬政府時代發動五萬人遊
行，成功檔下本俸*1.6，打七折、六折的爛案。至於一、二萬人及數百、

數十人的集會更是家常便飯。每次遊行，我們一定有具體的訴求，以免

會員上了街卻毫無效果。我們從不拒戰、更不畏戰，但對於此次的九三

由行，我們明確表示不支持，理由如下： 

一、遊行主題不對：本次九三遊行的主題是：「向軍人致敬。」此一

目的與本會的目的和訴求無關，我們很尊敬軍人，但沒有必要以此種集
會遊行方式來表達。 

二、遊行時機不對：遊行是爭取社會大眾認同，然而年金改革委員

會仍然在開議討論，尚未有實質的改革方案，本會的方案也未被排除，
此時遊行只會被認為是「反改革」。 

三、沒有具體主張：參加九三遊行的團體，其對年金議題的訴求為

何?目前我們看不到任何具體主張，不知上街要爭取什麼?更無從談論支
持與否。 

四、遊行可能變調：為了維持遊行的純潔，全教總過去發動的遊行

一定謝絕政黨參加，更不會動用行政資源，以免遊行變調。而本次九三
遊行已有明確證據顯示有政黨動員及濫用行政資源情事，很有可能讓遊

行變成政治對抗的動員活動，恐有無法預測的不利後果，所以本會不便

參加。 
全教總發動遊行一定是謀定而後動，一旦蔡英文政府提出的改革方

案不合理、根本就是爛案，我們必定號召會員及友我工會、社運團體一

起上街抗議爛案。老師們，屆時請務必一起來「打爛案、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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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價值不容被混淆—全教總和全教產的差別 

常有老師分不清楚全教總和全教產的區別，就算弄清楚兩個是不同
的組織，也不了解為何兩者不能合在一起?全教總為何不允許雙邊加入?

以下簡單說明。 

先用個圖表，將兩者的基本元素做比較，如下表: 

 全教總 全教產 

全名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成立 由各縣市教師會轉型而成的教師工會

組織，於 100年 7月 11日成立。 

於 2014年 10月 17日成立 

會員

工會 

基隆市教師職業工會、 

臺北市教師職業工會、 

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新竹市教師職業工會、 

新竹縣教育產業工會、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 

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 

雲林縣教育產業工會、 

嘉義市教師職業工會、 

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 

台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 

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 

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 

臺東縣教師職業工會、 

連江縣教師職業工會、 

金門縣教師職業工會、 

澎湖縣教師職業工會、 

臺灣教育產業工會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屏東縣教師職業工會、 

台南市高中職教師職業工會、 

雲林縣高國中小教師職業工會、 

台中市教育產業工會、 

桃竹苗中等教育產業工會、 

苗栗縣教育產業工會、 

苗栗縣教師職業工會、 

新竹市教育產業工會、 

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 

桃園市教師職業工會、 

新北市中等教育教師職業工會、 

基北中等教育產業工會、 

花蓮縣教師職業工會、 

花蓮縣教育產業工會、 

中華民國教育產業工會、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人數 八萬三千多人 號稱四萬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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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一千六百多萬(年度) 五十萬左右(年度) 

加入 按會員數每人二百元。 每個工會至少一權，一權一萬二。 

型態 中央能、地方強 主要經費和實力保留在會員工會 

專職

幹部 

專職(兼)幹部和秘書共 20人。 

專兼:大部分上班時間在全教總者，

如:理事長、秘書長。 

不詳。 

年金

議題 

以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自已的方案，並

用專業論述爭取社會認同。 

沒有方案，專門扭曲全教總方

案、抹黑全教總，以掩飾自己的

無知無能。 

從表中可以看出： 

一、 全教總的會員工會是一縣市一個，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全教總特別  
成立臺灣教育產業工會，專門服務目前沒有會員工會的桃園、苗

栗、花蓮三個縣市。至於全教產的會員工會較為凌亂，同一性質

的有數個，如中等教育、高中職工會，共有 5個；同一縣市存在
兩個工會的有三縣市(桃園、花蓮、苗栗)。了解工會運做的人都

知道，工會就是要團結，團結力量大。這些原本就可以合併的數

工會，為何要重覆成立，又同時加入上級工會呢?原因很簡單，因
為工會法規定，要成立全國級的工會必須有同種類工會的三分之

一，縣市區域超過全國二分之一方可登記。因此，為了要符合這

個規定，就拼命成立一堆「空殼」工會----會員重疊、沒有獨立
辦公室及會務人員，可能連基本運作都沒有。 

二、 兩會的年度經費有天壤之別，當然能做的事情也天差地遠。全教

總除了權益爭取、法案遊說之外，還有專業發展、勞動教育、協

助會員工會進行團體協商及勞資爭議，同時也積極參與國際會

議、社會運動。同時，還有多項公益活動持續在努力，例如：咱

糧學堂、特教志工、視障教育訓練、協助有機小農、協助推行感
恩教育、美感教育等，積極的與社會聯結、扶助弱勢。 

三、 不可否認，全教產收費便宜，而全教總除了每人上繳二百元外，

各縣市會員工會的收費也比全教產的會員工會高。因為多數縣市
工會除了反應教師意見、協助解決教育問題外，還積極發展教師

專業活動，以提升教師專業自主。 



  
 

會址：臺南市北區和緯路一段 2 號 

電話：06-2511717 

會務信箱：tneu001@gmail.com 

網址： http://www.tneu.org.tw 

2016.08.19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臺南市教師會 新聞稿  第 7 頁，共 8 頁 

為什麼全教總要把全教產列為競爭工會，且不允許雙邊加入呢?因為我們

不容許價值被混淆。 

一、 全教產為了能夠合法立案，組了一堆沒有實際運作的「空殼」

工會，這種以虛偽手段設立的工會，我們能夠認同嗎?老師教

導學生要誠實、要守法，做為教師組成的工會更要堅持誠實與
守法的價值，這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組織，我們無法接受。 

二、 全教總依會員數收費，權力結構是依人數決定，真正做到會

員民主。全教產是按「權數」收費，而權數之多寡是依繳交的
費用決定，也就是錢多，權數就多；錢少，權數就少，權力結

構與會員數無關，與錢的多少有關，違反民主原理。 

三、 做為教師工會，我們不是爭取權益就好，我們也要發展教師
專業，並且要和社會聯結、扶助弱勢，營造老師是專業、進步

的形象。一個標榜收費低廉的組織，連基本會務運作都有困

難，如何能做其他事呢？事實上，全教總在許多法案的遊說可
以成功，是下了許多工夫。但是有的組織發個新聞稿或公文，

就號稱自己努力達成，將全教總辛勤的成果拿來矇混基層教

師。如果我們允許「搭便車」，那就是整個教師組織衰敗的開
始。 

四、 對於理念、價值觀不同的教師要另組工會，我們予以尊重。

但是如果這些教師工會企圖分裂全教總，而以不實言論抹黑、
汙衊全教總，我們當然無法容忍這種具有敵意工會的會員或組

織來參與全教總的運作。過去一段時間，全教產及其所屬會員

工會，不斷的散發不實文宣，汙衊全教總，企圖用製造矛盾、

分化會員的手段來強化其組織，這種經常製造教師仇恨的教師

工會是有利於教師族群，還是對教師族群不利？全教總又怎麼

能夠容忍這種工會的會員來參與組織運作! 

    加入一個工會，不僅是繳費，也代表認同這個組織的所做做為，全

教總標榜團結、專業、公益、尊嚴，我們無法接受一個用虛偽方式成立

的工會，無法接受用錢的多寡來決定政策的組織，更不能容忍一個經常
汙衊全教總、製造教師族群內部仇恨的團體。所以，全教總理事會將全

教產及其所屬會員工會列為「競爭工會」，不允許會員工會雙邊加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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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教師工會不能這樣以虛偽、反民主、搭便車、散發不實文宣來運

作，這會侵蝕教師工會的力量，更會讓教師組織的價值被混淆。而任何
企圖製造「同時加入」的人，就是刻意脫離全教總、認同這些錯亂做法

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