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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長有意參選人 齊聚南聰 話教育理念 

2018臺南市教育論壇 創造共好教育方向 

（上集—政策理念論述篇） 

為瞭解 2018 臺南市市長有意參選人之教育政策、理念，由臺南市教育產

業工會、臺南市教師會（以下簡稱本會）主辦，邀請台南市家長會聯合會、台

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台南二中文教基金會、大台南家長協會、臺南市家長協

會、臺南市中小學校長協會、台南市中等學校校長協會、台南新芽、臺南市南

區校長家長會長聯誼會、安南區校長暨家長會長聯誼會等團體於 1 月 20 日（星

期六）假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臺南校區國際會議廳共同辦理「2018 臺

南市教育論壇」，以「實現教育公共化、實踐教育民主化、尊重教育專業性、

落實教育友善性、追求教育卓越性」為主軸，邀請目前十位 2018 年臺南市市

長有意參選人，分別是民進黨籍参選人陳亭妃、顏純左、黃偉哲、葉宜津、王

定宇、李俊毅，國民黨籍有黃秀霜、前政務委員高思博，以及無黨籍林義豐，

說明其對臺南市教育的想像、政策，會中並接受公民團體提問。 

本會辦理 2018 臺南市教育論壇，定位為教育議題交流平台，在於拉近有

意參選人與基層家長、教師、校長及關心教育者的距離，由各參選人說明其理

念或教育政策主張，透過公民團體代表提問是對於有意參選臺南市市長的人一

種提醒，論壇結束後將彙整教育論壇所反應的教育問題，提供給有意參選人未

來在擬定教育政策政見時能多加考量，以更能貼近民意，創造共好多嬴的局面。 

    此次論壇以五大教育主軸做為對話的基礎： 

一、實現教育公共化： 

1.優先設立公立幼兒園，達成公私幼兒入園數 4：6。逐年以增設公幼

據點及班級數政策取代增設非營利幼兒園、補助私幼學費、私幼收

費公幼化等政策，落實教育公共化。  

2.發揮私校諮詢委員會功能，落實私人興學之公益公共性質，私校經

營多受政府補助，應落實財務、校務、教職員待遇公共化之監督，

以為私校學生之權益保障。 

二、實踐教育民主化 

1.定期召開各教育團體聯合會議，傾聽由下而上意見，並有效能解決

現場提出問題。 

2.檢視修正各項委員會辦法，尊重各團體會內民主機制產生之組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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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落實各團體組織代表派出權。 

三、尊重教育專業性 

1.實驗教育、第二官語推動應尊重學校專業意見，非由上而下律定，

尊重學校教育發展，取消教學卓越、特色學校等各項比賽指定參賽

制度，改以鼓勵方式推動，讓學校自由發展。 

2.尊重學校校務會議權責，刪除台南市教師介聘辦法超額保障行政條

文，回歸學校考量各校師資結構，及校務發展所作之集體決定。 

四、落實教育友善性 

1.校園安全人力問題解決、校園設施環境安全維護及更新，應給足人

力與經費，給予學生友善安全學習環境。 

2.有效解決行政壓力，提高行政未休假加班費水準與其他五都齊一，

研擬行政專職化與其他有效解決行政逃亡問題策略；給予代理教師

完整年薪，營造教育工作者友善工作環境。 

五、追求教育卓越性 

1.降低幼教、特教、國中小及高中職每班生師比，訂定降低人數時間

表，落實精緻教育，讓老師更有心力關注學生個別化學習，成就每

個學生。 

2.與教師組織密切合作推動各項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支持 SUPER 教師

甄選，發掘更多優秀教師，引進國際教育專家學者與教師交流，創

造卓越教育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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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論壇除陳子敬不克出席之外，

其餘九位皆親自出席論壇，依現場抽籤

順序一一上台發表五分鐘的教育理念，

並接受現場公民團體代表提問。第一階

段教育政策理念表述部份，九位臺南市

市長有意參選人分別提出內容，整理如

下： 

 

陳亭妃立委認為「教育第一」，以「教育市長」自詡，提出五大方向、十

大美景，應給學生:適性、多元發展，提高師生比，降低班級人數。學校部分:

強調多元入學，建立技職教育平台，成立特色高中職，給教師：提高師生比，

降低班級人數，私幼公共化，提高教保員福利，解決行政人力不足。給校長：

回歸學校本位，以服務代替領導，以資源代替監督，讓學校因教育而成長。 

前台南市副市長顏純左的教育理念是「多元接觸，單向發展」，自小多元

接觸，創造個人獨特性，建立孩童個人學習歷程，親師共同溝通孩童未來志向，

孩子是屬於自己的，因此提倡幼托整合，幼兒園公共化。 

林義豐董事長以 CEO 的角度看待教育政策問題，他提到應該培養教育人

才；有關婦幼政策部份，他建議若生 1 個小孩就補助 6 萬元，另設置護幼學校

增加就業機會及創造市府營收，不僅每個家庭最高可省 46 萬 8，還能創造 17

億營收；教育政策應公開化、民主化；教育是長期投資，應投入更多經費，例

如提高行政人員未休假加班費請領天數。 

前臺南大學校長黃秀霜提出六個主軸，分別是 1.實現教育公共化，廣設

公立幼兒園；2.實現 12 年國教；3.教育民主化：主權回歸人民；4.降低班級

人數；5.提高行政人員的專任比例，減輕教兼任行政職負擔；以教育重現全台

首學榮耀，用教育建造文化首都願景。 

黃偉哲立委提出教育行動方案 8 大面依序為：提供高品質低負擔的幼兒教

育、強化學校自主管理鬆綁僵化的法令、鼓勵以學習者為中心提供多樣化教育

選擇、讓校長有尊嚴的領導、讓教師回歸教學專業、推動智慧校園、打造學生

安全與健康飲食環境、規畫友善的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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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宜津立委提出義務教育往下延長一年；實施羅馬拼音教學，讓小孩不用

害怕蝌蚪文；注重技職教育，發現孩子的興趣與方向，與產業界合作，強調實

習與建教合作的重要性。 

前政務委員高思博針對尊重教育專業性、實踐教育民主化、追求教育卓越

性、落實教育友善性等四個面向講述教育理念，就行政減壓方面，認為校園行

政人員應回歸教師專業身份，主張教師去行政化；教育系統應有別於一般行政

系統，教育局長應去政治化以實行教育政策；主張擴大家長參與教育機會，強

化家長如何教及教什麼的能力。 

王定宇立委分享兩個觀點與感受，一是市長不是教育家，沒有能力教老師

如何教學，二是市長不是在制定教育現場如何與孩子互動的人，王定宇委員認

為市長是分配資源、創造制度或維護制度讓教育現場更符合兒童利益的人。王

定宇委員認為有三件事很重要，分別是：一、尊重、維護教育現場尊嚴；二、

市長應提供充份的預算與支持；三、在政策上培養有競爭力的下一代，實驗教

育不是菁英教育，應是普及的，並照顧特殊教育學生，公幼的普及化與私幼學

費補助並行，市長是教育現場的維護者，而非教育現場的指導者。 

前立法委員李俊毅提醒大家思考地方教育自主發展的可能性？他提出應

補足經費預算、補足人力，讓每個人可以安心在自己的工作上發揮專業。 

新聞報導如下:  

【20180120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與臺南市教師會教育新聞彙整】 
〈自由時報〉-1 

有意參選市長者 南市教育論壇談理念 
http://m.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317627 

<自由時報>-2 
台南市長參選人黃秀霜與陳亭妃搶當「教育市長」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317808 
<自由時報>-3 

偏區小校要不要廢校？民進黨台南市長參選人不同調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317920 

〈聯合報〉 
台南市長參選人受邀參加教育論壇 高思博也出席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2940430 
<中國時報>-1 

2018台南市教育論壇 9市長參選人各述已見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120002016-260407 

 

http://m.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317627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317808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317920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2940430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120002016-26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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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2 
南市教育論壇 藍綠 9選將首同台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21000427-260102 
<中華日報>-1 

9市長參選人 教育論壇談理念 
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1&nc_id=209440 

<中華日報>-2 
高思博黃秀霜主張教育局長推薦遴選產生 

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1&nc_id=209438 
<中央社> 

台南市長改選 被點名 9人首度共同亮相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801200099-1.aspx 

<蘋果日報> 
教師提問台南市長 選將各自表述欠火花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120/1282410/ 
<NOWnews> 

台南市教育論壇 藍綠參選人齊聚南聰談理念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120/2686735 

<勁報> 
臺南市長參選人齊聚南聰    黃秀霜教育理念受青睞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317482 
<今日大話> 

台南／「教育沒有最好，只有更好」臺南教育論壇今登場 各自闡述、過於理想無亮點 
https://www.times-bignews.com/content.php?t=47310 

<工商時報> 
2018台南市教育論壇 9市長參選人各述已見 

https://m.ctee.com.tw/livenews/jj/20180120002016-260407 
<ETtoday 新聞雲> 

黃秀霜提台南教育新藍圖 教育重現全台首學榮耀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121/1097228.htm 

<大成報> 
參選台南市長  9人首度共同亮相 

http://m.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120/25504220.html 
 

欲知此次教育論壇第二階段~公民與教育團體問答內容，請留意第 320 期教育前線報
告，或觀看線上直播，先睹為快！ 

線上直播平台： 
1.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臉書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neu.news/permalink/1592908527457790/ 
2.侯俊良（團結，一群人在同一時間，做同一件事）粉絲專頁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407572239672203&id=274354976327264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21000427-260102
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1&nc_id=209440
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1&nc_id=209438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801200099-1.aspx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120/1282410/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120/2686735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317482
https://www.times-bignews.com/content.php?t=47310
https://m.ctee.com.tw/livenews/jj/20180120002016-260407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121/1097228.htm
http://m.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120/25504220.html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neu.news/permalink/1592908527457790/
https://www.facebook.com/TNEU100/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407572239672203&id=274354976327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