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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慶祝教師節系列活動介紹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    

﹝系列一﹞「社團展藝‧學校特色園遊會」  

每年九月份是屬於老師們的日子，還記得去年本會辦理工會元

年的第一個教師節活動「教師歡度928、百元助學挺國片」，於新光

影城包場二大放映廳盛大舉行，現場湧入近千名的教師及眷屬，共同

觀賞影片「賽德克.巴萊」，會後更舉辦義賣活動將門票及義賣所得金

額全數捐贈給「台南市原住民教育文化協會」，幫助大台南地區原住

民學童圓一個讀書的夢。今年適逢12年國教剛起步，本會與臺南市教

師會再度合辦慶祝928教師節「「「「社團展藝社團展藝社團展藝社團展藝‧‧‧‧學校特色園遊會學校特色園遊會學校特色園遊會學校特色園遊會」」」」的活動，

在本市12年國教啟動時，本於關心學生教育之發展，推展學教特色與

落實社團深耕，進而帶動學生教育文化素養及增進創意思考能力，透

過「區域性學校特色發展基金」的成立與籌募，提昇教師關心教育的

專業形象。在培訓學生社團展演的同時增進教師與學生間之情誼，促

進家長藉由活動貼近學校、老師，讓學校教育更緊密結合。 

本活動主要分為六部分，第一部分為敬師活動，第二部分為園遊會，第三部分為各校社團表

演節目欣賞，第四部分為各學校特色展示，第五部分為 12年國教論壇，第六部分為安排整點摸彩。

詳細內容說明如本會網站：http://www.tneu.org.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237 

至截稿至截稿至截稿至截稿日日日日止止止止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社團展演社團展演社團展演社團展演的的的的學校學校學校學校順順順順序序序序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 

  

順序 單位 社團名稱 

1 新市國小 創鼓隊 9 大橋國中 管樂隊 

2 歸南國小 舞龍隊 10 永康國中 合唱直笛聯隊 

3 南台科大 競技啦啦隊 11 崇明國小 管樂團-長笛分部組 

4 進學國小 舞蹈藝術才能班 12 文元國小 熱舞社 

5 永信國小 直笛樂團 13 曾文農工 熱音社 

6 新市國中 管樂團 14 新化高中 熱舞社 

7 台南二中、台南女中 管樂聯隊 15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銅管樂 

8 賢北國小 扯鈴隊 16 永康國小 國樂團 

 

至截稿至截稿至截稿至截稿日日日日止止止止 學校特色展示學校特色展示學校特色展示學校特色展示：：：： 

大灣高中、大灣國小、大社國小、大橋國小、台南二中、光華女中、永康國小、文元國小、進

學國小、新市國小、南大附中、台南高工、曾文農工、台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永仁高中、永

信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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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節新意義 --------    領航教育，新文化札根運動， 

學校特色園遊會，讓每一位孩子展露自信的笑容    

親愛的老師、家長：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陳杉吉 

讓孩子快樂學習，發展多元智能，是大家共同努力實踐的夢想。教育鬆綁後賦

予學校更多的揮灑空間，校本課程讓學校充份展現創意和特色，不管是傳承地方文

化的藝陣、深入社區擔任環境解說員，或是展現活力的體育項目等等，不同規模、

地區的學校總能找到發展特色的方向，而學校的「「「「社團社團社團社團」」」」正是孕育特色的搖籃。 

學校是地方發展、安居樂業的碁石，是地方另一個精神支柱，本會從以前就不

斷關注每所學校的永續發展，深信每一所學校的存在，無論是歷史情感或是在地需

求，都有其不可抹滅的價值。文化的形成是從基層開始，支持學校發展特色就是在

地文化札根運動。身為古都的教師都應有這樣的體認，真正的有教無類就是從發掘

每一位孩子的優點和特色開始，不管是五年級才學會認字，國中念特教班的盧蘇偉，

或是哈佛頂尖學府畢業的高材生，在 NBA 瀕臨絕望的邊緣中站起來造就全球「林來

瘋」現象的林書豪，我們看到了「永不放棄」的力量，造就他們對社會有正面的影

響，因此，帶好每一位孩子，是我們不變的方向和目標，也是對社會國家最大的貢

獻。 

「學校」是孩子發展的跳板，良好的學校環境是對孩子成長最好的承諾，給學

校支持就是給孩子支持，也是給予老師的支持，因為穩定、有特色的學校將是老師

專業發展的最大保障。本會希望推動成立學校特色發展基金，協助地方學校發展自

己特色，透過民間力量的結合，共同營造社區新活力，攜手共創教育美好願景，也

希望藉由本次活動拋磚引玉，促進更多的民間團體能一起努力關心各地區的學校特

色發展。 

歡迎於 9999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444:30:30:30:30 至晚上至晚上至晚上至晚上 8:308:308:308:30 帶著您的家人、同事和朋

友前來永康國中參加我們精心安排的學校特色園遊會，這是匯聚八千三百多位會員

能量的成果，您的出席支持是關心教育和團結力量的展現。本次活動超過 15所學校

報名參加演出，節目橫貫中式和西式，兼容傳統與現代，高水準的表演，不容您錯

過，由工會免費為有意願展示特色的學校輸出大型海報組成一道教育特色牆，讓您

一眼望去就瞭解各校發展現況，見識本市學校的軟實力。更感謝各界共襄盛舉捐贈

十台平板電腦等著您來抽獎，投下手中的摸彩券，一券在手希望無窮，本次園遊會

盈餘將全部投入學校特色發展基金，期盼讓每一所學校都能擁有自己的特色，促進

大臺南教育多元發展，教師都有發光發熱的舞台。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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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節聯誼活動暨推動成立學校特色發展基金活動精神 

臺南市教會副理事長  侯俊良 

教育投資是社會國家競爭力提升的最主要、最應該的項目，這個「口號」相信沒人可以反駁，

但在現今社會大至國家，小至個人，經常淪為經濟不景氣下優先被捨棄的第一選擇。 

身為教師的我們，對這個問題應有切身之痛，同時對未來社會發展、國家競爭力深感憂心。

特別是，十二年國教即將上路，學生的性向探索及適性輔導日趨重要，學校若無相關資源挹注發

展特色，學生就沒有舞台，欠缺揮灑空間，哪來性向探索及適性輔導？ 

教師組織在教師節前夕，發起本活動期盼透過各學校的特色展現、團隊演出，讓社會大眾看

見各學校特色成果，進而認知教育投資是不可以因經濟問題而被忽略或擱置，否則眼前這些具未

來發展的特色將一一消失，孩子失去舞台，看不見未來。因此，本活動除會員到場支持外，學校

特色的展出與團隊表演是成功關鍵，需要各學校鼎力協助。 

當學校特色與團隊在活動中被看見，引發社會大眾對學校特色發展的重視，同時喚起尊師重

道倫理，也與各界關心教育的伙伴，藉此活動募集資金成立學校特色發展基金以促進大台南市教

育之多元發展。                您的參與將是成敗關鍵！ 

 

﹝系列二﹞Cinemasports Taiwan 台灣拍片運動  

為了開拓教育新視野，建立組織教師專業形象，特聯合臺南市教師會及結合相關文教組織和資

源，為教師夥伴辦理一系列兼具教育性與文化性的國際性活動。 

今年八月份開始，本會對外事務部開始和美國拍片運動組織接觸，共同策畫「Cinemasports 

Taiwan」。謹訂於 9月 16日星期日，假台南市東區裕文國小辦理拍片說明會及邀請國內精熟兒童

動畫教育之專業師資，分享透過兒童動畫教學呈現思考、設計及創意的底蘊。10月 6日星期六將

媒合台灣拍片玩家及教師同時與海外五個國家進行拍片活動體驗。10月 13日星期六下午 4-7點於

台南市西門路新光三越影城辦理播映會，敬邀教師夥伴共同參與活動。 

活動網址：http://www.ywes.tn.edu.tw/cinemasports/ 

本案聯絡人：對外事務部 汪純煌老師 連絡電話：0917897121。 

【活動簡介活動簡介活動簡介活動簡介】   拍片 10 小時！即受邀美國第 35 屆米爾谷國際影展播映  

Cinemasports是國際拍片活動與組織，每隊參賽隊伍，依據大會公佈的三項元素，於 10小時內完

成一部 3分鐘的影片。Cinemasports成立於 2004年，已經在世界超過 15個國家舉辦過，曾經最大

型的活動在莫斯科，有超過 1200人參賽的紀錄。 

此次與美國第四大國際影展 The 35th Mill Valley Film Festival （第 35屆米爾谷國際影展）合作。

將由來自於五個國家以上的隊伍共同參與拍片活動。這不是一項競賽，而是拍片交流活動。所有受

邀團隊在 10月 6日有十小時的拍片時間， 劇中放入三項大會規定元素在影片中，完成一部三分鐘

的短片， 該影片將在第 35屆米爾谷國際影展與參賽的五個國家進行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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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emasports所追求的不是計畫完美的作品，而是瞬間發想的創意與靈感，臨場反應的機制與幽默

感。希望透過即興創作的影片，拉近創作者與觀眾的距離。 

參與國家：Cosmo City 南非、Baku 亞塞拜然、Mexico City墨西哥、Tainan 台灣、Mill Valley 美國 

 

 

 

台灣拍片運動 Cinemasports Taiwan 10 小時，給你無限機會與成長！ 

臺南市教會副理事長  侯俊良 

教育是需要給予機會與成長的，本活動緣自於 Cinemasports國際拍片組織的活動精神，

Cinemasports所追求的不是計畫完美的作品，而是瞬間發想的創意與靈感，臨場反應的機制與幽默

感。希望透過即興創作的影片，拉近創作者與觀眾的距離。 

這樣的精神與教育發展、目標契合；拍片對學生是具吸引力的，但也是困難的任務，本活動每

隊參賽隊伍，只需完成一部 3分鐘的影片，將拍片專業的門檻降低，符合簡單、易學的學習發展概

念；比賽者，依據大會公佈的三項元素，於 10小時內完成影片，短時間內激發創意，更是教育目

標中亟欲達成的標的。同時能讓自己的作品於大螢幕上播放傳送全世界，更勝網路 YouTube的魅

力，讓參與者具備實現自我的機會，進而促進能力與經驗的成長。 

本項活動亦是教育推動的暖身，期望藉由更多教師的參與，種下推動的種子，讓 Cinemasports

的精神於教育現場漸漸萌芽，給予學生無限創意的想像舞台、追求成功的機會，提供不斷成長進步

的空間。只要 10小時，教育從此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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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三﹞2012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暨會員工會【團結 928】行動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響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響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響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響應全教總活動方式應全教總活動方式應全教總活動方式應全教總活動方式：：：： 
1. 本會購買約 300件活動 T恤，發給本會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幹部
及各支會召集人每人一件，代表本會動員層級象徵團結一致，反對政府違反誠

信。 
請支會召集人確認尺寸後於 9月 11日以前以簡訊回報分會會長，分會會長請將
貴區尺寸及數量於 9月 12日前告知本會會務秘書呂靜玲，電話 2033601。 
T恤到貨後本會派人送至分會會長處，再請分會會長、幹部協助分送。 

2. 請支會召集人調查會員購買 T恤、參與【團結 928】行動的意願，填寫附件之 T
恤尺寸，以支會為單位直接向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訂購。訂購單如附件，請下載直接使用。 

活動摘要活動摘要活動摘要活動摘要：：：： 

1. 活動緣起活動緣起活動緣起活動緣起：：：： 

團結為教育團結為教育團結為教育團結為教育．．．．這次這次這次這次，，，，我們選擇團結地留在教室裡我們選擇團結地留在教室裡我們選擇團結地留在教室裡我們選擇團結地留在教室裡─批判批判批判批判 

誠信，從來都是政府在帶頭破壞！ 

� 2000年選出的總統，信誓旦旦的要提高教師編制，任內對教師原有待遇和退休制度的羞辱達到空前。 

� 2008年選出的總統，信心滿滿的要每年提高教育預算 240億，至今連一半都不到卻樣樣免學費，新的

支票繼續開，用跳票向老師賀節。 

� 國小年年減班，省下一堆人事費，卻不願給孩子正式新進老師；拉齊中小學導師費，也是拉齊士氣，

說說而已；提高行政加給，拿職務列等當擋箭牌；私校連生育給付全台獨無，公保年金一拖再拖…… 

� 育才之人，本應是人才，透過師培、透過在職進修不斷精進，否則如何護才、如何育才，但在政治人

物眼裡，我們只是人力，甚至是人渣，教育人事費用被視為包袱，明明是政府少編非人事經費，硬被

賴成人事費用比率太高。 

� 師道尊嚴就留給讓這些人物去殿堂倡導吧，今年 928是上課日，在所有台灣的校園裡，我們穿同一件

衣服，團結地對執政者批判：誠信漏油！ 

2. 活動說明： 

製作 928 行動 T 恤，並於 9 月 22 日會員代表大會召開 928 行動說明記者會，預告 9 月 28

日當日，全國老師將有一致性的行動，表達訴求，共同穿著 928 行動 T 恤在學校上課。 

3. 活動訴求： 

2012年選前馬總統接見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代表，承諾課稅配套導師費 4000元，承諾國小教

師編制 4年內提高到 1.7，承諾解決私校年金問題，但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是，不僅承諾一

一跳票，教育部更企圖修改考核辦法第 4條，讓貨物品管方式的檢核指標進入校園，製造

校園內部紛擾；而在 12年國教的推動上，除補助私校學費外，對於本

會所提私校公共化的訴求避重就輕。教育乃國家百年大計，政府只想

省錢做教育，卻不斷要求提升教育品質，面對這一些，我們要在屬於

老師節日的這一天，一同穿上 928 行動 T 恤，表達我們的集體訴求。 

4. 928 行動 T 恤設計意象： 
執政當局近年提出的相關重要教育承諾與 
政策持續跳票，「誠信」這個油桶在人民的 
心中何時會漏完? 設計者：黃莆田老師（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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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四﹞「詩情歌藝」教師卡拉 OK 歌唱大賽  

好康報你知！ 

由中華日報主辦，社團法人臺南市教師會、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協辦 

歡慶 928 教師節-「詩情歌藝」教師卡拉 OK 歌唱大賽，已經熱烈展開報名了 

歡迎愛唱歌的您或者您身邊有愛唱歌的朋友 

不論是現職或退休，只要是在臺南市各級學校服務的教育人員，均可報名參加 (詳閱比賽辦法) 

獎金優渥 (第一名獨得 15000 元及獎盃一座) 

還在等什麼？ 

趕快填寫報名表吧！ 

 101.09.08中華日報  羅玉如報導 

教師節將屆，為喚起社會大眾尊師重道的精神，中華日報社將舉辦「詩情歌藝」教師節卡拉Ｏ

Ｋ歌唱大賽，南市各公私立大專院校、高、國中、小學、幼兒園現任及退休教職員均可參加，即日

起至九月十八日下午五時受理報名，第一名將獲頒一萬五千元獎金及獎盃一座。 

「詩情歌藝」教師節卡拉ＯＫ歌唱大賽，由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指導，中華日報社主辦，台南市

議會、雙子星有線電視、三冠王有線電視、勝利之聲廣播電台、電聲電台、大遠百合辦，社團法人

台南市教師會、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台南郵局、志光教育科技集團、台灣知識庫協辦。 

初賽訂於九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在中華日報地下一樓演藝廳舉行，九月二十日下午五時在中華

日報社六樓會議室公開抽籤，未到場者由主辦單位代抽。決賽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在台南

大遠百登場，賽前半小時抽籤。 

比賽採個人參賽方式進行，初賽取前二十名晉級決賽，決賽選出前六名及特別獎兩名，獎金從

兩千元到一萬五千元不等。演唱歌曲自行選定，以伴唱帶有出版者為限，可自備ＣＤ。評分項目包

括歌唱技巧占百分之七十、台風占百分之二十、服裝造型百分之十。主辦單位將遴聘具音樂專長者

擔任評審。 

即日起至九月十八日下午五時受理報名，報名可至南市西華街五十七號中華日報社服務台填寫

報名表；或傳真 06-2296433報名，傳真後請以電話 06-2202694向中華日報人事室確認。也可至中

華日報新聞網（ http://www.cdns.com.tw）下載報名表，回傳 e-mail至 cdnte1tn@seed.net.tw報名。 

相關網址：http://www.cdns.com.tw/20120908/news/ncxw/T90014002012090719432936.htm 

報名時間：自辦法公布日起至 101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0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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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五﹞觀賞「愛在蔓延 30 天．悅讀蘇蘭」紀錄片  

在愛中行走－「悅讀蘇蘭全紀錄」，紀錄著蘇蘭面對病魔，毫不退縮，只要病情好轉，便向

醫院告假，繼續分享著她熱愛的生命，「寧鳴而詩，不默而生」，在此紀錄片中，表露無遺。藉由

紀錄片，讓大家永遠記得在你我心中的蘇蘭，沒有機會認識蘇蘭的好朋友們，亦可透過紀錄片，認

識蘇蘭，了解蘇蘭。堅強、真誠的另一面，是對原住民小朋友長年持續服務的熱情與執著。蘇蘭柔

情的一面，讓接觸過她的人，無法忘懷。    

「成長的路上，我們漸漸學習，留名留利沒意義，留下影響最有價值」（蘇蘭，2009，影評） 

這就是蘇蘭。一位剛柔並濟，無私大愛，奉獻生命的教師。 

蘇蘭老師運用她在國語文領域的優勢，將她的生命發揮的淋漓盡致。藉由詩詞、詩歌朗誦、

作文，帶進人生觀，將教學生活化，再進而由演講、廣播、發表影評的方式，影響著更多人，甚

至奔走於兩岸四地，幫助需要幫助的弱勢族群。因此，有了「愛在蔓延 30 天．悅讀蘇蘭」紀錄片

的誕生。如今，蘇蘭老師雖已在另一個世界，但我們希望，老師「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

理念，以及「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精神，可以影響著更多人。 

�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 : 101年 9月 15日（六）  09：00-12：00 

�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 聯華電子南科廠研發大樓演講廳 

� 活動內容詳閱活動內容詳閱活動內容詳閱活動內容詳閱 : http://www.tneu.org.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