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二屆第十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2年 10月 24日（星期四）下午 15時 40分~16時 10分 

會議地點：成功國中會務辦公室 

主席：林輝彥副理事長 記錄：陳葦芸 

出席人員：林輝彥、趙政派、施文平、李啟榮 

列席人員：洪金長、賀憶娥、陳葦芸 

請假人員：許又仁、陳杉吉、林斌 

一、報告出席人數： 

二、主席宣布開會： 

三、確認議程: 無異議通過 

四、工作報告： 

 1、崑山中學減薪爭議激發私校教師危機意識，瀛海中學目前入會人數已達四十人以  

    上，10月 21 日晚上辦理私校委員會議擴大邀請各私校代表與會，以擴大私校入會

    率及報告爭議處理進度。 

 2、白河商工教師來電表達該校有二十位教師表示要加入本會，已轉秘書處組織部接

    續處理。 

 3、蔡育輝議員誤解本會晨會入會宣導工時，幾經解釋仍無法釋疑，近日議會開議向

    教育局調閱本會所有理監事與幹部名冊，要求減授課公文與幹部課表，並要求教

    育局提供 30節減授課之幹部名冊。 

 4、台南市家長聯合會因校長遴選委員會家長會代表改由出缺學校家長會派出，對本

    會誤解發動聯署，本會已行文該會澄清。 

 5、推薦和順國中張杏華老師擔任 103 台南區適性輔導安置委員會委員。 

 6、10月 5日陳杉吉出席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特殊教育委員會第二屆第 5次會議，

    本會許又仁理事長、特委會張杏華、李志銘、陳啟正、黃美芳老師列席，地點：

    臺南高商。10月 5日林輝彥出席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高中職委員會，地點：

    臺南高商。 

 7、10月 17日陳杉吉參加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第 1次會議。 

 8、11月 7日預計召開特殊教育委員會議。 

 9、10月 7日顏嘉辰參加全教總「團體協說明暨座談會」。 

 10、10月 4日崑山中學團體協約第一次正式協商會議。 

五、提案討論 

<編號 1> 

案 由：教育部已於 102年 9月 10日提出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影響基層教師

工作權益至鉅，本會應如何因應請討論？ 

提案人：許又仁 

說 明：教育部將辦理各地公聽會，另全教總已初步研討並提出修正意見。 



辦 法：本會應組成工作小組研討，並提出對修法的相關意見。 

決 議：1.配合全教總做法。2.10/28由家欣、憶娥、葦芸代表本會參加完南區的公聽會後，整理公

聽會內容後，再做研議。 

 

<編號 2> 

案 由：代扣會費與幹部會務假是攸關工會安全，近日因教育議題爭議造成挑戰，本會應

加速與教育局團體協約的進度以為因應，請討論相關作法。 

提案人：秘書處 

說 明：1、按教育部會務假建議函，地方工會理事長、副理事長以授課兩節為原則，每增 

     加 1500人增置幹部一人授課四節。 

  2、本會幹部總減授課節數合計 116節並未超出規範。 

辦 法：1、要求教育局提出對應版本 

  2、比照聘約準則協商模式，協調教育局局長出面談團協。 

決 議：照案通過。 

 

<編號 3> 

案 由：確認本會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得獎名單，名單如附件，請 討論。  

提案人：秘書處 

說 明：依據本會會員子女獎學金辦法辦理。 

辦 法：如案由 

決 議： 照案通過，得獎、未得獎及未審核過名單﹝附原因﹞都須公布於官網。 

 

<編號 4> 

案 由：茶樹輕飲辦理音樂會，邀請本會協辦，請討論。 

提案人：秘書處 

說 明：「茶樹輕飲」負責人為本會顧問，邀請本會協辦慈善音樂會，日期：102年 12月 22日﹝日﹞，

地點：林默娘公園，活動內容：以慈善音樂會形式，邀集表演團體及各慈善單位設攤義賣，

所得捐助慈善機構及提供國小需協助弱勢學生。 

辦 法：一、本會列協辦單位。 

        二、義賣電影節週邊商品，宣傳「Eureka！臺南國際兒童電影節」。 

決 議：同意列協辦單位，相關合作事宜授權秘書處依合作細節與茶樹溝通處理。 

 

六、臨時動議： 

<編號 1> 

案 由：審核會員資格，請討論。 

提案人：秘書處 

說 明：入會申請書 145人，內含外縣市工會會員轉入未收取會費 7人，另第 9次常理會審核前已加 



入，今補繳入會申請書 6人，共計 151人 

決 議：審核通過。 

 

七、散會(16：10) 

 

 

附件：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102學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得獎名單 

（基於個資法，會議記錄呈現與公告時，姓名的第二個字以○代替） 

國中組得獎名單 

編 號 會員所屬學校 會員姓名 就讀學校 得獎姓名 

1 大港國小 江○英 民德國中 洪○新 

2 賢北國小 李○貞 建興國中 陳○銘 

3 大港國小 周○美 後甲國中 曾○翰 

4 崇明國小 黃○雯 忠孝國中 胡○紜 

5 億載國小 陳○文 金城國中 黃○心 

6 億載國小 魏○芬 德光中學 林○璇 

7 玉井國小 陸○苑 後甲國中 陳○騏 

8 崑山國小 田○琴 復興國中 王○竣 

9 三村國小 郭○穎 南科實中 張○涵 

10 頂洲國小 單○玉 學甲國中 李○璇 

11 永康國小 王○麗 永康國中 康○文 

12 昭明國中 吳○惠 昭明國中 林○頻 

13 民德國中 林○進 民德國中 林○薇 

14 後甲國中 陳○涵 後甲國中 林○成 

15 復興國中 王○娟 後甲國中 范○涵 

16 北區文賢國中 張○玲 文賢國中 林○蓁 

17 竹橋國中 許○甄 佳里國中 林○衍 

18 南大附聰 林○雪 建興國中 陳○穎 

19 光華高中 顏○芬 光華女中(國中部) 呂○辰 

20 新化高中 邱○泰 建興國中 邱○軒 

21 新化高中 蔡○吟 忠孝國中 黃○蜻 

22 新營高工 孫○城 新東國中 孫○憶 

23 文化國小 陳○成 大灣高中(國中部) 陳○霖 

24 將軍國小 王○文 昭明國中 邱○寰 

25 將軍國小 林○生 土城高中(國中部) 梁○昇 

26 博愛國小 林○茹 忠孝國中 蘇○涵 

27 海東國小 康○月 港明高中(國中部) 尤○曦 

28 大港國小 林○姿 民德國中 佘○倫 

29 大港國小 黃○閔 民德國中 陳○瑾 

30 億載國小 許○芳 大成國中 郭○頻 

 



高中職組得獎名單 

編 號 會員所屬學校 會員姓名 就讀學校 得獎姓名 

1 文化國小 陳○成 台南一中 陳○澔 

2 頂洲國小 單○玉 港明中學 李○丞 

3 復興國小 顏○惠 台南一中 鄭○廷 

4 復興國小 黃○容 家齊女中 王○薇 

5 復興國小 郭○津 台南一中 方○齊 

6 復興國中 吳○蘭 台南女中 張○媛 

7 後甲國中 陳○雪 台南高工 張○雅 

8 新化國中 羅○瓊 台南女中 陳○如 

9 北區文賢國中 黃○仙 台南女中 蘇○雅 

10 歸仁國小 許○雪 台南一中 李○倫 

11 賢北國小 潘○惠 港明高中 蔡○興 

12 志開國小 王○文 台南一中 邱○軒 

13 博愛國小 陳○靖 台南一中 鄭○元 

14 崇明國小 蘇○女 台南女中 吳○潔 

15 復興國中 顏○娥 台南女中 林○萱 

 

大專組得獎名單 

編 號 會員所屬學校 會員姓名 就讀學校 得獎姓名 

1 日新國小 謝○芬 遠東科大 陳○伶 

2 台南高工 戴○耀 聯合大學 戴○恆 

3 王井國小 陳○杏 嘉義大學 朱○成 

4 篤加國小 李○招 中山醫大 黃○鈞 

5 復興國中 盧○玫 慈濟大學 施○萱 

6 光華女中 葉○良 南台科大 葉○莉 

7 長榮中學 馬○強 高雄師大 馬○ 

8 南大附聰 林○雪 長榮大學 陳○涵 

9 復興國小 陳○州 文藻外語 陳○豪 

10 歸仁國小 許○雪 高雄師大 李○維 

 

國中組未抽中名單 

編 號 會員所屬學校 會員姓名 就讀學校 學生姓名 

1 安順國小 郭○成 安順國中 郭○慶 

2 安順國小 邱○珍 民德國中 陳○陞 

3 月津國小 洪○秀 南新國中 張○ 

4 大港國小 施○芳 建興國中 曾○臻 

5 志開國小 莊○榕 後甲國中 盧○懿 



6 博愛國小 林○茹 忠孝國中 蘇○睿 

7 將軍國小 王○文 昭明國中 邱○儒 

8 昭明國中 嚴○建 昭明國中 嚴○綺 

9 民德國中 陳○玲 民德國中 林○岑 

10 復興國中 張○琪 復興國中 陳○廷 

11 北區文賢國中 黃○仙 文賢國中 蘇○翔 

 

國中組未符規定 

編 號 會員所屬學校 會員姓名 就讀學校 學生姓名 

1 大社國小 鄭○昭 南科實中 鄭○城 

2 億載國小 蔡○華 建興國中 曾○鈞 

3 大社國小 鄭○昭 南科實中 鄭○泰 

4 佳里國中 陳○美 港明中學 陳○吟 

5 安順國小 黃○榮 港明中學 黃○婷 

6 培文國小 顧○蓉 黎明中學 陳○瑩 

 

高中職組未抽中 

編 號 會員所屬學校 會員姓名 就讀學校 學生姓名 

1 大港國小 江○英 台南一中 洪○佾 

2 安順國小 羅○緩 港明高中 施○妤 

3 億載國小 沈○靜 慈濟高中 劉○能 

4 億載國小 蘇○娥 台南一中 張○滔 

5 歸仁國小 吳○如 台南一中 林○文 

6 三村國小 許○龍 港明中學 許○昕 

7 昭明國中 吳○惠 台南女中 林○頎 

8 新化高中 黃○雅 台南一中 董○揚 

9 新豐高中 黃○智 新豐高中 黃○彬 

10 歸仁國中 翁○勤 台南女中 黃○淳 

11 三村國小 陳○蓉 南科實中(高中部) 何○育 

 

高中職組未符規定 

編 號 會員所屬學校 會員姓名 就讀學校 學生姓名 

1 新營高工 陳○冬 後壁高中 陳○曄 

 

大專組未抽中 

編 號 會員所屬學校 會員姓名 就讀學校 學生姓名 

1 崇明國小 莊○月 長榮大學 莊○月 



2 海東國小 姜○文 輔仁大學 姜○年 

3 新豐高中 林○宏 成功大學 林○衡 

4 大灣高中 羅○齡 中央大學 陳○廷 

5 復興國中 顏○娥 清華大學 林○鈺 

6 復興國中 李○菀 成功大學 王○嘉 

7 後甲國中 張○鈴 高雄醫大 王○薇 

8 永康國小 趙○瑛 台灣大學 黃○婷 

9 永福國小 吳○鳳 中正大學 陳○安 

10 東區勝利國小 盧○良 高雄醫大 盧○瑀 

11 賢北國小 李○貞 台灣大學 陳○伶 

12 民德國中 陳○玲 輔仁大學 林○妤 

13 昭明國中 陳○聲 台北大學 吳○泠 

14 和順國小 賴○雲 東吳大學 賴○如 

15 崇明國小 曾○玉 中山醫大 謝○叡 

16 崇明國小 郭○霞 台南大學 郭○霞 

17 安順國小 莊○興 中山醫大 莊○慈 

18 復興國小 黃○容 成功大學 王○旻 

19 大港國小 周○美 台南大學 周○美 

20 大港國小 蔡○玲 中央大學 吳○恩 

21 崇明國小 許○芬 政治大學 紀○文 

22 佳里國中 陳○美 嘉南藥理科大 陳○瑀 

23 五王國小 張○楓 台灣大學 郭○靖 

 

大專組未符規定 

編 號 會員所屬學校 會員姓名 就讀學校 學生姓名 

1 頂洲國小 郭○嬌 中國醫大 黃○芸 

2 大同國小 張○玲 台灣大學 林○成 

3 文化國小 章○雲 中正大學 章○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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