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2年 7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15時 30分~17時 30分 

會議地點：成功國中 2F會議室 

主席：許又仁理事長 記錄：尤家欣 

出席人員：本會理事-許又仁、陳杉吉、李啟榮、林輝彥、趙政派、施文平、林斌、賴月雲、陳宏

政、賀憶娥、成靜傑、趙克中、陳憲章、王東勳、尤榮輝、廖學正、陳葦芸、滕英文、

侯俊良、沈盈宏。 

列席人員：候補理事-王春生、郭麗琴。監事-許珮甄、林端玲、蘇雅婷、林明進。會務幹部-尤家

欣。分會幹部-邱崇修、邱麗雲、林雅生。 

一、報告出席人數：理事應出席 25人，實際出席 20人，請假 5人。 

                  候補理事 2人、監事 4人、會務幹部 1人、餘列席人員 3人。 

二、主席宣布開會：已達法定出席人數，會議開始。 

三、確認議程：無異議通過。 

四、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異議通過。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二屆第七次理事會會議紀錄，如附件(一)。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二屆第七次理事會決議執行情形，如附件(二)。 

五、工作報告： 

1. 持續的努力獲至成果也令人欣慰，現在工會會員總數已超越 8700人。經過最後衝剌文山、

錦湖、林鳳、歡雅、太康、六所國小及北門高中皆有教師入會，預計「臺南市所有公立中小

學皆有工會會員」這個目標在本學期末達成，特別感謝秘書處所有幹部的協助。 

2. 全教總持續關注年金改革的發展，於 6/17、18辦理年金改革論壇，本會由理事長與會並協

同關心立法院會之動態。 

3. 6/11本會兩位代表參加校長遴選委員會議，依據本會會籍管理系統，第二階段遴選國小有

12位、國中有 4位為本會會員，特別恭喜本會理事趙克中遴選為新興國中校長，本會已發

mail邀請持續成為本會名譽會員。 

4. 本會辦理臺南國際兒童電影節後應邀於 7/21~29至韓國參與釜山國際兒童電影節，另提案至

全教總同意補助 5萬元，並於 12月底前與五個地方工會辦理校園巡迴播映會。 

5. 本會於 6/15完成辦理 TNEU高中職委員會盃羽球賽，共有 13所高中職支會組隊參賽。 

6. 6/21師鐸獎決選會議變更校長端得獎人數為 2位，解決爭議。 

7. 本會理事長代表全教總參加教育部辦理主任介聘研商會議，有關得否辦理主任專門介聘並無

共識，目前仍依各縣市規定自行辦理。 

8. 本會監事王平會於 8/1退休生效，趙克中理事擔任校長亦於 8/1生效，本會將依章程遞補。 

9. 有關教師法增訂第 17條之一，即教師評鑑空白授權入法，本會採取做為全教總側翼協助之

戰略，主打臺中教育大學研究團隊之不當，具體行文南投縣政府追查周玉娜之言論。另在南

區公聽會提出本會政策部擬定之版本以為應對。 

10. 本會於 7/3~4辦理學習共同體研習，參與人數大幅超越原規劃人數達 170人，接續辦理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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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會，並預計於 9/27辦理大型公開觀課為本會教師節之活動。 

11. 本市國中小教師介聘分發與教師甄選，本會皆有派員參與委員會。 

12. 十二年國教推動小組會議決議修改作業要點，原規劃學生可選填二志願、二備取變更為可

選填五校多志願；超額比序項目可擇項目加權改為統一皆不可加權；各校可自訂同分超額比

序項目順序變更為全市所有高中職比序順序一致。 

13. 7/12海南省教育參訪團 23位高中職校長到本會會辦拜訪與教育座談，本會也組兩參訪團

到海南島參訪。 

14. 本市 20位女教師以本會名義至大陸廈門參加划龍舟賽，已連續二年得到第一名，並於今年

參加本市混合組龍舟賽以些微差距敗北，本會由俊良、憶娥參加 7/14之慶功宴。 

15. 7/16本會與教育局進行第四次團體協約正式協商，條文討論推進至第十七條，相關結論如

附件(四)。 

16. 7/25本市教育審議委員會召開，由本會副理事長杉吉與會，於會中提案十二年國教直升應

以抽籤序辦理。 

17. 本市校長遴選辦理完畢將舉行檢討會議，本會將提案推動浮動委員制。 

18. 全教總與大陸台灣同胞聯誼會辦理到山東省之交流活動，本會由理事侯俊良代表參與。 

19.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102年度 0101~0430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三)。 

六、提案討論 

<編號 1> 

案由：提交本會 102學年度秘書處幹部名單，請 討論。 

提案人：秘書處 

說明：基於推動會務之各項需求，推薦適合人選擔任秘書處各項職務。 

辦法：建議名單如下表 

 

職稱 姓名 學校 

秘書長 從缺  

副秘書長 賀憶娥 文元國小 

副秘書長 陳葦芸 崇明國小 

副秘書長 施文平 崑山國小 

副秘書長 尤家欣 永康國中 

會務秘書 林莉婷 勝利國小 

福利部主任 林雅生 將軍國小 

教學研究部主任 姜宏尚 學甲國小 

文宣部主任 孫麒凱 原延平國中，81/調文賢國中 

資

訊

部 

主任 楊長頲 歸仁國小 

組長 陳文凱 長興國小 

組

織

部 

主任 林裕義 新市國小 

組長 滕英文 歸仁國小 

組長 林麗媛 永康國小 

組長 吳政隆 永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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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 潘志賢 海東國小 

組長 朱桓顯 新化國小 

政

策

部 

主任 黃玫菁 復興國中 

研究員 陳宏政 臺南二中 

研究員 顏嘉辰 新南附幼 

對外事務部主任 汪純煌 裕文國小 

決議：無異議認可。 

 

<編號 2> 

案由：本會教育廣播節目製播合作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秘書處 

說明：為擴大教育議題發聲，增進教育議題討論，擬洽談電台合作，製播教育廣播節目。 

辦法：1.經 102.07.12(五)初步洽談，擬與本市勝利之聲廣播電台合作。 

      2.播出頻率暫定為每週 1次，每次 1小時，時段為每週日下午或晚上。 

      3.委製費每月 1萬元整(平均每集約為 2000~2500元，小計每年為 12萬元)，費用包含主持 

        人主持費(1名)、工作人員鐘點費(1名)等所有相關費用。 

      4.擬成立製播小組，專案規劃每週節目內容。 

      5.待提案通過，再與電台洽談合作細節。 

決議：表決通過。(同意 12票，反對 0票) 

 

<編號 3>  

案由：本會出席局務會議代表要求教育局按時發放由教育部撥發之降低授課節數及調整導師津貼補

助款，並配合教育部撥款規定，建立是項津貼撥款、發放之相關規章以為往後執行相關經費

之依據。 

提案人：成靜傑理事 

說明：（一）、自本年度起國中小教師薪資所得恢復課徵所得稅之配套方案中，「降低授課節數」及

「導師津貼」向上調整一千元/月之款項，業經教育部以專款撥發至本市。惟本市身處基

層之教師迄今仍無法按時領取以上款項且因此需多負擔全民健保之補充保費，以致「口惠

實不至」的疑問聲音四起，亦不免對執行教育部門經費之決心產生疑慮。 

      (二)、由於是項經費之撥發、執行尚屬較晚近之業務，教育局在執行此項工作或許尚未訂定

相關規範。因此請本會代表於局務會議中建議教育局參考教育部已訂定、公布之相關撥款

時程與規範，建立本市相關經費撥款、發放之規章，並據以為往後執行之依據，增進經費

執行之制度化及效率。 

辦法：如案由。 

決議：擱置。擱置動議表決(贊成 11票，反對 3票) 

 擱置理由：「兼課鐘點費」及「導師津貼」並不在補充保費扣繳之列，且教育局也無延遲發

放，故擱置。 

<編號 4>  

案由：本會已完成以 1010人加入台南市產業總工會，必須推派 4位會員代表，請 討論。 

提案人：許又仁理事長 

說明：市產總會員工會之會員代表人數：會員工會人數 30~200為 1人，201~500為 2人，501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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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為 3人，1001人以上為 4人，餘類推，上限為 7名會員代表。本會已完成會費繳交。 

辦法：建議擬由理事推派 2人，監事推派 1人，秘書處幹部推派 1人，共計 4人為代表。 

決議：辦法無異議通過，推派名單為：施文平理事、許又仁理事長、賀憶娥主任，監事會由監事

會會議推舉之。 

      理事提名票選：沈盈宏理事(3票)、施文平理事(12票)、 

                    許又仁理事長(11票)、林禎棋理事(6票)。 

      秘書處提名：賀憶娥主任。(無異議通過) 

 

<編號 5> 

案由：寒暑假期間本會會務仍持續推動，有理事、幹部到會辦公或代表本會出席相關會議之需求，

建議給予交通津貼 120元及出席費 400元。 

提案人：許又仁理事長 

說明：本會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辦法，到會辦公給予交通津貼 120元，出席會議如主辦單位未給出席

費者可支領出席費 400元。 

辦法：如案由。 

決議：修正動議：僅給予出席費 400元。(表決結果：贊成 4票，反對 6票)未通過。 

      原案表決通過。(表決結果：贊成 7票，反對 1票) 

<編號 6> 

案由：為推廣兒童動畫教育，辦理各校巡迴播映會，制訂巡迴播映申請計畫如附件(五)，請 討論。 

提案人：秘書處 

說明：1.為推廣兒童動畫教育，將兒童動畫教育向下紮根，因此希望到各校辦理巡迴播映會。 

      2.為使動畫團隊安排時段到各校巡迴播映並推廣，故制定巡迴播映申請計畫。 

辦法：1.通過本計畫後，發文告知臺南市各校教師會理事長，建議列入各校一 0二學年度週三進修

課程。 

  2.收到申請書後，由秘書部與動畫團隊依各校申請時段，安排講師與課程到校推廣。 

決議：無異議認可。 

 

<編號 7> 

案由：推薦第二屆 Eureka！臺南國際兒童電影節執行委員會名單。 

提案人：秘書處 

說明：第一屆 Eureka！臺南國際兒童電影節執行委員任期到 102年 6月底，為籌畫第二屆 Eureka！

臺南國際兒童電影節，需聘任第二屆執行委員，以利推動各項電影節事務。 

辦法：推薦名單如下：趙政派、許又仁、侯俊良、汪純煌、陳葦芸、陳良圖、郭榮毅、陳孟訓、陳

杉吉、蘇雅婷、李雅菁、賀憶娥、蘇春燕。 

決議：無異議認可。 

 

<編號 8> 

案由：本會年度計畫 928慶祝教師節活動，擬於 9/27辦理大型公開觀課活動暨 SUPER教師獎得主

表揚，請 討論 

提案人：許又仁理事長 

說明：1、本會已於全教總理事會提案通過邀請全教總為合辦單位，並共同籌措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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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會透過學習共同體研習與讀書會的辦理，已積極儲備大型公開觀課之師資人力。 

      3、本會已先行與教發課溝通協同辦理。 

      4、SUPER教師獎得主表揚擬於當日研討會中舉行。 

辦法：如案由。 

決議：無異議認可。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主席宣佈散會(1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