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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臺北縣臺北縣臺北縣樹林市樹林國民小學教師樹林市樹林國民小學教師樹林市樹林國民小學教師樹林市樹林國民小學教師會第會第會第會第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屆第屆第屆第屆第二二二二次會員大會會議次會員大會會議次會員大會會議次會員大會會議記記記記錄錄錄錄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18 日 上 午  8 時 0 分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國際文教中心國際文教中心國際文教中心國際文教中心    

三三三三、、、、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應到  93  人，實到 65 人，請假 0人，缺席 23 人。 

四四四四、、、、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鄭建信鄭建信鄭建信鄭建信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鄭建信鄭建信鄭建信鄭建信                                     

五五五五、、、、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夥伴今天能準時與會，在會議開始前，先向各位報告今日協助會議的幾

位老師，首先是協助今日飲料及協助我們今天辦理試吃活動的裕隆老師及怡瑩老

師；報到組的芝友老師、美音老師、書玉老師；攝影工作的子維老師；今天問卷統

計工作的世芳老師、順生主任及負責監察的監事主席春福主任；以及規劃及辦理今

日會議的世芳老師、勤雅老師、美瑾老師、義育老師、怡瑩老師、芝友老師、裕隆

老師、煜津老師；以及預計今天旅遊計劃公告後能協助我們聯繫及平時辛苦擔任聯

絡工作的怡瑩老師、美瑾老師、裕隆老師、順生主任、成君老師、恬妏老師、仙鳳

老師、春福主任。謝謝大家的幫忙。 

今天的會議有如下四項重點：一是理事會目前會務運作及相關教育議題的重大

變革的報告；二是 4月 18 日辦理旅遊活動的報告；三是有關於變更章程的提案討論；

四是縣教師會辦理之校長遴選及問卷實施及統計。 

    

六六六六、、、、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 

    1.原訂於 99 年 12 月 17 日配合全國教師會推薦之保德信人壽辦理之「春風

化雨教師退撫專案」講座，因報名人數過少，已取消辦理；新年度「課稅

相關問題」目前保德信人壽及台新銀行均有提供講師，會員若有需求，請

向理事會反映，將視會員需求申請辦理。 

2.配合課稅案之實施，未來國小教師之節數將朝向「固定節數」方向辦理，

而不會有所謂「低標、中標、高標之不同」，目前已知未來級任十六節課、

科任二十節課(各校各職務的節數固定，而依班級數的差異可能會有不同編制數，行

政人員的固定節數較不確定。) 未來，是否會仍如過去有所謂的編餘節數，目

前暫不了解，因為據教育部補助各縣市政府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實施

要點草案之規定，「以校為單位，倘所遺節數足以聘一教師員額，則優先

聘任代理教師；所遺節數不足以聘一教師員額，得聘三個月以上之代課兼

課教師；惟經公開招聘無前款人員報名或前款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始可

由校內教師兼之並領兼課點費」。因此，若仍有學校端編餘節數的減課，

或二六八八增置教師的補助的課，「課務編配原則」仍是非常的重要。本

學期課務編配的相關提案，經過一番努力，終於可以在校務會議中表決，

感謝每位校務會議代表，都能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對於結果，可能是有

些夥伴滿意，有些不認同。但是，我想大家應該可以藉由這樣一次機會，

了解校務會議的重要性及民主運作的可貴。 

3.市府於 100 年 1月 20 日函准本會換發備案證書並啟用新圖記。本會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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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1 月 26 日至國稅局申請扣繳編號，並於 100 年 1月 27 日至玉山銀

行樹林分行變更帳戶名稱。今日若二項章程變更提案均能順利通過，將儘

速發文市府核備，並檢附新章程及統編至國稅局申請免扣繳稅款。 

4.旅遊活動： 

(1)活動計畫如下 
一、 日

期 
： 100 年 4 月 24 日（日）甕藏春之梅活動 

二、 地

點 
： 鶯歌陶博館醃脆梅 & 八德埤塘生態公園 

三、 行

程 
： 0900 鶯歌陶博館大門集合 

  ： 0900--0930 陶博館參觀（0930 要到醃脆梅地點集合） 
  ： 0940--1050 醃脆梅（陶瓷博物館後方陶瓷藝術園

區．風廣場） 
  ： 1050--1200 陶博館參觀（1200 到大門） 
  ： 1200--1230 往八德埤塘生態公園移動（114 縣道） 
  ： 1230--1430 TINA 廚房午餐 
  ： 1430-- 下午茶 or 公園內漫步、發呆 
四、 費

用 
： 醃脆梅每甕 350 元，午餐為套餐形式，依每人所點餐

點計費 
五、 報

名 
： 請學年欲參加老師填妥下表交回至 308（3 月 25 日

前）、或由網路報名。 

(2)網路報名(自 3月 11 日起至 3月 24 日止)；登記報名(自 3月 18 日 

會員大會公告後至 3月 24 日止)。 

(3)請各學年聯絡老師協助登記彙整，並於 3月 25 日前交 308 裕隆師! 

(4)出發前擇日辦理行前說明。 

5.有意參選全國教師會會員代表之會員，請於 3月 25 日前向理事長登記。 

6.據全教會理事長劉欽旭表示，本週教師法可能列入審查，其中學校教師

會的功能將被刪除。 

7.本學期縣教師會贈送本會立報一份，已麻煩總務處陳列於辦公室，提供

大家多一份閱報的選擇。同時每週五之師聲版，誠摯邀請大家投稿，字

數約 1000 字~1500 字，若能提供照片及圖說者更佳。 

8.連繫事項：幼稚園吳芸如老師表示，學校若有同仁參加國泰人壽保險(轉

帳代繳)可考慮集體參加報名，有 2%~3%的減免，視人數多寡，如有意願

者，請向本人詢問。 

 (二)課稅配套： 

一、七十二億配套沒被推翻：一月七日立法院處理課稅案時，另有民進黨立

委要求改配套，國民黨團堅持行政院七十二億配套，後來三讀通過時並

未被要求改配套。也就是說減課完全按照全教會與教育部原協商版本，

剩下就是導師費與專職人員兩配套有些調整，這是指課稅金額七十二億

除了減課，只能支付導師到三千及專職人力補 12‐ 20 班的學校。 

二、導師費與專職人力部分：教育部了解全教會堅持原配套不縮水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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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支持導師應給予四千元與每校都增加一名專職人員。因此仍會在明

年一月一日上路前，處理完成目前課稅經費不足，無法達成原配套部

分，也就是導師費增加至四千元與每校補專職人員一人。這部分已獲政

府支持，敬請理解第二階段全教會仍會完成執行工作。以上兩項原配

套，也是處理霸凌時學校人力建置必要的作為，這部分有其客觀環境的

需求，教育部也需配合完成。 

三、明年一月配套上路，但減課自 100 學年度下學期開始：因為事涉學生

課務完整，雖然全教會力爭 100 學年度上學期開始減課才能完整，教

育部也已轉達全教會意見至行政院，但目前看來教育部以下學期上路為

辦理期程。也請理解教育部在本案還有第二階段補足配套的事項必須執

行。 

四、同樣是行政加給，校長與主任都不必依年資區分為三級，組長不分年資

應該至少領取 4990 元加給才對，這部分全教會已著手處理。 

 (三)教師評鑑： 

     1.教育部於 99.12.22「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工作小組第 25 次會議」上，

提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鑑辦法(草案)，明確表示在修正通過教師

評鑑法源後，將依該辦法辦理「總結性評鑑」。 

     2.校長、主任為評鑑人員，即以「行政專業」指導「教學專業人員」。 

     3.教師評鑑不通過者即判定中止教師資格教師評鑑不通過者即判定中止教師資格教師評鑑不通過者即判定中止教師資格教師評鑑不通過者即判定中止教師資格，，，，不再進行複評不再進行複評不再進行複評不再進行複評。。。。    

 (四)教師工會： 

    一、入會入會入會入會————＊填表˙繳交會費：繳一份會費，同時加入教師會及教師工會 

二、鼓勵措施鼓勵措施鼓勵措施鼓勵措施————＊5/1 日成立前加入教師工會優惠多多，2年優惠辦法到期回

歸章程收費標準。 

三、期程期程期程期程————＊連署發起連署發起連署發起連署發起→→→→開始籌備開始籌備開始籌備開始籌備→→→→公開召募會員公開召募會員公開召募會員公開召募會員→→→→基層教師基層教師基層教師基層教師填表填表填表填表、、、、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5/15/15/15/1 成立大會成立大會成立大會成立大會→→→→5/25/25/25/2 報請登記證書報請登記證書報請登記證書報請登記證書。。。。    

四、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先報名，暫不收費。 

五、區產業工會限制為北縣教師會會員，團體會員較個 

    人會員入會門檻為低。 

 

(五)性平會：學校性別平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一人，採任期制，以校

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數一分之一以上。經性別會調查屬

實者之處理流程：教師法第十四條(98 年 11 月 25 日修正)：教師聘任後除

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九、經學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教師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

及第九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教師涉有第一項第九款情形者，服

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並

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

解聘。」然，教育部 9812 月 4日函：二、如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查屬

實者，不需經教評會審議，應立即報主管教育行政機核准後予以解聘。 

(六)對於不適任教師之處理，理事會的態度是「正面積極」，但程序正義是理事

簡單加入簡單加入簡單加入簡單加入    
一次收費一次收費一次收費一次收費    
二個會員身分二個會員身分二個會員身分二個會員身分    
學校教師會協助學校教師會協助學校教師會協助學校教師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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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為是應該嚴守的基本立場。 

(七)新舊退休制度比較：銓敘部 100 年 2月 1日公告之『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

金與養老給付優惠辦公』，是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32 條辦理：支領月退

休金人員，核定退休年資二十五年以下者，以百分之之七十五為上限；以

後每增一年，上限增加百分之二，最高增至百分之九十五。明訂退休總所

得以本俸乘以二的 75%到 95%為限。現在卻反過來用在職實質去產生新的階

梯公式。全教會目前仍堅持以本俸*2 為基礎。 
  中小學教師舊制、新舊交替、新制退休制度比較 

          舊制舊制舊制舊制 

   85 年 2 月以前退休者 

        新舊交替 

  85 年 2 月前後均有年資者 

（部分已退休，部分仍在職） 

      新制新制新制新制 

 85 年 2 月之後才任教

者 (佔現職的多數) 

年資 30 年 30 年（舉例）舊制 5 年+新制 25

年 

30 年 

月退休

金 

45665 元（最高本薪）モ

90％（本薪替代率）＝

41099 元 

45665 元 モ 135％（本薪替代率）

＝61648 元 

（45665 元モ 2）（粗在

職所得）モ 60％（退撫替

代率）＝54798 元 

保險養

老一次

給付或

優存 18

％每月

利息 

退休時本薪モ 36（30 年

年資的基數）モ 18％＝

約 2 萬元以下 

100 年起，（45665 元モ 2）（粗

在職所得）モ 85％（30 年最高粗

所得替代率）－61648 元＝15982 

也就是新舊合計年資 30 年者，每

月優存利息限制在 15982 元以

下，舊年資愈短，利息愈少(五年

者為 10960，一年者為 2740) 

45665 元モ 36（30 年基數）

＝164.3 萬（一次領回，

無任何 18％） 

備註 非退休儲金制，未繳退撫

基金，但繳交 30 年保險

基金 

繳交 30 年的保險基金及退休新

制 25 年資的退撫基金 

保險基金以及退撫基金

均繳交 30 年 

資料整理：全國教師會 

    

七七七七、、、、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一）案由：變更本會章程第一條「本會名稱為臺北縣樹林鎮樹林國民小學教師

會(以下簡稱本會)」改為「本會名稱為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教師會

(以下簡稱本會)」。 

        提案者：理事會 

        說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99年 12月 2日北府社團字第 09911136581 號函 

(二)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0 年 1月 20日北府社團字第 1000061628 號函 

        決議：通過。 

  （二）案由：變更本會章程第五條「本會會址設於臺北縣樹林鎮育英街 176 號(樹

林國小)」改為「本會會址設於新北市樹林區育英街 176 號(樹林國小)」。 

        提案者：理事會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 99 年 12 月 2日北府社團字第 0991113658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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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新北市政府 100 年 1月 20 日北府社團字第 1000061628 號函 

        決議：通過 

八八八八、、、、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九九九九、、、、校長遴選問卷調查及統計校長遴選問卷調查及統計校長遴選問卷調查及統計校長遴選問卷調查及統計 

十十十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