頁
次

標題 ＆ 內容

3

【光說不練？】不是說評鑑簡化要讓大家有感？怎麼還疊床架屋，重複評鑑，困擾學校？

3

【評鑑簡化】高雄市教育局回應【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學校不重複評鑑的要求！

午餐作秀

4

【作秀成性】樹下吃營養午餐好愜意？

開會渡假

4

高雄市教育局「假開會之名入住高檔渡假飯店」！

調薪 3％

5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新聞稿 1070214【口惠而實不至，說好的 3％呢？】

6

【官僚戕害偏鄉兒童】1070123 自由時報：獨家》質疑校長不適任 家長怒包圍校長室

6

【校長甄選】1070129 高雄市 107 年度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小組第 1 次會議

7

【校長甄選儲訓遴選及轉任】1070130 研商訂定「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儲訓遴選
及轉任作業要點（草案）
」會議報告

8

【不適任校長退場機制】1070224 高雄市 107 年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小組第 3 次會議
會議報告

8

【不適任校長退場機制】1070307「高雄市政府教育審議委員會第 7 屆第 1 次委員會議」
報告

9

【官官相護？】教育局不願制定「不適任校長處理機制」，莫非要放任學校亂源繼續紛擾
下去？

分類
評鑑簡化

不適任校長
退場機制

學用品採購

教團批作秀不務實

10 【別以身試法】各位老師，非權責內的學用品採購，不要攬在身上；不該收的錢，就不要
收
11 【學用品採購】學校行政怠惰不作為，轉嫁老師，陷老師於被家長質疑之風險中

弱勢關懷

空污危害

12 1070305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新聞稿【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對經濟弱勢身障學生獎助不應打
折扣】
【持續追蹤弱勢生獎助】請各校注意教育局是否補發身心障礙中低收學生獎助申請公
12 文，以及是否有身心障礙中低收學生獲得獎助。
【政府故意不執法 漠視兒童的健康】室內空氣品質法 施行繞過中小學【搶救極度空汙區
13 12.6 萬名兒童健康岌岌可危】即刻救援，刻不容緩【健康無分級 一體適用】高教產呼籲
高雄中小學教室全面安裝空氣濾清器
14 【許智傑委員辦公室新聞稿】空氣品質管理慢半拍，校園空污成漏網之魚！
14 【空污聯合記者會】1070115 學生健康權不能等 中小學校園反空污

教保費發放

【教保費發放】在【高教產】和【全教產】努力下，教育部發文各縣市政府，自 107 年 1
16 月 1 日起，教保費及私立幼兒園導師費支給方式，比照「公立中小學教師給假期間或停聘
之職務加給支給基準」辦理。
17 【事實證明】御用工會越慘，就會跟他的主人唉爸叫母越大聲，這樣對大家都好！

科科等值

適性教育

【我們要真正的科科等值！不
18 【全教產】＆【全中教】1070102 聯合新聞稿【高職授課節數】
要被歧視！】高職實習科目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應比照其他科目為 16 節
19 【全教產】＆【全中教】1070306 聯合新聞稿【要科科等值，不要被歧視】高中職實習課
分組與英數分組教學的教師教學節數應一致
【六龜高中】全教產秘書長劉亞平認為，六龜高中並非教育失敗，而是功能錯置，若能轉
20 為技職體系，至少讓學生習一技之長。
20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1070226 新聞稿【教育官僚 扼殺偏鄉教育的元凶】

1

高中畢業典禮
大學自主
高中組織規程
考生權益

21

【高中畢業典禮日程】1070207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106 學年度辦理畢業典禮日程」會
議報告

21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1070221 新聞稿【拿開政治黑手

尊重大學自主】

22

【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1070223 訂定「高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會
議報告

23

【全教產】＆【全中教】1070123 聯合新聞稿【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簡章印製錯誤】全教產
及全中教要求立即回收重印並做必要之補救措施

24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1070108 新聞稿【自己的假自己救！全教產反對惡質勞基法】
勞基法修惡

24

【新任勞動部長】全教產秘書長劉亞平表示，勞動部應該要照顧勞工，新任勞動部長許銘
春，不要淪為「資動部」部長！

25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認真為會員打年金司法訴訟，謹慎嚴選，委任專精行政訴訟與釋
憲的【金石律師事務所】
（所長：林石猛律師）集體訴訟
25 【退休年金訴訟重要訊息】「金石律師事務所」貼心提醒：請退休人員事先向退休學校確
認人事室留存的地址為目前可送達的地址。
25 【退休訴訟重要訊息】教育局預定退休核定作業期程
26 【退休訴訟重要訊息】學校有接受退休教師申請退休核定公文的義務
退休年金訴訟

26 【退休年金訴訟重要訊息】退休訴訟所需【舊制】和【新制】月退休金通知單，務請先備
妥
26 【優惠存款草案】已退休支領月退休金之教師優惠存款續存說明
27 【全教產報告】1070209 研商「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草案」第三次
會議摘要
27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1070227 新聞稿【政府帶頭踐踏剝奪軍公教尊嚴與權益
重國安危機】

教師組織
教育專業支持
大事記

製造嚴

【當冤大頭？】同樣是潘順龍手工麵線研習，
【高教產】會員免費參加，
「高教職」會員竟
28 然要繳 100 元
29 【教育專業支持】到校共備觀議課
30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與高雄縣教師會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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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說不練？】不是說評鑑簡化要讓大家有感？
怎麼還疊床架屋，重複評鑑，困擾學校？
●文：鄭穎聰（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106 年 11 月 2 日，高雄市教育
局范巽綠局長在答覆市議員蘇
炎城就行政減量及簡化相關評
鑑質詢時，表示「隨時就要來
執行了，馬上是讓大家有感的
減」。
言猶在耳，卻有某學校 107 年 3
月進行「教學正常化視導」後，6
月份又面臨「學校訪視評
鑑」
。而「教學正常化視導」有
很大比例跟「學校訪視評鑑」
有關，學校一做再做，讓學校
很麻煩。請問范巽綠局長，有
必要再多做一次嗎？不是說要
讓大家評鑑簡化有感？

單，再進行突襲訪視，才能確
實查弊。現在搞到事先知會，委
員大駕光臨，不僅無法查弊，又
搞死學校行政，尤其是同時要
作「學校訪視評鑑」的學校。
事實上，教學正常與否，不就
督學平時即應督導？若各駐區
督學平常沒有異議，哪還須要
再搞什麼「教學正常化視導」
大拜拜？好笑的是，這次「教
學正常化視導」的兩位委員之
一，就是駐區督學，那這些駐
區督學平常究竟幹什麼吃的？

「教學正常化視導」
，是教育部
「統合視導」項目。早在 104
年，同是綠營的宜蘭縣、新竹
市、台中市、桃園市和雲林縣
即因教育部的「統合視導」多
如牛毛，拒辦「統合視導」
，但
高雄市卻還死抱著「統合視導」
不放。咦，不是口口聲聲要評
鑑簡化？

這次「106 學年度教學正常化視
導」
，要求學校提供學校基本資
料、編班相關資料、課程與教
學相關資料、各類教學研究會
議及教學社群相關資料、非專
長授課之教師校內與校外進修
統計資料、評量相關資料、巡
堂制度與紀錄、連結與運用校
內外資源之佐證……，而這
些，不都是「學校訪視評鑑」
時要看的東西嗎？

在原高雄縣時代，
「教學正常化
視導」是由常態編班委員會提
出疑似違反規定的學校名

104 年 2 月 16 日，由范巽綠局
長所主持的「高雄市教育局各
項評鑑及訪視整合第 6 次會議」

做成決議，未來訪視項目由最
初約 51 項，整併及刪減至 14
項。而除了「學校評鑑」以外
的 13 項評鑑，若在個別評鑑時
已通過，於學校評鑑時，就不
予重複，並自 103 學年度下學
期起的評鑑開始實施。
換言之，若學校 3 月份已做完
「教學正常化視導」
，6 月份「學
校訪視評鑑」同樣的部分，即
不應再重複叨擾學校。要不
然，乾脆一年內同時要做「教
學正常化視導」和「學校訪視
評鑑」的學校，直接取消「教
學正常化視導」。
我們呼籲范巽綠局長說話要算
話，不要表面說評鑑簡化，卻
還是短期內重複評鑑相同的項
目，增加學校負擔。而教學正
常化，平時就要落實，不要為
了迎合所謂的「統合視導」
，搞
一大堆書面資料，訪視行禮如
儀，就叫做教學正常化。這種
教育施政，可真是一點都不正
常啊！

【評鑑簡化】高雄市教育局回應【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學校不重複評鑑的要求！
●文：鄭穎聰（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107 年 1 月 29 日，
【高雄市教育
產業工會】接獲某校反應，3
月進行「教學正常化視導」後，6
月份又面臨「學校訪視評
鑑」
。而「教學正常化視導」有
很大比例跟「學校訪視評鑑」

有關，學校一做再做，讓學校
很麻煩。
107 年 1 月 30 日，
【高雄市教育
產業工會】發出新聞稿「
【光說
不練？】不是說評鑑簡化要讓
大家有感？怎麼還疊床架

屋，重複評鑑，困擾學校？」
http://www.keu.org.tw/keu/new
View.aspx？keuNewsId=16843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在新
聞稿中，明確要求若學校 3 月
份已做完「教學正常化視導」
，6
3

月份「學校訪視評鑑」同樣的
部分，即不應再重複叨擾學
校。否則，乾脆一年內同時要
做「教學正常化視導」和「學
校訪視評鑑」的學校，直接取
消「教學正常化視導」
。
高雄市教育局因此發出新聞
稿，回應【高雄市教育產業工
會】學校不重複評鑑的要
求！教育局在新聞稿表示，
「教
學正常化視導完成後，該視導
結果將回饋予學校評鑑委員先
行參酌，並以該結果作為學校
評鑑教學活動的檢核來源。」
轉貼 107 年 1 月 30 日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新聞稿
●●●1070130 高雄市政府教
育局新聞稿●●●

==========================
回應教育產業工會評鑑減量事
宜
依法督導敎學正常化減少學校
負擔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訂定「國民中學教學正常化視
導實施計畫」規定，各縣市政
府每學年度結束前至少應對所
轄各國中完成一次「國民中學
教學正常化視導」工作；高雄
市教育局表示本視導係中央規
定應辦理事項，以確保各國中
落實教學正常化執行。
教育局表示，教育部教學正常
化視導僅是針對有關課程、教
學與評量等面向進行檢核，與
學校評鑑有所差異，暫無法整
併納入。

今年（107 年）教學正常化視導
辦理期程係 3 月到 4 月期間，國
中學校評鑑是自 5 月中旬起至
6 月初，兩者在辦理期程上並無
重疊，故教學正常化視導完成
後，該視導結果將回饋予學校
評鑑委員先行參酌，並以該結
果作為學校評鑑教學活動的檢
核來源。
教育局自 100 年起，逐年檢討
辦理的各項訪視評鑑；自 103
學年至 106 學年間，已由原 50
餘項訪視評鑑項目減少至目前
10 項，同時積極協調本局各訪
評業務科室，將各校於學年內
受實地訪評次數管控於 2 次以
內（不包含追蹤輔導及抽查
等 ）， 並 且 大 部 分 以 線 上 為
主，現場為輔，並依業務性質
分為 2 至 6 年 1 次等頻率辦理。

【作秀成性】樹下吃營養午餐好愜意？ 教團批作秀不務實
●文：廖建中（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
高雄市教育局華而不實、只重
視媒體一日效果的毛病，存在
各項教育政策之中。連學生吃
個營養午餐，也要拿來作秀獻
寶：
●1070120 蘋果即時：樹下吃營
養午餐好愜意 教團批作秀不
務實

●1070120 蘋果日報：推樹下用
餐 高市挨轟作秀
高市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廖建
中說，物價不斷上漲，營養午
餐費未彈性調整，菜色越來越
差，教育局未去解決實質問
題，
「辦活動一天就過去，先前

準備或評鑑也只是做資料」
，質
疑根本作秀。
媒體報導：
●1070120 蘋果即時：樹下吃營
養午餐好愜意 教團批作秀不
務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雄市教育局「假開會之名入住高檔渡假飯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劉亞平（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秘書長）
高雄市，花媽執政，花錢第
一，負債破表，全國第一！范
巽綠，追隨陳菊腳步，花錢也
不手軟，作秀、出國的花費，應
該也是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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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教育局官員和校長，
「假
開會之名，行渡假之實」
，開個
高中校長會議，上百人團浩浩
蕩蕩，入住有爭議的高檔渡假
飯店，網站上皇家大套房一間
開價要 53680 元，五萬三一

晚。教育局剋扣學校經費，竟
有錢供長官吃好住好！
媒體報導：
●1070306 蘋果即時：校長會議
遭質疑住高檔飯店 高市府：
每晚 1600 元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新聞稿 1070214

【口惠而實不至，說好的 3％呢？】
●新聞聯絡人：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文宣部主任薛慧盈、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黃耀南
行政院於 107 年 1 月 31 日公告
了 公 教 人 員 調 薪 案
（ https://www.dgpa.gov.tw/
information?uid=2&pid=7977
），並將各級公教人員的調薪
幅度皆公告於網頁之中：「107
年度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調增
3％案，業經行政院 107 年 1 月
31 日 院 授 人 給 字 第
10700000011 號函核定，將俟
107 年度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
調增案經總統公布後，溯自同
年 1 月 1 日生效。」在網頁中
並且公告教師調薪後的薪
資，在「學術研究費」一欄，行
政院公告如（附件一）。但是
對照原本教師的學術研究費來
看（附件二），實際上的調幅
根本不到 3％。如果加上本
薪，教師的薪水加給完全沒達
到當初行政院長所說的 3％調
幅（見附件三）。
賴清德院長走馬上任時，曾推
翻林全院長軍公教不加薪的說
法，改口為了台灣經濟而要全
國公教人員於 107 年加薪 3
％。結果一延再延，直至一月
底才勉強公佈了加薪幅度。但
可笑的是，這樣拖拖拉拉、不
乾不脆的加薪，最後卻仍沒加
到原先所說的 3％。難道是小學
在教四捨五入嗎？少的那 0.1
～0.4％就可以撙節了支出？
假如加薪如此勉強，那又何必
做假動作給全國老百姓看？
再者，全教總於今日發了一封
公文給教育部，直指加薪未達 3

％，在網路上喊得震天價響。全
教總為了 0.1％～0.4％的加薪
幅度為老師爭取權益，無可厚
非；但自前年至去年的年金改
革，全教總卻默許甚至贊揚政
府任意調降教師的退休金達 20
％之多。如此放大魚抓小蝦，也
讓全國教師感覺心寒。
【全教產】在此呼籲政府，不
要做口惠而實不至的舉動；再
假意向老百姓說對公教人員多
禮遇。如此虛情假意的騙術，難
道還要老師們對政府感恩戴
德？
全 國 教 育 產 業 總 工 會
(www.neu.org.tw)各會員工會：
台南市大府城教育產業工會、
新北市教育產業工會、臺北市
學校教育產業工會、雙北教育
產業工會、新竹縣教育產業工
會、中華民國教育產業工會、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
會、花蓮縣教師職業工會、花
蓮縣教育產業工會、苗栗縣教
師職業工會、苗栗縣教育產業
工會、屏東縣教師職業工會、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桃園市
教育產業工會、桃園市教師職
業工會、基北中等教育產業工
會、彰化縣教育產業工會、雲
林縣高國中小教師職業工會、
新北市中等教育教師職業工會、
新竹市教育產業工會、臺中市
教育產業工會、臺南市高中職
教師職業工會、彰化縣教育產
業工會

附件一：公立中小學校教育人
員學術研究加給表
（單位：新臺幣元）
職稱

月支
數額
32,100

校長
支 本 薪 475
32,100
薪點以上者
支 本 薪 350
薪 點 至 450 27,040
教師、
薪點者
輔導老
支 本 薪 245
師
薪 點 至 330 23,820
薪點者
支 本 薪 230
20,700
薪點以下者
（本表自 107 年 1 月 1 日生效）

附件二：修正公立中小學校教
育人員學術研究加給表（核訂
本）
（單位：新臺幣元）
職稱

月支
數額
31,320

校長
支 本 薪 475
31,320
薪點以上者
支 本 薪 350
薪 點 至 450 26,290
教師、
薪點者
輔導老
支 本 薪 245
師
薪 點 至 330 23,160
薪點者
支 本 薪 230
20,130
薪點以下者
（本表自 104 年 12 月 27 日生效）

附件三：
薪點
650
475
350
245
230 以下

100 年
本俸
48415
39090
31430
25435
24400

107 年
本俸
49875
40270
32385
26210
25180

調薪幅度 104 年
107 年 調薪幅度 104 年
107 年 調薪幅度
％
學術加給 學術加給
％
薪資總額 薪資總額
％
3.0156
31320
32100 2.4904
79735
81975 2.8093
3.0187
31320
32100 2.4904
70410
72370 2.7837
3.0385
26290
27040 2.8528
57720
59425 2.9539
3.047
23160
23820 2.8497
48595
50030 2.953
3.0278
20130
20700 2.8316
44570
45880 2.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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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戕害偏鄉兒童】1070123 自由時報：
獨家》質疑校長不適任 家長怒包圍校長室
●文：劉亞平（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秘書長）
高雄市校長，終身職，比大法
官還優渥！校長遴選，零競
爭，零淘汰，除了「退休」和
「死亡」
，沒有人會「下台」！
高雄縣市合併以來，陳菊當了
七八年市長，沒有一個校長被
淘汰，不適任教師還有淘汰機
制，不適任校長的淘汰機制何
在？
范巽綠局長，你喜歡學花媽花
錢作秀，你喜歡花錢出國旅
遊，現在把「市區」拒絕的「不
適任校長」
，丟到「偏鄉」來「資
源回收」
，還有「教育良知」嗎？
陳菊市長，范巽綠局長，孩子
的教育不能重來，你們不淘汰
不適任校長，把這些市區拒收
的校長丟到偏鄉地區，把偏鄉

學校當不適任校長的「回收
場」，把偏鄉兒童當作「實驗
品」
，你們對得起偏鄉的家長和
學生嗎？

管道跟校長協會和教育局反映
問題，但該處理不處理，終於
讓事情爆發！

【馮綉雯】校長，歷任高雄市
左營區明德國小、三民區愛國
國小，現任六龜區龍興國小，一
路走來，
「爭議」如一，人格特
質和領導風格，實在不能讓人
苟同，市區的愛國國小發動大
連署拒絕她連任，教育局把她
安置在偏鄉的龍興國小，不到
半年又發作了。

昨天，六龜區龍興國小的家長
和社區人士自動自發到學校關
心教育，我們幹部算過至少五
十幾位，
【高雄市校長協會】和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見證
了校長如何「冷落」、「躲避」
這些家長，不敢面對問題，不
敢面對家長，所以校長協會和
工會將協助家長們會見教育局
長，請范巽綠局長救救偏鄉的
孩子！

我們為了處理【馮綉雯】校長
的問題，已經三度到六龜區龍
興國小，一次還是晚上從台北
開完記長會直奔山上與教師和
家長對談，昨天更是一大早六
點出發到龍興國小，我們透過

媒體報導：
●1070123 自由時報：獨家》質
疑校長不適任 家長怒包圍校
長室

【校長甄選】1070129

高雄市 107 年度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小組第 1 次會議
●時間：107 年 1 月 29 日（星
期一）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鳳翔國小二樓會議室
●代表：林孟楷
●1070123 自由時報報導：
「質
疑校長不適任 家長怒包圍校
長室」
●1070124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
會秘書長劉亞平發文怒批：
「高雄縣市合併以來，陳菊當
了七八年市長，沒有一個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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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淘汰，不適任教師還有淘汰
機制，不適任校長的淘汰機制
何在？」

制定不適任校長退場機制，接
下來就來看看高雄是玩真還是
玩假的？

「范巽綠局長，你喜歡學花媽
花錢作秀，你喜歡花錢出國旅
遊，現在把「市區」拒絕的「不
適任校長」
，丟到「偏鄉」來「資
源回收」
，還有「教育良知」嗎？
」

而【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一
向玩真的！！

在【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抨
擊下，高雄市教育局終於開會

會議重點：
●合併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儲
訓遴選及轉任來訂定「高雄市
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儲訓、
遴選及轉任作業要點」草案。

※草案甄選儲訓重點如下：
1.參加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經
錄取之人員應參加儲訓，儲訓
包含基礎訓練及行政實習如
下：
（1）基礎訓練八週：課程規劃
由教育局另定之，訓練成績不
合格者得於三年內向教育局申
請重新訓練一次，未於期限內
提出申請或重新訓練不合格
者，取消校長甄選錄取人員資
格。
（2）行政實習一學年：經基礎
訓練合格，由教育局安排行政
實習，行政實習成績不合格者
得向教育局申請下一學年重新
行政實習，未提出申請或重新
行政實習不合格者，取消校長
甄選錄取人員資格。
（3）校長甄選錄取人員訓練成

績合格及行政實習成績合
格，始為儲訓成績合格。
※草案轉任（校長退場機制）
重點如下：
1.現職校長轉任機制，依下列
方式處理：
（1）具有教師資格願意回任教
師者，由本局分發學校任教，不
受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相關規定之限制。
（2）未獲遴聘，未具教師資格
無法回任或具有教師資格不願
回任教師者，高雄市政府得依
下列方式辦理：
1、符合退休條件自願退休
者，准其退休。
2、不符合退休條件或不自願退
休者，視其意願及資格條件，優
先輔導轉任他職。

（3）經本局查明有不適任之事
實者，應予改任其他職務或為
其他適當之處理
●校長甄選重要期程
（一）107 年 2 月 2 日至 7 日網
路報名。
（二）107 年 2 月 8 日至 9 日受
理報名初核積分。
（三）107 年 2 月 14 日應試人
員網路查詢資績積分。
（四）107 年 2 月 21 日受理應
試人員資績積分疑義查詢。
（五）107 年 2 月 24 日筆試。
（六）107 年 3 月 6 日至 3 月
20 日複選人員訪評。
（七）107 年 3 月 24 日口試。
（八）107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木章訓練。
（九）107 年 4 月 2 日至 5 月
30 日國中小校長儲訓。

【校長甄選儲訓遴選及轉任】1070130
研商訂定「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儲訓遴選及轉任作業要點（草案）」會議報告
●時間：107 年 1 月 30 日（星
期二）上午 11 時 30 分
●地點：教育局第三研討室
●主持人：黃副局長盟惠
●會議代表：潘如梅
本案係整併原有「高雄市市立
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儲訓要
點」、「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校
長遴選作業及遴選委員會設置
要點」及「高雄市立國民中小
學校長遴選作業注意事項」等
三個法規而新訂，並於昨天經
高雄市 107 年度市立國民中小
學校長甄選小組第 1 次會議初
步審議修正，現再經法制作業
程序提外部會議討論，所以並
無太大的差異。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高雄
縣教師會）於會中發言及修正

重點如下：
一、校長甄選錄取人員，應參
加儲訓，儲訓包含下列：
（一）基礎訓練八週：課程規
劃由本局另定之。基礎訓練成
績不合格者，得於三年內向本
局申請重新訓練一次，未於期
限內提出申請或重新訓練不合
格者，取消校長甄選錄取人員
資格。。
（二）行政實習一學年：經基
礎訓練合格，由本局安排行政
實習，行政實習成績不合格
者，得向本局申請下一學年重
新行政實習，未提出申請或重
新行政實習不合格者，取消校
長甄選錄取人員資格。
前項成績計算方式及成績合格
基準本局另定之。

二、有關廢止候用之資格部
分，因原高市法規有此規定，因
此之前甄選合格未於本市國中
小學校遴聘為校長者因此受其
拘束。但縣市合併後也已七
年，如十年內無是類校長候用
人員，而具候用資格與參加遴
選不是一定相關，且因國教法
亦無相關規定，本會建議刪除
「取得校長候用資格十年
內，未獲遴聘為國中小校長。」
三、茲因「偏遠地區學校教育
發展條例」規定校長任期為一
任四年，原住民族學校及原住
民重點學校亦適用該條例規
定，故原有一任三年部分予以
刪除。本會建議現任校長如有
任期三年者，係依原任期規定
？亦或可依該條例延任一
年，應予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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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長任期均改為一任四
年，得連任一次。
「偏遠地區學
校校長辦學績效卓著，校務發
展計畫經審核通過，並經本市
遴選委員會同意者，得連任二
次。」有關【校務發展計畫經
審核通過】部分，本會建議應
確認究竟是「校務會議」或「教
審會」審核通過。

五、增訂校長轉任及不適任處
理機制，如下：
現職校長轉任機制，並依下列
方式處理：
（一）具有教師資格願意回任
教師者，由本局分發學校任
教，不受教師法、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未獲遴聘，未具教師資
格無法回任或具有教師資格不

願回任教師者，本府得依下列
方式辦理：
1、符合退休條件自願退休
者，准其退休。
2、不符合退休條件或不自願退
休者，視其意願及資格條件，優
先輔導轉任他職。
現職校長經本局查明有不適任
之事實者，應予改任其他職務
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不適任校長退場機制】1070224

高雄市 107 年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小組第 3 次會議會議報告
●時間：107 年 2 月 24 日下午
7時
●地點：高雄市鳳山區鳳翔國
小二樓會議室
●主席：黃盟惠
●本會代表：林孟楷
臨時動議：
案由一、建議訂定「高雄市立
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儲訓遴選
及轉任作業」第二十七條（校
長退場機制）的標準化流程與
申請表格，提請討論。
（高雄縣

教師會）
說明：本會曾接獲會員反應 A、
B、C 三位校長誇張行為，分別
是 A 校長刁難老師請假、B 校長
引起校內與家長的反彈，而 C
校長最為誇張，居然不准老師
請【喪假】
，連老師低聲下氣拜
託居然還是不理睬不回應，如
果這種失德誇張不准請假的起
始原因跟教育局有關，工會就
去范巽綠局長室灑冥紙；若是
跟 C 校長自己獨裁治校理念有

關，那工會就去 C 校長室抬棺
放哭調。綜合以上情形，就是
因為校長退場機制的標準化流
程與申請表格皆未制定，造成
空有法條卻無法實際運作校長
退場機制程序的怪異情況，讓
許多老師與家長求助無門。
決議：主席裁示此臨時動議提
案移交給教育局做後續相關的
討論與處理。

【不適任校長退場機制】1070307

「高雄市政府教育審議委員會第 7 屆第 1 次委員會議」報告
●時間：107 年 3 月 7 日（星期
三）上午 9 時
●地點：四維行政中心
●主席：范巽綠局長
●本會代表：李賢能
本次教審會中，本會的提案就
是【不適任校長退場機制】
，希
望能讓已經不再適合擔任此職
務的校長能夠除了退休之外還
有其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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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李賢能（高雄縣教
師會）
●案 由：建議建立不適任校
長的退場機制。
●說 明：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9-1 條，對於國中小校長之不適
任事實，查明確實者應予「改
任其他職務」或「其他適當之
處理」，另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9-4 條，對於未獲遴聘的校長設
有「回任教師」及「輔導轉任
他職」之機制，但高雄市歷來
對於不適任校長的處理幾乎付

之闕如，且在校長遴選時，幾
乎零競爭、零淘汰，一個蘿蔔
一個坑，保證上壘，完全顯現
不出具有汰除不適任校長的作
用。完整的校長遴選，除了儲
訓、遴選、考核，對於不適任
者也應該設有退場機制。
●建議或辦法：修訂現有校長
遴選相關辦法，建立完善可行
之退場機制
●補充說明：

在教審會中說明了提案的動
機，是因為本會近來正在處理
某些學校的校長問題，認為若
不適合的校長放在不適合的學
校，只是讓彼此痛苦，而若依
照現行的制度，往往要等到任
期屆滿參加遴選才有辦法汰
換，在任期中卻無相關機制可
行，這樣對學校造成傷害極
大。而教育局於 2 月 1 日頒訂
的「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
甄選儲訓遴選及轉任作業要點
」中，對於現職校長於任期中
發生的問題也只有「現職校長
經本局查明有不適任事實

者，應予改任其他職務或為其
他適當之處理。」的簡單條
文，如何啟動、流程如何進行
都沒有說明，因此提案希望教
育局制訂相關的 SOP，以供遵
循。
不過似乎因為議題過於敏
感，在場委員僅一位家長團體
代表及另一教師團體代表發言
支持，並認同本會制訂 SOP 的
訴求，希望比照「高雄市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
作業要點」將不適任校長的各
種案件加以分類，訂出期程。

最後范局長特別點名校長代
表，也就是現任校長協會理事
長楊光明校長發言，其表示目
前幾個校長的個案，校長協會
都在積極輔導，也會有退場的
情形，因此范局長便下結論，希
望先照剛頒訂的「高雄市立國
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儲訓遴選及
轉任作業要點」來運作看看，若
不足之處再修訂辦法。
（總歸一
句，就看教育局處理不適任校
長的誠意與決心能夠堅持到什
麼程度）

【官官相護？】教育局不願制定「不適任校長處
理機制」，莫非要放任學校亂源繼續紛擾下去？
●文：鄭穎聰（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在 107
年 3 月 7 日的教育審議委員會
提案要求制訂「不適任校長退
場機制」
，結果會議結論是「希
望先照剛頒訂的『高雄市立國
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儲訓遴選及
轉任作業要點』來運作看看，若
不足之處再修訂辦法。」
在高雄市，只要當上校長，除
非死亡，或是退休，否則就算
做得再天怒人怨，校長遴選還
是有學校可去。
常見到在甲校搞到學生家長老
師通通反彈的校長，待不下去
就遴選到乙校，繼續故我。或
是被市區學校家長老師拒絕的
校長，就遴選去偏鄉。
校園裡校長若不適任，傷害的
是所有師生、整個學校，對教
育危害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
不適任教師，可謂是校園中最
大的亂源。

高雄市教育局雖然在「高雄市
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儲訓遴
選及轉任作業要點」中，增加
了「現職校長經本局查明有不
適任事實者，應予改任其他職
務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的簡
單條文，但對於如何啟動、怎
樣進行，卻沒有任何 SOP。
相較於處理不適任教師，教育
局可就積極多了。不但訂定了
「高雄市各級學校不適任教師
審議處理要點」
，還有「高雄市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
教師作業期程及管制措施」
，但
對於不適任校長，卻付之闕
如。
難道不適任校長，不用積極處
理？不需要不適任校長的審議
處理要點？不用管制不適任校
長的處理作業期程？任由不適
任校長繼續作亂下去？

並不是考上校長甄選，就一定
能做好校長。當校園毒瘤「不
適任校長」出現，沒有「不適
任校長審議處理要點」
，也沒有
「不適任校長作業期程及管制
措施」
，只憑現在「校長甄選儲
訓遴選及轉任作業要點」的一
句「現職校長經本局查明有不
適任事實者，應予改任其他職
務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就能
有效終結不適任校長之亂？
這究竟是教育局鄉愿？抑或是
官官相護？
奉勸高雄市教育局，作為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人在公門好修
行。不要只想著校長可以幫教
育局做多少事，為了校園安
寧，對於不適任校長，應制定
處理機制。該訂定的審議要點、
作業管制期程，該處理就要處
理，以徹底根絕不適任校長之
害，還給校園純淨的教學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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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身試法】各位老師，非權責內的學用品
採購，不要攬在身上；不該收的錢，就不要收
●文：鄭穎聰（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接獲
學生家長反映，有學校學生作
業簿和美勞用品，非由學校依
法定流程採購，而是老師指定
廠商來購買，錢由老師收齊，部
分進家長會戶頭，部分留做班
費。
荒謬的是，除了收廁所清潔費
外，被投訴老師還另外加碼收
了一筆班級教室打掃費。
上學期如此，這學期又這樣。上
學期結束時，班費花光光，卻
完全沒有收支明細。
投訴家長表示，
「老師只有列舉
各科學習單＋閱讀資料＋班級
影印資料＋暑假作業影印＋垃
圾袋、清潔用品......和其他
雜項支出，就這樣每人要交 560
元」
「上學期更扯，要我們家長出
找清潔公司來打掃教室，一間
2800，要全班平均分攤，不過
她有問家長有沒有意見，大家
哪敢有意見」
「新生入學第一天，沒有一個
家長敢說不要」
「這學期代辦費 440，他乾脆直
接收 1000 元」
「收班費的事不是只有我小孩
一班」
「發回一張班親會會議紀錄決
議，班費就收取 560 元」
「不是我付不起，但能不能別
這麼誇張」
依照「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3
年 1 月 29 日高市教小字第
10330678200 號函」
，代收代辦
費項目明訂為「教科書費」
、
「交
通車費」、「家長會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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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保險」及「午餐費」等 5
項，其它如廁所清潔費、學用
物品費、游泳教學費、畢業旅
行費、學生活動費、電腦維護
費及齲齒防治費等，不得列入
註冊單上強行收取。
更早之前的「高雄市政府教育
局 101 年 1 月 11 日高市教小字
第 10130335300 號函」更明白
規定，
「作業簿本、美勞材料等
文具用品原則上由學生或家長
自行購買，如學生或家長無法
自行購買，學校基於服務性質
得代為代收代付，如金額有超
過規定，並請依政府採購法辦
理。」
「惟學校代購前，應以正
式書面通知家長，並載明收費
摘要及收費明細加蓋學校章
戳，並加印「您若有任何疑
問，請向本校查詢」及「本代
購可自由參加，不強制購買」
等字樣書面向家長說明後，再
依家長意願收費代購。」
換言之，除了「教科書費」
、
「交
通車費」、「家長會費」、「學生
團體保險」及「午餐費」外，其
他都不能收了。不僅沒有廁所
清潔費、學用物品費、游泳教
學費、畢業旅行費、學生活動
費、電腦維護費及齲齒防治
費，更遑論所謂的班費、教室
打掃費。
不要以為班級家長會決議，就
可以以任何名目向家長收
費。法令規定不能收班費，透
過班級家長會背書，還是違
法。沒有法律授權，是不能規
定別人繳交金錢財物的。
「高雄
市教師職業工會」曾經教老師
用班親會決議來收班費，根本
就誤導。
而作業簿本、美勞材料等文具
用品若基於服務性質，也只有
學校得代收代辦，並非老師可
以攬來採購，且金額超過規定

者，學校亦應依政府採購法辦
理。
學校若規避應依法採購的責
任，由學年老師代勞，所給家
長的通知單上沒有學校章
戳，採購結果，好壞家長批評
都算在年級老師頭上，還可能
被家長質疑有否中飽私囊。明
明就不是學年老師的業務，老
師們何必淌這渾水惹一身腥
呢？
規定寫得清清楚楚，大家千萬
別以身試法。因此各位老師，非
權責內的學用品採購，不要越
俎代庖攬在自己身上；不該收
的錢，就不要收。
轉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的兩份
函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3
年 1 月 29 日高市教小字第
10330678200 號函●●●
==========================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9 日
發文字號：高市教小字第
10330678200 號
附件：
「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學
雜費各項代收代辦費收取基準
應行注意事項」
主旨：重申「高雄市立國民中
小學學雜費各項代收代辦費收
取基準應行注意事項」相關規
範，請 查照。
說明：
一、
「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學雜
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取基準
應行注意事項」明訂代收代辦
費項目為「教科書費」、「交通
車費」、「家長會費」、「學生團
體保險」及「午餐費」等 5 項，爰
其它如廁所清潔費、學用物品
費、游泳教學費、畢業旅行費、

學生活動費、電腦維護費及齲
齒防治費等，不得列入註冊單
上強行收取。
二、倘涉及學生學習與教學需
求，必須於代收代辦費之外另
外收費，學校務必於新學期事
先進行全校家長意願調查，並
說明學校基於服務性質得為代
收代辦，如金額有超過規定
者，請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三、惟學校收取代收代辦費
前，應以正式書面通知家長，並
載明收費摘要及收費明細加蓋
學校章戳，並加印「您若有任
何疑問，請向本校查詢」及「本
代購可自由參加，不強制購買」
等字樣書面向家長說明後，再
依家長意願代收代辦。
正本：本局所屬公立國小（全）
副本：國小教育科（紙本）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1

年 1 月 11 日高市教小字第
10130335300 號函●●●
==========================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1 日
發文字號：高市教小字第
10130335300 號
主旨：有關本市市立國中小各
項代收代辦費收取基準應行注
意事項乙案，請依說明事項辦
理，請查照。
說明：
一、
「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學雜
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取基準
應行注意事項」
（以下簡稱本收
費應行注意事項）已依教育部
規定，業於 100 年 11 月 1 日修
訂，明訂學校代收代辦之項目
－教科書費、交通車費、家長
會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午餐
費。

二、基於上述規定，除了本收
費應行注意事項規定之代收代
辦項目以外，其他項目如作業
簿本、美勞材料等文具用品不
得列入註冊單上強制收取。作
業簿本、美勞材料等文具用品
原則上由學生或家長自行購
買，如學生或家長無法自行購
買，學校基於服務性質得代為
代收代付，如金額有超過規
定，並請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惟
學校代購前，應以正式書面通
知家長，並載明收費摘要及收
費明細加蓋學校章戳，並加印
「您若有任何疑問，請向本校
查詢」及「本代購可自由參
加，不強制購買」等字樣書面
向家長說明後，再依家長意願
收費代購。
正本：本市各國小
副本：本局國中教育科、國小
教育科

【學用品採購】學校行政怠惰不作為，轉嫁老師，陷老師於被家長質疑之風險中
●文：鄭穎聰（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每學期學生作業簿、美勞材料
等文具用品採購，教育局早在
101 年即明確規定：
「原則上由
學生或家長自行購買，如學生
或家長無法自行購買，學校基
於服務性質得代為代收代
付，如金額有超過規定依政府
採購法辦理。」
然而這麼多年以來，卻依然有
學校行政怠惰，對於學用品採
購，視規定於無物，規避不作
為，轉嫁學年老師，讓年級老
師處理。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接獲
家長反映，其子女學用品疑似
因未依規定由學校採購，而是
由老師自行找廠商購買，導致
某些品項買的價格比市面上要

高。
被檢舉老師不是會員，但我們
發現該校也有會員老師有這情
形。為了保護老師，我們於 107
年 3 月 7 日牛奶瓶報報發出提
醒：
【別以身試法】各位老師，非
權責內的學用品採購，不要攬
在身上；不該收的錢，就不要
收。
學用品採購既然是學校行政責
任，老師們幹嘛攬在身上？又
不一定能買在市場最低價，若
家長質疑為何比一般商家
貴，老師們豈不是自找麻煩？
該是學校行政業務，就學校行
政做。我們呼籲高雄市教育
局，清查那些學校未依規定辦

理學用品採購，不要教育局規
定歸規定，學校置之不理，行
政該做的學用品採購轉嫁給學
年老師，置老師於被家長質疑
之風險中。
附帶一提，校務會議無法決議
強迫每一個老師掏出錢來給學
校供校務使用，同樣地班級家
長會也不能決議每一個家長一
定要繳多少錢出來做班費給班
級運用。沒有法律授權，就不
能強迫家長交錢。教育局也明
白規定，能代收代辦的只有「教
科書費」、「交通車費」、「家長
會費」
、
「學生團體保險」及「午
餐費」等五項，並沒有所謂「班
費」
。所以各位老師，別以身試
法，不該收的班費，就不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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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5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新聞稿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對經濟弱勢身障學生獎助不應打折扣】
●新聞聯絡人：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鄭穎聰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訂定獎助全
市高中職以下學校經濟弱勢身
障學生獎助辦法，但該局日前
函文各校，卻限縮只有低收入
戶學生才能申請獎助，高雄市
教育產業工會要求教育局應
「中低收」學生都補助，不能
打折扣，影響經濟弱勢學生受
教權。
高市府教育局七年前訂定「高
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經濟弱
勢身心障礙學生獎助辦法」
，規
定就讀高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之身心障礙學生，凡持有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其授權
機關核發之中低收入或清寒家
庭子女生活教育補助證明文件
者，高中及高職每名獎助 4000
元，國中及國小每名獎助 3000
元，申請獎助學金者，應於每
年 3 月 15 日前檢附證明文件向
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高市教育產業工會指出，市府
教育局日前函文各高中職及國
中小學，要求各校 3 月 9 日前
為「低收入」身心障礙學生申
請獎助，排除「中低收」學生，教
育局疑礙於經費而限縮申請對

象，但「再窮也不能窮教育」
，尤
其是經濟弱勢的身障學生，少
了獎助學金，將加重其經濟負
擔，甚至無法順利完成學業。
高市教育產業工會批市府債台
高築，不思如何開源節流，卻
把腦筋動到限縮經濟弱勢身障
學生身上，令人難以苟同。工
會呼籲教育局依獎助辦法規
定，針對全市高中職以下中低
收入經濟弱勢身心障礙學
生，給予獎助學金補助，協助
他們完成學業。

【持續追蹤弱勢生獎助】請各校注意教育局是否補發身心障礙中低
收學生獎助申請公文，以及是否有身心障礙中低收學生獲得獎助。
●文：鄭穎聰（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高市府教育局訂定獎助全市高
中職以下學校經濟弱勢身障學
生獎助辦法，但該局日前函文
各校，卻限縮只有低收入戶學
生才能申請獎助。
【高雄市教育
產業工會】要求教育局應「中
低收」學生都補助，不能打折
扣，影響經濟弱勢學生受教
權。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3 月 5
日發出新聞稿，質疑教育局剝
奪中低收弱勢身障學生獎助學
金的新聞稿後，自由時報、台
灣時報、真誠報等多家媒體 3
月 6 日立即披露，顯示對此議
題的重視及對弱勢學生的關
懷，本會深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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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回應
媒體詢問時，強調補助對象沒
變，是公文簡寫引發誤會，該
局並強調「低收」學生、
「中低
收」學生及家戶年所得在 30 萬
元以下（國稅局證明）都可提
出申請，後兩者只是簡略未
寫。

下弱勢身障學生全部列入獎助
對象，白紙黑字，讓各高中職、
國中小學有所根據，為弱勢身
障學生申請獎助學金。

特教科並強調，從民國 103 年
後每年追加補助金 171 萬元，並
未礙於經費而限縮對象。

媒體報導：
●1070306 自由時報：
〈南部〉
限縮補助高中職以下弱勢生
教育局稱誤會
●1070306 臺灣時報:教產工會
批影響經濟弱勢學生受教權
●1070306 臺灣時報：教育局並
無限縮獎助學金申請對象
●1070306 真晨報：獎助學金資
格限縮 教產工會怒

依據獎助辦法規定，中低收弱
勢身障學生高中職生每人獎助
4000 元，國中小生 3000 元。
我們呼籲各校注意市府教育局
是否再補發公文，將「低收」
「中
低收」及家戶年所得 30 萬元以

同時，請各校持續追蹤三類補
助對象是否確實獲得獎助，維
護弱勢身障學生受教權。

【政府故意不執法 漠視兒童的健康】室內空氣品質法 施行繞過中小學
【 搶 救 極 度 空 汙 區 1 2. 6 萬 名 兒 童 健 康 岌 岌 可 危 】 即 刻 救 援 ， 刻 不 容 緩
【健康無分級 一體適用】高教產呼籲 高雄中小學教室全面安裝空氣濾清器
●新聞聯絡人：錢佳鳳（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法規部副主任）
日前空汙嚴重時，高雄市政府
要求校方不能辦運動會，要掛
空汙旗，廣播提醒學生減少戶
外活動，在教室內躲避空汙。真
相是，空氣分子會擴散，教室
內和操場上的空氣汙染是一樣
的，躲在教室內，還是一樣
毒！ 高雄市教育局 21 日號召
144 所中小學成立「校園空汙防
制 聯 盟 」， 集 思 廣 益 解 決 空
汙，在空氣汙染嚴重區域的學
校建置「樂活運動館」
、試辦「校
園室內空氣品質智慧示範教室
」等。然而，高雄還需要選辦、
試辦、示範…的敷衍拖延政策
嗎？
行政院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資
訊網強調，
「室內空氣品質對於
經常在室內的兒童…更是特別
重要。因為兒童身體正在成長
中，呼吸量與體重的比例較成
年人高 50％，再加上兒童有 80
％以上的時間是生活在室
內，因此兒童比成年人更容易
受到室內空氣污染的危害。WHO
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因為室內
空氣污染而死於氣喘的人，全
球每年有 10 萬人，其中有 35
％為兒童」由此可知，兒童應
列為首要保護的對象之一。環
保署早在民國 100 年 11 月 23
日就發布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法，其中第 6 條明定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少年
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和教室應受該法保障。但環保
署於 103 年、106 年公告應符合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

第二批場所，並預計 108 年納
管幼兒園；目前縣市政府、公
家機關、百貨公司、大賣場、
醫院、養老院…等場所都公告
納管了，卻獨獨遺漏中小學的
教室！中央政府明明知道兒童
在校時間長，教室空氣品質很
重要，卻故意繞過不執法！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依據
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站的資
料，統計一年空品不良日
（AQI>100）與 pm2.5 年均濃
度，其中左營區以不良日達 156
日 ， pm2.5 年 均 濃 度 為
40.1ug/m3，最為嚴重。其次為
楠梓、小港、仁武、橋頭、前
金、前鎮、鳳山、和林園。此
外，未設監測站的高雄市其他
行政區，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依據衛福部 105 年與空汙息
息相關的肺癌死亡率，統計鄰
近工業區且肺癌標準化死亡率
超過高雄市平均值的區域有茄
萣、彌陀、湖內、永安、大寮、
大社、路竹、岡山。尤其受到
興達電廠空汙影響的茄萣
區，標準化死亡率是 39.8 人每
十萬人，更是超過高雄平均值
24.9 高達 6 成。這 17 極度空汙
危害區內的小學有 135 所，國
中有 55 所，區域內國中小學生
人數約 12.6 萬人，政府應即刻
救援，刻不容緩。
我們羨慕雲林西螺文昌國小全
校每間教室都裝空氣清淨
機，讓學生可以在清淨空氣中
專心、安心、安全上課。高雄

空污，中央故意忽略，地方消
極作為。高雄中小學是快樂學
習的天堂，還是集體慢性中毒
的地獄？【高雄市教育產業工
會】沉痛譴責環保署執法故意
忽略中小學學童的健康！【高
雄市教育產業工會】不能接受
高雄市政府點綴式的示範、試
辦、選辦、成立聯盟…等應付
的虛招，或者空汙時，消極的
集中兒童在教室，繼續吸毒
氣，要兒童充當免費的人體空
氣清淨機！
要翻轉教育，先翻轉地獄！【高
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嚴正要
求，除了具體從源頭改善空汙
之外，行政院環保署應立即將
中小學教室納入應符合室內空
氣品質法之公告場所，確保中
小學校園的空氣品質！高雄是
全國第一、超級空污重災區，高
雄市政府不只應該「幼兒園裝
設空氣清淨機」
，也應該立刻在
空汙或肺癌死亡嚴重的極度空
汙區的中小學教室安裝空氣清
淨機，盡速解除這 12.5 萬名小
孩的健康威脅；未來，更應該
全面在中小學教室安裝空氣清
淨機，如此才可切實改善中小
學的教室空氣品質，真正給高
雄市 20 萬名中小學兒童呼吸乾
淨無毒的好空氣！兒童的健康
不能等，也不能分級！【高雄
市教育產業工會】強烈呼籲，中
央和地方政府，要有具體作
為，真正給高雄小孩能安心學
習、放心呼吸的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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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傑委員辦公室新聞稿】

空氣品質管理慢半拍，校園空污成漏網之魚！
空氣污染日益嚴重，受到民眾
高度重視。但今日（15 日）全
國教育產業總工會與立法委員
許智傑、陳學聖召開記者會踢
爆，環保署執法慢半拍，因而
導致校園空氣污染成為室內空
氣污染防制之漏網之魚。
許智傑指出，民國一百年通過
的《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
六條規定，共有十一類場所包
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為法定室
內空氣品質管理之公告場
所，主管機關應逐批公告將該
十一類場所漸進納入室內空氣
品質公告場所之範圍。然而環
保署於 103 年、106 年兩次辦理
場所公告，包括大專院校、藝
文場館、交通轉運站甚至商場
等等皆被納入室內空氣品質公

告場所範疇，但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卻始終被排除在公告的名
單之外。
許智傑批評，環保署的網站自
己都強調室內空氣品質不佳對
兒童的傷害最為深遠，還引用
WHA 的報告強調兒童特別需要
空氣品質上的保護，而教室以
及校園內的室內活動中心是學
童們日常活動的熱點，卻至今
仍是室內空氣品質管制的漏網
之魚，環保署心口不一的做法
令人費解。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秘書長劉
亞平也批評，依據 105 年環保
署空氣品質年報資料統計，全
國嚴重空汙的 11 縣市，全部在
台中以南，尤其雲林縣和高雄

市，並列空汙雙雄。這 11 空汙
重災區內，中小學學生共約 92
萬人，在中央消極不作為，在
毫無空氣品質保障的教室
內，健康默默受損。中小學校
園是快樂學習的天堂，還是集
體慢性中毒的地獄？全教產無
法接受孩子們成為一台台「人
體空氣清淨機」。
全教產以及出席委員共同呼籲
環保署，兒童健康不能等，環
保署應立即將中小學教室納入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法之公告
場所，確保中小學校園的空氣
品質，給孩子們安心呼吸的權
利。
新聞聯絡人：陳則勳、周傑特

【空污聯合記者會】1070115 學生健康權不能等 中小學校園反空污
●文：桃教產 朱維立總幹事
全台空污日益嚴重，連中小學
校園師生也無法倖免。偏偏體
育課和戶外活動是孩子們的最
愛，但在環保署和教育部的漠
視下，難道我們的孩子以後都
只能在室內關窗上體育課？全
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1 月 15 日與
立委許智傑、陳學聖召開聯合
記者會，指出環保署在民國 100
年 11 月 23 日通過《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法》後，陸續將大專
院校、藝文場館、交通轉運站、
商場及政府單位等納入公告場
所範疇，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至今排除在外（附件一）
，導致
中小學校園的空汙問題成為漏
網之魚，呼籲政府立刻將中小
學教室納入。環保署與教育部
仍互踢皮球，現場在全教產幹
部強烈要求下，最後由許智傑
立委要求環保署於三個月內先
處理空污最嚴重的 11 個區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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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附件二）。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廖建中理
事長表示，早在去年 12 月 7 日
工會即在高雄市召開記者
會，抗議高雄市政府面對校園
空污消極不作為，除了在校園
掛空汙旗、宣導或者放空氣盒
子監測空品…等，只做覺察無
實質改善，甚至還發文請學校
調整校慶活動至隔年三至五
月。如果只是按照高雄市政府
這種消極做法，恐怕高雄學童
可以健康上戶外課的日子，只
剩下 20 天！（附件三）而高雄
市政府的消極不作為，始作俑
者正是環保署！
臺中市教育產業工會林碩杰理
事長也說，台中都市化發展愈
來愈迅速，也吸引鄰近縣市人
口移居台中，當台中人口愈來

愈多之際空污也愈趨嚴重。南
投縣議長及議會，就曾抗議台
中市吸納了南投人口，卻放任
台中空污飄向南投，甚至曾揚
言要帶隊抗議台中火力發電
廠。
（附件四）但是台中市政府
對於空污也毫無積極作為。
陳學聖立法委員表示，目前立
法院臨時審查到教育部明年度
預算，至今沒看到規劃解決校
園空污問題。並且質疑，面對
非常困難的電影院大賣場都可
以列管，為何中小學校園無法
納管？
環保署面對質疑回應，目前針
對空污問題，有《空氣污染防
制法》和《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法》
。依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規定，若室內被公告那就要有
人來做維護改善，同法第六條

授權環保署逐一公告。目前大
約有 1000 多個場所納管，初步
針對人口較多的地方納管，像
是醫院大賣場電影院，而教室
的部分污染源較少，主要只是
受室外 pm2.5 影響。那為何沒
針對校園教室公告納管呢？主
要困難是一旦公告了沒做到就
是開罰單。學校有沒有足夠的
人力來做檢測？
教育部則回應，第一批已公告
國立大專院校，第二批是私立
大專院校，第三批為幼兒園。我
們的做法是先輔導再納入列
管，會配合環保署逐一公告在
公告之前先輔導。一旦公告後
因會提高學校行政業務量，將
與環保署研議能否開放學校室
內空評的項目和方式，至於是
否安裝空氣清新機則要考量預
算問題。國教署回應，目前我
們有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的空污處理流程，主要是建立
監測預警通報。
面對環保署和教育部始終互踢
皮球，全教產祕書長劉亞平再
次砲轟，高雄位於大發工業區
的潮寮國中曾因不明毒氣外洩
而停課（附件五）
，我們真的很
想問，面對空污危及孩子健康
權，政府難道沒有更積極的作
為嗎？《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已經實施六年但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仍未納入，國小學生都畢
業了，家長送小孩來學校只是
希望呼吸到一口新鮮空氣，有
這麼難嗎？教育部要大家掛空
污旗，雲林縣掛空污旗是如果
空污超標就會廣播要關窗開空
氣清新機，但我們到了台東到
了那瑪夏也掛空污染旗，這些
地方有需要掛嗎？教育部不要
每次都做形式表面功夫，重點
是要能實質解決問題！
許智傑委員具體要求，優先處
理空污嚴重的區域縣市，請環
保署協助不管是法規鬆綁或者
預算金額的補助，例如這些區
域先裝空氣清新機。空污基金
多撥到嚴重縣市是合理的。教
育部則是處理學校聯繫工
作。請環保署三個月內公告，但

針對項目、實施細則、經費請
環保署和教育部積極協調處
理。
我們期待孩子們能在健康的校
園成長，開心享受戶外活動，請
環保署與教育部別再扼殺孩子
的健康權！
附件一：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六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至今未
公告納管
附件二：全台嚴重空污 11 縣市
嚴重空汙 11 縣市學生數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行政區
雲林縣
高雄市
嘉義市
南投縣
台南市
嘉義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台中市
屏東縣
彰化縣
總計

國小
國中
總人數
33997 22308
56305
129926 76167 206093
15468 10634
26102
24180 15716
39896
89475 53089 142564
20810 13153
33963
3618
2023
5641
455
249
704
153062 89408 242470
37482 24014
61496
65423 39679 105102
573896 346440 920336

105 年各行政區空氣品質排名
（AQI 年平均值）
排名

行政區

AQI 年平均值

1
1
3
4
4
6
7
8
9
9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雲林縣
高雄市
嘉義市
南投縣
台南市
嘉義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台中市
屏東縣
彰化縣
新竹縣
苗栗縣
桃園市
新北市
新竹市
台北市
澎湖縣
基隆市
花蓮縣
宜蘭縣
台東縣

83
83
82
80
80
78
76
74
72
72
71
67
64
62
60
59
58
55
54
44
42
35

105 年各行政區空氣品質排名
（AQI>100 空品不良日）
排名

行政區

AQI>100 日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高雄市
嘉義市
雲林縣
台南市
南投縣
嘉義縣
屏東縣
金門縣
台中市
連江縣
彰化縣
苗栗縣
桃園市
新竹縣
新北市
新竹市
台北市
澎湖縣
基隆市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126
125
116
111
108
100
94
92
79
77
74
54
48
38
38
38
34
26
23
6
4
1

附件三：高雄空污影響學生上
課
http://www.keu.org.tw/keu/upl
oad/201712731505862468.pdf
附件四：南投天空灰濛濛 縣長
要率眾赴台中火力電廠抗議
http://news.ltn.com.tw/news/p
olitics/breakingnews/2252035
附件五：鄰近工業區毒氣外洩
潮寮國中停課
2012-01-02 高雄潮寮國中六度
傳怪氣體 五學生不適全校下
午停課！
https://m.nownews.com/news
/438646
2010/11/30 再傳毒氣外洩 潮
寮國中 16 師生送醫
https://news.tvbs.com.tw/l
ocal/113838
2008/12/02 臭氣襲 2 校 83 師
生頭暈腳軟
http://www.coolloud.org.tw
/node/311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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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費發放】在【高教產】和【全教產】努力下，教育部發文各縣
市政府，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教保費及私立幼兒園導師費支給方式，
比照「公立中小學教師給假期間或停聘之職務加給支給基準」辦理。
●文：鄭穎聰（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監事會召集人、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在【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高
教產）及【全國教育產業總工
會】
（全教產）努力下，全國各
公立幼兒園教保員引頸期盼的
教保費發放規定調整，終於有
了好消息。
教育部於 107 年 1 月 3 日發函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教保費及私立幼兒
園導師費支給方式，比照「公
立中小學教師給假期間或停聘
之職務加給支給基準」辦理。
未來教保員在國定假日（含勞
動節）
、病假、婚假、娩假、喪
假、公假、補休、特別休假、
公傷假等，得支給導師費或教
保費。
教保員或私立幼兒園教師請假
期間執行其職務之代理人，自
實際代理之「日」起支給導師
費或教保費；代理「半日」無
法支給。至連續代理期間橫跨
星期六、日者，若約定以月薪
支付薪資者，則橫跨星期六、
日例假期間之導師費或教保費
應照發給；若約定按日或按時
支付薪資者，則毋須發給星期
六、日例假期間之導師費或教
保費。
回顧【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及【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爭
取教保員教保費國定假日（含
勞動節）、病假、婚假...仍應
照發，大事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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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8 月 31 日，
【高雄市教
育產業工會】向【許智傑立委
國會辦公室】表示，請其向教
育部爭取教保員之教保津貼屬
於工資，除喪假外，例假、休
息日、休假、特別休假，仍應
由幼兒園照給，先前被扣掉的
應予歸還。

●●●教育部 函●●●
==========================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3日
發文字號：臺教授國字第
1060150993 號
速別：最速件

●106 年 12 月 22 日，
【許智傑
立委國會辦公室】回覆【高雄
市教育產業工會】表示，國教
署回覆許智傑立委，教育部已
經著手修法中。

主旨：有關公私立幼兒園導師
費及教保費支給方式調整一
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106 年 12 月 25 日，
【全國教
育產業總工會】
（全教產）發函
教育部，要求公立幼兒園教保
員請假期間之教保費發放，應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不得
停發；副本並轉知許智傑立委、
陳學聖立委。
http://www.keu.org.tw/keu/new
View.aspx？keuNewsId=15779
●106 年 12 月 25 日，
【許智傑
立委國會辦公室】回覆【高雄
市教育產業工會】
，國教署已經
口頭告知會朝【高雄市教育產
業工會】建議的方向前進，請
教保員靜候佳音。
感謝本會顧問【許智傑立委】
和【許智傑立委國會辦公室】
協助爭取、捍衛教保員權益！
轉貼 107 年 1 月 3 日教育部函

說明：
一、自 101 年起，導師費與教
保費皆以津貼方式支給，如有
請假情形，基於不兼領、不重
領之原則，除喪假期間免予停
發外，其餘給假期間尚無法支
給。
二、惟「教師待遇條例」於 104
年 6 月 10 日修正公布後，導師
費改列為職務加給性質，其適
用對象為公立及私立學校編制
內專任教師，至公立幼兒園教
師則得準用該條例規定；其中
有關公立幼兒園教師給假期間
導師職務加給支給方式，依本
部 106 年 2 月 13 日臺教授國部
字第 1060004620B 號令發布之
「公立中小學教師給假期間或
停聘之職務加給支給基準」及
本署 106 年 4 月 7 日臺教國署
人字第 1060032058 號函補充說
明支給。
三、援上，公立幼兒園導師職
務加給支給方式調整後，與現

行教保費及私立幼兒園導師費
支給方式有所差異。考量公私
立幼兒園之教保員與教師工作
性質相同，且過去教保費皆依
循導師費支給方式辦理，基於
維護教保員及私立幼兒園教師
之權益，並維持導師費與教保
費發放的一致性且公私立應一
體適用，爰自 107 年 1 月 1 日
起，教保費及私立幼兒園導師
費支給方式，比照「公立中小
學教師給假期間或停聘之職務
加給支給基準」辦理。說明如
下：
（一）事假及家庭照顧假每學
年合計超過 7 日部分，不支給
導師費或教保費。事假及家庭
照顧假得以時合併計算，至合
計超過 7 日部分，需累計滿 1

日，方能扣除是日導師費或教
保費。
（二）國定假日（含勞動節）、
病假、婚假、娩假、喪假、公
假、補休、特別休假、公傷假
等，得支給導師費或教保費。
（三）教保員或私立幼兒園教
師請假期間執行其職務之代理
人，自實際代理之「日」起支
給導師費或教保費；代理「半
日」無法支給。至連續代理期
間跨星期六、日者，若約定以
月薪支付薪資者，則橫跨星期
六、日例假期間之導師費或教
保費應照發給；若約定按日或
按時支付薪資者，則毋需發給
星期六、日例假期間之導師費
或教保費。

四、按上開支給原則所衍生之
額外教保費及導師費，基於勞
工休假期間薪資由雇主負擔之
原則，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所轄學校（或幼兒園）
自行支應，本部國教署不另予
補助。
五、案內有關私立幼兒園導師
費差額及教保費支給方式之調
整，本部國教署將配合修正全
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功
能，俟修正完成後，另案函知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旨揭
經費申請流程。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
各縣市政府

【事實證明】御用工會越慘，就會跟他的主人唉爸叫母越大聲，這樣對大家都好！
●文：廖建中（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
106 年 9 月 21 日，我曾經透過
電子報發表過一篇文章〈
【加薪
3％】賴神的軍公教加薪 3％，應
該只是個開端而已？〉
。
當時我猜測，民進黨政府後續
應該還會有一些小恩小惠的東
西持續端出；而且我判斷，民
進黨政府（綁匪）會把爭取這
些小恩小惠的功勞，通通做給
在年改議題上附和民進黨、護
主有功的御用工會（人質）
。
當時我請大家等著看，我是否
料事如神？果然，後續在一些
議題上，官方面對來自【全教
產】以及所屬地方工會的訴求
攻勢，最後會選擇把球（功勞）
做給「全教總」！

最近的「教保費」發放問題，即
是最好的事實證明，當【全教
產】以及所屬地方工會依法論
理打到教育部投降了，教育部
最後的絕招就是把球丟給「全
教總」去撿！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及【全
教產】爭取教保員教保費國定
假日（含勞動節）
、病假、婚假...
仍應照發，教育部無法招架，只
得同意我們的訴求，但卻耍賤
招～教育部在通知各縣市政府
教育局的公文裡，硬是把副本
只給教育部的御用好朋友「全
教總」
。

我說過，有智慧、眼光雪亮的
教師，絕對可以判斷民進黨政
府的兩面手法。
夥伴們，記住我說的～持續鼓
勵那些迷途者退出御用工
會，御用工會越慘，就會跟他
的主人唉爸叫母越大聲，這樣
對大家都好！
搞不好，如果御用工會的會員
流失到讓他們恐慌時，搞不好
還會有類似這種情形的戲碼可
以看喔～
1030909tvbs：玩親親 high 過
頭 主人嘴唇被狗咬掉
https://news.tvbs.com.tw/l
ife/54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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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授課節數】【我們要真正的科科等值！不要被歧視！】
高職實習科目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應比照其他科目為 16 節
●新聞聯絡人：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黃耀南、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連文乾、全
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白宏彬、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文宣部主任薛慧盈
教育部為配合「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下稱課
程總綱）相關規定及教學現場
實際執行需求，討論修正【高
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
標準】相關條文。
教育部現行【高級中等學校教
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除任教
國 文 之 專 任 教 師 每 週 14 節
外，其餘任教數學、英文、社
會、自然等領域科目之專任教
師每週 16 節。另任教藝術、綜
合活動、生活科技、健康與體
育、全民國防教育及技術型高
中（高職）實習科目分組教學
之專任教師每週 18 節。為了因
應新課程綱要「適性揚才」
、
「多
元選修」的精神；並協助學校
發展校本特色，因此教育部研
商將任教藝術、綜合活動、生
活科技、健康與體育及全民國
防教育之專任教師每週教學節
數，由 18 節修訂為 16 節。然
其中獨獨將技術型高中（高職）
實習科目分組教學之教師排除
在外，每週教學節數還是維持
18 節。
技術型高中（高職）實習科目
與其他教學科目不同，許多實
習課程幾乎沒有下課時間，部
分（工、農業）類科為了教學
效果，因此排課常自早上八點
開始至下午四點，一整天除了
中午休息時間，幾乎都在工廠
或農場。實習科目為指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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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機器設備，整天都是在工
廠或農場走動教學。實習課程
有其專業性、危險性，其負荷
並不比其他科目教師輕鬆，不
應被排除在外。以總教學時間
來說，因為中間沒有下課，一
天下來約多出 1 小時，其負擔
比其他科目更重，更不應被歧
視！而分組教學，是為了因應
指導學生技術，加強學生學習
效果；現反以分組教學為由，歧
視這些教師，獨獨讓他們的教
學節數多 2 節，不同工卻同
酬，非常不合理。
總統及教育部都一再強調要重
視技職教育，但從基本的【高
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
標準】來看就是歧視技術型高
中（高職）實習科目任課教
師。實習是技術型高中最重要
且最核心的學科，實習科目教
師不應該被歧視，技術高中學
生更不該被犠牲。因此【全教
產】及【全中教】要求落實課
程總綱「適性揚才」、「多元選
修」的精神，真正做到【科科
等值】
，即高職實習科目採分組
教學者之專任教師每週教學節
數應比照其他科目教師為 16
節。

人、國中小班級人數及國際上
高中職班級人數 20 至 25 人
間，人數並不低，且授課教師
仍須教學甚至個別指導，所投
注之精力並無打折，不應有差
別待遇。
2.擔任實習課程教師，一般實
習場域為開闊空間且內部多為
危險器具，教師除擔任課程授
課指導外，另外還需兼顧學生
操作實習學習問題，
「課堂上需
關注學生操作之安全，不亞於
小學及幼童之課室需要；在面
對學生學習差異所需之個別技
術指導上則遠超過中小學生之
需要。」忽略這些評估，造成
學生學習危險機率之升高及適
性學習之需要，請問誰要承擔
？老師們所承受的心理壓力遠
高於擔任教室課程的老師，請
問這種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純
以「授課人數」或「分組教學」
來分類，這是符合邏輯、學生
需要的嗎？是「科科等值」嗎？
3.現在的社會氛圍，當學校發
生實習公安意外，若學生因而
發生傷害，無不把責任歸咎於
授課老師，老師除了要承受社
會輿論壓力，家長的不諒解，甚
至需負擔法律責任及民事賠償
責任，試問誰可以共同承擔？

全中教連文乾理事表示：
1.實習課程雖然在分組後人數
介於 13 至 25 人之間，但相對
於新課綱選修科目人數底限 12

媒體報導：
●1070102 自由即時：各科減節
數、實習科目卻不降 全教產怒
批歧視高職

【全教產】＆【全中教】1070306 聯合新聞稿

【要科科等值，不要被歧視】高中職實習課分組
與英數分組教學的教師教學節數應一致
●新聞聯絡人：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黃耀南、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常務理事熊湘明、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白宏彬、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文宣部主任薛慧盈
教育部於 107 年 2 月 21 日發布

應新課程綱要「適性揚才」
、
「多

需要的嗎？是「科科等值」嗎？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畫及實

元選修」的精神；並協助學校

施要點」（如附件一），未來高

發展校本特色，因此教育部研

另技術型高中（高職）實習科

中職國、英、數三科，學校得

商將任教藝術、綜合活動、生

目雖然在分組後人數介於 13 至

考量學生個人意願，進行適性

活科技、健康與體育及全民國

25 人之間，但相對於新課綱選

分組教學。國、英、數三科實

防教育之專任教師每週教學節

修科目人數底限 12 人、國中小

施適性分組教學，每組人數不

數，由 18 節修訂為 16 節。然

班級人數及國際上高中職班級

得低於 12 人，但情形特殊或學

其中唯獨將技術型高中（高職）

人數 20 至 25 人間，人數並不

校經費足以支應者，得降低至

實習科目分組教學之教師排除

低，且授課教師仍須教學甚至

10 人。且不因此增加授課教師

在外，每週教學節數還是維持

個別指導，所投注之精力並無

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國文 14 節、

18 節。這樣的作法公平嗎？

打折，不應有差別待遇。

唯獨將技術型高中（高職）實

針對此一議題，
【全國教育產業

且目前已預告之【高級中等學

習科目分組教學之教師每週教

總工會】及【全國高級中等學

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歧

學節數還是維持 18 節？非常不

校教育產業工會】已於 1 月 2

視高職實習科目任課教師，為

合理。

日召開記者會，要求高職實習

何其他科目教師降低教學節

科目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應比照

數，不需考量經費、教師員額、

另教育部為配合「十二年國民

其他科目為 16 節，惟教育部還

課綱定案…等問題，但調整實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相關

是堅持歧視高職實習科目任課

習科目任課教師教學節數就要

規定，並配合教學現場實際執

教師。

考慮這些！

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技術型高中（高職）實習科目

因此【全教產】及【全中教】

（如附件二）相關條文。

大多都要教導學生機具設備操

要求落實課程總綱「適性揚才」

作，有一定的危險性，任課教

、
「多元選修」的精神，真正做

教育部現行【高級中等學校教

師為顧及學生安全，下課時間

到【科科等值】
，即高職實習科

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除任教

大多不會離開上課地點，其教

目採分組教學者之專任教師每

國 文 之 專 任 教 師 每 週 14 節

學時間包含下課時間，比一般

週教學節數應比照其他科目教

外，其餘任教數學、英文、社

教師多出甚多，為何分組教學

師為 16 節。並建議因應 12 年

會、自然等領域科目之專任教

每週基本教學節數還要多 2 節

國教新課綱實施再整體調降教

師每週 16 節。另任教藝術、綜

？教師所承受的心理壓力遠高

師每週教學節數、班級人數及

合活動、生活科技、健康與體

於擔任教室課程的老師，請問

分組教學人數，有助於提升教

育、全民國防教育及技術型高

這樣的教師基本教學節數，純

學品質，教師能更專注照顧學

中（高職）實習科目分組教學

以「授課人數」或「分組教學」

生，並顧及學生的受教權。

之專任教師每週 18 節。為了因

來分類，這是符合邏輯、學生

英文 16 節、數學 16 節）
，為何

行需求，刻正預告【高級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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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龜高中】全教產秘書長劉亞平認為，六龜高中並非教育失敗
，而是功能錯置，若能轉為技職體系，至少讓學生習一技之長。
●摘錄：鄭穎聰（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高雄市六龜高中因學測成績低
落，引起社會各界的關心與討
論。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秘書
長【劉亞平】認為，六龜高中
並非教育失敗，而是功能錯
置，若能轉為技職體系，至少
讓學生習一技之長。
【劉亞平】說，六龜高中當初

是為了廣設高中而設，但偏鄉
高社經或注重學業的家庭小孩
都外流高雄市區。大旗美地區
最好的公立高中旗美高中都招
不滿，留在六龜升學屬弱勢，資
質也相對低，六中根本留不住
「走升學路線的孩子」。
他還說，「六中」老師也曾質
疑，六中設為高中，方向到底
對不對？因為六中有很多原住

民學生，農技、工藝或餐旅觀
光需求高，學校與其拚升學，不
如轉走技職體系，學生至少能
學到一技之長。或許六中轉為
「實驗學校」
，從國中合併高職
是解套之道。
媒體報導：
●1070225 聯合新聞網：六龜高
中學測成績差，教團把脈指是
「功能錯置」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1070226 新聞稿

【教育官僚 扼殺偏鄉教育的元凶】
●新聞聯絡人：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秘書長
高雄市六龜高中學生學測成績
無人超過四十級分，引發熱
議。事實上，六龜高中只是偏
鄉學校一個具體而微的案
例，藉著它也凸顯出全國偏鄉
學校所面臨的共同困境。
政府在偏鄉廣設高中，是為了
照顧偏鄉弱勢學生，得以在地
升學，但教育主管機關有真正
關心、思考到偏鄉學生真正需
要的是什麼？偏鄉學校的核心
教育目標又是什麼？應走學術
導向的普通高中？抑或訓練一
技之長的技職教育？高雄市教
育局的回應，讓我們更看清教
育官僚對偏鄉學校的漠視與無
感。
高雄市教育局官員說，六龜高
中屬於招生不利地區，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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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106 學年起指定為「完
全免試入學」學校，
「高中職均
質化」、「高中職優質化」都有
經費補助，官員還說，六龜高
中絕大多數是在地學生就近入
學，畢業多就業，學校對學生
的教育為適性化發展，讓學生
多元學習。
照本宣科的官腔官調，對偏鄉
高中所面臨的資源不足、城鄉
嚴重落差及拉弱勢學生一把有
任何具體實質助益？或讓人感
受到一絲絲解決問題的誠意
嗎？
偏鄉學生不少來自弱勢家
庭，學校要提供適性化發展，讓
學生能夠多元學習，這個道理
誰都知道，重點是，教育當局
有提供足夠的資源，足夠的人

劉亞平
力及協助嗎？偏鄉學校的學生
先天已經夠弱勢了，高雄市教
育當局還往往將市區家長拒絕
接受的疑似不適任校長發配到
偏鄉，後天人為的踐踏，讓偏
鄉學校的整體發展，更雪上加
霜。
期盼高雄市長陳菊及各縣市教
育主事者，真心關注重視偏鄉
的孩子，透過教育讓每個偏鄉
孩子找到屬於自己的天空與未
來。
媒體報導：
●1070227 國語日報_六龜高中
學測成績 顯露教育問題的冰
山一角 升學並非唯一 學者：
適性教育待加強

【高中畢業典禮日程】1070207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106 學年度辦理畢業典禮日程」會議報告
●報告人：李勝彥（詳細會議記錄以參考教育局公告為準）
●會議時間：107 年 2 月 7 日上
午 9:30
●會議地點：高雄市教育局
●會議市席：黃副局長盟惠
●本會代表：李勝彥
高雄市教育局於 106 年 6 月 19
日頒布 106 學年度行事曆，表
訂畢業典禮辦理日程為 107 年
6 月 10 日至 107 年 6 月 16 日，即
為畢業典禮週。教育部後於 106
年 8 月 17 日發函各國立高中
職，為使高三學生有充分時間
準備及銜接大學升學相關事
宜，調整畢業典禮日程為 6 月 1
日至 6 月 10 日，自行選定一日
辦理。
本次會議對於本市市立高中與
高職辦理畢業典禮日程同意比
照國立高中職的 6 月 1 日至 6
月 10 日，自行選定一日辦理。惟
完全中學有國中部國三學
生，若畢業典禮比照提前辦
理，恐影響家長對完全中學的

觀感。會中即針對完全中學與
特教學校（含國小部、國中部、
高中職部）討論較多，並須考
量配合畢業生獎座的製作期奇
程，學校須提早將畢業生成績
計算並提前於 5 月 21 日以前核
報畢業生得獎名冊。

至 6 月 10 日，四所完全中學有
兩所 6 月 11 日、有兩所 6 月 12
日。

其他五都目前因應畢業典禮日
程安排如下:
台北市：一般高中職 6 月 1 日
至 6 月 10 日，完全中學尚在研
議中。
新北市：一般高中職 6 月 1 日
至 6 月 10 日，完全中學國中部
與高中部一起辦理畢業典
禮，國中部須留校至一般國中
畢業典禮日程第一天方得離
校。
桃園市：一般高中職 6 月 1 日
至 6 月 10 日，完全中學尚在研
議中。
台中市：一般高中職與完全中
學 6 月 1 日至 6 月 10 日。
台南市：一般高中職 6 月 1 日

為此，校長協會表示完全中學
除瑞祥高中往年國高中畢業典
禮均分開辦理，其他九所完全
中學考量國中部 6 月 8 日寄發
國中會考成績單，為使國三畢
業生能收到會考成績單辦理直
升報名，實以 6 月 8 日辦理國
高中畢業典禮為宜，當日畢業
典禮結束，國中部畢業生亦可
同時辦理離校手續。

高雄市中山大附中與高餐大附
中均為 6 月 8 日。
高師大附中為 6 月 10 日。

會中大致決議依照校長協會所
提之模式，一般高中職 6 月 1
日至 6 月 10 日，完全中學以 6
月 8 日辦理國高中畢業典禮為
宜。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1070221 新聞稿

【拿開政治黑手 尊重大學自主】
●新聞聯絡人：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秘書長
教育部迄未核定台大選出的新
校長，台大師生今天走上凱道
要求盡速核定。全國教育產業
總工會秘書長劉亞平呼籲教育
部尊重大學自主， 如果台大新
校長遴選過程有問題就依法撤
銷，若沒問題就立即還給台大
自己選出的新校長。
劉亞平強調，尊重大學自主是
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教育部
迄今未找到台大新校長的遴選
有違反法律或程序之處，既是

合法選出的校長，教育部就沒
有阻擋的理由。
「教育部長潘文忠不要做政治
的應聲蟲」
，劉亞平痛批，之前
轉型正義條例一出立法院，潘
文忠就率先表態要針對中正兩
字正名，完全悖離教育專業與
風骨，現今又阻擋合法選出的
台大新校長上任，再次讓社會
看清潘文忠政治應聲蟲的本
質，為了官位只向深綠交代，完
全棄大學自主的基本教育精神
於不顧。

劉亞平

劉亞平說，教育部如果不顧教
育專業與風骨這樣地蠻幹，一
心只為政治服務，乾脆廢除大
學自治法，將全國大學校長遴
選改為總統指派的御用校長。
媒體報導：
●1070221 聯合即時_教部遲不
核定台大校長 教團諷：乾脆改
總統指派
●1070221 新頭殼_全教產：若
台大有問題依法撤銷 若無問
題 還給台大新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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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1070223

訂定「高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會議報告
●報告人：葉曉芬（詳細會議紀錄以教育局紀錄為準）
●時間：107 年 2 月 23 日（星
期五）上午 9 時 00 分
●地點：鳳山行政中心五樓第
二會議室
●主持人：王副局長進焱
●會議代表：葉曉芬
談到錢就傷感情！學校的組織
及員額一旦更動，第一考量就
是經費預算。依高雄市負債累
累的情況，教育支出的經費本
來就捉襟見肘，修訂準則中幾
乎時時都在看員額、經費是否
有增加，若有增加則參考其他
五都的辦法，是否能斟酌降
低。前幾年高雄市的煙火一直
放一直放，幾百萬瞬間就燒
光。卻一直斤斤計較在學校增
設一位組長得多花三十萬或更
多。高雄市，花大錢，省小錢，難
怪沒幾年光景，負債就近三千
億，逼近舉債的上限，咱高雄
市是第一名啦！

織規程」
（p.3-p.7）及 102 年 5
月 16 日修訂「高雄市立高級中
學組織規程準則」（p.8-p.12）
將依法規制定程序廢止。
另查教育部 104 年 8 月 26 日修
正公布「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
置及員額編制標準」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p.12-p.17）
，各
該主管機關應就所屬公立學校
依本標準規定，訂定組織規程
準則。
承上，為符應相關法規規定，爰
擬訂定「高雄市立高級中等學
校組織規程準則」
；另前開法規
第一次會議業於 106 年 11 月 28
日（二）假本局由吳代理科長
珮君主持召開完畢，並已於會
中針對本局所屬高級中等學校
組織相關事項進行研商討
論，以符合相關規定及教育現
場需求。

主持人致詞：

參、討論事項；

副局長特別提醒，修訂過程要
特別注意務實面，提了五大點：
1. 與 現 況 比 較 。 2. 與 六 都 比
較。3.與原來的法規比較，不
增加員額、不增加經費是大原
則。4.修完還要提到員額小組
看可不可行。5.國立高中職也
可參考。

提案：訂定「高雄市立高級中
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請討
論。

工作報告：
查「高級中學法」及「職業教
育法」業於 105 年 5 月 11 日廢
止，爰市府 101 年 5 月 21 日所
訂「高雄市立高級職業學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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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據「高級中等學校組
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並參
考「高雄市立高級職業學校組
織規程」及「高雄市立高級中
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草擬
「高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組織
規程準則」
（p.18_p.23）
主要修訂內容如下:
1.第三條

學校設下列一級單

位，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1）設教務處、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輔導室（室）
、圖書館
等一級單位。
（2）學校得視類型，校務發展
需要及規模大小，得設置實習
處、進修部。
（3）母法「高級中等學校組織
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中的十
八班以上得設置的特殊教育處
及建教合作處，因其他五都均
未列入，高雄市比照其他五都
辦理。
2.第六條 學校設下列二級單
位：
（1）學校辦理特殊教育班二班
以上，得增設特殊教育組，歸
於輔導處（室）下。
（2）因副局長對特殊教育班應
包含類型有資優教育、體育、
美術等，對班級數的認定尚有
疑率，請局內再對特殊教育處
與特殊教育組的名稱與設置基
準再做討論及研議給員額小組
參考。
3.第七條 普通型學校得視規
模大小及校務發展需要，依據
下列基準分設前條組別：
普通型學校增設六十班以上：
最多十二組的門檻。
技術型學校增設六十班以上：
最多十五組的門檻。
4.第八條第三項「學校附設國
民中學、國民小學部者，其組
織及員額編制，依國民教育法
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
，獨立
成另一條。

【全教產】＆【全中教】1070123 聯合新聞稿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簡章印製錯誤】
全教產及全中教要求立即回收重印並做必要之補救措施
●新聞聯絡人：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黃耀南、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白宏彬、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文宣部主任薛慧盈
107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招生簡章自 106 年 10 月 19 日
至 11 月 9 日開放各高中職學校
預購，並自 106 年 12 月 13 日
起，在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等 19
所技專校院同步代售。
然檢視 107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
選入學招生簡章，竟發現第 75
至 90 頁的內容完全錯誤，與
107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招
生
網
站
（ https://www.jctv.ntut.ed
u.tw/enter42/apply/ ） 所放
的招生簡章不同！明顯是招生
簡章印製錯誤！
對於一個全國性的入學招生考
試，竟然發生招生簡章印製錯
誤的情形，實讓人匪夷所
思！以去年 106 學年度四技二
專甄選入學招生為例，總計有
139 校 3254 個系科組學程提供
招生名額 50048 名，共 64157
人完成第一階段報名，每名考
生至多可申請 3 個校系科
（組）
學程，經過第一階段篩選，共
57576 人獲得第二階段報名資
格，完成第二階段報名者 51342
人。
招生簡章印製錯誤，將導致可
能有 6 萬多名考生權益受影
響。且這幾年來，四技二專甄
選入學招生簡章印製多次變
革，在 105 學年度以前，招生
簡章附有光碟，可以由光碟查
詢各招生學校的甄選入學招生

校系科（組）
、學程甄選辦法內
容。更早幾年，每年皆會以附
錄型式印製各招生學校甄選入
學招生校系科（組）
、學程甄選
辦法內容，提供各高中職學校
及師生參考。惟 107 學年度招
生簡章皆已不附光碟，更沒有
印製附錄。相較於開放高中生
報考的四技申請入學招生簡
章，各招生學校甄選入學招生
校系科（組）
、學程甄選辦法內
容直接印在簡章中，實在又是
一起高職生被差別對待的實
例！
另外，過往四技二專各項招生
簡章，除由各招生學校組成招
生委員會訂定簡章外，並會邀
請高職校長、教師（工）會…
等組成啄木鳥小組，協助檢視
簡章訂定。但近幾年，全教產
及全中教都未受邀，此次發生
簡章印製錯誤，至今相關單位
皆未發現，顯然作業出現問
題，應加以修正！
因此一招生簡章印製錯誤，全
教產及全中教提出以下三點主
張：
一、立即全面回收印製錯誤的
107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招生簡章，並重印後寄送各高
中職學校及個人。
二、比照過往作法，邀請全教
產、全中教參與招生簡章啄木
鳥作業，落實檢核。
三、簡章是否附光碟及附錄是
否印製？以利師生查詢，應該

評估，若有需要，應比照高中
生四技申請入學招生簡章模式
辦理。
媒體報導：
●1070123 蘋果即時_四技招生
簡章印錯 15 頁 教團爆：6 萬
考生權益恐受影響
●1070123 蘋果即時_四技招生
簡章印錯 15 頁 技專招聯會：
印刷廠裝訂錯誤
● 1070123 自 由 即 時 _ 大 烏
龍！技職甄選簡章印製錯誤
影響 6 萬多考生
●1070123 中時即時_四技二專
甄選簡章印製錯誤 聯合會：僅
幾十本
●1070123 中時即時_入學簡章
出包 6 萬考生權益受影響
●1070123 聯合即時_科大甄選
入學考試簡章出包 16 頁印製
錯誤
● 1070123ETtoday_ 四 技 二 專
甄選簡章印成「分發」 教團
批：6 萬技職生該死嗎！
●20180123 三立新聞_技職甄
選簡章大烏龍 全教產：匪夷
所思
●1070123 新頭殼 newtalk_四
技二專甄選入學簡章印錯？技
專招聯會：錯誤簡章已追回
●20180123 公視新聞_四技二
專統測 甄選簡章誤植錯誤資
訊
●1070123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_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簡章印錯
聯合會:廠商裝訂錯誤、數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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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1070108 新聞稿

【自己的假自己救！全教產反對惡質勞基法】
●新聞聯絡人：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文宣部主任薛慧盈、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黃耀南
2017 年 12 月 4 日，攸關全國勞
工權益的《勞基法》修正案，在
幾次「停止討論」的表決中通
過審查。佔優勢的民進黨委員
宣示，將於臨時會中迅速通過
二、三讀，並完成修法。在此
次修法之中，損害勞工最鉅者
有以下四點：
一、休息日加班自「做 1 算 4」、
「做 5 算 8」改為「核實計算」
。
二、每月加班上限延長至 54 小
時，三個月內合計不得超過 138
小時。
三、輪班休息時間從 11 小時減
少為 8 小時。
四、「7 天應有一天例假」改為
可 調 整 的 「 14 天 有 2 天 例
假」
，因此勞工可合法連續工作
12 天。

這些惡質的修法內容，完全靠
向資方，而刻意損害勞工權
益。須知《勞基法》為資方能
遵守的「最低」門檻，若如此
大幅降低勞工權益，資方便可
以追求公司利潤為合法合理藉
口，讓勞工在不得休息、或是
休息時間過短之情況下加
班。如此傾斜資方漠視勞工權
益的惡質法律，是全台灣所有
受僱者共同唾棄的。
【全教產】關心所有勞工的權
益，因此決定支持勞工與青年
朋友所發起之「決戰勞基法、
夜宿立法院」行動，並希望民
進黨委員們，能莫忘在野時的
初衷；希望蔡總統別真的只把
勞工「視為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而大口吞食。在台灣面臨少子
女化、經濟惡化、勞工過勞等
種種現象之時，能仔細思索台
灣 2300 萬人的未來；也期盼台
灣能真正成為讓青年人放心生

育、安居樂業的寶島。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www.ne
u.org.tw）各會員工會：台南
市大府城教育產業工會、新北
市教育產業工會、臺北市學校
教育產業工會、雙北教育產業
工會、新竹縣教育產業工會、
中華民國教育產業工會、全國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花蓮縣教師職業工會、花蓮縣
教育產業工會、苗栗縣教師職
業工會、苗栗縣教育產業工會、
屏東縣教師職業工會、高雄市
教育產業工會、桃園市教育產
業工會、桃園市教師職業工會、
基北中等教育產業工會、彰化
縣教育產業工會、雲林縣高國
中小教師職業工會、新北市中
等教育教師職業工會、新竹市
教育產業工會、臺中市教育產
業工會、臺南市高中職教師職
業工會、彰化縣教育產業工會、
全國退休教師聯盟

【新任勞動部長】全教產秘書長劉亞平表示，勞動部應該要照
顧勞工，新任勞動部長許銘春，不要淪為「資動部」部長！
●摘錄：鄭穎聰（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勞動部於 107 年 2 月 26 日舉行
新舊任部長交接，新任勞動部
長將由原高雄市副市長許銘春
接任。究竟這樣的人事更迭，對
勞工權益的維護，是好是壞？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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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劉亞平】表示，勞動部應
該照顧勞工，卻明顯向資方傾
斜，台灣政黨沒有左右，只有
統獨，民進黨執政的勞動部讓
勞工失望，用人和政策都跳脫
不了政治，台灣已失去了公民
社會應用的平衡對話。新的勞

動部長許銘春，只要不淪為「資
動部」部長就好！
媒體報導：
●1070223 聯合新聞網：被下
「友好發言令」 勞團盼許銘春
別淪為「資動部長」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認真為會員打年金司法訴訟，謹慎嚴選，委任專
精行政訴訟與釋憲的【金石律師事務所】
（所長：林石猛律師）集體訴訟
●文：錢佳鳳（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法規部副主任）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認真
為會員打年金司法訴訟，謹慎
嚴選，委任專精行政訴訟與釋
憲的
【金石律師事務所】
（所長：
林石猛律師）集體訴訟。
【金石律師事務所】所長林石
猛曾任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
兼庭長、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法官。著有「行政訴訟類型之
理論與實務」等專書，資歷深
厚，專精行政訴訟。

目前（至 106.12.01）
，
【金石律
師事務所】第十件大法官釋憲
案已出爐，釋憲經驗豐富。
【金石律師事務所】有堅強的
律師團隊、十分專業的服務。林
石猛所長為高教產所提出的退
休金事件訴訟權益說明書，是
目前年金訴訟亂戰中，最早提
出、最專業負責的法律論述，豈
是一般不知名的專家隨便亂

說，可以匹配的。高教產為會
員，不惜成本，出錢出力，最
早動員，聘請最優良的律師
團，踏實穩健，只求作好司法
訴訟，全力捍衛教師的尊嚴。
關於金石律師事務所，請參考：
http://www.kstone.com.tw/
關於林石猛律師，請參考：
http://www.kstone.com.tw/n
ode/23

【退休年金訴訟重要訊息】
「金石律師事務所」貼心提醒：請退休
人員事先向退休學校確認人事室留存的地址為目前可送達的地址。
●文：錢佳鳳（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法規部副主任）
107 年 1 月 10 日，
【高雄市教育
產業工會】廖建中、呂勝男、
潘如梅、錢佳鳳拜會「金石律
師事務所」
，律師貼心提醒：請
退休人員事先向退休學校確認
人事室留存的地址為目前可送
達的地址。
107 年 3 月 1 日～107 年 6 月 30
日，教育局將分批送達處分書

（新的退休核定公文）
，由您的
退休學校人事室以「雙掛號」
寄出，以「簽收日」為「送達
日」
。
請要提年金訴訟的退休人
員，務必事先確認退休學校人
事室留存的地址為您目前可送
達的地址。若您有搬家，請盡
速將新的地址通知退休學校人

事室，以免無法收到處分書（新
的退休核定函）。
從今年三月起，請大家仔細注
意處分書（新的退休核定公文）
的送達，尤其是大樓住戶，管
理室人員之簽收日即為送達
日，所以務必要通知管理員協
助注意，或常看信箱。

【退休訴訟重要訊息】教育局預定退休核定作業期程
●文：錢佳鳳（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法規部副主任）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認真
詢問教育局人事室，了解目前
預定退休核定作業期程如下：
一 公保優存校對基本資料已
經完成。
二 107.1.31 完成退撫系統基
本資料校對。

三 107.2～5 月 完成退輔系統
重新審定。
四 107.3.01～ 107.6.30 分批
送達處分書（新的退休核定公
文）
，由學校人事室以雙掛號寄
出，以簽收日為送達日。

從今年三月起，請退休老師們
注意處分書（新的退休核定公
文）的送達，尤其是大樓住
戶，務必了解管理室人員之簽
收日即為送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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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訴訟重要訊息】學校有接受退休教師申請退休核定公文的義務
●文：錢佳鳳（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法規部副主任）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接到
退休教師詢問，回學校向人事
主任申請最近一次的退休核定
公文，遭到人事主任回覆，要
老師自己去教育局申請。

室，真否如此？ 教育局人事室
主管回覆，學校若找不到老師
退休的資料，應由學校行文教
育局申請，資料到校後，再由
學校轉給老師。

【高教產】詢問教育局人事

所以，如果退休老師們回校申

請退休核定公文，再碰到類似
的軟釘子，可以打電話到教育
局人事室告狀，或到【高教產】
官網填寫會員服務申請書，傳
真到會，我們會盡快處理。

【退休年金訴訟重要訊息】退休訴訟所需
【舊制】和【新制】月退休金通知單，務請先備妥
●文：錢佳鳳（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法規部副主任）
教師退休金發放機關，依退撫
新制實施前、後年資，區分如
下：
（一）
【舊制】發放機關：指辦
理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新制實
施前定期退撫給與發放作業之
【公立學校】。
（二）
【新制】發放機關：指辦
理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新制實
施後期退撫給與發放作業之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
委員會】。
107 年 3 月 2 日，
【高雄市教育
產業工會】分別聯絡【教育局
人事室】 和 【退撫基金管理
委員會】
，關切調薪後，寄送通

知單給退休老師的狀況。
教育局人事室表示，會通傳各
校人事，由學校寄送調薪後
【107 年 3 月發放月退休金通
知單】
（舊制）給退休老師。因
此，欲參加本工會退休年金訴
訟的老師們，請以近日學校核
發的【107 年 3 月發放月退休金
通知單】作為【舊制】月退休
金（含月補償金）的佐證資料。
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則表
示，
【不會】寄送調薪後【月退
休金通知單】
（新制）給退休老
師。所以，
【新制】月退休金，仍
以退休時【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管理委員會核發退休金通
知】為依據。如有遺失者，請
向學校人事室申請補發；如果
學校人事室也查無資料，則請
學校發文向退休撫卹管理基金
委員會，申請補發。
請參考附件：
●舊制【107 年 3 月發放月退休
金通知單】參考樣本
http://www.keu.org.tw/keu/
upload/20183210103702.jpg
●新制【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管理委員會核發退休金通知】
參考樣本
http://www.keu.org.tw/keu/upl
oad/201832101711116042.jpg

【優惠存款草案】已退休支領月退休金之教師優惠存款續存說明
●報告人：潘如梅（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法規部主任）
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
撫卹條例即將自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未來【已退休支領月
退休金】教師優惠存款續存支
息部分，教育部因新法於 106
年 11 月 3 日公告增訂「公立學
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
行細則草案」
，本會摘錄重點如
下：
一、
『已辦理』續存手續者，均
以 107 年 7 月 1 日為到期日，原
服務學校依新法審定替代率核
算應扣減優存利息，再計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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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優存本金，原辦理銀行逕
依審定函辦理續存手續】。『未
辦理』續存手續者，應自行持
原學校審定函至原優惠存款辦
理銀行，按經審定可辦理優存
金額及法定優存利率，辦理續
存手續。
二、經審定不得辦理優存金額
應改按一般活期儲蓄存款利率
計息。核算優存月息歸零者，原
開設之優惠存款帳戶逕行結清
銷戶。 （優存本金可領回）

三、107 年 7 月 1 日起辦理優存
續存後，二年後契約期滿，原
辦理銀行自行依經審定可辦理
優惠存款金額及法定優存利率
辦理續存，並按月結付利
息。
（銀行自動續存）
四、有關年改後已退支領月退
休金教師優存月息支領，本會
提供所得試算器供參。
http://www.keu.org.tw/keu/upl
oad/20177730748417276.xlsx
五、有關教育部草案及重點摘

錄如下：
※1061103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草案
總說明及逐條說明
http://www.keu.org.tw/keu/upl

oad/2018116201219016042.pdf
※已退休支領月退休金優存重
點摘錄
http://www.keu.org.tw/keu/upl
oad/2018116224392511106.pdf

六、
【退休金試算】已退公教人
員退休所得試算器供參。
http://www.keu.org.tw/keu/new
View.aspx？keuNewsId=14545

【全教產報告】1070209

研商「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草案」第三次會議摘要
●會議時間：107.2.9 上午 9：
30∼11：30
●會議地點：教育部 216 會議
室
●會議主席：林騰蛟次長
●全教產參加人員：黃耀南、
李惠蘭、譚偉明、孫鳳群
1.會議開始，全教產提出新的
教育人員退休核定函建議於
107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
間發送，以避免有相關教職員
收到，而部份未收到核定函的
教職員擔憂，不斷電洽各主管
機關，造成教職員及承辦人員
的困擾。教育部回覆教職員退
休核定函發送時間應該會公教

人員一致，盡量在一個月內發
送完成，且會再與縣市政府協
調後公告。全教產並建議教育
部可以先行發函，說明後續作
業，以安定人心，副本並發給
全教產。全教產會後再與教育
部人事處協調，教育部計畫與
各縣市主管機關協調，會請各
縣市主管機關於今年三月至五
月間，將相關資料彙整完成，並
希望能在 5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間寄發退休核定函，以利相
關作業。
2.全教產提出此條例施行日期
應該軍公教勞…一致，不應對
公教人員特別對待。教育部表

示非其所能決定。全教產再發
言目前已有立委提出修法提
案，所以要求教育部應站在教
育人員立場提出修正案。
3.針對教職員比照勞工失能給
付標準，需進行個別化專業評
估機制所需費用，原草案由申
請評估之教職員全額負擔，全
教產提出比照勞工保險條例由
公保基金負擔，教育部回覆會
再研議。
4.施行細則經三次會議討論完
畢，會循行政作業完成後，預
計三、四月間公告。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1070227 新聞稿

【政府帶頭踐踏剝奪軍公教尊嚴與權益
●新聞聯絡人：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秘書長
今天立法院開議第一天，反年
改團體走上街頭抗議年金遭蔡
政府剝奪，引爆嚴重流血衝
突，蔡政府務必懸崖勒馬，不
要再拿奉獻國家一生的軍公教
開刀，否則繼台清交教授相繼
出走後，軍人勢必也跟著出
走，後果不堪設想。
「當家的不鬧事」
，蔡政府卻假
改革之名帶頭鬧事，先汙名化
軍公教，踐踏軍公教尊嚴，接
著大砍年金，剝奪軍公教權
益，引發社會動盪不安，人民
對政府失去信心，高教人才紛
紛出走，敲響警鐘。
當年已故行政院長孫運璿、經

濟部長李國鼎延攬力邀海外優
秀人才，他們基於報效國家的
一股強烈愛國心，願意放棄國
外高薪與發展，返台與國內公
教菁英奉獻一生給這塊土
地，未料，在晚年時卻面臨年
金遭嚴重剝奪的窘境，有年近
七十的國立大學老教授甚至被
迫拖著老邁身軀，靠著一些老
關係，重回校園兼課賺取微薄
鐘點費，真是情何以堪？
青壯高教人才，更是對年改惴
惴不安，現今外流的高教人
才，都是學術研究成熟的教
授，他們看不到晚年的保障，不
得不出走；而年輕人才，只要
國外提供好的環境與待遇，更

製造嚴重國安危機】
劉亞平
想出走，因為這個政府讓他們
看不到未來。
台灣不僅高教人才出走，優秀
學生也不斷流失，歐美、澳洲、
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等紛
紛到台灣搶優秀學生，以往台
灣最大的優勢是擁有優秀的人
才，才能創造經濟奇蹟並成為
亞洲四小龍之首，並成為亞洲
科技矽谷，至今卻只剩啃老
本。
人才不斷流失，如果軍人再出
走，沒人想幹軍人，就不僅是
動搖國本而已，台灣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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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冤大頭？】同樣是潘順龍手工麵線研習，【高教
產】會員免費參加，「高教職」會員竟然要繳 100 元
●文：鄭穎聰（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高教
產）將於 107 年 3 月 3 日星期
六辦理「潘順龍手工麵線工廠
參訪」研習活動，凡是【高教
產】會員，報名經錄取後，均
可免費參加，會員還加碼再送
手工麵線及手工烏龍麵。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潘順龍手工麵線研習文宣●●
==========================
【親子好康活動！潘順龍手工
麵線工廠參訪】

好的研習活動，歡迎友會拿香
跟著拜！近日「高雄市教師職
業工會」
（高教職）也要辦理「潘
順隆手工麵線 DIY 活動」
，結果
「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的會
員每人報名要繳 100 元。

＊活動時間：107 年 3 月 3 日
（星期六） 08：30～12：00。
＊活動地點：潘順龍手工麵線
工廠（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
1033-1 號）
。
＊活動對象及名額：
（一）本活動限會員及會員 3
歲以上之眷屬參加，每位會員
最多攜眷 3 人，共 100 名。
（二）每校以 2 名本會會員參
加為限。107 年度繳費會員數達
三權（90 人）以上學校，再加
一名（每校以三名本會會員為
限）
。
（三）以未參加過 103.03.15
及 104.12.19 這二場活動者優
先錄取。
＊報名方式及時間：
（ 一 ） 請 上 本 會 網 站
HTTP://WWW.KEU.ORG.TW 於 線
上填表報名。
（二） 1 月 23 日（二）中午
12：50 開始線上報名， 1 月 26
日（五）中午 12：50 候補錄取，1
月 30 日（二）中午 12：50 報
名截止，如遇額滿則提前截
止。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親子
活動叫好又叫座！
「潘順龍手工麵線」研習叫好
新學期就推出【潘順龍手工麵
又叫座，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線工廠參訪】活動，
【會員免費
已 辦 過 兩 次 （ 103.03.15 、
再加碼送手工麵線及手工烏龍
104.12.19）
，這回辦第三次，三
麵。】
次會員通通免費。
大家報名的手腳要快唷！

「高教職」每年會費收到 1200
元，比【高教產】高，
【高教產】
每年只收 1000 元，提早預繳還
送 100 元超商禮券。到頭來會
費交較少的【高教產】會員，參
加「潘順龍手工麵線工廠參訪」
研習不需繳費，還送手工麵線
及手工烏龍麵；交比較多會費
的「高教職」會員，還要再繳
100 元。
各位大高雄老師，有必要繳比
較多會費，參加同樣活動還要
多繳錢嗎？大家要當冤大頭
嗎？

轉貼【高教產】及「高教職」
潘順龍手工麵線研習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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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費用：
（一）會員免費。
（二）非會員國小以下學童每
人 100 元、其餘 200 元。
（三）公告錄取者，請於 3 日
內繳費完成，否則喪失錄取資
格。
郵 政 劃 撥 帳 號 ： 42281128
戶名：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通
訊欄｣請註名｢學校、姓名、參
加潘順龍手工麵線工廠參訪研
習｣，本研習經繳費確定報名完
成後，恕不退費。若有繳費問
題可聯繫（07）7663128。

●●「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
潘順龍手工麵線研習文宣●●
==========================
寒假親子活動開跑 <潘順龍福
州式手工麵線 DIY 活動>
●活動日期：107 年 1 月 28 日
●報到時間：上午 9 時
●活動地點：潘順龍福州手工
麵線工廠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
路 1033 之 1 號）
●名額限制：100 人 （含大人
小孩，名額有限，盡速報名，額
滿截止）
●報名費用：大人$200、小孩
（國小六年級以下）$100、工
會補助會員本人$100/人、未滿
三歲不計費
●繳費方式：工會每週一寄送
繳費單至前一週報名者電子信
箱
●活動流程：09：15 集合完畢
→09：30 開始→12：00 結束（不
能遲到，會遲到的人請勿參加）
●交通方式：自行前往

【教育專業支持】到校共備觀議課
●文：何耿旭（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教學部主任）

預約表單

https://goo.gl/forms/aVfc5ty8a3VsyqQI2

【前言】
面對日復一日的教學生涯，您能真確看見自己的教學價值嗎？
面對新課綱，您準備好了嗎？
面對共備、觀議課，您覺得排斥、困擾或害怕嗎？
這一年裡您有更好的選擇，讓我到貴校與您共備、觀議課，一起體現新課綱的『自發、互動、共好』
，一
起為更好的教學實踐而努力。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到校共備觀議課】
『More teachers get support，more kids get hope！』
（王政忠，2016）
『互助共好的教學實踐。』（數學咖啡館，2014）
這四年來台灣教育引爆一波從下而上的翻轉浪潮，它是老師們自主改變、努力實踐、燃燒熱情、勇
於分享、回歸教育本質的教學革命。你、我都是定義這場由下而上教育改變的參與者。
『老師們曾經都是專業而充滿熱情！因為現實環境壓力使然，許多老師漸漸失去自信、積極與熱情。』
就從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到校共備觀議課開始，一起找回熱情、自信、專業的教學初衷吧！

【服務內容】
1.從 0 開始的教師專業自主成長（全校教職員講座）
2.共同備課（課程不限）
3.共同觀課、議課（課程不限）
4.108 課綱導讀（課程不限）
5.數學教學脈絡訊息設計
6.數學補救教學教材研發（減 C 教學）
7.自創學思達式教學法分享（扶弱拔尖策略）

【預約說明】
1.服務範圍以高雄市國中小教師為限。到校共備、觀議課時段，星期一、三下午 2:00～5:00。
2.會員、校長預約免費（單學期單卡號單次為限）
，非會員預約由工會酌收單次服務費 1200 元。
3.入會申請書 https://goo.gl/yl644e，先入會再預約，服務免費。
4.預約表單 https://goo.gl/forms/aVfc5ty8a3VsyqQI2
5.預約觀課，贈送王政忠老師親筆簽名書『老師你會不會回來』，數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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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與高雄縣教師會大事記
日期

人員

106.06.05 潘如梅

地點
教育局

事由
出席高雄市 106 年公立幼兒園契約進用教保員遷
調小組第二次會議

劉亞平、李季謦、
106.12.30 廖建中、潘如梅、鳳山
鄭穎聰、林孟楷

高雄縣教育處陳瑞忠前處長餐敘

107.01.03 林孟楷

高雄區免試入學及就學區規劃組會議

107.01.03

高雄商工

劉亞平、潘如梅、
忠孝國中
錢佳鳳

教師年金訴訟議題溝通

107.01.03 廖建中

紅毛港國小

紅毛港國小報告年金改革議題

107.01.04 林孟楷

高雄市教育局

高雄市「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第二屆第三
次會議

劉亞平、廖建中、
潘如梅、李賢能、
107.01.04 鄭穎聰、柏心怡、本會辦公室
林孟楷、錢佳鳳、
謝診愈、呂勝男
107.01.04

退休年金訴訟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

理 監 事 及 會 務 幹高 雄 市 大 寮 區 捷 西 路
召開工會理監事會議。
部
298 號

劉亞平、李季謦、
廖建中、鄭穎聰、
107.01.05
忠孝國中
林孟楷、錢佳鳳、
呂勝男

高雄市空汙嚴重地區學校設置空氣清淨機記者會

劉亞平、李季謦、
107.01.06 潘如梅、呂勝男、美濃地區
劉延興

辦理「美濃單車嚐美食、客家采風拔蘿蔔」活動

107.01.10

廖建中、潘如梅、
金石律師事務所
錢佳鳳、呂勝男

至金石律師事務所與律師針對年金改革訴訟流程
進行討論與交換意見

107.01.10 劉亞平、鄭穎聰 樂群國小

樂群國小報告教師退休年金議題

劉亞平、李季謦、
廖建中、陳俊成、
潘如梅、李賢能、
107.01.11 鄭穎聰、林孟楷、高雄市議會
錢佳鳳、呂勝南、
劉延興、與會務人
員

會長會報

劉亞平、李季謦、
107.01.12 鄭穎聰、呂勝男、東石

外傘頂退休會員活動探勘

劉延興
107.01.15 劉亞平、鄭穎聰 立法院
107.01.15 李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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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空氣品質納入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記者會

大東國小、誠正國小、送季刊及會員卡

中正預校
107.01.15 劉亞平、鄭穎聰 龍興國小

應邀與龍興國小相關人員對談

107.01.16 劉亞平、李季謦 林園高中

了解處理林園高中會員入會與繳費情形

107.01.17 劉亞平、李季謦 樟山國小

六龜區、桃源區學校送季刊與會員卡

107.01.17 鄭穎聰

楠梓高中、後勁國中、
翠屏國中小、後勁國
小、國昌國中、援中國
送季刊、會員卡，處理會員繳費事宜
小、加昌國小、中山高
中、油廠國小、仁武幼
兒園

107.01.17 劉亞平、李季謦 樟山國小

處理樟山國小會員反映問題

劉亞平、李季謦、
廖建中、陳俊成、
潘如梅、李賢能、
107.01.18
忠孝國中
鄭穎聰、林孟楷、
錢佳鳳、呂勝男、

工會期末工作會議。

謝診愈、劉延興
107.01.19 劉亞平

田寮區新興國小

田寮區、燕巢區、路竹區學校送季刊

107.01.23 劉亞平、李季謦 龍興國小

龍興國小朝會處理校長適任問題

劉亞平、李季謦、
潘如梅、李賢能、
107.01.23 鄭穎聰、林孟楷、忠孝國中
錢佳鳳、呂勝男、
謝診愈、劉延興

工會期初幹部工作會議。

107.01.25 林孟楷

高雄市 107 年市立國民中小學主任甄選小組第 1
次會議報告

107.01.26

青年國中

劉亞平、鄭穎聰、
咖啡酒釀
林孟楷

107.01.29 林孟楷

鳳翔國小

鍾紹和拜會工會溝通相關議題
高雄市 107 年度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小組第
1 次會議

劉亞平、李季謦、
王美心、李賢能、
鄭穎聰、柏心怡、
林孟楷、洪長明、
107.01.31
忠孝國中
呂勝男、葉曉芬、
鍾淑芳、李降昌、

工會會議室搬遷

李勇賢、溫欣樺、
李漢光、
劉亞平、潘如梅、
107.02.06 鄭穎聰、柏心怡、忠孝國中

工會會議室油漆、整理

呂勝男、劉延興
107.02.07 鄭穎聰、謝診愈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

參加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第七屆第十次理事會

107.02.07 李勝彥

參加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 106 學年度辦理畢業

高雄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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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日程」會議
劉亞平、李賢能、
鄭穎聰、林孟楷、中華電信南區分公司行
107.02.08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第一屆第 5 次理監事會
謝診愈、畢家偉、政大樓
劉延興、鍾淑芳
107.02.13 林孟楷

鳳翔國小

高雄市 107 年度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小組第
2 次會議

劉亞平、潘如梅、
鄭穎聰、林孟楷、
107.02.22
忠孝國中
錢佳鳳、呂勝男、
謝診愈、劉延興

高教產退休年金司法訴訟小組會議

劉亞平、潘如梅、
鄭穎聰、林孟楷、
107.02.23
忠孝國中
錢佳鳳、呂勝男、
謝診愈、劉延興

教師退休年金訴訟志工培訓

107.02.23 葉曉芬

參加「訂定高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
會議

鳳山行政中心

107.02.26

劉亞平、鄭穎聰、
蘇炎城議員服務處
林孟楷、劉延興

處理會員陳情議題陪同拜會蘇炎城議員

107.02.26

劉亞平、鄭穎聰、
忠孝國中
劉延興

周鍾㴴議員拜會工會對談

107.02.27 劉亞平、李季謦 立法院

聲援軍方立法院動員抗爭

107.02.27 劉亞平、李季謦 台北海霸王

參加自主工聯會議

107.03.01 劉亞平、李季謦 援中國小

援中國小報告教師權益與年金議題

107.03.01 潘如梅、鄭穎聰 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

至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報告退休年金訴訟議題

107.03.02

劉亞平、鄭穎聰、
梓官國小
林孟楷

梓官國小處理會員陳情申訴議題

107.03.02

劉亞平、李季謦、
蚵寮國小
鄭穎聰、林孟楷

拜會蚵寮國小人員與探勘自主工聯南下場地

李季謦、王美心、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
107.03.03 潘如梅、柏心怡、
辦理「潘順龍手工麵線工廠參訪」研習活動
1033-1 號
林孟楷
劉亞平、鄭穎聰、
鳳山國中
林孟楷

鳳山國中與會員溝通對談教育議題

107.03.06 劉亞平、劉延興 福安國小

福安國小報告教師權益與年金議題

107.03.06 劉亞平、劉延興 龍興國小

龍興國小與教師和家長對談

107.03.07 李賢能

四維行政中心

教審會 107 年第 1 次委員會議

107.03.07 鄭穎聰

路竹國小

路竹國小報告教師年金議題

107.03.07 劉亞平

明德國小

明德國小報告教師年金議題

107.03.05

107.03.08

理監事與會務人
忠孝國中
員

107.03.10 劉亞平、李季謦 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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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理監事會議
辦理「林園海洋濕地環境教育」研習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