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縣教師會   函 
 

                                                        會址：830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 81 號               

電話：(07)766-3128                                 

傳真：(07)766-3126 

聯絡人：柏心怡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6 日 
發文字號：(109)高縣師會(旭)字第 007 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件：委託書、議程、提案單、會員代表名單、理監事候選人名單 

 
主旨：本會召開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及第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 

一、 時間：109年 11月 5日(星期四)下午 2時至 4時(下午 1時 30分開始報到)。(會

後請新任理監事當選人接續召開第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二、地點：高雄市議會一樓簡報室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 156 號)。 

三、本次會議將進行新任理事長、理監事選舉，請務必撥冗出席。 

四、會員代表如因故無法出席者，可填寫委託書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名單如附件)，但

一人僅可接受委託一次，委託書正本當天務必攜帶到場辦理報到。 

五、如有提案請於 10 月 29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前傳真本會(07-7663126)，臨時動

議請於會議當日上午 10 時前以書面方式交本會彙整，以利準備會議資料。 

六、依教師請假規則第 4 條規定略以：｢教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

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第十款)｣爰學校教師加入工會參加與職

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給予公假，出、列席人員之課(職)務自理。 

七、本次會議請各會員代表於會場領取本期季刊。另，響應環保請參加人員自備環保

杯。 

 

正本：第十一屆會員代表(如附件名單)、高雄市各級學校教師會、第十一屆理監事侯

選人 

副本：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本會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委託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為高雄縣教師會第十一屆會員

代表，因事無法出席 109 年 11 月 5 日召開之第十一屆第一次

會員代表大會，茲僅委託會員代表_______________為本人之

代理人，除由其代理本人參加前揭會議外，並授權其於會議

中得代本人行使一切會員代表之權利。 

 

      此致 

高雄縣教師會 

           

委託人：                    （簽章） 

                被委託人：                  （簽章） 

※被委託人當天務必攜帶本表至現場報到。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5    日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 
 

13:30-14:00 報到 

 

14:00-14:05 高雄縣教師會會員代表大會-主席報告(報告出

席人數、確認議程、宣布開會) 

 

14:05-14:10 主席致詞 

 

14:10-14:20 來賓致詞 

 

14:20-14:40 理事長、理監事選舉 

 

14:40-15:00 報告事項(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工作報告) 

 

15:00-15:20 討論提案 

 

15:20-16:00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會長會報 

 

16:00 散會 

 

16:00～第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出席人員:新任理監事) 



 

高雄縣教師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單 

提案人  單位 _______________教師會

連署人 

簽名 

 

案  由  

 

 

 

說  明  

 

 

 

辦  法  

 

 

 

審  查 

意  見 

 

 

※注意事項：(請務必詳閱！！) 
1、會員代表大會之提案，應由本會理事會、監事會或會員代表二人以上之連署，並於會員

代表大會五日前向本會提出，始得列入大會議程。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規程第十條) 

2、臨時動議除提案人外，應有會員代表五人以上之連署，以書面於大會會議開始前向大會

提出，始得成立。(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規程第十條) 

3、如有提案，請填妥提案單後，於 10/29(四)中午前傳真至 07-7663126，以利行政作業。 

4、會議當天之臨時動議須於上午 10:00 前以書面方式交本會彙整，逾時不受理。 

5、本會聯絡電話：07-7663128  聯絡人：柏心怡秘書 



 

高雄縣教師會第十一屆會員代表名單 

編號  類別 區  教師會名稱   會員代表 權數 

1 正式 大社區 大社區大社國小 梁銘順 1 

2 正式 大社區 中庄國中 劉啟正 1 

3 正式 大社區 大社國中 呂明聲 1 

4 正式 大社區 觀音國小 高培卿 1 

5 正式 大寮區 大寮國小 彭嘉妮 1 

6 正式 大寮區 山頂國小 黃麗惠 1 

7 正式 大寮區 中庄國小 劉崇武 2 

8 正式 大寮區 潮寮國中 林昱檸 1 

9 正式 大寮區 永芳國小 江瑞峰 2 

10 正式 大寮區 忠義國小 林培裕 1 

11 正式 大寮區 後庄國小 張家豪 1 

12 正式 大寮區 昭明國小 王曙屏 1 

13 正式 大寮區 翁園國小 李麗珍 1 

14 正式 大寮區 溪寮國小 龔輝基 1 

15 正式 大樹區 溪埔國小 丁三祝 1 

16 正式 大樹區 九曲國小 黃錦玫 1 

17 正式 大樹區 大樹國小 李姿宜 1 

18 正式 大樹區 大樹國中 吳鴻傑 1 

19 正式 大樹區 姑山國小 李家賢 1 

20 正式 仁武區 八卦國小 鄭漴瑋 2 

21 正式 仁武區 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劉如恩 2 

22 正式 仁武區 仁武國小 莊智雄 2 

23 正式 永安區 新港國小 陳盈云 1 

24 正式 永安區 永安國中 盧美如 1 

25 正式 岡山區 和平國小 蔡宗憲 1 

26 正式 岡山區 岡山國中 王碧祿 3 

27 正式 岡山區 前峰國小 邱秀娥 1 

28 正式 岡山區 後紅國小 李明郎 1 

29 正式 岡山區 岡山農工 王永在 4 

30 正式 岡山區 嘉興國小 莊穎昌 1 

31 正式 林園區 中芸國小 李文智 1 



32 正式 林園區 王公國小 侯鳳珠 1 

33 正式 林園區 林園高中 林建良 5 

34 正式 林園區 港埔國小 謝依穎 1 

35 正式 阿蓮區 阿蓮國小 鄭宇清 2 

36 正式 阿蓮區 復安國小 張忠軍 1 

37 正式 美濃區 龍山國小 宋珍妮 1 

38 正式 美濃區 龍肚國中 葉玫玲 1 

39 正式 美濃區 龍肚國小 郭沛溪 1 

40 正式 美濃區 廣興國小 郭婉貞 1 

41 正式 美濃區 南隆國中 陳春萍 1 

42 正式 美濃區 美濃國小 許琮偉 1 

43 正式 美濃區 美濃國中 楊易儒 1 

44 正式 美濃區 福安國小 鄧琼嫈 1 

45 正式 茄萣區 茄萣區成功國小 劉淑惠 1 

46 正式 茄萣區 茄萣國小 蔡敏隆 1 

47 正式 茄萣區 茄萣國中 楊家宜 1 

48 正式 茄萣區 興達教師會 葉靜慧 1 

49 正式 梓官區 梓官國小 莊穎發 1 

50 正式 梓官區 蚵寮國小 吳旻峰 1 

51 正式 鳥松區 仁美國小 盧立德 1 

52 正式 鳥松區 文山高中 趙偉晉 3 

53 正式 鳥松區 鳥松國中 梁靜芬 1 

54 正式 湖內區 大湖國小 蔡禹亮 1 

55 正式 湖內區 湖內國中 黃詩淳 2 

56 正式 路竹區 一甲國中 劉晉生 1 

57 正式 路竹區 路竹區大社國小 樊炘沼 1 

58 正式 路竹區 蔡文國小 塗瓊雯 1 

59 正式 旗山區 大洲國中 謝茗寬 1 

60 正式 旗山區 溪洲國小 許聖義 1 

61 正式 旗山區 旗山國小 廖瑞能 1 

62 正式 旗山區 旗山農工 袁重雄 1 

63 正式 旗山區 旗尾國小 蘇璉 1 

64 正式 鳳山區 大東國小 陳正輝 1 

65 正式 鳳山區 中崙國小 姚曉瑛 1 

66 正式 鳳山區 五甲國中 石羱彬 2 



67 正式 鳳山區 五福國小 賴勇誠 2 

68 正式 鳳山區 文山國小 廖彩萍 1 

69 正式 鳳山區 文華國小 巫岱祐 1 

70 正式 鳳山區 文德國小 林君嘉 2 

71 正式 鳳山區 正義國小 莊豐州 1 

72 正式 鳳山區 正義高中 林綉卿 1 

73 正式 鳳山區 忠孝國中 廖俐雯 1 

74 正式 鳳山區 福誠國小 翁再興 1 

75 正式 鳳山區 南成國小 簡伯陞 2 

76 正式 鳳山區 鳳山商工 吳明昌 1 

77 正式 鳳山區 曹公國小 李念儒 1 

78 正式 鳳山區 新甲國小 楊涵雯 3 

79 正式 鳳山區 瑞興國小 鄭忠河 2 

80 正式 鳳山區 誠正國小 沈學杰 1 

81 正式 鳳山區 福誠高中 蔡忠翰 2 

82 正式 鳳山區 鳳山區中山國小 施政嘉 1 

83 正式 鳳山區 中正國小 陳南衛 2 

84 正式 鳳山區 鳳山區忠孝國小 陳裕方 1 

85 正式 鳳山區 鳳山國小 劉敏珍 1 

86 正式 鳳山區 鳳山國中 郭國正 4 

87 正式 鳳山區 鳳甲國中 蘇俊源 2 

88 正式 鳳山區 鳳西國中 朱麗芬 3 

89 正式 鳳山區 鎮北國小 陳永娟 1 

90 正式 橋頭區 仕隆國小 曾翠蘭 1 

91 正式 橋頭區 橋頭國小 鐘金華 1 

92 正式 橋頭區 橋頭國中 李季謦 2 

93 正式 燕巢區 明陽中學 黃雅偵 1 

94 正式 燕巢區 燕巢國小 張清林 2 

95 正式 彌陀區 彌陀國中 曾嘉鳳 1 

96 正式 聯合 小坪水寮聯合 郭益成 1 

97 正式 聯合 內門鄉聯合教師會 林義安 2 

98 正式 杉林區 芭楠花 張禎宜 1 

99 正式 聯合 甲仙鄉聯合 許庭瑋 1 

100 正式 聯合 五林、甲圍國小聯合 謝勇圳 1 

101 正式 聯合 竹滬下坑聯合 王冠超 1 



102 正式 聯合 杉林鄉聯合 王一勝 1 

103 正式 聯合 金潭汕尾聯合 陳雅圻 1 

104 正式 聯合 
聯合海埔明宗海埔聯

合 
陳信捷 2 

105 正式 聯合 圓富、內門國中 王秋杰 1 

106 正式 聯合 六龜區荖濃國小 張永智 1 

107 正式 聯合 
安招橫山鳳雄深水金

山聯合 
林預章 1 

108 正式 聯合 田寮區阿蓮區聯合 王理彥 1 

109 正式 聯合 鳳翔國小 黃珮綺 1 

110 正式 聯合 
仁武大社烏林灣內竹

後嘉誠國小聯合會 
陳景宏 1 

111 正式 聯合 南安壽齡國小聯合 蘇嘉文 1 

112 正式 正式 鼓山區中山國小 鍾淑芳 3 

113 正式 楠梓區 莒光國小 黃子晏 1 

114 正式 美濃區 美濃國小 許琮偉 1 

115 正式 六龜區 六龜高中教師會 湯敬翔 1 

以上共計推派人數為 115 人(154 權) 

備註：會員代表名單、權數等資料如有異動，請於 10/29(四)中午前電 07-7663128 柏心怡

秘書更正。 

 

第十一屆理事候選人名單及介紹 
編

號 
姓名 服務學校 學歷、組織服務經歷 政見 

產生 

類別 

1 鐘金華 橋頭國小 

花蓮師院 

樹德科大人類性學研究所 

六龜國小、橋頭國小 

高雄縣教師會第五、六、七、八、九、十

屆理事 

與大家一起為教育努力 1 

2 許錦祥 竹滬國小 

台南大學數學科教學碩士 

竹滬國小教師 97-99 年午餐執秘，

100-101 年教學組長兼導師，102-106 年

註冊組長兼導師，107-110 年事務組長兼

導師 

擔任巧固球教練從 92 年迄今 

高教產第三屆理事、第四屆理事、高雄縣

教師會第十屆理事 

維護學生受教權、 

保障教師權益、 

改善教學環境、 

增進會員福利 

1 

3 溫欣樺 忠孝國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

士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三屆理事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四屆理事 

高雄縣教師會第十屆理事 

關心並協助教育相關議

題， 

保障學生受教權， 

維護教師工作尊嚴。 

1 

4 李季謦 橋頭國中 
台灣師範大學 

曾任橋頭國中教師會會長、理事、監事 

保障教師工作尊嚴； 

推動組織會務工作。 
1 



高雄縣教師會第六、七、八、九、十屆副

理事長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一、二、三、四屆

常務理事 

 

5 李賢能 鳳山國中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畢 

高雄縣教師會：常務監事、常務理事、副

理事長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監事會召集人、副

理事長、代理理事長、理事長 

略盡棉薄之力， 

貢獻一己心力， 

希望有更多教師來參與

公共事務。 

1 

6 葉曉芬 文山高中 

高雄市師範大學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四屆現任秘書

長、常務理事及環境部主委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三屆理事、環境部

主委 

高雄縣教師會第十屆理事 

小小螺絲釘，集合起來

也能成一股驚天動地的

力量。 

個人付出一點，教師團

結力量大！ 

1 

7 王一勝 杉林國小 

國立台東大學國語文補救教學研究所畢

業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四屆理事 

需要我的地方，我都會

在 

需要我盡力的地方，我

會全力以赴 

不讓努力的人受委屈是

我的目標 

1 

8 王永在 岡山農工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 

高苑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國立岡山農工教師會理事（16 年）、理事

長（2年）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岡山農工支會會長

（9年）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二屆、第三屆、第

四屆理事 

高雄縣教師會第十屆理事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提升教師專業自主 

保障職工工作權益 

協助推動組織會務 

1 

9 李勝彥 仁武高中 

嘉義高中畢、東吳大學商用數學系畢 

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數學碩士 

救國團嚕拉拉第14期、彰師大82年教育學

分班結業、95年主任儲訓班合格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發起人、第一、二、

三屆理事、第四屆候補理事 

高雄縣教師會第四、五、六、七、八、九、

十屆理事 

仁武高中教師會第一、四、五屆理事長 

維護教師工作尊嚴與公

義、重建師生校園倫理

與價值、 

促進改善中小學教學環

境、推動教師專業分享

平台、 

走出校園關心社會議

題、提昇教師演說談判

技巧。 

1 

10 鍾淑芳 
鼓山區鼓山

國小 

屏東教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 

屏東縣新南國小教師 

高雄縣金竹國小教師 

高雄縣鼓山國小 

曾任高雄縣鼓山國小教師會理事長 

現任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小教師會理

事、理事長 

現任高雄縣教師會理事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提升教師專業自主 

保障教師工作尊嚴 

爭取會員各項優惠措施

與福利 

1 

11 梁靜琪 登發國小 

花蓮師範學院師資班第六期 

登發國小任教 25 年 

曾任登發國小教師會會長三屆 

高教產登發國小支會會長 100 年～迄今 

高雄縣教師會第九屆監事 

高雄縣教師會第十屆理事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二、三、四屆理事

會員所託,使命必達。 1 

12 柯尚彬 一甲國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碩 維護學生受教權 1 



士畢、博士肄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理事 

高雄縣教師會理事 

教師專業自主權 

家長教育選擇權 

13 陳政琳 明陽中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英文系學士 

國立台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碩

士 

國立台南大學特殊教育系博士生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一屆理事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二屆理事兼高中

職主委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三屆理事兼高中

職主委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四屆理事兼高中

職副主委 

積極為全體教師爭取福

利 

努力為工會會員保障權

益 

用心為組織運作貢獻心

力 

1 

14 謝昌耀 龍肚國中 

康樂國小-阿蓮國中-左營高中-彰化師大

-高雄師大科教所 

甲仙區會員代表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八屆監事、第九屆

候補監事 

第十屆候補理事 

因為有我們,明天會更

好。 
1 

15 吳旻峰 蚵寮國小 

組織服務經歷： 

民國 96 年蚵寮國小教師會長 

民國 102 年蚵寮國小教師會長 

民國 108 年蚵寮國小教師會長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四屆理事 

1. 保障教師權益。 

2. 維護教師專業自主。

3. 極維護學生受教權。

 

1 

16 侯國林 援中國小 

高師大學校行政與領導碩士。 

高市教育局議會聯絡人。 

高雄縣教師會第十屆候補理事 

捍衛教師權益、守護高

雄教育! 
1 

17 陳哲文 援中國小 
組織服務經歷：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四屆候補理事 

掌握特教議題，提升特

殊教育環境與品質。 
1 

註一：產生類別欄位說明  1：理事會推薦    2：會員代表大會代表登記參選者   3：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

連署推薦者。 

註二：上表所列參選人名單為依報名順序排列之。 

 

第十一屆監事候選人名單及介紹 
編

號 
姓名 服務學校 學歷、組織服務經歷 政見 

產生

類別

1 畢家偉 竹圍國小 

台東師院體育系 

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碩

士畢業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三、四屆監

事 

代理會員監核會務運作。 1 

2 王怡琇 上平國小 

台東大學初等教育學系 

台東大學國語文補救教學研究所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四屆監事 

協助並監督會務推展。 1 

3 陳秀美 仁武國小 

花蓮師專畢業 

花蓮師院畢業 

擔任仁武國小教師會會長 13 年 

擔任高雄縣教師會第十屆監事 

擔任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一屆

～第四屆監事 

為教育、為教師而努力 1 



4 沈政憲 鳳西國小 

屏東師院畢業 

任工會監事 8年、高雄縣教師會 10

年 

為教師服務、為教師會服務。 1 

5 莊維倢 大樹國小 

台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高雄市大樹國小教師會會長及工

會支會長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四屆監事

(現任) 

為學生爭取最適宜的教學品質，

為教師爭取最良善的工作環境。
1 

6 許鶴籌 阿蓮國中 

嘉義縣水上國中教師會長 

高雄市阿蓮國中教師會長 

高雄教育產業工會支會長 

健全教師組織，謀求教師權益，

優化教師工作環境 
1 

註一：產生類別欄位說明  1：理事會推薦    2：會員代表大會代表登記參選者   3：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

連署推薦者。 

註二：上表所列參選人名單為依報名順序排列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