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第八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3 年 6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至 13：00）

地

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

主

席：劉欽旭理事長

出席人員：本會第八屆會員代表【應出席人數 127 人，實際出席共計 104 人(含委託)】

基隆市教師會：顧翠琴、黃致誠、戴世麒、朱奕勳。
台北市教師會：楊益風、吳明德、洪宗男、吳明從、徐源凱、施順忠、郭石燦、
余年華、譚偉明、周澤芳。
新北市教師會：李榮富、張浩芸、詹前峰、李雅菁、丁麗娟、張益銘、李易璁。
新竹市教師會：謝萬等、陳姿秀、汪金后。
新竹縣教師會：吳南嬿。
台中市教師會：張秀惠、張旭政、洪維彬、鄭春女、廖耿志、林育志、王生堂。
台中市直轄市教師會：徐居本、林樵鋒、林碩杰。
彰化縣教師會：林穎欣、陳渼侖、江錦錢、史清廉、巫彰玫、顏輝珠、莊易耕。
南投縣教師會：王汝杰、黃建勳、朱文農、洪怡欣、劉欽旭、施榮亮。
雲林縣教師會：許逸軍、李建成、李峻聿、謝暉宏。
嘉義市教師會：黃敏智、蘇才智、林文章。
嘉義縣教師會：王建超、凃佳伶。
台南市教師會：侯俊良、許又仁、李啟榮。
高雄市教師會：陳建志、楊淑淨、許惠珠、林志賢、董書攸、郭美伶。
屏東縣教師會：林益慶、戴貴雄。
宜蘭縣教師會：朱堯麟、林泰源、俞昭銘。
台東縣教師會：王芸華、李國榮。
澎湖縣教師會：黃東森、許淑勤、蔡丁炎。
金門縣教師會：林學金、許江懷。
連江縣教師會：王連發。
委託出席：共計 25 人（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該次會議親自出席人數三分
之一，故得受理委託人數 35 位；未能委託以*號註記）
台北市教師會：陳文鍠(委託余年華)、許孝誠(委託楊益風)。
新北市教師會：*許碧華(委託詹前鋒)、湛濠銘(委託李雅菁)、*謝惠珠（委託

張浩芸）、*楊忠彬(委託張益銘)、*吳思穎(委託李易璁)。
新竹市教師會：傅慧鳯（委託謝萬等）、*賴曉寧(委託陳姿秀)。
新竹縣教師會：趙意如(委託吳南嬿)、李晶姮(委託陳渼侖)。
臺中市教師會：黃倩雯(委託張秀惠)、*鄭春女(委託張旭政)。
臺中市直轄市教師會：呂承芬(委託林樵鋒)。
嘉義市教師會：*朱義全（委託林文章）、*呂國城(委託黃敏智)。
嘉義縣教師會：劉建宏（委託王建超）、沈怡君(委託凃佳伶)。
台南市教師會：林輝彥（委託侯俊良）
、趙政派(委託許又仁)、陳葦芸(李啟榮)。
高雄市教師會：周益村(委託董書攸)、陳麟祥（委託許惠珠）、方美心(委託
陳建志)。
宜蘭縣教師會：林義德（委託林泰源）、林仲淮(委託朱堯麟)。
台東縣教師會：楊茂雄(委託王芸華)、黃增隆(委託李國榮)、盧美櫻(委託周澤芳)。
澎湖縣教師會：伍志斌（委託許淑勤）。
金門縣教師會：翁振陵(委託許江懷)、陳來添（委託林學金）。
連江縣教師會：蕭建福（委託王連發）、*林偉傑(委託黃建勳)、鄭韻秋(委託
王汝杰)、*林秀萍(委託洪怡欣)。
請假人員：共計 13 人
基隆市教師會：曾彥勳
新竹縣教師會：曾容姬、邱進興。
台中市教師會：謝文聰。
台中市直轄市教師會：歐陽維鈞。
雲林縣教師會：蘇坤堅。
嘉義縣教師會：魏裕福。
台南市教師會：施文平、廖學正。
屏東縣教師會：廖健宏、陳松苹、陳鳳卿。
澎湖縣教師會：蘇高弘。
列席人員：
地方教師會：台北市教師會洪慧伶、新竹縣教師會郭榮祥、台中市直轄市教
師會卓奕宏、台中市直轄市教師會趙大偉。
會 務 人 員 ：政策部主任吳忠泰、副秘書長林清松、副秘書長林金財、副秘書
長羅德水、外事部主任林毓淳、社發部主任詹政道、社發部副主
任張美英、教學部主任張文昌、執行秘書林芳婷、執行秘書
卓鈴宜、秘書蘇惠櫻、秘書李靜宜、秘書蕭德恩、秘書吳姵槿。

記錄人員：蘇惠櫻
一、 報告出席人數、宣布開會
二、 主席報告（略）
三、 確認大會議程
四、 選舉第八屆理事、監事
1. 徵詢計票人：張文昌、施順忠、洪維彬、謝暉宏。
唱票人:許淑勤、王建超、李啟榮、李國榮。
監票人:王生堂、涂佳玲、林益慶、謝萬等。
2. 動議(動議人：林益慶會員代表)採取限制連記法:不通過(贊成:15 票)。

理事當選名單：
理

事：廿縣市保障席次
基隆市教師會黃致誠：81 票

彰化縣教師會江錦錢：86 票

台北市教師會楊益風：93 票

南投縣教師會劉欽旭：82 票

新北市教師會李榮富：87 票

雲林縣教師會許逸軍：85 票

新竹市教師會賴曉寧：48 票

嘉義市教師會黃敏智：47 票

新竹縣教師會吳南嬿：48 票

嘉義縣教師會劉建宏：80 票

台中市教師會張旭政：86 票

台南市教師會侯俊良：84 票

台中市直轄市教師會卓奕宏：77 票 宜蘭縣教師會吳昌倫：85 票
高雄市教師會陳建志：85 票

澎湖縣教師會許淑勤：88 票

屏東縣教師會蔡衣珊：68 票

金門縣教師會林學金：47 票

台東縣教師會王芸華：83 票

連江縣教師會王連發：48 票

其餘排序（依得票高低）
1. 台北市教師會徐源凱(87 票)
2. 台北市教師會施順忠(83 票)
3. 台北市教師會余年華(83 票)
4. 台南市教師會許又仁(82 票)
5. 新北市教師會林金財(81 票)
6. 台北市教師會周澤芳(81 票)
7. 彰化縣教師會巫彰玫(80 票)
8. 台南市教師會陳葦芸(79 票)

9. 高雄市教師會董書攸(79 票)
10. 台中市教師會廖耿志(78 票)
11. 台中市教師會洪維彬(78 票)
12. 新北市教師會張浩芸(78 票)
13. 高雄市教師會陳麟祥(77 票)
14. 新北市教師會李雅菁(76 票)
15. 新北市教師會江月娥(74 票)
候補理事 9 名：
1. 高雄市教師會周益村(51 票)
2. 台中市教師會張秀惠(50 票)
3. 基隆市教師會顧翠琴(48 票)
4. 新北市教師會李玲玲(43 票)
5. 新北市教師會黃學仁(41 票)
6. 屏東縣教師會戴貴雄(26 票)
7. 台中市直轄市教師會林碩杰(12 票)
8. 新北市教師會詹前鋒(3 票)
9. 屏東縣教師會陳松苹(1 票)

監事當選名單：
監

事：

1. 高雄市教師會許惠珠(86 票)
2. 宜蘭縣教師會朱堯麟(85 票)
3. 南投縣教師會許淑娟(84 票)
4. 台中市教師會林育志(84 票)
5. 屏東縣教師會廖健宏(84 票)
6. 新北市教師會李佳玫(84 票)
7. 嘉義縣教師會王建超(83 票)
8. 台北市教師會洪慧伶(83 票)
9. 嘉義市教師會林文章(79 票)
10. 基隆市教師會陳俊明(78 票)
11. 台南市教師會楊秀碧(73 票)

候補監事 3 名：
1. 台中市直轄市教師會趙大偉(20 票)
2. 台中市直轄市教師會林樵鋒(18 票)
3. 台東縣教師會李國榮(17 票)

五、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報告執行情形
第七屆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如附件一，頁 02-07）
決議：通過。
第七屆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執行情形（如附件二，頁 08-09）
決議：通過。
六、 工作報告：決議：通過。
(一) 理事會工作報告。（如附件三，頁 10-17）
(二) 監事會工作報告。（如附件四，頁 18-19）
(三) 103 年度工作計畫進度執行報告。（如附件五，頁 20-30）
七、 提案討論
編

號：1

提案人：新北市教師會、台中市教師會
案

由：請同意自 104 年度起本會會員所屬會員教師，若為全教總會員，減
收其會費。

說

明：
一、 未加入全教總所屬會員工會者，仍收取會費每人每年 200 元。
二、 已加入全教總所屬會員工會者，會費每人每年收取 10 元。

辦

法：建請通過說明段之收費方式。

決

議：通過。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