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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議程 

時間：105 年 4 月 16 日(週六)下午 12:30-17:00 

地點：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綜合大樓五樓(台北市和平東路一段 162 號) 

主席：陳木城 

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時  間 議    程 主持人 

12：20～ 12：30 報到 秘書處 

12：30～ 12：40 主席致辭、介紹來賓 理事長 

12：40～ 12：50 

104 年度工作報告 

(一) 業務報告 

(二) 財務報告 

秘書長 

12：50～ 13：10 105 年度預定工作計畫報告 理事長 

13：10～ 13：30 討論提案、臨時動議 秘書長 

13：30 ~ 14：00 召開第一屆第四次理監事會 理事長 

14：00 ~ 17：00 教育人力資源開發與產業發展論壇 秘書處 

14：00 ~ 14：10 開幕及貴賓致辭 

秘書處、澔奇科技

14：10 ~ 15：00 
教育人力資源開發與產業發展報告 

15：00 ~ 15：30 
茶敘 

15：30 ~ 16：30 分組講座 

(一)退休教育人員的發展與權益論壇 

(二)最新教師甄試準備趨勢 

16：30 ~ 17：00 
綜合研討、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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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理事長陳木城的話】 

年金改革  一生懸命 

從 101.10 起軍公教人員的退休年金問題受到輿論的討論，我們教育退休人員被汙

名化了，成為社會的公敵，大家的心情都不好。尤其，年初總統大選民進黨贏得大選，

新政府還沒上台，打著轉型正義的旗幟，年金改革更是山雨欲來，大家的心情更是沉

到谷底。 

如果，公教人員的年金真的會拖垮國家財政，為了老中青都可以得到保障，基於

共同的權益和永續，依政府提出的「全面、務實、漸進、透明」原則，以達成「減少

虧損，永續經營」的目標，我們都支持年金改革。問題出在政府的年金改革措施，犯

了五大錯誤，造成軍警公教的集體恐慌，引起極大的反彈，也種下了社會的階級對立，

破壞了行業族群間的和諧。 

其一，鬥爭性的改革：基於政治鬥爭，訴諸政權選舉下的改革，並不是正義的。 

其二、選擇性的改革：排除總統副總統、政務人員、司法人員、大學教授，針對

中下階層公教人員，有失全面性改革的原則和公平性。 

其三、民粹式的改革：拉攏勞工 900 萬人，對照公教退員 62 萬人，這種以眾欺寡

的民粹操作，完全是政治選舉考量，不該是政府的正常作為。 

其四、對立式的改革：故意忽視政府對軍警公教的承諾與責任，挑撥行業的對立，

造成社會族群間的剝削與仇恨感，這不是政府應該有的正面作為。  

其五、破壞性的改革：忽視不溯及既往的法理正義、政府保障誠信的責任正義，

勢必會破壞政府的整體信任，造成政府崩毀式的信用破產，耗盡社會上的信用成本。 

我們認為年金改革主要目的在減少政府財政負擔，保證退撫基金永續經營，解決

之道有六: 

一、 優惠存款 18%問題：落實 84 年新制，84 年以後的年資不得計入，關閉部分

特權，就可以減少政府利息負擔，又不失信於對舊制人員權益的保障。 

二、 恩給制年金：這是政府對舊制人員的承諾，而且也已在年年減少之中，沒有

必要更動。主要落實 84 年以後的切割，依法執行，何有改革之必要性。 

三、 退撫基金：退撫基金自 85 年開始運作，雖曾經出現五年的虧損，依據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105 年公布的最新資料，整體上是盈餘的

多，虧損的少。主要原因在於軍人和教育人員的早退，造成呈現入不敷出的

現象，如果開始推動延至 65 歲開始領取，就會促進延後退休，造成多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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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可以避免現在的虧損現象。 

四、 全面性改革：改革不可以選擇性改革，目前排除政務官、司法人員、大學教

授，以及總統副總統，這是肥大官瘦小吏，也造成更大的不公不義，難服人

心，也避免加大貧富懸殊，拉大制度人為的社會階級差距。 

五、 軍人應該由政府負擔：目前軍人部分虧損最大，主要是其服役期間短，退伍

年齡偏低。由於，軍人保障國家安全，任務特殊，又屬高度危險行業，應該

得到國家和全民的尊重，重新檢討制定，而其不足部分理當由政府編列預算

補足。 

六、 退撫基金回歸自管：目前退撫基金基金收益率偏低，104 年收益率只有

2.34%，缺口 108 億，前年 103 年收益率 4.6%，盈餘 356 億。為了要提高經

營效益，建議退撫基金回歸自管，減少政府以基金救股市的市場風險，也減

少操作單位人員的操守疑慮和道德風險。解決收益率偏低的問題，自然就能

解決基金缺口，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回歸自管，政府不應該自己做不好，又不

放，又要推卸退撫基金管理不善的問題。 

 

年金改革沒有轉型正義的問題，也沒有世代不公、行業不平的問題，正義的定義

不是絕對的，世代的問題也都有其時代的變異性，行業更是基於個人的選擇。年金改

革主要目的在解決軍公教人員的退休保障，屬於社會保險的一部分。政府不應該以任

何理由剝奪公職退休人員的福利和權益。 

年金改革不是報復、不是鬥爭、不是對立、不是民粹，也不是定要搞成政治問題，

而是一種必要性的階段檢討，一種必要性的監視保險，是一種負責任的、解決問題的

態度，如果政府基於善意的、支持的、輔導的、誠信的、尊重的，我們 19 萬教育退休

人員，62 萬的公職退休人員，絕對沒有不支持的理由。 

但是，如果政府放著可行的｢緩領、延退、多繳、回歸自管」實施策略不做，卻要

舉起轉型正義的大刀，進行汙辱性的鬥爭，那就是政府的惡政暴行，侵犯權益，侮辱

人格尊嚴，橫行逆師，我們退休人員不會忘記我們應有的協商權、發言權和抗議權，

這是我們所有退休人員應該具有的心理準備。 

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長期關注會員的年金權益問題。今年是年金改革的關鍵

年，我們希望團結所有 19 萬的教育退休人員，結合 29 萬公務人員以及 15 萬軍職退伍

人員，一起協助、監督政府的年金改革，因為這是我們的養老基金，是我們一生懸命

的事，也是政府應該負起的責任。      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  理事長  陳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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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4 年度工作報告   

  (一)104 年工作報告 

1、會員現況報告： 

103/11/23-105/3/31 日會員人數統計：(詳見大會手冊) 

正式會員人數 140 人(未交會費 28 人)，預備會友 7 人，贊助會友 38 人， 

支持會員 11 人。 

2、104 年工作計畫暨執行現況報告：  

(1)教育部中小學行政減量研究案執行成果報告(詳見專案研究成果論文) 

(2)夏日樂學計畫執行成果報告(詳見簡報) 

花蓮縣永豐國小：依計畫執行(鄭福妹校長、楊素珍老師) 

台東縣大王國小：依計畫執行(鄭福妹校長、楊素珍老師) 

台東縣綠島國小：依計畫執行(王愛珠校長、周玉珍校長) 

金門縣述美國小：依計畫執行(劉昭銘校長、3 位台藝大學生) 

彰化縣仁豐國小：未參加複審 

(3)研究出版部報告：  

＊有關「年金改革主題」一書編輯事宜，已委由徐慶發校長擔任主編， 

彙編銓敘部葉長明先生及其他如李來希等人的相關論文，本書的編輯 

工作將持續進行。 

＊有關教育口說歷史是協會未來出版計畫的方向，期望協會夥伴將自己 

在教育現場多年的經驗歷程撰寫集結出書。 

(4)活動企畫報告：105 年 3 月份辦理貴陽教育博覽會參訪活動，與貴陽為 

明國際學校及 CC 英語培訓學校進行對話，分享台灣教育成果，汲取對 

岸教育經驗，收穫豐碩。 

(5)協會與育見科技公司合作互動教學--領域教師與主題教學教師培訓，並 

由培訓教師於 104 年 9-12 月到全省各縣市 21 校進行智慧互動教學， 

(6)實驗教育三法執行現況報告： 

協會參與資策會的｢偏鄉小校公辦民營計畫」、李國鼎數位知識促進會

的｢三語國際實驗學校計畫」。未來將至各縣市進行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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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年度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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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論提案： 

案由一：本會 104 年度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財務報告(收支決算表、

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提請審查。(詳見大會手冊) 

提案人：秘書長 

說明：本案通過後將核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 

 

案由二：本會 105 年度預定工作計畫，提請審查。(詳見大會手冊) 

提案人：理事長 

說明：本案通過後將核報內政部備查。 

一、  會務工作 

(一)定期召開理監事會議。 

(二)舉行年度會員大會。 

(三)成立會務組織，推動會務工作及服務事項。 

(四)完成協會網頁建置事宜，設立會員檔案，完善管理機制。 

(五)宣傳協會宗旨，擴大招募會員組織，推動教育支援服務工作。 

二、  業務工作 

(一)召開理監事會議三次 

(二)協會互動官方網站及社群建置 

(三)聯合軍公教組織辦理年金改革協商事宜 

(四)持續辦理夏日樂學計畫 

(五)成立編輯小組辦理協會各項出版計畫 

(六)辦理國內外教育參觀旅遊活動至少二次 

(七)辦理教育志工、健康養生、投資理財講座三次 

(八)持續發佈本會訊息給各地退休教育人員聯誼會與地方團體，並與各地退休 

聯誼單位相互結盟；廣招個人、團體會員目標 300 人。 

(九)其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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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本會 105 年度收支預算表，提請審查。 (詳見大會手冊) 

提案人：秘書長 

說明：本案通過後將核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 

 

案由四：協會會址暨辦公室事宜，提請討論。 

提案人：理事長 

說明：本協會辦公處所擬改租用交通方便之 coworking space，提請大會討論決

議。 

決議： 

 

案由五：本會就「年金改革議題」提出相關建言與應有之作為，提請討論。 

提案人：理事長 

建議：建議應秉「不溯及既往原則、誠信原則、多繳緩退緩領、年金自管等原則、

緩衝期機制設計、包含政務官、司法、大學教授的全面檢討，年金替代率

比率」，集合軍公教團體，共同提出理性的全面改革意見。 

說明：依 105.2.15 日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決議，本會擬推薦吳金魁、黃 

鈞民、李柏佳等五位會員成立年金改革 5 人小組，未來可研擬說帖，進行 

國會遊說等活動。 

決議： 

 

案由六：有關本協會終身支持會員繳交會費 100 元一案，已獲 105.2.15 日第一

屆第三次理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大會議決。 

提案人：許忠英理事 

說明： 

一、依 105.2.15 日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決議，通過本會擬修改章程增列繳交

100 元，即可成為終身支持會員，以廣招會員提案，提請大會議決。 

二，議決通過後，依規修改協會組織章程第七條，除原有個人會員、團體會員、

預備會員、贊助會友四種會員外，增列支持會員。並連動修改章程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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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三十條。 

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章程修正對照表 

條 修正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說明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四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

旨，具有退休離職教育人員身

分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

個人會員。 

二、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

旨之機構或團體，填具入會申

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

會費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

員推派代表二人，以行使會員

權利。 

三、預備會員：凡贊同本會宗

旨者，尚未退休之教育人員，

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

過，並繳納會費後，為預備會

員。 

四、贊助會友：凡贊同本會宗

旨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

贊助會友。 

五、支持會員：凡贊同本會宗

旨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

支持會員。 

本會會員分下列四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

旨，具有退休離職教育人員身

分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

個人會員。二、團體會員：凡

贊同本會宗旨之機構或團

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

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團

體會員，團體會員推派代表二

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三、預備會員：凡贊同本會宗

旨者，尚未退休之教育人員，

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

過，並繳納會費後，為預備會

員。 

四、贊助會友：凡贊同本會宗

旨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

贊助會友。 

為廣招認同本協

會理念者成為會

員，增加協會會員

人數，厚植協會實

力，會員種類中增

列支持會員。 

第 八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

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行使選舉權時每一會員（會員

代表）為一權。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

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行使選舉權時每一會員（會員

代表）為一權。 

載明支持會友之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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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權利限於正式之會員，預

備會員、贊助會員、支持會

員，不具表決權、選舉權、被

選舉權與罷免權之權利。 

本條權利限於正式之會員，預

備會員、贊助會員，不具表決

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

權之權利。 

第 三

十 條

第 1

款 第

2 款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

壹仟元，團體會員伍千元，預

備會員新台幣五百元，贊助會

友壹千元以上，支持會員壹百

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

幣壹仟元，團體會員伍千元，

預備會員新台幣伍百元，贊助

會友與支持會員自由捐贈。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

壹仟元，團體會員伍千元，預

備會員新台幣五百元，贊助會

友壹千元以上，於會員入會時

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

幣壹仟元，團體會員伍千元，

預備會員新台幣伍百元，贊助

會友自由捐贈。 

載明支持會友繳

交會費金額。 

決議：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 退休生活｢五不忘｣ 

1. 不要吃喝玩樂，忘了生命的初衷。 

2. 不要玩物喪志，忘了教育的本命。 

3. 不要有恃無恐，忘了歲月的危機。 

4. 不要停止學習，忘了智慧的成長。 

5. 不要停止服務，忘了付出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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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協會章程 

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以下簡稱本會）。英文名稱 

Taiwan Education Retirees Association (簡稱 Taiwan ERA)。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立、非以營利為目的之社會團體，設立之宗旨如下： 

(一) 維護教育人權、落實退休權益。 

(二) 增進關懷照顧、加強聯誼交流。 

(三) 推展終身學習、拓展生涯規劃。 

(四) 組織服務志工、傳承教學經驗。 

(五) 發展教育研究、促進教改政策。 

爰以充實教育退休人員之生活，奉獻教育專業經驗，促進教育進步為宗旨 。 

本會會員為學校教育退休人員，包含各級學校離退之校長、主任、教師及員工。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行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新北市板橋區板新路 125 號 3 樓，並得報經主

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理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

核准後行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更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辦理教育退休人員進修學習、社會服務、教育交流、生涯規劃、健康養生、

休閒聯誼、關懷照顧之相關活動，充實退休生活，豐富生命。 

二、辦理教育退休人員權益福利政策之協議、權益制度諮詢，照顧關懷退休人

員孤寡病殘者，提供會員相關之訊息和服務，確保會員之福利。 

三、建置教育專業人力資源平台，整合退休人員之專長，提供教育單位、教育

產業、各級學校之專業諮詢、鐘點教師、專案委託及教育志工、講師等人

力支援之媒介與派遣。 

四、推動教育政策、課程教材、教學設計、未來教育之研究與開發，傳承教育

專業經驗，促進教育與教學之發展進步。 

五、承辦教育單位、教育產業、各級學校之委託案，協助辦理教育政策、課程

發展、教學研究、師資培育、專業講師、國內外教育交流、學術研討、議

題討論、藝文展演之教育相關活動與計畫。 

六、出版編輯與教育有關之研究論文、刊物叢書、典範案例、人物故事、教育

文史有關之平面、數位電子著作，傳承經驗，累積教育智慧推動教育本土

論述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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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與教育退休人員生活和教育教學相關之事項。 

第 六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章程所訂宗旨、任務主要為教

育部國民教育署、終身教育司、人事處，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其目的事

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列四種：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具有退休離職教育人員身分者，填具入會

申請書，經理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二、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構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理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推派 

                代表二人，以行使會員權利。 

            三、預備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者，尚未退休之教育人員，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理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預備會員。 

            四、贊助會友：凡贊同本會宗旨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理事會通過，並繳納

會費後，為贊助會員。 

 

第 八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行使選舉權時每

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 

本條權利限於正式之會員，預備會員、贊助會員，不具表決權、選舉權、被選

舉權與罷免權之權利。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 十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令，章程或不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理事會決

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

名。 

會員未繳納會費者，不得享有會員權利，連續二年未繳納會費 

者，視為自動退會。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於恢復繳交會費後，得以

辦理復會或復權。 

第 十一 條 會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本會聲明退會，復會亦同。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力機構。會員人數超過三百人以上時，

得分區依人數每一百人選出會員代表一人，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行使會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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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年，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理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後行之。 

第 十四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更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理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年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數額及方式。 

四、議決年度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六、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利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理事會定之。 

第 十五 條 本會置理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立理事會、

監事會。選舉前項理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理事五人，候補

監事二人，遇理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理事會得提出下屆理事、監事候選人參考名單。 

            理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不得連續辦理。通訊選舉辦法由理事會通過，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行之。 

第 十六 條 理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理事、理事長。 

三、議決理事、常務理事、副理事長及理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年度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六、其他應執行事項。 

第 十七 條 理事會置常務理事五人，由理事互選之，並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舉一人為理

事長，一至三人為副理事長。 

理事長對內綜理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理事會主席。 

理事長因故不能執行職務時，應指定副理事長一人代理之，未指定或不能指定

時，由常務理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理事長、副理事長、常務理事出缺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理事會工作之執行。 

二、審核年度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7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監事主席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監事主席因故不能執行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理之，未指定或不能指定時，

由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理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年，連選得連任。理事長之連任，以一次為限。

理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理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一條 理事、監事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理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理事長之命處理本會事務，由理事長提名經理事會通過

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下設副秘書長一至三人，組長及其他工作人員若

干人，前項工作人員不得由理事監事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另定，由秘書處擬定，送理事會通過後實施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在秘書處下設置：本會得在秘書處下設置：專案開發、教 

    育政策、研究出版、志工服務、活動企劃、課程教學、數位資訊、業務推  

    廣、法律諮詢等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秘書處 

    擬定經理事會通過後施行之，變更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理事會聘請榮譽理事長一人，榮譽理事、顧問若干人，其聘期與理事、

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臨時會議二種，定期會議由理事長召集，

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臨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年召開一次，臨時會議於理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

五分之一以上之連署，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理法人登記後，臨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聯署得召

開之。 

第二十六條 會員（會員代表）不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

表）代理，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理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數之出席，出席人數

較多數之同意行之。但下列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數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更。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理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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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會之解散。 

六、其他與會員權利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辦理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更以出席人數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

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行之。 

本會之解散，得以全體會員達三分之二以上之表決通過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理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四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聯席會議

或臨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臨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或電子郵件，會議之決

議，各以理事、監事過半數之出席，出席人數較多數之同意行之。 

第二十九條 理事應出席理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理事會、監事會不得委託出席：

理事、監事連續二次無故缺席理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 三十 條 本會經費來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體會員伍千元，預備會員新台幣五百

元，贊助會友壹千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體會員伍千元，預備會員新台幣伍

百元，贊助會友自由捐贈。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益。 

六、基金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年度採曆年制，自每年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年於會計年度開始前二個月由理事會編造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

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理監事聯

席會議通過），於會計年度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年度終了後二個月

內由理事會編造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

目錄及基金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見書送還理事會，提會員大

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三十三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

體所有。 

第六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行，變更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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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六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3 年 11 月 23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報經內政部 104 年 1 月 30 日台內團字第 1041400870 號函准予備查。 

 

 
 
 
 
 
 
 
 
 
 
 
 
 
 
 
 
 
 
 
 
 
 
 
 
 
 
 
 
 
 
 
 
 
 

■ 退休三化 

轉化，從工作轉化為公益， 

進化，從教育學生進化為教化社會， 

蛻化，從羈束的蛹繭蛻化成為自由的蝴蝶， 

  三化，就是我們要追求的退休文化。 

【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七大任務】 

一、辦理教育退休人員進修學習、社會服務、教育交流、生涯規劃、健康養生、 

    休閒聯誼、關懷照顧之相關活動，充實退休生活，豐富生命。 

二、辦理教育退休人員權益福利政策之協議、權益制度諮詢，照顧關懷退休人員 

    孤寡病殘者，提供會員相關之訊息和服務，確保會員之福利。 

三、建置教育專業人力資源平台，整合退休人員之專長，提供教育單位、教育產 

    業、各級學校之專業諮詢、鐘點教師、專案委託及教育志工、講師等人力支 

    援之媒介與派遣。 

四、推動教育政策、課程教材、教學設計、未來教育之研究與開發，傳承教育專 

    業經驗，促進教育與教學之發展進步。 

五、承辦教育單位、教育產業、各級學校之委託案，協助辦理教育政策、課程發 

    展、教學研究、師資培育、專業講師、國內外教育交流、學術研討、議題討 

    論、藝文展演之教育相關活動與計畫。 

六、出版編輯與教育有關之研究論文、刊物叢書、典範案例、人物故事、教育文 

    史有關之平面、數位電子著作，傳承經驗，累積教育智慧推動教育本土論述 

    之建構。 

七、其他與教育退休人員生活和教育教學相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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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5 年度工作計畫 

 105 年工作計畫報告 

 

一、  會務工作 

(一)定期召開理監事會議。 

(二)舉行年度會員大會。 

(三)成立會務組織，推動會務工作及服務事項。 

(四)完成協會網頁建置事宜，設立會員檔案，完善管理機制。 

(五)宣傳協會宗旨，擴大招募會員組織，推動教育支援服務工作。 

二、  業務工作 

(一)召開理監事會議三次 

(二)協會互動官方網站及社群建置 

(三)聯合軍公教組織辦理年金改革協商事宜 

(四)持續辦理夏日樂學計畫 

(五)成立編輯小組辦理協會各項出版計畫 

(六)辦理國內外教育參觀旅遊活動至少二次 

(七)辦理教育志工、健康養生、投資理財講座三次 

(八)持續發佈本會訊息給各地退休教育人員聯誼會與地方團體，並與

各地退休聯誼單位相互結盟；廣招個人、團體會員目標 300 人。 

(九)其他 

 

 

 

 

 

 

 

退休不是退貨，退休不能退化。

退休不是負債，退休是社會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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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05 年度經費收支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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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一屆會員名冊 

序號 姓 名 性別 學經歷 現籍 

10001 陳木城 男 碩士、校長、督學、視導、總經理、執行長、理事長、作家、主編 新北市 

10002 吳金魁 男 碩士、國中小教師、國中校長、督學、課長 新北市 

10003 秦台卿 男 碩士、教師、高中國中小學務、總務、輔導、圖書館主任 新北市 

10004 鄭福妹 女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教育局輔導員、家庭教育輔導員、教審會委員 新北市 

10005 葛琦霞 女 大學、教師、兒童劇團演員、作家、文教公司負責人 台北市 

10006 吳錦秀 女 碩士、教師、主任、英語輔導員、教師會理事長、振鐸理事長 2屆 新北市 

10007 劉秀雲 女 新竹師院、石光國小校長 新竹縣 

10008 李坤宗 男 大學、教師、作家 台中市 

10009 許忠英 男 碩士、教師、特教組長、教師會長、名畫家 台北市 

10010 王愛珠 女 碩士、校長、法院諮詢委員、家庭教育輔導員、大學任教 新北市 

10011 詹明儒 男 師專、教師、小說作家、文史工作者 新北市 

10012 張豊傑 男 碩士、國中主任、華語導遊、領隊 桃園市 

10013 吳啟騰  男 碩士、國中校長、督學、金門縣政府股長、金門縣政府榮譽督學 金門縣 

10014 姚松齡  男 碩士、教師、主任 新北市 

10015 楊德聲 男 碩士、國中教師、主任 金門縣 

10016 黃瑞田 男 碩士、教師、作家、大學講師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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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 余秀琴 女 大學、教師、新北環教輔導團研究員、科教館講師、獨立書店負責人 新北市 

10018 徐文輝 男 大學、教師、主任、校長 苗栗縣 

10019 陳鎮祥 男 大學、國中校長 苗栗縣 

10020 林素華 女 大學、教師、主任 台北市 

10021 謝俊慧 男 大學、校長、社區營造師、社團總幹事 苗栗縣 

10022 簡明芳  女 碩士、教師、主任 桃園縣 

10023 白寶貴 女 大學、教師、校長、作家 新北市 

10024 焦妮娜 女 碩士、教師、主任、遊學協會秘書長、新北環教團員、電子報主編 新北市 

10025 黃鈞民 男 碩士、教師、主任、督學、課長、府會聯絡人、文化基金會執行長 新北市 

10026 翟福全 男 碩士、高中教師、主任 新北市 

10027 徐慶發 男 大學、國中教師、校長 桃園縣 

10028 胡朝琴 女 碩士、高職教師、科主任、教師會理事長、教師申評會委員 屏東市 

10029 譚建平 
男 

碩士、新北市家長會長協會總幹事、臺灣創意遊學協會理事長 新北市 

10030 簡明勇 
男 

台師大國文系教授、大專院校退休同仁協會理事長 台北市 

10031 楊素珍 女 大學，小學教師、莒光國小教師會理事長、手語律動老師 新北市 

10032 汪履維 男 博士、小學校長、台東大學教授、台東縣教育處處長 台東縣 

10033 劉正幸 男 新竹高中國文教師、第五屆講義 super 教師、新竹市長候選人 新竹市 

10034 簡三郎 男 碩士、主任、校長、府會新聞連絡人、公益團體常務理事 雲林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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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5 陳江松 男 碩士、校長、英橋建設公司總經理、獅子會會長 桃園縣 

10036 姚素蓮 女 碩士、校長、視導、校長協會理事長、環境永續發展協會理事長 台北市 

10037 李柏佳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聘任督學、校長協會理監事、鳥會理事 新北市 

10038 王明玲 女 碩士、校長、泰北國際教育志工、家庭教育輔導員、法院諮詢委員 新北市 

10039 傅林統 男  大學、教師、主任、校長、作家 桃園縣  

10040 林武憲 男 師專、教師、主任、代理教導校長、作家 彰化縣 

10041 胡鍊輝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縣市省督學、苗栗、桃園縣教育局長 新北市 

10042 陳烘玉 女 碩士、校長、督學 台北市 

10043 賴金河 男 博士、校長、校長團體理事、助理教授 桃園市 

10044 郭義台 男 中央大學地科所、大學教授、河南同鄉會理事長 台東縣 

10045 何培才 男 碩士、校長、客家事務局局長、大陸台商會長、公司負責人 新北市 

10046 潘明智 男 碩士、高中校長 台南市 

  
 

  

 

10051 徐瑞娥 女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苗栗縣 

10052 李玉娟 女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053 涂春仁 男 碩士、國小國中教師、peerxy 社會關檢測系統創辦人。 台北市 

10054 朱隆興 男 碩士、教師 新北市 

10055 梁進福 男 碩士、教師 苗栗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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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6 郭正雄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057 劉綉春 女 師專、教師 台中市 

10058 劉俶翰 女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059 黃素真 女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家庭教育輔導員、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調解委員 新北市 

10060 徐錫季 男 大學、教師、主任 苗栗縣 

10061 李美清 女 大學、教師 苗栗縣 

10062 林水見 女 碩士、教師、主任 新北市 

10063 蕭茂生 男 大學、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064 游鳳苑 女 大學、教師、文史工作、藝術創作 新北市 

10065 陳燦熀 男 大學、教師、主任、校長 台中市 

10066 古秋妹 女 師專、教師、國際文化交流教學教師、舞團團長、學會秘書長 新北市 

10067 劉昭銘 男  大學、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068 陳清枝 男  師專、教師、主任、副校長、宜蘭森林小學創辦人、荒野協會宜蘭分會會長 宜蘭縣 

10069 方美珠 女 碩士、教師、主任 台北市 

10070 魏錦堂  男 大學、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071 劉翠萍 女 大學、教師、新北環教輔導團研究員、植物園解說員 新北市 

10072 黃美婷 女 大學、國中教師 新北市 

10073 林正三 男 大學、教師 桃園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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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4 陳榮樹 男 台北師院、教師 桃園縣 

10075 蔡芳坤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076 蔡翠釵 女 台灣藝術專校、教師、台藝大舞蹈系教授 新北市 

10077 馮輝岳 男 師院、教師、兒童文學寫作 桃園縣 

10078 張益仁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大學講師 新北市 

10079 王美英 女 教師 新北市 

10080 邱富麗 女 教師、主任 新北市 

10081 蔡秀燕 女 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082 呂桂瑛 女 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083 阮  華 男 高中教師 新北市 

10084 吳文中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台北市 

10085 葉振翼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086 藍正一 男 大學、教師 台北市 

10087 施美櫻 女 大學 新北市 

10088 邱豐程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台北市 

10089 張文乾 男 大學 新北市 

10090 李台建 男  大學、教師 新北市 

10091 錢淑英 女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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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2 陳麗華 女 大學、教師 新北市 

10093 塗妙娟 女 大學、教師 台中市 

10094 巫進賢 男 碩士、教師、主任 新北市 

10095 吳敏而 女 博士、國教院研究員 新北市 

10096 郭毓昇 男 大學、教師 台南市 

10097 陳永睦 男 大學、教師 高雄市 

10098 黃振順 男 碩士、西松高中教師 台北市 

10099 湯碧美 女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100 賴玉蓮 女 大學、教師 苗栗縣 

10101 蔡德宏 男 大學、教師 苗栗縣 

10102 黃美玉 女 大學、教師 苗栗縣 

10103 陳昌鎔 男  大學、教師、主任 苗栗縣 

10104 許照榮 男  大學、教師、主任 苗栗縣 

10105 
歐陽秀

珠  
女 大學、教師、  

10106 林錦縀 女 碩士、教師、主任 新北市 

10107 周玉珍 女 碩士、校長、家庭教育輔導員、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調解委員 新北市 

10108 林珍環 女 大學、教師  

10109 施俐如 女 大學、教師 桃園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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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 池勝和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111 朱惠珍 女 碩士、國中教師、組長 新北市 

10112 李美雲 女 大學、積穗國小英語教師 新北市 

10113 吳文岳 男  大學、芬園國小教師 彰化市 

10114 林瑞瑛 女 大學、教師、興南國小童軍團 新北市 

10115 張榮輝 男 
博士、教師、主任、校長、全國校長協會理事長、新北市校長協

會理事長 
新北市 

10116 藍芸若 女 碩士、金山高中國文歷史公民教師 新北市 

10117 林登福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桃園市 

10118 吳銳鈺 男 碩士、上田國小兼任總務主任 桃園市 

10119 吳燕燕 女 
大學、新北市國語文輔導團專輔、秀朗國小設備.教學.資料組

長、借調教育部及新北教育局負責評量業務、秀朗國小語文教師
新北市 

10120 蔡逸文 女 
台北大學、行政(事務設備組)、級任、科任、台北市永樂國小特

教資源班 
台北市 

10121 許靖馳 男 碩士、資訊專長 新北市 

10122 鄭俏穎 女 瑞芳國小教師 新北市 

10123 楊桂馨 女 信義國小教師，國語文專長 新北市 

10124 夏秋蘋 女 碩士、中崙高中/地球科學教師 台北市 

10125 許麗燕 女 興南國小童軍團 新北市 

10126 王承庠 男 
碩士、教師、大觀國小主任、前新北市教網中心主任、資訊專案

顧問 
新北市 

10127 陳佑成 男 碩士、三重高中組長 14 年 主任 14 年 生活科技輔導團 11 年 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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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8 李崑山 男 明志國小教師兼主任自然科學 新北市 

10129 陳映朱 女 大學、教師 新北市 

10130 曾秀蓮 女 
大學、教師 

新北市 

10131 吳秀菊 女 
大學、教師 

桃園縣 

10132 范滿妹 女 
大學、教師 

新北市 

10133 廖惠貞 女 
大學、教師 

新北市 

10134 葉有富 男 碩士、教師、主任 桃園縣 

10135 石安樂 女 台師大、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136 董毅然 女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137 李佩寧 女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10138 徐榮文 男 
大學、教師 

苗栗縣 

10139 李宜宗 男 
大學、教師 

苗栗縣 

10140 鄭金魁 男 
大學、教師 

苗栗縣 

10141 徐國昌 男 
大學、教師 

苗栗縣 

10142 江義章 男 
大學、教師 

苗栗縣 

10143 徐聖派 男 大觀國小教師 新北市 

10144 李美華 女 大學、教師 臺北市 

正式會員合計 1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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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會員 

序號 姓 名 性別 學經歷 現籍 

30001 邱承宗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校長協會秘書長 新北市

30002 鍾運豐 男 大學、國中教師 苗栗縣

30003 陳彥君 男 大學、國小教師 苗栗縣

30004 溫明文 男 師院、教師 新北市

30005 王綠琳 女 國中教師、組長、主任、校長 新北市

30006 葉姿伶 女 研究生 新北市

30007 涂辰芳 女 研究生 桃園市

贊助會友 

序號 姓 名 性別 學經歷 現籍 

A0002 金玉瑩 女 碩士、律師事務所長 台北市 

A0003 陳運杰 男 碩士、教師 苗栗縣 

A0004 陳藝文 女 大學、銓敘部 台北市 

A0005 楊寶玉 女 大學、教師、主任 台北市 

A0006 李秀貞 女 家長會會長 新北市 

A0007 楊兩傳 男 家長會會長 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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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08 苑策 男  新北市 

A0009 謝宜君 女  新北市 

A0010 朱昌進 男 教師 桃園縣 

A0011 李來希 男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理事長 台北市 

A0012 彭南元 女 臺師大兼任教授、法官 台北市 

A0014 陳麗雯 女 律師 台北市 

A0015 管世樑 男 教師、主任 新北市 

A0016 洪皆得 男 教師、主任 新北市 

A0017 張正湖 男 教師 新北市 

A0018 吳順火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A0019 王令行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A0020 王旗松 男 教師 新北市 

A0021 李延禧 男 軍公教聯盟黨主席 新北市 

A0022 盧梅枝 女 社團法人台灣世界多元文化藝術協會理事長 新北市 

A0023 江明勳 男 博士、 新北市 

A0024 張金花 女  新北市 

A0025 郭秀鑾 女  新北市 

A0026 陳春玉 女  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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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27 劉曉東 女  新北市 

A0028 鄭香宙 女  新北市 

A0029 沈若葳 女 教師、主任 新北市 

A0030 楊文達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A0031 趙榮景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A0032 廖文彬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北市 

A0033 黃淑蘭 女  新北市 

A0034 張義法 男  新北市 

A0035 徐宏隆 男  新北市 

A0036 周士欽 男  新北市 

A0037 許福長 男  新北市 

A0038 吳金樹 男  新北市 

 
 
 
 
 

 

 

 

 

             【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五大宗旨】 

(一) 維護教育人權、落實退休權益。 

(二) 增進關懷照顧、加強聯誼交流。 

(三) 推展終身學習、拓展生涯規劃。 

(四) 組織服務志工、傳承教學經驗。 

(五) 發展教育研究、促進教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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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一屆理監事會員名單	
編號 職 稱 姓 名 簡介 

10001 理 事 長 陳木城 校長、督學、視導、總經理、執行長、理事長、作家、主編 

10002 副理事長 吳金魁 督學、課長、國中校長、軍公教聯盟黨副主席 

10003 副理事長 簡明勇 台師大國文系教授、大專院校退休同仁協會理事長 

10004 副理事長 簡三郎 主任、校長、府會新聞連絡人、公益團體常務理事 

10005 常務理事 鄭福妹 教師、主任、校長、教育局輔導員、家庭教育輔導員、教審會委員 

10006 理 事 黃鈞民 教師、主任、督學、課長、府會聯絡人、文化基金會執行秘書 

10007 理 事 王愛珠 校長、法院諮詢委員、家庭教育輔導員、大學任教 

10008 理 事 吳錦秀 國中教師、主任、英語輔導員、教師會理事長、振鐸理事長 2屆

10009 理 事 秦台卿 教師、國中小學務、總務、輔導、圖書館主任 

10010 理 事 吳啟騰 國中校長、督學、金門縣政府股長、金門縣政府榮譽督學 

10011 理 事 翟福全 高中教師、主任 

10012 理 事 葛琦霞 教師、兒童劇團演員、作家、文教公司負責人 

10013 理 事 胡朝琴 高職教師、科主任、教師會理事長、教師申評會委員 

10014 理 事 許忠英 教師、名畫家、教師會長、特教組長 

10015 理 事 賴金河 校長、校長團體理事、助理教授、新北市客家事務局局長 

10016 候補理事 張豊傑 國中主任、華語導遊、領隊 

10017 候補理事 姚松齡 教師、主任 

10018 候補理事 余秀琴 教師、新北環教輔導團研究員、科教館講師、獨立書店負責人 

10019 候補理事 陳江松 校長、英橋建設公司總經理、獅子會會長 

10020 監事主席 胡鍊輝 校長、縣市省督學、局長、高中校長 

10021 監 事 姚素蓮 校長、視導、校長協會理事長、環境永續發展協會理事長 

10022 監 事 李柏佳 教師、主任、校長、聘任督學、校長協會理監事、鳥會理事 

10023 監 事 譚建平 教師、幼兒園負責人、家長會會長、總會長、遊學協會理事長 

10024 監 事 徐慶發 國中教師、校長 

10025 候補監事 林武憲 教師、名作家、兒文學會監事主席 

10026 候補監事 王明玲 校長、泰北國際教育志工、家庭教育輔導員、法院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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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發言單	

發言人： 服務單位： 

簡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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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提案單	

提案人： 服務單位： 

連署人： 

提案主旨：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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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札記 

 

 

 

 

 

 

 

 

 

 

 

 

 

 

 

 
 
 
 
 
 

隨筆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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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教育退休協會成立大會工作人員 

組別 工作內容 完成時間 負責人員 備註 

指導顧問 
李延禧、李來希、吳武典、簡明勇、胡鍊輝、楊兩傳、李秀貞、姚素蓮、 

張榮輝、薛春光、陳燦熀、李柏佳、胡朝琴 

主席 統籌大會籌備事宜、論壇召開 105/4/15 陳木城  

秘書處 
協助會員大會籌備事宜、開會公文暨

通知函寄送、文書建檔 
105/4/15 焦妮娜  

1.議事組 議程、司儀、記錄、攝影 105/4/16   

2.報到組 簽到、名冊、收費 105/4/16 楊素珍  

3.手冊組 大會手冊、邀請函、會員名冊、海報 105/4/16 焦妮娜  

4.總務組 場地佈置、音響、茶水、餐點 105/4/16 段成榮  

 

 

 

 

 

【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七大任務】 

一、辦理教育退休人員進修學習、社會服務、教育交流、生涯規劃、健康養生、 

    休閒聯誼、關懷照顧之相關活動，充實退休生活，豐富生命。 

二、辦理教育退休人員權益福利政策之協議、權益制度諮詢，照顧關懷退休人員 

    孤寡病殘者，提供會員相關之訊息和服務，確保會員之福利。 

三、建置教育專業人力資源平台，整合退休人員之專長，提供教育單位、教育產 

    業、各級學校之專業諮詢、鐘點教師、專案委託及教育志工、講師等人力支 

    援之媒介與派遣。 

四、推動教育政策、課程教材、教學設計、未來教育之研究與開發，傳承教育專 

    業經驗，促進教育與教學之發展進步。 

五、承辦教育單位、教育產業、各級學校之委託案，協助辦理教育政策、課程發 

    展、教學研究、師資培育、專業講師、國內外教育交流、學術研討、議題討 

    論、藝文展演之教育相關活動與計畫。 

六、出版編輯與教育有關之研究論文、刊物叢書、典範案例、人物故事、教育文 

    史有關之平面、數位電子著作，傳承經驗，累積教育智慧推動教育本土論述 

    之建構。 

七、其他與教育退休人員生活和教育教學相關之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