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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議程 

時間：111年 1月 19日(週三)13:00-17:30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138號 12樓《菁英講堂》 

主席：陳木城 

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時  間 議    程 主持人 

13：00～ 13：30 報到暨交費 秘書處 

13：30～ 13：50 主席致辭暨介紹貴賓 理事長 

13：50～ 14：10 

110年度工作報告 

(一) 業務報告 

(二) 財務報告 

秘書長、監事主席 

14：10～ 14：30 討論提案、臨時動議 理事長 

14：30～ 14：50 選舉第三屆理監事 選務小組 

14：50～ 15：00 茶敘 全體會員 

專題演講 

15：00 ~ 15：20 
一億本漫畫˙一億個希望-孩子與地球

的美麗未來 
黃志湧 

15：20 ~ 15：40 實驗教育、實驗甚麼？ 胡鍊輝局長 

15：40 ~ 16：00 疫情後的教育新發展 123 陳木城理事長 

16：00 ~ 16：10 綜合座談  

16：10 ~ 16：20 公告選舉結果 監事主席、選務小組 

16：20 ~ 16：40 時間銀行與學校教育 黃國瑞博士 

16：40 ~ 17：00 學校如何導入時間銀行平台 陳木城理事長 

17：00 ~ 17：10 綜合座談  

17：10 ~ 17：30 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三屆當選理監事 

17：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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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長的話 

回首來時路  何時再擊鼓 

我會是 103.11.23 成立，迄今 111 年已滿兩屆六年。 

這六年來，歷經 103 年底實驗教育參法公布，105 年底總統大選，年金改

革鏖戰街頭前前後後整整一年，這六年來協會做了哪些事，我們來做個回憶：  

第一屆，103年底—107年初 

協會成立之前，在 101.10.23 我們就公開了｢教育退輔會」的社群，現在已

經有 16,455 位會員。協會成立之後，年金之戰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我們跟軍

警公務相關組織迅速結盟， 一則成立｢軍公教聯盟黨」，一則組織｢監督年金改

革行動聯盟」，另一方面也參加了｢軍公教警聯合總會」，105 年的總統大選本會

兩位同仁還代表軍公教聯盟黨參加立法委員選舉，106 年 93 大遊行，25 萬人上

街，把年金改革反抗行動帶到最高潮。106.4.22 我們年會時特別辦了記者會，

公開我們「年金改革五大建議案」，向社會及政府提出建言。 

    104 年是我們的第一年，承辦了教育部國教署的｢行政減量政策」研究，成

為當年部長的重要政策。104 年夏天我們承辦了教育署的｢夏日樂學」活動，在

花東地區為四所學校辦了為期兩周的夏令營。105 年 3 月我們應貴州賞貴陽市

之邀，組成貴陽教育參觀之旅，有 20 位同仁參加。同年，我們承辦育見科技

公司｢互動較學軟體教學觀摩」，一共有 7 縣市 21 校邀請辦理。105-106 年我會

跟澔奇數位科技股份公司 IASK 教育平台合作辦理教師之甄選推薦與培訓。 

第二屆，107年初—110年底 

    105 年貴陽之行，獲同仁陳烘玉理事認同，推薦結識石滋宜博士，經過一

年的溝通，106 年正式成立實驗學校籌備處，107 年正式提出申請獲准籌辦，

108 年 6 月華砇實驗教育機構正式招生開學。日前，第二所關渡校成立掛牌，

當時我們的規劃是逐漸增校，可以發展到 12 所國小，3 所國中的規模，祝福他

們順利成功。 

108 年華砇申請通過不久，我就離開了，我的夢想是辦「野菜學校」，108

年下半年開始籌畫，年底發起眾募，募得 300 多萬，就開始籌辦迄今，先後兩

所閃電式的野菜學校，一所在宜蘭三星，一所在花蓮吉安，目前兩校都暫停營

運，但是我們並沒有停止，現在宜蘭有一塊 0.8 公頃的野菜苗圃，正在準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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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268 公頃的迎風田野農場的開發，以及彰化 20 公頃國際蔬菜實驗基地的

籌辦，野菜學校開發的野菜品種、野菜農法和體驗課程，都會在這些地方逐步

落實，我們發現了許多台灣農業發展的技術和機會。 

沒有忘記 109 年總統大選，協會參與韓國瑜陣營，成為張善正競選總部年

金改革政策的擬定小組，貢獻了我們的年改五大建議案，可惜藍營敗選了。但

到現在我們還不死心，110 年國民黨的主席選舉，我們還是運作了年改議題，

逼得雙方都提出了有關軍公教警年金改革的政見：我們沒有忘記年改之辱，一

個不折不扣的、具有選擇性的政治迫害！ 

這些都不是甚麼豐功偉業，只是一些六年的共同記憶，看來這個世界並沒

有往我們認為好的方向走。但是日子總是要過的，時序已經到了 111 年年初，

這三年來，中美大國之爭，香港基本法的漣漪效應，連帶兩岸的冰冷，甚至到

了兵戎相見的程度，用看看島內的內政外交、軍事國防、我們念念不忘的學校

教育，有甚麼令人開心的事嗎？有很多教育界的朋友都很灰心，我也是有些心

灰意冷，幾乎要失去奮鬥努力的動力，我打了一首油詩自我安慰，詩曰： 

    晚來少出門，世事都關心，中美拉結盟，藍綠猶相爭， 

    大洋不平靜，海峽水更深，摺紙做風箏，天上問神明， 

    風起雲湧有雷聲，霹靂霹靂來回應： 

    要問問孔孟，去問劉伯溫， 

    古往今又來，從來人決定， 

    哪個朝代哪個英雄不戰爭? 

    去去去，不問賢聖怪鬼神! 

    晚來少出門，風雪紛紛心頭冷， 

北風颯颯一聲聲，冷冷冷! 

是的，哪個朝代哪個英雄不戰爭？我輩還應慶幸：這一生中沒有經歷過真

正的戰爭，我們很幸運的過了一輩子太平盛世，上一代告訴我們的戰爭都在遠

方，下一代可能遇見的戰爭，但願不是我們這一代造成。我們現在只有感恩過

去享有的美好日子，為不可預期的未來衷心祈禱！最後兩句話共勉，大家加

油！              退休不是退貨，退休不能退化。                                      

理事長  陳木城  誌於 111.1.19 年會 

 



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6 

三、108-110年度工作報告 

108.07.15何培才校長贊助「菁英講堂」開幕 

108.07.29申請「組織及團體認證卡」，協助開展海外人士返國參觀教學業務 

108.09.26時間銀行開始進行第一次會議 

108.10.15年金講座—談私立學校退撫制度 

108.10.16本會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8.10.19幼教研習-幼兒園經營創新案例分享 

108.10.30辦理本會「社團法人登記」 

108.12.6創辦宜蘭三星野菜學校 

109.03.31宜蘭三星鄉租約到期 

108.10.1開辦花蓮吉安野菜學校 

109.04.07 本會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9.05.31疫情嚴重吉安校暫停 

109.09.25 本會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9.11.27本會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0.02.26 本會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0.11.26 本會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一次線上會議 

110.12.14內政部回文，同意會址更改 

111.01.10本會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二次線上會議 

 

111.01.10 頒發聘書，本會理事會之下設「全國環保行動動漫節執行委員會」

由黃志湧擔任執行長，負責所有工作及法律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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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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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9年度財務報告暨 110年度帳務 

1.109年經費收支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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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年資產負債表 

 

 

 

 

 

 

 

 

 

 

 

 

 

3.109年現金出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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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9年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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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年帳務收支表 

 

 

 

 

 

 

 

 

 

 

 

 

 

 

 

 

 

 

 

 

 

 

＊110年度結餘 442,0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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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提案 

 

案由一：本會 109 年度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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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收支帳務，提請審查。(詳見大會手冊 P.6-p.9) 

提案人：秘書處 

說明：本案通過後將核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 

 

案由二：本會 108-110 年度工作計畫執行報告，提請審查。(詳見大會手冊

P.5) 

提案人：秘書處 

說明：本案通過後將核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  

 

案由三：本會 111 年度工作計畫暨收支預算表，提請審查。(詳見大會手冊

P.10-p.11) 

提案人：秘書處 

說明：本案通過後將核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 

 

案由四：有關協會名稱暨章程修改事宜，業經 110.01.10 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

會議決議通過，提請大會議決。 

提案人：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說明： 

一、 依 111.01.10 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會更改名稱為「全

國教育資深人員協會」，以利本會廣招資深優秀教育人員，提請大會議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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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決通過後，依規修改協會組織章程第一條，並連動修改章程第一章第

一條、第二條、第五條，第二章第七條。修正對照表如下： 

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章程修正對照表 

條號 修正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說明 

第一章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全國教育資深人員協

會（以下簡稱本會）。英文名稱

Taiwan Education Senior staff 

Association (簡稱 Taiwan 

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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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時空背景變

遷，利於會務發

展，廣招資深優

秀教育人員，爰

修改本會名稱 

 

第二條 

第一項 

(一) 維護教育人權、落實教育

人員權益。 

爰以充實退休資深人員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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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深

人員，包含各級學校離退之校

長、主任、教師及員工。 

(一) 維護教育人權、落實退休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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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退休人員修

改為退休及資深

人員。 

第一章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14

巷 9 號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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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110.12.09 第

二屆第八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議決 

第一章 

第五條 

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第七項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辦理退休資深人員進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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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教育退休資深人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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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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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會名稱更

動，章程連動修

改為「退休資深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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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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資深人員之專長。 

七、其他與教育退休資深人員生

活和教育教學相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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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與教育退休人員生活和

教育教學相關之事項。 

第二章  

第七條 

第一項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五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

旨，具有退休或離職教育資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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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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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會名稱更

動，章程連動修

改為「教育資深

人員」 

決議： 

 

案由五：第二屆理監事任期屆滿，進行第三屆理監事改選。 

說明：由監事主席說明選舉相關事宜。 

依本會組織章程第三章「組織及職權」規定進行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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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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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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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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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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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1年度工作計畫 

一、會務 

1-1會議 

1-1-1召開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並呈報相關資料 

1-1-2定期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 

1-1-3視需求召開「全國環保行動動漫節執行委員會」 

 

1-2會籍管理 

1-2-1會員招募與聯繫 

1-2-2會員資料管理 

 

1-3財務 

1-3-1經費收支 

1-3-2財產管理 

 

1-4會務 

1-4-1申請內政部「組織或團體憑證」四份提供會員使用 

1-4-2更名後法人登記，申請更名「社團法人臺灣教育資深人員協會」 

1-4-3協會互動官方網站及社群網路建置與管理 

 

二、業務 

2-1業務推展 

2-1-1葛瑪蘭野菜苗圃三方合作進行中 

2-1-2時間銀行 1.0、2.0持續推動中 

 

2-2研究發展 

2-2-1辦理相關研習活動 

2-2-2進行參訪分享 

 

2-3社會服務 

2-3-1推動實驗教育發展 

2-3-2輔導創新經營，例:野菜學校、時間銀行 

2-3-3參與全球永續發展組織「全國環保行動動漫節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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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1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社團法人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１１１年１月１日至１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單位：新台幣 

項   目 111 年度 

預算數 

110 年度 

預算數 

本年度預算與前一

年預算比較 

備註 

款 項 目 名稱 金額 金額 增加 減少  

1   經費收入 80,200 29,815 50,385   

 1  入會費 20,000 4,000 16,000   

 2  常年會費 10000 10000  0  

 3  贊助捐款 30,000 10,000 20000   

 4  其他收入－業務回饋 20,000 5,615 14,385 0  

 6  其他收入－存簿利息 200 200  0  

2   經費支出 144,000 72,000 72,000   

 1  活動支出 30,000 3,000 27,000   

 2  業務費 10,000 10,000  0  

 3  人事費 20,000 10,000 10,000   

 4  辦公費 84,000 49,000 35,000   

  1 事物費-辦公設備支出 5,000 5,000  0  

  2 事物費-郵資水電費 2,000 2,000  0  

  3 事物費-交際費 30,000 2,000 28,000   

  4 事物費-什項支出 10,000 5,000 5000   

  5 事物費-帳務處理費 25,000 25,000  0  

  6 事物費-網路處理費 12,000 10,000 2,000   

3   本期餘絀 -63,800 -42,185 21,615   

監事主席：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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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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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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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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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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會員分下列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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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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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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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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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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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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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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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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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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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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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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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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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程經本會 105年 4月 16日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報經內政部 105

年 5月 6日台內團字第 1050032796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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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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三屆理監事提名候選人簡介 

理事提名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 簡介 

1 蘇克特 創意遊學協會理事、導遊領隊、大學講師 

2 羅鴻祥 新北市樹林國小主任退休、世華台文教產業秘書長、執行長 

3 魏錦堂 教師、組長、主任、校長 

4 瞿德淵 教師、主任、校長頭城農場總經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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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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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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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黃振順 碩士、高中老師 

9 張榮輝 教師、主任、校長 

10 張豊傑 國中主任、華語導遊、領隊 

11 秦台卿 教師、國中小學務、總務、輔導、圖書館主任 

12 陳烘玉 主任、校長、教育局督學 

13 郭育舜 大學講師 

14 姚松齡 教師、主任 

15 段成榮 書記、童軍團長、台灣創意遊學協會及新北市教育關懷協會秘書長 

16 邱承宗 教師、組長、主任、校長、校長協會理事長、世華台協會理事長 

17 吳金魁 督學、課長、國中校長、軍公教聯盟黨副主席 

18 李惠蘭 教師、全教產創會會理事長、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提名人 

19 王愛珠 校長、法院諮詢委員、家庭教育輔導員、大學任教 

20 王貝絲 教師、主任、代理校長、全教退協秘書長 

 

監事提名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 簡介 

1 胡鍊輝 校長、縣市省督學、局長、高中校長 

2 
黃玉珍 

高中教師、大翔集團茶藝總監、世華台文教協會常務監事、瑜珈韻

律伸展律動老師 

3 黃玉如 國高中教師、組長 

4 焦妮娜 教師、主任、創意遊學協會理事、新北環境教育輔導團團員 

5 李柏佳 教師、主任、校長、聘任督學、校長協會理監事、鳥會理事 

6 吳文中 教師、主任、校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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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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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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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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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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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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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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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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振順 男 碩士、高中老師 台北市 

10035 陳叡智 男 碩士、小學教師、主任、校長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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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6 郭育舜 男 碩士、大學講師 新北市 

1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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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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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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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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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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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2 傅林統 男  大學、教師、主任、校長、作家 桃園縣  

10043 林武憲 男 師專、教師、主任、代理教導校長、作家 彰化縣 

1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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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5 陳烘玉 女 碩士、校長、督學 台北市 

10046 賴金河 男 博士、校長、校長團體理事、助理教授 桃園市 

1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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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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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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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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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5 梁進福 男 碩士、教師 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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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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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8 張益仁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大學講師 新北市 

10080 邱富麗 女 大學、教師、主任 新北市 

10081 蔡秀燕 女 大學、教師、主任、校長 新北市 

10082 呂桂瑛 女 大學、教師、主任、校長 新北市 

10083 阮  華 男 碩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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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台北市 

10088 邱豐程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台北市 

10089 張文乾 男 大學、教師 新北市 

10090 李台建 男  大學、教師 新北市 

10091 錢淑英 女 大學、教師 台南市 

10092 陳麗華 女 大學、教師 新北市 

10093 塗妙娟 女 大學、教師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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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 巫進賢 男 大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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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碧美 女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北市 

10099 賴玉蓮 女 大學、教師 苗栗縣 

10100 蔡德宏 男 大學、教師 苗栗縣 

10101 黃美玉 女 大學、教師 苗栗縣 

10102 陳昌鎔 男  大學、教師、主任 苗栗縣 

10103 許照榮 男  大學、教師、主任 苗栗縣 

10104 
歐陽秀

珠  
女 大學、教師、 新北市 

10105 林錦縀 女 碩士、教師、主任 新北市 

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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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7 林珍環 女 大學、教師 新北市 

10108 施俐如 女 大學、教師 桃園縣  

10109 池勝和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新北市 

10110 朱惠珍 女 碩士、國中教師、組長 新北市 

10111 李美雲 女 大學、積穗國小英語教師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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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 吳文岳 男  大學、芬園國小教師 彰化市 

10113 林瑞瑛 女 大學、教師、興南國小童軍團 新北市 

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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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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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6 邱承宗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校長協會秘書長 新北市 

10117 藍芸若 女 碩士、金山高中國文歷史公民教師 新北市 

10118 謝政達 男 碩士、教師 苗栗 

10120 蔡逸文 女 大學、台北市永樂國小特教老師 臺北市 

10121 陳秋惠 女 臺中市清水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園長(主任) 台中市 

10122 謝玉如 女 大學、教師 
新北市 

10123 林明仙 女 大學、教師 
新北市 

10124 陳慧芬 女 大學、教師 新北市 

10125 沈志明 男 大學、小學教師 桃園 

10126 劉吉如 女 碩士、國中英語教師 臺北市 

10127 許慧芯 女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 臺北市 

10128 王麗慧 女 大學、教師 宜蘭市 

10129 蔣秀楨 女 大學、教師 台北市 

10130 林美惠 女 大學、文華非營利幼兒園長 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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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1 李惠蘭 女 大學、教師、全國教育產業公會創會理事長 台北市 

10132 褚宸綺 女 碩士、小巨匠幼兒園 
台中市 

10133 李裕海 女 大學、教師、國小主任 
新北市 

10134 王貝絲 女 大學、教師、國小主任、代理校長 台北市 

10135 龔月貞 女 大學、國小教師 新北市 

10136 藍孟慧 女 大學、教師 桃園市 

10137 薛光鎔 男 大學、教師 新北市 

10138 羅鴻祥 男 大學、教師、主任、世華台協會秘書長暨執行長 新北市 

10139 瞿德淵 男 碩士、教師、主任、校長、頭城農場總經理 台北市 

10140 黃玉珍 女 
大學、高中教師、大翔集團茶藝總監、世華台文教協會常務監

事、瑜珈韻律伸展律動老師 
台北市 

10141 黃玉如 女 大學、高中老師、組長 新北市 

10142 段成榮 男 
碩士，書記，童軍團長，臺灣創意遊學協會及新北市教育關懷

協會秘書長 
新北市 

正式會員合計 1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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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發言提案單 

 

發言人： 服務單位： 

提案內容： 

 

 

 

 

 

 

 

 

發言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