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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是我們的名字，教師組織與您共同迎接 108 學年度 

108 課綱即將上路，對關心教育的您我，充滿了挑戰。面對教育改革的推動，教師組織永遠與您站在第

一線！我們有最團結的優質幹部、最專業的政策論述、最關心您的權益、提供最優質的福利，因為我

們是一家人，教師組織是所有會員的依靠。我們邀請您共同參與，歡迎還沒有加入教師組織的老師，

請趕快入會，成為我們的一家人！更歡迎所有家人分享家的訊息，給您周遭的親朋好友。 

◆109 年度會費說明                          （入會申請書請掃 QR code） 

 

 

 

 

 

 

 

 

 

 

 

 

 

 

◆活動預報 

 

 

         

  

 

 

 建國國中徐智杰  光明國中陳雅文  武陵高中葉秋菊  大溪高中巫昶昕  新屋高中王保堤  南崁高中阮純儀 

 

 

回應廣大會員對於教師責任險的需求，以及因應全教會&全教總優惠會費調

整，經第 12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109 年度會費調整為壹仟元。除了

包含上繳全教會&全教總的 250 元外，只要在 108 年 12 月底前繳清 109 年度

會費，加贈「會員專屬教師責任險」，讓您安心教書免煩惱。 

會址：桃園市蘆竹區大華街 98 號(大華國小) 

電話：03-435-1688 

信箱：teachertaoyuangroup@gmail.com 

網站：www.tycta.org 

臉書：www.facebook.com/beeteachers 2019.08 

 

免自付額 

和解金 

108 年度 SUPER 教師頒獎典禮 
我們將於 108 年 9 月 7 日（六）上午九

點，假蘆竹區尊爵天際大飯店 B1 紫雲廳，

辦理 108 年度 SUPER 教師頒獎典禮，歡

迎各界共襄盛舉，一起來為老師們加油! 

http://www.tycta.org/


◆最豐富的專業發展資源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108 學年度各校基地班名單如下： 

大華國小 楊明國中 壽山高中 

南崁國小 東興國中 中興國中 

光明國小 龍潭國中 建國國中 

同德國小 光明國中  

･108 學年度本會輔諮教師名單如下： 
 

 
本會 108 學年度特聘龍潭國中林玉君老師擔任專業

發展部主任，並有多校基地班共備時間可供觀摩參
與。如各校面對 108 課綱有實施上的疑問時，皆歡
迎與本會聯繫。 

 

 

 

 

 

 

 

 

 

 

◆最優質的福利

只要是本會會員，即日起皆可享有高鐵 3%現金回

饋。只要購票時使用桃學產統編【72795422】，並

依據本會指定程序申請，就可以享有票面價 3%現

金回饋，直接回饋到會員指定的帳戶。還可享有企

業會員窗口優先購票服務。 

中華電信員購網結合由各大公民營企業、公家機關、全國教師會等各族群會員，發揮

集體議價力創造企業共享、共樂的封閉式員工福利網購平台。只要在 108 年 12 月底

前，繳畢本會 109 年度會費壹仟元，隔年立刻享有中華電信員購網 300 元折價金（員購

網保留優惠幅度修正權利）。 

【檔期】為歡慶 928 教師節，9/15-10/31 登入員購網，立即享有 200 元折價金，並享有滿額贈活動。 

壽山高中蘇健倫 平鎮高中李愛蓮 

南崁國小方雪麗 中興國中陳易騰 

光明國中陳俊裕 龍潭國中林玉君 

林玉君老師簡歷 

親子天下 2019教育創新 100教師 
桃園市 107年 SPECIAL教師 
桃園市熱血教師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高鐵 3%現金回饋與企業會員窗口服務 

只要是桃園市教師會會員，經審核後，即可成為全國教師會教

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的一員。4 位老師可組成一個基地班，每

年補助 25000 元購買教具、外聘講師、外宿研習等；輔諮老師

依輔導基地班之數量，每周減授 2-6 堂基本鐘點，讓老師們共

備一起來，面對 108 課綱挑戰不孤單。 

108 學年度全教總咱糧學堂 

本計畫已經邁向第 9 年。藉由教師引導孩子共同在校園裡參與咱糧栽種的課程，培

養孩子近土親農的胸懷。只要您是全教總會員皆可申請，並獲得內含「小麥」、「芝

麻」、「蕎麥」、「大豆」、「紅藜」、「小米」、「薏苡」或「綠豆」等種類的咱糧寶盒，

還有專業老師親自到校協助如何種雜糧。並參加包含：微電影拍攝、校園徵稿、聯

華實業麵粉廠校外教學、強納森行動號到校服務、野創盃烘焙創藝大賽等周邊活動。 

中華電信員購網，每年回饋 300 元折價金，與數千種超殺價格商品 



◆◆◆最專業的政策論述團隊◆◆◆ 

 

 

 

 

 

 

 

 

 

 

 

 

 

 

 

 

 

 

 

 

 

 

 

 

教師法修法，全教總成功擋下對教

師不利條文： 

1、 刪除教師有兼任行政之義務 

2、 刪除期限內未升等即資遣 

3、 刪除受到行政罰緩即解聘 

4、 刪除損害教師職務尊嚴即解聘 

5、 寒暑假返校訂定機制維持現狀 

6、 教評會代表比例調整，縮限於

性平案、體罰霸凌案才增聘外

部委員 
成功爭取桃園市高中職代理

教師全年聘期，職前年資採

計並可於取得進一步學位後

改敘。 

全教總成功爭取 104-108 年

不具業界經驗之初任教師介

聘權利。 

成功爭取桃園市高中

職科科等值、增加協助

校務行政減授鐘點。 

全教總成功爭取國小

鐘點費，由 260 元調高

至 320 元。 

成功力擋國中擔任行政職務

免超額介聘，並建議比照新

北市成立主任媒合平台。 

成功爭取桃園市高中職以下

教師免費施打公費流感疫苗。 

成功爭取國中比照新北市，

增加行政減授鐘點、副組長

計 算 基 準 亦 比 照 新 北 市

（1080826 局長於校長會議

中宣布） 

協助成立桃園市專審會，並

與桃園市教育局、全國教師

會合辦輔導員、調查員培訓

研習。 

成功爭取桃園市國中小班班有

冷氣。教育局擬分 3 年 12 億施

行。 成功爭取桃園市國小教甄增

開資訊、美術、音樂、體育專

長。 

全教總成功爭取特教法修法，將

特教評鑑由 3 年改為 4 年。本會

並加碼，使桃園特教評鑑與資優

評鑑合併評鑑。 

成功爭取桃園市總量管制國

小之導師，班級人數超過 29

人時，得減授每週基本鐘點 1

節。 

成功爭取桃園市市立幼兒園課

後留園鐘點費提高至 400元/時。 

成功爭取市立幼兒園優秀之

代理教師得續聘 2 次辦理。 

成功引進全教總秋圃計畫，協

助視障學生免費申請助理員、

輔具等，並協助教育局培訓相

關人才等作業 

成功力擋桃園市國中小各校

每年至少應辦一次區級以上

公開觀課之要求。 

全教總成功爭取退休教師權益

尚未支年功薪最高級者申請退

休生效，在職最後一年之年終

考核無從晉級部分，建議比照

已支年功薪最高級者，晉級部

分改核給一個月薪給總額之考

績獎金。 

協助退休會員教師【免

費】打年金訴訟。 

全教總成功擋下技職

實作評量施行。 



  ◆◆◆關心教育的本會顧問們◆◆◆ 

 

陳學聖委員長期耕耘於立法院教育委員會，為教師的權益捍衛把關。特別是今年

在教師法惡修的仇師氛圍中，委員從頭到尾堅守立院崗位，力抗許多不合理的條

文；又包含年改、爭取五一放假、教保條例、協助教師請假權益等族繁不及備

載，都能看到陳委員為教師權益奔波的身影，是教師在立院不可多得的堅強依

靠，值得肯定與鼓勵！ 

 

曾擔任本市議會教育委員會召集人，對於教育議題長期關注。包含：爭取國中

小班班冷氣安裝、推動廣設公托與非營利幼兒園、推動年輕父母育兒津貼、光

明國小超收案件、五福國小校地案、蘆竹區學童交通車補助案、高中職以下教

師免費施打公費流感疫苗、爭取蘆竹區南崁兒童藝術村等，致力於提升桃園教

育品質。 
 
 

蘆竹區福興里太陽里長為人熱心，長期關心蘆竹區教育議題，包含：光明國小超收

案、五福國小校地案、南崁高中校地不足案、蘆竹區學童交通車補助案……等；並

長期對本會會務提供具體而實際的協助，促進蘆竹區教育品質的提升，不遺餘力。 
 

◆◆◆教師組織持續爭取權益，以代理教師待遇為例◆◆◆ 

By 理事長 張瓊方 

校內師資結構的穩定，是教學品質提升的重要關鍵。本會近年來和全教總合作，多次發布新聞稿和記

者會，積極爭取各校正式員額聘足，提升代理教師待遇。相關新聞稿如下： 

全教總記者會  桃園市教師會新聞稿 

1080513 
代理教師聘期再檢視 

金門縣、嘉義市獲五星 

 
1080820 

聘足正式教師 善待代理教師 

還給桃園學子穩定受教品質 

1070626 

爭 2 萬代理教師完整一年聘期，問卷促候選

人表態 

全教總：將提供全民作為年度投票參考 

 

1080513 
桃市國中小代理教師聘期仍未滿一年 

期盼鄭文燦市長朝五星級市長邁進 

1070529 

代理教師權益政府視而不見，全教總啟動券

卷調查 

請問縣市長候選人：你給代理教師一年聘期

嗎 

 

1070611 
感謝市府明快還給高中代理教師一年

聘期 

1060915 
代理教師權益，從聘期合理公正化做起 

全教總要求代理教師聘期給與完整一年 

 
1070607 

國高改隸 待遇不變 

請給代理教師完整聘期 

1060615 
保障代理教師權益 不能一拖再拖 

全教總要求從 106 學年度起給予一年聘期 

   

經本會和全教總的努力，桃園市高中職代理教師聘期已完整，對於穩定桃市高中職師資有很大幫助。然而國中

小部份，除了正式老師聘請不足外，代理教師待遇也未臻合理。桃園市教師會今年已爭取到

教育局承諾 109 學年度國小正式教師多開缺，逐年聘足員額管制外的名額，也將持續爭取還

給本市國中小代理教師應有待遇。 

權益的爭取，從來不是一蹴可幾。以代理教師的例子，至少已爭取 2 年方有些許成效。唯有

持續加入組織，才能讓組織繼續為大家做後續的努力。最新會務訊息請加入 line 群 

◆陳學聖立法委員 

◆蘆竹區劉勝全議員 

◆蘆竹區福興里陳太陽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