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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案例係私立大專院校教師被學校迫以不合理手段解聘，故而提其教師申訴、再申訴救

濟，教育部教師再申訴評議書明確指出私立大專院校教師之再申訴，得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內容，於公私立教師間一體適用，極具參考價值，是

將其內容簡要說明如下： 

 

學校教師如具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事由之一，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予

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者，本件原措施學校雖非公立學校，其對該校教師所為不續聘之措施，

於主管機關核准前，既屬學校對教師個人之措施，自得比照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決議辦理，亦即私立院校對教師之不利益行政處分（如：停聘、解聘、不續聘）法定生效要

件尚未成就前（即主管機關未核准前）仍得提起教師申訴、再申訴救濟。 

 

 

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公立學校依法作成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行政處分，其須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在主

管機關核准前，乃法定生效要件尚未成就之不利益行政處分，當事人以之作為訴訟對象提起撤

銷訴訟，其訴訟固因欠缺法定程序要件而不合法。 

惟鑑於上開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行政處分影響教師身分、地位及名譽甚鉅，如俟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行政處分後始得救濟，恐失救濟實益，而可能影響學術自由

之發展與學生受教育之基本權利，故法律如另定其特別救濟程序，亦屬有據。 

查教師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

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者，得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

「教師申訴之程序分申訴及再申訴二級。」同條第 2 項前段規定：「教師不服申訴決定者，得

提起再申訴。」是教師得提起申訴、再申訴之對象，依教師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為「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而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行政處分，在主

管機關核准前，應屬學校有關教師個人措施之一種，故公立學校教師得對法定生效要件尚未成

就之不利益行政處分提起申訴、再申訴以資救濟，乃上開法律所為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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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我們上凱道怒吼？ 

為抗議政府一意孤行，執意推動違反

社會公義的年金改革版本，數萬名公私立

學校教師，在台北凱道發動「打掉爛案、

導正改革」525 行動。現場旗海飄揚，在

32度的高溫下，教師們展現對抗假改革 

      的堅強意志，厲聲批判暴衝傲慢的 

           改革。 

 

 

 

 

 

 

 

 

 

 

 

 

 

 

 

 

年金改革攸關不同世代受雇者權益，但馬

政府無視官版年金改革的諸多缺失，無視全教

總與各工會的建議，拒絕召開國是會議在前，

閉門造車在後，方案設計者在意的不是健全年

金制度，而是如何在改革過程中免於使自己人

受傷，最終只能提出嚴重違反社會保險學理、

而且忽略世代公平、免除政府責任、擴大社會

對立的方案。 

教師組織早在官方改革前就多次要求正

視台灣的年金危機，甚至提出多種改革法案從

退撫基金的大改造， 

到勞保要仿同公保 

撥補，而馬政府去年 

 

 

 

 

 

 

 

十月以前根本對年金危機毫無警覺，所推出的

版本嚴重違反改革初衷，卻竟然敢以改革者自

居。政府對私校年金跳票已好幾年，也不顧多

少人民在私部門和公部門的保險無法併計給

年金，卻忙著處理政務、常務人員年資能合併

計算，要優先處理讓學官兩棲的教授如何補繳

費、買年資、併退休；對高官和教授退休後到

私校任職則有意迴避，讓大家背負污名，讓改

革項目一律由官來訂、迴避項目一律由官來

訂、節奏速度一律由官來訂，甚至比現制更欺

負新世代，根本是傲慢不可一世的假改革！ 

為了揭穿政府假改革的真面目，525 行動

並大演行動劇，「年金改革之吾皇萬歲萬萬歲」

以古諷今，譏諷朝臣為了皇帝的「歷史定位」，

也為了掩護統治集團的利益，只好歸咎基層人

員，恰如馬政府年金改革一樣。 

教師組織沒有關門自閉，教師工會成立以

來，與各工會維持友好互動， 

勞教已多次相互聲援， 

 

 

 

 

 

 

 

 

 

 

 

 

 

 

 

 

 

此次 525 行動計有：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

會)、全金聯、中華電信工會、勞權會、台鐵

工會、鐵聯會、全國自主勞工聯盟、全產總、

人民火大行動聯盟、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台北市產總、桃產總、公務人員協會、退休教

師聯盟都到場聲援，各工會代表痛批：政府年

金改革犧牲基層勞工與公教人員，只為換取馬

總統的「歷史定位」，呼籲重整國家財務，並

由下而上導正改革，以維護受雇者權益。 

我相信：只有全民願意成為改革的主人，

而非宿命的充當被改革者，所有世代的聲音不

缺席，年金改革才能回歸保障國民老年經濟安

全之基本精神，才能建構兼顧世代公平、可長

可久的國民年金制度。在此呼籲全國教師們，

把你對年金的想法，毫不客氣地打進立法院每

個辦公室，全教總也將於六月辦理為期五天的

大型民間版年金改革論壇，正式聯合所有正面

改革力量，使年金改革成為真實的社會工程，

而不是為某人歷史定位而狂飆的修法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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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北市教師會主辦，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指導的 SUPER 教師獎，旨在發掘優秀創新的教師

夥伴，著重於教師超策略(S)、超獨特(U)、超熱情(P)、超效能(E)、超感應(R)之表現。 

SUPER 教師獎 

 

 

  

 

 

 

 

 

  

SPECIAL 教師獎 

小 學 組 興雅國小 陳綉芬老師、興雅國小 鄭胤序老師、文昌國小 王惠雪老師 

國 中 組 石牌國中 林連鍠老師、景文高中國中部 連世勇老師 

高中職組 大直高中 林瑩姿老師、成淵高中 李宜樺老師 

 

 

 

 

台北市教師會為協助學校教師會健全運作、提昇學校教師會效能與創新、促進教師組織精

神之落實，自九十三學年度開始辦理「Energy 教師會」選拔活動，以鼓勵優秀的學校教師會。

本屆「Energy 教師會」選拔活動已於昨日完成決選，共計有十所學校獲獎，分別是： 

舊莊國小、 

麗山國中、石牌國中、雙園國中、木柵國中、芳和國中、 

中正高中、成淵高中、南湖高中、育成高中 

台北市教師會將持續藉由辦理 Super 教師獎及 Energy 教師會選拔活動，發掘敬業樂群的

好老師並鼓勵各學校教師會投入組織運作與發展，期促進教師及社會各界正視教師組織之價

值，進而提昇教師之專業自主權、落實教師專業尊嚴，敬請各校教師會踴躍參加這個有意義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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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企 劃 
----------- 
S p e c i a l  P r o j e c t 

 

 

 

 

 

 

 

 

 

 

 

 

 

 

 

 

走進實踐國小，寬廣的操場上，著棒球隊服的孩

子正在進行訓練。爬上彩繪樓梯，走廊上微笑向我們

招手的是教師會長林盈秀老師及副會長林姃錞老師。 

實踐國小的會長非常優秀，前任會長邱瑞女光老

師與本屆會長都是台北市的Super 教師，盈秀老師還

榮獲全國Super 教師評審團特別獎。 

 

 

 

 

 

 

◎會員大會歡送退休人員(左起依序) 

      林盈秀老師、邱瑞女光老師、施素娟老師、王博弘校長 

 

 

 

 

 

 

 

 

 

實踐國小行政團隊相當尊重教師

會，每週的主管會報是校方與教師會長

溝通的平台，而盈秀老師則每週請理事

們協助以「意見表」蒐集教師意見，或

針對議題進行意見調查。除了在主管會

議中溝通協調，並在次日的教師晨會

中，由會長報告溝通協調的結果；若該

週未開晨會時，則以 e-mail 傳遞訊報

告內容。翻閱著意見表，看得出來老師

們非常認同這樣的意見表達方式，這種

方式也使得會長在與學校行政主管溝

通時，能有所依據並具有代表性。 

每週一次的意見蒐集，算是相當頻

繁的，但實踐國小巧妙的運用理事的分

層配置達到高度效能。理事採推選產

生，每學年 1位、科任和行政各 2 位、

特教 1位，這樣的組合讓訊息傳遞與意

見蒐集迅速而面面俱到。 

「我們會長是老師們直接投票選

出來的！」盈秀老師笑咪咪的說。 

 

 

第一次聽到會長是直接投票選出來的，我

著實有點驚訝。原來是因為理事們已經採用推

選產生，因此每年大會前，會由會員每人圈選

3人，選出理事長，監事也採取同樣的方式。 

「去年我是很願意啦！今年的票也很集

中。」聽到盈秀老師「表白」，大家忍不住笑

了起來。直接票選出會長，其實有些風險，不

過每屆的理事長都會探詢老師們的意願，並讓

其他老師知道，因此票數就自然的集中到有意

願或持開放態度的老師身上。 

 

 

   

 

 

 

教師會除了副會長外，文書、總務、資訊

組、活動皆配置 2人，而理事們，就是教師會

的當然幹部。提到職務分配，除了自由認領的

方式外，盈秀老師則是事先依照老師的專長或

個性去分配職務，再於「交接會前會」中，取

得老師同意，於是交接會議就會十分順暢。 

 

 

教師會的良好分工行之有年，除了讓校

內各群組老師都有機會擔任理事熟悉會務，

對於會費的收取，也是十分有效率的，因此

會長完全不必經手會費的業務，只需專心做

好校內外溝通協調及各會議代表的工作。 

學校的家長會是老師們的好幫手，親師

合作愉快，家長也願意投入心力協助，例如：

注音符號的補教教學，是由老師們先培訓志

工家長，再利用兒童朝會時間請志工家長協

助指導。週二教師晨會，會有生命愛爸或愛

媽至各班進行生命教育課程，愛爸或愛媽們

還會召開讀書會彼此分享與成長。 

 

 

       ◎家長會長參與教師會迎新活動 

提到未來的期許，盈秀老師提到阿女光老師

擔任會長時辦理的教師課後社團，全盛時期

有桌球社、烹飪社、肚皮舞社，但現在因為

經費及時間問題而停辦，盈秀老師希望未來

能有機會重開社團，讓教師們在既有的教師

會活動之外，有更多的機會藉由活動來抒壓

與交流成長。 

離開學校時，我回想起前次陪同 super

教師評審到校訪談阿女光老師的同事與家長，同

事們在言談間流露出的好感情，相信這就是

實踐國小教師會在推展會務時最堅實的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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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會 

◎校內好感情~ 

校長與老師們 

一起參加 

教師會活動 

參訪朱銘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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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企 劃 
----------- 
S p e c i a l  P r o j e c t 

 

 

 

 

 

 

 

 

 

 

 

 

 

 

 

 

「哇！好年輕的學校！」中午時分走進育成高

中，穿堂上方掛著「11 週年校慶」幾個大字，下方

的紅色燈籠隨風搖動，非常有節慶的氣氛。在穿堂等

候的當下，打量著周圍的環境，建築物內部的空間相

當寬敞，校園廣闊，整體感覺非常現代，想必教學硬

體設備也是一流的。 

「抱歉！剛剛跟校長溝通會談，有所耽擱，來遲

了！」會長黃莉勛老師解釋後帶著我們爬上 3樓，來

到小巧的教師會辦公室。 

 

 

 

 

 

 

 

 

 

 

 

 

 

 

 

 

 

 

 

 

 

當初育成高中招考教師時，老師平

均年齡為 30歲以下，是年輕的教學群。 

「這是我們的優點也是缺點！」莉

勛老師笑著說。年輕老師積極且行動力

強，遇見沒處理過的事務，缺乏經驗

時，則會向外界學習。雖然校內缺乏較

資深的老師作為討論爭議時的顧問，但

由於老師們都很願意表達自己的想

法，因此也算容易產生結論。 

「教師會的事務是全校老師共同

的職責！」因此每學年期末時會鼓勵各

科產生下一屆的理監事代表，投票時即

可集中票數。「會務需要有熱情的成員

一直加入！」教師會前任會長羅安琍老

師坦言，教師會務繁雜，服務團隊需要

不斷有新血加入。 

育成高中教師會團隊的產生很特

別，屬於眾人默契下的輪派制。「其實

就像是值日生！大家明白事情就是要

輪著做！接受服務，也要服務別人。」 

 

莉勛老師補充，因此校內老師大多都擔任過理

事，也有一些老師願意常任理事來服務大家。

由於學校主要是以樓層分配辦公室，因此新團

隊產生後即會分配每位理事負責布達訊息的

樓層。 

對於校方欲實施的政策，教師會的宗旨即

是幫老師發聲，維護教師的權益，搭起行政與

教師間的溝通橋樑，期許校務能和諧進行，形

成雙贏的局面；遇到攸關全校教師的政策，則

會透過理監事開會討論以取得共識後再去溝

通協調。目前與行政團隊已建立良好溝通模

式，校方也相當尊重教師會的意見。「教師會

承載老師的民意，也會擔憂行事不周全有負教

師們的信任！」安琍老師做了註解。 

由於高中老師的共同時間比較少，為了吸

引老師們參加教師會活動，辦理研習活動前，

會先進行意見調查，確認老師們有興趣的主

題；當敲定研習活動主題與時間後，會先傳通

知單邀請老師們參加報名，方便事先統計人

數；活動當日則會準備小點心和飲料，因此參

與的人數大約都有 30~40 人。 

 

 

 

 

 

 

 

 

 

 

 

「期末選完當下業務就即刻交接了！」

如此刺激的會長交接時間點，讓我瞪大了眼

睛！確實在期末推選出新任理事長，較方便

排課時避開共同會議時間，但多數學校都會

讓新會長有一些時間去熟悉會務。莉勛老師

覺得，也許是因為大家學習力還算強，摸索

一段時間後也就上手了。 

育成高中歷任會長屬於「連根拔起型」，

也就是卸任後不會接任理事，優點是大家都

有機會輪番上陣成為理事長，但少了前任理

事長的輔佐，新會長獨自摸索確實比較辛

苦。因此莉勛老師也和安琍老師討論，是否

可能建立理事長卸任後，留下擔任理事的制

度，建立起教育訓練與經驗傳承制度。 

對於未來的期許，兩位會長都坦

承在擔任會長後才知道教師組織的重

要性，特別是近年許多政策、法律的

變動，對於教師影響很大。莉勛老師

希望未來有多一點人參與教師會務，

表示如有機會不排斥多為育成教師會

盡一點力，協助未來教師會的會務進

行，逐漸建立起會務經驗傳承的制度。 

高中教師的專業自主性與廣闊的

校園，使得教師們彼此的教學環境不

容易有交集，這一點也許會讓高中教

師團體，在凝聚共識這方面的困難度

較高，但我相信育成高中以兩位會長

的熱情及行動力，必定能引起廣大迴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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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屆

第
八
屆

第
八
屆

第
八
屆    Energy 

        教師會 

◎左起:會長黃莉勛老師、前任會長羅安琍老師 

 

                � ◎「跟著玩家旅遊趣」研習 

� ◎辦理研習、愛合購活動、湯圓大會聯絡情誼 

 

◎討論會務開會狀況 

 

◎改造後的 

教師會辦公室 

 



 

� 台北市教師會福利事項一覽表                                
 

 
 

生 活 資 訊 
----------- 
L i f e  I n f o rm a t i o n  

 

 

 

 

 

 

※出示或告知本會會員卡(編號)，即可享有本會會員之優惠！ 

※本會特約商(標註◎)提供會員市場最低價優惠，請會員老師們多多支持！ 

※配合截稿，資訊日期截至102.05.08，詳情請依福利網站實際公告為準。 

 

 台北市教師會特約商 台北市教師會合作商   

類別 標註 店家名稱 優惠事項 消費資訊 合作期限 

◎ 
向陽農業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 

向陽健康家族健康 無毒 有機蔬菜箱 

*長期訂購:7折 

*體驗訂購:8折 

客服專線:0800-567-123 

傳真電話:02-2701-2552 

客服信箱:contact@sunnyrichorganic.com.tw 

家族網站: http://www.sunnyrichorganic.com.tw 

2014/6/30 

◎ 
茗澤企業 

有限公司 

*全部商品九折，滿 15000 元享八五折優惠 

*經教師會登記辦理產品說明及試吃會再享

滿千送禮優惠 

無實體店面 

聯絡人林美娥小姐 0977482317、07-7998317 
2013/12/31 

◎ 
綠農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養生健康無毒農產品 

*訂購商品滿 1500元，免運費 

無實體店面，訂購專線  0800-882-858 、

02-2591-6331 
2013/12/31 

◎ 小葵烘焙坊 *手工厚片吐司、手工牛軋糖 新北市樹林區中街61巷18號1樓，02-86861637 2013/12/31 

 
必勝客 

pizza hut 

*憑全國教師福利聯盟VIP福利卡享下列優惠 

*外帶買大送大 送 1.25L大瓶可樂一瓶 

*外送買大送小 送 1.25大瓶可樂一瓶 

門市查詢 

http://www4.pizzahut.com.tw/place/ 
2013/12/31 

 千葉火鍋 *憑會員卡 1 證 6人享 9折 

西門町尊爵館西門町尊爵館西門町尊爵館西門町尊爵館：：：：02-2331-7288 

 台北市中華路 1 段 41 號 2樓  

金城尊爵館金城尊爵館金城尊爵館金城尊爵館：：：：02-2273-6820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 3段 200 之 11 號，  

台北永和尊爵館台北永和尊爵館台北永和尊爵館台北永和尊爵館：：：：02-266885226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249 號 

台北中原尊爵館台北中原尊爵館台北中原尊爵館台北中原尊爵館：：：：02-8991-0207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 31號  

台北板橋尊爵館台北板橋尊爵館台北板橋尊爵館台北板橋尊爵館：：：：02-2960-2698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 1 段 55 號 

2013/07/31 

 春天素食餐廳 
*歐式自助餐加一成打 8折 

*桌菜九折優惠 

台北總店台北總店台北總店台北總店：：：：長春路 26號 3 樓 

 (02)2525-1622、25251580  

台北大安店台北大安店台北大安店台北大安店：：：：和平東路一段 177號 3 樓  

 (02)2393-0288、2393-2256 

2013/12/31 

 小銅板牛排 
*憑會員卡享九折優惠(酒類除外)，須另加原

價 10%服務費，節慶特餐、購買禮券不適用 

《詳情請參與本會福利網站》 

中山店中山店中山店中山店：：：：(02)2536-7553,2536-4061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12 號 2樓 

西門店西門店西門店西門店：：：：(02)2381-6582,2381-6543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76-1號  

新莊店新莊店新莊店新莊店：：：：(02)2998-1235,2998-1236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一段 1-1 號 2樓  

板橋店板橋店板橋店板橋店：：：：(02)2959-1885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7 號樓  

2013/12/31 

 湯竺麵食館 *憑會員卡享 95 折優惠 台北市大龍街 188號 1 樓，tel:2591-1938 2013/12/31 

 快樂村咖哩屋 *出示會員卡打九折優惠 *免服務費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196 號，02-25956177 2013/5/2 

美

食

餐

廳 

 糖村蛋糕 *全產品原價九折優惠 

全省門市皆適用，台北門市： 

敦南店敦南店敦南店敦南店：：：：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158號 

瑞光店瑞光店瑞光店瑞光店：：：：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70號 

客服專線：0800-063-188 

2013/12/31 

 

 

 

 台北市教師會特約商 台北市教師會合作商   

類 別 標註 店家名稱 優惠事項 消費資訊 合作期限 

 鋤燒鍋物料理 

*憑台北市教師會會員卡至鋤燒各店家即可

享銷售之食用商品九折優惠 

(鋤燒所販賣之餐券不列入此方案 ) 

(限台北市教師會) 

全省分店皆適用，台北門市： 

杭州店杭州店杭州店杭州店：：：：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 74號， 

        02-23955597 

西寧店西寧店西寧店西寧店：：：：台北市西寧南路 34號 1樓， 

        02-23140825 

新北投店新北投店新北投店新北投店：：：：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 10號 2樓， 

          02-28949670 

復興店復興店復興店復興店：：：：台北市復興南路 2 段 132 號 1樓 

        02-27032006 

2013/11/30 

 
聖瑪莉

SunMerry 

*憑台北市教師會會員卡至聖瑪莉各店家，即

可享聖瑪莉 SunMerry 自製品系列九折。 

全省分店皆適用，台北門市： 

東門店東門店東門店東門店 2392-0224、大安店大安店大安店大安店 2784-6119 

南一店南一店南一店南一店 2568-2066、民生店民生店民生店民生店 2768-4862 

師大店師大店師大店師大店 2327-9852、重慶店重慶店重慶店重慶店 2371-2643 

大直店大直店大直店大直店 8502-6030、台大店台大店台大店台大店 2311-1037 

馬偕店馬偕店馬偕店馬偕店 2531-6687、北醫店北醫店北醫店北醫店 2732-9213 

新生店新生店新生店新生店 2778-9716、敦化店敦化店敦化店敦化店 8773-7039  

科技店科技店科技店科技店 2755-0892 

2013/12/31 

 
水木林 

人文素食 
*用餐消費享 88 折 

台北市士林區永公路 500 巷 48 號 

02-2862-8181 
2014/6/30 

 大樹下小饅頭 *用餐消費享 9折(不含飲料、酒類) 台北市士林區平菁街 9號 2014/6/30 

美

食

餐

廳 

 義式屋古拉爵 *週一至五全時段享 5%優惠 欣欣大眾店-02-2542-7680 2013/10/9 

◎ 那米哥會館 

*週一至週五(中午)桌菜6,000+10%元起/桌;

週六、週日(中午)桌菜 7,000+10%起/桌；

每日晚上桌菜 8,000+10%起/桌 

*週一至週五享宴會廳租借定價 9 折+10% 

*每季 Lamigo 點心坊或 LamigoSPA 優惠專案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1 號 B1， 

02-2345-8199 
2014/3/1 

◎ 
財團法人擊樂文

教基金會 

節目名稱: 

*2013朱宗慶打擊樂團擊樂劇場 -【木蘭】

新版 

*教師會會員可享不限張數 85 折優惠 

訂購專線 

(02)2891-9900#315 甘小姐 

(02)2891-9900#888 王小姐 

傳真專線：Fax:02-2896-9908 

2013/12/31 

◎ 
全民大影視股份

有限公司 

不定期提供購票優惠折扣 

《請參閱本會福利網站》 

傳真至 02-2731-2199 或來電 購票專線 

02-2751-9955 # 296 楊小姐 
2013/0/8/31 

◎ 金革唱片 
將不定期提供優惠 

《請參閱本會福利網站》 

傳真：02-8226-2226 

電話：02-8226-9909 # 535 楊小姐 
2013/12/31 

 
京華城 

喜滿客影城 

*6D 電影公園，校外教學的好去處 

*觀賞 6D電影，享有 300元優惠(原價390 元) 

*一般電影票 240 元(3D 電影及 6D 除外)  

*購票加餐享有折扣價 300 元之優惠(餐僅限

定為小爆米花加小杯飲料) 

台北市八德路四段 138 號 B1 

京華城喜滿客影城 
2013/9/30 

  
巨星世界 

尊爵會館 

*歡唱 KTV 包廂，平日 8折，假日 9折(恕不

接受一人歡唱) 

*時尚宴會廳，桌菜九折 

*尊爵套餐，9折 

*至巨星世界歡唱，可享 5 小時免停車(結帳

時，須出示停車卡於櫃檯人員，待處理後交

還即可) 

台北市八德路 4段 138 號 9樓， 

02-3762-2888 
2013/12/31 

  
長榮 

海事博物館 
*憑卡購票 100元 / 張 台北市中山南路 11號 02-2351-6699#515 2013/12/31 

休

閒

娛

樂 

  
松田崗 

休閒農場 
*憑會員卡，享門票買一送一(限買一組) 

嘉義縣民雄鄉松山村松子腳 48-15 號 

05-272-2342#6105 
2014/4/30 

◎ 
康荃 

國際有限公司 

*牛樟芝膠囊 7.6 折，前 900組加贈冬蟲夏草

膠囊 

*完美纖姿淨暢組(1組市價 3200)，買 1 送 1 

無實體店面 

0977-251-442 曹先 
2014/4/30 

保

健

食

品 
◎ 

連基量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成

就希望工程) 

原味堅果系列產品每包加量 30%，不加價。 
無實體店面，團購專線 05-23633358 陳小姐、      

傳真：05-2363380 201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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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資 訊 
----------- 
L i f e  I n f o rm a t i o n  

 

 

 台北市教師會特約商 台北市教師會合作商   

類別 標註 店家名稱 優惠事項 消費資訊 合作期限 

◎ 大謙生技 
台灣食品~健康氏，五月團購《請參閱本會福

利網站》 

無實體店面 

04-2310-9511、0800-812-168 
2014/3/1 

◎ 

富萊爵健康事業

有限公司 

(中天生物科

技) 

(李時珍本草

屋) 

*李時珍系列產品團購更優惠 
無實體店面， 

02-2570-8518*321 、0937917083王政德主任 2013/12/31 

◎ 順天本草 *享購物總金額 85折優惠 網站登入購買 《連結請參閱本會福利網》 2013/12/31 

◎ 永保健康生技 
*提供胚軸精華、魚眼窩油、純素藻紅素、牛

奶鈣等產品 

*產品任選(標準包裝：瓶/盒)以 88折優惠 

無實體店面，02-27078886 2013/12/31 

◎ 依憲德生技 
*成人路丁優質膠囊(葉黃 素)30 粒裝，928

元，買 3送 1 

*兒童山桑子軟糖 120粒裝，840 元 

無實體店面，02-2821-5716 2013/12/31 

◎ 

通用國際生技 

(瑞士草本健康

食品) 

*會員憑會員卡享瑞士草本健康食品，單瓶 85

折，三瓶 75折優惠《詳情請參閱本會福利

網站》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329-2 號， 

02-2733-1001 
2014/6/30 

保

健

食

品 

◎ 廖叔叔健康屋 

*「與健康有約 CD」一片 

*「健康的秘密在早餐」手冊一份 

*免費個人體質分析 

*免費健康課程 

*健康早餐包買 25送 11，活動期效至 102

年 7月 31日 

台北古亭教學門市：02-2351-3137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 63號 

桃園教學門市：03-355-1325 

 桃園市經國路 203 號 

台中教學門市：04-2305-0962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 522號 

台南教學門市：06-263-3533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二段 7 號 

高雄中華教學門市：07-338-3536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 122 號 

高雄大順教學門市：07-385-1927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 270 號 

2013/12/31 

◎ 
足適姿 

專利功能鞋 

*提供團購鞋優惠，限定訂購一次達六雙，另

非團購鞋來店購買可享定價 7.5 折優惠 

傳真：(02) 2873-3069  

信箱：varithotics@gmail.com 
2014/6/30 

◎ 
芙豐達系統科技

有限公司 

*教學擴音系列 

*澳寶深層護髮焗油 
02-8953-8633 吳明峯先生 2013/12/31 

◎ 
吉時洋行股份有

限公司 

*RELAXSAN 瑞萊斯醫療級漸進式塑壓彈性

襪，具有預防及治療靜脈曲張的功效。 

*小腿襪定價:$1600 大腿襪定價:$2600 褲

襪定價:$2900 

*全商品八五折免運費 

(一雙八五折，兩雙以上八折，二十雙以上

七五折) 

連絡人:劉貞君 02-2721-2511 2013/12/31 

◎ 
吉恒奈米生醫股

份有限公司 

*神奇被寶-暖呼呼全能量鍺鈦被定價

NT$16800，教師會員專案 NT$12800，加贈暖

呼呼全能量鍺鈦枕巾 1件。 

*神奇被寶-暖呼呼全能量鍺鈦枕巾定價

NT$3500，教師會員專案 NT$2800，加贈能量

隨身墊 1件。 

無實體店面，02-25556955 張先生 2013/12/31 

◎ 
坦格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購買 Yantramat瑞典按摩墊 M型 2件以上享

8.5 折優惠 

*購買 Yantramat瑞典按摩墊 M型 1件(特價

1980 元)送 Fun Sport 環保瑜珈墊*1(特價

750 元) 

04-23200802 陳先生 2013/12/31 

生

活

用

品 

◎ 
統有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芥花油，葵花油，綺麗健康油 訂貨專線 02-22993729~30 蕭小姐 2013/06/30 

 

 

 

 台北市教師會特約商 台北市教師會合作商   

類 別 標註 店家名稱 優惠事項 消費資訊 合作期限 

◎ 優質企業 

采揚牌豪華型之能量活水生飲機 

*優惠方案 A 

 購機+兩年濾心分期付款 

 →兩年所需費用為 22680 元 

*優惠方案 B 

 乙次付清機器與濾心費用 

 →兩年所需費用為 20412 元 

*優惠方案 C(租賃型) 

 每個月給付 1000 元， 

 →兩年所需費用為 24000 元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 369 巷 132 號 1樓，

02-2240-2555 陳先生 
2013/08/19 

◎ 
陞諺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髮梳會員全面 9 折 

《訂購單請參閱本會福利網站》 
無實體店面，02-2783-8883 謝小姐 2013/06/30 

◎ 
悅躍國際有限公

司 

*柑橘系泡湯包(買二送一)優惠組，專案價

1560 元 

*<有田燒>微波油切碗(大碗)優惠組，專案價

1790 元 

*<有田燒>微波油切碗(小碗)優惠組，專案價

1490 元 

*親子手作點心烤盤優惠組，優惠價 1520 元 

*微波燒烤鍋 橢圓+圓形優惠組，專案價2770

元 

無實體店面 

02-2785-3080 林小姐 
2013/08/31 

◎ 

3M 團購經銷商-

鑫弘翔 

科技公司 

*百利 TM 清潔用品系列 

*Nexcare 醫療保健系列 

* Scotchlite 高可見度反光系列 

*3M TM Sports Eyewear 耐衝擊戶外運動眼

鏡系列 

*3M TM Car Care Products DIY汽車美容系

列《訂購單請參閱本會福利網站》 

無實體店面 

04-22369869 蔡小姐 
2013/12/31 

◎ 無毒家園 

*各種有機產品享會員獨享價( 定價 47折

~87 折，再 95 折) 

*當筆消費滿 1500元免運費 

*生日當天購物另有生日禮 

網路購物《參閱本會網站前往連結》 

訂購專線：0800-866-788 

電話：02-2351-5188#16  

傳真：02-2396-6288 

2013/12/31 

◎ 肯特力 
*高級紓壓記憶枕、舒眠枕、羽絨被等商品，

全商品 8 折免運費 
無實體店面，電話： 02-22996275 林先生 2013/12/31 

  
用心創皂 

手作坊 
*手工皂等全產品銷售定價八折優惠 此為工作坊無實體店面，0935-517715 2013/12/31 

  
台灣頂尖國際通

路有限公司 

*科技除臭襪特惠專案~享會員教師價格再95

折優惠 
無實體店面，電話訂購 04-8728943 許先生 2013/12/31 

  
中華電信 

優購網 
*生活用品 網路購物 2013/12/31 

生

活

用

品 

  台塑購物網 *生活用品 網路購物 2013/12/31 

◎ 詠瑞留學 

*教師會教師憑會員卡(報名時須提供，並登

記卡號)，可享報名"加州州立大學四暑英語

碩士班"之專案費用美金 2000 元九折優惠

(不含報名費和其他個人所需費用) 

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 137 號 4樓之 1 

02-27316060 
2013/8/31 

◎ 台灣孔子協會 
*提供孩童創意、品德、師資培訓，會員優惠

1500 元/5堂，10 人起開班 

報名專線：02-2550-6831 

台北市博愛路 51 號 3樓 
2014/01/01 

在

職

進

修 
◎ 彩智文教 

*提供老師進修，教育部認可之學校 

*出國研讀的 DBA 課程，只收 2500 美金手續

費 

*全程遠距 DBA、DHA 課程優惠 1500美，MBA、

MHA 課程優惠 1000 美金 

台北市民權西路 79號 9樓之一，02-2585-5695 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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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教師會特約商 台北市教師會合作商   

類別 標註 店家名稱 優惠事項 消費資訊 合作期限 

◎ 久屋麗緻客棧 

*第一位入住 1600元/房(限平日以及寒暑假

的週一至週四)、每加住一位加收 700元，

最多加住三位(周六、周日以及國定假日) 

*兩人房定價 2730元/間、三人房定價 3510

元/間、四人房定價 4030 元/間)*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511號 

03-961-3799 
2014/6/30 

◎ 
金展旅行社 

股份有限公司 

*優惠消費內容:歐洲線行程 5000 元、土耳其

行程 4000元、亞洲及中國大陸行程 2000元

折扣優惠(此優惠不得與本公司其他優惠活

動合併使用)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42號 505室 

02-2775-1138#242 
2014/1/31 

◎ 
嘉義耐斯 

王子大飯店 
*住房優惠《詳情參閱福利網》 

住宿地址：嘉義市忠孝路 600 號 

訂房專線：05-2781-757， 

          02-2781-9088(台北業務部) 
2013/12/31 

◎ 
劍湖山 

王子大飯店 
住房優惠《詳情參閱福利網》 

住宿地址： 

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大湖口 67-8 號 

訂房專線：(05)582-8500 
2013/12/31 

◎ 梨山賓館 

*平日訂房享 7.5折優惠(含早晚餐、服務費、

營業稅)，早晚餐依所訂房型人數贈送 

*假日訂房享 9.5折優惠(含早晚餐、服務費、

營業稅)，早晚餐依所訂房型人數贈送 

*寒假專案：至 2013.2.28 止，想一次訂五間

房優惠一間免費(分館雅馨或雅緻兩人房) 

住宿地點:台中市和平區中正路 91號 

訂房電話:04-22653939，04-22652353 2013/12/31 

  
中冠 

礁溪大飯店 
*住房優惠《詳情參閱福利網》 

宜蘭縣礁溪鄉德陽路 6 號，訂房專線

03-9882011 
2013/12/31 

  
長榮 

國際連鎖酒店 
*住房優惠《詳情參閱福利網》 

洽詢專線：04-2324-2255陳小姐 

礁溪（封閉式優惠），基隆、台北、台中、 

台南、法國巴黎、馬來西亞檳城、泰國曼谷 
2013/12/31 

  淡水承億文旅 
*住房平日定價55折+10% ,假日定價6折+10%

《詳情參閱福利網》 

住宿地址：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 27號 

TEL:02-28051212  
2013/12/31 

  春天酒店 
*訂房時，請告知為本會會員；結帳時須出示

教師會會員卡即享優惠《詳情參閱福利網》 

台北市北投區幽雅路 18 號 

02-2892-4546 
2013/12/31 

  
水舞系列 

精品旅館 
*優惠房價 

台北沐蘭時尚精品旅館 

台北市中山區堤頂大道二段460號，02-8502339 

台中沐蘭時尚精品旅館 

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245 號，(04)2252-7878 

湖水岸時尚精品旅館 

中市南屯區大墩 11 街 357 號，(04)2258-2666 

麗心時尚精品旅館 

中市北區陝西路 117 號，(04)2298-3377 

麗緹時尚精品旅館 

台中市北屯區綏遠路二段91號，(04)2235-6955 

水舞谷關 渡假溫泉館 

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 1 段 115，

(04)2595-0099 

2013/12/31 

住

宿

旅

遊 

  
南台灣 

溫泉大飯店 

*住宿優惠:平日(週日至週四)密約雙人套房

享優惠價 2000 元/房，溫馨四人套房優惠價

2800 元/房，大假日(週六及連續假日、前夕)

蜜月套房享優惠價 3000元/房，溫馨套房享

優惠價 3700 元/房；住宿依房型美人免費贈

送露天溫泉 SPA 券兩張、中西是自助早餐券

壹張。 

*泡溫泉優惠：憑卡一次可購四張，享平日七

折、假日八五折優惠。 

*餐飲優惠：持會員卡至餐廳消費，渴想九折

免收 10%服務費優惠(一卡限用合菜桌餐乙

桌，套餐式餐點四客，恕不含酒類及飲料) 

屏東縣車城鄉溫泉村溫泉路玉泉巷 37號 

 08-8822301 
2013/12/31 

 

 

 

 台北市教師會特約商 台北市教師會合作商   

類 別 標註 店家名稱 優惠事項 消費資訊 合作期限 

  
台北 

花園大酒店 

*訂房優惠 

*餐飲優惠 

台北市中華路 2段 1號 

02-2314-5511 
2013/12/31 

住

宿

旅

遊 
 

新竹 

國賓大飯店 

*訂房時，請告知為本會會員；結帳時須出示

教師會會員卡及享優惠《詳情參閱本會福利

網》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 188 號 

(03)5151111 轉訂房組 
2013/12/31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Smart

智富月刊 

*訂閱＜Smart智富＞月刊一年 12期特價990

元(原價 1548元) 
02-2500-7977#5707 蔡小姐 2013/12/31 

書

籍

雜

誌   智富文化 
*財經管理、女性時尚、休閒旅遊、健康生活

等各類雜誌之優惠《詳情參閱本會網站》 

無實體店面 

訂購專線 04-25602488 
2013/12/31 

◎ 
魚美人細緻美顏

工作坊 

*面膜每盒優惠價 108元(每盒 6片，240 元

打 4.5折) 

05-2743822 或 0910751515 林小姐 

<訂購單請參考本會福利網站下載> 
2013/06/30 

◎ 台灣美集 *LEORA 系列品 79 折 
無實體店面 02-2585-5859 

<訂購單請參考本會福利網站下載> 
2013/12/19 

◎ 慶安生醫 
*辛貝斯、茉娜姿系列產品七折優惠《訂購單

請參閱本會福利網站》 

無實體店面，電話、email 訂購： 

0977-418379 游小姐 

Email：0977418379@gaie.com.tw 
2013/12/31 

◎ 
樂兒美 

有限公司 

*德國施巴系列產品《詳情請參閱本會福利網

站》 
0983-031-102 周小姐 2013/12/31 

  
大金 

一六八按摩館 

*憑會員卡於消費據點可享腳底+全身按摩

100 分鐘 960元、全身按摩 90分鐘 960 元 

台北市松山路 395號， 

02-87872911，陳小姐 
2013/12/31 

  康富按摩 *憑會員卡現金消費可享消費九折優惠 
台北市八德路 4段 169 號 1樓 

02-27602191，張店長 
2013/12/31 

  
得力 

健康按摩站 

*每次現金交易全身按摩 700元(70 分鐘) 

*半身按摩 350元(35 分鐘) 

*腳底按摩 350 元(30 分鐘) 

台北市錦州街 14 號 1樓 

02-2562-5393，陳先生 
2013/12/31 

美

容

美

體 

 
按一個讚 

有限公司 
*憑會員卡可享消費九折優惠 

台北市復興南路 2段 102號 2樓 

02-23253308，張先生 
2013/12/31 

◎ 
台灣歐德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 

*歐德系統家具享有門市滿額折扣後再享 95

折優惠 

*優渥實木享有限定套裝組合優惠(餐廳

組、客廳組、臥房組等) 

*專人到府免費丈量 

* 歐德系統家具，請填寫預約單《預約單》，並

回傳至 2497@order.com.tw將由北部特約門

市設計師聯繫服務 

* 歐德優渥實木全省試用 

* 電話洽詢 0989206396 張先生 

2013/04/30 

◎ 
復裕興業 

有限公司 

*555專案：購屋免服務費、家居用品大優惠 

《詳情請參閱本會福利網站》 

無實體店面 

0935-299-770 戴先生 
2012/12/31 居

家

空

間 

 
三商美福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 

*憑會員卡於營業據點消費時，除可享當月優

惠活動外(但特定身分優惠條件除外，如信

用卡有優惠等)，櫥櫃類商品(不含五金類、

家電類、檯面類、裝修工程類)實購金額達

以下金額可另享下方優惠，但不得要求折換

現金： 

(1)NT$100,000~199,999，當次消費可抵新台

幣壹萬元 

(2)NT$200,000以上，當次消費可折抵新台

幣兩萬元 

內湖店內湖店內湖店內湖店：：：：台北市成功路 3段 139號 1樓， 

        02-8792-6133 

復興店復興店復興店復興店::::台北市復興北路 268號，02-25017633 

和平店和平店和平店和平店：：：：北市和平東路 1段 197-1 號 1樓， 

        02-2321-0766 

景美店景美店景美店景美店：：：：台北市羅斯福路五段 158 號， 

        02-29323316 

士林店士林店士林店士林店：：：：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 641 號 1樓， 

        (02)2833-2077 

2013/08/30 

◎ 
炘甲古資訊整合

有限公司 

*影印機租賃專案 

《詳情請參閱本會福利網》 

無實體店面 

電話：02-2793-7775 傳真：02-2793-7911 
2013/12/31 3C 

產

品 
◎ 臻隆國際航電 行車紀錄器 66折 

無實體店面 0933-734-609 王先生 

0915-512-619 謝先生 
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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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鎮國際保經 

*線上旅平險(美商安達：國內外旅遊、歐洲

申根旅遊) 

*精選意外險(泰安、新安東京-金萬安、美商

安達-龍安心) 

*會員獨享 75折，再贈 7-11禮券；暑期特別

加碼好康活動《詳情》 

網址：http://tta.738.com.tw/ 2013/06/30 

◎ 復華證券投信 

*復華東協世紀基金、復華全球大趨勢基金及

復華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 A股，金利 high

定時定額 0手續費 

*復華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 B股，首次單筆申

購可享 0手續費 

02-81616727 甘齡珺小姐 
2013/5/31 

續約中 

◎ 新光人壽保險 
*台北市教師會『會員團體保險』自費專案保

險內容，相關作業流程及優惠計劃請參閱本

會福利網站 

02-2389-5858#2321 

陳訓輝先生 
2014/3/31 

◎ 安本智庫 *提供教師優惠專案保單或壽險 0919-937-043 龔明捷協理 2014/3/5 

◎ 聯發保經 
*全家福專案~團險 

* 騎士安心專案 《詳情請參閱本會福利網》 

0915-694-221 郭韋利小姐 

02-2567-0629 李佩臻小姐 
2013/6/30 

◎ 
頂尖保險經紀人 

有限公司㏄ 

*提供教師優惠專案~汽機車險，消費內容請

參閱本會福利網 

洽詢專線：07-566-5078；

op178@hibox.hinet.net 

傳真：02-81926956 或 04-22569586或

07-2134696 

2013/12/31 

  永豐銀行 台北市教師會認同卡，詳情參閱網站公告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7 號 6樓 0800-058-888，

02-2528-7776 
2013/12/31 

 台灣高鐵 
企業會員購票，購票時告知統一編號

26392608 
參閱本會公告   

金

融

保

險 

 
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 
MVPN 行動群組優惠群組 

企業客戶科 鍾雪琴經理 

tel:2886-3383、mobile:0910-369304 

fax:2886-3388 台北市基河路 10 號 8樓 
2012/12/31 

◎ 

雅偲皮膚科、牙

科診所 

(頤鉉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一般健保(免掛號費)：皮膚科、牙科(站前

店)塑造青春：微晶瓷、肉毒桿菌、玻尿酸 

*肌膚回春：電波拉皮、靜脈雷射、脈衝光、

淨膚雷射、櫻花雷射、二代飛梭、果酸換膚、

抗氧點滴 

*身形雕塑：眼袋整形、眼皮整形、胸部整形、

自體脂肪移植、抽脂手術、隆鼻 

*牙齒美白(站前店)：冷光美白、居家美白 

信義店信義店信義店信義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63 號 6 樓，

02-2760-0055 

站前店站前店站前店站前店：：：： 

台北市館前路 2 號 6樓，02-2370-3777 

2013/12/31 

◎ 
梅約聯合診所 

(梅約健康管理中心) 
*健檢、保健食品專屬方案 

台北市長安西路 88 號 

02-2555-7728，健康管理顧問，黃營養師 
2013/12/31 

◎ 群佳儷診所 *健檢專屬方案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37號 3 樓 

業務部周孟儒經理 0935-882-903 

客服部黃小籲 2755-7300#301~303 
2013/12/31 

◎ 
聯安健康事業

(股)有限公司 

*101 年 12 月底前會員完成【公教人員健診方

案】 NT10,600 元 

可含 2000元健康加選金+蘋果便利貼。 

*可依個人健康需求，彈性任選【腸胃、心血

管、女性、醫美】專案(專案限定臺北市教

師會會員及其親友參與)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段 16 號 B2 

02-2570-2155 
2013/07/31 

◎ 

聯青診所 (聯安

健康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 

*提供三大【教師會會員方案】，讓您由內而

外，全方位逆轉歲月時光，展現健康打底的

平和之美 

*《喚膚亮顏美人方案》 

*《天使裸肌喚白方案》 

*《纖臂曲線方案》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112 號 9樓  

(02)2579-5155 

    
2013/07/31 

  
Dr. Wells 國維

牙醫連鎖診所 

*預約門診掛號費全免(仍須繳交健保部分負

擔 50元) 

*首次看診免費全口檢查 

*定期通知回診:每三個月/一年之回診檢查通知 

*健保不給付項目優惠，部分負擔不包括在內 

17 家 Dr.wells診所群(參見網站) 2013/12/31 

健

檢

醫

療 

 醫療院所 各行政區醫療院所憑會員卡享專屬方案 各行政區醫療院所請參見本會福利網站 2014/3/30 

 

 

 台北市教師會特約商 台北市教師會合作商 ※近期新增之特約商、合作商資訊 

類別 標註 店家名稱 優惠事項 消費資訊 合作期限 

◎ 安捷診所 

*家庭醫學、一般內科(教師專案，免掛號費) 

*結腸灌沖服務(大腸水療)：(教師專案 1500

元/次，原價 3600 元/次) 

*淋巴循環刺激按摩服務(教師專案 500 元/

次，原價 1000 元/次) 

*各項點滴調理(點滴調理經醫師評估後開立

個人化療程處方，亦有教師專案)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3段 241-1 號 3樓 

02-27715389 
2014/06/30 

 劉瑞聰診所 *掛號費減 50元 
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一段 194 號 1樓 

02-2305-0874 
2014/03/30 

 鐘牙醫診所 *免掛號費，自費九折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三段 40 號 1樓 

02-23033035 
2014/03/30 

 吳小兒科診所 *掛號費 50元+健保自付額 50 元 
台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 96 號 

02-2303-1665 
2014/03/30 

 同泰診所 *掛號費 50元 
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二段 138 號 

02-2367-8511 
2014/03/30 

 包眼科診所 *掛號費減免 100元 
台北市大同區保安街 54-1 號 

02-2553-7526 
2014/03/30 

 建順診所 *掛號費 50元 
台北市大同區甘州街５５號 

2557-3250 
2014/03/30 

 欣恩牙醫診所 *掛號費減免 50 元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 2段 235-5 號 

2557-9166 
2014/03/30 

 仁佑診所 *掛號費減免 100元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79 號 2樓 

2598-0570 
2014/03/30 

 洪都診所 
*會員及家屬均可憑健保卡掛號免掛號費，部

份自費特種用藥 8~5折優惠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 106巷１號 2樓 

25108-3703 
2014/03/30 

 龍江牙醫診所 *免掛號費及假牙九折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 381號 1 樓 

2505-7958 
2014/03/30 

 中崙聯合診所 *掛號費減免 50 元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303 號 

02-27711501 
2014/03/30 

 丘子宏眼科診所 *掛號費減免 50 元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１０８號２樓 

(02)25217179(02)25219207 
2014/03/30 

 富錦牙醫診所 *掛號費減免，自行負擔 50元 
台北市松山區富錦街 527號１樓 

2766-0709 
2014/03/30 

 元品牙醫診所 *部分負擔 50元 
台北市松山區饒河街１９８號 

2747-3212 
2014/03/30 

 明義牙醫診所 *掛號費減免 
台北市松山區長安東路 2段 215號 5 樓-2 

2711-7560 
2014/03/30 

 新東牙醫診所 *免收掛號費 
台北市松山區新東街 11 巷 15 之 1號 

(02)27616182 
2014/03/30 

 英惠診所 *掛號費減免 50 元，檢測費用 8折優惠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5段 66 號 3樓 

02-27563468 
2014/03/30 

 大友牙醫診所 *掛號費減免 
台北市松山區撫遠街 350-1 號 

2762-7275 
2014/03/30 

 夏綠地牙醫診所 *健保掛號費減免 50元整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 188 號 6F 之 1 

(02)27470931 
2014/03/30 

 弘益牙醫診所 *免掛號費，假牙及植牙折扣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561號 

(02)2726-5063 
2014/03/30 

 大成中醫診所 *本診所掛號優惠，一律 50元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 200巷 56 弄 2號 

02-27638895 
2014/03/30 

 明仁牙醫診所 *減免掛號費 50 元(僅收部分負擔 50 元) 
台北市信義區國業里松山路５０４號１樓 

(02)27276872 
2014/03/30 

 德星牙醫診所 *免掛號費(僅收部分負擔 50元) 
台北市信義區嘉興街 279號 1 樓 

(02)27338658 
2014/03/30 

 新眼光眼科診所 *掛號費減免 50 元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5段 508號 

(02)23460266 
2014/03/30 

 群智牙醫診所 *免收掛號費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06 號 2 樓之

5(02)27007202 
2014/03/30 

健

檢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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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牙醫診所 *掛號費減免 50 元(原 150 元)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 83 巷 5號 1 樓 

(02)23632908 
2014/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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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教師會特約商 台北市教師會合作商 ※近期新增之特約商、合作商資訊 

類別 標註 店家名稱 優惠事項 消費資訊 合作期限 

 東群牙醫聯盟 

*至東群牙醫聯盟(東群、東陽、東豐、東鴻、

東欣牙醫診所)看診即可享有以下VIP優惠： 

1.健保門診一律免收掛號費（僅需支付部分

負擔 50元）。 

2.診斷項目為自費者，可獨享 VIP 優惠95折。 

3.提供 VIP免費健齒諮詢。 

註: 

1.每次看診前，敬請主動出示會員卡，始享

有 VIP 優惠。 

2.當日若未持有會員卡，請於看診前主動告

知櫃台人員，當日雖不得享有 VIP 優惠，

櫃台人員會特別註明。請於看診後一個月

內持會員卡至原診所，將可辦理相關退

費，逾期將視同放棄，恕不受理，敬請見

諒。 

東群牙醫診所東群牙醫診所東群牙醫診所東群牙醫診所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 511號 

(02)2746-0503 

東陽牙醫診所東陽牙醫診所東陽牙醫診所東陽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 440號 

02-29264055 

東豐牙醫診所東豐牙醫診所東豐牙醫診所東豐牙醫診所 

住址：台北市南港路 1 段 147 號 

電話：02-27828180 

東鴻牙醫診所東鴻牙醫診所東鴻牙醫診所東鴻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 45號 

02-22255488 

東欣牙醫診所東欣牙醫診所東欣牙醫診所東欣牙醫診所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 166-3 號 

02-28985757 

2014/04/30 

 巧聖牙醫診所 
*會員本人免掛號費，會員眷屬掛號費減免 50

元(自付 100 元)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57號之 3 

(02)27760899 
2014/03/30 

 張渝醫師診所 *掛號費減半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 270 號 1樓 

(02)27321318 
2014/03/30 

 龍泉牙醫診所 *免掛號費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3段 117號 

(02)23623451 
2014/03/30 

 

中心診所醫療財

團法人中心綜合

醫院 

*掛號費 9折優惠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77號 

(02)27510221#3009 
2014/03/30 

 
李翔 

耳鼻喉科診所 
*掛號費減免 50 元(原 150 元)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段 30 號 1樓 

(02)23697877 
2014/03/30 

 通化牙醫診所 *50 元優惠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 44 號 1樓 

(02)27060291 
2014/03/30 

 祥齡牙醫診所 *掛號費減免部分負擔 50元(原 150元)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２段９９號１樓 

(02)23661717 
2014/03/30 

 
捷靚 

皮膚專科診所 
*掛號費 100 元，醫學美容課程定價 95折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4 段 45 號 3 樓之 3 

(02)27076606 
2014/03/30 

 國泰牙醫診所 *掛號費減 50元，自費項目享九折優惠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449-3 號 

(02)27099305 
2014/03/30 

 啟誠聯合診所 *掛號費減免 50 元(實收 150)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20號 

(02)23784380 
2014/03/30 

 
誠品診所 

乳癌篩檢中心 
*掛號費七折，超音波費八折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317 號 1 樓

(02)27556012 
2014/03/30 

 
忠孝 

大學眼科診所 
*掛號費優惠減免 50元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76 號 2樓 

(02)27407890 
2014/03/30 

 
樺昌 

耳鼻喉科診所 
*免掛號費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 2 段 524 號 1樓 

(02)23091791 
2014/03/30 

 張碧蓮中醫診所 *減免掛號費 50 元 
台北市萬華區內江街８0號 

(02)23611639 
2014/03/30 

 正弘牙醫診所 
*自費 9折優惠(植牙手術除外)，一律免收掛

號費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480號 1 樓 

(02)23066588 
2014/03/30 

 新東平診所 *減免掛號費(僅收部分負擔 50元)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街 162號 

(02)23039055 
2014/03/30 

 國民牙醫診所 *免掛號費，僅收部份負擔 50 元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路 182號 1 樓 

02-23081569 
2014/03/30 

 聯安中醫診所 *掛號費減免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 段２４３之４號

(02)23036868 
2014/03/30 

健

檢

醫 

療 

 
漢方中醫 

聯合診所 
*優待掛號費 100 元及贈送貼布四片(價值

100 元)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 2 段 254 巷 5 號一樓

02-2307-5970 
2014/03/30 

 

 

 

 

 台北市教師會特約商 台北市教師會合作商 ※近期新增之特約商、合作商資訊 

類別 標註 店家名稱 優惠事項 消費資訊 合作期限 

 聯安中醫診所 *掛號費減免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 段２４３之４號

(02)23036868 
2014/03/30 

 光華牙醫診所 
*免掛號費，免健保部份負擔費，傳統義齒(固

定、活動)減免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 5 段 186 號 2 樓

(02)28124507 
2014/03/30 

 永慶牙醫診所 *門診掛號費 100元 
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 127號 1 樓 

(02)28817289 
2014/03/30 

 永慶牙醫診所 *門診掛號費 100元 
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 127號 1 樓 

(02)28817289 
2014/03/30 

 光華牙醫診所 
*免掛號費，免健保部份負擔費，傳統義齒(固

定、活動)減免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 5 段 186 號 2 樓

(02)28124507 
2014/03/30 

 喬森牙醫診所 *掛號費 50元 
台北市士林區後港街 18號 

(02)25918625 
2014/03/30 

 永泰牙醫診所 *免掛號費，僅收部份負擔 50 元 
台北市士林區通河街１１９號１樓 

(02)25912892 
2014/03/30 

 志明眼科診所 *掛號費減收 100元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 6 段 776 巷 82 號

(02)28743105 
2014/03/30 

 同慶中醫診所 *掛號費減免 50 元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615號 1 樓 

(02)28169160 
2014/03/30 

 宏仁牙醫診所 
*掛號費減免，另可提供醫療衛教協助口腔健

檢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 6 段 158 號 1 樓

(02)28117543 
2014/03/30 

 天晴精神科診所 *掛號費減免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 6段 292號 

(02)28355329 
2014/03/30 

健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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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生內兒科診所 *掛號費減免 
台北市士林區美崙街９１巷２號１樓 

(02)28319703 
2014/03/30 

 

 

 

 台北市教師會特約商 台北市教師會合作商 ※近期新增之特約商、合作商資訊 

類別 標註 店家名稱 優惠事項 消費資訊 合作期限 

 鳥家族餐廳 
*點套餐(含蛋糕飲料)消費享九折優惠，憑卡

一證享一人優惠 

台北市北投區知行路 260巷 48 號 

02-28584959 
2014/06/30 

美

食

餐

廳 

 
白甘蔗 

養生涮涮屋 

*享有主鍋九折之優惠(湯頭部分不予折扣) 

優惠注意事項： 

1.本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ex:共

鍋，199經濟餐，兒童餐，…活動期間之優

惠餐點等)。 

2.請於結帳前出示教師會會員卡始享有折

扣，恕無法於結帳後補贈。 

3.本優惠不得折抵現金或退款。 

全省分店皆適用。台北門市: 

光復直營店光復直營店光復直營店光復直營店，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574 號，

(02)2325-3701 

和平直營店和平直營店和平直營店和平直營店，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 段 50

號，(02)2737-3326 

五分埔店五分埔店五分埔店五分埔店，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 518 號，

(02)2763-5529 

北投店北投店北投店北投店，台北市北投區泉源路 12 號 2 樓，

(02)2894-1778 

永和得和店永和得和店永和得和店永和得和店(02)8668-5270 

新店民權店新店民權店新店民權店新店民權店(02)2910-8851 

板橋府中捷運店板橋府中捷運店板橋府中捷運店板橋府中捷運店(02)8951-1289 

汐止康寧店汐止康寧店汐止康寧店汐止康寧店(02)2692-6466 

三峽店三峽店三峽店三峽店(02)2673-0066 

2013/12/31 

休

閒

娛

樂 

 小人國主題樂園 
*憑會員證至小人國主題樂園現場購票，可享

以學生票之票價購買全票之優惠。 

桃園縣龍潭鄉高原村橫岡下 60-2 號 

03-4717211 
2014/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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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第一次和阿偉（化名）接觸是在為他進行個

別智力測驗時，看到他俊俏的臉龐，但走路動作

略顯僵硬的樣子，不由在我心中先有個疑問：「會

是自閉症學生嗎？」測驗過程中發現阿偉的能力

還不錯，但是在語文測驗部分的表現，阿偉有許

多答案聽起來是用「背」的感覺，且回答得很「制

式化」。等測驗分數計算出來後，我的「鑑定思維」

告訴我，此乃疑似「亞斯柏格」的學生！ 

開始認輔阿偉後，首先向導師（劉老師）詢

問阿偉在班上的人際、溝通、固著性等情形，劉

老師說：「班上同學認為阿偉很聰明、懂很多，不

像是有『問題』的學生。」但劉老師也提到阿偉

有時候讓人有些怪怪的感覺；他不像是很笨的學

生，但也常表現的很不靈光！至於阿偉的人際關

係，她倒是沒有感受到特別的問題。 

第一次見到阿偉的媽媽（後文簡稱偉媽）是

她來學校開 IEP 會議，當時我很直接地告訴偉媽

我懷疑阿偉是「亞斯柏格」症的學生，偉媽有些

遲疑但堅定地說：「應該不是。」我還是很有耐性

地向偉媽說明「亞斯柏格」是「自閉症」的亞型……

等等。偉媽這時有些憂心地告訴我：「在阿偉小學

時，我在輔導室擔任愛心媽媽，對於自閉症也有

些了解，而且陪他這麼久，小學老師也沒有這種

判斷……。」聽完偉媽的敘述後，我對於自己的

「鑑定假設」並未放棄，當下偉媽憂心又略帶急

切地告訴我：「能否盡快幫阿偉做完鑑定？」這時我

以阿偉並未在資源班上課，觀察不易，又離本學期鑑

定送件不到兩個半月的時間，要蒐集資料並不容易，

而向偉媽說明可能要等到國二下學期，或者是國三上

學期才有辦法完成鑑定，當時偉媽臉上顯出一些勉強 

 

 

 

接受的表情。 

當我再次向劉老師詢問阿偉的人際關係時，

劉老師提到班上有許多同學願意和在他一起，且

在午餐時間我也觀察到有不少同學就圍在阿偉的

四週和他一起閒聊，我開始懷疑自己的「鑑定假

設」了，為了釐清阿偉的人際互動狀況，我安排

了五位學習障礙學生（包括阿偉），在星期二的中

午午休時間進行小組團體輔導；透過學障個案影

片的觀賞、討論、及書寫等活動來蒐集資料，在

第二次活動後，我才初步排除阿偉的「亞斯柏格」

鑑定假設。 

但就在我排除阿偉的「亞斯柏格」症假設後，

偉媽意外地主動打電話來。電話中偉媽和我做一

些討論。由於阿偉回家後，會和媽媽討論在星期

二小團輔時，所看到的影片、同學的討論……等。

阿偉向媽媽提到：「觀賞影片後，影片中主角們所

遭遇到的學習困難，一同觀賞的同學們，大都只

和主角們有一、兩種相同的困難，而所有主角的

學習困難我自己幾乎全擁有了。」 

學障鑑定是一項繁難的工作，特別是學生到

了國中之後，有許多能力的發展已經和同齡同學

沒有很大的差異，很難單以目前學生學習成就上

一兩項指標的落後，就證明他是學習障礙學生。

對於阿偉的鑑定，阿偉有許多能力上的表現並沒

有顯示出特別的困難，因此讓我無法將它作為「學

障鑑定的證據」，因此不斷向偉媽進行一些求證，

電話討論後隔週偉媽主動來學校和我做較長時間

的討論。在阿偉幼稚園階段，偉媽發現阿偉發展

比一般小孩落後時，就辭掉工作專心帶著阿偉到 

 

醫院兒童心智科做過語言、職能等治療，由於偉

媽的努力，阿偉比其他在醫院做治療的孩子提早

畢業，治療師說：「能做的都做了，阿偉不需要再

來醫院做治療了！」 

在練習寫字階段，由於阿偉無法順利寫出學

習過的字，偉媽要求他每一個字寫數百遍！如果

寫累了，就去拍球數百次或跳繩……，偉媽用勤

能補拙的方式讓阿偉不斷練習，這讓阿偉在認

知、動作的表現上，與一般孩童並沒有太大的落

差。隨著與偉媽討論的過程，我腦海不斷浮起一

個媽媽不厭其煩地陪著小孩寫字、閱讀與運動的

畫面，也不斷地思索著，在我多年的工作經驗中，

似乎還沒有遇到過像偉媽這樣堅持與努力的媽

媽，這也給我相當大的震撼，在從事特教的過程

中，自己也還沒有培養出偉媽這樣的耐性與毅

力……愈是如此地思索著，我就愈由衷地佩服偉媽。 

從學障測驗分數表現與課業成績上，並沒有

辦法證明阿偉的障礙，我試著比對阿偉學校藝能

課的表現，然而阿偉告訴我：「因為媽媽的訓練，

讓我能應付學校的各種課程。」體育老師也告訴

我：「阿偉在學習游泳時進步很快。」而這也印證

了偉媽說的：「我總會選一兩樣阿偉喜歡的運動，

當作阿偉認知學習的誘因，讓他在學習學校課業

時有足夠的推動力。」 

學障鑑定需要找出足夠的證據，以便在鑑定

會場上說服鑑輔委員學生的障礙所在；既然目前

的證據說服力可能還不夠強，我請求偉媽提供阿

偉的歷史證據。偉媽送來阿偉小學時的作業，上

面顯示出為了教阿偉學習如何使用剪刀，偉媽在

紙上畫線，教阿偉由簡單的直線到曲線到圓弧，

一步一步的練習，由剪刀所剪的紙留下的鋸齒毛

邊，顯示出阿偉使用剪刀的笨拙痕跡、還有相同

的作業阿偉一遍又一遍書寫上百次的擦痕、以及

一首簡單的五言絕句卻用了阿偉八個小時才背

會……。看著這一疊疊的資料讓我明白阿偉如何 

 

辛苦的學習，也看到背後那一雙永不放棄的手，陪伴孩

子學習的點點滴滴。在鑑定會場上，我敘述偉媽的努

力，鑑輔委員比對著資料讚歎道：「雖然孩子的能力被補

救上來，增加我們鑑定的困難度，不過我們還是非常高興看

到這樣的個案，這媽媽真了不起。」阿偉被鑑輔會鑑定為「發

展型學障」。 

學期末偉媽來學校開IEP檢討會議，她說她很感謝

學校幫她確認阿偉的障礙，讓她可以更確定如何來幫助

阿偉，以及儘早地為阿偉做準備；而我則是更感謝偉

媽，能夠提供我豐富的資料，讓我順利完成鑑定工作，

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工作生涯上讓我上了珍貴的一課。 

上了九年級，偉媽知道為了要準備基測，阿偉的壓力

會很大，而偉媽自認無法在課業上給阿偉太多的幫助，且

偉媽也認為學校老師很辛苦，特別是對阿偉這樣的小孩更

是需要加倍付出，在上述因素考量下，偉媽幫阿偉找了補

習班。那是小型的補習班，人數不太多，偉媽告訴我這補

習班的好處是人數少、老師能多觀顧小孩、非上課期間還

能去那裡讀書、重要的是有一位同學和阿偉蠻要好，他們

能相互加油打氣，偉媽已經花了兩年時間協助阿偉和該同

學培養感情，這同學目前和阿偉一同補習、一同去補習班

自習，確實也帶給阿偉很多的鼓勵和支持。 

而底下兩個事例，更讓我看到偉媽對阿偉培養正確觀

念不遺餘力， 

其一：有次與阿偉討論現在的黃老師和以前的劉老

師，誰比較好？阿偉說：「劉老師比較隨和能和同學開玩

笑，跟同學比較沒有距離，但班上秩序可能就比較不好，

而黃老師比較要求秩序與規矩，所以目前班上同學讀書的

風氣比以前要好，所以兩個老師都很好。」 

第二個是阿偉在他的作文寫道：「我是個問題製造

機，只要我一不高興就會大吵大鬧，每次我犯錯時媽媽都

一再原諒，生病時都是媽媽在旁照顧，我從小就在媽媽的

呵護下長大。……有一天老師要我們回家背五言絕句，那

時光背書就從晚上七點背到早上三點，媽媽還是硬撐著疲

憊的身體教我背書的技巧。媽媽說：『雖然一路上風風雨

雨的，但只要有不到最後就不放棄的決心，將來一定會有

所進步，進步是和自己比的』，這句話從此就深深的烙印

在我的腦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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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越辯越明真理是越辯越明真理是越辯越明真理是越辯越明，，，，道理是越說越清道理是越說越清道理是越說越清道理是越說越清，，，，是嗎是嗎是嗎是嗎？？？？    

在這功利主義，極端速食文化之下，急

就章推行 12 國教的教育政策，已讓各界撻

伐，不但違背民意甚遠，更讓學校體系無所

適從。近來看到家長團體動作頻頻，高喊「暫

緩12國教」、「零抽籤、廢除志願序」、「會考

一試兩用」或是「牽手護孩子，拒當白老鼠」

等訴求，不禁讓我想起 100 年元旦，馬總統

宣布自 103 年起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上至政府，下至民間無數的機關團體，開始

啟動辦理了數以千計的公聽會、諮詢會、說

明會，至今，反彈聲浪為何還是如此之大？

面對廣大接受政府教育的受教者，直接的情

緒表達是必要的，這是民主之下，人民行使

監督之責的回應，而身為執行教育政策的第

一線教師，又是如何看待？ 

12121212 年國教成功是因為政府年國教成功是因為政府年國教成功是因為政府年國教成功是因為政府，，，，失敗是因為失敗是因為失敗是因為失敗是因為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用來說明政府推動政策的進退心態，

已有立場。基層教師在政府擬定教育政策的

過程中，向來是被邊緣化的角色，無論各項

委員會代表及會議邀請，基層教師的比例盡

是相對少數，更有些敏感會議不敢邀請教師

組織代表參與，顯示對基層教師教學專業的

不尊重。教育政策皆是專業議題，教師代表

各層級的專業執行者，更有專業組織，一味

以學者觀點談論基層教育，辦公室思維決策

現實教室運作，背離教育生活圈之巨，不言

而喻。所制訂出的許多方案，往往窒礙難行， 

 

 

 

 

 

卻以「教師推行不力、不願配合」之名，嚴

重打擊教師士氣，誤導家長觀感，造成學校

現場的惡性循環。 

以台北市為例，陸續推出「活化教學」、

「學習共同體」、「素養評量」等政策，逼得

老師要在短時間內做出改變，要老師在學生

面對教改潮流去接受單一式的教學內涵，根

本是本末倒置。殊不知教育專業本有各種教

學模式，各類評量方式，要老師活化，不就

是說過去教育僵化？學習共同體，藝能科早

就分組學習，體育科還在操場供全校及社區

一同觀課。因此，改革不應強以單一口號，

推翻過去教師的教學方式。國中教學的關鍵

在於升學的篩選方式，還是以考試為主(免試

還是要會考)，課綱無法跳脫學術理論的束

縛，並在課程時數的配置上還是著重基礎工

具學科，連特色招生的考試內容也直接訂為

國、英、數三科。教育部奢談「教、考分立」，

如何用「教是一套、考是一套」的教育理念

來說服家長及老師，教學的目標如何跟升學

篩選脫鉤，種種的混亂思維，造成教學現場

的不安。 

老師在面臨如此急速的教育轉型，我們

該有甚麼心態？該有何種作為？是否默默的

承受並執行主管機關所制定的一切？面對學

生，學校教師是最了解的第一線人員，針對 

 

教育政策的適用性，是否能諫言、直言？當

然，也要有察納雅言的領導者，才能聽得懂

這種道理。教師既是受雇者，也是專業人員，

對於政策的參與，本就責無旁貸，只是大家

被考試升學制度引導過久，面對政府的改

革，或許少了那麼一點信心。 

歸納出的幾點基層反映，試圖引導不同的思

維點： 

一、國中升學是否能解除單一性考試成績對

照志願選填 

少子化趨勢及均優化的師資結構，應調

整學生篩選方式，落實適性揚才的理

念，如何發展出讓不擅考試的孩子也能

有適合的學習環境，也能有對應銜接的

高中教育，讓習慣將分數為目標的孩

子，專心在學習內涵及生活應用等，不

用再去補習班追逐最後的分數。壓力由

考試轉進學習，學習變成應用而非目標。 

二、社區學校的資源重分配，增加特色班級

招生比例 

能夠就近入學並獲得相等的優質教育，

沒人會喜歡多花時間在三年的交通耗損

上，讓學科表現優異學生能夠在地找到

特色班級入學，開放能力分組，因材施

教，有效銜接差異化學生，減少家長憂

慮。 

三、課程結構活化，增加性向探索與生涯規

劃內容 

課綱解構，估算國中階段所需基礎知

識，調整授課分配，尋找未來社會公民

所需之基本能力，以未來就業市場需

求，增加國中性向特色課程，融入勞動

教育，瞭解就業環境趨勢。 

 

四、補足教學人力，引導多元發展 

教學正常化，須有專業教師授課為前

提，降低兼、代課比例，解決配課問題。

強化訓輔功能，提高專屬人員編制，提

供中輟及低學習成就學生適當課程，引

進專業人員入校協助，減少非專業教師

負擔。 

 

所有人都同意：「教學現場的改變」才是

十二年國教的重點。改革的關鍵，就在教師。

教師願以基層的經驗、教育者的觀點，要求

政府重視教育現場的現實問題。沒有老師不

想學生好、學校好，當初這群社會菁英願意

投入教育工作，一定有他的熱誠、使命。面

對 12 國教，我們衷心期望符合當初推動精

神，在政策推行悖離初衷之際，以專業的角

度適時給政府諫言，希望能讓我們能創造共

榮的教育環境給予未來的學子。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五大理念： 

（一）有教無類（二）因材施教 

（三）適性揚才（四）多元進路 

（五）優質銜接 

總體目標： 

1.提升國民基本知能，培養現代公民素養。 

2.強化國民基本能力，以厚植國家經濟競爭力。 

3.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4.充實高級中等學校資源，均衡區域與城鄉

教育發展。 

5.落實中學生性向探索與生涯輔導，引導多

元適性升學或就業。 

6.有效舒緩過度升學壓力，引導國中正常教

學與五育均衡發展。 

7.強化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機制，以確保

國中學生基本素質。 

�國中教師淺談十二年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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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台北市教師會國中教委會主委 余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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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年國教）自從馬總統宣布 103 學年上路，兩年多過去了，

卻從高度支持到現在罵聲不斷。本文試著探討九年國民教育與十二年國教之異同，探討十二年國

教實施的關鍵問題，並提出建議。 

    壹壹壹壹、「、「、「、「九年國民教育九年國民教育九年國民教育九年國民教育」」」」當年如何實施當年如何實施當年如何實施當年如何實施？？？？        

1960 年代，經濟水準逐漸提升，父母普遍希望子女接受更高教育，初中考試競爭日益激烈，

56 年 8 月，由總統正式發佈：「國民教育之年限應延長為九年，自 57 學年度起實施」。其辦理方

式重點如下： 

一、以原有國民學校學區為基礎，由一所或聯合鄰近數所國校為一國中學區。 

二、每一學區僅設一所國中，學區內無國中或代用國中者，由各縣市政府新成立國中。 

三、私立初級中學得視需要，指定為代用國民中學。私立完全中學如停止招生高中部學生，條件

符合者亦得指定。 

四、確立省辦高中、縣市辦國中原則，除少數實驗學校及私校之外，均分別設立高級中學與國民

中學。 

 貳貳貳貳、、、、九年國教與十二年國教之比較九年國教與十二年國教之比較九年國教與十二年國教之比較九年國教與十二年國教之比較        

多數民眾以為十二年國教就是九年國教延長三年，就是「免試就近入學公立高中」，然而實

際上完全不是這回事，使得民眾期待落空，形成不滿情緒，兩者差異如下： 

     九年國民教育九年國民教育九年國民教育九年國民教育（（（（57575757 年年年年））））     十二年國十二年國十二年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民基本教育民基本教育民基本教育（（（（101101101101 年年年年）））） 

 免學費  公立及代用國中（私校）  全面免學費 

 升學率  59.04％國小升學初中  97.67％國中升高中職五專 

 是否強迫（義務）  強迫（義務）  非強迫（非義務） 

 免試  完全免試  免試為主（仍要考會考） 

 

    

一一一一、、、、國民教育的本質是以政府辦理國民教育的本質是以政府辦理國民教育的本質是以政府辦理國民教育的本質是以政府辦理、、、、公立學公立學公立學公立學

校為原則校為原則校為原則校為原則：：：：    

九年國教依國民教育法「以政府辦理為

原則」，政府有義務責任提供各學區足

夠招生名額的公立國民中學、國民小

學。十二年國教在公校不足以容納所有

國中畢業生之前提下，將私立高中職納

入十二年國教範圍，卻未依此原則辦

理。 

二二二二、、、、國民教育不等於國民教育不等於國民教育不等於國民教育不等於「「「「一律免學費一律免學費一律免學費一律免學費」：」：」：」：    

九年國教遴選私校經其董事會同意成

為代用國中，比照公立國中由政府進行

學費補助，屬「公辦民營」性質，並具

「行政事務委託契約」性質，但除此之

外並未對於代用國中之外的學校進行

學費補助，如目前私立國中、國小均未

免學費。 

十二年國教實施高中職「一律免學

費」，預估每年約需 200 億以上經費，

佔十二年國教總經費六成以上。依行政

程序法規定：「行政機關得依法將其權

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

理。」「委託所需費用，除另有規定外，

由行政機關支付之。」十二年國教未確

認私校「代用高中職」之性質，卻全面

給予免學費，十分不合理。 

三三三三、、、、不當免學費政策形成私校優勢不當免學費政策形成私校優勢不當免學費政策形成私校優勢不當免學費政策形成私校優勢：：：：        

部分私校透過國中部入學考試篩選學

生，再以高比例直升保障其進入高中

部，形成另類「明星高中」，卻享受免

學費；另有部分私校，辦學品質明顯不

佳，合格教師率偏低、生師比過高、教

育投資偏低，政府無法有效監督、介入

經營提升其辦學品質，卻令其得以享受 

 

十二年國教免學費補助，更進一步利用

政府經費趁機節省其教育成本。就如同

政府發放牛奶兌換券，有人換到新鮮優

質牛奶，有人卻換到過期餿掉的牛奶一

樣不公平。如近日以羞辱老師方式，逼

老師向學生催收學雜費的私立高職，同

樣列入免學費行列，合理嗎？ 

四四四四、、、、2222％～％～％～％～3333％％％％未升學的孩子是不應放棄的對未升學的孩子是不應放棄的對未升學的孩子是不應放棄的對未升學的孩子是不應放棄的對

象象象象。。。。    

十二年國教之願景標榜「成就每一個孩

子」，每年卻仍有約 7000 位國中畢業生

未升學，除少部分轉往國外求學或重考

外，應積極輔導協助這些孩子，而非令

其成為十二年國教政策下的孤兒。 

    參參參參、、、、對十二年國教之建議對十二年國教之建議對十二年國教之建議對十二年國教之建議        

一一一一、、、、十二年國教應優先扶弱十二年國教應優先扶弱十二年國教應優先扶弱十二年國教應優先扶弱：：：：    

（（（（一一一一））））免學費免學費免學費免學費、、、、均優補助不應浮濫均優補助不應浮濫均優補助不應浮濫均優補助不應浮濫，，，，補強區補強區補強區補強區

域域域域、、、、城鄉落差城鄉落差城鄉落差城鄉落差：：：：    

部分學校未能有效提升其辦學品質，反

而利用教育部補助節省其辦學成本（免

學費補助每生約45000 元，均質化、優

質化、優質精進計畫補助每年約 500

萬，幾乎佔學校八成以上辦學成本），

應徹底檢討，同時對於資源不足特殊區

域之學校應編列經費補足。 

（（（（二二二二））））補救教學國小就應開始補救教學國小就應開始補救教學國小就應開始補救教學國小就應開始：：：：    

國小中年級就開始出現學習落差，應編

列經費增置具輔導低成就學生專業之

師資（等同於特殊教育資源班實施）進

行及時性（課後）補救教學，而非等到

國中落後許多再補救，如芬蘭約維持

20％學生接受補救教學。 

�十二年國教根本不是「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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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強化技職宣導與技職教育強化技職宣導與技職教育強化技職宣導與技職教育強化技職宣導與技職教育：：：：    

職校學生較多數來自社經弱勢家庭，職校

亦需投入更多資源強化其實用技術教

學，以有效協助技職學校之發展與產學合

作，並建立家長教師「技職是適性選擇，

而非第二選擇」之觀念。 

二二二二、、、、落實私校公共化及落實私校公共化及落實私校公共化及落實私校公共化及「「「「代用高中職代用高中職代用高中職代用高中職」」」」觀念觀念觀念觀念：：：：    

（（（（一一一一））））優質認證通過才免學費優質認證通過才免學費優質認證通過才免學費優質認證通過才免學費：：：：    

未能通過優質學校認證門檻（應包含合格

教師率、班級人數、生師比、教師專長授

課率等）、未通過校務評鑑（總成績二等

以上，含課程教學及學務輔導需達二等）

不應納入免學費補助範圍。通過認證者，

應逐年編列經費補足其與公校之落差。 

（（（（二二二二））））修正私校修正私校修正私校修正私校法法法法，，，，增設公益董事增設公益董事增設公益董事增設公益董事：：：：    

政府對私校之經營權介入程度應與接受

政府補助成正比，增加教師、家長、主管

機關遴派之社會公正人士進入董事會成

為公益董事。 

 

 

 

 

 

 

 

 

 

 

 

 

 

 

 

 

（（（（三三三三））））私校應符合十二年國教相關規範私校應符合十二年國教相關規範私校應符合十二年國教相關規範私校應符合十二年國教相關規範：：：：    

如：國中部以考試入學者不得直升，不得

以直升代替提供免試入學招生比例，否則

不應給予免學費補助。 

三三三三、、、、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教學教學教學教學、、、、評量才是十二年國教核心評量才是十二年國教核心評量才是十二年國教核心評量才是十二年國教核心：：：：    

（（（（一一一一））））課程鬆綁課程鬆綁課程鬆綁課程鬆綁，，，，減必修減必修減必修減必修、、、、增選修增選修增選修增選修：：：：    

應由國小中年級開始提供選修，高中職則

應提供更大選修空間，課程無彈性，就沒

有特色可言。以目前特色招生只考國、

英、數，是否能有效符應學校發展之特色

課程，令人質疑；大學端的入學方式更應

配合調整。 

（（（（二二二二））））教學教學教學教學、、、、評量方式的改變評量方式的改變評量方式的改變評量方式的改變：：：：    

隨著學習階段，應漸進增加非選擇題、申

論題之試題評量比例，教學方式亦應從老

師講授提供知識及標準答案，逐步增加老

師丟問題引導學生思考、找答案，以及透

過小組討論、學習彙整歸納、論述表達不

同觀點的學習方式。同時，學習基本量亦

應檢討適度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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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十二年國教一方面要鬆綁減壓、一方面要提升競爭力，只能執行免學費與形式上的

免試，卻難以帶來學校現場真正需要教學內涵的改變，在時程壓縮，經費、配套均未到

位的情況下，形同超速的拼裝車，令人隨時都在擔心會翻車，尤其是過程中刻意忽略教

師團體與學校教育現場第一線教師、家長、學生的感受、聲音，前景堪憂已不言可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