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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師會
引言
光興國小位於三重區，全

主動關心夥伴

，全校含代課代理約五十餘名
老師，教師會現任理事長為孫
惠華老師。
惠華老師是本校教師會創會者
，也是現任理事長，對於學校
校務運作清楚明白，多年參與
教師組織，藉由本此訪問，將
她的經驗呈現給大家。下面將
訪問作重點陳述，分享給各位
會員。

教師會成立與傳承
光興國小教師會由孫惠華
老師於民國九十四年帶領學校
教育夥伴創立。惠華老師秉持
教育熱誠，希望透過教師組織
文
新北市教師會
˙

創造雙贏

教師組織經營專題訪問 光興國小教師會孫惠華理事長

校約二十五班，屬於中型學校

的力量提升全校教師的工作環
境，和行政同仁共同合作創造
雙贏。
早期，國小教師的授課節
數為浮動節數。教師授課節數

由行政部門訂定，而全校教師預定的授課節
數和實際授課節數之間的差距—也就是編餘
節數，這些節數則用來作為學校校務發展所
需要的人力補助。雖然行政部門也會和教師
商討這些節數要如何運用，但行政部門還是
能操作這些節數的運用方式。
其次，學校校務運作因領導者的管理風
格，學校教師並不是很能適應，導致在級職
編配階段大家都不想要接行政職務。但這些
行政職務還是存在，該由誰來擔任又是另外
一個問題！另外，光興國小當時和其他學校
或校外教師組織沒有甚麼聯繫，對於校務運
作的最新訊息並不是很清楚。惠華老師由網
路上得知教師會的相關訊息，認為透過組織
形式來提高學校教育環境是可行的方式，遂
發起並創立本校教師會。
光興國小教師會理事長一年改選一次，
連選得連任。理事長因協助推動校務而減課
一節。惠華老師在創立教師會多年後，又再
度接任理事長。她表示，學校的教育夥伴雖
不是很多，而教師會理事長這個工作，也不
是所有的人都願意擔任，勉強別人不是她的
特質，所以教師會理事長的擔子也就由幾位
夥伴輪流擔任，為大家服務。
其實在更早之前，學校就有前輩想要成
立教師會，但被當時的校長勸退。有感於資
訊的不對等，行政對公文解讀因人而異的差
異性，導致便宜行事，造成校園紛擾，引起
勞逸不均等弊端。在掌握了人心思變的契機
，幾位志同道合的老師一起連署創立學校教
師會。
未來，希望學校的老師除了孜孜不倦精
進自己教學外，能多關心教育大環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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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也希望能藉由教師會的平台，和各校多交

給所有的會員知道。但因為編輯文件需要時

流，在教育議題上掌握先機。期許未來的教

間和人力，目前暫時沒有繼續發行。除了刊

師會理事長能在現有基礎上繼續深耕慢耘，

物之外，公布欄、電子信箱及教師晨會時間

成為洞燭先機的教育實踐者，一起和行政同

都是平時教師會用來傳達訊息的方式。目前

仁無私的打拼，把光興的名號打響，做出口

在LINE 也有一個「光興小確幸」的社群，

碑。

讓老師可以即時交換意見。

教師組織經營

聯誼活動 活絡會員情誼

秉持著讓光興可以更好的熱情，惠華老

教師會每年會辦理期末聚餐聯絡會員情

師和其他熱心的老師共同創立教師會。她個

誼，有時候也配合節令舉辦活動。例如曾辦

人表示，對於交際應酬的工作不是很擅長，

過的國慶日的煙火觀賞，淡水河腳踏車踏青

只能專心的經營學校教師會會員。教師會和

或是中秋烤肉活動。只要是學校老師或親屬

學校的的家長會、行政同仁或校長的互動較

，不管是非會員和會員都歡迎參加，以便增

少，或許是不同理事長的個人特質，採取的

進教師聯絡情誼的機會。但惠華老師表示，

經營方式也各有不同。過去在前幾任校長任

教師會剛開始舉辦這些活動時，大家的迴響

內，她也試著參加家長會所舉辦的活動，但

並不如預期，有可能是因為早期學校級職務

家長會與教師會迥異的經營方式，所以這幾

選填運作過程中，老師間彼此有了心結。也

年和家長會互動較少。

因此，這類活動漸漸就少辦了。

數位化組織運作與聯繫

在課餘時間進行的教師社團方面，光興

惠華對於學校的教育同仁非常熱心，每

的瑜珈社在九十五年成立，雖是教師會主辦

當學校有新進教師來到，她會主動關心釋放

，但採財務獨立的操作方式，自給自足。長

善意。由於惠華老師的用心，贏得學校大部

久以來，除了預防五十肩、減壓，增進身心

分教師的肯定，大家也都樂意加入教師組

平衡來增進老師健康外，也多一個機會聯絡

織。

彼此感情。
光興國小教師會早期曾發行刊物—"一

月大事"。透過刊物將教師會的重要迅息傳

提升校務 創造雙贏
學校教師會的存在是一個很平常，但也
很特別的組織。對於教師而言，教師會是屬
於他們的意見表達場域，有問題可以向理事
長發發牢騷或表達自己的想法，對學校校務
有想法，也可以透過教師會表達，教師會的
存在真是再平常不過了；但對於總是要接受
他的意見的人可就不如此做想。
惠華老師表示：「對於學校校務該說的
一定會去說。」當然有事情要反應時，溝通
時要注意理直氣和，事緩則達。不管是行政

NEW TAIPEI CITY TEACHER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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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師會
同仁或學年導師、科任，在眼下的教育環境
，大部分的同事都會一起共事到退休。也許
，有的校長認為我是一個愛找麻煩的人。但
本乎真心，教師會是為了大家，為了光興才
會發聲。這幾年，行政夥伴處理班級費的方
式或是各學年校外校學的收費方式並不是很
跟得上潮流的進步。惠華老師表示，在聽取
大家反應的意見之後，視事情的大小和輕重
緩急，她習慣先找學校行政的承辦人員進行
溝通，若是可以處理的，當下完成，若是不
能處理的再視狀況研判是否要往上處理。
有時候惠華老師也會視狀況採取迂迴方
式處理事情。例如收費三聯單和行政溝通之
後，並沒得到具體的回應，遇到這種狀況，
惠華老師拜託與校長比較熟悉的會員向上反
應，事情才得以圓滿解決。
在訪問中感覺，惠華老師個性豪爽直白
，對於磁場不同的領導者，並不會去刻意建
立友好關係，但這樣的原則下，在處理學校
事務的時候，透過會員的協助和主事者進行
溝通，也能達到相同的效果，這是惠華老師
獨特的方法。

參與市教師會會議
除了經營校內教師會員之外，惠華老師
也盡量挪出時間參加市教師會的會議。她表
示「到會裡開會，才能看到事情處理的過程
。」有許多教育相關的議題，都在教師忙著
授課的同時，會務幹部東奔西跑的將這問題
一一解決。但只有參加市教師會會議，才能
夠見到全貌。她也希望市教師會是個堅強的
組織，能為學校的會員提供更多的支持！
惠華老師也表示，市教師會或全教總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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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和教育相關活動時，如能將整個議題說明
清楚，讓學校老師對這些議題產生感覺，學
校老師才會更支持。她表示「教師組織是依
各個小分子所組成，每一小顆都是一股力量
！」她舉例，談年金改革時，她曾事先仔細
研究資料的細節，並且在晨會的時候上臺向
大家報告，讓大家都明白議題的重要性，引
起全校老師的注意，所以當次的遊行很多人
參加。

結語
每次進行訪問的時候，總覺得時間過得
特別快。訪問過程中，惠華老師除了對我採
訪的細項進行說明之外，也分享許多她在經
營教師會的經驗。不慍不火，對於人世運轉
已了然於胸的她，對一切順其自然。

教 師 福 利 專 案 商 品 說 明 簡 表
代號

專案名稱

A1

老師您好
教責險專案

專 案 內 容 大 綱
凡因執行教學相關業務，不論是因輔導管教問題或意外所引發之事
件，是教師的責任，則由保險公司來承擔…舉凡校園內、戶外教學
活動、畢業旅行及導護工作等均屬承保範圍。
＊ A、B 兩行可供選擇、5 種繳費年期、保障至 110 歲
＊殘廢生活扶助保險金保證給付 180 個月

長扶久久

A2

＊保證給付可選擇貼現一次給付
＊累計給付金額最高為保險金額的 600 倍
＊1~11 級殘廢豁免保險費
＊6 年繳費終身保障守護一輩子
＊生存保險金年年領資產運用多多利
＊新台幣保單首選無匯兌風險
＊高保額費率折扣，350 萬≦保額折扣 2.0%＋首續轉帳 1%

多多利

A3

＊ 免費提供專業的保單健診服務，利用專業的整合系統，分析目前

A4

免費保單健診分析

擁有的保障及財務規劃，讓自己的保單費用減少，保障更加升級。
＊ 善用財務規劃勾勒人生藍圖，做出全方位的財務計劃。

A5

＊
＊
＊

國外旅遊加值型
+
豪華旅遊不便險

意外身故(殘廢)、重大燒燙傷意外、醫療給付
海外突發疾病健康保險、特定地區除外、海外急難救助費用
旅程取消保險、旅程縮短保險、旅行文件損失保險、旅程延誤
保險、行李損失保險、行李延誤費用保險、第三人責任保險、
旅行期間居家竊盜保險、班機延誤失接保險、班機改降保險、
現金竊盜損失保險、信用卡盜用損失保險

專案人員： 藍 杞

罄

行動電話：0958-133-676

高 季

涵

0917-047-493

余 品

璇

0911-913-640

意 見 回 條

(傳真專線(02)6606-5577)

學校名稱：

班級/科別：

老師姓名：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商品意願調查：(針對以上專案請勾選欲了解項目)
我想了解以上專案：□A1

□A2

□A3

□A4 □A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