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性別 所屬工會 學歷 經歷 政見

1 蔡太裕 男
新北市教育人員

產業工會
大學

1.新北市永福國小教師會理事長。

2.新北市教師會理事、政策部主任。

3.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理事、秘書

長。

落實教師專業，維護教學自主，保障教師權利

，加強勞動者權益

2 徐欣怡 女 臺北市教師職業工會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畢業

1.臺北市龍山國中教師會理事長。

2.臺北市教師職業工會/台北市教師會理

事長。

3.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國教師會理

事。

1.健全組織運作

落實會議功能與權責，會務資訊透明。

2.重整財政紀律

開源節流，慎用各項支出與經費效益。

3.擴大地方參與

讓各縣市會員工會都有機會參與會務。

4.積極因應修法

維護專業自主與爭取權益，面對組織運作危

機。

3 臧俊維 男 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教育研究所

1.三民家商教師會會長、導師、級導

師、實研組長、教學組長。

2.全國教師會高級中等學校委員會副主

委、監事。

3.高雄市教師會第10屆常務監事、第11

屆監事。

4.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第2屆監事召集

人、第3屆監事。

教人教心、公平正義。

4 侯俊良 男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花蓮師範學院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 實踐全教總成立之宗旨與任務。

5 張瓊方 女
桃園市各級學校

產業工會
師大教育系

全教總副秘書長兼高中職委員會主委，

桃園市各級學校產業工會理事、桃園市

申評會、教審會委員。

促進教師團結，維護教師權益，營造優質工作

環境。

6 童文妮 女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

學校教師會理事長、市申評會第一二屆

委員、台中市教師會第九屆/職業工會

第三四屆理事、台中地院勞調委員。

一、以教師專業捍衛教師專業

1、倡議教師勞權及專業自主權

2、致力提升教與學整體環境素質

3、積極維護學生人權與受教權

二、以教育熱誠開展教育新局

1、追求社會正義落實校園民主

2、持續創新為教育開創新局

7 黃銀姝 女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碩士

1.臺南市立安南國中教師。

2.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秘書長。

1.協助處理地方教育事宜，團結會員，共同成

長。

2.與各地方工會交流，支持全教總，為更好的教

育品質努力。

8 葉青芪 男 臺北市教師職業工會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

研究所畢業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教系

畢業

1.擔任三屆學校教師會理事長。

2.擔任台北市教師會理事、監事、常務

監事。

3.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

4.現任臺北市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

1.為基層教師發聲。

2.維護教師權益與提升教師專業，並積極爭取教

育政策決策過程的參與。

3.研究並積極爭取教師的勞動人權。

9 李雅菁  女
新北市教育人員

產業工會
碩士

臺北縣教師會理事長；新北市教育人員

產業工會籌備會主委；全教總組織部主

任、副秘書長、秘書長、專發中心執行

長。

1.積極爭取教師專業自主的空間與條件。

2.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

3.致力排除教育現場不當之管理與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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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辜鴻霖 男 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 大學

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團結教師，健全組織。

11 林穎欣 男 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 大葉大學教育研究所

1.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

2.彰化縣教師會理事長。

3.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國教師會理

事。

1.健全組織運作

落實會議功能與權責，會務資訊透明。

2.重整財政紀律

開源節流，慎用各項支出與經費效益。

3.擴大地方參與

讓各縣市會員工會都有機會參與會務。

4.積極因應修法

維護專業自主與爭取權益，面對組織運作危

機。

12 鄭建信 男
新北市教育人員

產業工會
國教所、法研所

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第2、3屆理事

長。

團結基層教師、堅持專業維權。

13 謝光榮 男 澎湖縣教師職業工會 碩士

1.新竹師範學院。

2.澎湖科技大學碩士。

1.維護教師權益。

2.汰除不適任校長。

3.促進地方教師組織合作。

14 何俊彥 男 臺北市教師職業工會 台大地理研究所

台北市正副理事長、全教總(會)理事、

忠孝國中教師會長。

1.致力實踐全教總成立之宗旨與任務。

2.持續推動本會與各地方工會以及各地方工會問

的分工合作，以求團結並壯大組織的發展。

3.面對快速變遷的教育環境，希望能凝聚多數會

員的意見，持續關切各項教育議題，維護學生

及教育工作者的權益。

15 葉明政 男 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 博士

宜蘭縣教師會常務理事、宜蘭縣教師職

業工會常務理事。

保障學生受教權益，維護教師專業自主權，促

進教育多元發展。

16 董書攸 女 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民教育研究所

1.高雄市教師會監事、理事、教學研發

中心主任、副理事長、理事長

2.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理事、秘書長、

理事長。

維護教師尊嚴，提升教師專業，開創優質教育

環境。

17 邱元泰 男 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學士

1.高雄市立楠梓國民中學教師。

2.高雄市教師會理事。

3.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政策中心副主

任。

教師人權、優質教育、社會公益、環境永續，

教師組織責無旁貸。

18 楊益風 男 臺北市教師職業工會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

教學研究所碩士

全教會(總)常務理事、台北市教師(工)

會理事長、各級學校教師、台北市政府

顧問、立法委員顧問、公共電視顧問。

1.強化公共關係，提升教師及本會專業形象。

2.進行政策研究並推動友善教師及教育工作環境

之立法，並對政府不當政策進行干預。

3.提供會員各項服務。

19 洪維彬 男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糸碩士班

1.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

2.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

1.爭取教師工作權益。

2.提升教師專業自主。

3.改善教師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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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許釗琦 女 金門縣教師職業工會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教育研究所

1.金城幼兒園教師兼總務組長。

2.金城幼兒園教師會理事長。

3.金門縣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

1.推動學前教育降低師生比。

2.推動國民小學學生學習扶助。

3.推廣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

4.推動高中職學術全面優化。

21 洪清池 男
新北市教育人員

產業工會
碩士

1.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理事。

2.景文科大教師會常務理事。

3.全國私校委員會委員。

4.私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委會常

務監察人。

1.監督私校儲金正常化。

2.推動私校年金領取時間合理化。

3.積極推動團體協約制定。

4.積極參與工會活動協助推動各項教師權益事

項。

5.推動教師評鑑合理化。

6.推動健全工會法制化。

22 蘇建勳 男 臺北市教師職業工會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1.臺北市立西松高中教師會理事主席。

2.台北市教師會理事。

1.維護勞動人權。

2.追求公平正義。

3.期待教育更精緻。

23 林松宏 男
新北市教育人員

產業工會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1.思賢國小教師、新北市數學命題種子

教師。

2.臺北縣教師會(工會籌備會)總幹事、

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副理事長、理

事長。

1.促進地方教師工會良性互動交流與議題連結。

2.提升地方工會參與全教總運作的管道與能量發

揮。

3.積極參與理事會發揮應有議事功能。

24 陳建宏 男  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 中正大學數學所

1.全教總第四屆及全教會第九屆監事。

2.屏東縣教師會第十屆暨屏東縣教育產

業工會第五屆理事長。

團結教師組織，提升教師地位，增強社會影響

力。

25 方仁瑞 男 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 巴黎大學生化碩士

1.彰化縣陽明國中教師會理事長。

2.彰教工第一、二、三屆理事。

3.彰教工第三屆常務理事、副理事長。

4.全教總第四屆理事。

1.健全組織運作

落實會議功能與權責，會務資訊透明。

2.重整財政紀律

開源節流，慎用各項支出與經費效益。

3.擴大地方參與

讓各縣市會員工會都有機會參與會務。

4.積極因應修法

維護專業自主與爭取權益，面對組織運作危

機。

26 林毓淳 女
新竹縣各級學校

產業工會
碩士

新竹縣中山國小教師會會長，新竹縣各

級學校產業工會理事長。

1.支持全教總推動優質教育公共化。

2.促進教師團結及專業勞動意識。

27 林文章 男 嘉義市教師職業工會 碩士

1.嘉義市教師會理事長103~106。

2.嘉義市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106~109。

3.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第四屆理事。

經由共同參與，團結組織共識；透過經驗分享

，發展教師專業。

28 陳杉吉 男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碩士

1.臺南市教審會委員。

2.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副理事長。

3.臺南市教師會理事長。

4.教育部特殊教育諮詢會委員。

1.維護教師專業發展自主權。

2.反應基層會員聲音。

3.支持發展公益，朝向社會善的循環。

4.改善特殊類型教育環境。



編號 姓名 性別 所屬工會 學歷 經歷 政見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第五屆「選任理事」候選人選舉公報

29 楊智強 男 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
屏東師範學院初等教育

學系心理輔導組

全教會政策研究員、嘉義縣教師會副理

事長、私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荒野保

護協會講師。

1.積極處理不適任教師及校長。

2.捍衛年金永續確保世代正義。

3.落實教師專業自主行政減量。

4.爭取教師勞動三法完整權利。

30 陳彥成 男
新北市教育人員

產業工會

國立政治大學

學校行政碩士

1.新北教產政策暨教學部主任、理事、

常務理事。

2.重慶國中輔導主任、教務主任。

3.新北市SUPER教師遴選委員。

1.參與組織活動，加強組織團結。

2.促進全教總正常運作。

3.積極爭取教師專業自主權。

4.促進教育正常化、優質化。

31 謝中憲 男 雲林縣教育產業工會 碩士

北辰國小教師會理事長(101~103)年、雲

林縣教師會理事長(106~109年)、雲林縣

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106~109年)

組織透明、組織成長。

32 陳葦芸 女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碩士班

1.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理事

2.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

1. 處理地方工會會務之餘，更期盼與各縣市工

會交流，共同成長。

2. 透過各地方工會交流與成長，使全教總更壯

大，讓更多認同全教總的教師加入。

33 黃國政 男
新北市教育人員

產業工會

英國愛丁堡大學

英語教學碩士

1.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常務理事。

2.新北市政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

員。

3.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評鑑會委員。

1.加強地方教師工會與全國教師工會互動溝通。

2.維護師生權益與教師專業自主。

3.促進教師組織團結。

34 曾寧泳 女 臺北市教師職業工會 國北幼教系、華梵哲研所

1.臺北市三興國小附幼園主任(15年)。

2.臺北市三興國小教師會會長(10屆)。

3.台北市教師會副理事長(2屆)。

1.提昇幼教品質。

2.爭取教保人員福利。

35 張廷榮 男 臺東縣教師職業工會 臺東大學體育碩士

1.臺東縣立新生國中教師。

2.臺東縣國中健康與體育領域輔導員。

3.臺東縣教師職業工會第五屆副理事長

1.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2.團結全國教師暨其他教育人員 。

3.保障教育勞動者權益、改善教育環境、提昇教

育品質。

4.追求社會公平正義。

36 曾博修 男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博士

1.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第四屆大專委

員會委員代表。

2.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第四屆監事。

3.台中市教師會第十屆監事。

1.反應各層級教育議題及會員意見，為教師發

聲。

2.爭取教師權益，謀求教師福利。

37 徐源凱 男 臺北市教師職業工會 碩士

台北市教師會工會理事、全教會全教總

常務理事、台北市教師申評會主席、各

大學申評委、12年國教課綱審議委員、

教育審議委員、退撫基金監理委員。

個人以過去20多年來為會員服務的熱忱、績效及

信譽，做為當選理事後的保證，盡全力繼續服

務，為教師爭取更好的工作環境。

38 何孟軒 男 新竹市教師職業工會 碩士

新竹市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 增益教師權益，維護學生受教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