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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教師法通過後，教師
可以開始組織教師會，在過半
縣市成立縣市教師會後，全國
教師會也在1999年2月成立。

 全國教師會為唯一法定的全國
性教師職業團體，負有維護教
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等重
大任務。

 此時，教師仍然無法組織工會，
也無法享有完整的勞動三權。



 三級教師會歷經十多年立法
遊說鍥而不捨的努力，經立
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工會法，
去除教師組工會的限制，行
政院並正式宣布工會法修正
案在5月1日開始實施，讓台
灣的教師可以開始組織工會。

 各縣市教師職業工會或教育
產業工會也在2011年5月1日
勞動節這一天陸續成立。



我們踏出的第一步

工會新生

成立大會

第一屆理監事及正副理事長選舉













 經由全國教師會和
各縣市教師會的強
力催生，歷經五次
籌備會議，全國教
師工會總聯合會很
快的在2011年7月
11日召開成立大會
及第一次會員代表
大會，並由會員代
表直接選出第一屆
理事長劉欽旭及副
理事長吳忠泰。



第二、三屆理事長交接典禮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育才工作 人人扛擔

教師工會 代代相傳





 全教總設有秘書處、政策部、專業發展中心、組織部、集體
協商暨法務中心、社會發展部、福利部、文宣部、外事部。

 除各部門（中心）外，並設有各級教育委員會，目前有高級
中等學校委員會、私立學校委員會、特殊教育委員會、大專
委員會、幼兒教育委員會，以研究及解決各層級教育問題。

秘書處

政策部 組織部 集體協
商暨法
務中心

福利部 文宣部 外事部
專業

發展

中心

社會

發展部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維護教師專業自主權、
 保障教育勞動者權益及生活品質。
 訂定全國教師專業倫理規範。
 提昇各級學校教育品質。
 全國性團體協約之協商、締結、修改或廢止。
 參與教育發展及教育勞動者權益相關政策法令之制訂與修
正。

 依法派出代表參與或監督與教育人員權益有關之法定組織
運作。

 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相關之研究、獎勵及進修活動。



教師工作環境安全及衛生事項之促進。
推動教師勞動權相關之教育訓練及組織發展。
依法從事公共事業、合作事業、文教事業、投資事
業、職訓教育機構、仲裁機構之創辦及文宣刊物之
發行。

辦理會員之福利、服務及文康活動。
勞資爭議事件之調解、仲裁及爭議權之行使。
各會員工會業務之輔導支援及糾紛調處。
與國內外各工會組織及公民團體合作，推動社會及
教育改革。

依法提起公益之訴。
其他合於本會宗旨及有關法令規定之事項。



我們舉辦過的活動

記者會

會議、研討會

專業與公益



1000922-記者會

退撫基金績效不佳，受僱者退休權益何在？

1000927-記者會

主動設置諮詢專線，教師工會深耕親師合作！































103.03.23私校薪資團約研習





1020904國際研討會



1020904國際研討會

拉曼森 (Ramanathan 
Perianan)

傑夫 (Zeph Capo)

艾林 (Ellen Bernstein)

葉建源先生











活動















1020525 打爛案 導正改革









專業與公益





20140112武界部落帝納有機農場參訪暨環境教育研習



咱糧學堂—復興國產雜糧計畫



招募特教志工計畫

因應中小學特教助理不足，全教總召開記者會並
持續推動特教志工計畫，召募特教志工。



推動不特定志工計畫

招募現職和退休教師、關心教育和社會
發展之社會人士擔任志工，支援本會與
其他NGO處理各種事務和辦理活動。



國際教育組織魯文拜訪國會

交流



國際教學專業高峰會議主要是針對2009
年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劃（PISA）前25
名及5個進步快速國家或地區的教育部
長及工會理事長做為其邀請對象。

前兩屆台灣學生表現雖符合條件但未能
受邀，在本會、教育部及外交部的努力
爭取下，終於獲得入場門票，受邀參與
會議。



20130315拜會荷蘭教職員工會(Aob)
其會員數佔了教育部門工會成員的60%，
是目前荷蘭最大的教育工會。



20130408-0410  Washington D.C. (U.S.A)

美國教師聯盟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AFT)是美國第二大的教師工會，
同時也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成員，在1916年
組織成立，約有150至160萬的會員教師，他
們也自詡為一個專業的組織，將提升教學專
業水準、提高教師素質作為其組織之目標。



全 美 教 育 協 會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NEA)，是世界上最大的專
業組織，也是美國最大的工會，目前約
有300萬的會員，在1870年由數個教師
組織合併組織成立。他們主張教育專業
人士要和民眾團結起來，履行公共教育
的承諾。







聲援

1021225反調漲大學學費



 確保教育公共化與專業化
 積極維護師生權益
 合理分配教育經費
 強化集體勞動權
 完備教育法制
 深化勞動教育
 善盡社會責任

教師工會是專業的教師團結組織！！
我們誓以集體力量，鼓舞教師熱忱，激發教師專業，共同實
踐教師工會對教育的理想，並以專業開啟台灣教育的新紀元。



相信組織 超越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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