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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事

長 
高孟琳 男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64 政大法律系、台大法學碩士 

桃園縣教師會第十屆理事長：桃園市教師
申評委員會；桃竹苗中教工會會理事長；
全中教第四屆理事長。 

1.領導工會、團結教師組織、維護
勞動權益。 
2.爭取教師完整勞動三權，符合世
界潮流及兩公約。 
3.擴大爭取教師入會，壯大組織。 
4.積極參予教育政策與法案制定。 
5.維繫主管機關連續數年評鑑為<
優良工會>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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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事 郭啟源 男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6 私立中原大學電機碩士 

1.私立志明高中 
2.臺南市立官田國中 
3.國立台南海事 
4.國立岡山農工 
5.國立南投高中電機科教師 
6.國立白河高中資訊科教師 

1.維護及爭取教師權益 
2.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榮譽 
3.導正教育環境及設計教學課程 
4.協助教師認識自我 

2 理事 陳綾斐 女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91 東吳大學英文系  
全中教理事兼社運部主任,台南市高中職
公會理事,新營高工教師會長 

鞏固老師權益,謀取老師福利,為教
育環境爭取更完善制度 

3 理事 毛懷安 男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93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台北市內湖高中國文科教師，台北市內湖
高中教師會理事主席，全中教福利部副主
任。 

全心協助推動會務運作，維護會員
權益，保障教師專業自主權，促使
會員卡功能極大化。 

4 理事 黃惠貞 女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85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種子教師/歷史學科中
心諮詢教師/全中教新北分會會長 

促進基層教師勞動意識、謀求教師
權益、協助推動改善教育環境、提
升中等教育品質。 

5 理事 蔡秀珠 女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1 大學 國立關山工商教師 力保教師工作權與學生受教權。 

6 理事 許家瑞 男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78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 
1.國立彰化高中教師會會長 
2.全中教第四屆理事 
3.全中教福利部主任 

1.提升教師專業形象 
2.維護教師權益 
3.爭取教師福利 

7 理事 張介銘 男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台中高級

農業職業學校 
98 國立中興大學畜產學研究所碩士 全中教第三屆監事、全中教第四屆理事 

維護教師權益、監督教育政策執
行、協助教師增能、攜手家長
學生成長 

8 理事 吳杰穎 男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15 

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碩
士 

1.台北市立木柵高工教師會長；2.全中教
第四屆理事；3.台北市建教合作考核委
員；4.台北市技職類特殊優良教師 

1.維護學生教權、教師工作尊嚴與
工作權利； 

2.提高教師員額、降低班級人數，
改善教學環境； 

3.監督教育革新，反對躁進的改革
方案； 

4.爭取提升教師待遇，提高超鐘點
支給，降低超鐘點節數； 

5.協助組織健全發展，追求共榮共
好。 

9 理事 陳正鴻 男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23 淡江大學數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 全中教教學部成員 
努力維護教師權益，努力拓展全中
教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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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理事 賴和隆 男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17 碩士 
台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教師會理事長、台
北市教師會高中職主委 

爭取教師權益、堅持教師專業、善
盡國會及相關行政部門溝通。 

11 理事 簡順永 男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41 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碩士 
武陵高中校友會總幹事、教育部物理學科
中心諮詢委員、物理奧林匹亞指導老師、
武陵高中教師 

1.爭取教師薪資合理調整。 
2.爭取教師福利。 
3.強力監督退撫基金投資績效。 
4.爭許回復「年資補償金」 

12 理事 江文隆 男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23 中央資工碩士學分班 北市教師會副總幹事 
貢獻所學，讓全中教更加壯大，成
為全台高中職教師心目中最能代表
教師發言工會。 

13 理事 林明廷 男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 
8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
研究所碩士 

新北市立鶯歌工商教師會會長 
全中教理事 
全中教教學部副主任 
全中教文宣部副主任 

為高中職教師爭取權益而發聲。 

14 理事 張家宜 女 臺灣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56 中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所碩士 
國立花蓮高中教師會理事長、全中教東區
主任 

1.爭取高中教師應有的權益 
2.將高中端現場狀況整理後於會中
發表給與工會方向 

15 理事 林文政 男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 
50 碩士 

教師會理事長、全中教理事、全中教副理
事長 

1. 維護教師與學生權益 
2. 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團結教師組
織 

16 理事 許麗吉 女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60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碩士 
第四屆全中教秘書長 
曾任三任萬芳高中教師會長 

1.為教師服務，捍衛學生學習權益
及教師專業專學權益。 
2.為夥伴一起努力，提升全中教會
務功能，並壯大組織。 

17 理事 熊湘明 男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34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車輛工程所碩
士 

曾任啟英高中汽車科教師、法務部矯正署
誠正中學(汽車科教師、導師、設備組長、
訓導主任)、現任民雄農工(秘書) 

1.團結教師，保障學生及教育勞動
者權益、改善學校教育環境、 
提昇學校教育品質及追求社會公平
正義。 
2.維護學生受教權益、維護會員專
業自主權、保障會員教育勞動者權
益及生活品質。 
3.提昇教育品質、推動教育環境之
改善。 

18 理事 賴金雪 女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103 台師大國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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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理事 徐必大 男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 
1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丹佛校區資訊
工程碩士 

曾任導師、設備主長、訓育組長、學務主
任、資處科科主任。 

1.教育政策發展、教師專業成長、
教師權益保護，教師與家長權力均
衡，都有涉略，如有需要望能暨學
習與貢獻。 
2.技術型高中 108課綱設計全參
與，期許技術型高中學生學習願景
被關注。 

20 理事 陳有慶 男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

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4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1.第四屆理事 
2.第四屆第三年加入發規暨團協部副主
任 

為普高與技高教師，爭取相關福利。 

21 理事 鍾志賢 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

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5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研究
所 

全中教副秘書長、全中教文宣部主任 
國立海大附中教師會理事長、國立海大附
中教務主任、國立海大附中秘書 

1.結高中及技高教師，爭取教師合
理權益。 
2.助教師展現教育專業，並維護學
生合法受教權。 

22 理事 黃湘玉 女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68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系、海資所 
106-108西螺農工教師會理事長、107-110
全中教副理事長 

實現教育專業、改善教育品質、保
障教師權益及監督相關政策以維護
公共利益。 

23 理事 徐俊昇 男 國立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44 研究所 教師 為高中職教師意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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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監事 賴雪蕙 女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85 碩士 板橋高中教師會理事 藉由公共事務參與改變現狀 

2 監事 賴黃絹 女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15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學研究所 

台大植物系國科會助理 77~79 

私立恆毅中學 79~89  

台北市立大直高中 89~至今  

107年大直教師會會長  

實踐教育初心  

健全高中教師環境  

發展教師專業  

3 監事 唐瑋 男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91 雲科大技職教育研究所 現任南區技術教學中心執行秘書 
協助及服務高中職教師、保障教師

權益 

4 監事 馮文瑜 女 
桃園市立中壢家事商業高級

中等學校 
37 碩士 

中壢家商教師 

中壢家商第 18屆教師會理事長 

1.監督教師會會務，依法行政。 

2.確實審閱本會財務狀況，健全體

系。 

5 監事 史美奐 男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23 中央大學數學系，師範大學教育所 

國中部主任、主任輔導教師 

台北市教師會暨教師工會理事、高中職

校長遴選委員、高中職主委兼副理事長 

希望協助全中教運作，讓為教師發

生的組織可以更好，大家一起來，

為自己為大家一同做事。 

6 監事 黃文龍 男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所碩士畢 

泰山高中教師會理事長 

基北中等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副理

事長、常務理事、秘書長 

1.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2. 維護會員之勞動權益及專業自

主權。 

3. 推動教育環境之改善、提昇教育

品質。 

4. 推動高中職教師之專業團結組

織。 

7 監事 郭怡立 男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11 碩士 

1.學校行政部分：教務、總務、圖館、

秘書 

2.教師團隊服務：學校教師會理事長；

全中教工會監事 

1.做好監事責任，協助會務推廣順

利。 

2.做好橋梁角色，幫忙老師情輿傳

達。 

3.做好膠水角色，團結全體會有伙

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