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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教師專屬 優惠專刊

no.3

記得嗎⋯ 您是孩子最虔誠的企盼 因他們的故事 有您始能燦爛 
忘了吧？ 您是我們最衷心的仰望 因社稷的香火 有您始能流芳

九月的星光  煦煦映著午夜的秋涼 微光藹藹 卻總盡力在漫漫的黑夜後 緩緩的領出朝陽
九月的星光 熒熒若您 或許我只能用盡全力的奔馳 來回應您用力燃燒生命的念想

然後 在每一個念起您的九月 用無盡的祝福
向每一個曾經的您 分享我未來 驕傲的遠航

— 摘自∼御風 九月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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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的話
臺北是一座具有教育競爭力的城市。形成這股競爭力的重要推手，正是我們的

每一位教師。

這兩年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各行各業多面臨到生存的危機，但臺北市

教育力仍持續精進超越，從困境中突破重圍，在英國《經濟學人智庫》世界宜

居城市 172 座城市評比教育項目中年年皆獲得優異成績，2022 年 6 月的評比，

亞洲更僅有臺北、東京、大阪、新加坡、首爾及曼谷等 6 座城市教育力獲得

100 分（滿分）。

臺北市的競爭力，也展現在後疫情時代下教育的蛻變與轉型上，「臺北酷課

雲」在 2021 年 WITSA 84 個會員國 - 全球資通訊科技應用獎 E-Education & 
Learning Award 中，超越新加坡獲得冠軍，並連續 2 年 (2019、2020 年 ) 以「臺

北酷課雲」榮獲 IDC 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SCAPA）教育類別最佳智慧城市，

2022 年再度以「實現校園數位 4.0 的關鍵―親師生平臺」榮獲第八屆 IDC 亞

太區智慧城市大獎（SCAPA）教育類別首獎，成為全臺唯一在教育類別三度獲

獎城市。 

臺北的雙語教育，也嶄露出韌性與創新的卓越表現，2021 年榮獲第 16 屆臺

北澳紐商會商業傑出貢獻獎，教育局亦成為歷屆第一個獲頒此項殊榮的教育

機關。

教育是國家進步與文明進化的基石，臺北市近年來不管在雙語教育、國際教

育、智慧教育、實驗教育、特殊教育、終身教育及技職教育等方面皆有亮眼的

成績，這一切都要感謝臺北市每一位教育夥伴對於教育志業的堅持及付出，因

為有您們，讓臺北市的孩子擁有最佳的學習環境及品質，也讓臺北市教育力不

斷提升。敬祝本市所有教師

教師節快樂！

臺北市市長                                                       謹識

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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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的話
教育是價值引導的重要歷程，更是「止於至善」的力量，能助己也能助人；

教育是涓滴成河的志業，涓涓長流卻能成就非凡。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教育現場面臨巨大的挑戰與變革，我們的老師充分展

現出韌性教學力，透過重新思索教育現場的更多可能性，突破傳統教學模

式，透過多元教學策略，結合豐富的線上學習資源，讓學校能夠正常運作，

也讓臺北市教育力不斷向上提升。

臺 北 市 於 2022 年 6 月 再 次 獲 得 英 國《 經 濟 學 人 智 庫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世界宜居城市 172 座城市評比的肯定，亞洲僅有臺

北、東京、大阪、新加坡、首爾及曼谷等 6 座城市教育力獲得 100 分（滿

分）。彰顯出臺北市教師即使面對疫情的挑戰，仍堅持教育最核心的價值，

持續精進，超越自我，一同為教育戮力前行，創造教育力的新高峯。

今年，臺北市總共有 9 位教育人員獲得教育部師鐸獎殊榮，獲獎人數不僅

為全國之首，也是連續兩年獲獎人數最多的縣市，這要感佩每一位獲獎教

育同仁在教育這條路上的專業貢獻、努力付出，也要感謝全市所有教育夥

伴團隊的大力支持。在這個屬於教師的月份裡，我要對臺北市所有辛苦的

教師致上深深的敬意，謝謝大家！

敬祝

教師節快樂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謹識

於民國 111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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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疫情再起責任加劇的教師節 ~
教育是人影響人的歷程，唯有身心健康的老師，才能為學生營造良好的學習

環境！

今年四月底，疫情突然開始加劇，首當其衝的又是都會區的雙北市。但礙於

中央與病毒共存政策且防疫未升級至第三級的情況下，臺北市的老師面對了

前所未有的大挑戰。在家長期許、社會經濟考量以及教師專業的折衝下，我

們進行了所謂的現場 - 線上「混成教學」。本於教師專業自主權以及個人的情感，個人非常討厭混成教學！

但學生健康與受教權就一直就是個二元拉拔且無解的議題，幸賴在去年的線上教學基礎上，我們還是達成並

度過這個難關。

台北市教師會一直捍衛著老師的教學專業自主權以及教師權益。在政府空泛的 New normal 震天響口號之中，

本會與教育局協商，讓教育局理解與病毒共存的政策下，臺北市老師所付出的勞務是平常的兩倍以上！所以

教育局才鬆口並協助處理法規面，同意支付老師額外協同教學費用。

專屬我們的教師節！

前兩年推出的台北市敬師月專刊，深獲基層老師們的好評。今年因應疫情，多達百家的廠商也感謝老師們防

疫期間的辛勞，其中也有多家廠商配合調整延長優惠時間，期盼讓老師在疫情解封以後，能夠好好享用優惠，

舒緩疫情期間的壓力。

今年教育局同樣規劃了一連串的教師節系列活動，包含了食品、百貨、文教、雜誌、電影、體能、生活、居

家空間設計、美容、旅遊住宿、珠寶、眼鏡、醫療相關產業、社教以及庇護機關…等商家的相關優惠，提供

老師多樣化的選擇，也讓老師在敬師月有感，備受尊榮。

理事長的期許與勉勵 -教師紓壓

唯有身心健康的老師，才能為學生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這三年來，我從理事長的角度，觀察到提升教育現

場老師勞動意識的重要性。在新教師法上路之後，老師所面對的挑戰更多，心理壓力急遽上升。在此還是要

提醒老師，用愛灌溉學生之餘，也別忘了照顧好自己的身心健康，並撥出時間多陪陪家人哦！台北市教師會

會繼續辦理各種活動和研習，讓老師增能並紓壓，使工作與及家庭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祝台北市所有的老師 ~

教師節快樂
台北市教師會理事長                                                謹識

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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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6巷38號 (SOGO忠孝館對面巷內)

餐酒館餐酒館

憑教師證 / 台北市教師會會員卡
內用可享教師專屬優惠：
每位贈送TIGERLILY特調Shot 2杯 & 全桌免10%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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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love,Sharing food
That’s what 
Second Floor Cafe 
is all about

9/1     9/30

歡慶
教師節
2022 Teacher’s Day

來店用餐出示台北市教師會會員卡
或台北市教師證照

用餐享85折優惠

活動辦法：
1.本活動僅限內用，
   且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2.貳樓保有終止活動之權利。

貳
樓
官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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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盛邀 
致謝師恩

旬套餐1800元 優惠教師1000元

以上金額需加��%服務費，
單點、酒水另計
活動期間：�月�日至�月��日，
每日��組名額(�組�人，
至少�人為教師)
�月��日起開放預約，
不接受現場候位，
預約請洽客服中心，
電話��-��������
點餐時請出示教師證明
(或臺北市教師會會員證或其他足以證明為現任教師之文件)

TEACHERS’ DAY SEASON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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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主
贈
送
２
萬
元
配
件
金 

丙
式
車
險
升
等
乙
式
車
險 

再
享
５
千
元
保
修
禮
卷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75號 

電話：02-27078590

建 
 
國 
 
南 
 
路 

仁   愛   路   三   段 

新 
生 
南 
路 
一 
段 

信  義  路  三  段 

Nissan新生所 

 

限大台北地區 

出示台北市教師會會員卡 教師證購車享有:  or

提供來電預約到府試乘服務
Nissan全面防疫
教師踏實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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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台北市教師會會員卡或教師證

享95折優惠國定假日除外，皆可折扣
服務費不打折

教師節快樂
向辛苦的老師們致敬

雲雀國際

享9折優惠出示台北市教師會會員卡或教師證即享優惠

吃拉麵享9折優惠
出示台北市教師會會員卡或教師證即享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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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新品

饕茶集錦
Tea Candy Collection

    

(原價680元)

驚喜價500元

2022春茶

野放烏龍茶
Wild Oolong Tea

    

(原價2800元)

驚喜價2000元

同商品買十送二
9 / 1 - 9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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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舊屋翻新、綠建材裝修

地址：

電話： 至

教師福委會

優惠專案

完整施工團隊專業強大  免費丈量、平面設計規劃

業界首創　以廚房為中心　延伸出的室內設計　充滿溫度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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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敬師月 2022年
0901-1231日

❣ 活動期間免入會費 

❣優惠案不得請假轉讓或解約 

❣會籍到期前續約，免入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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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赤峰街46號

02-2559-9908

金寶峰敬祝各位老師們
教師節快樂！

GoldenSummit

9月14∼9月30凡出示教師證

金飾“工錢”滿3000現折928元

日系珠寶兩件八折起

~詳情請掃描QR~

聯絡地址：10491 台北市中山區

林森北路109號1樓

聯絡電話：02 2523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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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111/09/01~111/09/30

全館活動價

教師再獨享結帳輸入

可現折180R8JPNL7S

(官網限定代碼) (滿3500送日製優格盒)

加碼

送

為您獻上居家遠距不能少自煮，
來自日本、德國精品鍋具~

教師專享禮遇
SK-II 系列商品

全省最低價

限量100組
售完為止。 

訂購請掃瞄QR CODE

快來
  搶購

正貨百貨公司專櫃百貨公司專櫃

●  客服專線: 02-7727-7296  ●  E-mail:service@to-bu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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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守
護您
的肌
膚

心

網站 www.okpolo.com.tw
電話 04-7626123

傳真 04-7626122 地址 彰化市中華西路283巷10號

信箱 okpolo888@gmail.com

商品滿千送百

買兩條浴巾送一條麻紗運動巾

有如雲朵包裹般的溫柔與細膩
LINE ID：okp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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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7折 日製商品8折

新北市三重區忠校路三段46-2號  (02)2984-9472

全館7折 日製商品8折

棒壘釘鞋、慢跑鞋等各類專業運動鞋
團體服、運動套裝、套量、設計、製作

棒壘球、網羽、足球、籃球等各類專業運動運品

棒球手套維修  肌內效貼布介紹  熱情活力店員接待

各式專業棒壘球器材  各種運動用品配件

棒球手套維修  肌內效貼布介紹  熱情活力店員接待

各式專業棒壘球器材  各種運動用品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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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入園優惠
另每週六、日例假日加贈每人各1份

4項設施免費遊樂券。

參與對象
北市教師 (含臺北市境內大學) 持教師證或學校識別證

享教師本人及親友3人同行 (共4人)。 

111年9月1日至9月30日

免費入園優惠
另每週六、日例假日加贈每人各1份

4項設施免費遊樂券。

參與對象
北市教師 (含臺北市境內大學) 持教師證或學校識別證

享教師本人及親友3人同行 (共4人)。 

111年9月1日至9月30日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Taipei Astronomical Museum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Taipei Astronomical Museum

優待臺北市教師 (本人)

憑證免費參觀

立體劇場影片

9月份每週六及週日

優待臺北市教師 (本人)

憑證免費參觀

立體劇場影片

9月份每週六及週日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美術設計

製版印刷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台北市教師會、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

Rooney Lee
台苑彩色印製有限公司

廣告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敬師系列活動一覽表
編號 活動主題 辦理時間 內容簡介 /場館地址 承辦人聯絡電話

1 臺北市百大系列活動頒獎典禮
111/8/20 (六 ) 
下午 2時

臺北市南港展覽館 2館 1樓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2號

110學年度百大績優總務人員 
工程科 邱瀅蓁 
02-27208889 #3323 
110學年度百大績優衛生體育教育 
行政人員 
體衛科 李青芳 
02-27208889 #6392 
110學年度百大菁英資訊人才教育獎 
資教科 張雅涵 
02-27208889 #1235

2 臺北市敬師月活動記者會暨
優良教師頒獎典禮

111/9上旬 臺北孔廟明倫堂 4D劇院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 275號

中教科 呂蕙文 
02-27208889 #1257 
綜企科 劉有財 
02-27208889 #1248

3 臺北市優良特殊教育人員
頒獎活動

111/9中旬 臺北市立大學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號

特教科 魏汎霓 
02-27208889 #3279

4 臺北市雙語績優教師論壇 111/9 待定
雙語辦公室 黃獻司 
02-87855873 #10

5 111年特殊優良教師教育論壇 111/9/23 (五 ) 
下午 2時

臺北文創大樓 602教室  
臺北市松菸路 88號

綜企科 劉有財 
02-27208889 #1248

6
臺北市 111年度退休教師及
服務 40年資深優良教師
聯誼餐會

111/9/23 (五 ) 
下午 6時 30分

玉喜飯店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89號

資深優良教師 
人事室 胡哲豪 
02-27208889 #6405 
退休教師 
人事室 郭順濠 
02-27208889 #6401

7 教保服務機構及服務人員
表揚頒獎典禮

111/9/24 (六 ) 
上午 9時 30分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5段

236巷 15號
學前科 何玉貞 
02-27208889 #6381

8 111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
表揚典禮

111/9/24 (六 ) 
下午 2時 30分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52號

綜企科 劉有財 
02-27208889 #1248

9 111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
感恩餐宴

111/9/24 (六 ) 
下午 5時 30分

三井日式料理餐廳 
臺北市松智路 1號 1樓

綜企科 劉有財 
02-27208889 #1248

10 退休校長聯誼活動 111/9下旬 待定
國教科 邱琬珍 
02-27208889 #6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