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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簡稱全中教工會)
因應100年工會法實施，於100年09月17日籌組成立

高中職學校教師專屬的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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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維護 教師專業教學權益與學生受教學習權益



專業堅強的會務團隊組織



全中教為高中職老師做了什麼?

爭取及維護教師
專業權益

爭取及維護學生
受教權益

展現高中職教師
專業

推動及監督法案
與改善教育環境

積極參與十二年
國教相關議題

協助爭取學校教
育資源

協助高中職各校
及個別會員教師

工會合作與社會
運動

增進會員福利



全中教工會108年度入會說明
本會會員分為下列兩種：

•凡本會組織區域內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含附屬
學校)之教師及職工，得申請為本會會員。一般會員

•凡於本會組織區域內，具下列資格之人員，均得申
請加入：(㇐)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兼代課教師及兼
職員工。(二)具教師證書且無㇐定雇主之教師。

特別會員



108年度會費說明：

•108年度優惠入會費200元(原價1000元。各校
新進教職員工、之前非本會支會學校之教職員工，
新成立教師會之學校教職員工，上述均優惠免繳交

入會費)。

入會費

•經常會費每年每人400元(內含50元司法互助)。經常會費

108年度會員期限為108年1月1日~12月31日



108年度會費其他優惠方案
一、學校團體優惠方案(所有會員學校均適用)

107年11月30日前加入全中教，各校教師會將可獲得本會回饋「教師會
會務運作基金」，以協助各校教師會會務發展

學校會員人數 回饋教師會會務運作基金 備註

30人(含)以下 無
舉例：A校加入全中教會員人數為25人，
則回饋學校教師會會務運作基金0元。

31~80人 50元*人數
舉例：B校加入全中教會員人數為60人，
則回饋學校教師會會務運作基金
50*60=3,000元。

81人(含)以上 50元 *80人+ 80元*(人數-80)
舉例：C校加入全中教會員人數為88人，
則回饋學校教師會會務運作基金
50*80+80*8=4,640元。



108年度會費其他優惠方案
二、友好縣市教師(工)會互惠合作方案
友好互惠縣市之本會會員，每位將可獲本會經常會費優惠回饋金100元。

方案 內容 備註

甲
繳費方式：各校自行分別上繳兩邊會費
加入全中教＋友好互惠縣市教師(工)會 (不加入全
教總）

先繳再退
先上繳全中教會費400元(含5 0元司法基金)，
經本會與該友好縣市教師(工)會確認資格符
合後，再將優惠回饋金100元儲值入會員卡中。

乙

繳費方式：各校兩邊加總之總會費，先全數繳至全
中教，再由本會代轉繳該友好互惠縣市教師(工)會
會費
加入全中教＋友好互惠縣市教師(工)會 (不加入全
教總）

扣除後再繳
上繳兩邊加總之會費至全中教時，優惠回饋
金100元可先扣除 (意即僅需上繳全中教會費
300元(含5 0元司法基金))。

備註：以上均可再享有學校團體優惠方案



108年度會員服務與福利

會員卡將全面提升為電子票證卡(icash 2.0卡)

+



合作企劃案

愛金卡 營業部-發卡組
業務經理：陳士杰



可使用之交通通路 –軌道類/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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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軌道交通 預計目標上線

淡水輕軌 機關表示今年底前

臺中捷運 108年第二季

其它軌道類交通預計上線時程

停車場目前已有約60站，包含：
永固便利、詮營、日月亭、應安、台灣國際開
發、辰淵企業、明宬、成佳財

陸續導入：
嘟嘟房、台灣聯通、阜爾、車亭、福慧網….等
今年將導入近300場

捷運/台鐵

票價或優惠票價皆與其它票卡依該交通業者之規定

預計在108年第三季完成
全國交通網路使用。

包含U BIKE、O BIKE 等



icash2.0 使用通路

統㇐
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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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卡/餘額返還機制

【卡片停用】(毀損換卡/離校歸還)

1. 愛金卡提供學校讀卡設備 (可讀取

卡片餘額)

2. 承辦人員以該設備讀取卡片餘額
，確認金額

3. 申辦者填寫「停卡/餘額返還申請
表」(內填該金額與收款帳戶)

4. 承辦人員將卡片和申請表寄至愛
金卡客服單位

5. 愛金卡客服收到後，依表單上資
訊將其金額匯至該帳戶。

6. 愛金卡客服將卡片鎖卡後，寄回
學校。

【卡片掛失補發】

1. 持卡人先來電愛金卡客服進行掛
失(確認卡片餘額並提供收款帳戶)

2. 愛金卡客服計算掛失後第3小時
之金額，將該金額匯至持卡人帳
戶

3. 持卡人向愛金卡申請卡片補卡。
(酌收掛失手續費50元，郵資25元)

4. 愛金卡製完卡後寄回持卡者。



14

用icash2.0消費-累積/兌換OPENPINT

 回饋率扎實、每1元都能回饋
 卡片消費直接開始累積點數(未

加入會員仍不影響累點權益)
 點數兌換處多、品項多元
 兌換價值高，經常有超值兌換

活動



icash2.0消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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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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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POINT優惠活動 (範例案型)

全中教會員 icash 2.0 活動
活動對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會員(並持有全中教icash2.0會員卡)
活動日期：2019/01/01~2019/01/31
活動贈品：OPENPOINT 5,000點(可至7-11兌換中杯熱美式咖啡㇠杯)
活動辦法：
持全中教icash 2.0會員卡至全省統㇐超商，不限金額任消費㇐筆，即可獲得愛金
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OPENPOINT 5,000點。
(相關活動贈點將於2019/02底前完成統計後，統㇐發放)



儲值金加值應用
icash2.0特有的儲值金遠端加值服務

透過全台7-11 ibon機台執行加值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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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至ibon依畫面指示操作領取，簡單、方便
7-11遍及全台5,000家門市，24小時提供服務
領取安全，降低代領機會
發放作業輕鬆、控管清楚、後台報表㇐目瞭然
統㇐企業及集團公司皆採此方式發放三節禮金

學生獎勵金/獎學金 教職員的三節福利金



查詢餘額/明細- 透過OPENPOINT的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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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icash卡號綁定在OPENPOINT帳戶內，
透過登入OPENPOINT APP查詢
可查詢1個月內至3天前之交易記錄



查詢餘額/明細- 持卡至ibon靠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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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卡片放入感應位置
可查詢餘額與最近12筆交易紀錄

同業(㇐級電子票證)僅能查詢最近6筆交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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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服務 –水電費/車票/停車費/中獎儲值

 至7-11門市用icash2.0可支付代收費
(1)水費/電費/瓦斯費/路邊停車費
(2)台鐵/高鐵車票費
(3)雙北市垃圾袋
(4)技職證照費(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5)地方稅(包括牌照稅、房屋稅、地價稅)

 icash2.0卡可儲存電子發票
 統㇐發票中獎，可至7-11門市儲值獎

金至icash2.0卡內



請洽公司各地壽險顧問

----------------------------------------------
新世代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大公街1號
TEL: 037-475699  Fax: 037-464248
http://www.ssd.url.tw/



年金改革大趨勢…
繳多 領少 延後退

我們不只是保險的專家…
更是您退休金安全的守護者! 

新世代保險經紀人
守護您全家人的幸福…

歡迎來電預約
保險醫生保單健檢整理服務
退休年金試算
各式保險保障規劃

---------------------------------------------------------
新世代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大公街1號
TEL: 037-475699  Fax: 037-464248
http://www.ssd.url.tw/



特別優惠LUMIKENKA露米全中教會員超低優惠價 (64折~79折)



特別優惠LUMIKENKA露米全中教會員超低優惠價 (64折~79折)



LUMIKENKA露米全中教會員超低優惠價 (64折~79折)特別優惠



全中教工會會員獨享
每檔期推出因應會員需求商品
企業專案•專人服務•破盤價



美國租車專案

『保險』決定品質



全台JINS門市憑全中教會員卡配鏡享9折優惠



即刻享有：

*200 E-coupon (50元*4)
*全館商品網路優惠價，再打97折（轉廠商出貨商品除外）

快去綁定：

【全中教/三民書局】會員帳號



【全中教獨享YISTUNEE旅行箱 65 折】



YISTUNEE 全中教會員特別優惠折扣(65折)特別優惠



統一渡假村全系列優惠價特別優惠





科達假期提供之國外旅遊優惠：
國外旅遊優惠:

A. ㇐般國外行程:現金回饋價每人折抵$1000
B. 國外自由行:現金回饋價每人折抵$500
C. 國外行程自組團:現金回饋價每人折抵$1500

上述優惠皆屬現金繳納適用，如為刷卡繳納費用，
則為優惠價格外需加收總費用2%手續費用。

國內旅遊優惠 : 
團體旅遊、班遊、同學會、家族旅遊、聯誼活動................等團體活動。
國內各大飯店代訂房服務。

***不定期推出特惠團，全中教工會會員另享優惠價喔！***



特別簽屬全中教會員專屬的優惠方案

一、電子票證會員卡(icash2.0) 特別優惠方案。
二、新世代各方位全面醫療團保及教師教學責任險。

三、特約凱基旅行社(甲級)，特別優惠折扣。
四、全省OTTO服飾專櫃優惠折扣方案。
五、統一渡假村全中教教師獨享特惠。

六、中華兩岸三地自行車發展協會及旗下所有優惠。
七、三民書局、全華圖書網路及實體書局會員。

八、Mr. Wish飲料、千葉火鍋..等其他餐廳。

尚有多項其他更多優惠方案,將陸續公告。



全中教108年度會員入會相關資料下載網

址及QR碼：https://goo.gl/Tq6fwo
內容含：

(一)全中教發函各校理事長108年會費收費說明公文、 108年度入會費

暨常年會費優待辦法、個人與團體入會申請書、各校新任教師會

理事長資料表。

(二)函國教署函轉代扣工會會員經常會費依據文、全中工會會員代扣會

費同意書(範本)



全台唯一高中職教師專屬的教育產業工會

全中教工會需要大家一起守護與支持

敬邀各高中職教職員工共同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