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進人員引導訓練

105年10月17日

權利、義務、成長、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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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行政功能與流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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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處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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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處
(陳月女人資長)
(曾惠副人資長)

人事服務組
(曾惠組長)

林美卿 謝芳慈
林怡慧 劉伊芝
李佩怡 劉亭吟

人力發展組
(陳子瑜組長)

張菁芳
湯德容
周吟曄



您的HR夥伴

陳月女 人資長 張菁芳
(分機2026)

湯德容
(分機2024)

林美卿
(分機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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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瑜 組長
(分機2025)

周吟曄
(分機2027)

劉伊芝
(分機2062)

謝芳慈
(分機2021)

曾惠 副人資長

劉亭吟
(分機2066)

林怡慧
(分機2028)

李佩怡
(分機2022)



業務現況
建立並推動健全、公平的人力資源制度，
為全校教職員工提供更有效率、更完善的服務



人事系統網址：https://hrsys.tmu.edu.tw/login.asp
(路徑：北醫首頁/教職員/人事系統)

帳號：email帳號

密碼：email密碼

查詢薪資、請假、簽到退、加班申請、職員考核、教師續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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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人事法規請至人力資源處網頁
http://hr.tmu.edu.tw/

與您最切身的相關規範-人事法規



敘薪、薪資發放

 本校敘薪辦法：教職員依學經歷及職級起敘
依相關規定辦理

 薪資發放
 每月16日發放當月全月薪資
 【人事管理系統】/ 薪資 可查詢及列印每月發放薪資
 年度所得暨免扣繳憑單由總務處出納組負責，可進﹝財

務總務人事作業系統﹞列印查詢

承辦人:林美卿(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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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承辦人：公健保-林美卿(2023)

專任助理勞健保-劉伊芝(2062)

兼職人員勞健保-李佩怡(2022)

 自報到日起學校即會進行公保/勞保及健保加保作業；離
職日起進行退保作業
 編制內教師與職員：公保(私校保險，強制納保)及健保
 約聘人員、研究助理、技工、工友、專案教師：勞保及健保

 如有眷屬或新生兒加(退)健保請事先告知，寄email給承
辦人下列訊息：

1. 眷屬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
2. 加(退)保日期
3. 員工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可於人事管理系統【保險明細表】查詢每月扣繳保費明細
 年度報稅時，自行列印繳費證明單送人資處用印後始能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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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退休金制度

項目 私校退撫儲金 勞退新制退休金

實施日 99年1月1日起實施 103 年8 月1 日起適用勞動基準法

對象 公保身分者-
編制內專任教職員

勞保身分者-
約聘人員、專案教師、專案研究人員、

研究助理及博士後研究員

雇主提撥 本俸×2×12%×32.5% 投保薪資×6％

員工自提 本俸×2×12%×35% 自願提撥投保薪資×0%-6%



辦理
工作許可

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

核發
工作許可

辦理到職程序
投保公/勞保

辦理居留證
(ARC)

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

核發居留證
(ARC)

投保健保

外籍人員到職聘僱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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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劉伊芝(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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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規則-出勤

 正常上班時間 8:00~17:00，中午休息12:00-13:00

 出勤記錄採網路系統簽到退

 彈性上班：為符合單位業務需求，並考量個人需求，每
學期初可申請彈性上班，經主管核准後送人資處辦理

 實施彈性上班單位，單位內至少一人需為正常班

 彈性班時間：8:30~17:30/ 9:00~18:00

 若單位需於夜間或假日上班、中午值班者，請於每月底
繳交次月班表至人力資源處備查

(下載處：學校首頁/行政單位/人力資源處/表單下載/彈性上班、中午值班
、夜間值班、假日值班) 承辦人：周吟瞱(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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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退

承辦人：周吟瞱(2027)

帳號：email帳號
密碼：email密碼

網址：http://www.tmu.edu.tw/v3/staff/super_pages.php?ID=staff

14

若您漏簽到退，每人每月
共有4次補登機會。
路徑：人事系統-簽到退作
業-補簽到退



請假流程說明

 請公假、出差、婚假、產假、陪產假、流產假、喪假
及傷病假二日以上需檢附證明

 請假應事先申請(傷病假除外)程序完成後才可請假

 請至人事管理系統 →『請假申請』完成請假程序

 『職務代理人』欄務必填寫

 請參考本校法規：教職員工請假規則

承辦人：周吟瞱(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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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假與出差的差別

 最大差別在於是否要請款核銷

 事後不需申報差旅費者『假別』請填『J公假』

 事後需申報差旅費者(含研究案出差)請填『K出差』，

出差請註明經費來源或專案編號

 放假日需出差或公假辦理公務，仍需線上請假

 公假及出差均需在請假系統上傳相關證明文件

 出差程序：申請出差假→填報出差經過報告書→核銷

 相關法規：教職員出差規則、出差旅費辦法

承辦人：周吟瞱(2027)



出差費用核銷流程

人事系統
申請出差假

(線上簽核)

人事系統
填寫出差經過報
告表(線上簽核)

財務系統
填寫會3單

檢附核銷資料請款

學
校
專
任
教
職
員

醫
院
同
仁

填寫紙本
出差假單
(需經主管簽核)

填寫紙本
出差經過報告表
(需經主管簽核)

財務系統
填寫會3單

檢附核銷資料+紙本
假單+紙本報告表

請款

 紙本出差假單/出差經過報告表可於人資處網頁下載

承辦人：周吟瞱(2027)



假別 天數/學年 備註
事假 14 含家庭照顧假
病假 30 傷病假２天以上需檢附證明(含逾三日之生理假)

生理假 3 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
不併入病假計算

婚假 14
喪假 14天或7天 依死亡親屬關係不同

產前假 8天 得分次申請，不含例假日以工作日計
產假(娩假) 42天 需一次請完；不含例假日，以工作日計

陪產假 5天 應於配偶分娩當日及前後合計15日內請畢

特別休假 依服務年資 滿一年7天、滿三年10天、滿5年15天、滿15年28天、
滿25年30天

公假 － 因公務請假，不申請差旅費
出差 － 因公務請假，申請差旅費報支

請假規則-類別及天數

 特別休假計算案例說明：林小玲於103/9/21報到，104/9/21起依比例核算於
當學年度可享有6.5天慰勞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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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申請流程

提醒： 1.加班需事前申請、落實簽到退
2.加班以小時計，未滿1小時不予計算
3.每月加班46小時↓
4.以補休為原則，加班6個月內休畢

承辦人：周吟曄(2027)

填事前加班
申請單

送主管簽核/
人資備查

填事後確認
加班單

送主管簽核/
人資備查

加班需經主管核可
每工作4小時，休息30分鐘
不可連續工作超過6日↑

若申請加班費，需
填寫紙本加班費申
請單，每月20日
前送人資處

 相關法規：加班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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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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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員每學年度需完成之教育訓練總時數不得低於24小時，並
應符合必修課程及必選修課程規範

 學年度服務未滿一年者，依服務月數比例計算總時數規範

 專任教師依本校教師發展中心規定辦理

 職員考核考列特甲等以上者，訓練時數應達24小時以上

 職員兼任主管者，主管相關課程時數不得低於8小時

 訓練時數認列來源：本校內部訓練、外派訓練、校內選修、
短期進修、學位進修

 相關法規：教育訓練管理辦法、教育訓練管理辦法作業細則
、專任職員考績辦法

承辦人：湯德容(2024)、周吟曄(2027)



各類別人員教育訓練時數規範
類別 時數規範 備註 規範單位

新進教職員
必修課程 6小時

 法定課程：性平、著
作權或智財權、環安
衛…等

 行政流程：公文寫作 人資處

職員 24小時 行政品質提升….等

兼任主管者 8小時 主管相關課程

教
師

教授 6點

教師繼續教育課程 教師
發展中心

副教授 8點

助理教授 9點

講師 10點

22
承辦人：湯德容(2024)、周吟曄(2027)

承辦人：留啟華(2150)



學習發展平台

網址：http://training.tmu.edu.tw/

承辦人：湯德容(2024)、周吟曄(2027)

您在北醫大學習成長最重要的夥伴

 課程報名

 多元線上課程

 個人完整學習履歷

 課程問卷線上填寫

 職能評鑑



24

課後線上問卷填寫路徑

1
2

3
4

承辦人：湯德容(2024)、周吟曄(2027)

登入平台(http://training.tmu.edu.tw)→點選左側【○○○的學習中心】→【
我的學習】→【我的學習課程】→點選要填問卷的課程【上課→點選問卷→送出



講題 閱讀期限 課程大綱

績效溝通與教導 105/10/31前
使學員瞭解績效溝通與教導的功用及為主管及員工帶來的效益
學習績效溝通之方法及技巧
運用績效教導技巧與員工共同改善績效問題

Yes Sir 
新時代向上溝通技巧

105/11/29前 學習調整溝通方法，分析主管風格，有效應對，產生更做最大
效益

工作中的激勵 105/11/29前 幫助您運用激勵方法有效提升員工績效

達人高效能工作管理
術

105/11/29前 學習高效能工作思維，突破工作困境，協助您有效達成目標

面對決策 105/11/29前 認識決策重要性，從中引導做出好決策，成為傑出決策者

新時代的時間管理 105/11/29前 利用新時代的觀念，建立正確的時間管理方法，學習創造時間
的技巧，做時間的主人

性騷擾防治 105/11/29前 利用案例幫助學員了解性騷擾基本概念及防治，澄清性騷擾迷
思，並知曉相關法律責任

教育訓練 ─ 線上學習課程(1/2)
學校持續推出多元線上課程，提供便利學習模式



講題 閱讀期限 課程大綱

搞定員工問題 105/12/15前 學習面對問題員工之正確心態，運用會談技巧讓員工說出心中
話，自發性改變行為，幫助員工

打造高績效員工 105/12/15前 透過劇場及解說，協助提升主管們成功打造高績效員工，創造
更美好的職場溝通環境

新世代溝通 105/12/15前 提昇新世代主管之溝通效能，幫助主管瞭解新世代想法，並且
掌握新世代溝通技巧

創新藍海策略工具的
應用

105/12/15前 幫助您認識何謂藍海及藍海策略，釐清企業新價值，利用藍海
策略建立創新產業方向

情境溝通技巧 106/2/21前 學習溝通心法，蒐集資料與解讀人心，養成觀察力，養成社交
力，了解對方心態，並調整說話方式，養成應對力

談判技巧 106/5/8前 建立正確的談判心態，紮實談判基本功，簡單的談判策略運用

職場生存術-問題解決
力

106/7/30前 學習遇到問題時，如何面對問題，擬定適宜解決方案，並將問
題化為自己的know how

教育訓練 ─ 線上學習課程(2/2)
學校持續推出多元線上課程，提供便利學習模式



教職員進修（包含短期及學位）

1. 資格：任職滿兩年以上

2. 限制：以不超過系所專任教師1/10為原則，各系所得有2名；
職員每學年至多15人，同一單位不得超過2人

3. 流程：學位進修應於報考前事先填寫報考申請表，呈校長核
定→(教師需經系所務會議通過)→(錄取後)填寫申請表及保證
書→人力資源處公文通知

4. 相關法規：本校教職員進修辦法

5. 備註：教師基於研究需要經本校推薦，於國外進修一年以內
者，得留職留薪，延長進修者，延長時間一年為限，得留職
停薪。攻讀博士學位者，得酌予延長，至多四年

承辦人：湯德容(2024)



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

1. 資格：在本校任現職滿七年以上之專任教授及任現職滿十年
以上之專任副教授

2. 限制：每年不得超過該系(醫學系各學科)、所教師員額15％，
若含進修、借調、育嬰假等一併計算，其總額不得超過40％

3. 流程：每學期前六個月填寫申請表，並檢附休假研究計畫及
機構同意函 → 二級教評會(醫學系需經三級教評會）通過 → 
校長核定→人力資源處公文通知→休假研究期滿一個月內辦
理院級公開演講，並提出詳細書面報告

4. 相關法規：詳參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承辦人：湯德容(2024)



教職員校內選修

 方式：每學期選修一門課(免費)，由人力資源處統一公

佈及辦理，並登入人事系統進行選課作業

 選課：以不影響公務為限，經單位主管同意，向人力

資源處提出申請

 義務：學期中如因故無法完成修課，須完成退選作業

 相關法規：本校上課辦法、教職員校內選修實施細則

承辦人：周吟曄(2027)



職員考核、獎懲
 專任職員考核

1. 每學年初與主管討論並設定個人工作目標
2. 任職至學年度終了時，服務滿半年之專任職員予以成績考

核
3. 專任職員包含編制內職員及辦事員(不包含全日工讀生)

 約聘人員續聘評核：服務未滿半年之約聘人員
 專任職員獎懲
 由單位主管以簽呈提出，會簽人資處，經校長核定後，由

人力資源處發佈
 相關法規：專任職員考績辦法、專任職員獎懲辦法

承辦人：考核與獎懲 湯德容(2024)
續聘 張菁芳(2026)



職員升等
一、基本條件

(1)編制內有缺
(2)符合升職職等之資格
(3)當年考績列甲等以上，最近三年考績二年列甲等以上，

並無列丙等記錄
(4)最近三年未受記過以上之處分

二、流程：人資處公告
(1)申請人自薦或主管推薦。
 非一級主管之職員升等，由一級主管推薦或自薦
 一級主管之職等升等由校長或副校長推薦

(2)人評會審核
(3)校方核定

承辦人：湯德容(2024)



編制外人員轉任編制內人員
一、流程：每學年度終了，經人評會通過後，由人資處公告

員額及評比指標，由單位主管推薦後送人評會審議。

二、基本條件：

1.學年度終了時，服務年資滿兩年(含)以上（包含校內經費
及校外經費）。

2.單位主管推薦。

3.該單位有缺。

三、105學年度評比指標：(1)近二年工作出勤及獎勵、近一
年考績；(2)語言能力；(3)測驗(公文、電腦能力、行政
流程)；(4)具體事蹟與表現；(5)專業評核；(6)潛力評核

承辦人：湯德容(2024)



職員輪調申請
一、申請條件：

1.同一單位內任職工作滿三年

2.近兩年考績列特甲等(含)以上，無列乙等(含)以下

二、程序：人資處公告申請期間後，申請者於線上填寫申請
表送出後經主管簽核後，由人資處彙整後提報人評會專
案小組。

三、倘若無適當職缺可進行輪調者，列入職員遷調候用名冊
，名冊人選得主動應徵各單位出缺職務，錄取後依輪調
之權利義務辦理。

 相關法規：本校職員輪調辦法
承辦人：張菁芳(2026)



國際化服務窗口
一、流程：每學年度終了前，由人資處公告員額及評比指標，

單位主管推薦後，參與測驗評比後送國際化遴選小
組審議。

二、基本條件： 1.單位主管推薦 2.與外籍人士溝通能力

3.具備良好服務態度

三、人資處每年公告評比指標，窗口每年1聘，每月領取津貼
2,000元。

四、說明：窗口的設置是為了讓外籍人士洽公便利、並能即時
解決他們的問題及需求。盡量協助外籍人士釐清或排解問題(了

解各單位承辦業務單位的服務項目並解說內容)

承辦人：周吟曄 (2027)



• HR夥伴介紹
• 人事管理系統 / 人事法規前言

• 敘薪 / 保險 / 退撫儲金薪資保險

• 出勤 / 請假 / 出差與公假/加班作業差勤

• 教職員訓練及成長規範/ 學位進修/休假研究/校內選修
• 職員考核與獎懲/升等 / 約聘轉任正式/輪調申請訓練發展

• 福利項目列表介紹
• 友善職場促進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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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及福利-校內基本篇
項目 說明
薪資 每月16日發當月全月薪

禮金/獎金 1,500/節，未滿3個月折半發給；年終獎金1.5月本俸；旺年會

公費團體保險
(校方支付保費)

項目：意外傷害保險、重大疾病險、意外傷害醫療、重大燒燙傷、定期
壽險、職業災害險、職業傷害險、癌症醫療險、住院日額給付、安心照
護健康險

自費團體保險 對象：教職員及員眷
由「南山人壽」承保，可以較低保費獲得保障，為自費項目

附屬醫院就醫優待 編制內教職員：免收掛號費、免收證明費、病房費3折
員眷：掛號費5折、免收證明費、病房費6折

辦理停車證 汽車6,000~12,000元/一學期、機車300元/一學期(總務處事務組)

教職員成長學習 校內選修：每學期得免費選修一門課
開設多元教育訓練課程、在職進修申請

健康促進相關 每週一晚上5:30-8:00游泳池免費使用、教職員體適能活動(體育事務處)

生育相關 育兒補助、托育機構簽約獎勵金、生育補助、育嬰留職停薪、哺乳室
(體育館1F)、享27家特約托育機構優惠

免費接駁車 附醫←→捷運市府站、附醫←→捷運六張犁站、附醫←→信義松山線、
附醫←→科技大樓(復康巴士)

教職員社團 氧身社、網球社、羽球社、健康游泳社、桌球社、籃球社、舒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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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及福利-進階篇
項目 說明

員工健康檢查 服務滿1年以上，每年免費健檢(環安處衛保組)

教職員工福利互助 編制內教職員服務滿半年後，始可申請結婚、生育、喪葬、住院、重大災
害、離職補助

子女就讀本校獎學金 服務滿5年以上，補助學費1/2；服務滿10年以上，補助全額學費

退撫福利基金方案
適用對象：公保身分之教職員
承保機構:台灣人壽(壽險型)、南山人壽(年金型)
參加者每月從薪資繳$1,250，學校每月相對提撥$1,250，(離)退時可領回

育兒補助

育兒補助：有0-6歲學齡前子女(尚未就讀國小者)，不論是否送托，皆可申
請。

簽約獎勵金：若0-6歲子女送托於登記立案之托育機構，並協助本校新訂特
約或續約展期，另給予簽約獎勵金。

私校退撫儲金
增額提撥 編制內教職員可依個人意願從薪資按月配合提撥(享有稅賦減免之優惠)

員工協助方案
(完全保密)

提供同仁多元心理諮詢管道(免費，由學校支付費用)
1.電話諮詢：(02)2362-8040 2.面對面：(02)2362-8040
3.email諮詢：eaproom@shiuhli.org.tw (主旨請打「工作單位加員工編

號」)

海內外旅遊補助 專任教職員工服務滿2年以上；約聘人員服務滿3年以上者，3人成行，得
補助3年15,000元 (本梯次使用期限：105.8.1-108.7.31)



38

權利及福利-旅遊消費篇
項目 說明

海內外旅遊補助 服務滿2年以上，3人成行，得補助3年15,000元

自費團體旅遊平安險 以優惠的價格投保旅行平安險(台灣人壽保險公司)

企業會員 高鐵、華航

特約商店
學校/附醫7-11、MR.J義法廚房、附醫聖瑪莉、
吳興街樂田麵包、法藍瓷、騰揚生技、綠杏藥局
折扣

特約飯店優惠

太平洋商旅、台北馥華商旅(南港館)
晶璽商旅(世貿館)、福容大飯店
Home Hotel、君悅飯店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台北馥敦飯店、金來商旅 、新尚旅店

承辦人：張菁芳(2026)



105年度校院團保內容
險種 原保障 105新保障

意外傷害保險 100萬 100萬
重大疾病險 15萬 15萬
意外傷害醫療 1萬 1萬
重大燒燙傷提升 41萬 49萬
定期壽險提升 50萬 80萬

職業災害險提升 20萬 主治醫師職業災害投保薪資上限設定為30萬保障實際薪資
與勞保保險投保薪資之差額理賠

職業傷害險新增 無 30萬公保身分者發生職災適用

癌症醫療險新增 無

癌症手術給付 1萬/次(無次數限制)
癌症住院給付 700元/日(無日數限制)
癌症出院療養 600元/天(同住院天數)
癌症門診給付 600元(無次數限制，以每日一次為限)

住院日額給付新增 無

醫療住院日額(依天數500元至1000元/日不等)
加護病房保險金500元/日
燒燙傷病房保險金500元/日
住院手術保險金 2500元/次
門診手術保險金 500元/次

安心照護健康險新增 無
殘廢保險金: 依1-11級殘廢程度計算比例(最高50萬)
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依1-6殘廢等級計算比例6-12萬/年
(最高給付10年)

理培窗口：0939642223(田惠如小姐) 承辦人：張菁芳(2026)



三間附屬醫院就醫優待

費用別 編制內教職員 編制外人員 編制內教職員眷屬
研究助理

掛號費 免收 免收 對折

證明書費 免收 免收 免收

病房差額 三折 三折 六折

 就醫優待醫院：附設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

 申請方式：

 專任教職員及員眷：附屬醫院與學校人事資料庫連結。

 研究助理：請至就醫優待辦法下載就醫優待券。

 相關法規：本校暨附屬醫院員工及相關人員就醫優待辦法
承辦人：張菁芳(2026)



辦理停車

承辦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陳立甫

車別 性質 對象 費用 使用時間 檢附資料

汽車

日間 教職員工
(含辦事員) 6,000元/學期 06:00-23:00

教職員證
駕照
行照

排氣檢查合格証
繳費收據

全天 教職員工
(含辦事員) 12,000元/學期 全天

計次 兼任教師 50元/次 -

單次 蒞校之貴賓
或演講者 免費 -

機車 日間 教職員工
(含辦事員) 300元/學期 06:00-23:00

• 申請時間及相關事宜請依事務組每學期公告
• 學校另設有免費戶外機車停車
• 如有其他相關問題，請洽總務處
• 若為殘障人士，出示相關證件，停車費半價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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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就讀本校獎學金申請

 補助對象：本校及附屬醫院員工。

 補助內容：
 服務滿十年以上員工，補助全額學費數額

 服務滿五年，未滿十年員工補助學費1/2數額

 申請程序：每學期註冊後一星期內檢附身份證明文件(戶
口名簿影本、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新生免)、繳費證明影
本、子女本人存摺封面影本)向人力資源處申請

 採線上申請，請至人力資源處網頁→人事管理系統登錄
→點選福利互助申請

 相關法規：教職員工子女獎學金發放辦法

承辦人：張菁芳(2026)



互助金申請

 適用對象：編制內教職員工服務滿半年後，始可申請

 補助項目：結婚補助、生育補助、退休、資遣及離職補助、
喪葬補助、患病住院補助、重大災害補助

 相關法規：教職員工福利互助辦法

 申請流程：敬請逕上ERP/人事WEB/互助金申請，逕上系統
登錄並上傳相關文件，完成電子簽核即可
( http://tmueipweb.tmu.edu.tw/eip.web/pages/welcome.jsf )

 相關法規：教職員工福利互助辦法

承辦人：張菁芳(2026)



教職員工退撫福利基金
 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均得自願參加

 參加者每月自薪資中提撥$1,250，學校並相對提撥$1,250

 領取標準：

 相關法規：本校教職員工退撫福利基金實施辦法及作業細則

承辦人：林美卿(2023)

離職
參加年期 員工領回

0-5年
員工提撥

學校補助

5年(含)-10年
員工提撥

學校補助

10年(含)以上
員工提撥

學校補助

本金100%

本金100%

本金100%

本金100%

本金50% 本金50%

本金100%

孳
息

孳
息

孳
息

退休
參加年期 員工領回

0-5年
員工提撥

學校補助

5年(含)-10年
員工提撥

學校補助

10年(含)以上
員工提撥

學校補助

本金100%

本金100%

本金100%

本金100%

孳
息

孳
息

孳
息

本金100%

本金100%

教職員領回

本金50% 學校領回



項目 新增方案選擇
(南山人壽，104年起實施)

現有方案
(台灣人壽，96年起實施)

特性 利率變動年金型保險 分紅終身壽險

壽險 無壽險保障 具壽險保障

繳費年期 至少6年期 6/10/15/20年期

繳費彈性 高，可彈性增額或停繳 低，不可彈性增額

保本性 高，首年末即保本 低，一定年期後才保本

停繳彈性
高，有保單假期

(因應留職停薪人員停繳 )
低，期繳型保單

(停繳將影響壽險保障)

保單費用率 0.8%-1.2% 於保單解約金額裡反映費用率

請領選擇 可選擇一次、分期或年金化 一次提領、分期

利率 宣告利率2.56%(不得低於0%) 預定利率2.25%

北醫退撫福利基金兩種方案特色摘要

備註：兩方案均可參加並獲得補助，權益不受影響。



旅遊補助申請

 補助對象：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服務滿二年以上；約
聘人員服務滿三年以上者

 每人每三年補助以不超過新台幣15,000元為原則，
由校院同仁至少三人組團成行

 本梯次補助截止期限為105年8月至108年7月止

 補助範圍：交通費、餐飲費、住宿費、門票

 相關法規：教職員工旅遊補助辦法

承辦人：張菁芳(2026)



友善育
兒措施

親子關係
講座

休假制度
優於勞基

法

可申請互
助金補助

提供舒適
哺乳室

申請育嬰
留停

公/勞保
生育補助

三院就醫
優待

特約托育
機構契約

優惠

托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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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特約托育機構及優惠)
共簽訂37家托育機構，其中18家提供註冊費折扣或學費減免等優惠，25家提供免費之親職講座，
14家提供延托服務及延托優惠。(詳請請逕上人資處福利專區查閱)

托育機構 托育機構 托育機構

臺北市私立聖約翰幼兒園 桃園市私立昱誠幼兒園 臺北市立信義幼兒園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
會台北靈糧堂附設臺北市私立靈糧幼兒園 臺北市私立吉事達康博喜幼兒園 新北市私立咕咕園林口托嬰中心

新北市私立長青托嬰中心 新北市私立休士頓幼兒園 新北市私立快樂地幼兒園

臺北市私立英羽幼兒園 臺北市永樂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北市私立仁美幼兒園

何嘉仁文教機構 耕莘健康管理專校附設新北市私立實驗幼
兒園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北市私立惠文領袖幼兒園
(新莊分校)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北教區附設臺北市私
立達義幼兒園

新北市政府委託社團法人新北市兒童托教
服務協會辦理鶯歌昌福公共托育中心(托嬰
中心)

臺北市私立忠孝幼兒園 臺北市石牌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北市私立咕咕園信義托嬰中心

春池文教機構 新北市私立璦琍兒托嬰中心 臺北市私立道生南港幼兒園

臺北市私立天主教三德幼兒園 新北市私立松林幼兒園

臺北市私立奧斯福爾幼兒園 臺北市私立向日葵幼兒園



特約商店折扣

 憑本校教職員證至下列商家消費可享優惠
 學校/附醫7-11
 附醫Starbucks
 附醫聖瑪莉西點
 吳興街樂田麵包
 法藍瓷
 騰揚生技
 綠杏藥局
 附醫維康藥局

承辦人：張菁芳(2026)



福利 (特約飯店優惠)
 太平洋商旅
 台北馥華商旅(南港館)
 晶璽商旅(世貿館)
 福容大飯店
 Home Hotel
 君悅飯店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NEW台北馥敦飯店
 NEW金來商旅
 NEW新尚旅店

50
承辦人：張菁芳(2026)

※公告於人資處網頁-福利



福利 (本校為高鐵企業會員)

 權益一（獲饋免費乘車票兌換券）：
以本校名義購買高鐵車票，每半年內累積旅費30萬元或一年
內累積旅費60萬元，即可享有５％之等值乘車兌換券回饋(
轉交福委會於旺年會或相關慶典回饋教職員)。

 權益二（快速便利訂票）：
1.享企業會員訂票電話：02-6635-7655專線服務，只要依語

音指示鍵入8碼本校統一編號「03724606」，待確認後告知
服務人員訂位需求，即可快速輕鬆完成訂票。

2.在各高鐵車站臨櫃(台北、台中、左營)購票時，至「企業客
戶」專屬窗口，告知本校統一編號，亦可獲優先服務。

51

承辦人：張菁芳(2026)



福利 (本校為華航企業會員)
獲饋免費機票：

以本校名義購買旅行社機票，可累積飛行哩程，享有機票兌
換券回饋(轉交福委會於旺年會或相關慶典回饋教職員)。

說明：
教職員向旅行社購買機票時，務必於開票時，告知旅行社於
機票上加註學校會員帳號「ZC726693」，即可輕鬆累計企
業哩程數。
華航網站購票優惠 - 公司代碼C726693，密碼Z3FG。
(入口路徑在華航網站首頁-- www.china-airlines.com，
中段左側"企業與會展客戶"http://www.china-airlines.com/ch/club/corp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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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張菁芳(2026)



NEW福利 (本校為東方航空企業會員)

• 合約期間：105年01月01日-105年12月31日

• 活動對象：本校在校生、校友及教職員(三院亦適用)。

• 活動說明：活動期間內，至東方航空台灣官網
(http://tw.ceair.com/) 購買直航大陸地區或經由上海中轉至
歐洲、美加、紐澳，由台灣地區出發之全航線單程或來回機
票，輸入適用之促銷代碼【TMUEDU】，即可享專屬優惠價
8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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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張菁芳(2026)



退休

 本校申請自願退休資格

1. 年滿60歲

2. 任職滿25年

 應立即退休資格

1. 年滿65歲

2. 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職務

承辦人：劉亭吟(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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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心理協助方案

 為促進員工心理健康，推出員工協
助方案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以下簡稱EAP) 服務的
內容包括了：工作、生活及健康等
方面，可協助解決、改善教員工職
場壓力的問題

 自102年1月1日起特與呂旭立基金
會合作，提供同仁多元心理諮詢管
道，電話諮詢(02)2362-8040
 面對面(02)2362-8040預約
 專業email諮詢
eaproom@shiuhli.org.tw
(主旨請打「工作單位加員工編號」)



相關資源 網址
人力資源處網址 http://hr.tmu.edu.tw/

人事管理系統 https://hrsys.tmu.edu.tw/login.asp

學習發展平台 http://training.tmu.edu.tw

分機表及公務機表下載 http://www.tmu.edu.tw/v3/app/super_pages.php?ID=res
earch&Sn=17

人事法規下載 人力資源處網頁 / 點選【人事法規】

汽車停車證申請 https://gasys.tmu.edu.tw/park_licence/new/PASSSSO.asp

員工名錄查詢 https://hrsys.tmu.edu.tw/emp_Login.asp

場地借用查詢 http://sso.tmu.edu.tw/login.aspx?wap=0014

ERP系統
(請款、年度所得暨免扣
繳憑單、財產移轉等)

http://tmueip-
web.tmu.edu.tw/eip.web/pages/welcome.jsf

重要相關資源摘要



學術單位洽詢窗口
單位 地點 姓名 分機 email

醫學院 醫綜(後)8樓 李芳華 3104 mica_lee@tmu.edu.tw

口腔醫學院 口腔大樓1樓 張桂雲 5101 hchb6414@tmu.edu.tw

藥學院 教研大樓7-10樓 李怡琳 6191 yilin10@tmu.edu.tw 

護理學院 醫綜(後)13樓 張廷筠 6316 sharpi0424@tmu.edu.tw 

公衛學院 教研大樓4樓 林楷舜 6503 harrisonha@tmu.edu.tw 

人社院 杏春樓3樓 翁夢遙 2668 tiffanymy@tmu.edu.tw

醫科院 醫綜(後)6樓 熊兆男
葉承宜

7602
7601

juanita@tmu.edu.tw 
cyiyeh@tmu.edu.tw

管理學院 基隆路二段109
號11樓

陳郁婷
曾馨頡

8672
8678

ytc0813@tmu.edu.tw 
atzeng@tmu.edu.tw

醫學工程學院 吳興街260巷
1號1樓 彭馨儀 7703 bimd1211@tmu.edu.tw

營養學院 教研大樓6樓 張馨方 6540 vivian0221@tmu.edu.tw 

通識教育中心 杏春樓3樓 李博緯 2660 weberlee@tmu.edu.tw 



單位 位置 窗口 分機 email

秘書處 醫綜(前)3樓 岳天慈 2019 wibyueh714@tmu.edu.tw

人資處 醫綜(後)4樓 李佩怡 2022 peipei@tmu.edu.tw 

財務處 醫綜(後)4樓 王美雲
羅意美

2032
2031

mimi1113@tmu.edu.tw
yimei618@tmu.edu.tw 

教務處 醫綜(後)4樓 鄧慧君 2103 kelly70187@tmu.edu.tw 

公共事務處 四四東村 陳怡伶 2651 yilingchen@tmu.edu.tw

研究發展處 醫綜(前)3樓 吳紹慈 7113 chelsea918@tmu.edu.tw 

事業發展處 醫綜(後)5樓 蔡麗玲 7133 teresatsai@tmu.edu.tw

總務處 醫綜(後)1樓 張心盈 2333 cynthia04@tmu.edu.tw 

學務處 醫綜(前)3樓 黃昭文 2210 carol@tmu.edu.tw

圖書館 醫綜(後)2樓 黃素英 2503 pamela@tmu.edu.tw

環安處 杏春樓3樓 吳晃旻 2040 gemotw@tmu.edu.tw 

行政單位洽詢窗口



單位 位置 窗口 分機 email

國際事務處 教研大樓2樓 黎芊邑 2721 licy0307@tmu.edu.tw 

資訊處 醫綜(前)4樓 游千瑩 2610 bebble@tmu.edu.tw

進修推廣處 教研大樓1樓 何明純 2411 miaho@tmu.edu.tw 

體育事務處 體育館2樓 廖鵑慧 2276 evaliao@tmu.edu.tw

管理發展中心 基隆路二段
109號12F 莊雅芳 8602 nigini@tmu.edu.tw 

人體研究處 基隆路二段
111號12F 宋佳樺 8811 kakas@tmu.edu.tw 

行政單位洽詢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