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職員權利義務介紹 
人才加值●幸福職場●福利提升●工作生活平衡 

人力資源處 

107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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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健康 
 

家庭 

卓越 

生存北醫寶典 



薪酬保障 
彈性作息 
後勤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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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悠活 

 健康快活 
 

家庭樂活 

卓越優活 

密技1-熟悉制度，掌握資源 



薪水民生議題 

 薪資：教職員依學經歷及職級起敘 
 職員項目：月支標準(本俸)+專業加給 

 教師項目：月支標準(本俸)+學術研究費 

 薪資發放 

 每月     日發放     月全月薪資 

 查詢及列印-【人事管理系統】/ 【薪資】  

 每年晉薪 

 教師/研究人員：依評鑑(約每年4月)通過與否辦理，於8月晉薪並生效 

 職員：依據年度考績(約每年7-8月)結果，於12月辦理，追溯8月生效 

 年度報稅時，年度所得暨免扣繳憑單由總務處出納組負責 

 可登入【校務行政(總務)】列印查詢 

 

承辦人:林美卿(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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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民生議題 

 薪資：教職員依學(經)歷及職級起敘 
 職員項目：月支標準(本俸)+專業加給 

 教師項目：月支標準(本俸)+學術研究費 

 薪資發放 

 每月  16   日發放  當  月全月薪資 

 查詢及列印-【人事管理系統】/ 【薪資】  

 每年晉薪 

 教師/研究人員：依評鑑(約每年4月)通過與否辦理，於8月晉薪並生效 

 職員：依據年度考績(約每年7-8月)結果，於12月辦理，追溯8月生效 

 年度報稅時，年度所得暨免扣繳憑單由總務處出納組負責 

 可登入【校務行政(總務)】列印查詢 

 

承辦人:林美卿(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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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保險保障 

   
 
 
 
 

 
      
     

 自報到日起加保；離職日起進行退保作業 

 不同身分類別，社會保險不同 

 編制內人員納入                  ：包含專任教師、研究人員、編制內職員 

 編制外人員納入             ：包含辦事員、計畫研究人員、技工、工友、專

案教師、專案研究人員、兼職人員、兼任教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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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姓名/身分證字號 

2. 加(退)保眷屬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加(退)保日期 

3. 是/否需人資處提供加(退)保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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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公健保-林美卿(2023、ching@tmu.edu.tw) 

                勞健保-劉亭吟(2062、@lty@tmu.edu.tw) 

mailto:ching@tmu.edu.tw
mailto:yijhih@tmu.edu.tw


工作保險保障 

   
 
 
 
 

 
      
     

 自報到日起加保；離職日起進行退保作業 

 不同身分類別，社會保險不同 

 編制內人員納入  公保  ：包含專任教師、研究人員、編制內職員 

 編制外人員納入    勞保   ：包含辦事員、計畫研究人員、技工、工友、

專案教師、專案研究人員、兼職人員、兼任教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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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姓名/身分證字號 

2. 加(退)保眷屬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加(退)保日期 

3. 是/否需人資處提供加(退)保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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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公健保-林美卿(2023、ching@tmu.edu.tw) 

                勞健保-劉亭吟(2062、@lty@tmu.edu.tw) 

mailto:ching@tmu.edu.tw
mailto:yijhih@tmu.edu.tw


公費校院團體保險 (保險期間：106.1.1~107.12.31) 

險種 保障 

 意外傷害保險  100萬 

 重大疾病險  15萬 

 意外傷害醫療  1萬 

 重大燒燙傷  49萬 

 定期壽險  80萬 

 職業災害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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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萬公保身分者發生職災適用 

 癌症醫療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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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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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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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賠窗口：0939642223(田惠如小姐)  承辦人：周吟曄(2027) 8 

 適用對象：專任教職員，含編制外教職員(不含專任研究助理及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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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都被扣到哪去了？ 

支付項目 代扣項目 

*本俸 
(月支標準) 

 

編 
制 
內 

公保費 本俸×4.2875% 

*專業加給/ 
學術研究費 

健保費 投保薪俸*4.375% 

三節禮金  退撫儲金 本俸×8.4% 

年終獎金  互助金 本俸×1.5% 

考核獎金  編 
制 
外 

勞保費 投保薪資×2.1% 

健保費 投保金額*1.407% 

    勞退自願提撥金 0~6%*投保薪資 

應領合計 代扣合計 

實領合計 應領合計-代扣合計 



職員考核與晉薪 

   
 
 
 
 

 
      
     

 專任職員考核 

1.  流程：每學年初與主管設定個人工作目標→學年度終進行考核 

2. 對象： 7/31    在職之專任職員 

  

 

 

承辦人：張菁芳(2026) 

等第 晉薪 獎金/協助措施 

特優 晉薪一級 本俸2個月 

優 晉薪一級 本俸1個月 

特甲 晉薪一級 本俸0.5個月 

甲 晉薪一級 - 

乙 留支原薪 進入輔導 

丙 留支原薪 資遣 

相關法規：專任職員考績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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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年資 編制內 編制外 

未滿半年 無 無 

滿半年 獎金 獎金 

滿1年 獎金+調薪 獎金 

滿2年 獎金+調薪 獎金+調薪 



出勤規範-職員需完備簽到退紀錄 

 正常班時間：                              ，中午休息12:00-13:00 

 彈性班時間：8:30~17:30 / 9:00~18:00 

 實施彈性上班單位，單位內至少一人需為正常班 

 特殊班：單位得因依工作性質、業務需要，經校方核准採行特 殊

班別。 

 

 請完備個人簽到退紀錄 

 忘記簽到退？請至出勤管理系統補登

http://hr2sys.tmu.edu.tw/ViewDuty/Shift.aspx 

 

承辦人：張菁芳(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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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規範-職員需完備簽到退紀錄 

 正常班時間：8:00~17:00，中午休息12:00-13:00 

 彈性班時間：8:30~17:30 / 9:00~18:00 

 實施彈性上班單位，單位內至少一人需為正常班 

 特殊班：單位得因依工作性質、業務需要，經校方核准採行特 殊

班別。 

 

 請完備個人簽到退紀錄 

 忘記簽到退？請至出勤管理系統補登

http://hr2sys.tmu.edu.tw/ViewDuty/Shift.aspx 

 

承辦人：張菁芳(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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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補登簽到退作業 



排班規範-調移工作日原則 

 職員工作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日，一日為休

息日。 

 單位因業務需求，需於行事曆表訂星期日出勤，請事先於出勤管

理系統完成線上排班，調移工作日，本校可採行四周變形工時。 

 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之一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每二週內至少

應有二日之例假，每四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不受

前項規定之限制。 

 

 出勤管理系統_線上排班作業 

http://hr2sys.tmu.edu.tw/ViewDuty/Shift.aspx 

 
承辦人：張菁芳(202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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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排班作業 



專任職員加班申請流程說明 

重點 
1.加班需 事前申請，並經主管同意，使得加班 

2.依簽到退紀錄核實，加班時數以          計 

3.加班時數規範 

 每月加班不超過             小時    

 每工作4小時，休息30分鐘 

                 不得出勤(除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因素) 

 每日正常工作時間+加班時間≦        小時 

承辦人：張菁芳(2026) 

線上事前加
班申請 

主管同意 

加班事實 

線上事後確
認加班 

送主管簽核/
人資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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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職員加班申請流程說明 

重點 
1.加班需 事前申請，並經主管同意，使得加班 

2.依簽到退紀錄核實，加班時數以    小時  計 

3.加班時數規範 

 每月加班不超過 46 小時    

 每工作4小時，休息30分鐘 

   例假日   不得出勤(除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因素) 

 每日正常工作時間+加班時間≦    12   小時 

承辦人：張菁芳(2026) 

線上事前加
班申請 

主管同意 

加班事實 

線上事後確
認加班 

送主管簽核/
人資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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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加班情形需通報 

 如有以下加班情形，請24小時內填

妥特殊情形加班通報表送人資處 

1.平日上班工時達          小時以上 

2.                  出勤 

不可抗力

因素 

加班

事實 

填寫通

報表單 

24小時通

報人資 

具體明確理由：如學生失蹤、
學校爆管淹水、危險氣體外洩 

 通報表可至人資處網頁下載 
NG理由：颱風留守 (可預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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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加班情形需通報 

 如有以下加班情形，請24小時內填

妥特殊情形加班通報表送人資處 

1.平日上班工時達   12 小時以上 

2.   例假日   出勤 

不可抗力

因素 

加班

事實 

填寫通

報表單 

24小時通

報人資 

具體明確理由：如學生失蹤、
學校爆管淹水、危險氣體外洩 

 通報表可至人資處網頁下載 
NG理由：颱風留守 (可預期情況) 

19 



假別 天數/學年 備註 

事假 14 含家庭照顧假 

傷病假 30 傷病假２天(含)以上需檢附醫師證明 

生理假 3 

婚假 14 

喪假 14天或7天 

產前假 8天 

產假         42天 需一次請畢 

流產假 14~42天 需一次請畢 

陪產假 5天 

出差假 － 會核銷差旅費 

公假 － 年度健檢 

週三暑休日 8天 當日出勤或值班者得申請補休 

特別休假 依服務年資 (如下頁) 

人性化休假制度 

20 承辦人：張菁芳(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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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 
編制外職員 
(依勞基法) 

教師、研究人員及編制內職員 
(依本校請假規則) 

滿0.5年 3 0 

滿1年 7 7 

滿2年 10 7 

滿3年&滿4年 14 10 

滿5年~滿9年 15 15 

滿10年 16 

20 

滿11年 17 

滿12年 18 

滿13年 19 

滿14年 20 

滿15年 21 

28 滿16年~滿23年 22~29 

滿24年 30 

滿25年 30 30 

特別休假天數 



教職員出差 差旅費核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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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行政系

統(財務) 

填寫會3單(線上) 

檢附核銷資料請款 

承辦人：張菁芳(2026) 
22 



圖書館資源借用與推薦採購 

借閱圖書 無上限   

多媒體DVD 
(最多5片) 
過期休閒雜誌 
(最多3本) 

圖書 1個月 

多媒體 7天 

過期雜誌 7天 

每冊每日罰款5元 

每冊上限500元 

不同資料借期不同喔 小心不要過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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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推薦圖書館採購：推薦範圍含學生教科書、教授指定用書、參考書、通識用
書、休閒圖書等中西文圖書。  

圖書館洽詢分機：2514或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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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名稱 MAC Win64 取得軟體方式 

微軟作業系統(各升級版) V 

線上下載 

微軟Office (各版本) V V 

SPSS 統計軟體 18-19 V V 

SAS 統計軟體 (各升級版) V 

防毒軟體AntiVirus V 

Evercam教材錄製軟體 V 

華康OpenType127字型 V V 

Adobe Acrobat 7,8,9 V V 
線上報修後 

   專人安裝    (限教職員) 

資訊處諮詢分機：＃3 1600 

資訊處軟體線上下載 



 申請人資格： 

 凡本校(含附屬醫院助理教授級以上之醫事人員)新聘之專任助理教
授(含由講師升等)、副教授(含由講師升等)、教授、研究人員(助理
研究員以上)，自聘任到職日起一年內，均得提出申請。 

 補助原則：以100萬元為上限。 

 申請補助項目： 

 申請人得依其研究需要編列研究相關費用。 

 執行期限：一年。 

 繳交資料 

 1.申請表。2.請人之個人資料表。3.申請截止日期前五年已出版最
具代表性或與研究內容相關之學術著作（至多五篇） 。 

 科技部計畫申請證明文件。 (申請表經審查通過但未繳交本項證明文件者，
得先撥予50%經費，待申請人提出科技部計畫申請後，再核撥剩餘50%經費)。 

新聘教師研究補助申請 

承辦人：研究推動中心 張壬齡(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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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作業-請購系統 
各單位 

會辦 
相關單位 

依核決權限 
核准 

經辦作業-請購系統 
依申請規格議比價 

驗收-請購系統 
相關單位 

付款 
出納組 

製票、登錄 
財務處(會計服務組) 

依核決權限 
核准 

審核 
財務處(會計服務組) 

申請付款-請款系統 
各單位 

採購請款相關 
採購系統 請款系統 

 教職員薪資：每月16
號入帳 

 教職員生/校外人員
款項：每月10、20
、30號付款 

 廠商：每月5號，遇
假日順延。 

1萬元以上 
須附估價單 

估價單應有報價日
期且應早於發票日
期。 

金額1萬元以內品
項，皆免請購作業
。(部分除外) 
10萬以內自行採購 
10萬以上一般採購 

    校務行政系統 



零用金借用：因時效需要，或非固定用途，如交通費、車馬費、出席費、
講師費等之零星支出(不得用於採購物品等)，單次以5,000元為限。(洽詢
單位：出納組) 

預借款申請：高於5,000元請另行上專簽暫借款。 

核銷請款之付款憑單使用區分： 

 付款憑證 ( 一 ) ：採購請款 （含計畫案）  

 付款憑證 ( 二 ) ：審查費、獎學金等 

 付款憑證 ( 三 ) ：國內外差旅費請款  

 抬頭應為『臺北醫學大學』，統一編號                         。 

 會計年度依教育部規定為每年8月1日至翌年7月31日 

 發票可為二聯式或三聯式 

 當月支出憑證及付款憑單應於每月 25  日前送至財務處(會計服務組)核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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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請款重點說明 

零用金申請：顏聿遙(2334) 

請款相關：財務處(分機 2030 ~ 2039及2072 ~ 2074、2078) 



零用金借用：因時效需要，或非固定用途，如交通費、車馬費、出席費、
講師費等之零星支出(不得用於採購物品等)，單次以5,000元為限。(洽詢
單位：出納組) 

預借款申請：高於5,000元請另行上專簽暫借款。 

核銷請款之付款憑單使用區分： 

 付款憑證 ( 一 ) ：採購請款 （含計畫案）  

 付款憑證 ( 二 ) ：審查費、獎學金等 

 付款憑證 ( 三 ) ：國內外差旅費請款  

 抬頭應為『臺北醫學大學』，統一編號03724606。 

 會計年度依教育部規定為每年8月1日至翌年7月31日 

 發票可為二聯式或三聯式 

 當月支出憑證及付款憑單應於每月 25  日前送至財務處(會計服務組)核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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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請款重點說明 

零用金申請：顏聿遙(2334) 

請款相關：財務處(分機 2030 ~ 2039及2072 ~ 2074、2078) 



學習發展資源 
升等發展 
主管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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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悠活 

 健康快活 
 

家庭樂活 

卓越優活 

密技2-持續成長，追求卓越 



職員教育訓練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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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共同持續成長是職員的責任 

訓練時數需≧         小時，兼任主管者≧      小時主管課程 

 如果沒完成？ 

 未滿一年? 

 訓練時數認列來源：本校內部訓練及講座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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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翊萁(2095)、周吟曄(2027) 



職員教育訓練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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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共同持續成長是職員的責任 

訓練時數需≧  24  小時，兼任主管者≧  8  小時主管課程 

 如果沒完成？考績不得列特甲等(無考績獎金) 

 未滿一年? 依比例計算 

 訓練時數認列來源：本校內部訓練及講座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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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翊萁(2095)、周吟曄(2027) 



教師教育訓練時數規範(CFD) 

類別 時數規範 備註 規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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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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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吳婉萍(2155) 

法規：臺北醫學大學教師繼續教育施行細則 

http://aca.tm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253_19a8775d.pdf&dir=archive&title=%E8%87%BA%E5%8C%97%E9%86%AB%E5%AD%B8%E5%A4%A7%E5%AD%B8%E6%95%99%E5%B8%AB%E7%B9%BC%E7%BA%8C%E6%95%99%E8%82%B2%E6%96%BD%E8%A1%8C%E7%B4%B0%E5%89%87


學習發展平台 

網址：http://training.tmu.edu.tw/ 

承辦人：吳翊萁(2095) 、周吟曄(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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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訓報名與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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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在職進修（包含短期及學位） 

1. 資格：任職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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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二級(含)以上主管進修EMBA者，得另申請學雜費補助 

4. 流程： 

 

 

 

 

5. 相關法規：本校教職員進修辦法 
承辦人：吳翊萁(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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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同意報考 

(學位) 
填寫進修申請書 公文通知 



教職員在職進修（包含短期及學位） 

1. 資格：任職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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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二級(含)以上主管進修EMBA者，得另申請學雜費補助 

4. 流程： 

 

 

 

 

5. 相關法規：本校教職員進修辦法 
承辦人：吳翊萁(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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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同意報考 

(學位) 
填寫進修申請書 公文通知 



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 

1. 資格：在本校任現職滿  7   年以上之專任教授及 

            任現職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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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規：詳參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承辦人：吳翊萁(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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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前六個月申請 

(申請表&計畫&機構
同意函) 

各級教評
會通過 

公文通知 
屆滿後1個月
內公開演講
及報告繳交 

屆滿前1個
月專簽復

職 



外訓補助與獎勵 

承辦人：吳翊萁(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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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格：在本校服務滿      個月 

2. 補助項目： 

1) 英語認證：依第四級距以上補助全額報名費用，依級數核予獎金 

2) MOS國際認證：通過者補助報名費用，專業級補助獎金 

3) 職務所需專業證照：通過者補助課程費用及考照費用 

4) 其他專簽通過之證照 

3. 英文認證：編制外轉任編制內人員加分項目、職員高階職等

升等加分項目 

4. 相關法規：詳參本校教職員教育訓練管理辦法作業細則 



外訓補助與獎勵 

承辦人：吳翊萁(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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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格：在本校服務滿   6   個月 

2. 補助項目： 

1) 英語認證：依第四級距以上補助全額報名費用，依級數核予獎金 

2) MOS國際認證：通過者補助報名費用，專業級補助獎金 

3) 職務所需專業證照：通過者補助課程費用及考照費用 

4) 其他專簽通過之證照 

3. 英文認證：編制外轉任編制內人員加分項目、職員高階職等

升等加分項目 

4. 相關法規：詳參本校教職員教育訓練管理辦法作業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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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處每年三月公告開放填寫 

 相關法規：本校職員輪調辦法 

承辦人：湯德容(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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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校內選修 

   
 
 
 
 

 
      
      方式：每 學期 免費選修一門課 

 選課：由人力資源處統一公佈及辦理，經單位主管同意 

 好處：可抵免學位進修之學分，一學分認列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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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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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翊萁(#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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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升等制度 

 升等：依本校教師聘任升等實施辦法辦理 

 每學期開放申請 

 依人資處公告辦理 

教師新聘升等資料登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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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升等制度 

 編制外轉任編制內基本條件： 

 服務年資滿二年者 

 近二年考績符合規定 

 約每年五月公告辦理(一級主管推薦) 

 職員升等基本條件： 

 該職等滿三年者 

 近三年考績符合規定，未記過處分 

 約每年12月公告辦理 

 行政職：事務員→管理員→組員→專員→編纂→專門委員 

 技術職：事務員→技佐→技士→技正→編纂→專門委員 



國際化服務窗口 

 

 

一、流程：由人資處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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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內容：協助外籍人士洽公、並即時解決他們的問題及

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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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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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施優惠 
健康促進 
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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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悠活 

 健康快活 
 

家庭樂活 

卓越優活 

密技3-維持健康，善用照護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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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學生餐廳：設置於地點在醫綜後棟B1 
 
 

 

本校AED及緊急按鈕位置圖 
 

拇山宿舍1 樓 

體育館1 樓 

醫綜前棟1 樓 

本校AED及緊急按鈕位置圖 



體育設施使用優惠 

場地 員工價 原價 

室
內
場
地 

健身中心 

開放時間至體育館 
B1櫃檯付費使用 
 
健身中心票價資訊： 
270元/一張(10次) 

原價 
630元/一張(10次) 

溫水游泳池 

周一   17  :  30  -  20  :   00  。 
教職員工及眷屬專屬時間（免費） 
 
泳池票價資訊 
教職員 60元/乙次，3000元/半年 
員眷     60元/乙次，5000元/半年 
 

 
 
 
120元/乙次 
7000元/半年 

北醫泳池特色 
1.臭氧暨紫外線消毒系統：不用擔心泳池餘氯的問題 
2.設有水療按摩池、烤箱和蒸氣室 
3.開設各種游泳訓練班：有一對一教學的個人指導班、團體班 
4.嬰幼兒親子水中律動班：適合0-24個月小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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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窗口：體育事務處  傅家蓁(#2274，vigifu2004@tmu.edu.tw) 
 

 活動區間：107/09/17~107/12/28 (共15周) 
 適用對象：校院教職員工 

體適能活動(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mailto:vigifu2004@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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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窗口：體育事務處  傅家蓁(#2274，vigifu2004@tmu.edu.tw) 
 

 活動區間：每月月底公告課程 
 適用對象：校院教職員工生 
 優惠費用低於市價，費用約省200元以上 
 每月報名，可請假一次彈性上課，收費低廉 

健康促進課程 (每月推出業界課程) 

mailto:vigifu2004@tmu.edu.tw


教職員社團 

社團 負責人 E-mail 練習時間 

籃球社 
邱慶奇社長 

蘇家蓉經理 

sean@tmu.edu.tw  

debbysu@tmu.edu.tw  
周二 18:00-20:00 

氧身社 蔡等進社長 bryan@tmu.edu.tw  週二、五 12:00-13:00 

網球社 邱泓文社長 hwchiu@tmu.edu.tw  
週四 17:00-19:00 

社費一年1000元 

羽球社 曾厚社長/康翠娟 
tsenghow@tmu.edu.tw 

m513097010@tmu.edu.tw    
週四 18:00-20:00 

社費一年1000元 

健康游泳社 社長 fird@tmu.edu.tw   週五 12:00-13:00 

桌球社 張榮善社長 js.chang@tmu.edu.tw  
週四、五 18:00-20:00  

社費一年1000元 

舒活社 童雅婷 lilytung@tmu.edu.tw  
週一 17:10-19:00 

一期1000元 

青春不老社 吳佳蓉 momowu@tmu.edu.tw  不定期 

快樂排球社 郭平瑜 phoenixyu@tmu.edu.tw  週二 18:00-20:00 

塔羅占星社 羅煖婷 sam1129@tmu.edu.tw  週三 18:3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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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bryan@tmu.edu.tw
mailto:hwchiu@tmu.edu.tw
mailto:tsenghow@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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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心理協助方案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2號9樓950室  
            捷運台北車站7號出口 (步行約3分鐘) 
電話：(02)23117155   
服務時間：週二至週五9:00~21:00 
                    週一、週六9:00~17:00 
email : huaijen@seed.net.tw 
官網  http://www.huaijen.org.tw/ 
※可採行電話、面對面專業諮商 

傾聽   關懷 
支持   陪伴 

生命是一種承受 
我們要學會支撐自己 50 



時間 每年1～3月 

對象 

 服務滿1年之教職員 

 服務滿1年之博士後研究人員 

 服務滿3年之研究助理 

基本檢查項目 

一般檢查/腰圍 肝炎篩檢 癌症標記 超音波檢查 

糞便檢驗 痛風篩檢 體脂肪檢查 心臟檢查 

尿液檢驗 甲狀腺功能 聽力檢查 理學檢查 

血液常規檢查 糖尿病篩檢 視力檢查 健康餐飲 

肝膽腎功能 血脂肪檢查 骨密度篩檢 個人報告書 

教職員工年度公假健檢 

特殊人員(  兼任主管、51歲以上教職員)加碼檢查項目 

地點 附設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 

精密檢查項目 

(10選2) 

 碳13呼氣試驗 

 胃鏡有感 

 胃鏡無痛 

 大腸鏡有感 

 大腸鏡無痛 

 胃鏡+大腸鏡（無痛） 

 頸動脈超音波 

 心臟鈣化分析 

 腦部電腦斷層 

 肺部電腦斷層 
承辦人：衛生保健組 

周亭攸(#2251) 



員工就醫及住院優待 

費用別 
專任教師/研究人員/職員 

博士後研究員 
研究助理 

掛號費 000              0000  對折 

證明書費 免收 免收 

病房差額          折 6折 

 就醫優待醫院：附設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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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吟曄(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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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就醫及住院優待 

費用別 
專任教師/研究人員/職員 

博士後研究員 
研究助理 

掛號費  免收 對折 

證明書費 免收 免收 

病房差額     3   折 6折 

 就醫優待醫院：附設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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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吟曄(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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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公保 

結婚補助 1個月薪俸 

生育補助 1個月薪俸(兩胎為限) 

退休、資遣 
離職補助 

服務滿一定年資離職退休者，予以補助 
服務滿5年：2個月當月薪俸 
服務滿10年：3個月當月薪俸 
服務滿15年：4個月當月薪俸 
服務滿20年：5個月當月薪俸 
服務滿25年：6個月當月薪俸 
服務滿30年：7個月當月薪俸 
服務35年以上：8個月當月薪俸 

喪葬補助 
本人死亡：10個月薪俸 
父母配偶死亡：3個月薪俸 
子女死亡：1個月薪俸 

住院補助 
每年補助1萬元，入住附屬醫院者1.5萬元 
適用對象：本人、配偶、子女、父母 

重大災害補助 至多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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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內人員福利互助金 

 加入後滿半年方得申請 



安心成家 
愛屋及烏 
退休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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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悠活 

 健康快活 
 

家庭樂活 

卓越優活 

密技4-重視家庭，做好退休規劃 



安心成家：結婚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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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項目 說明 

結婚補助 
一個月月支標準 

(互助金) 

婚假 婚假        天>勞基法8天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X07OZjLPNAhUMo5QKHTsfB3MQjRwIBw&url=http://www.taopic.com/search.php?keyword%3D%BD%E1%BB%E9%2B%BC%F4%D3%B0&psig=AFQjCNESiLOG1bRzubRmCBREdZsjTifB4w&ust=1466391243795552


安心成家：結婚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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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項目 說明 

結婚補助 
一個月月支標準 

(互助金) 

婚假 婚假  14   天>勞基法8天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X07OZjLPNAhUMo5QKHTsfB3MQjRwIBw&url=http://www.taopic.com/search.php?keyword%3D%BD%E1%BB%E9%2B%BC%F4%D3%B0&psig=AFQjCNESiLOG1bRzubRmCBREdZsjTifB4w&ust=1466391243795552


安心成家：孕期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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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項目 說明 

產檢掛號費優待 
附設醫院就近產檢 

掛號費減免 

產前假 產前(檢)假     日>勞基法5日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PlPv_irPNAhWDopQKHW8ADy0QjRwIBw&url=http://skindocchiu.pixnet.net/blog/post/11031109-%E5%AD%95%E5%A9%A6%E4%BD%BF%E7%94%A8%E8%97%A5%E5%93%81%E5%8F%8A%E5%8C%96%E5%A6%9D%E5%93%81%E9%9C%80%E7%9F%A5&psig=AFQjCNFGK-eGR0KNcELL7arZa1_zwozsSA&ust=1466391058140843


安心成家：孕期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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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項目 說明 

產檢掛號費優待 
附設醫院就近產檢 

掛號費減免 

產前假 產前(檢)假8 日>勞基法5日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PlPv_irPNAhWDopQKHW8ADy0QjRwIBw&url=http://skindocchiu.pixnet.net/blog/post/11031109-%E5%AD%95%E5%A9%A6%E4%BD%BF%E7%94%A8%E8%97%A5%E5%93%81%E5%8F%8A%E5%8C%96%E5%A6%9D%E5%93%81%E9%9C%80%E7%9F%A5&psig=AFQjCNFGK-eGR0KNcELL7arZa1_zwozsSA&ust=1466391058140843


安心成家：生育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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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項目 說明 

生產住院優待 
本人住院享有3折 

編制內人員之配偶住院享有6折 

產假 42天工作日>勞基法56天 

全薪發給>勞基法未滿六個月半薪發給 

生育補助 一個月月支標準(適用編制內人員) 

產後護理之家優待 以7折優惠入住雙和產後護理之家 

舒適哺乳室 
設備完善，設有洗水槽、飲水機、冰箱、
消毒鍋、衛生紙、酒精、溫奶器、專屬
沙發及桌子等 

陪產假 5天工作日 

產假期間請務必好好休養，責任感不要太重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ljrWtm7vNAhUEG5QKHYyTCWAQjRwIBw&url=http://storkstory.pixnet.net/blog/post/58679353-44%E6%AD%B2%E4%B9%9F%E8%83%BD%E7%94%9F%E8%82%B2!?-%E3%80%8C%E5%8D%B5%E5%AD%90%E5%86%B7%E5%87%8D%E3%80%8D%E7%9C%9F%E7%9B%B8%E5%A4%A7%E5%85%AC%E9%96%8B&psig=AFQjCNEiLFaysIZosI_Jm50Qk76NluNNPw&ust=1466670388060172


友善項目 說明 

育兒基本補助 
家有6歲以下子女(未就讀小學)即可申請 
(依人資處公告辦理) 

簽訂特約獎勵金 
協助特約機構簽訂或展期並送托於登記立案之托育機構 
(依人資處公告辦理) 

舒適哺乳室 
設備完善，備有沙發、儲物櫃、垃圾桶、冰箱、洗手台、
緊急求救電話、專屬照明燈、飲水機、消毒鍋等 

特約托育機構 
106年與36家特約托育機構簽訂合作 
托育於特約機構者，將發放獎勵金 

育嬰留停制度完整 
訂有育嬰留職停薪辦法 
留停期間單位可申請代理人 

安心成家：育兒相關 



旅遊補助申請 

   
 
 
 
 

 
      
     

 補助條件： 

1. 編制內教職員服務滿二年；編制外教職員服務滿三年 

2. 由校院同仁至少       人組團成行 

 補助金額：本人每三年補助至多新台幣                      元。 

 補助期間：105.8.1~108.7.31(下一梯次108.8.1~111.7.31) 

 106.10.1報到者，編制內職員108.10.1起可使用 

 補助範圍：旅遊平安保險費、門票入場費、交通費(含油費/

車票/機票/停車費/過路費)、住宿費、餐飲費。 

 參考資訊：教職員工旅遊補助辦法及人資處福利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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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周吟曄(2027) 



旅遊補助申請 

   
 
 
 
 

 
      
     

 補助條件： 

1. 編制內教職員服務滿二年；編制外教職員服務滿三年 

2. 由校院同仁至少  3   人組團成行 

 補助金額：本人每三年補助至多新台幣    15000   元。 

 補助期間：105.8.1~108.7.31(下一梯次108.8.1~111.7.31) 

 106.10.1報到者，編制內職員108.10.1起可使用 

 補助範圍：旅遊平安保險費、門票入場費、交通費(含油費/

車票/機票/停車費/過路費)、住宿費、餐飲費。 

 參考資訊：教職員工旅遊補助辦法及人資處福利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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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周吟曄(2027) 



團體旅行平安險(自費) 

   
 
 
 
 

 
      
     

為使本校教職員能以最優惠的價格投保旅行平安險，本校特與台灣人壽保險
公司簽訂團體旅行平安險(自費) 
 適用對象：本校教職員及其配偶、子女、父母 
 適用期間：107.8.1-108.7.31 
 台壽保諮詢專線：黃思綺小姐(02)8170-9888 ( 分機7155) 

旅平險報價明細表 

保障項目 天數 
台灣人壽 

(個人)旅平險 
五天 

台灣人壽 
(團體)旅平險 

五天 

意外險保額/保費 500萬元/人 282 206 
意外傷害醫療保額/保費 50萬元/人 76 55 

海外突發疾病醫療保額/保費 50萬元/人 210 114 
 (意外險1000萬元+意外傷害醫療100萬元+海萬突發疾病100萬元)/人  1,111  737  
 (意外險500萬元+意外傷害醫療50萬元+海萬突發疾病50萬元)/人  568  375  
 (意外險100萬元+意外傷害醫療10萬元+海萬突發疾病10萬元)/人  11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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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周吟曄(2027) 



 
 北醫大員工投保享專屬優惠 
 投保方式：於駐點時間現場投保或與
專人聯繫，即可納保 

 
 北醫大員工投保享專屬優惠 
 投保方式：於線上登入資料，車險到期前將有專
人聯繫。 

投保項目 國外 
投保 

方式 

投保保額 

100萬 500萬 1000萬 

意外險 

傷害醫療給付  

海外突發疾病 

投保 

10天 

網路件 128元 626元 1,216元 

個人件 170元 827元 1,608元 

項目 金好住綜合保險 
 保險費 

組合A 組合B 組合C 

住家財務損失 300萬 o o o 

第三責任險 
合計單一限額

2,000萬元 
o o o 

地震基本保險 150萬 o o o 

輕損地震損失 30萬 o o 

天災費用補償 
每月1萬/最高12

個月 
o o 

住家綠能升級 依據條款規定 o 

家事代勞 
每日2,000元/每
一事故最高90日 

o 

總保費 2,499 3,499 4,496 

【自用汽車交通意外事故責任綜合保險】請依「計畫別」2選1： 

承保範圍類別 / 保障內容 保險金額(元) 

－交通意外事故責任保險 
（第三人傷害責任/第三人財損責任/乘客體傷責任）
保險期間累計最高賠償限額 

  
依計畫別 

－慰問金費用補償保險(第三人/乘客慰問金補償) 
住院慰問金/身故慰問金/保險期間累計賠償限額 

5仟/5萬/50萬 

－刑事律師費用補償保險 
保險期間累計賠償限額 10萬 

－道路救援費用補償保險 
保險期間累計賠償限額 

3萬 

保險金額及保險費 
(若有投保記錄，須重新報價) 

計畫一 
1,000萬 
6,805元 

計畫二 
2,000萬 
8,466元 

 適用對象：南山保戶或加入基業長青者 
 24小時網路線上投保 
 投保網址：http://www.nanshanlife.com.tw 

住宅險 

福利-北醫大員工專屬保險福利(南山人壽) 

車險 

旅平險 



66 旅遊相關福利與消費 

項目 說明 

福委會活動補助 
以優惠價格參加員工旅遊活動 
以優惠價格購買院線電影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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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梯次使用期限：105.8.1至108.7.31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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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 

華航企業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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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企業會員 

專線服務02-6635-7655，依語音指示鍵入本校統一編號
「03724606」，即可快速輕鬆完成訂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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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累積本校里
程數獲免費乘車兌換券。 

特約商店 
學校/附醫7-11(9折優惠)、MR.J義法廚房(免服務費)、附醫聖瑪
莉(9折優惠)、法藍瓷、騰揚生技、綠杏藥局折扣 

特約飯店優惠 

台北馥華商旅 、太平洋商旅  
晶璽商旅 、台北六福萬怡飯店  
君悅飯店 、福容飯店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馥敦飯店 、嘉義 HOTEL HI  

承辦人：周吟曄(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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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未滿十年員工補助學費1/2數額 

服務滿 10 年，補助全額學費數額 

 申請程序：每學期註冊後依人力資源處公告辦理 

 相關法規：教職員工子女獎學金發放辦法  

承辦人：張菁芳(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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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眷優惠自費團險 (保險期間：106.1.1~107.12.31) 

險種 保障 配偶/子女 15歲以下 

 意外傷害保險  100萬 ● 

 重大疾病險  15萬 ● 

 定期壽險  80萬 ● 

 意外傷害醫療  1萬 ● ● 

 職業災害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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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萬公保身分者發生職災適用 ● ● 

 癌症醫療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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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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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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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保費 $ 987 $ 275 

理賠窗口：0939642223(田惠如小姐)  承辦人：周吟曄(2027) 68 



友善項目 說明 

住院醫療費用補助 
適用對象：編制內人員之員眷住院者 
額度：每年補助1萬元，入住附屬醫院者1.5萬元 
補助員工本人 

享有附屬醫院就醫優待 
適用對象：編制內人員之員眷 
掛號費5折、病房差額6折、證明書費免收 

優惠參與旅遊活動 員工旅遊費用優惠，折扣約達5折 

本校游泳池門票優惠 游泳池門票優惠(60元/乙次，5000元/半年) 

員眷享有福利項目 



退休資格 

   
 
 
 
 

 
      
     

承辦人：劉亭吟(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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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公保人員 勞保人員 

自願退休 
1.年滿60歲 

2.任職滿25年 

1.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工作

滿15年以上，且年滿55

歲  

2.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工作

滿25年以上  

屆齡退休 

1.年滿  65  歲 

2.任職滿5年，心神喪失或身

體殘廢，不堪勝任職務 

1.年滿  65  歲 

2.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

不堪勝任職務 



限編制內人員加入，參加者每月繳$2,500，學校每月同步提撥$2,500，(離)退時可領回 

一、退休及資遣時，全部領回 

二、離職者按服務年期比例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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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退休金計劃-北醫大專屬年金保險 

          5年                        10年 
 核算日 

5年內 5年(含)~10年間 10年(含)以上 

範例 滿3年 退休/離職 滿7年 退休/離職 滿10年退休/離職 

保單/帳戶 員工 學校 員工 學校 員工 學校 

返還學校比例(公提每月2,500元) - 100% - 50% - - 

員工領回比例(自提每月2,500元) 100% - 100% 50% 100% 100% 

本金 90,000 90,000 210,000 210,000 300,000 300,000 

按宣告利率計算之金額* 4,956 - 34,441 - 75,234 - 

學校解約金費用** (900) - 0 - 0 - 

退休/資遣(個人全額領回) 184,956 - 454,441  - 675,234  - 

離職 
個人帳戶(收益率) 
學校解約領回 

94,056 90,000 349,441 105,000 675,234 0 

*     :  按宣告利率計算之金額：包含公提及自提的本金，依每月宣告利率年息計算(目前2018年3月宣告利率為2.56%)並扣除每筆保費費用。 
**  ：解約金費用：前6年依所申請的解約金額的1%計算。 
***：收益率是員工所取得的帳戶保價金與其自提本金之比率。 



教職員退休金來源 
項目  公保身分者(編制內人員) 勞保身分者(編制外人員) 

退休金 

私校退撫儲金(一次領) 
一次領取=總存入金額×每年收益 
 
每月存入金額=本俸×24% 

勞退新制退休金(一次領/月領) 
 一次領=(專戶本金+累積收益)  
月領退休金=(專戶本金+累積收益) / 平均餘命 
每月存入金額=投保薪資×(0~6%) 

保險 

私校公保 養老給付 
(一次領/月領) 
1.一次給付： 
公式：請領前10年投保額平均×年資
×1.2                   
 
2.月領年金： 
公式：請領前10年投保額平均×年資
×1.3%(年資每滿1年按平均投保薪資
1.3%計算)                                    

勞工保險 老年給付(一次領/月領) 
1.一次給付： 
每滿1年，給1個月，超過15年，每滿1年給2
個月，最高45個月為限。  
逾60歲後之年資最多以5年計。合併60歲前，
最高以50個月為限。                                                       
2.月領年金： 
算式1：投保薪*年資*0.775%+3000 
算式2：投保薪*年資*1.55% 

互助金 依服務年資給予2-8個月本俸 無 

退撫福利
基金 

自願參加2單位者，若加入20年，
累計投入60萬，共可領取約152
萬。(以宣告利率2.44%試算)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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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享有附屬醫院就醫優待 

費用別 退休人員 

掛號費 免收 

證明書費 免收 

病房差額 3折 

 就醫優待醫院：附設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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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吟曄(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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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議題 
工作保障 
彈性作息 
職員考核 
後勤支援 

硬體優惠使用 
體適能提升活動 
教職員工社團 
心理照顧 

健檢及醫療照護 

安心成家 
孕育與教育 
愛屋及烏 

旅遊相關好康 
家中長者照護 
退休規劃與照護 

 

職員訓練發展 
教職員在職進修 
教師休假研究 
主管能力提升 
卓越領導學院 
發展與升等 

 

74 

工作 

健康 

卓越 

家庭 

工作生活平衡列車 



您的HR夥伴 

陳月女 人資長 張菁芳 代理組長 

(分機2026) 

湯德容 
(分機2024) 

林美卿  
(分機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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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瑜 組長 
(育嬰留停中) 

周吟曄 
(分機2027) 

劉伊芝 
(分機2062) 

林柏伶 
(分機2021) 

曾惠 副人資長 
劉亭吟  

(分機2066) 

林怡慧 
(分機2028) 

吳翊萁  
(分機2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