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0年�6月�1日，在胡水旺、徐千田兩位醫學博士及熱心醫學教育人士的奔走下，創辦臺北醫學院� �(臺北

醫學大學前身�)，從書本、玻璃試管、儀器設備乃至校舍、校地，皆為私人捐資點滴累積而來。歷經半

個多世紀，北醫大已由當年的醫學系、牙醫學系、藥學系�3學系，成長茁壯為擁有�1�1個學院及�6家附屬醫

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臺北癌症中心、臺北神經醫學中心、新國民醫院�)的

一流醫學大學。本校位居菁華地帶，鄰近臺北�1�0�1大樓等百貨商圈，與周邊社區形成生活機能豐富之大

學城。

北醫大定位為「以醫學教育為本、生醫臨床為用之創新型大學」，以創新轉譯醫學為主軸，致力於厚實

基礎研究、整合六附屬醫院臨床資源及推動生技� 醫療產業為目標。在教育方面，率全國之先設立跨領域

學院，推動全校跨領域教學，啟動以能力為導向的學習歷程，培養同學成為具廣度的生醫人才。在研究

方面，近年來著重發展特色研究及醫療研究，聚焦癌症轉譯、神經醫學、胸腔醫學及人工智慧醫� 療� �4� 大

優勢領域，細胞治療及生醫器材研究�2新興領域，以及如心臟醫學、泌尿腎臟醫學等潛力領域，並成立

數據處，整合相關單位資源，發展�A�I數據研究，同時也重點成立�2�0餘個研究中心，積極發展轉譯醫學及

新藥開發，除了與我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有多項合作計劃，還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

）等�1�0餘個國際單位合作研究，研究總經費更是逐年成長。在國際化方面，近年以外籍博士生為招生重

點，�1�0�8學年度外籍博士生註冊首度超越本地博士生人數，同時本校國際合著論文也佔全校發表論文的

�3�5�.�4�%。在產學發展方向，過去三年新成立�1�1家衍生新創公� 司，技術領域包含癌症新藥開發、精準檢測

、生醫� 器材、人工智慧醫療與保健食品等，未來雙和校區落成後，結合北醫生醫加速器與進駐的生技產

業資源，將有助於加速本校研發成果產業化的腳步，建立北醫生醫產業聚落。在醫療面向上，�6家附屬

醫院院務持續蓬勃發展，除了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與強化各項特色醫療，同時也全力打造智慧醫院，積

極發展醫療創新銜接產業發展；另外，整合一校三院教學、研究與臨床的能量，發展整合性臺北癌症中

心與臺北神經醫學中心；而位在桃園中壢的新國民醫院也加入北醫大醫療體系的行列，北醫醫療版圖持

續向外擴展，從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到地區醫院，落實垂直整合。在全校教職員生及畢業校友的全力打

拚下，如今已卓爾有成，昂首朝國際一流醫學大學之路邁進。

科別排名

薪 資 比 照 國 立 大 學

薪資夢想舞台就在

獎勵補助申請

重點研究領域

臺北醫學大學積極培植特色研究團隊，輔以校級資源，以疾病為轉譯醫學研究發展重點，整合具基礎與臨床研究之優勢、新興及潛力領域

，包括四大優勢�(癌症轉譯、神經醫學、胸腔醫學、人工智慧醫療�)、二大新興�(細胞�/免疫治療、醫療器材研發�)及開創其他潛力領域，加速

發展臨床轉譯。此外，聚焦四大優勢與兩大新興特色研究團隊，結合校院研究資源，培養具國際研究量能之研究團隊。

癌症暨轉譯醫學
研究著重於基因表現與癌化機制關

連性研究、開發癌症生物標記協助

早期預防；與臨床癌症治療方案擬

定與新藥研發。結合基礎與臨床癌

症研究，發展精準醫療。

神經醫學
以腦創傷、中風及血管性失智、大

腦與意識、人工智慧影像醫學

�(�R�a�d�i�o�g�e�n�o�m�i�c�s�)，及代謝性週邊神

經病變為研究主軸。

胸腔醫學
以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纖維化、睡

眠呼吸障礙、空氣污染等為研究主

軸，發展基礎研究、新藥開發、生

物標記與臨床試驗。

細胞治療與
免疫醫學
建置符合人體細胞組織優良操作規

範�G�T�P實驗室，提供�C�h�e�m�i�s�t�r�y�,� 

�M�a�n�u�f�a�c�t�u�r�i�n�g�,� �C�o�n�t�r�o�l�(�C�M�C�)臨床級

細胞製備優質品質管控。

人工智慧醫療
整合北醫大醫學資訊與附屬醫院的

優勢，將人工智慧快速導入疾病診

斷治療、健康管理、復健、長照、

與食安等專業，以醫學人工智慧的

核心技術提出各層次健康問題的解

決方案。

生醫器材
具備優良製造規範之�G�M�P廠，及優

良實驗室操作規範之�G�L�P實驗室，

落實醫療器材的創新研發與產業化

。

臺北醫學大學

福利

2022 全球第�4�0�7名

世界大學排名

2021 亞洲第� �9�0� 名

亞洲大學排名

全球� �2�0�1�-�2�5�1� 名

世界大學排名

2022 2021

2021

亞洲第� �3�0� 名

亞洲大學排名

全球第� �2�0� 名

新興經濟體排名

2021

全球第� �1�2�6�-�1�5�0� 名

學科排名�- � 臨床與健康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

QS 世界大學排名

臺北醫學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部立雙和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 •新國民醫院

臺北神經醫學中心

臺北癌症中心

�2�0�2�1

領域 生命科學與醫學 �#�2�0�0

科別

醫學 �#�1�3�7

藥學及藥理學� �#�1�0�1�-�1�5�0

護理 �#�5�1�-�1�0�0

項目 說明

員工健康照護
就由北醫來罩

優於業界規格�-免費健康檢查、住院互助金、附屬醫院員工就醫優待、公費團體保險� �(校
方支付保費 �)、員工心理協助方案、海內外旅遊補助、校內體適能活動補助

愛屋及烏
你的就是我的，照顧員眷

附屬醫院員眷就醫優待、優惠自費團體保險

子女補助
北醫支持增產報國

生育互助金、育兒補助 �(托育補助、簽約獎勵金 �)、北醫大子女獎學金補助

退休品質提升
揪感心�A

北醫大和您一起存退休金 �- 退撫福利基金方案 �(最高每年加碼 �3萬元 �)、退休互助金、
退休就醫優待

項目 說明

新聘教師研究補助 �1�0�0 萬元

彈性薪資 依學術績效，由校方核定

國際學術會議補助 �5�,�0�0�0 元� �( 每學年度得申請一次 �)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隨到隨審，由科技部核定



Medical Device 
Development

Clinical & 
Translational 

Cancer Researc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edicine

Neuroscience

Cell Therapy & 
Immunotherapy

Thoracic
Medicine

本校於�1�0�3年�4月成立「北醫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設有「綠杏事業」經營創新藥局連鎖、「集智醫管顧問」負責醫院管理顧問

與輔導業務、「敦隆」經營醫院復健後治療及皮拉提斯運動、「拇山菁英數位醫務管理顧問」負責植牙及兒牙諮詢服務及數位牙科技術

開發、「北醫大管顧」經營居服長照業務；另管理本校�2�0家校園衍生新創公司（安杏生技、三鼎生技、智合生醫、亞登仕生技、綿天生

醫、維致生醫、皮智、酷氏基因、潤鴻生技、吉蔚精準、博蔚醫藥、醫守科技、瑞得康、諾康、賽昂、兆益生醫、台灣活力、鉉宸科技

、台捷醫資、賦能生醫）；希望藉由控股經營模式拓展北醫大的研究與醫療核心能量，結合學校、醫院、國際網絡與生技產業，架構產

業鏈版圖與收益回饋循環，達成北醫大永續經營的目標。

臺灣首家國際級創新醫療大學加速器，擁有完善的醫療市場、臨床醫療優勢及生醫與人工智慧人才，並專注於「數位醫療」、「人工智

慧」、與「醫療器材」三大主題，協助新創團隊創業資金募集、新創社群與國際資源的鏈結、輔導團隊技能與協助降低產品開發風險、

與臨床試驗規劃並建立醫療通路，並善用北醫完善的醫療臨床場域與專業醫師，輔導新創團隊產品在臨床試驗的研發策略，使新創團隊

加速研究成果商品化並鏈結國際生態圈。

台北

產學合作

研究

掃右邊�Q�R� �C�o�d�e可以看本校工作機會重要訊息！

有問題嗎？有疑惑嗎？有意見嗎？有建議嗎？非常歡迎您能來信，將於工作日由專人以郵件回覆。

Address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Email  international.faculty@tmu.edu.tw
Tel  886-2-2736-1661 #2066 、 #2724
Fax  886-2-2377-0659
Copyright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Office of Human Resource.

job postings on

連絡我們

人力資源處

Life in 
本校鄰近信義計劃區，其現在被稱為「臺

北曼哈頓」，白天的它是個商業金融中心

，生活節奏忙碌快速。但，到了夜晚，夜

幕將高樓的輪廓掩蓋後，它搖身一變又成

為一顆閃閃發亮的鑽石，竟比白天還要豔

麗光彩奪目，所以看信義計劃區的夜景也是另一種趣味。週末假日的信義計劃區，又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超大型的舞台，市府廣場、新光

三越東側廣場等，經常舉辦各種假日活動或園遊會，而威秀影城中庭也常有歌手新片發表、演唱活動、簽名，

而電影造勢活動，威秀影城中庭也常是第一選擇的場地。

Team and Global Innovation
國際特色創新團隊

Actionable Data to Transform
數據領先優勢

Leader in Learning Speed
年青菁英學者培訓

Exquisite Research Environment
研發環境優化

Novelty and Entrepreneurship
新穎創新命題

Top Notch Translation
鏈結臨床轉譯

發展北醫大創新型大學之TALENT Research推動重點

●� 延攬國際頂尖研究人才組成跨域團隊

●� 鏈結校級研究中心與國際知名機構之研究� � 

●� 建構年輕學者延攬與培育機制� 

●� 規劃院士級講座教授帶領研究團隊� 

●� 建立特色疾病臨床試驗團隊� 

●� 推動校級整合性臨床轉譯研究� 

●� 建立符合國際標準之健康資料庫

●� 參與國際與國內健康數據聯盟

●� 完善活體醫學影像設施及研究平台� 

●� 發展雙和�B基地的特色研究平台

●� 推動�4�+�2�+�X鏈結精準健康研究

●� 導入精準健康研究於學院特色研究

�2�0�2�1�.�1�0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