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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於 1960 年成立，發展至今共有 11 學 院、1 通識教育中心，

在校學生約 6,000 名，已培 育超過 45,000 名畢業校友，分佈世界各地，

服務社 會，造福人群。

本校擁有附設醫院、市立萬芳醫院、 部立雙和醫院、臺北癌症中心、臺北

神經醫學中心 及新國民醫院等六所優質附屬醫院，總床數約 4,000 床，校

院教職員工數超過 8,000 人。

臺北醫學大學以「培育具人文關懷、創新能力及國 際觀的生醫人才」為教

育目標，以「醫學教育為本， 生醫臨床為用之研究型大學」為定位，積極

發展教 學、研究、產學、醫療㇐體化的教育體系。近年來 勵精圖治，持續

整合校院資源，帶動並優化全校教 學、研究、產學、國際化各面向之績效，

持續朝邁 向成為國際㇐流大學之目標前進。

北醫大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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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學排名 亞洲大學排名

2022年全球第407名 2021年亞洲第90名

QS世界大學排名

2021科別排名
領域 生命科學與醫學 #200

科別
醫學 #137

藥學及藥理學 #101-150

護理 #51-100

北醫大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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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世界大學
排名 全球第201-251名

2021新興經濟
體排名 全球第20名

2021亞洲大學
排名 亞洲第30名

2021學科排名-
臨床與健康 全球第126-150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

北醫大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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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研究領域

 癌症暨轉譯醫學
 胸腔醫學
 人工智慧醫療
 神經醫學
 細胞治療與免疫醫學
 生醫器材

北醫大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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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延攬國際頂尖研究人才組成跨域團隊
輔導跨域團隊爭取政府大型及整合型研究計畫
聚焦臨床轉譯為主軸之特色研究團隊(4+2+X)
鏈結校級研究中心與國際知名機構之研究
建置潛力領域研究團隊進階計畫(潛力團隊→優勢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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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年輕學者延攬與培育機制
培育頂尖研究人才成為研究團隊領導人
規劃院士級講座教授帶領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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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質譜與影像研究數據建置雲端數據分析系統
導入智慧實驗室管理系統整合高階貴重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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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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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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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與產學合作資源



本校於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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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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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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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申請

項目 經費金額 申請期限

新聘教師研究補助
• 新聘教師研究補助辦法
• 申請表

100萬元 報到後㇐年內提出

彈性薪資
科技部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新聘教師)
• 臺北醫學大學延攬及獎勵特殊優秀
人才措施支給辦法

• 申請表

3萬元/月 報到後㇐年內提出

鼓勵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補助
• 鼓勵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補助辦
法

• 申請系統

5000元(㇐學年度
限申請㇐次)

會議前㇐個月以上提
出申請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隨到隨審
• 科技部網頁 由科技部核定 需於符合資格後三年內提

出申請

獎勵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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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影像核心 Imaging Core/ Flow Cyto. Core
 天然物分析核心 Natural Compound Isolation Core
 生物資訊核心 Bioinformatics Core
 質譜核心 Mass Spec. Core
 核磁共振核心 NMR Core
 單細胞基因體核心 Single Cell Genomics Core

聯絡資訊：共同儀器中心，各儀器負責人請參「人員職掌」
儀器預約系統：

收費標準：

共同儀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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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預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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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中心

飼育與代養 行政與支援 研究與教育

動物籠位管控
動物進駐管控
動物到貨驗收

飼育及服務費用核銷
動物中心使用說明會
實驗動物計畫書申請

生理影像平台
儀器教育訓練
研究技術服務

 執行實驗動物計畫流程
實驗動物計畫申請書 (IACUC) 動物中心入室申請 動物訂購與入駐

由計畫主持人申請 線上申請 待通知有籠位後始可訂購

 收費標準：技術服務、飼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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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照護 說明
旅遊補助 國內外旅遊補助3年15,000元

住院醫療補助 每年補助最高達15,000元

每年員工健檢 優於業界規格-每年公費公假健檢
針對高風險員工提供進階檢查項目

附屬醫院就醫優待 適用機構：北醫體系醫療機構
優待內容：免收掛號費、病房費3折

高規格公費團保 安心照護健康險(殘廢保險金及安養扶助金)、癌症醫療險、住院日額給付、
手術津貼、重大疾病險等。

全薪事假、傷病假 每年30日全薪傷病假、
14日全薪事假(含家庭照護假)

心理協助方案 與外部諮商機構合作，由校方付費，提供員工心理諮商服務

免費體適能課程 提供多元免費體適能課程及檢測

福利

退休品質提升 說明

政府制度來源 1.私校退撫儲金
2.私校公保養老給付(㇐次領或月領)

共存退休金 學校與員工各半共存退休金
每月最高可存5,000元(相當於學校每年幫員工多存3萬元)

退休補助 補助額度為2-7個月的薪俸(依年資)

終生享有就醫優待 適用機構：北醫體系醫療機構
優待內容：病房費3折、免收掛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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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屬照護 說明

眷屬住院補助 每年最多15,000元額度

眷屬就醫優待 適用機構：北醫體系醫療機構
優待內容：掛號費5折、病房費6折

子女獎學金 員工子女就讀本校者，最高發放全額學費之獎學金

相關優惠 游泳池門票及游泳課程優惠

福利

育兒相關 說明

結婚補助 發放1個月薪俸

生育補助 發放1個月薪俸(另政府核發2個月薪俸)
全薪產前假8日、全薪產假42日工作日

育兒補助 基本補助：家有6歲以內(學齡前)幼兒之員工即可申請
獎勵金：子女托育於本校特約托育機構者，核發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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