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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位簡介



業務職掌：

人員編制：主 任 護理學系黃立琪教授
副主任 黃坤堆先生
組 員 1名



中心位置：
水湳校區卓越大樓11樓(財務室旁)

連絡電話：校內分機 1621、1622
中心信箱：cmucfd@mail.cmu.edu.tw
中心網址：http://cmucfd.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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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服務項目（含網址）



八大類教師研習課程 106年起校院共同規劃

一、教師研習與輔導

教師研習

課程

教學

知能 研究

知能

教育

講座

通識

知能社會服

務參與

健康樂

活知能

校院務

知能

AI及

大數據

知能

校院合作

資

源

共

享

減

輕

教

師

負

擔

節

省

人

物

力

自
106年
1月1日
起實施

教師研習活動報名網址： https://webap.cmu.edu.tw/Actregister/all_list.aspx?class=4
教師研習影音分享區： https://www3.cmu.edu.tw/~cfd/study_4_drupal.php



全部課程報名網址：
https://webap.cmu.edu.tw/Actregister/all_lis
t.aspx?class=4

（教師發展中心網站首頁→教學研習
教師研習活動報名區）

https://webap.cmu.edu.tw/Actregister/all_list.aspx?class=4


開放教師線上研習課程

因應當前環境與教育趨勢 - 開放教師 「線 上 研 習 」

教學知能

• 學習評量

• 課程設計

• 教材製作

研究知能

•研究計畫申請

•學術倫理相關

通識知能

•校園個資保護

•性別平等

校院務知能

•校務行政系統

•教師資訊系統

•數位學習系統

AI及大數據

•AI人工智慧

•大數據分析

考核機制：影片內容分段有專注提示，結束後實施測驗





教師輔導：新進教師輔導

 研習營與座談會：校長主持，行政一級主管列席報告/諮詢
 Mentorship機制：聘請資深教師擔任Mentor
 多元研習課程：包括教學、研究及校教務知能等

多元教師
研習課程

教學
反思及回饋

新進教師
學術研究
經費補助全面性

資深Mentor
諮詢服務

觀課制度
教學實錄

新進教師
研習營 融入教學及

研究環境

學期前

新進教師
期末座談會

學期末

助理教授級
新進教師

新進教師手冊：https://cmucfd.cmu.edu.tw/page/88
教師傳習制度：https://cmucfd.cmu.edu.tw/page/97
隨堂錄影：https://cmucfd.cmu.edu.tw/page/98

111.09.07

112.01.05



新進教師資源-校務重要資訊百寶箱



校長講座(每學期邀請1-2位校長)
邀請他校校長分享教學理念、教育趨勢、專業與社會責任各領域之心得見解。

教師傳習制度
鼓勵資深教授或優良教師經驗傳承，每學年度第一學期開放申請。

教師傳習制度說明：https://cmucfd.cmu.edu.tw/page/97

傳承系列講座(每學期邀請1-2位教師)
邀請校內傑出資深（即將退休）教師分享與傳承寶貴經驗。

教師專業社群(每年核定成立12-16組跨領域教師社群)

鼓勵教師自發性組成，促進教師同儕間互動，每年2月開放申請。

教師專業社群專區：實施說明 https://cmucfd.cmu.edu.tw/page/85

二、典範傳承與同儕學習



傑出教授分級遴選
105學年度起規劃，由本中心主責遴選作業

• 教授組/副教授組/助理教授組組 別
• 一、教學具體事蹟及貢獻
• 二、關懷與輔導學生具體事蹟及貢獻
• 三、研究具體事蹟及貢獻
• 四、校務服務具體事蹟及貢獻

評選準則

• 初選：依四項評分準則選出各組前40%
• 複選：依書面資料與口頭報告綜合評選遴選機制

• 獎金15萬元
• 獎牌一座獎 勵

傑出教授遴選辦法：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1033
歷屆優良教師與傑出教授芳名錄：https://cmucfd.cmu.edu.tw/page/100



同儕學習-教師專業社群
鼓勵教師自發性組成，每年核定成立12-18組跨領域教師社群

教師專業社群專區： https://cmucfd.cmu.edu.tw/page/85

111年度「教師專業社群」申請通過一覽表(依社群筆畫排序)

序號 社群名稱 召集人 成員人數

1 中草藥教學研究教師專業社群 趙嶸 16

2 中醫英文臨床教學專業社群 馬培德 10

3 中醫運動醫學專業社群 巫漢揆 12

4 四創教育教師專業社群 袁明豪 15

5 教學實踐研究創新專業社群 林孟亮 16

6 創意、創新與創業培力專業社群 何秉樺 7

7 智慧中醫長照教師專業社群 曾雅玲 15

8 園丁苗圃教師社群 陳淑雅 9

9 精彩人生下半場-樂活與社會參與教師專業社群 林如華 8

10 精進英語授課技巧教師專業社群 彭馨蕾 10

11 數位課程教師專業社群 林民昆 10

12 機能產品開發與評估教師專業社群 江秀梅 10

13 臨床與轉譯醫學研究與寫作討論專業社群 包大靝 16

14 醫學總論學習設計執行與成果評估專業社群 謝文聰 10

15 醫藥技研推廣與產學合作教師專業社群 林進裕 15



三、多元教學策略推廣

翻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
網站：http://ids.cmu.edu.tw/?q=zh-hant/FlippedClassroom_Content

主動學習教室簡介：https://cmucfd.cmu.edu.tw/page/95

數位時代教學策略（專題講座）
ex. 數位科技融入教學、雲端數位教材與翻轉教學。

IRS即時反饋系統（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
簡介：課堂中使用遙控器，學生可以即時反饋訊息給老師的一種教學應用系統。

中心網頁（借用項目：IRS即時反饋系統）：教學影片、借用方式、常見問題解答。

PBL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
中心網頁（重點宣導：PBL專區）：教學理念、教案寫作指引、Tutor資料庫、
教案庫、PBL手冊、PBL教室簡介
PBL教學示範影片：https://cmucfd.cmu.edu.tw/page/110



主動學習教室

主動學習教室簡介影片：教師發展中心首頁(借用項目)→主動學習教室→影片介紹
網址：https://ids.cmu.edu.tw/?q=zh-hant/ActiveLearningClassroom_Content

水湳校區：卓越大樓7樓 英才校區：互助大樓8樓



主動學習教室（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
翻轉課堂、小組討論教學、教育訓練場地。

教師手冊(網路版)彙編與更新
教務資訊、教學資源與環境介紹、校務行政資訊

教學理論、策略、指引(每學年開學前提供全校教師教學上之參考)

教學輔助軟硬體設備
實物提示機、DV、單眼相機、微型投影機、

NB、無線耳機麥克風、平板電腦、單槍、簡報遙控器、數位繪圖板、

網路攝影機、A3掃描器、威力導演、PhotoImpact X3、PowerCam。

四、教師園地(教學資源)

教師教學手冊：https://cmucfd.cmu.edu.tw/page/88
PBL教師手冊：https://cmucfd.cmu.edu.tw/page/110
教學軟硬體設備：https://cmucfd.cmu.edu.tw/page/111



四、教師園地



四、教師園地



四、教師園地



四、教師園地



四、教師園地

教師發展中心網頁→教師園地→IDS教學設計服務：https://ids.cmu.edu.tw/?q=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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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注意事項說明



教師研習活動報名



教師研習活動報名



研習課程刷卡系統：教職員攜帶識別證簽到退



教師研習積分查詢

校園入口網站：應用系統→教師作業

選擇【教師MyData】

個人資料輸入、查詢：參與各項活動資料下載：

類別：教師發展中心研習活動

輸入年度或學年期後，選擇【下載Excel檔】



教師研習積分應用：教師評估

項次 說明

積分計算
原則

研習課程2-4小時登錄積分1分、4小時以上2積分

研習積分
應用

教師評估辦法第五條
評估項目及標準如下：
一、教學：依每學期授課時數、教師授課意見調查、教學行政配合及其

他教學績效，共六部分。（節錄）
(三)教學行政配合部分之評估項目包括教學綱要、成績登錄之配合、上

課及其他必要教學活動之出席配合、其他教學事務之配合等，分數
無上限。

1.擔任課程負責人並按時於網路上輸入教學綱要，每門課程核給1分。
2.擔任課程負責人並按時於網路上登錄成績，每門課程核給1分。
3.依進度表上課未調課2次(含)以上，核給1分。
4.出席教學研習活動，每次核給1分。
5.擔任教學研習活動之主講者，每次核給2分。
6.每門課程每學期依規定進入教師資訊系統完成點名作業，核給1分。



教師研習積分應用：教師升等

項次 說明

研習積分
應用

教師升等：教學成績考核評分表
https://cmupo.cmu.edu.tw/doc/regulation_02/a237.docx

三、教學行政配合情形與其他優異事項 (15)

項目(最高得分)

課程大綱、教材、成績按時上網公告(3)

參與及配合招生相關業務(2)

參與教學研習活動(2)

擔任教學研習活動主講者(3)

競賽獲獎(5)

展演、發表創作(5)

其他教學優異事項(5)



謝 謝 聆 聽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報告人：江秀梅 副教務長
111.09.07

http://academic.cmu.edu.tw/

http://academic.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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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位及成員簡介

教務長：許惠悰 教授

副教務長：江秀梅教授

註冊課務組

組長：李妙蓉副教授

組員：趙婉萍小姐
陳慧麗小姐
王毓萍小姐
黃凱璟小姐
葉庭雯小姐
張孝筠小姐
徐郁凱先生

教學組

組長：王慧如副教授

組員：林玉鳳小姐
陳麗如小姐
周芷宇小姐
謝琬琳小姐
羅逸珊小姐
魏紹安小姐
陳禹彤小姐

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招生組

組長：吳美樣小姐

組員：楊鋌鈺小姐
徐明豐先生
林鳳驊小姐



貳、教務處業務簡介



中(英)文教學大綱及教學進度表：於開課學期之前一學期第14-

16週至教師資訊系統輸入。

最低開班人數：博士班2人;碩士班3人;大學部15人

未達開班人數標準之開課流程：

 請勿任意調動課程上課時間，以免影響學生權益

一、開課、排課、選課作業

詢問主授
課教師同
意開課

經教務
長同意

選修課依照修課
人數比例計算授

課鐘點數
（必修課不折算）



 正課、實驗課、實習課皆依照教學進度表核算時數，請主授課教師務
必輸入正確且完整之內容。

 教師指導學生或共同指導學生研究：指導大學生（含獨立研究）每名

0.2、科技部大專生計畫每件0.5（最高以2計）；指導碩博士每名0.5

（最高以2計）。

 主持研究計畫：國家型/國衛院/科技部整合型計畫每件0.5、政府/財團

法人計畫每件0.25、產學合作計畫50萬以上每件0.25/100萬以上每件0.5。

 參與校級課程（例：現代生物醫學講座）：每參與一週課程計0.1授課

時數，並採計為次一學期之授課時數，

 專任教師兼任行政主管、參與行政服務或學生學習輔導性工作

 新進初任助理教授二年內之教師，可採計授課時數二小時

 加乘計算：人數、全英授課、北港授課、服務學習課程、夜間授課、
線上/磨課師/跨校區課程等，詳細規定可參閱：教師授課時數計算辦法
（http://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78 ）

二、授課時數相關規定

http://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78


每學期定期召開課程委員會

申請欲教授之課程，需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審查

每學年鼓勵老師自編教材可參加優良教材評選

http://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637

上傳課程教材

[校園入口網站] → [應用系統] → [ Moodle數位學習系統]

數位學習專區

 https://academic.cmu.edu.tw/?q=digi/digi_news

線上課程教學資源

 https://academic.cmu.edu.tw/?q=digi/node/85

三、教學行政相關

http://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637
https://academic.cmu.edu.tw/?q=digi/digi_news
https://academic.cmu.edu.tw/?q=digi/node/85


四、教師升等教學成績考核評分

基本教學能力

(40)

• 授課時數(20)

• 教學授課意見調查(20)

• 教師超授時數(10)

教學績優及多元教學
表現(15)

• 優良教師或傑出教授
當(參)選人(3-15)

• 優良教材 (1-8)

• 指導本校大專生科技
部計畫(2-3)

• 分子醫學授課小組老
師、生物醫學講座負
責老師(2)

教學行政配合情形與
其他優異事項(15)

• 課程大綱、教材、成
績按時上網公告(3)

• 參與及配合招生相關
業務(2)

• 參與教學研習活動(2)

• 擔任教學研習活動主
講者(3)

• 指導學生競賽獲獎(5)

• 指導學生展演、發表
創作(5)

• 其他教學優異事項(5)



五、大學部教學助理申請

 課程教師可任用成績優異並修習過該實驗/實習課程之大學
部同學擔任教學助理。

申請時間：每學期初(8月初、1月底)。

申請方式：

1. 依據本校「大學部教學助理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審核。
每學期TA總核定員額依學校核定之經費辦理。

2.課程主授課教師請繳交課程申請書及大學部TA成績單，

由學院依法進行課程初審排序後，送交教務處彙整並

進行複審作業，以核定「大學部教學助理」之課程及其員額。



六、課業輔導
➢弱勢學生：

低或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原住民生、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申請學

生、新移民及其子女、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

礙人士子女

➢課程弱勢學生：

•當學期課業預警生

•境外生、離島生、偏鄉計畫公費生

➢導師應於期初、期中進行預
警暨追蹤輔導

➢教師可擔任課輔教師

➢同學擔任課輔小老師

(可同時輔導1~3位同學)

➢跨校區課輔班、教師線上諮
詢(Q&A)

➢TA hour

➢請各位導師、北港教務分組推薦合適的課輔小老師、同儕課輔小老師、學伴。
➢預警制度:

• 依據「學則」第四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 學生連續二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

總數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者，應令退學。(休學前後兩學期視同連續)
➢教務處課業學習專區網頁

• https://adm24.cmu.edu.tw/

https://adm24.cmu.edu.tw/


七、招生組辦理各項招生考試

項目
招生項目 招生項目 招生項目

大學繁星推薦入學 四技二專聯合甄選入學 碩士班甄試入學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四技二專特殊選才(青儲戶) 博士班甄試入學

大學指考分發入學 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入學 碩士班入學

學士後中醫學系入學 運動績優生甄試 博士班入學

寒假轉學考 運動績優生甄審

暑假轉學考(私醫聯招) 原住民與離島生養成計畫

派外子女申請入學

教育部保送生申請



八、招生組－與老師相關業務

❖ 聘任招生考試監試委員

❖ 聘任招生考試書面資料審查委員

❖ 聘任招生考試面試委員

❖ 聘任招生考試命題及閱卷委員

❖ 配合招生專業化參與高中觀議課程及相關

講座與活動

❖ 至各高中學校進行招生宣傳(回應高中邀請)

❖ 參加全國大學校院招生博覽會(中時舉辦)



謝 謝 聆 聽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研究生事務處業務簡介

報告人：余永倫研究生事務長



壹、單位簡介

貳、研究所現況

叁、研究生養成目標與培育策略

肆、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規範

伍、常見問題 Q&A

簡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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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研究所教務相關業務：

入學報到及註冊、學籍管理、課程與成績管理、畢業資格審查、學歷相關證件製發等

預修生甄選、逕修讀博士甄選

研究生獎助學金

研究生教學助理(TA)相關業務

研究所規章制度擬訂、推動與檢討

校級課程規劃與推動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培育高階人才

壹、單位簡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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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位簡介（2/3）

研究生事務長 – 余永倫

書記-陳佳彣

綜理研究生事務處相關業務

負責醫學院研究所教務相關業務

業務窗口：逕修讀博士、研究生申請轉所、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勵

約聘人員-童雯琳
負責中醫學院、健康照護學院、人文與科技學院及牙醫學院研究所教務
相關業務

研究生助學金核發

協助校級課程：研究倫理、實驗室安全

研生處中文網頁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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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助理-蕭俊傑
負責生命科學院、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及醫務管理學系研究所教務相關業務

辦理現代生物醫學講座

研生處FB維護

高教深耕計畫：研究生教學助理（TA）、菁英博士遴選與獎勵

專任助理-李琳庭
負責國際學位學程、產博學位學程、藥學院及醫工學院研究所教務相關業務

預修生業務及助學金核撥、產博計畫獎助金核發

研生處英文網頁維護

高教深耕計畫：培英計畫、外國學者來訪、研究工作坊之行政事務

壹、單位簡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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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博士班 碩士班

醫學院

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1 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停) 1基礎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停)

2 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停)

老化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113學年度停招)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碩士班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碩士學位學程

轉譯醫學暨新藥開發研究所博士班 轉譯醫學暨新藥開發研究所碩士班

生醫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國際生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

中醫學院

中醫學系博士班 中醫學系碩士班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博士班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碩士班

針灸研究所博士班 針灸研究所碩士班

國際針灸碩士學位學程

中獸醫碩士學位學程(停)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博士班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碩士班

藥學院
藥學系博士班 藥學系碩士班

生技製藥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製藥碩士學位學程

藥用化妝品學系碩士班

⚫ 9個學院
⚫ 14個博士班
⚫ 8個博士學位學程
⚫ 22碩士班
⚫ 11個碩士學位學程
⚫ 3個碩士在職專班

5

貳、研究所現況—111 學年度各學院及研究所（1/2）



院別 博士班 碩士班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博士班 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公共衛生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班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健康照護學院

營養學系博士班 營養學系碩士班

健康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食品暨藥物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健康照護學院健康照護科學博士班 護理學系碩士班

護理學系跨領域長期照護碩士在職專班

物理治療學系復健科學碩士班

運動醫學系碩士班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博士班 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生物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碩士班

人文與科技學院
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科技法律碩士學位學程

數位健康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牙醫學院
牙醫學系博士班 牙醫學系碩士班

牙醫學系口腔醫學產業碩士班

醫學工程學院 醫學工程與復健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6

貳、研究所現況—111 學年度各學院及研究所（2/2）



➢ 未來的學術領導人

培養我國學術菁英，達國際一流水準，引領國家發展

➢ 未來的企業領導人及發明家

訓練高階研發人才，學程與產業緊密接軌，樹立CMU畢業生在

產業的品牌

叁、研究生養成目標與培育策略

研究生養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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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重點
選拔優秀指導教授

✓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

✓111學年度398名教師符合可指導碩士生之資格、285名教師符合可指導博士生之資格

推動共同指導（co-mentorship）

✓每位博士生可跨院選擇二位以上不同領域之教師共同指導

研究生之教學培訓（ TA ）

✓「教學助理學習」課程（0學分）為研究生之基本能力訓練，碩士生必修1學期、博士生必修2學期

開設全英整合課程，加速邁向國際化腳步

✓整合各院系所師資，共同開設全英課程，如「現代生物醫學講座」及「院級必修課程」，由碩博士

班共同修課，提供本國生及外籍生研修與互動機會

叁、研究生養成目標與培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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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育策略

叁、研究生養成目標與培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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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學術型-培育優秀醫學研究醫師

⚫ 遴選本校優秀的醫學系、牙醫學系、中醫學系、學士後中醫學系等在學學生，

修讀醫學院碩、博士學位

⚫ 至111學年度共45位優秀醫學生進入此program，其中32名學生已進入碩

士班修讀、7名逕讀博士班

⚫ 培育模式： MD/MS(4+1+2)，MD/PhD Program (4+1+3+2)

選拔大2至大4學生：35位 選拔大1新生：10位2.0 3.0

叁、研究生養成目標與培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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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學術型-與國際名師共同培養學術菁英

➢培英計畫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

博一

國內修課、研究及語言準備 國外研究及發表成果 論文寫作

論文寫作補助
學術菁英計畫補助每人
出國2年共120-200萬元

大學整合校外及校內資源提供博士
長期獎學金

博二 博三 博四 博五

• 在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完善專業菁英養成】的支持下，每年選送2至4名博士
生赴國外知名之校院或機構研習，以增進學術能力與國際視野。

• 提供每名博士生就學獎學金每年60~100萬，補助2年。

• 合作機構經審核通過，不限特定學校：參與學生亦不限特定系所。

• 108~110年博士生共甄選出4名學生分別至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加州大學聖地牙
哥分校、休士頓大學、埃默里大學進行研修。

叁、研究生養成目標與培育策略

11



II.產業型-與企業共同培植產業研發人才

碩一 博一 博二 博三 博四

校內修課 校內修課 企業研修

1.教育部提供每人每年20萬元獎助學金，最多5年，總計100萬元
2.每年學校配合款至少為教育部補助經費額度之50%，配合款70%以上
由產學合作企業或法人出資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

• 補助每名學生每年新臺幣20萬元，共5年(碩1+博4)

• 辦理模式：碩博士五年研發一貫模式

逕博

叁、研究生養成目標與培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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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執行教育部「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108年畢業人數4名，
109年畢業人數4名， 110年畢業人數10名。畢業及在學生共計55名。

學院 產業學程名稱 合作企業
110

招收名額

醫學院 生醫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森兆生醫、友華生技、長陽生技、
有勁生物科技、AMILI PTE 
LTD、葡萄王生技等

1

藥學院 生技製藥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永信公司、晟德大藥廠、亞大附
醫、明通化學製藥等 0

健康照護學院 健康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肽湛公司、艾克索生物科技、瑞
基海洋生物科技等 3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統一企業、北極星製藥、東森自
然美、艾克索生物科技等 0

醫學工程學院 醫學工程與復健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上銀科技公司、長陽生醫、瑞鈦
醫療器材、博識企業管理顧問等 2

統計日期：110年10月15日

II.產業型-與企業共同培植產業研發人才

叁、研究生養成目標與培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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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產業型-與企業共同培植產業研發人才

未來將增設生醫產業學院，整合產業學位學程師資課程，結合推廣教育中心資源，

共同培育未來產業菁英人才

教師/醫師具有高階
經營管理的能力

生物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生技製藥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健康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醫學工程與復健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生醫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生醫產業學院

EMBA學程

培育體系內外高階
經營管理人才

碩博士學分班接軌
正規學程

各學院產業學程

與業界合作培育產業
科研人才

依聯盟產業需求培
育進階科研人才

培育生醫相關基礎
人才

大學及碩博士正規
教育

推廣教育中心

叁、研究生養成目標與培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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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豐富研究生獎助學金制度

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 (現行)：

➢ 第1年學雜費減半：預修生、逕博之碩一生（top 
15%)、入學錄取top10%

➢ 第1年學雜費全免：逕博之學士應屆生（top15%)

入學獎勵

指導教授提供每月 10000-12000 元

✓ 「研究生助學金」，每月 1000/3000 元

✓ 「教學助理」，每月 3000-4000 元

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 ：

❖ 校長獎：碩博，獎勵每人每月20,000-60,000 元
❖ 拔萃獎：博1-4，各學年5-10名，獎勵每人每月40,000 元
❖ 礪金獎：博2-5，各學年前50%，獎勵每人每月10,000 元

競爭型獎學金
一般型獎助學金

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 (112學年度新制)：

➢ 第1年學雜費減半：預修生、入學錄取top10%、台
清陽交成正取生

➢ 四學年學雜費全免：逕博之學士應屆生、台清陽交成
正取生、5年內發表傑出者

叁、研究生養成目標與培育策略

✓ 「預修生」，每月 8000 元

菁英博士生遴選與獎勵：

❖ 經院級初選，校級複選，分為壁報論文競賽與英文口頭報
告競賽。

❖ 典範博士生獎：50,000 元獎金
❖ 傑出博士生獎：30,000 元獎金
❖ 優秀博士生獎：10,000 元獎金

15



➢ 依「中國醫藥大學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規定，透過本校【教師My

Data系統】連結研發處【學術研究管理系統】之教師研究相關資料，執行學年

度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資格認定作業。

➢ 每位主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總人數之限制：教授不得超過12名、副教授不得超

過10名、助理教授不得超過6名；若有共同指導情形，其指導學生數均分。

➢ 為維護您的權益，請隨時至研發處【學術研究管理系統】更新研究相關資料，

並配合各項作業時程，以利後續指導教授資格統計及授課時數計算。

~~詳細規定可參見網站： https://gsa.cmu.edu.tw/?q=zh-hant/node/19

肆、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規範

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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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並具備以下資格：

17

指導對象

具備條件

研究計畫
（須為學術研究管理系統登錄之計畫主持人或有計畫

相關經費之共同主持人）

研究論文

碩士生 近2年內曾執行具有審查制度之研究計畫

• 近3年發表於正式期刊論文之IF 總值須達2.0

以上。
• 護理、人文與科技學院及通識人文藝術等部

分研究領域之指導教授，其IF 總值須達1.0

以上，或以2篇有審稿制度之期刊或專書論
文代之。

博士生 具正在執行之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

• 近3年發表於正式期刊論文之IF 總值須達6.0

以上。
• 公共衛生學院、健康照護學院、中醫醫經醫

史類及通識等部分研究領域之指導教授，IF

總值須達4.0以上。

• IF統計方式依「中國醫藥大學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第二條第二項辦理。

肆、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規範

主指導教授資格



流程
作業時間
（每學期）

執行項目
執行
單位

備註

1 第8週止
教師完成研發處「學術研究管理系
統」登錄作業

教師

1.每學期統計資料做為下一
學期之指導資格依據。

2.「學術研究管理系統」登
錄作業依研發處規定辦理

2 第9~10週
研發處進行「學術研究管理系統」
資料審查

研發處
審查教師登錄於研發處【學
術研究管理系統】之近2年
計畫及近3年論文資料

3 第11~12週
研究生事務處執行「指導教授資格
統計」

研究生事務處
各系所將符合指導教授資格
之教師名單提供新生參考

4 第13~14週
教師完成指導教授資格確認。【教
師My Data→個人資料輸入查詢→教
學資料→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作業】

教師

未完成指導教授資格確認之
教師，系統將無法登錄指導
教授，致影響後續授課時數
採計。

作業時程
肆、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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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使用者 作業系統 功能 使用方式

教師

教師My Data→個人資料輸
入查詢→教學資料→指導
教授指導研究生作業

1.指導教授資格確認
2.提供統計明細檔

1.選擇次一學年度及學年期，例如：
111，第1學期。
2.檢視研究相關資料及是否具指導研
究生資格。
3.資料正確請於「指導資格確認」處
下拉選【是】，並點選【儲存確認】。

教師My Data→個人資料輸
入查詢→教學資料→教師
指導研究生名單列印

列印指導學生名單
1.選擇學年期，例如：1111

2.按【報表列印】。

系所
承辦
人員

系辦資訊系統→教師資料
管理→指導教授指導研究
生資格查詢

供查詢所屬教師是否已完成
指導資格確認。

選擇學年期，例如：1111。

系辦資訊系統→教師資料
管理→教師指導研究生作
業

輸入研究生之主指導教授及
共同指導教授。
【備註】：
未完成「資格確認」之教師，
無法輸入為主指導教授。

1.選擇班別
2.選擇學年期，例如：1111

3.點選【編輯】，輸入主指導及共同
指導教授
4.點選【儲存確認】。

系統操作
肆、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規範



落實學術自律規範

全校師生應確實遵守學術倫理

研究生論文須使用本校圖書館網路電子資源「中文原創性比對
系統」或「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比對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必要文件

✓「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書」或「原創性報告」-供指導教授
檢視，以確保論文品質

✓「研究生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經學生本人及指導教授
簽屬，正本備查，影本裝訂於紙本論文，送交圖書館。

✓論文「是否與學位之專業領域」相符

肆、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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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見問題Q&A

Q1.新進教師近年之研究計畫於本校學術研究管理系統並無紀錄，是
否可指導研究生？

A1.新進教師仍可於【學術研究管理系統】登錄近2年研究計畫及近3
年論文資料(第一年可不限定以校院名義發表)，經研發處審核後，
比照「中國醫藥大學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規定，認定
指導碩、博士生之資格。

Q2.新進教師若不及於1102學期認定1111學期指導資格，1111學期
是否可指導研究生？

A2.若為111年5月後新進之教師，請確認已登錄相關資料，並經研發
處審核通過後，聯絡研生處同仁(陳小姐#1162)協助重新統計，
符合資格者即可指導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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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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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馬維芬學務長

111學年度新進教師研習營

學務處
重點業務簡介



一、學務處組織

二、辦公室位置

三、學務處各組/中心重點服務項目

簡介大綱



學務處組織



原
住
民
族
學
生
資
源
中
心

馬維芬學務長
姜中人副學務長

課
外
活
動
組

職
涯
發
展
暨
校
友
連
絡
組

健
康
中
心

服
務
學
習
中
心

軍
訓
暨
生
活
輔
導
組

姜中人副學務長兼

組長

廖容君

組長

侯曼貞

主任

朱育秀

主任

周美惠

組長

馬維芬學務長

兼主任

學務處組織架構



學務處辦公室位置



校本部學務處辦公室位置

關懷大樓B1F：學務處聯合辦公室&原資中心

關懷大樓1F：學務處健康中心（諮輔）

關懷大樓2F：學務處健康中心（衛保）、資源教室



英才校區學務處辦公室位置

互助大樓4F：學務處聯合辦公室

幸福小屋：學務處健康中心（諮輔）



學務處各組/中心
重點服務項目





軍訓暨生活輔導組成員
辦公室位置：校本部關懷大樓B1

承辦業務 承辦人 分機

交通安全、遺失物招領、畢業典禮 張奇樺教官 1238

校外賃居業務、智慧財產權、性平窗口 丘善為教官 1280

弱勢助學金、生活助學金、工讀金、校內獎助學金 蔡雅軒小姐 1237

經濟不利學生學習輔導獎勵計畫、校外獎助學金 劉熙儒小姐 1240

學務處聯絡窗口、師生座談 許嘉云小姐 1233

宿舍智慧化規劃 黃瑞龍先生 1245

學生宿舍管理、學生申訴 楊梅生教官 1234

宿舍輔導員 吳素燕小姐、段雅鈴小姐 1212

辦公室位置：英才校區互助大樓4F

承辦業務 承辦人 分機

導師制度業務 涂榮華教官 1215

學生請假、獎懲、操行成績、班級幹部證明、防治藥物濫用 黃光宇教官 1215

學生平安保險理賠、休退學保險作業、兵役緩徵、役期折抵 嚴明智先生 1215

校園安全、新生定向輔導 錢文彬教官 1210

助學貸款、學雜費減免 徐郁涵小姐 1231



各學院輔導教官

◆校安中心24小時專線： 台中校本部 (04)22022205

北 港 分 部 (05)7832020

學院 輔導教官 分機

醫學院 涂榮華教官 1215

牙醫學院、生命科學院 黃光宇教官 1215

中醫學院 錢文彬教官 1210

公衛學院、人文科技學院、醫學工程學院 丘善為教官 1280

藥學院 楊梅生教官 1234

健康照護學院 張奇樺教官 1238

北港分部

（生科系、護理系、醫技系、物治系、中資系、醫放系）
蔡尚發教官

北港

1109

北港分部

（藥妝系、運醫系、營養系、公衛學院大一不分系、醫工系）
黃柏菁教官

北港

1110



導師制度

主任導師 1. 推動系內導師遴選及
綜理學生事務工作

2. 突發事件處理

院輔導導師 1. 交通安全
2. 住宿安全
3. 人身安全
4. 突發事件處理

導師 1. 生活輔導
2. 生活關懷
3. 職涯輔導
4. 預警關懷

院導師

由各學院院長及
北港分部主任擔任

由各系(所)
主任(所長)擔任

由校安人員擔任

由各系主任推薦
人選擔任

導師專區：
1. 學務處網頁-軍訓暨生活輔導組-導師專區

2. 導師相關疑問-分機1238 張奇樺教官

https://guide.cmu.edu.tw/page/56


導師業務執掌

學生輔導、轉介及通報

生活 課業

職涯輔導
• ucan施測
• 職涯諮商輔導

• 健康中心(衛生保健、諮商輔導)身心

• 軍輔組(獎助學金)經濟

• 軍輔組(院輔導導師)安全

職涯

預警關懷
• 預警制度
• 課輔小老師

生活關懷
• 生活輔導
• 缺曠輔導



導師工作職責
1. 導師應每週、北港導師則每兩週至少安排二小時為導師時間。

2. 每學期協助輔導及晤談學生，並至「教師資訊系統導師專區」登打導師輔導紀錄表至少

乙次。

3. 每學年協助所屬導生進行自主學習系統（教育部大專院校就業職能平台UCAN）施測。

4. 每學期學生選課後，於「教師資訊系統導師專區」，利用UCAN施測結果及學生學習狀

況，提供選課諮詢、職業及生涯發展輔導與建議，並填寫輔導紀錄表-職涯/生活輔導。

5. 學期中接獲預警學生通知後，協助「教師資訊系統導師專區」登打預警輔導紀錄表。

6. 學生請假五天以內由任課老師簽核，並副知導師；六天以上由導師及系主任簽核。接獲

學生連續三天缺曠課情形，敬請給予適度關懷及輔導後，並填寫導師輔導紀錄表-缺曠課

輔導。

7. 每學期應出席班會乙次，並至電子簽核系統簽核表單完畢。

8. 每學期末於公告時限內「教師資訊系統導師專區」登錄獎懲建議及操行成績。

9. 每學期應參加學務處或教發中心主辦導師知能研習與導師會議各乙次。

10. 其他有關學生事務工作之宣導及推行。



評核項目 評分標準 (每學期達成次數/每學期總次數)
評核結果

(是否達成)

一、基本評核項目

1. 每學期導師會議出席狀況。 每學期參與導師會議至少一次(1/1)。

2. 每學期班會出席狀況。 每學期參與班會至少一次(1/1)。

3. 每學期參加學務處或教發中心主辦之導師知能
研習。

每學期全程參與導師知能研習至少一次(1/1)。

4. 每學期協助輔導及晤談導生，登打導師輔導紀
錄表-職涯/生活輔導。

每學期協助輔導及晤談導生，完成登打導師輔導紀
錄表-職涯/生活輔導至少一次 (1/1)。

5. 每學年輔導導生完成自主學習系統（UCAN）
施測，並填寫導師輔導紀錄表執行狀況。

一年級：每學年上學期（9-10月）輔導導生完成自
主學習系統（UCAN）施測，須達100% (1/1)。

二-四年級(含畢業班)：每學年下學期（3-5月）輔
導導生完成自主學習系統（UCAN）施測，須達
90% (1/1)。

總評核結果 □達成 □未達成

導師輔導績效評核表



評核項目 評分標準
基本
得分數

分數
小計

二、
進階評核項目
(最高取60%)

1. 積極參與導師知能研習。 每學期參與導師知能研習3次以上，核給20分。 20

2. 擔任北港分部導師。 每學期擔任北港分部導師，並落實導師職責，核給5分。 5

3. 協助輔導及晤談危機或高關懷導生，
並登打導師輔導紀錄表-高關懷輔導。

每學期協助輔導危機或高關懷導生(限校安通報、心理輔導介入)，
並登打導師輔導紀錄表-高關懷輔導，每位學生核給5分。

5

4. 協助輔導缺曠課導生，並登打導師輔
導紀錄表。

每學期接獲導生3天缺曠通知，協助輔導缺曠導生，完成登打導
師輔導紀錄表-缺曠課輔導，核給5分。

5

5. 協助輔導課業預警導生，並登打預警
輔導紀錄表。

每學期接獲導生”期初”課業預警通知，協助輔導預警導生，並
完成登打預警輔導紀錄表，核給5分。

5

每學期接獲導生”期中”課業預警通知，協助輔導預警導生，並
完成登打預警輔導紀錄表，核給5分。

5

6. 協助校內或系內學生課業輔導，並填
寫導師輔導紀錄表-課業輔導。

每學期導師協助校內或系內學生課業輔導，並填寫導師輔導紀錄
表-課業輔導，核給5分。

5

7. 擔任服務學習課程老師、社團指導老
師、團體服務活動指導老師、辦理大
學在地社會責任(USR)活動老師。

每學期導師擔任服務學習課程老師、社團指導老師、團體服務活
動指導老師 (由學務處彙整各系所主辦活動之導師名冊)、辦理大
學在地社會責任(USR)活動老師，每次核給5分，上限10分。

5

8. 擔任國考或專業證照輔導老師。 每學期導師擔任國考或專業證照輔導老師，核給5分。 5

9. 主辦或協辦職涯或系友回娘家活動。
每學期導師主辦或協辦職涯或系友回娘家活動，每次核給5分，
上限10分。

5

10.協助實習訪視或電訪新生鼓勵就讀。 每學期協助實習訪視或電訪新生鼓勵就讀，核給5分。 5

進階評核得分

導師自評

系主任
評分(20%)

考評具體說明： 系(所)主管簽章：

院長
評分(20%)

考評具體說明： 院長簽章：

學務處核定 考評具體說明： 學務長簽章：



導師輔導績效評核表

備註：

1. 本表評核項目依據本校「導師制度實施辦法」、「導師獎勵實施要點」辦理。

2. 每學期評核時間：第一學期7/1-11/20、第二學期11/21-6/30。

3. 導師輔導績效獎勵成績評核分優、良及甲等級如下：

(1)優等：基本評核項目達成率達100%，且進階評核項目分數為受評核導師數最優前5%。

(2)良等：基本評核項目達成率達100%，且進階評核項目分數為受評核導師數5%～50%。

(3)甲等：受評核導師數50%之後。

(4)由「高教深耕彈性薪資小組」依學生事務處彙整之導師初評名冊進行評選，獎勵額度依

本校「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辦理。

4. 導師輔導績效獎勵發放時間：第一學期於12月發放、第二學期於8月發放。



數位緊急求救系統

按下緊急求救鈕

校園緊急
求救裝置

1.連線監控中心

(雙向通話及直播畫面)

2.發報CMU緊急求救

LINE群組(地點及圖示)

校園APP
校安通報

1.撥打緊急電話， GPS標示

事故位置並傳送校安中心

2.傳送求救訊息求救人資料、

訊息、畫面、 GPS定位即

刻傳送至監控及校安中心



數位門禁通報系統

當數位門禁開啟時

校園頂樓
逃生出入口
門禁監測

1.連線監控中心

(雙向通話及直播畫面)

2.發報門禁安全通報

LINE群組(地點及圖示)

人臉/車牌
辨識監控

1.在偵測到黑名單時，

即刻發送訊息警示監

控及校安中心

2.進行車輛通行控管、

自動儲存車牌數據，

執行分析及追蹤







課外活動組成員
辦公室位置：校本部關懷大樓B1

承辦業務 承辦人 分機

國際志工計畫籌辦執行、社團募款管理、社團微學分課程、

創新領導人才培育、校園特色活動、龍騰虎躍中亞聯大
蔣雅婷小姐 1283

學藝性、聯誼性社團輔導、學生活動空間管理、器材租用管理、

聖誕週活動
賴膺中先生 1285

綜合性社團輔導、高階幹部訓練、社團評鑑 黃語彤小姐 1286

體能性、康樂性社團輔導、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

社團指導老師研習(教師升等服務成績考核) 、社團博覽會
張家維先生 1281

全校原住民生教務、學務相關業務 元思如小姐 1282



01.綜合性社團
以自治或社員聯誼為主要宗旨者，包括學生會、學
生議會、社團聯合會及各系系學會等共20個社團。

02.學藝性社團
以文藝、技藝教學為主要宗旨者，包括攝影社、書
法社、天文社等21個社團。

03.服務性社團
以校內外服務為主要宗旨者，包括杏服醫學服務隊、
公共衛生服務隊、國際志工服務隊等16個社團。

04.康樂性社團
以康樂或休閒活動為主要宗旨者，包括國樂社、
管弦樂社、弦情吉他社等共11個社團。

本校社團依其性質共區分為綜合、學藝、服務、
康樂、聯誼、體能等六大類社團，共計90個社團。

05.聯誼性社團
以聯誼活動或生活上之互助為宗旨的社團，包括
僑生聯誼社、馬來西亞同學會等共4個社團。

06.體育性社團
以體能或體育活動為主要宗旨者，包括籃球社、
長洪武術社、梅花拳社等共18個社團。

社團現況



新進教師……新鮮事!

擔任社團指導老師

協助輔導社團發展

結合社團性質發展教學研究

開設社團微學分課程

參與社團指導老師研習課程1

2

3

4

5



原資中心介紹與服務內容

設立宗旨：

為發展本校多元文化特色，整合校內資源，落實服務於各原住民族學生之工作，強

化其生活學習及就業輔導，以達到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品質，強化就業競爭力。

服務內容：

1. 原民生生活輔導：有關課業、經濟、職涯、人際關係、獎助學金申請等輔導。

2. 原民活動辦理：聚會、文化體認、職涯講座、才藝教學、原鄉體驗服務。





服務學習中心組成員
辦公室位置：校本部關懷大樓B1

承辦業務 承辦人 分機

社團服務學習、志工媒合、課程抵免 詹宛蒨小姐 1239

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學習訪談志工 黃曉欣小姐 1233

志工訓練、服務學習活動及講座辦理、

服務性社團贊助金、校外計畫、親善大使
呂濬帆先生 1230

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慶賀 服務隊為永續環境奉獻 衛教推廣．深耕教育



服務學習規劃架構

四大項目完成->登錄合格->
完成服務學習畢業門檻

中國醫藥大學服務學習
48小時

服務學習講座
6小時

志工服務
18小時

必修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18小時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6小時

專題講座方式
認識及建立
服務學習理念

結合系所特色專長
實施服務學習課程
（110學年度起修改為
通識必修1學分，

仍由各系教師授課）

服務學習的知
識、態度與行
為的建立

自由選擇
服務學習
志工活動

大學部皆需完成，後中系及在職專班免修服務學習必修課程
碩、博士無畢業門檻，仍可登錄服務學習時數



黃曉欣
分機：1241

xiaoxin@mail.cmu.edu.tw

服務學習中心同仁及各自負責學系

中醫系

藥學系

醫工系

呂濬帆
分機：1230

fclu@mail.cmu.edu.tw

醫學系

醫技系

詹宛蒨
分機：1239

apple1234322@mail.cmu.edu.tw

牙醫系 護理系

生科系 醫管系

藥妝系 營養系

公衛系

服務學習課程

擔任課程教師除服務學習課程學分數計算臺中*1.5、北港*2之外

於升等晉級評估及導師輔導績效進階評核皆有加分，歡迎老師攜手共同前行。



服務學習教師培訓及服務性社團

歡迎新進教師參與培訓及研習，
開設服務學習通識必修課程、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詳情可洽詢服務學習中心

以校內外服務性活動為主之社團，目前共18個社團

知善社

杏服醫學服務隊護理服務隊 慈濟青年社

樂艸會

黑豹康輔社

公共衛生服務隊

慈幼社

運動醫學服務隊

羅浮蘭傑群

營養推廣服務隊

口腔衛生教育推廣
服務隊

小水麻社區藥事
服務隊

小神農藥事服務隊

曉曦親善服務社

國際志工中醫醫療服務隊 守護醫．幫伊圓夢服務隊

風浪藥學服務社

服務學習教師培訓研習（實體、線上）

參與教師將協助申請教師發展中心時數認證，並於導師評核表加分，歡迎老師參與。



110學年度共計服務校內活動62場次、校外活動44場次，除連續7年獲選
中華民國慶祝國慶典禮禮賓接待外，更於111年11月獲總統接見合影

親善服務精進學習群-紫薔薇親善大使團

若各項活動或頒獎需親善大使協助可洽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

擔任國慶禮賓服務，為校爭光

支援公眾或社福機構公益活動





職涯發展暨校友連絡組成員
辦公室位置：校本部關懷大樓B1

承辦業務 承辦人 分機

職涯活動

職涯探索

Ucan 施測

林欣儀小姐 1232

辦公室位置：英才校區互助大樓4F

校友連絡

雇主滿意度調查

畢業生流向調查

周美惠組長 1222



職涯發展相關業務

職涯活動

職涯規劃分享活動

企業參訪

系友返校職涯分享

徵才說明會

職涯探索

一對一諮詢
(由校內通過全球職涯發展

師(GCDF)培訓的老師進行)

適性測驗

Ucan 施測

職涯團體工作坊



本校職涯諮詢(GCDF)老師
單位 職稱 姓名

醫學系 教授 林靜茹

醫學系 副教授 黃怡萍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教授 姜中人

中醫學系 教授 林麗娟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教授 李孟修

學士後中醫學系 副教授 林瑋德

藥學系 教授 侯曼貞

藥用化妝品學系 教授 陳信君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何文照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助理教授 袁明豪

運動醫學系 副教授 王慧如

物理治療學系 助理教授 朱育秀

生物科技學系 副教授 林如華

通識教育中心 專案助理教授 李欣怡

健康中心資源教室 社工師 呂安雅



UCAN施測

大一新生 大二至大四

施測期間 9月入學期間 每年3月-5月(畢業生須於畢業前完成)

施測類別
1.職業興趣探索
2.職場共通職能診斷

1.職場共通職能診斷+含教學能量回饋
2.專業職能診斷+含教學能量回饋

施測方式
1.配合新生定向輔導課程宣導
2.後續由職涯組與班上安排時間進行
團測

1.每年3月開始學務處公告施測，寄發施測說明
給同學，讓同學自行施測完成

2.班上若有需要團體施測，請至職涯組登記申請

追蹤輔導
1.未施測同學由導師進行追蹤
2.施測結果由導師進行職涯輔導

1.未施測同學由導師進行追蹤
2.施測結果由導師進行職涯輔導

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進行職能檢測以利學生了解自身職能優

劣，自我審視後進行能力養成規劃

⚫ 職業興趣診斷

⚫ 職場共通職能

⚫ 專業職能
探索職涯方向 了解能力強弱 規劃學習方向





健康中心位置

幸福小屋：健康中心（諮輔、資源教室）

關懷大樓1F：健康中心（諮輔）

關懷大樓2F：健康中心（衛保）、

資源教室

校本部

英才校區



健康中心成員

服務項目 院 系 輔導老師 校內分機

諮商輔導
醫學院、牙醫學院 黃鈴晏諮商心理師 1267

中醫學院 蘇郁荃諮商心理師 1265

衛保、資教
全校學生

劉家妤護理師

呂安雅社會工作師

1251

1269

校
本
部

北
港
分
部

服務項目 院 系 輔導老師 校內分機

諮商、資教 各院系一年級 王媄慧社會工作師 1104

衛生保健 各院系一年級 王曉玲護理師 1200

服務項目 院 系 輔導老師 校內分機

諮商輔導

健照、公衛、生科、中醫(一)、

牙醫學院(一) 郭美杏諮商心理師 1260

藥學院、醫學院(一)、人科院 李家蓀社會工作師 1266

衛生保健 全校學生
張素滿護理師

施欣欣老師

1250

1252

資源教室 全校學生
葉芳妤社會工作師

呂安雅社會工作師

1268

1269

英
才
校
區

朱
育
秀
主
任

楊
賢
惠
主
任



健康中心-諮商輔導區

個別諮商
由受過專業訓練的輔導老師和您一起探索想法、感受，讓您對自我世界有更
豐富的理解，進而達到改變。晤談內容絕對保密(法定規範除外)，預約方式：
校園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心理諮商預約系統。

團體輔導
每學期會開設不同主題的諮商團體，讓有著相同興趣或困擾的同學們，在輔
導老師的帶領下一起探索與成長。

班級輔導
若班級有共同特定議題需求，請以班級為單位提出申請，諮輔區將安排適合
的輔導老師入班進行班級輔導活動。

心理測驗
諮輔區備有生涯探索、人格特質、工作興趣、生活適應、人際關係等心理測
驗，歡迎有需求的同學至諮輔區預約測驗時間，輔導老師了解您的需求後，
將安排適合的測驗並為您解釋測驗結果。

個案管理 由各學院系專責輔導老師進行緊急個案危機處理，或受理轉介服務等。

心理衛生
推廣活動

每學期皆規劃多元的輔導活動，包含講座、電影賞析、工作坊、徵文比賽、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等活動，主題涵蓋生命教育、性別平等、生涯發展、人際
關係、網路成癮等同學老師們關心的議題。

圖書影片
借閱

諮輔區備有心理輔導、心靈成長相關圖書及DVD，歡迎本校同學老師借閱。



諮商輔導資源

1. 心理諮商預約系統：
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專業的心理諮商服務，協助個人
自我探索、生活適應、情緒抒發等適應性的困擾。

2. 身心健康諮詢門診預約系統：
由本校附醫精神科醫師駐診，提供學生憂鬱、焦慮、
失眠、藥物治療相關等身心適應症狀的諮詢，給予正
確的精神心理健康知識。

預約路徑：登入校園入口網→
應用系統→校園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校園自殺防治

重要
提醒

根據自殺防治法第11條規定，學校人員應於知悉自殺行為情事

(含自殺意圖與自殺死亡)，應於24小時內進行通報。

可向校安中心(04)22022205或健康中心通報。



健康檢查
辦理新生入學健康體健、輔導疾病治療、追蹤及成立學生健康管理系統之建
檔維護服務等事宜。提供日常血壓、身高、體重、視力、體脂肪等檢測服務。

意外傷害處置 協助校園意外傷害簡易傷口處理及輔導至附設醫院就醫。

CPR訓練 協助CPR急救課程訓練事宜。

救護站服務 協調附設醫院建立校內活動之救護站服務（運動會、畢業典禮等）。

健康促進推廣 配合相關衛生政策；實施各種健康促進活動及衛生保健資訊宣導。

性別友善空間 提供集乳室、集乳冷藏保存專區。

醫療器具借用

提供急救箱、拐杖、冰熱敷等醫療保健器材之借用服務。

品名 備註

保健箱、保健包、蜂蛇傷口吸引組 活動後三天內歸還

拐杖、四腳助行器、熱敷袋 使用後歸還

木頭固定板、脊背板、擔架、頸圈、輪椅、活動推床 就醫後歸還

冰袋 不回收(登記即可)

健康中心-衛生保健區



防疫相關作為

1. 中國醫藥大學辦理團體活動（公眾集會）防疫措施
指導要點及相關附件下載：https://reurl.cc/nzx15l

2. 各項防疫措施最新公告：
https://2019ncov.cmu.edu.tw/

https://reurl.cc/nzx15l
https://2019ncov.cmu.edu.tw/


健康中心-資源教室

◆老師於教學過程中，若察覺學生有特殊教育需求，可轉介學生
至資源教室進行需求評估，以利協助學生順利學習。



與學校有關之性騷擾三法
法規 適用事件 適用對象 處理單位

性別平等教育法
簡稱性平法

性平事件
校園性騷擾

適用對象指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
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
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
項事件時，得成立調查
小組調查之。

性別工作平等法
簡稱性工法

性別工作平等事件
職場性騷擾
(如在校外打工)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

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
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
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
會，並應注意委員性別
之相當比例。

性騷擾防治法
簡稱性騷法

性騷擾
一般性騷擾
(如搭公車被襲胸)

除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
作平等法規定者外均適用。

組織成員或受僱人達三
十人以上之機關、部隊、
學校、機構或僱用人，
處理性騷擾事件之申訴
時，應組成申訴處理調
查單位。

依據性平法第36、36-1條、防治準則第16條，學校校長、教師、
職員或工友知悉「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於

24小時內向學校（校安中心）通報。專線(04)2202-2205。

重要
提醒



本校校園性別事件申訴窗口

受害人 加害人 適用法律 申訴窗口、專線及信箱

本校
學生

學校(含他校)
校長、教師、
職員、工友或

學生時

性別平等
教育法

◆北港分部

學務分組

專線：(05)783-3039#1109

◆校本部、英才校區

軍訓暨生活輔導組

專線：(04)2202-2205

本校
教職員工

本校學生
性別平等
教育法

人資室

專線：(04)2299-4910

性騷擾防治專用信箱：

adm01@mail.cmu.edu.tw本校教職員工
性別工作
平等法

mailto:adm01@mail.cmu.edu.tw


性平業務參考資料

•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網頁
http://gender-equality.cmu.edu.tw/

• 健康中心(諮輔區)

提供精神上支持、心理諮商，陪伴個案處理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

※電話：(04)2205-3366

校本部：分機1260、1266

英才校區：分機1265、1267

(05)783-3039

北港分部：分機1104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可運用的資源

http://gender-equality.cmu.edu.tw/


THANK YOU



報告人：湯智昕研發長

111.09.07

研究發展處
重點業務簡介



研究發展處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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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湯智昕研發長
黃偉謙副研發長

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

實驗動物照護及
使用委員會

行政組
鄒瑞煌組長

實驗動物中心
程景章主任

生
物
安
全

貴
重
儀
器

研
究
推
動

水湳校區
卓越大樓11F

英才校區
實驗大樓2-3F



成員 工作職掌

組長 綜理本組各項業務

組員：黃惠美

(分機1501）

1. 校外計畫：國科會

2. 校內計畫：新進教師專題研究計畫

3. 研究生/教師出席國際會議之補助、核銷等相關作業(國科會)

4. 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相關作業(國科會) 

5. 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國科會) 

6. 學術論文獎勵金(期刊論文)相關業務申請

7. 學術研究管理系統管理與維護

組員：張文俞

(分機1502）

1. 衛福部、國衛院、教育部及其他政府單位計畫

2. 校內計畫：專題研究計畫、提升教師研究計畫、年輕研究人才深耕計畫、桂冠研

究人才補助計畫

3. 學術論文獎勵金相關業務申請

4. 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

5. 學術研究管理系統管理與維護

行政組成員與工作職掌

3



行政組成員與工作職掌
成員 工作職掌

組員：戴如淳

(分機1506、1507）

1. 綜理貴重儀器各項業務

2. 提供共同貴重儀器應用教育講習與訓練及舉辦研習會

3. 貴儀使用預約管理系統權限及認證審核及使用預約申請

4. 貴儀使用委託分析及相關技術服務

5. 校院貴儀資源管理及貴儀網頁維護

6. 生物安全委員會議業務

組員：傅書琴

(分機1508）

1. 貴重儀器應用教育講習與訓練

2. 貴重儀器室相關儀器技術服務

3. 儀器使用費統計

4. 貴儀使用預約申請審核、管理系統權限及認證審核

5. 貴重儀器設備使用及管理會議相關業務

組員: 張家禎

(分機1519)

1. 高教深耕一：發展學校特色

2. 高教深耕二：頂尖研究中心

3. 校級研究中心

4. 其他政府單位計畫(農委會)

5. 學術研究管理系統管理與維護

6. 學術論文獎勵金相關業務申請
4



實驗動物中心成員與工作職掌
成員 工作職掌

主任
程景章(學校1520)

負責動物中心整體規劃、預算編列、人事及行政管理

獸醫師

關智尤(學校1521)

學校/IACUC執行秘書、校院動物實驗申請表初審、動物健康監測環境監測、

技術協助及諮詢、執行Post-Approval Monitoring (PAM)及行政業務

技佐
程景章(學校1520)

學校/負責動物舍管理、行政業務、預算執行、代養費統計核銷及高溫高壓滅
菌鍋運作等

負責人

劉哲育(附醫7801)
負責醫研部動物中心整體規劃、行政管理

獸醫師

莊雅玲(附醫7010)

附設醫院/動物健康監測環境監測、技術協助及諮詢、動物檢疫、執行Post-

Approval Monitoring (PAM)及行政業務

技士

張銘在(附醫7011)
附設醫院/高溫高壓滅菌鍋運作、行政業務及協助動物房管理業務

5



承辦業務



校外研究計畫申辦業務

單位 申請期限

國科會計畫

1.國科會計畫-依函告時間為準(每年約11月來文，12月底前截止收件）。

2.新進教師專題研究計畫(隨到隨審)-申請機構新聘任人員，其資格符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規定，且從未申請本部研究計畫者，得於起聘之日起三年內以隨到隨審方式

提出，並以申請一件為限。

國衛院研究計畫
依國衛院函告時間為準，每年約3月左右開始受理申請，先線上傳送申請意願書，方得接受

計畫書申請。

衛福部

或

其他政府單位計畫

依各政府機構規定辦理，共分為：

1.補助型計畫：依各補助機構規定，檢齊相關文件函送提出申請。

2.委託型計畫：需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公開評選，同一標案只能寄送一份投標文件，有意申請

者，請於校內規定時間內先以E-mail會知本組，避免申請項目超過規定件數。

※凡涉及人體試驗、基因重組相關實驗或動物實驗等，應於申請時檢附相關核准文件；未能於申請時提
交者，須先提交已送審之證明文件，爾後再於規定期限內補齊核准文件。欲申請相關同意文件者，請
於各委員會收件截止日前送交各委員會審查。

7

行政組-研究推動業務



國科會新進教師隨到隨審計畫

國科會計畫類別 國科會通過率

一般型研究計畫 40%

新進教師研究計畫 50%

新進教師研究計畫 (每人1次) 63.5%

8 9 11 12 8 月

8

行政組-研究推動業務

資料統計：110年度國科會生科處申請及核定件數



校內研究計畫申辦業務
計畫類型 重要規定及申請期限

年輕研究人才深耕計畫
及

桂冠研究計畫

深耕計畫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年齡在45歲以下，或附設醫院專任主治醫師年齡在50歲以下，且於

學校或醫院無配置專任研究人力。

桂冠計畫申請資格：近三年內第一或通訊作者SCI或SSCI正式論文發表不少於20 篇，CJA總分不少於

1500 分。

申請時間：每年6/15-6/30。

※經費編列原則：補助博士後研究人員或專任助理。

專題研究計畫

申請資格：校院專任研究人員。

申請時間：依實際公告日期。

※經費編列原則：個別型不可編列設備費。

新進教師專題研究計畫

申請人(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以下兩者皆需符合)：

(一)本校新聘到校三年內之助理教授及講師。
(二)已到職滿一年(含以上)之申請者，需有執行中或曾申請國科會具研究性質之專題研究計畫。

申請時間：每年8/15-8/31。

※經費編列原則：可編列設備費，但與計畫無相關之項目不予補助，如辦公室設備。

提升教師研究補助計畫
申請資格：當年度無任何校內外研究計畫補助之校內專任教師。

申請時間：依實際公告日期。
9

行政組-研究推動業務



新進教師特別獎勵

10

行政組-研究推動業務

新進教師特別獎勵部份：

1. 新聘到校一年內可提出申請

2. 近5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之正式期刊論文

3. 近5年之學術專書

4. 最高補助金額：教授50萬；副教授30萬；助理教授30萬

5. 已支領彈性薪資之新進教師，不適用本特別獎勵。

6. 符合申請國科會新進人員研究計畫者，需先提出計畫申請證明，始可申
請本特別獎勵。

7. 當年度未執行國科會計畫之教授或副教授，不適用本特別獎勵。



論文獎勵辦法

11

◆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學術論文暨學術專書發表獎勵辦法

1. 該篇論文已確實被Web of Science (WOS)資料庫收錄，即可提出申請

2. 於學術研究管理系統--學術論文發表獎勵金申請作業提出申請

行政組-研究推動業務

◆依據中國醫藥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研究部分最低標準，升等代表著作必須在author-

affiliation著名本校為其服務單位。

◆教師同時具附設醫院及學校教職身份，論文發表單位寫法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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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研究資源

1. 加入研究中心，並參與
研究中心會議

2. 校級研究中心會議

研究指導

1. 國科會新進教師隨到隨
審計畫

2. 校內新進教師專題研究
計畫

3. 深耕/桂冠研究計畫
4. 加入研究中心，研究中

心提供研究經費
5. 各學院儀器費用
6. 任務型研究計畫

• 中亞合作平台
• 國科會相對補助款
• 攜手計畫

研究經費待遇

1. 本薪
2. 新進教師論文特別獎勵
3. 論文獎勵金
4. 國科會獎勵優秀人才彈

性薪資(門檻低)

行政組-研究推動業務



貴重儀器室

1. 統籌本校各院、所、系、中心之貴重儀器資源之使用、管理與維護，並規劃
貴重儀器之添置，以落實共同貴重資源共享、提升使用效率。

2. 支援全校研究發展，服務本校師生。

3. 接受校內/外委託分析及技術服務。

4. 提供共同貴重儀器應用教育講習與訓練及實驗室之安全規範等機制。

開放時間：
通過認證者---全年無休
尚未認證者---週一~週五、08:00~17:00

13

行政組-貴重儀器業務



儀器名稱 管理人 位置 / 實驗室名稱

1.流式細胞高速四向分選儀(Flow Cytometry Cell Sorter / FACSAria III)

陸自利老師
戴如淳
傅書琴

立夫教學大樓8樓
研究發展處
貴重儀器室

2.流式細胞分析儀(BD FACSCanto)

3.雷射掃描共軛焦分光光譜顯微鏡(Leica TCS SP8X)

4.超高速共軛焦影像系統(ANDOR Dragonfly，3D影像系統)

5.多光譜高脈絡掃描暨分析工作站|

(TissueFAXS Spectra Plus Cytometer) 

6.高通量螢光影像擷取與分析系統(High Content Image System)

7.小動物光學活體影像系統(IVIS)

8.海馬生物能量測定儀(Seahorse XFe24)

9.全自動微量細胞分析儀(NucleoCounter NC-3000)

10.即時定量聚合酶反應系統(Q-PCR)

11.正反雙向細胞成像系統(Revolve)

12. Luminex 高通量懸浮細胞流式影像分析儀(Amnis Image StreamX Mark II)

13.長時間活細胞影像連續工作站(IncuCyte S3 System ) 劉彥良老師 卓越大樓12樓儀器室

研究發展處貴重儀器室

• 貴重儀器網頁：https://cmurdc.cmu.edu.tw/HVIS/5-introduction.htm

(研究發展處貴重儀器室及各學院與研究中心百萬以上儀器相關資訊) 14

行政組-貴重儀器業務

https://cmurdc.cmu.edu.tw/HVIS/5-introduction.htm


核心設施分類 儀器名稱 管理人 位置 / 實驗室名稱

蛋白質體核心平台

1.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式質譜儀(MALDI-TOF/TOF ) 

陳朝榮老師 立夫教學大樓7樓
蛋白質體核心實驗室

2.液相層析-電噴灑法質譜儀
(HCT ultra PTM Discovery system)

3.高解析液相層析-四極棒飛行式質譜儀
(nanoUHPLC-ESI-Q TOF mass spectrometry)

4.高效四極桿傅立葉轉換電場軌道阱質譜儀系統
(Orbitrap Exploris 480) 

張為超副研究員
癌症大樓9樓

蛋白質體實驗室

代謝質體核心平台
1.離子遷移飛行時間串聯式質譜儀(Vion IMS QTof)

李德彥老師
立夫教學大樓12樓
代謝質體核心實驗室2.串聯四極桿質譜檢測儀(Xevo TQ-XS)

核磁共振核心平台 核磁共振儀(NMR,AVANCE NEO 400MHZ) 趙子華老師
創研大樓1樓

核磁共振光譜儀實驗室

雙光子顯微影像平台 雷射掃描雙光子共軛焦分光光譜顯微鏡 阮文滔老師
癌症大樓7樓

雙光子顯微影像實驗室

生物影像核心平台 三維高感度活體動物螢光冷光成像系統(IVIS Spectrum) 張銘在管理師
癌症大樓10樓
動物中心

質譜流式細胞分析
核心平台

1.Hyperion Imaging System (Hyperion成像系統)
楊文豪老師
許榮茂老師

卓越大樓12樓
英才學者實驗室

2.CellCelector RC Cell Isolation System(全自動細胞分離篩選系統
(專用型))

Alexandra Aicher
癌症大樓7樓

儀器室

衛福部資料科學中心-
中醫大分中心 衛生福利部線上資料 湯智昕老師

互助大樓7樓
衛福部資科分中心

Core Facility (核心設施)

15

行政組-貴重儀器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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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重組實驗及感染性生物材料申請案件審核
◆ 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審核系統：送審至結案3-5天
◆ 使用危險群第二等級(RG-2)感染性生物材料，於生物安全第

二等級(BSL-2)實驗室之控管

生物安全實驗管理

序號 BSL-2 (P2) Lab

1 醫學大樓4F 醫學系

2 癌症大樓7F 生物醫學所

3 創研大樓7F 生科系

4 立夫大樓12F 中醫學院

5 立夫大樓14F 醫技系

行政組-生物安全業務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IACUC)及動物中心之任務

17

實驗動物中心

動物中心

英才校區
實驗大樓2-3F

醫研部動物中心

附設醫院
癌症大樓10F

水湳動物中心

生醫產學研發
大樓7-10F、B1

動物代養設施

1. 校院動物飼養及管理業務
2. 定期健康監測
3. 提供實驗及外科訓練手術環境
4. 規範法規、試驗諮詢及教育訓練
5. 動物人道安樂死，屍體集中凍存清運

IACUC

1. 校院動物實驗申請表審核管
理業務

2. 年度監督報告表彙整函報農
委會

3. 提供動物飼養空間規劃諮詢
4. 動物實驗計畫審查後監督

(PAM)任務執行



校院動物代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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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區 單位位置 坪 數
代養動物
種 類

飼養環境
等 級

動物中心
英才校區

實驗大樓2-3F
475坪

大鼠、小鼠、天竺
鼠、倉鼠、兔

豬舍

SPF區
CC區
一般區

醫研部動物中心
附設醫院

癌症大樓10F
300坪 小鼠

SPF區
CC區

實驗動物中心



相關系統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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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相關事項說明
路徑：研發處網頁→行政組→其他計畫相關→研究計畫管理與執行相關事項說明

校內外計畫相關問題懶人包：https://cmurdc.cmu.edu.tw/ADC/information.html



學術研究管理系統

系統小叮嚀
本系統之資料將納入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績效評定使用，及作為校內各項獎補助計畫申請
基本資料使用，請各位老師務必隨時將個人研究表現資料維護至最新狀態，以免個人權
益受損。

新手使用指引
1. 系統路徑：學校首頁→點選〔校園入口網〕→進入資訊入口網→應用系統→教師作業

→學術研究管理系統。
2. 登入系統：帳號、密碼預設身分證字號。

系統架構

1. 申請作業：提供期刊論文、專書、專利、研討會、研究計畫、獲獎、研究專長、尋求
研究合作、技術轉移、碩博士論文登錄及學術論文獎勵金申請等，各項學術研究之建
立、管理功能。

2. 查詢作業：提供作者、各單位承辦人員查詢各項學術研究資料，及作者學術資料修改
申請等功能，並包括「CJA試算作業」及「個人著作查詢」二項功能。

3. 個人資料管理：提供個人基本資料設定及密碼變更功能。

系統管理人
1. 各位老師對本系統有任何建議及指教，請聯絡本組 (分機1501、1502、1519)。
2. 本系統維護：本校資訊中心林裴妤小姐(分機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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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研究計畫申請系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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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獎勵金申請系統



貴重儀器虛擬貨幣獎勵金
◼ 申請方式

學術管理系統→期刊論文申請作業→致謝獎勵金申請人→申請確認(送出申請）→審核人員不
定期進行審查

25



基因重組實驗申請業務

25

基因重組實驗線上申請：
請詳閱基因重組實驗室守則，至學術研究管理系統→申請作業→基因重組實驗申請作業進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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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重組實驗申請業務

線上「分審」及「決審」

全程作業時程僅需:3-5天

管理
• 生物安全教育訓練時數
• BSL-2 Lab 管理



雲端實驗中心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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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
1.具學校及醫院教職員身分
學校：校園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雲端實驗中心
醫院(具教職員身份) : 校園入口網站→應用系統→雲端實驗中心

2.不具學校教職員身分
研發處網頁→雲端實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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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驗室使用管理

2.藥品耗材管理與
查詢

3.電子實驗紀錄簿

4.雲端數據儲存與
分析

實驗室管理系統 實驗動物計畫系統 動物入室及代養管理系統 貴重儀器使用預約管理系統

1.申請表填寫及查詢

2.審查同意書列印

1.動物使用填報及入
室代養申請

2.分籠、移出、犧牲
或再移入申請

3.動物代養費管理

1.儀器資料管理

2.預約儀器作業

3.動物中心空間設備

4.儀器使用費管理

雲端實驗中心



雲端實驗中心
實驗動物計畫系統 動物入室及代養管理系統

29

線上入室代養等相關作業及動物代養費用查詢

申請作業時程需:7個工作天

計畫申請及變更，申請通過後可直接列印
審查同意書



貴重儀器使用預約管理系統

雲端實驗中心

1.使用權限申請/展延
2.儀器預約申請
3.計畫主持人儀器使用費查詢及繳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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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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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倫 理 中 心 簡介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ORI

馬明琪 主任

11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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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編制: 主任一名(馬明琪教授，醫學系)、兼職教職員若干名

諮詢單位: 學術倫理委員會

業務職掌:

一、為本校及校外學術倫理事務對口單位。

二、制定本校學術倫理相關法規。

三、規劃與舉辦學術倫理課程與研習會，並制定本校教職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四、掌握與更新國內、外學術倫理議題與趨勢脈動。

五、開發及協尋專門領域（如生物醫學、社會科學領域）學術倫理教材。

六、承辦學術倫理違規案件。

（學術倫理中心提供相關行政協助，由學術倫理委員會進行專業諮詢與審議）

七、追蹤學術倫理違規案件辦理情形。

人員編制與業務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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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5年 實驗室被關閉

哈佛大學終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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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類型
1. 造假:虛構不存在的研究資料或成果

2. 變造:不實變更研究資料或成果

3. 抄襲:援用他人的研究資料或成果，而未註明出處。
註明出處不當而情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4. 隱匿自己曾發表過相似研究成果。

5. 一稿多投:同一研究計畫若同時申請不同經費，應於計劃中說明。
如果均獲通過且補助內容重疊，應擇一執行。

6. 多人共同研究但分別發表，應註明他人貢獻。

7. 共同作者需有實質貢獻，單純提供研究經費、研究設備等不應列入。

資料來源: 科技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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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學術倫理案件審理流程

受理案件 成案 初審 複審 決議與後續處置

學術倫理
中心

接獲

檢舉案件

負責

行政事務

收集

舉證資料

協助

後續處置

進行

監管事宜

案件討論
會議

主任委員
偕同

兩名委員

進行審視

決定

是否成案

組成
專案小組

5-7名

學者專家組成

進行

案件審查

審查結果詳列

審查方式
違反事證
違反類型

具體處分建議

學術倫理
委員會

8-10名

學者專家組成

進行

案件複審決議

呈報校長
函轉權責單位

進行後續處置

權責單位

【教師】

校教評會

【研究人員、助理】

計畫主持人

【學生】

相關權責單位

受理至結案4個月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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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權利 法律

繳回
研究經費
論文獎勵金
彈性薪資

停權
撤銷職等
晉級 (年功俸)
升等
計畫申請

停職
解聘

司法訴訟
(牢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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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相關規定

一、適用於本校下列人員：

(一) 專任、專案教師。

(二) 研究人員(含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以及聘任之博士後研究員、專、兼任助理)。

(三) 臨床教師。

(四) 專業技術人員。

9



修課規定：

(一) 本校一般教研人員：109年12月1日起三年內（至112年11月30日前）修滿

兩小時時數。

(二) 新進教師與其他新進人員：應於到校第一年（依到校日期往後推算一年內）

完成六小時時數，第二年開始則比照一般教師修課規定。

學術倫理課程修課事宜

中國醫藥大學教職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學術倫理中心首頁→法規表單

http://ori.cmu.edu.tw/?q=tw/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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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規定

■自106年12月1日起，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

內所列首次執行本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本部

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三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訓練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本校研發處)備查。

■ 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本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

起三個月內檢附修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

送申請機構(本校研發處)備查。

注 意 事 項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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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案例與影音分享



(限校內 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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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案例與影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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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相關規定

一、本校修課規定

本校一般教研人員 (專任、專案、臨床教師、研究人員、博後、助理)

1 0 9 年 1 2 月 1 日 起 3 年 內 之 第 3 年 ( 1 1 2 年 ) 1 1 月 底 前 修 滿

2小時 時數。

新進教師與其他新進人員

應於到校第1年（依到校日期往後推算1年內）

完成6小時時數，第2年開始則比照一般教師修課規定。



二、修課管道：

(一) 校內：本校教師發展中心與學術倫理中心所辦理之學術

倫理研習課程。

(二) 校外：國內大專院校或相關機構辦理之學術倫理研習課程。

(三) 線上課程：「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AREE）」網站線上

研習課程（https://ethics.nctu.edu.tw/）。

本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相關規定

免費
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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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學術倫理線上課程相關說明：

106年8月後進入本校之人員請自行註冊。之後登入身分請選擇個人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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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教育課程時數認證方式

校內

參加後直接匯入

教師MyData系統

本中心網頁【必修課程】：

【學術倫理修課研習證明上傳說明】

校外

AR
EE

本中心網頁【必修課程】：

【學術倫理修課研習證明上傳說明】



【校園入口網站】→【應用系統】→【教師作業】→【教師MyData】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時數認證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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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輸入、查詢】→【參與各項活動資料下載】→【類別：學術倫理課程修習時數】→【下載Excel檔】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時數認證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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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筆資料即為您研習時數認證申請後，經審核通過之認證時數(見「認證時數」欄位)。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時數認證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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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學術品質，科技部於 2020年11月 開始規畫建置

輔助系統來審查專題計畫書內容。

生科司試用系統，找出四十對，共八十個相似度區間逾

六成的計畫，其中五到六件情節嚴重，恐違反學術倫理。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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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書 比對系統

生科司申請內容

→ 相似度區間 60% 以上: 40 對資料 80 件

資料人工比對

→ 一稿多投

→ 同計畫 (相同 / 不同申請人)，申請同一學門、跨學門、跨司計畫。

→ 計畫 (不同申請人)，使用相同文章模版，依不同研究標的，
些微改寫或增修策略、背景等部分。

→不同計畫的研究主軸、對象不同，卻有極為雷同的實驗設計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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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撰寫計畫書的時候，要充分標註應該揭露的事實；

2) 延續性的計畫，也要說明這和先前研究的差異性。

3) 如果以學校端來看，還可以考慮看是否要

A) 先行抽審，或是

B) 檢附原創性比對的等資料。

如何降低違反學術倫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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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宣導事項
教育部修訂「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

修正條文 條文內容

第三點第一款
審定辦法第四十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情事：

1.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登載不實：係指涉及評審事項之部
分，不包括身分資料誤繕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

2.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

3.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4.未適當引註：援用他人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依學術
規範或慣例適當引註，其未引註部分尚非該著作之核心，
或不足以對其原創性造成誤導。

5.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指將同一或其學術成果之重
要部分刊載於不同期刊或書籍，且未註明或未經授權。

6.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指使用先前
自己已發表論著之內容、段落或研究成果，而未註明或
列於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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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宣導事項

26

「申請政府部門研究計畫之主持人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項目

1.計畫書的內容已經盡可能以一手文獻為主，並充分理解資料來源，也已準確傳達原

作者的想法與研究成果。
□是□否

2.如果計畫書的內容有引用到他人的研究著作或成果，或有引用到自己已經發表的

研究著作或成果，在計畫書中已經採用正確合宜的格式進行書目引用，並詳列於

「參考文獻」的欄位中。

□是□否

3.如果計畫書的內容是學生學位論文的延伸研究，在計畫書中已經清楚註明計畫書

與學位論文間的關係，並具體敘明在研究上欲精進的部分。
□是□否

4.如果計畫書的內容是過去獲補助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延續性研究，在計畫書

中已經清楚註明先前計畫的結果，並具體敘明本次計畫的新意與原創之處。
□是□否

5.如果計畫書的內容有包含初步已完成的研究結果，或包含已發表的研究著作，在

計畫書中已經清楚註明已完成和已發表的部分，且提供發表的相關資訊（包括發

表形式與發表時間等）。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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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宣導事項

27

「申請政府部門研究計畫之主持人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項目

1.計畫書的內容已經盡可能以一手文獻為主，並充分理解資料來源，也已準確傳達原

作者的想法與研究成果。
□是□否

2.如果計畫書的內容有引用到他人的研究著作或成果，或有引用到自己已經發表的

研究著作或成果，在計畫書中已經採用正確合宜的格式進行書目引用，並詳列於

「參考文獻」的欄位中。

□是□否

3.如果計畫書的內容是學生學位論文的延伸研究，在計畫書中已經清楚註明計畫書

與學位論文間的關係，並具體敘明在研究上欲精進的部分。
□是□否

4.如果計畫書的內容是過去獲補助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延續性研究，在計畫書

中已經清楚註明先前計畫的結果，並具體敘明本次計畫的新意與原創之處。
□是□否

5.如果計畫書的內容有包含初步已完成的研究結果，或包含已發表的研究著作，在

計畫書中已經清楚註明已完成和已發表的部分，且提供發表的相關資訊（包括發

表形式與發表時間等）。

□是□否



違反學術倫理背景因素宣導事項

優良實驗室之管理策略 明確的實驗室規範

詳實的實驗記錄

值得信賴的實驗室文化

確保研究資料妥善保存

定期的教育訓練

良好的溝通

資料來源：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28

學術倫理宣導事項



違反學術倫理背景因素宣導事項

研究資料與紀錄保存

（自保之道）
2018年9月：

科技部修訂「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要
求研究人員研究
紀錄至少保存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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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背景因素宣導事項

手寫紀錄由執行該
作業人員填寫

未使用之空白區域劃掉並簽名與
寫上日期

紀錄應難以被消除

填寫內容清晰可讀

完成日期有固定格式

操作完成同時填寫紀錄

實驗記錄本的重要性

（自保之道）

紀錄必須簽名與日期

30

學術倫理宣導事項



學術倫理中心位置：

水湳校區

卓越大樓 11樓

連絡電話：校內分機 1622

中心信箱：ori@mail.cmu.edu.tw

中心網址：http://ori.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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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楊良友 國際長
111.09.07



簡 介 大 綱
組織與人員業務簡介

中醫大國際化現況

1. 國際合作中心

-盟校、國際合作及國際學術交流

2. 國際學生中心

-境外學生輔導及獎學金申請與發放

3. 國際教育中心

-學生國際交流及國際學生招生



國際事務處組織與業務簡介
校長室

國際事務處

1. 與境外大學及學術機構合約
洽訂、研究合作洽談與接洽

2. 訪賓接待
3. 赴外參訪及活動參與
4. 重點姐妹校關係促進、資料

彙整
5. 國際學人接待統籌
6. 國際組織聯繫及其活動辦理
7. 國際/雙邊研討會統籌
8. 國外媒體聯繫
9. 全校英文網頁、簡介、短片

及手冊等宣傳品製作與更新
10.其他交辦事項

.

國際合作中心

林姵伶 (Bella)
王雅瑩 (Emily)

國際學生中心 國際教育中心

1. 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補助
2. 境外生入台證申請
3. 外國學生接待事宜
4. 外籍學生輔導及獎學金發放
5. 外籍生註冊
6. 僑生輔導級僑生獎學金申請
7. 陸生生活輔導
8. 史丹佛大學學生來台交流計

畫
9. 外籍學生、僑生及陸生資料

填報
10.其他交辦事項

賴采微(Hazel)
廬旻孜 (Eva)

賴晏翎(Yenling)

1. 外籍生招生事宜
2. 僑生招生相關事宜
3. 陸生招生相關事宜
4. 姐妹校專班課程設計
5. 雙聯學位補助
6. 台灣教育中心事務處理
7. 外籍教師輔導與接待事宜
8. IELTS授權報名中心
9. 學生校外補助計畫(學海系列

計畫、候鳥計畫、交換學生、
國際學生交流計畫(ISEP)

10.其他交辦事項

賴又瑄 (Laurel)
楊喻淇(Ashley)
邱秀蘭 (Ali)

國際發展事務會議



服務教師項目

 協助接待歐美、亞洲、大洋洲及大陸地區來賓參訪與交流活動。

 協助辦理歐美、亞洲、大洋洲及大陸地區學術機構與本校簽署合作協議。

 協助本校教師建立國際研究合作。

 協助舉辦各項國際性會議與活動。

 協助外籍教師及博士後研究員報到等行政事項。

 協助教師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經費(申請計畫獲得補助者，將獲得服務分數
5分)。

 協助教師申請教育部新南向相關計畫。

 協助有意願提供境外碩士、博士生助學金的教師找到境外碩士、博士生。



主管介紹

Dr. Liang-Yo Yang

楊良友教授

國際事務長 副國際長
Dr. Chingju Lin 

林靜茹教授

綜理國際事務處業務 國際學生中心事務
國際教育中心事務



人員工作職掌
-國際合作中心-

1. 辦理大陸研修生簽證事宜
2. 辦理國際雙邊研討會
3 外賓來訪接待事宜
4. 執行教育部新南向計畫
5. 負責國際組織聯繫及活動辦理

林姵伶(Bella Lin)

1. 全校英文網頁、簡介、短片及手冊
2. 國際姊妹校簽約相關事宜
3. 國際合作交流事宜
4. CMU Global Connection

5.   國際事務處英文網頁

與境外大學及學術機構合約洽訂、訪賓接待、赴外參訪辦理、重點姊妹校關係
促進、國際組織聯繫及其活動辦理、國際研討會統籌、國外媒體聯繫、全校英
文網頁、簡介、短片及手冊等宣傳品製作及外籍教師輔導與接待事宜等。

王雅瑩(Emily Wang)



人員工作職掌
-國際學生中心-

1.處理本校大學部國際學生
相關業務

2.處理臺灣獎學金相關事宜
3.其他相關交辦業務

賴采微 (Hazel Lai) 盧旻孜(Eva Lu)

1.處理本校僑生輔導相關業務
2.執行教育部僑生輔導經費、
協助本校僑生與社團活動辦
理

3.其他相關交辦業務

賴晏翎(Yenling Lai)

1.處理大學部國際學生相關業務
2.陸生註冊安排
3.陸生行政事務處理
4.外籍碩博士生獎學金發放
5.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補助

外國學生、僑生及陸生之註冊、輔導及校內校外獎學金申請與發放
及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



人員工作職掌
-國際教育中心-

1. 交換學生
2. 暑期國際生
3. 學生出國見實習補助
4. 辦理雙聯學位相關事宜
5. 校外學生出國補助計畫
6. 姊妹校及國際專班課程設計

• 學生出國補助、交換學生、暑期國際生(ISEP)、雙聯學位、校外學生出國補助計畫
(如學海系列計畫、候鳥計畫、外籍生高階醫學教育輸出計畫)、姊妹校專班課程設
計、IELTS授權報名中心及外籍教師輔導與接待事宜。

• 境外生招生及宣傳

邱秀蘭(Ali Chiu)

1. 外國學生招生
(秋季班+春季班)

2. 外國學生招生宣傳

楊喻淇(Ashley)

1. 僑生及港澳生招生
(單獨招生+海外聯招)

2. 陸生招生
3. 僑升及陸生招生宣傳
4. 海外招生教育展

賴又瑄(Laurel)



國際合作交流



• 2019年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醫療體系、英國
南安普敦大學、北海道醫療大學等簽訂盟校，強化實質合作

• 2020年與Fulbright學術交流基金會、東京大學醫學院、喬治
亞州立大學、葛瑞菲斯大學等簽訂盟校，強化實質合作

• 2021年與新加坡思恩醫療中心、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加
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藥學院等簽訂盟校，強化實質合作

新加坡國立大學醫療體系(NUHS）

◼拓展國際策略聯盟，逐年增加國外盟校數目

新加坡國立大學（NUS）

Fulbright學術交流基金會

加強實質國際交流



深化重點國際合作

新加坡國立大學

• 2018年5月21至5月22日由本校舉辦第二屆CMU-NUS研討會

• 2019年8月30日由本校舉辦第三屆CMU-NUS Joint Symposium

• 2022年2月24-25日由新加坡國立大學主辦第四屆NUS-CMU

Joint Symposium，吸引兩校共26位講者及兩百位師生參加

• 雙方於107-110年共同發表52篇文章，1篇Nature文章發表

• 兩校各出360萬元支持4件合作計畫

• 兩校另外共同執行3項新藥開發合作計畫（NUS再提供360萬）

• 科技部臺新國合計畫1件

美國南加州大學 • 雙方於107-110年共同發表49篇文章，1篇Cell文章(IF=41.584)

瑞士蘇黎世大學

• 兩校共同執行1項針灸臨床試驗持續收案（NCT03432611）

• 獲得1項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研究計畫補助

• 雙方於107-110年共同發表8篇文章

日本東京大學

• 2019年9月12日由本校主辦第二屆CMU-UT Joint Symposium

• 共同執行1件國際合作計畫

• 雙方於107-110年共同發表25篇文章，3篇Nature文章發表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 共同執行1件國際合作計畫

• 雙方於107-110年共同發表111篇文章，1篇Nature文章發表

（IF=49.962）及1篇Science文章發表（IF=47.728）

The 2nd CMU-UT Joint Symposium

The 3rd CMU-NUS Joint 

Symposium

CMU-UZ Joint Meeting



CMU Collaborates with Universities 
in Top 100

2022 World

University

R a n k i n g

NUS NTU UT SNU UZH

ARWU #71 #88 #24 #98 #59

THE #21 #46 #35 #54 #75

Collaboration Areas:

⚫ Singed MOU

⚫ Exchange of Students

⚫ Exchange of Faculty

⚫ Joint Symposium

⚫ Exchange of Academic Materials

⚫ Research Projects

⚫ Medical Education and Medical 

Simulation Training



US

AsiaEurope

Australia

頂尖國際連結
*與20所世界百大建立盟校關係

*研究主題:癌症、老化、幹細胞、神經科學、中醫、細胞治療、AI
*與每所頂尖大學建立1-3項研究合作



招收境外學生



指導國際研究生意願調查

• 中國醫藥大學研究所外生及僑生入學補助辦法(109學年度起入學新生)

學制 免學雜費 生活助學金

碩士班 第1學年 擇優給予每月新台幣10,000元

博士班 第1學年及第2學年 第1學年每月新臺幣20,000元

中醫大教授群: https://cmucia.cmu.edu.tw/news_detail.php?sn=1

【碩士班】：
• 從第1學年開始以研究計畫經費或其他管道給予學生每個月新台幣1萬元補助

(可以找人共同指導一起支付每個月1萬元)
• 已回復有意願：91名

【博士班】：
• 從第2學年開始以研究計畫經費或其他管道給予學生每個月新台幣2萬元補助

(可以找人共同指導一起支付每個月2萬元)
• 已回復有意願：91名

有意願的教師敬請將以下資料提供給國際事務處(將另以email發調查表)：
中英文姓名、重要著作與發表(Selective Publications)、研究計畫補助(Research 
Funding/Grants)、研究領域與專長(Research Expertise)、個人網站等

意願調查

https://cmucia.cmu.edu.tw/news_detail.php?sn=1


學生國際交流



教育部補助計畫

一、名稱：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計畫

二、內容：

• 學海築夢：運用國際合作計畫管道，選送學生赴國外非新南向國家之企業、機構進行

職場實習（不包括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由薦送學校自行安排實習機構及規劃實

習領域，充實實習課程，落實學用合一，加強職涯生活輔導。

• 新南向學海築夢：選送學生赴新南向國家具發展潛力之企業、機構進行職場實習，以

培育國內學生更加瞭解各該國文化之生活方式與背景，有助未來深耕與各該國關係及

合作發展。

新南向國家，指印尼、越南、寮國、汶萊、泰國、緬甸、菲律賓、柬埔寨、新加坡、馬

來西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紐西蘭及澳洲等十八國。

三、提出各項教育部補助計畫之本校專任教師，依據「中國醫藥大學教師評估辦法」
第五條第三項核給服務分數5分。



歷年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補助經費
及學生出國情形

18

年度 獲補助計畫數 核定補助金額 出國學生人數

96 1 495,344 16

97 2 368,640 4

98 2 617,352 11

99 4 1,149,293 15

100 4 1,531,495 14

101 1 181,988 2

102 6 2,285,467 34

103 3 808,032 10

104 8 2,016,000 50

105 6 240,000 19

106 9 1,632,000 43

107-1 6 1,680,000 39

107-2 4 2,496,000 34

108-1 4 1,152,000 20

108-2 5 4,032,000 9

109-1 4 2,039,992 目前6人出國，112年暑期預計8人出國

109-2 3 4,368,000 COVID-19影響，2計畫取消，112年暑期預計15人出國

110-1

110-2 2 1,854,478 目前5人出國，112年暑期預計5人出國

111-1 1 528,000 112年暑期預計4人出國

未申請



歷年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補助經費及學生
出國情形

年度
獲補助

計畫數
核定補助金額 出國學生人數

106 3 801,600 7

107-1 4 1,331,776 15

107-2 4 1,310,796 20

108-1 5 2,128,317 12

108-2 2 1,319,562 COVID-19影響取消出國計畫

109-1 7 3,007,800 目前出國人數4人，112年暑期預計29人出國

109-2

110-1

110-2 3 1,680,000 112年暑期預計14人出國

111-1 1 1,184,832 112年暑期預計12人出國

未申請

未申請



謝 謝 聆 聽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報告人：劉育寰
111.09.07



簡介大綱

壹、單位簡介

貳、重點服務項目（含網址）

叁、注意事項說明

肆、常見問題Q&A

簡報時間15分鐘，請以不超過25頁為原則

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教學生涯切身相關之業務與注意事項



資訊安全宣導

3

社交工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88sDhrDv6M

用點心財安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u16Ulf0do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u16Ulf0do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88sDhrDv6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u16Ulf0doA


用-公共網域不用

 免費網路不輸入機密資料

 如：帳號/密碼

 無線電波的風險

 無法限制使用範圍

 無法以實體方式限制存取

 無法避免監聽

4



點-不明連接不點

郵件內含釣魚網站
連結，誘騙點選

5



心-真假網址要當心

利用類似網址
騙取個人資料

6
數字1



財-防堵漏洞防漏財(軟體更新)

7



安-勤換密碼保平安(慎選密碼)

 長度&強度：

 八個字元以上

 英文(大小寫)與數字混用

 至少含有一個特殊字元
（@!#$%^&*）

 字典裡找不到

 勿分享(共用)密碼

8



 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第四條 網路使用人應尊重智慧財產權，公務電腦不得安裝及
使用非公務用各式點對點互連(P2P)軟體，下載或提供分享檔
案，並不得有涉及下列侵害智慧財產權之行為：(以下略)

 防火牆限制 P2P 連線

校園保護智財權宣導

9



圖書資訊中心簡介

於針灸中心二
樓成立圖書室

改稱圖書館

成立電腦中心

更名為
電子計算機中心

1958

1959

1989

1995
更名為
資訊中心

2006
整併為

圖書資訊中心

2021

10



圖書資訊中心組織架構

校長

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

保護推動委員會
圖書資訊中心委員會

中心主任
(圖資長)

系統發展組 技術支援組 圖書服務組 英才圖資中心

副中心主任
(副圖資長)

副中心主任
(副圖資長)

11



校務行政E化

 民國94年導入校務行政系統

 民國95年導入校園入口網站

 民國96年導入電子簽核系統

 民國98年導入電子公文系統

 民國102年完成校務行政系統
WEB化

 民國106年完成個資盤點與風
險評鑑系統

 民國109年導入WEBEX雲端會
議系統

12

校園入口網：https://portal.cmu.edu.tw

https://portal.cmu.edu.tw/


教師系統(涵蓋行政、教學、研究)

• 課程資訊

• MyData晉級評估系統

• 學術研究成果

• E－Portfolio

• 動物房管理

• 貴重儀器

• 雲端實驗室

• 雲端動物計畫

• 學術研究管理

• 專利申請查詢

13



學生系統(涵蓋教務、學務、生活)

14

獎學金申請

• 學生資訊系統

• 請假系統

• 獎學金申請

• 心輔預約

• 課業輔導



近距離：1G光纖

遠距離：VPN專線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校本部、英才校區、北港分部
間網路架構

15



基礎建設

 各校區對外1G頻寬

 校本部建置100G骨幹

 校本部全區Wi-Fi 6無線網路
(全國首創)

 全校無線網路涵蓋率達99%

 校本部及英才校區共6間電腦室
約300台電腦

 綠能機房

 校本部使用智慧型教室面板
(全國首創)

16



遠距會議/教學

追蹤式可變焦攝影機

Codec視訊會議系統

行動式視訊會議系統

授課攝影系統

軟硬體設備

⚫卓越102、201、202、203

⚫立夫101、102、103、104

同步課程使用教室(含中亞聯大)

⚫立夫101~104

⚫互助11A01、立夫B1國際會議廳、立夫105

英才校區

⚫卓越102、201、202、203

⚫卓越B2國際會議廳、2F史丹佛會議室、第二~三會議室、第四會議室

⚫卓越B201~3、101

校本部

⚫綜合教室、R209、R208、藝文教室

北港校區

多校區同步教室

17

已開通全校師生帳號

需要者再申請



視訊種子人員教育訓練規劃

 課程內容

 各會議室視訊軟硬體操作(含WebEx連線)

 各教室電子講桌、視訊設備、跨校區同步教學操作

 各種故障排除

 實施方式

 英才與水湳校區各辦一場實體課程

 走訪各個會議室及不同設備之教室，進行軟硬體設備操作示範，
並讓與會者實地操作演練

 請教學設計師全程錄影(需用專業攝影機)，剪輯成操作教學影片

 要求各單位之視訊種子人員務必參加實體課程

 往後各單位新進老師/人員(有需要操作視訊設備者)可先觀看
教學影片

18



智慧行事曆

 自動同步課表、調補課、
活動報名、開會通知

 讓秘書們方便約主管的
開會時間

 分享Google月曆權限
給自己慣用的Gmail
帳號

 在智慧行事曆設定同
步的Google帳號

 同單位同仁可以檢視

 若設定為秘書，可以
檢視其他單位主管的
行事曆

19

1 分享權限給自己慣用的Gmail帳號

2

3

4
同單位同仁可以檢視
設定為秘書，可以檢視其他單位主管的行事曆



緊急求救APP

20



智慧教室面板
(硬體建置已完成、部分軟體功能開發中)

顯示動態課表

防疫資訊輪播

教育訓練課程的簽到
退(靠卡)

緊急事件推播(走馬燈)

活動訊息輪播(橫幅)

橫幅

走馬燈

21



Wi-Fi 連線

 802.1X

只要在初次設定時輸入帳密即可
https://lic.cmu.edu.tw/listedpost/118

 TANetRoaming

需每次登入(網頁)

校內師生：使用校園入口網帳密
校外人士：使用學校email帳密

 Eduroam (預計年底前建置完成)

22

https://lic.cmu.edu.tw/listedpost/118


各式帳密預設值

校園入口網站 隨機亂數產生，附在帳號申請回函內 2G

Gmail 身分證字號字母小寫 30G

Office365 身分證字號字母小寫，最後面加一個!
1T

教職員

學生

校園入口網站 身分證字號字母小寫

Gmail
學生資訊系統首頁顯示的預設密碼

(隨機亂數產生)
100M

Office365
學生資訊系統首頁顯示的預設密碼

(隨機亂數產生)
1T

• Email容量不大，建議設定轉信
• 地端Outlook不再支援POP3

23

入口網帳號@mail.cmu.edu.tw

入口網帳號@cmu.edu.tw

入口網帳號@365.cmu.edu.tw

u學號@cmu.edu.tw

學號@365.cmu.edu.tw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exchange/clients-and-mobile-in-exchange-online/deprecation-of-basic-authentication-exchange-online


電腦教室教學資源

 目前提供三大教學資源給老師運用

 AOD(軟體服務隨選雲應用程式，Application On Demand)

可快速安裝上課所需軟體，不須做派送動作
歡迎各系提供授權軟體

 Linux VDI

推廣開放源碼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

 GPU Container (廠商協助處理中)

可供AI課程及研究使用

24



電腦教室/電子講桌軟體

目前僅供校內使用：http://10.130.126.107/

25

http://10.130.126.107/


線上教學平台(Moodle) 模組

 同步教室(線上教學平台)

 影音教材(專注度，會記錄觀看影片時間，無法快轉)

 KM+ 多媒體教材庫，EverCam 的最佳拍檔!

26



KM+ 多媒體教材庫，EverCam 的最佳拍檔!

https://tw.formosasoft.com/p/lib

 直接將 EverCam 錄影檔 (.ecm) 或影片拖曳到 km+，網站
就會自動轉成高品質、低頻寬的 mp4 檔案。

 km+ 強大的筆記功能，可以在影片上畫重點，自動截取的
畫面 (快照) 就像書籤一樣，方便快速瀏覽影片的重點或輸
出成 pdf。

 影片問答、索引等，更可以強化原來學習平台的功能!

 km+ 還可以透過 API，進一步與教學平台做深度整合，提
供筆記、學習歷程記錄與統計等更完整的功能

27

https://tw.formosasoft.com/p/lib


MOOCS

http://moocs.cmu.edu.tw/

28

http://moocs.cmu.edu.tw/


微軟Microsoft Learn for Educators計畫

供 應 項 目教 育 機 構個人教育工作者
Microsoft 基本概念課程和教材

1
✓ ✓

Microsoft 進階角色型課程和教材
1

✓ ✓

Microsoft 認證練習測驗 免費 享有折扣
Microsoft 認證測驗優惠劵 免費 享有折扣

實驗室基座 免費 享有折扣

學生用 Microsoft 基本概念認證練習測驗
1

✓ ✓

學生用 Microsoft 基本概念認證測驗優惠劵
1

✓ ✓

辦公時間
1

✓ ✓

訓練計畫經理
1

✓ ✘

課程整合支援 ✓ ✓

Microsoft Learn for Educators 社群
1

✓ ✓

資料和見解報告
1

✓ ✘

使用 Microsoft 公關工具組的聯合公關機會
1

✓ ✘

點播虛擬教育工作者準備課程錄影
1

✓ ✓

透過 Microsoft 虛擬訓練營的技術訓練
1

✓ ✓

精選教學工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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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overview#program-options-and-sign-up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overview#microsoft-curriculum-and-teaching-material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overview#microsoft-curriculum-and-teaching-material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overview#microsoft-certification-practice-exam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overview#microsoft-certification-exam-voucher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overview#lab-seat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training#tools-for-teaching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training#tools-for-teaching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overview#office-hours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overview#training-program-manager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overview#curriculum-integration-support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overview#microsoft-learn-for-educators-community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overview#data-and-insights-reporting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overview#pr-toolkit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training#get-ready-to-teach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training#get-skilled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learn/educator-center/programs/msle/training#tools-for-teaching


資訊相關服務

 資訊設備維修服務

 個人電腦/印表機/掃描器

 作業系統異常/掃毒

 申請報修：校園入口網站→資訊設備維修申請

 全校授權軟體

 微軟作業系統 / Office / 防毒軟體 / SAS統計軟體 / MATLAB 

/ LabVIEW

 圖書資訊中心→授權軟體下載
https://lic.cmu.edu.tw/listedpost/114

30

https://portal.cmu.edu.tw/ssoIndex.do?apUrl=https://webap.cmu.edu.tw/Repair_New/login_portal.aspx&apOu=Repair_New_Staff&datetime1=1535588578169
https://lic.cmu.edu.tw/listedpost/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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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注意事項說明-線上教育訓練
連結路徑: 校園入口網站 >應用系統>磨課師線上開放式課程 CMU MOOCs 



首要注意事項說明-線上教育訓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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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中心常見問題Q&A
 資訊中心常見問題(https://lic.cmu.edu.tw/listcate)

 常見問題一各單位教職員經常洽詢之問題

 操作手冊一各資訊系統相關操作手冊

 使用規範與法規一資訊相關法規

https://lic.cmu.edu.tw/list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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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得到資訊中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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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學院 窗 口 分 機

醫學院 張諺凱 1591

中醫學院 沈彥良 1606

藥學院 葉俊廷 1598

公共衛生學院 林裴妤 1601

健康照護學院 王暐淨 1602

生命科學院 林宜蓉 1593

人文與科技學院 廖嘉楷 1594

牙醫學院 黃瓊儀 1595

醫學工程學院 蔡敏郎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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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入口網站->應用系統
->資訊設備維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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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er系統 -> 資訊服務 -> 資訊系統需求反應單



中國醫藥大學APP

Android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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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大 綱

壹、單位簡介

貳、重點服務項目及注意事項

叁、常見問題Q&A



3

總務長

事務組6人 保管組6人 文書組4人

校園空間委員會

採購委員會

節能減碳小組

水湳規劃小組

趙克平

楊日昇 眉宜伶 陳 瑩

◼採購業務
◼環境維護管理
◼場地租借管理
◼廢棄物清運管理
◼停車場、公務車管理
◼委外業務管理(保全、
清潔、交通車)

◼專案(水湳校區、安南
醫院、新竹附設機構)

◼出納業務
◼財物管理
◼採購案驗收
◼校地管理
◼空間管理

◼公文收發管理
◼監印業務
◼郵務管理
◼法規資料庫維護
◼文書檔案管理(含契約書)
◼全處綜合業務及會議資料
◼全處網頁維護

司機2人、工友及校警7人
委外清潔22人、委外機電13人
委外保全8人

◼全校設備設施(含消
防及公安)檢修及維
護

◼全校性營繕工程
◼節能減碳作業
◼委外業務管理(機電)

營繕組5人

盧裕倉



採購相關法規

4



採購作業-採購法

5

中國醫藥大學採購辦法
中華民國105年4月8日一0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5年4月24日第18屆第16次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5年7月11日文總字第1050009246號函公布



採購作業-財物管理辦法

6



採購作業-3萬<金額<100萬採購作業流程

儀器/耗材/

修繕請購
作業

提出申請單
(3估單/規格表/

經費核定清單)

招標採購
參萬元以上
案件須核定
底價及辦理
招標作業

核銷收料
總務處、財務室

驗收
審核付款

依預算委員會決議分配預算
或研發處審核通過之研究計畫

預算審核

財務室

事務組

申請單位財務室

校長室

核准

申請單位

採購作業程序請依
政府採購法、本校採購法

勿拆單申請

保管組

確認資產類別

事務組

審核與詢價

總務處

會辦單位

• 研發處

• 產學合作處

• 圖資中心

• 環安室

• 輻防委員會

• 深耕計畫

7



審議通過

採購作業-100萬以上採購流程

儀器/耗材
/修繕請購

作業
提出申請單
(3估單/規格表/

經費核定清單)

保管組

確認資產類別

事務組

審核與詢價

招標採購
核定底價及
辦理招標作業

核銷收料
總務處、財務室

驗收
審核付款

依預算委員會決議分配預算
或研發處審核通過之研究計畫

預算審核

財務室

事務組申請單位財務室

校長室

核准

申請單位

採購委員會

總務處

會辦單位

• 研發處

• 產學合作處

• 圖資中心

• 環安室

• 輻防委員會

• 深耕計畫

採購作業程序請依
政府採購法、本校採購法

勿拆單申請

8



採購作業-共同採購作業

事務用品：文具用品、電腦耗材、清潔用品

電腦資訊設備：個人電腦、顯示器、筆記型電腦

• 依年度議定統一價格
• 品項明細請至校園入口網站中→網路文件→教職員文件分享→共同採購專區下載

or 事務組網頁共同採購專區 http://cmumoney.cmu.edu.tw/?q=zh-hant/node/26

9

http://cmumoney.cmu.edu.tw/?q=zh-hant/node/26


◆請採購作業時程：請依規定期限內辦理申請及核銷

◆各項採購作業程序不得意圖拆案採購

採購作業-期程

經常門(業務費)

採購案件

• 應於學年度結束或計
畫結束之一個月前完
成申請作業

資本門(設備費)

採購案件

• 應於學年度結束或計
畫結束之三個月前完
成申請作業

10



財物管理

◆財物管理

◆驗收權責劃分

驗收

財物增加
財物移交

財物移轉
財物減損

保管組
清運廢品

11



財物管理

◆ 對所經管之財物應負保管、養護之責，並保持物、帳及放置地
點相符，不得私自移撥。財物如已達使用年限，不堪再使用時，
應填具財物減損單，經陳報校長核定後，辦理財物報廢手續。
在未奉核定處理前，應妥善保管，不得隨意廢棄。

◆ 財物需外送維修或攜出校外使用時，需填具1.財物借出單及2.物
品攜出放行單，並經單位主管核准，借出財物如有損壞或短少
時，由借用人負責維修或賠償。
(網址http://cmumoney.cmu.edu.tw/?q=zh-hant/node/37)

◆財物交流網：
閒置財物請使用單位登錄財物交流網，如有適用再進行財物移轉手續。

位址：校園入口網站→應用系統→行政管理作業→財物交流網

12

http://cmumoney.cmu.edu.tw/?q=zh-hant/node/37


一、通過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認證，始得進入實驗室

二、危險性機械設備

➢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滅菌鍋、離心機、乾燥設備、空氣

壓縮機、低壓電氣設備等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定期檢查表應每年檢查1次，並予記錄保存3年備查

實驗室安全衛生

13



一、毒性化學物質購買前，需向環安室提出申請，並妥善儲

存及上鎖管理。

二、填報：

➢每次使用依規定填報運作紀錄簿。

➢每月初至「實驗室管理系統」申報運作量。

三、實驗室外應標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

（Handling Premises of Toxic and Concerned Chemicals）」字樣。

四、請廠商提供符合GHS標示及新版安全資料表，放置於

實驗室內明顯易取得處。

14

實驗室安全-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實驗室安全-生物醫療廢棄物

一、請務必放置於生物醫療廢棄物專用垃圾袋內且不可落地。

二、作業流程、時間及地點：

➢ 分為不可燃性、可燃性(紅色專用袋)→委由廠商清除處理

➢ 清運時間及地點：

• 每週四上午10時30分校本部-地下2樓

• 每週四上午9時30分英才校區-實驗大樓涼亭旁

15



E化講桌、投影機、麥克風等設備均定期查修，上課中如遇需緊急修繕，
可用校內電話洽事務組(分機1312、1315)或機電室(分機1441)處理。

16

全校營繕工程及設備檢修及維護等作業

校園入口
網站

應用系統
電子簽核
系統 申請表單 行政總務

2022/9/5



教室能源管控系統

一、教室已納入「教室節能管控系統」，電源自動於上課前
10分鐘開啟；下課後10分鐘關閉。

二、如因調課、辦理活動需使用教室時，請務必辦理教室借
用手續，屆時教室電源會自動供應。

三、中午時段因考量教務及考試所需，提早至中午12:30供
電；夜間課程(A、B)為下課鐘響20分鐘後斷電；如因教
務課程需延長上課時間，在不影響其他課之原則下，上
班期間請通知總務處(分機1336)，非上班期間請通知機電
室人員(分機1441)，即可延長供應電源時間。

17



公文處理期限

◆一般公文處理時限規定：

➢ 最速件：1日

➢ 速 件：3日

➢ 普通件：6日

➢ 限期公文：依來文規定期限辦理

◆公文逾處理時限及停留逾8小時者，E-mail會收到逾期及催辦通知。

◆公文到件時，承辦人E-mail會收到公文到件通知。

◆公文決行時，承辦人E-mail會收到公文決行通知。

◆須於時限內發文或核示的公文，承辦單位應自行催辦。

18



電子公文簽核流程及結案處理
◆公文簽核之流程，請依分層決行之原則辦理，若須至校長室決行之公文，
請承辦人將最後決行關卡設定校長室。

◆同仁代理職務時，務必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

◆流程設定

◆電子公文決行後，請承辦人先檢視決行意見，再選取公文流程終結選項：

單位主管
(二級、一級)

會辦單位
如無會辦單位則無需點選

校長室

19

公文種類 決行後處理方式

函稿及開會通知單 函稿送發文

外來文 外來文送歸檔

創簽 內部文存查



郵務業務

•郵件代收、代寄服務，外來信件電子簽領請攜帶職員證或身分
證。

•不代收個人非公務性質之網路購物相關郵件，將請貨運公司親
送收件人。

郵政代辦所-校本部創研大樓一樓

•公務郵件寄送請送卓越大樓十樓總務處文書組，請務必登入校
園入口網站/郵務管理系統提送申請。

•交寄郵件上載明寄件者姓名及分機。

公務郵件-校本部卓越大樓十樓文書組

• 互助大樓1樓 i 郵箱，提供全年無休、24小時取寄郵件之服務。

• 取件存放期限為3天，請踴躍使用。

i郵箱(智慧物流箱)

20



校區間公務文件交換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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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傳遞時間(配合交通車)
➢ 英才校區發車時間：9：00、13：30
➢ 校本部發車時間：9：30、14：00
文件傳遞收件截止時間為發車前20分鐘

◆文件傳遞交換處
➢ 英才校區：互助大樓4樓聯合辦公室
➢ 校本部：卓越大樓10樓總務處公文櫃區

◆文件應清楚標示送件及收件單位聯絡方式，重要文件應
主動聯繫收件單位收件。(文書組網頁下載表格)

◆公務文件包含公務文書、請購核銷單據、公文等，不包
含現金、支票。

https://cmumoney.cmu.edu.tw/?q=zh-hant/node/42


英才校區郵件及公文

22

◆公務郵件交寄流程

➢ 至校園入口網站/郵務管理系統/外寄郵件申請

➢ 放入互助大樓4樓聯合辦公室交換處(文書組專用傳遞箱)

➢ 於14:30前送達文書組、逾時則於隔日寄送（大宗郵件

請提前交寄）

◆郵件及公文領取

➢ 領件地點：事務辦公室領取（原英才校區代辦所）

➢ 領件時間：11:00 -12:00、15:00 - 16:00



兩校區交通車捷運站停靠接駁

1. 藍色字體為3台車，紅色字體為2台車、黑色字體為1台車；行車時間約25-30分鐘
2. 國定假日當日不發車(連假及補假依〝週六、日及寒暑假〞時刻表發車) 

3. 黃色標記為捷運接駁車抵達預估時刻

停靠捷運接駁站
校本部→英才校區：停靠捷運中清站
英才校區→校本部：停靠捷運文華站對面九乘九文具店

學期中週一至週五(大巴)
學期中假日(星期六、星期日)、彈性放假

日、寒暑假星期一至星期日(中巴)

英才校區發車 校本部(水湳)發車 英才校區發車 校本部(水湳)發車
07:25 (07:30) 07:25 (07:30) 07:25 (07:30) 07:25 (07:30)

08:00 (08:05) 08:00 (08:05) 08:00 (08:05) 08:00 (08:05)

08:30 08:30 08:30 08:30

09:00 09:00 09:00 09:00

09:30 09:30 09:30 09:30

10:00 10:00 10:00 10:00

10:30 10:30 10:30 10:30

11:00 11:00 11:00 11:00

11:40 11:40 11:30 11:30

12:10 (12:15) 12:10 (12:15) 12:10 (12:15) 12:10 (12:15)

12:40 (12:45) 12:40 (12:45) 13:00 (13:05) 13:00 (13:05)

13:30 13:30 13:30 13:30

14:00 14:00 14:00 14:00

14:30 14:30 14:30 14:30

15:00 15:10 15:00 15:00

15:30 15:40 15:30 15:30

16:00 16:10 16:00 16:00

16:30 16:40 16:30 16:30

17:15 (17:20) 17:15 (17:20) 17:10 (17:15) 17:10 (17:15)

17:40 (17:45) 17:40 (17:45) 17:40 (17:45) 17:40 (17:45)

18:15 18:15 18:15 18:15

18:40 18:40 19:10 18:40

19:10 19:10 20:10 19:40

19:40 19:40 21:10 20:40

20:10 20:10 22:10 21:40

20:40 20:40

21:10 21:10

21:40 21:40

22:10 22:10



• http://cmumoney.cmu.edu.tw/?q=zh-hant/node/128

常見問題 Q&A

• http://cmumoney.cmu.edu.tw/?q=zh-hant/node/25

事務組

• http://cmumoney.cmu.edu.tw/?q=zh-hant/node/38

保管組

• http://cmumoney.cmu.edu.tw/?q=zh-hant/node/43

文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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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 合理 合情

營繕組



謝 謝 聆 聽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報告人：廖恭毅
111.09.07



簡介大綱

壹、單位簡介

貳、重點服務項目

叁、注意事項說明

肆、常見問題Q&A



壹、單位簡介

1958年

中國醫藥學院建立，
設立會計室

2003年

升格為中國醫藥大
學，會計室持續服

務運作

2015年8月

會計室更名

為財務室

2020年8月

搬遷水湳校區

卓越大樓11樓



貳、重點服務項目（網頁與網址）
財務室網址：
https://adm02.cmu.edu.tw/

https://adm02.cmu.edu.tw/


貳、重點服務項目（主要業務）

財務室

年度預算
編制、執
行及管控

會計憑證
審核、傳
票開立入
帳作業

決算作業

各類計畫

收支結報

各類查核
及訪視

學雜費相
關作業

營業稅申
報

會計相關
制度及業
務改革



貳、重點服務項目（業務職掌）

•綜理財務室業務廖恭毅主任

•國科會計畫張文蘭組員

•學雜費相關業務黃美惠書記

•其他政府研究計畫、民間產學計畫賴慧熔代理約聘人員

•預算統籌、校內經費梁雅媚約聘人員

•教育部補助經費、募捐、招生、推廣教育經費劉栩君約聘人員

•決算作業、校內必要性經費黃 琳約聘人員

•高教深耕計畫主冊楊采真書記

人員/職稱 主要業務



叁、注意事項說明(一)
校務行政系統

暫借款

申請作業

差旅費

申請作業

一般費用

申請作業

(含暫借)

材料暨設備

請購申請作業

零星工程

案件申請作業

差旅費

核銷申請作業
材料暨設備

核銷申請作業
零星工程

驗收申請作業

一般費用

核銷作業

申請及核銷作業程序：http://adm02.cmu.edu.tw/expense.html

http://adm02.cmu.edu.tw/expense.html


叁、注意事項說明(二)
⚫ 各項申請請依學校規定辦理，例如

 工程、財物、勞務採購→中國醫藥大學採購辦法

 出差→中國醫藥大學教職員工出差報支旅費要點

⚫ 校外補助計畫以補助單位規定為主

⚫ 各類申請核銷(包含暫借)，皆以直接支付廠商為主

⚫ 校外計畫於預算管理原則上會加開10%經費，以利申請作業，

故請計畫主持人要注意經費運用情形，可以在校務行政系統

裡的計畫類管理報表查詢，並與財務室承辦人員聯繫確認。

⚫ 學年度結束日是每年的7月31日，所以財務室會在5月開始每

週發出公告提醒注意事項，未結束計畫亦應配合辦理。

⚫ 年度結束日是每年12月31日，所得類涉及每年1月31日前要

向國稅局申報，所以請配合完成核銷



肆、常見問題Q&A
申請 核銷 檢附資料

差旅費
申請作業

差旅費
核銷申請作業

差旅費申請單、出差旅費報告表、核銷憑
證(票根、收據等) 
其他(如校外會議講習心得報告等)

一般費用
申請作業

一般費用
核銷作業

費用申請單、費用核銷單、核銷憑證(發
票、收據、領據等) 
其他(如報價單、議價紀錄、交貨單、合
約等)

材料暨設備
請購申請作業

材料暨設備
核銷申請作業

材料暨設備申請單、材料暨設備核銷單、
核銷憑證(發票、收據等)
其他(如報價單、議價紀錄、交貨單、合
約、訂購通知、財產增加單等)

零星工程
案件申請作業

零星工程
驗收申請作業

零星工程暨修繕申請單、零星工程暨修繕
核銷單、核銷憑證(發票、收據等)
其他(如報價單、議價紀錄、合約、承攬
通知、財產增加單等)



謝謝聆聽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報告人：諸幸芝

111.09.07



報告大綱

壹、業務介紹

貳、重點項目宣導

一、升等

二、評估

三、出勤、請假

參、提醒事項說明



類別 聘僱 升等 退/離
公健
勞保

差假
考核
評估

進修
研究

獎懲
申訴

薪資
福利

1.編制內教師 ● ● ● ● ● ● ● ● ●

2.編制外教師 ● ● ● ● ● ● ●

3.編制內職工 ● ● ● ● ● ● ● ● ●

4.編制外職工 ● ● ● ● ● ● ● ●

5.計畫研究人員 ● ● ●
計畫主持
人管理

壹、業務介紹

3



截止時間 作業內容

5月31日前 各學院教評會完成複審作業(含著作外審)。

6月30日前 校教評會進行決審。

8月底前 升等資料報部審查，原則自8月1日起資。

自106學年度起，每學年辦理乙次升等：

4

貳/一、教師升等-流程



教師提出申請升等系/所/
中心審核

教師升等
資料準備

■依【中國醫藥大學升
等教師應檢送表件查
驗表】檢附相關資料

■於教師MyData線上申
請教學、服務、研究
表現指數 (RPI)之成
績考核評分(申請升
等之當學年度8月1日
以後提出)

2

人資室
資料複查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相關規定

■教學及服務成績得分
為70分以上

■研究部分符合本校
「教師聘任及升等研
究部分最低標準」規
定

■校院互聘教師升等經
附醫醫教會(醫研部)
審核通過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本校「教師
聘任及升等研究部分
最低標準」等相關規
定

■升等資料內容經審核
後無誤

1 3

5

貳/一、教師升等-流程



校
教
評
會
決
審

貳/一、教師升等-流程

外審作業

應備文件資料：

教育部教師資格審查履
歷表(甲式1份及乙式6份)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合著人證明正本1份、影
本6份

現職教師證書影本及升
等年資證明

教師升等推薦提名表
教學、服務、研究成績
考核評分表

著作紙本1份及光碟片6

份
2吋照片2張

系所
教評會
(初審)

依升等教師之
相關資料及是
否符合系所務
發展目標進行
審查

院教評會
(複審)

■依升等教師初
審相關資料及
是否符合院務
發展目標進行
審查。

■依當年度提請
升等教師之教
學、研究、服
務之總體表現，
辦理著作外審。

就外審結果
審議後，檢
附會議紀錄、
院長推薦信
及相關資料，
送校教評會
辦理決審。

院教評會
(複審)

4 5 6 7

6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17條：
⚫ 自95學年度起，教師未於下列期限內完成升等者，依大學法第十九條及教師法第十六條

規定不予續聘：
一、講 師：須於聘任後六年內完成升等。
二、助理教授：須於聘任後六年內完成升等。
三、副 教 授：須於聘任後九年內完成升等。但在期限內符合申請升等規定者，申請升

等未通過，得延長二年並於二年內完成升等；於延長之二年內申請升等但未通過，
得再延長二年，並於期限內完成升等。延長期間由學校給予輔導並按年評估輔導
成效。

⚫ 教師擔任行政職務期間，得經學校專案同意暫停計算限期升等期限；教師停止擔任行政
職務後，應接續原期間繼續計算至期限終了並依前項規定辦理。

⚫ 教師因生產育嬰、遭受重大變故或有特殊原因者，得檢具證明簽經所屬系所、院(中心)
及校方核准後延後辦理升等，延長以一年為原則。

貳/一、教師升等-限期升等

■依本校「教師講學、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留職停薪，或依「教職員工
請假規則」育嬰留職停薪者，留職停薪期間得予扣除，不累計作為限期
升等之年資。（例如，副教授任教5年後，申請育嬰留停2年，復職後尚
有4年始屆限期升等期限。）

■研發處已彙整優良英文編譯公司，供需要論文編修教師參考；相關訊息：
研發處→行政組→學術論文編修訊息（http://cmurdc.cmu.edu.tw/ADC/edit.html)

7



貳/一、教師升等-主論文及研究計畫

本校聘任及升等研究部分最低標準、分流升等實施辦法

8

項目 主論文 研究計畫

教授

5篇(分流升等-教學型)
6篇(分流升等-產學型)
9篇(分流升等-並重型)
15篇(分流升等-研究型)

⚫ 研究型教師五年內研究計畫件數須
達3件

⚫ 並重型教師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後之研究計畫件數須達2件

副教授
6篇

4篇(分流升等-教學型)
5篇(分流升等-產學型)

並重型教師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
之研究計畫件數，須達1件

助理教授
4篇(學位論文可折抵1篇)
3篇(分流升等-教學型)

講師 2篇(學位論文可折抵1篇)

研究計畫係指：
一、政府機關(構)、國衛院之研究計畫。但不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二、產學合作計畫。累計達五十萬之產學合作計畫視同一件政府機構計畫，以一件為限，

但校院互聘醫事類教師不受件數限制。
三、經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研究部分最低標準認定之通識、人文、藝術及中醫醫經醫史

類教師，得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採認。



基本條件 申請前3年內大學部每週平均純授課時數最少8小時。

特殊條件
(3項中擇2)

1.申請前3年內，於本校同職級教師評估教學項目原始成績排名前15%(平均
百分等級85以上)。

2.前一職級教師升等後，曾獲本校校級教學優良教師、傑出教授當選人或
等同榮譽者。

3.前一職級教師升等後，曾獲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或教育部、科技部與教
育相關計畫之補助者。

貳/一、教師升等-教學型升等

9

本校教師分流升等實施辦法

職級
主論文
篇數

送審人送出RPI統計表之年月
往前推5年且為取得前一等級
教師資格後，發表在 SCI、
SSCI、AHCI、TSSCI、THCI、
EI等相關領域之期刊論文或專
書

1.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發表在SCI、SSCI、AHCI、
TSSCI、THCI、EI、科學教育期刊文獻資料庫等相關
領域之期刊論文、專利、技術移轉、專書、列入國
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分級結果名單等第為A
之期刊或經審查後可認列之教案及教學成果報告。

2.發表在有審稿制度之期刊、專書著作亦可採認。

教授 5篇
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發表3篇
(代表著作為其中一篇)

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2篇

副教
授

4篇
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發表2篇
(代表著作為其中一篇)

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2篇

助理
教授

3篇
以第一作者發表1篇

(即代表著作)
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2篇



貳/一、教師升等-產學型升等

10

本校教師分流升等實施辦法

項目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須符合各職級資格至少一項

教授
(一)發明專利技術移轉實收金額達200萬元。
(二)非發明專利技術移轉實收金額達800萬元。
(三)產學合作計畫實收經費達1,500萬元。

副教授
(一)發明專利技術移轉實收金額達100萬元。
(二)非發明專利技術移轉實收金額達300萬元。
(三)產學合作計畫實收經費達800萬元。

職級 主論文
送審人送出RPI統計表之年月往前推5年且為取得前一
等級教師資格後，發表在SCI、SSCI、AHCI、TSSCI、
THCI、EI等相關領域之期刊論文或專書

技術報告及專利

教授 6篇
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3篇

(代表著作為其中一篇)
代表技術報告1篇

代表專利累計達40分

副教授 5篇
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2篇

(代表著作為其中一篇)
代表技術報告1篇

代表專利累計達20分

項目 配分 備註

國內新型專利 5分 一、同一項發明獲多個國家(多處)專利者仍視為一件專
利，選其最高之分數計分；已有發明之新型改良不
視為另一件專利。

二、專利計分依提案申請時所提供之「專利發明人資料
表」中貢獻比重進行採計。

國內發明專利 15分

國外新型(實用新型)專利 10分

國外發明專利 20分



■升等代表著作必須在author-affiliation註明本校為其服務單位，新聘教師不在此限。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nd Hospital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教師升等論文掛名「Taiwan」或「R.O.C.」之規定。

1.教師升等主論文作者之國家名稱如為「China」或「Taiwan, China」者，該篇期

刊論文將不予認列。

2.依教育部100年9月8日臺陸字第1000164032號函，關於國內學者發表於國際或大

陸地區學術期刊之論文，必須掛名「Taiwan」或「R.O.C.」，如掛名「China」

或「Taiwan, China」，一概不予認列，亦無法用於求職、升等及計畫申請等事

宜。

■人力資源室網頁設有「教師辦理升等注意事項」，請多加利用~

貳/一、教師升等-常見問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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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教師有下列情事經

審議確定時，教育部不受理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期間：

1.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
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註明而重複發表、未註明
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1年
至5年。

2. 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
5年至7年。

3. 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
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7年至10年。

4. 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
審查程序情節嚴重： 1年至2年

■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上述各款之一情事者，不得申請撤回資格審
查案，仍應依程序處理。

■ 認可學校：自校級教評會審議決定之日起，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
之申請，經審議確定成立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教育部備查。

貳/一、教師升等-涉及學術倫理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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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法第21條

⚫ 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
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
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 目的

⚫ 協助教師自我檢視與改善及期望獲得的協助

⚫ 每年均應填寫「自我評估表」

⚫ 作為教師續聘、晉級(薪)標準

貳/二、教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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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 教學：評估項目分為授課時數、教師授課意見調查、
教學行政配合、推廣中心或學習中心授課時數及其他
教學績效等部份。

⚫ 研究：評估項目分為期刊論文及專利或技術移轉、學
術研討會論文、研究計畫及專書四部分。

⚫ 服務：依每年實際參與行政服務所付出之心力評估。

■ 類型

一、教學型：教學90分、研究30分、服務60分。

二、研究型：教學30分、研究90分、服務60分。

三、服務型：教學60分、研究30分、服務90分。

四、並重型：教學60分、研究60分、服務60分。

五、專業技術人員型：教學90分、研究10分、服務80分。

貳/二、教師評估-項目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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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免
評

教授及副教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辦評估 :

一、永久免評：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國家講座、科技部
傑出研究獎二次或年滿60歲者。

二、經教評會同意，5年內免辦評估，期滿得重複申請：

(一)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經本校認可者。

(二)最近10年內曾獲頒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一次或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十次
以上者。

(三)曾獲其他教學、研究、服務等獎項，成果具體卓著者。

不
通
過
之
處
理

一、每年由各級教評會實施評估；評估不通過者，次學年不予晉級、不發放年
終績效獎金、不得申請升等教授，且不得在外兼職、兼課。但新進教師到
職未滿三年者，得不實施評估。

二、連續三次評估不通過者(總積分未達126分)，提經各級教評會確認後辦理
不續聘、解聘或資遣程序。

校院互聘教師--依附設醫院相關辦法辦理後提各級教評會審議。

貳/二、教師評估-免評及不通過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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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校園入口網→應用系統→
教師作業→教師My DATA

貳/二、教師評估-資料維護(系統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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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主動匯入：

⚫ 系統介接匯入：授課時數、授課意見調查、教學行政、期刊論文專利、研究

計畫額度、審查校內計畫件數、擔任主管職務、導師、社團輔導老師、服務

學習課程老師等，由教務處、研發處、學務處等單位主管之系統資料，自動

匯入教師晉級評估系統。

⚫ 權責單位負責輸入：系、院、校各類委員會/遴委會委員、本校招生業務之

學系導覽老師、口試/書面審查/命題及監試委員、研發處學術諮詢委員、擔

任教師傳習制度輔導者、校代表隊指導老師、擔任校內審查(評審)/諮詢/評

鑑委員、執行本校國際見(實)習計畫、籌劃或協助辦理學術(藝文)系列講座

/研討會/研習/評鑑/表演/展覽/運動會/畢業典禮/校(院、系)慶等活動、籌

劃主辦演講(每場1分，至多3分)之登錄，由各權責單位輸入。

輸入項目，詳見教師評估辦法第5條

貳/二、教師評估-MY DATA系統資料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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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自行輸入

⚫校內外教學：指導學生參與校內外相關競賽得獎或發表創作、展演、發明等。

⚫校內服務：擔任本校附設醫院督導、校內學術刊物編輯委員、審查校內學術

刊物(依篇數計算)等。

⚫校外服務：擔任(一)各學會、協會、公會正/副理事長、秘書長、理監事、委

員會委員；(二)國際期刊編輯、副編輯、編輯群；(三)政府審查(評審)、諮

詢、評鑑委員(校務評鑑、系所評鑑、自我評鑑、衛生署醫院評鑑等；(四)校

外機構審查(評審)、諮詢、評鑑委員；(五)考試院、考選部、大考中心等相

關全國性命題、閱卷及典試委員；(六)審查科技部、衛生署或其他政府計畫、

審查校外學術刊物；(七)各校教師資格審查委員、畢業生學位考試口試委員

等。

輸入項目，詳見教師評估辦法第5條

貳/二、教師評估-MY DATA資料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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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 2

⚫專任教師每年填寫「自
我評估表」逐級核備。
(教師評估辦法)

⚫學校約於每年9月通知，
請於10月底完成。

貳/二、教師評估-自我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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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三、出勤、請假

20

請假+申請差旅費（1）



●教授、副教授每日1800元報支
●助理教授、講師每日1600元報支

●不分職級，每日400元。
●30公里以內者，每日200元。

火車：教職員工以自強
號現行票價報支。

凡本校教職員工出差，應於出差前填具申請單，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報請
核准，差畢後應於十五日內填報出差旅費報告單，連同有關收據一併報請
各單位審核。

請假+申請差旅費（2）

貳/三、出勤、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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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三、出勤、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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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申請差旅費（3）



請假—不申請差旅費

貳/三、出勤、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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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醒事項-服務

專任教師服務聘約
兼職兼課應事前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

教師具有專業執照者不得在外執業(附設機構及建教合作機構除外)或
出積他人使用。但經學校同意者不在此限。

教師接受各項委託研究或產學合作計畫，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契約，不
得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

未經學校同意，不得以學校名義或職稱對外進行廣告或宣傳等商業行
為。

教師在應聘期間內，如不遵守聘約，經教評會調查屬實時，本校得依
法辦理解聘或不續聘程序。

為配合臨床教學、實習及研究之需要，聘任附設(屬)醫院專業人員為
本校教師者，若附設(屬)醫院之職務終止或解除時，則本校之職務亦
同時終止或解除。

教師應尊重性別平等，具備防制校園霸凌意識，主動關懷學生，若遇
疑似事件，請通報校安中心。

24



項目 內 容

薪 資 匯入個人帳戶，薪資明細以電子郵件寄發

年 終 績
效 獎 金

1.需每年11月底前，修習學術倫理、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完竣
2.依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附表「教師年終績效獎金發給作業細則」辦理
3.約於農曆春節前十日發放

保 險
編制內教師--公保
編制外專案教師--勞保

健 保
如眷屬要參加/轉出健保者，請至人力資源室-表單下載-福利保險項下下載
「教職員工眷屬【參加健保】/【退出健保】申請表」，填寫後送交人力資源
室辦理加/退保作業。

退 休 金

編制內教師--私校退撫儲金
1. 個人負擔部份，自每個月薪資代扣，並由私校退撫會統籌保管、運作，

教師得於中國信託自主投資平台管理自己的退休金。
2. 擬增加提撥退休金者，請至人力資源室-表單下載-退撫儲金項下下載

「退撫儲金個人增額提撥申請/變更/終止表」，填寫後送人力資源室
辦理。

編制外專案教師--勞工退休金，個人得在其每月工資6%範圍內，自願提繳勞
退金；外籍教師未符合勞退金條例規定者，另提撥離職儲金，個人負
擔部份自每個月薪資代扣。

參、提醒事項-薪資、保險、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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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大 綱

壹、單位簡介

貳、重點服務項目（含網址）

參、常見問題Q&A



組織架構 https://iaci.cmu.edu.tw/main.php

負責產學處、督導、管理
與運作

協助產學處之管理與運作

產研合作/行政組創業培訓組 商業發展組

產學長

副產學長

組長 組長 組長

經理人及行政助理



產品製造

設計包裝

消費市場

行銷宣傳

物流通路

1.研究發展

2.專題研究

3.物質交換

4.檢測檢驗

5.技術服務

6.諮詢顧問

6.各類教育、

培訓、研習、

研討、實習

或訓練等

研發應用

教育培訓

媒合
技轉

創新

新創

產品

行銷

1. 著作權

(語文, 音樂,

編輯等) 

2.專利權

(發明, 新型,

新式樣) 

3.商標

4.營業秘密權

5.其他權利

(姓名, 肖像, 

隱私等) 

合作機構

1.政府機關

2.事業機關

3.民間團體

4.學術研究

機構等

智財鑑價

技術轉移

智財
專利

創新育成

營運計畫

衍生企業

等

業務介紹



產學合作計畫申請流程
企業(產學合作機構) 教師/醫師產學合作處

提供制式委託計畫合約
書(含經費明細表)

上簽陳請示用印

•寄送合約書及請款單
•請企業開立支票或匯款

開立支票或匯款

執行計畫履行合約

上簽陳請示用印

結案

收到產學合作計畫
結案報告書

委託計畫合約書

提供實驗計畫書

提供產學合作計畫
結案報告書

產學合作計畫結
案報告書(簡易
版、複雜版)

•技術研發需
求
•評估試驗需
求

媒合企業與教
師/醫師

https://iaci.cmu.edu.tw
/service/flow.html





專利申請流程

https://iaci.cmu.edu.tw
/service/index.html





技術轉移流程
技術授權諮詢及公告

初核確認後，轉送「中國醫
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聯合智慧
財產加值委員會」集委員

•召開「中國醫藥大學暨醫
療體系聯合智慧財產加值委
員會」及簽署保密同意書
•審查提案之可技轉性
•決定授權條件、權利金及
衍生利益金

是否
技術授權

•通知發明人中國醫藥大學暨
醫療體系聯合智慧財產加值
委員會決議
•擬定技術移轉合約書

簽約及收款

執行技術授權

進行研發成果保護

•填寫「技術移轉授權廠商
申請書」
•填寫「技轉廠商技術開發
計畫書」
•佐附公司設立及營運資料

是

否

簽署「技術移轉利益迴
避聲明書」

廠商提供技術授權表單

技術移轉合約
書

依「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
系聯合智慧財產加值委員會

」決議上簽呈核

專利授權暨技術移轉結論表
、技術移轉利益迴避聲明書
、審查會議資料保密同意書

表單4.1-4.3、
4.8

尋找新技術

推廣智慧財產
權

提出研究成果
及簽屬相關文

件

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授
權廠商申請書、技轉
廠商技術開發計畫書

https://iaci.cmu.edu
.tw/service/technolo
gy_transfer.html



中國醫藥大學研究成果專利申請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中華民國111年1月25日明產字第1110001030號函公布)

10

學校鼓勵教師參與產學合作措施-
智慧財產授權分配比例

學校為智慧財產所有權人

專利技術移轉

扣除1.回饋政府資助機關。2.委託校外單位推廣費用。

3.產學合作服務成本。4.專利費用。

學校
全額支付專利費

用

學校
50%

發明人
50%

附設機構
全額支付專利費

用

附設機
構50%

發明人
50%

發明人
全額支付專利費

用

專任單
位40%

發明人
60%

非專利技術轉
（如商標權、著
作權、營業秘密

等）

專任單
位40%

發明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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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產學合作的效益

教師升等

產學合作

教師評估



中國醫藥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

第十四條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依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規定辦理。研究考核包括發表於國內外有同儕審查刊物之論
文、專門著作(包括專利、專書、學術論文) )、校內外研究
計畫或技術移轉，並應達研究部分最低標準(如附件二)，初
審前送請研發處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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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鼓勵教師參與產學合作措施



中國醫藥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研究部分最低標準

四、(四)各學門教師之專利或技術移轉加權分數（依國科會2010/11/17修正公佈）
計算如下表：

No 類別
加權分數

(C) (J) (A)

1 國內新型或新式樣專利 15 1 1

2 國外新型或新式樣專利 20 1 1

3 國內發明專利 40 1 1

4 國外發明專利 50 1 1

5 技轉金台幣20萬元以下之技術移轉 50 1 1

6 技轉金台幣20-50 萬元(含20萬元)之技術移轉 60 1 1

7 技轉金台幣50~100 萬元(含50萬元)之技術移轉 75 1 1

8 技轉金台幣100 萬元以上(含100 萬元)之技術移轉 90 1 1

註1
同一項發明獲多個國家(多處)專利者仍視為一件專利，選其最高之分數計分；已有發明之新型改良不視為另一件專利；
專利且有技轉者採其一或較高之技轉分數計分，不能分為兩次計分。

註2 技轉金額以技轉合約所載為準，以同一專利或同一技術之技轉累計總金額計算。

註3 非真正技術移轉產生之技轉金，如研究計畫之先期技轉金等，不能視為上表所列之技轉金項目。

註4
同一專利或技術移轉之所有共同發明人或技術共同所有權人（立合約人）2人以內者各以本表所列加權分數100%計分，3
人者各以本表所列加權分數之90%計分，4人者各以本表所列加權分數之80%計分，5人或5人以上者各以本表所列加權分數
之70%計分。

五、若申請者論文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身份發表其Impact Factor≧10.0，1篇可折抵主論文5篇；於該學門
所有期刊前5%，1篇可折抵主論文2篇；於該學門所有期刊前1%或第一名期刊，1篇可折抵主論文3篇。論文之
Impact Factor與學門排名以申請升等當年資料為準。
本校為延攬優秀教授來校服務，其研究表現經教師延攬小組評議通過者，可不受本標準之規範。
經審查核可後，教師升等前任一年以個人名義實質取得校外計畫經費1000萬以上得折抵論文1篇、3000萬以上
折抵2篇、5000萬以上折抵3篇、1億以上則不受篇數限制；五年內以個人名義實質取得校外計畫經費累計3000
萬以上折抵1篇、5000萬以上折抵2篇、1億5千萬以上則不受篇數限制。

學校鼓勵教師參與產學合作措施 法規檢索：「中醫大首頁→公開資訊→

法規資料庫→行政單位→產學合作處」



以產學型申請教師升等者，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
審前五年內，須符合下列申請資格之一項：

助理

教授

副教

授
教授

備註：
1.採計之合約書以本校為合約當事人，產學合作計畫其結案日期在期間內方可列入，日期以發票或領據日期為準。
2.技術移轉實收金額，依發明人資料表貢獻比例計算。產學合作計畫依計畫主持人貢獻比例計算。

1,000,000 

3,000,000 

8,000,000 

 -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8,000,000

 10,000,000
實收金額

2,000,000 

8,000,000 

15,000,000 

 -

 5,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20,000,000

實收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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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型教師申請升等時其主論文篇數最低標準規定如下：
1.總篇數至少6篇
2.相關領域之期刊論文或專書3篇
3.代表技術報告著作：1篇
4.代表專利累計達40分

項目 計分

國內新型專利 5分

國內發明專利 15分

國外新型(實用新型)專利 10分

國外發明專利 20分

1.本校為專利所有權人，發明專利以專利公告日期為準同一項發明獲多個國家(多處)專利者仍
視為一件專利，選其最高之分數計分；已有發明之新型改良不視為另一件專利。

2.專利計分依提案申請時所提供之「專利發明人資料表」中貢獻比重進行採計。

1.總篇數至少5篇
2.相關領域之期刊論文或專書2篇
3.代表技術報告著作：1篇
4.代表專利累計達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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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計畫申請前】

Q1: 何謂產學合作計畫?

A1: 係指本校各單位或個人〈教師或研究人員〉與政府機構、事業機

構、民間團體或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辦理下列之事項：

(一)專案研究計畫。

(二)學術、技術、試驗、調查等服務性事項。

(三)人員交流訓練事宜。

(四)其他有關產學合作事項

Q2: 欲申請產學合作計畫案時，該如何進行？

A2: 本校教師或任教醫師欲申請產學合作計畫案，合作內容或合約之

訂定，若有需求可由經理人協助與合作企業洽談。主持人須填具〈產

學合作利益迴避聲明書〉，並檢附產學合作契約草案等資料表件，送

本處審查後送合作他方，合作方用印後，再由行政人員簽送財務室及

校長用印。



Q3: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的內容包含哪些？

A3: (一)產學合作計畫名稱及內容〈產學合作計畫書為附件〉。

(二)計畫經費及時程。

(三)雙方權利義務。

(四)其他相關事項。

Q4:產學合作計畫的經費編列原則為何？

A4:產學合作計畫人事費編列不得超過總經費之60%，依計畫經費總額編

列8%行政管理費，並由學校統籌運用；合作之對象為政府機關者，如其

另有法定行政管理費標準者，得從其規定。

Q5: 廠商有自己制式的合約書版本(如政府部門委託財團法人或廠商再

轉包)，無法要求依據本校合約簽訂怎麼辦?

A5: 須填寫「產學合作計畫制式合約書修改說明表」逐條說明修改或新

增內容，並說明與制式合約差異之必要性，若需要與合作方協調時，可

由經理人協助。修訂之合約經本處及法律專業審視並調整合約內容後，

始得以非制式合約進行簽核及用印程序辦理簽約。



【計畫執行中】

Q6: 廠商如何將計畫經費匯入學校帳戶?

A6: 可分為兩種方式，

一、以匯款方式：

(1)國內廠商匯款帳戶為「戶名：中國醫藥大學；金融機構名稱：花旗

(台灣)商業銀行中港分行；撥款帳號：0801874029」。

(2)外幣匯款帳戶為「戶名：CHINA MEDICAL UNIVERSITY；金融機構名稱：

HUA NAN COMMERCIAL BANK；撥款帳號：420160044883」。

廠商通知匯款後〈adm17@mail.cmu.edu.tw (備註繳款項目)〉，由產學

處告知廠商名稱、匯款日期、金額及計畫編號，出納確認已入帳後，即

會開立收據。

二、開立支票或給付現金：合作廠商將支票/現金送至產學處，產學處交

由出納入帳即會開立收據。



Q7: 產學合作計畫延期或變更注意事項為何？

A7: 產學合作合約期限內，如有必要，得經雙方同意加以修改或延長期

限，如有重大修改或延長期限一年以上時，應另訂新約，合約延長期限，

如不及一年，且內容無重大改變，得不再簽約，雙方以換文方式行之。



【計畫結束後】

Q8: 產學合作計畫結案報告表何時繳交？需檢附那些文件？

A8: 計畫結束後，除另有約定外，計畫主持人應於二個月內提出合約規

定份數之書面成果報告，由產學處轉致合作他方，一份產學處存查。

（報告如涉及專利、特殊成果、軍事保密，得由計畫主持人逕送合作他

方。送本校存查之一份，在專利手續完成前、特殊成果發表前、保密原

因消失前，得暫緩送交。）

Q9: 產學合作計畫執行完成結案後，經費如有結餘如何處理?

A9: 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如有結餘，應依約定辦理轉移、退還或保留。如

有保留款， 個別產學案件結餘款伍萬元(含以上)則扣除壹萬元行政管理

費後歸計畫主持人，結餘款不足伍萬元，則扣除20%管理費後歸計畫主持

人，由財務室設專屬帳戶管理，配合會計年度結算總餘額。若個別案件

結餘款及年度總餘額不足壹仟元，財務室可逕行結案；年度總餘額不足

伍萬元者，應於新的會計年度內完成動支。結餘款專屬帳戶為教學、研

究、推廣產學合作所需，其餘用途應提報動支計畫上簽校長室。



Q1:專利技術定義與權益規定

(一)本校(含附設機構)同仁利用本校及附設機構資源完成之研究所取得
之研究發展成果（以下簡稱研究成果），包括專業技術、產品、專
業知識、積體電路布局、商標權、著作權及其衍生之權利、營業秘
密、 植物品種權，以及其他技術資料。

(二)前款研究成果權利之歸屬，屬專利者，應依專利法之規定;屬營業
秘密者，應依營業秘密法之規定;屬著作者，應依著作權法之規定;
屬商標者，應依商標法之規定;屬積體電路布局者，應依積體電路電
路布局保護法之規定;屬植物品種權者，應依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之規
定。

(三)前款研究成果權利之歸屬，其智慧財產權為本校所有。其專利申請、
維護、權益分配均需依本管理辦法規定辦理。其商標之管理與運用，
依循本校商標暨校名授權使用辦法



Q2: 我要申請專利，該從何處開始著手？

由產學處提供年度合約專利事務所，發明人選擇承接專利檢索之事務所。
確定申請後依下列流程進行

(一)發明人需填具下列表單，於每月15日前向產學合作處提出申請，不
合規定者將退回與發明人，俟備齊資料後，排入次月智財會審議:

1.「專利提案申請表」
2.「專利提案內容說明書」
3.「專利發明人資料表」
4.若為政府補助計畫產生之研發成果，請檢附補助單位計畫經費核
定清單若無政府補助計畫產生之研發成果，請檢附「中國醫藥大學
專利申請自行研發切結書」

5.若曾經(或預計)對外發表，請檢附「中國醫藥大學研發成果公開
聲明書」 及相關文件

(二)產學合作處確認申請資料後，提送提案資料予當月底舉辦之「聯合
智財加值委員會」進行審議。
(三)專利審查結果通知:

1.通過審議者，請發明人填寫「專利商標事務所委任確認表」，並
協助委任事務所專利申請事宜。
2.未通過審議者，或因故自行辦理者應向本校報備後自行處理，其
專利所有權人仍為本校。



專利申請之申請費(含申復、答辯等)、證書費、第一期專利年費、事
務所手續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專利規費(下稱專利申請費)，依下
列原則實行：

(一)凡屬科技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資助之計畫所衍生成果，經聯合智財
加值委員會決議，其專利申請費若由發明人專任單位(本校/附設醫
院)全額支付，惟專利申請之申復、補充、修正、答辯等相關費用
以三次為限;若由發明人全額支付，專利申請之申復、補充、修正、
答辯次數，不在此限。

(二)非屬科技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資助之計畫所衍生成果，經聯合智財
加值委員會決議，其專利申請費由發明人專任單位(本校/附設醫院)
或發明人全額支付。

(三)專利有被不予專利之情況時，如由發明人提出申訴，需自行負擔
所有費。若最後獲准通過時，再依第一款或第二款處理之。

Q3: 專利申請費用分攤比例



Q5: 專利後續維護

(一)產學合作處須推廣專利權至少三年，且應於取得專利權三年後，
委由聯合智財加值委員會審查專利權之讓與，經產學合作處公告
讓與之專利權三個月，若有第三人請求讓與時，產學合作處應備
函檢具相關文件向政府補助機關申請讓與第三人。經補助機關審
查獲同意者，應於讓與後報補助機關備查；未獲同意者應繼續維
護管理。

(二)若無人請求讓與時，應送聯合智財加值委員會評估繼續維護之
必要。如有必要，其費用依第七條辦理，若無繼續維護之必要時，
本校得放棄維護，並由發明人評估決定之。若發明人有願意繼續
維護，至少維護一年，維護費用得由發明人全額負擔，但專利權
人仍為本校，而未來該專利授權予其他公司，其技轉權利金分配
事宜依照本辦法第十六條規定辦理。

(三)若發明人無願意繼續維護，產學合作處必要時得送聯合智財加
值委員會審查同意終止維護，並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呈報補助機關
同意終止繳納維護費用。經補助機關審查未獲同意者，發明人應
繼續維護專利。

(四)本校與他人共有之專利權，其維護與放棄之處理，依本辦法第
八條第二款辦理，如於契約中另有規定者，依其約定辦理之。



Q6: 專利讓與或終止

(一)專利若屬政府機關補助計畫之衍生研發成果，經評估無授權使用或
技術服務效益，但符合公益目的、促進整體產業發展或提升研發成
果運用效益等原則，得送聯合智財加值委員會審查同意後，產學合
作處應公告周知前述研發成果內容，進行讓與作業。如有第三人請
求讓與時，產學合作處應備函檢據相關文件向補助機關申請讓與第
三人；經補助機關同意者，依本辦法第十六條辦理研發成果權利金
及衍生利益分配、管理事宜；未獲同意者，應繼續專利維護。若公
告讓與後，逾三個月無人請求讓與時，產學合作處得循內部行政程
序辦理終止維護相關評估後，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報補助機關同意終
止繳納維護費用。

(二)若屬本校自行之研發成果，專利權之讓與處理，應依本辦法第十四
條規定提出申請。



Q7: 發明人之義務

(一)發明人於專利之申請、審查、修正、答辯、異議、撤銷、訴願、
行政訴訟及司法訴訟法律程序中，應對其發明配合本校提出相
當說明。

(二)發明人應配合產學合作處實施該發明之推廣應用。

(三)發明人因抄襲等不法手段獲得專利，以致侵害他人權益時，發
明人應負一切責任。

(四)發明人應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承擔及支付費用。



Q1: 技轉之目的與原則

 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所屬單位及人員之研究發展成果，將相關發
明技術具有專利或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轉與能為產業利用之
第三人或公司。

 凡利用本校研究材料及資源而取得之研發成果，並因而擁有專
利權、營業秘密權 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應採保護措施，並尋求
技術移轉，以將研發成果商品化。



Q2: 技轉申請程序與審查

(一)產學合作處確認申請資料後，於本處網站公告授權技術七日，並辦理技術
授權公開說明會。

(二)有意願承接技術之廠商須繳交10萬元做為技術移轉資料調閱與洽談保證金
(以下簡稱保證金)，保證金可全額折抵研究成果權利金，若廠商於資料調閱
過程中終止，則保證金不退還；若最終經本校「聯合智財加值委員會」審議
不予技轉，則保證金無息退還。

(三)發明人須填具 1-4 表單及被授權方須填具 5-6 表單及提供 7 資料並向
產學合作處提出申請:

1.「中國醫藥大學研究成果公開遴選廠商技術授權發明人技術自評表」。

2.「中國醫藥大學研究成果技術授權公開遴選廠商資格條件表」。

3.「中國醫藥大學研發成果技術授權發明人資料表」。

4.「中國醫藥大學技術移轉利益迴避聲明書」。

5.「中國醫藥大學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授權廠商申請書」。

6.「中國醫藥大學技轉廠商技術開發計畫書」。

7. 被授權廠商須提供公司最近一期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及
「公司設立登記表」。

(四)產學合作處確認申請資料後，進行技術授權廠商資料的審閱。

(五)產學合作處提送提案資料予「聯合智財加值委員會」進行審議。

(六)技術移轉審查通過者，雙方簽訂技術授權合約書。



Q3: 衍生利益金分配

(一)研究成果權利金及衍生利益分配、管理凡利用本校及附設機構資源完成之
研發成果經技術移轉所取得收入權利金及衍生利益金等，其繳交時程與金額
管控， 統籌由產學合作處負責，並依規定於收款後三個月內完成呈報及上繳
補助機關作業。前述研發成果收入，其權利金及衍生利益金依序扣除下列 4 
項後進行分配：

1.回饋政府資助機關。

2.委託校外單位推廣費用。

3.產學合作服務成本。

4.專利費用。

相關費用說明如下

1.「回饋政府資助機關」視研究計畫資助機關要求。

2.「委託校外單位推廣費用」視是否有委外推廣與否，比例由個案聯合智財
加值委員會審議之。

3.「產學合作服務成本」為扣除前二項費用後的15%。

4.「專利費用」為歸還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給相關費用支付者。



(二)除後之金額，依下列比例原則分配之，先分配予所屬單位，再由所屬單
位來分配予發明人：

1.申請時若由本校全額支付者，依照本校50%及發明人50%分配之。

2.申請時若由附設機構全額支付者，依照附設機構 50%及發明人50%分配
之。

3.申請時若由發明人全額支付者，依照專任單位(本校/附設醫院)40%及發
明人60%分配之。

4.非專利（如商標權、著作權、營業秘密等）授權，依照專任單位(本校/
附設醫院)40%及發明人60%分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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