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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原高雄醫學院)創設於1954年，由首任董事長曾任高雄市長陳啟川先
生捐資校地，與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教授共同創建全國第一所私立醫學院校，
草創時期，高醫人秉持對台灣土地的情感並深受熱帶醫學之父Patrick Manson至高雄
為醫療與教育貢獻服務精神之影響，在11甲餘的校地，師生們往返在兩層樓高的灰
色牆瓦建築裡，四周伴隨著稻浪翻風、田埂縱橫、牛隻散見的情境，為南台灣教育
文化、醫學之提振與提昇一點一滴地付出與奉獻，開始了南台灣現代醫學教育的奠
基，1970年「高雄醫學院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的落成，本校肩負起教育、研究、醫
療、服務等四大任務，堅持醫學倫理之下以病人為中心並落實與推廣預防醫學，服
務大眾的同時亦提供學生絕佳的實習、研究設備與學習環境，在學習過程中教育學
生醫學倫理、人文關懷的重要性，使學生得以將理論與實務發揮臻至，瞭解投入醫
療的使命感。

(一)高醫人一定要知道的事

一、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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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以來，在首任董事長陳啟川先生，院長杜聰明博士及歷任董事長與校長的領導
下，高醫人稟承優良傳統，從校訓「樂學至上，研究第一」、「堅忍自強，勵學濟
世」，推動「在既有堅實的基礎上融新匯舊，重新塑成一所著有名聲領袖群倫的國
際性一流大學」「以微觀的探討生命奧秘，經身心健康的醫療服務，至宏觀的醫
學與社會互動」、「教學卓越，研究創新，優質人文，社會關懷」等治校理念，到
現任劉景寬校長治校理念「ILKMU」，意即「創新研發、法紀制度、知識傳承、
使命榮譽、國際視野」，整合醫學、人文、生命科學、和社會科學，培育兼具專業
與人文素養、實踐社會關懷與終身學習的優秀人才，本校由原先僅招收醫科一個學
系，經歷史傳承中創新發展目前設置醫學、口腔醫學、藥學、護理、健康科學、生
命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7個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一所大學附設醫院及三所本校
受委託經營之區域教學醫院，共計21學系、4個獨立研究所及7個學位學程，擁有完
善的醫學教育體系。創校至今已逾4萬名畢業生，遍布國內外，在醫藥、衛生、生
技領域均有貢獻。

2003年率先成立癌症中心並啟用南台灣山地鄉首座遠距醫療照護系統，更成為南台
灣醫療的重鎮。本校在既有深厚的歷史基礎上，未來亦持續以「培育醫學專業人才、
照顧民眾身心健康、關懷弱勢族群」為使命，培育多元照護人才，落實社會賦予高
醫大的期望與責任，歡迎您來到高醫這個大家族，讓我們一同秉持著薪傳的火炬，
開創新局，邁向卓越的基時，為明日的理想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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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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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數 任期 董事長

創辦人、第一任暨第三任 1954-1966、1972-1993 陳啟川

第二任 1966-1972 洪壽南

第四任 1993-迄今 陳田植

屆數 任期 姓名 治校理念

首任院長 1954-1966 杜聰明 樂學至上、研究第一

第2任院長 1966-1967 魏火曜

第3任院長 1967-1973 楊振忠

第4-9任院長 1973-1991 謝獻臣 堅忍自強，勵學濟世

第10-12任院長

/第1任校長
1991-2000 蔡瑞熊

以微觀的探討生命奧秘，經身心健康的醫療服務，至宏

觀的醫學與社會互動

第2-3任 2000-2006 王國照
在既有堅實的基礎上，融新匯舊，重新塑成一所著有名

聲，領袖群倫的國際性一流大學

第4-5任 2006-2012 余幸司 教學卓越、研究創新、優質人文、社會關懷

第6-7任 2012-2018 劉景寬 創新研發、法紀制度、知識傳承、使命榮譽、國際視野

現任 2018~ 鐘育志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三)、本校創辦人與歷任董事長

(四)、本校歷屆院長 / 校長

6



～樂學至上，研究第一～

～堅忍自強，勵學濟世～

二、校訓

本校校徽，係首任校長杜聰明博士所制定。據杜聰
明博士回憶錄記載，校徽三角形表示德育、智育、
體育。校徽內青、白、紅三色，則表示青天白日滿
地紅之中華民國精神；上面之高雄醫學四字代表本
校校名，同時表示要發展高雄地區之醫學；又山形
之白稜線象形台灣地區最高、最偉大的玉山；而下
面大學二字表示以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辦學精神，
朝現代化醫學大學而發展。以地球為背景，表達本
校發展「立足台灣，放眼世界」之國際觀。

三、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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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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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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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及停車資訊
(一)交通資訊
1.火車
(1)至高雄站後站出口距本校約兩公里，車程約5分鐘。
(2)至高雄站前站出口轉搭捷運自高雄火車站往岡山
方向，由後驛站出入口2搭乘紅29接駁車，即達本校。
2.高鐵
(1)轉搭計程車約17分鐘，沿大中路於自由路右轉，
再於同盟路左轉即達本校。
(2)轉搭捷運自新左營站往小港方向，由後驛站出入
口2搭乘紅29接駁車，即達本校。
3.飛機
(1)轉搭計程車至本校約30分鐘。
(2)轉搭捷運自小港國際機場站往岡山方向，由後驛
站出入口2搭乘紅29接駁車，即達本校。
4.自行開車
(1)開車沿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下「鼎金交流道」於
民族路左轉，再於同盟路右轉，即達本校。
(2)開車沿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下「九如交流道」沿
九如路往火車站方向，於自由路右轉，遇同盟路右
轉，即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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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停車資訊

1.本校第一、第二來賓停車場：在附設醫院內， 由自由路進入，費用每小時30

元計(30分鐘內以15 元計，超過30分鐘以30元計)，第一來賓停車場地面有機

車停車場，費用每次20元計。

2.運動場地下停車場：在校園內，由同盟路進入，限本校教職員工生停放汽、

機車。

3.和川停車場：由十全一路 94巷進入，限本校教職員工生停放汽、機車。

4.同盟路上路邊收費停車格。

5.有關學術活動申請車輛停放，請洽本校停車場管理委員會辦理

(電話:3121101-2188或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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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處所 分機號碼

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 2795

秘書室 2101、2102、2105、2808(法規)

人事室 2104、2201、2027

會計室 2105、2202、2716

研究發展處 2268、2322、2383

教務處 2106、2107、2108

學務處 2114、2115、2120

總務處 2124

圖書資訊處 2184、2133、2134、2135

產學處 2360

國際事務處 2025、2026、2383

三、常用電話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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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本校教師達成培育人才、研究學術、提昇文化、及服務社會之目標，特制定本守則。本倫
理守則謹條列教師於治學處事時應有之基本態度與做法，希望本校教師能藉此相互勉勵，以期達
到教育之目的與社會之期許。

凡本校專任教師均適用本守則，有關一般法令無法涵蓋且涉及大學教師專業自律之倫理道德規範，
悉依本守則之規定處理。

法源依據：高雄醫學大學教師倫理守則。

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 分機
龔心怡小姐/侯自銓主任 2795

一、教師倫理守則

二、教師傳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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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說明：為協助教師在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之成長，特訂定本辦法；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

心受理教師申請為「學習者」，並依其需求邀請本校教師擔任「傳授者」。

2.學習者： (1)本校新進二年內之講師及助理教授，參與本活動列計本校教師成長計分之

必要條件(2)有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需求之教師。

3.法源依據：高雄醫學大學教師傳習制度實施辦法



三、校外兼職兼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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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兼課

1.申請資格：
(1)任職滿2年。
(2)達基本授課時數。
(3)教師評鑑合格。
(4)須主持政府相關機構或本校研發處登錄有案之計畫。
(5)與在校任職課程性質相關。
(6)兼課學校需為專科(含)以上學校。

2.申請時間：開學一個月前(依人事室公告期限辦理)。

3.兼課時數：每週1次，以4小時為限。

4.兼課地點：嘉義(含)以南。

5.法源依據：高雄醫學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辦法。



人事室人力發展組 分機
楊雅珺小姐/蔡宜玲主任 2104、2201、2027

(二)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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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資格：

(1)任職滿2年。

(2)達基本授課時數。

(3)教師評鑑合格。

(4)經所屬系(所、中心)及學院主管認定確實不影響專任教師工作。

(5)兼職性質需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

2.兼職範圍：

(1)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2)行政法人。

(3)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

■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4)國外地區、香港及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學校

(5)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者

■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

(6)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3.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8小時。

4.法源依據：高雄醫學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職處理要點。



1.申請資格與原則：

(1)依法分為帶職帶薪、留職停薪(薪級年資不予計算)、在職進修等

三類型進修。

(2)連續任職滿2年以上(不含預聘教師)，且專任教師前次評鑑合格。

(3)應與教學、研究相關並有所貢獻。

(4)以不影響教學及增加人力為原則。

(5)擔任學校行政主管職務且進修期間未滿六個月者應經校長核定

適當代理人員。

(6)專任教師合聘附屬機構醫事人員、臨床教師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7)進修結束後應即履行義務服務期限。

四、進修、研習

16(一)國內進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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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權益及補助規定：

(1)進修學位者：
■本校專案選派者，帶職帶薪並全額補助學雜費

■修業年限：碩士班年限4年、博士班7年。

■公假在職進修：每週公假時數不得超過8小時。

■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進修至多以2年為限。

(2)訓練、研習：

■帶職帶薪：能繼續教學者。

■留職停薪：1年為限。

■學校專案核定選派參與。

3.法源依據：
高雄醫學大學教職員工國內進修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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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資格與原則：

(1)連續任職滿3年以上且教師前次評鑑合格者。

(2)應與教學、研究相關並有所貢獻。

(3)以不影響教學及增加人力為原則。

(4)擔任學校行政主管職務且進修期間未滿六個月者應經校長核定適當代理人員。

(5)進修結束後應即返校復職履行義務服務期限。

2.期限與待遇：

(1)進修：留職停薪且4年為限(博士班)；每三個月提出定期報告及返校復職後一個月內提出

總結報告。

(2)訓練、研習：留職停薪且1年為限；每三個月提出定期報告及返校復職後一個月內提出

總結報告。

(3)可補助往返機票費：學校專案核定依「教職員因公派赴國外進修、訓練、研習補助標準」

補助。

3.法源依據：高雄醫學大學教職員工國外進修實施要點。

(二)國外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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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時間：寒、暑假前由人事室公告申請期限。

2.申請程序：
(1)提出寒暑假進修申請、計畫書及進修機構同意函。
(2)經所屬系(所、中心)、學院主管及校長核准。

3.進修結束3個月內需繳交成果報告。

4.法源依據：高雄醫學大學教師寒、暑假進修作業要點。

(三)寒、暑假進修

人事室人力發展組 分機
鍾琬媚小姐/蔡宜玲主任 2104、2201、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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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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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評鑑原則

(1) 102學年度起新聘教師應於第2年聘約屆滿前半年完成續聘

評鑑作業。

(2) 本校各級教師每3學年需接受評鑑。

(3) 評鑑未通過者，下一學年度應接受再評鑑，並不予晉級晉

薪、校外兼職、兼課暨申請休假研究或國內外進修；連續

二學年再評鑑未通過者，依程序辦理資遣或不續聘。

(4) 通過升等者，自其升等後重新起算評鑑年限。



2.評鑑指標：

(1)教學：

授課時數、教師教學評量、學院(中心)特色教學績效、教學成長、

教學特殊表現、教學行政配合度等六項。

(2)研究：

研究論文標準及計分。

(3)輔導與服務：

擔任導師、行政職務等輔導、行政工作、校外服務等。

※每一指標總分為100分，相關資料以近三學年為統計基準。

3.評鑑類型：綜合型、教學研究型、研究型、應用技術型

各類型之「教學」、「研究」及「輔導與服務」三大指標所佔權重

如附表四，權重總和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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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格標準：下列條件均需符合，始為合格。
(1) 教學：依此指標計分項目，三學年合計70分以上。

(2) 研究：依研究類別，三學年合計70分以上。

(3) 輔導與服務：依此指標計分項目，三學年平均10分以上。

(4) 各類型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積分依權重比例換算後，

總分70分以上。

5.法源依據：
高雄醫學大學教師聘任規則。

高雄醫學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具主治醫師身份之專任教師及臨床教師評鑑辦法

高雄醫學大學新聘專任教師二年限聘評鑑標準。

人事室人力發展組 分機
謝孟娟小姐/蔡宜玲主任 2104、2201、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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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
應具備審查要件

學歷 經歷 著作
助理教授 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

證書，成績優良
- 有專門著作

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
證書

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
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

有專門著作

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系、
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
業

擔任臨床工作9年以上，其中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
治醫師4年，成績優良

有專門著作

- 曾任講師3年以上 有專門著作

副教授 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
證書

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
務4年以上

有專門著作

- 曾任助理教授3年以上，成績優良 有專門著作

教授 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
證書

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
務8年以上

有創作或發明，在學
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
要專門著作者

- 曾任副教授3年以上，成績優良 有重要專門著作

附註1：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
2：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於86年3月21日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依原升等辦

法申請資格送審；但審定程序及標準依現行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辦理。

六、教師升等（分為綜合型、教學研究型、應用技術型及研究型）

1.審查基本資格：



2.辦理程序：每學年統一辦理二次，依人事室公告受理時間為主。

3.必要條件：下列條件均需符合(1/2) 。

(1)專任教師每週上課時數標準(含兼任行政職務減授時數)：申請升等教師最近三年

(出國年度不計)平均每週上課時數不得低於此標準。

(2)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及藝術類科教師作品採一階段外審；每階段五位外審委員中至少四位

給予成績及格者為通過，各申請職級合格分數如下：

講師：70分。

助理教授：75分。

副教授：78分。

教授：80分。

24

綜合型 教學研究型 應用技術型 研究型

副教授 7 8.4 7 7

助理教授 7 8.4 7 7

講師 8 9.6 8 -



3.必要條件：下列條件均需符合(2/2) 。

(3)論文必要條件需符合各申請職級所屬性質類別(自然生物醫學科學類、口腔醫學科學類、
護理科學類、復健醫療管理科學類、社會人文科學類、通識教育類)之規定。

(4)除通識教育類之人文藝術和體育學門以外教師升等教授五年內應至少主持二件，升等副
教授應至少主持一件國內外政府機關研究、教育或服務計畫(多年期及整合型計畫子計畫每
年算為一件)，或累積達五十萬以上之產學研究計畫。

(5)主治醫師提出申請新聘助理教授時應具碩士學位或博士生身份；提出申請升等副教授時
應具博士學位或博士候選人資格；自109年度提出申請升等教授時應具博士學位或出國進
修一年以上。

(6) 系、院教評會申請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等評量成績進行審查並給予綜合評
審，教學、 研究、輔導與服務、綜合評分等總成績達80分以上 即為審查通過。審查通過
者，由學校辦理著作外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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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要條件：依照升等類型（綜合型、教學研究型、應用技術型及研究型） ，

申請綜合型升等教師應符合：（高雄醫學大學專任教師新聘及升等計分標準）

升等教授及副教授之教學計分分數需達70分以上。

輔導與服務計分分數教授及副教授需分別達40分與30分以上。各學院得自訂更嚴格之計
分標準。

新聘和升等教師之論文條件及研究計分分數（最高採計15篇）需符合所屬各類個別之標
準分數。

• 自然生物醫學類：

教授500分，副教授400分，助理教授300分和講師200分以上。

• 口腔醫學科學類：

教授450分，副教授350分，助理教授250分和講師150分以上。

•口腔醫學科學類（限臨床牙醫師）：

教授450分，副教授350分，助理教授150分和講師50分以上。

• 護理科學類：

教授350分，副教授250分，助理教授150分和講師50分以上。

• 復健醫療管理科學類：

教授450分，副教授350分，助理教授150分和講師50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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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教學研究型升等教師應符合：（高雄醫學大學教學研究型教師升等計分標準）

基本條件 本校專任教師、臨床教師或本校附設醫院教學型主治醫師具下列各項教學成就之一者，得
以教學實踐研究成果替代專門著作作為代表成果，提送教學研究型教師資格審查：

一、具有教學計畫、教材內容、教材創新、教具製作、教學設計、教學方法多元化、 學生教學評量
之個案研究，經整理分析具整體性及獨特見解貢獻之報告者。

二、具有研究或產學成果導入教學課程，且有具體教學成效與貢獻者。

三、具了解或促進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成效之原創性教學實務研究，或具學院發展特色之教學實務

成果與社會貢獻。

且符合下列各項條件之一：

(一)臨床教學研究型教師：升等前一級教師任內曾任全院性教學型主治醫師或科部性教學型主治醫師
者或曾擔任臨床教學實務主管者。

(二)非臨床教學研究型教師：通過或達到教學型教師評鑑門檻。

升等教授之教學計分分數需達75分以上。

升等副教授或助理教授之教學計分分數均需達 70 分以 上

升等教授及副教授之輔導與服務計分分數需分別達 30 分與 20 分以上。

升等教師之論文計分最高採計 15 篇，且升等教授達 250 分以上， 升等副教授達 150 分以上，升等
助理教授達 80 分以上。惟社會人文科學類與通識教育類得自訂其考核標準。

各學院得自訂更嚴格之計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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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應用技術型升等教師應符合 （高雄醫學大學應用技術型教師升等計分標準）
升等教授及副教授之教學分數至少 30 分

升等教授及副教授之服務輔導分數至少 20 分與 15 分

教學及輔導與服務之總分，升等教授及副教授需分別達 80 分及 70 分。各學院得自訂更嚴格之計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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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 必要條件

升等教授

代表著作技術報告：1篇。
代表發明專利：2件。
技術移轉權利金50萬(含)以上或產學合作計畫100萬(含)以上：1件。
SCI、SSCI、TSSCI等級期刊論文：3篇。
總分共計500分(含發明專利、技轉金、產學合作計畫及3篇論文的加總分數)。

升等副教授

代表著作技術報告：1篇。
代表發明專利：1件。
技術移轉權利金35萬(含)以上或產學合作計畫70萬(含)以上：1件。
SCI、SSCI、TSSCI等級期刊論文：2篇。
總分共計400分(含發明專利、技轉金、產學合作計畫及3篇論文的加總分數)。

升等
助理教授

代表著作技術報告：1篇。
代表發明專利：1件。
技術移轉權利金25萬(含)以上或產學合作計畫50萬(含)以上：1件。
SCI、SSCI、TSSCI等級期刊論文：1篇。
總分共計300分(含發明專利、技轉金、產學合作計畫及3篇論文的加總分數)。

備註：
所有研發成果應以本校署名發表者為限，論文或作品須為時限內發表或已被接受者，發明專利以專利公告日期為準，技術移轉
以授權合約簽約日為準，產學合作計畫其結束日期在時限內者均可列入。
同一專利為多人所共同創作者，需超過其平均貢獻度者才可列為代表發明專利。代表發明專利之其他共同發明人不得再引用為
代表發明專利。

研究考核需符合下列必要條件：



申請研究型升等教師應符合：（高雄醫學大學研究型教師升等計分標準）
升等教授及副教授之教學計分分數需達45分以上。
輔導與服務計分分數教授及副教授需達20分（5年）或10分（3年）。
升等教師之論文條件及研究計分分數（最高採計15篇）需至少符合所屬各類個別之標準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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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別 教授 副教授

自然生物醫學科學類 800 600

口腔醫學科學類 750 550

護理科學類 600 400

復健醫療管理科學類及基礎科學
教育類

750 550

社會人文科學類

期刊等級依據本校「專任教師新
聘及升等計分標準」本類別之規
範為準。

主論文：

8篇或5篇及1本專書

參考論文：

一級期刊1篇或二級期刊2篇或
三級期刊4篇

主論文：

6篇或3篇及1本專書

參考論文：

一級期刊1篇或二級期刊2篇或三級期
刊4篇

通識教育類

期刊等級依據本校「專任教師新
聘及升等計分標準」本類別之規
範為準。

主論文：

5篇或2篇及1本專書

參考論文：

一級期刊1篇或二級期刊2篇

主論文：

3篇

參考論文：

一級期刊1篇或二級期刊2篇

各類個別標準分數表



4.專門著作：（各類型升等之論文著作規範，請另詳閱法規）

(1)應有個人之原創性，不得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2)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且係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或在國內外知名

學術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行者，但以學位送審者不在此限。

(3)以二種以上著作(論文)送審者，應擇一為代表著作(論文)，其餘列為參考著作 (論文)。代表著作須為送審

教師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5年內之著作且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著作送審者。參考著作須為送

審教師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7年之著作。但送審教師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檢具

證明申請延長年限2年。

(4)用外國文撰寫之著作(論文)，必須加附中文摘要，但任教科目為外國語文者，應以所授語文撰寫。

(5)引用資料應註明出處，並附參考書目。

(6)代表著作(論文)如係數人合著，授權各學院自訂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送審為原則；送審時，送審人以外

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

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

(7)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至下次申請升等期間，所有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之成果，得一併作為送審

之參考資料。

(8)教師除以專門著作送審外，亦得以技術報告或教學實務成果報告作為代表著作送審。

5.法源依據：

高雄醫學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資格審查辦法。

高雄醫學大學專任教師新聘及升等計分標準。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施行細則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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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人力發展組 分機
楊雅珺小姐/蔡宜玲主任 2104、2201、2027



七、教師申覆、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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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覆

1.教師申覆條件及時機：

本校教師對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案結果有疑義並有具體

理由，得於收到該級教評會評審結果通知後二週內，向該級教評會以書面提

出申覆，逾期不予受理，申覆以一次為限。

(1)申覆案通過：該級教評會得決議撤銷其教評會原審議結果。

(2)申覆案未通過：各級教評會應檢附理由函復申覆人。

■申覆人如不服教評會對該申覆案未通過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函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2.法源依據：高雄醫學大學教師申覆處理要點。



1.教師申訴條件：本校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例如教師升等未

通過、停聘、不續聘、解聘等)，至損害其權益者，得於收受或知悉措

施後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提出申訴。

2.提出申訴期限：應於收受或知悉認為違法或不當之措施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申訴

書向本校申評會提出申請。

3.撤回申訴：申訴提起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得撤回之，惟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

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4.再申訴：

(1)如不服本校評議決定者，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教師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2)對於教育部之措施不服者，向中央教師申評會提起申訴，並以再申訴論。

5.法源依據：高雄醫學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秘書室法規事務組組長、教師申評會 分機 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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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訴



1.基本待遇：本俸(含年功俸)、學術研究費、伙食費。

2.敘薪原則：

(1)初任教師以自所聘職務最低薪級起敘為原則(助理教授及講師具博士學位者

得自330元起敘)，並自實際到職日起薪。

(2)曾任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年資，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

優良，其資格經教育部審定有案者，教學年資准予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但

受本職最高年功薪之限制。

(3)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專任年資採計提敘，依教育部「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

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辦理。

各項年資採計提敘，受本職最高年功薪之限制。

八、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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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待遇(以所聘職務最低薪級起敘為例)：

職稱 學歷 級數 薪額 本俸
學術
研究費 伙食費 小計

教授 9 475 40,270 59,895 500 100,665

副教授
86.03.21之後取得副教授部證 13 390 34,440 46,230 500 81,170

86.03.21之前取得副教授部證 15 350 32,385 46,230 500 79,115

助理教授
博士 16 330 31,355 40,455 500 72,310

其他 17 310 30,325 40,455 500 71,280

講師
博士 16 330 31,355 31,925 500 63,780

其他 21 245 26,210 31,925 500 5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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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源依據：

高雄醫學大學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高雄醫學大學教職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高雄醫學大學教職員工待遇及加給支給辦法。

人事室人力發展組 分機
謝孟娟小姐/蔡宜玲主任 2104、2201、2027



1.津貼補助

■津貼補助於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向人事室申請。

■申請路徑：Web資訊系統 T.1.8.02.福利金補助申請 或 T.1.8.01.子女教育補助申請

(1)結婚補助：6000元。

(2)生產補助：2000元，至多補助2名。

(3)因病住院補助：

■金額：補助醫療費用50%，每學年度以12000元為限。

■對象：本人、配偶、父母、未成年或領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之子女。

(4)喪葬補助：本人20000元/眷屬10000元。

(5)子女教育補助：

■每年兩學期分別在三月、十月底前申請， 每次以2名為限(限未婚) 。

■金額比照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金標準。

九、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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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醫優待

(1)優待對象：本人、眷屬(父母、配偶、未婚子女)。

(2)優待標準請參閱人事室網頁>法令規章>福利、退撫資遣>教職員工就醫優待辦法

3.其他補助(※學校可依當學年度預算編列情形逕行調整或終止補助項目。)

(1)生日禮金：生日當月發給500元。

(2)休閒旅遊：每學年度舉辦，本職補助2000元，眷屬(限配偶、父母或子女)
補助1500元，至多補助3500元。

4.特約廠商優惠：請參閱本校人事室網站>福利保險>特約商店一覽表。

5.法源依據：

高雄醫學大學教職員工福利辦法。

高雄醫學大學就醫優待辦法。

36

人事室福利考核組 分機
黃雅宜小姐/朱怡蓓組長 2104、2201、2027



十、休假

37

1.公假：需上傳經單位一級主管核定之簽呈

2.事假(含家庭照顧假)：14天/學年。

3.喪假：可扣除星期例假日，如分次請應於百日內完成。
■配偶死亡，給予喪假21日。
■父母死亡，給予喪假15日。
■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給予喪假10日。
■本人之祖父母死亡，給予喪假6日。
■曾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姊妹死亡，給予喪假5日。

4.分娩假/產前假：
■分娩前：產前假8天；產檢用，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
■分娩後：42天(扣除星期例假日)；至遲自分娩日起，需1次請畢，。

5.育嬰假：
■任職滿6個月以上、配偶在職、子女滿3歲以前至其滿3歲止，可請育嬰假2年。
■同時撫育2名以上應合併計算以不超過2年為限。
■期間留職停薪。

6.陪產假：5天，於配偶分娩日前後15日間請畢。

7.病假(含生理假)：30日(33日)/學年。

8.婚假：自結婚登記日前10日起3個月內可給予14天(扣除星期例假日)；可分次請。

9.須上傳佐證之假別：病(2日以上)、婚、產前、娩/流產、陪產、喪、育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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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休假：
■服務6個月以上1年未滿：3天；1年以上2年未滿：7天。
■服務2年以上3年未滿：10天；服務3年以上5年未滿：14天。
■服務5年以上10年未滿：15天。
■服務10年以上：每增加1年加給1天，加至30天為止。

11.教授休假研究。

(1)申請資格：
■非延長服務期間者。
■非履行服務義務期間者。
■曾申請教授休假返校服務連續滿7學期者。
■不影響教學為原則。

(2)休假研究期間：
■連續服務滿七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者，得申請一學期。
■連續服務滿七年以上且表現優良者，得申請一學年，可以學期為單位
分段辦理(需於核准後兩年內完成)。

(3)待遇：留職留薪。

(4)服務年資採計規定依高雄醫學大學教授休假研究辦法辦理。

(5)休假研究期間，不得擔任其他校內外專任有給職務。

12.法源依據：

高雄醫學大學教職員工差勤管理辦法。

高雄醫學大學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人事室人力發展組 分機
陳雅雯小姐、蕭雅禎小姐/ 2104、2201、2027

朱怡蓓組長(一般請假程序及出差旅費報告單) 

楊雅珺小姐(教授休假研究)



1.依核定薪額加入公保、健保。

2.法源依據：

公教人員保險法。 全民健康保險法。

人事室福利考核組 分機
陳雅雯小姐/朱怡蓓組長 2104、2201、2027

十一、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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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之退休，分為自願退休、屆齡退休及命令退休。

1.自願退休：

■年滿60歲者。

■任職滿25年者。

2.屆齡退休：

■年滿65歲者。

■如系所教學需要，得依規定推薦教授延長服務，最多至滿70歲當學期。

3.命令退休：

■任職滿五年以上，因身心障礙致不堪勝任職務，逾二學期仍不堪勝任職

務或仍未療癒，應由學校主動辦理其命令退休。

4.法源依據：

教授延長服務處理要點。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

人事室福利考核組 分機
黃雅宜小姐/朱怡蓓組長 2104、2201、2027

十二、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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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給與其遺族撫卹金：

(1)病故或意外死亡。

(2)因公死亡。

教職員除因犯罪自殺死亡者外，比照病故者給與遺族撫卹金。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因公死亡，指經服務學校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以致死亡者：

(1)執行職務發生危險。

(2)於辦公場所發生意外。

(3)於辦公往返途中遇意外危險。

(4)盡力職務，積勞過度。

2.法源依據：

高雄醫學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

人事室福利考核組 分機
黃雅宜小姐/朱怡蓓組長 2104、2201、2027

十三、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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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9月開學前與國立中山大學共同辦理跨校新進教師研習，
協助新進教師於教學、研究、輔導、行政等各個面向可儘
速融入校園生活，同時亦提供新進教師跨校交流管道。

新進教師研習

43

※107學年度將於107年8月31日(五)，假高雄醫學舉行。

102.09.05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103.08.25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104.09.04 高雄真福山 105.09.02高雄蓮潭會館



新進教師傳習制度

為協助新進教師及早適應校園環境，推動「Dual-mentor傳習制
度」，希望在資深教師的帶領下，讓新進教師能順利進行教學及
研究相關工作，以達到經驗傳承之精神與目標。

個別面談：依傳授者與學習者之需求自行訂定，原則上，於活動

期間雙方每個月至少應見面討論交流一次，內容以切磋教學、研

究等經驗為主；並於每學期末繳交教學、研究之面談心得記錄表

各一份。

44

※傳習活動為期一年，新進教師參與本活動為列計本校教師成長計分之必要條件。



新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 每學期籌組『新進教師
專業成長社群』，希望
透過教師同儕間的經驗
分享交流，有效提升教
師自我專業成長與精進，
對於受教的學生更是有
無形中的助益。

• 每學期有3場次，至少參
加1場，參加2場以上者，
可獲得成長計分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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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微型教學（microteaching）

又稱為微格教學、微觀教學與小型教學，是改善教學外顯行為及技巧
的有效回饋策略，不僅可精進新進教師教學技能，也將間接地影響學
生學習成效。

透過教學過程的錄製，由專家或同儕給予回饋，以及提供心理支援，
增加新進教師練習教學技巧的機會。

邀請新進教師於課堂中利用evercam錄製約30分鐘的教學過程
及情形，並將影片檔燒製成光碟，將由傳授者(mentor)或其
他評估者協助給予教學上的回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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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師資教學培育課程

• 新進教師至少要參與1場次，以符合教師傳習制度
實施辦法之規定。

• 需留意中心網頁公告，報名參加全程參與者，可
獲得教師成長計分（分數以該場活動申請分數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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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誠歡迎老師隨時提供您寶貴
的建議，給予我們進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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