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第 6次理監事會議 

時間:105年 12月 08日 12時 

地點:立夫教學大樓 1504教室 

出席人員:蔡清讚、張淑貞、李國箴、林孟亮、高銘欽、陳信君、張大元、唐娜

櫻、吳芳鸯、林孟亮、林文川、林殿傑、李郁芬、孫士恒、張志祥 

記錄人員:李國箴 

討論事項: 

本學期校長有約議題，提出下列題目:  

提案一:對校教評委員會開會時程建議 

校教評會擬改為一年只開一次，規定升等老師要在到期年限前一年要提出申

請，對於教師權益影響甚巨，建議學校能夠修正校教評會召開頻率  

說明： 

1. 本校並非所有教師起聘日都是八月一日，有部分教師的起聘日為二月一

日，若是改為一年召開一次校教評會，則二月一日起聘之教師勢必要提前

一年半準備升等，對於這些教師來說，並不公平。 

2. 若是能夠改為每學期召開一次，或是到期年限前半年必須提出，如此可以

讓屆期升等教師有多一些時間準備。 

建議： 

一、校教評會改為每學期召開一次。 

二、屆期升等教師前半年必須提出升等申請，並通過系教評會審議。 

 

提案二：請修改"教師升等教學成績考核評分表"之評分內容 

說明： 

1. 鑒於學校更新傑出教授遴選辦法不再有系級與院級之教學優良教師以及績

優導師，校方應同步修改"教師升等教學成績考核評分表"之評分內容。 

2. 修改教師升等教學成績考核評分表中"教學行政配合情形與其他優異事項

"。既然獎勵績優表現"outstanding"，教學績優及其他績優事項分數應為外

加，否則對於未獲獎的老師形同懲罰。 

建議： 

1.為鼓勵教師教學效益，應提高"課程大綱、教材、成績按時上網公告"的分

數。 

2.為鼓勵老師積極參與各項學術比賽，應外加計算"展演、發表創作”的分數。 

3.為獎勵老績優表現，傑出教授的評分應屬外加鼓勵分數。 

 

 

 

 



提案三:部分老師面臨因教師因升等原因而不續聘，請准予申請提早退休。 

說明與建議:因不續聘將會無法領取舊制推休金，以 24年服務年資之助理教授

與副教授為例 ，其金額約 167萬至 179萬(計算詳見附件)。因此請准予申請提

早退休，以便申請舊制退休金(99年 1月 1日前年資所累積之退休金)， 

 

提案四: 教師會應有一席校教評會議委員名額 

說明：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第二條第 2款: 

選任委員：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選舉教師代表，提報票選名冊，由校長擇

聘。 

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及具教師會代表身份之委員各不得少於一人。 

建議： 

校教評會議中應有教師會代表之委員。 

 

提案五：請支持並協同辦理教師迎新、退休聯誼會 

說明： 

教師會每年舉辦二次的教師迎新、退休聯誼會，參與的教師很踴躍，老師們也

希望能持續舉辦這個活動。 

建議： 

希望能與學校合辦，共襄盛舉，並期望學校能贊助經費，讓活動辦得更好，也

能讓老師感受到學校的貼心與關懷。 

 

提案六：請提供退休老師的福利 

說明： 

感念退休教師盡一生精力與時間為學校付出，退休後能享有教師之福利。 

建議： 

1. 退休後仍持續保留學校的 Email。 

2. 圖書館或其他學校設施，可以繼續使用。 

3. 退休老師在附設醫院福利比照現職教師，亦請考量健檢折扣之福利。 

 

 

 

 

 

 

 

 

 



 

附件一: 

例一: 薪額 650 助理教授 24 年年資不續聘 

一位 24 年年資(82 年 8 月 1 日進入本校服務)薪額 650(請參見公立大專教師薪資

明細表，如附件一)助理教授被學校因升等因素不續聘且不符合退休條件，影響

最大的是私立學校退撫金無法領取(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以前的年資之私校退撫

金損失，私立學校退撫儲金試算表(本校人力資源室網站: 

http://cmupo.cmu.edu.tw/retirementpay.html))試算說明如下: 

私立學校退撫金分二階段:  

退撫金舊制(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前之年資所累積之退撫金)，即 82.08.01-

98.12.31 年資金 

與新制(99 年 1 月 1 日以後至 106 年 7 月 31 日) ，即 99.01.01-106.7.31 年資金 

該教師之退撫金如下: 

 
因不續聘原因，故舊制部分退休金無法領取，即新台幣 1,677,730 元整。該教師

只能領取新制退休金新台幣 1,109,470，因不續聘原因無法領取舊制退休金。經

詢問本校人力資源室小姐，即使專任轉兼任亦無法領取該退休金，該舊制退休

金必須是專任教師退休方得領取。 

 

 

 

 

 

私立學校退撫儲金試算表 103.03.26製

參加儲金薪額 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參加儲金薪額為99年1月1日薪額) 一次給付 2,787,200

舊制年資(98.12.31以前年資) 舊制部分 1,677,730

(年) (月) 儲金部分 1,109,470

16 4

預計儲金年資(99.1.1以後年資)

(年) (月)

7 7

推算退休最後薪額 650 元：48415

本職最高薪額
(不低於原參加儲金薪額)

預計年收益率(%) 1.5

法定提撥率 12%

依公務人員俸額表(100.7.1生效)

本試算表僅供參考，實際金額以核定為準

輸入個人資料與假設 退休金試算結果

說明：安全性層級須設為中級，請在EXCEL［工具］、［選項］下，［

安全性］標籤內［巨集安全性］中選取。

定期給付：

男性，65歲退，保證期間10年：投保100萬元，年給付約48,000元。

女性，65歲退，保證期間10年：投保100萬元，年給付約44,300元。

註1：保證期間指最少可領取的期間(投保人期間內如身故，家屬可續領至

保證期滿)，但保證期滿，投保人仍健在，亦可繼續領取至身故為止(最高

上限為110歲)。

註2：如退休歲數較早(如55歲)，保證期間較長(如20年)，則年給付金額將

減少，確切預估數，請電洽儲金管理會(02-23703381分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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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薪額 710 副教授 24 年年資不續聘 

一位 24 年年資(82 年 8 月 1 日進入本校服務)薪額 650(請參見公立大專教師薪資

明細表，如附件一)副教授被學校因升等因素不續聘且不符合退休條件，影響最

大的是私立學校退撫金無法領取(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以前的年資之私校退撫金

損失，私立學校退撫儲金試算表(本校人力資源室網站: 

http://cmupo.cmu.edu.tw/retirementpay.html))試算說明如下: 

私立學校退撫金分二階段:  

退撫金舊制(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前之年資所累積之退撫金)，即 82.08.01-

98.12.31 年資金 

與新制(99 年 1 月 1 日以後至 106 年 7 月 31 日) ，即 99.01.01-106.7.31 年資金 

該教師之退撫金如下: 

 
因不續聘原因，故舊制部分退休金無法領取，即新台幣 1,790,950 元整。該教師

只能領取新制退休金新台幣 1,185,779，因不續聘原因無法領取舊制退休金。經

詢問本校人力資源室小姐，即使專任轉兼任亦無法領取該退休金，該舊制退休

金必須是專任教師退休方得領取。 

 

 

 

 

 

私立學校退撫儲金試算表 103.03.26製

參加儲金薪額 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參加儲金薪額為99年1月1日薪額) 一次給付 2,976,729

舊制年資(98.12.31以前年資) 舊制部分 1,790,950

(年) (月) 儲金部分 1,185,779

16 4

預計儲金年資(99.1.1以後年資)

(年) (月)

7 7

推算退休最後薪額 710 元：51745

本職最高薪額
(不低於原參加儲金薪額)

預計年收益率(%) 1.5

法定提撥率 12%

依公務人員俸額表(100.7.1生效)

本試算表僅供參考，實際金額以核定為準

輸入個人資料與假設 退休金試算結果

說明：安全性層級須設為中級，請在EXCEL［工具］、［選項］下，［

安全性］標籤內［巨集安全性］中選取。

定期給付：

男性，65歲退，保證期間10年：投保100萬元，年給付約48,000元。

女性，65歲退，保證期間10年：投保100萬元，年給付約44,300元。

註1：保證期間指最少可領取的期間(投保人期間內如身故，家屬可續領至

保證期滿)，但保證期滿，投保人仍健在，亦可繼續領取至身故為止(最高

上限為110歲)。

註2：如退休歲數較早(如55歲)，保證期間較長(如20年)，則年給付金額將

減少，確切預估數，請電洽儲金管理會(02-23703381分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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