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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鼓勵員工積極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學術性或專業性競賽，提高本院學術與專業水準，

特訂定「員工參加全國性與國際性競賽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範圍 

凡在職期間以醫院名義對外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者均屬之。 

 

三、說明 

（一） 本辨法業務承辨單位為醫教部。 

（二） 申請人需為本院在職專任員工，且以本院名義參加全國或國際性之學術或專

業相關之競賽獲獎者，得依第三項第六目申請獎勵。 

（三） 若須申請公假、公費對外參賽之同仁，須先以簽呈核示通過。 

（四） 個人參賽者，由本人提出申請獎勵；團隊參賽者，由成員中任一人為代表提

出申請。 

（五） 申請人應於競賽結果公佈且獲取獎項證明後 6 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  

1. 獎勵申請表乙份。 

2. 若有申請公假、公費者，應檢附原簽呈。 

3. 獲獎獎牌、獎座或獎狀等證明文件足資證明以本院名義參與競賽。 

（六）獎勵內容 

1. 如下表列。 

2. 主辦單位如提供獎金者，其獎金併入本院獎勵金額上限計算。若競賽活動

為院內推廣之項目（評鑑），則其獎金不併入獎勵金額上限計算。 

3. 若未經簽呈，自行參賽獲獎者，獎勵金予以減半計算。 



主題名稱 員工參加全國性與國際性競賽獎勵辦法 制定單位 醫教部 

編號 222000-002-P-008 版本 第 2.3版 頁碼/總頁數  2/4 

 

版權為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所有，禁止任意抄襲、翻印及轉讓 

競賽等級 

競賽名次 
全國性競賽 國際性競賽 

第一名、金獎或相當等級獎項 4 萬元 5 萬元 

第二名、銀獎或相當等級獎項 3 萬元 4 萬元 

第三名、銅獎或相當等級獎項 2 萬元 3 萬元 

優等、佳作 1 萬元 2 萬元 

4. 全國性競賽定義： 

(1) 參加人超過二個縣巿以上稱之。 

(2) 於二岸四地（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舉辨而僅有華人參加者屬

全國性競賽。 

5. 國際性競賽定義： 

(1) 參加人超過三個國家以上稱之。 

（七） 申請案經相關委員會審議後，送總院院長核定之。核定內容以不超過本辦法

第三項第六目獎勵原則，並得以酌減獎勵內容。 

1. 研究、發明、專利類：由醫學研究委員會審議。 

2. 教學類：由醫學教育委員會審議。 

3. 實證醫學類：由實證醫學委員會審議。 

4. 醫療品質、病人安全類：由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委員會審議。 

5. 其他：由醫學教育委員會審議。 

（八） 未依本辦法申請獎勵者，一律不予補助；於獎勵金補助期間離職者停止其相

關補助。 

（九） 參加論文、海報等發表者比照醫研部相關辦法申請獎勵。 

（十） 實施及修訂 

本辦法經總院主管會議通過後，並經董事會議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使用表單 

（一） 榮獲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獎項獎勵申請表（編號：222000-002-F-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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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流程圖 

（略） 

 

六、參考資料 

（略） 

 

七、附件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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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件修正紀錄 

修正日期 版本 修正說明 備註 

101.11.19 1.0 新制定 

101 年 11 月 06 日主

管會議通過；101 年

11月 19日第 12屆第

22 次董事會通過 

102.02.01 2.0 
配合標準化文件管理辦法修正公布日期及

進行年度臨時檢閱 
 

103.09.01 2.0 年度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05.12.30 2.0 年度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06.08.04 2.1 

1. 刪除第三項第二目【該競賽並未發給

任何獎金、獎勵金或獎品等實質獎勵

者】之規定 

2. 第三項第六目新增文字說明 

3. 修訂第三項第七目 2 款，實證醫學類

競賽改由實證醫學委員會審議。 

4. 修訂第三項第九目 

106 年 8 月 4 日 106

學年第1次醫教委員

會通過；106 年 9 月  

5 日主管會議通過；

106 年 9 月 26 日第

13 屆第 28 次董事會

通過；106 年 10 月

19 日公布。 

107.03.30 2.2 修改第三項第六目競賽名次名稱 

107年 3月 30日 106

學年第5次醫教委員

會通過；107 年 5 月    

8 日主管會議通過；  

107 年 7 月 23 日第  

13 屆第 36 次董事會

通過；107 年 8 月  

17 日公布。 

110.10.27 2.3 

修訂：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二目、

第三項第三目、第三項第四目、第三項第

五目、第三項第五目之 2、第三項第五目

之 3、第三項第六目之 5、第三項第七目、

第三項第七目之 4。 

新增：第三項第六目之 3。 

110年10月27日110

學年第1次醫教委員

會通過；110 年 12

月 07 日總院主管會

議通過；111 年 01

月13日第14屆第22

次董事會通過；   

111 年 02 月 07 日公

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