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101 學年度第 1 次所務會議紀錄
出席人員：丁志音老師、李 蘭老師、林能白老師、張 珏老師、張睿詒老師、
陳端容老師、陳雅美老師、黃俊豪老師、董鈺琪老師、鄭凱文老師、
楊銘欽老師、鍾國彪老師、江宛霖(博)、王朝春(碩)
列席人員：郭年真老師、游曉微(博)、謝佩勳(碩)、林怡君、劉曉蓉、林詩琴
請假人員：江東亮老師、鄭雅文老師
主
席：鄭守夏所長
時
間：101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二)中午 12:20
地
點：公衛大樓 601 會議室
記
錄：林詩琴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二、報告事項
1. 本校已通過本所副教授及助理教授減授 1 小時授課時數的申請，自 101 學年
度第 1 學期起施行。
2. 公衛學院 601 教室原則不為上課使用(seminar 課程除外)，本學期因學院教室
分配問題，鄭凱文老師主授健康經濟學導論課程(週二 7.8)改至 601 教室上
課。
3. 本所各級會議代表名單一覽表如附件一(略)。
4. 本所不推薦 101 學年度臺灣大學傑出校友人選(前二年推薦名單：99 學年
度葉金川先生100 學年度楊志良先生)。
5. 自 101 學年度起本所碩、博士班增列「流行病學原理」(授課教師：方啟泰
老師)課程為必修課程，同學們表示大學時如曾修習過流行病學相關課程，
應予以抵免該必修課程學分，唯經與研教組確認校方規定大學部課程學分不
可抵免研究所課程學分。101-3 課程委員會決議：課程委員會建議可由「流
行病學原理」課程之授課教師對大學已修過相關課程的同學進行評量，如通
過評量者即可取得該門課程學分。
三、討論提案
提案一：修訂本所「所務會議組織規則」及「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說 明：
1. 依據 101-1 臨時所務會議決議明定本所所務會議與課程委員會通訊投票法源
依據。
2. 修正條文草案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二(略)
決 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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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請推薦 101 學年度教學研究單位評鑑本所評鑑委員人選。
說 明：
1. 依據本校 101.8.22 校函通知，本所應於 101 學年度接受校內教學研究單位評
鑑。國立臺灣大學 101 學年度教學研究單位評鑑作業日程表如附件三(略)。
2. 為籌備該次評鑑作業，本所需提 5 位評鑑委員名單送院方，5 位評鑑委員中
至少包含 1 位國外委員，請推薦評鑑委員人選。
決 議：本所推薦名單為陳紫郎、萬德和、朱明若、張苙雲、周志秉、神馬征峰、
Bob Myrtle、Bong Min Yang、Sian Meryl Griffiths、Hai Yen Sung 等 10 位委
員，會後再由所長與院長討論並選出 5 位評鑑委員。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 1：10。

2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所務會議組織規則
99.01.14 98 學年度第 4 次衛政與醫管學群會議通過
99.01.29 9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9.11 101 學年度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依據國立臺灣大學
組織規程第四十四條規定設置所務會議，其組成、職掌及議事等事項依
本規則行之。
第二條 本所所務會議出席人員如下：
一、 教師：本所專任教師及院內合聘教師。
二、 學生：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代表各一名。
所務會議得邀請專案教師、客座教師院外合聘教師等相關人員列席。
第三條 所務會議討論下列事項：
一、 本所發展方向。
二、 教學研究事項。
三、 學生事務事項。
四、 預算經費事項。
五、 其他有關事項。
第四條 所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兩次，由所長召集之，並以所長為主席。
所長因故不能主持時，由所長就本所專任教師中指定一人代理，或由出
席人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必要時所長得召開臨時所務會議，或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人員認為有必要
時，亦得以書面申請，所長即應召集之。
第五條 所務會議應有全體出席人數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員過半數同意
始得決議。重要事項應有三分之二(含)以上與會出席人員同意始得決
議。
第六條 如有具急迫性之討論事項，所長得以通訊方式進行討論及投票取得決議，
再於後續所務會議中追認。
第七條 本所為應實際需要得設置各種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八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施行。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99.04.15 98 學年度第 6 次衛政與醫管學群會議通過
99.05.10 第 199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9.05.28 98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9.11 101 學年度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
規劃本所之課程及處理本所之課程事務，依「國立臺灣大學各級教學單
位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特訂定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會設委員七人，所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另由健康促進組及健康服
務與產業組各推派專任教師二名及碩、博士班學生代表各一名組成，任
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

本會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邀請相關教師、校友及業界代
表列席。

四、

本會職掌如下：
(一)本所課程之檢討、評估及建議。
(二)新開課程之審查及建議。
(三)其他有關課程之協調、整合及改進事宜。

五、

本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始得決議。

六、

如有具急迫性之討論事項，所長得以通訊方式進行討論及投票取得決議，
再於後續課程委員會會議中追認。

七、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院務會議核備後，自發布日施行。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101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議紀錄
出席人員：丁志音老師、江東亮老師、李 蘭老師、張 珏老師、張睿詒老師、
陳端容老師、陳雅美老師、黃俊豪老師、董鈺琪老師、鄭凱文老師、
楊銘欽老師、鍾國彪老師、江宛霖(博)、王朝春(碩)
列席人員：郭年真老師、游曉微(博)、謝佩勳(碩)、簡子翔、林怡君、劉曉蓉
請假人員：鄭雅文老師、林能白老師
主
席：鄭守夏所長
時
間：101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20
地
點：公衛大樓 601 會議室
記
錄：林詩琴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二、報告事項
1.

本所簡子翔同學積極參與公衛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101 學年度新生家長日活
動，熱心分享寶貴經驗，深獲肯定，學院特頒感謝狀乙紙。

三、討論提案
提案一：請討論 101 學年度起碩、博士班必修課程異動事宜。
說 明：
1. 101 學年度起「流行病學原理」已增列為碩、博士班必修課。
2.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因必修課「公共衛生倫理」與「流行病學原理」衝堂以
及同學反應大學部已修過流病課程，本院 101.09.14 主管會報決議同學可選
修流預所 M 字頭、2 學分以上流病相關課程或「848M1080 社會流行病學：
原理與方法」課程，均可認可為流行病學原理必修課。
3. 本所碩、博士班修業規定及必修科目表修正如附件一(略)。
決 議：緩議，建請學院與 CEPH 評鑑單位說明本院流行病學課程修課情形，本
案提院課程委員會討論。
提案二：請討論本所博士班增列主修全球衛生組(PhD program with
concentration on Global Health)。
說 明：
1. 本院全球衛生中心(國際交流委員會)101.08.23 會議決議及本院主管會報會
議決議 101.09.14：各所博士班增列全球衛生組(PhD program with
concentration on Global Health)。102 學年度秋季班招收 6 名外籍生，春季班
招收 5 名外籍生。
2. 本組修業規定草案如下，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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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名
額(2013)

秋季班 1 人

入學要求
(語言)

英文：需達 TOEFL(CBT)213 分或 TOEFL(iBT)80 分或
TOEFL(Paper)550 分或 IELTS 5 分或 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或 BULATS ALTE Level 3。

修業規定

院必修：Essential of Global Health (3 credits )

修業年限

春季班 2 人

-

決

Epidemiology (3 credits )
Biostatistics (3 credits )
Environment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Risks (3 credits )
Public Health research method (3 credits )
Introduction to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3 credits )
Thesis
(外籍生) 一學年於台灣居住並修習完必修課後，提出資格考試。
(外籍生)另累積滿 6 個月後始得畢業/(本國生) 需至國外研讀 6 個
月。
至少一篇著作在各所認可之期刊雜誌被接受始可。

議：原則上同意本所博士班增列全球衛生組，待全院統籌規劃後本所再擬訂
相關配套規定。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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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101 學年度第 3 次所務會議紀錄
出席人員：丁志音老師、江東亮老師、林能白老師、張睿詒老師、陳端容老師、
黃俊豪老師、董鈺琪老師、鄭凱文老師、楊銘欽老師、鍾國彪老師、
江宛霖(博)、王朝春(碩)
列席人員：郭年真老師、游曉微(博)、謝佩勳(碩)、林怡君、劉曉蓉、林詩琴
請假人員：李 蘭老師、張 珏老師、陳雅美老師、鄭雅文老師
主
席：鄭守夏所長
時
間：101 年 11 月 06 日(星期二)中午 12:20
地
點：公衛大樓 601 會議室
記
錄：林詩琴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二、報告事項
1. 張睿詒老師、楊銘欽老師兼職行政院衛生署101年度所屬醫院體檢小組委員，
任期自101年10月04日起至體檢作業完成。
2.

學院103學年度申請增設『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計畫書已通過院務
會議，目前進度送校內審查程序中。

3.

本學期所上規劃兩個主題系列演講，歡迎各位師生踴躍報名參加。除本所師
生外，所上也會邀請校友參加，如此亦可增進所上與畢業校友間互動聯繫。
 『醫管經典個案』系列演講，邀請實務界的菁英前來演講，內容以個案
的經驗為主軸，之後再由老師把個案改寫，慢慢編排成臺大醫管個案的
雛形。第一次演講訂於 11/21(三)晚上 6 點，邀請馬偕醫院張文信副院長
主持，主題為『醫療市場擴展-購買醫院或新蓋醫院』。
 『生醫與健康服務產業』系列演講，將邀請產業界專家講授生醫與健康
服務產業相關議題，本所教師同時參與與談，以補足產業組課程不足的
遺憾。第一次演講訂於 12/19(三) 晚上 6 點，邀請諾華亞洲區總裁張振
武先生演講『Leading in Global Era (企業游牧戰士)』。

三、討論提案
提案一：修訂本所博士班修業規定。
說 明：
1. 本院全球衛生中心(國際交流委員會)101 年 08 月 23 日會議決議及本院主管
會報 101 年 09 日 14 月會議決議：各所博士班增列全球衛生組(PhD program
with concentration on Global Health)。102 學年度秋季班招收 6 名外籍生，春
季班招收 5 名外籍生。
2. 本所博士班修業規定草案如附件一(略)，請討論。
決 議：修訂後如附件(p.3)，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討論。
1

提案二：請討論暑期實習海報展時間。
說 明：請討論暑期實習報告海報展展覽期間及 Q&A 時段。
決 議：實習海報展覽時間暫定為 11/26~11/30 或 12/03~12/07 ，Q&A 時段為
該展覽週次的週二或週三中午，請學生代表徵詢同學意見後確認展覽時間並
告知所辦。
提案三：公衛學程補助本所教學訓輔費 47,200 元，請討論分配方式。
說 明：
1. 依據公衛學程 101 年 9 月學程會議決議，101 年度依照各所收 MPH 在學學
生人數，補助各所部分經費，丙組學生計 22 名，丁組學生計 37 名，每名學
生補助 800 元，共計補助本所 47,200 元。
2. 擬分配方式：
(1) 方案一：平均分配給本所教師，每位教師分配 3,146 元(47,200/15=3,146)。
(2) 方案二：分配給指導 MPH 學生的教師，教師指導 1 位學生(計 4 名)分配 1
單位，教師指導 2 位(含)以上學生(計 7 名)分配 2 單位，每 1 單位分配 2,622
元(47,200/18=2,622)。
(3) 方案三：不分配，由所辦統籌運用。
決 議：本補助經費由所辦統籌運用，倘本所教師有特殊需求可向本所提出申請
彈性運用此經費。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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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博士班學生修業規定(草案)
99.06.21 98 學年度第 9 次衛政與醫管學群會議通過
99.07.08 98 學年度第 10 次衛政與醫管學群會議修正通過
100.11.01 100 學年度第 3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1.10 100 學年度第 5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1.06 101 學年度第 3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規定本所博士班修業有關事宜，特訂本修業規定。
二、學生除學位論文(12 學分)外，一般入學生至少須修滿 18 學分(M 字頭與 D 字頭)；逕修博
士學位生至少須修滿 30 學分。本所必修、各組必選及補修之科目與學分於必修科目表中
訂定之。
三、學生必須修滿本所專任/合聘教師開設之 4 學分獨立研究，每一獨立研究課程為 2 學分。
每個獨立研究結束後，必須提出可投稿之研究報告，並經由二位老師評分通過後，方可取
得學分。
四、學生(不含休學)需於每學期第一堂專題討論課時接受修業進度審查，審查前需填送修業進
度表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五、學生應於入學三年內(含休學)完成資格考試，屆時未完成者應令退學。
學生應修畢(或抵免)必修科目後，始得提出資格考試申請，擬申請資格考試者應於學期開
學後二週內提出申請。未能於該學期內完成者，應於第一學期 12 月 31 日前及第二學期 5
月 31 日前提出撤銷申請，否則視為不及格。
主修全球衛生組之外籍生應在台灣居住/修習一學年以上，始得提出資格考試申請。
資格考試規定依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辦理。
六、學生須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前，選定本所專任(含合聘)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論文
指導教授，並於開學後二週內，將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送所長室備查。
論文指導教授選定之後如欲變更，依本校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規定辦理。
七、學生應於入學四年內，通過論文計畫口試，休學者至多可延長一年。屆時未通過者應令
退學。
論文計畫口試完成日期與學位考試日期不得在同一學期。
學生通過資格考試，經論文指導教授同意後，得向本所提出論文計畫口試申請。申請時，
應檢附論文計畫書初稿以及相關申請文件，送本所課程委員會審核，審核通過方可進行
論文計畫口試。未通過審核者，得在一個月內提出修正版本，送本所課程委員會再次審
核。
論文計畫書初稿審核通過之通知發出後二週內，應提交學位考試委員名單送課程委員會
審核。學位考試委員應有五至九人，本所專任教師(不含合聘教師)應至少二名，校外委員
至少一名，委員應迴避者，如：學生現任服務單位之主管、同事或熟悉親友等。學位考
試委員會之組成(含替代人選)應向課程委員會申請通過後，再邀請論文指導委員。學位考
試委員會之組成應符合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與本所之相關規定。
八、博士論文計畫口試應以公開發表方式進行，考試結果分為通過、不通過及附帶條件通過。
附帶條件通過者需於口試後二個月內，向本所課程委員會提交其指導教授同意之修正論
1

文計畫書及口試委員意見答覆書，逾時未提交視同不通過。
不通過者應於次學期申請複試，複試以一次為限。
考試結果須提報本所課程委員會備查。
九、學生於論文計畫口試通過後，必須每學年向學位考試委員會提出書面或口頭論文進度報
告，經學位考試委員會進行審查後，將審查結果送所長室備查。進度不佳者，由所長會
同指導教授與該學生討論改進方式。
十、學生於第一次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時，必須至少有一篇為入學後，以第一作者及本所名義刊
登或被接受之學術著作，該著作必須與本所研究領域有關，並發表於 SCI/SSCI/EI/TSSCI
學術期刊。其他期刊須於投稿前，檢附全文向本所課程委員會申請認定，否則不予採認。
十一、 學生申請學位考試時，應檢附論文初稿及相關申請文件，送本所課程委員會審核，通
過者方可進行學位考試。
十二、 主修全球衛生組之外籍生通過資格考試後，在台居住/修習時間應累積滿六個月以上，
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主修全球衛生組之外籍生資格考試完成日期與學位考試日期不
得在同一學期。)
十三、 學位考試應以公開方式進行，論文題目、考試時間及地點應於考試前兩週提交所辦公
室公佈。
學位考試結果分為及格和不及格，不及格者若修業年限尚未屆滿，得於次學期重考，重考
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十四、 學生若有身心障礙之特殊狀況，得於考試之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所方以書面申
請適性之考試方式。
十五、 學生於休學期間，不得參加任何有關修業及考試等相關事宜。
十六、 本規定自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適用，惟102 學年度之前入學者，得選擇適用此版
本。
十七、 本規定未盡事宜均依教育部及校方有關規定辦理之。
十八、 本修業規定有關事宜，由所務會議訂定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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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博士班學生必修科目表(草案)
最低畢業學分(不含論文)：18學分
一、

健康促進組、健康服務與產業組

預修課程(可列入畢業學分但不計入必修學分)
1.
2.
3.

健康服務研究法 (3學分)
應用生物統計學 (3學分)
大學部基礎管理學(健康服務與產業組)

必修課程 (共7學分)
1.
2.
3.
4.
5.

健康政策與管理特論 (2學分)
流行病學原理 (2學分)
公共衛生倫理 (1學分)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一 (1學分)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二 (1學分)

專題討論一、二除休學與通過計畫口試者可自由參加外，其他同學(無論是否修完專題討論學分)都應參加。

必選獨立研究 (共4學分)
每一獨立研究課程為 2 學分，必須修滿本所專任/合聘教師開設之 4 學分獨立研究。每個
獨立研究結束後，必須提出可投稿之研究報告，並經由二位老師評分通過後，方可取得學
分。

二、

全球衛生組

必修課程 (共18學分)
1.
2.
3.
4.
5.
6.

Essential of Global Health (3 credits )
Epidemiology (3 credits )
Biostatistics (3 credits )
Environment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Risks (3 credits )
Public Health research method (3 credits )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3 credits )

必選獨立研究 (共4學分)
每一獨立研究課程為 2 學分，必須修滿本所專任/合聘教師開設之 4 學分獨立研究。每個
獨立研究結束後，必須提出可投稿之研究報告，並經由二位老師評分通過後，方可取得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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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101 學年度第 4 次所務會議紀錄
出席人員：丁志音老師、江東亮老師、林能白老師、張 珏老師、張睿詒老師、
陳雅美老師、黃俊豪老師、董鈺琪老師、鄭凱文老師、楊銘欽老師、
鍾國彪老師、江宛霖(博)、王朝春(碩)
列席人員：郭年真老師、游曉微(博)、謝佩勳(碩)、林怡君、劉曉蓉、林詩琴
請假人員：李 蘭老師、陳端容老師、鄭雅文老師
主
席：鄭守夏所長
時
間：101 年 12 月 04 日(星期二)中午 12:20
地
點：公衛大樓 601 會議室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二、報告事項
1. 本所101學年度碩、博士班必修課程「流行病學原理」修訂為「流行病學原
理或經本所認定流行病學相關課程」。
2. 自102學年度起博士班增列全球衛生組，經院課程委員會討論建議修訂博士
班修業規定如附件一(略)。
3. 本所101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表如附件二(略)。經討論調整課程表如附件
1(p.4)。
4. 本所經101年11月30日學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審議通過，公開徵聘專任助理
教授或副教授3名(102年8月1日起聘)，徵才公告已於101.12.04刊登，收件截
止日期為102年2月5日。
5. 本所健產組學生101學年度醫院實習成果海報將於12月3日(週一)至12月7日
(週五)在公衛大樓一樓大廳展出，並訂於12月5日(週三)中午12:00-13:30舉辦
參展者現場Q&A活動，敬邀各位老師踴躍出席並予以指教。
6. CEPH人員將於102年3月6~7日至學院訪視，另學院及本所將於102年3月
18~20日進行實地訪問評鑑，請老師們預留時間。
三、討論提案
提案一：請推派 101-2 公衛系「公共衛生實務」課程之衛政醫管學群合授教師
說 明：
1. 「公共衛生實務」課程自 98 學年度起訂為公衛系流病生統與預醫領域、健
康政策與管理領域、環境衛生與職業衛生領域之領域必修課程，由三大學群
各推派一名教師共同授課，主授教師由各學群逐年輪值。
2. 上課方式：前半學期進行各領域分組參訪及實務經驗分享，後半學期提出參
訪心得報告、各組專題討論及報告。
3. 98-100 學年度「公共衛生實務」課程授課教師安排如下：

1

學年度

決

主授教師

98

環職：詹長權

99

環職：詹長權

100

衛政醫管：楊銘欽

101

流預：李永凌

合授教師
衛政醫管：楊銘欽
流預：簡國龍、李永凌
衛政醫管：楊銘欽
流預：李永凌
環職：陳志傑
流預：李永凌
待定

議：本學群由董鈺琪老師擔任「公共衛生實務」課程之合授教師。

提案二：修訂本所研究生助學金施行細則
說 明：本所研究生助學金施行細則草案如附件三(略)，增列第六條工作說明。
第六條 工作說明：
一、課程助教：需事先經授課教師同意並於「臺大健管所隨堂助教守則」
簽名後始得至所辦登記。協助授課教師教學相關工作，負責上課所
需設備之架設、借用、管理、講義印送、監考，並協助授課教師與
所辦聯繫等。
二、所辦工讀生：依所辦公告時間登記值班時間，並確實依值班表出席，
如不克出席需事先請假並自行協調代班人員。值班期間需完成每日
工作項目、協助處理圖書室論文圖書借閱及教師或所辦臨時交辦事
項等。
三、領助學金者，需選填課程助教或所辦工讀生一項工作。
決

議：本案待學校法規修訂後再議。

提案三：請討論 101 學年度自我評鑑相關事宜。
說 明：
1. 本所 101 學年度自我評鑑五位評鑑委員名單如下。
委員姓名
Thomas T.H. Wan
John R. Finnegan
Ted Chen
Soonman Kwon
Masamine Jimba

職稱/服務單位
Professor of Public Affairs, Health Management & Informatics,
and Medicine Doctoral Program in Public Affairs
Associate Dean for Research College of Health and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Professor & De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ofessor/Department of Global Community Health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ulane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Tropical Medicine
Professor/Dept. of Health Policy & Management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ofessor/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alth,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Tokyo
2

本次評鑑項目如附件四(略)，請討論各項目之負責教師。
請推派本學群參與 12/6(週四)「院所自我評鑑會議及 CEPH 籌備會議」教師
代表二名。
決 議：由楊銘欽老師與鄭凱文老師擔任本所 101 學年度自我評鑑相關事宜負責
教師。
2.
3.

四、臨時動議
提案一:為加速新聘教師審查流程，建議在三級三審過程，統一由院教評會送外
審，提請討論。
說 明:為加速新聘教師作業流程，建議在第一級的學群審查、面談與公開演講
後，由學群決定是否推薦到學系，在這一級不要送外審，系教評會討論如果
通過，就送院教評會，在院教評會這邊統一送外審(一次送 6 份)，外審意見
收齊後，在院教評會討論與決議。因為是新聘，在跟他校搶優秀教師，把學
群外審跟學院外審合併，至少可以節省一個月的時間，而實質審查內容並不
受影響，他校也如此做，頗具可行性。
決 議：同意新聘教師審查統一由學院送外審。
五、散會：下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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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政 策 與 管 理 研 究 所 101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課 程 表
2012.12.05更新

1

2

3

4

@

5

6

7

8

9

A

B

C

8:10~9:00

9:10~10:00

10:20~11:10

11:20~12:10

12:10~13:20

13:20~14:10

14:20~15:10

15:30~16:20

16:30~17:20

17:30~18:20

18:30~19:20

19:30~20:20

20:30~21:20

848M0050健康服務與產業綜論(健產組、MPH丁組必)(單週上課)
楊銘欽 董鈺琪 公衛

848M1110健康社會科學(MPH丙組必)
陳端容、丁志音 公衛

848M1020健康行為原理(MPH丙組必)
黃俊豪 公衛

848M2260長期照護機構之經營與管理(雙週上課)
蘇喜 公衛

848M2300健康服務專案管理
董鈺琪 公衛

848U1100醫療行銷學
黃文鴻 公衛

848M2190健康組織行為與人力資源
(隔年開) 陳端容 公衛

848M1 健康行為的經濟學分析(新開)
鄭凱文 公衛

一

848M1070社區健康營造(MPH丙組必)
張珏 公衛

848U1070性別與健康
張珏 公衛

二

三

848M2080 健康照護機構品質管理與創新
鍾國彪 公衛

848D1030健康經濟學特論 (隔年開)
鄭守夏 公衛

848U2030醫學資訊學及實證醫學
陳恆順 基101R

848M1090社會與健康：理論與政策
鄭雅文 公衛

848D0040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一(01)
(博必) 鄭雅文 張珏 鄭凱文

848M0080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一(01)
(碩必) 黃俊豪 鄭守夏 鄭凱文 公衛

848M2200績效管理與健康照護機構
張睿詒 公衛

848D0040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一(02)
(博必) 鍾國彪 董鈺琪 公衛

848M0080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一(02)
(碩必) 楊銘欽 張睿詒 公衛

848U1080健康心理學
張珏 公衛

848D0020高等健康服務研究法
鍾國彪 鄭雅文 董鈺琪 公衛
848M2020企業管理研討(MPH丁組必)
張睿詒 公衛

848M1120健康傳播與健康促進
黃俊豪 (英文授課) 公衛
848M1 Global Health Policy
Robert Blank

四
848U0010基礎英文寫作
徐健達 公衛

848M2180健康產業與政策發展(MPH丁組必)
張睿詒 蘇喜 公衛

848M2310長期照護體系概論
陳雅美 公衛

848M2250醫療機構管理科學模式個論(單週)
張睿詒 公衛

五

848M1080社會流行病學：原理與方法
鄭雅文 陳端容 公衛
848M2290醫療機構問題與決策(雙週)
陳秀珠 公衛

六

848M2240醫療與法律
范建得 公衛

註1.本所於2013.07.19-07.28(週五18-21時、週六9-21時、週日9-17時)邀請美國南加大Dr. Myrtle來台密集開授848M2230醫療策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 for Health Care Managers)，歡迎選修，上課教室公衛 R 。
註2.各教師開授獨立研究課程限博士班完成獨立研究者修習，授課教師及班別如下：
張珏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01班
蘇喜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02班

鄭守夏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08班

黃俊豪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13班

張睿詒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09班

吳淑瓊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14班

江東亮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04班
楊銘欽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06班

鍾國彪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10班

董鈺琪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15班

陳端容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11班

陳雅美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16班

丁志音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07班

鄭雅文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12班

吳建昌老師

848D0060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17班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101 學年度第 5 次所務會議紀錄
出席人員：丁志音老師、林能白老師、陳端容老師、陳雅美老師、黃俊豪老師、董鈺
琪老師、鄭凱文老師、鄭雅文老師、楊銘欽老師、鍾國彪老師、江宛霖(博)、
王朝春(碩)
列席人員：郭年真老師、游曉微(博)、謝佩勳(碩)、林怡君、劉曉蓉、林詩琴
請假人員：李 蘭老師、江東亮老師、張 珏老師、張睿詒老師
主
席：鄭守夏所長
時
間：102 年 1 月 08 日(星期二)中午 12:20
地
點：公衛大樓 601 會議室
記
錄：林詩琴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二、報告事項
1. 健產組暑期實習海報展頒獎：
第一名 林思敏 第二名 吳勁儫 第三名 李佳穎、李英萱
2. 楊銘欽老師擔任102年度公衛學院財務委員會衛政醫管學群委員，任期自102年01
月01日至102年12月31日止。
3. 為因應學院與本所的自我評鑑，本所將在寒假中召開課程委員會，邀請外界代表
列席會議(邀請校友、校外學者專家、業界代表)。
4.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健管所定期會議預定時間表如附件一(略)，請預留會議時間。
三、討論提案
提案一：修訂本所研究生獎勵金施行細則
說 明：依據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獎勵金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修訂本施行細則。本所
研究生獎勵金施行細則草案如附件二(略)，施行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見(略)。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施行細則如附件(p3)。
提案二：請討論 101 學年度自我評鑑相關事宜。
說 明：
1. 請討論評鑑報告書各項目之負責教師。
2. 學院將於 1 月底前統一寄送評鑑報告書，請各負責老師於 1 月 18 日前完成評鑑內
容，以利彙整。
決 議：評鑑報告書各項目負責教師如下。
評鑑項目
負責教師
1. Previous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Evaluation Council/ Improvements 楊銘欽老師
Overview
鄭雅文老師
鄭守夏老師
2. Institutional Context
張睿詒老師
陳雅美老師
3. Data for Review
鄭凱文老師
黃俊豪老師
4. Review Content
董鈺琪老師
鍾國彪老師
5. Outcome Assessment
鄭雅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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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為因應「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成立，擬重新規劃本所教學分組。
說 明:
1. 學院為符合世界潮流、回應系所評鑑委員之建議、以及因應美國 CEPH 評鑑所需，
數年前設立 MPH 碩士學位學程，將「健康行為」獨立一組，「健康服務管理」獨
立一組，與目前本所 MS 碩士班的分組不同，甲組「健康促進組」包含行為與政
策兩個次領域，而乙組「健產組」包含醫管與產業兩個次領域，造成學生報考研
究所時的困擾，必修課的要求也有同學表示不盡理想。
2. 目前本所正以健康促進組內的健康行為領域為基礎，積極申請成立「健康行為與
社區科學」研究所。
3. 行為所申請於 103 年成立招生，即使未能順利如期成立新所，仍應將行為組獨立，
將政策組與管理組合併，以符合國際知名大學的發展現況。
4. 依據上次系所評鑑的建議，本所課程安排缺乏整體規劃，並未依本所自訂之學生
核心能力為依據，應藉此機會檢討。
5. 另外，本所博士班目前訂有四個主修領域，由於教師人數有限，遇有教師出國或
長休時，對授課安排與學生資格考出題極易造成困擾，宜檢討改進。
擬
1.

2.
決

辦:
將本所碩士班與博士班教學分組自 103 學年起改為「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組」
，以
及「健康政策與管理組」
，本所教師依教學專長與研究興趣選定組別，招生名額分
配另行討論。
必修與選修課程應以本所欲培養學生之核心能力為基礎進行檢討，並著手規劃
capstone course，採漸進方式於三年內完成。
議：同意教學分組新設計，相關事宜後續會議再行討論。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 2：00。

2

國立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研究生獎勵金施行細則(草案)
100.12.06 100 學年度第 4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2.01.08 101 學年度第 5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分配本所研究生
獎勵金，依據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獎勵金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本施行細則。
第二條 申請研究生獎勵金之資格及申請條件規定如下：
一、研究生受領獎勵金當學期應註冊，中途休學者自休學日次月起停止受領。
二、研究生在學期間，如有前學年(期)學習教學、服務及研究，學習成果不佳或違反
校規受記小過以上處分(處分確定之次月起未滿一年)者，不得申請本獎勵金。
第三條 研究生領取本獎勵金者，需協助系、所有關教學、行政、庶務等學習項目，並於每學
期接受考評。
一、擔任課程助教者，需事先經授課教師同意，並於「臺大健管所隨堂助教守則」簽
名後始得至所辦登記。課程助教應協助授課教師教學相關事務，負責CEIBA建置
及維護、課前準備、課堂協助及其他授課教師交辦事項。
二、協助所辦行政事務者，應確實依值班表出席，若不克出席需事先請假並自行協調
代班人員。值班期間需完成各交辦事項、協助圖書室管理。
三、協助課程助教者由授課教師加以考評，協助所辦行政事務者由所長或所辦行政人
員加以考評。
第四條 所辦每學期開學前公告人力需求表，凡欲申請者，應檢具「學生領取研究生獎勵金同
意書」及相關文件，並經授課教師簽署同意後，向所辦提出申請。每人以登記一項學
習項目為原則，但申請數額超過可分配總數時，以全職學生(未於校內、外有專職工作
者)為優先，必要時得以抽籤方式決定。
第五條 領取獎勵金之研究生，每學期協助各項學習項目起迄時間由所辦公告。獎勵金發放以
月為單位，若不適任或重大事由者，授課教師或所長可於次月份取消其受領資格。
第六條 研究生因故被取消受領獎勵金資格者，得向本所學生事務委員會提出申訴，該會於收
到申訴書後，應於 10 日內召開會議，並通知申訴人及關係人列席說明。
第七條 碩士班獎勵金及博士班獎勵金每月基數比為 3:4。每一基 數核撥金額將依據校方核撥金
額與領取人數計算後公佈。
第八條 本施行細則未盡事宜，悉依「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獎勵金實施辦法」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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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施行細則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請生活輔導組備查後，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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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101 學年度第 6 次所務會議紀錄
出席人員：丁志音老師、張睿詒老師、陳端容老師、陳雅美老師、黃俊豪老師、
董鈺琪老師、鄭凱文老師、鄭雅文老師、楊銘欽老師、鍾國彪老師、
江宛霖(博)、吳勁儫(代)(碩)
列席人員：郭年真老師、游曉微(博)、謝佩勳(碩)、江弘基、哈多吉、魏璽倫、
林怡君、林詩琴
請假人員：張 珏老師
主
席：鄭守夏所長
時
間：102 年 03 月 05 日(星期二)中午 12:20
地
點：公衛大樓 601 會議室
記
錄：林詩琴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二、報告事項
1.

本所博班學生江弘基、哈多吉、魏璽倫報告修業進度。

2.

李蘭老師、張 珏老師應聘行政院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會報委員，兼任期
自 101 年 12 月 11 日至 103 年 12 月 10 日止。

3.

鄭守夏老師應聘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會委員暨主任委員，兼職期間自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

4.

3/19(二)上午 8:40-10:20 評鑑行程安排為委員與本所學生及同仁面談，請各
老師協助推派碩博班的同學參加面談。

三、討論提案
提案一：修訂本所所長遴選、連任及去職辦法。
說 明：本所所長遴選、連任及去職辦法草案如附件一(略)，辦法修正條文對照
表請見(略)。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請討論醫院參訪事宜。
說 明：請討論 101 學年度是否舉辦醫院參訪？如擬舉辦參訪請討論參訪單位及
參訪時間。歷年參訪單位如下表所示，建議參訪時間為102 年 4 月溫書假 
102 年 7-8 月暑假。
歷年參訪單位表
學年

參 訪 單 位

89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高雄長庚醫院、獎卿護理之家、台南奇美醫院

90

台中榮總、童綜合醫院、中國附醫、台中健康管理學院

91

五鼎生技公司、新竹馬偕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嘉義長庚醫院
1

學年
92

潤福新象館、署立宜蘭醫院、羅東博愛醫院、花蓮慈濟醫院

93

工研院生醫工程中心、奇美醫院柳營分院、高雄義大醫院

94

北京參訪：兩岸醫院管理研討會、醫院參訪

95

長庚生技、彰濱秀傳紀念醫院、台大雲林分院

96

彰化基督教醫院、署立彰化醫院、慈濟台中分院
臺大兒童醫療大樓、淡水馬偕紀念醫院、雙連安養中心、敏盛綜合醫院經
國院區、壢新醫院
新 加 坡 Tan Tock Seng Hospital 、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永信製藥、彰濱秀傳紀念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台中醫院

97
98
100
決

參 訪 單 位

議：本所每年度的醫院參訪時間訂於臺大校慶日(11 月 15 日)，如有赴國外
或離島地方參訪計畫再另行訂定參訪時間。

提案三： 請討論本學期是否舉辦聯合導生會。
說 明: 請討論本學期是否舉辦聯合導生會？如擬舉辦請建議時間及地點。
決 議：同意舉辦聯合導生會，聯合導生會時間訂於 4 月 3 日(週三)舉行，地點
及相關事宜請碩博班班代進行規劃。
提案四：過去招生趨勢與未來本所重組之規劃，請討論。
參考資料：
1. 健管所、MPH 歷年招生情形(99 學年度起)請見(略)。
2. 過去兩所招生情形(94-98 學年度)請見(略)。
決 議：擇期再議。
附帶決議：建議先擬訂出討論議題，並於會前提供議題及參考資料給老師，請老
師先行閱讀資料，以利會議中進行討論。
提案五：請討論碩士班課程規劃，重新檢討必修課程規劃。
參考資料：
1. 碩士班課程地圖請見(略)。
2. 健管所各課程修課人數統計表請見(略)。
決 議：緩議。
提案六：請討論博士班課程規劃。
參考資料：博士班課程地圖請見(略) 。
決 議：緩議。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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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101 學年度第 7 次所務會議紀錄
出席人員：丁志音老師、張 珏老師、陳端容老師、陳雅美老師、黃俊豪老師、
董鈺琪老師、鄭凱文老師、鄭雅文老師、楊銘欽老師、鍾國彪老師、
江宛霖(博)、王朝春(碩)
列席人員：郭年真老師、游曉微(博)、謝佩勳(碩)、劉曉蓉、林詩琴
請假人員：張睿詒老師、林怡君
主
席：鄭守夏所長
時
間：102 年 04 月 02 日(星期二)中午 12:20
地
點：公衛大樓 601 會議室
一、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二、報告事項
1.

張睿詒老師應聘行政院衛生署醫院管理委員會委員，兼任期自 102 年 01 月
01 日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討論提案
提案一：請推薦本所 101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人選。
說 明：
1. 依據本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及獎勵辦法」相關規定，本所應參考學生問卷
調查及教學意見調查之統計數據，斟酌其歷年教學成果與其他相關資料推薦
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數名至學院複選。
2. 教學優良教師問卷調查結果如附件一(略)。
決 議：同意推薦代碼 E 教師(鄭守夏老師)、J 教師(黃俊豪老師)、C 教師(江東亮
老師)。
提案二：請推薦公衛學院教師服務優良獎候選人。
說 明：公衛學院教師服務優良獎候選者推薦辦法請見附件二(略)。請推薦「社
會服務獎」及「校內服務獎」各 1 名候選人。
決 議：推薦鄭雅文老師為「社會服務獎」候選人，
「校內服務獎」候選人從缺。
提案三：請檢討本所優良導師與教學優良教師推薦方式。
說 明：
1. 本所優良導師現行方式為依據學生問卷調查結果，以四種不同計算方式產生
候選人。
2. 本所教學優良教師推薦方式依據教務處學生問卷調查之統計數據。
3. 請討論是否加入教師推薦比例或其他計算方式？
決 議：
1. 關於優良導師推薦方式，請黃俊豪老師設計學生填答問卷。
2. 關於教學優良教師推薦方式，請學生代表先行擬定調查學生意見的方式。
1

提案四：請討論 102 學年度公共衛生導論及公共衛生概論課程安排事宜。
說 明：公衛系擬請本學群安排 102 學年度「公共衛生導論」及「公共衛生概論」
課程授課事宜。99-101 學年度本學群課程內容如附件三(略)。
決 議：102 學年度「公共衛生導論」及「公共衛生概論」由楊銘欽老師、丁志
音老師負責授課。
提案五：請討論聘任兼任教師事宜。
說 明：
1. 依據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第 5 點第 2 項規定：
「年滿 65 歲以上兼任教師之
新(續)聘應提經系(科、所、室、中心)務會議通過，年滿 70 歲以上兼任教師
以不佔缺為原則，如欲佔缺致酬應經系(科、所、室、中心)務會議出席人員
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2. 請投票表決是否同意聘任李蘭老師(已滿 65 歲)為兼任教師。
決 議：經出席人員投票，13 票同意，0 票不同意，同意聘任李蘭老師為兼任
老師。
提案六：修訂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說 明：
1. 學院 102 年 1 月 25 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
(1) 有關「全球衛生組」博士班資格考試科目，各所均指定考試科目為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in Health Research Methods 健康研究法原理及應
用」。其命題原則如下：
I. 研究方法基礎知識題目(必答，佔 50%)。
II. 領域別的題目(選答，佔 50%)：
(i) 實驗室的實驗設計方法。
(ii) 一般性的研究設計方法。
(2) 各所另一門自選考試科目安排如下：
I.
健管所：Global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全球衛生政策與管理。
II.
環衛所：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環境及職業健康。
III. 職衛所：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環境及職業健康。
IV. 流預所依考生專長可選考下列二者之一：
Biostatistics for Public Health 公共衛生生物統計；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in Epidemiology 流行病學原理及應用。
2. 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草案修正如附件四(略)，請討論。
決 議：修訂後通過，關於英文版資格考核實施辦法，先徵詢全球衛生中心是否
全院統一處理。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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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101 學年度第 8 次所務會議紀錄
出席人員：丁志音老師、江東亮老師、張 珏老師、張睿詒老師、陳端容老師、
陳雅美老師、黃俊豪老師、董鈺琪老師、鄭凱文老師、鄭雅文老師、
楊銘欽老師、鍾國彪老師、江宛霖(博)、吳勁儫(碩)(代)
列席人員：郭年真老師、游曉微(博)、謝佩勳(碩)、林怡君、劉曉蓉、林詩琴
主
席：鄭守夏所長
時
間：102 年 05 月 07 日(星期二)中午 12:20
地
點：公衛大樓 601 會議室
記
錄：林詩琴
一、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二、討論提案
提案一：請討論本所優良導師與教學優良教師推薦方式。
說 明：
1. 優良導師推薦方式，黃俊豪老師設計學生填答問卷如附件一(略)。
2. 教學優良教師推薦方式，學生代表擬定調查學生意見的方式如附件二(略)。
決 議：優良導師學生問卷、教學優良教師學生問卷修正後通過，關於問卷調
查結果，將先試算不同計算方式再請本所教師匿名選出一種方式。
提案二：請討論 102 學年度兼任教師續聘事宜。
說 明：
1. 依據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第 5 點第 2 項規定：
「年滿 65 歲以上兼任教師之
新(續)聘應提經系(科、所、室、中心)務會議通過，年滿 70 歲以上兼任教師
以不佔缺為原則，如欲佔缺致酬應經系(科、所、室、中心)務會議出席人員
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2. 請投票表決是否同意續聘孫得雄老師(已滿 70 歲，授課：上學期 -人口學)、楊
志良老師(已滿 65 歲)、藍忠孚老師(已滿 65 歲，授課：上學期-健康體制設
計與改革)、李蘭老師(已滿 65 歲，授課：上學期-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
為兼任教師。
3. 請討論是否續聘范建得老師等 12 位教師為本所兼任教師。
職稱
兼任教授

姓名
范建得

兼任教授

黃文鴻

兼任教授
兼任教授
兼任教授

吳淑瓊
林蒼祥
郭人介

授課科目
智慧財產權與專利
醫療與法律
醫療政治學
醫療行銷學
人口老化與健康照護
健康理財
醫療機構模擬分析(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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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上學期
上學期

職稱
姓名
授課科目
開課學期
兼任教授
蘇 喜
健康產業與政策發展(合授)
下學期
兼任副教授
薛亞聖
比較醫療機構管理制度
上學期
兼任副教授
譚醒朝
健康照護機構財務管理導論(合授)
上學期
兼任副教授
吳 帆
醫療資訊系統與管理
上學期
兼任助理教授 石崇良
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特論(合授)
下學期
兼任助理教授 陳秀珠
醫療機構問題與決策
下學期
兼任實務教師 張文成
醫療機構管理實務
上學期
決 議：
1. 經出席人員投票，孫得雄老師、楊志良老師、藍忠孚老師與李蘭老師的投票結
果皆為 15 票同意，0 票不同意，同意續聘四位老師為本所兼任教師。
2. 同意續聘范建得老師等 12 位兼任教師，會後將徵詢張文成老師是否仍有授課
意願。
提案三：請檢討必修課程。
說 明：
1. 請討論 102 學年度必修課程授課教師安排。
(1) 100-6 所務會議通過必修課程輪流授課原則: 必修課程授課時間滿三年
之授課教師可主動提出輪調申請，對於有意願授課且教學評鑑學生反應
良好的課程，最長於授課時間滿六年時應提出輪調申請。
(2) 本所必修課輪流授課表如附件三(略)。
2. 請討論是否需要修改必修課程? (MS, MPH) (參考資料請見附件四，p.9)
3. 每門必修課至少應該有兩位以上老師願意主授?
決 議：由行為組與政策/管理組分別召開會議討論。
提案四: 健康政策與醫療機構管理 是否分組招生？
說 明：
1. 教學分組的目的: 學術理論、專業知識、研究興趣、學生出路
2. 課程安排: 專業導向 (因應背景與興趣不同，以選修為主)
3. 學生出路: 醫療機構、生技製藥業、政府單位、民間團體 (互斥性低)
4. 兩難: 學生數有限，畢業學分數低，每堂課選修人數少，老師授課時數要求
5. 分組的優點: 專業分工清楚，課程安排較容易
6. 分組的缺點: 學生需預選專長、跨組修課易衝堂、修課人數更少
結 論：下次再討論。
提案五: 未來招生策略。
說 明：是否需要改變目前 MS 招收一班生與在職生的人數比例? 博士班呢?
結 論：下次再討論。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下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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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101 學年度第 9 次所務會議紀錄
出席人員：丁志音老師、張 珏老師、張睿詒老師、陳端容老師、陳雅美老師、
黃俊豪老師、董鈺琪老師、鄭凱文老師、鄭雅文老師、楊銘欽老師、
鍾國彪老師、江宛霖(博)、王朝春(碩)
列席人員：郭年真老師、游曉微(博)、謝佩勳(碩)、林怡君、林詩琴
主
席：鄭守夏所長
時
間：102 年 06 月 04 日(星期二)中午 12:20
地
點：公衛大樓 601 會議室
記
錄：林詩琴
一、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二、報告事項
1. 有關本所申請所屬專任副教授及助理教授授課時數減免一小時案，因每位老
師的主聘單位都是「公衛系」，必須由公衛系提出申請始可施行，故自 102
學年度起專任副教授及助理教授維持每週最低授課時數 9 小時。
2.
3.

本所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表如附件一(略)。
本所行為組與政策管理組已分別召開課程討論會議，重要決議如下：
A. 102 學年度起甲乙組博士班專題討論課程改為一起上課。
B. 102 學年度、103 學年度必修課程調整如附件 1 (p.4)。
C. 102 學年度必修課程(原授課教師的授課時間已滿三年)的授課教師安排
如下表。
必修課程

學分

1021

1022

博士班
健康政策與管理特論

2

鄭雅文

健康服務研究法

3

楊銘欽、黃俊豪、
陳端容

健康組織與管理

2

鍾國彪、董鈺琪

健康促進原理

2

改為選修(李蘭老師)

專題討論一(01 班)

1

黃俊豪、鄭守夏、
鄭凱文

專題討論一(02 班)

1

楊銘欽、陳雅美

碩士班

公衛系
公共衛生行政

2

楊銘欽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

2

黃俊豪

健康行為科學導論

2

丁志音、鄭凱文

MPH
健康產業與政策發展

3

林能白、蘇喜
1

三、討論提案
提案一：修訂本所碩士班修業規定及必修科目表。
說 明：
1. 102.05.21 行為組課程討論會議決議 102 學年度起碩士班健促組必選課程健
康促進原理更改為健康行為原理。
2. 本所碩士班修業規定及必修科目表草案如附件三(略)，請討論。
決 議：修訂通過。
提案二：請討論健康政策與醫療機構管理是否分組招生及招收名額。
說 明：
1.

健康政策與醫療機構管理是否分組招生
A. 教學分組的目的: 學術理論、專業知識、研究興趣、學生出路
B. 課程安排: 專業導向 (因應背景與興趣不同，以選修為主)
C. 學生出路: 醫療機構、生技製藥業、政府單位、民間團體 (互斥性低)
D. 兩難: 學生數有限，畢業學分數低，每堂課選修人數少，老師授課時數
要求
E. 分組的優點: 專業分工清楚，課程安排較容易
F. 分組的缺點: 學生需預選專長、跨組修課易衝堂、修課人數更少

2.
A.

103 學年度碩博班預計招收名額
本所102學年度碩博班招收名額如下表。
碩士班生共 37 名
（1）甄試招生共 19 名

（2）一般入學考試招生
共 18 名

招收博士班生
共 14 名

【一般生】
共招收 14 名

【在職生】
共招收 5 名

【一般生】
共招收 14 名

【在職生】
共招收 4 名

【一般生】
共招收 14 名

甲組：7名
乙組：7名

甲組：2名
乙組：3名

甲組：7名
乙組：7名

甲組：2名
乙組：2名

甲組：7名
乙組：7名

B.
C.
D.

99-102 學年度招生情形如附件四(略)。
102.04.22 共識會議決議 103 學年度起 MS 行為組開始分組招生，行為組招
生名額 8 名、政策管理產業組招生名額共 29 名。
請討論 103 學年度碩博班預計招收名額。

決 議：自 103 學年度起政策、管理、產業組開始不分組招生(試辦一年)，招收
名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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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生共 37 名
（1）甄試招生共
【一般生】
共招收 16 名
行為組： 4 名
政策管理產業
組： 12 名

19

名

【在職生】
共招收 3 名

（2）一般入學考試招生
共 18 名
【一般生】
共招收 15 名

【在職生】
共招收 3 名

行為組： 0 名 行為組： 4 名 行為組： 0 名
政策管理產業 政策管理產業 政策管理產業
組： 3
名 組： 11 名 組： 3 名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 1：50。

3

招收博士班生
共 14 名
【一般生】
共招收 14 名
甲組： 7 名
乙組： 7 名

本所博士班、碩士班及 MPH 之必修課程
1.

附件 1

102 學年度 (102 年 8 月)
博士班

共同必修

組(領域)必修

健康政策與管理特論(2)
流行病學原理(2)
公共衛生倫理(1)
專題討論一、二
(改為甲乙組一起上課)

碩士班

MPH 丙組

MPH 丁組

健康政策原理(2)
健康組織管理(2)
健康服務研究法(3)
應用生物統計學(3)
流行病學原理(2)
公共衛生倫理(1)
專題討論一、二

健康政策原理(2)
健康促進原理(2)
健康社會科學(2)

健康政策原理(2)
健康促進原理(2)
健康社會科學(2)

甲組必選
健康促進原理(2)
健康行為原理(2)
乙組必選
健康服務與產業綜論(2)
健康服務與產業組織實習(1)

健康社會科學(2)
健康行為原理(2)
社區健康營造(2)

健康組織管理或企業管理研
討(2) (二選一)
健康服務與產業綜論(2)
健康產業與政策發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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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 學年度 (103 年 8 月)
博士班

共同必修

組(領域)
必修

健康政策與管理特
論(2)
流行病學原理(2)
公共衛生倫理(1)
專題討論一、二

碩士班
(行為社區組)

碩士班
(政策管理組)

MPH 丙組

MPH 丁組

健康政策原理(2)
健康社會科學(2)

健康政策原理(2)
健康社會科學(2)

健康政策原理(2)
健康組織管理(2)
健康服務研究法(3)
應用生物統計學(3)
流行病學原理(2)
公共衛生倫理(1)
專題討論一、二

健康政策原理或健康組
織管理(2)(二選一)
健康服務研究法(3)
應用生物統計學(3)
流行病學原理(2)
公共衛生倫理(1)
專題討論一、二

健康行為原理(2)
社區健康營造(2)

政策組必選：健康行為 健康行為原理(2)
原理(2)
社區健康營造(2)
管理組必選：
健康服務與產業綜論(2)
健康服務與產業組織實
習(1)
【鼓勵管理組同學可選
修「健康服務與產業綜
論」或「健康產業與政
策發展」二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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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組織管理或企業管
理研討(2) (二選一)
健康服務與產業綜論(2)
健康產業與政策發展(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