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入線上會議室，請開啟視訊，關閉麥克風，為便於
識別，登入會議時：
●新生將名稱更改為「學號_姓名」
●師長將名稱改為「XXX老師」
●班代請將名稱改為「學制_姓名」

111學年度健管所新生座談會

活動流程：
●所長致辭、新生入學須知
●教師簡介
●新生自我介紹
●Q&A (先綜合提問，再各別學制)



健康政策
與管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11學年度新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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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學
須知



臺大公共衛生學院介紹

現有系所

• 公共衛生學系
•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 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
•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 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 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
•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 全球衛生碩士/博士學位學程

研究中心

• 全球衛生中心
• 傳染病防治研究及教育中心
• 臺灣癌症登記中心
• 健康促進研究中心

http://coph.ntu.edu.tw/



公衛學院通過CEPH 認證

公衛學院於2017.06正式
通過CEPH評鑑，同時獲
得學士、碩士、博士的認
證，是美國本土以外第三
所獲得此認證的大學，另
外也是亞洲第一所申請並
通過評鑑的公衛學院。



歷史沿革
2010 AUG

2015 AUG

To Be Continued

為呼應國際對公共衛生
專業人才養成教育所要
求的五大核心知識的培
育，及因應臺灣社會的
需求，原本在「健管所」
中健康促進組的師生，
累積相當可觀的社會與
行為科學的研究成就與
教學能量，進而成立
「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
研究所」

公共衛生學院為因應
迅速變遷的環境和需
求，積極推動組織重
整，將「衛生政策與
管理研究所」與「醫
療機構管理研究所」
於2010年8月正式整
併為「健康政策與管
理研究所」

2016 AUG

隨著人口老化以及民眾對身心健康需求提高、
醫療照護市場競爭促使創新領導與組織變革
之議題受到重視，及因應醫療保健政策變革
和政府組織再造與推動醫療管理服務產業發
展之政策方向，需積極培育兼具醫療衛生與
社會福利知能和醫療保健體系優秀領導人才，
增加在健康產業之社會影響力，本所成立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高階經營碩士在職
專班」

2022 AUG

第四屆所長鍾國彪教授卸任
第五屆所長鄭雅文教授上任



健管所發展方向與重點

設立宗旨

透過教學、研究與
服務，推動健康的
公共政策、營造有
益健康的生活環境
、發展有效的健康
促進計畫、建構具
公平與效率的健康
體系，以增進全體
人類之健康福祉。

教育目標

培育具有健康人才
理念、全球視野及
專業素養之健康政
策與管理的中堅及
領導人才。

兩大領域

政

策

管

理



健管所教學分組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EMHA)

碩士班

(MS)

博士班(PhD)
甲組：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組

乙組：健康政策與管理組

PhD



學生人數
Register
在校

Academic  
Leave 

休學

SUM
小計

PhD
博士班 48 7 55

MS
碩士班 59 2 61

EMHA
高階在職專

班
45 8 53

TOTAL
總計 152 17 169



師
資
現
況

教授：6位
副教授：2位

助理教授：4位

合聘教師

教授：3位
副教授：3位

助理教授：2位

兼任教師

教授：9位
副教授：3位

助理教授：2位
專業技術人員：3位

專任教師

109學年新進教師



所辦公室聯絡方式
所辦公室

100臺北市徐州路17號6樓651室

官方網站

http://ntuhpm.ntu.edu.tw

公務信箱

ntuhpm@ntu.edu.tw

ntuemha@ntu.edu.tw

傳真電話

02-23434200

午休時間(勿擾)

平日12:30~13:30

不要
直接刪掉
之後又說
沒收到！

所辦信箱
不寄垃圾信



健管行社學群聯合辦公室行政人員

林怡君 課務/學務相關

電話 02-3366-8071
EMAIL ntuhpm@ntu.edu.tw (公務)

yichunlin@ntu.edu.tw (個人)

黃奕嘉 EMHA/校友/設備資訊

電話 02-3366-8076 (EMHA公務)

02-3366-8072 (個人)

EMAIL ntuemha@ntu.edu.tw (公務)

yichiahuang@ntu.edu.tw (個人)

劉曉蓉 行社所助教/報帳相關

電話 02-3366-8049
EMAIL ntuhbcs@ntu.edu.tw (公務)



1. 本校於同學入學後即自動產生帳號給同學：

○ 開通時間為8月1日
○ 開通後請立即設定新密碼
○ 更新密碼後才能登入myNTU進行各項申辦流程

2. 自110-2學期，所辦只會寄到NTU學號信箱，本所除緊急狀況外，與研

究生間均以EMAIL聯繫，請每日收信以免漏失重要訊息。

○ 若還是習慣收校外MAIL，很多伺服器都可以設定接收NTU MAIL的信件，
再請自行設定。

3. 除計中帳號外，請同學提供另一常用帳號，僅供緊急/離校後使用。

學生電子郵件: 學號@ntu.edu.tw



健
管
組

博
士
班
課
程
介
紹

最低畢業學分(不含論文)：18學分
✓ 預修課程(可列入畢業學分但不計入必修學分)

• 健康服務研究法(3) (學生應於專題討論一修課前修畢研究法或完成免修申請)

• 應用生物統計學 (3)
• 健康政策分析(2)或健康組織與管理(2)二選一

✓ 必修9學分

• 健康政策與管理特論(2)
• 流行病學原理(2)
• 公共衛生倫理 (1)
• 公共衛生：觀點與展望(2)
•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一(1)及專題討論二(1)

✓ 必選一個獨立研究



行
社
組

博
士
班
課
程
介
紹

最低畢業學分(不含論文)：18學分
✓ 預修課程(可列入畢業學分但不計入必修學分)

• 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法(3) (學生應於專題討論一修課前修畢研究法或完成免修申請)

• 應用生物統計學 (3)
• 健康行為：理論與實務(2)或健康促進原理(2)相關課程擇一

✓ 必修9學分

• 社區及行為科學特論(2)
• 流行病學原理(2)
• 公共衛生倫理 (1)
• 公共衛生：觀點與展望(2)
•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一(1)及專題討論二(1)

✓ 必選一個獨立研究



博士班重要提醒

入學三年內(含休學)通過資格考

入學四年內通過論文計劃口試(休學者至多可
延長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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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學術論文(不含letter to the editor、commentary及

book reviews類型)，該論文必須與本所研究領域有關，
並發表於SCI/SSCI/EI/TSSCI學術期刊，投稿學術論文
應檢附全文向本所課程委員會申請認定



資格考相關規定

• 博士班研究生應修畢必修課程，方得申請資格考筆試
• 筆試科目

必考科目：研究法
選考科目：由三個專業領域中選擇一個領域

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領域

 健康行為：理論與實務(2)
 健康社會科學(2)
 社區健康營造(3)

健康政策領域

 健康政策分析(2)
 健康經濟學導論(2)
 社會與健康導論(2)
 社會流行病學：原理與方

法(2)

健康服務產業與管理領域

 健康照護財務管理(2)
 健康照護機構品質管理(2)
 健康體系(2)
 健康組織行銷與策略(2)

主
修
課
程



碩
士
班
課
程
介
紹

最低畢業學分(不含論文)：30學分
✓ 學院必修8學分

• 流行病學原理(2)或經本所認定流行病學相關課程(2)

• 應用生物統計學(甲)或應用生物統計學(乙)(3)

• 公共衛生：觀點與展望(2)

• 公共衛生倫理(1)

✓ 健管所必修11學分
• 健康服務研究法(3) (學生應修畢研究法後始得選修專題討論)

• 健康體系(2)
• 健康組織與管理(2)
• 健康政策分析(2)
•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一(1) 及專題討論二(1)

✓ 必選：研究生線上英文三
✓ 必選：領域6學分(詳修業規定)

http://ntuhpm.ntu.edu.tw/uploads/root/MS_requirement_109.pdf


碩士班重要提醒

必選：研究生線上英文三

符合國立臺灣大學進階英語課程施行辦法之
免修該課程之條件者可申請抵免。

國立臺灣大學進階英語課程施行辦法

入學前未達到英檢要求者，務必入學第一學
期就去參加研究生線上英文分級測驗，即早
瞭解自己的英文程度並做考試或修課的規劃。

https://www.aca.ntu.edu.tw/curri/statute/%E9%80%B2%E9%9A%8E%E8%8B%B1%E8%AA%9E%E8%AA%B2%E7%A8%8B%E6%96%BD%E8%A1%8C%E8%BE%A6%E6%B3%95.pdf


課
程
介
紹

最低畢業學分(不含論文)：36學分
✓ EMHA必修26學分

• 健康照護體系(2)

• 社會與健康實務(2)

• 健康政策分析：理論與實務(2)

• 健康服務之計畫與評估(2)

• 健康照護機構品質管理(2)

• 健康產業財務分析與決策(2)

• 健康產業與企業創新(2)

• 醫療品質的應用與卓越模式(2)

• 健康照護組織策略管理(2)

• 公共衛生:觀點與展望(2)

• 健康服務研究方法(2)

• 健康政策與管理個案討論(2)

•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研究(2)

EMH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重要提醒

學位論文得以一般論文或個案研究報告形式撰寫

在職專班週六課程遇連續假期放假原則為：遇到三大節
日(端午節、中秋節及春節)才停課，一般調整放假正常
上課。若當年度端午節未遇連假則清明節統一放假；若端午節 已放假，

則清明節維持上課，授課方式可以彈性進行(網路教學、 繳交報告…等方
式)。若有特殊情形時，得由該學期星期六的所 有主授老師協商，在獲得
專班同學過半數同意之後，可以另做適當之安排。

為避免學生請假次數過於頻繁導致影響課業學習，本所
開授課程學生以一學期請假不超過3堂為原則，若超過
3 堂成績將予以酌降，請假次數超過該學期三分之一則
該 科成績以X等第登錄。



修業規定與課程地圖

課程地圖

本所網頁本所網頁
「首頁」→「學生
事務」→「修業規
定與法規」可查詢

修業規定

本所網頁本所網頁
「首頁」→「學生
事務」→「課程地
圖」可查詢

http://ntuhpm.ntu.edu.tw/

http://ntuhpm.ntu.edu.tw/web/student/student.jsp?cp_no=CP1520930907366&lang=tw
http://ntuhpm.ntu.edu.tw/web/student/student.jsp?cp_no=CP1519283648231&lang=tw


課程相關規定：本校課程編號分為四種

D字頭 數字頭

課號 課號

M字頭 U字頭

課號 課號
碩、博士班均可修習。

原則上限博士班修習。
碩士生若欲修習，需經
授課老師同意後方可修
習。

大學部、碩士及博士班
均可修習，本所學生若
修畢數字頭學分，可列
入該學期成績計算，但
不計入畢業學分。

大學部、碩士及博士班
均可修習。本所博班學
生若修畢U字頭學分，可
列入該學期成績計算，
但不計入畢業學分。



學術倫理課程

• 依據本校學術倫理課程修課實施要點規定，自 107 學年度起入
學學生，以入學第一學 年結束前修習完成至少六小時學術倫理
課程為原則。

• 同學可於註冊後登入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 源中心修習「學術
倫理」課程。登入時身 分選「必修學生」，帳號為學號，密
碼預 設為學號末5碼，登入後至［課程專區→ 我的課表］修
習課程。

• 修習完成且通過總測驗可於隔日中午至［學習歷程］下載修課
證明，教務處亦會將 修課通過記錄記載於您的歷年成績單上。

使用手冊及教學

http://ori.ntu.edu.tw/laws
http://ethics.nctu.edu.tw/
https://ethics.moe.edu.tw/newuser/1/


臺大網路選課系統

選課系統教學

• 本校實施網路選課及加退選，請先到臺大課程網查詢課程，將當
學期欲修之課程加入「本學期我預計要選的課程」，會進入到網
路選課系統，匯入「預選課程」 ，將課程排志願序，確認已登記
選課。

• 「加選」亦使用同樣方式，每個課程加選方式不完全相同。「退
選」只需至「網路選課系統」點選退選。

• 若註冊當學期不修任何課程，至少加選「碩士論文」或「博士論
文」，不一定要在該學期舉行學位考試。

• 當學期有可能會進行學位考試者， 請務必加選「碩士論文」或
「博士論文」 。 若未選論文學分，即使因論文進度提前完成，擬
提前於該學期舉行學位考試，指導教授亦無法給學分。

http://ntuhpm.ntu.edu.tw/uploads/root/EMHA_course_selection.pdf
https://nol.ntu.edu.tw/nol/guest/index.php
https://if192.aca.ntu.edu.tw/index.php


查詢修課記錄、成績、
名次與下載在學證明教學

【myNTU 成績查詢】：查詢個人修課紀錄與
學業成績，成績查詢系統下載的成績單並沒有
蓋學校印章。若需要蓋有學校印章的成績單，
請至醫學院或總區的自動繳費機購買。

【 ePortfolio】：查詢修課記錄、歷年成績、
名次與在學證明(買高鐵學生票)等實用資訊

操作教學

http://ntuhpm.ntu.edu.tw/uploads/root/myNTUePortfolio.pdf


生活導師 論文指導教授
• 新生生活導師名單將由所辦公

室公布每位老師分配名額後由
同學自由選填。生活導師與助
學金協助老師可為不同的老師；
與日後之論文指導教授亦不一
定為同一位老師。

• 已選定論文指導教授者，指導
教授即為生活導師。

• 碩士班學生應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5月底前
選定論文指導教授，由本所專任助理教授
以上之教師指導。指導教授同意書繳交所
辦公室，並由本所課程委員會核備。

• 博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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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備查。

• 論文指導教授選定之後如欲變更，應依本
校「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規
定辦理。

碩博班論文初稿說明 可至本所網頁
/學生事務/修業規定與法規 查詢

https://sec.ntu.edu.tw/001/Upload/18/relfile/9758/24701/a110f2cd-78cd-4733-8392-690e02916cc7.pdf
http://ntuhpm.ntu.edu.tw/web/student/student.jsp?lang=tw
http://ntuhpm.ntu.edu.tw/web/student/student.jsp?lang=tw


大研究室座位分配原則(不含EMHA同學)

• 新生(限全職學生)入學該學期可申請固定座位，其
餘同學參考前一學期(不含寒暑假)簽到次數高低依
序安排固定座位。

• 大研究室共70個座位，保留45個固定座位、5個彈
性座位、20個非固定座位。

• 非固定座位 每日請工讀生整理清空，避免佔用。

• 有置放物品需求者，鼓勵 租用大研究室置物櫃 放
置貴重物品。

• 博士班學生通過論文計畫口試取得博士候選人後始
得申請641 及 642博研室，若申請座位數額滿，則
以簽到次數高者優先分配座位。

到校記得拿學生
證來所辦簽到



健管所(公衛大樓六樓資源)
• R613 EMHA專用休息室： 提供印表機、電腦及學習空間

EMHA同學通過學院環安衛教育訓練後，才能申請門禁卡

• R614 電腦教室：提供正版SPSS軟體及SAS軟體電腦供同學研究使用

• R601 R608 R610 R611 R645 R646 討論室：供同學與老師MEETING 使用

• 六樓陽光走廊：提供同學討論空間 及 列印掃描

健管所每學年提供碩博士班同學300元影印卡(EMHA同學除外)

• R609 圖書室：衛政所/醫管所論文 放置於此，供同學借用。

2000之後健管所論文放置於所辦，請帶學生證來借用

學校每學期提供100影
印點數，同學可以公衛
學院一樓玻璃屋列印。



研究生獎勵金及其他獎助學金申請

• 本所研究生獎勵金分為勞僱型
兼任助理及純獎助學金兩類。

• 勞僱型兼任助理需協助老師的
課程助教或所辦行政工作。

• 純獎助學金限全職學生(full-
time student)申請。

• 研究生獎勵金施行細則可至 本
所網頁/學生事務/修業規定與
法規 查詢。

• 為提升學生國際觀，鼓勵學生參
與國際學術活動及投稿期刊論文。
訂有補助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活動
及投稿學術期刊獎助學金設置要
點，可至 本所網頁/學生事務/修
業規定與法規 查詢。

• 其他獎助學金相關訊息請參閱學
務處網頁http://osa.ntu.edu.tw/main.php

• 所辦有獲知新的獎學金訊息，會
透過EMIL告知同學。

http://ntuhpm.ntu.edu.tw/web/student/student.jsp?cp_no=CP1519283648231&lang=tw
http://ntuhpm.ntu.edu.tw/web/student/student.jsp?cp_no=CP1519283648231&lang=tw
http://osa.ntu.edu.tw/main.php


學生意見反應管道

平時可向導師及所長反應

參與「所長與學生有約」活動

NTU COOL網路教學平台討論區

所內定期召開所務會議，參與成員為本所專任老師
及碩、博班學生代表，學生可透過會議參與，促進
行政系統與學生之間的溝通，學生代表可提出提案
加入議程討論項目，進行檢討並反應學生意見

校方課程教學意見調查



出
國
交
換

學年度 姓名 國家 學校 身分別

108
林奎佑 土耳其 海峽大學 校級
李卉 韓國 成均館大學 校級

109 李艾凌 瑞典 優密歐大學 校級

110

張郁屏 瑞典 斯德哥爾摩大學 校級
項潤 美國 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 校級
廖文慈 土耳其 海峽大學 校級
陳筱柔 日本 琉球大學 校級
張郁屏 瑞典 斯德哥爾摩大學 校級
陳亭君 荷蘭 烏特列茲大學 校級
陳映臻 瑞典 烏普薩拉大學 校級

111 歐晁瑋 美國 奧克拉荷瑪大學 校級

健管所111學年度起加入臺大公共衛生學院
院級雙聯學位(日本京都大學)



因受COVID-19疫情影響，近期許
多活動取消、規模縮小或改為線上



2021.10.01
參訪臺大癌醫



2021.11.15參訪
工研院光復場域、
長庚養生村



2021.12.18 
歲末聯歡



2021.05.02 聯合導生會(貓空消脂行)



2021.05.02 聯合導生會(貓空消脂行)



活動訊息/講座公告

本所重要活動

• 透過所辦信箱EMAIL通知

• 建置於健管所官方網頁 / FB

• 張貼於本所6樓梯廳佈告欄或電視上

• 重大活動會張貼至1F公衛大樓大廳

所辦不寄
垃圾信！

不要直接刪
掉或不收信，
之後又說沒
收到！



開學及註冊相關事項

111-1開學日為2022年9月5日(一)，在職
專班課程第一週上課為9月10日，適逢中
秋連假，停課一次。EMHA週六第一次上
課日期為 9月17日(六)。

111 學年度新生註冊採網路註冊。

入學服務網已公告，請同學自行參閱
http://reg.aca.ntu.edu.tw/newstu/index.htm

http://reg.aca.ntu.edu.tw/newstu/index.htm


臺
大
行
事
曆

本校重要日期都會在行事曆，可

查：國定假日、重要活動日、註

冊繳費日、網路加退選截止日、

休/退學同學退學雜費截止日、停

休申請截止日等等重要日期。請

同學務必下載。

https://www.aca.ntu.ed
u.tw/w/aca/calendar



Thanks!



教師
簡介

02



碩士班

上
學期

健康組織與管理 (111-1 一 3&4堂)

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111-1 一 10AB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研究 (配合教師MEETING)

下
學期 健康照護機構品質管理 (110-2 二 8&9堂)

EMHA

上
學期

健康照護機構品質管理 (111-1 雙週六下午)

公共衛生:觀點與展望 (111-1 雙週六晚上)

下
學期

醫療品質的應用與卓越模式 (110-2 雙週六早上)

健康政策、管理與產業講座 (110-2 單週六晚上)

博士班 - 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依據教師時間)

鍾國彪 教授兼所長

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哲學博士

品質管理與組織績效、服務品
質與創新、醫療品質指標的發
展與應用、癌症照護品質

健管所開課主要授課課程

研究
領域

635

研究室

點選超連結
可查詢
教師資訊

指導學生、近期研究計
畫及文章發表等資訊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06596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l00KeNXZiNGzPfqo5DTAV7KhmUbVYvaRsTFdEwB6yGU/edit?usp=sharing


碩士班

上
學期

社會與健康導論 (111-1 二 6&7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研究 (配合教師MEETING)

下
學期 健康政策當代議題(110-2 三 3&4堂)

EMHA
上
學期 社會與健康實務 (111-1 單週六下午)

博士班

上
學期

健康政策與管理特論(111-1 二 3&4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二(111-1 三 6&7堂)

下
學期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一(110-2 三 6&7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依據教師時間)

江東亮 特聘教授

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理學博士

衛生政策、社會與健康、
健康保險

健管所開課主要授課課程

研究
領域

620

研究室

點選超連結
可查詢
教師資訊

指導學生、近期研究計
畫及文章發表等資訊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06594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qY8DK0MsXLR4KjAw_kVlDKV_GCJEI8po-iWTwUuQi6Q/edit?usp=sharing


碩士班

上
學期

健康經濟學導論 (111-1 三 3&4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研究 (配合教師MEETING)

下
學期 健康政策分析(110-2 二 3&4堂)

EMHA
下
學期 健康政策分析：理論與實務(110-2 單週六早上)

博士班

上
學期 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依據教師時間)

下
學期 健康經濟學特論(110-2 二 6&7堂)

鄭守夏 教授兼院長

美國耶魯大學哲學博士

衛生政策評估、健康服務研究、
健康經濟學

健管所開課主要授課課程

研究
領域

618

研究室

點選超連結
可查詢
教師資訊

指導學生、近期研究計
畫及文章發表等資訊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0659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vvdaTr4ZydP8c5nkrDYcMd6V0dqbXKnnlxIGhuhsm38/edit?usp=sharing


鄭雅文 教授(第五屆所長)

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理學博士

社會流行病學、工作壓力與壓
力疾病、職場健康促進

點選超連結
可查詢
教師資訊

健管所開課主要授課課程

研究
領域

617

研究室

2022.8.1起

碩士班

上
學期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二 (111-1 三 8&9堂)

全球化與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111-1 四 9&10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研究 (配合教師MEETING)

下
學期

社會流行病學(110-2 三 3&4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一 (110-2 三 8&9堂)

勞動與健康政策(110-2 四 8-10堂)

EMHA
上
學期

社會與健康實務 (111-1 單週六下午)

博士班 - 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依據教師時間)

指導學生、近期研究計
畫及文章發表等資訊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06595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iQ8BwGy9NO7Q40zaZzqpjMkK-3qFSwv50SPZIryEuw/edit?usp=sharing


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
企管哲學博士

碩士班

上
學期

醫療機構成本系統與管理 (110-1 單週五上午)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研究 (配合教師MEETING)

下
學期

健康照護財務管理(110-2 四 3&4堂)

健康產業與政策發展(110-2 四 10-B堂)

EMHA

上
學期

健康產業財務分析與決策 (111-1 雙週六上午)

健康產業財務管理實務對話(111-1 單週六上午)

下
學期

健康產業與企業創新 (110-2 雙週六下午)

健康政策與管理個案討論 (110-2 單週六下午)

博士班 - 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依據教師時間)

張睿詒 教授

管理科學、
醫療機構財務管理

健管所開課主要授課課程

研究
領域

639

研究室

點選超連結
可查詢
教師資訊

指導學生、近期研究計
畫及文章發表等資訊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06598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hmXN92GZl4Owgkz7FOAbTfE6XU_0jlc7YPpQOdx-dVA/edit?usp=sharing


碩士班

上
學期

健康體系 (111-1 一 6&7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研究 (配合教師MEETING)

下
學期

健康保險學 (110-2 一 3&4堂)

醫療政策與全民健保(110-2 一 8&9堂)

EMHA
上
學期

健康照護體系 (111-1 單週六上午)

健康照護組織策略管理 (111-1 單週六下午)

健康資料分析與視覺化 (111-1暑假密集課程)

博士班 - 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依據教師時間)

董鈺琪 教授

健康服務管理、健康保險與政
策、健康服務研究、結果研究

健管所開課主要授課課程

研究
領域

634

研究室

點選超連結
可查詢
教師資訊

指導學生、近期研究計
畫及文章發表等資訊

臺灣大學
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博士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0660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j9IMOWK_8aGq92s4wbCyvcirve99XutyAImQ2VBqIzc/edit?usp=sharing


碩士班

上
學期

長期照護服務管理實務 (111-1 三 1&2堂)

健康服務研究法 (111-1 四 6-8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研究 (配合教師MEETING)

下
學期 長期照護體系與政策(110-2 二 6&7堂)

EMHA
下
學期 健康服務研究方法 (110-2 單週六下午)

博士班 - 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依據教師時間)

陳雅美 副教授

美國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

長期照護政策與產業管理、健
康老化，結構方程式

健管所開課主要授課課程

研究
領域

633

研究室

點選超連結
可查詢
教師資訊

指導學生、近期研究計
畫及文章發表等資訊

110-2已通過院教評會
升等教授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06602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Bw8mXvibTecDZ62qLB__Zt4p45E5j0RzXDf4Wi0fLVQ/edit?usp=sharing


碩士班

上
學期

健康組織與管理 (111-1 一 3&4堂)

健康服務與政策研究資料分析 (111-1 二 3&4堂)

次級健康資料運用與實務(111-1 三 6&7堂)

健康服務研究法(111-1 四 6-8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研究 (配合教師MEETING)

下
學期

醫療照護支付制度(110-2 一 6&7堂)

衛生行政與健康保險(110-2 三 6&7堂)

醫療資訊概論(110-2 四 6&7堂)

EMHA
上
學期

健康資訊科技的創新與應用 (111-1 雙週六下午)

健康資料分析與視覺化 (111-1暑假密集課程)

博士班 - 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依據教師時間)

郭年真 副教授

臺灣大學
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博士

風險校正、比較性效果研究、
健康保險支付制度

健管所開課主要授課課程

研究
領域

632

研究室

點選超連結
可查詢
教師資訊

指導學生、近期研究計
畫及文章發表等資訊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0660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8WIDPqr8Cb8-0JJqFTHz6aZH4WKKVcIekNHMjptT4eo/edit?usp=sharing


碩士班

上
學期

社會與健康導論 (111-1 二 6&7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研究 (配合教師MEETING)

下
學期 童年、政策與健康(110-2 四 6&7堂)

EMHA
上
學期 社會與健康實務 (111-1 單週六下午)

博士班 - 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依據教師時間)

張弘潔 助理教授

英國愛丁堡大學社會學博士

健康社會學、質性研究、
童年研究

健管所開課主要授課課程

研究
領域

619

研究室

點選超連結
可查詢
教師資訊

指導學生、近期研究計
畫及文章發表等資訊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08399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EkzBfHO4-rWC62SZSnlwZRlBWStQL4gkw710DP-eZ6E/edit?usp=sharing


碩士班

上
學期

健康體系 (111-1 一 6&7堂)

健康政策、倫理與政治(111-1 四 6&7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研究 (配合教師MEETING)

下
學期 健康正義選讀 (110-2 四 3&4堂)

博士班

上
學期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二(111-1 三 6&7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依據教師時間)

下
學期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一(110-2 三 6&7堂)

葉明叡 助理教授

美國埃默里大學健康政策博士

公共衛生倫理、比較健康體系、
全民健康保險

健管所開課主要授課課程

研究
領域

621

研究室

點選超連結
可查詢
教師資訊

指導學生、近期研究計
畫及文章發表等資訊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199729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_Qz44x7cD2b_Kikfdk6uFvb4AH3L417IYBLgRQDz9ac/edit?usp=sharing


碩士班
上
學期

健康人權：法律與實踐(111-1 一 6&7堂)

全球化與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111-1 四 9&10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研究 (配合教師MEETING)

博士班 - 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依據教師時間)

李柏翰 助理教授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社會學博士

全球衛生政治、國際人權法、
社會及社會學理論、性別研究

健管所開課主要授課課程

研究
領域

713

研究室

點選超連結
可查詢
教師資訊

指導學生、近期研究計
畫及文章發表等資訊

主聘於全球衛生學位學程，
多數課程於GHP開課

歡迎同學選修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19974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tVAxwoJDrOl5TtIsvjaQUBxYo740TH97Jyup4zy8oUc/edit?usp=sharing


碩士班

上
學期

健康組織與管理 (111-1 一 3&4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二 (111-1 三 8&9堂)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研究 (配合教師MEETING)

下
學期

健康政策與管理專題討論一 (110-2 三 8&9堂)

健康政策當代議題(110-2 三 3&4堂)

博士班

上
學期

健康政策與管理獨立研究(依據教師時間)

下
學期 健康經濟學特論(110-2 二 6&7堂)

林青青 助理教授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博士

健康經濟學、健康政策分析、
健康不平等、醫療服務利用

健管所開課主要授課課程

研究
領域

643

研究室

點選超連結
可查詢
教師資訊

指導學生、近期研究計
畫及文章發表等資訊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199891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0ejrl8IXFFZhWbbL8YSJi88hsQhahY5vRrD-fiBzO5E/edit?usp=sharing


新生
自我介紹

03



Q&A

04

進行方式：
1. 所辦補充說明及綜合性

提問
2. 分三間會議室，進行各

別學制提問

EMHA留在原會議室

碩士班
會議號： 2516 649 2655
密碼： HPM20220624

博士班
會議號： 2519 749 6938
密碼： HPM20220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