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亞洲大學



本校優勢

2



3

亞洲大學挺進全球、亞洲「7個百大」大學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含QS)最近三年內公布之6
項評比，創校17年的亞洲大學榮獲「7個百大」大學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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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亞洲大學挺進全
球、亞洲QS百大大學



國內雜誌評比排名

 2017「遠見雜誌」台灣未來十年10所最具潛力公私立大學選拔
─ 本校入榜！

 2017遠見雜誌首次邀請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長互評未來十年10所最具潛
力大學，亞洲大學入榜所有公私立大學第7名，私立學校第2名

 「Cheers」雜誌舉辦全國公私立大學辦學績優Top20 

 Cheers雜誌邀請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長互評各大學年度辦學績效
。本校2015-2018全國公私立大學辦學績優Top20連續四年入榜
公私立大學前5名中

 Cheers雜誌所舉辦2018大學辦學績效最佳「Top20」調查，邀全台138

位大學校長互評

 亞洲大學名列全台第6名、私校第2名

 「外國交換學生人數」項目，名列全台第4名、私大第1名

 每年均與台大、台科大、北科大等國立大學名列前茅，均能維持私立
大學第2名，表現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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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係於民國90年成立，創校之初即成立醫務管理學系及
健康管理研究所；因應人口老化於93年成立長期照護研究
所；接著於94年為系所國際化之發展成立健康管理國際學
程；96年成立健康管理博士班即系所合併為健康產業管理
學系。

健管系沿革

民國90學年度 民國96學年度民國94學年度

臺中健康暨管理學院

醫務管理學系及健康管
理研究所

亞洲大學

健康管理國際學
程

健康產業管理學
系學系

健康管理博士班

長期照護研究所
(93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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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合一



•健康產業管理組(健產組)

•醫療機構管理組(醫管組)
大學部

•長期照護組

•健康管理組

•健康管理國際學程

碩士/專班

•不分組博士班

學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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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特色



系所優勢

 擁有堅強師資－本系擁有專任教師皆擁有博士學位，教師陣
容堅強，教授多兼具醫務管理及長期照護實務與衛生行政實
務經驗，且多直接參與國家衛生相關政策之規劃。

 提供多元專業課程－健康保險、健康促進、健康政策、醫院
管理、長期照護等專業—可依就業巿場特色與學生興趣選課
 必修課：衛生服務研究方法、生物統計、健康照護體系、組織理論與

管理、健康保險/長期照護…等。
 選修課：老人類別、障礙者類別、政策與管理類別、進階照護類別、

保險類別、健康促進與健康行為類別、大陸及全球巿場類別、醫院管
理類別、進階研究與資料分析方法類別

 宏觀視野的課程內容—跨領域課程、從體系角度看服務

 國際交流－本系設有班國際碩士學程與博士，教師均以英文授
課。本系亦與國際名校定期師生交流及出國交換學生。美國杜蘭
大學與德州農工大學定期來台學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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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大附屬醫院

 亞大醫院針對國家社會
與學校師生之需求，特
規劃設立附屬醫院，提
供本校學生更多元的實
習及就業場所。

 105年8月1日正式營運

 更多特色，歡迎造訪本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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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附屬醫院示意圖



碩士班、在職專班

修業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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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讀學位修業期限

本校學生修讀碩士學位之修業期限為1至4年

 只能休學兩次或兩年且不算修業期限

 休學一次最長一學年（兩學期）

 若第一次休學一學期，第二次最長只能休學一學

年，因為休學只能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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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規定—修業期限



 畢業總學分數如下表

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須修滿碩士論文3學分，因此本系於每學期皆
會同時開設1學分、2學分及3學分之碩士論文，學生可自行選修；碩士
在職專班碩士論文為二上及二下各3學分。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健管組 長照組 健管組 長照組

畢業總學分數 27 27 34 34

碩士論文 3 3 6 6

必修學分 14 14 14 16

選修學分 10 10 14 12

修業規定—畢業總學分



每學期之修習學分數

 第一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為6學分～15學分

 第二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為2學分～15學分

 第三學年起為延修生，每學期修習至少1學分

或1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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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規定—每學期學分數限制



修業規定—畢業條件

 完成畢業總學分

 聆聽碩士論文口試共6場
 一年級時需參加3場不同指導教授口試，二年級時需參加3場不同指導

教授(非自己指導教授)口試
 於聽完口試後，請該場口試之指導教授於“聆聽論文口試簽名單”簽

名
 申請學位口試時，擲交聆聽口試簽名單予系辦存留，故需保留好此表

單

 就學期間需在國內外研討會至少發表論文一次，不限
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須以亞洲大學名義發表

 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完成研究計畫書(proposal)
審核

 通過碩士學位考試



修業規定—指導教授

 碩一上學期結束前須找到指導教授，並繳交指導
教授同意書至系辦

 因故需更換指導教授，請填寫變更指導教授申請
表，並繳交至系辦

 每位教師個別或共同指導研究生，同一屆博、碩
士生合計以指導六人為限



碩士班實習課程

 實習課程為碩士班研究生研二上學期必修課2學分

 實習時間為研一升研二的暑假2個月，每週至少實
習4天

 非在職生於機構實習，提升職場競爭力

 在職生可在原任職機構專題研究實習，協助提升
機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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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修業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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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讀學位修業期限

本校學生修讀博士學位之修業期限為2～7年(休學兩次

或兩年不在此限)

每學期之修習學分數

1.第一、二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為3學分～12學分

2.第三學年起為延修生，每學期修習至少1學分或1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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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規定—
修業期限及學期學分數上下限



 畢業總學分：24學分

 系定必修(核心課程)：14學分(含博士論文6學分)
博士班學生於畢業前須修滿博士論文6學分，因此本系於每學期皆會
同時開設1學分、2學分及3學分之博士論文，學生可自行選修

 系定選修：10學分

• 核心選修(6學分)

• 專題研究(4學分)-必須選擇二位不同教師之專題研究課程

 先修科目：衛生法規
曾經修習通過且成績達碩士及格標準者，得經申請並由本系審核通
過後，准予抵免。若入學前未修習，須於畢業前完成修習 20

修業規定—總學分與課程



修業規定—
指導教授與選課指導老師

 研究生應於博一上學期結束前，選定選課指導老
師

 指導教授應於三年內確定，並繳交指導教授同意
書至系辦

 因故需更換指導教授，請填寫變更指導教授申請
表，並繳交至系辦

 每位教師個別或共同指導研究生，同一屆博、碩
士生合計以指導六人為限



 資格考考試科目為四科

 核心課程中研究法特論與生物統計學特論為共同必考

科目

 核心課程主要類別(健康經濟學特論、醫療社會學特論

、健康行為特論)選擇一科

 自由選擇核心選修課程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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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規定—資格考科目



 學位資格考試需入學三年內完成（休學時間不計

在內），未完成者應予退學。

 學位資格考試於每學期第十週進行。

 資格考不及格科目，在規定期限內，得重考一次；若

更換考試科目，前次不及格次數亦計入。重考不及格

者，應予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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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規定—資格考期限



 通過資格考後，若完成論文計畫書隨時可提出口
試。

 論文計畫書口試每學期至多一次。

 入學五年內完成論文計畫書口試（休學時間不計
在內），且論文計畫口試完成日期與學位考試日
期不得在同的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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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規定—論文計畫書口試



 博士學位考試前，應符合以下期刊文章發表要求：

 在學期間應發表(含被接受)SCI/SSCI/SCI-

Expanded/TSSCI期刊文章至少1篇；其他非屬
SCI/SSCI/SCI-Expanded/TSSCI期刊之文章發表，須於
投稿前申請認定，否則不予採計。

 在學期間應於國際研討會口頭發表至少1篇。

 上述文章之發表，其題目需屬本系相關領域、學生需
為第一作者並標註本校系為其所屬單位、指導教授或
本系師長需為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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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規定—博士學位考試



博士候選人

 完成各該系所博士學位應修課程，並獲得應修學

分數。

 通過各該系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完成各該系所「研究計畫書﹝proposal﹞」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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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室等相關設備

http://www.asia.edu.tw/Pictures/Thin_Picture_set/arles_gallery/imagepages/image12.html
http://www.asia.edu.tw/Pictures/Thin_Picture_set/arles_gallery/imagepages/image12.html


專業教室相關設備

 設置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疾病分類

專業教室、長期照護生活示範空間、照顧

技術實務操作空間。

 與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共合建置「醫院

行政作業暨電子病歷實驗室」與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之醫療資訊相關系統軟體資

料庫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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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

29

Center for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疾病分類專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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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for Medical Nosology



長期照顧生活示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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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Room for Long-term Care

生活輔助設施—輔具
assisted living facilities



長期照顧生活示範空間

32

Experience Room for Long-term Care

老人與失能者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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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生活示範空間
Experience Room for Long-term Care

照顧技術操作空間



師生國際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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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學年度長期照護碩士班師生
參訪日本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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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年度長期照護碩士班師生
參訪日本福祉用品展

36



健康管理碩士班師生參訪四川成都中
醫藥大學和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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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師生北歐參訪
丹麥、挪威、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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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國際交流
學生共同上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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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杜蘭大學生每年來台
共同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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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美國著名德州農工大學學生
定期來台交流



出國交換學生學習
至少上課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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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教育部補助-學海飛揚

與杜蘭大學學生，一起進行學術
意見交流

關仁俊及陳淑婷同學
與陳紫郎教授共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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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出國海外實習
至少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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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教育部補助-學海築夢計畫

大學部-郭文琪同學至杜蘭大
學與班上同學合影

大學部-郭文琪同學至杜蘭大
學與班上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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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已與校簽署MOU且與健管系有關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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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3+2的學碩士雙
聯學位學程)

• Texas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 (雙聯學位_中醫)

the university of Northampton(UK)

http://www.northampton.ac.uk

De Montfort University (UK)

http://www.dmu.ac.uk

Universitat Autonoma de Barcelona 

(Spain)

http://www.uab.cat

University of Montana

http://admiss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internation

al/health-care-insur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http://www.umt.edu/grad/Programs/Public_Health1.

php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https://publichealth.lsuhsc.edu/
University of Bristol

http://www.bristol.ac.uk/tlhp/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Bernardino
http://health.csusb.edu/publicHealth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https://www.cohpa.ucf.edu/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http://hhd.fullerton.edu/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https://business.fiu.edu/graduate/health-informatics-
and-management-systems/index.cfm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https://cns.utexas.edu/health-professions

http://www.northampton.ac.uk/
http://www.dmu.ac.uk/
http://www.uab.cat/
http://admiss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international/health-care-insurance/
http://www.umt.edu/grad/Programs/Public_Health1.php
https://publichealth.lsuhsc.edu/
http://www.bristol.ac.uk/tlhp/
http://health.csusb.edu/publicHealthEducation/
https://www.cohpa.ucf.edu/
http://hhd.fullerton.edu/
https://business.fiu.edu/graduate/health-informatics-and-management-systems/index.cfm
https://cns.utexas.edu/health-professions


歡迎同學
加入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大家族

讓我們共同攜手
打造燦爛光明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