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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在健保政策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兼顧院所的經營績效、醫療品質、及良好的醫病關

係，成為當前醫療院所不得不正視和改善的問題。有鑑於此，籌設「高階醫務工程與管理碩

士在職專班」。 

本班之教育目標為： 

1. （專業）培育學生具備應用前瞻醫務管理相關之資訊與決策分析的能力。 

2. （宏觀）培育學生具備評論與適應當前醫療健康產業潮流的能力。 

3. （領導）培育學生具備專案整合及領導規劃的能力。 

4. （研究）培育學生成為具有創新研究能量的高階醫務人才。 

為確保本班自我評鑑報告之內容符合要求，我們依據本次評鑑之內容與標準，就 1.教育

目標、2.課程設計、3.師資教學、4.學習資源、5.學習成效、6.生涯追蹤、7.整體改善、8.與他

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等八大項目進行檢視與自我評鑑，並由醫管碩士專班委

員會排定多次會議邀集相關人員共同參與討論及撰寫報告書。 

 

壹、導論 

一、系所之歷史沿革 

台灣的醫療產業在過去十數年間，由於全民健保的引進而有結構性的改變。隨著健保政

策與患者使用醫療資源的變遷，醫療院所的經營愈趨困難。如何在健保政策不斷變化的情況

下，兼顧院所的經營績效、醫療品質、及良好的醫病關係，成為當前醫療院所不得不正視和

改善的問題。 

有鑑於此，本校籌設「高階醫務工程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醫管專班)，企盼

透過醫管專班加強醫療相關專業人士的分析、改善與設計的能力，以謀求醫療產業的再一次

進步，並使國人能得到適切與優良的醫療與照護。 

94 學年度獲教育部通過設立「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授予管理學碩士

(MBA)學位，98 學年度向教育部申請變更名稱為「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高階醫務工程與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並獲通過授予醫務管理碩士(MHA)學位。 

醫管專班隸屬工學院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結合系所資源及社會需求發展本班特

色。系所目前有專任教師 13 名(請參閱表 3-1)，均來自於國內外知名大學之工業工程或管理

學博士；醫管專班兼任教師 15 名(請參閱表 3-3)，多任職於醫療產業之產、官、學界，其中

具博士學位者 12 名；行政助理 6 名。 

 

二、自我評鑑過程 

(一)常態運作階段 

1.系務會議 

系務會議為系上最高決策組織，每學期至少開會 5 次，並依需要不定期召

開會議，旨在討論有關系上教學、研究、發展及其他系務事項。對於系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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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改進事項，亦依據需要，在系務會議中討論決議。 

2.各委員會會議 

系上設有醫管碩士專班委員會、設備委員會、學生事務委員會、課程委員

會、系友服務暨產學合作發展委員會、研究所委員會、福利委員會等 7 個委員

會(委員會成員及任務請參閱附件 1-1)。各委員會視議題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

充分討論與溝通系上各事項。 

3.退修會 

每學年下學期第 18 週舉辦退修會，全體老師齊聚一堂，針對系上策略性發

展的議題腦力激盪及討論，例如招生策略、發展策略等。 

4.諮詢委員會 

系上在推動 IEET 工程教育認證之初，為使教育目標的制定能有更完善且全

面性的考量，所以系上每年定期舉辦諮詢委員會，邀請各界優秀代表，給予我

們認同或是寶貴的建議，使系上能透過各界的回饋而制定能反映時代需求與前

瞻性的教育目標；更進一步地可據此檢討與規劃可達成教育目標的核心能力與

課程。 

(二)自我評鑑運作階段 

系上為籌備醫管專班評鑑，於民國 102 年 5 月 8 日由醫管專班委員會召開會議

並於 102 年 5 月 10 日系務會議由全體教師確認通過醫管專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與系所教育目標關聯表。會議記錄請參閱附件 1-2。 

配合 101 學年度課程外審作業與 104 學年度本校系所評鑑作業，由醫管碩士專

班委員會排定多次會議邀集相關人員共同參與討論及撰寫報告書。 

 

貳、自我評鑑項目 

一、教育目標  
（一）現況描述 

1-1 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1.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本系於 97 學年首次通過 IEET 工程教育認證1，103 學年度通過第二週期認證，

以達成課程標準化並具備改善機制的目標。醫管專班之相關作業亦比照 IEET 工程

教育認證相關規範進行，基於本校教育願景、院教育目標，擬訂醫管專班教育目標

與核心能力，並經系務會議通過。 

醫管專班以招收醫療服務供應鏈相關產業從業人員(醫師、護理師、藥師、醫

管人員、醫事人員如復健師、營養師、放射師等)或對醫務管理有興趣之在職人士

為主，畢業後授予醫務管理學碩士（MHA）學位。設立醫管專班的宗旨在於以系

                                                 
1
 IEET 是國內首家受教育部認可的專業評鑑機構，主要業務為規劃及執行符合國際標準的工程教育 (EAC)、資訊教育

(CAC)、技術教育(TAC)及建築教育(AAC)認證。國內已有 70 餘所大學校院的 511 個系所通過 IEET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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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化的工程管理教學引導進入醫務管理領域，加強分析、改善與設計的能力，培養

具管理決策分析能力之醫務管理中高階專業人才。依此訂定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如表 1-1、表 1-2。 

表 1-1 教育目標 

一、（專業）培育學生具備應用前瞻醫務管理相關之資訊與決策分析的能力。 

二、（宏觀）培育學生具備評論與適應當前醫療健康產業潮流的能力。 

三、（領導）培育學生具備專案整合及領導規劃的能力。 

四、（研究）培育學生成為具有創新研究能量的高階醫務人才。 

 

表 1-2 核心能力 

一、具備管理知識與決策分析工具的能力。 

二、具備獨立規劃、設計、執行專案研究與專業論文撰寫的能力與技術，及專業文

獻探討、比較與統整的能力。 

三、具備醫療健康產業分析、經營與創新改善之能力。 

四、具備經營團隊協調整合與規劃領導之能力。 

五、具備認識時事議題，掌握國內外醫療健康產業發展趨勢之能力。 

六、具備認知與解析當代醫療法律與健保政策知識之能力。 

 

2.教育目標與學院、學校教育目標之關聯性 

為培育「東海大學理想畢業生」，本校訂定教育目標，目的在培養一個能充分

因應未來挑戰的終身學習者，不僅擁有一定的專業能力，同時具備服務關懷、國

際視野與創新的能力，成為一自信負責而富人文素養、品操端正的「理想畢業生」。 

本校教育目標如下： 

(1)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2)人文素養  

(3)服務關懷熱忱  

(4)國際視野  

(5)創新能力 

工學院的教育目標如下： 

(1)培育學生具備專業基礎與邏輯思維之能力 

(2)培育學生具備工程倫理與人文教育之素養 

(3)培育學生具備國際視野與創新整合能力 

表 1-3 為「學校、學院與學系教育目標關聯表」，我們可以進一步將學校之教

育目標、工學院之教育目標與醫管專班教育目標歸納成為表 1-4 所示的「學校、

學院教育目標與醫管專班教育目標之相關對應表」。整體而言，本系之教育目標與

工學院，及學校的教育方針目標是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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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學校、學院與學系教育目標關聯表 

 

 

 

 

 

 

 

 

 

 

 

 

 

 

 

 

 

 

 

 

 

 

表 1-4 學校、學院教育目標與醫管專班教育目標之相關對應表 

校、院教育目標 
醫管專班教育目標 

專業 宏觀 領導 研究  
 
 

學
校
教
育
目
標 

1.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    

2.人文素養  ★   

3.服務關懷熱忱   ★  

4.國際視野  ★   

5.創新能力    ★ 

 
 
 

學
院
教
育
目
標 

1.培育學生具備專業基礎

與.邏輯思維之能力 
★    

2.培育學生具備工程倫理

與人文教育之素養 
 ★   

3.培育學生具備國際視野

與.創新整合能力   ★ ★ 

備註：★為有相關對應者 

 

學校 工學院 

1.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2.人文素養  

3.服務關懷熱忱  

4.國際視野  

5.創新能力 

1.培育學生具備專業基礎與.邏輯思

維之能力 

2.培育學生具備工程倫理與人文教育

之素養 

3.培育學生具備國際視野與.創新整

合能力 

工工系碩士班 工工系醫管專班 

1. 專業 

培育學生具備工業工程及其相關經營

管理與資訊應用之專業知識、研究方

法及產業應用研究分析的能力。 

2. 整合 

培育學生具備工業工程專業應用、創

新思考與系統分析、規劃、整合及解

決問題的能力。 

3. 團隊 

培育學生具備團隊合作、流程及專案

整合溝通與協調及領導規劃的能力。 

4. 國際 

培育學生具備全球化思維與永續學習

的能力。 

1. 專業 

培育學生具備應用前瞻醫務管理

相關之資訊與工具的能力。  

2. 宏觀 

培育具備評論與適應當前醫療健

康產業潮流的能力。 

3. 領導 

培育學生具備專案整合及領導規

劃的能力。 

4. 研究 

培育學生成為具有創新研究能力

的高階醫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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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是否配合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 

為了培養醫療機構之中級幹部與高級領導人才，探討各種醫療管理績效之理論

與方法，並同時加強與醫療機構之建教合作，以提供學生實際驗證理論之機會，進

而增進我國醫療機構之經營與學術研究水準，本班依據前述四大教育目標訂定發展

方向與重點，包括 1.結合醫管理論與實務、2.強化醫院作業及管理工程研究、3.加

強國內醫療產業之研究，分別簡述如下： 

1.結合醫管理論與實務 

本班配合我國全民健保等外在環境變化之醫院組織行為、醫院財務管理、新

一代醫療資訊系統、個案研究等方向之醫務管理課程，往後更期望朝向醫療產業

管理方向發展，並規劃本系博士班研究領域增加醫務工程與管理，期能成為國內

醫務管理教育之重點發展系所。 

2.強化醫院作業及管理工程研究 

除研究醫院組織及系統差異，對其財力、生存能力及醫療服務供應之影響外，

本班亦發展及應用各種方法，以評估國內醫療服務之成本、風險、效益與效用，

並分析醫療行為對醫務管理之影響。 

3.加強國內醫療產業之研究 

針對國內大型醫院紛紛建立、各樣因應健保制度之措施、醫院間逐步進行的

合縱連橫、DRG 制度之發展及全民健康保險的改革，研擬發展方向及配合措施，

以供相關醫療產業研擬未來發展方向之參考。 

 

1-3 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是否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本班擬訂之教育目標為 1.（專業）培育學生具備應用前瞻醫務管理相關之資訊

與決策分析的能力、2.（宏觀）培育學生具備評論與適應當前醫療健康產業潮流的

能力、3.（領導）培育學生具備專案整合及領導規劃的能力、4.（研究）培育學生

成為具有創新研究能量的高階醫務人才。 

本校基於「求真」、「篤信」、「力行」之校訓，訂定五大教育目標包括 1.專業及

跨領域知能、2.人文素養、3.服務關懷熱忱、4.國際視野、5.創新能力。進一步而言，

由於本班學生皆為專業在職人士，因此具有相當程度的專業知能；本班亦提供法學

相關課程，做為學生跨領域學習的資源；人文素養精神與服務關懷熱忱則隱含於學

生之專業學習；醫療體系有國際認證的需求，因此本班提供國際醫療體系相關課

程，藉此有助於培養學生國際視野；本班對於學生畢業要求之一為完成碩士論文，

其提供一定的創新能力之基礎與訓練。 

本校博雅學習七大核心能力包括 1.主動學習、2.溝通、思辨與解決問題、3.人

文與美感、4.尊重及關懷生命、5.服務精神與公民責任、6.全球視野與多元文化、7.

開創實踐與團隊合作。由於本班學生皆為專業在職人士，於各方面皆已善盡公民責

任，基本上而言已具備上述本校博雅學習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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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為何？ 

本班透過以下機制加強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之瞭解，

分別簡介如下： 

1. 各種集會加強宣導 

系上在新生入學時辦理迎新座談會(圖 1-1)，學期中針對全班學生舉辦班主

任座談(圖 1-2)，教師亦透過各種集會加強宣導系上基本素養、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力，使學生明瞭主要學習方向與任務。 

 

 

 

 

 

 

 

 

圖 1-1 新生座談會暨歡迎晚會 

 

圖 1-2 學期中班主任與學生座談 

 

2. 各類文宣媒材增進學生熟悉度 

學生在入學時會收到系上製作的學生手冊、簡介摺頁與宣導小卡，使其瞭

解系上之基本素養、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綱要及科目，以供學生隨時參

照，加深印象。本班網站首頁(圖 1-3)與走廊海報也以醒目宣傳方式彰顯上述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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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醫管專班網頁 

3. 授課大綱深化學生認知 

除選課網站詳列每一科目授課大綱(圖 1-4)，授課教師也會在授課第一週，

透過授課大綱向修課學生說明課程內容與基本素養、核心能力的關係，使學生

明白修習該課程所能強化的核心能力項目。 

 

 

 

 

 

 

 

 

 

 

圖 1-4 開課明細與授課大綱查詢網頁畫面 

（二）特色 

本班之特色整理如下： 

1.本班以招收醫療服務供應鏈相關產業或對醫務管理有興趣之在職人士為主。 

2.以系統化的工程管理教學引導進入醫務管理領域。 

3.畢業後授予醫務管理學碩士(MHA)學位。(教育部核定) 

4.課程多樣並可自由選修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研究所碩博士課程。 

（三）改善策略 

經過過去幾年的摸索期，本班深知最重要的是課程需能滿足業界實務需要，包

括課程內容、上課時間、師資等，本班亦於內部相關會議討論並進行調整改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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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言，本班因應產業變化與時俱進，進行對應調整。每年舉辦研討會，蒐集當年

重要醫療相關議題，邀請專家分享看法與討論，同時將業界人士的意見做為本班教

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修正的基礎。 

（四）項目一之總結 

台灣整體健保環境變動與人口老化現象日趨明顯，進而衍生許多問題。因應醫

療大環境的管理人才需求，本班秉持持續改善的精神，提供醫療專業人士進修醫療

專業的管道。 

 

二、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 

2-1 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運作與結果為何？ 

各科目教師根據系所訂出之學生核心能力設計其授課內容與檢核方式，學期中

進行學生期中學習意見調查如附件 2-1；期末進行期末教學評量意見(附件 2-2）；協

助教師了解同學對所修課程之學習情況，以決定是否須調整授課內容與方式。若有

增、刪課程之必要，可提出於醫管專班委員會、系務會議、退修會中進行討論，「課

程委員會、產學發展小組」定位在於課程整體性的規劃、監督、審核檢討與提出改

善措施，根據產業需求調整課程，例如增設「醫院認證與評鑑」課程即為內部迴圈

檢討後之調整（見圖 2-2 中之內部迴圈）。本班修業及畢業規定詳見附件 2-3。為使

課程更臻完善，並於 102 年 8 月進行課程架構外審機制。 

 

2-2 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品質保證機制為何？ 

1.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 

課程地圖的目的，在檢視系上核心課程之間的邏輯關係，希望透過不同年級、

學期課程之間的學習先後順序。對學生學習而言，課程地圖提供選修課程選課順

序的建議。對師長開課而言，課程地圖可做為檢視各學期開設課程邏輯性、順序

性及完整性的檢核機制。本班 103 學年度課程地圖如圖 2-1，101-103 學年度課程

設計如附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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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103 學年度課程地圖 

本班網頁及每年新生座談會發給學生的學生手冊中檢附課程地圖及開課預

劃表，學生可以根據自身興趣選擇課程，培養核心能力專長以發展研究領域。  

2.課程評估與改善機制 

本系訂有課程評估與改善機制，如圖 2-2 所示，可分為內部迴圈與外部迴圈，

外部迴圈主要經由學系課程規劃機制，落實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依據產學

需求，通過課程外審與各界意見反應等方式，以修訂本班課程；內部迴圈則是依

據開課教師在授課綱要表中規劃之課程評量標準，藉以評估教師及學生透過課堂

教學及學生學習活動是否能達成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以作為持續改善教學

品質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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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課程評估機制(SCI)圖 

（二）特色 

本班課程特色在於「根據醫療產業需求設計課程」，可分為以下幾點加以說明。 

1. 由於台灣之醫療產業受制於健保政策法規，因此本班設立時特別聘請中央健康

保險署副署長蔡淑鈴老師講授「醫療政策與健康保險」，使學生皆能了解健保政

策的調整。 

2. 鑑於現今醫療從業人員常面臨病患與家屬之間的法律糾紛問題，因此本班透過

本校法學院教師講授醫療法律糾紛課程，使本班學生更能了解本身職業可能面

臨的潛在風險與實務問題。 

3. 面對眾多醫療院所的競爭，本班亦提供策略、行銷等相關課程，有助於醫療從

業人士提供更符合病患需求的商品與服務。再者，本班結合工工特色，提供內

部流程、品質改善等與醫療院所相關議題課程。 

4. 本班「醫療機構實務專題」邀請實務界講師講授其醫療院所(如台中榮總、澄清

醫院、台中市衛生局等)實務做法，提供學生對於本身任職領域的刺激，強化專

業實務基礎的知能，不致於畏懼職場上的困難。 

（三）問題與困難 

為配合在職人士進修，本班課程目前安排於週間晚上與周末上課。課程設計最

 

 

課程委員會  

產學發展小組 

系務會議  

各界意見反應 

產學需求 

決定/修訂課程 

 教學方法  課程達成度之評

估 

 

 
 

 

 改善措施 

 

 
決定如何修訂課

程 

課程外審 

各界意見與需求來

源： 

1.與產學界的互動 

2.辦理研討會 

3.專題演講 

4.業界問卷調查 

教學方式： 

1.課堂講述   

2.校外教學 

3.分組討論   

4.演講 

5.個案研討 

 

1.方向：符合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2.依據課程委員會 

3.外部意見之改善方案 

4.內部學生改善方案之實施 

評量標準：開授

課程之學期總平

均低於 75 分

者，啟動檢討機

制進行改善 

1.定期蒐集意見與需求 

2.意見彙整結果分析與 

改進意見提供 

兩年一次課程通盤檢討 

改善方式： 

1.課程綱要表檢討 

2.教學方法之改善 

3.提升學習成效數位平台 

4.評量與考試方式修正 

5.增加教學助理 

6.攝影、上網、遠端教學之可行性 

課程整體性的規劃、監督、 

審核、檢討與提出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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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困難仍在於時間安排，如何兼顧同學與教師的時間成為本班排課時重要考量之

一。 

（四）改善策略 

為因應在職同學時間需求，尤其是醫師有其固定的執業時間，本班在排課時嘗

試盡可能考量學生特殊需求加以協調，避免造成上課與學生上班時間衝突。整體而

言，本班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內容因應當前醫療環境進行對應調整，獲得醫療院

所專業人士的喜愛。 

醫療院所的相關作業流程多為 e 化處理，資訊科技應用愈趨普及，為使同學加

強與深入了解資訊科技工具於醫療院所之應用，本班研擬並實施改善策略如下： 

1. 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設「醫療資源與流程管理」課程 

2. 「醫療資訊管理」課程之開課將由 2 年一次改為每年 1 次 

（五）項目二之總結 

本班的課程與時俱進，課程內容不僅因應醫界需求調整，亦對於課程進行增加

與刪減的調整。 

 

三、師資教學 

（一）現況描述 

系上教師於課程教學活動係依據欲培養的核心能力，設計不同教學方法，強化

實務課程，採取個案討論教學，也聘請實務界人士擔任兼任教師參與授課或舉辦校

外參訪，對於教學品質之提升甚有助益。學習評量方式也會因應教學方法之不同，

而採取不同的評量方法，且多數教師會自編教材做為教學輔助，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另外，系上教師富有教學熱忱，每學期的教學評量問卷調查結果，皆獲較全校

與全院平均表現為佳之情形，顯示系上教師之教學品質深獲學生肯定。 

本班自 94 學年度開始招生，每年平均招收學生 16 位。專任教師 13 位，其中

教授 5 位，副教授 6 位，助理教授 2 位，全部教師皆具博士學位，學歷取得地區有

9 人為美國地區、2 位日本、1 位歐洲地區，1 位畢業於臺灣地區之國立大學；兼任

教師 16 名，多任職於醫療健康產業產、官、學界，其中具博士學位者 13 名；並以

相符專長聘任與授課；另有 6 位行政人員。茲就參考效標說明如下： 

 

3-1 教師之數量、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及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之情形為何？ 

目前系上專任師資合計 13 位，如表 3-1，生師比如表 3-2。教師均為國內外知

名大學之博士，學術專長皆符合系上教育目標與發展方向；並聘任任職於醫療產業

產、官、學界，具相關專長之兼任教師 16 位(表 3-3)。而兼任教師之聘任是依據本

班教育目標及課程需求為原則，並經系教評會和系務會議審核後依行政程序由校發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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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開授課程多是按照學術專長，安排固定課程，因此能持續累積授課經驗，

不斷充實與更新教材內容、改進教學方法，以提昇教學效果。 

表 3-1 專任師資 

姓 名 職  稱 最 高 學 歷 專    長 

黃欽印 
教授兼 

系主任 
美國普度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機器人與自動化系統、虛擬企業、

製造執行系統、生醫資訊 

蔡禎騰 
教授兼 

副校長 

美國愛荷華大學工業工程博

士 

電腦模擬、資訊系統設計、行銷管

理、工業心理學 

王立志 
教授兼 

工學院院長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工業及

系統工程博士 

生產自動化系統、企業整合資訊系

統、先進規劃與排程、供應鏈管理 

劉仁傑 教授 日本神戶大學經營學博士 

經營策略、精實製造與精實產品開

發、產業升級與轉型、亞洲日系企

業發展 

張炳騰 教授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工業工

程博士 

生產管理及自動化生產計畫、模糊

理論與人工智慧系統、知識及供應

鏈管理系統、預測與排程庫存模式 

曾宗瑤* 副教授 
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

校工業工程博士 

作業研究、模糊多重目標決策、系

統模擬 

潘忠煜 副教授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工

業工程與管理博士 
統計製程管制、品質管理 

彭  泉 

副教授兼 

就業輔導暨校

友聯絡室主任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工業工程

博士 

設施規劃與工廠佈置、資訊科技之

應用、生產排程與控制、電子商務

與產業電子化 

王偉華 副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工業及

系統工程博士 

系統工程、資訊科技與企業流程建

構、類神經網路、企業協同與代理

者設計、知識管理 

洪堯勳 
副教授兼 

推廣部執行長 
交通大學管理科學博士 

成本分析與控制、財務分析、價值

鏈與供應鏈管理、網路經濟 

張書文 副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工學博士 
產品開發管理、科技管理、知識管

理、設備管理、品質管理 

翁紹仁 助理教授 
美國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工

業工程博士 

作業研究、決策支援系統、系統模

擬、品管統計分析、六個標準差手

法、醫院系統、資料包絡法(DEA) 

謝宛霖 助理教授 
英國 Aston University 管理學

博士 

創新管理與應用經濟、知識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備註：*為暫無在本班授課之老師 

http://www.ie.thu.edu.tw/people/bio.php?PI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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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本系生師比一覽表 

學年度 99學年 100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專任教師數 15 15 14 15 14 

博士班(1-3)人數 12 10 7 7 7 

碩士班(1-2)人數 74 72 76 78 71 

碩專班(1-2)人數 29 33 34 31 31 

研究所生師比 7.67 7.67 8.36 7.73 7.79 

表 3-3 醫管專班兼任師資 

職稱 姓名 學歷 任職單位 專長/研究領域 授課科目 

教授 陳潭 台灣科技大學

管理學系博士 

前東海大學工業工程

與經營資訊學系教

授、前東海大學工學

院院長 

人因工程、人力

資源與管理、醫

院管理、工業工

程與管理 

醫療機構與

管理 

教授 李三剛 

國防醫學院醫

學系 

前台中榮民總醫院院

長 /童綜合醫院國際

醫療合作及品質發展

中心策略長 /台灣醫

療品質協會理事長 

醫院管理 醫療機構實

務專題 

教授 陳甫州 

奧克拉荷馬大

學化學暨生化

系博士 

台中榮民總醫院醫學

研究部幹細胞研究中

心主任 

幹細胞治療研究

與應用、英文論

文寫作 

論文寫作 

教授 姚銘忠 

美國北卡羅萊

納州立大學作

業研究博士 

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

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 /交通大學管理學

院副院長 /交通大學

管理學院運籌與供應

鏈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供應鏈管理、企

業流程再造、企

業資源規劃、物

流作業計畫與排

程、醫務作業與

物流管理 

醫療作業管

理 

副教授 蔡淑鈴 

國立陽明大學

公共衛生博士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副署長 

醫療利用、全民

健保 

醫 療 經 濟

學、醫療政

策與健康保

險 

副教授 鄭辰仰 

美國賓州州立

大學工業工程

博士 

台北科技大學工業工

程與管理系副教授 

電腦整合製造、

人機介面、分散

式控制系統、人

工智慧與專家系

統 

醫療機構實

務專題-資通

訊科技在醫

療上之應用 

副教授 林恩瑋 

法國史特拉斯

堡大學法學博

士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 民法、國際私

法、仲裁法 

醫療法律糾

紛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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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學歷 任職單位 專長/研究領域 授課科目 

副教授 陳貽善 

東海大學工業

工程與經營資

訊研究所博士 

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行政副院長兼任

管理中心主任 /中國

醫藥大學醫務管理學

系副教授/南京/江蘇

明基醫院執行長 

醫院管理制度設

計與推動、醫療

專科經營管理實

務、醫院績效管

理實務、病歷管

理 

醫療機構實

務專題 

副教授 詹廖明義 

神戶大學醫學

博士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

里仁愛醫院總顧問 

醫療風險管理與

病人安全 

 

醫療機構實

務專題 

副教授 陳本源 
國防醫學院藥

學系 

前台中榮民總醫院藥

劑部主任 

用藥安全及藥物

濫用制度 

醫療機構實

務專題 

助理 

教授 
江朝聖 

國立臺北大學

法學博士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 公司法、證券交

易法、公司治

理、經濟刑法 

醫療法律糾

紛處理 

助理 

教授 
陳學明 

中國醫藥學院

醫學系 

林森醫院院長 醫療政策 醫療機構實

務專題 

助理 

教授 
陳秀珠 

台灣大學商學

院博士 

彰化基督教醫院副院

長 

績效管理 醫療機構實

務專題  

助理 

教授 
陳南松 

東海大學工業

工程與經營資

訊所博士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副

局長 

公共衛生及政策 醫療機構實

務專題 

助理 

教授 
林義鈜 

東海大學工業

工程與經營資

訊所博士 

義鈜診所院長 磨合共創型醫院

管理、心臟胸腔

血管外科 

醫療機構實

務專題 

助理 

教授 
許天成 

東海大學工業

工程與經營資

訊所博士 

彰化基督教醫院資訊

室主任 

醫療資訊管理 醫療資訊管

理 

 

3-2 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1.教師與業界交流 

社會結構不斷變遷，產業結構也因此不斷改變，爲培育切合產業需求之人

才，本系教師的教學與研究領域應隨著相關產業的趨勢發展而加以調整，因此除

了在個人專業研究領域表現上力求精進，本系教師亦頻繁與業界互動交流，以隨

時掌握產業脈動與變化。互動對象包括醫療相關產業、製造業、服務業與政府部

門等各產業，由於醫管專班著重於與醫療產業建立產學合作交流，因此以下特別

整理本系教師與醫療相關產業的交流，其互動的方式主要分為下列幾項： 

(1)本系專任教師擔任醫療院所顧問及講師(請參見表 3-4)、醫療相關主題演講(請

參見表 3-5)、帶領學生至醫療院所參訪等相關活動(請參見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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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本系專任教師 101-103 學年度擔任醫療院所顧問及講師一覽表 

教師 服務機關 擔任職務 

翁紹仁 

台灣醫療品質協會、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南部精實醫療講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病理部 Data Mining 講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IRB 院外審查儲備委

員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中

榮民總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IRB 院外審查委員  

衛生福利部「2014-2015 提昇急診暨轉診

品質計畫」 

醫療網絡系統分析專

家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IRB 院外審查委員 

           

表 3-5 本系專任教師 101-103 學年度醫療相關主題演講一覽表 

教師 主題 演講地點 

黃欽印 

如何應用管理學方法來經營兒科 
成大附設醫院、台北市立醫院、中

國附醫 

流行病學概論 台中榮總總醫院 

從工業工程談病人安全 大里仁愛醫院 

透過病患關係管理強化診所經營 台中市診所協會 

診所的行銷宣傳與永續經營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王立志 

精實系統與精實醫療 台中榮民總醫院 

永續健康與照護系統 台中榮民總醫院 

台中榮民總醫院與浙江省人民醫院合

辦「2014 年大陸浙江省醫院管理高級

研修班」：「人力資源與績效管理」 

台中榮民總醫院 

建構精實醫療系統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精實醫療實務運作工作坊 台中榮民總醫院 

劉仁傑 管理新潮流：全面僱用身心障礙者 勞委會 

洪堯勳 
醫療財務分析與管理 浙江省人民醫院 

服務媒體行銷 浙江省人民醫院 

潘忠煜 
品質管制圖、品質認證六標準差、感

性品質 
浙江省人民醫院 

翁紹仁 

醫療管理之學術與產學經驗分享 光田綜合醫院 

應用工業工程技術來改善醫療品質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台中榮民總醫

院 

精實醫療與流程管理 台南市立醫院品管中心 

頂尖醫療流程與品質改善 中山附醫、秀傳紀念醫院 

謝宛霖 系統性創新-萃智 TRIZ 創新發想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表 3-6 本系專任教師 101-103 學年度至醫療院所參訪一覽表 

教師 參訪地點 

潘忠煜 

洪堯勳 
臺中市私立松柏園老人養護中心 

潘忠煜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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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參訪地點 

翁紹仁 

光田綜合醫院管理中心及國際醫療服務中心、澄清綜合醫院、彰化

秀傳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人體研究生物資料中心 BRB、中山

大學附設醫院、秀傳體系杜蘭學院、東華醫院 

謝宛霖 台中榮民總醫院 

(2)本系專任教師政府及業界補助合作研究計畫(研究計畫醫療相關主題整理請參

見表 3-7) 

         表 3-7 本系專任教師 101-103學年度政府及業界補助醫療主題合作研究計畫一覽表 

教師 計畫名稱 備註 

鄭辰仰 
精神病患定位追蹤與心跳監控系統

之研究與開發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翁紹仁 

整合系統模擬與質群演算法在醫療

資源分配之研究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門診抽血站人員動態規劃之研究-

以台中榮總醫院為例 

委託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以系統模擬技術改善醫檢流程人力

傳送造成醫檢報告延遲之研究 

委託單位：台中榮民總醫院 

利用分散事件模擬最適化緊急心導

管介入性治療急性冠心病人的流程 

委託單位：台中榮民總醫院 

運用系統模擬技術評估及改善院內

人力傳送醫療作業效率 

委託單位：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謝宛霖 

探討員工感知之主管內部企業家精

神以提升員工滿意度-以某區域級

教學醫院為例 

委託單位：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探討醫療機構人員之員工恢復力以

提升病人安全之研究-以某區域級

教學醫院為例 

委託單位：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3)本系專任教師研究專案獲獎 

本系翁紹仁老師跨領域結合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徐永煜老師及台

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王立敏副院長（前行政院衛生署中區緊急醫療應變中

心執行長）共同開發「重度級急救醫院網絡空床數預測系統 (Emergency 

Healthcare Network Available Bed Forecasting System; EHNABF System)」(圖

3-1)，於 104/3/7 獲得「守護台灣 Open Data Open Source 雲端災防應用開發者

大賽」全國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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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重度級急救醫院網絡空床數預測系統 

本系教師近三年與業界交流主要有參訪、演講並擔任醫療院所特聘講師與顧

問，主要合作醫院如彰化基督教醫院、澄清綜合醫院、台中榮民總醫院、光田綜

合醫院、豐原醫院、彰化秀傳紀念醫院、中山大學附設醫院、秀傳醫院、東華醫

院等，顯示本系教師與中部多家醫院進行研究與專案合作，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與業界之交流成果豐碩。 

2.專業活動及服務 

本系教師每年承接多件政府機關或民間企業之研究計畫案，將所學專長致力

於該研究，皆有相當之研究成果展現。每年亦有數位老師出國參與國際學術研討

會並發表相關研究論文，研討會的議題涵蓋本系三大領域。同時鼓勵教師積極提

供社會各樣專業服務，將專業知識與研究成果應用於產官學界，對社會與企業之

回饋不遺餘力。 

(1)研究計畫 

本校教師積極參與各項研究計畫，除了政府機關之計畫外，也有與民間企

業合作。在本校訂定各種獎勵辦法與推動下，每年本系教師參與國科會計畫件

數皆有穩定性的成長與表現。本系教師 101-103 學年度參與計畫件數資料如表

3-8： 

    表 3-8 101-103 學年度本系教師獲補助之各項計畫件數統計表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科技部計畫 19 18 15 

教育部計畫 2 4 3 

其他政府部會計畫 9 3 3 

民間企業計畫 10 2 6 

非營利組織計畫 1 3 0 

校內計畫 2 2 1 

小計 43 32 28 

備註： 

1. 科技部計畫件數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件數與科技部產學合作

計劃件數之總合。 

2. 校內計畫含校內研發能量啟動專案計畫、GREEnS 研究計畫、教

學亮點計畫、榮東計畫 

3. 101 學年度新聘助理教授陳怡文博士與謝宛霖博士。 

               備註：統計至 104 年 9 月 14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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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術服務與活動 

本系教師為即時與產業界接軌、且適時提供實務性的教師品質，本系教師

亦積極參與或舉辦各項學術研討會、參與講學與演溝、擔任產官學界相關職

位、參與國際學術組織等，與各產、官、學術界彼此互動、合作與交流，其關

係密切。 

 

(3)論文與著作 

為了充份發揮以教學支持研究，以研究帶領教學之精神，本系教師除認真

教學與積極參與各項研究計畫與服務活動外，亦不時充實自己專業領域之研

究，在學術論文發表與著作有不錯的表現。本系近三年發表有國內外期刊論文

53 篇、會議論文 82 篇。 

表 3-9 101-103 學年度教師研究發表成果統計表 

學年度 
期刊論文 

篇數 
會議論文 

篇數 專書 專書部分章節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103 學年度 0 6 6 10 13 23 1 0 

102 學年度 1 18 19 18 13 31 2 0 

101 學年度 4 24 28 10 18 28 1 1 

總計 5 48 53 38 44 82 4 1 

       備註：統計至 104 年 9 月 14 日止 

(4)論文指導 

本系教師指導醫管專班學生論文，103 學年度醫療相關主題整理如表

3-10(101-103 學年度醫管專班學生論文題目以及碩博士生論文醫療相關主題

請參見附件 5-1)。 

表 3-10 醫管專班 103 學年度論文題目一覽表 

學生姓名 學年度 論文中文名稱 

曾敏惠 103 以健保資料分析帶狀皰疹的用藥與治療 

黃文絹 103 骨質疏鬆症相關因素探討-以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吳碧珠 103 呼吸器脫離成功因素探討-以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為例 

林仙艾 103 子宮頸癌 IB2 治療方式探討-以中部某醫學中心為個案醫院 

曾雅燕 103 
探討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延遲下班之相關因素-以中部某區域教學

醫院為例 

葉慧敏 103 手術室護理人員對於急診手術交班模式之探討 

洪逸倫 103 各層級醫院對病人安全文化的差異及其態度之研究 

陳鴻茹 103 
探討機構因應我國長照雙法之應變策略-以台中地區老人養護機

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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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為何？ 

為衡量系上各課程教學能否達成培養學生具備各式核心能力之要求，針對不同

的核心能力有不同的評量方法。系上針對不同的核心能力所採用的評量方法(包含：

個人或團體學期報告與討論、口試、系友問卷、行為觀察等)，再依各課程特色與其

所培育之核心能力分別設計符合其特性之各式評量方法，確保達成學生核心能力培

養成效之有效評量。附件 3-1 為本系教師開課科目運用多元教學評量的情形。 

本校對於學生之教學亦極為重視，連續 9 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並

定有「東海大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實施要點」(附件 3-2)以提升教學效果與舉辦相關

之活動。為改善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效能訂定「東海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辦法」（附

件 3-3），除論文指導與醫療管理專題外均接受評量，於學期成績繳交後彙整給任課

教師與系主任參考。 

近 3 年之期末教學評鑑評量問卷調查結果如表 3-11，醫管專班所開設的課程，

學生對於教師教學整體滿意度都很高，顯示本系教師所教授課程確能符合學生需

求。 

表 3-11 期末教學評鑑(教師)評量值 

平均分數 101上 101下 102上 102下 103上 103下 

醫管專班 94.3 97.4 96.7 97.7 93.4 98.1 

工學院 90.9 92.8 90.8 92.2 89.0 90.5 

全校 93 93.6 93.2 92.7 93.0 93.1 

本校所有課程之教學評鑑由教務處定期實施，並由教學卓越中心教學卓越計畫

進行持續改進。「教師教學評量」分數未達 60 分之課程的教師須參加本校舉辦之教

學輔導，系上歷年各教師教學評鑑結果甚佳；並未發生評量分數過低之情形，因此，

也未有教師須送請教學輔導。 

 

3-4 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評量成效之情形為何？ 

系上教師使用的教學方法包含：以投影片(PowerPoint)講述口授、多數課程並以

文獻閱讀、影片觀賞、小組討論研究、專題討論等多元方式教學授課，強調注重思

考、表達、溝通與討論，依課程性質彈性應用實施教學。所有課程與教材均放置於

本校數位教學平台上。 

檢附「論文寫作」學習資源為範例(附件 4-1)，該課程並配合學生未來撰寫論文

需要，有 1/3 課程在電腦教室上課，學習 SPSS 統計軟體及 EndNote 應用軟體。另

部分課程也會安排校外參訪(表 3-12)，學生表示除了醫療機構之外，透過異業間觀

摩更能激盪出創意及火花。 

本系 101-103 學年度國外學者講學活動整理如表 3-13，值得一提的是 101 學年

下學期本系特別聘請美國維吉尼亞州立理工大學工業工程系陳鳳山教授擔任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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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開設「精實企業系統工程」課程，本班有 4 位任職於台中榮總的同學選修，相

信對於該院正在推行的「精實醫療」能有更多的實踐。 

表 3-12 課程參訪活動一覽表 

參訪日期 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參訪單位 學習重點 參加人數 

98/11/26 潘忠煜 醫療品質管理 署立新竹醫院 
推動全面品質管理

經驗分享/整合照護 
14 人 

參訪日期 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參訪單位 學習重點 參加人數 

99/3/20 潘忠煜 
醫院認證與評

鑑 
彰濱秀傳醫院 醫院作業管理 24 人 

101/11/17 
潘忠煜 

洪堯勳 

醫院認證與評

鑑 

醫療機構實務

專題 

白木屋品牌文

化館/ 

松柏園老人

養護中心  

品牌經營之路與獲

得國家品質獎的歷

程分享(座談)/ 

養護中心經營經驗

分享及現場觀摩 

30 人/ 

15 人 

102/7/4 潘忠煜 醫療品質管理 三義裕隆車廠 精實系統現場觀摩 15 人 

103/9/26 潘忠煜 
醫療機構實務

專題 

衛生福利部金

門醫院 

離島地區急重症傷

病人緊急醫療救護

服務之機制 

17 人 

103/12/15 潘忠煜 
醫院認證與評

鑑 

科達製藥股份

有限公司 
品質管理 27 人 

表 3-13 國外學者講學活動一覽表 

學期 演講日期 演講者/服務單位、職稱 講學題目 對象 備註 

101上 101/10/18 
張豐昌 /美國南伊利諾州大

學工工系教授 

Lean Manufacturing 

(精實製造) 

碩博一般生/

專班生 
 

101上 101/12/14 
孫 殷 同 / 美 國 St. Mary's 

University工工系教授 

以製造來體現工業

工程與經營資訊的

價值─When IEEI 

invites MARRS 

碩博一般生/

專班生 
 

101下 102/2-102/6 

陳鳳山 /美國維吉尼亞州立

理工大學工業工程系榮譽講

座 

精實企業系統工程 
碩博一般生/

專班生 
3學分 

101下 102/3/29 

Voratas Kachitvichyanukul/ 

Industrial an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ecent Advances in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碩博一般生/

專班生 
 

101下 102/4/26 

陳鳳山 /美國德克薩斯州大

學聖安東尼校區傑出首席講

座教授 

From Lean to Green 

and 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碩博一般生/

專班生 
 

102上 102/11/1 
徐錚 /美國倫斯勒理工學院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教授 

Big Data and 

Massive Analytics 

-Innovation with 

Service Value 

Networks 

碩博一般生/

專班生 
 

102上 102/11/11 
王緒斌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

院製造研究中心執行長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nd 

Opportunities for IE 

碩博一般生/

專班生 
 

102下 103/3/7 
山田幸三 /日本上智大學經

濟學院院長教授 
傳統產地的管理學 

碩博一般生/

專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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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演講日期 演講者/服務單位、職稱 講學題目 對象 備註 

102下 103/3/21 
折原浩/東京decenter顧問公

司社長 
日式經營神髓 

碩博一般生/

專班生 
 

102下 103/5/16 
有田護 /大光長榮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顧問 

台灣工具機製造業

如何邁向世界稱霸 

碩博一般生/

專班生 
 

102下 103/6/10-11 

Voratas Kachitvichyanukul/ 

Industrial an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ngineering 

Optimization via PSO 

& DE 

碩博一般生/

專班生 
 

103下 104/2/11 
Chuljin Park/韓國漢陽大學

工業工程系助理教授 

Penalty Function with 

Memory for 

Stochastically 

Constrained Discrete 

Optimization via 

Simulation 

碩博一般生/

專班生 
 

103下 104/5/27 
周駿安 /美國賓漢頓大學系

統工程系助理教授 

Data Mining in 

Medical Diagnosis & 

Healthcare System 

碩博一般生/

專班生 
 

 

3-5 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為何？ 

1.減授鐘點獎勵（含新聘助理教授減授鐘點） 

本校鼓勵專任教師致力於學術、研究與行政服務等，設有國科會計畫減授鐘

點與行政職位減授鐘點制度，以減輕教師在教學上的負擔。101-103 學年度本系

專任教師獲國科會減授鐘點時數一覽表請見表 3-14。 

表 3-14 101-103 學年度本系專任教師減授鐘點時數一覽表 

姓名 職稱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黃欽印 教授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蔡禎騰 教授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王立志 教授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劉仁傑 教授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張炳騰 教授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潘忠煜 副教授 _ _ _ 

彭  泉 副教授 
_ _ 6 小時 

3 小時 

王偉華 副教授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洪堯勳 副教授 _ _ _ 

張書文 副教授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鄭辰仰 副教授 1 小時 2 小時 3 小時 

翁紹仁 助理教授 1 小時 1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陳怡文 助理教授 _ 3 小時 _ 

謝宛霖 助理教授 2.5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備註： 

1. 101 學年度新聘助理教授陳怡文博士與謝宛霖博士。 

2. 本表以「學期」為單位 

           資料來源：東海大學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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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術著作獎勵與主持研究計畫獎勵 

本校為促進學術發展及提升學術水準，鼓勵專任教師撰寫、發表學術著作及

相關學術研究，訂定「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及「東海大學專任

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由圖 3-2 及圖 3-3 可見本系教師在各項學術與計畫上，

亦有持續性的穩定成長。其中，圖 3-3 本系專任教師獲學校獎勵之主持研究計畫

數的部分，獲得學校獎勵資格包括：研究計畫執行結束後、有管理費的研究計畫。

故由此可證，本系專任教師足以擔任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相關工作，表現

優良。 

 

     圖 3-2 97-103 學年度本系專任教師獲學校獎勵之學術著作獎勵篇數 

              

 

圖 3-3 97-103 學年度本系專任教師獲學校獎勵之主持研究計畫獎勵計畫數 

                       

3.教學及輔導獎項 

本校為提昇優良教學風氣及教學品質，獎勵從事創新教學之教師，訂定「東

海大學教學創新獎勵辦法」及「東海大學教師教學優良獎暨教學傑出獎授獎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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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於 102 學年度整合訂定為「獎勵教師教學辦法」，獎勵項目含教學優良獎及

教學傑出獎，並於 103 學年度起施行。另外，為落實導師制度的實施與執行效能，

鼓勵導師服務精神，本校訂定「東海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辦法」，以表彰服務績優、

貢獻卓越及對學生輔導有具體績效之導師，於 97-103 學年度本系教師榮獲教學及

輔導相關獎項之名單如表 3-15。 

 

表 3-15 97-103 學年度本系專任教師教學及輔導獲獎名單 

學年度 獲獎獎項 獲獎教師 備註 

98 學年度 優良導師 鄭辰仰老師  

99 學年度 特優教學獎 王偉華老師  

99 學年度 教學創新獎 翁紹仁老師 教學創新成果主題：系統模擬 

102 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張書文老師  

102 學年度 優良導師 張炳騰老師  

103 學年度 優良導師 王偉華老師  

 

3-6 教師配合課程需求，進行實務教學之成果為何？ 

醫管專班招收之對象為醫療健康產業從業人員，主要目標為改善醫療品質，最

大的資源便是以自身在職場的專能，透過校外機構實務參訪（表 3-12）互相觀摩學

習，除學生將實務經驗帶進校友與其他醫療健康機構互動外，在課堂上並可以與同

學、老師交流分享，透過實務問題的研究探討，學生能充分利用本系資源，與本系

師生進行合作，解決在管理或決策上面臨之實務問題。 

（二）特色 

本班師資特色在於結合產業界資源，包括中央健保局、臺中市衛生局與各醫療

院所，與本系教師進行實務交流與互動，同時也請本校法學院支援本班師資，講授

醫療法律相關課程。 

教學方面，本班以系統化的工程管理教學引導學生進入醫務管理領域，如工業

工程領域的效率、品質、策略、流程、行銷、統計分析等概念與做法多數皆能應用

於學生職場，這些工工專長補足傳統醫學領域的不足，為一大特色。 

（三）改善策略 

本班每年舉辦「高階醫務工程與管理研討會」，邀請中部地區醫療院所及相關

主管單位，探討醫療產業創新與管理，有助於學生了解與認識特定醫療相關主題。

整體而言，本班結合產官學跨領域資源，形成極具特色的師資陣容群，提供在職人

士專業學習的需要，於各大學校院為相當具有特色的學程。 

（四）項目三之總結 

本班除了系內專長的教授群外，整合中部醫界的管理人才資源成為本專班的師

資，課程受到學生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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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 

4-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由於在職專班學生在校學習時間短且課程緊湊，為輔導學生有效學習以順利完

成碩士學業，系上有關在職班學生的學習輔導作法概述如下：  

首先系上會在學生入學前為新生舉辦入學說明會，將所有修業規定以說明及互

動問答的方式讓剛入學新生了解，另外系上亦制定書面文件『高階醫務工程與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定』(如附件 2-3)，放置在系網頁上供學生隨時下載，以

利學生查詢。 

此外各科任課老師必須在每學期末提供下學期完整的課程大綱及授課計畫表

(附件 4-1)，同學們在選課前即能透過資訊系統(查詢畫面如圖 1-4)了解該科目的授

課內容、教材及評分方式，方便同學安排讀書計畫。  

本班授課教師隨時注意同學們學習狀況，並適時給予課後輔導，且授課教師的

E-Mail、聯絡電話、研究室位置及個人網頁公佈於本班網站(圖 4-1)，任課老師也會

排定 office hour 供學生前往請益，俾利學生隨時請教有關教學事務與協助修課同學

解決課程相關疑問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品質。  

本班授課教師之研究室與本班師生研討室(圖 4-2)都位於工學院，在與學生互動

的位置分佈上可謂相當接近，可就近與學生進行研究互動；研究生與指導教授的互

動方式有：  

1. 事先與老師商洽時間  

2. 定期討論並紀錄論文進度表(附件4-2) 

3. 透過E-MAIL 

4. 老師OFFICE HOUR 

為強化學生研究方法技能，於 99 學年度起開設「論文寫作」必修課程。協助

學生熟悉資料搜集及軟體操作，以提昇論文撰寫能力及品質。 

學生亦可選修「醫療資料分析」課程，且對於使用電腦操作能力較弱的學生另

於週間增設助教時間，針對個人實作的困難一對一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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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本班網站介紹師資頁面 

 

圖 4-2 本班師生研討室 

 

4-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為何？ 

1.本系空間資源 

本系提供師生活動的空間依其功能可規劃為行政用空間、教師研究室、研究

群研究室、專業實驗室、視聽教室、博士生室及自學中心暨系學會辦公室等 7 部

分，詳細空間規劃如表 4-1 所示。本系每位教師擁有獨立的研究空間，各研究空

間皆配有電腦、電腦週邊設備、網路、電話與冷氣空調設備，可以支援教師進行

教學與研究之基本需求。各研究生則依研究領域之需求，配置於不同的研究室空

間與博士生研究室，鼓勵學生增加留校時間進而透過研討室與會議室與老師研究

討論，提升學習與研究成效。 

本系目前有專任教師 13 人、醫管專班生 39 人、碩士生 72 人、博士生 20 人

及大學部學生 486 人，共計 630 人。使用總面積為 1667.6 平方公尺的本系專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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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平均每位師生可以使用 2.65 平方公尺。雖然整體空間並非很大，但是經過本

系有效的規劃與運用，再加上學校共同使用的空間應可以滿足本系基本需求。 

表 4-1 101-103 學年度辦公/會議場所空間資料表 

名稱 辦公室/會議室 地點 
面積

(㎡) 

可使用

人數 

會議室 II 會議室 工學院 IEII 102 80.1 40 

會議室 會議室 工學院 IEII 104 66.4 21 

助教助理室 辦公室 工學院 E222 17.6 2 

系辦公室 辦公室 工學院 E219、E220 36.9 10  

接待室 會議室 工學院 E312 17.6 10  

研討室 會議室  工學院 E109 26.3 10  

謝宛霖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212 16.6 4 

鄭辰仰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223 17.6 4 

陳怡文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218 17.8 4 

兼任教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216 17.5 4 

黃欽印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215 17.0 4 

翁紹仁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221 17.1 4  

張書文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304 16.6 4 

潘忠煜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303 16.8 4 

彭  泉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302 17.4 4 

曾宗瑤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301 17.9 4 

洪堯勳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314 17.5 4 

劉仁傑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313 17.3 4 

王立志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311 17.8 4 

蔡禎騰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310 17.4 4 

王偉華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307 16.8 4 

張炳騰老師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306 17.1 4 

企業電子化暨自動化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231 30.9 15  

產業創新經營暨產品開發＆生產系統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IEII 101 30.8 15 

價值鏈管理與創新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IEII 106 32.7 15 

資訊系統應用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103A 35.2 15  

智慧型系統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103B 35.2 15  

企業資源整合系統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104A 35.2 15  

智慧知識系統 & 最佳決策系統研究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E104B 35.2 15  

E108 教室 教室 工學院 E108 128.9 129  

E230 教室 教室 工學院 E230 105.2 81 

博士生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IEII 102 53.5 23  

自學中心暨系學會辦公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IEII 107 62.5 40 

醫管專班研究生室 辦公室/研究室 工學院 IEII 106 32.7 15 

 合計  1139.1 550 

2.本系圖書資源 

(1)本系設有學生自學中心暨系學會辦公室ㄧ間，典藏專業書籍約 1,200 冊。學校

總圖更是收藏與本系相關的專業圖書與期刊之所在，相關資料如下表 4-2所示。 

(2)特色： 

a.本系每年圖書經費大部份用於專業期刊之購置，期刊內之文章皆為最新資

訊，極有利於教學與研究。 

b.校內與本系相關的系所包括企管、資工、資管、工設、統計、財金、國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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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社工、數學、法律等十一系。其所購置之圖書約有6萬冊、期刊約200

種，皆收藏於學校總圖，不受限制借閱且可透過網路查詢相關的圖書資源，

可提供本系師生參考用。 

c.本系每年固定提撥3% ~ 4%的比率之圖儀設備費添購與更新圖書，近年來醫

管專班圖儀設備費添購圖書之經費佔比更高達25%。 

表 4-2 與本系有關的現有圖書資源統計一覽表 

館藏地   

種類 
置於總圖數 

置於系圖數 

(含系辦、各研究生室) 
總  數 

中日文圖書 27,438 972 28,410 

西文圖書 26,735 220 26,955 

中文期刊 21 2 23 

外文期刊 185 -- 185 

電子期刊(含資料庫) 59 -- 59 

                 註：本系系圖另收集有博碩士論文共 807 冊。 

3.本校圖書設備現況 

本校圖書館係一棟 5 層樓之建築，面積 4,134 坪，可容納 2,000 人閱讀，樓

下有大型自修閱覽室 809 個座位供學生自修閱覽之用。此外，設有 130 座位之中

型會議廳及 28 人座位的資訊素養教室，可供國際性學術會議及電子教學之用，

並定期展覽師生書畫之藝術畫廊。 

民國 97 年 9 月，圖書館管院分館開館，位於第二校區管理學院二樓，館舍

約佔地 152 坪（含書庫、電子資源檢索區、讀者區及辦公室），提供約 200 個閱

覽席位（含 VOD 隨選視訊區及沙發座位），新穎實用的設計及寬敞舒適的閱讀座

位，深受師生們的歡迎。 

4.本系專業設備 

本系七間教學及研究實驗室皆備有各式符合教學及研究所需之軟硬體設備

來支援各課程之實驗。專屬本系使用之專業教室，均設有專業視聽設備、單槍投

影機、電動布幕、多媒體電腦等設備與無線上網之環境，提供老師上課之用。此

外，本系備有數套活動式的多媒體教學器材可以使用或是利用網際網路上的各種

即時與非即時的資訊，及 eLearning 數位教學平台進行課程的講解及討論。 

近幾年本系針對「新綠能源」、「奈米科技」及「積層製造(3D 列印)」等相關

議題相當重視，透過本系重點經費補助、國科會、產業合作及各項計畫之補助，

逐步設立「先進製造實驗室」添購多項相關實驗設備，如奈米碳管紙量產設備(超

音波控制系統、材料試驗量測儀、函數/任意波形產及真空烘箱等)及 3D 列印相關

設備(Stratasys 光硬化技術之 3D 印表機、MiiCraft 3D 彩色印表機、CUBEX-Trio 3D

彩色印表機及 3DP 排版系統等)，藉此強化學生吸收跨領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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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校專業設備 

(1)電腦教室 

本校電算機中心之電腦教室係由全校各系共同使用，本系因強調實務能力

之訓練，強調ㄧ人ㄧ機的學習環境，因此有多門課程均利用學校電算機中心電

腦教室授課，以便透過教學廣播系統進行教學示範及實習/實作。 

(2)授權軟體 

a.電算中心每年付出相當額度經費與微軟公司簽訂「微軟大專院校全校授權方

案」，授權範圍包含全校教職員微軟作業系統，Office應用軟體、Visual Studio。 

b.與賽仕電腦公司簽訂「SAS統計軟體全校授權」提供全校教職員使用，授權

範圍包含SAS Base、SAS Stat、SAS Graph等模組。 

c.其他合法教學軟體還包含Macromedia Studio MX；Adobe Acrobat 、Photoshop 

CS2，Illustrator ；MATLAB；SPSS 10.0-BAS；華康金碟字型及自然輸入法

全校授權軟體等供全校教職員生使用。 

d.「東海大學雲端軟體銀行」上超過60種應用軟體，在有限資源下做最大的運

用，目前提供「自由軟體」類包含OpenOffice、FireFox、7zip、FileZilla、XnView、

FoxitReader、FormatFactory等自由軟體；「校園授權軟體」類在Citrix系統，

包含軟體如Microsoft、Adobe、SAS、SPSS、MATLAB、Micromedia多項軟

體。 

(3)筆記型電腦借用 

電算中心提供 100 部筆記型電腦供學生借用，每學年提供 8 次，學生上網

登記抽籤後，每次可借用一個月，使學生具備行動上網學習環境。 

(4)數位教學平台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為互動式的網路學習教室，提供教師與學生一個網際網路上

教與學的空間，促進師生雙方有良性的溝通管道，也培養學生吸收多元化教材

的視野，平台內規劃有課程管理系統、數位教材、線上作業、線上測驗、線上

討論區、師生上傳下載教材作業的介面、部落格及影音資料庫等功能，堪稱是

老師最新型的活動教課書。 

6.本系現有資訊建設架構 

(1)基礎網路架設 

透過安全服務閘道器將效能、安全防護、路由，與系內各教室、實驗室、

研究室、辦公室…等 LAN/WAN 連結在一起，同時為有效管理各研究生室與

實驗室網路設定與流量，增設私有 IP 使用者無法私架伺服器，並以專屬 NAT 

閘道器，進行 NAT 位址轉換工作，解決 IP 不足及易佔用之情況，並透過路由

器將流量切割，以提昇本系骨幹網路的品質，其網路架構圖請參閱圖 4-3。 

(2)網際網路服務 

a.目前已完成全球資訊網、代理快取、電子郵件、網域名稱、檔案傳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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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專業軟體等伺服器。 

b.系網站建置內容大綱如系所簡介、設備、學制、師資、課程、招生資訊、獎

學金、學生園地、演講、導生名冊、捐款名冊、研討會、生活剪影、即時新

聞…等。 

c.加強本系對系友與未來學生的服務，特別建置「未來學生」及「系友」網站；

「未來學生」提供報考本系的考試資訊、課程、獎學金、就業等資訊，「系

友」則提供系友動態、同學會、就業市場、進修充電、企業徵才、榮譽事蹟

與報導以增加系友之間的互動，同時亦提供系上資訊讓畢業系友瞭解系上現

況，增加對母系的認同。 

ATM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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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 DES 3225G

Hub DFS-3526

Hub DES- 3225G

精實系統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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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實驗室

Hub  DES-3526

Hub  DES-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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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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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本系網路架構圖 

d.提供系所雲端資料儲存伺服器環境，提供本系重要資料集中備份、保護重要

資產，以及跨平台分享檔案的需求。 

e.未來發展方向，將朝各領域與資訊教育之結合，以作為教師教學支援；並積

極籌建各式網站與WEB資料庫，以做為溝通的橋樑。 

(3)電腦化教學系統 

a.教學網頁提供各課程上課資料，方便教學與應用。 

b.電腦教室已建立連接使用網路伺服器與網際網路之網路環境，並具備教學廣

播系統等之教學設施。 

c.在網路上提供課程大綱、內容等資料查詢，並且學生也可以直接透過電腦網

路作答或繳交作業，再搭配生動之多媒體應用，以提高學習效果。 

d.專屬Citrix學習平台，同時提供Statistica、ILOG Cplex、Design-Exper、Adobe、

Matlab等多項軟體，供本系教師在任何地點教學與研究使用，同學們亦可經

申請由老師授權後隨時隨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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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系專屬伺服器主機房 

為了增加系統資源彈性分配，提供多元的應用平台，以滿足不同教學與研

究需求，整合全系伺服器資源於教職員電腦室中，高達 18 台的 IBM 高階機架

式伺服器及 3 套網路儲存伺服器 (NAS)，提供全系網頁、FTP、E-Mail 等資訊

系統服務環境伺服器，並安裝工業工程領域專業相關之軟體於伺服器上，教師

可視其課程需求自行運用，以達資源共享與提昇教學及研究環境。 

7.本系安全的學習空間、設備維護及管理制度 

本系的空間調整及新設備增購由本系的「儀器設備委員會」統籌規劃，並由

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再依學校採購辦法進行採購。其後的維護管理，則由各實驗

室負責研究生、助教與本系同仁進行管理，針對各設備控管其使用狀況，並且定

期維護與管理，以確保儀器設備狀況保持良好。此外與許多設備維修廠商均有長

期合作之關係，進而可提高使用率而降低損耗，維持教學正常運作。 

同時為使實驗室及實驗設備的使用更有效率，且加強師生使用實驗室之安全

與管理，備有實驗室使用登記簿、實驗室管理辦法及安全守則，每學年度均派研

究生、實驗室負責老師及同仁參加學校舉辦之實驗室衛生公共安全講習，加強宣

導師生使用實驗室之安全。 

本系為落實管理與維護各圖書儀器、資訊科技、實驗室與專科教室設備之管

理制度，訂有各類管理辦法，相關辦法如下： 

(1)企業電子化暨自動化實驗室管理辦法與安全守則 

(2)先進製造實驗室管理辦法與安全守則 

(3)精實系統實驗室管理辦法與安全守則 

(4)人因實驗室管理辦法與安全守則 

(5)虛擬實境實驗室管理辦法與安全守則 

(6)多媒體電腦教室開放時間及管理辦法 

(7)伺服器使用切結書、軟體借用切結書 

(8)工工系空間使用管理辦法、器材借用管理辦法、視聽教室借用辦法 

(9)工工系博士生室座位使用管理實施細則 

對於網際網路與軟體的使用，本系特訂有「工工系網路及流量管理辦法」，

以維護校園網路資源正常使用；「電腦軟體合法使用管理辦法」，明定學生維護智

慧財產權、普及尊重法治觀念。 

另外，在環境衛生與安全措施上，本系各實驗室皆備有滅火器、急救箱及緊

急逃生指示燈，企業電子化暨自動化實驗室更針對危險設備加裝防護設備，同時

定期進行安全衛生及安全防護具檢查，設備定期維護與保養，一切依教育部實驗

場所安全衛生認證制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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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為讓大學部高年級與研究所同學能夠有機會接觸業界或較新穎的知識，本系開

授「書報討論」，每學期均會邀請專家學者與業界先進，安排六至八場之專題演講，

促進雙方的交流。另外，專業應用類課程更結合產業需求，由本系教師主持延攬在

學術界、或企業界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來解析經營管理的概念與實務上的傳承。除

實務探討外，融合企業界豐富案例，並結合強化系所特色中的「醫務工程與管理」

領域，邀請中區各大醫院中之專家與會主講，透過創新性和社會性的全新觀點，掌

握和前瞻經營管理的本質，為該課程的最大特色。本系 101-103 學年度舉辦演講「醫

療相關主題」演講清單整理如表 4-3。 

表 4-3 本系 101-103 學年度舉辦「醫療相關主題」演講清單 

日期 演講題目  演講者 /服務單位   

102/4/19 
急診病患住院後非計劃性轉入加護病

房之風險預測模式建構與實證分析 

蔡哲宏/台中榮總急診室

主任 

103/1/3 

Industry Engineering for Efficient, 

Effective, Equitable Decisions of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HSR) in Taiwan 

張啟昌/中山醫學大學醫

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103/12/5 台中市面臨的健康挑戰 
陳南松/台中市衛生局副

局長 

104/4/18 
醫療資材整合運籌規劃與控制模式之

研究 

方乃傳/台中榮總補給室

資材組組長 

    

再者，本班特別開設「醫療機構實務專題」選修課程，每週邀請醫療相關產業

經營主管進行專題演講及研討，佐以個案討論，以加深學生對經營管理之綜觀理念

與實務應用能力，該課程 103 學年度講者與講題整理如表 4-4。 

表 4-4 103 學年度「醫療機構實務專題」演講場次 

 日期 講者 講題 

1 10 月 4 日 陳南松副局長 我們面臨的健康挑戰與衛生政策 

2 10月11日 劉仁傑老師 
全球產業回流(Global Reshoring)趨勢對

醫療產業管理的啟發 

3 10月18日 謝宛霖老師 工作關係及溝通技巧 

4 10月25日 
翁紹仁老師 應用工業工程技術來改善醫療品質 

鄭辰仰老師 無線感測網路於醫療上之應用 

5 11 月 1 日 陳貽善副教授 績效管理 

6 11 月 8 日 李三剛院長 醫院策略規劃與管理-BSC 實務運用 

7 11月15日 陳秀珠副院長 醫療環境之挑戰與因應（I） 

8 12月13日 陳本源主任 用藥安全及藥物監視制度 

9 12月20日 林義鈜院長 醫療產業策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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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講者 講題 

10 12月27日 陳秀珠副院長 醫療環境之挑戰與因應（II） 

11 1 月 10 日 陳學明副院長 醫療專題報告研討 

12 1 月 17 日 詹廖明義總顧問 醫療風險管理與病人安全 

13 1 月 24 日 王偉華老師 價值與價格 

本班部分課程也會安排校外參訪(表 3-12)，提供學生吸取實務經驗之機會。另

外，本班為 1.作為本班學生與老師及行政部門溝通之橋樑、2.加強班內同學相互間

的感情及互助合作之精神、3.促進會員對知識之吸取及理論與實務之整合、4.協助

並建立同學間之學業進步及學術風氣，於 98 年成立「東海大學高階醫管聯誼會」，

每年定期舉辦聯誼活動，高階醫管聯誼會近三年活動整理如表 4-5。 

表 4-5 高階醫管聯誼會 101-103 學年度活動乙覽表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八仙山森林遊樂區健行 台中市和平區  101/12/2 

外傘頂洲+蒜頭糖廠1日遊 嘉義 102/5/26 

遇見金門~~古厝民宿三日遊 金門 103/9/26-28 

阿朗壹古道之旅 阿朗壹古道、南仁湖、龍坑 104/3/29-31 

此外，本班亦舉辦迎新送舊晚會(如圖 4-4)、畢業典禮正冠等活動，提供師生交

流互動的機會。 

 

           圖 4-4 103 年度醫管專班迎新送舊晚會 

 

4-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為何？ 

根據「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醫管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指導協調事

宜運作辦法」(詳細辦法請參見佐證資料)，系內老師每年可指導醫管碩士在職專班

生之員額為 3 名。本班教師指導員額皆符合規定，每位教授同時指導研究生數目合

宜，101-103 學年度指導專班研究生一覽表請參見佐證資料。再者，醫管碩士在職

專班碩士班學生應於第二學期第 2 週內申請指導教授，新生若無法確認指導教授，

則由專班主任協助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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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確認指導教授後，對該生而言也展開其研究的生涯，一開始的摸索階段可

藉由論文寫作課程逐漸釐清自己的研究方向。在確認指導教授，本班學生除了依指

導教授規劃的修課計畫選修課程外，各學生也有定期與不定期、團體或個人與指導

教授的 meeting。此外，指導教授協助或引導研究生到不同的醫療服務單位進行研

究，如問卷發放、參與病安研討會等，以蒐集論文資料進而完成其論文。整體而言，

師生互動頻繁且融洽。 

 

4-5 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不同於一般生，在職專班學生於入學前已服務於醫療服務供應鏈相關產業，因

此並未特別強調本班學生生涯方面的輔導。值得注意的是，本班教師與學生感情融

洽，彼此分享工作生活與意見交流，無形中亦有助於學生的工作生涯規劃。由前述

4-1 節可知，由於在職專班學生在校學習時間短且課程緊湊，為輔導學生有效學習

以順利完成碩士學業，本班針對在職專班學生提供一些學習輔導作法。本班授課教

師或指導教授除隨時注意同學的學習狀況，同時也關心同學的生活，保持良好的互

動關係。此外，本班專任助理提供學生於專班求學期間行政事務方面的諮詢，並建

立班級 Facebook 社團聯繫學生(圖 4-5 為班級 Facebook 社團畫面)，並在每一門課配

有碩士班工讀生協助上課時的行政事務。 

 

                圖 4-5 班級 Facebook 社團畫面 

（二）特色 

本班學習資源的特色整理如下： 

1.整合產業界跨領域的師資：由於本班為在職專班，因此多數學生於業界有許多學

術、人脈等資源，而教師著重於講授傳遞專業知識、研究問題與方法等，因此本

班相當重視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彼此透過課程機制進而形成資源互補的關係

與資訊分享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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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學校資源：本校提供豐富的軟硬體資源，包括圖書館、電算機中心等，目前

則擁有 8 個學院、34 個學系，跨領域科系與碩博士班滿足學生多元化的學習需求，

除提供本班課程之外，亦有學生選修工工系、景觀系、企管系等系所課程。 

（三）問題與困難 

由於本班學生為在職人士，在兼顧工作、家庭與學業的情形下，學習時間往往

相當有限，相較於一般碩士生，學習操作資訊程式工具(如統計軟體)往往需花費較

多時間去熟悉。 

（四）改善策略 

針對學生學習操作工具的加強措施，本班除藉由教師於電算機中心實際帶領學

生操作統計相關軟體，以上機考方式進行測驗，務求讓學生充分了解統計資料分

析，以便做為撰寫論文的基礎。整體而言，本班運用校內外資源，並重視師生互動，

盡量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五）項目四之總結 

本校為一綜合型大學，因此擁有許多軟硬體教學資源可支援本班學生，如圖書

期刊、電腦網路、專業設備等資源。本系學制另外包括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

在行政服務、教學、輔導、研究方面亦與本班共享相關資源。 

 

五、學習成效 

（一）現況描述 

5-1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本班學生除了追求專業知識之外，授課教師同時鼓勵學生參加學術相關的活

動，如投稿期刊/研討會、競賽活動…等，表 5-1、表 5-2、表 5-3 簡要列出本班學生

之學術與專業表現資料。 

表 5-1 100-103 學年度學生參與競賽獲獎乙覽表 

參與者 競賽時間 競賽名稱/成績 論文題目/主題 

林佩儀 101/10/27 

臺灣健康管理學

會碩士論文獎-福

祉科技組最佳張

貼論文獎第 2 名 

加護病房應用組合式感染控制介入措

施降低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之成效

及醫療資源耗用分析─以中部某醫學

中心為例 

江國樑 102/9/17 

The 12th Asian 

Oceanian Congress 

of Child Neurology 

2013/ Second Best 

Poster Award 

Urbanization Influence on the 

Prevalence and Common 

Neuro-psychiatric Comorbiditie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Epilepsy: Analysis of Taiwanes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汪湘雲 103/6/13-14 第九屆國際健康 台灣中老年人之日常活動、憂鬱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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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 競賽時間 競賽名稱/成績 論文題目/主題 

資訊管理研討會

最佳論文獎 

及休閒活動對生活滿意度之影響研究 

張碧倚 104/6/19 

The 5th Asia 

Congress of 

Abdominal 

Radiology/Cum 

Laude Award of 

poster presentation 

Combined Treatment of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and 

External Beam Radiation Therapy 

(EBRT)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 Portal Vein Tumor Thrombosis 

表 5-2 100-103 學年度學生投稿期刊乙覽表 

作者 期刊之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期刊卷數 期刊期數 期刊年 

鄭柏樹 
男性勃起障礙為後續心臟血管

疾病和腦中風的預測指標 
台灣醫界 第 55 卷 第 6 期 101/6 

林進福、

施智源、

李素芬 

比較不同碘酒消毒時間對血液

培養污染率的影響 

臺灣醫學

雜誌 
第 18 卷 第 4 期 103/7 

表 5-3 100-103 學年度學生研討會發表乙覽表 

作者 研討會名稱 發表主題名稱 發表時間 

童麗清 
2011 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

討會 
提升手術室骨骼銀行使用效益 100/08/20 

陳秀惠 
第八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護

會議暨亞洲老年學發展會議 
失智症社區篩檢與關懷成效探討 100/11/25 

童麗清 
2012 提昇護理管理能力：確保

病人安全專題討論暨發表會 

手術室醫護人員使用「手術病人

安全查核表」之回饋調查 
101/07/20 

此外，本班每年舉辦「高階醫務工程與管理研討會─醫療價值：發現、創新與

管理」，近三年參加情形整理如表 5-4，參加者包括醫師、藥師及醫技師、護理人員、

醫管行政人員與教師，相關資料請詳見附件 5-2。該研討會邀請中部地區醫療院所

及相關主管單位，探討醫療產業創新與管理；藉由產官學界菁英的參與，共同探討

如何強化並協力創造出與以往不同的高價值醫療照護系統，為台灣醫療產業發展群

策群力，推昇台灣醫療產業的全新轉型，藉此同時增進專班學生實務的觀念。 

表 5-4 101-103 學年度高階醫務工程與管理研討會參加情形彙整表 

日期 主題 參加人數 

101/12/22 醫療價值：發現、創新、與管理 70 人 

102/12/14 醫療產業的精實革新與品質 66 人 

103/12/6 國際醫療的機會與準備 92 人 

 

5-2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如何？ 

本班招生入學方式配合學校行政作業，統一採網路報名(本校招生資訊系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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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http://exam.thu.edu.tw)，入學管道以入學考試進行，評量方式及學生來源簡述

如下： 

1.學生數量 

本班每年招生 16-18 名，採兩階段評量方式，初試(書面審查)合格者，始可

參加複試(口試)。以考生在校學業成績、研究計畫及自傳書寫及外語能力、工作

經驗及專業工作成就、表達能力等綜合考量決定錄取人數。報考 101-103 學年度

入學考試報名人數及錄取人數變化請參閱表 5-5。 

考試最低錄取標準皆由系務會議提出初步建議，並經由本校教務處甄試放榜

會議決定之。詳細之入學評量方式：招生簡章及相關入學辦法，請參見佐證資料。 

表 5-5 101-103 學年度招生錄取率變化表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招生名額 16 16 18 

報考人數 20 46 28 

備取名額 3 12 7 

正取報到人數 15 16 17 

備取報到人數 1 0 1 

錄取率 80% 35% 64% 

畢業生人數 15 11 8 

2.職務分佈 

本班以招收醫療服務供應鏈相關產業或對醫務管理有興趣之在職人士為

主，本班近 10 年的學生職務分佈圖如圖 5-1，由分析顯示本班學生職務主要包括

護理(36.7%)、醫師(27.8%)、醫管(19.0%)、其餘職務比率則約 16.5%(含藥師、公

部門、醫檢/營養/其他)。 

 

 

 

 

 

 

               圖 5-1 94-103 學年度醫管專班學生職務分佈 

 

5-3 學生論文主題與實務應用結合之情形為何？ 

本班 101-103 學年度畢業同學的畢業論文共 36 篇，題目均以醫療健康產業品質

及管理相關領域為研究主題，目的在於提升畢業學生未來在工作崗位上能發揮所學

提升醫療及服務品質。論文主題如附件 5-1 所示，論文題目均以醫療品質及管理為

http://exam.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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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包括健保資料庫分析、醫療產業之研究、 強化醫院作業及管理工程研究等。

各類論文主題的百分比如圖 5-2。 

 
圖 5-2 101-103 學年度醫管專班論文題目類別百分比 

5-4 學生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情形如何？ 

本系每年都會舉辦「高階醫務工程與管理研討會」，邀請產、官、學各界專家

學者及系友分享研究專長。且因學生多任職醫療產業，學生在業界從事各項改善創

新工作，通常任職單位也會要求同仁每年須參加學習新知活動或研討會。本班學生

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情形，主要可分為以下兩個面向加以說明： 

1.論文、課程學習與實務應用之情形 

本班學生畢業論文、課程學術運用密切相關，論文主題主要集中於醫療健康

產業品質及管理相關領域，多能與職場所需知能有所連結。此外，本班學生的課

程學習亦能與實務結合，如學生所學的價值鏈管理原則、降低交易成本、目標管

理、專案管理等專業知識皆能應用於學生職場的實務管理。 

2.參與研討會、期刊發表之情形 

本班每一位學生完成碩士學位口試後，離校之前尚需編寫一篇技術報告

(TR)，用意即在鼓勵學生投稿研討會或期刊，本班學生 100-103 學年度參加研討

會、期刊與競賽的專業學術表現請參見表 5-1、表 5-2、表 5-3。 

 

5-5 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符合現職需求之情形為何？ 

本班畢業生至今共有 8 屆系友，本班針對 105 位畢業系友發放系友問卷，針對

已回收之 32 份系友問卷進行分析，其中關於「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符合現職需求」

相關項目分別整理如下表 5-6 與表 5-7： 

表 5-6 系友對於目前工作與本班所學課程相關程度問卷統計結果表 

 非常

相關 

相關 普通 不相關 非常 

不相關 

平均重要性

對應分數 

目前工作與本班所學課程相

關程度 

38% 56% 6% 0% 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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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7 系友對於求學期間的教育有助於養成各項核心能力之認同程度問卷統計結果表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平均重要性

對應分數 

1.具備管理知識與決策分析

工具的能力。 

59% 38% 3% 0% 0% 4.6 

2.具備獨立規劃、設計、執行

專案研究與專業論文撰寫的

能力與技術，及專業文獻探

討、比較與統整的能力。 

63% 34% 3% 0% 0% 4.6 

3.具備醫療健康產業分析、經

營與創新改善之能力。 

59% 34% 6% 0% 0% 4.5 

4.具備經營團隊協調整合與

規劃領導之能力。 

59% 38% 3% 0% 0% 4.6 

5.具備認識時事議題，掌握國

內外醫療健康產業發展趨勢

之能力。 

56% 34% 9% 0% 0% 4.5 

6.具備認知與解析當代醫療

法律與健保政策知識之能力。 

56% 34% 9% 0% 0% 4.5 

由結果分析顯示，系友對於求學期間的教育與目前工作密切相關，大多表示相

關或非常相關；且皆能培育其本身之本班各項核心能力。由平均重要性對應分數顯

示，核心能力皆高於 4 分(同意以上)。 

（二）特色 

本班設立的重要目的之一為提升醫療產業相關專業人士經營管理方面的能

力，故常能配合學生在職場上的需要調整課程。本班師生具有良好的互動關係，能

運用不同溝通管道傾聽學生需求，進行相關的課程與師資調整，務使學生藉由本班

所有課程獲得最大幫助。例如同學常需配合醫療院所參加國際相關之評鑑或認證，

如 JCI（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國際醫院評鑑，因此本班開設相關課程提供

同學充實醫院評鑑之相關知識與技能。此外，本班亦於每年舉辦高階醫務工程與管

理研討會，針對當年度醫療產業的時事議題提供同學職場相關所需的重點知識與評

析能力。 

（三）問題與困難 

由於本班同學多為醫療產業的高階人士，因此其對於醫療界實務面的敏銳度甚

至較教師來得高，往往多能看到問題的核心，惟需要教師提醒系統層面的思考論點。 

（四）改善策略 

每次招生活動結束後，本班皆會匯整錄取學生的畢業校系及成績供教師們參

考，並於系務會議中提出相關議題，共同討論新生的背景及入學成績，並分析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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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相關研究所的招生方式，以研擬下一學年度可行的改善方案。改善方案摘要如

下： 

1. 經拜訪醫院人事主管了解同仁就讀的意願及決定報考時可能遭遇的困難，自 102

學年起取消筆試，以書審配合面試來決定考生成績。 

2. 積極透過任職醫療院所的兼任教師及系友的人脈，推薦其部屬或同事報考。 

（五）項目五之總結 

本班教師鼓勵學生參與競賽、投稿期刊與研討會，相關成果表現優異。藉由撰

寫論文、參與研討會、參訪等活動則加強學生的實務應用能力，進而提升學生的學

習成效。 

六、生涯追蹤 

（一）現況描述 

6-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為何？ 

本班對於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之實施方式說明如下： 

1.本班畢業生配合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辦理之「校友未來去向問卷調查」，建立畢

業生資料 

本校畢業生於離校前，皆須填寫本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校友未來去向

問卷調查」，包括校內問卷與配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進行的

畢業生流向調查，以掌握學生畢業後就業狀況。此外，本班另有專屬的 Line 與

Facebook 社群提供畢業生、在學學生以及校內老師同仁彼此之間進行聯誼與互

動。 

2.本班畢業生進修調查 

本班亦有部分畢業生由於本身進修需求繼續深造博士班，近年報考就讀博士

班乙覽表整理如表 6-1。此外，本班系友畢業後亦有不錯的學術表現，100-103 學

年參與競賽、投稿期刊與研討會發表情形整理如附件 6-1。 

               表 6-1 本班學生就讀博士班乙覽表 

畢業屆別 姓名 就讀博士班校系 

第一屆 方乃傳 東海工工博士班 

第二屆 唐明順 逢甲企管博士班 

第二屆 王復堯 東海工工博士班 

第六屆 陳東錦 東海工工博士班 

第八屆 施智源 東海工工博士班 

第八屆 劉淑玲 東海工工博士班 

3.成立「東海大學高階醫管聯誼會」 

本班亦於 98 年成立「東海大學高階醫管聯誼會」，由畢業系友、在校生及醫

管界先進共同組成，每年皆會舉辦聯誼晚會及戶外活動(近三年活動整理如表

4-5)，加強同學及系友間感情及互助合作，感受到這個大家庭的傳承跟溫馨，並

透過此聯誼會組織及運作機制掌握畢業生的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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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為何？ 

1.學生畢業規定 

依據本班研究生修業規定，本班學生畢業學分須修滿 42 學分（含碩士論文 6

學分）。 

2.畢業生學習成效調查機制 

本班針對應屆畢業生進行「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藉此讓畢業生自我評估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指標狀况，以確認擬定的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了解本

班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是否符合學生的需要，並作為相關課程改進機制之重要

參考。 

 

6-3 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

成效意見之情形為何？ 

為讓系上訂定之學生核心能力確切符合系上學生以及企業雇主的需求，並符合

社會之趨勢，我們也利用問卷的方式蒐集與分析利害關係人意見之機制，計有在校

生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表、教師自我檢視表、畢業生自我評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力指標狀况統計表。 

本班對任何改善教學成效的管道與意見均十分重視，並慎重處理。無論是教師

個人或班務行政，在獲知任何教學意見時皆予詳加討論、檢討，或是予以溝通，或

是專案處理，努力改善，務使系上之教學日臻完善。  

1. 在校生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表統計分析結果，如附件6-2所示，顯示學生對系

上之教育目標，學生具備各項核心能力，及教學皆多表示認同。  

2. 教師自我檢視表統計如附件6-3。 

3. 畢業生自我評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指標狀況統計表請參閱附件6-4。 

（二）特色 

為因應許多在職學生取得碩士學位後，普遍有再攻讀博士學位或取得教育部教

職學歷資格的進修需求，因此本系於博士班課程新增醫務工程與管理領域，擬定相

關課程，以便讓本班畢業同學繼續修習博士班課程，近年來已有 5 位本班畢業同學

進入本系博士班就讀。再者，本班同學畢業後往往能運用所學貢獻職場，獲得主管

肯定，進而晉升與重用。如彰濱秀傳紀念醫院的劉復興副院長、彰化基督教醫院鹿

基分院的宋明唐副院長、光田醫院安寧病房陳弘聖主任、光田醫院護理部楊蕙真督

導、家庭小兒科診所曾崇芳所長、洪文中骨科診所所長等系友，皆能說明學生能將

本班課程與相關學習應用於本身職場，而有更傑出的表現。 

（三）項目六之總結 

本班學生皆為醫療產業在職人士，透過本班教育充實對職場了解，畢業後學以

致用貢獻職場，大多獲得職務晉升。畢業生除於原任職單位繼續服務，亦有部份選

擇繼續進修本系博士班，系友亦有不錯的學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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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整體改善 

（一）現況描述 

7-1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為何？ 

本系為推展系務，設立「系務會議」負責系所中長期發展計畫與目標擬定、系

所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事務規劃、執行與考核等任務，並設有七個任務導向委

員會，分別規劃與執行系所相關事務，專任教師並同時擔任本系各委員會召集人或

委員，參與系所運作(本系所組織架構圖請參見圖 7-1)，各委員會的功能與參與教師

請參見附件 1-1。系務會議每月開會 1 次，並依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旨在討論有

關系上教學、研究、發展及其他系務事項。對於系所評估與改進事項，亦依據需要，

在系務會議中討論決議。其中與本班相關部分包括課程調整、指導教授指導學生情

形、活動舉辦等，如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決議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

開授專班選修「醫療資源與流程管理」課程，該課程即為本班新開選修課程。 

整體而言，本系透過各委員會的設立與運作，能有效整合本系的教學、研究、

服務與輔導事宜，各委員會規劃、執行與討論的事宜，均提交系務會議經本系老師

充分討論與決議。本系各委員會均由不同的教師擔任召集人，每位專任教師至少都

參加二個任務委員會，足以說明全體教師確實參與學系目標的制定與執行，教師間

合作關係緊密，也使得教職員間的相處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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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務會議 

系主任

委員會
 

教師
 

研究所
 

 大學部
 

組員
1名

碩士班 

醫管專班 

博士班 

助教
1名 

系學會 

助教
1名

組員 
2名

教授
 5名

副教授
 6名

系友服務暨產學
合作發展委員會 

學生事務
委員會

課程
委員會  

設備
委員會 

研究所
委員會

福利
委員會

醫管碩士專班
委員會 

系教評會

技士
1名

助理教授
2名

 

圖 7-1 系所組織架構圖 

 

（二）特色 

本班附屬於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本系通過 IEET 工程教育認證，就學程

之課程、教學、師資等面向落實認證之「持續改善」精神，本班同樣於組織運作各

面向(如學生修業、課程、師資等)考量持續改善精神，定期檢討與調整本班發展策

略。 

（三）項目七之總結 

本班建立於大中華區最早成立的工業工程學系基礎上，經過長時間驗證本班獲

得業界好評與肯定，本班與時俱進，能因應醫療產業變動提供相關課程，因此組織

運作針對環境變動進行對應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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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 

（一）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 

本班以同樣屬於醫務管理相關科系之在職專班，且地理位置同為中部之「中國

醫藥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在職專班」、「中山醫藥大學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做為同質比較分析系所，並以「教師學生數」、「畢業生人數」、「發展特色」

做為比較指標，本班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表整理如表 8-1。 

表 8-1 本班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表 

 
 
 

         指標內容 
 
 
 
學 

學校系所  年 
             度 

近三年資料 

教
師
數 

學
生
數 

畢
業
生
人
數 

發展特色  

1.東海大學工業

工程與經營資

訊學系高階醫

務工程與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 

101 14 38 15 
1.本班以招收醫療服務供應鏈相關產業或對醫務管

理有興趣之在職人士為主。 

2.以系統化的工程管理教學引導進入醫務管理領域。 

3.畢業後授予醫務管理學碩士(MHA)學位。(教育部

核定) 

4.課程多樣並可自由選修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研究

所碩博士課程。 

102 15 38 11 

103 14 42 8 

2.中國醫藥大
學醫務管理
學系在職專
班 

101 11 53 22 

1.理論與實務兼顧  

2.課程豐富多元，涵蓋所有醫管及相關領域。  

3.師資陣容與專長齊備。  

4.以醫學中心作為本系教學、研究及實務之後盾。  

5.附設醫院醫療體系之完整整合與醫務管理制度之優

質運作，提供本系學生豐富完善的實習資源。  

6.畢業生於各產官學研機構膺任要職，形成互動綿密

的校友及就業網絡。 

102 10 53 21 

103 8 57 0 

3.中山醫藥大
學醫療產業
科技管理學
系碩士在職
專班 

101 0 0 0 
課程規劃以培養資訊化之醫管實務人才為目標，加強

學生管理實作上之訓練，理論與實務並重，培養中級

醫管人才。 
102 0 0 0 

103 8 19 0 

註 1：「教師學生數」、「101 與 102 學年度畢業生人數」資料來源：教育部統計處；「103 學年度畢業生人數」資
料來源：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註 2：統計至 104 年 9 月 18 日。 

註 3：「中山醫藥大學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自 103 學年度開始招收學生，至 103 學年度尚未有
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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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WOT 分析 

本系多次於系務會議中進行醫管專班未來發展之討論與修正，分析摘要如表

8-2所示，將作為策略制定或修正教育目標的依據之ㄧ。 

表 8-2 醫管專班 SWOT 分析表 

 助力 阻力 

 優勢Strengths  劣勢Weaknesses  

 

 

 

內

部

組

織 

1. 醫院因應評鑑之需要，積極鼓勵

從業人員進修 

2. 系上博士班可做為後續進修之

管道 

3. 深厚工業工程學術研究及產學

專業合作經驗能量 

4. 本校是一所整合型大學，較高機

會創造跨領域合作能量 

5. 專班學長學姐的向心力足夠，易

於院內以耳傳耳的媒介 

1. 學生的背景與專長差異，少數同

學統計能力需加強 

2. 應用軟體分析能力較不足 

3. 醫療健康產業人士對工業工程

系的認知缺乏 

4. 醫療健康產業相關實驗室或硬

體設備較不足 

5. 平日晚上及週末的課程讓學生

備感壓力 

6. 系上醫療健康領域圖書量較少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外

部

環

境 

1. 地理環境優勢，中部地區包括榮

總、中國、彰基、澄清、光田等

數十家大中型醫院，其醫院密度

為全國之冠 

2. 全民健保開辦以來，直接受到衝

擊的便是醫療服務業，然而，大

型醫院的競爭激烈，中小型醫院

又謀生不易，為了針對醫療資源

的投入做有效的管理，以獲得最

大的產出，對醫務管理專才需求

若渴 

3. 東海大學 60 年的校譽獲得業界

的認同 

4. 系上教師與中部多家醫院在研

究及專案上合作，也帶動對系上

的認同 

5. 醫療科技領域日新月異，必須與

時俱進才不致與產業界脫節 

6. 政府新頒訂之長照政策、護理工

時限制、藥品缺乏等提高醫療專

業人員進修之需求 

1. 管理學院 EMBA 人脈多元，吸

引學生就讀 

2. 醫療從業人員工作極重，能進修

的時間有限 

3. 醫療人員的就業人數減少 

4. 其他學校的相關科系也轉向醫

療產業招生，例如：企管系、休

閒系、行銷系等等 

依據表8-2醫管專班SWOT分析，本班亦對於劣勢提出相關的改善策略與作

法，相關的因應之道如下： 

1. 補強學生的統計能力：本班預計於105學年度起每學年開設「醫療資料分析」

選修課程，讓學生有機會修習統計應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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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醫療健康產業人士對工業工程系的了解：持續鼓勵教師將工業工程技

術應用於其研究，同時舉辦更多演講介紹工業工程相關技術與概念。 

3. 充實醫療相關學習資源：相較於工業工程系同學而言，由於本班多數同學

皆服務於醫療專業，其對於實驗室的需求較小，因此本班多數同學透過遠

距軟體輔助學習，本班同時透過醫療產業參訪活動加強同學對於理論與實

務間的連結。 

4. 輔導學生選課：由於本班上課時間安排於平日晚上及周末，對於本班一年

級學生較有壓力，未來亦會盡量鼓勵同學將學分分散至二年級修習，以減

輕修課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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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結 

整體而言，東海大學「高階醫務工程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主要設立特色在於以系統化

的工程管理教學引導學生進入醫務管理領域，培養具管理決策分析能力之醫務管理中高階專

業人才，並加強醫療相關產業管理經營方面的職能。 

為因應台灣醫療產業的衝突與變化，如健保政策方案的調整、衛福部不斷變遷的法規與

政策等現象，皆為從事第一線的醫療專業人員帶來職業上不小的壓力。因此，本班善用本校

跨領域專業資源(如法學專業)與業界資源，如醫療資訊、醫院治理相關專業人士擔任本班兼

任教師，其中如邀請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副署長講授醫療政策與健康保險，有助於學生了

解健保政策擬定方向的調整與變遷。 

值得一提的是，本班建立於大中華區最早成立工業工程學系相關科系所發展出的特色課

程基礎上，其目的也在於提升醫療產業的經營策略、績效、品質、流程、效率等管理各方面

一定程度的效能。 

本班一直以來秉持工業工程不斷改善的概念，並搭配每年舉辦的高階醫務工程與管理研

討會，目的即在於讓學生能很快掌握專業時事議題核心，即使外在環境劇烈變化，亦能脫穎

而出，帶領醫療院所面對挑戰。 

藉由本班設立以來的經驗驗證，本班在相關的師資與課程方面具有完善的設計，有助於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如參與競賽獲獎、投稿期刊、發表研討會皆能有優秀的表現，說明本班

對於學生的指導與教育獲得肯定，並能夠因應學術與產業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