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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所簡介 

本所成立於民國七十八年七月，設碩士班，是我國立大學最早成立的醫務管理研究所，起初招收

一般生，繼於民國八十六年成立碩士班學分班，每屆招收 50 名學員，今年招收第 19 屆，復於

民國九十年成立碩士班在職專班。 

本所教育目標是「結合理論與實務，培育具國際視野之優質醫管專業人才」。依據教育目標，

本所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 

碩士班為： 

1) 醫管研究、分析與決策的能力； 

2) 醫管專業知能； 

3) 團隊合作與自我學習的能力。 

在職專班為： 

1) 醫管領導與決策的能力； 

2) 閱讀文獻與了解產業脈動的能力； 

3) 醫管專業知能； 

4) 團隊合作與自我學習的能力。 

醫管研究、分析與決策的能力：研究、分析和決策是重要的醫管能力。面對多變的環境，一般

生必須掌握未來的發展趨勢，兼顧理論和實務，運用科學的方法，為政府、學界、產業或社會

大眾，提供解決問題和創造價值的醫管建議。 

 

醫管領導與決策的能力：領導與決策是組織、協調、溝通，和變革能力的綜合運用，是專班生

提升職場競爭力的要素。 

 

閱讀文獻與了解產業脈動的能力：專班生須學以致用，應培養閱讀文獻和了解產業脈動的能

力，以持續學習新知，並做好面對職場未來挑戰的準備。 

 

醫管專業知能：醫務管理是跨領域的研究和應用學門，一般生和專班生必須有能力將管理相關

的知識和技術，應用於醫療照護，也必須具備了解巨觀面和微觀面的醫療照護特性的能力，以

達成「以管理確保健康」的願景。 

 

團隊合作與自我學習的能力：一般生和專班生應培養正確的做人、做事、和做學問的態度，具

備認真負責、溝通協調，和團隊合作的軟實力；學生應學習如何學習，培養終身學習的態度，

以持續充實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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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師 

▲專任教師專長及研究方向 

姓名/職級  最高學歷/經歷 學術專長領域 
授課科目於本所(學分數) 

一般生 在職專班 

林寬佳/ 

教授兼 

所長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博士/荷蘭阿姆斯特丹 VU 

University 訪問學者,陽明

大學醫學院執行副院長 

統計數量分析、

健康風險監測

與管理、社區醫

學 

醫務管理實習②、進階資

料處理與分析②、醫務管

理專題討論 (①，共 3 學

期) 

統計模式的應用

②、領導心理與

計量分析① 

唐高駿/ 

教授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

共衛生學院碩士 /陽明大

學附設醫院院長 ,臺北市

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院長

兼醫療副總院長 

組織行為、醫院

經營、組織變革 

醫務管理實習②、醫療行

為實證研究②、醫療行為

理論與應用②、組織與管

理②、醫務管理專題討論 

(①，共 3 學期) 

醫院經營管理實

務②、智慧醫院

②、智慧化醫院

經營與管理② 

陳曾基/ 

教授 

德國海德堡大學醫學博士

/臺北榮民總醫院家庭醫

學部社區醫學科主任 ,臺

北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

安寧療護科主任 ,臺北榮

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主任 

家庭醫學、醫療

資訊、藥品流行

病學、衛生服務

研究 

醫務管理實習②、資料處

理與分析①、試算表的進

階設計與應用①、醫務管

理專題討論 (①，共 3 學

期) 

 

郎慧珠/ 

教授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

生政策與管理博士 /陽明

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副教

授 ,臺灣健康經濟學會監

事 ,臺灣藥物經濟暨效果

研究學會理事長 

經濟評估、醫療

決策分析、醫務

管理、衛生政策 

醫務管理實習②、健康科

技評估方法與應用、醫療

決策分析②、醫院作業管

理②、醫療產業見習②、

醫務管理專題討論 (①，

共 3 學期) 

醫療決策分析

②、醫療科技評

估與管理②、醫

院作業管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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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職級  最高學歷/經歷 學術專長領域 
授課科目於本所(學分數) 

一般生 在職專班 

黃心苑/ 

教授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

生政策博士 /陽明大學國

際衛生學程副主任 ,臺北

市衛生局繼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公衛資料中心顧問 , 

陽明大學醫學院國際副院

長 

衛生政策、醫療

品質、健康照護

服務體系 

醫務管理實習②、比較醫

療照護體系②、醫療體系

議題研討②、醫療照護研

究②、醫務管理專題討論 

(①，共 3 學期) 

醫療照護研究

②、醫療體系議

題研討② 

鄧宗業/ 

教授 

美國哈佛公共衛生學院衛

生政策博士 /陽明大學公

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 ,陽

明大學校友中心主任 

衛生政策、醫療

專業 

醫務管理實習②、醫療品

質管理②、政治與衛生政

策②、醫管講座(①，共 4

學期)、醫療制度與行為

②、個案研究①、醫務管

理專題討論 (①，共 3 學

期) 

醫管講座(①，共

4 學期)，個案研

究②、醫療照護

與管理②、醫療

品質與實務② 

藍祚運/ 

副教授 

英國劍橋大學公共衛生博

士 /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

健康科學研究所助及副研

究員 ,中央健康保險局科

員 

群體健康、老年

健康、研究方法 

醫務管理實習②、群體健

康概念②、基礎流行病學

②、醫療行為實證研究

②、醫療行為理論與應用

②、醫務管理專題討論

(①，共 3 學期) 

基礎生物統計

②、基礎流行病

學②、管理流行

病學② 

陳翎/ 

助理教授 

澳洲昆士蘭大學
Computer Science (Data 

Mining)博士/Clarivate 

Analytics Researcher/See-

Out Pty Ltd 

(TrademarkVision) 
Research Developer 

Machine 

learning 、 deep 

learning 、 and 

data modelling 

for text and 

image data 

醫務管理實習②、智慧醫

療與產業應用①、Python

機器學習在智慧醫療的

應用② 

智慧醫療與產業

應用①、統計模

式與大數據分析

應用② 

陳韵宜/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

管理研究所博士 /新光吳

火獅紀念醫院研究部顧問 

醫療機構品質

管理、健康照護

服務研究 

醫務管理實習②、基礎次

級資料分析與應用③、醫

療品質管理②、病人安全

與風險管理② 

醫療品質與實務

② 

*全英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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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聘教師 

姓名/職級  最高學歷/經歷 學術專長領域 
授課科目於本所(學分數) 

一般生 在職專班 

李光申/ 

教授 

政治大學 EMBA 碩士, 陽

明醫學系學士/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院本部副總院長 

醫院經營  
醫院經營管理實務

② 

吳肖琪/ 

教授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博士 /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專任教授 ,陽明大學圖書

館館長 ,陽明大學衛生福

利研究所所長 ,陽明大學

衛生保健組主任, 衛生福

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委

員,行政院長期照護保險推

動小組委員 

醫療照護政策、長

期照護政策、醫療

品質、健康服務研

究 

生物統計 

長期照護政策②  

李玉春/ 

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博

士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

利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行

政院衛生署長期照護保險

籌備小組總顧問 ,行政院

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費用協定委員會主任委

員 ,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

康保險小組支付制度組組

長(兼任),國立陽明大學醫

務管理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

究所副教授 ,國立陽明大

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所長 ,

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

險規劃小組支付制度組召

集人(兼任) 

長期照護保險研

究、健康保險支

付制度研究、健

康政策與計畫評

估、健康照護體

系評估 

 

 

健康與長期照護保

險制度② 
 

周穎政/ 

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衛生政策博

士 /陽明大學公衛所專任

教授兼所長 ,中央健康保

險局數據中心顧問 ,衛生

署醫政處科員 

衛生政策、衛生

經濟 

健康經濟學②、經

濟分析② 

應用經濟學③ 

(指導畢業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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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職級  最高學歷/經歷 學術專長領域 
授課科目於本所(學分數) 

一般生 在職專班 

陳亮恭/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

究所博士/臺北榮民總醫

院家庭醫學部老年醫學科

主任,臺北榮民總醫院高

齡醫學中心主任,亞太臨

床老年病學暨高齡醫學聯

盟主席,中華民國醫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副秘書長 

家庭醫學、社區

醫學、長期照

護、老年醫學 

 

人口老化與整合照

護體系管理①(指導

畢業生論文) 

蒲正筠/ 

教授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博士 /

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食

品藥物管理局)研究員,國

立臺北護理學院兼任講

師 ,臺灣健康計量與評價

學會理事 

健康照護服務研

究、健康經濟

學、公共衛生 

健康經濟學②、經濟

分析② 

應用經濟學③(指導

畢業生論文)        

楊秀儀/ 

副教授 

美國史丹福大學法學博士

/陽明大學公衛所專任副

教授 ,政治大學法律研究

所兼任副教授 ,衛生署爭

議審議委員會委員 ,衛生

署法規會委員 ,美國哈佛

大學法學院東亞法律研究

中心訪問研究員 

醫療糾紛、醫病

關係 
健康照護與法律②  

陳育群/ 

副教授 

德國海德堡大學醫療資訊

研究所博士 /陽明大學醫

學系專任副教授 ,臺北榮

總家醫科主任 ,陽明大學

附設醫院家庭醫學科主任

及教學研究部部主任 

資料探勘、家庭

醫學、居家照

護、社區醫療 

醫療資訊與巨量資

料分析(一) ② 、

醫療資訊與巨量資

料分析(二) ②、資

料探勘與市場分析

① 

醫療資訊與巨量資

料分析(一) ② 、醫

療資訊與巨量資料

分析(二) ②、資料

探勘與市場分析① 

、試算表的進階設

計與應用②(指導畢

業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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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職級  最高學歷/經歷 學術專長領域 
授課科目於本所(學分數) 

一般生 在職專班 

王懋哲/ 

助理教授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博士 /台北榮總耳鼻喉頭

頸醫學部主治醫師 ,陽明

大學部定助理教授, 台灣

耳鼻喉科醫學會副秘書長 

醫師行為研究、

流行病學研究、

醫療品質 

(指導畢業生論文) 醫療品質與實務② 

東雅惠/ 

助理教授 

臺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

研究所博士 /陽明大學藥

學系助理教授 ,美國哈佛

大學醫學院附設布里格姆

及婦女醫院藥物流行病學

及藥物經濟學部博士後研

究員 

藥物流行病學、

臨床藥學、系統

回顧與統合分析 

(指導畢業生論文)  

彭莉甯/ 

副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所

博士 /臺北榮民總醫院高

齡醫學中心高齡醫學科主

任/主治醫師,陽明交通大

學醫學系家庭醫學科副教

授 ,臺北榮民總醫院家庭

醫學部住院醫師、總醫師、

主治醫師 ,陽明大學醫學

系講師 

高齡醫學、老年

症候群、衰弱及

肌少症、家庭醫

學 

 (指導畢業生論文) 

 

 

 

 

 

 

 

 

 

 

 

 

 

 

 

 



7 
 

▲兼任教師 

姓名/職級 最高學歷/經歷 學術專長領域 
授課科目於本所(學分數) 

一般生 在職專班 

李丞華/ 

教授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

療財務博士/中央健保署

副署長,陽明大學醫管所

專任副教授, 陽明大學醫

管所兼任教授 

健康保險、醫療

經濟學、醫院管

理、醫院企劃管

理 

醫務管理學②、醫院企劃

管理② 
醫院企劃管理① 

雷永耀/ 

教授 

德國自由大學醫學博士畢

業/中心診所院長,臺中榮

總院長 

醫院管理 醫務管理實習② 醫管講座① 

璩大成/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所

博士/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中興院區院長,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副院長,陽明大

學公衛所兼任副教授 

醫務管理  團隊與領導② 

譚醒朝/ 

副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會計碩

士,電腦碩士/長榮大學會

計資訊學系主任,陽明大

學醫管所專任副教授兼所

長,暨南國際大學總務長,

國際大學建教合作暨推廣

教育中心主任,國際企業

管理所副教授,外交部會

計處會計長,臺灣大學會

計室主任 

財務會計、財務

報表分析、醫院

財務管理 

財務會計③ 醫院財務管理③ 

黃松共/ 

副教授/ 

政治大學企管博士/美吾

華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宏陽健康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負責人,陽明大學

醫管所專任副教授 

醫療行銷管理、

醫院策略管理、

醫療產業策略管

理 

醫療行銷與策略管理② 

醫療行銷與策略

管理②、醫療產

業策略實務與專

題③ 

(指導畢業生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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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職級 最高學歷/經歷 學術專長領域 
授課科目於本所(學分數) 

一般生 在職專班 

李偉強/ 

教授 

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醫

管博士/衛福部醫事司司

長,醫策會執行長,臺北榮

總醫務企管部主任,臺北

榮總內科部胃腸科兼任主

治醫師,衛生署醫療品質

政策諮詢委員 

醫療品質、病人

安全、風險校

正、ACG 病例

組合、診斷關聯

群、安全文化測

量 

醫務管理實習② 

醫院進階管理與

國際案列分② 

(指導畢業生論

文) 

李清池/ 

副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

究所博士/台灣耳鼻喉科

醫學會專科醫師 

專案管理  專案管理② 

徐雅真/ 

助理教授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衛生政策與管理博

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

生政策與管理助理研究

員, 高級研究助理, 博士

後研究員 

病人安全與醫療

品質促進計畫之

評估 

*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促

進計畫之評估① 
 

譚家惠/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

管理研究所博士/衛生福

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助

理研究員, 台灣大學健康

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後

研究員, 社團法人國家生

技醫療產業策進會專案管

理師 

醫療服務研究、

醫療科技評估、

衛生政策評估、

巨量資料分析 

健康次級資料分析與應用

①、基礎次級資料分析與

應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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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術/臨床教師 

姓名/職級 最高學歷/經歷 學術專長領域 
授課科目於本所(學分數) 

一般生 在職專班 

張聖原/ 

教授 

美國杜蘭大學醫務管理研

究所碩士/慈濟醫療體系

策略長,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總院長 

醫院管理 醫務管理實習②  

翁林仲/ 

教授 

日本北里大學醫學研究科

博士/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副總院長 

醫務管理與健康管

理、醫療與運動科

學 

醫務管理實習②  

詹啟賢/ 

教授 

國防醫學院名譽博士/衛

生署長,國光生技董事長,

總統府資政 

醫院管理 醫務管理實習② 醫管講座① 

徐永年/ 

教授 

英國里茲大學碩士/臺中

市衛生局局長,財團法人

醫藥品查驗中心董事長,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顧

問,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院長,署立臺中醫院院長,

署立豐原醫院院長,衛生

署醫政處副處長,臺北市

立仁愛醫院家醫科主任 

家庭醫學、職業醫

學、老人醫學、預

防醫學 

醫務管理實習② 醫管講座① 

蘇雄義/ 

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管理科學

博士/東吳大學專任企管

學系教授 

供應鏈管理、物流

管理、管理科學、

企業程序管理 

醫院作業管理③  

黃三桂/ 

教授 

陽明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

碩士/前中央健康保險署

署長 

全民健康保險 醫務管理實習② 醫管講座① 

顏鴻順/ 

教授 

陽明醫學系學士/聯安醫

療集團執行長,新北市醫

師公會常務理事,財團法

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

進會委員,國際扶輪社新

莊中央扶輪社社長 

醫院管理 醫務管理實習② 醫管講座① 

林慶豐/ 

教授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博士/衛生福利部基隆醫

院院長,衛生福利部附屬

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

會執行長 

醫院管理  醫院績效管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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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職級 最高學歷/經歷 學術專長領域 
授課科目於本所(學分數) 

一般生 在職專班 

邱献章/ 

教授 

臺灣大學管理學院高階經

理人管理碩士專班碩士 

(生物科技管理組),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哲學博士/台灣盛弘醫藥

股份有限公司醫療總監兼

照事業部執行長 

醫院管理  醫管講座① 

洪芳明/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醫學

士/重症醫學會秘書長,亞

東紀念醫院重症醫學部主

任 

重症醫學、病人安

全、風險管理 
 

醫院後勤管理②、

流程管理②、病人

安全與風險管理

② 

張瑜鳳/ 

副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

臺北地方法院法官 

醫療法律  
醫管人應有的法

律概念① 

吳振隆/ 

副教授 

陽明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

碩士/林口長庚醫院 經營

管理組高專,長庚醫院資

材課課長, 長庚醫院供應

處處長,嘉義長庚醫院管

理部主任 

醫療供應（資材、

CSR、洗縫）物流

管理、醫院規劃籌

建成立、醫院醫療

經營管理 

 醫管講座① 

洪子仁/ 

副教授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

碩士/新光吳火獅紀念醫

院行政副院長,台灣新光

健康管理公司總經理 

國際與兩岸醫療、

醫療產業發展、醫

療績效管理、醫療

行銷管理、醫院規

劃與設計、醫院管

理實務、正子斷層

造影中心營運及行

銷策略 

國際醫療與實務② 
國際醫療與實務

① 

江淑瓊/ 

助理教授 

清大統計學博士/台北 

榮總資訊室設計師,生 

統小組執行秘書,東吳 

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生物統計、資料庫

分析 
統計模式的應用② 

統計模式的應用

② 

陳雪芬/ 

助理教授 

臺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

所博士/前臺北榮總醫務

企管部高級分析師 

成本會計  成本會計② 

江雪萍/ 

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醫

療機構管理研究所碩士/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秘

書室主任 

醫院行政管理 醫務管理實習②  

潘人豪/ 

 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

工程系博士/中華民國駐

厄瓜多技術團助理技師,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國際

衛生中心科技發展組組長 

大數據運算與資料

探勘、雲端計算、

醫學資訊學 

數位匯流與醫療資

訊創新管理② 

數位匯流與醫療

資訊創新管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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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業 

※ 修業流程  

 

 

確切時間請以學校行事曆及通知為主 

1.                                          4. 

 

 

 

 

 

 

 

 

 

2. 

 

 

 

 

 

 

 

 

 

 

3. 

 

 

 

 

 

碩士班報到入學，新生說明會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研究選課初選(110/9/08-110/9/10) 

 研究所碩士新生報到註冊(110/8/23-

110/9/10) 

 研究所加退選 (110/9/13-110/9/30)  

 學分抵免 (110/9/1 前) 

 交碩士班修業進度表 

 交醫務管理實習申請表(110/1/5)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研究選課初選 

 研究所碩士班註冊 

 研究所加退選  

 交碩士班修業進度表 

 確定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交碩士班

論文題目(預定)提報單(111/5/14) 

 暑假進行醫管實習 

 

 

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 

 研究選課初選 

 研究所碩士班註冊 

 研究所加退選 

 交碩士班修業進度表 

(加退選後第一個星期五截止) 

 醫管實習成果發表 

 論文進度報告 

第二學年 第二學期 

 研究選課初選 

 研究所碩士班註冊 

 研究所加退選 

 交碩士班修業進度表 

(加退選後第一個星期五截止) 

 論文進度報告 

 一般生畢業論文大口試 

 學位考試 

 學位考申請 

 參加學術論文研討會 

 論文口試(7/31 前完成) 

 論文修改完成 

 交碩士班修業進度表 

 通過畢業英文檢定門檻證明(一般生) 

 辦理離校手續 (2/15 或 8/31 前)，交 2

本平裝及電子檔論文至所辦，辦理離

校手續 

碩士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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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生必修及必選課：參見《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1. 修業年限二年，最長四年。畢業須修滿 38 學分，畢業論文 6 學分另計。 

2. 本所一般生畢業前須參加大口試。於該學期所上舉辦的畢業論文進度報告中進

行。 

（一）必修科目： 

1. 醫務管理專題討論（一）、（二）、（三）各 1 學分 

2. 個案研究，1 學分 

3. 醫務管理實習，2 學分 

4. 學術研究倫理，0 學分 

（二）必選修科目：凡公衛領域研究所開授之下列相關課程，經指導教授同意後，

可列為必選修科目 

1. 研究法，2 學分 

2. 生物統計，2 學分 

3. 流行病學，2 學分 

4. 管理與政策，12 學分 

5. 經濟學，2 學分 

6. 倫理與法律，2 學分 

7. 畢業前必修一門全英文課程。 

（三）選修科目：選課範圍以本校教務處當學期公佈之課程表為主。 

（四）選課、加退選課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3. 碩士班研究生於畢業前，須通過本所所務會議決議之英文能力門檻，或修習 4 學

分英語相關課程成績及格者。 

 

4. 碩士班研究生於畢業前，至少應修畢一門全英文課程。。 

 

5. 為促進學生具備一定程度的英文能力，2012 年 6 月 18 日本所 1002 第 2 次所務會

議決議：修正本所一般生的英文能力的畢業門檻如下，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本所一般生畢業最低英文檢定標準照表 

(1) 托福舊制（PBT）至少達 520 分（含）以上。 

(2) 托福舊制（CBT）至少達 190 分（含）以上。 

(3) 托福新制（IBT）至少達 68 分（含）以上。 

(4) 多益 TOEIC 至少達 640 分（含）以上。 

(5) 國際英語測試（IELTS）至少達 5 分（含）以上。 

(6) 全民英檢（含本校舉辦的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及格（含）以上。 

(7) 修習四學分英語相關課程，成績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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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必修和必選修課程表[本學年和 109-2 學期的課]：110 學年入學適用 

領域 學期 課名 
學

分 
授課教師 

醫務專題討論 

【必修 3 學分】 

上 醫務管理專題討論（一） 1 本所教師 

下 醫務管理專題討論（二） 1 本所教師 

上 醫務管理專題討論（三） 1 本所教師 

個案研究 

【必修 1 學分】 
上 個案研究 1 本所教師 

醫務管理實習 

【必修 2 學分】 
上 醫務管理實習 2 本所教師 

學術研究倫理 

【必修 0 分】 
上下 學術研究倫理 0 周穎政 

研究法 

【必選 2 學分】 
上 醫療照護研究 2 黃心苑、陳娟瑜 

生物統計 

【必選 2 學分】 

上 生物統計學 2 林逸芬 

上 生物統計方法 3 郭炤裕 

流行病學 

【必選 2 學分】 

上 流行病學概論 2 周碧瑟 

上 流行病學原理 2 楊振昌、潘文驥 

上 流行病學方法 3 莊宜芳、陳信任 

管理與政策 

【必選 12 學分】 

上 醫療品質管理 2 鄧宗業、陳韵宜 

上 醫務管理學 2 李丞華 

上 財務會計 3 譚醒朝 

下 醫院行政單位管理與實務 1 李偉強 

上 群體健康：概念與評估 2 藍祚運 

上 政治與衛生政策 2 鄧宗業 

上 醫療產業見習 2 郎慧珠 

上 健康科技評估方法應用 2 郎慧珠 

下 數位匯流與醫療資訊創新管理 2 蔡秉晃、潘人豪 

下 組織與管理 2 唐高駿 

上下 醫管講座 I-IV 4 鄧宗業 

下 醫療行銷與策略管理 2 黃松共 

上 醫院作業管理 2 郎慧珠 

下 醫療決策分析 2 郎慧珠 

下 醫療體系議題研討 2 黃心苑 

下 醫院企劃管理 2 李丞華 

下 比較醫療照護體系 2 黃心苑 

下 藥事經濟學導論 2 黃文鴻、蔡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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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衛生政策實例 2 張鴻仁 

下 國際醫療與實務 2 洪子仁 

上 智慧醫療與產業應用 1 陳翎 

上 Python 機器學習在智慧醫療的應用 2 陳翎 

下 病人安全與風險管理 2 陳韵宜 

下 健康保險學 2 李丞華 

上 精實管理 2 張文信 

上 智慧醫院 2 唐高駿 

經濟學 

【必選 2 學分】 

上 經濟分析 2 蒲正筠、周穎政 

下 健康經濟學 2 蒲正筠、周穎政 

倫理與法律 

【必選 2 學分】 

上 健康照護與法律 2 楊秀儀 

上 生命科技法律與倫理 2 雷文玫 

下 公衛倫理與法律 2 鄧宗業、雷文玫 

全英文課程 

【必選 1 學分】 

上 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促進計畫之評估 1 徐雅真 

或所上每學期推薦之全英文課程。 

選修 

【9 學分】 

上 試算表的進階與應用 1 陳曾基 

下 進階資料處理與分析 2 林寬佳、譚家惠 

下 資料庫管理系統與資料分析 1 陳曾基 

下 生物統計模式與資料分析 2 林逸芬 

下 進階統計模式與資料分析 3 郭炤裕 

下 健康調查方法學 2 陳娟瑜 

上 基礎次級資料分析與應用 3 譚家惠、陳韵宜 

或前述諸領域課程，或指導教授同意，並經本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外

系所課程，方得採計為畢業學分。 

合計 38 學分  

修業期限、學分： 

(一) 碩士班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級為限。 

(二)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應修畢三十八學分，其中包含本所訂定之必修及必選修科目學分。 

(三) 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六個學分不含在三十八個應修學分之內。 

(四) 為促進學生具備一定程度的英文能力，2012 年 6 月 18 日本所 1002 第 2 次所務會議決議：修正

本所一般生的英文能力的畢業門檻如下，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托福舊制（PBT）至少達 520 分（含）以上。 

(2) 托福舊制（CBT）至少達 190 分（含）以上。 

(3) 托福新制（IBT）至少達 68 分（含）以上。 

(4) 多益 TOEIC 至少達 640 分（含）以上。 

(5) 國際英語測試（IELTS）至少達 5 分（含）以上。 

(6) 全民英檢（含本校舉辦的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及格（含）以上。 

(7) 修習四學分英語相關課程，成績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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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在職專班：參見《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1. 修業年限二年，最長四年。畢業須修滿 36 學分，畢業論文 6 學分另計。 

2. 必修科目：(1) 學術研究倫理  (2) 醫療照護研究 

3. 本所專班生須於預定畢業的該學期和前一學期，參加本所舉辦的畢業論文進度報告，第一

次的報告內容可以是和老師討論後的初步的論文構想，第二次是較完整的論文報告。 

4. 碩士班在職專班的課，集中於週五下午、週五晚上，和週六上午到晚上。 

5. 本班學生可選修碩士班的課，不限學分；若經本所學分班授課老師同意，也可選修該班課

程。 

近年在職專班曾開設過之課程與學分數如下： 

 *課程資訊以當學年度學校公告為主 

上學期 

星期五 星期六 

課程名稱 學分數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精實管理 2 學分 智慧醫院  2 學分 

基礎生物統計 2 學分 應用經濟學 3 學分 

人力資源管理 2 學分 醫院作業管理  2 學分 

醫療照護和管理 2 學分 醫管講座(一) 1 學分 

醫療創新與實務 1 學分 醫管講座(三) 1 學分 

醫療機構績效管理 1 學分 醫管講座(A) 1 學分 

領導心理與計量分析 1 學分 醫管講座(C) 1 學分 

試算表的進階設計與應用 2 學分 團隊與領導 1 學分 

  醫療照護研究 2 學分 

  醫院後勤管理 2 學分 

  醫療品質與實務 2 學分 

  病人安全與風險管理 1 學分 

  醫管人應有的法律概念 1 學分 

  醫療產業策略實務專題 1 學分 

  統計模式與大數據分析應用 1 學分 

  數位匯流與醫療資訊創新管理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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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 

星期五 星期六 

課程名稱 學分數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個案研究 2 學分 流程管理 2 學分 

醫療決策分析 2 學分 醫管講座(二) 1 學分 

基礎流行病學 2 學分 醫管講座(四) 1 學分 

醫院作業管理 2 學分 醫管講座(B ) 1 學分 

醫療體系議題研討 2 學分 醫管講座(D) 1 學分 

醫療資訊與巨量資料分析 2 學分 組織與管理 2 學分 

  醫院企劃管理 2 學分 

  醫療財務管理 3 學分 

  醫院績效管理 1 學分 

  統計模式的應用 3 學分 

  醫療行銷與策略管理 2 學分 

  醫院評鑑的理論與實務 2 學分 

  醫療機構成本會計與實務 2 學分 

  人口老化與整合照護體系管理 1 學分 

  醫院進階管理與國際案例研析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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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六大醫務管理專精領域課程結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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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成績評量 

自 104 學年度起，學生成績評量方式改為「等第制」。 
 

等第制與百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表 
 

 

等第計分法 

Grade 

 

等第積 

Grade Point 

 

百分制 

分數區間 

 

轉換百分制 

單科分數 

轉換體育、軍 

訓、一二年級導師

課程及操行成績 

A+ 4.3 90~100 95 優 

A 4.0 85~89 87 
甲 

A－ 3.7 80~84 82 

B+ 3.3 77~79 78 

乙 B 3.0 73~76 75 

B－ 

（研究生及格標準) 
2.7 70~72 71 

C+ 2.3 67~69 68 

丙 C 2.0 63~66 65 

C－ 

（學士班及格標準) 
1.7 60~62 61 

D 1.0 50~59 55 丁 

E 0 1~49 49 
戊 

X 0 0 0 

 

  



19 
 

※ 找論文指導教授規定 

1. 擔任論文指導教授暨申請獎助學金之教師資格 

教師 可否擔任論文指導教授？ 該研究生可否申請獎助學金？ 

本所 專任 可 可 

合聘 可 可 

兼任 可，但由本所兼任教師擔任時，

應與本所專任或合聘老師共同指

導 

由本所兼任教師擔任時，應與本所專

任或合聘老師共同指導 

2. 研一須於 5 月 14 日前繳交論文提報單給所辦助理，以確定論文指導教授。 

※ 專班論文模式  (歡迎同學到所辦借閱紙本論文參考) 

1. 實務型論文  範例-張筱雯、藍正賢 

2. 學術型論文 

分析方法較簡易  範例-王明理、姚依玲、劉修汎、田敏慧、俞佳鈴 

分析方法略較複雜  範例-李淑芳、董文雅 

3.參考文獻格式可參考：※整體論文請採用一致性的格式 

APA 參考文獻格式 

AMA 參考文獻格式 (請參考第三點及第四點)    

※ 醫務管理實習 

碩士班研一必修「醫務管理實習」，在職專班研一為選修，上學期末提出醫管實習申請，下學

期由所辦安排實習單位。研一暑假期間進行實習，於同一機構實習期間至少 6 週，可延長實習

時間。 

 

 

 

 

https://apastyle.apa.org/
https://www.amamanualofstyle.com/view/10.1093/jama/9780190246556.001.0001/med-978019024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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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進研究生畢業論文之發表 

1. 鼓勵研究生將畢業論文，於畢業前/後，發表為校內外之口頭、海報或期刊論文。 

2. 指導教授若認為指導學生的畢業論文夠好，就按期刊論文的格式寫作，以利投稿。 

3. 請指導教授把關，避免學生濫用 manuscript(手稿)的格式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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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課系統說明 

1. 課務組(最新消息-課程變動) 

  陽明交通大學首頁(https://www.nycu.edu.tw/) → 行政單位 → 教務處 → 課務組 

2. 課程時間表 https://timetable.nycu.edu.tw/ 

3. 選課系統 

 陽明交通大學首頁(https://www.nycu.edu.tw/) → 單一入口 → 陽明交通大學 → 一般選課系統 

4. 選課系統操作說明(校園版)  

5.時間代碼與教室代碼 

  時間代碼 

教室代碼 

file:///C:/Users/WIN/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https:/www.nycu.edu.tw/
https://timetable.nycu.edu.tw/
https://www.nycu.edu.tw/
https://aa.nycu.edu.tw/chcourse_post/%e3%80%90%e6%b4%bb%e5%8b%95%e3%80%91110%e5%b9%b46%e6%9c%8811%e6%97%a5-%e4%ba%94-1210-1320-%e6%96%b0%e9%81%b8%e8%aa%b2%e7%b3%bb%e7%b5%b1%e7%b7%9a%e4%b8%8a%e8%aa%aa%e6%98%8e%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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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單一入口 

Step 2：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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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陽明交通大學 

Step 4：一般選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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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課程加退選 

Step 6：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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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7：課程規劃 

(一般生)Step 8：研究所課程→一般研究所→醫學院→醫務管理研究所[碩] →全部→全部→全部 

(專班生)Step 8：研究所課程→在職專班→醫學院→醫務管理研究所[碩] →全部→全部→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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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9：左列便會出現可以選擇的課程 

Step 10-1：非正式選課 !! (僅類似放入購物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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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將有意願加選的課程放入課程規劃區(非正式選課)內，

無衝堂、擋修或選課優先權(系所/年級)限制。 

Step 10-2：※ 可以衝堂以檢視選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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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10-3：移出課程規劃 

M T W R F 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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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1：選課 

Step 12-1：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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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選課有衝堂、擋修、選課優先權(系所/年級)限制， 

若顯示：未開放，同學可詢問「主開單位」之助理。 

※將課程加入您的「正式選課清單」內才算完成選課！ 

Step 12-2：正式選課 (類似結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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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課表方式呈現選課清單資料，可檢查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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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選課清單內可看到目前的選課狀況，如想退選課程，可按「退選」或「取消登記」(有人數限制的課程)。 

加退選完成後，請務必自行確認選課狀況，避免課程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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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專班抵免學分注意事項 

1. 研究生依照法令規定先修讀學分班並取得學分證明者，其考取本所在職進修專班得依相

關規定申請抵免，抵免之學分數經本所之所務會議通過認可。 

2. 抵免學分注意事項： 

 修習本所學分班課程應至少修畢一年，方可申請抵免學分。 

 修滿本所學分班二年課程者，以抵免 16 學分為限；修滿本所學分班一年課程者，以抵

免 8 學分為限。 

 抵免課程之課程名稱及授課教師須為同一人，若課程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得經授

課教師同意後，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方可抵免學分。 

 申請文件包括：抵免學分申請表、學分班修讀及格證明。 

 抵免學分申請時間為新生入學第一學期加退選結束前一次辦理。 

※ 逕修讀博士學位 

法規依據：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及「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讀博士學

位作業要點」 

申請時間：依規定為每年 7 月 31 日及 1 月 20 日前，確切時間請見本校行事曆。 

  

本校學生申請作業流程：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填妥

申請表後，依各系規定時間內辦

理。第向擬就讀之教學單位繳交規

定之文件。各教學單位於接受申請

後，應依據前條所訂標準審查，其

方式由各教學單位訂定。 

各研究所依自訂之

審查標準完成審查

作業，檢具相關會

議紀錄、學生申請

表，逕送教務處註

冊組。 

註冊組彙整

各系所審查

結果，簽陳

校長核定後

函知各生。 

核定通過逕修讀博士

學位之研究生，編入

博士班一年級，並請

於該學期開學後攜帶

原學生證換領新學生

證。 

 

 

 

https://aa.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E5%9C%8B%E7%AB%8B%E9%99%BD%E6%98%8E%E4%BA%A4%E9%80%9A%E5%A4%A7%E5%AD%B8%E9%80%95%E4%BF%AE%E8%AE%80%E5%8D%9A%E5%A3%AB%E5%AD%B8%E4%BD%8D%E4%BD%9C%E6%A5%AD%E8%A6%8F%E5%AE%9A.pdf
http://www.ym.edu.tw/reg/rules_reg24.pdf
http://www.ym.edu.tw/reg/rules_reg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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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注意事項：  

o 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碩士班研究生，非經申請撤銷逕修資格，不得再參加碩

士班學位考試。  

o 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為本校博士班一年級錄取生。入學後之修業規定，悉依

各教學單位規章辦理。 

o 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不得申請保留學籍。 

 ＊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相關問題洽詢電話:02-28267000 分機 62036  

 相關文件請至下載專區下載 https://aa.nycu.edu.tw/reg/news/ 

  

 
 

https://aa.nycu.edu.tw/reg/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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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生管報製作 

主旨：醫管所的一個交流管道，提供所上、學校的重要訊息，並提供醫管專業知

識、生活休閒、藝文…等新知。 

分組：

 人物專訪 

 所上大事與公告 

 醫藥新聞 

 生活專欄 

 藝文副刊 

注意事項： 

 3、4、5、10、11、12月，每月

22日發刊 

 各組人員分配 

 可輪調，嘗試不同組別的工作 

 主題的選擇 

 校正、統整、發刊 

使用軟體： 

 Word、Photoshop、小畫家、PDFcreator、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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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0學年度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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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所辦助理 

※ 所辦助理兩名 

 洪寧怡（於本所所辦辦公室），(02)2826-7000 轉 65023，(02)2826-2807，電郵

nihung2021@nycu.edu.tw，傳真(02)2820-6252 

 沈古芯（於本所所辦辦公室），(02)2826-7000 轉 65023，(02)2826-2807，電郵

ku77@nycu.edu.tw，傳真(02)2820-6252 

 

本所網頁：https://ihha.ym.edu.tw/bin/home.php 

 

※ 工作執掌 

 課程問題之處理 

 協助所上同學聯絡老師 

 

https://ihha.ym.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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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本所於護理館之平面圖 

自動門

511

綜合教室

513

資訊管理專業教室

514

會議室

女廁

男廁

茶水間

522

學生自習室

521

郎慧珠老師研究室

520

藍祚運老師研究室

519

唐高駿老師研究室

518

所辦公室

517

林寬佳老師研究室

516

陳韵宜老師研究室

515

陳翎老師研究室

眺
望
臺
北
盆
地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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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上交接事項 

 110 年 9 月：教師節 

 110 年 10 月：研究所甄試入學面試 

 110 年 12 月：聖誕佈置 

 111 年 03 月：研究所考試入學面試 

 111 年 06 月：新生說明會 

 111 年 06 月：送舊餐會、畢業典禮及佈置 

 111 年 09 月：迎新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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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表：一般生  (課程暫定，以學校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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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表：在職專班（課程暫定，以學校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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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110 學年起入學新生適用) 
                                                     91.4.17 本校第十八次教務會議通過 

                                                     92.11.5 本校第二十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94.11.2 本校第二十七次教務會議通過 

           97.6.3 本所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所務會議通過 

98.7.17 本所 9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通過 

99.6.23 本所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通過 

101.9.12 本所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102.3.13 本所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102.5.15 本所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通過 

102.6.18 本所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通過 

103.3.19 本所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通過 

106.6.5 本所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通過 

107.3.30 本所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所務會議通過 

110.4.01 本所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名稱：本所依教育部核定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英

文為 Institute of Hospital and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二、入學考試及有關規定：詳見當學年度招生簡章。 

三、新生報到及註冊： 

  （一）新生入學報到註冊，悉依當學年度招生簡章及本校入學、註冊通知及其他有關規

定辦理。轉所相關事宜，經所務會議通過，依本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轉系

所辦法」辦理。 

  （二）新生錄取後應於規定期限內親自到校辦理入學手續。逾期未辦理，亦未事先請假

者，即取消入學資格。 

  （三）新生所繳證件，如有不實，一經察覺，即予開除學籍。 

四、課程： 

（一）必修科目： 

1.醫務管理專題討論（一）、（二）、（三）各 1 學分 

2.個案研究，1 學分 

3.醫務管理實習，2 學分 

4.學術研究倫理，0 學分 

（二）必選修科目：凡公衛領域研究所開授之下列相關課程，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可列

為必選修科目 

1. 研究法，2 學分 

2. 生物統計，2 學分 

3. 流行病學，2 學分 

4. 管理與政策，12 學分 

5. 經濟學，2 學分 

6. 倫理與法律，2 學分 

7. 畢業前必修一門全英文課程。 

（三）選修科目：選課範圍以本校教務處當學期公佈之課程表為主。 

  （四）選課、加退選課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五、修業期限、學分： 

  （一）碩士班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 

  （二）碩士班研究生至少應修畢三十八學分，其中包含本所訂定之必修及必選修科目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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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六個學分不含在三十八個應修學分之內。 

（四）碩士班研究生於畢業前，須通過本所所務會議決議之英文能力門檻，或修習四學

分英語相關課程成績及格者。 

（五）碩士班研究生於畢業前，至少應修畢一門全英文課程。 

（六）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資格，需經所務會議通過。 

六、科目考試、成績： 

  （一）科目考試，得分平時考核、期中考試、學期考試。平時考核由教師隨時辦理；期

中考試於學期中行事曆規定時間內，由授課教師以自訂方式舉行。學期考試依行

事曆規定時間先由本所排定考試時間、地點，交教務處公告，依公告日程舉行。 

  （二）學期總成績於學期考試結束後二週內登分完畢，並確認送出後即完成學期成績繳

交，並永久保存。 

  （三）教師如因錯誤或漏列，要求更改原評定之成績者，應檢具相關證明資料，以書面

方式提出更改成績之申請。經所長審核、院長複核、教務長核定後，教務處先行

更正，提次學期教務會議追認。 

  （四）碩士班研究生學期成績採等第制，以 A+為滿分，B-為及格。操行成績採等第計分

法，以乙等為及格。性質特殊之科目，經校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得採通過、不

通過之考評方式。有關成績等第制之相關事宜，依本校「學生成績作業要點」辦

理。 

  （五）碩士班研究生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必修科目，應重修。經重修一次仍不及格者，應

勒令退學。操行成績不及格者，應勒令退學。 

  （六）因公、疾病或重大事故，無法如期參加考試者，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七、指導教授： 

  （一）本所研究生原則上應於入學後第二學期(不含休學)結束前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各

研究生之指導教授由本所專任、合聘或兼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但由本所兼

任教師擔任時，應與本所專任或合聘老師共同指導並應符合本校「博、碩士班研

究生論文指導教授資格認定準則」之規定。指導教授之職責為：      

1、負責所指導研究生之全程學業輔導，含選課、閱讀、研究實驗、論文撰寫。 

     2、出席與所指導研究生有關之評審會議。 

  （二）指導教授欲終止指導關係，應以書面文件，向所方提出申請，並依本校「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處理。 

八、學位考試： 

  （一）碩士學位候選人，應於校定行事曆規定期限內，填妥申請表格，檢附歷年成績

單、資格考核及格證明，向本所提出學位考試申請，由指導教授及所長審核後，

另檢附審核通過之該生委員名冊，一併交教務處辦理。 

  （二）學位考試委員：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論文初稿撰寫：應符合本校學位論文格式規範，經指導教授審查認可後，於學位

考試舉行前兩週內，印妥所需份數（同學位考試委員人數），交各考試委員。 

  （四）論文考試： 

     1、考試成績以全體出席考試委員所評分數平均計算之。如半數（含）以上委員評定不

及格者，即以不及格論。 

    2、論文考試成績以 A+為滿分，B-為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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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論文考試成績不及格者，得於次學期起再行提出申請重考；惟應於其修業年限屆滿

前完成。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4、論文考試除口試外，亦得視需要，另舉行筆試或實驗室考試。 

九、畢業及離校手續： 

 （一）、論文考試及格後，考試委員建議修改部分，必須依照建議完成修改，或說明無法修

改之原因，經指導教授審查通過後，方能定稿，並由各考試委員簽署論文審定同意

書。 

 （二）、定稿之論文依教育部規定格式打印，備妥規定之本數，每本均需指導教授簽字認

可。學位論文之保存或提供依學位授予法第十六條辦理。但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

依法不得提供者，則依本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章」學位論

文延後公開相關規定處理。 

 （三）、論文之電子檔案依相關規定完成上傳手續。 

 （四）、將上述（一）、（二）、（三）各資料備齊交本所，由本所另附論文口試成績單，交教

務處註冊組後，依規定辦理離校手續，領取畢業證書，頒發「管理學碩士」

（Master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學位。 

 （五）、未依規定完成離校手續之研究生，當學期學位考試成績由教務處以「未完成」

（INCOMPLETE）登錄。其修業年限未屆滿者，應於次學期註冊入學。 

十、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應依行政程序陳報教務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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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110 學年起至今入學新生適用) 
                                                         90.5.3 本所 89 學年度第二次所務會議通過修訂 

                                                         92.11.5 本校第二十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94.11.2 本校第二十七次教務會議通過 

99.9.13 本所 99 學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100.1.12 本所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通過 

102.5.15 本所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通過 

103.3.19 本所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通過 

107.4.25 本所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通過 

110.4.01 本所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名稱：本所依教育部核定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英文

為 Institute of Hospital and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二、入學考試及有關規定：詳見當學年度招生簡章。 

三、新生報到及註冊： 

  （一）新生入學報到註冊，悉依當學年度招生簡章及本校入學、註冊通知及其他有關規定

辦理。轉所相關事宜，經所務會議通過，依本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轉系所辦

法」辦理。 

  （二）新生錄取後應於規定期限內親自到校辦理入學手續。逾期未辦理，亦未事先請假

者，即取消入學資格。 

  （三）新生所繳證件，如有不實，一經察覺，即予開除學籍。 

四、課程： 

  （一）必修科目： 

1. 學術研究倫理 

2. 醫療照護研究 

  （二）選修科目：選課範圍以本校教務處當學期公佈之課程表為主。 

  （三）選課、加退選課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五、修業期限、學分、學分抵免： 

  （一）碩士在職進修專班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但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

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二）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研究生，至少應修畢三十六學分，其中包含本所訂定之必修科目

學分。 

  （三）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研究生論文六個學分不含在三十六個應修學分之內 

  （四）學分抵免： 

研究生依照法令規定先修讀學分班並取得學分證明者，其考取本所在職進修專班得

依相關規定申請抵免，抵免之學分數經本所之所務會議通過認可。 

抵免學分注意事項： 

1、修習本所學分班課程應至少修畢一年，方可申請抵免學分。 

2、修滿本所學分班二年課程者，以抵免十六學分為限；修滿本所學分班一年課程者，

以抵免八學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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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抵免課程之課程名稱及授課教師須為同一人，若課程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得經

授課教師同意後，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方可抵免學分。 

4、申請文件包括：抵免學分申請表、學分班修讀及格證明。 

 （五）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資格，需經所務會議通過。 

六、科目考試、成績： 

  （一）科目考試，得分平時考核、期中考試、學期考試。平時考核由教師隨時舉行；期中

考試於學期中行事曆規定時間內，由授課教師自訂方式舉行。學期考試依行事曆規

定時間先由本所排定考試時間、地點，交教務處公告，依公告日程舉行。 

  （二）學期總成績於學期考試結束後二週內，由授課教師填列成績表，送教務處註冊處登

錄。 

  （三）教師如因錯誤或漏列，要求更改原評定之成績者，應檢具相關證明資料，以書面方

式提出更改成績之申請。經所長審核、院長複核、教務長核定後，教務處先行更

正，提次學期教務會議追認。 

  （四）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研究生學期成績均採等第制，以 A﹢為滿分，B﹣為及格。性質

特殊之科目，經校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有關成績

等第制之相關事宜，依本校「學生成績作業要點」辦理。 

  （五）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研究生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必修科目，應重修。經重修一次仍不及

格者，應勒令退學。操行成績不及格者，應勒令退學。 

  （六）因公、疾病或重大事故，無法如期參加考試者，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七、指導教授： 

  （一）本所研究生原則上應於入學後第二學期(不含休學)結束前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各研

究生之指導教授由本所專任、合聘或兼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但由本所兼任教

師擔任時，應與本所專任或合聘老師共同指導，並應符合本校「博、碩士班研究生

論文指導教授資格認定準則」之規定。指導教授之職責為： 

     1、負責所指導研究生之全程學業輔導，含選課、閱讀、研究實驗、論文撰寫。 

     2、出席與所指導研究生有關之評審會議。 

  （二）指導教授欲終止指導關係，應以書面文件，向所方提出申請，並依本校「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處理。 

八、學位考試： 

  （一）碩士學位候選人，應於校定行事曆規定期限內，填妥申請表格，檢附歷年成績單、

資格考核及格證明，向本所提出學位考試申請，由指導教授及所長審核後，另檢附

審核通過之該生委員名冊，一併交教務處辦理。 

  （二）學位考試委員：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論文初稿撰寫：初稿之撰寫必須依照規定格式，經指導教授審查認可後，於學位考

試舉行前兩週內，印妥所需份數（同學位考試委員人數），交各考試委員。 

  （四）論文考試： 

     1、考試成績以全體出席考試委員所評分數平均計算之。如半數（含）以上委員評定不

及格者，即以不及格論。 

    2、論文考試成績以 A+為滿分，B-為及格。 

     3、論文考試成績不及格者，得於次學期起再行提出申請重考；惟應於其修業年限屆滿

前完成。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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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論文考試除口試外，亦得視需要，另舉行筆試或實驗室考試。 

九、畢業及離校手續： 

 （一）、論文考試及格後，考試委員建議修改部分，必須依照建議完成修改，或說明無法修

改之原因，經指導教授審查通過後，方能定稿，並由各考試委員簽署論文審定同意

書。 

 （二）、定稿之論文依教育部規定格式打印，備妥規定之本數，每本均需指導教授簽字認

可。學位論文之保存或提供依學位授予法第十六條辦理。但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

依法不得提供者，則依本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章」學位論

文延後公開相關規定處理。 

 （三）、論文之電子檔案依相關規定完成上傳手續。 

 （四）、將上述（一）、（二）、（三）各資料備齊交本所，由本所另附論文口試成績單，交教

務處註冊組後，依規定辦理離校手續，領取畢業證書，頒發「管理學碩士」（Master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學位。 

 （五）、未依規定完成離校手續之研究生，當學期學位考試成績由教務處以「未完成」

（INCOMPLETE）登錄。其修業年限未屆滿者，應於次學期註冊入學。 

十、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應依行政程序陳報教務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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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醫務管理實習辦法 

98 年 4 月 29 日第二次所務會議通過 

100 年 6 月 27 日第三次所務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14 日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102 年 3 月 13 日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105 年 6 月 15 日第二次所務會議通過 

壹、 實習目標： 

一、 旨在增強學生對於醫務管理實務工作之瞭解並增進理論與實務的統整，體驗醫務管理之實

務工作者的角色、工作內容與方法，以達學以致用之目的。 

二、 增進學生之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使其能熟悉專業精神、倫理與價值，並以病人為中心。 

三、 培養行政、管理、督導與實務之專業人才，使其具備未來工作、教學之能力。 

 

貳、 實習學分與時數： 

一、 實習期間： 

碩士班及在職專班：碩一升碩二之暑期，於同一機構實習期間至少 6 週；非因特殊事故並

經實習委員會同意，不得變更實習時間。。 

二、 實習學分：碩士班為必修，在職專班為選修，「醫務管理實習」課程，2 學分。 

 

參、 實習內容 

一、 以實習單位安排的課程與實習內容為主。 

二、 每週必須填報實習週報於每週一下午 5:00 前，回傳(電子檔)給實習指導老師、所長及所

辦。 

三、 學生除參與實習單位的經常性業務之外，應就特定議題或狀況，進行專案實習，並於實習

期間完成書面報告，實習單位可依情況要求口頭報告。 

 

肆、 實習評量 

一、 學生於實習結束後繳交實習報告（含專案報告），予實習單位乙份，並將實習報告及實習

週報電子檔，寄給實習指導教師和所辦存查。 

二、 評量者：由實習單位依學生的實習表現與實習報告給予實習成績評量（佔總成績 50﹪），

另校內老師就書面與及口頭報告給予實習成績評量（佔總成績 50﹪）。 

     

 

伍、 實習指導老師之職責 

一、 指導學生選擇實習單位 

二、 與實習單位安排實習計劃 

三、 訪視實習單位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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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果報告指導 

 

陸、實習單位之職責 

一、 實習機構以能夠提供碩士班程度之實習工作為原則，包括相關的實習場所、環境與實習輔

導者。 

二、 協助教導學生執行專案並考核。 

三、 實際參與、協調學生的實習計畫與內容，並提供學生個別或團體的指導、輔導者。 

四、 實習機構須通過本所實習委員會遴選評估後始得分派學生實習。實習單位為政府機關(構)

或經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及上市、櫃公司得免評估。如有例外，則委由實習

委員會處理。 

五、 本所設置實習委員會輔導實習學生，建立不適應輔導或轉介機制、意見反饋機制、申訴管

道及處理流程。 

六、 本所設置實習委員會對實習機構進行訪視或評估，以了解及檢討學生實習實況及成效。 

七、 本所應為實習學生投保團體意外保險以保障學生。 

 

柒、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規定或教育部有關規定辦理。 

捌、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簽陳院長核可、送教務處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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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地圖

護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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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規則及使用說明 
 

 醫務管理研究所圖書及錄影帶借用規則 

1. 任何圖書相事宜（借書、還書或續借…等）請跟 518R 所辦洽詢，若遇星期六日或在

職專班同學欲辦理借還書可暫向辦公室助理或值班工讀生登記。【勿擅自拿取以免造

成圖書編排的不完整】 

2. 借用人請確實將登記表之借用書籍名稱、作者、借用人姓名、單位聯絡電話…等欄位

填寫清楚。 

3. 借用冊數、借期：每人限借 10 冊，論文及圖書，借期 1 個月；雜誌，借期二星期。 

4. 借閱圖書資料到期，如無他人預約，得續借一次。 

5. 凡借閱圖書資料逾期歸還者，除應索回所借圖書資料外，每冊逾期一日罰款 5 元，並

停止借閱權至圖書資料歸還，罰款繳清後復權。所借得之圖書資料，倘若遺失或損

毀，中之一捲/片或整套書籍中之一冊，若不能購買單本時，得購得整須同原資料賠

償，無法購得原資料時，得以新版代替，成套錄影帶套資料以為賠償，但實無代替代

資料之版本，則依原資料現價之 2 倍購買同性質之資料賠償。 

6. 如有未辦理借閱手續，私自將書攜帶出所外情況，每冊罰 100 元。 

7. 所有罰款將作為所上圖書管理或購置新書之用。 

8. 請確實依照還書日期歸還圖書資料並保持資料乾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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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務管理研究所教室、器材借用規則（本辦法借用以短期借用為原則） 

1. 教室使用以本所學生上課為優先，借用人必須為本所專、兼任教師、合聘教師或學生，所

外人士欲借用需於二週前提出申請。  

2. 借用教室及視聽器材，須在借用前於上班時間內，至本所辦公室登記，歸還教室鑰匙時若

為下班時間，請自行反鎖教室，並於隔日上班時間一併歸還鑰匙及教具。 

3. 本所教室之設備如：投影機、投影布幕、擴音器材等等。  

4. 使用後須確認以下事宜： 

(1) 器材歸回原位並關閉電源  

(2) 關閉冷氣  

(3) 關閉電燈  

(4) 垃圾帶走  

(5) 鎖門 

5. 注意事項：  

(1) 教具故障請立即告知所辦處理，外所借用操作不當致使教具損毀，需自行負擔維修費

用。  

(2) 教具遺失，依造價賠償。  

(3) 如借用者未依規定則不再借予使用。 

 

 虛擬網路 VPN 連線說明 

  請參考：https://it.nycu.edu.tw/it-services/networks/ssl-vpn/ 

 

 校內授權軟體下載 

  請參考：https://software.ym.edu.tw/files/11-1266-1896.php  

          https://software.ym.edu.tw/files/11-1266-1899.php 

https://it.nycu.edu.tw/it-services/networks/ssl-vpn/
https://software.ym.edu.tw/files/11-1266-1896.php
https://software.ym.edu.tw/files/11-1266-1899.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