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亞洲大學

您想比別人更懂得健康照護自己與親愛的家人、朋友嗎?

您想加入建構完善健康照護體系的行列嗎?



本校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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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核准「中亞聯大」系統大學

教育部已核准「中亞聯合大學系統」，
這是國內私立大學、同一位董事長的兩所大
學結合成為系統學校的首例。

「中亞聯大」學生，享有跨校學程、輔
系、雙主修的交換生待遇，分享兩校教學特
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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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學院」提升優質環境繳一校學費
享用兩校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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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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專業學程－課程學程化，大學部設有「醫療機構管理」、「長期照護管理」學程。

學生並可依其興趣，修習本系或外系選修課程。

 前瞻且符合巿場需求課程設計— 公共衛生核心課程、長照管理學程、醫管學程、跨

領域專長/次專長設計

 強調實習課程－本系大二亞大醫院見習選修課程；大三升大四暑假實習必修課程及可大

四下學期選修7+1全學期就業實習課程。目前至少與30家以上口碑良好之區域級醫院及長期
照護機構合作，提供學生充分的實習機會。

 全英語課程與國際交流－本系設有班國際碩士學程與博士，教師均以英文授課，大學

部學生可自由選修；另於在學期間開設「多益輔導班」，加強英文能力。本系亦與國際名校
定期師生交流及出國交換學生。入學前暑假開設pre-arrival英文課程。暑假安排國際志工
與國際實習。

 學生就業訓練－醫院志工服務學習(大一)、服務學習融入課程及辦理課程外「就業學程」

與證照/檢定輔導。

 就業媒合及創業－廠商到校面談、洽談品牌實習/就業保證方案、設有5,000萬微創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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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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規劃與實習



課程學分(107學年度入學者適用)

 大學部畢業總學分128學分：

校定必修30學分

院基礎課程9學分

系核心課程38學分

專業學程選修22學分[須完成組別之專業學程]

 「醫療機構管理學程」--醫管組

 「長期照護管理學程」--健產組

自由選修29學分

 106學年度起需完成他系專長(15-16學分)次專長(9-10學分)

學程 14



課程學程化

校定必修(30學分)

院基礎課程(9學分)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公共衛生核心課程(38學分)

專業學程
醫療機構

(22學分)

專業學程
長期照護

(22學分)

他系

核心課程

他系

專業學程

專長(次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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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系專長/次專長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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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電機學院—行動商務與多媒體運用學系



每位學生都有三位導師之一的
曼陀師會輔導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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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競爭力

就業學程

證照輔導

正式課程(含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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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用合一課程規劃設計



學用合一課程規劃設計

 正式課程(含實習)

 為增進學生工作經驗，及早體驗職場環境

 服務學習融入課程

 暑假實習必修課程
 針對各門課程教學提供實務操作學習環境，於每年暑假期間皆分別至
北、中、南、東之區域醫院為期二個月之校外實習，迄今已與多家區
域及地區醫院有實習合作。目前陸續與醫院及長期照護機構簽定長期
合作備忘錄

 7+1品牌機構選修之實習課程

 就業學程

 正式課程證照輔導與證照/檢定輔導班
 公共衛生核心課程

 醫務管理師/醫品師/健康產業管理師/病歷資訊管理師/疾病分
類師/醫學資訊管理師/照顧服務員/…等 19



正式課程與證照輔導課程

 授課教師於課程中輔導考照

 醫療資訊管理師：醫療資訊系統管理、醫護與醫務管理術語

 病歷資訊管理師：病歷管理與病歷閱讀

 疾病分類員：病歷分類編碼原則與實務、解剖生理學、傳染
病學、病理學、衛生統計、醫護與醫務管理術語

 公共衛生核心能力檢定：生物統計學、流行病學、衛生行政
、環境衛生學。

 課程外輔導考照

 有些證照含括多門課程，此時本系即採非正式課程開設證照
輔導班。因此本系於104學年度開設「醫管師檢定輔導班」
，雖然晚上上課但學生認真學習，考照率略大於全國平均
(33%)，共有51人報考，20人通過考試，錄取率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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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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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關證照

醫務行政管理人員

醫務管理師

高階醫務管理師

疾病分類技術員/師

醫療資訊管理師

癌症登記技術人員

病歷管理師

健康保險管理師

健康產業管理師

健康管理師

醫務管理師檢定 醫務管理師

病歷資訊管理師檢定
考試

病歷資訊管理師

公共衛生核心能
力檢定

公共衛生師 (修法中)

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
能檢定

照顧服務員

檢定考試 證照

公衛師執業（如顧問公司、事務所）運用流行病學、生物統計、環境與職業
衛生、衛生政策與管理、社會與行為科學等五大核心專業能力，協助處理公
衛問題，如新興傳染病、食藥安全、職業安全、二代健保等問題。



學用合一課程規劃設計--就業學程

 連續6年(102-107學年度)獲得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
補助「長期照護實務就業學程」

 學程包括

 210小時培訓課程

 80小時實務參與
職場體驗實習及參訪：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永耕老人養護中心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全台合法立案日照中心…

 105-107學年度「健康產業資訊專案管理人員就業學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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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實習必修課程(大三升大四)

 醫院需為教學醫院；長照機構需評鑑甲等或優等

 健康管理實習成果發表會(103級—2017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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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活動照片-台北雙和醫院

實習學生開心與實指導老師合影
留念

醫院主辦 JCI 評鑑，我學到很
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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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活動照片-中國附醫北港院區

大學部學生至校外實習，由
醫院實習指導詳細檢驗枓相

關流程說明

實習令我們都學習很多課堂以外
的東西，很謝謝系上細心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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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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enter for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疾病分類專業教室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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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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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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創新與創意能力

 大一下
 通識課程必修「設計思考與創新」

 大一至大三
 專業課程學習

 大三升大四
 暑假實習必修課程

 實習中發想發明主題

 大四媒合設計學院師生
 團隊協助學生完成作品

 補助出國競賽

 協助申請專利

 技轉或創業

 5,000萬微創基金 33



本系蔡馨誼同學
設計作品「安流」榮獲三金一銀一銅

 2015

 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榮獲金牌

 馬來西亞發明展金牌

 2016

 臺中盃創意競賽金獎

 法國巴黎發明展銀牌

 台北發明展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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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陽光利他的學生



 彰化老人養護中心長輩至亞洲大學參訪
 學生負責所有行程策劃、行程安排及導覽；教師扮演輔導角色

學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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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創全校之先，獲教育部、衛生署補助，

組織青年學生山地服務團隊，參與志願服務計畫

94年迄今~每年暑假健管系
山地服務隊參與志願服務。

圖為亞洲大學創辦人親臨講習場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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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生參與志願服務計畫

健管系山地服務團隊至蘭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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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生參與志願服務計畫

健管系山地服務團隊至仁愛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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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大專青年社區部落健康服務營」
104年獲獎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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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國際視野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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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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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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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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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未來出路
就業/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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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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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方向

 醫療院所
 醫院之秘書室、企劃室管理中心、病歷部門、醫療事務部門等相關單位

行政人員、專員、管理師、幕僚人員或高階主管，以協助各項院務規劃
及管理工作

 政府或民間長期照護相關機構
 延緩老化、老人安養、日間照顧、居家服務及住宿型機構

 長期照顧機構行政人員(34K)、照顧管理專員(38K~50K) 、照顧管理督導(45K~55K)

 社會福利或健康照護非營利織或私人企業
 健康照護或長期照護…

 健康相關產業
 國內外醫療照護機構、健康產業醫療資訊網路、健康保險管理工作、體

適能專業人員、保險公司、健康福祉用品公司…

 參加衛生行政相關領域之公職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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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系友-蘇臻芳同學

考取公務人員高考三級
醫務管理類科

正額錄取

由學系頒發

獎學金及獎牌

以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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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實習/就業保證

從大一起培訓至大四畢業，這期間安排修習相關提
升就業技能課程
 「英文多益檢定加強輔導班」及「職場禮儀講座」

 大一「品牌企業探索(一)」、 「品牌企業探索(一)」

 大二「品牌企業實務講座(一)」、「實務協同課程(一)」

 大三「品牌企業實務講座(二) 」、「實務協同課程(二)」

 大四 7+1 「品牌企業實習」

品牌實習/保證就業之合作機構
 台中市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台中市仁愛醫院大里院區

 新北市雙連安養中心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59



品牌企業探索講座
大里仁愛醫院-徐弘正院長

『從組織文化看醫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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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企業探索講座
雙連安養中心-蔡芳文執行長

『長期照護~學校裏沒有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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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圖：蔡執行長與師生合影
右上圖：品牌企業探索講座
右下圖：學生與蔡執行長進行職涯諮詢



我想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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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進修

 輔導申請科技部大專生計畫(大二或大三)

 五年一貫—學士逕讀碩士班(大四)

 學士逕讀博士班方案

 報考其他研究所
 健康管理研究所

 長期照護研究所

 公共衛生研究所

 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

 流行病學研究所…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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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大專生計畫相關科系全國第一

學年 計畫名稱 獲獎學生

106 長照2.0試辦情形的初探－以南投縣埔里鎮為例
學生：施盈秀

指導教授：戴桂英老師

106
應用資料探勘於中西藥併用處方藥物對腎臟影
響之分析

學生：蕭凱容
指導教授：莊淑惠老師

106 護理之家住民使用不同排尿照護模式之成效
學生：麥淳茹

指導教授：張育嘉老師

106
桌遊融入電子菸與菸害教育對高中學生吸菸防
制知識態度行為之影響

學生：黃琪琇
指導教授：廖宏恩老師

106
探討急性心肌梗塞病人14天再入院之病人特性
及趨勢

學生：黃子恩
指導教授：龔佩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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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科技部大專生計畫

學年 計畫名稱 獲獎學生

107
以質性研究深入探討在機構中30歲以下年輕

照顧服務員的善終概念
學生：陳立穎

指導教授：張李淑女老師

107
瞭解台灣失智症老人之流行性感冒疫苗接種

情形並探討相關影響因素
學生：謝琬婷

指導教授：張育嘉老師

107
高齡者行動輔具購買考量及使用感受調查研

究
學生：蘇琬祺

指導教授：葉玲玲老師

107
桌遊團體活動對社區老人認知功能及身心健

康之實驗介入研究
學生：柯宜伶

指導教授：董和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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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大專生計畫榮獲研究創作獎

本校106年度共有107件通過科
技部大專生計畫，成長率高達
38.96%，全國排名第五。

107年度共有121件通通過科技
部大專生計畫，成長率達
13.08％。

106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本校共
有6件榮獲研究創作獎，其中一位
為本系蕭凱容同學
(指導教授：莊淑惠老師)



畢業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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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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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8

學士班近七成
就業率，待業

率低5%



雇主滿意度調查－104人力公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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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8 84.88 

73.26 

73.26 

78.49 

81.40 

80.23 

73.84 
73.26 

73.26 

74.42 

73.26 

74.42 

工作滿意度

體能健康

抗壓性及情緒

管理

生活目標及規

劃

主動積極與熱

忱

接納別人與團

隊合作
關懷弱勢與熱

心助人

環保意與多元

文化

原創力

求新求變

追求自我突破

終身學習

因應社會變遷

雇主滿意度
高達80%



健管系學會舉辦｢健管之夜｣

校慶拔河活動

健管系學會舉辦｢氣球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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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