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109年度亞洲大學自辦(教學單位)品保認可 

實地訪評改善策略 

 

「建議事項」改善策略-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評鑑項目 

建議事項 

改善策略 改善時程 備註 

項目一:建議事項 1 

大學部分設兩組教育目

標與核心能力應有所差

異，課程地圖沒有如碩士

班課程地圖有清楚的對

應。建議系上宜分別妥適

檢視與釐清大學部健康

產業管理組、醫療機構管

理組各自教育目標、核心

能力、以及課程間的對

應，參考碩士班課程地圖

架構，再行擬定大學部課

程地圖。 

110 學年起大學部改為不分

組，已報部核定。 

教育目標、課程地圖等將依

委員建議將進行改善，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將召開課程

委員會，討論並視需要進行

大學部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之修訂，同時將重新審視、

修訂大學部課程地圖，預定

110 學年完成。 

 

109 學年第二

學期召開會

議，討論並進

行改善，預定

110 學年度完

成。 

 

 

項目一:建議事項 2 

系所宜朝向掌握最新醫

療及長照政策脈動，促使

學生素養及能力跟得上

時代所需，並配合各項教

學環境與設備更新，作為

未來中長程策略規劃之

重點。 

敦請教師積極參與醫療及長

照領域在產官學的相關會

議，定期於每年系所共識營

或學期中系務會議交流、討

論，以掌握最新健康政策脈

動。 

一般教學設備，每個學期開

學前總務處會進行定期檢修

及汰換。專業教學環境及設

備，規劃 109 學年第二學期

在本系專業教室(長照生活

示範空間)增設居家廚房、沐

浴示範空間；規劃 110 學年

更新專業教室(疾病分類教

室)之教學環境改造，包含工

具書陳列、課桌椅通用設計

等。未來也將依據教學需求，

更新教學環境與設備。 

109 學年第二

學期更新長

照生活示範

空間之環境

及設備。 

110 學年更新

疾病分類教

室之環境及

設備。 

 



項目一:建議事項 3 

建議重新檢討國際學程

之定位與發展。 

本系國際學程定位與教育目

標是培養衛生政策與管理的

國際人才。 

本系將於 109 學年第二學期

召開會議，收集校內外專家

意見，重新檢視並視需要調

整本系國際學程之定位與發

展，同時將依據所擬共識，

另外檢視課程規劃與核心能

力的銜接，進行檢討改善。 

 

109 學年第二

學期召開會

議。 

110 學年完成

學程定位與

發展之修訂。 

 

項目二:建議事項 1 

由於健康與長照產業長

期趨勢看好，人力需求

大，建議強化學系招生意

願及能量將是未來學系

發展經營的重點。 

本系採多元招生策略，持續

努力於各學制的招生。 

因應長照產業趨勢發展，碩

班及碩專班長照組的招收名

額皆較高。 

校級及學系的招生活動積極

且學系教師招生能量充足。 

已完成  

項目二:建議事項 2 

因學制複雜，學生數眾

多，系上教師擔任各類校

內行政職者，除免年度評

鑑外，其教學、輔導與研

究之負荷宜有所調整。 

依據亞洲大學教師授課時數

暨鐘點費核計要點，兼任行

政職務者可依規定減少授課

時數，故除了免年度評鑑外，

在教學上可減少負荷。 

對於學生輔導工作，系所主

管及行政職教師對於學生狀

況的掌握必須充足，不宜刻

意降低輔導工作。 

現已完成 109 學年第二學期

新聘二位教師，因此學生輔

導負荷可有效分攤，降低負

荷。 

另，研究工作屬於教師個人

專業發展，研究負荷可視個

人狀態調整。 

已完成  

項目三:建議事項 1 

針對學生入學後選擇兩

項專業學程與參與勞動

部就業學程之連結性與

目前系上作法是，大一學生

入學前的『新生銜接課程』

就有安排本系課程規劃介紹

及就業學程說明，讓學生入

已完成  



互補性，宜有充分之溝通

與引導機制。 

學前就可以知道系上的課程

及資源；入學後凡系上相關

課程，或就業學程招生說明

會及開訓說明會等，師長們

亦會不斷跟同學說明系上二

個專業學程與就業學程間的

連結與互補性。往後會再請

各班導師及曼陀師在輔導過

程中跟同學溝通及引導，讓

同學們對專業學程及就業學

稱之連結性及互補性可以充

份瞭解。 

項目三:建議事項 2 

研究生參與兼任研究助

理 (RA)與兼任教學助理

(TA)的比率，宜作為未來

中長程規劃之重點。 

本系學生兼任教學助理(TA)

名額每學期由學院分配，研

究生兼任 TA 的比率約在

30%，尚稱合理，未來也將定

期檢視 TA 經費或人數，不

足處再向相關單位爭取。 

研究生兼任研究助理(RA)與

教師執行計畫有關，本系研

究生兼任 RA 比率自 108 學

年 10%提高至 109 學年

20%，主要歸因於教師執行

計畫案量明顯提升。110 學

年將追蹤教師研究計畫案或

產學案之申請，追蹤檢討 RA

名額。 

已完成 每年追蹤

教師各項

計 畫 件

數、聘任

RA情形；

每年檢視

TA 、 RA

名額。 

項目三:建議事項 3 

建議於大一階段增加部

分專業科目(例如: 醫學

字辭學、醫學概論、基礎

醫學等)，提升學生入學後

之專業定位認知。 

目前系上課程規劃均有經系

上師長反覆充份討論，各學

期的課程有前後銜接的考

量。大一上學期因為全校的

課程安排都是以校定必修為

主，故本系目前醫學相關專

業科目的安排方式是從大一

下「解剖生理學」開始，大

二上有「病理學」，大二下再

銜接「醫護與醫務管理術

語」，透過各學期的進階課

109 學年第二

學期召開課

程委員會充

分討論，並依

討論結果修

訂課程規劃

表。 

 



程，逐步提升學生的專業能

力。 

項目三:建議事項 4 

除交換學生及鼓勵修習

英文先修班，建議可有更

實質增進學生英文能力

及國際觀之策略 

本校每年舉辦英文能力檢

定，並將英文能力列為畢業

條件之一。本校語言發展中

心，每學期皆辦理免費英語

課程，提供學生良好的、可

近性高的學習資源。 

系上設有國際學程碩博士

班，本地生可選修國際學程

課程；另外，每年舉辦的研

究生餐敘、國外學校定期的

來台參訪，都提供了本地生

與國際生進行交流的機會。

109 學年第二學期起，將請

授課教師在必修專業科目的

教材中增加英文專業字彙的

比例，並建議教師將專業英

文字彙納入學習測驗，增進

同學對於專業英文字彙的敏

感度。 

鼓勵碩博班學生多參加國際

研討會，以英文進行口頭或

海報發表，增進英文口語報

告能力及國際觀。 

109 學年第二學期盤點課程

如健康照護體系、衛生法規、

衛生統計、老人健康促進與

教育等)，110 學年系上教師

於合適的課程中納入各國衛

生服務或長期照護之相關措

施與制度，以增加學生學習

上的國際視野。 

109 學年第二

學期，盤點課

程，於 110 學

年起，評估並

調整授課內

容。  

採漸進方

式增加學

生英語字

彙 的 學

習。 

 

項目四:建議事項 1 

 

目前學系雖與亞大附醫

與中國附醫有相關教學

合作，但實際合作範圍較

本系教師積極參與亞洲大

學、中醫大附醫、亞大附醫

合作平台研究計畫，並有教

師受邀至亞大附醫教學暨演

講。 

109 學年第二

學期完成 KPI

訂定，以利日

後追蹤檢討。 

 



 

  

侷限，建議強化學系教師

參與亞大附醫及中國附

醫教學、研究與實務管理

的實質合作。 

109 學年第二學期將擬定

KPI，更積極邀請亞大附醫

與中國附醫人員，至系所演

講或舉辦座談，洽談、研擬

雙方在各項研究主題、研究

計畫之合作項目。 

項目四:建議事項 2 

「以成果為導向的學習」

是課程地圖很重要的理

念根源，要以課程發展的

角度看待課程地圖的本

質，才能避免手上拿著地

圖，卻不知該往何處走的

困境。因此需要以創新教

學方式來引導學生學習

動機。未來如能精進定期

調查畢業生自覺劣勢，將

能持續作為未來課程規

劃之改善方向。 

本系每學期皆開設兼採創新

教學的課程，包含 PBL 教學

法、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業

師協同教學、翻轉教學、創

新教學法、及遠距教學等。

教師將運用創新的教學設

計、教材搭配課程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與成效。 

本系教師未來將持續開設創

新教學課程，另建議本校教

學資源中心持續開設教學專

業成長講座活動與工作坊，

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提升創

新教學法與教學活動設計技

巧。 

 

本系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相

當落實，畢業 1 年者調查率

達九成以上，畢業 3 年級 5

年者，也都有七成以上。未

來將於每學年持續進行畢業

生流向調查，並於問卷中學

習回饋的部分新增畢業生自

覺劣勢之問題。調查結果將

提供本系課程設計與規劃之

參考。此外，透過系友社群

或校友回娘家活動，也將諮

詢校友對系上課程設計的建

議，作為課程規劃之改善依

據。 

110 學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