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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1學期學期  課程基本資料課程基本資料

系所系所  / 年級年級 健醫系碩士班  1年級 課號課號  / 班別班別 23M00021 / B

學分數學分數 2學分 選選  / 必修必修 必修

科目中文名稱科目中文名稱 健康照護體系 科目英文名稱科目英文名稱 Health care system

主要授課老師主要授課老師 楊志良 開課期間開課期間 一學期

人數上限人數上限 38 人 已選人數已選人數 45人

起始週起始週  / 結束週結束週  /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請各位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勿非法影印。

教學綱要教學綱要

一、教學目一、教學目
標標 (Objective)

1.To understand the macro-structure of health care system 2.To learn how societies “to distribute”
and “to produce” health care services 3.To study the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ystem performance 4.To
familiar with the health care system of major countries

二、先修科目二、先修科目 (Pre
Course)

三、教材內三、教材內
容容 (Outline) 熟悉如何將管理概念應用於醫療及衛生機構之實務工作

四、教學方四、教學方
式式 (Teaching
Method)

邀請時計從醫藥衛生領域工作之專家學者眼演講

五、參考書五、參考書
目目 (Reference)

2007/9/17 課程介紹 董和銳

2007/9/21 課程介紹 Introduction 楊志良

2007/9/24 病人安全管理 董和銳

2007/9/28 健康照護之特性、健康照護之分配與生產策略 Characteristics of
healthcare, entitlement and provision of healthcare services 楊志良

2007/10/1 病歷管理 董和銳

2007/10/5 健康照護體系的研討架構及分類 Framework on studying health
care system 楊志良

2007/10/8 醫療品質管理 董和銳

2007/10/12 健康照護績效評估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healthcare
system 楊志良

C:query.asp
http://webap.asia.edu.tw/courseinfo/
http://www.asia.edu.tw


六、教學進六、教學進
度度 (Syllabi)

2007/10/15 醫療品質管理 董和銳

2007/10/19 健康照護給付 Health care benefit and priority setting 楊志良

2007/10/22 全民健保財務 董和銳

2007/10/26 醫療照護財源籌措 Healthcare financing 楊志良

2007/10/29 醫院健康促進 董和銳

2007/11/2 支付制度與醫療提供者行為I Payment system and providers’
behavior I 楊志良

2007/11/5 中央衛生業務 董和銳

2007/11/9 支付制度與醫療提供者行為II Payment system and providers’
behavior II 楊志良

2007/11/12 期中考 董和銳

2007/11/16 期中考 Mid-term examination 楊志良

2007/11/19 醫院資材管理 董和銳

2007/11/23 論人計酬與HMO制度 Capitation payment and HMO 楊志良

2007/11/26 醫院人力開發 董和銳

2007/11/30 Comparative health system—USA ＆ Canada 楊志良

2007/12/3 醫務創新管理 董和銳

2007/12/7 Comparative health system—German & UK 楊志良

2007/12/10 醫療機構公共關係 董和銳

2007/12/14 Comparative health system--Japan ＆ Korea 楊志良

2007/12/17 醫院策略管理 董和銳

2007/12/21 Comparative health system—China &Taiwan 楊志良

2007/12/24 國際醫療品質系統介紹 董和銳

2007/12/28 Comparative health system—Health system in E. Asia 楊志良

2007/12/31 國民健康保健業務 董和銳

2008/1/4 Int’l trends on Health Care Reform 楊志良

2008/1/7 醫院管理實務 董和銳

2008/1/11 Int’l trends on Health Care Reform 楊志良

2008/1/14 期末考 董和銳

2008/1/18 Final examination 楊志良

七、評量方七、評量方
式式 (Evaluation)

八、講義位八、講義位
址址 (http://)

九、教育目標九、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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