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成立 30週年 

公共衛生發展校友論壇 

 緣起 

    高雄醫學院成立於民國四十三年，為南台灣第一所醫學院校。為了

發展公共衛生，提供醫學系學生公共衛生教學與社區醫學實習，學校於

民國四十六年設立醫學系公共衛生學科。聘請台灣省公共衛生學實驗室

許子秋教授擔任第一任科主任，負責各項教學規劃與研究工作。其間公

衛科穩定發展傳染病防治與工業衛生研究，奠立高醫良好的公共衛生基

礎。為了完整建立公共衛生之教學與研究系統，學校於民國七十五年八

月一日，成立公共衛生學系，培育優秀的公共衛生人才，發揮所學，貢

獻於群眾健康之維護。 

    今年適逢本系創系三十週年，為了在這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共同

回顧過去本系畢業生在公共衛生各領域經驗與成就並期望未來學校公共

衛生學系能有更進一步發展，在此敬邀三十年來本系畢業生能共襄盛舉

回到母校，回到公共衛生學系，與久不見的同學們回味大學生活及分享

各類職場上不同的甘苦，期待各位校友回娘家!! 

 目標 

(1)從公衛學系的過去歷史，探討最近的現況，再討論到未來的發展。 

(2)各領域學長解職場分享，讓學弟妹們更了解公衛領域畢業後的發展。 



(3)經過各方領域的交流，帶領公衛學系邁向新未來。 

 主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校友會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論壇時間及地點 

日期：105年 10月 16日(日) 下午 13:30-17:30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勵學大樓 3樓半視廳中心 

論壇議程表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引言人/座長 

13:00-13:30 報到 

13:30-13:50 拍團體大合照 

13:50-14:10 貴賓致詞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校友會會長 洪子仁 

高雄醫學大學校長 劉景寬 

高雄醫學大學副校長 楊俊毓 

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 葛應欽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系主任 王姿乃 

14:10-14:40 學術領域-公衛流病

發展進況與趨勢 

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主任  

白其卉 

王姿乃 

14:40-15:10 政府領域-衛生政策

現況與發展 

衛生福利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  

廖崑富 

邱惠慈 

 

15:10-15:40中場休息 

15:40-16:10 環境衛生領域- 

工安環衛現況與發

展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十五廠工

安環保部副理 

曹永杰 

李建宏 

16:10-16:40 醫管產業領域- 

台灣醫療人力所面

臨的挑戰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院長室高專 

蕭世槐 

劉育政 

16:40-17:10 交流互動  與談人 

白其卉 

廖崑富 

曹永杰 

蕭世槐 

洪子仁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校友會會長 洪子仁 

現任臺灣新光健康管理公司總經理，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第一屆，長庚大學醫務

管理研究所畢業，曾獲長庚大學第 8屆傑出校友獎。現於高雄醫學大學公衛系兼任助理

教授、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事業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公協會部份，擔任行政院

衛生福利部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委員、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

委員。畢業後即任職於新光醫院至今。新光健康管理公司於 10年前成立，融合健康、休

閒、美容與養生，建構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服務，近年看準國際及兩岸醫療旅遊商機，

大力推動臺灣醫療服務國際化。 

 

 學術領域-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主任 白其卉 Chyi-Huey Bai 

http://depsys.tmu.edu.tw/tchinfo_public/tchinfo.aspx?f=my2&key=&key1=baich 

私立高雄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學士、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流行病學組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研究所流行病學組 博士。 

現為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主任，學門專長為大型普查,流行病學,生物統計,中風,

肥胖,心血管流行病學,缺血性心臟病,代謝性症候群。 

 

 政府領域-衛生福利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 廖崑富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研究所流行病學組 碩士。通過 81年公務人員衛生行政

高等考試二級。 

現為衛生福利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曾任衛生福利部專門委員（2013-2015）、行政院衛

生署專門委員（2007-2013）、行政院衛生署簡任技正（2007-2007）、行政院衛生署簡任

秘書 (2004-2007)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分局長（2002-2004）、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科長

(2001-2002)、台北市立陽明醫院秘書(1998-2001)、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秘書(1996-1998)、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股長（1995-1996）、台北市衛生局衛生教育指導員(1993-1995) 

 

 環境衛生領域-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十五廠工安環保部副理 曹永杰 

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所 博士、高雄醫學院公共衛生學所 碩士、高雄醫學院公

共衛生學系 學士。 

現為台積電 Fab15A工安環保部副理，曾任台積固態照明工安環保衛生部經理、台積固態

照明工安環保課經理、台積固態照明工安環保課副理、台積電新事業 LED專案副理、台

積電新工處研究專案主任工程師、台積電 Fab12P4工安環保部主任工程師、台積電新工

處 Fab 12 P4專案主任工程師、台積電新工處 Fab 14 P3專案主任工程師、台積電健康

促進課主任管理師、台積電八廠工安環保部主任工程師、台積電八廠工安環保部資深工

程師、台積電八廠工安環保部工程師、工研院環安中心技術服務部副工程師、工研院工

安衛中心工衛組約聘助理、高雄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專任助理。 

主要研究領域為科技園區空氣品質監測、安全衛生管理實務、職業衛生、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室內空氣品質。 

主要專長為環境空氣品質監測、安全衛生環保管理實務、職業衛生、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http://depsys.tmu.edu.tw/tchinfo_public/tchinfo.aspx?f=my2&key=&key1=baich


系統、室內空氣品質、職場健康管理、營建工地安全管理。 

 

 醫管產業領域-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院長室高專 蕭世槐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學士。 

現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院長室高專(特助)、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醫療事務室主任、臺灣國家級醫院評鑒暨教學醫院評鑒委員、臺灣醫務管理學會理事、

臺灣醫務管理學會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委員會委員、臺灣醫務管理學會教育研究委員會

委員、臺灣健康保險協會理事、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 SNQ 2014銀獎得獎人。 

曾任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人力資源室主任、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  秘書室主任、高雄醫學大學  國際事務組 學生交流組組長、天主教聖瑪律定醫院 人

力資源室主任、天主教聖瑪律定醫院 院長室專員、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管理系及醫務管理

系 講師、美和科技大學共同科講師、臺灣醫院協會人力資源委員會委員。 

 

 報名聯絡人(如果對報名有任何問題，可以來電詢問) 

廖彥雄老師: 07-3121101轉 2141-51 

顏淑芬小姐: 07-3121101轉 2141-11 

黃合珍小姐: 02-2833-2211轉 2861 

黃詠吟小姐: 02-2833-2211轉 2860 

 活動費用 

1.下午的公衛論壇，費用為完全免費，歡迎公衛系校友及其他校友參與。 

2.晚上的晚宴，費用為$300/人，限公衛系校友參加。 

 報名網址:請務必點選以下網址填寫問卷，方便我們統計回覆。 

https://goo.gl/forms/F7KkrWavrs7vafE33 

報名截止日期:2016/10/1 

 

  

https://goo.gl/forms/F7KkrWavrs7vafE33


 會場位置及交通方式 

 交通資訊 

1. 火車高雄站後站出口距本校約兩公里，車程約 5分鐘 

2. 小港機場轉搭計程車約 30分鐘 

3. 開車沿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下「鼎金交流道」於民族路左轉，再於同盟路右轉，即達

本校 -下「九如交流道」沿九如路往火車站方向，於自由路右轉，遇同盟路右轉，即

達本校 

4. 高鐵車站轉搭計程車約 17分鐘，沿大中路於自由路右轉，再於同盟路左轉即達本校 。 

5. 高捷車站轉搭捷運接駁公車，由後驛站出入口 2搭乘紅 29接駁車，即達本校。 

  

http://www.krtco.com.tw/b-map/R12.html
http://www.krtco2.com/b-map/Red29.jpg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成立 30週年 

公共衛生發展校友論壇 

報 名 表 

姓 名   畢業屆數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手機)                       

E - M a i l   

是否參加下午

13:00-17:10

論 壇 

是 

否  

是否參加晚上

18:00-21:00

晚 宴  

是 

否  

 報名方式 

報名截止日期:2016/10/1 

1.線上報名：https://goo.gl/forms/F7KkrWavrs7vafE33 

2.電郵報名：填寫完畢請回傳至電郵信箱 shfeye@kmu.edu.tw /A013390@ms.skh.org.tw 

 交通資訊：

http://www2.kmu.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kmu14041001&Category

=287 

 報名聯絡人： 

廖彥雄老師: 07-3121101轉 2141-51 

顏淑芬小姐: 07-3121101轉 2141-11 

黃合珍小姐: 02-2833-2211轉 2861 

黃詠吟小姐: 02-2833-2211轉 2860 

https://goo.gl/forms/F7KkrWavrs7vafE33
mailto:shfeye@kmu.edu.tw
mailto:A013390@ms.skh.org.tw
http://www2.kmu.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kmu14041001&Category=287
http://www2.kmu.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kmu14041001&Category=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