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B)(M)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一）訪評意見 

【系所共同部分】 

該系自民國 75 年成立，再於 79 年成立碩士班，歷經變革，目前

除學士班及碩士班外，健康科學院職業安全衛生所及醫務管理學所亦

與該所系出同源。該系以培養公共衛生專長的學生，並期能發揮所

學，貢獻於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的領域為宗旨。該系學士班並以多方

位公共衛生學之知識與實務經驗的養成及統計分析能力的養成為目

標，碩士班則以公共衛生及醫學研究的養成為目標。惟該校之教育目

標為「教學卓越、研究創新、優質人文、社會關懷」，而該系之教育

目標似乎對於「社會關懷」方面著墨不多。可於課程規劃中適時加入

適當課程單元，以增進學生對於公共衛生工作之認知，培養對公共衛

生工作之熱忱，鼓勵學生積極投入公共衛生工作。 

一系多所為該系特色之一。在一系多所之架構下，目前校內與該

系直接相關之學術單位，包括職安所、醫管所及醫學系公衛科。該系

亦與其他包括口腔衛生、呼吸治療等系師資有合作關係。若能透過互

相合聘方式鼓勵各所教師互相合作、共享資源以組成研究團隊，亦可

藉以增加學士班教師人數，協助開授不同領域之課程，增加學生選修

不同領域課程之機會。 

公衛倫理精神培育部分，目前安排在專業課程增加一次專業領域

之倫理規範課程內容，但因安排於不同課程進行，不易有完整之倫理

課程規劃，以達成培養該系畢業生未來從事公衛相關工作所需之熱

忱，鼓勵學生積極投入公共衛生工作之目標。 

為因應大學系所評鑑，該系自 95 年 6 月起即開始規劃自我評鑑，

除校內預評外，另邀請校外委員進行兩次實地訪視，並針對委員意見

加以回應及改善，亦值得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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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部分】 

環境與職業流行病學之研究成果為該系之重要特色，但目前碩士

班之招生結果，卻呈現流病組錄取率低而環衛組不易招生之現象。除

職安所成立之效應外，是否受到其他原因之影響？未來之因應措施亦

應儘速商議解決。 

（二）改善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見，茲提供下列建議以為參考： 

【系所共同部分】 

1. 在一系多所架構下，宜增加該系與職安所、醫管所及醫學系

公衛科教師之互相合聘，以資源共享方式降低教師教學負擔。 

2. 宜適時規劃「社會關懷」相關課程與活動，以符合該校之教

育目標，並培養學生之熱忱。 

3. 公衛倫理課程，除在專業課程中，由教師適時補充外，宜獨

立開課，以有系統設計教學內容，培養學生從事公衛工作之

熱忱與專業態度。 

【碩士班部分】 

1. 針對流病與環境衛生組招生不易之問題，宜深入評估原因並

謀求對策，若因職安所成立之效應，則宜考慮整合之可能性。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一）訪評意見 

【系所共同部分】 

為檢討及修正學士班及碩士班之課程，設有涵蓋該系教師、校友

與業界代表之課程委員會，推動課程改革。除透過系內討論及課程委

員會修訂課程外，並將課程教材送請校外公衛領域資深教授審查，建

置課程地圖、推動教材 e 化上網、進行教學評量等，提供學生多元之

修課機會。課程教材送校外資深教授審查之作法，應予以肯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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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設計亦對學生修課提供良好之建議，在與學生晤談之過程中，即

有學生反映課程地圖之提供對其修課之選擇有所助益，但仍有學生反

映無法判斷在眾多選修課程中應如何選課。 

【學士班部分】 

該系學士班之課程規劃，設計以適合學生繼續深造或報考學士後

醫學系為主，涵蓋公衛領域不同專業之課程內容，學士班要求修滿

138 學分方能畢業（含必修 65 學分、選修 59 學分、通識 14 學分），

碩士班則要求 30 學分（含論文 6 學分）。學士班課程提供多門必選

修課程供學生修習，內容包括一般公共衛生領域所有之衛政醫管、環

境及職業衛生、生統流病等領域之必選修課程。但由該系目前所提供

各專業領域選修課程資料，與生統流病領域及環職衛領域課程相較，

衛政醫管領域所開出之選修課程相對較少。 

目前學士班課程雖已提供多門必選修課程供學生修習，但整體而

言不易看出「核心課程」之規劃理念及架構。現有課程規劃雖針對大

一至大四之屬性予以考量，惟除部分專業必修課程外，專業選修及推

薦選修課程涵蓋不同領域，尚未確認志向學生在選課時將遭遇困難。 

為增加衛政領域選修課程，在新進衛政領域教師未聘用前，可與

校內外其他單位合作，以合聘或兼任方式開授適量之衛政領域課程，

維持公衛領域之均衡發展。 

【碩士班部分】 

碩士班分成流行病學與環境衛生兩組，目前兩組共同必修課多屬

共通性基礎課程，具流病組及環衛組特色之組定必修課程較為缺乏。

在學習方面，環境衛生組 97 年沒有學生，修課人數少會造成開課困

難。且有學生反映希望師資可以再多一些，國家考試科目的相關課程

希望加強，提供該系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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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見，茲提供下列建議以為參考： 

【學士班部分】 

1. 學士班課程規劃設計宜注意大學畢業後即投入職場之學生，

培養其就業能力。除報考研究所及公職人員考試外，亦應培

養學生適應及從事其他非學術研究性質工作之能力。 

2. 宜針對不同領域發展，訂定適量之核心課程規劃，指導學士

班學生優先修習，以建立其專業素養。 

3. 除提供課程地圖外，宜於大二由系上安排說明會，配合導師

於導生會之主動說明，引導學生瞭解專業領域課程之規劃方

式並提供選課建議。 

4. 宜增聘衛政領域教師，或以合聘或兼任方式開課，以滿足學

生學習需求及維持公衛領域之均衡發展。 

【碩士班部分】 

1. 宜針對碩士班兩組之特色及未來發展方向，研擬並調整合適

之所定及組定必修課程，以供碩士班學生選課參考。 

2. 宜加強國家考試科目之相關課程，以符合學生學習需求。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一）訪評意見 

【系所共同部分】 

該系學士班學生在四學年內，至少必須修滿 138 個學分始能畢

業，此包括必修 65 學分、選修 59 學分及通識 14 學分。碩士班方面

共開設 22 門課，總學分數為 43 學分，顯示開課多能滿足學生需求。 

該系設有導師制度，每班由 3 位教師擔任，平均導生數約 20 人

左右，每學期約有一次導生會，無固定之導師時間。導師與學生的互

動仍需依賴學生主動尋找教師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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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教師以電腦及單槍等設備教學，教學內容生動，做法值得肯

定。該系目前尚未有國際學生，也無國際學生來訪交流，目前該校已

訂定出國交換學生辦法，惜過去三年並無學生以交換學生名義出國。 

該校歷年均得到教育部的教學儀器補助款，但該系近年經費接受

該校之分配款不太足夠，造成研究儀器或教學設備不足，如能酌予提

高該系補助，將有助於提升教學研究之成果。 

在共同通識課程方面，有學生反映教室太小，位子不足，建議改

善。 

（二）改善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見，茲提供下列建議以為參考： 

【系所共同部分】 

1. 在學生學習方面，宜加強國際化，鼓勵學生修習相關課程、

參與交換學生、國際會議及志工活動。 

2. 宜落實或修定「公共衛生實習手冊」，對於學生暑期實習單

位之選取、內容規劃及效果評估能再加強。 

3. 宜強化導師制度、輔導學生就業及升學。 

4. 宜改善共同通識課程教室空間太小的問題，以利學生學習。 

5. 宜爭取該校提高經費補助，以補足研究儀器及教學設備，進

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及教師研究成果。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一）訪評意見 

【系所共同部分】 

該系學士班及碩士班目前共有專任教師 11 名（10 名具博士學

位），教師專長涵蓋環境與職業衛生、流行病學、建築環境工程、公

共衛生及醫學研究、生物統計等專長。教師具有年輕、高學位的特色，

雖然公衛領域涵蓋範圍廣泛，仍能維持該系學士班及碩士班之正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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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並能積極指導研究生，持續進行各項研究工作，維持良好的研究

水準，在環境及職業流行病學研究領域已佔有一席之地，值得嘉許。 

教師專長在環境與職業衛生 4 位（另一位借調），生物統計 2 位，

流行病學 2 位，其他課程 2 位，大部分教師開設之課程與其博士班之

專業修習符合。教師在準備課程中，亦隨時接觸最新的知識及科技，

對於國內外研討會也積極參與，三年內參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達 57

人次，參加國際討論會亦有 30 次。 

另外在專業發展上，由於該系地處南臺灣，有許多公共衛生的問

題待解決，尤其飲用水淨化問題、吸煙及喝酒、嚼檳榔等公共衛生的

重大問題，過去該系亦有部分教師參與並進行研究，值得嘉許，但近

年來似乎以教師之專業參與南部公衛問題有降低的趨勢。 

該系教師的研究表現，94 至 96 年在 SCI 期刊論文發表上有 129

篇，第一或通訊作者有 66 篇，質量表現均不錯，發表論文在排名 10%

以內亦有 16 篇。惟有多位新進教師，研究能量尚難發揮，仍待資深

教師協助發展。 

該系所教師 3 年內取得的經費共達 8670 萬元（含主持人及協同

主持人），共 48 件，其中國科會有 27 件，取得之研究經費相當可觀。

碩士班研究生每年有 13 位，對教師的研究專業表現，應會有相當的

幫助效果。 

（二）改善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見，茲提供下列建議以為參考： 

【學士班部分】 

1. 宜由研究績效優異之資深教師，以擔任導師（mentor）之角度，

帶領新進教師進行研究，以利經驗傳承，並發揮更大研究功

能。 

2. 臺灣南部地方的公共衛生存在的問題仍不少，該系教師宜多

主動，向國科會或地方政府機關申請計畫或爭取相關研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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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進行研究，對國家公共衛生將有很大貢獻，也容易型塑

研究特色。 

【碩士班部分】 

1. 近年碩士班學生的招生人數少，可能會影響該系教師研究計

畫之進行及研究產出，宜將碩士班招生對象的學生科系來源

放寬。 

2. 宜提供碩士生誘因，讓碩士生可以參與教師的研究計畫。 

 

五、畢業生表現 
（一）訪評意見 

學士班 92 至 96 年畢業生中，43.2%就業，碩士班 86.8%就業，

主要從事相關工作，如政府健康部門、醫療院所機構、研究機構、公

益基金會從業人員、健康領域從業人員及教學研究人員，畢業生在校

所學與就業有高度之關聯。 

在 92 至 96 年度，40.6%之學士班畢業生、6.5%碩士班畢業生繼

續升學，其中進修公衛領域或其他相關領域者，高達 90%左右，與該

系之教育目標相符。相對於升學的表現，雖然相關畢業生就業之雇主

滿意度高達 85%，然而有效問卷僅 10%，故相關資料有待評估。 

該系於 92 至 96 年之畢業系友動向及聯絡管道尚屬暢通，且經職

涯業務活動，能提供在校生未來生涯規劃相關訊息。而從歷屆系友會

的發起及參與人數，系友會尚未充分發揮其功能。在校生及教師如何

與系友會結合，建立聯絡網絡，結合資訊、建立溝通平台，互通學術、

職場之訊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實為目前重要工作。 

（二）改善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見，茲提供下列建議以為參考： 

1. 宜補強過去 20 年畢業生失聯之狀況，建立完整通訊資料，以

不定期提供該系相關訊息，讓校友瞭解母系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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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了目前之生涯規劃就業輔導之機制外，宜加強系友會之功

能。 

3. 落實蒐集畢業校友、相關機構或人員意見之機制，以作為該

系發展方向、品質管理以及課程修定之參考。 

 

 

註：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學門認可初審小組與學門認可審議

委員會審議修正後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