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培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 
健康產業概論教學大綱(日間部) 

一、師資 
各系授課教師  

1. 資訊管理系：劉淑範老師(資管)、魏良穎老師(資管) 
2. 企業管理系：江長慈老師(企管)、楊鳳美老師(兼任)、張曉芬老師(醫管支援) 
3. 應用財務管理系：王育偉老師(財管) 
4. 應用英語系：鄭惠苓老師(兼任) 
 

開課系所/班級 授課教師 時段節次 備註 
資管系日四技 1-1 劉淑範、魏良穎 (三)6-7  
資管系日四技 1-2 劉淑範 (五)3-4  
資管系進四技 1-1 劉淑範、魏良穎 (三)9-10 與資工進四技 1-1 合班 
企管系日四技 1-1 江長慈、楊鳳美 (三)6-7  

企管系日四技 1-2 張曉芬 (五)3-4  

企管系進四技 1-1 江長慈 (三)9-10  
財管系日四技 1-1 王育偉 (三)6-7  
應英系日四技 1-1 

鄭惠苓 

(三)6-7  
應英系日四技 1-2 (五)3-4  
應英系進四技 1-1 (三)9-10  

 

二、教學大綱 

健康的人民是國家競爭力的一部分，也是國家永續發展最重要的推動力。台灣正式

進入高齡化的社會結構體系，國人的經濟富裕，以及醫療技術日新月異，人們不僅開始

注重衛生保健，更期盼活得好、活得健康。在養生概念的趨勢之下，未來不論年青人與

年長者都需要為自己的健康狀況負責，這也為健康服務產業帶來龐大的商機。本課程主

要在探討健康產業的意涵與概況，以及健康產業經營上的各項議題，授課內容亦涵蓋個

案分析，冀能協助學生瞭解健康產業演進與實務。 

三、教學目標 

本課程能使學生： 

(一) 了解健康產業的基本概念與內涵。 

(二) 培養健康產業經營之靈活運用能力。 

(三) 增進面臨健康產業經營困境的解決能力。 

(四) 加強面對健康產業發展議題該具備之批判反省的能力。 

 

 

 

 

 



 

四、教學進度表 

週次 進度 備註 

第一週 
第 1 章  健康事業是 21 世紀的黃金事業 

第 2 章  台灣健康照護體系之發展 
 

第二週 
第 3 章  健康照護事業環境 

第 4 章  健康事業組織與管理  
 

第三週 
第 5 章  醫療事業：醫院 

第 6 章  醫療事業：診所 
 

第四週 
第 7 章  醫療事業：中醫醫院與中醫藥材 

第 8 章  西藥製造與醫事服務 
 

第五週 第 10 章 醫療輔助：醫療器材  

第六週 生醫產業個案研討(一) 清明節(日 1-2 放假) 

第七週 健康產業實務講座 

演講日期 

日 1-1：102.4.10(三) 

日 1-2：102.4.12(五) 

第八週 生醫產業個案研討(二)  

第九週 生醫產業個案研討(三)  

第十週 第 11 章  長期照護  

第十一週 第 13 章  保健事業：保健食品  

第十二週 第 14 章  保健事業：健身俱樂部  

第十三週 第 15 章  健康旅遊事業  

第十四週 健康產業相關影片分享  

第十五週 健康產業實務講座 

演講日期 

日 1-1：102.6.5(三) 

日 1-2：102.6.7(五) 

第十六週 健康促進個案研討(一) 端午節(日 1-1、進 1-1 放假) 

第十七週 健康促進個案研討(二)  

第十八週 健康促進個案研討(三)  

五、上課教材(統一教材) 

書名：健康事業概論  

作者：張博雅、陳清軒、潘豐泉 

出版社：滄海書局 

六、參考書目 
    由授課教師自行提供合適參考教材。 

七、輔助教學影片 
    由授課教師自行提供合適健康產業領域相關教學影片。 

 



 

八、授課方式與課程分類 
本課程採取「多元教學」方式授課，上課以課堂講授為主、分組個案研討為輔之方式

進行授課。 

九、評量方式 
項目 百分比 內容

平時成績 60% 評量學生出缺席、演講心得與上課狀況等 

報告成績 40% 
1.生醫產業個案研討 20% 
2.健康促進個案研討 20% 

十、學習平台 
使用元培網路大學放置上課所需之資料，並與學生互動。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請專任教師務必申請 TA，以協助教學。 

十二、任課教師通訊錄 
開課系所 教師姓名 校內分機 手機號碼 e-mail 

資管 劉淑範 8298 0916-858482 
d877804@alumni.nthu.edu.tw 

sfliu@mail.ypu.edu.tw 
資管 魏良穎 8713 0936-244636 lywei@mail.ypu.edu.tw 
企管 江長慈 8612 0922-452265 ctcamber@mail.ypu.edu.tw 
企管 楊鳳美 -- 0935-246561 allwin00@ms22.hinet.net 
企管 張曉芬 8662 0958-996998 clare@mail.ypu.edu.tw 
財管 王育偉 8725 0927-325328 s_864333@yahoo.com.tw 
應英 鄭惠苓 -- 0928-980814 artst.apple@msa.hinet.net 

 

 

 



 

元培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 
健康產業概論教學大綱(進修部) 

一、師資 
各系授課教師  

1. 資訊管理系：劉淑範老師(資管)、魏良穎老師(資管) 
2. 企業管理系：江長慈老師(企管)、楊鳳美老師(兼任)、張曉芬老師(醫管支援) 
3. 應用財務管理系：王育偉老師(財管) 
4. 應用英語系：鄭惠苓老師(兼任) 
 

開課系所/班級 授課教師 時段節次 備註 
資管系日四技 1-1 劉淑範、魏良穎 (三)6-7  
資管系日四技 1-2 劉淑範 (五)3-4  
資管系進四技 1-1 劉淑範、魏良穎 (三)9-10 與資工進四技 1-1 合班 
企管系日四技 1-1 江長慈、楊鳳美 (三)6-7  

企管系日四技 1-2 張曉芬 (五)3-4  

企管系進四技 1-1 江長慈 (三)9-10  
財管系日四技 1-1 王育偉 (三)6-7  
應英系日四技 1-1 

鄭惠苓 

(三)6-7  
應英系日四技 1-2 (五)3-4  
應英系進四技 1-1 (三)9-10  

 

二、教學大綱 

健康的人民是國家競爭力的一部分，也是國家永續發展最重要的推動力。台灣正式

進入高齡化的社會結構體系，國人的經濟富裕，以及醫療技術日新月異，人們不僅開始

注重衛生保健，更期盼活得好、活得健康。在養生概念的趨勢之下，未來不論年青人與

年長者都需要為自己的健康狀況負責，這也為健康服務產業帶來龐大的商機。本課程主

要在探討健康產業的意涵與概況，以及健康產業經營上的各項議題，授課內容亦涵蓋個

案分析，冀能協助學生瞭解健康產業演進與實務。 

三、教學目標 

本課程能使學生： 

(一) 了解健康產業的基本概念與內涵。 

(二) 培養健康產業經營之靈活運用能力。 

(三) 增進面臨健康產業經營困境的解決能力。 

(四) 加強面對健康產業發展議題該具備之批判反省的能力。 

 

 

 

 

 



 

四、教學進度表 

週次 進度 備註 

第一週 第 1 章  健康事業是 21 世紀的黃金事業  

第二週 第 2 章  台灣健康照護體系之發展  

第三週 第 3 章  健康照護事業環境  

第四週 第 4 章  健康事業組織與管理  

第五週 第 5 章  醫療事業：醫院  

第六週 第 6 章  醫療事業：診所  

第七週 
第 7 章  醫療事業：中醫醫院與中醫藥材 

第 8 章  西藥製造與醫事服務 
 

第八週 生醫產業個案研討(一)  

第九週 生醫產業個案研討(二)  

第十週 第 10 章 醫療輔助：醫療器材  

第十一週 第 11 章  長期照護  

第十二週 第 13 章  保健事業：保健食品  

第十三週 第 14 章  保健事業：健身俱樂部  

第十四週 第 15 章  健康旅遊事業  

第十五週 健康產業相關影片分享  

第十六週 端午節(進 1-1 放假) 

第十七週 健康促進個案研討(一)  

第十八週 健康促進個案研討(二)  

五、上課教材(統一教材) 

書名：健康事業概論  

作者：張博雅、陳清軒、潘豐泉 

出版社：滄海書局 

六、參考書目 
    由授課教師自行提供合適參考教材。 

七、輔助教學影片 
    由授課教師自行提供合適健康產業領域相關教學影片。 

八、授課方式與課程分類 
本課程採取「多元教學」方式授課，上課以課堂講授為主、分組個案研討為輔之方式

進行授課。 

九、評量方式 
項目 百分比 內容

平時成績 60% 評量學生出缺席與上課狀況等 

報告成績 40% 
1.生醫產業個案研討 20% 
2.健康促進個案研討 20% 



 

十、學習平台 
使用元培網路大學放置上課所需之資料，並與學生互動。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請專任教師務必申請 TA，以協助教學。 

十二、任課教師通訊錄 
開課系所 教師姓名 校內分機 手機號碼 e-mail 

資管 劉淑範 8298 0916-858482 
d877804@alumni.nthu.edu.tw 

sfliu@mail.ypu.edu.tw 
資管 魏良穎 8713 0936-244636 lywei@mail.ypu.edu.tw 
企管 江長慈 8612 0922-452265 ctcamber@mail.ypu.edu.tw 
企管 楊鳳美 -- 0935-246561 allwin00@ms22.hinet.net 
企管 張曉芬 8662 0958-996998 clare@mail.ypu.edu.tw 
財管 王育偉 8725 0927-325328 s_864333@yahoo.com.tw 
應英 鄭惠苓 -- 0928-980814 artst.apple@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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