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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師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之認定原則草案總說明                                                                                                                             

    公共衛生師法（以下稱本法）業於一百零九年六月三日以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一九六五三一號令制定公布施行。本法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公共衛生師考試：一、公立或立案之

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公共

衛生學系、所、組、學位學程畢業，領有畢業證書。二、公立或立案之

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醫事

或與公共衛生相關學系、所、組、學位學程畢業，領有畢業證書，並曾

修習公共衛生十八學分以上，有證明文件。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

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醫事或與公共衛

生相關學系、所、組、學位學程畢業，領有畢業證書，並曾從事公共衛

生相關工作滿三年以上，有證明文件。」之立法意旨，係考量公共衛生

三段五級之觀念，包括健康促進、特殊保護、早期診斷治療、限制失能

及復健，其適用範圍包括個人、社區及場域，且醫學院所屬系所亦多有

修習公共衛生相關課程，另許多醫師、護理師等醫事人員在畢業後長期

致力於公共衛生事務，又國內外公衛人才之養成，並不限於公共衛生學

系，相關科系如衛生教育學系、衛生福利系所、職業安全衛生系所等亦

屬重要人才來源，為鼓勵相關專業人才共同投入公共衛生領域，爰明定

多種應考資格。 

    為避免應考資格認定爭議，本法第四條第二項明定有關第一項第二

款所稱公共衛生學分與第二款、第三款所稱醫事或與公共衛生相關學系、

所、組、學位學程及第三款所稱公共衛生相關工作範圍、年資認定，由

中央主管機關為之。爰擬具「公共衛生師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規定之認定原則」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原則訂定依據。(草案第一點) 

二、應考資格之公共衛生學分，係指曾修習生物統計學、流行病學、衛  

    生行政與管理學、環境與職業衛生學、社會行為科學及其他公共衛 

    生課程之領域，爰就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公共衛生學分予以認 

    定。(草案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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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法第四條第二款、第三款醫事或與公共衛生相關學系、所、組、

學位學程名單之認定。(草案第三點、第四點) 

四、本法第四條第三款之公共衛生相關工作範圍、年資之認定。(草案 

    第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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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師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之認定原則草案 

一、本原則依公共衛生師法（以下稱本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公共衛生學分，指曾修習附表一所列

各領域或經衛生福利部認定之課程，每領域至少一學科，合計至少

十八學分以上。 

三、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所稱醫事相關學系、所、組、學

位學程，指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得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之各類醫事人員考試之學系、

所、組、學位學程，如附表二。 

(二)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且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

之醫事人員師級以上之證書者。 

四、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所稱公共衛生相關學系、所、組、

學位學程，如附表三。 

五、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曾從事公共衛生相關工作滿三年以上，

其工作場域、工作項目及工作內容，如附表四，並依實際工作時間

計算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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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公共衛生師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公共衛生學分 

領域 (修業)學科1 課程名稱2 

一、公共衛生綜論 

1. 公共衛生學 

人類學與公共衛生、人口學與公共衛生、牙科公共衛生學、公共衛生概

(綜)論、公共衛生學、公共衛生與社會、公共衛生營養學、公共衛生學

與健康體系、公共衛生學:預防醫學、公共衛生與社區醫學、軍隊衛

生、國際衛生、職業與公共衛生概論、公共衛生護理學、公共衛生與學

校護理。 

2. 研究法 

  研究法、研究基礎概念學、研究設計、研究方法導(概)論、研究導(概)

論、科學研究導論、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研究法、基礎研究方法、量性

研究、實證與研究法、質性研究、醫學研究方法、醫學科學研究、醫療

文化研究:質化研究法、醫療社會科學研究法、醫療研究技術與方法、

職能治療研究方法與統計、護理研究概論。 

3. 衛生法規與倫理 

  公共衛生法及倫理、公共衛生法規、公共衛生倫理、衛生行政與法規、

衛生法規、醫事及衛生法規、醫院管理與法規、醫療及衛生法規、醫療

政策與法律、醫療與法律、醫療與社會人文、臨床倫理與法律及醫事法

律、醫師病人與社會、醫學與社會、醫學人文導論、醫學典範與倫理實

踐、生命醫學倫理、護理倫理與法律概論。 

二、流行病學 

1.流行病學方法 

公共衛生學:流行病學、生物統計與流行病學、社會流行病學:原理與方

法、流行疾病學導論、流行病學、流行病學概論、流行病學分析、流行

病學原理、流行病學方法論、流行病學研究設計、高等流行病學、進階

流行病學研究設計。 

2.流行病學應用 

分子遺傳流行病學、分子流行病學、全球結核病流行病學:預防與控制、

老化及老人流行病學、兒童健康流行病學、流行病學當代研究課題、流

行病學實例特論、軍隊流行病學、環境與職業流行病學概論、遺傳流行

病學原理、傳染流行病學特論、傳染病分子流行病學、傳染病流行病

學、傳染病流行病學數理模式、慢性病流行病學、精神流行病學、應用

流行病學、營養流行病學、癌症流行病學、臨床流行病學、臨床流行病

學、臨床試驗、藥物流行病學、傳染病防治(含「微生物」、「免疫

學」、「寄生蟲學」、「病毒學」、「臨床病毒學」、「臨床微生物

學」、「臨床寄生蟲學」、「微免寄生蟲與實驗」)。 

三、生物統計學 

1.生物統計學 

心理及教育統計學、生物統計(學)、生物統計方法、生物統計與流行 
病學、生物醫學統計分析、重複測量統計分析、基礎統計學、統計學、 
進階生物統計學、衛生統計(學)、應用生物統計學、應用迴歸分析、 
醫學統計方法、職能治療研究方法與統計、醫用統計學。 

2.生物統計應用 

中階統計、心理學資料處理-以 R 為例、心理學資料處理與模式應用、 
生物統計模式與資料分析、生物統計應用分析-R、多變量分析、次級 
健康資料運用與實務、長期追蹤資料分析、統計軟體應用與實務、統 
計軟體操作、常用統計軟體介紹、健保資料庫分析、健康大數據分析 
應用軟體、健康次級資料分析與應用、健康資料庫管理與分析、健康 
資料應用軟體、健康資料應用與實作、統計軟體應用與實務、進階資 
料處理與分析、量化數據分析、資料分析、資料查詢與分析:SQL 與 R 
語言、資料科學於醫療領域應用、資料處理與分析、資訊分析與統計 
軟體應用、應用多變量數量方法、應用統計學、應用線性統計模式、 
醫療資料分析、醫療應用統計學、類別資料分析、SAS 與 SPSS 統計分 
析、STATA 在多變項統計分析。 

四、衛生政策與管理 1.衛生政策與行政 

公立醫院經營管理策略、公共衛生行政、公共衛生政策概論、比較社會

福利體制、兒童健康與政策、性別與全球化、長期照護政策、政治與

衛生政策、高齡化社會與長期照顧制度、健康服務之經濟評估、健康

政策、健康政策法令與策略、健康政策原理、健康照護問題與決策、

健康經濟、健康經濟評估、健康(醫療)經濟學、健康政策分析、健康

經濟學特論、健康管理與行銷學、健康與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勞動與

健康政策、照顧性別與國家、障礙福利、衛生行政、衛生行政(政策)

與健康保險、衛生行政(學)、健康政策法令與策略、衛生行政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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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公共衛生師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公共衛生學分 
理、衛生行政學、衛生制度與行政管理、衛生政策(概論)、衛生政策

(與)分析、衛生政策分析與評估、衛生政策理論與實務、衛生政策實

例、衛生行政與健康保險、衛生政策與管理、衛生計劃與評價(估)、

衛生福利行政、衛生福利行政、醫療保健政策分析、醫療政治學、醫

療政策與全民健保、醫療照護政策、醫療機構問題與決策、醫療體系

與衛生政策、藥事經濟特論、藥物經濟學、醫療政策與管理、家庭社

會與醫療及進階公共衛生議題、健康照護經濟學、高級護理行政學。 

2.健康照護體系 

人口老化與健康照護、公共衛生學與健康體系、比較福利體制、比較醫

療照護體系、全民健康保險之理論與實務、居家服務在歐洲長照發展

之趨勢、社區照顧、長期給付支付照管及個管、長期照護(顧)、長期

照護政策、長期照護專業人力資源整合、長期照護產業發展、長期照

護與福利服務、長期照護與管理、長期照護體系與政策、長期照顧概

(綜)論、長期照顧管理、長照跨專業專業服務與整合、高齡健康照

護、健康服務概論、健康保險(學)、健康保險制度、健康保險與支付

制度、健康保險學特論、健康政策與健康保險、健康照護制度比較研

究、健康照護制度評估研究、健康照護產業發展研究、健康照護組織

領導原則與實務、健康照護傳播、健康照護體系(概論)、健康照護體

系與管理、健康與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健康與長照保險、健康保險政

策分析、健康與長照保險政策分析特論、健康體系、國際健康照護體

系、歐洲長期照顧:發展趨勢與爭議、醫療保健制度、醫療制度與行

為、醫療服務與健康保險、醫療照護支付制度、醫療體系暨長期照護

概論、醫療體系與社會保險概論、醫療體系行政實務、社區醫學、老

人醫學、家庭與社區醫學、關懷與照護。 

3.醫務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特論)、比較醫療機構管理制度、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

長期照護服務管理與實務、長期照護品質管理與實務、長照機構經營

管理與品質確保、非營利組織管理、品質管理與病人安全、病人安全

與醫療品質促進計畫之評估、健康產業管理綜論、健康組織行銷與策

略、健康組織與管理、健康照護財務管理、健康照護策略管理、健康

照護管理、健康照護機構品質、國際醫療制度與管理實務、組織與管

理、認識醫療相關組織之運作、領導與管理、衛生資訊導論、衛生管

理實務、整合性照護與管理、醫用資訊系統與實務、醫院(務)管理

學、醫院財務管理學、醫院資訊系統與管理、醫院管理決策、醫務管

理、醫務領導與管理、醫學資訊學、醫學資訊導讀、醫學資訊應用、

醫療成本分析、醫療成本管理、醫療行銷研究、醫療行銷管理特論、

醫療行銷與策略管理、醫療行銷學、醫療決策分析、醫療品質(管
理)、醫療品質管理特論、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特論)、醫療品質與病

人安全個案討論、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特論、醫療財務管理、醫療財

務管理特論、醫療組織與管理、醫療策略管理、醫療策略管理特論、

醫療照護品質管理與結果特論、醫療資訊管理、醫療機構組織與功

能、醫療機構策略管理、醫療機構管理科學模式個論、醫療機構管理

概論、醫療機構與管理特論、醫療體系行政實務、護理行政緒論(含
實習)、護理行政概論(含實習)、高級護理行政學、組織行為、成本效

益與成本效能分析、個案與疾病管理。 

五、環境與職業衛生 1.環境衛生 

工業毒物學、工業與環境毒物、公共衛生學:環境醫學、分子毒理與生

物轉換、分子毒理學、水污染防治、生物氣膠學、有害廢棄物管理、

空氣污染學、室內空氣品質、毒理學、毒理學概論、風險管理與溝

通、食品安全衛生、食品衛生與安全、氣膠技術學、病媒管制研究設

計、病媒管制學、高等環境衛生學、健康風險評估、基因與分子毒理

學、基礎毒理學、新興毒物之評估、廢棄物管理、衛生化學、營養學

毒理學概論、環境分析、環境分析原理、環境化學、環境衛生政策、

環境毒物健康風險評估、環境流行病學、環境健康風險評估、環境採

樣與分析、環境控制與管理、環境規劃與管理、環境微生物、環境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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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公共衛生師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公共衛生學分 
測與分析、環境與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環境與健康、環境與職業毒理

學、環境與職業流行病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環境影響評估、環境衛

生、環境衛生特論、環境衛生概論、環境衛生管理、環境衛生學、環

境職業流行病學特論、臨床毒物學、職業與環境醫學、藥物管制與食

品衛生、環境與社區衛生學、寄生蟲學、感染與免疫。 

2.職業衛生 

人因工程、工業衛生、工業通風工業安全與衛生、工業衛生管理、工 
業安全衛生管理實務、作業環境監測、(作業危害)風險評估、環境與 
職業衛生、職業衛生(學)、職業安全與衛生、職業衛生特論、暴露評 
估、作業環境控制工程、職業衛生管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職業與 
環境醫學、職業健康管理學、職業病(概論)、環境病與職業病(概論)。 

六、社會行為科學 

1.健康促進與衛生教

育 

公共衛生教育、社區衛生(健康、保健)、社區健康促進活動設計與帶領

(含實習)、物理治療與健康促進、軍隊健康促進、健康促進、健康促

進與衛生教育導論、健康促進理論與實踐、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健

康促進與健康生活營造、健康促進理論與實務、健康促進與健康行

為、健康促進與職能治療、衛生教育、衛生教育與健康促進、職業健

康促進、職能與健康促進、社區衛生護理學(含實習)。 

2.健康行為科學 

心理衛生、社會暨行為藥學與問卷調查研究、健康心理學、健康心理學

概論、健康行為改變、健康行為科學、健康行為科學理論及應用、健

康行為科學概論、健康行為理論與研究、健康社會學、健康促進與健

康行為、健康與社會行為導論、進階健康行為理論(和應用)、職場健

康心理學、醫療社會學、醫療與社會、社會學、普通心理學。 
1. 於六大領域均至少各修過一學科，不得有任一科為無修習紀錄。 
2. 考量公共衛生相關課程多同時涉及數個公共衛生領域，爰該類課程之學分，得予

以重複計算及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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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公共衛生師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所稱醫事相關學系、所、

組、學位學程 

醫師(醫師、中醫師、牙醫師) 

學校名稱 學院名稱 系所、學程、組名稱 學制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學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學士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學士班 

國防醫學院 醫學院 醫學系 學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學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學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學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學士班 

長庚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學士班 

輔仁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學士班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學士班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 
馬偕醫學院 

醫學院 醫學系 學士班 

義守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學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學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院 學士後中醫學系 學士班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大學 

醫學院 學士後中醫學系 學士班 

義守大學 醫學院 學士後中醫學系 學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院 中醫學系 學士班 

長庚大學 醫學院 中醫學系 學士班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專業學院 牙醫學系 學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 牙醫學系 學士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牙醫學院 牙醫學系 學士班 

國防醫學院 醫學院 牙醫系 學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學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學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院 牙醫學系 學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學士班 

藥師 

學校名稱 學院名稱 系所、學程、組名稱 學制 

國立臺灣大學 藥學專業學院 藥學系 學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 藥學系 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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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藥物科學院 藥學系 學士班 

國防醫學院 醫學院 藥學系 學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藥學院 藥學系 學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院 藥學系 學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院 藥學系 學士班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 
嘉南藥理大學 

藥理學院 藥學系 學士班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暨健康學院 藥學系 學士班 

醫檢師 

學校名稱 學院名稱 系所、學程、組名稱 學制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學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學士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

院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學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醫學科技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學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學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學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科技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學士班 

長庚大學 醫學院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學士班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大學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學士班 

義守大學 醫學院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學士班 

輔英科技大學 醫學與健康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學士班 

中臺科技大學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學士班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護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學士班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事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學士班 

亞洲大學 醫學暨健康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學士班 

護理師 

學校名稱 學院名稱 系所、學程、組名稱 學制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國防醫學院 醫學院 護理系 學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照護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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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 醫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學院 護理系 學士班 

輔仁大學 醫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大學 

醫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 
馬偕醫學院 

醫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護理學院 護理系 學士班 

國立金門大學 健康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大葉大學 護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義守大學 醫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學院 護理系 學士班 

長榮大學 健康科學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學院 護理系 學士班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暨健康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學院 護理系 學士班 

亞洲大學 醫學暨健康學院 護理學系 學士班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護學院 護理系 學士班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學院 護理系 學士班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 
美和科技大學 

健康暨護理學院 護理系 學士班 

亞東技術學院 醫護暨管理學群 護理系 學士班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

院 
健康促進學群 護理系 學士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中護健康學院 護理系 學士班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 學士後護理學系 學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院 學士後護理學系 學士班 

長庚大學 醫學院 學士後護理學系 學士班 

物理治療師 

學校名稱 學院名稱 系所、學程、組名稱 學制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

院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學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健康科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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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照護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科技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班 

長庚大學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班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大學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班 

義守大學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班 

輔英科技大學 醫學與健康學院 物理治療系 學士班 

弘光科技大學 醫療健康學院 物理治療系 學士班 

亞洲大學 醫學暨健康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班 

職能治療師 

學校名稱 學院名稱 系所、學程、組名稱 學制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學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學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健康科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學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科技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學士班 

長庚大學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學士班 

輔仁大學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學士班 

義守大學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學士班 

亞洲大學 醫學暨健康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學士班 

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 

學校名稱 學院名稱 系所、學程、組名稱 學制 

國立臺灣大學 理學院 心理學系 碩士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碩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 
行為醫學研究所-臨床心理

組 
碩士班 

國立政治大學 理學院 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

校區 
竹師教育學院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碩士班 

國防大學 政治作戰學院 心理碩士班 碩士班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院 心理與諮商學系 碩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碩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院 心理學系暨臨床心理學 碩士班 

輔仁大學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碩士班 

輔仁大學 醫學院 臨床心理學系 碩士班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人類發展與健康學

院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碩士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教育心理與諮商組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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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碩士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 輔導與諮商學系 碩士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 婚姻與家族治療研究所 碩士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

所 
碩士班 

國立嘉義大學 師範學院 輔導與諮商學系 碩士班 

國立東華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碩士班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學院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

學系 
碩士班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學院 輔導與諮商 碩士班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院 諮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學院 心理與諮商學系 碩士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人文學院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碩士班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學院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東吳大學 理學院 心理學系 碩士班 

中原大學 理學院 心理學系 碩士班 

淡江大學 教育學院 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 碩士班 

世新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心理學系 碩士班 

銘傳大學 社會科學院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碩士班 

玄奘大學 社會科學院 應用心理學系諮商組 碩士班 

中國文化大學 教育學院 心理輔導學系 碩士班 

亞洲大學 醫學暨健康學院 心理學系 碩士班 

實踐大學 民生學院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家庭諮商與輔導 

碩士班 

南華大學 人文學院 生死學系所 碩士班 

美和科技大學 民生學院 社會工作系社區諮商組 碩士班 

呼吸治療師 

學校名稱 學院名稱 系所、學程、組名稱 學制 

台北醫學大學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學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學士班 

長庚大學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學士班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學院 呼吸照護系 學士班 

輔仁大學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學士班 

醫事放射師 

學校名稱 學院名稱 系所、學程、組名稱 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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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

院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

系 
學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健康科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學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院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

學系 
學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科技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學士班 

長庚大學 醫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學士班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大學 

護理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學士班 

義守大學 醫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學士班 

中臺科技大學 健康科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學士班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護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學士班 

營養師 

學校名稱 學院名稱 系所、學程、組名稱 學制 

台北醫學大學 營養學院 保健營養學系 學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生技製藥暨食品科

學院 
營養學系 

學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管理學院 營養學系 學士班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大學 

民生學院 保健營養系 學士班 

輔仁大學 民生學院 營養科學系 學士班 

中國文化大學 農學院 保健營養學系 學士班 

靜宜大學 理學院 食品營養學系 學士班 

實踐大學 民生學院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學士班 

義守大學 醫學院 營養學系 學士班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 
嘉南藥理大學 

民生學院 保健營養系 學士班 

輔英科技大學 醫學與健康學院 保健營養系 學士班 

長榮大學 健康科學學院 保健營養學系 學士班 

弘光科技大學 醫療健康學院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 

亞洲大學 醫學暨健康學院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學士班 

開南大學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 保健營養學系 學士班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民生學院 食品營養系 學士班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 
美和科技大學 

健康暨護理學院 食品營養系 學士班 

助產師 

學校名稱 學院名稱 系所、學程、組名稱 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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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護理學院 護理助產及婦女健康系 學士班 

語言治療師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科技學院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

大學 
健康科技學院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台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語言治療組 碩士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研究所 

碩士班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 
馬偕醫學院 

醫學院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亞洲大學 醫學暨健康學院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學士班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事學院 語言治療系 學士班 

弘光科技大學 醫療健康學院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學士班 

驗光師 

學校名稱 學院名稱 系所、學程、組名稱 學制 

大葉大學 護理暨健康學院 視光學系 學士班 

中臺科技大學 健康科學院 視光系 學士班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護學院 視光系 學士班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事學院 視光系 學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科技學院 視光系 學士班 

亞洲大學 醫學暨健康學院 視光系 學士班 

符合本表所列之醫事相關學系、所、組、學位學程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尚

需符合修習公共衛生十八學分以上或從事公共衛生相關工作滿三年以上，有證

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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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公共衛生師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所稱公共衛生相關學系、

所、組、學位學程 

學校名稱 學院名稱 系所、學程、組名稱 學制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

究所 
碩士班、博

士班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博

士班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班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

究所 
碩士班、博

士班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 
碩士班、博

士班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

究所 
碩士班、博

士班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全球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博

士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

系 

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

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理學院 環境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博

士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理學院 營養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理學院 營養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 醫學資訊研究所 碩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 博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 環境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

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 老年學研究所 碩士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護理學院 社區健康照護研究所 碩士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院 醫務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院 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 
碩士班、博

士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院 衛生福利研究所 
碩士班、博

士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院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碩士班、博

士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藥物科學院 食品安全及健康風險評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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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研究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院 國際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臺北市立大學 市政管理學院 衛生福利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管理學院 醫務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管理學院 
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

所 
碩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醫學科技學院 醫學資訊研究所 
碩士班、博

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

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全球衛生暨發展碩士學

位學程 
碩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應用分子流行病學碩士

學位學程 
碩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全球衛生暨衛生安全博

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院 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 營養學院 代謝與肥胖科學研究所 碩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健康科學院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

系 
學士班、碩

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

系 
學士班、碩

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院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

學程 
博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院 
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

學程 
碩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醫務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院 
國際生物醫學碩士學位

學程 
碩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院 老化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生技製藥暨食品科

學院 
食品暨藥物安全碩士學

位學程 
碩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學士班、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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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管理學院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管理學院 醫學資訊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管理學院 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管理學院 
健康管理學院國際健康

產業經營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 
碩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管理學院 
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

系 
學士班、碩

士班 

長庚大學 管理學院 醫務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長庚大學 管理學院 
國際健康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 
學士班 

長庚大學 管理學院 
智慧醫療創新碩士學位

學程 
碩士班 

長庚大學 醫學院 
健康照護產業碩士學位

學程 
碩士班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學院 高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 
學士班、碩

士班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大學 

民生學院 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 

輔仁大學 理工學院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

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輔仁大學 醫學院 
生物醫學海量資料分析

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輔仁大學 醫學院 
跨專業長期照護碩士學

位學程 
碩士班 

輔仁大學 醫學院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

修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大學 

醫學院 醫學資訊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學士班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大學 

護理學院 長期照護研究所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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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 
馬偕醫學院 

醫學院 長期照護研究所 碩士班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護理學院 高齡健康照護系 學士班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護理學院 長期照護系 

學士班、碩

士班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健康科技學院 健康事業管理系所 

學士班、碩

士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

班 

國立聯合大學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

系 
學士班、碩

士班 

國立金門大學 健康護理學院 長期照護學系 學士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學士班、碩

士班 

銘傳大學 健康科技學院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銘傳大學 健康科技學院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健

康產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班 

義守大學 醫學院 醫務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義守大學 醫學院 健康管理學系 學士班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 
嘉南藥理大學 

環境永續學院 
職業安全衛生系(含產業

安全衛生與防災碩士班) 
學士班、碩

士班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 
嘉南藥理大學 

休閒暨健康管理學

院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學士班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 
嘉南藥理大學 

休閒暨健康管理學

院 
醫務管理系 

學士班、碩

士班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學院 健康事業管理系 學士班 

輔英科技大學 環境與生命學院 職業安全衛生系 學士班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學院 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學士班 

長榮大學 永續教育學院 
醫藥照護產業進修學士

學位學程 
學士班 

長榮大學 健康科學學院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

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長榮大學 健康科學學院 醫務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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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 
環境與食品安全檢驗學

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長榮大學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弘光科技大學 醫療健康學院 健康事業管理系 
學士班、碩

士班 

弘光科技大學 智慧科技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學士班、碩

士班 

弘光科技大學 醫療健康學院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

業系 
學士班、碩

士班 

弘光科技大學 智慧科技學院 職業安全與防災所 碩士班 

明志科技大學 環境資源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學士班、碩

士班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暨健康學院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學士班、碩

士班 

中臺科技大學 人文及管理學院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學士班、碩

士班 

中臺科技大學 健康科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學士班、碩

士班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學院 老人照顧系 學士班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學院 長期照顧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亞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

系 

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

班 

亞洲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

班 

開南大學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健康

照護技術碩士班 
碩士班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護學院 
高齡福祉事業管理學士

學位學程 
學士班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護學院 醫務管理系 
學士班、碩

士班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健康學院 環境工程衛生系 
學士班、碩

士班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民生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學士班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民生學院 職業安全衛生系 
學士班、碩

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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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學院 長期照顧經營管理系 學士班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 
育達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學士班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 
美和科技大學 

健康暨護理學院 健康事業管理系 學士班 

吳鳳科技大學 醫學健康學院 長期照護系 學士班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 
康寧大學 

創新管理學院 健康照護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

士班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 
康寧大學 

護理健康學院 長期照護學系 學士班 

台北海洋學校財團

法人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樂活民生學院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學士班 

台北海洋學校財團

法人台北海洋科技

大學 
樂活民生學院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學士班 

亞東技術學院 醫護暨管理學群 醫務管理系 學士班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

院 
服務管理學群 高齡照顧福祉系 學士班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

院 
服務管理學群 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

院 
服務管理學群 醫護資訊應用系 學士班 

符合本表所列之公共衛生相關學系、所、組、學位學程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者，尚需符合修習公共衛生十八學分以上或從事公共衛生相關工作滿三年以

上，有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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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公共衛生師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公共衛生相關工作範圍 

工作場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1.各級政府機關 公共衛生相關行政 

醫政、藥政、防疫、疾病管制、保

健、健康促進、衛生教育、健康

保險、食品安全、長期照顧、心

理健康、口腔健康、毒品或成癮

防治、環保、職業安全衛生、企

劃或綜合規劃、統計分析及相關

業務。 

2.醫事與長期照顧 
   機構 

醫事及長期照顧機

構管理 

企劃管理、病歷管理、全民健康保

險行政管理、長期照顧行政管

理、醫事管理、品質與感染管

控、社區健康、健康促進、高齡

友善(健康)機構管理。 

3.社區與場域  

（1）學校、社          

區、職場、     

醫院、軍隊 

健康促進、防疫及

其管理 
健康促進、特殊保護、疾病篩檢及

防疫計畫之規劃、執行與評估。 

環境衛生與管理 
環境衛生管理、食品衛生管理、健

康風險評估。 

（2）職場 職業衛生與管理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職場健康管

理、防疫規劃與管理。 

（3）公共衛生師 
     事務所 

公共衛生事務 環境健康風險及方案、疫病調查及

防治方案、民眾健康狀態調查及

健康促進方案、食品安全風險調

查及品質管理方案之規劃、推動

或評估；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公共衛生事務。 

（4）民間、非營 
     利組織與教 
     育機(關)構     

研究與諮詢 健康資料蒐集、統計分析、研究、

教育訓練、諮詢或臨床試驗相關

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