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基本資料
姓名：龔建吉

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財務金融技術系(原商業教育系)博士
美國紐約長島大學醫療暨公共政策研究所〈財務管理組〉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財務管理系
中臺醫專醫務管理科
．經歷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輔導顧問
中臺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中臺科技大學醫務管理系專任講師
中臺醫護技術學院技合處實習暨建教合作組組長
區域教學醫院企劃室主任、秘書處管理師
美國紐約 Nassau county medical center 財務部財務分析師
．專長
成本與管理會計、醫療財務管理、醫療品質管理、醫療照護機構經營管理
．Tel： 04-22391647 轉 7220
．Fax： 04-22391000
．電子信箱：cckung@ctust.edu.tw

◎參與之研究計劃
申請單位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計劃名稱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劃
CTU105-C-014
錨式情境教材運用於企業倫理課程
之研究

導入平衡計分卡對醫療機構組織變
署立豐原醫院產學合作案 革之影響-一家臺灣區域醫院的個案
應用計劃編號:CTU95-產-79
賢德醫院產學合作案

醫療機構分科經營績效比較之研究應用 DEA 與 Tobit 分析法 〈計劃編
號:CTU95-產-07〉

計劃內擔任
工作

執行期間

主持人

105.02.22105.12.31

研究員

97.08.01~
98.07.31

主持人

96.08.01~
97.07.31

主持人

95.12.15~
96.12.15

醫療服務給付制度與醫院營運績效
清泉醫院產學合作案
中臺科技大學

評估之研究〈計劃編
號:CTUST-LI-9416〉
中臺科技大學教育品質指標建構及

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94.08.01~
95.07.31
94.08.01~

專業類群績效比較之研究

95.07.31

中臺科技大學

醫院行政管理者角色差異分析之研
究

主持人

93.08.01~
94.07.31

教育部

醫療機構品質與競力提升策略管理
計畫

主持人

93.04.01~
93.12.31

◎學術著作
【期刊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期刊名稱

大學學生學習取向與教學環境設
課程與教學季刊，12（4）
陳美華、陳信憲、龔建吉 2009 計關聯性評估-以合作學習教學法
（TSSCI）
為例
趙建蕾、龔建吉、吳惠琪、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情緒智慧與職
2009
許哲瀚
業倦怠之相關性
導入平衡計分卡對醫療組織變革
龔建吉、康龍魁、詹清旭等 2007 之影響－一家臺灣區域醫院的個
案應用
許哲翰、龔建吉等

2007

41-55
健康產業照護論壇，2
（2），32-52

醫院廢棄物認知之探討－以中部

醫藥產業管理與教育論

某科技大學在職專班學生為例

叢，1（3），81-100

組織成員對策略管理系統認知與
康龍魁、許哲瀚、龔建吉等 2007 表現滿意度之研究－以平衡計分
卡導入一家醫療機構為例
趙建蕾、古巧琴、龔建吉、
機構式照護之特性與安全性研究
2007
許哲瀚
－以中部地區為例
許哲瀚、龔建吉、趙建蕾 2004

長期照護雜誌，13(1)，

中部某醫護技術學院醫療廢棄物
產生組成與清理之現況調查

健康產業管理學刊，1
（2），25-46
長期照護雜誌，11（2），
14-27
中臺學報，16（1）
，135-147

【研討會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龔建吉

椎間盤突出手術資源耗用與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2019 醫療品質相關之研究-以某
學術研討會
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龔建吉

尿道下裂手術診斷關聯群實
施前後之回溯性成本效益分 台灣外科醫學會 107 年度外科
2018
析-以中部某醫學中心小兒 聯合學術演講會
外科為例
置換人工膝關節後早期下床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

龔建吉

2018 活動對生活品質與膝關節彎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曲角度恢復程度影響之研究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X 光巡迴車與在院 X 光攝影 The 18th Annual Meeting and
龔建吉

龔建吉

2018 之影像品質實證研究-以乳
房攝影為例

2018 TAMRT International
Forum

精神科醫院行政人員人格特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2017 質、倫理決策模式與工作壓 時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力關連性之研究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許哲瀚、趙建蕾、龔建吉等 2009

推廣遠距居家照顧之重要因 2009 年臺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
子研究
研討會，臺北
The Empirical Study for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Raising University Library’s Conference of Technology &

Kang, L.K., Kung, C.C., etc 2008 Service Qualities: An
Application of the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Management 2008(pp.2),
Chunghwa, Taiwan. (建國科技大
學、臺北科技大學)

Kung, Chien-Chi, Hsu,
C.H., etc.

Does Devolution Reform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25th Academy Health Annual
in Public Hospitals? A study
2008
Research Meeting, Washington,
of comparing quality
D.C. U.S.A
perceptions of internal &
external customers

Hsu, C.H., Kung,
Chien-Chi, etc.

Satisfactions of internal
25th Academy Health Annual
&external customers with the
2008
Research Meeting, Washington,
quality of Long-Term Care
D.C. U.S.A.
Service in Taiwan

許哲翰、龔建吉等

應用模糊德菲法探討醫務管 2008 第六屆產業管理創新研討
2008 理人才之專業能力與培育課 會，臺灣，台中。(修平技術學
程
院)

吳惠琪、龔建吉等

2007

許哲翰、龔建吉等

2007

Hsu, C.H., Kung, C.C.,
Chao, C.L., & Lin, Y.H.

護理人員情緒智慧與職業倦 2007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怠之關聯性初探

技職與高教體系醫務管理專 2007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業課程之差異性分析比較 臺灣，新竹。(元培科技大學)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rvice Quality Satisfactions
2007 between Service Providers
and Residents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The Application of DEA

Kang, L.K.,Kung. C.C.

2006

臺灣，新竹。(元培科技大學)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rontic Technology and Service
Management（pp.223-230）,
Nantou,Taiwan.(南開科技大學)
Proceeding of 2006 Int'l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Conference on New Global
departmental performance: A Management Environment:
case study on a university of Business education sec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in the

(pp.1-24), Chunghwa, Taiwan.(彰

central Taiwan.

化師範大學)

【學位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學 位 名 稱

龔建吉

2009

技職教育醫務管理系學生學習取向之研究

博士學位

1997

Developing a costing information system for
public hospitals in the year of the rate
deregulation in New York state

碩士學位

龔建吉

【專書】
作者

出版年月

書

名

出版社

祝道松、龔建吉等合著

2009

醫療機構成本與管理會計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莊逸洲、龔建吉等合著

2006

醫療品質管理學〈二版〉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