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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護理學系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碩、博士班) 

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08 月 26 日（星期五）10:00~12:30 

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N428B 會議室 

主席：王瑞霞院長 

出席委員：周汎澔、許心恬、陳桂敏、洪志秀、林秋菊、楊詠梅、吳麗敏、林淑媛、余

靜雲、林佩昭 

請假委員：蘇以青 

紀錄：黃佳萍組員 

應出席人員：12 人；實際出席人數：11 人。 

壹、主席報告 

1. 104 學年度工作報告(附件略)。 

2. 105 年 8 月 4 日調查博士班研究生英文能力檢定門檻暨配套措施適用對象結果為：多

數委員(10 票)同意訂定博士班新生須於提出學位論文考試時通過英文能力檢定門檻，

其標準為符合下列標準其中之一，(1) 托福測驗成績(TOEFL)：托福紙筆測驗(ITP)500

分(含)以上或托福電腦測驗(CBT) 193 分(含)以上或托福網路測驗(IBT) 68 分(含)以上；

(2)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及格；(3) 多益(TOEIC)600 分(含)以上；(4) 雅思(IELTS) 5.5

分(含)以上。未符合者，經修習本校語言與文化中心開設之進修英文課程，並考試通過

者，視同符合英文能力檢定。自 106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並同意修習進修英文配

套措施放寬至現行在學生均適用，條文內容不另增修(附件略)。 

3. 近三年(102-2~105-1)未開課的課程：進階英文閱讀(碩一下)、英文閱讀(碩一上)。另

研究計畫研討自 101-2 開課後，迄今未再開課。護理行政(碩一下)、公共衛生與高齡化

(碩一下)自 102-2 開課後，迄今未再開課。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案號 1050826- 01） 

提案單位：博士班 

案由：檢視博士班外國學生招生簡章、招生條件、課程規畫，請討論是否增列英文論文

寫作之選修課程與發表及 SCI、SSCI 文章投稿為畢業門檻之一。 

說明：105 年 7 月 1 日由博士班班主任邀集博士班各課程主負責教師進行博士班外國學

生課程規畫第一次會議，參考成功大學與陽明大學的外國學生課程規畫後，擬定

內容如下。另外，請討論是否新增選修課「英文論文寫作與發表(Academic Writing 

and Manuscript Preparation in English)」，請委員討論與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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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士班外國學生招生簡章(附件略) 

2. 科目學分表(附件略)。 

3. 應修畢業學分數與本國生相同：至少為 36 學分（含必修 18 學分、選修 6 學

分及博士論文 12 學分）。 

4. 博士班外國學生畢業門檻：通過相當於托福 500 分或本校「博士班研究生申

請學位論文考試準則」第二條所規定之英文檢定;修畢所有畢業學分數；參加

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口頭或海報)至少 1篇；完成博士畢業論文。 

5. 課程授課方式採與本國生分班上課為主，但部分課程可考慮合班。 

 

決議：1.簡章修改如(附件略)，若學士學位為美國或英語系國家，則可免除英語能力證

明。經討論後決議，科目學分表(附件略)移除選修課—高級實證護理(Advanced 

Evidence-based Nursing)與研究專題討論(Dissertation Seminar)，新增論

文寫作與發表(Academic Writing and Publication)。授課教師尚未確認，確

定的科目學分表將請授課教師撰寫課程大綱，105-1送外審再送系、院、校課

程委員會審議。 

2.經投票表決，考量國際生經濟狀況恐無法負擔到英語系國家修讀學分，且 SCI

與 SSCI準備時間較長，故多數決議移除ㄧ SCI、SSCI文章投稿移除之畢業門

檻(1.要 SCI-0票；2.兩者都不用-10票；3.只要有初稿投出-1票。確認最後

版本博士班外國學生畢業門檻為：1)通過相當於托福 500分或本校「博士班研

究生申請學位論文考試準則」第二條所規定之英文檢定;2)修畢所有畢業學分

數；3)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口頭或海報)至少 1篇；4)完成博士畢業論文。 

3.106 學年度博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表(附件略)提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二（案號 1050826- 02） 

提案單位：碩士班 

案由：各科護理學特論(含實習)I 與 II 課程規畫，請 討論。 

說明：據調查目前多數大學碩士班的實習學分數仍維持 6 學分。為整體實習的完整性及

在職學生的實習安排。經 105 年 7 月 4 日召集各科護理特論(含實習)之主負責教

師討論後(附件略)，建議 106 學年度起，各科特論(含實習)課程規劃如下： 

1. 成人衛生、婦幼、精神衛生與社區衛生各科護理學特論(含實習)I 與 II 仍維持

各科各自上課，但建議方案一各科護理學特論課程(含實習)I 四學分中，課程

佔 2 學分（原特論 I 及特論 II 課程合併），實習佔 2 學分; 方案二各科護理學

特論課程(含實習)I 四學分中，課程佔 1 學分，實習佔 3 學分（原特論模式）。

為使學生能彈性安排實習時數，建議開放各科特論 II 與護理管理特論實習 I

之實習安排，可以實習 2 學分在暑假先進行，以認列為二上的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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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護理管理特論降為 2 學分，但是護理管理特論實習分為實習 I 與實習 II 各 2

學分(較原本實習學分增加 1 學分)。 

一下 暑假(認二上) 二上 備註 

各科特論(含實習)I 

(2 課程+2 實習) 

護管特論(2) 

各科特論實習 II (2) 

護管特論實習 I (2) 

各科特論實習 III (2) 

護管特論實習 II (2) 

以上皆為必修 

或是各科特論實習 II (4) 

& 護管特論實習 I (4) 

 

 

決議：委員們建議以下兩個方案。請各科主負責教師確實與科內教師做好詳細討論後，

決定出選擇之方案後，再到本委員會下次會議中討論決議。 

 一下 暑假(認二上) 二上 備註 

方案

一 

各科特論(含實習)I 

(2 課程+2 實習) 

護管特論(2 課程) 

各科特論實習 II (2) 

護管特論實習 I (2) 

各科特論實習 III (2) 

護管特論實習 II (2) 

 

方案

二 

各科特論(含實習)I 

(1 課程+2 實習) 

護管特論(2 課程) 

各科特論實習(2) 

護管特論實習 I (2) 

各科特論(含實習)II 

(1 課程+2 實習) 

護管特論實習 II (2) 

 

 

提案三（案號 1050826- 03）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審視並修訂護理學院教師臨床教學授課時數核計細則，請 討論。 

說明：根據教務處公告，須請各學系依據各學院臨床授課時數合計辦法計算 105-1 教師

臨床授課時數，於 10/5 連同會議紀錄繳交。碩士班新開課程「進階護理管理特論

實習」(1 學分)之臨床授課時數計算，建議新增核計辦法為：進階護理管理特論

實習：指導教師每指導一名學生，授課時數核計 0.33 小時/每週。另外健康評估

特論課程已無臨床實習，故建議刪除辦法。另請討論博士班獨立研究 I、II、III、

IV、V 之臨床時數計算辦法(附件略)。 

決議：1.碩士班：進階護理管理特論實習：指導教師每指導一名學生，授課時數核計 0.33

小時/每週。另外，健康評估特論課程刪除此辦法。 

      2.博士班獨立研究 I、II、III：每指導一名學生，授課時數核計 1 小時/每週。獨立

研究 IV：每指導一名學生，授課時數核計 0.66 小時/每週。獨立研究 V：每指

導一名學生，授課時數核計 0.33 小時/每週。其餘照案通過。 

3.修改後辦法(附件略)，提 105.9.13 院系務會議、教務會議提案審議。 

 

提案四（案號 1050826-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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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105 學年度護理學系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碩、博士班)工作計畫，請 討論。 

說明：今 105 學年度功能年度計畫初稿如 (附件略)，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案號 1050826- 05）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105 學年度護理學系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碩、博士班)工作任務分配，請 討論。 

說明：根據 105 學年度功能年度計畫，擬將以下任務委由各委員協助完成。 

工作項目 人數 

審視 104-2 與 105-1 碩、博士班課程評值及改善建議，並於課程委員會報告及建議 2 

依 105 學年度「雇主滿意度」與「畢業生流向、畢業生就業滿意度」調查結果，提

出回饋至課程改善之建議 

1 

檢視 106 學年度碩士班與博士班研究生學習手冊 2 

彙編 106 學年度碩士班國際研究生學習手冊(英) 2 

彙編 106 學年度博士班國際研究生學習手冊(英) 2 

檢視 106 學年度碩士班實習手冊 1 

 

決議：105 學年度部分工作項目負責委員名單如下，並請各負責委員於規定期限內完成。 

工作項目 負責委員 完成日期 

審視 104-2 與 105-1 碩、博士班課程評值及改善建議，並

於課程委員會報告及建議 

靜雲老師、

麗敏老師 

105.09 

106.03 

依 105 學年度「雇主滿意度」與「畢業生流向、畢業生

就業滿意度」調查結果，提出回饋至課程改善之建議 

以青老師 106.04(雇主) 

106.09(畢業生) 

檢視 106 學年度碩士班與博士班研究生學習手冊 桂敏老師、

志秀老師 

106.07 

彙編 106 學年度碩士班國際研究生學習手冊(英) 心恬老師、

詠梅老師 

105.12 

彙編 106 學年度博士班國際研究生學習手冊(英) 佩昭老師、

秋菊老師 

105.12 

檢視 106 學年度碩士班實習手冊 淑媛老師 106.12 

 

提案六（案號 105082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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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碩士班 

案由：碩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表調降畢業學分為 30 學分，請 討論。 

說明：為與本國生碩士班畢業學分相同，擬將碩士班國際生畢業學分從 32 學分調降為

30 學分。擬請討論科目學分更動(附件略)。 

決議：1.106 學年度起，為配合畢業學分與本國生相同學分數，故建議調降選修 2 學分。

選修學分從 9 學分降為 7 學分，畢業總學分數為 30 學分(含必修 17 學分，選修

7 學分，碩士論文 6 學分) 。此外，考量二年級上、下學期課程分布之均衡性，

「公共衛生與高齡化」由下學期調至上學期。106 學年度碩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

表如(附件略)。 

      2.105 學年度碩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表異動，將，「公共衛生與高齡化」由二年級

下學期調至二年級上學期，修正後科目學分表如 (附件略)，課程科目學分增減

變動表如 (附件略)。 

3.上述兩點決議，將提系課程委員會提案。 

 

提案七（案號 1050826- 07）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請審視 105 學年度之研究生手冊。 

說明：105 學年度碩士班(附件略)、碩士班外籍生(附件略)、博士班之研究生手冊(附件

略)。 

決議：照案通過，公告於網頁周知。（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八（案號 1050826- 08）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追認 106 學年度護理學系碩士班僑生招生簡章與名額。 

說明：配合教務處資料填報，106 學年度護理學系碩士班、博士班僑生招生簡章(附件略)

與名額(博士班名額為 1 位，碩士班名額為 2 位)，已於 8/4 提報教務處。請委員

追認同意。 

決議：1.照案通過。 

2.建議自 107 學年度碩、博士班僑生簡章審查資料第 5 項英文能力證明修改為中

文能力證明。可參考教務處提供之華語文能力測驗等級對照表(CEFR、

TOCFL/SC-TOP、HSK)訂定華語能力標準(附件略)。（無下次需追蹤事項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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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案號 1050826- 08）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檢視 104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就業滿意度調查分析結果，並討論如何回饋至課程

改善。 

說明：請見 105 年 4~7 月調查 103 學年度畢業後 1 年、101 學年度畢業後 3 年、99 學年

度畢業後 5 年之碩士班(附件略)與博士班(附件略)畢業生流向、就業滿意度調查之

分析結果，並請委員討論如何回饋至課程改善(附件略)。 

決議：1.104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及就業滿意度回饋至「課程改善」結果(附件略)，照案通

過。（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十（案號 1050826- 10）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護理學系碩、博士班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生績優獎學金推薦名單，請 審議。 

說明：1.參考學務處 104.11.11 高醫學務字第 1041103688 號函公布，本學系博士班可推

薦一~三年級研究生 3 名，碩士班可推薦一~二年級研究生 3 名。依據系所初審

標準，推薦三位博士班及三位碩士班共 6 位研究生領取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

究生績優獎學金。 

2.依 104 學年度護理學院第 2 次院務暨第 2 次系務聯席會議提案修訂，有關研究

生績優獎學金推薦之系內初審標準如下：依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序。前

一學期至少修滿 6 學分課程。碩士班同一組別不推薦 2 人（含）以上，若該組

學生人數多於 6 人以上，則推薦人數可再增加 1 人。博士班僅修獨立研究及研

究實務實習者不予推薦。前曾獲本校研究生獎學金者不重複推薦。若分數相同

時，則優先推薦符合下列條件者：修習學分數較多者。共同必修科目成績較優

者。無全職工作者。操性成績較高者。 

3.根據初審標準，符合條件者有：劉美君(博)、孫婉娜、林雅慧、李云馨。然而，

今年博士班有三位學生(曾慧雯、李佳倫、郭蓁蓁)的學期成績、修習學分數、

共同必修科目、操性成績皆同分，而且三位皆有全職工作，擬請各位委員討論，

推薦哪兩位同學(附件略)。 

決議：1.三位(曾慧雯、李佳倫、郭蓁蓁)符合審查條件之學生，委員會決議經抽籤由曾

慧雯、李佳倫獲此獎勵。 

2.提 105.9.13 系暨院務會議提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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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案號 1050826-11）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學生參與國際學者交流活動列為研究生績優獎學金之系內初審標準，請 討論。 

說明：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中，畢業生較少選擇「參與國際交流活動」是對工作有所幫

助的項目。為鼓勵碩、博士班研究生參與國際交流活動，增加學生國際視野，故

建議委員討論是否修改本系研究生績優獎學金推薦之系內初審標準。參考附件為

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績優獎學金推薦審查標準(附件略)。 

決議：1. .刪除: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序，修正為:前一學期學業分數佔 70%，學系

參與投入度佔 30%（由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會議出席教師共同評

分）。評分項目為： 

(1)擔任班級幹部。 

(2)國內外學者之接待。 

(3)國際或境外生接待。 

(4)學系相關活動之參與。 

(5)其他有助學系發展之事項。 

        其餘審查標準不變 

護理系碩、博士班績優獎學生推薦審查標準修正對照表: 

     修訂後 修訂前 

1.前一學期學業分數佔 70%，學系參與

投入度佔 30％（由碩、博士班課程暨

教學品質委員會會議出席教師共同

評分）。評分項目為： 

(1)擔任班級幹部。 

(2)國內外學者之接待。 

(3)國際或境外生接待。 

(4)學系相關活動之參與 

(5)其他有助學系發展之事項。 

1.依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序 

2.同現行規定。 2.前一學期至少修滿 6學分課程。 

3.同現行規定。 3.碩士班同一組別不推薦 2人（含）以

上，若該組學生人數多於 6人以上，

則推薦人數可再增加 1人。 

4.同現行規定。  4.博士班僅修獨立研究及研究實務實

習者不予推薦。 

5.同現行規定。 5.若分數相同時，則優先推薦符合下列

條件者： 

5.1修習學分數較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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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共同必修科目成績較優者。 

5.3無全職工作者。 

5.4操性成績較高者。 

6.同現行規定  6.前曾獲本校研究生獎學金者不重複

推薦。 

2.提 105.9.13 系暨院務會議提案審議。 

 

提案十二（案號 1050826- 12） 

提案單位：碩士班 

案由：審視 106 學年度護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招生簡章初稿，請 討論。 

說明：經 105 年 5 月 9 日，第七次碩博班會議通過，招生簡章初稿如附件十二。因擬增

加招生名額，請討論並確認簡章內容，以送招生委員會。 

決議：1.106 學年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名額由 13 名增加為 14 名，餘照案通過。 

2.送校招生委員會。（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參、臨時動議肆、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有，共  案，如下： 

案號 追蹤事項 負責人 

   

 

肆、下次會議預定討論提案 

案號 提案事項 負責人 

 
檢視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博士班各必、選修課程

評值及改善建議表 
 

 
檢視 105-1 碩博班課程大綱進度表、學習成效標準檢

核表結果 
 

 
105-1 碩、博士班實習授課時數統計表審視後提交教務

處課務組 
 

伍、散會： 

    主席宣佈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