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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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2月 24日（星期五）10:00~12:00 

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N427會議室 

主席：王瑞霞院長 

出席委員：周汎澔、許心恬、洪志秀、林秋菊、林淑媛、蘇以青、林佩昭 

請假委員：陳桂敏、吳麗敏、余靜雲 

紀錄：張惠婷組員 

應出席人員：8人；實際出席人數：8人。 

 

壹、主席報告事項： 

一、業經 105.08.26決議通過 105學年度碩博士班工作負責分配項目如下，請委員們審 

    視各自負責之工作進度並即早開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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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106.03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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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昭老師 105.09(畢業生)  

(已完成) 

106.04(雇主)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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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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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2 

 

貳、上次會議待追蹤事項： 

案號 追蹤事項 辦理情形 

1060110-04 

公告周知全學院教師承接 106

學年度「家庭專論」主負責教

師及「護理行政」協同授課教

師之意願 

1.「家庭專論」主負責教師有三位教師願

意承接：楊玉娥副教授、吳麗敏副教授、

曾惠珍助理教授。 

2.「護理行政」協同授課教師未有教師回

覆承接之意願。 

決議： 

一、106學年度「家庭專論」主負責教師由曾惠珍助理教授擔任。 

二、106學年度「護理行政」由林韋婷助理教授一人擔任主負責教師授課之。 

 

參、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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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案號 1060224-01） 

提案單位：碩士班 

案由：106學年度新開課程「學術倫理」、「多元文化健康照護」及學分數變動課程「護

理管理特論」之課程大綱與學習成效標準一覽表，請審議。 

說明： 

一、「學術倫理」主負責教師為周碧玲助理教授。檢附課程大綱及進度表(附件略)、課程

目標與學習成效標準一覽表(附件略)、校外審查意見表(附件略)。 

二、「多元文化健康照護」主負責教師為楊詠梅副教授。檢附課程大綱及進度表(附件略)、

課程目標與學習成效標準一覽表(附件略)、校外審查意見表(附件略)、外審意見回

覆表(附件略)。 

三、「護理管理特論」主負責教師為陳幼梅助理教授。檢附課程大綱及進度表(附件略、

課程目標與學習成效標準一覽表(附件略)、校外審查意見表(附件略)、外審意見回

覆表(附件略)。 

決議： 

一、「學術倫理」課程進度表內第 10週與第 11週授課內容有重複之疑慮，故建議周碧

玲助理教授與陳昱名助理教授再進一步地討論第 11週授課主題是否需變更。 

二、「多元文化健康照護」由於中英文課程大綱內容不相符，以及課程進度表內有錯別

字，故請楊詠梅副教授再次檢視並修正之。 

三、「護理管理特論」建議陳幼梅助理教授增加與成本效益、預算、品質管理、病安、

考核等相關之課程，且授課內容勿與「領導與健康政策」此門課之議題相同，課程

應著重於「管理」層面相關。 

四、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二（案號 1060224-02） 

提案單位：碩士班 

案由：106學年度碩士班本國生科目學分表，請審議。 

說明： 

一、業經 106.01.10碩博班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1)「護理管理特論」學分數由 3學分變更為 2學分。 

   (2)「護理管理特論實習」學分數由 3學分變更為 4學分。 

   (3)「公共衛生與高齡化」由一年級下學期變更為二年級上學期。 

   (4) 106學年度開始停開一年級上學期「英文閱讀」與一年級下學期「進階英文閱讀」

兩門 2學分選修課程。 

   (5) 將高齡長照學程課程「高齡養生另類療護特論」列於科目學分表一年級上學期，

並註明由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開課。 

二、106學年度一年級上學期新開 2學分選修課程「多元文化健康照護」。 

三、106學年度一年級上學期新開 1學分院必修課程「學術倫理」，此一新開課程取代原

先一年級下學期 1學分院必修課程「高齡化社會」。惟若有 105學年度(含)前入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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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還未修讀「高齡化社會」者，是否可修讀「學術倫理」抵免原先之院必修課程，

請討論。 

四、106學年度碩士班本國生科目學分表修正版如附件略，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

如附件略。 

決議： 

一、通過若有 105學年度(含)前入學研究生還未修讀「高齡化社會」者，可修讀新開院

必修「學術倫理」抵免原先之院必修課程。其餘照案通過。 

二、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三（案號 1060224-03） 

提案單位：碩士班 

案由：106學年度碩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表，請審議。 

說明： 

一、106學年度一年級上學期新開 1學分院必修課程「學術倫理」。因新開此一院必修課

程，國際生須修讀之必修學分從 17學分增加至 18學分，故將選修學分從 7學分減

少至 6學分。 

二、106學年度碩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表如附件略，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如附件

略。 

決議：照案通過，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四（案號 1060224-04） 

提案單位：碩士班 

案由：106學年度碩士班全英語授課課程科目學分表，請審議。 

說明： 

一、依教務處通知：自 99學年度起，全英文授課課程須逐年經由三級三審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方可認定。 

二、106學年度碩士班全英語授課課程科目學分表如附件略，各科課程大綱、進度表如

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五（案號 1060224-05） 

提案單位：博士班 

案由：106學年度博士班本國生科目學分表，請審議。 

說明： 

一、一年級 3學分必修課程「高級生物統計學特論」是由醫學院開課之全校課程，因本

校教師人力安排，自 104學年度起學校只開設於上學期，下學期未開課，故同步更

新於科目學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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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介入性研究及臨床試驗方法」由二年級上學期變更為二年級下學期。 

三、業經 105.12.02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科目學分表備註之第七點(英文畢業門檻及

相關配套)，修訂內容如下： 

    本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論文考試前須完成 (1)在就讀博士期間完成之研究成果

(不包含碩士論文)，且以第一作者發表在 SCI或 SSCI之期刊一篇。(2)通過 TOEFL 

ITP五百分(含)以上或等同之英文檢定；經考試後未達標準者，得修習本校語言與

文化中心開設之進修英文課程；考試通過者視同符合英文能力檢定。上述英文畢業

門檻及其相關配套方案開放予現行在校學生適用。 

四、106學年度一年級上學期新開 1學分院必修課程「學術倫理」列於科目學分表。因

涉及畢業總學分數變動，請討論此一新開課程學分數將列為必修 1學分或是必修 0

學分。初步調查其他學院博士班規定如下表： 

 健康科學院 口腔醫學院 

學術倫理 院必修 0學分 
院必修 1學分 

故畢業總學分數增加 1學分 

 

五、106學年度博士班本國生科目學分表初步修正表如附件略，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

細表如附件略。 

決議： 

一、將新開院必修課程「學術倫理」列為必修 1學分課程，106學年度入學研究生須修

讀之必修學分數由 18學分增加至 19學分，故將選修學分數從 6學分減少至 5學分。 

二、106學年度博士班本國生科目學分表修正版如附件略。 

三、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六（案號 1060224-06） 

提案單位：博士班 

案由：106學年度博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表，請審議。 

說明： 

一、業經 105.12.02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護理學系博士班科目學分表如附件略。 

二、106學年度一年級上學期新開 1學分院必修課程「學術倫理」列於科目學分表。因

涉及畢業總學分數變動，請討論此一新開課程學分數將列為必修 1學分或是必修 0

學分課程。 

三、106學年度博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表初步修正版如附件略，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

細表如附件略。 

決議： 

一、將新開院必修課程「學術倫理」列為必修 1學分課程，106學年度入學國際生須修

讀之必修學分由 18學分增加至 19學分，故將選修學分從 6學分減少至 5學分。 

二、106學年度博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表修正版如附件略。 

三、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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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案號 1060224-07） 

提案單位：博士班 

案由：106學年度博士班全英語授課課程科目學分表，請審議。 

說明： 

一、依教務處通知：自 99學年度起，全英文授課課程須逐年經由三級三審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方可認定。 

二、106學年度博士班全英語授課課程科目學分表如附件略，各科課程大綱、進度表如

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八（案號 1060224-08）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畢業生流向」、「畢業生就業滿意度」、「雇主滿意度」回饋至課程改善之結果，

請審議。 

說明：「畢業生流向」、「畢業生就業滿意度」結果已於 105年 8月 26日會議中討論完畢。

今請針對 105年 12月碩、博士班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果(附件略)回饋至課程改善之

結果(附件略)進行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九（案號 1060224-09）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護理學系碩、博士班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研究生績優獎學金推薦名單，請審議。 

說明： 

一、業經 105.08.26碩博班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有關研究生績優獎學金推薦之系內初

審標準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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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一學期至少修滿 6學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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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僅修獨立研究及研究實務實習者不予推薦。 

5.若分數相同時，則優先推薦符合下列條件者： 

(1)修習學分數較多者。 

(2)共同必修科目成績較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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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全職工作者。 

(4)操性成績較高者。 

6.前曾獲本校研究生獎學金者不重複推薦。 

二、依學務處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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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初步根據學系遴選原則扣除不符合資格之研究生後，碩博班績優獎學金推薦表如附

件略。 

決議：經出席委員評分後，碩博班績優獎學金推薦表如附件略。通過推薦博士班王舒薇

(105840007)、邱宜令(104840010)、黃怡靜(104840001)及碩士班黃詩雯(105540012)、

楊蓉甄(104540016)、陳鄉尹(105540019)領取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績優獎學金。 

 

提案十（案號 1060224-10）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檢視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碩、博士班各必、選修課程評值及改善建議表(附件略)。 

說明：1月份已由余靜雲老師及吳麗敏老師協助審視各必選修課程評值及改善建議表，

確認各主負責老師皆有確實回應學生反應之問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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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下次會議預定討論提案 

案號 提案事項 負責人 

   

 

陸、散會：主席於下午   時   分宣布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