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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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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09 月 18 日（星期一）10:00~11:00 

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N427 會議室 

主席：周汎澔主任 

出席委員：王瑞霞、許敏桃、林秋菊、林淑媛、楊詠梅、吳麗敏、余靜雲、楊雅萍 

請假委員：陳桂敏、許心恬 

紀錄：張惠婷辦事員、王曉鈴助教 

應出席人員：13 人；實際出席人數：12 人。 

壹、主席報告 

106 學年度碩博士課程委員會人數為 11 人，相較於 105 學年度少一人。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案號 1060918- 01）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106 學年度護理學系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碩、博士班)功能及年度計畫，請 討論。 

說明：106 學年度功能及年度計畫初稿如附件(略)，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案號 1060918- 02）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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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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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 與 106-1 碩士班課程評值及改善建議，並於課程委員會報告及建議 1 

審視 105-2 與 106-1 博士班課程評值及改善建議，並於課程委員會報告及建議 1 

依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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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學習手冊 1 

檢視 107 學年度博士班研究生學習手冊 1 

檢視 107 學年度碩士班國際研究生學習手冊(英) 1 

檢視 107 學年度博士班國際研究生學習手冊(英) 2 

檢視 107 學年度碩士班實習手冊 1 

決議：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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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G:/106.9.18碩博班課程委員會renew/附件一106學年度碩博班年度工作計畫083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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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負責委員 完成日期 

審視 105-2 與 106-1 碩士班課程評值及改善建議，並於課

程委員會報告及建議 

麗敏老師 

 

106.10 

107.03 

審視 105-2 與 106-1 博士班課程評值及改善建議，並於課

程委員會報告及建議 

敏桃老師 106.10 

107.03 

依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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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雲老師 

 

107.04(雇主) 

107.09(畢業生) 

檢視 107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學習手冊 心恬老師 107.07 

檢視 107 學年度博士班研究生學習手冊 桂敏老師 107.07 

檢視 107 學年度碩士班國際研究生學習手冊(英) 詠梅老師 106.12 

檢視 107 學年度博士班國際研究生學習手冊(英) 秋菊老師 

淑媛老師 

106.12 

檢視 107 學年度碩士班實習手冊 雅萍老師 106.12 

 

提案三（案號 1060918- 03）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護理學系碩、博士班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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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務處 106.8.31 高醫學務字第 106110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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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領取 106 學年度第 1 學

期研究生績優獎學金。 

2.依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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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修習學分數較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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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前曾獲本校研究生獎學金者不重複推薦。 

 

3.根據初審標準，符合條件者如附件(略)，擬請各位委員共同評分學系參與投入度

(30%)，推薦博士班 3 名、碩士班 3 名研究生。 

 

決議：1. 經出席委員評分後，碩博班績優獎學金推薦表如附件(略)。通過推薦博士班吳美

雲(105840006)、陳美菊(105840005)、高玉音(105840001)及碩士班胡嘉桂

(105540001)、李宜玟(105540023)、陳姿蓉(103540009)領取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績

優獎學金。 

      2.增加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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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之評分項目：(6)擔任

國際生學伴。 

3.提 106.10.17 系暨院務會議提案審議。 

 

提案四（案號 1060918- 04） 

提案單位：碩士班 

案由：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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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31 高醫教通字第 128 號函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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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二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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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案號 1060918- 05） 

提案單位：博士班 

案由：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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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31 高醫教通字第 128 號函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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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二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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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六（案號 1060918- 06）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博士班課程之課程大綱、進度表審查，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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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教務處 105.8.31 高醫教通字第 128 號函通知：各系所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之課

程之「課程大綱、進度表」應檢附審查檢核表，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校級課

程委員會備查。 

二、護理系碩士班「課程大綱、進度表」審查檢核表，如附件(略)；護理系博士班「課程

大綱、進度表」審查檢核表，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七（案號 1060918- 07）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博士班課程之課程學習成效標準審查，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教務處 105.8.31 高醫教通字第 128 號函通知：各系所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之課

程之「課程學習成效標準」應檢附課程學習成效標準檢核表，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後，提校級課程委員會備查。 

二、護理學系碩士班課程學習成效標準一覽表，如附件(略)。 

三、護理學系博士班課程學習成效標準一覽表，如附件(略)。 

四、課程學習成效標準檢核表，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參、臨時動議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有，共 1 案，如下： 

案號 追蹤事項 負責人 

 1.查詢適合外籍生之統計課程 雅萍老師 

 

肆、下次會議預定討論提案 

案號 提案事項 負責人 

 1.審視 105-2 碩士班課程評值及改善建議，並於課程委

員會報告及建議 

麗敏老師 

 2.審視 105-2 博士班課程評值及改善建議，並於課程委

員會報告及建議 

敏桃老師 

伍、散會：主席於上午 11  時 00  分宣布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