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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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03 月 07 日（星期三）10:00~12：00 

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N427 會議室 

主席：周汎澔主任 

出席委員： 林淑媛、王瑞霞、許敏桃、陳桂敏、林秋菊、楊詠梅、許心恬、吳麗敏、余

靜雲、楊雅萍 

紀錄：李宗勳辦事員 

應出席人員：11 人；實際出席人數：11 人。 

壹、主席報告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案號 1070307- 01）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碩博士班統計課程(含國際生)開課事宜，請審議。 

說明：  

  一、目前碩博士班統計課程是由校方統一開課，現有課程包含 

     碩士班：醫學生物統計學特論(含實習)(外籍班)、進階生物統計學特論、 

             進階生物統計學實習 

     博士班：高級生物統計學特論(外籍班)、高級生物統計學特論。 

  二、關於現有統計課程開課事宜，有不同的建議方式，請審議。 

  三、經校內生物統計授課教師建議，考量生物統計課程的能力以及學生的學習需求，修

習「高級生物統計學特論」前須先繳交「進階生物統計學」或同等課程之修課證明，

並經授課主負責教師認定後方可修習。 

決議： 

  一、建議照案通過。 

  二、107 學年度外籍生博士班之統計課程，「高級生物統計學特論」改為選修 3 學分，另

新增「進階生物統計學特論」(必修 2 學分)與「進階生物統計學特論實習」(必修 1

學分)。 

提案二（案號 1070307- 02）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審定 107 學年度博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表 

說明： 

一、檢附 106 學年度博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表供參考附件(略)。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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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級生物統計特論」改為選修 3 學分課程。 

 二、新增「進階統計學特論(Intermediate Topics on Biostatistics (B) )」為必修2學分課程。，

「進階統計學特論實習(Practice in Intermediate Biostatistics (B) )」為必修 1 學分課

程。 

 三、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如附件(略)。 

 四、107 學年度博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表修正版如附件(略)。 

 五、107 學年度博士班全英文授課課程及大綱如附件(略)。 

 

提案三（案號 1070307- 03）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審定 107 學年度博士班本國生科目學分表 

說明： 

一、檢附 106 學年度博士班本國生科目學分表供參考附件(略)。 

 

決議：  

  一、於學分表備註中註明，修習「高級生物統計學特論」前須先繳交「進階生物統計學」

或同等課程之修課證明，並經授課主負責教師認定後方可修習，如附件(略)。 

 

提案四（案號 1070307- 04）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審定 107 學年度碩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表 

說明： 

一、檢附 106 學年度碩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表供參考附件(略)。 

二、擬增加實證護理實務作為碩士班國際生選修科目。 

三、調整後如附件(略)。 

 

決議：  

  一、「碩士論文研討」課程由二年級下學期調整至二年級上學期。 

  二、107 學年度二年級上學期新增 2 學分選修課程「實證護理實務」。 

  三、刪除「公共衛生與高齡化」課程。 

  四、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如附件(略)。 

  五、107 學年度碩士班國際生科目學分表修正版如附件(略) 

  六、107 學年度碩士班全英文授課課程及大綱如附件(略)。 

 

提案五（案號 1070307- 05）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審定 107 學年度碩士班本國生科目學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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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檢附 106 學年度碩士班本國生科目學分表供參考附件(略)。 

二、楊玉娥老師已於 106-1 學期退休，護理理論及家庭專論之授課教師須更改，請審議。 

 

決議： 

  一、典範學習經由校內會議已改為選修，確切學分數待人文社會科學院會議決議，目前 

     尚未確定。 

  二、「質性研究」由二年級下學期改為二年級上學期開課。 

  三、刪除「公共衛生與高齡化」課程。 

  四、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如附件(略)。 

  五、107 學年度碩士班本國生科目學分表修正版如附件(略) 

 

 

提案六（案號 1070307- 06）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博士班課程學習成效標準檢核表，請審議。 

說明： 

一、護理系碩博班「課程學習成效標準檢核表」審查檢核表，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案號 1070307- 07）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博士班課程大綱進度表檢核表，請審議。 

說明： 

一、護理系碩博班「課程大綱進度表」審查檢核表，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案號 107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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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 

說明： 

一、「畢業生流向」、「畢業生就業滿意度」、附件(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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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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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案號 1060307- 09）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護理學系碩、博士班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生績優獎學金推薦名單，請 審議。 

說明： 

  一、依學務處 107.1.26 高醫學務字第 10711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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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

研究生績優獎學金。 

  二、依 106 學年度護理學院第 4 次院務暨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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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擔任國際生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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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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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博士班推薦：劉芊葳、吳淑芬、許素雯。 

  二、碩士班推薦：蔡同芊、施筱筠、杜雅惠 

  三、送 107 年 3 月 20 日院系務會議追認。 

提案十（案號 106030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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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目前外籍博士生僅剩兩名學生，未來開課事宜該如何進行，請審議。 

說明： 

  一、目前一位越南博士生於 106-1 學期申請休學，僅餘兩名博士生，可能未達研究所開

課人數。 

  二、為符合國際博士生之修課需求，且與 2 位博士生討論後，106-2 學期開放博士生下

修本系碩士班「文化與健康」課程，請審議。 

決議： 

  一、為符合國際博士生之修課需求，決議開放 106 學年度入學之國際博士生 106-2 學期

可下修碩士班「文化與健康」課程，並算入畢業學分。 

 

提案十一（案號 1060307-11）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根據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 1060148615 號函，期望各校 108 學年度後於既有護理研

究所增設相關職業衛生護理學籍分組，請審議。 

說明： 

  一、根據根據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 1060148615 號函，如附件(略)，為培育我國職業衛

生護理人力，請各校納入 108 學年度後於既有護理研究所增設相關職業衛生護理學

籍分組之參考。 

   二、因應「職業安全衛生法」之施行，職業衛生護理人才需求迫切，其職掌包含特殊

健康檢查分級管理、健康異常之面談、健康指導、選工、配工、職業傷病統計分析、

健康風險評估、癌症篩檢、三高預防、舒緩工作壓力等健康管理及促進項目，其工

作內容趨專業化，與一般臨床護理業務不同。爰為充實上開人力，提升我國勞工之

職業安全，請各校納入未來研究所調整之參考。有意願調整之學校，後續請依本部

公告調整總量管制之作業時程辦理。 

 

決議：因目前系上教師人力有限，暫不考慮增加該分組。 

 

 

參、臨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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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績優研究生之評分比例修改，以及系所得分之詳細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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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伍、散會：主席於上午   時   分宣布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