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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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09 月 19 日（星期四）14：00 ~ 15：30 
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N427 會議室 
主席：李碧娥院長 
出席委員：王秀紅、王瑞霞、周汎澔、許敏桃、陳桂敏、洪志秀、林秋菊、 
          林淑媛、 楊詠梅、許心恬、吳麗敏、余靜雲、林佩昭、林佳儒 
請假委員：陳桂敏(開會)、洪志秀(公出)、楊詠梅(公出)、余靜雲(上課) 
紀錄：林秀枝助教 
應出席人員：15 人；實際出席人數：11 人。 

壹、主席報告：略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案號 1080919- 1）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之課程之「課程大綱、進度表」檢核表(附件

略)，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教務處 108.8.13 發文通知辦理。 
    二、檢視碩博士班第一學期護理專業必選修科目之課程大綱及進度表，

共 39 門課程。檢視項目為：「課程大綱、目的及教學方法內容完整」、

「成績評定有輸入百分比」、「英文課程大綱內容完整」、「中、英

文進度表內容完整」、「每週上課類別資料完整」、「每週講授者維

護資料完整」等 6 大項，所有課程資料皆符合檢核項目。 
決議：照案通過，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二（案號 1080919- 02）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課程之「課程學習成效標準」檢核表(附件略)，

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教務處 108.8.13 發文通知辦理。 
 二、檢視碩博士班第一學期開設課程之「課程學習成效標準」， 共計碩

士班 25 門、博士班 24 門課程。檢視項目為：「學習成效標準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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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需求」、「所有欄位皆維護完整」、「各學習成效之權重配

分不得為 0 值，課程權重總合為 100」等 3 大項，所有課程資料皆

符合檢核項目。 
決議：照案通過，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三（案號 1080919- 03）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108 學年度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碩、博士班）功能及年度計畫(附

件略)，請  討論。 
說明：依 108 學年度之功能、年度計畫草擬，請討論本委員會之功能、組織、

任務及年度計畫，並進行工作分配。 
決議： 
     1.碩博班課程評值及改善建議分 107-2 與 108-1 兩學期，由不同教師負

責檢視。 
     2.109 學年度無碩士班國際生，故刪除[檢視碩士班國際研究生學習手冊]

此項工作。 
     3.109 學年度碩博班招生宣傳醫院為：奇美、高雄榮總及高雄長庚，奇

美醫院為心恬老師負責，高榮與高長由秋菊老師負責。 
     4.修改後之功能及年度計畫如(附件略)。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四（案號 1080919- 04）        
提案單位：林淑媛 
案由：110 學年度是否招收學士班預研生，請  審議。 
說明： 

 一、學校已有母法(高雄醫學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辦法)。 
 二、學士班學生於修業滿 2 學期或雙主修之加選學系於修業滿 4 學期表

現優良者，得於期滿後向相關系所碩士班提出申請碩士班預備研究

生(簡稱預研生)。 
 三、本校預研生符合條件，並參加本校碩士班招生考試，經錄取後始正

式取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決議：由行政教師先收集下列資料，再提出討論。 
      1.高教體系學校有哪些護理系有此類招生。 
      2.本校有哪些學系有招收預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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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追蹤時間 10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五（案號 1080919- 5）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110 學年度碩士班是否招收港澳生，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教育部規定，僑生及港澳生（含港澳生與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申請名額為 108 學年度總量核定外加 10％，本校 109 學年度招收名

額上限為：碩士班 35 名、博士班 5 名，校方建議學系考量教學資源

條件、輔導機制、師生比等審慎評估。 
    二、因港澳生無台灣護理師執照，無法跟本國生修特論實習，亦不屬於

外籍生，故碩士班至今未招收港澳生。 
    三、若招收港澳生，須調整或重新設計課程。 
決議：考量外籍生人數已增加，但本系師資並未增加人數，故決議碩士班暫

不招收港澳生。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六（案號 1080919- 6） 
提案單位：碩士班 
案由：碩士班是否開設原住民專班，請  審議。 
說明：依教務處 108.6.24「研擬增設原住民專班之可行性」會議結論(附件略)

辦理。 
決議：目前大學護理系有招收原住民專班之學校僅義守大學護理系，考量尚

未有畢業生學生來源不足，決議不開設碩士班原住民專班。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七（案號 1080919- 07）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 
案由：護理學系碩、博士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生績優獎學金推薦名單，

請  審議。 
說明： 
    一、依學務處 108.8.29 高醫學務字第 1081103039 號函公布，本學系博士

班可推薦一~三年級研究生 4 名，碩士班可推薦一~二年級研究生 3
名領取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績優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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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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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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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碩士班 3 名研究生。 
決議：經出席委員評分成績排序後，碩、博班研究生績優獎學金推荐名單如

下： 
      碩士班：107540006 吳佩琪、107540033 Praise Wendy Magombo 及

107540023 楊宜靜三位。 
      博士班：107840006 謝美妃、107840003 王韵宜、107840004 柯曼妮及

107840002 林婉如四位。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參、臨時動議 
一、碩士班各科特論(含實習)進度表中「臨床見/實習」之維護，是否統一各

科之維護方式，請  審議。 
  說明：課程主負責會有更動，統一維護方式可讓教師較有依循標準，以免

因請教不同教師而有不同維護方式而造成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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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由班主任與行政教師討論，提出處理方式後公告周知。 
 
 
二、開設國際博士專班之可行性? 
  說明：為加速國際競爭力並配合政府南向政策，擬增設護理博士班之國際

專班。 
  決議：擬向教務處收集此專班設置辦法之相關資料後，於下次會議中由博

士班班主任進行報告。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有，共 2 案，如下： 

案號 追蹤事項 負責人 
001 110 學年度是否招收學士班預研生 林佳儒 
002 開設國際博士專班之可行性 李碧娥 

 
 
肆、下次會議預定討論提案 

案號 提案事項 負責人 
 檢視 107-2 碩士班課程評值及改善建議 吳麗敏 
 檢視 107-2 博士班課程評值及改善建議 許敏桃 
 110 學年度是否招收學士班預研生 林佳儒 
 開設國際博士專班之可行性 李碧娥 

 
 
伍、散會：主席於下午 15 時 30 分宣布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