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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護理學系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碩、博士班) 
第三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02 月 25 日（星期四）14：00 ~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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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秋菊(教授研究假) 
紀錄：林秀枝助教 
應出席人員：15 人；實際出席人數：14 人。 
列席人員：蘇以青 

壹、主席報告：略 

貳、上次會議執行追蹤： 
    一、招生組別重組議題，已於 109.2.11 碩士班教師共識營中討論。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案號 1090225- 01）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108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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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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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檢核 8 門必修科目及 6 門選修科目，共計 14 門；博士班檢

核 5 門必修科目及 11 門選修科目，共計 16 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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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檢附資料：108-2 開設課程「課程大綱、進度表」檢核表。 

 
決議：照案通過，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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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2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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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108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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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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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門、博士班 16 門課程。檢視項目為：「學習成效標準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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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課程權重總合為 100」等 3 大項，所有課程資料皆符

合檢核項目。 
 三、檢附資料：108-2 課程學習成效標準檢核表。 

 
決議：照案通過，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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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25- 03）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碩、博班 109 學年度全英文授課課程科目學分表(附件略)、課程大綱及

進度表(附件略)，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教務處 109.1.15 發文通知辦理。 
二、 因應本校「教師基本授課時數核計辦法」對於全英文授課課程授課時

數加權之規定，自 99 學年度起，需逐年經由三級三審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方可認定為全英文授課課程。 
三、 109 學年度共計碩士班 4 門、博士班 17 門合計共 21 門課開設為全英

文授課課程。 
四、 檢附資料： 

(一) 碩、博班 109 學年度全英文授課課程科目學分表。 
(二) 碩、博班 109 學年度全英文授課課程科目課程大綱及進度表。 

 
決議： 

一、 碩士班(外籍生)之「進階護理學特論(含實習)」與「文化與健康」兩

門課，因 108 入學生已於 108-1 修完該課程，109-1 將不開課，故

刪除這兩項全英文授課科目。 
二、 碩、博班 109 學年度全英文授課科目學分表及課程大綱進度表修正

如(附件略)。 
三、 修改後資料，送 3/3 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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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四（案號 1090225- 04）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107-2 及 108-1 碩、博班專業必/選修科目檢討及建議表審閱結果，請  

審議。 
說明：審閱後之整體建議如(附件略)。 
 
決議：請課程主負責教師參考委員之審閱建議，參酌回應。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五（案號 1090225- 05）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108 學年度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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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畢業生流向、畢業生就業滿意度調查及雇主滿意度須回饋至課程

改善之結果」(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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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案六（案號 1090225- 06）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碩、博士班 109 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科目學分表(附件略)，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教務處 109.1.15 發文通知辦理。 
二、 碩士班(本國生)「文化與健康 Culture & Health (B)」課程名稱改為「文

化與健康 Culture and Health」。 
三、 博士班(本國生)： 

1.「研究工具之發展」由二下改為二上，並改為全英文授課。 
        2.「高級文化與護理專論 Advanced Seminar on Culture and Nursing」 

更改科目名稱為「高級文化專論 Advanced Seminar on Culture」。 
        3.「統合分析方法論」開課學期為二下。 
        4.備註欄第六點，補列博士生資格考申請之規定。 

四、 博士班(外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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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為增加外籍博士生的選課多元性，增加兩門全英文授課課程：「研

究工具之發展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strument」，選修 3 學分/
二上；「學位論文專題研討 Dissertation Seminar」，選修 3 學分/二
下。 

五、 檢附資料： 
(一) 碩士班(本國生)109 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科目學分表。 
(二) 博士班(本國生)109 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科目學分表。 
(三) 博士班(外籍生)109 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科目學分表。 

 
決議： 
    一、109 學年度碩士班精神科組新生只有 1 名，為保障學生修課權益，

精神科護理學特論(含實習)課程，將以上簽呈方式呈請核准開課。 
    二、博士班(外籍生)之統計實習課程，授課教師改為楊家琪助理教授。 
    二、所提修改照案通過，修改如(附件略)，提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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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案七（案號 1090225- 07）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碩、博班 109 學年度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附件略)，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教務處 109.1.15 發文通知辦理。 
二、 碩士班(外籍生)：「Special Topics on Advanced Nursing and Practicum 

II(B)」，108 學年度入學之外籍生已於 108 學年度修完該堂課程，109
學年度無外籍碩士生，建議刪除此課程。 

三、 博士班(本國生)：為使課程平均分配，「研究工具之發展」，由二下移

至二上。 
四、 博士班(外籍生)：為增加外籍博士生的選課多元性，增加兩門全英授

課課程：「研究工具之發展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strument」，選

修 3 學分/二上；「學位論文專題研討 Dissertation Seminar」，選修 3 學

分/二下。 
五、 檢附資料： 

(一)109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 
(二)109 學年度博士班(本國生)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 
(三)109 學年度博士班(外籍生)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 

 
決議： 

一、 碩士班「文化與健康 Culture & Health(B)」課程，因 109 學年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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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碩士生共同修課，此門課無須全英文授課，故更改科目名稱為

「文化與健康 Culture and Health」。 
二、 博士班「高級文化與護理專論 Advanced Seminar on Culture and 

Nursing」課程，因有外系學生預選修此門課，故更改科目名稱為

「高級文化專論 Advanced Seminar on Culture」。博士班外籍生此門

課程亦同步修改。 
三、 其餘調整照案通過，修改如(附件略)，提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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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案八（案號 1090225- 08）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109 學年度 KMU 優秀外國學生校內獎學金核發策略之系所負擔方式，

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 109 學年度 KMU 優秀外國學生校內獎學金會議決議辦理(附件略)。 
二、 決議內容(二)A類生活費給獎策略由院、系、所或指導教授負擔每生    

每年6萬元，並於每月各提撥5,000元至學生帳戶；校方亦負擔每生每

年6萬元、於每月提撥5,000至學生帳戶。 
三、 檢附資料：109學年度KMU優秀外國學生校內獎學金會議紀錄。 

 
決議：經委員們充分表達意見後仍未取得共識，主席裁示將此提案撤案，另

擇期再議。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八（案號 1090225- 08）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護理學系碩、博士班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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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10 高醫學務字第 109110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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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名領取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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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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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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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條件者如附件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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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碩士班因第三、四名推薦生各項分數皆相同，依系內初審標準第五

條第三款[分數相同時，優先推薦無全職工作者]，故最後碩士班推

薦名單為：107540007 陳瑩黛、107540014 何怡慧及 108540001 
Santo Imanuel Tonapa 三位。 

二、 博士班推薦名單為：108840011 李榮真、108840009 林采蓉、

105840004 林唐愉及 108840002 拉特納四位。 
 
 
肆、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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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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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散會：主席於下午十六時三十分宣布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