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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  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學士班） 

第四次會議記錄 

時    間：109 年 02 月 27 日（四） 11：00～13：00 
開會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N335 
主    委：周碧玲老師 
議    程：林秀枝助教                  
記    錄：林秀枝助教 
 
出席委員：葉錦雪、林韋婷、謝秀芬、余靜雲、簡淑媛、林佩昭、林淑媛、 
          曾惠珍、侯玟里、柯薰貴、李淑莉、林秀枝、楊珉珊 
請假委員：曾惠珍、侯玟里、簡淑媛、楊珉珊 
列席人員：吳麗敏、蘇以青 
應出席人員： 14 人；實際出席人數： 12 人。 

壹、主席報告：略 

貳、上次會議執行追蹤：無 
 
叁、工作報告：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案號 1090227- 01）  
提案單位：學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微生物及免疫學實驗」1學分課程由必修改為選修 (附件略)，請 審議。 

說明： 
    一、108.2.27(107)第六次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議建議將「微生物及

免疫學實驗」改為選修課，以增加學生選課彈性。 
    二、檢附資料： 

    (一)微生物及免疫學科回覆。 
    (二)各校微免及微免實驗開課情形調查。 

決議：經討論後，出席委員表決全數通過 109 學年度「微生物及免疫學實驗」

課程維持必修。 

 
（下次追蹤時間  年  月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二（案號 1090227 - 02） 
提案單位：學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學士班 109 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科目學分表及課程開設調整明細表(附件

略)，請 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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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教務處 109.1.15 發文通知辦理。 
     二、新開設課程有：[跨域溝通實作]且為英語授課科目。 
     三、檢附資料： 
         (一)109 新生入學課程科目學分表。 
         (二)109 學年度課程開設調整明細表。 
決議： 

一、 將已確認授課教師之姓名補齊。 
二、 一年級下學期護理系開設之選修課程較多，會互相影響修課人數，建

議徵詢開課教師之意見，協調一年級上下學期之選修課開課數，再調

整學期開課課程數目。 
三、 考量各年級學生應有相同機會參與國際化課程之機會，原四下之[跨文

化護理研習]課程調整至三下開課。 
四、 修正後資料如附件三及附件四，提案 3/3 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年  月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三（案號 1090227- 03） 
提案單位：學士班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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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教務處 109.1.15 發文通知辦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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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3/3 系課程委員會審議。另外，為使所有調查年度與回饋

建議更加一致以及更能總體看到縱向整體建議結果，建議表格內容撰寫

方式可參考碩博士班的寫法，以整體大趨勢以及要點進行檢討，預計 109
學年度進行撰寫調整。 

 
（下次追蹤時間  年  月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四（案號 1090227- 04） 
提案單位：蘇以青 
案由：「網路圖書資訊應用」申請 109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請 審議。 
說明： 

一、 考量下列因素，擬申請遠距教學課程： 
(一)增加排課彈性。 
(二)學生可以加快進度，完成實用主題的學習。 

(三)可在不受實習壓力影響的情況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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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本校遠距教學辦法第五條規定，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填寫計劃書並

經系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送遠距課程委員會審核通

過後始可實施。 
三、 因非新開課程不需外審，且符合授課時數超過 1/2 規範；檢附課程計

畫書(附件略)及課程大綱進度表(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提案 3/3 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年  月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五（案號 1090227- 05） 
提案單位：學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109 學年度微學程課程規劃表(附件略)，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教務處 109.2.24 發文通知辦理。 
二、 各(微)學分學程皆固定於下學期提出次一學年之課程規劃表，經各系

(所)、院(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至學分學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三、 檢附資料：109學年度長期照護微學程課程規畫表（108年首次申請）。 

 
決議：照案通過，提案 3/3 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年  月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六（案號 1090227- 06） 
提案單位：謝秀芬 
案由：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衝堂選課之申請(附件略)，請 審議。 
說明： 
     一、護四二生，欲修習護理系生物化學概論，必修 2 學分(星期三 1、2 節)，

因實習衝堂，故改選中山大學生物科技系生物化學(禮拜二 2,3,4 節，

三學分，選修)，已審視其課程大綱與本系大致相似 (如附件略)。 
     二、護四一生，因修習護理系二年級的生物化學概論必修，與社區衛生護

理學實習衝堂。 
         (一)依據高雄醫學大學學生選課辦法第七條「學生不得修讀與上課時

間互相衝堂之科目，否則衝突各科目之成績均以零分登錄，惟各學

系若有特殊情形，其衝堂時數不超過該課程之四分之ㄧ，得事先申

請調課或徵求授課教師同意補課，且以一門學科為限，並報教務處

核備。」 
         (二)生物化學上課時間為每星期三 1-2 節，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從 4 月 8

至 5 月 8 日，每星期三到五，上午 8：00 到下午 5：00。衝堂需請假

的節數如下：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0 小時。生物化學：4/8-5/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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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00 共 8 小時(佔課程 8/36 時數，未超過四分之一)，已取

得生化老師核可同意。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上列學生之衝堂選課申請。 
 

（下次追蹤時間  年  月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伍、臨時動議： 
  一、討論 108-2 寒轉生之修課建議規劃。 
      說明：經了解，寒轉生雖已經於長榮大學已修畢之[基本護理學實驗]課

程，但內容與本系二上之[基本護理學習]課程不符，尚有許多技術

課程未學習，因此不予以抵免，故該生無法參加二下之基本護理

學實習。 
  決議： 

一、 該生之[身體檢查與評估]亦尚未修習，依本學系學士班學生修課原則

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學生須先修習「解剖學」與「生理學」科目，

且每學期成績達五十分（含）以上者，以及「身體檢查與評估（含

實習）」、 「基本護理學」與「基本護理學實習」科目，修課成績達六十

分（含）以上，且通過護理技術認證者，始得參與各科護理學實習之

分發作業。 

二、 給予該生之修課規畫建議如下： 
1. 因本校下學期無開設[身體檢查與評估(含實習)]課程，建議鄧生二下

先去修習外校之[身體檢查與評估(含實習)]課程。 
2. 內外科護理學(一)於 110 學年度改為三年級上下學期開課，建議本

學期先修習二下的內外科護理學(一)，三上修內外科護理學(二)。 
3. 待該生三年級修畢上學期之基本護理學實習(1 學分)與下學期之基

本護理學實習(2 學分)後，始能分發參與三年級之各科實習。 
4. 兒科護理學實習需先修畢[人類發展學(含實習)]課程，請導師協助檢

視該生之[人類發展學(含實習)]是否已抵免，若未抵免，建議學生本

學期先修習大一下開設之[人類發展學(含實習)]課程。 
5. 基於上述課程之修習，該生預計將延畢一年。 

三、 鑒於本次寒轉生出現之情況，建議來年錄取之寒轉生提早報到，並

找導師討論，以利盡早進行修課規劃。 
 
陸、下次開會時間：待定。 
 

柒、散會：於十三時零分主席宣佈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