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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課程委員會 

108學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3月 3日(二)  14：00 ～ 16：00 

地    點：第一教學大樓 N427會議室 

主    席：吳麗敏主任 

出席人員：謝秀芬、余靜雲、林佳儒、李碧娥(請假)、林淑媛、周碧玲、蘇以青、曾惠珍、

吳秀悅(校外代表)、黃美智(校外代表-請假)、莊鄭芳銘(護三-請假)、陳靖瑛(碩

一-請假)、李榮真(博一) 

列席人員：李宗勳組員、林秀枝助教(請假) 

記    錄：顏焰貞組員 

委員應出席人員：14人；實際出席人數：10人；出席率：71.43 %。 

 

壹、 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前來與會，本次會議應出席委員 14人，實際出席委員 10人，

達會議應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71.43%)，宣布開會。 

 

貳、 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宣讀確認 

會議紀錄簡要表（108.10.14） 

案   由 決   議 

（案號 1081014- 1） 

本學系學士班 108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學分異動案。 
照案通過 

（案號 1081014- 2） 

本學系學、碩、博士班 108學年度第 1學期開設課程之「課程大綱、進

度表」審查檢核表案。 

照案通過 

（案號 1081014- 3） 

本學系學、碩、博士班 108學年度第 1學期開設課程之「課程學習成效

標準」檢核表案。 

照案通過 

 

參、 上次會議執行追蹤 

案   由 決   議 執行單位 辦理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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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案號 1090303-01） 

提案單位：學、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 

案由：本學系學、碩、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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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略)，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學士班業經 109.2.27 (108)第四次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案碩、博士班業經 109.2.25 (108)第三次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審議通

過。 

決議：全體與會成員照案通過，提案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二（案號 1090303-02） 

提案單位：學、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 

案由：本學系學、碩、博士班「108-2課程大綱、進度表審查檢核表」(附件略)，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學士班業經 109.2.10 (108)第三次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本次檢核 25門必修科目及 17門選修科目，共計 42門。 

二、本案碩、博士班業經 109.2.25 (108)第三次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審議通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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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全體與會成員照案通過，提案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三（案號 1090303-03） 

提案單位：學、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 

案由：本學系學、碩、博士班「108-2課程學習成效標準審查檢核表」(附件略)，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學士班業經 109.2.10 (108)第三次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本次檢核 22門必修科目及 13門選修科目，共計 35門。 

二、本案碩、博士班業經 109.2.25 (108)第三次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審議通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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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全體與會成員照案通過，提案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四（案號 1090303-04） 



 3  

提案單位：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 

案由：本學系學士班 109學年度新開設必/選修課程之「課程大綱及進度表」、「課程目標

與學習成效標準一覽表」、「外審意見表及外審意見回應表」(校附件略)，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學士班業經 109.2.10 (108)第三次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新開設之選修課程摘述及檢附資料如下：因應系所發展方向，新開設三年級上學期

「跨域溝通實作」選修課程 1學分，其「課程大綱及進度表」、「課程目標與學習成

效標準一覽表」、「外審意見表及外審意見回應表」(附件略)。 

決議：全體與會成員照案通過，提案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五（案號 1090303-05） 

提案單位：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 

案由：本學系學士班 109學年度申請遠距教學課程，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2.10 (108)第三次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會議及 109.2.27 (108)第

四次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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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科目為：「多元文化健康照護」及「網路圖書資訊應用」，非新開課程不需外審，

且符合授課時數超過 1/2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之規範。 

四、檢附資料： 

(一) 多元文化健康照護--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附件略)。 

(二) 網路圖書資訊應用--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附件略)。 

決議：全體與會成員照案通過，提案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案遠距教學委員會，最後

提案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六（案號 1090303-06） 

提案單位：學士班課程委員會 

案由：109學年度護理學系微學程課程規劃表，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教務處 109.2.24發文通知辦理。 

二、109.2.27 (108)第四次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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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檢附資料：109學年度長期照護微學程課程規畫表(附件略)（108年首次申請）。 

決議：全體與會成員照案通過，提案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案教務會議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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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案號 1090303-07） 

提案單位：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 

案由：本學系學士班 109學年度課程科目學分表及相關學分增減變動，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學士班業經 109.2.27 (108)第四次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課程科目及學分異動之決議摘要如下： 

(一)學士班新開課程：「跨域溝通實作」選修 1學分/三上，採全英文授課(詳如提案

二及三)。 

(二)更改課程名稱：「跨文化護理研習」及「海外護理研習」中英文課程名稱加註(EN)。 

三、檢附資料： 

(一)109學年度學士班新生科目學分表(附件略)。 

    (二)109學年度學士班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附件略)。 

決議：全體與會成員照案通過，提案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八（案號 1090303-08） 

提案單位：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 

案由：「學士班性質特殊課程資料表」(附件略)，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學士班業經 109.2.10 (108)第三次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109學年度提出申請科目數共計 16門課： 

   上學期—身體檢查與評估(含實習)、中藥學概論、藥膳學、護理技術認證、海外護理

研習(EN)、精神科護理學、社區衛生護理學、護理行政概論、跨域溝通實

作(EN)。 

   下學期臨床護理技能、統計軟體操作、跨文化護理研習(EN)、護理職涯規劃。 

   上下學期--內外科護理學(二)、兒科護理學、產科護理學。 

決議：全體與會成員照案通過，提案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九（案號 1090303-09） 

提案單位：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 

案由：本學系學士班 109學年度學士班課程分流模組(附件略)，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2.10 (108)第三次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修改摘要如下： 

(一)「老人護理」課程名稱更改：「老人照護」。 

(二)新開課程：「跨域溝通實作(EN)」。 

(三)更改課程名稱：「海外護理研習(EN)」、「跨文化護理研習(EN)」 

決議：全體與會成員照案通過，提案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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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十（案號 1090303-10）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 

案由：本學系碩士班(本國生)109學年度課程科目學分表及相關學分增減變動，請審議。 

一、本案碩、博士班業經 109.2.25 (108)第三次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審議通

過。 

二、課程科目及學分異動之決議摘要如下： 

(一)「文化與健康 Culture & Health(B)」課程，因 109學年度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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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學校課程名稱規定，屬全英文授課之科目，課程名稱後加註(EN)，統一修正，

不列入課程異動明細表。 

三、檢附資料： 

(一) 109學年度碩士班(本國生)新生科目學分表(附件略)。 

(二) 109學年度碩士班(本國生)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附件略)。 

決議：全體與會成員照案通過，提案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十一（案號 1090303-11）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 

案由：本學系碩士班(外籍生)109學年度課程科目增減變動(附件略)，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碩、博士班業經 109.2.25 (108)第三次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審議通

過。 

二、課程科目及學分異動之決議摘要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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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據學校課程名稱規定，屬全英文授課之科目，課程名稱後加註(EN)，統一修

正，不列入課程異動明細表。 

三、109學年度已停招碩士班外籍生，故無 109學年度碩士班(外籍生)新生科目學分表。 

決議：全體與會成員照案通過，提案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十二（案號 1090303-12）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 

案由：本學系博士班(本國生)109學年度課程科目學分表及相關學分增減變動，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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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碩、博士班業經 109.2.25 (108)第三次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審議通

過。 

二、課程科目及學分異動之決議摘要如下： 

    (一)為使課程平均分配，「研究工具之發展」，由二下移至二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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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統合分析方法論」開課學期為二下。 

(四)備註欄第六點，補列博士生資格考申請之規定。 

(五)依據學校課程名稱規定，屬全英文授課之科目，課程名稱後加註(EN)，統一修正，

不列入課程異動明細表。 

三、檢附資料： 

(一) 109學年度博士班(本國生)新生科目學分表(附件略)。 

(二) 109學年度博士班(本國生)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附件略)。 

決議：全體與會成員照案通過，提案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十三（案號 1090303-13） 

提案單位：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 

案由：本學系博士班(外籍生)109學年度課程科目學分表及相關學分增減變動，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碩、博士班業經 109.2.25 (108)第三次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審議通

過。 

二、課程科目及學分異動之決議摘要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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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博士班(外籍生)之 Practice in Intermediate Biostatistics (B) 課程，授課教師改為楊

家琪助理教授。 

(三)依據學校課程名稱規定，屬全英文授課之科目，課程名稱後加註(EN)，統一修正，

不列入課程異動明細表。 

三、檢附資料： 

(一) 109學年度博士班(外籍生)新生科目學分表(附件略)。 

(二) 109學年度博士班(外籍生)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附件略)。 

決議：全體與會成員照案通過，提案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十四（案號 1090303-14） 

提案單位：學、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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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學系學、碩、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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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學士班業經 109.2.10 (108)第三次學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案碩、博士班業經 109.2.25 (108)第三次碩、博士班課程暨教學品質委員會審議通

過。 

三、檢附資料： 

(一)109學年度學士班 3門全英文授課課程大綱及進度表(附件略)。 

(二)109學年度碩士班 5門(外籍生 4門、本國生 1門)全英文授課課程大綱及進度表(附

件略)。 

(三) 109學年度博士班 17門(外籍生 12門、本國生 5門)全英文授課課程大綱及進度

表(附件略)。 

決議：全體與會成員照案通過，提案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有，共  案，如下： 

案號 追蹤事項 負責人 

無   

 

 

柒、下次會議預定討論提案 

案號 提案事項 負責人 

年月- 提案順序   

無   

 

 

捌、散會： 

    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4時整。 

 

玖、下次會議時間：109年 10月 00日(星期○) 上午 00：00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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