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學年度下學期第 2 次護理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 中午 12:00~13:30
貳、地點：親仁樓五樓 B512 會議室
參、主席：曹麗英院長

記錄：高偉崎

肆、出席人員：戎瑾如副院長、李慈音主任、吳淑芳主任、高千惠主任、鄭夙芬主
任、葉美玲所長、林文絹副主任、吳祥鳳副主任、魏秀靜副主任、謝
佳容副主任、穆佩芬委員、陳妙言委員、廖英壹委員、周雪棻委員、
江慧珠委員、陳淑娟委員
伍、請假人員：劉桂芬委員
陸、列席人員：王采芷教授、劉玟宜教授、盧玉嬴助理教授、林佑蓉講師
陸、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1.通過修訂護理系博士班課程科目表有關跨校跨系選修課程之備註，改為「本系博
士班開放所外及跨校碩士層級(含)以上專業相關選修，以 4 學分為限。」105 學
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2.通過護理系、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高齡健康照護系於 105 學年度下學期聘任
業界專家協同授課。
3.通過護理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案。
4.修訂「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學士班之「學生各學期修課學分數」
。
5.修訂護理學院暨各系所教育目標、教育目標細項及核心能力。
6.通過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二技課程科目表修正案。(本案未提校課程會議及教
務會議)
7.通過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增加大學部課程「母乳哺育學程」
8.通過修訂高齡健康照護系專業核心課程「高齡復健照護實作」(2 學分/3 時數)必
修科目，更名為「高齡復健與科技輔具實作」(2 學分/3 時數)。
9.通過高齡健康照護系將專業核心課程必修科目"管理學概論"(二下)與"健康照護與
銀髮產業"(二上)，修課年級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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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
提案一、…………………………………………………【提案單位－護理系】
案由：擬新增護理系專業選修課程「透視急診室的照護」(2 學分/2 小時)，請 審
議。
說明：
1.為協助學生了解急診室的運作及其功能與醫療角色，並獲得緊急傷病患之評估及
初步照護處置能力，及民眾就醫該具備的認知。擬新增「透視急診室的照護」專
業選修課程。
2.教學計畫見附件 1。
3.新課程檢核表見附件 2。
4.本案通過後回溯適用二技普通班自 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四技自 99 學年度入學
學生、二技進修部自 98 學年度入學學生、學士後自 105 學年度入學學生。
5.本案經 105 學年度下學期第二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修改後通過。
決議：修訂後通過。請與非護理領域教師討論跨學院、跨系所選課。
提案二、…………………………………………………【提案單位－護理系】
案由：本系大學部選修－「緊急救護」
、「兒童遊戲與觀察」、
「自殺與防治概論」、
「癌
症照護」於 106 學度第一學期開授部分遠距教學課程案，請 審議。
說明：
1.依教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務辦法」第六條「各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擬具教
學計畫，送課程相關委員會研議，提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以下
簡稱本部）備查。……」規定辦理。
2.各課程教學計畫詳見附件 3。
3.本案經 105 學年度下學期第二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提案單位－護理系】
案由：提請審查 106 學年度「國際護理博士班」課程科目表及教學計畫，如說明，請
討論。
說明：
1.本系申請新設「國際護理博士班」，經教育部核准於 106 學年度開始招生，課程
包含必修課程 19 學分，選修課程 9 學分。
2.課程科目表及教學計畫詳見附件 4。
3.本案通過後適用自 106 學年度入學之國際護理博士班學生。
4.本案經 105 學年度下學期第二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修改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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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國際博生和本地生的差異，國際生的必修少 2 學分（課程發展與設計），選修
少 6 學分。國際博班的是 19(必修)+9(選修)+12(博論)=40
2.照案通過。
提案四、…………………………………………………【提案單位－高齡健康照護系】
案由：擬合聘教師並新增選修一門「長照政策與行銷概論」(2 學分/2 時數)，請審
議。
說明：
1.教學計畫表內容中英文課程名稱、摘要及核心能力對應等修正(如附件 5)。
2.本案通過後，從 105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適用。
3.本案於 106 年 5 月 1 日高齡健康照護系 105-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修訂後通過。名稱修訂及增加參訪 1 至 2 堂課。
提案五、…………………………………………【提案單位－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
案由：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擬修改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二技必修課程中「助產學
實習(一)」、
「助產學實習(二)」及「助產學實習(三)」等 3 門課程實習學時數，
請 審議。
說明：
1.為增加學生與業界接軌，達成畢業即就業的教學目標，並增加學生即早與未來就
業職場的媒合，故擬修改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二技必修實習課程之實習時數。
2.必修課程「助產學實習(一)」及「助產學實習(二)」屬於第一類實習，學時數擬由
原 4 學分 12 小時課程調整為 4 學分 10 小時課程，其教學計畫詳如附件 6 至附件
7。
3.必修課程「助產學實習(三)」屬於第三類實習，學時數擬由原 4 學分 12 小時課程
調整為 4 學分 16 小時課程，其教學計畫詳如附件 8。
4.原課程及修改後之課程及學時數調整課程如下表(調整處以粗體字標示)：
原課程學分/時數
修改後之課程學分/時數
助產學實習(一) (4 學分 12 小時)

助產學實習(一) (4 學分 10 小時)

助產學實習(二) (4 學分 12 小時)

助產學實習(二) (4 學分 10 小時)

助產學實習(三) (4 學分 12 小時)

助產學實習(三) (4 學分 16 小時)

5.修正後之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二技課程科目表同附件 9。
6.本案如通過後，可回朔至自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7.本案已於 106.05.03 通過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課程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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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提案單位－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案由：修訂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碩士班之核心能力，提請審議。
說明：
1.擬調整碩士班之核心能力，如下表：
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碩士班
(修改前)
1.醫護教育與數位學習知識

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碩士班
(修改後)
1.醫護教育與數位學習知能

2.課程及教學設計能力

2.課程及教學設計能力

3.跨領域創新與批判性思考
4.人文與倫理素養

3.跨領域創新與批判性思考
4.人文與倫理素養

5.國際視野

5.國際視野

6.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研究能力

6.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研究能力

7.終身學習

7.終身學習

2.本案如擬通過後，自 106 學年度起適用。
3.本案經 106.05.05 醫護教育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所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提案單位－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
案由：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擬修訂課程科目表之開課群組相關說明與各學期建議選
修學分表如附件 10，請審議。
說明：
1. 課程科目表修改說明如下：
修改說明

修改後適用學年度

「健康評估與實驗」更名為「健康評估及實作」

106 學年度起適用

刪除「中西醫整合健康評估與實驗」、「健康評估及實作」課

106 學年度起適用

程之群組類別，統一修改為「擇一開課」
原「中西醫護理 A1」
、
「輔助療法護理 A1」兩套群組修改名為
「中西醫護理」、「輔助療法護理」

106 學年度起適用

課程科目表中之備註說明，群組「中西醫護理」、「輔助療法
護理」兩套群組原為「擇一修課」，修改為「擇一開課」

106 學年度起適用

調整各學期建議選修學分數為：一上(2)、一下(2)、二上(2-3)、
二下(0)

適用 106 學年度起入學新
生

2.本案經 106.04.19 105 學年度下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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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提案單位－護理系】
案由：護理系二技普通班、二技進修部、四技、學士後、碩士班必修、選修課修改課
程名稱案，請 審議。
說明：
1.為因應高教深耕計畫中，以發展院為教學核心的規劃時程及具體做法，包含課程
盤點、師資及資源整合，或特色課程發展、彈性學分規劃等，故擬修改本系部分
必修、選修課程名稱。
2.各學制修改課程說明如下：
課程
類別
必修

修改前課程名稱
教學原理與護理實務

修改學制

修改後適用學年
度

教學原理與健康照護實
務(2/2)

二技普通班、二
技進修部

適用 106 學年入
學學生

實證健康照護(2/2)

二技普通班、二
技進修部

回溯適用 105 學
年入學學生

研究原理與實作(2/3)

研究概論(2/2)

四技

適用 107 學年入
學學生

關懷與溝通實作(2/3)

關懷與溝通(2/2)

四技

適用 107 學年入
學學生

健康評估及實驗(3/4)

健康評估及實作(3/4)

碩士一般、專班

適用 106 學年入
學學生

國際護理實務(1/1)

國際健康照護實務(1/1)

二技普通班、二
技進修部、四
技、學士後

適用 106 學年入
學學生

(2/2)
實證護理學(2/2)

選修

修改後課程名稱

3.修改後各課程教學計畫請見附件 11。
4.修改後各學制課程科目表請見附件 12。
5.本案經 105 學年度下學期第二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修改後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提案單位－高齡健康照護系】
案由：高齡健康照護系大學部 1 年級第二學期「高齡學導論與倫理」(2 學分/2 時數)
必修科目，更名為「專業與倫理」(2 學分/2 時數)，請審議。
說明：
1.護理學院於 106 年 3 月 16 日第二次院主管會議決議通過課程更名。
2.專業基礎必修課程修正相關如下表：
原課程名稱

修正後課程名稱

負責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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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理由

高齡學導論與倫理
(2 學分/2 時數)

專業與倫理
(2 學分/2 時數)

1.為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劃中以院
為教學核心的規劃時程及具體做法，
包含課程盤點、師資及資源整合。
廖英壹

2.更名為「專業與倫理」，課程內容規
畫，以本系而言為等同高齡照護倫理
意義不變，另「高齡學導論與倫理」
併入「老人照顧概論」。

3.教學計畫表內容中、英文課程名稱、摘要及核心能力對應等修正後如附件 13。
4.本案通過後，從 106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適用。
5.本案於 106 年 5 月 1 日高齡健康照護系 105-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請召集人召集開會討論共識。
提案十、…………………………………………………【提案單位－高齡健康照護系】
案由：高齡健康照護系大學部 2 年級第一學期「身體評估」(3 學分/3 時數)必修科
目，更名為「身體評估與實作」(3 學分/4 時數)；「基本護理學及實驗」(3 學分
/4 時數)必修科目，更名為「基本照護實務與實驗」(3 學分/4 時數)，請審議。
說明：
1.護理學院於 106 年 3 月 16 日第二次院主管會議決議通過課程更名。
2 專業核心必修課程修正相關如下表：
原課程名稱

修正後課程名稱

負責教師

身體評估
(3 學分/3 時數)

身體評估與實作
(3 學分/4 時數)

廖英壹

基本護理學及實驗
(3 學分/4 時數)

基本照護實務與實驗
(3 學分/4 時數)

林英

修正理由

為配合教育部高
教深耕計劃中以
院為教學核心的
規劃時程及具體
做法，包含課程
盤點、師資及資
源整合。

1.課程名稱改同與勞動部丙
級證照考試資格之「照顧服
務員模組」核心課程。
2.教育部產合中心「照顧服
務員」模組認列 90 小時課
程內容單元相對應。

3.教學計畫表內容中英文課程名稱、摘要及核心能力對應等修正後如附件 14~15。
4.本案通過後，從 105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適用。
5.本案於 106 年 5 月 1 日高齡健康照護系 105-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修訂後通過。
提案十一、…………………………………………………【提案單位－助產及婦女健康
照護系】
案由：提請討論修改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大學部二技必修課程 5 門之課程名稱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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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選修課程 1 門，請
說明：

審議。

1.為因應高教深耕計畫中，以發展院為教學核心的規劃時程及具體做法，包含課程
盤點、師資及資源整合，或特色課程發展、彈性學分規劃等，故擬修改助產及婦
女健康照護系二技部分必修課程名稱，並新增一門選修課程。
2.原必修課程「關懷與溝通實作」(2 學分 3 小時)，改為「關懷與溝通」(2 學分 2
小時)，其教學計畫詳如附件 16。
3.原必修課程「身體評估與實作」(3 學分 4 小時)，改為「身體評估」(3 學分 3 小
時)，其教學計畫詳如附件 17。
4.原必修課程「教學原理」(2 學分 2 小時)，改為「教學原理與健康照護實務」(2
學分 2 小時)，其教學計畫詳如附件 18。
5.原必修課程「婦女健康照護倫理研討」(2 學分 2 小時)，改為「專業與倫理」(2
學分 2 小時)，其教學計畫詳如附件 19。
6.原必修課程「婦女健康照護實證研討」(2 學分 2 小時)，改為「實證健康照護」(2
學分 2 小時)，其教學計畫詳如附件 20。
7.擬新增選修課程「國際健康照護實務」(1 學分 1 小時)，其教學計畫詳如附件
21。
8.修改及新增課程如下表：
原課程名稱
修改/新增課程名稱
備註
關懷與溝通實作(2/3)
關懷與溝通(2/2)
修改課程名稱
身體評估與實作(3/4)
身體評估(3/3)
修改課程名稱
教學原理(2/2)
教學原理與健康照護實務(2/2) 修改課程名稱
婦女健康照護倫理研討(2/2)
專業與倫理(2/2)
修改課程名稱
婦女健康照護實證研討(2/2)
實證健康照護(2/2)
修改課程名稱
國際健康照護實務(1/1)
新增課程
9.修正後之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二技課程科目表詳如附件 22。
10.本案如擬通過後，於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11.本案已於 106.03.17 通過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課程委員會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提案單位－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
案由：提請討論新增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護理助產碩士班選修課程 1 門，請 審
議。
說明：
1.為因應高教深耕計畫中，以發展院為教學核心的規劃時程及具體做法，包含課程
盤點、師資及資源整合，或特色課程發展、彈性學分規劃等，故擬新增助產及婦
女健康照護系護理助產碩士班選修課程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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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擬新增選修課程「健康促進與管理」(3 學分 3 小時)課程，其教學計畫詳如附件
23。
3.新增課程如下表：
原課程名稱
修改/新增課程名稱
備註
健康促進與管理(3/3)
新增課程
4.修正後之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護理助產碩士班課程科目表詳如附件 24。
5.本案如通過後，於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6.本案已於 106.03.17 通過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課程委員會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提案單位－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
案由：提請討論新增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二技選修課程 1 門，請 審議。
說明：
1.為因應高教深耕計畫，並增加學生具跨領域照護知能，故擬新增助產及婦女健康
照護系二技選修課程一門。
2.擬新增選修課程「中醫養生與婦女健康照護」(2 學分 2 小時)課程，其教學計畫詳
如附件 25。
3.新增課程如下表：
原課程名稱
修改/新增課程名稱
備註
中 醫 養 生 與 婦 女 健 康 照 護 新增課程
(2/2)
4.修正後之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二技課程科目表詳如附件 22。
5.本案如通過後，自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6.本案已於 106.05.03 通過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課程委員會議。
決議：修訂後通過。
提案十四、……………………………………【提案單位－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案由：提請討論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碩士班課程科目表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1.配合院核心能力課程規劃，擬將：
(1)新增選修科目「健康促進與管理(3/3 選)」、「國際健康政策與實務(3/3
選)」、「統計資料管理與分析策略(3/3 選)」，一共三門選修課。
(2)此三門為院核心課程，分別由護理系與中西醫所擔任召集，不另行送教學計
畫。
2.修訂之碩士班課程科目表參閱附件 28
3.本案如擬通過後，自 106 學年度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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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案經 106.05.05 醫護教育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所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提案單位－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
案由：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專業基礎課程「健康評估與實驗」(3 學分/4 時數)必修
科目，更名為「健康評估及實作」(3 學分/4 時數)。請 審議。
說明：
1.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中以發展院為教學核心的規劃時程及具體做法，依據
「護理學院核心課程－碩士班」課程盤點表格辦理。
2.本所專業基礎課程「健康評估與實驗」更名為「健康評估及實作」，學分及學時
不變，教學計畫如附件 29-1。
3.106.04.06 院務會議決議，「健康評估及實作」課程召集人為護理系所王采芷教
師，教學計畫將配合召集人與各系所之負責教師進行修訂。
4.本案經 106.04.19 105 學年度下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如附件
29-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提案單位－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
案由：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擬新增專業選修課程「問題導向學習」(2 學分/2 小
時)。請 審議。
說明：
1.因應教育部於 107 年起推動高教深耕計畫要求推動之方向，配合本校規劃，故擬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問題導向學習」(2 學分/2 小時)。
2.「問題導向學習」教學計畫表如附件 30。
3.本案經 106.04.19 105 學年度下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提案單位－護理學院/護理系/高齡健康照護系/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
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案由：新增「健康照護創新創業課程模組」為護理學院共同選修學程
1.配合長照 2.0 政策，護理學院四系大學部開設跨域選修「健康照護創新創業」課
程模組。本課程模組有基礎核心課程、中階課程與進階課程，修滿五門課程十學
分，每系學生完成各系所訂之課程科目(如下表)，得由各系發給學生本課程模組
課程修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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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內容說明如下：
課程類別

基礎核心課
程(2~4 學
分)

備註

適用學制

1.健康照護創新與創業(2/2)

護理系(選修)
助產系(選修)
醫教系(選修)
高照系(必修)

新增課程，需提教
學計畫

2.健康照護產品與創造概論

護理系(選修)

新增適用學士後護
理系

護理系(選修)
助產系(選修)
醫教系(選修)

現有課程

適用自
106 學年
度入學四
技、二
技、學士
後護理系
學生。

課程名稱(學分/時數)

開設系別(必修或選
修)

(2/2)

1.方案設計與計畫撰寫(2/2)

高照系(必修)

2.醫療組織與管理(2/2)
中階課程
(4~6 學分)

護理系(四技必修/二
技必修)
助產系(必修)

3. 關懷與溝通

助產系(必修)
高照系(必修)

現有課程

4. 醫護教育行銷(2/2)

醫教系(選修)

現有課程

5. 教育與學習需求分析

醫教系(必修)

原有課程，修訂課

(2/2)
6.機構經營管理與品質
(2/2)
進階課程
(2 學分)

現有課程

健康照護創業專題(2/2)

程名稱
高照系(必修)

現有課程

護理系(選修)
助產系(選修)
醫教系(選修)
高照系(選修)

新增課程，需提教
學計畫

3.新增課程教學計畫如附件 3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提案單位－高齡健康照護系】
案由：護理學院參與「106 年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申請，期推動創新創業課
程，故更名課程分別為 2 年級第一學期「銀髮溝通與實務」(2 學分/2 時數)必
修科目，更名為「健康照護創新與創業」(2 學分/2 時數)；2 年級第二學期「健
康照顧與銀髮產業」(2 學分/2 時數)必修科目，更名為「非營利組織概論」(2
學分/2 時數)，請審議。
說明：
1.專業核心必修課程修正相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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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課程名稱

銀髮溝通與實務
(2 學分/2 時數)

修正後課程名稱

健康照護創新與創業
(2 學分/2 時數)

負責
教師

修正理由

蔡君明

1.「銀髮溝通與實務」被取消乃因融入
「關懷與溝通」。
2.因推動健康照護創新創業模組，院規
劃之基礎核心課程，故須開設「健康照
護創新與創業」課程。

2.教學計畫表內容中英文課程名稱、摘要及核心能力對應等修正後如附件 32。
3.本案通過後，從 105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適用。
4.本案於 106 年 5 月 1 日高齡健康照護系 105-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議：修訂後通過。
提案十九、……………………………………【提案單位－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案由：擬修改大學部課程科目表上之課程類別名稱及移動課程，請審議。
說明:
1. 配合本系發展，將課程科目表上「醫護教育概論課程」類別名稱改為「醫護核心課
程」。
2. 配合課程安排，將「醫護教育概論」由「醫護核心課程」移動至「教學設計與規畫
之課程」；
「生物統計學」與「研究概論」由「教學設計與規畫之課程」移動至
「醫護核心課程」。
3.原課程及修改後之課程如下表。
修改前課程
修改後課程
備註
課程科目表課程類別
醫護教育概論課程
醫護核心課程
名稱更改
【醫護核心課程】
【教學設計與規畫之課程】 課程科目表上課程移
醫護教育概論
醫護教育概論
動
【教學設計與規畫之課程】
【醫護核心課程】
課程科目表上課程移
生物統計學、研究概論
生物統計學、研究概論
動
4. 修訂之二技課程科目表參閱附件 27。
5. 本案如擬通過後，自 106 學年度起適用。
6. 本案經 106.05.05 醫護教育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所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提案單位－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案由：擬調整大學部兩門課程開課提段，請審議。
說明:
1. 配合實習課程安排，擬將「數位學習科技應用專題」由二下改由二上授課，並將課
程移動至「數位學習及多媒體製作課程」課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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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合課程安排，擬將「專業與倫理」由一下改為二上授課。
3. 原課程及修改後之課程如下表。
修改前
修改後
數位學習科技應用專題
二下開課
二上開課，課程移動至「數位學習及多
媒體製作課程」課程類別。
專業與倫理
一下開課
二上開課
3. 修訂之二技課程科目表參閱附件附件 27。
4. 本案如擬通過後，自 106 學年度起適用。
5. 本案經 106.05.05 醫護教育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所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一、…………………………………【提案單位－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案由：醫教系二技普通班必修、選修課修改課程名稱與類別，及新增 2 門必修案，請
審議。
說明:
1.為因應高教深耕計畫中，以發展院為教學核心的規劃時程及具體做法，包含課程盤
點、師資及資源整合，或特色課程發展、彈性學分規劃等，故擬修改本系部分
必修、選 修課程名稱。
2. 配合本系發展及未來學生應具備的能力，擬新增「編輯設計」、
「腳本企劃與設計」
兩門必修課，分別於一下與二上開課。
3.修改課程說明如下：
修改前課程名稱與類
修改後課程名稱
備註
適用學年度
別
教學設計(2/2 必)
教學設計與評量(2/2
適用 106 學年入
課程合併
教學評量(2/2 必)
必)
學學生
數位教材製作實務專
適用 106 學年入
必修改選修
題(2/2 必)
學學生
數位學習系統實務專
適用 106 學年入
必修改選修
題(2/2 必)
學學生
適用 106 學年入
專業問題研討(2/2 必)
刪除必修科目
學學生學
生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適用 106 學年入
跨團隊合作照護概論
更改科目名稱
概論
學學生
適用 106 學年入
需求分析
教育與學習需求分析
更改科目名稱
學學生
醫護情境之基礎程式
適用 106 學年入
基礎程式設計
更改科目名稱
設計應用
學學生
電腦動畫製作
醫護教材創作動畫設
更改科目名稱
適用 106 學年入
第 12 頁，共 14 頁

教學原理
實證健康照護概論

計
教學原理與健康照護
實務
實證健康照護

更改科目名稱
更改科目名稱

新增必修，一下
開課
新增必修，二上
腳本企劃與設計
開課
4.學生各學期修課學分數分配調整如下表(調整處以黃底紅字標示)
編輯設計

通識教育必修學分數
專業必修課程學分數
各學期建議選修學分數
各學期總計

調整前
一上 一下
4
4
14
14
4
4
22
22

二上
2
12
4
18

二下
0
8
2
10

總計
10
48
14
72

調整後
一上 一下
4
4
14
14
4
4
22
22

學學生
適用 106 學年入
學學生
適用 106 學年入
學學生
適用 106 學年入
學學生
適用 106 學年入
學學生

二上
2
10
6
18

二下
0
6
4
10

總計
10
44
18
72

5.各科教學計畫參閱附件附件 26。
6.修訂之二技課程科目表參閱附件 27。
7. 本案如擬通過後，自 106 學年度起適用。
8. 本案經 106.05.05 醫護教育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所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決議：修訂後通過。
提案二十二、…………………………………【提案單位－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案由：醫教系大學部配合實習課程規畫，擬將「醫護教育暨數位應用實習」由第三類
實習改為第二類實習，請 審議。
說明:
1. 配合實習課程規畫，以及讓實習指導教師更為了解學生實習情況與問題，將實習類
別由第三類實習改為第二類實習。
2. 教學計畫參閱附件附件 26。
3. 本案如擬通過後，自 106 學年度起適用。
4. 本案經 106.05.05 醫護教育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所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三、…………………………………【提案單位－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案由：擬修訂大學部課程科目表備註，請 審議。
說明：
第 13 頁，共 14 頁

1.為提高學生多元選修的機會，擬將原本系開放系外選修 4 學分，提高至 6 學分為上
限。
2.擬修訂大學部課程科目表備註項目如下(修改處以粗體底線呈現)：

3.

課程科目表備註修改前
各學期建議選修學分數非強制規
定，於畢業前修滿應修選修學分數
總數即可。
各學期通識教育必修學分數，因學
生所屬英文分級不同，各學期安排
學分數有所差異，但總數不變，表
列以一般狀況為原則。
畢業門檻請參考所屬系（所）規

4.
5.

定。
專業選修科目至少須修滿 10 學分。
本系開放系外選修 4 學分。

1.

2.

1.

2.

3.
4.

課程科目表備註修改後
各學期建議選修學分數非強制規定，
於畢業前修滿應修選修學分數總數即
可。
各學期通識教育必修學分數，因學生
所屬英文分級不同，各學期安排學分
數有所差異，但總數不變，表列以一
般狀況為原則。
畢業門檻請參考所屬系（所）規定
本系二技普通班開放系外選修以 6 學
分為上限。

3.修訂之二技課程科目表參閱附件 27。
4.本案如擬通過後，自 106 學年度起適用。
5.本案經 106.05.05 醫護教育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所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無
散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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