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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毛新春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4 學期
Semester 2

課程大綱

一.  Faculty
Hsin-Chun Mao, R.P.N., M.S.N., Associate Professor & Director
Office: DG104   Office phone:  29053429, 29053410
Pi-Ru Chiu, R.P.N., D.S.N,  Office: DG130-2  Office phone: 29053454
二.  Prerequisites: Clinical practicum experiences
三.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explore selected professional issues affecting the 
ability of nurses in the delivery of their professional nursing car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nalyze various issues with respect to historical, 
societal, political, ethical, and legal factors impacting the profession.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form four groups during small group discussion, 
divided group discussion and group presentation sessions.
四.  Group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Session
Each group will conduct a 60-minute presentation with selected topic and a 
40-minute discussion session. During the discussion session, a student from 
the presentation group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leading class discussion.
五.  課程進度表

次數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者

1  02/25 08:10-10:00      課程介紹及分組                          Mao
  護理專業的意義與問題                    Mao
10:10-12:00     護理專業團體介紹                        Chiu
2  03/04  08:10-09:00     各組討論研討主題                      Mao Chiu
          09:10-10:00     查詢文獻資料，訂定研討主題
                        確立題目、大綱及收集資料內容：
10:10-11:00     第一組小組討論 第二組與老師討論         Mao
第三組小組討論 第四組與老師討論         Chiu
          11:10-12:00     第二組小組討論 第一組與老師討論         Mao
第四組小組討論 第三組與老師討論        Chiu   3  03/11                討論彙整收集之
資料：
08:10-10:00     第一組小組討論 第二組與老師討論         Mao
第三組小組討論 第四組與老師討論        Chiu
          10:10-12:00     第二組小組討論 第一組與老師討論         Mao
第四組小組討論 第三組與老師討論        Chiu
4  03/18                 綜合整理資料、補充資料
08:10-10:00     第一組小組討論 第二組與老師討論        Mao
第三組小組討論 第四組與老師討論       Chiu
10:10-12:00     第二組小組討論 第一組與老師討論        Mao
第四組小組討論 第三組與老師討論       Chiu
5  03/25                整理補充資料，檢討報告內容，完成文獻、現況分析
08:10-10:00     第一組小組討論 第二組與老師討論        Mao
第三組小組討論 第四組與老師討論       Chiu
10:10-12:00     第二組小組討論 第一組與老師討論        Mao
第四組小組討論 第三組與老師討論       Chiu
6  04/01  08:10-12:00   各組內預行試報、檢討報告，完成摘要
、Powerpoint之製作及使用
7  04/08  08:10-09:00     第一組、 第三組跟老師預報          Mao Chiu
        09:10-10:00     第二組、 第四組跟老師預報          Mao Chiu
          10:10-12:00    專  題  演  講
8  04/15                  團 體 口 頭 報 告：
          08:10-10:00     第一組報告                         Mao Chiu
          10:10-12:00     第二組報告                         Mao Chiu
9  04/22                  團 體 口 頭 報 告：
          08:10-10:00     第三組報告                         Mao Chiu
          10:10-12:00     第四組報告                         Mao Chiu

六.  Recommended textbook:
張芙美（2004）• 新編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台北︰華杏。
陳月枝、馬鳳岐、李引玉、杜敏世、王瑋、陳玉枝、尹祚芊、盧美秀、徐南麗、
李選、張曼玲（2003）•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台北︰華杏。
盧美秀(2005)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台北︰五南。
七.  Evaluation
1. 參與上課 、小組討論、口頭報告討論(20%)：小組討論學生互評 (10%): 討論過程中對團體報告的
貢獻、出席情況、同學互動情況、主席主持及引導討論之能力
2. 各組報告時之參與討論、分組討論老師評值(20%): 包括個人對討論之準備度、參與度、見解與貢獻，
部分參考學生自評
3. 口頭報告(50%)--內容(20%)、表達能力(10%)、媒體運用(5%)：、時間控制(5%)…引導討論(10%)



4.各組報告資料，於報告前一週繳交兩位老師每人一份。
5.書面報告(10%)：於報告後一週內修正繳交一份，(遲交一日，扣總分一分)。
6.缺課六次以上(含上課、小組討論、教師分組討論)，第1, 2,項成績以零分計。
 

輔仁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護理專業研討書面報告報告大綱
壹、 摘要
貳、 前言
一、 定義
二、 動機與重要性
三、 目的
參、 文獻查証
一、 概述該專業之問題
二、 研討主題之現況及其導致護理專業問題或限制
肆、 研討主題之現況
伍、 結論、心得與建議
可包括對護理界因應辦法的建議:
1. 護理教育方面
2. 護理人力方面
3. 護理政策方面
4. 其他(如，護理角色及功能的改變)
陸、 課堂討論內容及修正
書面報告評分標準:
前言(5%)
文獻查証內容(40%)：重要性、確實性、完整性、清楚性
護理界的因應辦法(30%)：可行性、時效性、完整性
摘要及結論)(10%)
課堂討論內容(10%)
參考資料及整齊清潔合乎邏輯(5%)
小組討論參考範例:
1.護理教育                        2.護理臨床實務
3.醫療保健體系與護理人力供需      4.護理研究 
5.護理倫理與法律                  6.護理專業成長
7.護理業務問題                    8.護理專業團體
9.國家考試制度                    10.求職與就業
11.護理專業之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