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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以下簡稱本系)於 97 學年度獲准成立四年制學士

班，98 學年度首屆招生，由黃千惠系主任規劃課程與空間設備，訂定良好的根基。

102 學年度由林光華教授接掌第二任系主任。本系在 101 學年度有第一屆畢業

生，至今共有三屆畢業生。在 102 學年度本系的網頁全面更新，並添購成立三度

空間動作分析共同實驗室。在 103 學年度通過教育部審核成立碩士班，於 104 年

4 月完成首屆招生。本系為提升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的專業素養與就業核心能

力，除規劃專業課程與見實習外，積極辦理各項職涯與跨領域能力的養成活動，

發展成為花東地區具備特色的物理治療學系與研究中心。 

  本系現有專任教師 9 名、兼任教師 2 名，學士班學生每年招收約 45 名、碩

士班學生招收 6 名。本系的自我評鑑報告書主要是呈現 101 至 103 學年度的現況。

根據 101-103 學年度本系各項會議記錄、師生座談、教師意見與學生教學意見反

應之建議等相關資料，完成系所自我評鑑相關項目，歸納如下： 

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本系教育目標是參考本校「慈悲喜捨」之辦學宗

旨，經專家與學生建議而修改，擬定系所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進而確立

本系之短中長期發展目標。本系碩士班課程規劃參考現今物理治療趨勢，

將6年制物理治療學位(DPT)納入研究所課程規劃的參考，同時依據花東地區

特色(老人與原住民族群居多)，朝向多元化發展之課程設計。 

二、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依據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而遴聘具相關專業

之專任教師。因應物理治療研究所碩士班臨床物治組與運動科學組的設

立，已於民國104年5月完成徵選一位運動科學與骨科物理治療專長的博

士。本校提供教師完善的教學支持系統，俾利厚實教師之專業發展。 

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因應少子化，本系招生採用多元的入學管道。本

系積極宣導，招攬優秀學生。.在其他學習與支持系統上包括三軌輔導機

制、多重獎助學金、眾多工讀機會、和完善的學生宿舍等提供同學

精神和物質上的學習支持。本系亦推動國際化學習交流，已進行多名學生

海外交流和澳洲學術交流訪問等，以期達成學生適性的發展。 

四、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藉由本校及本系所提供之研究資源與各項補助，

提供師生進行學術研究之專業協助與支持，專任教師的研究也隨台灣東部

地區在地的特殊屬性做適當的調整與發展，例如：溫泉的療效研究。本系

也鼓勵師生發揮人文精神，參與校內外服務活動。於103年~104年共9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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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參加醫學院國際志工服務，到菲律賓海燕災區，提供衛教與賑災。 

五、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本系具有完整的行政組織架構，定期蒐集校內外

相關人士意見，進行自我分析與檢討，據以研擬評估學生學習成效之機制

並訂定SWOT，做為本系自我改進及未來發展之參考。 

 

貳、導論 

一、物理治療學系所之歷史沿革 

(一)97學年：慈濟大學於民國97.06.16獲教育部核准增設物理治療學系。然而，

創立於84學年的慈濟技術學院物理治療學系，歷經二專、二技及四技後，於

隔年開始停招。 

(二)98學年：慈濟大學首屆招生一班45名學生。 

   本系專任教師黃千惠副教授接任系主任。 

   全系教師參加慈大教學卓越中心舉辦之「PBL引導老師訓練」。 

(三)99學年：全系空間設備完工，正式啓用。 

(四)100學年：首次辦理受袍典禮。 

   首次招收體保生3名，並首次接受福建中醫藥大學交換學生4名。 

(五)101學年：首屆學生畢業並參加國家執照考試。考照率達77.8%。 

(六)102學年：本系教師林光華教授接任系主任。 

(七)103學年：教育部於民國103年9月核准增設碩士班。 

   於104年4月完成首屆碩士班招生6名。 

   首次通過慈濟大學校內2年期的整合型計畫。 

(八)104學年：承接教育部體育署的運動傷害防護計畫，成立 ”運動防護體系東

區輔導中心”，執行期間為104年8月~106年7月。 

 

二、自我評鑑過程 

  本系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全體專任教師擔任委員，參與自我評鑑的相關工

作項目。自民國 100 年由黃千惠前主任開始召開一系列相關會議。於民國 102 年

9 月由林光華主任籌設評鑑分工小組，進行自我評鑑之規劃、資料整理與撰寫等

工作。於民國 103 年 3 月 10 日完成慈濟大學大學校院第二週期系所 102 學年度

自我評鑑。於民國 104 年 3 月 13 日完成慈濟大學大學校院第二週期系所 103 學

年度自我評鑑。評鑑報告各項負責人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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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負責人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 李志偉/黃千惠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吳育儒/黃千惠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施教諭/張祝芬  

項目四：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楊志鴻/范惠芝 

項目五：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郭怡良/林光華 

自我評鑑相關會議請參閱附錄資料冊-導論。而102~103自我評 鑑建議與自我

改善計畫請請參閱附錄資料冊5.2.1.1與5.2.1.2。 

 

本系自評之運作及執行過程如下： 

(一)本系內部運作 

1.意見收集：由教學滿意度調查及教學評鑑調查等，收集學生、教師、行政

人員、與實習單位等意見，修改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課程規劃與研究發

展等項目。 

2.系務會議：本系每月召開系務會議，由全體專任教師參與自我評鑑項目之

討論及分工完成內容之修訂。請參閱現場佐證資料冊。 

(二)校內自我評鑑 

  本校研究發展處辦理各系所「焦點自評簡報」，由主任報告。而校方自我評

鑑指導委員會提出建議，提供本系參考。於 102 學年度，邀請中華民國發展遲緩

兒童早療協會廖華芳理事長、慈濟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羅時燕主任及慈濟醫學

院羅鴻文副院長於 103 年 3 月 10 日進行一整天的實地訪評，提供良好意見。於

103 年 12月 8日慈濟大學 103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教育品質自我改善

分析報告。於 104 年 3 月 13 日邀請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王興國副教授、羅東

博愛醫院吳雪玉副院長及慈濟公共衛生學系學系朱正一主任進行實地訪評。評審

委員建議經系務會議討論後提出改善策略，經院校審查通過。 

(三)校外專家意見 

  本系課規會於 101、102 與 103 學年度邀請校外學界專家(王子娟副教授、王

淑芬教授、張雅如教授)與業界專家(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陳家慶物理治療師、歐嘉

珍物理治療師與樊志成科主任等)所提供核心課程規劃等意見，做為自評項目內容

修訂之參考。請參閱現場佐證資料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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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自我評鑑之結果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 

(一) 現況描述 

  本系為台灣東部唯一的物理治療學系。本系四年制的大學，已成立六年。但

於 103 年通過成立碩士班，於 104 年 9 月開始第一屆碩士班學生的註冊就學。所

以，本系的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是分成兩部分。然而，本次評鑑(104.11.16-17)

報告的內容是以大學部的資料為主。 

1.1 班制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及其制定情形。 

1.1.1定位、教育目標及其設定依據與考量。 

1.定位：本校宗旨是以「慈悲喜捨」之精神，為國家培育「尊重生命，以人為本」

的各領域優秀人才。參考本校及醫學院宗旨、學系特色、學生發展與外審委員

(103.03.10)建議，將學系定位為「培養具備人文素養與職業道德之物理治療專

業人才，落實終身學習及健康促進全人關懷的理念」。依據定位，加強課程與活

動規畫，使學生具備服務弱勢族群之精神與能力。 

2.教育目標：本系提供四年制物理治療教育。依據本系之定位與國家物理治療人

才的需求，編列核心課程與安排臨床實習，使學生於畢業時，學會物理治療知

識之臨床應用。本系大學部的教育目標經過學系討論，訂定為「培育具備專業

知能、符合社會需求與充滿服務熱忱之物理治療專業人才」。具體呈現在學系網

頁及本系簡介的宣傳單張。 

本系碩士班分為臨床物治組與運動科學組，臨床物治組(簡稱：臨床組)的教育

目標是「培育具備臨床物理治療進階專業知能、教學與健康促進相關之專業人

才」。運動科學組(簡稱：運科組)的教育目標是「培育具備運動科學專業技術與

研究之跨領域人才」。前者需為大專院校物理治療學系畢業生才可報考，後者是

大專院校運動相關的畢業生皆可報考。所以，教育的目標不同。 

本校、本院與本系(學士、碩士班)的宗旨及教育目標之關連性如下圖。 

 

校 
 

 

 

 

宗旨 以慈悲喜捨之精神，為社會培育「尊重生命，以人為本」懷

抱濟世助人理念，實踐志工服務精神的優秀人才 

教育目標 培養具思辨分析、團隊合作及慈濟人文服務精神的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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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系 

 

 

 

 

 

 

1.1.2 

核心能力與教育目標之關連性及其制定理由。 

1.核心能力： 

本系的核心能力是要建立學生畢業時應具備之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基於本

系的定位與教育目標，經由系務會議的討論，制定大學部五大核心能力(基礎與

臨床醫學知能、臨床物理治療知能、職場倫理與態度、邏輯與思辨能力、溝通

與團隊合作)，使得核心能力與系的定位、教育目標扣合，培育學生實務的專業

能力。 碩士班臨床組與運科組的核心能力也分別列於下表。 

2.核心能力指標： 

本系核心能力指標是將學生所應具備的能力項目，轉化為可以觀察評量的具體

行為，藉以反映學生的學習表現。103.03.10自評委員建議將社區物理治療增列

為大學部核心能力指標。所以，經過系務會議討論，修改2b,2c核心能力指標，

加註(健康促進)之能力指標(請參考下表2b,2c)。學士班與碩士班的核心能力與能

力指標如下。 

3.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核心能力指標對照表 

學士班 

 

學 
系 

學
制 

教育 
目標 

核心能力 核心能力指標 

物   培育具備專 1.基礎與臨床醫學知能 1a.理解物理治療相關基礎及臨床

宗旨 培育以人為本，兼具慈濟人文服務精神及醫療照護專業的人

才，承擔「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的目標 

教育目標 培養具備實踐慈濟人文、思辨分析、團隊合作、終身學習

精神的醫學專業人才 

宗旨 培育兼具大愛精神與全人健康促進之物理治療領域相關專

業人才 

教育目標 大學部：培育具備專業知能、符合社會需求與充滿服務熱忱

之物理治療專業人才 

碩士班：培育具備臨床物理治療進階專業知能、教學與健康

促進相關之專業人才(臨床組) 

       培育具備運動科學專業技術與研究之跨領域人才

(運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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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治 
療 
學 
系 

學 
  
士 

  
班 

業知能、符
合社會需求
與充滿服務
熱忱之物理
治療專業人
才 

醫學知識。 
1b.整合基礎與臨床醫學知識。 
1c.運用基礎及臨床醫學知識於物

理治療。 

2.臨床物理治療知能 

2a.理解物理治療專業與實證醫學
知識。 

2b.執行物理治療與相關健康促進
評估能力。 

2c.擬定及執行物理治療與相關健
康促進計畫能力。 

3.職場倫理與態度 

3a.具備建立良好的工作態度與價
值觀。 

3b.能遵循物理治療職場道德及規
範，維護專業責任，並善盡物
理治療專業之社會責任。 

4.邏輯與思辨能力 

4a.能反思個人思考模式，並自我
調整。  

4b.具有客觀分析臨床問題從科學
文獻中找出合理解決方法的能
力。 

5.溝通與團隊合作 

5a.理解與傳遞彼此言語和情感，
並尊重他人意見。 

5b.分享知識與技能，尋求跨團隊
合作，完成既定目標。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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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全體教師定期討論、制定及修正教育目標、核心能力之機制。 

  本系有合理機制（委員會、小組、會議），全體教師共同檢視與修正學系定

位、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等。本系行政組織架構含三個平行的架構：系務會議(含

6個委員會)、課程暨教學委員會(系級；含本系全體教師及校外專家、學界專家、

學生及畢業生代表)及教師評審委員會(系級；含本系及外聘委員五位，至少為副

教授)。本系6個委員會分別是：教學品質委員會(吳育儒主委)、招生委員會(黃千

惠主委)、臨床事務委員會(李志偉主委)、學生事務委員會(施教諭主委)、空間與

資料委員會(郭怡良主委)以及國際與研發委員會(楊志鴻主委)。103.03.10本系行

政組織架構經自我評鑑委員建議將行政助理納入行政組織架構，修正之行政組織

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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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向師生宣導說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之作法。 

  為使師生對本系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有足夠的認知，除系網頁外，會張貼

佈告宣導及給予學系簡介單張。本系也會於師生座談會、系週會宣導教育目標與

核心能力(附錄資料冊1.1.4)。而且，每門必修課程也列出該門課佔各項核心能力

之比重。經由課程學習，使學生對本系之各項核心能力更加了解其教育意義。 

 

1.2 班制之課程規劃及其與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之關係。 

1.2.1 依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進行課程規劃之關連。 

1.課程規劃與教育目標、核心能力之關係 

本系為培育的優秀的物理治療師，使兼具基礎與臨床的技能，由校外專家參與

之「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與本系教師組成之「教學品質委員會」共同規畫

課程，能顧及學生全方位學習且對應教學目標。所以會議討論如何規劃物理治

療相關的基礎與臨床必修課程，使各課程的規劃是對應適當之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力，發展學生的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本系每門課程列出核心能力指標的

檢核，使每門課程均可評估其成效。 

2.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規劃之對應 

針對每一核心能力，規劃相應之必修課程並設定權重，各科目每一核心能力

權重縱向總和為100%，而且每一科目橫向可選出佔5項核心能力之多寡。本

系只分析必修課程須對應相關之核心能力，並於課表大綱列出其權重。此權

重比率是經由教學品質委員會及系務會議共同討論而列舉。雖然較為主觀，

但可以導引教師於課程設計時，能參考核心能力來規劃課程大綱。以大學部

為例，所有基礎課程佔核心能力-1之基礎與臨床醫學知能比重較重，而物理

治療專業課程佔核心能力-2之臨床物理治療知能與核心能力-4之邏輯與思辨

能力為重，至於臨床見習與實習是培養核心能力-3之職場倫理與核心能力-5

之態度及溝通與團隊合作為主。學系（所）學生核心能力與課程規劃之對應表

列於附錄資料冊1.2.1。. 

1.2.2 課程架構清楚之學習邏輯及設計考量。 

1.課程架構設計考量： 

本系課程設計的架構是由基礎到整合、多元、應用。配合本校慈悲喜捨精

神，鼓勵大一學生修習通識中心的人文素養課程。大二以基礎醫學課程為

主，大三以專業課程為主，大四則分發全國教學與區域醫院實習。各年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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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重點與負擔之安排，採取由淺入深的多元學習。本系專業課程含實驗/實作/

實習/專題實作/專題研究等課程之安排等，均能清楚說明其設計考量，所以，

課程架構大致清楚合理，且配合學習邏輯性。本系也有跨系院校選修之規

定，例如：延修生到高醫選修肌動學。課程規劃也有適宜之彈性與自由度，

讓學生有空間能進行自我探索與展能、職涯規劃與準備。例如：大三學生選

修醫學系開放給不同專業共同修課的「活躍老化」課程。 

2.課程規劃表： 

本校醫學院開放含藥理學概論等系選修課程，讓學生有空間能進行自我探索

與展能、職涯規劃與準備。本系大學部規定畢業總學分數為139分，含校的必

修與選修課程共33學分(含體育、通識、資訊課程，以人文素養、社會與心理

為主)，院必修課程3學分，系規定之必修課程(含基礎與臨床)為91學分及選修

為12學分。本系碩士班規定畢業總學分數為24分，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為14學

分及選修為10學分。各項必選修課程學分數編列之課程規劃請參考附錄資料

冊1.2.2。 

3.課程地圖： 

基於本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本系大學部與碩士班課程地圖設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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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課程規劃設計與檢討機制及其運作結果。 

1.課程規劃的機制： 

本系行政組織架構設有「教學品質委員會」(限本系教師)，共同檢討教育目

標、核心能力，規劃與改進本系有關課程及教學事宜。但是，本系依據學校

「慈濟大學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系級之「教學暨課程規劃

委員會」，此委員會規定需含校外人士，每學年委員需上下學期各開一次會

議。歷年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開會情形，請參考附錄資料冊1.2.3.1。104年

3月自評之外審委員建議考量加入部份病人安全、感染控制的概念，有助於符

合現代醫院的要求。雖然本系的課程規劃，「物理治療行政概論」(大三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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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長期照護物理治療」(大三上)課程內，已有教授長照法規以及健保支

付之相關規定與規則，但仍建議教師隨時更新資訊。並建議小兒課程，加入

兒童法規。於見實習時(大三下與大四)，也提醒注意法規的問題。請參考附

錄資料冊5.2.1.2。 

 

2.課程規劃委員會課程檢討記錄 

本系課規會定期檢討課程與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之銜接性，以引導班制之課

程與教學活動的安排。經由外審委員的意見(103.03.10 與104.03.13)，參考

校、院及系的宗旨與教育目標，擬定本系5大核心能力，修改臨床物理治療知

能的核心能力指標(2a,2b,2c)，使其對應機制合理。每年上下學期各有1次之系

課規會，討論後結論送院課規會及校課規會審核通過後執行。於104.04.21的

系課規會校外委員建議將「研究方法學」改為碩士班臨床組與運科組共同必修

課程，先維持1學分。會議記錄情形請參考附錄資料冊1.2.3.2。 

 

(二) 特色 

  經由外審委員的意見(104.03.13)， 詳加說明特色對象與內容。 

1.本系為東部唯一的物理治療大學及研究所的養成教育學系，強調服務弱勢族群

與老人健康促進：依需求面，花東地區老年人口、原住民人口、成癮物質使用

者與交通意外事故者的比例較高，加上南北地形狹長，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等因

素，將規劃發展社區物理治療、老人物理治療等課程，及遠距學習與服務課程。

依供給面，花東地區有天然溫泉資源且慈濟醫院為花東唯一醫學中心，再加上

慈濟完善的志工體系，逐步發展溫泉療法(休閒醫學)與建置東部心肺功能資料

庫。 

2.營造學生多元及跨領域學習的機會：本系除落實四大專科課程與實習並重之教

學，又積極規劃大學部學生到花蓮體中等學校見習運動傷害防護，以及到門諾

醫院輔具中心見實習義肢製作等。研究所學生將與花東及北二區各校，進行學

術與實務方面的交流。而且，103 學年度「長期照護物理治療」改名「跨領域

長期照護物理治療」，增列原住民文化與健康的課程，並由楊仁宏院長及護理

系怡懋.蘇米教師(太魯閣族)整合醫學系、護理系與本系學生到花蓮縣「秀林鄉」

輔導原住民納入課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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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題與困難 

  因本校地處東部，許多因地域或社會結構性問題，如交通的不便等，間接影

響本系的發展。目前本系主要面臨的問題與困難包括： 

1.偏遠社區物理治療服務學習課程之推廣較為困難：花東地區廣大，缺乏便捷的

公共運輸系統，到偏遠社區之見習與服務較為不易。 

2.學生臨床見習多元實務課程之安排較受侷限：由於花東地區僅慈濟醫院一家醫

學中心，且花東地區合格之見實習醫院或診所較為欠缺，要安排學生的臨床見

習，可以運用的資源較西部都會區為少。 

3.師生參與國內或國際的研討會較為不足：鐵、公路與航空等公共運輸交通不便，

使得本系與國內外學術之交流需耗費更多的時間與成本；而研究所104學年剛成

立開始招生，部分教師的研究能量仍待持續精進。 

 

(四) 改善策略 

1.四大專科社區物理治療服務學習課程之努力推進，102年11月參與家醫科「社區

活躍老化」課程之規劃。在103年3月自我評鑑後，本系將「長期照護物理治療」

改為「跨領域長期照護物理治療」，目的在發展跨領域團隊之學習，安排與醫

學系及護理系學生共同參與不同專業背景學生的共同討論，於103年度開始推動

此一創新的課程。104年碩士班也將發展社區遠距衛教與服務。 

2.臨床見實習相關實務課程安排之落實。為增加學生對物理治療在醫院中各單位

扮演的角色，及認識物理治療師在醫療服務的功能，見習的安排相當多元，除

了至傳統的骨科、神經、小兒的床邊學習之外，另安排學生前往心功能室，肺

功能室，安寧病房等處學習。目前，更安排於花蓮體育中學等與門諾醫院見習

之機會，且基於重視學習效果、採小組並限制一組人數最多3人。未來則是考慮

將擴展到外縣市的暑假見習；而海外見習，例如新加坡總醫院的短期見習，也

在洽談中。 

3.雖然公共運輸交通不便，本系仍然積極與國內外物理治療學界維持相當的互

動；研究所碩士班成立後，希望更進一步增加臨床實務與運動科學之進階課程，

帶動學生實務技能的提升及教師學術研究能量的發展。而且本系將於104年參與

教育部體育署的運動傷害防護計畫，在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成立運動傷害防

護中心，輔導花蓮與台東國高中生的運動傷害防護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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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項目一之總結 

1.秉持本校宗旨「慈悲喜捨」之精神，培養具人文素養與職業道德之物理治療專

業人才，落實終身學習及健康促進全人關懷的理念。本系教學目標與核心能力

明確且合乎學校精神與時代需求。 

2.由校外專家參與之「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與本系教師組成之「教學品質委

員會」共同規畫課程，能顧及學生全方位學習且對應教學目標。 

3.本系將繼續徵詢專家與學生建議而修改課程，並朝高階與特色課程的規劃，使

達到具特色之教學目標。並期待碩士班之成立更進一步提升本系之教學成效及

學術研究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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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一) 現況描述 

  教師組成與聘用機制的現況包含三方面：(1) 專兼任教師之數量及其專長滿

足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之需要；(2) 專任教師結構尚稱合理與穩定；(3)專兼任教

師之遴聘、考核之機制辦法及其運作情形為合理與清楚規範。分述如下。 

2.1 教師組成與聘用機制及其與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學生學習需求之關係。 

2.1.1 專兼任教師之數量及其專長滿足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需要之情形。 

  本系現有九位專任教師與二位兼任教師，除東華大學物理學系的柯學初兼任

教授外，皆具有物理治療師的國家專業證照、擁有國內外碩博士學歷、大多數在

大專院校任教的經驗長達十年以上，且具備擔任臨床物理治療師的工作經驗。因

應物理治療專業發展和次專科的發展（神經系統疾病、骨科系統疾病、小兒族群

和心肺循環系統疾病等），聘任有神經物理治療專長教師三位(含一位兼任)、骨科

物理治療專長三位、心肺循環物理治療專長二位和小兒物理治療專長二位(附錄資

料冊 2.1.1.1)。103 年 9 月教育部通過本系設置碩士班，104 年 5 月已遴選一位具

備運動科學與骨科物理治療專長的博士，於 104 學年度下學期應聘。本系另聘任

有 25 位兼任臨床教師，協助見習、實習的教學活動。請參閱附錄資料冊 2.1.1.2。 

  此外，由於本系是宜花東地區唯一的物理治療學系，對於台灣東部物理治療

專業的發展具有影響。東部地區特殊的社會地理環境需要在地的耕耘，專任教師

專長也隨在地的特殊屬性做調整與發展。例如：林光華教授在神經物理治療與動

作分析專長的基礎下，在學系設立全新的三維動作控制與行為分析實驗室，103

學年度提出通過 2 年期整合型計畫，全系教師與神內與神外醫師合作。另外林光

華教授獲慈濟大學 104 學年度研究效益獎助金，與花慈家醫科王英偉醫師合作，

研究社區舞蹈動作分析(含原住民舞蹈)。黃千惠教授在呼吸物理治療專長的基礎

下，發展原住民兒童與社區老人的肺功能研究；李志偉副教授在循環物理治療專

長的基礎下，發展東台灣心肌梗塞的資料庫；吳育儒副教授在神經物理治療專長

的基礎下，發展長期照護物理治療與溫泉療法；施教諭助理教授與黃千惠副教授

分別在在兒童物理治療與心肺專長的基礎下，發展水中運動；郭怡良助理教授在

骨科物理治療專長的基礎下，發展問題導向學習策略。本系碩士班成立，已於 104

年 5 月遴選一位骨科與運動專長的博士，將於 104 學年度下學期到校應聘

(105.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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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專任教師結構合理並穩定。 

1.師資結構合理： 

本系自97年度奉教育部核准成立以來，依學生人數自然成長，以及物理治療

專業專科教學的需求，逐年聘任學有專精的專任教師。民國102年8月，施教

諭講師升等為助理教授。103學年度，專任教師職級結構分布為教授一位、副

教授三位、助理教授五位，符合學校設置學系的教師員額。於104年6月29日

黃千惠副教授通過校教評會議，升等為教授，所以，104學年度是教授二位、

副教授二位、助理教授五位。而且，碩士班成立，在 104學年度下學期將增

加一名助理教授。未來朝向鼓勵教師升等，以強化高階師資數量。而教師的

個人專業平均分布在物理治療四大專業領域中，師資結構大致完整且合理。

教師的碩博士訓練也都與物理治療領域的發展有極大的關聯性。未來將視學

系的發展需求，持續延攬優秀的高階師資與業界專家加入我們的團隊。 

 

 

 

 

 

 

 

 

 

2.師資穩定： 

自98學年度設系以來，配合學系發展計畫和教學研究之需求，本系聘請與物

理治療專業相關之專兼任教師，目前專任教師的流動率為零，師資相對穩

定，而生師比為18：1(請參閱附錄資料冊2.1.2.2)。本系雖然成立時間較短(98

學年度設立)，但是專任師資相對穩定。目前九位專任教師中，有六位是由慈

濟技術學院物理治療系的專任教師轉任，另外三位分別於98學年度(郭怡良)、

100學年度下學期(林光華)與101學年度聘任(張祝芬)。六位由慈濟技術學院物

理治療系轉任的專任教師，在技術學院任教服務的時間至少都有14年以上。

本系專任教師在慈濟教育體系(含慈濟大學與慈濟技術學院)服務的年資超過十

年。此外，本校訂定有合理規範的教師遴聘制度，以及清楚規範的教師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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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使得師資的遴聘、考核與續聘，在條件、內容及流程上皆能透明化，

且在分層審查(系院校三級三審)與充分討論後聘任。這使得教師們可以安心地

在校園裡從事教學、研究與服務輔導的工作。而黃千惠副教授於103學年度提

升等，於104年6月29日院評通過，升等為教授。而本系師資穩定流動率低，

對於學系的發展與教學工作有一定的助益。 

2.1.3 專兼任教師之遴聘、考核之機制辦法及其運作情形。 

1.合理規範教師遴聘制度： 

本系對於教師遴選訂定相關辦法，系級有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和系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等辦法，請參考附錄慈大物理治療學系規章。所以，依照學

系發展目標提出教師需求，公開遴聘教師，經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初步審

查，將通過學系審查之教師相關資料，送至院級和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

審議程序，完成學校教師遴選三級三審的程序，於通過審查後擔任本系專、

兼任教師。本系依據系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遴聘九位專長符合的專任教

師，教師專長背景與臨床經驗皆能滿足課程教學、學生學習與學系發展的需

求。九位專任教師在大學階段皆接受四年完整的物理治療專業訓練（包含一年

的教學醫院臨床實習訓練），並通過國家考試取得物理治療師證照，同時也接

受碩博士階段嚴格的邏輯思辨能力訓練，以及具備多年的臨床實務工作與教

學研究經驗。此外，遴聘的九位專任教師，除了教學經驗豐富外，教師專長

經驗與物理治療四大次專業領域（骨科、神經、兒童與呼吸循環）也相符合，

而且次專業分佈平均，每一個次專業領域至少有兩位的專任教師。 

為了協助學生在修習大四的「物理治療臨床實習(一)至(六)」課程時，能確保學

習品質，獲得最大的學習成效，本系在建教合作的實習教學醫院裡，聘任學

有專精的臨床物理治療師擔任臨床實習指導的教學工作。依據「慈濟大學物理

治療學系見實習指導教師聘任辦法」之規定，具有以下之一條件：(1)碩士以上

學歷及二年以上臨床經驗；(2)具物理治療學士學位，並有三年以上臨床經

驗；或(3)具專業技術有助於物理治療臨床教學，並有五年以上臨床經驗，才

能聘任為臨床實習指導教師。以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為例，學系總共聘任10位

臨床物理治療師，擔任「物理治療臨床實習(四)至(六)」課程的兼任教師，而這

10位兼任臨床實習指導教師具備聘任的資格。 

2.清楚規範教師考核制度： 

本系師資考核及續聘條件能清楚規範，並公告周知。專任教師考核、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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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校相關評核辦法辦理。依據慈濟大學升等教學、輔導及服務審查辦法、

慈濟大學教師限期升等辦法、慈濟大學教師評鑑辦法、慈濟大學教師評鑑施

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應聘教師每三年接受評鑑一次，評鑑結果將做為教師升

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請參閱附錄資料冊-法

規-慈濟大學教師評鑑施行細則]。慈濟大學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規定於101學年

度算起，助理教授與講師需於6年內提出升等，未能提出者，107學年度不予

續聘。有相關法規請參閱附錄資料冊-法規-慈大物理治療學系規章。 

2.2 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及其與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學生學習需求之關係。 

教學與學習評量能考慮班制特性，及教師教學與評量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2.2.1 課程大綱說明教學目標與所欲培養之核心能力的情形。 

1.完整合宜的教學大綱： 

本系教師依據學校規定的格式提供教學大綱，教學大綱資料豐富、完整且合

宜。主要內容項目包含：課程教學目標、多元教學方式、先修科目、教科書

及參考書（如自編講義、數位媒體教材…等）、教學進度、多元學習評量方

式、教材網址，以及與教育目標暨核心能力之關連性及權重….等。教學大綱

皆清楚呈現學系教學目標與所欲培養之五大核心能力，同時所有必修專業課

程在核心能力培養上的權重也清楚標示，確保學生可充分掌握個人現階段核

心能力學習達成的狀況。教學大綱也都在學校規定的時間內上傳至「慈濟大學

課程資訊服務系統」中，慈大課程資訊務系統為魔豆系統(Moodle system)。而

此數位化之教學資源提供歷年開課的教學大綱，可以在該系統上直接預覽，

或下載列印與存檔。以下以本系103學年度第一學期大三所開設的「神經物理

治療學及實習」的教學大綱為範例。請參閱附錄資料冊2.2.1.1。 

2.定期更新教學大綱： 

本系提供課程大綱並定期更新： 

(1)上系統填報教學大綱：為了讓學生在學校開放電腦系統選課前，在魔豆系統

的非同步教學平台(moodle.tcu.edu.tw)，可以事先預覽學系開設課程的教學大

綱，以做為選課依據與課前準備工作的進行，同時也可以確保學生充分認知

學科之教學目標、核心能力與內容，本系所有開設課程皆有明確之教學大綱。

本系教師於學生選課前，必須將授課科目之教學大綱，填寫於「慈濟大學校

務行政系統/教務/課程資訊」上，並公告之，以供學生查詢。本單位教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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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率及上網率達 100﹪。教學大綱範例請參閱附錄資料冊 2.2.1.1「神經物

理治療學及實習」的教學大綱，以及現場佐證資料。 

(2)定期更新：各授課教師會依據系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含學界、業界、畢

業生與學生代表若干人)的建議，以及學生需求與程度，編列授課大綱，於學

期開學前重新輸入更新。教師也會根據相同領域的最新進展，以及授課教科

書改版情形而更新授課內容。 

2.2.2 教師運用多元教材、教學方法與學習評量達成核心能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1.教學與學習評量能考慮班制特性： 

由於本系入學學生涵蓋一般高中生、綜合高中生、體保生與高職生等，而原

住民考生有外加名額(含繁星推薦一名與個人申請一名)，另外宜花東學生總分

加一分。所以再招生與教學方面，有考慮加強本地高中生就學機會。致於教

師培育核心能力，採用多元的教學方法。除了傳統的課堂講述外，課程設計

還導入小組討論與合作學習、示範教學、實際演練、進行案例(實例)或影片分

析、敦聘業界師資或學者專家演講、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醫院與機構參

訪、問題導向學習(PBL)、團隊導向學習(TBL)、研讀文獻與心得寫作…等，以同

時照顧到不同背景與程度的學生。由於本系有許多的專業實務導向的學習課

程，因此在課程設計上採用大量的實務操作練習，以及臨床實務的見實習，

以提升學生在臨床醫療操作上的熟練度。對於特殊身分學生(含體保生、高職

生、外籍生與原住民等)，如有需要，可申請課業輔導或是伴讀。 

本系的數位化教學資源含：(1)數位資訊講桌與單槍投影，(2)慈濟大學課程資

訊服務系統(魔豆系統)。學習評量方式也有做適度的調整，以更多元的方式來

呈現學生的學習成果。除了傳統的期中、期末的筆試外，還包括：平時表現

評量(含括出席、上課態度、課堂表現、服裝儀容、師生互動式討論…等)、心

得作業、口頭(書面)報告、資料搜尋、實作跑檯、口試…等，同時在課堂上教

師會利用即時反饋系統(IRS)，隨時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也有透過魔豆系統的

線上作業及線上考試的方式，促進學習。多元教學方法與多元學習評量請參

考附錄資料冊2.2.2.1。 

2.教師教學與評量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本校每學期皆會在網路上多次進行課程教學評量問卷調查，問卷內容詳如下

表。歷年課程教學評量問卷的詳細結果，也可以在校務系統中的「教務：教學

評量」欄位中取得(網址：https：//myinfo.tcu.edu.tw/home.asp)。 

https://myinfo.tcu.edu.tw/hom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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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課程教學評量問卷的結果，學生可以檢視個人現階段的學習狀況，同時

也提供教師瞭解教學進度、教法、內容與評量是否能真正滿足學生的學習需

求，以及課程設計安排是否能增進學生的知識與學習態度，並做出相對應的

教學反思與修正。以101-103學年度上學期本系重要的專業課程為例，在基礎

物理治療學及實習(一)、基礎物理治療問題導向學習(PBL)，以及骨科物理治療

學及實習、神經物理治療學及實習(含TBL)、兒童物理治療學及實習、呼吸循

環物理治療及實習等四大專業課程的教學評量滿意度，皆可以達到4分以上的

分數(5等計分)，102學年本系教學評量滿意度平均分數為4.46。103學年本系教

學評量滿意度平均分數也是4.47。教學評量問卷請參考附錄資料冊2.2.2.2。 

2.2.3 教師依據學生表現、教學回饋意見持續修正教學與評量方式之情形。 

  授課教師根據學生各項學習、各種教學回饋資訊、學習表現成果、專業領域

發展趨勢、系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之校外委員與學生(含畢業生)的建議與意

見、整體課程結構外審意見…等，持續修正教學與評量。在課程設計、教材選擇、

教學方法與學習評量方式等方面，確保學生學習需求的滿足與教學品質的提升。

對於不同的學生背景，會參考修改教學方式，另有預警與課輔的安排。請參考附

錄資料冊 2.2.3。 

2.3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及其支持系統建置與落實情形。 

2.3.1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與獎勵機制及教師參與情形。 

  學校對於教師之教學專業發展訂有合理之支持或獎勵措施。本系教師都積極

參與教學研討會或工作坊，增進教學專業能力。截至目前為止，已有兩位教師申

請教室觀察，四位教師申請教資中心專業成長補助參加校外研討會。本系 101-103

學年度教師「參與教學研習」情形請參考附錄資料冊 2.3.1。 

1.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與獎勵機制： 

資源整合，強化教師專業成長。為整合資源以強化教師專業成長服務及提升學

習成效之服務，本校自 99 學年度起，建置“慈濟大學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設置辦法”，並依據此辦法整合原有之教師發展中心、教學卓越中心、服務學習

中心及健康促進中心，成為「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並定位為一級單位。

教師教學獎勵規定[教資中心法規附件的慈濟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請

參考附錄資料冊 2.3.1.1。 

a.辦理各項教師教學專業課程：除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統籌辦理全校性教

師專業成長活動外，各學院及系所亦自行規劃相關研習活動，以期符合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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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專業之需要。 

b.本校人事室每年舉辦新進教師研習及座談，針對本校相關教學資源、獎助辦

法提供新進教師參考，每年亦與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各校聯合辦理新進教師教

學專業知能研習活動。101學年，本系新進教師張祝芬老師有參加研習活動。 

c.為滿足教師各項教學專業領域成長需求，提供每名教師每學年5000元參與校

外教學專業成長補助。本系有數位老師申請。 

2.教師教學專業發展教師參與情形：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由學系教師參與。本系郭怡良與黃千惠老師致力於 PBL 的教

導與推動，同時帶動社區老人物理治療的評估。而林光華、吳育儒參與跨專業

的 IPE(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教學(由醫學院楊仁宏院長負責指導)，還有林

光華、吳育儒與黃千惠參與 TBL(team-based learning)教學，採用翻轉教室教學

法(由家醫科王英偉教授負責指導)。學生反應良好。 

3.教師教學獎勵情形： 

為積極鼓勵教師教學，提升教學熱忱，本校於 94 學年度即訂定「教學優良教

師獎勵辦法」。本校定位為教學型大學，於教師評鑑「教學」、「研究」與「輔

導及服務」等三個評鑑項目中，教學項目比重可達 70%，鼓勵積極投入教學工

作之教師。本系按職級的不同有不同比重。而且，彈性合理酌減教師授課時數。 

本系教師利用學校網頁魔豆系統，將教材上網，提供學生線上學習，102 學年

度本系課程教材上網率 75.84%。並且有 11 門課獲得教材上網的獎勵，同時有

郭怡良助理教授獲選 100 學年度及 102 學年度院級教學優良教師。請參考附錄

資料冊 2.3.1.3。 

2.3.2 教師之教學負擔及提供教師教學所需之空間、設備及人力支援。 

1.教師教學負擔：（含相關規定與辦法，及系所教師教學負擔情形） 

103 學年度校務會議教師教學負擔由達到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之基本要

求之 90% 降為 70%，減輕教學負擔，以利於教師進行研究與社會服務等。教師

服務辦法第十一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標準如下：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實習、實驗課程每 2
小時以 1 小時計。 8 小時 9 小時 9 小時 1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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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   

教師姓名 林光華 黃千惠 李志偉 吳育儒 郭怡良 范惠芝 楊志鴻 施教諭 張祝芬 

101 學年度物理治療學系專任教師授課學分  (*表示教師升等) 

上 
下 

基本學分數 8 9 9 9 9 9 8 
14 
*9 

9 

上 

下 

行政、研究 
、其他抵減 

1 
1 

5 
5.22 

  
 

0.61 
 

0.22 
1.89 
1.44 

  

上學期授課學分 7.05 7.72 6.89 12.92 8.25 6.78 6.69 9.86 9.51 

下學期授課學分 11.06 7.22 8.17 7.78 8.03 11.67 11.67 13.81 10.28 

平均實際授課 
學分 

9.06 7.47 7.53 10.35 8.14 9.23 9.18 11.84 9.90 

平均協調學分 0.45 0.78 1.32 0.84 1.24 0.56 0.81 0.88 0.11 

平均總學分數 10.51 13.36 8.85 11.19 9.69 9.90 11.66 12.72 10.01 

102 學年度物理治療學系專任教師授課學分 

上 
下 

基本學分數 8 9 9 9 9 9 9 9 9 

上 

下 

行政、研究 
、其他抵減 

4 
4.33 

1.22 
2.11 

0.89 
 

 
0.22 

0.66 
0.66 

0.67 
0.22 

1.22 
2 

 
0.67 

 

上學期授課學分 6.94 9.69 7.78 13.74 8.61 6.33 7.22 9.56 9.51 

下學期授課學分 9.17 13 10.44 7.89 9.22 11.78 10.5 9.08 9.19 

平均實際授課 
學分 

8.06 11.35 9.11 10.82 8.92 9.06 8.86 9.32 9.35 

平均協調學分 0.45 1.43 1.19 0.36 1.10 0.56 0.95 0.77 0.58 

平均總學分數 12.68 14.45 10.75 11.29 10.68 10.07 11.42 10.43 9.93 

103 學年度物理治療學系專任教師授課學分  (*表示教師升等) 

上 
下 

基本學分數 8 
9 

*8 
9 9 9 9 9 9 9 

上 

下 

行政、研究 
、其他抵減 

5.17 
6 

1.22 
2 

 
0.39 
0.55 

0.28 
 

 
0.89 

 
 

0.22 
 

上學期指導研究生 
學分 

  1       

下學期指導研究生 
學分 

  1       

上學期授課學分 6.44 8.33 6.94 13 10.46 6.17 7.22 8.83 9.61 

下學期授課學分 7.03 8.78 7.78 7.94 7.17 10.08 10.31 9.31 9.92 

平均實際授課 
學分 

6.74 8.56 7.36 10.47 8.82 8.13 8.77 9.07 9.77 

平均協調學分 0.47 0.89 0.86 0.70 1.15 0.56 0.66 0.77 0.58 

平均總學分數 12.79 11.06 9.22 11.64 10.11 8.68 9.87 9.84 10.46 



22 

 

本校教師授課時數計算，凡行政、服務、從事研究計畫等，均有相關額度之抵

減。基於教師本質仍應以教學為重，所以本校之研究抵減仍維持現行標準。但

是依據本校人事室「教師薪資晉級辦法」已修正教師教學基本鐘點數至 70%。「教

師限期升等辦法」第四條，本校申請升等之專任講師及助理教授，於升等之前

兩年，得申請每週減授基本授課時數二小時，至多以兩學期為限。 

另外，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抵減計算辦法如下： 

a.本校新進講師及助理教授於任教二年內，得依審議通過之研究室設置計畫或

教學計畫，經系所考量其單位之教學負擔審議通過後，送請教務處核計授課

時數時酌減授課時數1-2學分。 

b.教師兼任校內行政職務主管者，依其行政職級任務不同及工作性質不同，得

核減授課時數每週二至四小時不等時數。 

c.教師參與服務性工作，得經簽請校長核定後抵減授課時數。 

d.從事研究計畫：教師擔任校外研究計畫主持人，每一計畫得抵減授課時數每

週一小時（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每年新台幣十萬元以上，每週抵減一小時，

二十萬元以上每週抵減二小時。），最高以兩小時為限。 

2.教師教學空間、設備： 

空間：本系位在學校校本部的勤耕樓 7 樓  D 棟，設有專業教師辦公室

(D702-D710)、教師個人實驗室(D714-D723)，以及 3 間大型專業實習教室(D734、

D739 與 D740)，5 間小組討論教室(D725-D729)，2 間會議室(D724 與 D732)，1

間水療室與輔具室(D731)，2 間器材室(D730、D741)。另外，於 102 年 9 月成立

一間人體動作和行為分析實驗室 (Human Motion and Behavior Analysis 

Laboratory； HMBAL)，為共同實驗室(D733)。於 102 年 11 月成立遠距健康照

護與數位學習教室(Tele-Health & E-Learning) (D735-1)。104 年碩士班成立，規劃

研究生辦公室為 D720，系自習室為 D737(增加 3 台電腦)。大型專業教學實習室

配備有數位講桌，小組討論室則配備有桌上型電腦，方便學生上 PBL 課程時查

閱資料。因為每位教師有一間辦公室搭配一間實驗室，有的實驗室並未妥善利

用，研究生就學後，應可改善實驗室的使用率。 

本系空間委員會郭怡良主委與本校環安單位於 102 年 11 月檢查空間與設備，

皆符合安全裝置與安全標示的規定。 

設備：本系教學設備一些是從慈濟技術學院轉移過來，一部分是在大學設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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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後陸續採購，本系 98-103 學年度學系逐年申請擴充或汰舊儀器設備。由於新

進教師補助款，於 102 年 5 月林光華教授新進人員補助 150 萬元，完成添購 3D

攜帶式動作分析系統、無線肌電訊號及加速規記錄器，張祝芬助理教授新進人

員補助 60 萬元添購測力板。更於 103 學年度學系獲得學校補助款添購 Record

運動設備，與新購鞋墊製作所需之輔具設備。所以，目前，有 VICON (8 台高速

攝影機)、測力板(AMTI)、無線肌電訊號記錄器(Delsys EMG)、超音波(US) 與電

療(ES 等)設備。本校圖書館現有物理治療相關中、英文圖書共 5,762 冊、視聽

資料共 3,485 種、期刊（含紙本與電子）共 3,316 本，圖書室廳資源豐富充足。

另外學系還設有一間學生自習室，內有桌上型電腦與圖書，便於學生查閱資料

與討論。 

3.教師教學人力支援： 

本系師生比約在 18：1 至 20：1 之間。教師授課學分數超鐘點的狀況不多，101

與 102 學年度專任教師平均超鐘點分別為 0.37 (標準差 1.00)與 1.06 (標準差

1.27)，教師教學負擔合宜。此外，由於本系聘任的專任教師都具有物理治療專

業背景，且皆具備國家證照之物理治療師的資格，再加上專任教師的專長平均

分布在物理治療四大專科領域裡；因此，本系教師皆能依據個人學術專長來開

課與授課。在教學人力支援上，學校為了提升全校課程教學品質，特建立並落

實教學助理(TA)制度。教學助理的任務在於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負責分組

討論、分組實驗、數位教材製作（影音資料）及其他各項教學輔助與學習輔助

工作。本系目前有基礎物理治療學及實習(一)(二)、肌動學、神經物理治療學及

實習、臨床物理治療學及實習…等課程有申請教學助理，協助教師教學工作的

進行。 

學校提供教學人力支援方面，必修科目申請教學助理都能分配到名額。由授課

教師詢找學生擔任教學助理。因為 PBL 課程，本系也獲得教卓計畫課程類教學

助理名額。學校提供二次機會開設輔導課程，第一次在開學第五周，第二次在

期中考之後。教師若有需要，可以申請課輔。輔導小老師名額只要申請輔導課

都通過。相關教師教學人力支援的機制與特色，描述如下： 

獎勵優良教學助理。為鼓勵表現優秀之教學助理，彰顯其教學熱忱與技能，以

全面提升教學助理教學品質，本校訂定「優秀教學助理遴選及獎勵辦法」辦理，

透過教師評比、學生評比、TA 自評、行政評比(工作誌)等書面資料進行審查後，

每學期遴選出總教學助理人數 10%為優秀教學助理，每名發給獎勵金 5 千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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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狀乙紙。而 101-103 學年度本系獲分配教學助理情形，如下表。 

 

開課系所/教卓計畫推動單位 學年度 教學助理 課輔小老師 
教卓計畫課程類 

教學助理 
合計 

物理治療學系 

101 12 11 1 24 

102 12 13 1 26 

103 11 8 1 20 

2.3.3 依據教學評鑑結果提供教師輔導或專業成長機會之情形。 

  為建立一完整之教學與課程評量制度，以落實教學與課程評估與檢討機制，

進而增進教學品質，達成教育多元化與專業化之目的，並針對學生需求，進行課

程調整。對於教學表現較不理想之教師，提供教學專業成長機會，以增進其教學

品質。 

1.教學評量（教學滿意度）的作法及實施情形： 

依據〈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實施細則〉，除了專題討論、專題研究、實習課程

不列入調查，課程為單一教師授課者，以各學期期中、期末考試前後實施為原

則。教學評量（教學滿意度）相關辦法有「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實施細則」(http：

//www.aa.tcu.edu.tw/law/course/教學滿意度調查實施細則.pdf)與「獎勵學生填

寫教學滿意度調查作業要點」(http：//www.aa.tcu.edu.tw/law/course/學生填寫

教學滿意度.pdf)。詳細之教學評量（教學滿意度）的作法如下： 

(1)前置作業調查。於學期第一週公告〔教師教學滿意度前置作業調查〕。 

(2)問卷填寫。每次評量的一週前公告提醒學生上網填寫問卷，並與電算中心確

認。 

(3)問卷統計：每次評量結束後，檢視及刪除學生不當的意見，接著進行問卷資

料統計，以及開放網路查詢評量結果。 

(4)問卷分析。暑假期間編印〔教學評量問卷結果分析〕並呈報校長室。而且，本

系有完善的課程回饋機制，包括：系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之校外委員與學

生(含畢業生)代表的建議與意見、整體課程結構外審委員意見、慈濟大學校務

滿意度調查建議事項、課務組的課程教學評量問卷調查、學生學習表現成

果，以及學系不定期的課程滿意度與問卷調查(採網路調查)。授課教師會依據

課程回饋事項，在課程設計、教材選擇、教學方法與學習評量方式…等方面作

持續的修正，以確保學生學習需求的滿足與教學品質的提升。 

2.教學評鑑的作法與輔導情形： 

http://www.aa.tcu.edu.tw/law/course/教學滿意度調查實施細則.pdf
http://www.aa.tcu.edu.tw/law/course/教學滿意度調查實施細則.pdf
http://www.aa.tcu.edu.tw/law/course/學生填寫教學滿意度.pdf
http://www.aa.tcu.edu.tw/law/course/學生填寫教學滿意度.pdf


25 

(1)本校於100學年度新訂「教學評鑑辦法」，該辦法於100學年度試辦，並於101

學年度正式實施。 

(2)本校專任(含延長服務教師)及專案教師均須接受教學評鑑，教學評鑑每學年辦

理一次，總受評教師排名後10%(含)且教學評鑑成績未達76分者，依「協助教

師整體發展辦法」之規定辦理。 

(3)依本校教學評鑑辦法第二條規定，教學評鑑項目包括：教學滿意度調查、課程

大綱完整性、教材上網與研發、教師課堂授課、學生學習指導、學生學習評量、

及教學專業成長等七大項目。指標涵蓋課前準備、課堂進行及課後輔導完整教

學歷程三大面向，並考量教師屬性及發展取向之需求，評鑑指標分必要性及選

擇性項目。 

本校教學評鑑項目 

課程大綱完整性(10%)、教材上網與研發(0~20%)、教學專業成長(10~20%) 

教學滿意度調查(25~35%)、課堂授課(10~30%)、學生學習評量(10~20%) 

學生學習指導(0~20%) 

(4)本系九位專任教師全數通過101學年度教學評鑑(100%)，平均成績為95.19分，

優於全校平均的92.51分，以及醫學院平均的91.61分。102學年度教學評鑑

(100%)，平均成績為96.57分，優於全校平均的93.39分，以及醫學院平均的

92.39分。103學年度教學評鑑(100%)，平均成績為 97.0分。所以，本系教師的

教學與服務能力優秀。 

(5)本校在教師教學支持系統上有許多的建置。針對教學表現不理想之教師，學

校有明確訂定之輔導或教學專業成長的機制。此外，對於一般教師，學校也

提供許多在教學專業成長上精進的機會，包括：各種形式的教學討論、分享

或觀摩…等活動。而本系教師也都能把握學校所提供的機會，在輔導或專業成

長上持續進修。同時，學校為鼓勵學系教師參與進階物理治療技術與知能的

訓練，提供金額補助，以加強臨床實務的技術與經驗。本系多位教師取得專

業證照。本校的教學成長課程含「實證醫學」、「翻轉教室」等，慈大規定每

位教師每學期須有8小時成長課程。本系教師多半超過。 

101-103學年度教學評鑑教師教學專業成長請更新資料 

系所教師數 教學評鑑結果 參與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9 100 學年度通過
人數：6 人 

林光華教授  
1. 100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專題演講(一)：學生學習成

效品質保證認可制之內涵與自我評鑑& (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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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位教師參與試
評，均達評鑑標
準，全數通過) 
 
101~103 學年度
通過人數：9 人 
(全數通過) 

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分組討論暨簡報 
2. 101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 -  
3. 102 學年度問題導向學習教案寫作工作坊 
4. 103 學年度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研習 
5. 103 學年度物治學會禪柔運動 Gyrokinesis 
6. 103 學年度物治學會動作控制研習營 
7. 103 學年度物治學會燒燙傷物理治療 
8. 103 學年度合心共識 

黃千惠副教授(104.06 升等為教授)  
1. 2011 慈濟醫學教育師資培育教學工作坊(1) & (2) 
2. 【系所中心學生學習成效評鑑教育訓練】教育訓練

(一)：總結課程& (二)：如何辦理「焦點座談」  
3. 國立宜蘭大學暨慈濟大學跨領域學程經營研討會 
4. 100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專題演講(一)：學生學習成效

品質保證認可制之內涵與自我評鑑 
5. 101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 
6. 醫技教師成長社群第三次集會 
7. 103.12.11 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研習 
8. 103 學年度合心共識 

李志偉副教授  
1. 100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專題演講(一)：學生學習成
效品質保證認可制之內涵與自我評鑑& (二)：學生
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分組討論暨簡報 

2. 101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  
3. 醫學檢驗數據整合判讀  
4. 問題導向學習教案寫作工作坊 
5. 103 學年度合心共識 

吳育儒副教授  
1. 101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  
2. 問題導向學習教案寫作工作坊 
3. 103.12.11 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 
    研習 
4. 103 學年度合心共識 

郭怡良助理教授 
1. 101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 
2. 【遠距收播】撰寫成功的研究計畫  
3. 電子互動教學論壇  
4. 學習成果導向課程規畫系列講座-「課程設計及課程
大綱撰寫」  

5. 100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專題演講(一)：學生學習成效
品質保證認可制之內涵與自我評鑑& (二)：學生學習
成效評估機制分組討論暨簡報  

6. 物理治療臨床教育及實習訓練之探討  
7. 脊椎物理治療研討會-徒手與運動評估與介入案例
深入剖析  

8. 問題導向學習教案寫作工作坊  
9. 醫技教師成長社群第三次集會 
10. 103.12.11 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研習 
11. 103 學年度合心共識 

范惠芝助理教授 
1. 101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 
2. 問題導向學習教案寫作工作坊 
3. 電子互動教學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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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在教學壓力下 HOLD 住自己 
5. Moodle 系統使用說明(初中級) 
6. 【系所中心學生學習成效評鑑教育訓練】教育訓練

(一)：總結課程  
7. 教學就是一種表演  
8. 100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專題演講(一)：學生學習成效

品質保證認可制之內涵與自我評鑑& (二)：學生學
習成效評估機制分組討論暨簡報  

9. 慈濟醫院臨床試驗訓練課程  
10. 遠距醫療與物理治療研討會 
11. 103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 

楊志鴻助理教授   
1. 101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 
2. 【遠距收播】撰寫成功的研究計畫  
3. 專利事務與教材相關之智慧財產法規  
4. Moodle 系統使用說明(初中級) 
5. 102 學年度優良教師分享 
6. Difficult talking-教師說話的藝術與智慧  
7. 【北二區】提升專業技能活動：科學繪圖 What is 

Scientific Illustration？ 
8. 問題導向學習教案寫作工作坊 
9. 醫技教師成長社群第三次集會 

張祝芬助理教授  
1. 101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  
2. 問題導向學習教案寫作工作坊 
3. 各系所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分析與規劃 
4. 102 學年度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5. 102 學年度職涯輔導知能研習課程 
6. 102 學年度教師增能活動 
7. 102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 
8. 團隊導向學習 TBL 初階課程 
9. 翻轉教室教學經驗分享 
10. 103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 

施教諭助理教授  
1. 101,102,103 學年度合心共識營-  
2. 101 學年度職涯輔導標竿學習專題演講暨座談會

(一) 
3. 101 學年度各系所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分
析與規劃 

4. 101 學年度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學生輔導技巧訓練 
5. 101 學年度近年腦性麻痺兒童復健趨勢之專業研
討會 

6. 102 學年度北二區新進教師研習營 
7. 102學年度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暨 IEP教案撰寫工
作訪 

8. 103 年度慈濟醫院之臨床試驗課程 
9. 103 學年度皮拉提斯運動 C 及師資課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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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色 

  本系課程設計醫療專業與人文素養並重。由於醫學教育並非純粹的科學教

育，為培養學生具備人文素養，本系有許多的教學課程融入人文的思維與活動。

本系的特色包含深化人文的教學活動、PBL等小班教學制度，以及e化遠距教學

等，也注重英文教學，大一下有全英文授課的選修課程”適能與全人健康”。簡述

如下： 

1.無語良師捨身教學。由於醫學教育的特殊屬性與需求，學生往往需要花費相

當大的時間與精力去探索人體的結構與功能。這些知識的獲取必然地需要從

大體老師(無語良師)的身上直接觀察與學習。在解剖課程結束後，會教導學生

要將大體老師身軀復原與縫合，這作法對學生而言是一個很好的生命教育，

可以學習如何尊重他人。此外，固定舉辦的大體啟用、入殮、火化、感恩儀

式等人文互動，在潛移默化中也使學生明白社會的期許和責任，讓學生瞭解

個人的專業學習是來自許多人的成就，進而期待學生去思考未來在臨床上該

有的表現與態度。 

2.強調以病患為中心的學習。除社會與心理等通識課程，在大一的「物理治療

導論」課程裡，透過小組教學方式，讓學生瞭解物理治療師的角色、醫病倫

理關係、醫療溝通與醫療體制等，並安排學生到慈濟醫院實際去瞭解物理治

療師的工作環境、醫療運作與體察病患身心所承受的痛苦，以啟發並協助學

生思考未來的醫學生涯與方向。大三的「物理治療見習」課程，則是安排每

週半天的時間到醫院物理治療部門見習。除了讓學生去驗證與強化在學校課

本所學的知識，最主要的還是利用機會提醒學生眾生有苦難，以啟發學生悲

天憫人的天性。大四的「臨床物理治療實習」則是承擔責任的開始，學生學

習的對象不再只是書本或老師，而是病患以自身所承受的痛苦來引領與教導

學生學習，讓學生知覺他的專業成就是來自許多人的痛苦，進而體察自己肩

上應該承受的重擔。最終的教學目的在培育具備有大愛、感恩、尊重與關懷

的優秀物理治療專業人才。 

3.專業課程小班教學。物理治療專業除了需要正確的評估與診斷外，還需要精

純的手法來幫助患者減輕或治癒功能上的障礙。因此，專業實習課程需要教

授評估手法、治療技術或運動治療，這些技能的學習都需要授課老師與學生

一對一的教學與個別指導。傳統大班教學的上課模式，在以演講為主的上課

方式或許行的通，但是在傳授治療評估技巧與治療技術的物理治療專業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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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裡，卻是會降低甚至剝奪部分學生的學習權利。有鑑於此，本系在校方

相當重視教學品質的氛圍下，部分物理治療學系的專業實習課程採用人數在

20人左右的小班制教學模式，以增加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與指導，讓學生

有充裕的時間可以接受老師的個別指導，同時增加學生的學習與練習技術的

空間與時間。 

4.問題導向學習(PBL)。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在高等教育裡一直是

被高度關注的議題。已有學者提出以問題為導向以及透過醫療情境來授課，

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效果。將問題及病例導向的學習方式融

入專業知識的學習中，可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以及終身學習的觀念。因此，

在本系在創立之初，即設定以PBL教學做為學系的特色教學之一。所以，由大

一開始，每年開課。大一下是在物理治療導論內有4堂課(兩個教案)，著重基

本分組與討論的概念學習。大二下有基礎物理治療問題導向學習，偏重肌力

與關節角度的主題式討論，大三上是臨床物理治療問題導向學習，以個案為

主的分組上課與討論。透過學系教師精心撰寫的教案，引導學生進行思考與

自我學習，並藉由小團隊之間的互動合作，培養專業溝通與團隊合作的核心

能力。 

學系教師除了戮力於本職專業的精進成長外，對於教學、輔導與服務相關的

研討會與工作坊也都極力爭取參與的機會。以問題導向學習(PBL)課程為例，

在學系創立之初，即設定以PBL教學做為學系的特色教學之一，因此全體教師

在學校教學卓越經費與醫學系PBL課程種子教師的支持下，持續開設12小時的

PBL教案寫作工作坊，以及16小時的PBL引導老師(tutor)訓練工作坊，由醫學系

楊治國教授遴聘校內有經驗的PBL種子教師，協助訓練學系教師撰寫教案與熟

悉引導老師的角色與任務。同時，本系的郭怡良助理教授在澳洲墨爾本大學

也曾接受PBL的訓練，並有擔任PBL引導老師的豐富經驗，在本系發展PBL課程

教學上，貢獻良多。此外，學系教師也參加多場校內、外主辦的PBL相關訓練

課程與研討會，藉以提升PBL課程教學的品質。而PBL的教學也得到本校醫學

院PBL教學經費的補助。 

5.遠距視訊學習(e化線上學習)。線上教學具有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學習優勢。

對在分校(院)的學生上課很方便，在校外實習的學生也能透過遠距視訊系統學

習課程或參加專題討論(seminar)，以避免舟車勞頓之不便。利用同步平台安

排討論、進行意見交流，互動教學成效高。線上教學可以建立一個具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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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環境(虛擬教室)。課程中，老師可同步與學生線上討論，雙向溝通交

流。下課後，學生也能依據自己空閒時間使用平台，以非同步的方式重覆收

看，達到複習與確認的效果。因為花東地區遼闊，本校醫學院已有遠距教學

與服務的規劃與執行。但是，本系於102-103教卓中申請遠距健康照護與數位

學習。因此，自102學年起，在教學卓越計畫(計畫子項1.7.1)的支持下，本系

將逐步推動e化學習環境。 

  第一步是建構遠距健康照護網的數位平台(如下圖)。平台中的「學習課程」

將暫時限制使用對象為本系的師生使用，內容包含專題討論、物理治療長期

照護、輔助科技、實證物理治療新知、案例討論與臨床實習等單元，學生可

以隨時上線查閱相關書面資料、教學短片等。而平台中的「服務與諮詢」則

開放給一般民眾閱覽，提供一般民眾相關的物理治療醫學常識與諮詢服務…

等。102學年度上學期的專題討論，已有部分在校外實習的大四學生（在台北、

台中、嘉義、宜蘭等地區實習）採用遠距視訊的方式(於醫資系教室H601)參與

課程。部分專題報告影片將上傳至數位平台，方便學生在課後觀摩與學習。

本系103學年已建置單人互動系統，以後將在本系建置多人遠距溝通系統。 

  

6.學業預警與課後補強輔導。本校為協助學業成績欠佳學生改善學科能力，以利

日後專業科目之學習，遴選品學兼優之日間大學部學生或研究生擔任課後輔導

教學助理，利用課餘時間實施補救教學。授課老師於學期初依據上學年度學生

學習概況，擬定課後補強輔導計畫，並於開學後第5週前，或期中考後2週內提

出。具備完善的教學課程回饋與修正機制、教師教學負擔合宜、提供教師輔導

或專業成長機會。 

(三) 問題與困難 

1.大學部專業課程安排集中於大三，且畢業總學分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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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始招收碩士班學生，增加教師授課時數與研究指導的負荷。 

3.因為物理治療的進展快速，專任教師專業易與臨床實務產生落差。 

   

(四) 改善策略 

1.大學部課程安排宜強調適切性：本系的總學分數與全國各校比較是偏高，

102~103年減少必修的基礎課程，例如：普通化學與生物統計由必修改為選修。

未來考慮將微積分等部分課程改為選修。但是為強化核心能力之達成，103學

年度將實證物理治療導論改為必修，也同時考慮將部分專業課程移至大二，例

如：物理治療行政概論與研究方法概論，以減少同學大三課程之負擔。 

2.已於104年5月完成遴聘一位博士(骨科與生物力學專長)，也將增加合聘高階師

資。新聘教師除負責研究所課程，也分攤部分大學部課程。而且，將增加與北

二區台大物理治療學系研究所的學術與研究的交流。 

3.為增加學系教師與臨床的互動，醫學院楊仁宏院長在104年5月26日舉辦醫療志

業醫學教育暨研究管理委員會會議協調，並在104年7月3日舉辦物治系與花蓮

慈院復健科(含梁忠照主任、樊志成科主任、陳家慶組長)協調會議，結論是同

意本系全體教師(9位)擔任花慈醫院兼任臨床指導老師，同時，本系聘請花慈

醫院復健科5位物理治療師為見習指導教師。 

 

(五) 項目二之總結 

  以本系現階段物理治療大學層級的專業教育來說，本系在教師、教學與支

持系統上，大致上具有完善及運作良好的機制。茲在此做一總結如下： 

1.在教師上，本系遴聘的專兼任教師皆具有物理治療背景與豐富的臨床經驗。專

任教師的個人專業平均分布在物理治療四大專業領域中，師資結構大致完整且

合理，且專任教師專長也隨台灣東部地區在地的特殊屬性做適當的調整與發

展。專任教師的碩博士訓練也都與物理治療領域的發展有極大的關聯性。再加

上本校訂定有合理規範的教師遴聘制度，以及清楚規範的教師考核制度，使得

本系師資穩定流動率極低。這些特色有助於物理治療專業的發展與人才培育的

需求。不過，因應物理治療研究所碩士班的設立，有必要持續遴聘高階且臨床

經驗豐富的物理治療師資。 

2.在教學上，本系課程設計專業與人文並重為核心，許多的專業教學課程皆融入

人文的思維與活動，其最終的教學目的在培育具備有大愛、感恩、尊重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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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人才。至於物理治療專業的培訓，則是透過小班的專業課程教學、問題

導向學習(PBL)課程、遠距視訊課程(線上e化學習)…等多元教學特色(包括教材

與教學方法)，強化學生的專業學習。而對於學習成效落後的學生，也有學業

預警制度，以及課後補強輔導機制來輔導。線上e化學習環境建置完成後，可

透過數位平台反覆呈現的上課情境，一般學生與學習落後的學生也可以隨時隨

地自我學習與複習。此外，本系學生學習成效的評量也依據系核心能力進行多

元的評量。 

3.在支持系統上，本系有較為完善的教學、課程回饋與修正機制。此外，本校也

建置教師專業成長的機制，提供各種形式的教學討論、分享或觀摩…等活動，

讓教師在教學上得以持續精進，以確保學生學習需求的滿足與教學品質的提

升。本系教師的教學負擔還在合理範圍，在教學空間、設備及人力支援上也尚

稱充足。不過，對於儀器設備的增購與汰舊，以及圖書雜誌的購置仍須持續進

行，以維持基本的教學運作。因為104學年度本系物理治療研究所碩士班的設

立，展望未來，將進一步持續提升本系之教學成效及教師的學術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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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一) 現況描述 

3.1 學生組成、招生與入學輔導之規劃與執行情形。 

3.1.1 分析學生組成與特徵作為課程規劃、教學設計與目標擬定之情形。 

1.瞭解學生的來源與分析學生組成與特徵之作法：本系透過多元資料分析來學生

組成與特徵，方式包括：分析學生的地區分佈及入學管道、分析學生的入學前

學歷分析、學生入學的學測總級分和入學指考成績等。請參考附錄資料冊

3.1.1.1-3.1.1.3。 

2.分析系所學生組成與特徵之結果：本系透過多元之入學管道，招收來自全臺各

地區及海外學生，性別比例女生略多於男生。學生入學的能力，不論在學測或

指考成績(約58~65級分)均在全國平均值之上。 

學生來源的地區分佈（98-102 學年度）：學生來自北區有 89 位、中區 42 位、

南區 24 位、和東區 33 位，另外有 9 位外籍學生。 

學生入學前的學歷（98-102 學年度）：大專院校學歷有 6 位同學、高中 182 位、

及高職 2 位，另外海外學歷為 7 位。 

學生的入學管道（98-102 學年度）：5 年內共招生包括指考分發 91 位學生、學

校推薦 1 位、繁星推薦 6 位、個人申請 69 位、四技二專聯招 2 位、運動績優

5 位、私醫聯招 5 位、海外聯招 8 位、外國學生 1 位、校內系轉 9 位。103 學

年度繁星推薦共 5 位(4+1)、個人申請共 19 位(18+1)與指考分發 14 位，錄取平

均級分為 61 級分。 

學年度 

指考

分發

入學 

甄選入學 其他管道 

合計 

外加名額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四技二專甄

選入 

運動績

優學生

甄試 

單獨

招生 

原住民 

外加名額 
僑生 

外國

學生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101 18 2 16 1 4 0 41 1 1 2  4 

102 14 4 18 1 4 0 41 1 1 2  4 

103 14 4 18 1 4 0 41 1 1 2 5 

 

 3.1.2 依據教育目標、招生成果、學生表現擬定招生規劃與宣傳。 

1.招生規劃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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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有招生委員會，職掌本系之申請入學、轉系、研擬碩士班申請草案等招

生事宜之擬定與規劃。本系提供完整的基礎醫學與物理治療專業的學習，注重

慈濟人文的涵養，致力培育具備慈悲喜捨精神的物理治療師。除了大學考試分

發和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或個人申請）的入學管道外，本系還提供四技二專甄

選入學和海外聯合招生的入學管道。本校其它學系的學生也可以透過校內轉

系、雙主修或輔系的方式，選讀本系相關課程。 

2.招生宣傳： 

(1)本系招生資訊整合於學校秘書室的廣告(含電視、網路、及平面)文宣當

中。 

(2)參加學校教務處辦理的校外招生宣傳相關會議及活動。 

(3)於本系網站上有架設招生資訊專區。包括招生名額、考試分發、及個人申

請等的入學管道資訊，以及物治系學會、學校社團、學校宿舍、週邊生活

圈、及交通資訊等的校園生活資訊。 

宣傳方式及內容如下： 

 學校簡介中、英文版重新拍攝(已上慈濟大學網頁) 

 中央通訊社合作一年之網路新聞發佈 

 大愛台廣告 ：學甄選入學 30 秒廣告(2013/03/11-14) 和指定科

目考試 30 秒廣告-就業率私校第一(2013/06/25 開始托播) http：

//www.youtube.com/watch?v=LAv_OvMcNsM&feature=c4-overvie

w&list=UU8QIc2GLNYLG1ger757ghLQ  

 大愛新聞：至 102/6/16，播出 70 則  

 刊登平面廣告 

3.檢討招生計畫與策略 

包括高中招生宣導會議、「大學&技職校院多元入學博覽會」招生會議、和「大

學博覽會活動」招生會議及檢討會等。每學年舉辦檢討會，由施教諭老師或林

光華主任出席大學博覽會招生檢討。本校招生委員會定期開會，建議學系設計

簡介單張與加強學系網頁的內容。會議記錄請參閱附錄資料冊 3.1.2。 

3.1.3 提供入學新生之輔導機制與情形。 

1.對入學新生（含轉學生、僑外生）輔導之作法。 

包括學校行政單位主導之新生分區家長座談會、新生生活營、三軌輔導機制、

新生入學手冊，本系主導之新生及家長座談會、班導師輔導、本系學生事務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Av_OvMcNsM&feature=c4-overview&list=UU8QIc2GLNYLG1ger757ghL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Av_OvMcNsM&feature=c4-overview&list=UU8QIc2GLNYLG1ger757ghL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Av_OvMcNsM&feature=c4-overview&list=UU8QIc2GLNYLG1ger757gh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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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以及本系系學會學生主導之學長姐分區迎新活動、系學會迎新活動。新

生入學後，本校會啟動三軌輔導機制：含各系導師、諮商中心與慈懿會，共同

輔導新生的身心或生活問題。並藉由學長姐的經驗傳承，協助新生融入大學的

學習生活。請參閱附錄資料冊 3.1.3。 

2.對入學新生（含轉學生、僑外生）輔導之情形。 

新生入學註冊率101學年度為85.37%、102學年度為89.13%、103學年度為

83.67%。新生入學註冊率均達86%以上。但是未註冊者可能是因為地緣關係或

是興趣的不符。本校招生委員會有討論加強招生的宣導措施。 

3.2 學生課業學習、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3.2.1 掌握學生學習表現進行分析檢討，以協助學生課業學習。 

1.評核學生達成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之作法： 

本校研發處訂有「慈濟大學校務行政與教育品質持續改善辦法」，請參閱附錄

資料冊_法規。 

2.校級基本素養：校基本素養將透過通識中心課程進行評核。 

3.系核心能力： 

根據物理治療學系大學部現行課程地圖，系核心能力必修課程合計88學分，

各課程依據教學目標，對應五項核心能力：基礎與臨床醫學知能、臨床物理治

療知能、職場倫理與態度、邏輯與思辨能力、及溝通與團隊合作，分析如下： 

(1)一年級合計開設 10 學分系核心能力必修課程，僅占整體系核心能力總比重

的 9.6%，是為了讓一年級同學能先完成校院的必修課程。五項核心能力中，

首重基礎與臨床醫學知能（占 24%權重），讓學生先建立醫學的基本知能，為

臨床物理治療知能打好基礎。有關職場倫理與態度、邏輯與思辨能力、及溝通

與團隊合作，雖然比重較低，期待係以漸進方式進行。 

(2)二年級合計開設 28 學分系核心能力必修課程，占整體系核心能力總比重的

28.8%。五項核心能力中，繼續加強基礎與臨床醫學知能（占 51%權重），並

加入臨床物理治療知能（占 32%權重）、溝通與團隊合作（占 26%權重）、及

邏輯與思辨能力（占 21%權重）等成分。有關職場倫理與態度，還是期待以

漸進方式進行。 

(3)三年級合計開設 24 學分系核心能力必修課程，占整體系核心能力總比重的

42.2%。五項核心能力中加重臨床物理治療知能（占 48%權重）、職場倫理與

態度（占 42%權重）、邏輯與思辨能力（占 54%權重）、及溝通與團隊合作（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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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權重）比重，此時期為奠定物理治療專業基本能力的重要階段。 

(4)四年級合計開設 26 學分系核心能力必修課程，占整體系核心能力總比重的

19.2%。此階段的物理治療專題討論和物理治療臨床實習課程，引導同學理論

與實務的操作能力，訓練同學成為兼備基礎與臨床醫學知能、臨床物理治療

知能、職場倫理與態度、邏輯與思辨能力、及溝通與團隊合作的準物理治療師。 

核心能力 

 
 
必修課程/學分數 

1.基礎

與臨床

醫學知

能 

2.臨床

物理治

療知能 

3.職

場倫

理與

態度 

4.邏

輯與

思辨

能力 

5.溝通

與團隊

合作 

累計 

權重 

佔整

體% 

大體解剖學及實
驗(一)(二) 

5 20% 
 

  
 

20% 4% 

公共衛生概論 2 4% 
 

  
 

4% 0.8% 

物理治療學導論 2 
  

4% 3% 5% 12% 2.4% 

物理治療倫理學 1 
  

9% 2% 1% 12% 2.4% 

一年級小計 10 24% 0% 13% 5% 6% 48% 9.6% 

生理學 4 18% 
 

  
 

18% 3.6% 

應用病理學 2 4% 
 

  
 

4% 0.8% 

內科學 2 6% 
 

  
 

6% 1.2% 

外科學 2 6% 
 

  
 

6% 1.2% 

基礎物理治療學
及實習(一)及(二) 

4 
 

6% 3% 3% 6% 18% 3.6% 

物理因子學及實
習(一)及(二) 

4 
 

6% 3% 3% 6% 18% 3.6% 

肌動學 2 5% 4%  3% 2% 14% 2.8% 

基礎物理治療問
題導向學習 

2 
 

4% 5% 8% 8% 25% 5% 

生物力學 2 6% 4%   
 

10% 2% 

操作治療學及實
習 

2 
 

4% 3% 4% 4% 15% 3% 

運動生理學 2 6% 4%   
 

10% 2% 

二年級小計/ 

累計 

28/ 

38 

51%/ 

75% 

32%/ 

32% 

14%/ 

27% 

21%/ 

26% 

26%/ 

32% 

144%/ 

192% 

28.8%/ 

38.4%  

骨科學 1 3% 
 

  
 

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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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科學 1 3% 
 

  
 

3% 0.6% 

神經科學 1 3% 
 

  
 

3% 0.6% 

復健醫學 1 3% 
 

  
 

3% 0.6% 

物理治療學見習
(一)及(二) 

2 2% 6%  5% 5% 18% 3.6% 

骨科物理治療學
及實習 

2  6% 5% 5% 5% 21% 4.2% 

神經物理治療學

及實習 
2  6% 5% 5% 5% 21% 4.2% 

兒童物理治療學
及實習 

2  6% 5% 5% 5% 21% 4.2% 

呼吸循環物理治
療學及實習 

2  6% 5% 5% 5% 21% 4.2% 

研究方法概論 1 5% 
 

2% 8% 1% 16% 3.2% 

輔助科技學及實
習 

2 
 

4% 4% 3% 4% 15% 3% 

臨床物理治療學
及實習 

2 
 

8% 5% 5% 5% 23% 4.6% 

臨床物理治療問
題導向學習 

2 
 

4% 5% 8% 8% 25% 5% 

物理治療行政管
理學 

1 
  

5% 2% 5% 12% 2.4% 

實證物理治療導
論 

2 
 

2% 1% 3% 1% 7% 1.4% 

三年級小計/ 

累計 

24/ 

62 

19%/ 

94% 

48%/ 

80% 

42%/ 

69% 

54%/ 

80% 

49%/ 

81% 

212%/ 

404% 

42.2%/ 

80.8% 

物理治療專題討
論 

2 
 

2% 1% 3% 1% 7% 1.4% 

物理治療臨床實
習(一)至(六) 

24 6% 18% 30% 17% 18% 89% 17.8% 

四年級小計/ 

累計 
26/ 
88 

6%/ 
100% 

20%/  
100% 

31%/ 
100% 

20%/  
100% 

19%/ 
100% 

96%/ 
500% 

19.2%/ 
100% 

合計 88 100% 100% 100% 100% 100% 500% 100% 

 

一年級學生之核心能力達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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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力 

 

必修課程 

學分數 
1.基礎與

臨床醫學

知能 

2.臨床物

理治療知

能 

3.職場倫

理與態度 

4.邏輯與

思辨能力 

5.溝通與

團隊合作 累計 佔整體% 

一年級小計 10 24% 0% 13% 5% 6% 48% 9.6% 

分析：一年級之核心能力，係一年級必修課程核心能力之總計。五大核心能力預

期目標達 9.6%。101 級同學（103 級）三年修習累計之 5 大核心能力整體平均值

為 6%，平均逹成率為 62.45%。有 23 名學生必修課程核心能力落在平均值 6%以

上，18 名落在平均值以下。請參閱附錄資料 3.2.1 物治系學生一年級之核心能力

分析。 

二年級學生之核心能力達成值 
核心能力 

 

必修課程 

學分數 
1.基礎與

臨床醫學

知能 

2.臨床物

理治療知

能 

3.職場倫

理與態度 

4.邏輯與

思辨能力 

5.溝通與

團隊合作 累計 佔整體% 

一年級小計 10 24% 0% 13% 5% 6% 48% 9.6% 

二年級小計 28 51% 32% 14% 21% 26% 144% 28.8%  

二年累計 38 75% 32% 27% 26% 32% 192% 38.4% 

分析：二年級之核心能力，係一、二年級必修課程核心能力之總計。五大核心能

力預期目標達 38.4%。二年級同學（包含 102 級、復學生、及轉系生）三年修習

累計之 5 大核心能力整體平均值為 26.66%，平均逹成率為 69.42%。有 26 名學生

必修課程核心能力落在平均值 26.66%以上，18 名落在平均值以下。請參閱附錄

資料 3.2.1 物治系學生二年級之核心能力分析。 

三年級學生之核心能力達成值 
核心能力 

 

必修課程 

學分數 
1.基礎與

臨床醫學

知能 

2.臨床物

理治療知

能 

3.職場倫

理與態度 

4.邏輯與

思辨能力 

5.溝通與

團隊合作 累計 佔整體% 

一年級小計 10 24% 0% 13% 5% 6% 48% 9.6% 

二年級小計 28 51% 32% 14% 21% 26% 144% 28.8% 

三年級小計 24 19% 48% 42% 54% 49% 212% 42.2% 

三年累計 62 94% 80% 69% 80% 81% 404% 80.8% 

分析：三年級之核心能力，係一、二、三年級必修課程核心能力之總計。五大核

心能力預期目標達 80.8%。三年級同學（包含 101 級、復學生、及轉系生）三年

修習累計之 5 大核心能力整體平均值為 57.51%，平均逹成率為 71.18%。有 17 名

學生必修課程核心能力落在平均值 57.51 以上，18 名落在平均值以下。請參閱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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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資料 3.2.1 物治系學生三年級之核心能力分析。 

四年級學生之核心能力達成值 
核心能力 

 

必修課程 

學分數 
1.基礎與

臨床醫學

知能 

2.臨床物

理治療知

能 

3.職場倫

理與態度 

4.邏輯與

思辨能力 

5.溝通與

團隊合作 累計 佔整體% 

一年級小計 10 24% 0% 13% 5% 6% 48% 9.6% 

二年級小計 28 51% 32% 14% 21% 26% 144% 28.8% 

三年級小計 24 19% 48% 42% 54% 49% 212% 42.2% 

四年級小計 26 6% 20% 31% 20% 19% 96% 19.2%  

四年累計 88 100% 100% 100% 100% 100% 500% 100% 

分析：四年級之核心能力，係一、二、三、四年級必修課程核心能力之總計。五

大核心能力預期目標達100%。四年級同學（包含100級、復學生、及轉系生）四

年修習累計，5大核心能力整體平均值為71.30%，平均逹成率為71.30%。有25名

學生必修課程核心能力落在平均值71.30以上，12名落在平均值以下，請參閱附錄

資料3.2.1物治系學生四年級之核心能力分析。 

五項核心能力中的臨床物理治療知能、職場倫理與態度、邏輯與思辨能力、及溝通與

團隊合作之於各年級之平均目標逹成率皆在70%以上，只有基礎與臨床醫學知能落在

70%以下。未來可以針對核心能力較弱部分，調整課程內容，增加或降低各核心

能力之權重，以符合本系教學之整體目標，針對部分未達平均值得學生，給予特

定之輔導。 

本系針對每一核心能力規劃相應之課程，制訂各課程達成該核心能力所佔之權

重。再依據各課程之評量結果，以各課程權重換算核心能力達成的程度，已製作

每位學生之「學習成效之核心能力達成值分析【雷達圖】，並對各項核心能力達

成值進行排序，以利針對學習成效排名後10%之學生提供學習建議與協助。請參

閱附錄資料冊3.2.1學習雷達圖範例。 

對各項核心能力學習成效排名後10%之學生提供學習建議與協助。本系有制定選

課擋修辦法，學生必須修過基礎物理治療學及實習(一)(二)、物理因子學及實習

(一)(二)、肌動學、生物力學、操作治療學及實習、運動生理學、物理治療學見習

(一)(二)、骨科物理治療學及實習、神經物理治療學及實習、兒童物理治療學及實

習、呼吸循環物理治療學及實習、輔助科技學及實習、及臨床物理治療學及實習

全部課程，方能修習四年級物理治療臨床實習（一～六）。其他科目如果重修會

與實習時段相衝，必須延後實習，或是先分發實習，實習結束後回校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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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通識課程規劃星期一3、4節，星期四5、6、7、8節及星期五5、6節課為通

識選修時段。使學生儘量於大一大二階段完成通識學分修習。由於學系大三開始

多安排實習等專業課程，造成通識學分同學選課困難。所以，本系調整上課時段

以免衝堂。為避免與通識課程時段相衝。 104學年度有三門課(物因、小兒物治

與心肺物治)本為分班上課，改為合班上課。而且，通識中心後續將陸續開設

MOOCS線上課程，提供同學更多元的通識學習。下列為必修課程： 

二年級 基礎物理治療學及實習(一)(二) 

物理因子學及實習(一)(二) 

肌動學 

生物力學 

操作治療學及實習 

運動生理學 

三年級 物理治療學見習(一)(二) 

骨科物理治療學及實習 

神經物理治療學及實習 

兒童物理治療學及實習 

呼吸循環物理治療學及實習  

輔助科技學及實習 

臨床物理治療學及實習 

2.分析檢討學生學習表現： 

101~103學期班級學生人數及變化分析：入學的大一學生在101學年度有35位、

102學年度有42位、103學年度有41位。有關「學生學習成效-核心能力達成值」

依基本核心能力來分析。101級每位學生核心能力含基礎與臨床醫學知能、臨

床物理治療知能、職場倫理與態度、邏輯與思辨能力與溝通與團隊合作共為

100%變化分析，請參閱附錄資料3.2.1與3.2.1.2。 

3.2.2 提供學習成效不佳學生學習輔導與協助。 

1.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與辦法 

本系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依循的相關辦法有：包括慈濟大學三軌輔導「導生分組」

實施細則、學生生活輔導實施辦法、慈濟大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慈濟

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導師手冊、及學業預警及課後補強輔導辦法，請參閱

附錄資料3.2.2.1。。 

2.學生學習輔導之成果。 

(1)學習輔導情形與學習成效不佳原因：學習輔導情形是安排課業輔導，由老

師或學長姊於晚上在教室課業重點複習。大部分同學可以跟上進度，少數學

習成效不佳原因主要是學習方式不佳，語言障礙或是轉系生基礎不足等。請

參閱附錄資料冊3.2.2.2。為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本系有安排心理諮商中心

上課，說明如何做筆記與安排念書時間。也由系學會安排台中榮總吳定中

副主任，介紹軟組織的治療方法，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 

http://203.64.78.163:8888/Chart/ClassStudentMarksRanking?deptNo=307&degree=3&clazz=A&orderBy=%E5%9F%BA%E7%A4%8E%E8%88%87%E8%87%A8%E5%BA%8A%E9%86%AB%E5%AD%B8%E7%9F%A5%E8%83%BD
http://203.64.78.163:8888/Chart/ClassStudentMarksRanking?deptNo=307&degree=3&clazz=A&orderBy=%E8%87%A8%E5%BA%8A%E7%89%A9%E7%90%86%E6%B2%BB%E7%99%82%E7%9F%A5%E8%83%BD
http://203.64.78.163:8888/Chart/ClassStudentMarksRanking?deptNo=307&degree=3&clazz=A&orderBy=%E8%87%A8%E5%BA%8A%E7%89%A9%E7%90%86%E6%B2%BB%E7%99%82%E7%9F%A5%E8%83%BD
http://203.64.78.163:8888/Chart/ClassStudentMarksRanking?deptNo=307&degree=3&clazz=A&orderBy=%E8%81%B7%E5%A0%B4%E5%80%AB%E7%90%86%E8%88%87%E6%85%8B%E5%BA%A6
http://203.64.78.163:8888/Chart/ClassStudentMarksRanking?deptNo=307&degree=3&clazz=A&orderBy=%E9%82%8F%E8%BC%AF%E8%88%87%E6%80%9D%E8%BE%A8%E8%83%BD%E5%8A%9B
http://203.64.78.163:8888/Chart/ClassStudentMarksRanking?deptNo=307&degree=3&clazz=A&orderBy=%E6%BA%9D%E9%80%9A%E8%88%87%E5%9C%98%E9%9A%8A%E5%90%88%E4%BD%9C
http://www.saoffice.tcu.edu.tw/life/club/101-3.pdf
http://www.aa.tcu.edu.tw/law/course/%E5%AD%B8%E6%A5%AD%E9%A0%90%E8%AD%A6%E5%8F%8A%E8%AA%B2%E5%BE%8C%E8%A3%9C%E5%BC%B7%E8%BC%94%E5%B0%8E%E8%BE%A6%E6%B3%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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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輔導情形與學習成效不佳統計：超過92%以上在學期中學習成效不佳

學生接受輔導，超過86%接受輔導學生的學習狀況獲得改善，使得被預警

科目中至少有一科的學期成績及格。相關資料請參閱附錄資料冊3.2.2.3。 

(3)103學年度下學期有兩位大三的學生雙1/2被退學，一位是公衛系雙主修的學

生，課業太重。一位是公衛系轉系生(日僑)，雖然中文不錯，但是學習上仍

有困難。兩位皆有接受課業輔導，很可惜的是仍無法跟上一般學生的水準，

且有遲交作業的情形。系上討論的結果是本系對轉系生或雙主修的學生的輔

導需再個別加強。未來將會提高對轉系生與雙主修的招收標準。 

(4)還有，本校畢業門檻須通過英檢、國文與資訊的檢核考試，本系學生每屆

約有1位無法全數通過而延畢，這是值得重視的問題。有請導師多加輔導，

並鼓勵學生選修相關課程。 

3.2.3 提供學生各項軟硬體學習資源及課業學習支持行為與成果。 

1.軟硬體學習資源：  

(1)一般與專業教室之空間資源： 

教學空間與設備方面，本系現有三間大型教學實習室、一間一般教室、五

間小組討論室及一間水療室，並且籌劃建立一間遠距教學室，教學儀器設

備充足，提供學生優良學習環境。本系另設有一間學生電腦教室，內有電腦

和圖書，便於學生查閱資料與討論。研究空間與設備方面，本系現有九間

專任教師的個人研究室，另設有一間大型的動作分析共同實驗室(D733)。

相關資料請參閱附錄資料冊3.2.3.1。 

(2)資訊科技、數位學習資源、圖書儀器設備等資源： 

本校圖書館現有物理治療相關中、英文圖書共5,7673冊、視聽資料共3,485

種及期刊（含紙本與電子）共3,316本。本校開放無線上網服務，可在校園

內各個角落連結上網路資源。另外，本校建置魔豆非同步教學平台（http：

//moodle.tcu.edu.tw/）的數位學習資源，方便學生隨時可以獲得上課資料及

相關資訊。相關資料請參閱附錄資料冊3.2.3.2。 

(3)其他：為促進本系師生間的交流互動，本系設有寬敞明亮的圓桌(簡稱為陽

光區)和長椅區。是學生課後交流溝通處。 

http://moodle.tcu.edu.tw/
http://moodle.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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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課業學習支持作法： 

(1)行政人力資源：教學助理及課輔小老師提供課後輔導，各類的獎助學金給

於經濟上的幫助、導師諮詢提供身心靈的支持，見習及各類實務課程給於學

以致用的學習資訊。 

行政人力資源：本系獲分配教學助理情形 

開課系所 學年度 
教學助理 

(TA) 
課輔小老師 

教卓計畫課程類
教學助理 

合計 

物理治療學系 101 12 11 1 24 

物理治療學系 102 12 13 1 26 

物理治療學系 103 10 7 1 18 

(2)系所經費：每年學系獲得本校的補助款如下： 

學年度 金額 說    明 

98 973,000 心肺復健測試用跑步機(1 台)、心肺復健測試用腳踏車(1 台) 

99 3,627,200 木製治療床(10 台)、人體骨骼系統模型(2 組)、山姆模擬病患聽診
教學系統(1 組)、製冰機(1 台)、冷敷箱(1 台)、功能性電刺激器(FES)(2
組)、低量鐳射治療儀(1 組)、短波治療器(1 組)、經皮神經電刺激器
(TENS)(6 組)、肌力振動訓練儀(1 台)、中頻電刺激器(1 台)、加壓循
環機(circulator)(1 組)、平衡測量分析儀(2 組)、臂式血壓計(3 組)、
水銀血壓計(3 組)、生理回饋合併電刺激器(2 組)、輪椅(5 台)、紅外
線燈(1 台)、行走輔具(拐杖、四腳拐、腋下拐、摺疊助行器)等 

100 851,500 油壓治療床(5 台)、單槍投影機(1 台)、肌力測定儀(1 組)、肌張力/
壓痛測定儀(1 組)、操作治療帶(15 條)、充氣式背部穩定氣墊主機
組(10 組)、Metasoft 操作平台升級(1 組) 

101 22,492 
77,500 

單槍投影機 
數位資訊講桌(教卓經費) 

102 872,588 
 
 
 
 
 
 

113,135 

皮巴迪動作發展評估工具(2 組)、兒童運動發展評估工具(1 組)、明
尼蘇達手功能測驗(1 組)、自由彎曲桿組(1 組)、彈跳床和藥球組(1
組)、普渡釘板測驗組(1 組)、單纖維尼龍絲測試(1 組)、兒童身心障
礙評估手冊暨量表(1 組)、義肢(各 1 組)(肘下功能義手鉤、合金歐
柏四連桿單軸大腿義肢、多耐德儲能小腿義肢)、輪椅(1 台)、嬰幼
兒綜合發展測驗工具箱(2 組)、測力板(1 組)、行走輔具(腋下拐)等 
遠距教室工程費、個人電腦(含液晶顯示器)(1 組)、無線網路攝影機
(1 組)、運動握把配件$2600、彈力帶 (教卓經費) 

103 452,100 
 
 
 
 

157,220 
456,220 

桌上型研磨機(1 組)、熱風循環式烤箱(1 台)、真空成型機(1 台)、石
膏修模組(1 組)、集塵機(1 組)、泰洛比旋盪評估運動訓練系統(主動
專業組)(1 組)、泰洛比旋盪評估運動訓練系統(超值迷你組)(10 組)、
充氣式背部穩定氣墊(5 組)、傾斜儀(15 組)、客制化反光球組(1 組)、
血壓計(10 組)、聽診器(21 組)、熱敷包(5 個) 
視訊設備移動機櫃(1 組)、IP 分享器(1 個)(103 年教卓經費) 
筆記型電腦(1 台)、個人電腦(含液晶顯示器)(4 組)、投影機(2 組)、
攜帶式高速運動攝影機組(含筆電)(1 組)、足底壓力鞋墊組(1 組)、
克拉瑪運動防護組(1 組)(104 年教卓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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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獲分配課程使用教學助理(TA)7~11 名及本系學生工讀 1 名。 

本系獲分配課程使用教學助理(TA)及本系學生工讀情形 

學年度 教學助理(TA) 

人數/金額 

工讀 

人數/時數/金額 

101 學年度 11 人/$144,983 1 人/4 小時/$3,502 

102 學年度 7 人/$89,500 1 人/22 小時/$1,531 

103 學年度 11 人/$144,983 1 人/34 小時/$3,910 

(3)學生獎助學金之機制與辦法：可分為「獎助學金」及「弱勢助學金」。「獎

助學金」包括工讀助學金、書卷獎、獎學金、慈濟學生就學獎助金；「弱勢

助學金」包括教育部助學金、生活獎助金、住宿免費、緊急紓困金（清寒助

學金、急難救助金）。相關資料請參閱附錄資料冊 3.2.3.3。 

(4)導師制：本系班級採雙導師制度，每位導師輔導 20 位左右的同學。 

年級 導師 

103 級 李志偉老師、郭怡良老師 

102 級 黃千惠老師、楊志鴻老師 

101 級 林光華老師、吳育儒老師 (103 年 2 月改為張祝芬與吳育儒老師) 

                       (林光華老師改帶延修生與陸生) 

100 級 范惠芝老師、施教諭老師 

99 級 李志偉老師、郭怡良老師 

(5)學習諮詢（Office Hour）：本系每位老師每週安排 4 小時以上的 Office Hour，

讓同學能跟老師實際晤談。 

例如：見/實習、專題討論與學習資源等學習支持行為。 

教師姓名 103 學年 
Office Hour 

101 學年 
實際晤談時數 

102 學年 
實際晤談時數 

103 學年 
實際晤談時數 

林光華 W 五 5-8 節 8 16 12+ 4 
(主任有約) 

黃千惠 W 三 1-2 節、W 四 1-2 節 10 40 20 

李志偉 W 五 3-6 節 10 10 10 

吳育儒 W 二 5-6 節、W 四 5-6 節 40 20 10 

郭怡良 W 一 3-4 節、W 三 7-8 節 25 15 12 

范惠芝 W 三 3-4 節、W 四 6-7 節 15 15 15 

楊志鴻 W 一 3-4 節、W 四 5-6 節 6 13 13 

張祝芬 W 一 1-2 節、5-6 節、 
W 四 5-6 節 

11 11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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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諭 W 二 7-8 節、W 五 3-4 節 20 25 25 

(6)其他：除了上述的學習支持外，本系還提供見/實習和實務課程等來幫助同

學學以致用。相關資料請參閱附錄資料冊3.2.3.6。 

3.2.4 建置、管理與運用軟硬體學習資源之機制與情形。 

本系有訂定管理辦法妥善建置、管理、運用軟硬體學習資源，管理機制包括： 

管理機制 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辦法 
專業教室管理 教學實習室管理辦法 

器材室管理辦法 
小組討論室管理辦法 

其他教室管理 自習室管理辦法 
系學會辦公室管理辦法  
會議室管理辦法 

儀器管理 儀器管理辦法 

3.3 學生其他學習、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大四學生在外實習，學系教師有分配實習責任醫院，每學期會去醫院與臨床

教師溝通並訪視學生。平日有E—mail或是視訊連絡，如有特殊問題，也會與學生

當面約談。目前，有輔導過5位學生(延畢生居多)，學生主要的問題還是專業知識

不足與溝通困難。請參閱附錄資料冊3.3。 

3.3.1 支持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與成效 

1.支持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 

(1)支持學生社團活動之作法： 

本系同學組成男子籃球系隊、女子籃球系隊、女子排球系隊、羽球系隊，代表

本系參與校內、外比賽、及參與全國復健相關系所聯誼賽（大復盃）。 

 社團數 管理單位 
全校性社團 包括音樂性社團、服務性社團、

學藝性社團、體育性社團、聯誼
性社團，至 102 學年度新共計有
43 社團。 

學務處課器組 
1.依據慈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
辦法推動社團事務。 
2.依據慈濟大學學生社團經費
補助辦法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
動。 

本系 
運動社團 

本系同學組成男子籃球系隊、女
子籃球系隊、女子排球系隊、羽
球系隊，代表本系參與校內、外
比賽、及參與全國復健相關系所
聯誼賽（大復盃）。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2)支持學生自治團體之作法： 

http://www.saoffice.tcu.edu.tw/actives/rules/02.pdf
http://www.saoffice.tcu.edu.tw/actives/rules/02.pdf
http://www.saoffice.tcu.edu.tw/actives/rules/04.pdf
http://www.saoffice.tcu.edu.tw/actives/rules/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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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依據慈濟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

法，本系第一屆同學於9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代會議成立私立慈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99年1月)並選出第一屆正副會長。之後，正副會長每學

年改選一次。並依本系學會宗旨每學年均召開會員大會（謀求本會會員權

益）、辦理迎新送舊活動和系聯歡晚會（聯絡師生感情，促進和諧團結，培養

互助合作精神）、籌辦物治週系列活動和實習授袍典禮（砥礪學行，發揚物理

治療專業之學術）、參與全國復健相關科系的大復盃運動聯誼賽（促進與他校

物理治療系之交流）。而系學會考慮改組，加入「系友部」，連繫畢業系友。

第一屆物理治療學系系友會成立於104年6月6日，第一屆簡若恩當選為系學會

會 長 ， 曾 嬿 蓁 為 副 會 長 ， 會 員 共 75 人 。 系 學 會 網 址 為 http ：

//www.ptsa.tcu.edu.tw。會與校方之畢業生問卷調查連線，建立資料庫。 

(3)支持學生參與國際活動之作法： 

a.透過本校國際事務中心安排，與姊妹校的物理治療相關科系進行師生互訪和

交換學生等交流。 

b.透過本校國際事務中心安排學生參加國際文化交流、志工服務等活動。 

(4)支持學生參與校內外競賽與活動之作法： 

鼓勵並支持同學參與服務學習志工，例如救星教養院暑期服務等活動。 

2.支持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成效： 

學生課外學習活動包含學生自治組織活動、國際化學習活動、志工等。103年

7月18~26日，林光華主任率領系上大一(一位)與大二(四位)學生，參加醫學院

國際志工服務團，到菲律賓海燕災區，參與組合屋的建置等。102~103學年度

國際化學習活動共約15位參加。實務課程活動請參閱附錄資料冊3.3.1。 

102-103學年度參加有救星蘋果暑期服務營等活動的地點與參與人次如

下： 

辦理單位 學期 活動名稱 參與師生 
提供服
務人次 

服務對象 

物理治療學系 1032 
第六屆救星蘋果
營 

20   390 
台東救星教養院
院童 

物理治療學系 1022 
第五屆救星蘋果
營 

18    70 
台東救星教養院
院童 

 

3.3.2 支持學生生活輔導之作法與成效。 

https://mail.tcu.edu.tw/exchweb/bin/redir.asp?URL=http://www.ptsa.tcu.edu.tw/
https://mail.tcu.edu.tw/exchweb/bin/redir.asp?URL=http://www.ptsa.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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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學生三軌輔導之作法與成效：由諮商中心、導師、及慈誠懿德會組成的

三軌輔導來達到三級預防的效果。請參閱附錄資料冊3.3.2。 

 

 

 

 

 

 

 

 

 

 

 

(2)提供學生住宿輔導之作法與成效 

本校宿舍設備完善、管理嚴謹、且收費低（每學期收費：一般區每學期$7,200

元，寧靜區每學期$6,200元）。本系同學住在校本部學生宿舍，大一及大二同

學住宿比率超過九成，大三同學約九成左右，大四同學及研修生因實習課程

分佈於全台各地，所以住宿比例較低。住宿人數統計如下： 

本系年級 學生人數 住宿人數 備註 

一年級 42人 41人  

二年級 38人 35人  

三年級 41人 36人  

四年級 41人 8人 因實習課程學生分佈於全台各地。 

延修生 14人 7人 因實習課程學生分佈於全台各地。 

(3)提供學生獎助學金與工讀機會之作法與成效 

   本系工讀生、教學助理、和研究助理聘用按照學校規定辦理。 

學年 工讀生人數 教學助理 
(TA) 

課輔小 

老師 

研究助理 

人數 

教卓計畫課
程類教學助

理 

101 2 12 11 1 1 

102 2 12 1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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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2 10 7 3 1 

(4)其他：  

本系學生透過系學會規劃學長姐家族制，藉由學長姐與學弟妹的不定期聚

會，分享學業與生活上的經驗。導師會不定期與學生餐聚，並透過臉書等社

群網站，了解學生的生活狀況並進行輔導。 

3.3.3 支持學生生涯與職涯輔導之作法與成效。 

1.生涯與職涯輔導之支持作法： 

一年級開設「物理治療導論」與「物理治療職涯」課程，提早讓學生對物理治

療專業有初步的認識。本系結合學務處諮商中心生涯諮商資源，提供生涯輔導

機制適當資源：例如結合畢業校友、或社會資源；提供升學與就業資訊與協助，

協助學生多了解自我的興趣，鼓勵學生及早對生涯做好規劃與準備。本系結合

學務處職就組資源，在職涯學習上協助學生瞭解本身職業性向與就業市場，並

做好求職準備，幫助學生規劃與準備職涯發展。 

2.生涯與職涯輔導之成效： 

104.05.29 邀請校外業界專題演講—台北物理治療師公會黃博靖物理治療師，

演講「物理治療的激痛點處理與運動按摩手法」，於 B101 講堂，參與的師生共

90 人，反應踴躍。101-103 年學界與業界的參訪和演講、求職講座等活動成效，

請參閱附錄資料冊 3.3.3。 

3.4 畢業生表現與互動及其資料建置與運用情形。 

3.4.1 畢業生學習表現之品質管控機制及運作情形。 

  建立品質管控機制確保畢業生具備要求之核心能力。學分要求、修課要求、

測驗評分、專題要求、實習要求、成績門檻規定、證照要求等。101至103學年度

共三屆的應屆畢業生，皆能順利完成實習單位的考核與要求(台灣物理治療學會建

議之評量尺規內容向度，包括：臨床專業表現、病歷書寫、學術活動等，請參閱

學系製作之實習手冊)，以及通過模擬物理治療師國家高等考試的畢業會考。 

本校所定之畢業門檻是國文、英文、資訊與體育需通過考試或修習相關課程。 

評量尺規與測試藍圖請參閱附錄資料冊3.4.1 

系 
學
制 

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 
檢核方式/
檢核標準 

通過標準 

物
理

學
士

培育具備專業
知能、符合社會

1.基礎與臨床
醫學知能 

檢核方式 
1.物理治療

1.物理治療實習達60分為
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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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療
學
系 

班 
 

需求、與充滿服
務熱忱之物理
治療專業人才 

2.臨床物理治
療知能 

臨床實習 
2.畢業會考 
 
檢核標準： 
1.評量尺規 
2.測試藍圖 

2.畢業會考6科平均達60
分為及格；其中神經疾
病物理治療學、骨科疾
病物理治療學、及心肺
疾病與小兒疾病物理治
療學需分別達60分始及
格 

3.職場倫理與
態度 

4.邏輯與思辨
能力 

5.溝通與團隊
合作 

3.4.2畢業生的追蹤調查與互動交流情形 

  本系目前以慈濟大學網站上的校友資料更新系統、facebook網路社交平台，

及Email來和畢業生聯絡及互動。並以問卷方式來調查雇主對本系畢業生表現滿意

度。104年7月畢業生流向調查，102學年度為72.1%(31/43)，103學年度為

59.5%(25/42)，而畢業生相關資料仍在繼續調查中。 

3.4.3依據系所定位與教育目標，畢業生之升學、就業、專業、社會貢獻與服務表

現 

1.畢業生就業領域分布： 

本系100學年無畢業生，104年8月調查畢業生首屆(101學年)就業、升學、及服

兵役等為90.91%，第二年為83.72%。請參閱附錄資料冊3.4.3.1。 
重點觀察指標 101 學年 102 學年 103 學年 

畢業生就業率 

(含就業、升學、服兵役) 

90.91% 
(20/22) 

83.72% 
(36/43) 

 
(42) 

就業 14 18 1 

升學 4 1 2 

服兵役 2 17 6 

準備考試 - - 23 

待業 0 5 10 

其他 2 2 0 

2.畢業生取得證照及通過政府考試：請參閱附錄資料冊3.4.3.2。 

首屆學生於101學年度畢業，考照率77%，且應屆畢業生國考表現優良，有一位

成績為全國排名第九名。第二屆102學年度畢業生考照率65.8%。皆遠高於全國

平均考照率(約15%)，且104年1月第一次執照考本系102學年度畢業生為榜首。

第三屆103學年度畢業生考照率等9月放榜。 

 第二屆李鍇竺(三重德心診所)考取104年第一次執照考榜首。 

3.畢業生優良表現： 

有關畢業生繼續深造，在101~103年念研究所的有簡若恩(台大碩班，第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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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祐如(陽明碩班，第一屆)、吳俐樺(長庚碩班，第一屆)、錢振愷(成大碩班，

第二屆)。104年4月放榜資料如下： 

研究所榜單(104.04) 
姓名 入學 

學年度 

考取 

學年度 

考取學校 學系(分組) 

林淨心第三屆 

(應屆) 

100 104 慈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 

曾嬿蓁第三屆 

(應屆) 

100 104 慈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 

賴怡君第三屆 

(應屆) 

100 104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海外僑生) 

李筱媛 

(第二屆) 

99 104 長庚大學 

慈濟大學 

早期療育研究所碩士班不分組一般生 

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 

曾靖雯 

(第二屆) 

99 104 慈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 

梁  晴 

(第二屆) 

99 104 慈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 

曾增顥 

(第一屆) 

98 104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 

陳玟妤 

(第一屆) 

98 104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碩士班甲組（物理治療組） 

戴國鈞 

(第一屆) 

98 104 慈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 

3.4.4 畢業生表現及畢業生與雇主之意見調查資料之分析與運用情形。 

 畢業生在慈濟志業體醫院就業的有第一屆洪偲芸 (台北慈院)、第一屆羅

少亨(花蓮慈院)、第二屆簡婕(花蓮慈院)、第三屆王韻涵(花蓮慈院)、第一

屆王乃玄(玉里慈院)與第三屆曹晏綾 (關山慈院)。都很稱職。 

 第二屆：劉宗銘(嘉基)、魏郁庭(中國醫)、蔡孟儒(台大新竹分院) 

 畢業生在慈大物治系曾任或現任專任助理的有第一屆林浩緯、第二屆李筱

媛、第二屆方一涵與第三屆陳可欣。都表現良好。 

 103年收集第一屆與第二屆畢業生各有一位雇主完成問卷調查，請參閱附

錄資料冊3.4.4。 

   101至103學年度雇主回饋情形 
項目 滿意度 
團隊合作的精神 4.8 

時間管理能力 4.5 

專業能力(指從事各專業工作所需專門能力) 4.2 



50 

跨領域整合能力 4.3 

學科基礎能力(例如各科導論，基礎學科等) 4.5 

對本系(所)畢業生整體滿意度 4.8 

 

(二) 特色 

1.本系導師制結合學校的慈誠懿德會和諮商中心資源，形成三軌輔導系統，提供

學生身教與言教的學習環境。 
 

導師制資源 慈誠懿德會資源 諮商中心資源 
1. 本系每個年級設有導師 
2. 每學期定期召開「班會」 
3. 每月參加「慈懿會家族聚會」 
4. 每週至少4小時之「office hour」 
5. 每學期導生個別會談 
6. 學習預警學生之輔導 
7. 訪視賃居校外學生 
8. 慰問探視因意外或生病住院之學

生 
9. 學生特殊事件處理及輔導會議 

每班12位慈誠懿德志
工提供身教典範，並
進行：1.每月固定一
次「慈懿會家族聚會」
2.寒暑假學生家訪3. 
慈懿咖啡館心靈講座 

專業諮商團隊，舉辦
全校性視聽媒體座
談、各院心理衛生座
談、導師輔導知能研
習、專業輔導人員心
理諮商或治療工作
坊等工作。 

2.本系師生們熱情參加慈濟海內外各種學習活動及志工服務，譬如支援花東地區

各種運動競賽的傷害防護工作和台東救星教養院暑期服務營隊等。而且，本系

學生分配到慈濟醫院實習(台北、台中、大林、花蓮、玉里、關山)，畢業後，

已有6位在慈濟醫院擔任治療師。 

 

(三) 問題與困難 

1.學生來源多元化，學生程度的學習認知與態度差異性大。有些僑生因語言溝通

不良與適應問題，影響學習表現。轉系生和輔系生由大二開始修習本系專業課

程時，可能會因為還未修過解剖學和問題導向學習課程，也會影響學習表現。

有些體保生的學習程度也較為不足。 

2.預警人數與延修生人數偏高。學生在期中考有預警，大部分經由課輔有改善，

甚至對於能力不足的學生也給予重修的機會。 

3.各教學醫院的 PGY 名額有限，影響學生的畢業後繼續教育，部分畢業生在診

所就業，而未接受 PGY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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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善策略 

1.系務會議上，所有的老師會針對特殊僑生、轉系生、和輔系生的修課情況進行

討論，彙整意見後，由授課老師安排課輔，及導師對學生個別進行晤談輔導。

由系主任擔任延畢生的輔導(查現場資料：導師導生記錄)，了解課業與實習的

困擾，多半還是專業知識與基本技能不足，在學習過程有挫折感，需要多加了

解與協助。部分已在輔導下順利畢業。 

2.本系之〝課業輔導〞採自由參加方式，且依學生學習能力有個別'陪讀"之安排，

並由心理諮商中心加強輔導，所以學生反應良好。導師有提醒學生對時間的安

排與應用要恰當，避免上網或活動太多，影響課業。 

3.本系畢業生於 104年6月成立系學會，宣導本系畢業生及其雇主，進行意見調

查回覆學系。本系畢業生幾乎都希望接受PGY訓練，目前已向物理治療學會與

公會反應，希望能重視此問題。 

 

(五) 項目三之總結 

1.在學生組成、招生與入學輔導上：本系招生規劃採多元性為原則，此原則反映

在多元的入學管道及地區分佈上。透過本校招生廣告文宣，參與大專院校博覽

會及高中招生宣導活動， 並於本系網站上有架設招生資訊專區，本系積極招

攬優秀學生，新生入學能力指標（學測級分和指考分數）均位於全國平均水準

之上。新生入學之前，本系師生會投入在北、中、南、東區舉辦的分區座談會

及分區迎新活動，來讓新生及家長瞭解慈濟大學和物理治療學系，新生註冊率

一直維持在八成五以上。入學之後，本校會啟動結合導師、慈誠懿德會、和諮

商中心資源形成的三軌輔導機制，配合新生生活營和物理治療學系的各項迎新

活動，協助新生融入大學學習生活。 

2.在學生課業學習、支持系統上：本系針對每一核心能力規劃相應之課程，制訂

各課程達成該核心能力所佔之權重，製作學生之「學習成效雷達圖」。本系規

定同學必須通過基礎核心能力課程後，方能修習核心能力的整合式課程-物理

治療臨床實習，並於修業最後一學年進行畢業會考作總結性評量。本系提供學

習不佳學生之學習輔導，輔導比率高達九成以上，接受輔導後改善學習成效也

相當顯著，唯特殊之僑生和轉(輔)系生之學習有待進一步輔導。硬硬體方面，

本系大致完善。  

3.在其他學習、支持系統上：三軌輔導機制、多重獎助學金、眾多工讀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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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的學生宿舍等提供同學精神和物質上的學習支持。課外活動方

面，同學可參加全校性社團活動，也可以選擇加入本系的各種球隊。本系輔導

學生成立自治團體-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每一屆系學會均能依照成立宗旨來

舉辦各項活動。透過本系和學校單位安排，師生們熱情參加海內外各種學習活

動及志工服務，並且籌劃學生海外見/實習。生涯規劃和職涯學習上，本系結

合學務處諮商中心和職就組資源舉辦一系列的講座，提供同學生涯和職涯規劃

上的參考。 

4.在畢業生表現與互動上：本系學生必須通過物理治療臨床實習和畢業會考檢核

後，方能畢業。已在104年6月6日成立系友會，含第一屆至第三屆畢業生，共

約100人。目前，第三屆7月剛考完執照考，9月才會公告通過名單。而第一屆

與第二屆就業人數(當物理治療師)共37人，兩屆就業約佔畢業生總數的50%，

念研究所11人約佔15%，而服役共15人，待業共6人(104年7月止，尚未考上國

考)。所以，在考照及就業輔導上仍需持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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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一) 現況描述 

  本系自 98 年至 104 年，在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方面，逐年成長。重要的

里程碑如下。103 年 6 月本系首次通過慈濟大學校內 2 年期的整合型計畫(約 150

萬元/年)，林光華教授擔任計畫總主持人，全系教師與花慈醫院神內與神外的醫

師合作。103 年 9 月通過教育部審，成立碩士班，於 104 年 4 月公告錄取 6 名碩

士生。而且，104 年 8 月林光華教授承接教育部體育署的計畫(約 100 萬元/年)，

於慈大物治系成立”運動防護體系東區輔導中心”，將推動花蓮與台東地區國、高

中學校的運動傷害防護指導與服務。 

4.1 師生研究表現與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慈濟大學對於新進教師依教師不同級職提供 60-150 萬元的貴重儀器設置

費，及教師個人研究實驗室營繕修建費用(30 萬元)。早期進慈大黃千惠教授購置

運動心肺功能評估跑步機系統，郭怡良助理教授請購 3 個攝影機動作分析與姿勢

評估系統，吳育儒副教授有腦波分析儀。李志偉副教授買山姆成人心肺腸音教學

模擬人系統(Sam) 。102 學年度新進教師林光華教授獲得 150 萬元，購置 VICON

三度空間動作與行為分析實驗室(D733)、張祝芬助理教授獲得 60 萬元購置 AMTI

測力板，置於動作與行為分析實驗室。楊志鴻助理教授獲得 60 萬元整修舊有的

電磁式動作分析系統，范惠芝助理教授獲得 60 萬元購置肌電訊號系統配備。施

教諭助理教授有冷熱加熱器。所以，系上教師之研究設備足以提供碩士班研究生

之使用。 

  目前所有教師皆設有個人研究實驗室及設備，能有效支援學系專業教學和學

術研究需求。因為學系師資含跨物理治療四大專業，教師設立的實驗室時，依四

大專業發展和教師研究專長及興趣結合，以符合未來碩士班專業研究和學系高階

學制（碩博士班）的發展目標。雖然學系過去只設立四年制物理治療大學課程，

為因應教學目標的需求，已在大學部的課程安排一系列專題研究課程，鼓勵大學

部學生選修研究相關的課程，積極參與專題研究的執行及學習，學生可在三年級

下學期選修專題研究實作課程，在專任教師的指導下，執行專題實作並於期末以

口頭發表研究成果。專任教師在教學和服務之餘，更積極參與校內外專題計畫的

申請，學校研發單位也提供校內個人型和整合型研究計畫經費的申請，提供充足

的研究經費，並鼓勵學系教師和其它學系教師組成團隊，執行跨領域整合型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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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支持師生研究表現之機制 

  台灣九所物理治療四年制大學，本系為東區唯一的物理治療學系及研究所。

103 學年度本系完成 104 學年度第七屆四年制大學招生及首屆碩士班招生。因應

大學部教學需求和教育目標，學系助理教授以上級職的教師，配合學校研發單位

相關辦法，設立個人研究實驗室。目前學系設置實驗室共有十間，一間為共同實

驗室，九間為教師個人研究實驗室。教師設置個人研究實驗室，依據學校研發單

位個人實驗室設置相關辦法和施行細則，提供相購置實驗設備和空間規範，以符

合學系教學、研究和碩士班設立之需求。雖然本系在研究上表現待加強，研究所

成立後，將會更積極增進改善。 

1.支持教師研究表現機制： 

學校鼓勵專任教師參與專業研究發展，在研究發展單位訂定相關辦法（慈濟大

學學術研究獎助辦法、慈濟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細則、慈濟大學整合型研究計

畫實施準則、慈濟大學產學合作辦法），鼓勵老師研究踴躍參與研究和產學合

作開發，獎勵研究成果表現，例如學系教師成功獲得中央校外研究經費，得以

減少教學時數等措施，鼓勵教師投入研究領域、提供彈性薪資辦法獎勵研究成

果卓越的教師、提供校內經費鼓勵教師申請校內個人型專題計畫和整合專題計

畫經費。為鼓勵研究本校考量班制規模及其他條件推動合理教師休假研究或減

授鐘點、擬定教師合理之借調辦法或產學合作辦法對於教師研究表現能給予適

當獎勵、協助教師申請校內外各項計畫及結合學校力量共同建立研究團隊等。

慈大有「慈濟大學校外研究計畫校內相對獎助獎勵金」、研究效益獎勵金(20~40

萬/年)，也有「學術研究獎勵論文獎」。本系林光華與黃千惠老師於 102~103

學年度都有得獎。 

2.支持學生研究表現機制： 

本系因應學系設定核心能力和教學目標，開設基礎研究相關課程，如生物統計

學（大二上學期）、物理治療期刊選讀（大二下學期）、研究方法概論（大三上

學期）、研究專題實作（大三下學期），可以有效引導學生對於專業研究基本觀

念和實務操作基本能力的建立。學校研發單位在教卓計畫的經費支持下，編列

研究發表獎助，本系有參與「社區服務」與「運動傷害防護」的教卓計畫，補

助報名費與交通費等。研發處學術研究組有學生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議補助

申請表(http：//www. rdoffice.tcu.edu. Tw/ 0342.html)，鼓勵大學部學生參與專

題研究，進而參加國內外相關學術會議發表論文。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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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師生研究表現之成效 

1.教師研究表現： 

學系專任教師積極參與研究計畫申請，目前每年都有數件獲得校內外經費補助

的專題計畫。在個人實驗室設置的規模下，可以有效率執行校內外專題研究計

畫。學系專任教師 101-103 學年發表論文數和研究計畫相關資料，請參閱下表

與附錄資料冊 4.1.2.1。 

                            

學

年 

種類 

101 102 103 

SCI、SSCI、AHCI、EI、TSSCI 21 10 9 

發表於具審查制之期刊論文

數（上述除外） 
9 3 3 

發表國外研討會之論文篇數 11 11 6 

發表國內研討會之論文篇數 6 15 11 

專書 0 2 4 

(2)系所研究計畫件數與金額 
                       

學
年 

種類 

101 102 103 104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國科會研
究計畫件
數/金額 

3 2,984,533 

(林光華) 

(黃千惠) 

(楊志鴻) 

3 2,336,000 

(林光華) 

(黃千惠) 

(楊志鴻) 

2 1,401,000 

(林光華) 

(黃千惠) 

 

2 1678,000 

(林光華) 

(楊志鴻) 

教育部學
術研究計
畫件數/
金額 

      1 930,000 

(東區運動傷害

防護中心) 

(林光華) 

校內計畫
或其他單
位研究計
畫件數/
金額 

1 200,000 

(黃千惠) 

 

 

1 

 

 

1 

(研究效益

獎勵金) 

200,000 

(林光華) 

 

200,000 

(黃千惠) 

1 

 

 

 

1 

 

1,777,864 

(整合型計畫) 

(研究效益 

獎勵金) 

 

200,000 

(林光華) 

 

1 

 

 

 

1 

 

1 

1,498,704 

(整合型計畫) 

 (研究效益 

獎勵金) 

400,000 

 (林光華)  

100,000 

(黃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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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本系教師近三年申請校內補助參與國際會議情形 
 

學年 姓名 會議/主題 形式 時間 地點 補助經費 

102 林光華 2nd Singapore 
Rehabilitation 
Conference 2013 Effect 
of Cognitive Movement 
Strategy on Postural 
Stability during Turning 
in People with Parkinson 
Disease 

海報發表 
第一作者 

1020227~28 新加坡 科技部約
40,000 

102 林光華 ISPGR/ 
Effects of Clock-Turning 
Pattern on Gait 
Performance in People 
with Parkinson Disease 

 
海報發表 
第一作者 

1020622-0623 日本 
秋田 

科技部約
60,000 

102 楊志鴻 ISPGR/ 
Foot plantar vibration 
does not improve 
postural control in young 
healthy people after 
plantar ice immersion 

 
海報發表 
第一作者 

1020622-0623 日本 
秋田 

科技部約
60,000 

103 黃千惠 ISMH/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asonal 
Variation of Risk Factors 
fo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Eastern 
Taiwan 

海報發表 
通訊作者 

1030510-0513 日本 
京都 

科技部約
60,000 

103 施教諭 ISMH/ Time-course 
changes in local and 
systemic vasomotor 
activities during a hand 
warming in young 
individuals. 

口頭報告 
第一作者 

1030511-0514 日本 
京都 

學校 
約30000 

103 楊志鴻 7th World Congress of 
Biomechanics/ Cooling 
over plantar surface 
change plantar 
mechanoreceptor 
sensation but not 
postural control in 
upright standing 

海報發表 
第一作者 

1030706-0711 美國 
波士頓 

科技部約
80,000 

103 林光華 World Confederation for 
Physical Therapy 2015/ 
Motion analysis of 
real-time somatosensory 
cue on freezing of gait 
during training in people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海報發表 
通訊作者 

1040501-0504 新加坡 科技部約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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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研究表現： 

在大學部課程中，三年級學生上學期接受研究概論的學習，瞭解基本的學術或

臨床研究基本概念。大學部三年課程中，開設專題研究實作課程（選修），提

供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可以自由選修，在課程學習完成時，以公開方式發表

相關研究成果，藉由學系老師講評和評分，提供同學研究建議和未來發展的方

向，以達到實作學習和成果分享的教學目標。大學部學生研究表現請參閱附錄

資料冊 4.1.2.2。 

4.2 師生服務表現與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本校教育目標以培養具有熱誠服務精神的畢業生，學校訂定相關辦法，鼓

勵在校師生從事服務活動的參與。本系在課程設計和系學生會的指導上，鼓

勵全系師生參與校內外服務活動。學系對於師生服務能給予合理、充分之協

助與支持。師生之服務表現與本系之定位、教育目標、發展方向具一定之扣

合性，有助於促進學生學習。相關資料請參閱附錄資料冊4.2與4.2.1。  

4.2.1 支持師生校內外及國際服務表現之機制 

1.支持教師服務表現機制： 

學校訂定「慈濟大學專任教師借調或兼任處理要點」、「慈濟大學教師服務辦

法」，鼓勵教師積極從事社會服務事宜，進行校內外專業或非專業服務活動，

帶領學生從事服務學習。本系林光華教授在台大物治系兼任上課，而郭怡良助

理教授到成大物治系上課。 

2.支持學生服務表現機制： 

學校訂定「慈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慈濟大學服務學習優良師生獎

勵要點」、「慈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經費補助要點」、「慈濟大學服務活動經費補

助要點」等辦法，鼓勵在校學生在課程設計、活動經費補助下，可以積極從事

服務學習事宜。本系主要是由學生事務委員會的施教諭助理教授引導與教育、

支持系學會服務團隊的成立，而楊志鴻助理教授是組成運動傷害服務團隊，參

與花蓮地區路跑活動的運動防護服務。 

4.2.2 師生校內外與國際服務表現成效 

1.教師服務表現 

教師本於專業與班制發展目標，服務學校及社會，例如：(1)班制內：行政管

理、學生輔導..等。(2)校內外：演講、諮詢、顧問、社會參與、學術服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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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審查、口試、評審、學會服務）、行政服務（含兼任、借調）產學合作、

技術移轉等。學系專任教師除了教學、研究的工作外，在學校教師評鑑辦法的

鼓勵下，積極參與校內外各項專業或非專業的社會服務。本系教師擔任學會理

監事又積極擔任專業團體的服務工作、受邀演講、期刊論文審查和社會參與等。 

學年 教師 服務表現 

101 

林光華 台灣物理治療學會理事 

林光華 考選部命題審查委員 

林光華 WCPT-AWP & ACPT Congress 2013 

林光華 審查委員：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Archives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等 

黃千惠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第三屆會員代表東區會員代表 

黃千惠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教育改進委員會委員 

李志偉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副秘書長 

楊志鴻 審查委員：台灣物理治療學會期刊、Physiotherapy Canada、WCPT-AWP & 

ACPT Congress 2013 

102 

林光華 台灣物理治療學會理事 

林光華 台灣復建工程與科技輔具學會理事 

林光華 世界物理治療大會演講與擔任座長 

林光華 考選部命題審查委員 

林光華 審查委員：ISRN Rehabilitation 等 

吳育儒 考試院/考選部題庫命題委員 

黃千惠 考試院/考選部題庫命題委員 

103 

林光華 台灣物理治療學會理事 

林光華 台灣復健工程與科技輔具學會理事 

林光華 嘉義基督教醫院邀請演講：遠距復健 

林光華 考選部命題審查委員 

林光華 審查委員：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等 

吳育儒 考試院/考選部題庫命題委員 

黃千惠 考試院/考選部題庫命題委員 

李志偉 考試院/考選部題庫命題委員 

楊志鴻 台灣復健工程與科技輔具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 

張祝芬 台灣復健工程與科技輔具學會網路委員會委員 

2.學生服務表現 

本系以培養充滿服務熱誠的物理治療專業人才為教育目標，鼓勵在校學生積極

參與校內外服務相關活動或課程。學系學生在校積極參加相關校內外服務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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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或活動，結合學校教卓計畫「社區健康照護與運動防護實務推廣計畫」的

執行，提升學生在社區和學校場域的服務學習表現。請見下表： 

學年 學生 服務表現 

101 

林彥廷 維客海外國際志工（印度 102.1.27-102.2.7） 

邱婉嫣 無毒有我-反毒教育宣導海外志工（馬來西亞 102.6.30-102.7.10） 

21 位大一、二、

三學生 

台東天主教救星教養院暑期服務營－慈大第四屆救星蘋果營（台

東天主教救星教養院 102.6.30-102.7.13） 

102 

25 位大三同學 脊髓損傷輪椅運動大會運動防護志工（花蓮德興運動場 

102.10.5-10.6；帶隊教師：林光華老師與施教諭老師）  

25 位大三、2 位

大一同學 

太魯閣馬拉松賽運動防護志工（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 

102.10.5-10.6；帶隊教師：楊志鴻老師）  

6 位大三同學 第一屆威力彩盃全國少棒賽賽運動防護志工（花蓮德興運動場 

簡易棒球場 102.12.12-10.1215；帶隊教師：楊志鴻老師）  

  103 
1 位大一同學 

4 位大二同學 

醫學院國際志工服務團”人醫菲揚” (103 年 7 月 18-26 日，菲律賓

獨魯萬海燕災區；帶隊教師：林光華老師） 

 

(二) 特色 

1.在佛教慈濟基金會的支持下，善用慈濟的支援，以健全的校務基金和行政管理

模式下，支持學系的學術研究，鼓勵與其它志業體合作和形成團隊，創造校

院一家的研究氣氛。本系與花慈醫院神內神外知名的巴金森團隊合作，造福

花東民眾也陸續發表論文。 

2.本系在花東地區唯一設立的物理治療學系，成為提供東部物理治療專業研發

的重要單位。本系教師國外發表文章有花東水療、花東心臟血管危險因子，

發展當地的特色。104年度林光華教授的研究效益獎勵金，申請計畫是分析社

區不同族群舞蹈動作的特性。 

3.碩士班成立後，會有臨床物治組與運動科學組，在這基礎上，可以拓展未來研

發能量，創造東部特有的實務與學術分流的研究。而且，學系已成立九間研

究實驗室，其中一間是（人體動作和行為分析實驗室）三維動作分析實驗室，

可支援臨床和基礎科學研究。 

 

(三) 問題與困難 

1.學系所創立屬於初期階段，教學和研究設備仍需投入相當的資源擴充以符合未

來不同的學制發展需求。而且學系碩士班剛成立，須加強提升研究的質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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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處地區相關院所數目偏低，無法如西部地區整合區域資源，缺乏創造整合性

產學合作的研發成果。 

 

(四) 改善策略 

1.設立研究所已增聘專業教師壹名，並擴充運動科學研究設備。需.補充教師個

人研究實驗室設備，逐年編列預算採購，鼓勵教師發展各次專科相關研究。目

標是每位教師每年有一篇SCI的論文發表。 

2.與慈濟醫療志業之四家主要教學醫院(尤其是花蓮醫學中心)，建立更緊密的教

學與研究合作；結合花東地區醫療院所或地方政府單位，建立產學合作機制，

提供學系學研能量。例如：104年8月本系承接教育部體育署的計畫(約100萬元

/年)，這屬於產學合作案，於慈大物治系成立”運動防護體系東區輔導中心”。 

 

(五) 項目四之總結 

  學系目前只設有大學四年制課程，以培育臨床需求為主的物理治療師為目

標，學系教師投入相當心力於教學和輔導上，因此現階段研發成果稍嫌不足。申

請碩士班於 103 年 9 月審核通過，甄選 3 名於 103 年 11 月 29 日完成，考試 3 名

將於 104 年 3 月 7 日進行。已招收 6 名「臨床物治組」學生，將於 104 學年開始

上課。研究方面，於 103 學年獲得慈濟大學 2 年補助跨領域整合型計畫，完成初

步成果將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會議，而論文投稿在整理中，所以能夠逐步提昇學系

的研究能量。 

  有關師生服務方面，在校方相關單位訂定獎勵和經費補助辦法的支持下，本

系教師透過導生會議、上課時間和週會活動等管道，將相關服務資訊提供給全系

師生，積極鼓勵全系師生多多參與校內外的研究與服務活動。104 年 8 月本系將

成立”運動防護體系東區輔導中心”，會有學系教師與學生組成團隊，建置物理治

療、運動防護、體育與醫療的服務流程，實踐學校和學系的目標與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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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一) 現況描述 

5.1 班制之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及其落實情形。 

5.1.1 彙集校內外互動關係人意見、內外部資訊（含系所擬訂之重點觀察指標瞭

解辦學表現）進行自我分析（SWOT）與策略規劃之情形。 

  102 年 8 月林光華教授剛接主任，將本系行政組織設為六個委員會(教學品質

委員會、招生委員會、臨床事務委員會、學生事務委員會、空間與資料管理委員

會、國際與研發委員會) ，限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定期參與系務會議。其組織架

構和負責之主委與工作內容，請參閱下圖與附錄資料冊_法規。 

  102 年本系的網頁設計與規劃是由空間與資料管理委員會的主委郭怡良助理

教授配合校方的軟體而負責完成新的版本，內含學系教育目標等。本系另外設有

兩個行於「系務會議」之「課程暨教學委員會會議」(含校外人士與學生代表)和

「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限副教授以上擔任)。本系透過三大會議定期蒐集校內

外互動關係人意見，妥為整理、解讀、分析、反省，做為自我改進之參考。 
 教學品質 

委員會 
招生 
委員會 

臨床事務 
委員會 

學生事務 
委員會 

空間與資料
管理委員會 

國際與研發
委員會 

職掌 整合教學目
標，規劃系
（所）必、
選修課程，
規畫畢業考

與執照考、
並協助每學
年度課表排
程 

大學聯招、
申請入學、
轉系等招生
事宜之擬定
與規劃 

學生見習與
實習之規劃
與安排，臨
床教師聘任
辦法修正等 

學生活動、
意外事件、
特殊生之輔
導，畢業生
追蹤、系學

會指導等 

公共空間、
儀器與圖書
資 料 之 使
用、管理、
維護、網管

及專款管理
等 

國內外學術
合作交流、
研擬計劃申
請、草擬學
生國外見實

習等相關業
務 

委員 教 師 委 員
3~5 名，外
校 代 表 1
名，業界代
表 1 名，學
生 1 名 

教師委員
3~5 名, 

教師委員
3~5 名 

教師委員
2~3 名，各
學年學生代
表 1 名 

教師委員
3~5 名 

教師委員
3~5 名 

主委 吳育儒 黃千惠 李志偉 施教諭 郭怡良 楊志鴻 

 

  經由103年3月10日之102學年度自我評鑑及104年3月13日之103學年度自我評

鑑，詳細的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情形，請參閱附錄資料冊_系所自我評鑑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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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結果表。本系自我分析檢討，持續改善品質保證機制說明如下圖。 

  

 

 

 

 

 

 

 

 

 

 

    

 

1.彙集校內外互動關係人意見、內外部資訊 

(1)蒐集師生、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意見 

第一屆畢業生(民國98~102)對學系整體教學成效的問卷及校友況調查列於附

錄資料冊5.1.1與5.1.1.1。慈濟第一屆畢業生認為有些通識課程幫助不大，佔掉

專業課程研習時間。而且校定的國文、英文與資訊為畢業門檻，考試卻沒給範

圍，容易不及格，影響學習意願與畢業。還有基礎課程上課教室分散，上課不

方便，現在已將部分基礎課程的上課改在本系上課。這些將提供給相關單位參

考。 

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依據「慈濟大學校務行政與教育品質持續改善辦法」定

期分析學生評量結果，同時蒐集師生、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之

意見並進行分析，據此提出「教育品質自我改善分析報告」，作為擬定單位發

展及自我改善計畫之依據，請參閱附錄資料冊5.1.1.2。意見蒐集內容、對象及

管道，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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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蒐集評鑑建議，為自我改善之參考   

以下為自我評鑑之訪評委員建議重點，詳細的意見與改善計畫，請參閱附錄資

料冊_系所自我評鑑改善情形結果表 5.2.1.1(102學年度)及 5.2.1.2(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自我評鑑之訪評委員建議重點 
 

 

103 學年度自我評鑑之訪評委員建議重點 

調查事項 意見重點 

教育目標 教育目標宜思考服務弱勢族群之精神與能力也是重點 

核心能力 建議將社區物理治療做為核心能力指標之一 

課程規劃 
宜凸顯根據慈濟體系與花東地區之需求與特色所設計之物理治
療學系課程規劃 

課程設計 專業課程集中於大三上學期，大三下學期較輕鬆，建議調整 

教師教學 
1. 教師專業專長與臨床實務容易產生落差 
2. 未設立碩士班，教師研究人力與能量不足 

學習評量 班制宜檢討延畢學生過多的問題 
學習輔導 加強導師輔導成效評估 
學習資源 加強見習與實習單位的安排 

畢業生表現 
班制宜更加強與畢業生及其雇主互動，進而掌握畢業生表現以精
進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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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事項 意見重點 

教育目標 分析教育目標、學系定位的一致性 

核心能力 分析教育目標、學系定位與核心能力的理念一致性 
課程規劃 課程安排的適切性與強化核心能力之達成 
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的適切性與強化核心能力之達成 

教師教學 
1. 教師教學人力與臨床經驗不足 
2. 研究能量不足 

學習評量 學習評量宜多元化 
學習輔導 加強學習興趣的輔導 
學習資源 加強學習環境與資源利用 

畢業生表現 
建議加入互動關係人回饋機制，以有效掌握改善成果 
目前畢業生之社會貢獻由於畢業生人數尚少，建議持續追蹤。 

經過系務會議與課規會討論，主要自我改善情形如下： 

a.依委員的意見，修改教育目標之臨床物理治療知能核心能力指標為：2a.理解

物理治療專業與實證醫學知識。2b.執行物理治療(含健康促進)評估。2c.擬定

及執行物理治療(含健康促進)計畫執行。在授課內容與實習，強調”兼具健康

促進治療與復健之技能，且依實證物理治療原則執業”。為達成此核心能力，

將加強社區的衛教與服務。 

b.楊院長在104.05.26日舉辦醫療志業醫學教育暨研究管理委員會會議協調。接

著在104.07.03舉辦物治系與花蓮慈院復健科(含梁忠照主任、樊志成科主任、

陳家慶組長)協調會議。結論是同意本系體教師擔任花慈醫院兼任臨床指導老

師，同時，本系聘請花慈醫院復健科部分物理治療師為見習指導教師。如本

系教師欲執登花慈醫院，可爭取執登費用(5000元/年/人)的補助。目前考慮執

登的教師有林光華-神經、吳育儒-神經、楊志鴻-骨科、施教諭-小兒科、李志偉-

心臟內科，也正在進行中。 

c.本系有「教學品質委員會」與「課程規畫委員會」，邀請學生及校外學者與業

界專家，共同討論課程的規劃等。本系有導師晤談時間及主任有約等，增加

師生互動回饋機制。由校方安排的系週會與院週會，也有增進師生互動的機

會。而慈大物治系系友會於104年6月6日成立，增進畢業生的聯繫與回饋機

制。 

本系透過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課規會)，與實習醫院訪視蒐集之領域趨

勢，以為自我改進之參考。會議摘要如下： 

(i)101學年度第2次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 

校外委員建議：a.整體課程規劃完善，對於達成學系專業教育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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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標，已有具體措施。b.有幾個科目內容類似或重疊，例如：步

態、生物力學概念、神經動作做控制之基本觀念等。c.有關物理治療見

習部份，課程外審委員建議見習(一)與見習(二)應有所區別，此外每週

應有不同學習目的。d.物理治療長期照護導論：課程內容相當長照level 

I課程是很好的規劃亦豐富。建議課程名稱修改為「長期照護物理治

療」。e.神經科學：建議增加epilepsy、頭痛、多發性硬化、ALS等神經

罕見疾病之醫療處置觀念。f.大三下有開「老化與心臟病」課程，建議

加入dementia issue，配合臨床個案服務有關dementia osteoporosis相關

知識，亦或列入其他學科介紹。 

(ii)102學年度第1次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 

學界代表建議：王淑芬教授(臺灣大學)建議於「物理因子學及實習」課

程中加入物理治療相關運動儀器的內容。 

業界代表建議：歐嘉珍物理治療師(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感恩本系積極

參與運動傷害防護相關活動，例如太魯閣馬拉松活動。建議本系加強

運動傷害防護課程，能讓學生學以致用。 

(iii)103學年度第1次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 

學界代表建議：張雅如教授(長庚大學)建議大學部與未來研究所的「實

證物理治療導論」課程，需考量難易度的差異。大學部「臨床症狀之神

經機制」選修課程與研究所課程之差異也應一併考量，建議將未確認的

機制放入研究所的課程。 

業界代表建議：樊志成物理治療師(花蓮慈濟醫院)建議所有與臨床有關

的科目都能列入課程，以銜接臨床需求。學生在臨床上常會對一些基

礎能力很陌生(生物力學、ROM、MMT 測量法等)，而且在連結性的能

力不足。建議：課程內容的安排可用螺旋式學習方式，讓學生溫故知

新，增加學習成效。 

(iv)103學年度第2次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 

學界與業界代表建議：張雅如教授(長庚大學)和樊志成物理治療師(花

蓮慈濟醫院)均建議將「研究方法學」改為碩士班「臨床物治組」與「運

動科學組」的共同必修課程。 

(3)蒐集領域趨勢 

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蒐集國內外物理治療資訊，知道台大、陽明、成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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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朝六年制DPT物理治療規劃(由大一讀到大六)，增加臨床藥物與影像分

析等課程，提升臨床處置的能力。本系目前是增設研究所碩士班，為俗稱4加

2的制度(4+2=6)，而非DPT。但是，本系也隨著領域趨勢而規劃教學重點與研

究方向，課程包含 物理治療原理、實務與實作等。所以，本系課程設計偏重

臨床實務的訓練，以後較容易轉型為六年制的物理治療。然而，學系教師的

臨床實務經驗確實需要加強，目前已與花慈醫院建立良好合作關係，在醫學院

的協助下也擬進一步推展與台北、大林、台中慈院之合作。 

(4)根據教育與發展目標，擬定觀察重點指標 

本系透過質量化資料（畢業生表現與回饋、師生意見、學生成績、招生狀況、

經費變化等）彙整、蒐集與分析瞭解辦學表現，作為檢討與改進依據。經過課

規會改進，本系考照率維持70%左右，佔全國中上程度，而休學與退學人數有

漸減少。 

重點觀察指標 100 學年 101 學年 102 學年 103 學年 

1.新生入學人數 
(註冊率) 

40 人 
(88.89%) 

35 人 
(85.37%) 

41 人 
(89.13%) 

41 人 
(83.67%) 

2.應屆畢業生物
理治療師考照通
過率 

無畢業生 
17/22 人 

77% 
25/38 人 

65.8% 

9 月放榜 

3.應屆畢業生一
年內就業與進修
比例 

無畢業生 
22 人畢業 
1 人進修 

12 人就業 

43 人畢業 
1 人進修 

17 人就業 

1031 畢業 3 人 
1032 畢業 39 人 

4.新生入學成績
(學測) 

中間 58 
高 68 
低 53 

中間 59 
高 64 
低 57 

中間 58 
高 62 
低 46 

中間62 
高 69 
低 57 

5.校內(私醫)轉
系人數 

1(2) 3 3 1(1) 

6.休(復)學人數 6(1) 10(3) 3(1) 5(3) 

7.退學人數 5 5 2 2 

2.SWOT分析與策略規劃 

本系具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有助於擬定辦學願景與目標。分析內在優勢與外

部機會，採取極大強化與監控的策略，又分析內在劣勢與外在威脅，可採取改

進與避免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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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分析 (Helpful)對達成教育目標有幫助的 (Harmful)對達成教育目標有害的 

Internal 
內部組織 

Strengths：優勢 Weaknesses：劣勢 

 1.本系為花東唯一的物理治療學
系，擁有獨特的人文與地質資
源，有助於台灣東部在地學術
研究與服務的發展。 

2.結合「問題導向學習」等特色
教學策略，增加專業核心能力。 

3.本系新成立三維動作分析實驗
室，建構為動作研究中心。 

4.慈濟擁有花蓮、台北、台中、
大林、關山與玉里等六家醫
院，提供豐沛的教學與研究資
源。 

1.專業成長課程大多開設於西部
地區，影響師生的參加意願。 

2.在地適當之見實習及參訪醫療
機構較少。 

3.研究所剛成立，與校外的產官
學合作或交流的發展受地緣限
制，研究的質與量有待加強。 

External 
外部環境 

Opportunities：機會 Threats：威脅 

 1.擁有慈濟基金會支持，有機會
與國際社會接軌，發展人文教
育及生命關懷特色；並可善加
運用慈濟傳播的優勢來增加本
系的社會能見度。 

2.碩士班的成立，有助於物理治
療專業的多元發展。 

3.花東老年人口增加，增加對物
理治療的需求。 

4.與東南亞各國及兩岸交流日漸
頻繁，可擴增互訪的機會。 

1.少子化加上地處偏遠，學生來
源漸少。 

2.學生來源多元化，學習認知與
態度差異性大。 

3.與他校同科系具高度競爭。 
 

策略規劃 內部優勢（S） 內部劣勢（W） 

外部機會 
（O） 

SO：Maxi-Maxi（強化策略） WO：Mini-Maxi （改進策略） 

1.結合花東特殊產業資源，加強
人文教學與研究，培育具人文
特色的專業人才。 

2.透過輔導臨床物理治療實證的
學習機制，增進核心能力。 

3.與醫院及社區合作，發展系所
重點研究。 

4.分發學生到各慈濟分院見實
習，擴大交流，並增加就業機
會。 

1.爭取花東地區舉辦研討會，並
鼓勵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與國內
外會議。 

2.開發與鼓勵多元的學習，例
如：門諾的科技輔具與華東運
動傷害防護等。 

3.與北二區等學校合作，建立產
學與研究溝通管道，提升論文
發表的質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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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進行自我改善之情形 

1.行政管理機制能確實有效運作 

為確保本系行政管理機制之有效運作，有定期開會之系務會議、教學暨課程

規劃委員會會議、以及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依據「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組

織架構設置辦法」(民國102年9月3日第1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本系行政組織

設置教學品質委員會、招生委員會、臨床事務委員會、學生事務委員會、空

間與資料管理委員會、國際與研發委員會，限本系所有教師參與，各委員會

主委定期召開會議進行檢討、評估、修正的討論與紀錄。 

(1)系務會議：本系訂有「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辦法」(民國99

年12月22日第4次系務會議修訂，民國99年12月29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會議由全體專任(含合聘)教師組成之，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任召集人。會

議主要在檢討本系相關規章、教學、研究、發展、招生、經費與學生獎助

學金、儀器與器材管理、各委員會之設置與權責、以及其他系務事項。每

學期最少召開一次。 

(2)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本系訂有「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教學暨課程規劃

委員會設置辦法」(民國101年4月19日第2次系教學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民

國101年4月27日100學年度第二次院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民

國101年5月11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校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本會

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學生代表兩人(以高年級為原則)、畢業生代表一人、

校外委員(含學界代表及業界代表)二人組成，由系主任擔任主任委員。會議

主要在檢討本系教育目標、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課程結構的規劃、

審議、修訂及評鑑、以及其他與教學暨課程相關事項。每學期最少召開一

外部威脅 
（T） 

ST：Maxi-Mini（監控策略） WT：Mini-Mini （避免策略） 

1.師生參與國內及國際學術交流
較為不易。 

2.邀請業界專家講授與示範教
學，加強課程/核心能力連結。 

3.國家長照政策的立法通過，將
影響本系推展老人物治實務課
程的速度。 

1.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拓展國際
視野。 

2.提昇辦學績效 (例如增加考照
率、)、實踐人文，提升本系之
競爭力，以增加學生就讀意
願、專業能力與自信。 

3.因應政府的長照政策，本系將
更積極推展老人物治實務課程
及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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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 

(3)教師評審委員會：本系訂有「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民國99年5月25日第8次系務會議修訂，民國99年8月3日99學年度第1次

臨時院教評會修正通過，民國99年8月10日99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教評會修

正通過)。本會議由本系專任副教授(含)以上教師中遴選四至六名，專任副

教授人數不足時，自專任助理教授遴選補足之。本系專任教師(含合聘)未滿

五人時，得聘請本院相關系所老師出席之，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任召集

人。會議主要在審議本系報請之教師聘任、在職進修、有關教師之資遣原

因認定及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議之事項。每學期最少召開一次會議。 

(4)教學品質委員會：本系民國102年9月3日第1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設置本委

員會。本會由本系專任教師四至六名組成，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任召集

人，另置主任委員一名，由委員互選之。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士與會。

本委員會主要職在整合教學目標、規劃系必修與選修課程、規畫畢業考與

執照考、並協助每學年度課表排程。每學期最少召開一次會議。 

(5)招生委員會：本系民國102年9月3日第1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設置本委員

會。本會由本系專任教師四至六名組成，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任召集人，

另置主任委員一名，由委員互選之。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士與會。本委

員會主要職在檢討大學聯招、申請入學、轉系等招生事宜之擬定與規劃、

以及研擬碩士班申請草案等事宜。每學期最少召開一次會議。 

(6)臨床事務委員會：本系民國102年9月3日第1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設置本委

員會。本會由本系專任教師四至六名組成，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任召集

人，另置主任委員一名，由委員互選之。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士與會。

本委員會主要職在規劃與安排學生見習與實習、修正臨床教師聘任辦法等

事宜。每學期最少召開一次會議。 

(7)學生事務委員會：本系民國102年9月3日第1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設置本委

員會。本會由本系專任教師三至四名以及各學年學生代表一名組成之，系

學會會長為當然委員，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任召集人，另置主任委員一

名，由委員互選之。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士與會。本委員會主要職在協

助指導系學會與學生活動、意外事件之輔導與持續追蹤、輔導特殊生，追

蹤畢業生等事宜。每學期最少召開一次會議。 

(8)空間與資料管理委員會：本系民國102年9月3日第1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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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本委員會。本會由本系專任教師四至六名組成，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任

召集人，另置主任委員一名，由委員互選之。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士與

會。本委員會主要職在協助公共空間、儀器與圖書資料、學系網頁之管理

與維護、學系預算編列與專款管理等事宜。每學期最少召開一次會議。 

(9)國際與研發委員會：本系民國102年9月3日第1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設置本

委員會。本會由本系專任教師四至六名組成，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任召集

人，另置主任委員一名，由委員互選之。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士與會。

本委員會主要職在協助本系發展國內外學術合作交流或建教合作等相關業

務。每學期最少召開一次會議。 

2.定期檢討修正 

本系定期於系（所）務會議及課程規劃委員會..等針對相關議題及師生意見進

行檢討、評估及修正，各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請參閱附錄資料冊5.1.2。 

 

5.2 自我改善機制與落實情形及其與未來發展之關係。 

5.2.1依據自我分析擬定自我改善策略與系所發展計畫（含系所發展目標） 

1.依據自我分析結果，擬定自我改善策略，持續自我改進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透過「教育品質自我改善分析」，擬訂自我改善策略和執行情況如：並請參閱

現場檔案為佐證資料。 

(1)爭取增加研究所師資及設備：本系已於103年9月申請通過104學年度增設物

理治療學系碩士班。可依現代誤置趨勢增加人力與設備。 

(2)培育師資：鼓勵老師持續進修，具有高階技能。 

(3)小班制度問題導向教學：自100學年度起，大一上學期「物理治療導論」課

程融入6週的問題導向教學，大二和大三各另開設一門問題導向教學課程，

進行小班教學。本校獲得102-105年教卓計畫獎助，本系郭怡良與黃千惠老

師參與「子項5.1.4 PBL 推廣與深化」，規劃未來與其他單位共同完成1片教

學光碟及出版「PBL 經驗談」一書。已完成教學光碟的製作。 

(4)爭取經費補助以添購教學與研究之儀器設備：依據102年4月3日第10次系務

會議討論，本系張祝芬、范惠芝和林光華老師提出總計金額931,000元的教

學儀器設備申請，含輔具製作與運動訓練器材等，決議結果為通過。 

2.自我評鑑與自我改善機制 

本系依據「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自我評鑑辦法」(民國101年5月21日第12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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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議決議通過)，定期檢視本系發展目標及策略，凝聚共識建立特色，以達

循環改善，有效提升系所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之目的。本系並未接受第一

週期系所評鑑。而103年3月10日與104年3月13日接受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依

據擬定的自我改善策略、方案或作法，持續自我改進，以達成班制教育與發

展目標。請參閱附錄資料冊5.2.1.1與5.2.1.2。經由SWOT分析，已有部分改善

如上述所列，將會持續追蹤修正。 

5.2.2自我改善策略與發展計畫合宜具體並獲得互動關係人之認同 

1.自我改善策略與發展計畫合宜具體 

本系透過各項相關會議、問卷和實習醫院訪視，瞭解擬定之自我改進策略與

發展計畫是否合宜，針對改進不足或有待加強之處則持續改善。對於確實無

法立即改善之處，也能誠實面對，並盡力降低不利影響。本系擬定未來十年

發展目標、策略及評估指標(KPI)。請參閱附錄資料冊5.2.2。 

2.定期公告自我改善成效 

本系定期在學系網頁公告並透過班級宣導和系週會向學生宣導相關訊息。透

過系周會與師生座談會師生能瞭解本系自我改善與未來發展之方向及其原

由，有機會參與討論與表達意見，並且能認同、支持、配合這些改善方向與

作法。 

 

(二) 特色 

1.擁有慈濟基金會支持，學生有機會與國際社會做專業與非專業的連結，有助

於培養具有人文服務情懷的專業人員。 

2.結合「問題導向學習法」之教學策略，引導學生思考與自我學習，並藉由小團

隊間的互動合作，增加專業溝通能力。 

3.花東唯一的物理治療學系，對於台灣物理治療專業的發展具有影響，東部特

殊的社會地理環境需要在地的耕耘。 

4.成立全新的三維動作控制與行為分析實驗室，將與體育中學及原住民部落合

作，有助於在地學術研究的發展。 

 

(三) 問題與困難 

1.少子化加上地處花東，招生受限是很大的隱憂。 

2.交通便利性較低，不利於實習學生返校修習課程。本校鄰近的物理治療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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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有限，學生臨床見習之選擇機會較少，且亦影響臨床研究合作案之

進行。 

3.物理治療專業進修課程多開設於台灣西部之大學或醫學中心，不利於本校及

東部地區專業人力的培育。 

 

(四) 改善策略 

1.增加多元化之招生宣導，並提高考照率是主要改進招生註冊率的方式。本系每

年選派教師到部分學校宣導，也有派學生及教師參加北區與南區的大學博覽

會，提供本系簡介的單張，加以宣導與說明。 

2.考慮遠距教學與視訊溝通，例如：與台北地區醫院遠距互動，解決部分交通不

便的問題。 

3.持續精進課程改善，例如老人長照法規、技能等課程，並將與慈濟花蓮醫學中

心合作開設專業進修課程，與物理治療師公會合辨繼續教育課程。 

 

(五) 項目五之總結 

  本系具有組織完善的行政管理機制，定期蒐集校內外互動關係人意見，進行

自我分析與檢討。針對有待加強之處或相關建議，本系會擇請相關委員會擬定改

善策略並進行修正。透過此機制，本系持續朝向發展成為結合花東地區特色的物

理治療學系，期與體育中學及原住民部落合作，有助在地學術研究的發展。有關

學系的發展的近程、中程與長程目標列於附錄資料冊 5.2.2，已達成部分近程目

標，但整體而言仍有改進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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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總結 

  本系之定位、教育目標（學生畢業時應達成之具體學習結果）主要是依據學

生發展與現況、師資條件及各類評鑑建議..等而設定。本系秉持校訓「慈悲喜捨」

之精神，培養具人文素養與職業道德之物理治療專業人才，強調關懷弱勢族群，

落實終身學習及健康促進全人關懷的理念。 

  本系成立 6 年，在教學與學生輔導方面，大致上已步上軌道，而且碩士班成

立，增聘高階師資，提升研究水平。將積極與外校及海外之交流，促進本系在東

部的發展。根據本系各項會議記錄、師生座談、教師意見與學生教學意見反應之

建議等相關資料，對自我評鑑相關的項目，提出願景及改進策略。所以將積極輔

導學生，以澳洲墨爾本大學與美國南加大(USC)兩所大學的物理治療學系為標竿學

系。願景是成為台灣優質的物理治療教學與研究中心。 

 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本系對應教育目標而訂出五大核心能力，包括：基礎與臨床醫學知能、臨床

物理治療知能、職場倫理與態度、邏輯與思辨能力，以及溝通與團隊合作能力。

本系的願景是分別訂出大學部與研究所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使大學部培訓基

礎專業人才，研究所培訓高階人才，促進全民健康。將繼續徵詢專家與學生建議

而修改課程，使實務與學術並重，培育智德兼備之物理治療師。 

 師資與教學資源： 

  本系現有九位專任教師，皆具有物理治療師的國家專業證照與任教的經驗。

因應未來物理治療研究所碩士班的設立，將聘用一位有運動傷害防護經驗之博

士，規畫運動傷害防護學程。大學部學生也考慮可提前選擇 5 年一貫的教育。教

學資源的應用可提供小班的專業課程教學、問題導向學習(PBL)課程與遠距視訊課

程(線上 e 化學習)…等多元化教學，提倡主動的終身學習。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本系在輔導與學習支持系統上包括三軌輔導機制、多重獎助學金、眾多工

讀機會和完善的學生宿舍等提供同學精神及物質上的學習支持。本系未來

將推動國際化學生交流，並且籌畫學生到新加坡醫院(SGH)短期見習。在生涯規

劃和職涯學習上，本系結合學務處諮商中心和職就組資源舉辦一系列的講座，提

供同學生涯和職涯規劃之參考。配合長照保險與 ICF 模式，可建立社區服務的管

道。 

 研究與專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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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自 98 年創系以來，經由基金會和校方的經費和空間的大力支持下， 研

究空間和資源已略具規模，學系目前設有大學四年制課程，以培育臨床需求為主

的物理治療師為目標，學系教師投入相當心力於教學和輔導上，因此現階段研發

成果稍嫌不足。學系 103 學年度通過成立碩士班，分為「臨床物治組」與「運動

科學組」，104 學年度首度招生入學。期望與體育中學及原住民部落等合作，有助

在地學術研究的發展，同時提高教學的多元化與國際化。 

 畢業生表現與追蹤： 

  本系第一屆畢業生考照率不錯，考照率約在 65~77%，而且 104 年第一次考

照(1 月)有一位為榜首。本系將持續增進教學品質，增加考照率。而畢業生雇主

滿意度甚佳，希望增加問卷回收，並增加就業服務率之調查。目前系友會已成立，

會加強就業與繼續教育的輔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