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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學期 課程基本資料/Course Information

系所系所  / 年級年級 健管系碩士(長照)  1年級 課號課號  / 班別班別 TA220025 / A

學分數學分數 2學分 選選  / 必修必修 選修

科目中文名稱科目中文名稱 質化研究方法 科目英文名稱科目英文名稱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主要授課老師主要授課老師 張李淑女 開課期間開課期間 一學年之下學期

人數上限人數上限 15 人 已選人數已選人數 8人

起始週 / 結束週 / 上課地點 / 上課時間

第1週 / 第18週 / I635 / 星期4第10節 
第1週 / 第18週 / I635 / 星期4第11節 

請各位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勿非法影印。
Please obser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not to make illegal copies.

教學綱要/syllabus

第一部分/Part I(※依課程委員會審議之內容決議填入)

一、教學目標所一、教學目標所
要達成之能力培要達成之能力培
養項目養項目 :
[依據課程委員會依據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之課程審議通過之課程
與基本素養與基本素養 /核心核心
能力關聯表填寫能力關聯表填寫 ]

Item 基本素養/核心能力 Core Literacy/Core Competencies 相關性 Relevance

高度相關 中度相關

1 健康管理 . .

2 生命關懷 . .

3 自我學習 .

4 溝通表達 .

二、教學目標二、教學目標
(Objective)

1.認知面：[使學生理解、應用、分析、綜合、比較、推論、評估本課程之理論與概念]：
     使學生能釐清量化與質性研究的分野並理解質性研究的基本概念。
2.技能面[使學生能獲得運用與實做本課程理論與概念之技巧]：
     使學生具備質性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及運用質性研究方法來執行研究的基本能力。 
3.情意面[能引發學生對本課程之興趣，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增加觸類旁通與自主學習]：
     引發學生關注社會世界之複雜性,及未來以質性研究方法探究社會現象的興趣與動機.

三、符合教學目三、符合教學目
標之課程內容設標之課程內容設
計計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便是介紹質性研究的認識論基礎、它和量性研究的關係以及各種質性研究的approaches，研究倫
理等， 冀望同學對質性研究有一個概括的整體觀念。提供同學道不同知識的思考角度，並深入瞭解質性研究方法的長
處及限制，讓同學能真正瞭解質性研究法的本質，運用質性研究方法來執行研究。希望期末時同學們們都能對質性研
究的思考與實踐有相當程度的理解。

四、先修科目四、先修科目
(Pre Course)

  無

第二部分/Part II

一、多元教學方一、多元教學方
法法
(Teaching
Method)

 由學生自訂學習目標與抱負水準  案例或故事討論  講述

 學生課後書面

報告

 小組討論  學生上台報告  腦力激盪

 學生實作  角色演練  習題練習  影片欣賞與

討論

 採訪  e化教學  審議式民主  觀察與資料

收集

 一分鐘回饋  磨課師課程  翻轉教學  其他

 企業參訪  與課程有關之實務

學習

 見習  實習

 協同教學  服務學習課程  其他系課程委員會核定之實務學習

項目

二、多元教學方二、多元教學方
法與教育目標的法與教育目標的
連結連結

您所勾選之教學方法與何種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有關?您所勾選之教學方法與何種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有關? 3 4

1.講述

2.學生課後書面報告

3.小組討論

4.學生上台報告

5.觀察與資料收集

6.一分鐘回饋

三、參考書目三、參考書目

http://webs.asia.edu.tw/courseinfo/default.asp
http://www.asia.edu.tw


三、參考書目三、參考書目
(Reference)
[符合教學目標之符合教學目標之
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

主要書目
Patton, M.Q.(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2nd.ed.《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 質的評鑑與研究。台北：
桂冠。》
《李政賢譯 (2008)，質性研究：設計與計畫撰寫，台北：五南出版社》
Ritchie, J. & Lewis, J. (2003)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London: Sage
《藍毓仁譯（2008）質性研究方法。台北：巨流。》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徐宗國 譯（1997），
質性研究概論。台北：巨流。》
胡幼慧主編（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化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畢恆達（2005）為甚麼教授沒告訴我？，台北：學富。
潘淑滿 (2003) 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 台北:心理出版社。

其他推薦書目:
1. Glaser, B., &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hicago: Aldine.
2. Flick, U. (2002)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Reinbek, Hambury: Rowohlt. 《李政賢，廖志恆，林靜如 譯(2007)質性研究
導論/台北：五南出版社》
3. Lofland, J. & Lofland, L.H. (2003)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任凱、王佳煌
合譯 (2005)質性研究法—社會情境的觀察與分析。台北: 學富》。
4. Ruane, J.M. (2005) Essentials of Research Method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王修曉譯(2007) 研究方法概論. 台北:
五南. 》
5. Strauss, A., &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6. 嚴祥鸞等(1998)《危險與秘密——研究倫理》，台北：三民書局

四、教學進度四、教學進度
(Syllabi)
[符合教學目標之符合教學目標之
教學進度教學進度 ]

教學進度與何種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有關?教學進度與何種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有關? 3 4

2015/2/26 課程介紹 
Course Overview

張李淑女

2015/3/5 方法論的省思- 何謂科學? 何謂真理? 
critical thinking on methodology what is science? what is truth? what is
knowledge?

張李淑女

2015/3/12 質性研究導論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張李淑女

2015/3/19 質性研究與量性研究的比較
Compar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張李淑女

2015/3/26 質性研究的類型
qualitative reaearch genres

張李淑女

2015/4/2 研究的途徑：建立研究設計
research process-research design

張李淑女

2015/4/9 資料蒐集的方法-訪談: 深入訪談-焦點團體訪談
data collections- interview

張李淑女

2015/4/16 期中考週 張李淑女

2015/4/23 資料蒐集的方法-觀察法
data collection- observations

張李淑女

2015/4/30 資料記錄管理與分析
data recording,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張李淑女

2015/5/7 研究倫理
research ethics

張李淑女

2015/5/14 質性研究之品質檢定
goodnes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張李淑女

2015/5/21 表達研究成果：寫作 
writing the report

張李淑女

2015/5/28 同學報告和討論
Student presantation and discussion

張李淑女

2015/6/4 同學報告和討論
Student presantation and discussion

張李淑女

2015/6/11 同學報告和討論
Student presantation and discussion

張李淑女

2015/6/18 同學報告和討論
Student presantation and discussion

張李淑女

2015/6/25 課程回顧與討論
Student presantation and discussion

張李淑女

五、多元評量方五、多元評量方
法法
(Evaluation)
[所勾選評量方法所勾選評量方法
之評分加總之評分加總
為為100分分 ]

評量方式 分數 評量方式 分數

 實作測驗   0  期中筆試   0

 隨堂筆試測驗   0  期末筆試   0

 小組作業   0  期中報告  20

 服務日誌   0  期末報告  30

 口試   0  專題報告   0

 個人上台報告  20  實作作品與反思   0

 小組上台報告   0  前後測比較進步與成長   0

 出席狀況   0  課堂參與與表現  10

 20   0



 心得與反思報告  20  其他   0

六、多元評量方六、多元評量方
法與教育目標的法與教育目標的
連結連結

您所勾選之評量方法與何種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有關?您所勾選之評量方法與何種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有關? 3 4

1.期中報告

2.期末報告

3.個人上台報告

4.課堂參與與表現

5.心得與反思報告

七、講義位七、講義位
址址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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