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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基本資訊一、課程基本資訊  Top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Institute

護理學系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1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Fall) ■  第二學期(Spring)
□  全學年(Entire Yea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生理學實驗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1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英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英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王雋之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助理教授

此課程是否
符合教師專
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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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素養二、基本素養   Top

學科學習能力--關聯性

  1.中文[間接相關]
  2.英文[間接相關]
  3.資訊[無關聯性]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10.生命科學[直接相關]
  11.醫學[直接相關]
  16.心理學[無關聯性]
  17.社會學與人類學[無關聯性]
  19.治療與諮商[無關聯性]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2.積極傾聽[直接相關]
  7.批判思考[無關聯性]
  8.主動學習[無關聯性]
  12.合作[無關聯性]
  16.服務導向[無關聯性]
  17.解決複雜問題[無關聯性]
  36.創意力[無關聯性]
  40.主動任事[無關聯性]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DG&dptno=91&hy=101&ht=2&avano=D912104229 &tchno=078625&isdone=True#top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DG&dptno=91&hy=101&ht=2&avano=D912104229 &tchno=078625&isdone=True#top


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Top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
題的程度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Issues） 關聯性 議題（Issues） 關聯性

性別平等 無關聯性 環境保護     無關聯性

品德教育 無關聯性 環境安全 無關聯性

生命教育 無關聯性 智慧財產權 無關聯性

人權教育 無關聯性 法制教育 無關聯性

服務學習 無關聯性 生涯教育 無關聯性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資訊教育 無關聯性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無關聯性

生活防災教育 無關聯性  

五、課程學習目標五、課程學習目標   Top

課程學習目標
教學目標:藉由實驗操作,使學生親身體驗各種生理現象,並觀看生理學教學錄影帶,增進學生對生
理學的瞭解.

先修課程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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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課進度六、授課進度   Top

授課進度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
次Week 日期Date 主題Topic 單元主題Unit 備註Remark

1 02/21 Introduction 生理學

2 02/28 和平紀念日放假 生理學

3 03/07 Blood Cell Counts and 
Blood Types 生理學

4 03/14
Video: Influence of Ions 
on the Heart & Muscle 
Contraction

生理學

5 03/21 The Recording System: 
Application of MP45 生理學

6 03/28 EMG Recording：Motor Unit 
& Muscle Fatigue 生理學

7 04/04 Stretch Receptors and 
Reflexes 生理學

8 04/11 Determination of Heart 
Sounds 生理學

9 04/18 Mid-term Examination 生理學

10 04/25 Measurement of Blood 
Pressure 生理學

11 05/02 ECG Recording: Standard 
Leads 生理學

12 05/09 ECG Recording: Chest 
Leads 生理學

13 05/16 Regulation of Respiration 生理學

14 05/23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生理學

15 05/30 Nystagmus 生理學

16 06/06 EOG Recording: Eye 
Movement 生理學

17 06/13 Blood Sugar & Urine Test 生理學

18 06/20 Final Examination 生理學

七、教學方法七、教學方法   Top

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Methods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講述 10 影片欣賞 0 討論 0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
習

0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0 專題實作 90

電子教學 0 體驗教學 0 角色扮演實
境教學

0

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0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DG&dptno=91&hy=101&ht=2&avano=D912104229 &tchno=078625&isdone=True#top
http://140.136.251.64/outlines/student/outline.aspx?dayngt=D&grono=DG&dptno=91&hy=101&ht=2&avano=D912104229 &tchno=078625&isdone=True#top


對話教學法 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0

實作教學 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實驗一 生理學實驗 Cell Physiology-Isotonic Solution
 目的：認識滲透壓對細胞形態的影響，及等張溶液之意義。 
實驗二          肌肉生理學實驗      
儀器: 
多功能紀錄器: 利用多功能紀錄器可紀錄各種生理現象, 包括壓力ˋ張力ˋ容積ˋ及各種電器活動(
如EEG, EMG, EKG). 其作用之基本原理如下: 係以適當的轉換器(transducer)將生物體所
產生的各種機械性(mechanical)或電器訊號加以接收並轉換成為訊號, 再經由箝制放大
器(preamplifier)與放大器(amplifier)使之放大, 而後驅動紀錄比將之紀錄在紙上.
神經肌肉標本製作: 以青蛙作為實驗動物, 製作坐骨神經-腓腸肌(sciatic nerve – 
gastrocnemius)標本,以多功能紀錄器紀錄器可紀錄各種肌肉生理現象, 包括壓力ˋ張力ˋ容積ˋ
及各種電器活動
實驗三 生理學實驗      
目的：測量血液中紅血球 (red blood cell) 及白血球 (white blood cell) 的數目與
血紅素 (Hemoglobin) 濃度，以推測受試者是否正常，作為臨床上的參考。測定Blood 
Coagulation及抗凝血藥物之作用。
實驗四 生理學實驗
目的：測量血紅素 (Hemoglobin) 濃度，以推測受試者是否正常，作為臨床上的參考。
實驗五 生理學實驗      
目的：測量凝血反應及測定Blood Coagulation及抗凝血藥物之作用。
實驗六、 ABO Blood TypeB、ABO血型之判別
原理：鑑別血型，是輸血前的例行檢驗工作，且有利於輸血之順利進行與安全。 
實驗七     心臟生理學實驗  
心臟生理的特性:   
   離體蛙心標本製作: 以青蛙作為實驗動物, 製作離體蛙心標本. ,以多功能紀錄器紀錄器可紀
錄各種心肌生理現象 
實驗八  肺功能測定呼吸
 目的:本實驗的目的在使學生瞭解各種和呼吸相關的現象，包括閉氣能力、過度換氣、
rebreathing以及呼吸與心跳間的關係。在實驗中使用「呼吸帶轉換器」(respiratory belt 
transducer)綁在腹部以記錄呼吸的動作。
 
實驗九        眼球震顫實驗（Nystagmus） 
目的： 觀察前庭器（Vestibular apparatus）受刺激所引發的眼球震顫（Nystagmus）現
象及其它生理反應，藉此了解人體平衡系統的作用機轉。
 
實驗十  尿液分析
 目的; 分析尿液中物質含量, 做為臨床診斷之參考
 
實驗十一   血糖之調節
目的：   觀察並了解內分泌系統對血糖調節

教科書

1. Review of Medical Physiology 22th ed., Ganong WF
2. Human Physiology 8th ed., Authur J Vander etc.
3. Essential of Physiology 3rd ed., JF Lamb etc.

參考書目
Reference

 1. 課程講義
2. 醫護生理學實驗第三版，新文京出版公司
3. 生理學實驗指引，茂昌圖書
4. PhysioEx 5.0 - Laboratory Stimulation in Physiology, Pearson

教學平台網址 www.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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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習評量九、學習評量   Top

學習評量 
Learning

Evaluation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課堂之前測 0 學生表現側
寫報告

0 個案分析報
告撰寫

0

專題發表 0 課堂上實作
演練

0 專業團體之
證照檢定

0

期中考 0 期末考 40 隨堂考（
小考）

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30 課堂參與 3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0

口頭報告 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
互評

0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1. 上課不遲到早退，請勿在上課中途離開教室，以免影響實驗之進行。
2. 實驗室內，務必穿著實驗衣。
3. 實驗室內，請勿飲食與飲水。
4. 實驗室內，請勿聊天以免影響實驗之進行。
5. 實驗室內，請勿睡覺。
6. 學期成績評定方式為出席佔30%、報告佔30%與考試佔40%。
7. 務必遵守實驗室內以上及其他規定，否則將扣學期總分。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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