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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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系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大學部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4 學期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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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醫院工作體驗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必修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2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英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唐鴻舜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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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關]
  2.英文[間接相關]
  3.資訊[間接相關]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3.化學[間接相關]
  10.生命科學[直接相關]
  11.醫學[直接相關]
  16.心理學[間接相關]
  19.治療與諮商[直接相關]
  21.外國語文與文學[無關聯性]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2.積極傾聽[直接相關]
  4.口語表達[直接相關]
  7.批判思考[間接相關]
  8.主動學習[直接相關]
  11.人際覺察[直接相關]
  12.合作[間接相關]
  13.說服[間接相關]
  14.協調[間接相關]
  15.教導[間接相關]
  16.服務導向[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直接相關]
  29.判斷和決策[間接相關]
  37.原創力[間接相關]
  40.主動任事[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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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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環境安全 無關聯性

生命教育 直接相關 智慧財產權 無關聯性

人權教育 直接相關 法制教育 無關聯性

服務學習 直接相關 生涯教育 間接相關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資訊教育 間接相關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化
教育) 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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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能了解並觀察醫院中非醫師人員之工作甘苦、與醫師之互動關係及合作方式，以增進溝通技巧，並培養尊重他人之
素養與分工合作之團隊精神。
二、能真實地體驗病患與家屬之需求，以培養學生的同理心及正確的服務觀。
三、能了解並觀察醫院中非醫療部門運作模式及其特性。
四、能透過工作體驗分享醫院的服務理念和服務措施。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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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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2 09/27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3 10/04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4 10/11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5 10/18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6 10/25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7 11/01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8 11/08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9 11/15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10 11/22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11 11/29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12 12/06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13 12/13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14 12/20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15 12/27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16 01/03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17 01/10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18 01/17 暑期醫院體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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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10 問題導向學習 10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0 專題實作 0

電子教學 10 體驗教學 20 角色扮演實境
教學

10

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0

對話教學法 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0

實作教學 10 個別指導 10 其他 0

說明：1.暑期體驗課程。 2.7/20課程介紹。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體驗單位製發講義。

教科書 無。

 書        名 作 者（編 者） 出 版 社
1 蛇杖的傳人～西方名醫列傳 許爾文˙努蘭著
楊逸鴻/張益豪/許森彥合譯 時報出版社
2 醫者之路台灣肝炎鼻祖～宋瑞樓傳 廖瑩芳 天下文化
3 醫者的畫像～韓偉先生的一生 韓偉 宇宙光出版社
4 台灣的良知 李鎮源 商周出版
5 我的教育、我的醫學之路 何曼德 新新聞
6 用心聆聽 黃達夫 天下文化
7 醫師的深情書 賴其萬 天下文化
8 醫眼看人間～一位醫學作家的人生筆記 黃崑嚴 天下生活
9 醫師不是天使 黃崑嚴 健行文化
10 路上的光 門諾醫院黃勝雄等著 門諾
11 非洲行醫記～史懷哲選集 史懷哲著 志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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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Reference

12 實習醫師手記 王溢嘉 野鵝出版社
13 最稚齡的科學～一位偉大醫師的觀察手冊 路易士˙湯姆斯著
廖月娟譯 天下文化
14 開心醫師的神奇之愛 萊斯特˙索法吉著 新苗文化
15 基因聖戰 Jerry E. bishop&Michael Waldholz著，楊玉齡譯 天下文化
16 佛克曼醫師的戰爭～終極癌症的新曙光 Robert Cooke著
楊玉齡譯 天下文化
17 一位醫師的心路 A.J. Cronin著
恕平譯 光啟
18 用愛為醫療添薪 李淑娟 行政院衛生署
19 病人學 武見太郎 大夫出版社
20 檢查你的醫師～掌控醫療的新世紀 提摩西˙麥克爾著
賴鈺嘉校閱 晨星出版社
21 重生～我打敗了脊椎裡的惡魔 Reynolds Price著、伊萍譯 天下文化
22 你的醫生在想什麼 伊恩˙布魯默著賓、靜蓀譯 天下生活
23 醫學寫作的藝術與倫理 惠靈 橘井文化
24 不要叫我醫生 Kawafuchi Keiichi著
許素霞譯 商周出版社
 書       名 作者（編者） 出版社
25 病床邊的溫柔 范丹伯著、石世明譯 心靈工坊
26 心靈醫師～中國的寬心術 游乾桂 遠流
27 第二意見～為自己尋求更好的醫療 古柏曼醫師著、陳宣芳譯 天下文化
28 醫院裡的哲學家 李察˙詹納著、譚家瑜譯 心靈工坊
29 海闊天空～一位血友病者的生命札記 子鶩著 突破
30 病兒求醫記 楊定燮 千華出版
31 蘭醫生 連馮玉著、劉秀芬譯 彰化基督教醫院
32 醫生也醫死 韋至信 文經出版社
33 菜鳥醫師上前線 王智弘 健行文化
34 愛在福爾摩沙 鄧相揚 晨星出版社
35 今日的醫學倫理 嚴久元 當代醫學雜誌
36 一位外科醫師的修煉 葛文德醫師著、廖月娟譯 天下文化
37 醫療溝通與人際關係 劉樹泉編 合記圖書
38 希望-戰勝病痛的故事 傑若•古柏曼著、廖月娟譯 天下文化
39 生活之道(Osler’s “A way of life”) 奧斯勒醫師著、鄧伯辰譯 立緒文化
40 開刀房裡的沉思-一位外科醫師的精進 葛文德醫師著、廖月娟譯 天下文化
41 醫學簡史 若伊．波特著、王道還譯 商周出版
42 最後的期末考 Pauline W. Chen著、林義馨譯 大塊文化
43 在你穿上白袍之前 佩莉•柯來斯著、廖月娟譯 天下文化
44  快樂的15個習慣 日野原重明著、高雪芳譯 天下文化
45 永遠的二號館~重現台灣醫界的人文精神 吳寬墩著 原水文化

教學平台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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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隨堂考（小考
）

0

書面報告(含小
組或個人) 30 課堂參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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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依課程講義所載。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依學校規定。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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