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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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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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醫學與生活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通識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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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維寧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專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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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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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數學[無關聯性]
  2.物理[無關聯性]
  3.化學[無關聯性]
  4.資訊與電子[無關聯性]
  5.網路與電信[無關聯性]
  6.工程與科技[無關聯性]
  9.設計[無關聯性]
  10.生命科學[間接相關]
  11.醫學[直接相關]
  12.藝術[無關聯性]
  13.歷史與文化[無關聯性]
  16.心理學[間接相關]
  17.社會學與人類學[無關聯性]
  19.治療與諮商[間接相關]
  22.人力資源[無關聯性]
  23.顧客與人群服務[無關聯性]
  24.管理[無關聯性]
  25.銷售與行銷[無關聯性]
  29.生物資源與食品生產[無關聯性]
  30.地理與環境[無關聯性]
  31.公共安全[無關聯性]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1.閱讀理解[直接相關]
  3.文字表達[直接相關]
  4.口語表達[無關聯性]
  5.數學[無關聯性]
  6.科學[間接相關]
  7.批判思考[間接相關]
  8.主動學習[間接相關]
  11.人際覺察[無關聯性]
  12.合作[無關聯性]
  17.解決複雜問題[間接相關]
  22.程式撰寫與應用[無關聯性]
  36.創意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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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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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相關 智慧財產權 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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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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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包括生物醫學科技和其應用、內分泌對健康之影響與心理衛生等相關課題的探討。讓學生從生物醫學科技新知和生
理與心理運作等多層面的認知，來強化其認識並預防疾病的概念及追求正向健康生活的教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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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3 認識荷爾蒙 人體內分泌系統簡介

2 03/01 荷爾蒙與代謝 胖了嗎? 內分泌對身材的影響

3 03/08 荷爾蒙與健康(1) 從內分泌的角度看禿頭、青春痘、黑斑與
皺紋的形成

4 03/15 荷爾蒙與健康(2) 內分泌與記憶力好壞、情緒調控的關係

5 03/22 高山症 氧氣及呼吸作用理健康

6 03/29 神奇的氣體小分子 一氧化氮的生理作用

7 04/05 發炎與疼痛 發炎與疼痛的生理機制

8 04/12 藥物代謝 細胞色素P450的功能

9 04/19 期中考 期中考

10 04/26 男女大不同 不同性別的差異

11 05/03 生命倫理的複製人與幹細胞 複製人與幹細胞之技術與生命倫理探討

12 05/10 威脅生命的癌症生物醫學 癌症生物醫學之介紹與預防

13 05/17 奇妙深奧的大腦神經醫學 大腦神經醫學之介紹與探討

14 05/24 誰是兇手? (刑事鑑定) 孩子是我的嗎? (
親子鑑定) 

簡介生物科技應用於刑事案件與親子鑑定
之原理與實例。

15 05/31 流感? 你打的疫苗是什麼? 簡介人類流感與於疫苗之製造。

16 06/07 不孕與生殖科技之進展 認識各種人工生殖科技，包括人工授精與
試管嬰兒等。

17 06/14 人工生殖與遺傳性疾病之介紹 介紹各種胎兒時期染色體異常與基因缺陷
之分子診斷方式。

18 06/21 期末考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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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影片欣賞 30 討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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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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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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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為統合性課程，課程教材會由教師自編講義。

教科書 無指定

1.健康的性格 / 狄卡波奧(Nicholas S.Dicaprio) 著; 莊耀嘉 編譯  台北市 : 桂冠
2.全人心理學 = Psychology of a whole person eng / 朱秉欣著 臺北市 : 五南
3.與情緖共舞 : 掌握與開發你的情緖潛力 / 林仁和著 臺北市 : 新視野
5.情緒與壓力管理　黃惠惠
6.談病說痛 : 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 / 凱博文(Kleinman Arthur)著台北市 : 桂冠 
7.瘋顚與文明 / 傅柯(Foucault, Michel)著傅柯 (Foucault, Michel,瘋顚與文明台北市:桂冠
8.聖徒與瘋子 : 打破心理治療與靈性的藩離 / 蕭圖(Russell Shorto)作; 易之新譯
9.看得見的黑暗 : 走過憂鬱症的心路歷程 / 史泰隆(William Styron)著; 江正文譯
10.憂鬱心靈地圖 : 如何與憂鬱症共處 / 派翠西亞.歐文(Patricia L. Owen)作; 廣梅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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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Reference

11.憂鬱不再來 : 認識憂鬱症的症狀及治療 / 羅伯.巴克曼(Robert Buckman), 安妮.契里希(Anne 
Charlish)作; 何修宜譯
12.我需要看心理醫生了嗎? : 精神疾病的判斷與預防.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 弗 斯特(Michael B. 
First)著; 胡東霞譯
13.科學月刊及一般生物醫學科普書籍。
14.The Endocrine System at a Glance / Ben Greenstein, Diana Wood
15.Basic &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Francis S. Greenspan, David G. Gardne
16.Williams Textbook of Endocrinology / Shlomo Melmed, Kenneth S. Polonsky MD, P. 
Reed MD Larsen, Henry M. Kronenberg MD
17.進階版生物技術(台大醫學院主編)
18.Genes (VIII) (Benjamin Lewin)
19.不孕症與生殖內分泌學(宋永魁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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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課堂參與 10 心得或作業撰

寫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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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同學對於課堂作業準時於規定期限內繳交，以免影響成績。事假公假請提早完成請假手續；病假者也請知會授課老師
後依學校規定辦理，以免影響同學權益。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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