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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心臟血管單元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馬明傑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7 學期
Semester 1

教學目標:本單元課程希望藉由PBL同時輔以大堂授課並行方式，使同學具備完整基礎醫學知識及臨床應用
能力，並且將來能實際應用於發現並解決臨床醫學之問題。本單元課程設計之主要目標是著重於以下幾個醫
學知識領域：
一、 生物性層面（Biological Perspectives）
1. 心臟血管生理解剖學
暸解心臟及血管之基本解剖組織學，包含心臟電氣傳導系統（如竇房結、房室結、HIS束、左右支）、冠狀
動脈分佈。心臟內部左右心房心室構造、二尖瓣、三尖瓣、主動脈瓣、肺動脈瓣構造、心臟收縮擴張循環之
各期所代表的血液動力學、心音產生、壓力與心室體積變化、動靜脈及微血管之顯微循環，形成一個重要的
封閉循環系統。
2. 常見心臟血管疾病之病變基礎，高血壓、動脈硬化、冠狀動脈心臟病、心臟衰竭、心律不整之形成機轉
與病理基礎。
3. 心臟血管藥物藥理學
了解不同心血管疾病正確的用藥，例如心衰竭用藥及冠心病之用藥。
4. 微生物學
瞭解心臟血管系統與身體防禦機轉，藉此使基礎單元所學習之免疫系統基本概念能應用於臨床疾病。
5. 心臟血管治療醫學
認識心臟衰竭與冠狀動脈阻塞之致病機轉、疾病生理、治療及其癒後、近代之心臟醫學更重視侵入性心臟醫
學（如心導管、氣球擴張術支架植入、辦膜氣球擴張術、心律不整燒灼術等）。

二、 臨床性層面（Clinical Perspectives）
瞭解病人臨床上常見之疾病、症狀、症候及檢驗資料，並經由資料做正確之鑑別判斷，並對疾病有全盤之瞭
解與用藥等之進一步處理。

三、流行病學層面（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Perspectives）
引導學生們瞭解各種心臟血管疾病流行病學層面之過去、現在與未來趨勢（trend）及各種心臟血管疾病之
危險因子(risk factors)，經由危險因子之瞭解，更應重視危險因子、環境及基因之互動而形成，對於心
臟血管疾病亦不例外。

四、心理社會與倫理性層面（Psychological and Ethical Perspectives）
讓同學們認識心臟疾病對病患及社會心理層面影響，使同學能經由對病患之瞭解，瞭解患者本身及其家屬、
同學及親友之間的互動、認知及關懷瞭解。養成對病患之同理心與同情心，進入臨床工作後充分發揮愛心、
視病猶親及醫病關係及醫學倫理等。

課程範圍:透過本單元6週緊密之課程，同學將可更瞭解在心臟血管系統疾病的基礎醫學（包含生理、生化、
微生物、免疫、藥理、組織、解剖）、臨床醫學及對通用的臨床診斷技巧與治療原則有初步的認識。

授課方式:PBL

課程進度及綱要:

96/10/31
(三) 1340-1530 Histology - Cardiovascular system 鍾敦輝 輔大醫學系助理教授 02-
29052088
fj002154@mail.fju.edu.tw
96/10/31
(三) 0810-1000 Cardiac excitation 馬明傑 輔大醫學系助理教授 02-29052078
med0041@ mail.fju.edu.tw
96/10/31
(三) 1010-1200 Functional regulation of cardiac pumping   
96/11/1
(四) 0810-1000 Cardiovascular dynamics and its control   
96/11/6
(二) 1010-1200 Drug used in hypertension 洪啟峯 輔大醫學系副教授 02-29052079
skin@mail.fju. edu.tw
96/11/8
(四) 0810-1000 Vascular biology 邱俊仁 輔大醫學系講師
新光醫院心臟內科醫師 02-28332211轉總機呼叫
juice243@hotmail.com
96/11/13
(二) 1010-1200 Drugs affecting platelet aggregation and blood coagulation 吳
文彬 輔大醫學系助理教授 02-29053497
lins2024@mail.fju. 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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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時間 授課主題 授課  老師 職稱 聯繫方式
96/11/15
(四) 0810-1000 Hemodynamic measurement 邱俊仁 輔大醫學系講師
新光醫院心臟內科醫師 02-28332211轉總機呼叫
juice243@hotmail.com
96/11/20
(二) 1010-1200 drug used in angina and heart failure 洪啟峯 輔大醫學系副教授 02-
29052079
skin@mail.fju. edu.tw
96/11/22
(四) 0810-1000 Basic electrophysiology (I) 柯文欽 輔大醫學系臨床教師
國泰醫院心臟內科醫師 02-27082121轉總機呼叫
wckcgh@ms17.hinet.net
96/11/27
(二) 1010-1200 Basic electrophysiology (II)   
96/11/29
(四) 0810-1000 CV Pharmacology (IV) : drug used in arrhythmia 黃啟宏 輔大醫學系臨
床教師
國泰醫院心臟內科醫師 02-27082121轉總機呼叫
hchbox@cgh.org.tw
96/12/4
(二) 1010-1200 Cardiovascular pathology 蘇柏誠 輔大醫學系副教授 02-29053498
borch@mail.fju.edu.tw
 

上課日期/時間 授課主題 授課  老師 職稱 聯繫方式
96/12/6
(四) 0810-1000改於12/5
(三)
1340-1530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王南焜 輔大醫學系兼任講師
國泰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 02-27082121轉總機呼叫
nankoong@ms14.hinet.net

參考書籍:
內科學
1. Cecil textbook of medicine / edited by Lee Goldman, J. Claude Bennett. 
Vol1.1 ed(2000)
2. Cecil textbook of medicine / edited by Lee Goldman, J. Claude Bennett. 
Vol1.2 ed(2000)
3. Current medical diagnosis & treatment 2003 / edited by Lawrence M. 
Tierney, Stephen J. McPhee, Maxine A. Papadakis . -- 42th ed(2001)
生理學
1. Textbook of medical physiology / Arthur C. Guyton, John E. Hal. -- 11th 
ed(2005) 
2. Review of Medical Physiology, WF Ganong, 22th ed., Lange. 2005
3. Human physiology: the mechanisms of body function / Arthur Vander, James 
Sherman, Dorothy Luciano . -- 8th ed(2001)
4. Medical physiology: a cellular and molecular approach / Walter F. Boron, 
Emile L. Boulpaep . -- 1st ed(2003)
藥理學
1. Basic & Clinical Pharmacology. 9th edition. 2004. Bertran G. Katzung
微生物免疫學
1. Medical microbiology & immunology : examination & board review / Warren 
Levinson and Ernest Jawetz . -- 8th ed(2004)
2. Medical microbiology / Patrick R. Murray ... [et al.] . -- 5th ed(2005)
解剖學
1. Grant's atlas of anatomy , Agur,A. M. R  Grant,J. C. Boileau  Lee,Ming J, 
11th ed.,(2005)
實驗診斷學
1. Clinical laboratory tests : values and implications / edited by Naina D. 
Chohan...[et al.] . -- 3rd ed(2001)
臨床診斷學
1. Textbook of physical diagnosis: history and examination / Mark H. Swartz . 
-- 4th ed(2002)
公共衛生學
1. Oxford textbook of public health / edited by Roger Detels ... [et al.]. -- 
4th ed(2002)
組織學
1. Color atlas of histology / Leslie P. Gartner, James L. Hiatt. -- 4rd 
ed(2006)
2. Di Fiore's atlas of histology with functional correlations / Victor P. 
Eroschenko. -- 10th ed(2005)

評分方式:
PBL學習佔40%, 單元筆試佔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