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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醫學院呼吸治療學系 100學年度 

第二學期「長期呼吸照護學」課程計劃及綱要 
課程總目標 課程說明： 

長期呼吸照護學課程旨在介紹呼吸治療師在長期照護的角色，包含對於長期

照護病患與居家病患的評估、呼吸照護、長期呼吸器病患之處置與通氣方式

之選擇等，以作為未來進入有關老人服務與長期照護領域等相關職場的基礎。 

 

教學目標：修習學生在結束本課程時，應可瞭解 

1.長期照護之定義、現況以及長期呼吸照護整合照護計畫內容。 

2.瞭解長期呼吸照護個案之評估內容與臨床問題。 

3.瞭解長期呼吸照護相關的儀器設備。 
4.長期機械通氣病患之脫離、漸次照護與出院計畫。 
5.長期呼吸照護在各類病患的應用。 

上課時間 星期三  第 3，4節 學分：2 

修課學生 呼吸治療學系 
任課教師 簡辰霖（主授教師）、龍芳、楊式興 

連絡方式 簡辰霖 2905-3825 
081656@mail.fju.edu.tw  
Office hour: by appointment 

合授教師： 
龍芳 078720@mail.fju.edu.tw 
楊式興 075147@mail.fju.edu.tw 

授課方式 1.課堂講解     2.討論與報告 
3.案例分享     4.文獻導讀與報告 

作業要求 按指示規定之隨堂作業與課堂報告 
評值方式 期中考 40%  

期末考 40% 
課程表現、出席率與討論、指定報告與作業 20% 

教科書 

1. Wilkins RL, Stoller JK, Kacmarek RM. Egan's fundamentals of respiratory 
care. 9th ed. St. Louis, Mo.: Mosby/Elsevier; 2009. 

2. Wilkins RL, Dexter JR, Heuer AJ. Clinical assessment in respiratory care. 6th 
ed. St. Louis, Mo.: Mosby/Elsevier; 2010. 

3. Hodgkin JE, Celli BR, Connors GL.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guidelines to 
success. 4th ed. St. Louis, Mo.: Mosby/Elsevier; 2009. 

4. Hill NS. Long-term mechanical ventilation. New York: Marcel Dekker; 2001. 
5. 黃富順、楊國德 (2011)。高齡學。台北市：五南文化。 

6. 陳惠姿 (2009)。長期照護實務(三版)。台北市：永大。 

7. 劉淑娟（2011）。長期照護（二版）。台北市：華杏。 

8. 黃惠璣等著(2010)。長期照顧（二版）。台北：新文京開發。 

9. 陳清惠等著(2008) 。長期照護（四版）。台中：華格那企業。 

10.其他：授課教師指定之期刊文獻或書目 

11.課程所需之參考文獻隨授課進度印發 

注意事項 病假須有當日醫院或診所之診斷證明書 
教學進度依實際教學狀況作調整 
為尊重課程，上課期間禁止飲食，課堂中禁止使用與上課無關之電子儀器設

備，包含手機與筆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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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度表： 

週次 日期 授課進度 授課老師 

1 2/15 
課程簡介/簡介長期照護之定義、現況與相關社會福利 

Introduction of long-term care 
簡辰霖 

2 2/22 
長期呼吸照護整合照護計畫 

Introduction of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 (IDS) 
龍芳 

3 2/29 

老化的理論、生理的改變與老年人評估 

Gerontological theories/ The effects of aging on the physiological system 

and assessments of the older adults 

簡辰霖 

4 3/7 
長期呼吸照護的適應症與常見臨床問題 

The indications of long-term respiratory care and the clinical problems 
簡辰霖 

5 3/14 居家照護個案之評估（一）Assessment of the home care patient (I) 簡辰霖 

6 3/21 居家照護個案之評估（二）Assessment of the home care patient (II) 簡辰霖 

7 3/28 

長期呼吸器使用與呼吸照護個案之胸腔復健計畫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for the long-term mechanical 

ventilated/respiratory cared patients 

簡辰霖 

8 4/4 春假 Spring break 簡辰霖 

9 4/11 期中考試 Midterm examinations 簡辰霖 

10 4/18 
長期照護相關之社會福利資源 

長期照護機構參訪  
楊式興 

11 4/25 簡介居家呼吸照護所設置之相關事項 龍芳 

12 5/2 

居家呼吸照護設備（一）：氧氣治療與噴霧治療 

Respiratory home medical equipment: oxygen therapy device and aerosol 

therapy device 

龍芳 

13 5/9 

居家呼吸照護設備（二） 

Respiratory home medical equipment: airway clearance device, ventilator 

assist device, hom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others 

楊式興 

14 5/16 
長期機械通氣患者照護 

The care of long-term mechanical ventilated patients 
楊式興 

15 5/23 
長期呼吸照護相關設備之消毒方式 

Equipment disinfection and maintenance 
簡辰霖 

16 5/30 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ning 簡辰霖 

17 6/6 
長期呼吸照護在兒童的應用 

The application of long-term respiratory care in children 
楊式興 

18 6/13 期末考 簡辰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