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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資訊 

課程代碼 H0D10801 

課程中文名稱 生理學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 Special Topics In Physiology 

學分數 3.0 

必選修 系定選修 

開課班級 四技生技二甲  

任課教師 張瑋婷  

上課教室(時間) 週一第 1 節(I0702) 

週一第 2 節(I0702) 

週一第 3 節(I0702) 

課程時數 3 

實習時數 0 

授課語言 1 華語 

授課語言 2  

輔導考照 1  

輔導考照 2  

課程概述 生理學是研究生命體各構造之功能及如何維持生命徵狀之一門科學。本課程

將藉由不同的生命體階層(從細胞到系統)之介紹讓學生能了解正常生命之運

行並啟發醫療研發方向之概論。 

先修科目或預備

能力 

 

課程學習目標與

核心能力之對應 

※編號 , 中文課程學習目標 , 英文課程學習目標 , 對應系指標 

-------------------------------------------------------------------------------------- 

1.建立對器官基本結構與功能的概念：在每一章節中將會額外補充器官的解

剖結構，讓學生更容易明瞭其生理狀態。 ,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bod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organ, a tissue, or a cell as a prerequisite to comprehending its function , 1 生技

專業知識 

2.學習恆定概念的傳達，以維持器官功能之協調，同時也舉例不恆訂造成疾

病之機轉。 , To study the homeostasis.The loss of homeostasis leads to some type 

of pathology. , 1 生技專業知識 

3.理解身體各組織間相互調節作用，以及器官的整合性。 , To underst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s of body organ systems and a dynamic community of 

interdependent parts. , 1 生技專業知識 

4.探討各種疾病的致病機轉以及對應的治療方式:透過對生理學了解的基礎，

進一步學習臨床疾病的診斷與治療。 , To investigate the pathophysiology of 

various diseases and the associated therapies. To further study the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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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and treatment.  , 3 科學數據分析 

5.根據自己或身邊親友經歷的生理疾病或現象，作出疾病機轉的相關報告。 , 

To represent a disease or physiologic phenomenon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according to students’ experience.  , 5 表達溝通技巧 

中文課程大綱 本課程將整合以下觀念，以奠定未來學生學習醫護相關課程之基礎，包括：

1.身體各組織間相互調節作用:身體各功能的運作需要各器官間相互作用才能

完成，所以課程中將會不斷強調器官的整合性。2.恆定概念的傳達：要維持

器官功能恆定機制需要參與其中，本課程中將會進一步討論非恆定狀態的機

轉。3.器官基本結構與功能：在每一章節中將會額外補充器官的解剖結構，

讓學生更容易明瞭其生理狀態。 

英/日文課程大綱 The three integrating themes selected to organize, unify, and set the tone of the 

class. These are:  

1. Interrelationships of body organ systems: the fact that nearly all regulatory 

mechanisms require interaction of several organ systems is continually 

emphasized. The unique making connections feature is the culmination of this 

approach and should help students think of body as a dynamic community of 

interdependent parts rather than as a number of isolated structural units. 

 

課程進度表  

教學方式與評量

方法 

※課程學習目標 , 教學方式 , 評量方式 

-------------------------------------------------------------- 

建立對器官基本結構與功能的概念：在每一章節中將會額外補充器官的解剖

結構，讓學生更容易明瞭其生理狀態。 , -- , -- 

學習恆定概念的傳達，以維持器官功能之協調，同時也舉例不恆訂造成疾病

之機轉。 , -- , -- 

理解身體各組織間相互調節作用，以及器官的整合性。 , -- , -- 

探討各種疾病的致病機轉以及對應的治療方式:透過對生理學了解的基礎，進

一步學習臨床疾病的診斷與治療。 , -- , -- 

根據自己或身邊親友經歷的生理疾病或現象，作出疾病機轉的相關報告。 , 

-- , -- 

指定用書  

參考書籍  

教學軟體  

課程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