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制： 二技 教室：

系別： 護理系 日期：

班級： 2年1班 週數：

節次/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08:10-09:00

第二節

0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第五節

13:10-14:00

第六節

14:10-15:00

第七節

15:10-16:00

第八節

16:10-17:00

第九節

17:10-18:00

第十節

18:10-19:00

長庚科技大學日間部
110學年度第1學期班級上課時間表

C401

110/09/13-111/12/24

15週，1學分授足18小時

【專題選修】
護理專題創新實作(A1班)

鄧志娟、郭星君、高淑真 、梁蕙芳、

林春只、劉秀珍、劉淑如、曾資蓉 、

黃靜鳳、洪嫦巧、潘美玉 、蔡淑玲、

姜如珊、陳清惠、蘇清菁 、郭雅雯、

劉瓊玫 / C401

護理專題製作(A1班)

黃淑倫、張家豪、曾資蓉 、郭嘉琪 /

C402

【專業選修-興趣組】
護理品質與病人安全(A1班)

張嘉秀 / C401

兒童青少年健康議題(A1班)

劉美君 / C402

科技與健康(A1班)

張家豪 、鄭靜瑜、劉淑如  / C403、電腦

教室(一)

綜合活動

(請辦理教室借用手續)

【自由選修】

X1R002

建構大腦地圖

 (開課班級HEG0-2-C1)

劉瓊玫 / C401

X1R004

空氣汙染跨域新作為

 (開課班級EEG0-2-C1)

郭素娥、紀妙青 / C402

X1R001

永續健康照護環境

(開課班級EIG0-1-C1)

張玫萍 / 多功能藝文教室

【自由選修】

X1A004

災難護理概論

 (開課班級HEG0-3-C1)

劉淑如、劉秀珍、潘美玉 /

C402

X0B001

圖像式APP程式設計應用

 (開課班級HEG0-2-C1)

李復恩 / 電腦教室(二)

【模組選修-興趣組】
傷口護理(D1班) / 洪嫦巧 / C401

復健護理(D1班) / 蘇清菁 / C402

急症醫學與護理(D1班) / 林春只 /

C403

重症醫學與護理(D1班) / 劉秀珍 、唐

心如 / C404

友善生產(D1班) / 陳美滿 / B404

兒童友善醫療(D1班) / 曾資蓉 / B405

團體設計與實務(D1班) / 黃靜鳳 /

B504

長期照護技能實作(D1班) / 潘美玉  /

B505

【模組選修-興趣組】
症狀護理(D1班)

王俞蓉 / C401

急重症整合性照護(D1班)

劉秀珍、唐心如 / C402

家庭婦幼健康照護(D1班)

梁蕙芳、朱翠萍  / C403

個案管理(D1班)

潘美玉、黃靜鳳 / C404

創意與溝通(O1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人與環境(O1班)

張玫萍 / C401

職場英語閱讀與聽力(P1班)

朱秀蓮 / C402

運動與紓壓(S1班)

鄭賀珍 / C403

創意與溝通(O2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人與環境(O2班)

張玫萍 / C401

實務情境英文(P1班)

戴弘政 / C402

運動與紓壓(S2班)

鄭賀珍 / C403

【領導管理選修】
優質友善職場營造與管理(A1班)

朱翠萍 / C401

魅力領導與專業行銷(A1班)

陳秋月 / C402

醫護管理學(A1班)

陳汶均 / C403

醫護管理學(A2班)

呂佩珍 / C404

【專業選修-興趣組+臨床組】
專業美學(A1班)

張玫萍 / C401

安寧緩和護理(A1班)

姜如珊 / C402

針灸與傷科護理學(A1班)

黃益祥 / C403

社區健康營造(A1班)

潘美玉 / C404

【專業選修-興趣組+臨床組】
專業美學(A2班)

張玫萍 / C401

安寧緩和護理(A2班)

姜如珊 / C402

中藥與藥膳學(A1班)

謝靜秀 / C403

醫學議題探索(A1班)

張容容 / C404

4、課表說明：科目名稱(開課班別)/授課教師/上課教室。

5、各課程書籍及參考資料使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勿影印教科書為課本。

6、自主學習週，請授課教師務必於教學進度表上標示，並應於備註欄註記學生自主學習內容。

說明：

1、課程週次排課說明：上課週數規定，每1學分/時數/應排課18節。

2、為保障學生學習權益，授課教師安排空堂補課，請於開學第一週於課室與學生協調達成共識，以確保每位學生補課時間

      均可上課。週五如未排課，但授課教師有補課需要，學生應配合配合教師補課。
3、校務資訊系統網頁課表查詢。

      (1)必、選修課表查詢：每學期各學制開課日起，於本校首頁→校務資訊系統→學生專區→輸入班級課表查詢處查詢。

      (2)專業選修代碼編碼：以A1班~A(N)班標示，通識選修班級代碼：以O(N)班、P(N)班、Q(N)班、S(N)班標示。

      (3)校級自由選修修課程代碼：以C1班~C(N)班標示，跨域微課程代碼：以M1班~M(N)班標示。



學制： 二技 教室：

系別： 護理系 日期：

班級： 2年2班 週數：

節次/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08:10-09:00

第二節

0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第五節

13:10-14:00

第六節

14:10-15:00

第七節

15:10-16:00

第八節

16:10-17:00

第九節

17:10-18:00

第十節

18:10-19:00

6、自主學習週，請授課教師務必於教學進度表上標示，並應於備註欄註記學生自主學習內容。

創意與溝通(O2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人與環境(O2班)

張玫萍 / C401

實務情境英文(P1班)

戴弘政 / C402

運動與紓壓(S2班)

鄭賀珍 / C403

【專業選修-興趣組+臨床組】
專業美學(A2班)

張玫萍 / C401

安寧緩和護理(A2班)

姜如珊 / C402

中藥與藥膳學(A1班)

謝靜秀 / C403

醫學議題探索(A1班)

張容容 / C404

綜合活動

(請辦理教室借用手續)

【自由選修】

X1R002

建構大腦地圖

 (開課班級HEG0-2-C1)

劉瓊玫 / C401

X1R004

空氣汙染跨域新作為

 (開課班級EEG0-2-C1)

郭素娥、紀妙青 / C402

X1R001

永續健康照護環境

(開課班級EIG0-1-C1)

張玫萍 / 多功能藝文教室

【自由選修】

X1A004

災難護理概論

 (開課班級HEG0-3-C1)

劉淑如、劉秀珍、潘美玉 /

C402

X0B001

圖像式APP程式設計應用

 (開課班級HEG0-2-C1)

李復恩 / 電腦教室(二)

說明：

1、課程週次排課說明：上課週數規定，每1學分/時數/應排課18節。

2、為保障學生學習權益，授課教師安排空堂補課，請於開學第一週於課室與學生協調達成共識，以確保每位學生補課時間

      均可上課。週五如未排課，但授課教師有補課需要，學生應配合配合教師補課。
3、校務資訊系統網頁課表查詢。

      (1)必、選修課表查詢：每學期各學制開課日起，於本校首頁→校務資訊系統→學生專區→輸入班級課表查詢處查詢。

      (2)專業選修代碼編碼：以A1班~A(N)班標示，通識選修班級代碼：以O(N)班、P(N)班、Q(N)班、S(N)班標示。

      (3)校級自由選修修課程代碼：以C1班~C(N)班標示，跨域微課程代碼：以M1班~M(N)班標示。
4、課表說明：科目名稱(開課班別)/授課教師/上課教室。

5、各課程書籍及參考資料使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勿影印教科書為課本。

創意與溝通(O1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人與環境(O1班)

張玫萍 / C401

職場英語閱讀與聽力(P1班)

朱秀蓮 / C402

運動與紓壓(S1班)

鄭賀珍 / C403

【專業選修-興趣組+臨床組】
專業美學(A1班)

張玫萍 / C401

安寧緩和護理(A1班)

姜如珊 / C402

針灸與傷科護理學(A1班)

黃益祥 / C403

社區健康營造(A1班)

潘美玉 / C404

長庚科技大學日間部
110學年度第1學期班級上課時間表

C402

110/09/13-111/12/24

15週，1學分授足18小時

【專題選修】
護理專題創新實作(A1班)

鄧志娟、郭星君、高淑真 、梁蕙芳、

林春只、劉秀珍、劉淑如、曾資蓉 、

黃靜鳳、洪嫦巧、潘美玉 、蔡淑玲、

姜如珊、陳清惠、蘇清菁 、郭雅雯、

劉瓊玫 / C401

護理專題製作(A1班)

黃淑倫、張家豪、曾資蓉 、郭嘉琪 /

C402

【專業選修-興趣組】
護理品質與病人安全(A1班)

張嘉秀 / C401

兒童青少年健康議題(A1班)

劉美君 / C402

科技與健康(A1班)

張家豪 、鄭靜瑜、劉淑如  / C403、電腦

教室(一)

【領導管理選修】
優質友善職場營造與管理(A1班)

朱翠萍 / C401

魅力領導與專業行銷(A1班)

陳秋月 / C402

醫護管理學(A1班)

陳汶均 / C403

醫護管理學(A2班)

呂佩珍 / C404

【模組選修-興趣組】
傷口護理(D1班) / 洪嫦巧 / C401

復健護理(D1班) / 蘇清菁 / C402

急症醫學與護理(D1班) / 林春只 /

C403

重症醫學與護理(D1班) / 劉秀珍 、唐

心如 / C404

友善生產(D1班) / 陳美滿 / B404

兒童友善醫療(D1班) / 曾資蓉 / B405

團體設計與實務(D1班) / 黃靜鳳 /

B504

長期照護技能實作(D1班) / 潘美玉  /

B505

【模組選修-興趣組】
症狀護理(D1班)

王俞蓉 / C401

急重症整合性照護(D1班)

劉秀珍、唐心如 / C402

家庭婦幼健康照護(D1班)

梁蕙芳、朱翠萍  / C403

個案管理(D1班)

潘美玉、黃靜鳳 / C404



學制： 二技 教室：

系別： 護理系 日期：

班級： 2年3班 週數：

節次/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08:10-09:00

第二節

0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第五節

13:10-14:00

第六節

14:10-15:00

第七節

15:10-16:00

第八節

16:10-17:00

第九節

17:10-18:00

第十節

18:10-19:00

6、自主學習週，請授課教師務必於教學進度表上標示，並應於備註欄註記學生自主學習內容。

創意與溝通(O2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人與環境(O2班)

張玫萍 / C401

實務情境英文(P1班)

戴弘政 / C402

運動與紓壓(S2班)

鄭賀珍 / C403

【專業選修-興趣組+臨床組】
專業美學(A2班)

張玫萍 / C401

安寧緩和護理(A2班)

姜如珊 / C402

中藥與藥膳學(A1班)

謝靜秀 / C403

醫學議題探索(A1班)

張容容 / C404

綜合活動

(請辦理教室借用手續)

【自由選修】

X1R002

建構大腦地圖

 (開課班級HEG0-2-C1)

劉瓊玫 / C401

X1R004

空氣汙染跨域新作為

 (開課班級EEG0-2-C1)

郭素娥、紀妙青 / C402

X1R001

永續健康照護環境

(開課班級EIG0-1-C1)

張玫萍 / 多功能藝文教室

【自由選修】

X1A004

災難護理概論

 (開課班級HEG0-3-C1)

劉淑如、劉秀珍、潘美玉 /

C402

X0B001

圖像式APP程式設計應用

 (開課班級HEG0-2-C1)

李復恩 / 電腦教室(二)

說明：

1、課程週次排課說明：上課週數規定，每1學分/時數/應排課18節。

2、為保障學生學習權益，授課教師安排空堂補課，請於開學第一週於課室與學生協調達成共識，以確保每位學生補課時間

      均可上課。週五如未排課，但授課教師有補課需要，學生應配合配合教師補課。
3、校務資訊系統網頁課表查詢。

      (1)必、選修課表查詢：每學期各學制開課日起，於本校首頁→校務資訊系統→學生專區→輸入班級課表查詢處查詢。

      (2)專業選修代碼編碼：以A1班~A(N)班標示，通識選修班級代碼：以O(N)班、P(N)班、Q(N)班、S(N)班標示。

      (3)校級自由選修修課程代碼：以C1班~C(N)班標示，跨域微課程代碼：以M1班~M(N)班標示。
4、課表說明：科目名稱(開課班別)/授課教師/上課教室。

5、各課程書籍及參考資料使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勿影印教科書為課本。

創意與溝通(O1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人與環境(O1班)

張玫萍 / C401

職場英語閱讀與聽力(P1班)

朱秀蓮 / C402

運動與紓壓(S1班)

鄭賀珍 / C403

【專業選修-興趣組+臨床組】
專業美學(A1班)

張玫萍 / C401

安寧緩和護理(A1班)

姜如珊 / C402

針灸與傷科護理學(A1班)

黃益祥 / C403

社區健康營造(A1班)

潘美玉 / C404

長庚科技大學日間部
110學年度第1學期班級上課時間表

C403

110/09/13-111/12/24

15週，1學分授足18小時

【專題選修】
護理專題創新實作(A1班)

鄧志娟、郭星君、高淑真 、梁蕙芳、

林春只、劉秀珍、劉淑如、曾資蓉 、

黃靜鳳、洪嫦巧、潘美玉 、蔡淑玲、

姜如珊、陳清惠、蘇清菁 、郭雅雯、

劉瓊玫 / C401

護理專題製作(A1班)

黃淑倫、張家豪、曾資蓉 、郭嘉琪 /

C402

【專業選修-興趣組】
護理品質與病人安全(A1班)

張嘉秀 / C401

兒童青少年健康議題(A1班)

劉美君 / C402

科技與健康(A1班)

張家豪 、鄭靜瑜、劉淑如  / C403、電腦

教室(一)

【領導管理選修】
優質友善職場營造與管理(A1班)

朱翠萍 / C401

魅力領導與專業行銷(A1班)

陳秋月 / C402

醫護管理學(A1班)

陳汶均 / C403

醫護管理學(A2班)

呂佩珍 / C404

【模組選修-興趣組】
傷口護理(D1班) / 洪嫦巧 / C401

復健護理(D1班) / 蘇清菁 / C402

急症醫學與護理(D1班) / 林春只 /

C403

重症醫學與護理(D1班) / 劉秀珍 、唐

心如 / C404

友善生產(D1班) / 陳美滿 / B404

兒童友善醫療(D1班) / 曾資蓉 / B405

團體設計與實務(D1班) / 黃靜鳳 /

B504

長期照護技能實作(D1班) / 潘美玉  /

B505

【模組選修-興趣組】
症狀護理(D1班)

王俞蓉 / C401

急重症整合性照護(D1班)

劉秀珍、唐心如 / C402

家庭婦幼健康照護(D1班)

梁蕙芳、朱翠萍  / C403

個案管理(D1班)

潘美玉、黃靜鳳 / C404



學制： 二技 教室：

系別： 護理系 日期：

班級： 2年4班 週數：

節次/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08:10-09:00

第二節

0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第五節

13:10-14:00

第六節

14:10-15:00

第七節

15:10-16:00

第八節

16:10-17:00

第九節

17:10-18:00

第十節

18:10-19:00

6、自主學習週，請授課教師務必於教學進度表上標示，並應於備註欄註記學生自主學習內容。

創意與溝通(O2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人與環境(O2班)

張玫萍 / C401

實務情境英文(P1班)

戴弘政 / C402

運動與紓壓(S2班)

鄭賀珍 / C403

【專業選修-興趣組+臨床組】
專業美學(A2班)

張玫萍 / C401

安寧緩和護理(A2班)

姜如珊 / C402

中藥與藥膳學(A1班)

謝靜秀 / C403

醫學議題探索(A1班)

張容容 / C404

綜合活動

(請辦理教室借用手續)

【自由選修】

X1R002

建構大腦地圖

 (開課班級HEG0-2-C1)

劉瓊玫 / C401

X1R004

空氣汙染跨域新作為

 (開課班級EEG0-2-C1)

郭素娥、紀妙青 / C402

X1R001

永續健康照護環境

(開課班級EIG0-1-C1)

張玫萍 / 多功能藝文教室

【自由選修】

X1A004

災難護理概論

 (開課班級HEG0-3-C1)

劉淑如、劉秀珍、潘美玉 /

C402

X0B001

圖像式APP程式設計應用

 (開課班級HEG0-2-C1)

李復恩 / 電腦教室(二)

說明：

1、課程週次排課說明：上課週數規定，每1學分/時數/應排課18節。

2、為保障學生學習權益，授課教師安排空堂補課，請於開學第一週於課室與學生協調達成共識，以確保每位學生補課時間

      均可上課。週五如未排課，但授課教師有補課需要，學生應配合配合教師補課。
3、校務資訊系統網頁課表查詢。

      (1)必、選修課表查詢：每學期各學制開課日起，於本校首頁→校務資訊系統→學生專區→輸入班級課表查詢處查詢。

      (2)專業選修代碼編碼：以A1班~A(N)班標示，通識選修班級代碼：以O(N)班、P(N)班、Q(N)班、S(N)班標示。

      (3)校級自由選修修課程代碼：以C1班~C(N)班標示，跨域微課程代碼：以M1班~M(N)班標示。
4、課表說明：科目名稱(開課班別)/授課教師/上課教室。

5、各課程書籍及參考資料使用，請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勿影印教科書為課本。

創意與溝通(O1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人與環境(O1班)

張玫萍 / C401

職場英語閱讀與聽力(P1班)

朱秀蓮 / C402

運動與紓壓(S1班)

鄭賀珍 / C403

【專業選修-興趣組+臨床組】
專業美學(A1班)

張玫萍 / C401

安寧緩和護理(A1班)

姜如珊 / C402

針灸與傷科護理學(A1班)

黃益祥 / C403

社區健康營造(A1班)

潘美玉 / C404

長庚科技大學日間部
110學年度第1學期班級上課時間表

C404

110/09/13-111/12/24

15週，1學分授足18小時

【專題選修】
護理專題創新實作(A1班)

鄧志娟、郭星君、高淑真 、梁蕙芳、

林春只、劉秀珍、劉淑如、曾資蓉 、

黃靜鳳、洪嫦巧、潘美玉 、蔡淑玲、

姜如珊、陳清惠、蘇清菁 、郭雅雯、

劉瓊玫 / C401

護理專題製作(A1班)

黃淑倫、張家豪、曾資蓉 、郭嘉琪 /

C402

【專業選修-興趣組】
護理品質與病人安全(A1班)

張嘉秀 / C401

兒童青少年健康議題(A1班)

劉美君 / C402

科技與健康(A1班)

張家豪 、鄭靜瑜、劉淑如  / C403、電腦

教室(一)

【領導管理選修】
優質友善職場營造與管理(A1班)

朱翠萍 / C401

魅力領導與專業行銷(A1班)

陳秋月 / C402

醫護管理學(A1班)

陳汶均 / C403

醫護管理學(A2班)

呂佩珍 / C404

【模組選修-興趣組】
傷口護理(D1班) / 洪嫦巧 / C401

復健護理(D1班) / 蘇清菁 / C402

急症醫學與護理(D1班) / 林春只 /

C403

重症醫學與護理(D1班) / 劉秀珍 、唐

心如 / C404

友善生產(D1班) / 陳美滿 / B404

兒童友善醫療(D1班) / 曾資蓉 / B405

團體設計與實務(D1班) / 黃靜鳳 /

B504

長期照護技能實作(D1班) / 潘美玉  /

B505

【模組選修-興趣組】
症狀護理(D1班)

王俞蓉 / C401

急重症整合性照護(D1班)

劉秀珍、唐心如 / C402

家庭婦幼健康照護(D1班)

梁蕙芳、朱翠萍  / C403

個案管理(D1班)

潘美玉、黃靜鳳 / C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