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制： 二技 教室：

系別： 護理系 日期：

班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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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課表說明：為區分課程屬性，將各類型課程以不同顏色底色標示，必修--白色；專業選修--藍色；模組選修--綠色；通識選修--橘色；自由選修--紫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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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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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每位學生於補課時間均可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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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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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班級代碼：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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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自由選修班級代碼：以C(N)班標示；跨域為課程班級代碼：以M(N)班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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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節

17:10-18:30

【自由選修】

X1R004

空氣汙染跨域新作為

(EEG0-1-C1班)

郭素娥、紀妙青 / C301

X1A010

少疾病，多健康-健康教育設計與應用

(EEG0-1-C1班)

陳清惠、黃椿昇 / C302

X1A002

護理生涯大數據

(EEG0-1-C1班)

張家豪 / 電腦教室(一)

X0A004 藝術與人生(O2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X0A007 流行音樂的脈動(O2班)

黃竹懋 / C301

X0A022 性別議題(O1班)

曾裕淇 / C302

X0A005 人與環境(O1班)

張玫萍 / C303

X0A018 自然科學概論(Q1班)

張順福 / C304

XEA023 臨床檢驗判讀(A1班)

陳梨文 / C301

XEA049 健康促進(A1班)

黃淑倫 / C302

XEA117 高齡照護(A1班)

陳清惠 / C303

XEA153 個案報告寫作(A1班)

林家惠 / C304

XEA023 臨床檢驗判讀(A2班)

陳梨文 / C301

XEA049 健康促進(A2班)

黃淑倫 / C302

XEA117 高齡照護(A2班)

陳清惠 / C303

XEA269 醫學美容化妝品實作(A1班)

廖文昌 / C304

綜合活動

XEA014 中醫護理學(A1班)

謝靜秀 / C301

XEA080 疾病營養學(A1班)

高淑真 / C302、營養學實驗室

XEA190 長期照護產業實務(A1班)

張嘉秀 / C303

XEA175 芳香輔助療法暨實作(A1班)

潘美玉 / B504

XEA026 病歷閱讀(A1班)

方昱宏 / C301

XEA080 疾病營養學(A2班)

高淑真 / C302、營養學實驗室

XEA190 長期照護產業實務(A2班)

張嘉秀 / C303

XEA153 個案報告寫作(A2班)

曾惠楨 / C304

XEA200

護理倫理法規之應用(A1班)

盧幸茹 / C301

【自由選修】

X1G001

國際護理

(EEG0-1-C1)

洪瑞鎂、高月梅 / C301

XE0070

實證護理

梁蕙芳

C301

長庚科技大學日間部
111學年度第2學期班級上課時間表

C301

112/02/20-112/06/09

16週(需補課2週)

XEA178 傷口護理(D1班)

洪嫦巧 / C301

XEA004 復健護理(D1班)

蘇清菁 / C302

XEA065 急症醫學與護理(D1班)

林春只 / C303

XEA007 重症醫學與護理(D1班)

唐心如、辜漢章 / C304、示範教室(三)

XEA181 友善生產(D1班)

陳美滿 / B404

XEA182 兒童友善醫療(D1班)

曾資蓉 / B405

XEA184 團體設計與實務(D1班)

黃靜鳳 / B504

XEA260 長期照護技能實作(D1班)

潘美玉 / B505、示範教室(一)

XEA177 症狀護理(D1班)

曾惠楨 / C301

XEA179 急重症整合性照護(D1班)

唐心如、郭嘉琪 / C302、示範教室(三)

XEA180 家庭婦幼健康照護(D1班)

梁蕙芳、朱翠萍  / C303

XEA183 個案管理(D1班)

潘美玉、黃靜鳳 / B504

XEA220 護理實務應用(D1班)

黃惠玲 / C304

X00051

英文(一)(2)

戴弘政

C301

X0A047 (W1，第2-4節上課)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O1班)

翁政興 /多功能藝文教室

X0A004 (W1，第3-4節上課)

藝術與人生(O1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X0A007 (W1，第3-4節上課)

流行音樂的脈動(O1班)

黃竹懋 / C301

X0A095 (W1，第3-4節上課)

快樂課(P1班)

洪鎰昌 / C302

X0A087 (W1，第3-4節上課)

運動與紓壓(S1班)

鄭賀珍 / C303



學制： 二技 教室：

系別： 護理系 日期：

班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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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課表說明：為區分課程屬性，將各類型課程以不同顏色底色標示，必修--白色；專業選修--藍色；模組選修--綠色；通識選修--橘色；自由選修--紫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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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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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每位學生於補課時間均可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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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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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班級代碼：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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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自由選修班級代碼：以C(N)班標示；跨域為課程班級代碼：以M(N)班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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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EA200

護理倫理法規之應用(A1班)

盧幸茹 / C301

XEA023 臨床檢驗判讀(A2班)

陳梨文 / C301

XEA049 健康促進(A2班)

黃淑倫 / C302

XEA117 高齡照護(A2班)

陳清惠 / C303

XEA269 醫學美容化妝品實作(A1班)

廖文昌 / C304

綜合活動

XEA026 病歷閱讀(A1班)

方昱宏 / C301

XEA080 疾病營養學(A2班)

高淑真 / C302、營養學實驗室

XEA190 長期照護產業實務(A2班)

張嘉秀 / C303

XEA153 個案報告寫作(A2班)

曾惠楨 / C304

第九、十節

17:10-18:30

【自由選修】

X1R004

空氣汙染跨域新作為

(EEG0-1-C1班)

郭素娥、紀妙青 / C301

X1A010

少疾病，多健康-健康教育設計與應用

(EEG0-1-C1班)

陳清惠、黃椿昇 / C302

X1A002

護理生涯大數據

(EEG0-1-C1班)

張家豪 / 電腦教室(一)

【自由選修】

X1G001

國際護理

(EEG0-1-C1)

洪瑞鎂、高月梅 / C301

X0A047 (W1，第2-4節上課)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O1班)

翁政興 /多功能藝文教室

X0A004 (W1，第3-4節上課)

藝術與人生(O1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X0A007 (W1，第3-4節上課)

流行音樂的脈動(O1班)

黃竹懋 / C301

X0A095 (W1，第3-4節上課)

快樂課(P1班)

洪鎰昌 / C302

X0A087 (W1，第3-4節上課)

運動與紓壓(S1班)

鄭賀珍 / C303

XEA178 傷口護理(D1班)

洪嫦巧 / C301

XEA004 復健護理(D1班)

蘇清菁 / C302

XEA065 急症醫學與護理(D1班)

林春只 / C303

XEA007 重症醫學與護理(D1班)

唐心如、辜漢章 / C304、示範教室(三)

XEA181 友善生產(D1班)

陳美滿 / B404

XEA182 兒童友善醫療(D1班)

曾資蓉 / B405

XEA184 團體設計與實務(D1班)

黃靜鳳 / B504

XEA260 長期照護技能實作(D1班)

潘美玉 / B505、示範教室(一)

XEA177 症狀護理(D1班)

曾惠楨 / C301

XEA179 急重症整合性照護(D1班)

唐心如、郭嘉琪 / C302、示範教室(三)

XEA180 家庭婦幼健康照護(D1班)

梁蕙芳、朱翠萍  / C303

XEA183 個案管理(D1班)

潘美玉、黃靜鳳 / B504

XEA220 護理實務應用(D1班)

黃惠玲 / C304

XE0070

實證護理

劉淑如

C302

X0A004 藝術與人生(O2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X0A007 流行音樂的脈動(O2班)

黃竹懋 / C301

X0A022 性別議題(O1班)

曾裕淇 / C302

X0A005 人與環境(O1班)

張玫萍 / C303

X0A018 自然科學概論(Q1班)

張順福 / C304

XEA023 臨床檢驗判讀(A1班)

陳梨文 / C301

XEA049 健康促進(A1班)

黃淑倫 / C302

XEA117 高齡照護(A1班)

陳清惠 / C303

XEA153 個案報告寫作(A1班)

林家惠 / C304

X00051

英文(一)(2)

戴弘政

C302

XEA014 中醫護理學(A1班)

謝靜秀 / C301

XEA080 疾病營養學(A1班)

高淑真 / C302、營養學實驗室

XEA190 長期照護產業實務(A1班)

張嘉秀 / C303

XEA175 芳香輔助療法暨實作(A1班)

潘美玉 / B504

長庚科技大學日間部
111學年度第2學期班級上課時間表

C302

112/02/20-112/06/09

16週(需補課2週)



學制： 二技 教室：

系別： 護理系 日期：

班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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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課表說明：為區分課程屬性，將各類型課程以不同顏色底色標示，必修--白色；專業選修--藍色；模組選修--綠色；通識選修--橘色；自由選修--紫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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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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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每位學生於補課時間均可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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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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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班級代碼：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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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自由選修班級代碼：以C(N)班標示；跨域為課程班級代碼：以M(N)班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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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EA200

護理倫理法規之應用(A1班)

盧幸茹 / C301

XEA023 臨床檢驗判讀(A2班)

陳梨文 / C301

XEA049 健康促進(A2班)

黃淑倫 / C302

XEA117 高齡照護(A2班)

陳清惠 / C303

XEA269 醫學美容化妝品實作(A1班)

廖文昌 / C304

綜合活動

XEA026 病歷閱讀(A1班)

方昱宏 / C301

XEA080 疾病營養學(A2班)

高淑真 / C302、營養學實驗室

XEA190 長期照護產業實務(A2班)

張嘉秀 / C303

XEA153 個案報告寫作(A2班)

曾惠楨 / C304

第九、十節

17:10-18:30

【自由選修】

X1R004

空氣汙染跨域新作為

(EEG0-1-C1班)

郭素娥、紀妙青 / C301

X1A010

少疾病，多健康-健康教育設計與應用

(EEG0-1-C1班)

陳清惠、黃椿昇 / C302

X1A002

護理生涯大數據

(EEG0-1-C1班)

張家豪 / 電腦教室(一)

【自由選修】

X1G001

國際護理

(EEG0-1-C1)

洪瑞鎂、高月梅 / C301

X0A047 (W1，第2-4節上課)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O1班)

翁政興 /多功能藝文教室

X0A004 (W1，第3-4節上課)

藝術與人生(O1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X0A007 (W1，第3-4節上課)

流行音樂的脈動(O1班)

黃竹懋 / C301

X0A095 (W1，第3-4節上課)

快樂課(P1班)

洪鎰昌 / C302

X0A087 (W1，第3-4節上課)

運動與紓壓(S1班)

鄭賀珍 / C303

XEA178 傷口護理(D1班)

洪嫦巧 / C301

XEA004 復健護理(D1班)

蘇清菁 / C302

XEA065 急症醫學與護理(D1班)

林春只 / C303

XEA007 重症醫學與護理(D1班)

唐心如、辜漢章 / C304、示範教室(三)

XEA181 友善生產(D1班)

陳美滿 / B404

XEA182 兒童友善醫療(D1班)

曾資蓉 / B405

XEA184 團體設計與實務(D1班)

黃靜鳳 / B504

XEA260 長期照護技能實作(D1班)

潘美玉 / B505、示範教室(一)

XEA177 症狀護理(D1班)

曾惠楨 / C301

XEA179 急重症整合性照護(D1班)

唐心如、郭嘉琪 / C302、示範教室(三)

XEA180 家庭婦幼健康照護(D1班)

梁蕙芳、朱翠萍  / C303

XEA183 個案管理(D1班)

潘美玉、黃靜鳳 / B504

XEA220 護理實務應用(D1班)

黃惠玲 / C304

XE0070

實證護理

曾惠楨

C303

X0A004 藝術與人生(O2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X0A007 流行音樂的脈動(O2班)

黃竹懋 / C301

X0A022 性別議題(O1班)

曾裕淇 / C302

X0A005 人與環境(O1班)

張玫萍 / C303

X0A018 自然科學概論(Q1班)

張順福 / C304

XEA023 臨床檢驗判讀(A1班)

陳梨文 / C301

XEA049 健康促進(A1班)

黃淑倫 / C302

XEA117 高齡照護(A1班)

陳清惠 / C303

XEA153 個案報告寫作(A1班)

林家惠 / C304

X00051

英文(一)(2)

李怡靜

C303

XEA014 中醫護理學(A1班)

謝靜秀 / C301

XEA080 疾病營養學(A1班)

高淑真 / C302、營養學實驗室

XEA190 長期照護產業實務(A1班)

張嘉秀 / C303

XEA175 芳香輔助療法暨實作(A1班)

潘美玉 / B504

長庚科技大學日間部
111學年度第2學期班級上課時間表

C303

112/02/20-112/06/09

16週(需補課2週)



學制： 二技 教室：

系別： 護理系 日期：

班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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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課表說明：為區分課程屬性，將各類型課程以不同顏色底色標示，必修--白色；專業選修--藍色；模組選修--綠色；通識選修--橘色；自由選修--紫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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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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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每位學生於補課時間均可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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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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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班級代碼：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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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自由選修班級代碼：以C(N)班標示；跨域為課程班級代碼：以M(N)班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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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00051

英文(一)(2)

朱秀蓮

C304

XEA200

護理倫理法規之應用(A1班)

盧幸茹 / C301

XEA023 臨床檢驗判讀(A2班)

陳梨文 / C301

XEA049 健康促進(A2班)

黃淑倫 / C302

XEA117 高齡照護(A2班)

陳清惠 / C303

XEA269 醫學美容化妝品實作(A1班)

廖文昌 / C304

綜合活動

XEA026 病歷閱讀(A1班)

方昱宏 / C301

XEA080 疾病營養學(A2班)

高淑真 / C302、營養學實驗室

XEA190 長期照護產業實務(A2班)

張嘉秀 / C303

XEA153 個案報告寫作(A2班)

曾惠楨 / C304

第九、十節

17:10-18:30

【自由選修】

X1R004

空氣汙染跨域新作為

(EEG0-1-C1班)

郭素娥、紀妙青 / C301

X1A010

少疾病，多健康-健康教育設計與應用

(EEG0-1-C1班)

陳清惠、黃椿昇 / C302

X1A002

護理生涯大數據

(EEG0-1-C1班)

張家豪 / 電腦教室(一)

【自由選修】

X1G001

國際護理

(EEG0-1-C1)

洪瑞鎂、高月梅 / C301

X0A047 (W1，第2-4節上課)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O1班)

翁政興 /多功能藝文教室

X0A004 (W1，第3-4節上課)

藝術與人生(O1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X0A007 (W1，第3-4節上課)

流行音樂的脈動(O1班)

黃竹懋 / C301

X0A095 (W1，第3-4節上課)

快樂課(P1班)

洪鎰昌 / C302

X0A087 (W1，第3-4節上課)

運動與紓壓(S1班)

鄭賀珍 / C303

XEA178 傷口護理(D1班)

洪嫦巧 / C301

XEA004 復健護理(D1班)

蘇清菁 / C302

XEA065 急症醫學與護理(D1班)

林春只 / C303

XEA007 重症醫學與護理(D1班)

唐心如、辜漢章 / C304、示範教室(三)

XEA181 友善生產(D1班)

陳美滿 / B404

XEA182 兒童友善醫療(D1班)

曾資蓉 / B405

XEA184 團體設計與實務(D1班)

黃靜鳳 / B504

XEA260 長期照護技能實作(D1班)

潘美玉 / B505、示範教室(一)

XEA177 症狀護理(D1班)

曾惠楨 / C301

XEA179 急重症整合性照護(D1班)

唐心如、郭嘉琪 / C302、示範教室(三)

XEA180 家庭婦幼健康照護(D1班)

梁蕙芳、朱翠萍  / C303

XEA183 個案管理(D1班)

潘美玉、黃靜鳳 / B504

XEA220 護理實務應用(D1班)

黃惠玲 / C304

X0A004 藝術與人生(O2班)

黃椿昇 / 美術教室

X0A007 流行音樂的脈動(O2班)

黃竹懋 / C301

X0A022 性別議題(O1班)

曾裕淇 / C302

X0A005 人與環境(O1班)

張玫萍 / C303

X0A018 自然科學概論(Q1班)

張順福 / C304

XEA023 臨床檢驗判讀(A1班)

陳梨文 / C301

XEA049 健康促進(A1班)

黃淑倫 / C302

XEA117 高齡照護(A1班)

陳清惠 / C303

XEA153 個案報告寫作(A1班)

林家惠 / C304

XE0070

實證護理

郭素娥

C304

XEA014 中醫護理學(A1班)

謝靜秀 / C301

XEA080 疾病營養學(A1班)

高淑真 / C302、營養學實驗室

XEA190 長期照護產業實務(A1班)

張嘉秀 / C303

XEA175 芳香輔助療法暨實作(A1班)

潘美玉 / B504

長庚科技大學日間部
111學年度第2學期班級上課時間表

C304

112/02/20-112/06/09

16週(需補課2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