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 

填表說明： 

1.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5條：學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教學

計畫，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辦理，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應公告於網路。前項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修讀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討

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2. 教學計畫大綱如下，請填入教育部「大學校院課程網」或「技職校院課程網」之「課程大綱」欄位，且能

有效連結閱覽。  

3. 本件提報大綱為基本填寫項目，實際撰寫內容格式，學校可依需求進行調整設計。 

學校名稱：國立成功大學 

開課期間：＿110＿學年度＿1＿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 ■是  □否)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1.  課程名稱 與老共舞-高齡者專業照護課程 

2.  課程英文名稱 
Living with aging: Geriatric care for older 

adult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國立成功大學  系所:護理系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張瑩如教授/陳嬿今助理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成大醫院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或所屬學

院及科系所名稱)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2 



14.  每週上課時數 2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15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平臺網址（非同步教

學必填） 
https://moodle.ncku.edu.tw/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

址 
https://moodle.ncku.edu.tw/ 



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This course aimed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aging, to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ormal ageing and ill health, 

and clinical common issues in geriatric care such as health 

promotion, elder neglect and abuse, hospice and spiritual care. 

本課程主要希望學生能夠了解老化歷程，老化與疾病間的差

別，以及臨床常見高齡照護議題，如健康促進、高齡忽視與

虐待、安寧緩和、靈性等。 

二  適合修習對象 
Master students 

碩士班或國際碩士班學生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

次 
授課內容 

遠距教學 

(請填時數，無則免

填) 

面

授 

遠距教學 

非同步 同步 

1 

課程總覽&老化趨勢與概念 

Class overview & Global aging 

and theoretical concept on aging 

 2  

2 

老化還是疾病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ormal 

ageing and ill health/如何與高齡

者溝通 

Communication with older adults  

 2  

3 

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 

Current development in elderly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2  

4 

高齡跨團隊照護模式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amwork in 

geriatric care 

 2  

5 

高齡者譫妄、失智照護 

The clinical care of the older adult 

with delirium and dementia 

 2  

6 

焦慮與憂鬱之評估與照護 

Mental health disorders care in 

older adults / 

高齡者靈性照護 

spiritual care in older adults 

 2  

7 

衰弱症與肌少症之照護 

The clinical care of the older adult 

with frailty and sarcopenia/維持身

體活動功能之照護 

Maintaining physical function in 

older adult 

 2  

8 
高齡者營養照護 

Nutrition care of the older adult 
 2  

9 跌倒之評估與照護  2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fall in older adult / 

失禁(大小便)之照護 

Fecal and urinary incontinence care 

in older adult 

10 

多重用藥辨識與照護 

Polypharmacy in older adults / 高

齡忽視、虐待與照顧者負荷之因

應 

Recognize caregiver burden to 

avoid elder neglect and abuse 

 2  

11 

安寧緩和照護和倫理議題 

Palliative care and ethical issues in 

older adult 

 2  

12 

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 

Health promotion and disease 

prevention in older adult /高齡者

福利與權益促進 Elders' welfare 

and rights promotion 

 2  

13 
高齡在宅醫療與自立支援 

Home health care in older adult  
 2  

14 
高齡者自立支援 

Self-supporting care for older adult 
 2  

15 
Presentation: Sharing your story 

(1) 
  2 

16 
Presentation: Sharing your story 

(2) 
  2 

17 
Presentation: Sharing your story 

(3) 
  2 

18 Course evaluation   2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0＿次，總時數：＿＿小時 

■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4 次，總時數：8小時 

□ 6.其它：（請說明）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六  
師生互動討論

方式 

(包括教師時間、E-mail信箱、對應窗口等) 

張瑩如-時間：每週一至週三 13:00-17:00   

E-mail：yxc2@mail.ncku.edu.tw 

陳嬿今-時間：每週一至週三 13:00-17:00   

E-mail：yenchin2427@gmail.com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舉辦線上作業票選 

八  成績評量方式 

1.平時測驗(50%):觀賞影片後進行測驗 

2.分享照護的故事(30%):連結課程內容針對高齡者常見的疾 

病做照護分享 

3.心得報告(20%):繳交線上數位學習心得報告 

九  上課注意事項 
1. 修課須知與行事曆詳見課程公告 

2. 課程評量之線上開放時間與細節，請依行事曆預定日期

自行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