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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課號當期課號 1624 Course Number 1624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王宏華 Instructor ,
中文課名中文課名 軍護 Course Name Health Care
開課單位開課單位 校訂必修(四日) Department  
修習別修習別 必修 Required/Elective Required
學分數學分數 0 Credits 0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Objectives  

教材教材

參考資料: 1.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訓
練規劃小組編,民國85年,心肺復甦
術,紅十字會 2.胡月娟等譯,現代內
外科護理,民國86年,華杏出版社 3.
胡月娟編著,新編產科護理學, 民國
81年,合計出版社 4.田聖芳等編著,
民國84年,最新婦科護理學,匯華出
版社 5.劉佩綺譯,乳癌與你,民國85
年,方智出版社 6.莊哲彥著,愛滋病
全貌,民國81年出版 7.劉名揚
譯,AIDS的了解與預防,民國84年,
大展出版社 8.江仁輝著,男女性與
疾病,民國85年,尚宇出版社 9.徐靜.
曾文星合著,現代精神醫學,民國87
年,水牛出版社 10.蕭淑真編著,精
神衛生護理學,民國86年,空中大學
發行領導統御：幼獅出版社，大學
大一軍訓領導統御

Teaching
Materials

 

成績評量方成績評量方
式式

軍訓護理:紙筆測驗20%課堂參與
10% 領導統御：課堂平時20%、
期末測驗30%、學習心得報告20%

Grading
nursing:paper test 20%;class
performance 10% performance in class
20%;term test 30%;study report 20%

教師網頁教師網頁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第一週:緊急事故處理及心肺復甦
術.(緊急事故處理步驟說明;成人兒
童及嬰兒心肺復甦術說明及技術示
範成人兒童及嬰兒呼吸道異物梗塞
處理說明示範第二週:心肺復甦術
呼吸道異物梗塞處理技術測驗第三
週:乳癌的防治(乳房的解剖生理功
能,青春期產前產後更年期變化台
灣乳癌的流行狀況常見的乳房腫瘤
危險群乳癌症狀檢查治療預防方法
乳癌的自我檢查模型示範 第四週:
愛滋病的防治:認識AIDS台灣愛滋
病的流行現況傳染途徑愛滋病的歷
程說明空窗期潛伏期症狀治療預防
第五週:影片教學(片名:地久天長敘
述因輸血感染愛滋病的主角由否認
到接受發病的心路歷程家人朋友支
持勇敢面對愛滋的故事教導正確的
愛滋防治觀念.時間90分鐘第六週:
自殺及憂鬱症的防治:憂鬱症流行
病學原因、症狀、診斷、治療、自
殺的原因、自殺的危險性、自殺的
預防、影片教學:星星的故事:敘述
成骨不全疾病患者勇敢面對生活之
勵志故事(約40分鐘) 心得寫作:
七、中國兵學思想發展特色八、先
秦時期中國兵學選粹九、期中考試
第十週：領導的重要性、領導是一
種藝術、領導能力可能經由學習強
化。第十一週：領導的意涵、領導
的意義、領導的性質、領導的內
涵。 第十二週：領導與權力、權
力的特性、領導權力的基礎、領導
權力的 來源。第十三週：領導與
統御、統御的定義、統御的要領、

Syllabus

Week1: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CPR(The stag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adult,child,baby skill
teaching Week2:Examination in CPR
Week3: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anatomy and physical
function;the breast cancer in Taiwan ;the
type of breast tumor;the risk
group;sign&synptom
;examination;treatment;prevention;self-
examination Week4: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IDS:definition of
AIDS;AIDS in Taiwansign&synptom
;examination;treatment;prevention
Week5:film teaching
Week6: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SUICIDE AND
DEPRESSION:The cause of suicide and
depression;signs;diagnosis;treatment;the
prevention of suicide and depression film
teaching week7-9： 1. Summary of
armed force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med forces idea (chapter 1, chapter 2
section 1) - armed forces and strategy -
aspect of strategy research - objective of
armed forces research 2.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rmed forces (chapter 2
section 2) 3. Chin dynasty's chinese
armed forces of chice(chapter 2 section
3) 2 week10-12： 1. Teaching
preparation, courses introduction 2.
Importance and the meaning of
leadership week13-15： 1. Leadership
and power, leadership and domination 2.



領導與統御的關係。第十四週：領
導者的任務、確立目標、塑造價值
觀、激勵團隊行動。 第十五週：
了解人性：的特徵、熟悉人性與慾
望、知人與善任。 第十六週：軍
隊領導、領導者的基本條件、軍隊
領導的意涵。第十七週：軍隊領導
的特質、軍隊領導實務、做一位稱
職的好部屬。第十八週：測驗。

Principles of leadership(types, principles)
->chapter 2 3. Mission and fundamental
condition of a leader ->chapter 3
week16-18： 1. Military leadership->
chapter 4,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 of
military leadership 2. Be a competent
subordinate - conclusion(leadership and
domination study report) 3. Mid term test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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