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基本資訊 

課程基本資料 

系所/年級  班級  

學分數  選必修  

課程中文名稱  課程英文名稱  

負責教師  開課期間  

人數上限  已選人數  

教學綱要 

課程概述  

教學目標  

先修科目  

教學方式  

評量方式  

教學進度 週次 日期 主題 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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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教師可利用本表格事先準備預計進行翻轉課堂的課程資訊，或是透過學校課程查詢系統

（http://web1.cmu.edu.tw/courseinfo/）下載預計進行翻轉課堂的課程基本資料後，mail至

cmu000@mail.cmu.edu.tw申請諮詢服務。教學設計師將依申請排程依序與教師各別聯繫進行諮

詢，確認需求後才會進一步規劃和發展課程。 



課程基本資訊（範例） 

課程基本資料 

系所/年級 醫學系 1年級 班級 A班 

學分數 2學分 選必修 選修 

課程中文名稱 
營養與健康--吃什麼像

什麼 
課程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nutrition & health --

You are what you eat 

負責教師 林○○ 開課期間 1學期 

人數上限 36人 已選人數 35人 

教學綱要 

課程概述 此全英文授課課程，將以常見營養與健康議題，由基本生化及生

理層面導入學生了解 1). 基本營養素中生化代謝作用及能量攝

取失調所導致之疾病等關係；2).相關人體生理之構造、消化吸收

及其他功能及調節的巨觀瞭解，以增進預防醫學的觀念。上課除

利用 PPT或影片等多媒體教材授課之外，並著重課堂互動討論，

上課小組討論等方式以增進與學生間互動及討論，即時了解學生

學習狀況。課程中的討論或口頭、書面報告均以英文進行。希望

藉由此課程，不但培養同學的科學素養、溝通能力、專業知識的

累積，亦能增進同學專業科目英語字彙及學習如何用英文討論科

學專業議題。 

教學目標 在完成本學期的課程之後，學生們應能 1). 了解消化吸收相關

人體生理之構造、消化吸收功能的運作及其調節 2). 了解基本

營養素中生化代謝作用並 3). 了解能量攝取之平衡及營養素攝

取之平衡的重要性，並了解平衡失調時所導致之相關疾病 4). 

增進預防醫學的概念，知道該如何吃才健康 5). 增進專業科目

英語字彙的能力，並學習如何用英文討論科學專業議題、以英文

作報告 (Perfect English proficiency is not necessarily required for 

this class, but a brave and prepared sprit that is willing to take the 

challenge of discussing in English is mandatory). 

先修科目 高中生物, 高中英文 

教學方式 多媒體、教學電影及投影片、課堂授課討論、IRS 情境問題互動、

課堂報告 

評量方式 平時成績 (討論、小考、作業) 40%， 期中考試 30%, 期末考 30% 

教學進度 週次 日期 主題 授課教師 

1 2015/9/15 
Introduction / The science of 

nutrition Ch.1 
林○○ 

2 2015/9/22 Tools of a healthy diet Ch.2 林○○ 

3 2015/9/29 Carbohydrate in food Ch. 5 林○○ 



4 2015/10/6 Lipids in food Ch.6 林○○ 

5 2015/10/13 Proteins in food Ch.7 林○○ 

6 2015/10/20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Ch.4 鄭○○ 

7 2015/10/27 The food supply Ch.3 李○○ 

8 2015/11/3 
Overview of energy metabolism 

Ch.9 
李○○ 

9 2015/11/10 Midterm examination 鄭○○ 

10 2015/11/17 

Hormones related to 

metabolism and eating behavior 

Ch.10 

鄭○○ 

11 2015/11/24 
Energy balance and weight 

control Ch.10 
林○○ 

12 2015/12/1 
Nutrition, exercise and sports 

Ch.11 
林○○ 

13 2015/12/8 The fat-soluble vitamins Ch.12 林○○ 

14 2015/12/15 
The water-soluble vitamins Ch. 

13 
林○○ 

15 2015/12/22 

Group presentation I 李○○林

○○鄭○

○ 

16 2015/12/29 

Group presentation II 李○○林

○○鄭○

○ 

17 2016/1/5 Water and minerals Ch.14 林○○ 

18 2016/1/12 Final examination 林○○ 

說明：教師可利用本表格事先準備預計進行翻轉課堂的課程資訊，或是透過學校課程查詢系統

（http://web1.cmu.edu.tw/courseinfo/）下載預計進行翻轉課堂的課程基本資料後，mail至

cmu000@mail.cmu.edu.tw申請諮詢服務。教學設計師將依申請排程依序與教師各別聯繫進行諮

詢，確認需求後才會進一步規劃和發展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