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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查詢  友善列印

0991學期學期  課程基本資料課程基本資料

系所系所  / 年級年級 生科系  3年級 課號課號  / 班別班別 20U00056 / A

學分數學分數 3學分 選選  / 必修必修 選修

科目中文名稱科目中文名稱 動物生長生物學 科目英文名稱科目英文名稱 Animal Growth Biology

主要授課老師主要授課老師 梁佑全 開課期間開課期間 一學年之上學期

人數上限人數上限 87 人 已選人數已選人數 70人

起始週起始週  / 結束週結束週  /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第1週 / 第18週 / I308 / 星期5第05節 
第1週 / 第18週 / I308 / 星期5第06節 
第1週 / 第18週 / I308 / 星期5第07節 

請各位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勿非法影印。

教學綱要教學綱要

一、教學目一、教學目
標標 (Objective)

由不同角度瞭解動物的生長過程與機制；並且經由對生長過程的瞭解、設計方法，以增加動物的飼
養效率和生產量。課程中除討論一般的經濟動物生長性能外，將真對實驗動物生長需求一併探討。
本課程除針對動物生長之基礎原理探討外，亦多所著墨應用之相關知識。

二、先修科目二、先修科目 (Pre
Course) 無

三、教材內三、教材內
容容 (Outline)

1.General aspects of growth 2.Cells 3.Tissues : basic 4.Tissues : Relative to product value for human
consumption 5.Mammary gland and product yield 6.Hormonal influences and the immune system
7.Genetic on growth 8.Efficiency and compensatory growth 9.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animal growth
10.Laboratory animals 11.Applications and futures 12.Paper presentation

四、教學方四、教學方
式式 (Teaching
Method)

1. 課堂教學 2. 案例報告 3. 論文導讀 4. 學期報告

五、參考書五、參考書
目目 (Reference)

1.Growth of Farm Animals by T.L.J. Lawrence and V.R. Fowler, 2002.
2.Growth of the Pig, Edited by G. R. Hollis, 1993.
3.上課補充教材
4.相關期刊文獻。

六、教學進六、教學進

2010/9/17 General aspects of growth 梁佑全

2010/9/24 Cells and cell proliferation 梁佑全

2010/10/1 Tissues-1:general aspects of tissues 梁佑全

2010/10/8 Tissues-2:Tissue engineering and techniques 梁佑全

2010/10/15 Influences on animal growth 梁佑全

2010/10/22 Prenatal and postnatal growth of animals-1: Farm animals 梁佑全

2010/10/29 Prenatal and postnatal growth of animals-2: Laboratory animals 梁佑全

2010/11/5 Growth efficiency 梁佑全

C:query.asp
http://webap.asia.edu.tw/courseinfo/
http://www.asia.edu.tw


六、教學進六、教學進
度度 (Syllabi) 2010/11/12 Midterm Exam 梁佑全

2010/11/19 Compensatory growth and Growth measurement 梁佑全

2010/11/26 Basic composition of animal foods 梁佑全

2010/12/3 Evaluation of foods: digestibility 梁佑全

2010/12/10 Evaluation of foods: systems for expressing the energy value and
protein of foods 梁佑全

2010/12/17 Feeding standards for maintenance and growth 梁佑全

2010/12/31 Voluntary intake and categories of animal's foods 梁佑全

2011/1/7 Applications and the futures 梁佑全

2011/1/14 Final Exam or Term paper due 梁佑全

七、評量方七、評量方
式式 (Evaluation) 期刊或論文閱讀、學期報告、期中考及期末考。

八、講義位八、講義位
址址 (http://)

九、教育目標九、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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