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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選課 Q&A 

一、通識課程選課須知： 

1.不同學年度入學的四技學生，其通識畢業學分標準內容為何? 
 

●102學年入學者：28學分，明細如下： 

(1)語文類(12學分皆必修科目)12學分 

(2)服務學習類(任選同類別 1門課)2學分 

(3)人文藝術類(任選同類別 2門課)4學分 

(4)哲學宗教與生命教育類(任選同類別 1門課)2學分 

(5)社會心理類(任選同類別 2門課)4學分 

(6)法律政治類(任選同類別 1門課)2學分 

(7)自然科技類(任選同類別 1門課)2學分 

 

●103、104學年入學者：28學分，明細如下： 

(1)語文應用類(10學分皆必修科目)共 10學分 

(2)健康管理類(8學分皆必修科目)共 8學分 

(3)博雅教育類(任選同類別 5門課)共 10學分 

 

●105學年入學者：28學分，明細如下： 

(1)語文應用類(10學分皆必修科目)共 10學分 

(2)健康管理類(8學分皆必修科目)共 8學分 

(3)博雅教育類(任選同類別 5門課)共 10學分 

 

●106、107、108學年入學者：28學分，明細如下： 

(1)職場語文應用類(6學分皆必修科目)共 6學分 

(2)博雅教育類(任選同類別 2門課)共 4學分 

(3)現代公民素養類(任選同類別 3門課)共 6學分 

(4)職場通識類(指定科目 2學分、任選同類別 1門課)共 4學分 

(5)健康管理類(8學分皆必修科目)8學分 
 

●109學年入學者：28學分，明細如下： 

(1)職場語文應用類(6學分皆必修科目)共 6學分 

(2)博雅教育類(任選同類別 4學分)共 4學分 

(3)現代公民素養類(必修科目 4 學分、任選同類別 1門課)共 6學分 

(4)職場通識類(必修科目 2學分、任選同類別 1門課)共 4學分 

(5)健康管理類(8學分皆必修科目)共 8學分 
 
備註：必修科目不可修習其他課程替代，各入學年度各類別必修科目請參閱通識課程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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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完 28個通識學分，是否一定可畢業？ 
不一定。不同入學年，要求的畢業學分各有不同，請務必確認每一大類課程都有選修到其規定學分數。 

3.某門通識課程被當，是否一定要重修同名的課程? 
職場語文應用類、健康管理類及其他課程總表規範之指定課程，一定要修相同科目名稱；其他通識課
程被當，修同類別課程即可。 

4.通識課程可有選修學分？ 
有。目前開設有「生活越語」、「生活日語」、「生活韓語」、「生活原民語」、「生活客語」、「英語檢定初
階課程」、「英語檢定進階課程」及「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其修習學分不得列入畢業學分。 

5.通識課程可否列為專業選修學分？ 
不可以，四技部通識課程和專業課程不同，不可以通識學分列抵為專業學分。 

6.102學年度至 105學年度入學學生，通識課程規劃有何改變? 
(1)原語文類課程「大學寫作(一)」停開，得以「中文閱讀與思維」抵免；「大學寫作(二)」停開，得以
「中文閱讀與寫作」抵免。 
(2)「世界現代史」、「公民社會與國家發展」、「大陸情勢與兩岸交流」原歸屬【法律政治類】，自 102

學年度起，調整為【社會心理類】。課程互抵採從寬原則，亦即曾修習「世界現代史」或「公民社
會與國家發展」或「大陸情勢與兩岸交流」課程且及格者，可擇一認抵【法律政治類】或【社會心
理類】。 

(3)「企業倫理」原歸屬【企業倫理類】，自 102學年度起，此類取消，避免學生畢業認抵困擾，「企業
倫理」課程改歸屬跨類別，課程互抵採從寬原則，溯及既往，亦即曾修習「企業倫理」課程且及格
者，可擇一認抵通識課程【企業倫理類】或通識核心能力課程任一門課。 

(4)「人文藝術類」課程自 102學年度起，不再細分成「人文類」及「藝術類」，統稱「人文藝術類」，
學生不分入學年度，得「人文藝術類」課程任選 2門，共 4學分即可。 

(5)103學年度起「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改為專業科目，102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重補修可修習
【博雅教育類】課程互抵。 

7.106學年度起，通識課程分類大幅修改，舊生總表類別停開如何重補修?有何其他規定？ 
(1)大學英文(學年上學期 2學分)互抵科目：生活英語(一) 
(2)大學英文(學年下學期 2學分)互抵科目：生活英語(二) 
(3)中文閱讀與思維(學期 2學分)互抵科目：中文閱讀與表達、世界文明與文化遺產、世界名著與經典

繪本、文學與生活 
(4)中文閱讀與寫作(學期 2學分)互抵科目：中文閱讀與表達、世界文明與文化遺產、世界名著與經典

繪本、文學與生活 
(5)博雅教育類(學期 2學分)互抵科目：106學年之「博雅教育類」、「現代公民素養類」之課程可抵。 
(6)職場通識類非指定課程，可修習同類別課程互抵。 
(7)106-108大一職場通識必修課程互抵科目：App程式語言應用。 
(8)生活英語(二) (學期 2學分)互抵科目：職場英語 

8.109學年度起，通識健康管理類課程修改，舊生應如何重補修?有何其他規定？ 

109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四技部體育課程名稱修改如下： 

開課學年學期 修正前課程名稱 修正後課程名稱 

一年級上學期 體育(一)  學年課上學期2學分 體育(一)  學期課學期2學分 

一年級下學期 體育(一)  學年課下學期2學分 體育(二)  學期課學期2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 體育(二)  運動選項學期課2學分 體育(三)  運動選項學期課2學分 

二年級下學期 體育(二)  運動選項學期課2學分 體育(四)  運動選項學期課2學分 

學生體育課重補修請依下表規則： 

開課學年學期 不及格課程名稱 可互抵課程名稱 

一年級上學期 體育(一)  學年課上學期2學分 體育(一)  學期課學期2學分 

一年級下學期 體育(一)  學年課下學期2學分 體育(二)  學期課學期2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 體育(二)  運動選項學期課2學分 任選開在大二體育運動選項即可互抵，運動組別可任選 

二年級下學期 體育(二)  運動選項學期課2學分 任選開在大二體育運動選項即可互抵，運動組別可任選 

※大二體育課程是運動選項，其名稱如：體育-排球組、體育籃球組，課程屬性是學期課，上學期不及

格可以在下學期修習，反之亦然，且運動選項組別可以任選。 

※大一和大二體育課不可以互抵，同學重補修時，請依上表選課，錯選錯修學分不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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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學年度入學通識課程各類課程明細： 

（日四技）通識課程規劃（106-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類別 學分 課程名稱 

職場通識 

（共 4學分） 

必修2學分 

（大一開

設） 

地方產業與文化、創意思考、博物館與城市美學、生活美學賞析、

公關與策展、設計與創意、流行音樂賞析、創意美學、創新與創

業、App程式語言應用 

任選1門 

共2學分 

（大三開

設） 

可跨院修讀 

商管 
生涯財富管理、商業職場修煉、桌遊與人生、設計思考與創

新、文化資源再利用 

觀餐 餐旅寫真與設計、時尚品牌探索、設計思考與創新 

設計 影像美學、美學素養、設計思考與創新 

流行 手機應用實務、設計思考與創新 

博雅教育 

（共 4學分） 

任選2門 

共4學分 

藝術賞析、現代詩詞曲、文學與生活、穿越歷史、照片背後的故事、電影與時

代、世界文化面面觀、解碼偶像劇、民國風采、舌尖味蕾的冒險、台灣的聲

音、台灣文學、戲劇、電影與當代議題、莊子的智慧、經典名著的故事、當代

網文、偵探推理小說、遇見哲學家、哲學與人生、說聊齋、讀三國、大話西

遊、神話寓言故事、世界名著與經典繪本、世界文明與文化遺產 

生涯探索、生命與生涯、原住民族文學（一）、原住民族文學（二） 

現代公民素養 

（共 6學分） 

任選3門 

共6學分 

勞作教育與職涯探索、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 

法律與生活、人際關係與溝通表達、智財權與案例分析、性別主流化、生命教

育、婚姻與家庭、情緒管理、永續環境、環境安全與衛生、影片與觀點、旅讀

世界、台灣社會面面觀、國際禮儀與多元文化、科技與生活、地球公民綠色生

活、當代科技創意、管理學應用、企業社會責任、生活經濟學、公民社會與國

家發展、社區營造與社區服務、大陸情勢與兩岸交流、環境未來、社會未來、

國際服務產業趨勢與發展、問題分析與專案管理規劃、資訊基本素養、全球化

與未來國際趨勢、生命教育與三品生活 

原住民族文化概論、法律實務與勞資糾紛調解、原住民族政策與法規、職前準

備（一）、職前準備（二）、社交溝通訓練、自我管理與決策 

職場語文應用

（共 6學分） 

必修6學分 
中文閱讀與表達、中文閱讀與思維、中文閱讀與寫作 

生活英語（一）、生活英語（二）、大學英文、英語聽講訓練 

生活日語、生活韓語、生活越語、生活原民語、生活客語 

健康管理 

（共 8學分） 

必修8學

分 

體育(一)、體育(二) 

運動與休閒、運動與健康、適應體育(一)、適應體育(二) 

備註： 

1. 健康管理類：109入學日四技大一體育為上學期體育(一)『學期課』2學分，下學期體

育(二)『學期課』2學分；大二體育為上學期體育(三)『學期課』2學分，下學期體育

(四)『學期課』2學分，合計 8 學分(大二體育開課方式為運動選項，開課名稱不是體

育(三)、體育(四)。 

2. 職場語文應用類：修習生活日語、生活韓語、生活越語、生活原民語、生活客語課程，可抵

『職場通識』、『博雅教育』及『現代公民素養』類選修課程，至多認列 2學分。 

3. 大學部通識課程在教學目標與課程要求具有一致性，無高低階課程分別，二技與四技學

制修習通識課程並無差異性。 

☆☆ 通識微學分可抵『職場通識』、『博雅教育』及『現代公民素養』類選修課程，選修通識微學

分至多認列 4學分。通識微學分開課資訊可於「校務系統−微學分專區」查詢。 



 4 

（日四技）通識課程規劃（109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類別 學分 課程名稱 

職場通識 

（共 4學分） 

必修2學分 

（大一開設） 
 App程式語言應用 

任選1門 

共2學分 

（大三開設） 

可跨院修讀 

商

管 

生涯財富管理、商業職場修煉、桌遊與人生、設計思考與創

新、文化資源再利用 

觀

餐 
餐旅寫真與設計、時尚品牌探索、設計思考與創新 

設

計 
影像美學、美學素養、設計思考與創新 

流

行 
手機應用實務、設計思考與創新 

博雅教育 

（共 4學分） 

任選2門 

共4學分 

藝術賞析、現代詩詞曲、文學與生活、穿越歷史、照片背後的

故事、電影與時代、世界文化面面觀、解碼偶像劇、民國風

采、舌尖味蕾的冒險、台灣的聲音、台灣文學、莊子的智慧、

經典名著的故事、當代網文、偵探推理小說、遇見哲學家、說

聊齋、讀三國、大話西遊、神話寓言故事 

生涯探索、生命與生涯、原住民族文學（一）、原住民族文學

（二） 

現代公民素養 

（共 6學分） 

必修4學分 職涯探索、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 

任選1門 

共2學分 

永續環境、人際關係與溝通表達、企業社會責任、科技與生

活、法律與生活、智財權與案例分析、性別主流化、生命教

育、情緒管理、環境安全與衛生、影片與觀點、旅讀世界、台

灣社會面面觀、地球公民綠色生活、當代科技創意、管理學應

用、生活經濟學、婚姻與家庭、國際禮儀與多元文化 

原住民族文化概論、法律實務與勞資糾紛調解、原住民族政策

與法規、職前準備（一）、職前準備（二）、社交溝通訓練、自

我管理與決策 

職場語文應用

（共 6學分） 

必修6學分 
中文閱讀與表達 

生活英語(一)、職場英語 

生活日語、生活韓語、生活越語、生活原民語、生活客語 

健康管理 

（共 8學分） 
8 

體育(一)、體育(二)、體育(三)、體育(四)、 

適應體育(一)、適應體育(二) 

備註： 

1. 健康管理類：109入學日四技大一體育為上學期體育(一)『學期課』2學分，下學期體

育(二)『學期課』2學分；大二體育為上學期體育(三)『學期課』2學分，下學期體

育(四)『學期課』2學分，合計 8學分(大二體育開課方式為運動選項，開課名稱不是

體育(三)、體育(四)。 

2. 職場語文應用類：修習生活日語、生活韓語、生活越語、生活原民語、生活客語課程，

可抵『職場通識』、『博雅教育』及『現代公民素養』類選修課程，至多認列 2 學分。 

3. 大學部通識課程在教學目標與課程要求具有一致性，無高低階課程分別，二技與四技學

制修習通識課程並無差異性。 

☆☆ 通識微學分可抵『職場通識』、『博雅教育』及『現代公民素養』類選修課程，選修通識微學分

至多認列 4學分。通識微學分開課資訊可於「校務系統−微學分專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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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通識課程規劃（103-105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分類 課程名稱 學分 

基
礎
能
力
課
程 

語文應用類 

（必修） 

中文閱讀與思維、中文閱讀與寫作 
2 學分 × 

2門課 
10 

大學英文、英語聽講訓練 6 

健康管理類 

（必修） 

體育(一) 、體育(二) 
4 學分 × 

2門課 
8 

運動與休閒、運動與健康 (各 2學分，夜間進修部開課)  

核

心

能

力

課

程

 

博

雅

教

育

類

（

任

選

５

門

課

）

 

向度 1 

人文藝術 

小說鑑賞與批評、台灣文學、詩歌賞析、經典名著選讀、

傑出人物與智慧、藝術與人生、設計與生活、創意與生活、

電影藝術、音樂與文化、電影與心理、繪畫名作鑑賞、老

莊選讀 

2 學分 × 

5門課 
10 

向度 2 

生命與性別

教育 

人生哲學、宗教與人生、心靈與自我成長、人文素養與生

命關懷、生死關懷、性別話題、傑出女性專題、性暴力之

防制、婚姻與家庭、人際關係與溝通 

向度 3 

社會法政 

法律與生活、企業社會責任、社會未來、社會服務與品德

教育、傳播與社會、移民與台灣社會、公民社會與國家發

展、社區營造與社區服務、消費與生活、生涯規劃、智財

權與案例分析 

向度 4 

歷史思維 

台灣開發史、20世紀中國史、世界現代史、大陸情勢與兩

岸交流、文化．歷史．社會、海洋文明與台灣、台灣歌謠

的社會與文化 

向度 5 

自然科技 

科技與生活、環境與生活、科技創新與未來、環境安全與

衛生、資訊安全與當代社會、網路學習與資訊安全、資訊

安全與日常生活 

跨類別 

（每門課皆可抵核心

能力課程一門課） 

通識專題講座-近代世界的形成 

通識專題講座-創新、創意、創業管理 

通識專題講座-現代公民素養  

通識專題講座-追求身心靈健康 

通識專題講座-漫遊國際與導航台灣 

通識專題講座-大師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