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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透過完整的通識課程設計，以具體實踐通識教育的理念。
二、通識課程分為「基礎通識」與「博雅通識」兩大類。基礎通識係指各種學門領域
的基礎知識課程，博雅通識係指著重於「統整性」及「貫穿性」的課程。
三、基礎通識含「中英文能力課程」、
「資訊能力課程」及「基礎概論課程」三類。中
英文能力課程細分為「中國語文知識及應用」與「英文能力訓練」兩類。
四、博雅通識分成以下 6 個向度：
(一)藝術與美學
(二)能源、環境與生態
(三)人文思維與生命探索
(四)公民與社會參與
(五)經濟與國際脈動
(六)自然科學與技術
五、本校所有學院的學生均應具備第二條所述各類通識課程的基本素養，並應滿足通
識課程至少 28 學分之要求。
六、
「中英文能力課程」必須修習 2 門「中國語文知識及應用」及 2 門「英文能力訓練」，
且至多採計 8 學分。

2 courses (4 credits) in General Education Chinese and 2 courses (4
credits) in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are required.
中文能力課程部份，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入學之外國學生，若非
以中文為母語或第二語言者，得修習「中國語文知識及應用」2 門，或經語言中心
評估檢測後修習指定適級程度之華語課程 2 門。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s who are learning Chinese as
foreign/second language or non-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may be
placed in Chinese Training courses suited to their proficiency levels
to waive 4 academic credits required in General Education Chinese.
The Chinese Training courses are offered in the Center for Language
Studies and it is essential to consult with instructors and to take
first-week placement tests before taking the courses.
英文能力課程部份，須先經語言中心評估檢測後，依指定適級程度修課，於實用
類及應用類課程中各修習 1 門。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Gener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s are
required to take two English courses suited to their proficiency levels
based on the result of placement test offered by the Center for
Language Studies. The two courses required for GE English are as
follows: Practical English Usage and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若學生之英語能力在入學前通過各類鑑定考試，成績達一定標準時，得依相關規
定辦理抵免。

Undergraduates can waive the four-credit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courses if they pass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s with a satisfactory
score or meet the required proficiency level.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waive regulations in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七、
「博雅通識」向度 1 及向度 2 至少各修習 1 門課程。
「博雅通識」向度 3 至向度 6，文學院應至少於向度 4、5、6 中各選 1 門課程，理、
工學院應至少於向度 3、4、5 中各選 1 門課程，社科院、法學院、教育學院應至
少於向度 3、5、6 中各選 1 門課程，管理學院應至少於向度 3、4、6 中各選 1 門
課程。其餘 10 學分可選擇修習資訊能力課程、基礎概論課程或博雅通識中任何向
度之課程。
「中正講座」為跨向度課程，可抵向度 1 至向度 6 中任 1 門課程，並以 1 門為限。
超修的通識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八、部份課程本質上即屬某些學院之專長領域，因此部份學院學生得免修或限修某些
特定之課程，但仍需滿足通識課程 28 學分之要求。各學系免修課程由各學系自訂
之，並提通識教育委員會審核。
九、本修業規定經通識教育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