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識課程簡介

大武山學院 製

1(110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110學年度入學通識課程架構與學分

通識暨跨領域課程手冊



校、院、通識教育
核心能力對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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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在培養
A.溝通表達能力（含數位表達）

B.具備良好公民資質與品德

C.人際互動與團隊合作能力

D.迎接全球化的恢弘視野

E.思考、創造與自學能力

F.關懷生命與自然的能力

G.健康體魄與情緒管理

H.人文藝術與美感品味



110學年度日間學士班通識課程架構圖

通識教育課程
(28學分)

體育
(必修2學分4小時)

運動與健康
(選修2學分2小時)

倫理與
公民

美學與
文化

社會科學
與應用

自然科學
與科技應

用

實證與
數學推理

共同教育
(12學分)

(含國文、英文、資訊等)

博雅教育
(10-14學分)

體適能
(2-4學分)

跨院選修
(0-2學分)

博雅課程5類課群至少選修4類課群，共計10-14學分。
博雅教育10-14學分、體適能2-4學分、跨院選修0-2學
分，三者合計至少修習16 學分

 體育-必修2學分/4小時
 運動與健康-選修2學分/2小時



•國文、英文、資訊：必修共12學分

•英文門檻由各學系自訂。

•資訊學院學生不修習資訊課程另以博雅課程補足2學分
共同課程

•日間學士班5類課群中至少選修4類課群，共計10-14學分。博雅課程

•所屬學院以外課程(至多認抵2學分)跨院選修

•體育-必修2學分/4小時

•運動與健康-選修2學分/2小時體適能
•開課號不是「Gec」，就不是通識課(跨院選修除外)。

•通識課程不得採計為自由選修學分及系選修學分。

•相關外語課程自108學年度起改由英語學系、應用英語學系、
應用日語學系開設。

其他

修習通識課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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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一

博雅14

體育2

跨院0

組合二

博雅12

體育2

運動與健康2

跨院0

組合三

博雅12

體育2

跨院2

組合四

博雅10 

體育2

運動與健康2

跨院2

博雅教育(10-14)+體適能(2-4)+跨院選修(0-2)

=16學分 修習組合說明



博雅教育課程五大課群
(10-14學分)

 日間部修課規定
 日間部博雅課程至少選修4類課群，共計10-14學分。

 博雅教育10-14學分、體適能2-4學分、跨院選修0-2學分，三者合計至少修習16學分。

 進修部修課規定
 進修部博雅課程不限課群分類需修習共計14學分;體適能2學分。

博雅教育

五大課群

倫理與公民
美學與文

化

社會科學

與應用

自然科學與

科技應用

實證與數學

推理



共同教育課程(12學分)

國文

國文(4學分)

大一必修

（2學分/1學期）

英文
基礎學術英文（4學分）

大一必修
（2學分/3小時(含自學1小

時)/1學期）

教育英文/人文社會英文/商

管英文/資訊英文//科學溝

通英文/專業學術英文

（2學分）

大二必修

（上或下學期修）

資訊
網頁設計
進階網頁設計
數位影像處理
動畫設計
影音編輯設計與製作
試算表應用
文書處理與應用
計算機概論
商業簡報應用
程式設計

(2學分)由中心安排修課時程

由中心安排修課時程
必選修，大學4年內擇一學
期修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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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自學

本課程無授課老師，學生須於每
學期依照規劃時程，自主學習18
小時，內容包含：3回多益模擬線
上測驗（每回2小時）、線上學習
12小時。自學的學習時數，以及
測驗部分的分數，將一併計入大
一「基礎學術英文」必修課程之
學期總成績20%。

英文教學與英語自學課程介紹
 皆採分級制度教學，學生依其所分配之級數與班級修課(由系統直接帶入，無法直接
選課)，其中「基礎學術英文」內含「英語自學」。

基礎學術英文

為大一上、下學期之學年課程，
各2學分，大一新生於新生訓練及
大一下學期期末時，皆須參加英
文能力檢定模擬測驗。

一年級 二年級

教育英文

人文社會英文

商管英文

資訊英文

科學溝通英文

專業學術英文

本課程為大二單一學期2學分課程，
以學院為單位進行分班，修課學
期由大武山學院安排之，抵修基
礎學術英文者，二年級英文課程
則優先安排修讀專業學術英文須
參加英文能力檢定模擬測驗。



體適能課程(2-4學分)

(日間部)
體適能

體育

必修2學分

(2學分/1學年)

統一課程內容，含游泳、體適

能檢測、健康跑走、身體雕塑、

重量訓練、健康體適能

運動與健康(選修)

選修0~2學分

體育-(木球、籃球、桌球、羽球、排球、

網球、高爾夫球、法式滾球、直排輪、律

動、慢速壘球、瑜珈、皮拉提斯、水域運

動、有氧舞蹈、帶式橄欖球、進階游泳)

23

大二以後，自
行線上選課



體適能課程修課規定
 體育：開設於日間部大一上下學期及進修部大二上下學期
各一學分二小時。

 運動與健康：為選修開設於日間部大二以上一學期二學分，
採興趣選項分組實施，可任選一門課程修習。運動與健康
選修課群至多認列通識學分2學分。

 重修體育：若缺修或成績不及格者須重修，應於下學年度
同一學期補修，限上學期重修上學期課程，下學期重修下
學期課程。

 適應體育：凡因重大疾病或身體障礙無法修習一般體育課
者，可選「適應體育」(代碼GEC4207)，請持公立醫院診
斷證明，由授課之教師認定。



英文
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 TOEIC 650分或同等級)

可抵修4學分(英文)

抵修基礎學術英文者，二年級英文課程則優先安排修讀專業學術英文。

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

(或多益聽讀合計750(含)以上+說寫合計300(含)以上或同等級)

抵修6學分(英文與進階英文)

申請抵修通過，可直接獲得學分

(英語系、應英系亦適用抵修辦法，申請分數請洽該學系)

英文課程抵修規定



Q：怎麼知道是『通識課程』
？
課程代碼為『GEC』開頭為
通識代碼。



Q：請問通識要修幾學分？
可以多修嗎？算學分嗎？

28學分。

可以多修，納入通識學分，
但不可做為自由選修學分或
系選修。



Q：請問通識課程多久時間修
完？

大學四年內修完即可。



同學可以選修2門以上博雅課程，只是線上

選課限選修2門博雅課程，預選階段仍可填選
1~20志願。

若有特殊情形或需加簽第3門以上課程，請於
「人工特殊選課處理作業」選課階段，依大
武山學院網頁公告時程辦理加簽。

Q：請問通識博雅課程每學期
只能選修2門嗎?



Q：請問我的課表中沒有『英
文』課又沒辦法選怎麼辦？

必修英文課皆由大武山學院以名單直接代
入，若特殊情形需加、選課請洽屏商校區
大武山學院-共同教育中心辦理登記！



Q：請問如果是財金系的同學修
「網頁設計」算不算通識資訊學
分？

不算學分，因為資訊學分有部分系所有限鎖規
定，如下：

△財金系只能修「文書處理與應用」

△休閒系只能修「試算表應用」

△資訊學院各系『不必』修共同教育資訊課

程，所以要修2學分博雅教育課程補足。



Q：請問資訊課程一定要修「程式
設計」嗎? 算不算通識資訊學分？

大武山學院所開設之通識資訊課程皆列入共同教
育之必選修資訊學分，惟107學年度(含)以後入學
之日間部大學生，畢業前均需選修程式設計課程，
課程是否具程式設計內涵，詳教務處教資中心審
定之「具邏輯運算思維之程式設計課程一覽表」，
公告網址https://ctl.nptu.edu.tw/p/405-1069-
97128,c9691.php?Lang=zh-tw。

https://ctl.nptu.edu.tw/p/405-1069-97128,c9691.php?Lang=zh-tw


Q：如果選了各系不認列課程
，有算學分嗎？

不算在畢業所需學分內，所以在選課一定要留
心！



屏東大學英文基本能力



英文基本能力鑑別及審核

鑑別方式

參加本校採認之校內外英語檢定考試，取得證照，入
學前取得之證照亦可。

通過標準
通過各系(學位學程)訂定之英文基本能力標準，始具畢業資
格

審核方式：

各學期公告受理申請期間內，至「畢業門檻管理系統」
進行線上審核申請，填寫資料並上傳證照電子檔。
（上傳電子檔後，攜帶正本至系辦覈驗）



 英文認證補強班

大三上學期始得檢具曾參加校內外檢定相關證明文
件，自費報名推廣教育中心開辦之「英文認證補強
班」，符合修課規定並通過該課程檢測，等同通過
英文畢業門檻。

 本輔導辦法不適用英語學系、應用英語學系，兩系
之輔導辦法請直洽貴系系辦公室。

英文基本能力輔導與補救措施



Q：英文門檻要幾分才會過？

各系所訂定的標準不同，詳可見：
https://geccce.nptu.edu.tw/p/412-1098-

5845.php?Lang=zh-tw (依入學年英文基
本能力通過表)。

https://geccce.nptu.edu.tw/p/412-1098-5845.php?Lang=zh-tw


Q：英文門檻什麼時候可以考照？
如果我大一英文沒過可以考嗎？

大一就可以去考照，大一英文沒有過，一樣
可以考照，證照與課程是兩件事喔！

入學前取得之證照亦採認。



可以，相關規定如下：

英文：

 1、領有聽、視、語障手冊或具有其他因功能性
障礙，嚴重影響語言學習之學生，於各學期公告
受理申請期間內，向大武山學院申請，並經大武
山學院邀請學務處學生諮商中心與其他相關單位
會同認定；通過後得免予檢測。

 2、外籍生經大武山學院認定其英文能力後，由
大武山學院登錄為免檢測者。

Q：門檻可以申請免檢測嗎？



本校大武山學院網站~~在『學術單位』

(https://dawu.nptu.edu.tw/index.php)

本校大武山學院FB專頁~~歡迎加入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ptugec)

 可來電詢問08-7663800 

分機27001(博雅教育中心)吳小姐(課程、學分抵免)

分機27002(共同教育中心)黃小姐(共同課程、畢業門檻)

分機27102(共同教育中心)林老師(英文抵修)

 公務信箱：gec@mail.nptu.edu.tw

 大武山學院辦公室：屏商校區行政大樓4樓

通識訊息這裡找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ptugec
https://www.facebook.com/?ref=tn_tnmn
mailto:gec@mail.np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