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養學生具備五大核心能力

主動學習與
自我改善之
能力

人際關係與
溝通技巧之
能力

通識知能與
倫理素養之
能力

健康促進與
前瞻未來之
能力

人文關懷與
社會服務之
能力

理念與基本素養

為落實「仁慎勤廉」之創校理念，擬透過通識課程，培養「視病猶親、修己善
群、終身學習、術德兼修」的健全公民，以期符合「全人」之教育理念；使本校學生

除獲得正規專業知能外，復能拓展人文、社會、哲學、藝術、倫理、自然科學等現代

公民應具備的知識及文化涵養，以因應未來社會變遷並邁向理想的人生。

通識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本校通識教育的發展，現階段以強化課程整合，培養跨領域「博而通」之通識知能為

方向，兼顧課程、活動及環境三面向，加上「專而精」之專門教育，勾勒出本校全人

教育藍圖。將通識素養「存乎中」之概念轉化成通識能力「形於外」之實現，並融合

校訓精神「仁、慎、勤、廉」所轉化之五大校級核心能力加以統整，作為通識教育目

標及通識核心能力。透過課程規劃及活動設計，實現學生走出校門後應具備之各項能

力指標。

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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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課程架構

1.英語文課程（6學分）
（1）英文：必修4學分

（2）英語聽講：必修2學分

英文及英語聽講課程皆採分級制，分級以大學指考及學測成績為依據，分級結果

於選課前公告請至「學生資訊系統」→「成績資訊」→「查歷年成績」查詢。

如達該學系英文畢業檢定標準，經所屬學系審核通過，得免修英文暨英語聽講6

學分，相關細則依「中國醫藥大學英文暨英語聽講必修課程免修學分實施要點」

（要點如第三頁）規定辦理。

2.資訊課程（2學分）
3.通識課程（20學分）
（1）核心通識課程：

A.語文類：國文、英文進階課程及第二外語課程等，至少修習2學分。

B.人文藝術類：文學藝術類、歷史文明類等，至少修習2學分。

C. 社會科學類：法政類；社會、心理、人類、教育、性別研究類；管理、資訊

傳播、經濟類等，至少修習2學分。

D. 自然科學類：基礎科學類；生命科學類；應用科學類；科學技術類等，至少

修習2學分。

（2）跨學院通識課程

學生至少須修習跨學院課程6學分。

28學分

資訊課程

英語文課程

跨學院通識
課程
至少6學分

核心通識
課程
至少8學分

必修

2學分

必修

6學分

通識

2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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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課程（6學分）

106學年新生如於入學之前二年內所獲得之本校「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辦法」

（人科院簡介─語文中心-P7）中所規定的校外機構英文鑑定證明，請至學生資訊系

統─上傳英檢證明─再持正本至學系辦公室，經所屬學系審核通過，得免修英文暨英

語聽講6學分，這6學分可讓同學自行規劃繼續精進，選擇進階、符合自身需求之其他

語言或通識課程、各專業科系課程等，增加選課之自由彈性及自主權。

中國醫藥大學英文暨英語聽講必修課程免修學分實施要點。

一、 中國醫藥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英文能力優異之大學部學生充分運用教育資源，

提供全校共同必修英文暨英語聽講課程免修之規範與依據，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 本校學生（含轉學生），其校外官方檢測機構之英語檢定測驗成績，達到所屬學

系英文畢業檢定標準，且經該學系審核通過者，已符合「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英文

能力鑑定實施辦法」英文畢業門檻之規定，得免修英文課程四學分及英語聽講課

程二學分。

三、 學士班學生未能如期通過校外檢測鑑定標準，悉依照「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英文能

力鑑定實施辦法」所規定之校內配套措施，須於畢業前修習完成英文課程四學分

及英語聽講課程二學分，且通過課程評量。

四、 本要點適用所有大學部在學學生，若有未盡事宜，悉依通識教育中心會議決議辦

理。

五、 本要點經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正式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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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課程（2學分）

兩種修課方式

（1）以下各學系必選修課程可認抵：

（2）通識課程：

開課學院 開課學系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辦公室軟體在公衛資訊之應用(大

一上選修)
2

公共衛生學系 資訊應用概論(大二上選修) 2

公共衛生學系 管理資訊系統(大三下選修) 2

公共衛生學系 大數據創新與應用(大四上選修) 2

公共衛生學系 生醫資料探勘與實作(大四上選修) 3

公共衛生學系 衛生資料探勘與實作(大四下選修) 3

醫務管理學系 資料庫管理 (大二下選修) 2

醫務管理學系 資料探勘概論 (大三下選修) 2

醫務管理學系 醫療資訊管理 (大三下選修) 2

醫務管理學系 網際網路應用 (大三下選修) 2

醫務管理學系 醫療雲端運算 (大三下選修) 3

中醫學院 中藥中資系 網際網路資源利用（大四選修） 2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程式設計(大一選修) 2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資訊科學課程（大一選修） 2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C語言與影像處理（大二選修） 2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計算機概論（大一選修） 2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通識教育中心

ASP.NET 2

HTML5 2

資訊安全 2

影像處理 2

SAS統計入門 2

大數據概論 2

海量資料數據分析實作 2

長照聊天機器人 2

電子計算機概論 2

註：上列課程之開課校區及學期，請至課程查詢系統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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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院特色課程

分核心通識及跨學院通識，除符合所規定的下限之外，須修足20學分。

（1）核心通識

語文、人文藝術、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等四類，每類至少修習2學分，各類所開

課程請至課程查詢系統詳閱。

（2）跨學院通識

請注意至少修習「跨」學院課程6學分。

開課學院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人文與科技學院

當代台灣研究 2

科技，法律，與社會 2

當代台灣研究專論 2

教育、媒體與科技 2

健康、環境、風險與法律（英） 2

生命、人性尊嚴與法律（英） 2

音樂、語言與大腦（英） 2

醫學院
倫理議題的多元思維 2

溫故知新：傳染性疾病的歷史與科技進展 2

公衛學院
綠色台灣 2

全球衛生議題 2

牙醫學院
牙e新世代 2

牙科影片及人文賞析 2

生技製藥學院

諾貝爾獎和生命科學 2

食品營養與健康 2

藥物研發之生技應用 2

健康照護學院 運動科技與人生 2

中醫學院
中草藥之內涵與應用 2

中醫藥、食品與健康 2

藥學院
反轉藥毒的多元思維 2

多元安全用藥議題 2

通識課程（20學分）

註：上列課程之開課校區及學期，請至課程查詢系統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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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課程

資訊

語文

物聯網-基礎入門

（0.5學分）

物聯網-機器人移動控制 

（0.5學分）

ASP.NET入門 

（0.5學分）

物聯網-虛實互動

（0.5學分）

機器人入門-Lego NXT

（0.5學分）

影像處理基礎 

（0.5學分）

IoT雲端物聯網

（0.5學分）

HTML5 基礎 

（0.5學分）

APP Inventor2 基礎 

（0.5學分）

規劃0.5至1學分之主題式學習課程

TED Talks 與

公共演說藝術

（1學分）

英語導覽：念戀水湳  

（1學分）

文章寫作

（1學分）

台灣歌謠與常民文化 

（1學分）

英語微電影製作

（1學分）

註：上列課程之開課校區及學期，請至課程查詢系統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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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活動」包含博雅經典講座、通識講座與藝文展演三項，學生須於修業期間參與演

講與藝文展演解說或觀賞策展，共計16小時，0學分。

「通識教育活動」之類別與時數認列規定如下：

1.博雅經典講座 由通識教育中心主辦 至少6小時

2.通識講座
由1.學務處、2.各院系、3.通識教育中心或

4.其他單位主辦
至多6小時

3.藝文展演  由人文藝術中心主辦 至多4小時

校內之時數採計，載明於各舉辦場次公告之注意事項。

參與校外演講、展覽及演出活動合計時數，於16小時中至多可認列4小時；須於參與活動後

2週內繳交「校外演講、展覽及演出活動時數採計申請單」及600字之學習報告至通識教育中

心，由中心審核認列。學習報告不得抄襲，抄襲者除了取消時數認列外，等同作弊行為，以

本校相關罰則辦理。

建議學生於大三以前修習完成

學生資訊系統設有查詢功用，可查詢已參加過「通識教育活動」之場次及已修習時數。查詢

步驟如下：以帳號、密碼登入「校園入口網站」連結「學生資訊系統」即可查詢。

通識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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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4-22053366分機1801

40402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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