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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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獲得各院系專業知能外，復能拓展人文、藝術、哲學、倫理、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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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專業知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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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學生具備五大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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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
(107學年以後入學生適用)

英語文課程（4學分）

1.英語文課程 English（ 4學分）
英文課程採分級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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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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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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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規定辦理。

2.資訊相關課程 Information related courses（ 2學分）
3.通識課程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 22學分）
（1）核心通識課程 Core Curriculum Courses for General Education

至少修習10學分，五大類中至少任選三大類。
10 credits required, from three out of the following five primary fields.
A.語文類 Language Courses：國文、英文進階課程及第二外語課程等。
B.人文藝術類 Humanity and Art：文學藝術類、歷史文明類等。
C.  社會科學類 Social Science：法政類；社會、心理、人類、教育、性別研究類；
管理、經濟類等。

D.  自然科學類 Natural Science：基礎科學類；生命科學類；應用科學類；科學
技術類等。

E.  運動知能類 Sport knowledge：如運動心理學、運動生理學、國際賽事分析
與博奕事業、運動與健康的學理探討等學術類課程。

如屬該學系之必選修課程者，將設限不得認列為通識學分。

（2）跨學院通識課程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for General Education

學生至少須修習跨學院課程6學分，同學院開設之課程不得選修。
Students must take at least 6 credits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28學分

資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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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學
分，五大類
中至少任選
三大類）

必修

2學分

必修

4學分

通識

22學分

如於入學之前二年內獲得本校「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辦法」（人科院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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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分。這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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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入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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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入學生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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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07學年度入學生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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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通過課程評量。

六、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通識教育中心會議決議辦理。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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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語文類
2.人文藝術類
3.社會科學類
4.自然科學類
5.運動知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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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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院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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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共衛生學系

資訊應用概論 2
管理資訊系統 2
大數據創新與應用 2

醫務管理學系

資料庫管理 2
資料探勘概論 2
醫療資訊管理 2
網際網路應用 2
醫療雲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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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資訊科學課程 2
C語言與影像處理 2
計算機概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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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學分。
（1）核心通識（至少10學分）

語文、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運動知能等五類，至少任選三大類，各類所開

課程請至課程查詢系統詳閱。

（2）跨學院通識（至少6學分）
請注意至少修習「跨」學院課程6學分，同學院開設之課程不得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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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中部文化資產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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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學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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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齡社會與老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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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健康與保健 2
生命科學院 諾貝爾獎和生命科學 2

健康照護學院
科技健康識能/E化健康素養 2
食品營養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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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通識教育中心

HTML5 2
資訊安全 2
影像處理 2
大數據概論 2
SAS統計入門 2
PHP程式設計 2
Python3程式入門 2
運算思維 2
R語言程式設計與應用S 2
人工智慧導論 2
海量資料數據分析實作 2
類神經網路 2

通識課程（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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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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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時

2.通識講座 由1.學務處2.各院系3.通識教育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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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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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ies in General Education includes Lectures in Liberal Education, Lectures in General Education, 
and Performing Arts and Art Exhibition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take courses with at least 16 hours 
before graduation, and these courses do not provide any credit.

Lectures in Liberal Education Planned by the center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take 
a minimum of 4 hours.

Lectures in General 
Education

Planned by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colleges, departments,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other offices.

Of the 16 hours,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take a 
maximum of 6 hours.

Performing Arts and Art 
Exhibitions Planned by Art Center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take a 

maximum of 6 hours.
In terms of the on-campus activities, the hours will be listed in the precaution of the announcement of 
each activity, and students can also join the off-campus activities offered by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mong 
the 16 hours, the off-campus activities can only provide a maximum of 4 hours for verification. A written 
report with about 600 words should be submitted within two weeks after each activity. Please note that 
no plagiarism is allowed. For those who plagiarize will be considered as cheating; therefore, he/she 
(the plagiarist) will be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hours will also be 
revoked.

微學分課程通識教育活動
規劃0.5至1學分之主題式學習課程

註：上列課程之開課校區及學期，請至課程查詢系統詳閱。
藝文展演

博雅經典

講座

人文藝術類 (學分數)
音樂與劇場-音樂劇入門（1學分）

歌劇中的愛恨情仇（1學分）

跟著音樂去旅行：自然景物篇（1學分）

語文類 (學分數)
TED Talks與公共演說藝術（1學分）

詩歌吟唱學英文（1學分）

唱歌學華語文（1學分）

社會科學類 (學分數)
翻轉腦袋—批判與系統邏輯思考（0 . 5學分）

合縱連橫—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0 . 5學分）

沙盤推演—領導與決策（0 . 5學分）

體驗教育與反思（0 . 5學分）

資訊類 (學分數)
認識人工智慧（0 . 5學分）

簡報製作與表達（0 . 5學分）

機器人入門-LegoNXT（0 . 5學分）

學院通識 (學分數)
各學院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程（1學分）

社區人物誌（1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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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4-22053366分機1801、1802

406040台中市北屯區經貿路一段100號(人文與科技學院大樓)

aca48@mail.cmu.edu.tw

http://www.cmu.edu.tw

109年8月印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