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通識教育課程

通識教育
28學分

基礎課程
(12學分)

博雅課程
(16學分)

七領域至少修習其中
五領域各一門課程

體驗課程
(0學分)

體育課程
(0學分/2學年)

國文
(4學分)

英文閱讀
(4學分)
英語聽講實
習(2學分)

基礎程式設計
與運算思維

(2學分/1學期)

大學入門
（ 0 學 分 / 上 學 期 )

服務學習
（ 0 學 分 / 下 學 期 )

【領域三】
思考推論

【領域四】
經典文化

【領域五】
審美鑑賞

【領域六】
環境與科學

【領域七】
跨域融通

【領域二】
全球在地

【領域一】
公民與社會

【不分領域】
微學分

(至多採計2學分)



基礎課程(12學分)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說明

12

國文 4學分

英文閱讀 4學分

英語聽講實習 2學分

基礎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
2學分
（須參加9/4 (三)運算思維能力測驗）



中文會考

一、 讀寫診斷測驗

二、成績評定

中文檢測

時間 入學前新生輔導

對象 全校大一新生

施測題型 閱讀與寫作

通過 不通過

A等（精 熟，85分以上）
B等（一 般，75-84分 ）
C等（待加強，60-74分 ）

D等（不通過，60分以下）

三、透過讀寫診斷以持續輔導學生書寫表達能力



國文

• 必修大一國文課程 4學分（一學年）

• 使用本校國文共用教材

• 強化中文閱讀與寫作

一般學生

僑生&外籍生

 必修大一國文課程 4學分（一學年）
 依學生程度與需求編撰適當教材
 接受新生中文能力會考前測，前測成績達C級(含)以上者，改上一般

生班。

得以改修學生

 學測或指考國文成績達頂標，且本校中文能力會考達A等（85分以上）者，108學
年度第2學期可申請改修博雅課程「經典文化」領域中文相關2學分課程1門，其
所修得學分數仍計入國文學分，但不得計入通識博雅學分。

 可改修的博雅課程及申請時間請見語言與文化中心網站公告。



英文

大一英文修習規定：

1. 各學系學生（含外籍新生）必修基礎英文共 6學分（一學年）：英
語聽講實習2學分、英文閱讀4學分。

2. 依照學生指考及學測成績，採分級（共三級）授課，並由學生依其
級等上網選課。

來自英語系國家或是以英語為官方語言國家之學生：一律分級為第三級。

未有指考、學測成績入學學生，如：轉學生及僑生等，語言與文化中心
將安排檢測分級考試。

入學時已通過等同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 能力之學生，得抵免大一英文4
學分(意謂已取得4學分)，且須修習進階英文2學分。

若入學前提出語言能力證明(如高中成績單等)，可選擇同一般生繼續修
習大一英文課程(即英文閱讀4學分及英語聽講實習2 學分)，或選擇免修
一般大一英文課程，而改修通識全英文課程6學分(或進階英文課程6學
分)。



英文
• 大一英文抵免檢定標準

• 通過AP考試成績，得申請「英文閱讀」4學分之抵免。

• 英檢成績達以上標準者可辦理抵免大一英文6學分，但必須修習2學分進階英文課程，
如：「英文寫作與修辭」、「影視英文」、「英文文學：世界文化的窗口」等。符
合資格者應於一年級上學期開學加退選期間攜帶相關成績單至語言與文化中心辦理。

• 大一英文修課流程圖，請上網查詢，網址： https://lc.kmu.edu.tw

CEF語言能力
參考指標

TOEFL
IELTS GEPT TOEIC CSEPT Cambridge 

Main Suite BULATSPBT
(ITP) CBT IBT

B2 Vantage 565 227 87 6.0 
中高級
複試
通過

800 第二級
340 FCE ALTE 

Level 3

大學先修課名 Advanced Placement (AP)

課程名稱及標準
(English Language and composition/English Literature and 
composition) Level3



英文輔導機制
(1)輔導課程：依據各學系畢業門檻所對照之CEFR能力指標開辦

「進修英文」課程(B1 Threshold等同英檢中級初試；B2 Vantage等
同英檢中高級初試(含)以上)，供未能通過英檢考試之學生修習。
修讀合格之學生，視同通過畢業門檻。另舉辦英檢考試技巧講座
及英檢模擬考，以輔導學生通過英檢考試。此外，針對個人及課
程需求，亦開設「寫作診療室」及「文法診療室」 。

(2)自學教室：語言自學教室內備有多樣性的線上自學軟體與書籍，
並有外文雜誌供學生自修參考。



英語學習護照

1) Tense Buster：線上自學課程。

2) 英語學習角：於中午時段與外師練習英文口說。

3) 英語診療室：由專業老師協助批改作文。

4) 英檢輔導課：針對多益檢定提供指導與練習機會。

(詳細集點方法將公告於語言與文化中心網站)

點數要求 (占學期總成績5分)

收集總計20點以上：學期總成績加2分

級數 1級 2級 3級

點數 7點 5點 3點

集點方式



運算思維能力測驗

一、前後測規劃

二、修課種類：

• 前測成績未達指標分數之學生須修習基礎課程A類「基礎程式設計與運算思
維」，並於學期間至線上自學輔導系統學習。

• 前測成績達指標分數以上之學生則可選擇修讀A類課程，或修讀基礎課程B類，
包含「AI人工智慧工程概論」、「生醫自動化工程與AI機器人」及「網路與
網頁設計」三門。

前測 後測

時間 入學前新生訓練 每學期期末

對象 大一新生 大一學生



108學年度運算思維能力測驗及
「基礎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修課流程

新生入學

運算思維能力測驗

`

基礎課程A類

• 基礎程式設計與
運算思維(Python)

基礎課程B類
1. AI 人工智慧工程概論

2. 生醫自動化工程與AI機器人
3. 網路與網頁設計

指標分數以下 指標分數以上者
（鼓勵選修）

通識教育中心開設（2學分）



博雅課程
學分 領域名稱 學分說明

16 領域一：公民與社會 七領域至少修習其
中五領域各一門課
程

領域二：全球在地

領域三：經典文化

領域四：思考推論

領域五：審美鑑賞

領域六：環境與科學

領域七：跨域融通

博雅課程修課管道與相關規定
• 由通識教育中心開課的固定上課時段(週二和週三下午時段)
• 暑假：夏季學院(高醫大認列之其他學校通識課程)
• 線上課程：跨校「通識教育磨課師」--國立交通大學與國立空中大學合作之線

上通識課計畫 (符合相關規定者始可修課)



107學年度第2學期起增加「微學分」、「深碗課程」

微學分（博雅不分領域） 深碗課程（博雅七大領域）

 每項藝文活動採計為0.1學分，至多
採計2學分

 以整數學分採計（至畢業前一學期）
 課程名稱：藝文活動賞析 材料與生活（2學分） 材料科技新知（1學分）

微電影與媒介應用（2學分） 微電影製播（1學分）

0.1 1學分10場

2學分 1學分

2學分 1學分



108學年度學生「微學分」修課、認證流程



體驗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

修
開課學

期
說明 抵免

大學入門 0 必 大一上

 透過正式課程的主題單元、非正
式課程活動等多元學習的方式，
引導高中生接軌大學生活、了解
大學教育的目的與實踐。

 以Pass / Fail (通過/不通
過)為依據，60分（含）
以上為通過。

凡是曾經於任一大學
修習過一學期(含)以上
課程之學生-轉學生、
復學生、重修生，皆
毋須再修習「大學入
門」課程。
抵免請洽通識教育中
心（濟世大樓CS902，
分機：2259*881）。

服務學習 0 必 大一下

 透過「準備」、「服
務」、「反思與慶賀」
三大階段的課程設計，
讓學生從服務人群中體
驗社會關懷的人文素養。

 以Pass / Fail (通過/不通
過)為依據，60分（含）
以上為通過。

 醫化系開課學期為四上

抵免請洽人文與藝術
教育中心（濟世大樓
CS902，分機：
2259*881）。



體驗課程‐服務學習
週次 階段 授課內容 授課教師 備註

1

準備

課程介紹；服務機構介紹；
服務機構志願選填

主負責老師
2
3 服務學習分組完成；小組討論(或

機構參訪)；服務學習準備計畫
主負責老師
帶組老師4

5

服務

服務實作 帶組老師

服務實作扣除期中考週
後，共十週

6
7
8
9 期中考週
10

服務實作/小組討論 帶組老師

11
12
13
14
15
16 反思

與
慶賀

心得與反思
成果發表會

主負責老師
帶組老師17

18 期末考週

*每學年第一學期新生週講授「服務學習理念」



體驗課程‐大學入門

• 時間：新生週108.09.4
• 內容：校長給新生的話、通識課程介紹(實體課程) 。服務

學習、性別平等、智慧財產權保護、校史介紹(線上課程)
共同課程

•時間：新生週108.09.02‐108.09.06及學期期間

•內容：高醫書院(相見歡、迎新共膳、闖關活動等)、通識

教育中心舉辦的藝文系列活動(依興趣選項參加)

人文素養及書院
課程

• 時間：依各系規劃

• 內容：院系介紹、校院系核心能力與課程地圖及基本救
命術（BLS）課程

各系課程

• 時間：學期期間

• 內容：校長講座(依興趣選場參加)校長講座



體育課程(必修兩學年0學分)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注意事項

籃球 室外：綜合球場暨集會場  選課
體育課程於各個時段均開設數種
選項，各系為固定時段興趣選課
(不可跨系選課)，唯健康體適能
課程與自費項目：游泳、羽球課，
可辦理人工加選課(必修不計學分
/四學期)
 羽球
需繳交場地使用費(500元/1學期)
及保險費，並自備羽球拍及羽球
一筒
 游泳
需繳交場地使用費(600元/十格使
用卷)及保險費
 健康體適能
以BMI>25或三高者優先選課

排球 室外：排球場

網球 室外：紅土網球場

桌球 室內：桌球室

羽球 室內：加賀羽球館

游泳 室內：自由游泳池

韻律有氧 室內：舞蹈教室

瑜珈有氧 室內：舞蹈教室

健康體適能 室內：舞蹈教室



歡迎各位同學來到通識教育中心！
由於通識教育中心各單位位於不同樓層，為了便利U & ME的作業，
請照下表分開填學分抵免表，再送到辦理單位喔！（3個工作天後取件）
學校總機：07-3121101

準備文件：
☑ 學分抵免表
☑ 原修習科目、擬申請抵免科目的課程大綱、進度
☑ 成績單（正本）
最新公告都在通識教育中心網站置頂公告(持續更新)：cge.kmu.edu.tw

抵免科目 辦公室 承辦人/分機 備註

7大領域的通識博雅課程
濟世9樓(902室)
--出電梯對面

王小姐2259轉872

大學入門、服務學習 施小姐2259轉881

國文、第二外語
濟世3樓(307室) 徐小姐2259轉302

吳小姐2259轉304

語言中心有專用抵免單

英文

體育 濟世1樓(115室) 陳小姐2259轉100

微積分、普物、普物實驗、基礎程
式設計與運算思維

舊二棟(E29室) 林先生2245轉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