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本校通識教育之目標與沿革
1882 年 (民國前 30 年)，加拿大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士馬偕‧叡理博士 (Rev.
Dr. George Leslie Mackay)在淡水設立「牛津理學堂大書院」，簡稱「牛津書院」
(Oxford College)。當時所開設的科目，除了神學「聖經道理」外，尚有屬社會科
學的「歷史」、「倫理」、「中國字部」、「中國歷史」，屬自然科學的「天文」、「地
理」
、
「地質」
、
「植物」
、
「動物」
、
「礦物」以及「醫學理論」
、
「解剖學」
、
「臨床實
習」等，可謂是台灣通識教育的先驅。
自民國 83 年本校改制為學院以來，已體認到通識教育在大學教育中扮演的
重要角色。究其原因，我們深深覺得光靠專業教育，並不足以培養出社會真正需
要的人才。台灣近二、三十年來，固然專業教育提供了工商企業殷切需求之專門
技術與服務，提昇了企業發展有利條件，甚至成就了台灣經濟奇蹟；但也由於大
學教育過於側重專門技術的傳授，而忽略健全人格的薰陶，導致人性失去關懷，
道德勇氣因之淪落，社會風氣為之敗壞。衡量得失，正所謂顧此失彼。這種現象，
在許多先進國家也是屢見不鮮。
有鑑於此，本校特在 86 年 8 月召開「全校教育改革會議」
，以共謀改進方針。
於會議總結時，葉前校長明確指出：本校大學理念是我們辦學的正確指引，為達
到本校的教育目標，通識課程將扮演無可替代的角色，而如何妥善規劃具體可行
的通識課程，以遂本校全人教育的目標，則將是一個既重要、且嚴肅的課題。
為了完成通識課程的規劃工作，首先成立「通識課程研究小組」，制訂「通
識課程實施辦法」，博徵廣納中外有關通識教育的經驗與看法，集思規劃適合本
校師生特質的通識課程，以落實教育理想。
本校通識教育的目標乃在實踐本校的大學理念，亦即在建立人的主體性，培
育學生成為：
(1) 一個具「3H」(3H 即謙遜的 (Humble)、人道的 (Humane)、幽默的 (Humorous))
特質而有教養的人。
(2) 一個具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的人。
(3) 一個具自我學習能力的人。
(4) 一個具國際視野的人。
本校在推動通識教育之初，有關通識教育的課程架構由教務處課務組負責。
為進一步強化通識教育工作，經校務會議通過修改本校的組織規程，並經教育部
核准，自 89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成立「通識教育學部」，進而在 93 年 8 月 1 日起
更名為「通識教育學院」，爾後於 98 年 8 月 1 日正名為「通識教育中心」。為因
應所屬教師學術專長之差異，於中心下設五個通識教育學科：(1) 語文學科 (2)
人文社會學科(3) 自然科學學科 (4) 資訊學科 (5) 體育學科。另外，為使通識教
學及藝文活動能有效推展，在吳校長的引導下，中心在台北淡水校區設教學行政
組及藝文企劃組，在台南麻豆校區設博雅教育組，掌理通識相關業務，期能透過
組織改造，強化通識教育的主體性，提升通識教育課程及藝文活動之品質，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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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預設的教育目標。
為擘劃本校通識教育長遠的教育目標、適切的課程架構與工作方針，於 98
年成立「通識教育委員會」
，由校長親自主持，成員包括校內外學者專家及校友。
經一年的激烈辯論、虛心研議，終於完成 99 學年度入學生的新課程架構。這次
課程研議分由通識教育中心與教務處分別針對通識教育課程與校訂共同必修課
程進行商議。其間通識教育中心召開若干次檢討會，以彙集中心專任教師的共識，
交由中心課程委員會研訂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同樣的，教務處也召開若干會議，
密集與各學系交換意見，擬訂校訂共同必修課程架構。合併以上課程，依序交「通
識教育委員會」
、
「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研議定案，並訂定「真理大學
校訂共同課程及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辦法」以為規範。

貳、全校課程架構
一、學生修課分布圖

二、課程說明
(一) 專業課程
每一學生須在所屬的專業學系所開設之 100 學分之專業課程中至少選讀 90
學分 (必、選修課程悉依所屬專業學系之規定)。
(二) 校訂共同必修課程
每一學生須依循校訂共同課程的規範修習 16 學分之校訂共同必修課程，其
課程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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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國語文
(1) 旨在訓練學生能以外語直接與國際人士溝通。
(2) 計 8 學分，包括英文與日文等兩種語文，除應用英語學系規定修習
日文外，其餘各學系均修習英文。
(3) 英文採分級教學，依學生英文入學成績 (學測或指定考科之成績)
分為 A、B 二級。屬 A 級學生修習「外國語文進階-英語語訓」及「外
國語文進階-英語讀本」
，學年課程各 4 學分；屬 B 級之學生修習「外
國語文基礎-英語語訓」及「外國語文基礎-英語讀本」
，學年課程各
4 學分。其中「英語語訓」在一年級修習；
「英語讀本」於二年級修
習。
(4) 日文課程包括：
「外國語文--日語 (一)」
、
「外國語文--日語 (二)」
、
「外
國語文--日語 (三)」及「外國語文--日語 (四)」各 2 學分。其中「外
國語文--日語 (一)」及「外國語文--日語 (二)」在一年級修習；
「外
國語文--日語 (三)」及「外國語文--日語 (四)」於二年級修習。
2. 本國語文
(1) 本課程旨在提升學生語文人文素養，與國語文之競爭能力。包括公
職、研究所、證照之書寫應考能力，以及就業市場所需之應用能力。
(2) 在一年級修習，每週上課 2 小時，計 2 學分。
3. 資訊素養
(1) 旨在訓練學生能理解電腦原理，並能利用電腦蒐集、整理及分析資
料。而體認應用電腦是現代人自我學習的重要能力之一。
(2) 在一年級修習 (學年課程)，每週上課 2 小時，計 4 學分。
4. 專業倫理
本課程一學期 2 學分，由各學系自行規畫，依據不同專業開設專業倫
理課程，並搭配輔導、反思、實作等相關配套教學。
5. 體育
(1) 旨在教育學生適度規律運動及運動參與，以促進身體健康，提升健
康適能之運動技能與培養休閒運動及運動表現賞析，達到打造健康
校園及養成終身運動習慣。
(2) 在一、二年級修習，每週上課 2 小時，計 4 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數。
6. 服務教育
(1) 旨在透過服務過程中獲得學習的效果，培育學生養成以專業知能服
務人群的利他精神，進而提升專業素養，達到學習的目的。
(2) 在一年級修習，每週上課 1 小時，計 2 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3) 進修學士班學生免修習此課程。
(三) 通識教育課程
1. 計 14 學分，每一學生須依循通識課程規範，選讀 6 學分之通識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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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修課程及 8 學分之通識分類選修課程。
通識核心必修課程
通識核心必修課程計 6 學分，規定學生需跨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及社
會科學各修習一科目，2 學分。其中：
(1) 人文科學包括：「思維方法」及「文學與藝術」
；
(2) 自然科學為「自然科學概論」；
(3) 社會科學包括：「社會科學概論」及「法律與生活」。

※每一學系所修習的科目由各學系與通識教育中心共同商議決定。此
外，每一學生可選修其餘的通識核心課程充當通識分類選修課程。
3. 通識分類選修課程
通識分類選修課程計 8 學分，計分為人文科學類、自然科學類、社會
科學類及生活技能類，學生須依下列規定修習：
(1) 人文學院學生，至少需修 1 科自然科學類、1 科社會科學類，其
餘 2 科目可於四大類任選。
(2) 觀光休閒事業學院、運動知識學院和管理學院學生，至少需修 1
科人文科學類、1 科自然科學類，其餘 2 科則可於四大類任選。
(四) 校訂共同選修課程
校訂共同選修課程即全校自由選修課程，旨在拓展學生的知識廣度，同時考
量學生的志趣。修習之相關規定如下：
1. 原則上每一學生須在全校其他專業學系所開設的課程中任意選讀 10 學
分之課程，惟所選讀的課程不得與所屬專業學系之課程雷同 (指科目名
稱相同或授課內容類似)。
2. 每一學生亦可選讀通識核心必修及分類選修課程 (指超出應修習 14 學
分之通識教育課程的部分)，以作為校訂共同選修課程。
3. 每一學生可選讀「體育興趣選項」 (如「籃球」
、
「羽球」
、
「高爾夫」等)
充當校訂共同選修課程，但最多以一科目 2 學分為限。
4. 每一學生可選讀「國防教育課程」充當校訂共同選修課程，惟以一科目
2 學分為限。(※學生若欲參與預官考選，則必須在四年期間修習 8 學分
之國防教育課程)
5. 每一學生亦可選讀本系課程作為校訂共同選修課程，惟各學系不得硬性
規定學生一定要修習本系課程以替代校訂共同選修課程。
6. 校訂共同選修課程之其他規定及學分抵免，由各學系負責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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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99 學年度校訂共同必修課程及通識教育課程修課內容與修課時程規劃表

學制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英語語訓(2)

英語語訓(2)

英語讀本(2)

英語讀本(2)

日語(一) (2)

日語(二) (2)

日語(三) (2)

日語(四) (2)

資訊素養(2)

資訊素養(2)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專業倫理 (2)

日
間

體育(一) (1)

體育(二) (1)

服務教育(1)

服務教育(1)

體育(三) (1)

體育(四) (1)

部

本國語文(2)、人文核心(2)
自然核心(2)、社會核心(2)
分類選修(8)

備註 1：課程名稱後括號內數字為該課程學分數。
備註 2：
「外國語文--日語(一) ~ (四)」為應用英語學系規定修習之校訂共同必修課程，
其餘各系之校訂共同必修課程皆指定為「英語語訓」及「英語讀本」課程。
備註 3：「專業倫理」課程由各學系自行規劃。
備註 4：「體育」和「服務教育」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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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99 學年度入學生校訂共同必修與通識核心必修課程各學系修課時程規劃表

課程名稱
學系

人文核心

社會核心

思維方法或

法律與生活或

文學與藝術

社會科學概論

一上

一下

一上

自然核心

語文

自然科學概論

本國語文

一下

一上

一下

一上

餐旅管理學系









休閒遊憩事業學系









一下

航空運輸管理學系









自然資源應用學系











知識管理學系
資訊應用學系














工商管理學系









日本語文學系









應用英語學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水域運動休閒學系



















三、課程特色
由前面所述，本校通識課程 (包括校訂共同課程) 的規劃已涵蓋各個領域，
也期許本校學生在德、智、體、群、美等各方面均能達到均衡的發展。同時，我
們也要特別指出，藉由校訂共同選修課程，可紓解同學們在大學聯考前填鴨式教
育的缺憾，讓同學們有彈性與人性化的選擇空間，在無形之中引領學生走向更適
性的發展，並達成激發學生潛能與擴充知識廣度的教育目標。
四、課程重、補修規定
(一) 校訂共同必修課程
1. 「外國語文」
、
「本國語文」
、
「資訊素養」和「服務教育」
：均需補修相
同科目名稱之課程始得抵免之。
2. 「專業倫理」：按各系規定辦理。
(二) 通識核心必修課程
涉及重、補修時，學生得從任一核心必修課程中，自行決定所欲修習之科目，
惟不得與修習過之核心必修課程重複。但若學期中停修原系所排定之核心必修
課程，則需補修原課程 (但轉學生及重補修此課程之學生，不在此限)。

真理大學台南校區「99 學年度通識教育課程手冊」

6

參、校訂共同選修課程 (自由選修課程) 之修習指引
校訂共同選修課程之設計旨在落實通識教育的精神，希望每一學生能擴大自
己的知識廣度，同時亦能兼顧個人的志趣，故學生有許多的選擇方式。為使每一
學生都能充分運用這 10 個學分，所以列舉一些選讀範例，以供學生參考。希望
每一學生都能「有所為而為」地妥善規劃所欲選讀之課程，進而成就個人的最適
學習與最大成長。
根據學生之可能修習情況，我們將它歸屬為 (一) 遨遊四海型 (二) 集中學
習型 (三) 專業深化型，茲舉例說明如下。
一、遨遊四海型
指同學依個人興趣及意願，在全校課程中任意修習若干科目，達 10 學分以
上，而所修習之科目與自身的專業未必有關。這樣的選讀規劃，可以擴大學生的
知識廣度及滿足個人興趣。
範例-1：甲為英文系的學生，他修習國貿系之「國際貿易實務」(3 學分)、企管
系之「管理學」(3 學分)、觀光系之「生態旅遊與保育」(2 學分) 及財金系之「保
險學」(3 學分)，合計 11 學分。
範例-2：乙為經濟系的學生，他修習資管系之「資訊管理概論」(3 學分)、英文
系之「新聞英語」(2 學分)、文資系之「台灣文化史」(3 學分)，再多選讀一門通
識核心選修科目 (2 學分)，合計 10 學分。
範例-3：丙為數學系的學生，他修習工管系之「品質工程」(3 學分)、企管系之
「情緒管理」(3 學分)、及一門國防教育課程 (2 學分)，再多選讀一門通識核心
選修科目 (2 學分)，合計 10 學分。
二、集中學習型
指學生將 10 個學分都鎖定在同一領域上，以形成「學程 (次專長)」的雛型。
若同學願意再額外多修一些相關課程，便可完成「學程」或「輔系」的修習。
範例-4：丁為企管系的學生，為增多外文能力，可集中修習日文課程，如修習全
校共同必修之「外國語文--日文 (一)」、「外國語文--日文 (二)」、「外國語文--日
文 (三)」、「外國語文--日文 (四)」及相關日文課程，合計 10 學分以上，以形成
第二外語能力。
範例-5：戊為財金系的學生，為增強英文能力，可至英文系集中修習英文課程，
如「新聞英語」(2 學分)、「小說選讀」(2 學分)、「商用英文」(2 學分) 及「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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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慣用語」(4 學分)，合計 10 學分。
範例-6：己為應日系的學生，集中修習企管系之「企業概論」(3 學分)、
「行銷管
理」(6 學分) 及「管理科學」(3 學分)，合計 12 學分。(※語文科學生都可做類
似規劃，以本身語文優勢為基礎，而轉換的另一種專業)
三、專業深化型
指學生將 10 個學分都鎖定在與自身專業有關的課程，以更強化自身的專業
能力。
範例-7：庚為精算系的學生，修習財金系之「投資學」(6 學分)、「金融市場」(3
學分) 及「金融風險管理」(2 學分)，合計 11 學分。
範例-8：辛為經濟系的學生，修習精算系之「變異數分析」(3 學分)、
「多變量分
析」(3 學分)、財金系之「財物工程導論」(3 學分) 及多修自身專業學系之某一
門選修課程 (3 學分)，合計 12 學分。
範例-9：辰為文資系的學生，可至資管系或資工系修習 10 學分資訊相關課程，
以增長自身的資訊應用能力。
範例-10：巳為觀數系的學生，可至觀光系修習 10 學分觀光事業之相關課程，以
強化自身的專業基礎能力；或至資管系或資工系修習 10 學分資訊相關課程，以
增長自身的資訊應用能力；當然亦可至前述三系合修 10 學分之課程，同時增長
觀光與資訊之知識。

肆、展望
隨著教育政策的開放，上大學不再是青年人難圓的夢。無可諱言，並不是每
個上大學的學生在起跑點上都帄等，甚至於有些學生並未準備好上大學，然而最
值得大家一起關心的應該是終點。也就是說，大學生在四年中到底能學到什麼？
華盛頓大學 Howard Lee Nostrand 教授就指出：
「通識教育，除了職業訓練的功能
之外，主旨在成就個人的整體健全發展，包括提昇生活的目的，提煉對情緒的反
應，以及運用我們當代最好的知識來充分瞭解各項事務的本質」。換言之，通識
教育並不執著於造就所謂「有用的」人才，其真正目的是在培養學生的悟性，擴
充他們推理和感受的能力。它並不教什麼特殊的知識或技巧，而是為了豐富學生
的心智，促使他們發展自我批判與獨立的思考能力，使他們儘量少受或不受偏見、
迷信和教條的束縛。簡單的說，是培養一個「了解自己、尊重他人」的獨立個體。
有道是「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希望透過通識課程的妥善規劃，加上老師諄
真理大學台南校區「99 學年度通識教育課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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諄教誨，以及同學虛心學習，使得本校的畢業生不但有專業知識的才能，同時具
有幽默、謙遜及人道等特質的人格，做一個真正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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