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知 

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22日 

聯絡人：陳美至組員 

聯絡電話：05-2717181 

主旨：有關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選課注意事項，請轉知所

屬系主任、導師及學生，請查照。 

說明： 

一、 各學年度入學學生通識教育畢業規定，請至大學部通識教育必選修科目冊

https://reurl.cc/OLRyX 及課程地圖 https://reurl.cc/YjjDV4 查詢。 

 (一)通識教育必修： 

1. 國文：有關選課、加簽、學分抵修(抵免)問題請電洽民雄校區中文系

(05-2263411 轉 2101、2103)。（大一下學期必須自行上網選課）。 

2. 英文：有關選課、加簽、學分抵修(抵免)等問題請電洽民雄校區語言中心

(05-2263411 轉 1701、1702)。 

3. 體育：選課、加簽、抵修(抵免)等問題請洽民雄校區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05-2263411 轉 3001)。（大二上、下學期必須自行上網選課）。 

4. 校園服務：有關選課、加簽、抵修(抵免)等問題請洽所屬學系系辦。 

5. 基礎程式設計：有關選課、加簽、抵修(抵免)等問題請洽教務處通識教育

中心。 

(二)通識教育選修(領域)課程：https://reurl.cc/OqWq5A，請依最新學年度查詢。 

1. 必須自行上網選課；網路通識課程每人每學期限選修 1門。 

2. 各學院學系不採認課程，請至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網頁/通識教育課程資

訊/選課注意事項/各學院學系不採認課程查詢 https://reurl.cc/q4Klp(請選

擇入學之學年度進入查詢)。 

3. 通識領域課程最多可篩選上 2 門（預選（登記選課）階段，每位同學最多

篩選上 2 門，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 3 門；每位同學每學期最多可選修 3

門課程，含網路通識課程）。通識選修（領域）課程額滿後，於加退選階

段每門課程開放登記列印額滿加簽單至多 5人，若加簽登記額滿請選俢其

他未額滿課程。 

惟延畢生、轉學生所缺之通識學分無法於畢業當學期修畢等特殊情形，且

空堂時段皆無未額滿課程或無法登記加簽成功者，得視情況以人工加簽方

式辦理。（符合前項條件者，請於加退選期間內親洽、email或電話洽詢教

務處通識教育中心，經審核加簽身份無誤後，將給予一組加簽驗證碼，再

至蘭潭校區通識教育中心、民雄校區教務組及新民校區聯合辦公室領取人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52395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52395
https://reurl.cc/OLRyX
https://reurl.cc/YjjDV4
https://reurl.cc/OqWq5A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4989


工加簽單後，依序辦理人工加簽流程。） 

二、 名稱相同之課程(含課程名稱相同但領域名稱不同之科目或不同授課教師)

勿重覆修習，學分僅採計 1次(學分不重覆採計)。 

三、 各入學年度通識課程規定 

(一) 99學年度~105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舊生）：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修課要點第二點第三款規定，「99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入學學生應修畢全校通識課程 30 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類課程為

12 學分，包括國文 6 學分（其中應包括應用文至少 2 學分）、英文 6 學分，

以及選修課程 18學分，至少須包括歷史文化與藝術、社會探究、物質科學、

生命科學及公民意識與法治五大領域中各一門「核心課程」」。 

【通識課程 30 學分之分配法則】 

1.通識必修課程 12 學分： 

（1）國文 6 學分（其中應包括應用文至少 2學分） 

（2）英文 6 學分 

（3）體育 0 學分（大一上、下學期及大二上、下學期共四學期，大二上、

下學期體育不得修習相同項目） 

（4）服務學習 0學分（大一上、下學期；107 學年度起「服務學習」更名

為「校園服務」） 

2.通識領域選修課程 18 學分： 

 通識領域選修課程分為「核心課程」與「多元課程」，選課時須在歷史

文化與藝術、社會探究、物質科學、生命科學、公民意識與法治等五大

領域中，至少各選修一門「核心課程」。其餘學分可於「多元課程」中

選修。 

3. 99 學年度~105學年度各領域通識名稱與簡稱： 

領域名稱 簡稱 

1.歷史文化與藝術 
核心課程：簡稱（文-核） 

多元課程：簡稱（文） 

2.生命科學 
核心課程：簡稱（生-核） 

多元課程：簡稱（生） 

3.社會探究 
核心課程：簡稱（社-核） 

多元課程：簡稱（社） 

4.物質科學   
核心課程：簡稱（物-核） 

多元課程：簡稱（物）   

5.公民意識與法治   
核心課程：簡稱（法-核） 

多元課程：簡稱（法） 

4.通識講座、創業講座領域認定方式： 



（1）99學年度~105 學年度「通識講座」修課學生成績及格者可認抵為五

大領域之 1 門核心課程學分（五大領域-歷史文化與藝術、社會探究、

物質科學、生命科學、公民意識與法治），若核心課程學分已足夠

則可認抵為多元學分。 

（2）99學年度~105 學年度「創業講座（跨）」不可認抵為核心課程，僅

可採計為多元課程學分。 

 5.因應 106 學年度起通識教育領域名稱調整，原核心課程對應新領域名稱

一覽表如下（99~105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編號 原領域核心課程名稱 106學年度起替代領域課程名稱 

1 文學鑑賞（文核） 文學鑑賞（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 

2 藝術鑑賞（文核） 藝術鑑賞（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 

3 世界文明與當代社會（文核） 
世界文明與當代社會（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

域） 

4 教育與心理（社核） 教育與心理（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領域） 

5 管理與生活（社核） 管理與生活（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領域） 

6 金融市場與投資（社核） 金融市場與投資（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領域） 

7 教育與社會（社核） 教育與社會（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 

8 認識生命科學（生核） 認識生命科學（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領域） 

9 飲食與健康（生核） 飲食與健康（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領域） 

10 動物保護與福利（生核） 動物保護與福利（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領域） 

11 
環境生態與生物多樣性（生

核） 

環境生態與生物多樣性（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領

域） 

12 科學與生活（物核） 科學與生活（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13 數理邏輯（物核） 數理邏輯（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14 前瞻資訊科技（物核） 前瞻資訊科技（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15 地球科學探索（物核） 地球科學探索（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16 憲政體制與民主發展（法核） 
憲政體制與民主發展（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

域） 

17 人權與法律（法核） 人權與法律（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 

18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法核）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 

(二) 106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舊生）：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修課要點第二點第四款「106 學年度入學學生

應修畢全校通識課程三十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類課程為十二學分，包

括國文領域六學分（其中應包括應用文至少二學分）、英文六學分，以及

選修課程十八學分，包括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生

命探索與環境關懷、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及跨領

域，至少選修三個領域之課程，其他則自由選修。」。 

【通識課程 30 學分之分配法則】 

1.通識必修課程 12 學分： 



（1）國文 6 學分（其中應包括應用文至少二學分） 

（2）英文 6 學分 

（3）體育 0 學分（大一上、下學期及大二上、下學期，大二上、下學期

體育不得修習相同項目） 

（4）服務學習 0學分（大一上、下學期；107 學年度起「服務學習」更名

為「校園服務」） 

2.通識選修（領域）課程 18 學分： 

通識選修（領域）課程須在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

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及跨

領域等各大領域，至少於三個領域中各選修一門課程，其他則自由選修。 

3. 106 學年度起通識領域課程名稱顯示方式： 

領域名稱 開課顯示方式 

1.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 如：性別平等教育（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 

2.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 如：文學鑑賞（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 

3.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 如：認識生命科學（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領域） 

4.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   如：人際關係與溝通（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領域） 

5.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如：科學與生活（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6.跨領域 如：物理探究與實作服務學習（跨領域） 

4.「通識講座」、「創業講座」課程領域認定方式： 

 106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選修「通識講座」或「創業講座」成績及格者，認

定為跨領域學分。 

5.為因應 108 學年度起大學國文（III）：應用文及大二英文：英文溝通訓練

（三）不開課，需選修領域通識選修課程「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領域」中

之相關課程，成績及格者可申請抵修，重補修替代課程一覽表如下（99~106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107學年度前 

課程名稱 
108學年度起替代課程名稱 

抵修 

審核單位 

大學國文（III） 

：應用文 
中文實用語文（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領域） 中國文學系 

大二英文：英文

溝通訓練（三） 

多元主題英文溝通訓練-OOO，如：多元主題英文溝通

訓練-職場英文（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領域） 
語言中心 

(三) 107-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含大一新生）：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修課要點第二點第五款「107 學年度以後入學

學生應修畢全校通識課程三十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課程為十學分，包

括國文領域四學分、英文四學分、基礎程式設計二學分，以及選修課程二

十學分，包括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生命探索與環

境關懷、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語文應用與溝通實

務及跨領域，至少選修三個領域之課程，其他則自由選修。」 



【通識課程 30 學分之分配法則】 

1.通識必修課程 10 學分： 

（1）國文 4 學分（大一上、下學期共二學期） 

（2）英文 4 學分（大一上、下學期共二學期） 

（3）基礎程式設計 2 學分（108學年度起由系統預先設定，包班上課。） 

（4）體育 0 學分（大一上、下學期及大二上、下學期共四學期；大二上、

下學期體育不得修習相同項目） 

（5）校園服務 0學分（大一上、下學期共二學期） 

2.通識選修（領域）課程 20 學分： 

通識選修（領域）課程須在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   

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語

文應用與溝通實務及跨領域等各大領域，至少選修三個領域之課程，其

他則自由選修。 

四、 建議通識選修（領域）學分修課配置表： 

      年級 
 學期 

大一 大二 大三 

上學期 2門 2-3門 1門 

下學期 2門 2-3門 1門 

合計 8 學分 8-12學分 4學分 

備註： 
1.建議 99學年度~105學年度入學學生，於大一及大二先修畢應修核心課程。 
2.106學年度入學學生應修通識選修課程 18學分，建議於大二至少修習 6學分。 
3.107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應修通識選修課程 20學分，建議於大二至少修習 8學分。   

五、 自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本校學生可修習本學系以外之他系專業必修課

程採計為通識教育選修學分。修習外系專業必修課程抵修為通識選修學分

之課程清單及各學系不採認情形，請至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網頁/通識教育

課程資訊/選課注意事項/修習外系專業必修課程抵修為通識選修學分之課

程清單及各學系不採認情形查詢 https://reurl.cc/GVgMyv(請選擇入學之學年

度進入查詢)。「國立嘉義大學各系專業必修課程抵修通識教育選修學分注

意事項」請至教務處/法規專區/法規彙編網頁查詢 https://reurl.cc/jqXM3p。 

 

    此致 

各學系 

                                              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敬啟 

https://reurl.cc/GVgMyv
https://reurl.cc/jqXM3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