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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識課程修習要點 

(106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111.05.11 

 

一、本校自 106學年度起，共同科目分為體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1)；通識課程依「語文」、「人文學

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數學」及「跨域專長」等五大領域分類。 

二、共同科目與通識課程基本修習原則： 

共同科目與通識課程 修 習 原 則 說 明 

共

同

科

目 

體育 必修，1 至 2 年級共 4 學期 2年級採興趣選項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1) 必修，1 年級 1 學期  

 

 

 

 

 

 

通 

 

 

識 

 

 

課 

 

 

程 

 

 

 

語文 

國文 必修，1 年級 1 學年 4 學分  

外文 必修，1 年級 1 學年 4 學分 

1. 以英文為主，惟大

一新生入學考試英

文成績達本校平均

分數以上得修習其

他外文。 

2. 外文及外語實習以

同一種語言為限。 

外語實習 必修，1 年級 1 學年 2 學分 

 

 

人文學科 

歷史 

依學系領域規定選課 

(見表1及表2) 

 

文學 

文明思想 

藝術 

 

 

社會科學 

政治 

依學系領域規定選課 

(見表1及表2) 

 

經濟 

社會 

心理 

自然科學

與數學 

自然科學 
依學系領域規定選課 

(見表1及表2) 

 

數學 

電腦資訊 

跨域專長 必修，同一專長，12 學分 
大一下學期選定專長， 

大二開始修習課程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免修跨域專長 

※本校通識課程主開科系一覽表，詳如附件一 

※修業規定依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公告之必修科目表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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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0-105學年度入學適用之重補修規定（應修共同科目與通識課程 28學分）： 

(一)105學年度(含)以前入學之重補修生(含轉學生)，原應修習「電腦資訊」改修習「自然通識」替代；原應修

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國際情勢」改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1)」。 

(二)自 108學年度起歷史課程停開，原「歷史」課程，以「人文通識」課程中「CEA2 人文通識：中國現代化的

歷程」、「CEA3 人文通識：中國歷史與社會」、「CEA4 人文通識：中國歷史文物」等三門課程替代。 

四、跨域專長 

(一)適用對象 

1.106學年度起入學新生，跨域專長為校定必修科目，以同一組專長為限，共計 6門課 12學分。 

2.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免修跨域專長；惟 2年級(含)以上學生，可加選跨域專長課程。 

3.跨域專長非研究所基礎學科，為保障大學部學生權益，不開放研究所學生選課。 

4.本校跨域專長開設一覽表，詳如附件二。 

(二)專長選填與選課 

1.修習跨域專長需選外系所開設之跨域專長，不得選同一學系不同組別所開設之跨域專長。 

2.大學部學生於一年級下學期選填志願，二年級開始修習；已選定跨域專長身分者，直接帶入跨域課檔，無須

自行加選課程；已匯入課檔者不得自行退選跨域專長課程。 

3.寒暑假轉學生於報到註冊後至第二階段選課前，直接於學生專區選擇專長身分（選定跨域專長後始得辦理抵

免），並於選課時間內，自行加選該專長課程。 

4.大學部一年級學生無跨域專長身分者不可選「跨域專長」課程。 

(三)修課規定 

1.具跨域專長身分學生，僅可加選該跨域專長開設之課程；若有任何一科不及格者，只需重補修該課程，不必

整組課程重修。 

2.原跨域專長停開且尚未完成修習學生，可加選該系組所指定開設之跨域專長的課程，詳見表 3。 

3.轉系學生不需更換跨域專長身分。 

4.因修習輔系/雙學位申請免修或更換跨域專長者，已修習之跨域專長學分不得承認通識學分，是否承認為外

系選修學分，由各系自訂。 

5.105 學年度(含)前入學學生修習「跨域專長」課程，「跨域人文」承認為人文通識、「跨域社會」承認為社

會通識及「跨域自然」承認為自然通識，承認通識學分以該學系學生應修習領域學分數者為上限。 

(四)免修申請 

1.各項免修申請規定於每學期公告之選課期間受理申請。 

2.本系專業課程與跨域專長課程名稱相同或相似者，可於規定時間內申請免修，請填免修申請表至跨域專長主

開科系申請（免修課程以三科為限）。通過免修申請之課程將不列入畢業學分並需退選該課程。 

3.修習輔系/雙學位/專業學分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之學生，得於規定時間內，申請免修跨域專長。因故申請

放棄輔系/雙學位/專業學分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時，學分認定情形如下： 

(1)修習同一輔系/雙學位學分數（學分性質為輔/雙）/專業學分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已達 12學分時，得承認

其中 12學分為跨域專長（學年課不完整之學分不予承認），其餘學分數是否承認為外系學分由各系認定。 

(2)修習同一輔系/雙學位/專業學分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之學分數未達 12學分時，則需依各跨域專長所剩之

名額重新選擇一組跨域專長，並完整修習 6門課程 12學分。 

4.免修非抵免學分，不足之學分數，需依各學系之修業規定，自行補足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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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相關規定： 

(一)除國文、外文以外，修習本系主開之通識課程科目，不計入通識學分；主開單位為學院之通識課程科目，該

院學生修習不計入通識學分。 

(二）共同科目與通識教育中心合開之通識課程，全校學生皆可修習，不受主開科系不計入通識學分之限制。 

(三）課程名稱相同且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課程名稱有異動者，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覆修習。 

(四）修習「國文」、「外文類」、「歷史類」、「電腦資訊類」科目超過規定之應修學分，不列入通識學分。 

(五）專業課程不得認抵通識課程。（跨域專長依第四點辦理） 

(六）跨領域第二專長學分學程得承認通識課程學分數相關規定，說明如下： 

         105學年度(含)前入學學生得以第二專長學分學程承認通識學分，該學程分為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三大領

域，學生修習該學程者，得承認各該領域通識課程學分，惟該學系學生應修習該領域學分數者為限，以一個學程為

限，詳見表1、表4。 

表 1：各學系領域學生應修通識領域學分數 

     通識領域 

 

學系領域 

語文 人文通識 社會通識 自然通識 跨域專長 總計學分 

人文藝術 10 2 4 4 12 32 

社會科學 10 4 2 4 12 32 

自然科學 10 4 4 2 12 32 

修業規定依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公告之必修科目表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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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學系領域一覽表 

學院 學系 學系領域 學院 學系 學系領域 

文學院 

哲學系 

中文系 

史學系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工學院 

化材系 

電機系 

機械系 

紡織系 

資工系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國際暨外語學院 

日文系 

韓文系 

俄文系 

英文系 

法文系 

德文系 

全商系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 

商學院 

國貿系 

國企系 

會計系 

觀光系 

資管系 

財金系 

行銷系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理學院 

應數系 

物理系 

化學系 

地理系 

大氣系 

地質系 

生科系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新傳學院 

新聞系 

廣告系 

資傳系 

大傳系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法學院 法律系 社會科學 藝術學院 

美術系 

音樂系 

國樂系 

戲劇系 

國劇系 

舞蹈系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院 

政治系 

經濟系 

勞動系 

社福系 

行管系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環設學院 

都計系 

建築系 

景觀系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農學院 

園生系 

動科系 

森保系 

土資系 

生應系 

營養系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教育學院 
教育系 

心輔系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 

體健學院 

體育系 

技擊國術系 

運健系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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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跨域專長停開課程重補修規定 

  

專長名稱 停開課程 替代課程 

生活財經 

Y205跨域社會：生活財經法律(一)：公司篇 Y537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實用法律常識 

Y206跨域社會：生活財經法律(二)：保險篇 Y538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保險篇 

Y207跨域社會：生活財經法律(三)：票據篇 Y539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票據篇 

Y208跨域社會：生活財經法律(四)：證券投資篇 Y540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證券投資篇 

Y209跨域社會：生活財經法律(五)：金融衍生性商品篇 Y541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犯罪與刑事司法概要 

Y210跨域社會：生活財經法律(六)：金融消費者保護篇 Y542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金融消費者保護篇 

法律生活 

Y199跨域社會：法律戀愛學 
Y200跨域社會：消費者保護與爭議解決機制 
Y201跨域社會：不動產交易 
Y202跨域社會：社群媒體與法律 
Y203跨域社會：職場權益維護 
Y204跨域社會：藝術、智財與法律 

Y531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法律紛爭解決機制 
Y532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旅遊與法律 
Y533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租稅與法律 
Y534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生活與法律 
Y535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婚姻家庭與租稅 
Y536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創業與法律 

本專長停開之課程可任選同一專長所開設之替代課程替代，補足跨域專長規定之 12 學分 

日本觀光
（停開） 

↓ 
新開 

日本文化/
旅遊日語 

Y003 跨域人文：旅遊日語 Y516跨域人文：基礎旅遊日語會話 
Y517跨域人文：進階旅遊日語會話 

Y005 跨域人文：日本企業簡報技巧 Y514跨域人文：日本現勢 
Y520跨域人文：初階日語 

Y006 跨域人文：日本動漫御宅學 Y513跨域人文：日本地理與文化遺產 
Y515跨域人文：酷日本文化 

國際貿易 

Y362跨域社會:國際經貿組織概說 
Y363跨域社會:報關通運倉儲概說 

Y528跨域社會:國際金融概說 
Y529跨域社會:外匯避險操作概說 

本專長停開之課程可任選同一專長所開設之替代課程替代，補足跨域專長規定之 12 學分 

德國文化 

Y153跨域人文：德國社會問題 Y530跨域人文：德國社會制度 

Y152跨域人文：德國音樂與詩歌 
Y154跨域人文：德國歷史 
Y155跨域人文：德國歌劇 

Y545跨域人文：歐洲音樂史 
Y546跨域人文：歐洲經濟 
Y547跨域人文：德語區飲食文化 

（Y152、Y154、Y155）任一門課程不及格者，得就（Y545、Y546、Y547）課程擇一補修；如修習前述三門課程皆
不及格者，需補修三門新開課程。 

生物科技 Y092跨域自然：生物科技倫理 Y548跨域自然：食品安全與保健生物科技 

劇場藝術 
Y082跨域人文：劇場表演與導演 
Y084跨域人文：觀者創造力 

Y543跨域人文：劇場導演 
Y544跨域人文：影劇音樂賞析 

本專長停開之課程可任選同一專長所開設之替代課程替代，補足跨域專長規定之 12 學分。 

心理生活 Y474 跨域社會：藝術與心理探究 Y555跨域社會：心理與人生 

新聞傳播 Y419 跨域社會：媒介經營與管理 Y556跨域社會：公共事務報導 

人群服務 Y237 跨域社會：青少年兒童問題與診斷 Y557跨域社會：青少年兒童問題與大數據運用 

證券投資 
Y059 跨域社會：財金新聞分析 Y558跨域社會：財金新聞導讀 

Y060 跨域社會：投資心理學概論(A) Y559跨域社會：投資心理與生活(A) 

金融行銷 
Y395 跨域社會：保險實務 Y560跨域社會：保險與人生 

Y396 跨域社會：顧客關係行銷 Y561跨域社會：顧客關係管理 

理財規劃 
Y402 跨域社會：投資心理學概論(B) Y562跨域社會：投資心理與生活(B) 

Y398 跨域社會：財務報表判讀 Y563跨域社會：財務報表 ABC 

教育生活 Y476跨域社會：童軍教育 Y569跨域社會：教育政策與實踐 

經營管理 Y347跨域社會：資訊管理 Y570跨域社會：組織行為 

服務管理 
Y349跨域社會：文化差異與服務業行銷 Y571跨域社會：服務業管理 

Y352跨域社會：銷售人員管理 Y572跨域社會：衝突管理 

實務分析
（停開） 
請補修 
基礎分析 
指定課程 

Y169跨域自然：智能統計 Y163跨域自然：認識統計 

Y170跨域自然：大數據個案實務分析 Y164跨域自然：大數據分析概論 

Y171跨域自然：統計工具之應用 Y165跨域自然：生活與統計分析 

Y172跨域自然：淺談資料探勘 Y166跨域自然：數據透視 

Y173跨域自然：實用數據語言 Y167跨域自然：數據分析語言 

Y174跨域自然：投資創業之迴歸應用 Y168跨域自然：投資與創業之財務規劃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識課程修習要點（106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第 6 頁 

表 4：第二專長學分學程承認領域 

學分學程名稱 承認領域 

世界地理與觀光學分學程 自然科學 

智慧手機 APP 設計學分學程 自然科學 

日本觀光文化產業學分學程 人文學科 

俄羅斯文化與社會學分學程 人文學科 

職場英語與跨文化溝通學分學程 人文學科 

認識德國學分學程 人文學科 

法國文化觀光學分學程 人文學科 

韓國文化與語言學分學程 人文學科 

環境魔法師學分學程 人文、社會、自然各採認一門課 2 學分 

全球化與國家發展學分學程 社會科學 

影像設計與傳播應用學分學程 社會科學 

趨勢與創新報導學分學程 社會科學 

實用商務法律學分學程 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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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通識課程一覽表 
通識課程領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修習規定 主開系所 備註 

語文 

國文 國文(4) 必修 中文系  
外文 英文(4) 必修（六選一） 

以英文為主，大
一新生入學
考試英文成
績達本校平
均分數以上
得修習其他
外文 

語文中心  
日文(4) 日文系  
韓文(4) 韓文系  
法文(4) 法文系  
德文(4) 德文系  

俄文(4) 俄文系  

語文實習 (2) 配合修習之外文 
課程 

語文中心  

人文學科 

歷史 CEA2 人文通識︰中國現代化的歷程(2)  史學系  
CEA3 人文通識︰中國歷史與社會(2)  史學系 
CEA4 人文通識︰中國歷史文物(2)  史學系  
CEA5 人文通識：臺灣歷史與文化(2)  史學系  

文學 CE08 人文通識：中國文學導讀(2)  中文系  
CE09 人文通識：歐美文學導讀(2)  外語學院  

文明
思想 

CE05 人文通識：社會宗教與倫理(2)  哲學系  
CE38 人文通識：西洋哲學導論(2)  哲學系  
CE39 人文通識：世界文明史(2)  史學系  
CE40 人文通識：中華文明史(2)  史學系  
CE54 人文通識：中國哲學通論(2)  哲學系  
CE65 人文通識：世界遺產巡禮(2)  史學系/通識中心  
CE67 人文通識：孔學今義(2)  中文系  
CE75 人文通識：儒家哲學與現代社會(2)  哲學系  
CE76 人文通識：道家哲學與當代文明(2)  哲學系  
CE78 人文通識：佛教文化史(2)  史學系  
CE79 人文通識：基督教文化史(2)  史學系  
CE80 人文通識：認識伊斯蘭-宗教、歷史與

文化(2) 
 史學系  

CE82 人文通識：中西思想導論 (2)  史學系  
CE88 人文通識：邏輯思考與應用(2)  哲學系  
CE92 人文通識：文化人類學(2)  史學系  
CE95 人文通識：古代中國庶民生活文化(2)  史學系  
CE96 人文通識：中華文化經典智慧(2)  中文系/哲學系  
CEA7 人文通識：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構

築與變容(2) 
 日文系/通識中心  

CEA8 人文通識︰當代韓國社會議題(2)  韓文系/通識中心  
CEA9 人文通識︰認識越南文化(2)  中文系/通識中心  
CEB0 人文通識︰圖像中的藝術與文化(2)  史學系  
CEB2 人文通識︰三國演義的歷史世界(2)  史學系  

藝術 CE03 人文通識：中西藝術通論(2)  藝術學院  
CE63 人文通識：藝術欣賞(2)  藝術學院  
CE89 人文通識：浪漫時期之音樂欣賞(2)  音樂系  
CE90 人文通識：戲劇藝術導論(2)  戲劇系  
CEB5 人文通識：歐洲音樂史(2)  德文系/通識中心  

社會科學 

政治 CE47 社會通識：西洋政治思想史(2)  政治系  
CE50 社會通識：中國大陸研究導論(2)  國發所  
CE53 社會通識：國際政治與現勢(2)  政治系  
CEB4 社會通識：中國大陸與兩岸關係(2)  國發所  
CEB6 社會通識：德國政府與政治(2)  德文系/通識中心  

經濟 CE06 社會通識：國際經濟與企業經營(2)  國貿系  
CE48 社會通識：經濟學(2)  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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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課程一覽表（續） 
通識課程領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修習規定 主開系所 備註 

社會科 
學 

經濟 CE69 社會通識：個人理財與投資(2)  財金系  
CE97 社會通識：經濟環境與政策(2)  經濟系  

社會 CE10 社會通識：社會問題與適應(2)  社福系  
CE61 社會通識：智慧財產權(2)  法律系  
CE62 社會通識：原住民文化認同(2)  政治系/通識中心  
CE68 社會通識：國際文化暨國際服務(2)  社福系  
CE71 社會通識：創意與創新(2)  動科系/通識中心  
CE77 社會通識：數位時代媒體新素養(2)  新傳學院  
CE81 社會通識：品格典範導讀(2)  教育系  
CE93 社會通識：社會議題與公民賦權(2)  國發所  

心理 CE49 社會通識：心理學(2)  心輔系  
CE60 社會通識：性別與社會(2)  社福系  
CE73 社會通識：性別平等教育(2)  教育系  
CE87 社會通識：社會心理學(2)  心輔系  
CEB1 社會通識：幸福心理學(2)  心輔系  

自然科
學與數
學 

自然
科學 

CE04 自然通識：環境與生態(2)  土資系  

CE12 自然通識：科技發展與人物(2)  工學院  

CE44 自然通識：物理學(2)  物理系  

CE91 自然通識：物理學與創意思考(2)  物理系  

CE45 自然通識：化學(2)  化學系  

CE46 自然通識：生命科學(2)  生科系  

CE41 自然通識：自然科學發展(2)  理學院  

CE74 自然通識：世界的資源與環境(2)  理學院/通識中心  
CE56 自然通識：永續環境與防災(2)  大氣系  

CE64 自然通識：氣候變遷與永續環境(2)  大氣系  

CE57 自然通識：天然災害(2)  地理系  

CE58 自然通識：認識綠色能源(2)  工學院/通識中心  
CE59 自然通識：環境安全衛生(2)  物理系/通識中心  
CE83 自然通識：台灣的環境與天然災害(2)  大氣系  

CE94 自然通識：氣候變遷與調適(2)  大氣系  

CEA6 自然通識：氣候變遷與極端災害(2)  大氣系  

CEB3 自然通識：探索宇宙(2)  物理系/通識中心  
數學 CE43 自然通識：微積分(2)  應數系  

CE42 自然通識：統計學(2)  應數系  

電腦
資訊 

CE98 自然通識：Excel 資料分析與設計(2)  資工系/資管系  
CE99 自然通識︰行動裝置程式設計(2)  資工系/資管系  
CEA0 自然通識︰資訊科技與物聯網(2)  資工系/資管系  
CEA1 自然通識︰圖形化程式設計(2)  資工系/資管系  

*與共同科目與通識教育中心合開之通識課程，全校學生皆可修習，不受主開學系不計入通識學分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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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跨域專長一覽表 
代碼 跨域專長名稱 跨域專長簡稱 主開系所 
U X01 日本觀光文化產業（107學年度起停招） 日本觀光 日文系 

U X02 韓國文化與語言 韓國文化 韓文系 

U X03 職場英語溝通 職場英語 英文系 

U X04 地理科技與智慧生活 地理智慧 地理系 

U X05 應用氣象 應用氣象 大氣系 

U X06 森林休閒與應用 森林休閒 森保系 

U X07 綠色能源科技概論 綠色能源 化材系 

U X08 多媒體影音技術應用 多媒體 電機系 

U X10 證券投資 證券投資 財金系財金組 

U X11 傳播與文化 傳播文化 大傳系 

U X12 劇場藝術 劇場藝術 戲劇系 

U X13 舞蹈藝術 舞蹈 舞蹈系 

U X14 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 生技所 

U X15 廣告與數位設計 數位廣告 廣告系 

U X16 科學傳播 科學傳播 大傳系 

U X17 中西哲學素養 哲學素養 哲學系 

U X18 文學名著與現代生活 文學名著 中文系文學組 

U X19 國學經典與現代生活 國學經典 中文系文學組 

U X20 故事與寫作 故事寫作 中文系文藝組 

U X21 史學與實務應用 史學應用 史學系 

U X22 俄羅斯文化與社會 俄國文化 俄文系 

U X23 法國文化與社會 法國文化 法文系 

U X24 德國文化與社會 德國文化 德文系 

U X25 資料分析,智慧與應用(基礎班) 基礎分析 應數系 

U X26 資料分析,智慧與應用(實務班)-111學年度起停招 實務分析 應數系 

U X27 光電科技與藝術 光電科技 物理系 

U X28 智慧型應用化學 智慧化學 化學系 

U X29 生活與地質 生活地質 地質系 

U X30 生活中的生物學 日常生物 生科系 

U X31 法律與生活 法律生活 法學組 

U X32 生活財經法律通論 生活財經 財經組 

U X33 全球化與公民參與 公民參與 政治系 

U X34 全球化與經濟 全球化 經濟系 

U X35 綠色經濟 綠色經濟 經濟系 

U X36 職場之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 人力組 

U X37 職場之勞資關係 勞資關係 勞資組 

U X38 個人與社會發展 人群服務 社福系 

U X39 個人與社會關懷 社會實踐 社福系 

U X40 公務員養成教育 公職養成 行管系 

U X41 行政管理實務 行管實務 行管系 

U X42 健康永續樂活園藝 樂活園藝 園生系 

U X43 動物科學與生活 動科生活 動科系 

U X44 自然資產管理 自然資產 土資系 

U X45 健康家庭與優質生活 優質生活 生應系 

U X46 營養保健 營養 營養系 

U X47 前瞻材料與化工技術 前瞻材料 化材系 

U X48 電機技術應用 電機應用 電機系 

U X49 智能機器人 機器人 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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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專長一覽表（續） 
代碼 跨域專長名稱 跨域專長簡稱 主開系所 
U X50 創客自造 創客自造 機械系 

U X51 紡織與生活 紡織設計 紡織系 

U X52 智慧生活科技 生活科技 資工系 

U X53 智慧理財科技 理財科技 資工系 

U X54 國際行銷 國際行銷 國貿系 

U X55 國際貿易 國際貿易 國貿系 

U X56 經營管理 經營管理 國企系 

U X57 服務管理 服務管理 國企系 

U X58 基礎會計與財稅 會計財稅 會計系 

U X59 餐旅產業 餐旅產業 觀光系 

U X60 觀光休閒與遊憩 觀光休閒 觀光系 

U X61 行動 App 開發 App 開發 資管系 

U X62 商業情報分析 商情分析 資管系 

U X63 金融服務與行銷 金融行銷 財金系金行組 

U X64 理財與投資規劃 理財規劃 財金系財金組 

U X65 新聞傳播 新聞傳播 新聞系 

U X66 視覺傳播設計 視傳 資傳系 

U X67 資訊傳播科技應用 資傳 資傳系 

U X68 美術與生活 美術生活 美術系 

U X69 音樂與生活 音樂樂活 音樂系 

U X70 傳統音樂與生活 音樂生活 國樂系 

U X71 戲曲文化藝術 戲曲藝術 國劇系 

U X72 科技與藝術 科技藝術 科藝所 

U X73 不動產開發 土地開發 都計系 

U X74 建築及都市設計 建築設計 建築系 

U X75 環境美學與設計 美學創意 景觀系 

U X76 教育與生活 教育生活 教育系 

U X77 體育與運動產業賞析 運動賞析 體育系 

U X78 體育與運動概述 運動概述 體育系 

U X79 武術與生活 武術生活 國術系 

U X80 心理與生活 心理生活 心輔系 

U X81 運動健康服務 運健服務 運健系 

U X82 藝術與心理健康 藝術心理 科藝所 

U X83 日本文化產業 日本文化 日文系 

U X84 基礎旅遊日語 旅遊日語 日文系 

U X85 我愛中華（外籍生專班，限符合資格者修習） 我愛中華 中文系文學組 
U X86 永續社區與綠能實踐 

（USR計畫專班，限符合資格者修習） 
社區實踐 行管系 

U X87 行銷實務 行銷實務 行銷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