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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課程表     110.05.03 

一、課程架構 

課程分類 學分數 領域名稱 
修課

年級 

AI 領域 1 人工智慧概論 大一 

英文領域 6 

基礎英文（A）、基礎英文（B） 大一 

英文閱讀與寫作 大二 

 

核心課程 
12 

藝術與人文思維（6學分） 
建議 

大一 

至 

大二 
公民與社會探究（6學分） 

多元選修課程 10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跨域學習與實踐(大一可選修) 

大二 

至 

大四 

  

備註:(1) 核心課程每學期每位學生選課至多可各選 1門， 

         多元課程每學期每位學生選課至多可選 4門。 

     (2) 核心課程「藝術與人文思維」必修至少乙門中文類課程(註記ã)。 

     (3) 多元選修課程至少必修三領域，但「跨域學習與實踐」大一可選修。 

     (4) 榮譽學程「批判性思考」與「青年領袖論壇」規劃為通識自由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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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課程（每ㄧ課程為 3 學分，實際確定開授課程請以當學期選課公告為準） 

藝 

 

術 

 

與 

 

人 

 

文 

 

思 

 

維 

 

（6 學分） 

課 程 名 稱 課程負責教師 備 註 

1.文學中的現代軌跡 林美清 ã 中文類課程 
2.傳記文學選讀及寫作 陳姿蓉 ã 中文類課程 
3.現代詩與當代文化 劉德玲 ã 中文類課程 
4.寓言-經典與多元思維 韓學宏 ã 中文類課程 
5.臺灣詩．鄉土情 徐慧鈺 ã 中文類課程 
6.哲學與文化 邸 彥 兼任教師 

7.思辨與選擇 待聘  

8.音樂的語言 周悅如  

9.歌劇與歌劇院 洪于淳  

10.倫理與美學：電影與戲劇中的 

   莎士比亞 
鄭惠芳  

11.西洋文學概論: 古代作品選讀 張玉燕  

12.歐美戲劇 黃尹瑩  

13.北美小說、技藝與性別角色 葉玉慧  

 

公 

 

民 

 

與 

 

社 

 

會 

 

探 

 

究 

 

（6 學分） 

1.政治學與現代公民 王賀白  

2.法學緒論 陳英淙  

3.現代公民的社會學想像 陳麗如  

4.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王光正 
醫管、資管、工管系

不得選修 

5.中國近世歷史與士人文化 待聘  

6.文化與歷史思維 待聘  

7.環境危機與當代世界 待聘 
修過「環境史：自然與

人的對話」不得選修 

8.近代東亞的歷史變遷與發展 楊明哲  

9.社會心理學 胡正申  

10.科技法律 蘇詔勤  

11 自由主義 林火旺 兼任教師 

12.全球與兩岸政治經濟 王俊元 兼任教師 

13.管理與現代社會 鄭道有 
醫管、資管、工管系

不得選修/兼任教師 

14.腦與認知 吳 嫻 兼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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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多元選修課程（每ㄧ課程為 2 學分，實際確定開授課程請以當學期選課公告為準） 

課 程 名 稱 課程負責教師 備 註 

人文藝術領域 

1 醫古文 鄭銘德 上學期開授/中醫系兼任教師 

2 現代詩 
陳姿蓉 

劉德玲 

 

3 詩詞選讀 

林美清 

劉德玲 

韓學宏 

 

4 中文寫作 陳姿蓉 人數上限 25 人 

5 古典短篇小說選讀 林美清  

6 張愛玲小說選讀 林美清  

7 文學與人生 劉德玲  

8 紅樓夢之詩詞品賞 徐慧鈺  

9 臺灣古典文學選讀 徐慧鈺  

10 史學名著選讀    韓學宏  

11 自然生態文學 韓學宏  

12 音樂與文化 周悅如  

13 電影與音樂 周悅如  

14 音樂中的浪漫主義 周悅如  

15 室內樂作品欣賞與實習 周悅如 人數上限 15 人/需通過授課教師甄選大一新生可選修 

16 殿堂之外：現代音樂與流行樂文化 周悅如  

17 器樂大師經典作品賞析 洪于淳  

18 弦樂作品賞析 洪于淳  

19 音樂與情緒 許淑婷 兼任教師 

20 近代戲曲賞析 王友蘭 兼任教師 

21 明清俗曲與現代民歌 王友蘭 兼任教師 

22 基礎素描 陳昱銘 兼任教師 

23 西洋美術巡禮 洪進丁 兼任教師 

24 中國繪畫入門 江正誠 兼任教師 

25 電影與醫學的對話 林美清 王賀白老師合開 

26 道家思想導論與導讀 邸 彥 兼任教師 

27 人生哲學 待聘 兼任教師 
28 聖經與科學 賴朝松 電子系教師 

29 英美小說選讀 英文科教師 人數上限 30 人 

30 商務英語溝通 英文科教師 人數上限 30 人 

31 新聞英語 英文科教師 人數上限 30 人 

32 國際時事閱讀與會話 英文科教師 人數上限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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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英文簡報技巧 葉玉慧 人數上限 30 人 

34 美國大眾文化與世界 英文科教師 人數上限 60 人 

35 旅遊英文 英文科教師 人數上限 60 人 

36 學術英文寫作 田康人 須修畢英文寫作/人數上限 25 人 

37 日文（一） 朱 順 人數上限 60 人/兼任教師 

38 日文（二） 朱 順 須具備日文（一）能力/兼任教師/人數上限 60人 

39 日文（一） 村中恒仁 人數上限 60 人/兼任教師 

40 日文（二） 村中恒仁 須具備日文（一）能力/兼任教師/人數上限 60人 

41 日文（三） 村中恒仁 須具備日文（二）能力/兼任教師/人數上限 60人 

42 德文（一） 楊文敏 兼任教師/人數上限 60 人 

43 德文（二） 楊文敏 須具備德文（一）能力/兼任教師/人數上限 60人 

44 德文（三） 楊文敏 須具備德文（二）能力/兼任教師/人數上限 60人 

45 初階法文 程鳳屏 兼任教師/人數上限 60 人 

46 進階法文 程鳳屏 須具備初階法文能力/兼任教師/人數上限 60人 

社會科學領域 

1 中國近、現代史 楊明哲   

2 歷史與人物 楊明哲  

3 醫學、疾病與現代東亞社會 張淑卿 醫學系教師/上學期開授 

4 傳染病史概論 張淑卿 醫學系教師/下學期開授 

5 人權與民主法治 陳英淙  

6 1960 年代專題 王賀白  

7 經典閱讀:<羅爾斯正義論> 王賀白  

8 醫療與社會 陳麗如  

9 性別、科技與社會 陳麗如  

10 賽局理論 王光正  

11 危機調適理論與實務 胡正申  

12 團體動力在人際互動的應用 丁華 兼任老師 

13 科技倫理 蘇詔勤  

14 管理經濟學 王榮杰 醫管、工管、資管系不得選修/兼任教師 

15 個人理財與投資 王榮杰 兼任教師 

16 財務管理與分析 王榮杰 工管系不得選修/兼任教師 

17 法律與生活 于茂宗 兼任教師 

18 影像中的社會與文化 李舒中 醫學系教師 

19 網路社會學 吳懷義 輔大教師 

20 兩性關係 王怡文 護理系教師 

21 親職教育 陳惠茹 早療所教師 

22 自我探索 陳惠茹 早療所教師 

23 人際溝通 陳惠茹 早療所教師 

24 特殊教育導論 陳麗如 早療所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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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涯發展與規劃 陳麗如 早療所教師 

26 認識銀髮族 林佩欣 物治系教師/上學期開授 

27 瘟癘瘴蠱 劉世東 微免科教師 

28 生命的科學 孫明宗 機械系教師/下學期開授 

29 生物科技產業之認識與分析 林稟彬 兼任教師 

30 全球化思維的領導與決策 楊志誠 兼任教師 

31 媒體素養 黃聿清 兼任教師 

32 企業組織與工作倫理 鄭道有 資工系/兼任教師/上學期開授 

33 企業組織與工作倫理 胡致仁 電子系/兼任教師/上學期開授 

34 企業組織與工作倫理 胡致仁 電機系/兼任教師/上學期開授 

35 企業組織與工作倫理 李文義 機械系/工管系教師/上學期開授 

36 企業組織與工作倫理 李文義 化材系/工管系教師/上學期開授  

37 智慧財產權 劉耀明 資工系/兼任教師/下學期開授  

38 智慧財產權 黃孝惇 電子系/兼任教師/上學期開授 

39 智慧財產權 邱榮輝 電機系/電機系教師/下學期開授 

40 智慧財產權 黃孝惇 機械系/兼任教師/上學期開授 

41 智慧財產權 黃孝惇 化材系/兼任教師/下學期開授 

42 溝通技巧與領導統御 丁華 資工系/兼任教師/下學期開授 

43 溝通技巧與領導統御 胡致仁 電子系/兼任教師/下學期開授  

44 溝通技巧與領導統御 胡致仁 電機系/兼任教師/下學期開授 

45 溝通技巧與領導統御 蘇詔勤 機械系/下學期開授 

自然科學領域 

1 營養與保健 王彥懿 醫學院各系不得選修/兼任教師  

2 生命科學導論 周淑娥 醫學院各系不得選修 

3 藥物與生活 謝珮文 醫學院各系不得選修/天藥所教師/下學期開授 

4 針灸學概論 薛宏昇 中醫系不得選修 

5 中藥的養生保健與美容 待聘 中醫系不得選修/人數上限 35 人 

6 草藥的認識與應用 楊榮季 中醫系不得選修/中醫系教師 

7 中醫概論 吳宜鴻 中醫系不得選修/中醫系教師/上學期開授  

8 生物技術概論 張國友 醫技系不得選修/醫技系教師 

9 生物技術及生物資訊之發展現況 廖威超 生醫、醫技系不得選修/分醫中心教師 

10 數位革新：智慧型人機介面 黃朝錦 
資管、資工系、AI 學位學程不得選修/人數

上限 25 人/自備手提電腦或行動裝置器材 

11 網頁設計美學 資訊教師 
資管、資工系、AI 學位學程不得選修/ 

人數上限 40 人  

12 部落格數位生活 資訊教師 
資管、資工系、AI 學位學程不得選修/ 

人數上限 40 人 

13 程式寫作邏輯導論 資訊教師 
資管、資工系、AI 學位學程不得選修/ 

人數上限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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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料處理與應用 資訊教師 
資管、資工系、AI 學位學程不得選修/ 

人數上限 40 人 

15 資料庫的理論與應用 資訊教師 
資管、資工系、AI 學位學程不得選修/ 

人數上限 40 人 

16 大數據之旅-挑戰 Kaggle 黃朝錦 
資管、資工系、AI 學位學程不得選修/ 

人數上限 20 人 

17 R 程式語言入門 張淑滿 
工管、資管、資工系、AI 學位學程不得

選修/人數上限 40 人 

18 借力使力人工智慧 許炳堅 電子系教師 

19 旁通的雙智慧運算與科技 許炳堅 電子系教師 

20 生命科學與工程 賴瑞陽 化材系不得選修/生化與生醫所教師  

21 生醫材料概論 劉士榮 化材系不得選修/機械系教師 

22 自然界的趣味數學 黃朝錦  

23 新興能源技術概論 吳明忠 化材系教師 

24 人類性學概論 黃世聰 長庚醫師/上學期開授 

25 食品安全與健康 顏宗海 長庚醫師/下學期開授 

跨域學習與實踐領域（大一可選修） 

1 利他行為與生死迷思 陳英淙 USR 課程，須至實際參與地區訪談  

2 大學與社區連結 楊明哲 
USR 課程，須至校外場域上課 /人數上限

30 人 

3 從急救案例到人生省思 牟永平 兼任教師 

4 創新、創意、創業開發課程 王永樑 生醫系教師 

5 
龜山區稻米產業多元化- 

清酒釀造 
何金龍 

上課時間需詳閱課程大綱/限大二(含)以上選

修且須年滿 18 歲無酒精過敏/USR 課程，須

至校外場域上課/1.5 學分/人數上限 20 人 

6 
服務學習與營隊活動導論

(一~六) 
何金龍 微型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