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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通識課程修課完成檢核表 
通識課程我完成了幾項？請注意若是沒有完成是不能畢業的呦~ 

   學號:             系級:           姓名:            (本表適用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之大一學生)  

科目名稱 課程執行內容 完成打勾 

通識基礎課程(共 16 學分) 

大學國文 

(4 學分) 

第一學期 大學國文(一)(二)：無需自行選課，由國語文教學中心， 

以跨系分班方式轉入。 

（本項不適用進修學士班、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及中文系） 

□ 

第二學期 □ 

大學英文 

(8 學分) 

大一英文(一) 第一學期(2 學分)：新生無需自行選課，轉學生及復學生需自行加選 □ 

大一英文(二) 第二學期(2 學分)：新生無需自行選課，轉學生及復學生需自行加選 □ 

大二英文(一) 第一學期(1 學分)：外語中心另行公告。 □ 

大二英文(二) 第二學期(1 學分)：外語中心另行公告。 □ 

大三英文(2 學分)：無須自行選課。 □ 

核心必修 

(4 學分) 

公民參與(1 學分) 固定於大一修課，無須自行選課，由通識中心配課。課程操

作為「公民參與」+「社會實踐」一組，「人文與科技」+「創

意思考」一組，兩組上下學期對開時間固定。 

「公民參與」：修課期間需參加一場「藝文活動」。 

「社會實踐」：修課期間需參加一場「藝文活動」。 

□ 

社會實踐(1 學分) □ 

創意思考(1 學分) □ 

人文與科技(1 學分) □ 

通識選修課程(共 12 學分) 

人文領域（2 學分） 人文： 【統合領域依性質可選擇

抵免人文、社會、自然三

領領域。】 

□ 

社會領域（2 學分） 社會： □ 

自然領域（2 學分） 自然： □ 

其餘 6 學分自由選 

1. 其餘 6 學分可在各領域

(人文、社會、自然、統

合)隨意搭配。 

□ 

2. □ 

3. □ 

通識共同必修課程（共 4 學分必修，但不計入畢業學分）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具備國防理念與進行組織運籌管理及社會資源移轉能力 □ 

體育（大一） 
廣植基礎健康體適能，拓展運動學習領域，養成終身運動的習慣，進

而提高整體生活品質。 
□ 

*通過上列所有修課規定始符合畢業資格，為保障您的權益請仔細檢核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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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 學年度通識課程修課說明 

( 本 表 適 用 於 1 0 9 學 年 度 起 入 學 之 大 一 學 生 ) 

科目名稱 課程執行內容 負責單位 

通識基礎課程(共 16學分) 

大學國文 

(4學分) 

第一學期 大學國文(一)(二)：無需自行選課，由國語文教學中心，以跨系分班
方式轉入。（本項不適用進修學士班、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及中文系） 
9/6(五)13：00起，開放自行加退選，惟每班修課人數上限 50人。 

國語文教學中心 

(資電館 1樓) 

分機 5533 
第二學期 

外語文 

(8學分) 

大一英文(一)第一學期(2學分)：新生無需自行選課，轉學生及復學生需自行加選 

外語中心 

(資電館 1樓) 

分機 5881 

大一英文(二)第二學期(2學分)：新生無需自行選課，轉學生及復學生需自行加選 

大二英文(一)第一學期(1學分)：外語中心另行公告。 

大二英文(二)第二學期(1學分)：外語中心另行公告。 

大三英文(2學分)：無須自行選課。 

核心必修 

(4學分) 

公民參與(1學分) 固定於大一修課，無須自行選課，由通識中心配課。課程

操作「公民參與」+「社會實踐」一組，「人文與科技」+

「創意思考」一組，兩組上下學期對開時間固定。 

「公民參與」：修課期間需參加一場「藝文活動」。 

「社會實踐」：修課期間需參加一場「藝文活動」。 

通識中心 
(人言 10樓) 
分機 2144 

社會實踐(1學分) 

創意思考(1學分) 

人文與科技(1學分) 

通識選修課程(共 12學分) 

人文領域（2學分） 通識選修課程於畢業前需修習 12學分，其中必須要有人文 2

學分，社會 2學分，自然 2學分，剩餘的 6學分可由各領域

（人文、社會、自然、統合）隨意搭配。 

【統合領域可依性質抵免人文領域、社會領域、自然領域。】 

通識中心 

(人言 10樓) 

分機 2145 

社會領域（2學分） 

自然領域（2學分） 

其餘 6學分自由選 

通識共同必修課程（共 4學分，必修但不計入畢業學分）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具備國防理念與進行組織運籌管理及社會資源移轉能力 

軍訓室 

(行政二館2樓) 

分機 2516 

體育（大一） 
廣植基礎健康體適能，拓展運動學習領域，塑造終身運動的習

慣，進而提高整體生活品質。 

體育教學中心 

(體育館 1樓) 

分機 5927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書萁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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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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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課程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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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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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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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2)-必修不計入畢業學分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2)- 必修不計入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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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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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
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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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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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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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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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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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社會/ 
自然/
統合  

(6) 

選修通識課程(12) 
(12)

競
賽
活
動 
  

基礎通識課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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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通識教育、能力培養架構圖 
         

         

軟能力培養  通識課程(學分)  課程與作業  精英課程  卓越課程 
         

跨領域設計學院    
 

D-Project(3-5)  D-20學程 
         

社會創新學院    
 

社會設計專題  S-20學程 
        

創能學院    
 

7大 AI LABs  AI相關學程 
         

APP競賽  APP程式設計(1)   
 

程式設計進階  ios APP設計 
         

競賽活動 
 

統合領域(0-6)  專題製作課程 
 

社會參與課程  跨界社會創新實務 
        

應諾創客 
 

自然領域(2+)   
 

創業教育課程  基於挑戰的學習 
        

延伸閱讀 
 

社會領域(2+)   
 

海外交換學習  國際競爭力專案 
        

專題演講  人文領域(2+)    微學分*  領袖培訓 
 

      

交換學生 
 

大三英文(2)   
 

MOOCs課程  社會企業創業 
        

國際交流 
 

大二英文(1-1)   
 

  學生自主課程 
        

圖 書 館 
 

大一英文(2-2)   
 

  獨立研究 
        

風 之 廊 
 

國文(2-2)   
 

   
        

通識沙龍 
 

人文與科技(1)   
 

   
       

沙龍活動 1場 
 

創意思考(1)   
 

   
         

藝文活動 1場 
 

公民參與(1)   
 

   
         

藝文活動 1場 
 

社會實踐(1)   
 

   
         

關懷校園 
 

全民國防教育(2)   
 

   
        

志工活動 
 

社會參與微學分/大學社會責任講座 
 

   
        

體 適 能 
 

大一體育(2)  
 

   
        

社團活動 
 

 班級活動(0) 
 

   
        

         

 
逢甲通識教育針對所有同學： 
 

規劃通識必修、選修課程，以

及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藉

課程、活動及作業，培養同學

未來的競爭力。 
 

目標值：100%所有學生 

針對自我期許

的精英學生：

我們規劃具挑

戰性的課程，

以開發同學的

潛能。 
 

目標值：30% 

針對卓越的未

來領袖： 

我們透過所有

校內外資源，

培養下一代社

會領袖。 
 

目標值：10% 

校園資源 

 
規劃充實自

己涵養，且

具未來競爭

力的活動。 



你的未來不是夢，因為在逢甲 

 

能夠進的了逢甲大學，就有潛力成為跨國企業的營運長。 

但是，潛力和實力之間存在著落差，需要你有計畫地彌補其間差距。 

萬丈高樓平地起，期許 20年後功成名就，首先要計畫這 4年你要做什麼。 

記得，你比你想像的要厲害，逢甲大學也比你想像的厲害，我們希望用盡一

切資源協助你畢業前具備相當基礎，足夠追求你 20年後的夢。 

你需要的是建立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先要有理想，希望追

求的目標，再認清現有基礎，並瞭解與理想間的差距。再建立你畢業時希望達到

的目標，把這四年分為 8 個學期，每一天都進步，每一學期都達到期許的目標，

這樣，在畢業時，你可以驕傲地訴自己，我過了充實的四年，更有信心迎向美好

的未來。 

你們何其幸運，生在科技文明最發達的階段，智慧手機、網路、物聯網、機

器人、人工智慧充份發展，把人類社會帶到前所未有的方便及自在。你們何其幸

運，生在自由民主、經濟高度發展、社會和樂的台灣。但是，你們又何其不幸，

即將面對全球經濟不穩定、傳統工作大量消失、所得分配日益不平均、環境生態

難以平衡的未來。幸運的是，只要你肯學、肯持續關懷周遭社會，總會走出一條

屬於你的康莊大道。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學校及你的老師都會全力幫助你。 

全球有將近 2 億失業人口，約有 8.4 億勞工(佔總數 27%)每天收入低於

2 美元，就業人口中大約有 15 億人(佔總數 46%)是屬於弱勢就業。即使能

夠就業，大材小用(overqualified)的情況已經成為常態，青年中有過半數人

認定自己大材小用，全球約有 6.2 億青年處於「閑置」(idle)狀態，充份就

業幾乎已是不可能之事。此外，大約還有 13 億勞動人口沒有整合進全球勞

動市場中，整體而言，全球有超過 21 億人期待有更好的工作。 

人工智慧、機器人及生物科技的發展，將全面帶動「第四次工業革命」，

雖然會為人類帶來便利生活，但同時也將顛覆全球經濟模式。未來 20 年內

會有將近 5 成勞動力被機器人取代，重複性、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都將消

失。人類將面臨整個「失業世代」(jobless generation)的困局。2018 年世界

經濟論壇(WEF)針對科技對社會的衝擊，發表《未來工作趨勢報告,2018》。

書中指出，2030 年時的工作有 85%還沒被發明出來，過去職場所依賴的基

本能力，卻是最容易被淘汰的。包括：1)手工靈巧、耐力與精確; 2)記憶、

口語、聽覺與空間感; 3)財務與物料管理; 4)技術安裝與維護; 5)讀、寫、數

學與主動聆聽; 6)人力資源管理; 7)品管與安全意識; 8)協調與時間管理; 9)

視覺、聽覺與口說能力; 10)科技運用、監督與管控等，這些能力很容易被

機器人及人工智慧所取代，不應該是大學教育的主要目標，我們應該培養

同學能夠面對未來的能力。程式設計、大數據、資料分析、人工智慧、物

聯網、雲端運算、機器人等科技發展，已經是所有人都需要具備的基本常 05 



識。相形之下，未來職場最需要的能力如下： 

2022 年職場最需要的能力 

1.分析性思考與創新 6.解決複雜問題 

2.主動學習與學習策略 7.領導力與社會影響力 

3.創造力、原創性、自主決斷 8.情緒智商 

4.技術設計及程式設計 9.推理、解決問題與構思 

5.批判思考與分析 10.系統分析與評估 

知識固然重要，但軟能力及態度更為重要。為了培養同學具備上述職場所需

能力，我們特別在通識教育整體框架中，把這些能力的培養置入到各不同課程中，

奠定同學的基本素養。逢甲大學過去 15 年來，重視學習成效，以成果導向

課程規劃，推動學生能力培養的教學改革，達到學用合一的教育目標。面

對未來競爭，我們需要具備下列能力：對特定領域有深度的技能、溝通能

力、問題解決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全球化知能與經驗、終身學習的能力

與意願、學習如何學的能力、創造力與創新能力、企業家視野等。其中，

第一項「對特定領域有深度的技能」就是所有同學系上所培養的專業能力，

也是你畢業時找尋第一份工作所需要具備的能力。但是，畢業十年後，既

有知識不足以面對全新的挑戰，因此，需要在學期間就培養學生未來競爭

所需的軟能力。這份工作就由通識教育承擔。專業加上通識：有效運用工

具、運用良好人際關係在異質性成員中形成團隊、分工合作解決問題。這

就是同學未來的競爭力，學校也有責任為同學準備好面對未來競爭所需能

力的學習環境。 

每位逢甲同學都需要修習 28 個通識學分，以及參與一些非正式課程及

潛在課程的薰陶。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並不衝突、排斥，而是彼此合作，

共同打造同學畢業後面對挑戰所需的競爭力。 

通識中心以「厚植畢業十年後的品味、格局與競爭力」為職志，以培

養學生六大軟能力以及未來競爭力為課程地圖規劃的指導原則。對照著通

識課程地圖，所有必修、選修的課程及活動，都是為了達到同學能力培養

所規劃的設計。 

「國文」、「外文(英文/日文)」不只是語言訓練，更是表達力及溝通技

巧的培養。「專業外語」是職場所需應用外語能力的訓練。為了培養同學與

他人組成團隊，能與陌生人合作共同解決問題，我們特別規劃「公民參與」、

「社會實踐」、「人文與科技」、「創意思考」四門核心必修課程，不但要求

同學組成團隊合作解決問題，更要求同學透過報告能掌握問題分析的能力。

其中，「創意思考」讓同學能透過創意思考方法，集思廣益具備創意以解決

問題，更是未來競爭力的基礎。「APP程式設計」課，培養同學程式設計基

本思考模式，並能理解基本辭彙。「人文與科技」課程希望讓同學具備科技

應用的基本能力。藝文活動及通識沙龍，開拓同學視野，也增加了品味與

鑑賞能力，我們鼓勵同學多多參加為大家規劃的藝文活動、沙龍、漢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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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心及風之廊展覽。 

通識選修課程提供人文、社會、自然三大類課程，充實同學專業領域

以外的知識，培養同學博雅豐厚的學養。愈是與本科專業領域差距愈大的

題材，對大家的幫助愈大。未來競爭需要培養具備跨領域能力的人才，通

識課程的多樣性，正好提供同學多元的選擇。每學期超過 200 門的選修課

程讓同學有最大的選擇自由。 

在人文、社會、自然三個傳統領域之外，我們規劃特殊課程(統合類)，

讓同學能挑戰有難度的整合性課程。其中，「專題製作」課程已經是逢甲通

識的特色，它是團隊合作的實作課程，因為同學的付出，在成果發表時往

往也是最感動大家的時刻。此外，MOOCs數位課程、講座課程、微學分課

程、創業教育課程、社會參與課程，都是深具特色的課程，值得大家修習。

除此之外，跨領域設計學院(D School)和產業對接，而社會創新學院(s.School)

和社區、社會對接，是學校為了培養同學跨領域能力，用產業及社會的真

實專案提昇同學競爭力的規劃。此外，學校特別規劃成立創能學院(i.School)，

包括了六個 LABs，都是提供各系與未來科應用對接的設計。這三個虛擬學

院開授的課程及活動，請大家要多利用，以培養跨領域整合能力。 

 

對於想要成為未來領袖的同學，我們規劃卓越培訓課程，除了 D School

由企業贊助且投入的「專案設計」(D Project)深碗課程外，通識中心亦在統

合類課程中規劃「跨界社會創新實務」(在海內外以解決實際社會問題的做

中學專案)、「基於挑戰的學習」(以解決 21 世紀人類社會重大問題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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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創業」等課程，同時，還有由同學規劃、申請，挑戰有難度的

「學生自主課程」及「獨立研究」課程。此外，與企業合作，為了同學未

來競爭力的「國際競爭力專案」(包括程式開發、智能機器人、雲端運算、

大數據、Fintech、綠能等)，亦將以培育未來領袖模式推動。 

跨領域設計學院(D School)、社會創新學院(s.School)、創能學院(i.School)

都規劃具挑戰性的輔修學程，會是您未來競爭力最好培養的計畫，越主動

積極，就越能享受到學習的樂趣! 

* * * 

歐盟針對未來學習框架，提出左

圖，讓我們比較清楚較完善的學習應

該注意的事項。知識學習只是教育的

一部份，在傳統知識外，還應加強跨

領域整合知識、現代知識，以及整合

的主題知識。在技能部份，無論創造

力、批判思考、溝通及團隊合作，都

是未來競爭力最需要的軟能力。此

外，在品格部份，是我們最期待同孚

能夠培養的核心能力，如何持續保持

正向思維與好奇心，具有勇氣及調適

力，能夠從領導力角度思考具體作

法。 

因此，只是把上課的知識讀完，

只滿足了教育的一小部份，大學生應該有更宏觀視野，以及對自己未來競

爭力的構想。更重要的是，大學生要對自己有所期許，能夠主動學習，並

能主動規劃自己的學習，善用數位時代的資源、自我導向學習，培養面對

未來的競爭力，才不致被時代所淘汰。 

逢甲大學過去十餘年來一直都是全國教學卓越大學、產學合作績優學

校，持續落實成果導向的課程改革，甚至在服務學習、國際志工、國際辦

學、海外交換學習、實習等同學的競爭力培養事務，都已有完善的規劃，

只等同學們主動投入。逢甲大學已經規劃並提供同學所需未來競爭力養成

的重要課程及活動。 

高速公路都已建置完成，但車子要開上交流道才能充份利用高速公路

的價值。只要同學主動、積極，學校備有各樣足以激起同學熱情的課程與

活動。態度決定高度，我們特別鼓勵同學積極爭取精英課程、卓越課程的

項目參與，因為，這些課程將培養你面對未來競爭所需的各種能力。 

明天的能力要從今天就開始培養，逢甲通識教育的目標就在於 

厚植畢業十年後的品味、格局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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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修課須知(109 學年) 
 

通識基礎課程 

1.基礎核心必修「公民參與、社會實踐、創意思考、人文與科技」四門

課，各 1學分。核心必修不開放網路預選及網路加退選，每學期開

學前於通識教育中心官網公告加退選方式。 

2.「公民參與、社會實踐、創意思考、人文與科技」需重補修同學請視

自己需求（時間、節次）選擇可以修習班級。  

3. 轉學生依轉入之年級配當表修習通識課程，請勿以學號做為修習通

識課程之依據。 

 

通識選修課程 

一、 課程說明：通識選修課程於畢業前需修習 12 學分，其中必須要有

人文 2 學分，社會 2 學分，自然 2 學分（共計 6 學分），剩餘的 6

學分可由各領域（人文、社會、自然、 統合）隨意搭配，統合領域

不可當人文領域、社會領域、自然領域，各系限修科目除外。 

   二、選課須知： 

1.電腦預選：電腦作業採「亂數」隨機選取，各年級選課機會均等，

應屆畢業生並無優先選課之處理，亦即按志願預選該班時，如預選

人數多於名額，則「隨機」選取。填寫志願時請務必考慮被選取之機

率，以免因志願過於集中而降低修習之機會。 

       （1）夜間通識課程預選時無開放，只給進修學士班學生選課。 

       （2）篩選原則： 

1.1 一年級上下學期，各2學分（一門） 

1.2 二年級上下學期，各2學分（一門） 

1.3 三年級上學期2學分（一門）、三年級下學期4學分（二門） 

1.4 但修習總學分數已達12學分者，無法進行預選 

上述措施旨在儘量讓同學於預選時，低年級學生均能有機會滿足
每學期至少修習一門通識課程，高年級能滿足畢業所需12學分的
門檻值。 

   （3）電腦預選選上之科目因故停開或時段、教師變動，原選修該
課程之同學，若無法配合更動者，請辦理網路加退選。 

（4）無法參加網路預選，以下狀況可至通識中心申請異動： 

1.1 若因修習學程（需由學程開課單位開具修課證明）。 

1.2 應屆畢業生因錯修各系限修課程(不計入通識學分)者。 

1.3 應屆畢業生總學分數已達12學分上限，但仍缺領域者。 

     2.現場加退選： 

  （1）開學前一日 9:00-12:00，現場僅協助『應屆畢業生』、『國企 09 



專班三年級』缺通識學分而無法畢業者，可優先選夜通識及

有餘額之通識課程，直接報學號及姓名即可（不需拿加退選

單）。 

  （2）11點後該課程網路有餘額者（請自行查詢）可辦理超修（25

學分以上，請檢附系主任同意簽名之申請表）。 

        （3）下午1:00起至公告加退選截止，開放全校日、夜，不限類別、
數量，均為自行網路加退選，是否可加選以網路缺額為準。 

  （4）不辦理教師簽名加選課程，避免因擬加選學生人數超過缺額
時，教師難以確定加選人員順位而衍生之選課爭議。 

  （5）統合類之專題製作課程加選，由中心公告課程後，新開課程
中心會依課程需要辦理說明會（於說明會同時或會後，辦理
選課登記），部分有特定條件限制者，經授課教師篩選後，由
中心以人工方式辦理加選。 

  三、課程認抵： 

       （1）通識開設之課程通識中心都可認抵，但各學系有部分通識  

選修課程是不列入畢業學分，請自行詢問各學系限修規定。 

       （2）部分課程名稱異動，重複修習不計入通識學分，可至開課一

覽表備註說明確認。 

       （3）重複修習同一科目者，只能採計一門，請同學注意。 

  四、統合類之專題製作課程加選，由中心公告課程後，新開課程中心會
依課程需要辦理說明會（於說明會同時或會後，辦理選課登記），
部分有特定條件限制者，經授課教師篩選後，由中心以人工方式辦
理加選。 

1. 統合類之專題製作課程，須注意： 

(1) 課程起止時間（部分課程為短期完成，部分可能跨學期完成），
請考量是否影響畢業或學習歷程的規劃。 

(2) 課程時間可能假日或夜間進行， 

(3) 上課地點不限於教室，部分需要至外地進行田野調查，或利
用非上課時段，各組自行預約研討室進行課程研討。 

(4) 若超修（25學分），須提供學系主任出具之超修證明始得加選，
請詳細規劃課程學分數。 

2. 統合類之專題製作課程退選，依照學校公布時程及學校規定辦
理，須經授課教師簽署同意後，僅向教師口頭報告為無效之退
選方式。 

3. 統合類之專題製作課程，因開課時段、期程若與正常學期不盡
相同，部分課程將無法退選，故加選時請審慎考量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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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國文」修課說明 

  
 

1.上下學期各2學分，共4學分。無擋修，若該學期未獲得學

1.分，需上學期補上學期，下學期補下學期。

1.大一學生統一以人工跨系成班方式帶入課程，每班50人

1.為上限。未達50人之班級，於「網路加退選」期間，開放

1.全校學生自行網路加退選。

2.日間部學生選修進修部學士班、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

士班、國貿全英班及中文系的國文課，不納入畢業學分。

1.透過主題實作，從「核心敘述能力」、「實作技術規範」

兩方面，強化語文能力。

2.以建構╱反思之精神，培養學生獨立思考，並尊重多元價值。

2.
⚫ 實施共同教材、檢測、作業、配分比例。 

⚫ 舉辦全校徵文(影片)、簡報比賽及辯論比賽。 

⚫ 共同教材：國語文教學中心自編教材。 

國語文教學中心 http://www.cclc.fcu.edu.tw 

聯絡方式:(04)24517250 轉 5533 曹靜嫻助教 
 

出席表現

筆試檢測

共同作業

語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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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率  學習態度 
討論品質 參與藝文活動 

【期中】語文素養檢測 

個人書寫式作業 

分組合作式作業 

徵文比賽  辯論比賽 

簡報比賽 

課程架構 

通識必修
學分 

大學國文
選課 

http://www.cclc.fcu.edu.tw/


109 學年度 外語教學中心 

精彩逢甲 ‧ 豐富四年 
 

 

 

 

 

更多資訊 

聯絡方式：04-24517250 分機 5881(代表號) 

辦公室位置：資電館 1F 外語教學中心 

  
12 

※ 課程如有異動，以外語教學中心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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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四年外語課程架構圖 

  

英文自主學習課程 My English Learning Plan 

將學習自主權交還學生，由學生決定主導學習目標及執行進度的 Purpose 
Learning，且以 Self-directed Learning 取代「修課拿學分」的 
teacher-centered 學習方式。 

國際專業西語人才培訓計畫、國際人才學程 

172 第二外語、外語檢定輔導、英語選修課程 

 

大一、大二、大三英文必修課程 

 

應用紮實的外語能力充分提升國際移動力及就職專業力，展
現出國參加國際性會議、擔任國際志工、進行交換研修或海
外實習等實力。 

自我
超越 

自我
實現 

社會
需求 

在既有英語基礎能力上深化、進化學生外語優勢與 
職涯鏈結能力。 

加強既有之英語基礎能力，讓學生能聽、能
讀、能說、能寫，使能銜接進階外語課程。 

基礎
學養 



《大一英文 課程介紹》 

First-Year English 
 

 

目標 培養英文閱讀能力 

特色 
課外廣泛英語閱讀 Extensive Reading 

規定英文文章精讀 Intensive Reading 

內容 

1. 上下學期各 2 學分  

2. 教科書：各級數教科書 + 線上閱讀系統(Xreading) 

3. 課程要求：期中考 15%、期末考 15%、課外廣泛閱讀 15%、課內文

章精讀 15% 

免修 

一、 申請時間： 109 年 9 月 20 日前提出申請。 

二、 免修資格： 

(1) 各項英語類檢定其一達歐洲語言能力分級架構(CEFR)B2(含)以上。 

檢定證照等級對照表：

http://www.fcuflc.fcu.edu.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904780652

72.pdf 

(2) 英語為母語或僑居地官方語言，或曾就讀全英語授課之高中或大學

二年以上。 

三、 其他參考資訊： 

http://www.fcuflc.fcu.edu.tw/wSite/ct?xItem=284163&ctNode=48188&mp=58

8101 

抵免 
持有本校或他校課程修習證明者，經外語教學中心審核後，可由上學期學

分開始抵免。 

選課 

 109 學年度新生：大一英文課程可於課表直接查詢 

 復學生、轉學生、重補修生請參考以下資料： 

http://www.fcuflc.fcu.edu.tw/wSite/ct?xItem=284287&ctNode=48195&m

p=58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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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cuflc.fcu.edu.tw/wSite/ct?xItem=284287&ctNode=48195&mp=588101


《大二英文 課程介紹》 

Second-Year English 

 

目標 英語溝通表達 

特色 

學生藉由階段性課程的引導，提升英語溝通表達能力，並於期末以實作成果展

現個人學習成果。 

上學期：英語口語表達 

下學期：英文書寫溝通 

內容 

本課程每學期學生連續上課六週，每次上課 3 小時。採等第制標準評分，內容

則為各階段課程作業及期末作品的綜結性成果。 

每週課程設計帶著學生走過創意思考結合成果導向的學習歷程。 

 

 

 

 

 

 

 

 

 

學生將透過課堂的同儕小組討論、學習單、簡報等作業，設計並完成個人學習

成品。 

免修 

& 抵免 
請參考「逢甲大學大二英文修課要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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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 Conceive 

 

設計及發想 Design and Ideate 

施作 Implement    

概念雛型 Prototype 

期末實作成果 

Final Product 



《大三英文 課程介紹》 

Third-Year English 
  

目標 培養學生進入職場前/後所需之英文能力為主軸 

特色 

本課程採取互動及務實的教學方式，著重培養學生在職場所須之溝通技

巧。課程架構涵蓋口說與寫作訓練，除了求職所需之外語能力外，亦針對

進入職場後所需之外語溝通技巧。課程特色主要為透過情境模擬的實作方

式來帶動學生學習以及活用所習得的外語能力。 

內容 

課程包含五大主題：英文履歷撰寫、職場英語面試、職場溝通能力(商務電

話會話)、線上聽力與口說練習以及英語簡報技巧。用以提升學生自我學習

的動力來熟習與職場相關之寫作慣例，幫助學生跨越外語能力障礙進而提

高學生在職場上使用外語進行有效溝通。同時，本課程也與各院合作，力

求在課堂內外營造職場情境導向之外語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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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選修 課程介紹》 

English Electiv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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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語 課程介紹》 
 

 

 

 

 

 

 

 

 

 

 

 

 各種語言每學期皆開班(一)、(二)，僅俄文課程上學期開(一)，下學期開(二)。 

 日文、德文、法文與西文，修完(一)、(二)的學生，可參加外語檢定【SFLPT】取

得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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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專業西語人才培訓計畫》 
 

想了解更多，可至外語教學中心網站查詢。(https://bit.ly/3eD0EOK)  

強力募集大一新生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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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日語學分學程》 

 

Q:誰能夠參加應用日語學分學程呢？ 

A:全校所有想加強日文能力的學生都可參加。 

Q:我為什麼需要參加應用日語學分學程？ 

A:畢業求職時，若能提出日語檢定成績，競爭力就越強。參加應用日語學分學程的課程能幫

你加強日文、你的檢定分數也會隨之提高。 

Q:完成應用日語學分學程後，我將能獲得什麼？ 

A:提升日文能力、獲得一張證書、成績單上註記完成應用日語學程。 

Q: 我什麼時候可以開始修習應用日語學分學程呢？ 

A:在課程預選期間，預選日語學程的課程。並依註冊課務組規定時程做線上學程申請，然後

就可開始修習應用日語學分學程。 

Q: 應用日語學分學程之學分可算入畢業學分內嗎? 

A: 所有修習的應用日語學分學程學分，在畢業時都出現在成績單上。然而，並非所有應用

外語學程的學分都算入畢業學分。因為每個系所的規定不同，你應該至系辦確認畢業學分承

認的相關資訊。 

Q: 我完成了十六個學分(八門課)之後，我應該做什麼呢? 

A: 應該申請學分採計確認。可以到註冊課務組的學分學程網頁，依循流程操作，你的申請

將自動被送到外語中心。在審核通過你的修課記錄後，註冊課務組將會通知你領取學程學分

證明書。 
※ 課程如有異動，以外語教學中心公告為主。 20 



通識基礎「核心必修」課程 

在真實社會中，隨時都要有能力和陌生人團隊合作。為了培養同

學未來的競爭力，我們希望從大一開始就養成同學能與陌生人一起合

作完成作業的習慣。核心必修四門課，均是為了培養同學未來競爭力

而設計，尤其是「創意思考」課程，更希望培養同學集思廣益、發揮

創造力的具體操作能力。 

每門課以期中為界，每週上課 2 小時，共 9 週 18 小時的課程。

大一全年分四期修習四門核心必修課程。每門課均同時有四個不同學

院各一班，混班修習，實作的作業也都由四個不同科系的同學共同完

成。不同課程重新分組，讓同學習慣與不同背景的其他科系同學一起

完成作業。相關規定如下： 

1. 實行年度及對象：109學年起入學之大一新生。 

2. 課程名稱：公民參與、社會實踐、創意思考、人文與科技 

3. 課程目的：培養學生與他人團隊合作能力及問題發掘能力 

4. 學分數：每門必修 1學分 

5. 上課方式：上課時間 9週，每週 2小時，以期中為分界，每門

課 18小時，只有人文與科技是線上學習、教師及助教輔導。 

6. 上課時間：固定於大一修課，課程操作為「公民參與」+「社會

實踐」一組，「人文與科技」+「創意思考」一組。 

兩組上下學期對開且時間固定。 

7. 編班方式：每四個不同學院之系班固定同時段上課，學生以混

合編班的方式分為四班，（每班都有 1/4不同系的學生）。「人文
與科技」為線上學習依照各系配當修習，不混合編班。 

8. 課程要求：每位學生皆須於每門核心課程中與不同系的同學進

行分組報告，學習與陌生人溝通協調進而團隊合作。 

9. 上課教室：同學課表同一時段前一小時即為期中前之科目及教

室，後一小時即為期中後的科目及教室。 

10. 補充說明：重補修及抵免相關規定將依通識中心公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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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 Citizen Participation 

課程描述：透過政治知識的理解與田野調

查的執行，培養學生對於公共議

題，擁有觀察、辨識、參與的行動

能力，使學生能體驗公民權的行使

方式及其可能性。 

 搭配：藝文活動 1場 

       

週次 單元名稱與內容 

01 政治在生活中的角色與影響 

02 公民權利的行動方案研擬 

03 決策如何形成？誰才是多數？ 

04 行動方案執行之初步發現。 

05 政府為何行動？公民如何影響政府? 

06 如何形成有效能的公民團體？ 

07 公民權實踐與公部門互動心得(一) 

08 公民權實踐與公部門互動心得(二) 
 

 

社會實踐 Social Practice 

課程描述：使學生擁有團隊合作經驗，

並從認識社會到學會基本社會調

查技巧，進而能對社會問題進標

定與探索解決方式。 

 搭配：藝文活動 1場 

 

週次 單元名稱與內容 

01 團隊組成與關係建立 

02 社會觀察與記錄 

03 社會認識與分析 

04 社會資源調查 

05 社會經驗訪談 

06 週遭社會問題發掘 

07 社會問題解決與反思 

08 社會參與經驗分享 
 

 

人文與科技  

Humanities and Technology 
課程描述：人文與科技主要是讓學生

能從人文角度出發，體驗資訊科

技的創新應用，增進其對 Google 

數位學程的初步了解，藉此培養

學生專業技能基礎概念，願意自

我學習延伸為終身學習的態度，

以創新科技之教學互動。本課程

為純線上課程，同學請勿至教室

上課。 

 
 2種模組：依照系上規定修習配當一

模組。分為「數位行銷」及「人工

智慧」。 

 

創意思考 Creative Thinking 

 

課程描述：本課程透過教導與演練 5大

創意思考法(5W2H, 九宮格思考

法, 心智圖法, 六三五默寫式腦力

激盪法, 六頂思考帽)，培養學生以

多元角度思考與探索問題的習

慣，以發展創意思維策略與能力。 

週次 單元名稱與內容 

01 創意思考介紹 

02 5W2H 

03 
Mandal-Art Method (5W2H + 

Mandal-Art Method) 

04 
Mandal-Art Method (5W2H + 

Mandal-Art Method) 

05 Mind map 

06 635 Brainwriting 

07 Six Thinking Hats 

08 成果考核 
 

聯絡人：人言 10樓 通識中心 李律奇 分機 214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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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授課通識課程 

為了提供外籍生及全英授課班級學生，修習英語授課的通識課程，通識

教育中心每學期規劃 4-10門不同領域的全英授課通識課程。我們也鼓勵所

有同學挑戰英語課程，所有老師都很友善，也願意協助同學克服全英課程。 

假如同學在學期間能修習幾門全英授課的通識課程，等於出國先修，練

習英語上課的環境，是最好學習語言的機會。有興趣的同學，千萬要把握

機會，加強自己的英語能力哦! 

這 4 年來開授的全英通識課程如下，對全英授課通識課程有興趣的同

學，請注意通識中心網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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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製作類課程 
針對想要挑戰有難度實作課程的同學，我們規劃專題製作課程，透過

「專題式的學習」協助同學尋找問題，激發思考能力並實踐高層次的學習

活動。雖然，課程需要實作，有些難度，但是，等到成果發表那一刻，那

種喜悅是在其他課程無法享受到的。大學四年，一定要至少挑戰一次專題

製作課程，這會是您大學最值得回憶的課程! 

「專題製作課程」是透過「專題式的學習」協助同學尋找問題，激發

學生思考能力並加以實踐的高層次學習。它需符合四項標準：(1)行動導向、

問題導向之實作內涵；(2)跨領域團隊合作、分組執行的學習模式；(3)課程

執行過程記錄；(4)期末成果發表。上課方式不再侷限於教室，時間也可以

彈性的調整，課程的目標在於培養同學的專業技能力與競爭力，讓同學適

應瞬息萬變的未來世界，具備挑戰社會的多元能力，以達到團體合作與學

用合一之具體目標。 

專題製作類課程可以區分為「跨領域三明治專題式學習課程」與「自

發適性課程模組」兩大類。其中，跨領域三明治專題式學習課程分為 1)領

導知能；2)創新創意；3)創業行銷；4)專案管理等四類。而自發適性課程模

組則以行動導向與問題解決為主，主要是以學生本位學習與專題實作之個

案為重點，並開放學生主動申請課程，可區分為：1) 專題製作類；2) 社會

參與學習；3) 教育學習專題；4) 磨課師教育類；5)自組課程專題。 

 
內容相當多元，無論是 3D列印、舞台劇、音樂劇、繪畫策展、舞蹈律

動、劇場實務、社區參與、社區改造、創意設計、影片製作、商品設計、

企劃行銷、創業實踐等等，多樣性的課程，挑戰著您的潛力。我們鼓勵摸

索、支持創意、即使在學習過程中犯錯、甚至失敗，都是值得肯定的。 

通識選修課程共需修習 12學分，其中人文、社會、自然三領域至少需

要修一門課程 2學分，其餘 6學分可以自由選修，當然也包括專題製作課

程(統合類)。每學期我們都提供同學超過 30門具挑戰性的專題製作課程，

甚至同學也可以自己規劃課程哦!  



自主式專題製作課程 
 同學自己可以開課？真的嗎？太酷了吧! 別懷疑，你的學習你決定! 

同儕式的專題製作課程 

自主式課程-教學與學習專題(我要自己開課當老師!) 

有專才、有能力的同學可以開班授課，將自己的技能與才華教給其他同學，

自己當老師學習如何教學，最後取得統合類 2學分。能夠教會別人，已達到

學習上的最高目標。但本課程聽課同學是沒有學分的，純粹是興趣! 

自主式課程-團隊合作專題(我要組團隊一起開課，解決社會問題!) 

滿足自主學習，並達到跨領域團隊學習目標，我們鼓勵學生籌組團隊，至少

5人以上(建議開班人數 15人)，提出計劃書並以解決現有社會問題、社會關

懷及社會參與為實作目標，甚至提出具備行動導向之專案策展與行銷類課程，

經審議後正式開課。課程重點在於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完

成課程任務並成果發表後，全程參與的同學皆可獲得統合類 2學分。 

 

獨立實踐的專題製作課程(最後都可獲得統合類/獨立研究課程學分) 

跨域獨立研究 

為了鼓勵同學自我挑戰，並將理論與實務結合，達到自主學習目的，我們鼓

勵同學申請有難度的跨域獨立研究，讓同學獨自挑戰在國內外、社會或企業

場域中進行有深度研究。事先提出計畫書申請，具備行動導向與問題導向之

目標，最後完成個人的獨立研究並發表，可獲得統合類 2學分。 

磨課師專題 

同學修習雲端學院認可的 MOOCs 課程，在 Coursera、edX、Future Learn、

UDACITY、中華開放教育平台，以及逢甲大學開設之磨課師課程，只要經事

先申請與學分採認審查通過，可累積至通識中心完成統合類學分認證(至多不

超過 6學分)。參考：逢甲大學雲端學院 http://cloudacademy.fcu.edu.tw/ 

微學分課程 

誰說一門課一定要 18 週？一定是 2 學分？許多有趣的學習，可以是簡短有

力的。我們規劃 0.1至 0.9學分不等的微學分模式，每學期約有 100門相當有

特色的微學分供同學修習，時間大多在每週一、五下午 1:00-5:00，以及週末，

讓同學依自己興趣選想要學的知識內容，培養同學具備多專長的能力。每一

微學分課程都具備：(1)理論與知識系統介紹；(2)實務案例分享、經驗分析；

(3)實作(分組或個人操作)；(4)報告或發表；(5)講師講評、評分(通過/不通過)

等要項，讓同學從做中學，掌握到知識精華。 

有興趣者可連結通識中心網頁與臉書，將會有專人回覆： 

1. 通識教育中心微學分相關規定 

 http://www.genedu.fcu.edu.tw/wSite/lp?ctNode=41569&mp=214101&idPath= 

2.微學分臉書社團，歡迎加入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21573181295630/?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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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微學分」課程介紹 
為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團體合作與學用合一精神，特別推出創新

改革的微學分課程，四小時課 0.2 學分，一整天課程 0.5 學分，學生可

以在短時間用主題式學習，整合出自己喜愛的學分課程!  

每門微學分不只是演講，都包括：1)理論介紹; 2)案例分享、實作

分析; 3)學生實作(個人或分組); 4)成果發表; 5)老師講評、討論、評分。 

1. 0.2 學分是要上一學期的課?? 
A: 不是，只要上完那堂課，並完成課程要求，就可取得學分囉!(要累計

有 2 學分才可申請登錄學分，登錄的學分是屬於通識選修統合類的學

分喔) 

2.若當天有事無法到該怎麼辦? 
A: 無法取得那堂課的學分數!請記得一定要提前請假，任意缺曠課達兩次

以上(含 2 次)，將排除未來選課資格。 

3.最後選課時間? 
A: 課程前一週會停止報名! 例如 9/21 的課程，在 9/14 時停止報名。 

4.成果展會不會很難?? 
A: 成果展的方式很多，可以是電子書/展覽/書面報告/解決問題的活動....

最重要的是把你所學的東西，做出整合與大家分享! 不要覺得很困難

喔 

5.如果上學期修不到 1.6學分該怎麼辦? 
A: 請不用擔心，累積到下學期仍可以認證(原則上不要拖過一年) 

6.如果選修技能類/社企類/創業類....成果展到底要以哪一類為主?? 
A: 微學分課程強調自主學習，因此，主題可由學生設定，但通識中心也

會指派老師協助，有問題皆可諮詢! 

7.名稱相同，但在不同日期的課程所教的內容相同嗎? 
A: 相同名稱內容即使不同，也是接近，重覆修習不能認列學分。 

8.一定要做成果展嗎? 
A: 原則上 1.6 學分可以申請成果展，完成就獲得 2 學分! 

   如果不想申請成果展的同學，就必須完成 2 學分之後，再向通識中心

申請學分認列喔!(學分認列請於每學期的申請期限內於系統上提出申

請，如有超修(未申請前已達 24 學分)務必同時繳交超修證明。) 

9. 成果展類似專題嗎?是個人還是團隊? 
A: 考量每個人的時間與選填課程不同，成果展都是以個人名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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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若有特殊專案設計，提出申請也可以團隊方式進行。微學分的

精神在主動學習，想學甚麼、想做甚麼，都以學生為主!  

 

通識「微學分」課程報名及查詢方式 
報名操作手冊 

 

 

 

 

 

 

 (1)點選[在校學生] 

 (2)登入 NID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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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選擇課程準備 

 (4)點選[課程活動報名] 

 (5)選擇[通識微學分課程] 

 (7)找到想參加的課程點選[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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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上課時間，同個〝時段〞只能選一門課，衝堂不能選喔!  

 

 

 

https://myfcu.fcu.edu.tw/main/we  bClientMyFcuMain.aspx#/prog/SP2100008 

 

 

 (6)選課程時段查詢 

 

此

三

門

課

為

同

時

段

僅

能

選

一

個 

29 



微學分課程查詢參加場次操作手冊 

1.學校首頁點選〝在校學生〞 

 

 

2.登入 NID帳號密碼 

 

 

3.進入〝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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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點選〝課程活動成績查詢〞 

 

5.拉選選單，選擇〝通識微學分〞 

 

6.可以看到所參加的課程一覽表喔 

 
成績 P(通過)、F(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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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簽到操作手冊 

1.下載行動逢甲 2(Androi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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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fcuoit.fcumobilexs&hl=zh_TW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E8%A1%8C%E5%8B%95%E9%80%A2%E7%94%B2-2/id1089029569?mt=8


2.選擇登入及設定 

  33 



3.輸入逢甲 NID帳號密碼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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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擇行動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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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選擇活動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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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按請選擇活動 

  37 



7.在選單點選要簽到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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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輸入課程的認證碼後按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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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登錄成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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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設計學院(d.School) 

 

為讓同學具備創新思考、團隊合作及解決問題能力，逢甲大學以跨領域設計學院為平台，

整合業界及校內教學資源，讓學生透過與不同領域同學的合作，以設計思考為出發點，共

同解決產業真實問題，培養跨領域的創新能力。 

跨領域設計課程的特色 

1. 內容以 Real Company、Real Project、Real Design、Real 

Product 為導向，由產業提供真實問題，學生必須找出能解決

問題的方法 

2. 任何學院的學生都可以選修，讓學生與不同背景同學進行

跨領域合作 

3. 強調動手做，透過實作將想法具體化，再由使用者回饋進

行修正 

跨領域設計課程的課程架構 

1. 基礎設計課程(1-2 學分) 

如：幫幫地球的忙─設計循環經濟、無

人機操作實務及願景之規劃、創新產品

開發等 

2. 跨領域產業設計專題(3-6 學分) 

如：遠東機械博物館產業設計專題 

 

誰能修課：只要是逢甲大學學生，均可修習跨領域設計學院課程 

學分認列：跨領域設計學院的學分可認列為外系選修學分(依各系規定辦理) 

如何報名：跨領域設計學院開課訊息請看跨領域設計學院網頁、FB「逢甲大學跨領域設計學

院」粉絲專頁，或追蹤學院 IG 獲得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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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希望發展出以真實專案，培養學生透過設計思考，以團隊合作方式，運

用整合科技、解決複雜社會問題能力，特別設立社會創新學院(s.School)。社會創

新學院希望推動以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社

會設計(Social Design)、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 出發的 4S取向專題課程，以真實

的社會問題、解決複雜的人類社會困境出發，激發學生鬥志，與非營利組織、企

業公益部門、社區合作，透過團隊合作方式，規劃出有深度的社會設計專案。社

會創新學院推出社會創新輔修(S-20)激發學生鬥志與潛力，以解決當前真實的社會

問題，並實踐聯合國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說明 

 
社會

創新 

認識社會 2 
社會調查、使用者心理、設計思考、地方創生

等微學分[累積至 2學分] 

社會參與專題 2 可以通識社會參與類專題課程抵免 

國際視野 2 全球局勢、全球財經、科技發展等全英課程 

國際發聲英語簡報 2 學術簡報、介紹台灣 

永續發展目標專題 2 英文數位MOOCs課程 

地方創生專案 2 參與地方創生、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案 

自我

導向

學習 

模擬亞太經合會 2 模擬亞太經合會 

自主學習 2 以自身研究興趣所需之技能設計課程 

獨立研究 2 以明確的社會議題完成可發表之研究 

參與國際 2 主動對接國際組織與合作計畫 

 
社會 

實踐

課程 

國內社會實踐專案 2 社會企業實作專題 

社區改造實踐專案 1 參與社區改造計畫或專案，並有實際行動 

關懷活動實踐專案 0.5 籌辦國內 50人以內小型活動，每次 0.5學分 

海外社會實踐專案 2 
參與海外社區或機構之改造計畫或專案，並有

具體成效。 

海外社會實踐專案 2 2   

請注意我們的開課，社會創新學院將結合產業、社區、跨校合作，從課程、活動、

競賽中完成方案，解決真實社會議題。培養 Successful students, Successful citizens, 

Successful human beings，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讓學生具備未來公民最需要的

Variety、Relationship、Synergy能力。 

http://sschool.fcu.edu.tw/ 
FB: https://www.facebook.com/fcusSchool/ 

E-mail: yuschen@fcu.edu.tw 陳玉笙 

TEL: 04-2451-7250 #5528 或 #2895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人社館 B1 社會創新學院(創客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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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 108 課綱將程式教育納入中學課程，以及業界廣泛運用智

能化技術提升競爭力，大學教育亦積極因應資訊化和數位化趨勢，故

本校創能學院（iSchool）為全校學生佈建ｉ的學習環境，讓來自不同

院系的學生都能擁有基本的運算思維和邏輯思考能力，以符合未來

社會和產業發展所需。 

■ Xi的學習路徑 

所謂的ｉ，指的是資訊（information）與智能（intelligence）的

觀念與應用。同學們在不同院系修讀專業（以 X代表專業），可經由

ｉ觀念和工具的學習與應用，為其專業進行加值，創造 Xi（X的 i 次

方）的學習綜效，由此養成的智慧應用能力有助於在未來職場上好就

業、就好業且起薪高。 

Xi的學習路徑可區分為二，其一

是「院系專業課程路徑」，各學系將ｉ

的觀念與應用融入大一學生探索學

習興趣的「定錨課程」，大二、大三學

習統整知識與培育專業核心能力的

「深碗課程」，以及跨學期的畢業專

題。於是，本校所有學生都能在各系

的專業學習中接觸到ｉ。 

其二是「場域特色課程路徑」，想

深耕ｉ應用能力的同學，可以選擇不

同學院推動的實作場域，投入跨領域

學習。目前已建置的場域包括資訊電

機學院推動的「智慧物聯網」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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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學院推動的「智慧城市」場域、工程與科學學院推動的「工業人

工智慧與自動化」場域、建築專業學院推動的「數位製造合作社」場

域、商學院推動的「商業創新」場域，以及金融學院推動的「金融創

新」場域。各場域依據其設定的核心領域推出 3門場域特色課程，在

降低專業門檻的課程設計下，開放全校學生選修。 

  至於 i 工具能力的培養，則由創能學院資訊教學中心開設相關基

礎與進階選修課程，尤其為非資訊背景的學生提供各類ｉ工具訓練，

比如 Python, Power BI, R, Matlab 等。於是，全校學生均能在創能學

院和各場域共構的「i+Xi」學習環境中，學習和深耕智慧應用實力。 

■ 逐級挑戰的智慧應用學習制度 

 為鼓勵同學們修習場域

特色課程，創能學院提供逐

級挑戰的認證制度——完成

單一場域開設之 3 門課程，

可取得該場域的微學程證

明；任選並完成 5 門課程可

取得「智慧應用學分學程」證

明；完成 7 門課程則能在成

績單上註記「智慧應用輔修」

（滿 20 學分）。 

 值得一提的是，同學們投入場域特色課程的學習，除了在課內執

行專題實作，開展 i應用訓練，熟悉社會和產業關心的課題，亦可參

與場域的「學生社群」，參與由學院、場域舉辦的活動，並在教師社

群的陪伴和帶領下，參與校內外競賽，從中培養實戰能力、團隊合作

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 

 

創能學院  https://ischool.fcu.edu.tw/ 

創能學院 FB  https://www.facebook.com/iSchool.FCU/ 

創能學院辦公室 圖書館 B109 

有關創能學院、場域特色課程與ｉ工具之 Q&A  



夢種子 e-Hub 創業港 

逢甲大學為全國最早推動創業教育的大學，從創新創業課程(商

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創業競賽、創業講座、創業團隊培育、創業育

成，到實際創業，都有專門單位負責輔導。 

 

創業教育並不一定要讓同學在求學階段就創業，但透過課程及活

動，培育同學具備創業的精神，並在未來創業路途上具備基本能力，

減少未來摸索的代價。當然，具有潛有的團隊，亦能進駐到應諾創客

社區，透過實質輔導，讓好的創意及商業價值得到更具體的培育。 

逢甲大學整合歷年積累的能力，以奠定的微型創業教育模型為基

礎，擴大育成實作與知能基礎之鏈結，經由教育部等相關單位支持
45 



下聚集更多的能量資源，並成為在中部地區具有代表性的校園創業

孵化器，目前已達成目標如下： 

⚫ 完善建置校園創新創業課程、業界師資輔導、創業團隊與產

學育成單位能量結合之機制鏈結。 

⚫ 營造並擴大大學校院創新創業中心營運模式及組織典範。 

⚫ 強化學校創業基礎環境建立，結合校園研發技術轉移，提升

創業輔導成效。 

⚫ 具有 0->1 一條龍式的創業資源，稱為逢甲創業生態系(FCU 

StartUp, Eco-system)。 

 

 
創業相關課程及活動是由通識中心與育成中心透過夢種子 e-Hub

創業港這個平台共同推動。基地位於人社館地下一樓的應諾創客社區，

場地寬敞，除了辦理創業競賽、微學分創業講座外，亦有許多深具創

意與創業精神的同學在此交流，共同培育創業家精神。 

 
校內外創新創業訊息請洽： 

 夢種子 e-Hub 創業港 郭培聖先生(分機 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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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線上課程~為您的學習加分 

一、 系所核心精熟課程 

⚫ 「核心專業課程」是各學系專業課程學習之基礎課程或重點目標研究所考試科目。

為提供學生重複學習及多元評量的個人化學習模式，以提升學生對課程之精熟程度，

並確保學生具備學系核心專業能力。 

⚫ 各學系於每學期選擇影響同學後續學習之核心專業課程，進行課程隨堂錄影，並建

置於平台上，提供同學於每週課後重複學習。 

⚫ 精熟課程影片網址：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117  

 

 

 

 

 

 

 

 

 

 

 

 

 

二、 MOOCs 磨課師線上課程 

➢ 什麼是 MOOCs 磨課師 

⚫ 磨課師的全稱是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簡稱 MOOCs，又稱為大規模開放式

線上課程，是一種透過網路開設的大規模互動參與和開放的課程，提供有興趣的學

習者註冊修習。 

⚫ 課程學習週數較短，每個學習單元影片多為 15 分鐘以內，教師會在線上教學平台

與學員互動和安排線上評量作業，通過者另可獲得修課證書或學分。 

 

請以個人 NID帳號/密碼登入觀看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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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MOOCs 磨課師課程 
⚫ 本校自 103 至 109 年 6 月累計產製 20 門磨課師課程，課程持續新增中，建置於「中

華開放教育平台」，歡迎同學踴躍加入學習！ 

⚫ 包含 3 個專業主題之系列課程：資料科學系列、物理實驗暨 App 製作應用手作坊系

列、企業經營與管理系列。同系列中的課程具有連貫性、由淺入深，同學可以依序

修習課程，建構該學科更完整的知識。 

 

系列課程 

Python 與資料科學入門

•Python可以有效率地處理資料問題，像是資料的讀取、清理、運算、轉換與呈現，

以及建立機器學習的模型等。本門課是資料科學系列的第一門課，主要介紹程式設

計的基礎。

機器學習基礎理論與實作

•本課程將基於第一階段課程所習得之python語言及技巧，導入機器學習應用及雲端

計算資源，以實作及其對應之學術理論為基礎，帶領同學進入機器學習的核心技術

及應用領域，並利用現實生活中實際的例子讓同學能夠更有效地了解機器學習技術

的用途。

資料科學專題應用

•本課程將以「Python 與資料科學入門」、「機器學習基礎理論與實作」兩門課程為

基礎，帶領學生做一個聊天機器人的資料科學專題應用。

本系列由「Python 與資料科學入門」、

「機器學習基礎理論與實作」與「資料

科學專題應用」三門課組成，以實作為

導向，培養學生由基礎的實作到解決實

際問題的能力。修習本課程將能學習

Python的基本語法與應用、機器學習技

術基礎理論與背後的技術核心，以及理

解與應用網站爬蟲抓取資料，並建構一

個聊天機器人的專題應用，以具備應用

資料科學於問題解決的實作能力。

https://www.openedu.tw/
https://www.ope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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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實驗手作坊-波動與電磁

•本課程針對聲波、簡諧運動和磁場與電磁感應三項主題串起大學的普通物理實驗、

可居家動手做的對應實驗、以及科學博物館展示的大型展示實驗，不僅有嚴謹的實

驗設計，也有量測分析歷程。

物理實驗手作坊-力學電學與光學

•本課程針對力學、電學和光學三項主題串起大學的普通物理實驗、可居家動手做的

對應實驗、以及科學博物館展示的大型展示實驗，不僅有嚴謹的實驗設計，也有量

測分析歷程，並融入了數位工具(Excel、Tracker、MATLAB、手機APPs)。

APPs基礎實作

•本課程採用App Inventor2做為開發環境，帶領同學了解程式語言的基本架構，包括

變數宣告、迴圈、邏輯判斷、陣列與子程式等核心概念。藉由程式概念的建立，同

學將可完成數個APPs的實作。

自動化物理量測App專題應用

•延續上述的前導課程，本課程針對幾個物理實驗專題從自動化擷取數據開始，到後

續展示與儲存數據、繪製圖表、以及數據分析等必要流程，進行完整的設計並彙整

成一個App。

本系列有傳統物理教學的內容，

也提供多元的物理實驗教學和實

作探究。前兩門「物理實驗手作

坊-波動與電磁」和「物理實驗

手作坊-力學電學與光學」主題

包含聲、光、熱、力、電等實驗、

相關物理原理及數學基礎的闡述，

並融入數位工具(Excel、Tracker、

MATLAB、手機APPs)。後兩門課

程「Apps基礎實作」和「Apps

物理量測分析專題」，從程式基

礎開始，逐步引導學生了解Apps

程式語言的基本概念，帶領學生

學習研發物理Apps應用程式。



 

 

『品牌沒你想的難—創造品牌權益』以品牌價

值與品牌權益為軸心，探討品牌知名度、品牌

聯想、知覺品質、品牌專屬資產、品牌忠誠度

等議題，觀察企業經營品牌的秘訣，帶領學員

學習品牌經營的實務經驗。

『雲端上的印鈔機—發現數位商機』從電子商務的商業

經營模式為出發，從企業對消費者(B2C)商業模式、企

業對企業(B2B)模式到網路商城的(B2B2C)等商業經營模

式出發，帶入到電子商務的機能：金流、物流、資訊流

等，觀察企業在數位經濟中的營運模式設計和品牌理念

的經營，帶領學員學習電子商務經營的實務經驗。

『從善心到創新-善意企業賺錢法』以「善意」

為核心主軸，規劃出夢想與企業社會責任、獨

特的經營理念、關鍵時刻關鍵決策、解讀品牌

密碼、創新的挑戰、企業家精神的傳承與傳遞

等六大單元。以講故事和研討方式引導學習者

進入最接近真實世界的企業決策和營運情境。

『第一次開店就上手-店舖經營秘笈』為進入創業與

企業成長學習的啟發性課程，閱讀真實開店創業個案，

採用實際生活中的典範案例分享，經由講故事、店鋪

現場、案例分析及問題研討方式，引導學習者觀察實

體店鋪的營運，帶領學員學習業界創業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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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想開始經營自己的事業，還是想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有更多的認識，都可以從「企業經營與管理」系

列課程開始學習！本系列包含「從善心到創新-善意企業賺錢法」、「品牌沒你想的難—創造品牌權益 」、

「第一次開店就上手─店舖經營秘笈」、「雲端上的印鈔機—發現數位商機」4 門磨課師課程。 

 

 

 

 

 

 

 

 

 

 

 

 

 

 

 

  

http://cloudacademy.fcu.edu.tw/%e8%aa%b2%e7%a8%8b%e8%b3%87%e8%a8%8a/%e7%b3%bb%e5%88%97%e8%aa%b2%e7%a8%8b


『專案管理』(或稱項目管理)是將管理知識、

技術、工具、方法綜合運用到任何一個專案行

為，使其能符合或超越『專案利害關係者』

(如:業主、贊助商、老板、顧客等)需求與期許

的一種專門科學，適合各領域的人來學習。

『從車庫到金庫 – 看見台灣企業生命力』為進入

商管專業領域—創業與企業成長學習的啟發性課

程，以個案教學為主，閱讀真實企業個案，藉由

教師線上引導和專家意見分享影片，帶領學員進

行決策問題分析，發展解決方案。

『I Fun 好聲音 – 玩出屬於你的耳機』以3C

視聽娛樂之聲音產品或稱電聲產品為主軸，

針對時下年輕潮流中常不離身的音響與耳機

(earphone)為課程中心，從設計的角度切

入，融合聲音品質的評價方式，客製化屬於

自己聽覺感受與偏好之耳機。

『空間資訊與智慧生活』深入淺出地闡述空間資訊在

各行各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例如網路發展、能源

監控、環境監測、交通管理、智慧城市等案例分析。

『把智慧嵌入這個大千世界』透過基礎理念的

講解與實務範例的解說，利用已有的研發個案

以輕鬆務實的講解，引導學習者快速的掌握一

個複雜系統的設計重點並熟悉相關設計工具的

使用，奠定實務設計的技術基礎

『創業九宮格』課程透過 Alexander

Osterwalder定義出的商業(獲利)模式九宮

格架構為基礎進行說明，並在課程中導入

產業界的專家，盼能系統性引導實務創業

項目之運作模式，傳遞創業落實與獲利實

踐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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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程  



 

 

『併軌－發現社會企業』透過大眾可以理解的

語言，將社會企業理論與個案發展設計為相互

關聯、循序漸進、理論實務互依的學習模組。

『小數界大學問－翻轉生活數學』從生活經驗出發，

利用問題導向引入不同層面的數學概念，輔以對應的

歷史典故與發展進程，藉由趣味多元的觀點切入，更

進一步介紹進階數學知識增加深度，強化學習者內涵，

最終針對原先設定的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策略，將數

學的涵養融入生活當中。

『顛倒用-社會企業創業與管理』繼「併軌—發

現社會企業」後，本課程設定為社會企業的中

階課程，讓修習過初階課程或對社會企業已經

有初步理解及相關經驗的學員，進一步深入到

管理應用階段。

『攻略祕笈-作文能力精進課程』針對學生常見的

寫作盲點，有完整的師資與強大的後援，以專業

提供良方妙藥，用生動有趣的教學來告別枯燥無

聊且教條刻板的「硬掰填字」，邁向生動靈活並

表達見解的「創意寫作」！

『智慧生活-運輸與物流之應用』課程中將介紹

運輸與物流領域之專業知識，並加上深入的實

務應用，以及與專家進行課題訪談，讓學員對

運輸與物流的專業知識更加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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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註冊逢甲大學 MOOCs 磨課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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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POCs 校園數位自學課程 

⚫ SPOCs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 校內小規模專用線上課程) 是由本校教師自行

錄製的學科課程線上影音教材，可以想成是限定本校師生使用的 MOOCs。 

⚫ 課程主題包含學系的核心與特色課程，以及全校的統籌科目教材。 

⚫ SPOCs 課程影片網址：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222 

⚫ 課程推薦： 

課程名稱 教材影片網址 

會計學(一)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695 

會計學(二)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506 

財務管理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696 

微積分(一)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496 

微積分(二)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296 

MATLAB 程式設計概論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502 

LabVIEW 程式語言與應用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501 

普通物理-電磁光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298 

計算機概論與實習(I)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491 

計算機概論與實習(II)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494 

計算機概論與實習(III)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492 

計算機概論與實習(IV)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500 

 

四、 諮詢管道 

諮詢項目 參考網址 

我想加強本科系的核心專

業能力… 

核心精熟課程影片：

http://video.fcu.edu.tw/videolist/117 

我想學習逢甲大學 MOOCs

磨課師課程… 

中華開放教育平台： 

https://www.openedu.tw 

我想觀看 SPOCs 校園數位

自學課程… 

逢甲大學 SPOCs 課程影片： 

http://video.fcu.edu.tw/videolist/222 

逢甲大學圖書館數位學習組：04-24517250 分機 2673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222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695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506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696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496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296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502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501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298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491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494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492
https://video.fcu.edu.tw/videolist/500
http://video.fcu.edu.tw/videolist/117
https://www.openedu.tw/
http://video.fcu.edu.tw/videolist/222


   

   
 查詢館藏 查詢期刊文章 查詢新聞資料 查詢博碩士論文 

1 進入「館藏查詢」系統

查詢： 

 

• 查詢欄位有：書名/期刊名

稱、關鍵字或作者欄位。 

• 可限定資料類型來查詢。 

 

透過整合查詢系統 

 
 

透過電子資料庫 

進入新聞資料庫

查詢： 

 國內：聯合知識庫 

 國外：

PressReader 

 產業焦點新聞及資

訊產業趨勢動態：

DIGITIMES 

進入論文資料庫查詢 

 
 本校： 
- 逢甲大學學位論文系統 

 他校：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

值 

- CETD中文碩博士論文

資料庫 

-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

全文數據庫--文史哲、

理工 C專輯 

-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

數據庫--文史哲、理工

C專輯 
 

2 對照索書號所在樓層取書 

 

• 1F辦理自助借書。 

• 期刊/報紙/博碩士論文

不能外借。 

• 可使用電子書資源，

線上即可瀏覽全文內

容。 

【搜尋文章】 

 以關鍵詞查詢 
1.整合查詢系統 

• 可一次查詢本館 80%

電子資源。 

2.電子資料庫列表 

• 可分別連結至各期刊

資料庫進行查詢。 

【搜尋期刊】 

以期刊刊名查詢 
1.電子期刊瀏覽搜尋  

2.館藏查詢 

 

• 輸入關鍵字 

• 限定日期 

• 選擇報系 

• 點選標題可閱

讀全文 

【授權線上瀏覽】 

• 可於線上下載全文。 

【未授權線上瀏覽】 

• 親自至國家圖書館或各

校圖書館借閱。 

• 向有館藏的學校申請館

際複印（以 1/3為

限）。 

3 如無，查詢他校館藏。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如無查詢他校館藏。 

■ 全國期刊聯合目錄 

 

 
 

針對有館藏的學校申請館際借書或辦理聯盟借書證。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   ■中部聯盟跨校讀者管理系統 ■優久大學聯盟館際借書證 

收到 e-mail通知後至圖書館一樓流通櫃台付費取件。 

 

4 館藏地點為人言書庫或福星校區(罕用圖書)，請填寫人言/福星書庫

館藏調閱線上申請表 http://webii.lib.fcu.edu.tw/coba/r_forms/create 

 

資源利用指引 http://www.lib.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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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asysearch.lib.fcu.edu.tw/fcu/jumper/resource_detail.jsp?pageView=erm&procType=class&reourceType=databases&id=DB82011
http://easysearch.lib.fcu.edu.tw/fcu/jumper/resource_detail.jsp?pageView=erm&procType=search&reourceType=databases&id=DB17281
http://easysearch.lib.fcu.edu.tw/fcu/jumper/resource_detail.jsp?pageView=erm&procType=search&reourceType=databases&id=DB17281
http://www.lib.fcu.edu.tw/


 

常用電子資源 

資料類型 本校可用資料庫 

中文期刊文章 

華藝線上圖書館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中文博碩士論文 

逢甲大學學位論文提交查詢系統 

CETD中文碩博士論文資料庫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文史哲、理工 C專輯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文史哲、理工 C專輯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新聞報章資料 

聯合知識庫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商業周刊知識庫 

哈佛商業評論 

HyRead ebook電子書/電子雜誌 

PressRead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其他主題資源 

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 

 -新制 NEW TOEIC模擬測驗 

 -JLPT多方位模擬測驗系統 

 -全民英檢模擬測驗 

 -日文線上課程 

 -IELTS雅思模擬測驗 

 -iBT托福模擬測驗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系統 

公共電視教育影音公播網 

【更多資源】 

整合查詢系統 http://easysearch.lib.fcu.edu.tw 

影音平台 https://video.fcu.edu.tw/  

【更多服務】 

 線上薦購系統  http://recommend.lib.fcu.edu.tw/weblink/ 

 資訊素養研習坊 http://web.lib.fcu.edu.tw/library/howtofind/workshop.html 

【行動圖書館】  

  
• 圖書館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22：00 

週六及週日 10：00-17：00  

• 服務電話：分機 2682 

• 現場諮詢：圖書館一樓流通櫃台 

• E-mail：library@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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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asysearch.lib.fcu.edu.tw/fcu/jumper/resource_detail.jsp?pageView=erm&procType=search&reourceType=databases&id=DB17281
http://easysearch.lib.fcu.edu.tw/fcu/jumper/resource_detail.jsp?pageView=erm&procType=class&reourceType=databases&id=LDB0111
http://easysearch.lib.fcu.edu.tw/
https://video.fcu.edu.tw/
http://recommend.lib.fcu.edu.tw/weblink/
http://web.lib.fcu.edu.tw/library/howtofind/worksho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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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學生國際移動之徑路圖 
Pathways of Study Aboard Program (SAP) 

 

國際壯遊體驗(SAP101) 

一、執行方式： 

以專題製作類課程【旅遊學習深呼吸】為基礎，透過 Gap Year概念，以

「度假打工、遊學、自助旅行、公益旅行、壯遊體驗」等方式，盼能豐富學

生求學經驗與生活體驗，讓學生可以藉由旅行探索世界，重新認識自己，找

出自我學習目標，並走出逢甲校園，拓展國際視野。 

二、參加對象： 

1. 大一、大二學生(國際壯遊)，大一到大三學生(國際壯遊)，無成績與語言

檢定限制。 

2.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未曾出國的同學為優先。 

3. 家境清寒者優先。 

4. 敢勇於挑戰自我的同學。 

三、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徵選： 

1. 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以 1人進行國際體驗為原則。考量安全性，女同

學可放寬至 2人同行。 

2. 國際參與及交流活動地點，以非華語使用國家為限。 

3. 體驗主題規劃：請依照 Gap Year概念，以度假打工、遊學、自助旅行、

公益旅行、壯遊體驗等方式撰寫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書，總頁數不超過 20

頁（課程中輔導撰寫）。 

4. 計劃書徵選內容至少涵蓋：緣起、目的、行程規劃(前往地點與路線規劃

內容)、執行時間、經費預算、安全評估、個人預期效益與基本資料表。 

業務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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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重點合作學校短期學習(SAP102) 

一、執行方式： 

同學實際至海外進行交流前先參加準備課程-國際研習(一)，透過課程培養同學們適

應環境、認識文化、探討全球化議題等能力，學期結束通過本課程，且語言能力達

到一定標準者可申請下一階段課程-國際研習(二)，獲選者可至國外進行短期研習。 

二、參加對象： 

1. 以大一、大二學生為主，有興趣進行海外短期研習的同學均可加入國際

研習(一)。 

2. 通過國際研習(一)課程後，且語言能力達一定標準者才可申請加入國際

研習(二)。 

三、研修地點：以本校在美國、日本姐妹學校為主。 

業務單位：國際事務處 

 

海外短期學習(SAP103) 

一、執行方式： 

透過豐富的研修課程與課外活動安排，使同學融入遊學當地的文化與生活，

達到學以致用、精益求精的學習效果。在研修期間結交各國朋友，豐富大學

生活，給予學子精彩難忘的人生體驗。 

參加同學需自行負擔在海外研修所衍生之相關費用，包含辦理護照、簽證費、

往返機票費、學費、住宿費、餐費、生活費等，姊妹校亦提供逢甲數名獎學

金補助名額。(實際費用及獎助名額依各研習課程而有所不同) 

因應全球國際化趨勢，為開拓學子的國際觀、提升外語實用能力、體驗不同

文化的價值觀，鼓勵學生勇於踏出舒適圈，體驗海外生活。 

二、參加對象： 

凡就讀本校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三、研修地點： 

遍佈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西班牙、日本、韓國、越南、泰國、新

加坡、印尼等國，大多為與逢甲大學關係友好之姊妹校。 

四、每年寒暑假舉辦遊學團： 

每年寒暑假開設的遊學團大至有美國天普大學、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加

拿大曼尼托巴大學、英國西敏大學、法國諾曼底商學院、西班牙阿美利亞大

學、日本大東文化大學、韓國漢陽大學、越南太原教育大學、泰國正大管理

學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印尼泗水理工學院…等等，詳細資訊請參考: 

http://www.oia.fcu.edu.tw/news/news.php?class=101。 

業務單位：國際事務處 

 

在台灣發生的國際活動(SAP201) 

學生參加在台灣舉辦之國際活動，如國際性研討會、境外生共同學習課 

程與活動，本校相關單位每學期舉辦之國際文化交流活動、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課程等。 

業務單位：各學系、行政單位；聯絡窗口：各學系承辦人員、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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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志工服務(SAP202) 

一、執行方式： 

本校海外志工服務歷年均在東南亞國家較為偏遠之鄉村地區進行。各學期初

進行成員召募，參加同學須在學期間參與一系列海外國際志工培訓課程，經

由訓練課程建立同學時間規劃、活動帶領、計畫撰寫及團隊合作能力。於學

期結束後經過短期密集加強訓練，至選定之國際地區服務。 

同學須自行負擔參加海外志工所衍生之相關費用，包含辦理護照、簽證 

費、往返機票費、住宿費、餐費、生活費等。校內負責單位亦積極爭取政府

及民間各項補助。 

二、參加對象：凡就讀本校大學部 1~3年級同學均可報名參加。 

三、曾前往服務國家：蒙古、泰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 

業務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國際會議(SAP301) 

學生參與海外國際會議，進行發表論文、學術研究等交流活動。科技部 

及學校皆有提供研究生、團隊出席國際會議等相關補助，相關資訊可詢 

問指導教授及各學系承辦人員。 

業務單位：各學系；聯絡窗口：各學系承辦人員 

 

國際競賽(SAP302) 

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等國際競賽活動，例如國際設計競 

賽、國際體育競賽等。相關資訊可詢問各系所承辦人員、社團/代表隊指導

老師。 

業務單位：各學系、學務處；聯絡窗口：各學系承辦人員、學務處 

 

海外移地教學(SAP303) 

各學系與學期課程結合，規劃辦理移地教學活動，增加同學短期異地學習體

驗，並使同學體驗跨國文化。將學習課程移往海外交流合作學校，安排當地

教師授課，使同學能體驗不同風格的指導，並透過實地參訪與觀摩體驗當地

文化差異，提高同學的專業學習的廣度。例如：建築系赴上海同濟大學之「江

南城鄉建築與室內景觀賞析」、行銷系「日本企業美文化與行銷課程」等移地

教學。 

業務單位：各學系；聯絡窗口：各學系承辦人員 

 

海外實習(SAP304) 

各學系依其需求及相關產業發展現況，開設校外實習導論（1學分）、校外專

業實習（2 至 18 學分）。實習形式可分為寒暑期、學期、學年等實習課程。

例如：建築專業學院與工程與科學學院的海外學期實習計畫，鼓勵各院系與

海外先進或具發展潛力之企業或機構等合作，積極開發國外實習機會。 

業務單位：各學系；聯絡窗口：各學系承辦人員 



 

交換學生(SAP401) 

本校目前已與五大洲（地區）逾 300所大學建立學術交流合作關係，並與其中

百餘所學校辦理學生海外學習計畫。本校詳細合作校數及學校列表，可參考逢

甲大學國際事務處網頁。 

一、申請資格： 

   1.參加對象：本校非當學期畢業之在校學生，不含「復學未滿一學期者」、 

「就讀本校未滿一學期者」、「臺灣獎學金獲獎生」 

 2.成績要求：無學業成績門檻。欲申請出國研修獎助學金者，需提交成績單 

並加註歷年學業總成績班排名百分比。  

 3.本校學生需提出新式托福(iBT) 61分或 IELTS 5.0以上成績證明，方得參加 

校內甄選，且所有申請學生均須達到申請學校之外語能力要求。申請至大 

陸地區(除香港地區大學)研修的學生可免附語言能力證明。 

二、申請時程： 

每年 9月中旬：申請次年春季班出國交換 

每年 2月下旬、3月上旬：申請當年秋季班出國交換 

業務單位：國際事務處 

 

雙聯學制(SAP402) 

本校提供雙學士、學士加碩士、雙碩士等多種雙聯學制合作模式，各姊妹校

合作系所皆有其相關規定，若有意申請之同學，可參考國際事務處網頁或至

系上詢問相關系所之雙聯學位合作學校。 

業務單位：國際事務處、各學系 

 

如欲進一步了解「國際移動力」相關事宜，歡迎與國際事務處聯繫。 

電話：04-24517250分機 2506; E-mail: oia@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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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程教學 

1. 體育課程每週上課 2小時，一年級為必修課程，上下學期各 1學

分，共 2學分。上學期為體育(一)，下學期為體育(二)；二年級以

上為選修課程，計 1 學分，是否計入畢業學分依各系規定辦理。 

2. 因身體障礙不適參加劇烈運動或游泳者得修習適應體育班，但須

檢附區域或同等級以上醫院證明，於現場選課日至體育教學中心

辦理。 
 

一年級體育教學實施內容： 

一、體育教學分為陸上運動教學、游泳協同教學及游泳補救教學、

體適能檢測、體適能諮商輔導及體適能補救教學。 

二、體育(一)陸上運動教學採原建制班方式授課，每2-3個星期為一

個單元，共安排3-4個項目授課。 

三、體育(二)陸上運動教學採原時段依教師專長項目興趣選項上課。 

四、游泳協同教學執行方式，採同一時段之班級學生，依游泳檢測

能力分級，及因生理/身體因素無法下水者之協同教學。 

五、體育(一)為加強學生游泳基本能力，學生得免費參加「游泳補

救教學」課程。 

六、體適能檢測項目包含坐姿體前彎、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男生

1600/女生800公尺跑走及立定跳遠等四項。 

七、體適能補救教學之執行方式以體適能四項檢測中，如有兩項在

全一年級學生後10%者，須參加「體適能諮商輔導」及「體適

能補救課程三次」。 

 

體育教學中心(體育館一樓) 

聯絡人：曾紀真 分機：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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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查詢個人通識選修課程歷年成績歷程 

從逢甲首頁「在校學生」入口進入「校務資訊應用服務網（APPS）」 

登入帳號後，在「教務資源」項選擇「個人修習紀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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