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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為節省您檢視內容時間，本學期有新增或有修改文字部份以反黑顯示。
2、為提倡節能減碳，自 108(2)學年度起將不印製抵免學分手冊紙本資料，如造成不便敬請見
諒，謝謝。
3、抵免學分攸關學生權益，抵免手冊將另行公告「抵免手冊-學生」於學校首頁公告資訊系統
，以供學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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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抵 免 學 分 作 業 日 程
為免影響學生選課時程，請儘速於選課時段，初審審核完畢，謝謝配合

作業

上網辦理抵免

使用者 研究所新生 110 年 01/15 ~2/22 止
/日期 轉學生
110 年 01/29 ~2/22 止

抵免審查

抵免審查

列印抵免清單

各系(所)

主科系(所)

各系(所)

110 年 01/15~02/25

110 年 01/15~02/26

110 年 03/02

主科系直接上網審查，請

列印抵免清單呈系

先確認「成績查核」欄位
各系（所）已先查核通過
後，再做審查的動作。

(所)主任簽核後交
給教務組成績股承
辦人員。

PS：主科系係指全校通識
科目(含跨域課程)之主開
科系。

※ 請統一 03/02 後
列印，以確定抵
免審查資料之正

(1)專業科目
(2)共同科目及通識抵免審查
(2)上網辦理學分抵免申請
通識科目若沒有問題的部份請系上直接認定，
本校網頁 http://www.pccu.edu.tw
有問題的部份請系（所）要確認原校科目填寫
點選「本校學生」
無誤並且成績審查通過 （成績查核欄位必須
→ 進入「學生專區」
勾選），主科系才可以在線上審查。（成績單不
說明
用轉到主科系）
→ 輸入「帳號」、「密碼」
(3)通識科目請於
02/25 前完成成績查核動作。
→ 點選「申請／報名作業」
(4)需補修基礎學科清單審查（研究所）
→ 點選「學分抵免申請」
(5)勾選本外系：
*完成填寫自傳後方可申請學分抵免
抵免學分系統新增欄位供系（所）勾選學生抵
免的科目應為本系或外系
(1)將成績單正本交至系辦。

上網填寫學分抵免申請
（成績單正本）
學生抵免申請
研究所新生 01/15 ~2/22 止
轉學生

01/29 ~2/22 止

成績單

專業、通識、(含跨域課程)

確性。

通識科目（含跨域課程）
審查完畢

交給系辦

系所審查

主開科系（所）審查

01/15 ~02/25 止

01/15 ~02/26 止

印表

03/02

大二以上轉學生，如需抵免跨域課程，需先選填跨域專長後，
始得依所選專長開設課程辦理抵免，其餘非所選專長開設課
程，是否抵免認定為外系學分，由各系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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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二

抵免學分注意事項
一、依本校學生抵免辦法第二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學生。
（二）曾於大專院校就讀之新生。
（三）依照法令規定先修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
（四）錄取為本校新生曾修習本校課程者或經本校核可得於已開辦之教育學程各類科繼續修
習者。
（五）經本校核准推薦至國外大學修讀雙學位或雙聯學制者。
二、抵免之科目及學分由各系組自訂審核，唯：
（一）原五專一、二、三年級之科目不得抵免。（抵免辦法第六條）
（二）抵免之科目學分以少抵多者，不足之學分數應補修下學期課程或重修原不及格之學期課
程，但該課程因故停開時，由各系所組學位學程主任指定內容相近之課程修習，若無相
近之課程，不得辦理抵免（抵免辦法第四條）。
（三）倫理課程：轉入學年級前之倫理學分不需補修亦不用抵免。
三、抵免學分辦法依 109.01.21.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90006957 號函准予備查，詳細內容詳學
生抵免學分辦法，有關抵免相關規定請詳閱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四、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略以：
學生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推廣教育學分申請學分抵免，其課程學分數已超過畢業總學分數之
三分之一者，學校應造冊報教育部備查。
所以自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凡推廣教育部學生辦理抵免者，除成績單正本外，需再加附教
學大網，以便識別遠距教學課程。
五、自 106 學年度起（含）入學學生，不能抵免通識課程「歷史」、「電腦」。
通識課程「歷史」、「電腦」修習標準
入學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畢業標準

109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通識「歷史」、「電腦」

均不可抵免

六、學生申請抵免學分以入學當學年度辦理一次為原則（休學者亦應於入學時辦理抵免）。

七、抵免學分如符合抵免辦法第五條規定，可由學生申請提高編級，請於開學三星期內申請。
八、通識/共同科目抵免如有疑慮，請洽詢主開科系（詳項目十一，15 頁）。
九、為免影響學生選課，請抵免初審同意之科目儘早通知學生，以利學生於選課期間自行加退選。
十、自106學年度起（含）入學學生須全面修習12學分之跨域專長：（詳項目十二，第16-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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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專長主開科系審核畫面：

十一、抵免原則
課程名稱
1
2

課程名稱
「相同」
課程名稱
「不同」

修習情形

抵免原則

已修學分≧應修學分

准予抵免

已修學分＜應修學分

學年課：准予抵免上或下學期
學期課：不准抵免

內容相近者，經甄試合格或主科院、系主任核可後得予抵免。
1.同一科目不得『分抵』多科相關科目。
2.語實課程與語文課抵免互相配合，應為同一語文。補修其一者應注意選擇
同一語文，如抵英文則語實應修英語實習、抵日語實習則語文課應修日文
★★語實課程，自 109 學年度起單學期課程學分不得抵免全學年。

3

其它

3.其它：抵免學生原就讀學校英文課程，如為替代原校英檢門檻且為 2 小時
課者，請附原學校相關證明於本校簽核同意，則不受抵免原則限制
1）原校請證明該課程是否替代英檢字樣。
2）原校課程需 2 小時以上，始可抵免本校密集英語一科，4 小時可抵免
二科，均為 0 學分。

十二、系統使用注意事項
1. 學分抵免審查系統中使用手冊有相當詳細的介紹，使用前請先閱讀。
2. 「可抵免學期」欄位：學年課請選取「全學年」；學期課請依開課系級所開的學期選「上學
期」或「下學期」，請勿選取「全學年」如此會造成成績檔資料錯誤。
3. 「成績查核」欄位：請各系（所）儘早於 02/25 前查核完畢，否則會壓縮主科系審查時間
4. 必修科目之抵免請以所轉入班級適用之必修科目。因系統直接比對該年級之必修科目，無
法認定是否為替代科目，為避免事後畢業學分有問題，請於抵免時直接認抵所轉入班級適
用之必修科目。

第4頁
中國文化大學 109(2)抵免學分手冊

項 目 :三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100.03.09.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00037827號函准予備查
102.02.20.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20020442號函准予備查
104.03.13.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40031908號函准予備查
105.01.19.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50008911號函准予備查
106.05.31.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60075342號函准予備查
106.12.18.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60181127號函准予備查
108.01.09.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70220004號函准予備查
109.01.21.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90006957號函准予備查

第一條
第二條

本校為處理學生抵免學分事宜，特依據本校學則訂定本辦法。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學生。
二、曾於大專院校就讀之新生。
三、依照法令規定先修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
四、錄取為本校新生曾修習本校課程者或經本校核可得於已開辦之教育學程各類科繼續
修習者。

第三條

第四條

五、經本校核准推薦至國外大學修讀雙學位或雙聯學制者。
抵免學分之範圍如下：
一、必修學分。
二、選修學分。
三、輔系學分。
四、雙主修學分。
五、體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六、師資培育課程之普通科目、教育專業科目及教育學程檢定之專門科目。
抵免學分之原則規定如下：
一、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經甄試合格或系所組學位學程主任核可後，
得予抵免，並以所轉入班級適用之應修科目與學分為主。研究所隔年開課之課程，
得由所長核可抵免。
二、抵免之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近者，經甄試合格或主科院、系所組學位學程主任
核可後得予抵免。
三、抵免之科目學分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四、抵免之科目學分以少抵多者，不足之學分數應補修下學期課程或重修原不及格之學
期課程，但該課程因故停開時，由各系所組學位學程主任指定內容相近之課程修習，
若無相近之課程，不得辦理抵免。
五、中等教育師資類及幼稚園師資類教育專業科目之抵免，不得超過教育學程結業學分
數之二分之一。
六、體育科目，限抵入學年級前之體育（不含入學年級），入學年級後應繼續修習。
七、凡本校在學學生：
(一)英文通過托福考試iBT成績達 79 分以上 (或同等級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 得抵
免「外文:英語實習」。
第5頁
中國文化大學 109(2)抵免學分手冊

(二)日文通過日本國際教育協會舊制日語二級或新制日語N3 級以上測驗者，得抵免
「外文:日語實習」。
以上抵免標準僅適用於修習非該外文科系之學生；若為以上外文科系之學生，抵免
標準依各系組學位學程規定辦理。
(三)出國交換一年，赴姊妹校修習相關課程，且成績及格，經系所組學位學程主任
核可後，得抵免本校相同之外文領域「外語實習」。
(四)推廣教育部四年制進修學士班外文課程抵免，另依推廣教育部學生抵免學分注
意事項辦理。
八、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依本校「入學新生暨轉學生申請免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處理要點」處理。
九、學生申請抵免學分以入學當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
十、抵免學分總數：
(一)日間學士班、四年制進修學士班及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抵免學分數以不超過應
修畢業學分數三分之二為原則。
(二)曾於本校就讀之四年制學士班學生抵免學分總數得不受本款第（一）目限制。
(三)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考取正式生者，其抵免學分總數以不超過應修畢業學分數
二分之一為原則。
十一、推廣教育學分作為同等學力新生入學考試資格之用者，入學後不得再予抵免學分。
十二、持有非正規教育認證課程修習及格之學分證明申請抵免者，經系所組學位學程主
任認可後，得予抵免。
第五條 日間學士班、四年制進修學士班學生申請抵免經核准之學分數，達九十二學分以上者得編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入四年級，至少修業一年；達七十二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三年級，至少修業兩年；達三十六
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二年級，至少修業三年。
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申請抵免經核准學分數達三十六學分者得編高一個年級，至少修業一
年。
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考取正式生者，抵免後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二分之一，
且不得少於一年。
境外生有特殊需求者，得專簽提請同意。
因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者，其編級不得高於退學年級。
以五年制專科學校修習及格科目申請抵免者，原專科一、二、三年級之科目，不得抵免。
轉系生於原系組學位學程修習或抵免之科目與學分由轉入系組學位學程辦理學分承認。
日間學士班轉學生入本校後再轉系者，須經轉系進入之系組學位學程主任認可後辦理抵免
學分。
曾於大專院校就讀之新生或依照法令規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研究生，抵免學分
數以不超過應修畢業學分數二分之一為原則。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於在學時已修滿原就讀研究所(組)之畢業學分數後，於就讀期間跨第二
所(組)修習課程且及格，其後考上就讀期間跨第二所(組)修習課程之相同研究所(組)者，
連同前項合計以不超過應修畢業學分數二分之一為原則。
其他身分學生抵免學分數另依相關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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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以同等學力或非相關學系資格考取碩士班之研究生，其應補修大學部基礎學科與學分，得
由各所所長核定免修。

第十條

日間學士班高年級學生經核准在碩士班修習及格課程，於考取碩士班後，在不變更碩士班
畢業學分數原則下得申請抵免。
第十一條 學生抵免學分於每學期依公告時間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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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四

【大一國文】學分抵免原則
＊五年制專科學校所修習之一、二、三年級課程，不得抵免。
學分抵免原則
＊原校科目名稱為「國文」者，可抵免本校「大一國文」（全學年４學分）；若原
校該科目學分數大於４學分者，依學校抵免學分辦法，只能抵免「大一國文」一
科，共４學分。
＊原校科目名稱與「國文」不同但課程相關者（例如：「史籍選讀」、
「儒家經典導
讀」、
「宋代小說選讀」等等），需視教學大綱或課本、講義之內容及學分數以決
定可否抵免「大一國文」
；凡 107 學年度（含）前，已認定可抵免之科目，可直
接抵免。
不可以辦理抵免之科目
＊不能抵免之科目名稱（偏重專業領域及與國文本科無關者之科目）
：
例如：
1-中國書畫傳統與鑑

2-台灣文學

3-中國文化思想

4-佛教文學作品選讀

賞
6-國父思想

5-中國書畫傳統與鑑
賞

7-民間文學選讀

8-現代散文精讀

9-中國藝術欣賞入門

10-中 國現 代小 說與
電影

11-文學與藝術

12-中 國 現 代 文 學 賞

13-台灣文學欣賞

析
16-現代詩選讀

21-中國文化

17-演講與溝通
22-研究方法導論

14-現 代國 語文 寫作

15-網路文學

指導
18-現代小說選讀

19-台灣史

20-中國藝術入門

23-現代文學

24-台灣漢詩賞析

25-現代散文欣賞與
創作

26-紅樓夢的人生哲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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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五

109 學年度【外文：英文】及【外文：英語實習】學分抵免注意事項

為配合本學年學分抵免作業，提醒辦理學生注意下列事項：
一、 請於抵免審查截止日前上網查詢審查結果。若備註欄註記須另附證明，請備妥
相關文件至承辦單位辦理。
二、 辦理前請詳閱學分抵免原則。若開課名稱在原則之外且有爭議者，則另行請示
語文教學中心主任審核裁奪。
三、 未通過抵免學分審查，須補修課程的同學，請依本校選課時程及規定自行上網
選課。
四、 「外文：英文」、
「外文：英語實習」為學年課程，若無衝堂等特殊情況，上、
下學期不得隨意更換組別，學期不可顛倒修習，否則學分不予承認。
五、 簡列本校外文領域必修科目名稱、時數、學分如下：
開課系級
共同科一年級
共同科一年級

科目名稱
外文：英文
外文：英語實習

上課時數
2 小時/週
2 小時/週

學分
2 學分
1 學分

六、 辦理學分抵免若有疑問，可親洽或電話詢問承辦人員。
語文教學中心 趙福蓉（分機 24406）大典館 203 室

第9頁
中國文化大學 109(2)抵免學分手冊

項 目 :六

「外文：英文」學分抵免原則
一、語文教學中心為處理「外文：英文」課程學分抵免事宜，特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訂定本
原則。
二、以五年制專科學校修習及格科目申請抵免者，原專科一、二、三年級所修習之課程，不得辦理
抵免。專四、專五所修習之課程才得予以抵免。
三、抵免之科目與學分，修習及格，方得抵免。
四、本課程為必修四學分，上、下學期各二學分。學分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以少抵
多者，不足之學分數應補修下學期課程或重修原不及格之學期課程。
五、開課名稱、內容與本課程相同，或開課名稱不同而授課內容相同者，可辦理抵免，惟開課名稱
是否符合抵免規定，由本中心主任認定之。
六、未通過學分抵免之學生須補修本課程，並應於選課規定期間自行上網選課。選課請參酌選課相
關規定。
七、學生申請抵免學分以入學當年度辦理一次為原則。
八、本課程為基本英文閱讀課程。開課名稱必須與基本英文閱讀有關才可抵免。
1.可辦理抵免之開課名稱
外文：英文

英文

大一英文

英語研讀技巧

初級英文

英文閱讀

英文讀本

英文字彙與閱讀

大學英文

四年英文

英文散文

外語初級-英文

閱讀與報告

英美作品選讀

英文名著導讀

英文閱讀與摘錄寫作

2.須附教學大綱或課本等文件證明授課內容為英文閱讀之開課名稱
應用英文

實用英文

專業英文(包括新聞英文)

英文特訓

進階英文

英文與應用練習

文法與閱讀

英文文法閱讀

實用英文閱讀

3.不可辦理抵免之開課名稱(偏重專業科目、文法、作文、聽說、檢定等)
商用英文

觀光英文

化工英文

西洋文學概論

廣告英文

英文語法

英文文法

中英翻譯寫作

英文作文

英文寫作

文法與習作

英文文法句型

英語實習

生活英語

國際貿易英語

英語聽講訓練

英語會話

空中英語

英語能力檢定

語文能力訓練

4.不需附相關證明文件即可辦理抵免：
銘傳大學、義守大學、台北商業技術學院、修平技術學院、經國管理學院、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淡江大學、台北城市科技大學、真理大學之「實用英文」、「應用英文」、「專業英文」、
「英文(一)/(二)」、「通用英文」課程為全校統一教材。業經本中心主任審核教學大綱及相
關證明文件，授課內容符合本校「外文：英文」課程。
5.未列入本原則之科目，欲辦理抵免者，請檢附相關證明，由本中心主任審核認定。
九、若遇特殊情況者，另行專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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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七

「英語實習」學分抵免原則
第 一 條：本中心為處理學生英語實習課學分抵免事宜，特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訂定本原則。
第 二 條：以五年制專科學校修習及格科目申請抵免者，原專科一、二、三年級所修習之課程，不得
抵免。
第 三 條：原校開課科目名稱為英文、大一英文、英文閱讀與聽力等，雖其授課包含會話、聽力內容，
亦不得抵免本課程。
第 四 條：自 109 學年度起單學期課程學分不得抵免全學年。
第 五 條：抵免之科目學分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抵免之科目學分以少抵多者，不足之
第 六
第 七
第 八

第 九

學分數應補修下學期課程或重修原不及格之學期課程。
條：開課名稱、內容與本課程相同，或開課名稱不同而授課內容相近者，可辦理抵免，惟開課
名稱是否符合抵免，由本中心認定之。
條：不符規定抵免之轉學生及新生須修習本課程，語實選課請參酌選課相關規定。
條： 凡本校在學學生：
英文通過托福考試 iBT 成績達 79 分以上 (或同等級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 得抵免「外文:英
語實習」。
以上抵免標準僅適用於非英文系之學生；若為英文系學生，抵免標準依英文系規定辦理。
出國交換一年，赴姊妹校修習相關課程，且成績及格，得抵免本校「英語實習」。
條：學生申請抵免學分以入學當年度辦理一次為原則。

第 十 條：(一)可辦理抵免之開課名稱如下：
英語會話
英文會話
英聽實習
英語實驗
生活英語 英文訓練
英語實習
英語視聽訓練 英語生活會話
初級英語聽講 英語演講 領隊英語
英文語言訓練 英語會話訓練 英語電化教學
應用英語會話 觀光英文 英語會話
英語口語訓練 英語語言練習 英文聽力與會話 英語聽講實習 實用旅遊英語
英語視譯
商用英語會話 觀光英語會話
英語口語表達 觀光英語 戲劇英語
餐飲英文
旅遊英文
演講與溝通
餐旅英文
旅館英語
(二)須檢附教學大綱或授課內容證明(英語會話及聽力訓練為授課內容及教學目標)開課名
稱如下：
應用英文
英文特訓
專業英文
英文聽力
英語聽力與訓練
英語連續傳譯 廣播新聞英文
實用英文
英語訓練
Practical English
(三)不可辦理抵免之開課名稱如下：
英文
大一英文(戲劇、讀本、會話) 新聞英文 商用英文 廣告英文
護士英語會話 醫學英文術語
科技英文
資訊英文 會議英文
英文正音
英語發音
英文會計文摘
商用英文閱讀語習作
(四)未列入本辦法之開課名稱，欲辦理抵免者請檢附相關證明，由本中心主任審核認定。
第十一條：若有特殊情況者，另行專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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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八

【通識課程】抵免原則
本校學生依「學系領域」應修「通識領域」課程學分數如下表：
通識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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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系領域

一、「語文」領域課程學分抵免原則由中文系及語文中心另訂之。
二、「人文通識」、「社會通識」、及「自然通識」課程學分抵免原則如下：
1、 凡曾修習各大專院校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之通識課程及格之學分，得申請抵免本校通識課程
之學分。抵免之科目學分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2、 開課名稱、內容與本校課程相同，或開課名稱不同而授課內容相近者，可以本校所開之通識
課程抵免；其餘課程得以「CE00 通識課程」抵免，惟課程是否符合抵免，由本中心認定之
3、 學生請依所屬學系修習各通識領域規定學分辦理抵免。
4、 CE00 通識課程可任列通識課程「人文通識」、「社會通識」、及「自然通識」之學分。
5、 課程名稱相同且已修習及格或抵免之科目不得重覆修習。
6、 五年制專科學校畢（結）業之學生，其專科一年級至三年級修習之科目不予抵免。
三、通識課程相關規定請詳閱「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修習要點」：
學校首頁http://www.pccu.edu.tw/ →行政單位 →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點選「通識課程修
習要點」。
四、通識課程抵免學分之申請程序，悉依「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辦理。
五、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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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九
中國文化大學免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作業實施要點修正後全文
89.07.05
92.05.07
93.06.03
96.12.12
100.12.07
103.12.03
109.01.08

第 150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154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155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160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166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170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176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本校學則第廿四條，並參照本校實際情形訂定之。
二、本校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大一為必修科目，大二為選修科目，二年級每學期兩學分，由
各系組明定是否列入畢業學分。
三、本校學生具下列身分者得申請抵免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一）大一新生或轉學生，已修畢各該學期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及格者，得抵免該學期全
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二）以下身分學生得免修大一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全部課程：
1、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者。
2、外國學生。
3、年齡屆滿三十六歲。
4、現任國軍士官以上職務，經權責單位核准就讀或在職進修者。
5、服常備兵、補充兵、國民兵、替代役期滿退伍持有退伍(役)證明或因故停役，持有停役證
明。
6、持居留證之僑生、陸生及港澳生，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有相關證明文件者。
（三）自軍事學校轉入者，其轉入年級以前各學期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成績，得以軍事學校
各該學期之軍事訓練及格成績抵免。
四、申請抵免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學生，應在規定期限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交由各系助
教彙整後送軍訓室核定。
五、本要點實施前，未具免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身分者，其應修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不及格者，仍須補修。
六、本要點實施後，未具免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身分者，辦理休學時其應修之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不及格，於復學後取得常備役、補充兵、國民兵、替代役期滿退伍(役)證明或持有
停役證明身分者，仍需補修。
七、本要點經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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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十

【服務學習】抵免注意事項
一、自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大學部學生，於在學期間至少應參與二次「服務學習」，始得畢業。
二、「服務學習」課程名稱如下表:
課程名稱
校園公共服務學習
專業課程服務學習
學生課外服務學習
三、轉學生於原校已修習過服務學習 1 學期，可抵免服務學習課程任 1 科。
四、轉學生於原校已修習過服務學習 1 學年，可抵免服務學習課程任 2 科。
五、轉學生於原校無修過服務學習者，轉入後需修習服務學習課程任 2 科。
六、服務學習實施辦法，悉依「中國文化大學服務學習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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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 十一

【通識/共同科目】主開科系一覽表
科目類別
國文領域
日語
韓語
外文領域
／

德語
法語

語文實習

俄語
英語
大一軍訓
大一體育
興趣體育
教育學程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CA14
CB06
CB37
CB09
CB38
CB12
CB39
CB15
CB40
CB18
CB41
0801
CB21
CB36
0099

國文
外文︰日文
語實︰日語實習
外文︰韓文
語實︰韓語實習
外文︰德文
語實︰德語實習
外文︰法文
語實︰法語實習
外文︰俄文
語實︰俄語實習
英文（一）※屬研究所課程
外文︰英文
語實︰英語實習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體育
體育：

院系（組）別

地點

分機

主科系

文學組

大典 5 樓

21305

陳雲英

日文系

大仁 3 樓

23105

侯秀玉

韓文系

大仁 3 樓

23305

王逸萱

德文系

大仁 2 樓

24205

刁義芳

法文系

大仁 2 樓

23905

林詩婷

俄文系

大仁 2 樓

23505

張瑋

英文系

大仁 2 樓

23705

秦于舒

語文中心

大典 2 樓

24406

趙福蓉

教官室

大恩 2 樓

14706

閻國樑

體育室

大孝 5 樓

16601

黃士魁

師培中心

大孝 7 樓

43705

江烈

主開科系抵免審查畫面

步
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點選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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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 十二

【跨域專長】學分抵免注意事項
一、自106學年度(含)起入學學生須全面修習12學分之跨域專長。
轉學生選定跨域專長後，始得依所選專長開設課程辦理抵免，其餘非所選專長開設課程，是否抵
免認定為外系學分，由各系自訂。
（一）109學年度第2學期，跨域專長身份選填時間：110年1月29日至3月2日。
（二）學生自行上網選填，網址：www.pccu.edu.tw學生專區=>校園服務=>課業服務=>跨域專長
選填，待跨域專長身分確定後，於選課期間自行加選該專長開設課程，有關跨域專長身
分選填相關事宜請洽通識中心詢問(分機18507、18505)。
二、開課名稱、內容與本校課程相同，或開課名稱及授課內容相近者，可辦理抵免，惟課程是否符
合抵免，由各主開系所認定之。
三、通識課程抵免學分之申請程序，悉依「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辦理。
四、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五、本校跨域專長課程一覽表詳17~24頁。
六、跨域專長主開科系審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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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專長】課程一覽表
跨域專

科目

長名稱

代號

科目

科目名稱

代號

科目名稱

Y007 跨域人文：基礎韓語

Y010 跨域人文：韓國歷史

韓國文化 Y008 跨域人文：實用韓語

Y011 跨域人文：韓語語法

Y009 跨域人文：韓國現勢

Y012 跨域人文：韓國大眾文化

Y013 跨域人文：職場英語口語溝通

Y016 跨域人文：職場英文寫作技巧

職場英語 Y014 跨域人文：職場英語談判

Y017 跨域人文：英語簡報

Y015 跨域人文：實用英文

Y018 跨域人文：語言、文化與溝通

Y019 跨域自然：故事地圖

Y022 跨域自然：地理新知

地理智慧 Y020 跨域人文：地景欣賞

Y023 跨域社會：地理實察

Y021 跨域社會：飲食地理

Y024 跨域社會：地理觀光

Y025 跨域自然：氣象經濟

Y028 跨域自然：風狂大氣

應用氣象 Y026 跨域自然：生活氣象

Y029 跨域自然：大氣脈動

Y027 跨域自然：掌握大氣

Y030 跨域自然：電影中的大氣科學

Y031 跨域自然：森林副產物開發及應用

Y034 跨域自然：森林資源應用

森林休閒 Y032 跨域自然：森林環境解說

Y035 跨域自然：森林遊憩概論

Y033 跨域自然：森林療癒概論

Y036 跨域自然：生物多樣性體驗

Y037 跨域自然：能源概論

Y040 跨域自然：太陽能電池發展與應用

綠色能源 Y038 跨域自然：綠色能源與與永續發展

多媒體

Y041 跨域自然：生質能源與永續資源

Y039 跨域自然：燃料電池發展與應用

Y042 跨域自然：氫能技術發展與應用

Y043 跨域自然：多媒體技術應用

Y046 跨域自然：影片編輯技術

Y044 跨域自然：影像設計技術

Y047 跨域自然：電腦遊戲技術與製作

Y045 跨域自然：多媒體動畫製作

Y048 跨域自然：電腦聲音技術與應用

Y055 跨域社會：財務金融導論

Y058 跨域社會：證券投資

證券投資 Y056 跨域社會：財務報表導讀

Y059 跨域社會：財金新聞分析

Y057 跨域社會：個人理財

Y060 跨域社會：投資心理學概論

Y079 跨域人文：影劇與文本

Y543 跨域人文：劇場導演

劇場藝術 Y080 跨域人文：世界劇場巡禮

Y083 跨域人文：劇場藝術導論

Y081 跨域人文：電影賞析 B

Y544 跨域人文：影劇音樂賞析

Y067 跨域社會：傳播與性/別

Y070 跨域社會：流行文化概論

傳播文化 Y068 跨域人文：傳播與族群

Y071 跨域社會：電影賞析 A

Y069 跨域人文：當代社會傳播議題

Y072 跨域社會：區域傳播概論

Y085 跨域人文：肢體美感

Y088 跨域人文：民族舞蹈

Y086 跨域人文：舞蹈形式與風格

Y089 跨域人文：即興創作

Y087 跨域人文：舞蹈欣賞

Y090 跨域人文：台灣當代舞蹈

Y091 跨域自然：遺傳工程概論

Y094 跨域自然：植物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 Y548 跨域自然：食品安全與保健生物科技

Y095 跨域自然：動物生物科技

舞蹈

Y093 跨域自然：生物科技新知

開課
系所

韓文系

英文系

地理系

大氣系

森保系

化材系

電機系

財金組

戲劇系

大傳系

舞蹈系

生技所

Y096 跨域自然：微生物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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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61 跨域人文：設計基礎

Y064 跨域人文：數位媒體設計

數位廣告 Y062 跨域人文：廣告與行銷

Y065 跨域人文：設計思考

Y063 跨域人文：動畫藝術賞析

Y505 跨域社會：公共關係

Y073 跨域社會：科學傳播概論

Y076 跨域社會：科學傳播影片賞析

科學傳播 Y074 跨域社會：傳播科技發展史

Y077 跨域社會：科學、科技與社會

Y075 跨域社會：科學傳播應用

Y078 跨域社會：生活科學與傳播

Y115 跨域人文：邏輯推理與哲學批判

Y118 跨域人文：生命倫理

哲學素養 Y116 跨域人文：希臘文化與哲學

Y119 跨域人文：儒家哲學名著選讀

Y117 跨域人文：啟蒙時代的哲學

Y120 跨域人文：道家哲學名著選讀

Y121 跨域人文：唐詩三百首與現代生活

Y124 跨域人文：明代文學與現代文創

文學名著 Y122 跨域人文：楚辭美學與現代生活

Y125 跨域人文：世說新語與生活趣味

Y123 跨域人文：民間故事

Y126 跨域人文：史記人物風雲榜

Y127 跨域人文：詩與思的異想世界

Y130 跨域人文：韓非子與領導謀略

國學經典 Y128 跨域人文：溝通有理–三禮與你

Y131 跨域人文：孟子與成功人生

Y129 跨域人文：左傳與策略運用

Y132 跨域人文：論語與現代生活

Y133 跨域人文：魏晉六朝筆記故事

Y136 跨域人文：小說故事與創作

故事寫作 Y134 跨域人文：古典鬼故事選讀

Y137 跨域人文：短篇小說欣賞與習作

Y135 跨域人文：圖像與故事

Y138 跨域人文：神話與傳說

Y139 跨域人文：圖像歷史的探索與應用

Y142 跨域人文：影視史學與歷史思維

史學應用 Y140 跨域人文：觀三國：圖像中的中國古代史

Y143 跨域人文：世界遺產與世界史事

Y141 跨域人文：從電影學歷史：近代以來的中國與臺灣

Y144 跨域人文：近代世界史中的流行文化

Y145 跨域人文：法國香頌與文化

Y148 跨域人文：今日法國

法國文化 Y146 跨域人文：基礎法語

Y149 跨域人文：法國觀光導覽

Y147 跨域人文：法國生活美學

Y150 跨域人文：法國文化藝術

Y151 跨域人文：德瑞奧文化導覽

Y546 跨域人文：歐洲經濟

德國文化 Y545 跨域人文：歐洲音樂史

Y547 跨域人文：德語區飲食文化

Y530 跨域人文：德國社會制度

Y156 跨域人文：德國政府與政治

Y157 跨域人文：俄國民俗與飲食文化

Y160 跨域人文：今日俄羅斯

俄國文化 Y158 跨域人文：俄國文學與電影

Y161 跨域人文：基礎俄語

Y159 跨域人文：俄羅斯千年史

Y162 跨域人文：俄國觀光導覽

Y163 跨域自然：認識統計

Y166 跨域自然：數據透視

基礎分析 Y164 跨域自然：大數據分析概論

Y167 跨域自然：數據分析語言

Y165 跨域自然：生活與統計分析

Y168 跨域自然：投資與創業之財務規劃

Y169 跨域自然：智能統計

Y172 跨域自然：淺談資料探勘

實務分析 Y170 跨域自然：大數據個案實務分析

Y173 跨域自然：實用數據語言

Y171 跨域自然：統計工具之應用

Y174 跨域自然：投資創業之迴歸應用

Y175 跨域自然：物理科學的演進與發展

Y178 跨域自然：生活中的光學知識

光電科技 Y176 跨域自然：物理與藝術的對話

Y179 跨域自然：光電科技概論

Y177 跨域自然：電影中的科學

廣告系

大傳系

哲學系

文學組

文學組

文藝組

史學系

法文系

德文系

俄文系

應數系

應數系

物理系

Y180 跨域自然：物理與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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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81 跨域自然：不可能的任務-化學這麼有趣
智慧化學 Y182 跨域自然：量子科學的神奇現象與先進應用

Y185 跨域自然：多元化材料及其應用

Y183 跨域自然：千變萬化的觸媒化學

Y186 跨域自然：活用生醫材料與生物分析

Y187 跨域自然：環境地質學概論

Y190 跨域自然：地質調查導論

生活地質 Y188 跨域自然：探索火山

Y191 跨域自然：地震與生活

Y189 跨域自然：溫泉通論

Y192 跨域自然：美石賞析

Y193 跨域自然：生技奇蹟

Y196 跨域自然：新聞媒體眼中的生物學

日常生物 Y194 跨域自然：疾病與我

Y197 跨域自然：植物描繪與動畫

Y195 跨域自然：再生醫美：美麗人生

Y198 跨域自然：市場裡的生物學

Y531 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法律紛爭解決機制

Y534 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生活與法律

法律生活 Y532 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旅遊與法律

Y536 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創業與法律

Y537 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實用法律常識

Y540 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證券投資篇
Y541 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犯罪與刑事司法概要

Y539 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票據篇

Y542 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金融消費者保護篇

Y211 跨域社會：基礎經濟學(A)

Y214 跨域社會：市場競爭與全球化

Y212 跨域社會：商業、經濟與賽局

Y215 跨域社會：貿易與全球化

Y213 跨域社會：產業分析與應用

Y216 跨域社會：貨幣與全球金融

Y217 跨域社會：基礎經濟學(B)

Y220 跨域社會：環境經濟與政策

綠色經濟 Y218 跨域社會：公共事務與經濟

Y221 跨域社會：資源與經濟

Y219 跨域社會：成本效益分析

Y222 跨域社會：生態與經濟

Y223 跨域社會：政治學概要

Y226 跨域社會：人事行政概要

公職養成 Y224 跨域社會：行政學概要

Y227 跨域社會：法學與憲法概要

Y225 跨域社會：公共政策概要

Y228 跨域社會：行政法與地方政府概要

Y229 跨域社會：人力資源管理(A)

Y232 跨域社會：行政文書與資訊

行管實務 Y230 跨域社會：公共財務管理

Y233 跨域社會：領導才能發展

Y231 跨域社會：政府與媒體

Y234 跨域社會：數位化治理

Y235 跨域社會：全人發展

Y238 跨域社會：暴力預防

人群服務 Y236 跨域社會：身障服務

Y239 跨域社會：少子化與老化社會

Y237 跨域社會：青少年兒童問題與診斷

Y240 跨域社會：社會工作與社會服務

Y241 跨域社會：人間社福寶可夢

Y244 跨域社會：日劇與社會福利

社會實踐 Y242 跨域社會：下流老人？高齡社會的因應策略

Y245 跨域社會：社會保險與生活

Y243 跨域社會：媒體、社會倡議與社會福利

Y246 跨域社會：起跑與起業

Y247 跨域社會：人力資源發展

Y250 跨域社會：人事行政實務

人力資源 Y248 跨域社會：全球化勞動議題

Y251 跨域社會：就業法實務

Y249 跨域社會：訓練與發展

Y252 跨域社會：工業安全衛生管理實務

Y253 跨域社會：勞動基準法實務

Y256 跨域社會：就業安全

勞資關係 Y254 跨域社會：全球化與勞資關係

Y257 跨域社會：行政法實務

Y255 跨域社會：勞動法實務

化學系

地質系

生科系

Y535 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婚姻家庭與租稅 法學組

Y533 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租稅與法律

生活財經 Y538 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保險篇

全球化

Y184 跨域自然：化學感測器及其應用

財經組

經濟系

經濟系

行管系

行管系

社福系

社福系

勞動系

勞動系

Y258 跨域社會：勞動檢查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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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59 跨域社會：兩岸關係概論

Y262 跨域社會：公關與遊說

公民參與 Y260 跨域社會：政黨與議會

Y263 跨域社會：公民參與與選舉

Y261 跨域社會：媒體與政治

Y264 跨域社會：科技與政治

Y265 跨域自然：園藝與生活

Y268 跨域自然：樂活花卉概論

樂活園藝 Y266 跨域自然：園藝生命密碼

Y269 跨域自然：園藝生態學

Y267 跨域自然：茶與生活

Y270 跨域自然：瓶中的園藝科學

Y271 跨域自然：認識動物科學

Y274 跨域自然：蛋品生產與消費

動科生活 Y272 跨域自然：乳品生產與消費

Y275 跨域自然：寵物的健康照護

Y273 跨域自然：肉品生產與消費

Y276 跨域自然：動物產業實務概論

Y277 跨域自然：資源再利用 2.0

Y280 跨域自然：全球環境與資源安全分析

自然資產 Y278 跨域社會：不動產投資概論(A)

Y281 跨域社會：土地開發與利用概論

Y279 跨域自然：資源監測技術概論

Y282 跨域社會：不動產時勢評述

Y283 跨域社會：飲食、食安與健康

Y286 跨域自然：食品簡易檢查

優質生活 Y284 跨域社會：休閒與生活

Y287 跨域社會：人際關係

Y285 跨域社會：生活美學

Y288 跨域社會：美食烹飪與旅遊

Y289 跨域自然：食物與保健

Y292 跨域自然：運動與營養

Y290 跨域自然：營養與保健

Y293 跨域自然：體重管理

Y291 跨域自然：食品與安全

Y294 跨域自然：疾病與營養

Y295 跨域自然：材料科學與化工技術導論

Y298 跨域自然：能源材料與元件

前瞻材料 Y296 跨域自然：生活中的材料與化工科技

Y299 跨域自然：電子材料與製程

營養

Y297 跨域自然：複合材料概論

Y300 跨域自然：生醫材料與生物技術

Y301 跨域自然：2D 電腦繪圖應用

Y304 跨域自然：3D 繪圖與列印

創客自造 Y302 跨域自然：產品設計

機器人

Y305 跨域自然：3D 數位建模實務

Y303 跨域自然：創新設計

Y306 跨域自然：專利賞析

Y307 跨域自然：智能機器人概論

Y310 跨域自然：能源及動力系統

Y308 跨域自然：簡易機器人製作

Y311 跨域自然：教育型機器人

Y309 跨域自然：機器人控制實務

Y312 跨域自然：行動機器人實作

Y313 跨域自然：基礎電子電路

Y316 跨域自然：半導體世界

電機應用 Y314 跨域自然：電器原理

Y317 跨域自然：人工智慧

Y315 跨域自然：電腦科技

Y318 跨域自然：APP 應用

Y319 跨域自然：生活應用紡織品

Y322 跨域自然：紡織品消費者須知

紡織設計 Y320 跨域自然：機能紡織品概論

Y323 跨域自然：流行紡織新素材

Y321 跨域自然：色彩配色與應用

Y324 跨域自然：環保與綠色紡織品

Y325 跨域自然：網路科技應用

Y328 跨域自然：智慧手機 APP 設計

生活科技 Y326 跨域自然：物聯網概論

Y329 跨域自然：網路安全

Y327 跨域自然：智慧資訊系統簡介

Y330 跨域自然：網頁設計(A)

Y331 跨域自然：數位金融科技概論

Y334 跨域自然：智慧理財

理財科技 Y332 跨域自然：金融資訊安全

Y335 跨域自然：智慧金融投資概論

Y333 跨域自然：Excel 理財應用

政治系

園生系

動科系

土資系

生應系

營養系

化材系

機械系

機械系

電機系

紡織系

資工系

資工系

Y336 跨域自然：網頁設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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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337 跨域社會：商用基本會計原理

Y340 跨域社會：企業稅務管理

會計財稅 Y338 跨域社會：如何讀懂財務報表

Y341 跨域社會：成本管理

Y339 跨域社會：個人稅務管理

Y342 跨域社會：審計的世界

Y343 跨域社會：管理學

Y346 跨域社會：行銷管理

經營管理 Y344 跨域社會：現代企業概論與電商實務導論

Y347 跨域社會：資訊管理

Y345 跨域社會：人力資源管理(B)

Y348 跨域社會：財務管理

Y349 跨域社會：文化差異與服務業行銷

Y352 跨域社會：銷售人員管理

服務管理 Y350 跨域社會：零售管理

Y353 跨域社會：文化創意產業行銷

Y351 跨域社會：顧客關係管理

Y354 跨域社會：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Y355 跨域社會：國際行銷學概論

Y358 跨域社會：會展行銷概論

國際行銷 Y356 跨域社會：消費者行為概論

Y359 跨域社會：行銷學概論

Y357 跨域社會：國際談判概論

Y360 跨域社會：O2O 電商經營概論

Y361 跨域社會：國際貿易實務概說

Y364 跨域社會：國貿法規概說

國際貿易 Y528 跨域社會：國際金融概說

Y365 跨域社會：電子商務概說

Y529 跨域社會：外匯避險操作概說

Y366 跨域社會：跨境電商概說

Y367 跨域自然：網頁設計

Y370 跨域自然：動畫設計入門

APP 開發 Y368 跨域自然：網頁程式設計

Y371 跨域自然：App 程式設計入門

Y369 跨域自然：影像處理入門

Y372 跨域自然：手機程式設計

Y373 跨域社會：商業智慧概論

Y376 跨域社會：網站數據分析

商情分析 Y374 跨域社會：商業智慧應用

Y377 跨域社會：統計分析

Y375 跨域社會：資料採礦應用

Y378 跨域社會：資料庫實務

Y379 跨域社會：觀光學概論(A)

Y382 跨域社會：餐旅管理概論

餐旅產業 Y380 跨域社會：餐旅行銷

Y383 跨域人文：世界飲食文化

Y381 跨域人文：國際禮儀

Y384 跨域社會：餐旅產業發展趨勢

Y385 跨域社會：觀光學概論(B)

Y388 跨域社會：國家公園概論

觀光休閒 Y386 跨域自然：生態解說

Y389 跨域社會：觀光遊憩地理

Y387 跨域人文：臺灣觀光資源

Y390 跨域社會：森林遊樂學

Y391 跨域社會：金融行銷

Y394 跨域社會：理財工具

金融行銷 Y392 跨域社會：財富管理

Y395 跨域社會：保險實務

Y393 跨域人文：人際關係與溝通

Y396 跨域社會：顧客關係行銷

Y397 跨域社會：基礎理財規劃

Y400 跨域社會：投資規劃

理財規劃 Y398 跨域社會：財務報表判讀

視傳

資傳

Y401 跨域社會：當代財經議題

Y399 跨域社會：保險規劃

Y402 跨域社會：投資心理學概論

Y403 跨域人文：基礎攝影

Y406 跨域人文：應用攝影實務

Y404 跨域人文：影像美學

Y407 跨域人文：色彩學

Y405 跨域人文：創意與設計

Y408 跨域人文：字型與版面編排

Y409 跨域社會：資訊與網路科技

Y412 跨域社會：資訊服務管理

Y410 跨域社會：資訊與媒體素養

Y413 跨域社會：數位學習概論

Y411 跨域社會：創意資訊社會

Y414 跨域社會：電子商務

會計系

國企系

國企系

國貿系

國貿系

資管系

資管系

觀光系

觀光系

金行組

財金組

資傳系

資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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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415 跨域社會：口頭傳播學

Y418 跨域社會：媒體素養

新聞傳播 Y416 跨域社會：新聞學

Y419 跨域社會：媒介經營與管理

Y417 跨域社會：傳播理論

Y420 跨域社會：網路社群經營與研究

Y421 跨域社會：環境空間與行為觀察

Y424 跨域社會：民眾參與及社區營造

土地開發 Y422 跨域社會：都市規劃概論

Y425 跨域社會：不動產交易安全

Y423 跨域社會：不動產市場概論

Y426 跨域社會：不動產投資概論(B)

Y427 跨域人文：建築導讀

Y430 跨域人文：中外建築藝術

建築設計 Y428 跨域人文：建築空間學

Y431 跨域社會：社區更新

Y429 跨域人文：閱讀空間

Y432 跨域社會：都市產業與行銷管理

Y433 跨域社會：環境美學賞析

Y436 跨域社會：景觀設計思潮

美學創意 Y434 跨域社會：景觀環境設計

Y437 跨域人文：攝影美學

Y435 跨域自然：環境色彩學

Y438 跨域自然：環境行為與觀察

Y439 跨域人文：台灣畫家與名作介紹

Y442 跨域人文：博物館巡禮

美術生活 Y440 跨域人文：中國美術賞析

Y443 跨域人文：動畫概論

Y441 跨域人文：西洋藝術名作欣賞

Y444 跨域人文：漫畫創作研究

Y445 跨域人文：當代台灣歌仔戲的變與常

Y448 跨域人文：古典戲曲劇目賞析

戲曲藝術 Y446 跨域人文：台灣地方戲曲風華

Y449 跨域人文：當代戲曲名劇賞析

Y447 跨域人文：戲曲表演藝術

Y450 跨域人文：戲曲容裝之美

Y451 跨域人文：互動藝術專題

Y454 跨域人文：數位影像設計

科技藝術 Y452 跨域人文：科技藝術發展概論

Y455 跨域人文：數位遊戲設計概論

Y453 跨域人文：音樂設計概論

Y456 跨域人文：現代藝術史

Y457 跨域人文：傳統及當代音樂賞析

Y460 跨域人文：音樂與戲曲的藝術

音樂生活 Y458 跨域人文：生活藝術的美學

Y461 跨域人文：元素與呈現-中國音樂賞析

Y459 跨域人文：音樂戲劇在台灣

Y462 跨域人文：中國音樂與典故

Y463 跨域人文：音樂賞析

Y466 跨域人文：電影配樂概論

音樂樂活 Y464 跨域人文：流行音樂演唱技巧

Y467 跨域人文：音樂作品中的情與愛

Y465 跨域人文：音樂劇製作與實務

Y468 跨域人文：聲音的奧妙與應用

Y469 跨域社會：應用心理學

Y472 跨域社會：多元性別文化與社會

心理生活 Y470 跨域社會：生涯探索與發展

新聞系

都計系

建築系

景觀系

美術系

國劇系

科藝所

國樂系

音樂系

Y473 跨域社會：現代生活壓力與情緒管理 心輔系

Y471 跨域社會：電影與心理

Y474 跨域社會：藝術與心理探究

Y475 跨域社會：親職教育

Y478 跨域人文：教育與創新

教育生活 Y476 跨域社會：童軍教育

Y479 跨域社會：國際教育趨勢

Y477 跨域社會：性別與教育

Y480 跨域自然：媒體設計與運用

Y481 跨域人文：武術入門

Y484 跨域人文：電影中的武術

武術生活 Y482 跨域自然：武術與養生

Y485 跨域自然：防身術

技國系

Y483 跨域自然：武功推拿

Y486 跨域自然：技擊運動實務技巧與賞析

Y487 跨域自然：全人健康

Y490 跨域社會：職場運動服務

運健服務 Y488 跨域自然：健康評估

Y491 跨域社會：銀髮族運動服務

Y489 跨域社會：幼兒體能開發服務

教育系

運健系

Y492 跨域人文：運動與健康
第 22 頁
中國文化大學 109(2)抵免學分手冊

Y493 跨域社會：團體球類欣賞 1

Y496 跨域社會：團體球類欣賞 2

運動賞析 Y494 跨域社會：個人球類欣賞 1

Y497 跨域社會：個人球類欣賞 2

Y495 跨域社會：個人運動項目欣賞 1

Y498 跨域社會：個人運動項目欣賞 2

Y499 跨域自然：運動科學概論 1

Y502 跨域自然：運動科學概論 2

運動概述 Y500 跨域社會：運動裁判法 1

Y503 跨域社會：運動裁判法 2

Y501 跨域自然：運動表現之肌力與體能訓練 1

Y504 跨域自然：運動表現之肌力與體能訓練 2

Y509 跨域人文：音樂與健康

Y507 跨域人文：自我與角色扮演

藝術心理 Y510 跨域人文：舞蹈與心理健康

Y508 跨域人文：身體動作與心理發展

Y512 跨域人文：藝術創作與心理歷程

Y511 跨域人文：創造性戲劇

Y001 跨域人文︰日本社會與文化

Y002 跨域人文︰日劇看日本

日本文化 Y513 跨域人文：日本地理與文化遺產

Y004 跨域人文︰台日關係史

Y514 跨域人文：日本現勢

Y515 跨域人文：酷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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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日語 Y518 跨域人文：日本地理

Y519 跨域人文：日本歷史

Y520 跨域人文：初階日語

Y521 跨域人文：進階日語

Y522 跨域人文：認識中華文化

Y524 跨域人文：中國藝術欣賞

我愛中華 Y523 跨域人文：中國武術入門

Y526 跨域人文：觀光華語

Y525 跨域人文：華語電影與音樂欣賞

Y527 跨域人文：太極拳

Y551 跨域社會︰參與式預算與社區實踐

Y549 跨域社會︰永續轉型與社會創新

社區實踐 Y552 跨域社會︰社區資訊與傳播實踐

Y550 跨域社會︰能源政策與資源管理

Y553 跨域社會︰環境資源調查與風險管理

體育系

體育系

科藝所

日文系

日文系

文學組

行管系

Y554 跨域社會︰社區發展與社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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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抵免系統操作畫面（學生)

項 目 : 十三

一、申請日期：
（請儘早申請，以免影響選課）入學當學期辦理一次為限。
轉學生:110 年 01 月 29 日起，至 02 月 22 日截止。研究生：110 年 01 月 15 日起～02 月 22 日截止。
二、基本需求：1. 螢幕設定字型為 Small Fonts 最佳 (我的電腦 / 控制台 / 顯示器 / 設定 / 字型大小 / Small Fonts )
2. 螢幕解析度為 1024*768 最佳

(我的電腦 / 控制台 / 顯示器 / 設定 / 桌面區域 / 1024*768 圖素)

三、操作步驟： 步驟1：進入中國文化大學網站 → 步驟2：學生專區→登入帳號密碼
步驟 3校園服務

步驟 4申請/報名作業
步驟 5學分抵免申請

步驟 6編輯個人資料
步驟 7抵免申請
步驟 8新增抵免資料
步驟 9填寫抵免資料

科目類別：請依課程下拉式點選

步驟 10-繳交歷年
成績單至系所辦公室

步驟 11-等教務
處複審後確認簽
名（並於選課期間

請填寫：
「文化大學」之科目、學分、
分數

調整選課）。

※抵免原則

請填寫：
「轉學前」之科目、學分、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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