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實施準則
民國93年3月15日9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93年5月31日9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通識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93年6月11日9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7年11月24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6、7、8條條文 

民國97年12月15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9年12月6日99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通識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3月21日9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4、5、6、7、8條條文 

民國101年11月5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2月17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6月6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7月13日政教校字第1050020839號函發佈 

民國107年6月4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5、6、8、10、11條條文 

第一條 為規範本校通識課程之開設，以達成全人教育之目標，依據本校通識教育架構，

訂定「國立政治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實施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二條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之業務承辦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三條 本校教師暨專任研究人員開設通識課程須依據本準則及本校相關法規辦理。

第四條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分成「語文通識」、「一般通識」及「書院通識」。

第五條 本校通識課程架構與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語文通識」包括「中國語文通識」（三～六學分）與「外國語文通識」（六

學分）；「一般通識」包括「人文學通識」（三～九學分）、「社會科學通

識」（三～九學分）及「自然科學通識」（四～九學分）；「書院通識」（０

～六學分），本校學生需修滿至少二十八學分，最多三十二學分，始能畢業。

超過之學分，不採計為畢業學分。

二、本校「一般通識」下規劃「核心通識課程」。核心通識課程之規劃以培養學

生具備宏觀思維、自學能力、獨立思維、公民意識等知能為原則。

三、「核心通識課程」為群修課程，本校學生須至少於人文、社會、自然領域各

修習一門核心通識課程。

106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應修習外國語文通識學分為四~六學分。 

第六條  各類通識課程之開設應符合各領域小組訂定之課程指標。

本校通識課程之開設依下列方式擇一為之：

一、邀請開設：依本校辦學理念與通識教育目標，經校長、教務長、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與各領域小組召集人討論通過後，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主動邀請本校

教師開設或商請相關院、系（所）聘任校外學者專家開設。



二、申請開設：本校教師自行申請。 

第七條  開設通識課程應符合下列原則： 

一、單學期每門以二學分為原則。若課程規劃具備小組討論等活動，則每門以三

學分為原則。 
二、選課人數設定不得低於五十人。 
三、不得設定先修課程。 
四、得設定排除修讀學系 
五、同一授課教師在同一學期內，以開設二門通識課程為限，每門通識課程以開

設一班為原則；開設核心通識課程之教師不受此限，惟學分數以六學分為限。 
六、得設計跨領域課程，學生亦得依需求自行採認通識類別。 
七、應依本中心規定之時段及科目數開課。 
八、若課程規劃具備小組討論活動者，則該類課程之授課時數為教師授課二小時，

小組討論一小時，總計三小時，得採計為教師授課鐘點三小時，且此類課程

經審查通過後核配教學助理(TA)，並將討論課時間排入課表。 
九、授課教師限本校專兼任教師及專任研究人員。 

前項第二款、第五款、第七款及第八款規定，不適用於「語文通識」課程。 

第八條  申請開設通識課程者，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新開通識課程之授課教師須檢具『國立政治大學教師暨研究人員新開授通識

教育課程申請表』等相關文件，經所屬系、所、院課程委員會或相同層級會

議同意，依類別分送本中心各領域小組審查通過後，再送本中心通識教育委

員會議、教務會議審議。 

二、經相關會議審查通過之通識課程，若遇有授課教師、課程大綱異動者，應比

照申請新開設程序提會審議。 

三、三年以上未開設同一通識課程者，應重新提出申請。但開設核心通識課程者，

不在此限。 

本校專任研究人員申請新開通識課程，尚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由所屬研究單位提報開課人員之學經歷，送各級教評會審查。 

二、經上述程序審核通過，且依前項規定，通過開課計畫者，由人事室報教育部

核發教師證書。但已具教師資格者，免予提報。 

前二項涉教師資格審查程序，另依相關人事規章辦理。 

第九條  通識課程審查程序與標準由本中心另定之。 

第十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及本中心通識教育委員會議之決議辦理。 

第十一條  本準則經本中心通識教育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

同。 



國立政治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實施準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民國93年3月15日9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93年5月31日9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通識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議修正  

民國93年6月11日9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7年11月24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6、第7、第8條條文  

民國97年12月15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9年12月6日99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通識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3月21日9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4、5、6、7、8條條文  

民國101年11月5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2月17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3月18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5條條文 

民國105年6月6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7月13日政教校字第1050020839號函發佈 

民國107年6月4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5、6、8、10、11條條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未修正 第一條  為規範本校通識課程之開

設，以達成全人教育之目標，依據

本校通識教育架構，訂定「國立政

治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實施準則」（以

下簡稱「本準則」）。 

未修正 

未修正 第二條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之業務

承辦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 

未修正 

未修正 第三條  本校教師暨專任研究人員

開設通識課程須依據本準則及本校

相關法規辦理。 

未修正 

未修正 第四條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分成

「語文通識」、「一般通識」及「書

院通識」。 

未修正 

第五條  本校通識課程架構與學分

數規定如下： 
一、「語文通識」包括「中國語文通

識」（三～六學分）與「外國語

文通識」（四～六學分）；「一

般通識」包括「人文學通識」

（三～九學分）、「社會科學

通識」（三～九學分）及「自

然科學通識」（四～九學分）；

「書院通識」（０～六學分），

第五條  本校通識課程架構與學分

數規定如下： 
一、「語文通識」包括「中國語文通

識」（三～六學分）與「外國語

文通識」（四～六學分）；「一

般通識」包括「人文學通識」

（三～九學分）、「社會科學

通識」（三～九學分）及「自

然科學通識」（四～九學分）；

「書院通識」（０～六學分），

配合本校課程精實

方案並為提升學生

英文能力，本校「大

學英文修習辦法」修

訂大學英文課程於

107學年度改為上下

學期各三學分課

程，並提高外國語文

通識畢業學分應修

六學分。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本校學生需修滿至少二十八學

分，最多三十二學分，始能畢

業。超過之學分，不採計為畢

業學分。 
二、本校「一般通識」下規劃「核

心通識課程」。核心通識課程

之規劃以培養學生具備宏觀思

維、自學能力、獨立思維、公

民意識等知能為原則。 
三、「核心通識課程」為群修課程，

本校學生須至少於人文、社

會、自然領域各修習一門核心

通識課程。 
106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應修習外

國語文通識學分為四~六學分。 

本校學生需修滿至少二十八學

分，最多三十二學分，始能畢

業。超過之學分，不採計為畢

業學分。 
二、本校「一般通識」下規劃「核

心通識課程」。核心通識課程

之規劃以培養學生具備宏觀思

維、自學能力、獨立思維、公

民意識等知能為原則。 
三、「核心通識課程」為群修課程，

本校學生須至少於人文、社

會、自然領域各修習一門核心

通識課程。 

第六條  各類通識課程之開設應符

合各領域小組訂定之課程指標。 
本校通識課程之開設依下列方式擇

一為之： 
一、邀請開設：依本校辦學理念與通

識教育目標，經校長、教務長、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與各領域小

組召集人討論通過後，由通識教

育中心主任主動邀請本校教師

開設或商請相關院、系（所）聘

任校外學者專家開設。 
二、申請開設：本校教師自行申請。 

通識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議開會得

視需要邀請學生代表列席。 

第六條  各類通識課程之開設應符

合各領域小組訂定之課程指標。 
本校通識課程之開設依下列方式擇

一為之： 
一、邀請開設：依本校辦學理念與

通識教育目標，經校長、教務

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與各領域

小組召集人討論通過後，由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主動邀請本校教

師開設或商請相關院、系（所）

聘任校外學者專家開設。 

二、申請開設：本校教師自行申請。 

通識教育中心全體委員會議開會得

視需要邀請學生代表列席。 

依據本校通識教育

中心設置辦法第五

條規定略以，通識教

育委員會成員包括

學生代表二名，爰刪

除本項。 

未修正 

 

 

第七條  開設通識課程應符合下列

原則： 

一、單學期每門以二學分為原則。

若課程規劃具備小組討論等活

動，則每門以三學分為原則。 

二、選課人數設定不得低於五十人。 

三、不得設定先修課程。 

四、得設定排除修讀學系 

五、同一授課教師在同一學期內，

未修正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以開設二門通識課程為限，每

門通識課程以開設一班為原

則；開設核心通識課程之教師

不受此限，惟學分數以六學分

為限。 

六、得設計跨領域課程，學生亦得

依需求自行採認通識類別。 

七、應依本中心規定之時段及科目

數開課。 

八、若課程規劃具備小組討論活動

者，則該類課程之授課時數為

教師授課二小時，小組討論一

小時，總計三小時，得採計為

教師授課鐘點三小時。且此類

課程經審查通過後核配教學助

理(TA)，並將討論課時間排入

課表。 

九、授課教師限本校專兼任教師及

專任研究人員。 

前項第二款、第五款、第七款及第

八款規定，不適用於「語文通識」

課程。 

第八條  申請開設通識課程者，應

符合下列規定： 

一、新開通識課程之授課教師須檢

具『國立政治大學教師暨研究

人員新開授通識教育課程申請

表』等相關文件，經所屬系、

所、院課程委員會或相同層級

會議同意，依類別分送本中心

各領域小組審查通過後，再送

本中心通識教育委員會議、教

務會議審議。 

二、經相關會議審查通過之通識課

程，若遇有授課教師、課程大

綱異動者，應比照申請新開設

程序提會審議。 

三、停開三年以上未開設同一之通

識課程者，擬重新開設者，應

第八條  申請開設通識課程者，應

符合下列規定： 

一、新開通識課程之授課教師須檢

具『國立政治大學教師暨研究

人員新開授通識教育課程申請

表』等相關文件，經所屬系、

所、院課程委員會或相同層級

會議同意，依類別分送本中心

各領域小組審查通過後，再送

本中心全體委員會議、教務會

議審議。 

二、經相關會議審查通過之通識課

程，若遇有授課教師、課程大

綱異動者，應比照申請新開設

程序提會審議。 

三、停開三年以上之通識課程，擬

重新開設者，應重新提出申請。 

一、本中心設置辦

法修訂中心全

體委員會為「通

識教育委員

會」，配合文字

修訂。 

二、經通識教育委

員會審議通過

之核心通識課

程，因未涉及授

課教師、課程大

綱異動，雖三年

未開，免重新申

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重新提出申請。但開設核心通

識課程者，不在此限。 

本校專任研究人員申請新開通識課

程，尚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由所屬研究單位提報開課人員

之學經歷，送各級教評會審查。 

二、經上述程序審核通過，且依前

項規定，通過開課計畫者，由

人事室報教育部核發教師證

書。但已具教師資格者，免予

提報。 

前二項涉教師資格審查程序，另依相

關人事規章辦理。 

 

本校專任研究人員申請新開通識課

程，尚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由所屬研究單位提報開課人員

之學經歷，送各級教評會審查。 

二、經上述程序審核通過，且依前

項規定，通過開課計畫者，由

人事室報教育部核發教師證

書。但已具教師資格者，免予

提報。 

前二項涉教師資格審查程序，另依相

關人事規章辦理。 

未修正 第九條  通識課程審查程序與標準

由本中心另定之。 

未修正 

第十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悉依相

關法令及本中心通識教育委員會議

之決議辦理。 

第十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悉依相

關法令及本中心全體委員會議之決

議辦理。 

本中心設置辦法修

訂中心全體委員會

為「通識教育委員

會」，配合文字修

訂。 

第十一條  本準則經本中心通識教

育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準則經本中心全體委

員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佈

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中心設置辦法修

訂中心全體委員會

為「通識教育委員

會」，配合文字修

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