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110學年度通識課程抵免對照表
本校學門名稱

開課單位

原外校已修課程名稱

國文、本國語文、中文鑑賞與應
用、本國語文(一)、名著選讀、
國文(一)、國文(二)、閱讀與書
寫、閱讀與書寫(一)、閱讀與書
寫(二)、基礎國文、中文閱讀與
寫作、大學國語文、應用文、應
用文及習作、傳記文學選讀及寫
作、文學與人生、華語文學與思
想、華語文學、中文能力與教
養、中國古典文學賞析、大學閱
讀、中國文學鑑賞、文學經典閱
中 國 語 文 能 力 中國文學
讀、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文學
表達
學系
欣賞與實作、中國文學導讀、敍
事文學選讀、文學欣賞與實用、
中國文學文選、中文寫作與思
維、中文鑑賞與應用、中文能力
與涵養、文學與生活、諸子名著
選讀、華語文學欣賞、文學文化
導論、國文文選、先秦諸子選
讀、文學論論、本國與經典導
讀、中國哲學與人生、文學與思
潮、大學閱讀、文學欣賞與實
用、大學國文、現代散文精讀

各英文相關課程
英文學系 （英檢畢業門檻之替代課程除
外）。

外國語文學門
Q群

110年08月10日製表
科目編號

A1376

T0466

A0050

可抵免本校通識課程科目
科目名稱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英文（一）」
1. 應先抵免「英文（一）」，再
抵免「英文（二）」；應先抵免第
1學期，再抵免第2學期。
2. 原就讀學校英文課程（含實
習）修習達2科6學分者，僅得依序
抵免本校「英文（一）」、「英文
（二）」共2學期；達3科6學分者
，可依序抵免本校「英文（
一）」、「英文（二）」共3學
期；達8學分者，可依序抵免本校
「英文（一）」、「英文（二）」
共4學期。
3. 原就讀學校若為淡江大學（淡
水校園），僅得抵免相同之科目與
學期；若為淡江大學（蘭陽校園）
，僅得以「英文寫作」、「英文閱
讀」、「英文口語溝通」、「英文
能力檢定」等4科目依序抵免「英
文（一）」、「英文（二）」。
4. 原就讀學校英文課程若屬英檢
畢業門檻之替代課程，請會簽英文
系判斷。
「英文（二）」
（同「英文（一）」）

淡江大學110學年度通識課程抵免對照表
本校學門名稱

開課單位

原外校已修課程名稱

日文文法、第二外國語會話、初
日 本 語 文 級日語
學系
中日翻譯與作文、第二外國語、
中級日語

俄文(一)、俄語(1)、俄文一、大
一俄語、基礎俄語(一)、俄語會
俄國語文 話(一)、俄羅斯語(一)
學系

俄文(二)、俄語(2)、俄文二、大
二俄語、基礎俄語(二)、俄語會
話(二)、俄羅斯語(二)

學習與發展
N群

教育心理
與諮商研
究所

課外活動與團
課外活動
隊發展學門
輔導組
K群

110年08月10日製表
科目編號
T0467
A0175

T0468

T0469

T0863

可抵免本校通識課程科目
科目名稱
日文(一)
日文(二)
「俄文（一）」
1. 應先抵免「俄文（一）」，再
抵免「俄文（二）」；應先抵免第
1學期，再抵免第2學期。
2. 原就讀學校俄文課程（含實
習）修習達2科6學分者，僅得依序
抵免本校「俄文（一）」、「俄文
（二）」共2學期；達3科6學分者
，可依序抵免本校「俄文（
一）」、「俄文（二）」共3學
期；達8學分者，可依序抵免本校
「俄文（一）」、「俄文（二）」
共4學期。
3.原就讀學校若為淡江大學（淡水
校園）已修習相關課程者，得抵
免；轉入俄文系者除外。
「俄文（二）」
（同「俄文（一）」。）
「學習與發展」課程抵免原則：
1.限原淡江學生已修習相關課程者
始得抵免。
2.除「大學學習」課程為大一必修
外，為服膺學生發展所需，另開設
多門選修課程供自由選修，並得承
認為自由選修學分，選修課程除第
3項情形外，不得抵免「大學學
習」課程。
3.原淡江學生再轉入者，如曾修過
N群選修課程，可抵免「大學學
習」課程。
「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學門」課程
抵免原則：
1.限原淡江肄業或畢業學生已修習
相關課程者始得抵免。
2.同學制互轉，依一般學分抵免規
則辦理。
3.日間部轉進學班，需修滿「社團
學習與實作-入門課程」(「社團經
營入門」、「社團學習與實作-活
動參與」、「社團學習與實作-活
動執行」)等三門課程，方能抵免
「社團學習與實作-入門課程」。
4.進學班轉日間部，修畢「社團學
習與實作-入門課程」即可抵免上
述三門課程。

備註：
＊不承認為畢業學分之核心科目不可抵免。
＊本表提供抵免作業參考，原外校已修科目和可抵免本校核心科目名稱完全相同，或與原外校已修科目欄
內所註記科目名稱完全相同者，系承辦人可直接進行核定。其他情況則請學生持教學計畫表或課程大綱或
相關佐證資料、抵免單會簽開課單位。
＊轉學復轉系再改抵者：只可改抵專業科目，不可改抵核心科目。
＊本校之非核心科目不可抵本校之核心科目（如：經濟學概論等）。
＊非表列科目則不得抵免，原淡江學生修習相關課程除外。

淡江大學110學年度通識課程抵免對照表
本校學門名稱

開課單位

原外校已修課程名稱

110年08月10日製表
可抵免本校通識課程科目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體育教學與活
動組

一、原校課程名稱為「籃球」、「排
球」、「軟式排球」、「桌球」、「羽
球」、「網球」、「軟式網球」、「壘
球」、「足球」、「棒壘球」、「木
球」、「舞蹈」、「社交舞」、「高爾夫
球」、「保齡球」、「撞球」、「直排
輪」、「體適能」、「體重控制」、「強
力塑身」、「有氧舞蹈」、「瑜珈」、
「重量訓練」、「游泳」、「水上休閒實
務」、「水上救生」、「太極拳」、「跆
拳道」、「養生氣功」或上述名稱附加副
標者，例如「體育－○○○」、「男女生
體育－○○○」（實例：男女生體育－籃
球），均可抵免本校體育課程，請各系逕
予抵免。
二、成績單之課程名稱與上述不同，但內
容相近者，則請學生檢附原校課程大網或
教學計畫表或相關佐證資料至體育教學與
活動組辦理。

T9869
T9812
T9912

男、女生體育
男生體育(二)
女生體育(二)

校園與社區服
軍訓室服務組
務學習

原本校學生轉本校系所，系所承辦人逕行
抵免，不需會簽。其餘請持下列資料至
B401審核(缺一不可)：
1.原學校成績單
2.原學校服務學習課程授課計畫表
3.服務時數證明單（每學期至少18小時，
全學年度總時數共至少36小時）

T9607

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

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一) 軍訓室教學組
護理(一)

原本校學生轉本校各學系，各系承辦人逕
行抵免，不需會簽。其餘請持原校授課計
畫表證明上課時數辦理。
(每學期至少18小時，全學年度總時數共
至少36小時）

U1002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軍 事 訓練
(一)
護理(一)

男生體育
女生體育

T9901

備註：
＊不承認為畢業學分之核心科目不可抵免。
＊本表提供抵免作業參考，原外校已修科目和可抵免本校核心科目名稱完全相同，或與原外校已修科目欄內所
註記科目名稱完全相同者，系承辦人可直接進行核定。其他情況則請學生持教學計畫表或課程大綱或相關佐證
資料、抵免單會簽開課單位。
＊轉學復轉系再改抵者：只可改抵專業科目，不可改抵核心科目。
＊本校之非核心科目不可抵本校之核心科目（如：經濟學概論等）。
＊非表列科目則不得抵免，原淡江學生修習相關課程除外。

淡江大學110學年度通識課程抵免對照表
開課單位

110年08月10日製表

原外校已修課程名稱

西洋文學概論、西洋文學作品導讀、西洋兒童
文學概論
本國語文、應用文及習作、名著選讀、國文、
國文(一)、國文(二)、基礎國文、華語文學與
思想(二)、文學賞析、中國文學導讀、中華文
化：現代散文、欣賞與創作、人文學跨領域課
程、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一)、文學欣賞與實
用、愛情文學、心靈經典導讀、散文-旅遊文學
選讀、現代散文寫作指導、經典閱讀與詮釋、
大學國文(二)、理性與感性、現代散文精讀、
閱讀與書寫
本國語文、應用文及習作、名著選讀、國文、
國文(一)、國文(二)、閱讀與書寫(二)、閱讀
書寫(一)、基礎國文、傳記文學選讀及寫作、
文學與人生、華語文學與思想(二)、華語文
學、中文能力與教養、中國古典文學賞析、大
中文系
學閱讀、中國文學鑑賞(一)、文學經典閱讀、
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二)、文學欣賞與實作、
中國文學導讀、敍事文學選讀、文學欣賞與實
用
、中國文學文選、中文寫作與思維、中文鑑賞
與應用、中文能力與涵養、文學與生活、諸子
名著選讀、華語文學欣賞(一)、文學文化導
論、國文文選、先秦諸子選讀、文學論論、本
國與經典導讀(一)、中國哲學與人生、文學與
思潮、大學閱讀、文學欣賞與實用、大學國文
(一)：經典閱讀、現代散文精讀、古典詩詞選
讀
閱讀與書寫(一)、現代文學選讀、閱讀悅讀、
台灣現代文學新欣賞、台灣文學概論
文學作品導讀、西洋文學概論、西洋文學作品
英文系
導讀、西洋文化概論、西洋兒童文學概論
英文系

文學經典學門
L群

可抵免本校通識課程科目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希臘羅馬神話(英
A0377
文學系)

A2928

文學名篇選讀：愛
戀與生活(中國文
學學系)

A2929

文學名篇選讀：群
己與生命(中國文
學學系)

A2929

文學名篇選讀：群
己與生命(中國文
學學系)

A2930

台灣文學選讀(中
國文學學系)

A2932

當代英美文學經典

日文系 日本名著選讀

F0807

日本文學中譯賞析
(日本語文學系)

日文系 茶道與日本文化
聖經概論、聖經與科學、聖經思想、英文聖經
英文系
故事
俄羅斯文學經典與文明批判

A1268

俄文系

其餘科目如欲抵「俄國文學經典入門」者，需
檢附證明文件至俄文系審核。證明文件包含原
校成績單、開課教學計畫表(課程綱要)或教科
書封面及目錄影本。

F0808

F1136

日本社會文化史
聖經文學入門(英
文學系)

俄國文學經典入門
(俄文系)

淡江大學110學年度通識課程抵免對照表
開課單位

110年08月10日製表

原外校已修課程名稱

法文系 歐美文學導讀
近代世界的形成、西洋文明漫談、外國史地與
文化文明、西洋文化史、世界古文明、古代世
界文化巡禮、文化史、西方文明史、現代歐洲
文化與文明、歐洲社會與文化、西方思想史、
外國史地與文化文明、文明發展史、認識歐洲人文篇、世界文明、西洋政治思想史、世界文
明與文物、世界文明發展與文化交流、歐洲文
明史、文化思想史、西方上古文明史、文化史
世界文明與文物、西方文明代社會、區域文明
史、歷史思維與世界文明、世界文化史、西洋
政治思想史、當代世界文化、歷史、歷史與文
化(一)、世界文明通論、世界文明概論、世界
文明與當代社會
華人歷史與文化、中國文化史、東方歷史與人
文、歷史與文明的概論、文化概論、歷史文與
生活專題、中國文化導論、夏商周文明史、中
華文明史、中國古董文特鑑賞、中國文化的發
展、歷史與文化、古化中國庶民生活與文化、
文物賞析、中國藝術欣賞入門、中國藝術史
歷史與歷史人物、中國文化與華人社會、中國
現化史與人物、東方歷史與人文、史學中國歷
史人物理論、影像中的近代中國、歷史思維與
社會脈動、三國人物與歷史、歷史(人文領
域)、歷史人物分析、華人社會與文化、東方歷
史與人文、歷史與文化、社會與國家、中國文
化史、中華人文、中西思想導論、中國科技與
智慧、中國近代史、歷史與人物、東西文化交
歷史與文化學P
流史、歷史思維與世界文明、移民與華人經
歷史系
群
驗、近代歷史與人物分析、歷史名著選讀、中
國海洋史、中華文明史、中西思想、史籍選讀
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中國現代化歷程、
中國近代歷史與文化、區域文明史、本國歷
史、近代世界的形成、歷史與文化(二)、清代
政治與文化

可抵免本校通識課程科目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法國經典文學導讀
F1139
(法文系)

A1813

歐洲文化史

A2020

中國歷史文物賞析

A2062

中國歷史與人物

A2368

近代史事叢譚

淡江大學110學年度通識課程抵免對照表
開課單位

110年08月10日製表

原外校已修課程名稱

古蹟與文化、台灣歷史社會與文化、文明史、
台灣史蹟導論、台灣歷史文化與地緣價值、台
灣歷史與文化、台灣社會變遷與發展、當代思
潮與台灣發展、台灣歷史與民俗、探索台灣-歷
史篇、台灣影像故事、台灣史話、空間閱讀：
從建築看台東、文化資產保存科技、台灣原住
民歷史與文化、台灣社會與文化、本國歷史、
台灣文史與城市發展、台灣多元文化賞析、客
家社會與文化、台灣文化、歷史通論與文化導
覽、社區與社會文化、廿世紀藝術專題(一)、
台灣建築史、歷史文化與生活專題：民俗與文
化、台灣文化的發展、美麗寶島台灣的故事、
鄉土文史採編、民俗與文化、台灣歷史與文
化、從古蹟看台灣史
中外歷史大事、西方歷史與人文、世界名人論
壇、西洋政治思想史、歷史人物傳
台灣史概論、台灣史、台灣開發史、台灣開發
與轉型、台灣文化史、台灣史要略、台灣史地
通論、台灣文化概論、台灣與南島文化、文化
史-台灣文化史、歷史(東吳)、歷史概論與實
踐、近代台灣史、近代台灣整經發展史、海洋
文明史、歷史與文化(台灣與世界文化)
哲學概論
哲學經典導讀
哲學與宗教學V
通核中心 生死學
群
邏輯與哲學
女性主義
表演藝術欣賞、戲劇與劇場藝術、表達與表演
(文學與美感經驗)、戲劇欣賞、藝術欣賞與演
出、戲劇欣賞與演出、從表演到表演藝術、表
演基礎、戲劇與表演
音樂賞析、音樂鑑賞、西洋音樂史導論、古典
藝術欣賞與創
音樂入門、古典音樂賞析、西洋音樂史、
作
通核中心 中國書法、書法鑑賞與習作
M群
設計素描、素描、創意素描
數位藝術
新媒體藝術、科技藝術概論、互動藝術概論、
互動科技與藝術

可抵免本校通識課程科目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A3454

A2505

台灣歷史釆風與踏
查

西洋歷史與人物

A2507

台灣開發史

T0100
T0338
T0348
T2917
T2575

哲學概論
哲學經典導讀
生死學
邏輯與哲學
女性主義

A0457

表演藝術

A0544
T2014
T2016
T0336

音樂概論
書法藝術的應用
造型藝術中的基礎
素描技法
數位藝術概論
新媒體藝術概論

T3052

備註：
＊不承認為畢業學分之核心科目不可抵免。
＊本表提供抵免作業參考，原外校已修科目和可抵免本校核心科目名稱完全相同，或與原外校已修科
目欄內所註記科目名稱完全相同者，系承辦人可直接進行核定。其他情況則請學生持教學計畫表或課
程大綱或相關佐證資料、抵免單會簽開課單位。
＊轉學復轉系再改抵者：只可改抵專業科目，不可改抵核心科目。
＊本校之非核心科目不可抵本校之核心科目（如：經濟學概論等）。
＊非表列科目則不得抵免，原淡江學生修習相關課程除外。

淡江大學110學年度通識課程抵免對照表
本校學門名稱

開課單位

110年08月10日製表

原外校已修課程名稱
奈米科技與現代生活、科技新知、科技與生活、科技與生活應
用、科技應用與生活發明、科學與人生、現代科技與生活、科
技與社會、科技管理 、物理學與創意思考、基礎科學概念

S0358

物理與生活

天文漫談、天文學、天文學導論、宇宙科學導論、認識星空、
宇宙奧秘之探討

S0362

宇宙的探索

S0368

化學與生
活：化學、
環境與社會

身體免疫與健康促進、健康與人生、健康與生活、健康與疾
病、健康醫學與人生、常見藥物與生活、營養保健概論、營養
與保健、醫學與生活、醫藥通論、醫藥與生活、藥物與生活、
醫學保健、醫藥與健康、健康資源規劃與管理、醫學概論、醫
學工程概論、健康與生活

S0369

化學與生
活：化學、
醫藥與社會

人體生理學、人體奧秘與醫療保健、人體解剖生理學、人體探
索、生命的奧秘、生活中的物理治療、生理學、腦與認知、解
剖、眼球與組織學、解剖生理學、解剖學、認識我們的身體─
人體生理學、認識我們的身體與疾病、醫學物理、自然科學、
人體結構與功能、醫療與生活：消化系統疾病與生活 音樂語
言與大腦、老人解剖生理學、自然科學導論、解剖生理學、神
經科學入門、健康管理、醫學與生活、生理學(一)

S0377

生命科學：
人體的奧秘

生命科學、生命科學概論、生命科學與人生、生命科學導論、
生命教育概論、生物醫學與營養保健、流行病學、基因工程與
生物技術概論、基因改造之花園碗豆到侏儸紀公園、基礎生命
科學、細菌與生活、醫用微生物、醫學發展對倫理的影響、化
妝品科學與生活時尚、自然通識：化學、生物醫學、生命科
學、生命科學通論、醫學發展對倫理的影響、毫微米的世界

S0690

生命科學：
基因科技與
健康

攝影學、攝影概念與設計、基礎攝影、攝影科技與生活應用

S0727

光、攝影和
視覺

化學概論、生物科技與生活、生物科技與現代生活、生活的化
學、生活科技、生活與科學的交會、自然科學與生活、科學與
生活、美容與保健、家庭科學、化學與生活、基礎化學、生活
化學實驗、自然通識：化學、物質科學、化學知識與應用

S0738

生活中的化
學

大地生態環境保護、大氣科學通論、永續環境與綠創意、生命
與環境科學-樹、生態與生物多樣性、全球環境變遷、從海陸
空探索台灣的地球環境、都市生態與永續發展、綠色科技講
座-物、生態環境與永續發展、環保與健康、環境生態學、環
境保護與人類生存、環境保護導論、環境科學概論、環境資源
保育探索專題、環境與公害、環境與化學、環境與永續發展、
環境與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與生態保護、環境變遷與永續
發展、環境議題與永續發展、環境體驗、環境災害與生活、環
境生態實務、台灣永續發展議題講座-物、世界資源與環境的
永續發展、自然與環境概論、大氣環境、環境與生態、職業與
健康、生態學、自然：能源與環境、科技與人生、科技與永續
環境、環境毒物與人生、生態學、環境保護概論 環境與永續
發展、永續環境與生活、自然永續概論、永續環境與防災、自
然科學發展、環境健康與有機農業、綠能概論、環境與人、人
與環境(生命與生態環境)、科技與化學

自然科學學門U
群

可抵免本校通識課程科目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物理系

淡江大學110學年度通識課程抵免對照表
本校學門名稱

全球科技革命
學門
Z群

開課單位

機械系

110年08月10日製表

原外校已修課程名稱

可抵免本校通識課程科目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數學漫談、生活數學、科學探究：生活中的數學、數學統計與
生活(數理與科學技術)、數學思維發展與應用

S0747

數學漫遊

奈米科技導論、生活中的近代科技、生活中近代科技、自然科
學概論、工藝及自然科學

S0748

科技的原理

電和電子概論

S0749

半導體與生
活

生化工程概論、生物、生物化學概論、生物技術原理與應用、
生物科技與生命倫理、生物學、生物學概念在生活的應用、生
物學概論、生物醫學、基礎生物技術、普通生物學、微生物的
世界、遺傳學、遺傳學概論、普通微生物學（一）、生物科技
概論、細胞、分子與生命、認識DNA：從雙股螺旋的故事說
起、自然與生命科、生物多樣概論、生命科學(二)、基因工程
與疾病研究、基因演化與生物多樣性、演化與遺傳、基礎健康
醫學概論、基因與遺傳、生物技術一二、近代生物學對社會的
影響

S0751

生命科學：
DNA科技時代

中西思想與科學發展、科技發展與人物、科技發展與人類文
明、自然科學發展

T2166

科學之旅

自然：營養概論、食衣住行的化學、食品化學、飲食與健康、
化學知識與應用(數理與科學技術)、食品與健康、普通化學、
食品安全與管理、飲食與健康、飲食文化與食品資訊

T2167

化學與生
活：化學、
食品與社會

環境與生態、認識綠色資源、環境教育與永續、自然永續概
論、生態與環境變遷、地球科學與生活、環境與永續發展概
論、綠能概論、人與環境(生命與生態環境)、三大科技革命和
時空宇宙+廿一世紀全球化科技革命之衝擊、地球的演化與環
境危機、自然與環境概論、氣候變遷與永續環境、環境生態、
生態與環境想像

S0920

地球生態環
境

生物科技產業概論、自然科學概論、生物醫學與營養保健、生
物技術、生物科技概論、生物科技與生活、全球科技革命、生
物科技與醫學倫理、普通生物學

E2523

生物科技

工程與科技、奈米科技與生活、材料與生活、現今科技議題、
綠色能源與環保、基礎科學概論、新能源材料

S0922

電資與人類文明、智慧城市與行動應用

S0923

永續發展導論、科技發展與人物、藍星球綠生活-永續環境的
建構、自然永續概論、大地環境、永續工程概論
綠色生活與永續環境、綠色化學概論、環境與幸福生活、全球
暖化與綠色環境設計、綠能科技
衛星科技應用、科學的發明與應用、創新綠色科技、全球科技
革命、二十世紀科學成就探討、現代科技與人類文明、科技發
展與人物、生活科技通論

能源與材料
科技
電子與電腦
科技

S0925

科技永續

S0926

智慧綠生活

S0927

科技進化

淡江大學110學年度通識課程抵免對照表
本校學門名稱

資訊教育學門
O群

開課單位

110年08月10日製表

原外校已修課程名稱

外校生已修習原外校之「計算機概論」、「電腦概論」、「電
子計算機概論」、「資訊與電腦概論」，上述4科請各系逕予
資管系(商
審核抵免。備註：其他相關科目（即科目名稱不同或明顯差異
管學院適
者）欲抵「資訊概論」者，一律需附證明文件至資管系審
用)
核)。證明文件需包含【A或B】和【C或D】：A.授課綱要、B.
教科書封面及目錄影本、C.任課教師簽章、D.科系章
一、本校生修習本校之「資訊概論」可抵免「電腦入門與應
資工系(104
用」與「網路與資訊科技」，請各系逕予抵免。
學年度(含)
之後入學學
二、外校生欲抵免，一律需附證明文件至資工系審核。證明文
生適用)
件需包含【A或B】和【C或D】：A.授課綱要、B.教科書封面及
目錄影本、C.任課教師簽章、D.科系章

可抵免本校通識課程科目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E1034

資訊概論

E3527
E3528

電腦入門與
應用
網路與資訊
科技

備註：
＊不承認為畢業學分之核心科目不可抵免。
＊本表提供抵免作業參考，原外校已修科目和可抵免本校核心科目名稱完全相同，或與原外校已修科目欄內所註記科
目名稱完全相同者，系承辦人可直接進行核定。其他情況則請學生持教學計畫表或課程大綱或相關佐證資料、抵免單
會簽開課單位。
＊轉學復轉系再改抵者：只可改抵專業科目，不可改抵核心科目。
＊本校之非核心科目不可抵本校之核心科目（如：經濟學概論等）。
＊非表列科目則不得抵免，原淡江學生修習相關課程除外。

淡江大學110學年度通識課程抵免對照表
本校學門名稱

開課單位

110年08月10日製表

原外校已修課程名稱
非營利組織
商事法、企業法規、企業與法律、金融法
規、商事法(二)、營利事業所得稅
民法概要、公民素養、民主政治理論與實
際民法、法律與人生、民法、法律與生
活、法律與人生、財金法緒論(文化)、現
代公民法治教育(華梵)、民主與法治、法
律的世界、法律與現代社會、法律實務、
家庭與法律研究、民法總則與債篇、生活
與法律-民事篇、品德法治教育(實踐)、
生活與法律、法律與現代生活、時事法
律、民主與生活、法學素養、民法總則、
法律與生活、法學緒論、民法債篇總論、
人權與法律、生活與民主、法學概論

公民社會及參與
學門
S群

公共行政學系

現代民主政治(師大)、當代法政思潮、公
民素養-政治變遷與國家發展(實踐)、民
主政治、法治與公民社會、民主與社會全球化趨勢分析、民主倫理與法治、民主
與社會-國際關係、民主與政治生活(社會
與公共秩序)、民主與憲政、民主與社會國際關係、民主憲政發展
公民素養(逢甲)、公民社會概論、公民與
社會、社會觀察、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
正義、公民社會的正義實踐、公民與多元
社會、現代公民素養(大同)、人與社會的
建構(社會與公共秩序)、台灣重大公共議
題入門、公民視野、多元文化與公民社
會、當代社會觀察、現代公民法治教育、
社會問題與適應
公民參與
國父思想、中華民國憲法與國家發展、人
權與社會正義、憲政與生活、憲法之基本
原理與政府體制、立國精神與國家發展、
人權正義與法律、民主憲政與國家發展、
憲法原理、人權與政府體制、憲法與國家
發展、當代人權理念與實際、憲政與法
治、民主與人權、中華民國憲法、憲法理
論與實踐、憲法與人權、法學領域、憲政
民主體制、憲法概論、憲法、憲法原理、
中華民國憲法概論、中華民國憲法與政
府、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可抵免本校通識課程科目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M1179 非營利組織
T0805

企業與法律

T0806

生活與法律

T0808

民主政治

T0809

公民社會

T0811

公民參與

T2207

憲法與人權

淡江大學110學年度通識課程抵免對照表
本校學門名稱

開課單位

110年08月10日製表

原外校已修課程名稱
資訊生活與法律
娛樂智慧財產權與法律、智慧財產權、智
慧財產權法、智慧與科技、智慧財產權與
法律、生活中的智慧財產權、科技與法
律、全球化與智慧財產權法、時尚智慧財
產權與法律、認識智慧財產權、智慧財產
權法規導論

可抵免本校通識課程科目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T2211 資訊生活與法律

T2610

智慧財產權與法律

備註：
＊不承認為畢業學分之核心科目不可抵免。
＊本表提供抵免作業參考，原外校已修科目和可抵免本校核心科目名稱完全相同，或與原外校已修科目欄內
所註記科目名稱完全相同者，系承辦人可直接進行核定。其他情況則請學生持教學計畫表或課程大綱或相關
佐證資料、抵免單會簽開課單位。
＊轉學復轉系再改抵者：只可改抵專業科目，不可改抵核心科目。
＊本校之非核心科目不可抵本校之核心科目（如：經濟學概論等）。
＊非表列科目則不得抵免，原淡江學生修習相關課程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