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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8 學年度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師培處訊】

親愛的畢業生~
~還在找工作嗎~96-98 學年度畢業生，您有福囉~

教育部最新推動「96-98 學年度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第二階段已經開始了，本校
將會有73個名額，符合 96-98 畢業的校友可藉由此方案進入職場實習，快與師資培育暨就業輔
導處-實習及就業輔導組聯絡吧!
登入方式 1.教育部培育優質人力網-第二階段(http://968.lhu.edu.tw/)
2.實習員基本資料登錄
聯絡方式TEL:089-517434 陳小姐 abby1125@nttu.edu.tw
089-517433 李小姐 mygodnesys19@n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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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課程選修資訊
【通識中心訊】
有關「通識課程」你一定要知道的事

再次歡迎各位同學，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告訴各位如何選修通識學分。
通識課程的學分要求是各位在畢業前，必須至少修習 28 通識學分，也就是說，你只
要在畢業前修足所要求的 28 通識學分，就可滿足通識畢業要求。
依往常你們學長姐的經驗，幾乎是在二、三年級以前修畢，在此，我們建議各位從
大一上學期開始，每學期只需選修三門通識課（6 學分）就足夠了，所以請你不用
太過擔心，以下有關選課說明請耐心詳讀：

1.體育課：2 學分（依其所屬學院，採興趣選修）

2.大一英文：4 學分，「英文」會統一「按級分班」別開在大一（上）、大一（下）
兩學期，各 2 學分；常有同學會問：「我可以不修英文嗎？」答案是：可以，你
也可以選擇日文或法文；但一定要修滿一學年且成績及格）。

因此「體育課」的 2 學分加上「英文」4 學分，合計 6 學分，這 6 學分不算
在我們所說的每學期只需選修三門通識課或每學期 6 學分內，所以如果你按照我
們所建議的選修，那麼你二年級結束就已修畢 30 通識學分，滿足通識學分這部
分的畢業要求。另外，這有一個選課技巧想跟各位分享，本校選課為志願序選課，
有一些課程你勾選了但不保證你一定選得上，所以你再第一次選課時可以選 4 門
通識課，到第二次加退選階段時再做調整，最後只要每學期 6 學分就足夠了，但
是若第一學期選修學分少於 6 學分也不必太緊張，後面的學期再補足就可以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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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課程選修資訊
【通識中心訊】

◎ 課程架構

以下表格(下一頁)為台東大學通識學分各領域上下限要求，其詳細說明如下：

1.以「人文與藝術領域」為例：這領域的要求為 6-8 學分，也就是說你至少要修
習這領域 6 個學分，不到 6 學分就不能畢業，你若修超過這領域 8 學分，也只承
認 8 個通識學分，多餘的學分不能算在 28 通識畢業學分內，其他各領域的上下
限要求如同以上說明，每位同學在畢業前必須修完 28 學分，通識教育課程分成
五大領域，其每個領域必須修完最低學分限制（但請注意若每領域只選修最低學
分，學分數未達到 28 分，請再由各領域中選修有興趣的課程，或建議可選修通
識教育講座，讓你可以在聽演講之際同時到修學分）。

2.常有同學會問「語言與思考工具」內，有 2 學分的必選課到底要怎麼修?答案
是：必選課分為四大類「思維與寫作、文學寫作或經典閱讀、溝通與表達」這四
類（溝通與表達為 98 學年度新增類別）
，其中從科目代碼UGE2L601-- UGE2L611
之課程任選一科即可，在課程安排上，我們會在大一（上）、大一（下）合計開
出 17 班，若在大一（上）你未能選修到請不要擔心，我們在大一（下）仍會再
開，在 99 學年上學期，我們合計開課 8 班；但請切記，在畢業前務必選修其中
一門必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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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課程選修資訊
台東大學通識學分各領域上下限要求
通識教育課程領域別

學分數

備

註

人文與藝術

6-8

上限 8 學分係指學生能抵算之通識教育課程學分數。

社會科學與當代議題

4-8

同上。

數學、科學與科技

4-8

同上。
1.含外文 4 學分；思維與寫作、文學寫作或經典閱讀 2
學分。2.本校新錄取或已就學之學生，若達舊制托福
550 分、新制托福 213 分或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之英

語言與思考工具

6-8

成長與調適

4-8

文程度、多益 750 分以上，可以持證明文件（各語文
測驗之成績單正本）向教務處申請免修大一英文四學
分。3.申請免修大一英文四學分之學生，其通識學分
得減為 24 學分（語言與思考工具領域減 4 學分），但
其畢業學分仍依所屬學院之規定，應修滿 128 或 148
學分。4.語言與思考工具「必選課」98 學年度新增「溝
通與表達」
含體育 2 學分 4 小時。
（自 97 學年度起改為興趣選修，
學生按其所屬學院選課。）
併算於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但不與任一領域合計。

通識教育講座(選修)

2
（每週安排不同講者至本校演講）
1.大一上、下學期「軍訓」各為必修，每學期 0 學分/2
小時課程，大二上至大四上學期（大四下學期不得選
修）則各為選修 2 學分/2 小時課程，且第一門選修 2
學分/2 小時課程，可併計「成長與調適」領域應修學
分數內，其餘選修課程不得再折算畢業最低學分數。

國防教育

0

2.修習「國防教育」類「軍訓」課程及格（60 分）者，
每一學期可折抵兵役役期 4 天，大一上至大四學期（不
含大四下學期）修習達四個學期，總計至多折抵兵役
役期 16 天。3.修習前項課程且平均成績超過 70 分者，
可參加預官(士)考選；另一年級上學期成績達 80 分
者，可報名參加 ROTC 甑選。

合

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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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專書閱讀推廣實施計畫
【人事室訊】

為倡導閱讀風氣，提升同仁身、心、靈品質，並激勵品德修養與工
作潛能，本室特制訂「99 年度專書閱讀推廣實施計畫」
，自本（99）年
四月起舉辦閱讀推廣系列活動之「在天堂遇見的五個人」電影欣賞及讀
書好好玩與寫作研習等課程，與同仁一同分享閱讀的樂趣及心得。另於
本（99）年 5 月 21 日辦理「99 年度讀書會說明會」由本校教職員工組
成讀書會，共計七組，分別為悠閒讀書會、悅讀會、幸福讀書會、學務
讀書會、嘻嘻微笑讀書會、長青讀書會及雲端讀書會。各組分別於本（99）
年六、七月間進行四次讀書會，共同討論及研讀所選定之書目。本（99）
年 7 月 30 日本室假知本校區人文學院一樓階梯教室 A 舉辦「讀書會成
果發表觀摩」活動，由各讀書會分別將四次讀書會共同討論之成果集結
成冊，並一一上台成果發表，邀請施孟隆研發長、華語系董恕明老師及
曹仁德秘書擔任評審，評選績優前三名：第一名悅讀會、第二名學務讀
書會及嘻嘻微笑讀書會、第三名雲端讀書會，並頒發獎金。
本次活動圓滿完成，同仁反應熱烈，皆表示藉由讀書會於忙碌的工
作中得與同仁分享及交流閱讀心得，帶動閱讀風氣並累積智慧資本，十
分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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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專書閱讀推廣實施計畫

▲ 990414 閱讀推廣系列活動之「在天堂遇見
的五個人」電影欣賞

▲990521「99 年度讀書會說明會」

▲ 990507 閱讀推廣系列活動之讀書好好玩

▲ 990730「讀書會成果發表觀摩」指定書目及
各組讀書會之成果作品

▲ 990730「讀書會成果發表觀摩」績優前三名及評審
6

東大月訊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九月一日

TOEIC 多益英語測驗校園考
【英美系訊】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99 年 9 月 20 日(星期一)
考試日期：99

年 10 月 15 日(星期五)13:30

考試場地：本校知本校區
報名費用：新台幣 1,340 元整
＊本次考試對象為本校學生及教職員，欲報名者，請於報名時間內至 TOEIC 報
名網址報名，網址如下：
http://service.toeic.com.tw/publicURL/login.jsp?CompanyID=144&CheckID=HDQF66

URL 報名注意事項:

1. 請於 3 天內完成繳費動作,3 天後若查無款項系統會自動將報名資料刪除

2. 請確認繳費帳單上的姓名是否為報考本人,以免繳費失敗

3. 繳費完成後即無法全額退費,請於報名前確認是否可以配合考試時間及場地

4. 准考證及成績單將寄至考生填寫之個人通訊地址

5. TOEIC 題型請參考官網 www.toe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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