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聯合大學日間部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開學加退選階段 學生選課作業須知
【※二坪、八甲兩校區交通車往來時間約 15 分鐘，請預先衡量兩校區往返時間，避免上、下節次在不同校區之課程。】

壹、 選課時間表：
選課
別

作業內容

日 期

說

明

選課資料公布

110.2.8(一)

1.教務處課務組首頁【選課及重補停修】專區公告並同步 E-mail 至學生信箱。
2.公告內容含選課作業說明、開課課程一覽表、選課辦法、跨進修學士班選課、校際
選課辦法、低修申請等相關資料表件。

1.網路加退選
(年級選課分流)

110.2.22(一)上午 10:00 起至
110.3.8(一)上午 10:00 止

1.正式上課日：110 年 2 月 22 日(一)，各年級開始選課時間如下：
110.2.22 早上 10：00 應屆畢業生與碩、博士生開始選課。
110.2.23 早上 10：00 開放大三學生開始選課（大三以上學生選課）
。
110.2.24 早上 10：00 大一、大二學生開始選課(全校在學生選課)。
※本學期寒轉生「必修課程」於 110.2.19 17:00 預先轉入個人選課檔；
※本學期復學生之「必修課程」均未灌檔，開學加退選階段時間內洽系(開課單
位)辦公室系助理協助加選課。

2.紙本加退選
※本階段選課採先
選先贏

2.進入學校首頁左方點選 學生分眾_學生校務資訊系統學生入口 輸入 學號、
密碼 及驗證碼後登入點選「選課管理」加退選作業。
3.各班開設之必修課程，由系統預先轉入個人選課資料檔內，其它科目【含本班選
修、重補修、博雅分類(通識天.地.人選)課程、體育選修、軍訓護理及跨系自由選
修、學程等】請自行上網至「選課管理」直接加退選課。
4.「開課課號」請參閱「選課管理」課程檢索。
5.開放「日間部至進修學士班選課」
、
「校際選課」
、
「應屆生修滿學系課程低修學分」
紙本申請(※請參閱「貳、選課說明之三、四、五」)。
6.加選：若人數超過該科目預設上限人數，則系統不能加選，得向授課老師或開課單
位辦公室查詢是否可加收人數，同意後填妥「加退選單」依表單流程簽可後繳回系
(開課單位)助理加選。
7.退選：若人數低於該科目預設下限人數或低於最低應修學分數，則不得退選。

開
學
加
退
選
階
段
系主任審核作業

110.3.8(一)上午 10:00 起至
110.3.9(二)下午 16:00 止

學生經加退選作業【重補修】介面加選，有下列情況時，須經系主任線上審核同意，
該科加選才算成立：
1.重補修科目代碼與原不及格(或應修而未修)之必修科目代碼不同。
2.重補修與本班必修課程衝堂須換班者。

未達開課人數科目 110.3.11(四)
名單公布

人數不足該科目預設下限 15 人(通識科目 30 人、碩士班 3 人)，依規定刪除該科目不
予開課；未達開課人數之科目名單將公告於教務處課務組首頁【選課及重補停修】
專區。

學生確認選課結果 110.3.15(一)上午 10:00 起至
110.3.22(一)上午 10:00 止

學生應於開學第四週自行上網至校務資訊系統學生入口 「選課管理」確認選課
覆核單之選課結果，未上網確認選課覆核單者，其選課資料概以選課系統資料為
準。選課確認階段，若有非歸責於學生事由及下列情況，得於開學第四週結束前經
系所單位提請教務單位補加選：
1.應屆畢業生尚缺修科目、學分。
2.所修學分數不符最低應修學分。

停修資料公布

110.4.19(一)

1.教務處課務組首頁【選課及重補停修】專區公告並同步 E-mail 至學生信箱。
2.公告內容含 申請停修課程說明、學生停修課程辦法。

網路申請停修

110.4.26(一)上午 10:00 起至
110.5.24(一)上午 10:00 止。

1.學生於申請停修期限內自行至校務資訊系統學生入口「選課管理」停修作業線上
申請，完成停修申請時課務管理學生課表(條列式課表)開課課號欄內會註記停
修。
2.停修課程每學期以二科為限(理論課與實習課於開課時已設定互相搭配上課者視為
一科)，停修後，該學期修習學分數仍應達最低應修學分數且至少修習一門科目
(「教學學習」及「服務學習」課程不計入最低應修學分)。
3.停修課程後其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已繳交者不予退費，未繳交者仍應補繳。
4.學生有停修課程者，不得以該學期成績申請本校優秀學生獎學金；該停修課程(含
重補修所對應之科目)亦不得參加該學年度暑修，惟應屆畢業生、延修生及碩博士
生不在此限。
5.停修課程仍須登記於該學期成績單及歷年成績表，於成績欄註明「停修」
。停修課
程之學分數不計入該學期所修學分總數。

期
中
停
修

貳、選課說明：
一、課程類型（入學應修科目及學分，請至校務資訊系統學生入口點選「成績管理」入學生科目表查詢）
(一)預先灌檔課程：本班開設之校必修、院必修、主系必修及預先設定灌檔之課程，均由系統於第一階段選課前預先轉入學生個人選課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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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自行選課，學生無法自行於選課管理退選本班之必修課程 (選課辦法第七條規定，各班開課計畫所列必修科目必須在
原班級或院系所規劃可修讀班級修習)。
「自主學習」必修課程(不轉入選課檔)：108 學年度起入學生於畢業前必須參與十場演講或活動（每場演講或活動須滿 2 小
時），並獲通識教育中心認證通過，始取得一學分，相關訊息請至通識教育中心網頁查詢 https://gec.nuu.edu.tw/p/412-10303984.php?Lang=zh-tw 。
本學期復學生之「必修課程」均未灌檔，應於開學加退選階段時間內洽系(開課單位)辦公室系助理協助加選。
(二)主系選修：選本系選修課時，可以跨學制及年級，惟低年級不可選高年級必修課。
(三)通識選修選課說明，請詳閱『參之二、通識課選課須知』，並依下列適用之入學學年度進行選課：
1. 103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生適用於「通識選修」課程，包括天選(自然)、地選(社會)、人選(人文)等科目型態（請參閱「課程檢索」之【開
課班級】欄）
。
2. 104 學年度起入學生適用於「博雅分類課程」
，區分為「核心課程－自然科學與應用科技」
、
「核心課程－倫理、哲學與宗教」
、
「核心課程
－人文、藝術與美學」、
「核心課程－媒體與資訊」
、
「核心課程－社會、法律與經濟」五大領域，及「博雅選修課程」等科目型態（請參
閱「課程檢索」之【必/選修】欄）
。
(四)自由選修：跨學系之主系必修、選修、語文中心、體育室及軍訓室開設的課程（跨選他系必修課程當「自由選修」者須以紙本方式選
課，
「選課加退選單」經雙方系主任同意後，交由本系系助理登錄）
。
(五)輔系、雙主修、學程：修讀輔系、雙主修及學分學程課程選課。
二、初選第一階段選課抽籤：如選課人數超過上限人數之班級，選課結束後，系統將進行抽籤作業，抽籤原則為：
(一)同一科目第一順序預選的科目為第一志願，第二順序預選的科目為第二志願其餘依此類推。
(二)同一科目先比較順序一【1.本班必修 2.本班選修 3.重補修五年級 4.重補修四年級 5.重補修三年級 6.重補修二年級 7.重補修一年級 8.同
系同學制 9.同系不同學制 10.非同院同學制 11.其它】，若順序一之開班人數不足時再由順序二【即志願順序】篩選。
三、日間部至進修學士班選課
(一)辦理時間：第二階段選課及開學加退選作業。
(二)須符合「國立聯合大學學生選課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其中一款之規定，且日間部至進修學士班選課，學生全學期以不超過六學分為
限。
(三)學生填妥「日間部至進修學士班選課申請單」相關資料本系系主任核章開課單位主任核章任課教師核章同意後本系系助理登錄
選課管理系統完成選課。
四、校際選課
(一)辦理時間：本校生於開學前一週至加退選作業結束；外校生請依本校開學加退選作業日程辦理，逾期恕不受理。
(二)依據「國立聯合大學校際選課辦法」規定辦理。
(三)申請流程說明：
1.本校學生赴外校修課：自校務資訊系統學生入口「選課管理」「跨校修課申請單列印」列印申請單並檢附開課學校課程資料，經學生
所屬系所(開課單位)主管簽章同意，送課務組核章赴開課學校完成該校選課流程核章及繳交學分費申請單正本及開課資料於開學加
退選作業期限內繳回本校課務組，方完成選課程序；未於選課截止日繳回申請單者視同未選課。
2.外校學生赴本校修課：逕至本校首頁左方點選「訪客」分眾_訪客校務資訊系統社會人士及外校在學生選課入口「學籍管理」外校
在學生選課登錄學生基本資料及「欲修科目開課課號」(至課務管理課程檢索查詢開課課號)後，列印「外校學生至國立聯合大學修課申
請單」，經學生原就讀學校選課權責單位核章後於開學加退選作業期間內至本校辦理，經授課老師、開課系所主任核章同意、註冊
組(編定學號)及出納組(繳交學分時數費)，再將申請單正本繳回本校課務組登錄選課，方完成選課程序；未於選課截止日繳回申請單者
視同未選課。
(四)本校學雜(分)費收費標準：請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網頁【學雜費收費】專區查詢。
(五)校際選課申請表內容請填寫完整，否則因無法建立正確的課程資料致使影響學生權益時，請學生自行負責。
五、應屆生修滿學系課程 低修學分申請
(一)辦理時間：上學期成績公佈後至本學期開學加退選第一週截止，逾期不受理。
(二)申請資格：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年，修滿該學系規定之全部科目與學分，並符合各學系、學位學程自訂低修條件，
且未提前畢業者，仍應註冊入學，但可申請低修，至少修讀一門有學分之科目，得不受本校學則第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三)申請程序：填妥「低修學分申請單」學系助理檢核簽章學系主任簽章註冊組檢核簽章課務組收件登錄核准同學自行至選課系
統退選多選之科目(如退選科目低於預設下限人數，則不能退選)。
六、每學期應修學分數如下，未依本校規定選課期限內完成規定之最低應修學分數選課手續者，得令休學(學則第十二條)：
(一)研究生每學期應修學分數由各系所自行訂定。研究生請先與指導教授討論後再上網選課。
(二)學士班各學制學生選課每學期至少應修15學分，至多不得超過25學分，修業期限最後一年（不含延修年限）每學期至少應修9學分。如選
讀六學分全學期校外實習課程得不受前述九學分限制(可紙本加退選單申請退選多修學分)。
(三)加修輔系、雙主修、學程之學生或前一學期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之學生，每學期選課最高31學分(如為輔系、雙主修、學程之學生，其超
過25學分以上之學分應為輔系、雙主修、學程之學分)。
(四)學士班開設「教學學習」及「服務學習」課程學分不計入上列各項最高及最低應修學分。
(五)延修生上學期免重（補）修而須於下學期重（補）修者，上學期得任選一門科目留校修讀或申請休學。
七、研究生與延修生於開學加退選課結束後，須依註冊通知出納組規定時間上網列印繳費單繳費，未依規定繳交學分費者，課務組將依本校選課
辦法第九條規定退選該科目。
八、學士班三、四年級(建築學系四、五年級)可由系統加選學、碩士班合開之課程(簡稱U課程)；但修習碩士班除U課程外之科目或碩、博士班合開
之科目則需填「加退選單」經簽可後繳回系(開課單位)助理加選。
九、本學期復學生之選課應於開學加退選階段時間內辦理，「必修課程」均未灌檔，請洽系辦公室系助理協助加選課，其它科目（含本班選修、
重補修、通識選修課程、體育選修、軍訓護理選修、學程等）請自行上網至「選課管理」加退選課。
十、107學年度(含)起入學之日間學制之學士班、碩士班(含碩士學位學程、產業碩士專班)與博士班學生，須依「國立聯合大學學生學術研究倫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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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課程實施要點」
，至「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網址：https://ethics.nctu.edu.tw/ (點選【新手上路】必修學生參閱「必修學生使用手
冊」)線上平台修畢指定課程，並於課程總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線上取得修課證明，方符合本校「學術(研究)倫理教育」畢業條件：
109學年度方取得帳號者，博碩學士修課時數皆為6小時；108學年度(含)以前持有帳號者，博碩士修課時數為6小時、學士修課時數為2小時。
(一)學士班學生須於實務專題、專題製作、專題研究與畢業專題等相關實務「專題」課程實施前通過本課程。
(二)碩士班與博士班學生須於入學後第一學年結束前通過本課程或核准免修，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參、英文、體育、通識課選課須知
一、英文選課須知
(一) 實施時間及項目：

臺灣學術倫理教
育資源中心

實施時間

初選第一階段

初選第二階段

開學加退選

英文課重補修加退選(線上選課)

X

X

學生自行上網加退選，額滿為止。

英文課重補修加退選(紙本選課)

X

X

語文中心登記辦理

辦理項目

(二) 選課介面：
點選進入選課畫面：重補修選課
步驟一：1.重修(曾經修過仍未及格的必修科目)，
2.補修(曾因停修或休學、轉學生等因素，應修而未修之必修科目)都由此選課。因重、補修而調班上課或到他系重修、補修皆需
系主任審核。
步驟二：自行選擇英文上課班級。
(三) 注意事項：
1.重補修請依大一英文課表(公佈在校園公告及語文中心公佈欄)選擇適合的班級，不得跨學制修課。
2.電腦選課已選上(選課覆核單確定出現英文課名稱)，請準時至教室上課。
3.應屆畢業生、轉學生及復學生電腦選課未選上，請填妥加退選單至語文中心辦理。
二、通識課選課須知
(一)通識教育中心負責開設之通識課程包含「博雅選修課程」
、
「核心課程」共二大部份。上述課程之選課統一由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負責處
理，若有通識課程選課相關疑問，請洽通識中心辦公室（八甲校區-共教大樓 4 樓）Tel：
（037）382-153。
(二)通識課程各階段選課說明：
選課方式
課程名稱
通識課程：
1. 103 學年度(含)以
前入學生適用
於：「通識選修」
課程，包括天選
(自然)、地選(社
會)、人選(人
文)。
2. 104 學年入學生
適用於：
(1) 核心課程：分
為「自然科學
與應用科技」
、
「倫理、哲學
與宗教」
、「人
文、藝術與美
學」、「媒體與
資訊」與「社
會、法律與經
濟」五個領
域。
(2) 博雅選修課
程。

選課時間
初選第一階段
●全體同學均使用電腦選課。

初選第二階段
●全體同學均使用電腦選課。

開學加退選
●全體同學均使用電腦選課。
●紙本加退選條件限制：需為大四應屆畢業

生、延修生或轉學生，天選、地選、人選
以及博雅選修、博雅核心未修滿相關規定
學分者，且未能於選課系統中順利選上通
識課程者。
●身心障礙生紙本加選依照「通識中心身心
障礙學生通識課程選課輔導要點」辦理。
●非上述條件之學生皆不開放紙本加選。
●不開放自由選修(剩餘學分)紙本加選。

聯合講座

●重補修者，請加選任何一門通 ●重補修者，請加選任何一門通 ●重補修者，請加選任何一門通識選修課程
識選修課程抵免。
識選修課程抵免。
抵免。

聯大學習護照

●重補修者，請加選任何一門通 ●重補修者，請加選任何一門通 ●重補修者，請加選任何一門通識選修課程
識選修課程抵免。
識選修課程抵免。
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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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補修者，請加選任何一門通 ●重補修者，請加選任何一門通 ●重補修者，請加選任何一門通識選修課程
識選修課程抵免。
識選修課程抵免。
抵免。

資訊素養

(三)通識選修各學院修讀說明：
1. 103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生各學系畢業應修學分數，理工學院、設計學院建築系及電資學院→地選、人選各 4 學分；管理學院→天選、人
選各 4 學分；人文與社會學院、客家研究學院及設計學院工設學系→天選、地選各 4 學分。
104 學年度以後入學生不分院系則為：
（a）
「核心課程」
：分為「自然科學與應用科技」
、
「倫理、哲學與宗教」
、
「人文、藝術與美學」、
「媒體與資訊」與「社會、法律與經濟」五個領域，至少選三領域各修一門課，共 6 學分；
（b）博雅選修課程 2 學分；105 學年度以後
入學生則為 4 學分；博雅選修得由多修之核心課程取代。本校通識教育畢業條件詳參各學系入學生科目表或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
教育實施辦法」
。
2. 修足入學生科目表規定之天選、地選、人選或通識五大領域應修學分數，其餘超過之學分數視為剩餘學分。
(四)電腦選課流程與規範依照教務處公告之「電腦選課說明」辦理。
(五)紙本加選通識課程流程與規範依照通識中心公告之「紙本加選通識課程說明」辦理。
(六)身心障礙學生紙本加選通識課程依照「通識中心身心障礙學生通識課程選課輔導要點」辦理。
(七)每學年度每學期通識課程皆需上滿十八週，約於六月底期末考，請同學選課時注意。
三、體育選課須知
(一)實施時間及項目：
實施時間
辦理項目
專項選課項目填志願排序
(日間學士班)
抽籤後專項選課項目互換
(日間學士班)
體育課
重補修
加退選
※ 注意第
(三)點說明

1 年級課程
健康體適能
基礎游泳
2 年級課程
體育(三‧四)

初選第一階段

初選第二階段

開學加退選

X

X

學生自行上網排序

互換雙方帶學生證
到體育室教學組登記

互換雙方帶學生證
到體育室教學組登記

第一學期：X (需等新生入學)
第二學期：學生自行上網加退

第一學期：X (需等新生入學)
第二學期：學生自行上網加退

學生自行上網加退

(日)學生自行上網加退

(日)體育室教學組登記辦理

(日)體育室教學組登記辦理

(夜)學生自行上網加退

(夜)學生自行上網加退

(夜)學生自行上網加退

X

重補修的科目代號，需與入學生科目表相同。

因重修系必修課時間與體
學生自行上網調班
育課衝堂，申請體育課調班

體育室教學組登記辦理

體育室教學組登記辦理

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體育自由選修(2 學分)

(日)學生自行上網加退

(日)學生自行上網加退

(日)學生自行上網加退

※ 注意第(五)點說明

(夜)體育室教學組登記辦理

(夜)體育室教學組登記辦理

(夜)體育室教學組登記辦理

二年級校隊轉班

校隊提名單至體育室教學組辦理 校隊提名單至體育室教學組辦理 校隊提名單至體育室教學組辦理

申請適應體育班或免測

X

X

帶近期醫院診斷證明至體育室教
學組登記辦理

註 1：體育必修、選修課皆需上滿 18 週，故應屆畢業生亦需上到學期末。
註 2：每人每學期最多 2 門體育課。
註 3：「學生自行上網加退」項目，如選課人數已達上限，可填加選單，徵詢授課教師超收意願，教師簽名後，加選單送體育室教學組
辦理加選。
(二)二年級專項選課 (體育三、四)：
專項選課項目志願排序：
『一般選修』介面下按『體育專項』鈕，進入「設定體育選項志願序」依志願拖曳調整項目排序。
1.初選第一階段未進入「設定體育選項志願序」檢視、排序項目者，抽籤順位將被置後，並由電腦分配項目，不得異議。
2.專項選課項目曾修習及格者，不得重複再選。
3.高爾夫項目自 107-2 學期起，大部分週次至校外廠商「聯大高爾夫練習場」上課，學生須自備交通工具及負擔球局、保險費用。
4.申請轉換項目方式：同一時段，自行找人 1 對 1 互換(互換後項目不得與曾修習及格項目重複)，請互換雙方於開學後加退選時間內，親
持學生證，到體育室教學組填單辦理，逾期不候。
(三)體育課重補修加選 (健康體適能、基礎游泳、體育三、四)
重補修必修體育課，請利用『重補修』介面選課。
1.初選第一階段即可自行上網加選，各學系可互跨，唯請注意選課科目代號須與入學生科目表相同。
應重補修基礎游泳課者，請加選基礎游泳課；應重補修體育(三)者，請於第一學期加選體育(三)，以此類推。
2.初選第一階段重修加選日間二年級體育課者，系統將預設您加選的班級對應之開課項目為第一志願(唯一志願)參與抽籤，無法排志願
序，專項選課重補修項目不得與曾修習及格項目重複。第一階段抽籤後，未中籤者請至體育室教學組紙本登記加選。(班級及項目對應請
參照體育室公告之體育課總表)
3.「第一次重修健康體適能」及「第二次重修基礎游泳」者，請留意「加強班+認證卡補救措施」
，詳情請查閱體育室網站 / 訊息公告 /
體育教學。
4.應屆畢業生、轉系轉學生、復學生、延修生應重補修體育(健康體適能)、(基礎游泳)課者，可申請日夜跨修，請至體育室教學組辦理紙本
登記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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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 106 學年度起進修學士班體育(三)、(四)為 2 小時 1 學分，日間學士班體育(三)、(四)仍維持 2 小時 0 學分，日夜科目代號已不同，重補
修體育(三)、(四)是否可跨部修課，請參閱下表或洽詢體育室教學組。
學號

重修.補修 體育(三)(四)方式

U05、U06... 、V05、V06...

日修日，夜修夜，或暑修。(日夜跨修不予受理)

U04、V04 以前

日修日，夜修日，或暑修。

(四)體育課衝堂換班
因 重修系必修課 與體育課時間衝堂，需申請體育課換班者(以下簡稱衝堂換班)，請利用『重補修』介面選課。
1.初選第一階段辦理衝堂換班者，可自行上網換課，各學系可互跨，唯請注意選課科目代號須相同。二年級於本階段辦理換班者系統將預
設您調往班級對應的開課項目為第一志願(唯一志願)參與抽籤，無法排志願序。(班級及項目對應請參照體育室公告之體育課總表)
2.第一階段抽籤後，未中籤、換班未成功者，請至體育室教學組紙本登記換課。
(五)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體育自由選修 2 學分)
1.初選第一階段即可開始選課，相關規定同教務處公告之選課辦法。
2.開課對象：三年級以上學生，上下學期上課週次皆為 18 週。
3.相同項目的選修課程不得修習 2 次。(註：羽球「不等於」進階羽球…以此類推)。
4.必修體育課修過合格的項目，選修課程可以再修一次，不衝突。
5.「進階」課程：選修者需具基礎，否則跟不上進度需自行負責。
6.本課程不得抵任何一門體育必修課。
7..非必修課程，使用游泳池時需付費，請踴躍申辦游泳學習證。
(六)轉學、復學、轉系生
1.體育課抵免，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理，以下為未抵免體育課程的選課說明。
2..入學年級為二年級者，體育課專項選課項目系統自動設定為「入學班級對應開課的體育項目」(請參照體育課總課表)，如需重新選項，
請於加退選時間內至體育室教學組登記辦理。因選項已抽籤完畢，將檢視上課時段尚未額滿的項目，參照學生志願順序更換項目。
3.應重補修體育課者，一年級課程可申請日夜跨修；需轉適應體育班、辦理衝堂換班或轉系生體育課上課時段變更…等，請於加退選時間
內至體育室教學組登記辦理。
(七)校隊及適應體育班：
1.「體育虛擬班」之專項特訓班(校隊)及適應體育班課程，由體育室教學組專責作加退選作業，一般同學請勿加選。
2.運動代表隊一年級同學請維持原班上課，二年級同學將轉至體育虛擬班，毋須參加選項(請向教練、隊長確認名單，如欲退隊請於加退選
結束前即早反應，並至體育室教學組選填上課項目)。
3.需轉適應體育班或辦理免測的同學，請攜帶相關證明或近期醫院診斷證明書(詳見適應體育班施行細則)至體育室教學組登記辦理。
(八)備註：
1.開學第一週各校區、各類型體育課上課集合地點，詳見體育室公告。
2.本說明同時公告於體育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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