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選課清單及重要訊息將以e-mail通知。為避免影響

學生權益，請同學在選課前，務必修改預設電子信箱為

常用之電子郵件地址。

 響應環保，本選課作業須知請同學自行上網下載。

教務處課務組、通識教育中心編製

選課網址：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acad_home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使用正版教科書，勿非法影印書籍及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acad_home


進修學士班網路初選 (1/20 10:00am - 1/22 8:00 am)

全校學生網路加退選(3/2 10:00am – 3/7 8:00 am)

網路權限加選(3/9 10:00 am- 3/14  8:00am)

申請減修課程(2/3 10:00am - 3/13 21:00pm)

停修課程

(5/4 10:00am - 5/30  8:00am)

退選課程(2/3 10:00am – 4/11 8:00am) 

網路
初選

網路加
退選 退選課程 停修課程

第 1 週(開學日3/2) 第 2 週 第 6 週(學期 1/3) 第 10 週 第 13 週第 3 週

學士班暨進修學士班互選申請 (1/30 8:00am - 3/16  17:00pm)

權限加
退選

 他校至本校之校際選課

2/3 10:00am– 2/21  5:00pm 

 本校至他校之校際選課時間請以對方學

校為主

網路權限退選(3/9 10:00am - 4/11 8:00am)

大學部互選
不包含通識課
程
(通識課程選
課時程詳p.6)



進修學士班選課



1. 選課期間每日早上8:00~10:00為系統維護時段，不開放選課。

2. 開設於各系之大一新生專業必修課程及大一英文，將直接放入課程表內，請於通識預選前自行至選課
系統確認。

3. 輔系、雙主修同學請於網路初選之該年級選課日，開放點選輔系、雙主修課程。網路加退選則開放選
全校各系所之課程。(請參考p.8&9 之學士班網路初選、加退選)

4. 權限加退選對象：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課程(含通識)。(請參考p.10 之學士班特殊情形權限加退選)

5.   通識微型課程加退選對象：限學號3、4開頭之學生選課。 (請參考p.7、p.17)

月
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月

13 14 15 16

通識預選結果可於

14:00後上網查詢

17

通識預選
全校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

20 21

網路初選

進修學士班各年級

＊通識課程可退

不可加

＊開放候補

＊系辦開放人數

22 23 24

進修學士班選課日程表

網路初選

進修學士班各年級

＊通識課程可退

不可加

＊開放候補



1. 選課期間每日早上8:00~10:00為系統維護時段，不開放選課。

2. 開設於各系之大一新生專業必修課程及大一英文，將直接放入課程表內，請於通識預選前自行至選課
系統確認。

3. 輔系、雙主修同學請於網路初選之該年級選課日，開放點選輔系、雙主修課程。網路加退選則開放選
全校各系所之課程。(請參考p.8&9 之學士班網路初選、加退選)

4. 權限加退選對象：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課程(含通識)。(請參考p.10 之學士班特殊情形權限加退選)

5.   通識微型課程加退選對象：限學號3、4開頭之學生選課。 (請參考p.7、p.17)

進修學士班選課日程表

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2月

24 25 26 27 28

通識微型課程加退選(2/24 10:00am 至 3/6 午夜24時)

3月

2 3 4 5 6

網路加退選

*開放候補

*系辦開放人數

網路加退選

*AM10:00前清
空候補

*系辦開放人數

網路加退選

*系辦開放人數

通識微型課程加退選(2/24 10:00am 至 3/6 午夜24時)

9 10 11 12 13

特殊情形 權限(加)選(3/9 10:00am 至 3/14上午8時)

特殊情形 權限(退)選(3/9 10:00am 至 4/11上午8時)



日期與時間 注意事項

1/13(一) 10:00am~ 1/15 (三) 8:00am
1.限選進修學士班通識課程。

2.學士班通識課程開放於全校網路加退選(開放候補)。

通識預選

每學期最多修4門通識課程(不含大學國文、大一英文、資訊素養、微型課程)

選課前請先至通識中心網站(http://oaa.nchu.edu.tw/ge)

詳閱相關規定及選課方式：

(1)通識課程修習說明一覽表：http://nchu.cc/8SaAq

(2)通識選課操作手冊暨相關須知： http://oaa.nchu.edu.tw/zh-tw/news-detail/content- p.214

(3)通識相關法規：http://nchu.cc/7UQmM

通識預選

http://cah.nchu.edu.tw)詳閱
http://nchu.cc/8SaAq
http://oaa.nchu.edu.tw/zh-tw/news-detail/content-p.214
http://nchu.cc/7UQmM


選課時間

日期與時間 注意事項

2/24(一)上午10時~ 3/6(五)午夜24時 無系統維護時間，每日8-10時仍可加退選

通識微型課程

 每學期最多修3班通識微型課程

(不含一般通識、大學國文、大一英文、資訊素養)

選課前請先參考微型課程修課須知：

http://oaa.nchu.edu.tw/zh-tw/ge-courses-bulletin/page-list.1129

微型課程清單下載請至教務處/通識中心/通識課程/課程公告/

微型課程

選課路徑

STEP 1

教務資訊系統

STEP 2

學生選課

STEP 3

微型課程
加退選

http://oaa.nchu.edu.tw/zh-tw/ge-courses-bulletin/page-list.1129


1. 進修學士班學生請於本系級選課時間加選體育課程，每人每學期限選一門體育課

程。

【請參閱課務組網頁：體育選課注意事項】

2. 1/20(一) 10:00am起開放課程候補。

3. ★ 輔系、雙主修同學請於網路初選之該年級選課日，開放點選輔系、雙主修課程。

日期與時間 對象 課程

1/20(一)10:00am~ 1/22(三)8:00am 進修學士班各系級
進修學士班課程

(通識課程可退選不可加選)

※其他課程等包含全校英外語、各學院開設課程、教育學程課程。

進修學士班網路初選

http://www.oaa.nchu.edu.tw/zh-tw/course-zone01/page-file.566


1. 3/4(三)10:00am前清除候補。

2. 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可直接互選通識課程。

日期與時間 對象 課程

3/2(一)10:00am

至

3/7(六)8:00am

全校學生
全校課程

3/4(三)10:00am前清除候補

進修學士班網路加退選



日期與時間 權限加選授權原則 開放課程 注意事項

3/9(一) 10:00am

至

3/14(六) 8:00am

學生選課應於網路加退選前完成
下列特殊情形得經授課教師同意
以授權方式加選課程：

1. 應屆畢業生。
2. 輔系、雙主修或轉學(系)生
3. 此科目為必修課程。
4. 選課未達最低應修學分數者
★進修學士班體育課程僅適用於日間
部應屆畢業生優先，每班至多5人為
限。

進修學士班學生：

1.學士班一般課程

2.學士班通識課程
3.進修學士班通識課

程
4.進修學士班一般課

程

※以每班20人為上限

教師/系辦開放後，

經授權之學生務

必於期限內自行上

網加/退選才算完成

手續!

使用方式

向授課教師
提出申請

•在期限內向教師提出加/退選申請

•須向授課教師提供姓名、學號並說明理由

授課教師/系
辦於系統內
開放權限

•教師須考量學生需求、教室座位與教學品質，
同意後於系統內輸入學生學號並啟動生效。

被授權學生
至系統進行
權限加/退選

•經授權後即可在「權限加選」、「權限退選」內
看見該課程。

•進行加/退選後，請務必確認自己的選課清單。

•「權限退選」截止日至每學期1/3前(依行事曆)。

1

2

3

※選課辦法第14條：學生於學期授課時間未達三

分之一前，在達到最低應修學分數及不致造成未成

班狀況下，可申請退選已選修科目但不退學分費。

進修學士班特殊情形權限加(退)選



1. 請依照選課日程表選課，選課結果一律以

教務資訊系統紀錄為主，同學務必在初選、

加退選、權限加退選截止以前上網再確認

所加退選之課程。

2. 請同學務必更新選課系統中的電子信箱，

以免遺漏重要的訊息或通知，更新的操作

步驟請參考本須知「修改電子郵件信箱」

的說明。

3. 體育、服務學習課程限選一門，請自行參閱體育課程選課注意事項及服務學習課程
實施辦法。

4. 申請抵免、免修課程核准或經系統灌檔必修課程而造成衝堂的學生，請自行退選。

5. 選課辦法第14條規定：學生於學期授課時間未達三分之一前，在達到最低應修學分

數及不致造成未成班狀況下，可申請退選已選修科目但不退學分費。

6. 本校學生如欲旁聽課程，請於事先或上課第一週與授課教師妥善溝通，以保障教師

教學及學生學習權益。

學生
最低

應修學分

進修學士班1-3年級學生 12學分

進修學士班4-5年級學

生(不含延畢生)

9學分

進修學士班選課重要叮嚀

http://class.nchu.edu.tw/bulletin/physic.pdf
https://www.osa.nchu.edu.tw/osa/grwork/serlearn/sl-rule_1001025-2.pdf


適用對象:大學部學生。

線上申請時間：

109年2月3日10:00AM~3月13日5:00PM

限制條件：申請減修學分數後，須符合至少修習一門科目之規定。

申請事由：(1)應屆畢業生，應修畢業總學分數小於9學分 (2)重大傷病

(需檢附公、私立醫院證明) (3)家庭因素。以上三項特殊原因，經簽請

教務長核准減修課程的同學外，不得申請減修；已經低於最低應修學

分數，不得再申請停修任何一門課，請同學務必要審慎加、退選課程。

減修操作手冊: http://www.oaa.nchu.edu.tw/zh-tw/course-zone01/page-file.637

學生
最低

應修學分

進修學士班1-3年級學生 12學分

進修學士班4-5年級學

生(不含延畢生)

9學分

「減修」學分申請說明

http://www.oaa.nchu.edu.tw/zh-tw/course-zone01/page-file.637


通識課程-選課篇 Q & A

Q1：通識選修4門課程的限制是否包含大學國文、大一英文、資訊素養、微型課程？

A1：通識選修門數之限制不包含大學國文、大一英文、資訊素養、微型課程。

A2：可於通識初選及網路加退選期間自行選課，建議依中文系指定時段選修，以避免上
下學期必修課程衝堂。

Q2：如何選修非系上指定之大學國文時段？



學分抵免權責單位
申請期限：入學當學期 3/2(一)8:00~3/13(五)17:00，若抵免前已選課，請務必
自行上網退選該門課程。

抵免科目 權責單位 辦公室位置 電話 注意事項

通識課程 (含國文) 通識中心
綜合教學大樓

Y602
(04)2284-0597 備原校成績單正本、原校課綱

大一英文 語言中心 萬年樓AA508 (04)2284-0326

下列抵免方式二擇一：
1.備原校成績單正本、原校課綱
2.備英文能力檢定測驗成績單正本
(詳見語言中心網站公告：http://lc.nchu.edu.tw)

第二外語 語言中心 萬年樓AA508 (04)2284-0326 備原校成績單正本、原校課綱

體育 體育室
體育館一樓
教學研究組

(04)2284-0230 備原校成績單正本

服務學習 (勞作教育) 教官室 惠蓀堂二樓 (04)2284-0250 備原校成績單正本、原校課綱

軍訓 (國防教育)
折抵役期

教官室 惠蓀堂二樓 (04)2284-0250 須至原修課學校辦理

軍訓 (國防教育)
學分抵免

通識中心
綜合教學大樓

Y602
(04)2284-0597

備原校成績單正本
至多採計1門為通識畢業學分

學系專業課程 開課單位 各學系辦公室 備原校成績單正本、原校課綱



Q1：資訊素養課程需要自己網路選課嗎?

A1：不用～通識中心會直接灌檔，請注意，本課程上課週數只有9週，請至課程查詢系統，
依據選課號碼，確認您的上課週次是「第1-9週」或是「第10-18週」喔！

Q2：我是大三學生，可以修習這門課嗎？可以採計為通識學分嗎？

A2：108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資訊素養為必修1學分，107學年度以前入學者修習，
可以採計為自然領域工程科技學群1學分 (但公告「免修學系」的學生除外 )。

A4：可以，請於選課時間進行加退選，另因各學系上課內容有所不同，請同學要記得先看
課綱哦！

Q4：我被灌檔的上課時間為第1-9週，我可以改上第10-18週的時間嗎?

A3：進修部學生修習，可以採計為自然領域1學分，請於網路加退選期間自行選課。

Q3：我是進修部學生，可以修習這門課嗎？可以採計為通識學分嗎？

A5：各學年度的免修學系清單，都會公告於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資訊/資訊素養/修課說明網
頁，同學可上網查閱。

Q5：請問哪些學系可以「免修」通識資訊素養課程?

A6：不建議，因為是必修課。如須
退選，請務必於畢業前補足本學分，
以免影響畢業資格。

Q6：這門課程可以退選嗎？

通識課程-資訊素養篇 Q & A

上課週次 退選時間 退選方式

第1-9週 於第3週(3/6)前完成 於教務系統申請退選

第10-18週 於第12週(5/8)前完成 請洽通識中心



Q1：請問微型課程選課方式是先填志願，然後抽籤嗎？

A1：微型課程不抽籤，額滿為止，請於選課期間(2/24-3/2)登入教務資訊系統選課。

Q2：我這學期已經修了3門通識，還可以選微型課程嗎？

A2：可以，微型課程一學期限修3班，不包含一般通識、國文、英文、資訊素養。

A3：（一）正式上課前：如果仍在微型課程選課期間，請自行上網退選。
如果已過選課期間，請e-mail至sch53@nchu.edu.tw處理。

（二）正式上課後：無法退選，會列入紀錄，影響您日後微型課程選課權益。

Q3：如何退選？

A4：通過微型課程後，每班課程可獲得6小時學習時數，累計18小時，可採計「通識
學習拼圖」1學分，最多3學分。

Q4：請問通識微型課程如何計算為通識學分？

A5：可以算通識畢業學分，不過「通識學習拼圖」為通識自由選修學分，不屬於人文、
社會、自然領域任何一個學群。

Q5：請問「通識學習拼圖」可以算通識畢業學分嗎？屬於哪個領域？哪個學群？

A6：由於微型課程上課時數很少，所以同學必須全勤，才能獲得學習時數。

Q6：微型課程可以請假嗎?

通識課程-微型課程篇 Q & A



Q1：我一定要修習國防教育(軍訓)課程嗎？
A1：不用，國防教育類課程非必修，自107-1起納入通識課程-社會領域法律與政治學群，

選課方式比照一般通識課程規定，男女皆可修習。

Q2：國防教育(軍訓)課程共5門，可以全部都修嗎？

A2：可以，但是只能採計1門為通識畢業學分。

A4：不行！只能折抵役期。

Q4：106-2以前修過的國防教育(軍訓)課，可以轉為通識學分嗎？

A3：1門課程可以折抵2天役期，5門課程可折抵10天役期，相關訊息請洽教官室。

Q3：國防教育(軍訓)課程如何折抵役期？

A5：雖然課程名稱有些微更動，但實質授課內容相同，即使重複修習，也不能重複折抵
役期！建議同學不要浪費寶貴的上課時間喔！

Q5：106-2以前修過某一門國防教育(軍訓)課程，107-1以後可以再修一次嗎？

A6：可以，請於網路加退選時間選課。

Q6：國防教育(軍訓)課程可以日夜互選嗎？

A7：可以，請於網路加退選時間選課，須另付學分費。

Q7：研究生也可以修國防教育(軍訓)課嗎?

通識課程-國防教育篇 Q & A



依學生搜尋習慣分以下幾種查詢方式：

1.【系、所、學位學程】

2.【通識課程】

3.【綜合課程查詢】

4.【教育學程課程】

5.【教室排課查詢】

6.【教師課表及輔導時間】

可再搭配進階查詢，直接找出您想要的課程！

例如：資管系星期二的課、某位老師的課或英語授課科目…等。

點選［選課號碼］即可查看該課程的課程大綱。

※請多利用課程查詢系統，提前規劃提高
選課效率。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crseqry_home

課程查詢系統

【綜合課程查詢】

您可選擇［課程分類］直接查
詢體育、服務學習、教育學程、
暑修、全校可選修、全校英外
語、全英語學群等課程。或不
選擇任何分類，直接以關鍵字
查詢全校課程。

【教育學程課程】

依照學年期來查詢各期開設之
教育學程課程，課程將以選課
號碼作為排序。

【系、所、學位學程】

依照您想查詢的系、所、學

位學程為單位來查詢課程。

課程以年級分類，亦可直接

選擇特定年級作為查詢。

【通識課程】

依照您想查詢的通識領域及
學群來查詢課程，課程將以
選課號碼作為排序。

★提供「目前登記抽
籤人數」及「中籤
率」欄位以供查詢

★點選上課
教室可查詢
「建物位置」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crseqry_home


Q：如何修改預設e-mail為自己最常使用的電子郵件地址？

A：進入教務資訊系統>學生學籍>修改E-mail信箱，修改畫面如下圖：

修改電子郵件信箱

請在此填寫自己
最常用的

E-mail信箱！

【確認送出】
就修改完成囉！



同學可至【選課資訊】>【選課清單】查詢自己的選課清單，

並可利用列印按鈕自行列印。

亦可使用【一週課表】查詢每週上課科目並列印課表。

選課清單&一週課表



 適用對象:全校學生。

 線上申請時間：(每學期第10-13週)

109年4月20日10:00am~5月16日8:00am

 限制條件：扣除停修課程之學分數後，不得低於各年級最低應修學分數之

規定。

 情況特殊經簽請教務長核准減修課程的同學，已經低於最低應修學分數，

不得再申請停修任何一門課，請同學務必要審慎加、退選課程。

 完成停修課程的程序，不得要求放棄申請，且成績單上會以「W」標註，

請同學審慎考慮。

 申請停修課程不得申請退學分費。

 停修操作手冊: http://www.oaa.nchu.edu.tw/zh-tw/course-zone01/page-file.637

課程「停修」說明 學生 最低應修學分

進修學士班1-3年級學生 12學分

進修學士班4-5年級學生 9學分

進修學士班延修生 至少一門科目

http://www.oaa.nchu.edu.tw/zh-tw/course-zone01/page-file.637


選 課 通 訊 錄

單位及網址 服務項目 位置與電話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系統功能問題、網路連線、帳號密碼、電子信箱
資訊科學大樓2F
04-22840306

通識教育中心

學士班通識課程選課(含大學國文、資訊素養、微型課程)
通識課程抵免(含進修學士班)
大學國文特殊情形權限加選請洽：中文系徐助教
（人文大樓808室04-22840317#882）

綜合教學大樓6F
04-22840597

語言中心
大一英文(含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全校英外語課程選課與抵
免

萬年樓5F
04-22840326 

課務組 系所必選修暨全校可選修課程、校際選課、日夜互選(不含通識)
行政大樓1F104
04-22840215

註冊組
學分與成績計算、課程抵免、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申請、
畢業條件審核、登錄論文題目與口試

行政大樓1F103
04-22840212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iLearning、教學資源、教學意見調查、教學助理、問卷調查
行政大樓2F
04-22840218

進修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課程選課與抵免相關資訊
綜合教學大樓1F(Y107)
04-22840854#15

體育室 體育類課程資訊、體育人工輔選
體育館
04-22840230

課指組 服務學習-社團
惠蓀堂2F
04-22840250

教官室 軍訓類折抵役期相關資訊、服務學習-勞作教育
惠蓀堂2F
04-22840250

出納組 學雜費、學分費、平安保險費等費用繳交相關資訊
行政大樓2F
04-22840636

http://www.cc.nchu.edu.tw/
http://www.oaa.nchu.edu.tw/zh-tw/ge
http://lc.nchu.edu.tw/
http://www.oaa.nchu.edu.tw/course
http://www.oaa.nchu.edu.tw/zh-tw/rs
http://www.oaa.nchu.edu.tw/zh-tw/cdtl
http://www.nchunight.nchu.edu.tw/
http://pe.nchu.edu.tw/
https://www.osa.nchu.edu.tw/osa/act/index.html
https://www.osa.nchu.edu.tw/osa/arm/index.html
http://oga.nchu.edu.tw/unit-about/mid/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