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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選課須知中國文化大學選課須知中國文化大學選課須知中國文化大學選課須知    

9999888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電腦網路選課實施對象為 1、研究生(含補修大學部基礎課程之在職專班研究生)；2、大學日

間部學生(含延修生、復學生)；3、修習日間部輔系、雙主修暨教育學程課程之進修學士班、
二年制技術系在職班暨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 

◆學生選課分學生選課分學生選課分學生選課分「「「「第一階段選課第一階段選課第一階段選課第一階段選課」、「」、「」、「」、「第二階段選課第二階段選課第二階段選課第二階段選課」」」」兩兩兩兩階段作業階段作業階段作業階段作業；；；；兩兩兩兩階段皆採用階段皆採用階段皆採用階段皆採用「「「「電腦網路選課電腦網路選課電腦網路選課電腦網路選課」。」。」。」。    
◆網路選課開放時間網路選課開放時間網路選課開放時間網路選課開放時間：：：：    
第一階段選課第一階段選課第一階段選課第一階段選課：：：：99998888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6666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自每日上午自每日上午自每日上午自每日上午 8888 時至隔日上午時至隔日上午時至隔日上午時至隔日上午 7777 時時時時。。。。（（（（分年級選課分年級選課分年級選課分年級選課））））    
第二階段選課第二階段選課第二階段選課第二階段選課：：：：99998888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2222222 日日日日，，，，自每日上午自每日上午自每日上午自每日上午 8888 時至隔時至隔時至隔時至隔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7777 時時時時。。。。（（（（不分年級選課不分年級選課不分年級選課不分年級選課））））    

◆每位學生應於「第一階段選課」期間內上線確認選課資料。若未上線確認，視同接受所安排
之課程。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復學生(含該學期復學之延修生)及 98 學年度入學之轉學生、研究所新生等之第
一階段選課日期為 98 年 9月 10 日至 11 日，其選課方式另行通知。 

◆選課應依規定時間辦理，逾期不得補辦。未辦理「第一階段選課」者，可直接辦理「第二階
段選課」，並至遲應於「第二階段選課」期間辦理。 

◆未於規定時間內繳清所修課程學分費者，由教務處逕行刪除其缺繳學分費之課程；未依規定
辦理選課者應予勒令休學，已逾休學年限者勒令退學。 

◆選課網址選課網址選課網址選課網址：：：：http://http://http://http://wwwwwwwwwwww.pccu.edu.tw/.pccu.edu.tw/.pccu.edu.tw/.pccu.edu.tw/        →→→→    本校學生本校學生本校學生本校學生。。。。    
◆選課洽詢電話：總機 28611801286118012861180128611801、、、、28610511286105112861051128610511 轉 11108111081110811108----11113111131111311113(教務組)、16151161511615116151(資訊中心)。    

壹壹壹壹、、、、選課日期與作業方式選課日期與作業方式選課日期與作業方式選課日期與作業方式    

階階階階    
段段段段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選選選選    
課課課課    
前前前前    
作作作作    
業業業業    

99998888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4242424 日日日日    
 

一、學生上網查閱「選課須
知」，並自行由網路列印
個人之「選課參考表」。 

二、向所屬系所組或上網查
詢課程資料。 

三、上網查詢個人歷年成績
資料。 

四、決定個人加退選科目。 

一、「選課參考表」上列印之課程，
係學生所屬系所組之必、選修
科目，由選課系統自動產生。 

二、個人成績查詢之結果僅供參
考，一切以教務處之資料為準。 

三、本選課須知及網路選課之操作本選課須知及網路選課之操作本選課須知及網路選課之操作本選課須知及網路選課之操作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請學生上網查詢請學生上網查詢請學生上網查詢請學生上網查詢。。。。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www.pccu.edu.tw/http://www.pccu.edu.tw/http://www.pccu.edu.tw/http://www.pccu.edu.tw/ →→→→
本校學生本校學生本校學生本校學生。。。。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階階階階    
段段段段    
選選選選    
課課課課    
    

99998888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6666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一一一一、、、、5555////25252525    

博碩士班研究生博碩士班研究生博碩士班研究生博碩士班研究生(含補
修大學部基礎課程之
在職專班研究生）及
97.2 在學且 98.1 確定
延畢之大學部延修生
選課。 

    ((((25252525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8888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26262626 日上日上日上日上
午午午午 7777 時時時時))))    
    
二二二二、、、、5555////26262626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原三年級原三年級原三年級原三年級))))學學學學
生生生生選課。 

    ((((22226666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8888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22227777 日上日上日上日上
午午午午 7777 時時時時))))    
    
三三三三、、、、5555////27272727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原二年級原二年級原二年級原二年級))))學學學學
生生生生選課。 

(2(2(2(27777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8888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28282828 日上日上日上日上
午午午午 7777 時時時時))))    
    
四四四四、、、、6666////1111    

一、採用「電腦網路選課」，
學生應依各年級規定日
期上線選課。 
學生應於本階段選課期
間內上線確認選課資
料。若未上線確認，視
同接受所安排之課程。 

二、本階段接受所有課程之
線上登記。所選課程若   
有選課人數過多之情
形，將按選課分班優先
順序由系統統一分發， 
以決定是否選上原選或
另行分組之班別。 

三三三三、「、「、「、「大一外文領域大一外文領域大一外文領域大一外文領域」」」」及及及及「「「「語語語語
文實習文實習文實習文實習」、「」、「」、「」、「基礎電腦基礎電腦基礎電腦基礎電腦」、」、」、」、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軍訓軍訓軍訓軍訓」」」」等課等課等課等課
程程程程，，，，本階段即有選課人數本階段即有選課人數本階段即有選課人數本階段即有選課人數
及其他限制規定及其他限制規定及其他限制規定及其他限制規定，，，，請詳閱請詳閱請詳閱請詳閱
並並並並依各該課程之注意事依各該課程之注意事依各該課程之注意事依各該課程之注意事
項辦理選課項辦理選課項辦理選課項辦理選課。 

四四四四、、、、全學年必選修課程全學年必選修課程全學年必選修課程全學年必選修課程((((含已含已含已含已
分組上課之課程分組上課之課程分組上課之課程分組上課之課程))))或各或各或各或各
系組依專長提供分組資系組依專長提供分組資系組依專長提供分組資系組依專長提供分組資

一、學生應注意「選課須知」及教
務處、各系所組、語文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軍訓室、體育
室等公布之選課有關規定，如
「選修外系課程」、「修習高年
級必修課程」、「修習學分上下
限」及「先修或擋修課程」等
規定。 

 
二、選課及分班優先順序如下： 

(一)本班學生(含復學生) 
(二)本系延修生 
(三)雙主修及輔系隨班附讀學

生 
(四)補修大學部基礎課程之研

究生 
(五)同一學院他系之延修生 
(六)非同一學院他系之延修生 
(七)本系四年級選修學生 
(八)本系三年級選修學生 
(九)本系二年級選修學生 
(十)本系一年級選修學生 
(十一)同一學院他系四年級選

修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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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原一年級原一年級原一年級原一年級))))學學學學
生生生生選課。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8888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6666 月月月月
2222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7777 時時時時)))) 
 
五五五五、、、、6666/2/2/2/2    

其他學生其他學生其他學生其他學生(含修習日間
部輔系、雙主修暨教育
學程課程之進修學士
班、二年制技術系在職
班暨二年制在職專班
學生)及因特殊原因未
於上述時間選課之學
生辦理選課。 

((((6666 月月月月 2222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8888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6666 月月月月
3333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7777 時時時時))))    

 
六六六六、99998888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1111 日起日起日起日起 

學生上網查詢本階段
選課結果。 

料課程料課程料課程料課程((((如環設學院設如環設學院設如環設學院設如環設學院設
計課程計課程計課程計課程、、、、藝術學院主副藝術學院主副藝術學院主副藝術學院主副
修課程修課程修課程修課程))))，，，，為課程連貫為課程連貫為課程連貫為課程連貫
性性性性，，，，不可更換組別不可更換組別不可更換組別不可更換組別。。。。    

五、所選課程若有先修或擋
修課程之限制，將逕行刪
除。 

六、同一課程開有多班者，
不可同時加選二班(含)
以上，否則將逕行刪除全
部所選之班別。 

七、若所選課程為「輔系」、
「雙主修」、「教育學程」
及「研究生補修大學部
基礎課程」等之課程，
學生應於選課時自行設
定學分性質。以上課程
須具備相關身分者，始
能選課。 

(十二)同一學院他系三年級選
修學生 

(十三)同一學院他系二年級選
修學生 

(十四)同一學院他系一年級選
修學生 

(十五)他院四年級選修學生 
(十六)他院三年級選修學生 
(十七)他院二年級選修學生 
(十八)他院一年級選修學生 
※選課人數過多之課程，依此
順序分班分組。 

 
三、「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

單獨開班之課程，以具備相關身
分者為本班學生。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階階階階    
段段段段    
選選選選    
課課課課    

99998888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2222222 日日日日    
    ((((自每日上午自每日上午自每日上午自每日上午8888時至隔日上時至隔日上時至隔日上時至隔日上    
午午午午 7777 時時時時))))    
一一一一、、、、依教室容量依教室容量依教室容量依教室容量，，，，不分年級不分年級不分年級不分年級

順序順序順序順序，，，，先選先上先選先上先選先上先選先上。。。。    
    
二二二二、、、、99998888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起日起日起日起    

學生上網查詢及學生上網查詢及學生上網查詢及學生上網查詢及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本階段選課結果本階段選課結果本階段選課結果本階段選課結果。。。。(已刪
除擋修、未先修等不符選
課規定及因選課人數過
多分班上課、安排教室後
之結果） 

一、本階段採用「電腦網路
選課」。 

二、本階段所選課程不得超
過教室容量或課程已設
限之選課容量，依上線時
之缺額，先選先上。 

三、所選課程若有先修或擋
修課程之限制，將逕行刪
除。 

四、同一課程開有多班者，
不可同時加選二班(含)
以上，否則將逕行刪除全
部所選之班別。 

五、學生本學期之選課概以
本階段選課結束，98 年
9 月 28 日(含)後網路上
之資料為準。 

 

 

選選選選
課課課課
更更更更
正正正正    
、、、、    
超超超超
修修修修
學學學學
分分分分
及及及及    
校校校校
際際際際
選選選選
課課課課    

99998888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一、因衝堂、學分不足、停

開課程、增開組別、抵
免等因素，方可於此段
時間辦理選課更正。 

 
二二二二、、、、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

80 分以上或應屆畢業
生，或經核准修習輔
系、雙主修、學分學
程、教育學程者，得經
系組主任核可，加選 1
至 2科，但最高不得多
於 30 學分。 

三三三三、、、、校際選課。 

一、學生於 98 年 9 月 28
日起上網查詢選課結
果，若有問題，應於 9999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持上網列印之持上網列印之持上網列印之持上網列印之「「「「選課選課選課選課
清單清單清單清單」」」」及至及至及至及至教務教務教務教務組網組網組網組網
頁列印之頁列印之頁列印之頁列印之「「「「選課更正選課更正選課更正選課更正
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至教務處依至教務處依至教務處依至教務處依
規定程序規定程序規定程序規定程序，，，，辦理辦理辦理辦理選課選課選課選課
更正更正更正更正或超修學分或超修學分或超修學分或超修學分。逾
期不再辦理選課。 

二、選課選課選課選課更正更正更正更正、、、、超修學分超修學分超修學分超修學分
及及及及校際選課於此期間校際選課於此期間校際選課於此期間校際選課於此期間
內內內內至教至教至教至教務處教務組務處教務組務處教務組務處教務組辦辦辦辦
理理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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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選課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選課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選課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選課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一一一一、、、、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選課前請先與系所組主任、助教、老師研商討論，並由網路上了解欲修習課程之授課大綱及課
程內容、網路選課之操作說明，依據本「選課須知」及各系所組選課有關規定，辦理選課。並
請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一）所選課程是否有先修或擋修課程之限制。 
（二）上課時間是否衝堂。 
（三）應修之必修課程是否已全部修習。 
（四）欲選修外系組之課程，應先至有關系組查詢課程之專業性及有關限制。 
（五）選修外系之課程本系是否承認為畢業學分數。 
（六）重補修課程是否符合規定。 
（七）所選學分數是否符合規定。 
（八）同一課程開有多班者，不可同時加選二班(含)以上，否則將逕行刪除全部所選之班別。 
（九）全學年必選修課程(含已分組上課之課程)或各系組依專長提供分組資料課程 (如環設學

院設計課程、藝術學院主副修課程)，為課程連貫性，不可更換組別。 
（十）同一課程已修習及格或已辦抵免，不得重複修習。 

    
二二二二、、、、外文領域外文領域外文領域外文領域「「「「大一外文大一外文大一外文大一外文」」」」及及及及「「「「語文實習一語文實習一語文實習一語文實習一、、、、二二二二」」」」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    

（一）95 學年度起，外文：英文【CB21】、外文：英語實習（一）【CB04】、外文：英語實習（二）
【CB05】均採能力分班授課。 
1.英語課程，每位應選課學生都有一個核定英文能力的等級，學生只能上網選同等級之

班別。【英文能力等級在選課清單上方（身分別）；如轉學生無等級時，學生則可視自
己程度自選】。 

2.學生可上選但不可下選，如 A 級學生不可選 B 或 C 級班別，而 C 級學生則可選 B 或 A
級班別）。上選可直接於網路上自行改選。 

3.同學對於「外文領域：英文」及「英語實習」若有降等級之需求，請於選課期間，經
原等級任課教師於「選課更正表」上簽註無法適應所屬等級，必須降等級之證明後，
至教務處辦理。 

4.若學生對於授課內容、任課教師有任何疑問，「外文：英文」可洽英研所，「英語實習」
可洽語文中心。 

(二) 外文領域課程為學年課程，以選修同一班級為原則，若有特殊情形，請依「選課辦法」第

五條第十二款實施之。 

（三）未曾修習過語文實習（一）前，不得修習語文實習（二）， 亦不可以上、下學期顛倒修習。 
（四）除大四學生以外，其它年級學生不得同時併修「語文實習（一）」及「語文實習（二）」兩

課程。【已修習語文實習（一）上、下學期之大一至大三學生，不論及格與否，可於翌年
修習同一語種之語文實習（二）】。 

（五）修習外文領域之「正課」、「實習一」、「實習二」等三種語文課程時，以同一種語言為限，
不可分語種修習【例：正課若為日文者，則須搭配修習日語實習（一）及日語實習（二）】。 

（六）其他有關語文實習課程未盡事宜，請參閱「語文中心作業規程」。大一英文課程則依校訂
一般選課辦法。 

    
※※※※    承辦單位校內電話分機承辦單位校內電話分機承辦單位校內電話分機承辦單位校內電話分機：「：「：「：「外文外文外文外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CB21)(CB21)(CB21)(CB21)」」」」課程請洽英研所課程請洽英研所課程請洽英研所課程請洽英研所 23805238052380523805；；；；    
「「「「外文外文外文外文：：：：英語實習英語實習英語實習英語實習(CB04(CB04(CB04(CB04、、、、CB05)CB05)CB05)CB05)」」」」課程請洽語文中心課程請洽語文中心課程請洽語文中心課程請洽語文中心 24405244052440524405；；；；    
「「「「外文外文外文外文：：：：日文日文日文日文(CB06)(CB06)(CB06)(CB06)」、「」、「」、「」、「外文外文外文外文：：：：日語實習日語實習日語實習日語實習(CB07(CB07(CB07(CB07、、、、CB08)CB08)CB08)CB08)」」」」課程請洽日研所課程請洽日研所課程請洽日研所課程請洽日研所 23205232052320523205；；；；    
「「「「外文外文外文外文：：：：法文法文法文法文(CB15)(CB15)(CB15)(CB15)」、「」、「」、「」、「外文外文外文外文：：：：法語實習法語實習法語實習法語實習(CB16(CB16(CB16(CB16、、、、CB1CB1CB1CB17)7)7)7)」」」」課程請洽法文系課程請洽法文系課程請洽法文系課程請洽法文系 23905239052390523905；；；；    
「「「「外文外文外文外文：：：：德文德文德文德文(CB12)(CB12)(CB12)(CB12)」、「」、「」、「」、「外文外文外文外文：：：：德語實習德語實習德語實習德語實習(CB13(CB13(CB13(CB13、、、、CB14)CB14)CB14)CB14)」」」」課程請洽德文系課程請洽德文系課程請洽德文系課程請洽德文系 24205242052420524205；；；；    
「「「「外文外文外文外文：：：：韓文韓文韓文韓文(CB09)(CB09)(CB09)(CB09)」、「」、「」、「」、「外文外文外文外文：：：：韓語實習韓語實習韓語實習韓語實習(CB10(CB10(CB10(CB10、、、、CB11)CB11)CB11)CB11)」」」」課程請洽韓文系課程請洽韓文系課程請洽韓文系課程請洽韓文系 23305233052330523305；；；；    
「「「「外文外文外文外文：：：：俄文俄文俄文俄文(CB18)(CB18)(CB18)(CB18)」、「」、「」、「」、「外文外文外文外文：：：：俄語實習俄語實習俄語實習俄語實習(CB19(CB19(CB19(CB19、、、、CB20CB20CB20CB20）」）」）」）」課程請洽俄文系課程請洽俄文系課程請洽俄文系課程請洽俄文系 23505235052350523505。。。。    

三三三三、「、「、「、「基礎電腦基礎電腦基礎電腦基礎電腦」」」」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    
（一）「基礎電腦」課程為大一必修課程，須修習 2門不同之課程，共 4學分。 

（二）第二學期修課規定：按各系教學需要及學生興趣選課，各系若需限制學生所選修之課程，

應於開始選課前兩週，通知教務處、資訊中心、資訊管理學系、及資訊科學系，並公告

讓該系學生周知。 

（三）第一及第二學期皆開課之 CF02「電腦：Office 套裝軟體應用」，為相同課程，主要授課

內容為 Office 中各軟體在企業上的整合應用，第一學期已修 CF02「電腦：Office 套裝

軟體應用」之同學，除不及格重修者外，不得重複修課。 

（四）CF01 及 CF02 不得於同一學期修習。 

（五）大一共同必修電腦課程共計分為三組電腦課程，分別為自然科學組、人文社會組、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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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組。 

（六）「基礎電腦」課程開設如下：  

上學期課程 

組別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1.自然組 
CF11 

資訊：資訊概論 
CF12 

資訊：資訊與網路基礎 

2.人文社會組 
CF01 

電腦：計算機概論 
CF02 

電腦：Office套裝軟體應用 

3.數位內容組 

CF10電腦：電腦多媒體簡介 

（備註：分基礎班及進階班，該兩班課程大綱內容相同，但各細項授

課時數有別。）    

下學期課程 

科目代號 課   程   名   稱 
性

質 
備      註 

CF02 電腦：Office 套裝軟體應用 

依依依依    

興興興興    

趣趣趣趣    

選選選選    

課課課課 

1111、、、、學生得依興趣選課學生得依興趣選課學生得依興趣選課學生得依興趣選課。。。。    

2222、、、、重複修習相同課程重複修習相同課程重複修習相同課程重複修習相同課程，，，，僅承認其第一僅承認其第一僅承認其第一僅承認其第一次次次次

及格成績及格成績及格成績及格成績。。。。    

3333、、、、各系若有限制修習課程者須依其規各系若有限制修習課程者須依其規各系若有限制修習課程者須依其規各系若有限制修習課程者須依其規

定定定定。。。。    

4444、、、、修習近似課程者修習近似課程者修習近似課程者修習近似課程者，，，，視同重複修習視同重複修習視同重複修習視同重複修習。。。。近近近近

似課程如下似課程如下似課程如下似課程如下：：：：    

(1)CF01(1)CF01(1)CF01(1)CF01 與與與與 CF11CF11CF11CF11 及及及及 CF12CF12CF12CF12    

(2)CF11(2)CF11(2)CF11(2)CF11 與與與與 CF12CF12CF12CF12    

(3(3(3(3)CF02)CF02)CF02)CF02 與與與與 CF17CF17CF17CF17    

(4(4(4(4)CF10)CF10)CF10)CF10 與與與與 CF13CF13CF13CF13    

(5(5(5(5))))原原原原 CF05CF05CF05CF05 與與與與 CF15CF15CF15CF15    

(6(6(6(6))))原原原原 CF06CF06CF06CF06 與與與與 CF16CF16CF16CF16    

(7(7(7(7))))原原原原 CF07CF07CF07CF07 與與與與 CF14CF14CF14CF14 

CF03 電腦：Access 資料庫應用 

CF08 電腦：多媒體處理 

CF09 電腦：動畫製作 

CF13 資訊：電腦多媒體應用 

CF14 資訊：Fortran 程式設計 

CF15 資訊：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 

CF16 資訊：C++程式設計 

CF17 資訊：軟體應用 

CF18 資訊：網頁設計 

CF19 資訊：MATLAB 

    
※※※※    承辦承辦承辦承辦單位校內電話分機單位校內電話分機單位校內電話分機單位校內電話分機：：：：資管系資管系資管系資管系 35905359053590535905、、、、資科系資科系資科系資科系 33505335053350533505    
    
四四四四、、、、「「「「通識課程通識課程通識課程通識課程」」」」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一一一一））））通識課程修習原則通識課程修習原則通識課程修習原則通識課程修習原則：：：：    

1111、、、、91919191----96969696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本校通識課程自 96 學年度第 2學期起調整，依「語文」、「人文、文明思想和藝術」、「社

會科學」、「自然科學與數學」等四大領域分類。課程調整過渡期間，重補修原則如下： 

學 年 度 應 修 學 分 重 補 修 原 則 

91 ~ 94學

年度入學

新生 

應修通識課程

8學分 

1. 已修通識學年課程，其中一學期不及格者，得承認 2

學分。 

2. 不足學分可選「人文、文明思想和藝術」、「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與數學」等領域之通識課程替代。 

95~ 96學

年度入學

新生 

應修通識課程

12學分 

不足學分可選「人文、文明思想和藝術」、「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與數學」等領域之通識課程替代。 

2222、、、、97979797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1）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依「語文」、「人文、文明思想和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

與數學」等四大領域分類。且學生應於一、二年級修習為原則。 

（2）通識課程應修學分表： 

修習學分合計： 32學分 

語文領域必修： 14學分（國文 4學分）（外文類 10學分） 

其 他  領 域： 18學分（歷史類必修 2學分）（電腦資訊類必修 4學分）  

史學系免修歷史類；應數系、資科系、電機系、資管系、資傳系等學系免修電腦資

訊類。 



第 5頁（共 7頁） 

 

     課程領域 

學系領域 

人文、文明 

思想和藝術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與數學 
總計學分 

人文藝術 6 4 8 18 

社會科學 8 2 8 18 

自然科學 8 4 6 18 

（二）除國文、外文、電腦資訊領域以外，修習本系主開之通識課程科目，不計入通識學分；主開

單位為學院之通識課程科目，該院學生修習不計入通識學分。 

（三）課程名稱相同且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修習「國文」、「外文類」、「歷史類」、「電

腦資訊類」科目超過規定之應修學分，不計入通識學分。 

（四）本系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名稱相同或相似者，不計入通識學分。 

例如： 

專業課程 通識課程 

普通物理學 通識：物理學 

普通化學 通識：化學 

生命科學概論 通識：生命科學 

微積分 通識：微積分 

統計學 通識：統計學 

西洋政治思想史 通識：西洋政治思想史 

經濟學 通識：經濟學 

心理學 通識：心理學 

 

※※※※    承辦承辦承辦承辦單位校內電話分機單位校內電話分機單位校內電話分機單位校內電話分機：：：：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綜合業務組綜合業務組綜合業務組 11211112111121111211    
    

五五五五、、、、「「「「體育體育體育體育」」」」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    
（（（（一一一一））））選課時間選課時間選課時間選課時間：：：：    

體育選課時間與教務處所規定時間相同，請於規定時間內，欲選修課程上網查詢及選擇

課程(運動項目、班別、上課時間)。 

（（（（二二二二））））選課程序選課程序選課程序選課程序：：：：    

� 第一階段： 

『大一學生』：一年級『體育』採隨班開課，一年級同學無須上網選填興趣選項。 

『大二~大四學生』： 

1.於學校公告選課時間內自行上網，選填選填選填選填 6666 個興趣選項課程個興趣選項課程個興趣選項課程個興趣選項課程，，，，並依並依並依並依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

之運動項目之運動項目之運動項目之運動項目與班別進行選填與班別進行選填與班別進行選填與班別進行選填。。。。    

2.選填興趣課程時必須注意所選課程是否有衝堂的情形發生。 

3.當學期無須選修興趣選項體育課程，只須重修或補修一年級體育課者，請於該階段

選課。 

� 第二階段： 

於第一階段選課時，未選到體育或衝堂者，於此階段依上線時之缺額，先選先上。加

選第二門體育課程者，須自行於第一或第二階段先選一門體育課後，於此階段按學校

公告第二階段選課日期之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攜帶『選課清單』(選畢一門體育課)、 『體育課

加(退)選申請表』(表格請至體育室體育室體育室體育室網頁下載)及『歷年成績單』至大孝館 404 室體育

系教研室辦理。 

（（（（三三三三））））選課原則選課原則選課原則選課原則：：：：    

1.體育課為大學日間部一、二、三年級學生必修之零學分課程；每學期至少應修習一門

課程，且以一門為原則。 

2.興趣選項課程可於不同學期重複選修相同項目。 

3.身心障礙者，請選修自強班。自強班為特殊體育教學，一般學生不適合修習，第一次

上課時請持相關證明文件交予授課老師查驗。 

4.選修進階課程進階課程進階課程進階課程，選修進階課程應修畢該科目初級課程方可選修。 

5.選修體育課程，無論有無適當課程或時段皆須於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選課完畢，無特

殊理由者不得於其他時間辦理選課。 

（（（（四四四四））））重重重重((((補補補補))))修選課原則修選課原則修選課原則修選課原則：：：：    

1.一年級體育為全學年課程，若學期不及格，需上學期補上學期、下學期補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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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興趣選項體育課程若不及格，得於次學期起任何一個學期補修(不限原科目)。重(補)

修體育課程，每學期最多加選一門(同學期內之二門課程項目不得相同)。 

3.若於二、三年級任何一學期中未選修體育課者，不得於往後任一學期同時選修二門『體

育』課，得於四年級上、下學期順延修課。例：若於二下未修體育課者，不得於三上

或三下任一學期選修二門體育課，得於四上時再修體育課程。 

4.大四學生或延畢生亦同，每學期至多選(補)修二門體育課程。 

5.加選「第二門」體育課程應於「第二階段」辦理，依照學校公告第二階段選課日期之

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攜帶『選課清單』(須選畢一門體育課)、『『『『體育課加體育課加體育課加體育課加((((退退退退))))選申請表選申請表選申請表選申請表』』』』((((表格請表格請表格請表格請

至體育室網頁下載至體育室網頁下載至體育室網頁下載至體育室網頁下載))))及『歷年成績單』至大孝館 404 室體育系教研室辦理。依上線時之

缺額先選先上。    

（（（（五五五五））））教務處開設之教務處開設之教務處開設之教務處開設之『『『『健康體適能健康體適能健康體適能健康體適能』』』』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每學期二學分每學期二學分每學期二學分每學期二學分；；；；不可抵免興趣選項體育課程不可抵免興趣選項體育課程不可抵免興趣選項體育課程不可抵免興趣選項體育課程。。。。    

（（（（六六六六））））上課場地及收費上課場地及收費上課場地及收費上課場地及收費    

1.除「保齡球」外，體育課程全部於陽明山校本部上課。上課場地於學期開學前二日公

佈於學校網站首頁、體育室網頁、大孝館、體育館入口處及大義館。 

2.保齡球上課地點：圓山保齡球館（台北市中山北路 5段 6號 TEL: 02-2881-2277）或中

正保齡球館（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392 號 TEL:02-28360101）。第一週上課集合地點於

體育館 2 樓前廣場。 

3.「保齡球」課視活動局數需要酌收費用。 

4.選修興趣選項「游泳」課程者需繳交『游泳池場地維護費』800 元整。修大一體育課程，

課程內容包含 5 週游泳課，需繳交『游泳池場地維護費』600 元整。同時享有週一至週

五下午五點至十點、週六、日及國定假日上午八點至下午五點不限次數使用游泳池(攜

帶學生證)。需自備泳具（泳帽、泳衣、蛙鏡），男生禁著海灘褲與白色泳褲，女生禁

著三點式與白色泳衣。 

5.需自備器材課程項目為『柔道』、『羽球』、『桌球』、『網球』、『溜冰』等。 

6.如有以下健康條件限制者勿選修「游泳」課程： 

(1)患有傳染疾病如性病、肺結核、皮膚病及短時間無法治癒之眼疾等。 

(2)遵醫囑不得下水游泳者如心臟病、癲癇、嚴重氣喘、高血壓、肢體外傷等。  

（（（（七七七七））））身體健康注意事項身體健康注意事項身體健康注意事項身體健康注意事項    

修大一體育課程者，若有上述健康條件限制無法從事游泳運動，請於繳費後向任課教師

出示公立醫院或教學醫院醫囑不得下水游泳之醫師證明，辦理退費，並於該班游泳課期

間由任課教師轉介至同時段他班之大一體育課。 

（（（（八八八八））））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若仍有其他體育選課問題，可親至大孝館 404 室體育系教研室洽詢辦理。 

2.如有未盡事宜，隨時修正公布之。 

 

※※※※    承辦單位校內分機承辦單位校內分機承辦單位校內分機承辦單位校內分機：：：：張老師張老師張老師張老師 43237432374323743237、、、、林老師林老師林老師林老師 43274 43274 43274 43274     

 

六六六六、「、「、「、「軍訓軍訓軍訓軍訓」」」」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    
（一）「大一軍訓」為學期必修科目，不計學分。「軍訓選修」為每學期 2 學分之選修科目，由

各系組明訂是否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二）男生選修護理課程者，國防部不同意辦理折抵役期，惟仍適用於預官考選資格。 

（三）有意報考預官者，應修足四個學期軍訓；大一軍訓為學期必修，可於另一學期選修「軍

訓選修」一科。 

（四）軍訓選修課程，為維持教學品質，每班上課人數以 78 人為宜。 

 

※※※※    承辦單位校內電話分機承辦單位校內電話分機承辦單位校內電話分機承辦單位校內電話分機：：：：軍訓室軍訓室軍訓室軍訓室 14141414704704704704    
    
七七七七、、、、選課其他規定選課其他規定選課其他規定選課其他規定：（：（：（：（未盡之處請詳閱本校未盡之處請詳閱本校未盡之處請詳閱本校未盡之處請詳閱本校「「「「選課辦法選課辦法選課辦法選課辦法」）」）」）」）    

� 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之上下限： 

身份別身份別身份別身份別    一至一至一至一至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延長修業生延長修業生延長修業生延長修業生    碩士班碩士班碩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博士班博士班博士班    

下限 10 學分 9 學分 至少選一科

目 

2 學分 2 學分 

上限 25 學分 25 學分 12 學分 9 學分 

※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或應屆畢業生，或經核准修習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者，

得經系組主任核可，加選一至二科，但最高不得多於三十學分。 

※研究生加修基礎學科者總修習學分由各所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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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修他系所組、院、校之學分數，須經本系所組之認可始得列入畢業學分數，大學部以十八學

分、碩士班以八學分、博士班以六學分為限。 

� 凡有先後修習順序之課程，應依序修習；重修者得以併修。 

� 含實驗、實習之課程，未修正課者，不得先修實驗、實習課程，但語文課程不在此限。 

� 全學年必選修課程，為課程連貫性，上下學習均需修習，如僅修習一學期或任何一學期不及格，

其已修及格之學期學分數，不得列入畢業學分數計算。 

� 不得修習上課時間衝突之科目，衝堂科目未辦更正者，以零分計算。 

� 學生未按所選課程上課，其成績不予承認。 

 

八八八八、、、、其他未其他未其他未其他未盡事宜盡事宜盡事宜盡事宜，，，，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