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務處 課務組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選課作業說明





目錄

教學問卷

選課作業時程

選課限制

上課節次與時間

特殊課程

應修學分上下限

網路初選

網路加退選

線上餘額加選

 上修人工加選

 特殊個案人工加退選

 選課清單線上確認

 大一必選四大類課

 大一、大二通識教育課程

 大三通識教育課程

 大四通識教育課程

----------院共同課程-----------

師範學院 理工學院 人文學院

自由選修課程認定

至少選修一科目

重複修課

復、轉學生修課事項

跨學制修課

進修學制修課

校際選課

選課系統相關介面

校務系統操作

畢業學分檢核介面

課程模組修課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填寫教學問卷》

• 實施對象：大二~大四生 (前一個學期在校學生適用)

• 填答時間：110年 6月6日(日)08：00 至 110年6月12日(六) 24：00止

• 問卷填答完整的同學，可以提前在9/8(三)~9/10(五)加退選

 參加對象是針對前一個學期有填寫課程教學意見調查的學生。

 依「本校學生對教師教學意見反映實施要點」，學生填寫「教學問卷反映調查

表」完整者，次學期可提前三天進行網路加退選。未填寫或填寫「教學問卷反

映調查表」不完整者，則按照原定網路加退選時間選課。

教學問卷作答與選課的關係



進入校務系統，請點選
【填寫教學意見反映調查表】

回【選課作業時程】



• 線上餘額加選： 9/22(三) ~9/28(二)
• 上修人工加選、特殊個案人工加退選：

9/22(三) ~9/28(二)
• 第二次選課清單線上確認：

9/27(一)~9/29(三)12:00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選課作業時程

• 網路初選
8/29(日)~9/5 (日)
• 初選結果公布
9/8 (三)

• 填教學問卷提前加退：9/8(三)~9/10(五)
• 網路加退選：9/13(一)~9/17(五)
• 第一次選課清單線上確認：

9/18(六)~9/19(日)

hi! 點選底線文
字可以瞭解更
多喔!例如：網
路初選。



選課作業時程

 8月29日(日)08：00至9月5日(日)24：00止

第一階段：網路初選

 正常加退選時段：9月13日(一) 08：00 至 9月17日(五) 24：00止

 前一學期在校生填完教學問卷，可提前三天加退選：9月8日(三)8：00至9月10日(五)

24：00 點此詳閱教學問卷說明

第二階段：網路加退選

 線上餘額加選：9月22日(三)08：00至 9月28日(二) 24：00止

 上修人工加選、特殊個案人工加退選： 9月22日(三)08：00至 9月28日(二) 17：00

第三階段：線上餘額加選、上修人工加選、特殊個案人工加退選



選課限制

開課單位可限本系、本班等，亦可不設限。

(初選時以班上或系上學生權益優先)

第一階段：
網路初選 8/29~9/5

 加退選前兩天(9/13-9/14)：課程仍可有選課限制。

 加退選第三天起(9/15-9/17)：除經課務組同意之特殊課程外，一律取消選課限制。

第二階段：
網路加退選 9/13~9/17

除特殊課程外，一律取消選課限制。( 特殊課程列表請參照下一頁)

第三階段：
線上餘額加選、上修人工加選、特殊個案人工加退選 9/22~9/28



1. 實驗、實作課

2. 實習課程

3. 工作室

4. 專題研究(含書報討論)

5. 延續性課程(如：上、下或一、二)

6. 統整性課程

7. 畢業專題

8. 師培課程

9. 須修畢先修課程等

保留選課限制的特殊課程

點此返回看
選課限制



上課節次與時間

節次 1 2 3 4 5

時間 08:10-09:00 09:10-10:00 10:10-11:00 11:10-12:00 12:10-13:00

節次 6 7 8 9

時間 13:10-14:00 14:10-15:00 15:10-16:00 16:10-17:00

節次 A B C D E

時間 17:10-18:00 18:10-19:00 19:10-20:00 20:10-21:00 21:10-22:00

舉例來說： 選課系統中的上課節次「32，33，34」是指

「星期三 的第2節、第3節 、第4節」，依此類推。



每學期應修學分上下限
年級 應修學分下限 應修學分上限 備註

大學部

一年級 14 28



每學期未達修課
下限，依學則規
定，會被勒令休
學一學期。

二年級 14 25

三年級 14 25

四年級 9 25

研究所 1 15

進修學士班 7 20

例外：

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名次為班級前1/4且無終止學習者，可再加選1~2科
(符合資格者，系統於網路加退選階段依條件篩選配課)。

另外繳費之學程不列入修課上限計算。

大四應修學分數含必修科目都修完，不符合提前畢業規定者可以申請《至
少選修一科目》。(提前畢業須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操性成績
80分以上，且名次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前10%)。

延畢生不受應修學分數下限之規定，但至少應選修一門課。

研究生已修完所有課程還差論文者，不受應修學分數下限之規定，但仍應

繳交學雜費基數。



網路初選

公佈初選階段選課結果：9/8(三)

初選階段可以多選，不用考慮超選學分和衝突限制，初選配課時會依志願

和選課限制加以篩選。

排志願序選課：選修、通識、共選。(1是第一志願、2是第2志願，以此類推。)

※系上班級必修課不必排志願序，建議一定要選。

班級必修課，系統不會自動加選，請自行加選課程。

大一英文(一)：以學測、指考英文成績分班上課，不用自行選課。除大一

英文外，其他課程請自行上網加選。

請務必留意選課限制和名額額度，執意加選只會浪費您的選課機會。

回【選課作業時程】

8月29日 (日) 08:00 至 9月5日(日) 24:00止，共計8天。



網路加退選

9月13日 (一) 08:00 至 9月17日 (五) 24:00止，共計5天。

排志願序選課：選修、通識、共選。

加退選時段：08:00~隔日06:00。

暫停加退選時段：06:00~08:00。

早上08:00選課開始後，公布前一日選課結果。

加退選前兩天(9/13-9/14)：課程仍可設定選課限制。

加退選第三天起(9/15-9/17)：除經課務組同意之特殊課程外，一律取消

選課限制。

選課時如有超選課程、跨系選課，在進行選課結果篩選時，會依照志願

序、同性質課程已選等條件進行配課。

回【選課作業時程】



線上餘額加選

9月22日 (三) 08:00 至 9月28日(二) 24:00止，共計8天。

加退選結束後，假如課程還有餘額，學生可以再上網加選。在下次選課開

始前公布前一階段選課結果。

只能加選不能退選，以免倒課。

此階段不需經授課教師同意，只要加退選結束後課程尚有餘額，學生可以

自己再上網加選，選課機會增加。

回【選課作業時程】



上修人工加選

9月22日 (三) 08:00 至 9月28日(二) 17:00止，共計7天。

適用身分：轉學生、休復學學生、成績優異者 (指前一學期學業及操性成績

平均皆八十分以上，學業成績名次在所屬學系該年級前百分之十者)

必須徵求授課教師及系所主管同意，可修習「原系所較高年級課程」，由

學生所屬系所受理。

注意：1.學生選課仍不可低於應選學分數之下限、超修、衝堂及重覆修課。

2.因大一新生第一學期不能用上修人工加選，但第2學期起若符合資格

就可以提出申請。

申請方式：

選課系統
登錄申請並

自行列印申請表

授課老師
簽名同意

開課單位
加選課程

選課系統
確認選課清單



上修人工加選申請資格

轉學生

若因課程抵免後，未達每學期應修學分下限。

休復學生

復學後，因系上轉型或新舊課程差異過大無法銜接者。

成績優異者

• 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皆80分以上
• 學業成績名次在所屬學系該年級10%以內者。

〈上修人工加選〉可減少轉學生、休復學學生的學分抵免及修課困擾，
讓成績優異者能可以上修原系所高年級課程！

 成績優異者申請時，需檢附以下資料供查核：
(1) 學生前一學期成績單。
(2) 學生前一學期名次證明。

回【選課作業時程】



特殊個案人工加退選

9月22日 (三) 08:00 至 9月28日(二) 17:00止，共計7天。

1. 應屆畢業生、延畢生、學分數未達應修學分下限或超修學分者、

或因加退選期間停開課程，必須加選或退選課程者。

2. 學生仍不可低於下限、超修、衝堂及重覆修課。

3. 向開課單位(各系所、通識中心、師培中心、學位學程等)提出特殊個案加

退選書面申請。

4. 需要授課教師簽名同意。

申請方式：

選課系統
登錄申請並

自行列印申請表

授課老師

簽名同意
開課單位

加選課程
選課系統

確認選課清單



特殊個案人工加退選
申請資格

1.學分數少於應修最低學分數，需加修學分數者。

2.應屆畢業生。

3.因加退選期間停開課程，必須加選課程者。

4.因加退選期間，班級成績名次更動進入該班前四分之一且無終止學習，須超修學分者。

5.因重大因素（如生病或家有事故，應檢附相關證明）無法選課者。

6.延畢生。

7.開課單位認為有必要者。

加選事由

退選事由

1.學生已修習及格之課程因重複修習須退選者。

2.因重大事故因素（應檢附相關證明）無法於規定時間內辦理退選者。

3.開課單位認為有必要者。

回【選課作業時程】



選課清單核對線上確認

第一次選課清單核對線上確認

時間：9 / 18 (六) 08:00 至 9 / 19 (日) 24:00止

第二次選課清單核對線上確認

時間：9 / 27 (一) 08:00 至 9 / 29 (三) 中午12:00止

共2次選課清單核對線上確認，請上校務系統進行確認。

若學生本人沒有進行確認將以系統所存資料為準。

對於課程清單上結果有疑慮，請洽教務處課務組。



回【選課作業時程】

※確認選課結果皆無誤者，
請直接按「確認」鍵送出。



大一新生
不能不選的四大類課程

• 班級必修課• 理工學院

• 人文學院

• 師範學院

• 大一英文 (一)

• 中文閱讀與寫作 (一)

• 運動與健康 (一)

• 跨領域核心課程

• 程式設計

)

•必修0學分

•畢業門檻

•大一上、下學期都
要修課。

勞動
教育

通識
課程

系上模
組必修
課程

院共同
課程



大一

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通識教育
課程領域別

學分數 修課規定

語文課程 10學分

一、國語文能力：必修4學分。

二、英語文能力：必修6學分。

三、英語文能力認證：本校學生於入學前已達到本校標準任一項以上者，可免

修大一英文（一）、（二），其通識學分仍為28學分。詳細辦法請至教務處→

相關法規→選課相關法規→「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畢業外語能力標準檢定辦法」。

四、華語文學系學生僅修語文課程項下「國語文能力」中

「中文閱讀與寫作（一）」2學分，其餘改修其他通識課程2學分。

資訊能力
課程

2學分
一、必修，2學分。

二、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理工學院學生皆不修習本課程，但需改修通識

教育課程2學分。

大一

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通識教育
課程領域別

學分數 修課規定

跨領域
核心課程

6學分

一、跨領域核心課程，分三個領域

（至少選修2個領域，共6學分），原則上應於大一修畢。

(一)「人文藝術領域」。

(二)「社會科學領域」。

(三)「自然科學領域」。

二、各學系學生不得選修之跨領域核心課程列於「備註欄」。

博雅課程 8學分

一、博雅課程，學生須8學分。

二、博雅課程分成五向度，包括：

（一）向度一：美學、哲學與文化實踐。

（二）向度二：公民、社會與全球視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第一門選修2學分

／2小時，可併計「向度二：公民、社會與全球視野」應修學分數內，其餘選修課程不

得再折算畢業最低學分數。

（三）向度三：科技、自然與環境生態。

（四）向度四：自我、人際與成長調適。

（五）綜合向度：微學程課程。

三、修課方式擇一，如下：

（一）方式一：向度一、二、三、四，各向度至少選修1門課，共8學分。

（二）方式二：修習「綜合向度-微學程」同一微學程課程8學分。

（三）選修「綜合向度-微學程」但未達同一微學程8學分者，其所修之課程，可依課程備

註規定認列至其他向度學分，且仍需依「方式一」規則完成修課。

四、通識教育講座課程類，至多選修2門。

五、進修學制學生須修習8學分（免修「資訊能力課程」學程，需修習「博雅

課程」10學分）。

六、二年制在職學位學程修習「博雅課程」8學分。

體適能課程 2學分 必修。大一上、下學期各選修1門。



大二、三、四

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通識教育
課程領域別

學分數 修課規定

語文課程 10學分

一、國語文能力：必修4學分。

二、英語文能力：必修6學分。

三、英語文能力認證：本校學生於入學前已達到本校標準任一項以上者，可免

修大一英文（一）、（二），其通識學分仍為28學分。詳細辦法請至教務處→

相關法規→選課相關法規→「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畢業外語能力標準檢定辦法」。

四、華語文學系學生僅修語文課程項下「國語文能力」中

「中文閱讀與寫作（一）」2學分，其餘改修其他通識課程2學分。

資訊能力
課程

2學分
一、必修，2學分。

二、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理工學院學生皆不修習本課程，但需改修通識

教育課程2學分。

大二、三、四

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通識教育
課程領域別

學分數 修課規定

跨領域
核心課程

6學分

一、跨領域核心課程，分三個領域
（至少選修2個領域，共6學分），原則上應於大一修畢。
(一)「人文藝術領域」。
(二)「社會科學領域」。
(三)「自然科學領域」。

二、各學系學生不得選修之跨領域核心課程列於「備註欄」。

博雅課程 8學分

一、博雅課程須修8學分，每一向度至少選修2學分，建議大二(含)選修。

二、博雅課程分成四向度，包括：

(一)向度一：美學、哲學與文化實踐。

(二)向度二：公民、社會與全球視野。「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第一門選修2學分／2小時，可併計「向度二：公民、社會與全球視

野」應修學分數內，其餘選修課程不得再折算畢業最低學分數。

(三)向度三：科技、自然與環境生態。

(四)向度四：自我、人際與成長調適。

三、通識教育講座課程類，至多選修2門。

四、進修學制學生須修習8學分（免修「資訊能力課程」學程，需修習「博雅

課程」10學分）。

五、二年制在職學位學程修習「博雅課程」8學分。

體適能課程 2學分 必修。大一上、下學期各選修1門。



師範學院「院共同課程」

應修學分數 應修科目 修讀科系

必修6學分
(必修2門課)

「管理學」3學分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行銷學」3學分

必修6學分
(必修3門課)

「教育心理學」2學分
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體育系
「教育概論」2學分

「教學原理」2學分
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體育系，

幼兒教育學系(109、110學年度入學大一生除外)

「學前教育政策與法規」2學分 幼兒教育學系(109、110學年度入學大一生)



人文學院「院共同課程」

應修學分數 應修科目 修讀科系

必修6學分
(必修2門)

人文與藝術概論(一) 3學分

人文學院各系必修

人文與藝術概論(二) 3學分



理工學院「院共同課程」

應修學分數 應修科目 修讀科系

必修
6-9學分

(依各系規定)

「程式設計」3學分 理工學院各系學生，資工系除外

「程式設計(一)」3學分 資工系

「微積分」3學分 資管系、生科系

「微積分(一)」3學分 應數系、資工系、應科系、綠資學程

「微積分(二)」3學分 應數系、資工系、應科系



自由選修課程認定標準

1.通識教育課程之跨領域核心課程。
2.院共同課程。
3.系基礎模組。
4.系核心模組。
5.系專業模組。
6.跨領域模組。
7.雙主修、副修、輔系。
8.各類學程。

多修課程

以下課程多修的學分，可列為自由選修。

系專業模組應修學分是27學分，若多修一科變成
30學分，此時多出來的3學分則算自由選修學分
(30-27=3) 。



什麼是〈至少選修一科目〉?

 申請對象：大學部四年級學生

 申請時間：大四上、下學期加退選期間

 受理單位： 教務處課務組

 申請條件：
已經修完本科系的必修科目和學分數，但不符合提前畢業的標
準。申請時如還有必修課要修，則不能申請。

(提前畢業須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操性成績

80分以上，且名次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前10%)

回【每學期應修學分上下限】

注意：申請通過者，學期所修習科目皆不得辦理終止學習



填寫申請表
※申請人需自行至校務系統→畢業相關
→畢業學分檢核→檢核結果為通過者

送交所屬學系審核學分數
(是否已修足畢業應修各領域學分數)

課務組審核

學校網站公告審核結果

至少選修
一科目
申請流程

https://aa.nttu.edu.tw/var/file/2/1002/img/1206/185774491.doc


重複修課之規範

根據〈國立臺東大學選課要點〉之規定，除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外，學生已修習及格之

中文或英文課程名稱相同者，不得重複修課。

重複修習者，該學分不予採計。

34



復學生、轉學生看這裡！

轉學生請按照您轉入年級所屬學系的課綱修課。

點此查詢課綱

例如: 轉入資工系二年級，則請依資工系109學年度的課綱及109學年的通識

課綱修課。(例如學號109131**，請依照109學年之課綱修課。)

復學生請按原入學時的課綱修課。

例如: 107學年入學，108學年休學，109學年復學，請依107學年所屬系所的

課綱與107學年度的通識課綱修課(即學號107121**，依107學年課綱)。

35

https://aa.nttu.edu.tw/p/412-1002-6875.php


復學生、轉學生看這裡！

大學部復學生如復學後，因系上轉型或新舊課程無法銜接，

可向所屬學系申請「上修人工加選」。

大學部轉學生如因抵免後，未達每學期應修學分下限，可

向所屬學系申請「上修人工加選」。

復學生或轉學生選課時請注意系上課程是否有隔年開的情
形。如有選課問題，請洽所屬學系辦公室。

復學生或轉學生如缺「勞動教育(上)、(下)」學分，請至

系統點選開課班級「校共選二」查詢並加選。

有任何修課問題，請至系辦詢問。
36



跨學制修課的規定

本校日間部學生與進修學制學生得互選課程，總學分不得超過6

學分，且應受每學期限修學分之限制，惟進修學士班學生可跨修

總學分至18學分。

申請方式：

「日間部學生跨修進修學制課程」或「進修學制學生跨修其他班

別課程」，至校務系統填寫申請表並列印，依審核流程完成後，

將申請表正本繳回教務處課務組辦理選課註記，影本一份繳交教

務處註冊組存查。

日間部學生跨修進修學制課程應繳交學分費。

(碩士班1學分2800元、學士班1學分1400元) 37



下拉至選擇正確申請學年期

跨部修課申請



進修學制的學生請注意！

進修學制的學生不必網路初選，學生所屬班別所開課程一

律由課務組將學生名單整班匯入選課系統。若有抵免、重

修及其他原因須辦理加退選，可於110年9月13(一)08:00

起至9月17日(五)24:00網路加退選，(教學問卷填答完整

的同學，可以提前在9/8(三)~9/10(五)加退選)；110年

9/22(三)08:00至9/28(二)24:00辦理線上餘額加選、上修

人工加選及個案人工加退選。

 103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之進修學士班學生，重修時需繳交學分費。

(1學分1400元)
39



校際選課的規定

選讀他校課程，以本校未開的課為原則，並依他校規定時間提

出申請。

須經本校所屬學系同意抵認某一課程，才可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選讀他校課程，大學部學生全部總計6學分，且受每學期限修

學分之限制。

選讀他校課程，研究生每學期1門課3學分為限，全部學分不得

超過2門課6學分，且受每學期限修學分之限制。

40



校際選課的申請

 至他校修課的學生，須填寫「國立臺東大學校際選課申請表」，經系所及教

務處核章。如外校也需填寫申請表，請兩份申請表一起跑流程。

 本校受理時間：每學期選課開始至加退選截止日。

 兩校跑完流程後，須將本校的申請表正本送回課務組辦理選課註記，並影印

一份送註冊組以便修課後登錄成績。

41

申請方式：

選課系統
登錄申請並

自行列印申請表

校內簽核
開課單位、

學生所屬系所、
教務處同意

開課學校(他校)審核
任課教師、
開課系所、
教務處、

出納組(收費章)

選課系統
確認選課清單

申請表
正本繳回課務組、
影本繳回註冊組



下拉至選擇正確
申請學年期



1.課程公告：

7/8(四)校務系統公告。

2.選課結果：

查詢選課狀況。

3.選課清單：

查詢上課地點、時間等。

4.週課表(已選上)：

查詢一週課表。

選課系統
相關介面



選課人數
舉例說明

1.上限人數

2.餘額加選



上限人數說明

選課人數舉例說明

例如：教室容納量人數：55(50+5)
初選、加退選及餘額加選時人數上限設定：50
上修及特殊個案時加選：5 (系所預留人數至多5人)

餘額加選階段人數

例A、選上人數未達系統設定人數上限：
初選和加退選時設定的人數上限：50人
初選和加退選時選上人數：45人
餘額加選人數：50-45=5

例B、選上人數已到初選和加退選所設定的人數上限：
初選和加退選時設定的人數上限：50人
初選和加退選時選上人數 =50
餘額加選人數=50-50=0(沒有餘額可以加選)





大一新生密碼預設:
西元年月日8碼
例:20021102

系統登入畫面

帳號： 學號



忘記密碼時請點選
這裡，會跳出左邊

頁面。

學號

12

3

4

5



在這個頁面會顯示

近期選課或是校務系統的公告



點選【選課作業】進行
網路初選/

網路加退選/
線上餘額加選



點選【選課結果】
確認每階段課程最後加選

狀況



點選課程名稱會顯示課程資訊

選課結果
以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為例



選課結果
以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為例



選課結果清單
以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為例



配課結束後，點選左列的週課表(已選上)
可以查詢當學期的課程！

週課表已選上課程
以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為例



A:把捲軸往上拉查詢
網路加選明細，或者
點選選課結果公告…

Q: 要怎麼看到剛剛
加選的課程?



加退選階段及線上餘額加選
每天都會配課一次，
加選完隔天務必要上系統確認！

網路加選明細
以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為例

在網路加退選期間內
每天可自由加退選課程。



畢業學分檢核操作介面

• 介面上「沒有修過或正在修的課」會顯現紅字。

• 「已修過且分數及格」的課程是藍字。

• 系統會以最佳化方式自動計算且配置「自由學分」。

• 如有等同、認列之情形，請同學自行到校務系統中的「畢業學分檢

核介面」中，做「科目等同設定」。設定之前，請先參閱「等同科

目設定說明」。

• 關於「畢業學分檢核」如有問題，請洽各系系辦。



※選課前點選畢業學分檢核，可以查看
「已修過課目」、「未修過課目」作為
選課參考依據。



畢業學分檢核介面示意圖

審核是否到達畢業門檻

課程尚未修過顯示紅字



• 【正在修】
橘色字體顯示課程 • 【已通過】

藍色字體顯示課程;

紅色字體顯示成績

• 【尚未通過】
灰色字體顯示課程

畢業學分檢核介面示意圖



課程模組修課規定
培養多元能力，人生不設限

Q: 相關各系專業模組及副修模組資訊?

A: 各年級課程綱要

Q: 何時可以選修?如何選修?是否列入選課學分限制?

A: 入學後畢業前都可以選修。選修方式和平常的選課方式一樣。

仍列入選課學分限制。除非你的學期平均成績達各班級四分之一

名次以內且無終止學習者，得加選一至二科目。

Q: 如果因為多修課程模組因而延畢怎麼辦?

A: 比照輔系規定，未修滿學分可以延畢到修業年限為止。

https://aa.nttu.edu.tw/p/412-1002-6875.php?Lang=zh-tw


Q: 如未修畢外加模組課程，怎麼辦?

A: 可計入自由選修畢業學分。

Q: 我修了多種不同模組但都沒修完，怎麼辦?

A: 除了列入自由學分外，可以從不同模組中找出等同課程，

經模組所屬單位審查同時認列，則可註記為該專業模組。認

列課程在畢業學分總分只能計算一次，不可以一魚雙吃的喔!

課程模組修課規定
培養多元能力，人生不設限



有關選課問題：

請洽詢 教務處課務組

分機: 089-318855*1112、1111、1113

聯絡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