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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大學部在校生選課注意事項 
※105/12/16 通過選課要點重要規定：「未依規定繳交修讀課程學分費、電腦實習費或語言實

習費者，需於當學期繳清」及「學生於開放選課前，如有前期欠款未繳清者須至出納組

完成繳費，方能參加選課。」因應此規定特別提醒： 

  1.補繳費日及補繳費方式：即日起至 106 年 9 月 6 日止，列印學雜費繳費單至各地 4 大超

商繳費。 

  2.事關自身選課權益：繳費收據請於 106 年 9 月 7 日前送至課務組消除「擋選名單」方能

選課。  

※電腦抽籤結果於 9/14 公告，課程審查結果於 9/21、9/29 公告，請自行上網【選課系統--我

的選課--已選課程】查詢選課結果。 

※校外實習生不得修習日間課程，可以【校外實習時段證明表】申請保留課程(以 3 學分為

上限)，除自行上網選課外並於加退選結束前完成申請手續。 

※三、四年級學生得上網跨選進修部或在職專班課程(請務必詳閱第六、(七)之說明)。 

※ 扣除停修科目之學分後，日間部大學部學生當學期實際修課總學分未達九學分，當學期

學業平均成績不列入班排名計算。 

※ 修讀相同名稱之科目，即使成績都及格，也只能承認一次；修讀本系不同「專業選修學

程」相同名稱及學分之科目；雖此科目所屬學程皆可承認但學分只能承認一次。 

※ 「分類通識必修課程請務必詳閱第七、(三)(四)之說明」。 

※ 【選課系統操作手冊】請至「南臺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註冊選課專區--二.選課須

知」或選課系統「系統公告--注意事項與說明文件」查閱下載。 

※ 【實習時段證明表】、【跨夜間部、在職專班(大二專用)與超修學分加選申請書】、【特殊原

由人工選課申請書】、等，請至「南臺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表單下載--【課務組】學

生專用」下載。 

1.7/12 起「選課系統：預查課程」可查詢該學期開課資料。 

2.系所開課資料會有少數異動之情況，以選課時之課程為準則。 

3.選課前批次作業必修名單需關閉查詢網頁時，選課系統會有「訊息公告」。 

※ 學校總機(06)2533131，註冊組分機 2101~2104，課務組分機 2110~2111。 

※ 為解決學生於選課期間利用連點或外掛程式，造成選課系統負載過高，並影響其他學生

之權益，選課系統增加選課行為模式分析功能，過於頻繁或不合常理之操作，經系統判

定為攻擊主機行為，視情節輕重暫停該帳號權限一段時間，期間將無法登入選課系統。

正常選課的同學不受影響，請使用工具選課的同學自重，以免影響自己權益。 

 

一、 學程/第二專長申請相關規定 

(一)105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者： 

   1.大學部四技學生依時序表規定至少要選擇一個符合畢業門檻的「專業選修學程」。 

    2.「跨領域學程」則屬跨院系開設的第二專長專業學程，同學可自行決定是否修

讀。 

   3.隨時可上選課系統，點選「學程/第二專長」申請、放棄或改修別的學程。 

   4.「專業選修學程」及「跨領域學程」，每類最多可申請上限為 5 個。 

 

 

http://academic.stust.edu.tw/Sysid/academic/data/Table/34-30.doc
http://academic.stust.edu.tw/Sysid/academic/data/selection/c-s-102.pdf
http://academic.stust.edu.tw/Sysid/academic/data/Table/34-30.doc
http://academic.stust.edu.tw/Sysid/academic/data/Table/Tc-1-100.doc
http://academic.stust.edu.tw/Sysid/academic/data/Table/Tc-2-100.doc
http://academic.stust.edu.tw/Sysid/academic/data/Table/Tc-2-10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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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6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者： 

    1.大學部四技學生依時序表規定至少要選擇一個符合畢業門檻的「專業選修學 

程」。 

2.大學部四技學生依時序表規定應修畢所屬學院性或全校性一個第二主修學程 15

學分；「第二主修學程」於二下申請，申請辦法擇期公告。 

(三)「輔系」及「雙主修」僅限大學部學生於選課期間內線上申請，非選課時間恕無法

提出申請。 

(四)「輔系」及「雙主修」，每類最多可申請上限為 3 個系組。 

(五)欲修讀第二專長同學，請詳閱申請條件與審查標準：【輔系】、【雙主修】。 

二、 停修課程之注意事項 

(一)學生申請停修課程之規定如下： 

1.必、選修課程均可申請停修。 

2.停修課程除外，其餘課程之總學分不得低於 2 學分。 

 3.請於每學期第 11 週至第 12 週二週內，上「網路選課系統--我的選課」提出「申

請停修」，逾期不予受理。 

4.同意學生停修之課程，第 13 週起缺曠不列入學生缺曠紀錄中，但第 1 至第 12 週

缺曠仍列入學生缺曠紀錄中。 

(二)停修申請後剩餘之總學分若少於 9 學分，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不列入班排名計算。 

(三)停修科目之學期成績將註記停修狀態，但課程不會取消。 

(四)停修科目已繳之學雜費、學分費、電腦實習費或語言實習費均不予退費。 

三、 請同學務必依照下列選課程序及規定事項選課；若不符合規定，審查時將不予核准。

請同學務必詳細閱讀，並依規定進行選課；未詳列事項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要

點」辦理。 

四、 除申請超修學分或人工跨選進修部課程外，所有日間部課程、進修部課程及教育學程

課程均須網路選課。 

五、 網路選課日程表如下：(各階段之開放時間皆由第一天早上 9:00～最後一天晚上

23:00)。 

上網作業項目 預定時間 預定日期 說明 

初選一：登記抽籤 7 天 9/7(星期四)~9/13(星期三)  

電腦抽籤及結果公告 1 天 9/14(星期四)  

初選二：自由選課 3 天 9/15(星期(五)~9/17(星期日)  

初選審查及結果公告 4 天 9/18(星期一)~9/21(星期四)  

加退選 4 天 9/22(星期五)~9/25(星期一)  

加退選審查及結果公告 4 天 9/26(星期二)~9/29(星期五)  

六、 選課相關規定：  

(一) 每位學生均需上網路選課，未網路選課者該科成績不承認；僅向授課教師登記，而

未上網登錄者，該科視為未選。已選課程未上課且未退選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

算。 

 

 

http://academic.stust.edu.tw/Sysid/academic/data/Table/3-3-1.doc
http://academic.stust.edu.tw/Sysid/academic/data/Table/3-4-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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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所選各課程是否能被承認為畢業學分，將依各系組「課程時序表」之規定辦理。選

課前，請同學務必詳細閱讀各系組「課程時序表」之規定，以免造成修課後學分不

能被承認為畢業學分的問題。 

(三) 「初選一：登記抽籤」需經抽籤過程；而「初選二：自由選課」及「加退選」選課

時，同學所選課程會立即加入同學「選課系統--我的選課--已選課程」中。初選及

加退選結束後仍需經各相關單位(本系、開課單位、學程中心、通識教育中心、語

言中心、體育教育中心、教務處、進修部)審查，若有一單位審查不通過，該課程

就會被刪除，不代表中籤或選課後就一定能修該課程；請至「選課系統--我的選課-

-已選課程」查詢兩次審查結果；有疑問時自行洽詢審查或教務單位，10 月 13 日以

後不再接受任何選課異動，選課結果以選課系統所存資料為準；請同學於選課前先

了解系上及教務單位的修課規定，以免事後對審查結果有所爭議。 

(四) 大一至大四學生，其最高修課上限學分為 25(含)學分，若超過將無法選課。大一至

大三學生，其最低修課學分為 16(含)學分，大四學生，其最低修課學分為 9(含)學

分。此修習學分數包含一般正課(必、選修)、隨班重(補)修課程、通識課程、學程

課程、高年級體育課程、軍訓課程等學分，但不包括教育學程學分數。 

(五) 修讀相同名稱之科目，即使成績都及格，也只能承認一次，請同學不要選讀已經修

讀及格之科目。 

(六) 選讀重(補)修課程之規定： 

1. 因重修、轉部、轉系或轉學需隨班重(補)修必修科目者，選課期間請在該課程重

修碼處填寫重補修代碼(選課系統有查詢功能)，以便審核該科目是否准予抵免。

未選課或未填寫重補修代碼者，該科目即使成績及格，亦不予抵免。重(補)修科

目請自行填入重補修代碼，其餘科目請勿填寫任何代號，否則發現後一律刪

除；請注意重補修代碼所顯示的課程與所選課程是否一致。 

2. 重補修課程抵免審查原則如下，請同學務必依此原則選課： 

(1) 除非要重(補)修科目已經不再規劃開課，否則必須重修名稱及學分數都相同

的科目來抵免。 

(2) 可以重修名稱相同但學分數較多的課來抵免學分數較少的課，例如，修經濟

學3學分可以抵經濟學2學分，但不能抵經濟學4學分。 

(3) 若科目為一學年之科目，不可以重修單獨一學期之科目來抵免，必須以(一)

抵免(一)，(二)抵免(二)，不能以(一)抵免(二)或(二)抵免(一)。 

(4) 成績已及格之必修科目不得再修讀，即使選課時已填入重修代碼來抵免其他

科目，且成績及格亦不予抵免。 

(七) 選讀進修部課程之規定： 

1. 三、四年級學生得上網跨選進修部或在職專班課程。除非申請超修學分，否則本

班尚未開設之必修課程，不得至進修部或在職專班其他班級或系所選課，亦即不

得以低年級身分修讀高年級必修課程。 

2. 大二學生修讀第二專長或轉部、轉系或轉學生補修必修而課程衝堂者，因無法上

網跨選進修部或在職專班課程，可依第六、(九)規定申請；在加退選結束後會將

課程加入選課系統。 

3. 選讀進修部課程者，請於網路初選(二)及網路加退選等兩個時段上網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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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讀研究所課程之規定： 

1. 三年級以上學生經系主任核可得修習研究所課程。所修研究所科目學分應列入學

期修課學分數及學業成績不及格之退學標準內計算，其成績及格標準依大學部規

定。 

2. 依正常選課方式上網選課，若審核不符合修讀條件，教務單位會將該科目取消；

若該科目被取消，使得修習學分數低於最低應修學分數，則必須補足。 

3. 若將來考上本校碩士班，則原先在大學部所修之研究所科目若符合下列條件，可

申請學分抵免，預研生其抵免學分總數不限，非預研生其抵免學分總數最多可抵

免碩士班畢業學分之三分之二： 

(1)所修研究所科目成績必須在70分或B-以上，且為該碩士班承認之科目。 

(2)學生大學部畢業總學分超過最低畢業學分的部分才能申請抵免。 

(九) 超修學分之規定： 

1. 經系主任核可得修習本系所或他系所之必、選修課程，亦得以低年級身分修讀

高年級課程。 

2. 若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80分或GPA3.38(含)以上或學業平均成績名次在該班學

生人數百分之十(含)以內，本學期若欲修讀超過25學分，可以提出申請，經系主

任核可後，加選一至二科目。 

3. 已申請修讀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之學生，經系主任核可後，得加選雙主修、

輔系、學分學程相關課程一個科目。 

4. 符合前兩項規定之學生，只能擇一適用。 

5. 備妥「跨夜間部、在職專班(大二專用)與超修學分加選申請書」，依申請書規定流

程在加退選結束前完成申請；加退選結束後會將課程加入「我的選課--已選課

程」中。 

(十) 退選本班必修科目之規定： 

1. 若本學期本班必修(必選)科目已經修習及格者(如轉部、轉系生及轉學生已申請抵

免核准或以前申請超修學分已修習該科目及格)，可申請退選本班該門必修(必選)

科目(未經核准而自行修高年級課程者，不得退選)。 

2. 該系規定必須擋修之科目。 

3. 備妥「特殊原由人工選課申請書」，依申請書規定流程在加退選結束前完成申

請。 

(十一) 學生換班上課之規定： 

1. 日間大學部畢業班學生、轉部、轉系或轉學因重修必修科目與原班必修或必

選科目衝堂者，可申請換班上課。 

2. 備妥「特殊原由人工選課申請書」，依申請書規定流程在加退選結束前完成申

請。 

七、 選課注意事項：「通識課程請務必詳閱第七、(三)(四)之說明」 

(一) 選課「初選一：登記抽籤」請參閱「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網路選課日程及登

記抽籤作業流程說明」。選課時，請務必詳閱網路選課最新消息、課程限制、繳費

條件(例如是否須繳交電腦或語言實習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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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下人數限制意義說明，登記前請詳閱，以免影響選課；人數設限問題請洽：專業

科目或學分學程(開課單位)、通識科目(通識教育中心)、共同科英文(語言中心)、體

育(體育教育中心)、軍訓(軍訓室)、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勞作教育組)。 

1. 管制必修」或「管制選修」課程：表示系所(中心)已規定組別，登記無效或無法

選課；選課名單問題請洽系所或中心。 

2.本系人數設定為 0 者：表示此科目，不開放本系選修，登記抽籤無效或無法選

課。 

3.外系人數設定為 0 者：表示此科目，不開放外系選修，登記抽籤無效或無法選

課。 

4.總數設 0 者：表示此科目，可退課程但無法選課。 

 

(三) 通識課程規定(尤其注意所選課程類別是否有誤)： 

二技 106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必修「分類通識必修」課程，需於三年級(共二學期) 

每學期依所屬學院修讀規定選一門(3 學分)領域課程。 

課程屬性 課程領域 學分數 備註 

分類通識必修 

人文藝術領域 3 各學院必修 

社會科學領域 3 工學院、設計學院必修 

自然科學領域 3 商管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必修 

 

二技 105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必修「分類通識必修」課程，需於四年級上學期(含)以

前(共三學期)，每學期依所屬學院修讀規定選一門(2 學分)領域課程。 

課程屬性 課程領域 學分數 備註 

分類通識必修 

人文藝術領域 4 各學院必修 

社會科學領域 2 工學院、設計學院必修 

自然科學領域 2 商管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必修 

 

四技 106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必修「分類通識必修」課程，需於二年級(含)以前(共三

學期)，每學期依所屬學院修讀規定選一門(3 學分)領域課程。 

課程屬性 課程領域 備註 

分類通識必修 

人文藝術領域 各學院必修至少 6 學分 

社會科學領域 工學院、設計學院必修至少 3 學分 

自然科學領域 商管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必修至少 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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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 105 學年度入學必修「分類通識必修」課程，需於三年級(含)以前(共六學期)，每

學期依所屬學院修讀規定選一門(2 學分)領域課程。 

課程屬性 課程領域 課程類別 備註 

分類通識必

修 

人文藝術領域 

人文經典類 

各學院必修至少 8 學分 
藝術美學類 

哲學思維類 

歷史文明類 

社會科學領域 
法政與社會類 工學院、設計學院必修至少 4

學分 商管經濟類 

自然科學領域 科技與社會類 
商管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必

修至少 4 學分 

 

四技 104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必修「分類通識必修」課程，需於三年級(含)以前(共六

學期)，每學期依所屬學院修讀規定選一門(2 學分)領域課程。 

課程屬性 課程領域 課程類別 備註 

分類通識必修 

人文藝術領域 

人文經典類 

各學院必修至少 6 學分 藝術美學類 

哲學思維類 

社會科學領域 

歷史文化類 
工學院、設計學院必修至少

6 學分 
法政與社會類 

商管經濟類 

自然科學領域 

科技與社會類 
商管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必

修至少 6 學分 
生命科學類 

實證與推理類 

(四) 「分類通識必修」課程：登記抽籤階段採多門課登記，抽籤時中籤數僅有一門課；

但其他選課期間不受一門課限制。 

(五) 「高年級體育選修」為三、四年級體育選修課程，「體育繳費」、其他限制條件、

「適應體育班」選課資格條件及規定，請參閱「系統公告--注意事項與說明文

件」。 

(六) 日間部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重修請參閱「系統公告--注意事項與說明文件」。 

(七) 未詳列之規定，請詳閱選課系統「系統公告--最新消息」或「系統公告--注意事項

與說明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