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108學年度第1學期新生選課須知(學士班) 

一、選課時程 

   （一）預選時間 

108年9月2日上午9 時至108年9月5日下午5時（日夜開放）。 

   （二）選課方式及注意事項 

 （1）校定通識教育必修課程由系統自動設定，例如：大學國文(I)、大學國文(Ⅱ)、大學英

文（由語言中心依照新生始業式之英檢成績，進行分級設定，無成績者將無法進行

設定，詳情請參閱語言中心之大學英文加退選需知。）、大一體育、校園服務、基礎

程式設計等。學生無須親自上網選課，也請勿任意退選，惟須再確認設定科目是否

有遺漏。 

 （2）本系專業必修課程亦由系統自動設定。學生無須親自上網選課，也請勿任意退選，

惟須再確認設定科目是否有遺漏。 

 （3）學生應自行選課部分，包括：本系專業選修課程及通識領域課程【本校通識教育課

程開在大一至大三，惟畢業之前須修完30學分（通識教育必修10學分包括：大學國

文4學分、大學英文4學分及「基礎程式設計」2學分；通識教育選修20學分，須在

「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

「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及

「跨領域」之領域課程，至少於三個領域中各選修一門課程，其他則自由選修。108

學 年 度 之 通 識 教 育 課 程 請 參 閱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4991)，如有疑義請電洽

05-2717181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領域課程及通識網路課程，請至選課系統登記選課。選課系統登記選課時，

系統提供（可填志願之多科選一科模式~依開課時段各選上一門：通識領域課程及通

識網路課程適用）。 

（4）申請課程抵免者，請在確認抵免核准後，於108年9月16日加退選截止前自行退選已抵

免課程，退選後請再次上網確認該科目是否退選成功。 

（5）預選階段科目登記人數超過限選人數（一般設定為50人）時，則以亂數篩選決定選上

名單。亂數篩選結果與登記之先後順序無關，同學無須搶在第一時間登記，只要在

選課期限內完成選課登記即可。本階段選課將於108年9月6日下午5時後公布篩選結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4991)%EF%BC%8C%E5%A6%82%E6%9C%89%E7%96%91%E7%BE%A9%E8%AB%8B%E9%9B%BB%E6%B4%BD05-2717181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4991)%EF%BC%8C%E5%A6%82%E6%9C%89%E7%96%91%E7%BE%A9%E8%AB%8B%E9%9B%BB%E6%B4%BD05-2717181


果，請自行上網查看，選上之課程應於開學後前往上課。 

       （6）網路加退選：訂於108年9月2日上午9 時至9月16日下午5時。 

本階段加退選分二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加退選(登記篩選階段)： 

108年9月2日上午9時至108年9月5日下午5時。 

 注意:1. 若科目登記人數超過限選人數，仍以亂數篩選決定選課名單。 

2. 本階段不受理人工加簽作業。 

3.欲退選課程時，請於系統開放期間自行於網路上退選。 

4.108年9月6日下午5時後公布篩選結果。 

第二階段加退選(即時選課階段)： 

108年9月9日上午9時至108年9月16日下午5時。 

注意:1.本階段欲加選課程有缺額時，同學可即選即上。 

                         2.該課程額滿時若有加簽需求，請同學自行至 E 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 

上網下載加簽單，並依序經授課教師、系所主管及相關單位核章後， 

再送至教務單位登錄。（蘭潭校區請送至註冊組；民雄校區請送至民雄 

教務組；新民校區請送至新民校區聯合辦公室）。 

            3.基礎程式設計、通識領域課程及通識網路課程額滿後即不受理加簽申請，請選

俢其他未額滿課程。 

（7）學生務必上網確認選課資料之正確性，含修課班別、修習科目、學分數等。於108年9月

16日第二階段加退選結束後，至108年9月30日前請上網至選課系統確認選課資料，務

必詳細核對各科目資料並勾選後送出。未依限上網確認選課資料者，選課資料依系統

資料為準。 

（8）上課時間及各項課程資料如有變動皆以網路公告之最新資訊為準。 

（9）選課一律以網路選課為準，未依選課程序辦理而逕行修課者，該科成績不予承認。 

（三）網路選課路徑 

（1）請由本校首頁進入→e化校園 →校務行政系統點選進入。 

(2）直接輸入網址：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 

（3）身份為「本校學生」者，「帳號」為您的學號(共7碼)；密碼如為第一次使用，本國師

生預設為身份證號前2碼加民國年生日7碼，共9碼。 

（4）身分為「僑生及外籍生」者，「帳號」為您的學號(共7碼)；預設密碼為學號前2碼加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NewSite/login.aspx?Language=zh-TW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


民國年生日7碼，共9碼。 

（四）選課相關規定（詳附錄） 

 1.新生選課簡易流程 

 2.體育課預選及加退選須知 

 3.通識教育修課規定及選課須知 

 

  



依入學年度查詢校系訂必修科目、畢業學分及相關規定 

(網頁:嘉大首頁/E化校園/全校課程查詢/必選修科目冊) 

※不須輸入帳號或密碼即可查詢開課資料 

上網查詢本學期開課資料與開課規定 

(網頁:嘉大首頁/E化校園/全校課程查詢) 

※不須輸入帳號或密碼即可查詢開課資料 

1.查詢課表(課程、老師、時間是否異動)及各系選課規定有無更改 

2.登記加選或退選科目 

3.即時選課 

4.加退選後，有衝堂者應先自行刪除不欲修習之課程 

5.大學部一年級每學期至少應修習15學分 

選課結束後，請上網確認「選課資料┘，確認無誤後於系統勾選送出 

專業(必、選修)及通識課程登記 

(網頁:嘉大首頁/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網路選課) *須帳號密碼 

1.「必修」科目，系統已預設，無須再選 

2.通識領域課程及通識網路課程，預選階段可登記多門，但電腦系統

會篩選到剩兩門 

二、新生選課簡易流程 
(一)     預選前 

 
 

 

 

 

 

 

 

 

 

(二)       預選 

 

 

 

 

 

 

 

(三)       加退選 

 

 

 

 

 

 

 

 

(四)       上網確認選課資料 

 

 

                ※詳細資料可參考學校網頁 / 教務處 / 選課 / 預選暨加退選須知 

相關選課資訊網址：http://www.ncyu.edu.tw/academi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12



圖一：登入嘉大首頁，點選 E 化校園進入本畫面 

 

 
 



圖二：登入校務行政系統 
 

 



圖三：開啟「網路選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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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請於期限內完成加退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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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專業及通識課程登記：  

課程類別區分為兩大類， 

其一為「一般專業課程」（多選多課程），可以登記 N 門課程，且經過亂數篩選，可以

選上最多 N 門課程，此類課程大多為系上的專業課程。 

另一為「通識領域課程」及「通識網路課程」（皆為多選一課程），可以登記 N 門課程，

且經過亂數篩選，各開課時段可以選上最多一門課程，原則上每人每學期可篩選上2門

課程，以下就針對這兩類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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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領域課程及通識網路課程

圖六： 
通識領域課程及通識網路課程(登記選課)方式，請由圖五畫面之通識教育課程點選後進

入本畫面。各系之專業必修及選修，請由圖五畫面之一般專業課程進入選課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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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請由圖四之頁面進入選課結果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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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一：退選（請由圖四畫面進入退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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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二：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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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育課預選及加退選須知- 
       國立嘉義大學108學年度第1學期蘭潭暨新民校區體育選課須知 

所有必修零學分體育課程不得跨校區修課（未依規定修課者，停

止該學期體育修課權），例外:獸醫學系因遷移至新民校區可跨至

管理學院修課。 
 

 

一、大學部 

1.一年級隨班上課。 

2.二年級各系需依公告時段修課，曾修過之項目不得再重複，且各項目額滿後不得再

加選（未依規定修課者，若經查證屬實，停止該學期體育修課權）。 

(1)蘭潭校區大二 A組（星期一第三、四節）上課之系別：生命科學院等系。 

(2)蘭潭校區大二 B組（星期五第一、二節）上課之系別：理工學院等系。 

(3)蘭潭校區大二 C組（星期五第三、四節）上課之系別：農學院等系。 

(4)新民校區大二（星期二第五、六節及星期四第五、六節）上課之系別：管理學

院等系及獸醫學院。 

二、特殊原因須上體育特別班（體重及傷害）之同學，請依規定期間辦理，如有疑問

請洽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05-2263411轉3025洪偉欽老師；蘭潭、新民校區請洽體育

室張家銘老師 05-2717271。（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一） 

 

       國立嘉義大學108學年度第1學期民雄校區體育選課須知 

所有必修零學分體育課程不得跨校區修課（未依規定修課者，停

止該學期體育修課權）。 
 

 

一、大學部 

1.一年級隨班上課。 

2.二年級各系需依公告時段修課，曾修過之項目不得再重複，且各項目額滿後不得再

加選、加簽（未依規定修課者，若經查證屬實，停止該學期體育修課權）。 

（1） 大二 A組（星期一第五、六節）：人文藝術學院等六班。 

（2） 大二 B組（星期一第七、八節）：師範學院等五班。 

（3） 本學期加開體育特別班：上課時間為星期一第九、A 節。（詳細內容請參閱附

件一）或洽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洪偉欽老師05-2263411轉3025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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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108學年度第1學期體育特別班 

年級 班別 星期 節次 必選修 備註 

大一～大二或其他年級

體育必修者 

（蘭潭校區） 

體育特別班 
（體重控制班 

暨傷害班） 
二 9.A 必修 

體重控制班：出示體

重數值並符合 BMI 指

數超過30之要求。 

傷害班：提出公立醫

院或地區醫院證明 

大一～大二體育必

修者（新民校區） 

體育特別班 
（體重控制班 

暨傷害班） 
 

四 
9.Ａ 

 

必修 

 

體重控制班：出示體

重數值並符合 BMI 指

數超過30之要求。 

傷害班：提出公立醫

院或地區醫院證明 

大一～大二體育必

修者（民雄校區） 

體育特別班 
（體重控制班 

暨傷害班） 
 

四 
9.Ａ 

 

必修 

 

體重控制班：出示體

重數值並符合 BMI 指

數超過30之要求。 

傷害班：提出公立醫

院或地區醫院證明 

附註： 

1.身體質量指數（BMI）＝體重（公斤）／身高（公尺）平方 

2.體育特別班（傷害班）：係指先天或後天生理上有特殊疾病，及後天意外傷害，造成

無法從事或負荷正常體育課程，經公立醫院證明，即可提出申請。 

3.體育特別班提出申請之期限為加退選結束前，逾期不受理（若因傷害造成完全無法

從事輕量運動負荷，請勿申請本課程，並另洽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洪偉欽老師）。 

4.欲上體育特別班者可洽詢： 

(1)民雄校區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2263411轉3000洪偉欽老師詢問。 

(2)蘭潭校區及新民校區請洽體育室張家銘老師2717270或2717271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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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識教育修課規定及選課須知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修課要點第二點第五款「107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應修

畢全校通識課程三十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課程為十學分，包括國文領域四學

分、英文四學分、基礎程式設計二學分，以及選修課程二十學分，包括公民素養

與社會關懷、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自我發展與溝通互

動、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及跨領域，至少選修三個領域之

課程，其他則自由選修。」 
通識課程三十學分之分配法則:  

1. 通識教育必修課程10學分： 

(1) 國文4學分(大一上、下學期共二學期) 

(2) 英文4學分(大一上、下學期共二學期) 

 (3)基礎程式設計2學分(108學年度入學新生，皆由系統直接設定，包班上課。) 

  (4)體育0學分(大一上、下學期及大二上、下學期共四學期；大二上、下學期不

得修習同一體育項目) 

(5)校園服務0學分(大一上、下學期共二學期) 

2.通識教育選修(領域)課程20學分： 

(1) 通識教育選修(領域)課程須在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生

命探索與環境關懷、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語文應用

與溝通實務及跨領域七大領域，至少選修三個領域之課程，其他則自由選修。 

 (2)  各院自主規範是否承認該院各系學生選修通識領域性質相近之課程，各學院

學系不承認課程，請至通識教育組網頁/課務須知/各學院學系不承認課程查詢，

並以學生入學年度之公告為準。 

(3) 相同課程名稱請勿重複修課，重複修習之學分不予計算。 

3. 通識領域課程名稱顯示方式： 

           課程名稱+(所屬領域)，舉例如下： 

領域名稱 開課顯示方式 

1.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 如：人權與法律(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 

2.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 如：世界文明與當代社會(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 

3.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 如：認識生命科學(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領域) 

4.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   如：教育與心理(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領域) 

5.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如：科學與生活(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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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 如：中文實用語文 (語文應用與溝通領域) 
7.跨領域 如：物理探究與實作服務學習(跨領域) 

 (四)基礎程式設計及通識領域課程修課建議: 

      年級 
 學期 大一 大二 大三 

上學期 2門 1-2門 1門 

下學期 2門 2門 1門 

合計 8學分 6-8學分 4學分 

備註: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應修通識選修課程20學分，建議於大二至少修習8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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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1學期通識網路課程選課注意事項 

本學期開設網路課程均為非同步性質，選修網路課程的同學可自行安排上課時間、地

點及進度。課程名稱如下：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開課學院 類別 

人權與法律(公民素養與社會關

懷領域) 

 

陳佳慧 師範學院(教育系) 通識課程 

性別、媒體與多元文化(公民素

養與社會關懷領域) 
陳佳慧 師範學院(教育系) 通識課程 

生活與園藝(生命探索與環境關

懷領域) 
沈榮壽 農 學 院(園藝系) 通識課程 

書藝與生活(歷史文化與藝文涵

養領域) 
陳政見 師範學院(特教系) 通識課程 

前瞻資訊科技(物質科學與生活

應用領域) 
林立弘 理工學院（電物系） 通識課程 

數位內容創新與應用(物質科學

與生活應用領域) 
王佩瑜 師範學院（數位系） 通識課程 

工程與生活(網路通識-物質科

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謝奇文 理工學院（電機系） 通識課程 

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物質科學

與生活應用領域) 
林志鴻 師範學院（數理所） 通識課程 

1. 網路課程的特色簡介如下： 

（1） 原則上網路課程進度均為十八週，其中三週面授（包括期中考及期末

考）。 

（2） 對網路選課有興趣的同學，請由本校首頁進入→e化校園 →全校課程查詢

→全網路課程查詢 

2. 通識網路課程每學期至多選修一門。  



 1  

3. 網路通識課程面授校區如下：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節次 面授校區 

人權與法律(網路通識-公民素養

與社會關懷領域) 陳佳慧 星期一 (5、6節) 蘭潭 

性別、媒體與多元文化(網路通

識-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 陳佳慧 星期二 (3、4節) 蘭潭 

書藝與生活(網路通識-歷史文化

與藝文涵養領域) 陳政見 星期四 (7、8節) 民雄 

生活與園藝(網路通識-生命探索

與環境關懷領域) 沈榮壽 星期四 (3、4節) 蘭潭 

前瞻資訊科技(網路通識-物質科

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林立弘 星期二 (5、6節) 未定 

數位內容創新與應用(物質科學

與生活應用領域) 
王佩瑜 星期二 (3、4節) 未定 

工程與生活(網路通識-物質科學

與生活應用領域) 謝奇文 星期一 (5、6節) 蘭潭 

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網路通識-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林志鴻 星期一 (7、8節)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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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1學期通識教育選修選項： 

大學部通識領域課程時間表 

 

學院 / 年級 本學期時段 備註 說明 排課單位 

生命科學院     

一年級 星期（一）第（7.8）節    

一年級 星期（五）第（3.4）節 
第二時

段 

  

二年級 星期（一）第（5.6）節    

二年級 星期（一）第（7.8）節 
新增時

段 

原大學英文(Ⅲ)

時段 

語言中心 

三年級 星期（四）第（3.4）節    

農學院     

一年級 星期（一）第（7.8）節    

一年級 星期（五）第（5.6）節 
第二時

段 

  

二年級 星期（一）第（5.6）節    

二年級 星期（二）第（3.4）節 
新增時

段 

原大學國文(Ⅲ)

時段 

中文系 

三年級 星期（四）第（3.4）節    

理工學院     

一年級 星期（一）第（7.8）節    

一年級 星期（五）第（3.4）節 
第二時

段 

  

二年級 星期（二）第（3.4）節 
新增時

段 

原大學英文(Ⅲ)

時段 

語言中心 

二年級 星期（二）第（5.6）節    

三年級 星期（三）第（3.4）節    

管理學院     

一年級 星期（一）第（7.8）節    

一年級 星期（四）第（5.6）節 
第二時

段 

  

二年級 星期（一）第（3.4）節 
新增時

段 

原大學英文(Ⅲ)

時段 

語言中心 

二年級 星期（三）第（7.8）節    

三年級 星期（四）第（7.8）節    

師範學院     

一年級 星期（一）第（7.8）節    

一年級 星期（二）第（5.6）節 
第二時

段 

  

二年級 星期（三）第（1.2）節 
新增時

段 

原大學國文(Ⅲ)

時段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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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 年級 本學期時段 備註 說明 排課單位 

二年級 星期（四）第（7.8）節    

三年級 星期（二）第（3.4）節    

人文藝術學院     

一年級 星期（一）第（7.8）節    

一年級 星期（二）第（5.6）節 
第二時

段 

  

二年級 星期（三）第（3.4）節 
新增時

段 

原大學國文(Ⅲ)

時段 

中文系 

二年級 星期（四）第（7.8）節    

三年級 星期（二）第（3.4）節    

獸醫學院     

一年級 星期（一）第（7.8）節    

一年級 星期（四）第（5.6）節 
第二時

段 

  

二年級 星期（二）第（3.4）節 
新增時

段 

原大學國文(Ⅲ)

時段 

中文系 

二年級 星期（三）第（7.8）節    

三年級 星期（四）第（7.8）節    

 

 

附錄  各節上課時間 

（一）108學年度第1學期正式上課日期為108年9月9日（星期一），每學期上課均為18

週。 

（二）各節上課時間表如下： 
節次 1 2 3 4 F 5 6 7 8 9 A B C D 
開始 08:10 09:10 10:10 11:10 12:10 13:20 14:20 15:20 16:20 17:20 18:30 19:20 20:10 21:00 
結束 0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10 15:10 16:10 17:10 18:10 19:15 20:05 20:55 21:45 

 



國立嘉義大學108學年度第1學期新生選課須知(進學班) 

一、選課時程 

   （一）預選時間 

108年9月2日上午9 時至108年9月5日下午5時（日夜開放）。 

   （二）選課方式及注意事項 

 （1）校定通識教育必修課程由系統自動設定，例如：大學國文(I)、大學國文(Ⅱ)、大學英

文、基礎程式設計。 

學生無須親自上網選課，也請勿任意退選，惟須再確認設定科目是否有遺漏。 

 （2）本系專業必修課程亦由系統自動設定。學生無須親自上網選課，也請勿任意退選，

惟須再確認設定科目是否有遺漏。 

 （3）學生應自行選課部分，包括：本系專業選修課程及通識領域課程【本校通識教育課

程開在大一至大三，惟畢業之前須修完28學分（通識教育必修10學分包括：大學國

文4學分、大學英文4學分及「基礎程式設計」2學分；通識教育選修18學分，須在

「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

「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及

「跨領域」之領域課程，至少於三個領域中各選修一門課程，其他則自由選修。108

學 年 度 之 通 識 教 育 課 程 請 參 閱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4991)，如有疑義請電洽

05-2717181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領域課程，請至選課系統登記選課。選課系統登記選課時，系統提供（可填

志願之多科選一科模式~依開課時段各選上一門：通識領域課程適用）。 

（4）申請課程抵免者，請在確認抵免核准後，於108年9月16日加退選截止前自行退選已抵

免課程，退選後請再次上網確認該科目是否退選成功。 

（5）預選階段科目登記人數超過限選人數（一般設定為50人）時，則以亂數篩選決定選上

名單。亂數篩選結果與登記之先後順序無關，同學無須搶在第一時間登記，只要在

選課期限內完成選課登記即可。本階段選課將於108年9月6日下午5時後公布篩選結

果，請自行上網查看，選上之課程應於開學後前往上課。 

       （6）網路加退選：訂於108年9月2日上午9 時至9月16日下午5時。 

本階段加退選分二階段進行：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4991)%EF%BC%8C%E5%A6%82%E6%9C%89%E7%96%91%E7%BE%A9%E8%AB%8B%E9%9B%BB%E6%B4%BD05-2717181%E6%95%99%E5%8B%99%E8%99%95%E9%80%9A%E8%AD%98%E6%95%99%E8%82%B2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4991)%EF%BC%8C%E5%A6%82%E6%9C%89%E7%96%91%E7%BE%A9%E8%AB%8B%E9%9B%BB%E6%B4%BD05-2717181%E6%95%99%E5%8B%99%E8%99%95%E9%80%9A%E8%AD%98%E6%95%99%E8%82%B2


           第一階段加退選(登記篩選階段)： 

108年9月2日上午9時至108年9月5日下午5時。 

 注意:1. 若科目登記人數超過限選人數，仍以亂數篩選決定選課名單。 

2. 本階段不受理人工加簽作業。 

3.欲退選課程時，請於系統開放期間自行於網路上退選。 

4.108年9月6日下午5時後公布篩選結果。 

第二階段加退選(即時選課階段)： 

108年9月9日上午9時至108年9月16日下午5時。 

注意:1.本階段欲加選課程有缺額時，同學可即選即上。 

 2.該課程額滿時若有加簽需求，請同學自行至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上網下載加

簽單，並依序經授課教師、系所主管及相關單位核章後，再送至教務單位登錄。

（蘭潭校區請送至註冊與課務組；民雄校區請送至民雄教務組；新民校區請送

至新民校區聯合辦公室）。 

     3.基礎程式設計及通識領域課程額滿後即不受理加簽申請，請選修其他未額滿課

程。 

（7）學生務必上網確認選課資料之正確性，含修課班別、修習科目、學分數等。於108年9月

16日第二階段加退選結束後，至108年9月30日前請上網至選課系統確認選課資料，務

必詳細核對各科目資料並勾選後送出。未依限上網確認選課資料者，選課資料依系統

資料為準。 

（8）上課時間及各項課程資料如有變動皆以網路公告之最新資訊為準。 

（9）選課一律以網路選課為準，未依選課程序辦理而逕行修課者，該科成績不予承認。 

（三）網路選課路徑 

（1）請由本校首頁進入→e化校園 →校務行政系統點選進入。 

(2）直接輸入網址：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 

（3）身份為「本校學生」者，「帳號」為您的學號(共7碼)；密碼如為第一次使用，本國師

生預設為身份證號前2碼加民國年生日7碼，共9碼。 

（四）選課相關規定（詳附錄） 

 1.新生選課簡易流程 

 2.通識教育修課規定及選課須知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NewSite/login.aspx?Language=zh-TW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


依入學年度查詢校系訂必修科目、畢業學分及相關規定 

(網頁:嘉大首頁/E化校園/全校課程查詢/必選修科目冊) 

※不須輸入帳號或密碼即可查詢開課資料 

上網查詢本學期開課資料與開課規定 

(網頁:嘉大首頁/E化校園/全校課程查詢) 

※不須輸入帳號或密碼即可查詢開課資料 

1.查詢課表(課程、老師、時間是否異動)及各系選課規定有無更改 

2.登記加選或退選科目 

3.即時選課 

4.加退選後，有衝堂者應先自行刪除不欲修習之課程 

5.進學班一年級每學期至少應修習9學分 

選課結束後，請上網確認「選課資料┘，確認無誤後於系統勾選送出 

專業(必、選修)及通識課程登記 

(網頁:嘉大首頁/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網路選課) *須帳號密碼 

1.「必修」科目，系統已預設，無須再選 

2.通識領域課程，預選階段可登記多門，但電腦系統會篩選到剩兩門 

二、新生選課簡易流程 
(一)     預選前 

 
 

 

 

 

 

 

 

 

 

(二)       預選 

 

 

 

 

 

 

 

(三)       加退選 

 

 

 

 

 

 

 

 

(四)       上網確認選課資料 

 

 

                ※詳細資料可參考學校網頁 / 教務處 / 選課 / 預選暨加退選須知 

相關選課資訊網址：http://www.ncyu.edu.tw/newstu/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47497

http://www.ncyu.edu.tw/newstu/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47497


圖一：登入嘉大首頁，點選 E 化校園進入本畫面 

 

 
 



圖二：登入校務行政系統 
 

 



圖三：開啟「網路選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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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請於期限內完成加退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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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專業及通識課程登記：  

課程類別區分為兩大類， 

其一為「一般專業課程」（多選多課程），可以登記 N 門課程，且經過亂數篩選，可以

選上最多 N 門課程，此類課程大多為系上的專業課程。 

另一為「通識領域課程」（皆為多選一課程），可以登記 N 門課程，且經過亂數篩選，

各開課時段可以選上最多一門課程，原則上每人每學期可篩選上2門課程，以下就針對

這兩類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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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通識領域課程(登記選課)方式，請由圖五畫面之通識教育課程點選後進入本畫面。各系

之專業必修及選修，請由圖五畫面之一般專業課程進入選課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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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請由圖四之頁面進入選課結果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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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一：退選（請由圖四畫面進入退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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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二：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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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識教育修課規定及選課須知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修課要點第三點第四款「107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應修

畢全校通識課程二十八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課程為十學分，包括國文領域四

學分、英文四學分、基礎程式設計二學分，選修課程為十八學分，包括公民素養

與社會關懷、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自我發展與溝通互

動、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及跨領域，至少選修三個領域之

課程，其他則自由選修。」。 

 

通識課程二十八學分之分配法則:  

1. 通識必修課程10學分： 

(1) 國文4學分(大一上、下學期共二學期) 

(2) 英文4學分(大一上、下學期共二學期) 

(3)基礎程式設計2學分(108學年度入學新生，皆由系統直接設定，包班上課。) 

2.通識領域選修課程18學分： 

(1) 領域通識選修課程須在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生命探

索與環境關懷、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語文應用與溝

通實務及跨領域等七大領域，至少選修三個領域之課程，其他則自由選修。 

(2)  各院自主規範是否承認該院各系學生選修通識領域性質相近之課程，各學院

學系不承認課程，以學生入學年度之公告為準，請至通識教育組網頁/課務須

知/各學院學系不承認課程查詢。 

(3) 相同課程名稱請勿重複修課，重複修習之學分不予計算。 

   3. 107學年度起通識領域課程名稱顯示方式： 

     課程顯示方式為課程名稱+(所屬領域)，舉例如下： 
領域名稱 開課顯示方式 

1.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 如：人權與法律(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 

2.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 如：世界文明與當代社會(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 

3.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 如：認識生命科學(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領域) 

4.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   如：教育與心理(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領域) 

5.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如：科學與生活(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6.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 如：中文實用語文 (語文應用與溝通領域) 

7.跨領域 如：物理探究與實作服務學習(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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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通識領域學分修課配置表： 
      年級 

 學期 大一 大二 備註 

上學期 2門 2-3門  

下學期 2門 2-3門  

合計 8學分 10-12學分  

備註: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應修通識選修課程18學分，建議於大二至少修習10學分。 

 

5. 本校通識教育修課詳見「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修課要點」，網址為

http://www.ncyu.edu.tw/academic/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56077。 

6.各院系不承認課程詳見通識教育組網頁公告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4989），依據學生入學年度

所公告之不承認課程為認定標準，如108學年度入學學生之通識領域不承認課程，請

通識組網站/課務須知/各學院學系不承認課程/「108學年度第1學期各學院學系不承認

之通識課程」。 

 

http://www.ncyu.edu.tw/academic/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56077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4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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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班108學年度第1學期通識教育科目時間表 

    選課類別：通識教育課程  課程類別：通識教育選修選項：通識領域課程 

 

 

四、有關大學部通識教育課程（共同必修課程）之選課：  
      打★字記號者為有選項部份，須自行上網加選、打☆字者由系統直接設定，同學不須選課。 

 

 

     

進 修 學 士 班 通 識 領 域 課 程 共 同 選 修 時 段  
年級 上課學系 上課時段 上課校區 說明 排課單位 備註 

一年級 
本校進修學士班全部

學系 
星期五 A~D節 

蘭潭校區 (綜合

教學大樓) 

 通識教育中

心 

 

二年級 
本校進修學士班全部

學系 
星期二 A~D節 

二年級 

本校進修學士班財金

系、企管系、生管

系、中文系、體健休

系 

星期四 A~D節 

蘭潭校區 (綜合

教學大樓) 

大部分為原大學

國文(Ⅲ)時段 

中文系 新增時段 

大部分為原大學

英文(Ⅲ)時段 

語言中心 

大學國文、英文修課時段 

年級 上課學系 上課時段 上課校區 備註 

一年級 

園藝系、木設系、動科

系、生機系、土木系、食

科系、農場管理進修學士

學位學程 
星期三 A~D節 

蘭潭校區 中文系及體健休

系請參看下方附

件一、二 

生管系、企管系、財金系 新民校區 

共同必修科目 大一上 大一下 大二上 大二下 備註 

大學國文 ☆ ☆   系統設定 

大學英文 ☆ ☆   系統設定 

通識領域課程 ★ ★ ★ ★ 上網選課 

基礎程式設計 ☆ ☆ ☆ ☆ 系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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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進學班中文系及體健休系大學國文課表 

學系班級 課程名稱 學分 修別 上課

時數 上課時間 校區 

進大一中文系 
大一國文

〈Ⅰ〉 
2 必 2 三 C-D 民雄校區 

進大一體育系 
大一國文

〈Ⅰ〉 
2 必 2 三 A-B 民雄校區 

 

     附件二進學班中文系及體健休系大學英文課表 

學系班級 課程名稱 學分 修別 上課

時數 
上課時

間 上課校區 

進大一中文系 大一英文(Ⅰ) 2 必 2 三 A-B 民雄校區 

進大一體育系 大一英文(Ⅰ) 2 必 2 三 C-D 民雄校區 

 

 

附錄  各節上課時間 

（一）107學年度第1學期正式上課日期為108年9月7日（星期六），每學期上課均為18

週。 

（二）各節上課時間表如下： 
節次 1 2 3 4 F 5 6 7 8 9 A B C D 
開始 08:10 09:10 10:10 11:10 12:10 13:20 14:20 15:20 16:20 17:20 18:30 19:20 20:10 21:00 
結束 0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10 15:10 16:10 17:10 18:10 19:15 20:05 20:55 2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