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知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15 日 

                                                             聯絡人：盧青延組長、石淑燕小姐 

                                                              聯絡電話：271-7021~2 

主旨：有關本校 105 學年度開設暑修課程乙案，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如附件一）辦理。 

二、 自本(105)學年度起，暑修開排課流程，依序為教務處通知、學系調查所屬學生

暑修需求、學系開設暑修課程(含師資安排)、教務處網頁公告暑修課程、開放學

生選課繳費。 

三、 建議系所（含語言中心）自即日起可預先調查學生暑修上課需求，系統開課權

限開放期間為 4 月 17 日至 4 月 27 日止。 

四、 檢送校務行政系統(crs260 開課作業)暑修開課方式（如附件二）、105 學年度暑期

選課作業日程表（如附件三）、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如附件四）。 

 

此致   

本校各學系、語言中心、電算中心、總務處出納組 

 

                                      教務處     敬啟 



國立嘉義大學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 年10 月25 日(星期二)下午2 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4 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2 樓簡報室、新民校區

管理學院4 樓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劉玉雯教務長                            記錄：蔡甲申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案由：有關變更暑修開課流程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本校現行暑修開排課流程，依序為教務處調查暑修需求、開課、請學系支援師資、

選課、繳費、確認開課。 

二、因教務處調查需求人數須花費較長時間，或者已確認開課，但學系無法支援師資

等問題，影響行政處理效率。擬爾後比照學期開課方式，由教務處統籌公告暑修

開排課及選課時程，通知學系依所屬學生需求，開授暑修課程，同時協調授課教

師後，進行學生選課及繳費作業。 

三、爰此，變更暑修開排課流程，依序為教務處通知、學系調查所屬學生暑修需求、

學系開設暑修課程(含師資安排)、教務處網頁公告暑修課程、開放學生選課繳費。 

四、學生尚有暑修需求，而學系未開設時，仍可填寫暑修課程申請表向教務處申請，

其開排課及選課流程依照現行做法辦理。 

決定：洽悉。 



暑修開課方式 
學年/學期：105-3 

開課系所：005（暑修） 

永久課號：（請至 E 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永久課號查詢／開課系所請選擇 005） 

課程類別：0012（暑修 B 班） 

上課學制：3（大學部）或者 6（進學班） 

開課人數：15（人） 

學分數：（自訂） 

每週時數：（計算公式＝學分數乘以 18 週再除以 6 週） 

（ex.2 學分*18/6=6；3 學分*18/6=9） 

課程週數：6（預設值；因為暑假密集上課） 

授課類別：空白處可輸入文字作為備註說明 

授課教師：（由各學系確認授課教師後，自行輸入） 

上課時間：請依每週時數作為時間安排 

（日間學制宜安排在白天時段；進修學制宜安排在夜間時段） 

 

★可參考 104-3 學期暑修課程查詢（全校課程查詢） 

網址：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clata4.aspx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clata4.aspx


 

國立嘉義大學105學年度暑期選課作業日程表 

暑修網路選課系統網址：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 

項  目 日   期 作  業  說  明 

暑修課程開課及查詢 

106/4/17（一）前開課需求

調查、106/5/4（四）開放暑

修課程查詢 

路徑一：本校首頁→e化校園→全校課程查詢→查詢暑修課程 

路徑二：本校首頁→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帳號、密碼→進入選課系統→105

學年度第3學期暑修課程)。 

 

暑修課程第一階段
加選 

106/5/8（一）09:00 

| 

106/5/19（五）17:00 

1. 由本校網路系統加選(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帳號、密碼→自105學年度第3

學期進入選課系統)。 

2. 加選課程後，於選課截止日前可退選撤銷。 

課程加選人數查詢 106/5/22(一) 

1. 路徑一：本校首頁→e化校園→全校課程查詢→查詢暑修課程 

路徑二：本校首頁→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帳號、密碼→進入選課系統
→105學年度第3學期暑修課程)。 

2. 各科目加選人數需滿15人始接受報名繳費。 

刪除選課未達人數
之選課名單 

106/5/23(二) 
 

由註冊與課務組執行程式刪除各科目加選人數未達15人之選課名單。 

 

列印繳費單繳費 

【繳費方式： 

郵局、便利超商
（7-ELEVEN、全
家、萊爾富、OK）
或以信用卡、ATM

轉帳繳費】 

繳費： 

106/6/1(四) 

| 

106/6/7(三) 

1. 加選人數達可開課人數標準之課程，由出納組製計繳費單。學生繳費單請於

106 年 6 月 1 日起自行由本校網站「學校首頁」點選「E 化校園」，再點選「學

雜費繳費單暨繳費證明單系統」進入列印繳費單繳費。請務必於期限內繳費（至

遲於 6 月 7 日前完成繳費，本階段繳費逾期不予受理），以便確認開課課程。 

2. 請先核對繳費單上各項記載，若有不符情事時，暫勿繳費，請持繳費單到註冊

與課務組查詢更正重新列印，並於繳費期限內繳納。 

3. 暑期班課程應依學生身分、選修課程及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除因繳費人數不

足 15 人停開課程外，繳費後不得要求退選或退費。 

刪除繳費未達人數
之選課名單 

106/6/15 (四) 

 

由註冊與課務組執行程式刪除各科目繳費人數未達 15 人之選課名單。 

 

公佈確定開課課程 

                

106/6/16(五) 

 

1. 報名繳費人數滿15人始得開班。 

2. 路徑一：本校首頁→e化校園→全校課程查詢→查詢暑修課程 

路徑二：本校首頁→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帳號、密碼→進入選課系統
→105學年度第3學期暑修課程)。 

 

第二階段課程加簽 

106/6/19(一) 09:00 

| 

106/6/27(二) 17:00 

繳費人數達15人之課程，開放下載加簽單，經系所主管簽章後，至出納組繳費，
並持繳費收據正本至註冊與課務組加選課程。 

本校學生至外校之
暑修申請 

視對方學校時間 

1. 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辦理，若未經申請核准自行至外校暑修，所修科目學分不
予承認。 

2. 相關表單請至「教務處」網頁之【業務表格下載/校際選課申請書】下載列印。 

3. 請自行留意各校暑修選課之辦理時間。 

選課紀錄確認 

 

106/6/30(五) 

 

1. 加選確定開課之課程並繳費者，列入「加選成功」課程。 

2. 請自行上網確認暑期選課結果，校對無誤請確認後按鍵送出，經導師及系所線
上確認後將資料送教務資料庫存查；未確認者，以教務系統所存資料為準。 

暑期上課日期 

106/7/3(一) 

| 

106/8/11(五) 

 

1. 每期上課以6每一週為原則，學分上課須授滿18小時（含考試），實驗（習）加
倍。 

2. 上課時間：自106年7月3日至106年8月11日止共6週。 

3. 上課時間及地點請同學逕自上述二路徑查詢。 

教師送交成績 

   

106/8/18（五） 

 

任課教師上傳學生暑期成績截止。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course.aspx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course.aspx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course.aspx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
http://www.ncyu.edu.tw/academic/itemize_list.aspx?pages=3&site_content_sn=5691&classify_sn=1289


國立嘉義大學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   

91年3月12日教務會議通過 

91年5月6日教育部高（二）字第91063181 號函核備 

92年10月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5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0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10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0月2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加課程安排彈性，提供學生學習機會，並加強學生課業輔

導，強化學習效果，特依據本校學則第十二條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暑期開班授課實施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暑期開班授課（以下簡稱暑期課程），於每學年度暑期舉辦，至多辦理兩期；每期上課

至少6週，每一學分至少授課18小時，但實驗（習）課程每一學分須至少授課36小時。行事

曆、開課、排課、選課及繳費有關規定另訂，並於開班前由教務處公告之。 

第三條 暑期課程分為以下兩類： 

一、第一類：於當學年度曾開授之課程，以補救教學為原則。 

二、第二類：於當學年度未曾開授之課程，因於學期中聘請教師有困難情形或因課程屬性適

合於暑期開授，經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課程。 

暑期課程原則上由各學系、中心或教務處通識教育組開課，惟第一類課程因特殊情形得由學生

專案申請，且經開課單位覓得合適教師後亦得開班。 

第四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參加修習暑期課程： 

 一、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者。 

 二、因轉學、轉系須補修學分者。 

 三、因修讀輔系、雙主修或學分學程須補修學分者。 

 四、應屆畢業生因缺修學分須補足學分始得畢業者。 

 五、學期中停修者。 

      六、研究生補修大學部基礎課程者。  

 七、 其他特殊情形經系所主管同意者。 

第五條 學生休學、已符合畢業資格或已達退學標準者，皆不得修習暑期課程。 

第六條 暑期課程得接受他校學生選課，但須經其原肄業學校之同意；本校學生 

       經申請同意亦得至他校參加暑期課程，惟以本校暑期未開設之課程為原 

       則。 

第七條 學生參加暑期課程每學年以12學分為限。 

第八條 暑期課程開課之最低人數如下： 

一、第一類課程：修課人數至少滿15人方可開班，繳費人數不足15人則 

停開該課程。但如該門科目登記人數為5人以上(含)~14人以下，修 

課學生願補足15人之學分費並經簽准核可後方可開授。 

二、第二類課程：修課人數須達本校各學制開課人數門檻，人數不足者 

不開課。若有特殊情況，須專案簽准同意後，始得開課。 

第九條 暑期課程收費標準如下： 

       一、第一類課程：除特殊科目另有規定外，校內外學生悉比照本校各學 



制學分費收費標準辦理，但學時數大於學分數之課程，應依照學時 

數計算學分費。 

       二、第二類課程：以不收費為原則，但學士班延修生、研究生、進修學 

           制學生及外校學生仍須依規定繳費。 

第十條 學生暑期課程之成績考核及缺曠課處理，悉依本校學則之相關規定辦 

        理。 

第十一條 學生於暑期所修科目成績考查規定如下： 

        一、第一類課程：學生之選課及成績不與任何學期之成績平均，其所修 

            學分亦不與任何學期合併計算，但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並算入畢 

            業成績總平均內。 

        二、第二類課程：成績以登錄於次學年第一學期為原則。系所有特殊規 

            定者另案簽准辦理。 

第十二條 學生得於暑期修習科目之授課時數達三分之二前，經授課教師同意停  

         修。停修課程仍須登記於歷年成績表，於成績欄註明「停修」。 

         停修課程之學分數不計入畢業學分總數。課程停修後，其開課費用已 

         繳交者不予退費，未繳交者仍應補繳。 

第十三條 暑期課程除停開、學生退學或因病持有公立醫院或健保局特約區域醫 

         院證明者外，不受理退費申請。 

第十四條 暑期班教師鐘點費相關規定如下： 

         一、第一類課程：比照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夜 

             間授課）發給。教師暑期授課不支鐘點費者，得計入次學年每週 

             基本授課時數。 

         二、第二類課程：教師授課時數計入次學年度教師每週授課時數，若 

             已超過基本授課時數，且符合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相 

             關規定者得支領超支鐘點費。 

第十五條 於暑期開設之第一類課程收入應先撥繳校務基金20%，餘80%用作教學業 

務推展之用，其支用項目為教師鐘點費、教學設備改善、學生支援暑 

修工讀費及其它支援暑期班教學之經常性支出。學生工讀費依本校學 

生生活學習獎助金實施要點辦理。 

第十六條 學生因故未參加暑期課程者，不得要求於學期中另開重補修班或增班 

         上課。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