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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1學期轉學生始業輔導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課程基本結構-學士班(學號前四碼1109)

※本表為學士班通案原則，如各系有更嚴格規定，從其規定。
詳細各課程規定請詳閱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

※學號前4碼為1109同學修習校共同必修課程「體育(一)、體育(二)、
體育(三)、體育(四)」(各1學分)，修畢後該學分不列計於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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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選修達18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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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共同課程(學號前四碼1109)



課程基本結構-學士班(學號前四碼1110)

※本表為學士班通案原則，如各系有更嚴格規定，從其規定。
詳細各課程規定請詳閱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

※學號前4碼為1110同學修習校共同必修課程「體育(一)、體育(二)、
體育(三)、體育(四)」(各1學分)，不列計校共同課程學分，是否得採
計於彈性學分，依各系規定辦理。



校共同課程(學號前四碼1110)



通識領域課程

通識選修課程共計18學分，學生畢業前
必須修習最少跨四個領域課程。

其中至少應包括：

1.外國語言與文化領域2學分。

2.數位科技與傳播領域之「基礎程式設計」
課程2學分（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資
訊科學系及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學生可免
修「基礎程式設計」，但需修習該系相
關課程並取得學分。)



彈性學分

1.可選修本系精進課程

2.可修習他系或他組之跨域專長模組課程

3.可修習學分學程、微型學分學程課程

4.可選修各類教育專業課程

5.可跨系、跨校、跨國修課(跨國修課需依本
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辦理)

6.修畢通識課程18學分外，另選修通識各領域
課程，可採計至彈性學分。



畢業門檻
學生畢業前應修畢下列五款課程之一：

1.本系精進課程

2.他系或他組「跨域專長模組」

3.學分學程

4.微型學分學程

5.各類教育專業課程

各模組、 學分學程、微型學分學程詳細資
訊可至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網頁各專區查
閱。



畢業門檻

本系精進課程（至少20學分）：各學系
在專門學分70學分之外，另規畫精進課
程，供本系有意再進修或報考相關證照
或國家考試等之學生進階修習。

跨域專長模組（至少20學分）：各學系
自原有課架內依照特定專長規劃專長模
組，供他系或他組學生修習，修畢者得
向設置單位申請核發證明書，如為修畢
他系跨域專長模組者，另可申請於學位
證書加註專長。



畢業門檻

學分學程（至少16學分）：學分學程可
供本系及他系學生修習，修畢者得向設
置單位申請核發證明書，並可申請於學
位證書加註專長。

微型學分學程（6~10學分）：修畢者得
向設置單位申請核發證明書。

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學生可修
習教育學程做為跨域專長學分。



證明書、學位證書加註、畢業門檻

設置單位核發證
明書

學位證書加註專
長

列計五擇一
畢業門檻

本系精進課程 無 無 可

他系專長模組 有 有 可

他組專長模組 有 無 ＊ 可

本組(系)專長模組 無 無 不可

學分學程 有 有 可

微型學分學程 有 無 可

教育學程(具該類科修習資
格者)

有 無 可

＊如學系為報部分組且學位證書已註明所屬組別，修習該系他組專長
模組者，得於學位證書加註專長，例如：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111學年第1學期選課時間

全校第三階段「登記」選課：
選課時間 公告抽籤

9/12(一) 12：00～9/13(二) 11：00 9/13 11：50

9/13(二) 12：00～9/14(三) 11：00 9/14 11：50

9/14(三) 12：00～9/15(四) 11：00 9/15 11：50

9/15(四) 12：00～9/16(五) 11：00 9/16 11：50

9/16(五) 12：00～9/19(一) 11：00 9/19 11：50

9/19(一) 12：00～9/20(二) 11：00 9/20 11：50

9/20(二) 12：00～9/21(三) 11：00 9/21 11：50

9/21(三) 12：00～9/22(四) 11：00 9/22 11：50

9/22(四) 12：00～9/23(五) 11：00 9/23 11：50

9/23(五) 12：00～9/26(一) 12：30 9/26 13：30



選課階段說明

開學後第三階段「登記」選課：

1.開學後第三階段選課為「登記選
課」。

2.開學後選課人數恰達或低於開課人
數下限之課程，不再受理退選，惟
經授課教師及全體修課同學同意並
理解該課程將因此停開者不在此限，
請同學務必謹慎選課。



選課階段說明

開學後第三階段選課：

3.選課時程表所列選課期間內可上網
登記欲選課程，於該次選課結束後
將依選課人數上限及該課程剩餘名
額篩選出「已選中」與「未選中」
學生。登記選課時皆預設該課程未
選中會保留至第三階段選課期間下
一次抽籤，如果僅想參與該次抽籤，
未選中就不保留至下次抽籤者，請
務必自行調整保留狀態為「否」。



選課階段說明
開學後第三階段選課：

4.如已通過抵免學分之科目，務必請
於本階段上網退選該課程，本階段
選課期間所有選課條件均採線上即
時判斷與處理；請於規定時間上網
加退選課，逾期不予補辦。

5.本階段各次抽籤結果請至iNTUE校務
整合資訊系統確認。



選課階段說明

重要提醒：

1.凡有關選課之相關公告，將適時公布於選課
網頁及教務處網站，其效力與正式公告相同，
請同學隨時注意相關訊息。

2.請依「入學年度之課程計畫表」選課(學號
前四碼為1110之同學適用110學年度入學新
生課程計畫表；學號前四碼為1109之同學
適用109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並遵
守本校選課辦法之規定選課，課程計畫表與
相關辦法請於本校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網頁
下載閱覽。



選課階段說明

重要提醒：

3.選課前請務必先行閱讀當學期選課注意
事項。

4.同學應於每一階段選課結束前再次確認
選課資料，並可截取畫面存檔。選課結
果公布後，上網再次確認選課結果。

5.為維護全校學生修課公平性，學校開設
之課程不應以對價關係進行交易，請同
學務必謹慎選課並自律。



選課階段說明

重要提醒：

6.因系統畫面會依據使用者螢幕大小增
減其呈現資訊，故請同學務必自行點
開[+]按鈕查閱課程完整資訊。

7.學校各單位公告、通知等資訊皆會寄
送E-mail到同學的學校信箱，請務必
定期收信，避免影響自身權益。



iNTUE系統選課操作

1.請修改iNTUE系統登入密碼，並妥善保管勿外
流。

2.請勿任意使用他人帳號登入選課，無故輸入
他人帳號與密碼行為，將觸犯刑法妨害電腦
使用罪。

3.登入系統時可點選帳號或密碼輸入框右邊的
眼睛按鈕檢查輸入帳密是否正確，如密碼輸
入錯誤達3次，帳號將被鎖住15分鐘。

4.選課操作方式可至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選課
專區查閱。



iNTUE系統選課操作

5.開始選課前請務必先行閱讀選課注意事項及
選課系統網頁相關公告。

6.不可同時段加選兩科科目。

7.不可加選兩科以上同科目。

8.可用選課頁面上之「進階查詢」查詢其他系
所、學程所開課程。

9.關閉瀏覽器請先按畫面右上角登出鈕登出
系統，維護自身帳號安全。另，網頁如閒
置20分鐘將被自動登出。



iNTUE系統選課操作

10.因系統畫面會依據使用者螢幕大小增減其呈
現資訊，故請同學務必自行點開[+]按鈕查
閱課程完整資訊。

11.第三階段登記選課時皆預設該課程未選中會
保留至該階段選課期間下一次抽籤，如果僅
想參與該次抽籤，未選中就不保留至下次抽
籤者，請務必自行調整保留狀態為「否」。



選課學分上下限

大二~大三每學期下限15學分

大四每學期至少於校內修習一門課

請同學謹慎規劃選課。



111學年第1學期選課時間

受理校際選課：

111年9月12日(一)～9月23日(五)

特殊情形人工加簽申請：

111年9月14日(三)～9月21日(三)



校際選課

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在本
校總學分數之1/3。

校際選課單經(本校)系所簽章核可外校辦
理選課登記手續經外校簽章認可後持返
本校各系所及教務處各1份完成申請。

本校與國立臺灣大學簽訂校際選課協議，至
臺灣大學校際選課（以學期課程為限，不包
含暑期課程，另通識課程依本校通識教育中
心公告辦理）依本校規定收費，免繳開課學
校學分費



大一英文免修及抵免
(詳細已公告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網頁)
 依據：本校外語課程修課實施辦法。

 申請作業：

(一)申請期限：111年9月5日(星期一)至9月23日(星期五) 

(二)適用對象：本校學士班（不含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一年級學生及當學期轉入之轉學生

(三)可申請免修/抵免課程：英文(一)、英文(二)

(四)申請流程：符合免修或抵免資格者，應於公告期限內

檢具申請表及入學前通過之相關證明文件

正本向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提出申請，逾

期不予受理。



大一英文免修及抵免
(一)免修：

1.「學科能力測驗」英語科成績達15級分且高中英
語聽力測驗成績達A級分。

2.大學入學考試「指定科目考試」英語科達頂標
（含）以上。

3.接受以英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之高中教育滿三年，
高中英文科成績全期總平均A以上。

 申請免修通過者，應於通識課程原要求之通識領
域學分外，另加修外國語言與文化領域同等學分
數之英語相關課程，或另加修同等學分數之全英
語授課課程(選課系統註明為全英語授課)，以補足
畢業學分。



大一英文免修及抵免

(二)抵免：

1.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GEPT)中高級初試與複試。

2.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 72 分 (含) 以上。

3.國際溝通英語測驗 (TOEIC) 聽讀總分 785 分 (含) 以
上，口說 160 分(含) 以上，寫作 150 分 (含) 以上。

4.國際英語測試 (IELTS Academic) 5.5 級 (含) 以上。

5.劍橋國際英語認證First（FCE） for Schools（含）以
上。



大一英文免修及抵免

 注意事項：

(一) 經核准免修或抵免者，該學期已選之大一英
文，得於加退選課期間內自行於系統退選，未自
行退選者，教務處將於選課結束後統一辦理退選。

(二) 核准免修或抵免之學分不計入當學期最低應
修學分，請自行留意選課學分數應符合相關規定。



各業務負責單位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課務系統問題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缺、曠課及零分通知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輔系、雙主修及成績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課程、通識微型學分

學程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教學魔法師、智慧大師(新

教學平台)

•各所屬系所及各開課系所
選課、各系課程、精進課程、跨

域專長模組、學分學程(含微型)

•師資培育處教育學分、教育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