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 課 Q & A  

項目 問  題 分 類 說    明 回覆或處理方式 

1 選課相關網址 

如何查詢當學期

開設課程、下載選

課相關資訊，與連

結至選課系統。 

一、 課程資訊查詢：「學校首頁」→身分別「學生」
→「課程資訊查詢」(校園入口-第三項)，或直
接連結網址：https://cts.cyut.edu.tw/CTS0006 

二、 選課網址連結：https://class.cyut.edu.tw/ 

三、 選課手冊下載(pdf檔)：「學校首頁」→身分別
「學生」→「課程資訊查詢」(校園入口-第三
項)→頁面第 1列第 2項「選課手冊下載」或直
接連結網址：http://admin3.cyut.edu.tw/chc/。 

2 
與課程或選課相

關名詞說明 

何謂全學程？ 
日間部：四年制 1~4年級；二年制 3~4年級。 

進修部：四年制 1-4年級，二年制 3-4年級。 

何謂同學制互選？ 

同一學制內課程，各年級學生可相互選課，但有其他
選課規定之課程除外。 

例如：四年制 4年級學生選修 3年級、2年級或 1年

級課程、或二年制 4年級學生選修 3年級課程。 

何謂跨部選課？ 
日間部學生至進修部選課，或進修部學生至日間部
選課。 

何謂跨學制選課？ 
學生互相跨選不同學制課程。 

例如：四年制學生選修二年制課程。 

何謂專業必修？ 
各系(所)課程規劃中，屬於本系學生必要修讀課程，
且修習及格後，方能取得專業必修學分數。 

何謂專業選修？ 
各系(所)課程規劃中，屬於本系學生可依當學期開設
課程，進行選擇之選修課程。 

何謂校訂必修，學分

數如何認定？ 

一、 核心通識：每門均必須依排定班級修習且及格，
如：中文鑑賞與應用、體育(體適能)。 

二、 多元通識：選擇性必修課群，每課群須依據通識
中心規劃學期與學分數修習且及格。 

三、 以上課程畢業學分數認列於【校訂必修】。 

何謂校訂選修，學分

數如何認定？ 

通識中心、華語中心與語言中心等開設之選修課程，
全校學生可依相關規定，並配合個人安排選擇。 

修課及格後取得之學分數，是否認列為畢業學分數，
請依學生原就讀系所規定為依據。 

學年課之定義 

學年課是指規劃連續兩學期均須修習之課程。未修前
一學期或前一學期成績未達 45分者，不得修習次一
學期課程。 

https://cts.cyut.edu.tw/CTS0006
https://class.cyut.edu.tw/
http://admin3.cyut.edu.tw/c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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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訂必修(多元通

識)課程 

可否選讀其他班的

通識課程？ 

何時可加選當學期

未規劃於本班之校

訂必修(多元通識)

課程？ 

一、 網路初選階段： 

當學期已規劃於本班之校訂必修(多元通識)課

群，課群內所有課程皆可填寫志願(除【運動與

健康(選項體育課群)】除外，該課群只能填寫

已列在本班課表之課程)，初選結束後，再由系

統依篩選原則篩選課程。 

二、 網路加退選階段： 

本階段無需填寫志願，採隨選隨上，若選擇課

程尚有名額，請迅速加選課程，且選課後系統

立即回覆是否加選成功。 

三、 補修當學期未規劃於本班之校訂必修(多元通

識)課群者： 

1. 延修生、大四應屆學生、轉學生等須重補修

課程者，請於網路加退選第二階段(本系同部

別)開始，自行上網加選課程，若僅想認列為

可承認之非本系學分數之類別者，請於第三

階段(全校階段)，自行上網選課。 

2. 其餘學生在遵守「不得低修高」原則，且課

程無其他規定下，可於第三階段(全校課程)

開始選課。 

運動與健康(選項體

育課群)，可否重複

選修同名稱科目？ 

依本校選課準則第八條相關規定，重複修習已及格的

科目(包含科目名稱相同，學分數不同的科目)，其重複

修讀之學分及成績均不予重複採計。 

※相關細節請向通識教育中心查詢：04-23323000轉

7246、7247。 

4 

必修科目、重補

修相關問題 

題 

必修科目成績不及

格，需重補修時，

產生下列情形： 

一、應修科目停開 

二、應修科目學分

數由少變多 

三、應修科目學分

數由多變少 

一、 應修科目停開：系主任指定另一科目替代。 

二、 應修科目學分數由少變多：以新規定學分數為

準。 

三、 應修科目學分數由多變少：不足之學分數，由

系主任指定其他科目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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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初選學分設定 
網路初選階段，學

分數該如何設定？ 

一、 本班專業必修、校訂必修(核心通識)等兩類課

程，由系統事先匯入個人學期課表(另有規定課

程除外，請依各系規範辦理選課)。 

二、 其餘課程如：校訂必修(多元通識)課程、校訂

選修課程與本系專業選修課程、他系課程等，

請先設定各類課程本學期預計修讀學分數，且

總計學分數，日間部大學部不得超過 25學分、

進修部大學部，不能超過 22學分。 

三、 學分數設定範例查詢，請見本 Q&A【項目 1-

選課手冊下載(pdf檔)】，並參閱手冊內選課事

項>初選>初選選課系統說明。 

6 綜合選課問題 

由他人代我選課是

否合適？若選錯課

程應由誰負責？ 

一、 請自己自行上網選課，不合適由他人代選課。 

二、 由他人代為選課，若選錯課程，除無法立即察
覺錯誤外，也可能影響原有選課權利，且須由
本人自行負擔選課錯誤責任，請善盡保護自己
密碼安全之責任。 

跨部、院、系選修

應辦理什麼程序？ 

選課手冊內各課程備註欄如未註明「限本系或限本班
選修」等條件限制字句，學生徵詢本系(所)及開課系
(所)主任同意後，可自行至選課系統加選課程。 

為何有些科目無法

讓跨系學生選修？ 

有些科目因專業性與課程深度考量，僅同意本系或本
班生具有選課資格，故未受理其他系別同學選擇。 

超修標準-若已達

標準，何時可超修? 

網路加退選期間，由系統依前一學期成績，自動設定
可超修學分數，並開放超修權限，學生不必另行申請。 

低年級學生選修高

年級課程資格？ 

需學業平均成績達 80分以上，名次在該系該年級或
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並經系主任同意者。 

在校生是否可於

每學年上學期初

選時加選新生課

程？ 

因每學年上學期新生初選時段較晚，為保障新生選課
權益，在校生欲修習新生課程，請於加退選時間選課。 

7 復學生選課問題 
本班必修課系統

未能設定。 

一、 請盡早依學校規劃申請辦理截止日前完成復學
申請，復學生可依本校公告之復學生網路初選
期間與網路加退選期間，自行上網選課。 

二、 如復學審核維護，已遲於必修課程轉檔時間，
請於上述網路選課期間，自行加選必修課程。 

三、 復學生應修讀課程，請依入學學年度課程規劃
為選課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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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轉系生選課問題 
轉系後，仍出現原

系開設之必修課。 

一、 因本校第 2學期網路初選階段，轉系審核尚未完
成公告，故系統僅能依原就讀系別與年級必修課
程轉入個人學期課表，請同學於網路加退選期間
自行上網調整新系所年級必修課程，若有選課問
題，請洽詢日、進課務組。 

二、 轉系生應修課程，請依轉入系別、年級之課程規
劃表為依據。 

9 延修生選課問題 
僅需修下學期課

程，上學期需選課? 

依學則第 55條規定，在校生每學期至少須選修一門
課程(0 學分之課程亦可)，若不選課，則需辦理休學。 

10 修課人數額滿 

若選課時該課程

人數已額滿，如

何處理？ 

為顧及教學品質，每一科目均有修課人數上限。網路
加退選期間，想修習課程若人數額滿，建議請先修習

其他有興趣科目，如有人退選空出名額，再自行加選。 

11 
校訂選修學分 

數認列 

校訂選修學分數

如何認列？ 

請洽詢所屬系(所)對校訂選修課程之學分數相關認列
規定。 

12 抵免問題 

通過學分數抵免審

核之科目，選課時

如何辦理？ 

已確認抵免審核通過之課程，請於各學期網路初選、
或網路加退選期間內，自行上網退選已抵免課程。 

13 
課程規劃表與選

課手冊內容不同 

新生訓練時拿到的

課程規劃表與選課

手冊內容有差異? 

課程規劃表所列之必修科目，系上一定會開設，但專
業選修科目則視情形選擇部分課程開設。若課程規劃
表所列選修科目與選課手冊不同時，請以每學期選課
手冊所列課程為依據。 

14 開課人數限制 
達最低選課人數

可開課 

大學部每門選修課程至少 15人，碩士班每門課程至
少 3人，博士班每門課程至少 1人。 

15 

碩士在職專班學

生申請提高學分

上限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因成績優異，經系

主任同意，得加修

1門課，但不得超

過 12 學分（不含碩

士論文） 

請於加退選前填寫「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申請調整選
課學分上限申請表」，經系主任同意核章後，送交至
進修部課務組登錄，方可於加退選期間上網加修 1門
課，但不能超過 12學分（不含碩士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