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光科技大學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選課流程說明 

一、第一、二階段選課時程： 
工作

內容 
日期 時間 開放選課條件 備註 

公告

課表 
103.12.11(四) 
103.12.19(五) 

16:30 公告   

第一

階段 
網路

選填

志願 

同系科同年級 

103.12.15(一) 
103.12.22(一) 

至 
103.12.18(四) 
103.12.27(六) 

日間部、進修部 
AM 10：00~PM 24：00 

日間部、進修部所有學生 
同系科同年級之選修課 

學院部的通識課程 

人數上限：50 人 

公佈

撮合

結果 

103.12.24(三) 
103.12.31(三) 

PM17:00 請同學自行上網查核撮合結果  

第二

階段 
網路

選課 

同系 

103.12.30(二) 
104.1.5(一) 

至 
104.1.4(日) 
104.1.11(日) 

AM 10：30~PM 24：00 
夜碩士班、夜四技 
同系選修與通識課程、同系重補修 

同系之選修課與重補修、通識課程

人數上限至多 55 人 
(專業教室、電腦教室可能低於 55 人)
未限制人數下限 
即時線上加退選課 

PM 18：30~PM 24：00 
日五專、日碩士班 
同系選修與通識課程、同系重補修 

同系 

103.12.30(二) 
104.1.5(一) 

至 
104.1.4(日) 
104.1.11(日) 

PM 18：30~PM 24：00 
日四技：財金系、企管系、國貿系、行流系、

旅展系 
同系選修與通識課程、同系重補修 

PM19：30~PM 24：00 
日四技：財法系、會資系、觀光系、餐管系、

英語系 
同系選修與通識課程、同系重補修 

PM 20：30~PM 24：00 
日四技：多遊系、資科系、資管系、工管系、

工設系、創設系、應華系 
同系選修與通識課程、同系重補修 

同系、不同系 
104.1.5(一) 
104.1.12(一) 

AM 9：30~PM 24：00 

103 學年度『應屆畢業生』(四技 100 級、碩士

102 級) 
夜碩士班、夜四技 
重補修不限科系、跨系選修 

不同系重補修不限科系、跨系選修

、資訊軟體應用重補修、通識課程

停開必修課程重補修 
人數上限至多 55 人 
(專業教室、電腦教室可能低於 55 人)
未限制人數下限即時線上加退選課 

PM 18：30~PM 24：00 

103 學年度『應屆畢業生』(四技 100 級、五專

99 級、碩士 102 級) 
日碩士班、日四技、日五專 
重補修不限科系、跨系選修 

同系、不同系 
104.1.6(二) 
104.1.13(二) 

AM 9：30~PM 24：00 
全進修部學生 

夜碩士班、夜四技 
重補修不限科系、跨系選修 

PM 18：30~PM 24：00 
全日間部學生 
日碩士班、日四技、日五專 
重補修不限科系、跨系選修 

第二

階段 
關課

公告 

104.1.13(二) 
104.1.16(五) 

請同學上網查核關課公告 

二、體育興趣選項之選課時程: 

工作內容 日期 時間 開放選課條件 備註 

體育興趣 
選項選填 

104.1.9(五) 
104.1.14(三) 

至 
104.1.13(二) 
104.1.18(日) 

AM10:00~PM24:00 學生選填體育興趣選項 
重補修體育請於開學後至體育

室人工選課。 
 

體育興趣公告 
104.1.16(五) 
104.1.23(五) 

下午 16:00 後請同學上網查詢體育撮合結果 

三、延修生人工選課、繳費 
工作內

容 
日期 時間 開放選課條件 備註 

延修生

人工選

課、繳費 
104.2.10(二) 

AM 9:30~AM 11:30 限延修生 
(例：五專 98 級前、四技 99 級前、碩士 101 級前..
入學等) 

人數下限：25 人；碩專班 4 人；

人數上限---依教室容量人數限制 
PM18:00~PM20:00 



註：大一英文、大二英文、英語證照實務、資訊軟體應用、國文、體育、軍訓、生涯與職能發展、

臺灣史地通論、服務學習、藝術欣賞、壓力情緒管理、通識類群，按身分別收費。請參考本校首

頁學雜費專區公告：http://w3.ocu.edu.tw/account/ 
 

四、新寒轉生(轉系、轉學)人工選課 

工作內容 日期 時間 開放選課條件 備註 

新寒轉生

(轉系、轉學) 
人工選課 

104.2.10(二) 
AM 9：30~AM 11：30 新寒轉生人工選課(轉系、

轉學) 
人數下限：25 人；碩專班 4 人；

人數上限---依教室容量人數限制 PM18:00~PM20:00 

五、第三階段選課─開學二週內之選課時程： 

1.開學二週內網路選課： 
工作內容 日期 時間 開放選課條件 備註 

開

學

網

路

選

課 

日

間

部 

104.2.25(三)PM 19：00 至 
104.3.8(日)PM 24：00 

103 學年度『應屆畢業生』 
日碩士班、日四技、日五專選修與通識課程、重

補修不限科系、跨系選修 

人數下限：25 人；碩士班 4
人 

人數上限--依教室容量人數限

制 

即時線上加退選課 

104.2.25(三)PM 20：00 至 
104.3.8(日)PM 24：00 

全日間部學生 
日碩士班、日四技、日五專選修與通識課程、重

補修不限科系、跨系選修 

進修

部 

104.2.25(三)AM 9：30 至 
104.3.8 (日)PM 24：00 

103 學年度『應屆畢業生』 

夜碩士班、夜四技 

選修與通識課程、重補修不限科系、跨系選修 

104.2.25(三)AM 10：30 至 
104.3.8 (日)PM 24：00 

全進修部學生 

夜碩士班、夜四技 

選修與通識課程、重補修不限科系、跨系選修 

開

學

人

工

選

課 

日

間

部 

104.3.3 

(二) 

AM10：00~AM11：30
有特殊情況無法線上選課之日四技、日五專 

歷年『轉學生』、『轉系科生』及『復學生』 

PM13：30~PM15：30
有特殊情況無法線上選課之日碩士班、日四技、

日五專、雙軌菁英班 102 學年度『應屆畢業生』 

PM15：30~PM17：00
其餘有特殊情況無法線上選課一般生 
Ex 學分數不同、停開課…等 

進

修

部 

104.3.3 

(二) 
PM18:30~PM20:00 

有特殊情況無法線上選課之夜四技、夜二技、職

二技『應屆畢業生』、歷年『轉學生』及『轉系

科生』『復學生』 

跨
部
修
課 

夜

跨

日 104.3.4 
(三) 

夜跨日 (需繳費) 
AM 9：00~PM 16：00

限應屆畢業生、轉學（系）生轉學之前科目 
日跨夜同學每人可代辦一份申請加選單 日

跨

夜 

日跨夜 
PM 15:30 ~ PM 17:00

校
際
選
課 

外

校

至

本

校 

104.3.5(四) 
AM 9：00~PM 16：00 

限跨校選課生 
1. 外校至本校修課學生。 
2. 需攜帶跨校修課同意書。 
3. 校際課程選課平台申請表。(科技大學生) 
4. 選課前請先上網確認有無名額。 

本學期教室仍可能有異動，請同學開學前再上網確認。 
註 1：此表公告於課務組網頁；以上時段及內容若有變動，依網路公告為準。 
註 2：修習需使用電腦教室之課程，須繳交電腦實習費 890 元。繳交全額者須繳交網路使用費 250 元。 
註 3：重覆選修之科目（科目名稱相同），學分不採計。 
註 4：英語證照實務之抵免請於開學 2週內辦畢，逾期不予受理。相關事宜請參照語言中心網頁：

http://language.ocu.edu.tw/files/11-1024-489.php 
證照實務之抵免請於 17 週內辦畢，逾期不予受理。證照抵免清單，請參閱課務組網頁：
http://course.ocu.edu.tw/files/11-1042-779.php 

註 5：通識類群規定：請參照通識教育中心網頁 http://gec.ocu.edu.tw/bin/home.php 



註 6：為避免重覆修課，請同學選課前務必先查明自己歷年修課狀況。加退選程序完成後，請查詢個
人課表，確認是否加退成功。 

註 7：進修部學生之學雜費係所修課之總時數計算，請參考本校會計室網頁公告：
http://w3.ocu.edu.tw/account/ 
註 8：期中退選預計於第 8週辦理，限退一門(選修或重補修課程)，詳細時程屆時課務組網頁公告。 

通識課程停開必修科目--「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開抵免科目對照表 
 

系別 學制 
適用入學

年度 
期別 科用名稱 學分 科目名稱 

通識教育

中心 
日四技 

99、100、

101 
一下 停開 

資訊軟體應用

(EXCEL) 
2 

1.人文導論-音樂欣賞 

( 莊淑欣) W 三-5~6 

通識教育

中心 
日四技 

99、100、

101 
一上、下 停開 台灣史地通論 2 

2.人文導論-音樂欣賞(莊

淑欣)W 三-7~8  

通識教育

中心 
日四技 

99、100、

101、102 
一上、下 重補修 積中講座 2 

3.整合-近代台灣音樂發

展史(林孟秋)W 三-5~6 

4.整合-近代台灣音樂發

展史(林孟秋)W 三-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