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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部】各項選課時程及注意事項 

WZU Notice of Course Enrollment for the Spring Semester of 2018（Announcement） 

＊同學必須依當學年度入學之科目學分表修習所規定之學分及畢業條件，科目學分表可於教務處課務組網頁下載。 

http://d002.wzu.edu.tw/category/136250 

＊學年課必須修習上下學期且及格，始得列入畢業學分數。 

＊選修時程（包含初選、加退選、跨部修、重補修、超修）皆公告於本校行事曆。 

http://a001.wzu.edu.tw/category/6952 

＊全校課程可於校務資訊系統查詢【資訊服務入口網→校務資訊系統（學生）→查詢→開課一覽表】。 

＊本學期開設三門跨領域之微型課程，課程資訊如下表： 

選課代碼 開課學制 
開課

年級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組

別 
開課單位 學期別 

學分

數 

上課

時數 
上課時間 類別 授課教師 

1467 日間部四技 3 
日四技共同

三 

社會創新與社

會開創：非營利

組織與社區部

門 

01 
通識教育中

心 
學期 1 1 

(六)2-4,6-8 一般選修 張瑞芳,許淮之,李雪甄 

上課日期：3/3, 3/10, 3/17，每次 6 堂課，3 次共 18

堂課。三學期任選兩門微型課程，可抵 2 學分通識

深化必修課程。 

1474 日間部四技 4 
日四技共同

四 

小農市集與社

區創業 
01 

國際企業管

理系 
學期 1 1 

(日)3-8 一般選修 賴昭志,高明瑞 

上課日期：3/4、3/25、4/29。 

1194 日間部四技 0 

東南亞語言

與產業學分

學程 

東南亞多元語

種課程 
01 

東南亞語產

業學程 
學期 1 1 

(六)2-4,6-8 學程選修 簡赫琳 

上課日期：107 年 3 月 3 日-24 日(3 月 10 日不排課)。

2.此課程為柬埔寨語組。 

1195 日間部四技 0 

東南亞語言

與產業學分

學程 

東南亞多元語

種課程 
02 

東南亞語產

業學程 
學期 1 1 

(六)2-4,6-8 學程選修 簡赫琳 

上課日期：107 年 4 月 14 日-28 日 2.此課程為柬埔

寨語組。 

1196 日間部四技 0 

東南亞語言

與產業學分

學程 

東南亞多元語

種課程 
03 

東南亞語產

業學程 
學期 1 1 

(六)2-4,6-8 學程選修 簡赫琳 

上課日期：107 年 5 月 5 日-19 日 2.此課程為柬埔寨

語組。 

1197 日間部四技 0 

東南亞語言

與產業學分

學程 

東南亞多元語

種課程 
04 

東南亞語產

業學程 
學期 1 1 

(六)2-4,6-8 學程選修 簡赫琳 

上課日期：107 年 5 月 26 日-6 月 9 日 2.此課程為柬

埔寨語組。 

1427 日間部二技 3 
日二技共同

三 
國際觀培育 01 

吳甦樂教育

中心 
學期 1 1 

(六)1 一般選修  

上課時間為 107.1.21-22 日，107.3.3 分享會 4 小時，

共 18 小時，真福山舉行。2.微型課程。若又選修

另一門微型課程「聖經概論」，則可抵免全人發展

(二)2 學分。 

1424 日間部二技 3 
日二技共同

三 
聖經概論 01 

吳甦樂教育

中心 
學期 1 1 

(六)7 一般選修  

上課時間為 107.1.21-22 日，107.3.3 分享會 4 小時，

共 18 小時，真福山舉行。2.微型課程。若又選修

另一門微型課程「國際觀培育」，則可抵免全人發

展(二)2 學分。 

（一）選課時程： 

日期 作業內容 相關說明 

107.1.2 ~107.1.4 

（星期二至星期四） 
初選 

1、網路選課系統各學制年級（以本學期之稱謂）開放時間如下： 

(1)優先選課時段：1 月 2 日下午 12 時 30 分至 1 月 3 日中午 12 時止。 

(2)一般選課時段：1 月 3 日中午 12 時至 1 月 4 日晚上 12 時止。 

2、完成教學意見調查者，可於優先選課時段進行選課。 

3、同學上網選課步驟文藻網站資訊服務入口網校務資訊系統選

課資訊系統選課作業區，系統可即時顯示該科目已登錄之人數，此

人數僅供同學參考。 

4、此階段同學所登錄之選修科目尚未經過電腦篩選（即表示尚未選到

課）。 

http://d002.wzu.edu.tw/category/136250
http://a001.wzu.edu.tw/category/6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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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作業內容 相關說明 

107.1.5~107.1.12 

（星期五至星期五） 

初選 

篩選 

此階段由電腦依各項條件篩選選課學生（如上限人數、先修科目規定、

限修年級規定…等等），超過上限人數之科目將由電腦直接以亂數抽籤

方式，剔除多餘人數。 

107.1.18 

（星期四） 

公佈初選

結果 

請至課務組網頁查看初選結果，並至校務資訊系統查詢【學生選課一覽

表】。如有任何問題，請至課務組查詢。 

107.1.22~107.1.25 

（星期一至星期四） 

第一次 

加退選 

1、開放對象為全體學生，初選時，尚未選到課或因額滿而被篩選出來

的同學，請多利用此階段選課。 

2、此階段採取先到先選的方式，即同學上網進入選課系統，點選加退

科目後，以傳送成功之先後順序來決定。 

3、額滿的科目，除非有人退選，否則不得加選；達開課人數下限的科

目，除非有人加選，否則不得退選；保留科目在加退選階段同學可

自由上網加選或退選。 

107.2.26~107.3.7 

（星期一至星期三） 

第二次 

加退選 

1、此階段採取先到先選的方式，即同學上網進入選課系統，點選加退

科目後，以傳送成功之先後順序來決定。 

2、額滿的科目，除非有人退選，否則不得加選；達開課人數下限的科

目，除非有人加選，否則不得退選；保留科目在加退選階段同學可

自由上網加選或退選。 

3、此階段的選課，請同學留意選修學分數是否符合規定，退選前請考

慮可能因其他科目已額滿而無法選到課。如因上述狀況而選不到

課，後果自行負責。如同學有畢業學分數不足的問題，請自行於加

退選結束前上網改選其他已開成之科目。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次加退選時間為 107/2/26（一）中午起至 107/3/7（三）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方可超修，惟至多以六學分為上限，且

毋須另繳學分費；輔系、雙主修及學程學生不受六學分之限制。教育學程應修讀學分數及繳費規定，其辦

法另訂之。 

☆於其他網頁看到有關選課相關訊息，請到本校課務組網站再一次查詢，以免未選到課，導致自身權益受損。 

（二）選課資料： 

選課相關資料請詳閱『選課專區』；請同學按所屬年級下載附件選課資料（按滑鼠右鍵—另存目標），

下載後以 Winzip 解壓縮，解壓縮後即可看到選課資料，選課資料內含以下資料： 

1.選課注意事項：可看到該學制年級選課日程及法規等相關資料。 

2.開課一覽表：同學可看到該學制年級所有選課資料。 

3.跨學制年級選課一覽表：可看到有那些除本身學制或年級以外的課可選修，請同學參考時仔細閱讀備

註，以確定該課程開放的時間點及學制年級。 

4.涵養通識課程選課一覽表：請同學仔細閱讀內容備註群別。（研究所、四技四年級、專科部同學沒有

此一附件）。 

(1)日四技一、二年級（105-106 學年度入學生）學生請注意︰【涵養通識課程】，同一般加退選選課

方式，由同學自行上網點選一門課程，若初選因額滿被篩選出來，必須於加退選期間自行上網點

選。「涵養通識︰社會法政」、「涵養通識︰人文藝術」必須至少修畢一門課且及格，「涵養通識︰

自然與科學」區分成 A、B 兩類課程，須各修習一門課且及格，，才能符合畢業資格。 

(2)日四技三年級（104 學年度入學生）學生請注意︰【深化通識課程】選課方式，同一般加退選選

課方式，由同學自行上網點選一門課程，若初選因額滿被篩選出來，必須於加退選期間自行上網

點選，深化通識課程為必修課，必須修習過且及格，始得畢業。下學期深化通識時段分配班級及

時段如下表。  

班級 時段 

選修科目請詳見通識課程選課一覽表 英文系、國事系、國企管系、翻譯系 （三）6-7 

外教系、數位系、傳藝系 （三）1-2 

http://d002.wzu.edu.tw/category/13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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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般選修科目：各系中心開設之一般選修科目。 

6.四技各學程選課資料：（五專所有年級同學沒有此一附件）。 

7.教育學程選課資料：僅開放具教育學程身份同學選修。（五專所有年級同學沒有此一附件）。 

（三）必修課時間表： 

若同學需查詢班上必修課時間，請至「校務資訊系統」查詢「班級課表」。初選後，因師資及教室安排

等因素，可能會有必修時間調整之情況。初選期間之必修課時間皆屬暫定，請各位同學於開學前一週，

務必再次上網查詢，以取得最新之上課時間及地點。 

（四）課程綱要： 

同學如需查詢授課內容，可至校務資訊系統查詢舊課程之歷史資料，或至『課程地圖』查詢；若屬新開

之課程（開課年度以當學期為主），課務組另為同學整理出新課檔案區，請同學參考附件新課-課程綱

要。 

（五）相關應用軟體： 

本次部份選課資料需用 Winzip 解壓縮或是用 Adobe Acrobat Reader 閱讀 PDF 文件，若同學需要 Winzip

請至 http://www.7-zip.org/下載、Adobe Acrobat Reader 請至教務處首頁右下方相關連結下載。 

（六）特殊選課時程： 

日期 作業內容 相關說明 

107.2.8 ~107.2.11 

（星期四至星期日） 
學程、輔系、雙主修學生選課 

1、 開放對象為學程、輔系、雙主修學生。 

2、網路選課，詳情請選課前看公告。 

107.2.23 ~107.3.7 

（星期五至星期三） 

重補減修課程選修、學年選修

課不及格退選 

1、 開放對象為課程需重補減修學生。 

2、 網路選課，詳情請選課前看公告。 

107.2.27 ~107.3.7 

（星期二至星期三） 
跨進修部選課 

1、 開放對象為全體學生。 

2、 網路及紙本選課，詳情請選課前看公告。 

107.2.26 ~107.3.7 

（星期一至星期三） 
跨學制選課 

1、 開放對象為全體學生。 

2、 網路選課時程同加退選時間。 

3、 網路未開放者，紙本選課，詳情請選課前

看公告。 

107.3.6~107.3.7 

（星期二至星期三） 
超修選課 

1、 開放對象為課程需要且符合超修規定之學

生。 

2、 網路選課，詳情請選課前看公告。 

（七）選課簡易流程及使用表單說明：如本公告附件 

文藻外語大學選課簡易流程 

學生身份別 
欲選修科

目類別 
選修學制別 備註說明 選課方式 辦理時程 

一般生、延

修生 

必修 

同學制重補修   網路選課︰重補修選課時程 
依行事曆公告重補修選

課日期 

跨學制重補修   
書面辦理︰五專四技二技跨部

選課申請書 
開學當週 

跨進修部重補修 
僅限應屆生及轉

學生 

書面辦理︰跨進修部選課申請

書 
開學當週 

共同英文 重補修   至「英語教學中心」人工登記 
依行事曆公告重補修選

課日期 

選修 

同學制年級選修   網路選課︰初選及加退選時程 依行事曆公告選課日期 

同學制不同年級選

修 

開課備註有開放 網路選課︰初選及加退選時程 依行事曆公告選課日期 

開課備註未開放 書面辦理︰申辦事項申請書 開學當週 

http://coursemap.wzu.edu.tw/bin/index.php?Plugin=coursemap&Action=schoolcourse
http://www.7-z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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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選課簡易流程 

學生身份別 
欲選修科

目類別 
選修學制別 備註說明 選課方式 辦理時程 

不同學制選修 

開課備註有開放 網路選課︰初選及加退選時程 依行事曆公告選課日期 

開課備註未開放 
書面辦理︰五專四技二技跨部

選課申請書 
開學當週 

跨進修部選修   網路選課︰跨部選課時程 
依行事曆公告跨部選課

日期 

學年選修課 

上學期成績及格 
書面辦理︰學年選修課退選申

請書 
開學當週 

上學期成績不及

格 

網路退選︰學年選修課不及格

退選 

依行事曆公告重補修選

課日期 

研究生 

必修 

同學制重補修   網路選課︰重補修時程 依行事曆公告選課日期 

跨進修部(含在職

專班)/大學部重補

修 

  
書面辦理︰研究所跨所選課申

請表 
開學當週 

選修 

同學制年級選修   網路選課︰初選及加退選時程 依行事曆公告選課日期 

同學制不同年級選

修 

開課備註有開放 網路選課︰初選及加退選時程 依行事曆公告選課日期 

開課備註未開放 
書面辦理︰研究所跨所選課申

請表 
開學當週 

跨進修部(含在職

專班)選修 
  

書面辦理︰研究所跨所選課申

請表 
開學當週 

輔系雙主修

學程生 
必/選修 

1.輔系雙主修學程選課時程網路選課 

2.輔系雙主修國企管系之同學，請至國企管系辦理書面選課 

依行事曆公告輔雙學選

課日期 

◎以上課程若人數額滿，皆必須另繳交「課程人數額滿加簽單」 

◎開課備註可於【校務資訊系統→查詢→開課一覽表】查看 

◎重補修科目已不再開設或更改科目名稱時，請先參閱【教務處→課務組→重補修對照表】 

◎各項選課相關法規，請參閱【教務處→相關法規→課務組】 

課務組 106.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