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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 校際選課作業時程與說明 

一、依據逢甲大學學生選課施行準則及逢甲大學校際選課辦法辦理。 

二、作業時程 

作業內容 申請日期 時間 說明 

選課資料公佈 
依本校學生選課行事

曆為準 
09:00 起 請使用本校課程檢索系統查詢。 

本校生 

校際選課申請 
依他校受理時間 09:00-17:00 

申請資格、程序、學分限制等請參

閱三、作業說明。 

校外生 

校際選課申請 

111 年 9 月 8 日 

111 年 9 月 19、20 日 
09:00-16:00 

申請資格、程序、學分限制等請參

閱三、作業說明。 

備註： 

1、校際選課不得衝堂選課。 

2、逢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山醫學大學、東海大學、靜宜大學及亞洲大學為中台

灣大學(M6)系統夥伴學校，各校學期跨校隨班修課有提供互惠免予學分費（不含夏

季學期課程），詳情請洽各校選課規定。 

3、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中原大學、淡江大學、文化大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世

新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大同大學及臺北醫學大學為優久大學聯盟夥伴學

校，各校校際選課有提供免費名額，相關選課資訊請參閱網址

https://course.ttu.edu.tw/u9/index.php。 

~如有異動，以本校公告為準~ 

 

因應本校防疫措施，如有異動，以教務

處註冊課務組網頁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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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說明 

1、本校生 

（1）申請資格及程序 

請填寫逢甲大學校際選課申請表（本校生適用）、選課

資料經抵免單位與學系、所、學位學程及班主管、註

冊課務組核章後，方可至校外選課。 

�選課資料係指包含課程名稱、學分數、必選修別及

上課時間等資料。 

�抵免單位係指課程管理單位，如（1）專業必選修、

外系 9 學分，由學系、所、學位學程及班受理申

請；（2）通識基礎、通識選修、通識共同科目，由

通識教育中心、體育教學中心、軍訓室等單位受理

申請。 

�無抵免科目者，請提供中、英文科目名稱。 

�申請中臺灣大學系統（M6）及優久大學聯盟之校際

選課者，依規定仍須填表申請完成後，再依各聯盟

規定選課。 

（2）申請學分數限制： 

校際選課修習學分數以該學期限修學分數上限三分之

ㄧ為原則，但延修（畢）生不在此限。 

（3）程序完成： 

完成校外選課後，請於一週內或在 111 月 9 月 20 日前

繳回校際選課申請表影本，未繳回且未完成註冊選課

者，依規定寄發補辦選課或休、退學通知。 

（4）申請退選： 

請至校外完成退選並攜帶退選證明至註冊課務組辦

理，始完成退選程序。 

�退選證明係指具有校外課務組或教務處等單位蓋章

之文件。 

�未依規定完成退選者而自行輟修，該科目依校外正

式成績計入。 

（5）校際選課屬正常選課行為，均依本校選課相關規定辦

理，請勿自行輟修、衝堂或違反修習總學分等規定，

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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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填寫及核准範例（以下資料皆為虛構） 

 

備註：校際選課申請表可至「註冊課務組網站學生課程與選課：校際選課」下載。 

陳大志 會計四甲 D0670000 

0900000000 

陳大志 

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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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外生 

（1）選課資格： 

依本校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辦理。 

（2）申請學分數限制： 

至多 9 學分，延修生不在此限。 

（3）選課： 

二、作業時程為本校受理申辦校際選課生學

號時程，是否接受選課依各學系（所、學位

學程）的規定辦理。 

（4）繳費： 

採臨櫃現金繳納，請攜帶繳費單至台新銀行

（僅限逢甲分行）當日完成繳費，未完成者

視同放棄選課，取消選課。 

�收費標準請參閱本校財務處網頁學雜費

專區，或洽本校財務處分機 2058（代表

號）、2056、2057。 

�繳費方式請洽本校出納組分機 2361（代

表號）、2363、2365。 

（5）程序完成 

如放棄選課，應將本校校際選課申請書繳回

本校註冊課務組。 

（6）申請退選及退費： 

111 年 9 月 20 日前退選，請攜帶繳費收

據及本人存摺正面影本至註冊課務組辦

理； 

�本校退費統一於每月 15 日或 25 日撥

款。 

111 年 9 月 26 日至 111 年 12 月 2 日下午

5 點前退選，退選不退費，亦不可要求改

選； 

111 年 12 月 2 日下午 5 點起不受理退選

申請。 

（7）上課 

本校開學日為 111 年 9 月 12 日，如因應

疫情調整上課方式時，以本校首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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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FCU 公告為準。 

�本校防疫專區網址 https://www.fcu.edu.tw/covid19/ 

配合本校防疫措施，若校園各出入口實施管制，請出示本校自主健康管理系統之

PASS 並經確認後，方可進入校園。 

�本校自主健康管理系統操作說明如下： 

 

步驟 1：請至本校 NID 網路帳號服務網（https://netid.fcu.edu.tw/）申請啟用，

NID 網路帳號為校際選課生學號。 

校際選課生學號請參閱選課結果通知。 

步驟 2：以 NID 帳號密碼登入本校逢甲人服務入口 MyFCU

（https://myfcu.fcu.edu.tw/）。 

步驟 3：進入 MyFCU/學生入口/校園生活/健康生活：自主健康管理，填寫資料

後，出示「PASS」即可進入校園。 

NID 網路帳號是登入本校 iLearn 2.0 學習平台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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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填寫範例（以下資料皆為虛構） 

 

 

 

王大聯 
化工 

F111111111 90     7      1  

東宜           化工                  二 

S1234567 

ˇ 

ˇ 

單元操作(一) 

333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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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述及者請參考本校相關選課規定。 

 

主要單位位置： 

○1 註冊課務組：資訊電機館 1F  ○2 財務處：圖書館 3F ○3 出納組：圖書館 3F 

○4 通識教育中心：人言大樓 10F ○5 軍訓室：行政二館 1F ○6 體育教學中心：體育館 1F 

○7 外語文教學中心：資電館 1F ○8 微積分教學中心：理學大樓 4F 

○9 國語文教學中心：資電館 1F 

 

○3  

○1  

○4  

○7  

○8  

○5  

○6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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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與答 

1、本校生 

問題 1：如果來不及先跟學校申請，可以先去外校選課嗎? 

答覆：依逢甲大學校際選課辦法第四條規定，學生至外校選課，須經系所主管同意並陳送

核准，因此必須先經學校同意後才可以去外校選課。 

問題 2：我是碩士班一年級學生，因為研究需要，可以全部的課程都在外校修嗎? 

答覆：依逢甲大學校際選課辦法第三條的規定，每學期校際選課學分數以限修學分數上限

三分之一為原則，碩士班學生前四學期限修學分數上限為 12 學分，因此最多 4 學分。 

問題 3：我是大學部延修生，目前只差一科就能畢業，目前還在找外校的開課資料，請問

申請截止日期是什麼時候? 

答覆：依外校選課時間而定，若時間超過於 111 年 9 月 20 日，且修習學分總數低於校規

者，將依規定寄送補辦選課或休、退學通知。 

問題 4-1：原本有在東海大學選修作業研究，後來學校這邊也有選上，可以不管東海那邊的

課嗎? 

答覆：依據逢甲大學學生選課施行準則第三條的規定，如果自行輟修，該科目以零分計，

或以他校成績計。如確定已不需要，請至東海大學完成退選後，攜帶退選證明至註冊

課務組辦理校際選課退選，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問題 4-2：我已完成校內申請程序，但沒有繳回申請表影本，這樣成績也算嗎? 

答覆：完成校際選課者，不因是否繳回影本而有所改變，選課及成績將如實登載。若因未

繳回而造成個人權益受損，需自行承擔。 

問題 4-3：如果我已校內申請退選，但校外校沒退選會怎樣? 

答覆：選課及成績將依外校成績單如實登載。 

問題 5：原本申請去中原大學修習會計學，到了現場才發現名額已滿，可以另外改選其他

科目嗎? 

答覆：依據逢甲大學校際選課辦法第四條的規定，學生至外校選課，須經系所主管同意並

陳送核准，因此科目變更的話，需要重新提出申請。 

問題 6：因為畢業需要，星期四上午需要到僑光科技大學選課，因為同時又要重補修統計

學(一)，所以跟老師討論好了，以後會用請假的方式隔週上課。 

答覆：依據逢甲大學學生選課施行準則第六條規定，學生不得在同一時間修習兩個(含)以上

之科目，衝堂之科目均應退選。 

 

2、外校生 

問題 1-1：我要怎麼查詢逢甲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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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請利用本校課程檢索系統（不需要登入帳號密碼）查詢。 

問題 1-2：如果找不到我要的課，可以跟逢甲申請開課嗎? 

答覆：如有畢業或修課問題建議您回原校尋求協助。 

問題 2：我們學校需要教學大綱，但網路上查到的只有一部分，要怎麼得到完整的教學大

綱? 

答覆：請利用本校課程檢索系統或向開課單位索取。 

問題 3-1：為什麼 9 月 8 日就開放校際選課申請，但 OO 系卻說要 9 月 20 日才能選課? 

答覆：9 月 8 日、9 月 19、20 日為本校受理申辦校際選課生學號時程，是否接受外校生選

課仍按各單位規定辦理。 

問題 3-2：9 月 8 日已辦好逢甲的學號，為什麼不能用逢甲的網路選課系統自己選課? 

答覆：因校際選課為特殊選課模式，涉及選課學分數、繳費等事宜，僅接受現場申請。 

問題 4：請問我們學校表格上說出納組要蓋章，那繳費後還需要去蓋嗎? 

答覆：因屬貴校表格，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詢貴校相關單位。 

問題 5：選課日當天已安排出國旅遊，請問可以提前去辦嗎?1 天可以辦完嗎? 

答覆：非開放日將不接受申請，為方便您盡速完成相關流程，建議事先閱讀本校規定並詢

問選課單位開放選課時間。 

問題 6：去年就已經有學號，今年還需要重新跑流程嗎? 

答覆：每學期選課情況不同，請重新進行校際選課流程。 

問題 7：已經辦好學號了，我一定能選到課嗎? 

答覆：若選課名額額滿或開課單位考量其他因素拒絕，則無法再進行加選。 

問題 8-1：如果我要選的科目名稱跟同意證明上面寫的不一樣，可以選課嗎?  

答覆：依貴校規定辦理，若同意，請出具同意證明。 

問題 8-2：學校現在放假中，找不到承辦人幫忙蓋章，所以沒辦法出具原校校際選課同意證

明，請問可以先選課後補資料?  

答覆：校際選課為校與校合作，若無原校同意，恕難以接受選課。 

問題 8-3：因為學校在花蓮比較遠，現在只有原校校際選課同意證明影本，請問可以先選課

後補正本嗎?  

答覆：校際選課為校與校合作，若無原校同意證明正本，恕難以接受選課。。 

問題 9：9 月 19 日已申請退選，為什麼當日不能退費嗎? 

答覆：本校退費採統一撥款，撥款日期為每月 15 日或 25 日，再加上退費申請須經行政流

程簽請同意，需要數個工作日方可完成。 

問題 10：已經完成選課了，應如何完成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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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採 ATM 轉帳，或依本校出納組公告辦理。 

問題 11：我後天(10 月 21 日)因為工作關係調任需要外派，現在可以辦理退選退費嗎? 

答覆：依據本校作業時程，111 年 9 月 26 日起退選仍需繳費且不予退費。（亦不可要求改

選） 

 

若仍有其他問題，可電洽 04-24517250 分機 2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