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通識課程 
「選課更正」注意事項 

 時間：107 年 3 月 12 日(一)至 3 月 14 日(三)（9:30-11:30、14:00-16:00） 
 地點：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三期教學大樓 3F）。 
 申請文件：選課更正申請表、網路選課確認單、校務 e-care 通識修課現況查詢（辦

理加選必須提供）。 
 受理時程以及適用對象說明： 

時間 適用對象 說明 
3 月 12 日 

(週一) 
至 

3 月 14 日 
(週三) 

 
9:30-11:30 
14:00-16:00 

應屆畢業生、 
延修生 

1. 加選條件：應屆畢業、延修生未達通識畢業門檻者。 
2. 請提供「校務 e-care 通識修課現況查詢結果」，做為加選課程

審核依據。 
3. 應屆畢業生每人本學期最多修讀三門通識為原則（包含網路選

課已中選課程）。 
4. 延畢生得依缺修課程進行加選，至多補滿至「課程標準」規範

之通識課程總數為止（已取得學分之通識課程須列入課程總數

計算）。 
總學分數超出 只受理退選，不受理加選。 
溢選學分 核心課程領域重複或者超出本學期該修門數者，可辦理退選。（只

退不加） 

3 月 13 日 
(週二) 

9:30-11:30 
14:00-16:00 

停開課程 
 

1. 本學期停開課程:【0581 資訊與安全/週一 7,8/雷智偉老師】、

【0545 環境科學概論(核)/ 週二 7,8/陳世卿老師】因選課人數未

達 25 人予以停開。(附錄 1) 
2. 停開課程:請直接向工作人員登記，不需填選課更正申請單。 

3 月 14 日 
(週三) 

9:30-11:30 

總學分數不足 
(通識學分未達課

程標準規劃數量) 
 
 

1. 基於整體規劃考量，避免同學因提前搶修通識，造成未來通識

選課混亂，必須以各系「課程標準」載明該學期  修讀通識學

分數做為規範。 
2. 截至本學期為止，通識學分未達各系課程標準規劃累計修讀通

識學分數量，可於本階段辦理加選。 
3. 至多加滿至各系本學期「課程標準」規範之通識課程總數，已

達規範總數者，不宜追加。請同學加選其他科系／單位之課

程。 
3 月 14 日 

(週三) 
14:00-16:00 

總學分數不足 
(通識學分已修畢) 

1. 通識學分已修畢，欲加選通識課程做為「外系選修」者，於選

課更正最後階段，將視情況只開放部分有缺額課程供加選。額

滿則停止受理。 
2. 總學分數不足者，除通識課程之外，依各系規定，可加選其他

科系之課程，請同學善加運用。以免因通識課程額滿無法加

選，影響自身權益。 
★注意事項： 
1. 日間部通識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核章。國文、微積分、計算機、夜間部通識

課程：由任課教師核章。 
2. 依據本校「選課資料更正申請表」原則辦理，未符合申請條件者恕難受理。 
3. 選課更正期間，僅開放部份尚未額滿的通識課程供加選(附錄 2)，額滿為止。 
4. 加退選請自行留意：不得造成衝堂、超出學分上限、學分數不足。 
5. 通識課程缺額將於選課更正期間公告張貼於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 

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謹製 107 年 3 月 9 日 



附錄 1、【通識停開課程公告】 
製表日期：2018 年 3 月 9 日 

 
1. 老師通識課程因選課人數未滿 25 人，因此予以停開。 
2. 請誤選停開課程的學生，於選課更正期間，親洽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辦理輔導轉班。 
(1) 受理時間：3 月 13 日(週二) 上午 9:30-11:30 下午 14:00-16:00。 
(2) 停開課程輔導轉班：請親洽通識教育中心，不需填寫選課更正申請表。 
上課教師： 雷智偉  
開課班級： 40000 通識  
科目名稱： A4006202006256C0 資訊與安全 
當期課號： 0581  
修課人數： 7 上課時間: 週一 7-8 節 
40324217 
40327111 
40343221 
40426213 
40426223 
40426225 
40525213 

 

 

上課教師： 陳世卿  
開課班級： 40000 通識  
科目名稱： A4006202004344C0 環境科學概

論(核) 
當期課號： 0545  
修課人數： 7 上課時間: 週二 7-8 節 
40350157 
40427234 
40428246 
40524203 
40524204 
40543153 
40627141 

 

 

 
 
 

  

https://osa.nfu.edu.tw/query/teacher.php?selyr=1062&tno=B35PE9


附錄 2、【通識課程缺額一覽表 3/9公告】 

序號 
當期

課號 
科目名稱 領域(98~103) 領域(104之後) 教師 時間 

選上人數 

(3/9公告) 
缺額 

1 0581 資訊與安全 延伸 延伸 雷智偉 一/7,8 7 停開 

2 0545 環境科學概論(核) 探索自然 自然與永續環境 陳世卿 二/7,8 7 停開 

3 0527 文化觀察研究(核) 文化藝術 藝術與文化涵養 方俊源 一/5,6 56 1 

4 0460 安全衛生概論 延伸 延伸 張益銘 一/5,6 53 4 

5 0580 資訊與安全 延伸 延伸 雷智偉 一/5,6 19 38 

6 0544 環境科學概論(核) 探索自然 自然與永續環境 陳世卿 二/5,6 26 31 

7 2379 自然與永續發展(核) 探索自然 自然與永續環境 趙育隆 二/5,6 42 15 

8 0504 能源與環境 延伸 延伸 蔡榮鋒 二/5,6 50 7 

9 0511 社會運動 延伸 延伸 康世昊 二/5,6 53 4 

10 0582 農村生活食驗場 延伸 延伸 戴守谷 二/7,8 50 7 

11 2381 自然與永續發展(核) 探索自然 自然與永續環境 趙育隆 三/3,4 33 24 

12 0536 社會學導論(核) 公民素養 科技與公民社會 康世昊 三/3,4 33 24 

13 0479 電影與文化 延伸 延伸 羅文苑 三/3,4 56 1 

14 0570 自然與永續發展(核) 探索自然 自然與永續環境 趙克堅 三/5,6 56 1 

15 0576 自然與永續發展(核) 探索自然 自然與永續環境 趙育隆 三/5,6 37 20 

16 0537 社會學導論(核) 公民素養 科技與公民社會 康世昊 三/5,6 37 20 

17 0480 電影與文化 延伸 延伸 羅文苑 三/5,6 52 5 

18 0571 科技與生活應用 延伸 延伸 邱薆蕙 三/5,6 52 5 

19 0587 性別關係與法律 延伸 延伸 李玉璽 三/5,6 53 4 

20 0547 環境科學概論(核) 探索自然 自然與永續環境 趙育隆 四/3,4 24 33 

21 2380 環境科學概論(核) 探索自然 自然與永續環境 趙育隆 四/5,6 37 20 

22 0506 生涯規劃 延伸 延伸 陳淑雀 四/5,6 56 4 

23 0584 專利智慧財產權 延伸 延伸 毛彥傑 四/5,6 22 35 
 

1. 本表提供之課程缺額為 107/3/9 公告之第三次網路選課結果。實際缺額依通識教育

中心辦公室現場公告為準。 
2. 課程人數上限 57 人，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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