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新生網路預先選課公告（請逐項閱讀） 

一、參加對象：新生(不含轉學生、復學生) 
註：轉、復學生網路選課時間為開學第 1 週 9/10~9/21，實際開放時間另行公告。 

二、選課方式及系統開放及關閉時間：本次選課使用即時作業系統（先登錄者優先）。 
 選課系統開放時間：【107 年 9 月 5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 
選課系統關閉時間：【107 年 9 月 9 日（星期日）22 時】 

三、收費方式：107(一)俟開學加退選後，將進行電腦實習費多退少補作業(電腦實習費少補作業

由繳費系統產生第二張加選繳費單)。 
四、選課注意事項：  

（一）必修課程 
1.各班級開設必修課程：由系統自動代入，同學不須加選。 
2.合班開設之必修課程，請同學務必自行上網加選： 

(1).日及夜四技一年級「中國文學欣賞與習作」、進二技、進二專「通識課程」、

夜四技一年級「英文」。 
(2).日及夜四技一年級「體育」。註：體育課程選課規定依體育組公告為主。 
(3).日四技一年級部份系科於本學期依課程總表安排有「資訊科技」、「禮節與倫

理」者須加選。 
3.由系統自動代入，同學不須加選： 

(1).日四技一年級「英文」由學校分級編班配課，請同學勿自行退選該課程。 
    （二）選修課程 

1.各班級開設選修課程：請同學自行上網加選選修課程。 
註：若本學期無開設選修課程之班級，同學不須上網選課，但請務必上網查詢確認

下學期課程。 
（三）如加選電腦實習課程將另收電腦實習費用(收費標準依會計室公告)。 

    （四）人工加退選辦理階段為開學第 2 週實施，如跨班、跨系、跨部等。  
    （五）選課修習學生人數： 

註 1：大學部：下限為 25 人。 
註 2：專科部：下限為 28 人。 
註 3：研究所日間部為 5 人。 
註 4：研究所在職專班為 7 人。 
註5：各科目選課修習人數未達下限規定，不予開課，最多不得超過上課教室容納人

數上限。  
（六）新生、轉（復）學生欲辦理課程抵免請於開學 2 週內完成，俟抵免核准通過後，請

務必上網退選抵免（免修）課程。 
（七）已修習及格或已辦抵免核准之科目不得再重複修課，如重複修課成績及格者，除學

分不予採計外亦不得列抵任何科目。 
（八）依據學則規定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限制： 

部 別、年 級 學分下限 學分上限 

日五專一、二、三年級 20 學分 32 學分 

日五專四、五年級及日二專 12 學分 28 學分 

日四技一、二年級 16 學分 28 學分 

日四技三、四年級、日二技一、二年級 9 學分 25 學分 

日、夜研究所一年級 6 學分 18 學分 

夜四技 9 學分 22 學分 



進二專、進二技 9 學分 28 學分 

（九）選課結果可即時於網路查詢。 
（十）各系所學生應修習課程，請依各系所課程表規定辦理，如有疑問請向各系所辦公室

查詢。 
（十一）請同學依規定時間辦理選課，完成後請同學務必再確認並謹記個人選課之課程。 
（十二）請妥善保管帳密，請勿隨意告知他人，以免權益受損。 
（十三）其他：若各系所尚有選課注意事項時請同學務必留意並遵行。 
      ※就讀系科之課程內容諮詢分機： 
業務單位 分機 業務單位 分機 業務單位 分機 業務單位 分機 

工程學院 1753 電資學院 1716 民生學院 2932 管理學院 1720 
機械工程系

(含車輛所) 
3102 電子工程系(所) 2840 數位生活創意系 2812 資訊管理系 2862 

工業管理系 2852 
電機與資訊技術

系 
2822 文化創意設計系 2902 企業管理系 2872 

自動化工程

系 
2803 

多媒體動畫應用

系 
2842 餐飲管理系 2923 休閒事業管理(所) 2914 

    
福祉科技與服務

管理系(所) 
173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952 

應用外語系 2883 數位旅遊管理系 2963 

 
五、學生網路選課流程說明：  
說明一、進入南開科技大學網站首

頁(http://www.nkut.edu.tw/)，再點

選學校首頁右上角「校務行政系統」

(如圖 1)，請依網頁中畫面說明點選

進入選課系統(如圖 2)。 
 

 
(圖 1) 

 
(圖 2) 

說明二、進入選課系統： 
*登入帳號(即學號)、密碼(若密碼未

更改過，原始密碼為身份證後四

碼)。*若忘記密碼請點選下方「密

碼查詢」，若仍無法登入請洽圖資

處系統發展組。(如圖 3) 

(圖 3) 

密碼查詢 

學號查詢 

http://www.nkut.edu.tw/


說明三、請點選「選課作業」-「學

生網路選課」-「線上加退選(新)」
後，請先詳閱選課注意事項。(如圖

4) 
*各系學生應修習課程，請依各系課

程表規定辦理，如有疑問請向各系

辦公室查詢。 

 
 

 
(圖 4) 
 

說明四、網路「加選」 
1.即時選課。 
2.加選步驟：step1.請依課程頁籤-
「本班課程」、「院開課程」、「通識

課程」、「外語課程」、「體育課程」、

「軍訓課程」、「服務學習課程」分

別點選頁籤，step2.再勾選欲加選

之課程，step3.按「加選」。(如圖

5) 
3.同學加選通識、外語、體育、軍

訓、服務學習等課程時(開放本班及

合班班級學生加選)，請記得所選課

程的「選課代號」、「班級及分組」，

以利區分實際選課之班級資料。(如
圖 6) 
4.必修科目：由系統自動代入，同

學不須加選；部分合開必修學期課

程請同學自行上網加退課程。 
5.選修科目：本學期班級有開設選

修課程之同學請點選欲加選之選修

科目。(請注意若該選修科目未達開

課人數標準，則無法退選) 
6.加選後畫面說明： 
※即時選課：按「加選」後，系統

顯示「加選成功」代表已選上。(如
圖 7) 

 

(圖 5) 

(圖 6) 
 

 
 

(圖 7) 
說明五、網路「退選」： 
1.部份必修課程會先預掛配課給同

學，未經核准請勿自行退選。 
2.低於開課人數下限之課程無法進

行退選。 
3.退選步驟：step1.請勾選欲退選科

目後，step2.再按「退選」。(如圖

8) 
4.退選後畫面說明： 
按「退選」後，系統跳出提醒視窗

詢問「是否確定要退選？？」(如圖

9)，點選「確定」後，系統提示「退

(圖 8) 
 
 
 
(圖 9)                                                      (圖 10)                                  

step3.按「加選」。 

step2.勾選欲加選課程。 

step1.先點選課程屬性頁籤。 

step1.請勾選欲退選科目。 

Step2.請按「退選」。 



選成功」代表已完成退選。(圖 10) 

說明六、課表查詢： 
step1.點選「查詢」-「教務資訊查

詢」-「我的課表」。 
step2.選擇「年度及學期」後，按「確

定送出」(如圖 11)，即呈現目前學

生「選課清單」及「個人課表」(如
圖 12)。。 
若欲查詢各班級的課程，可點選「班

級課表查詢」或「課程資料查詢」

等方式進行查詢。 
建議：同學完成選課後，將「我的

課表」及「班級課表」印出來對照，

如「班級課表」某時段有課程，而

同學的「我的課表」是空堂，代表

那個時段同學尚未選課，建議按照

各系課程規劃請同學再進行加選。 
*課程問題請洽詢課務組 白天分機：1303、
1304、1396 夜間及假日分機：1372、1373 
*系統問題請洽詢圖資處系統發展

組   分機：1315、1332 

(圖 11) 
 
 
 
 
 
 

 
 
 
 
 

(圖 12) 
說明七、提醒選課注意事項： 
一、必修課程： 

1.下列合班開設之必修課程，請同學務必自行上網加選： 
日及夜四技一年級「中國文學欣賞與習作」，夜四技一年級「英文」。；進二技及進二專「通

識課程」；日及夜四技一年級「體育」。註：體育課程選課規定依體育組公告為主；日四技

一年級部份系科於本學期依課程總表安排有「資訊科技」、「禮節與倫理」者須加選。 
2.日四技一年級「英文」由學校分級編班及其他必修課程由系統自動配課，請同學勿自行退選。 

二、選修課程：各班級開設選修課程：請同學自行上網加選選修課程。 
註：若本學期無開設選修課程之班級，同學不須上網選課，但請上網查詢課表及上課教室。 

三、修習電腦實習課程將另收電腦實習費用(收費標準依會計室公告)。 
四、開學第 1 週仍有開放網路加退選；開學第 2 週為人工加退選(如申請跨系、跨部等)。 
五、新生、轉（復）學生如辦理課程抵免，俟抵免核准通過後，請務必辦理退選抵免（免修）課程。 
六、已修習及格或已辦抵免核准之科目不得再重複修課，如重複修課成績及格者，除學分不予採計

外亦不得列抵任何科目。 
※南開科技大學總機：（049）2563489 

系統問題請洽詢圖資處系統發展組  分機：1315、1332 

選課問題請洽詢課務組         白天分機：1303、1304、1396 
                                            夜間及假日分機：1372、1373 

 

教務處課務組啟 

step1.點選「查詢」-「教務

資訊查詢」-「我的課表」。 

step2.選擇「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後，按「確定送出」 

學生「選課清單」 

學生「個人課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