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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
一、寒轉生依選課辦法必修課程不預先設定，請學生自行選課。
二、【選修及通識課程】請依「網路選課時段分配」（請參閱附件一）上網選課。
1.「英文」及「英聽」課程須依級別上網選課，分級測驗請洽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
2. 通識修課規定及選課說明請至通識教育中心網頁最新消息-課務相關頁面查詢
http://cmugen.cmu.edu.tw/index.php?class=3 。
三、【體育課程】：請按原班級排訂之上課時段，寒轉學生必修體育選項請依學校規定學生網路選課
時段自行上網點選上課項目，逾時恕不受理。
（已辦理抵免必修體育課者，請勿再選體育課）
，詳
細體育修課規定及選課說明請至體育室網頁查詢，網址：
http://www2.cmu.edu.tw/%7Ecmcope/15.htm。
四、授課內容等相關資訊可至本校「課程查詢系統」網站查詢，請依以下二種路徑查詢：

路徑一

學校首頁

左上方：新生專區

右上方：課程查詢
系統

路徑二

學校首頁

右上方：學生專區

我的 CMU

課程查詢系統

下方：進入選課主機

輸入帳號/密碼

五、選課步驟：

學校首頁

進行網路選課

左方：選課系統統

選課完成

課程志願序權重選填
(此步驟於加退選階段不需設)

顯示網路選課成功課程

六、其他注意事項：
1. 請先閱讀網路選課注意事項、網路選課須知、網路選課時段分配(附件一)、課程志願序權重選
填說明(附件二)。
2. 點選任一台選課主機進入選課系統，輸入帳號及密碼。
注意：
選課系統的帳號/密碼與「學生資訊系統」帳號/密碼相同，
「學生資訊系統」的帳號為學號，預設密碼為：
1)本國生：預設密碼為身分證後四碼。

2)外國生(含僑生、陸生)：預設密碼為出生月日(四碼，如：1 月 18 日為 0118)。
初次登入學生資訊系統之後，系統會要求變更密碼。
3. 通識選課請進入「選課系統」後 → 開課系所選擇「通識選組 （台中校本部）」進行選課作
業。
4. 體育選課請進入「選課系統」後 → 選擇開課系所 → 選擇體育【年級請選擇二年級】進行
選課作業。
5. 上課教室為北港分部者，僅限北港分部學生選課，台中校區學生請勿點選。
6. 本校自 93 學年度起實施連續二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二分之一者退學之制度，請同學慎重選課。（休學期間不列入計算）
例如：第一學期修 18 學分，若不及格學分數為 9（含）學分以上，第二學期同樣有前述情
況者，依學則第 48 條第 5 款規定予以退學。

附件一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選課時段分配
使用範圍：全校學生
舊生初選開放時段：107/1/2(二)12：30~107/1/8(一)13：00
寒轉學生初選開放時段：107/2/8(四) 9：00~107/2/12(一)17：00
加退選開放時段：107/2/26(一) 12：30~107/3/12 (一)13：00
選課事項

學年度

選課開放時段

說明

1.學生開始填寫「教師教學意見調查
學生開始填寫「教師教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106/12/25(一)13：00 問卷」。
學意見調查問卷」
第 15 週
2.學生查詢課程。

舊生
初選開放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 16-17 週

舊生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課程志願序權重選填
第 17 週
舊生
初選抽籤
舊生
初選抽籤結果公佈
導師選課輔導

寒轉學生
初選開放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 18 週

107/1/2(二)12：30
‖
107/1/8(一)13：00

1.開放初選及查詢人數。
2.體育選課請至體育室網頁查詢選
課須知。
3.通識選課請至通識教育中心網頁
詳閱選課須知。
4.生物化學、中醫學概論、生物統計
學、分子生物學(醫學系、中醫學系)為
共同整合課程（台中校本部 2 年級、
1 年級）(必修)，供學生自行選班上
課，詳述如下：選課路徑：共同整合
課程(台中校本部)→年級：2 年級、1
年級，加選課程，才算完成選課，選
課系統將不主動選取，超過選課人數
上限，以抽籤處理(參考註六所述)。

107/1/9(二) 9：00 大學部舊生針對通識、選修及體育
‖
課程之科目進行志願選填(研究生除
107/1/11(四)17：00 外)
107/1/15(一)
‖
107/1/17(三)

1.初選超過人數之課程，進行抽籤相
關作業。
2.不開放選課及查詢人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107/1/18(四)13：00 不開放選課，只開放查詢選課結果。
第 18 週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107/2/1(四)
‖
107/3/16(五)

1.導師進行網路選課輔導。
2.研究生已選定指導教授者，由指導
教授為之。

1.開放初選及查詢人數。
107/2/8(四)9：00
2.體育選課請至體育室網頁查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
3.通識選課請至通識教育中心網頁
107/2/12(一)17：00
詳閱選課須知。

寒轉學生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課程志願序權重選填

107/2/13(二)9：00 大學部寒轉學生針對通識、選修及
‖
體育課程額滿之科目進行志願選填
107/2/14(三)17：00 (研究生除外)

寒轉學生
初選抽籤
寒轉學生
初選抽籤結果公佈

全校學生
加退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107/2/22(四)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107/2/23(五)9：00

1.初選超過人數之課程，進行抽籤相
關作業。
2.不開放選課及查詢人數。
不開放選課，只開放查詢選課結果。

1.開放 一般及通識 課程加退選及查
詢選課結果，採先選先上方式辦
理。
2.重補修生選修通識課程，請留意課
程查詢系統中每門通識課程的備
註說明及領域分類。
107/2/26(一)12：30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3.體育課程請至體育室網頁查詢選
‖
第 1-2 週
課須知。
107/3/12(一)13：00
4.預研生選修之碩一課程，如無法點
選，須填寫紙本「預研生＆大學部學
生選修研究所課程申請表」，並依簽
核流程辦理。
5.開放跨校學生(校外生)校際選課申
請。

註一：通識課程修課要點、選課須知及課程或師資異動公告，請參閱通識教育中心及北港校區網頁。
體育課程請至體育室網頁查詢選課須知。
註二：所有課程網路加退選時間至 107/3/12(一)下午 13：00 截止，請同學於 3/16(五)前上網確認「選
課確認單」。
註三：學生應於加退選規定期間內完成選課，逾期不再受理加退選。
註四：加退選截止後，選課人數未達最低開班人數之課程，應予停開，停開課程由教務處公告，並統
一辦理退選，學生於 3/19-3/20 二天辦理補(加)選課程。
前項所稱最低開班人數標準如下：大學部課程專任教師最低開班人數為十一人；大學部課程兼
任教師最低開班人數為十五人；研究所課程博士班最低開班人數為二人，碩士班最低開班人數
為三人，研究所課程如未達最低開班人數，得於開學後第三週填具「專(兼)任教師未達開課人
數下限開課調查表」申請。
註五：每日早上 11：30～12：30 為選課系統維護時間，將關閉所有選課系統，請各位同學多多注意。
謝謝！
註六：生物化學 2 年級、中醫學概論 2 年級、生物統計學 2 年級、分子生物學 1 年級為共同整合課程
（台中校本部 2 年級、1 年級）
，供學生自行選班上課，選課路徑：共同整合課程(台中校本部)→
年級：2 年級、1 年級，加選課程，才算完成選課，選課系統將不主動選取，超過選課人數上
限，以抽籤處理。
詳述如下：
1、「生物化學 A-2」A 班、B 班、C 班、D 班(必修)：星期三 1-2 節/初選限藥 2 甲、藥 2 乙、
藥 2 丙、藥 2 丁。
2、「生物化學 A-2」E 班、F 班、G 班、H 班(必修)：星期四 5-6 節/初選限醫 2 甲、醫 2 乙、
中 2 甲、中 2 乙。
3、「生物化學 A-2」I 班、J 班、K 班(必修)：星期五 7-8 節/初選限醫技 2、生科 2、中資 2。
4、「生物化學 B-2」A 班、B 班、C 班(必修)：星期一 3-4 節/初選限牙 2、營 2、藥妝 2。
5、「生物化學 C」A 班(必修)：星期五 3-4 節/初選限醫放 2、風管 2。
6、「生物統計學」：星期一 3-4 節/初選限藥 4(必修)、生科 3(必修)、運醫 2(必修)、醫技 2(選
修)。
7、「中醫學概論 B」A 班、B 班(必修)：星期四 1-2 節/初選限藥 1、生科 2

8、「分子生物學」1 年級 A 班、B 班、C 班、D 班(必修)：星期四 7-8 節/初選限醫 1 甲、
醫 1 乙、中 1 甲、中 1 乙。

附件二

進入學生資訊系統課表及選課設定選課抽籤志願權重設定
注意：
1.下列課程僅列出可設定志願權重的課程(選修、通識、及體育類課程)，並不是所有的選課課程。
2.每個學生總共可用的志願權重值為 100，可設定在您所選的選修課程(含通識、體育課)，可以把所有
權重都設定在單一一門課，也可以分開在不同課程上，數字愈大的優先權愈高，志願權重值需為整
數。
3.如果某門課程因選課人數超過開課人數上限需要退掉部份選課人數時，除了畢業班優先保留名額外
，將依各位同學所設定志願權重大小排序決定選課順位，志願權重較高者擁有較高之優先權，如果
有兩個以上的同學志願權重相同時，則以電腦亂數抽籤決定順位（未設定志願權重的課程視同志願
權重值為 0）。
4.同學可以參考”權重歷史最低參考值”欄位，斟酌每門課程需設的權重值。

進入學生資訊系統課表及選課設定選課抽籤等候順序查詢及取消
注意：
1.下列課程為目前抽籤後，有設定志願權重，但未選到課的課程。
2.新生初選(包含寒假轉學考的新生)後，可能改變志原本權重排序(例如：新生對某門課程給予較高的
權重值)，可能會造成您的志願序往後退。
3.已經有設定志願權重的課程，在加退選時段，如果課程有人退選，系統會自動加選，並且自動退選
該時段您原本已選的課程，如果同學不希望系統自動處理加選已設權重的課程及退掉已選的課程，
請設定放棄權重序，放棄後無法再重新設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