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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務相關須知[學生版] 110.11.26 

壹、 開學日 111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 

一、 111 年 2 月 28 日(一) 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 

二、 111 年 4 月 04 日(一) 兒童節放假一天 

三、 111 年 4 月 05 日(二) 民族掃墓節放假一天 

四、 111 年 4 月 06 日(三) 配合本校畢業典禮活動(111/6/11)，補假一天 

註：111 年 6 月 11 日(六)補 111 年 4 月 6 日(三)課程，補課事宜待畢業典禮籌備會

議決議後另行公告。 

五、 111 年 6 月 11 日(六)為本校畢業典禮活動。 

註：111 年 6 月 11 日(六)補 111 年 4 月 6 日(三)課程，補課事宜待畢業典禮籌備會議

決議後另行公告。 

六、 111 年 6 月 3 日(五) 端午節放假一天。 

貳、 請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使用正版教科書，不非法影印版權教科書，以免觸

法。 

參、 查詢個人課表、上課教室、成績、修課狀況等資訊，請至學生資訊系統查詢。操作方

式：僑光首頁切換身份學生入口學生資訊系統輸入帳號及密碼即可查詢。 

肆、 查詢教師個人課表，請上網查詢。 

操作方式：僑光首頁切換身份學生入口開課排課、各類課表查詢開課清單、

課表查詢課程查詢課表教師課表 

伍、 課程相關資訊公告註冊課務組網頁

(https://rcs.ocu.edu.tw/p/412-1024-3890.php?Lang=zh-tw)。 

陸、 選課、課程上課相關事項 

一、 電腦選課是種輔助工具，請同學仍應做確認，以免選課未成功或選錯課程。 

二、 遲到超過 5 分鐘(含)以上者視未到課論處，任課教師得依規定登錄學生缺曠記錄。 

三、 缺課誤記更正 

(一) 無論有無缺曠，請務必定期上網查看。若發現老師誤記，請自行向授課教師

提出更正(請授課老師進入點名系統直接更正即可）。 

(二) 因退選科目被記曠課請至註冊課務組查證。並請於第 4 週前辦理完成，以免

影響自身權益。 

(三) 加退選期間至註冊課務組辦理加退選，請利用下課時間辦理。 

四、 教師未到課 

(一) 上課鐘響 10分鐘後，若授課教師尚未到課，請告知各系辦公室或註冊課務組。 

(二) 教師請假調補課，由授課教師與上課班級自行協調補課時間後，請授課教師

至教師請假調補課借用系統登入調補課資訊。 

五、 補考：補考同學自行與授課教師約定補考時間，於成績上傳前完成補考，並由授課教師自

行上傳成績。特殊個案學生若無法如期完成考試及成績登錄，請授課教師至註冊課務組填寫

補考成績登錄表進行登錄。 
【提醒事項】考試週授課教師依規定正常點名，學生無法如期參加考試須線上辦理

缺曠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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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扣考 

(一) 學生請假辦法：「經請假核准後，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

為曠課。曠課1小時，以缺課1.5小時論」。 

(二) 扣考執行方式：各系於每學年開學前提出各系欲執行扣考的班級名單及欲進

行的扣考科目，送註冊課務組執行扣考程序。 

(三) 扣考班級學生修習科目缺課時數累計達1/3扣考標準，得參加該科目學期考

試，但該科目學期成績以零分計算。 

(四) 扣考標準計算方式：缺課達每週上課時數×18週×1/3。 

範例：經濟學 3 學分 3 小時，則 3 小時×18 週×1/3＝18。累積缺課時數≧18

即為達扣考標準。 

(五) 下列情況，不列入扣考計算： 

1.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為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請產假

（含流產假）之缺課時數。 

2. 代表學校參加指定比賽且領取差旅費。 

3. 學生公假，但以該課程總時數的六分之一為限。 

4. 兵役點閱召集、教育召集。 

5. 喪假、特別事故假。 

6. 上課週期非七天一輪之在職專班。 

7. 符合特殊個案及個別化支持計畫（Individualized Support Plan簡稱ISP）

之學生 

(六) 相關學則、扣考辦法、選課等規定以最新公告法規為主，請至教務處網站查

詢或至各組洽詢。 

七、 進修部週會：自 105 學年度起取消進修部聯合週會時間，班會時間由各班導師自行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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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三階段選課－開學後二週內之選課時程 

1.開學 2 週內網路【線上即時加退】選課： 

部別 選課對象 選課日期時間 備註說明 

日間部 

110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日四技 107 級、日碩士班 109 級、日四技

觀光/餐管/旅展 107 級) 
111.2.14(一)PM 17：30 至 111.2.25(五)PM 24：00 ※選修與通識課程、重補

修不限科系、跨系選修 

體育、服務學習、勞作教育

重補修採人工加退選 

人數下限：25 人；碩士班 4 人 

人數上限—60人(不包含發展

性通識課程、安排於電腦/

專業教室之課程) 

日間部學生 

(日四技、碩士班) 111.2.14(一)PM 18：30 至 111.2.25(五)PM 24：00 

進修部 

110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進修四技 107 級、碩士專班 109 級) 

111.2.14(一)PM 15：30 至 111.2.25(五)PM 24：00 

進修部學生 

(進修四技、碩士專班) 
111.2.14 (一)PM 16：30 至 111.2.25(五)PM 24：00 

2.開學【人工選課】：有特殊情況無法線上加選之必修(重補修科目)  

部別 日期 時間 開放選課對象 備註 

日間部 

111.2.15 (二) 
AM9：00~AM11：00 

PM13：00~PM16：00 

【服務學習】、【勞作教育】課程重

補修 

請至學務處服務學習組辦

理人工加選 

111.2.22(二) 

AM9：30~AM11：00 
歷年【轉學生】、【轉系科生】及【復

學生】  

※人工加選限必修(重補

修科目) 

體育重補修採人工加退選 

人數下限：25 人；碩士班 4 人 

人數上限—必修依教室容

量人數限制(不包含發展

性通識課程) 

**進修部學生加選後總

選課學分(時)數超過 20

學分，當日需補繳學分

費差額** 

PM13：30~PM15：00 
110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日四技 107 級、日碩士班 109 級、日四技觀光

/餐管/旅展 108 級) 

PM15：00~PM 16：30 【一般生】Ex 學分數不同、停開課…等 

進修部 111.2.22(二) PM 18:30~PM 20:00 
【應屆畢業生】、歷年【轉學生】、【轉

系科生】、【復學生】及【一般生】Ex

學分數不同、停開課…等 

3. 開學【跨部人工選課】： 

工作內容 日期 選課時間 開放選課條件 備註 

夜跨日 
111.2.24 

(四) 
AM 9：30~AM 11：30 限應屆畢業生、次學年度全學年

校外實習大三學生、轉學(系)生

(跨部選課限兩門課程) 

人數下限：25人；碩士班4人 

人數上限—必修依教室容量人數限制(不

包含發展性通識課程)、選修 60 人 日跨夜 
111.2.24 

(四) 
PM 13:30 ~ PM 16:00 

4. 校際選課【人工選課】： 

日期 選課時間 開放選課條件 備註 

111.2.25(五) 
AM 9：00~AM11:30 

PM 13：30~PM16:00 

限跨校選課生 

1. 外校至本校修課學生。 

2. 需攜帶跨校修課同意書。 

3. 選課前請先上網確認有無名額。 

人數下限：25 人；碩士班 4 人 
人數上限—必修依教室容量人數限制
(不包含發展性通識課程)、選修 60 人 

本學期教室仍可能有異動，請同學開學前再上網確認。 
註 1：此表公告於註冊課務組網頁；以上時段及內容若有變動，依網路公告為準。 
註 2：修習需使用電腦教室之課程，須繳交電腦實習費 890元。繳全額者需繳交網路使用費 250元。 
註 3：重覆選修之科目（科目名稱相同），學分不採計。 

註4：英文(語)證照實務之抵免請於開學2週內辦畢，逾期不予受理。相關事宜請參照語言中心網頁。 

     證照實務之抵免請於 17週內辦畢，逾期不予受理。證照抵免清單，請參閱註冊課務組網頁  
註 5：通識類群規定：請參照通識教育中心網頁  
註 6：110學年度日四技觀光/餐管/旅展 107級全學年校外實習。 
註 7：為避免重覆修課，請同學選課前務必先查明自己歷年修課狀況。加退選程序完成後，請查詢個人課表，

確認是否加退成功。 
註 8：進修部學生之學雜費係所修課之總時數計算，請參考本校會計室網頁公告。  
註 9：期中退選預計於第8週辦理，限退一門選修或重補修課程，詳細時程屆時註冊課務組網頁公告。 
註10：加退選科目應於開學二周內辦理，除異常特殊情形外，逾期不受理；延修生選課須在每學期第四週(含)前完成，

逾期不受理。開學第三周進行課程檢核並進行異常特殊情形(課程重複修習、低於學分下限等)加退選作業。 
註 11：進修部學生線上選課總學分上限設定為 20學分，若須加選課程超過 20學分，應於人工選課日至註冊課務組辦理人工選

https://lc.ocu.edu.tw/index.php?Lang=zh-tw
https://rcs.ocu.edu.tw/p/412-1024-4190.php?Lang=zh-tw
https://gec.ocu.edu.tw/index.php?Lang=zh-tw
https://acc.ocu.edu.tw/index.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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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進修部人工選課當日若加選後總學課學分(時)數超過 20學分，擬當日出單請同學補繳學分費差額(不包含延修生、緩

繳申請生)。學生須於指定日期日繳交學分費差額，始完成選課程序。學生若未於指定日期完成繳費，視為未完成選

課程序，註冊課務組將課程予以退選。 
 

九、 各行政教學單位連絡電話及分機(內容若有修正，請以總務處公告為主)。 

 

 

教學單位 分機 教學單位 分機 行政單位 分機 

財務金融系 8502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2212 註冊課務組-觀餐學院 1202 

企業管理系 2142 餐飲管理系 2272 註冊課務組-商管學院 1203 

國際貿易系 2102 旅館與會展管理系 2282 註冊課務組-設資學院 1204 

行銷與流通管理系 2192 應用英語系 2162 生活輔導組 1306/1326 

財經法律系 2202 通識中心 

如授課教師隸屬通識教育

中心，請系辦協助聯繫。 

2182 

進修綜合業務組 3105/3106 

資訊科技系 2252     

生活創意設計系 2292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2302 
學校總機：(04)2701-6855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2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