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7.31 公告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109-1學期大學部選/修課注意事項  

一、 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註冊(註冊須知)，未完成註冊學生之加退選開放時間將延後至 2020.09.18(五)

中午 12 點起。 

二、 「跨部/跨系申請書」(收件時程及說明) 收件時間：2020年 09月 14日(一) 9:00起至 2020年 09

月 25日(五) 17:00 止。 

三、 「義守大學學生跨部選課申請單」 收件時間：2020年 09月 14日(一) 9:00起至 2020年 09月 21

日(一) 17:00 止。 

四、 「更改選課資料申請表」(收件時程及說明) 收件時間：2020年 09月 21日(一) 9:00起至 2020年

09月 29日(二) 17:00止。 

五、 各年級學生須依照入學學年度四年課程計畫表規定修課。 

六、 學分說明(選課辦法)： 

(一)107學年度起入學學生第一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低於 15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

得低於 6學分。 

(二)每學期學分最高上限 25學分，前一學期成績達全班前 15%以上或經核准修習輔系、雙主修者，

可申請超修(最多超修 3學分)。 

(三)日夜課程學分數不同，不可以少抵多。 

(四)本系原則為大四生或延修生可申請修習進修部課程，其餘未有特殊原因者皆不得申請。 

(五)日間部同學跨修進修部課程每學期最多 9學分並請於時限內繳交「義守大學學生跨部選課申請

單」及「跨部/跨系申請書」，並需經系上審查同意方可承認為畢業學分。 

七、 本系學生應依下列順序修課: 

(1) 本系本年級系、院必修課程。 

(2) 重修或補修必修課程。 

(3) 修習本系、外系選修課程。 

(4) 修習通識課程。 

八、 除非檔修，否則修課仍先依本班課程為主，再於空堂的時間補修低年級課程。如「本年級必修」及

「重修或補修之必修」衝堂，後者可至進修部修習。 

九、 各年級系必修課程應用系統將自動生成，不用再加選；選修、通識博雅及體育(必修)課程需於應用

系統選課作業中自行辦理加選。 

十、 需重修或補修共同必修科目替代課程如下：(請自行選擇時段上課，不一定要選擇開課系所為 86 觀

餐的時段課程) 

(1) 華語文學與思想(一)請選「華語文學 1.0」、華語文學與思想(二) 請選「華語文學 2.0」。 

(2) 英語聽講實習(一)請選「數位英語溝通(一)」、英語聽講實習(二)請選「數位英語溝通(二)」。 

(3) 實用英文(一)請選「智慧英文實作(一)」、實用英文(二)請選「智慧英文實作(二)」。 

(4) 資訊能力與素養請選「程式設計」。 

(5) 公民基本素養(四選一)課程(107入學前)請選「全球化之公民素養」。 

十一、106 學年度起學生於畢業前至少應修畢一門「外院共同基礎核心必修」課程(請點選)，並以實際

修畢之學分數承認為通識博雅學分，以 4學分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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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通識博雅」課程(請點選)：每學期至多可修習二門 (每門 2 學分)，且總選修同一領域至多 2

門，超過之學分不計入本系畢業學分數 (本系學生修習「社會科學議題」領域之學分數不予承認)。 

108入學後畢業前須達 10學分。107入學前畢業前需達 12學分。 

十三、四年級生及延修生通識博雅課程選課超過 2門以上無法直接於資訊應用系統選課，需填寫「更改

選課資料申請表」做紙本加簽，建議開學第一週找授課教師簽章，通識博雅超修學分數仍計算於

選課總學分 25學分內；其他年級不開放通識博雅課程超 2門選課。 

十四、「體育」課程(請點選)：單一學期不得修習二門必修體育課程，體育課程不及格者，可於任一學

期重修，但不得重覆修習已及格之課程。 

十五、「服務教育」需重修或補修者(請點選)，請依入學學年自行加選對應服教課程(若有疑問請洽服

教組辦理)。 

十六、「英語能力門檻」未通過者(請點選)，可自行上網選修遠距課程－英語能力(限大三(含)以上同

學選修)。 

十七、轉系、轉學生：已辦理抵免或承認的科目，若選課單上有呈現，請自行退選，然後選擇需補修的

課程。  

十八、104-108 級學生欲重修科目請看必修課異動之替代科目及重修科目一覽表(系網頁→課程規劃及

資訊→課程規劃及替代課程→日間部替代課程→休閒系替代課程)。 

十九、休閒三校外實習同學將自動生成「休閒專業實習」及「休閒實務實習」二門課程。其餘在校同學

將自動生成「營運實務」課程，如果系統內兩門課程皆無請自行加選。 

※休閒三校外實習同學請自行加選系選修「休閒產業實習」課程。 

二十、選修非本系日間大學部課程時，除校核心必修、外院共同基礎核心必修、院必修(觀餐院所屬學系

-觀光系、廚藝系、餐旅系所開設之院必修課程)、校通識博雅課程外，須填寫「跨部/跨系申請

書」。 

二十一、加退選結束後，若符合選課更改規定，並經授課老師同意後，始得填寫「更改選課資料申請表」，

辦理更改選課。超過選課更正週期限，而尚有科目欲退選者，請依本校「義守大學學生停修課

程辦法」於規定期限內提出停修申請。 

 

※請務必於上述期限內完成申請表繳交，逾期恕不受理※ 

  

http://www.cpd.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21&dept_id=3&page_id=28812
http://www2.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05&dept_id=8&page_id=36608
http://www2.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05&dept_id=6&page_id=33352
http://www.flc.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38&dept_id=0&page_id=30969
http://www.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20&dept_id=11&page_id=30000
http://www.aa.isu.edu.tw/upload/657/5/Rule/18.pdf
http://www.aa.isu.edu.tw/upload/657/5/Rule/18.pdf


2020.07.31 公告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大學部「跨部/跨系申請書」收件時程及申請流程說明 

申請時程：2020/09/14(一) 09:00 ~ 2020/09/25(五) 17:00 止 

※逾時繳交者，愛系服務 2 小時，並依天數累計時數※ 

一、 本系原則為大四生或延修生可申請修習進修部課程，其餘未有特殊原因者皆不得申

請。 

二、 日間部同學跨進修部課程每學期上限為 9 學分，本系 108 學年度起入學至多承認外

系選修 15 學分，107 學年度入學至多承認外系選修 10 學分，106 學年度以前入學至

多承認外系選修 6 學分，跨部/系修課需經系上審查同意方可承認為畢業學分。 

三、 如有跨部(進修部)、跨系修課者，原則上皆須填寫此表。不需填寫之科目如下： 

（1）日間/進修部通識博雅課程（但請自行注意學分學門，同領域至多承認 2門，

社會類別不承認） 

（2）日間通識核心課程（但請自行注意學分） 

（3）日間/進修部體育 0學分課程 

（4）下修本系日間部選修課程 

（5）108學年度入學外系選修至多承認 15學分/107學年度入學外系選修至多承認

10學分/106學年度以前入學外系選修至多承認 6學分，超過學分填單後亦不

予承認。 

四、 必修課第一次修課，請於本班上課，勿隨意更換至他班，否則所修之課程本系不予

承認。 

五、 凡已選或欲選而尚未選到之科目，請先一併填寫。 

六、 請自行至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網頁→表單下載→各項表單→列印「日間部-跨部跨系申

請書」；跨進修部修課需再附上「義守大學學生跨部選課申請單」。 

七、 填寫「跨部/跨系申請書」不表示完成選課！請自行上系統選課，如尚未選到課請於

加退選週「自行上系統加課」或於加退選週結束後填寫「更改選課資料申請表」，方

完成選課。(選課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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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大學部「更改選課資料申請表」收件時程及申請流程說明： 

 申請時程：2020/09/21(一) 09:00 ~ 2020/09/29(二) 17:00 止 

※請務必於上述期限內完成申請表繳交，逾期恕不受理※ 

一、 持經授課教師簽章同意加選之「更改選課資料申請表」→經開課單位主管簽核同意

→於 2020/09/29(二)17:00前繳回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系辦(50908-1)→經系上審查

通過後進行加選，逾期繳交恕不受理。  

二、 開課單位若為通識中心→經授課教師簽章同意加選→須於 2020/09/28(一)17:00 

前繳回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系辦(50908-1)→由系上統一提交通識中心審查同意後進

行加選。   
開課單位 課程類別 課程內容 選課錯誤更正開課單位地點 

語文中心 通識核心 
含數位英語溝通(一)(二)、智慧英文實

作(一)(二)及華語文學(1.0)(2.0) 
國際學院 1F 

體育室 通識核心 體育(一)、體育(二) 
體育室 (郵局旁之汽車停車

場內左側) 

服教組 通識核心 服務教育(一)、服務教育(二) 行政大樓 1F/服教組 

通識中心 

通識核心 
華語文學(1.0)(2.0)、全球化之公民素

養、健康醫學密碼 

持經授課教師簽名同意之

「更改選課資料申請表」至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辦公室

(綜合教學大樓 9F 50908-

1)，由系上統一提交通識中

心審核 

通識博雅 

通識博雅選修(七大領域-休閒事業管理

學系學生不可修社會學門) 

※每個領域至多修習 2門課(即 4學分) 

其他課程 
程式設計、職能與倫理、院必修、外系/

部(進修部課程) 

經授課教師簽名後於申請期

限內繳交至休閒事業管理學

系辦公室(綜合教學大樓 9F 

50908-1)經系上審查通過後

進行加選 

休閒事業

管理學系 
系必/選修 學術課程、實務課程、其他課程 

※選修外系/跨部課程須填跨部/系修課申請書，並獲同意承認為畢業學分 

三、 繳交「更改選課資料申請表」時，請先自行確認無衝堂、符合修課學分上限學分規

定，否則恕難接受申請。 

四、 未符合選課更改規定者，若為學生個人疏失，須愛系服務 2小時/科，始得辦理加

選。 

五、 欲利用「更改選課資料申請表」辦理課程退選者，若無正當理由，請依本校「義守

大學學生停修課程辦法」於規定期限內提出停修申請。 

六、 請自行至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網頁→表單下載→各項表單→更改選課資料申請表(加退

選單)，自行列印或至影印部購買(1式 2份)，一張可以寫 4科，請斟酌使用，2科以

上請勿 1科寫 1張，否則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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