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務處 教學業務組公告 
聯絡人：林季盈 分機：05-631511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5月21日 
發文字號：虎科大教學字第1020251120521號 
 

主旨：公告103學年度第1學期網路選課時程。 

公告事項： 

一、網路選課時程 

選課時間：103年6月8日(星期日)-103年6月10日(星期二)  

（每天9:00 起至21:00 止） 

選課結果公布日期：103年6月13日(星期五)12:00 

二、體育興趣選項 

實施對象：四技二年級(現為四技一年級同學)、進修推廣部三年級(現為進修推廣部二年級同學) 

調查時間：103年5月26日(星期一)-103年5月27日(星期二) 

         （每天9:00 起至21:00 止） 

實施方式：至https://ecare.nfu.edu.tw登入填寫。體育興趣選項重要時程與選課辦法，請

查閱附件一【攸關同學權益，請務必詳讀】！！！ 

三、請同學先上網完整填答102學年度第2學期全部所修課程網路教學評量及學生核心能力問

卷，始得參加103學年度第1學期網路選課。網路教學評量及學生核心能力問卷填答時間於

103年5月26日開始至103年6月10日截止。 

四、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學校不再列印、發放選課初選單，請同學於選課初選紀錄查詢

系統開放時間上網確認選課初選紀錄，並自行列印保留存查。 

五、同學於初選階段務必選課，選課批次優先順序：本班＞本系延畢生＞外系延畢生＞本系所

高年級＞本系所低年級＞外系，「千萬不要讓你的本班課程優先權睡著了」！！！ 

六、延畢生請於網路選課時間內辦理選課以利篩選！！！ 

七、承辦單位資訊： 

網路教學評量：05-6315884 

學生核心能力問卷：05-6315257 

通識課程：05-6315181 

語言中心開課課程：05-6315831 

體育課程：05-6315282 

日間部：05-6315111~5114；chiying@nfu.edu.tw 

專班教務組：05-6315087~5088；sitacla@nfu.edu.tw 

進修推廣部：05-6315071~5073；ywsc@nfu.edu.tw 

進修學院：05-6315087~5088；sitacla@nf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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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通知-- 
   103 學年四技二年級、進修推廣部三年級體育興趣選項選課須知 
                             體育興趣選項網路選課時程表 

重要時程 進行事項 選課相關資訊 

5/26(一) 
5/27(二) 
早上 9:00 
~晚上 9:00 

1. 103學年四技二年級、進修推廣部三年級
體育興趣選項選課須知(為目前四技一年
級升二年級同學及進修推廣部二升三年
級體育興趣選課須知) 

2. 選課同學進行第一次興趣志願填寫， 
3. 因體育課程為必修課程，如無依照規定時

程選課，將直接由電腦資訊系統自動篩選
一門課至未選體育課程同學課表中。 

1. 學校首頁>使用者入口>學生>個人
資訊>校務ecare>系統登錄>體育興
趣調查>填寫興趣選項順序 
(https://ecare.nfu.edu.tw)。為使
各系學生得以順利修習體育課程，
依各班級所代表之組別【

2. 選課方式：

請參考
[103 學年興趣選項分組班別]，配置
情形—至本校體育室最新消息下載 
http://sport.nfu.edu.tw/bin/home.ph
p】，自行選擇體育興趣項目之班
別，進行網路選課，勿至其他組選
課。          

【依據組別編配之班級
實施電腦選課】知道自己班級所分
配之組別位置《例：原班為四機電
二甲，即分配在四技二A組》。自行
選擇分組內所喜愛的運動項目順序
《例：最喜歡體能遊戲，請選四機
電二甲的體育，課號       為 1；
次喜歡羽球，請選四機電二乙，課
號        為 2；其餘項目請依序選
擇到完》。 

6/8(日)、
6/9(一)、 
6/10(二) 
早上 9:00 

~晚上 9:00 

1. 公告體育興趣選項選課結果，按照同學興
趣選項順序篩選分發之結果。 

2. 若未選到喜愛興趣之項目，請於此期間至

三部網路選課系統將體育課程退選表示
放棄，並於 9 月 1、2 日進行第二次興趣
選項填寫。 

3. 未退選無權進行第二次興趣選項之權
利，因各項目名額有限，故有可能選到更
差志願之風險，無法保證能選到最喜歡之
項目，請同學斟酌  

1. 學校首頁>使用者入口>在校生>課務
資訊>

2. 網址如下: 
三部網路選課系統 

http://course.sys.nfu.edu.tw/ 
 
 
 
 
 

9/1(一)、
9/2(二) 
早上 9:00 
~晚上 9:00 

 

1. 進行第二次興趣選項，資格僅限第一次體
育興趣選項退選課程同學。 

2. 因作業繁雜，故比第一階段加退選時間提
早一天，請同學特別留意 

3. 因體育課程為必修課程，如無依照規定時
程選課，將直接由電腦資訊系統自動篩選
一門課至未選體育課程同學課表中，以確
保同學修課之權利。 

1. 學校首頁>使用者入口>學生>個人資
訊>校務ecare>系統登錄>體育興趣調
查>填寫興趣選項順序 
(https://ecare.nfu.edu.tw)。 

2. 同第一次體育興趣選項方式進行填
寫。 

https://ecare.nfu.edu.tw/�


 

重要時程               進行事項         如何進行選課相關資訊 

9/5(五) 
中午 12:00 

1.公告選課結果 
2確定本學年體育課程，於 9月 9日(二)開
學，並正式上課。 

1. 學校首頁>使用者入口>在校生>課務
資訊>網路選課結果確認 

2. 網址如下 
http://webap.nfu.edu.tw/choose_confirm.
htm 

 
 
 

    其 
他 
注 
意 
事 
項 
 
 

1. 其他選課相關規定請詳讀學校教務處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網路
選課相關注意事項】 

2. 本「103學年四技二年級、進修推廣部三年級體育體育興趣選項選課須知」與「103
學年興趣選項分組班別，配置情形，課號查詢」，公佈至體育室網站最新消息查詢，
提供同學自行下載參考。網址如下:

3. 須修習

http://sport.nfu.edu.tw/bin/home.php 

適應體育課程之同學於加退選期間 9 月 2 日(二)至 9 月 18 日(四)，檢附醫生
證明或相關證明

4. 欲選修體育興趣選項課程之重修、延修、轉學、復學生，請於 9 月 12 日(五)至 9 月
18 日(四)親至體育室體育教學組辦理，由體育教學組維持各組別人數平衡並簽章，
不需經授課教師簽章，選課結果將於 9 月 21 日公告。 

至體育教學組，辦理申請相關事宜，103 學年度適應體育課程時間
星期二 9、10 節。 

5. 本校具有運動績優生資格者及經由校代表隊教練認定者，無需進行興趣選項之填
寫，唯於選課確認時，應確認是否有誤選之狀況，並於加退選期間至體育教學組辦
理退選。 

6. 請同學依照選課時程進行選課作業，以確保自身權益。 

7. 選課結果確認後，為求公平及一致性不可改組，因體育課為必修課程亦不可退選。 

8. 選課相關問題請至體育室體育教學組或洽體育教學組 05-631-5282 
                                                       
                                               體育教學組敬啟 103/5/16 

                                             
  



 

103 學年體育興趣選項分組班別，配置情形，課號查詢如下： 
 

 

 

           

四技二 D(星期三，第 5、6 節) 

班級 組別 當期課號 

四光電二甲 羽球組 1143 

四光電二乙 排球組 1157 

四電機二甲 籃球組 1048 

四電機二乙 網球組 1060 

四電子二甲 桌球組 1750 

四材料二甲 壘球組 1599 

四技二 A(星期一，第 3、4 節)   

班級 組別 當期課號 

四資工二甲 壘球組 1984 

四資工二乙 籃球組 1996 

四機電二甲 體能遊戲組 2382 

四機電二乙 羽球組 2396 

四航機二乙    桌球組 1515 

四材料二乙 排球組 1610 

四應外二甲 有氧運動組 1866 

四技二 C(星期三，第 3、4 節) 

班級 組別 當期課號 

四車輛二甲 羽球組 1331 

四車輛二乙 排球組 1344 

四航機二甲 籃球組 1502 

四應外二乙 有氧運動組 1882 

四動機二甲 壘球組 0953 

四動機二乙 網球組 0965 

四休閒二甲 桌球組 2312 

四技二 B(星期二，第 3、4 節)    

班級 組別 當期課號 

四企管二甲 排球組 2113 

四企管二乙 籃球組 2124 

四工管二甲 羽球組 1686 

四工管二乙 桌球組 1696 

四財金二甲 網球組 2055 

四生科二甲 有氧運動組 2178 

四生科二攜 體能遊戲組 2191 

四技二 E+二技一(星期五，第 5、6 節) 

班級 組別 當期課號 

四航電二甲 籃球組 1416 

四航電二乙 排球組 1429 

四設計二甲 桌球組 0857 

四設計二乙 有氧運動組 0869 

二媒一甲 體能遊戲組 0485 

二子一甲 羽球組 0465 

四技二 F+二技一(星期五，第 7、8 節) 

班級 組別 當期課號 

四自動二甲 桌球組 1236 

四自動二乙 網球組 1247 

四資管二甲 籃球組 1798 

四媒體二甲 羽球組 2261 

二電機一甲 排球組 0440 



 

 

 

 

 

 

 

 

 

 

 

 

 
 
 

 
 
 
 
 

專長體育班(星期二，第 10、11 節) 

班級 組別 當期課號 

績優體育 績優籃球 0811 

績優體育 績優羽球 0812 

績優體育 績優桌球 0806 

績優體育 績優排球 0810 

績優體育 績優游泳 0813 

績優體育 績優田徑 0809 

績優體育 績優網球 0808 

績優體育 績優棒球 0807 

進修推廣部四技三年級(星期五，第

10、11 節) 

班級 組別 當期課號 

四車輛三甲 籃球組 7178 

四資管三甲 羽球組 7223 

四電機三甲 排球組 7118 

四機電輔三甲 桌球組 7310 

四財金三甲 網球組 7266 

適應體育班(星期二，第 9、10 節) 

班級 組別 當期課號 

績優體育 適應體育 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