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課一般性問題
Q1. 每個學期的學分有沒有上限和下限？
A1. 每學期學分下限大一到大三為 16 學分，大四為 9 學分，學分上限都是 25 學分。每個學
期如果學分未達下限會被強制休學喔。
Q2. 可不可以修超過 25 學分？
A2. 超修學分需要導師和系主任同意。
不建議超修學分，與其修那麼多但每門課都學得一般般，不如修少一點把每門課學好。
Q3. 我可以修哪些課？
A4. 你的學號前三個數字是入學年度，根據你的入學年度決定可以修哪些課。系上專業課程
架構表可至系網頁下載，通識課程可至通識中心網頁查詢。
不同入學年度的課程架構表內容和要求可能有些許不同，要修自己入學年度架構表中有
列出的課程才算數。
Q4. 畢業學分怎麼計算？
A3. 資工系畢業需要 128 學分。其中必修 50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自由選修 20 學分，校
共同必修 (含國文英文體育) 10 學分，通識 18 學分。
以上每個項目都要符合學分限制才能畢業，不是加起來 128 學分就算喔。
108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專業選修必須符合模組化課程要求，細節後述。
Q5. 學校已經取消二一制度，還有沒有其他退學機制？
A5. 當然有。發生以下情況之一會被強制退學：
(1) 逾期未註冊或未辦理復學。
(2) 一個學期累計曠課 45 節課。
(3) 操行成績不及格。
(4) 記滿三大過。
Q6. 某門課快被當掉了可不可以期中停修？
A6. 可以。但是停修之後剩下的學分仍然必須符合學分下限。大一到大三每學期最多可停修
5 學分，大四 3 學分。
期中停修成績單會有記錄，往後哪天當你需要成績單時，可能會讓人留下特別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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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專業課程
Q7. 選修要修幾門才能畢業？
A7. 資工系畢業需要專業選修 30 學分，自由選修 20 學分。專業選修一定要修資工系開的課
程 (108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必須符合模組化課程要求)，自由選修可以是資工系開的或
是課程認列表上有採計的外系課程。
選修課一般都是 3 學分，所以可以簡單換算為 17 門課。
Q8. 什麼是模組化課程？(108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適用)
A8. 臺中教育大學從 108 學年度起全校實施模組化課程，主要規範專業選修學分組成方式，
各系有不同修課規定和課程設計目的。
資工系將專業選修課程分成 4 個模組，目的是讓學生在網際網路、軟體工程和計算機系
統三個領域都具備基本理論和實務能力。每個模組包含 6~9 門課，每門課 3 學分，詳細
課程分類請參考各學年度課程架構表。
資工系學生畢業前 4 個模組都需要修滿最低學分，各模組最低學分要求如下：
(1) 基礎程式設計模組 (實務型)：至少選修 6 學分 (或 2 門課)
(2) 通訊網路理論模組 (學術型)：至少選修 9 學分 (或 3 門課)
(3) 軟體與系統理論模組 (學術型)：至少選修 9 學分 (或 3 門課)
(4) 整合性實作模組 (實務型)：至少選修 6 學分 (或 2 門課)
Q9. 模組化課程有規範修課限制，是否會因此不能選修自己有興趣的課程？
A9. 當然不會。以上 4 個模組最低選修合計僅 30 學分，畢業前最少還要選修 20 學分，這 20
學分 (或 7 門課) 同學可以自由選修有興趣的課程。
以 108 學年度課程架構表為例，通訊網路理論模組共有 9 門課，模組化課程只要求修習
3 門課，如果同學對網際網路領域有興趣，自由選修的 7 門課可以多選通訊網路理論模
組的課程。
Q10. 聽其他系同學提到畢業前要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專長增能學分學程」或「微學分
學程」，是什麼意思？
A10. 以上 3 種「學分學程」是模組化課程相關措施，資工系沒有要求修習，也沒有開設相關
課程。若同學對其他科系開設的學分學程有興趣，可至該系申請選修。
Q11. 哪些課可認列為自由選修？
A11. 資工系由於執行 IEET 工程認證，對課程內容規範比較嚴格。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的課程
可認列為自由選修：
(1) 資工系開的所有選修課程。
(2) 課程認列表上有列出的外系課程。請參考課程認列表相關說明。
(3) 其他特殊情況，經系課程委員會同意認列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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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 有一門外系課程我真的很想修，但是不在課程認列表上，那我還可以修嗎？
A12. 當然可以。128 畢業學分是最低要求，不是大學四年只能修 128 學分。只要畢業前至少
修滿 50 學分資工系採計的選修課程，其他有與趣的課程都可以額外多選修。
Q13. 為什麼資工系自由選修限制那麼多？其他系都很自由？
A13. 資工系是臺中教育大學唯一執行 IEET 工程認證的科系，學位證書在國外多個國家都可
以承認，對於將來想到國外求學或就業的同學絕對有幫助，其他系同學就沒有這個優勢。
因此資工系對自由選修有較多限制，才能保證每位畢業生都能達到 IEET 工程認證的要
求，順利取得畢業證書。
Q14. 我有必修被當，是要在隔年立刻重修？還是以後再修？
A14. 你可以自己選擇什麼時候要重修，但是強烈建議你隔年立刻重修。
系上每學期在排課時都會盡量幫大家把必修課錯開，方便需要重修的同學。系上會保證
讓大一和大二必修課不衝堂，大二和大三必修課不衝堂。但是因為排課上有很多限制，
有時候大三必修會衝到大一必修。
根據以上的排課安排，假設你大一的程式設計被當，大二時程式設計這門課不會衝到大
二當時的必修，你可以順利重修。但是如果你等到大三，有可能程式設計這門課就衝到
大三當時的必修，你就只能被迫二選一，給自己造成更多的麻煩。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認真一點不要被當，萬一不小心被當必修，建議隔年立刻重修。
Q15. 我有必修被當要重修，但同時段與其他選修衝堂，我是要先重修還是先修選修？
A15. 你可以自己選擇先重修還是先修選修，但是強烈建議你先重修。原因請見上一題。
如果你覺得這樣很麻煩，要在重修和選修之間做抉擇，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認真一點不要
被當啦。
Q16. 必修課需要重修是否可以修外系課程來抵免？
A16. 必修課 (微積分和物理除外) 若不小心被當，第二次仍然要修資工系開的課，第三次才
可以修課程認列表上採計的外系課程來抵免。意思就是要在資工系被當掉二次 (期中停
修不算) 才可以去外系修。微積分和物理第二次就可以去外系修。
Q17. 為什麼系上的選修開那麼少，都沒什麼可以選？
A17. 學校有規定每系每年能開的總學分數，在允許的範圍內系上會盡量多開課，讓同學們有
多些選擇。
然而資工系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學生人數不多，選修課要 12 人才能開課，開太多課會
有倒課危機，所以系上也會依據經驗控制各年級選修課程數量。
Q18. 想修的課人數滿了怎麼辦？
A18. 開學第二週之前可以拿人工加退選單請任課老師加簽。但為了維持授課品質，有些老師
會控制修課人數。想修的課請在網路加退選時段把握機會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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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 專業課程可不可以上修或下修？
A19. 下修可以。上修除了任課老師同意之外，還需要特別向學校申請，要檢附成績單。
不鼓勵同學上修。專業課程有修習先後順序，任課老師也會預設同學已修過哪些課程，
任意上修會打亂修課順序影響學習效果。
Q20. 「資訊專題(I)」和「資訊專題(II)」都會開三個班，我該選哪一個班？
A20. 選課之前系辦會公告，請留意系辦公告並記得選課。
Q21. 什麼時候要選「程式能力檢定」這門課？
A21. 這門課一年開一次，是必修課，所有同學在畢業前必須選修並通過。
配合大部分同學情況，這門課會開在大三下學期，選課系統會幫所有大三同學加選。
這門課成績只有 pass 和 fail 二種，為了避免成績單出現 fail 不好看，請同學依據以下原
則自行加退選：
(1) 請大三還沒通過程式門檻的同學自己退選。
(2) 請大四還沒通過這門課的同學一定要加選，並且想辦法 pass，不然至少要延畢一年才
會再有機會加選這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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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教育學程、其他學程
Q22. 通識課一共有多少個領域？一共要修多少學分？
A22. 通識課分成社會人文、數理科技、藝術陶冶和博雅講堂四個領域。
前三個領域都有核心課程和非核心課程最低學分限制，大學四年內要修滿。博雅講堂是
彈性選修，可以抵一些前面三個領域的非核心課程。
有註記資工系不採計的課就不要修，因為修了也不算數。
詳細修課規則請參考通識中心網頁的修課規定。記得看清楚你是哪個學年度入學。
Q23. 我今年大一，只能修大一通識嗎？能不能修大二通識或大三通識？(其他年級類推)
A23. 通識課每年課程可能會調整，必須依照你的入學年度當年的課程列表來修課，所修的課
才算數。跨年級修課可能會修到不屬於你入學年度課程列表的課程，有可能會不算數等
於白修，或是畢業前要多跑課程對照的流程，會比較麻煩。
最安全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照年級修課。大一就修大一通識，大二或大三就修大二或大三
通識，這樣選到的課一定會屬於你入學年度的課程列表。如果你已經大四，因為沒有大
四通識只能下修，就要查清楚想選的課是否在你的課程列表上。
如果真的需要跨年級修課，只要先查清楚想選的課有在你入學的課程列表上就可以修。
Q24. 通識哪些課很營養？哪些課是地雷？
A24. 請洽學長姐。這是學長姐的主要功能之一喔。
Q25. 可不可以修其他系的雙主修、輔系或增能學程？
A25. 可以。要在學校規定的時間內到想修的科系去申請。
如果有成功取得外系雙主修、輔系或增能學程的學位證明，在外系修的課程可以採計其
中 9 學分為資工系自由選修學分。如果未能修完課程取得學位證明，在外系修的課程除
非課程認列表上原本就有，否則全部不採計為自由選修學分。
Q26. 資工系學生可不可以修教育學程？
A24. 可以。要在規定時間內向學校提出申請，學校有教育學程遴選機制，也需要另外繳學費。
臺中教育大學提供的是小學教師的教育學程，只能擔任小學教師，不能到國中或高中任
教。相關訊息可至師資培育處詢問。
Q27. 可不可以去校外修課，拿來抵畢業學分？
A25. 請在去校外修課之前備妥課程大綱等相關資料向系上及學校提出申請，經系主任同意後
便可至校外修課。外系及外校課程一共最多採計 9 學分為自由選修。
如果要去校外修課來抵必修課，必須在系上被當二次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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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認列表相關說明
1. 課程認列表列出理學院其他三個科系可認列為自由選修的課程。學校其他科系課程由於性
質與資工系差異較大，原則上不予考慮。
2. 課程認列表分成二個部分。第一部分列出與資工系有直接對應的課程。這些課程由於內容
相近，重複修習學分只採計一次。例如資工系、數位系和數教系都有開「網頁程式設計」，
如果你已經修過資工系開的網頁程式設計，之後若再修數位系或數教系開的課學分將不被
採計為自由選修學分。反過來也一樣。
3. 第二部分列出與資工系沒有直接對應的課程。這些課程由於內容與資工系相關，但資工系
沒開，所以可以直接採計為自由選修學分。但是為了符合 IEET 工程認證要求，選修這個
部分的課程最多只能採計 9 學分為自由選修學分。
4. 如果覺得太複雜看不懂，請詢問各班導師或系辦助理。
5. 如果同學覺得某些課程內容與資工系相關，但是課程認列表上沒有，可以向系上提出申
請，由系課程委員會決定是否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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