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大學部新生選課注意事項
壹、日間部大一新生
一、選課日期及時間：106 年 9 月 4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30 分～9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30
分(9 月 5 日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 30 分為系統維護時間，不開放選課)。
二、選課方式：網路選課，選課網址： 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三、選課科目：必修科目已代選(查詢請詳「五」選課流程)。
(一)各系學生選課說明
1、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通識共必修習 26 學分(含「基本知能課程」必修 12 學分，「通識
核心課程」14 學分)，「通識核心課程」之中，須就人文、社會、科學每一領域各選至少 2
學分，每學門至多修習兩科 4 學分。新生本學期可選通識核心課程(商管學院學生已代選「資
訊概論」一科，初選時請勿選科學領域資訊教育學門)。全英語學系(組、學程)學生須選全
英語授課之課程。通識核心課程每學期至多選修三學門，同一學門以選修一科為限。
2、本系一年級選修課程(有興趣才選，如無興趣則不需選)。
(二)英文系開設不同之外國語文課程，含德文(一)、日文(一)、俄文(一)、西班牙文(一)、法
文(一)屬必修課程，須任選 1 科，請先參閱「新生入學資訊第 9 項」。
四、課程查詢流程：網址 http://esquery.tku.edu.tw/acad
(一)點選【進入課程查詢系統】→點選查詢條件二【課程類別】→【通識教育課程】選擇開設
之通識課程，例：【文學經典學門】→點選【進入查詢】：顯示所有文學經典學門開班課
表，→點選【開課序號】可查詢教學計畫表(即課程大綱)確定要選的課程後，記下左邊的
【開課序號】，再至選課網址選課。
(二)點選【進入課程查詢系統】→點選查詢條件一【系級名稱】→【學院】選擇所屬學院→【系
所】選擇所屬學系 (例：資圖系)→【年級】選擇(一年級)→點選【進入查詢】：呈現該
系一年級課表→點選【開課序號】可查詢教學計畫表(即課程大綱)確定要選的課程後，記
下左邊【開課序號】，再至選課網址選課。
(三)點選【選課、考試、註冊及繳費等須知】→點選【1.選課作業日程表及注意事項】、【2.
各年級選課開放時間表】、【3.上課節次、時間及教室代碼對照表】、【4.通識核心課程
各學門上課時段表】及【課程查詢應注意事項】等共 14 項。
五、選課流程：
1.請先查詢已代選之必修科目
（8 月 17 日上午 10 時起）
，網址：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本系統採用「淡江大學單一登入(SSO)」單一帳密驗證機制(請輸入學號及預設密碼「西元生日
(西元年/月/日)後 6 碼，例如西元生日為 1997/01/05，則後 6 碼為 970105」)，學生登入時將
連結至「淡江大學單一登入(SSO)」入口網，登入成功後「自動導回」查詢系統。
3.記下【開課序號】-課程查詢系統：
http://esquery.tku.edu.tw/acad
4.選課系統：網址：
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

2.查詢課程、教學計畫表、開課序號並製作模擬排課表-課程
查詢系統：http://esquery.tku.edu.tw/acad
5.輸入學號、
密碼、驗證碼

6.輸入開
課序號

7.完成
選課

8.依選課表資
料上課

（*預設密碼為西元生日(西元年/月/日)後 6 碼，例
如西元生日為 1997/01/05，則後 6 碼為 970105)
六、選課學分數至多 25 學分，至少 15 學分；日間部淡水校園、蘭陽校園、進學班及二年制在職專
班課程均不得互選；部份課程帶有實習課者，需隨班上課；所修課程(含實習課、實驗課程)均
不得衝堂，衝堂者二科皆以零分計算。本學期起學生辦理期中退選課程，退選科目仍須登記於
該學期及歷年成績單，且於成績欄加註「停修」字樣(請詳閱本校「學生期中退選實施要點」)，
請審慎選課。
七、請參考第肆項之流程畫面（P.4~8），事先練習操作並製作模擬排課表，可節省選課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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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進學班大一新生
一、選課日期及時間：106 年 9 月 8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30 分～9 月 10 日(星期日)上午 11 時 30
分(9 月 9 日上午 11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為系統維護時間，不開放選課)。
二、選課方式：網路選課，選課網址： 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三、選課規定：本系必修(含選修)科目已代選(查詢請詳「五」選課流程）。
(一)各系學生選課說明：
1、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通識共必修習 26 學分(含「基本知能課程」必修 12 學分，「通識核
心課程」14 學分)，「通識核心課程」之中，須就人文、社會、科學每一領域各選至少 2 學
分，每學門至多修習兩科 4 學分。新生本學期可選通識核心課程(商管學院學生已代選「資
訊概論」一科，初選時請勿選科學領域資訊教育學門)。通識核心課程每學期至多選修三學
門，同一學門以選修一科為限。
2、本系一年級選修課程(有興趣才選，如無興趣則不需選)。
(二)進學班：至多 25 學分，至少 15 學分。本學期起學生辦理期中退選課程，退選科目仍須登記
於該學期及歷年成績單，且於成績欄加註「停修」字樣(請詳閱本校「學生期中退選實施要
點」)，請審慎選課。
(三)日間部淡水校園、蘭陽校園、進學班及二年制在職專班課程均不得互選。
四、課程查詢流程：網址 http://esquery.tku.edu.tw/acad
(一)點選【進入課程查詢系統】→點選查詢條件二【課程類別】→【通識教育課程】選擇開設之
通識課程，例：【文學經典學門】→點選【進入查詢】：顯示所有文學經典學門開班課表，
→點選【開課序號】可查詢教學計畫表(即課程大綱)確定要選的課程後，記下左邊的【開課
序號】，再至選課網址選課。
(二)點選【進入課程查詢系統】→點選查詢條件一【系級名稱】→【學院】選擇所屬學院→【系
所】選擇所屬學系 (例：中文系進學班)→【年級】選擇(一年級)→點選【進入查詢】：呈現
該系一年級課表→點選【開課序號】可查詢教學計畫表(即課程大綱)確定要選的課程後，記
下左邊【開課序號】，再至選課網址選課。
(三)點選【選課、考試、註冊及繳費等須知】→點選【1.選課作業日程表及注意事項】、【2.各
年級選課開放時間表】、【3.上課節次、時間及教室代碼對照表】、【4.通識核心課程各學
門上課時段表】及【課程查詢應注意事項】等共 14 項。
五、選課流程：
1. 請先查詢已代選之必修科目(8 月 31 日下午 2 時起）
，網址：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本系統採用「淡江大學單一登入(SSO)」單一帳密驗證機制(請輸入學號及預設密碼「西元生日(西元年/
月/日)後 6 碼，例如西元生日為 1997/01/05，則後 6 碼為 970105」)，學生登入時將連結至「淡江大學單
一登入(SSO)」入口網，登入成功後「自動導回」查詢系統。
2.查詢課表、教學計畫表、開課序號並製作模擬排課
表：http://esquery.tku.edu.tw/acad

6.完成選課

5.輸入開課序號

3.選課系統：網址：
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
4.輸入學號、密碼(預設為西元(年/月/日)生日後 6
碼，例如 1997/01/05，後 6 碼為 970105)及驗證碼

7.查詢已選之課程，網址：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8.依選課表資料上課
(登入帳密同 1.說明，此網址可隨時查詢最新個人選課資料)
六、部份課程帶有實習課者，需隨班上課；所修課程(含實習課、實驗課程)均不得衝堂，衝堂者二
科皆以零分計算。
七、請參考第肆項之流程畫面（P.4~8），事先練習操作並製作模擬排課表，可節省選課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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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轉學生

報到當天請攜帶成績單到所屬學系辦理抵免、選課輔導作業
一、選課日期及時間：106 年 9 月 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9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30
分(9 月 7 日上午 11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為系統維護時間，不開放選課)。
二、選課方式：網路選課，選課網址： 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三、選課規定：必修科目已代選(查詢請詳「五」選課流程)
（一）至多 25 學分，至少 15 學分；日間部淡水校園、蘭陽校園及進學班、二年制在職專班之課
程均不得互選。
（二）已依轉入學系年班代選必修科目（例如轉入中文 2Ａ，則 2 年級Ａ班之必修科目均已代選），
如已代選之必修科目已辦理抵免或有擋修時，請於選課時間自行上網退選。
（三）如需修習低年級之專業必修課程至遲須於 8 月 29 日前至所屬學系辦理，俾便代為選課，逾
期請於開學後第 2 週加退選期間，自行於網路加退選課程。
（四）三年級轉學生(依 104 學年度通識課程架構)未辦理抵免之「通識核心課程」各學門課程（均
已保留部分名額，提供同學修習）、選修課程，請於選課時間自行上網加選。
（五）二年級轉學生(依 105 學年度通識課程架構)未辦理抵免之「通識核心課程」各學門課程(均
已保留部分名額，提供同學修習)、選修課程，請於選課時間自行上網加選。
（六）因代選作業在先，事後如有核准抵免之課程時，請務必於加退選課期間自行上網退選（同一課
程，重覆修習 2 次以上，僅計算 1 次學分數於畢業學分數內）
。
（七）未代選之專業必修科目如已額滿，請於開學後第 2 週加退選期間至教務處課務組/表格下載
/「大學部必修課程選課加簽單」至各系辦公室辦理，經核准後持加簽單至行政大樓課務組
(A209 室)辦理。
（八）通識核心課程每學期至多選修三學門，同一學門以選修一科為限。
（九）本學期起學生辦理期中退選課程，退選科目仍須登記於該學期及歷年成績單，且於成績欄
加註「停修」字樣(請詳閱本校「學生期中退選實施要點」)，請審慎選課。
四、課程查詢網址：http://esquery.tku.edu.tw/acad
（一）點選【進入課程查詢系統】→點選查詢條件一【系級名稱】→【學院】選擇所屬學院→【系
所】選擇所屬學系 (例：資圖系)→【年級】選擇(二年級)→點選【進入查詢】：呈現該系
二年級課表→點選【開課序號】可查詢教學計畫表(即課程大綱)確定要選的課程後，記下左
邊的【開課序號】選課期間至選課網址選課（所修課程如有實習課時，需以實習課之【開課
序號】選課，選課成功時系統會自動帶出正課含實習課之資料）。
（二）點選【選課、考試、註冊及繳費等須知】→點選【1.選課作業日程表及注意事項】、【2.各
年級選課開放時間表】
、
【3.上課節次、時間及教室代碼對照表】
、
【4.通識核心課程各學門上
課時段表】及【課程查詢應注意事項】等共 14 項。
五、選課流程：
1. 請先查詢已代選之必修科目（報到後第 3 天起）
，網址：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本系統採用「淡江大學單一登入(SSO)」單一帳密驗證機制(請輸入學號及預設密碼「西元生
日(西元年/月/日)後 6 碼，例如西元生日為 1997/01/05，則後 6 碼為 970105」)，學生登入時
將連結至「淡江大學單一登入(SSO)」入口網，登入成功後「自動導回」查詢系統。
3.選課系統：網址：
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2.查詢課表、教學計畫表、開課序號並製作模擬
排課表：http://esquery.tku.edu.tw/acad
6.完成選課

5.輸入開課序號

4.輸入學號、密碼(預設為西元(年/月/日)生日後 6
碼，例如 1997/01/05，後 6 碼為 970105)及驗證碼

7.查詢已選之課程，網址：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登入帳密同 1.說明，此網址可隨時查詢最新個人選課資料)

8.依選課表資料上課

六、部份課程帶有實習課者，需隨班上課；所修課程(含實習課、實驗課程)均不得衝堂，衝堂者二
科皆以零分計算。
七、請參考下述流程畫面（P.4~8），事先練習操作並製作模擬排課表，可節省選課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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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一、查詢已選之課程，網址：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點選「淡江學
生」身分，自動
連結「淡江大學
單一登入(SSO)
入口網」
。

帳號(請輸入學
號)、密碼(預設密碼

在學期間之校級
E-Mail：學號@s□
□.tku.edu.tw，
□□(學號第 2、3
碼)代表入學年度
例：
406000123@s06.tk
u.edu.tw)

「西元(年/月/日)
生日後 6 碼，例如西
元生日為
1997/01/05，則後 6
碼為 9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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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隨時查詢最新
個人選課資料

二、課程查詢系統網址：http://esquery.tku.edu.tw/acad
（一）

點選本項可
查詢本學期
之開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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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查詢條件
（一～六）點
選後進入查詢

依所屬院、
系、年級點選
後進入查詢

點選開課序
號可查詢教
學計畫表

點選科目名
稱可查詢英
文科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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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詢選課、考試
日期、註冊—等
共 14 項須知

查詢選課重要
事項
查詢上課節次、
教室代碼
查詢選課時間

查詢期中、期末
考試及補考重
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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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課網址：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請輸入學號、密碼(預設
密碼「西元(年/月/日)生
日後 6 碼，例如西元生日
為 1997/01/05，則後 6
碼為 970105」)及驗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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