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四技及二專之二年級、進修推廣部三年級、二技一年級(新生) 

體育興趣選項選課須知 

體育興趣選項課網路選課時程表 

重要時程 學制 進行事項 選課相關資訊 

6/1(一)~ 
6/2(二) 
每天 
9:00~21:
00 

四
技
及
二
專
之
二
年
級
、
進
修
推
廣
部
三
年
級 

 

1. 進行第一次體育課興趣選項志願

填寫，資格為 109學年四技及二

專之二年級、進修推廣部三年級

同學。(為目前四技及二專之一年

級升二年級同學及進修推廣部二

升三年級選課同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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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
考[109學年興趣選項分組班別]，

配置情形或至本校體育室最新消
息下載 
http://sport.nfu.edu.tw/bin/home.p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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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選課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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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歡羽球，請將四機

電二乙的體育，排序志願 1；次喜
歡排球，請選四材料二乙，排序志
願 2；其餘項目請依序選擇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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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

網路初選 

6/9(一)~ 

6/10(二) 

每天 

9:00~21:0

0 

第二階段

網路初選 

6/15(一)~ 

6/17(三) 
每天 

15:00~21:

00 

四
技
及
二
專
之
二
年
級
、
進
修
推
廣
部
之
三
年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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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二網路初選階段至三部網
路選課系統將體育課程退選表示
放棄，並於 9月 7(一)、9月 8(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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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學年新設立體育(三)鐵人三

項，有興趣選課之同學，請確認
該時段無衝堂問題，先放棄選中
的興趣選項課程(放棄後不可再
選回)，方可在網路上加選鐵人三

項體育(三)課程。 
名額有限，若未選中則在第二次
體育興趣選項中可再次填寫志
願。 

1. 學校首頁>使用者入口列>在校學生
>課務資訊>三部網路選課系統 

2. 網址如下: 
http://course.sys.nfu.edu.tw   
 

9/7(一)~ 
9/8(二) 
每天 
9:00~21:

00 
 

二
技
一
年
級(
新
生) 

四
技
及
二
專
之
二
年
級
、
進
修
推
廣
部
三
年
級 

四
技
二
年
級 

四
技
二
年
級 

進
修
推
廣
部
三
年
級 

1. 進行第二次體育課興趣選項志願

填寫，資格僅限第一、二階段網

路加退選期間有退選體育課之同

學及二技新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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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入口列>在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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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四) 

 

1.於選課系統公告體育選課結果。 

2.確定本學年體育課程，於 9月 14日(一) 
開學，並正式上課。 

1. 學校首頁>使用者入口列>在校學生

>課務資訊>網路選課結果確認 
2. 網址如下

https://ecare.nfu.edu.tw/  

其 
他 
注 
意 
事 
項 

1. 請同學依照選課時程進行選課作業，以確保自身權益。 

2. 本學年體育興趣選項課程選課結果確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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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相關問題，9 月 10 日(四)至 9 月 24 日(四)，上班
日時間至體育教學組詢問，逾時不予處理。 

3. 選課相關問題請至體育室體育教學組或撥打 05-631-5282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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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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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星期一，第 3、4節)   

班級 組別 課號 

四資工二甲 壘球(木球與游泳)組 1984 

四資管二甲 體能遊戲組 1802 

四機電二甲 籃球組 2376 

四機電二乙 羽球組 2389 

四航機二乙 桌球組 1459 

四材料二乙 排球組 1550 

技電子一甲 籃球組 0436 

   

四技二 C(星期三，第 3、4節) 

班級 組別 課號 

四車輛二甲 羽球組 1276 

四車輛二乙 排球組 1288 

四航機二甲 籃球組 1445 

四應外二乙 有氧運動組 1885 

四動機二甲 壘球(木球與游泳)組 0877 

四動機二乙 網球組 0889 

四休閒二甲 桌球組 2310 

   

四技二 F+二技一 B(星期五，第 3、4節) 

班級 組別 課號 

四航電二甲 籃球組 1357 

四航電二乙 排球組 1370 

四自動二甲 桌球組 1183 

四自動二乙 跆拳道組 1195 

二子二甲 壘球(木球與游泳)組 0401 

四設計二乙 網球組 0798 

四農科二甲 羽球組 1644 

   

專長體育班(星期二，第 10、11節) 

班級 組別 課號 

績優體育 績優羽球 0741 

績優體育 績優桌球 0734 

績優體育 績優排球 0738 

績優體育 績優游泳 0742 

績優體育 績優田徑 0737 

績優體育 績優網球 0736 

績優體育 績優棒球 0735 

績優體育 績優籃球 0740 

   

適應體育班(星期一，第 9、10節) 

班級 組別 課號 

績優體育 適應體育組 0733 

   

體育(三)(星期三，第 9、10節) 

班級 組別 課號 

績優體育 鐵人三項組 0739 

四技二 B(星期二，第 3、4節)    

班級 組別 課號 

四企管二甲 排球組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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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7 

四財金二甲 網球組 2052 

四生科二甲 體能遊戲組 2197 

四生科二乙 羽球組 2211 

   

四技二 D(星期三，第 5、6節) 

班級 組別 課號 

四光電二甲 羽球組 1090 

四光電二乙 排球組 1105 

四電機二甲 籃球組 0993 

四電機二乙 網球組 1005 

四電子二甲 桌球組 1753 

四材料二甲 壘球(木球與游泳)組 1537 

四資工二乙 體能遊戲組 1998 

   

四技二 E+二技一 A(星期五，第 5、6節) 

班級 組別 課號 

四設計二甲 桌球組 0785 

四應外二甲 有氧運動組 1868 

四媒體二甲 籃球組 2257 

技電機一甲 羽球組 0414 

技媒體一甲 排球組 0451 

   

夜四技三(星期二，第 13、14節)    

班級 組別 課號 
夜車輛三甲 桌球組 7301 

夜資管三甲 網球組 7417 

夜電子三甲 羽球組 7374 

夜電機三甲 籃球組 7245 

夜機電三甲 籃球組 7589 

夜財金三甲 體能遊戲組 7460 

夜多媒三甲 體適能組 7508 

   

   

體適能(星期四，第 5、6節)選修一學分 

班級 組別 課號 

四多媒三甲 體適能課程 2271 

文理學院 107學年入學之三年級學生於
網路初選優先選課，加退選階段開放給
全校同學選課，除文理學院可採計畢業 1
學分外，其餘認定由各系辦法認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