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請協助宣導，謝謝！ **

學生線上抵免申請說明
一、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線上抵免申請作業日程：
抵免系統開放時間：【107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一）8 時起】
抵免系統關閉時間：【107 年 9 月 23 日（星期日）22 時止】
二、抵免相關注意事項：
1. 課程抵免作業自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請學生全部使用線上抵免作業，除下列無
法線上抵免事項者，方可使用紙本抵免，請各教學單位向學生宣導並配合辦理。
線上抵免無法作業如下列事項：
（1） 補必修申請
（2） 當學期入學之新(轉)學生欲申請提高編級者
（3） 服務學習、勞作教育抵免
（4） 兵役或身心障礙等申請軍訓免修
（5） 外語證照抵免
2. 課程抵免如原修 2 學分欲抵免 3 學分，不足 1 學分請學生加修本校相關課程學分，
及格後請依「課程申請類別」辦理必修科目補不足學分申請。課程申請類別：專業
科目(系上審查)、通識科目(通識教育中心審查)、英文科目(外語教學中心審查)、軍
訓科目(軍訓室審查)、體育科目(體育組依課程實質內容審定)。
3. 若已於入學時辦理課程抵免核准通過，務必上網完成選課及確認課程作業；並請上
網確認抵免（免修）課程已完成退選。
4. 已修習及格或已辦抵免核准之科目不得再重複修課，如重複修課成績及格者，除學
分不予採計外亦不得列抵任何科目。
5. 服務學習、勞作教育抵免請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
6. 兵役或身心障礙等申請軍訓免修請至軍訓室辦理。
7. 外語證照抵免請至外語中心辦理(應外系學生請至應外系辦理)。
8. 學生原成績單學號與現在不同，請申請「校外生抵免」，並請務必至課務組繳交歷
年成績單，由課務組幫學生進行成績單上傳。
9. 舊生原成績單學號與現在相同，請申請「校內生抵免」，不用繳交成績單，系統會
自動帶出學生的選修課程資料(系統已將畢業條件必修課程過濾，不可再拿來抵免
別的科目)。
10. 如進行線上抵免有問題時，學校聯絡電話如下：
南開科技大學 049-2563489
抵免問題請洽詢課務組：
白天分機：1303、1304、1396 夜間及假日分機：1372、1373
系統問題請洽詢圖資處系統發展組 分機：1315、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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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線上抵免申請操作流程說明
說明 1：進入南開科技大
學
網
站
(http://www.nkut.edu.t
w/)，再點選學校首頁右
(圖 1)
上角「校務行政系統」
(如圖 1)，請依網頁中畫
面說明選擇主機進入抵
免系統(如圖 2)。

step1. 點選「校務行
政系統」

step2. 請點選進入
系統

(圖 2)
說明 2、進入抵免系統：
*登錄帳號(即學號)、密
碼(若密碼未更改過，
原 始 密 碼 為 身 份證 後
四碼)。*若忘記密碼請
點選下方「密碼查
詢」，若仍無法登入請
洽圖資處系統發展
組。(如圖 3)

密碼查詢

學號查詢

(圖 3)
說明 3、請點選「學生抵
免科目學分申請」。(如
圖 4)

(圖 4)
說明 4、點選「申請類
別」
，如點選「電子工程
系應用電子組」後，系
統右方即顯示系上的課
程清單。(如圖 5)

點選「申請類別」後，即
顯示該類別項下所有科目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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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5、請在欲抵免科目
左方點選抵免方式為
「校外生抵免」或「校
內生抵免」
。如點選「校
外生抵免」
，請在各欄位
中填寫欲抵免原修及格 (圖 6)
科目資料。(如圖 6、7)

step1.點選「校外生抵免」

step2.填寫抵免資料

(圖 7)
說明 6、如點選「校內生
抵免」(如圖 8)，系統跳
出視窗(如圖 9)，只顯示 (圖 8)
選修課程(系統已自動
將畢業條件必修課程過
瀘掉)，請再點選欲拿來
抵免之課程，按「送出」
後，抵免資料將自動帶
至欄位中(如圖 10)。
(圖 9)

step1.點選「校內生抵免」

step2.點選要拿來抵免之
課程後，按「送出」

抵免資料自動帶至欄位中

(圖 10)
說明 7、填寫好抵免資料
後，請將系統頁面拉到
最下方，按「暫存」後(如 (圖 11)
圖 11)，系統顯示抵免申
請資料「新增成功」
，請
再點選「回抵免申請」
(如圖 12)。

step1.按「暫存」

step2.按「回抵免申請」

(圖 12)
說明 8、請再次檢視抵免
資料，可逐科目點選「修
改」或「放棄」
，資料確
認完成請逐筆按「送
出」
，系統將跳出小視窗
詢問「您確定要送
出？」，請再按「確定」
(圖 13)
後，系統提示「送出成
功」。(如圖 13、14)

step2.請點選「確定」

step1.請點選「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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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請再點選「確定」

(圖 14)
說明 9、抵免資料送出
後，系統將顯示抵免狀
態為「待課務組上傳附
件中」
，請同學記得要繳
交歷年成績單給課務組
進行上傳作業，如果沒
請同學繳交歷年成績
有上傳，抵免資料是無
單給課務組進行上傳
法傳給系主任審核。(如 (圖 15)
圖 15)
說明 10、課務組完成上
傳成績單後，學生抵免
資料將同步傳至系主任
課務組上傳成績單
端，而學生抵免狀態將
後，抵免資料同步傳
顯示「系所審核中」
。(如
給系主任審核
(圖 16)
圖 16)
說明 11、如原校科目與
step1.請點選「其他選修」
本校沒有相近課程可抵
免，可將此類科目申請
抵免為「其他選修」
，請
在申請類別點選「其他
step2.再點選「校外生抵免」
step3.逐欄位填寫原修科目資料
選修」
，再點選「校外生
抵免」後，將原修科目
資料一一填寫後，再按 (圖 17)
step4.再按「暫存」
「暫存」依抵免流程送
出。(如圖 17)。其他選
修採計學分依系上課程
總表規定。
附註、課程抵免原修2 學分欲抵3 學分，不足 1 學分請學生加修本校相關課程學分，及格後請依「課
程申請類別」辦理必修科目補不足學分申請。
課程申請類別如下：
1. 專業科目(系上審查)
2. 通識科目(通識教育中心審查)
3. 英文科目(外語教學中心審查)
4. 軍訓科目(軍訓室審查)
5. 體育科目(體育組依課程實質內容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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