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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通識教育科目選課須知 

 (2020-21年度大學暑期課程) 

 

大學通識教育科目 (下稱大學通識科目) 包括通識教育基礎課程 (GEF) 及四範圍科目。選課前，學生須

詳閱學生手冊1內的相關學分要求及修讀規定。 

 

以下是本學期大學通識科目的選課安排及程序﹕ 

(1)  GEF 科目 (編號首碼 UGFH/UGFN)  

a. 學生必須完成 GEF課程，兩科分別為﹕ 

i. UGFH1000 「與人文對話」﹔或 UGFH1001 「與人文對話（跨院校）」及 

ii. UGFN1000「 與自然對話」﹔或 UGFN1001 「與自然對話（跨院校）」。 

學生應在第一學年下學期修讀首個通識教育基礎科目，並在第二學年上學期修讀第二個通識

教育基礎科目，而一年級上學期則須按所屬書院規定修讀書院通識。 

b. 選課辦法 

i. 一、二年級學生可於選課期間透過 CUSIS自行選修 GEF科目。CUSIS上課時間表已列明

授課語言，學生選課時須小心核對及查看註冊及考試組網頁內各授課語言簡稱的具體內

容。 

ii. 三年級或以上學生如未能如第(1)a部分的修課指引完成 GEF課程，便須儘快填妥網上加

/退選 UGFH1000/UGFN1000申請表，向本部提交加選 GEF 科目。在改選期後提交的申

請將不獲接受。遞交加選科目申請前，請查閱註冊及考試組網頁欲加選班別之上課時間、

授課語言及尚餘學額。本部會於 CUSIS 改選期間處理各加選科目申請。 

iii. 學生可於 CUSIS 網上選課及改選期間透過“Swap”更改班別(例如從 UGFH1000A 轉至

UGFH1000B)及“Edit”更改導修課的選擇(例如從 UGFH1000AT01 轉至同為 UGFH1000A

班內的 UGFH1000AT06)。 

iv. 所有 GEF 科目的候補名單將於 CUSIS 網上選課期後刪除，故候補名單上之學生必須於

改選期內再次選課。 

v. 個別老師會在指定選篇外另加一至兩個文本，學生選課前可先參考有關老師課程大綱的

書目。 

 

  

                                                           
1 按認可學歷(Advanced Standing)入讀第一年學士課程之學生請參閱「全日制本科生總學則」附件中「三.大學核
心課程規定」。 

http://rgsntl.rgs.cuhk.edu.hk/aqs_prd_applx/Public/Handbook/Default.aspx?id=1533&tv=T&lang=zh
http://rgsntl.rgs.cuhk.edu.hk/rws_prd_applx2/Public/tt_dsp_timetable.aspx
http://www.res.cuhk.edu.hk/zh-tw/teaching-timetable-classroom-booking/teaching-timetable/full-time-undergraduate-teaching-timetable/useful-information/language-of-instruction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0552390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0552390
http://www.res.cuhk.edu.hk/zh-tw/teaching-timetable-classroom-booking/teaching-timetable
https://www.oge.cuhk.edu.hk/index.php/tc/2011-06-24-02-57-02/2011-07-07-02-58-24/2011-07-19-09-33-09
http://rgsntl.rgs.cuhk.edu.hk/aqs_prd_applx/Public/Handbook/Default.aspx?id=1642&tv=T&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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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範圍科目 (編號首碼 UGEA/UGEB/UGEC/UGED) 

a. 同修規定 

學生必須完成或已選讀至少一個 GEF科目，方可修讀四範圍科目。若學生只後補(waitlist)其

第一個 GEF科目，將不視作符合此同修規定。 

b. 修讀科目上限 

學生亦可於暑期修讀最多兩個大學通識教育科目，包括大學暑期課程 (University Summer 

Session) 及國際暑期課程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提供的 GEF及四範圍科目。 

惟 5 月至 7 月授課的大學暑期課程，學生於選課期內最多可選修一個大學通識教育科目；如

有剩餘學額，學生則可於加選／退選期內加選第二個大學通識教育科目。故此，學生可在選

課期內於 CUSIS “Shopping Cart” 放置最多一個大學通識教育科目，於網上改選期內則可放

置最多兩科，包括後補 (Waitlisted) 的大學通識教育科目。達到科目上限後，學生須退選其

中一科，方能再加選科目。 

c.  申報/更改主修課程 

為達至開拓知識視野，大學通識科目均訂明修讀規定，限制有關主修課程或修畢相類科目的

學生選修。此等修讀限制已詳列於學生手冊「科目總表」內。學生若申報／轉換主修課程，

應查核其入學年度學生手冊內的修讀限制。大類收生課程 (broad-based programmes) 的學生應

避免選讀擬申報主修課程不得選修的大學通識教育科目。若修畢的科目屬於新主修課程修讀

限制之列，該等科目只可作選修科目，計入總學分內。學生須選讀其他大學通識教育科目，

以達到學分要求。 

d. 雙重編號科目 

部份大學通識教育科目與學系之科目共列爲「雙重編號科目」，該等雙重編號科目列於學生

手冊「科目總表」及 CUSIS “Course Catalogue”。若符合通識教育選課限制，學生可向大學通

識教育部申請，將此等學系科目轉爲大學通識教育學分。如欲將已修讀之大學通識教育科目

轉爲主副修學分，則須向相關課程所屬部門申請，並須另選讀其他大學通識教育科目，以達

到學分要求。 

(3) 選課日期 

覆核 CUSIS “My Class Schedule” 個人選科紀錄 

CUSIS “My Class Schedule” 個人選科紀錄在成功選課或改選後會即時更新。學生須查看該個人

選科紀錄，核對選課及改選結果。 

  

http://rgsntl.rgs.cuhk.edu.hk/aqs_prd_applx/Public/Handbook/Default.aspx?id=1533&tv=T&lang=zh
http://rgsntl.rgs.cuhk.edu.hk/aqs_prd_applx/Public/Handbook/Default.aspx?id=1533&tv=T&lang=zh
http://rgsntl.rgs.cuhk.edu.hk/aqs_prd_applx/Public/Handbook/Default.aspx?id=1533&tv=T&lang=zh
http://rgsntl.rgs.cuhk.edu.hk/aqs_prd_applx/Public/Handbook/Default.aspx?id=1533&tv=T&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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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19-21日﹕CUSIS網上選課期 

a. CUSIS 上課時間表已列明授課語言，學生選課時須小心核對及查看註冊及考試組網頁內各

授課語言簡稱的具體內容。 

b. 當有學額出缺，在選課候補名單上的學生會即時自動補上。學生須每天查閱 CUSIS “My 

Class Schedule” 個人選科紀錄，核對選課結果。如已決定不再選修有關科目，應立即退出

後補名單以騰出候補名額。 

相關科目開課首星期: CUSIS 網上改選期 

a. 大學暑期課程之改選期設於相關科目開課首星期，學生須按以下安排辦理加／退選： 

i. 如暑期課程科目於 5月 17日至 21日期間開課，學生可於 5月 17日(晚上 8時 30分)至 5

月 21日(晚上 8時 30分)登入 CUSIS加／退選有關科目。 

ii. 若科目於其他日子開課，學生則須於相關科目開課首星期聯絡本部以加／退選有關科

目。 

b. 學生應在網上改選期內自行於 CUSIS 系統加選或退選大學通識教育科目。(三年級或以上

學生如欲加選 GEF科目，須向本部申請，詳細安排請參閱第 (1) b.ii. 部分)  

畢業班學生若仍未修畢大學通識教育科目，而未能在 CUSIS 網上改選期內成功加選科目，

可到本部申請加選尚餘學額的科目。學生須填妥申請表(GEF 科目改選申請表 / 四範圍科目

申請表)，並連同相關證明文件親身或以 @Link電郵向本部申請。 

c. 當有學額出缺，在選課候補名單上的學生即會自動補上。學生如因疏忽，未有在時限內退

出後補名單，將有可能影響其他學生選修該科的機會。此外，疏忽亦不能作網上改選期後

退選的合理理由。 

d. 若非有迫切需要及實證，網上改選期後的加／退選申請均不會受理。 

(4)  查詢  

通識教育基礎課程 四範圍科目 

地址﹕ 許讓成樓 7樓 

電話﹕ 3943 3730 

電郵﹕ gef-info@cuhk.edu.hk 

網址﹕ http://www.cuhk.edu.hk/oge/gef 

地址﹕許讓成樓 8樓 

電話﹕3943 7075/  3943 7563 

電郵﹕ uge-info@cuhk.edu.hk 

網址﹕ http://www.cuhk.edu.hk/oge 

查詢處服務時間﹕ 

星期一 至 星期四﹕ 上午 9時 至 下午 1時；下午 2時 至 5時 30分 

星期五﹕ 上午 9時 至 下午 1時；下午 2時 至 5時 45分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最新疫情，查詢處服務時間會不時作出調整，建議學生先以電郵聯絡大學通

識教育部。) 

 

http://rgsntl.rgs.cuhk.edu.hk/rws_prd_applx2/Public/tt_dsp_timetable.aspx
http://www.res.cuhk.edu.hk/zh-tw/teaching-timetable-classroom-booking/teaching-timetable/full-time-undergraduate-teaching-timetable/useful-information/language-of-instruction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0552390&done=1
http://www.oge.cuhk.edu.hk/oge_media/uge/OGE_Doc/forms_download_student/4-area_course_add-drop_form.doc
http://www.oge.cuhk.edu.hk/oge_media/uge/OGE_Doc/forms_download_student/4-area_course_add-drop_form.doc
mailto:gef-info@cuhk.edu.hk
http://www.cuhk.edu.hk/oge/gef
mailto:uge-info@cuhk.edu.hk
http://www.cuhk.edu.hk/o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