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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體 育 部 

2021-2022 入學新生選課/改選須知 
 

Ⅰ.體育必修科 
(1) 除主修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及健康與體育運動科學的學生外，所有全日制本科生必須於首修業年

分上、下學期各修讀一學分之體育必修科，而修業期間所修讀的體育必修科不得超逾兩學分。至
於按認可學歷入學學生及高年級生學額學生，則只需在上或下學期修讀體育必修科一學分，而修
業期間所修讀的體育必修科不得超逾一學分。學生每學期不得修讀多於一學分體育必修科。未經
體育部批准而缺修者，作不合格處理。 

(2) 學生選課時應在體育部課程中選擇上課組別，並於大學 CUSIS選課系統註冊有關科目。如未有成
功註冊體育科之同學，電腦系統將為有關同學安排一組體育必修科。修讀醫學或護理學的高年級
入學學生應選擇專為他們開設的體育必修科，該等科目組別編號其中一個英文字為 M (如：

PHED1018MA)。 

(3) 所有全日制本科生於首修業年上、下學期，已在 CUSIS系統內獲預留各一學分修讀體育必修
科，並顯示為虛擬科目 PHED1000。學生於選課時須利用 CUSIS系統內之「交換」(swap)功能作
出科目改選，而不能選用「加選」或「退選」功能。 

(4) 按認可學歷入學學生及高年級生學額學生，在上學期修讀體育必修科一學分時，只可將一科體育
必修科目放到 shopping cart，並利用 CUSIS系統內之「加選」、「退選」或「交換」功能作出科目改
選。學生若因某些原因，如科目額滿而不能註冊自己首選的科目，學生須再次把另一科體育必修
科目放到 shopping cart 並再次進行註冊的程序。如果學生在上學期未修讀體育必修科，下學期於
CUSIS 系統內將獲預留一學分修讀體育必修科，並顯示為虛擬科目 PHED1000，學生於選課時須
利用 CUSIS系統內之「交換」(swap)功能作出科目改選，而不能選用「加選」或「退選」功能。 

(5) 學生於上、下學期不得修讀同一項目，如上學期已修讀排球，下學期則不可再次修讀該科。 

(6) 以下學生可以於「補選日」到體育部選課： 

(i) 選課期後仍未能註冊體育必修科，而並未獲電腦系統分配體育科的同學(收到電郵提示者)； 

(ii) 獲派科目與主修科目時間有衝突(必須出示學系提供之證明)； 

(iii) 因健康或其他個人問題(必須出示醫生或有關證明文件)而未能修讀合適之體育必修科者； 

(iv) 未曾完成體育必修科要求的高年級生 
 

補選日： 
日期：9 月 3 日(星期五) 

時間：9:30am-11:00am 

地點：大學體育中心 
 

 
注意： 
(1) 不出席以致缺修體育必修科者，責任

自負； 

(2) 如當天上午七時半黑色暴雨警告或八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仍生效，補選將順
延至 2021年 9月 4日(星期六) 9:30am 

– 11:00am，地點維持不變。 
 

 

(7) 在 9月 13日至 19日網上改選期間，所有學生必須根據註冊及考試組公佈之方法於大學 CUSIS選
課系統辦理加/退選科目。 

注意：(1) 如因加／退選而引致缺課之學生，必須於加選後兩星期內完成所缺之堂數。如曾於退
選組別上課者，須向退選組別講師索取「上課証明」，並交回加選組別講師。 

(2) 若部份同學仍未能成功註冊體育必修科，體育部會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有關學 

生於指定日期及時間到體育部辦理最後補選入組手續。如學生沒有特別理由而缺修體

育必修科，將作不合格處理。 

(8) 申請延遲修讀及辦理退選 

學生因身體健康問題，未能在第一修業年修讀體育必修科，應盡快向註冊醫生申請證明書，並向
體育部副主任書面申請延遲修讀及辦理退選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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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修體育必修科 

學生倘於第一修業年退修體育必修科，或已修讀而不合格者，必須於第二修業年上學期再修讀，
並於選課日通過電郵(sintingwan@cuhk.edu.hk)聯絡體育部溫小姐辦理選課，也可於補選日到體育

部選課。每學期只可重修一學分。未能完成體育必修科要求，不能畢業。 

(10) 申請修讀體育特別班 

體育特別班乃為身體或健康有特殊需要之學生而設。體育特別班已加入加／退選規定(Add/Drop 

Consent)，學生必須獲得體育部批准才能報讀此科。因健康原因申請修讀體育特別班之同學，應於
上述「補選」時間攜醫生証明文件到大學體育中心辦理註冊體育必修科手續。 

(11) 上課之服裝 

學生在第一節上課時必須穿著體育部規定之體育課制服。 

 

Ⅱ.體育選修科 
(1) 體育選修科乃為有興趣修讀體育必修科以外體育科目之學生而設，學生不得以體育選修科之學分

取代體育必修科之學分(體育選修科的科目組別編號其中一個英文字為 X，如：PHED1066X、

PHED1100XA)。 

(2) 有興趣修讀體育選修科之學生，其選課及加/退選手續必須根據註冊及考試組已公佈之選課及改選
方法於 CUSIS選課系統內選科或退選。 

(3) 於大學 CUSIS 選課系統註冊體育科目時，學生每次只可將一科體育選修科目放到 shopping cart。
若因某些原因，如科目額滿而不能註冊自己首選的科目，學生須再次把另一科體育選修科目放到
shopping cart 並再次進行註冊的程序。 

(4) 學生在第一節上課時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 

(5) 學生每學期只可選修其中一個選修科目；學生不可重修同一體育選修科目。 

(6) 學生如欲修讀中級體育課程，必須通過首堂進行的甄選測試。 

 

Ⅲ.查詢方法：電話：3943-6097                          體育部網址：http://www.peu.cuhk.edu.hk/ 
********************************************************************************************* 

體育課制服供應商(漢龍服裝) 
運動上衣：43元 

運動短褲：37元 (可選購) 

(1) 供應商在校內售賣制服時間(只有三天)： 

日期 8 月 24日(二) 8月 27日(五) 9月 3日(五) 如遇黑雨、八號或以
上颱風，該天售賣制
服將會延遲舉行 

時間 9:00am-5:00pm 9:00am-5:00pm 9:00am-5:00pm 

地點 大學體育中心 大學體育中心 大學體育中心 

後備日期 8月 25日(三) 8月 28日(六) 9月 4日(六) 時間及地點相同 

(2) 漢龍服裝地址(見右圖)：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31~35號，置輝大廈 17號地舖 

(營業時間：12nn-6pm；星期日休息) 

電話：2788-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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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中 文 大 学 体 育 部 

2021-2022 入学新生选课/改选须知 
 

Ⅰ.体育必修科 
(1) 除主修运动科学与健康教育及健康与体育运动科学的学生外，所有全日制本科生必须于首修业年

分上、下学期各修读一学分之体育必修科，而修业期间所修读的体育必修科不得超逾两学分。至
于按认可学历入学学生及高年级生学额学生，则只需在上或下学期修读体育必修科一学分，而修
业期间所修读的体育必修科不得超逾一学分。学生每学期不得修读多于一学分体育必修科。未经
体育部批准而缺修者，作不合格处理。 

(2) 学生选课时应在体育部课程中选择上课组别，并于大学 CUSIS选课系统注册有关科目。如未有成
功注册体育科之同学，计算机系统将为有关同学安排一组体育必修科。修读医学或护理学的高年
级入学学生应选择专为他们开设的体育必修科，该等科目组别编号其中一个英文字为 M (如：
PHED1018MA)。 

(3) 所有全日制本科生于首修业年上、下学期，已在 CUSIS 系统内获预留各一学分修读体育必修科，
并显示为虚拟科目 PHED1000。学生于选课时须利用 CUSIS 系统内之「交换」(swap)功能作出科
目改选，而不能选用「加选」或「退选」功能。 

(4) 按认可学历入学学生及高年级生学额学生，在上学期修读体育必修科一学分时，只可将一科体育
必修科目放到 shopping cart，并利用 CUSIS 系统内之「加选」、「退选」或「交换」功能作出科目
改选。学生若因某些原因，如科目额满而不能注册自己首选的科目，学生须再次把另一科体育必
修科目放到 shopping cart 并再次进行注册的程序。如果学生在上学期未修读体育必修科，下学期
于 CUSIS 系统内将获预留一学分修读体育必修科，并显示为虚拟科目 PHED1000，学生于选课时
须利用 CUSIS系统内之「交换」(swap)功能作出科目改选，而不能选用「加选」或「退选」功能。 

(5) 学生于上、下学期不得修读同一项目，如上学期已修读排球，下学期则不可再次修读该科。 

(6) 以下学生可以于「补选日」到体育部选课： 

(i) 选课期后仍未能注册体育必修科，而并未获计算机系统分配体育科的同学(收到电邮提示者)； 

(ii) 获派科目与主修科目时间有冲突(必须出示学系提供之证明)； 

(iii) 因健康或其他个人问题(必须出示医生或有关证明文件)而未能修读合适之体育必修科者； 

(iv) 未曾完成体育必修科要求的高年级生 
 

补选日： 
日期：9 月 3 日(星期五) 

时间：9:30am-11:00am 

地点：大学体育中心 

 
注意： 
(1) 不出席以致缺修体育必修科者，责任

自负； 

(2) 如当天上午七时半黑色暴雨警告或八
号或以上台风讯号仍生效，补选将顺

延至 2021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 9:30am 

– 11:00am，地点维持不变。 
 

 

(7) 在 9 月 13 日至 19 日网上改选期间，所有学生必须根据注册及考试组公布之方法于大学 CUSIS选
课系统办理加/退选科目。 

 

注意：(1) 如因加／退选而引致缺课之学生，必须于加选后两星期内完成所缺之堂数。如曾于退
选组别上课者，须向退选组别讲师索取「上课证明」，并交回加选组别讲师。 

(2) 若部份同学仍未能成功注册体育必修科，体育部会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有关学 

生于指定日期及时间到体育部办理最后补选入组手续。如学生没有特别理由而缺修体

育必修科，将作不合格处理。 

(8) 申请延迟修读及办理退选 

学生因身体健康问题，未能在第一修业年修读体育必修科，应尽快向注册医生申请证明书，并向
体育部副主任书面申请延迟修读及办理退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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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修体育必修科 

学生倘于第一修业年退修体育必修科，或已修读而不合格者，必须于第二修业年上学期再修读，
并于选课日通过电邮(sintingwan@cuhk.edu.hk) 联络体育部温小姐办理选课，也可于补选日到体育

部选课。每学期只可重修一学分。未能完成体育必修科要求，不能毕业。 

(10) 申请修读体育特别班 

体育特别班乃为身体或健康有特殊需要之学生而设。体育特别班已加入加／退选规定(Add/Drop 

Consent)，学生必须获得体育部批准才能报读此科。因健康原因申请修读体育特别班之同学，应于
上述「补选」时间携医生证明文件到大学体育中心办理注册体育必修科手续。 

(11) 上课之服装 

学生在第一节上课时必须穿着体育部规定之体育课制服。 

 

Ⅱ.体育选修科 
(1) 体育选修科乃为有兴趣修读体育必修科以外体育科目之学生而设，学生不得以体育选修科之学分

取代体育必修科之学分(体育选修科的科目组别编号其中一个英文字为 X，如：PHED1066X、

PHED1100XA)。 

(2) 有兴趣修读体育选修科之学生，其选课及加/退选手续必须根据注册及考试组已公布之选课及改选
方法于 CUSIS选课系统内选科或退选。 

(3) 于大学 CUSIS 选课系统注册体育科目时，学生每次只可将一科体育选修科目放到 shopping cart。
若因某些原因，如科目额满而不能注册自己首选的科目，学生须再次把另一科体育选修科目放到
shopping cart 并再次进行注册的程序。 

(4) 学生在第一节上课时必须穿着合适运动服装。 

(5) 学生每学期只可选修其中一个选修科目；学生不可重修同一体育选修科目。 

(6) 学生如欲修读中级体育课程，必须通过首堂进行的甄选测试。 

 

Ⅲ.查询方法：电话：3943-6097                      体育部网址：http://www.peu.cuhk.edu.hk/ 
 

IV.上学期以下组别以普通话授课 
 

课程编号 课程项目 上课场地 授课老师 上课时间 

PHED1024C 排球(女) UCG 孙莉 T3-4 

PHED1025A 垒球(男) LN 郑毓全 W1-2 

PHED1041E 羽毛球(男) UG 刘国安 M3-4 

PHED1044L 乒乓球(女) UCTT 孙莉 W1-2 

** 

********************************************************************************************** 

体育课制服供货商(汉龙服装) 

运动上衣：43 元 

运动短衭：37 元 (可选购) 

 

(1) 供货商在校内售卖制服时间： 

 

日期 8 月 24 日(二) 8 月 27 日(五) 9 月 3 日(五) 
如遇黑雨、八号或以
上台风，该天售卖制
服将会延迟举行 

时间 9:00am-5:00pm 9:00am-5:00pm 9:00am-5:00pm 

地点 大学体育中心 大学体育中心 大学体育中心 

后备日期 8 月 25 日(三) 8 月 28 日(六) 9 月 4 日(六) 时间及地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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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龙服装地址(见右图)： 

九龙深水埗大埔道 31~35 号，置辉大厦 17 号地铺 

(营业时间：12nn-6pm；星期日休息) 

电话：2788-1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