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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選課操作說明 

一、 如何進入選課系統 

1.  路徑 1：課程資訊及選課系統（本校首頁>在校學生>課程資訊），連

結網址：https://course.ncku.edu.tw 

2. 路徑 2：由註冊組首頁>學生線上服務>課程資訊及選課系統，點選

系統登入。 

 
3.首頁架構：課程資訊及選課系統首頁包含系統功能列（上方金色）、

課程公告（左方）、最新消息（右上）、注意事項（右下）、相關系統諮

詢人員（頁尾），同學可連結讀取相關資訊。 

 

3. 登入：點選登入，輸入〔學號〕、〔密碼〕、〔驗證碼〕，可選擇語系

https://course.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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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 English 切換。登入密碼與成功入口相同。 

成功入口預設密碼規則如下： 

(1)本地生：【身份證號】後 4碼+【生日】後 4碼。 

如：【身分證號】： A123456789，【生日】：78 年 6月 12日，則密碼

為：67890612。  

(2)外籍生與僑生：【學號】後 4碼+【生日】後 4碼。 

如：【學號】：E74961234，【生日】：78年 6月 12日，則密碼為：

12340612。 

 

4. 若學生已於成功入口有變更密碼，請以變更過後之密碼登錄或由成

功入口登入選課。 

忘記選課密碼者:請登入成功入口,使用"忘記密碼"功能。 

若密碼有問題,無法登入成功入口: 請洽計網中心 1F 成功入口 

服務處處理(電洽 06-2757575 ext.61010,61045) 

 

二、 學士班選課內定（已選課程） 

1. 學士班第一階段選課前內定必修課程,請查看選課公告【選課內定】說明,

內定完成後開放該學期選課登入，學生可於【我的課表】查詢內定結果，

若有問題可來電洽詢承辦人。 

 

http://i.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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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的課表同一節次兩門課程列，表示衝堂，選課確認前擇一棄選。 
3. 選課內定開放查詢當天，第一次預排也將同步開放。 

三、 預排選課 

1. 預排功能：開放期間可讓學生依我的課表空白課堂部分做選課前預排規

劃。 
2. 請同學依課程查詢所列課表時間與限選條件做規劃，預排系統考量網路流

量及選課前課程異動，不會過濾限選條件或擋修規則，所有的判斷在網路

選課開放加選時進行篩選。志願課程待選課開放期間電腦抽籤時，依各階

段抽籤規則登記篩選。 
3. 一般課程之預排，選擇課程查詢>系所課程方塊磚>點選所有系所。 

 

 
 （1）進入所有系所畫面，例如查詢數學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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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進入數學系系所課程畫面>加入預排科目，因本系必修已內定，故第一

階段一般專業課程同學僅需預排加選選修課程或不在我的課表之本系或輔雙課

程。 

 
 

4. 通識課程之預排，進入我的預排清單或我的課表，察看已內定科目，選擇

空堂，例如星期三，3-4節。 

 

（1）進入課程查詢>選擇通識課程方塊磚。 

 
 （2）例如欲選擇跨領域通識，點選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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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選擇條件篩選查詢或列表顯示所有課程。 

 

（4）操作方式 1：選擇條件查詢模式，選擇空堂星期三，3、4 節挑選課程，

按下查詢。 

 
 於清單中，按下預排加選科目，例如「電影藝術與生活」，此堂課程進入預排科

目清單。 

 

 預排加選可於【我的預排科目清單】，課表查詢中察看預排課表（紅色字體

為預排科目），欲放棄預排可選查刪除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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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時選課時間開放時，可依【預排志願登記】加選，再進入【登記清單與志

願序調整】，調整你心目中抽中志願先後順序。 

 

 （5）操作方式 2：例如選擇跨領域通識依列表查詢所有 A9通識課程。

 

 
 預排加選方式同條件查詢，屆時選課開放以預排志願登記加選，同學須注意

限選條件。 



選課系統>操作手冊 
頁:8 

選課開放也可使用單科登記志願，一科科加選（為防外掛程式，需輸入驗證

碼加選）。 

 

四、 選課 

1. 選課共分初選與補棄選共 3個階段,請查看選課公告說明,不同選課階段

會顯示不同開放功能選單。 

2. 學士班課程分為〔一般課程〕(ex.系上必修、選修課程）及〔志願課程〕

(ex.通識課程、英文模組、基礎國文、體育…等）兩大類。 

〔一般課程〕在選課前可先進課程查詢「系所課程」流覽。 

同學可使用課程查詢>加入預排規劃，選課開放時使用選課>預排選課或於

選課開放期間課程查詢>單科加選與選課>系號、序號單科加選操作功能。 

 

<圖示：課程查詢中的選項> 

 

〔志願課程〕在選課前可先進課程查詢「通識類課程」、「體育課程」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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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可使用課程查詢>加入預排規劃，選課開放時使用選課>預排志願登記

或於選課開放期間使用選課>單科志願登記，單科加選區分課程查詢中【志

願登記】按鈕與選課中輸入【單科志願課程登記】操作功能。 

 

<圖示：課程查詢中的選項> 

 

3. 研究生為專業〔一般課程〕及 A1第二外語，體育 A2 401、402選修體育

於第二階段後搶課,在選課前可先進課程查詢系統流覽，使用預排系統加

選或於選課開放期間單科加選，操作方式同學士班。 

4. 研究所課程為學分課程，下修學士班基礎課程須繳學分費，但學分數不納

入畢業學分內。 

5. 選課分單科加選與預排加選，加選直接進入已選課程>我的課表，選課公

告當階段非志願登記課程，依此功能選課。 

6. 志願登記選項，為登記志願後電腦依該階段抽籤規則選課，通常為學士班

校共同課程（EX.通識課程），開放項目於選課公告分階段條列，抽籤完畢

後，於最新消息發佈訊息，自動轉入已選課程>我的課表，同學可上網確

認。 

網路選課階段 

 預排加選（選課開放前課表規劃）: 

每階段選課前依選課公告開放期間進課程查詢操作。於我的預排科目清

單察看，同一時段可規劃多門課程（預排清單規劃時可衝堂），直到選

課開放可視餘額選擇加選（選課加選時不可與自身課表衝堂）。 

 第一階段選課（保障本系課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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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課程:此階段學士班本系必修科目採內定，研究生及學士班醫學

系五年級(含)以上學生除外，受理本系所本年本班本組課程及志願

選項課程選課，學系若有分班或分組課程限選本班及本組，本階段

選課無選課名額限制。 

2. 課程查詢系統限選條件若被設定〔第一階段不受理選課〕,則該科目

不會被內定且需等到第 2階段才能上網選課。 

3. 志願課程:此階段志願登記課程選項內容會因為學制而有所不同，可

志願登記選項內容請參考選課公告。 

 第二階段選課（系統分流跨系選課階段）: 

1. 此階段受理全部課程補棄選，前 2天採分年級(分流)上網選課，非

該階段身分學生無法作業，此階段有選課名額額滿之限制。 

2. 重修大一課程第 1學期須與新生同時段選課，以保障一年級新生。 

3. 不開放網路選課者，需依開課系所公告加簽。 

 第三階段選課（開學一週後的棄補選）: 

1. 第 1學期英文模組課程於開學前(查看選課公告時程)上網登記英文

志願，103學年度以前入學生無模組分發選修之限制。 

2. 於開學一周後，同學初次聽課結束，受理全部課程補棄選。 

3. A9通識採登記擬抽中科數抽籤補選，抽中科目若不修習者，僅得申

請退選。 

 選課確認階段 

1. 學生需上網做選課確認,以保障學生該學期課程無誤，若未做選課

確認，日後若發現選課錯誤不得有所異議。 

2. 經選課確認，發現多選課程,不得申請棄選僅得線上辦理退選。(學

生若需繳內學分費者，退選不退學分費)，若有特殊原因請自行撰

寫報告書（格式不限），依選課公告辦理。 

 線上退選階段 

1. 退選採線上辦理(彈性密集課程請至開課單位辦理退選)。 

2. 退選學分低於規定下限者，持減修學分申請表經程序核可至註冊組

辦理退選。 

3. 課程退選者，成績單留「退選」紀錄（第 3階段選課前課程棄選者

成績單不留記錄）。 

 

http://course.ncku.edu.tw/course/index.php?ty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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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一般課程加選方式 

方式 1：選課開放期間，依單科加選操作說明： 

1. 第一階段學士班本年級必修為課程內定(除第一階段不受理選課或開課系

所另有規定者)，每階段選課均有加選功能,在此以水利系當範例，新增

E8-156防洪工程。 

 

2. 按下單科加選，輸入驗證碼，按下確定。 

 

3. 顯示選課成功訊息（或是顯示選課失敗原因），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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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於已選課課程>我的課表查詢，加選成功。

方式 2：選課開放期間，依系號、序號單科加選操作說明： 

1. 選課開放期間，選此方式選課者，需於課程查詢看到課程系號、序號，輸

入加選。

2. 輸入系號、序號，按下選課鈕，例如輸入 E8-152及驗證碼，按下選課鈕，

系統將判斷是否選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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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顯示選課成功> 

方式 3：選課開放期間，依預排加選操作說明： 

1. 事先於課程查詢，加入預排課程完畢，以水利系 E8-108數值分析為範例，

可連續挑欲，加入預排課程。

2. 顯示加入預排成功訊息（預排不會事先篩選檔修或限選條件）。

3. 加入成功的預排課程，均會顯示於我的預排科目清單中，可使用列表或課

表時間檢視所有預排課程（紅色字體）及課表中已選課課程（黑色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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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課開放期間，使用預排選課功能加選。 

 
5. 顯示學生已預排好之課程，點選【選課】鈕，如加選成功（通過名額、限

選、擋修等篩選），即加入已選課程>我的課表中，自預排清單中清除。 

 

<圖示：預排選課> 

 
<圖示：加入已選課程>我的課表中> 

 
<圖示：自預排清單中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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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2:一般課程棄選 

1. 棄選，選課開放期間，學生欲刪除選課，可從選課>棄選操作處理。 

 

 

2. 直接在棄選的科目上點選，並按【棄選】按鍵。 

 

 

3.顯示〔課程棄選確認〕訊息，按下【確定】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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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顯示確認棄選成功之訊息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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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3:志願選填以通識志願課程為範例 

1.使用預排選課操作： 

Step1:學士班學生欲增加一門與自身課程不衝堂通識，可於我的預排科目清單中

依課表查看空堂課，EX.星期 3[3,4]節，至課程查詢>通識類課程，條件篩選後

加入預排（可查看前項三、預排選課說明）。選課開放期間以預排志願登記加選

抽籤。 

 

Step2: 學生確認欲登記之志願課程, 例如心理學:A9,科目序號:105，按下登記

課程，以此類推逐步操作登記課程志願例如 A9 004藝術與電影。 

 

Step3:於課程登記後，再做志願序排列次序，請進入 3.登記清單與志願序調整

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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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單科志願課程登記操作： 

 

Step1:至本系統【課程查詢】通識課程類別（A9），選擇欲登記志願，例如填入

序號 101、輸入驗證碼（防外掛程式），按下【登記課程】。 

 
Step2:志願登記成功，接續下一筆加入登記清單，以此類推，建議多填志願選項，

以增加電腦抽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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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於課程登記後，再做志願序排列次序，請進入 3.登記清單與志願序調整

功能操作。 
Step5:或於選課開放期間單科【登記志願】按鈕加選，加選後一樣需進入登記清

單與志願序調整功能操作。 

 

 

3. 登記清單與志願序調整功能操作(含刪除功能)： 

Step1:於課程登記後，再做志願序排列次序，進入登記清單與志願序調整功能操

作。 

 

Step2:用滑鼠拖拉式調整志願序。 

 

Step3:志願序從 3調到 2，成功排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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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如欲刪除登記志願，依科目右鍵按刪除鈕即可。例如選擇通識，將顯示通

識志願清單（選擇第二外語，顯示第二外語志願清單，以此類推）。 

 

調整完畢，等待選課結束，電腦抽籤，於選課公告時程，公布抽籤結果轉入我的

課表。 

 

注意事項: 

（1）依本校選課辦法第四條規定:不得選修衝堂之科目，違者衝堂科目均以零分

計。學生須考量與自身必修課表不衝堂者為登記志願選項，否則須於抽中後，請

於〔特殊因素階段〕前棄選衝堂課程其中一科，〔選課確認〕階段後須依退選程

序辦理(詳見選課公告）。 

（2）通識、基礎國文、第二外語、體育等校共同課程，如為電腦抽籤志願登記

開，其操作模式均同，只是類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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