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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系統(一)

• 使用portal網站登入，或於中大首頁->學生->快速
連結->選課系統，即可看到新版的選課系統



• 「課程查詢」不論有無登入系統皆可操作

如何使用系統(二)



• 頁面右上角可以找到目前系統的狀態。

如果同學用的是公用電腦，
請注意這邊的身分喔

切換英文介面

這是系統地圖，迷路的話，
可以用這功能來鳥瞰喔

如果同學遇到任何bug，
請用這功能回報。
希望給同學更好用的選課系統

目前學期 目前的選課階段

如何使用系統(三)



登入系統請使用Portal帳號、密碼

登入系統(一)



功能選單

選課最新消息
以及選課時程、流程、
各學分學程選課說明、
還有上課教室地圖等

課程資訊查詢

校內選課加退選、
人工選課單印製、
暑修登記、校際選課等

客製化功能都在這邊
個人資料、各版面個人課表
、家長身份確認等



相關資訊

• 這邊可以查看最新公告，選課時程，以及
選課相關說明等。



選課相關說明

選課時程 「服務學習」選課說明

課程時間表使用說明 「微積分」選課說明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普通物理」選課說明

選課程序相關說明 「教育學程」選課說明

「通識課程」選課說明 「軍訓課程」選課說明

「體育課程」選課說明 上課教室代碼及大樓名稱對照表(含平面圖)

「大一國文」選課說明 本校學生至他校校際選課程序

「大一英文」與「進修英文」選課說明 他校學生至中大校際選課程序

「大二歷史」選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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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叮嚀

• 選課時段，系統每天分發篩檢一次，將於
早上 7:00~9:00 分發處理，這段時間系統暫
停服務。

• 若同學對於落選科目若仍有選修意願，務
必再次上網登錄，等候下一次分發。

• 為避免混淆，「導師密碼」及「課程密碼
」字元範圍為數字 0～9 與英文大寫字母 A
～Z(但不含英文字母 I、O)。



課程代號編碼說明

• 課程代號（簡稱課號）為六碼，分為兩部份：前兩碼英文代碼
為開課系所的『系所編號』，而後四碼則為『科目課號』。

• 科目課號為四位數字，一般原則如下：

-大學部一年級課程以「１」代表，二年級課程以「２」代表，
三年級課程以「３」代表，四年級課程以「４」代表，課程若
無限定那一年級修習者以「０」代表之。

-研究所碩、博士班課程以「５」、「６」、「７」、「８」
代表，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以「Ａ」代表，產業碩士專班課程以
「Ｚ」代表。

• 各系所所開課程，若可供兩個以上年級修習者，以最高年級碼
代表之。



平面圖

• 由於圖片過大，為保留解析度，請同學點
選下面連結前往

• 校園平面圖Campus Map

https://www.ncu.edu.tw/tw/pages/show.php?top=1&num=35


教室代碼及大樓名稱對照表

• http://pdc.adm.ncu.edu.tw/Course/course/bu
ilding.htm

http://pdc.adm.ncu.edu.tw/Course/course/building.htm


課程查詢(一)

歷年課程資料

當學期課程資料

• 這邊可以查詢各個課程
的資料，不用登入也可
以查詢。



依關鍵字/時間/開課單位查詢

• 這邊欄位都是選填，如果不清楚，以預設條件查
詢即可。

• 但是盡可能填上相關資訊，以縮小範圍。



依年份查詢



依開課單位查詢



依照授課對象查詢



查詢通識課程



查詢學分學程開設課程



查詢第二專長開設課程



查詢以英語授課之課程



課程加退選-選課



初選期間：可點選進入教學評量系統填寫

加退選期間：請忽略Step1階段，請點選Step2

課程加退選-Step.1



需填入導師密碼才能開始選課喔！
(大學部入學第一學期及所有研究生可免填)

課程加退選-Step.2



請仔細閱讀相關重要規定

課程加退選-Step.3



可以開始選課囉!!

課程加退選-Step.4(一)



你可以看到有五種方法可以來選課：
1.依開課單位
2.依授課對象
3.依關鍵字
4.依未中選科目
5.依開課時間

課程加退選-Step.4(二)



課程加退選-NOTE

• 選課系統採用友善的GUI界面，這邊你可以看
到每個課程有三種狀態，一個追蹤狀態

– 未進行動作：代表這個課你還沒有加選，也沒中選

– 以中選科目：恭喜你，這門課程你已經中選囉

– 已加入追蹤清單：將課程加入追蹤清單

– 已登記加選：已經把選課請求登記到系統，請靜候
系統分發結果



課程加退選操作(一)

• 依開課單位
這個功能讓你可以依
照學院以及系所來選
課



課程加退選操作(二)

依授課對象

• 這個功能讓你可以找
到專為某學院與某系
級所開的課程



課程加退選操作(三)

依關鍵字
• 再來就是介紹最強大的依
照關鍵字查詢。

• 關鍵字範圍包括：課名 / 
教師姓名 / 課號 / 流水號

• 輸入後，系統會隨時顯示
查詢內容，查詢項目有最
大上限(以防匹配資料太多
你等不下去)，若沒找到請
輸入多一點關鍵字。



課程加退選操作(四)

依未中選科目

• 這功能按下去之後，
便立即在選課面板中
加入一個表單。



課程加退選操作(五)

依開課時間

• 按下之後會出
現所有的星期
和節次。

• 點選你希望修
課的時間區塊
即可。



然後你就可以
在選課面板上
面找到剛剛選
擇的表單囉~

課程加退選操作(六)



把滑鼠遊標移到
課程上面

移到前面的課號上面，
就可以立即看到課程資料囉

小妹的這門課程有三個狀態：

1. 已經加選上了

2. 查詢課程的細節

3. 取消加選

課程加退選操作(七)



查詢課程的細節

• 在課程右邊可以看到
一個放大鏡的按鈕，
按下去可以看到課程
的細節，像是課程相
關資訊，課程綱要，
還有分發條件等。

課程加退選操作(八)



課程加退選操作(九)

退選

• 在課程右邊可以看到
一個紅色叉叉的按鈕，
按下去可以把該課程
退選或是取消追蹤。



• 在選課頁面右上角可
以發現這個小工具面
板，透過小工具面板，
同學可以保存一份清
單，以後重新登入就
不用再辛辛苦苦去找
課程，直接對清單操
作就可以囉~

課程加退選操作(十)



• 也可以在小工具面板
找到“我的課表”，方便
同學檢視課表清單。

課程加退選操作(十一)



• 在這裡你可以在有出現拖曳游標的地方，點住滑
鼠拖曳，即可調整待分發課程志願序。（越小的
數字代表志願越高）

• 另外，你可以直接在必修／選修的地方切換選修
別。

• 當您設定完之後，畫面閃爍則表示寫入成功。

課程加退選操作(十一)



• 最後，我們要仔細確
認有沒有衝堂。

• 如果有衝堂，過了退
選時間後，會被強迫
退選所有衝堂的課程，
如左圖..兩門日文都會
被退！

課程加退選操作(十二)



申請表印製



人工加退選課程申請表印製

流程



流程

停修課程申請表印製



課程加退選-校際選課



校際選課-流程簡介

1. 登入到選課系統

2. 於課程加退選的下拉式選單點選校際選課的”
資料登錄”。

3. 填寫資料

4. 列印申請單並按規定跑完所有行政程序。

【本校：導師/指導老師→系所主管→課務組】

→

【外校：任課教師→系所主管→課務組→出納組】

→完成簽核之申請單於規定期限內繳回本校課務組



校際選課- STEP1

• 於課程加退選的下拉
式選單點選校際選課
的”資料登錄”。



校際選課-STEP2

• 填寫必要資料

• 然後按確定送出



校際選課- STEP3

• 閱讀相關規定後，按列印申請單，並依說明跑完所
有行政程序。



校際選課-PS

• 若所填寫之資料有任何問題，可於課程加
退選的下拉式選單點選校際選課的”修課狀
況查詢”修改之。



個人功能表-選課結果



個人功能表-選課結果



個人功能表-課表輸出



口袋版課表

• 便於放在口袋裡帶著
走的設計



A4版課表

• A4排版輸出，便於放
在桌墊底下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