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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學期起
系統面-採用電算中心重新撰寫之新選課系統



制度面-作法檢討
108-2學期起

3



選課系統重要功能-加退選以當期課號加選

為減化查詢課程後再點選課程加選之流程，電算中心開發以當期課號進行加選，同
學可至校務系統[下頁說明]查詢課程之當期課號，於加退選期間直接輸入課號及驗
證碼後加選，若無法加選亦會顯示加選失敗原因。
※同學可多查幾門當期課號備用

下拉修別說明:
視自己的畢業學分調整課程必選修。
若下拉錯誤，之後須填紙本更正

Step1 點選功能

Step2 下拉修別

Step3 輸入課號

Step4 輸入驗證碼

Step5 點選加選後
跳出視窗按確定

Step6 選課結果，若失敗會呈現原因



初選:登記志願 加退選:即時選課
選課系統開放時間 適用對象(該學期年級別) 選課系統開放時間 適用對象(該學期年級別)

110年1月25日(一)09:00起
至2月1日(一)17:00止

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日間與進推處同步開放)

110年2月22日(一)12:30起
至3月3日(三)17:00止

研究所
(進推處首日開放時間為15:00)

110年1月25日(一)12:30起
至2月1日(一)17:00止

大四、專五、延修生
(日間與進推處同步開放)

110年2月23日(二) 12:30起
至3月3日(三)17:00止

大四、專五、延修生
(進推處首日開放時間為15:00)

110年1月26日(二)09:00起
至2月1日(一)17:00止

大三、專四
(日間與進推處同步開放)

110年2月24日(三) 12:30起
至3月3日(三)17:00止

大三、專四
(進推處首日開放時間為15:00)

110年1月26日(二)12:30起
至2月1日(一)17:00止

大二、專三、專二
(日間與進推處同步開放)

110年2月25日(四) 12:30起
至3月3日(三)17:00止

大二、專三、專二
(進推處首日開放時間為15:00)

110年1月27日(三)09:00起
至2月1日(一)17:00止

大一、專一
(日間與進推處同步開放)

110年2月26日(五) 12:30起
至3月3日(三)17:00止

大一、專一
(進推處首日開放時間為15:00)

補救(選)課:人工加選申請時間 適用對象(該學期年級別)

110年3月5日(五)09:00至3月9日(二)17:00 全校不分梯次

 109-2學期學生個人課表查詢日為110年1月5日(二)上午9:00起
 初選辦理一次為登記志願制，登記後篩選結果預計最晚於2月5日中午12點前公告。
 加退選辦理一次為即時選課，選課完即出現在課表，選至課程人數上限額滿為止。
 110年3月10日為開課單位補救單輸入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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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學期選課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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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提醒

 初選:採登記志願制，登記完畢後進行篩選分
發課程，課程分三類別【1.專業課程(含軍訓、
服務教育)、2. 共同教育學院課程、3.體育課
程。】，每一類別可填100門志願，※請同學
多加利用100門志願，盡可能於初選選完
課程，避免加退選時名額所剩不多，沒辦法
加選成功。

 加退選:採即時選課，選完即呈現在課表， ※
建議同學可先查詢課程選課代號，進入系統
後可直接登打快速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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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系統操作步驟

 選課系統路徑：本校首頁→"在學學生"→學
課業系統→"高科大(不分校區)"→選課系統
NEW

 選課系統操作說明手冊
https://acad.nkust.edu.tw/var/file/4/1004/img/
462/file-10.pdf
 選課系統影音操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qX6jMzs
9vk&feature=youtu.be

https://acad.nkust.edu.tw/var/file/4/1004/img/462/file-10.pdf
https://acad.nkust.edu.tw/var/file/4/1004/img/462/file-10.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qX6jMzs9vk&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qX6jMzs9vk&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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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全校開課資料路徑

登入本校首頁/點選網頁上方校務系統按鈕。
畫面詳如下圖:

https://www.nkust.edu.tw/app/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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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校務行政資訊系統說明
輸入帳號(學生請輸入學號)
輸入密碼(初次登入請輸入身分證字號後四碼)
點選「確定送出」按鈕即可登入

為維護本身權益，
防止個人密碼遭有
心人士盜用進行選
課，請同學務必更
改校務系統預設初
始密碼。



課程查詢方式

1. 點選【系所】課程資料，系統提供以下2種查詢方式:

(1)依條件查詢:選擇校區、學制、科系及年級後，點選「條件查詢」按鈕

即可依所選條件查詢課程。

(2)科目及教師查詢:直接輸入課程或教師名稱後，點選「科目及教師查詢」

按鈕即可查詢各校區相關課程。

2. 點選【系所】班級課表，選擇校區、學制、科系即可查詢各班課表。

【系所】課程規畫表

【系所】課程資料
【學生】個人課表
【系所】班級課表

登入後請點選「查詢」

/ 「教務資訊查詢」，

並依以下說明查詢。

整併及改名系所同學，
請選擇「整併及改名後新系所名稱」

查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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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查詢常見Q&A問題1/2

課程資料查詢

學年學期:107學年度第2學期

校區: 學制: 科系: 年級:        星期:      節次:

科目:        教師:                                

請選擇 請選擇

條件查詢

請選擇

科目及教師查詢

Q: 依條件查詢時，我1-9年級都查過了，還是查不到系/學院/中心開的課，

請問我該怎麼查詢?

A: 請選擇「其他年級 ｣後再次查詢。

Q: 選好查詢條件後查詢時，系統出現這個畫面

A: 選好查詢條件請點選 條件查詢按鈕查詢。

請選擇 請選擇 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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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我想知道各校區有哪些系所開設「微積分｣課程?請問該怎麼快速查詢?

A: 請直接於「科目｣欄位輸入「微積分｣，點選科目及教師查詢按鈕即可。

課程資料查詢

學年學期:107學年度第2學期

校區: 學制: 科系: 年級:        星期:      節次:

科目:        教師:                                

請選擇 請選擇

條件查詢

請選擇

科目及教師查詢

請選擇 請選擇 請選擇

Q: 我想了解老師在各校區開設哪些｣課程?請問該怎麼快速查詢?

A: 請直接於「老師｣欄位輸入教師姓名，點選科目及教師查詢按鈕即可。

課程查詢常見Q&A問題2/2



開課疑問，請洽詢您就讀校區之各相關單位
項次 項目 洽詢校區/單位 (校內分機)

1 系所、學院專業課程 請洽詢各系所及學院(點此查詢學術單位聯絡分機)

2 大學國語文及實務應用文課程
楠梓/旗津校區:請洽詢基礎教育中心 (23252)
建工/燕巢校區:請洽詢基礎教育中心 (12342)
第一校區:請洽詢基礎教育中心 (23252)

3 校共同必修「實用英文」課程
楠梓/旗津校區:請洽詢外語教育中心(23583)
建工/燕巢校區:請洽詢外語教育中心(12343)
第一校區:請洽詢外語教育中心(37001-37002)

4 通識課程
楠梓/旗津校區:請洽詢博雅教育中心(23255)
建工/燕巢校區:請洽詢博雅教育中心(13810)
第一校區:請洽詢博雅教育中心(36001-36002)

5 服務教育課程 請洽詢學務處(23968)

6 軍訓課程
楠梓/旗津校區:請洽軍訓室 (52201)/(25133)
建工/燕巢校區:請洽軍訓室 )(51201)/(18643)
第一校區:請洽軍訓室 (18643)

7 體育課程
楠梓/旗津校區:請洽體育室 (23986)/(18537)
建工/燕巢校區: 請洽體育室(13521)
第一校區: 請洽體育室 (38161)

8 系統登錄帳號、密碼問題 電算中心軟體發展組(13134)

9 選課問題

建工校區綜合業務處，分機51102~51103、51105~51107
燕巢校區綜合業務處，分機18502~18504、18508
楠梓校區綜合業務處，分機52102~52104、52107、52108
旗津校區綜合業務處，分機25021~25023
第一校區綜合業務處，分機53103、53105~53107
教務處課務組承辦人:分機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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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kust.edu.tw/p/412-1000-84.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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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區選課交通資料
一、到達本校建工校區交通方式：
（一）各線公車：

高雄科大(建工)：16、217、33、37、53、8008、8009、8021、8041、8049、81、紅
30A、紅30B(寒暑假停駛)、黃1線
高雄高工：0北、0南、168環狀東幹線、168環狀西幹線、33、37、81、8503

（二）搭火車：由高雄火車站直接轉公車紅30至高雄科大(建工)。
（三）搭高鐵：由左營高鐵站直接轉公車16A至高雄科大(建工)。
（四）搭捷運：由後車紅30至高雄科大(建工)。
（五）自行開車：

路線1：下九如交流道往高雄市區方向 → 九如路 → 大昌路 → 建工路
路線2：下中正交流道往高雄市區方向 → 中正路 → 大順路 → 建工路
路線3：小港機場往高雄市區方向 → 中山路 → 博愛路 → 同盟路 → 建工路
路線4：高鐵左營站 → 下九如交流道往高雄市區方向 → 九如路 → 大昌路→ 建工路

二、到達本校燕巢校區交通方式：
（一）各線公車：高雄科大(燕巢)：7A、96、E04A、E09延、E10B
（二）搭火車：由高雄車站轉 8023公車，竹崎站下車。

由楠梓火車站轉7A公車，竹崎站下車。
（三）搭高鐵：高鐵左營站搭E04A直達燕巢校區。
（四）搭捷運：由都會公園站轉7A公車，竹崎站下車。
（五）自行開車：路線：國10下燕巢交流道，轉台22向東北行駛約3公里

(以下資料為總務處提供，最新資訊請
上學校首頁交通資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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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到達本校第一校區交通方式：
（一）各線公車：高雄科大(第一)：紅58A(鄰近學生宿舍)；紅58B、97路公車與98路公車(東、

西校門口)
（二）搭火車：由楠梓火車站直接轉公車97高雄學園專車或紅58市公車至高雄科大(第一)。
（三）搭高鐵：由左營高鐵站搭捷運至R21都會公園站或R22青埔站再轉公車。
（四）搭捷運：由都會公園站直接轉公車紅58A、紅58B與97路公車至高雄科大(第一)。

由青埔站直接轉公車98路公車至高雄科大(第一)。
（五）自行開車：

路線1：下楠梓交流道往高雄市區方向 → 中興路 → 大學路
路線2：下岡山交流道往高雄市區方向 → 介壽東路 → 友情路 → 中崎路 → 大學路
路線3：下楠梓交流道往楠梓區方向 → 土庫一路 → 土庫二路 → 創新路
路線4：下楠梓交流道往楠梓區方向 → 楠梓路 → 創新路

四、到達本校楠梓校區交通方式：
（一）各線公車：高雄科大(楠梓)：6號公車、29號公車、市公車28、市公車301
（二）搭火車：由楠梓火車站直接轉6號公車或29號公車至高雄科大(楠梓)。

由高雄火車站直接轉28公車或301號公車至後勁國中。
（三）搭高鐵：由左營高鐵站搭捷運至後勁站（海科大站）下車，步行100公尺即可到達本校。
（四）搭捷運：搭乘高雄捷運於後勁站（海科大站）下車，步行100公尺即可到達本校。
（五）自行開車：

路線1：下楠梓交流道往高雄市區方向 → 楠陽路 → 旗楠路 → 土庫一路 → 海專路
路線2：下岡山交流道往高雄市區方向 → 楠陽路 → 加昌路 → 海專路
路線3：台一線到達高楠陸橋（往高雄方向），加昌路右轉海專路

跨校區選課交通資料 (以下資料為總務處提供，最新資訊請
上學校首頁交通資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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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到達本校旗津校區交通方式：

（一）各線公車：高雄科大(旗津)：紅9號、1號公車(到渡輪口)、248號公車(到渡輪口)

（二）搭火車：由高雄火車站轉1號公車或248號公車至渡輪口搭渡輪到旗津，下渡輪後轉市公車
紅9號於旗津國小下車；或沿中洲三路步行約10分鐘可抵高雄科大(旗津)。

（三）搭高鐵：由左營高鐵站搭捷運至高雄火車站再轉公車。

（四）搭捷運：由高雄火車站轉1號公車、248路公車至渡輪口搭渡輪到旗津，下渡輪後轉市公車
紅9號於旗津國小下車；或沿中洲三路步行約10分鐘可抵高雄科大(旗津)。

（五）自行開車：
路線1：下前鎮漁港交流道往旗津方向 → 漁港路 → 新生路 → 過港隧道 → 中洲一路

→ 中洲三路
路線2：高雄小港機場 → 中山路 → 金福路 → 過港隧道 → 中洲一路 → 中洲三路

學校首頁交通資訊查詢: https://rpage.nkust.edu.tw/p/412-1000-1920.php

跨校區選課交通資料 (以下資料為總務處提供，最新資訊請
上學校首頁交通資訊查詢)

https://rpage.nkust.edu.tw/p/412-1000-1920.php


敬祝
各位同學
學業進步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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