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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一、一般性問題
一般性問題
Q1. 學校改抽籤式選課後，我需要在一開放選課時，搶時間登記選課嗎？
A1. 說明如下：
1. 抽籤式選課，選課結果與登記時間之先後無關
登記時間之先後無關，只要在登記期間內
登記期間內完成登記
登記時間之先後無關
登記期間內
即可。
2. 建議同學盡量避開尖峰時間(例如，接近開放登記及截止登記時間)，選課登
記系統 24 小時開放，同學於自己方便的時段上網登記就可以了。
Q2. 系統是如何抽籤的，其優先順序為何？
A2. 抽籤方式說明如下：
1. 各課程若登記者超過名額，就需抽籤。
2. 對於由系統預設登記之「預選課程」(例如，各班之必修課程)，系統保證本
班同學一定抽中，不受名額限制；但同學若自行退選後再加回，則其狀態會
轉變成「待抽籤課程」
，將受名額上限限制。
3. 系統是根據開課單位所設定之優先序，進行抽籤。
4. 系專業、核心通識(國文等)課程由各系設定，其可能之優先順序如下：
延修生>本班級>本系所本年級>本系轉學生/轉系生>本系所>本學院
5. 分類通識、體育課程、軍訓(選修)由通識中心、體育室、軍訓室設定，其可
能之優先順序如下：
延修生 > 開課年級 > 畢業班 > 其他年級
Q3. 課程抽籤有優先序，這樣合理嗎？
A3. 說明如下：
1. 現在所設計的優先序，其實與本校原來採用的立即式選課方式並無不同。
(立即式選課：將選課時序依先後區分為，延修生選課時段、限選本系本年
級、限選本系、全校選課，4 個先後時段，對於特殊個案則採人工審核方式
進行人工選課。)
2. 這個優先序已行之有年，現在只是將這個人工切割的優先序，改用電腦設定
來達成，這樣數個選課時段(加上通識、體育、軍訓，計有 7 個時段)簡化成
1 次進行，因此優先序與先前之立即式並無不同。
3. 這樣的原則，只是作為初步保障全校每一位學生修課基本權益的一般原則，
對於有特殊情況之個案(例如，跨院系學成、輔系/雙主修或其他影響畢業等
等)，可依選課須知所提之人工選課方式辦理選課。

Q4. 各系為何不設定較多之選課名額，讓重補修同學可一次就選上？
A4. 說明如下：
1. 由於學生重補修之選課，牽涉到學生本身之時程規劃及個人課表衝堂等因
素，各系較難事先掌握，因此通常需在實際選課時，真正需求才會浮現。
2. 重補修專業、核心通識等必修科目者，若相關替代課程亦已額滿；或
選修科目皆未抽中、學分不足等，可洽系辦進行人工審核，經同意後加選課
程。
3. 分類通識、體育等課程，其同時段或類別課程仍有名額時，不開放人工加選。
4. 情況特殊者，請洽開課單位以人工審核方式辦理。
Q5. 學校為什麼要由「立即式」選課改為「登記抽籤式」選課？
A5. 說明如下：
1. 本校自 89 學年度起網路選課，採「先到先選」之選課方式，其優點為簡單
明瞭，馬上就可知道選課結果，這也是各大專院系初期規劃網路選課之方式。
2. 惟在執行多年後，根據本校學生的反映意見，我們也發現了立即式選課方式
的一些問題，簡述如下
(1) 很多學生反映，為了搶先選得課程，需很早就搶佔電腦並等待到選課時，
對於居住處無法上網、或上網速度不夠快者，更是如此。
(2) 為了選課，學生可能須翹課、延誤吃飯時間(甚至選課後，直接上下一節
課而無法吃飯)等，影響學生正常之學習與作息。
(3) 也許有人認為，為了選課犧牲一點也是值得的；但事實卻是很多人一大
早在電腦前等待、付出心力之後，最後仍未選到心目中理想課程，其心
情可想而知，且這樣的人有愈來愈多的趨勢。
(4) 此外，先到先選，有可能是分秒必爭的，些許的誤差(密碼錯誤、操作不
熟練等)就會造成很大的落差，這點對新生來講尤具挑戰。
3. 不同的選課方式，自有其優、缺點：
 「先到先選」在傳統上是個公平的方式之一。


但，在現代的網路世界裡，所謂的先後可能只是 1/1000 秒、1/1000000
秒的差距；同學透過不同的連線管道，網路的中繼連線路徑亦各自不
同；即使大家都於開放選課時同一時間按鈕，亦可能造成些微差距；假
設大家都能於「同一」瞬間連上主機，電腦也只能「隨機」一個一個處
理同時連線同學之需求，以概念上類似「抽籤」的方式決定這些「同時」
連線同學的處理順序。



因此，即使是原先「先到先選」之選課方式，亦無法分辨誰是提早 1
小時排隊、誰是 5 分鐘前才開始準備；只能由按鈕先後、選課訊息經由
網路線路快慢的些微差距、甚至是機率，決定之。

4. 現在很多學校，例如台大、成大，鄰近的南台、華醫、嘉藥等都改採用抽籤
式網路選課。為改善同學以往因選課而影響正常教學與作息之情形，在權衡
利弊的情況下，學校投入相關資源，由教務處與電算中心合作規劃，完成新
的「抽籤式」網路選課系統，以提供學生一個更好的選課方式。

二、課表/教室查詢
課表 教室查詢
Q6. 我可以在選課登記前，就先查到課表嗎？
A6. 可以。本校在每學期末皆依行事曆時程，公告次學期課表，同學可於課務組
網頁之「教師/班級課表查詢」查詢。
Q7. 課程上課教室，如何查詢？
A7. 網址：課務組網頁->教師/班級課表查詢->進階課表查詢，點選後(須以
KSU．ID 登入)，再點選「學生選課作業/登記選課作業」即可查詢各課程，
「上課地點」呈現於課程基本資料中。
註：本功能提供學生個人選課查詢服務，因此僅呈現學生個人可選課程
僅呈現學生個人可選課程。
僅呈現學生個人可選課程

三、選課問題
Q8. 專業「
專業「必修」
必修」課程抽不中，
課程抽不中，怎麼辦？
怎麼辦？
A8. 說明如下：
1. 本班必修課程，由系統「預設登記」
，保證皆可選上(不限名額，超出名額上
限，亦可抽中)。
2. 惟若同學自行將班級必修課程退選後再加選者，則此無保證，此時只依開課
單位設定之優先序(本班級)抽籤，若課程已額滿則無法抽中。(若因此本年
級必修課未抽中，請洽詢系辦協助處理)
3. 重補修
重補修專業、核心通識等必修科目者，若相關替代課程亦已額滿可洽系辦進
行人工審核
人工審核，經同意後加選課程。
人工審核
4. 符合選課辦法規定者，亦可以人工審核方式選修進修部課程。
Q9. 專業「
專業「選修」
選修」課程抽不中，
課程抽不中，怎麼辦？
怎麼辦？
A9. 說明如下：
1. 部分系所會於 A、B 兩班中，開設不同選修課，以增加同學課程選項。
未中籤者應取消原登記課，改登記其他尚有名額之課程。
2. 若同年級之選修科目皆未
皆未抽中、學分不
學分不足
人工審核，經同
皆未
學分不足等，可洽系辦進行人工審核
人工審核
意後加選課程。
Q10.通識
通識(體育
通識 體育)課程抽不中
體育 課程抽不中，
課程抽不中，怎麼辦？
怎麼辦？
A10.說明如下：
1. 所有課程「網路選課名額」
，不會增加
不會增加，
不會增加
，未中籤者應取消原登記課程，改登
記其他尚有名額之課程。
2. 體育、通識課程，若同時段課程尚有名額，則應改登記加選尚有名額課程，
不得人工加選。
3. 對於特殊個案，例如某位同學只剩 A 類通識，但所有 A 類皆已額滿或與個
人已修課程衝堂等，則可至通識中心(體育到體育室)以人工審核方式選課或

依選課辦法選修進修部課程。
Q11. 我想修的課程已額滿或衝堂，怎麼辦？
A11.說明如下：
1. 若已無名額課程，抽籤亦不會中，應轉修其他替代課程。
2. 若情況特殊，則可至開課單位以人工審核方式選課或依選課辦法選修進修部
課程。
Q12. 經過第 1 次(或多次)抽籤後，未抽中，會不會選不到課，延誤畢業？
A12.說明如下：
1. 在本校的選課機制中，安排有多次的抽籤，目的就是要確保大家都可選到課
(或替代課程)。
2. 若課程已額滿，則依上述「XX 課程抽不中」處理 (尤其是必修課程)。若再
有問題仍可透過其中所列的最後一個方法(人工加選方式)來選課，或洽詢系
辦、課務組協助處理。
Q13. 我想退本班(A 班)必修課，以加選另一班(B 班)相同課程，可以嗎？萬一 B
班加選不成功(未中籤)，A 班的課可以再加選回來嗎？
A13.說明如下：
1. 共同科目、專業科目原則上都可以。
(若開課單位對該課程有特殊規定，則依開課單位規定辦理)
2. 系統對於系統「預設登記」之部分(例如，本班必修課程之預設登記)，不論
名額多寡，保證可選上；
但同學退選後再自行加選他班或本班之必修課程，則課程狀態將由「預設登
記」轉變為「待抽籤」
，此時系統會依一般抽籤優先序辦理，若課程尚有名
額，有可能抽中，若課程已額滿，則無論優先序多高，皆無法抽中。
3. 萬一兩邊都未抽中，請洽詢系辦協助處理。
Q14. 未抽中的課程，需要退選嗎？或留著讓他在繼續抽籤就好？
A14. 說明如下：
1. 若不再選該課程，則須退選，否則若與其他欲再加選的課程衝堂，則另一門
課無法加選；另外若有人退選，有可能被抽中，而衍生不必要困擾。
2. 若要繼續選該課程，留著就好；但留著繼續抽，則須考慮到已額滿的問題(若
名額未增加或無人退選，依然選抽不中)。
Q15. 我選課時找不到四技「英文」課程，如何選課？
A15. 本校四技英文採分級編班上課，重補修者，須於開學第 1 週到通識中心辦
理人工選課，無法網路選課。

Q16. 各系有些課程明明有開，我選課時卻找不到？
A16. 可能原因有 2 種：
1. 開課單位將該課程設定為，不開放網路選課，因此看不到該課程。
2. 開課單位將該課程設定為，限制部分班級或系別等才可選修；因為你無法選
修，所以看不到該課程。
3. 對於此類課程若有疑問，可洽詢該課程開課單位。
Q17. 通識課程有分 A~D 等 4 個類別，我需要的類別不是額滿就是衝堂，怎麼辦？
A17. 可依通識中心規定，到通識中心辦理人工加選。
Q18. 我臨時才發現要再補修(或多修)某一課程，但錯過了前幾次抽籤，怎麼辦？
A18.說明如下：
1. 本校開學前有多次登記、抽籤，開學後之加退選期間亦可再登記、抽籤，只
要加退選未截止，皆可再上網登記、抽籤。
2. 選課截止後，情況特殊者，請洽詢系辦或課務組協助處理。
Q19. 學期中，突然覺得課程不適合我，想退選，怎麼辦？
A19.說明如下：
1. 同學選課前，可參考課務組網頁公告之課程教學大綱等，了解課程屬性與教
學目標等。
2. 學校亦規畫了開學初之加退選，目的即是使同學能利用此期間進一步了解課
程，確認選修與否。(此階段同學可自由加退選，退選之課程，於成績單不
留選課紀錄)
3. 此外，配合本校學退制度，每學期第
每學期第 11~12 週(期中考後
期中考後)
期中考後)，同學若考慮有
學退之顧慮，可再進行第 2 階段退選。
(此階段退選之課程，於歷年成績單會留下退選紀錄)。
4. 注意，第 2 階段退選時，退選後該學期修課學分數不得低於學期最低學分下
限(大一~大三至少 16 學分，大四至少 9 學分)，否則不得退選
否則不得退選。
否則不得退選
Q20. 有些課程之「已選課人數」為何會大於「修課人數上限」？
A20.說明如下：
1. 系統「預設登記」之課程(各班之必修課程)，抽籤時保證本班同學一定抽中，
不受名額限制，因此第 1 次抽籤後，有可能出現此種情形。
2. 另外，若開課單位進行人工加選時，也會可能造成「已選課人數」大於「修
課人數上限」之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