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修科技大學
102 學年度四技甄選入學 第二階段面試注意事項
一、面試時請攜帶面試通知單及身分證件(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
二、考生若同一梯次需面試多個系組，可先選擇其中一系組進行面試，再至另一系組報到，
由現場工作人員調配安排面試。
三、因報名人數眾多，為確保面試品質，本校觀光遊憩系、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部分考
生」展延一天辦理面試。
四、如於排定時間無法參加面試，需另行調整時間者，請於甄試前以電話告知甄選系組辦公
室，以便另外安排時間。
五、考生面試專車時間表：
1.集合地點： A.高鐵左營站(3 號出口-公車站)
B.高雄火車站(後站)
日期

6 月 19 日~21 日

發車時間

到校時間

報到時間

9:45

10:10

第二梯次 10:20

12:10

12:40

第三梯次 12:50

14:00

14:30

第四梯次 14:50

※為避免延誤面試時間，請考生準時上車，逾時不候。
※車位有限，滿車即發車。
2.回程專車：自本校出發分別開往高雄火車站及高鐵站。
集合地點：本校行政大樓前
發車(返回集合地)時間：11:30、13:30、15:30、17:30
六、面試時間及系別：
日期
6 月 19 日

6 月 20 日

國際企業系、企業管理系、資訊管理系、

梯次

報到時間

預計面試時間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第 1 梯次

08:20

08:30~10:00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應用外語系、休

第 2 梯次

10:20

10:30~12:00

閒與運動管理系、觀光遊憩系、餐飲管

第 3 梯次

12:50

13:00~14:30

理系、數位多媒體設計系、時尚生活創

第 4 梯次

14:50

15:00~16:30

意設計系
6 月 21 日

觀光遊憩系、土木與空間資訊系、電子
工程系、機械工程系、電機工程系、建
築與室內設計系、資訊工程系、醫學工
程學位學程。

6 月 22 日

時間(6/19~6/22)

系組

機械工程系

七、本校各系報到位置及聯絡電話，請撥 07-7358800 轉各系分機
面試
時間
6/19

6/20

6/21

面試報到大樓

各系組報到位置

系辦公室分機

(校園配置圖編號)

管理學院大樓
(編號 18)

國際企業系辦公室(B1 樓)

5012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辦公室(B1 樓)

5510

人文大樓
(編號 11)

企業管理系報到位置
經營管理研究所辦公室(8 樓)

5102、5136

圖書科技大樓
(編號 15)

資訊管理系辦公室(8 樓)

5302

行政大樓
(編號 3)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辦公室(4 樓)

3012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辦公室(7 樓)

6302

人文大樓
(編號 11)

應用外語系辦公室(6 樓)

6202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辦公室(1 樓)

6102、6103

觀光遊憩系辦公室(3 樓)

6502

餐飲管理系辦公室(3 樓)

6102、6103

南校區教學大樓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辦公室(1 樓)
(編號 17)

5502

土木工程系館
(編號 7)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辦公室(2 樓)

3102

電子工程系館
(編號 6)

電子工程系辦公室(3 樓)

3202

機械工程系館
(編號 13)

機械工程系辦公室(2 樓)

3302

圖書科技大樓
(編號 15)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9 樓)

3602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5 樓)

3830

電機工程系館
(編號 16)

電機工程系辦公室(2 樓)

3402

行政大樓
(編號 3)

資訊工程系辦公室(6 樓)

3702

＊依照人事行政局公告，如遇重大事故(颱風、地震、豪大雨或其他重大天災)停止上班，以致無法依照原定
時間舉辦考試時，將於本校網站公告；未舉行之面試將另擇期舉行。
＊教務處招生組 07-7358800 轉分機 1111，專線電話 07-7310203，專線傳真 07-7310213。

八、面試梯次公告
請上網查詢http://academic.csu.edu.tw/rec/index.htm

正修科技大學位置圖

※國道 1 號南下：
下九如交流道左轉（需經迴轉道）九如路直行，至陽
明路左轉續行至覺民路右轉，循覺民路至澄清路左轉
直行即可抵達。
下中正交流道左轉中正路直行，至澄清路左轉直行即
可抵達。
※國道 1 號北上：
下三多交流道右轉三多路直行，至澄清路左轉直行即
可抵達。
下中正交流道右轉中正路直行，至澄清路左轉直行即
可抵達。
※國道 3 號南下：
國道 10 號往高雄端（西），下仁武交流道直行，至鳳
仁路左轉直行，至大埤路右轉直行即可抵達。
接國道 10 號往高雄端（西）
，至鼎金系統交流道接國
道 1 號，按本校國道 1 號南下指引說明即可抵達。
※國道 3 號北上：
接國道 10 號往高雄端（西）
，下仁武交流道直行，至
鳳仁路左轉直行，至大埤路右轉直行即可抵達。
接國道 10 號往高雄端（西）
，至鼎金系統交流道接國
道 1 號，按本校國道 1 號南下指引說明即可抵達。
※省道台 1 線：
經由高雄市民族路接九如路（東）直行，至陽明路左
轉續行至覺民路右轉，循覺民路至澄清路左轉直行即
可抵達。

校址：833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路 840 號

※台 88 線東西向快速道路：
西向接國道 1 號北上續行，下三多交流道或中正交流
道後右轉直行，至澄清路左轉直行即可抵達。
※高鐵左營站：
由 2 號出口轉乘高雄捷運至凹仔底站、衛武營站、鳳
山西站、高雄車站轉搭高雄市公車至正修科技大學(澄
清湖)站下車。
至台鐵新左營車站轉乘火車至台鐵高雄站，於高雄火
車站前站出口搭乘高雄市公車抵正修科技大學(澄清
湖)站下車。
或由高鐵站 3、4、5 號出口轉搭計程車，至本校約 20
分鐘。
※高雄捷運：
捷運橘線：鳳山西站 2 號出口轉搭高雄市公車橘 12，
或衛武營站 5 號出口轉搭高雄市公車橘 7A、 橘 7B，
至正修科技大學(澄清湖)站下車。
捷運紅線：凹子底站 3 號出口轉搭高雄市公車紅 33 至
正修科技大學(澄清湖)站下車。
※台鐵高雄站（捷運高雄車站）
：
前站出口搭乘高雄市公車 60 號、高雄客運 60 號抵正
修科技大學(澄清湖)站下車。
後站出口搭乘計程車至本校約 15 分鐘。
※高雄市公車抵達本校路線：60、70、79、217、橘 7A
、橘 7B、橘 12、紅 33。
※高雄客運抵達本校路線：60、89、8006、8008、8009、
8021、8041、8048、8049。

電話：
（07）7358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