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修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四技 甄選入學 入學

錄取新生 報到注意事項
一、報到日期：101 年 07 月 17 日(二)
二、報到梯次、時間及科系如下：
第一梯次 9：00 ～ 12：00

第二梯次 12：00 ～ 15：00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電子工程系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機械工程系

醫學機電工程學位學程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機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

資訊管理系

數位多媒體設計學位學程

國際企業系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幼兒保育系

應用外語系

企業管理系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

財務金融系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三、報到地點：綜合大樓 9 樓-多功能研討室(03C-0904)。
四、通訊報到或現場報到應繳交資料：
高中職畢業證書正本新生基本資料表（請至招生訊息網下載）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 2 份，並請分開影印） 2 吋相片 4 張。
五、錄取生無法親自報到者，可至招生訊息網下載『通訊報到單（新生學號免填）』
填妥後傳真至本校招生組，並來電確認；通訊報到單及報到應繳資料請於
０７月１６日前以郵局掛號寄至正修科技大學招生組，本校收到資料後即
視同完成報到手續，逾期未完成報到手續者將取消錄取資格。
六、招生訊息網網址：http://academic.csu.edu.tw/rec/
地址：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路 840 號

招生組專線傳真：（０７）７３１－０２１３
招生組電話：(07)735-8800 轉 1111
註冊及課務組電話：(07)735-8800 轉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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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資 格 代 碼：00 聯招入學生 02 申請入學生 03 運動優良生 05 推薦甄試生 08 技優甄保生 10 產業研發班 11 產學攜手班 12 雙軌旗艦專班
53 高雄市 10001 台北縣 10002 宜蘭縣 10003 桃園縣 10004 新竹縣 10005 苗栗縣 10006 台中縣 10007 彰化縣 10008 南投縣
（註 2）出生地代碼： 52 台北市
10009 雲林縣 10010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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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4 台東縣 10015 花蓮縣 10016 澎湖縣
030 泰國

019 馬來西亞

10017 基隆市

10018 新竹市

024 菲律賓

新生報到繳交：本表、畢業證書正本、二吋相片 4 張、身分證正反影本（各 2 份，請分開影印）

正修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四技 甄選入學 入學
通訊報到單

錄取系別︵限勾選一個系組︶

■推薦-甄選入學

101 年 07 月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資訊組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電子工程系光電組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資訊工程系
□醫學機電工程學位學程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易組
□國際企業系國際行銷組
□國際企業系國際經營組
□企業管理系行銷管理組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企業管理系流通管理組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

姓

名

連 絡 電 話

日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工業工程組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資訊管理系資訊科技組
□資訊管理系管理應用組
□財務金融系證券投資組
□財務金融系公司理財組
□數位多媒體設計學位學程
□幼兒保育系文教產業組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身分證號碼
（

行 動 電 話

）

原就讀學校

原就讀科別
錄取學生簽章：

注意事項：
1. 錄取生無法親自報到者，可至招生訊息網下載『新生通訊報到單（新生學號免填）』填妥後傳真至本校招
生組，並來電確認；新生通訊報到單及報到應繳交資料於 07 月 16 日前以郵局掛號寄至正修科技大學招生
組，本校收到資料後即視同完成報到手續，逾期未完成報到手續者將取消錄取資格。
2.招生訊息網網址：http://academic.csu.edu.tw/rec/
地址：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路 840 號

招生組專線傳真：（０７）７３１－０２１３
招生組電話：(07)735-8800 轉 1111

註冊及課務組電話：(07) 735-8800 轉 1102

本表格為單位內部使用，請勿填寫。
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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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

備註

新生錄取通訊報到專用信封封面(列印後請黏貼於 B4 或 A3 大信封)
請貼足郵資(掛號或快捷)

錄取生報到請填寫並確認表件

ＦＲＯＭ：
地址：□□□
電話：
姓名：
□1.新生基本資料表
□2.通訊報到單
□3.高中職畢業証書正本
□4.身分證正反影本各 2 份（請分開影印，背面註明系別、姓名）
□5.2 吋相片 4 張（背面註明系別、姓名）

ＴＯ：

請勾選：■推薦-甄選入學

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路 840 號
正修科技大學 教務處 招生組
07-7358800#1111
101 年 07 月

︵限勾選一個系組︶

錄取系別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資訊組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電子工程系光電組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資訊工程系

日

□醫學機電工程學位學程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易組
□國際企業系國際行銷組
□國際企業系國際經營組
□企業管理系行銷管理組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企業管理系流通管理組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工業工程組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資訊管理系資訊科技組
□資訊管理系管理應用組
□財務金融系證券投資組
□財務金融系公司理財組

□數位多媒體設計學位學程
□幼兒保育系文教產業組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國道 1 號南下：
※台 88 線東西向快速道路：
下九如交流道左轉（需經迴轉道）九如路直行，至陽明路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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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行至覺民路右轉，循覺民路至澄清路左轉直行即可抵達。
直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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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左營站：
※國道 1 號北上：
往台鐵車站轉乘火車（或由 2 號出口轉乘高雄捷運）至台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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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站，於高雄火車站前站出口搭乘高雄市公車 60 號、高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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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 60 號抵大華村(正修科大)站下車。由 3、4、5 號出口轉搭計
程車,至本校約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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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鐵高雄站：
轉直行，至大埤路右轉直行即可抵達。
前站出口搭乘高雄市公車 60 號、高雄客運 60 號抵大華村(正
接國道 10 號往高雄端（西），至鼎金系統交流道接國道 1 號， 修科大)站下車。後站出口搭乘計程車至本校約 15 分鐘。
按本校國道 1 號南下指引說明即可抵達。
※高市公車抵達本校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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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17、紅 33、橘 7、橘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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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客運抵達本校路線：
按本校國道 1 號南下指引說明即可抵達。
60、8006、8008、8009、8021、8041、8048、8049、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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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