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優甄審招生學校系科組學程一覽表

校名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網址 限選填

一系組07-7358800#1111 07-7310213 http://www.csu.edu.tw

211 正修科技大學 (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否

招生系科組學程及招生類別
招生
名額

招生系科組學程及招生類別
招生
名額

機械工程系精密製造技術組--10機械 20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10機械 5

電機工程系產業技術組--20電機 20 電子工程系--25電子 12

資訊工程系--25電子 25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25電子 4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40土木 1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40土木 9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56管理 5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60商業 5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60商業 5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60商業 5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60商業 5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60商業 5

金融管理系--60商業 10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60商業 5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60商業 5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60商業 5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60商業 4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65資管 4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65資管 4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76家政 8

餐飲管理系--79餐旅 5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85商設 4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85商設 6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85商設 5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85商設 5

校系科組學程資訊與報名建議說明
 1.大學部四年制修業年限4年。
 2.提供各類獎助學金，協助清寒及成績優異學生完成學業。
 3.開設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課程。
 4.為加強學生實務能力，本校推動專業證照計畫及校外實習課程。
 5.學生須取得全民英檢初級（應用外語系須取得中級）合格方能畢業，未通過者須加修補救課程。
 6.辨色力異常者報考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前請審慎評估；身障者報考休閒與運動管理系、觀光遊憩系、餐飲管理系前請審慎評估。
 7.本校教室皆有冷氣；男、女學生宿舍皆備有冷氣、電話及網路。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機械工程系精密製造技術組

招生類別 10機械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20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技術證照 3.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競賽成果及作品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其他能力證明 4.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競賽成果及作品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招生類別 10機械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5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及排名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3.本系104學年度參與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競賽，共榮獲71座獎項，其
中包含12座第一名、11座第二名、7座第三名。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30% 2.實作能力表現40%（如實務作品、機器人競賽獲獎或創作作品等
證明）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參與社團或課外活動等證明） 4.其他能力證明15%（其他特殊專長，如寫作
、音樂、繪畫、書法等）
本系指導學生參與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競賽獲獎成績為國、私立科大中最優，歡迎對智慧化生產管理有興趣同學
報考本系。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電機工程系產業技術組

招生類別 20電機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20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電子工程系

招生類別 25電子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12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資訊工程系

招生類別 25電子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25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實務專題作品書面報告 5.其他能力證明 6.預修本校
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透過本管道入學者，入學後必須修讀本系「醫療照護學分學程」
課程
2.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3.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招生類別 25電子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4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或研習證
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招生類別 40土木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12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招生類別 40土木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9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招生類別 56管理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5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或研習證
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招生類別 60商業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5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如各種競賽獎狀、校內與校外活動
參加證明及其他相關成果等。）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招生類別 60商業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5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如各種競賽獎狀、校內與校外活動
參加證明及其他相關成果等。）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招生類別 60商業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5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及排名 2.自傳及讀書計畫 3.缺曠課記錄證明 4.功過記錄證明 5.技術證照
6.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7.競賽成果及作品 8.其他能力證明。
選繳：1.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 2.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僅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招生類別 60商業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5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及排名 2.自傳及讀書計畫 3.缺曠課記錄證明 4.功過記錄證明 5.技術證照
6.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7.競賽成果及作品 8.其他能力證明。
選繳：1.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 2.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僅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招生類別 60商業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5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及排名 2.自傳及讀書計畫 3.缺曠課記錄證明 4.功過記錄證明 5.技術證照
6.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7.競賽成果及作品 8.其他能力證明。
選繳：1.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 2.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僅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金融管理系

招生類別 60商業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10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如各種競賽獎狀、校內與校外活動
參加證明及其他相關成果等。）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招生類別 60商業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5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招生類別 60商業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5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招生類別 60商業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5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含排名）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專業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3.因本系三年級有校外實習課程，身障者報考時宜慎重考慮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招生類別 60商業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4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招生類別 65資管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4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或研習證
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招生類別 65資管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4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或研習證
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招生類別 76家政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8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 3.競賽成果及作品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其他能力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餐飲管理系

招生類別 79餐旅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5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3.身障者報考本系宜慎重考慮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招生類別 85商設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4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招生類別 85商設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6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學習能力40% 2.整體能力表現30% 3.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其他能力證明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招生類別 85商設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5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或作品集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
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3.辨色力異常者報考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前請審慎評估。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 學習能力40% 2. 整體能力表現30% 3.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 其他能力證明
15%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正修科技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

招生類別 85商設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備審資料審查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5 -- --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必繳：1.在校歷年成績 2.自傳及讀書計畫
選繳：1.技術證照 2.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3.競賽成果及作品或作品集 4.其他能力證明 5.預修本校相關課程之成績
證明

備
註

1.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儘採書面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2.書面資料審查繳交資料概不退還，請繳交影本或自行影印留存
3.辨色力異常者報考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前請審慎評估。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本校書面資料審查評分標準：1. 學習能力40% 2. 整體能力表現30% 3.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15% 4. 其他能力證明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