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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11學年度大學「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相關規定 

 

恭喜台端通過本校111學年度大學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報名參加第二階段

甄試前，請務必詳閱以下事項： 

一、報名繳交甄試費 

（一）進入報名網站取得繳費帳號 

1. 報名繳費日期: 111年4月1日(五) 9:00起至111年4月12日(二) 22:00止（逾期不受理） 

2. 進入本校大學申請入學報名網站www.nknu.edu.tw/college.htm， 

登錄帳號（身分證字號）、通行碼（生日），以取得專屬繳費帳號 

登入密碼請用考生之出生年月日（格式：民國年YYMMDD，共六碼數字） 

（考生基本資料已轉入本校，考生無須再填寫報名資料。) 

3.請於111年4月12日前完成繳費手續 

（二）持金融卡至金融機構自動提款機（ATM）轉帳繳費（其他行庫須另收手續費） 

1. 輸入臺灣銀行代碼「004」 

2. 帳號請輸入【自網路取得之個人專屬帳號3026XXXXXXXXXXXX (共16碼)】此為虛擬帳

號，每組帳號只限一人報考一系（組）使用 

3. 輸入「轉帳金額」（各學系繳費金額不同） 

4. 注意： 

※ 繳費完成後，請檢查交易明細表以確認交易完成，交易明細表自行留存備查。如交易明

細表上之「交易金額」欄沒有扣款紀錄，即表示轉帳未成功，請重新轉帳 

※ ATM轉帳時間約2至3小時可入帳，如於15：30以後或假日轉帳則入帳時間順延至次日。

依本校以往報名經驗，「農、漁會、合作社之轉帳系統」轉帳入款至本校時間較慢，請

考生斟酌使用，以免影響報名權益 

（三）臺灣銀行各分行臨櫃繳款： 

列印繳費單後請於銀行上班時間至臺灣銀行各分行繳交報名費。因臨櫃繳款是人工作業，

入帳時間不定，繳費截止當日(111.04.12)，請勿以臨櫃繳款方式繳費，以免因各分行人

工入帳作業延誤以致來不及銷帳而影響報名 

（四）信用卡(限考生本人信用卡)付款：點選繳費網頁之「信用卡繳費」連結，輸入信用卡卡

號等資料，銀行手續費考生自付。 

（五）超商繳費：列印繳費單至7-11、全家、萊爾富、OK超商繳費，繳費截止當日請勿以此方

式繳費，以免入帳延誤致來不及銷帳影響報名。 

（六）郵局繳款：列印繳費單於郵局上班時間繳費，繳費截止當日請勿以此方式繳費，以免入

帳延誤致來不及銷帳而影響報名 

（七）一經繳費成功，不可申請退費(無法參加第二階段考試者亦同) 

（八）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免繳；中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減免60% 

http://www.nknu.edu.tw/colle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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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完成繳款後→至報名網站查詢繳費狀態（請於ATM轉帳繳費後約2～3小時後，再上網查

詢繳費狀態。）繳費狀態為已繳費，即報名成功 

※ 本校音樂學系申請入學招生，採計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及術科考試成績之總和，考生無須繳交

費用與審查資料，亦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二、審查資料上傳與繳交 

（一）網路繳交資料上傳截止日期：111 年 5 月 9日下午 9 時止，請至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站

（https://www.cac.edu.tw），選擇「申請入學」，進入「審查資料上傳」，點選「網路上

傳審查資料」選項，完成審查資料上傳(勾選)第二階段審查資料作業。（本校音樂系不需

上傳繳交審查資料） 

（二）本校提供「書面資料審查及準備指引」，請至各學系或招生企劃組「申請入學」專區下載。 

（三）上傳審查資料項目：請詳閱111學年度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內本校 

（簡章P343-P351）校系分則各學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內容並請依相關規定辦理。 

（四）郵寄繳交資料：視覺設計學系（個人作品集）、美術學系（個人作品集）郵寄截止日期

111年5月9日截止（郵寄、宅急便均可，以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請寄送至各學系。 

※ 備註：視覺設計學系（個人作品集）、美術學系（個人作品集）資料請整理整齊，如表件不

齊或郵資不足或其他因素遭退件而延誤報名，由考生自行負責。 

三、注意事項 

（一）未依規定上傳審查資料、繳交甄試費者，恕不予受理，並以放棄資格論。 

（二）如欲調整當日面試時間，請於111年5月11日下午4時前逕洽各學系辦理。各學系甄試日

期、時間、地點及相關事宜，請於 111年 5 月 16 日後查看各學系網站。 

（三）本校教務處招生組預計於111年4月1日(五)以限時專送寄發指定項目甄試通知，考生參加

第二階段甄試（面試、筆試）時，請攜帶甄試通知及國民身分證正本或有本人(考生)照

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如健保卡、駕照、護照等）以備查驗核對。若經發現身分與報

名資料不符，則不准應試，考生不得有任何異議。詢問本項招生考試相關事宜請洽：

07-7172930轉各學系辦公室（參第3頁）或教務處招生組分機1117或1118。 

（四）考試當日請提前30分鐘報到，請考生戴口罩並配合本校防疫措施（量體溫、陪考人員請

填寫「個人健康聲明切結書」）。 

四、111學年度本校申請入學各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時間及聯絡資訊 

（一）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日期統一訂於111年5月23日星期一，各系（數學、英語、音

樂、美術、視設系除外）甄試時間請參閱下表，如需詢問考試相關事宜，請直撥07-

7172930轉各系承辦人分機。 

（二）調整面試時間最遲請於111年5月11日下午4點前致電各學系（逾期恕不受理，學系另有

規定者請依據學系辦理）。 

 

 

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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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年度本校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指定項目甄試日期:111年5月23日星期一      本校總機：07-7172930 

學系 甄試時間(預計) 考試型態 學系網頁 系辦聯絡人 

數學(數學組) 
第二階段採書面審查 

https://dept.nknu.edu.tw/VB/z

h/ 

黃小姐 

分機6801 數學(應數組) 

化學 
上午場：9:40開始 

下午場：12:40開始 
面試 

https://dept.nknu.edu.tw/VD/z

h/ 

蔡先生 

分機7101 

生科 
09:20~09:50 報到 

https://c.nknu.edu.tw/bio/ 
林助教 

分機7302 10:00~11:20 筆試 

物理 
10:00~10:50 物理筆試 

https://phy.nknu.edu.tw 
黃助教 

分機7203 11:10~12:00 數學筆試 

工教 

(科技教育組) 
13:00開始 面試 

https://ite.nknu.edu.tw/index

_1.php 

李小姐 

分機7602 

工教 

(冷凍空調組) 
09:00開始 面試 

https://ite.nknu.edu.tw/index

_1.php 

李小姐 

分機7602 

工設 請參閱工設系網站 面試 
http://140.127.77.107/bin/hom

e.php 

陳助教 

分機7801 

電機 08:00~17:30 面試 https://elec.nknu.edu.tw/ 
呂助教 

分機7701 

電子 請參閱電子系網站 https://ee.nknu.edu.tw/ 
邱小姐 

分機7901 

軟工 

(含APCS) 
09：30開始 面試 

https://dept.nknu.edu.tw/WE/z

h/ 

趙小姐 

分機8001 

事經 09:00~17:00 面試 https://c.nknu.edu.tw/BM/ 
謝小姐 

分機2202 

地理 09：00開始 面試 
https://www.nknu.edu.tw/~geo/

index.html 

邱小姐 

分機2702 

特教 09：00開始 面試 https://spe.nknu.edu.tw/ 
林助教 

分機2301 

國文 
08：10開始 筆試 

http://nknuchinese.tw/ 
喬助教 

分機2555 10：00開始 面試 

教育 08：40開始 面試 https://c.nknu.edu.tw/edu/ 
蔡小姐 

分機2154 

英語 第二階段採書面審查 
https://english.nknu.edu.tw/t

w/index.html 

熊助教 

分機2651 

體育 08:30~12:00 面試 https://c.nknu.edu.tw/pe/ 
陳小姐 

分機2902 

音樂 無 
https://www.nknu.edu.tw/~musi

c/ 

陳助教 

分機3301 

美術 第二階段採書面審查 https://arts.nknu.edu.tw/ 
顧小姐 

分機3202 

視設 第二階段採書面審查 https://www.nknu-vd.com/ 
張簡小姐 

分機3012 

https://dept.nknu.edu.tw/VB/zh/
https://dept.nknu.edu.tw/VB/zh/
https://dept.nknu.edu.tw/VD/zh/
https://dept.nknu.edu.tw/VD/zh/
https://c.nknu.edu.tw/bio/
https://phy.nknu.edu.tw/
https://ite.nknu.edu.tw/index_1.php
https://ite.nknu.edu.tw/index_1.php
https://ite.nknu.edu.tw/index_1.php
https://ite.nknu.edu.tw/index_1.php
http://140.127.77.107/bin/home.php
http://140.127.77.107/bin/home.php
https://elec.nknu.edu.tw/
https://ee.nknu.edu.tw/
https://dept.nknu.edu.tw/WE/zh/
https://dept.nknu.edu.tw/WE/zh/
https://c.nknu.edu.tw/BM/
https://www.nknu.edu.tw/~geo/index.html
https://www.nknu.edu.tw/~geo/index.html
https://spe.nknu.edu.tw/
http://nknuchinese.tw/
https://c.nknu.edu.tw/edu/
https://english.nknu.edu.tw/tw/index.html
https://english.nknu.edu.tw/tw/index.html
https://c.nknu.edu.tw/pe/
https://www.nknu.edu.tw/~music/
https://www.nknu.edu.tw/~music/
https://arts.nknu.edu.tw/
https://www.nknu-v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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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優先錄取弱勢生事宜 

（一）本校為保障弱勢學生升學，音樂系除外，其餘各學系（組）提供優先錄取弱勢學生至多

一名（弱勢學生係指：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新住民及其子女及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 

符合「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資格之考生，請至戶政事務所申請具教育程度註記欄位

之戶籍謄本(手抄本有)，並填寫「111學年度大學申請入學考試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者

身分切結書」（附錄一）。 

（二）特殊境遇家庭子女：A.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身份，須繳交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 (區)公所開立之特殊境遇家庭證明。B.須繳交全戶人口之戶籍謄本及列屬於特殊境

遇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新住民及其子女：請附三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影本 （包含詳細記事），或有註記本人 

或父母已結婚登記並載明新住民原生國籍、姓名之新式戶口名簿。 

（四）以上相關證明文件及切結書，請於4月12日前正本並以掛號郵寄至本校教務處招生企劃

組（80201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路116號），信封請註明「申請入學審核文件」。未於期

限內繳交符合規定證明者，將視同一般考生。 

六、交通費、住宿費補助（限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學生） 

（一）交通費： 

交通費補助 

補助標準(依考生戶籍地) 補助項目 

宜蘭、基隆、臺北、新北、桃園、新竹、

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

臺南、高雄、屏東、臺東等縣市 

 補助高鐵或臺鐵自強號、客運來回車票。 

 綠島、蘭嶼、小琉球地區得申請船票、機票補

助。 

花蓮、澎湖、金門、連江等縣市 

 應按到校必經之順路計算。 

 得補助船票、機票、高鐵或臺鐵自強號、客運來

回車資。 

申請補助注意事項： 

1. 搭乘臺鐵者：免付票根，以臺鐵自強號所達考生戶籍地之車站至高雄車站或新左營站為準。 

2. 搭乘飛機、高鐵、船舶、公民營客運汽車者：應檢附同一出發地來回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

機票僅限經濟艙。 

3. 離島地區將提供機票往返之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標準以戶籍地址為依據。 

4. 計程車不予補助。 

（二）住宿費： 

住宿費補助 

住宿費補助標準(依戶籍地) 限學生戶籍地為宜蘭、花蓮、臺東、澎湖、金門、連江等縣市。 

住宿費補助項目 住宿費以1,600元為上限，檢據覈實報支。 

申請補助注意事項： 

應檢附開立統編之住宿收據或發票（抬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統編：7601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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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對象：具有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身分學生參加一般學系第二階段甄試，本校將補

助交通費及住宿費。 

 【備註】配合教育部政策：111學年度僅提供經濟不利（低收、中低收）學生甄試補助。 

（四）補助標準：考生本人於甄試當天含甄試前、後一日往返本校大眾運輸交通費及住宿費，

補助標準以學生戶籍所在地為依據。 

（五）申請方式 

符合資格之考生，請填妥「申請表」（附錄二）及檢附相關單據於甄試當天繳交至教務

處招生企劃組審核通過後，核定金額會轉帳至考生本人帳戶。如有單據無法當天提供者，

請於甄試當天起算一個月內以掛號（以郵戳為憑）郵寄至本校教務處招生企劃組收，連

絡電話: (07)7172930分機1111-1115，以利申請補助費用。 

七、交通及接駁車資訊 

（一）為服務燕巢校區甄試考生及陪考人員，本校提供「高鐵左營站-燕巢校區」免費接駁車前

往燕巢校區，詳細資訊請參閱「燕巢校區考生搭乘接駁車申請注意事項」（附錄三） 

 

高鐵左營站  燕巢校區 

去程 發車時間 上車地點 

高鐵左營站→燕巢校區 

(車程約30分鐘) 

第一班 08:30 

第二班 09:00 

第三班 12:00 

第四班 13:30 

高鐵-彩虹市集 

(2號出口下電扶梯) 

回程 發車時間 上車地點 

燕巢校區→高鐵左營站 

(車程約30分鐘) 

第一班 11:40 

第二班 12:40 

第三班 15:40 

第四班 17:40 

燕巢校區-致理大樓 

 

（二）本校另有提供「和平校區-燕巢校區」兩校區交通車，如欲從和平校區前往至燕巢校區之

考生(家長)，可參考時刻表：https://reurl.cc/6EMnxr。 

（三）111年5月16日(一)下午4時之前，確認搭乘車班、搭乘時間（去回程）、搭乘人數，回報

各報考系辦。（請遵守申請時間，逾時視為放棄申請） 

（四）請您評估各學系報到時間，若接駁車次無法配合，請利用大眾運輸工具。 

（五）有關北部考生搭乘高鐵欲前往燕巢校區應試之家長及考生，可參考「燕巢學園快線

(E04)」，時刻表請參：https://www.kbus.com.tw/bus_info.asp?id=261 

（六）和平校區考生因本校停車位有限，建議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校內停車需收費。 

（七）有關本校和平與燕巢校區交通住宿交通資訊： 

請參閱https://www.nknu.edu.tw/~recruit/annex/main8/8-4/8-4.htm。 

 

https://reurl.cc/6EMnxr
https://www.kbus.com.tw/bus_info.asp?id=261
https://www.nknu.edu.tw/~recruit/annex/main8/8-4/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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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考試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者身分 切結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11學年度大學申請入學招生考試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者」身分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_以「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者」身分報考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 111 學年度大學申請入學招生考試，特立此切結書，爾後經查不符身

分資格，願依學校規定處理。 

請填寫下表三代家庭學歷： 

稱謂 學歷 稱謂 學歷 

父 
 

母 
 

祖父 
 

祖母 
 

曾祖父 
 

曾祖母 
 

備註：1.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者(即學生直系血親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均未上大學)。 

2.大學同等學力判斷，如二技、四技等於「技術職業學校」，讀完後具有同等大學學歷。 

 

報考學系：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監護人/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說明： 

一、請填本切結書，並檢具佐證文件：戶籍謄本(含三代以上直系親屬學歷、至少父母、祖父母學歷

（手抄本有）)，於111年4月12日前正本請以掛號郵寄至本校教務處招生企劃組（地址：80201高雄

市苓雅區和平一路116號教務處招生企劃組）。 

二、若戶籍謄本無學歷註記，請郵寄切結書至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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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交通費、住宿費補助 申請表(限低收、中低收入戶考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11學年度補助弱勢考生甄試旅費申請表 

申請日期：＿＿＿年＿＿＿月＿＿＿日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緊急聯絡人  連絡電話  

戶籍地址  

身分別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面試日期 . 年  月  日 面試學系： 

申請項目：交通費（填寫欄位若不足可自行增加） 

交通工具 搭乘日期 起站 迄站 金額 

     

交通工具 搭乘日期 起站 迄站 金額 

     

交通工具 搭乘日期 起站 迄站 金額 

     

交通工具 搭乘日期 起站 迄站 金額 

     

申請項目：住宿費（收據或發票抬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統編：76014004） 

住宿地點  金額  

檢附文件 

上方所勾選身分別之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上方所勾選申請項目之購票證明或票根 

住宿收據或發票 

考生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 

郵局或臺灣銀行存摺正面影本(須為考生本人帳戶，如提供非郵局或臺灣銀行之帳

戶，請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 

申請人 監護人 教務處承辦人、組長 教務長 

    

※ 本申請表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補助弱勢考生甄試旅費作業要點」辦理。 

※ 依據教育部公告，111 學年度大學申請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可申請補助對象僅限於「低收

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 

※ 符合資格之考生，請填妥申請表及檢附相關單據於甄試當天繳交至教務處招生企劃組審核通過後，核定

金額會轉帳至考生本人帳戶。如單據無法當天提供者，請於甄試當天起算一個月內以掛號(郵戳為憑)郵

寄至本校教務處 招生企劃組 收，連絡電話：(07)7172930 分機 1117、1118以利申請補助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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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燕巢校區考生搭乘接駁車申請注意事項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11學年度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當日 

燕巢校區考生搭乘接駁車申請注意事項 

一、 111 年 5 月 23 日星期一為服務燕巢校區甄試考生及陪考人員，本校提供「高鐵

左營站-燕巢校區」免費接駁車前往燕巢校區。 

二、 「高鐵左營站-燕巢校區」接駁車時段如次： 

高鐵左營站  燕巢校區 

去程 發車時間 上車地點 班次路線 備註 

高鐵左營站→ 

燕巢校區 

(車程約30分鐘) 

第一班 08:30 

第二班 09:00 

第三班 12:00 

第四班 13:30 

高鐵-彩虹市集 

(2號出口下電扶梯) 

燕巢校區 

1.致理大樓 

2.科技大樓 

1. 化學、生科、物理、

軟體系考生請於致理

大樓站下車 

2. 工教、工設、電機、

電子系考生請於科技

大樓站下車 

回程 發車時間 上車地點 到達 備註 

燕巢校區→ 

高鐵左營站 

(車程約30分鐘) 

第一班 11:40 

第二班 12:40 

第三班 15:40 

第四班 17:40 

燕巢校區 

致理大樓 
高鐵彩虹市集 

請所有燕巢校區考生於

致理大樓搭車 

 各上下車地點如第10頁指引圖  

 

三、 本校另有提供「和平校區-燕巢校區」兩校區交通車，如欲從和平校區前往至燕巢

校區之考生(家長)，可參考時刻表：https://reurl.cc/6EMnxr。 

四、 111 年 5 月 23 日燕巢校區考生欲申請搭乘「高鐵左營站-燕巢校區」或「和平校

區-燕巢校區」兩校區交通車者，請配合各系考試時間，於 111 年 5 月 16 日下午

4 時之前，確認搭乘車班、搭乘時間（去回程）、搭乘人數，回報各報考系辦。

（請遵守申請時間，逾時視為放棄申請） 

五、 因專車座位有限（依規定行駛中不得站立），請考生務必回覆報考系辦搭乘班次

及人數。 

六、 考試當日已登記搭乘接駁車之考生，請提前 10 分鐘至搭車處等候，為避免影響

其他考生權益，準時發車，逾時不候。 

七、 其他有關本校和平與燕巢校區交通住宿說明，請參閱： 

https://www.nknu.edu.tw/~recruit/annex/main8/8-4/8-4.htm 

八、 有關本校燕巢校區各學系考試時間及系承辦人聯絡電話統整如下： 

  

https://reurl.cc/6EMn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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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面試時段請查詢各學系網頁公告 

學系 
甄試時間 

(預計) 
考試型態 地點 

系辦 

聯絡人 

數學(數學組) 
第二階段採書面審查 

黃小姐 

分機6801 數學(應數組) 

化學 

請參閱化學系網站 報到 
請參閱化學系網站 

https://dept.nknu.edu.tw/VD/zh/ 蔡先生 

分機7101 上午場：09:40開始 

下午場：12:40開始 
面試 

燕巢校區寰宇大樓1樓101階

梯教室 

生科 

09:20-09:50 報到 
燕巢校區寰宇大樓1樓穿堂 

（5/5更新報到地點） 
林助教 

分機7302 
10:00~11:20 筆試 

燕巢校區寰宇大樓1樓105普

通教室、106普通教室  

（5/5更新筆試地點） 

物理 

10:00~10:50 物理筆試 燕巢校區高斯大樓 

（5/16公告於物理系網頁） 

https://topic46.nknu.edu.tw/ 

黃老師 

分機7203 
11:10~12:00 數學筆試 

工教 

(科技教育組) 

報到時間及地點：詳見系網公告 
李小姐 

分機7602 13:00 面試 燕巢校區科技大樓4樓工教系 

工教 

(冷凍空調組) 

報到時間及地點：詳見系網公告 
李小姐 

分機7602 
09:00 面試 燕巢校區科技大樓4樓工教系 

工設 

面試時間前30分鐘 報到 燕巢校區科技大樓3樓 
陳助教 

分機7801 
請參閱工設系網站 面試 

請參閱工設系網站 
http://140.127.77.107/bin/home.php 

電機 

面試時間前30分鐘 報到 燕巢校區科技大樓2樓 
呂助教 

分機7701 
08:00~17:30 面試 燕巢校區科技大樓2樓 

電子 

面試前30分鐘至燕巢校區科技大樓五樓報到 

甄選相關公告將於考試前公佈於電子工程系網站 

（網址：https://ee.nknu.edu.tw/） 

邱小姐 

分機7901 

軟工 
面試時間前30分鐘 報到 

燕巢校區致理大樓3樓 
趙小姐 

分機8001 09：30開始 面試 

詢問本項招生考試相關事宜請洽： 

07-7172930轉各學系辦公室或教務處招生組分機1117.1118(或1111-1115)。 

https://dept.nknu.edu.tw/VD/zh/
https://topic46.nknu.edu.tw/
http://140.127.77.107/bin/home.php


10 

接駁車上下車地點指引圖 

免費接駁車路線：高鐵左營站燕巢校區 

  高鐵-彩虹市集（2號出口下電扶梯） 

 

  燕巢校區-致理大樓-科技大樓 

 

本校交通車路線：和平校區燕巢校區 

  和平校區-圓環靠圖書館處 

 

  燕巢校區-致理大樓-科技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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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兩校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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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搭乘回和平校區接駁車者，請至「致理大樓」候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