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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你/妳好： 

 

    首先恭喜你/妳即將完成高中(職)學業，正面對下一個升學重要階段的抉擇，大學

時期常常關鍵性地影響一個人的未來，選擇一個好的學習環境是很重要的人生決定。

我很開心有機會能以簡單的文字敘述，讓你/妳認識崑山科技大學，進而選擇本校，和

我們一起實踐夢想，成就專業！ 

    本校創立於 1965 年，設有 6 個學院、21 個系、4 個學位學程，還有 15 個研究所

碩、博士班。因為多元的專業系所，有機會認識不同的朋友，共享先進的教學資源與

設備，你/妳會發現學習可以豐富又有趣。 

奠基於豐富的教研能量與優良設備，崑山科大一向是技職教育模範生，2013 獲得 4 年

期獲得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助；連續 9 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從 2007

年開始，共 4 年獲私立技職體系產學三構面整體績效排名第一、連續 5 年通過教育部

數位學習認證數量技職第一、連續 3 年 WOS 機械學門期刊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和平均

IF 全國科大第一、連續 3 年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補助就業學程計畫全國之冠。 

師生各項國內外競賽更令人注目，如 2012 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獲台灣代表團最高榮

譽，歷年來於美國匹茲堡、德國紐倫堡、瑞士日內瓦、法國巴黎、韓國首爾等國際發

明展共獲 1 鉑金 36 金 34 銀 20 銅 10 特別獎等殊榮，得獎率高達 9 成以上；2014新加

坡 FHA國際烹調挑戰賽勇奪 2 面銅牌。2011視傳系獲得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年

度大獎，為首部奪得年度大獎的數位動畫類作品；2010「旺宏金矽獎」勇奪評審團鑽

石大賞、新手獎及最佳創意獎，全國唯一三冠王；2010 年教育部第一屆「大專畢業生

創業服務方案」，獲文化創意產業類全國唯一優選，獨得 100萬元補助款；視訊系師生

勇奪台灣電視電影最高榮譽－7座金馬獎、5座金鐘獎，同時入圍好萊塢國際學生影展；

共 6 年獲時報廣告金犢獎；2012在新聞局主辦的金穗獎中，拿下最佳導演、最佳學生

作品、最佳動作設計及最佳攝影獎；而今年更獲教育部資訊志工計畫最高榮譽金質獎。 

除了課堂教室，我們也提供許多與業界接軌的機會，已與超過 1000家廠商建立產學夥

伴關係，目前更推動「產業學院」，進行一貫式特色產業之人才培育，與台積電、南茂、

群創科技、東台精機、奇景光電、西基動畫等 43家公司簽定人才培育計畫，透過業界

師資協同授課、業界實習、輔導證照之取得，協助畢業生順利就業。因此，本校近 3 年

就業率高達 98%，很多畢業的崑山人是企業的最愛，他們在職場有著優異的表現，8 萬

餘名校友的全球通訊網路，更是你/妳未來畢業後的堅實脈絡。 

    在全球化浪潮中，崑山和歐、美、亞、紐澳地區締結 200 多所姐妹學校，國際化

的校園裡，時常可以看見外籍學生，他們來自 20 多個不同的國家，透過和他們交流，

不但可以幫助學習語言，也能了解多國文化，擴展國際視野呢！更有機會申請「學海

築夢」、「學海飛颺」及「學海惜珠」計畫，赴海外姐妹校短期研習，或是前往美國、

日本、奧地利、法國、德國等海外知名企業實習，在崑山有許多機會得以擁抱全世界！ 

    除了專業不斷進步，社團活動更是大學生活最讓人期待的，超過 100 個社團，各

種有趣的活動與表演，讓校園生活每天都精采可期，你/妳可盡情寫下獨特的青春日

記！ 

 



  

 

     

此外，弱勢家庭學生更是本校關心且協助之對象，本校連續 13 年(90~102 學年)

未調整學雜費，但為提供弱勢學生更多獎助學金，自 103 學年度調整學雜費後，將能

協助更多的弱勢學生，包括弱勢學生助學金、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弱勢學生住宿優

惠、急難救助金、專業技術服務學習助學金以及臨時性服務學習助學金，讓大家可以

順利且安心就學。而且經調整學雜費後而且經調整學雜費後而且經調整學雜費後而且經調整學雜費後，，，，本校仍為雲嘉南高地區收費較低之科技大學本校仍為雲嘉南高地區收費較低之科技大學本校仍為雲嘉南高地區收費較低之科技大學本校仍為雲嘉南高地區收費較低之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私立技專校院各校收費標準比較表：

http://information.ksu.edu.tw/sites/information.ksu.edu.tw/files/PublicFilesDownload/3-3-3g

e_xiao_shou_fei_biao_zhun_bi_jiao_biao__0.pdf) 

 

    最後，誠摯歡迎你/妳選擇崑山科技大學，與我們一起展開大學美好的學習旅程，

成為自信與專業的崑山人！ 

 

敬祝 

青春美好 

學業進步 

崑山科技大學 

 

校長 蘇炎坤        謹筆 

2014/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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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新生網路新生網路新生網路新生網路註冊註冊註冊註冊指南指南指南指南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信封上有您班級、學號及 KSU.ID(就是您新生網路註冊系統報到帳號)，請妥為保存。 

【註】KSU.ID 查詢,請參考第請參考第請參考第請參考第 4444 頁說明頁說明頁說明頁說明登入學號及身分證字號即可。 

(二)請新生依入學管道，參照下表時間完成網路註冊系統報到、選課、繳費、開學日期 

  【註】新生註冊方式以網路註冊系統報到，無須至校辦理註冊手續。 

    
(三)新生網路註冊各項辦理要點說明：(如有疑義，請洽相關業務單位) 

項  目  說    明 
業務單位(承辦人) 本校電話06-2727175 轉單位分機  

學雜費繳費學雜費繳費學雜費繳費學雜費繳費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1.學雜費繳費憑單班級、姓名、學號等資料如有不符，請向出納組
辦理更正換發。繳費單遺失可至土銀網路銀行網站    

 (https://trs.landbank.com.tw/landbank/system/index.aspx)進入代
收學雜費管理系統直接列印補單。 

2.繳費方式：繳款方式可由下列擇一辦理：(每位同學帳號皆不同，
請勿持他人繳費單繳款)。 
 (1)臨櫃繳款：至土地銀行全國各地分行以現金繳費。 
 (2)跨行匯款：請至金融機構或郵局辦理跨行匯款繳費。 
 (3)金融卡(ATM)轉帳 (不受每日三萬元限制) 。 
 (4)信用卡繳費：進入網址：www.27608818.com(相關細節及操做作 

方法公告於總務處網頁;學校代碼 8814600458) 。 
 (5)E-Bill全國繳費網線上繳費：連結 http://ebill.ba.org.tw，

以各行庫晶片金融卡繳費(需自備讀卡機)。 
    ※請以上列方式擇一繳費，學校不另設窗口收費。 
     ※選擇第(二)至第(五)種繳費方式者，請妥善保存轉帳交易明細表於

7天後自行到台灣土地銀行網路銀行網站列印收據。網址：   
      https://trs.landbank.com.tw/landbank/system/index.aspx 進

入代收學雜費服務網->列印收據(學校不再另行製發收據)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生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生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生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生】】】】，需繳回銀行學雜費繳費單第二聯「學

生註冊聯」。    
※※※※請自行妥善保管學請自行妥善保管學請自行妥善保管學請自行妥善保管學雜費繳費憑單第一聯學生收執聯及第二聯學生雜費繳費憑單第一聯學生收執聯及第二聯學生雜費繳費憑單第一聯學生收執聯及第二聯學生雜費繳費憑單第一聯學生收執聯及第二聯學生

註冊聯註冊聯註冊聯註冊聯，，，，以便抵減綜所稅或申辦其他業務用以便抵減綜所稅或申辦其他業務用以便抵減綜所稅或申辦其他業務用以便抵減綜所稅或申辦其他業務用。。。。 

總務處  

出納組  

分機 200 

    240 

 

就 學 貸 款就 學 貸 款就 學 貸 款就 學 貸 款 【註】 1.無須申請者，請勿登錄填寫。 2.申請者，將資料另寄交課外活動組 

1.辦理學生就學貸款者，請至本校「新生網路報到系統」點選；步
驟一上臺銀網站申請貸款����步驟二至臺銀對保手續����步驟三上
學校網站登錄����步驟四資料郵寄到校。(詳情請參閱學生就學貸款程
序及注意事項) 

  ※：詳情請參閱資料袋內所附【崑山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申辦
學生就學貸款程序及注意事項（新生）】辦理相關事宜。 

2.2.2.2.到台灣銀行辦理到台灣銀行辦理到台灣銀行辦理到台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時間就學貸款時間就學貸款時間就學貸款時間：：：：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111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請確實遵守請確實遵守請確實遵守請確實遵守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蕭小姐) 
分機 228 

  

 
學雜費減免學雜費減免學雜費減免學雜費減免     【註】 1.無須申請者，請勿登錄填寫。 2.申請者，將資料另寄交生輔組,才算完成辦理作業。 

欲申請八項學雜費減免者，請至新生網路報到系統點選【學雜費減
免】，四技-技優、甄選、繁星、身心障礙申請方式入學新生及碩、
博士新生請於 103 年 8月 11 日(星期一)前，其餘四技新生請於 103
年 8月 13 日(星期三)前將所需繳交證明文件申請書(請至學務處-
生輔組下載)及學雜費繳費單到本校行政中心 2樓生活輔導組辦理
或依前項規定時間前郵寄辦理，如還有任何問題洽
(06)2727175#224王小姐。 
※若還要申請貸款者，務必先辦理減免，其差額再到台灣銀行辦理
就學貸款。    

學生事務處

生輔組 

(王小姐 ) 

分機 224 

    225 

入學管道  
網路註冊系統 

開 放 時 間 
繳費截止日期  網路選課  上課暨開學 

四技、研究所碩博士等新生 
8月 6 日 
至 

8月 13 日 

8 月 22 日 
(星期五 ) 
前完成  

 
9 月 9 日 
(星期二)起 

9 月 15 日 
(星期一) 
正式上課  

※詳細新生網路註冊報到流程及步驟，請參考第 4-5 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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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業務單位(承辦人) 本校電話06-2727175 轉單位分機  

學生基本資料表 
新生網路報到需要上傳大頭照相片、輸入英文姓名、及電子信箱

(E-mail)並列印【學生基本資料表】需浮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最最最最

近近近近彩色彩色彩色彩色2222吋證件吋證件吋證件吋證件照片照片照片照片，於新生輔導新生輔導新生輔導新生輔導時繳交。 

入學學歷證件 畢業證書正本或修業證明書正本正本正本正本，於新生輔導新生輔導新生輔導新生輔導時繳交。(己交者免) 

新生學生證 
新生完成報到註冊、上傳相片及輸入英文姓名者，新生輔導時可領

到學生證。 

教務處  

註冊組  

分機 218 

    219 

弱勢助學措施 (年所得70萬以下) 本措施將於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後 9月中開放申請，學生可依

規定親自上【弱勢助學補助登錄系統】完成申請，並於規定期限列

印自行登錄之申請書連同戶籍謄本繳交學務處生輔組。請密切注意”

學校首頁相關訊息”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http://www.ksu.edu.tw/cht/unit/D/A/SA/CLS/AP/DisadvantagedAward/ 

※更多相關訊息將於開學後公告於學校首頁、學務處網頁及各系布告欄。 

學生事務處

生輔組 

(王小姐 ) 

分機 224 

    225 

兵    役 【限男生，女生免】 
一、兵役(緩徵)申請，凡本校新生(含轉學生及復學生)，請至學校首

頁////行政單位////軍訓室網頁////相關檔案及法規下載－兵役調查表，

詳細填寫畢業學校、、、、戶籍地鄰里戶籍地鄰里戶籍地鄰里戶籍地鄰里及現就讀班級，並浮貼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於註冊時繳交，逾時未依規定繳交，造成無法辦理緩

徵者，請自行負責。 

二、如已服完兵役者，請於註冊時繳交「退伍令」影本及「兵役調

查表」(請至學校軍訓室網站下載)各乙份，免役者應附體位證明

書影本，逾期未依規定繳交，造成無法辦理者，請自行負責。 

軍訓室  

(蘇教官 ) 

分機 235 

237 

宿舍申請及進住 (無須申請者，請勿 登 錄 填 寫 ) 

四技新生申請宿舍抽籤四技新生申請宿舍抽籤四技新生申請宿舍抽籤四技新生申請宿舍抽籤：：：：    
1.四技新生床位採電腦抽籤，於 103 年 8月 7 日（星期四）至 13 日
（星期三）登記作業，請上學校網頁 http://www.ksu.edu.tw進入
點選資訊服務中之【宿舍作業網站】
(http://120.114.103.42/SDORM/)，103 年 8月 14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公告中籤名單。 

2.有登記住宿學生，經公告中籤者，住宿費繳費單及宿舍保證金繳
費單自行於 103 年 8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15 時起，遇例假日 8
月 16、17 日（六、日），請利用 ATM 轉帳繳費，至 103 年 8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7 時止，請至土地銀行網址：
http://trs.landbank.com.tw/landbank/system/index.aspx進入
代收學雜費服務網→點選《學生專區》→請選擇崑山科技大學→請
輸入學號→登入→個人繳費資料查詢→下載住宿費及宿舍保證金
繳費單（保證金需繳納現金，無法辦理就學貸款）→按列印→點選
繳費單→按開啟檔案→列印繳費單；繳費方式：（1）臨櫃繳費（2）
跨行匯款（3）金融卡 ATM 轉帳。繳費截止日期為 103 年 8月 20 日
（星期三）下午 17 時止，逾期未繳者，以棄權論。 

3.若住宿費繳費單及宿舍保證金繳費單無法列印時，請記住繳費單
內之繳款帳號，利用金融卡 ATM 轉帳或至郵局及金融機構辦理跨行
匯款。 

       【戶名：崑山科技大學】 
       【帳號：住宿費繳費單及宿舍保證金繳費單內繳款帳號】 
4.辦理學雜費減免之低收入戶學生及就學貸款申貸住宿費的同學，
住宿費請暫勿繳納，請參閱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注意事項。唯須
先繳納宿舍保證金 3000 元，以確保住宿資格，請上網列印先行繳
交(土地銀行代收)。 

5.免電腦抽籤資格： 
(1)個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由辦理學雜費減免資料中審查

資格)。 
(2)具低收入戶減免之學生 (由辦理學雜費減免資料中審查資格)。 
(3)家住離島(澎湖、金門、馬祖、蘭嶼、綠島)之學生 (請傳真三

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學生事務處

生輔組  (張教官、郝教官) 
分機224、 236 

專線： 

(06)205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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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人員，由學校提供南苑 4 人雅房房型，請於 103 年 8月 13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前逕以電話申請住宿，並於 103 年 8月
15（星期五）下午 17 時起至土地銀行網址：
http://trs.landbank.com.tw/landbank/system/index.aspx
列印繳費單繳費。 

6.住宿費繳費截止日期為 8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7 時止；屆時
清查中籤未繳費者，於 8月 21 日、22 日實施未中籤之新生候補
作業，所遺空缺將立即電話通知，依序候補至額滿為止，候補名
單上網公告。 

7.研究所新生： 
102 學年度有意願住宿者，請以電話向學務處生輔組登記，依四
技新生所餘床位數依序候補。 

8.住宿注意事項： 
（1）中籤者不得轉讓，經審核查獲者，將取消住宿資格，空缺一

律納入候補作業遞補。 
(2）本校宿舍委員會決議，103學年住宿費用如后： 寢室類別 學期住宿費 寢室類別 學期住宿費 寢室類別 學期住宿費 南苑四人雅房 11600 元 (男女兼收) 北苑二人套房 17650 元 (限男生) 南苑四人套房 15100 元 (限女生) 北苑三人套房 14500 元 (男女兼收) 興苑雙人雅房 12100 元 (男女兼收) 南苑三人套房 15100 元 (限女生) 北苑三人套房 (具公共廚房) 17007 元 (外籍生優先、  男女兼收) 南苑二人套房 18400 元 (限女生) 北苑二人套房 (具公共廚房) 20832 元    (外籍生優先、男女兼收) 元苑三人套房 (具公共廚房) 19782 元 (男女兼收) 
（3）除住宿費用外，另須繳交保證金 3000 元，住宿生需住滿一學

年(上、下學期)，分二次繳交住宿費（上、下學期），除休、退、
轉學外，中途不得以任何理由退宿，倘違約者保證金沒收，不
予退還。 

（4）住宿保證金退費：每學年第二學期辦理下學年續住調查，登記
續住者其住宿保證金移轉至下學年，未續住者於學年期末無息
退款轉帳至個人銀行帳戶。 

（5）新生入住宿舍報到時間為 103 年 9月 13 日（六）、14 日（日）
08時至 17 時，報到時請繳交資料及配合事項如下： 
（a）學生基本資料表(學生學籍資訊管理系統 

http://www.ksu.edu.tw/cht/utility/studentProfile
/內列印，並於上註記『同意學校因宿舍管理，蒐集本人
個人資料』)。 

（b）契約書(一式二份)，請自行至生輔組網頁下載填寫。 
（（（（cccc））））務必上傳銀行務必上傳銀行務必上傳銀行務必上傳銀行((((或郵局或郵局或郵局或郵局))))帳戶影本帳戶影本帳戶影本帳戶影本((((請上傳至學校網頁請上傳至學校網頁請上傳至學校網頁請上傳至學校網頁：：：：

MY.KSU/MY.KSU/MY.KSU/MY.KSU/（（（（個人個人個人個人））））資料與歷程相關系統資料與歷程相關系統資料與歷程相關系統資料與歷程相關系統////銀行帳戶管理系銀行帳戶管理系銀行帳戶管理系銀行帳戶管理系
統統統統))))，，，，以利爾後保證金以利爾後保證金以利爾後保證金以利爾後保證金退費作業退費作業退費作業退費作業。。。。    

（d）領取寢室鑰匙。 
（6）北苑宿舍室內坪數 5.5坪、床舖長寬 6*3呎。 

南苑宿舍 1樓室內坪數 5-8坪、床舖長寬 6.5*3呎。 
     南苑宿舍 2樓-10樓室內坪數 5坪、床舖長寬 6*3呎。 
     興苑宿舍室內坪數 4坪、床舖長寬 6.5*3呎。 
     元苑宿舍室內坪數 5.5坪、床舖長寬 6.5*3呎。 
（7）宿舍內學生須自備床墊、棉被、枕頭及個人盥洗用具，宿舍提

供桌椅、檯燈……等相關硬體設備，歡迎同學擇時到校參觀。 
（8）宿舍教官： 
     南苑、元苑、興苑宿舍：郝春富教官 
      北苑宿舍：張志宏教官 
（9）宿舍舍監： 
   南苑、興苑舍監：徐德成先生 
                   陳證旺先生  06-2735211分機 5000或 5729  
   北苑、元苑舍監：劉堂禾先生  
                   劉侑仁先生  06-2735211分機 6926或 6620 
（10）學務處生輔組連絡電話：傳真電話：06-2051139 
         學校總機：06-2727175轉224、22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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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網路註冊操作說明圖網路註冊操作說明圖網路註冊操作說明圖網路註冊操作說明圖    
 

(一)進入本校首頁後，點選「新生資訊專區」→ 新生網路註冊系統 

【註】也可在瀏覽器中輸入新生網路註冊系統報到網址：http://www.ksu.edu.tw/app/StuReg 

 

 

 

 

 

 

 

 

 

 

 

 

 

 

 

 

 

 

 

 

 

 

(二)登入新生網路註冊系統，輸入 KSU.IDKSU.IDKSU.IDKSU.ID及密碼密碼密碼密碼，按『登入』鈕： 

((((三三三三))))KSU.IDKSU.IDKSU.IDKSU.ID：：：：請參考註冊通知單的信封標籤上，有一組『S103XXXXXX』共 10碼的編號。 

((((四四四四))))密密密密            碼碼碼碼：：：：請輸入系統為您預設的密碼，預設密碼為【身身身身分證號第分證號第分證號第分證號第 1111 碼碼碼碼＋＋＋＋最後最後最後最後 5555 碼碼碼碼】。 

例如您的身分證號為 A123456789，那麼預設密碼即為【A56789】。 

 

 

 

 

 

 

 

 

 

 

 

 

 

 

 

查詢 KSU.ID 

輸入學號及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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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登入成功後，請點選畫面上方中央的 1111、、、、2222、、、、3333等大型按鈕進入操作： 

１１１１．．．．選擇辦理的作業選擇辦理的作業選擇辦理的作業選擇辦理的作業    

請選擇您想要辦理的作業選項，例如確定要申辦『學雜費減免』的話，那麼就在

該選項方框中點選【【【【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要申辦這個作業我要申辦這個作業我要申辦這個作業我要申辦這個作業】】】】。如果要取消申辦，那麼請點選

【【【【您已經申辦了這個作業您已經申辦了這個作業您已經申辦了這個作業您已經申辦了這個作業，，，，如要取消申辦請點選此按鈕如要取消申辦請點選此按鈕如要取消申辦請點選此按鈕如要取消申辦請點選此按鈕】】】】。另外，有一些選項是

必要作業，也就是每位同學都要進行這個申辦作業，在這部份系統會寫上【【【【這是這是這是這是

必要必要必要必要作業選項作業選項作業選項作業選項，，，，不可取消不可取消不可取消不可取消！】！】！】！】。待您確定好要辦理的作業項次後，請點選畫面上

方中央的【【【【２２２２填報作業的細項填報作業的細項填報作業的細項填報作業的細項】】】】大型按鈕。 

２２２２．．．．填報作業的細項填報作業的細項填報作業的細項填報作業的細項    

點選進入後，請看下圖所標示的代碼與解釋，並進行相關動作：  

    

Ａ、Ａ、Ａ、Ａ、畫面中的藍色頁籤，會橫向列舉出您剛才在【【【【１１１１選擇辦理的作業選擇辦理的作業選擇辦理的作業選擇辦理的作業】】】】中所

勾選的作業，請依序的點選各個頁籤，並在完成每一個頁籤下方的每一

個綠色虛框所列舉的作業細項。    

Ｂ、Ｂ、Ｂ、Ｂ、您可以點選詳細說明，來查看在『基本報到』作業中的『個人基本資料

確認』裡，您必須要進行哪些作業才可以完成。 

                PPPPssss：：：：填入「戶籍地址」，請注意務必與身分證背面一致，須有村(里)、鄰

資料。 

Ｃ、Ｃ、Ｃ、Ｃ、在某些作業細項中，過程會陸續的產生出一些紙本文件，您可以點選檢

視，來查看這些文件是怎麼產生的、或者是在哪個步驟程序中產生。 

Ｄ、Ｄ、Ｄ、Ｄ、如果您已經確實的列印（或準備）完成該份紙本文件，那麼請在自我檢

查中將該份文件勾選起來，也就是【【【【我已完成此步驟我已完成此步驟我已完成此步驟我已完成此步驟】。】。】。】。    

Ｅ、Ｅ、Ｅ、Ｅ、如果您已經完成了所有的紙本文件後（Ｄ項次要全部打勾），代表『個人

基本資料確認』這個作業細項已經完成，這時請點選【【【【如果您已經做完如果您已經做完如果您已經做完如果您已經做完

這個工作項次這個工作項次這個工作項次這個工作項次，，，，請點選此處設定為完成請點選此處設定為完成請點選此處設定為完成請點選此處設定為完成】】】】，來告訴系統您已經完成了這個

細項作業。 

３３３３．．．．檢視註冊完成度檢視註冊完成度檢視註冊完成度檢視註冊完成度    

您可以隨時點選【【【【３３３３檢視註冊完成度檢視註冊完成度檢視註冊完成度檢視註冊完成度】】】】來進行自我的檢核動作，畫面中系統

會自動計算您目前的『註冊完成度』，如果顯示 100%，那麼表示您已經完成

了註冊嘍！如果還沒有到達 100%，那麼表示您還有一些工作沒有完成。請在

畫面下方的『未完成項目』中，去找尋自己缺乏的作業細項，並且快點補齊。 

另外，系統也會貼心的幫您列出『註冊之前需預繳的紙本』以及『新生輔導

當天需攜帶的紙本』，千萬別忘記要利用這兩項功能來提醒自己，在正確的時

間點去進行、辦理或攜帶應具備的品項喔！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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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新生免費暑期英文強化營新生免費暑期英文強化營新生免費暑期英文強化營新生免費暑期英文強化營    

(一)活動目的：取得英文證照為本校畢業門檻之一，為加強學生英文能力，提升就業
競爭力，特辦理新生暑期英文強化營。 

(二)參加對象：本校 103 學年度四年制入學新生自由參加，預計開設 5 班(人數過多時
以電腦抽籤為準)。 

(三)活動日期：103 年 8 月 25 日至 103 年 8 月 29 日，共計 5 天。 
    1、上課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6：30。 
    2、考照日期：103 年 9 月 20 日 (自由參加)。 
(四)活動收費：學費全免(報名證照考試者，代收考照報名費 1500 元)。 
(五)住宿服務：上課期間本校提供住宿服務(4 人房)，每人每天 161 元，請於報名網站

登記住宿需求。 
(六)報名日期及網址： 

1、報名日期：103 年 8 月 6 日起至 103 年 8 月 13 日止。 
2、報名網址及活動簡介：本校網頁首頁或外語中心首頁網路報名 

四四四四、、、、新生輔導新生輔導新生輔導新生輔導((((新生訓練新生訓練新生訓練新生訓練))))日期日期日期日期、、、、需繳交資料及注意事項需繳交資料及注意事項需繳交資料及注意事項需繳交資料及注意事項        

項  目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業務單位(承辦人) 本校電話06-2727175 轉單位分機  

(一)    輔導日期輔導日期輔導日期輔導日期：：：：    
1. 新生輔導(新生訓練)時間：9 月 15 日(上午 8：10 至 16：50 時

止)，四技所有新生參加四技所有新生參加四技所有新生參加四技所有新生參加。 
2. 新生輔導(新生訓練)報到日期：9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8：10

時至教學研究大樓辦理報到；唯住校生請於 9 月 15 日上午 8：
00 時於宿舍前集合，統一帶至教學研究大樓教室。    

學生事務處 

生輔組 

分機235  新 生 輔 導  
【四技所有新生參加】 

 

(二)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新生新生新生新生輔導輔導輔導輔導))))需繳交資料需繳交資料需繳交資料需繳交資料：：：：    
1.【學生基本資料表】網路列印，需浮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最近 2 吋證件照片。 
2.【入學學歷證件】畢業證書正本或修業證明書正本。(己交者免) 
3.學生會費繳費收據。 
4.兵役調查表(女生免繳)，全班統一收齊後，由班代繳交至軍訓室。 
 ※【研究所碩研究所碩研究所碩研究所碩、、、、博士新生博士新生博士新生博士新生】，，，，應繳資料於開學日交至系辦。 

繳給當日
輔導員 

新生健康檢查 

1.依據：教育部及行政院衛生署 92 年 6 月 25 日會銜發布之「學生
健康檢查實施辦法」，每位同學皆必須接受學生健康檢查。 

2.請自備健康檢查費用請自備健康檢查費用請自備健康檢查費用請自備健康檢查費用 600600600600 元元元元，，，，於於於於 9999 月月月月 11115555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現金繳交現金繳交現金繳交現金繳交。。。。 
3.請務必攜帶學生照片 1 張，用以製作健康檢查紀錄卡資料。 
4.健康檢查項目：身高、體重、血壓、視力、一般理學、口腔等檢查，

以及抽血(血液常規、肝、腎功能、血脂肪等)、驗尿、X光檢查。    

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金護士) 

分機 233 
機車停車申請 

1.辦理時間：103年9月15日(星期一)至103年9月17日(星期三)止 
(1)住宿同學於向樓長登記並繳費。 
(2)一般非住宿同學向班級統一負責同學辦理登記及繳費。 

2.請上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左下方﹥
機踏車停車證申請。 

3.停車申請為一學期(上學期) ，費用自行車 100元、住宿固定號500
元、固定號400元、不對號250元， 車位有限，請同學儘早申請 。 

4.繳費：9 月 18 日(星期四)上午 11：30~13：00 配合土地銀行駐
校時間，統一由班級負責同學及宿舍總舍長至生輔組辦理繳費
領證事宜。 

5.新生同學請先下載「學生停車申請家長同意暨基本資料表」並
填寫資料(黏貼有效機車行照、保險、個人駕照影本)，負責同
學統一收齊並依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左下方>機踏車停車證申請，下載班級申請名冊打成電子檔，一
併送交生輔組。 

6.學校不提供學生汽車停車申請。 

學生事務處 

生輔組 

(丁教官) 

分機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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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公車月票 
凡需申購公車(市區、郊區)月票之同學，請於9月 19日(星期五)前

至學生事務處生輔組辦理。    

學生事務處 
生輔組 
分機224 

學生會會繳費單 

1.依大學法規定：學生為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學生收取
學生會費。 

2.學生會會費依學生會組織章程規定(※權利：參與選舉及各項活
動…；※義務：繳納會費、遵守法規…)及學生議會開會決議，
學生會費於入學時一次繳費完畢。 

3.本屆新生繳費 2,000 元整，於 8 月 22 日(星期五)前至土地銀行
各地分行臨櫃繳款、其他金融機構辦理轉帳或使用金融卡 ATM
轉帳存入學生會專戶﹝請將轉帳收據影印﹞，收據於新生輔導
(訓練)時繳交。 

4.依土銀規定：學生會專戶戶名需加列帳戶代表人(學生會會長)
名字。學生會專戶戶名學生會專戶戶名學生會專戶戶名學生會專戶戶名：：：：私立崑山科技大學學生會駱羿伶私立崑山科技大學學生會駱羿伶私立崑山科技大學學生會駱羿伶私立崑山科技大學學生會駱羿伶。。。。    

5.匯款帳號：土地銀行永康分行土地銀行永康分行土地銀行永康分行土地銀行永康分行(005)(005)(005)(005)、、、、學生會專戶帳號學生會專戶帳號學生會專戶帳號學生會專戶帳號
031031031031----001001001001----121696121696121696121696，，，，請務必備註學生姓名學號請務必備註學生姓名學號請務必備註學生姓名學號請務必備註學生姓名學號。。。。 

6.本款項係使用於補助及支付學生在學期間參加及辦理各項活動
經費（包含新生導覽、迎新晚會、社團招生博覽會、台南市特約商店優惠手冊及會卡、聖誕晚會、校慶晚會、園遊會、校內外公益、藝文、服務學習與公民教育、各項系學會及社團等各式活動、期末社團評鑑觀摩及行政雜項（印製海報、資料、雜費-膠膜、紙張、文具、紙箱…）等費用。 

7.本費用於辦理轉、退學(離校)時，可至學生會辦理退費(確認已
繳會費依學期比例退費)。 

8.低收入戶學生，提出證明文件(鄉鎮區縣市單位開立)，可免繳
學生會會費(已繳費可至學生會辦理退費)。  

※請參閱資料袋內所附-103級學生會會長給新生的一封信(含辦理活動預
定表)及學生會會費繳費單。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分機 227 

     

校 內 、 外  

獎 助 學 金  

校內、外獎助學金： 
1.校內提供獎助學金申請方式：【上網點選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相關檔案及法規】各項獎助學金計有各項獎助學金計有各項獎助學金計有各項獎助學金計有 22222222
項項項項。本校網址：http://www.ksu.edu.tw/ 

(1)助學金：研究生獎助學金、專業技術工讀助學金、清寒學生
急難救助金、學生糾察助學金、學生宿舍幹部助學金、臨時
性工讀生助學金、弱勢學生助學金、溫馨助學安心就學生活
補助金、共同助學措施助學金等項。 

  (2)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畢業成績優良獎學金、校外
專業性競賽成績優良獎學金、專業技能優良獎學金、課外活
動表現優良獎學金、社團活動表現優良獎學金、校內各項比
賽成績優良獎學金等項。 

     註：校內各項獎助學金依辦法由學校承辦單位主動提供，或
由學生向承辦單位申請。 

2.校外各項獎助學金申請方式：【上網點選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圓夢助學網】 
(1)教育部「圓夢助學網」網址 http://helpdreams.moe.edu.tw/ 
(2)教育部入口網站 http://www.edu.tw進入點選「圓夢助學網」 
(3)本校網址：http://www.ksu.edu.tw/ 

     註：校外各項獎助學金訊息，隨時公告於上述網頁。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分機 228 

     

其他注意事項 

其他注意事項： 

 1.【學校電話代表號】06-2727175 

【學校網址】http://www.ksu.edu.tw 

 2.如因特殊事故不能如期辦理註冊手續者，應向教務處註冊組辦

理請假，逾期未註冊者(且未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即以自動

退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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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課指南選課指南選課指南選課指南    
(一) 課程類別課程類別課程類別課程類別：分為「必修科目」及「選修科目」。 

(各系應修之必修/選修課程，請參閱各系所網頁公告之各學年度課程科目表) 

1.必修科目：(畢業前需全部修畢且及格) 

� 專業必修科目：各系自訂之專業科目。 

� 四技共同必修科目： 

(1)核心通識(14 學分)、(2)分類通識(10 學分)(一下~三下，分 A~D 類 4類，每一

類至少修 2 學分) 

(3)體育(一上~一下，各 2 學分)、(4)軍訓(一上~一下，0 學分) 

(5)畢業門檻(英文證照、資訊證照、通識講座，3 學分) 

2.專業選修科目： 

� 為選擇性的專業課程，學生可根據各系規定選修本系(或他系)專業課程，若該課程

不及格，不一定要重修該科，惟學生須修畢一定數量之選修學分始得畢業。 

� 共同必修科目及軍訓選修課程不可做為畢業選修學分。 

註註註註：學生請多利用本校課程地圖系統課程地圖系統課程地圖系統課程地圖系統(課務組網頁)，進行選課規劃。 

 ( ( ( (二二二二))))網路選課說明網路選課說明網路選課說明網路選課說明：：：：    

1.1.1.1.選課時程選課時程選課時程選課時程：    

(1)登記登記登記登記加退加退加退加退選課選課選課選課程程程程：9999 月月月月 9999 日起日起日起日起。。。。(詳細時程，依課務組網頁公告之選課須知選課須知選課須知選課須知辦理) 

(2)加退選截止：人工加退選 19 日截止，網路加退選 26 日截止。 

2.2.2.2.選課選課選課選課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1) 須自行加選之課程須自行加選之課程須自行加選之課程須自行加選之課程：：：： 

四技一上：體育體育體育體育。(其餘必修及選修課程由系統自動登記加選本班課程； 

英文另由外語中心編班，學生須於開學前至外語中心網頁查詢上課班查詢上課班查詢上課班查詢上課班

級級級級) 

四技一下起：體育體育體育體育、、、、分類通識分類通識分類通識分類通識、選修科目選修科目選修科目選修科目、外語外語外語外語((((二下二下二下二下))))。 

(2) 由系統自動加選之課程由系統自動加選之課程由系統自動加選之課程由系統自動加選之課程：：：： 

四技英文、勞作教育：分別由外語中心/導師，編班/分組，無法網路加退選； 

重補修時須採人工選課。 

其餘必修科目必修科目必修科目必修科目：由系統自動登記加選本班課程。(一下起，選修科目，須自行登記

加選) 

(3) 每學期學分上下限：上限 25252525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下限 16161616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大四 9 學分)。 

註： 新生/轉學生選課歸納如下： 

四技新生四技新生四技新生四技新生：僅須自行登記加選「體育體育體育體育」課程。 

碩博士新生：須自行登記加選「選修科目」。 

轉學生：須自行登記加選「選修科目」、「分類通識」。 

(轉學生已抵免之必修必修必修必修課程，另須於該課程開課學期，自行上網退選。) 

3.3.3.3.選課選課選課選課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    登記登記登記登記抽籤式網路選課系統抽籤式網路選課系統抽籤式網路選課系統抽籤式網路選課系統：：：：    

(1) 採登記登記登記登記、、、、抽籤抽籤抽籤抽籤方式選課：各課程登記加選人數超過課程名額上限時，則依課程設

定之優先序進行抽籤。 

(2) 選課時只要於截止前登記即可，登記時間先後不影響不影響不影響不影響抽籤結果(不用急著搶先登

記)； 

任何可上網的電腦，皆可上網登記選課(例如：各系電腦教室、電算中心、圖書館、

學生宿舍、家中等)。    

((((三三三三).).).).簡要選課步驟簡要選課步驟簡要選課步驟簡要選課步驟：：：：(操作畫面可參閱課務組網頁之「新抽籤式網路選課系統-系統與學生

使用說明」、「抽籤式網路選課 Q&A」) 

1.登記加登記加登記加登記加((((退退退退))))選選選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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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址：http://www.ksu.edu.tw/cht/utility/courseSelection/ 

(學校網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網路選課系統-> 選課登記與抽籤結果查

詢)  

(2)登入：以 KSU.ID登入。 

(3)登記加選加選加選加選：查詢查詢查詢查詢所需課程，再點選該課程上之「加選」按鈕。(逐一登記加選所

需課程) 

(4)儲存儲存儲存儲存選課登記。(若未按儲存，則該次登記之加退選無效) 

2.「志願式志願式志願式志願式」」」」選課：體育課程體育課程體育課程體育課程等特別採志願式登記抽籤，學生須依志願序登記多門多門多門多門體體體體

育課程育課程育課程育課程參加抽籤。(凡志願式抽籤課程，學生須｢填滿填滿填滿填滿｣所有所有所有所有該類課程該類課程該類課程該類課程，，，，以確保必能

選中 1 門課程) 

3.查詢抽籤結果查詢抽籤結果查詢抽籤結果查詢抽籤結果：於系統抽籤後，學生自行上網查詢加選課程抽籤結果。 

4.再登記再登記再登記再登記、抽籤：未抽中者，應取消原來之登記，改登記加選其他尚有名額之課程，

參加下一次之選課抽籤。(志願式課程，只要學生｢填滿填滿填滿填滿｣課程，必能選中 1 門課程) 

註：加退選截止前，計有多次登記、抽籤，詳細時程請參閱選課須知選課須知選課須知選課須知。 

  (  (  (  (五五五五) ) ) ) 課表查詢課表查詢課表查詢課表查詢、、、、上課教室查詢上課教室查詢上課教室查詢上課教室查詢：：：： 

1.點選課務組網頁之「教師/班級課表查詢」查詢班級課表。(每學期末即可查詢次學

期課表) 

2.體育課程體育課程體育課程體育課程：體育室於各班上課時段，皆開設有籃球、羽球、…等體育課程，各班同

學只能選修本班時段之體育課程(其餘時段體育課程看不到，亦無法選課)。(詳請參

閱體育室網頁 www.ksu.edu.tw/cht/unit/D/A/PE/-「單位公告」之體育課選課須

知、體育室授課科目表) 

3.分類通識(一下起)：每學期之開課課程說明、選課相關規定等，請參閱通識中心網

頁 - 相 關 檔 案 及 法 規 下 載 之 類 通 識 選 課 要 點 。

(www.ksu.edu.tw/cht/unit/D/T/GC/download.aspx) 

  (  (  (  (六六六六) ) ) ) 課程教學大綱查詢課程教學大綱查詢課程教學大綱查詢課程教學大綱查詢(內容含課程使用教科書)：：：：  

      點選課務組項下之「課程教學大綱系統」。(每學期選課前即可查詢) 

  (  (  (  (七七七七) ) ) ) 其他選課規定其他選課規定其他選課規定其他選課規定    

1.其他選課注意事項及規定，請參閱課務組網頁之選課須知選課須知選課須知選課須知、學生選課辦法。 

2.簡要摘錄選課須知之選課時間如下： 

編

號 

選課登記 

開始時間 

選課登記選課登記選課登記選課登記    

截止時間截止時間截止時間截止時間    

抽籤結果查詢抽籤結果查詢抽籤結果查詢抽籤結果查詢 

開始時間 

1 

9/09(星期二) 

09:00~10:00 限大一 

13:00 起：大一、研究生、全校 

9/10(9/10(9/10(9/10(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30PM) 1:30PM) 1:30PM) 1:30PM    9/10 3:30PM 起 

2 9/10(星期三) 4:00PM 9/11(9/11(9/11(9/11(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1:30PM) 1:30PM) 1:30PM) 1:30PM    9/11 3:30PM 起 

3 9/11(星期四) 4:00PM 9/18(9/18(9/18(9/18(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1:30) 1:30) 1:30) 1:30PMPMPMPM    9/18 3:30PM 起 

4 9/18(星期四) 4:00PM 9/23(9/23(9/23(9/23(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1:30PM) 1:30PM) 1:30PM) 1:30PM    9/23 3:30PM 起 

5 9/23(星期二) 4:00PM 9/26(9/26(9/26(9/26(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30PM) 1:30PM) 1:30PM) 1:30PM    9/26 3:30PM 起 

註：登記時間先後，不影響抽籤結果；建議避開每一階段開始 5~10 分鐘之尖峰時

間。 

3.轉學生(或其他學生)選修學分、選修進修部課程規定： 

請參閱學生選課辦法第 11條、第 19條之規定。 

(八) 依據『崑山科技大學通識課程標準』訂定辦法,配合各院系特色，工程學院與資科

學院學生自然科學類課程至多一門；創媒、商管和民生應用學院對自然科學或生命

科學類課程至少 2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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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六、、、、優越的優越的優越的優越的生活機能生活機能生活機能生活機能    
(一)優勢地理居中心 

   位於大台南市城鄉交會中心，鄰近高速公路(仁德交流道)、台南火車站、高鐵車站，市

區二號公車可直達本校，交通便利，生活機能佳。鄰近台南科學園區及台南科技工業區，

產業資源連結豐富。 

(二)聯合服務好貼心  

  引進企業「門市」的觀念，設有「聯合服務中心」，發揮一處收件全程服務的單一窗口

功能，服務內容包括：「受理申辦」、「行政諮詢」、「意見處理」、「資料陳閱」、「其他服

務」等五大服務區塊，提供家長、學生完善親切的服務品質，使教務、學務、總務及生

活等相關事宜，皆能迅速獲得幫助解決。不但發揮雙向互動、即時回應等功能，更可簡

化行政手續、促進行政效能並帶動制度的建立，進而營造溫馨、和諧、效率的校園環境。 

(三)運動休閒 GO 青春 

   學生活動中心擁有面積 1,404平方公尺的寬裕空間，設備新穎的活動室、會議室、演奏廳，

讓學生社團活動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培養領導才能，發揮自治能力，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社團：校內社團分為康樂性、聯誼性、學藝性，及服務性等共計 80餘個。 

   運動：完善的運動設施，現有體適能中心、田徑場、足球場、籃球場、網球場、排球場、

羽球場、壘球場、標準 50mx25m 游泳池、體育館、韻律室等，並有足球隊、桌球隊、羽

球隊、籃球隊、排球隊、網球隊、壘球隊、跆拳隊、柔道隊等體育校隊。 

(四)食宿便利又安全 

   土地銀行永康分行、郵局提款機、7-11便利商店駐校服務 

   學生宿舍：兩棟十層樓現代化建築，為冷氣套房，有洗衣機、脫水機、晒衣場、網路、

有線電視等。 

   飲食餐點：本校共有數十家廠商進駐，提供多樣美食與不同消費選擇。本校並加強餐廳

食品衛生管理，不定期抽查食品來源及販售規範，餐廚工作人員每年均作健

康體檢。 

   校園防護：增設夜間照明設備，守衛人員進出管理，車輛動線安全規劃，並有大灣派出

所設置警方巡邏點，加強校園行人安全。每年增設相關無障礙設施，並於全

校區設置 8 個緊急求救(SOS)通報點，連線控管於校安中心及守衛室。 

 

七七七七、、、、業務單位承辦人業務單位承辦人業務單位承辦人業務單位承辦人、、、、學校總機學校總機學校總機學校總機 06060606----2727175272717527271752727175 轉單位分機轉單位分機轉單位分機轉單位分機：：：： 

辦理事項 承辦單位 承辦人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學生基本資料表 
※學歷證件正本 註冊組  

葉小姐 
洪小姐 
陳先生 
卓小姐 

分機218、219 

qunnea88@mail.ksu.edu.tw honemy@mail.ksu.edu.tw teddy @mail.ksu.edu.tw renita@mail.ksu.edu.tw 
學雜費繳費疑問事項解答 出納組  -- 分機200、240 sk2108@mail.ksu.edu.tw 
學雜費收取標準疑問解答 會計室  -- 分機215 ksitaccd@mail.ksu.edu.tw 
就學貸款 課外活動 

指導組 蕭小姐 分機228 ksitact@mail.ksu.edu.tw 
學雜費減免 生輔組  王小姐 分機224、225 ivy7519@mail.ksu.edu.tw 
※住宿申請 
※住宿收費標準解答 生輔組  

張教官 
郝教官 

分機224、236 
專線：(06)2051139 

zhang@mail.ksu.edu.tw hcf@mail.ksu.edu.tw 
機車停放證申請相關問題 生輔組  丁教官 分機225 zhang @mail.ksu.edu.tw 
兵役申請緩徵、儘後召集 軍訓室  蘇教官 分機235、237 Magic327@mail.ksu.edu.tw 
※學生團體保險 
※新生體檢 衛保組  金護士 分機233 wow103@mail.ksu.edu.tw 
網路選課 課務組  張小姐 分機 220 course@mail.ksu.edu.tw 
新生網路報到系統 電算中心 -- 分機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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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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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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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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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四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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