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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生網路註冊說明： 

   (一)信封標籤上有您的班級、學號及 KSU.ID(就是您登入新生網路註冊系統報到的帳號)，請妥為保存。 

【註】KSU.ID 查詢。(請參考第 6 頁說明輸入身分證字號及驗證碼) 

(二)請依下表時間完成網路註冊系統報到、繳費及選課。 

    【註】所有新生均須至新生網路註冊系統報到及辦理相關手續，無須至校辦理註冊手續。 

 

(三)新生網路註冊系統各項辦理要點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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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方式 

1、非學雜費繳費單之收費項目(如：學生會費、畢聯會費、各系會費等)請勿合併或單筆

匯入學雜費繳款帳號。 

繳費單班級、姓名等資料如有不符，請向出納組更正換發，繳費單遺失可至土地銀行

代收學雜費網頁(https://goo.gl/DGMQrd)列印補單。 

2、 每位同學繳費帳號皆不同，請勿持他人繳費單繳款。 

3、繳款方式可由下列擇一辦理： 

(1)臨櫃繳款：請直接持繳費單至「土地銀行」全國各地分行以現金繳費。 

(2)超商繳款(須負擔手續費)：繳款金額 2 萬元以下為 15 元、2 萬至 4 萬為 20 元、 

4 萬至 6 萬為 25 元，上限為 6 萬元，6 萬以上金額請至土銀各地分行臨櫃繳費， 

或匯款 ATM 轉帳等方式繳費。 

(3)跨行匯款：請至全國各郵局、農漁會、信用合作社、銀行等金融機構辦理跨 

行匯款繳費。 

解款行：土地銀行 永康分行。收款人戶名：崑山科技大學， 

收款人帳號：(繳費單內銷帳編號)。 

(4)金融卡轉帳：請持金融卡至各地自動櫃員機(ATM)或以網路 ATM 辦理轉帳 

繳費(不受每日三萬元限制) 。 

                操作方式：請選“其他交易”→選“轉帳”→銀行代碼:005 

轉入帳號(繳費單內銷帳編號)。 

   (5)信用卡繳費：撥打學費語音專線(02)2760-8818 取得授權碼或進入網址：

www.27608818.com (崑山科大學校代碼 8814600458) 

*相關細節及操作方法公告於總務處出納組網頁 

*使用信用卡刷卡繳費者請注意務必在繳費期限內刷卡繳費， 

 逾期將無法使用信用卡方式繳費。 

*請依上列方式擇一繳費，學校不另設窗口收費。 

  *選擇第2至第5種繳費方式者，請妥善保存轉帳交易明細表，繳費一週(7日)後，請至土地銀行代

收學雜費網頁(https://goo.gl/DGMQrd)自行列印收據，學校不再另行製發收據。 

  *土地銀行代收學雜費網頁登入方式：請選擇「學生專區」登入→學校名稱：崑山科技

大學(日間部)→學號及身份證字號欄位(均輸入學號)。 
 

總務處  

出納組  

分機 386、 

240 

  

學生帳號 

建檔作業 

1.凡在校期間，如有獎助學金、工讀金、學雜費、就貸等各項經費撥款退費需要，均可由

同學建檔之帳戶資料庫，直接匯款至學生所建置之本人銀行/郵局帳戶，為維護您的權

益，請務必至本校銀行帳戶管理系統詳實填寫。 

2.帳戶建檔步驟：登入學校 MYKSU→（個人）資料與歷程相關系統→ 

銀行帳戶管理系統→登記/管理本人銀行帳戶資料(帳戶姓名必須是學生本人姓名) 】 

3.相關操作說明請參閱：崑山科大首頁→行政單位→總務處 出納組→檔案法規→學生帳

號建檔作業說明【https://web.ksu.edu.tw/DAGACHS/archive/】 

4.提醒：本校各項經費之撥款、退費等，其提供之匯款帳戶為土地銀行各分行者，免扣手

續費，其他銀行或郵局帳戶者均會被扣手續費 20 元。 

入學管道  
新生網路註冊系統 

開 放 時 間 
繳 費 截 止 日 期   網路選課  

開學、上課暨  

新生輔導(四技生) 

四技、研究所碩博士等新生 

8 月 5 日(三) 

至 

8 月 12 日(三) 

8 月 28 日 (五 )  

前完成  
9 月 7 日(一)起 9 月 14 日 (一 )  

※詳細新生網路註冊系統報到流程及步驟，請參考第 6-7 頁說明  

https://goo.gl/DGMQrd
https://goo.gl/DGMQrd
https://web.ksu.edu.tw/DAGACHS/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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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業務單位(承辦人) 
本校電話

06-2727175 
轉單位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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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指導組 

1.辦理學生就學貸款者，請至本校「新生網路報到系統」查閱申請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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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貸系統登錄步驟四資料
郵寄到學校課指組。 

  ※詳情請參閱資料袋內所附【崑山科技大學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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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時間：109年8月3日至109年8月28日止【請確實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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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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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申請各類學雜費減免者，請至新生網路報到系統點選【學雜費減免】，請於

109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前將所需繳交證明文件、申請書(如附錄四)及學雜費繳

費單【郵寄掛號】至崑山科技大學生輔組王小姐收。(請勿先繳費；辦理完成後

學校將回寄新繳費單)(地址：710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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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基本資料表 
新生網路註冊系統需要上傳大頭照(證件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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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生輔導時繳交。 

教務處 

註冊組 

分機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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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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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蒐集 
處理利用告知同
意書簽署歷程 

最後簽署狀態與同意書內容: 
※校園數位學生證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蒐集利用同意書。 
※教職員工生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蒐集利用同意書。 
※畢業生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 

 

弱勢助學補助 

(年所得70萬以下) 

本措施將於 109 年 9 月 14 日至 10 月 8 日開放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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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生輔組網頁補助資訊公告』。
https://web.ksu.edu.tw/DASACLS/page/40053 
※更多相關訊息將於開學後公告於學務處生輔組網頁及各系布告欄。 

學生事務處

生輔組 

(王小姐) 

分機 224 

兵    役 

【限男生，女生免】 

109-1 學期學生兵役資料填寫注意事項 
1、兵役（緩徵）申請: 凡本校學生於完成註冊同時，請自行上學校網頁使用 KSUID 帳密登

入 KSU-IR 校務研究系統-點選學務系統-學生兵役系統-申請與查詢，並於『服役狀態』
頁面勾選未服役之選項，填寫個人兵役調查表上資料，逾時未按規定繳交者請自行負責。 

2、兵役（儘召）申請: 凡本校學生已服完役者於完成註冊同時，請自行上學校網頁使用
KSUID 帳密登入 KSU-IR 校務研究系統-點選學務系統-學生兵役系統-申請與查詢，並
於『服役狀態』頁面勾選已服兵役選項，並填寫資料後上傳「退伍令」證明資料：另免
役者則勾選免役選項，填寫資料後上傳免疫證明書影本，逾期未按規定繳交者請自行負責。 

3、凡學生(含新生、轉學、復學及延修等)填寫兵役資料時，為維護個人權益，請同學務必
填寫正確之身分證號、出生年月日及戶籍地址等資料，以免影響緩徵或儘召申請作業。 

4、109 學年第 1 學期系統開放填寫資料時間自 109 年 8 月 3 日上午 8 時至 109 年 9 月 25
日下午 5 時止，請同學務必於時限內完成填報。資料填寫若有任何疑問，請撥
06-2727175 轉分機 235 詢問軍訓室蘇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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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新生宿舍抽籤注意事項   
1、宿舍申請(四技新生申請宿舍抽籤)：請以 IE瀏覽器進入 
 (1)四技新生床位採電腦抽籤，於 109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至 12 日（星期三）登記作

業，請上學校網頁 http://www.ksu.edu.tw 進入點選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宿舍及
校外賃居資訊中之【宿舍作業系統】(http://120.114.103.42/SDORM/)， 
109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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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時起，至 109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1700 時止，
請至土地銀行代收學雜費服務網：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index.aspx 點
選《學生專區》→請選擇崑山科技大學日間部→請輸入學號(身分證也請填學號)→個
人繳費單查詢→列印住宿費及宿舍保證金繳費單（保證金需先繳納，無法辦理就學貸
款）。(例假日 8 月 15、16 日，可利用非臨櫃方式辦理) 

(3)繳費方式：(1)四大超商繳費(手續費自付)、(2)臨櫃繳費、(3)跨行匯款、(4)金融卡 ATM
轉帳(手續費自付)、(5)信用卡繳費。 

(4)繳費截止日期為 109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1700 時止，逾期未繳者，以棄權論。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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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行匯款或信用卡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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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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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

生輔組 

(張教官) 

 

分機 224 

  專線： 

(06)2051139 

http://www.ksu.edi.tw/
http://120.114.103.42/SD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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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注意事項。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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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免電腦抽籤資格：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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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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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實際居住離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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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有審查申請資格之權利)。 
d、上述人員，由學校提供南苑 4 人雅房房型，請於 109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時前逕以電話申請住宿，並於 109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時起
至土地銀行列印繳費單繳費。 

   e、為免影響大家權益，以上未能依照時程完成者，恕無法配合補辦。 
(8)候補作業：繳費截止 8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1700 時；屆時清查中籤未繳費者，

於 8 月 20、21、24 日實施未中籤之新生候補作業，所遺空缺將以電話通知，依序候
補至額滿為止，候補名單上網公告。 

(9)繳費後欲退宿：依本校住宿辦法第 35 條，新生於公告床位五個工作日後辦理退宿者，
住宿保證金不予退還。請於規定五日內持學生存摺影本至生輔組辦理退宿。 

2、研究所新生：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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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進修部、轉學生、研究所:報到時逕向生輔組查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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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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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0元 

(男女可選) 
北苑二人套房 

17950元 

(限男生) 

元苑三人套房 

 

20082元 

(男女可選) 

南苑三人套房 
15400元 

(限女生) 

北苑三人套房 

(具公共廚房) 

17307元 

(外籍生優先、 

男女可選) 

南苑二人套房 
18700元 

(限女生) 
北苑三人套房 

14800元 

(男女可選) 

南苑四人套房 
15400元 

(限女生) 北苑二人套房 

(具公共廚房) 

21132元 

(外籍生優先、 

男女可選) 
南苑二人套房 

3F-4F 

23300元 

(男女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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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宿舍網路係委由中華電信承包，所需費用於每學期初學校全額支付承包商，故中

途辦理離宿者，本項費用會全數先行扣除不予退還。 
 (6)新生入住宿舍報到時間為 109 年 9 月 12 日（六）、13 日（日）08 時至 1700 時， 
    報到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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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及宿舍切結書(一式二份)，請自行至生輔組網頁下載填寫。 

 c、務必上傳銀行(或郵局)個人帳戶影本(請上傳至學校網頁：MY.KSU/（個人）資料 
    與歷程相關系統/銀行帳戶管理系統)，以利爾後退費作業。 

   d、領取寢室鑰匙、臨時門卡。 
(7)北苑宿舍室內坪數 5.5 坪、床舖長寬約 180 公分*90 公分。 

    南苑宿舍 1 樓室內坪數 5-8 坪、床舖長寬約 198 公分*94 公分。 
    南苑宿舍 3 樓-4 樓室內坪數 5-8 坪、床舖長寬約 194 公分*103 公分 
    南苑宿舍 2 樓，5-10 樓室內坪數 5 坪、床舖長寬約 195 公分*90 公分。 
    興苑宿舍室內坪數 4 坪、床舖長寬約 200 公分*93 公分。 
    元苑宿舍室內坪數 5.5 坪、床舖長寬約 205 公分*90 公分。 

(8)住宿同學須自備床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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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宿舍教官：張世芳教官,分機 224 
(10)宿舍舍監：宿舍總機 06-2735211 

     北苑舍監：徐德成先生、魯威廷先生，分機 6000  
     南苑舍監：李孟陽先生，分機 5000 
     元、興苑舍監：劉堂禾先生，分機 5000 

(11)學務處生輔組連絡電話：學校總機：06-2727175 轉 224 
                    傳真電話：06-2051139 
＊暑期 7/7-9/4 日，每周一~四請利用上午聯繫安排參觀宿舍。 

http://www.ksu.edu.tw/cht/utility/studentProfile/內列
http://www.ksu.edu.tw/cht/utility/studentProfile/內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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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註冊操作說明圖 
 

(一)進入本校首頁（https://www.ksu.edu.tw）後，點選招生資訊→招生暨新生資訊網→新生資訊

→新生網路註冊系統或直接輸入新生網路註冊系統報到網址：https://eip.ksu.edu.tw/app/StuReg 

  
 

 

 

 

 

 

 

 

 

 

 

 

 

 

 

 

 

 

(二)登入新生網路註冊系統，輸入 KSU.ID 及密碼，按『登入』鈕： 
(三)KSU.ID：請參考註冊通知單的信封標籤上，有一組『S109XXXXXX』共 10 碼的編號。 
(四)密   碼：請輸入系統為您預設的密碼，預設密碼為【身分證號第 1 碼(大寫)＋最後 5 碼】。 
               例如您的身分證號為 A123456789，那麼預設密碼即為【A56789】。 

 

 

 

 

 

 

 

 

 

 

 

 

 

查詢 KSU.ID 

輸入身分證字號及驗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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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登入成功後，請點選畫面上方中央的 1、2、3 等大型按鈕進入操作：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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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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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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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必要作業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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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填報作業的細項】

大型按鈕。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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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中的藍色頁籤，會橫向列舉出您剛才在【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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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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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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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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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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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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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經做完這個工作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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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檢視註冊完成度 

您可以隨時點選【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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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未完成項目是您不需辦理項目，請在選擇辦理的作業中取消您不辦理項目 

                 (例如住宿申請、學雜費減免、學生就學貸款等作業)，這樣註冊完成度才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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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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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生輔導(新生訓練)日期、需繳交資料及注意事項  

項  目  說   明 
業務單位(承辦人) 

本校電話 06-2727175 
轉單位分機 

新生輔導 
 

【四技所有新生參加】 
 

(一) 輔導日期： 

1. 新生輔導(新生訓練)時間：9 月 14 日(星期一)~9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8：30 至

17：20 時止，四技所有新生均須參加。 

2. 新生輔導(新生訓練)報到日期：9 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8：10 時至教學研究大樓

辦理報到；惟住校生請於 9 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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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二) 輔導(新生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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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入學學歷證件】畢業證書正本或修業證明書正本。(已交者免) 

※【研究所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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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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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元，於 9 月 14 日(星期一)現金繳交。 

3.請務必攜帶個人大頭照相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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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校護) 

分機 233 

機車停車申請 

機車停車證申請登記抽籤、繳費、領證作業程序: 

1.申請登記登錄程序: 
請使用個人 KSU-ID 帳密，登入 My-ksu 校務系統入口→總務處→車輛進出管制系
統→機車通行申請→完成資料填入及上傳照片(駕照、行照) →完成申請 
(1).申請期程: 
第五梯次新生 IR 網路申請(需住宿之新生請於第六梯次申請) 
申請期限:109 年 8 月 5 日(三)00:00 至 109 年 8 月 12 日(三)23:00 時止(共計八天) 
抽籤公告:109 年 8 月 13 日(四)10:00 前抽籤公告(系統自動寄發通知 Mail) 
繳費期限:109 年 8 月 13 日(四)10:00 至 109 年 8 月 17 日(一)23:00 時止(共計五天) 
第六梯次住宿新生 IR 網路申請 
申請期限:109 年 8 月 14 日(五)00:00 至 109 年 8 月 18 日(二)23:00 時止(共計五天) 
抽籤公告:109 年 8 月 19 日(三)10:00 前抽籤公告(系統自動寄發通知 Mail) 
繳費期限:109 年 8 月 19 日(三)10:00 至 109 年 8 月 23 日(日)23:00 時止(共計五天) 
2.繳費:同學中籤後於五日內至平台線上登記繳費方式並進行繳費，可選擇以下不同
繳費方式： 

 ATM 轉帳:(另酌收手續費 10 元)  直接透過網路 ATM 或至自動櫃員機轉帳
至指定帳號即可 

 超商繳費:(另酌收手續費 10 元) 列印繳費單或將繳費條碼顯示於行動電話
至超商繳費即可。 

    至出納組現金繳費:列印三聯式現金繳費單並至出納組繳費，繳費完畢後 
 (出納組收第一聯)，請先自行保管繳費單存根二、三聯。 

    ※現金繳費須至本校出納組(星期一至五上班時間)臨櫃繳款，無法臨櫃繳款者請 
      勿勾選，以免無法繳款。 
    ※未依期限內完成繳費視同放棄申請。 
3.領證 
統一於開學第一週(9 月 14 日至 9 月 18 日)採班級團體領證方式統一發放，並於第二
週(9 月 21 日)起開始查驗車證。請班級總務股長或班代，先收齊以出納組現金繳費
之現金繳單存根二、三聯至軍訓室葉教官處領證。(超商；ATM 繳費者不用檢附收據，
以電腦系統入帳資料為準) 

學生事務處 

軍訓室 

(葉教官) 

分機 235 

宿 舍 網 路
費 用 說 明  

109 學年度宿舍網路費用說明： 

本校宿舍網路委由中華電信辦理，採用獨立分割線路延伸至每一床位的網路座孔，
預期下載的速度至少維持在 7.5MB 到 10MB 之間，上載速度亦達 2.5MB。(依不
同的房型及使用狀況，會有不同下載速度) 
宿舍網路相關規定及收費標準如下： 
1.服務要點： 

(1)所有宿舍網路維護工作委由中華電信全面承接，並派駐兩位服務人員(工讀
生)分別負責男、女宿舍。若遇有大規模故障時，中華電信將立即派工程師進行
維修。 

(2)宿舍網路使用有異常或故障時，可先洽詢中華電信僱請之工讀生，提供維修服
務（可洽詢樓長或舍監連絡方式）。， 

(3)所有住宿生全部納入服務對象，免個別申請。 
(4)上網無總流量管制。 
(5)使用時，須自備上網設備(如個人電腦或筆記型電腦，含合法作業系統及相關

應用軟體)及網路線至少１條(長度建議至少 1.5 米以上)。 
2.收費說明： 

學生事務處生

活輔導組 

分機 224 

、 

電子計算機中

心網路維運組 

分機 211 

、 

總務處 

分機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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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位住宿生之住宿費用中已包含宿舍網路費用，於住宿費用繳納時一併計
收。 

(2)使用期間為每學期 5 個月，並配合學校行事曆運作。 
3.遵行義務： 

(1)未遵守相關規定者(含政府法令、智慧財產權、著作權、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
保護)，違者則依校規懲處並之後交由中華電信依法處理。 

(2)每位同學將有一組網路帳號、密碼，可洽詢樓長，該帳號、密碼僅限宿舍網
路內連線時使用，為防止他人盜用違害自身使用權益，請各自妥善保管。 

(3)宿網使用上，如有發生問題時，第一時間可洽詢中華電信工讀生協助，以加
速使用問題之排除，如有線路或速度上的技術問題，可截取測速畫面及使用
時間點提供給工讀生，以利轉由中華電信技術人員協助處理。 

(4)對於宿舍網路速度有疑義時，可透過中華電信連線速率測試網站
(https://speed.hinet.net/) 進行速度之測試，測試後截下測試畫面、日期、
時間，並提供你的登錄帳號，請中華電信工讀生協助處理，或以利工讀生轉
送中華電信技術人員協助後續檢測。 

※以上說明，敬請轉知每位住宿同學。感謝配合! 

學生會費說明 
(學生會繳費單) 

1.依大學法第 33 條第 3 項之規定:「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

取會費.....」；另依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2 年 06 月 28 日臺教青署參字第

1020003031 號函說明第五點:「學生會有維持其基本運作之需要，且學生既為全

校性學生會之當然會員，會員自應有繳交會費之義務.....」。  

2.本校學生會組織章程訂定：繳納會費於入學時一次繳費完畢，同學辦理轉出及中途

退學離校時，經確認(提出匯款單第二聯匯款人收執聯或 ATM 轉帳證明)已繳學生

會會費則依學期比例辦理退費，在學期間不得以前述外理由辦理退費。低收入戶

學生，提出證明文件(鄉鎮區縣市單位開立)，經學生會審查通過後，可免繳學生會

會費(低收入戶學生如已繳費可辦理退費)。(相關權利義務請詳閱學生會組織章程)。 

3.學生議會開會決議：本屆新生繳費 2,000 元整，於 8 月 31 日(星期一)前持郵局入

戶匯款申請書(如資料袋內所附)至各地郵局臨櫃繳款存入學生會專戶(※學生會郵

局專戶戶名:崑山科技大學學生會陳慧君 郵局代號:700 帳號:00314340199356) 

  ，或可就近利用 ATM 操作轉帳繳款，繳款後務必請將第二聯匯款人收執聯或 ATM

轉帳收據妥慎保管，請於新生輔導當日 (109 年 9 月 14 日)將第二聯匯款人收執聯

或 ATM 轉帳收據(影本)交予當日該班新生第二輔導員收取交送至學生會。 

4.本款項係使用於學生在該學年度參加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辦理及所補助相關學

會、社團之各項活動經費與維持會務運作傳承及達成學年度目標。【包含新生導覽

活動、新生迎新晚會、社團招生博覽會、台南市特約商店優惠手冊及會卡、校內外藝文活

動、聖誕晚會、校慶晚會、校慶園遊會、校內外服務學習與公民教育活動、校內外公益活

動、各項學會及社團活動、期末社團評鑑觀摩等.....各式活動】。 

5.請參閱 109 級學生會會長給新生的一封信(含活動預定表)、學生會繳費資訊及郵局

入戶匯款申請書。 

課外活動指導組 

06-205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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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法規】。 

本校網址：https://www.ksu.edu.tw/ 

(1)助學金：研究生獎助學金、大學部新生入學獎助學金、專業技術工讀助學金、清寒

學生急難救助金、學生宿舍幹部助學金、弱勢學生助學金、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

溫馨助學安心就學生活補助金等項。 

  (2)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王嘯雲先生獎學金、章安亞先生獎學金、校外

專業性競賽成績優良獎學金、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學金、外語能力成績優異獎

學金、資訊技能競賽成績優異獎學金、課外及社團活動表現優良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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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學金及團體保險】 

(1)教育部「圓夢助學網」網址 https://helpdreams.moe.edu.tw/  

(2)教育部入口網站 https://www.edu.tw 進入點選「圓夢助學網」 

(3)本校網址：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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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總會 
贊助會員 

校友總會贊助會員： 

1、依據校友總會章程之一的「贊助會員」第二章會員第六條：入學當學期完成繳交 

   新臺幣一千一百元整，惟贊助會員待畢業後即升級為會員。 

2、請新生、轉學生、在學生及班導師注意及配合以下注意事項：請導師幫忙宣導， 

新生、轉學生、在學生加入「崑山科技大學校友總會」。新生班導師及轉學生及 

在學生班導師協助收取費用，本方案採取自願意入會。請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前， 

請導師連同名單及會費一併送回至校友總會辦公室(行政中心 3 樓）。 

檢附加入校友總會各項優待表。(若入學第二學期起或畢業後再申請加入會員， 

入會費為 2300 元整) 

崑山科大 

校友總會 

分機 383 

https://www.ksu.edu.tw/
https://helpdreams.moe.edu.tw/
https://www.edu.tw/
https://www.k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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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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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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註冊組 

分機 219 

四、選課指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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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類再擇一加修 2

學分,合計 10 學分。 

(3)體育(一上~一下，各 2 學分)。 

(4)畢業門檻(英文證照 1 學分、選修外系 9 學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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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必修科目不可做為畢業選修學分。 

註：學生請多利用本校課程地圖系統(課務組網頁)，進行選課規劃。 

 

 (二)網路選課說明： 

1.選課時程： 

(1)登記加退選課程：9 月 7 日(星期一)起。(詳細時程，依課務組網頁公告之選課須知辦理) 

(2)加退選截止：日間課程網路加退選 11 日截止,人工及跨部加退選 24 日截止。 

2.選課作業 

  (1)須自行加選之課程： 

 四技一上：只需加選體育課程。(其餘必修及選修課程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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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即可) 

四技一下起：需自行加選-體育、分類通識、選修科目、外語(二下)等課程。 

 (2)由系統自動加選之課程(同學無需另外辦理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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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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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學分、下限 16 學分(大四 9 學分)。 

註：新生/轉學生選課歸納如下： 

四技新生：僅需自行登記加選「體育」課程。 

碩博士新生：需自行登記加選「選修科目」。 

轉學生：需自行登記加選「選修科目」、「分類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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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選課方式 - 登記抽籤式網路選課系統： 

(1)採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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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ksu.edu.tw/
http://www.ksu.edu.tw/cht/unit/D/A/AA/CIS/pageDetail/4566/
http://www.ksu.edu.tw/cht/unit/D/A/AA/CIS/downloa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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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要選課步驟：(操作畫面可參閱課務組網頁之「網路選課 FAQ 常見問答集」) 

1.登記加(退)選： 

(1)網址：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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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選課系統)  

(2)登入：以 KSU.ID 登入。 

(3)登記加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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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選課登記。(若未按儲存，則該次登記之加退選無效) 

2.「志願式」選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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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程參加抽籤。

(凡志願式抽籤課程，學生須｢填滿｣所有該類課程，以確保必能選中 1 門課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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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未抽中者，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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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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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課表查詢、上課教室查詢： 

1.點選課務組網頁之「課程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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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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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下載之分類通識選課要點。https://web.ksu.edu.tw/DTGC000/archive/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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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查詢」。(每學期選課前即可查詢)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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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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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時間 

抽籤結果查詢 

開始時間 

1 

9/7(星期一) 

09:00~10:00 限大一 

13:00 起：大一、研究生、全校 

9/9(星期三) 1: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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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10(星期四) 4:00PM 9/11(星期五) 1:30PM 

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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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上述計有 3 次登記/抽籤，若因故未抽中課程(或需加退選)，可利用後續之時段，加選尚有名額

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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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ksu.edu.tw/utility/archiveFiles/download/c1bba022-c030-47a3-be13-449ec3cf7883.doc
http://www.ksu.edu.tw/cht/unit/D/A/AA/CIS/pageDetail/2470/
http://www.ksu.edu.tw/cht/unit/D/A/AA/CIS/pageDetail/2470/
http://www.ksu.edu.tw/cht/unit/D/A/AA/CIS/download.aspx
http://120.114.51.69/webdep/CourseDaySchedule/index.htm
http://www.ksu.edu.tw/cht/unit/D/T/GC/download.aspx
http://www.ksu.edu.tw/cht/unit/D/T/GC/download.aspx
http://類通識選課要點/
https://web.ksu.edu.tw/DTGC000/archive/
http://www.ksu.edu.tw/cht/utility/course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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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優越的生活機能 

 

(一)優勢地理居中心 

   位於大台南市中心，鄰近高速公路(大灣交流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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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休閒 GO 青春 

  社團：本校特別重視學生課外活動，以透過學生社團活動寓教於樂的方式，使學生培養領導才

能，充分發揮其自治能力，增進社團友善和諧，建立良好人際關係。設有學生活動中

心，提供社團辦公室、多個練習場地及表演空間，供學生社團使用及練習；目前社團

可分為康樂性、聯誼性、學藝性、服務性及綜合性等計 89 個，由學生自由選擇參加，

使學生從活動中體驗學校生活情趣，並充實個人生活歷練，加強人際間互動及良性競

爭。各社團均有辦公室及中央空調設備，除社團辦公室外，另有會議室、音樂性社團

練習室、舞蹈教室、攀岩練習場、體能訓練室等場地供社團使用，使學生在幽雅校園

與設備場地健全的環境下，接受社團教育及提升服務學習效能，進而強化學生生活教

育內涵與陶冶合群觀念、培養領導才能，建立正確服務人生觀，期以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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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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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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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業務單位承辦人及學校總機 06-2727175 轉單位分機： 

辦理事項 承辦單位 承辦人 
單位分機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學生基本資料表 
※學歷證件正本 
※新生學生證 

註冊組 

洪小姐 
卓小姐 
徐小姐 
莊小姐 

分機 219 

honemy@mail.ksu.edu.tw 

renita@mail.ksu.edu.tw 

jean222@mail.ksu.edu.tw 

book234@mail.ksu.edu.tw 

※就學貸款、校外獎助學金 

※校內獎助學金 

※學生會費 

課外活動 

指導組 

蕭小姐 

李小姐 

課指組 

分機 228 

分機 228 

06-2050185 

kiree@mail.ksu.edu.tw 

peggy@mail.ksu.edu.tw 

ksuact@mail.ksu.edu.tw 

※學雜費減免 
※弱勢助學補助 

生輔組 王小姐 分機 224 ivy7519@mail.ksu.edu.tw 

學雜費繳費疑問事項解答 出納組 -- 
分機

386、240 
myj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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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申請 

※住宿收費標準解答 
生輔組 張教官 

分機 224 

專線 

(06)2051139 
chsunfan@mail.ksu.edu.tw 

機車停放證申請相關問題 軍訓室 葉教官 分機 235 yeh6072@mail.ksu.edu.tw  

兵役申請緩徵、儘後召集 軍訓室 王教官 
分機 

235、237 
yulong02dragon@gmail.com 

學生團體保險、新生體檢 衛保組 陳校護 分機 233 shuyun@mail.ksu.edu.tw 

校友總會會費 校友總會 王小姐 分機383 alum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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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honemy@mail.ksu.edu.tw
mailto:renita@mail.ksu.edu.tw
mailto:qunnea88@mail.ksu.edu.tw
mailto:peggy@mail.ksu.edu.tw
mailto:ivy7519@mail.k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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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附錄一】崑山科技大學校址及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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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崑山科技大學校園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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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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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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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