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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9月校園活動 

 

主題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相關資訊 

108學年度新生健康

檢查須知 

108/09/02(一) 

08:00~17:00 

建工校區/中正堂 各校區聯絡窗口 

建工校區 07-3814526 

#12531、12532。 

燕巢校區 07-3814526 

#18534、18535。 

第一校區 07-6011000 

#31251、31252。 

楠梓校區 07-3617141 

#22086、22087。 

旗津校區 07-3617141 

#25085。 

(1) 健檢方式：可自由選擇參加校內健檢或自行至校外

健檢。 

(2) 健檢對象：本校所有學制新生、轉學生、復學生及

正式學位境外生(僑生、陸生及外籍生)，皆應入學

時參加校內健康檢查或繳交 3個月內有效期的校外

健檢報告。 

(3) 健檢費用：自費 550元(健檢時現場繳交給承辦醫

院)；低收入戶學生持 108年區公所開立低收入戶證

明正本免收健檢費用，限參加校內健檢者予以優惠

(證明文件健檢時現場繳交給承辦醫院)。 

(4) 其他相關資訊：https://stu.nkust.edu.tw/p/404-1007-

16389-1.php。 

 

108/09/03(二) 

08:00~17:00 

第一校區/活動中心 1F  

108/09/04(三) 

08:00~16:00 

楠梓校區/體育館 1F 

108/09/05(四) 

08:00~12:00 

燕巢校區/宿舍樂知樓 1F 

108/09/19(四) 

08:00~12:00 

旗津校區/教學大樓 1F玄

關 

108/09/21(六) 

08:00~17:00 

第一校區/活動中心 1F  

108新生始業輔導 108/09/02(一)~

09/04(三) 

建工校區 各校區綜合業務處第

二組  

 

(1) 參加對象：專科部及大學部(五專、四技、二技)需

參加，請依左列時間到場。 

(2) 新生始業輔導視為重要集會，若無法前往請完成紙

本請假手續，請假單請下載新生始業輔導請假單，

填寫完回覆各校區之綜合業務處二組承辦人。 

(3) 研究生（碩博士生）不需要參加新生始業輔導，僅

需要閱覽學術倫理相關注意事項。 

(4) 其他相關資訊：https://acad.nkust.edu.tw/p/404-

1004-17362-1.php。  

108/09/03(二)~

09/05(四) 

燕巢校區 

108/09/02(一)~

09/04(三) 

楠梓校區 

108/09/02(一)~

09/03(二) 

旗津校區 

108/09/02(一)~

09/04(三) 

第一校區 

 

https://stu.nkust.edu.tw/p/404-1007-16389-1.php
https://stu.nkust.edu.tw/p/404-1007-16389-1.php
https://nkmu-enterschool.nkust.edu.tw/var/file/5/1005/img/673/621103138.pdf
https://acad.nkust.edu.tw/p/404-1004-17362-1.php
https://acad.nkust.edu.tw/p/404-1004-17362-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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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相關資訊 

高階英文菁英培訓班 

 

建工/燕巢校區 

108/09/02(一)~ 

09/20(五) 

 

待公告 外語教育中心 

建工/燕巢校區 

周千慈 12342 

第一校區 

楊玟婕 37002 

楠梓/旗津校區 

張嘉晏 23582 

 

(1) 參加對象：大學部二年級學生(107學年度入學)優先

報名，若有剩餘名額則於第二階段開放其他年級報

名，每班各招收 35人。 

(2) 參加條件：多益官方考成績達 550分(含)以上或同等

級證照，且有意願出國交換學生者。(請於報名時一

併上傳成績單電子檔) 

(3) 需繳交保證金$1000，務必參加前測、後測，缺考任

一項者將無法退保證金，密集上課及前後測驗共 24

堂課(共 72小時)。 

(4) 報名截止：如左列時間。 

(5) 其他相關資訊：https://flec.nkust.edu.tw/p/405-1046-

17623,c3527.php?Lang=zh-tw。 

 

第一校區 

108/09/02(一) 

10:00~09/12(五)

12:00 

財金學院 E303 教室 

楠梓/旗津校區 

108/09/09(一) 

10:00~09/19(四)

12:00 

海天樓 10207 教室 

「前瞻科技跨領域微

學分模組課程」說明

會 

108/09/16(一) 

12:10 

※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7樓

第一會議室（主場） 
 

※第一校區行政大樓 5樓

A523會議室（視訊） 
 

※楠梓校區行政大樓 4樓

第二會議室（視訊） 
 

※燕巢校區行政大樓 20人

會議室（視訊） 
 

※旗津校區行政大樓 2F旗

津交誼廳（視訊）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柯佳婷 

分機 31179 

(1) 未有老師報名參加之校區，活動當日不接受現場報

名亦不開放視訊 

(2) 當天敬備午餐，請與會師長前往報名系統報名，以

便統計人數。 

(3)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9月 10日(二)中午 12

點止。 

(4) 報名網址：http://t.cn/AiQWtgyo   

(5) 部分場地禁止飲食，會後發送便當，敬請見諒。 

https://flec.nkust.edu.tw/p/405-1046-17623,c3527.php?Lang=zh-tw
https://flec.nkust.edu.tw/p/405-1046-17623,c3527.php?Lang=zh-tw
http://t.cn/AiQWtg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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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相關資訊 

108學年度迎新晚會  

仲夏迎新 

 

108/09/21(六) 

18:30 

建工校區 中正堂 建工校區進修推廣部

學生會 

會長 方宥喬 

0915667585 

2106135142@nkust.ed

u.tw 

(1) 限量 1000張，網路預購時間 8/24 起，預購網址: 

https://campsite.bio/nkustoceesa 。 

(2) 現場購票 9/10 起，星期一~五晚上 6點~7點。 

(3) 購票地點：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1樓穿堂 

(4) 購票方式： 

a. 校內人士：【網路預購】未繳交學生會費者$400/

張；已繳交學生會費者$300/張。【現場購票】未

繳交學生會費者$500/張；已繳交學生會費者

$400/張。 

b. 校外人士：網路預購者$500/張；現場購票者 

$600/張。 

 

數位多媒體—磨課師 

LOGO 創意競賽 

 

108/09/30(一) 

 

作品親送： 

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5F教學

發展中心 林星儒助理 

燕巢校區行政大樓 1F綜合

業務處第一組 蘇守彬組員 

第一校區行政大樓 4F教學

發展中心 簡敬庭助理 

楠梓校區行政大樓 2F教務

處 謝瑋宸助理 

旗津校區行政大樓 3F教學

發展中心 姚怡伶助理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簡敬庭助理 31178 

1104317128@nkust.ed

u.tw 

(1) 參加對象：本校在學學生，1－3人組隊參賽，每人

（隊）至多報名 1件，若重複上傳者，以最後上傳

之作品為準。 

(2) 徵件日期：公告起至 108 年 9月 30日止，逾期恕不

受理。 

(3) 作品繳交：請於雲端上傳資料電子檔，並印出紙本 

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兩者皆完成才算報名成功。 

(4) 其他相關資訊：https://acad.nkust.edu.tw/p/406-

1004-17344,r521.php。 

 

※上述活動資訊若有未盡事宜，請依主辦單位公告為準。 

 

https://campsite.bio/nkustocees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FTyPgZ9-UIAEFpGPgdVeNW5N3-Gk4qrKCO9G2TJVpU-0A0A/viewform
https://acad.nkust.edu.tw/p/406-1004-17344,r521.php
https://acad.nkust.edu.tw/p/406-1004-17344,r52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