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 

各學系組甄試通知 

 

一、資訊電機學院  

1、電機工程學系 

2、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智慧軟體設計組、資訊應用組、人工智慧組 

3、機械工程學系-智慧自動化組、智慧機械組、航空技術組 

4、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招生分組)-人工智慧應用組、生醫光電組、材料應用組 

二、管理學院 

1、工業管理學系(招生分組)-甲組、乙組 

2、資訊管理學系(招生分組)-資訊系統設計組、資訊管理應用組、智慧商務組 

3、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智慧運輸與物流組 

4、財務管理學系-財務金融管理組、金融資訊管理組、會計資訊與稅務組 

5、英國西英格蘭大學企業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 

6、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資訊管理與決策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三、建築學院 

1、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招生分組)-第一類組、第二類組 

2、景觀建築學系-景觀設計組、產品設計組 

3、土木工程學系 

四、人文社會學院 

1、行政管理學系 

2、應用日語學系(招生分組)-商務觀光組、語文翻譯組 

五、觀光學院 

1、餐旅管理學系 

2、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會展與活動管理組、旅遊與休閒管理組 

3、國際觀光酒店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

務必於 111 年 5 月 11 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

年 5 月 28 日至 5月 29 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電機工程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下午 1:00~4:00）、5月 29日（星期日上午

9:00~12:00），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E212  ；家長休息室：  E212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電機工程學系助理    董郁雯小姐 （03）5186391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藍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

務必於 111 年 5 月 11 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

年 5 月 28 日至 5月 29 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資訊工程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至 5月 29日（星期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工程一館 E204  ；家長休息室：  工程一館 E204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資訊工程學系助理  黃子庭小姐 （03）5186741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藍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軟體設計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

務必於 111 年 5 月 11 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

年 5 月 28 日至 5月 29 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資訊工程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至 5月 29日（星期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工程一館 E204  ；家長休息室：  工程一館 E204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資訊工程學系助理  黃子庭小姐 （03）5186741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藍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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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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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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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c.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應用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

務必於 111 年 5 月 11 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

年 5 月 28 日至 5月 29 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資訊工程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至 5月 29日（星期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工程一館 E204  ；家長休息室：  工程一館 E204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資訊工程學系助理  黃子庭小姐 （03）5186741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藍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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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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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

務必於 111 年 5 月 11 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

年 5 月 28 日至 5月 29 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資訊工程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至 5月 29日（星期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工程一館 E204  ；家長休息室：  工程一館 E204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資訊工程學系助理  黃子庭小姐 （03）5186741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藍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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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智慧自動化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

務必於 111 年 5 月 11 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

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 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機械工程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及 29日(星期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M210  ；家長休息室：  M209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機械工程學系助理    林欣儀小姐  （03）5186507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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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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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智慧機械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

務必於 111 年 5 月 11 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

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 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機械工程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及 29日(星期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M210  ；家長休息室：  M209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機械工程學系助理    林欣儀小姐  （03）5186507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航空技術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

務必於 111 年 5 月 11 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

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 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機械工程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及 29日(星期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M210  ；家長休息室：  M209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機械工程學系助理    林欣儀小姐  （03）5186507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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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人工智慧應用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月

28、29日(星期六、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29（星期六、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 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管理一館 M144 ；家長休息室：  管理一館 M144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助理       康綺倫小姐（03）5186509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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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生醫光電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月

28、29日(星期六、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29（星期六、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 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管理一館 M144 ；家長休息室：  管理一館 M144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助理       康綺倫小姐（03）5186509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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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材料應用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月

28、29日(星期六、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29（星期六、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 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管理一館 M144 ；家長休息室：  管理一館 M144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助理       康綺倫小姐（03）5186509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甲、乙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

務必於 111 年 5 月 11 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

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 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工業管理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六）全天及 5月 29日（日）上午，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M140  ；家長休息室：  M140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工業管理學系助理    任青珊小姐  （03）5186592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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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系統設計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周六)、29日(周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資訊管理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周六）、29日(周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M309  ；家長休息室：  M310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資訊管理學系助理    郭俐苓小姐  （03）5186080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應用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周六)、29日(周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資訊管理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周六）、29日(周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M309  ；家長休息室：  M310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資訊管理學系助理    郭俐苓小姐  （03）5186080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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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智慧商務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周六)、29日(周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資訊管理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周六）、29日(周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M309  ；家長休息室：  M310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資訊管理學系助理    郭俐苓小姐  （03）5186080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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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企業管理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及 29日（星期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兩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M404教室外  ；家長休息室：  M404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助理   蔡怡惠小姐 （03）5186550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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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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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智慧運輸與物流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六）及 5月 29日（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M405教室外  ；家長休息室：  M405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企業管理學系智慧運輸與物流組助理   蔡怡惠小姐（03）5186550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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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財務金融管理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六)及 5月 29 日(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財務管理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六）及 5月 29日（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M406教室外  ；家長休息室：  M406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下午 9:00 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下午 9:00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

費方式(ATM/eATM 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行動支付)，詳

細說明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財務管理學系助理    陳沛緹小姐  （03）5186525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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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金融資訊管理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六)及 5月 29 日(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財務管理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六）及 5月 29日（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M406教室外  ；家長休息室：  M406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下午 9:00 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下午 9:00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

費方式(ATM/eATM 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行動支付)，詳

細說明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財務管理學系助理    陳沛緹小姐  （03）5186525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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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c.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會計資訊與稅務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六)及 5月 29 日(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財務管理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六）及 5月 29日（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M406教室外  ；家長休息室：  M406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下午 9:00 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下午 9:00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

費方式(ATM/eATM 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行動支付)，詳

細說明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財務管理學系助理    陳沛緹小姐  （03）5186525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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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西英格蘭雙學士學位學程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西英格蘭雙學士學位學程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及 29日（星期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兩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M411教室外  ；家長休息室：  M411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西英企管學位學程助理  韓淑惠小姐（03）5186571 

                                                                                                                                                                                    陳少庭小姐（03）5186591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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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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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資訊管理與決策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中華大學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資訊管理與決策科學學士學位學程的認同與支

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及 29日（星期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兩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M611  ；家長休息室：  M611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舊金山資策學位學程系辦            （03）5186523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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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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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第一類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六）及 5月 29日（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A420  ；家長休息室：  A420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助理    戴靜芳小姐 （03）5186651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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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第二類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六）及 5月 29日（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A420  ；家長休息室：  A420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助理    戴靜芳小姐 （03）5186651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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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 景觀設計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景觀建築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六）及 5月 29日（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A216  ；家長休息室：  A216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景觀建築學系助理    張智屏小姐  （03）5186672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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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 產品設計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景觀建築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六）及 5月 29日（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A216  ；家長休息室：  A216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景觀建築學系助理    張智屏小姐  （03）5186672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土木工程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及 29日（星期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A317  ；家長休息室：  A317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土木工程學系助理    陳佩嵐小姐  （03）5186701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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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行政管理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及 29日（星期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綜合一館 M208室 ；家長休息室： 綜合一館 M208室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行政管理學系助理    羅  勤小姐  （03）5186620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商務觀光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六)、5月 29 日(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應用日語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六）、 5月 29日（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綜合一館 M305教室 ；家長休息室： 綜合一館 M305教室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應用日語學系助理    溫亦萱小姐  （03）5186876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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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語文翻譯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六)、5月 29 日(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應用日語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六）、 5月 29日（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綜合一館 M305教室 ；家長休息室： 綜合一館 M305教室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應用日語學系助理    溫亦萱小姐  （03）5186876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綠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及 5月 29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餐旅管理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29日(星期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研發大樓( I棟) 101室 ；家長休息室：研發大樓( I棟) 101室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餐旅管理學系助理    徐欣儀小姐  （03）5186549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藍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會展與活動管理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至 5月 29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上、下午至 5月 29日上午（星期日），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研發大樓 I212教室外 ；家長休息室： 研發大樓 I210、I212教室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_會展與活動管理組助理 蔡雅秀小姐 （03）5186882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藍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旅遊與休閒管理組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至 5月 29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的認同與支持。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5 月 29日(星期日)上午，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研發大樓 I322教室外 ；家長休息室： 研發大樓 I322教室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_旅遊與休閒管理組助理 邱惠嬿小姐 （03）5186020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藍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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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中華大學 國際觀光與酒店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恭喜 台端通過本校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欲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者，務必

於 111年 5 月 11日前完成 1.網路報名 2.甄試費繳交 3.審查資料上傳，並於 111年 5

月 28 日至 5月 29日（擇一時段）至本校參加面試。 

~~~感謝您對國際觀光與酒店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的認同與支持。~~~ 

~~~誠摯歡迎您蒞臨中華大學!~~~ 

【甄試通知項目】：  

一、請考生務必至本校網頁 http://www1.chu.edu.tw/ 「招生資訊」→「大學申請」，下載並詳閱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二、甄試日期：111年 5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5 月 29日（星期日）上午，擇一時段。 
    1.報名時依各學系(組)時間於 2天中選一時段參與面試。 

2.詳細甄試試場、報到時間、面試梯次及順序依 5/20下午 3：00實際公告為準。 

三、甄試地點：中華大學--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號 

【報到地點： 研發大樓 I202室 ；家長休息室： 研發大樓 I202室 】 

四、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務必於 111 年 5月 11日前完成下列報名項目： 

(一) 至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登錄『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資料』（網址：

https://exam2.chu.edu.tw/）。網路作業流程請參閱本通知背面。 

(二)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勾選)審查資料，「審查資料」依招生簡章中各學系/學程規定項

目依序上傳(勾選)，並請完成確認。(書審資料不須再郵寄紙本)。 

(三) 繳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新台幣＄750元，收據正本一律自行留存 。 

※符合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規定，報名費一律免繳(請參甄試須知_陸、甄試費繳交) 。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務請於 5月 11日前依下述「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自行選擇繳費方式

(ATM/eATM繳費超商繳費第一銀行臨櫃繳費信用卡繳費台灣 pay 行動支付)，詳細說明

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說明。 
 

報考系組：                                  
姓名：             （本校應考證號：            ）                                 
學測應試號碼：                                  
第一銀行代碼：007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每位考生請務必於 5月 20日下午 3:00起，上網查詢面試報到時間及面試順序表。 

(二)本校不另寄應考證，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凡逾期未繳費、未完成上傳資料，視同放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四)聯絡人及電話：國際觀光酒店學位學程助理  蔡雅秀小姐 （03）5186882 

 教務處承辦人員               鄒碧玲小姐  （03）5186223  

藍 

http://www1.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持本通知者可將車輛停至校內(藍色單-前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請依人員指示停妥，謝謝配合。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考試作業，本校依「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處理， 

  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消息。 

七、甄試當日相關服務事項： 

(一)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www1.chu.edu.tw/ → 招生資訊 → 大學申請入學 

(二)甄試當天開放考生家長汽、機車進入校園停放，開車入校時，請出示本甄試通知(藍色單-前

門進入；綠色單-側門進入)。 

(三)為避免交通擁擠，甄試當日請考生提早到校，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八、報名方式：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及「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可同時進行。 

     (一)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111/4/1上午 9時起～5/11下午 9時止 

            1.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2.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3.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辦理繳費。 

     (二)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111/5/5至 5/11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止 

1.至甄選委員會系統上傳(勾選)「審查資料」。 

2.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考生若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無資料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辦理。(PDF上傳時，每一大項之檔案大小以5MB

為限。) 

3.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前皆可重複上傳(或重新勾選)。惟若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每一大項資料是否完整後再行確

認。 

※本校報名網址：https://exam2.chu.edu.tw/ →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系統 

※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 

九、本校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網路報名： 

登錄網路報名系統，備好學測應試號碼及身分證

字號。 

輸入作業： 

輸入或修改個人資料、設定就讀意願序、選擇甄 

試日期、時段及交通方式。 

確認資料： 

詳細檢視核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項資 

料內容。 

繳費：  

1.持「個人專屬繳款帳號」或「繳費單」： 

【每組繳款帳號限用一次，如報多學系(組)

者，請分別繳費- 1 個學系(組)1 張繳費單】。 

全省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含 eATM）轉帳

繳款（4/1~5/11 下午 5:00）。 

第一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4/1~5/11 下午

3:30） 

信用卡、便利超商繳費（4/1~5/8 下午

11:59） 

台灣 pay 行動支付（4/1~5/8） 

2.自行保留交易明細表正本備查。 

審查資料上傳：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於 111/5/11下

午 9:00 前至『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上傳(勾

選)，逾時無法上傳。 

資料正確 

繳費成功 

繳交甄試費【新台幣：750
元】 

輸入【身分證號】、【學測應試號

碼】自動帶出報考本校學系(組)

之資料請依序輸入或修改資料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2.chu.edu.tw/點選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名系統 

 確認輸入資料 

產生「報名表」 
自行留底存檔 

確認繳費成功 

將各學系(組)各項「審查資料」上

傳(勾選)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

址: https://www.cac.edu.tw 
 

完成 

修

正 

資

料 

繳

費

失

敗 

資料錯誤 

http://www.chu.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s://exam2.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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