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四技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交通指南 

甄試日期：108 年 6 月 16 日(星期日) 

甄試校區：建工校區、燕巢校區、第一校區、楠梓校區及旗津校區 

一、 免費接駁專車(限建工、燕巢、第一校區)，楠梓校區及旗津校區不提供接駁服務。 

(一) 發車時間：AM 07:45 ~ PM 05:00，實際開車時間及到達時間將依當日情況進行
調整，請考生自行考慮是否搭乘，欲改搭乘計程車者，手機可撥打大都會 
55178、台灣大車隊 55688。 

(二) 各校區搭車地點規劃如下: 

      1.報考系科(組)、學程名稱+建工校區或燕巢校區 

         搭車資訊 報考之系科(組)、學程 

高鐵左營站(近彩虹市集) 

↑↓ 

建工校區(中正堂) 

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系、土木工程系、機械工程系、機械

工程系機電組、機械工程系微奈米技術組、模具工程系、

模具工程系精微模具組、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工業工

程與管理系、電機工程系、電子工程系電子組、電子工程

系電信與系統組、電子工程系資訊組、資訊工程系 

高鐵左營站(近彩虹市集) 

↑↓ 

燕巢校區 

(管 1大樓及人社院大樓) 

會計系、國際企業系、金融資訊系、財富與稅務管理系、

企業管理系、觀光管理系、資訊管理系、應用外語系、 
人力資源發展系、文化創意產業系 

       2.報考系科(組)、學程名稱+第一校區 

搭車資訊 報考之系科(組)、學程 

楠梓火車站 

↑↓ 

第一校區(東校區圓環) 

營建工程系、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機械與自動化工程

系密機械組、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創新設

計工程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系、電子工程系、運籌管理

系、資訊管理系、行銷與流通管理系、金融系、風險管理

與保險系、財務管理系、會計資訊系、應用英語系、應用

日語系、應用德語系 

高雄捷運青埔站 

↑↓ 

第一校區(東校區圓環) 

       3.報考系科(組)、學程名稱+楠梓校區及旗津校區，無提供接駁服務 

         交通資訊 報考之系科(組)、學程 

1.請參閱下表 

2.考生自行前往指定地點報到 

3.高雄市楠梓區海專路 142 號 

航運管理系、資訊管理系、供應鏈管理系、海洋休閒

管理系、水產食品科學系、漁業生產與管理系、水產

養殖系、海洋生物技術系、海洋環境工程系、造船及

海洋工程系 

1.請參閱下表 

2.考生自行前往指定地點報到 

3.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路 482 號 

海事資訊科技系、航運技術系、輪機工程系 



二、 各校區停車位有限，請盡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如需自行開車至各校區之校園，請聽從交通管制人員進行停車。 

三、 五校區交通資訊如下: 
交通
方式 到達本校建工校區 到達本校燕巢校區 到達本校第一校區 到達本校楠梓校區 到達本校旗津校區 

公車 

一、高雄科大(建工)：16、 

    217、33、37、53、 

    8008、8009、8021、 

    8041、8049、81、紅 

    30A、紅 30B 

二、高雄高工：0 北、0 南、

    168 環狀東幹線、168 環

    狀西幹線、33、37、 

    81、8503 

高雄科大(燕巢)：

7A、96、E04A、E09

延、E10B 

高雄科大(第一)： 

紅 58B、97 路公車與

98 路公車(東、西校門

口) 

高雄科大(楠梓)： 

6 號、29 號、市公車

28、市公車 301 

高雄科大(旗津)： 

紅 9 號、1 號公車(到

渡輪口)、248 號公車

(到渡輪口) 

火車 高雄火車站直接轉公車紅 30 

一、高雄車站轉 8023 

公車，竹崎站下

車 

二、楠梓火車站轉 7A

公車，竹崎站下

車 

由楠梓火車站直接轉

公車 97 高雄學園專車

或紅 58B 市公車 

一、高楠梓火車站直

接轉 6 號公車或

29 號公車 

二、高雄火車站直接

轉 28 公車或 301

號公車至後勁國

中 

由高雄火車站轉 1 號

或 248 號公車至渡輪

口搭渡輪到旗津，下

渡輪後轉市公車紅 9

號於旗津國小下車；

或沿中洲三路步行約

10 分鐘 

高鐵 左營高鐵站直接轉公車 16A 高鐵左營站搭 E04A 

由左營高鐵站搭捷運

至 R21 都會公園站或

R22 青埔站再轉公車 

由左營高鐵站搭捷運

至後勁站(海科大站)

下車，步行 100 公尺

左營高鐵站搭捷運至

高雄火車站再轉公車 



交通
方式 到達本校建工校區 到達本校燕巢校區 到達本校第一校區 到達本校楠梓校區 到達本校旗津校區 

捷運 由後驛站直接轉公車紅 30 
都會公園站轉 7A 公

車，竹崎站下車 

一、由都會公園站直

接轉公車紅 58B

與 97 路公車 

二、由青埔站直接轉

公車 98 路公車 

於後勁站(海科大站)

下車，步行 100 公尺

即可 

由高雄火車站轉 1 號

公車、248 路公車至

渡輪口搭渡輪到旗

津，下渡輪後轉市公

車紅 9 號於旗津國小

下車；或沿中洲三路

步行約 10 分鐘 

自行

開車 

路線 1：下九如交流道往高

雄市區方向→九如路→大昌

路→建工路 

路線 2：下中正交流道往高

雄市區方向→中正路→大順

路→建工路 

路線 3：小港機場往高雄市

區方向→中山路→博愛路→
同盟路→建工路 

路線 4：高鐵左營站→下九

如交流道往高雄市區方向→
九如路→大昌路→建工路 

國 10 下燕巢交流道，

轉台 22 向東北行駛約

3 公里 

路線 1：下楠梓交流道

往高雄市區方向→中

興路→大學路 

路線 2：下岡山交流道

往高雄市區方向→介

壽東路→友情路→中

崎路→大學路 

路線 3：下楠梓交流道

往楠梓區方向→土庫

一路→土庫二路→創

新路 

路線 4：下楠梓交流道

往楠梓區方向→楠梓

路→創新路 

路線 1：下楠梓交流

道往高雄市區方向→
楠陽路→旗楠路→土

庫一路→海專路 

路線 2：下岡山交流

道往高雄市區方向→
楠陽路→加昌路→海

專路 

路線 3：台一線到達

高楠陸橋(往高雄方

向)，加昌路右轉海

專路 

路線 1：中山高速公

路下交流道往旗津方

向→過港隧道→中洲

一路→ 中洲三路 

路線 2：高雄小港機

場→中山路→金福路

→過港隧道→中洲一

路→中洲三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