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26 臺北場】 

時間：111/09/26(一)下午 12:20~13:20 

地點：臺灣科技大學_ 國際大樓 IB202 會議廳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 43 號 
 

位置資訊： 

 

 

 

 



 

 

交通資訊: 

開車 

•由中山高速公路下圓山交流道，接台北市建國南北高架道路，下辛亥路往木柵方向行駛，於辛亥

路二段與基隆路交叉口（台大校園旁）右轉，過長興街後即可到達台灣科大。  

•由北二高接台北聯絡道，於辛亥路三段與基隆路交叉口左轉，過長興街後即可到達台灣科大。  

    

搭乘台北聯營公車 

 •搭乘聯營 1、207、254、275、275 副線、275 區間車、650、672、673、907、綠 11、棕 12、敦

化幹線。  

   

搭乘國道、省道客運 

•福和客運（板橋－基隆）、（台北－基隆）、（新店－基隆）、（德霖技術學院－基隆）。  

•基隆客運（板橋－基隆）。  

•指南客運、中壢客運（桃園－台北市政府），經新店、公館、六張犁 。  

•台中客運、大有巴士（台中－台北），經龍潭、新店、六張犁、捷運市府站、松山車站 。  

•國光客運、台聯客運、中壢客運（中壢－台北）經中永和、公館、六張犁、捷運市府站 。  

•亞聯客運（新竹－台北），經工研院、清大、交大、竹科、龍潭、新店、捷運景美、捷運萬隆、捷

運公館、新生南路、仁愛路、臺北市政府。（停靠捷運公館站，不停靠台灣科大）。  

•豪泰客運（竹北－台北），經新竹縣政府、新竹稅捐處、一高竹北交流道站、二高竹林交流道站、

新店、捷運景美、捷運萬隆、捷運公館、新生南路、捷運科技大樓、捷運大安、捷運忠孝復興、捷

運忠孝敦化、捷運國父紀念館、捷運市府站。（停靠捷運公館站，不停靠台灣科大）。  

   

搭乘捷運 

•搭乘捷運新店線：由公館站 2號「銘傳國小」出口左轉，沿台大舟山路步行，於鹿鳴堂右轉，過

基隆路後左行即可到達本校。或於公館站 1號「水源市場」出口轉乘 1、673、907、綠 11、棕 12 直

達本校。  

•搭乘捷運木柵線：於捷運六張犁站（往公館、永和方向）轉乘 1、207、672、650、基隆客運板基

線直達本校。  

 

 

 

 

 

 

 

 

  



【09/29 新竹場】 

活動日期：111/09/29 (四) 下午 2:00-3:00  

地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_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2樓_國際會議廳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位置資訊： 

  
交通路線資訊  

一、高鐵：  

搭乘台灣高鐵於「新竹站」下車後，可轉搭本校【光復-竹北校車】 (校車時刻表) 

二、火車： 搭乘西部幹線至「新竹站」下車後，可轉搭公車至本校。  

三、公車： 搭乘市區二路公車到達交大，或搭乘一路公車於清華站下車，或可搭乘

市區一路公車到達過溝站，並沿大學路走至交大 (參考新竹市公車時刻表)  

四、搭乘科學園區巡迴巴士： 搭乘科學園區巡迴巴士(紅線)，可至交大校內下車  

五、自行開車：  

(一)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1.台北→中壢→93.5 公里(95A)新竹交流道→大學路(加油站

旁)→交通大學光復校區北大門 2.台北→中壢→94.6 公里(95B)科學園區交流道→新

安路右轉→交通大學光復校區南大門 3.台北→中壢→93.5 公里(95A)新竹交流道→光

復路右轉→清華大學→光復路與學府路交叉口(左轉)→學府路口與博愛街交叉口(右

轉)→交通大學博愛校區 (二)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1.台中→中山高北上(往台北方向)

→96.4 公里(95A)新竹交流道→光復路左轉往新竹市區方向→經光復路(高速公路橋

下)→(左轉入)大學路(加油站旁)→交通大學光復校區北大門 2.台中→中山高北上

(往台北方向)→(95B)科學園區交流道(左彎)→園區二路(左彎)→新安路→交通大學

光復校區南大門 



【10/06 臺南場】 

活動日期：111/10/06 (四)下午 14:00~15:00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_國際會議廳_第一演講室 
地址：臺南市北區小東路 25 號 

 

交通方式 
 火車：搭乘火車 於台南站下車後，自後站出口（大學路），大學路左側即為成大光復校

區。 
 高鐵轉火車：搭乘台灣高鐵抵台南站者，可前往台鐵沙崙站搭乘台鐵區間車前往台南火車

站，約 30 分鐘一班車，20 分鐘可到達台南火車站，自後站出站後步行即可到達大學路。 
 開車： 

o 南下：沿國道一號南下 →下大灣交流道右轉 → 沿小東路直走接大學路即可抵達成大

光復校區。 
o 北上：沿國道一號北上 → 下仁德交流道左轉 → 沿東門路(西向)往台南市區直走 → 

遇林森路或長榮路右轉(北向) →遇大學路左轉即可抵達成大光復校區 
o 停車場：於光復校區大門口對面有停車場，或於校區周圍路邊停車格皆可停放。 

 機車： 
o 停車場：於光復校區大門口對面有停車場，或於校區周圍路邊停車格皆可停放。 

  



【10/07 臺大場】 

活動日期：111/10/07(五)下午 14:00~15:00 

地點：臺灣大學_行政大樓 1F_第一會議室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位置資訊： 

       

 

 
第一會議室：位於行政大樓內，行政大樓為一「回」字建築，第一會議室即是中間的一樓古老建築 

1. 捷運： (1) 從公館站 3 號出口，可由校門沿椰林大道進入至行政大樓，行政大樓前有噴水池 (紅

色箭頭標示) (2) 從公館站 2 號出口，可由舟山路進入至行政大樓 (藍色箭頭標示)  

2. 搭計程車：可由校門沿椰林大道進入至行政大樓，行政大樓前有噴水池 (紅色箭頭 標示)。 註：

計程車可進入校園，半小時內不收費。 
  



【10/17 桃園場】 

活動時間：111/10/17(一)下午 2:00~3:00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_學務處會議室_中正圖書館舊圖 2F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  
位置資訊： 

 
 

 

交通路線資訊 



自行開車 

國道 1 號（中山高速公路） 
中壢交流道（62 公里）出口，往新屋方向行駛，沿民族路至三民路右轉，中正路左轉，中大路左轉即可抵達

本校前門。車程約 5~10 分鐘。 

國道 3 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大溪交流道（62 公里）出口，往中壢方向行駛，轉台 66 線快速公路（往中壢、觀音方向），接國道 1 號

（北上），於 62 公里中壢交流道出口，往新屋方向行駛，沿民族路至三民路右轉，中正路左轉，中大路左轉

即可抵達本校前門。車程約 20 分鐘。 

開車路線圖 
校區周邊路線圖（JPG） 

交通運輸 

飛機 
從桃園國際機場搭 統聯 705 客運至桃園高鐵站。再從高鐵站轉搭 132、172 市區公車直達中央大學。 

火車 
台鐵中壢站下車，前站出站後轉乘市區公車或計程車（車程 20~30 分鐘）抵達本校。請參閱市區公車搭乘說

明。 

高鐵 
高鐵桃園站下車，出站後於公車站 8 號月台搭乘 132、172 市區公車直達中央大學（約每小時 1 班，車程

15~20 分鐘），或搭乘往中壢方向公車（至市區公車總站轉搭往本校公車)、計程車或自行開車抵達本校。 

132、172 市區公車往返本校及高鐵桃園站，路線圖及發車時刻表請參閱市區公車搭乘說明。 

自高鐵桃園站前往中壢市區公車總站，請搭乘高鐵快捷公車、中壢客運 170、桃園客運 206、桃園客運 171、

桃園客運 5087、桃園客運 5089 公車。發車時刻表及車資請以客運公司公告為準。 

自行開車者，請由高鐵南路出站後，行駛台 31 號（高鐵橋下）直至中正路（112 縣道）左轉，直至中大路右

轉抵達本校，車程 15~20 分鐘。 

國道客運 
中壢有兩處主要上下車站和服務處，惟各家客運公司服務或聯營據點不同，搭乘前請先行查閱。 

國道客運 9025 部分班次繞經本校，請見國道客運 9025 路線圖及時刻表。 

地標：中壢火車站 

．位置：中壢車站／公車總站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 51 號／桃園縣中壢市建國路 100 號 

．公司：國光客運、桃園客運、中壢客運、新竹客運 

地標：中壢交流道 

．位置：祐民醫院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二段 170~178 號間 

．公司：國光客運、和欣客運、統聯客運 

 



【10/20 臺中場】 

活動時間：111/10/20(四)下午 2:00~3:00 

地點：中興大學_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圖書館 7 樓） 
地址：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本校校門口位於興大路與學府路交叉口） 
 
位置資訊： 
*到興大的交通方式 :https://www.nchu.edu.tw/about-route-map/mid/83 

1. 高速公路與快速道路圖 

 
 

1. 走 1號高速公路 :  

1-1.從王田交流道下，中山路 > 復興路 > 學府路右轉 > 順開到中興大學門口(興

大路 145 號) 

1-2 從南屯交流道下，五權西路 > 五權路 > 五權南路 > 忠明南路左轉 > 興大路

左轉 > 順開到中興大學門口(興大路 145 號) 

1-3.從中港交流道下，台灣大道(舊台中港路) > 忠明南路右轉 > 興大路左轉 > 

順開到中興大學門口(興大路 145 號) 

  

2.走 3 號高速公路 



2-1 從中投交流道下 (南部上來) >接 63 號中投快速公路 > 五權南路 > 忠明南路

右轉 > 興大路左轉 > 順開到中興大學門口(興大路 145 號) 

2-2 切換 1號高速公路(北部下來) > 南屯交流道下，五權西路 > 五權路 > 五權

南路 > 忠明南路左轉 > 興大路左轉 > 順開到中興大學門口(興大路 145 號) 

 

2. 校園平面圖 

https://www2.nchu.edu.tw/map/

 
  



【10/25 高雄場】 

活動日期：111/10/25 (二)下午 14:00~15:00 
地點：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行政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 號 
位置資訊： 
1. 市區主要道路圖 

 



2. 校園平面圖 



到達本校建工校區交通方式： 

(https://www.nkust.edu.tw/p/412-1000-2558.php)  

  

 各線公車： 

o 高雄科大(建工)：16、217、33、37、53、8008、8009、8021、8041、8049、81、紅

30A、紅 30B(寒暑假停駛)、黃 1線 

o 高雄高工：0 北、0南、168 環狀東幹線、168 環狀西幹線、33、37、81、8503 

  

 搭火車： 

o 由高雄火車站直接轉公車紅 30 至高雄科大(建工)。 

 搭高鐵： 

o 由左營高鐵站直接轉公車 16A 至高雄科大(建工)。 

  

 搭捷運： 

o 由後驛站直接轉公車紅 30 至高雄科大(建工)。 

  

 自行開車：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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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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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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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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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 屏東場】 

活動日期：111/11/04 (五)上午 11:00~12:00 
地點：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五育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 
位置資訊： 

 

 

 

 

 

 

 

 

 

 

 

 

 

 

 

 

 

 

 

 

 

 

 

 

 

本校共有 4 個校區，民生校區、屏師校區、屏商校區，皆位於屏東市區內，交通便捷，距屏東市中

心火車站約三公里。車城校區位於屏東縣車城鄉。 

民生校區校址：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 

火車或公共汽車： 

搭乘火車、統聯客運或國光客運至屏東站下車，再乘計程車（車程約 8 分鐘）直達本校。 

台鐵網路訂票網址：http://www.railway.gov.tw/ 

 

開車： 

行經高雄，走高屏大橋進入屏東市區，沿自由路轉民生路至本校。 

行經國道 3 號高速公路，於麟洛交流道（約 406 公里處）沿台 1 線（往屏東市區方向）開抵本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