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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2017 年） 

陸生來臺就讀各學制班別審查結果和學士班申請填報之系統操作說明會 

壹、 說明會程序： 
時    間 內  容 主講人 

13：45－14：00 

（15 分鐘） 
來賓報到 

14：00~14：10 

（10 分鐘） 
主辦單位致詞 

陸生聯招會 

陳順智 綜合業務組組長 

14：10~16：00 

（110 分鐘） 

(一) 學士班招生變革介紹 

1. 大陸地區高考制度：考科、分

數線 

2. 招生計畫申請 

(二) 學校配合事項 

(三) 系統展示 

1. 學士班招生計畫申請 

2. 優秀陸生獎助學金登錄 

3. 招生名額、排名、流用順序設

定（以研究所為例） 

陸生聯招會 

陳順智 綜合業務組組長 

蔡建宇 資訊組 

16：00~17：00 

（60 分鐘） 

綜合座談－意見交流 

Q&A 

陸生聯招會 

陳順智 綜合業務組組長 

17：00 賦歸 (領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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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辦理場次及地點： 
編

號 
日期 地點 容納 建議參加縣市 

1 
2017.03.06 

（一） 

（南）南臺科技大學 

行政大樓地下室 L008 

群英演藝廳 

（機車無法進入校園） 

120 

嘉、南、高、屏、花、東、

金門、澎湖 

2 
2017.03.07 

（二） 

（中）弘光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大樓(L 棟) 

B2 國際會議廳 

150 苗、中、彰、雲、投 

3 
2017.03.08 

（三） 

（北）致理科技大學 

綜合教學大學 1F 表演廳 
200 

宜、基、北、新北、 

桃、竹 

備註： 

1. 考量各縣市大學分布現況，並衡酌會議室可容納最大空間，爰請各位先進依建議參

加場次報名（依大學校院一覽表所列各大學校院分布縣市規劃）。 

2. 請攜帶「會議通知」入場。 

3. 推派至多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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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加人員報名方式 

一、 各場次截止報名日期： 

(一) 北區：2017.03.02  17：00 前。 

(二) 中區：2017.03.02  17：00 前。 

(三) 南區：2017.03.02  17：00 前。 

二、 為利統計人數，請於各場次截止報名日期前上網報名，網址為

http://rusen.stust.edu.tw。委員學校帳號為 貴校網址的英文校名

簡稱(以南臺科技大學網址 www.stust.edu.tw 為例，帳號為 stust)，

預設密碼與帳號相同。 

三、 響應紙杯減量，請自備環保杯。 

四、 會議地點停車位有限，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五、 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陳小姐、吳小姐。 

(二) 聯絡電話：06-2435-163（專線）。 

(三) E-mail：rusen@stust.edu.tw。 

(四) 官網：http://rusen.s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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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有關場地之運輸交通資訊 
（一）南區 2017.03.06（一）  

南臺科技大學 行政大樓 L棟地下室 L008 群英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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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地址：臺南市永康區南臺街 1 號 

GPS：經度 120.225435   緯度 23.023535 

 

※行駛高速公路 

永康交流道： 下往臺南市區→ 臺 1省道 →中正南路左轉→正南一街→南臺科技

大學 

仁德交流道： 下往臺南市區→東門路 → 中華路右轉→奇美醫院→中正南路右轉

→正南一街→南臺科技大學 

 

※搭乘火車 

臺南火車站： 由臺南火車站可搭 5號公車至奇美醫院站 (中華路)或南臺科技大學

站 ( 中正南路 )下車，步行至南臺科技大學。 

大橋火車站： 搭火車至大橋火車站，越過永康陸橋步行約 5分鐘至南臺科技大學。 

 

※搭乘高鐵 

臺南高鐵：由高鐵臺南站搭乘接駁車-高鐵臺南站→奇美醫院，步行(約 5分鐘)至

南臺科大。約 30 分鐘一班車，車程約 45 分鐘。 

臺南高鐵沙崙站：由臺南高鐵站步行至沙崙車站，再轉乘至大橋車站，越過永康陸

橋步行至南臺科技大學。 

 

※搭乘公車、客運 

搭統聯客運往新營、臺南： 下永康交流道後，在 六甲頂站下車，步行至南臺科技

大學。 

 

※進入南臺校區 

開車訪客：請由中正南路→正南一街→進入南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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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高鐵接駁方案(南部場) 

去回 方案 內容 

去程 

A 
13：15 臺南高鐵站 2 號出口  

(聯絡人：陳凱嘉 0922-742-187) 

B 
13：30 臺南火車站（後站）  

(聯絡人：孫家宏 0987-088-427) 

C 搭飛機者（臺南機場），請與本會聯繫接機時間 

D 自理 

回程 

A 
至臺南高鐵站 

（南臺科技大學至高鐵站約 40-50 分） 

B 
至臺南火車站（後站） 

（南臺科技大學至火車站約 20-30 分） 

C 至臺南機場，請告知本會登機時間 

D 自理 

 

※建議搭程高鐵班次： 

南下：台北站至台南站(0821 車次) 11:00-13:11 

北上：左營站至台南站(0642 車次) 13:0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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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區 2017.03.07（二）  

弘光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大樓(L 棟)B2 國際會議廳 

 

1. 自行開車：可持會議通知單入校，停車地點：建議停 P15 停車場（行進路線請參考上

圖標示）（停妥後，可從原行車路線走至 L 生活應用大樓，或是從 P15 停車場對面樓梯，

穿越 E 護理大樓、P 綜合教學大樓，抵達 L 生活應用大樓） 

2. 遊覽車上下車處：P2（穿越 N 研究大樓，經過 D 食品科技大樓，抵達 L 生活應用大樓） 

  

停車場入口 

停車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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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 停車場對面樓梯外觀示意圖               P 綜合教學大樓外觀示意圖 

          

 

L 生活應用大樓外觀示意圖 

           

  

N 研究大樓外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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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地址：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 1018 號 

【國道一號】   

●南下/北上  自中山高速公路 →請下 178.6KM 中港/沙鹿交流道→往沙鹿方向出口→接省

道 往沙鹿方向沿臺灣大道→臺灣大道六段→約 10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國道三號】   

●北上 自第二高速公路 →請下 182.8KM 龍井/臺中交流道→往臺中方向出口→第一個紅綠燈

(約 700 公尺)左轉→往省道 沙鹿方向行駛→至臺灣大道六段左轉→約 3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南下 自第二高速公路 →請下 176.1KM 沙鹿/沙鹿交流道→往沙鹿方向出口→往省道 至

臺灣大道六段左轉→約 3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中彰快速道路】   

中彰快速道路→請下 11KM西屯 3交流道(西屯交流道)→經西屯路→至玉門路左轉→至臺灣大道

右轉→臺灣大道→約 8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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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公車或火車】   

●搭公車(如國光客運、統聯客運)往臺中者： 

請搭乘經中港交流道(或臺中車站)的班次，下交流道後第一站「朝馬」站即下車，至中港路改搭

巨業(168、169)、統聯(83、87)、臺中(57、88)客運或搭 BRT 藍線，在「弘光科技大學」站下車

(車程約 20 分鐘)。 

●自外縣市搭山線火車或國光客運至臺中火車站者： 

請到臺中火車站附近巨業客運站(從火車站出來往右邊方向建國路行走約 2 分鐘)，搭乘往大甲、

清水、梧棲的班車或搭 BRT 藍線，在「弘光科技大學」站下車(車程約 50 分鐘)。 

●搭海線火車者： 

請在沙鹿站下車後，至巨業客運沙鹿總站搭往臺中的班車(沙鹿火車站－步行中正路－左轉沙田

路－右轉中山路)，在「弘光科技大學」站下車(車程約 10 分鐘)。 

【搭乘高鐵】   

烏日站下車，搭乘計程車至本校約三十分鐘，亦可搭乘高鐵臺中站免費快捷專車至東海大學站，

再轉搭客運公車到校。 

 

 

搭乘高鐵接駁方案(中部場) 

去回 方案 內容 

去程 

A 

13：00 臺中高鐵站 6 號出口  

(聯絡人：陳凱嘉 0922-742-187) 

(若搭乘臺鐵，請搭至新烏日站，並步行約 10 分鐘到臺中高鐵

站出口 6) 

B 自理-自行開車(請持會議通知單進入校園) 

C 自理-其他 

回程 

A 
至臺中高鐵站 

（弘光科技大學至高鐵站約 30-40 分） 

B 自理-自行開車 

C 自理-其他 

 

※建議搭程高鐵班次： 

南下：臺北站至臺中站(633 車次) 11：46-12：46      

北上：左營站至臺中站(630 車次) 12：00-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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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區 2017.03.08（三）  

致理科技大學 綜合教學大學 1F 表演廳 

 

地點：綜合教學大學 1F 表演廳舉辦 (紅色框區域) 

交通方式： 
到校路線說明： 

1. 搭乘捷運板南線者，請至新埔站下車，往１號出口，沿文化路一段直走至第一銀行

後右轉，即可到達（步行約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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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搭乘公車者，有 99、245、264、310、656、657、701、702、806、813、910、920、

1070、藍 33、藍 35...等，或至大眾運輸轉乘查詢網站 

(http://www.taipeibus.taipei.gov.tw/或 http://e-bus.tpc.gov.tw/)查詢。 

  

3. 搭乘火車（高鐵）者，請至板橋站下車，由前站北 2門出口右轉步行文化路 1段，

即可到達（步行約 10 分鐘）。 

  

4. 經高速公路國道一號（中山高）五股交流道下靠左直行，接 64 號快速道路（東向），

至板橋交流道（民生路）出口方向下橋，直行至文化路，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

達。 

  

5. 經高速公路國道三號（北二高）中和交流道下，往板橋方向出口，接 64 號快速道路

（西向），往萬板路出口方向下橋，直行民生路至迴轉道迴轉往文化路方向，右轉文

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6. 由台北市方向到校者： 

a. 經台北市華江橋，直走文化路 2段、1段，過民生路口後至第一銀行右轉，

即可到達。 

b. 經台北市光復橋，直走中山路至民生路口右轉，途經民生大橋直行民生路至

迴轉道，迴轉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c. 經台北市萬華區華翠大橋，往板橋車站方向直行至終點下橋，往新莊方向右

轉民生路直走，至迴轉道迴轉往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d. 經台北市萬華區萬板大橋，下橋直行萬板路至民生路口右轉，直行民生路至

迴轉道，迴轉往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7. 由桃園方向到校者： 

a. 由省道台一線（縱貫線）經新海大橋，走新海路接漢生西路至文化路口左轉，

即可到達。 

b. 由省道台一線（縱貫線）經大漢橋，直走民生路至文化路口右轉，即可到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