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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9 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學生家長說明會實施計畫 

 

壹、宗旨：為落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使有意願參與本方案之學生及家長瞭

解方案內容。 

貳、目的 

一、 引領學生及家長瞭解「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及申請程序。 

二、 指導學生撰寫體驗申請書及面談技巧。 

參、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 

（一）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辦公室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 

（一）北一區：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二）北二區：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三）北三區：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四）中一區：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五）中二區：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六）中三區：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七）中四區：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八）南一區：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九）南二區：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十）南三區：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十一）東一區：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十二）東二區：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十三）東三區：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肆、參與對象 

一、 有意願參與本方案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及家長。 

二、 本部相關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 

三、 勞動部相關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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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辦理日期、地點 

區號 參與縣市 辦理日期、時間 辦理地點 

1 

臺北市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108 年 12 月 18 日 

（三）下午 

南港高工，圖書資訊大樓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南港區興中路29號） 

2 
新北市 

基隆市 

108 年 11 月 19 日 

（二）下午 

三重商工，圖書館一樓聚思堂（視聽教室）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63 號） 

3 

桃園市 

新竹市 

新竹縣 

108 年 12 月 6 日 

（五）下午 

新竹高工，力行館二樓大禮堂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 2 號） 

4 
苗栗縣 

臺中市 

108 年 11 月 13 日 

（三）下午 

興大附農，活水堂 

（臺中市東區臺中路 283 號） 

5 彰化縣 
108 年 12 月 4 日 

（三）上午 

彰化高中，雨賢館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 78 號） 

6 南投縣 
108 年 12 月 16 日 

（一）下午 

南投高商，弘道大樓 1 樓視聽教室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一段 993 號） 

7 

雲林縣 

嘉義市 

嘉義縣 

108 年 11 月 12 日 

（二）上午 

斗六高中，中正堂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 224 號） 

8 臺南市 
108 年 12 月 13 日 

（五）上午 

臺南台糖長榮桂冠酒店，3 樓嘉賓廳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 336 巷 1 號） 

9 高雄市 
108 年 12 月 13 日 

（五）下午 

鳳山商工，展藝樓 4 樓會議室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 51 號） 

10 屏東縣 
108 年 11 月 18 日 

（一）上午 

美和科技大學，興春樓 B1 

（屏東縣內埔鄉屏光路 23 號） 

11 宜蘭縣 
108 年 12 月 12 日 

（四）下午 

羅東高工，至善樓第一會議室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 11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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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號 參與縣市 辦理日期、時間 辦理地點 

12 花蓮縣 
108 年 12 月 17 日 

（二）下午 

花蓮高農，圖書館二樓會議室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 161 號） 

13 臺東縣 
108 年 12 月 10 日 

（二）下午 

臺東高商，圖書館三樓視聽會議室 

（臺東縣臺東市正氣路 440 號） 

陸、課程內容：以專題演講及綜合座談方式進行（課程表如附件 1）。 

柒、報名須知 

一、 即日起，請各校承辦人員協助學生及家長填寫報名表及學生家長同意書（如附件 2），

學生家長同意書由各校自行保管備查。 

二、 請依學校所屬區域之報名期限前，至報名網站上網填報，完成報名程序（如附件 3）。 

三、 報名後，如因故無法出席，請於各區活動前 3 天通知承辦單位，以利安排相關行政

事宜。 

捌、報名方式及接駁資訊（交通方式如附件 4） 

區號 報名網站、方式 辦理日期、時間 接駁時間、地點 

1 

南港高工學校首頁，承辦業務專

區（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

案） 

1. 南港高工官網 

（ http://www.nkhs.tp.edu.tw/ho

me\專案連結\青年儲蓄方案） 

2. http://www.nkhs.tp.edu.tw/ischo

ol/public/volunteer/volunteers.p

hp?bid=129&id=15 

108 年 12 月 18 日 

（三）下午 
請自行前往 

2 

Google 表單 

https://forms.gle/4Zfa9WZbRaCqS

fVB7 

或 Email 至信箱 

guidance@g.scvs.ntpc.edu.tw 

108 年 11 月 19 日 

（二）下午 

1. 13:30 自臺北車

站東三門發車 

2. 13:40 自捷運菜

寮站 2 號出口發

車 

3 

請各校以學校為單位報名 

https://bit.ly/2OuQrdw 

或 E-mail 至信箱 

nightschool@hcvs.hc.edu.tw 

108 年 12 月 6 日 

（五）下午 

請自行前往。 

從北新竹火車站

（中華路出口）步

行至學校約 3 分鐘 

http://www.nkhs.tp.edu.tw/ischool/public/volunteer/volunteers.php?bid=129&id=15
http://www.nkhs.tp.edu.tw/ischool/public/volunteer/volunteers.php?bid=129&id=15
http://www.nkhs.tp.edu.tw/ischool/public/volunteer/volunteers.php?bid=129&id=15
https://forms.gle/4Zfa9WZbRaCqSfVB7
https://forms.gle/4Zfa9WZbRaCqSfVB7
https://bit.ly/2OuQrdw
mailto:nightschool@hcvs.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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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號 報名網站、方式 辦理日期、時間 接駁時間、地點 

4 

請於 108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 

前至報名網址報名 

https://reurl.cc/L1NVd3 

 

108 年 11 月 13 日 

（三）下午 

請自行前往。 

可搭市區客運 12、

18、35、58、65、

107、108、131、

132、158、200、

201、285、700、

901 號公車於興大

附農（台中路）站

下車 

5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z9srvVsukHdMvv

Mg7 

或傳真至 

(04)722-3912 

108 年 12 月 4 日 

（三）上午 

請於 8：30 前到達

台鐵彰化站出口集

合，8：35 發車。 

自行駕車前來之師

生家長，請設定導

航「華陽街 33 號」

自華陽門進入校區 

6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

FAIpQLSfHRX5p4MVfN7WH0BI

32EF6boN-ru7IsjlFtcwdFs7dzbmP

aA/viewform 

 

108 年 12 月 16 日 

（一）下午 

請自行前往。 

南投公車總站步行

至學校約 6 分鐘 

7 
斗六高中首頁 

http://www.tlsh.ylc.edu.tw/ 

108 年 11 月 12 日 

（二）上午 

請自行前往。 

從斗六火車站步行

至學校約 5-8 分鐘 

8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_

yH2c3Za9Ki_6B2dvGSHCPcH-

YdpEb3pxFLnAJgmGVU/edit 

108 年 12 月 13 日 

（五）上午 

1. 可自行前往台糖

長榮桂冠酒店 3

樓嘉賓廳。 

2. 臺南火車站後站

遠東百貨成功店

廣場備有專車接

送。 

https://reurl.cc/L1NVd3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HRX5p4MVfN7WH0BI32EF6boN-ru7IsjlFtcwdFs7dzbmPa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HRX5p4MVfN7WH0BI32EF6boN-ru7IsjlFtcwdFs7dzbmPa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HRX5p4MVfN7WH0BI32EF6boN-ru7IsjlFtcwdFs7dzbmPa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HRX5p4MVfN7WH0BI32EF6boN-ru7IsjlFtcwdFs7dzbmPa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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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號 報名網站、方式 辦理日期、時間 接駁時間、地點 

9 

請各校以學校為單位報名 

Google 表單

https://forms.gle/F8CR7UBUzjpK

MNHA7 

或 E-mail 至信箱 

lslee363@fsvs.ks.edu.tw 

108 年 12 月 13 日 

（五）下午 

請自行前往。 

從鳳山火車站步行

至學校約 3 分鐘 

10 
報名網址 

https://goo.gl/CdvV6b 

108 年 11 月 18 日 

（一）上午 

發車時間： 

1. 恆春工商 07:30 

2. 枋寮高中 08:00 

3. 佳冬高農 08:10 

4. 東港海事 08:00 

5. 內埔農工 08:00 

6. 屏東火車站出口

08:00 

11 

線上網路報名 

https://forms.gle/MBYGtEC7nWnz

yMbR9 

108 年 12 月 12 日 

（四）下午 

羅東後火車站出口

處 13：20 發車 

12 

花蓮縣報名網址 

http://bit.ly/32EEar2 

 

108 年 12 月 17 日 

（二）下午 

花蓮火車站前站出

口處 13：20 接駁車 

有專員指引 

13 

請於 108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

前至報名網址 

（ https://forms.gle/w6UQmCdjn7

wqTn347）填報，若有團體報名表

（附件 3）以 PDF 或圖片檔上傳

至網站，完成報名。 

 

108 年 12 月 10 日 

（二）下午 

12：00 成功商水發

車、13：15 臺東火

車站發車，各接駁

處將有專員指引 

  

file:///D:/D/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108年度】/10711-12學生宣導說明會/Google表單https:/goo.gl/forms/l261Vhu52YdwRfA33
file:///D:/D/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108年度】/10711-12學生宣導說明會/Google表單https:/goo.gl/forms/l261Vhu52YdwRfA33
file:///D:/D/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108年度】/10711-12學生宣導說明會/Google表單https:/goo.gl/forms/l261Vhu52YdwRfA33
http://bit.ly/32EEar2
https://forms.gle/w6UQmCdjn7wqTn347
https://forms.gle/w6UQmCdjn7wqTn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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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聯絡人 

一、十三區承辦單位聯絡資訊 

（一）北一區：南港高工，林謙育實習主任 

電話：(02)2782-5432#1401，傳真：(02)2653-4955 

E-mail：nemo527@gm.nkhs.tp.edu.tw 

（二）北二區：三重商工，葉玫玲輔導主任 

電話：(02)2971-5606#340，傳真：(02)2980-7069 

E-mail：guidance@g.scvs.ntpc.edu.tw 

（三）北三區：新竹高工，李志原進修部主任 

電話：(03)531-8747，傳真：(03)533-0375 

E-mail：lu91068@hcvs.hc.edu.tw 

（四）中一區：興大附農，劉惠瑜實習主任、陳盈璇就業輔導組長 

電話：(04)2281-0010#500、502，傳真：(04)2281-0014 

E-mail：tcavs502@gms.tcavs.tc.edu.tw 

（五）中二區：彰化高中，黃安華秘書 

電話：(04)722-2121#39002，傳真：(04)722-3912 

E-mail：anne@chsh.chc.edu.tw 

（六）中三區：南投高商，程香儒實習主任、郭佳華就業組長 

電話：(049)222-2269#6101、6103，傳真：(049)220-2495 

E-mail：hjcheng@mails.pntcv.ntct.edu.tw、jhguo@mails.pntcv.ntct.edu.tw 

（七）中四區：斗六高中，潘澤黃總務主任 

電話：(05)532-2039#150，傳真：(05)534-8216 

E-mail：panth@m1.tlsh.ylc.edu.tw 

（八）南一區：臺南高商，劉政嘉實習主任 

電話：(06)265-7049，傳真：(06)263-9584 

E-mail：popky@mail.tncvs.tn.edu.tw 

（九）南二區：鳳山商工，康木全實習主任 

電話：(07)746-2602#215、216，傳真：(07)719-3483 

E-mail：chuan@fsvs.ks.edu.tw 

（十）南三區：東港海事，郭瑞花實習主任 

電話：(08)833-3131#251，傳真：(08)835-4496 

E-mail：qtcc@tkms.ptc.edu.tw 

（十一）東一區：羅東高工，呂宿菁輔導主任、呂萱輔導教師 

電話：(03)951-4196#802、885，傳真：(03)951-9639 

E-mail：lusuc@ltivs.il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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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東二區：花蓮高農，林政仁實習主任 

電話：(03)831-2325，傳真：(03)831-2327 

E-mail：a301@hla.hlc.edu.tw 

（十三）東三區：臺東高商，何幸芬實習主任 

電話：(089)350-575#2500，傳真：(089)320-084 

E-mail：teach306@mail.tscvs.ttct.edu.tw 

二、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辦公室，周昕蓓小姐 

電話：(02)7736-6194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及高職教育組，陳姵呈小姐 

電話：(04)3706-1166 

拾、獎勵：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依規定敘獎。 

拾壹、參加學生及學校教師請核予公（差）假登記。 

拾貳、活動經費：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委辦款項下支應。 

拾參、本計畫陳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充修訂並通知參

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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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育部 109 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學生家長說明會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上午場次 下午場次 

08:30-09:00 13:30-14:00 報   到 

09:00-09:10 

（10分鐘） 

14:00-14:10 

（10分鐘） 
開幕式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辦公室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教育部青年教育署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各區承辦學校校長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工作小組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系統填報小組 

09:10-10:00 

（50分鐘） 

14:10-15:00 

（50分鐘）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

帳戶方案」及「青年 

體驗學習計畫」簡介 

（含青年經驗分享）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辦公室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00-10:25 

（25分鐘） 

15:00-15:25 

（25分鐘）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 

帳戶方案」申請作業 

說明 

教育部方案宣導輔導團 

北一區：臺北市立中正高中，江惠真校長 

北二區：新北市立三重商工，林清南校長 

北三區：桃園市立內壢高中，王炎川校長 

中一區：臺中市立臺中家商，林怡慧校長 

中二區：國立秀水高工，黃麗娟主任 

中三區：國立暨大附中，林淑芳主任 

中四區：國立嘉義高商，許幼玲主任 

南一區：國立臺南高商，黃耀寬校長 

南二區：高雄市立中正高中，郭祥益主任 

南三區：國立東港海事，黃再鴻校長 

東一區：國立羅東高工，廖俊仁校長 

東二區：國立花蓮高商，江曾為美老師 

東三區：國立臺東高商，曹學仁校長 

10:25-10:50 

（25分鐘） 

15:25-15:50 

（25分鐘） 
生涯輔導與職涯探索 

10:50-11:00 15:50-16:00 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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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上午場次 下午場次 

11:00-11:15 

（15分鐘） 

16:00-16:15 

（15分鐘）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 

帳戶方案」申請系統 

及APP操作說明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系統填報小組 

11:15-11:40 

（25分鐘） 

16:15-16:40 

（25分鐘） 

企業應徵面談技巧 

（含職場倫理及職業 

介紹）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 

11:40-12:00 

（20分鐘） 

16:40-17:00 

（20分鐘） 

綜合座談 

閉幕式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辦公室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教育部青年教育署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各區承辦學校校長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工作小組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系統填報小組 

12:00 17:0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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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育部 109 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學生家長說明會報名表 

……………………………………………………………………………………………………………………………… 

學生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敝子女             參加教育部 109 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

帳戶方案」學生家長說明會。 

一、承辦單位： 

二、活動時間： 

家長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學生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男  □女 

學校  班級  

聯絡資訊 
電話： 

手機： 

E-mail  

參加場次 

1.學校所屬縣市： 

2.參加地點： 

3.參加日期：108 年   月   日  □上午 8：30~12：00  □下午 1：30~5：00 

交通方式 
□ 自行前往 

□ 搭乘接駁車（請參見附件各區交通資訊） 

備註 學生報名時，請同時繳交「學生家長同意書」，並由各校自行保管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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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育部 109 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學生家長說明會團體報名表 

 

縣市：                    校名：                    學校代碼：                   

 

序號 身份 姓名 性別 聯絡電話 e-mail 交通方式 

1 
□學生 

□家長 
 

□男 

□女 

電話： 

手機： 
 

□自行前往 

□搭乘接駁車 

2 
□學生 

□家長 
 

□男 

□女 

電話： 

手機： 
 

□自行前往 

□搭乘接駁車 

3 
□學生 

□家長 
 

□男 

□女 

電話： 

手機： 
 

□自行前往 

□搭乘接駁車 

4 
□學生 

□家長 
 

□男 

□女 

電話： 

手機： 
 

□自行前往 

□搭乘接駁車 

5 
□學生 

□家長 
 

□男 

□女 

電話： 

手機： 
 

□自行前往 

□搭乘接駁車 

6 
□學生 

□家長 
 

□男 

□女 

電話： 

手機： 
 

□自行前往 

□搭乘接駁車 

7 
□學生 

□家長 
 

□男 

□女 

電話： 

手機： 
 

□自行前往 

□搭乘接駁車 

8 
□學生 

□家長 
 

□男 

□女 

電話： 

手機： 
 

□自行前往 

□搭乘接駁車 

9 
□學生 

□家長 
 

□男 

□女 

電話： 

手機： 
 

□自行前往 

□搭乘接駁車 

10 
□學生 

□家長 
 

□男 

□女 

電話： 

手機： 
 

□自行前往 

□搭乘接駁車 

 

說明： 

1.統一由學校承辦人依所屬區域之報名期限前，至報名網站上網填報。 

2.臺北市及新北市場次，請參加者搭乘公眾交通工具自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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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北一區：12 月 18 日（三）下午（臺北市立南港高工）交通方式 

 

大眾運輸 

公車 

203、205、212、276、281、306、306(區間車)、51、605、605(副)、605(新台五

線)、629(直達車)、668、678、679、711、小 1(區間車)、小 5、忠孝新幹線、藍

15、紅 32 至南港行政中心站下車，沿興中路直走，即可到達本校。 

火車 
至臺鐵南港車站下車，由臺鐵北側南港路出口出站，沿興中路直走，即可到達本

校。 

台灣高鐵 
至高鐵南港站下車，由台灣高鐵北側南港路出口出站，沿興中路直走，即可到達

本校。 

捷運 
南港線(捷運藍線)南港站由 2A 通道下樓前往臺鐵南港車站大廳，再由臺鐵北側

南港路出口出站，沿興中路直走，即可到達本校。 

自行開車 

國道 1 號(南下) 
可由內湖成功路交流道下，往南港方向行駛，至南港路左轉，直行至興中路左

轉，即可到達本校。 

國道 1 號(北上) 
可由康寧路交流道下，下交流道右轉三重路直行至南港路右轉，直行至興中路左

轉，即可到達本校。 

國道 3 號(北上) 

約為 15 公里處「南港交流道」下高速公路，接「南港聯絡道」後靠內側車道行

駛，直行約 1.5 公里至「南港經貿園區」出口下聯絡道，左轉接經貿一路至南港

路後右轉，直行至興中路右轉，即可到達本校。 

國道 3 號(南下) 
約為 12 公里處「新台五路交流道」高速公路後接「新台五路」往汐止大同路直

行，至大同路後左轉，直行接南港路後至興中路右轉，即可到達本校。 

停車資訊 

興中立體停車場 

本校校門口正對面興中立體停車場計有 639 個小型車停車位，152 個機車停車

位，24 小時計時收費，出入口為 2 進 2 出式，進場車輛限高 2.1 米。 

地址：臺北市南港區興中路 44 巷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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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二區：11 月 19 日（二）下午（新北市立三重商工）交通方式 

一、台鐵：搭乘至台北車站-->於東 3 門出口搭乘接駁車（預計 13:30 遊覽車接駁）；或自行

西向出口走至交 6 公車站區（台北行旅廣場前，K12 出口）轉乘公車 14、274，約 30 分

鐘。 

二、捷運橘線（中和新蘆線）-->於菜寮站 2 號出口搭乘接駁車（預計 13:40 遊覽車接駁）；

或自行由 3 號出口中山藝術公園（往新莊方向）轉搭 14-蘆洲線或 227-三重線公車，約

10 分鐘。 

三、公車 

（一） 三重商工站（中正北路）：14、227、227 區、274、806、815、816、933、橘 12、

橘 25。 

（二） 三重商工站（三民街）：211、261、292、292 副、621、640、641、816。 

四、自行開車 

（一）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63 號。 

（二） 建議路線  

1. 國道：國道 1 號於三重交流道下交流道，沿重陽路直走，右轉中正北路，約

2.1 公里。 

2. 省道：沿重陽路直行，至明志陸橋西北向轉中正北路（往台北、三重市區方

向請左轉，往新莊方向請右轉）直行約 850 公尺。 

（三） 本校地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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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三區：12 月 6 日（五）下午（國立新竹高工）交通方式 

大眾運輸 

高  鐵 
新竹站，可於同站區高鐵六家站轉乘火車至北新竹站(車程約 15 分鐘)，抵達

北新竹站後，由中華路出口步行 100 公尺（約 3 分鐘）即可到達新竹高工。 

火  車 北新竹站 (中華路出口)，步行 100 公尺（約 3 分鐘）即可到達新竹高工。 

公  車 新竹客運：5600、5601、5606、5612、5614、5615、5622，新竹高工站下車。 

自行開車 

國道 1 號 

(北上、南下) 

新竹出口下交流道，接公道五路 → 左轉經國路 → 左轉鐵道路 → 右轉中

華路二段，即可到達新竹高工，下交流道至新竹高工約 10 分鐘車程。 

國道 3 號 

(南下) 

竹林出口下交流道，接富林路三段 → 左轉新中正橋 → 右轉上台 68 線快速

道路 → 7-新竹二號出口下交流道 → 接新埔路 → 左轉公道五路三段 → 

右轉經國路 → 左轉鐵道路 → 右轉中華路二段，即可到達新竹高工，下交

流道至新竹高工約 30 分鐘車程。 

學校地址：新竹市中華路二段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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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一區：11 月 13 日（三）下午（國立興大附農）交通方式 

一、本校地址：40146 臺中市東區臺中路 283 號   

二、自行開車： 

（一） 國道一-由王田交流道下，往臺中方向，一路沿著中山路、復興路直走，遇臺中

路口右轉直行。 

（二） 國道三-於 209km 轉中投快速公路往台中市方向，下五權南路直走，右轉建成路

直行至臺中路右轉。 

三、搭乘火車：由臺中火車站出口 2 出站，右轉復興路直走，再左轉臺中路，步行約二十分

鐘。 

四、搭乘公車 

（一） 可搭市區客運 12、18、35、58、65、107、108、131、132、158、200、201、

285、700、901 號公車於興大附農（台中路）站下車。 

（二） 市區客運 52、73 號公車於建成正氣街口站下車步行 3 分鐘。 

（三） 市區客運 7、20 號公車於興大附農（建成路口）站下車步行 3 分鐘 

（四） 公路客運 6268、6870、6322、6871、6333 於興大附農站下車 

五、本校交通路線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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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二區：12 月 4 日（三）上午（國立彰化高中）交通方式 

一、本校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 78 號。 

二、自行開車： 

（一） 1 號國道南下→王田交流道往彰化方向→省道（中山路）→八卦山牌坊左轉→右

轉南郭路再接華陽街→彰化高中（華陽街門）。 

（二） 1 號國道北上→彰化交流道往彰化方向→右轉中央路→左轉省道（中山路）→彰

化縣歲捐處右轉中興路→彰化高中（中興路門）。 

（三） 3 號國道→快官/台中交流道往彰化方向→中彰快速道路（74 號）往彰化方向→74

甲線 3.8 公里處右轉→彰化師範大學寶山校區→保四總隊→左轉中興路經彰化高

商（中興路門）→彰化高中（中興路門）。 

三、搭乘公車：火車→火車站附近搭乘彰化客運 2 路「彰化-保警」路線，約 9 分，經 5 站至

彰化中學站。 

四、本校地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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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三區：12 月 16 日（一）下午（國立南投高商）交通方式 

一、本校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一段 993 號。 

二、由公車總站步行至南投高商約 6 分鐘（約 400 公尺）。走三和三路，經 85 度 C、全家便

利商店，至彰南路左轉後，學校位於右邊。 

三、自行開車：國道三號南投交流道，轉福崗路，左轉南崗路，過南投體育館，左轉集賢路，

右轉彰南路，到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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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四區：11 月 12 日（二）上午（國立斗六高中）交通方式 

一、請自行前往。 

二、從火車站步行至斗六高中約 10 分鐘。 

 

 

 

三、自行開車： 

（一） 由國道三號斗六交流道下，西行往斗六市區方向（約 5 公里），進入市區後直 行

經由文化路到斗六圓環，右轉經由鎮北路再右轉民生路到達本校。 

（二） 由國道一號斗南交流道下，往斗六市區方向（約 9 公里），進入市區後經由雲林

路接中山路到斗六圓環，繞行圓環後由鎮北路右轉民生路到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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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南一區：12 月 13 日（五）上午（台糖長榮桂冠酒店）交通方式 

一、說明會會場：台糖長榮桂冠酒店 3 樓嘉賓廳。 

二、停車場：國道中山高一號請於「仁德」交流道下→往台南市區方向（東門路）→東門路

與中華東路交叉口左轉→過崇明路→文化中心與德安百貨中間的路口右轉 336 巷→台糖

長榮酒店（勿上陸橋）。 

三、交通資訊： 

（一） 火車：【台鐵站】→【台糖長榮酒店】（台灣好行/觀光局推薦路線公車）可搭觀

光休閒市區 88 路公車-安平線，可於台糖長榮桂冠酒店門口上下車。 

（二） 高鐵：【高鐵站】→【台糖長榮酒店】台南高鐵接駁公車，請搭往「高鐵台南站

－奇美醫院」方向，約 30-40 分鐘後，請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站」下車後，步

行穿越文化中心，約 2 分鐘即可抵達。 

（三） 自行開車高速公路:國道中山高一號請於「仁德」交流道下→往台南市區方向（東

門路）→東門路與中華東路交叉口左轉→過崇明路→文化中心與德安百貨中間的

路口右轉 336 巷→台糖長榮酒店（勿上陸橋）。 

（四） 自行開車一般道路：請搜尋臺南台糖長榮桂冠酒店。 

（五） 市內公車:可至火車站搭乘觀光休閒市區 88 路公車-安平線，可於台糖長榮桂冠

酒店門口上下車。 

（六） 接駁專車：火車站後站遠東百貨成功店廣場 0815-0845 備有專車接駁至台糖長榮

桂冠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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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南二區：12 月 13 日（五）下午（國立鳳山商工）交通方式 

一、說明會會場：展藝樓 4 樓會議室 

二、停車場：展藝樓前（請由文衡路側門進入右轉，聽從引導人員指揮） 

三、交通資訊 

（一） 火車：鳳山火車站東門出口左轉接文衡路直走 200 公尺即達本校（最佳方案）。 

（二） 捷運：橘線鳳山站 2號出口，左後轉沿曹公圳直走至鳳山火車站，接文衡路直走

200 公尺。 

（三） 高鐵：請轉搭乘火車至鳳山火車站。 

（四） 公車：橘 7、紅 33 明誠幹線往鳳山商工。 

（五） 自行開車高速公路 

1. 南下 1號國道下九如交流道，直走迴轉道後九如路右轉直行（往屏東方向），

接建國路三段約 8 分鐘。 

2. 北上 1 號國道下中正交流道直走至九如路右轉直行（往屏東方向），接建國

路三段約 8 分鐘。 

（六） 自行開車一般道路：衛星導航請設定「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 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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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南三區：11 月 18 日（一）上午（美和科技大學）交通方式 

一、說明會會場：美和科技大學興春樓 B1 

二、停車場：聽從引導人員指揮 

三、交通資訊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三種方式） 

A. 搭乘台灣高鐵 

․ 至「高鐵左營站」下車→轉搭火車至「屏東站」→火車站左前方國光客運或往左

轉直走約 1 分鐘可達屏東客運，皆轉搭往麟洛、內埔、美和、恆春墾丁方向皆

可到達本校，車程約 20~30 分鐘。 

 

http://www.thsrc.com.tw/tc/ticket/tic_time_search.asp
http://www.kingbus.com.tw/
http://www.ptb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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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搭乘臺鐵火車 

․ 至「屏東站」下車→火車站左前方國光客運或往左轉直走約 1 分鐘可達.屏東客

運，皆轉搭往麟洛、內埔、美和、恆春墾丁方向皆可到達本校，車程約20~30分

鐘。 

C. 搭客運（屏東客運/國光客運） 

․ 至「屏東」火車站左前方轉搭往麟洛、內埔、美和、恆春墾丁方向的（屏東客運

/國光客運）可到達本校，車程約 20~30 分鐘。 

 

※ 時刻表＆票價查詢：台灣高鐵、臺鐵火車、屏東客運、國光客運。 

 

 

◎開車 

․ 由南二高「麟洛交流道」下→左轉接台 1 線→內埔、潮州方向（南下）→美和。 

․ 由中山高至「高雄」→轉 88 快速道路，終點下交流道，左轉直開即可到達美和。 

․ 由高雄市--走省道台一線，經屏東市→往潮州方向即可到達美和。 

․ --或走 88 快速道路，終點下交流道，左轉直開即可到達美和。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http://www.kingbus.com.tw/
http://www.ptbus.com.tw/
http://www.ptbus.com.tw/
http://www.ptbus.com.tw/tak/shoetak.asp
http://www.kingbus.com.tw/time&price.php
http://www.ptbus.com.tw/tak/shoetak.asp
http://www.ptbus.com.tw/tak/shoetak.asp
http://www.kingbus.com.tw/time&price.php
http://www.thsrc.com.tw/tc/ticket/tic_time_search.asp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http://www.ptbus.com.tw/tak/shoetak.asp
http://www.kingbus.com.tw/time&pric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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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東一區：12 月 12 日（四）下午（國立羅東高工）交通方式 

開車建議路線… 

由宜蘭方向來 

 經高速公路： 

國道五號 46.7Km 羅東交流道下 →五結路三段右轉 → 光榮北路右轉過陸橋接台九線

（純精路）→ 台 7 丙（中山路四段）右轉（往三星太平山方向）→ 羅東高工 

 經省道： 

經台九線至純精路右轉 →台 7 丙（中山路四段）右轉（往三星太平山方向）→ 羅東高

工 

由蘇澳方向來 

 經高速公路： 

羅東交流道下 → 五結路三段左轉 → 光榮北路右轉過陸橋接台九線（純精路）→台 7

丙（中山路四段）右轉（往三星太平山方向）→ 羅東高工 

 經省道： 

經台九線至純精路左轉 → 維揚路左轉（往三星太平山方向）→ 羅東高工 

由火車站步行至本校 (約 30~40 分鐘)  

羅東前站直行公正路 → 純精路左轉 →台 7 丙（中山路四段）右轉（往三星太平山方

向）→ 羅東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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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東二區：12 月 17 日（二）下午（國立花蓮高農）交通方式 

一、接駁車（搭乘接駁車者，請務必於報名表勾選） 

花蓮火車站前站出口右前方，花蓮縣旅遊服務中心：本校人員劉威佐先生（手機：

0933-993726）將會於出票口指引。13:20 準時發車。 

二、自行開車 

（一） 地址：（970）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 161 號。 

 

（二） 停車資訊：本校開放停車，請於 13:40 前抵達本校，由本校正門（建國路）進入

後依本校交通服務人員指引依序停車，本校停車位有限，建議提早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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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東三區：12 月 10 日（二）下午（國立臺東高商）交通方式 

一、接駁車（搭乘接駁車者，請務必於報名表勾選） 

本車預計當日 12:00 從「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校門發車，於 13:15 抵達「臺東火車

站」接駁與會人員前往本校。本校將派專員於成功商水校門口及火車站出票口處指引。

各接駁處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二、自行前往 

（一） 地址：台東市正氣路 44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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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場指引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