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學年度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招生宣傳講座 

壹、活動背景 

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於 2021 年 2 月 1 日正式合併為「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為了讓各界對合校後學系特色、教學資源、校園環境有更多認識，本校將在

全國各地辦理 6 場說明會。 

貳、場次 

日期&時間 縣市 地點 可容納人數 

3 月 4 日 星期六 
09:00-11:00(上午場) 

台北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陽明校區 
守仁樓膺才廳 
youtube 線上同步直播連結 

140 

3 月 4 日 星期六 
15:00~17:00(下午場) 

宜蘭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蘭陽院區 B2 第二會議室 

80 

3 月 11 日 星期六 
09:30-11:30(上午場) 

台南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歸仁校區 
奇美樓研華會議廳 

236 

3 月 11 日 星期六 
15:00~17:00(下午場) 

高雄市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 
105 階梯教室 

162 

3 月 18 日 星期六 
15:00~17:00(下午場) 

台中市 文心會議室 202 室 120 

3 月 19 日 星期日 
15:00~17:00(下午場) 

新竹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中正堂大禮堂 
youtube 線上同步直播連結 

200 

（每場人數有限，請盡早報名，以免向隅） 

參、報名對象 

高中生(以高三生優先)、學生家長、高中教師。 

肆、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各場次活動前三天。例如，3 月 4 日場次，可報名至 3 月 1 日。3 月 2
日起即不予受理。 

伍、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Zb2BME9BxNPa3MCL9)，QR code 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NYCU_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NYCU_YouTube
https://forms.gle/Zb2BME9BxNPa3MCL9


陸、活動時間表 

上午場(台北場)： 

時間 流程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場 

09:10-10:00 校系介紹 

10:00-11:00 現場 Q&A 

11:00- 賦歸 

上午場(台南場)： 

時間 流程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場 

10:10-11:00 校系介紹 

11:00-12:00 現場 Q&A 

11:00- 賦歸 

 

下午場(宜蘭、高雄、台中、新竹場)： 

時間 流程 

14:30-15:00 報到 

15:00-15:10 開場 

15:10-16:00 校系介紹 

16:00-17:00 現場 Q&A 

17:00- 賦歸 

 



交通方式 
3/4 台北陽明場次(陽明校區守仁樓 1F 膺才廳)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號 

 
一、搭乘公車： 

（一）石牌站：紅 12、紅 19、216、223、601、645（步行至校門約 12分鐘） 

（二）陽明大學站：216(副)、223、550（步行至校門約 5分鐘） 

 

二、自行開車：由「承德路」往北投方向前進至「石牌路」右轉，直行至「東華街」左轉，

直行約 500公尺後右轉便是「立農街二段」，左手邊即為陽明校區門口。 

 

三、搭乘捷運至捷運石牌站後 

（一）轉搭接駁車或 559路線公車： 

1.於淡水線「石牌站 1號出口」斜對面「大學眼鏡」眼鏡行往東華街二段方向前進至「義理

街口」，於「義理街口站」，「冰岩」登山用品店旁轉搭接駁車或 559路線公車。 

2.於淡水線「石牌站 1號出口」斜對面「大學眼鏡」眼鏡行往石牌路二段方向前進，於「綜

合市場站」，「麵面俱到」面館前轉搭接駁車或 559路線公車。 

搭乘學校支援接駁車需以悠遊卡刷卡方式支付 6元交通費，搭乘 559路線公車需支付 15元交

通費。 

（二）步行前往：由淡水線「石牌站 1號出口」沿著捷運線下方公園往唭哩站方向，即 1號

出口正前方，直行約 10分鐘後右轉便是「立農街二段」，左手邊即為陽明校區門口。 



3/4 宜蘭場次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蘭陽院區 B2第二會議室) 
宜蘭縣宜蘭市校舍路 169號 

 

一、搭乘火車： 

宜蘭車站後站下車，出口右轉走林森路朝校舍路前進，於校舍路向左轉，約 7分鐘路程(550 

公尺)。 

 

二、搭乘公車： 

公車：宜蘭轉運站下車後，往校舍路步行約 5分鐘即可抵達蘭陽院區。 

 

三、自行開車 

南下： 

走國道 5號南下方向，在「38-宜蘭」出口下交流道，走「191甲縣道」。 

於東港路/台 7線向右轉。 

繼續直行，於校舍路向左轉，蘭陽院區在您的右邊。 

北上： 

走國道 5號北上方向，在「38-宜蘭」出口下交流道，朝宜蘭/台 7線/壯圍前進，於迴轉道迴

轉。 

於縣民大道二段向右轉，靠右以繼續行駛縣民大道二段。 

於陽明路向右轉後在校舍路向左轉，蘭陽院區在您的左邊。 

 



3/11台南歸仁場次(台南歸仁校區奇美樓 2F研華會議廳) 

台南市歸仁區高發三路 2段 301號 

 

一、搭高鐵 

搭至高鐵台南站下車，由 1號出口出站往南直行，第一個紅綠燈左轉(歸仁十三路)，往前直

行約 500公尺到底即可到達。 

 

二、自行開車  

(一)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由中山高速公路在 330公里處接 86系統交流道，往歸仁方向，在大

潭武東交流道右轉接中正南路二段，遇歸仁八路左轉，直行接歸仁五路到底，遇高發三路右

轉即可到達。 

(二)南二高： 

南二高 357公里處關廟交流道下，往前開上 86系統交流道，往大潭武東方向，在大潭武東交

流道下接中正南路二段，遇歸仁八路左轉直行接歸仁五路到底，遇高發三路右轉即可到達。 

 

三、自台南市出發 

搭乘高鐵免費快捷專車至高鐵台南站下車，由 1號出口出站往南直行，第一個紅綠燈左轉(歸

仁十三路)，往前直行約 500公尺到底即可到達。 

乘車資訊如下： 

(一)台南火車站往 台鐵沙崙站(高鐵台南站) 

  a.台南火車站搭乘台鐵區間車前往 沙崙站 

   b.約 30分鐘一班車，約 20分鐘可到 

(二)奇美醫院往 台鐵台南站 

  a.奇美醫院搭乘高鐵快捷公車 

  b.約 25~35分鐘一班車，約 50~60分鐘可到達 



3/11高雄場次(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階梯教室 105))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高雄市 807412三民區九如一路 720 號 

 

一、搭乘飛機  

(一)高雄捷運紅線「高雄國際機場站 (R4)」搭乘至「高雄車站 (R11)」，轉乘台鐵至「科工

館車站」下車，步行約 10分鐘至本館。 

(二)高雄捷運紅線「高雄國際機場站 (R4)」搭乘至「後驛站 (R12)」，轉搭紅 28號公車至科

工館站即可抵達。 

 

二、搭乘高鐵 

(一)高鐵左營站轉搭台鐵至「科工館車站」，步行約 10分鐘至本館。 

(二)高鐵左營站轉搭捷運至「後驛站 (R12)」，轉搭紅 28號公車至科工館站即可抵達。 

 

三、搭乘臺鐵 

(一)臺鐵「科工館車站」下車，步行約 10分鐘至本館。 

 

四、搭乘捷運   

(一)轉乘高雄捷運紅線至「高雄車站 (R11)」，轉乘台鐵至「科工館車站」下車，步行約 10

分鐘至本館。 

(二)轉乘高雄捷運紅線至「後驛站 (R12)」，轉搭紅 28號公車至科工館站即可抵達。 

 

五、自行開車 

(一)高速公路南下來車：由九如交流道下，右轉九如路至本館。 

(二)墾丁、恆春、林園方向來車：由中山路右轉上高速公路，在中正交流道下左轉中正路，

至大順路右轉，在覺民路口左轉至本館；或由中山路右轉民權路，至民生路右轉，接民族路

左轉，至九如路右轉至本館。 

(三)屏東方向來車：由鳳屏路轉鳳山市建國路，接高雄市九如路至本館。 

 

 

 

 

 

 

 

  



六、公車 

(一)周邊站名示意圖 

 

  



3/18台中場次(文心會議室 202室) 

WensCo 文心會議室 共同工作空間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936號 2-4樓 

 

一、搭乘捷運 

搭乘高鐵可於高鐵台中站轉乘台中捷運綠線， 

搭至台中捷運綠線 105(G5)『四維國小站』下站後步行約 120公尺， 

兩分鐘即可到達 WensCo共同工作空間。 

 

二、搭乘公車 

(一)搭乘台中客運 8號、統聯客運 53號、四方電巴 68號、統聯客運 77號， 

至『文心興安路口站』下車，下車處即文心天下大樓(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中間)，搭乘電

梯至 2樓右轉即到。 

(二)台灣 ibus800至『捷運四維國小站』下車往東步行 2分鐘即可到達文心天下大樓(遠傳電

信、台灣大哥大中間)，搭乘電梯至 2樓右轉即到。 

 

三、開車前往 

南下: 

走國道 1號，到台中時，走右側第二條車道 174-大雅出口下交流道，接著走中清路二段到文

心路時左轉，最後行駛至文心路四段 936號的文心會議室，即文心天下大樓(遠傳電信、台灣

大哥大中間)，搭乘電梯至 2樓右轉即到。 

北上: 

可以走國道 3號，到霧峰 211號時轉至台 74號線，到台中時，在 24-太原出口下交流道，朝

太原路前進，並走太原路三段前往臺中的文心路四段 936號的文心會議室，即文心天下大樓

(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中間)，搭乘電梯至 2樓右轉即到。 

 



3/19新竹交大場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新竹光復校區中正堂大禮堂)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 1001號 

 

一、搭乘高鐵： 

搭乘台灣高鐵於「新竹站」下車後: 

(一)可轉搭【182】國光客運，至過溝站下車後步行至光復校區。 

 

二、搭乘臺鐵： 

搭乘西部幹線至「新竹站」下車後，可轉搭公車至本校。 

 

三、搭乘公車： 

搭乘市區二路公車直達光復校區中正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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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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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至光復校區內下車 (參考科學園區巡迴巴士) 

 

五、開車前往 

(一) 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1.於 93.5 公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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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4.6 公里下(95B)科學園區交流道→新安路右轉→交通大學光復校區南大門 

(二) 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1.於 96.4 公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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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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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cbus.com.tw/big5/information-2.asp?select=2&button=%E9%80%81%E5%87%BA
https://www.sipa.gov.tw/home.jsp?serno=201001210049&mserno=201001210045&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content/traffic_4.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