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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技專校院產學合作高峰論壇」計畫書 

壹、 計畫緣起 

為推動中區技專校院產學合作發展，由中區技專校際聯盟及中臺科技大學

共同企劃，邀請國內產官學研界代表參與討論。 

貳、 計畫目標 

1. 促進各界更瞭解政府相關政策及業務推動情形 

包括行政院提出「留才、攬才、育才」三大政策方向，規劃出「媒合就

業，開發勞動力；改善低薪，創造友善職場；產學雙贏，縮短學用落差」

三大改善對策，以解決產業人才不足的問題。 

2. 營造中區技專校院產學合作新契機 

教育部正積極補助執行「大學在地實踐聯盟（USR）」與「地方創生」各

類產學合作計畫，並藉由適地性服務(LBS)概念來整合、強化地方產業

與週邊大專校院的結合。期透過本論壇平台，匯集相關領域產官學研專

家進行交流，為產學合作與在地鏈結開創新契機。 

參、 活動內容及工作項目 

一、 參加對象：產官學代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暨各技專校院師生、中部地

區產業與工商企業代表與社會大眾約 200人 

二、 活動時間：民國 108年 05月 01日(三) 09:00 

三、 活動地點：中臺科技大學(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勤學樓 B1樓國際會議廳 

四、 主辦單位：中臺科技大學 

五、 協辦單位：中區技專校院校際聯盟 

六、 活動流程： 

時間 108年 05月 01日(星期三) 地點：中臺科技大學勤學樓 B1國際會議廳 

(備註：主辦單位保有彈性調整會議議程之權利)演講人及與談人均為暫定待邀 

時間 會議項目 備註 

09:00-09:30 人員接送、報到 

開

幕

式 

09:30-09:40 

開幕典禮/致歡迎詞 

中臺科技大學李隆盛校長 

經濟部/教育部/台中市政府長官 

10分鐘 

專

題

演

講 

09:40-10:40 

主題：（待訂） 

主講人：姚俊旭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像

暨放射科學系主任 

【主持人】許世光研發長 

中臺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教授 

60分鐘 

10:40-11:00 茶敘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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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08年 05月 01日(星期三) 地點：中臺科技大學勤學樓 B1國際會議廳 

專

題

演

講 

11:00-12:00 

主題：（待訂） 

主講人：林政勳博士 

中臺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放

射科學系 

【主持人】徵詢中 60分鐘 

12:00-13:00 午餐 60分鐘 

地

方

創

生

分

享 

13:00-14:30 

主題一：（待訂） 

主講人：陳信揚 簡任技正 

國家發展委員會 

 

主題二：點「磚」成金，拼

出轉型之路 

主講人：李雁隆博士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主持人】徵詢中 90分鐘 

閉

幕

式 

14:30-15:00 

分組總結與綜合座談 

主持人：李隆盛校長 

與談人：姚俊旭教授、林政勳博士、陳信揚簡任技正 

30分鐘 

15:00~ 賦歸 

肆、 報名方式 

一、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qXDoMcFYwvfR7ciB7 

二、 E-mail報名：為利於活動當日服務各位貴賓，敬請詳填回函表資料，

mail至 f0102@ctust.edu.tw 

三、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8年 4月 26日(五)止 

● 備註 

(一)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增加 

(二)  本活動完全免費 

https://forms.gle/qXDoMcFYwvfR7ci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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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技專校院產學合作高峰論壇報名表 

學校名稱  單位/職稱  

姓名  行動電話  

E-mail  

膳食 □ 葷食        □ 素食 

交通方式 
□ 自行開車 

□ 搭乖接駁車(高鐵烏日站) 

 備註 

需安排高鐵站（台中烏日）往返接送，建議搭乘車次如下： 

北(台北)→南(台中)搭乘車次： 0205 ；抵達時間： 08:38 

北(台北)→南(台中)搭乘車次： 1505 ；抵達時間： 08:42 

南(左營)→北(台中)搭乘車次： 0610 ；抵達時間： 08:30 

南(左營)→北(台中)搭乘車次： 0108 ；抵達時間： 08:37 

到站後，集合出發時間【 08:45 】，將有專人於高鐵車站大廳

「 4B 」 出口處等候。 

● 本校因執行業務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僅使用於本次論壇活動之用 

1. 聯絡窗口 

聯絡人：蔡毓珊小姐 

地址：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電話：04-22391647分機 8405 

傳真：04-22393305 

E-mail：f0102@ctust.edu.tw 

2.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qXDoMcFYwvfR7ciB7 

  E-mail報名：為利於活動當日服務各位貴賓，敬請詳填回函表資料，mail至

f0102@ctust.edu.tw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8年 4月 26日(五)止 

3. 備註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增加 

  本次活動完全免費 

https://forms.gle/qXDoMcFYwvfR7ciB7
mailto:mail至f0102@ctust.edu.tw
mailto:mail至f0102@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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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技專校院產學合作高峰論壇乘車注意事項通知 

● 交通接駁： 

   高鐵台中車站：論壇當天(05/01)上午 8:45前，於高鐵車站大廳 2F「4B」出口集合，

詳下圖，逾時者請自行前往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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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交通示意及平面圖 

 

一、自行開車者：(74號快速道路已全面通車，到本校快速方便，敬請多加利用) 

路線 A 

國道 1號  中清/大雅交流道(174K) (★從北部，東部來校，推薦路線) 

往台中方向→環中路左轉→行駛內側車道銜接「崇德」閘道上 74快速道路→松竹

路閘道下銜接環中東路→松竹路左轉→東山路左轉→大坑圓環右轉直行→ 7-11廍

子路右轉→中臺科技大學 

路線 B 

國道 3號  霧峰交流道(211K) (★從南部來校，推薦路線) 

接 74快速道路→往太平方向→太原路匣道下→太原路右轉→ 7-11廍子路左轉

→中臺科技大學 

路線 C 

國道 1號  台中/中港交流道(178K) 

往台中方向→台灣大道(中港路)→長榮桂冠酒店(左側)→太原路左轉→(行駛約8. 2公

里) 7-11廍子路左轉→中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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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者：  

 

台中烏日站下車→台鐵新烏日站轉乘電聯車(北上)→太原火車站下車

→東光路出口→轉乘巨業 68 路（直達中臺科技大學校園）、中台灣

20 路公車、統聯客運 85 路→中臺科技大學 

台中烏日站下車→台鐵新烏日站轉乘電聯車(北上)→台中火車站下車

→轉乘台中火車站附近到校公車(請詳見 )→中臺科技大學 

 

台中站下車→台中火車站→轉乘中台灣 1 路（直達中臺科技大學校

園）、台中客運 15 路，中台灣 20 路公車（中臺科技大學站下車後
步行入校）→中臺科技大學 

台中站下車→轉乘電聯車(北上) →太原火車站下車→東光路出口→

轉乘巨業 68 路（直達中臺科技大學校園）、中台灣 20 路公車、統

聯客運 85 路→中臺科技大學 

台中站下車→台中火車站(東站) (復興路)→轉乘豐原 51 路（中臺科
技大學站下車後步行入校）→中臺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校區)站： 

1.巨業客運 68 路→直達校園內。 

2.中台灣客運 1 路、20 路→1路可直達校園內，20路下車後步行入

校。 

3.台中客運 15 路→下車後步行入校。 

4.豐原客運 51 路(經太平)→下車後步行入校。 

5.統聯客運 85 路(經太平)→下車後步行入校。 

◎大坑園環站： 

仁友客運 21 路、豐原客運 270、271 路→大坑圓環站下車→轉

乘 1 路、51 路；或往廍子路方向約走 10-15分鐘 

 →中臺科技大學 

目前搭乘台中市公車刷卡(台灣通、悠遊卡、遠通 ETC卡、一卡

通)可享 10公里免費優惠請多加利用。建議請至 google play下載台中

公車相關 app，亦可至台中市公車動態暨路網轉乘系統網站：http://ci

tybus.taichung.gov.tw/ibus/，查詢路線、票價、到站車輛及到站時刻。 

  

 

http://www.railway.gov.tw/tw/index.html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bus/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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