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學年度繁星推薦新生座談會 

邀請函 
 

一、 活動日期：110 年 3 月 20 日(星期六) 

二、 時間及時程：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負責人 活動地點 

10:30～11:00 防疫檢查 防疫中心/學務處 

行政大樓 

管理大樓 

醫健大樓 

11:00～11:10 播放國際化影片與宿舍介紹影片 系所主管 

各學系指定教室 

本校校園 11:10～12:20 

1. 學系特色介紹 

(系特色、作品成果、未來出路、

產學合作…等) 

2. 參觀學系相關設備 

3. 午餐時間 

4. 校園參觀 

各招生學系師長 

及學系工作人員 

12:30～ 賦歸 招生處 行政大樓圓環 

三、 為配合防疫措施，以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武漢肺炎）擴散，敬請

新生及家長於座談會當天進入校園前或專車前使用手機填寫個人健康聲明憑證。

網址：https://pacific.asia.edu.tw/HealthDeclaration#/Login 

四、 請於座談會開始前半小時新生及家長需先至本校各大樓出口由本校人員檢核健康憑證(搭程

專車之學生與家長於上專車前檢核健康憑證)後才可進入各學系說明場地。 

五、 專車訊息： 

一、本校當日於台鐵及高鐵站皆有安排接駁人員，請認穿著亞洲大學背心舉有「亞洲大學」

舉牌之工作人員。 

1. 台中火車站備有專車接送： 

(1) 來校專車接送：09: 40 於台中車站新站 2 樓大廳 2 號出口前集合，配合列車到站時

間，專車於 10:00 出發。 

(2) 離校專車接送：12: 20 於校門口圓環集合，專車於 12: 30 出發。 

2. 台中高鐵車站備有專車接送： 

(1) 來校專車接送：09: 40 於台中高鐵車站第一月台 4B 出口集合，配合列車到站時

間，專車於 10:00 出發。 

(2) 離校專車接送：12: 20 於校門口圓環集合，專車於 12: 30 出發。 

※本校各站專車於人數額滿時隨即發車，因座位人數有限，若未能搭乘到之新生及家長將由

現場工作人員引導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計程車，車資需自行負擔。 

  

https://pacific.asia.edu.tw/HealthDeclaration#/Login


六、 備註： 

1. 各學系將主動與您聯繫詢問是否參加親師座談會。 

2. 當日與會學生及家長將提供午餐(每位學生兩位家長為原則) 由學系發放。 

3. 當天若遇疫情、颱風天等重大事件，宣布台中市或本校不上班不上課，舉辦時間將於本

校首頁另行公告。 

七、 若有相關問題，歡迎來電洽詢各學系助理，本校聯絡方式：04-23323456 

學系名稱 分機 聯絡人 活動教室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5121 洪敏玲 I307、I308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5161 李香凝 I426、I427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6353 宋姿儀 I310、I311 

心理學系 5712 羅承剛 M505、M506、M507 

護理學系 5151 塗康平 I109、I105 

視光學系 5131 劉麗恩 I115 

職能治療學系 6362 賴婉君 I104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6391 宋昭儒 I306、I309 

物理治療學系 6551 甘鎮豪 I312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 6193 李思妘 I106 

資訊工程學系 
6101 蔡孟樺 I221 

6181 黃千瑜 I221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 6122 范玉蕾 I108 

資訊傳播學系 6163 程婕雅 H607 

經營管理學系 5541 郭紀芳 M406、M414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5441 謝育臻 M314、M315 

會計與資訊學系 5401 林君儒 M407 

財務金融學系 5481 朱申惟 M305、M416B 

財經法律學系 5545 許采潔 M517、M516 

外國語文學系 5701 洪瑩婕 M009 

社會工作學系 5141 石芳毓 M216、M217 

幼兒教育學系 5721 陳佑玲 M215、M304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062 吳威俐 A306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1072 王郁方 A414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1052 楊尚蓉 A117 

時尚設計學系 1068 林秀珍 A204 

室內設計學系 1083 黃玟萃 創客中心 

 

 
～亞洲大學 敬邀～ 

 

<交通轉乘資訊接續於下頁>  



【大眾交通工具】 

*台中火車站←→亞洲大學：可於舊站出口麥當勞對面搭乘台中客運 201 或
201 副公車。 

*台中高鐵站←→亞洲大學：可於 6 號出口搭乘統聯客運 151 號公車。 

※備註： 

詳細公車路線及時刻表可參考台中市公車網站：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Travel/ 

 

【自行開車】※本校校內皆有開放停車 

一、 經國道一號： 

(中山高速公路) 

從「大雅交流道」下往台中市區方向，於第一個紅綠燈左轉上

74 號快速道路往東從「霧峰交流道」下，經中二高引道接台三

線省道後左轉林森路，至福新路左轉，遇柳豐路左轉即可到達；

或接台三線省道後右轉往草屯方向，直行過四個紅綠燈口，遇柳

豐路右轉即可到達。 

或可由「南屯/中港」交流道下，往台中市市區方向，行經五權

西路/中港路，至五權路右轉接五權南路後上中投公路，於 9.5

公里處下「丁台匝道，第一個紅綠燈左轉，由丁台路右轉福新路

往霧峰市區方向直行，遇柳豐路後右轉即可到達。  
二、經國道三號：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從「霧峰交流道」下，經中二高引道接台三線省道後左轉林森

路，至福新路左轉，遇柳豐路左轉即可到達；或接台三線省道後

右轉往草屯方向，直行過四個紅綠燈口，遇柳豐路右轉即可到

達。  
三、經國道六號： 從「國道六號」往台中方向，接中二高往北，從「霧峰交流道」

下，經中二高引道接台三線省道後左轉林森路，至福新路左轉，

遇柳豐路左轉即可到達；或接台三線省道後右轉往草屯方向，直

行過四個紅綠燈口，遇柳豐路右轉即可到達。 

  

四、經中投公路 從「丁台匝道」下，接丁台路連福新路往霧峰市區方向直行，遇

柳豐路後右轉即可到達。  
五、經 74 號快速： 

    (西屯、南屯、彰化) 

從 74 號快速道路往西從「快官交流道」下，接中二高往南由

「霧峰交流道」下，經中二高引道接台三線省道後左轉林森路，

至福新路左轉，遇柳豐路左轉即可到達；或接台三線省道後右轉

往草屯方向，直行過四個紅綠燈口，遇柳豐路右轉即可到達。  
六、經 74 號快速： 

    (潭子、北屯、太平、大

里) 

  

從 74 號快速道路往東從「霧峰交流道」下，接中二高引道接台

三線省道後左轉林森路，至福新路左轉，遇柳豐路左轉即可到

達；或接台三線省道後右轉往草屯方向，直行過四個紅綠燈口，

遇柳豐路右轉即可到達。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Travel/


七、經 76 號快速： 

(東西向快速) 

從 76 號快速道路往南投接中二高往北，從「霧峰交流道」下，

經中二高引道接台三線省道後左轉林森路，至福新路左轉，遇柳

豐路左轉即可到達；或接台三線省道後右轉往草屯方向，直行過

四個紅綠燈口，遇柳豐路右轉即可到達。 

八、經台三省道： 循台三線省道，往霧峰方向行駛，至林森路後轉福新路，至柳豐

路後左轉即可到達；或由霧峰中正路往草屯方向行駛，至柳豐路

右轉即可到達。  

九、衛星定位點： X：120.687100    Y：24.0476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