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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112年2月17日（星期五）辦理「2023年臺灣校務

研究國際研討會—國際人才培育與永續發展」，敬請轉

知貴校校務研究單位及對校務研究相關領域之師生踴躍

報名參加，並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會議日期：112年2月17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國際會議廳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

研討會主題：國際人才培育與永續發展。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協辦單位：弘光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

　　　　　　　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

立陽明

　　　　　　　交通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報名截止日期：112年2月10日（星期五）。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dZ2ojxFGC7y4iHcK8
本研討會議程資訊，請逕至本會網站查詢：

https://sites.google.com/view/2023-tair-annual-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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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17 (五) 

時間 (Taipei Time) 大會議程 

9:00 – 9:20 報到／會議室開放入場 

9:20 – 9:40 (20 分鐘) 開幕式 

9:40 – 9:50 (10 分鐘) 合照 

9:50 – 10:40 

(50 分鐘) 

專題演講 Ⅰ 

演講人：Prof. Futao Hua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Hiroshima University 

10:40 – 10:50 (10 分鐘) 中場休息 

10:50 – 11: 40 

(50 分鐘)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海

報

靜

態

展

示 

11:40 – 11: 50 (10 分鐘) 中場休息 

11:50 – 12:40 

(50 分鐘) 

論文發表 Ⅰ 

招生與選才 

 

Session I-1 

大學社會責任與永

續發展 

Session I-2 

教學品保與教學創

新實踐 

Session I-3 

Room 7203 Room 7204 Room 7209 

12:40 – 13:40 

(60 分鐘) 
午餐 

13:40 – 14:30 

(50 分鐘) 

論文發表 ⅠⅠ 

招生與選才 

 

Session II-1 

大學社會責任與永

續發展 

Session II-2 

教學品保與教學創

新實踐 

Session II-3 

Room 7203 Room 7204 Room 7209 

14:30 – 14:40 (10 分鐘) 中場休息 

海

報

發

表 

14:40 – 15:30 

(50 分鐘) 

論文發表 ⅠⅠⅠ 

校務治理與效能精

進 

Session Ⅲ-1 

校務治理與效能精

進 

Session Ⅲ-2 

Room 7203 Room 7204 

15:30 – 15:50 

(20 分鐘) 
中場休息 

15:50 – 16:40 

(50 分鐘) 

專題演講 ⅠⅠ 

演講人：何希慧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16:40 – 17:00 

(20 分鐘) 
閉幕式暨頒獎典禮 

 

 

2023 臺灣校務研究國際研討會 

國際人才培育與永續發展  
Internat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平面圖 

 

 

 

詳細交通資訊 
請掃 QR Code 

 
 

 
搭乘大眾交通 
搭乘路經「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站名之公車，皆可直抵本校區。 

另由臺中火車站步行約 20~30分鐘，即可抵本校區。 
 臺中客運：6、8、9(圖書館路)、12、14、15、26、29、35、70、71、82、99、108 

             (港尾路)、132、201、304、307、324、500、700、901路等直抵本校區。 
 仁友客運：21、105路直抵本校區。 
 統聯客運：1、25、61、73、301、303、308、326號直抵本校區。 
 豐原客運：55、203、280、285(台中二中路)、286、288、289、900號直抵本校區。 
 全航客運：5、58路直抵本校區。 

搭乘高鐵 
由高鐵臺中站搭乘快捷公車或市區公車，依公車路況，最久需約 1小時到達本校。 

 159高鐵快捷公車：高鐵台中站—中國醫藥大學—台中公園，於台中一中站下車再步 

                     行至「臺中科技大學」。 
 26市區公車：嶺東科技大學—高鐵台中站—新民高中，至「臺中科技大學」站下車。 
 70市區公車：嶺東科技大學—高鐵台中站—綠川東站(經台中科大) ，至「臺中科技大 

                學」站下車。 
 82市區公車：高鐵台中站—水湳，至「臺中科技大學」站下車。 
 99市區公車：嶺東科技大學—高鐵台中站—莒光新城，至「臺中科技大學」站下車。 

自行開車前往 

國道 1號： 
 中港(臺中)交流道→下交流道(往臺中市區方向)→臺中港路→(左轉)五權路→(右轉)三 

    民路三段→(右側) 本校區校門。 
 中清(大雅)交流道→下交流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五權路→(右轉)中華路二段→ 

    本校中商大樓→本校區。 
 南屯(五權)交流道→下交流道→五權西路→五權路→(右轉)三民路三段→(右側) 本校區 

    校門。 

國道 3號： 
 龍井交流道→下交流道(往臺中市區方向)→中棲路→臺中港路→(左轉)五權路→(右轉) 

    三民路三段→(右側) 本校區校門。 

中彰快速道路 74號、中投快速道路 63號： 
 於臺中市系統交流道路經市區平面道路可抵達本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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