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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SHINING STAR_逢甲之星_活動簡章 

活動日期/網路報名時間  

活動日期：5 月 25 日(六) 11:00-16:40 

報名時間：5 月 10 日(五) 9 時至 5 月 21 日(二)17 時止 

報名網址：http://bit.ly/2ICXu1l 

報名說明：報名需提供「學號」。甄選會於 5 月 16 日公告

個人申請統㇐分發結果，個人申請新生可於 5 月 17 日至

「學號查詢網站」http://bit.ly/2IR5ACO 線上查詢學號。 
 

參加對象 
特殊選才、繁星推薦、個人申請新生與家⾧ 
 

㇐日大學生（活動均為自由選擇) 
時間 活動 

11:00-11:20 學系報到（新生至學系指定地點報到） 

11:00-13:30 學系相見歡（含中餐） 

13:30-16:00 
家⾧說明會（二場） 

新生活動自由選（十六場） 

14:00-16:40 福星宿舍參觀 

16:40~ 賦歸 
 

貼心補助 
本校提供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新生，參加逢甲之星活動交通補助(以報名時之通訊地址為依

據)，中部地區補助 300 元，北部、南部地區補助 600 元，東部及離島地區補助 1,000 元。不

需額外檢附證明文件，活動當日於學系報到時將有專人向您說明，或可來電/來信詢問。 
 

定時定點免費交通接駁（詳細說明請見 P.5） 
按需求人數安排台中火車站、台中高鐵站及客運朝馬站交通接駁專車，提供新生與家⾧搭乘。

活動當日，請預約搭乘專車新生提前 10 分鐘至指定地點等候，由本校工作人員引導至搭車地

點。為避免新生久候，各定點接駁車次將準時開車，請避免遲到，以致無法搭乘。 

邀請逢甲大學新生親自蒞

校，透過㇐日豐富多元的

活動安排，讓大㇐新鮮人

提前深入認識逢甲大學，

瞭解各項校園資源與學習

環境，儘早規劃精采大學
生活。 

活動目標 



 

2 

 

2019 SHINING STAR_逢甲之星_活動簡章 

***學校停車位有限，請儘量搭乘接駁專車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鄰近本校東門有三處停車場

「河北停車場」、「俥亭停車場」、「八方停車場」（每小時收費約 40 元），步行至本校東

門約 2-5 分鐘。 

 

家⾧休息室 
學校貼心準備多處家⾧休息室，人言大樓 B1 采銅廳、商學大樓 102、商學大樓 104，可前往

休憩等候。 

 

13:30-16:00 新生活動自由選（各活動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1. 此活動以新生為主，請按興趣自由選擇場次。各活動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2. 為讓新生均能提前瞭解逢甲大學的資源，16 場活動全程錄影，於活動結束後

十日內，影片將上架於逢甲大學 YOUTUBE 頻道供線上觀看。 

3. 新生活動自由選採手機線上報到方式，記得開通 NID 及下載行動逢甲 2。 
 

家⾧說明會 

場次：13:30-14:30（主題：大學的未來） 

場次：15:00-16:00（主題：We are different but better.）         

地點：第九國際會議廳   加開直播場次地點：學 102、學 103、學 104 

下午家⾧說明會，因報名踴躍，已加開直播場，當天將依「實際到場順序」入座；若座位已

滿，將由工作人員引導至直播教室觀看。 

 

大學是什麼 – 大好、共善、同樂。 

我們特別邀請逢甲大學高承恕董事⾧與李秉乾校⾧，分別就「大學的未來」與「We are 

different but better.」和蒞校的新生家⾧分享大學的願景和未來，歡迎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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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驗計畫：從申請到執行，放飛夢想 

場次：13:30-14:30、15:00-16:00               地點：圖書館 B2 演講廳 

 

通識教育中心提供的國際體驗計畫，只要你是大㇐大二的新生都有機會透過計畫申請，審核通

過後學校就補助你機票，出國圓夢哦！想更瞭解這個計畫嗎？那就㇐定要來參加這場活動哦！

讓我們㇐起放飛夢想吧！ 

 

創能學院：學未來，未來學 

場次：13:30-14:30（大工）、15:00-16:00（大商）              地點：創能學院 

 

i+X 將創新能力融入學系專業。 

創能學院整合「程式語言與雲端」、「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智慧空間」、「工業人工智慧」、

「數位製造合作社」與「商業創新與智慧營運」等六大場域，將如何帶領你學習未來職場看重的

創新能力？想知道更多資訊嗎？那就動動手指報名去，快來參加這場活動吧！ 

 

跨領域設計學院：CDIO 讓課是活的 

場次：13:30-14:30、15:00-16:00           地點：文華創意中心 3F 實作空間 

 

跨領域設計學院開設的課程以 Real Company、Real Project、Real Design、Real Product 為

特色，修課學生來自全校各學系、年級也都各不相同，透過 Design Thinking，㇐起解決產業

真實問題，透過做中學培養學生溝通、團隊合作能力。好奇跨領域設計學院都開了什麼課嗎？

來聽這場分享就能得到第㇐手資訊哦。 
 

出國學習計畫 SAP：世界有多大出去闖㇐闖才知道 

場次：13:30-14:30、15:00-16:00                地點：行政二館 2F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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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提供多元的國際移動或交換管道，想好好運用大學四年的時間，走出台灣，看看世界的

話，㇐定不能錯過這㇐場。該如何規劃精采的大學生活，從這出發掌握逢甲的出國學習計畫的

資源，準沒錯。 

 

職場體驗：企業實習，來真的 

場次：13:30-14:30、15:00-16:00                    地點：人 202 

 

企業實習其實有分好幾種，有寒暑假的短期實習、也有㇐整個學期和上下學期都在企業實習；

還有在國外實習的機會。實習機會百百種，但要如何申請？何時提出申請？實習的心得？來這

場，我們㇐次告訴你。 

 

就是愛學習：㇐次搞懂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 

場次：13:30-14:30、15:00-16:00                地點：科航館 B102 

 

上了大學就要大大的學。 

除了自己學系專業外，也可以好好利用時間修習輔系、雙主修或學分學程等。如果想多學㇐個

專業，當然很好，只是要好好衡量課業的時間和壓力哦！來聽聽過來人分享超認真學習的甘苦

談，保証收獲多多。 

 

大學生什麼：選課大道理小秘密  

場次：13:30-14:30、15:00-16:00                       地點：第三國際會議廳 

 

大學選課，怎麼選？大㇐課表除了會自動匯入大㇐必修課程外，其他的空堂可以自己選擇有興趣

的學科修習。學系的畢業學分是多少？必選修學分數？通識有多少學分？這些選課的重要知識，

新鮮人必備。快快來聽聽學⾧姐怎麼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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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過來人的經驗：學⾧姐來分享 

場次：13:30-14:30、15:00-16:00                         地點：人 B119A 

 

學校邀請多位學經歷豐富的學⾧姐分享他們的精采大學生活，除了如何積極把握逢甲資源外，更

有第㇐手的經驗分享。 

如何從過來人的經驗分享中，找出自己想要的大學生活脈絡，先來聽聽吧！別著急。青春正開始。 

 

定時定點免費交通接駁_詳細資訊 
按需求人數安排台中火車站、台中高鐵站及客運朝馬站交通接駁專車，提供新生與家⾧搭乘。 

***活動當日，請預約搭乘專車新生提前 10 分鐘至指定地點等候，由本校工作人員引導至搭車

地點。為避免新生久候，各定點接駁車次將準時開車，請避免遲到，以致無法搭乘。 

 

接駁專車(往逢甲大學) 發車時間(去程) 

【台鐵】台中火車站→逢甲大學/東門 10:00→10:40 

【高鐵】台中烏日高鐵站→朝馬站(經)→逢甲大學/東門 10:20→10:40→11:00 

 

接駁專車(往火車站、朝馬站、高鐵站) 發車時間(回程_多班) 

【台鐵】逢甲大學/東門→台中火車站 13:40、14:50、16:30、17:00 

【高鐵】逢甲大學/東門→朝馬站(經) →台中烏日高鐵站 13:40、14:50、16:30、17:00 
 

 福星宿舍接駁專車分上午、下午。上午由學系預約團體前往(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國

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國際企業管理全英語學士班及工業工程與系統管

理學系)，下午由新生/家⾧自由參與。 

 車班次與同時段可導覽人數有限，若欲在下午參觀宿舍之新生與家⾧，需在報名表中勾選

想參與之場次。參觀導覽時間 15 分鐘。 

宿舍參觀接駁時段 接駁專車(福星宿舍) 發車時間(去程) 發車時間(回程) 

11:30-12:30 
學系預約 逢甲大學/東門—福星宿舍 

11:30→12:10 

12:00→12:40 

12:3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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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福星宿舍參觀：因報名人數踴躍，原訂每半小時往返宿舍參觀之接駁專車服務，改

為：從 14:00-16:00 間，安排六台接駁專車，持續往返逢甲大學與福星宿舍間，車滿立

即發車。請要參觀宿舍之家長與新生，於上述時間內至逢甲大學東門等候撘車。宿舍導

覽時間約為 15 分鐘。 

 

集合時間/地點 台中火車站集合點圖示 

09:40 

↓ 

10:00 
2號出口搭手扶梯往

下，1樓臺中車站_ 

柱狀標誌旁 
 

 
 

集合時間/地點 台中烏日高鐵站集合點圖示 

10:00 

↓ 

10:20 
台中高鐵站 2樓大廳 

1B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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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時間/地點 台中朝馬轉運站集合點圖示 

10:20 
↓ 

10:40 
 

全家超商 

台中世貿一店 

（朝馬路及朝富路

交叉口） 

 

 

 

其他交通建議 

自行開車    

請自行開車之新生及家⾧，將導航設定逢甲大學東門地址【台中市西屯區逢大路 127

號】，可憑「逢甲之星」活動文宣進入逢甲東門停車場停放。學校停車位有限，請儘量

搭乘本校提供台中火車站、台中高鐵站及客運朝馬站接駁專車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另鄰近本校東門有三處停車場「河北停車場」、「俥亭停車場」、「八方停車場」（每

小時收費約 40 元），步行至本校東門約 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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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搭乘公車至逢甲大學 

***建議下載「台中等公車」APP，可㇐手掌握公車動態哦！ 

 建國路上(火車舊站左側過民族路)台中火車站站牌搭 5、25、35 號公車。車程約 40~50

分鐘。 

 在台灣大道麥當勞前方台中火車站站牌，搭 8 號公車。車程約 50~60 分鐘。 

 在台灣大道東協廣場站搭 29、37、45 號公車。車程約 40~50 分鐘。 

 
抵達烏日高鐵站後：請從五、六號出口，12 號公車月台，搭乘「160 高鐵台中站-僑光科技大

學」，逢甲大學站下車。車程約 40~50 分鐘。 
 
抵達朝馬轉運站後： 

 可搭統聯客運 63 號，在逢甲大學站下車。車程約 15~20 分鐘。 

 

5 月 23 日(四)寄發行前 EMAIL 通知 
有關接駁專車集合時間與地點、學系相見歡報到地點、新生活動與家⾧說明會報到地點等資

訊，均會在 5 月 23 日(四)發送行前通知 Email，敬請留意並詳細閱讀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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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站 
https://www.checkinatfcu.com/shiningstar 

 

活動聯絡人  
有任何報名或活動資訊的問題，或是需要修改報名資訊，都歡迎與我們聯繫。 

聯絡電話：04-24517250 分機 2945(吳小姐)或 2934(李小姐)。  

Email: mhwu@fcu.edu.tw 或 wyli@f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