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葉大學 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發表會
一、 目的
為貫徹教育部第三期教學卓越計畫目標－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並彰顯本校
辦學特色－念大葉、好就業、就好業，特舉辦「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
發表會」，歡迎各界先進共同關注高等教育發展及分享教學卓越經驗。
二、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
2. 主辦單位：大葉大學 卓越教學與品質保證中心
三、活動地點：大葉大學 觀光餐旅大樓 M205 演講廳 (論壇)
大葉大學 觀光餐旅大樓 M303 展覽廳 (成果展)
四、時間：105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 9:00~16:50
五、報名方式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5 月 17 日(二)中午 12:00 截止
2. 報名方式：一律採網路線上報名 (網址：http://www.dyu.edu.tw/ )
大葉大學網站→校園焦點→104-105 教學卓越計畫成果發表會
六、參加對象
1. 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教學相關主管、教師、行政人員、學生及校友
2. 全國高中職及夥伴學校師生
3. 產、官、研等各界代表
七、 聯絡方式：
1. 聯絡人：大葉大學卓越教學與品質保證中心馬麗莎小姐、魏宗豊先生
2. 聯絡電話：04-8511888 轉 1451、1452
3. E-mail：emc2@mail.dyu.edu.tw
八、備註：全程參與者，活動結束後由本校核發研習證明。

大葉大學 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發表會(論壇)
時間：105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 9:00~16:50
地點：大葉大學 觀光餐旅大樓 M205 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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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1：四肯書院理念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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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陳明印 副校長
發表人１：陳美玲 教務長
發表人２：李義剛 副教務長
發表人３：張淑微 教資中心主任
評 論 人：楊國賜 講座 (亞洲大學)
李元棟 教授 (逢甲大學)
林敏雄 董事長 (亞太優勢)
沈宗瑞 教授 (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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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林見昌
發表人１：林賜郎
發表人２：李紹毓
發表人３：熊婉君
評 論 人：楊國賜
李元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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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時間安排：每場主題之主持人、評論人各 10 分鐘，每場發表各 15 分鐘。

講座
四肯書院教育長
職涯中心主任
學輔組組長
講座 (亞洲大學)
教授 (逢甲大學)
董事長 (亞太優勢)
教授 (清華大學)

交通接駁資訊
搭乘接駁專車／學校交通車
地點

車輛

來回

發車時間

高鐵台中站

接駁
專車

去程

8：45

回程

17：00

搭車地點
台中站 1 樓 7 號出口 (下樓右側門)
管理大樓 7-11 前廣場
 至員林客運總站搭乘（到大葉約 20 分鐘）

去程
員林火車站

學校
交通車

8：40
9：00
9：20

 請至火車站前分隔島，工作人員舉牌處領取
交通車車票 (可領票時間 8:30~9:10)
 火車到站時間－南下 8:40、北上 8:21、9:01
請自行考量交通時間

回程

17：20
17：25
17：45

 至管理大樓 7-11 前搭乘
 請於報到時向服務人員領取回程車票

備註：1.活動當天各交通接駁將會有工作人員於出口處舉牌指引。
2.高鐵彰化田中站因班次較少且無法配合會議時間，故不提供交通接駁。
3.其他交通路線與時間請參閱公車進校園網頁 http://bus.dyu.edu.tw/

自行開車
高速公路(國道一號)：
 南下：彰化交流道下往彰化市方向→中華西路→右轉中央路(中央路橋)下橋→右轉中山路（台一線，約
10 公里) →左轉中正東路 146→右轉山腳路 137→左轉學府路→大葉大學。
 北上 路線(一)：埔鹽系統交流道下往員林方向→台 76 東西向快速道路(約 20 分鐘)→林厝聯絡道下→左
轉山腳路 137→右轉員草路（約 200 公尺）→左轉山腳路（約 4 公里）→右轉學府路→大葉大學。
 北上 路線(二)：埔鹽系統交流道下往員林方向→台 76 東西向快速道路(約 6 公里)→台 76 東西向快速
道路員林交流道下→左轉莒光路(台 1 線) →左轉中山路(約 10 分鐘)→右轉中正東路(村上派出所旁)→右
轉山腳路(約 500 公尺) →左轉學府路→大葉大學。

高速公路(國道三號)：
 南下：快官交流道接台 74 甲中彰快速道路（約 15 分鐘）→左轉彰員路接山腳路 137 （約 15 分鐘）
→左轉學府路→大葉大學。
 北上：中興系統交流道接台 76 東西向快速道路(八卦山隧道往員林 1-方向)→出隧道後（100 公尺）右轉
林厝交流道下→右轉山腳路 137→右轉員草路（約 200 公尺）→左轉山腳路（約 4 公里）→右轉學府路
→大葉大學。

鄰近地區-台中
 台中市區→台 74 甲中彰快速道路→左轉彰員路接山腳路 137(約 8 公里)→左轉學府路→大葉大學。

鄰近地區-南投
 草屯→148(往員林方向)→右轉山腳路 137 →右轉學府路→大葉大學。
 南投→台 76 東西向快速道路→八卦山隧道→林厝交流道下→右轉山腳路 137（約 4 公里）→右轉員東
路 148 約 100 公尺→左轉山腳路 137（約 6 公里）→右轉學府路→大葉大學。

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成果發表會場
論 壇－觀光餐旅大樓
M205 演講廳
成果展－觀光餐旅大樓
M303 展覽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