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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ZERO HUNGER 黑客松：技職盃北區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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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目的 

    2015 年 9 月 25 日，聯合國成立 70 週年之際，世界領袖們齊

聚聯合國紐約總部，舉行「聯合國發展高峰會」，基於千禧年發展目標

未能達成的部份，發佈了《翻轉我們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方

針》。這份方針提出了所有國家都面臨的問題，並基於積極實踐平等與

人權，規畫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及 169 項追蹤指標，作為未來 15 

年內（2030 年以前），成員國跨國合作的指導原則。這份方針同時兼

顧了「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等三大面向，在在展

現了這份新方針的規模與企圖心。 

在這永續發展的國際大舞臺上，第四屆教育部技職盃黑客松全國

大賽引用聯合國《翻轉我們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方針》所規劃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之第 2 項「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

進永續農業」作為競賽主題辦理 2021「ZERO HUNGER 黑客松：技職

盃全國大賽」，引導學生針對其 8 個追蹤指標進行創意發想、社會設計

與原型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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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西元 2030 年前，消除飢餓，確保所有的人，尤其是貧窮與弱勢

族群（包括嬰兒），都能夠終年取得安全、營養且足夠的糧食。  

2.在西元 2030 年前，消除所有形式的營養不良，包括在西元 2025 年

前，達成 5 歲以下兒童發育遲緩和消瘦問題，並且解決青少女、孕

婦、哺乳婦女以及老年人的營養需求。 

3.在西元 2030 年前，使農村的生產力與小規模糧食生產者的收入增

加一倍，尤其是婦女、原住民、家族式農夫、牧民與漁夫，包括讓

他們有安全及公平的土地、生產資源、知識、財務服務、市場、增

值機會以及非農業就業機會的管道。  

4.在西元 2030 年前，確保可永續發展的糧食生產系統，並實施可災

後復原的農村作法，提高產能及生產力，協助維護生態系統，強化

適應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乾旱、洪水與其他災害的能力，並漸進

改善土地與土壤的品質。  

5.在西元 2030 年前，維持種子、栽種植物、家畜以及與他們有關的

野生品種之基因多樣性，包括善用國家、國際與區域妥善管理及多

樣化的種籽與植物銀行，並確保運用基因資源與有關傳統知識所產

生的好處得以依照國際協議而公平的分享。  

6.提高在鄉村基礎建設、農村研究、擴大服務、科技發展、植物與家

畜基因銀行上的投資，包括透過更好的國際合作，以改善開發中國

家的農業產能，尤其是最落後國家。  

7.矯正及預防全球農業市場的交易限制與扭曲，包括依據杜哈發展圓

桌，同時消除各種形式的農業出口補助及產生同樣影響的出口措

施。  

8.採取措施，以確保食品與他們的衍生產品的商業市場發揮正常的功

能，並如期取得市場資訊，包括儲糧，以減少極端的糧食價格波

動。 

 

期藉由活動的辦理協助學生思考個人在世界的角色與責任，成為負責

任的世界公民，使全國技專校院學生與國際社會議題接軌，並在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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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實作過程中達到以下三項教育目的： 

     (一)鼓勵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踐所學，發揮設計思考及解決問題的

能力。 

(二)透過競賽引導技專校院學生以跨領域的合作方式，透過腦力激

盪出創新的想法，落實創意。 

(三)以「ZERO HUNGER」為競賽主題，提供技專校院學生跨領域

交流機會，共同激發創意，解決實際生活上之問題。 

貳、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活動網址：http://www.makerthon.nkust.edu.tw 

 連絡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_微型車庫創業基地 

黃敬欣專員    電話：02-27301244 

              e-mail：starelle1221@mail.ntust.edu.tw 

二、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體育室 

參、參加對象： 全國技專校院在學學生。 

肆、活動期程：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伍、活動內容： 本屆教育部技職盃黑客松全國大賽引用聯合國《翻轉

我們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方針》所規劃 17 項永

續發展目標之第 2 項「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

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作為競賽主題辦理 2021

「ZERO HUNGER 黑客松：技職盃全國大賽」，引導

學生針對其 8 個追蹤指標進行創意發想、社會設計與

原型實作。競賽分兩階段進行：「北、中、南分區競賽」

及「全國競賽」，並搭配各分區辦理之「破冰組隊與實

作」課程，使參賽團隊或個人能於創客交流過程中組

成新團隊，並於賽前模擬真實參賽情境。 

一、 競賽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_體育館、材料系實作空間 

二、 報名資格：隊伍成員限技專校院之在學學生，可自行組隊（每

隊人數 2至 3人），也接受個人報名（個人報名者需於各分區辦

mailto:starelle1221@mail.n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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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破冰組隊與實作」課程時加入其他參賽團隊或另組參賽隊

伍），並鼓勵跨領域、跨學院和跨校組隊。 

三、 說明會、破冰組隊與實作、分區競賽及競賽題目公布時間： 

（一） 說明會：110年 3月 4日(四)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微型車庫 

（二） 破冰組隊與實作：110年 4月 17日(六) 

（三） 北區競賽：110年 4月 24日(六)至 4 月 25日(日)辦理，競

賽題目將於 110 年 4 月 24 日(六)於比賽會場當場抽籤及公

佈。 

四、 報名資訊：隊伍成員限技專校院之在學學生，可自行組隊（每

隊人數 2至 3人），也接受個人報名，以個人報名方式參賽者，

須於「破冰組隊與實作」課程時加入其他參賽團隊或另組參賽

隊伍。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0年 4月 19日(一)17:00止。 

（二） 報名方式： 

1. 一律採網路報名（http://www.makerthon.nkust.edu.tw 

(內含各區報名網址)），請學生確實填寫報名相關資料。 

2. 分區競賽於北、中、南三區同時進行，預計每區各受理 70

隊參加競賽為原則，參賽團隊數若超出各區競賽容納數，

將於「破冰組隊與實作」課程後，由分區賽主辦單位採統

一公開抽籤方式選出正式參賽團隊，並於官網公告及

EMAIL通知分區賽正式參賽團隊名單。 

官網網址：http://www.makerthon.nkust.edu.tw 

五、 競賽規則： 

（一） 作品不限類型，可為實體作品、網頁服務、手機 App、機電

整合、互動機構…等等。 

（二） 參賽團隊可自帶材料，但材料限未加工之素材、未組裝之零

件或單一功能未組裝之擴充模組等…，也可使用由比賽主辦

方提供之有限材料，若攜帶不符合以上規定之材料，取消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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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資格。 

（三） 參賽作品須在競賽場地獨立製作，若事先完成，取消競賽資

格。 

（四） 參賽者使用之圖片、影像、設計元素等以不侵佔或侵害任何

人或實體之任何著作權、商標或其他所有權為原則；如有侵

權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資格。 

六、 評分標準及競賽獎金：以技術、創意、簡報、設計及創造價值

為五項評分項目，各分區賽預計各選出 30組團隊晉級(棄權不

遞補)參加全國競賽，實際晉級團隊名額授權分區競賽辦理單位

視競賽結果進行調整。 

編

號 

分區賽 

獎項名稱 
獎金、獎狀 評分標準 

1 
評審團大獎 

(1 隊) 

新台幣 50,000 元 

獎狀每人 1 只 

技術、設計、創意、簡報及創造

價值 5 項分數加總最高者 

2 

單

項

項

目 

最佳 

技術獎 

(1 隊) 

新台幣 5,000 元 

獎狀每人 1 只 
技術單項分數最高者 

最佳 

創意獎 

(1 隊) 

新台幣 5,000 元 

獎狀每人 1 只 
創意單項分數最高者 

最佳 

簡報獎 

(1 隊) 

新台幣 5,000 元 

獎狀每人 1 只 
簡報單項分數最高者 

最佳 

設計獎 

(1 隊) 

新台幣 5,000 元 

獎狀每人 1 只 
設計呈現單項分數最高者 

最佳創造

價值獎 

(1 隊) 

新台幣 5,000 元 

獎狀每人 1 只 
創造價值呈現單項分數最高者 

3 
最佳人氣獎 

(1 隊) 

新台幣 5,000 元 

獎狀每人 1 只 

由參賽團隊相互投票，獲最高

票者 

4 佳作(10 隊) 
新台幣 2,000 元 

獎狀每人 1 只 

技術、設計、創意、簡報及創造價值

5 項分數加總依高低排序，扣除評審

團大獎及單項項目獲獎團隊，選出佳

作 10 隊。 

5 入選 獎狀每人 1 只 除前揭評審團大獎、單項項目獲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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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13 隊) 隊及佳作外，另由主辦單位依技術、

設計、創意、簡報及創造價值 5 項評

分項目分數加總後依分數高低選出。 

獎項附註說明： 

1.如評審團大獎得獎團隊，與單項優異獎得獎團隊重複，則該單項優異獎由第二高分組別遞補順位。 

2.團隊所獲總分同分時，或單項評分最高分者同時有兩隊以上時，由評審團以投票方式決議，選出獲獎團隊。 

 

七、 注意事項： 

（一） 請參賽隊伍 110 年 4 月 24 日(六)上午 09:00 前須至少 1 人完

成報到，且團隊需 2人以上於公佈競賽題目前完成報到才具備

參賽資格，其餘未於抽籤前完成報到之隊員視為放棄參賽(搭

乘分區競賽主辦學校之交通車報到者，上車即完成報到)。 

（二） 參賽隊伍如遇不可抗力因素造成隊友無法報到時，於公平原則

下，獲分區主辦單位同意，該組得更換隊友參賽(至少 1 名需

為原報名隊員)。 

（三） 競賽現場提供無線網路、電源、餐飲等。請自行攜帶可無線上

網的筆記型電腦、手機，及有助於完成作品的材料和設備等，

但以不影響他人為原則(辦理單位亦提供 3D印表機、雷射切割

機及其他加工機器等數台，開放時間視各基地能量由各分區賽

主辦單位自行決定)。  

（四） 團隊報名者，可於各分區辦理「破冰組隊與實作」課程結束前

調整團隊成員(限一次)。 

（五） 個人報名者，可於各分區辦理「破冰組隊與實作」課程時機加

入其他參賽團隊或與其他個人報名者組成參賽隊伍。 

（六） 競賽過程中不得更換組員。每隊需推派一位領隊，負責比賽聯

繫及活動相關事宜接洽。團隊內部請自行分配團隊成員的各項

權責歸屬，辦理單位不涉入處理。  

（七） 參賽人員不得重複組隊報名，違者喪失比賽資格，若有不可抗

力因素非可歸責於團隊之原因，應提出正式書面申請送主辦單

位辦理。 

（八） 辦理單位不提供電腦、延長線及轉接頭，請參加者自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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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活動提供保險，報名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無法提供完整資

料供分區賽主辦學校辦理保險者，不得參加本活動(外籍生須

檢附出入境許可證影本)。  

（十） 參賽者同意競賽期間所拍攝個人肖像與作品照片，授權主辦單

位用於競賽文宣、競賽報導、活動網頁與成果展使用。 

（十一） 活動時間為期兩天，由辦理單位提供三餐茶水及點心、宵夜，

團隊可自行決定繼續挑燈夜戰、回家休息，或是在活動場地休

息。  

（十二） 參賽人員需配合並遵守附件一之規定，否則辦理單位有權取

消參加者的任何權利及其領獎資格。  

（十三） 分區賽晉級隊伍具有參加全國大賽之權利與義務，若無不可

抗力因素，辦理單位得追回獎項。  

（十四） 各分區賽獲獎隊伍，統一於全國賽開幕當日現場簽收獎金領

據。 

（十五） 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辦理單位有權決

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八、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本活動防疫措施如下： 

(1) 參賽者： 

A. 參賽者於競賽現場應全程戴口罩、進行體溫量測(每人每日一

次為原則)。如經勸導或處置仍不佩戴口罩或量測體溫，則取

消團隊全部參賽者參賽資格。 

B. 參賽者亦須配合主辦單位人員查驗身分，暫時取下口罩，查

驗後請立即佩戴。競賽期間除用餐或其他必要時仍請持續佩

戴口罩，交談時請保持適當距離(約 1 至 1.5 公尺)。 

C. 現場測量參賽者如有發燒(額溫≧37.5℃；耳溫≧38℃)或呼吸

道症狀，則不得參賽，惟其餘團隊參賽者可繼續參賽。 

D. 參賽者入場前如經醫生診斷具傳染性疾病(具醫生證明)或發

燒之症狀，應主動告知主辦單位，且不得參賽，惟其餘團隊

參賽者可繼續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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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參賽者入場前，如參賽團隊中有 1 位以上參賽者因配合防疫

介入措施(如：居家隔離、居家檢疫等)者，應主動告知主辦單

位，且該隊全員均不得參賽。 

F. 參賽者應自備口罩，並於競賽期間維持個人衛生習慣。 

(2) 主辦單位 

A. 主辦單位於競賽場地張貼「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預防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您可以這樣做！」等宣導文件。 

B. 提供適量乾洗手液或 75%消毒酒精供參賽者及工作人員使用。 

C. 競賽前一日(含布置)及競賽當日結束後，應予以消毒。 

D. 工作人員量測體溫及佩戴口罩規定將比照參賽者防疫措施。 

E. 請工作人員隨時注意參賽者， 

九、 活動議程 

一、競賽說明會 

日期：110年 03月 04日（四）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微型車庫創業基地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 43號 第三學生宿舍地下 1樓 

時間 議程 

12:00-12:30 報到 

12:30-12:40 長官致詞 

12:40-13:00 競賽活動說明 

13:00-13:10 Q&A 

二、破冰組隊與實作 

日期：110年 04月 17日（六）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微型車庫創業基地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 43號 

時間 議程 內容 

09:00-09:30 報到 與會人員簽名 

09:30-09:40 長官致詞  



9 
 

09:40-10:00 競賽活動說明  

10:00-11:00 破冰媒合組隊  

11:00-12:00 環境導覽 競賽場地環境認識 

12:00-13:00 午餐 開放組別登記 

13:00-16:00 實作工作坊 Arduino設計實作 

16:00-17:00 組隊確認與登記  

三、北區競賽 

日期：110年 04月 24日（六）-25日（日）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館、材料系實作空間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 43號 

110年 04月 24日（六）第一日 

時間 內容 備註 

08:30-09:00 報到 與會人員簽名 

09:00-09:40 長官致詞 
活動開場 

大合照 

09:40-10:00 抽題 
技術人員說明 

各組材料領取 

10:00-12:00 競賽開始 

創作時間 

12:00-13:00 午餐 

13:00-18:00 創作時間 

18:00-19:00 晚餐時間 

19:00-21:30 創作時間 

21:30- 休息  

110年 04月 25日（日）第二日 

時間 內容 備註 

07:30-8:30 報到與早餐 與會人員簽名 

08:30-09:30 團隊簡報資料繳交  

09:30-10:30 創作時間  

10:30-12:00 
團隊簡報 

(上午場) 

團隊簡報 

未簡報團隊持續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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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00 午餐  

13:00-15:30 
團隊簡報 

(下午場) 

團隊簡報 

未簡報團隊持續完成作品 

15:30-16:00 團隊交流 
評審評分時間 

最佳人氣獎最後投票時間 

16:00-17:00 頒獎典禮 
評審講評 

各組領獎與留影 

17:00- 賦歸  

註：簡報時間將依實際報名情況做調整 

 

陸、發表會與成果展 

參加全國黑客松技職盃競賽獲獎之優異作品，將規劃於主辦學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進行為期 4 個月(預定展期為 110 年 9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實體展示，並於官方網路平台宣傳黑客松技

職盃競賽成果。 

 

柒、活動期程 

編號 活動事項 時間 備註 

1 
2021「ZERO HUNGER 黑客松：

技職盃區域賽」-協調會 
109/12/9(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2 競賽辦法公告 110/2/1(一)  

3 
2021「ZERO HUNGER 黑客松：

技職盃區域賽」-報名 

即日起至

110/4/19(一) 

17:00 時止 

採網路報名，由學

生團隊自行組隊或

個人報名 

4 

2021「ZERO HUNGER 黑客

松：技職盃區域賽」-北區說明

會 

110/3/4(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5 
2021「ZERO HUNGER 黑客

松：技職盃區域賽」-南區說明
110/3/12(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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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6 

2021「ZERO HUNGER 黑客

松：技職盃區域賽」-中區說明

會 

110/3/19(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7 
2021「ZERO HUNGER 黑客松：

技職盃區域賽」-破冰組隊與實作 
110/4/17(六) 

公告及 E-mail 通知

各分區賽正式參賽

隊伍名單 

8 
2021「ZERO HUNGER 黑客松：

技職盃區域賽」-競賽舉行 

110/4/24(六) 

110/4/25(日) 
各區域賽主辦學校 

9 
繳交分區競賽晉級隊伍名單至全

國賽主辦單位 
110/5/11(二) 

由分區競賽主辦單

位函文繳交 

10 公告全國總決賽隊伍名單 110/5/12(三) 網路公告 

11 
2021「ZERO HUNGER 黑客

松：技職盃」-進階訓練課程 
110/5/21(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2 
2021「ZERO HUNGER 黑客松：

技職盃全國賽」-競賽舉行 

110/5/29(六) 

110/5/30(日)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3 
2021「ZERO HUNGER 黑客松：

技職盃全國賽」-成果展 

110/9/1(三)至 

110/12/31(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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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活動報到： 

(1) 請參賽隊伍於比賽當日上午 09:00 前須至少 1 人完成報到，且團隊需 2 人

以上於公佈競賽題目前完成報到才具備參賽資格，其餘未於公佈競賽題目

前完成報到之隊員視為放棄參賽(搭乘競賽主辦學校之交通車報到者，上

車即完成報到)。 

二、 各辦理單位(以下簡稱本單位)，若徵求參加者提供圖文、照片、影片及其他

資料等內容予本單位，參加者同意下列事項： 

(1) 參加者保證提供予本活動之圖文、照片、影片及其他資料，並無侵害他人

權利（包括但不限於智慧財產權、人格權、肖像權及隱私權等）或違反法

令之情事。如有違反之虞，主辦單位得立即移除相關內容，並取消參加資

格，得獎者取消得獎資格，參加者並應自負法律責任。 

(2) 若本單位因使用參加者所提供之圖文、照片、影片及其他資料遭第三人請

求、索賠、提出民、刑事訴訟或主張任何法律上之權利，參加者應賠償本

單位因此所生之全部損失與費用。 

(3) 本單位對參加者所提供之圖文、照片、影片及其他資料有審查權，若不符

合本活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得取消其參加與得獎資格。 

(4) 參加者同意全權授權本單位利用參加者之參賽成果，並無異議。 

三、 各隊參賽之作品必須為自行創作之原創作品，若有抄襲、舞弊或為已推出

之服務等不公平競賽之情事，一經查獲或舉發確認屬實，將取消參賽及得

獎資格。 

四、 得獎者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與報名時所登錄資料不符，本單位得要求

得獎者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否則本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 

五、 參加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

第三人之資料。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將被取消參加或得獎資格。如

因此致本單位無法通知其得獎訊息時，本單位不負任何責任，且如有致損

害於本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參加者應負一切相關責任。 

六、參賽即同意競賽期間由主辦單位所拍攝個人肖像與作品之照片與影片，授

權主辦單位用於競賽文宣、競賽報導、活動網頁與活動成果展使用。 

七、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

參加者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

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八、本活動獎項以本單位所公告之活動辦法為準，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本單

位保留更換其他等值獎項之權利。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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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參加者如因參加本活動或因活動獎項而遭受任何損失，一旦得獎者領取獎

品後，若有遺失或被竊，本單位不發給任何證明或補償。 

十、本單位之獎項不得轉換、轉讓，本單位亦不為得獎者領取、使用或行使各

獎項之任何後果負責。 

十一、 本單位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本活動有權決定取消、終止、

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十二、 凡經報名參賽，參加者即同意本單位得檢視參賽作品之相關內容，且 同

意本單位得為宣傳或其他與本活動相關之目的而利用參賽作品，本單位

無須另行通知參加者或支付任何權利金，但本單位於使用時應註明參賽

隊伍名稱或其成員姓名。各隊作品之智慧財產權屬參賽隊伍之成員所有，

參賽隊伍應自行處理與其權利相關之申請或註冊程序。 

十三、 區域賽通過者須參加全國大賽，並配合繳交成果報告之義務，否則將追

回獎項。 

十四、 總決賽獲獎者須配合參加成果展與相關宣傳，並配合繳交成果報告，否

則將追回獎項。 

十五、 參賽者須遵守本單位防疫相關規定，如經勸導如經勸導或處置仍不配合

者，則取消團隊全部參賽者參賽資格。 

十六、 本單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參賽者個人資料，在辦理競

賽相關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理及利用。本單位將善盡善良保管人之義

務與責任，妥善保管參賽者個人及其相關資料，僅提供競賽相關工作目

的使用。凡報名本競賽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單位，得將自報名參加本

招競賽所取得之個人資料(紙本或電子檔案)，運用於本競賽(含代辦保險

事務)使用，並同意提供其報名資料及成績予(1)參賽者本人(2)教育部。 

十七、 參加本活動者均已了解並同意遵守上述規則。如違反規則，本單位有權

取消參加者的任何權利及其領獎資格。 

 

＊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本單位享有最終之解釋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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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_微型車庫創業基地 

公館校區校址：臺北市基隆路四段四十三號 

1. 開車: 

(1) 由中山高速公路下圓山交流道，接台北市建國南北高架道路，下辛亥路往木柵

方向行駛，於辛亥路二段與基隆路交叉口（台大校園旁）右轉，過長興街後即

可到達台灣科大。 

(2) 由北二高接台北聯絡道，於辛亥路三段與基隆路交叉口左轉，過長興街後即可

到達台灣科大。 

2. 搭乘台北聯營公車: 

(1) 搭乘聯營 1、207、254、275、275 副線、275 區間車、688、672、673、907、

綠 11、棕 12、基隆路幹線。 

3. 搭乘國道、省道客運: 

(1) 福和客運（板橋－基隆）、（台北－基隆）、（新店－基隆）、（德霖技術學院－基

隆）。 

(2) 基隆客運（板橋－基隆）。 

(3) 指南客運、中壢客運（桃園－台北市政府），經新店、公館、六張犁 。 

(4) 台中客運、大有巴士（台中－台北），經龍潭、新店、六張犁、捷運市府站、

松山車站 。 

(5) 國光客運、台聯客運、中壢客運（中壢－台北）經中永和、公館、六張犁、捷

運市府站 。 

(6) 亞聯客運（新竹－台北），經工研院、清大、交大、竹科、龍潭、新店、捷運

景美、捷運萬隆、捷運公館、新生南路、仁愛路、臺北市政府。（停靠捷運公

館站，不停靠台灣科大）。 

(7) 豪泰客運（竹北－台北），經新竹縣政府、新竹稅捐處、一高竹北交流道站、

二高竹林交流道站、新店、捷運景美、捷運萬隆、捷運公館、新生南路、捷運

科技大樓、捷運大安、捷運忠孝復興、捷運忠孝敦化、捷運國父紀念館、捷運

市府站。（停靠捷運公館站，不停靠台灣科大）。 

4. 搭乘捷運 

(1) 搭乘捷運新店線：由公館站 2 號「銘傳國小」出口左轉，沿台大舟山路步行，

於鹿鳴堂右轉，過基隆路後左行即可到達本校。或於公館站 1 號「水源市場」

出口轉乘 1、673、907、綠 11、棕 12 直達本校。 

(2) 搭乘捷運文湖線：於捷運六張犁站（往公館、永和方向）轉乘 1、207、672、

650、基隆客運板基線直達本校。 

  

附件二-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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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圖: 

 

 

 

 

 

 

 

 

 

 

 

 

 

 

 

 

 

 

 

校園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