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大學校院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聯合會 函
本會官網：http://www.nfba.tw
聯 絡 人：蘇霈真
聯絡電話：0919-000-255
電子郵件：nfba.nfba@gmail.com

受文者：全國大學校院企業管理暨相關學系系學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03 日
發文字號：(104)企聯字第 001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無
附件：上學期期初會議通知單(附件一)、交通位置圖、校區地圖

主旨：檢送「第 24 屆企聯會上學期期初會議」開會通知乙份，敬邀
主旨：貴系學會會長及幹部蒞臨參加，請

查照。

說明：
一、會議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03 日(星期六)
二、會議時間：13 時至 17 時 15 分(12 時 30 分開始簽到入場)
三、會議地點：東華大學 管理學院2F 管ㄧ講堂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1號)
四、會議內容：請見會議通知、會議流程表(如附件一)。
五、交通資訊：請見會議通知第五點或見交通位置圖及校區地圖。
六、注意事項：請會員務必穿著正式服裝入場，如西裝、套裝等，
五、注意事項：不得穿著短褲、拖鞋、涼鞋入場，違者將不予入場
五、注意事項：開會。
請會眾攜帶名片進行交流。
七、上學期期末會議聯絡資訊：
會議聯絡人:周筱筑 聯絡電話：0936-209-389
交通聯絡人:黃如禧 聯絡電話：0920-861-096
正本：全國大學校院企業管理暨相關學系系學會
副本：本會行政長 蘇霈真

附件一

全國大學校院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聯合會
第 24 屆上學期期初會議開會通知
一、會議時間：2015 年 10 月 03 日 星期六 12：30 ~17：15
二、會議地點：東華大學 管理學院2F 管ㄧ講堂
三、會議流程：
Flow Chart

Content

12:30 ~ 13:00(30)

會員報到

13:00

會議開始

13:00 ~ 13:10(10)

交接典禮

13:10 ~ 13:15(5)

主席致詞

13:15 ~ 13:20(5)

貴賓暨總召致詞

13:20 ~ 13:35(15)

企聯會務

13:35 ~ 13:50(15)

茶會結案報告

13:50 ~ 14:05(15)

北企盃招標

14:05 ~ 14:20(15)

上學期期末會議招標

14:20 ~ 14:35(15)

下學期期初會議招標

14:35 ~ 15:35(60)

世界咖啡館

15:35 ~ 16:05(30)

交流茶會

16:05 ~ 16:35(30)

世界咖啡館成果報告

16:35 ~ 16:55(20)

盃賽進度報告

16:55 ~ 17:05(10)

工商服務時間

17:05 ~ 17:15(10)

臨時動議

17:15~

散會

※鑒於改善開會效率，將視狀況調整會議流程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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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相關資訊：
1. 本次會議將進行第 24 屆會議招標，請會眾踴躍參與招標活動。
招標項目如下：
(1) 上學期期末會議地點
(2) 上學期期末會議時間(12/12 或 12/26)
(3) 下學期期初會議地點
(4) 下學期期初會議時間(02/20 或 02/27 或 03/05)
2. 本次會議將進行第 24 屆盃賽招標，請會眾踴躍參與招標活動。
招標項目如下：
(1)第 24 屆 北企盃
3. 有意願招標之會眾，請至企聯會官方網站 www.nfba.tw 下載相關表單招標，
並於會議前三天將相關表單寄回 nfba.nfba@gmail.com ，以供企聯幹部審
核，謝謝。
4. 第 24 屆盃賽進度報告。
大企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中企盃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南企盃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5. 本次會議將收取今年度之企聯會費，舊會員 2,500 元，新會員 3,500 元，
請尚未繳交的會員記得攜帶或是直接匯入下列帳戶，如果對於費用收取有
任何問題歡迎詢問本會財務長，謝謝。
【匯款資訊】
臺灣銀行 五福分行(銀行代號：004 2710)
戶名：翁以軒

帳號：271004084496

【聯絡資訊】
財務長 翁以軒 聯絡電話：0915-840-519
6. 章程實施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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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注意事項：
1. 會議地點：東華大學 管理學院 2F 管ㄧ講堂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 1 號
2. 接駁車乘車資訊：
(1) 乘車地點：花蓮火車站外
(2) 接駁車發車時間：
第一班：11：55
第二班：12：15
3. 搭乘火車的會眾需搭乘至花蓮火車站，出口處將會有工作人員協助指引您
搭乘接駁車。
※火車時刻表請至台灣鐵路局網站查詢。
4. 搭乘高鐵的會眾請於台北站下車，往台鐵台北站搭乘台鐵南下班次到達花
蓮站下車，並將會有工作人員協助指引您搭乘接駁車。
※高鐵乘車時刻請至台灣高鐵網站查詢。
5. 國道客運乘車資訊：
(1) 由北部出發：搭乘葛馬蘭客運或首都客運，直達車 45 分~1 小時左右可到
宜蘭(羅東)，再轉搭火車來花蓮。也可以搭乘國光客運到宜蘭，約花費 3
個小時，再轉乘火車至花蓮。
(2) 由南部出發：由台東火車站出發，可以搭乘鼎東客運或是花蓮客運沿花
東縱谷或東海岸前往花蓮火車站。
6. 航空乘機資訊：
機場每天均有班機直飛台北、台中、高雄等地 ，目前有復興、華信等航空公
司，台北每天約有 12 個航次，飛行時間約為 35 分鐘；台中班機約有 2 個航
次，飛行時間約為 60 分鐘；高雄班機約有 4 個航次，飛行時間約為 55 分鐘。
※當月班機時刻表請至花蓮航空站查詢。
7. 計程車：
從花蓮火車站或花蓮航空站搭計程車直達東華大學校本部跳表價格約
400-500 元不等，車程約 30 分鐘。
8. 自行開車之交通資訊：
(1)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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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1 號→99B-新竹系統出口下交流道→國道 3 號，朝竹東/台北前進
(84.9 公里)→16-南港系統出口(國道 5 號出口)下交流道，朝石碇/宜蘭
前進(450 公尺)→蔣渭水高速公路/國道 5 號(56.2 公里)→台 9 線/193
縣道前往壽豐鄉→東華大學。
(2) 中部：
國道 3 號，朝南投前進→214-霧峰系統出口(國道 6 號出口)下交流道→
國興/埔里前進→國道 6 號(37.7 公里)→埔霧公路/台 14 線(20.8 公里)
→信義巷/台 14 甲線(41.3 公里)→中部橫貫公路/台 8 線(77.9 公里)→
蘇花公路/台 9 線開往壽豐鄉→大學路二段/花 36 鄉道→東華大學。
(3) 南部：
國道 3 號→424-南州出口下交流道→新埤/南州/187 乙縣道(300 公尺)→
屏鵝公路/縱貫公路/台 1 線(36.0 公里)→南迴公路/新楓港外環道/台 9
線(82.8 公里)→花東縱谷公路/台 9 線→193 縣道前往瑞穗鄉(26.9 公里)
→花東縱谷公路/台 9 線前往壽豐鄉(49.4 公里)→花 36 鄉道→東華大學。
9. 會議結束後，接駁車預計第一班 17：10、第二班 17：20 由東華大學發車
開至花蓮火車站。
10.會議地點之位置相關圖例請參見附件二、附件三。
六、住宿相關資訊：
1. 後山歲月
訂房專線：(03)866-3053/0915-761237 朱小姐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山路二段 186 號
網址：http://houshan.hlbnb.com.tw/index.htm
2. 雲上太陽
訂房專線：(03)833-9401/0978-712990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正路 261 巷 48 號
網址：http://cloudsun.hlbnb.net/index.htm
3. 村上春宿
訂房專線：(03)866-2382/0932-662382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正路 238 號
網址：http://murakami.com.tw/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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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東華大學－校區地圖
會議地點：管理學院 2F 管ㄧ講堂

管理學院 2F 管ㄧ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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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東華大學－交通位置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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