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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臺北大學各地區、系所校友會秘書長、總幹事：平安！             

    久未謀面，思念良深。茲有啟者：由臺北大學、臺北醫學大學、臺北科
技大學、臺灣海洋大學共組之「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簡稱：臺北聯大），在四

位校長努力下，已逐漸壯大，嘉惠四校師生、績效卓著，足堪告慰！ 

    四校校友總會鑒於四校各有專長，校友人數超過 30 萬人，在各行各業均

有傑出成就而引領風騷，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如能透過聯繫，增進情誼，從而

共同努力合作，必能有一番作為；進而達到彰顯母校，服務校友，鼓勵後生；

甚至促進社會祥和的功效。基於此相同理念，四校校友總會乃於今（103）年 6

月 29 日結盟，共組「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校友聯合會」（簡稱：北聯校友聯合會），

有四校校友代表觀禮，在四校校長見證下，由四位理事長共同簽署「合作框架

協議書」，積極推展合作事項。依「合作框架協議書」約定之重點有三： 

一、北聯校友聯合會會長四人，由各參與之各校友總會理事長擔任之。置輪值

「主席」一人，由四位會理事輪流擔任之。 

二、設「策劃委員會」（簡稱：策委會）負責籌劃與推動合事項。 

三、本會每年至少應聯合舉辦活動一次，由主席推動之。 

    今年輪由臺北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輪值主席，經於今年 10 月 8 日召開第

一次「策委會」會議，會中有兩項重要決議：其一，開設北聯校友聯合會「網

站」，已在規劃中，預計明年初完成。其二，定今年 12 月 20 日假臺北大

學新北市三峽校區聯合舉辦「千人健行作公益」活動，由臺北大學

校友總會主事。活動項目包括：校園健行、捐血、捐發票、簡易醫

檢、醫療諮詢、法律諮詢、商務諮詢，三鶯地區文創遊園會等；凡

參加者均贈送帽子 1 頂、簡易背包 1 只、毛巾 1 條、礦泉水 2 瓶、

點心 1 盒，並有摸彩活動，同時舉行輪值主席移交（下任主席由北

醫大校友總會理事長接任）。按臺北大學三峽校區幅員遼闊（54 公

頃），景色優美，綠樹成蔭，平坦無坡，是休憩的好去處。竭誠邀請  

貴學長攜眷並代邀同窗好友共同參加，徜徉美麗風光，共襄盛舉。

詳細內容及報名表，請參閱附件。真誠期待  學長光臨，並請發動 

貴會學長踴躍報名，無任感禱。（團體報名，編號請洽本會）並祝 

闔家安康 

                   臺北大學校友總會總會長（主席）謝 士 滄 
                  臺北科技大學校友總會總會長    嚴 隆 財 

                  臺北醫學大學校友總會總會長    李 宏 信 

                  臺灣海洋大學校友總會總會長    洪 英 正 

                                               同敬邀 103.11.10 



臺北聯大校友聯合會 103 年「聯合活動」 

「千人健行作公益活動」內容概述暨報名須知 
 

一、時  間：103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二、地  點：臺北大學三峽校區（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校區外圍步道全長 3.3

公里，若行經櫻花步道、鳶園、心湖、飛鳶區、運動場等景點，則約達 4.5

公里，甚有可觀，耗時約 1 小時至 1 小時 30 分可走完全程，不至太累，校

園寬敞，平坦無坡，安全無虞。 

三、交  通： 

   1、本會備專車：上午 8：30 由民生校區出發，下午 2：30 由三峽校區返回。 

   2、自行前來，可搭捷運-板南線至永寧站轉公車接駁可達校門口、另有多線公車可達

（請參閱交通資訊-如附件）、亦可自行開車（是日校園開放停車）。 

四、報  到：9 時 30 分~10 時，活動程序如下： 

 

 

 

 

 

 
 

五、服務點：全程設八處「服務點（區）」分別為： 

  1、報到處（大門草坪）：四校友會分別各自辦理。依報名表領取背包、帽子。 

  2、第一補給站（園區適當地點）：贈送礦泉水。 

  3、第二補給站（園區適當地點）：贈送毛巾。 

  4、第三補給站（園區適當地點）：贈送礦泉水、另設簡易醫療站。 

  5、第四補給站（園區適當地點）：贈送摸彩券、文創遊園券、點心盒等。 

  6、簡易遊園攤位（園區適當地點）：三鶯地區文創廠商設攤。 

  7、綜合服務區（行政大樓前）：捐血（捐血車）、捐發票、簡易醫檢（量血壓、

量骨質）、醫療健康諮詢、法律諮詢、商務諮詢。 

  8、集結區（圖資大樓前廣場草坪）：輪值主席移交、摸彩等。 

註：必須向每一「補給站」報到，走完全程，始能領取摸彩券、遊園券、點心盒。 

六、參加人員，預計 1,000 人，四校各 250 人（各校師長、校友、眷屬）。 

             100 公分以下幼童免贈上述（第五項）物品，尚請見諒。 

七、報名方式：向所屬校友總會報名，免報名費。一經報名請勿缺席，謝謝合作！ 

八、交通資訊、臺北大學平面圖、報名表、詳如附件。 

九、如有未兌獎之發票，歡迎攜至現場，踴躍捐給慈善團體。捐血活動自由決定。 

十、不要忘記帶一顆歡樂與寬容之心，與我們同樂。  

                    「USTPA 辦公室」籌辦小組 敬上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09:30~10:00 報 到（請至各校校友會攤位報到） 

09:30~11:00 開始健行 

10:30~11:30 捐血、捐發票、簡易醫檢、各類諮詢、文創遊園 

11:30~13:30

集   結 

1、簡易儀式：致詞、捐贈發票儀式、頒贈「感謝狀」、輪值主席移交 

2、摸彩 

13:30~14:00 自由活動 



臺北聯大校友聯合會 103 年「千人健行作公益活動」報名表 
 

報名編號：    （由本會統一編號後告知，並請記住您的編號，以 

便迅速辦理報到） 

一、時  間：103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二、地  點：臺北大學三峽校區（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 

三、報名資料：（臺北大學師長、校友專用） 

   □本人及眷屬搭專前往 8：20 前抵達民生校區。 

   □本人有車輛需停放民生校區或建國校區。車號：                     

   □本人自行前往 

身 份 別 姓    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份證號碼 電話（手機） 

      

     

     

     

     

通 訊 處  

四、報名截止日期：103 年 12 月 10 日 

    本報名表各欄請填妥，於請將 12 月 10 日前，郵寄、傳真或 E-mail 至各校友

總會，逾期不受理。本人含眷屬以 5 人為限。 

五、「身份別」請填「師長」、「母校退休聯誼會」、「系所別」、「校友會別」（如校

友會總會、新北市校友會等）。 

六、「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身分證號碼」、「通訊處」、「電話」各欄務請

填寫，以便辦理保險及便於聯絡 

七、受理報名單位：  電話：02-25162983  傳真：02-25163010  

                  E-mail-alumni-a@gm.ntpu.edu.tw 

    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建國北路二段 69 號 臺北大學校友總會 

    聯絡人：一、張祐文 0960-585046    二、林義煊 0931-172819 

 八、不受理臨時現場報名，尚請鑒諒！一經報名請勿缺席，謝謝合作！ 

 

各「補給站」報到蓋章（請勿填寫，由各「補給站」蓋章） 

報 到 處 第一補給站 第二補給站 第三補給站 第四補給站 

物品領迄 物品領迄 物品領迄 物品領迄 物品領迄 

 

mailto:E-mail-alumni-a@gm.ntpu.edu.tw


臺北大學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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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位置圖－是日校園開放，可自由在任何「停車格」停車。 

景觀運動區部分： 教學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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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聯大校友聯合會 103 年「聯合活動」 

「千人健行作公益活動」—交通資訊 

一、當天三峽校園開放車輛進入，歡迎驅車蒞臨，共襄盛舉。 

二、另捷運轉公車，線路甚多極為方便，附線路表，如下：  

交通資訊：捷運、公車、火車資訊               

一、自行開車： 

（一）高速公路[建議路線]： 

    1、臺北南下請走二高(3 號國道)，由鶯歌交流道下，於第一個紅綠燈(消防隊)

右轉隆恩街，前行經客家文化園區，過二高涵洞後直接進入本校隆恩哨側門。 

    2、中南部北上者，請走 3 號國道下三峽交流道，左轉復興路往鶯歌方向，第一

個紅綠燈(消防隊)右轉隆恩街，前行經客家文化園區，過二高涵洞後，直接

進入本校隆恩哨側門。  

（二）省道  

    1、省道台 3 號由土城南下，經介壽路轉 110 縣道，過三峽大橋右轉民生街，接

三樹路，左轉至大學路，即可抵達本校正門。 

    2、省道台 3 號由大溪北上，經中正路轉 110 縣道，過三峽大橋右轉民生街，接

三樹路，左轉至大學路，即可抵達本校正門。 

二、搭捷運轉乘公車： 

轉乘公車 上 車 地 點 下 車 地 點 假日時段 

916  

922  

板南線捷運永寧站 三峽校區臺北大學正門 
15-30分 

回程原路線返回，臺北大學正門上車 

921  
南勢角線捷運景安站 三峽臺北大學正門 60分 

回程原路線返回，臺北大學正門上車 10-15分 

932 
板南線捷運府中站／捷運板橋站 三峽校區臺北大學正門 

25-30分 
回程原路線返回，臺北大學正門上車 

939 
臺北市政府 三峽臺北大學正門 

30-60分 
回程原路線返回，臺北大學正門上車 

三鶯線 

宣導公車 

        鶯歌火車站 校區臺北大學正門 15-20分 

回程原路線返回，臺北大學正門上車 15-20分 

 

雙面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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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汽車： 

台北

客運 

275 副線  

聯營公車 
台北松山機場-公館-中永和(捷運景安站)-土城-三峽  

702 聯營公車 台北西門町-龍山寺-板橋車站-樹林後站-鶯歌-三峽  

705 聯營公車 台北-板橋-土城-三峽  

706 聯營公車 台北-中永和-土城-三峽  

812 聯營公車 台北中華路-艋舺大道-華翠大橋-縣民大道-三峽  

889 聯營公車 捷運府中站- 三峽 

908 聯營公車 捷運北投-南勢角景安站-北二高-三峽 (快速公車) 

910 聯營公車 捷運板南線府中站 - 北二高 - 三峽(快速公車) 

916 聯營公車 
捷運南港-土城線永寧站-北二高、臺北大學宿舍、臺北大學正門 

(快速公車) @ 強力推薦!! 

921 聯營公車 
捷運南勢角景安站-北二高、臺北大學宿舍、臺北大學正門 (快速

公車) @ 強力推薦!! 

922 聯營公車 
捷運南港-土城線永寧站-北二高、臺北大學宿舍、臺北大學正門 

(快速公車)@ 強力推薦!! 

932 聯營公車 
捷運板南線府中站-北二高、臺北大學宿舍、臺北大學正門 (快速

公車)@ 強力推薦!! 

939 聯營公車 
經過站別：三峽-北二高-臺北市政府( 收費方式： 三段票 分段緩

衝區： 安坑交流道、樹林收費站 ) 

三鶯線先導公車 

經過站別：鶯歌、臺北大學三峽校區、臺北大學宿舍、臺北大學

正門、北大社區、捷運永寧站(收費方式：一段票) 

首都

客運 

916 聯營公車 
捷運南港-土城線永寧站-北二高、臺北大學宿舍、臺北大學正門 

(快速公車) @ 強力推薦!! 

802 聯營公車 捷運新埔站-新莊-樹林-山佳-三峽  

885 聯營公車 
經過站別：圓環、捷運台北橋站、捷運頭前庄站、捷運新莊站、

樹林後火車站、三峽 

桃園

客運 

桃園經尖山 ---- 

三峽  

經過站別：桃園復興路、桃鶯路口、華隆、鶯歌火車站、 

恩主公醫院、三峽（簡略站別） 

桃園經中湖 ---- 

三峽 

經過站別：桃園車站、宏德新村、中湖、北鶯社區、鶯歌火車站、

恩主公醫院、三峽(簡略站別) 

大有

巴士 

捷運新店站 ---- 

桃園機場 

經過站別：捷運新店站、捷運七張站、捷運景安站、中和福朋飯

店、三峽恩主公醫院、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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