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中央大學中央大學中央大學中央大學 SAP ERP 聯盟計劃說明會聯盟計劃說明會聯盟計劃說明會聯盟計劃說明會 

一一一一、、、、活動宗旨活動宗旨活動宗旨活動宗旨：：：： 

      

中央大學 ERP 中心於 1998 年成立，為全亞洲第一個以 ASP 模式運作的 SAP

教學資源中心，隨著 SAP 從 R3 逐步升級至現在 ECC6.0，我們一直積極將這套

全球最多大企業使用的 ERP 系統，推廣至校園。迄今，我們成功地幫助 14 所大

專院校建立了以 SAP/ECC6.0 系統為基礎的 e 化教學環境。中央大學 ERP 中心擁

有最完整的 SAP ERP 教學資源，包括原廠教材、原廠認證的教授群及業界資深

顧問，可提供教師於課程、學程、產學計畫的諮詢與合作。 

 

中大 ERP 中心與 SAP Taiwan 特別設計一個新的課程協助老師們開設企業 e

化課程，SAP TERP 課程與認證: TERP 課程是以企業整合流程為導向，輔以 SAP 

ERP 系統做實機演練，由淺入深體驗企業內各部門的相關流程。此課程搭配認證

考試，使老師與將來上課的同學都可考取 SAP 原廠認證，今年 SAP 更授權中央

大學翻譯 TERP 教材共四冊，搭配 SAP 與中華 ERP 學會合作 TERP 中文認證，

輔以 SAP 中文系統的學習，其目的為讓每位老師及同學都能快速接受了解 SAP, 

期能提供一個有效的學習環境，大力提升個人的本職學能作為就業保證及就業市

場的競爭力，希望透過此說明會廣邀有興趣以 SAP/ECC6.0 軟體為教學基礎之全

國各大專院校教職員生共襄盛舉。 

 

二、活動議程：(桃園場 2010/04/14, 台中場 2010/04/15, 高雄場 2010/04/29) 

議程 時間 主講人 

報到 13:00~13:30 

中大SAP聯盟與TERP教育訓練資源分享

機制 

13:30~14:10 ERP 中心 陳炫碩 主任 

聯盟學校經驗分享-靜宜大學 

聯盟學校經驗分享-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4:10~14:30 靜宜大學資訊系 楊子青 助理教授 

(桃園、台中場次) 

高雄應用科大會計系 簡世文 助理教授 

(高雄場次) 

餐敘交流 14:30~14:50  

2010 SAP 發展與佈局 14:50~15:20 SAP Taiwan  Steve Du  

問題討論 15:20~16:00  

 



三、舉辦日期：桃園場 2010 年 4 月 14 日,台中場 2010 年 4 月 15 日,高雄場 2010

年 4 月 29 日 

 

四、邀請對象：全省各大專院校教師(北中南區域教學資源-夥伴學校教師)。 

 

五、舉辦場地：1.桃園場 中央大學 2010/04/14 (管理二館 I1-305 室)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2.台中場 長榮桂冠酒店 2010/04/15  (地下 2 樓中港廳) 

                台中市台中港路二段 6 號 

              3.高雄場 高雄金典酒店 2010/04/29 (42 樓琥珀廳) 

                高雄市自強三路 1 號 37~85 樓 

 

六、活動方式：以說明會方式進行，並在餐敘時間交流意見，全程免費。 

 

七、報名網址： http://erp.mgt.ncu.edu.tw/03/main.php  

 

八、報名截止日：桃園場 2010 年 4 月 09 日 

                台中場 2010 年 4 月 09 日 

                高雄場 2010 年 4 月 23 日 

                

九、聯絡方式： 

TEL:03-4227151 ext66600-2    

e-mail:erpcenter@mgt.ncu.edu.tw 許小姐 

 

 

 

 

 

 

 



交通資訊 

中央大學交通資訊： 

[地點] 桃園縣中壢市五權里 2 鄰中大路 300 號 (管理二館 I1-305 會議室) 

[電話] 03-4227151ext.66600-2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中山高中山高中山高中山高：：：：62 公里處中壢新屋交流道出口沿民族路，往新屋方向行駛，至三民路

右轉，中正路左轉，中大路左轉即可抵達本校前門。車程約五分鐘。 

管理二館管理二館管理二館管理二館    



北二高北二高北二高北二高：：：：62 公里處出口下大溪交流道後，往中壢方向行駛，再左轉上 66 號東西

向快速道路(往中壢、觀音方向)，再連接中山高速公路(往台北方向)， 下 62 公

里處中壢新屋交流道出口，往新屋方向行駛，至三民路右轉，中正路左轉，中大

路左轉即可抵達本校前門。車程約 20 分鐘。 

火車火車火車火車

 中壢火車站下車，前站出站後另轉乘公車或計程車抵達本校。 

公車公車公車公車

 桃園客運桃園客運桃園客運桃園客運 132 路車路車路車路車（（（（原原原原 2 路車路車路車路車）、）、）、）、中壢客運中壢客運中壢客運中壢客運 133 路路路路（（（（原原原原 10 路車路車路車路車））））行駛於中壢市區

及中央大學之間，車行約 20~30 分鐘。於中大校園內志希館中大校園內志希館中大校園內志希館中大校園內志希館(松果庭園松果庭園松果庭園松果庭園)站牌下車站牌下車站牌下車站牌下車。 

於中大校園內停站順序依序為： 

警衛室-->志希館志希館志希館志希館（（（（松果庭園旁松果庭園旁松果庭園旁松果庭園旁））））-->依仁堂--->通訊系管對面-->行政大樓（紀念碑） 

上車投現全票 18 元、半票 9 元。 

桃園客運桃園客運桃園客運桃園客運：：：：中壢火車站出站後，直行中正路於第二個路口左轉即可抵達公車總站。 

首班車：06 時 30 分 

07~19 時：每 10 分、30 分、50 分 

  20 時：10 分、30 分、55 分 

  21 時：20 分、45 分 

末班車：22 時 10 分。 

中壢客運中壢客運中壢客運中壢客運：：：：中壢火車站出站後，左轉直行 100 公尺至中壢客運中壢南站搭乘。 

首班車：06 時整 

   07 時：整點 

   08 時：整點 

   09~15 時：每整點、30 分 

   16 時：整點 

   17~18 時：每整點、30 分 

末班車：19 時整。 

計程車計程車計程車計程車

 中壢火車站或是桃園客運公車站附近都可見計程車蹤影。大部分計程車不跳表，

需事先議價；火車站至本校車費約 150~200 元間。 

或電洽本校特約車行叫車： 

新梅車行(03)363-0033 或 三五車行(03)422-3555／(03)428-1234。 

高鐵高鐵高鐵高鐵 

於高鐵桃園站下車，出站後轉乘往中壢方向公車(至公車總站再轉搭往本校公

車)、計程車或可自行開車(約 20 分鐘)抵達本校。 

公車： 

桃園客運桃園客運桃園客運桃園客運：：：：三線至中壢市區：【11 路高鐵桃園站─青埔─中壢】、【桃園機場─大園

─中壢】、【大園─青埔─中壢】，全票 22 元，於中壢總站下車後轉搭 2 路公車抵

校。 



中壢客運中壢客運中壢客運中壢客運：：：：一線至中壢市區：【17 路高鐵桃園站─青埔─中壢】為免費接駁公車，

於終點站下車後轉搭 10 路公車抵校。 

計程車計程車計程車計程車：：：： 

排班計程車：高鐵桃園站之排班計程車由台灣大車隊提供管理服務。服務電話：

4058-8888 或手機直撥：55688。 

三五三五三五三五車行車行車行車行：：：：為中大特約車行，可預先電洽(03)422-3555／(03)428-1234 叫車等候，

車資約為 200~250 元。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由高鐵南路出站後，走台 31 號(高鐵橋下)道路直至中正路左轉，行約 15 分鐘後

右轉中大路抵達本校。 

國道客運國道客運國道客運國道客運 

國光客運國光客運國光客運國光客運：：：： 

詳細車班及票價請查詢國光客運網站。於中壢客運總站下車後，可搭乘 132 路公

車(桃園客運)、133 路公車(中壢客運)或計程車入校。 

國光客運服務電話：(03)422-2509 (http://www.kingbus.com.tw/time&price.php) 

台聯客運台聯客運台聯客運台聯客運：：：： 

行駛於台北縣市及大溪、中壢之間，詳細路線圖及票價請查詢台聯客運網站。抵

達中壢客運總站後再轉乘公車或計程車。 

台聯客運服務電話：(03)425-5722 (http://ord.e-go.com.tw/aps10.htm) 

飛狗巴士飛狗巴士飛狗巴士飛狗巴士：：：： 

往來台北與中壢之間，詳細路線圖及票價請查詢飛狗巴士網站。可於下交流道後

第一站「祐民醫院」下車，前往附近桃園客運 132 路或中壢客運 133 路公車站牌

搭車，或轉乘計程車入校。 

飛狗巴士服務電話：0800-051519 (http://freego.southeastbus.com/index.files/page0012.htm) 



台中長榮桂冠酒店交通資訊： 

[地點] 台中市台中港路二段 6 號(地下 2 樓中港廳) 

[電話]  04-2313-9988 

 

開車開車開車開車

 經國道一號，下中港交流道，往台中市區方向行駛約 2 公里即可到達。 

備註：停車免費，請與會同仁到會場後領取停車優惠卷 

高鐵高鐵高鐵高鐵

 搭高鐵至台中站下車，再搭統聯客運 85 號，於中港路及文心交叉口下車，

再轉搭統聯客運 83 號，即可抵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大眾交通工具大眾交通工具大眾交通工具大眾交通工具

 搭乘火車至台中火車站下車，再搭台中客運 106 或 88 號於頂何厝站下車。 

其他備註其他備註其他備註其他備註

 周邊距離與交通時間：台中清泉崗機場—18 公里—35 分鐘車程 

          台中市中心—2 公里—5 分鐘車程 

計程車資: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台中烏日高鐵站 約 NT$270-NT$300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台中清泉崗機場 約 NT$450-NT$500 

 



高雄金典飯店交通資訊 

[地點] 高雄市自強三路 1 號 37~85 樓( 42 樓琥珀廳) 

[電話]  07-5668000 

 

開車開車開車開車

 ＊由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中山高速公路「 高雄 - 機場 」出口靠右側，右轉接中山路

行駛約 3 公里至新光路左轉(約 10 分鐘)，行駛約 3 分鐘到達高雄金典酒店(右側-85 大樓) 

＊由國道三號高速公路往高雄方向：燕巢系統交流道轉國道十號(高雄方向)，接鼎金系統交流

道，接國道一號。 

＊由國道十號高速公路往高雄方向：鼎金系統交流道，接國道一號。 

＊由八八快速道路北上、國道三號或屏東、潮州北上：由八八快速道路(高雄方向)＞中山高速

公路(北上)＞中山高速公路「 高雄 - 機場 」出口靠右側，右轉接中山路行駛約 3 公里至新光

路左轉(約 10 分鐘)，行駛約 3 分鐘到達高雄金典酒店(右側-85 大樓)。 

＊由台南、岡山、橋頭：省道台一線高楠公路＞民族一路＞光華路＞右轉三多路＞左轉接中山

路立即右轉新光路＞行駛約行駛約 3 分鐘到達高雄金典酒店(右側-85 大樓) 

火車火車火車火車/步行步行步行步行 

從高雄火車站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R8 三多商圈站」，延新光路走至飯店只要約 5 分鐘即可

到達。 

捷運捷運捷運捷運

 搭乘高雄捷運系統至「R8 三多商圈站」【2】號出口(海洋之星、大遠百百貨)沿新光路前行，走

路約 5 分鐘可到達；或【1】號出口(大遠百百貨、85 大樓)沿三多路前行，走路約 5 分鐘可到



達。 

大眾交通工具大眾交通工具大眾交通工具大眾交通工具

 大遠百百貨－85 大樓、100 號、83 號、78 號 

機場機場機場機場 

方式一：至高雄小港機場，高雄捷運「R4 高雄國際機場站」紅線往橋頭方向，至「R8 三多商

圈站」【2】號出口(海洋之星、大遠百百貨)沿新光路前行，走路約 5 分鐘可到達；或【1】號

出口(大遠百百貨、85 大樓)沿三多路前行，走路約 5 分鐘可到達。 

方式二：從高雄小港國際機場開車右轉接中山路行駛約 3 公里至新光路左轉(約 10 分鐘)行駛約

3 分鐘到達高雄金典酒店(右側-85 大樓) 

高鐵高鐵高鐵高鐵 

高雄捷運「R16 左營站」，搭紅線往小港方向至「R8 三多商圈站」【2】號出口(海洋之星、大

遠百百貨)沿新光路前行，走路約 5 分鐘可到達；或【1】號出口(大遠百百貨、85 大樓)沿三多

路前行，走路約 5 分鐘可到達。 

其他備註其他備註其他備註其他備註 

停車收費：一小時/45 元。 

 

  



報名表 

中央大學 SAP ERP 聯盟計劃說明會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場次 □桃園 2010/04/14   □台中 2010/04/15  □高雄 2010/04/29 

學校           

系所  職稱  

姓名  e-mail  

手機  

學校電話  分 機  
學校

傳        真 
 

通訊地址  

歷年所開設

課程 
   

目前學校是

否已有其他

ERP 系統 

□有__________ 

□無 
e-mail  

如何得知此

訊息 
□學校發文  □同事朋友告知  □網頁搜尋  □宣傳文件  □其他___________ 

諮詢專線 03-4227151ext.66600 許小姐 傳真報名表 03-4264250 

 

報名截止日期：桃園場 2010 年 4 月 9 日 

              台中場 2010 年 4 月 16 日 

              高雄場 2010 年 4 月 23 日 

線上報名：http://erp.mgt.ncu.edu.tw/03/ma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