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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提升與拓展國內復健工程領域相關研究，鼓勵醫療及復健器材之設計及應用，加強國際交

流，並推動跨領域合作。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TREATS)    

臺北醫學大學/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慈濟大學   

 

協辦單位：臺灣大學     

長庚大學   

門諾醫院 

花蓮慈濟醫院 

工業技術研究院 

 

贊助單位：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外交部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會議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5-27 日，計 3 天。 

 

地點：台北市中山區玉門街 1 號 (花博爭豔館)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 號 (劍潭活動中心) 

 慈濟大學 勤耕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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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題：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領域之研究發展與應用 

1. 高齡失能者相關輔助科技產品之發展趨勢 

2. 智慧型輔助器材設計及其臨床應用 

3. 健康照護相關的研究及相關器材設計及應用 

4. 機械輔助治療的研究發展與應用 

5. 無障礙生活環境的發展趨勢 

 

 大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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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DAY 1: 3 月 25 日 (W5) DAY 2 : 3 月 26 日 (W6) DAY 3 : 3 月 27 日 (W7) 

地點: 臺北花博園區爭豔館/ 

      臺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經國紀念堂 1 樓) 

地點: 臺北劍潭青年活動 

      中心欣悅廳 

      (經國紀念堂 B1 樓) 

地點: 臺北花博園區爭豔館/ 

      花蓮慈濟大學 (勤耕樓) 

節目時間:  

09:30—17:00(花博輔具展) (TREATS 

學會可報到) 

15:00—16:00(花博小舞台 TREATS) 

17:00—21:00(劍潭青年中心晚宴) 

節目時間: 

08:50-11:30(國外學者演講) 

11:30-12:30(產官學學術合

作討論會) 

13:50-17:15(國內學者演講) 

節目時間:  

08:00—18:00(花博輔具展) 

15:00—16:00(花博小教室 TREATS) 

08:00—17:00(花蓮慈濟大學) 

 
Daily Program 
時間: DAY 1: 3 月 25 日 (W5) 

地點:臺北花博園區爭豔館/ 

     臺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經國紀念堂 1 樓) 

Time (Min) Topics Speakers Moderators 

09:30~15:30 Registration (花博輔具展 TREATS 展覽區) 

09:30~15:00 參觀花博展覽會場  Visit the Taipei EXPO Park 

15:00~16:00 15:00~16:00(60’) 小舞台時間 Speech 

16:00~17:00 (60’) Registration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紀念堂) 

17:00~17:30 (30’) Opening Ceremony and Guest Remarks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紀念堂) 

17:30~17:35 (5’) 
大會主席致詞 
Chairman Greetings 

賴建宏教授/主任 

(臺北醫學大學) 

17:35~17:55 (20’) 
New trend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陳世中 教授 

(南台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陳友倫教授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資訊

科學系) 

17:55~18:15 (20’) 健康促進與運動 
簡文仁 物理治療師 

(國泰綜合醫院)  

林光華教授 

(慈濟大學) 

18:15~18:35 (20’) 常見輔具問題 
楊忠一 主任 

(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 

魏大森教授/主任  

(彰化基督教醫院) 

18:35~20:30 (115’) 

晚宴與表演 

(中國武打功夫表演、摸彩抽獎、歌唱表演等等) 

Evening Activities and Banquet  

Performance: Chinese martial arts、Lottery、Singing performance & etc. 

20:30~ 
Closing remark 

賦歸與自由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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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Program 
時間: DAY 2 : 3 月 26 日 (W6) 

地點:臺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欣悅廳 (經國紀念堂 B1 樓) 

Time (Min) Topics Speakers Moderators 

08:00~08:30 (30’) Registration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紀念堂 B1) 

08:30~08:50 (20’) Opening Ceremony and Guest Remarks 

08:50~09:20 (30’)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user 

centered principles 
President Ray Grott 

(President of RESNA, USA) 

陳家進教授 

(成功大學) 

09:50~10:20 (30’) 

New trend on technical aid 

design and assistive 

technologies in Japan 

Prof. Takeshi Shigenari 
(President of RESJA, Japan) 

章良渭教授 

(台灣大學) 

09:20~9:50 (30’) 

Activities of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and Assistive 

Technology Society of Korea 

(RESKO) 

Prof. Inhyuk Moon  
(President of RESKO, Korea) 

陽毅平教授 

(台灣大學) 

10:20~10:30 (10’) Tea Break 

10:30~11:00 (30’) 

 Promotion of locomotive 

activities of the disabled by a 

chair cycle and FES 

Prof. Yasunobu Handa 
(Tohoku University, Sendai, 

Japan) 

Prof. Henry L. Lew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USA) 

11:00~11:30 (30’) 

Application of smart device 

in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visually impaired 

older adults 

楊培珊 教授 

(台灣大學) 

藍介洲 秘書長 

(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 

康峻宏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11:30~12:30 (60’) 產官學學術合作討論會 

魏大森教授/主任  

(彰化基督教醫院) 

謝宗勳教授  

(長庚大學) 

12:30~13:50 (80’) 會員大會 & Lunch 

13:50~14:20 (30’) 

The applications of single 

switch controlled devices for 

the clients with Severe 

Motor Disability 

張瑞昆 治療師 

(高雄長庚醫院) 

賴建宏教授/主任 

(臺北醫學大學) 

14:20~15:05 (45’) FES-assisted ambulation  
林昱廷 物理治療師 

(日茂儀器有限公司) 

賴仲亮副院長 

(署立台中醫院) 

15:05~15:25 (20’) Tea Break 

15:25~16:10 (45’) Robot-assisted rehabilitation 
徐瑋勵 教授 

(台灣大學) 

林光華教授 

(慈濟大學) 

16:10~16:55 (45’) 

Robotic assisted 

rehabilitation(ReoAmbulator 

& ReoGo) 

周進財 物理治療師 

(萊士客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欣治主任 

(新店慈濟) 

16:55~17:15 (20’) 
Free Discussion/Presentation of Awards 

Leave for Hua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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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Proram 
時間: DAY 3 : 3 月 27 日 (W7) 

地點:臺北花博園區爭豔館/ 

     花蓮慈濟大學 (勤耕樓 B106) 

Time (Min) Topics Speakers Moderators 

08:00~08:50 (50’) Registration (慈濟大學) 

08:50~09:10 (20’) Opening Remarks 

09:10~09:40 (30’) 
User centered principles in 

orthotics 
President Ray Grott 

(President of RESNA, USA) 

林光華教授 

(慈濟大學) 

09:40~10:10 (30’) 
Promotion of locomotive 

activities of the disabled by FES 
Prof. Yasunobu Handa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陳適卿教授/副院長 

(台北醫學大學) 

魏大森教授/主任 

(彰化基督教醫院) 

10:10~10:30 (20’) Tea Break 

10:30~11:00 (30’) 
Researches and policies related 

on assistive technology in Korea 
Prof. Inhyuk Moon 

(President of RESKO, Korea) 

陳世中教授 

(南台科技大學電機工

程系) 

11:00~11:30 (30’) 

Assistive technologies on 

seating and locomotion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rof. Takeshi Shigenari 
(President of RESJA, Japan) 

鄭智修教授 

(長庚大學) 

11:30~12:00 (30’) 
Improvement of patient’s care 

through accreditation process 

Prof. Henry L. Lew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USA) 

程欣儀教授 

(長庚大學) 

12:00~13:00 (60’) Lunch/ Group Photo/ Poster Exhibition  

13:00~13:30 (30’) Panel Discussion (RESNA,RESJA, RESKO and TREATS ) 

13:30~14:00(30’) 

Application of the ICF in 

Taiwan's dis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 

廖華芳教授 

(台灣大學) 

賴仲亮副院長 

(署立台中醫院)/ 

黃千惠教授 

(慈濟大學) 

14:00~14:30 (30’) 

Experience sharing in evaluation 

for the demands of assistive 

device using gross motor 

function level 

楊忠一 主任 

(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 

程德勝教授 

(暨南國際大學)/ 

梁忠詔主任 

(花蓮慈濟) 

14:30-15:00 (30’) 

Prosthetic and orthotic service 

model in Taiwan: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n hospital?  

陳鴻彬 義肢矯具師 

(花蓮門諾醫院) 

楊緒南主任 

(花蓮門諾醫院)  

楊志鴻教授 

(慈濟大學) 

15:00-15:20 (20’) Tea Break 

15:20-16:20 (60’) 

Workshop   

(Foot orthosis evaluation and 

demonstration) 

林維政 物理治療師 

(達特富科技公司) 

吳育儒教授/ 

張祝芬教授 

(慈濟大學) 

16:20~17:00 (40’) Presentation of Awards/Closing Remarks 
 

http://www.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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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求論文摘要(重要日期)：  

投稿截止日 2016 年 3 月 13 日 

審查結果通知 2016 年 3 月 21 日 

早鳥報名截止日 2016 年 3 月 20 日 

 

論文投稿辦法： 

徵求論文種類與領域：促進有關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在學術研究與實務技術方面之相關領域論
文。 

論文發表與評選： 

海報論文發表者應在本會指定區域展示海報，並於論文發表大會海報展示時段派人出席接受

參與聽眾的提問與討論。 

投稿本次甄選活動之作者，視同同意授權「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將所著論文摘要

彙整為論文集形式出版，並同意接受本會之攝影、拍照、錄音等各種影音圖像處理，及後續各種形

式非營利之公開展示與發行，以利相關資訊之流傳。為適合論文集之收錄，本會有編輯所有文章版

面之權利。若學生會員投稿海報論文發表入選者則免報名費。 

論文摘要投稿說明： 

1. 投稿稿件應以尚未正式發表之論文為限，有增修者不限。臺北場以e-poster展示，每份稿件規

範如以下範本(限英文)，上台報告限5張投影片(限英文)以內，可接受中英文報告。花蓮場

poster每份稿件大小規格為90cmx60cm(長x寬)，每份稿件(中英文)範本如下。 

2. 海報展示報告者之姓名下畫線標示。中或英文摘要皆可，但皆應有中文及英文標題與作者中、

英文姓名(作者為外國人時則用英文姓名即可)；其先後順序為中文排在英文前面。 

3. 論文詳細格式及內容請參照附件「中文摘要格式範例」與「英文摘要格式範例」。 

請注意：摘要格式請務必依照本徵選辦法規定，若格式不對，將於不予受理。 

4. 論文投稿一律採通信投稿，通信作者請以E-mail傳送「論文摘要」及「作者基本資料表」(如後

附)，並於主旨（subject）處註明「論文發表大會論文摘要(通信作者: xxx寄)-台灣復健工程暨

輔具科技學會收」，通信投稿之信箱為(treats.tw@gmail.com)。  

5. 論文發表將有評審機制，擇優頒發獎狀以示獎勵，臺北場以英文上台報告擇優加分，花蓮場僅

以海報展示。 

摘要寄出後三個工作天投稿者應會獲得回覆。若無，請洽秘書處(02-27372181轉1241再轉15，

余錦權先生)或email至(treats.tw@gmail.com)查詢。後續有關該論文摘要之相關事宜（如報告時間

及方式等）本會將以電子郵件通知作者。摘要格式不符者，本會將以電子信箱回覆，請於徵選期限

內重新投稿。入選海報論文發表公告：預定民國105年3月21日以網站公告及電子郵件通知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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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亞太復健工程與輔具科技及2016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學術研討會摘要投稿中文格式

(中文標楷體，英文Times New Roman， 12點，單行間距，粗體) 
 

1程欣儀, 2彭志維, 3,*鄭智修(標楷體12點，單行間距) 

1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 
2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復健學科 

3長庚大學物理治療系暨研究所 (標楷體12點，單行間距) 

*: 通訊作者email:treats.tw@gmail.com 
 

簡介(標楷體12點，單行間距，粗體) 

本研討會希望藉由參與之學者專家在專業經驗之

交流，進而促進有關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之學術

研究與實務技術，並藉此聯絡彼此之情誼。大會

將以論文摘要集方式發行紙本，論文摘要可以中

文或英文撰寫，為了能有一致的格式，故以本文

做為準備中文論文摘要時之準則，論文請包含本

格式上所提到之章節，英文論文請另外根據英文

格式撰寫。摘要以一頁A4大小為限。請以PDF檔

案型式上傳至官方網站所載明之信箱。 (標楷體12點，

單行間距) 

 

本中文摘要格式承襲英文摘要，相關格式、內容

若有不盡詳細之處請以英文摘要為準。 

 

方法 

敘明研究方法。 

 

分段請空一列。 

 

結果與討論 

文中若有圖表參考，請標示(圖1)或者(表1)。  

 

參考文獻用方括弧註明出處 [1,2]. 參考文獻格

式如本格式所樣本。請注意期刋名或書名用斜體，

期刋卷數用粗體。  

 

表1:(粗體) 表頭請頂置表上方 (標楷體12點，單行間距) 

 
 
 
 
 
 
 

 
 

 
 
 
 
 
 
 
 
 

圖 1:(粗體) 圖說 (標楷體12點，單行間距) 

 
 

結論 

文章結論。 

 

誌謝 

若有誌謝，請指明。國科會計畫請註明編號。 

 

參考文獻 

1. Lin CL, et al. Journal of orthopaedic 
research, 30:423-8, 2012. 

2. Chen HB, et 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rosthetics and Orthotics 2010 World 
Congress, Leipzig, Germany, 2010. 

3. 陳顥齡等人，第三屆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會
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2008。(中文標楷體，

英文Times New Roman， 12點，單行間距) 

P1  

P2  

mailto:treats.tw@gmail.com


 

8 

 

SUBMISSION GUIDELINES FOR 2016 Asian Conference for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and 
Assistive Technology (ACREAT) in Conjunction with 2016 Annual Conference of TREATS 

 
1Hsin-Yi Kathy Cheng, 2Chih-Wei Peng, 3,*Chih-Hsiu Cheng 

1Graduate Institute of Early Intervention, College of Medicine, Chang-Gung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School of Medicine,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and Rehabilitation, College of Medicine, Chang-Gung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email:treats.tw@gmail.com
INTRODUCTION 
These instructions cont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per submission process and represent a 
template for paper formatting. All papers must 
be submitted as PDF files.  
 
METHODS 
The abstract is limited to one page in A4 size paper. 
Top and bottom margins should be 20 mm with both 
left and right margins kept in 15 mm. All abstracts 
should be formatted using this document as a 
template. The title (in bold caps), authors, and author 
affiliations should be centered across the top of the 
page. The body of the manuscript should be divided 
into sections specifically titled as follows: 
Introduction, Method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s. Text within each section should be 
justified for both right and left sides, with no 
indentation of each paragraph. Use single line 
spaced between paragraph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Figures and tables may be incorporated within 
the document and must be referenced in the text 
(see Figure 1). Captions must be legible and 
placed below each Figure, and above each 
Table. Tables may extend across two columns 
when needed (see Table 1).  
 
Reference citations within the text are to be 
made with numbers in square brackets [1,2]. 
References are to be formatted as illustrated on 
this page. Place the journal or book title in 
Italics, with volume  
 
Table 1: Captions are above each Table. 
 

 
 
 
 

 
numbers in bold. Do not forget to remove 
citation formatting codes when using reference 
software as Endnote©  or Reference Manager© .  
 
 
 
 
 
 
 
 
 
 
Figure 1:  Ensure text is readable. 

 
CONCLUSIONS 
Contributions will be peer-reviewed and 
presented as either a poster or an oral 
presentation within the scientific program.  
 
ACKNOWLEDGEMENTS 
Acknowledgments are optional, and research 
funding resources including funding 
organizations with a reference number should 
be specified. 
 
REFERENCES 
1. Lin CL, et al. Journal of orthopaedic 

research, 30:423-8, 2012. 
2. Chen HB, et 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rosthetics and Orthotics 2010 World 
Congress, Leipzig, Germany, 2010. 

 

P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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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基本資料表】 

論

文

資

料 

論文中文名稱： 

 

論文英文名稱：  

論文關鍵字：  

發表方式：海報  

第一作者：  服務單位:  

第二作者：  服務單位:  

第三作者：  服務單位:  

第四作者：  服務單位：  

第五作者：  服務單位：  

第六作者：  服務單位：  

報告者：    

聯

絡

資

料 

通訊作者：  電話(公)：  

行動電話：  電話(宅)：  

傳真電話：  電子信箱：  

郵寄地址：  

請務必填寫完整，並寄至信箱 (treats.tw@gmail.com) 謝謝您！ 

參加對象：國內外復健工程及輔具科技相關之學者專家、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學生、及對本主題有興

趣之社會團體、產學人士、從事臨床服務之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語言治療師

等皆可報名參加。 

mailto:treats.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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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6 年 3 月 25 日前。另開放現場註冊。 

1. 自即日起開始報名，請由各自學會網路報名，或上網填寫報名表(http://www.treats.org.tw/)傳真

至02-55589880，或以電子郵件方式至 treats.tw@gmail.com。 

郵局劃撥帳號：50192874；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 

銀行帳號： 154-100090364 華銀臺大分行；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

若用ATM繳費者，請來信告知您轉帳的後4碼帳號、抬頭和地址，以方便寄給您正式收據。 

2. 本會保有取消或調整課程內容、舉辦日期之權利。 

3. 報名後，請於報名三日內繳費。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若於會議二週前(105/3/11以前)申請

退費，可退所繳費用之7成；於105/3/11~3/18申請退費，可退所繳費用之5成；於會議前三天

內(105/3/20~3/22)申請者，恕不退費。 

4. 民國105/3/18(含)以後繳費者，麻煩請於會議當天攜帶繳費收據至報到處，以節省工作人員查

詢的時間。TREATS學會洽詢電話：(02)27372181#1241再轉15，秘書處 余錦權先生。 

Email : treats.tw@gmail.com，學會官網：http://www.treats.org.tw/。 

【收費標準】 

 報名前加入會員者可享會員價。 

 以上收費皆含 105 年 3 月 25 日晚宴，除學生非會員參加晚宴需加繳 500 元。 

 會員參加研討會可享免費攜眷 1 位參加晚宴，非會員攜眷參加晚宴則每位需加繳 500 元，

會員與非會員第 2 位眷屬以上一律每位加繳 500 元。 

 學生投稿入選海報發表可享抵免報名費優惠，惟需先完成報名費經入選後方可退費。每篇

論文僅可抵免一位學生報名費優惠。 

 僅參加花蓮大學(星期日)的研討會，可享免報名費。 

 學會會員 非學會會員 學生會員 學生非會員 

105年 2月 29日(含)

以前報名並完成繳

費者 

新臺幣 1,000 元 新臺幣 2,500 元 新臺幣 300 元 

(附學生證影本) 

 

新臺幣 300 元 

(附學生證影本) 

105 年 3 月 1 日(含) 

以後報名者 

新臺幣 1,500 元 新臺幣 3,000 元 新臺幣 1,000 元 

(附學生證影本) 

新臺幣 1,200 元 

(附學生證影本) 

現場報名者 新臺幣 1,700 元 新臺幣 3,200 元 新臺幣 1,200 元 

(附學生證影本) 

新臺幣 1,400 元 

(附學生證影本) 

http://www.treats.org.tw/
mailto:treats.tw@gmail.com
http://treats.tw@gmail.com
http://www.treat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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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亞太復健工程與輔具科技及 2016 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學術研討會 

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單 位   職 稱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單位)      ─               (手機)                       

E - M a i l   

場 次 
以下費用皆包含 3 月 25 日-26 日臺北場

與 3 月 27 日花蓮場 

□ 兩場皆參加 

□ 臺北場 

□ 花蓮場  

費 用 

(學生投稿

入選後會

議當天退

報 名 費 ) 

3/20 前 
 會員      一般 1,000 元       學生 300 元(附學生證影本) 

 非會員    2,500 元    學生 300 元(附學生證影本) 

3/21 後 
 會員      一般 1,500 元       學生 1,000 元(附學生證影本) 

 非會員    3,000 元            學生 1,200 元(附學生證影本) 

現場 
 會員      一般 1,700 元       學生 1,200 元(附學生證影本) 

 非會員    3,200 元    學生 1,400 元(附學生證影本) 

投 稿 是否參加論文投稿 
□ 是          □ 否       

□ 臺北 e-Poster □ 花蓮 Poster 

晚     宴 是否參加 3 月 25 日晚宴 
□ 是    □ 否       

□ 葷食  □ 素食 

用 餐 □ 葷食  □ 素食 

是否攜眷 □ 是    □ 否      若是請填  人數:__________人    需繳金額:__________元 

繳費方式 
郵政劃撥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  帳號：50192874 

華南轉帳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  帳號：154-100090364 

請於完成繳費後，將此報名表以郵寄或傳真方式，回覆主辦單位以完成報名。 

聯絡資訊：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2 號 2 樓 復健科輔具室 余錦權 先生   

電話：02-27372181 轉 1241 再轉 15  傳真：02-55589880 電子郵件：treats.tw@gmail.com 

 

繳費單據黏貼處 

（繳費單據收執聯，請填寫姓名後黏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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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資訊 

 

花博圓山園區 (圓山爭艷館)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玉門街 1 號(紅色框處) 

時間:105 年 3 月 25 日-3 月 27 日 

捷運 : 搭乘淡水線至捷運圓山站，下車後從 1 號出口出站 

 

公車 : 【捷運圓山站(玉門街)下車】 

21、28、208、247、42、542、677、紅 2、紅 33、紅 34(假日行駛)、紅 50  

【中山足球場站下車】 

246、208、542、紅 33、紅 34(假日行駛)、218(停靠民族東路) 

 

圓山爭艷館會場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場地位置(紅色框處)攤位 11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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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救國團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經國紀念堂 B1(欣悅聽)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紅色框處) 

時間:105 年 3 月 25 日-3 月 26 日 

捷運 : 搭乘捷運淡水線至劍潭站下車，由二號出口出站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本中心。 

 

公車 : 【劍潭站下車】 

203、218、220、260、267、277、280、285、279、308、310、606、612、646、665、685、902、

紅 3 

【劍潭國小下車】 

26、41、250、266、280、288、290、303、529、616、618 

 

自行開車 

 

【北上】 

重慶北路交流道下往市區方向→民族西路口左轉→承德路口左轉→劍潭路右轉→中山北路右轉→

沿中山北路直行過通河街口抵中心 

環河北路交流道下敦煌路左轉→承德路口左轉→劍潭路右轉→中山北路右轉→沿中山北路直行過

通河街口抵中心 

【南下】 

重慶北路交流道下往士林、北投方向→過百齡橋直行中正路→中山北路右轉→沿中山北路直行過

通河街口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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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大學 勤耕樓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紅色框處) 

時間:105 年 3 月 27 日 

 

 

火車 : 【花蓮火車站下車】(敬請盡早購買車票) 

台北至花蓮火車時刻表，網路訂票系統：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現場訂票: 台北火車站 1 樓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北平西路 3 號 

售票窗口：1 號窗口為行動不便協助窗口，2~10 窗口為一般售票窗口（專售當日及預售） 

 

相關資訊:  

經台北到達花蓮火車站：約需 3 小時。 

經台東到達花蓮火車站：約需 5-6 小時。 

從花蓮火車站（前站）搭乘計程車到慈大約需 5 分鐘。 

從花蓮火車站（後站）步行到慈大約需 15 分鐘。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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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Hotel Accommodation 

 

Schedule for 2016.03.27 (Sunday) in Hualien 

Transportation 

 

 From Taipei to Hualien by train around 6 :00- 8:00 a.m. 

 From Hualien to Taipei by train around 17:00 – 20:00 p.m. 

 Suggest to book Puyuma ticket (普悠瑪號) about 7-10 days ahead 

 Website: http://railway.hinet.net/ 

 Take taxi from Hualien railway station to Tzu Chi University (about 150 NTD)  

   

Hotel Accommodation 

 

 AZURE Hotel (花蓮藍天麗池飯店)  

Address： 590 Zhongzheng Road, Hualien City 

地址:台灣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 590 號 

Tel：+886 3 833 6686 

Tel：+886 3 833 6686  

Website: http://www.azurehotel.com.tw/about-1.html 

Price: about 3,500 NTD for 2 beds. 

 

 Classic Hotel City Resort  (經典假日大飯店) 

Address： 139 Guolian 5th Road, Hualien City 

地址:台灣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五路 139 號 

Tel：+886 3 835 9966 

Website: http://www.classichotel.com.tw/ 

Price: about 3,500 NTD for 2 beds. 

 

 

http://railway.hinet.net/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azurehotel.com.tw/about-1.html
javascript:void(0)
http://www.classichotel.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