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行開車 
國道一號於苗栗交流道 (132KM) 下匝道

往苗栗方向 (台六線)，經過龜山橋直達本
校 (苗栗交流道至本校之距離約 4 公里)。 

國道三號於後龍交流道 (129KM) 下匝道
往苗栗方向 (台六線)，沿台六線直達本校 
(後龍交流道至本校之距離約 6 公里)。 

利用大眾車輛 
搭乘豐原、新竹客運聯營車或國光客運、統聯客運在南

苗站下車，步行上坡至本校二坪山校區約 15 分鐘到達。 
新竹客運「南苗站」搭乘往「后里、三義、銅鑼、新雞

隆」等線公車均可在本校二坪山校區校門口站牌下車。 
搭乘火車於苗栗火車站下車~ 

◇ 搭乘計程車至本校，苗栗市計程車叫車專線： 037
-333566 

◇ 至新竹客運「苗栗站」搭乘往「后里、三義、銅鑼、
新雞隆」等線公車均可在本校二坪山校區校門口
站牌下車。 

新竹客運「苗栗站」與「南苗站」至聯合大學時刻表： 
 http://www.hcbus.com.tw/10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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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交通位置圖 

國立聯合大學 
第二(八甲)校區 

聯大路 2.6 公里 國立聯合大學 
第一(二坪山)校區 

校區聯絡道 
第一、第二校區聯絡道-聯大路全長約 2.6

公里。 兩校區接駁交通車時刻表請逕至
本校首頁參酌。http://www.nuu.edu.tw 



國立聯合大學第二(八甲)校區位置圖 

聯大路 

 研討會舉辦地點：聯合大學第二(八甲)校區，圖資大樓 

 研討會將於苗栗市區飯店(王府、三統、栗華)與苗栗火車站前，安排

交通車接駁至會場，接駁時間請參閱交通車接駁時刻表。  

報到處 



 
 

11/13(三)歡迎晚宴 

西湖渡假村-香草餐廳 交通資訊 

地址：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西湖11號(國道一號三義交流道左轉約50公尺)  電話：037-876699 

 

高速公路 

國道一號：下中山高三義交流道左轉 100 公尺可達。  

國道三號：下中二高苑裡交流道，沿中苗六線經火炎山接省道台十三線，右轉後即刻再右轉上高架道路往

三義〈交流道〉方向，下苑裡交流道後至三義車程約 15-20 分鐘。 

火車： 

於三義站下車後再搭乘計程車往西湖渡假村約十五分鐘可達。備註：凡住宿者可預約免費接駁至園區，預

約電話：037-876699。 

高鐵： 

搭乘高鐵至台中烏日站，再由站內(新烏日站)轉台鐵至三義火車站(約 30 分鐘 1 班車) 



 
 

11/14(四)研討會晚會 

東北角海鮮餐廳 交通資訊 

地址：苗栗市國華路947號，電話：037-369188 

 

 

 

 

 



苗栗縣 102 年度「創新卓越‧圓夢苗栗-健康城市系列活動」 

第十七屆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 

住宿建議 

 訂房時，請向飯店表明為參加「聯合大學舉辦之第十七屆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部分
飯店享有住宿優惠，實際房價以飯店回覆為準。 

1 飯店名稱 王府大飯店 訂房專線 037-273055 

房價資訊 http://goo.gl/O5NXBj 住宿優惠 住宿價格 6 折 

地 址 苗栗市為公路三東巷 3 號 與本校距離 約 6.1 公里 

備 註 實際房價以飯店回覆為準。苗栗火車站旁/*交通車接駁點-面對苗栗火車站右側

2 飯店名稱 三統大飯店 訂房專線 037-325959 

房價資訊 http://goo.gl/6cO5ff 住宿優惠 定價 8 折 

地 址 苗栗市中正路 617 號 與本校距離 約 4.7 公里 

備 註 實際房價以飯店回覆為準。*交通車接駁點-飯店門口 

3 飯店名稱 栗華大飯店 訂房專線 037-270456 

房價資訊 http://goo.gl/N2QE8U 住宿優惠 房價 7 折 

地 址 苗栗市中華路 85 號 與本校距離 約 7.4 公里 

備 註 實際房價以飯店回覆為準。鄰近苗栗火車站/*交通車接駁點-飯店門口 

4 飯店名稱 西湖渡假大飯店 訂房專線 037-876699 

房價資訊 http://goo.gl/k3e0u1 住宿優惠 定價 6 折(免服務費)  

地 址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西湖 11 號 與本校距離 約 20 公里 

備 註 實際房價以飯店回覆為準。鄰近國道一號三義交流道 

5 飯店名稱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訂房專線 037-941777 

房價資訊 http://goo.gl/SWI9IZ 住宿優惠 定價 8 折+10%服務費 

地 址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圓墩 58 號 與本校距離 約 30.8 公里 

備 註 實際房價以飯店回覆為準。 

6 飯店名稱 錦水溫泉飯店 訂房專線 037-941711 

房價資訊 http://goo.gl/Q31d95 住宿優惠 定價 5.5 折+定價 10%服務費 

地 址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 72 號 與本校距離 約 32.7 公里 

備 註 實際房價以飯店回覆為準。 

7 飯店名稱 日出溫泉度假飯店 訂房專線 037-941988 

房價資訊 http://goo.gl/6B03Wp 住宿優惠 定價 7 折 

地 址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 34 號 與本校距離 約 33.2 公里 

備 註 實際房價以飯店回覆為準。 

*苗栗市區飯店與苗栗火車站，研討會將安排交通車接駁至會場，接駁時間請參閱交通車

接駁時刻表。  



苗栗縣 102 年度「創新卓越‧圓夢苗栗-健康城市系列活動」 

第 17 屆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 

交通車接駁時刻表(2013.11.06 更新) 

11/14(四) 接駁車時間 

接駁車 

發車時間 

上車地點 

苗栗火車站前 

面對車站右側 

王府大飯店 

苗栗火車站前 

面對車站右側 

三統大飯店 

飯店門口 

栗華大飯店 

飯店門口 

08：00 ○ ○ ○ ○ 

10：00 ○ X X X 

12：00 ○ X X X 

13：00 ○ X X X 
15：00 ○ X X X 

17：45 
1.聯大至苗栗火車站(上車地點：圖資大樓-報到處前) 

2.聯大至研討會晚宴會場(上車地點：圖資大樓-報到處前)

晚宴後 
○ ○ ○ ○ 

晚宴後，將分送與會人員返回市區飯店或苗栗火車站

 

11/15(五) 接駁車時間 

接駁車 

發車時間 

上車地點 

苗栗火車站前 

面對車站右側 

王府大飯店 

苗栗火車站前 

面對車站右側 

三統大飯店 

飯店門口 

栗華大飯店 

飯店門口 

08：00 ○ ○ ○ ○ 

10：00 ○ X X X 

12：30 自聯大至苗栗火車站(上車地點：圖資大樓-報到處前) 

13：30 自聯大至苗栗火車站(上車地點：圖資大樓-報到處前) 

備註：因 15 號研討會僅到中午，下午為參訪行程，故接駁車安排上午時段。 



11/14(四)&11/15(五) 南下到苗栗 

搭乘【火車】 

接駁車 

發車時間 

建議車次 

車次 車種 起站/迄站 到達苗栗時間 

08：00 
1101 區間 七堵/苗栗 07：10 

655 莒光 台東/高雄 07：22 

2127 區間 楊梅/斗六 07：38 

10：00 
1121 區間 基隆/苗栗 09：22 

171 自強 蘇澳/高雄 09：36 
2137 區間 竹南/斗六 09：49 

12：00 
1151 區間 基隆/苗栗 11：33 
117 自強 七堵/屏東 11：36 
2147 區間 竹南/斗六 11：55 

13：00 
2147 區間 竹南/斗六 11：55 

1157 區間 基隆/苗栗 12：06 
121 自強 七堵/高雄 12：36 

15：00 
1183 區間 基隆/苗栗 14：23 
127 自強 七堵/屏東 14：39 
2167 區間 竹南/斗六 14：48 

搭乘【客運】 

接駁車發車時間 
建議車次 

車種 起站 迄站 發車時間 旅程時間 

08：00 無 

10：00 
國光客運 台北轉運站 苗栗火車站 07：10 約 2 小時 

國光客運 台北轉運站 苗栗火車站 07：50 約 2 小時 

12：00 
國光客運 台北轉運站 苗栗火車站 09：00 約 2 小時 

國光客運 台北轉運站 苗栗火車站 09：30 約 2 小時 

13：00 

統聯客運 市府轉運站 苗栗火車站 09：40 約 2.5~3 小時 

國光客運 台北轉運站 苗栗火車站 10：00 約 2 小時 

國光客運 台北轉運站 苗栗火車站 10：30 約 2 小時 

15：00 國光客運 台北轉運站 苗栗火車站 12：30 約 2 小時 

搭乘【高鐵】(南下需於新竹六家站轉乘台鐵至苗栗) 

接駁車發車時間 
建議車次 

高鐵車次 台鐵車次 
(六家) 

台鐵車次 
(新竹) 苗栗到達時間 

08：00 無 

10：00 0613 1707 1121 09：22 



12：00 
629 1717 1151 11：33 

633 1721 117 11：36 

13：00 
0633 1721 1157 12：06 

0637 1723 121 12：36 

15：00 
0657 1733 1183 14：23 

0661 1735 127 14：39 

11/14(四)&11/15(五) 北上到苗栗 

搭乘【火車】 

接駁車 

發車時間 

建議車次 

車次 車種 起站/迄站 到達苗栗時間 

08：00 

1172 區間 二水/基隆 07：13 

2304 區間 嘉義/基隆 07：40 

278 自強 田中/花蓮 07：56 

654 莒光 新烏日/台東 07：52 

10：00 
108 自強 屏東/七堵 09：30 

2110 區間 斗六/竹南 09：50 

12：00 
114 自強 屏東/七堵 11：10 

506 莒光 屏東/七堵 11：58 

13：00 
116 自強 屏東/七堵 12：10 

2122 區間 斗六/新竹 12：36 

15：00 
172 自強 高雄/花蓮 14：10 

2132 區間 斗六/新竹 14：36 

 

搭乘【高鐵】(北上需於台中新烏日站轉乘台鐵至苗栗) 

接駁車發車時間 

建議車次 

高鐵車次 
台鐵車次 

(新烏日) 
苗栗到達時間 

08：00 無 

10：00 
0612 

0114 
2110 09：50 

12：00 
0126 

0628 
2114 11：36 

0130 506 11：58 

13：00 
0632 

0134 
2122 12：36 

15：00 
0648 

0150 
2132 1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