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向私校退撫儲金新紀元－
私校退撫儲金制度及退休基金投資管理運用研討會
活動說明
一、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退休基金協會
二、協辦單位：教育部私校退撫儲金監理會
高雄醫學大學、逢甲大學、中國科技大學
三、實施效益：
1.宣導私校教職員退撫儲金制度法令之相關措施。
2.加強私校教職員提早儲備退休金觀念，增進退休生活保障。
3.逐步推動國內退休基金理財教育，提高個人儲存退休金意願，進而
促進我國退休基金市場之健全發展。
四、實施對象：
全國各級私立學校人事單位主管及其代表、私立學校教職員、
教育部及其所屬機關團體、本會會員
五、時間及地點：
南區：99 年 10 月 25 日（一）高雄醫學大學第一教學大樓地下一樓演講廳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路 100 號
中區：99 年 11 月 1 日（一）逢甲大學學思樓二樓第九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路 100 號
北區：99 年 11 月 8 日（一）中國科技大學格致樓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 56 號

六、參加人數：
預計每場次 200 人，辦理 3 場次，合計 600 人，視實際報名人數彈性
調整。
七、活動費用：免費

八、研討會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

13:30~13:55 報到暨領取會議資料

主協辦單位工作人員

13:55~14:00 致詞

主協辦單位、官方代表引言

14:00~15:00 私校退撫儲金投資運用及制度探討 教育部代表
15:00~15:10 中場休息 & 茶敘
15:10~16:10 退休基金投資管理暨理財規畫

退休基金協會講師
1.教育部代表

16:10~16:30 問題討論及雙向交流時間
2.退休基金協會講師
16:30~

散會

註一：主辦單位擁有依實際情況調整議程內容之權利。
註二：如遇天災等不可抗力因素（如：颱風）而影響原活動行程，活動單位將視情況
另行告知活動訊息。

迎向私校退撫儲金新紀元－
私校退撫儲金制度及退休基金投資管理運用研討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退休基金協會
◎協辦單位：教育部私校退撫儲金監理會
高雄醫學大學、逢甲大學、中國科技大學
◎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

13:30~13:55

報到暨領取會議資料

主協辦單位工作人員

13:55~14:00

致詞

主協辦單位、官方代表引言

14:00~15:00
15:00~15:10
15:10~16:10

私校退撫儲金投資運用及制度探討
中場休息 & 茶敘
退休基金投資管理暨理財規畫

教育部代表

16:10~16:30

問題討論及雙向交流時間

16:30~

退休基金協會講師
1.教育部代表
2.退休基金協會講師

散會

◎時間及地點：
高雄：99 年 10 月 25 日(一)高雄醫學大學第一教學大樓地下一樓演講廳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路 100 號
台中：99 年 11 月 1 日（一）逢甲大學學思樓二樓第九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路 100 號
台北：99 年 11 月 8 日（一）中國科技大學格致樓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 56 號

◎報名表（私校人事單位主管及其代表、教職員、教育部及其所屬機關團體為優先報名對象）
迎向私校退撫儲金新紀元－私校退撫儲金制度及退休基金投資管理運用研討會

參加場次：

高雄（10/25）

台中（11/1）

台北（11/8）

學校名稱：
參加者姓名

聯絡人：

職稱

電子郵件

連絡電話：

※高雄場請於 10/21 前報名、台中場請於 10/28 前報名、台北場請於 11/4 前報名。
※請填妥報名表後傳真至 02-2367-0448 或 E-mail：pension.fund@msa.hinet.net。
※因場地容納人數有限，請儘早報名。請儘量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開車請停學校附近。
※有關報名相關問題，請電洽：02-2367-0460 詹小姐（中華民國退休基金協會）。

◎場地資訊：
（一）高雄：99 年 10 月 25 日(星期一)
高雄醫學大學第一教學大樓地下一樓演講廳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路 100 號

場地電話：07-3121101

場地位置圖

交通資訊
●高鐵左營站下車，請轉搭捷運至後驛站轉由出入口 2 搭乘紅 29 捷運接駁車或步行，即達本校。
●轉搭捷運至後驛站轉由出入口 2 搭乘紅 29 捷運接駁車或步行，即達本校。
●高雄火車站後站出口距本校約兩公里，請搭乘高捷於後驛站轉由出入口 2 搭乘紅 29 捷運接
駁車或步行，即達本校。
●小港機場轉搭計程車約 30 分鐘，請搭乘高捷至後驛站轉由出入口 2 搭乘紅 29 捷運接駁車
或步行，即達本校。
●開車沿中山高速公路南下 -下「鼎金交流道」於民族路左轉，再於同盟路右轉，即達本校 下「九如交流道」沿九如路往火車站方向，於自由路右轉，遇同盟路右轉，即達本校。
停車資訊 由本校同盟路大門口進入，依警衛人員指示停車。

（二）99 年 11 月 1 日（星期一）
逢甲大學學思樓二樓第九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路 100 號

場地聯絡電話：04-2451-7250

場地位置圖

火車
台中火車站請搭西部幹線山線。 火車站轉公車：從火車站轉車請搭仁友公車 22 號、25 號、
45 號、125 號；台中客運公車 33 號、35 號；全航客運 5 號。
台灣高鐵
至高鐵台中站六號出口，12 號公車月台，搭乘高鐵快捷公車和欣客運--僑光線，逢甲大學站
下車。高鐵台中站，搭計程車經中彰快速道路至逢甲大學約 25 分鐘，約 300 元。
客運
搭統聯客運巴士，請在統聯客運中港轉運站下車，換搭 79 線公車。
搭其他客運巴士，請在台中市中港路朝馬站下車，可轉搭計程車約 5-10 分鐘至本校。
中山高速公路(國道一號)
中港交流道： 178.6K 處下( 台中 | 沙鹿) 交流道，往台中市方向，進中港路，過黎明路橋，
左轉進河南路， 左轉進逢大路的「河南特約停車場」 。再步行至逢甲大學東門。
大雅交流道： 172.4K 處下 (台中 | 大雅) 交流道，往台中市方向，進中清路，右轉進文心
路三段， 右轉進河南路，右轉進逢大路的「河南特約停車場」 。再步行至逢甲大學東門。
福爾摩沙高速公路(國道三號)
快官交流道：202.1k 處下台中快官交流道接台 74 線省道，在 10.2k 處下西屯路交流道，往
台中市方向，左轉進河南路，左轉進逢大路的『河南特約停車場』
，再步行至逢甲大學東門。

（二）99 年 11 月 8 日（星期一）
中國科技大學格致樓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 56 號

場地聯絡電話：04-2931-3416

場地位置圖

搭乘公車
台北車站：公車 236, 237, 294, 295, 671, 0 南
公館：公車 236, 530, 0 南, 109, 253, 676, 606, 606 區間車,棕 12, 棕 11
松山車站：公車 611
至中國科技大學站下車
大坪林站：公車棕 2
動物園站：公車棕 6,棕 11(副), 611(區間車)
頂溪站：公車綠 2(左、右線)
辛亥站：公車 298
市民小巴 5 路(文山線)
搭乘捷運
木柵線：搭捷運至萬芳醫院站下車→右轉興隆路直行至麥當勞旁→中國科技大學
自行開車
1.中山高速公路圓山交流道下→接建國高架道路→辛亥路→經辛亥路與興隆路交叉路口後
（過人行陸橋）第一個紅綠燈左轉→中國科技大學
2.福爾摩沙高速公路新店交流道下→左轉中興路→右轉寶慶路（過景美橋）→接木柵路四段
→左轉辛亥路六段→過懷恩隧道第二個紅綠燈右轉→中國科技大學
3.福爾摩沙高速公路木柵交流道（往台北方向）→接國道 3 甲台北連絡線萬芳交流道下→右
轉木柵路（經木柵高工）→右轉萬芳路至底→右轉興隆路（經警察學校）→左轉郵局旁巷
子→中國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