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年 度 大 事 紀 提 要
▲ 電算中心通過 ISO27001:2005 驗證，除了確切落實資安制度外，每年須
定期複核，每三年須驗證。
▲ 高商依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0 學年度高職進修學校獨招需採免試入學

方式之規定，自 100 學年度起高商獨招作業採免試入學方式辦理。
▲ 人事室辦理校長李淙柏續任致聘典禮。
▲ 財務金融系招收數量財務金融研究所第一屆新生 15 位。
▲ 本校奉行政院核定改名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並與國立臺中護理專科

學校完成合併。
▲ 本校奉行政院核定改名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並與國立臺中護理專科

學校完成合併。原護專圖書館更名為民生分館，隸屬圖書館，置主任 1
人，館員 3 人。
▲ 商業學群與管理學群合併，因應改大升格為商學院。
▲ 因應改名科大原臺中護專改為「中護健康學院」
，由黃宜純博士擔任院

長。
▲ 本校改名科技大學，資訊學群（資訊管理系、資訊工程系）與流通管理

系共同組成資訊與流通學院。
▲ 本校奉行政院核准正式改名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並與國立臺中護理

專科學校完成合併，進修部於改大後納入美容科及老人服務事業管理
科。
▲ 臺中技術學院與臺中護理學校合校，兩校通識教育中心合併並改為教學

單位。通識教育中心由魏嚴堅副教授擔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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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 100 年 度 大 事 紀
100.01.10～ 資訊管理系謝俊宏教授、吳明霓副教授、張瓊誼講師與資工系
100.01.14 4 位老師至日本東京產業能率大學、東海大學及日產汽車進行
國際交流及參訪。
100.01.14

應用統計系通過教育部跨領域「健康醫療照護與統計財務金融
保險學分學程」案。

100.01.17

進修學院暨進專鍾毅青同學獲頒教育部「中華民國第一屆全國
終身學習楷模」，於國家圖書館受獎。

100.01.17～ 「柬埔寨 E 起來國際志工英語營」由應英系嚴嘉琪老師帶領學
100.01.31 生至柬埔寨擔任國際志工，從事兒童英語輔導教學，參加人數
11 人。
100.01.18

國防部假本校舉行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官(含士官)考試，本
校計有 49 位同學報考，錄取士官 3 人。

100.02.23

應用英語系徐琍沂、廖芳玲、林勤敏、劉光昇四位老師已順利
通過 LCCI 國際專業商務英文師資培訓證照考試，取得在 128
個國家認證之證照。

100.02.21

空中學院課務組與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簽訂「產學
合作備忘錄」以擴大空中學院招生來源。

100.02.23

應用日語系接待日本名城大學國際交流中心難波課長，商談華
語教學設備及其相關事宜。

100.02.23

台籍日本人江英居教授無償贈送圖書館圖書 6,089 冊，充實本
館日文圖書典藏。

100.02.25

本校榮獲 100 年推動兵役緩徵業務績優學校，於台北國軍文藝
活動中心兵役節慶祝大會接受頒獎表揚。

100.02.27～ 研發處及應用日語系共同接待日本姊妹校名城大學研習團來台
100.03.03 企業參訪。
100.03.08

研發處及應用日語系共同接待日本國立山形大學蒞校參訪洽談
體育文化交流、交換大學與地方合作執行文化活動之經驗事宜。

100.03.18

圖書館獲教育部補助設置特色典範部門，執行「美麗城市‧創
意經濟：中台灣幸福健康創業創新服務計畫」
。

100.03.30

高商第一次停招計畫陳報教育部。

100.04.06

電算中心通過 ISO27001:2005 驗證，除了確切落實資安制度
外，每年須定期複核，每三年須驗證。

100.04.15

第一次改大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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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20

本校獲教育部 100 年「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園能資源管理
及環境安全衛生計畫」
，補助節能設備示範案新臺幣 65 萬元。

100.04.26

研發處及商業設計系接待本校姊妹校中國廈門理工學院設計藝
術系、服裝設計與工程教研室教授參訪團，洽談暑期研習營及
設計相關系所合作以進行學術交流事宜。

100.05.01

設計中心與世界設計大會展場規劃合作案簽約【建教合作】
。

100.05.05

體育室女網參加 99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一般組女網個人單
打決賽榮獲女子單打銀牌。

100.05.07～ 體育室游泳隊參加 99 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榮獲 50m 自由式金
100.05.10 牌。
100.05.08

學務處衛保組組長及救傷隊前社長許韶庭及副社長，代表本校
至東海大學領取教育部頒贈之 99 年度捐血績優學校獎狀。

100.05.15

美容科一年甲班許郁琪同學參加第 41 屆全國技能競賽中區分
區技能競賽榮獲美容職類第五名，取得參加第 41 屆國際能競賽
複賽及第 40 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資格。

100.05.20

應用中文系假本校中商大樓 2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二屆全
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創意產業學術研討會」
。

100.05.31

應用英語系通過美國中央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UCO)甄選之 4
名交換學生，英三Ａ陳思綺、張紫瑩、李俞萱、黃筠婷，亦同
時榮獲教育部「獎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學海飛颺」
之獎學金補助每人 12 萬元整。

100.06.01

研發處通過教育部 100 學年度技專校院開設學生校外實習課程
計畫，補助經費$1,174,800 元。

100.06.01

本校自 100 學年度起高商獨招作業採免試入學方式辦理。

100.06.03

學務處辦理「穿越崁仔頂綠色文化長廊啟用典禮」
，錦平社區發
展協會、學務處社服組合辦，除太鼓社、口琴業師表演外，由
臺中市政府都發局局長、北區區公所鍾秘書、錦平里游金隆里
長、李校長淙柏、李學務長宏仁共同揭幕啟用，為連結學區與
社區牆面共同綠美化，改善機車違停之狀況，達到雙贏，參加
人數 110 人。

100.06.04

研發處舉行 100 年度校友大會，由李校長淙柏及校友總會蔡理
事長鈴蘭共同主持，會中並表揚本校 100 年度傑出校友。

100.06.14

本校通過 100 年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多媒體行動
商務應用學程」、
「遠距英語教學暨班務管理就業學程」及「編
採出版與文創企畫新興人才培訓就業學程」等 3 項就業學程，
補助經費為$1,790,224 元。
46

100.06.30

人事室辦理校長續任致聘典禮。

100.07.01

本校獲教育部補助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軸 1-1600
萬、主軸 2-推動遠距教學課程，200 萬、主軸 4-提升中區護理
科系教師之研究知能，100 萬。

100.07.04～ 會計資訊系參加泰國舉辦之 ISFA2011 國際研討會及參訪泰國
100.07.08 台商企業及本校泰國校友會。
100.07.05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科)辦理 100 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建
立特色典範「以人文關懷建立橘色高齡健康產業服務模式」專
家會議。

100.07.06

電算中心正式啟用校園入口網(https://sso.ntit.edu.tw/ePortal/)，提
昇本校校務資訊系統資訊安全防護，並提供使用者更方便的使
用環境。

100.07.25

研發處接待大陸廈門理工學院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廈門軟件
與服務外包學院蒞校參訪，洽談學術交流等合作事宜。

100.07.28

商業設計系接待廈門技師學院教授參訪團，蒞系參訪進行學術
交流。

100.07.30

流通管理系碩士班賴妤函同學榮獲「第四屆崇越論文大賞碩士
資管組最優論文獎」。

100.08.01～ 通識中心兼任教師何昕家獲得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永續發
101.01.31 通識課程，計畫執行期間：100 年 8 月 1 日 101 年 1 月 31 日。
100.08.01

護理科陳筱瑀主任、賴錦緣老師、美容科林恩仕主任、老人服
務事業管理科梁亞文主任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0 年度補
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案。

100.08.01

為因應本校改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精進軍訓室組織架構，簽
奉核准以任務編組方式設置國防教育組、校園安全組及綜合支
援組等三組，以落實本室全民國防教育、維護校園安全與學生
生活輔導三大工作。

100.08.01

應用統計系與財務金融新設「數量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班」
。

100.08.01

圖書館原「資訊系統組」改名為「數位內容組」
，以推動具未來
性的數位圖書館為目標。

100.08.01

應用中文系 100 學年度分別獲得勞委會補助之「編輯出版新興
人才培訓就業學程」
，以及教育部顧問補助之「創意漢字應用學
程」
。

100.08.08

國際貿易系舉辦日本廣島安田女子大學 2011 年夏季華語研習
營，為期 15 天之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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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15

國科會 10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業經審
定，本校申請 24 案，21 案獲得獎勵，補助經費總額 1360800
元。

100.08.16

休閒事業經營系承接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高鐵臺中站旅遊服
務中心產學合作案。

100.08.16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科) 梁亞文副教授兼主任前往挪威長期
照護機構觀摩考察。

100.08.19～ 李淙柏校長及連德仁主任秘書與中區大學校院共 6 所，赴越南
100.08.24 孫德盛大學參加該校新校區啟用典禮，中區大學校院共 6 所與
越南 4 所大學共同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另，本校分別與越南
孫德盛大學及對外經濟學院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
100.08.19～ 研發處、推廣部及語文與設計學院共同接待廈門理工學院師生
100.08.28 參訪團蒞校參與暑期研習營活動。
100.08.24

學務處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主軸-子計畫 E「指標六
-深化服務學習課程，強化社會關懷」分項計畫案，社服組獲補
助總經費計 1,003,101 元。

100.09.01～ 資訊工程系申請通過教育部「100 年度嵌入式系統軟體學程」
102.01.31 計畫，計畫期間 100 年 9 月 1 日至 102 年 1 月 31 日。
100.09.06

教育部臺技(三)字第 1000137937-A 號函，本校資訊管理系黃秀
美教授榮獲 100 年度教育部補助彈性薪資方案。

100.09.26～ 管理學群休閒事業經營系與保險金融管理系教師赴日本東京國
100.09.30 際大學訪問，洽談雙方合作事宜。
100.09.30

商業設計系學生參加台中市政府 2011「城市之臉‧文創台中」
文創商品設計競賽榮獲學生組金創意獎暨銀創意獎。

100.10.07～ 應用中文系舉辦「關帝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
100.10.08 學者包括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
100.10.07～ 應用中文系與中華玉線玄門真宗一同舉辦「關帝信仰與現代社
100.10.08 會國際學術暨皈依科儀研討會」
，除針對宗教學術發表兩天 8 場
會議共 27 篇論文，並針對天德教、天帝教、天主教、佛教之皈
依進行儀軌探討與實際展演。
100.10.07～ 應用中文系林金龍群長率張群老師及本系陳彥文、林沛文、陳
100.10.10 欣竺三位學生前往江蘇徐州師範大學簽訂系、院合作協議書，
林群長並針對該校文學院師生發表一場演說，隨後轉往連雲港
大學參加「兩岸四地語言與文學現象國際學術研討會」
，各自發
表一篇論文，頗獲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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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13

本校辦理「教育部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本校教師學術研究
與產學合作獎勵頒獎典禮」計頒發「中技之光」獎牌 3 面、
「98
學年度計畫主持人獎」獎牌 33 面、
「98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獎
牌 42 面、「99 年度產學合作單位數獎」獎牌 6 面、「99 年度產
學合作總金額獎」獎牌 3 面，合計 87 面獎牌。

100.10.21

第二次改大訪視。

100.10.26

資訊管理系「資訊創新應用與服務菁英班」於 100 年 10 月 26
日辦理成果發表記者會，教育部長官皆蒞臨參加，學生表現傑
出且成果非凡。

100.10.29～ 室內設計系藍儒鴻、李孟杰、王伶芳、方鳳玉老師到大陸上海
100.11.05 同濟大學和北京清華大學【學術參訪】。
100.10.31

本校申請「學校合併財務規劃開辦費計畫」獲教育部通過補助。

100.11.05

護理科新型專利作品參加波蘭華沙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謝
惠玲老師指導「安全安瓿開瓶器」榮獲銀牌獎；吳麗芬老師指
導「便利握持之按摩具」榮獲銅牌獎。

100.11.07

設計與語文學院獲教育部通過辦理創意商品設計科五年制專
科，並預計於 101 年 8 月開始招生。

100.11.09

資訊工程系陳弘明老師、樊俊佑、鄭庭兆同學與資訊管理系葉
昌國老師、駱榮問老師、潘姿均同學共同參加東歐最大發明展
「克羅埃西亞發明展」榮獲 1 金 2 銀。

100.11.19～ 謝俊宏副校長與研發處張宏吉研發長率領所屬同仁前往大陸廈
100.11.23 門城市職業學院及姊妹校廈門華廈職業學院參訪，針對目前及
未來雙方學術合作事宜洽談，並前往臺商企業－正新輪胎公司
參訪。
100.11.21

應用日文系承辦 2011 東亞區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二屆
全國大專院校日本研究中心聯合年會，計有日本國際經濟學會
會長、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部木村福成教授數名國際知名
學者、日本交流協會代表、行政院新聞局楊永明局長等貴賓參
與盛會。國內外共計百餘名人士與會。

100.12.01

本校奉行政院核定改名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並與國立臺中
護理專科學校完成合併。

100.12.01

合校改大後，本校及各附設學院之印信提報申請留用至新印信
啟用日，業奉教育部 101 年 02 月 15 日臺總(三)字第 1010026500
號函示奉准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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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01

合校改大後原護專圖書館更名為民生分館，隸屬圖書館，置主
任 1 人，館員 3 人。

100.12.01

合校改大後商業學群與管理學群合併為商學院。

100.12.01

因應改名科大原臺中護專改為「中護健康學院」
，由黃宜純博士
擔任院長。

100.12.01

本校改名科技大學，資訊學群（資訊管理系、資訊工程系）與
流通管理系共同組成資訊與流通學院。

100.12.01

本校奉行政院核准改名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並與國立臺中
護理專科學校完成合併，進修部於改大後納入美容科及老人服
務事業管理科。

100.12.01

臺中技術學院與臺中護理學校合校，兩校通識教育中心合併並
改為教學單位。通識教育中心由魏嚴堅副教授擔任主任。

100.12.01

資訊工程系鄭庭兆、樊峻佑、林仲凱同參加「2011 年第七屆韓
國首爾國際發明獎」榮獲 1 金 2 銀 1 銅，指導老師:陳弘明教師。

100.12.01～ 設計學群舉辦「2011 年設計理論與實務國際研討會」，邀請日
100.12.02 本、英國、法國、中國等國際學者與會參加，並舉辦多媒體實
體投影慶科大活動，此為大臺中首次的大型戶外實體投影多媒
體展演，在校園內中商大樓的新大樓及翰英樓舊建築物間，以
高流明投影機投射展示實體投影創作。
100.12.01～ 資訊工程系李卓勳、劉永贊同學參加「CIGIF2011 韓國國際發
100.12.04 明展-榮獲金牌獎 (Gold Award)及大會特別獎(Special Award)」
榮獲金牌獎 (Gold Award)及大會特別獎(Special Award) ，指導
老師:陳弘明教師。
100.12.05

研發處接待越南孫德盛大學蒞校參訪，洽談兩校學術合作議題
並前往校友產業參訪。

100.12.10

配合本校改名科大,Internet 網域名稱改為 nutc.edu.tw, 原有中技
及中護網域名稱 (ntit.edu.tw 及 ntcnc.edu.tw) 延用至 101.06.30
止。

100.12.10

商業設計系學生榮獲 Leica & EPSON 贊助主辦之「2011 TIVAC
攝影新人獎」首獎。

100.12.11～ 設計與語文學院林金龍院長與應用中文系吳惠珍主任及張羣老
100.12.14 師至日本廣島大學參訪並進行國際學術交流。
100.12.12

休閒事業經營系獲教育部 100 學年度「學士後雙語觀光導覽學
士學位學程」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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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12

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部伊藤剛教授蒞臨應用日文系進行主題演
講。

100.12.15

「第二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於 100 年 12 月 15 日完工，累
計預算支出 126,660 千元。

100.12.16

學務處配合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大臺中減重 100 頓全家作伙拚
健康」活動及 100 年健康促進學校（大專）健康減重推廣，辦
理本校 100 年度健康減重活動，活動分為兩階段，時程為 3 月
至 9 月，成效良好，獲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頒贈感謝狀。

100.12.16

空中學院業務承辦人黃維婕，獲頒 100 學年度空中教育學會「空
教服務獎」，於高雄市美麗島站二聖廳接受表揚。

100.12.16

空中教育學會空教服務獎頒發，由空中學院張美妙小姐榮獲，
殊堪嘉許。

100.12.16～ 應用英語系為執行「100 年度教職員赴國外(含兩岸)辦理國際交
100.12.20 流活動計畫案」
，由徐琍沂主任偕同劉世明、姜葳、陳麗清三位
老師赴福建省福州大學至誠學院進行學術交流參訪活動。
100.12.27～ 韓國全北大學文學院教授一行 24 人蒞校與設計與語文學院簽
100.12.29 署合作備忘錄暨共同舉行文字、文學、文化臺韓國際學術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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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申請改名科技大學大事紀
98.12.08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臺中技術學院申
請改名科技大學籌備委員會設置要點」。

99.06.08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申請改名科技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

99.09.01

環球科技大學許舒翔校長就「從專案評鑑至改名科技大學」為
題與本校經驗分享。

100.02.11

本校申請改名科技大學計畫書、基本條件檢核表等資料報部。

100.02.23

啟動本校改名科技大學實地訪視工作籌備作業。

100.04.15

本校申請改名科技大學實地訪視。

100.05.24

教育部「同意籌備半年」文送達本校，本校改大作業進入半年
的籌備期階段。

100.09.29

本校申請改名科技大學修正計畫書、基本條件檢核表、實地訪
視委員意見回覆表等資料報部。

100.10.21

本校申請改名科技大學籌備半年後實地訪視。

100.11.08

教育部「100 學年度專科以上學校設立變更及停辦審議會第 5
次會議」決議通過本校改名科大之申請。

100.12.01

奉行政院核准本校改名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並與「國立臺
中護理專科學校」完成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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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技術學院與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兩校合併大事紀
一、民國 90 年～91 年
教育部第 428 次部務會報通過「國立大學校院區域資源整合發展
計畫」該項計畫並以 90.08.31 台（九 0）高字第 90119967 號函
送各國立大學。
90.10.29 由教育部呂次長木琳主持召開「研商國立臺中技術學院與國立臺
中護理專科學校整合會議」會中決議略以：兩校均對此合併案樂
觀其成，可朝向國立臺中技術學院與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整合
為科技大學方向規劃。
90.11.12 由教育部陳司長德華主持於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召開「研商國立臺
中技術學院與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整合事宜」會議，會中決議
略以：請學校籌組規劃小組，就整合相關事宜及需教育部協助事
項儘速提出具體方案並研擬整合計畫報部。
90.12.03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第 264 次行政會議提案成立籌備小組並於
90.12.03 召開「國立臺中技術學院與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合
併籌備委員會」第 1 次會會議，議決儘速召開校務發展委員會及
校務會議討論。
90.12.26 90.12.20召開國立臺中技術學院校務發展會議及於90.12.26召
開90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分別通過：
「本校與國立台中護專
合併為科技大學，並即成立『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籌備處』」。
91.01.09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與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合併籌備委員會召
開第2次會議除議決將委員會議更名為「籌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規劃小組聯席會議」。
91.01.16 教育部技職司陳司長德華及黃科長子騰蒞臨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指導「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規劃小組聯席會議」並決議：
「通過合
併國立臺中技術學院與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合併為臺中科技
大學並成立規劃小組，敦請阮校長大年為規劃小組召集人」
。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隨即於當日成立規劃小組並進行第1次會議，
會中決議通過規劃小組基本組織架構編組並議決於半年內完成
規劃報部。
91.01.22 召開籌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規劃小組聯席會議第2次會議研討學
術單位規劃組織架構。
91.04.12 立法院李立委明憲、教育部陳司長德華及黃科長子騰立校參與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與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合併為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事宜」會議，該次會議主要討論主題為1.院、所、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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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之規畫：2.計畫內容綱要之訂定及3.計畫書各種表格之填寫。
91.04.16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召開「籌組臺中科技大學規劃書撰寫說明會
議」
。
91.05.08 召開「籌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規劃小組聯席會議」第3次會議「研
議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規劃書及分組討論事宜」
。
91.05.30 召開「籌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規劃小組聯席會議」第4次會議確
認整體規劃原則與願景、理念及目標與發展特色。
91.06.27 召開「籌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規劃小組聯席會議」第5次會議確
認組織架構、經費運用及總務規劃。
91.07.26 召開「籌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規劃小組聯席會議」第6次會議確
認整體整併計畫書草案。
91.08.12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以（91）中技秘字第912985號函報送「國立臺
中科技大學」整併計畫書。
91.11.13 召開「籌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規劃小組聯席會議」第7次會議就
有關國立臺中技術學院與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整合之人事、系
科、學生人數及財產規劃等各方面再行討論。
92.09.26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92年9月26日召開校務會議表決通過：
『本
校中長程發展方向為先充實成為醫護學院後再評估併校事宜』。
91.12.10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召開「籌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規劃小組聯席會
議」第8次會議討論議案為：國立臺中技術學院與國立臺中護理
專科學校整併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是否繼續辦理案。案經決
議：為免影響校務發展，同意各自努力，目前兩校整併案已無達
成，決定終止。該會議紀錄並以92.12.22中技秘字第0920006532
號函報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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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國 98 年～迄今
98.11.26

教育部 98.11.26 台技（二）字第 0980203022-B 號函略以：為
利本部教育資源之整合與學校永續發展，請再積極與國立臺中
護理專科學校洽商整併事宜。

99.04.21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遵照教育部指示邀請臺中護專校長、副校
長、教務、學務、總務及各科主任與臺中技術學院校長、副校
長及教務、學務、總務、研發、秘書室、人事、會計等單位主
管召開「兩校合併相關事宜第 1 次聯誼會」。兩校聯誼會達成
共識如下：1.兩校分別成立合併規畫小組。2.兩校校內如能達
成合併共識，再由兩校推薦人員成立「臺中技術學院及臺中護
理專科學校合併規畫委員會」。3.兩校可先就學術、產學、學
生活動及其他事項進行交流合作。

99.05.11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成立「兩校合併規劃小組」，由李校長淙柏
擔任召集人。

99.06.15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召開「兩校合併規劃小組」第1次會議，議
決事項為：1.正式成立合併規畫小組。2.請秘書室擇期安排與
臺中護專之合併規畫小組，召開兩校合併規畫小組會議。

99.09.13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以99.08.13中護專秘字第0990100039
號函本校：該校合校小組擬蒞校參訪，本校於99.09.13接待該
校合校小組，並由李校長淙柏親自接待並親自簡報。

99.10.12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受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邀請，赴該校向全
體教職員簡報兩校「合校分析及Q＆A」由李校長淙柏及連主任
秘書簡報及答復該校所提疑問。

99.10.26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99.10.26召開99學年度臨時校務會議
通過決議，以國立臺中技術學院為合校對象並以99.10.27中護
專秘字第0990100063號函知本校。

99.10.29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與國立臺中護理專科
學校兩校合校案。

99.11.01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9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與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兩校合校案，並函知國立臺中護理專
科學校。

99.12.10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召開「兩校合併規劃小組」第2次會議，議
決事項為：1.兩校合校工作流程預定項目表。2.本校校內工作
分組事宜。3.兩校內部單位各分組討論事項。4.兩校合校工作
日程表。5.兩校合校組織架構草案。6.兩校合校計畫書節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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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會後並將「本校校內工作分組事宜」
、
「兩校內部單位各分
組討論事項」
、
「兩校合校工作日程表」及「兩校合校組織架構
草案」函送國立臺中護專。
99.12.14

教育部吳部長清基、林政次聰明、林司長騰蛟、李副司長彥儀
蒞臨臺中，邀集國立臺中技術學院與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兩
校全體合校規畫小組討論兩校合併事宜。

99.12.21

於臺中護專召開第一次兩校合校規畫小組會議。會議由臺中護
專周校長守民及臺中技術學院李校長淙柏共同主持，教育部劉
專門委員火欽及承辦人鄭淑丹小姐蒞臨指導，會中議決確認兩
校規畫小組分組代表與成員及確認各小組會議時程。

100.01.17 於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召開兩校合校規畫小組第2次會議會議由
臺中技術學院李校長淙柏及臺中護專周校長守民共同主持，教
育部李司長彥儀、鄭科長秀貞及承辦人鄭淑丹小姐蒞臨指導，
會中議決合校後組織架構、合校計畫書章節架構、經費需求、
合校後教職員工生權益保障及核校規劃進程表等議案。
100.03.04 中護合校計畫書草案以100.03.04中護專秘字第100100008號
函送達中技。
100.03.11 中 技 對 於 中 護 所 撰 擬 之 合 校 計 畫 書 草 案 以 中 技 秘 字 第
1000002829號函提修正意見請護專參酌修正。
100.03.14 於中護召開兩校合校規畫小組第3次會議會議由中技李校長淙
柏及中護周校長守民共同主持，教育部劉專門委員火欽蒞臨指
導，會中討論合校後校名、合校後會會議成員、兩校合校SWOT
分析、新科大願景辦學特色及中程目標及合校計畫書草案修正
等議案。
100.03.16 中護以中護專秘字第1000100017號函送修正後之合校計畫書
草案。
100.03.21 中技召開99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審議兩校合校計畫書草
案。
100.03.22 中技以中技秘字第1000003348號函送校務會議審議之合校計
畫書草案修正建議表。
100.03.29 中技及中護合校小組赴國立東華大學參訪及請益合校可能遭
遇問題與應先準備事宜。
100.04.13 中護以中護專秘字第1000100023號函送合校計畫書及南屯校
區構想書到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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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26 教育部傳送兩校合併指導委員會第1次會議紀錄，並請兩校對
該會議紀錄所提審查意見修正合校計畫書。
100.04.26 兩校合校小組於下午15：50召開第4次會議，針對教育部兩校
合併指導委員會所提審查意見討論回復意見。
100.06.03 中技以中技法字第00001號召開中技、中護兩校合校法制修訂
專案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
100.06.07 教育部行文「臺技(一)字第1000093066號」請兩校代表至教育
部召開國立台中技術學院及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合併指導
委員會第3次會議。
100.06.14 中技以「中技法字第100002號」行文中護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與本校兩校合校法制修訂專案工作小
組第一次會議紀錄。
100.06.20 教育部行文「臺技(一)字第10001029016號」請兩校代表至教
育部召開國立台中技術學院及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合併共
同規劃小組第1次會議。
100.07.12 教育部行文兩校 臺技(一)字第1000117878號檢送100年6月20
日「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及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合併共同規劃
小組第1次會議」紀錄1份。
100.08.09 教育部行文兩校 臺技(一)字第1000121963號召開國立臺中技
術學院及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2校合併計畫書修正小組第3
次會議。
100.08.31 中護以中護專秘字第1000100075號行文中技檢送「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籌備計畫書-合併原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及國立臺中護理
專科學校」及中護健康學院南屯校區新建工程構想書。
100.09.13 教育部行文兩校【台技(字)第1000158626號】召開國立臺中技
術學院及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合併共同規劃小組第2次會
議。
100.10.05 中護以中護專秘字1000100080號行文中技檢送100年9月30日
報部之「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籌備計畫書-合併原國立臺中技術
學院及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共5份。
100.10.31 教育部發文兩校：台技(一)字第1000190557號召開國立臺中技
術學院及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合併後人事編制審議會。
100.11.04 中技以中技秘字第1000013843號行文中護邀請研商兩校合併
暨改名科技大學揭牌活動籌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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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23 中技以中技秘字第1000008312號行文中護召開國立臺中技術
學院改大揭牌典禮第六次籌備會議。
100.11.23 中護以中護專秘字第1000100112號檢送100年11月14日報部之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籌備計畫書-合併原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及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共5份。
100.11.30 中技以中技秘字第1000014924號行文中護召開兩校合併改大
揭牌典禮籌備會議。
100.12.01 奉行政院核准本校改名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並與「國立
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同時完成合併(行政院100.11.30院臺教字
第1000107978號函)，自100年12月1日生效(教育部100年12月1
日臺技一字第1000218509號-A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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