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年 度 大 事 紀 提 要
101.02.01 配合行政院推動全國 iTaiwan 無線網路計畫，本校自 101 年 2
月起加入 iTaiwan 無線網路服務。
101.03.15 本校配合教育部辦理「96～99 大專校院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
習方案」，本校媒合率達 100％，李校長淙柏榮獲教育部受邀
領獎與公開表揚。
101.05.11 辦理合校後中護健康學院第一次院慶及院徽揭牌活動。
101.06.02 擴大辦理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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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並表揚臺中技術學院及臺中護專 101
年度傑出校友。
101.06.12 自 101 學年度起，進修部二技採獨招作業，並開始報名招生。
101.07.26 教育部核定本校「附設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停招及合併計畫
（草案）」
。附設高商自 102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並於 104 學年
度正式結束附設高商學制。
101.08.01 語文學院正式成立。
101.08.01 於 101 學年度起招收護理系、美容系及老人事業管理系二技學
生各一班。
101.08.01 設計學院由設計語文學院改名設計學院。新設立五專部-創意
商品設計科，由設計學院商業設計系代管並開始招生。
101.08.01 本校新設立五專部-創意商品設計科，由商設系代管並開始招
生。
101.08.01 財政稅務系招收租稅管理與理財規劃碩士班第一屆新生15位。
101.08.01 附設高商尤敏慧等 6 位教師專案移撥至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
業職業學校。
101.08.01 原學務處學生諮商輔導組、社會服務指導組及原研發處就業輔
導組合併改設「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
，原三組並更名為諮商
輔導組、服務學習輔導組及實習與就業輔導組。
101.10.26 本校改名科技大學後第一次訪視。
101.11.30 教育部正式來函核定美容系於 102 學年度新增四技學制，及招
生名額 40 名。
101.12.01 中護健康學院於 101.12.1 成立「健康產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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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 101 年 度 大 事 紀
101.01.01

承接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高鐵臺中站及臺中車站旅遊服務中
心產學合作案。

101.01.16～ 辦理行政院青輔會 101 年度教育優先區中小學寒假營隊活動—
101.01.18 「法治有愛 閱讀傳情」，由林俊德與謝昌達老師指導，帶領護
理科學會志工 11 人至南投縣法治國小，發揮愛人以德的服務人
生觀，參與學員 75 人。
101.01.17

本校第 345 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職員職務輪調
實施要點」。

10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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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位同學報考，考試結果錄取士官 3 人。其中 1 人成績
達 290 分；4 人成績達 260 分，共計 5 人達選填志願基準。

101.01.31～ 辦理行政院青輔會 101 年度教育優先區中小學寒假營隊活動—
101.02.03 「當我們同在大里－生命教育成長營」
，由林佳箴老師指導，帶
領佳音社志工 14 人至臺中市大里國小，藉由志工同學們的專業
與耐心，教導孩子們如何愛護、尊重生命，參與學員 40 人。
101.02.01

配合行政院推動全國 iTaiwan 無線網路計畫，本校自 101 年 2
月起加入 iTaiwan 無線網路服務。

101.02.27～ 財務金融系舉辦 2012 第四屆虛擬投資交易所競賽，本校各學制
101.05.30 學生參賽踴躍。
101.03.01

本校與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中榮民總醫院簽署
合作協議書。

101.03.14

電算中心擴充 FTTB 連線至 HiNet，頻寬由 22Mbps 提昇至
302Mbps。

101.03.15

教育部辦理 96~99 年企業實習方案績優學校表揚大會，李校長
出席接受教育部長表揚。

101.03.15

本校配合教育部辦理「96~99 大專校院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
方案」
，連結業界資源之人力需求辦理媒合相關系列活動，本校
媒合率達 100%，李校長淙柏榮獲教育部受邀領獎與公開表揚。

101.04.01

圖書館啟用校外人士換證系統。

101.04.01

本校與彰化基督教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和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
傳紀念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簽署委託審查合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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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12

流通管理學系辦理校外實習系列活動—「校外實習計畫說明
會」
，邀請實習機構統一超商人資部鍾經理，介紹公司架構及說
明實習工作內容。

101.05.10～ 設計學院商業設計系參加臺中文創園區 A+創意季展覽及競
101.05.15 賽，榮獲視覺傳達類第三名。
101.05.11

中護健康學院辦理合校後第一次院慶及院徽揭牌活動。

101.05.18～ 設計學院參加台北世貿 2012 新一代設計展及競賽，商業設計系
101.05.21 榮獲特別獎 2 項。
設計學院室內設計系松山菸廠 16 校聯展在松山文創園區。
101.05.29

應日系學生施郁榛、黃于珊、陳玠樺、楊家穎、曾郁茹勇奪 2012
年高大東語盃全國大專院校日文漢字讀音比賽團體組第一名。

101.05.31

休閒事業經營系獲教育部獎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實習
計畫—101 年度「學海築夢」。

101.06.01

應用日語系、應用英語系等 8 位學生，榮獲 101 年度教育部學
海飛颺—獎助大學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

101.06.01

本校通過教育部 101 學年度技專校院開設學生校外實習課程計
畫，補助經費為$1,852,000 元。

101.06.02

擴大辦理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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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並表揚臺中技術學院及臺中護專 101 年
度傑出校友。

101.06.03

美容系黃宜純老師所開發的擬人指甲彩繪模型手指，榮獲 2012
義大利國際發明獎銀牌。

101.06.07

本校通過 101 年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中小企業財
務人員學程」及「編採出版與文創企畫新興人才培訓就業學程」
等 2 項就業學程計畫審核，補助經費為$1,113,120 元。

101.06.09

設計學院多媒體設計系曾靖宇、林杰、林伯瀚、林柏安同學參
加「100 年全國電力溝通宣導與多媒體廣告、平面海報設計製
作競賽活動多媒體廣告」—榮獲第二名，指導老師徐豐明教師。

101.06.09

設計學院多媒體設計系廖柏彥、童家新、張文豪、許瑋中、高
晟同學參加「2012 時報廣告金犢獎二十一屆旺旺集團—微電影
特別項」—榮獲銅犢獎，指導老師洪淑宜教師。

101.06.12

自 101 學年度起，進修部二技採獨招作業，並開始報名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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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14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各類中心設置辦法」。

101.06.16

本校協辦 100 年度臺中榮總與中部地區院校合作研究計畫聯合
成果發表會。

101.06.25

本校改名科技大學後第一次訪視學校調查資料報部。
舉辦臺中科技大學改大慈善音樂會，邀請長榮交響樂團蒞校演
出，現場約有 600 多位與會者熱情參加，活動圓滿落幕。

101.07.01

圖書館獲得中區技專校院校際聯盟圖書互借服務【100 學年度
中區技專校院校際聯盟圖書館借閱推廣活動】推廣績優獎。

101.07.06

護理系等 12 位學生，執行 100 年度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並由
護理系曾月霞助理教授與劉倖吟講師帶領前往美國歐文社區大
學研修，101 年 7 月 31 日返國。

101.07.26

原「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繳銷之廢舊簡級(乙)印及校長職
章各乙顆，於 101 年 7 月 26 日業奉教育部函轉行政院同意發還
並領回，留存本校校史室典藏。

101.07.26

教育部核定本校「附設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停招及合併計畫
（草案）」
。附設高商自 102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並於 104 學年
度正式結束附設高商學制。

101.07.26

教育部 101 年 7 月 26 日臺技(二)字第 1010135051 號函核定本
校所送「附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停招及合併計畫一案，准予本
校附設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停招及合併案自 101 學年度起以
3 年為期限，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定附設高商之招生班級數逐
年縮減，至 104 學年度結束附設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學制。

101.08.01

語文學院正式成立。

101.08.01

圖書館前黃漢青館長榮升本校教務長，遺缺由盧長興教授接
任，圖書館原「數位內容組」改隸教務處，增設「閱覽典藏組」，
組長由流通管理系林文祥老師兼任，負責流通、閱覽、典藏、
資訊和參訪服務，以推動加強讀者服務為目標。

101.08.01

配合本校改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完成整合兩校教務、學務
資訊系統並全面換發教職員工生之校園 IC 卡。

101.08.01

101 學年度起招收護理系、美容系及老人事業管理系二技學生
各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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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01

美容系黃宜純教授擔任中護健康學院第一屆院長，護理系吳麗
芬副教授擔任副院長。

101.08.01

教育部自 100 學年度起開辦國立五專 1.2.3 年級學生免學費補
助，凡符合家戶年所得 114 萬元以下之同學皆可提出申請補
助，100 學度第 2 學期計有 1419 人申請，1364 人審核通過補助
（三民校區 961 人申請 920 人審核通過，民生校區 458 人申請
444 人審核通過）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有 1528 人申請，1461
人審核通過補助（三民校區 1082 人申請 1027 人審核通過，民
生校區 466 人申請 434 人審核通過）
。

101.08.01

資工系陳弘明老師及陳柏瑜同學參加 CIGIF2012 韓國網路國際
發明競賽獲 1 金(Gold Award)及大會特別獎。

101.08.01

設計學院由設計語文學院改名設計學院。
設計學院王兆華院長就任。
設計服務中心黃鐉津主任就任。
新設立五專部—創意商品設計科，由設計學院商業設計系代管
並開始招生。

101.08.01

設計學院商業設計系 8 月暑假期間舉辦 3ds max 國際證照班，
商設系學生有 26 位取得證照。

101.08.01

配合本校組織編制調整，研發處設學術發展、產學合作及國際
交流等三組，原實習業務及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組業務分別移
撥至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與秘書室。

101.08.01

本校新設立五專部—創意商品設計科，由商設系代管並開始招
生。

101.08.01

財政稅務系招收租稅管理與理財規劃碩士班第一屆新生 15 位。

101.08.01

附設高商尤敏慧等 6 位教師專案移撥至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101.08.01

原學務處學生諮商輔導組、社會服務指導組及原研發處就業輔
導組合併改設「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
，原三組並更名為諮商輔
導組、服務學習輔導組及實習與就業輔導組。

101.09.01

大陸姊妹校廈門華廈職業學院，選送 1 名交換學生至我校休閒
事業經營系就讀；扶輪社薦送 2 名法籍交換學生至應用日語系
選讀。

101.09.03

資管系詹益軒、葉昌圳、張舒硯同學於 101 年 9 月 3 日-102 年
62

2 月 1 日參加「2012 台灣微軟新世代社群之星」榮獲第三名佳
績，指導老師：姜琇森老師。
101.09.08

101 學年度進修學院暨進專新生始業式暨開學典禮；而最年長
的應屆畢業生，即為就讀二技應用英語系-現年八十八歲，自中
興高中退休的輔導主任鍾毅青老師。

101.09.14

完成寧靜宿舍及課後補救教學問卷調查結果為：贊成 12 點後熄
大燈計 757 人，反對 320 人，贊成者達過半數，故宿舍於 12 點
後熄大燈公告後實施，另 12 點後網路管制議題因未達過半數決
定不實施。補救教學雖未達半數通過，但因有 452 人同意，為
考量同學課業需要，於 9/17 開始實施課後補救教學。

101.09.14

資工系陳同孝教授、流管系陳彥匡教授及企管系李國瑋副教授
等 3 人榮獲 101 年度「教育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學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方
案」。

101.09.21

設計學院商業設計系學生由李新富、陳清文老師指導參加「2012
4A Yahoo!創意獎」
，榮獲最佳學生平面廣告獎—銀獎、佳作獎
及最佳學生電視廣告獎—銅獎。

101.09.21

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研究所研究生—劉兆軒、劉欣旻榮獲取得
日本交流協會 2012 年獎助金赴日收集論文資料。

101.09.21

本校商業設計系學生李新富，由陳清文老師指導參加「2012
4AYahoo!創意獎」
，榮獲最佳學生平面廣告獎—銀獎、佳作獎及
最佳學生電視廣告獎—銅獎。

101.09.27

本校改名科技大學後第一次訪視行政暨教學資料表冊寄送社團
法人臺灣評鑑協會。

101.10.02

經校務會議通過增訂「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特聘教授設置及特聘
加給支領實施要點」
。

101.10.06

資管系曾佩雅、黃思齊同學參加 101 年 10 月 6 日「2012 年全
國慈善/科技/人文網頁設計比賽暨行動 App 創作比賽」榮獲大
專組第一名金獎、中華電信特別獎，指導老師：黃天麒老師。

101.10.06

資管系周俞彣、廖婉甄、徐伊璉、何雅陵、黃唯福、林佩君同
學參加 101 年 10 月 6 日「2012 年全國慈善/科技/人文網頁設計
比賽暨行動 App 創作比賽」榮獲大專組第三名銅獎，指導老師：
黃天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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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15

資訊工程系榮獲 101 年度訓練品質評核系評核等級證書—銀
牌。

101.10.22

設計學院商業設計系學生由李貴連老師指導參加 2012 年「郭元
益第二屆全國大專菁英盃包裝設計大賽」
，榮獲金、銀、銅三項
大獎，以及多位同學入圍，獎金共計十五萬元。
設計學院多媒體設計系舉辦 PlayAround workshop 2012 電子藝
術與數位環境工作坊，邀請保羅 普登士 (英國)、樂恬寶 (德
國)、派翠克(美國)、麥金尼 (愛沙尼亞)四位專家到校指導，活
動成功圓滿。

101.10.23

設計學院學生榮獲臺中市政府 101 年度「愛臺中創意獎學金」
申請十項獎學金榮譽，合計八十五萬元。

101.10.26

本校改名科技大學後第一次訪視。

101.11.01

應日系承辦本校語文學院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大會暨日本研究學
術研討會，計有來自國立京都大學、國立神戶大學、國立滋賀
大學等數位日本知名學者，以及國內各大學研究中心約五十餘
名人士與會。

101.11.01

語文學院與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由本院
林金龍院長與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黃德志院長代表出席簽署；
會後黃德志院長於 3401 會議室與應中系師生舉行座談交流。

101.11.01

設計學院多媒體設計系廖曼鈞同學參加「青春洋 e、動漫稅有
趣四格漫畫比賽」—榮獲第一名，指導老師游曉貞教師。

101.11.02

語文學院暨應用日語系、應用英語系及應用中文系聯合舉辦
2012 年文化語 言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假中商大樓國際會議
廳暨各研討室舉行，邀請了美、韓、中、日四國學者蒞校與會，
共發表了 33 篇論文及 4 篇國外學者專題講座論文，校內外人員
共約 300 人與會參加。

101.11.08

資工系於 101 年 11 月 8 日榮獲「訓練品質評核系統 TTQS」訓
練機構版-銀牌。

101.11.12

完成薦報本校軍訓教官協辦「民國 100 年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
預備士官考選」獎勵名冊，共計有張華娟、劉士吉教官等 2 員。

101.11.13

休閒事業經營系獲教育部「101 學年度跨領域學位學程及學分
學程」—「雙語觀光導覽學分學程」計畫補助。

101.11.20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及 101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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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國
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延攬客座人員作業要點」。
101.11.21

完成本校「校園緊急求救系統管理作業要點」草案訂定。

101.11.22

附設高商商三甲班郭芮彣及陳怡婷同學，於葉芷吟老師指導
下，榮獲第七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競賽第二名。

101.11.22

本校李校長淙柏受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之邀前往該校演講，
分享本校改大之經驗。

101.11.27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國
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實習臨床指導教師管理要點」全
文 15 點並經 101 年 12 月 11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
政會議通過計全文 15 點。

101.11.30

教育部正式來函核定美容系於 102 學年度新增四技學制，及招
生名額 40 名。

101.12.01

配合臺中市政府警察、消防等相關單位，並聯合中國醫藥大學
與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實施學生校外賃居訪視與安全評核，以
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
（實施至 101 年 12 月底止共執行三個
階段的訪視作業，訪視 44 位房東及處所，合格率為 100%）。

101.12.01

資工系許智雄、邱建宏、劉經鐘、林仲凱榮獲「2012 全研科技
論文獎比賽」金研獎(資通技術之碩博士組)，指導老師：陳弘
明教師。
資工系賴建凱、林志穎、鄭敬儒、謝翔倫榮獲「2012 全研科技
論文獎比賽」金研獎(嵌入式系統與電路設計之大專生組)，指
導老師：陳弘明教師。
資工系林仲凱、鄭敬儒、謝翔倫參加「2012 全研科技論文獎比
賽」榮獲優選獎(XXY 平台創意應用實作組)，指導老師：陳弘
明老師。
資工系林宇清、鄧楷翰參加「2012 全研科技論文獎比賽」榮獲
銀研獎(影像伺服與精密量測組)，指導老師：林春宏老師。

101.12.01

本校「第二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1 日校
慶正式落成啟用，並正名為「中技大樓」。

101.12.01

人事室完成整合民生校區及三民校區差勤系統正式運作。

101.12.01

推出雲中碟 CSpace 服務，提供全校師生雲端硬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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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01

中護健康學院於 101.12.1 成立「健康產研中心」
，由老人服務事
業管理系陳文意助理教授擔任中心主任。

101.12.06

為維護校園師生安全，強化緊急救援設施，總務處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6 日完成「校園緊急求救系統建置工程」案，於校園各
大樓廁所、偏僻角落設置緊急求救鈕、建置校園緊急呼救按鈕
應用整合系統。

101.12.11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契僱人員及約用人員實施要點」全文 21 點。

101.12.12

本校暨附設空中進修學院、進修學院、專科進修學校、高級商
業職業進修學校等共 5 校改名後之簡級(乙)印、校長職章，於
101 年 12 月 12 日正式啟用。

101.12.13

總務處完成「中正大樓 8 樓國際會議廳整修工程」案，102 年 1
月 21 日正式完成驗收。

101.12.16

美容系假三民校區國際會議中心協辦台灣醫學美容護理學會之
醫學美容相關議題研討會，由中護健康學院黃宜純院長代表致
詞。

101.12.18

應日系同學榮獲第一屆 PASONA CUP 創意大賞決賽亞軍（江仲
軒、劉效妤、李婉婷、黃友晴）及最佳創意獎（嚴文秀、施信
宇、林竹又、蔡羿忞、劉子毓）
。

101.12.19

資訊與流通學院由資工系主辦、資管系與流管系協辦「2012 第
一屆國際論壇」，邀請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USADr.Eric
Wong 與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Dr.Wei-chenPao
主講專業議題；除了由三系學生專題作品，資訊專業廠商聯合
展出智慧與生活展場外，並舉辦外商銀行之外匯專業訓練、職
場服裝禮儀講座。

101.12.24

中護健康學院與嘉義基督教醫院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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