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年 度 大 事 紀 提 要
102.01.01 本校全面使用 nutc.edu.tw，並停用舊有之網域名稱 ntit.edu.tw
(中技)及 ntcnc.edu.tw(中護)。
102.06.01 舉辦校友大會，表揚傑出校友，大會由李校長淙柏及校友總會
李會長復興共同主持，會中表揚 102 年度傑出校友。
當選本校傑出校友名錄如下：
施龍井：民國 73 年畢(二年制會統科)，現任實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吳守國：民國 59 年畢(五專第三屆銀保科)，現任中央銀行國庫
局 副局長。
謝禎圖：民國 59 年畢(五專第三屆企管科)，現任冶炭奈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張文深：民國 64 年畢(五專部第八屆會統科)，現任德昌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 所長。
周美雲：民國 68 年畢(護理助產合訓科第十六屆)，現任臺中榮
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長照護理主任。
陳芳伶：民國 62 年畢(合訓科第十屆)，現任財團法人獎卿護理
展望基金會管理中心主任與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兼任講
師。
102.09.20 成立校友服務網 E-page：http://alumni.nutc.edu.tw/bin/home.php。
102.12.12 本校辦理 102 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教學類。
102.12.13 本校辦理 102 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行政類。
102.12

◎102 年度通過升等教師：
經教育部審定通過副教授資格者計有蔡京姐、衛琪、陳弘明、
朱中華、曾耀鋒、林家慶、李家瑩、盧正宗、謝淑慧老師等 9
人；通過助理教授資格者計有李志強、馮堯桐、余智生、何瑞
枝、李貴連、廖雅琴、莊甫蕙、宋文璇、李麗蘋、張蕙心、林
真伊、周芳怡、陳閔翔老師等 13 人；通過講師資格者計有王鈞
逸、黃僅喻老師等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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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 102 年 度 大 事 紀
102.01.01

本校全面使用 nutc.edu.tw，並停用舊有之網域名稱 ntit.edu.tw
(中技)及 ntcnc.edu.tw(中護)。

102.01.01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經行政院 101 年 12 月 25 日令
定自 102 年 1 月 1 日施行，本次修正重點為修正各級主計機構
設置名稱及主辦人員職稱，為配合前揭條例之修正施行，本校
會計室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更名為主計室，主辦職稱由會計主
任修正為主任。

102.02.05

教育部為加強提升軍訓教官授課內容、品質及教學技巧，於勤
益科技大學辦理「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軍訓（全民國防教育）
課程授課計畫提報暨教學演示活動」
，本校全體教官暨護理老師
均參加活動並通過審核，符合授課規定。

102.03.08

本校李淙柏校長與泉州師範學院、語文學院林金龍院長與韓國
全南大學東亞研究所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

102.03.08～ 『日臺青少年強化連結『絆』計畫訪問團』日本團」蒞校參訪，
102.03.09 由日本交流協會及中央經濟研究院帶領日本 311 災區 30 位大學
生（宮城大學、東北大學、福島大學）來校交流，應日系參與
師生共計 147 人。
102.03～
102.12

學務處辦理教育部 102 年度「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
展」活動計有 6 隊，分別為英語義輔社－長福國民小學週末英
語輔導、英語義輔社－力行國小夜間課輔、跆拳道社－梨山國
中小週末跆拳營、慈幼社－臺中巿啟明學校尋訪、童軍團－毛
克利培訓營（臺中巿忠孝國小）
、童軍團－小反哺（臺中巿北屯
國小）等，參與學員計 214 人。

102.04.09～ 專業類 5 學院、20 系所暨行政單位辦理改名科技大學後第一次
102.05.16 科技大學評鑑之自我評鑑作業。
102.04.13

資訊與流通學院為執行「102 年度 A 版赴大陸地區計畫案」
，由
流通管理系赴大陸北京財貿職業學院、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進行
學術交流簽署學術合作協議書。

102.04.21

流通管理系赴大陸北京財貿職業學院、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進行
學術交流簽署學術合作協議書。

102.04.21～ 林金龍院長與應用日語系李嗣堯老師執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與
102.04.25 台日共同研究與實習計畫案，前往日本名古屋名城大學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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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滋賀大學洽談 2013 年下半年交換教授暨簽署共同研究合
作備忘錄事宜。
102.04.21～ 應日系所(科)執行 102 年度「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與台日共同研
102.04.25 究與實習計畫」案，由林金龍院長與李嗣堯老師赴日本大學參
訪，(一)拜會名城大學洽談共同研究暨互派研修團研習等事
宜，(二)拜會滋賀大學洽談 2013 年下半年交換教授暨簽署共同
研究合作備忘錄事宜，(三)拜會姊妹校大阪經濟大學並與本校
應日系留學生會面，了解留學生在日本生活及學習情況。
102.05.01

102 年度北區三校聯合「校外房東座談會」假中國醫藥大學立
夫大樓一樓（103 教室）辦理完畢。本校李宏仁學務長親率張
華娟組長及陳銀霜老師出席與會，並代表校長致詞，本次會議
其他參加人員計有房東、臺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臺中市消防
局文昌分局、三校業務承辦等人員約 100 人。

102.05.10

本校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完成建置，並正式函頒各相關
單位實施，嗣後本校實驗室(場所)安全衛生管理事宜，悉依系
統各程序書規定執行。

102.05.23～ 資訊與流通學院於 102.05.23(四)至 102.05.25(六)舉辦 2013 年
102.05.25 專題成果展，展出作品共計 99 件（含研究所組 18 件、日間部
大學組 45 件、專科組 10 件、進修部大學組 26 件）
。成果展由
李校長淙柏揭幕，學院師生總動員，創造展覽熱潮。學院專題
成果展自民國 93 年資管系第 1 次開辦以來，至今十年有成，因
此以「拾跡」為題，做十年的回顧專輯。
102.05.24

「2013 商管與資訊研討會」於 5 月 24 日(五)在本校中商大樓
國際會議廳舉辦，研討會活動由本校商學院、資訊與流通學院
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訊與運籌管理研究所…等共同主辦。此
次會議參與學校近八十個，論文領域涵蓋組織人資與策略管
理、行銷管理與消費行為、國際企業與貿易商務、財政稅務與
會計資訊、財務金融與銀行保險、運籌管理與工業工程、觀光
餐飲與休憩運動、資訊管理與系統應用、資訊科學與網路科技
等，各領域論文投稿踴躍，最終收錄論文達三百餘篇。

102.05.29

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20080572E 號函核定，104 學年度停
招二專日間部美容科及二專進修學校商業文書科。

102.06.01

舉辦校友大會，表揚傑出校友，大會由李校長淙柏及校友總會
李會長復興共同主持，會中表揚 102 年度傑出校友。
當選本校傑出校友名錄如下：
施龍井：民國 73 年畢(二年制會統科)，現任實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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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吳守國：民國 59 年畢(五專第三屆銀保科)，現任中央銀行國庫
局 副局長。
謝禎圖：民國 59 年畢(五專第三屆企管科)，現任冶炭奈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張文深：民國 64 年畢(五專部第八屆會統科)，現任德昌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 所長。
周美雲：民國 68 年畢(護理助產合訓科第十六屆)，現任臺中榮
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長照護理主任。
陳芳伶：民國 62 年畢(合訓科第十屆)，現任財團法人獎卿護理
展望基金會管理中心主任與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兼任講
師。
102.06.04

本校推動及執行節能減碳政策與措施績效顯著（101 年度用電
節約率為 7.79％）
，獲得教育部評比為 101 年度節能績優學校
殊榮並且獎狀乙紙表揚。

102.06.15

本校協助辦理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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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7.01

本校自 102 學年度起，附設高商停止招收新生。

102.07.15

本校通過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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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系就業學程，學程總經費為新台幣 7,533,929 元，在校長
及黃漢青教務長全力推動下，才有如此輝煌紀錄！

102.07.15

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20098149 號函核定，103 學年度五專
菁英班(資訊應用菁英班及創意商品設計菁英班)採特色招生。

102.08

附設高商等 6 位教師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案移撥至國立臺中
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2.08.01

國際貿易系(科)更改系(科)名為國際貿易與經營系(科)。

102.08.01

護理系二技招生人數增設為兩班。

102.08.01

企管系於 102 學年度起由「企業管理系事業經營碩士班」更名
為「企業管理系」。

102.08.01

進修學院原銀行保險科更名為「保險金融管理科」
；原國際貿易
系更名為「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新增美容系與老人服務事業管
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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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8.01

教務處「民生校教務組」改為「綜合業務組」辦事。

102.08.01

人事室分 2 組辦理業務。

102.08.01

創意商品設計菁英班(五專部)奉准設立並開始招生，與 101 學
年招生之創意商品設計科同樣由本系代管。

102.08.01

設計學院創意商品設計菁英班(五專部)奉准設立並開始招生。

102.08.07

本校參加經濟部能源局舉辦「102 年度節約能源績優表獎表揚
活動」
，獲能源局頒發「節能精英，卓越創新」獎杯以鼓勵本校
節約能源執行成效。

102.08.08

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由高香林副院長率領該校重要主管及師
長一行 17 人於 8 月 8 日上午 9 時蒞臨本校進行交流訪問。交流
會進行順利，兩校交換紀念品與學校錦旗，就兩校校務及對應
系所現況進行說明，商議推展兩校學術合作議題，針對學術合
作協議書草案交換意見，並擬訂 8 月底辦理物流人才師資研習
活動。

102.08.28

本校參加教育部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合辦「大專校院校園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認證計畫」
，本年度計 40 所大專院校接受稽核輔
導，最後連同本校共 16 所學校通過認證，並且獲得教育部頒發
有效期一年之系統認可證書乙紙。

102.08.29

ISO27001 資安認證第四年複評，獲得驗證通過。

102.08

102 年 8 月空中進修學院自 102 學年度起，學院部暨專科部課
程修業年限由 3 年改為 2 年，招生新生人數專科部 701 位、學
院部人數 448 位。

102.09

本校財務金融系謝富順副教授、流通管理系林心慧教授、資訊
工程系陳弘明副教授榮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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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每
年獎勵金額各 30 萬元，共計 3 年。

102.09.01～ 為瞭解 102 學年度日間部及進修部四技新生英文程度，語言中
102.09.06 心首次針對 102 學度入學之四技學生於 102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6 日實施「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大會考」
，以作為大一英文課程之
分班依據。
102.09.04

102 年 9 月 4 日教育部正式來函核定護理系於 103 學年度新增
四技學制，及招生名額 45 名。
70

102.09.20

成立校友服務網 E-page：http://alumni.nutc.edu.tw/bin/home.php。

102.10

護理系獲教育部審核通過 103 學年度起增設四技 1 班 45 名。

102.10

商業設計系參加第 12 屆墨西哥國際海報雙年展入選共五件，並
獲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各國際競賽計畫」補助 12
萬 5 千元獎學金。指導老師:黃雅卿教授、李新富教授、詹玉艷
副教授、蔡綺副教授、吳銜容副教授。

102.11.02～ 商學院赴大陸東莞理工學院及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洽談學術
102.11.06 合作，並與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簽署學術合作協議。
102.11.05

102 學年度第 1 學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設置任務編組「研究發
展處產學研發中心」
。

102.11.09

通識中心與臺中教育大學及勤益科技大學於 11 月 9 日共同舉辦
『第 31 屆全國通識教育教師研習會』。舉辦地點在臺中教育大
學，主題：美感、美學與通識教育，研習會展現三所學校特色
並由三所學校校長共同主持人，研習會達成三校『通識教育策
略聯盟』。

102.11.15

學生事務處完成教育部 102 年「校園菸害防制暨推動百大無菸
校園」申請書，並獲得補助新台幣 20,000 元，將致力於「無菸
校園」的推動，營造無菸的支持性環境，於適當區域懸掛宣示
海報及宣導旗幟，並將研擬「反菸天使」校園宣導活動，加強
校區內禁菸反菸工作推行。

102.11.20～ 語文學院林金龍院長偕同應中系林翠鳳主任以及 10 名應中系
102.11.23 二、三、四年級學生赴江蘇師範大學參與「大學生語言、文學
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同學並於會中發表六篇論文。
102.11.20～ 護理系承接教育部、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委辦：
【主
102.12.01 軸三】推動中區醫護類科夥伴學校教學品質提升計畫，辦理「醫
護類科夥伴學校醫護實證教學教材製作競賽」，共有來自中部
15 位教師參賽；本校陳芷如老師、楊其璇老師分別榮獲第一、
二名。
102.11.27

天下雜誌 2013 年第 536 期教育特刊專訪，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李
淙柏校長與校友會長台肥企業公司李復興董事長，主題「整合
專業特色，擴大產學合作效益」
。

102.11.30

老服系於 102 年 11 月 30 日建置「老人居家示範空間」
，位於民
生校區仁愛樓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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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01

應用中文系於中正九樓文化走廊情境工程建置完工，設備全校
第一套電子導覽系統。

102.12.02

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20177078 號函核定，103 學年度日間
部四技護理系增招 1 班；進修學院二技增設企業管理系 4 班。

102.12.02

推廣部赴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接受「102 年度臺中市勞工大學
評鑑」
；榮獲教學作業平台－優等。

102.12.06

考選部蒞臨本校主持本校國家考試電腦化測驗試場認證揭牌典
禮。

102.12.07

資訊與流通學院由資管系承辦「2013 第十九屆資訊管理暨實務
研討會」
，邀請國立台灣大學江俊義教授與中央大學陳彥良教授
主講專業議題；本次研討會內容涵蓋創新雲端服務、社會網路、
資訊創新與服務科學.......等各項資訊應用的相關議題，各領域
學者踴躍投稿計 427 篇，經由資訊管理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以嚴
謹的匿名方式審查，共計錄取論文 334 篇，錄取率約 78%。

102.12.12

本校辦理 102 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教學類。

102.12.13

本校辦理 102 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行政類。

102.12.24

102 學年度第 1 學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設置任務編組「創新育
成中心」。

102.12

◎102 年度通過升等教師：
經教育部審定通過副教授資格者計有蔡京姐、衛琪、陳弘明、
朱中華、曾耀鋒、林家慶、李家瑩、盧正宗、謝淑慧老師等 9
人；通過助理教授資格者計有李志強、馮堯桐、余智生、何瑞
枝、李貴連、廖雅琴、莊甫蕙、宋文璇、李麗蘋、張蕙心、林
真伊、周芳怡、陳閔翔老師等 13 人；通過講師資格者計有王鈞
逸、黃僅喻老師等 2 人。

102.12.31

配合臺中市政府警察、消防及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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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12 月底
止共執行三個階段的訪視作業，訪視 45 位房東及處所，核發證
書 38 處，合格率為 84%，不合格處所正積極輔導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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