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年度大事紀提要
▲104.02.08

各學制教務整合系統開發案，系統建置時程為 2 月 8 日至 12
月 10 日。

▲104.05.31

舉辦校友大會，會中表揚 104 年度傑出校友林杇柴、林秀妹、
洪昭賽、張志勝、葉宜、廖明山、廖雪靜、鄭珍珍、蕭林玉
燕，共計 9 位。

▲104.07.21

校務行政資訊系統進行導入軟體能力成熟度整合模式。

▲104.07.17

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40093285 號函知本校，
「校園整體
規劃報告書（含三民、民生及南屯校區）」將作為教育部審議
本校新興工程之重要參據。

▲104.08.01

奉教育部臺教人(二)字第 1040062956 號函，謝俊宏校長自民
國 104 年 8 月 1 日起擔任本校新任校長。

▲104.08.01

配合校務發展，裁撤「數位內容與教學」、「教學與學習資源
中心」更名為「教學資源中心」、「保管組」更名為「資產經
營管理組」、增設一級行政單位國際事務處。

▲104.08.01

創意商品設計系五專及二技成立，招收第一屆二技生。

▲104.08.09

進修部承辦 104 學年度臺中區技專校院四年制進修部專科學
校二年制夜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圓滿結束。

▲104.08.10

卡務及門禁管理系統配合新校務系統上線，且學號改 10 碼及
校園 IC 卡結合悠遊卡功能進行系統更新及資料庫重整。

▲104.09.11

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社會科學及人文大學之越南語言暨
文化中心簽訂雙方中心合作合約，正式在本校設立「中區越
南語檢定中心」。

▲104.10.05

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40131450 號函核定 105 學年度新設
保險金融管理系碩士班、資訊應用菁英班五專及二技改為本
校內含招生名額，併同核定。

▲104.12.22

申請護理系研究所。

▲104.12.30

於三民校區中庭花園前方及民生校區大門口，依據即時空氣
品質資訊設置空氣品質警示旗幟，提供師生作為戶外活動與
健康自主管理之參考。

▲104.12.31

104 年度經教育部審定通過教授資格者計有 5 人、副教授資格
者計有 5 人、通過助理教授資格者計有 10 人、通過講師資格
者計有 2 人。

▲104.12.31

本校 104 度科技部專題（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通過 62 件，
補助總金額共計 36,219,918 元整。

104 年 度 大 事 紀
104.01.01~
104.08.31

通過 104 學年度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通
過科系：應用中文系「文創應用與企劃行銷專才培育」
、流通管理系
「低溫食品物流與供應鏈管理人才培訓」、國際貿易與經營系「國
際會展與參展行銷人才培育」
、多媒體設計系「3D 線上遊戲設計實
作與行銷」
。

104.01.01~
104.11.25

本校個人資料保護作業，各項時程如下：
(1) 01 月 06 日-11 月 25 日完成個人資料管理制度 12 場個人資料管
理制度專案窗口。
(2) 07 月 29 日正式取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SGS）
「BS 10012：2009 個人資訊管理系統」認證證書。

104.01.01~
104.12.31

1. 辦理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04 年度主軸二計畫，獲補助經
費$9,500,000 元，本校自籌款$950,000 元，總經費$10,450,000 元，
執行率達 100%。
2. 獲教育部「104 年大專校院推動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經費補
助$259,200 元，於 104 年度辦理健康體位、愛滋防治、菸害防制
等健康講座及活動，以營造校園健康環境。
3. 辦理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04 年度主軸四計畫-技職一貫化
之引導方案，獲補助經費$1,210,000 元，本校自籌款$121,000 元，
總經費$1,331,000 元，執行率達 100%。

104.01.13

本校第 365 次行政會議通過，訂定「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職員甄審及
考績委員會設置要點」共 10 點。

104.02.01

語文學院轄屬「對日華語中心」更名為「華語中心」
。

104.02.01

1. 資訊與流通學院吳憲珠院長、陳彥匡副院長就任。
2.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聘教師：國際貿易與經營系郭永興教授、
商業設計系邱順應副教授、洪祺森副教授等 3 人。

104.02.08~
104.12.10

本校各學制教務整合系統開發案，系統建置時程為 2 月 8 日至 12 月
10 日。

104.02.22

應日系所(科)於體育館舉行「2015 年系友新春團拜春酒大會」
，蒞臨
與會系友暨家屬及本系所(科)師生計約 120 位。

104.02.25

於本校體育館辦理本校 104 年度新春團拜，約計 800 人參加。

104.02.26

國貿系開設韓文、法文、廣東話語言輔導班。

104.03.05

辦理本校校長候選人治校理念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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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3.08

舉辦「保險金融管理系系友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計百餘位保
金、風保、銀保等各學制系友利用假日返校共襄盛舉。

104.03.16

配合開放本校教職員工眷屬入館，修改「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圖書館
入館須知」
。

104.03.18

本校「專業化之優質護理技優人才培育計畫」獲得教育部再造技優
計畫第二階段補助。該計畫執行期間自 104 年 3 月起至 106 年 12 月
31 日止，並獲該計畫補助總款項為新臺幣 2,000 萬元，第 1 年補助
經費為 1,075 萬元。

104.03.18

本校新任校長遴選候選同意權行使投票。

104.03.18~
106.12.31

護理系「專業化之優質護理技優人才培育計畫」獲得教育部再造技
優計畫第二階段補助，計畫補助總經費為新臺幣 2,000 萬元。

104.03.21

會計系友會會員大會（會計週活動）3 月 23 日系友會會長及林裕章
主任於 3/23 在本校弘業樓舉行捐贈薪傳之櫻與紀念石揭碑儀式。

104.03.24

國貿系系友會春酒。

104.05.25

日本研究中心協助本校與日本滋賀大學完成簽訂雙聯制協議與研究
所交換學生。

104.03.25~
104.03.29

男籃隊參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3 學年度籃球運動聯賽一般男生組
全國總決賽榮獲第三名。

104.05.27

科技部 104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本校獲補助學生計 23 名，補
助總金額計新臺幣 110 萬 4 仟元整。

104.05.28

教育部 105 年度補助大學校院選送優秀學生，本校學海飛颺計畫海外研修共獲 200 萬補助；學海築夢-海外實習計畫獲 84 萬元補助。

104.05.29

104 學年度大陸地區學生二技學士班 5 月 29 日放榜，教育部核定本
校 4 系提供之 5 個名額，計錄取 3 人（應用英語系 1 人、企業管理
系 2 人）。

104.05.31

舉辦校友大會，表揚傑出校友，會中表揚 104 年度傑出校友林杇柴、
林秀妹、洪昭賽、張志勝、葉宜、廖明山、廖雪靜、鄭珍珍、蕭林
玉燕，共計 9 位。

104.06.03

本校與國立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簽署策略聯盟，增進優質生源學
校交流。

104.06.05

臺教技(二)字第 1040073043 號函核定，保金系碩士班新設申請通
過，105 學年度開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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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6.05

本校 104 學年度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計有 11 人報名，研究所錄取 3
人、四技學士班錄取 5 人。

104.06.08

本校語文學院與廣州中山大學簽署學術交流協議書。

104.07.01

104 學年度教育部第二期技職再造－實務課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
計畫程序七、學生校外實習獲得教育部補助款新臺幣 300 萬元，計
畫總為新臺幣 330 萬元（計畫期程：104.07.01-105.06.30）。

104.07.01~
104.07.05

資訊與流通學院與中央、中正、中興、東海、逢甲等大學共同協辦
第 39 屆國際計算機、軟體及應用研討會 COMPSAC。

104.07.06

資訊與流通學院資管系及資工系計 38 位老師研究室於弘業樓 3-4 樓
正式啟用。

104.07.09

本校獲得「104 年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理實務課程發展計畫」共 7
系，總補助款 105 萬元。

104.07.10

應用中文系鄭國成老師榮獲 2015 年總統教育獎，於 104 年 7 月 10
日赴總統府領獎。

104.07.17

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40093285 號函知本校，「校園整體規劃報
告書（含三民、民生及南屯校區）
」將作為教育部審議本校新興工程
之重要參據。

104.07.21

本校校務行政資訊系統進行為期 15 個月導入軟體能力成熟度整合
模式（CMMI）以改善校務與服務發展的流程、提升軟體開發能力
與品質，納入各系統的使用者需求，作為開發維護的考量，配合並
落實 ISO27001：2013 資訊安全、個人資料保護，強化網路安全認證
防護、監控、管理及追蹤的能力。

104.07.25

舉行進修學院第 13 屆暨專科進修學校第 23 屆畢業典禮活動。

104.07.31

語文學院第一任院長林金龍教授退休。

104.08.01

奉教育部臺教人(二)字第 1040062956 號函，謝俊宏校長自民國 104
年 8 月 1 日起擔任本校新任校長。

104.08.01

1. 本校 104 年 8 月 1 日生效之組織規程部分修正條文暨職員員額編
制表一案，業經考試院 104 年 9 月 9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44016138
號函修正核備。
(1) 配合校務發展，教務處裁撤「數位內容與教學」部分業務分別
移列至及秘書室公共關係與校友服務組、「教學與學習資源中
心」更名為「教學資源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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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合校務發展，原「保管組」
，更名為「資產經營管理組」
。
(3) 因應法令規定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由原二級單位「環境與安全
衛生組」改列為一級單位，並由藍儒鴻副教授兼任中心主任。
(4) 配合校務發展，修正「校務企劃與國際交流組」名稱為「校務
企劃組」，並將該組部分業務移列於國際事務處。
(5) 配合校務發展，增設一級行政單位國際事務處。
2. 本校附設空中進修學院，配合校務發展裁撤「綜合業務組」並改
設「學生事務組」及「總務組」。
3. 本校附設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依教育部 101 年 7 月 26 日臺技
(二)字第 1010135051 號函核定停招及合併計畫辦理裁撤。
4. 商學院顏昌華副院長、財政稅務系許義忠主任、保險金融管理系
簡淑華主任、設計學院蕭嘉猷院長、吳銜容副院長、商業設計系
趙樹人主任、語文學院邱學謹院長、徐琍沂副院長、應用中文系
張致苾主任、中護健康學院陳筱瑀院長、林恩仕副院長、通識教
育中心黃政治主任、圖書館黃漢青館長、電算中心陳牧言主任、
推廣部楊子孟主任就任。
5. 附設空中進修學院林佳勳校務主任、高雄教學輔導處楊文堯主任
就任。
6. 附設進修學院鄭瑞昌校務主任、應用英語系李金玲主任、企業管
理系張詠盛主任、商業設計系趙樹人主任、應用日語系邱學謹主
任、美容系陳筱瑀主任就任。
7.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鄭瑞昌校務主任、保險金融管理科王財驛主
任、財務金融科黃淑惠主任、商業經營科顏憶茹主任、美容科陳
筱瑀主任、商業設計科趙樹人主任就任。
8.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聘教師：國際貿易與經營系黃彥智助理教
授、保險金融管理系張瑞益助理教授、黃麗夙助理教授、財務金
融系陳庭萱助理教授、休閒事業經營系林益永助理教授、商業設
計系侯純純副教授、温志維助理教授、邱旭蓮專案講師、創意商
品設計系李本育助理教授、資訊管理系鄭經偉教授、袁鶴齡教授
等 11 人。
104.08.01

創意商品設計系五專及二技成立，招收第一屆二技生

104.08.01

商業設計系李淙柏教授、謝寶泰副教授、黃鐉津副教授、吳銜容副
教授改編為創意商品設計系專任教師

104.08.01

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敦聘黎立仁副教授擔任；華語中心主任敦聘張群
老師擔任。

104.08.02

舉辦空中進修學院學院部第 11 屆暨專科部第 37 屆畢業典禮，畢業
班有學院部 33 班、專科部 42 班（含 4 個地區教學輔導處）
，總計共
75 班，學生人數 2,0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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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8.09

商業設計系二技日間部學生團隊畢業作品榮獲 2015 德國紅點設計
獎 red dot design award Best of the Best（視傳類組第一名）。

104.08.09

本校進修部承辦 104 學年度臺中區技專校院四年制進修部專科學校
二年制夜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圓滿結束。

104.08.10

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40102936A 號函知本校，已核定南屯校區
「公共設施及綜合大樓新建工程」補助款 846,500,000 元。

104.08.14

經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總第 369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職名章使用管理要點」
。

104.08.15

執行教育部補助 104 年「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U-start）共計
2 案，核定總補助金額共計 1,000,000 元整。

104.08.31

本校榮獲科技部 104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9
件，補助總金額共計 1,417,392 元整。

104.08.31~
104.10.20

(1) 08 月 31 日卡務及門禁管理系統配合新校務系統上線、學號改 10
碼及校園 IC 卡結合悠遊卡功能進行系統更新及資料庫重整。
(2) 10 月 20 日本校校園 IC 卡配合新校務系統上線，全面新印製 10
碼學號學生證及教職員工證，並結合悠遊卡功能，其印製學生證
共計 19806 張。

104.09.01

執行 104 學年中投區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建立策略聯盟計畫，總經
費$1,423,901 元（教育部補助款$1,186,584 元），一天之體驗活動共
11 場次，參與師生 362 人次、二天之體驗活動共 11 校 11 場次，參
與師生 1,572 人次。

104.09.02

同意配合執行偏鄉護理菁英計畫，於 105 學年度起招收四技高中生
申請入學及四技甄選入學各 2 名公費生。

104.09.09

教育部 104 年 9 月 9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123844 號函，請本校依
檢核項目修正教師聘任及升等相關規定，並俟完成修正後，溯自 104
學年度起授權副教授自審，本校為配合教育部來函要求，及維謢授
權自審後之升等品質，爰即規劃分二階段修正相關法規，並已分別
於 104 年 10 月 20 日及 105 年 1 月 5 日大致完成新制相關配套規定
修正。

104.09.11

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社會科學及人文大學之越南語言暨文化中
心簽訂雙方中心合作合約，正式在本校設立「中區越南語檢定中心」
。

104.09.13

104 學年度新生報名總人數，學院部增加 260 人，成長百分之 42、
專科部增加 14 人，成長百分之 1。104 學年新生註冊總人數，學院
部增加 269 人，成長百分之 47、專科部增加 10 人，成長百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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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9.24

本校獲得「104 學年度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理實務增能計畫」，
核定總補助金額共計 455 萬元。

104.09.25

執行教育部青年署「補助大專校院推動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學習創
新方案」，除 104.9.25-104.10.23 召募多媒一 1 與室設一 1 彩繪 131
巷牆磚外，104.10.24 於錦平街與 131 巷舉辦「尚青做伙風華再現愛
心嘉年華」活動，由服學組、應統系、老服系、美容系合辦老人關
懷嘉年華會、公益擺攤及市集活動，並進行錦平藝術廊道開幕啟用
儀式，以活絡學校、社區與商圈之空間聯繫，並提供學生多元服務
學習機會。

104.10.03

本校參加「2015 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在近千件的作品中
脫穎而出，榮獲 1 鉑金 1 金 2 銅的佳績。

104.10.05

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40131450 號函核定本校 105 學年度各學
制、各系所（科）招生名額，105 學年度新設保險金融管理系碩士
班、資訊應用菁英班五專及二技改為本校內含招生名額，併同核定。

104.10.14

為落實環境安全衛生管理工作，突顯學校對環境保護與職業安全衛
生領域之重視程度，由謝校長親自擬定及宣示本校「環境安全衛生
政策」並簽署後，公告全校周知。

104.10.17

國貿系友會，大會圓滿成功。

104.10.20

1.經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修正「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教
師聘任及資格審查辦法」、「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教師升等及資格
審查辦法」
，自 104 年 8 月 1 日起實施。
2.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修正「國立臺中科
技大學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理要點」第 3、5、7、10、12~14 點。

104.10.29

本校參與教育部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練，榮獲全國演練成績優良學
校。

104.11.03

重慶市國家稅務局姚朝智總會計師暨團員共 15 人蒞臨本校進行兩
岸稅務議題交流座談。

104.11.03~
104.11.04

國際執行食物銀行工作非營利組織代表、各縣市政府與非營利組織
執行食物銀行、臺中市政府、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臺灣省臺中市支會
與本校合辦食物銀行國際研討會。

104.11.14~
104.11.15

資訊與流通學院辦理 104 年度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應用科
學教育學門成果發表暨研習會。參與人員為科技部科教學計畫主持
人，約 150 位學者。

104.11.16

兩校區圖書館自動化系統完成整併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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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17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各學制各系所「課程標準」之類
別，增加課程標準分類：專業實習。104 年 11 月 10 日 104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本校教師授課鐘點費核計要點修
正：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授課時數，分別為 8、9、9、10 小
時。另增訂行政單位副主管減授鐘點時數、教師協助系務擔任特別
助理者、協助各級中心行政業務，得申請核減基本授課時數之規定。

104.11.17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及公務帳號 webmail 之可使用空間由 2GB 提昇至
4GB。

104.11.17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益處理原
則」經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新訂「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益處理原則」
，以維護學生學習權益。

104.11.20

參加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辦「104 年度臺中市校園資源回收垃
圾減量評比表揚計畫」，在 17 所大專院校組中，獲得優等名次。

104.11.24

畢業獎項「立型人才獎」經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通過更名為「學生菁英獎」，推薦學生條件與遴選方式不變。

104.11.28

舉辦 96 週年校慶聯誼餐會，請各科系邀請校友回校參加校慶，約計
450 人報名參加。

104.11.29

為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範，自即日起於「教職員到職會辦單」
中，增列「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為會簽單位，落實新進教職員職
前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業務。

104.12.01

舉辦 104 學年度校慶暨全校運動會。

104.12.01

本校師生參加 104 年「中區技專校院校際聯盟」研發成果聯合發表
會獲得多項大獎，共得特優獎 2 座、優等 2 座及佳作 8 座。

104.12.01

圖書館參加「看雜誌、長知識，獎金獵人你就是！」電子資源推廣
活動，榮獲全國 88 所技專校院 Acer walking library 團體獎第二名。

104.12.01

臺中市政府勞工局辦理「104 年度臺中市勞工大學評鑑」
，本校榮獲
教學作業平台－優等。

104.12.02

教育部 104 年 11 月 5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148204C 號核復同意
補助本校申請「104 學年度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度試辦學校計畫」
60 萬元並應依審查意見及共同注意事項修正計畫，本校已於 104 年
11 月 10 日以中科大人字第 1040016251 號函完成計畫修正報部，並
業奉教育部 104 年 12 月 2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158081 號核復
同意補助 6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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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2.05~
104.12.06

應用中文系參加全國第十八屆大專院校中中盃排球競賽，男子組榮
獲冠軍，女子組榮獲亞軍，成績優異值得嘉許。

104.12.08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71 次行政會議通過，新訂「國立臺中科技
大學研究生學行優異獎勵要點」。

104.12.16

榮獲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理評核（訓練機構
版）評核銀牌獎。

104.12.22

1. 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增訂「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與臺中榮民
總醫院合作研究計畫複審徵選要點」。
2. 經 104 學年度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訂定「國立臺中科技
大學教師專門著作外審作業要點」
，自 105 年 1 月 13 日起實施。

104.12.22

申請護理系研究所。

104.12.25

資工系榮獲臺灣訓練品質評核系統 TTQS 金牌。

104.12.30

依據「國立臺中科技大學中正大樓規劃報告書勞務採購契約」
，召開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8 次中正大樓空間規劃設計委員會議，通過
《中正大樓空間規劃報告書》驗收案。

104.12.30

各學制學務系統暨招生系統整合案已完成招標案，並已開始規劃第
一階段招生系統之系統分析作業。

104.12.30

於三民校區中庭花園前方及民生校區大門口，依據即時空氣品質資
訊設置空氣品質警示旗幟，提供師生作為戶外活動與健康自主管理
之參考。

104.12.31

教務處協助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完成本校畢業生流向調查與雇主滿
意度調查分析平台系統建置。

104.12.31

104 年度通過升等教師：經教育部審定通過教授資格者計有郭玟秀、
楊淑玲、林泓毅、林凱胤、張淑華老師等 5 人；副教授資格者計有
張致苾、張玲娥、王財驛、盧永豐、林俊德老師等 5 人；通過助理
教授資格者計有張嘉容、曾志峰、古慈俐、蕭沐棟、李安佩、楊淳
斐、張凱銘、任天豪、李本育、蔡樹芬老師等 10 人；通過講師資格
者計有張佑竹、邱旭蓮老師等 2 人。

104.12.31

本校 104 度科技部專題（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截至 9 月 21 日止
通過 62 件，補助總金額共計 36,219,918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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