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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校區 FTTB 連線 HiNet 頻寬提昇至 500Mbps，其民生校
區 FTTB 連線 HiNet 頻寬提昇至 100Mbps。
辦理 106 年度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獲補助經費
$8,501,632 元，本校自籌款$850,368 元，總經費$9,352,000 元，
執行率達 95.91%。
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 1060080390E 號函核准本校 107 學年度
增設五專部資訊工程科。
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60084868 號函准予核定本校組織規
程增設媒體教學組，於 106 年 7 月 21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60103634 號函核定同案之員額編制表。
資訊工程系 13 位同學通過經濟部 iPAS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師
與巨量資料分析師能力鑑定。
本校通過個人資料保護專案制度 BS10012:2009 續評驗證，並
榮獲驗證證書。
本校獲教育部補助「106 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共計
2 案，核定總補助金額共 100 萬元。
本校獲得教育部補助「106 學年度第二階段師生實務增能計
畫」(程序四至八)，金額共計 215 萬元。
內政部營建署函覆本校同意全程代辦「中護健康學院綜合教
學大樓新建工程(原公共設施及綜合大樓新建工程)」。
本校電算中心通過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ISO27001:2013 驗證續
評，並榮獲驗證證書。
本校榮獲科技部 106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
施 14 件，補助總金額共計 135 萬 9,887 元。
中華民國空中教育學會「數位與開放學習期刊」第 7 期刊正
式於華藝網頁線上發行。
本校接受衛生福利部「106 年落實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制工作
計畫」成果實地訪視，委員們對於本校菸害防制工作深表高
度肯定，並獲選為全國績優學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訓練機
構版評核結果，獲得銀牌獎。
本校 106 年度科技部專題(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通過 78 件，
補助總金額共計 5,088 萬 4,678 元。
106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件數共 136 件，金額 5,804 萬 3,007 元。
含(先期)技術移轉 21 件，金額 371 萬 5 千元。
辦理教學增能 106 年度延續計畫，獲補助經費$17,000,000
元，本校自籌款$1,700,000 元，總經費$18,700,000 元，執行
率達 93.85%。

106 年度大事記
106.01.01- 辦理教學增能106年度延續計畫，獲補助經費$17,000,000元，本
106.12.31 校自籌款$1,700,000元，總經費$18,700,000元，執行率達
93.85%。
106.01.01- 辦理106年度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獲補助經費
107.03.31 $8,501,632元，本校自籌款$850,368元，總經費$9,352,000元，
執行率達95.91%。
106.01106.12

學生事務處獲得教育部「106年大專校院推動學校健康促進實施
計畫」經費180,000元整，於106年度辦理代謝症候群防治、性教
育(含愛滋病防治)、菸害防制等健康講座及活動，並營造校園健
康環境。

106.01.01 三民校區 FTTB 連線 HiNet 頻寬提昇至500Mbps，其民生校區 FTTB
連線 HiNet 頻寬提昇至100Mbps。
106.01.03 語文學院與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為期4
年。
106.01.07 室內設計系辦理室內設計技師國考座談會。
106.01.14106.01.16 設計學院創意商品設計系參與亞太柴燒營。
106.01.17 因應「職業安全衛生法」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等法規的
施行，以及執行業務的實際需要，重新檢討及修訂校園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意外事故調查與通報」與「工作者職業災害處理及調
查作業」的相關作業規範，並且簽奉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
106.01.22- 體育室率團參加106大專教職員工網球錦標賽榮獲壯年組第三
106.01.23 名。
106.02.21 為利本校校務發展，提供學生優質住宿環境，105學年度第2學期
第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下簡
稱國產署)申請有償撥用臺中市北區錦村段298-49地號國有土
地。
106.03.02 進修學院拜訪林酒店商討106學年度產學合作班事宜。
106.03.05 105學年度第2學期起，空中進修學院試辦導師制度一年。
106.03.06 國際貿易系139位同學通過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
106.03.21 會計資訊系舉辦講座「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與 IPO 折價」-彰
化師範大學財務金融學系邀請陳俞如教授臨校演講。
106.03

設計學院參加2017故宮國寶衍生商品設計競賽-家飾用品組-銅
獎(得獎學生：陳彬仕、林易虹、張家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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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11 經105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通過修正「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106.04.13 進修學院與友達光電簽約典禮。
106.04.14- 首度實施「業界導師制度」，推助本校學生職涯輔導，促進學生
106.11.15 了解產業趨勢，共計12個系申請，辦理33場講座，總計學生1,060
人次參與。
106.04.14 通識教育中心舉辦 mBot 機器人體驗與實作：了解 mBot 的結構及
功能、mBot 組裝以及 mBot 內建的各種感應器之應用。
106.04.21- 設計學院創意商品設計系畢業展，設計學院室內設計系105學年
106.04.23 度第二學期四年級期中評圖。
106.04.28 本校與印尼印度尼西亞大學簽訂兩校合作交流備忘錄 MOU，印度
尼西亞大學授權同意在本校設立第一個在臺灣成立的印尼語檢
定中心。(台灣印尼語檢定中心)
106.05.03 舉辦中護健康學院62年院慶活動。
106.05.05 吉林師範大學臨校參訪，簽署兩校合作協議。
106.05.11 2017校園就業徵才博覽會活動於體育館辦理，廠商徵才求職區共
邀請30家知名廠商參與，提供超過500個職缺機會，當日參加學
生人數逾500人次，遞送履歷表人數共計217人次。
106.05.11資訊與流通學院舉辦2017年專題成果展，展出作品共計108件。
106.05.20
106.05.13 應用中文系執行105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實務課程
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計畫」，赴「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進
行校外參訪活動，深化華語教學課程，並增強同學面對外國華語
學習者之教學能力。
106.05.16 經105學年度第5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專任教
師聘任標準作業程序流程」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升等標準作
業程序流程」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升等外審委員推薦及選定
標準作業流程」。
106.05.19 舉辦2017當代財務金融理論與實務研討會，獲得各界熱烈回響，
充分展現產業界與學術界之雙向互動、交流與經驗分享。
106.05.19創意商品設計系參與新一代設計展。
106.05.22
106.05.23 經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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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6.01 資訊工程系通過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獲得3D 列印工程師能
力鑑定認同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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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02 休閒事業經營系同學參加2017第六屆海峽兩岸觀光精英盃遊程
設計競賽大專院校來台旅客組總決賽獲優選。
106.06.05 教育部106年06月05日臺教技(一)字第1060080390E 號函核准本
校107學年度增設五專部資訊工程科。
106.06.13 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1060084868號函准予核定本校組織規程
增設媒體教學組，於106年7月21日臺教人(二)字第1060103634
號函核定同案之員額編制表。
106.06.21 資訊工程系13位同學通過經濟部 iPAS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師與巨
量資料分析師能力鑑定。
106.06.29- 應用日文系所(科)通過教育部獎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
106.09.01 實習計畫「106年度學海築夢-旅館服務業之日語應用技能習得計
畫」，榮獲2,042,365元補助及學校配合款408,473元，共
2,450,838元補助。獲補助25名同學赴日實習65天。
106.07.13 SLAMET RIYADI UNIVERSITY SURAKARTA – INDONESIA
蒞臨本校簽署兩校合作協議
106.07.20 本校通過個人資料保護專案制度 BS10012:2009續評驗證，並榮
獲驗證證書。
106.07.30 語言中心「2017越愛越美在心中-國際志工服務隊」由程春美主
任、劉文榮組長及阮氏蕾組長共同組隊，帶領本校10位志工同學
前往越南順化市政ㄧ號、廣榮ㄧ號小學，進行英語教學、環保與
衛生教育、資訊科技教學、觀功念恩、團康帶動等系列活動，藉
由關懷服務模式深入當地小學，使志願服務者具更寬廣的國際視
野，學習對多元文化族群包容與尊重，體認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106.08.01 建置「學生學習歷程(EP)跨平台整合系統」
，委請電算中心與系
統廠商協助介接教務資訊系統與兼任助理暨工讀生保險系統，以
幫助學生增進就業軟實力並推助職涯輔導工作。
106.08.01 職涯中心啟動「職涯輔導與諮詢」線上申請服務，供學生針對職
涯議題(履歷自傳檢修、求職準備、UCAN 解析等)，進行一對一
晤談，透過「探索」
、
「釐清」
、
「定向」
、
「行動」一系列的過程，
找出學生的價值與發展性，追尋方向和夢想。
106.08.01 本校106年8月1日生效之組織規程部分修正一案，業經考試院107
年3月12日考授銓法四字第1074331968號函修正核備，因應校務
發展，新設一級單位「校務研究中心」及學生事務處增設二級單
位「學習與勞動權益組」
。
106.08.01 應用統計系柯沛程教授及簡郁紘教授獲得科技部106學年度補助
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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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1 廖彩如老師接任保險金融管理系主任，劉議謙老師接任特別助理
一職。
106.08.03 韓國南部大學校與韓國全南科學大學蒞臨本校簽屬兩校合作協
議。
106.08.15- 本校獲教育部補助「106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共計2
107.02.14 案，核定總補助金額共100萬元。
106.08.29 本校獲得教育部補助「106學年度第二階段師生實務增能計畫」
(程序四至八)，金額共計215萬元。
106.09.05 國際貿易系22位同學通過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丙級。
106.09.11 中華民國空教育學會第21屆第2次監事會議決議，學會秘書處由
臺中科技大學擔任，即日起正式交接給本校附設空中學院註冊組
承辦。
106.09.13 內政部營建署函覆本校同意全程代辦「中護健康學院綜合教學大
樓新建工程(原公共設施及綜合大樓新建工程)」
。
106.09.13 本校獲內政部建研所106年度「建築節能與綠廳舍改善補助計畫」
核定執行及補助之「三民校區圖書館照明改善工程」壹案 (總計
畫經費為新台幣221萬元，補助新台幣154萬元，本校自籌新台幣
67萬元(自籌比例30.3%))。嗣於106年5月16日辦理開標後，由展
新綠能股份有限公司以總標價新台幣1,853,972元承攬，工程且
於8月21日竣工，計畫補助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人員並於8
月22日蒞校進行現場查核，查核結果符合原規劃要求，本校復於
9月13日完成工程驗收。
106.09.18 本校男籃隊參加106學年度中區大學運動聯賽籃球聯賽榮獲公開
組第二名。
106.09.18 本校電算中心通過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ISO27001:2013驗證續
評，並榮獲驗證證書。
106.09.20 國際貿易系71位同學通過「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檢定。
106.09.22 語文學院配合本校執行教育部技專校院106年教學創新先導計
畫，共計3案，計畫經費總計新臺幣769,399元：(1)「推動教學
創新實驗：程式設計課程」計畫案，新臺幣138,000元。(2)「問
題解決導向(PBL)課程：智慧創新‧感性導覽‧實務課程」計畫
案，新臺幣340,669元。(3)「推動教師專業社群：教師發展會展
專業社群」計畫案，新臺幣290,730元。
106.09.25 本校榮獲科技部106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14
件，補助總金額共計135萬9,8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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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29 會計資訊系與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共同舉辦專題演講，邀請
炬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顏良修總經理及承喬國際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朱瓊芳會計師，演講題目:FinTech 新舊勢力的世界
&FinTech 翻轉思維的會審新世代-中商大樓2樓國際會議廳。
106.09

財政稅務系通過高考「財稅行政人員」4位。

106.10.05- 本校男籃隊參加106年全國中正盃暨中學校際籃球賽大男甲三級
106.10.10 第一名。
106.10.18 商業設計系學生專題設計作品，計1組榮獲2017年德國紅點概念
設計大獎，獲邀飛往新加坡頒獎晚會領獎。
106.10.21 中護健康學院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試辦微學分課程。
106.10.27 商業設計系學生專題設計作品，計2組榮獲2017德國紅點傳達設
計大獎，獲邀飛往德國柏林頒獎晚會領獎。
106.11.05 企業管理系碩士(專)班學生參加商學院日本滋賀大學海外移地
教學收穫豐碩。
106.11.13 中華民國空中教育學會「數位與開放學習期刊」第7期刊正式於
華藝網頁線上發行。
106.11.14 流通管理系完成系務自我評鑑作業。
106.11.15 保險金融管理系辦理系務自我評鑑會議。
106.11.16 應用統計系辦理系務自我評鑑，邀請國立清華大學 吳建瑋教
授、國立政治大學 鄭宗記教授及紫式大數據決策公司 陳家正技
術顧問擔任評審。
106.11.17 商業設計系辦理系務自我評鑑。
106.11.19 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106/11/19-11/22國際處、教務
，由
處、研發處及語言中心等共同辦理「TIBA 印尼語檢定訓練」
印尼大學印尼語中心 Ms. LeliDwirika 及 Ms. ErniCaturWesti
親自授課，加強聽(Menyimak)、說(Berbicara)、讀(Membaca)、
文法(Tata Bahasa)等四大主題全面性課程，以協助學生順利考
取印尼語專業證照。
106.11.22- 中護健康學院三系(護理系、美容系、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辦理
107.12.08 「106學年度科大自我評鑑」實地訪評。
106.11.23 資管系辦理自我評鑑，特邀請國立台灣大學陳鴻基教授、國立中
正大學洪新原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陳重臣教授、正崴集團關
聯企業滬強電(上海)公司楊興亞董事蒞臨指導，過程順利圓滿。
106.11.23- 流通管理系由5名教職員代表赴廈門進行產學與學術交流-中國
106.11.25 福建廈門華僑大學兩岸青年創業基地暨自由貿易試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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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24 本校接受衛生福利部「106年落實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制工作計
畫」成果實地訪視，委員們對於本校菸害防制工作深表高度肯
定，並獲選為全國績優學校。
106.11.27- 商學院院長等6位教師，赴大陸參訪厦門大學、厦門兩岸創新創
106.11.30 業創客基地及厦門海峽兩岸旅遊創業基地。
106.11.28 多媒體設計系辦理系務自我評鑑。
106.12.01 語文學院《應用語文學報》於106年12月獲國家圖書館通過收錄
於 TCI-HSS(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相關引用數
據可至 http://tci.ncl.edu.tw/handle/4fn8qda3nb 查詢。此
外，本校與聯合百科電子出版公司簽署《應用語文學報》期刊數
位版權授權合約書(非專屬無償授權)，自2018年1月1日起收錄於
「聯合百科『臺灣人社百刊』資料庫」
，為期5年。
106.12.01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與學生會聯合舉辦「慶祝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98週年校慶園遊會」。
106.12.02 106年校友大會暨傑出校友表揚舉辦進修學院暨進專產學公司簽
約儀式。
106.12.02 舉辦106年校友大會暨傑出校友表揚，由謝校長俊宏及校友會王
理事長日春共同主持，會中表揚106年度傑出校友陳潤卿、賴柄
源、謝素英、張豐子、胡智偉、蔡鴻榮、洪紹挺、蔡雅穠，共計
8位。
106.12.07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訓練機構版
評核結果，獲得銀牌獎。
106.12.09 2017年資訊與流通學院專題成果展，本次舉辦中科大限定企業徵
才廠商派員親至現場獵才，共邀請怡利電子工業(股)、精誠隨想
行動科技(股)、碩成科技(股)、華廣生技(股)、長茂科技(股)、
向上國際科技(股)、明昌國際工業(股)、永聯物流(股)等公司參
與，並辦理廠商座談，了解業界對學生未來就業專長之需求。
106.12.12 空中進修學院導師制度自106學年度第2學期起，納入例行性業務
辦理。
教育部回函同意補助本校「圖書館一樓校史室建置工程」經費新
106.12.18 臺幣207萬1800元。
106.12.18 三民校區「校園監視系統整合建置工程」獲教育部「106年技專
校院健全發展補助計畫」核定補助。
106.12.20 中華民國空中教育學會「106年度年會暨會員大會」於台北華視
總公司舉辦完畢，
「數位與開放學習期刊」第8期期刊正式交接給
高雄空中大學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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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20- 資訊與流通學院執行先導計畫，邀請日本室蘭工業大學須藤秀紹
106.12.29 准教授暨6位研究生至本院與師生學術交流，提升學生國際力。
106.12.25 設計學院商業設計系執行徵稿審編之「商業設計學報」第21期出
版
106.12.28 完成「三民校區頂樓安全門無線警報設備」建置工程。
106.12.31 本校106年度科技部專題(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通過78件，補
助總金額共計5,088萬4,678元。
106.12.31 106年度產學合作計畫件數共136件，金額5,804萬3,007元。含(先
期)技術移轉21件，金額371萬5千元。
106.12.31 本校106年度內部稽核計畫已於106年2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期
間執行完畢，包括年度稽核項目61件(含必要項目30件，擇定項
目31件)、盤點稽核2件，合計共63件。
106.12.31 1.106年度通過資格審查教師：經教育部審定通過教授資格者計
有李國瑋、王朝仕、賴世琳、張碧蓉、陳弘明、賴錦緣、陳
大仁、蕭國倫、楊志文、廖藤葉、李家瑩、李雅婷老師等12
人；副教授資格者計有林真伊、李貴連、黃美卿、陳庭萱、
許峰睿、劉俊廷等6人；通過助理教授資格者計有王祥齡、葉
敬軒、魏明仕、黃俊儒、林育秀、徐鼎欣、鄧秀玉、蔡政惠、
李怡靜老師等9人。
2.106年度計召集教評會計7次：
(1)105學年度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106年1月3日）
(2)105學年度第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106年3月21日）
(3)105學年度第5次教師評審委員會（105年5月16日）
(4)105學年度第6次教師評審委員會（105年6月20日）
(5)106學年度第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106年9月26日）
(6)106學年度第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106年11月21日）
(7)106學年度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106年12月26日）
3.106年度計召集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計5次：
(1)105學年度第3次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106年2月23日）
(2)105學年度第4次職員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106年3月23
日）
(3)106學年度第1次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106年9月5日）
(4)106學年度第2次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106年10月24日）
(5)106學年度第3次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106年11月21日）
4.106年度計召集契僱人員及約用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計11次：
(1)105學年度第4次契僱人員及約用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
（10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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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學年度第5次契僱人員及約用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
（106年2月23日）
(3)105學年度第6次契僱人員及約用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
（106年3月23日）
(4)105學年度第7次契僱人員及約用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
（106年5月3日）
(5)105學年度第8次契僱人員及約用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
（106年6月1日）
(6)105學年度第9次契僱人員及約用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
（106年7月11日）
(7)105學年度第10次契僱人員及約用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
（106年7月27日）
(8)106學年度第1次契僱人員及約用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
（106年9月5日）
(9)106學年度第2次契僱人員及約用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
（106年10月24日）
(10)106學年度第3次契僱人員及約用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
（106年11月21日）
(11)106學年度第4次契僱人員及約用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
（106年12月24日）
5.105年度計召集人力評估小組會議計8次：
(1)105學年度第3次人力評估小組會議（106年1月23日）
(2)105學年度第4次人力評估小組會議（106年2月23日）
(3)105學年度第5次人力評估小組會議（106年3月23日）
(4)105學年度第6次人力評估小組會議（106年7月11日）
(5)105學年度第7次人力評估小組會議（106年7月27日）
(6)106學年度第1次人力評估小組會議（106年9月5日）
(7)106學年度第2次人力評估小組會議（106年10月24日）
(8)106學年度第3次人力評估小組會議（106年11月21日）
106.12

出版臺中科大運動文學第十三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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