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度大事紀提要
▲107.01.16

南屯校區「中護健康學院綜合大樓新建工程」與內政部營建
署正式簽定委託代辦協議。

▲107.03.01

老人服務專業管理系-通過衛生福利部巷弄長照站(C 級據點)。

▲107.05.09

中護健康學院辦理 63 年院慶活動及護理系臨床技能中心
(OSCE)揭牌。

▲107.06.28- 應用日語系所(科)榮獲教育部「107 年度學海築夢-獎助大專校
107.09.05 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實習計畫」補助，由謝敏華老師帶領 19
名學生暑期赴日本 7 間飯店實習。
▲107.07.24

教育部核定本校「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通過 26 件，
通過件數為全國科技大學第一名。

▲107.08.21

財政稅務系參加由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舉辦之「校園雲端發
票 e 起來競賽」榮獲全國第一及中區第一名獎項。

▲107.09.19

本校資訊管理系黃天麒教授榮獲科技部 107 年度「吳大猷先
生紀念獎」。

▲107.09.28

教育部同意 108 學年度增設二技日間部商業經營系。

▲107.10.16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8 學年度增設智慧
產業學院。

▲107.10.22

完成二校區汽車停車場門禁管理功能擴充建置，並正式啟用
車牌辨識系統。

▲107.11.02

教育部補助本校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人才培育促進就業
建設-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雲端服務產業跨域優化環
境建置計畫)」。

▲107.11.20

教育部補助本校辦理「國立技專校院校務發展特色躍升計
畫」。

▲107.12.31

107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件數共 132 件，金額 6,971 萬 3,007 元。
含(先期)技術移轉 17 件，金額 355 萬 1,700 元。

107 年度大事紀
107.01.01107.12.31

107 年度獲教育部補助「聘用專任專業輔導人力計畫」經費 200
萬元整，聘任專案心理師 3 名與專案社工師 2 名，服務內容涵蓋
發展性、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相關工作，促進學生心理健康及
職涯探索。

107.01.02

多媒體設計系學生盧長禧、李泓映、黃子昆、王威能、林長信作
品「烏雲」榮獲第 4 屆 LEXUS 新銳影展百強入圍。

107.01.02

室內設計系-GOSTATION 電動車充電站設計競賽。指導老師-張蕙心老師-傑出獎。參賽者--許志豪；許文豪；陳品篙；范揚漢。

107.01.03

電算中心為提升全校更優質的資訊化服務，已增購機房設備(1)
雲端伺服器(2)儲存系統磁碟陣列櫃硬碟擴充至 14TB；(3)光纖區
域儲存交換器。

107.01.04

推廣部承辦臺中市社會局北區長青學苑計畫(分苑)，共開辦 10
個班次，學員總數為 344 人。

107.01.04

會計資訊系學生考取 JCCP 電腦應用稽核師共 62 位，將有 JCCP
電腦應用稽核師換國際證照 ICCP 14 位。

107.01.05

多媒體設計系學生林佳瑩、徐惠筠、陳品潔作品「給檸新生活」
榮獲 2018 新力活健康酚享世界創意動畫設計競賽銀獎。

107.01.16

南屯校區「中護健康學院綜合大樓新建工程」與內政部營建署正
式簽定委託代辦協議。

107.01.22

完成「學生活動中心」、「 奇秀樓」、「 行政大樓」、「 女生宿舍
(左棟)」
、「中正普教大樓(前棟)」以及民生校區「誠敬樓」與「傳
達室」等 7 棟樓館建築物耐震力詳細評估作業。

107.01.29 「106 學年度中區技專校院校際聯盟圖書館合作第 1 次會議」於
1 月 29 日在環球科技大學舉行，本館榮獲借閱推廣活動績優學
校第一名。
107.02.02

推廣部承辦台中市 107 年東區長青學苑 12 班次。

107.02.27

榮獲 106 年國防部國軍人才招募績優學校。

107.02.06107.02.10

日本赤九州國際看護大學 42 位師生至護理系進行學習文化參訪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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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107.12

本校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弱勢
協助機制」補助經費 199 萬 5,454 元整，制定本校「完善弱勢協
助補助辦法」
，實施 5+1 學習輔導機制，共輔導 598 人次，共計
282 人受惠。

107.03.01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通過衛生福利部巷弄長照站(C 級據點)。

107.03.06

多媒體設計系學生江婉慈、彭筠容、顏意紋、林欣慧、顏雅貞作
品「魔法框框」榮獲第三屆圓夢計畫優選。

107.03.09

保險金融管理系陳婉瑜、許芸嘉同學榮獲第 18 屆『保德信青少
年志工菁英獎』，獲邀至總統府副總統接見勉勵。

107.03.10

於台中雅園新潮餐廳舉行會計資訊系系友會會員大會與理監事
會議。記帳士今年放榜成效卓著，共 24 位上榜。

107.03.16107.03.18

競速滑冰隊林品妘同學參加 2018 年世界競速滑冰錦標賽國手選
拔獲選國手。

107.04.01

多媒體設計系學生廖家笙作品「興角落」榮獲第八屆大專生洄游
農村競賽環境永續獎、學生廖家笙作品「超級夢行者」超級夢行
者獎。

107.04.01

應用日語系所(科)榮獲教育部「106 年度學海飛颺-教育部獎助大
學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1415,518 元及學校配合款
283,108 元補助，共選派 12 名同學赴日留學。

107.04.01

應用日語系所(科)選派 4 位學生赴日本姊妹校滋賀大學攻讀雙聯
學制學位 2 年。

107.04.03

臺中市政府與本校「合作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議定，「三民校
區運動場規劃興建地下停車場」合作開發案，由臺中市政府爭取
編列 109 年度預算出資興建。

107.04.10

經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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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聘任及資格
審查辦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標準作業流程」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升等及資格審查辦法」、「 國立臺中科技
大學教師升等標準作業流程」。

107.04.27

辦理交通部暨教育部「交通安全教育」訪視。

107.04.30

因應「中正大樓南側停車場改建工程」，原址未達年限汽（機）
車停車棚申請報廢案，教育部同意本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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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02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參加 2018 全國大專校院國際創新商展競賽-享
綠昇活榮獲第一名、第二名。

107.05.09

中護健康學院辦理 63 年院慶活動及護理系臨床技能中心(OSCE)
揭牌。

107.05.09

本校 107 學年度起五專及四技日間部大學入學新生全面納入程
式設計理論與實務相關課程；俟其畢業時，原則能具備程式編輯
的能力。

107.05.09

為培育符合企業管理系教育方向學生、重視課程品質與學生學習
效果，實施本系碩士班抵免修科目學分原則。

107.05.11

本校進修部榮獲教育部「107 年公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特色主題計畫」。

107.05.24

資訊工程系師生參加「2018 全國開放式硬體與物聯網應用創意
競賽」榮獲第一名佳績。

107.05.25

應用日語系所(科)於中正 8 樓國際會議廳辦理「2018 亞洲中的日
本─從人文・社會・經貿看日本」國際研討會，參與師生共計 150
位。

107.05.25

財務金融系舉辦 2018 當代財務金融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107.06.06

Universitas Internasional Batam 蒞校參訪與簽約。

107.06.06

應用日語系所(科)假體育館盛大舉辦台日交流活動，邀請公益社
團法人日本青年會議所東海地區協議會「東海號」600 多名日本
人士至本校與 200 多名學生交流。

107.06.12

經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修正「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教師升等及資格審查辦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
升等標準作業流程」
。

107.06.13

中護健康學院與「高雄榮民總醫院」、「台中佳醫護理之家」、
「中化銀髮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W 時尚美學中心」及「沐禾
時尚造型股份有限公司」簽署產學合作協定書。

107.06.15

商業設計系學生榮獲工業技術研究院「未登記與臨時工廠登記在
地連結」微電影徵選競賽第一名，邱旭蓮講師指導。

107.06.15

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本校獲補助學生計 25 名，
補助總金額計 12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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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3

商業設計系學生黃婉如，榮獲 2018 時報廣告金犢獎競賽平面廣
告類大學組銅犢獎(第三名)，邱順應副教授指導，另獲其他優選、
佳作數項獎項。

107.06.28107.09.05

應用日語系所(科)榮獲教育部「107 年度學海築夢-獎助大專校院
選送優秀學生出國實習計畫」補助，由謝敏華老師帶領 19 名學
生暑期赴日本 7 間飯店實習。

107.07.01

保險金融管理系陳韻筑同學榮獲
「106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
殊榮，指導老師陳怡諠老師。

107.07.08107.08.05

本校國際貿易與經營系許仁福等 23 位同學前往越南河內國家大
學下屬社會科學及人文大學，參與海外行腳遊學進階課程(108 小
時)，並已順利取得越南語在地聽講、越南語在地閱讀及寫作、
越南文化及風俗 3 門課 6 學分及結業證明。

107.07.16- 「2018 心中『泰』有愛-你我有大愛」泰北國際志工救援服務隊帶
107.07.27 領 9 位志工同學，前往泰北。
107.07.18

教育部函復同意本校「錦平街生活館新建工程」土地列管展期展
延至 111 年 12 月。

107.07.18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修訂｢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學則」，增列「碩士生錄取生符合本校『碩士生提前入學
作業要點』條件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註冊入學。」，自 108 學
年度入學碩士甄試生開始適用。

107.07.24

教育部核定本校「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通過 26 件，通
過件數為全國科技大學第一名。

107.07.27

本校榮獲科技部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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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萬 7,432 元。

107.08.01

獲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 107 年產業學院計畫共計 2 案，核定
總補助金額共 121 萬元。

107.08.01

本系柯沛程與簡郁紘老師榮獲 107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
特殊優秀人才獎助。

107.08.07

多媒體設計系學生林亭蓁、陳儷文、林明志、何若吟、林長信，
作品「匠心神話」榮獲第六屆海峽青年節之兩岸青年極限微電影
賽第一名。

107.08.20

應用日語系所(科)2 名學生榮獲日本台灣交流會「台灣高中生赴日
留學」計畫獎助，於 2018 年 9 月赴日留學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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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1

財政稅務系參加由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舉辦之「校園雲端發票 e
起來競賽」榮獲全國第一及中區第一名獎項。

107.08.31

商業設計系學生邱得為、蕭于翔、楊蕙任、羅于庭團隊作品《移
工世代 Migrant Workers' Generation》
，榮獲 2018 紅點設計獎傳達
設計類 Winner 紅點贏家獎，邱義盛、江佳玲講師指導。

107.08.31

電算中心協助校務研究中心完成校園 IR 應用服務整合系統之建
置作業。

107.09.01

多媒體設計系學生彭筠容作品「支付任意門」榮獲 107 年資安動
畫金像獎優選。

107.09.05107.09.07

中護健康學院陳筱瑀院長和護理系陳夏蓮主任應邀至日本紅十
字九州看護國際大學參加第七屆紅十字會九州國際論壇，並洽談
後續學術與國際交流計畫。

107.09.18

多媒體設計系學生張祐晟、張靖琪、許景程、蔡昀庭、林亭蓁、
何若吟、傅雅君作品「森。呼吸」榮獲上山採藥創意影音大賞銅
獎。

107.09.19

本校資訊管理系黃天麒教授榮獲科技部 107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
念獎」
。

107.09.20

商業設計系學生高桂羚，參加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7 年青年暑
期社區工讀計畫」分區成果競賽，榮獲台中場社區產業組第一名。

107.09.25

本校 107.9.25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第 388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入學成績優異學生獎勵實施要點」
，增設技優入學及體優生入學
之奬勵方式及續領條件，並於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適用。

107.09.28

教育部同意 108 學年度增設二技日間部商業經營系。

107.10.01

電算中心配合校務整合資訊系統作業，已完成本校各學制新版學
務整合系統上線。

107.10.16

完成三民校區中正大樓、資訊館、行政大樓、昌明樓、弘業樓、
中商大樓、奇秀樓、學生宿舍及誠敬樓等 9 棟建築物地震災損牆
面修復工程。

107.10.16

107 年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放榜，會計資訊系
系友共計 10 人上榜，表現亮眼。
109

107.10.16

107 年度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放榜，會計資訊
系系友共計 7 人上榜，表現亮眼。

107.10.16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8 學年度增設智慧產
業學院。

107.10.17

本校弘業樓及昌明樓等建物屋頂參與教育部聯合招標設置太陽
光電設備案，與得標廠商完成簽約及公證，租期 20 年。

107.10.22

完成二校區汽車停車場門禁管理功能擴充建置，並正式啟用車牌
辨識系統。

107.11.01107.11.05

資訊與流通學院與資訊管理系組團至日本新潟大學參訪日本大
學系所發展，並洽談短期學習、教師研習訪問之合作。

107.11.01

資管系獲執行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投入職場展翅計畫，共 2 名
學生參加，分別由龍晟科技有限公司及采威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補助 107 學年度在學期間生活獎學金。

107.11.02

教育部補助本校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
設-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雲端服務產業跨域優化環境建置
計畫)」。

107.11.05107.11.09

商學院戴錦周院長、企管系王朝仕主任、財稅系許義忠主任、財
金系賴煒曾主任、進修學院企管系張詠盛主任、進修學院學務組
陳元陽組長等 6 位師長，赴日本札幌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及洽談合
作事宜。

107.11.20

教育部補助本校辦理「國立技專校院校務發展特色躍升計畫」
。

107.11.25

舉辦 107 年臺中科大校友會會員大會暨傑出校友表揚，會中表揚
107 年度傑出校友王博優、翁文德、李榮宗、李憲章、陳添章、
陳惠貞、李慧鶯、林慧如，共計 8 位。

107.11.27

台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舉辦「花 Young 原創大專院校工藝
品競賽」，商業設計系學生劉芸如、蘇姿羽、鄭舒云團隊作品《
Show 繡台中》榮獲亞軍殊榮(冠軍從缺)，古慈俐助理教授指導。
作品將於台中花博后里森林園區原生祕境「Ayoi 工藝之地」展出。

107.11.30

本校接受衛生福利部「107 年落實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制工作計
畫」成果實地訪視，委員們對本校菸害防制工作高度肯定，獲選
為全國績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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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30

教育部「107 學年度科技校院校務類評鑑」本校實地訪評日。

107.11.30

因應未來南屯校區需求，向教育部申請增加 8 組 Class C 之 IP 位
址，合計本校總 IP 位址數為 24 組 Class C。

107.11.30

中商大樓圖書館 1 樓校史室工程與影音多媒體設備建置完成。

107.12.01

完成弘業樓罕用書庫建置。

107.12.01

舉辦本校 107 學年度校慶暨運動大會，並邀請 58 砲指部虎鋒戰
技隊蒞臨本校校慶擔任開場表演活動。

107.12.01 「107 年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
計畫」指導老師楊維娟老師、張慈淑老師榮獲卓越指導教師獎。
107.12.07

應用日語系所(科)與 AGC 旭硝子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假本校
國際會議廳合作舉辦「2018 年第五屆旭硝子集團日語簡報比
賽」，比賽主題為「こんなのおかしい！○○○の解決策」。

107.12.14

電算中心自由上機教室雲端預約系統建置完成。

107.12.17

商業設計系侯純純副教授以《從食農教育養成專業農產包裝達
人》包裝課程教案成果，榮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食農教育推廣
計畫擇優獎勵」優選獎勵。

107.12.18

經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修正「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
評鑑辦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評鑑標準作業流程」、「 國
立臺中科技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

107.12.19

空中進修學院舉辦中華民國空中教育學會 107 年度年會暨會員
大會，會中遴選出第 22 屆理監事與理事長，由高雄空中大學劉
嘉茹校長當選第 22 屆理事長，秘書處會務也於當日轉交給高雄
空中大學。

107.12.29107.12.30

本系同學參與全國第三十九屆大專院校大統盃排球競賽男子組
榮獲冠軍。

107.12.31

本校「中科大學報」第 5 卷第 1 期暨教育特刊出版。

107.12.31

本校 107 度科技部專題(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通過 53 件，補
助總金額共計 3,957 萬 8,537 元。

107.12.31

107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件數共 132 件，金額 6,971 萬 3,007 元。
含(先期)技術移轉 17 件，金額 355 萬 1,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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