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度大事紀提要
▲108.01.09

本校「金龍街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報告書獲教育
部審議通過。

▲108.01.31

資訊創新應用與服務中心與交大合作進行經濟部產學研價值
創造計畫
「以 SDN/NFV 來帶動 IoT 與 5G 之創新和服務計畫」
分項計畫研究。

▲108.03.12

提昇本校對外連線頻寬，並將有線網路及無線網路分別導流
至 TANet(1G/1G)及 HiNet(1.3G/700M)。

▲108.04.01

應用日語系所(科)榮獲教育部「107 學年度學海飛颺-教育部獎
助大學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1,068,889 元及學校
配合款 213,776 元補助，共選派 9 名同學赴日留學。

▲108.06.01

圖書館一樓校史室開幕，採預約制開放使用。

▲108.08.19- 國際事務處舉辦 2019 暑期華語文化體驗營，共有新瀉大學、
108.08.30 札幌大學、札幌市立大學、福井縣立大學、日本福祉大學、
小樽商科大學等六所日本姊妹校學生蒞校參加。
▲108.09.10

通過「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設置要
點」。

▲108.10108.11

智慧產業學院「無毒智慧科技農業實驗場域」、「智慧物流實
驗場域」、「智慧醫療實驗場域」、「智慧商店實驗場域」建置
完成。

▲108.10.25

資訊工程系學生楊承勳參加「2019 IEYI 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榮獲金牌。

▲108.11.12

本校接受衛生福利部「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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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13

本校建置中台灣唯一的尤努斯社會型企業中心，並辦理揭牌
儀式暨開幕論壇活動，邀請唐鳳政務委員蒞臨參與揭牌暨開
幕論壇。

▲108.12.01

適逢學校建校百年，舉辦百年校慶慶祝典禮，規劃戰鼓舞獅、
師生歡慶民歌合唱、舞動中科大、樂聲傳承(中、日校歌演唱)
等四個活動演出，於 12 月 1 日熱鬧登場，典禮順利圓滿完成。

▲108.12.14

商業設計系執行「中科大青年創業孵化基地」正式落成啟用，
百位師長系友返校共襄盛舉。

▲108.12.20

「中正大樓南側停車場及研究大樓改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報
告書獲教育部審議通過。

▲108.12.31

本校 108 度科技部專題(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通過 75 件，
補助總金額共計 51,929,300 元。

▲108.12.31

108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件數共 177 件，金額 9,210 萬 9,721 元。
含(先期)技術移轉 27 件，金額 315 萬 206 元。

108 年 度 大 事 紀
108.01.01

慶祝本校建校 100 周年，辦理「活力中科大、精彩 100 年」元旦
升旗典禮暨師生健走活動：
1.升旗典禮：於中科大三民校區操場辦理元旦升旗典禮。
2.健走活動：以健走方式，提升師生健康運動樂活的觀念，師生
共 213 人參加。

108.01.09

本校「金龍街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報告書獲教育部審
議通過。

108.01.31

資訊創新應用與服務中心與交大合作進行經濟部產學研價值創
造計畫「以 SDN/NFV 來帶動 IoT 與 5G 之創新和服務計畫」分
項計畫研究。

108.01108.12

本校獲教育部補助108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
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計畫經費647萬4,419
元，各項學習輔導機制共補助944人次、合計391人受惠。

108.02.01108.12.31

108年度獲得教育部補助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335,000萬
元。辦理推廣原住民文化相關講座、工作坊、部落參訪等活動，
共12場、275人次參與。

108.02.14

考選部公布107年度記帳士考試榜單，會計資訊系學生表現亮
眼，統計錄取名額49位。

108.02.23

教育部 108 年 2 月 23 日臺教資(六)字第 1080027317K 號函送辦
理「大專校院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計畫」107
年之受檢審查結果報告書，本校各項檢核成績皆達 90 分以上，
受檢結果為「通過」
。

108.03.12

提昇本校對外連線頻寬，並將有線網路及無線網路分別導流至
TANet(1G/1G)及 HiNet(1.3G/700M)。

108.03.21108.03.24

資訊與流通學院邀請姐妹校日本室蘭工業大學須藤秀紹准教授
暨 10 位研究生至本院與師生學術交流。

108.03.23

設計學院商業設計系畢業專題設計成果展「超人請回答」
，3月23
至29日校內展、5月3至6日台北世貿新一代設計展、5月9至13日
台中文創園區 A+創意季，巡迴展出發表。

108.03.29

獲教育部核准 108 年度高技專校院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副
冊「USR 計畫」及附錄「完善弱勢協助機制」計畫經費 2,632
萬元。

108.04.01

應用日語系所(科)榮獲教育部「107 學年度學海飛颺-教育部獎助
大學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1,068,889 元及學校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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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213,776 元補助，共選派 9 名同學赴日留學。
108.04.11

本校進修部榮獲教育部「108 年公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特色主題計畫」。

108.04.26

應用英語系辦理「2019 應用英語國際學術研討會-語言學習與跨
文化溝通」，全程約 200 位師生與會，感謝各位老師熱心參與並
全力協助，使研討會順利完成。

108.04.26108.05.01

擊劍隊吳心美同學參加中華民國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擊
劍錦標賽榮獲一般女子組個人銳劍第一名。

108.05.08

配合 100 周年校慶活動，中護健康學院 64 年院慶主題「時光迴
廊」
，呈現中護璀燦歷史，二校合校史實及未來熠熠生輝的前景。

108.05.15

在台灣高齡化社會趨勢下，推廣部積極爭取承辦長青學苑，善盡
大學的社會責任。108 年度於東區、北區開班班次共 65 班 4 社
團，學員數達 2769 人次。

108.05.29

本校與紐西蘭奧克蘭商學院 Auckland Institute of Studies 簽署姐
妹校。

108.05108.09

因應本校進修部與進修學院、進修專校整併，修訂進修部相關法
規及各項準備事宜。

108.06

資訊與流通學院邀請日本室蘭工業大學情報電子工學系博士生
Tanasin Yatsungnoen (泰籍)(指導教授須藤秀紹准教授(日籍))到本
院擔任訪問學者一個月，訪問期間參與各系書報討論及企業參
訪。

108.06.01

圖書館一樓校史室開幕，採預約制開放使用。

108.06.02

商學院、國貿系、國際會展與參展行銷就業學程、國貿系友會聯
合舉辦「2019 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精緻農業商展競賽—
農情覓意」共有 20 隻隊伍組隊參加，吸引 1,000 人次入場參觀。

108.06.03

本校與哈爾濱醫科大學大慶分校簽署合作交流協議。

108.06.14

教育部核定公告「107 學年度科技校院評鑑」結果，本校受評單
位為「校務類」，成績為「通過」
。

108.06.22

本校與日本長崎國際大學簽署姐妹校。

108.06.25108.07.31

設計學院多媒體設計系辦理尼泊爾紀實攝影展。

108.06.26108.09.04

語文學院執行108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日本主題樂園實習成長
計畫」案，計畫主持人為邱學瑾院長，選送5名學生自6月26日起
於暑假期間至日本長崎豪斯登堡株式會社實習，業已於9月4日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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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圓滿完成。實習單位肯定學生的表現，未來亦將持續提供實習
機會。
108.06.27108.09.03

應用日語系所(科)榮獲教育部「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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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間飯店實習。

108.07.01

本校與日本札幌市立大學簽署交換學生合約。

108.07.01108.07.30

本校資訊管理系許育嘉等4位同學前往印尼巴淡國際大學，參與
為期一個月印尼語當地進階課程學分班(108小時)，並已順利取得
印尼語在地聽講、印尼語在地閱讀及寫作、印尼文化及風俗3門
課6學分及結業證明。

108.07.14

舉辦空中進修學院學院部第 15 屆暨專科部第 41 屆畢業典禮，畢
業班包含學院部 15 班、專科部 22 班(含新竹、彰化、臺南、高
雄四個輔導處)，總計共 37 班，畢業生人數約 1,100 名。

108.07.15

本校與蘭州交通大學簽署合作交流協議。

108.07.29

本校與泰國亞洲學人學院 College of Asian Scholars 簽署合約。

108.08.01

校務研究中心因業務需求增設二組，分別為資訊倉儲管理組、數
據研究分析組。

108.08.03

企業管理系碩士生徐絁瑀榮獲 2019 崇越論文大賞-【碩士組】行
銷管理組優等獎，指導老師：李家瑩教授。

108.08.07

108 學年度「電視教學節目製作、播放、廣播教學、教材編印、
網路輔助教學」採購案議價完成。

108.08.08

本校榮獲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3 件，補助總金額共計 1,024,355 元。

108.08.12

學生事務處於推動健康促進活動時，均能落實健康需求評估，透
過健康政策宣誓，營造健康物質及社會環境，進而實施健康服務
及衛生教育，並連結附近社區資源與整體計畫進行成效評估，榮
獲教育部「107 年大專校院推動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績優學
校表揚。

108.08.12

資訊管理系王晏臻同學及應用統計系陳宥辰同學獲教育部108年
度補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學海飛颺」計畫，赴美
國奧克荷馬大學海外體驗學習一學期。

108.08.19108.08.30

國際事務處舉辦 2019 暑期華語文化體驗營，共有新瀉大學、札
幌大學、札幌市立大學、福井縣立大學、日本福祉大學、小樽商
科大學等六所日本姊妹校學生蒞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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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9

財政稅務系李濤亦、江昕諭等 7 名同學考取高普考資格。

108.09.10

通過「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

108.09.11

本校與英國艾塞克斯大學 University of Essex 簽署合約。

108.09.17

日本新潟大學經濟學部部長等 6 位教授至本校參訪，並與本院進
行跨國際之「中小型企業論壇」會議，該平台為提供跨國際的中
小型企業發佈資訊之管道，參與國家包含日本、台灣、韓國。

108.10108.11

智慧產業學院「無毒智慧科技農業實驗場域」
、
「智慧物流實驗場
域」、
「智慧醫療實驗場域」、
「智慧商店實驗場域」建置完成。

108.10109.03

資訊與流通學院 108 年薦送三名資訊管理系研究生(陳鈺潔、沈
利芳、張哲嘉)至日本室蘭工業大學短期交換，並獲得該校每月
生活費補助。

108.10.07

圖書館參與「臺灣 OCLC 管理成員館」
，首度將本校歷屆研究生
學位論文的書目上傳至全球書目中心 WorldCat 資料庫，提升本
校在國際的曝光度。

108.10.17

108 年高普考放榜，會計資訊系共有 7 人上榜(會計類、財稅行政
類、統計類科)，其中 4 人是高普考雙榜(會計類、財稅行政類科)，
而有 3 人是應屆畢業生。

108.10.25

資訊工程系學生楊承勳參加「2019 IEYI 世界青少年發明展」榮
獲金牌。

108.11.12

本校接受衛生福利部「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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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12

美容系李雅婷主任至日本參訪好萊塢大學院大學並簽訂學術交
流協議。

108.11.13

本校建置中台灣唯一的尤努斯社會型企業中心，並辦理揭牌儀式
暨開幕論壇活動，邀請唐鳳政務委員蒞臨參與揭牌暨開幕論壇。

108.11.20

為慶祝百年校慶，圖書館出版「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一百週年校慶
紀念專刊．百年回顧」「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一百週年校慶紀念專
刊．百年展望」兩本紀念專輯套書及各學院別冊套書。

108.11.21

推廣部獲 TTQS 人才品質管理訓練機構版銀牌展延核定合格，效
期延長至 110 年 12 月 6 日。

108.11.23

舉辦本校百年校慶校友盃球類友誼賽。

108.11.25108.12.01

課指組為慶祝本校創校 100 周年，特舉辦「搖滾中科 × 大 Fun1
彩百年校慶系列活動」
，活動內容包括「光影迴廊-時光藝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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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時代-搖滾藝術音樂節」
、
「繽紛盛典-歡聚園遊會」
、
「狂歡密
令-巨星演唱會」。
108.11.29

舉辦本校 108 學年度校慶暨運動大會。

10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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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大專校院組累積張數第一名。

108.12

出版臺中科大運動文學第十五輯。

108.12.01

歡慶百年校慶，語文學院舉辦「校友回娘家」、「〈茶覺新世界〉
茶道表演」、「108 學年度校外實習心得影片競賽頒獎典禮」與
「2019 年臺中科大百年校慶雙語導覽影片競賽頒獎典禮」等 4 項
活動，並特別邀請海外姊妹校貴賓長崎國際大學木村勝彥副校長
蒞校觀禮，共襄盛舉。出席貴賓、校友與師生總計 395 人。

108.12.01

適逢學校建校百年，舉辦百年校慶慶祝典禮，規劃戰鼓舞獅、師
生歡慶民歌合唱、舞動中科大、樂聲傳承(中、日校歌演唱)等四
個活動演出，典禮順利圓滿完成。

108.12.01

舉辦創校百年傑出校友表揚，於百年校慶慶祝典禮公開表揚創校
百年傑出校友，由謝校長俊宏及台中市長盧秀燕共同頒發，當選
18 位傑出校友，名單分別為陳龍男、鄭永柱、王明廷、賴以仁、
劉成枝、李訓銘、王日春、施龍井、陳惠貞、劉美姬、符玉鸞、
黃靜代、楊喜名、林梅燕、林大木、陳蓀裕、張瓅元、傅莉蓁。

108.12.01

協辦「108 年度校友大會」於三民校區體育館舉行，此次返校校
友近 470 人，場面盛大溫馨，活動圓滿成功。

108.12.06

應用日語系所(科)與 AGC 艾杰旭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假本校
國際會議廳合作舉辦「2019 年第六屆 AGC 日語簡報比賽」，比
賽主題為「世界における私たちの役割」。

108.12.13

商學院產業巨量資料中心辧理教師產業深度研習，參華華南金控
總公司與市民有續有限公司，參與教師共計 16 人。

108.12.14

商業設計系執行「中科大青年創業孵化基地」正式落成啟用，百
位師長系友返校共襄盛舉。

108.12.20 「中正大樓南側停車場及研究大樓改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報告書
獲教育部審議通過。
108.12.31

本校 108 度科技部專題(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通過 75 件，補
助總金額共計 51,929,300 元。

108.12.31

108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件數共 177 件，金額 9,210 萬 9,721 元。
含(先期)技術移轉 27 件，金額 315 萬 206 元。
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