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立 臺 中 技 術 學 院 94 年 度 大 事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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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本校校園 e 化服務，以及強化校內資訊系統之整合連線效果，
電算中心於 94 年 1 月開發完成出納組薪資管理網路化系統，並且同
時以線上薪資查詢取代紙本薪資單作業。
94 年度本校與以下醫院、診所簽訂特約，就醫均免收掛號費，病房
費亦有折扣：行政院衛生署台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勝
美眼科、和平中醫診所、妙華中醫診所。
本校假中正大樓八樓國際會議廳舉行「師生留學經驗座談會」
，由本校八位留
學國外之老師，以座談會方式進行個人經驗分享，學生出席踴躍。
本校學群架構規劃：本校所系科調整規劃為四個學群(商管、資訊、
語文及設計學群)，已於本日校務會議討論通過實施。
本校 2005-2008 年施政主軸及校務發展計畫，經報奉教育部核備實施。
因應本校擴增系所和教學研究需要，增訂「大英百科全書中文版」
等多種中外文線上資料庫。
本校建置垃圾信防制系統，即時對電子郵件做篩選過濾。
本校進修部二級主管人事異動如下：原課務組長黃馨逸講師請辭，
遺缺由助理教授陳佳宜擔任，原註冊組長連德仁教授請辭，遺缺由
副教授黃鐉津擔任，原學生事務組長周武鵬講師請辭，遺缺由副教
授郭世傑擔任。
本校購置「圖書館數位整合系統」掛上本館網頁供師生檢索測試。
本日在體育館舉辦新春團拜，由阮校長親自主持，全校教職員工及退休人
員到場參與者四百餘人，大家享用茶點，並有抽獎，甚為盡興歡樂。
本校召開93 學年度第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本校校務發展小組總
召集人李副校長、學術研究組召集人陳伯亮、行政體系組召集人歐洋源、校園
規劃組召集人莊清泉、技合研發組召集人沈維民。
本校商設系榮獲「大黑松小倆口牛軋糖包裝創意競賽」第一名佳績。
本校橘孝司老師率領應用外語科10 名同學參加扶輪社日語演講比賽。外四乙
林恩如同學榮獲第一名、外四乙黃若玫同學榮獲第三名。
本校參加清華大學主辦 2005 年全國大專院校第十七屆財務金融盃比
賽，榮獲女子排球季軍。
本校國樂社，參加 93 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榮獲大專團體 B 組
絲竹室內樂合奏優等獎。
本校舞研社，參加 93 學年度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榮獲大專團體丙組
現代舞甲等獎。
本校多媒體設計三 1 李德俊、資三甲詹家銓、國三甲張雅筑三位同
學，榮獲 94 年大專優秀青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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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跆拳社，參加 93 學年度府城盃全國大專院校跆拳道錦標賽；第
六屆輔大盃全國大專跆拳道邀請賽，成績優異，簡巧如等 12 位同學，
分別榮獲個人組第一名~第三名大獎。
本校多媒體設計系四年級：李冠瑩、張雅詒、張茹 及管理科學系：
吳東璋、陳奕昌、高俊祥、江家慶參加 2005 電信加值軟體大賽寬頻
數位學習應用組作品「創意生活學習高手-生活的綠精靈」勇奪亞軍。
該活動指導老師為游耿能及王淑玲老師。
本校建置 webmail 主機防毒系統，即時對電子郵件做病毒掃瞄及清除。
本校財管系、財稅系及進修學院共同舉辦「2005 風險管理與理財研
討會-產學合作模式與人力培育」暨就業與就學博覽會。
本校擴充 webmail 主機磁碟陣列，系統總容量由 500GB 擴充至 700GB。
新光人壽保險公司潘柏錚總經理蒞校簽訂建教合作合約。
由本校多媒體設計系所、商業設計系所、室內設計系主辦「2005 數
位設計研討會」圓滿完成。
本校辦理93 學年度教職員工體適能檢測及Mr.Enge 及 MissEnger 選拔活動。
本校為逐步建構電子化智慧型校園，電算中心配合各學制註冊組校園
IC 卡推行專案，於本日導入校園 IC 卡卡務管理資訊系統，以協助各
學制包括：日間部、進修部、進專暨進修學院、空中學院及附設高商
註冊組安全有效地管理學生補、發、換卡作業。並於 94 年度上學期
配合各學制註冊組完成以校園 IC 卡取代紙本學生證之作業。為發揮
校園 IC 卡之效用，現階段已結合之應用功能包括：1.學生身份識別
2.圖書借閱 3.體育器材場地借用系統 4.校園資訊站 5.電算中心自由
上機電腦教室監控管理 6.門禁管理。
本校舉辦「2005 外語週」
，活動內容精緻豐盛，充分展現外語人活潑之特性。
本校衛生保健組與課外活動指導組聯合辦理社團急救訓練活動。
本校參加 93 學年度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榮獲女羽女子甲組單打第
五名及女田徑乙組三級跳第五名。
本校資訊管理系(科)辦理大學部暨專科部畢業專題成果展，共計四十
二組參展，各組成果豐碩，並獲得熱烈迴響與好評。
本校舉辦第二屆校園網頁設計比賽，報名踴躍計有 70 隊參加。
本校召開 93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教師學
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獎勵辦法」
、
「服務優良職員獎勵辦法」
、
「服務優良
工友選拔辦法」等三種，各試辦一年。
本校商設系榮獲「時報廣告金犢獎競賽」金犢、銀犢、銅犢佳績。
本校商設系榮獲「新一代設計展競賽」數位媒體類金獎、包裝設計類
銀獎及佳作等佳績。
本校英三 A 張宜婕、蔡瑜文兩名同學赴台灣師範大學參加「93 學年度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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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英語演講比賽」決賽，其中張宜婕同學榮獲全國賽第四名。
本校舉辦 86 週年校慶暨校友大會，會中並表揚本校 94 年度傑出校友：
1. 張省參先生 2.林炳村先生 3.賴以仁先生 4.王世勛先生。
本校第一屆商業設計研究所研究生畢業。
「國立臺中技術學院學報」第六期已於 94 年 6 月出版，且自第七期
起改為半年刊，每年 1 月及 7 月出刊，全年徵稿，隨到隨審。
本校參加全國大專院校教職員工 94 年網球錦標賽，榮獲第三名。
本校 93 學年度績優導師遴薦，日文系吳致秀、王向同、李右芷三名
導師獲此殊榮，學務處訂於本日全校導師會中表揚。
本校資訊管理系(科)申請教育部辦理「技專校院提昇整體教學品質專
案」之子計畫一：建構知識產業數位內容產學實務教學中心，獲准並
補助一百六十萬元經費。
辦理本校經管位於台中市錦平街中友百貨西側及三民路加油站對面
兩處教職員職務宿舍分別就地改建為「設計服務中心」與「學術交流
中心」工程案之規劃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勞務採購，委由蔡志哲建
築師負責辦理。
本校空中學院與華視建教合作案：
「空中學院教學節目在校攝製流程
研究」，順利進行「組織行為課程」與「消費者行為課程」各兩講次
之案例拍攝與製程研究，結案報告如期彙送華視參考。
本校編印人事服務手冊、人事業務作業規範分發各單位使用。
本校 94 學年度附設高商家長會長由吳和鈞先生擔任。
本校研發處奉教育部核定增設「校友服務組」，首任組長由商設系教
師張永忠老師擔任。
本校註冊組線上成績系統自 94 學年度起正式啟用，由於該系統之啟
用，使得成績之處理正確且迅速。
本校商設系榮獲董氏基金會「2005 忘憂創意設計競賽」競賽第三名佳績。
本校自 94 學年，全校英文老師全部歸建外語系，目前共有 47 位老師，
陣容強大，其中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共 15 人。
本校主管異動名單如下：
推廣部主任—商業設計系教授蕭嘉猷擔任
圖書館館長—財務管理系副教授韓聖擔任
會計系暨會統科主任—會計系副教授陳牡丹擔任
銀行保險系暨銀行保險科主任—銀行保險系副教授邱泰穎擔任
商業設計研究所所長暨商管科主任—商業設計系教授姚村雄擔任
多媒體設計研究所所長暨系主任—多媒體設計系副教授許永洲擔任
室內設計系主任—室內設計系副教授蕭家孟擔任
財務管理系主任—財務管理系副教授賴煒曾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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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系主任—統計系副教授楊佑傑擔任
管理科學系主任—資訊管理系教授謝俊宏擔任
風險管理與保險系主任—銀行保險系副教授邱泰穎擔任
本校多媒體設計系三年級魏奕旻同學參加財團法人果實文教基金會第四屆「拍
你的小電影‧學生數位影像競賽」作品「亞里斯多德的論夢」同時榮獲兩個獎
項：評審團大獎、最佳剪輯，該活動指導老師為許綠倫老師。
本校由邱學瑾老師、橘孝司老師率團訪問日本大阪產業大學及日本大
阪府貝塚市。訪問期間，受到大阪產業大學及貝塚市政府熱情接待，
師生一行收獲良多。
本校空中學院媒體教學組購置影音伺服器主機(IBM Server X
series206+Windows Media Services)，將進行網路教學之串流影音
伺服器實驗，充實空中學院五環式教學之現有網路教學模式。
本校多媒體設計系三、四年級同學參加 2005 年青年志工行動媒體報
導獎競賽得獎名單：攝影獎—第三名：吳保民「大度國小暑期兒童健
康成長營」、紀錄片獎—佳作：陳思竹「快樂兒童健康成長營」
。
本校 94 年度「台德菁英計畫」開學，本年度除原有「工商管理」
、
「資
訊管理」二職類外，並擴增「連鎖店管理」職類。
本校進修部二年制會計系、休閒事業經營系、國際貿易系調整修業年限為二年。
本校多媒體設計所二年級胡哲維、陳聖博同學參加教育部94 年度「縮減城鄉
數位落差—循環電腦再應用」舊電腦活化多媒體應用創意競賽作品「線上即時
評量暨成績分析系統」勇奪第三名。該活動指導老師為許永洲老師。
本校商設系榮獲經濟部商業司舉辦「大專盃商圈創意經營管理提案競
賽」第三名佳績。
持續辦理修正本校「第二綜合教學大樓新建工程」構想書(原名推廣教育大樓
)，陳報教育部審查，全案預估所需經費為276﹐249 千元，俟奉核定後，即將
辦理工程規劃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勞務採購與後續工程採購作業。
本校應用中文系舉辦「臺灣旅遊文學學術研討會」
，分 A、B 場兩個場
地舉行，共發表論文 16 篇，貴賓雲集，盛況空前，名作家小野先生
及張曼娟小姐亦參加盛會擔任講評人。
本校學生組隊參加教育部大專軟體設計比賽，並榮獲冠軍。
本校 94 學年度新生校歌比賽，四技組由商設一 1 奪冠，五專組則由
外一甲拔頭籌，活動順利，圓滿結束。
本校自由上機教室安裝電腦管理中控系統軟體，開放自由上機使用者刷卡
登錄及提供排程管理機制(每間教室含 Server 端及 70 台 Client 端)。
本校參與「2005 年第二屆全球中小企業跨業交流大會」
，義務擔任大
會之翻譯接待人員。同學表現良好，頗受主辦單位肯定。
本校會統科前主任成灝然教授預計於 2006 年 2 月退休，捐贈 200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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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統計相關藏書，嘉惠系上師資。
本校參加 94 年第 27 屆中正盃全國溜冰錦標賽，劉以文同學榮獲第二名。
本校學生之學生證全面換發為 IC 卡。
本校空中學院與華視簽訂建教合作案：
「空中學院專科部『計算機概
論』課程電視教學節目攝製」專案期間將攝製該課程九個講次，送交
華視播出。本次專案將前期建教案製程研究結果充分應用，並首次正
式溶入 Flash 動畫技術於空中學院電視教學節目中。
本校商設系榮獲經濟部商業司「台中市天津商圈提袋設計競賽」第
一、第二、第三名佳績。
本校註冊組自 11 月份起開始進行學籍資料回溯建檔工作，預定將所
有新生、畢業生、退學生、及學生更改學籍等資料完整建檔；回溯建
檔完成後，學生之學籍及畢業資料，將可透過網路供外界查詢。
辦理本校「學生宿舍電力設備增設工程」採購，契約金額為新台幣 7﹐
530﹐000 元，順利驗收結算。
本校在「圖書館數位整合系統」加掛 SCI 等資料庫清單，便利本校師
生發表學術論文參考。
本校多媒體設計系三年級同學參加台中縣文化局社造博覽會系列全
國大專多媒體設計競賽得獎名單：第一名：胡宜婷、孫瑋敏、葉淑蕙、
吳承憲、魏奕旻。第二名：郭陸成、張峻瑜。第三名：簡嘉賢、梁家
維、莊雅惠。佳作：吳秉叡佳作：黃美菁、謝亦捷、李婷玉。佳作：
洪惠玲、廖宏基、郭佳琪。佳作：王玉汝、吳欣怡、李忠澤、鐘和泰、
張天城，該活動指導老師為蔡子瑋老師。
本校辦理校園菸害防治「享受健康、拒絕菸害」演唱會。
本校建置 FTTB 連線至 HiNet，頻寬由 12Mbps 提昇至 15Mbps。
本校舉辦教師研習營：「智慧型金融決策系統」
。
5566 團體王仁甫等 4 人假本校操場，預錄台視「少年特攻隊」節目，
由熱舞、康輔、青服、吉他、合唱團、親善大使團等社團同學熱情參
與下，順利拍攝完畢。
本校參加全國大專院校94學年度空手道錦標賽，施雅玲同學榮獲女子乙組第二名。
本校召開 94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會中對校務發展各項重點，
討論熱烈，並通過改名「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計畫書報部審查案。
本校商設系榮獲教育部「學生關懷愛滋海報創作比賽」第二名佳績。
本校舉辦「金融業現況與未來發展研討會」
，邀請台新金控銀行、中
國信託金控銀行、國泰世華金控銀行、新光金控銀行、台北富邦金控
銀行、第七商業銀行、遠東銀行、彰化銀行、聯邦銀行、新竹國際商
業銀行、三商美邦集團、ING 集團等十餘家金融機構參與本次研討
會。並有各系主任與老師參加。

94.12.09

94.12.09
94.12.10
94.12.11
94.12.15
94.12.16
94.12.21
94.12.22

94.12.25
94.12.27
94.12.30

94.12.30
94.12.31
94.12.31
94.12.31

本校資訊管理系(科)、資訊科技與應用研究所及管理科學系共同舉辦
「建構知識產業數位內容研討會暨成果發表」
，邀請學界先進及業界
專家至會中演講並展示成果，研討會暨成果發表會圓滿成功。
本校參加大專院校 94 學年度排球聯賽，榮獲女子乙組第二名。
本校商設系主辦「創意．行銷．文化—包裝設計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本校參加第三屆中區會計系運動盃錦標賽，獲女子排球冠軍，男子排
球亞軍，混合羽球季軍。
本校於活動中心音樂廳舉辦全校工讀生講習會，參加同學獲益匪淺。
本校舉辦 94 學年度(86 週年)全校運動會及學生創意變裝秀，由全校
師生參與，競爭熱烈，圓滿完成。
本校英四A 施迦馨、外二乙張鈺心、廖婉晴三名同學赴環球技術學院參加「環
球盃中區英語演講比賽」
，其中外二乙張鈺心同學榮獲高中組第一名。
教育部函本校「申請有償撥用臺中市北區水源段358-55 地號等4 筆國有土地，
合計面積0.0251 公頃乙案，經行政院核復：准予有償撥用。」土地價款依核准
當期(94 年)公告土地現值核計為新台幣7﹐530﹐000 元整。
本校商設系同學榮獲台中市老虎城購物廣場「創意聖誕樹設計競賽」
第一、第二、第三名佳績。
本校全面規劃並建置無線網路及認證機制。
本校英語義務輔導社係由二技及四技應用外語系之同學組成。於 94
年底榮獲聯合報系文化基金會「第十三屆大專青年社會服務獎」
，並
由指導老師嚴嘉琪帶領前往台北領獎。
本校出版「人文社會學報」第四期。
本校94 年度民間及中央部會建教合作案共有76 件，較93 年54 件成長1.4 倍。
本校與中興大學及台中教育大學假中興大學校園，共同辦理 2006 跨
年晚會，全校師生踴躍參加，活動順利圓滿。
辦理本校綜合教學大樓新建工程，工程實際進度自一月份 12.42%累
計至十二月份完成 72.85%，本 94 年度全部預算數 272﹐340 千元並
全數執行完畢，達成率為 100%，經中央工程施工品質查核小組實地
查核結果，成績為甲等 8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