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立 臺 中 技 術 學 院 95 年 度 大 事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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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設系榮獲行政院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辦理之「2006 第 一 屆 數
位 典 藏 商 業 應 用 大 賽 」數位娛 樂 組 ─《銅獎》佳績。
教(部)務會議通過，增訂本校附設專科部學生轉科辦法。
自 95 學年度起新增「碩士在職專班-事業經營研究所」招生業務。
本校門禁、監控安全管理系統與後端資料庫設備，規劃完成並採購
建置。
商設系研究所師生參加台中市政府主辦之「2006 中台灣燈會－國際
創意花燈設計競賽」榮獲《大專組第一名》佳績。
本校有償撥用北區水源段 358-29，358-55，358-56，358-59 等四筆
土地，合計面積 0.0251 公頃，土地價款依核准當期(民國 94 年)公
告土地現值核計為新台幣 7,530,000 元整。
本校與日本大阪產業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定，協定由本校阮校長大
年博士及大阪產業大學常務理事中山英明先生代表兩校簽訂。
建置 FTTB 連線至 HiNet，頻寬由 15Mbps 提昇至 22Mbps。
教務處綜合教務組、流通管理系、財務金融系、休閒事業經營系及
商業設計系應國立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邀請前往該校宣導。
辦理「資產價值減損與合併財務報表」會計準則研討會。
成大府城盃全國大專跆拳道邀請賽：跆拳社李奇樺榮獲女子色帶組
雛量級季軍、簡巧如女子色帶組雛量級冠亞軍、葉亭君女子色帶組
羽量級冠軍。
改選企管科徽，讓企管科學生以投票方式選出自己的科徽。
多媒體設計系與國美館共同辦理「互動藝術工作坊」
，活動邀請台北
國際藝術村駐村英國著名互動藝術家 Paul Sermon 先生蒞本校專題
演講及實務指導本工作坊可望提升本校學生的設計實務及國際視
野。
舉辦家長日及設計學群校內畢業設計聯展，及假台中酒廠舉辦校外
畢業設計展。
本校參加 95 年度第五屆總統盃全國運動舞蹈錦標賽(大專組與成人
組)，趙敏志同學獲得大專組第一名、張淳于同學獲得成人組第三名。
教(部)務會議通過，整併本校學則由三種變成一種。
舉辦「2006 年租稅與理財規劃服務週活動」
。
國貿系舉辦「全球產業的趨勢與經營管理對策研討會」。
室內設計系和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設計理論與運算組，假台中舊酒
廠八號倉庫舉辦「顛覆規矩」設計展。
本校 87 週年校慶暨校友大會於今日上午 10 點舉行，會中並表揚本
校 95 年度傑出校友。

95.05.27

95.06.01

95.06.04
95.06.05
95.06.22

95.06.23
95.06.30
95.06.30

95.07.01

95.07.01
95.07.01

95.07.01
95.07.01

95.07.01

商設系榮獲 2006 新一代設計競賽三項《銀獎》、三項《佳作》、兩
項《廠商特別獎》、六項《入圍》。並獲邀請參與於加拿大溫哥華市
萬國廣場 Round House 舉辦之 2006 台灣文化節「Forever Young ─
Taiwan 躍動的台灣」創意設計作品展覽。
邀請法國亞特克大學 Jerome Boulbes 教授假資訊大樓 2803 室，主
講：「動畫創作之技術與藝術分享」。Jerome Boulbes 教授為法國電
影藝術中心長期經費支持動畫導演、法國裝飾藝術學院(Art Deco)
動畫課程教授。
商設系同學參加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辦之「2006 年台灣御品茶創意
包裝設計評選」榮獲《金獎》、《銅獎》及三項《優選》
。
商設系同學參加「2006 全國學生原住民海報創作競賽」榮獲《金獎》
、
《優異獎》及《佳作獎》共三項榮譽。
台中市數位知識經濟協會委託多媒體設計系系假資訊大樓 2805 室，
辦理「數位內容學院區域整合分項畫推動諮詢委員會議」暨「縣市 e
特色案例分享交流會」
。
本校教職員工網球隊參加 95 年全國大專教職員工網球實，獲得乙組
第二名。
「台德菁英計畫」自 95 學年度開辦二技學制，本校開設「系統資訊
高級技術員」職類。
第一屆「台德菁英計畫」訓練生全國聯合畢業典禮，假本校體育館舉
行，全國 10 所學校 35 個事業單位及首屆 248 位「台德菁英計畫」訓
練生參加，畢業典禮由行政院勞委會蘇副主委麗瓊主持。
多媒體設計系蔡子瑋老師指導四年級李德俊、張芷嫣及巫立偉同學專
題作品「灣麗磚數位文物館建置計畫」榮獲靜宜大學「2006 文化數
位創意加值競賽」第一名。
多媒體設計系陳思竹、童瓊嵐及林佩蓉同學作品「一水一點滴」，榮
獲第十五屆金犢獎『電視廣告類』佳作，指導老師為洪淑宜老師。
多媒體設計系游曉貞老師指導李怡倩同學製作「防災資訊部落格」，
參加『2006 國際防災科技與防災教育研討會』舉辦之「全國創意防
災部落格競賽」勇奪全國第一名。
多媒體設計系張天城同學參加台中市主辦 95 年第三屆「小金馬創作
影片大賽&台中市的一天攝影比賽」
，勇奪城市印象組金牌獎。
多媒體設計系 95 年起加入「台灣數位媒體設計學會」團體會員，並
擔任發起人之一暨籌備委員，代表人系主任許永洲並獲選出任該學會
理事。
奉教育部核定本校進修部自 95 學年度起，增設大學部四年制應用英
語系一班；二年制專科部會計統計科減招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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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教育部核定，本校進修部部分系科配合日間部更名如下：
(1) 國際企業系更名為國際貿易系
(2) 財務管理系更名為財務金融系
(3) 會計系更名為會計資訊系
自 95 學年度起，本校進修部大部份系科進行修業年限之調整：
(1) 二技進修部國際貿易系、會計資訊系、休閒事業經營系、銀行
保險系修業年限由 3 年調整為 2 年。
(2) 四技進修部國際貿易系、會計資訊系、財務金融系、資訊管理
系、應用英語系、商業設計系修業年限由 5 年調整為 4 年。
(3) 二專夜間部國際貿易科、會計資訊科、資訊管理科、企業管理
科修業年限由 3 年調整為 2 年。
配合勞委會職訓局「95 年度產學訓人才投資方案」
，本校首次舉辦推
廣部碩士學分班。
外語系英語義輔營隊至澎湖四所國小辦理義輔。
完成「全民英檢線上模擬考試」之數位平台的建置。
資訊管理系(科)申請獲准「95 年度技專校院發展重點特色專案補助」
計畫名稱:「發展數位內容創意開發中心與提昇數位內容產業國際競
爭力」乙案，共計補助資本門經費部分 300 萬元整。
自 95 學年度起，將日間部及進修部整合為國際貿易系(科)，日二技
停招，改招日二技國貿系及夜二技、四技國貿系。
95 學年度進修學院增設應用日語及商業設計等二系，各招一班。
95 學年度進專商業經營科增加旺宏電子建教班，招生二班。
財務管理系與金融系合併為財務金融系。
成立通識教育中心，由王家歆教授擔任通識教育中心主任。
通識教育中心完成博雅通識課程規劃：日間部四技、二技開設 47 門
博雅通識課程，進修部四技、二技開設 48 門博雅通識課程，合計開
設 95 門博雅通識課程。第一學期、第二學期合計共開設 126 門博雅
通識課程。開課力求多樣化，增加學生選擇機會。
95 年 8 月主管異動名單如下：
教務長 應用中文系教授歐洋源擔任
學務長 資訊管理系教授謝俊宏擔任
財務金融系主任 (財務管理系改名)財務金融系副教授賴煒曾擔任
資訊工程系主任 (管理科學系改名)資訊工程系教授陳同孝擔任
資訊管理系主任 資訊管理系教授廖士寬擔任
財政稅務系主任 財政稅務系副教授林冰如擔任
通識教育中心主任 應用中文系教授王家歆擔任
企業管理科主任
企業管理科副教授張詠盛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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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主任
通識教育中心教授李俊杰擔任
附設空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 銀行保險系教授劉金華擔任
附設高商校務主任
財務金融系副教授謝孟芬擔任
應用日語系堂坂順子老師與洪國財老師帶領學生一行 37 人，接受日
本大阪貝塚市政府及日本大阪產業大學之邀請，赴日進行國際交流活
動。
簡郁紘老師榮獲＂2006 年高等可靠度模式亞洲區國際研討會＂最佳
論文獎。
根據「95 學年度高級中學等進修學校課程暫行大綱」之頒布，自 95
學年度起高商一年級排入體育課程。
多媒體設計系與台中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數位知識經濟協會
共同辦理「2006 DCI 國際創意與行銷研討會」
，假昌明樓 4201 室邀
請 Pixar/Disney 公司總監 Gary Baseman 分享 Pixar 短片動畫製作之
創意與行銷關鍵，並由該公司特效動畫專家 Ernesto Nemesio 主
講＂The Cars＂動畫創作歷程、團隊分工方式等。
日間部國際企業系自九十五學年度起更名為國際貿易系。
舉辦「新世紀下國際經貿發展趨勢與貿易救濟制度業界交流會議」
。
由四技系學會主辦之專題演講，邀請胡志強市長蒞校演講，講題為「英
文伴我行：創造情境、融入情境」。
規畫綜合教學大樓光纖、網路架構與備援機房系統與配置。
應中三 1 林欽德同學榮獲 2006 全國台灣文學營文學創作獎小說獎入
圍，入圍作品：<生日快樂>。
本校 95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總第 305 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國
立臺中技術學院通識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及「國立臺中技術學院通
識課程實施要點」
。
本校添購一部 3M 最新型自助借書機系統，為國內技術學院中，國立
學校第一個使用全新服務的學校。
行政會議(總第 305 次)決議通過「圖書館電子資源薦購辦法」
，使資
料庫之購置，能更符合教學研究需要。
多媒體設計系與台中市數位知識經濟協會共同辦理「區域遊戲產業發
展暨人才養成研討會」
，假 4201 室辦理，會中邀請思維工坊之陳思侃
副總經理專題演講及主持「創意交流會」活動。
商設系榮獲台中市政府「台中市第三屆小金馬創作影片大賽」城市印
象組─《銅獎》佳績。
張詠盛主任帶領企管科七位同學參加 95 年度全國大專程式設計競
賽。
舉辦第四屆流通與全球運籌論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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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參加 95 年度全民運動會舞蹈運動，銀四 B 趙敏志同學獲得運動
舞蹈標準舞隊型舞第一名、拉丁舞第一名。
辦理學術交流中心新建工程採購招標，經第二次公開招標以總標價新
台幣 22,700 千元決標予九豪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全部履約施工期限
約為 12 個月。
為解決本校昌明樓無障礙設施不足問題，經學生諮詢輔導組爭取教育
部補助新台幣五十萬元後，由本校負責自籌其餘金額，辦理昌明樓電
梯增建工程。
辦理綜合教學大樓、設計服務中心及學術交流中心等新建工程公共藝
術設置採購，並區分 A、B 二案，分別以公開徵件與邀請比件方式辦
理，辦理結果各由徐秀美主持原植藝術工作室及姜樂靜建築師得標承
攬。
薪資鐘點費、所得稅系統建置完成，統整各項作業，並與人事、課務
單位資源共享。提供全校教職員工隨時查詢功能，年終並能快速正確
完成所得稅媒體申報。
榮獲全國大專院校環境保護有功優良學校優等獎，並獲總統頒獎嘉勉
教育部訪視本校環境管理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
教育部技職司主辦「創意台灣、追求卓越」通識教育活動，本校通識
教育中心協辦，邀請郎亞玲(頑石劇團藝術總監)蒞校演講。
「上海市高等職業教育參訪團」由上海學院副院長張振豐先生領隊蒞
校參訪，由李副校長淙柏及沈研發長維民接待。
辦理公司治理研討會暨內部稽核師考照說明會。
多媒體設計系與室內設計系、商業設計系共同辦理年度「2006 設計
學術研討會」
。
本校獲頒教育部委託中區技專校院校際聯盟之「一卡走遍各校圖書館
資源共享計畫」。中部地區十七所學校之圖書館服務第一名。
辦理設計服務中心新建工程採購招標，經第二次公開招標以總標價新
台幣 9,111 千元決標予燦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全部履約施工期限約
為 10 個月。
應中三 1 林欽德同學榮獲由懷恩基金會與聯合報副刊主辦「2006 第
一屆懷恩文學獎」學生組二獎，得獎作品為「我知道」。
商設系與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系、
北京清華大學、中央美術學院、北京服裝學院共同舉辦「第二屆宗日
盃兩岸學生海報邀請展競賽」，本系研究生並榮獲《佳作獎》及《評
審獎》。
本校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國立臺中技術學院通識教育
中心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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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事業經營研究所、財務金融系、休閒事業經營系聯合主辦「國際
合作交流研討會」
，邀請國際知名財經學者 Dr. Peter Larose 參與本
次研討會，參加同學獲益匪淺，研討會圓滿成功。
本校榮獲 95 學年度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丙組-公主隊第 3 名。
本校榮獲 95 學年度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丙組-王子隊第 3 名。
邀請本校阮校長大年蒞臨演講。演講題目為：「跨世紀的人生觀」
。
本系由駱榮問老師指導資四 1 學生參加經濟部主辦之『2006 創新應
用服務構想徵選，一組學生獲專題推薦獎（相當於第二名），另有三
組得佳作。
本校舉辦 95 學年度全校運動會創意變裝秀。
本校應用日語系辦理「第 2 屆導覽實務工作坊」活動，假國立自然科
學博物館舉行。
本校資訊館、中正大樓、昌明樓、弘業樓、行政大樓、翰英樓、奇秀
樓無線網路及認證機制建置完成。
通識教育中心舉辦第二次跨領域教師學術討論會。主持人：陳美圓老
師。主講人：廖藤葉老師、張致苾老師。講題。廖藤葉<冰雪極光談
阿拉斯加>、張致苾<悠悠古道說絲路>。
舉行「當文化遇見產業-文化產業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商設系於台中市文化局文英館舉辦「2006 商業設計系系展─水
Water」。
財務管理系女子排球團隊榮獲第二屆中區大專院校財務金融盃冠軍。
校園資訊伺服機資料庫資料備份系統建置完成。
通識教育中心舉辦第一次跨領域教師學術討論會。主講人：林玫君老
師。講題：張星賢與田徑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