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6 年 度 大 事 紀 提 要
▲ 國立臺中技術學院辦理校長遴選大事記

96.03.15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96.03.26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96.03.26 校長遴選公告徵求參選人員。
96.04.27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辦理校長參選人員資格審查。
96.04.30 校長參選人員向全校師生、同仁發表治校理念說明會。
96.05.07 本校同仁行使同意權投票，只有① 號李淙柏教授同意票達半數。
96.05.10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決議① 號李淙柏教授校長候選人資格保
留，再辦第二次同意權投票。
96.05.22 第二次本校同仁行使同意權投票，② 號沈維民教授，④ 號謝俊宏教授
同意票達半數。
96.05.30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李淙柏教授最高票當選本校下任校
長。
▲ 大陸湖北省黃剛市教育參訪團蒞校訪問，由湖北省黃岡市副市長梅香雪女士領

隊，阮校長因公出國，由李副校長淙柏及研發處沈研發長維民接待。
▲ 本校 88 週年校慶暨校友大會於上午 10 點舉行，大會由阮校長大年及校友總會
劉會長耀宗共同主持，會中並表揚本校 96 年度傑出校友。
當選本校 96 年度傑出校友名錄如下：
（1）林文理校友：民國 44 年畢業（初級部 10 屆），現任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總經理。
（2）賴進淵校友：民國 60 年畢業（五專 4 屆會統科）
，現任兆豐國際商業銀行
副總經理兼亞太區總經理。
（3）王國雄校友：民國 69 年畢業（五專 13 屆），現任王品集團副總經理。
▲ 應用日語系舉行「2007 年國際學術研討會--語言學習與心理--」
，邀請中研院

院士陽明大學曾志朗教授、日本廣島大學松見法男教授與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Martha Nyikos 教授等 3 位學者蒞校專題演講。
▲ 本校與日本大阪經濟大學簽訂兩校學術合作交流基本協議書。
▲ 應用外語科日文組更名應用日語科。
▲ 圖書館增設「資訊系統組」
。
▲ 統計系更名為「應用統計系」
。
▲ 資管系獲教育部技專校院重點特色補助案第二計畫 300 萬元。
▲ 高商自 96 學年度起，開始實施校園服務隊制度，並成立校園安全小隊與環保

服務小隊，以協助校園安全及秩序維護。

▲ 高商自 96 學年度起，為能培養學生團隊精神與守法守紀觀念，且落實生活禮

儀教育，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以加強學生對自我「到校穿制服」之習
慣與要求。
▲ 全校一、二級主管知能研習。
▲ 全校實施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
▲ 啟用宿舍網路委外營運機制（中華電信承包）
。
▲ 「綜合教學大樓新建工程」完成驗收作業，且經本校第 307 次行政會議討論通

過，正式命名為「中商大樓」，並於 97.11.22 正式全面開放使用。
▲ 空中進修學院建置「財產資訊管理系統」
，便於整理 66 年~90 年之學籍資料。
▲ 澳洲教育官員魏馬克先生蒞校訪問，由李校長淙柏及研發處蕭研發長嘉猷接

待，就澳洲及我國教育制度進行意見交流。
▲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經 96 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送請教育部核備。
▲ 本校「國立臺中技術學院人文社會學報」更名為「國立臺中技術學院通識教育

學報」,並完成政府出版品 GPN 申請（GPN 號：2009504569），亦將申請 ISSN
國際標準期刊號。
▲ 接受教育部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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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設系二年級學生李佳蓉參加德安購物中心舉辦「獨樹意格」環保聖
誕樹裝置設計比賽，獲第一名。
本校電算中心建置 Kaspersky 全校防毒系統。
本校電算中心淘汰舊校園骨幹交換器。
大陸湖北省黃剛市教育參訪團蒞校訪問，由湖北省黃岡市副市長梅香
雪女士領隊，阮校長因公出國，由李副校長淙柏及研發處沈研發長維
民接待。
商設系於台中舊酒廠舉辦畢業設計展。
會資系辦理「新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研習營」為期 3 天，邀請林蕙真教
授主講。
本校與微軟完成校園軟體全校授權續約手續，全校師生可在校園內合
法使用微軟授權內之軟體。
本校商設系學生榮獲由行政院文建會指導，誠品書店及台中 20 號倉庫
橘園國際藝術策展公司主辦之全國設計院校「我愛漢字」海報設計比
賽第三名及優異獎 7 名佳作獎若干名之佳績。
空中進修學院自 96 學年度第二學期起，比照其他學制作法，試卷不再
繳回註冊組，由各任課老師自行保管一年，以利學生查閱。
辦理本校 96 年度新春團拜。
自 03.02 起至 05.25 舉辦華語教學專題講座系列共 12 場，邀請到任職
於國立台北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的盧廣誠教授至校專題演講。
邀請日本大阪市立大學學者高橋信宏教授蒞校訪問，舉行國際學術交
並舉辦一場專題演講，講題為「Offshoring of software 流座談會，
development」
。
舉辦「太陽餅傳情活動」
，塑造中技的精神與特色--陽陽得意、情滿中
技，將這份感恩情能永續傳承。
95 學年度全國音樂大賽，本校國樂社、合唱團及管樂社榮獲優等獎；
口琴社榮獲甲等獎。
研發處舉辦「鮭魚返鄉」系列座談會。
舉辦室內設計系成果展。
本校商設系研究所與台灣師大設計所及高雄師大視傳所共同舉辦三校
研究生海報創作展，於中友百貨誠品書局展出。
本校男女排球隊參加 95 學年度全國大專排球聯賽決賽大專體總分獲
女排冠軍、男排季軍的佳績。
應日系三年 A 班陳品妤與戴天心 2 位同學以交換留學生身份至日本大
阪產業大學就學，自 96 年 4 月 1 日至 97 年 3 月 31 日止，為期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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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接受行政院主計處「95 年度政府機關電腦作業效率查核實地抽
查」作業，並給予電算中心諸多寶貴意見及改善建議。
4A 自由創意獎學生獎本校商設系榮獲「最佳學生平面廣告獎」大專組
平面金獎及佳作。
多媒體設計系學生假台灣建築設計藝術展演中心(台中酒場) 參加「6
校畢業設計聯展」展出學生畢業專題製作成果。
邀請企管系、科畢業校友王品集團王國雄副董事長於週會時間演講，
講題為「王品的創業經驗」
，學生受益良多。
企管科舉辦「2007 產業創新管理實務研討會」，並於研討會場四周設
置職涯諮詢小站，免費提供學生職涯諮詢服務。
日本大阪經濟大學國際交流委員長重光美惠教授、國際交流課課長崎
田洋一先生與該校林明信教授蒞校參訪，進行國際學術交流活動。
多媒體設計系學生假台灣建築設計藝術展演中心(台中酒場)舉辦「老
多多返鄉校友會」活動。
體育室與休閒事業經營系共同舉辦「2007 體育專業發展與運動休閒趨
勢研討會」。
資管系協辦經濟部創新應用第一次研習營。
校應英系五專部外三乙孫海茵、羅小珊、楊鈞婷三位同學赴台北參加
「95 學年度東閔盃全國英語機智問答競賽」
，榮獲全國高中職組第一
名，為校爭光。
商設系畢業優秀作品參加台北世貿中心「2007 新一代設計展」，榮獲
包裝設計類銀獎 2 座、銅獎 1 座；平面設計類銅獎 2 座；新一代空間
設計大賞銅獎 1 座。
日間部博雅通識課程開始選課計 83 門；進修部開設博雅通識課程 45
門課，合計 128 門課。
流通管理系委託電算中心架構之學程檢核系統正式啟用。
本校 88 週年校慶暨校友大會於上午 10 點舉行，大會由阮校長大年及
校友總會劉會長耀宗共同主持，會中並表揚本校 96 年度傑出校友。
當選本校 96 年度傑出校友名錄如下：
（1）林文理校友：民國 44 年畢業（初級部 10 屆）
，現任國光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2）賴進淵校友：民國 60 年畢業（五專 4 屆會統科），現任兆豐國
際商業銀行副總經理兼亞太區總經理。
（3）王國雄校友：民國 69 年畢業（五專 13 屆）
，現任王品集團副總
經理。
慶祝創校 88 週年校慶週系列活動，由古箏社等 6 社團參加演出，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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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中心音樂廰。
本校商設系所李淙柏教授就任本校新任校長。
國貿系舉辦「2007 全球化經貿行銷策略暨管理」研討會。
應用日語系舉行「2007 年國際學術研討會--語言學習與心理--」，邀
請中研院院士陽明大學曾志朗教授、日本廣島大學松見法男教授與美
國印第安那大學 Martha Nyikos 教授等 3 位學者蒞校專題演講。
應用日語系三年 A 班陳品妤、戴天心、呂宜珍與應用外語系日文組三
年 1 班林芝儀等 4 位學生榮獲教育部 96 年度「學海飛颺」計畫案經
費補助共計新台幣 120 萬元。
高商於本校體育館舉辦第五十六屆畢業典禮，該屆畢業生計有 273 名。
事業經營研究所至上海聯盛電器、寶成企業、巨大工業、震旦行、由
鉅建設進行企業參訪。
事業經營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進行「兩岸地區管理專業教育之展望」
研討會暨學術交流。
辦理 95 學年度畢業典禮。
事業經營研究所於上海昆山經濟開發區培力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進
行「兩岸經貿研討會」
。
事業經營研究所與上海電視大學進行「兩岸數位教學」研討會暨學術
交流。
第二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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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全國 5 所校 17 個事業單位及 117 位「台德菁英計畫」訓練生
參加，畢業典禮由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廖主秘為仁主持。
辦理「2007 大專院校暑期財會公報研習營」為期 4 天邀請台灣大學蔡
彥卿、劉啟群教授、台北大學張仲岳教授主講。
本校與日本大阪經濟大學簽訂兩校學術合作交流基本協議書。
本校室設系蕭家孟、藍儒鴻與王伶芳等三位老師，訪問北京大學建築
研究中心，並建立雙方相互交流之機制。
應用外語科日文組更名應用日語科。
多媒體設計系陳綮紳等二組同學參加「2007 文化創意加值競賽」大專
院校組，分獲第一名及佳作榮譽，指導老師為游耿能、蔡子瑋老師。
多媒體設計系陳品源等三位同學參加「『創意就是力量』交通安全 FLASH
影音動畫大賽」汽車安全組，獲佳作榮譽。
多媒體設計系陳品源同學參加「台南四草大眾廟-開運賜福旗競圖比
賽」開運賜福旗競圖比賽，獲優選榮譽。
多媒體設計系陳瑋婷等二組同學參加「自由軟體簡報範本設計大賽」
使用自由軟體製作 ODF 文件組，獲優良作品，指導老師為徐豐明、游

曉貞老師。
96.08.01 多媒體設計系許皓惟同學參加「2007 第一屆全國學生漫畫大賽」大專
大學組，獲優選，指導老師為蔡子瑋老師。
96.08.01 多媒體設計系張天城等同學參加台中市「捕風捉影-台中小金馬創作影
片大賽 2007 台中小金馬影片創作大賽」
，城市印象組金牌獎。
96.08.01 多媒體設計所陳綮紳等 4 位同學參加「2007 電信加值應用大賽」3G 行
動數位生活應用組組，獲季軍，指導老師為游耿能老師。
96.08.01 多媒體設計系林耀生等 4 位同學參加「2007 電信加值應用大賽」網路
社群平台發展組，獲佳作，指導老師為黃國峰老師。
96.08.01 多媒體設計所吳承鴻等二位同學參加「2007 慈善科技人文全國網頁設
計比賽」人文類組，獲佳作，指導老師為蔡子瑋老師。
96.08.01 多媒體設計所黃建旗同學參加「2007 第三屆全國技專校院電腦動畫競
賽」培訓組，獲優選，指導老師為王兆華老師。
96.08.01 圖書館增設「資訊系統組」，由多媒體設計系徐豐明老師兼任組長。
96.08.01 本校主管異動名單如下：
教務長 資訊管理系教授謝俊宏
學務長 通識教育中心教授李宏仁
研發長 商業設計學系教授蕭嘉猷
總務長
國際貿易系副教授林春利
進修部主任 風險管理與保險系副教授陳明哲
商管學群召集人 劉政淮
設計學群召集人 鄭正清
語文學群召集人 林金龍
資訊學群召集人 蔡月霞
資訊科技與應用研究所主任 副教授詹昭文
資訊工程系主任 副教授陳世穎
會計資訊系、科主任 (會計系改名) 副教授李賜郎
風險管理與保險系主任 副教授闕廷諭
企業管理系、科主任 （新增系）副教授賴明弘
商業設計所、系主任
副教授黃鐉津
應用日語系、科主任
副教授吳致秀
多媒體設計所、系主任 副教授王兆任
96.08.01 統計系更名為「應用統計系」
。
96.08.01 李宏仁教授兼任學務長，黃麗修副教授兼任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嚴
嘉琪副教授兼任學生諮商輔導組組長、王傑群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組
長、蕭玉華教官兼任僑輔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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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研發長由商設系蕭教授嘉猷接任，各組新任組長為：學術
發展組組長張詠盛老師、技術合作組組長楊家源老師、實習就業輔導
組組長蔡招仁老師、校友服務組組長陳美嬪老師。
教育部來函辦理「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本項計劃包含助學
金、生活學習獎助金、緊急紓困金、低收入戶免費住宿等四項措施，
本件計畫之執行成效，將列入未來學雜費調整、大學校務評鑑項目。
空中學院學院部第 3 屆暨專科部第 29 屆畢業典禮假本校體育館舉行。
教育部來函台高（四）字第 0960115873 號函：
「自 96.8.1 調整校內工
讀金給付標準為每小時 95 元。」。
應用日語系(科)日本學術交流訪問團 12 名同學，由林雅芬助理教授帶
隊赴大阪貝塚市進行國際交流訪問，自 96 年 8 月 20 日至 25 日，為期
6 天。
資管系獲教育部技專校院重點特色補助案第二計畫 300 萬元。
高商自 96 學年度起，開始實施校園服務隊制度，並成立校園安全小隊
與環保服務小隊，以協助校園安全及秩序維護。
高商自 96 學年度起，為能培養學生團隊精神與守法守紀觀念，且落實
生活禮儀教育，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以加強學生對自我「到校
穿制服」之習慣與要求。
辦理全校一、二級主管知能研習。
全校實施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
啟用宿舍網路委外營運機制（中華電信承包）。
「綜合教學大樓新建工程」完成驗收作業，且經本校第 307 次行政會
議討論通過，正式命名為「中商大樓」。
資管系主辦供應鏈管理教育訓練。
空中進修學院建置「財產資訊管理系統」，便於整理 66 年~90 年之學
籍資料。
資管系協辦 2007 電腦冠軍王大賽
澳洲教育官員魏馬克先生蒞校訪問，由李校長淙柏及研發處蕭研發長
嘉猷接待，就澳洲及我國教育制度進行意見交流。
企管系學生洪梓桓與資管系學生黃銘宏共同榮獲 PC DIY 全國電腦競
技大賽中區學生組冠軍。
應用日語系四年 A 班學生翁建育榮獲「2007 年第一屆住華盃全國大學
院校日語演獎比賽」日語組第 1 名。
企管科學生劉啟祥等四人榮獲教育部舉辦之 96 年度全國大專電腦軟
體設計競賽丙組第三名。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經 96 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送請教育部

核備。
96.10.26 召開「2007 國立台中技術學院應用英語系英語教學研討會」，研討會
為跨校性質，與會人士多達 70 餘人，出席相當踴躍。
96.10.29 應用日語系安排日本廣島安田女子大學教授蒞校訪問。
96.10.31 舉辦全校一年級各班校歌比賽。
96.11.08 大陸訪客黃先蓉教授到本校圖書館參訪，並主講「世界出版集團在大
陸之發展情況」。
96.11.08 由「中區英語教學資源中心」主辦及本校應用英語系協辦之「教師成
長巡迴演講—電腦輔助英語教學經驗座談會」
，假本校資訊樓 2706 教
室舉行。
96.11.09 財務金融系與財政稅務系及休閒事業經營系舉辦聯合系友成立大會，
系友反應熱烈。
96.11.14 資工系協辦研發處舉辦「論文撰寫與研究方法研討會」。資工系 2804
嵌入式系統實驗室建置。
96.11.15 通識教育中心主辦、葫蘆墩社區合作社承辦，圖書館協辦，
「漆器與葫
蘆特展」地點：圖書館二樓展覽區。
96.11.16 資工系、資科所、資管系、多媒體設計系共同主辦「2007 數位內容創
意開發研討會」。
96.11.20 教育部檔案管理評鑑委員到校評鑑文書組，中午參訪圖書館。
96.11.22 「中商大樓」舉行隆重落成啟用儀式後，正式全面開放使用。
96.11.23 風保系正式搬遷至中商大樓辦公，並於 12 月 4 日舉行「風保系新活力
新氣象茶會」
，在全新的學習環境下，師生必能提高學習興趣與成效。
96.11.24 休閒事業經營系舉辦「創業及就業學程教育經驗分享座談會-實習達人
座談會」
。
96.11.27 啟用中商大樓有線網路。
96.11.29 辦理舉手之勞做環保，心手相連更美好活動。
96.12.01 本校「國立臺中技術學院人文社會學報」更名為「國立臺中技術學院
通識教育學報」,並完成政府出版品 GPN 申請（GPN 號：2009504569），
亦將申請 ISSN 國際標準期刊號。
96.12.06 裝置藝術展為期二天，成品呈現於中庭花園及昌明樓 6 樓。期間正值
全校評鑑，同時為校園增添許多鮮明的生命色彩。
96.12.06 教育部學校評鑑。
96.12.29 本校商設系於臺中市文化局文英館舉辦 96 年度系展。
國立臺中技術學院辦理校長遴選大事記
96.03.15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96.03.26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96.03.26
96.04.27
96.04.30
96.05.07
96.05.10
96.05.22
96.05.30

校長遴選公告徵求參選人員。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辦理校長參選人員資格審查。
校長參選人員向全校師生、同仁發表治校理念說明會。
本校同仁行使同意權投票，只有① 號李淙柏教授同意票達半數。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決議① 號李淙柏教授校長候選人資格
保留，再辦第二次同意權投票。
第二次本校同仁行使同意權投票，② 號沈維民教授，④ 號謝俊宏教
授同意票達半數。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李淙柏教授最高票當選本校下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