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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 

 2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2次工程學院外審委

員遴選小組會議 

 3月 8日 106學年度第一次院務發展諮詢會

議 

 

 3月 12日 106學年度第 5次院行政會議 

 3月 13日 106學年度工程學院第 8次院教評

會議 

 4月 11日 106學年度工程學院第 9次院教評

會議 

 依據人事行政局公告 106學年度行事曆，107

年 4月 4日兒童節及 5日清明節假期，6日

（五）調整放假；並於 107年 3月 31日（六）

補行上班上課。 

人事動態 

 恭賀本學院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石煥讓

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 

 恭賀本學院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張文陽

升等副教授。 

 恭賀本學院動力機械工程系魏進忠副教授

升等教授。 

 

 

 

 

 

  

 

 

 蔡定侃新任材料科學與工程系系主任 

 機械設計工程系助理員廖婉妤平調 

 飛機工程系訓練中心講師李琨鵠到職 

 飛機工程系訓練中心講師徐建安到職 

 飛機工程系訓練中心講師蔡冠明到職 

 飛機工程系助理員張雅宣到職 

 符合退休條件且擬於 107年 8月 1日申請退

休之教師，請於 3月 27日前簽准，並於 4

月 11日前檢附個人相關證件資料擲送本校

人事室辦理。人事室網頁 

 

獲獎榮耀 

 機械設計系賴涵餘、李伯皇、莊皓惟同

學，獲頒素有技職教育奧斯卡獎之稱的

「技職之光」殊榮。 

 

活動訊息 

 4月 11日科訂企業徵才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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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1日於本校校本部舉辦[2018虎虎生風 

實習就業博覽會]活動時間 10:30-16:00 

 107年經濟部工業局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

計畫，自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至4月2日止，

本中心受理至 3月 30日，歡迎各位老師踴

躍申請。 

產學處-創新育成中心許雅菁 5793 

 越南語與機電整合產業學程開始招生囉! 

歡迎學生踴躍參加! 
國際處技士吳忠翰 3067 

 3月 28日研究倫理課程-長榮大學場次，敬

請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為鼓勵各界人士從事身心障礙者應用圖書

資訊之相關研究，國立臺灣圖書館於 107年

6月 1日起至 8月 31日止，開放博、碩士學

位論文及期刊論文研究領域屬此主題者，提

出身心障礙研究優良論文獎助申請。 

 為推廣電子學位論文典藏與發展，並促進全

球相關工作者之交流，國家圖書館辦理旨揭

研討會，主題為「知識無疆界：電子學位論

文全球化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Rims 

and Oceans: Globalizing Knowledge with 

ETDs」，會議內容包含議題發表、專題演講、

工作坊及海報展等，現已開放徵稿及報名。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 企業參訪活動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03/29止(額滿為止) 

 台塑企業技術訓練中心 - 企業參訪活動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04/23前止(額滿為止) 

 本校創新自造教育基地轉知中科智慧機器

人自造基地開授免費課程: 

1.AI機器人及創意發想體驗主題競賽相關

課程_雙足機器人硬體與軟體設計 

2.軟硬體設備基礎及應用課程_高階 3D列印

基礎概論 

3.AI機器人及創意發想體驗主題競賽相關

課程_NVIDIA開源軟體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訂

於 107年 3月 28日舉辦「技術型高中新課

綱共同科素養評量研討會」，惠請本校有興

趣之教師，自行依規定報名參加。 

 107年度大學校院創業種子師資培育-進階

課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7 「第一屆虎尾十大人

氣美食店家票選暨抽獎」活動 

 

競賽資訊 

 第七屆中興大學與程泰集團「精密工具機與

智慧化技術」專題實做競賽 

 台積電第二屆設備創意競賽開始報名，競賽

項目為自動化機械臂設計競賽，邀請本校師

生組隊參加。 

 TDK盃機器人競賽報名開跑智慧型男

PLUS-SmartBOT+獎金再加碼，誠摯邀請各界

好手踴躍報名! 

 2018東元「Green Tech」國際創意競賽即日

起開放報名 

 第十一屆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競賽 

 2018新光保全智慧型保全機器人 

 第八屆全國大專院校智動化設備創作獎 

 中科管理局 Pickathon 

 

考試資訊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將於本校舉

辦考試說明會，訂 3月 22日下午 3點 0分

至 4點 0分於資訊大樓 1樓 AIA0104 教室

舉辦  

1. 第 18屆自動化工程師&第 4屆機械工程師將

於 107年 5月 26日舉辦 Level 1、Level 2 兩

個級別學科考試，6月 2日舉辦術科考試。 

2. 本校各系線上團報的密碼如下，學生利用這

組密碼上網報名即可享有團報優惠優惠，若

非為以下系所亦想報考，可用研發處的密碼

作報名。 

虎尾科技大學 研發處 jt8bjebx 

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evwpy354 

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2rhgkc5v 

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創意工程與精密科技研

究所 

4qvff98e 

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系/機械與機電 k7mrvqn6 

 

https://rec.chass.ncku.edu.tw/event/14681
https://www.ntl.edu.tw/ct.asp?xItem=61383&ctNode=1664&mp=1
https://etd2018.ncl.edu.tw/en/
https://etd2018.ncl.edu.tw/en/
https://etd2018.ncl.edu.tw/en/
https://etd2018.ncl.edu.tw/en/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xNutb1KgBdkYJuQja4sDOMHd9LFoFS-fHogb4M0fXTIjCT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wo77LcpZV0mYxyqFZ2-ovqXlVwlzzeIWcQT-qrZndnw/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803050711592225225510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803050711592225225510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803090030279175797630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803090030279175797630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803090211321976698445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803090211321976698445
https://www.tcte.edu.tw/page_new_list.php?no=MTAwMjUz&valid=34d3c14b7d1578d6e175400b1a81e0d7
https://www.tcte.edu.tw/page_new_list.php?no=MTAwMjUz&valid=34d3c14b7d1578d6e175400b1a81e0d7
https://lnk.pics/54BQK
https://goo.gl/forms/dgjaL8RBcmfofjGs1
https://goo.gl/forms/dgjaL8RBcmfofjGs1
http://dmlab.nchu.edu.tw/IMT/
http://dmlab.nchu.edu.tw/IMT/
http://trc2018.cn.nctu.edu.tw./
http://trc2018.cn.nctu.edu.tw./
http://tdk.nfu.edu.tw/22th
http://www.tecofound.org.tw/greentech-contest/2018/main.php
http://www.tecofound.org.tw/greentech-contest/2018/main.php
https://www.facebook.com/HIWINRobot/
https://www.facebook.com/sksrobot/
http://www.gpmcorp.com.tw/zh-tw/about/index/20
https://www.ctsp.gov.tw/chinese/00-Home/home.aspx?v=1
http://www.tairo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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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研究所 

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6ud6qsjk 

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4fe9vj8w 

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與電子

科技研究所 

z73rbrwq 

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材料

與綠色工程研究所 

3qw6xgzt 

 

 「機械專業人才認證考試」獲經濟部 iPAS

採認通過，教育部彙整更新通過採認的項目，

已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行文至各大專校院。 

1. 「107年第 1次機械專業人才認證考試」，即

日起受理報名，考試日期 5月 27日(日)，

請於 4月 27日前至綜二館工程學院辦公室

報名，學院代為填報資料及統一匯款，費用

仍為 5折! 

2. 考試項目為「初級機械工程師」、「中級機械

設計工程師」及「中級電控系統工程師」，

均適合大學及研究所在校生報考。請上本會

網站→機械認證 查詢。 

 

http://csme.org.tw/
http://csme.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