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5 年度研究發展處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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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企 劃 組ok
計畫相關類
(1/4-1/7)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105 年度申請計畫審核及彙整送件。
(1/4-1/22)科技部先導型、開發型(第二期)、應用型(第一期)產學合作
研究計畫開始申請。
(1/2-2/5)科技部 105 年度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開始申請。
(1/18-1/22)新聘教師申請科技部計畫核定情形調查通知。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1/29)期刊論文潤稿費補助申請、追蹤明珠講座教授半年績效。
其他重要工作
(1/11-1/24)通知老師填寫本校教師研究評鑑基本資料庫。
(1/29)預計完成 105 年度上半年特聘教授審查。

技 術 發 展 組

競賽相關類
 技職風雲榜登錄及競賽資訊公告。
 中興保全智慧生活計畫競賽複賽評比。
校外實習類
 填報教育部補助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程序七學生校外實習執行進度
及成效。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取得高考或專技高考證照獎助金申請公告。
其他重要工作
(1/01-1/30)校園徵才博覽會暨說明會廠商資料建置及廠商繳費事宜。
(1/30)提報 105 年度校園徵才博覽會計畫予教育部申請補助經費。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申請。
(1/4-1/15)公告學海築夢說明會日期；(1/15)辦理學海築夢說明會。
(1/5)於行政會議發放學海築夢活動海報給教學單位供張貼宣傳。
計畫相關類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競賽相關類
(2/5)科技部先導型、開發型(第二期)、應用型(第一期)產學合作研究 (1/1-2/28)104 年度本校與各校校際學術研究合作計畫案繳交期末  技職風雲榜登錄及競賽資訊公告。
計畫申請截止。
成果報告。
 中興保全智慧新生活計畫競賽決賽前置作業期。
(2/5)科技部 105 年度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截止。
(1/1-2/28)本校「補助各單位舉辦學術研討會」受理申請。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2/1-2/28)科技部 104 年度專題計畫第 2 期請款作業簽辦。
(2/1-3/31)105 年貴重儀器申請及購置維修補助。
(2/18-3/18)取得高考或專技高考證照獎助金接受申請。
(2/1-2/28)辦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及其他學術處計畫申請、核定、請
校外實習類
款及計畫延期、變更申請。
 辦理在校生校外實習。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公告學海築夢-校外實習計畫申請開始。
(2/15-2/26)科技部整合型計畫獎勵開始受理申請。
其他重要工作
(2/26)公告獎助績優教師暨聘任研究人員開始申請。
(2/1-2/28)校園徵才博覽會場地及說明會安排。
(2/1-2/28)受理本校新進教師設備費申請及撥款事宜；(2/28)期刊論文潤稿費補助申請。
(2/22-2/28)校園徵才博覽會廣告海報、DM 製作。
其他重要工作
(2/2-2/28)通知各系所辦理系所改善教學儀器設備相關事宜。
計畫相關類
(3/1-3/15)新聘教師申請科技部計畫核定情形調查通知。
(3/1-3/31)辦理教育部及科技部其他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核定、請款及
計畫延期、變更申請。
(3/1-3/31)通知繳交 104 年度科技部大專生計畫成果報告。
(3/1-3/31)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辦法及規定提會修正。
(3/31)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措施申請公告。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3/16)公告特聘教授開始申請。
(3/16)公告講座教授開始申請。
(3/16)公告本校傑出研究獎開始申請。
(3/31)期刊論文潤稿費補助申請。
(3/1-3/31)科技部整合型計畫獎勵審核及補助事宜。
其他重要工作
(2/22-3/18)請各單位確認教師研究評鑑資料。確認老師填寫本校教師
研究評鑑基本資料庫之資料。
(3/20-3/31)發函通知各學院研擬撰寫年度研發成果白皮書。
(3/31)預計完成 105 年度年輕學者獎審查。

計畫相關類
(4/1-4/30)辦理教育部及科技部其他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核定、請款及
計畫延期、變更申請。
(4/30)通知 104 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措施獲奬勵者，繳
交前一年度執行績效報告。
(4/30)各學院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措施申請截止。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4/29)明珠基金禮聘國際大師截止申請。
(4/1-4/30)受理本校新進教師設備費申請及撥款事宜。
(4/29)期刊論文潤稿費補助申請。
(4/30)獎助研究績優教師暨聘任研究人員截止申請。
其他重要工作
(4/1~4/30)技專校院資料庫填報。

計畫相關類
(5/1-5/30)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措施資料彙整、排序名次、召
開會議。
(5/31)繳交 104 年度科技部獎勵優秀人才措施執行績效報告。
(5/1-5/31)辦理教育部及科技部其他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核定、請款及
計畫延期、變更申請。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5/31)特聘教授、傑出研究獎、講座教授截止申請。
(5/1-5/31)受理本校新進教師設備費申請及撥款事宜。
(5/31)期刊論文潤稿費補助申請。
其他重要工作
(5/31 前)獎助研究績優教師暨聘任研究人員審查完成。
(5/23-5/31)請各學院完成年度研發成果白皮書訂稿及教師確認程序。
計畫相關類
(6/1-6/10)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措施資料影印、填寫計畫申請
書申請。
(6/1-6/30)科技部開發型(第 3 期)、應用型(第 2 期)產學合作計畫案申
請。
(6/1-6/30)辦理教育部及科技部其他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核定、請款及
計畫延期、變更申請。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6/30)期刊論文潤稿費補助申請。
(6/1-6/30)受理本校新進教師設備費申請及撥款事宜。
(6/30 前)特聘教授審查完成。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1/1-2/28)本校「補助各單位舉辦學術研討會」受理申請。
 105 年本校與馬偕紀念醫院學術研究合作計畫開始執行。
 105 年本校與臺北醫學大學學術研究合作計畫開始執行。
 105 年本校與臺北大學學術研究合作計畫開始執行。
 105 年本校與海洋大學學術研究合作計畫開始執行。
 105 年本校與北京科大學術研究合作計畫開始執行。
 105 年本校與南京理工大學學術研究合作計畫開始執行。
 105 年本校與北京理工大學學術研究合作計畫開始執行。
其他重要工作
(1/1-1/31)105 年貴重儀器第一次申請。

實習就業輔導組

附件七

105.1.1A 版
典範科大計畫辦公室

 105 年新申請之計畫審查。
 6 大深耕技術計畫團隊成員與執行項目調修整。
 蒐集本月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度調整資料；檢視研發成果產品化項
目。
 規劃 106 年後頂大計畫。
生產力 4.0
 進度定期會議(經費分配規劃)
策略聯盟
 檢核彙整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執行成效。
 辦理聯盟 4 校檢核會議。
經費相關
 (1/31)呈報 104 年典範結案之經費收支結算表。
 (1/31) 104 年經費規劃完成。

 參加教育部第 1 次工作圈會議。
 配合教育部規定期限前，繳交修正計畫書及經費需求。
(2/26)典範科技大學進度主管會議。
 規劃 6 大深耕技術計畫年度亮點。
 蒐集本月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度調整資料；檢視研發成果產品化項
目。
 規劃 106 年後頂大計畫。
生產力 4.0
 進度定期會議(未來規劃)
策略聯盟
 撰寫聯盟 104 年結案成果報告；
(2/1)跨校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貴儀網站事項增修。
經費相關
 (2/26)104年經費分配規劃於主持人會議中公告；(2/25)經費管考提交教育部。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競賽相關類
(3/25)典範科技大學進度主管會議。
 (3/1-3/31)本校「發展典範科技大學產研加值補助」公告申請。  技職風雲榜登錄及競賽資訊公告。
 彙整第 1 季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度調整資料。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增修研發成果產品化項目及研究技術。
其他重要工作
 規劃 106 年後頂大計畫。
召開「研發中心管理委員會」審查新設研發中心等事宜。
(3/1-3/15)高考或專技高考報名費申請。
(3/4)中興保全智慧新生活計畫競賽決賽。
生產力 4.0
校外實習類
 進度定期會議。
(3/31)研提學海築夢-海外實習計畫報部。
 (3/2.3/9.3/16.3/23.3/30)開辦物聯智慧合作課程。
 辦理在校生校外實習及彙整下學期實習學生名單。
策略聯盟
 請各系追蹤及輔導大四未完成實習學生(第三次調查)
 (3/2-3/13)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 105 年經費規劃會議。
 調查校園徵才廠商提供 105 年暑期實習機會之意願。
 籌劃本校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課程、專班等開課及報名
 召開 105 年學生暑期實習前準備會議。
事宜。
 發函至公會、產學合作廠商、MOU 廠商調查 105 年暑期實習機會。 經費相關
其他重要工作
 (3/25)經費管考提交教育部。
(3/1-4/8)校園徵才博覽會活動宣傳；(3/12)寄發活動邀請及行前通知給各廠商。  經費應動支:經常門 25%；實支:經常門 10%
(3/16)舉辦105 年度校園徵才博覽會；(3/21-4/8)辦理105 年度校園徵才說明會。
 配合大專校院校校務資料庫調查本校學生校外實習人數、總時數、
技術證照及參與競賽等資料。
(3/4)學海築夢截止收件日；(3/8-3/25)學海築夢計畫校內審查及校內順位結果公布。
(3/30) 學海築夢申請案協助送件。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競賽相關類
(4/29)典範科技大學進度主管會議。
 (4/1-4/30)本校「補助各單位舉辦學術研討會」核定及公告補助  技職風雲榜登錄及競賽資訊公告。
 參加教育部典範第 2 次工作圈會議。
名單。
校外實習類
 工作報告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校務基金管
 辦理在校生校外實習、暑期實習前置作業及實習機會資訊公告。
理委員會備查。
 (4/1-4/30)本校「貴重儀器補助」核定及公告補助名單。
 蒐集本月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度調整資料；增加研發成果產品化資
 本校「發展典範科技大學產研加值補助」進行審查及審查結果  辦理校外實習系統教育訓練。
 公告各系優先輔導及安排大三學生暑期實習作業通知。
料。
公布。
 填報教育部補助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程序七學生校外實習執行進度  規劃 106 年後頂大計畫。
其他重要工作
 「中央研究院第二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申請。 及成效。
生產力 4.0
其他重要工作
 進度定期會議。
(04/01-04/30)校園徵才博覽會活動核銷、成果整理及檢討。
 (4/13、4/27)物聯智慧合作課程；(4/30)生產力4.0 教材&影片完成。
策略聯盟
 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數位科技體驗營」協調參加學校並受理報
名。
 配合策略聯盟活動製作海報、安排車位等細則。
 辦理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數位科技體驗營」。
經費相關
 (4/25)經費管考提交教育部。
 經費動支:經常門30%，資本門60%；實支:經常門15%，資本門10%。
計畫相關類
競賽相關類
(5/27)典範科技大學進度主管會議。
 北聯大系統暨本校與北理、南理、北京科大 104 年學術研究合  公布中興保全智慧新生活計畫競賽初審結果。
 提送 1-5 月重點工作進度報告至教育部。
作計畫聯合成果發表。
 技職風雲榜登錄及競賽資訊公告。
 蒐集本月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度調整資料；增修研發成果產品化項目及研究技術。
 技職之光報名宣導。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規劃 106 年後頂大計畫。
 (5/1-5/31)本校「發展典範科技大學產研加值補助」核定及公告。  教育部 105 年度學生出國技藝能競賽機票補助申請。
生產力 4.0
校外實習類
 進度定期會議；(5/4、5/11、5/18、5/25)開辦物聯智慧合作課程。
 辦理在校生校外實習、暑期實習前置作業及實習機會資訊公告。 策略聯盟
(~5/13)協助彙整 105 年度教育部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程序七(學生校外實習)  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健康照護產品設計體驗營」協調
申請計劃書。
參加學校並受理報名；請聯盟提供相關成果與教材等。
(5/31)教育部核定學海築夢-海外實習計畫。
 辦理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健康照護產品設計體驗營」
。
其他重要工作
經費相關
 辦理 103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出路調查。
 (5/25)經費管考提交教育部。
(5/31)前教育部公告學海築夢審查結果。
 經費動支:經常門40%，資本門70%；實支:經常門20%，資本門30%。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競賽相關類
(6/24)典範科技大學進度主管會議。
 (6/1-6/30)本校「發展典範科技大學產研加值補助」提出校外資  技職風雲榜登錄及競賽資訊公告。
 彙整第2 季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度調整資料；期中檢視6 大深耕技術計畫
 公布中興保全智慧新生活計畫競賽複審結果。
源證明/完成校外捐贈程序。
年度亮點進度。
 技職之光申請。
其他重要工作
 提交後頂大計畫報告書。
 召開「研發中心管理委員會」考評研發中心年度績效等事宜。  辦理教育部 105 年度藝術及設計類國際競賽獎金申請。
生產力 4.0
校外實習類
 進度定期會議；(6/1、6/8、6/15)開辦物聯智慧合作課程。
 辦理在校生校外實習、實習勞安/權益/倫理研習及學生實習意外險。 策略聯盟
 實習機會資訊公告。
 (6/1-6/12)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 4 校會議
其他重要工作
經費相關
 辦理 103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出路調查。
 (6/24)經費管考提交教育部。
(6/1)教育部核撥學海築夢經費，計畫開始執行(學生返國後2 個月內核結並結案)。  經費動支:經常門50%，資本門75%；實支:經常門45%，資本門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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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5 年度研究發展處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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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企 劃 組

技 術 發 展 組

實習就業輔導組

計畫相關類
(7/1-7/31)科技部一般型計畫核定通知、簽約請款。
(7/1-7/31)科技部各項專題計畫辦理簽約事宜。
(7/1-7/31)辦理教育部及科技部其他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核定、請款及
計畫延期、變更申請。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7/29)期刊論文潤稿費補助申請。
(7/29)明珠基金禮聘國際大師截止申請。
(7/1-7/31)受理本校新進教師設備費申請及撥款事宜。
其他重要工作
(7/20-7/31)完成學院研發成果白皮書製作。
(7/1-7/31)傑出研究獎、講座教授審查完成。

計畫相關類
(7/1-8/31)104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師生實務增能
計畫」程序 5-6 成果報告繳件。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本校「發展典範科技大學產研加值補助」核撥預算。
 105 年度本校與各校外機構學術研究合作計畫案繳交期中成果報
告。
其他重要工作
簽辦 105 年研發中心獎勵與裁撤名單。

競賽相關類
 調查參加國際技藝能大賽獲獎師生，並登錄『技職風雲榜』。
 技職之光申請截止。
 競賽資訊公告。
校外實習類
 辦理在校生校外實習、學生實習意外險及公告實習機會。
 請各系追蹤及輔導大三升大四未完成實習學生(第一次調查)
 協助 104 年度教育部補助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程序七學生校外實
習結案作業
其他重要工作
(7/18-7/29)撰寫 105 年度研發替代徵才說明會企劃書。
 安排 105 學年度大一新生職業興趣探索測驗課程事宜。
 商討 103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101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流
向調查之問卷題目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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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相關類
(8/15)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申請通知。
(8/1-8/31)科技部一般型計畫未通過教師申覆案申請。
(8/1-8/31)科技部各項專題計畫辦理簽約事宜。
(8/1-8/31)辦理教育部及科技部其他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核定、請款及
計畫延期、變更申請。
(8/30)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措施核定請款作業。
(8/1-8/31)科技部計畫資料輸入本校教師評鑑資料庫。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8/31)期刊論文潤稿費補助申請。
(8/1-/31)受理本校新進教師設備費申請及撥款事宜。
計畫相關類
(9/30)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截止申請。
(9/1-9/30)辦理教育部及科技部其他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核定、請款及
計畫延期、變更申請。
(9/15-9/30)新聘教師申請科技部計畫核定情形調查通知。
(9/15-9/30)科技部研究計畫經費核銷特殊案例調查通知。
(9/1-9/30)科技部計畫輸入本校教師評鑑資料庫。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9/16)公告 Dr.Shechtman 年輕學者研究獎勵申請即日起至 11/30 截止收件。
(9/16)公告特聘教授第二次申請即日起至 11/30 截止收件。
(9/16)公告獎助研究績優教師暨聘任研究人員開始受理申請。
(9/30)期刊論文潤稿費補助申請。
(9/1-9/30)受理本校新進教師設備費申請及撥款事宜。
計畫相關類
(10/31)科技部一般型計畫申覆案通知。
(10/1-10/31)科技部應用型（第 2 期）產學合作計畫案開始核定，並辦
理簽約請款。
(10/1-10/31)辦理教育部及科技部其他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核定、請款
及計畫延期、變更申請。
(10/1-10/15)科技部開發型 (第 1 期)產學合作計畫案受理申請。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10/31)期刊論文潤稿費補助申請。
(10/31)度高品質論文補助申請截止。
(10/1-10/31)受理本校新進教師設備費申請及撥款事宜。
(10/31)獎助研究績優教師暨聘任研究人員申請截止。
其他重要工作
10 月起「補助系所改善教學儀器設備」進行實地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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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相關類
(11/1-11/15)科技部各項專題研究計畫申請通知。
(11/1-11/30)辦理教育部及科技部其他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核定、請款
及計畫延期、變更申請。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11/30)105 年度第二次特聘教授申請截止。
(11/30)期刊論文潤稿費補助申請。
(11/21)106 年度重點特色計畫申請截止。
(11/21)本年度重點特色計畫繳交成果報告並提出下一年度計畫書（延續型）
。
其他重要工作
(11/1-11/15)調查各教學單位本學年度第 1 學期班級數、博碩士班學生
人數及下學年自然增班等資料，以為經費分配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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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相關類
(12/1-12/31)辦理教育部及科技部其他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核定、請款
及計畫延期、變更申請。
(12/31)科技部各項專題研究計畫截止申請。
(12/31)整理本年度科技部計畫資料明細表及件數統計。
(12/12)教育部第二期技職再造設備更新再造技優計畫結案報告初稿追蹤。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12/1-12/31)召開本校下一年度重點特色計畫審查會議及審查結果簽辦。
(12/19 前)期刊論文潤稿費補助申請。
其他重要工作
(12/1-12/31)辦理 106 年度各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費、無形資產、實
習材料費經費分配及撥款。

105.1.1A 版
典範科大計畫辦公室

(7/29)典範科技大學進度主管會議。
 參加教育部典範第 3 次工作圈會議。
 工作報告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備查。
 辦理智慧終端與實體互動跨領域設計思考工作坊。
 蒐集本月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度調整資料
 增修研發成果產品化項目及研究技術。
 規劃 106 年後頂大計畫後續運作。
生產力 4.0
 進度定期會議。
策略聯盟
 辦理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3D 積層製造設備」研習營。
 配合校長出席教育部工作圈會議製作相關簡報。
 公告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長照醫療」專班。
經費相關
 (7/25)經費管考提交教育部。
 經費動支:經常門55%，資本門80%；實支:經常門50%，資本門70%‧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競賽相關類
(8/26)典範科技大學進度主管會議。
 106 年本校與馬偕紀念醫院學術研究合作計畫案徵件受理日期公  技職風雲榜登錄及競賽資訊公告。
 蒐集本月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度調整資料。
告。
(08/15-09/15)本校鼓勵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技藝能競賽活動申請。  增修研發成果產品化項目及研究技術。
其他重要工作
校外實習類
 規劃 106 年後頂大計畫後續運作。
發放優等及特優研發中心之中心主任獎勵金。
 辦理在校生校外實習及彙整、統計實習資料及公告實習機會。
生產力 4.0
 協助 104 年度教育部補助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程序七學生校外實  進度定期會議；(8/24-26)辦理生產力 4.0 產學合作機會三合一。
習結案作業。
策略聯盟
其他重要工作
 辦理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電動四驅模型車」體驗營。
 106 年度本校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作業。
 安排「世界設計之都-設計展望」專班海報及車位相關細則。
 辦理 103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101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流  辦理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世界設計之都-設計展望」專班。
向調查。
經費相關
 (8/25)經費管考提交教育部。
 經費動支:經常門65%，資本門85%；實支:經常門55%，資本門75%。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競賽相關類
(9/25)典範科技大學進度主管會議。
 (9/1-9/30)106 年本校與馬偕紀念醫院學術研究合作計畫案受理申  技職風雲榜登錄及競賽資訊公告。
 提送 6-9 月重點工作進度報告至教育部。
請。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彙整第 3 季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度調整資料。
 106 年本校與臺北醫學大學、臺北大學、海洋大學、北京科技大學、 (09/18-10/18)高考或專技高考證照獎助金接受申請。
 增修研發成果產品化項目及研究技術
 規劃 106 年後頂大計畫後續運作。
北京理工大學、南京理工大學及武漢理工大學學術研究合作計畫案 校外實習類
受理日期公告。
 辦理在校生校外實習及彙整、統計實習資料及公告實習機會。
生產力 4.0
其他重要工作
 進度定期會議。
 召開暑期實習檢討及交流會議。
(9/1-9/30)105 年貴重儀器第二次申請。
其他重要工作
策略聯盟
(9/1-9/30)公告105 年研發替代役徵才說明會企劃書及接受廠商線上報名。
 (9/1)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配合教育部第 2 季工作圈會
(9/15)學生繳交證照資料表截止。
議，增修辦理事宜
 辦理 103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101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流 經費相關
向調查。
 (9/23)經費管考提交教育部。
 辦理大一新生職業興趣探索活動。
 經費動支:經常門75%，資本門90%；實支:經常門70%，資本門80%。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競賽相關類
(10/28)典範科技大學進度主管會議。
 本校「發展典範科技大學產研加值補助」完成採購(採購申請書)。  技職風雲榜登錄及競賽資訊公告。
 辦理成果發表會。
 (10/1-10/31)106 年本校與臺北醫學大學、臺北大學、海洋大學、 校外實習類
 工作報告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校務基金管
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南京理工大學及武漢理工大學學術  辦理在校生校外實習及實習機會資訊公告。
理委員會備查。
 填報教育部補助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程序七學生校外實習執行進  蒐集本月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度調整資料。
研究合作計畫案受理申請。
度及成效。
 增修研發成果產品化項目及研究技術。
 106 年度本校與馬偕紀念醫院學術研究合作計畫案審查。
 規劃成果書面報告及成果簡報架構。
其他重要工作
 規劃 106 年後頂大計畫後續運作
其他重要工作
(10/16-10/31)撰寫 106 年度校園徵才博覽會計畫書。
 校慶活動：補助各院辦理研發成果展。
生產力 4.0
(10/17-10/21)105 年研發替代役徵才說明會。
 「中央研究院第一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申請。  辦理 103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101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流  進度定期會議。
向調查。
策略聯盟
 辦理大一新生職業興趣探索活動。
 公告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跨校研發暨產學媒合成果展」
 配合大專校院校校務資料庫調查本校學生校外實習人數、總時 並受理報名。
數、技術證照及參與競賽等資料。
經費相關
(10/25)經費管考提交教育部。
 經費動支:經常門80%，資本門95%；實支:經常門75%，資本門90%。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競賽相關類
(11/25)典範科技大學進度主管會議。
 106 年度本校與臺北醫學大學、臺北大學、海洋大學、北京科技大  技職風雲榜登錄及競賽資訊公告。
 彙整本年度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度調整資料。
學、北京理工大學、南京理工大學及武漢理工大學學術研究合作計 校外實習類
 增修研發成果產品化項目及研究技術。
畫案審查。
 辦理在校生校外實習及實習機會資訊公告。
 增加研發成果產品化資料。
 請各系追蹤及輔導大四未完成實習學生(第二次調查)
 成果簡報、成果書面報告初版完成。
 規劃 106 年後頂大計畫後續運作
其他重要工作
(11/1-12/31)公告並 email 106 年度校園徵才博覽會計畫書給各廠商 生產力 4.0
及接受報名。
 進度定期會議。
 辦理大一新生職業興趣探索活動。
策略聯盟
 11 月中下旬台電獎學金申請截止。
 彙整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研發成果。
 辦理 103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101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流  製作成果展相關文宣、協調場地與布置。
向調查。
 辦理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跨校研發暨產學媒合成果展」
。
經費相關
(11/25)經費管考提交教育部。
 經費動支:經常門90%，資本門100%；實支:經常門88%，資本門95%。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競賽相關類
(12/30)典範科技大學進度主管會議。
 本校「補助院系所專業實驗室建立產學夥伴」完成核銷。
 教育部 103 年留學獎學金甄試公告。
 提送本年度成果書面報告及成果簡報至教育部。
 105 年度本校與各校外機構學術研究合作計畫案完成核銷。
 技職風雲榜登錄及競賽資訊公告。
 工作報告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校務基金管
 106 年本校與馬偕紀念醫院、臺北醫學大學、臺北大學、海洋大學、  辦理教育部 105 年度藝術及設計類國際競賽獎金核銷事宜。
理委員會備查。
 增修研發成果產品化項目及研究技術。
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南京理工大學及武漢理工大學學術 校內獎補助相關類
 規劃 106 年後頂大計畫後續運作
研究合作計畫案審查結果公佈。
 取得高考或專技高考證照報名費及獎助金申請公告。
校外實習類
策略聯盟
 辦理在校生校外實習及實習機會資訊公告。
(12/10)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成果彙整及經費核銷完成。
其他重要工作
(12/15 前)北區典範科技大學策略聯盟 4 校成果檢核會議。
(11/1-12/31)公告並 email 106 年度校園徵才博覽會計畫書給各廠商 經費相關
及接受報名。
(12/23)經費管考提交教育部。
 校園徵才博覽會廠商資料建檔。
 經費動支:經常門100%，資本門100%；實支:經常門100%，資本門100%。
 辦理大一新生職業興趣探索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