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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一、99 學年度第 1學期學生期末退修，學士班有 1888 名學生申請，退修 1科者有 1418 人，退

2科者有 470 人；申請退修科目共計 820 科。進修學士班學生申請退修 1科次計 119 人，

申請退修 2科次計 29 人，合計辦理退修申請總學生數 148 人；退修科目共計 84 科。 

二、100 學年度外國學生各管道招生名額，學士班 99 名、碩士班 55 名、博士班 6名，合計

160 名。「100 學年度外國學生招生簡章」草案委請英文系代為翻譯，擬奉核後請印中英

文對照版簡章及英文版簡章（英文簡章交送國合組辦理宣導使用）。 

三、教育部核定 100 學年度招收僑生名額，學士班 126 名、碩士班 30 名、博士班 2名。 

四、99 學年度第 1學期畢業生預計有學士班 133 人，碩士班 60 人，博士班 1人，進修學士

班畢業生計 26 位，其中提前畢業生計 16 位。 

五、99 學年度第 1學期學士班學業成績不及格，單 1/2 學生人數 163 人；雙 1/2 學生人數 22

人；2/3 學生人數 86 人，累計退學人數 108 人。進修學士班成績達 2/3 不及格學生計 36

人；累計兩學期 1/2 不及格學生計 10 人，合計 46 人，退學百分比為 2.90%。 

六、99 年度第 2學期，共計 49 位外校生，28 位大陸學生，21 位國際交換生修讀本校課程。 

七、99 學年度第 2學期學生人數統計，學士班學生人數共 11,422 人；碩士班研究生共 1,233

人；博士班共 89 人，進修學士班 1479 人，碩士在職專班 1143 人，合計共 15,366 人。 

八、100 學年度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招生計有 17 學系辦理招生，招生名額共 91 名，計有

273 人報考（較去年減少 39 名）。共計正取 62 名、備取 11 名。報到 55 人，缺額 7人；

正取生報到率為 88.70％，缺額 7名中再備取 3人(社工系 1人；企管系甲、乙組各 1人)，

缺額流用至一般招生考試補足，。 

九、100 學年度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報考人數共計 3617 人（較去年 5648 人減少 2031 人）。

分別為：碩士班 2800 人（去年 4640 人）；碩士在職專班 817 人（去年 1008 人）。業於 3

月 12 日（週六）分兩校區舉行碩士班考試，共設置溪區 20 個試場、城區 22 個試場。3

月 20 日（週日）於城中校區舉行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共設置 13 個試場。經統計缺考情

形為：一般碩士班最大缺考人數 432 人，缺考率 15.43%（去年缺考數 673 人，缺考率

14.5%；前年缺考率 11.93%）。碩士在職專班缺考人數 78 人，缺考率 9.55%（去年缺考

72 人，缺考率 7.14%；前年缺考率 5.19%）。合計總缺考人數 510 人，總缺考率 14.1%（去

年總缺考數 745 人，總缺考率 13.19%；前年總缺考率 10.80%）。 

十、100 學年度共有 19 學系參加「繁星推薦」、19 學系參加「個人申請」。本校繁星名額共 138

人，佔總招生比例 5.05%；總報名人數 1219 人，錄取 137 人，缺額 1名為哲學系。分析錄

取高中分布，計有 4所高中連續四年未曾有學生錄取本校，分別為：南投高商、彰化文興

高中、彰化藝術高中、水里商工。 

十一、100 學年度甄選入學「個人申請」招生名額共 525 名，佔總招生比例 19.34%。合計甄選

名額共 663 名，佔總招生比例 24.43%（去年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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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一、 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活動已於 4月 14 日召開工作團隊，初步確認 100 學年度新生週預定

執行項目。5月 11 日已邀請各學系主任，針對活動中之「學系時間」暨「新生家長座談

會」進行確認。 

二、 本學期各項安定就學措施提供之經濟協助措施辦理情形如下：（一）學雜費暨住宿費分期

付款：共 16 人申請學雜費/住宿費分期付款；（二）就學貸款：共 2,626 人申請，經財稅

中心審查家庭年收入，共 78 人資格尚需補件調整。針對家庭年所得超過貸款標準，但父

或母有非自願性失業情況者，將以特殊個案方式協助申貸。（三）就學優待減免：共 744

人申請，預定減免學雜費 2,432 萬 7,647 元。（四）弱勢助學金：共 637 人符合申請資格，

並依 99 學年度「愛校生活服務學習」方案，已於 3月份開始參與校園服務工作。 

三、 100 學年度校內工讀申請至 4月 28 日截止，共計 358 人提出，其中經濟弱勢者有 155 人

(佔總申請人數 43%)；ㄧ般生 203 人(佔總申請人數 57%)。已完成工讀單位需求調查，並

針對 99 學年度工讀學生情形進行考核，以為分配媒合 100 學年度工讀作業之參考。另配

合人事室作業，100 年度新增原住民全職助理 10 人，開放各單位提出申請。 

四、 99 學年度優秀應屆畢業生「學業優良獎」由教務處遴選共 83 名獲獎。「服務優良獎」之

「學系服務優良」部分由各學系遴選共 33 名獲獎；其餘獎項經「獎助學金暨優秀學生甄

選委員會」複審，通過「服務優良獎」之「社團或志工服務優良部分」共 42 名獲獎；「品

德優良獎」及「特別貢獻獎」從缺。以上得獎者將於各院畢業典禮中授獎。 

五、 雙溪校區綜合大樓一樓電梯旁吸菸區，於 4月 2日正式公告取消設置，另有 Q棟研究室

教師同仁反映第一教研大樓對面吸菸區，學生吸菸談話音量過於吵雜，將藉由巡察時宣

導吸菸同學改善。 

六、 100.03.26~100.03.27 學生社團參加教育部「100 年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

自治組織評鑑暨觀摩活動」（本校社團連續榮獲 5年參與全國社評，均有社團榮獲特優獎

項） 

（一） 基層文化服務團榮獲大學組-服務性社團特優 

（二） 柚芳樓生活勵進會榮獲大學組-自治性、綜合性社團優等 

七、 100 年寒假服務隊計有 18 支隊前往桃園、苗栗、彰化、雲林、屏東、花蓮等偏遠地區服

務，另有 2支國際志工隊遠赴柬埔寨及菲律賓兩國服務。本方案計服務人數 350 人，受

服務人數 1,435 人，社團同學以實際行動關懷社會弱勢，從服務及反思過程中，體驗人

生的意義。3/7（一）至 3/18（五）於雙溪藝廊進行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會，傳承服務隊

經驗與成果。另暑假服務隊計有嘉雲校友會等 15 支國內服務隊。 

八、 五月份除各社團陸續舉辦成果展外，畢聯會舉辦＜搖百時代 Rock Your World＞100 級校

園畢業演唱會於 5/5（四）晚間假雙溪校區籃球場熱鬧開唱，計有 1400 多人參加，課外

組舉辦第十六屆社團特色競賽＜社團奧斯卡＞於 5/20（五）辦理。  

九、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系列活動：1.「校隊運動傷害防治」講座：2/16、24 辦理 2場，共 90

人參加。2.「2011 健康有約」免費健檢活動：3/19、24 兩校區各辦 1場，提供十餘項免

費檢查項目，開放教職員工生、眷屬、校友及社區民眾參加，兩校區共約 3138 人次受檢。

3.「簡易傷口照護 DIY」講座：3/31、4/13 各辦 1場，共 106 人參加。4.「馬路小英雄」

機車安駕訓練：4/25 於雙溪校區辦理 1場，共 106 人參加。5.「健康週」活動：4/25-5/06

兩校區同步辦理，含「CSI 交通事故現場鑑定」講座 2場（4/26、5/05）、掛圖展示及量

血壓、測體脂等活動。6.「食品營養週」活動：5/09-20 兩校區同步辦理，含「外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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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吃」講座 2場（5/10、19）、營養諮詢及減重手冊索取等項目。7.「全面安心」事故傷

害防制宣導活動：於 5/24 在望星廣場辦理 1 場。8.「下一站，性福」性教育講座 1 場：

於 6/02 辦理 1場。 

十、 餐飲衛生及營養教育：1.供膳人員衛生講習：2/09 辦理，共 38 人參加。2. 餐飲衛生督

導：每週不定期抽查供膳人員、場地、食品衛生等共 12 項檢查，2/1 至 4/30 累計抽查

188 次，以確保師生飲食衛生安全。3.針對體檢異常學生提供個別或團體衛教指導。 

十一、衛生統計：1.門診人數統計：2/1-4/30 共服務 3003 人次。2.學生團體保險：2/1-4/30

共 146 人次申請理賠，以事故傷害、疾病住院及運動傷害最多。 

十二、針對上學期期末考迄今，本校自殺個案及數起高度危機介入輔導個案，本中心除於學

期初發函籲請學系導師暨同仁於教學或輔導過程中，能主動了解學生生活及學習適應

狀況，期中考後再次發函學系提醒導師檢視期中學業預警名單，並特別關心課業表現

不佳、出席狀況不良或人際疏離等學生。若其為課業預警名單又為大一普測篩選出之

高關懷學生，請導師列入優先關懷輔導，若有需要可適時轉介。 

十三、為促進師生互動、強化班級輔導效能，本學期針對大學部各年級學生規劃導師班級輔

導補助試辦計畫，截至 4/30 止，兩校區計 24 個學系申請 226 場輔導活動（105 場「班

級共同課程」、121 場「師生團體互動」) ；開學至 4/30 止，已辦理 67 場輔導活動（39

場「班級共同課程」、28 場「師生團體互動」）。 

十四、於 5月 9日至 5月 20 日對全校學生抽樣實施「導師制度運作及師生互動情形」問卷調

查，另已針對先前發函各學系進行調查問卷之意見蒐集給予回覆及問卷題目修正，本

中心已在學生會公證下進行施測班級抽樣，後續將以電話及信件方式聯絡該班授課老

師同意進行約 10 分鐘問卷施測。 

十五、本校於 5/18(三)下午 14:00~17:00 辦理 100 年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訪視/評鑑，本中

心與秘書室組成籌備工作小組，擔任資料組、場佈組及師生職工晤談組等所有行政事

宜。 

十六、為充實畢業生之就業職能，規劃於 5/28(六)和 5/30(一)辦理兩梯次的職前訓練課程，

每梯次 7小時，課程內容包括履歷面試、工作態度與人際關係、職場禮儀等軟性能力

課程。 

十七、教育部方案 1-1「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計畫」(第二階段)，原計畫是用 96-98

學年畢業生生，實施期間至 100 年 5 月 31 日止，現延長至 100 年 9 月 30 日，對象新

增 99 學年度大專畢業生。為全面提供應屆畢業生就業輔導相關資訊，請各學系於 5月

2日至 5月 13 日安排宣導時間，與校友服務組共同合作宣傳事宜，共計有 38 場次。 

十八、為鼓勵並協助學生考取證照，除持續辦理證照獎勵外，並補助學系辦理證照輔導課程，

強化學生專業知識，提高證照考取率。申請時間至 5月 31 日止，實行期限需於 11 月

30 日前。目前共有 4個學系申請，分別為中文系（軟體應用丙級技術土）、國貿系（國

際貿易大會考及職訓局國貿技術士丙級）、社工系（社工師證照考試）、英文系（領隊

導遊證照）。 

十九、學生宿舍持續推動住宿生學業學習方案，本學期規劃以「與學習有約系列座談」、「學

科共修讀書小組」二大主軸進行，相關講座與讀書小組均於日前陸續展開，讓宿舍生

活成為學業學習場所之延伸；另為豐富同學住宿生活舉辦多元文化嘉年華活動。本次

適逢建校 111 週年，宿舍同儕團隊選擇以「榕柚楓松滿滿愛，無限關懷 in my life」

為主題搭配「關懷公益」呈現，共計 1948 人次參觀宿舍。 

二十、教育部針對日前東華大學租賃生因火警造成傷亡事件，陸續來函請各校應會同警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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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單位於六月底前進行租屋安全認證及本學期內全面訪視租賃生校外租屋安全狀

況。針對這兩項指示，現階段住宿組已發函請本校合作房東共同配合執行租屋安全訪

查事宜；另租賃生全面訪視部份，已由本處學生住宿組偕同軍訓教官及校安中心同仁

透過實地訪視、電訪、大二租賃生逐系跑班訪宣、租屋安全狀況調查、當面晤談等多

元方式配合執行中；同時亦發函籲請各學系導師暨同仁與導生訪談互動過程中，能協

助瞭解學生校外租屋狀況，如遇學生有相關困擾，請轉介本處學生住宿組適時介入協

助與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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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事務組： 

一、自 9 9 年 12 月 1 日至 100 年 5 月 6 日完成事項：  

（一）辦理各類採購案件共 812 件，總金額 53,211,519 元。 

（二）辦理電話及視聽校內自力修繕案共計完成 175 件。 

（三）支援各單位搬運物品及佈置場地計有 83 項，派出工友共計 416 人次。 

（四）支援各單位公務車 118 車次。 

（五）配合體育室 12 月 11、12 日辦理國際超級馬拉松比賽場地佈置、交通管制、

停車安排等多項活動。 

（六）配合國合組於浙江大學訪問時，辦理簡報及參訪路線，介紹本校一般設備。 

（七）外雙溪校園部份樹木感染褐根病已處理完畢,土壤送林務局化驗。。 

（八）配合祕書室辦理年終聚餐佈置場地及各項表演活動。 

（九）完成外雙溪校區所有廁所置物架工程。 

（十）完成外雙溪校區女生廁所緊急按鈕工程。 

（十一）3月 19 日配合學務處及體育室辦理建校 111 週年校慶及運動會場地佈置、

交通及停車管制等各項活動。 

（十二）配合校評整理校園環境，修剪樹木及更新植裁，清除雜草，清理水溝、回

收場及垃圾場。 

二、本學期預定完成工作項目： 

（一）配合校評持續整理校園環境。 

（二）配合各校評、環評及性評承辦單位開始場地佈置。 

（三）配合學務處辦理 99 學年度校慶。 

（四）本學期計有小吃 3家、美髮店、書局、餐廳（兩校區）等承商合約到期，將

於暑假辦理招商。 

營繕組： 

一、自九十九年十二月迄今辦理之較重要之營繕工程摘述如下： 

（一）圖書館增設無障礙電梯工程。 

（二）城中校區崇基樓空調主機更新工程。 

（三）雙溪校區南側山坡地監測作業。 

（四）校園整體規劃案結案作業。                                                    

（五）圖書館外觀重塑工程委託設計。 

（六）雙溪校區污水下水道工程委託設計評選前置作業。 

（七）二校區大型不斷電設備年度保養。 

（八）心理系大樓防水改善工程。 

（九）綜合大樓等室外階梯整修工程。 

（十）綜合大樓等燈具更新工程。 

（十一）校友交誼室（A217）裝修工程。 

二、一般行政作業： 

（一）函請台北市政府工務局辦理本校北側外雙溪河川之疏濬。 

（二）配合辦理「99 學年度校務自我評鑑」相關作業。 

（三）辦理「100 學年度預算編列」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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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成「東吳大學營繕工程及承攬管理注意事項」之訂定。 

（五）辦理電算中心「採購系統」內容再審閱。 

保管組 

一、因應城中校區發展規劃，99 年 12 月中旬與校區毗鄰之土地地主謝何○○女士

（36-1、36-3 地號）、高○○先生（36、36-2 地號）分別洽談售地意願及相關

事宜。 

二、自從民國 100 年元月 1日開始，台北市政府文化局將「錢穆故居」的管理權委

託台北市教育大學接手。財產盤點及交接的各項工作，由總務處保管組會同雙

方辦理完成。 

三、由於本校的法人名稱已由「財團法人私立東吳大學」更名為「財團法人東吳大

學」，相關的土地及建築物權狀共１５８份，皆已於３月８日更名完成。 

四、本校有一塊地號４４６號的土地，位於雙溪河對岸，為免荒廢日久，徒生爭議，

已申請地政機關５月４日派員前來完成鑑界，並噴漆標示，待環境清理整潔，

將釘立界樁。 

五、財產、招待所、場地出借、消耗品等例行管理工作。 

文書組：  

一、本學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4 月 30 日止，共計收文 2,830 件，其中紙

本收文為 491 件，電子收文 2,339 件，電子收文比率約為 82.7%；發文共計 692

件，其中紙本發文（不適用電子交換者）387 件，電子發文 305 件；電子發文

比率約為 44.1%（可電子交換比率則為 100%）。 

二、本學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4 月 30 日止，寄送各類郵件共 76,024 件（計

平信 18,053 件、限時 310 件、掛號 1,119 件、限時掛號 531 件、航空 144 件、

印刷 40,816 件、其他 15,051 件），共支用郵資新台幣 47 萬 5,584 元整。 

三、本學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4 月 30 日止，全校性歸檔案件共計 4,252

件（2月份—925 件；3月份—2,028 件；4月份—1,299 件）。 

出納組： 

ㄧ、99 學年度第 2學期銀行代收之學雜費已完成入帳程序，配合薪資及廠商貨款撥

付，規劃短期定期存款。 

二、依 100 年 5 月 9 日之結存日報表分析顯示：目前本校資金配置為銀行存款

94.43%(其中定期存款佔銀行存款 85.33%)、證券投資 3.31%以及政府公債

2.26%。 

城區管理組： 

一、自 99 年 12 月 1 日至 100 年 4 月 30 日止，辦理完成例行業務： 

（一）完成鑄秋大樓東側各樓男女廁美化共 12 處。 

（二）城區汽車停車場，累計進入停放車輛次數共 12,475 車次。 

（三）城區機車停車場，累計進入停放車輛次數共 31,013 車次。 

（四）城區夜間出納業務，代收款項金額共計 1,578,414 元。 

（五）城區財產共增加 452 件、總金額 20,412,534 元，減損件數 457 件總金額

5,281,512 元。 

（六）辦理各類修繕案 78 件及採購案 125 件，總金額為 5,703,002 元，校內自力修

繕案共計完成 153 件。 

（七）寄送各單位交寄各類郵件共 1,755 件，郵資金額為 18,24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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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辦理支援各單位借用城區各會議室場地 432 場次，收繳場地費用 82,200 元。 

（九）共維修水電設施 432 件、冷氣空調設施 28 件、電信設施 33 件，視聽教學設

施 388 件，教室器材借用 112 人次，會議廳器材使用維護 97 場次。 

（十）各項消耗品、文具用品領用登記作業發放共 273 單件、電腦耗材領用登記作

業發放共 68 單件、清潔用品登記作業發放共 112 單件及各單位紀念品領用發

放共 23 單件。 

（十一）辦理支援各單位申請公差勤務 62 件。 

（十二）陸續完成城中校區校園草花換植及樹木修剪等環境美化工作。 

（十三）完成各大樓教室及公共走道洗地、打腊等清潔維護工作。 

（十四）完成城中校區各大樓教室視聽教學設備年度維護保養工作。 

（十五）配合支援校安中心於城區舉辦年度消防救災講習及演練。 

（十六）城區第五大樓化糞池、崇基及鑄秋大樓污水、污油池定期清理工程。          

二、自 99 年 12 月 1 日迄今，辦理完成修繕工程及相關作業： 

（一）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內地毯及排椅更新工程。 

（二）城中校區數位保全主機移機工程。 

（三）點檢各大樓消防及逃生設施，張貼消防水帶使用說明並進行滅火器管制編號

及製作設施統計表與位置圖表。 

（四）崇基及鑄秋大樓教室及辦公室冷氣三速開關汰舊換新工程。 

（五）配合營繕組辦理崇基樓冷氣主機汰換工程，督導承商進行施作。 

（六）第六大樓各樓社團辦公室共 40 台窗型冷氣機清洗保養。 

（七）鑄秋大樓各樓教授研究室共 80 台冷氣送風機清洗保養。 

（八）推廣部辦公室保全監視系統改善工程。 

（九）第三大樓各樓裝設 LED 緊急逃生出口燈工程。 

（十）崇基樓六樓走道及電梯間整修工程。 

（十一）城中校區機車停車場地面止滑改善工程。 

（十二）第二、五大樓共 33 間教室黑板維護工程。 

（十三）城中校區校園地磚檢修工程。 

（十四）電算中心 2211 會議室地磚鋪設工程。 

（十五）國貿系辦公室整修工程及辦公家具採購案。  

（十六）城區各大樓高低壓供電設備年度保養檢測工程。 

（十七）城區電話交換總機設備實施年度維護保養與檢測。 

（十八）配合事務組辦理兩校區女廁緊急求救鈴加裝工程。 

（十九）辦理體育館內消防箱火警緊急按鈕等設備，裝設防擊護罩。 

（二十）第五大樓五樓男廁及地下一樓走廊磁磚檢修工程。 

（二十一）第五大樓各樓共 13 間教室石質踢腳板整修工程。 

三、目前正進行中及預定於本學年度辦理之重要工作： 

（一）100 年 5 月 29 日將施作城區各大樓室內外及機車停車場環境消毒。  

（二）100 年 6 月將實施城中校區各教學及行政單位固定財產盤點作業。 

（三）100 年 6 月將配合校安中心實施大樓防災演練。 

（四）第五大樓發電機控制盤故障檢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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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組： 

一、自 99 年 11 月 01 日迄今辦理完成例行業務 

（一）辦理毒性化學物質運作年度申報，及核可文件變更。 

（二）完成理學院實驗室「化學品管理平台」上線轉檔作業。 

（三）辦理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99 學年度第二、三次會議。 

（四）辦理理學院實驗室消防逃生訓練。 

（五）辦理校園溫室氣體排放基本資料申報。 

（六）辦理校區生活污水排放及設施維護年度申報。 

（七）辦理校區消防設備檢查及年度申報。 

（八）清運理學院實驗室有害事業廢棄物。 

（九）辦理 100 年校園環境與安全管理評鑑前置作業。 

二、預定本學年度辦理之重要工作 

（一）理學院實驗室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二）辦理具勞工身分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三）辦理綠色採購教育訓練。 

（四）辦理實驗室工作人員體檢。 

（五）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 

（六）推動理學院實驗室自動檢查作業。 

（七）辦理理學院實驗室緊急應變器材整備。 

（八）辦理理學院實驗室有害事業廢棄物儲存場整修。 

（九）推廣校園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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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 
【研究事務組】 

一、國科會 100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於 99 年 12 月 31 日下午 6時截止，本校共計提出

133 件申請案（其中 6件為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6件為優秀年輕學者研究計畫），並於

100 年元月 5日將申請名冊函送國科會，刻正審查中；99 學年度(截至 100 年 5 月 10 日)

本校執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127 件，政府單位及公民營機構委辦計畫 17 件，以及教育

部顧問室各類推動計畫 8件。 

二、國科會補助 100 年度私立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申請案自即日起接受申請，至

99 年 12 月 31 日下午 6時截止，是項私立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為三年期單一

整合型研究計畫，每一整合型研究計畫須含總計畫與三件以上子計畫，總計畫主人須同時

主持一件子計畫。每校至多申請二件，須排列優先順序，並須提供總需求經費百分之二十

配合款。本校計有理學院提出「醫療用藥物污染環境之復育研究」及「固態材質之鍵性研

究、氣體吸脫附及螢光光譜性質探討」二項計畫申請案，經 99.12.16 研究事務長召集校

內外審查委員審議，二案皆獲推薦，同時也進行優先順序排名，順序一為：「醫療用藥物

污染環境之復育研究」，順序二為「固態材質之鍵性研究、氣體吸脫附及螢光光譜性質探

討」，復經 99 年 12 月 20 日之業務會報研議，並於規定期限內推薦二件計畫案提出申請，

刻正審核中。 

三、國科會 100 年度「數位典藏及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申請案，本校計有中文系羅麗

容教授及社會系石計生副教授提出申請。 

四、國科會 100 年度「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本校共計提出 13 件申請案，刻

正審核中。 

五、國科會 99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乙案，本校共計推薦 30 位教師，獲

核定 29 位教師，其中另有兩位教師已於 100 年 2 月離職，與國科會規定不符，總計 27 位

教師獲得獎勵。 

六、中央研究院「100 年度第 2梯次獎勵國內學人短期來院訪問研究」案，本校政治系劉書

彬副教授已提出申請。 

七、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 100 年度第 2期「大陸地區專業人士來臺講學及研究」補助案，本

校計有法律系提出 2位大陸學者來臺講學及研究申請案，刻正審核中。 

八、與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完成「學界協助廠商競爭力提升診斷輔導計畫」簽約

事宜，本校教師得逕至 http://sita.stars.org.tw/網頁尋查診斷計畫，並以自行提案（自

行尋找合作廠商）或登錄媒合方式申請，唯提案前須先進行專家基本資料登錄，審核通過

之診斷計畫，將提供教師每月新台幣 12,000 元之診斷費用，計畫最長執行期限 6個月。 

九、99 學年度「東吳大學倪氏學術獎助」，經核定獎助人文社會學院丁原基教授及商學院謝

文雀副教授，二位教師各獲獎勵新台幣 6萬 6,000 元整。 

十、99 學年度「孫哲生先生紀念專款」，經核定獎助政治系蔡秀涓副教授新台幣 2萬 5,000

元。 

十一、依據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辦法」、「 胡筆

江先生紀念專款辦法」、「『東吳大學之友基金會』（Friends of Soochow）捐贈基金學術

獎助辦法」，學術研究委員會於 99 年 11 月 12 日審議 99 學年度各項獎補助申請案，並

經簽核後執行，結果如下： 

（一）「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總計 199 人次教師獲獎，包括「研究論著獎勵」獎助 115

位教師、「研究計畫獎勵」獎助 83 位教師及「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補助 1 位教師。 

（二）「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之申請案，計有 45 位教師申請，通過 43 位教師

之申請案，將於 100 學年度辦理相關減授事宜，其中數學系簡茂丁教授、微生物

系黃顯宗教授、張碧芬教授、經濟系陶宏麟教授、謝智源教授、企管系尚榮安副

教授、國貿系林彩瑜教授及資管系林娟娟教授等 8位研究表現特優教師獲連續三

年減授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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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筆江先生紀念專款」通過補助 3位海外學者來校講學補助案及 1位教師論文

刊登費。 

（四）「『東吳大學之友基金會』捐贈基金學術獎助」之「雷德青年學者獎」申請案，由

英文系路德里講師獲獎。 

詳細之獎、補助結果請參考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研究事務組網頁。 

十二、於 100 年 3 月 25 日召開 99 學年度學術研究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修訂本校「學術研究

優秀人才獎勵辦法」並審查助理教授減授授課時數申請第四或第五年繼續減授之評估

案等。至 99 學年已連續三年或四年依辦法實施減授基本授課時數之助理教授計有 14

位，其中 12 位申請繼續減授，經學術研究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中文系陳慷玲、鍾正

道、哲學系蔡政宏、政治系徐永明、社工系廖美蓮、日文系阮文雅、李宗禾、陳世娟、

心理系徐儷瑜、法律系法思齊、經濟系林佑貞及資管系鄭麗珍等 12 位助理教授於 100

學年度繼續第四或第五年減授基本授課時數二小時。 

十三、99 學年度「端木鑄秋法學研究基金」，經審議獎助情形如下： 

（一）獎助「第九屆兩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出版經費新台幣 10 萬元整。 

（二）獎助「東吳公法論叢」(第四卷)出版經費新台幣 11 萬 1,349 元。 

十四、100 年 4 月 27 日於雙溪校區舉辦「東吳大學教師執行研究計畫說明會」，由業務單位

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圖書館、研務處報告執行計畫相關事項，並就本校執行研

究計畫之相關行政業務進行討論溝通，約計 60 人與會。 

十五、99 學年度除專題研究計畫已核定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案外，本校專案獲國科會補

助（自 99 年 9 月 1 日至 100 年 5 月 10 日止）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之教師計有：歷史系

黃兆強教授、社會系張家銘教授、英文系龔營助理教授、語言中心江逸琳助理教授、

化學系王志傑教授及企管系胡凱傑助理教授。 

十六、99 學年度（自 99 年 8 月 1 日至 100 年 5 月 10 日止）本校各學術單位延攬優秀學術人

才蒞校講學情形如下：中文系邀請復旦大學鄔國平教授來台講學，並獲國科會補助；

中文系邀請山東大學唐子恒教授來台講學，並獲國科會補助；歷史系邀請大陸中國社

會科學院定宜庄教授及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來台講學，並獲國科會補助；哲學系邀請

香港科技大學莊錦章教授來台講學，並獲國科會補助；哲學系邀請清華大學王路教授

來台講學，並獲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補助；法律系邀請集美大學高波教授來台講學，

並獲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補助；企管系邀請山東大學張鴻萍副教授、南開大學李季副

教授來台講學，並獲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補助。 

十七、99 學年度各學術單位獲校外單位（自 99 年 8 月 1 日至 100 年 5 月 10 日止，包括：內

政部、外交部、教育部、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行政院環

境保護署、新聞局、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國科會等）補助之研討會計有：張佛

泉人權研究中心「人權理念的傳播與實踐國際研討會」、中文系「蛻變與開新－古典文

學國際研討會」、哲學系「德性與運氣：德性理論與中國哲學」、政治系「2010 台灣政

治學會年會暨『重新思考國家：五都之後，百年前夕！』學術研討會」、「『民主、國會

與決策』學術研討會」、外語學院「多語言多文化同步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語言

文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資料庫與人文研究」、英文系「國際比較文學學術研討會：文

學中身體的創傷」、法學院「2010 年第 8屆海峽兩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法律系「各

國行政法院對環境影響評估事件審查密度研討會」、「2010 年國際法暨比較法研討會」

等 11 案。 

十八、依據本校「研究計畫暨建教合作輔導辦法」第六條第三項：「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管理

費之 15%作為各執行單位之辦公費，管理費之 10%作為計畫主持人之獎勵金;國科會專

題研究計畫以外之計畫案管理費 35%作為計畫主持人之獎勵金，10%作為各執行學系之

辦公費、5%作為各執行學院之辦公費。」，辦理 99 學年度研究計畫管理費獎勵金撥付

相關事宜，主持人得自訂額度並申請將獎勵金作為執行計畫辦公費，管理費獎勵金已

於 100 年 3 月底前撥入相關帳戶。 

十九、戴氏基金會 96、97 學年分別捐助本校美金 3萬 5,000 元整，98 學年則捐助美金 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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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提供教師交換研究之補助，99 學年提供 10 萬美金，並增加邀請學者講學及講學相

關之出版補助，截至 100 年 5 月 10 日已補助 33 位教師之申請案。 

 

【國際合作組】 

一、99 年 12 月至 100 年 5 月「國際學術交流活動費」補助情形： 

單 位 日 期 內    容 

歷史系 
100 年 04 月 06 日- 

100 年 04 月 10 日 

歷史系林慈淑主任前往大陸蘇州大學歷史系進行學術交流，洽

談相關交流與互訪事宜。 

資訊系 
100 年 05 月 09 日- 

100 年 05 月 13 日 

資訊系邀請大陸蘇州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軟件工程系

劉全主任、高性能計算與應用研究所常務樊建席副所長、計算

機科學與技術學院胡新華副教授一行 3人來訪，進行專題講演

及洽談資訊系教師赴蘇州大學講學事宜。 

中文系 
100 年 05 月 25 日- 

100 年 06 月 01 日 

中文系蘇淑芬教授前往大陸山東大學文學與傳播學院簽訂協

議並發表專題演講。 

英文系 
100 年 05 月 30 日- 

100 年 06 月 04 日 

英文系邀請印度比較文學學者 Ishmeet Kaur 進行四場學術交

流講座。 

社會系 
100 年 05 月 31 日- 

100 年 06 月 07 日 

社會系邀請德國 Volkmar KREISSIG 教授蒞校短期訪問，進行

交流座談、協助課堂教學，並參訪社會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

二、99 年 12 月至 100 年 4 月「學術交流基金」補助國際合作組於 100 年 3 月 30 日至 4月 4

日舉辦「2011 東吳大學兩岸交流營—春遊雙溪 in 台北」活動。 

三、99 年 12 月至 100 年 4 月獎助學金申請暨公告事宜： 

（一）公告本校 99 學年度第 1學期外籍生獎學金獲獎名單。獲獎名單如下：中國文學系碩士

班蕭雁鎂、政治學系碩士班吳毅華。 

（二）公告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赴國外交換學生獎學金獲獎名單。獲獎名單如下：英延李曉

柔、日四 C郭恩志、日四 C許菀庭、經四 A溫守珽、貿延 A林聰瀚。 

（三）公告「東吳大學交換學生獎學金」申請事宜。 

（四）公告「東吳大學外籍生獎學金」申請事宜。 

四、99 學年度第 2學期國際交換學生來校短期研習，分別為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1名、日本西

南學院大學 1名、日本學習院大學 1名、法國史特拉斯堡大學 2名、法國里昂政治學院 2

名、法國里爾大學 5名、瑞典苑學品大學 1名、斯洛伐克裴瑞秀大學 1名、澳洲邦德大學

1名、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3名、德國明斯特大學 1名、韓國崇實大學 2名等 12 所學校計

21 名學生。 

五、99 學年度第 2學期大陸學生來校短期研習，分別為天津大學、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

復旦大學、南京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南開大

學、吉林大學、蘭州大學、蘇州大學等 13 所學校計 27 名學生。 

六、辦理教學卓越計畫相關事宜： 

（一）建置國際交流平臺並進行測試與上傳資訊。 

（二）撰寫98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報告。 

（三）辦理「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外研習補助要點」修訂案審查事宜。 

七、99 年度第一期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獎助大陸地區研究生來臺至東吳大學研究案，計武漢

大學法學院博士班于穎等 1名獲獎。 

八、本校簽訂之學術協議單位（簽訂時間 99 年 11 月-100 年 4 月）： 

編號 日期 國外大學 大陸地區大學 備註 

1 
99 年 11

月 

波蘭華沙人文大學

(Collegium Civitas) 
 學術與學生交流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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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9 年 11

月 

印尼蘇吉甲普拉那塔天主教

大學(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學術交流協議 

3 
99 年 12

月 
 重慶大學 學生交流協議 

4 
100 年 1

月 

韓國德成女子大學校

(Duksung Women＇s 

University) 

 學術與學生交流協議 

5 
100 年 1

月 

澳洲邦德大學(Bond 

University) 
 學術交流協議 

6 
100 年 2

月 

日本同志社大學(Doshisha 

University) 
 學術與學生交流協議 

7 
100 年 3

月 

韓國首爾大學(University 

of Seoul) 
 學術與學生交流協議 

8 
100 年 3

月 
 西安交通大學 學術與學生交流協議 

9 
100 年 3

月 
 重慶大學 學術交流協議 

10 
100 年 3

月 
 四川大學 學生交流協議 

11 
100 年 3

月 
 西南大學 學生交流協議 

12 
100 年 3

月 
 中山大學 學生交流協議 

13 
100 年 3

月 
 東南大學 學術與學生交流協議 

九、98 年 12 月至 99 年 4 月外賓蒞校參訪之接待事宜： 

編

號 
日期 地區 來訪機構 來訪者(含單位、職稱) 行程 

1 99 年 12 月 11 日 
大陸 

地區 
浙江大學 浙江大學總務交流團 

蒞校參訪，並與總務處進行交

流座談 

2 99 年 12 月 15 日 
大陸 

地區 

中央財經

大學 

中央財經大學 MBA 教育

交流團 
 

3 99 年 12 月 16 日 美國 
中部田納

西大學 

美國中部田納西大學亞

洲顧問 Kiyoshi 

Kawahito 教授 

蒞校與本組柯瓊鳳組長洽談

兩校學術交流合作事宜 

4 99 年 12 月 21 日 日本 東北大學
高等教育開發推展中心

石井光夫教授 
蒞校參訪。 

5 100 年 01 月 04 日 日本 
台灣留學

支援中心

日本台灣留學支援中心台

灣大專院校參訪團一行 6

人(含台灣留學支援中心

蒞校參觀本校學習環境、宿

舍，並與本校日籍學生進行交

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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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日本高等學校教師 2

人、學生 2人) 。 

6 100 年 01 月 06 日 日本 愛知大學
現代中國學部中國研究科

所長三好章教授 

偕人文社會學院莫藜藜院長會

晤邱永和研究事務長，洽談兩

校建立雙聯學制事宜 

7 100 年 01 月 07 日 日本 
東京音樂

大學 

鈴木勝利 (Suzuki 

Katutosi) 理事長等一行

11 人 

蒞校參訪並接洽音樂會彩排事

宜 

8 100 年 01 月 10 日 
大陸 

地區 

華東師範

大學 

陳群副校長率領上海海峽

兩岸法學研究中心等一行

8 人 

蒞校參訪，並於城中校區與

法、商學院針對 ECFA 簽訂後之

法律、經濟議題進行座談 

9 100 年 03 月 08 日 日本 中央大學
國際中心 Ms. Rumiko 

SATO 
蒞校洽談學術交流事宜 

10 100 年 03 月 10 日 美國 
北德州大

學 

國際招生處 Ms. Dickie 

Hargrave 
蒞校洽談學術交流事宜 

11 
100 年 03 月 20– 

03 月 26 日 
美國 

東吳之友

基金會 

東吳之友基金會會長

Mr. Edward Rada 與多

位董事 

蒞校晤訪 

12 100 年 04 月 15 日 法國 
法國在台

協會 

科技與高等教育合作專

員 Mr. Gérard CHALANT

偕政治系吳志中副教授會晤

邱永和研究事務長、本組柯

瓊鳳組長，洽談本校與法國

政治、商業相關學校學術交

流事宜 

13 100 年 04 月 19 日 瑞典 
苑學品大

學 

訪台學者 Ms. Myriam 

GARVI 

蒞校與國際合作組柯瓊鳳組

長洽談兩校學術交流合作事

宜 

十、100 年 3 月 23 日本組柯瓊鳳組長、魏令芳編纂與魏嘉慧專員參與雙聯學制規劃會議，內

容包括討論修定本校相關學則或另訂本校與大陸地區高等學校辦理雙聯學制實施辦法，

及研究事務處所擬之「雙聯學制協議書草約」範本內容。 

十一、100 年 4 月 18 日至 21 日本組柯瓊鳳組長赴上海復旦大學參加「港澳台交流日」活動，

介紹本校研究生招生、校際交換生及相關交流活動等項目。 

十二、100 年 1 月至 4月辦理交換生活動： 

（一）辦理 99 學年度第 1學期大陸復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

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蘭州大學、蘇州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及

吉林大學等 28 名交流學生相關離校手續。 

（二）辦理 99 年學年度第 1學期日本學習院大學、韓國崇實大學、印尼蘇吉甲普拉那塔天主

教大學大學、法國里爾天主校大學 ISESEG 管理學院、德國明斯特大學、荷蘭葛洛寧恩

大學、丹麥哥本哈根商學院、瑞典苑學大學等 11 名外國交換學生相關離校手續。 

（三）公告 99 學年第 2學期接待交換學生志工錄取名單，共計 34 名學生錄取。 

（四）公告本校 100 學年度第二次赴國外協議學校研習之校級交換學生推薦名單。名單如下： 

100 學年度校級交換學生推薦名單(交換期間：一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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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學生姓名 赴外交換大學 

英二 C 吳紀嫻 韓國崇實大學 

英三 B 蔡明臻 美國北德州大學 

英三 C 林政穎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英三 C 沈莆盛 澳洲邦德大學 

英三 C 楊善斐 丹麥哥本哈根商學院 

日二 A 林姿琴 日本同志社大學 

日二 B 周妤嬛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日二 B 蔡孟汝 日本同志社大學 

企三 C 陳怡靜 澳洲邦德大學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校級交換學生推薦名單(交換期間：一學期) 

系所 學生姓名 赴外交換大學 

企三 D 梁瀚勻 瑞典苑學品大學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校級交換學生推薦名單(交換期間：一學期) 

系所 學生姓名 赴外交換大學 

政三 A 蘇  芸 法國史特拉斯堡第三大學 

貿三 B 林妙謙 瑞典苑學品大學 

貿三 B 曾敬媛 丹麥哥本哈根商學院 

（五）辦理韓國國立國際教育院「2011 年亞洲大學生邀訪計畫」活動報名甄選並公告錄取名

單；共計 16 名學生報名，錄取 1名：法三 D羅琬婷。 

（六）公告本校學生申請赴大陸協議學校交流研習相關事宜。 

十三、舉辦 100 年 3 月 30 日至 4月 4日「2011 東吳大學兩岸交流營--春遊雙溪 in 台北」活

動，邀請大陸地區山東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吉林大學、復旦大學、

蘇州大學六所學校共計 25 位同學蒞台參加，並招募本校 24 位同學擔任營隊輔導員。 

十四、辦理本校學生赴大陸參加營隊及暑期學校事宜： 

（一）公告東南大學「2011 年臺灣青年學生長江三角洲經濟文化研習營」申請事宜。 

（二）公告西南大學「2011 臺灣大學生巴渝文化之旅夏令營」活動申請事宜。 

（三）公告山東大學「第十一屆海峽兩岸師生孔孟故里尋根夏令營」活動申請事宜。 

（四）公告武漢大學「2011 兩岸青年交流營」活動申請事宜。 

（五）公告東北林業大學「第四屆海峽兩岸夏令營」活動申請事宜。 

 

【企劃組】 

一、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一）計畫規劃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於 99 年 9 月 10 完成「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策略規劃報告」。

該報告提出本校未來三學年之願景、策略、主軸及重點計畫，歷經校務發展核心小組會

議（99/9/23、99/10/1）、業務會報(99/10/18、99/10/25、99/11/8)及行政會議(99.12.1)、

校務發展委員會(100/05/05)討論議訂本校新期程校務發展規劃如下： 

1. 願景為「以卓越教學為基礎，配合特色化研究，致力培育兼具專業與領導知能之社會

中堅人才」。 

2. 發展策略分「核心」與「基樁」兩部分，核心發展包括教學卓越、研究特色化及人文

氣息校園三大主軸；基樁發展包括制度革新、資源整合及績效管理三大主軸。六大策

略主軸共提出 35 項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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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提報與審查 

1. 100 學年度預算編審作業結合校務發展計畫。於編列年度預算前先訂定「東吳大學學

術單位預算編審作業要點（99.12.22 校長核定）」及「東吳大學行政單位預算編審作

業要點（100.6.8 校長核定）」，作為 100 學年度預算編審之依據。 

2. 各單位依據前述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之 35 項母計畫，於 100 年 3 月 7 日前

提出 100 學年度單位計畫及經費需求。全校總計提出 441 個子計畫，依策略主軸分佈

如下： 

 
3. 各單位提報之計畫先經一級單位審核後送「計畫審查小組」審核。「計畫審查小組」

於 100 年 3 月 10～5 月 4 日歷經六次會議完成計畫審查作業，審查結果提送 100 年 5

月 5 日「99 學年度預算小組第一次會議」審查通過。 

二、 教育部 100 年度大學校務評鑑 

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於 100 年度內辦理全國 81 所大學校院校務評

鑑。評鑑項目計：「學校自我定位」、「校務治理與經營」、「教學與學習資源」、「績效與

社會責任」、「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五大項，採分項認可制。本校排入第一梯次受

評。截至 100 年 5 月已完成下列進度：  

（一） 99.11.20 完成自我評鑑報告首版。 

（二） 99.12.2-3 參照高教評鑑中心設計模式，辦理校務自我評鑑實地訪評，邀請 10 位校

外學者專家蒞校指導，會後提出評鑑報告共計 29 項意見。 

（三） 99.12～100.2 依據自評委員意見及建議研議改善措施並修訂自評報告。 

（四） 100.2.28 提出自我評鑑報告及基本量化資料表。 

（五） 100.5.16-17 辦理校務評鑑實地訪評，計有 20 位評鑑委員及 6 位評鑑中心工作人員

到校訪視。為高教評鑑中心。 

依據教育部公佈時程，第一梯次受評學校預定於 100 年 8 月 31 日前收到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屆時本校再依據報告書內容提出意見申覆。評鑑結果預定於 100 年 12 月 30 日前

公佈。 

三、 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本校於 99.11.30 向教育部提出本校「100 年度教學、研究、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

腦化暨整體經費支用計畫書」及基本量化資料以申請 100 年度獎補助款。本計畫以推動

校務發展計畫為目標，總經費計 125,000,000 元。配合教育部規定，於 100 年 2 月 22

日由校長率副校長等六師長赴教育部簡報 100 年度獎補助計畫。 

四、 教育部高等教育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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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為蒐集國內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建置「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該資料庫包括 78 個

量化表單。由此資料庫產生之統計資料提供擬定教育政策之參考。教育部要求各校配合

定期填報與維護。本資料庫自 99 年 11 月開放第一梯次填報，截至 100 年 5 月辦理情形

如下： 

（一）99.11～99.12 填報「學 1.一般生實際在學學生人數表」等 48 張表冊，填報及彙整單

位包括教務處等七個單位。 

（二）100.3.14～100.5.6 填報「學 1.一般生實際在學學生人數表」等 18 張表冊，填報及彙

整單位包括教務處等五個單位。 

 



-------------------------------------------------------------------------------------------------------------------------------------------
東吳大學 99 學年度第 2 次(1000608)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17 

發展處 
一、99 學年度自 99.08.01 起至 100.05.16 止，捐款總金額 42,645,910 元，捐款人數 868 位，

捐款筆數 2,500 筆。 

二、100.04.25 寄發「2010 年捐款年報」，共寄發 5萬份；截至 100.05.16 收到 22 份捐款意

願書，募款金額 2,589,300 元。 

三、經營各校、系友會活動： 

(一) 99.12.18「2010 東吳大學南部地區校友聯誼活動」，假高雄福華大飯店舉行，席開

25 桌，校友反應熱烈。 

(二) 99.12.27 「校友總會第四屆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暨會員大會」暨「東吳菁英（三）

新書發表會」，假台北凱薩大飯店舉行，席開 9 桌，第三屆傑出校友共計出席 15 位。 

(三) 舉辦「2011 校長與校友會春酒之約」，黃校長特地率林錦川副校長、發展處許晉雄

處長以及秘書室賈凱傑主任秘書，接續與各地校友會進行春酒之約，此次行程總計

走訪台北、新竹、台中以及高雄四個地區。四場次分別於(1)100.02.22 高雄蟳之屋、

(2)100.02.25 新竹何家園餐廳、(3)100.03.01 台中大和屋以及(4)100.03.07 台北僑

園飯店舉行。 

(四) 100.03.19 辦理 「聚首與感謝──建校 111 周年校友回娘家暨捐款人榮敬慶祝活

動」： 

1、 校友繞場：當天計有台北市校友會、基隆市校友會、新竹市校友會以及東吳 EMBA

聯誼會參加。 

2、 『校友交誼室』啟用：啟用儀式由王紹堉董事長、黃鎮台校長、校友總會唐松

章理事長以及董事會帥以仁監察人擔任揭牌貴賓，當天約計 40 位校友、校內師

長觀禮。 

3、 校園巡禮活動：安排參觀『校友交誼室』、表演藝術中心、圖書館以及宿舍嘉

年華等活動，當天計有 35 位校友返校參加。 

4、 建校 111 周年校友回娘家暨捐款人榮敬慶祝餐會：假劍潭青年活動中心一樓宴

會廳舉行，席開 33 桌，約 326 位校友參加。 

(五) 100.05.22 協辦 「台北市校友會家庭一日遊──宜蘭山城休閒之旅」，總計報名人

數 36 名。 

四、《東吳校友》雜誌第 19 期已於 100.03.30 出刊，發行 15,000 冊，郵寄對象包含海內外

捐款者、40-59 級校友、校系友會會長、87-90 級畢業生以及有關雜誌內容之相關廠商、

單位、校友等，共計 14,309 份。 

五、校友聯絡資料更新：截至 100.04.30 止，校友動向資料庫計有 107,078 筆資料，其中聯

絡筆數 83,614 筆、失聯校友筆數 22,898 筆、已逝校友筆數 566 筆，另掌握校友電子郵

件信箱筆數計 38,943 筆。 

六、辦理「東吳大學年輕校友赴海外就業計畫」： 

    (一)100 年「東吳大學年輕校友赴海外就業計畫」，除 100 級應屆畢業生外，另開放予近

三年（97-99 級）畢業校友參與。 

    (二)100 年計畫將與華新麗華、崇友實業、富蘭克林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奇昇電腦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上野手袋（深圳）有限公司等 5 家台商企業合作，共計提供

29 個名額。 

    (三)100.05.10-05.11 分別於兩校區召開廠商招聘說明會，兩場說明會共計 101 名學生

參與。 

    (四)預定 100.05.18 履歷收件截止，05.19-06.03 進行甄選，06.13-06.17 舉辦職前訓練

與行前說明會，07 月校友將赴企業工作。 

七、辦理「96 至 99 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一) 持續配合教育部受理實習員與實習企業申請，截至 100.05.12 止，計有 28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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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410 位實習員登記，其中媒合成功 107 位。 

(二) 為推廣本案，已於 100.05.02-05.13 針對應屆畢業生班級進行跑班宣傳活動，

並預計於 100.06.09 及 100.06.10 分別於兩校區舉辦說明會。 

八、辦理發送「100 級畢業生紀念品」事宜： 

    (一)100.03.11~100.03.24 進行畢業生紀念品票選活動，以隨身碟勝出。 

    (二)100.05.09~100.05.20 於兩校區擺台發放紀念品。 

九、辦理教學卓越計畫： 

(一) 「畢業生流向調查」： 

1. 100.02.17 召開畢業生流向調查整合工作會議，會議由副校長主持，邀集各學院系、

教資中心以及電算中心相關同仁，討論問卷設計與工作時程等相關事宜。 

2. 100.04.01~05.19 進行各學系所問卷設計與討論。 

3. 100.4.28 進行問卷系統開發作業。 

4. 100.05 招募 Call Center 電訪員，預定 100.06.01 啟動調查並更新校友資料。 

(二) 100.05.02 舉辦「東吳學長企業參訪日」，參觀許世鋼（政治系 91 級）學長與

吳佳樺（國貿系 91 級）學姐經營之新旺集瓷觀光工場，當天計有 44 位在校生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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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一、落實人社院特色發展計畫，成立跨領域學程：因應學校鼓勵各教學單位開設跨領域學程

之 97－99 校務發展計畫，為提供校內學生多元學習課程，以培養學生跨領域知能與多元

學習機會，本院分別於 96、97 學年度著手規劃籌設「創意人文學程」、「非營利組織管理

學程」，藉此培養本校學生發展第二專才，提升學生未來競爭力。上述兩學程業經 98 年

11 月 18 日教務會議通過，於 99 學年度正式開課。上述兩學程皆獲得 100 年度教育部獎

勵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除了搭配相關課程舉辦 7 場協同教學演講活動之外，於 100

年 4 月 27、28 日搭配學程招生說明會分別各舉辦一場「創意人文講座」與「NPO 專題演

講」。99 學年度第二學期各項活動情形摘要如下： 

(一) 創意人文學程：第二學期已召開 2次作業小組會議、2場創意人文講座、1場校外參

訪，與規劃舉辦 3場教學研議會。活動內容摘列如下： 

1. 100 年 2 月 22 召開 99 學年度創意人文學程作業小組第五次會議，討論實習機構

聯繫事宜、學程 100 年度擬舉辦之活動，以及修訂教學卓越計畫經費使用項目與

金額。 

2. 100 年 3 月 8 日召開 99 學年度創意人文學程作業小組第六次會議，審議 100 學年

度開課資料、實習課程說明會舉辦事宜，以及 99 學年度訂學期學程活動舉辦事

宜。開課資料經各支援隨班附讀之學系確認後提送 100 年 3 月 30 日學院課程委

員會審議，實習課程說明會分別訂於 100 年 3 月 22 日在 H303 教室，以及 100 年

3 月 24 日在 H101 教室舉行。有關學程活動舉辦事宜，目前已完成規劃學程活動

行事曆，各項活動也正陸續執行中。 

3. 100 年 3 月 29 日舉辦創意人文講座，邀請華陶窯執行長陳育平女士主講「原鄉時

尚」。 

4. 100 年 4 月 20 日舉行 99 學年度創意人文學程第四場教學研議會，邀請中文系連

文萍老師擔任引言人，以「廣告文案之教學與分享」為題，與學程老師們一同分

享教學經驗與心得，共計有 5名老師參加。連老師以自己曾經在業界服務、還有

已經畢業的校友的經驗，與在場老師們一起分享有關實務課程的教學方法與看

法，獲得在場老師們熱烈的回應。連老師同時也表示，本學期修讀「文案設計」

課程的功課，就是讓學生分組拍攝一個屬於個人的廣告 CM，而這份作業相信在學

生畢業之後，有助於求職、就業時作為一份絕佳的個人履歷與成果。 

5. 100 年 4 月 23 日創意人文學程必修課「創意人文方法論」前往華山 1914 創意文

化園區進行參訪，共計有 78 名學生參加。華山方面，由副執行長林羽婕女士安

排兩組導覽人員帶領本學程學生至園區各處參觀，適逢國立故宮博物院在該園區

設有「精彩數位故宮」特展，導覽人員非常詳盡地解說策展主軸並提供學生自主

及多重感官體驗，讓古文物與新科技在老建築中重新開出藝術的火花，待給學生

十分驚奇的體驗。此外，園區內還有回顧 15 歲影展，提供學生更多創意發揮的

刺激，本次參訪帶給本學程學生許多寶貴的收穫。由於未來本學程將安排學生前

往華山進行實務實習，活動結束之前林副執行長也針對學生們最關心的「實習」

內容提供說明。 

6. 100年 4月 27日在第二教研大樓D0130演奏室舉行創意人文學程「創意人文講座」

暨招生說明會活動。創意人文講座邀請到現任國立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代所長龔

書章老師主講，講題：Think Different & Act Otherness：有關建築的想像與



-------------------------------------------------------------------------------------------------------------------------------------------
東吳大學 99 學年度第 2 次(1000608)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20 

實踐，由社會系劉維公老師擔任主持人，共計有 60 名學生參加。講座結束之後，

緊接著由劉維公老師主持招生說明會，向有興趣申請修讀創意人文學程的學生介

紹學程發展概況與修課內容，以及申請條件等資訊，共有 30 名學生參加。 

7. 100 年度創意人文學程協同教學舉辦情形如下： 

(1). 100 年 3 月 8 日「藝術行政管理」課程邀請到初日發工作室創辦人初日發

先生蒞校進行協同教學演講，主講「藝術與設計專題講座」，共計有 95 名學

生參加。 

(2). 100 年 3 月 17 日「旅行文學」課程邀請到旅日作家、網站「步步日本」總

策劃、也是本校英文系畢業校友張維中先生蒞校進行協同教學演講，主講「旅

行文學與旅行出版製作」，共計有 61 名學生參加。 

(3). 100 年 4 月 27 日「符號與敘事」課程邀請到台北縣立鶯歌陶瓷博物館典藏

展示組長，也是本校哲學系畢業學姊莊秀玲女士蒞校進行協同教學演講，主

講「哲學人與策展人」，共計有 67 名學生參加。 

(4). 100 年 5 月 5 日「旅行文學」課程邀請到自由時報副刊主編，同時也是本

校中文系畢業校友孫梓評先生蒞校進行協同教學演講，主講「旅行文學企劃

與寫作」，，共計有 61 名學生參加。 

(二) 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第二學期已召開 2次作業小組會議、1場 NPO 專題講座、1

場校外參訪，與規劃舉辦 1場教學研議會。活動內容摘列如下： 

1. 100 年 2 月 23 召開 99 學年度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作業小組第三次會議，討論實習機構

聯繫事宜、學程 100 年度擬舉辦之活動，以及修訂教學卓越計畫經費使用項目與金額。 

2. 100 年 3 月 9 日召開 99 學年度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作業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

100 學年度開課資料、實習課程說明會舉辦事宜，以及 99 學年度訂學期學程活動

舉辦事宜。開課資料經各支援隨班附讀之學系確認後提送 100 年 3 月 30 日學院

課程委員會審議，實習課程說明會訂於 100 年 3 月 28 日在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

舉行。有關學程活動舉辦事宜，目前規劃舉辦教學研議會、NPO 講座、兩校區招

生說明會等，舉辦時間與各項聯繫事宜將陸續研議與執行。 

3. 100 年 4 月 28 日分別在第二教研大樓 D0402、D0408 教室舉辦非營利組織管理學

程專題演講暨招生說明會。專題演講邀請到地球公民基金會執行長李根政先生主

講，講題：台灣百年環境省思與環保運動，由政治系蔡秀涓老師主持。緊接著由

莫藜藜院長主持學程招生說明會，向有興趣申請修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的學生介

紹學程發展概況與修課內容，以及申請條件等資訊。 

4. 100 年度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協同教學舉辦情形如下： 

(1). 100 年 4 月 14 日「社會資源開發與應用」邀請到兒童福利聯盟文教基金會

公關組社工師涂郁女士蒞校進行協同教學演講，主講「社會行銷與募款」，

共計有 23 名學生參加。 

(2). 100 年 4 月 29 日「社會工作管理」課程 A組邀請到中華人力資源管理協會

公關委員會副主委黃伯翔先生蒞校進行協同教學演講，主講「人才發展與招

募─HR 不打烊」，共計有 80 名學生參加。 

(3). 5 月 5 日「社會工作管理」課程 B組邀請到海棠文教基金會執行長陸宛蘋

女士蒞校進行協同教學演講，主講「管理知能在社工實務界的運用」，共計

有 100 名學生參加。 

(三) 舉辦第二屆人文社會 GIS 數化繪圖競賽：創意人文學程課程四大發展重點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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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數位人文」，強調在創意人文的精神之下，以現代地理資訊系統技術（GIS）

之研究方法為基礎，結合人文社會學科相關領域所設計的課程。因此，為提供學生

一個學習成果發表的平台，本院特別委請人文社會研究室 GIS 技術支援中心承辦

「GIS 數化繪圖競賽」，希望藉由蒐集或挑選比賽主題讓同學們親身發掘從東吳大學

及校區周邊到全台灣等視覺空間與文化產物的價值，並由此出發在各個學科學習領

域中拓展全球地方化的視野，至今年已經邁入第二屆。自 100 年 3 月 1 日起，經過

為期一個月的公開徵件與作品審查之後，在 100 年 3 月 30 日舉辦第二屆人文社會

GIS 數化繪圖競賽頒獎典禮，分別由日文系、社會系，以及中文系學生分獲前三名。

學生作品也已經公告在 GIS 技術支援中心網站，並將於創意人文學程期末成果博覽

會時候展出。 

(四) 舉辦第二屆雙溪金曲獎：為發掘本校作詞譜曲明日之星，同時提供修讀創意人

文學程「現代詞曲創作」課程之修課學生以及對創作感興趣之東吳學子鋪展康莊坦

途。活動舉辦目的在培養學生成為劃時代音樂創作人，創作感動人心的音樂詞曲。

報名時間自 100 年 4 月 25 日起至 5月 20 日止。預計於 6月 2日在本校外雙溪校區

H101 舉行決賽，當天亦將公布「雙溪金曲獎」評審及票選結果，同時進行頒獎典禮。 

二、舉辦本院第 28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100 年 3 月 17 日在第二教研大樓 10 樓人文社會學院

會議室舉辦本院第 28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主題為「知識、權力與社會實踐」，係

以本院整合型研究計畫「知識、權力與社會實踐」為題，共計發表 8 篇論文，每篇論文

皆邀請 2 名校內外學者擔任評論人。除了參與該整合型研究計畫之 5 名子計畫主持人發

表研究成果之外，並加入來自政治系、社會系、社工系老師就本次研討會主題各發表 1

篇學術論文。各場次盛況空前，座無虛席。透過本次研討會舉行，除了公開展示與發表

本院整合型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外，更有助於提升本院教師研究能量。 

三、提供外籍生與交換生輔導與溝通管道：本院於 100 年 3 月 10 日舉行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

院長與外籍生、交換生餐會，共計有 13 名外籍學生、交換學生，以及相關學系之輔導老

師、秘書、助教出席。13 名學生除了兩名外籍生外，交換生分別來自廈門大學（1 名）、

中國人民大學（1 名）、吉林大學（1 名）、山東大學（1 名）、復旦大學（3 名）、華東師

範大學（2 名）、蘭州大學（2 名）等。會中除了請學生彼此自我介紹、分享來台生活近

況之外，學生們也紛紛表示對本校師生之感謝之意，同時藉此茶敘機會彼此互相認識與

交流。 

四、持續推動本院整合型研究計畫：為發展本院整合型研究計畫，本院於 100 年 3 月初邀請

整合型研究計畫召集人討論有關補助子計畫進行研究事宜，並於 3 月 4 日發函公告 100

年度補助整合型研究計畫進行子計畫研究申請案方式與作業流程。截至收件截止日 4 月

1日止，共計收到分別來自「中東歐地方社會研究發展」1件子計畫，以及「知識、權力

與社會實踐」2 件子計畫申請案。上述子計畫案皆經過外審審查委員之推薦，因此 3 件

子計畫皆予以經費補助，總經費為 243,500 元，計畫執行期限自 100 年 5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五、辦理 99 學年度人文社會學院教師參與社會服務獎勵審查事宜：99 學年度申請截止日期

至 100 年 5 月 6 日止，申請資料以 99 年 4 月 1 日至 100 年 3 月 31 日之事蹟為限，共計

收到中文系沈心慧副教授，以及社工系葛書倫助理教授之申請。本院已於 5月 9日 99 學

年度第七次主管會議完成審查，恭喜兩位老師獲得傑出服務獎。 

中國文學系 

一、落實系課程委員會運作：100 年 3 月 4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舉行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規劃 100 學年度本系課程，討論 100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表、

100 學年度專任及兼任教師開課事宜、100 學年度「中國思想史」調降為 3 年級必修課，

「中國文學史（一）、（二）」101 學年度調整為大一、大二必修、「治學方法及習作」改

為單學期「治學方法及習作（一）」2 學分、「治學方法及習作（二）」1 學分課程、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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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除文字、聲韻、訓詁學外，取消所有上修年級限制等議題。其中開設中文實務實

習課程因申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力及專長培育計畫」，改為全學年課程，分為

電視新聞媒體實務實習、電腦資訊應用實習、出版實務與經營三大類，分別由華視新聞

部林淑卿經理、湜憶電腦知訊顧問有限公司執行長吳清輝老師、智園出版有限公司副社

長兼總編輯王秀珍老師授課。 

二、雙主修、輔系、跨領域學程、富蘭克林獎學金申請班級輔導：100 年 4 月 25 日至 5 月 4

日，由各班助教親至班級輔導同學，針對申請方法、條件等進行說明，並鼓勵學生積極

申請跨系選課，以發展第二專長。 

三、提升國文能力措施：為推動本校學子對文學的喜愛、對文創產業的參與，並注入活力熱

血，特舉辦「尋找東吳新形象──平面廣告文案創意比賽」，題目為：「東吳的形象」，以

打造東吳大學「形象」為重點，讓東吳成為一個亮眼的品牌，總計有中文系、社會系、

社工系、音樂系、英文系、日文系、數學系、化學系、心理系、經濟系、會計系、企管

系、國貿系、財精系、資訊系學生踴躍投稿，作品總計 346 件，藉此提升學生的國文應

用能力。 

四、舉辦舉辦蛻變與開新──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本研討會於 100 年 4 月 29、30 日假

外雙溪校區綜合大樓國際會議廳舉辦。本研討會共獲教育部、國科會、東吳大學之友基

金會等單位補助。兩日議程共發表 20 篇論文，並邀請日本東英壽、韓國朴現圭、李昤昊、

金蘭花、新加坡嚴壽澂、馬來西亞林志敏、方美富、中國大陸吳禮權、唐子恒、趙杏根、

陸湘懷等 11 位國外學者與會，本系有陳松雄、蘇淑芬、侯淑娟、連文萍、林宜陵、陳慷

玲等 6位老師發表論文。 

五、定期舉辦教師成果發表會：99 學年度教研成果發表會於 100 年 3 月 19 日校慶當日舉行，

首先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辦理全校大一國文作文展暨中文實務實習成果展，稍後於第

二教研大樓 D0733 室舉辦「研究成果發表會」，由許清雲老師發表「『數位內容與技術』

成果演示」、沈心慧老師發表〈《說文解字‧女部》姓氏婚姻字群文化意涵探析〉、鍾正道

老師發表〈白癡似的孩子：論張愛玲〈茉莉香片〉中的聶傳慶〉。 

六、鼓勵國外學者至本系任教：99 學年度第 2學期本系敦聘蘇州大學趙杏根教授及山東大學

唐子恒教授蒞臨本系講學。 

七、與國外學術單位進行交流：100 年 3 月 1~31 日鄭明娳教授以公假代表本校赴馬來西亞拉

曼大學講學一個月。 

八、推展院系學術交流與合作：100 年 2 月 18 日本系與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及蘇州

大學文學院簽署學術交流與合作協議書案，獲教育部原則同意。100 年 5 月 25 日至 6月

1 日將由蘇淑芬老師代表本系前往山東大學進行簽約事宜。100 年 2 月 25 日本系丁原基

老師根據「山東大學研究生合作導師遴選辦法」，經該校學位評審委員會 2010 年第二次

會議審議通過，受聘為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生合作導師，聘期四年，未來將進

行實質學術合作。 

九、加強交換生輔導措施：日本大東文化大學中國學科笹木友棋、韓國崇實大學漢語中文學

科趙修珍、吉林大學文學院韓斯超、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魯雯雪、山東大學歷史文化學

院施竺園、復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生鄒瀅、廈門大學新聞學系唐蕾，共七人，申

請 99 學年度第 2學期至本系短期研習，同學來校後，本系即著手輔導協助說明修課內容、

課程適應及生活關懷。100 年 2 月 21 日輔導交換生選修合適課程及本系課程內容相關網

站說明，並於綜合大樓餐廳貴賓室舉辦歡迎交換學生餐會。100 年 3 月 28 日邀請交換生

與本系曾參與「蘇州古典園林文化研習營」學生進行茶敘交流，相互分享心得。 

十、課程檢討與革新：舉辦中文教學見習系列活動： 

(一) 見習實習課程： 

1. 100 年 3 月 7 日林伯謙主任帶領中文系同學參訪蘆洲李宅，瞭解現當代文化古蹟產業概

況，活動由蘆洲李宅基金會簡秋燕執行長進行專業導覽，並與林主任協商實務合作事

宜，拓展學生職涯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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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0 年 3 月 22 日許清雲老師「應用文及習作」課程參訪板橋林本源園邸與萬華龍

山寺、剝皮寮等地，認識古蹟歷史背景文化，使學生瞭解文學與建築藝術的相襯

應用。 

3. 100 年 3 月 26 日沈心慧老師「中國文學史（二）」課程參訪長流美術館「唐宋元

明清書畫大展」，提升藝術鑑賞力，將文學史歷史長河與書畫藝術經典結合，瞭

解不同背景文化下之藝術創造力。 

4. 5~6 月間辦理許清雲老師「文獻數位化與編輯應用」課程參訪淡水紅毛城活動，

讓學生進行田野調查，實地取材，作為日後多媒體製作素材，並瞭解建築、文物

及藝術之美。 

(二) 邀請業界具實務經驗人員演講： 

1. 100 年 3 月 15 日林伯謙主任與陳恆嵩老師「國文」課程邀請知名作家，也是傑出系友張

曉風老師演講，講題：「錢從哪裡來？」分享故事文本閱讀新發現，現場座無虛席。 

2. 100 年 3 月 24 日陳松雄老師與沈心慧老師「國文」課程邀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

語文學系蔡雅薰主任演講，講題：「中文系與華語文教學」，分析中文系學生從

事華語文教學之優勢，提供職涯規畫新資訊，以增加學生信心。 

3. 100 年 3 月 28 日鍾正道老師「文學與電影」課程邀請電影基金會段存馨秘書長演

講，講題：「台灣電影美麗新世代──從『海角七號』談起」，分享一系列關於

台灣電影的精彩片段，分析中文系學生從事電影文創工作之優勢。 

4. 100 年 4 月 25 日侯淑娟老師「現代戲劇及習作」課程邀請邀請知名詩人、電影及

劇場導演鴻鴻老師演講，講題：「城市裡的黑眼睛」，讓同學深入瞭解當代劇場

新潮流。 

5. 100 年 4 月 28 日侯淑娟老師「曲選及習作」課程邀請邀請臺灣大學戲劇系王安祈

老師演講，講題：「崑曲之美」，藉由崑曲藝術的精闢介紹，深化學用合一精神。 

6. 100 年 5 月 3 日侯淑娟老師「曲選及習作」課程邀請臺灣大學中文系李惠綿老師

演講，講題：「是誰在尋找遊園驚夢！」幫助學生瞭解劇作整編的創意性結合，

進一步瞭解古典戲劇，並激發寫作創意。 

7. 100 年 5 月 5 日連文萍老師「文案寫作」課程邀請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邱玉容

老師演講，講題：「各國廣告面面觀」，期使同學瞭解並熟悉廣告業實務內容，

分享世界各國之廣告創意，為同學提供職涯多元方向，亦可增進文案寫作之創意

發想。 

8. 100 年 5 月 10 日林伯謙主任「中國文學史（一）」課程邀請雙贏管理顧問有限公

司首席講師李勝隆執行長演講，講題：「大學生活精彩 100」，活動反應熱烈，

啟發同學積極正面的大學生活觀。 

9. 5~6 月邀請業界具實務經驗人員舉辦四場演講，包括：華視新聞部林淑卿經理、

臺灣大學中文系何寄澎教授、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吳興國老師、民視鄭

朝城製作人。 

十一、 研究生學術論文發表會：100 年 5 月 31 日於第一教研大樓普仁堂及戴氏基金會會議

室同步舉行「有鳳初鳴──第六屆漢學多元化領域之探索學術研討會」，本次共徵得

各校碩博士生論文 64 篇，經由學者專家專業審查，精選 34 篇論文公開發表，本系有

6位研究生入選，藉此選拔優秀研究生學術論文，提昇研究生學術研究水準。 

十二、 積極經營系友網絡：持續更新系友網頁資訊、系友資料和追蹤畢業生動向： 

(一) 100 年 3 月 19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16 研究生研究室舉辦系友會會員大會，報告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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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系務發展基金及系友捐款使用狀況暨 100 學年度使用規劃。 

(二) 100 年 4 月 27 日舉辦系友講座，邀請周志文學長主講，講題：陽明後學。 

(三) 自 99 年 4 月起，每月 5日以電子郵件寄發每月重要記事給系友，加強本系與系友之

間的聯繫。 

十三、 服務社會活動：100 年 1 月 23~26 日本系與聯合報教育事業部合作，在本校第二教研

大樓三樓合辦「文學寫作冬令營」、「閱讀與創意寫作營」、「主播口才冬令營」、「英文

寫作冬令營」、「紐時新聞英文記者營」等營隊活動，招收對象為全國高中、國中、小

學生，共有 150 人報名參加。本系由林宜陵老師及楊宗翰老師擔任營隊講師，黃依辰

同學帶領系學生會成員擔任隊輔，負責學員安全及課後輔導，活動圓滿成功。 

十四、 推動培英先修課程：100 年 1 月 27 日本系首次辦理學士班學生修讀學、碩士一貫學

程作業，共 3名學生申請修讀碩士班課程。 

十五、 古典文學及書法比賽： 

(一) 100 年 5 月 2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1 教室舉辦古典文學比賽之默寫組競賽，韻文

創作組則於 100 年 3 月 7 日至 4月 16 日在本系網頁上投稿。除本系大學部學生參賽

外，亦有英文系、微物系、社工系、社會系、政治系、經濟系學生報名參與，藉此

提昇古典文學涵養、閱讀古籍及創作能力。 

(二) 100 年 4 月 11 日由許清雲老師主持之「楹聯研究室」在第二教研大樓 D0501 舉辦「書

法比賽」，比賽題目為對聯 15 首，共有 27 位本系學生報名參賽。 

十六、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論文》：99 學年度截至 100 年 5 月 9 日止共收稿 54 篇，通過 23

篇，通過率 42.59%，已刊登於《東吳中文線上學術論文》第 11、12、13 期。 

十七、 國學講座：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共舉辦二場，100 年 4 月 15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會議室，由蘇州大學文學院趙杏根教授主講，講題：「先秦兩漢儒家生態思想述略」。

100 年 5 月 11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會議室，由山東大學中文系唐子恒教授主講，

講題：「《史記》敘事的矛盾與司馬遷的誇張筆法」。 

歷史學系 

一、專任教師研究成果發表會： 

(一) 100 年 3 月 10 日，邀請徐泓老師以「明代在中國歷史上的地位」為題發表研究成果。 

(二) 100 年 3 月 10 日，邀請黃兆強老師以「唐君毅先生的史學思想及其終極關懷」為題

發表研究成果。 

(三) 100 年 4 月 29 日，邀請蔣武雄老師以「包拯使遼事蹟的探討」為題發表研究成果。 

(四) 100 年 5 月 12 日，邀請林慈淑老師以「歷史學家如何看待『因果解釋』？追溯二十

世紀以來的轉變」為題發表研究成果。 

(五) 100 年 5 月 26 日，邀請盧令北老師以「淺論美國奴隸制度」為題發表研究成果。 

(六) 100 年 6 月 9 日，邀請傅可暢老師以「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中國馬

克思主義的理論與實際（大躍進時期）」為題發表研究成果。 

(七) 100 年 6 月 23 日，邀請楊俊峰老師以「唐代城隍信仰的擴張──兼論其官僚化神格

的形成」為題發表研究成果。 

二、學術交流：  

(一) 100 年 4 月 6~10 日，林慈淑主任受邀至蘇州大學參訪，與蘇州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暨歷史系主任王衛平教授商談學術交流與合作事宜，並應邀於歷史學系以「歷史學

與因果概念的關係：二十世紀以來的轉變」為題發表演講。 

(二) 本系於 99 學年第二學期聘請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擔任本系客座教授。陳支平教授長

期從事明清史、中國社會經濟史、閩台區域史，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歷史學系教

授、博士研究生指導教師。陳教授於民國 100 年 3 月 1 日~5 月 31 日，展開為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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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的密集講學，於碩士班開授「明清民間文獻導讀」及「明清社會經濟史專題研

究」兩門課。 

(三) 本學期計有一名大陸地區學生來台短期研習，該生為復旦大學歷史學系碩士班二年

級申芳，申芳同學碩士論文研究範圍為近代西方史學理論與史學史，本系安排林慈

淑主任擔任其輔導老師，協助其在台期間之課輔等事宜。 

三、演講： 

(一) 100 年 3 月 16 日，邀請 69 級系友何基丞學長（康普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以「我想做什麼？社會新鮮人初步之我見」為題發表演講。 

(二) 100 年 3 月 17 日，邀請陳支平教授以「重提文史不分家」發表演講。 

(三) 100 年 3 月 25 日，邀請陳支平教授以「近年來大陸的中國古代史研究熱點」發表演

講。。 

(四) 100 年 3 月 31 日，邀請北京師範大學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張建華教授蒞系演講，主

題為「黑與白：赫魯雪夫的改革及其時代」。張教授以赫魯雪夫為中心，透過「權力

過渡與貝利亞事件」、「祕密報告及其評價」、「全面推行改革」、以及「不情願的退休

和黯然離世」這四個小題來談論蘇聯的歷史發展。。 

(五) 100 年 4 月 14 日，邀請陳支平教授以「跨越時空論『封建』」發表演講。 

(六) 100 年 4 月 21 日，邀請陳支平教授以「審視明清南北文化差異」發表演講。 

(七) 100 年 4 月 28 日，邀請陳支平教授以「明清泉州沿海港口與鄉族關係」發表演講。 

(八) 100 年 5 月 4 日，請 83 級系友羅靜娟學姐（磊山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高級業務經理）

以「生涯探索：我的業務歷程」為題發表演講。 

(九) 100 年 5 月 5 日，邀請陳支平教授以「從民間家族文書看清代海峽兩岸的移民模式」

發表演講。 

(十) 100 年 5 月 11 日，邀請時報出版公司總經理莫昭平女士以「出版事業在台灣」發表

演講。 

(十一) 100 年 5 月 18 日，邀請民視電視劇編劇、電影編劇高志峰先生以「劇本寫作與

編劇實務」發表演講。 

(十二) 100 年 5 月 25 日，邀請前公共電視副總經理資源電視節目製作人邱海嶽先生以

「科技變遷中的電視事業」發表演講。 

四、100 年 2 月 26 日，本系於第二教研大樓 D0317 教室舉辦「看歷史、學歷史──青少年歷

史文化營」活動，此研習營已成為本系每年招生宣導的重要工作之一，除了邀請老師進

行主講外，活動由本系林慈淑主任歡迎大台北地區各高中學生的熱情參與。第一場演講

邀請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詹素娟老師主講「另闢蹊徑──從圖像資料看『歷史』」，

詹老師運用所學專長，帶大家從不同的角度、方式解讀歷史；第二場由本系兼任講師邱

琳婷老師主講「HISTORY AND HERSTORY：從歷史敘事看二十世紀女性形象的變遷」。此次

研習營的最後是帶領帶領學生前往順益台灣原住民博物館參觀。希望透過專業導覽人員

的解說，深入了解博物館的展覽內容與特色，讓參與學員能對台灣原住民族豐富的物質

文化有更深入的了解。 

五、本系與國家圖書館藝術暨視聽資料中心、台北教育大學歷史與地理學系／視覺與藝術學

系／通識教育中心、台東縣客家社區影音紀錄中心共同舉辦「紀錄在地文化映像──台

東印象展」，並配合展覽於開幕當天（100 年 4 月 11 日）辦理「大眾史學與在地音像紀

錄研習會」，邀請知名導演虞勘平、彭啓原、韓筆鋒等對展覽做專題演講與經驗分享，本

系林慈淑主任亦出席擔任主持人。 

六、研討會 

(一) 100 年 4 月 1 日，本系於學校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六樓 D0615 研討室舉辦「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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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學歷史學系第七屆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共有六位碩士班研究生參

與發表論文。本系開辦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旨在呈現本系研究所碩士班同學研究之成

果，以策勵在對學術上之鑽研，並訓練研究生擔任研討會評論人之能力。 

(二) 為持續改進共同科歷史之教學，本系於 4月 30 日於外雙溪校區舉辦「共通教育歷史

科的教學觀摩研討會」。本次會議除邀請獲得 98 學年度全國傑出通識教育教師獎的

交通大學曾華璧教授，以「非歷史系學生給我們的教學挑戰與因應：我的經驗分享」

為題蒞系分享教學經驗，並安排一場綜合座談會，邀請各位老師就平時之授課內容，

以至授課心得分享，相互交流。。 

(三) 本系於 100 年 5 月 27、28 日舉行「第八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以提倡國內

史學及歷史文獻之跨學科研究與討論。本屆會議的主題為「公私文書的對話」，邀請

國內及大陸學者共 17 位發表論文。 

哲學系 

一、國際學術交流： 

(一) 蔣經國基金會補助計畫：本系與美國羅格斯大學 Ernest Sosa 教授共同合作「知識、

德性、與直覺：德性知識論與中國哲學」(Knowledge, Virtue, and Intuition: Virtue 

Epistemology and Chinese Philosophy)之計畫，獲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

97 年度國內地區獎助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類，補助金額為 NT$2,800,000 元，執行

期限為 3年。本系執行此整合型計畫案之教師分別為米建國老師、王志輝老師、沈

享民老師和蔡政宏老師。 

本系米建國主任、王志輝老師、沈享民老師及蔡政宏老師於前一學期末前往美國與

Ernest Sosa 教授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補助之「知識、德性、與直覺：德

性知識論與中國哲學」整合型研究計劃案進行年度討論，並參與美國哲學學會 APA

哲學年會。 

(二) 100 年 4 月 20 日至 25 日本系米建國主任獲中國大陸武漢大學哲學學院邀請，前往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進行學術交流，並於 100 年 4 月 22 日～24 日參加由中國邏輯學

會現代邏輯專業委員會與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共同主辦的「2011 年全國現代邏輯學術

研討會」。 

二、學術活動：辦理「東吳國際哲學講座：大師系列」：本次經費獲本校研務處戴氏基金會經

費及國科會補助學者相關費用。 

(一) 本系於 100 年 3 月 14、16、及 18 日舉辦「東吳國際哲學講座：大師系列」，邀請

Professor Robert Audi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在東吳國際會議廳進行三場

公開講演(lectures)，講題：Moral Perception and Ethical Objectivity(道德知

覺與倫理學的客觀性)。校內外師生皆踴躍參與，每場約有 110 人參與。 

進行方式：演講時間每次為 1.5 小時，演講之後將預留 30 分鐘供參與者提問與討論。

講座以英文進行，並輔以國內教授的中文同步翻譯，在適當的時機為國外學者教授

與國內的師生間進行同步翻譯，透過國內學者教授與國外教授對講座內容的交談對

話，加上參與學生與一般觀眾的問題與討論，期望能使所有參與師生與社會大眾皆

能融入哲學講座內容，並實質獲益。全程參與者獲頒國際哲學大師簽名之結業證書。 

(二) 於活動舉辦前之 100 年 3 月 8、9、11 日在 D0825 會議室進行本年度國際哲學講座：

大師系列導讀活動，活動由本系米建國教授、范芯華教授及北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

會學院院長江怡客座教授擔任導讀人，三位教授分別解說本次講座的內容綱要並補

充背景知識，期能在有初步認識的情況下，於講座中獲得最大收益。約有 30 員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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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三)  本系與華梵大學哲學系及中研院文哲所於 100 年 6 月 2~4 日辦理「德性與運氣：

德性理論與中國哲學」讀書工作坊及國際學術研討會，獲國科會補助 40 萬元、本校

研務處補助 18 萬元，華梵大學支應 5萬元。活動邀請到 Ernest Sosa (Rutgers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中央研究院院士勞思光、Stephen C. 

Angle (Wesley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Duncan Pritchard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Andreas Trampota 

(Munich, Hochschule für Philosophie)、David Sosa (Philosophy of Aust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黃勇 (Kutztow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莊錦章、馮耀明、Tan Sor Ho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方萬全、華梵大學校長朱建民、華梵大學哲學系陳振崑、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何

乏筆林維杰及本系林正弘、米建國、沈享民、馬愷之老師參與討論。 

(四)  100 年 5 月 7 日本系舉行 99 學年度「東吳大學哲學系教師研究成果發表會」，

由古秀鈴老師、范芯華老師、馬愷之老師擔任發表人。另並舉行「東吳大學哲學系

第十一屆研究生論文發表會」，發表會採正式論文發表規模，邀請校外專家學者講

評，給予研究生指導，並於會後決定優秀論文，由林欣梅同學、蔡文煜同學獲得壹

萬元論文獎學金、周欣怡同學、許媛雅同學、蘇芳瑩同學獲頒伍千元論文獎學金，

將於 5月 25 日系週會時頒發。 

(五)  100 年 5 月 14 日於本校第二教研大樓八樓哲學系 D0825 會議室，舉辦「哲學學

門年輕學者培育計畫」成果發表會。當天發表人有：東吳大學哲學系蔡政宏老師（發

表題目：The Metaepistemology of Knowing-How）、東海大學哲學系史偉民老師（發

表題目：What is a shape of consciousness?）、中正大學哲學系王一奇老師（發

表題目：Prediction and Intervention）、台灣大學哲學系王榮麟老師（發表題目：

Is Natural Selection A Population-Level Causal Process?）、台灣大學哲學系

魏家豪老師（發表題目：Carving and Uncarving Wood: Original State, Creation 

and Self-cultivation in the Zhuangzi）與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何建興老師（發

表題目：Ontological Indeterminacy and Paradoxical Language: An Analysis of 

Sengzhao＇s Linguistic Thought）。 

(六)  100 年 6 月初本系執行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知識、德性、與直覺：德性知識

論與中國哲學」整合型研究計劃案，因共同執行計畫之國外合作主持人 Ernest Sosa

教授來訪，邀請執行本計畫之本系教師（王志輝老師、米建國老師、沈享民老師與

蔡政宏老師）及助理（蔡文煜與林欣梅），擬安排四次座談會。 

(七)  持續舉辦「東吳哲學講座」與「系友返校座談會」。本學期舉辦五次哲學講座

及二次系友返校座談。由系學會及專任教師推薦適當人選，使學生擴大學術視野及

瞭解產業狀況，對各校教師研究專長及系友職場有初步之認識。 

1. 100 年 2 月 23 日邀請 Prof. Thomas Sukopp(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Technical University Braunschweig and University of Augsburg)

演講。 

2. 100 年 3 月 2 日邀請北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江怡教授兼院長演講，講題為

A Secret in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3. 100 年 3 月 9 日邀請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與語言學系王瑩瑩研究員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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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0 年 5 月 25 日邀請 Prof. Jiyuan Yu(余紀元)(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djunct Faculty at Classics and also at Asian Studies, SUNY Buffalo, U.S.A.)

演講。 

5. 100 年 6 月 1 日邀請 Prof. Tan Sor Hoon (Associate Professor, Head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演

講。 

6. 100 年 4 月 28 日邀請到 94 級系友許勝凱先生演講主講，講題為：哲學與創業。 

7. 100 年 4 月 26 日邀請現任台灣歐舒丹股份有限公司企畫部副理的 88 級系友張乃

芳小姐演講，講題為從哲學到行銷。 

(八) 學生獲國際學術會議接受發表論文：14th Congress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國際學術會議，本系大學部四年級學生林欣梅及碩士班一

年級學生蔡文煜獲 14th Congress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國際學術會議接受本系學生論文發表，將於 100 年 7 月 19~26 日前往法國

南錫市(Nancy, France)出席會議並發表論文。擬發表之論文如下：Hsin-Mei Lin(林

欣梅). (2011). "Is The Sensitive Principle Or The Safety Principle 

Enough?"Wen-Yu Tsai(蔡文煜). (2011). "The Swamping Problem" ，本系米建國

系主任亦獲接受發表論文，將帶領兩位同學一同前往。 

三、學報相關事務： 

(一) 100 年 2 月 28 日《東吳哲學學報》第 23 期，由《東吳哲學學報》編輯委員會共同

編製。本期編輯委員為方萬全教授、王志輝副教授、林正弘教授、莊錦章教授、黃

冠閔教授、楊儒賓教授、劉述先教授，主編為王志輝副教授，編輯助理為楊雅婷助

教與國科會補助之編輯助理郭玫岑同學、陳怡仲同學。本期共收錄四篇文章、一篇

書評。 

(二) 100 年 3 月 8 日寄發本系《東吳哲學學報》申請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之「2011 臺

灣人文學引文索引核心期刊 (THCI Core)」之相關送審資料及期刊電子檔。 

(三) 100 年 3月 19日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委請台北醫學大學人文暨社

會科學院，於 100 年 3 月 19、20 日舉辦「2011 哲學學門學術研習營」。該研習課

程規劃有「國內外哲學研究趨勢與脈動」與「如何進行學術期刊與專書出版」兩大

主題，而本系學報主編王志輝教授受邀於研習營中，針對本系學術期刊《東吳哲學

學報》近 10 期的投稿件數、刊登件數、退稿率、撰稿格式、審查流程、審稿委員、

編輯委員等進行簡介報告。 

四、讀書會： 

(一) 本系執行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知識、德性、與直覺：德性知識論與中國哲學」整

合型研究計劃案，於 100 年 2 月 17 日、3月 25 日邀請執行本計畫之教師（王志輝

老師、米建國老師、蔡政宏老師與沈享民老師）及助理（蔡文煜），進行第 17、18

次讀書會。 

(二) 本系馬愷之老師所組之「德性倫理學與中國哲學」讀書會，於 100 年 2 月 18 日、3

月 5日、邀請莊錦章老師、米建國老師、郭梨華老師、沈享民老師、林雅萍老師、

蔡家和等校內外學者專家與學生（楊孟衡、白崇靉），對 Stephen C. Angle 所著之

“Sagehood＂一書進行第 5、6次的研讀。 

(三) 本系陳瑤華老師執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Auschwitz 之後哲學與倫理的「根本

惡」論述 (2/2)），於 100 年 2 月 24 日、3月 24 日邀請執行本計畫之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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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哲學系龔維正老師、中央大學哲學系博士生梁奮程（博士級兼任助理）、

本系碩士生蘇芳瑩助理、張維芳同學、莊惟任同學、輔仁大學哲學系博士生高毓智

與本校政治系研究助理施逸翔同學，進行第 8、9次讀書會。 

(四) 本系王志輝老師所組之《論靈魂》讀書會，於 100 年 2 月 25 日、3月 18 日邀請校

內外學者專家馬愷之老師、何畫瑰老師（文化大學哲學系助理教授）、林雅萍老師

（長庚醫學院醫學系助理教授）、謝林德老師（德國人，開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教授）與蘇富芝博士（政治大學哲學博士），對亞理斯多德所著之《論靈魂》一

書進行第 4、5次的研讀，同時也討論「德性倫理學與中國哲學」這主題。 

五、凝聚系友向心力，增加募款對象：持續聯絡系友，繼續邀請系友返校參與座談，並參與

「哲學的應用」與「哲學實習」課程相關教學活動，建立系友業界資料，加強參訪管道，

持續聯繫潛在捐款人，使系友情感緊密，增加本系友資源。 

政治學系 

一、「東吳政治學報」第 28 卷第 1期出刊：為開拓教師出版園地，自 95 年 9 月起東吳政治

學報改為季刊，100 年 3 月出版「東吳政治學報」第 29 卷第 1期，共有 4篇論文：(一)

《混合研究與質量爭議》（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郭秋永研究員）。(二)〈人

間與《政府論兩篇》〉（東吳大學政治學系陳瑞崇副教授）。(三)《北冰洋安全問題與區域

安全治理之挑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蔡明彥教授、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

後研究李玫憲）。(四)《國立故宮博物院院長之角色扮演及行銷策略個案分析》（東華大

學社會暨公共行政學系魯炳炎副教授、東華大學公共行政研究所林佩宜碩士）。第 2期預

計六月出版。 

二、舉辦教師成果發表會 3場： 

為鼓勵系內教師教學與研究心得交流本學期舉辦 3場教師成果發表會，成果如下： 

(一) 100 年 3 月 31 日邀請陳立剛副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從 2010 年菲律賓總統大選觀

察談起－兼論其國內人權議題預計」，參與師生有 30 人。 

(二) 【人權與民主教研工作室】於 100 年 5 月 18、20 日二日分別在外雙溪校區及城中校

區各舉辦一場 99 學年度「人權與民主」共同課程年度教學成果發表會。 

(三) 100 年 5 月 18 日黃默教授將分享「馬泰人權組織之旅──NGO、聯合國參訪經驗」，

講述聯合國改革研究計畫，與此行訪問重點、參訪的規劃，以及整體成果。 

三、舉辦教學觀摩會 4場 

(一) 100 年 3 月 16 日【人權與民主教研工作室】舉辦教學觀摩，邀請林月珠老師主講，

講題：「案主自決在人道救援落實上難題」。 

(二) 100 年 4 月 13 日【人權與民主教研工作室】舉辦教學觀摩，邀請謝政諭老師主講，

講題：「ECFA 與兩岸關係發展的圖像及民主機制的反省」。 

(三) 100 年 5 月 11 日【人權與民主教研工作室】舉辦教學觀摩，邀請陳俊宏老師主講，

講題：「禁菸 vs 禁槍: 菸害防治政策的倫理分析」。 

(四) 100 年 6 月 15 日【人權與民主教研工作室】舉辦教學觀摩，邀請許雅棠老師主講。 

四、舉辦專題演講 16 場次：為擴展學生視野政治學系每學期規劃舉辦多場專題演講。目前已

舉辦 14 場次： 

(一) 外國學者有 2場： 

1. 100 年 3 月 2 日邀請中國流亡詩人貝嶺先生專題演講，講題：「零八憲章與劉曉

波」，主持人：黃默教授，參與師生共有 30 人。 

2. 100 年 3 月 24 日邀請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訪問學者梁家恩先生（新加坡

國立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專題演講，講題：「Human Right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主持人：黃默教授，參與師生共有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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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學者專家有 12 場： 

1. 100 年 3 月 12 日邀請孫采薇（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政治

學博士）專題演講，講題：「從「族群三角」模型探討國家、多數族群與少數族

群的互動與衝突：印尼、馬來西亞與新加坡三國經驗的比較研究」。 

2. 100 年 3 月 12 日邀請侯廣豪（英國約克大學政治學博士）專題演講，講題：「中

國經濟發展的政治分析：檢視政治菁英在鄧小平主政時期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

的角色，1978 – 1992」。 

3. 100 年 3 月 12 日邀請林長志（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專題演講，講題：「立

委選制變遷對選民投票行為之影響：投票穩定與變遷的分析」。 

4. 100 年 3 月 12 日邀請邱師儀（University of Nebraska at Lincoln (USA)政治

學博士）專題演講，講題：「台灣民眾對於「國會偏權化」先決要件的想像」。 

5. 100 年 3 月 12 日邀請蔡韻竹（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專題演講，講題：「體

制、規則、行動者：國會研究的發展趨勢」。 

6. 100 年 3 月 12 日邀請蘇子喬（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專題演講，講題：「東

亞半總統制國家的憲政運作」。 

7. 100 年 3 月 15 日邀請雷文玫(陽明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專題演講，講題：

「基因工程倫理」，主持人：黃默教授，參與師生共有 55 人。 

8. 100 年 4 月 12 日邀請尤美女律師專題演講，講題：「台灣推動 CEDAW 之歷程及

CEDAW 之內容及運用」，主持人：黃默教授，參與師生共有 40 人。 

9. 100 年 4 月 25 日邀請曾任本系客座教授的王國璋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學術論

文的寫作方法與論述」，主持人：黃秀端主任，參與師生共有 40 人。 

10. 100 年 4 月 28 日邀請地球公民基金會李根政執行長專題演講，講題：「台灣百

年環境省思與環保運動」。 

11. 100 年 4 月 28 日邀請行政院研考會朱景鵬主委與大家分享「政府改造的執行與

挑戰」。「扮黑臉的人，要有顆善良的心，更要有耐心，用真誠的語言、理性和

平的態度，進行必要的溝通」，這是政府組織再造推手──行政院研考會主委朱

景鵬推動政府組織改造的心得，與師生共有 60 人。 

12. 100 年 4 月 29 日政治系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人權學程合辦，邀請哲學系陳

瑤華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台灣 CEDAW 的初次國家報告與台灣人權的監督機制

──一個聯合國體系之外的獨特案例」。何謂 CEDAW？即《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

歧視公約》，台灣在 2007 年 1 月 15 日立法院三讀通過。 

(三) 未來預計於於五月及六月規劃舉辦 2場活動。 

五、為進行學術交流政治學系舉辦 3場研討會、2場座談會，成果如下： 

(一) 100 年 3 月 17 日政治系承辦人文社會學院第 28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當天共區分為

四場次，發表 8篇文章，16 位校內外評論人，參與師生眾多，約 150 人次參與。與

會者熱烈發問，與發表人良好互動，讓本屆系際研討會獲得最大效益。 

(二) 100 年 5 月 14 日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合作舉辦「東海大學政治系、東吳大學政治系研

究生論文聯合發表會」，共發表 15 篇論文。 

(三) 100 年 5 月 25~26 日舉辦 100 年「民主、國會與決策」學術研討會，會中並邀請立

法院王金平院長專題演講。 

(四) 100 年 4 月 14 日【國會研究中心】與【都會治理中心】請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

系教授兼系主任）、陳立剛（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羅清俊（臺北大學公共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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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暨政策學系教授）舉辦「選區服務與肉桶政治」座談會，主持人：吳文程（東吳

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參與師生共有 50 人。 

(五) 100 年 5 月 14 日【都會治理中心】舉辦「都會治理與財政劃分」座談會，邀請施能

傑（政治大學公行系教授）、陳立剛（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王輝煌（東吳大

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蔡秀涓（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主講，主持人：黃秀端主

任。 

六、舉辦教學相關活動 3場 

(一) 100 年 2 月 15 日召開「教育部 100 年度新興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討論說明會，邀

請中研院史語所黃銘崇副研究員說明計畫構想與申請辦法，共有黃秀端主任、黃默

老師，陳瑞崇老師、陳俊宏老師、林瓊珠老師等參與討論。 

(二) 100 年 4 月 26 日舉辦校外參訪活動，由陳立剛老師帶領「地方政府與政治」課程學

生，參訪台北市議會，參與師生共有 47 人。 

(三) 100 年 4 月 27 日舉辦校外參訪活動，由蔡秀涓老師帶領「行政學」課程學生，參訪

移民署，參與師生共有 66 人。 

七、舉辦學生輔導相關活動 5場 

(一) 100 年 3 月 10 日舉辦系週會暨實習說明會-傑出系友分享，邀請黃自強(系友 81A 級

/中央通訊社資訊事業中心代理副主任)、顏蔚慈（系友 97A 級）專題演講，講題：「政

治系職涯初探──暑期實習」，主持人：黃秀端主任，參與師生共有 100 人。 

(二) 100 年 3 月 19 日舉辦慶祝東吳建校 111 周年校慶活動，政治系為畢業滿 10、20、30、

40 和 50 年的系友舉辦「光陰的教室」，邀請 50 級、60 級、70 級、80 級和 90 級的

畢業系友返校，與師長和同學們重溫在校的歡樂時光，並為在校生的 3月壽星舉辦

慶生會，活動共 100 人左右參加。 

(三) 100 年 3 月 24 日召開政治學系導師會議，邀請心理諮商中心王淑芳主任及本系輔導

王佳玲老師說明「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試辦計畫」，共有黃秀端主任及學系老師等 16

位老師參加。 

(四) 100 年 3 月 26 日王晧昱老師舉辦導生聯誼──草嶺古道健行活動，參與師生共有 25

人。 

(五) 100 年 4 月 28 日舉辦政治系大四同學生命教育團體輔導，邀請心諮中心王佳玲老師

主講，講題：「從本系一個令人哀傷個案談起」，地點：戴氏基金會會議室，約有 60

位師生出席。 

社會學系 

一、強化中東歐教研特色：為持續推展本系 99 學年度校務發展自提計畫──「發展中東歐教

學與研究特色，建立本系特色品牌」，本系於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設 5 門與中東歐有關

課程，將於 100 年 7 月初帶領師生前往中東歐國家進行短期境外教學活動，與本校簽有

學術交流備忘錄的斯洛伐克 Pre�ov 大學，以及斯洛伐克教學研究中心、捷克查理士大學

等學術機構進行學術交流活動外，並為凝聚對中東歐教學研究領域有興趣之師生，提升

其中東歐專業知識，強化內部核心成員的教研能量，本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亦於本學

期規劃「中東歐教學研究專業成長沙龍」活動，以【文本＆對話】方式，藉由文本閱讀

及議題討論，促進師生共同對話，激發創新。本學期共舉辦六場活動，分別以「文學、

歷史與記憶──解讀赫拉巴爾《過於喧囂的孤獨》的浪漫與社會寫實」、「The Influence 

of Gender Stereotype on Children-- through the Folk Fairy Tales」、「布拉格的城

市學」、「斯洛伐克的國民與民族」、「1.社區、民族國家、與全球化；2.政治、文化、與

現代性在後社會主義的波蘭」，以及「全球化與地方社會轉型──中歐初探」為討論主題，

邀請計 17 位專家學者與來自中東歐國家學生進行導讀與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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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招生宣傳活動：為執行本系 99 學年度校務發展自提計畫──「強化本系社會行銷，

提昇學生入學意願」，提高本系報考率，本系於 100 年 3 月 14 日前往台北市立百齡高中

舉辦招生宣傳說明會；針對 100 學年度甄選入學(含個人申請及繁星推薦)准錄取生，透

過郵寄及 E-mail 方式，寄發歡迎函及系簡介，歡迎准錄取生的加入；以及支援本校招生

組主辦之招生宣傳活動外，為提高本系碩士班正取生報到及註冊率，本系特於碩士班錄

取新生報到前，於 100 年 5 月 11 日，舉辦「100 學年度碩士班新生入學前說明會」，提

供新生認識與瞭解本校及本系碩士班的機會。 

三、舉辦「勉齋社會論壇」：配合本系特色及「勉齋研討室」之成立，本系勉齋社會論壇於本

學期，規劃「工讀與工作」、「我的學思歷程」兩系列共計 5 場之專題演講活動。前者邀

請國內專家與本系畢業系友針對學生工讀與工作議題進行說明與經驗分享，後者則是邀

請本系專任教師講述其學思歷程，以及邀請本系碩士班畢業系友且目前正就讀台大社會

系博士班之魏龍達系友，以「研究所經驗分享：論文寫作與報考博班暨 EndNote 論文寫

作書目管理軟體教學」為題進行分享。 

四、舉辦「社會學實踐在職場」講座與系友聯誼活動：為強化本系畢業系友與在校生之關係，

並使在校生更清楚未來的生涯規劃，達到經驗傳承之效，本學期舉辦 1 場「社會學實踐

在職場」講座，邀請兩位畢業學長以「社會學多元實踐」為題，向學弟妹分享求學與求

職經驗外，也於 100 年 5 月 21 日舉辦「回憶久久，百年聚首」──社會系系友聯誼活動。 

五、舉辦導生會議及導師會議︰為提昇導師輔導功能，增進導師與導生、研究生間之互動、

指導與溝通，本系除於 100 年 3 月 29 日舉辦導生會議及導師會議外，亦於 100 年 5 月

31 日舉辦「第二屆碩士班導生會議暨餐敘」，邀請一、二年級研究生就其學習心得及規

劃逐一發言，並請總導師進行指導，以藉此平台提供研究生意見反應的機會，促進師生

交流溝通。 

社會工作學系 

一、辦理實習教學相關活動 

(一) 為瞭解學生對於實習課群實施的學習經驗與想法，本系於 100 年 2 月 14 日辦理焦點

團體，並邀請畢業系友與在學學生參加，由本系闕漢中副教授主持，與會系友及學

生總計有 7位，本系教師及系辦同仁與課群助理等人員計出席 10 位。其後，召開討

論會，由本系李明政教授代理主任主持。 

(二) 舉辦 2場專題講座以及 2場座談會，其中 3場獲 99 學年度第 2學期東吳大學教學卓

越計畫教學改進方案補助： 

1. 專題講座： 

(1). 於 100 年 3 月 22 日，於本校第一教研大樓戴氏基金會會議室舉辦「研究典

範的反思及『覺』擇」專題講座，由本系萬心蕊副教授主持，邀請輔仁大學

心理學系丁興祥教授主講。 

(2). 於 100 年 5 月 16 日，邀請現任美國德州貝勒大學瑪麗哈丁（University of 

Mary Hardin-Baylor）心理諮商研究所助理教授、婚姻及家庭心理諮商系執

行主任周文玫主講「文化衝擊：台灣孩子＋美國諮商師＋異國婚姻＝？」，

由本系李明政教授擔任主持。 

2. 座談會： 

(1). 100 年 4 月 12 日，於本校雙溪校區戴氏基金會會議室，舉辦本系方案實習

課群專題座談，座談主題為「一艘承載理想的船理想與夢想的實踐」，由本

系萬心蕊老師擔任主持人，邀請台灣社區實踐協會理事長羅秀華老師以及 3

位工作人員沈曜逸、黃韻潔、李柏祥，分享他們在台北市萬華區新安里的社

區工作經驗，以及實踐理想的點點滴滴。 

(2). 由於本系第一梯次為期兩年的方案實習課群已實施一年，而第二梯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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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課群也將於 100 學年展開，為使方案實習課群教學合作模式更為周全，

本系訂於 100 年 5 月 31 日，於本校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辦「方案實習

課群座談會：學校與機構夥伴關係的建立」，會中將邀請系上所有教師、兩

梯次的方案課群合作機構代表，及未來可能或希望長期合作的機構代表一同

參與討論，藉以介紹實作教學的理念，以逐步擴展討論面向，與實務機構發

展不同層次的合作關係。 

(三) 持續結合理論與實務相關課群之教學模式，本學期總計由方案實習課群第一梯次教

學團隊與第二梯次教學團隊分別規劃召開教學會議，總計召開 8 次，另針對本系一

年級及雙修、轉系學生（約計 115 名）辦理「方案實習說明會」，舉辦日期為 100 年

5 月 10 日，由第二梯次方案實習課群總督導闕漢中老師主持，由第二梯次教學團隊

教師分別針對各組的方案進行介紹說明，並開放在場學生提問。 

(四) 本系第一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於 99 學年第 2學期舉辦「方案研討會」，於 5月 2、9、

16、23 日共辦理四場，每場次安排 3~4 小組發表，發表內容包含(1)問題分析與需

求評定、(2)方案假設或方案原理、(3)參與方案實作的經驗、觀察或心得。 

(五) 100 年 6 月 3 日，於本校外雙溪校區普仁堂舉辦「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實習督導會」。

由本系實習總督導馬宗潔老師主持，會中以「社會工作實習適應面面觀」為專題座

談主題，邀請學校老師、機構代表進行引言，透過引言者的分享，希望能讓實習學

生以最佳的狀態進入機構實習。會後為分組研討時間，由各組老師與學生進行第一

次團體督導。  

(六) 100 年 6 月 21 日，在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 D1005 室，辦理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社工系研究生實習成果發表會。 

二、辦理公職考試及證照考試輔導活動 

(一) 100 年 5 月 3 日，於 G101 會議室辦理 100 年社工系友返校座談：「公職達人分享會」，

主持人為趙碧華系主任，邀請本系優秀系友榮華學長（90 級畢業）回母校進行公職

人員考試專題分享活動，以及前進公職職場經驗談。 

(二) 辦理「社工師證照輔導課程」工作坊，自 100 年 5 月 17 日起連續辦理 4次，時間均

為本系週二系會時間，由本系趙碧華主任主持，邀請本系優秀系友王淑芬老師回母

校講授「社會工作研究方法」課程，並分享前進公職職場經驗。 

三、辦理學術研討活動 

(一) 100 年 4 月 27 日，在本校第二教研大樓 D0634 教室舉辦「拒絕校園霸凌論壇」，由

本系趙碧華主任主持，邀請臺北地方法院觀護人室觀護人林千芩（84 級系友）、台

北市永吉國中學校社工龔頌鈞（94 級系友）、台北市蘭雅國中學校社工蔡心媛、台

北市士林高商輔導老師呂靜淑（85 級系友）共同與會進行論壇分享。 

(二) 100 年 6 月 7 日，在國際會議廳舉辦「2011 東吳大學社工系師生研究成果發表會」，

總計發表 7 篇論文，其中有 3 篇論文發表人係為本系研究生論文獎助金之獲獎人，

分別為陳思雯、涂郁、邵陪元，3 位系友目前均已於社會工作實務界服務，有 2 篇

論文發表人為本系目前仍在學之研究生，分別為黃建智、高安遠，另有一篇發表人

為本學期至本校進行短期研習之復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研究生李倫，本

系王行老師則發表壁報論文。 

(三) 由台灣心理輔導專業人員協會主辦，本系與華人社會工作學會於 100 年 4 月 16~17

日共同辦理「枯楊生稊：罪與罰的生命故事──法治／心理／哲學／社會助人工作

者實踐知識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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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英國 Sussex 大學社工系陳姮璉老師於 100 年 2 月 9 日進行國際交流討論會，主要內容

包括該系學制及教學簡介、討論交換學生與辦裡學術研討會之可能性。 

五、研究生獲獎 

(一) 經本系甄選，推薦本系研究生莊敦傑同學代表至香港參加 100 年 5 月 26~27 日「研

究生研討會──華人社會的社會福利研究、政策與實踐」兩岸三地研究生論文發表

會，該活動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生學部、香港中文大學-南開大學社會

政策聯合研究中心主辦，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承辦。 

(二) 邱子雅、宋玉蓮、簡佳立等三位研究生獲得 99 學年度「東吳大學社工系研究生論文

獎學金」。 

(三) 本系研究生宋玉蓮同學以「逃避自由」為題之閱讀心得獲得「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

中心」所舉辦之「閱讀．悅讀──心得分享比賽」「入選」獎，是項競賽活動係「北

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為使學生養成良好閱讀習慣，並提升校園閱讀風氣於 100

年 2 月 21 日至 3月 21 日期間舉辦，邀請校內外中文系教師擔任評審委員，依內容、

結構、修辭、標點符號等評分標準，共遴選出 22 篇優秀作品。 

六、持續與台北士林扶輪社、台北市富安國小合作辦理台北士林扶輪社閱讀推動計畫「富安

國小夜光天使-幸福閱讀首部曲」第 2期服務方案，本方案由台北士林扶輪社委託、本系

趙碧華主任擔任督導、碩士班黃建智研究生擔任方案助理，希冀透過大學生的帶領閱讀，

啟蒙孩子對閱讀的興趣與能力，培養閱讀的習慣，與了解閱讀的重要。 

七、配合母校 111 週年校慶暨運動大會，本系於 100 年 3 月 19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九樓舉辦

100 年度系友大會活動，當天出席系友約有 30 多位，本系馬宗潔老師、李憶微老師也應

邀出席盛會，現場也有熱情的社工系學會學生一同接待系友。本年度大會一開始，由即

將卸任的系友會會長葉淑玲女士（77 級系友）致歡迎詞，並由本系趙碧華主任代表學系

致贈感謝狀及小禮物，同時感謝葉會長四年來的辛勞，接下來進行的是第六屆會長選舉，

由蔡緯嘉先生（96 級）成為第六屆新任會長，林佳萱小姐（94 級）、王紹樺小姐（94 級），

以及林芮芳小姐（97 級）等 3 位系友自願擔任第六屆監事。會長選舉結束後，進行第 9

次東吳社工老中青論壇，以「以社群建構方法作為社會工作實踐的一種路徑」為主題進

行分享，透過系友們的工作經驗分享，豐富了大家在社工經驗上的生涯色彩。 

音樂學系 

一、加強學術研究之方法，定期舉辦各類音樂大師班課程、演講，增進學生技巧與涵養，期

使本學系學生於職場更具競爭力：本學期已排定邀請國內外知名音樂大師至本系舉辦 2

場鋼琴、1場聲樂、2場管樂、2場弦樂、3場作曲及 2場室內樂講座，共計 12 場各類音

樂大師班課程及演講。 

二、增加學生之舞台實習經驗：本學期安排各合唱/奏課程之定期演出，包含管弦樂團定期音

樂會 2場（其中 100 年 6 月 13 日管弦樂團定期音樂會安排於台北國家音樂廳，協奏曲比

賽優勝者音樂會於松怡廳）、管樂團音樂會 1場、弦樂團音樂會 1場、合唱團音樂會 1場、

現代重奏團發表師生作品音樂會 2 場，另有邱玉蘭老師指導學士班「歌劇舞台動作」修

課學生展演歌劇選粹 2 場；系學生會亦與學系辦公室共同主辦「室內樂馬拉松」，選出

15 組室內樂，於 100 年 5 月 23 至 27 日於松怡廳連續公開展演五天。 

三、鼓勵教師發表作品與音樂會，提昇整體教師研究能量：本學系透過主辦或協辦，鼓勵老

師發表作品與音樂會，期提昇整體老師的研究能量，為成立博士班的目標做更好的準備。

本學期由學系主辦 2場教師個人音樂會及 1場作品發表會。 

四、校際交流會：本學期與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文化大學兩校音樂系分別進行校際交流音樂

會。100 年 4 月 15~16 日舉辦本學年度「作曲組校際交流音樂會」，邀請國立台灣師範大

學音樂系作曲組共襄盛舉，兩場音樂會分別於本校松怡廳及師範大學音樂系演奏廳舉

行，兩校各有 8位同學發表作品。5月 17 日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管弦樂團來校於松怡廳演

出。5月 28 日文化大學巴洛克樂團來校於松怡廳演出。本學期由本學系主辦東吳、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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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藝三校「2011 校際學生作品交流音樂會」共計兩場， 3 月 21 日於本校松怡廳、3 月

25 日於師大音樂廳演出，兩場次均分別自三校學生作品中各抉選出 3首，進行校際間之

切磋。 

五、國際學術交流：99 學年第 1學期（於 100 年 1 月 7 日）日本東京音樂大學由該校鈴木勝

利理事長（董事長兼校長）及野本正平理長（副校長兼高中部校長）帶領教師訪問團一

行 11 人造訪本校，兩校間於交流座談中，就未來兩校擴大交流、深化合作事宜進行磋商。

本學期委請該校作曲系教師為我校於100年5月21日弦樂團定期公演改編多首臺灣流行

音樂演奏版本，開啟兩校首次合作交流之新頁。 

師資培育中心 

一、本中心榮獲教育部「99 年度《德智體群美五育理念與實踐》教材教法設計」師資培育大

學團體獎第三名，並有 3位師資生獲獎(優選：謝舒怡、入選：范諭鈞、入選：莊茹婷)，

本中心何希慧主任及3位獲獎師資生於99年 8月 19日出席教育部頒獎典禮並進行領獎。 

二、協助鄰近學校執行教育部大專生攜手課輔計畫，鼓勵師資生參與課後補救教學活動，以

期提升師資生之相關知能及學習興趣，並建立中心與鄰近學校教學夥伴關係，本學期與

臺北市社子島地區福安國中、臺北市士林區至善國中、臺北市大同區蘭州國中及臺北市

萬華區雙園國中合作，共計有 31 位師資生進入校園進行服務，除增進師資生對教育現場

之了解，更培養師資生關懷弱勢學生之精神。 

三、為輔導師資生增進教學知能，依據師資生增能學習之需求及充實師資生進行教育實習時

所需知能，辦理一系列與實習課程相關之活動，並於教育實習過程中提供實習生即時輔

導。 

(一) 於中等學校教學實習課程中，規劃師資生至中等學校實地進行見習活動，藉由與專

任教師一對一的見習方式，了解班級現場運作情形，並揣摩教師教學班級經營的方

法，以提升自身教育專業能力。本學期共安排 62 位中等教育學程學生，至中正高中

等 13 所中學進行見習。 

(二) 依據實習生增能學習之需求與輔導學生準備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教師甄試及達到第

二專長研習之目的，本學期共舉辦 4 場返校座談，邀請有豐富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

蒞校演講，提供實習學生返校充電的機會，並藉由分組座談的方式，讓實習指導教

師了解實習生的實習狀況，並於實習結束前安排實習學生進行口試及試教演練，以

增加其教職市場遴選的競爭力。 

(三) 本學期共辦理 3 場「國家考試-教師檢定相關系列講座」，邀請教育相關專家學者蒞

臨講授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的準備策略及方向，期以提升師資生應試能力，並於應試

前做完善之準備。 

(四) 中心於師資生實習前，舉辦「教育實習職前研習活動」，提供學生有關教師甄試、班

級經營、教育生涯規劃等知能，提供專業、生涯與就業之輔導，並安排實習生與實

習指導教師相見歡活動，透過此活動由指導教師提醒學生實習時所需注意事項，使

學生即早適應實習生活。100 學年度進行教育實習的師資生預計約 69 人。 

四、為培育師資生吸收課堂外之相關教育知能與教學技能，並養成學生負責與服務精神，於

學生課餘時間和週末，輔導其參與服務學習活動，本學期共有 43 位師資生參與志工服務

活動，師資生透過進行「學科/領域課程小團體輔導」、「弱勢及一般學生課業輔導」、「補

救教學」、及行政支援等志工服務，合作學校教師及學生與本校師資生互動良好，已建立

良好之合作關係。 

五、本中心持續受教育部委辦「100-101 年持國外大學以上學歷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

業課程審查小組」兩年計畫，提供持國外大學以上學歷民眾，申請認定修畢普通課程、

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認證之管道，並嚴格把關國內師資培育之教師素質。 

人權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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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行政業務 

(一)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實習委員會：100 年 2 月 16 日於 H204 召開，由王叢桂、

葉肅科與陳俊宏三名委員進行實習導師分配、實習單位媒合，以及檢討第 1 學期實

習狀況。 

(二)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學程委員會：1 月 7 日於 D1012 舉行。會中討論 100 學年

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列、碩士班導師輔導選課制度、100 學年度人權碩士學位

學程課程初步規劃、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考試辦法第三條和第六條修訂案、

助理教授擔任指導授或學位考試委員等。 

(三)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學程委員會：3月 18 日於 D1005 舉行。會中討論人權學程

及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的 100 學年度課程審議案及 100 學年度新、續聘教師案。 

(四) 99 年 12 月 29 日至 100 年 1 月 9 日進行課程委員改選，改選結果由黃秀端、黃默、

王叢桂、陳俊宏四位老師出任。 

(五)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2月 23 日於 D1012 舉行。會中討論 100 學年

度人權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與人權學程課程調整。 

(六) 招生 

1. 4 月 19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2 舉行人權碩士學位學程 100 學年度招生考試面試。 

2. 4 月 11 日~5 月 6 日開始進行人權學程 100 學年度招生宣傳。 

二、學生事務：本學期初以人權碩士學位學程學生為主體所組成的「非關政府」社團成立，

於 3月 11 日在哲生樓 H208 舉行社團成立茶會，約 20 人參加。 

三、學術活動 

(一) 實習行前說明會：2月 23 日在 D1012 舉行 99 學年度第 2學期實習行前說明會。

除實習委員、已申請或擬申請實習學生與會之外，亦邀請碩三王顥翰同學和在座師

生分享其在同志諮詢熱線的實習經驗。 

(二) 演講 

1. 人權饗宴：《聯合國人權兩公約施行檢討回顧》系列演講，每場約 30 人出席。3

月 23 日在 D1002 舉行「國際人權法與內國憲法的會流：台灣施行兩大人權公約

之後」演講，主持人為黃秀端主任，台灣大學法律系張文貞教授擔任講者。張教

授分別由「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在我國國內法

上是否果真僅具有國內法律位階的效力而已？是否須受「後法優於前法」、「特

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之適用？以及兩公約的人權規定是否可能具備憲法或至少

高於法律的效力？司法院大法官或各級法院在解釋我國憲法所定人民權利時，是

否可以、又是否應該適用兩公約關於人權保障之規定？」等問題出發，檢視台灣

實施兩公約後之現狀。 

(1). 4 月 27 日在 D1005 舉行「讓國際人權在個案中實踐──法院應否及如何適

用聯合國人權兩公約」演講，主持人為黃秀端主任，講者為中央研究院法律

學研究所廖福特副研究員。廖副研究員從兩公約作為個案人權救濟之依據、

法院應受兩公約之拘束、法院應參照兩公約監督機制之意見、法院應審查締

約國之義務來探討兩公約在個案實踐的可能性。 

(2). 6 月 9 日在 B013 邀請輔仁大學法律系吳志光副教授演講「公民社會中反死

刑的多數決困境」。 

2. 其他演講 

(1). 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政治系於 4月 12 日，在 D0618 合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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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推動 CEDAW 之歷程及 CEDAW 之內容及運用」專題演講，主持人為黃默老師，

講者為尤美女律師，約有 60 名師生參與。 

(2). 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於 4月 15 日，在 B013 合辦「從反貧困運

動談青年反思和實踐」專題演講，主持人為魏千峰律師，講者為台灣促進和

平基金會執行長/反貧困聯盟召集人簡錫堦，約有 20 名師生參與。 

(3). 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政治系於 4月 29 日，在 D1005 合辦「台

灣 CEDAW 的初次國家報告與台灣人權的監督機制──一個聯合國體系之外

的獨特案例」專題演講，主持人為黃秀端主任，講者為本校哲學系陳瑤華副

教授，約有 20 名師生參與。 

(4). 5 月 25 日在 D0418，東吳大學學生會、中華國際人權促進會主辦，人權學

程協辦「importance of human rights, experience」演講，邀請美國國際

青少年人權大使/美國佛州人權分會代表 Dustin Mcgahee 擔任講者。 

(5). 廢除死刑推動聯盟、人權學程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於 6月 14 日在 5117

會議室舉辦「廢除死刑，我們共同的終極目標」演講，邀請活躍於廢死及人

權運動的安田好弘律師擔任講者。 

(三) 人權電影院．非要開眼界 

1. 4 月 25 日於 H203 舉行「《三叉坑》影片賞析暨交流座談會」，並邀請本紀錄片導演陳

亮丰親臨會場現身說法。 

2. 6 月 3 日在 H203 舉行「《花臉巴兒》影片賞析暨交流座談會」，與談人為政治系

兼任助理教授王興中。 

(四) 校園性侵害國家賠案例研討會：人本教育文教基金會與人權學程於 5月 5日在 5211

會議室合辦「校園性侵害國家賠案例研討會」，會中邀請馮喬蘭、張萍、陳瑤華、陳

惠馨、陳節如、曲晉鳴、蕭昭君、劉定基、吳信賢等多位來自教育、政治、法律界

人士就校園師對生性侵害案例多方討論，約有 70 人參與。 

(五) 司法正義：邱和順案 23 年──更 11 審宣判前夕座談會：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人

權學程主辦，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台灣人權促進會、廢除死刑推動聯盟協辦「司

法正義：邱和順案 23 年──更 11 審宣判前夕座談會」於 5月 5日在 5117 會議室舉

行。林峰正律師主持，周漢威、尤伯祥律師擔任與談人，暢談基本案情、歷審判決

問題及本次更審的重大發現，約 30 人參與。 

(六) 「音樂與社會的反思」系列活動：5月 11 日至 6月 8日大學思潮研究社主辦，人權

學程協辦「音樂與社會的反思」系列活動，邀請多位音樂工作者分享其對於環境議

題、社會問題、原住民權利的創作理念，藉此認識台灣。 

1. 5 月 11 日，D0415，〈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讀書會。 

2. 5 月 18 日，國際會議廳，台灣的 Bob Dylan-風起雲湧的開始，王津平（民歌運

動的推手）主講。 

3. 5 月 25 日，G101，音樂、戲劇、文學的邂逅──跨界的無限可能，張鐵志（新新

聞週刊副總編輯）主持，陳柏偉（黑手那卡西主唱）、鍾喬（差事劇團團長）主

講。 

4. 6 月 1 日，G101，地下的另類聲音──從心出發，陳俊宏（政治系副教授）主持，

陳明章（歌手）、朱約信（歌手）主講。 

5. 6 月 8 日，游藝廣場，反核音樂會。 

(七) AI 五十週年母親健康關懷公益活動：5月 28 日在瑠公公園，國際特赦組織主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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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學程、清華學院協辦「AI 五十週年母親健康關懷公益活動」。本活動除了慶祝 AI

五十週年，並透過擺台、寫明信片來呼籲關心母親健康及聲援健康權力無法受到保

障的婦女。 

(八) 「舉手！反地雷！」活動：伊甸基金會、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於 6月 13

日至 6月 17 日在第二教研大樓一樓合辦「舉手！反地雷！」活動。藉由展覽地雷與

集束彈藥受害者的照片、體驗雷區、反地雷集束彈藥連署等活動，增進師生對該議

題的關注及瞭解。 

(九) 2011 東帝汶/印尼亞齊國際和平營東吳大學說明會：5月 11 日在 5117 會議室，The 

Frontiers 國際和平營(台灣區)主辦，人權學程協辦「2011 東帝汶／印尼亞齊國際

和平營東吳大學說明會」，號召師生加入國際志工的行列。 

(十) 人權讀書會，99 年 11 月迄今已舉行 5次。 

1. 99 年 11 月 12 日在 D1002，黃嵩立老師報告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Ch.3。 

2. 1 月 13 日在 D1002，黃嵩立老師報告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Ch2、Ch3 

3. 3 月 2 日在 D1005，中國流亡詩人貝嶺報告零八憲章與劉曉波。 

4. 3 月 11 日在 D1002，徐火炎老師報告 Robert A. Dahl 的論民主（On Democracy）。 

5. 4 月 15 日在 D1002，郭秋永老師報告雲與鐘之間：Robert Dahl 的民主理論。 

(十一) 人權通訊 

1. 3 月發行第 19 期。 

2. 人權通訊編輯小組於 5 月 13 日在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辦公室採訪民間司法改革

基金會執行長林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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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院長室 

一、100 年 3 月 2 日院務會議通過 100 學年度本院各單位提報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內容。 

二、100 年 3 月 30 日出版第 32 期東吳外語學報，刊登論文 7 篇，通過刊登率為 53％，100

年 4 月召開第 33 期編輯委員會，初審通過 11 篇論文續送外審。100 年 3 月 15 日向國科

會人文研究中心提出 THCI CORE 之申請。 

三、100 年 3 月 19 日為慶祝 111 週年校慶，本院特邀請日文系吳美嬅老師指導日本茶道社同

學一行於雙溪校區校徽後花園舉辦 5場日本茶道表演活動。 

四、100 年 3 月 11～19 日賴錦雀院長奉 校長指示，因應日本 311 大地震災後應變，與日文

系王世和主任共同處理及協商日文系赴日短期進修 18 位同學之留學及返台事宜；3月 19

日共有 13 位同學由王世和主任帶隊返台，其餘 5位同學於家長同意下續留日本拓殖大學

留學；賴錦雀院長於 3月 22 日致函拓殖大學及明海大學表示感謝及慰問，並頒發學院之

感謝狀予王世和主任及承辦學生留學事務之日文系李芳如助教。 

五、100 年 3 月 26 日於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舉辦本院「2011 年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術研

討會-資料庫與人文研究」；本年度會議由德國文化學系承辦，邀請國內大學外語資料庫

專家學者進行 5場專題演講，另經審查通過 14 篇論文及 1場教學工作坊發表，與會來賓

約 120 位。 

六、100 年 3 月 27 日於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舉辦本院「2011 年多語言多文化同步教/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本年度會議與日本國立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合辦，由日本語文學系承

辦，邀請日本、韓國及國內大學外語教學專家學者進行 4 場專題演講、2 場座談、18 篇

論文發表，與會來賓約有 150 位；26 日晚間由賴錦雀院長設宴邀請宮崎大學兒玉修部長

一行與本院蔡茂豐名譽院長及日文系數位教師進行餐敘及表達來訪之感謝。 

七、100 年 3 月 2 日、4 月 20 日院務會議通過修訂「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組織規程」、「東

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設置辦法」、「東吳大學語言教學中心設置辦法」及「學院教育目標

與核心能力」。 

八、100 年 4 月經甄審程序，推薦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赴「名古屋大學國際言語文化研究科」、

「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新潟大學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科」、「新潟大學國際交流中心」

及「學習院大學文學部」進修之院級交流協定交換學生。 

九、100 年 4 月 20 日與學生事務處合辦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院導師研習會，於第一教研大樓

外語學院會議室（R0814）舉行，主題分為兩部分「一、學務處輔導業務報告；二、導師

輔導知能研習：中醫自我關照與身心抒壓 part 2～老師常見壓力症候群保健」，計有 40

位教職員同仁參加。 

十、100 年 4 月 25-30 日北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王建斌教授應德文系邀請來校講學，4 月 26

日拜訪本院賴錦雀院長、4 月 27 日下午與本院 10 位翻譯、口譯及語言教學領域專業之

教師座談，並由英文系口譯班同學進行同步口譯練習，出席教師有王建輝老師、龔營老

師、盧月珠老師、李翠芳老師、林聰敏老師、謝志偉老師、林愛華老師、羅海恩老師、

廖揆祥老師、彭思遠老師。 

十一、 院務會議通過修訂「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補助院內專任教師參與國內學術研討

（習）會施行細則」及「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補助院內專任教師投稿國內外學術刊物

之審查費施行細則」；99 學年度（100 年 05 月 18 日止）已有 33 人次獲得 45,000 元補助。 

十二、 100 年 5 月 25 日預定舉辦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學工作坊，主題為「自主學習與共

同學習」，邀請德文系林聰敏主任、張國達老師及語言教學中心趙佳音老師分享心得。 

十三、 其他重要事務：執行 100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提供 100 年校務評鑑佐證資料、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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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8 學年度大事紀要、辦理 99 學年度學院畢業典禮相關事宜。 

英文系 

一、舉辦學術活動與演講： 

（一）100 年 3 月 16 日辦理【電影文學講座】之一：講員：馬健君副教授，講題：再訪《傲

慢與偏見》的文學世界，參加人數：32 人。 

（二）100 年 3 月 30 日 30 日辦理【電影文學講座】之二：講員：柯瑋妮教授（Dr. Whitney 

C. Dilley），講題：李安電影中的性別、歷史與文化，參加人數：15 人。 

（三）100 年 5 月 18 日舉行研究生論文發表會，由六位研究生發表論文、本系專任教師擔任

講評。  

二、舉辦學生實習活動與競賽： 

（一）100 年 3 月 5、6 日舉辦「2011 全國大專院校英文暨相關科系排球邀請賽」。 

（二）100 年 5 月 4 日辦理全校性英語演講初賽，共 11 人報名；5月 12 日決賽，前三名依次

為：國際交流學生申芳、英一 A曾怡甄、英三Ｃ陳亦寧。 

（三）100 年 5 月 5-7 日英語話劇畢業公演，劇名「The Greening of Oz」（綠野仙蹤）。 

（四）100 年 5 月 11 日辦理英語口譯成果發表會：「譯呼百應」，第一場講者：美國在台協會

文化新聞組文化科科長 Scott Robinson，講題：Creativity Starts Local: America's 

Creative Culture Industry；第二場講者：法國文化協會監事吳志中先生，講題：跨

文化經驗分享。師生共約 200 位參與。 

（五）100 年 5 月 21-22 日舉辦第 25 屆普雷盃全系英語話劇比賽。 

（六）100 年 5 月 18 日辦理全校性英文字彙比賽。 

三、辦理服務與學生輔導之各項活動： 

（一）宣導第二學期選課注意事項---系網站公告、發放單張、至班級講解。 

（二）召開第一學期系導師研習會議導師會議，內容包括：導師時間試辦內容宣達、大一身

心調查結果報告、導師經驗分享以及 Q&A 等。 

（三）學生生涯輔導講座： 

1. 100 年 4 月 13 日邀請傑出系友分享，講員：陳克威（96 級），講題：認識大眾傳播-

電視、電影與創作。參加人數約 20 人。 

2. 100 年 5 月 4 日邀請傑出系友分享，講員：陳恕（78 級），講題：中英翻譯-職場實務

經驗分享，參加人數約 90 人。 

四、國際交流活動： 

（一）金堅老師率本系研究生蘇鈺恩和黃淳彌赴美國德州休士頓 KIPP 學校進行海外英語實

習與 Westside 高中進行華語教學實習，研習時間為 100 年 1 月 20 日至 2月 24 日。 

（二）與 英 國 倫 敦 大 學 SOAS 亞 非 學 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 UK)擬訂暑期英語研習合約內容。 

（三）100 年 3 月 9 日舉辦 2011 年暑期「英國倫敦大學亞非學院」及「加拿大皇后大學英語

學院」英語文研習團說明會。 

（四）針對本系學生進行英國倫敦大學英語文研習團活動座談，介紹該所大學概況、課程設

計與教學特色，參與人數 8人。 

（五）100 年 4 月 26 日舉辦學生赴美國實習經驗分享座談（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經費補助），

由英碩三蘇鈺恩及英碩二黃淳彌兩位同學共同分享今（99 學）年寒假前往美國德州休

士頓基博（KIPP）特許學校進行：1.英語教學實習觀摩；2.Westside 高中（以華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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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語）進行華語教學實習；3.參與德州中文電台實習；4.教師培訓工作坊（美國

文化參訪學習）之豐碩成果與經驗談。參與人數 18 人。 

（六）100 年 5 月 16 日起進行印度英文文學特展，並於 100 年 5 月 30 日至 6 月 5 日邀請印

度學者 Dr. Ishmeet Kaur 來校進行四場講座。 

五、辦理英美文化推廣活動： 

（一）製作「現代主義文化藝術特展」海報十大張並張貼於文化教室。 

（二）進行英美文化教室藝廊海報設計，5月份主題為：「印度英文文學」。 

六、系友活動： 

（一）100 年 1 月 22 日辦理系友會理監事年終餐會。 

（二）100 年 3 月 19 日辦理校慶系友茶會慶祝活動。 

六、辦理學系「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內容及預算編列。 

七、製作、更新學系簡介、進行新版學系網站初步規劃、蒐集並製作英文系自學手冊資料。 

八、召開系教評會議，討論補聘專任老師後續事宜（100 學年度兩位專任老師離職）；續辦理

補聘一名專任老師（陳嘉煥老師於第二學期離職）作業：共計 52 名博士申請，經教評會

委員逐一審閱申請資料後，前 4高票者進入複審（試教與面試），結果陳品如老師以最高

票入選。 

九、協助大直高中教務處實研組規劃暑期「高中英語研習營」課程及活動安排。 

十、辦理助教甄試（兩名專任助教於 3月 1日離職）。 

十一、100 年 3 月 3、9 與 16 日召開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討論並完成下學年開課各項事宜。 

十二、填報 97 與 98 學年度校史紀要。 

十三、辦理 Fulbright 學者 Linda Alper 預定於 100 學年來本系任教事宜。 

十四、辦理畢業生就業滿意度暨母校滿意度問卷、辦理大三職能測驗。 

十五、辦理「第四屆東亞比較文學會議」（預定於 101 年 3 月 10 日舉行）相關籌備工作。 

十六、100 年 5 月 11 日舉辦全系師生大會，系務宣導外，並增加師生之瞭解與溝通，約 35-40

位同學，7位老師參加。 

日文系 

一、持續辦理大學部學生短期日語研修活動：99 學年度第 2學期本系共有 12 名大學部學生

前往日本拓殖大學及同志社大學進行一學期的短期留學。 

二、選派研究生赴日本協議學校交換研習：99 學年度第 2學期共有 2名碩士班研究生至日本 

名古屋大學及 1名學部生至宮崎大學短期留學。 

三、100 年 3 月 17 日舉行華語班結業典禮。 

四、執行教學卓越計畫分項 D「拓展國際視野語文資訊精進享學計畫國際競爭面–日語德語

補救教學方案」，於 100 年 3 月 30 日進行第一次日文檢定考模擬測驗，並於 5、6月份開

設日文檢定 N1、N2 及 N5 級別輔導班。 

五、「系教評會」決定 100 學年度續聘蔡茂豐教授、長友和彥教授、真田信治教授、白川博

之教授、及新聘 10 位兼任教師。 

六、擬於 100 年 5 月 20 日召開「2012 年日語教學國際會議」籌備會議；5月 24 日召開「第

13 屆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籌備會議，進行各項活動籌備事宜。 

七、100 年 3 月 19 日 111 週年校慶暨日文系系友大會：日文系 99 學年度系友大會暨 84 級系  

    友同學會，於 100 年 3 月 19 日(六)下午 14 時假 R1006 教室召開。 

八、99 學年度第 2學期持續進行國際交流活動： 

（一）100 年 3 月 2 日至 3月 4日明海大學魏鐘祺教授率領四位中文系學生至本系進行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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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本系並配有四名學生擔任輔導員與明海大學學生進行交流。 

（二）100 年 3 月 11 日中央大學中川洋一郎教授率領 16 位學生至本系與本系學生進行交流       

座談。 

（三）100 年 3 月 24 日「第八屆台日文化交流青少年獎學金活動」6位日本學生與本系學生       

交流並於晚間安排寄宿家庭供日本學生體驗台灣家庭生活。 

 九、舉辦各項學術活動 

（一）100 年 3 月 2 日、3月 23 日及 4月 13 日分別舉辦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第 139、140 及       

141 次例會，由本系林雪星副教授、張桂娥助理教授、城戶康成老師、吳欣芳老師、       

吳佳穎老師及陳淑娟教授率領四位碩二生汪以栴、中村美和、福岡美繪子、內田櫻發       

表。 

（二）100 年 3 月 5 日舉辦 2011 台灣日語習得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海外學者美國匹茲

堡大學的白井恭弘教授，及早稻田大學的宮崎里司教授專題演講並有 14 篇論文發       

表，當天約有 200 人與會。 

（三）100 年 3 月 7 日至 11 日舉辦 99 學年度日語辯論比賽，各年級優勝班級分別為：日二 A、

日三 A、日四 B。 

（四）本系於 100 年 3 月 15 日邀請日本廣島大學白川博之教授蒞臨演講。5月 4日邀請日本

宮崎大學教授長友和彥教授蒞臨演講。 

（五）本校外語學院主辦、本系承辦的「多語言多文化同步教/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100      

年 3 月 27 日舉行，提供外國語文教學專業人士之學術交流及研究成果分享。本次會議

為本院與日本姊妹校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第一次合作之大型研討會，此次會議有多

國學者至此發表，亦有國內各大學共約 150 名語言教育專家學者與會。 

（六）100 年 4 月 27 日於第一教學研究大學(R1006)舉辦日文系聽力比賽，由陳永基老師、

劉麗文老師擔任指導老師；低年級組報名參賽 50 人，高年級組報名參賽 38 人。 

得獎名單： 

1.（初級組）第一名：日一 B宋珮綸日、日二 B蔡孟汝         

                 第三名：日一 C 廖芷寧、日二 B 王仁君 

      2.（高級組）第一名  日四Ｃ 鄭 芸；第二名日三 C 高紫瑄；第三名日延 C 謝以誠 

（七）100 年 5 月 11 日 13：30~15:30 於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辦 99 學年度日語口譯成果展，本

次演講者及演講題目為：上野重樹先生「私にとっての台湾、日本語を学ぶ人たちへ」、

劉怡伶老師「入埃及記」、蘇克保老師「你失禮了嗎?-日文人應有的國際禮儀-」。 

（八）TAE 綜合講座：日本女子体育大学得丸さと子教授分別於 100 年 5 月 15 日、6月 11       

日、6月 12 日、8月 6日、8月 7日主講關於「教育実践と研究のつながり－ステッ

プ式実的研究法を通して－」。 

（九）將於 100 年 6 月 4 日於傳賢堂舉辦日文系戲劇大賞，由城戶康成老師、劉怡伶老師擔       

任評審。 

（十）將於 100 年 6 月 8 日於第一教研大樓（R0401）舉辦日文系朗讀比賽，由蘇克保老師、

藤保代老師擔任指導老師，報名截止日為 6月 1日。 

（十一）2011 東吳大學高中生暑期日本文化研習營將於 100 年 7 月 4 日至 6日舉行，對象為 

全國高中職學生。 

十、100 年 5 月 11 日舉辦就業座談會，分別邀請到 84 級畢業學姐駱香雅及 98 級林雅婷畢業 

學姐分享翻譯及旅遊業市場。5月 18 日舉辦第二場就業座談會，邀請 87 級畢業學長蔡

德襄、88 級畢業學長王國偉以及 94 級畢業學姐陳矩容分享日商職場文化及未來規劃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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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生活。 

德文系 

一、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100 學年度課程、審議 100-1 各課程授課大綱。 

二、系務會議：審議 100 學年課程、100 學年中程計畫暨預算編列、101 學年招生名額、100

學年各委員會委員推舉。 

三、系教評會：審議 99 學年度教師評鑑、100 學年 2名新聘專任教師案及專、兼任教師續聘

案。 

四、系主任遴選委員會：遴選 100 學年系主任候選人。 

五、畢業生問卷設計小組會議：針對 103 年評鑑指標設計「東吳大學校友就業滿意度暨母校

滿意度調查」問卷內容。 

六、100 年 3 月 26 日會議承辦「2011 年外國語文學院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術研討會」。 

七、「2011 年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年會及學術研討會」籌備工作：審稿、經費申

請。 

八、「三、四年級德語教師會議」：針對德語課程教學與德語畢業條件執行等事務進行討論。 

九、執行 99 教學卓越計畫：「教學改進方案」、「德語檢定 A1 及 B2 準備班」 

十、「一、二年級德語教師專案小組」、「外系德文教師」定期會議決定 99 學年度各課程教材

與進度。 

十一、100 年 4 月 25～5 月 2 日全校性德語文競賽：德語冠詞、德語單字、德語朗讀、德語

國家常識、德語歌曲合唱、德語瞎拼 ABC。 

十二、100 年 4 月 25 日～30 日北京外語大學王建斌教授短期講學：王教授為海德堡大學博士，

曾多次為中國總理朱鎔基做口譯、為德國總理施羅德、默克爾訪華做同聲傳譯。 

十三、100 年 4 月 28～5 月 5 日日德國明斯特大學德語教學中心 Ms. Otte 教師來訪進行學術

交流活動。並辦理明斯特週（明斯特留學說明會、印象 Münster 攝影比賽、Münster 

City – Memo 桌上遊戲大賽、Münster – Quiz 有獎徵答）。 

十四、100 年 4 月 28～5 月 5 日日德國明斯特大學德語教學中心 Mr. Knipping 教師來訪，與

本系教師商議兩校合作建置「德國文化平台」事宜。 

十五、100 年 4 月 27 日德四學生參訪台北關稅局。 

十六、100 年 5 月 14、15 日參加全國大專院校德文系「萊茵盃」競賽。 

十七、100 年 6 月 2 日畢業公演：「貴婦怨」（會場備有中文字幕）。 

十八、辦理「齊馬蕙蘭女士獎學金」、「既壽獎學金」、「應屆畢業生學系服務優良獎」。 

十九、進行 3年級「職業興趣與職能診斷測驗(UCAN+)樂活量表」、籌備試行「學生暑期實習」

計畫。 

二十一、學術演講與活動：雙主修輔系學程心得分享座談會、班級團體輔導活動 2 場、演講

3場、系友返系座談 2場、學生研讀小組：「德國流行音樂」、「電影賞析」2場、100

年 05 月 25 日舉辦「碩士生論文發表會」、100 年 6 月舉辦教師教學工作坊。 

 

語言教學中心 

一、 配合本校 100 年 5 月 16~17 日 100 年校務評鑑實地訪評，準備相關作業。 

二、 進行二校區類比式語言教室擬更新為數位版教室之整體規劃案。 

三、 本學期舉辦數場教學觀摩，100年3月23日13:30由邱美和老師主講＂Building Word and 

World Knowledge＂，接著 14:30 邀請英文系龔營老師主講＂Empirical Criteria for 

Standardized University Graduation English Testing＂；5月 11 日 13:30 由張素貞

老師主講＂Using YouTube in Class＂； 5 月 25 日於外國語文學院教學工作坊由趙佳

音老師主講「英語自學之階段轉換及學習目標管理」。 

四、 外語自學手札第 17 期已於 3月出刊。 

五、99 學年「實用英語學程」二校區正式開辦，除提供課程外，本學期另安排多元化活動：

100 年 5 月 5 日中午舉辦「實用英語學程」講座，邀請外國講者 Mr. Jonathon Kr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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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翻譯迷航--Lost in Translation」；100 年 5 月 11 日 14:30 由劉春玉老師擔任「實

用英語學程」教學工作坊講者，講題為＂Cross-cultural Issues--Teaching the 

Unteachable＂。 

六、辦理第 17 期外語自學相關活動，以及安排外語聊天時間服務。 

七、執行 100 年教學卓越計畫 3 項子計畫：「規劃實務應用之『實用英語學程』」、「提升英語

能力與大一英文補救教學--義工老師深耕英語方案」、「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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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 

【理學院】 

一、教學 

(一) 4 月 28 日舉辦第二場院學術演講暨 Ye!問活動。本次邀請台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何

佳安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奈米粒子在生化分析及奈米生醫的應用」。透過何教授

介紹其研究工作內容，讓本院化學系及微生物學系學生獲益良多。本院學生提問非

常踴躍，何教授也誇讚學生提問的品質。本次獲得提問最高獎 2,000 元誠品禮券的

同學為微生物學系四年級林楷智同學，另有八位提問同學獲得 500 元誠品禮券。結

束後師生秘書並合影留念。 

二、其他 

(一) 1 月 8 日參加體育室舉辦之教職工桌球賽，本院獲團體賽男子組、女子組雙料冠軍。

個人賽的表現也十分優異。 

(二) 2 月 15 日上午 10:30 舉辦教學經驗交流座談會。 

(三) 2 月 15 日中午舉辦院春酒，約有 70 位同仁參加。 

(四) 3 月 21 日舉辦 Brown Bag Seminar，主題為 Origamath。 

(五) 4 月 20 日召開院務會議，訂定「東吳大學理學院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東吳大學理學院特殊學科教師評審辦法」。 

【數學系】 

一、 追求教學卓越 

（一） 數學系於 11 月 30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針對東吳大學

開課辦法（草案）提出本系的修正建議。 

（二） 數學系於 100 年 3 月 16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會中確認

數學系 100 學年度開課相關事宜及數學系選課規定事宜。 

二、 整合研究能量 

（一） 數學系邀請高雄大學應用數學系陳晴玉副教授於 100 年 4月 21日下午 1:30 在外

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數學系研討室（R0701）舉辦學術演講，講題為：

Mathematical Modelling on the Cell Signalling via 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s。 

（二） 數學系邀請美國麻州史東希爾學院數學系（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Stonehill College, Massachusetts, USA）蘇信豪教授於 100 年 4 月 27 日下午

3：30 在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數學系研討室（R0701）舉辦學術演講，講題為：

A Survey and Recent Progress of the Balance Index Sets and the 

Edge-balanced Index Sets。 

（三） 數學系邀請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數學系陳界山副教授於 100 年 5 月 11 日下午 3：30

在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數學系研討室（R0701）舉辦學術演講，講題為：

Optimization associated with symmetric cones。 

（四） 本校 99 學年度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結果發表，本系有 4 位老師 5 人次獲得「研究

論著獎勵」，4 位老師獲得「研究計畫獎勵」，2 位老師通過「教師學術研究減授

時數」之核定。 

三、 促進交流合作 

（一） 數學系簡茂丁教授於 99 年 12 月 11 日前往國立彰化師範大學參加「2010 年數學

學術研討會暨中華民國數學會年會」 

四、 拓展社會資源 

（一）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數學系微積分諮詢於 3 月 21 日開始啟動。每星期一至五中午

12:30 至 13:20 在 R0211 有專人負責回答全校學生微積分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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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輔導 

（一） 數學系於 5月 10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導師會議，請各任課老師提出

各任教科目學業成績不理想的學生名單，彙整名冊後送請各任課老師及各班導師

加強輔導。並將名冊中已有一學期 1/2 不及格紀錄或有三科以上成績不理想者，

由系主任撰寫信函予以提醒。 

（二） 生涯發展中心與數學系於 100 年 5月 4日在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 R0707 電腦

實驗室共同舉辦「數學系 100 年度大三生涯興趣量表普測活動」，協助大三學生

了解個人生涯興趣。 

（三） 數學系學生會於 100 年 5 月 6 日在本校外雙溪校區 R0313 教室舉辦 99 學年度數

學系師生座談會，藉此座談會溝通學習心得及意見交流等。 

六、 其他 

（一） 數學系辦理 99 學年度第 2學期「數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金」評選作業，

經全系專任老師評選出姜冠名、黃宇君、李芷維與張伯豪四名學士班同學得獎。 

（二） 數學系於 100 年 2 月 23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會中確認本

系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事宜、修訂通過「東吳大學理學院數學系教師

評審辦法」部分條文並確認本系 100 學年度新聘教師之公告內容。 

（三） 數學系於 100 年 3 月 16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會中除通過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決議事項外，並討論修訂本系 100 學年度中

等教育學程甄選第一階段之審查條件。 

（四） 數學系辦理 99 學年度第 2學期「數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金」評選作業，

經全系專任老師評選出四名大學部同學得獎，分別為數一姜冠名同學、數一黃宇

君同學、數二李芷維同學與數三張伯豪同學。 

（五） 數學系自 3 月 30 日開始辦理 100 學年度申請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書面資料審查作

業。此次共計有 33 名通過第一階段，其中有 30 名選擇參加第二階段甄選。 

（六） 數學系於 100 年 4月 3日在外雙溪第一教研大樓進行 100 學年度學士班申請入學

面試，4 月 11 日完成書面資料審查。本次第一階段篩共選出 33 名考生，其中有

30 名參加第二階段甄選。4月 22 日公告錄取名單共正取 16 名，備取 14 名。 

（七） 數學系於 100 年 4 月 11 日辦理 99 學年度學士班學生申請轉系面談審核作業，計

有 1名學生申請，但未通過審查。 

（八） 數學系於 100 年 4月 13 日召開 99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會中修訂「東

吳大學數學系應屆畢業生服務優良甄選作業要點」、決議通過 101 學年度數學系

各招生管道建議招生名額，並討論本系新聘教師遴選相關事宜。 

（九） 數學系辦理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數學系商學獎學金」評選作業，依「東吳大學

數學系商學獎學金實施辦法」評選出得獎同學一名：數四趙詩華同學。 

 

【物理學系】 

一、教學： 

(一)落實「演喻教學」為本學系教學特色之一 

1、執行教學卓越計畫案：「物理學系整合型教學專案─物理演喻教學發展及其環境

之營造」（學院之子計畫）持續更新實驗內容以及完成小組實驗教學目標。 

2、「演喻教學工作小組」定期召開會議，規劃及檢討發展方向。100.03.19 校慶時，

與自然科學社聯合辦理園遊會科普活動，學生及參加之家長反應熱烈。 

（二）提昇教學品質 

1、定期舉辦演講活動：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共辦理三場學術演講活動，邀請東華

大學物理系馬遠榮教授等做專題演講。 

2、100.01.04 辦理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書報討論」及「專題研究」優秀學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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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發表會,由物四陳界廷、洪建豪、陳冠廷、廖柏軒、容沛凡等五位同學發表。

預訂於 100.06.08，辦理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書報討論」、「專題研究」優秀

學生期末發表會。 

二、研究： 

（一）鼓勵教師參與學術服務或交流活動 

1、參與「2010 年物理年會」大陸學者，上海交通大學嚴燕來教授、同濟大學物理

學系王祖源教授等一行十三人至本學系參訪，任慶運主任簡介學校及學系，並由

陳秋民副教授物理演示教學示範，交換兩岸物理教學心得。（01.27） 

2、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例會，由劉源俊教授報告，「中華民國百年

物理發展史」。（03.16）劉源俊教授應邀參與於陝西西安所舉行之「辛亥革命與

民族復興學術研討會」，報告〈孫文思想與中華民族復興的道路〉（04.03）。又應

蘇州大學邀請，對全校發表演說：〈教育而得天下之英才〉（04.06）。於中央研究

院物理研究所所辦理之「第七屆高中生培育計畫」，講〈力學概念的發展─蘋果

與月亮的聯想〉（04.16） 

3、陳國鎮教授應邀於台北市公訓處授課，講：「生命脈動的詮釋」（02.18）又應漢

聲出版社「生命探索講座」演講，講題：「中醫的陰陽辨證法」。（02.19） 

4、林其隆教授於四月初前往上海交通大學進行學術交流，預計於該校停留三個月，

了解該校物理教育、物理科技史之研究現況，以及計算機輔助仿真教學之成果，

以作為本學系之參考。 

5、陳秋民副教授應北京清華大學之邀，前往該校物理學系擔任客座教授。此行不僅

協助該校物理學系協建置及發展「演示教學實驗室」，並正式授課，教授「文科

物理」，講學一學期。 

6、辦理「縱橫悟理」（Physics & Beyond）教師研究例會，每個月舉行一次，九十

九學年度第二學期發表人依序為劉源俊、蕭先雄、巫俊賢、吳恭德、陳昌祈等五

位老師。 

三、輔導： 

（一）落實課業輔導及生活輔導，以培養學生專業知識及人格之均衡發展 

1、延續物理學系「補救教學─數理培基讀書會」活動，定期於每週一、四中午辦理，

由劉源俊老師指導「物理英文」，協助同學培養英文閱讀，並增進數理能力。 

2、持續進行「五午會」活動，由劉源俊老師主持，為一小型學習研討會，定期於每

星期五中午與學生討論各類物理問題。 

3、辦理「機器人冬令營」活動，活動為期二天，針對大一同學設計的寒假物理體驗

營，由塗婉瑜助教規劃，大五許偉世同學指導的活動，利用普通物理實驗所學，

應用「LabView」軟體自製實驗，透過競賽，讓學生更能理解物理原理，融會貫

通之際，更能學以致用。（02.15-16） 

4、由學系主辦，系學生會、自然科學社聯合協辦之校慶科學活動闖關遊戲，深得好

評。學生由塗婉瑜助教指導，利用本學系於教學卓越計畫案所購置之「雷射切割

機」，動手製作手機吊飾作為闖關獎品，讓參與的同學與訪客都由透過遊戲認識

物理。（03.19） 

5、本學系同學參與校慶運動會，男子組獲得田徑總錦標，而在一般組舞林大道競賽

得到第二名。（03.19） 

6、辦理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學生校外參訪」，活動對象為本學系一二年級同學

師生計約60人，前往中央研究院物理所參觀，由陳洋元副所長簡介「低溫物理實

驗室」，並以此為據點，了解高階物理實驗的情況。（03.23） 

7、與心理諮商中心共同辦理大三學生「生涯普測─職業興趣與職能診斷測驗」，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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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讓同學了解自己，幫助其生涯規劃。（3.30） 

8、辦理物理系在校生回饋問卷施測，透過問卷了解學生學習情形及建議，並提供教

師以為辦理輔導活動之參考。（4.25） 

9、辦理「物理學習策略與讀書方法」活動，由各年級導師與同學面對面討論「如何

學習物理」。（06.02） 

10、預訂於06. 13辦理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修讀學士學位優秀學生」頒獎及餐

敘。 

11、預訂於06. 22辦理一百學年度選課輔導活動。 

（二）協助系學生會辦理迎新送舊活動，舉辦各項球類競賽等 

1、辦理「光電產業介紹」參訪大同大學光電研究所，由蔡宗惠所長介紹光電產業現

況。（05.10） 

2、辦理大四畢業班同學「叮嚀與祝福」餐敘活動，師生共同參與，傳遞師長的的關

懷與祝福。（05.23） 

（三）獲獎： 

1、物理四李映萱同學參加國立交通大學所舉辦「看電影談物理」競賽，從兩岸四地

各大學 144 件作品中脫穎而出，以「福爾摩斯，物理電學篇」獲得第五名成績。

將於 100.05.26 於上海交通大學舉行頒獎典禮。（出國經費由主辦單位全額補助） 

 

四、推廣與服務： 

（一）推廣中小學之科學教育活動 

1、劉源俊、陳秋民、蕭先雄老師經常受邀於各中小學，科學教育館等，辦理各類演

講及科學實做，並協辦中央研究院高中物理研習營，參與培訓工作。 

2、任慶運副教授持續推廣中小學經典教育中的數理科學教育。 

3、陳秋民副教授接受國立臺灣科教館委託之大同科技公司之邀，擔任「科學教育活

動顧問」，並進行演說，除推廣科學教育外，亦有利於本學系招生推動。 

（二）提昇系友服務之品質，增進系友之認同感 

1、系友會楊陽會長，分別於於 3月、5月間提供升學、就業個別諮詢服務，同學可

依因為個人情況與學長約定時間做個別諮詢，此次活動主要以四年級同學為主，

其他年級同學則自由參加！ 

2、持續更新系友資料。 

 

【化學系】 

一、追求教學卓越： 

(一)：落實院系課程委員會運作，3月 9日舉行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

討論 100 學年度課程事宜。 

(二)：本系何美霖老師「儀器分析實驗」課程，獲「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改進補助方

案」補助。 

(三)：99 學年度第 2學期本系郭鳳珠老師「化學與生活應用」課程，獲「教學助理計畫」

補助。 

二、建立品牌領域：配合鑑識科學學程於 99 學年度第 2學期開設「鑑識化學」課程。 

三、整合研究能量： 

(一)：教師發表學術論文： 

1、2010 年共發表 SCI 期刊論文 20 篇。 

2、2011 年已發表 SCI 期刊論文 1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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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學術專題演講，引導及鼓勵學生參與具特色研究，本系安排於： 

1、3 月 2 日邀請俄羅斯國家科學研究院西伯利亞分院 Nikolay G. Naumov 教授演講，

講題：「Octahedral cluster complexes: recent results and perspectives」。 

2、3 月 30 日邀請台大化學系邱靜雯助理教授演講，講題：「Boron chemistry: Cationic 

boranes and boroles」。 

3、4 月 13 日邀請文化大學化學系蘇平貴教授演講，講題：「軟性化學感測器及可攜式

感測器系統」。 

4、4 月 20 日邀請國立師範大學化學系林震煌教授演講，講題：「Applications of 

Hadamard Transform to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三)：100 年度傅明仁教授獲國科會通過執行「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發展及推動計劃」、

100 年度黃建和教授獲中科院通過執行「鉭氧化電極技術開發」計畫。 

(四)：教師參加學術研討會及座談會： 

1、12 月 4 日~12 月 5 日本系王志傑老師、孫嘉星老師、傅明仁老師、呂世伊老師、何

美霖老師、碩士班研究生及大學部專題生共同出席於台灣大學舉行的「中國化學會

2010 年化學年會」並有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理論計算、能源科技、

光電材料等 5類共計 14 篇壁報論文展示。 

2、12 月 15 日~12 月 20 日本系傅明仁教授赴美國夏威夷參加「2010 亞太化學會議 The 

2010 International Chemical Congress of Pacific Basin Societies」並發表

論文。 

(五)：99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補助，本系共有： 

呂世伊教授-獲「研究論著」第 1類、第 2類；「研究計畫」第 1類獎勵。 

林遵遠教授-獲「研究論著」第 1類獎勵。 

孫嘉星教授-獲「研究論著」第 1類獎勵。 

傅明仁教授-獲「研究論著」第 1類、第 2類；「研究計畫」第 1類獎勵。 

王志傑教授-獲「研究論著」第 1類、第 2類；「研究計畫」第 1類獎勵。 

何美霖助理教授-獲「研究論著」第 1類、第 2類；「研究計畫」第 1類獎勵。 

(六)：舉辦跨領域相關演講，3 月 4 日化學系與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共同舉辦：「液

相層析串聯質譜講習會」，邀請輔仁大學李慧玲教授、中央研究院陳玉如教授，講

授：「液相層析質譜環境毒物分析應用」、「液相層析質譜蛋白質體分析應用」及「液

相層析串聯質譜儀介紹」。 

(七)：傅明仁教授、王志傑教授、呂世伊教授穫國科會 99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

才獎勵。 

(八)：鼓勵大學部優秀專題生參與特色研究，共提報 2 件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案。 

四、促進交流合作： 

(一)：2 月 28 日~3 月 6 日俄籍 Nikolay G. Naumov 教授至化學系訪問一週，與本系教師

進行學術交流，並於 3月 2日依其研究領域舉行一場學術專題演講。Naumov 教授目

前為俄羅斯科學研究院西伯利亞分院的教授，已發表超過多篇國際學術期刊論文，

在俄羅斯學界享有盛名，目前為本系王志傑教授國科會三年期的台、俄雙邊國際合

作研究計畫之共同主持人，他的到訪不但對化學系的學術研究有相當大的幫助，也

可藉由此次雙邊國際合作研究計畫，提升本校知名度。 

(二)：3 月 16-23 日本系王志傑老師赴美國 APS 國家實驗室(Advanced Photon Source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進行低溫繞射數據收集實驗並洽談合作相關事宜。 

(三)：4 月 13 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大連化學物理研究所張玉奎博士、許國旺研究員

蒞系參訪、演講，講題：「蛋白質分離鑑定新技術方法--從定性到定量」及「我們應

該如何健康地生活：代謝組學研究的啟示」。 

(四)：鼓勵學系人員參與各項增強服務品質之相關研習活動包括： 

1、3月 2日本系卓志銘技正赴集思台大會議中心參加由教育部環境保護小組主辦之「大

專校院安全衛生認證制度」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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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月 29~31 日本系卓志銘技正赴承德教育訓練中心參加由財團法人中國生產力中心

主辦之「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證照訓練」。 

五、拓展社會資源： 

(一)：4 月 2 日舉辦化學系 40 周年系慶及系友大會，更新整理系友資料，推動系友聯繫。 

(二)：傅明仁教授獲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邀請擔任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員。 

六、學生學習及職涯輔導： 

(一)：12 月 1 日舉辦化學系一年級班級團體輔導活動，邀請盧政春博士演講，講題：「漫

談化學與高科技產業」。 

(二)：12 月 8 日舉辦化學系三年級班級團體輔導活動，由心理諮商中心協助邀請--台北

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理衛生所李政達心理師演講，講題：「寫一部好的人生劇本」。 

(三)：12 月 22 日舉辦本系 99 學年度第 1學期導師會議，由學系主任、各年級導師、6位

實驗助教及行政同仁共同討論「98 學年度第 2學期學生選課輔導相關事宜」。 

(四)：12 月 30 日由學系主任、大一導師、種子導師、學系實驗課程助教等五人與心理諮

商中心同仁共同舉行「99 學年度大一導師會議」。會中由心理諮商中心報告本系「大

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問卷」之統計結果，並作大一學生輔導經驗的分享與交流。 

(五)：3 月 9 日舉辦大一學生與全系老師座談活動。由本系種子導師郭鳳珠老師安排全系

老師與大一全班同學分組座談，幫助同學更瞭解老師們的學術專長與研究領域以及

課程的安排，讓同學們未來的學習規劃與修課能有更周全的準備。 

(七)：落實導師制度及學生輔導機制依學校規定時程，於 3 月 4 日完成 99 學年度第 2 學

期各年級導師編聘作業。 

 

【微生物學系】 

一、 人事及組織辦法 

(一) 新聘宋昕如專任助教，主要負責實驗課程包括微一普通生物學實驗、微四微生物遺

傳學實驗及應用微生物學實驗。 

(二) 配合教學改善及融入業界最新知識，新聘陳子智兼任助理教授開授微二選修科目

「生物科技概論」，陳博士為本系大學部第一屆系友，現為益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希望透過本項課程的學習，學生可對產業界的現況有進一步的認識。  

(三) 訂定「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應屆畢業生『學系服務優良』獎項甄選辦法」。 

(四) 修訂「東吳大學理學院微生物學系教師評審辦法」。 

二、 招生 

(一) 招生考試： 

1. 完成 100 學年度大學部甄選學個人申請指定項目考試，正取 20 名，備取 13 名。 

2. 完成 100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共錄取 18 人。 

(二) 配合招生組於 100 年 4 月 14 日安排華興高中至本校參觀，由宋宏紅主任率助教進

行學系介紹及特色說明。 

(三) 因應碩士班報考及入學人數下降等問題，本學期進行碩士班招生考試方式及課程配

套檢討，預計 100 學年度將改變入學考試考試科目及成績採計方式。 

三、 系務發展 

(一) 完成 100 學年度開課作業。 

(二) 完成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編列作業。 

(三) 完成 100 學年度專兼任教師新續聘作業。 

(四) 完成 97 及 98 學年度系史大事紀的線上填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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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 

(一) 教學改進及檢討： 

1. 本學期共有免疫學、普通微生物學(一)及分子生物學等三門課程提出申請並獲

得教學助理，以協助教學活動。 

2. 本系將環保志工訓練納入各項實驗課程之教學改進計畫「雙溪環保實驗教學課

程」已試行數年，本學期微一普通生物學實驗課程於 100 年 3 月 19 日校慶當天

下午，由授課教師及助教率隊，前往雨農橋進行溪水採樣及外雙溪溪水監測實

地觀察。 

3. 於學期初(100 年 3 月 1 日及學期中(100 年 5 月 10 日)召開兩場全系教師座談，

討論碩士班招生方式及碩博士班課程規劃。 

4. 進行本系英文授課課程檢討。 

5. 進行大學部核心實驗課程及大學部、碩博士班書報討論之教學反應問卷，以作

為教學改進之參考。 

(二) 教學改善計畫： 

1. 本系申請「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獲通過，計畫名稱為「增廣微生物學

系學生職能需求的認知與修習專業課程的規劃」，針對本系核心課程相關專業領

域，舉辦四場「微生物遺傳應用暨致病原研究系列演講」，以擴展學生視野、連

結職場、並協助同學提早規劃未來的自我學習與就業選擇。 

(1) 第一場於 100 年 3 月 8 日舉行，主講人為台灣大學流行病學研究所金傳春

教授，講題為「登革病毒之流行病研究與台灣公共衛生問題」。 

(2) 第二場於 100 年 3 月 29 日舉行，主講人為台灣大學微生物學研究所李財坤

副教授(本系大學部 80 級系友)，講題為「DNA 拓樸異構酵素與新藥開發」。 

(3) 第三場於 100 年 4 月 26 日舉行，主講人為虎尾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彭及忠

助理教授(本系大學部 84 級系友)，講題為「蜂王漿有用蛋白質及基因的開

發和應用」。 

(4) 第四場於 100 年 5 月 24 日舉行，主講人為暨南大學應用化學系傅在峰助理

教授(版系大學部 82 級系友)，講題為「腦神經網路在果蠅睡眠行為之研究」。 

2. 配合本項計畫，安排師生於 100 年 5 月 31 日赴新北市五股工業區 SGS 台灣檢驗

科技公司進行參訪。 

(三) 配合課程內容需要，邀請校外專家演講： 

1. 100 年 5 月 12 日舉辦環境生物技術課程專家演講，主講人為中央大學環境工程

研究所林居慶助理教授，講題為「微生物在汞之地質化學中所扮演的角色」。 

2. 100 年 5 月 23 日舉辦環境微生物學課程專家演講，主講人為美國傑克遜州立大

學生物學系黃惠民教授，講題為「Assessing in Vitro Cytotoxicity of 

Engineered Metal Oxide Nanoparticles with a Systematic Approach」。 

(四) 配合微三環境微生物學及微四應用微生物學實驗課程教學需要，於 3至 5月分赴台

灣菇類博物館、金色三麥股份有限公司、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北市政府衛生

下水道工程處迪化污水處理廠進行參訪。 

(五) 為決定碩士班學生具備畢業口試資格，本系特於每學年舉辦兩場碩士班論文宣讀；

本學期分別於 4月 21 日及 28 日、5月 5日及 12 日進行。 

(六) 100 年 6 月 27 日及 30 日舉行大學部論文競賽，7 月 14 日及 18 日舉行碩士班論文

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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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及學術交流 

(一) 教師執行研究計畫及團隊合作： 

1. 全系教師共執行 10 件研究計畫，其中國科會 8 件(含 1 件產學合作計畫及 2 件

整合型計畫)、農委會計畫 1件及衛生署計畫 1件，總經費為 12,637,854 元。 

2. 「國科會 99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獎勵案，本系

共有宋宏紅教授、張碧芬教授、黃顯宗教授及趙維良教授等 4人獲獎。 

3. 張碧芬教授因執行國科會研究計畫之需要，於 100 年 3 月 25 日率助理及學生赴

台北市迪化污水處理廠進行採樣。 

(二) 鼓勵師生研究： 

鼓勵大學部論文生申請國科會「大專生參與研究計畫」，本學年共 3 位同學完成申

請。 

六、 輔導 

(一) 各年級導生活動及團體輔導活動： 

1. 100 年 4 月 12 日舉辦微一導生會議「實驗課程說明暨學習經驗分享」，並說明

外雙溪流域水質監測之關愛環境活動納入本系各年級實驗課程的教學、成果和

意義。 

2. 100 年 4 月 19 日舉辦微二導生會議「專業選修課群說明暨學習經驗分享」，分

別由本系四位老師說明課群的內容和未來的展望，同時邀請四位四年級學長姐

對修習不同課群和生涯規劃的經驗分享。 

3. 生涯發展中心協助於 100 年 5 月 10 日進行「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及本校畢業生就業輔導相關訊息宣導，解說對象以本學年應屆畢業生為主。 

4. 生涯發展中心協助於 100 年 5 月 31 日進行微三「職涯探索課程：生涯興趣量表

施測」及結果分析說明。 

5. 100 年 6 月 14 日舉辦 100 學年度碩士班新生座談會，介紹本系各老師研究方向

及說明課程特色。 

 (二) 系學生會相關活動： 

1. 系辦暨系學生會於 100 年 3 月 15 日合辦微一班會。 

2. 大學部同學於 100 年 4 月參與全國大專校院大生盃運動競賽，女籃獲得亞軍。 

3. 系學生會於 100 年 4 月 26 日召開第 11 屆「微生物夏令營」籌備工作會議，主

任與秘書列席指導。 

3. 7 月 4 至 8 日舉辦第 11 屆微生物夏令營，招收對象為全國高中生。 

(三) 暑期實習相關活動： 

完成本系大二及大三學生於暑假至校外職場實習的分配與聯繫工作，本學年度共有

7位學長姐及其任職單位提供暑期實習名額，實習單位包括台大醫院肝炎中心、三

軍總醫院免疫風濕科研究室、陽明大學藥理科學研究所、長庚大學發育研究室、衛

生署疾病管制局、國家衛生研究院疫苗研究中心及實創國際生技公司。 

七、 服務 

(一) 教師依專長領域提供社會服務或擔任校外委員或專家： 

1. 教育部各級學校自然或生物相關課程之教科書的審查委員。 

2.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委員、台北市政府衛生局審核委員。 

3. 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科技諮詢專家。 

4. 十餘種 SCI 國際期刊的審查委員及藥物食品分析期刊編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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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導高中生進行論文研究： 

1. 100 年 2 月 7 日至 2月 11 日指導華興高中四位同學進行論文實驗。 

2. 100 年 3 月 10 日及 17 日指導竹林高中詹鈞翔同學進行論文實驗。 

(三) 100 年 7 月 4 日至 8日舉辦第 11 屆微生物夏令營。 

八、 系友聯絡 

積極建立系友聯絡網，並向於各界任職之系友爭取提供在校同學暑期實習的機會。本學

年至今大約完成 500 筆系友資料之更新。 

九、 人員訓練 

(一) 實驗室安全相關： 

1. 本系教職員生約 90 人出席環安組於 100 年 2 月 16 日舉辦之消防演習。 

2. 三位助教於 100 年 2 月 14 日至 15 日出席教育部實驗安全衛生研習營。 

3. 配合 100 年校務評鑑及校園環境評鑑，4月完成實驗室自我檢核相關工作。 

(二) 成長學習相關： 

1. 秘書於 100 年 2 月 15 日出席人事室教育訓練課程「樂在工作」。 

2. 主任及秘書於 100 年 2 月 17 日及出席發展處畢業生流向調查整合工作會議。 

3. 教師及助教於 100 年 5 月 4 日出席理學院導師研習會議。 

4. 秘書於 100 年 7 月 12 日出席人事室教育訓練課程「人際魅力，五味俱全」。 

 

【心理學系】 

一、教學方面： 

(一) 100 年 3 月 8 日舉行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 學年度課程

規劃。 

(二) 加強應用領域實習課程： 

1、 諮商心理學領域： 

(1)大學部：由余振民老師開設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諮商實習」課程，共安排

24 位學生，至校外各國小國中高中等 12 個機構實習，並分別於 100 年 3 月

7 日、5 月 2 日、5 月 30 日舉辦每月的「諮商實習督導會議」。另 100 年 6

月 7 日並將於 G101 舉辦「第七屆諮商實習成果發表暨個案研討會」。 

(2)碩士班：安排 2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至「台北中崙聯合診所心理諮商中心」

及「新光醫療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自殺防治暨藥酒癮防治中心」，進行半學

期的「諮商實務與實習」，學生透過實習以獲得實務經驗。安排 3 名碩士班

三年級學生分別至「台北縣立醫院精神科暨心理衛生中心」、「馬偕紀念醫院

自殺防治中心」、「華人心理治療研究發展基金會」，進行全時的「諮商駐地

實習」。 

2、 臨床心理學領域：安排 3 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至「台北榮民總醫院」，進行每週

半天的「臨床心理實務與實習」，學生可以瞭解並學習各種心理疾患診斷之實際

運用，並藉此增加更多的臨床實務經驗。安排 3 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至「國防

部三軍總醫院」進行全時的「臨床心理駐地實習」，學生經由駐地實習之各項訓

練，以達到可執業之臨床心理師水準。 

(三) 本系獲得 99,926 元補助執行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計畫

名稱為「心理學系課程及實務教學改進方案」，共有汪曼穎、王叢桂、朱錦鳳、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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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聖、邱耀初等五位專任教師參與，實施之課程包括組織與人力資源專案研討、高

等消費者心理學、人力資源訓練與發展、消費產品之認知科學、認知心理衡鑑認知

心理學、神經經濟學。 

(四) 本系畢業學生通過 100 年第 1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情形如下： 

1、 臨床心理師：大學部 94 級畢業生徐振彥。 

(五) 加強系網頁功能：持續更新系上訊息並公告校園消息。 

二、研究方面： 

(一) 專任教師執行研究計畫情形：：國科會研究計畫共 5 件（其中 1 件為多年期計畫），

本校教學卓越計畫有 1件。 

(二) 本系徐儷瑜老師獲國科會「邀請科技人士短期訪問」計畫補助，邀請美國 University 

of Colorado Health Sciences Center Jeanne-E-Dise 教授於 100 年 3 月 8 日至 3

月 15 日來台短期演講。 

(三) 100 年 2 月 22 日舉行 99 學年度第 2學期「心理學研究倫理審議會議」，此次會議旨

在審核心理實驗研究者是否有違反研究倫理規範準則，此次審查結果為通過：13

位；不通過：0位。3月 8日舉行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心理學研究倫理審議會

議，此次審查結果為通過：1位；不通過：0位。 

(四) 師生積極參與國內外學術活動：  

1、 100 年 3 月 12、13 日本系師生至中原大學活動中心一樓音樂廳參加 100 年臨床

心理學年會並發表論文，年會主題包含「心理師法修正」、「臨床心理師高等考

試修正」與「專門領域發展」等主題。 

2、 100 年 3 月 12 日-13 日碩士班二年級臨床組丁郁芙同學參加「2011 年臺灣臨床

心理學會年會」發表壁報論文 1篇。 

3、 100年 5月23日至29日徐儷瑜老師赴德國柏林參加2011第三屆ADHD國際會議，

並發表學術論文。 

4、 100年6月30日至7月3日王叢桂老師赴土耳其參加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IACCP)，並發表學術論文。 

(五) 為提升學術風氣於 99 學年度第 2學期 1場專題演講、2場研討會： 

1、 100 年 4 月 26 日（週二）於心理系 J203 會議室舉行專題演講，講題：「團體研

究取向」，主講人：洪雅鳳助理教授（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理學系）。 

2、 100 年 5 月 7 日（週六）於本校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行「2011 應用心理與

實務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主題為：「校園霸凌的心理介入與預防：談心理（教）

師在校園霸凌的角色與培育」，由亞洲大學副校長柯慧貞教授主講「學校本位的

有效校園霸凌處遇策略」，並邀請相關領域實務工作者進行分享及座談，藉此提

供各校研究生及心理師交流學習機會。 

3、 100 年 5 月 13 日（週五）於本校外雙溪校區傳賢堂舉行「2011 應用心理與實務

研討會」，研討會主題為：「使用者經驗研究與設計」，邀請交通大學國際事務長

/工業工程管理系許尚華教授進行主題演講，講題為「4G 移動通訊終端設備人

機介面設計議題」，並安排淘寶網用戶體驗設計部門（UED）張正華經理進行特

別演講，講題為「用戶體驗與淘寶網的成功經驗」。本活動係透過研討會以及會

前會後的交流活動促進兩岸相關領域產學互動，增加學生對於兩岸產業發展與

實務應用的認識與交流，共計超過 250 人與會。 

(六) 台灣諮商心理學會於 100 年 3 月至 12 月辦理系列「督導訓練課程」，於 3月 1日來



-------------------------------------------------------------------------------------------------------------------------------------------
東吳大學 99 學年度第 2 次(1000608)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55 

函邀請本系擔任協辦單位，協助課程宣傳事宜。 

三、輔導方面： 

(一) 持續施行雙軌導師制度，以全系導師費聘任具諮商心理師資格的余振民老師擔任系

專業導師，固定於每週二下午值班，針對學生生活適應及困擾提供協助。各班並另

外安排一位專任老師擔任班級導師，負責協助同學面對課業學習及生涯方面的問題。 

(二) 以辦公費補助舉辦各班導生活動： 

1、 100 年 4 月 26 日心理四舉辦導生會，討論畢業典禮及謝師宴相關事宜。 

(三) 與本校心理諮商中心合作舉辦各類輔導活動： 

1、 100 年 3 月 28 日 1200-1320 於 R0312 舉辦「如何推甄上臺大研究所」講座，邀

請大四李品樂及潘怡誠同學分享推甄心得。 

2、 100 年 3 月 28 日 1330-1530 於 R0312 舉辦「青少年心理治療實務研討會」，邀請

亞迦貝教育中心朱翠瑾主任蒞臨指導。 

3、 100 年 4 月 26 日於 R0413 舉行「大一座談會：社團經驗分享」。 

(四) 輔導系學生會及碩士班舉辦各類活動： 

1、 100 年 2 月 17 日舉行研究生會議，說明本學期學術活動與申請研究倫理審議注

意事項，共計 12 位同學出席。 

2、 100 年 3 月 8 日系學會於 G101 舉辦系員大會，除公佈本學期活動行程外，也藉

系員大會舉行校慶心理系介紹詞徵選投票，最後由大三陳儀安同學獲得首獎。 

3、 100 年 1 月 27 日至 1月 30 日於外雙溪校區舉辦「第六屆心理營」，全國各高中

學生報名狀況踴躍，最後共計錄取 66 名高中生參加。 

4、 100 年 3 月 1 日 1330-1520 系學生會召開學代會議，由各年級學代審核 99 學年

第 2學期各項活動預算，以達到監督系學會的功能。 

5、 100 年 3 月 8 日 1330-1520 系學生會於 G101 召開系員大會，介紹本學期活動概

要，及招募北心排、大心羽工作人員。 

6、 100 年 4 月 23、24、30 日、5月 1日於體育館舉辦 2011 北心盃北部心理學系排

球賽。 

7、 100 年 5 月 7、8 日心理系羽球隊於體育館舉辦 2011 大心盃羽球賽。 

8、 100 年 5 月 10 日系學生會及系友會於 B405 舉行「系友返校座談－工作篇」，邀

請三位系友分享工作心得。 

9、 100 年 5 月 30 日至 6月 3日系學生會舉辦心理週，並於 6月 3日 1800-2100 舉

行心理之夜活動。 

10、 100 年 6 月 14 日系學生會及系友會於 G101 舉行「系友返校座談－研究所篇」，

預計邀請四位系友分享就讀研究所之心得。 

11、 100 年 6 月 25 日系友會舉行「心時代大戲院」電影賞析會。 

 

四、服務方面： 

(一) 教師依專長領域提供社會服務，支援各機關學校（如台北市政府、張老師基金會、

國家文官培訓所、勞工局、捷運局、宜蘭蘭馨婦幼中心、萬華婦女中心等等）所舉

辦之心理學相關專題演講、教育訓練或推廣講座。 

(二) 專任教師擔任董 、 理監事、 諮詢、顧問、委員、兼任研究員或兼任輔導員：台灣臨

床心理學會理事、中華民國臨床心理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教育訓練委員會委員、董氏

基金會心理衛生組諮詢委員、台北榮總兼任副研究員（不支薪、不占缺）、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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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普仁青年關懷基金會、台北市家長協會、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委員、本土心理學

推動委員會委員、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委員、臨床心理學刊審查委員 。 

 

【鑑識科學學程】 

一、 100 年 1 月 5 日至 1月 6日實施 99 學年度上學期期末問卷調查：課程「鑑識科學導

論」、「鑑識物理學」、「刑事鑑定法律」針對修讀學生進行問卷調查，以瞭解師生所

面臨的問題及建議。結合本校教務處對鑑識科學學程所有課程所做的課堂反應問

卷，作為日後提升課程品質之依據。 

二、 3 月 4 日於理學院會議室 R0512 召開鑑識科學學程課程委員會，協議鑑識科學學程

課程支援開課學系且適度調整，並審核 100 學年度必選修課程。 

三、 於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期末舉辦的問卷調查抽獎活動，共有 10 位同學獲獎並已聯絡

領取方式。 

四、 執行鑑識科學學程 100 學年度招生甄選作業，4月份起招生相關文宣發行宣傳如：

宣傳招生與說明會海報等，並張貼招生消息於校園電子媒體如：東吳網頁及電子化

校園系統。招生說明會於 4月 26 日在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理學院 R0512 會議室

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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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學術活動 

一、100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本院所提之計畫「跨國法律與實務課程培訓計畫」（計

畫 C－厚植全人通識專業實務課程增能計畫－課程革新面），共獲得 1,094,000 元。 

二、100 年 3 月 18 日(星期五) 下午 2點至 5點在 5117 會議室舉行「東吳公法裁判研究

會」第十四回，邀請林錫堯大法官主持，中興大學法律學系李惠宗教授主講「一行為不

二罰的判斷基準論—兼論海關緝私條例與貨物稅條例上申報不實的競合」，並由洪家殷教

授（東吳大學 法律學系）陳清秀教授（東吳大學 法律學系）吳東都法官（最高行政法

院）及許瑞助法官（臺北高等行政法院）擔任與談人。 

三、4月 11 日荷蘭籍律師 Miss Josine van Wanrooij 以及台灣荷蘭教育中心吳家良主任到

院參訪，楊奕華院長親自接待。 

四、東吳公法論壇第三十二回-在 5月 4日 15：30~17：30 在 R1104 舉行，本次邀請徐妍副教

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易經濟研究所博士後、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

副教授、中央研究院法律學研究所訪問學人）到院演講，主題為「後 ECFA 時期兩岸

稅法協調機制之探討」。 

五、日本教授訪問團訂於 5月 6日到院參訪，由楊院長及鄭主任接待，來訪名單如下： 

姓名 現職 學術領域 

中島弘雅 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務研究科授 民事手続法Ι・Ⅱ、民事手続法総

合、基礎演習（民事手続法、倒産

法Ι、民事司法 

杉本和士 千葉大學法経學部准教授 民事訴訟法、倒産処理法、法國法

村田典子 成蹊大學法學部准教授 民事手続法Ι・Ⅱ 

山木戶勇一郎 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務研究科 民事手続法、民事訴訟法 

上江洲純子 沖縄國際大學法學部准教授 民事訴訟法 

倉部真由美 同志社大學法學部准教授 民事訴訟法 

六、中國政法大學及美國肯特法學院教師華克偉教授訂於 5月 11 日在 1302 教室演講，主題

「美國留學現況座談會」。 

七、深受同學歡迎及愛戴的林秀雄教授於 5月 14 日(星期六)10:00~12:00 於 5211 會議室演

講，演講主題為「繼承回復請求權」。 

八、本學期英美法學術研討會訂於 5月 19 日舉行。 

九、本院公法研究中心與最高法院共同合辦之第八屆東吳公法研討會於 5 月 21 日 9 時～

17 時在 R1705 舉行，本次主題為「行政程序法與行政罰法之重要課題」，報名人數高

達 260 人，盛況空前。 

十、韓國民法學者申有哲教授、大陸學者馮霞教授、政大王海南教授於 5月 5日到訪，由本

系鄭冠宇主任在 5215 會議室接待。 

十一、公法論壇第 33 回於 100 年 6 月 1 日（周三）下午 3:30-5:30 舉行，邀請蘇彥圖博士（美

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主講「重新理解政治反

拖拉斯理論：一個系譜學式的考察與反省」。 

◎兩岸交流 

一、本學期共有 11 位大陸交流生到院研習，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性別 校別及身份 研習時間 學術專長 

1 李鯉 男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 100/03/07-07/02 本科生 

2 高寒梅 女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 100/03/07-07/02 本科生 

3 陳璐 女 湖南大學法學院 100/03/07-07/06 講師 

4 田西德 男 煙台大學 100/03/07-07/02 碩士生(民商法) 

5 關兆曦 女 煙台大學 100/03/07-07/02 碩士生(民商法) 

6 盧 璐 女 復旦大學 100/02/18-07/02 碩士生(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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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 蕊 女 復旦大學 100/02/18-07/02 碩士生(金融工程)

8 鄭 蕎 女 山東大學 100/02/18-07/02 本科生 

9 張 亮 男 武漢大學 100/02/18-07/02 本科生 

10 葉 原 女 武漢大學 100/02/18-07/02 本科生 

11 李 健 女 蘇州大學 100/02/18-07/02 本科生 

二、為增進兩岸航天學術交流，今年本院與成功大學航天研究所、中央太空及遙測中心、中

華宇航學會、中華民航運輸協會合辦「海峽兩岸航天發展-應用-法律暨合作研討會」，將

於 3月 28 日及 31 日在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及成功大學舉行。本次研討會國內

發表論文的學者專家有中華民航運輸協會理事長程家瑞教授、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研

究所苗君易教授、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中心劉說安教授等，並請中華航太學會戴昌賢會

長、苗志銘秘書長、中央大學劉振榮副校長、成功大學航太所鄭金祥所長、趙怡欽教授

擔任評論人。期望透過兩岸交流的模式，為國內法學激起新火花，大陸邀請名單如下： 

王禮恒顧問（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高級技術顧問） 

于登雲副主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 

李忠寶副院長（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副院長、中國航天衛星應用研究院院長） 

葛玉君總裁（中國東方紅衛星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航天東方紅衛星有限公司總經理）、

閔長寧副主任（中國衛通集團科技委副主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科技委常委） 

陸書寧研究員（中國資源衛星應用中心研究員） 

郭建平副部長（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國際合作部副部長） 

呂靜偉處長（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航天技術應用部處長） 

季漫處長（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國際合作部處長） 

姜彬先生（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辦公室秘書） 

三、鄭冠宇主任於 3月 30 日至 4月 4日受邀至大陸廣東參加「中國法學會審判理論研究會涉

外專業委員會第二屆會議暨涉外（港澳台）民商事關係的法律適用」專題研討會。 

四、4月 20 日北京理工大學法學院張艷麗副院長等一行四位到院參訪，由楊奕華院長、鄭冠

宇主任、潘維大老師、程家瑞老師、黃陽壽老師等共同作陪，討論兩院交流事宜，到訪

名單如下： 

1 張豔麗 副院長，教授 

2 趙秀梅 民法研究所所長，副教授 

3 孫天全 副教授 

4 孟強 講師 

五、楊奕華院長應北京清華大學法學院邀請於 4月 22 日至 25 日前往北京參加「法學教育國

際研討會」，本次主題為「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法學教育」。 

六、4月 14 日武漢行政學院等一行 10 人到防，由鄭主任接待，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性

別 
現任職單位 職稱 

1 汪德明 男 武漢行政學院 副院長 

2 陳  輝 男 武漢行政學院 副秘書長 

3 鄧世初 男 江岸區行政學校 副校長 

4 袁建華 男 江漢區行政學校 常務副校長 

5 袁先穗 女 橋口區行政學校 校務委員 

6 鍾賢超 男 漢陽區行政學校 副校長 

7 周明全 男 武昌區行政學校 常務副校長 

8 袁叢梅 女 東西湖區行政學校 常務副校長 

9 舒本貴 男 江夏區行政學校 常務副校長 

10 范建新 男 蔡甸區行政學校 常務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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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師高家偉教授，目前正擔任中央研究院法律學研究所訪

問學人，於 4月 26 日 10 時～12 時在 R1704 演講，主題為「權威與個人」。 

八、北京大學法學院張守文院長及汪建成教授將於 5月 10 日到院參訪，並協商兩院續簽學術

交流協議事宜（續約案業經 4月 26 日法學院系務聯席會議討論通過）。 

九、5月 14 日至 5月 20 日西藏社會科學院白瑪朗傑院長、孫伶伶副研究員、達瓦次仁副研

究員、邊巴拉姆研究員等一行四人到訪，並就 1.介紹西藏社科院的基本情況及主要學術

研究領域；2.1951 年前西藏地方法制狀況——以十三法和十六法為例；3.新中國西藏法

制建設的進程；4.西藏在環境保護立法及生態建設方面取得的進展；5.數年前西藏社科

會與本院交流計畫說明及未來延續合作構想等議題進行意見交流，白院長並當場邀請楊

院長在今年八月組團前往拉薩參訪。 

十、海峽兩岸第二屆醫事法學術研討會訂於 5月 17 日及 18 日在本院舉行，本次研討會規模

盛大，本院為主辦單位，承辦單位為台灣醫事法學會、指導單位為行政院衛生署、行政

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協辦單位為本院法律學系、中

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合辦單位為江蘇省法官協會、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泰州學院

法學院，邀請中國大陸多所知名大學法學教授、實務界人士共 19 人及國內各大學法界

學者專家約 30 人共同與會，與會名單如下： 

◎重要業務 

一、2011 年「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比賽」台灣區預賽於 2月 21 日至 27 日，由中華民國國

際法學會與國立政治大學合辦，在政大舉行，本年參賽隊伍包括政治大學法律系、政治

大學外交系、台北大學、台灣大學、清華大學、東海大學、成功大學、中正大學、文化

大學及東吳大學等十支實力堅強的隊伍，本年由台北大學奪冠，本院雖以亞軍飲恨，未

能達成四連霸，但近年來的優秀表現深受美國主辦單位－國際法學生協會（ILSA）肯定，

並破天荒的正式邀請本院與冠軍隊伍台北大學共同代表台灣區赴美參加 White & Case 國

際賽事，此舉更可証明本院在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比賽中的優異表現。本年代表隊在

黃心怡老師的帶領下，共有碩二林廷佳同學、碩一李濬勳同學、碩一李念寧同學、法五

Ｄ洪祥瑋同學，及法四Ｂ楊貴智五位同學參加，從旁指導教練同學為碩一李宜恩同學、

法五Ｃ孫德華同學、法五Ｂ劉容真同學，及法四Ｃ彭承偉同學，另外，尚有觀摩學習的

種子隊員：法碩一蔡美儀同學等十名學生，經過一年多來的訓練、討論到訴狀繳交與完

1 顧幫朝 江蘇省衛生廳政策法規處處長、教授、律師 

2 陳和平 江蘇省食品藥品監督管理局政策法規處處長、教授、律師 

3 李 力 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4 沈亞峰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 

5 盛  皓 南京市鼓樓區人民法院副院長 

6 田  侃 南京中醫藥大學管理學院黨委書記、教授、律師 

7 邵  蓉 中國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院長、教授、律師 

8 姜柏生 南京醫科大學醫政學院副院長、教授、律師 

9 徐又佳 蘇州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科教處處長、教授、主任醫師 

10 鄧  虹 昆明醫學院法醫學院副主任、副教授 

11 樂  虹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醫藥衛生管理學院主任、副教授 

12 曹當勤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副院長 

13 鄭開斌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教務處處長 

14 韋寶平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院長、教授、醫藥法研究所所長 

15 盧  靜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講師 

16 陳  慶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教師，律師、醫藥法研究所秘書 

17 張  敏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行政秘書 

18 楊立新 人大學民法學院教授 

19 趙筱婧 國台辦法規局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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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國內賽程，代表隊的同學總共經歷了四場初賽、兩場複賽與兩場決賽，最後除獲得團

體亞軍外，並囊括最佳訴狀，李念寧與洪祥瑋兩位辯士更獲頒傑出辯士，可謂雖敗猶榮，

值得讚賞。 

二、本學年度第 3屆通識徵文比賽，本院法三Ｃ簡文瑜獲得第 3名（學習的原點是渴望）、法

三 A卜浩展（開啟內心燦爛星空）及法三 D劉奕成（啟動學習引擎）二位同學獲得佳作，

表現優異。 

三、3月 30 日召開法學院院友會理事會，主要討論議題為年底舉辦第 7屆法學院院友年會相

關事宜，本次院友年會已決定於 12 月 18 日在大直典華飯店舉行，各項籌備工作即將展

開。 

四、今年是章孝慈校長逝世十五周年紀念，法學院楊奕華院長率領院系師長以及來自大陸的

師生共十八人於四月七日前往三芝龍巖祭悼。到場的師長，除了楊院長之外，還有帥以

仁老師、潘維大老師、李玲玲老師、余啟民老師、莊永丞老師、胡博碩老師、何佳芳老

師、蕭宏宜老師、何曜琛老師、李春福學長以及王玉梅祕書，今年最特別的是，有來自

大陸的湖南大學陳璐老師，以及煙台大學關兆曦、田西德、武漢大學張亮、葉原、泰州

法學院高寒梅、李鯉等 6位研究生共同參加，十五年前章校長為兩岸交流開展破冰之旅，

在他的積極奔走下，東吳大學法學院乃成為引領兩岸交流蓬勃發展的先行者，十五年後，

7位來自大陸不同學校的師生可以親自到龍巖祭悼，章校長當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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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商學院 

一、 2 月 1 日商學院新任院長詹乾隆教授就任。 

二、 本院詹院長與邱研務長於 4 月 20 至 24 日帶領 EMBA 學生赴大陸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

展研究院進行跨國企業研究專題-海外研習，除與南開大學 EMBA 學生交流及上課外，並

參訪天津、北京地區相關企業及北京大學。 

三、 4 月 27 日及 5月 12 日舉辦「渣打銀行 2011 國際儲備幹部徵才說明會-消費金融處」，針

對本院碩士班碩二及大四學生進行說明，提供錄取者完整培訓課程，並學習紮實的營運

流程，風險控制，以及產品知識…等，以建立起良好的人脈網絡。 

四、 本院 AACSB 進入正式認證階段，AACSB 認證中心預訂於 9月 19 至 23 日派遣審查人 Dean 

Terry Maness（Baylor University），至本院進行訪視及提供相關認證建議；目前本院

亦積極彙整相關系所資料。 

五、 本院辦理日本東北大學及日本新潟大學交換學生申請作業，並進行書面審查及口試，100

學年度各推薦 1名本院大學部學生，擔任一個學期(四個月)的交換學生。 

六、 本院辦理法國 Lille 大學 IESEG 管理學院交換學生申請作業，並進行書面審查及口試，

推薦 8名本院學生於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或第二學期前往法國 Lille 大學 IESEG 管理學

院擔任一個學期(四個月)的交換學生。 

七、 100 學年度本院國際商管學程有 2 位學生前往美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修讀碩士學位，分

別為：碩一吳宜軒同學及碩二廖妤甄同學。另本院協助召開雷鳥獎學金申請審查會議，

會中決議上述 2位學生各獲 3萬美金獎助學金。 

八、 辦理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列及彙整本院各單位預算提報相關事宜。 

九、 辦理 99 學年度第 2學期教師升等外審及教師評鑑等事宜。 

十、 辦理 100 學年度本院各學系專兼任教師新、續聘事宜。 

十一、籌辦 6月 11 日「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畢業典禮」相關事宜。 

十二、籌辦 7月 12 至 14 日「2011 年生產力與效率學術研討會與高階演講」系列活動，會中

擬邀請國際知名學者：C. A. Knox Lovell, Cliff Huang, Finn Forsund, Emili 

Grifell-Tatje 與會，對於本院「生產力與效率」特色領域有極大助益。 

國際商管學程 

一、 繼本學程第一屆學生林冠妏同學參與本院與美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雙聯學位計劃，為本校第一位獲雙聯學位之學生後，目

前尚有三位學生在美攻讀雙聯碩士學位(林婷英同學、徐嘉謙同學與陳睦仁同學)，另 100

學年度有兩位學生已收到雷鳥全球管理學院之入學通知，分別預計在 5月與 7月下旬赴

美。 

二、 黃芝筠與劉懿羚同學日前通過商學院審核，預計八月份赴法國 Lille 管理學院進行為期

一學期之交換計畫。 

三、 2 月 21 日邀請東吳之友基金會成員 William L. Rada 教授(前美國駐香港領事)赴台開設

「領導與管理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乙課，課程持續 6 週，每週上課約 9 小時；

並於 3月 11 日率修課學生一行共 14 人赴 Microsoft 台灣總部參訪，3月 24 日赴 Grand 

Hyatt(君悅飯店)參訪，部分學生更因此獲得暑期實習機會。 

四、 100 學年度考試入學報名人數為 12 人，預計錄取 3人，考生於 3月 12 日筆試(考試科目

為中英語文能力與管理專業英文)，31 日第一階段放榜，4 月 19 日第二階段複試(應報

到人數 8名，實際報到人數 7名)，28 日公布錄取名單(正取 3名、備取 3名)。 

五、 4 月 2 日本學程第二屆畢業生與企管系碩士班學生一同拍攝畢業照，並邀請學程主任阮

金祥教授與英文系葉卓爾副教授共同參與。 

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一、1月 14 日舉辦兩岸信用風險與評等發展論壇： 

(一) 大陸信用評級行業的發展：演講者-朱榮恩總裁、郭繼豐研究總監（上海新世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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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評估投資服務有限公司）。 

(二) 兩岸信用評等業務與市場差異：演講者-張華平總經理（中華信用評等公司）。 

二、執行企業風險管理之研究—IT 產業（99 年 8 月 1 日~101 年 7 月 31 日）：預定 6 月份舉

行研討會、11 月份前往大陸蘇州大學參加研討會及 5月底前繳交期中報告。 

EMBA 班 

一、 2 月 10 日適逢商學院邱永和院長任期屆滿，為表達 EMBA 感謝之意，並歡迎詹乾隆院長

就任，特於臺北世貿中心聯誼社 (臺北市基隆路一段 333 號 33 樓)舉辦 EMBA 新春餐會；

會中黃鎮台校長、林錦川副校長、邱永和研務長、賈凱傑主秘、詹乾隆院長、劉宗哲主

任、謝子仁老師、劉必榮老師、李貴敏老師、沈大白老師、鄧泗堂老師、胡凱傑老師及

EMBA 學生共近 60 位參與。 

二、 2 月 12、13 日為本校 100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報名現場繳件，於 2123 會議室收件。 

三、 2 月 27 日詹乾隆院長與 EMBA 碩一班進行座談，由碩一班同學提出各項建議與問題，作

為本班改善之依據。 

四、 3 月 13 日詹乾隆院長與 EMBA 碩二班進行座談，由碩二班同學提出各項建議與問題，作

為本班改善之依據。 

五、 3 月 16 日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東吳 EMBA 聯誼會及 EMBA 班於 5213 教

室聯合舉辦 EMBA 讀書會，書籍：『別在夾縫中決策』-天下文化出版，由商學院詹乾隆

院長主持，導讀人：翁望回(東吳大學企管系副教授)，與談人：龐開堅(富迪印刷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張順永(EMBA 碩一，中華電信北區分公司網路維運處股長)，共

約 40 人參與。 

六、 3 月 17 日 EMBA 召開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學務發展會議及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由

詹乾隆院長主持，出席委員有邱永和委員、沈大白委員、翁望回委員、賈凱傑委員、劉

宗哲委員及畢業生代表、學生代表，對本班學務發展及課程皆提出更完善之回饋。 

七、 3 月 19 日東吳大學創校 111 週年校慶，「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於 99

年捐款 150 萬 1,958 元整，學校特別致贈「德澤東吳」感謝牌乙只。 

八、 4 月 16 日舉行天津、北京海外研習行前說明會。 

九、 4 月 17 日舉行 100 學年度招生入學口試，口試委員有邱永和教授、詹乾隆教授、翁望回

副教授及賈凱傑副教授。 

跨領域學程 

一、 規劃及辦理兩學程 6場專題演講，主講人包括：第一太平戴維斯股份有限公司高銘頂總

經理、前中央銀行副總裁梁發進教授、本校會計學系郭佳洲教授、第一金投顧研究部陳

奕光副總經理、櫃檯買賣中心資訊部劉臺雄經理、臺灣財務工程學會林蒼祥理事長；「惠

康大園物流中心」及「白木屋」2 場企業參訪；並舉辦商學院跨領域學程校友座談會及

期末座談會等活動。 

二、 召開商學院跨領域學程課程委員會及學程會議。 

經濟系 

一、 經濟學系曹添旺教授 100 學年度獲准休假。 

二、 哈爾濱工業大學經濟管理學院劉雲鵬同學至經濟學系短期研習一學期。 

三、 經濟學系 2月 21 日召開系務發展小組會議，討論 100 學年度中程計畫與預算事宜。 

四、 經濟學系 2 月 25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經濟學系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

點」，討論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本系新聘教師相關事宜。 

五、 國科會社科中心補助經濟學系於 6 月 15、16 日舉行經濟學門學術研習營－「總體經濟

與貨幣理論」。 

六、 經濟學系 100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報名共 28 人，碩士班報名人數為 88 人。 

七、 經濟學系共有申請者 37 位應徵新聘專任教師（2月 15 日止），100 學年度上學期將聘任

孫嘉宏助理教授。 

八、 經濟學系 2 月 25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經濟學系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

點」，討論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本系新聘教師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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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經濟學系 3 月 2 日於滬揚閣餐廳舉辦本系系友與專任教師餐敘，64 級方嘉男學長訂於

100 學年度起增設「快樂獎學金」，提供 6名共 6萬元獎學金。 

十、 經濟學系 3 月 11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3 月 14 日召開教學小組會議，3 月

18 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安排本系 100 學年度的開課課程與任課

教師）。 

十一、經濟學系 3月 25 日中午舉行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面試會議，討論書審及面試相關事

宜。4月 3日辦理「100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面試，第一階段通

過 63 人，其中 53 人參加第二階段面試，最後正取 24 人，備取 11 人。 

十二、經濟學系 3月 30 日舉行轉系生面試，共有 13 位同學提出申請錄取 5名。 

十三、經濟學系三年級 A 班張吉華同學獲選本校於 3 月 30 日至 4 月 4 日所舉辦的「2011 東

吳大學兩岸交流營一春遊雙溪 in 台北」活動營輔員。 

十四、經濟學系 4月 16 日進行經濟系碩專班 100 學年度招生面試，初審通過 27 人，24 人參

加第二階段面試，結果正取 20 人，備取 1人。 

十五、經濟學系於 4月 22 日系教評會通過 100 學年度教師續聘、新聘案。100 學年度續聘專

任教師 17 名、續聘兼任教師 30 名，新聘專任助理教授孫嘉宏，新聘兼任教師 5名。 

十六、經濟學系謝智源主任於 4月 25、28 日及 5月 2日分別至本系二、三年級各班宣導學碩

士一貫學程，鼓勵大學部學生申請。 

十七、由郭振鶴老師指導，帶領經濟系六位同學組成「經濟防衛軍」隊（林信華同學、林正

陽同學、吳昇穎同學、鍾景堯同學、張寧同學、翁蕊同學），參加由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管理學院產業個案研究中心、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與企業管理系所舉辦的「2011 學生

實務個案分析競賽」，共有 45 隊報名參加，經過激烈競賽後，入選 5 月 7 日決賽，並

榮獲大學部組第 2名。 

十八、經四 A溫守珽同學前往法國里爾天主教大學 IESEG 管理學院交換研習，獲本校 98 學年

度第二學期赴國外交換學生獎學金甲等 1萬元。 

十九、經濟學系碩士班二年級伍巧涵與江鑑城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至大陸復旦大學進行交換

學生，獲本校補助八成機票費，共 31,200 元。 

二十、經濟學系為了讓學生與導師有面對面的溝通機會，於 5月 13 日下午舉辦『學生事務會

議』，由謝智源主任主持，邀請研究所及大學部各班導師、學生代表參加。 

二十一、 經濟學系 5 月 6、13 日舉行碩博士班研究生論文發表會，碩士班 20 場，感謝老師

們的主持、評論與指導協助及碩一研究生熱烈參與，順利完成。 

二十二、 經濟學系與富邦行銷公司合作，5月 11 日舉辦「企業徵才說明會」。 

二十三、 經濟學系為激勵學習，訓練資料分析能力，以為本系同學日後研究及就業培養充足

能力，特舉辦『2011 東吳經濟財務資料分析競賽』。由大學部二至四年級同學報名

組隊參加，4月 29 日前填表報名，5月 21 日於 2219 電腦教室舉行競賽，包含教師

授課、自由上機練習與競賽三部分。 

二十四、 經濟學系持續舉辦『2011 大學生經濟論壇』論文比賽，5 月 12 日截止收件，委員

會就所有投稿論文中選出數篇最佳論文。6月 3日舉行論文發表會，所有進入複選

之論文將於該論壇進行口頭報告，口頭發表全部結束後由評審團宣佈論文名次。得

獎論文將獲頒獎狀乙張及獎學金，得獎論文需於 6月 17 日前修改完成。 

二十五、 經濟學系學生 5月 14、15 日參加由東海大學主辦「2011 全國大專院校經濟相關科

系聯合盃賽」。 

二十六、 經濟學系於 6月 3日舉行研究所金榜題名說明會，邀請今年考上研究所的同學告訴

學弟妹們如何準備筆試及面試。 

二十七、 經濟學系將於 6 月 10 日舉辦『2011 提昇教學品質與學習興趣座談會』，邀請國內

各大學講授個體經濟學，具有豐富教學經驗之教授與本系教師共同交換意見。會後

將請參與研討會的老師，就討論題綱準備書面意見，集結成冊，作為日後持續提升

教學水準之基礎。 

二十八、 經濟學系舉辦 9場次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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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3 月 25 日邀請本系曹添旺教授演講「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改變及通貨替代之衝

擊」，陳彧夏副教授演講「台灣地區過度教育所造成之影響」。 

乙、 4 月 15 日邀請台北大學經濟系盧佳慧助理教授演講「Optimal Factor Tax 

Incidence in Two-sector Human Capital-based Models」。 

丙、 4 月 26 日邀請蘇州大學商學院萬解秋教授演講「中國投資環境的變遷」。 

丁、 4 月 29 日邀請台大經濟系黃景沂助理教授演講「How to Make an Offer?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Bay Motors」。 

戊、 5 月 20 日邀請中央產經所陳忠榮教授演講「R&D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OEC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己、 5 月 27 日邀請中研院經濟所梁孟玉副研究員演講「Tea Parties (The 

Congestion Effect in Tax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庚、 6 月 3 日邀請致理技術學院財務金融系陳玉涓副教授演講「資料包絡分析應用

於銀行績效評估」。 

辛、 6 月 10 日邀請東華大學經濟系洪嘉瑜教授演講「台灣受僱人員工作穩定度的

探討」。 

壬、 6 月 17 日邀請本系陶宏麟教授演講「論文寫作方法與技巧－實證篇」。 

會計系 

一、會計學系主任詹乾隆教授任期將於 7月 31 日任期屆滿，依據「東吳大學學系主任遴選辦

法」組成會計學系系主任遴選委員會辦理遴選事宜，經投票表決，遴選蘇裕惠教授為本

系主任建議人選，已送請院長陳報校長同意。 

二、會計學系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合辦第十六期「會計師專業學分班」

建教合作案。本期學分班於二月下旬陸續開課，包含「初級會計學」、「中級會計學」、「成

本會計學」、「高等會計學」、「審計學」及「租稅法規」六科課程，以提供有志於終身學

習之人士進修機會，進而落實社會服務、培植優秀會計人才之理念。 

三、為慶祝主計建制八十週年，並增進各界人士對我國政府會計理論與應用水準與國際接軌

情形之瞭解，會計學系與行政院主計處於 3月 2、3日假本校城中校區舉辦「政府會計再

造之推動」會計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邀請行政院主計處石素梅主計長及東吳大學前

副校長馬君梅教授擔任大會貴賓，並有來自公務體系、國營企業及學術單位人士近 3 百

人參加。本次會議訂定「政府會計再造之推動」為大會主題，並分就「政府會計」及「財

務會計」兩大子題邀請產、官、學、研各界先進，就政府會計與財務會計相關之準則公

報、新制推動實務及其預期效益進行研討，俾使政府會計革新作業更臻周延。 

四、3月 3日邀請日本金澤星陵大學方斌教授蒞臨演講，講題為「日本經營環境分析」。 

五、3 月 9 日邀請邀請前美國駐香港領事 William L. Rada 教授蒞臨演講，講題為「領導與

管理」。 

六、3 月 31 日邀請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Pro. Andew H. Chen 蒞臨演講，講題為

「 knowledge-based Supply Chain network: A simulation Application Design 

configured with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freight train dispatch, AND 

CONTAINER SHIPMENTS」。 

七、5月 3日邀請蘇州大學商學院萬解秋院長蒞臨演講，講題：「中國開放與投資環境變遷」。 

八、會計學系曹文沛老師於 4月 15 至 24 日赴江西財經大學國際學院進行短期講學。 

九、詹乾隆主任於 4月 20 至 24 日天津南開大學進行交流訪問。 

十、會計學系為提昇碩士班及碩專班之學術研究風氣，於 5月 1至 13 日舉行十三場碩士論文

發表會，共計發表 49 篇論文，期藉由與會師生之建議，使論文更臻完善。論文發表會是

以研討會方式進行，各場次皆由二至三位會計學系專任教師組成之評論小組來擔任評分

工作，並由其中一位教師擔任召集人，論文的評論（十分鐘）則由主要評論人負責，並

邀請發表人之指導教授蒞臨指導、其餘參加人員為會計學系專任教師、研究生及對研討

主題有興趣之本校師生。 

十一、會計學系為慶賀應屆畢業同學順利畢業，並加入『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所同學聯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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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5月 9日舉辦「畢業生聯誼茶會」，與會者有黃鎮台校長、馬君梅前副校長、本系系

友會創會會長唐松章學長、王金山會長與本系教師、助教、行政人員及畢業班學生近

二百人參與，場面溫馨熱鬧。 

十二、會計學系於 5 月 11 日舉行「經驗交流座談會」，會中邀請一位目前就讀本系碩士班之

研究生及五位應屆考取碩士班之同學與學弟妹分享準備碩士班考試之經驗。 

十三、會計學系為使學生充分掌握國際化及多元化之潮流，分別邀請美國 Pace 大學李丕正教

授及美國密西西比大學 Professor Howard Lawrence 與基督教大學會計學系主任

Professor Judy A Ramage 於 5 月蒞臨本系進行短期講學。 

十四、為落實會計理論與實務之結合，並幫助本系同學有機會走入社會，貢獻所學，本系自

九十年起接受台北市國稅局委託，組成學生稅務服務隊，透過事前完善的甄選及訓練，

協助輔導台北市民申報年度綜合所得稅。99 學年度以三年級 40 位同學組成「稅務服

務團隊」，於 5月 12 至 16 日至台北市各稅捐單位協助社會大眾申報個人所得稅。 

十五、提供學生課外活動機會，以培養學生敬業樂群之精神，建立健全之人格發展。除

鼓勵同學參加校內外各項活動競賽外，會計學系將於 5月 25 日假台北市青少年育樂

中心舉辦會計學系年常會活動，並於會中頒發第二學期會計系各項優秀清寒學生獎助

學金。 

十六、會計學系將於 6 月舉辦「99 學年度會計學系學生事務會議」，此次會議由會計學系學

生事務會議召集人曹文沛老師召開，除邀請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各輔導委員會召集人

及行政人員外，並專函邀請各班班代、副班代及學會幹部參加。冀望藉由會議之舉行，

提供溝通管道，吸取全系師生之寶貴意見，促使系務更順利推展。 

十七、會計學系於 3月 19 日本校建校 111 週年校慶暨運動會成績表現亮眼，榮獲舞林大道競

賽最佳創意獎與第一名之殊榮及精神總錦標第一名，充分表現會計學系學生之熱情活

力與運動家精神。 

十八、會計學系於 100 年度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中表現亮眼。本系應屆畢業生獲國內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會計師事

務所、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錄取總人數達 524 人次，如僅計入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提供的就業機會，平均每位應屆畢業同學已有 2 個以上的就業機會，且錄取人數遠遠

超過其他國立大學，不僅就業情況優良，也反映會計學系畢業生具有高度專業競爭力。 

十九、會計學系於本年度錄取研究所成績已陸續揭曉，截至 5月 10 日之公布榜單所示，總計

考取研究所人數 60 餘人，近 100 人次，其中共有 7人考取台灣大學會計系、6人考取

政大會計系，更榮登中興之榜首，表現可圈可點。 

二十、會計學系為建立與系友交流管道，於 98 年 7 月首度發行「東吳大學會計學系系友電子

報」，99 學年度第二學期預計分別於 4月及 7月發行第八期及第九期。 

企管系 

一、辦理新聘教師相關事宜：（一）本系王亮云助理教授於 99 學年度第 2學期離職。（二）辦

理新聘專任教師事宜，規劃於 100 學年度新聘 2位專任教師。 

二、99 學年度第 2學期聘請 3位客座教授蒞臨講學，講授企三、企碩一及企碩專一之「全球

管理專題」三門課程：（一）2月 21 日至 4月 3日由山東大學張鴻萍副教授講學，並於 3

月 3 日安排與系上教師座談。（二）4 月 4 日至 5 月 15 日由南開大學李季副教授講學，

並於 4 月 22 日安排與系上教師座談。（三）5 月 16 日至 6 月 26 日由南開大學武立東教

授講學。 

三、辦理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編列相關事宜：（一）1 月 18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

討論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方向及相關預算。（二）2 月 15 日召開第二次會議，討論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內容。 

四、辦理 100 學年度招生考試事宜：（一）4 月 3 日辦理大學部甄選入學複試。（二）4 月 16

日辦理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入學面試。（三）4月 17 日辦理碩士班招生入學面試。 

五、撰寫本系 97、98 學年度校史紀要：（一）行政人員依個人業務範圍編寫 97、98 學年度校

史紀要。（二）4月 20 日召開 97、98 學年度校史紀要編寫會議，確認各事項撰寫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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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依個人業務完成修改後呈主任定案，於 4月 30 日完成系統上傳。 

六、辦理交換學生輔導相關事宜：99 學年度第 2 學期輔導 1 位大陸大學部交換學生，2 位大

陸碩士交換研究生，協助進行選課、環境認識、生活適應等各方面輔導。 

七、辦理本系系統建置相關事宜：（一）辦理本系 ERP 系統建置事宜，持續召開籌備會議，購

置軟硬體設備、導入之個案及系統後端支援事宜。（二）辦理企業經營模擬系統（BOSS）

導入課程事宜，本學期已有管理會計、作業管理兩門課程搭配企業經營模擬系統進行授

課。 

八、辦理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獎助學金申請，計有 2 項獎助學金 31 人次提出申請，總獲

獎 15 人次。 

九、規劃及辦理本系專題演講： 

1. 規劃舉辦 11 場專題演講： 

甲、 3 月 17 日邀請台積電營運效率部張子昱部經理主講「供應鏈管理導論」。 

乙、 3 月 24 日邀請波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蕭世貴總經理主講「模擬企業經營」。 

丙、 3 月 25 日邀請台積電營運效率部張子昱部經理主講「企業流程再造」。 

丁、 4 月 1 日邀請台灣微軟金融事業部宋百民業務經理（夜 89 級系友）主講「資

訊技術應用的機會與挑戰」。 

戊、 4 月 1 日邀請台積電工業工程處徐紹鐘部經理主講「高科技業製造智慧之

萃取與應用」。 

己、 4 月 14 日邀請特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蕭世貴總經理主講「BOSS 模擬企業經

營競賽」。 

庚、 4 月 15 日邀請台積電生產管理部謝明修部經理主講「綠能/半導體業的創

新服務」。 

辛、 4 月 22 日邀請台積電工業工程處鄭俊宏經理主講「劇本導引，創竟造用-

使用者經驗創新與管理」。 

壬、 4 月 29 日邀請台積電工業工程處黃崑智部經理主講「TRIZ（萃思）：系統

化創新方法」。 

癸、 5 月 5 日邀請新銓科技王興仁處長主講「高科技製造管理實務」。 

11、 5 月 6 日邀請新銓科技王興仁處長主講「半導體製造管理實務」。 

2. 舉辦碩士班產業系列活動： 

甲、 3月 25日邀請上海商業儲蓄銀行陳健豪襄理(碩士班系友)舉行金融產業雇

主座談會。 

乙、 3 月 29日邀請遠東商業銀行銷售通路部廖敏宏襄理(本系 11屆碩士在職專

班同學)舉行業師諮詢座談會，講授金融業職場準備工作。 

十、規劃於 5月 28 日舉辦「99 學年度專兼任教師座談會」。 

十一、規劃於 6月 25 日舉辦「2011 第 14 屆科際整合管理研討會」。 

十二、協助系學會辦理 99 學年度第 2學期各項活動： 

1. 例行專案活動：1.3 月 29 日舉行企管系學生會午夜流音活動。2.規劃於 6月 7日

舉行第 41 屆企管系年會。 

2. 企業參訪活動：5月 11 日舉行 2場企業參訪，訪問大黑松小倆口、商業週刊公司。 

十三、辦理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相關事宜：（一）2 月 22 日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第 5 屆

第 1 次董事會。（二）系友聯誼活動：4 月 10 日東吳企管高爾夫球球隊於林口高爾夫

球場舉行例賽。（三）出版系友會刊物：持續於每月月底發行「東吳企管系友電子報」，

2至 4月發行第 51-53 期電子報，預計於 5月發行第 54 期、6月發行第 55 期。 

十四、協助東吳 EMBA 聯誼會舉辦活動： 

1. 3 月 15 日召開第五屆第 2次理監事會議。 

2. 4 月 24 日舉辦春季旅遊活動，本系教師、會員及眷屬共 41 人共遊宜蘭草嶺古道。 

3. 舉辦講座、讀書會活動：1.3 月 16 日與商學院合辦讀書會，書目為「別在夾縫中

決策」。2.3 月 23 日與推廣部合作舉辦「名人演講-跳出框架找尋定位」活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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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舉辦專題講座，邀請畢業系友李品睿老師主講「銷售心法」。 

國貿系 

一、國際交流： 

(一)99 學年度第 2學期邀請三位客座教授，分別為日本金澤星稜大學方斌教授（2月 20

日至 3月 21 日）、武漢大學李卓教授（4月 9日至 5月 14 日）、美國瑪莉卡教授（5

月 14 日至 6月 24 日），授課期間分別在大學部、碩士班、碩專班開授全球經營專題

研討課程。 

(二)張大成教授獲 Fulbright 獎學金於 100 學年度赴美國 Tulane University 學術研究

一年。 

(三)4 月 19 至 23 日，顧萱萱主任率領謝文雀老師、林炳文老師、溫福星老師赴南京大

學管理學院學術交流訪問並作論文發表。 

(四)5 月 2 至 6 日，顧萱萱主任率領謝文雀老師、陳惠芳老師、呂鴻玲秘書、陳亭因助

教暨大學部、碩士班、碩專班學生一行共計 39 人赴韓國企業及大學見習，計參訪

LG、Samsung 企業及崇實大學、又松大學 Solbridge 國際學院，除深入瞭解韓國企

業最新科技產品及未來發展，同時與大學師生座談交流，增進學生國際視野及互動。 

(五)外交部主辦之 100 年度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提供學生服務學習的機會，本系大

一、大四同學積極參與爭取，共計三個團隊報名申請，交流國家涵蓋世界五大洲，

透過青年大使進行台灣國際形象推展與宣傳，包括學術、政治、經貿、文化交流與

志工服務等工作。最後由謝文雀老師指導的團隊獲選，成員包括：蕭鈺穎（貿四 A）、

陳又楷（貿四 A）、邱郁潔（貿三 A）、何佳歡（貿四 A）、吳碩宸（貿四 B）、林宛萱

（貿三 A），預計暑假前往美國舊金山與西雅圖交流兩週。 

(六)貿四 A簡立慈錄取參加於新加坡舉辦的「哈佛大學模擬聯合國」活動。 

(七)貿四 B黃勻柔正取「2011 東吳大學兩岸交流營—春遊雙溪 in 台北」輔導員，貿一 B

羅平備取。 

(八)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獲選校級交換學生名單：貿三 B 林妙謙：瑞典苑學品大學、貿

三 B曾敬媛：丹麥哥本哈根商學院。 

(九)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獲院級交換學生名單：貿四 劉于寧：日本東北大學（先前因日

本地震延期）、貿三 A 林宛萱：法國 Lille 大學、貿碩一國際企業組黃佑軒：法國

Lille 大學。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獲院級交換學生名單：貿三 A黃筱茜：日本新潟大

學。 

二、企業參訪活動： 

(一)3 月 10 日顧萱萱主任、方斌老師、謝文雀老師、林炳文老師、呂鴻玲秘書等帶領碩

士班同學參訪日勝生加賀屋國際溫泉飯店，共計 35 名學生參觀。 

(二)3 月 28 日溫福星老師帶領學生 30 人，參訪博群行銷研究顧問有限公司。 

(三)4 月 27 日謝文雀老師帶領學生 27 人，參訪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5 月 3 日林炳文老師帶領學生 56 人，參訪法藍瓷有限公司。 

(五)5 月 12 日張大成老師帶領學生 30 人，參訪台灣證券交易所。 

三、演講活動： 

(一)4 月 12 日邀請金融研訓院姜浩智專員，主講：金融職場與金融證照。 

(二)4 月 29 日邀請久寬貿易股份有限公司姜榮寬董事長，主講：國貿實務經驗分享與職

場證照準備。 

(三)4 月 30 日邀請廖建鋐(82 級國貿系系友)，主講：數位行銷與行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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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5 月 19 日邀請宇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秦玉玲董事總經理，主講：如何成為跨領域之

π型人才。 

(五)5 月 24 日邀請越谷駅和風賣店鄭仁傑及台大商學研究所羅文傑，主講：升學與就業

經驗分享座談會。 

四、學生學習輔導： 

(一)通過東吳大學生涯發展中心 100 年「證照輔導課程」補助計畫，舉辦「國貿大會考

與職訓局國貿技術士丙級」證照之訓練課程，自 4 月 13 日至 5 月 18 日，每週三下

午 16：00 至 18：30 上課，為期六週，共計 59 人。 

(二)通過 99 學年度第 2學期卓越計畫之教學改進計畫，教學內容注入符合實務趨勢之概

念，透過課堂教學講授、企業經理人實務演講、學生赴企業參訪見習，以及指導證

照考試、相關證照考試機構、系友參與考試經驗分享等活動，落實學生學習效果符

合專業學科核心能力之要求。 

五、國貿系持續實施成績不及格預警制度： 

(一)本學期開學期初主任發函給本系各科目任課教師告知其提供期中考成績給系辦，以

便統計學生成績資料。 

(二)公告讓學生知道期中考後將發函給家長。 

(三)期中考後系辦收集成績輸入電腦找出全系三科不及格同學，發函給其家長知道，請

其注意其子弟成績。 

六、舉辦多益考試及報名兩場，報名日期：3月 7日至 16 日，報名人數 70 人(包含國貿系學

生 33 人)，考試日期：4 月 13 日。報名日期：4 月 18 日至 5 月 6 日，報名人數未確定，

考試日期：6月 1日。 

七、4月 3日辦理大學個人申請入學面試。 

八、4月 16 日舉行 100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入學口試。 

九、99 學年度第 2學期清寒獎助學金經獎助學金委員會審查結果，獲獎名單如下： 

(一)游健昱系友清寒助學金：貿三 A李瑰酌 

(二)蘇錦彬系友清寒助學金：貿四 B陳璟葶 

(三)郭滄海系友清寒助學金：貿四 B廖婉婷 

(四)昌盛教育基金會清寒助學金：貿三 A 張綺芳、貿三 B 李貞儀、貿碩金一陳澤嘉、貿

碩金一李欣庭、貿碩金一黃婉菱 

(五)蔣山系友清寒助學金：貿二 A周玳均、貿四 A林霈薇、貿四 B王文君 

(六)恩吉實業清寒助學金：貿一 A黃聖良、貿四 A陳禹安 

(七)74 級系友工讀助學金：貿三 A 李瑰酌、貿四 B李怡芳、四 B顏永恒 

(八)93 級系友獎學金：貿二 A馬妲艾（家境清寒）、貿三 A林宛萱（熱心服務） 

十、辦理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編寫及預算編列。 

十一、更新辦公室使用空間及設備，辦理廠商聯繫、空間規劃、辦公室暫時搬遷及回復歸位。 

十二、5月 29 日舉辦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師生、系友聯誼郊遊活動，地點：新竹北埔一日遊。 

十三、6月 1日舉辦 2011 國際企業社會責任學術研討會。 

十四、國貿系加強系友會執行功能，與系友間之聯繫工作： 

(一) 3 月 20 日假林口美麗華高爾夫球場舉辦國貿系系友高爾夫球賽。 

(二) 3 月 23 日召開國貿系系友會理監事會議。 

(三) 4 月 16 日於校本部室內籃球場，舉行第九屆系友盃籃球賽。 

(四) 5 月 15 日假台北球場舉辦系友高爾夫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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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精系 

一、 4 月 1 至 2 日舉辦「2011 年財務工程與保險精算研討會暨兩岸保險精算碩士生論壇」，

會中邀請蘇州大學商學院貝政新教授、Dr. Ken Seng Tan(Waterloo, Statistics and 

Actuarial Science)、上海同濟大學數學系梁進教授、李少華副教授及博士生一行六人、

成都西南財經大學胡秋明主任、曹德駿教授、周若薇副教授及博碩士生一行八人與會。 

二、 審議「財團法人唐德晉文教基金會獎學金」、「蘇秉銓先生獎助學金」資助案、「商用數

學發展協會獎學金--廖軒晟系友獎學金」獲獎名單及研究生奬助學金核發方式。 

三、 修訂「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教師評審辦法」、「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

系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及「東吳大學商用數學系發展專款設置與管理辦法」。 

四、 規劃及辦理本系學術專題演講共計 9場。 

五、 5 月 11 日至元大證券進行企業參訪；另 5月 25 日至新竹科學園區進行園區參訪。 

六、 財精週系列活動，系學生會訂於 5月 16 日舉辦撲克牌比賽、5月 20 日舉辦益智比賽、5

月 23 日舉辦電影欣賞活動。 

七、 5 月 28 日及 6月 4日舉辦「財金保險成長營」，邀請新光金控藍雅惠協理及儲蓉風控長，

分別針對就業市場概況及保險人才需求，以及後金融海嘯談風險管理趨勢等課題進行專

題演講。 

八、 6 月 1 日舉辦「研究所考試」經驗分享；另 6月 8日舉辦「證照考試」經驗分享。 

九、 張瑞珍助理教授訂於 6 月 22 至 25 日，赴葡萄牙參加「The 20th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EFMA) Conference」，並於會中發表論文。 

十、 上海同濟大學李少華教授等 14 人，訂於 7 月 6 至 9 日來台，與本系及數學系召開座談

會及參訪活動。 

十一、許晉雄教授主任任期將於 7月 31 日屆滿。 

十二、本系李志武教授將於 7月 31 日屆齡退休，增聘邱于芬助理教授為本系專任教師，並自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起聘。 

資管系 

一、本學期共規劃五場演講： 

(一) 3 月 17 日，邀請 Google 公司軟體工程師陳慶雲，主講：雲端運算與行動應用。 

(二) 3 月 24 日，邀請中華電信企業大學講師薛宇盛，主講：電腦病毒防治。 

(三) 3 月 31 日，邀請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副教授洪啟舜，主講：Social Network and 

Behavior Collection through IoT。 

(四) 4 月 14 日，邀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陳志銘，主講：情緒感知

結合數位學習之發展及應用。 

(五) 5 月 19 日，邀請國際票券金融公司協理兼中山分公司經理羅天一，主講：資訊科

技與創新- 金融服務業的運用。 

二、教師轉型座談會： 

(一) 4 月 13 日，邀請中央大學資管系教授陳彥良，主講：從研究到資料探勘研究。 

(二) 4 月 27 日，邀請臺灣科技大學講座教授蔡今中，主講：數位學習研究趨勢。 

三、2月 15 日召開資訊概論課程會議，討論課程內容調整、期末考事宜、學期成績之評比標

準。 

四、2月 22 日召開系務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100 學年度預算及主辦「第七屆臺灣數位學習

發展研討會(TWELF 2011)」。 

五、3月 26 日 Yahoo!奇摩於高雄中山大學舉辦電子商務創意競賽誓師大會暨麻豆大賽，本系

三年級 15 位同學參加表演，並獲得「你最 Kuso 獎」，獎金 3000 元。 

六、持續進行招生宣導：（一）3 月 25 日鄭麗珍老師至清水高中（位於土城）進行招生宣導

活動。（二）4 月 14 日華興中學到本校參訪，由黃日鉦助理教授對同學進行招生宣導活

動。 

七、舉辦週會，由林娟娟主任主持： 

(一) 3 月 31 日一年級週會：會中並邀請到資管系系學會會長林健富同學及心諮中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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麗君老師分別就：為何要讀資管系、資管系系學會活動介紹、大學從心開始三個主

題與同學分享。 

(二) 4 月 14 日三年級週會，會中對於程式設計能力檢定、五年一貫學程、業界實習、

證照介紹等有詳盡的說明。另外並宣導同學未來應加強參與證照考試，同學通過證

照考試不僅為自己未來在就業上有所幫助，同時並可以申請本系獎助學金補助相關

報名費。 

(三) 4 月 28 日二年級週會，宣導同學選修新開課程「產業實習」相關事宜。 

八、教評會會議通過 1位老師之教師評鑑、100 學年度續聘專兼任教師及新聘二位兼任講師。 

九、辦理 100 學年度新聘專任教師，共計 76 位應徵者，錄取 2位，並於教評會通過聘任為助

理教授。 

十、辦理 100 學年度招生口試：（一）4 月 3 日辦理大學部申請入學口試，共有 67 位同學參

加。（二）4 月 17 日辦理碩專班口試，共有 49 位同學參加。（三）4 月 19 日辦理碩士班

口試，共有 45 位同學參加。 

十一、辦理「蘇秉銓先生資訊教育獎助學金」、「張楚義系友清寒獎助學金」、「賴宗羲系友獎

助學金」、「資訊管理學系學科獎學金」。 

十二、5月 9日至 13日本系邀請蘇州大學計算科學與技術學院軟體工程系劉全主任和蘇州大

學高性能計算與應用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樊建席到本系進行參訪，並舉辦兩場專題演

講，講題分別為「Unicast algorithm in BC networks with restricted faulty nodes」

與「基于 tableau 的自动定理证明」，演講後並與兩位學者交換兩岸在資訊學術上的看

法，並對於未來兩系學生可進行短期研習以及討論相關交流事宜。 

十三、4 月 30 日舉辦本系第十屆程式設計比賽，共 10 組隊伍（18 名同學）報名參加。獲獎

同學有第一名資四 B 許敬宗同學；第二名資二 A 林志龍同學；第三名資四 B 蕭智元同

學、吳宸緯同學。 

十四、5月 29 日舉辦第十二次程式設計能力檢定考試。 

十五、6 月 1 日資管系學生會於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辦一年一度盛大的「資訊之夜」活動，

活動中除了同學展現才藝，並頒發「學科優異獎」及新舊會長交接。 

十六、6月 2日舉辦畢業生專題成果展。 

十七、資管系電子報（http://sun.csim.scu.edu.tw/~epaper/epaper.php），每三個月出刊

一期，99 年第 2學期於三月及六月共發行第 21 期、22 期資管系電子報。 

十八、本系執行教學卓越計畫，經過搜集相關資訊並參酌各方意見後，已草擬出四套資訊概

論課程草案，預定於 100 學年度試辦該課程 

十九、本系執行教學卓越計畫，於適性化輔助學習雛型系統開發部份，已完成系統分析，並

將著手進行系統開發。 

二十、本系持續建置及更新資訊概論教學網頁、編排資訊概論實習課程、持續建構及維護題

庫系統，擴充考題數量。 

進學班 

一、 為提升學生對商學進修學士班的向心力與認同，商進班持續辦理家族學長姐制度、學生

讀書會等各項學生同儕輔導的活動，藉以增進本班同學對校園生活認同與課業學習輔導

提昇。 

二、 召開商學進修學士班本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班務會議，以因應 100 學年度商進

班減班招生後之課程規劃與未來發展方向。完成規劃商學進修學士班 100 學年度

開課事宜與 100 學年度入學新生必選修表。100 學年度商進班將取消財務金融學

程，維持會計實務與工商管理二個學程。 

三、 完成 98 至 99 學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期末報告。 

四、 提報 100 至 102 學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五、 3 月 15 日舉辦學涯講座邀請本校留日校友劉幕和副教授，就「台日美大不同留學經驗

分享！」主題，與本班學生分享各國留學經驗，本班同學獲益良多。本次活動參與學

生 6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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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3 月 19 日本班學生參加建校 110 週年校慶開幕典禮繞場暨運動大會。競賽方面，本班同

學成績斐然，男子組 400 公尺接力賽第 5名、女子組 400 公尺接力賽第 5名、男子跳遠

第 3名、女子鉛球第 5名。 

七、 3 月 31 日舉辦生涯講座，邀請第一太平戴維斯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高銘頂總經理，

就「蝸居 VS 豪宅----資產水位上或下」主題，與本班學生分享超作不動產市場實務

經驗，本次活動參與學生 84 人。 

八、 4 月 27 日邀請郭佳州教授主講「美國新金融改革方案對產業及消費者衝擊」主題，介紹

美國在金融風暴後對美國金融體制的影響，並介紹美國與臺灣上班族文化的差異，對財

金學程學生助益良多，本次活動計有 35 名學生參與活動。 

九、 4 月 29 日由商進班柯瓊鳳主任帶隊，進行「惠康大園物流中心企業參訪」活動，本次活

動以物流管理為主題，實際參訪物管實際運作，對商學學生助益良多，參與本次活動學

生 30 人。 

十、 5 月 3 日邀請第一金投顧研究部陳奕光副總經理主講「黃金十年啟動-投資趨勢與策略」，

介紹臺灣如何看懂投資標的之財務報告書與股價走向，建立學生正確投資理念，對本班

學生助益良多，本次活動計有 43 名學生參與活動。 

十一、5月 11 日由商進班柯瓊鳳主任帶隊，進行「白木屋企業參訪」活動，本次活動以生產

管理為主題，實際參訪白木屋企業生產自動化流程，對本班學生助益良多，參與本次

活動學生 43 人。 

十二、5 月 14 日邀請徐士軒、林信希與林威任三位同學作 1.多益考試，2.會計師考試與 3.

應徵臺灣四大會計師事務等時前準備方法，與本班學生進行經驗分享。 

十三、5 月 16 日邀請櫃臺買賣中心資訊部劉臺雄經理主講「資訊管理實務經驗分享」，本主

題對本班學生在充分瞭解業界之實務管理，對本班學生助益良多。 

十四、5 月 20 日進行大一學生學程說明會，另安排 5 月 27 日進行大二學生學程說明會。兩

場說明會將介紹商進班各學程課程規劃與未來就業與就學發展方向作說明，以供同學

作為選擇學程的規劃。 

十五、5月 27 日邀請各學程優秀畢業系友回校座談，與學弟妹分享各學程畢業系友們，在職

場與學術領域發展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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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一、配合相關法規調整，本室於 99 學年度第 1學期修訂本校教師著作（作品、技術報告）審

查意見表共計 8款，並置於人事室網頁供教學單位辦理相關外審時使用。 

 

二、完成 100 學年度教師休假作業，有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 34 名提出申請，共核定 15 名；

並修定「教師申請休假審查表」，請教師於申請休假時，敘明休假期間之相關規劃。 

 

三、99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有 8 名教師通過升等，其中 1 人通過升等為副教授，7 人通過升等

為教授。 

 

四、本校陳報教育部 100 年資深優良教師，服務年資屆滿 30 年者 7 人、屆滿 20 年者 13 人、

屆滿 10 年者 15 人，共計 35 人。 

 

五、黃  剛專門委員於 100.3.27.退休、語言教學中心王海康講師將於 100.5.29.退休，另財

精系李志武講師、英文系席雲柔講師、事務組張德利組長、研究事務組張劍霞組長、綜

合教務組張立慶組員將於 100.8.1.退休。 

 

六、本學期人事室安排四場行政人員訓練課程： 

（一）100 年 4 月 26 日於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邀請廖文福講師教授行政二級主管「高

效能團隊主管應具備的心態及管理技巧」。 

（二）100 年 5 月 12～13 日於兩校區辦理「性平你和我」課程，藉以加強行政主管及同

仁性平觀念。 

（三）100 年 6 月 14 日於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邀請王中砥講師教授「工作倫理與職

場品德發展」。 

（四）100 年 7 月 12 日於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邀請方蘭生教授講授「人際魅力，五味

俱全」。 

 

七、99 學年度職員轉調已於 5月初開始進行申請，作業結果預計於 7月初通知同仁及所屬單

位主管，並自 8月 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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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一、100 年 3月 3日完成 99學年度第 1學期各單位實際支用預算控管表，並函送各單位參考。 

二、99 學年度預算支用之申請與結報規定於 100 年 3 月 16 日函送各單位參辦。 

三、99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共計 101,875,657 元，依經、資門規

定比例 1：1.1832 執行，經費執行情形如下表： 

金額 
支用項目 

經常門 資本門 

佔獎補助總

經費百分比

充實、改善教學軟硬體 11,564,214 54,663,019 65.01％

辦理學生訓輔相關工作 1,159,502 549,182 1.68％

辦理環境安全衛生設備、教育訓

練及防護設備等相關工作 

321,040  0.31％

改善師資結構 33,300,125  32.69％

國際學術交流 318,575  0.31%

合計 46,663,456 55,212,201 100％

 

四、預計 100 年 5 月完成 99 學年度預算作業之規劃階段，100 年 6 月底前完成校務會議、預

算委員會及董事會審議，並送報教育部核備。 

五、定期與總務處核對財產清單，針對會計帳與財產管理系統差異部分予以處理，以達到帳

物相符。 

六、加強審核各項財產設備購置之預算控管、採購及驗收程序，以增加資源使用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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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一、中正圖書館「無障礙電梯工程」自 99 年 7 月 5 日開始施工，100 年 2 月 15 日完成驗收。

為維護圖書安全，於 B1 行政區加裝圖書安全系統及相關警報器，100 年 5 月 13 日完成

驗收，5月 14 日公告實施「東吳大學中正圖書館無障礙電梯使用管理要點」（經 99 學年

度第 6次館務會商暨中正圖書館安全委員會第 2次會議通過）。 

二、配合中正圖書館無障礙電梯之增設，原 A 棟樓層標示 1A 至 6A，變更為 B1（行政區）、1

樓（第一閱覽室）、2樓（非書資料室、數位學習室、研討室）、3樓（中文參考區、資訊

檢索區、參考諮詢台、流通服務台）、4樓（西文參考區、微縮資料區、輿圖區）、5樓（期

刊區、珍貴圖書室）。 

三、配合推廣部辦理「樂齡大學計畫」，比照「東吳大學學分班使用圖書館辦法」製發學員閱

覽證。 

四、99 年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0 日與學生會合作「東吳大學好書推薦活動」，活動計有 240

人參與、推薦心得收件 129 件。學生會審核師生推薦之書單，課外活動組薦購審核通過

之書單。邀請中文系鍾正道老師、鄭明娳老師及英文系馬健君老師審核師生撰寫之推薦

心得。 

五、99 年 11 月 17 日、18 日、24 日、25 日分別於雙溪校區及城區舉辦四場校史紀要系統教

育訓練。12 月 1 日至 17 日舉辦城區分館圖書館週「Book 100」活動。 

六、99 年 12 月 23 日本校王董事長紹堉先生贊助新台幣三十萬元，購置防潮櫃及《晚清四部

叢刊》初編。 

七、99 年 12 月 29 日錢穆故居歸還 91 年長期借閱之 166 冊圖書，列入一般可借閱圖書。 

八、丁原基館長當選「第十屆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理事」。 

九、採錄組兼代編目組曾敏玲組長獲選國家圖書館「99 年圖書館績優編目工作人員」。 

十、參考組鄭雅靜組長於《國家圖書館館刊》（2010.06）發表論文一篇「臺灣北區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建置經驗」。採錄組兼代編目組曾敏玲組長於《大學圖書館》

（2010.09）發表論文一篇「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圖書聯合目錄之規

劃與建置」。 

十一、100 年 1 月 4 日至 5 日甘肅省圖書館李臨俊副館長與同行專家董映瀾研究館員、李芬

林副研究館員、陳軍副研究館員、馬國俊一級美術師、李偉一級美術師將來臺參訪及

與本館進行學術交流。 

十二、100 年 1 月 25 日繁星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振成先生及英華達企業社會責任委

員會委員等 4人至圖書館參訪及洽談合作事宜。 

十三、規畫將非書資料組發展為「機構典藏」之中心，非書資料組現已建置「東吳大學博碩

士論文全文系統」，並計畫將音樂系盧炎教授手稿數位典藏。為加強校史資料數位典

藏，校史室相關業務自 100 年 3 月 1 日移轉至非書資料組負責，3 月 1 日起調整圖書

館以下同仁職務： 

(一)現城區分館胡佳薇主任轉任非書資料組組長；陳慧倫專員轉至推廣組。 

(二)現非書資料組李明俠組長轉任城區分館主任；張慧雯組員轉至城區分館服務。 

(三)現推廣組郭秋香組員轉至非書資料組服務。 

十四、100 年 2 月第 31 期圖書館館訊出刊，專題報導為〈東吳大學圖書館珍善本古籍書志初

稿〉。 

十五、100 年 2 月分別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館、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圖書館新

簽訂合作協議，本館已與 44 所圖書館簽訂合作協議。 

十六、100 年 4 月 6 日至 10 日丁原基館長偕同胡佳薇組長至大陸參訪蘇州大學圖書館、校史

館、博物館及揚州等地，並在蘇州大學圖書館做「e 視界‧e 資源‧e 思維 ─以台北

東吳大學圖書館為例」專題演講及文學院做「臺灣珍藏文史資料」專題報導。 

十七、100 年 4 月 23 日圖書館與國家圖書館合作舉辦「文學不老‧愛荷華-現代中文小說月」，

內容包括駐訪愛荷華作家作品展、文學歲月‧作家身影紀實、借書兌換咖啡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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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100 年 5 月 16 日及 17 日進行「東吳大學 100 年校務評鑑實地訪評」，本校校務評鑑實

地訪評採任務編組方式辦理相關籌備作業，學生事務處與圖書館負責「接待組」任務，

召集人為學生事務長，館長為副召集人。 

十九、博碩士論文回溯，截至 100 年 4 月累計回收授權書 311 份。文字辨識累計 396 冊，全

文影像掃描 393 冊，共計 75,807 頁，並持續進行掃描校對中。 

二十、99 學年度第 1學期各學系學生圖書資料借閱狀況如下（99/8/1 至 100/1/31）： 

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 法學院

學系 中文 歷史 哲學 政治 社會 社工 音樂 英文 日文 德文 法律

圖書借閱冊數 22,145 6,587 3,138 6,025 3,830 3,019 2,858 9,153 8,261 3,156 18,964

圖書借閱人次 3,135 1,118 595 1,074 907 809 489 1,867 1,214 618 2,636

非書借閱件數 1,184 721 333 1,115 797 652 406 1,995 1,264 407 1,410

非書借閱人次 1,224 718 340 1,134 822 677 407 2,017 1,275 409 1,598

學生總數 1,162 322 273 605 609 617 363 1,061 1,223 284 2,018
 

學院 理學院 商學院 

學系 數學 物理 化學 微生物 心理 經濟 會計 企管 國貿 財精 資管
商學進

修班 

圖書借閱冊數 882 631 444 1,078 2,083 2,921 3,372 4,026 1,388 2,083 1,613 795 

圖書借閱人次 160 161 122 238 555 728 939 1,110 444 561 414 205 

非書借閱件數 53 99 435 272 327 680 1,215 1,376 716 772 349 38 

非書借閱人次 54 99 436 278 332 775 1,652 1,392 803 894 74 47 

學生總數 209 202 226 283 305 847 1,159 1,228 624 773 589 827 

備註： 

（一） 各系資料借閱人數含大學部、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進修部。 

（二） 學生人數參考資料依據 99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務處提供之網路統計數據： 

（三） 99 學年度第 1學期借書(含非書資料)總數：125,068 冊(件)；總人次：37,55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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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 教學卓越計畫 

(一) 99學年度第2學期教學改進補助辦法共核定通過16件申請案，補助金額為1,383,691

元。 

(二) 「東吳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實施辦法」業經核定通過實施，99學年度第2學期共5

組社群提出申請，核定補助金額為68,108元。 

(三) 3月30日辦理「英語授課經驗分享講座」。 

(四) 辦理「2011東吳讚老師教學撇步大探索」學生徵文活動，截稿日期至5月25日止。 

(五) 建置「教學改進計畫申請平台」，刻正進行功能測試階段，預計於學系申請100學年

度第1學期補助案開放使用。 

二、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 2月23日辦理「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建置"職涯發展大鵬網"相關功能介紹專

題演講。 

(二) 2月25日至教育部參與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相關協商會議，會議重點包含：99年

度師生教學滿意度調查作業進行方式說明、獲100年度教學卓越計畫之夥伴學校區

域經費處理原則討論。 

(三) 與化學系合作於3月4日舉辦液相層析串聯質譜講習會。 

(四) 3月22、23日辦理100年度計畫申請經費填報說明會。 

(五) 5月3日完成99年度師生教學滿意度調查作業，問卷施測結果併同100年度計畫申請

構想書與99年度計畫自評報告於5月13日完成報部。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 推動並執行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一) 教育部核定本校「100至101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並補助經費8,500萬元整。 

(二) 3月2日參加教育部舉辦之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教育訓練。 

(三) 3月18日送交「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100至101年度修正計畫書」至教育部。 

(四) 4月27日配合教育部來文，提供本校彈性薪資相關資料。 

(五) 100年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成果預計拍攝48個子計畫(含總計畫)。 

(六) 截至5月10日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之計畫最新消息共計401筆、計畫成

果共計371筆，並完成填報100至101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1-4月份經費執行

數。 

(七) 規畫進行新版東吳教學卓越網。 

二、 推動教學助理制度與培訓 

(一) 99學年度第2學期共補助51個教學助理計畫，3月11日完成期初新手TA培訓。 

(二) 東吳俱樂部http://scuta.pixnet.net/blog瀏覽人次達7,703人次。 

(三) 預計5月19、25日分別於雙溪城中辦理「一分鐘學會上台表達摘心術」TA系列工作

坊演講；6月27日舉辦優良TA成果發表會。 

(四) 預計6月15日至7月20日開放100學年度第1學期教學助理補助計畫申請。 

三、 實施基礎課程補救教學、提供課後輔導服務 

(一) 3月15、21日於兩校區舉辦「99-2學期課業個別學習諮詢期初說明會」，共計11位課

輔助理參與，並邀請3位99-1學期優良課輔助理分享上學期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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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9-2學期課業個別諮詢服務共開設15門諮詢課程，招募18位課輔助理。5月份進行

期中審核，共計13門課程、16位課輔助理符合審核條件。截至5月10日，諮詢次數

共達151人/次。 

(三) 99-2學期語文學習角共招募英語會話小老師4名、日籍會話小老師3名。截至5月10

日，活動參與次數共350人/次。 

(四) 5月份於學習諮詢預約系統新增生涯發展中心主辦的業師諮詢活動資訊，使學生能

於同一個平台獲取學業與職涯相關諮詢活動資訊。 

(五) 截至5月10日，學生學習進行室使用達2,865人/次；線上學習進行室使用達16,713

人/次。 

四、 整合線上學習資源，鼓勵學生主動學習與觀摩 

(一) 統計至100年5月10日，線上學習資源筆數新增情形如下： 

網頁名稱 
自學 

網頁 

線上 

自學通 

證照 

檢測通 

學養 

快 e通 

生活 

便利通 

累計筆數 771 筆 952 筆 562 筆 筆 234 筆 

(二) 英文寫作學習網「寫作入門」單元新增「寫作要點」教材，說明英文寫作基本架構

及內容。另網站首頁左邊功能列「文章集錦」之「單元三、寫作比賽得獎作品」，

新增「東吳大學2010年全校性英文聽說讀寫比賽」得獎作品3篇。 

五、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 於「學生萬事通」設立「大學菁英百事通」單元，放置各夥伴學校標竿學習伯樂菁

英新聞報導內容，已完成12所夥伴學校推薦菁英新聞，共88筆資料。 

(二) 於「典範觀摩-學生學習輔導」新增「優良學生e-portfolio作品」單元，已完成6

校各推薦1名優良學生作品。 

(三) 教學助理人才資料庫新增1,671筆，累計8,459筆；教學助理培訓課程資料庫新增38

筆，累計337筆。 

(四) 3月17日至4月15日辦理「跨校助理徵稿活動」共計44位教學助理文章入選，並將入

選文章公布於「教學助理專欄」。 

(五) 5月10日辦理「跨校英語自學達人分享會」，邀請政大、銘傳、東吳英語自學小組長

分享其帶領小組方式及自學經驗，共計82名師生參加，活動滿意度達83%。 

(六) 截至5月10日已完成341篇跨校學生英文作文email批改，並將學生批改作品新增於

北一區網頁-學生作品觀摩區。 

(七) 5月份回收北一區各夥伴學校提供的「課後輔導小老師人才資料」及「學生輔導需

求資料」，並陸續新增至「課後輔導即時通」平台，平台預計於6月份正式上線。 

六、 其他 

(一) 於1月25日完成校務評鑑效標4-4調查報告，更新至99學年度第1學期資料。 

(二) 完成97-98學年度校史記事填報，共106筆資料。 

(三) 規劃改善舜文廳教誼空間，並與學務處、總務處、人社院師生討論空間規畫相關事

宜。 

(四) 製作雙溪、城中兩校區空間明信片。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 教學卓越計畫 

(一) 建立全方位數位教材製作服務方案 

1.100年1-4月完成608件教材製作案、教材時數共915小時，每案均進行滿意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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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此服務滿意度達100%(非常滿意者達94.7%)。 

2.製作數位即時錄製系統(Ear、CamStar)操作使用手冊。 

3.100年1-4月共計35位教職員進行數位媒體諮詢服務，每案均進行滿意度調查，教

職員對此服務滿意度達100%(非常滿意者達97.1%)。 

4.99年11月至100年4月「數位教材電話諮詢服務」，共計18位教職員諮詢相關技術問

題。 

5.100年1-4月外借教職員設備器材使用共51人次、借用數量(包含配件)總共439件；

於教師數位教材製作室使用器材共74人次、借用數量(包含配件)總共90件。 

6.教材製作空間借用： 

(1)教師數位教材製作室(D508)：100年1-4月教師使用人數74人次，共179小時，

教師對此服務滿意度達100%；教學科技推廣組同仁及教學科技助理總協助製作

數位教材時數為1216小時；協助製作之教材時數總計為915小時。 

(2)數位教材實驗室(D507)：99年8月至100年4月教師使用人數，合計37人次借用

空間製作數位教材、進行課程教學、培訓活動，使用時數共93小時。 

7.圖庫系統素材下載統計數據：以99年7月下載數量為基準，累計至100年4月平台總

下載次數為8851次；上傳新採購素材至圖庫系統，累計素材已增至101,624件。 

8.100年2月開始徵集「Powerpoint2010」之數位教材製作軟體課程。 

9.發行教與學電子報：(1)於100年1、4月分別發行第25、26期「教與學」電子報。

(2)「教與學電子報網站」系統開發規劃：100年1月18、20、26日召開「教與學電

子報」改版會議，撰寫「教學資源中心教與學電子報系統」開發建置案建議書徵

求說明書；100年3月14日召開第4次教與學電子報改版預備會議，召集電算中心、

教學科技推廣組同仁共同討論。(3) 100年1月27日、3月3日召開「教與學電子報」

編輯小組會議。 

(二) 強化學生數位科技知能培訓與應用方案 

1. 教材教具製作室(D510)：100年2-4月，教材教具製作室設備借用人次共860人次

(師培中心學生268人次；課業個別諮詢者20人次；自行申請者572人次)，整體滿

意度達99%。 

2. 規劃100年5-6月4場次數位科技知能培訓工作坊。 

(三) 推廣開放式課程與數位學習應用方案 

1. 持續處理教師操作網路學園平台問題，並協助進行平台功能檢測。提供39位教師

平台到府諮詢服務，實際協助教師解決平台操作問題，教師滿意度達100％(非常

滿意者達97%)。 

2. 完成99學年度第2學期全校課程網路學園平台課程空間開課，累計至4月份，已有

288位應用網路學園平台，運作之網路學園平台課程數共633科次。 

3. 教學科技助理提供39位教師平台到府諮詢服務，實際協助教師解決平台操作問

題，教師滿意度達100％(非常滿意達97%)。 

(四) 推動教材製作小幫手培訓與激勵補助方案 

1. 100年3月9、10、16、17日辦理三主題教材製作小幫手培訓課程，分別為「串流

錄製教材架設剪輯」、「會聲會影軟體操作剪輯」、「網路學園平台操作」，參與學生

計77人次。 

2. 99學年度第2學期申請教材製作小幫手補助之教師計36位。 

(五) 維護數位教學與行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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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年 2 月 23 日開放教學卓越網上線修改權限和時間，並修改 R 表分項計畫主持

人姓名。 

2.100 年 3 月 30 日至今，規劃新版卓越網，程式架構以及資料庫欄位。 

3.卓越網新聞上傳 20 筆，計畫家族資料上傳 7筆及修改網頁程式；100 年 3 月 7 日，

協助學生組彙整業務費明細資料總共 379 筆資料。 

4.持續維護「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 

5.簽訂備份系統軟硬體維護合約。 

二、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 開發優質數位教材與培養科技應用知能 

1.跨校共享教材徵集獎勵共計3校（東吳、銘傳、輔仁）4門課程。 

2.提供「Powerpoint」及「Producer」兩系列41單元線上自學影音教材，於99年2月

1日已上傳至「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數位學習平台」，便利區域內教師參考與

自學。 

3.辦理多媒體製作軟體工作坊2場次，分別為4月27日「PhotoImpact X3 速學相片編

修」、4月28日「會聲會影 X2 影片剪輯技巧」。 

4.依「東吳大學教學資源中心教學科技推廣組數位教材製作夥伴學校分享服務辦

法」、「東吳大學教學資源中心教師數位教材製作室夥伴學校分享使用細則」、「東

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師資培育中心教材教具製作室(D0510)設備跨校借用辦法」開

放本校教學資源中心「教師數位教材製作室」、「教材教具製作室」空間及設備，

提供數位教材製作夥伴學校分享服務。 

(二) 完備區域e資源整合加值區域合作 

1. 於100年1、4月分別發行第9、10期「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電子報網路版與

紙本版，報導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資訊及區域夥伴學校相關計畫訊息。 

2. 自100年1月起於「北一區區域學資源中心」網站規劃建置電子報新增功能。 

3. 北一區網站功能持續維護與提升：建置「校際國際合作資訊分享系統」、「課程學

習地圖分享系統」、「在地文化藝文資訊分享系統」、「各校畢業生資料庫及追蹤機

制分享系統」、「問卷系統」99年度「計畫成果」摘要16個子項目、「生活便利通」

熱門主打區、「證照檢測通」圖文顯示功能、「優良學生e-portfolio」、「課後輔導

即時通」、「學養快e通」改版、新版「電子報」、「標竿學習伯樂菁英學生經驗分享

平台」。 

4. 持續更新與統計北一區網站資料量。 

5. 100年2月16日辦理「夥伴學校課程地圖分享系統操作說明會」，共7校同仁13人次

參與。 

6. 100年3月7日公告學生數位履歷創作競賽得獎名單計41名，頒發學生數位履歷創

作競賽獎狀及評審感謝狀。並於網站公開分享得獎作品與製作經驗。 
 

教學評鑑研究組 

一、 教學評鑑 

(一) 完成99學年度第2學期課堂反應問卷卡請購作業。 

(二) 完成問卷結果資料分析： 

1.教師近三學年度（96-98）課堂反應問卷資料整理。 

2.教師98學年度課堂反應問卷全校及全院排名及百分比。 

3.98學年度第1、2學期課堂反應問卷結果前25%專任教師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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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成期末教學評量問卷施測之SOP。 

(四) 完成99學年度「教學資料分析小組」會議召開及會議決議後續作業執行。 

(五) 完成99學年度第1學期未達校訂標準教師之資料蒐集，修課學生意見調查繕打及彙

整。 

(六) 完成99學年度第1學期期末教學評量問卷讀卡結果前10%及前11%-25%教師感謝狀製

頒作業。 

二、 教師教學獎勵遴選 

(一) 完成教師教學獎勵遴選委員會議召開及遴選前置作業。 

(二) 進行教師教學獎勵遴選，完成教師教學獎勵候選教師資料收件及陳覽、候選教

師課堂問卷調查、候選教師授課學生訪談、候選教師授課學生網路問卷調查。 

三、 教學卓越計畫&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 完成教學卓越計畫及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成果報部及新計畫撰寫申請。 

(二) 進行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教學優良教師訪談逐字稿繕打及文稿撰寫。 

(三) 完成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教學優良教師相關制度承辦人員及獲獎教

師訪談後續作業，含訪談逐字稿繕打及文稿撰寫。 

(四) 研擬「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執行現況調查問卷」之學生版及教師版問卷。 

(五) 完成「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執行現況調查問卷」讀卡及統計分析作業。 

(六) 完成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10期季刊第4版內容撰寫與資料提供，含文物館簡

介及活動預告。 

(七) 完成教學卓越電子報「評鑑大探索」版面內容撰寫與資料提供。 

四、 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資料庫 

(一) 蒐集並整理國外學生學習成效、適應與發展相關文件資料，作為問卷架構依據。 

(二) 擬訂大一升大二學生問卷草稿，檢視題項對應架構情形。 

(三) 評估問卷施測樣本及時程。 

(四) 規劃第二期程系所評鑑系統建置共識會議。 

五、 教學型大學發展歷程暨『教與學』自評管考機制擬訂之研究 

(一) 進行國內實地訪談逐字稿撰打、差旅費核銷等作業，整理並分析訪談相關資料。 

(二) 彙整相關文獻，準備國際研討會投稿事宜。 

(三) 完成國內1所大學校院、2名學校主管人員之訪談工作(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周台傑教

務長、廖錦文主任)。 

(四) 蒐集美國教學卓越大學教與學專責單位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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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中心 
一、共通課程相關業務: 

（一）99 學年度第二學期（100.2.1）共通教育委員會增聘商學院詹乾隆院長為本委員會委

員，合計共通教育委員會委員共計 15 位。 

（二）召開「99 學年度第一學期共通教育委員會會議」(99.12.30)： 

本次會議主要審查規劃 100 學年度本校共通課程各領域之實施方式及開設之共通課

程，重要決議如下： 

1. 「資訊概論」課程之學分數及課程內容檢討：100 學年度「資訊概論」課程仍維持 3

學分，在下次規劃 101 學年度共通課程時，再依據 100 學年度資訊概論課程改革後

之執行成果送交本委員會審議。 

2. 體育課程：為照顧身心障礙或經醫師證明身體狀況不適宜與一般學生同時上課者，

99 學年度第 2學期體育課在不增加開課總班數為原則下，同意新開「體育－適應體

育班」，且不受未達 15 人即停開之限制。 

3. 100 學年度入學新生共通課程實施方式與 99 學年度相同，其中「體育」領域，原預

定將大一至大三改為全面實施「選項體育」，因可能導致其他課程選課問題，故暫

緩實施。 

4. 全校性選修課程：為配合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服務學習，及其頒布「教育部補助大

專校院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作業要點」，100 學年度規劃開設「服務學習」課

程於「全校性選修」課程中，且本課程全校各學系均需承認為該系選修課程之畢業

學分。 

5. 通識課程：100 學年度第六類「通識講座」範疇新增二門課程如下: 

（1）「工程與人類文明的生與死」名師講座：本課程曾於 95 學年度開設，仍邀請台灣

山坡地研究最資深學者、前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洪如江老師蒞校教授。 

（2）「性別互動與愛情」特色講座：本課程為因應本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特邀請林蕙

瑛老師、王瑞琪老師、鄭其嘉老師、呂嘉惠老師等校內外專家學者蒞校教 

（三）100 學年度通識課程所規劃開設「名師講座」、「特色講座」與「跨領域講座」，共計 10

門課，上、下學期共開設 15 班。分別如下： 

1.名師講座：「工程與人類文明的生與死」上、下學期共開設 2班。 

2.特色講座：「作家論佳作」、「故宮文物賞析」、「科幻與現代文明」及「醫學基礎概論」、

「性別互動與愛情」等上、下學期共開 6班。 

3.跨領域講座：「健身運動與全人健康」、「生活與科學的交會」、「投資理財與租稅規劃」、

「職場倫理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時代意義」及「生物技術、法律與倫理」等上、下學期

共開設 7班。 

（四）99 學年度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暑期通識跨校選修通識課程開課作業： 

本學年度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開設暑期通識跨校選修課程各校申請作業至100年 4月

26 日截止日，經審查後，計有東吳大學(3 門)、海洋大學(2 門)、淡江大學(3 門)、輔

仁大學(3 門)、台北大學(2 門)、陽明大學(1 門) 、實踐大學(3 門)、文化大學(1 門)

等八所大學共開設 18 門課。選課時間為 100 年 6 月 7 日至 6 月 10 日，上課時間為 100

年 7 月 11 日至 8月 20 日，北一區夥伴學校學生修讀均免學分費。 

二、重要業務及活動： 

（一）編製通識教育相關出版品： 

出版品名稱 內容及預計出版日 

「通識教育在東吳」(98 學年度 本校通識教育介紹、共通課程之規劃、優良通識教材之編



-------------------------------------------------------------------------------------------------------------------------------------------
東吳大學 99 學年度第 2 次(1000608)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82 

版)手冊 製、及通識教育相關推展活動等，並收錄第二、三屆通識

徵文比賽得獎作品，目前正印製中，預定於 100 年 7 月出

版 500 冊。 

「科幻與現代文明(1)」通識講

座課程影音教材光碟教材 

目前已完成光碟內容製作，目前正進行光碟冊之美工印刷

設計。 

「作家論佳作(2)」通識講座課

程數位教材光碟教材 

本中心彙輯近兩年由本校聘請國內名作家張曼娟老師、廖

輝英老師、駱以軍老師、向陽老師、陳義芝老師等五位所

教授之「作家論佳作」通識課後製成通識講座課程影音教

材光碟教材，每一冊共計 14 講，目前正進行字幕校對。 

（二）100 年教育部校務評鑑實地訪評行政組業務支援： 

      100 年教育部校務評鑑於 100 年 5 月 16、17 日兩日分別於兩校區舉行，本中心負責城

中展場之規劃督導及雙溪展場背版大圖輸出監製等行政工作支援，5月 10 及 11 日將

進行兩校區展場之佈置、5月 12 日進行兩校區評鑑實地訪評預演。 

三、例行業務活動： 

（一） 本中心於 100 年 4 月 18 日發函至各學系填報 100 學年度承認為畢業學分之通識課程

及全校性選修科目課程調查表，並於 100 年 5 月 12 日彙整後公告。 

（二） 本中心 100 年 4 月底配合圖書館完成 97、98 學年度校史紀要線上登錄作業。 

 

四、通識教育推展活動：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本中心主辦之通識教育相關推展活動分別如下：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地點 主講(持)人 參加對象及人數 

靜態通識徵文展 

100 年 3 月 2 日（三）至 3

月 11 日（五）城中校區法

學院崇基樓一樓 

通識教育中心 全校教職員生 

100年度通識課程教師教

學經驗分享 

100 年 3 月 18 日（五） 

12：30－15：30 

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 

廖蕙玟副教授

(中正大學法律

系)、林明炤教授

(南華大學自然

生物科技學系)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

中心20所夥伴學校教

師共計 59 人 

北北區銘傳大學與東吳

大學通識教學經驗分享

座談會 

100 年 3 月 25 日（五）  

9：00-12：30 

雙溪校區第二教學研究大

樓 D507 數位教學實驗室 

通識教育中心

林遵遠主任 

銘傳大學與東吳大學

兩校通識教育中心及

相關教職員共計34人

【通識薈萃講堂】 

2011 科幻電影講座「跳

躍吧！時空少女」 

100 年 4 月 27 日（三） 

12：20－15：00 

雙溪校區哲生樓H303教室

鄭運鴻老師 

(工研院創意

中心研究員)

本校教職員生計86人

第四屆通識徵文比賽 

100 年 4 月 28 日公布得獎

名單，如下： 

第一名 盧子瑜(經二 C)

第二名 馮國瑄(中四 B)

第三名 郭敏鈺(日三 B)

通識教育中心 37 件參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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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地點 主講(持)人 參加對象及人數 

佳  作 周俊吉(中延 B)

佳  作 吳正綱(中延 B)

佳  作 吳 亞 軒 ( 心 碩

一) 

佳  作 黃惠茹(中延 C)

佳  作 王仁珏(日延 A)

北南區政治大學與東吳

大學通識教學經驗分享

座談會 

100 年 5 月 25 日（三） 

13：30-16：30 

雙溪校區寵惠堂A217校友

交誼室 

通識教育中心

林遵遠主任 

政治大學通識教育中

心、政大書院與東吳

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

職員約計 10 人 

 

四、校外學術活動： 

為提升通識專業知能，本中心積極鼓勵同仁參與校內、外相關研討會及活動，分別如下： 

活動名稱 時間及地點 主辦單位 本中心參與人員

第 25 屆全國通識教育

教師研習會 

99 年 12 月 17 日 

南台科技大學 

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

育中心 
蘇鈴卿行政助理 

100 年大專校院通識課

程數位教材推廣與教

學實施研商會議 

100 年 1 月 27 日 

教育部中央聯合辦公大樓

南棟 18 樓 

教育部 蔡淑惠組員 

通識教育評鑑研討會 

100 年 4 月 27 日（三） 

集思會議中心臺大館蘇格

拉底廳 

教育部顧問室通識教

育中程綱要計畫辦公

室、國立臺灣大學共同

教育中心 

林遵遠主任 

蔡瑞卿專員 

全校性課程定期檢討

改進機制座談會 

100 年 5 月 18 日(三)  

台北藝術大學教學大樓

C402 教室 

陽明大學 

台北藝術大學 
蘇鈴卿行政助理 

「第 26 屆全國通識教

育教師研習會」--大學

普及化下的通識教育 

100 年 5 月 27 日（五） 

中國科技大學台北校區格

致樓 909 國際會議廳 

中華民國通識教育學會 

中國科技大學 

林遵遠主任 

蔡瑞卿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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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一、電子化校園專案執行說明 

(一) 生涯發展、校安中心、課外活動、班級幹部、個案諮商、兵役及預官作業、學生團

保、住宿管理、研究生獎助學金、優秀新生、優秀學生獎助學金、衛生保健、清寒

急難救助、僑外生作業、優秀畢業生已完成上線。 

(二) 課程、教室管理、試務、授課計畫、學籍作業、權限系統、檢核條件、招生作業，

持續進行測試與程式修改中。 

(三) 針對電子化校園第三階段第三期系統召開跨單位啟動會議，重新訂定各單位協調方

式與訪談進度。 

(四) 完成電子化校園 AD 帳號管理主機帳號復原演練。 

(五) 完成電子化校園第一季資訊安全弱點掃描與漏洞修正。 

(六) 因應 100 學年度預算編列作業，完成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 

(七) 進行主機代管表單電子化專案。 

二、卓越計畫及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相關系統進度說明 

(一) 進行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數位學習平台第二年軟體開發案(擴大異質平台整

合、遊戲介面、手持設備資料透通 U化服務、 課程拋轉至 Moodle 平台)。 

(二) 完成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數位學習平台網路設備及防火牆定期保養與更新。 

(三) 完成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數位學習平台修正程式上版更新。 

(四) 進行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數位學習平台壓力測試。 

(五) 完成北一區區域教學數位學習平台入口網站網路正式機與備援機負載平衡機制檢

測。 

(六) 持續進行 100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電子化校園學生導向系統優質化及虛擬線上學習

環境之整合」之系統開發，完成系統分析與需求規劃。 

三、全校網路環境建置說明 

(一) 完成寵惠堂網路架構調整。 

(二) 完成電算中心機房電源迴路負載平衡調整。 

(三) 完成兩校區電腦教室檔案伺服器停止使用及學生資料轉移。 

(四) 完成 2010 第四季及 2011 年第一季全校性伺服器弱點掃瞄作業。 

(五) 完成全校性防火牆紀錄器及外雙溪校區網路流量統計主機建置。 

(六) 完成無線閘道器租賃。 

(七) 完成更換外雙溪 J大樓,榕華樓,心理系,文化樓,超庸館,綜合大樓部分網路設備及

升級城中校區崇基樓、鑄秋大樓、3大樓、四大樓、五大樓部分網路設備。 

(八) 完成校務行政系統用之防火牆版本升級。 

(九) 完成個人網頁伺服器個人目錄清查與刪除。 

(十) 完成本校 IPv6 位址變更。 

(十一) 完成 R2206 電腦教室至機房光纖工程。 

(十二) 進行本校資訊安全 ISMS 續評相關工作。 

四、校務行政系統開發說明 

(一) 完成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選課作業新增各階段選課登記作業及選課結果查詢功能。 

(二) 完成修改學程科目類別設定功能加入權限控管機制與 Email 通知教室異動等功能。 

(三) 完成修改人事基本資料及校外人事基本資料之縣市改制住址。 

(四) 進行 100 學年度圖書館自動化系統讀者資料轉檔。 

(五) 因應教育部修正減免規則，完成修正減免金額計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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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完成新增授課計畫系統網路教學科目之教學計畫書上網功能。 

(七) 完成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讀卡結果，共計完成 2,792 科(科目數)，卡

片數為 88,670 張。 

(八) 完成支援 99 學年度第 2學期學生選課、註冊各項相關電腦作業。 

(九) 完成 99 學年第 2學期全校學生學雜費處理作業。 

(十) 完成校務行政系統光纖儲存設備主機擴充事宜。 

五、教職員生服務事項說明 

(一) 完成本校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改善計畫報部。 

(二) 完成 99 學年度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專班新生帳號建置。 

(三)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 7 門課程，截至 5 月 10 日兩校區教職員

共計 105 人次報名參加。 

(四) 完成雙溪 B608 電腦教室新增 4部電腦後為 74 人可上課使用之電腦教室，解決雙溪

資訊概論課程上課電腦不足問題。 

(五) 完成微軟 CA 合約新年度租賃。 

(六) 舉辦 SAS 教育訓練課程。 

(七) 完成協助發展處建立本校英文募款網頁。 

(八) 完成兩校區電腦教室軟體系統更新及升級。 

(九) 完成協助圖書館資料庫新增，修改代理伺服器電子資料庫列表。 

(十) 完成協助秘書室將本校內控控制制度文件放置於電子化校園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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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體育教學組】 

一、體育教學組組長自 100 年 2 月 1 日起異動，原組長黃奕仁教授卸任，改由東方介德副教

授接任。 

二、本學期體育室教師教學觀摩會於 3月 30 日（三）下午至宜蘭大學進行校際交流，教學觀

摩主題為體育場館設施參觀、及宜蘭大學「里程碑」體育教學計畫分享，專任教師同仁

共計 20 人出席。 

三、本校申請教育部『99 年度大專校院體適能檢測站設置計畫』，已於 100 年 3 月 29 日完成

四個梯次的檢測，國、高中生計 707 人參與施測，達教育部規定的 600 人以上之目標。 

四、為執行北一區教學資源中心活力校園計畫，於 5月 9-20 日上班時間在兩校區同時辦理「身

體組成檢測週」活動，服務對象為全校師生職工，總計逾 1400 位師生參加，反應熱烈。 

五、本校申請教育部『北區大專師生體適能與全人健康促進計劃』，於 5 月 21 日在城中校區

舉辦「身體組成分析儀（Inbody720）講習會暨檢測活動」，函發邀請北一區夥伴學校參

加，冀能有效促進夥伴學校師生對健康與體適能的重視，總計 11 校 23 位師長報名。 

六、為瞭解學生體育興趣選項趨勢，於 3/28-4/15 期間進行「學生體育課修課意願調查」，施

測對象為本學期所有修習體育課學生，調查結果將作為體育課程規劃與開課參考。 

七、本校申請教育部『100 年度提升大專校院學生體適能-陽光活動推廣實施計畫』，本學期於

第 4至 15 週期間實施，具體提供學生提升體適能的策略含有每星期三下午 5：30～6：

30 在外雙溪體育館開授有氧舞蹈課程以及協助規劃自主訓練課程。 

 

【體育活動組】 

一、本校建校 111 年校慶運動會於 3 月 19 日（六）舉行，總計 1,550 位師生報名參與競賽。

各行政單位皆出席開幕繞場儀式。 

二、本學年系際盃球類比賽自 4 月 25 日至 5 月 29 日，共有 8 項競賽：男子籃球、女子籃球、

男子排球、女子排球、桌球、羽球、網球、軟式棒球等，總計 1,524 學生參加。 

三、為提高師生運動參與度、培養慢跑之興趣，及建立終身運動習慣，5月 11 日於外雙溪校

區操場舉辦「樂活慢跑活動」，並提供配戴晶片計圈系統慢跑經驗，總計 288 位教職工生

參加。 

四、99 學年度各代表隊參加大專運動會以及各項大專院校聯賽終於 5月 10 日結束，總計今

年獲得兩項第一名，三項第三名，兩項第五名，一項第六名，兩項第七名與多項前 10 名

等名次。 

五、本學年運動代表隊後援會體育獎學金頒獎活動訂於 6月 3日在外雙溪普仁堂舉行，依申

請辦法票選出各代表隊今年度表現最優秀學生共 10 名獲獎。 

六、本學年教職工羽球聯誼賽訂於 6月 18 日在外雙溪校區舉行，本項活動受理報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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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一、人事-- 

本室現員：冊列 17 員(教官 8員、護理教師 1員、校安組員 6員、借調教育部人員 2員)，實

有 15 員。 

二、軍護教學規畫-- 

（一）99 年度第 2學期軍訓選修、重補修課程計開設 14 個班次，修課人數約 690 人。 

（二）賡續辦理折抵役期作業【全學年】。 

（三）依教育部規定賡續辦理本室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活動，強化教學知能，落實教育成果。 

三、校園安全— 

（一）每學期定期召開保全督導會議二次，督導兩校區保全人員值勤及校園巡邏，以維安全

與秩序。 

（二）依年度校安工作計畫，城中校區 99 學年第二學期複合型防災演練訂於      100 年 6

月 29 日，概分二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室內－複合型災害認識與防護。第二階段室外－六

大樓地震火警避難疏觀摩與演練；及各項防災器材說明與實作。 

（三）為維護全校師生安全，透過網路實施安全宣導計 31 次（校園安全、防竊、反詐騙），

以降低危安事件之發生。 

（四）98 年 9 月 25 日第一教研大樓失竊案，因校安中心與警方密切聯繫，嫌犯坦承至本校

犯案，並於 100 年 4 月 14 日由其家屬賠償本校受害人損失。 

（五）因應中正一分局局長異動，依約定於 100 年 1 月 11 日發函中正一分局，     更換「維

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 

四、兵役、預官考選業務— 

（一）99 學年度迄今(5 月 19 日)辦理在學役男兵役相關作業：緩徵申請計 1475 人次、緩徵

原因消滅計 526 人次、緩召延長人計 447 次，共 2448 人次；儘召申請計 133 人次、儘

召原因消滅計 42 人次、儘召延長計 72 人，共 247 人次。此外，經奉派或推薦出國進

修之交換在學役男計 8人次。 

（二）本校參加 100 年預官考選人數共計 354 員，到達選填志願標準者共計 168 人。本室為

協助同學志願選填分別於3月15日及17日假兩校區舉辦預(士) 官考選選填志願說明

會，預定國防部於 5月 30 日公告各校預(士)官考選錄取名冊。 

五、學生生活輔導、服務-- 

（一）100 年 03 月 19 日配合學校慶典活動，辦理春暉宣導活動，提升同學毒品、香菸危害

及防治愛滋病認知。 

（二）100 年 04 月 02 日裁撤雙溪校區綜合大樓一樓吸菸區，目前全校吸菸區共計 10 處（城

中校區計三處吸菸區、雙溪校區計七處吸菸區），將持續配合相關單位活動推行菸害防

制，逐步邁向無菸校園。 

（三）學年度服務學生計 263 件次，其中物品遺失或失竊 76 件次較高，重大意外事故方面計

有：0122○○系許同學於輔大附近車禍身故、0417 日○○系陳○○於賃居處自我傷害

身故，均由院、系師長、校安中心及系輔導教官協助下，處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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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官服務組賡續協助學務處辦理學生生活輔導服務工作。 

六、其它— 

協助辦理校慶活動安全及秩序維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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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一、 城中校區經常班（上課期間：99 年 8 月 1 日～100 年 5 月 1 日止） 

(一) 99 學年度城區各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98 學年同時期比較）： 

1、日文班：總人次成長－11％；總收入成長－11％。 

2、英文班：總人次成長 3％；總收入成長 7％。 

3、德文班：總人次成長－16％；總收入成長－3％。 

4、法文班：總人次成長 17％；總收入成長 60％。 

5、西班牙文班：總人次成長 68％；總收入成長－7％。 

6、韓文班：總人次成長 33％；總收入成長 32％。 

7、義大利文班：總人次成長 130％；總收入成長 123％。 

8、數位人才學苑：總人次成長 347％；總收入成長 55％。 

＊數位人才學苑人次含報考 MOS、MOCC 證照人次 800 人。 

9、企貿班：總人次成長－2％；總收入成長 39％。 

10、 精緻生活系列課程：總人次成長 17％；總收入成長 30％。 

11、 長青學苑：總人次成長 23％；總收入成長 33％。 

(二) 城中校區經常班 99 學年較 98 學年，總人次成長 3.21％；總收入成長－4.34％。 

 

二、 雙溪校區經常班（99 年 8 月 1 日～100 年 5 月 1 日止） 

(一) 99 學年度雙溪各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98 學年同時期比較）： 

1、 雙溪日文：總人次成長－26％；總收入成長－40％。 

2、 雙溪瑜珈：總人次成長－36％；總收入成長－41％。 

3、 雙溪法文：總人次成長 50％；總收入成長 61％。 

4、 雙溪韓文：總人次成長 13％；總收入成長 38％。 

(二) 雙溪校區經常班 99 學年較 98 學年，總人次成長－24％；總收入成長－34％。 

 

三、 學分班 

(一)99學年度本校自行招生學分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98學年同時期比較）： 

1、學系開設學分班：總人次成長 10％；總收入成長－5％。 

2、不動產估價師、地政士學分專班：總人次成長 112％；總收入成長 96％。 

(二) 99 學年度政府補助學分專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98 學年同時期比較）： 

產學訓人才培訓學分專班：總人次成長 12％；總收入成長 12％。 

(三) 學分班 99 學年較 98 學年，總人次成長 15％；總收入成長 2％。 

 

四、 委訓課程 

(一)99 學年委訓課程，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98 學年同時期比較）： 

1、經濟部工業局等委訓課程：總人次成長 100％；總收入成長 100％。 

i. 98 學年度未辦理工業局課程。 

2、LCCI 國際證照課程：總人次成長 17％；總收入成長 42％。 

3、PMP 專案管理師：總人次成長－11％；總收入成長－12％。 

4、EF 遊學、留學：總人次成長 4％；總收入成長 8％。 

＊99 學年起不再辦理遊學、留學業務，此處為 98 學年暑期餘款。 

5、大專以上人力加值計畫僅於 97、98 學年辦理，99 學年已無此項計畫，98 學年至

99 年 5 月 1 日止，總收入為 14,114,929 元。 

(二)委訓課程 99 學年較 98 學年，總人次成長－93％；總收入成長－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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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北市政府薦送員額 

(一)99 學年(僅列計 99 年 7 月至 99 年 12 月；半年)，共計 139 人次，應收學費 857,000

元。 

(二)98 學年(98 年 7 月至 99 年 6 月；一年)，共計 215 人次，應收學費 1,302,100 元。 

六、 目標收入及目標達成率 

(一) 99 學年目標收入 1 億 2 仟 2 佰 50 萬元，  

截至 5月 1日止總人次 19880 人，總收入 79,676,553 元，目標達成率 65.04％。 

99 學年較 98 學年，總人次成長－2.67％；總收入成長－15.53％。 

(二) 98 學年目標收入 1億 2仟 2佰 50 萬元， 

同時期總人次 20426 人，總收入 94,320,460 元，目標達成率 76.99％。 

（含政府委訓之大專人力加值方案課程共計 14,114,929 元，該課程 99 學年已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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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一、校慶活動 

1、 校慶親子營— 

 主題「親子，動起來」 

 參與志工：校內學生和教職員 26 人、社區志工 8人 

 參與學童(教職員子女、校友子女、社區孩童)：90 人 

2、 校慶詩班—校慶典禮中獻詩 

 參與人數：35 人(在校學生、畢業校友、安素堂會友) 

3、 飢餓三十 

 主題：「四秒獸」消滅行動 

 時間：飢餓十二-3/29、3/30；飢餓三十-4/1~4/2 

 參與人數：飢餓十二-二天參與學生為 110 人次、飢餓三十為 77 人。 

二、復活節活動 

1、城中校區：3/28-4/1 擺台活動，接觸人際網絡中的學生：209 人。 

陌生學生：785 人，共送出復活節健達出奇蛋：982 顆。 

參與服事共 75 人次 

任課老師贈送復活蛋給學生共：346 人 

總支出：25896 元 

2、雙溪校區：由東吳團契贈送學生約 700 顆復活彩蛋和祝福小卡 

3、贈送二校區教職員復活節彩蛋：贈送城中校區教職員 347 顆，雙溪教職員共 453 顆

彩蛋。 

4、逾越節晚餐：4/21 和 4/22 連續二晚舉辦逾越節晚餐，約 80 位學生及教職員參加。 

5、復活節受洗者有 9位 

6、5/8 母親節舉辦「母親節溫馨饗宴」活動 

7、5/15（日）郊外禮拜，將至三芝馬偕醫學院。 

三、校牧室東吳團契例行聚會活動 

1、 城中校區 

 禱告會：每週一~週五上午 9:00-10:00 

 真理造就班：每週一~週五 中午 12:30-13:20 

 固定造教：13 位學生 

2、 雙溪校區 

 禱告會：每週一中午 12:00-13:20 

 YUMMY 小組：每週三、四、五中午 12:00-13:20 

 大聚會：每週三晚上 6:10-8:00 

 循道班：5班，約 16 位學生。 

 應屆畢業生小組：教材《祝福的力量》，共 7位學生。 

 固定造教：約 8~12 位學生。 

四、教職員團契 

1、 城中教職員團契：於每週一中午 12：20-13：20 查經禱告，人數 8人。 

雙溪教職員團契：於每週一中午 12：20-13：20 查經禱告，人數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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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一、學術活動 

(一) 演講 

1、 人權饗宴：《聯合國人權兩公約施行檢討回顧》系列演講，每場約 30 人出席。 

(1) 3 月 23 日 12：30-14：30 在 D1002 舉行「國際人權法與內國憲法的會流：台

灣施行兩大人權公約之後」演講，主持人為黃秀端主任，台灣大學法律系張文

貞教授擔任講者。張教授分別由「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利國際公約在我國國內法上是否果真僅具有國內法律位階的效力而已？是否

須受「後法優於前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之適用？以及兩公約的人權

規定是否可能具備憲法或至少高於法律的效力？司法院大法官或各級法院在

解釋我國憲法所定人民權利時，是否可以、又是否應該適用兩公約關於人權保

障之規定？」等問題出發，檢視台灣實施兩公約後之現狀。 

(2) 4 月 27 日 12：30-14：00 在 D1005 舉行「讓國際人權在個案中實踐－法院應

否及如何適用聯合國人權兩公約」演講，主持人為黃秀端主任，講者為中央研

究院法律學研究所廖福特副研究員。廖副研究員從兩公約作為個案人權救濟之

依據、法院應受兩公約之拘束、法院應參照兩公約監督機制之意見、法院應審

查締約國之義務來探討兩公約在個案實踐的可能性。 

(3) 6 月 9 日 12：30-14：30 在 B013 邀請輔仁大學法律系吳志光副教授演講「公

民社會中反死刑的多數決困境」。 

2、 其他演講 

(1) 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政治系、國家圖書館漢學研究中心於 3 月 24 日 14：

00-16：00 在 B013 舉行「『臺灣獎助金』訪問學人學術討論會」，邀請本中心

訪問學者/新加坡國立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梁家恩(Leong Kar Yen)

以「Human Right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discussion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uman rights practice in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為題進行討論，約 30 人參與。 

(2) 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政治系於 4月 12 日 10：00-12：00 在 D0618

合辦「台灣推動 CEDAW 之歷程及 CEDAW 之內容及運用」專題演講，主持人為黃

默老師，講者為尤美女律師，約有 60 名師生參與。 

(3) 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於 4月 15 日 15：30-17：30 在 B013 合辦「從

反貧困運動談青年反思和實踐」專題演講，主持人為魏千峰律師，講者為台灣

促進和平基金會執行長/反貧困聯盟召集人簡錫堦，約有 20 名師生參與。 

(4) 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政治系於 4月 29 日 13：30-15：30 在 D1005

合辦「台灣 CEDAW 的初次國家報告與台灣人權的監督機制－一個聯合國體系之

外的獨特案例」專題演講，主持人為黃秀端主任，講者為本校哲學系陳瑤華副

教授，約有 20 名師生參與。 

(5) 廢除死刑推動聯盟、人權學程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於6月14日 14:00-17:00

在 5117 會議室舉辦「為「惡人」辯護～另一個與絕望奮鬥的故事」演講，邀

請活躍於廢死及人權運動的安田好弘律師擔任講者。 

(二) 人權電影院．非要開眼界 

1、 4 月 25 日 15：30-19：30 於 H203 舉行「《三叉坑》影片賞析暨交流座談會」，

並邀請本紀錄片導演陳亮丰親臨會場現身說法。 

2、 6 月 3 日 12：20-14：30 在 H203 舉行「《花臉巴兒》影片賞析暨交流座談會」，

與談人為政治系兼任助理教授王興中。 

(三) 「舉手！反地雷！」活動 

伊甸基金會、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於 6 月 13 日至 6 月 17 日在第二教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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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一樓合辦「舉手！反地雷！」活動。藉由展覽地雷與集束彈藥受害者的照片、體驗

雷區、反地雷集束彈藥連署等活動，增進師生對該議題的關注及瞭解。 

(四) 有開場資格的那一種：離魂記放映+映後 QA（東吳場） 

6 月 10 日 12:00-13:30 在 H203，非關政府社團、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辦

「有開場資格的那一種：離魂記放映+映後 QA（東吳場）」活動，並邀請本片導演林宗

輝與會座談。本片曾參加 SEESAWSEEN 影展、高雄電影節短片競賽、城市遊牧影展《有

開場資格的那種》單元、青苦瓜學生影展。 

(五) 人權通訊 

1. 3 月發行第 19 期。 

2. 人權通訊編輯小組於5月13日 19:00在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辦公室採訪民間司法

改革基金會執行長林峰正。 

 

二、執行「99 年度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民主理論與公

共論理』經典研讀活動」，計畫主持人：黃默教授，執行單位：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執

行期程：99 年 8 月 1 日至 100 年 1 月 31 日。具體內容如下： 

(一) 11 月迄今已舉行 5次。 

1. 99 年 11 月 12 日 18：00-21：30 在 D1002，黃嵩立老師報告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Ch.3。 

2. 1 月 13 日 18：00-21：30 在 D1002，黃嵩立老師報告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Ch2、Ch3 

3. 3 月 2 日 13：00-15：30 在 D1005，中國流亡詩人貝嶺報告零八憲章與劉曉波。 

4. 3 月 11 日 18：00-21：30 在 D1002，徐火炎老師報告 Robert A. Dahl 的論民主（On 

Democracy）。 

5. 4 月 15 日 18：00-21：30 在 D1002，郭秋永老師報告雲與鐘之間：Robert Dahl 的

民主理論。 

   （二）參與人員有：黃默老師、林正弘老師、黃嵩立老師、湯梅英老師、但昭偉老師、湯

梅英老師、雷敦龢老師、甘偵蓉、黃怡碧、李仰桓、陳中寧、賴競民、邱博詩、薛

維萩、許惟豪、陳博文、劉恒君、施逸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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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委員會 
一、99 年 12 月 20 日召開本委員會本學年第 1次會議時，有委員提出大法官將提出解釋文，

宣示大學對學生所為行政處分或其他公權力措施，於一定情形下容許學生提起行政爭

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因此提出臨時動議，提請討論本委員會依設置辦法主動行使「檢

討本校各種重要章則，提出修訂或解釋之建議」及「確實檢討有關重要行政章則，為行

政革新提供建議」之職責。本委員會決議為履踐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職責，

初步請本校負責教師、職工、學生之申訴、訴願事件承辦單位，提供近五年相關個案之

申訴、再申訴評議決定書及訴願決定書影本，供本會委員研究有無涉及本校重要章則之

規範是否合法適當、有無規範不足、不明確、有無規範窒礙難行之處，其情形如何等等。 

二、100 年 4 月 15 日召開本委員會本學年第 2次會議時，就已收到之教師申訴評議書 12 件、

學生申訴評議書 10 件及職工申訴評議書 1件，檢視相關章則是否適當、有無規範不足、、

不明確或有窒礙難行之處。結果發現有 3 件評議為申訴有理由的案件，其後續處理仍有

改善餘地，決議於校務會議中報告： 

(一) 教師申訴第 97002 案，建議領「批改費」之學系儘速訂定登錄規範。 

(二) 教師申訴第 98002 案，建議已修定之「教師職工年終工作獎金發放原則」應儘速公

告周知，並收錄於本校法規彙編。 

(三) 教師申訴第 99001 案，建議各級教評會對教師升等之評審或評分均應有明確之評量

依據，包含「具體理由及依據」、「詳細事實」及「可量化之事實」等項目。 

三、依前所述，另提建議案，請校務會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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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 
一、 99 學年第第 2 學期度已轉入教職員工福利基金專戶之收入項目如下： 

(一)99 年下半年基金專戶利息 980 元。 

(二)由體育室與福委會共同辦理寒假桌球營，收入結餘為 16,792 元。 

(三)推廣部販售教材收入提撥 147,564 元。 

二、 99 學年第 2學期教職員工福利基金支出項目如下： 

(一)支援體育室主辦教職工登山活動 96,380 元。 

(二)贊助 100 年年終餐敘摸彩獎品費用 30,000 元。 

(三)99 學年第 2學期已撥付邱玉蘭、華凱蘋、薛再發、楊孝濚、林大風、廖繼敏、蔡芳

蘭、許綏瑩、黃剛、王海康 9 位同仁退休補助金及許綏瑩同仁資遣補助金,共計

587,980 元。 

(四)擬於 100.7.31 前需再撥付 5位同仁退休補助金約 224,000 元 

(五)99 學年第 2學期補助教職員社團活動費用約 20,000 元。 

三、 截至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結束教職員工福利基金結餘約 289,000 元。 

四、 99 學年第 2學期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已提供優惠訊息如下： 
 

時間 優惠訊息內容 

100.1.13 福委會提供 skylark 寶慶遠百分店優惠訊息。 

100.1.18 福委會提供「阿瘦皮鞋」團購優惠禮券。 

100.1.19 福委會提供「特力屋專案活動」優惠訊息。 

100.2.24 福委會提供何嘉仁文教機構托兒服務合作契約。 

100.3.8 福委會供本校與 Dr.Well 簽訂診療合作契約。 

100.4.27 福委會提供「省電燈泡」團購優惠事宜，請同仁參考。 

100.5.12 福委會提供喜凱亞温泉酒店優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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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委員會 
一、支援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一００學年度學科能力測驗台北第四考區百齡高中監試暨巡視試

務工作。 

二、辦理一００學年度碩士班甄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招生考試各項試務工作。 

三、辦理一００學年度甄選入學（含「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招生考試各項試務工作。 

四、規劃各學系轉學生招生名額、研製一００學年度轉學生招生簡章草案，提報招生委員會

議審議後，於五月中旬開始發售。 

五、研製一００學年度進修學士班新生招生簡章草案，提報招生委員會議審議後，於五月中

旬開始發售。 

六、辦理一００學年度日夜學制轉學生暨進修學士班新生招生考試各項試務工作。 

七、辦理一００學年度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試務（四月報名，五月中旬審查，五月底公告

錄取名單）。 

八、規劃本校一０一學年度各學系各管道招收新生名額，提報招生委員會議議定。 

九、研擬一００學年度統籌及自提預算（含各管道招生經費暨招生活動費等相關預算，招生

預算適用一０一學年度入學新生）。 

十、辦理「認識東吳—與高中生對話」宣導活動，開放高中生及家長報名參加。 

十一、９９年 1２月中旬辦理兩天一夜「第四屆招生服務團研習營」（即第八屆招生義工研習

營）培訓招生義工，持續辦理高中參訪及赴高中宣導等相關事宜。 

十二、統計分析九十九學年度大一新生問卷，瞭解新生選填校系情形、影響選擇校系因素及

高中生認識本校之管道，以為擬定招生策略之參考 

十三、統計分析各學系甄選入學生與非甄選入學生在校成績表現（含學業成績總平均暨其平

均名次百分比及等第對照表、專業科目成績對照表、學生平均名次百分比及等第說明）

等，函送各學系院系參考，以為擬定招生策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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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 

一、討論「100 學年度電腦實習費收費標準」一案，決議為建議延用 99 學年度收費標準，單

一收費，2學分(含以上)均收費 1,200 元。 

二、 討論「100 學年度電算中心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列事宜」一案，決議如下 

(1)預算經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討論後修正通過。 

(2)寒暑假多媒體教室維修工讀生經費預算，將請學務處統籌編列。 

(3)臨時網點增佈，以能上網連線使用為原則（如新增 Hub），因涉可能之相關網路設備

添購，非必要不予新增，由電算中心重新評估各需求，並儘速修訂辦法。 

(4)無線網路、內網防禦等改列專案特別預算中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