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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一月 

【註冊】 

1.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網路註冊選課時間表>已印交學生，學生可自行上網列印<選課輔導

預選表>； 12 月 22 日提供<網路註冊選課作業手冊>給學系、系主任及各班級導師參考。 

2.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補退費，12 月 12 日寄發個別通知學生於 12 月 15 日至 101 年 1 月 2

日辦理補繳；退費則由出納組匯入該生郵局帳戶。 

3.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學生期末退修，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退修 1科共 1750 人，退 2科共

590 人；申請退修科目共計 1004 科，占學士班開課 38.83％；占進修學士班開課 44.29%。 

4. 校長指示處理學生修讀中午時段(E)兩校區節次銜接課程，協助學生往返兩校區所需之接

駁，經「預備費審查機制」審核通過支應 75,600 元。已提報校務發展計畫，並與事務

組協商計程車簽約及學生搭乘事宜。 

 

【課務】 

 1. 針對校外專家學者擔任本校學位考試口試委員搭乘高鐵可能增加之費用額度進行評估

後，修訂本校 101 學年度各學系博碩士班研究生考試費支用標準，增列「台中（含）以

南得搭乘高鐵並檢據核實報支」，並提請預算小組討論。  

2. 本學期<共通課程課堂教學評量問卷卡>施測，已於 12 月 26 日開始進行，預計 

   於學期考試週完成。 
3. 11 月 29 日與北市府人員洽談建教合作第四期簽約案，本校於 100 年 12 月 25 日提供 101

年上半年度課程予財政局，另 101 年度上半年課程表及課程簡介亦於 12 月 23 日發文給

台北市政府。 

4. 續規劃 101 年度卓越計畫的課程地圖中的工作項目，以及未來能力指標門檻值之訂定；

修正各學系課程地圖網頁架構設計與網頁版型，接洽課程地圖資料輸入表相關事宜。  

 

【招生】 

1. 101 學年度計有 17 個學系辦理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名額 96 名，共計 252 人報考，11 月

27 日筆試，12 月 7 日公告初審合格。初審合格共 167 人； 12 月 12 日至 14 日複審，12

月 27 日公告錄取名單，合計兩階段正取 69 名、備取 31 名。 

2. 101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 101 年 1月 3日至 12日開放網路報名；2月 26 日筆試。法律專業

碩士班及各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預定1月 3日至 12日開放網路填表，1月 15、16日受理現

場繳件； 2月 25 日舉行碩士在職專班筆試、2月 26 日舉行法律專業碩士班筆試。 

3. 12 月 2 日召開「研商 101 學年度進修學士班招生考試考科暨課程專案會議」，決議中英

日三系簡化考科為「國文」、「英文」兩科，並將原「中文作文」併入「國文」出題；商學進

修學士班則維持「國文」、「英文」、「數學」三項考科。其餘招生方式維持去年模式。  

4. 教育部核定 101 學年度外國學生學士班 95 名、碩士班 60 名、博士班 6名，合計 161 名。

預定 101 年 4 月 1 日起至 4月 30 日止受理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5. 教育部核定 101 學年度招收學士班 128 名、博士班 2名；惟碩士班部分核定 29 名，除哲

學系碩士班申請 5名；核定 4名，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申請 3名；核定 1名外，其餘各學

系碩士班皆照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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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五屆招生服務團研習營」，於 12 月 10、11 日假本校外雙溪校區及金山青年活動中心

舉行，參與之新舊學員共 59 位。 

7. 十二月份進行宣導者計有： 

   12/01 赴中正高中學群講座（學校整體暨文史哲學群介紹－招生組黃昭明）； 

         成淵高中到校參訪。 

12/02 赴樹林高中（社會系鄭德興、郭詩穎）； 

      赴新營高中（社會系葉肅科、郭詩穎）。 

12/03 羅東高中到校參訪。12/05 赴中正高中（法律系林利芝）。 

12/06 赴中正高中（會計系楊孟萍）。 

12/07 赴復興高中（社工系吳秀禎）；赴達人女中（招服團學生分享）。 

12/08 赴台中二中（法律系蕭宏宜、會計系吳燕瑛）。 

12/09 赴基隆女中擺台博覽會；清水高中特教班到校參訪。 

12/12 赴台南二中擺台博覽會。 

12/13 赴台中惠文高中（學校整體介紹－招生組黃昭明）。 

12/14 育成高中到校參訪（心理系）； 

      赴高雄左營高中（學校整體暨商管學群介紹－招生組黃昭明）。 

12/15 赴高雄中山高中（學校整體暨商管學群介紹－招生組黃昭明）。 

12/16 赴百齡高中（微生物系楊鉅文）。12/19 赴大同高中（英文系蘇秋華）。12/21 赴西

松高中（會計系陳元保）。12/22 赴中壢高中（法律系胡博硯）。 

12/23 赴永春高中（學校整體暨法政學群介紹－招生組黃昭明）； 

      復興高中到校參訪。 

12/27 赴大直高中（英文系馬健君）。12/28 赴彰化高中（法律系陳芊諭）。 

12/29 赴台中東山高中（會計系李春成）。12/30 赴新店及人高中擺台博覽會。 

 

【教務行政】 

1. 英文法律學報 Vol.8 No.1 及 No.2 稿件不足，無法出刊，已請學系提供誤刊信函俾便回

覆訂戶；社工學報自第 23 期連續 3期起嚴重脫刊，出刊時擬請學系提供道歉函出書時

一併寄送訂戶。 

2.政治學報、中文法律學報、商學經濟三學報樣本資料傳送國外資料庫進行系統作業測試事

宜。 

3. 12 月 17 日東吳英檢第二次單次考線上報名人數 286 人，符合資格人數為 271 人，實際

到考人數 201 人，通過檢測者 114 人。 

4. 鑑於本校尚有為數不少之學生(含大四學生)未通過 9、12 月所舉辦之東吳英檢單次考，

擬於 101 年 2 月 18 日增辦一次單次考試，提供學生自由報名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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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一月 

一、 就學優待減免：100學年第1學期計794人申請通過就學優待減免，共請教育部撥款

25,550,847元整，已於12/15完成報部核銷。後續將辦理校內核銷及撥發軍公教遺族子女

補助金。第2學期就學優待減免已於12/20起開放學生申請，預計辦理至101/2/8截止。 

二、 2011東吳好書交換日活動：生輔組已於12/14(三)於雙溪校區綜合大樓一樓舜文廳舉行完

畢，本次活動於收書期間共收得各式書籍共826冊，換書日當日共計換書547冊，其中152

冊由同學憑發票換出。活動結束後剩餘圖書及所得之發票，將全數捐與心路基金會。 

三、 膳食環保推廣：12/22(四)中午校長召集相關單位出席膳食環保會議，主要針對綠色學程

的同學提出多項建議，如免洗餐具減量、廚餘回收及環保觀念宣導等議題進行討論。學

務處生輔組負責規劃免洗餐具減量，已於期末承商督導會議提案討論，另有關環保觀念

宣導，將由課外組與保健組協助學生會宣導。另，學生宿舍長期以來均已在廚房提供廚

餘桶，並提供洗碗精供同學清洗餐具，另設置有垃圾區請同學分類回收垃圾，未來宿舍

亦將配合執行相關措施。 

四、 東吳大學兩岸學生分享交流會：於12/20(二)晚上由大陸交流生、大學思潮研究社與國合

組、生輔組、住宿組及課外組聯合舉辦，會中共提出10個兩岸大學生關心的議題，讓兩

岸大學生分享生活經驗，促進彼此的認識；而大研社為使更多師生關心與瞭解兩岸交流

生的生活，將於明年1月起在雙溪校區三樓雙溪藝廊展示各方的意見看板。 

五、 外校參訪： 

(一) 課外組於12/2(五)帶領本校第55屆學生會一行30人，於前往逢甲大學與該校學生會

進行參訪交流，以瞭解標竿學校如何營造優質學習環境，並深入瞭解學生自治組織

之經營與發展，此行對於激發學生創意、擴展多元學習經驗多有幫助。 

(二) 住宿組於12/21帶領宿舍同仁與同儕幹部等40人至台北大學三峽校區進行參訪，除

參觀該校硬體設施外，亦進行分組交流；同時安排參觀慈濟三峽資源回收站，以使

同仁及學生幹部對於資源回收有更清楚的認識，藉以提升相關環保意識及未來本校

宿舍推展資源回收作業參考。 

六、 北區七校服務性社團聯合座談會：課外組於12/9(五)16:30至21:00邀請淡江、文化、輔仁、

元智、海洋、臺北醫學大學等6校舉行聯合座談會，活動規劃為「東吳服務性社團介紹」、

「同性質分組座談」以及「綜合論壇」，共計150位同學參與。 

七、 100年度學生社團評鑑：於12/16(五)辦理完畢，共計78個社團報名參加，評鑑為特優之

六大屬性代表社團分別為柚芳樓生活勵進會(公共類)、圍棋社(藝術類)、中國醫藥學社

(學術類)、體適能有氧社(體育類)、基層文化服務團(服務類)、台南地區校友會(聯誼類)，

連續三年獲得甲等之傑出社團為中國醫藥學社、幼幼社、圍棋社。課外組將持續輔導社

團製作檔案以利傳承，並推派優秀社團代表本校參加全國競賽。 

八、 112週年校慶標語甄選活動：共有75則作品投稿參加，經校慶工作小組進行評選，優勝

作品為「東吳112‧青春活力熱」，將獲頒獎金2,000元及獎狀一張；佳作2名為「東吳

112‧飛躍心活力」「東吳112‧創造新魅力」，將獲頒紀念禮品及獎狀一張。 

九、 「健康地產大亨」體重控制班：保健組自10/18開始至12/16共進行9週活動，陸續共有

59人參加。共有35位學員體重共減輕了95.8公斤，累積健走步數達20,557,577步。 

十、 「東吳人健康走出來」人文健行活動：保健組於12/17(六)08:30-12:00舉行健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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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體育室李昶弘老師於雙溪校區望星廣場帶領57位參與者暖身後，出發至芝山生態

文化綠園，再由綠園的導覽老師進行文化與生態的解說。 

十一、 大一學生身心適應困擾調查普測： 

(一) 心理諮商中心已於11/2-12/5與全校23學系合作完成53場次施測，本學年度全校大一

參與施測人數共2,657人，佔大一學生人數87％（3,054人）；其中願意填答者共2,636

人，拒絕填答者21人，拒填率0.8％；願意填答2,636人中，有效問卷共2,300份，無

效問卷336份，有效填答率87.3％。 

(二) 本學年度全校大一學生列為高危險及高關懷等高困擾學生者共164位，其中高危險

群14位，高關懷群152位，已陸續由系諮商師及全職實習諮商師完成追蹤覆檢，視

需要提供後續個別諮商、駐診精神科醫師評估或轉介學系、導師提供協助等。 

(三) 100/12/16-101/1/11與各學系合作辦理大一導師會議，提供導師「學生個人版」及「班

級統計版」二類報告，協助導師瞭解學生個別身心適應狀況及排定關懷輔導先後次

序參考，並作為下學期導師班級輔導活動方案設計之規劃。 

十二、 導師班級輔導活動補助計畫：本學期心理諮商中心、生涯發展中心與22個學系合作辦

理92場班級共同課程，145場師生團體互動，所有場次將於101/1/4(三)全數完成。 

十三、 研究生「自我壓力檢視與紓壓技巧學習」輔導活動：本學期心理諮商中心計與13個系

所合作辦理11場次，分別為政治系、音樂系、外語學院、數學系、物理系、化學系、

微生物系、法律系、經濟系、企管系(2場)、國貿系。 

十四、 最後一哩職場實務培訓學院：辦理企畫、秘書、創意、公關、業務、文案、簡報等七

主題共93小時職場實務課程，計501人次報名，實際到課429人次，總人數210人，共

89人完成課後心得，符合研習證書領取資格者為87人，整體滿意度為4.5分(5分量表)。 

十五、 電子化校園-社會能力輔導系統：於12/23完成活動舉辦「自訂社會能力配分」、「主辦

單位活動筆記審核」、「能力指標現況均衡儀」、「學生心得筆記格式修改」主功能系統

修改。預計於101/1/11分別於雙溪及城中辦理教育訓練，邀各單位承辦活動同仁參與。 

十六、 宿舍續住意願調查暨下學期宿舍床位候補及互換：學生宿舍已於12月中旬完成下學期

續住意願調查，計女生47人、男生13人放棄第二學期續住，其中絕大多數是國際交流

學生，而空出來之床位將先進行床位互換，提供現階段住宿生選擇機會，隨後即開放

一般生候補作業。 

十七、 僑生春節祭祖聚餐與圍爐活動：生輔組預計於101/1/14(六)於外雙溪校區請校長主持

僑生春節祭祖聚餐活動，預計師生200人參加。另，為照顧春節期間未返僑居地之僑

生，將於101/1/18(三)中午辦理僑生圍爐餐會。 

十八、 寒假宿舍關閉暨申請寄宿作業：本學期宿舍關閉期間為101/1/17/至2/10止。寒假寄宿

申請作業已於12/13～12/23開放同學及營隊申請住宿，開放宿舍為榕華樓，採男女合

棟不同樓層住宿方式供同學申請寄宿，目前共有女生46名，男生26名申請；營隊申請

開放楓雅樓，目前共有心理營、聯合報寫作營隊兩大營隊申請。另春節期間宿舍關閉

（1/22除夕～1/25大年初三）針對特殊需求留宿之同學，援例安排春節圍爐活動，並

請值勤教官與校安同仁共同參與；春節期間宿舍留有工讀值班同學，緊急安全事件則

由值班教官與校安同仁協助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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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一月 

事務組：  

一、完成學生學習資源組城中校區遊藝廣場傢俱及燈具議價。。 

二、完成教師教學發展組第一教研空間傢俱及北一區成果展空間設備案議價。 

三、完成互盛影印因應消保官要求新增各項服務申請。 

四、完成圖書館 B1 行政區域消毒工作。 

五、完成支援 2011 東吳超馬活動。 

六、完成理學院實驗室人員健康檢查肺功能異常複檢。 

七、完成電算中心北區數學台、數位平台軟體及資訊安全管理輔導驗證等三項議價。 

八、本月辦理電算中心、化學系、音樂系、教師教學發展組、學生學習資源組等單位，

採購電腦、儀器…等設備驗收案，共 18 件。 

九、本月工友同仁除正常工作外，另支援各單位勤務（如場地布置、物品搬遷…等工

作）共 109 人次。 

十、持續檢討改善校園環保相關工作。 

營繕組： 

一、辦理「75、79 號招待所整修工程」，於 100.12.6 完成驗收。 

二、辦理「城區電算中心空調主機更新工程」，於 100.12.12 完成驗收。 

三、完成「教育部 100 年度學校災害潛勢資料更新」填報作業。（100.12.13） 

四、辦理「雙溪校區臨溪路段污水下水道工程」會勘，及細部設計作業。（100.12.15） 

五、會同事務組研議「東吳大學採購辦法」修訂草案。（100.12.15） 

六、辦理「城區游藝廣場二樓裝修工程」，於 100.12.19 完成驗收。 

七、辦理「溪區第一教研大樓閱覽室裝修工程」，於 100.12.20 完成驗收。 

八、辦理「第一、二教研大樓洗槽增設」，於 100.12.15 完成發包，目前進度 50％，

預定 100.12.29 完成安裝。 

九、辦理「林語堂故居庭園木棧道整修工程」，於 100.12.16 完成發包，目前進度 20

％，預定 100.12.30 完工。 

十、賡續辦理「101 學年度預算編製作業」。 

保管組： 

一、場地借用，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0 年 12 月 20 日傳賢堂已使用 432 小時，國際會

議廳 337 小時，B013 研討室 337 小時，餐廳貴賓室 1.5 小時，G101 室 414 小時，

R0101 室 261.8 小時，R0112 室 226.5 小時。 

二、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0 年 12 月 20 日雙溪校區財產增加 1,172 筆 48,307,019 元。

報廢 804 筆，共 10,235,257 元。移動件數計 1,898 筆。 

三、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0 年 12 月 20 日申請招待所共 8件。 

四、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0 年 12 月 20 日雙溪校區消耗品領用經估算，文具紙張領用

折算金額初估結果約 83,776 元、清潔用品約 47,227 元、電腦耗材用品約 201,65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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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組： 

一、公文收發業務自 100 年 11 月 16 日至 100 年 12 月 15 日止，共計收文 926 件，其

中紙本收文為 153 件，電子收文 773 件，電子收文比率約為 83%；發文共計 265

件，其中紙本發文（不適用電子交換者）168 件，電子發文 97 件；電子發文比率

約為 37%（可電子交換比率則為 100%）。 

二、郵件（含公文）交寄業務自 100 年 11 月 16 日至 100 年 12 月 15 日止，寄送各類

郵件共 5,087 件（計平信 602 件、限時 35 件、掛號 472 件、限時掛號 108 件、航

空 40 件、印刷 3,445 件、其他 385 件），共支用新台幣 7萬 5,084 元整。 

三、100 年 12 月（12/1～12/20）全校性檔案之歸檔數量為 902 件。 

出納組： 

一、100 年 11 月份現金及銀行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207,559,891 元，支 337,484,790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行政程序。 

二、依據 100 年 11 月 30 日止日報表分析，本校資金配置明細如下：銀行活期存款

10.62%、定期存款 72.01%、政府公債 15.02%、證券投資 2.35%。 

城區管理組： 

一、自 100 年 11 月 21 日至 100 年 12 月 20 日止，本組辦理各項例行業務如下： 

採購業務：辦理城區各單位採購案及請修案 52 件，金額共計 976,107 元。 

財產管理：城中校區財產共增加 210 件、金額總計 15,867,415 元，報廢件數 35

件、金額 556,891 元，移轉件數 54 件，並印製財產增加單、減損單送

會計室作帳及財產標籤送各單位黏貼。 

倉儲管理：各項消耗品文具用品領用登記作業發放共 50 單件、電腦耗材領用登記

作業發放共 5單件、清潔用品登記作業發放共 22 單件及各單位紀念品

領用發放共 33 單件。 

場地管理：辦理並支援各單位申借場地作業：5211 會議室使用 21 場次（29 時段）、

5117 會議室使用 22 場次（24 時段）、2123 大會議室使用 32 場次（47

時段）、2227 會議室使用 32 場次（35 時段），共計收取場地租金 97,100

元。 

夜間出納：代收款項總金額共計 160,336 元。 

停車管理：進入汽車停車場停放車輛次數共 3,410 車次、機車停車場停放車輛次

數共 8,742 車次。 

收發業務：辦理各單位交寄郵件共 5,276 件，郵資 22,064 元。 

視聽設備維護：維修器材 118 件、支援 5211 及 5117 會議室使用 34 時段、多媒體

教室視聽器材借用共 29 件次。 

機電設施維護：維修水電設施 115 件、冷氣空調設施 7件、電信設施 4件、場地

支援勤務 18 件。 

二、城中校區校園受損仙丹花植栽補植作業。（100.12.12 完成） 

三、配合事務組辦理電算中心新購 131 台個人電腦驗收。（100.11.30） 

四、配合事務組辦理教學資源中心新購網路及時同步視訊系統設備驗收。（100.12.6） 

五、配合事務組辦理電算中心新購高階入侵偵測防禦系統驗收。（100.12.16） 

六、配合營繕組、事務組辦理學生學習資源組游藝廣場多功能學習空間工程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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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19） 

七、配合事務組辦理電算中心新購 18 台雷射印表機、無線基地台案、IBM DB2 License 

forIBM RS6000 AIX SERVER、校務行政系統與備援方案設備等採購案驗收。

（100.12.19） 

八、辦理鑄秋大樓頂樓補給水泵檢修工程。 

九、辦理電算中心電腦教室專用 50KVA 不斷電設備更換蓄電池組。 

十、辦理第三大樓 3樓飲水機汰舊換新。 

十一、辦理第五大樓樓頂陽台大理石線板補強固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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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 
一月 

【研究事務組】 

一、 國科會101年度優秀年輕學者研究計畫、專題研究計畫、特約研究計畫、人文學及社會

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雲端計算_安全技術與資訊安全技術研發專案計畫、自由軟

體研發專案計畫、系統安全保證及反駭客控制技術研發專案計畫、系統安全保證及反駭

客控制技術研發專案計畫自即日起接受申請，計畫主持人須於101年1月2日下午6時前完

成線上申請作業。 

二、 國科會補助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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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1月2日下午6時截止，是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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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計有人文社會

學院提出「德性：智德與道德」一項計畫申請案，經100年12月14日由研究事務長召集

校內外審查委員審議，並獲推薦，復於100年12月15日陳請校長核可，將於規定期限內

推薦本項計畫案提出申請。 

三、 國科會補助101年度跨領域整合型研究計畫構想書申請案自即日起接受申請，至101年1

月2日下午6時截止收件。 

四、 教育部「資訊軟體人才培育推廣計畫徵件事宜」，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 101 年 1

月 16 日前將計畫申請書 1式 6份及庶務申請表擲交研究事務組，俾便辦理後續事宜。 

五、 中華發展基金會「101 年度第 2期補助學者專家赴大陸地區講學案」受理時間自即日起

至 101 年 2 月 29 日截止，欲申請之教師於 101 年 2 月 20 日前將相關資料及庶務申請表

擲交研究事務組，俾便辦理後續事宜。 

六、 行政院新聞局辦理「101年度流行音樂人才培訓補助」受理期間自101年1月1日至2月20

日截止，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1年2月13日前將相關申請文件及庶務申請表擲交

研究事務組，俾便辦理後續事宜。 

七、 依國科會來函，聯繫執行96至99學年度專題研究計畫未完成線上繳交成果報告之計畫主

持人，並函復本校相關國外差旅報告及成果報告查核情形予國科會。 

八、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 100 年度第 1期「大陸地區專業人士來臺講學及研究」補助案，本

校企管系獲補助一位學者來臺講學及研究。 

九、 辦理國科會「100年度獎勵人文與社會科學領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論文1月獎勵金」及

「100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1月獎勵金」領款核撥事宜。 

十、 協助乙位教師代為邀請相關領域有經驗之學者先行審閱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書內

容，並將計畫書建議資料提供教師參考。 

十一、 召開100學年度研究成果技術移轉案第3次會議（100年12月16日），審議研究成果技術

移轉廠商申請案，會中決議：依綠活公司所提書面資料，未達本校授權之標準，另函

復綠活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審查結果。 

十二、 召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100學年第1學期第2次會議（100年12月22日），審查申

請國科會101年度專題研究計畫案，共計通過1件動物實驗使用計畫申請案。另本校提

報之「100年度實驗動物利用機構監督查核計畫」查核結果改善方案及內容，已經臺

北市動物保護處及行政院農委會復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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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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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11月16日審議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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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人次教師獲獎，包括「研究論著獎勵」獎助113位教師、

「研究計畫獎勵」獎助100位教師及「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補助3位教師。 

（二） 「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之申請案，計有42位教師申請，通過42位教師之申請

案，將於101學年度辦理相關減授事宜，其中微生物系宋宏紅教授獲連續三學年減授

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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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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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

文系羅濟立副教授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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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100學年度12月通過校內各類獎補助案共計：「胡筆江先生紀念專款」1件，「戴氏基金

補助教師交換研究及邀請學者講學」1件。 

十五、 辦理「東吳之友基金會」捐助本校各類獎助相關業務：國貿系申請「楊氏財經獎」補

助4位海外學者來臺講學之住宿費用。 

【國際合作組】 

一、 辦理交換生及交流生相關事宜： 

（一） 辦理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境外來校交換學生入台暨入學作業。 

（二） 100 年 12 月 20 日聯合生活輔導組、學生住宿組、課外活動組協辦兩岸學生分享交

流會。 

（三） 100 年 12 月 30 日假劍潭青年活動中心舉辦交換生暨國際事務志工期末餐敘，邀請

外籍與大陸交換生、國際事務志工、國際交流委員、國際學術課程授課教師出席，並

頒授志工服務證書。 

（四） 公告 100 學年度第一期國際事務志工徵選結果，錄取名單如下： 

 

系級 姓名 系級 姓名 

政四 A 陳映均 政二 B 古祐齊 

英三 A 張培琳 英一 B 隋  文 

英三 B 陳韋蓁 英一 B 林佳妤 

英三 C 徐瑞璞 英一 C 許天馨 

英三 C 潘虹霖 英一 C 王凱正 

英三 C 王虹又 英二 A 黃靖雯 

英三 C 林傳傑 英二 A 翁  芹 

英三 C 王國維 英三 A 張哲維 

日三 C 陳柔伊 英四 A 王  琳 

日四 B 曾忠睿 日一 C 陳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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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延 廖沛昀 日二 C 鄒欣容 

法三 A 吳楹婕 德一 魏逸萱 

法三 A 黃  婷 德一 陳怡君 

法三 B 蔡昕穎 法一 D 陳晁偉 

法四 D 羅琬婷 企三 D 游詠仁 

法碩二 陳炤璇 經二 C 張韋晨 

經四 A 張吉華 經四 C 蔡佩吟 

企三 D 高宇葳 會二 B 黃聖凱 

企四 D 陳鈺潔 會二 B 林宇辰 

企四 D 李偉豪 貿一 A 徐劭雯 

中延 C 鄧愉亭 貿三 B 黃琪雅 

社二 B 孫婉玲 資三 B 馬瑞梅 

 

（五）公告本校 101 學年度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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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學年度校級交換學生推薦名單(交換期間：一學年) 

系級 姓名 赴外交換學校 

英三 A  游易哲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英三 C  何鏘鏘 美國北德州大學 

日二 C  鄒欣容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日四 C 李牧豐 日本西南學院大學 

經四 A  張吉華 瑞典苑學品大學 

會二 B  陳昱廷 波蘭華沙人文大學 

企二 B  陳品綺 丹麥哥本哈根商學院 

貿二 B  陳睿華 美國中部田納西州立大學 

貿碩二 莊晉慈 日本中央大學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校級交換學生推薦名單(交換期間：一學期) 

系級 姓名 赴外交換學校 

社四 A  劉侑昕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社四 B  吳知穎 法國史特拉斯堡大學政治學院 

英三 C  潘虹霖 澳洲邦德大學 

日二 C  盧彥宇 日本拓殖大學 

日三 A  陳仟霖 日本同志社大學 

日三 C  吳承勳 日本同志社大學 

日進四 錢毓琦 日本拓殖大學 

法四 A  邱千菱 德國明斯特大學 

會三 C  陸以寧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企二 B  張喬雅 德國明斯特大學 

企二 B  馬珩芝 德國明斯特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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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校級交換學生推薦名單 (交換期間：一學期) 

系級 姓名 赴外交換學校 

政三 B 陳季旻 法國史特拉斯堡大學政治學院 

日三 C 許齡予 日本同志社大學 

經三 C 樓和心 德國明斯特大學 

二、 辦理學生獎助學金相關事宜： 

（一） 公告「教育部 100 年私立大學校院臺日第二次交流獎學金」申請事宜 

（二） 公告本校 99 學年度第 2學期交換學生獎學金獲獎名單，名單如下： 

99學年度第二學期東吳大學交換學生獎學金獲獎名單 

系級 姓名 前往交換之協議學校 補助金額 

政延 黃詩純 美國中部田納西州立大學  20,000  

法三 B  蔡昕穎 德國明斯特大學  15,000  

英四 A  王琳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15,000  

英延 施惠中 澳洲邦德大學  15,000  

日碩三 林思維 日本名古屋大學  10,000  

日碩三 鍾昌祐 日本名古屋大學  10,000  

企延 林廷庭 德國明斯特大學  10,000  

企延 鄭竹庭 德國明斯特大學  10,000  

英延 沈怡婷 美國北德州大學  10,000  

貿延 王筱瑄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10,000  

總計 125,000  

三、 接待外賓蒞校參訪： 

100 年 12 月 20 日，接待重慶大學弘深學院訪問團一行 4 人蒞校參訪，並與本校趙維良

教務長、課外活動組葉美君專員、學生住宿組吳玉婷組員、通識教育中心朱啟平主任、

通識教育中心蔡瑞卿專員、秘書室黃淑暖秘書座談交流。 

四、 公告外交部「101 年度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申請事宜。 

五、 業務相關會議與外訪： 

（一） 100 年 12 月 9 日召開 101 年兩岸交流營隊活動籌備會議，由國際合作組柯瓊鳳組長

主持，出席人員：魏令芳編纂、蘇意秋專員、魏嘉慧專員、游晴如組員、陳緯倫組員、

余孟儒助理。 

（二） 100 年 12 月 20 日至 27 日，國際合作組柯瓊鳳組長赴大陸地區拜會東北林業大學及

哈爾濱工業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洽談學術合作交流事宜。 

【企劃組】 

一、100 年度大學校務評鑑 

1.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100年12月23日來函(高評(100)字第1000002767A

號函)通知 100 上半年度大學校務評鑑結果，本校五個評鑑項目全數通過。 

2. 100 年 12 月 23 日刊登本校校務評鑑結果新聞於學校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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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籌辦「校務評鑑指導委員會」會議討論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校務評鑑委員提出之「待改

善事項」、「建議事項」及「針對未來校務經營與發展之參考建議」之因應處理方式。 

4. 更新本組大學校務評鑑網站。 

5. 一月份工作重點： 

101 年 1 月 19 日前辦理「校務評鑑指導委員」會議。 

二、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一) 召開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專案審查會議 

本月受理 5件申請案，分別召開 3次會議審查： 

1. 100 年 11 月 30 日會議決議提案通過但屬特殊個案，不宜視為通例。會議紀錄於 100

年 12 月 06 日簽陳校長核定(公文文號：1001600282)。 

2. 100 年 12 月 09 日會議決議提案通過，唯類似案例不宜再次提出申請。會議紀錄於 100

年 12 月 19 日簽陳校長核定(公文文號：1001600292)。 

3. 100 年 12 月 28 日會議決議提案通過，唯類似案例不宜再次提出申請。會議紀錄簽陳

校長核定中。 

(二)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經費編審作業規劃 

持續辦理計畫暨預算提報作業規劃相關會議如下： 

1. 100 年 12 月 02 日辦理第八次會議，主要為檢視規劃案調整內容，會後規劃案送「101

學年度預算前置作業會議紀錄」。 

2. 100 年 12 月 09 日辦理「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審及系統修訂作業時程協調會

議」，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電子計算機中心及會計室討論排定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

計畫暨預算編審作業時程及計畫預算系統修訂及開發作業時程，決議如下： 

◎編製 101 學年度預算作業時程 

(1) 「前置作業」維持原規劃於 100 年 12 月 12 日-101 年 1 月 5 日完成。 

(2) 「規劃階段」調整於 101 年 1 月 6 日-1 月 11 日完成，俾便計畫提報說明會於 101

年 1 月 13 日前完成。 

(3) 「編製階段」時程調整說明如下： 

A. 101 年 1 月 16 日-4 月 16 日辦理計畫提報及審查。 

B. 101 年 4 月 17 日-4 月 23 日召開預算小組會議。 

C. 101 年 4 月 24 日-4 月 30 日計畫提報單位至預算系統填報預算細目及相關詳細

資料。 

D. 101 年 5 月 1 日-5 月 15 日預算檢視、彙整及編製總說明。 

(4) 「審查階段」時程維持原規劃於 101 年 5 月 30 日送校務會議討論通過，於 101 年

7 月 13 日前報教育部核備。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審作業時程 

(1) 「計畫預算提報說明會」延至 101 年 1 月 13 日前完成。 

(2) 「計畫提報」依計畫類別且為配合系統修訂調整作業方式及時程如下： 

A. 第 I類統籌例行計畫(必要支出及指定專款)先以紙本提報。 

100 年 12 月 14 日-12 月 28 日相關單位以紙本方式提報，待系統完成後再將資

料匯入系統中。 

B. 第 II、III 及 IV 類計畫同步線上提報計畫及編列經費需求 

(A)101 年 1 月 16 日-2 月 29 日各單位規劃及提報計畫(提供計畫格式供各單位

先行討論與規劃)。 

(B)101 年 2 月 21 日-2 月 29 日各單位於計畫提報系統填報計畫暨經費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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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編審」時程調整如下： 

A. 第 I類統籌例行計畫經一級單位主管審核，於 100 年 12 月 28 日送會計室彙整，

提送預算小組審查。 

B. 第 II、III 及 IV 類計畫：  

(A)101 年 3 月 1 日-3 月 5 日一級單位於計畫提報系統進行線上審核作業。 

(B)101 年 3 月 6 日-4 月 11 日進行計畫複審。 

(4) 101 年 4 月 16 日前完成計畫審查作業，送會計室提送預算小組審議。 

◎系統修訂及開發作業時程 

(1) 企劃組於 100 年 12 月 9 日提出之「101 校務發展計畫系統」需求(不含經費規劃)

維持原規劃於 101 年 1 月 9 日起進行測試，於 101 年 2 月 1 日上線。 

(2) 因應會計預算系統無法配合計畫提報時程完成修改，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經費

規劃同步於計畫系統編製。 

(3) 計畫系統之經費規劃功能於 101 年 2 月 14 日起進行測試，於 101 年 2 月 20 日上線

使用。 

(4) 101 年 4 月 17 日-4 月 22 日將計畫系統之經費規劃匯入預算系統。 

(5) 經費需求經預算小組核定後，於 101 年 4 月 24 日-4 月 30 日各單位進預算系統填

報預算細目及相關資料。 

3. 100 年 12 月 12 日預算前置作業會議：提送「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及審查作業

規劃(草案)」於會中討論，會議決議 101 學年度計畫審查小組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並

召開計畫審查小組前置會議，研議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及審查作業規劃，並

參考預算委員會蘇召集人提出「單位例行計畫」之定義及編審方式，修訂後知校務發

展計畫提報及審查作業提請預算小組確認。 

4. 100 年 12 月 22 日辦理「101 學年度暨 101 年度校務發展獎補助計畫審查會議」，會議

重要決議如下： 

(1) 提報計畫初審結果，101 學年度計畫總需求經費為 256,689,209 元，得使用獎補助

金額為 212,640,811 元；101 年度計畫總經費為 263,459,210 元，得使用獎補助金

額為 162,146,762 元，高於規劃提報教育部獎補助經費 125,000,000 元。 

(2) 因應計畫經費過高，會中由提報計畫單位主管逕行刪除部分計畫或會後修改調整計

畫及經費規劃再提報。 

5. 100 年 12 月 26 日辦理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小組前置作業會議，計畫審查小

組召集人教務長及研究事務長就 100 年 12 月 12 日預算前置作業會議決議討論處理方

式，並確認計畫審查小組第一次會議議程。 

6. 100 年 12 月 28 日辦理「101 學年度暨 101 年度校務發展獎補助計畫審查第二次會議」

會中議定提報教育部獎補助之計畫及經費規劃。會議重要決議如下： 

(1) 計畫調整結果，101 學年度計畫總經費為 166,637,303 元，得使用獎補助金額為

144,168,147 元；101 年度畫總經費為 189,527,443 元，得使用獎補助金額為

107,516,193 元，低於規劃提報數 125,000,000 元，不足 17,483,807 元。 

(2) 考量提報獎補助計畫書內容要有特色及重點，討論刪除部分 101 學年度計畫，原則

包括計畫需求金額高但得使用獎補助金額太少的計畫、母計畫下僅有一個子計畫

且得使用獎補助金額低於 50 萬。 

(3) 解決 101 年度提報獎補助計畫經費低於規劃提報數方式如下：增加「圖書館 E-02

發展圖書館骨書資源建設」使用獎補助計畫金額及調整「電算中心 E-02 建構優質

電腦設備追求教學卓越」使用獎補助金額。 

(4) 提報 101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計畫經費不設限經資門比例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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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月份工作重點： 

(1) 101 年 1 月 4 日辦理「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小組」第一次會議，主要為確

認校務發展計畫提報及審查等規劃，會後規劃案提送預算小組會議討論。 

(2) 籌辦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預算提報作業說明會，規劃於 101 年 1 月 13 日辦理，

會後啟動計畫提報相關工作。 

(三)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系統 

1.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專案網頁於 100 年 11 月 18 日上線，100-102 學年度校務

發展計畫系統「100 校務發展計畫─計畫查詢列印」功能於 100 年 12 月 19 日上線，

已於 100 年 12 月 23 日函知校內各單位(公文文號：1001600310)，提供校內同仁查詢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相關資訊及所屬單位提報計畫內容。 

2. 100 年 12 月 9日提出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系統需求規劃案(不含提報經費規劃)予

電算中心。 

3. 依據 12 月 9 日會議決議提出「101 學年度計畫系統-提報經費需求規劃案」予電算中

心。 

4. 一月份工作重點： 

(1) 測試「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系統」修改結果並提出調整需求。 

(2) 101 學年度計畫系統之計畫內容提報功能上線。 

三、97-99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 

(一) 考評作業已進行至第四階段─總評會議，總評會議於 100 年 12 月 15 日召開，由校長

主持，學術、行政管考小組召集人及研究事務長出席。會議紀錄已於 100 年 12 月 26

日簽陳校長核定(公文文號：1001600308)。 

(二) 第二次總評會議訂於 100 年 1 月 10 日召開(公文文號：1000002673)。 

(三) 一月份工作重點： 

1. 101 年 1 月 11 日至 16 日計畫管考結果陳報校長核定。 

2. 101 年 1 月 19 日前公告及通知計畫管考結果。 

四、 教育部獎補助提報作業 

(一) 辦理 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展延作業 

依據教育部規定 100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計畫經費「應於 100 年 12 月 31 日前執行完畢，

未能依限執行完畢者，應於 12 月 15 日前向教育部申請辦理經費保留，未辦理經費保

留者，將依規定予以追繳」辦理。本案處理情形如下： 

1. 於 100 年 12 月 6 日恭請校長召開「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執

行進度報告會議」。本次會議針對 100 年度報部獎補助計畫 8-12 月經費執行率偏低之

四個計畫檢視其執行進度及規劃。會議決議如下： 

(1)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總務處事務組及電子計算機中心網路暨維修組四個計畫執

行單位，針對尚未執行金額之部分，皆表示可於 100 年 12 月 30 日前執行完畢。 

(2) 除本次會議討論之四個計畫外，其餘 100 年度報部獎補助計畫之經費亦應於 100 年

12 月 30 日前執行完畢。 

(3) 各計畫執行單位須配合會計室作業時程於 100 年 12 月 12 日(星期一)前完成議價、

驗收之程序。 

(4) 依據 100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使用原則規定，經費不得用於「新建、增建、改建、

修建工程及相關設施」，因此經費執行項目名稱不宜有「工程」二字，以免引起委

員誤解。 

2. 於 100 年 12 月 15 日函請教育部同意保留本校「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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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發展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115 萬 9,000 元整」，並檢附「東吳大學申請 100 年度整體

發展獎助及補助經費保留明細表」及相關佐證資料(公文文號：1001600298)。 

(二) 辦理 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繳還款作業。 

校務發展計畫「強化教學軟硬體資訊設施暨建構快速、安全之新世代網路」(代號：

100-E-02-3700-2-01)採購個人電腦，廠商逾期交貨之罰款計新台幣 2 萬 4,720 元整。

依據「教育部補助私立專科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業及查核要點」第七條退還該筆款項。

本案處理情形如下： 

1. 於 100 年 12 月 29 日函送教育部繳還 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計新台幣 2萬 4,720 元整(公文文號：1001600307)。 

(三) 辦理 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申請作業 

    ◎提報量化基本資料 

依據教育部規定須於100年 12月 6日前完成101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

展計畫獎補助量化基本資料表冊數據第二次檢核並於期限內發文修正，並於 100 年 12

月 9 日前列印紙本造冊報部備查。本案處理情形如下： 

1. 經檢核，本校修正「經費 1.教學資源投入統計表-1」表冊資料。於 100 年 12 月 2 日

函送教育部本校「修正 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系統表

冊清單」及相關佐證資料(公文文號：1001600283)。 

2. 於 100 年 12 月 9 日函送教育部本校「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申請作業基本資料表」(公文文號：1001600287)。  

◎檢核量化基本資料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獎補助作業小組以電子郵件之方式通知本校配合辦理檢核量化基本資

料表冊及回應說明「專兼任教師薪資帳冊」之審查結果。本案處理情形如下： 

1. 於 100 年 12 月 16 日函請業務相關單位教務處註冊組檢核、確認 101 年度教育部獎補

助計畫量化基本資料「學 5、學生英語檢定通過率明細表」數據須符合獎補助要點

CEF_B1 之認列條件 (公文文號：1001600300)。經檢核後，本表填報之數據正確無誤，

以電子郵件之方式回覆獎補助作業小組「本校無需修正」。 

2. 於 100 年 12 月 20 日函請業務相關單位人事室回應說明 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

校院校務發展計畫量化基本資料「專兼任教師薪資帳冊」之審查結果(公文文號：

1001600305)。於 100 年 12 月 23 日以電子郵件之方式回覆獎補助作業小組本校之回應

說明。 

◎提報 101 學年度獎補助計畫 

依據 100 年 11 月 11 日「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獎補助計畫規劃會議」決議及「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經費使用原則」請相關單位提報 101

學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1. 100 年 12 月 1日函請相關單位提報 101 學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公文文號：1001600280)。於 100 年 12 月 15 日回收各單位提報之計畫，共計 57 個子

計畫。 

2. 於 100 年 12 月 22 日恭請教務長召開「101 學年度暨 101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審查會議」。

會議中審查共計通過 28 個子計畫提報 101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作業，其中 26 個屬於教

學計畫、2個屬於研究計畫。 

3. 於 100 年 12 月 26 日函請相關單位參考研務處建議增補 101 學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

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內容 (公文文號：1001600311)。各單位於 100 年 12 月 28 日繳交

修訂後之計畫內容，由承辦單位企劃組統一彙整後送交獎補助計畫書教學及研究章節

撰寫人，以處理報部計畫書之編撰。 

4. 於 100 年 12 月 28 日恭請教務長召開「101 學年度暨 101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第二次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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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會議」。會議中審查通過 26 個子計畫提報 101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作業，其中 25 個屬

於教學計畫、1個屬於研究計畫，計畫總經費共計 125,000,000 元整。 

(四) 一月份工作重點： 

1. 101 年 1 月 2 日至 4日 101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計畫書第六~七部分章節計畫完成初審。 

2. 101 年 1 月 6 日至 10 日陳 校長複審獎補助計畫書第六~七部分章節。 

3. 101 年 1 月 16 日至 19 日完成獎補助計畫書第六~七部分章節印製。 

4. 101年 1月12日至16日101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計畫書第一~五部分章節計畫完成初審。 

5. 101 年 1 月 19 日至 31 日陳 校長複審獎補助計畫書第一~五部分章節。 

五、 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 

(一) 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填報作業 

1. 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小組於100年 11月 30日以電子郵件通知，開放填報[10010]期「私

立大學校院財務表冊財 6至財 13」等 8張表冊。已於 100 年 11 月 28 日以電子郵件通

知表冊填報單位。填報單位於 100 年 12 月 8 日完成填報作業。 

2. 依據教育部 100 年 10 月 26 日函(公文文號：1009008837)辦理填報「100 年 10 月高等

教育校務資料庫資料檢核表」，於 100 年 12 月 15 日發函檢送本校資料檢核表(公文文

號：1001600299)，教育部於 100 年 12 月 23 日復函確認本校資料無誤(公文文號：

1009010651)。 

(二) 教育部 100 學年度大學校院一覽表線上查詢系統 

1. 教育部於 100 年 11 月 30 日函知委託雲林科技大學建置「教育部 100 學年度大學校院

一覽表線上查詢系統」，系統資料由 100 年 10 月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匯出編製而成，

請學校承辦窗口校對資料並開放申請修正。經校對於 100 年 12 月 6 日提出申請修正

100 年 10 月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職 2.校長、一級行政單位主管及學術主管明細資料

表」主任秘書姓名。 

2. 大學校院一覽表作業小組於 100 年 12 月 8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協助確認承辦人聯絡資

訊，於 100 年 12 月 8 日以電子郵件回覆更正承辦人聯絡資訊。 

(三) 一月份工作重點： 

  101 年 1 月 19 日前完成「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專案網頁規劃。 

六、其他行政事務 

(一) 工讀學生管理。 

(二) 處理 101 學年度獎補助款收入預估事宜，預估金額以 100 年度實際核撥數為預估值

9,845 萬 0,27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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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處 
一月 

一、一、100 學年度（100.08.01-100.12.30）募款金額：27,358,758 元；100.11.01 至 100.11.30

捐款金額為新台幣 13,013,738 元，捐款人數 268 人；10 萬元以上捐款資料如下（依捐款

日期排列）： 

姓名 捐款金額(元) 用途 

財團法人 

上海商業銀行文教基金會 
300,000 

音樂學系執行「作曲家盧炎教授紀念網站計

劃」 

財團法人 

新光吳火獅文教基金會 
100,000 音樂系專用款 

財團法人 

江許笋文教基金會 
348,860 

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專用款 

舉辦「2011 年國際人權公約研討會」 

財團法人台北市 

志松社會福利事業基金會 
300,000 志松社服基金會急難救助獎學金 

財團法人 

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 
100,000 

財團法人東吳企管 

文教基金會獎助學金 

社團法人 

台北市國際貿易協會 
120,000 國貿系專用款 

朱崇枼鳥 800,000 音樂系專用款 

戴氏基金會 

302,475 學生學習助學金 

2,117,325 商學院赴美學習獎學金 

1,814,850 
秘書室專用款 

推動東吳青年領袖知能計畫 

1,814,850 改善校舍暨設備經費 

3,024,750 改善語言教室設備經費 
 
二、捐款回饋致謝： 

1. 十二月寄發謝函共計 135 張，捐款收據共計 160 張。 

2. 十二月份寄發元月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43 張。 

三、募款計畫與活動： 

1. 陳核 100 學年度募款說帖設計文稿。 

2. 撰寫實踐家文教基金會募款計劃書。 

3. 參加淡江大學主辦之募款研討會。 

四、規劃 112 周年校慶榮敬典禮事宜。 

五、經營各校、系友會：  

1. 「2011 東吳大學中部地區校友聯誼活動」： 

（1） 100.12.05~12 進行科博館巡禮分組、桌次安排、召開第二次工作會議。 

（2） 100.12.15~16 分組海報、名牌、桌卡製作、行前通知。 

（3） 100.12.17 活動當天總計 230 名校友（含眷屬）共襄盛舉。 

（4） 100.12.20 寄發感謝卡予活動贊助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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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崑泉學長、何月欣學姊伉儷：新台幣 7萬元、計步器 250 份。 

*林鐘一學長（會計系 51 級）：新台幣 1萬元。 

*陳福振學長（會計系 69 級)：高爾夫球木桿 2支。 

*鄒淑蘭學姊（經濟系 74 級）：新台幣 1千元。 

*王福順學長、盧錦姬學姐伉儷(日文系 67 級)：新台幣 1萬元。 

* 歐敏輝學長(企管系 65 級)：新天地自助餐券 20 張。 

   2. 「校友總會年度會員大會暨歲末感恩音樂會」： 

(1) 100.12.09 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預計 101.01.06 召開第二次工作細流會議。 

(2) 100.12.05 邀請卡寄發、活動宣傳。 

(3) 100.12.05 受理報名，截至 100.12.27 止，校友共計索票 465 張。 

(4) 100.12.12~12.30 招募工讀生。 

(5) 100.12.15~12.30 製作活動背板。 

    3. 「校友歡頌、春遊東吳─東吳建校 112 周年校慶校友回娘家慶祝活動」： 

       (1) 100.12.20 預計 101.01.02 簽請企劃書與經費。 

       (2) 100.12.27 邀請卡文案設計。 

六、校友刊物發行： 

1.  《東吳校友》雜誌第 21 期： 

(1) 100.12.07 提供封底裡文案，廣告頁校稿 (共計 5家廠商)。 

(2) 100.12.12 內頁排版第一校，提供專題企劃─熱情的東吳人文稿 2篇。 

(3) 100.12.19 提供封底文案、中部地區花絮文稿、法學院院友年會文稿。 

(4) 100.12.22 提供財精系藍色公路、2011 超級馬拉松文稿。 

(5) 100.12.23~27 內頁排版第二校、內頁排版第三校。 

(6) 預計 101.01.06 出刊。 

     2. 『情繫東吳』校友電子報：100.12.14 刊行第 79 期，含校友、教職員與學生總計寄 

         發 59,699 筆。 

七、校友接待與服務： 

    1. 12 月份代辦校友成績單、證書共計 23 人次。 

    2. 12 月份尋人 1件。 

    3. 100.12.10 東吳國際超馬支援校友接待工作，共計 21 名校友報名 1小時體驗賽。 

八、校友資料更新： 

    1. 12 月份更新申請代辦成積單、證書相關文件之校友資料共計 23 筆。 

九、電子化校友聯繫與服務： 

1. 截至 100.12.27 止，校友電子郵件信箱地址筆數共計 42,736 筆。 

2. 截至 100.12.27 止，校友動向資料庫校友資料 110,234 筆，其中聯絡筆數 86,895 筆、

失聯校友筆數 22,736 筆、已逝校友筆數 603 筆。 

3. 寄送 12 月電子生日賀卡 8,357 份。 

4. 截至 100.12.27 止，計有 709 位校友申請免費電子信箱。 

5. 截至 100.12.27 止，計有 1, 117 位畢業校友申請使用入口網站的權限。 

6. 寄送電子活動快遞：「東吳大學 112 周年校慶主題標語徵稿 歡迎校友踴躍投稿」、「打

造全方位領袖-東吳 EMBA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熱烈招生中」、「提醒您！ 欲保留100

年抵稅收據請儘快與母校聯繫」、「重溫經典流行金曲 午後時光 歡迎校友一起「樂」

輕鬆 校友索票踴躍 敬請把握」、「發展處賀年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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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東吳大學年輕校友赴海內外就業計劃」： 

1. 100.12.02 召開討論會議並調整未來作法，確定整合本地校友企業職缺，計畫名稱暫

定為「東吳大學年輕校友海內外職場就業計畫」。 

2. 預定 101.1.17 召開合作企業諮詢會議，101.02 月簽請企劃書與經費。 

十一、執行教學卓越計畫事宜： 

1. 持續撰寫、修改「校友對母校暨就業滿意度調查」分析報告。 

2. 持續進行「企業雇主對東吳大學畢業生滿意度調查」電訪工作，截至 100.12.23 止已

回收 187 份。 

3. 100.12.19 完成「企業雇主對東吳大學畢業生滿意度調查」22 名中獎者商品卡發放與

聯繫工作。 

十二、教育部方案 96-99 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1. 持續配合教育部受理實習員薪資請款作業，12 月份共計 11 家企業請領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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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一月 

◎人文社會學院： 

1. 12 月 12 日召開本院第 29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議。本屆研討會訂於 101 年 3

月 16 日在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行，會議中確定將發表 12 篇論文，並依據論文發表篇

數分為三場進行。另請各論文發表人所屬單位之業務承辦人，於 12 月 23 日以前提供評論

人名單，並交由音樂學系彙整。研討會各項籌備工作，將交由承辦單位歷史系與音樂系負

責辦理。 

2. 12 月 13 日召開本院提報 101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申請審查會議。本院各單位共計提出

10 個子計畫申請案，經會議討論後，提報 3個子計畫送校級會議審查。計畫優先順序分

別為：提升人文社會學院各教學單位研究生研討室多媒體設備計畫（E-02 統整教研行政

資源計畫）、人文藝術教學提昇計畫－樂器添購（E-02 統整教研行政資源計畫），以及「中

東歐研究夏令營」研習活動計畫（A11 國際交流計畫）。 

3. 12 月 13 日召開本院與日本愛知大學合作雙聯學制會議，邀請中文系林伯謙主任、政治系

黃秀端主任、社會系張家銘主任，以及政治系謝政諭教授，共同就本院三個學系與日本愛

知大學合作研究所雙聯學制事宜，進行意見交換。會中針對愛知大學提供的合作方案內

容，以及本校與境外大學辦理雙聯學制辦法等規定，逐項分析合作之可能性。會中決議，

請中文系、政治系、社會系另行就學分採計及抵免項目於所屬學系召開相關會議先行討

論；合作協議書內容將由學院依據當天會議討論結果整理乙份草案，再交由上述三個學系

參考。 

4. 12 月 14 日召開本院 100 學年度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中通過 100 學年度改聘教師案

2件、教師申請休假案 13 件、教師申請升等案 4件。 

5. 12 月 21 日召開本院 100 學年度第三次主管會議，本次會議除了確認上次會議執行情形

外，並說明系際學術研討會籌備進度，以及本院三個學系擬與日本愛知大學合作雙聯學制

等相關事宜。 

6. 創意人文學程活動紀要： 

(1). 舉辦兩場協同教學：「音樂產業與行銷」課程分別於 12 月 20 日邀請電台主持人陳

弘樹先生分享「音樂產業與行銷」，以及 12 月 27 日邀請時藝多媒體表演組經理黃詒

駿女士分享「表演藝術行銷操作」。 

(2). 舉辦一場創意人文講座：由創意人文學程與人文社會研究室 GIS 技術支援中心共同

舉辦 100 學年度創意人文講座，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舉辦三場，第三場於 12 月 14 日邀

請老歌演唱策劃主辦人劉國煒先生主講「一百年的歌聲－從上海香港到台灣」。 

(3). 舉辦一次校外參訪： 12 月 3 日由學程主辦，參訪苗栗華陶窯，參加人數 20 人。

校外參訪的目的，除了讓學生了解博物館經營與策展企劃外、同時也進一步規劃與參

訪機構合作學生實習事宜。 

(4). 舉辦 100 學年度實習課程暑期組兩成果發表會：創意人文學程 100 學年度安排 65

名學生分別在暑假期間、期中時間前往校內外機構進行實務實習，暑期實習部分有 46

名學生完成實習，學程分別安排於 11 月 24 日與 12 月 15 日舉行暑期實習成果發表會。

第二場於 12 月 15 日登場，報告實習機構依序為財團法人台灣好文化基金會、台灣文

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蘆洲李宅古蹟維護

文教基金會、國立歷史博物館、林語堂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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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舉辦「文化 meet 創意、創意 in 人文」創意人文學程招生海報文案競賽：為增進本

校學生對創意人文學程與文化創意產業進一步認識，同時達到宣傳創意人文學程之目

的，特舉辦招生海報徵文競賽，提供本校學生落實創意發想的機會，投稿時間自 10 月

24 日起至 11 月 25 日止。12 月 8 日召開作業小組會議進行作品評選，前三名分別為第

一名英四 C張瀞文同學、第二名英延 B陳建升同學、第三名經二 A賴玉衡同學。 

7. 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活動紀要： 

(1). 舉辦四場協同教學：分別為 12 月 6 日「人力資源管理」課程邀請法鼓文化事業張

元隆總經理分享「NPO 人資的同床異夢」；12 月 12 日「綠色社會運動與政治」課程舉

辦「台灣的綠色組織與政黨的發展之專家座談會」，邀請綠黨中執委王鐘銘先生、環

境資訊協會電子報主編彭瑞祥先生、主婦聯盟消費合作社理事主席黃淑德女士出席與

談討論；「非營利組織管理概論」課程分別於 12 月 14 日邀請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

劃學系許世雨副教授分享「NPO 與社區營造」，以及 12 月 27 日邀請國際透明組織台灣

總辦公室主任蘇毓昌先生分享「何種才能、態度與價值觀？才能成為 NPO 優秀管理人」。 

(2). 舉辦「認識 NPO」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招生海報文案競賽：為增進本校學生對非營

利事業的認識，同時達到宣傳「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之目的，透過本競賽活動讓學

生「關心 NPO、參與 NPO、投入 NPO」，希望能夠吸引更多人才進入 NPO 這個領域，特

舉辦招生海報徵文競賽，投稿時間自 10 月 24 日起至 11 月 25 日止，12 月 5~7 日在第

二教研大樓一樓舉辦公開票選活動，共計有 5 件入圍作品。參與票選人數：登記投票

人數 979 人，實際投票數 946 票，其中 4 張廢票，有效票數 942 票。12 月 9 日召開作

業小組會議進行入圍作品評選，前三名分別為第一名工三 A 林沂鴻同學、第二名哲學

三林佳同學、第三名企三 C侯德慈同學。 

(3). 12 月 13日在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舉行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 100學年度第一次教學

研議會，邀請政治系蔡秀涓老師擔任引言，分享「與非營利組織管理概論的初相遇」。 

(4). 舉辦一場校外參訪： 12 月 17 日「綠色社會運動與政治」課程隨班參訪，前往永

和社區大學，參加人數 15 人。 

8. 12 月 21 日於在人社院會議室召開「人社院『東吳大學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學助理初審

小組』會議」，審查院內各單位教師提送之教學助理申請案，全院共有 53 件申請案。 

◎中文系： 

1. 11 月 25 日~12 月 1 日本系沈心慧老師代表中華民國運動神經元疾病病友協會（漸凍人協

會）赴澳洲雪梨參加「第 19 屆國際運動神經元疾病（ALS）病友大會」。 

2. 12 月 1 日由涂美雲老師中四 B導生班級執行「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於第二教研大

樓 D0634 教室進行班級聯誼餐聚活動，讓老師與學生透過對談，加強輔導學生學習與生活

狀況。 

3. 12 月 1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419 教室由侯淑娟老師「曲選及習作」課程邀請傑出人才講

座曾永義教授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講題為「我如何編撰崑劇」。讓同

學深入瞭解崑劇表演、故事文本之藝術發展，提升學習成效。 

4. 12 月 2 日鍾正道老師應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中國女性文學研究室之邀，參與黃麗卿老

師「古典小說」課程之協同教學，講題為「殘酷與溫厚－閱讀張愛玲與李安的色戒」。 

5. 12 月 5 日，本系向國科會申請「第二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國科會

來函通知同意部分補助新臺幣 20 萬元整。 

6. 12 月 5 日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公告「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核心期刊（THCI Cor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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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收錄名單，本系《東吳中文學報》自 2008-2011 年均獲國科會人文處通過收

錄。 

7. 12 月 5 日於哲生樓 H101 教室由心理諮商中心與本系、漸動人協會合作，雙溪中文志工隊

協助，共同舉辦電影欣賞活動，片名為「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邀請本系鍾正道老師

導讀，以強化生命教育。 

8. 12 月 5 日於普仁堂由系學生會邀請知名電視劇編劇吳洛纓老師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

野教學計畫」，講題為「綻藍‧說故事的人」。分析中文系學生投入編劇文創產業的優勢，

幫助同學及早規劃自我的職涯藍圖。 

9. 12 月 6 日由劉文起老師中四 C導生班級執行「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於第二教研大

樓 D0501 教室進行班級聯誼餐聚活動，並邀請中碩一劉鎮溢學長為學弟妹進行研究所考試

的心得分享，鼓勵學弟妹報考本系碩士班，期盼透過對談，瞭解學生升學規劃。 

10. 12 月 7 日本系執行教育部顧問室「100 年度強化台灣特色之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基礎應用

人才培育計畫－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力及專長培育計畫」（B類系列課程），繳交「破繭

而飛－東吳大學中文系中文實務實習課程計畫」第一次期中成果報告。 

11. 12 月 8~30 日，提報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畢業生獎懲事宜。 

12. 12 月 8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召開本系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教師評審委

員會，討論兼任講師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續聘案、101 學年度新聘專任教師初選案等議題。 

13. 12 月 6~11 日體育室舉辦「2011 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活動，賽會主題為「超越漸"動"

－邁向終點的勝利」，本系雙溪中文志工隊在沈心慧老師帶領下，協助執行「見動支持服

務計畫」，舉辦愛心義賣擺台及認領選手圈數募款活動，總計募得 217,355 元，此筆款項

由代理校長林錦川在閉幕典禮上代表東吳大學全體師生捐贈中國民國運動神經元疾病病

友協會（漸凍人協會）。 

14. 12 月 12 日前，由系辦公室彙整各科教師繳交「學生學業成績預警機制」之學習情況欠佳

者名單，總計有 26 位教師、59 科次提報預警名單，並轉請各班導師加強輔導。 

15. 12 月 12 日由羅麗容老師中三 C導生班級執行「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帶領 27 位學

生前往十三行博物館、淡水老街等地參訪。藉由本次班遊行程，增進師生情誼，促進師生

團體互動。 

16. 12 月 12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辦理 101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第二階段入學口試，

共有 5位學生參加面試。 

17. 12 月 12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舉辦本系第 166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主講人：許

錟輝老師；論文題目：傳鈔古文《尚書‧甘誓》字形疏證；討論人：蔡信發老師；主持人：

林伯謙主任。 

18. 12 月 12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1 教室由鍾正道老師「文學與電影」課程邀請電影基金會

段存馨秘書長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講題為「翻滾吧電影－－台灣電影

的現況與未來」。藉由分析研究電影文化成果，幫助學生深入瞭解台灣電影發展的熱潮與

文創藝術價值。 

19. 12 月 14 日本系向教育部顧問室申請「100 年度強化台灣特色之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基礎

應用人才培育計畫－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力及專長培育計畫」（A類系列課程），以「數

位故事暨影像育成－東吳中文系應用能力及專長培育計畫」獲得通過，補助金額 517,643

元，本校配合款 51,764 元，總金額 569,408 元。執行期間自 100 年 12 月 1 日起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止。 

20. 12 月 15 日本系侯淑娟、連文萍、陳松雄、陳恆嵩、陳慷玲、蘇淑芬等 6位專任教師，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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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研究論著獎勵」第二類獎助。丁原基、連文萍、鹿憶鹿、羅麗

容、蘇淑芬等 5位專任教師，獲得「研究計畫獎勵」第一類獎助。陳恆嵩老師申請「東吳

大學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獲得通過，於 101 學年度減授 1個鐘點。 

21. 12 月 16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學術委員會，

決議本學年整合型計畫補助案、增聘學報編審諮詢顧問及校外編輯委員、提昇研究生學術

能量方案，並修改「《東吳中文學報》組織章程暨評審辦法」及「《東吳中文學報》稿約」

部分內容。 

22. 12 月 19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召開「數位故事暨影像育成－東吳中文系應用能

力及專長培育計畫」第一次會議，由計畫主持人林伯謙主任邀集課程計畫主持人許清雲、

侯淑娟、陳台霖、林翰忠五位老師，就計畫經費及課程主題作進一步討論。 

23. 12 月 19 日，本系執行教育部補助「破繭而飛－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中文實務實習課程計

畫」，由林伯謙主任帶領學生 38 人前往中華電視公司新聞部進行企業參訪。 

24. 12 月 19 日於綜合大樓傳賢堂由系學生會邀請知名網路作家九把刀（柯景騰）執行「中文

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講題為「彩紅－虹色青春‧義無反顧」。藉由分享豐富創作

經驗，及將故事文本拍攝成電影躍上大螢幕的心路歷程，鼓勵學生追求夢想，激發創作動

力。 

25. 12 月 19 日於綜合大樓萊茵咖啡坊歡送南京大學孫蓉蓉教授，孫教授係陪同其夫婿南京大

學俞為民教授蒞臨本系，並於 12 月 26 日離台。 

26. 12 月 20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配合心理諮商中心召開大一新生導師會議，以

瞭解 100 學年度新生生活學習與心理狀態。 

27. 12 月 20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會議室舉辦「國文教學座談」，由陳素素老師主持，邀

請曹煒教授主講「漢語詞彙學：21 世紀的世界顯學」，吸引國文課程教師、他校教師及

學生共同參與。 

28. 12 月 21 日由蘇淑芬老師中三 B導生班級執行「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於第二教研大

樓 D0731 教室進行班級聯誼餐聚活動，讓老師與學生深入對談，關懷輔導學生學習與生活

狀況。 

29. 12 月 24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1 教室舉行徵聘 101 學年度專任教師試教及面試座談會，

邀請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專任教師及各部別學生參與，

共有 10 位應徵者參加複審面談。 

30. 12 月 24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舉行本系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5次教師評審委

員會，會中討論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新聘兼任助理教授何雅雯、遴選 101 學年度新聘專任

教師 2名等議題。 

31. 12 月 15、22、26 日由許錟輝老師中四 A導生班級執行「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於第

二教研大樓 D0713 教室進行班級聯誼餐聚活動，讓老師與學生深入對談，關懷輔導學生學

習與生涯規劃。 

32. 12 月 26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舉行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討

論 101 學年度進修學士班必選修課程調整案、本系碩、博士班與日本愛知大學雙聯學制

案、100 學年度第 2學期新開何雅雯老師「故事書寫」科目等議題。 

33. 12 月 28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會議室舉行 99學年度第 2學期學士班暨進修學士班「修

讀學士學位優秀學生」頒獎活動。 

34. 12 月，本系林翰忠老師為執行教育部「數位故事暨影像育成－東吳中文系應用能力及專

長培育計畫」，舉辦二場演講。12 月 26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407 教室，邀請台北教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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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通識教育中心王岸老師主講，講題為「傳統文化的社會現實－以台北孔廟為例」；12

月 30 日於綜合大樓 B405 教室，邀請中州技術學院視聽傳播系李竹旺老師主講，講題為「社

會文化剪影－如何讓影像說故事」。 

35. 12 月 30 日完成教學改進方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成果報告書，共計舉辦 2

次參訪活動、15 場演講。 

36. 12 月 31 日，《東吳中文線上學術論文》第 16 期出刊，本期收錄王潤農、吳則儀、吳崇

榮、李慶豪、林麗心、高詩佳、曹珊妃、劉英華共 8篇論文。 

◎歷史系： 

1. 12 月 3 日本系舉辦一年一度的史蹟導覽活動，此次活動主題為「宜蘭行旅─歷史與人文

的交會」，由林慈淑主任帶隊，當天上午 8時 30 分自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出發，包括何宛

倩老師夫婦、江圯洋助教、黃詠莉助教以及碩士班、大學部學生，共計 40 名師生共襄盛

舉，參訪了宜蘭縣史館、宜蘭設治紀念館以及宜蘭酒廠。 

2. 黃兆強教授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經費之補助，於 12

月 5~7 日參加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所主辦的「新儒家與西方哲學－第九屆當代新儒學國際

學術會議」，並發表〈徐復觀先生與西方文化－見於《徐復觀文錄》中的西方文化資訊〉

一論文。 

3. 12 月 7 日本系邀請資深電視製作人邱海嶽先生，於 D0418 教室進行「史學職場實踐」之

專題演講，講題為：「歷史人在職場中的舞台：神交古人 服務今人－林瑞雄為什麼要閉關

K歷史？」。 

4. 本系於 12 月 22 日召開「中國史教學改進座談會」，會中教授中國史的老師分享了教學規

劃和內容，並討論未來如何開授進階的選修課程，以提昇學生中國史的專業知識。 

5. 12 月 23 日為配合實施「臺灣史」課程之教學改進補助方案，本系邀請國立臺灣大學歷史

學系顏杏如助理教授於 D0308 教室進行專題演講，講題為：「日治時期風景的移植、創造

與在台日本人」。 

◎哲學系： 

1. 學術交流活動：100 年 12 月 26 日至 101 年 1 月 4 日本系米建國老師及沈享民老師前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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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師獲學術研究獎勵：12 月 15 日統計，本系教師獲得 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

獎助，「研究論著獎勵」獲獎名單：第一類，獲獎勵金 6 萬元：黃筱慧老師、郭梨華老師、

蔡政宏老師。第二類，獲獎勵金 3 萬元：郭梨華老師、王志輝老師。「研究計畫獎勵」獲

獎名單（第一類，獲獎勵金 1 萬元）：黃筱慧老師、陳瑤華老師 2 件、米建國老師、郭梨

華老師、沈享民老師、王志輝老師、蔡政宏老師。本系教師獲得 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

申請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通過名單（101 學年減授 1 個鐘點）：王志輝老師、郭梨華老

師、米建國老師、沈享民老師、蔡政宏老師。 

3. 讀書會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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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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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次讀書會。 

4. 學報事務： 

(1). 12 月 1 日對外發佈《東吳哲學學報》第 26 期邀稿函及投稿簡約。 

(2). 12 月 6 日本系《東吳哲學學報》獲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收錄進「2010/2011 年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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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文學引文索引核心期刊 (THCI Core)」名單。 

(3). 12 月整理《東吳哲學學報》第 25 期審稿意見書回覆等事宜。 

5. 哲學講座： 

(1). 12 月 14 日本系於 D0810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義守大學應用英文學系助理

教授 Herbert Hanreich（韓賀伯）教授，講題為: Can human rights be philosophically 

justified ? A trial with Kant，由馬愷之老師擔任主持人。韓賀伯教授專長為西方

哲學史、哲學、英文寫作。 

(2). 12 月 15 日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芬蘭赫爾辛基大學

（University of Helsinki）哲學、歷史、文化與藝術研究學系 Ahti-Veikko J. 

Pietarinen 教授，講題為:The Ups and Downs of Analytic Philosophy，由莊文瑞老

師擔任主持人。Ahti-Veikko J. Pietarinen 教授專長為邏輯、語言哲學、科學哲學、

歷史哲學。 

(3). 12 月 21日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廈門大學哲學系曹劍波教授，

講題為:批駁懷疑論的最佳策略：語境不可錯論，由米建國老師擔任主持人。曹劍波教

授專長為西方懷疑主義、宗教知識論、道德知識論。 

6. 系友返校演講： 

(1). 於 12 月 6、8、13、20、27、28、29 等 7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分別邀請莊秀

玲學姐(84 級)擔任主講人，演講「藝術館裡看人性」、「展覽規劃實務」；張育仁學長(85

級)演講「健康、保健與人性」；陳郁文學長(88 級)演講「科技產品與人性」；江政禧學

長演講「職場與人性」；蕭麗婕學姐(82 級)及胡馨任學姐(90 級)則各以「系友經驗分

享」為題進行講演。 

(2). 12 月 22日心理諮商中心與本系於 D0202 舉辦系友座談會，並邀請導師莊文瑞老師、

米建國老師與系主任王志輝老師共同參與座談活動。座談會邀請到 76 級的邱秀珍學姐

蒞校演講，講題為「人生道路的選擇」。邱學姐目前為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金會副

執行長。邱學姐分享了相當多的寶貴經驗，除了自己的大學生活經驗之外，更分享了

工作求職上的心路歷程。這些寶貴的經驗皆是學弟妹們未來思考自我方向的重要參考

資料。 

7. 行政事務： 

(1). 12 月 1 日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程之預選及檢核條件設定完

成。 

(2). 12 月 1 日本系碩士班事務委員會討論決定 101 學年度本系碩士班甄試最低錄取標

準暨正、備取名額。 

(3). 12 月 14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議及系務會議，會中通過課程委員會議議案及修訂本系

研究生獎助學金施行細則及碩士生申請沙鷗獎學金與黃吳戒華獎學金等辦法。並召開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討論新聘及續聘教師事宜。 

(4). 12 月 23 日寄發本系 101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海報，並以 email 發送委請國內各哲學

系及學會協助宣傳。 

(5). 12 月 21 日於綜合大樓交誼廳舉行本學期系週會，除系上教師與學生一同用餐外，

並進行頒獎儀式，獎項有學校所核定之 99 學年度第 2學期各年級優秀學生獎學金以及

大學生創意獎學金：優秀學生獎學金:哲一樂學獎林肯智、好學獎黃宸郁、知學獎孫尉

恩；哲二樂學獎黃琛堯、好學獎陳毅、知學獎曾雁莛；哲三樂學獎林欣慧、好學獎邱

婉容、知學獎紀文涓；哲四樂學獎陳渝晶、好學獎李琬婷、知學獎鄭穆鴻。大學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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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獎學金：哲一蔡言函、哲一黃律慈。本系每學期舉辦一次提供餐點之系週會，邀請

全系師生參加，使師長與同學能在輕鬆之氣氛下進行師生互動，也培養將來成為系友

時對學系之情感，約有師生 100 人參與活動。 

(6). 12 月 26 日協助校方通知系上導師進行導師選課輔導，輔導時間與 100 年 12 月 26

號起至 101 年 2 月 1 日。 

(7). 12月 28日辦理導師會議，邀請心理諮商中心說明大一身心適應困擾調查施測結果。 

8. 學生事務： 

(1). 12 月 15 日總計申請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申請碩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之研究生名單

為：官靖剛同學、蔡鈞合同學、莊惟任同學、陳怡仲同學及李廣漢同學。 

(2). 12 月 12~23 日協助辦理學生期末退修作業。 

(3). 12 月 19 日協助校方發送期末考試出題通知予各科任課教師。 

(4). 12 月 22 日王志輝主任、米建國老師、莊文瑞老師申請心理諮商中心經費辦理大一

導生活動，哲一同學近 60 人參加，成效良好。 

(5). 12 月 28 日郭梨華老師於 B602 教室舉行導生聚會；黃崇修老師於 D0633 教室舉行

導生聚會。 

◎政治系： 

1. 12 月 1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 103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

系所第二週期評鑑事宜，並分組進行討論。 

2. 12 月 3~4 日舉辦「2011 年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國際學術研討會：五都選舉」，本次國際

學術研討會可以說是匯聚國內、外政治學界選舉與投票、與民主化相關研究領域之專業學

者進行充分討論與豐富對話的一次研討會，共有 22 篇論文發表，分作 7 個場次，以 2 日

的時間，於本校國際會議廳接替舉行。本次邀請來自國內外政治學界與選民投票行為、選

舉議題、選舉活動與動員、地方政治、選民認知、政黨政治、負面競選之學者專家，研究

生等進行研討，共計 55 位，網路報名聽講人數達 170 人，總計本次盛會參與人數為 225

人，極其踴躍。除此之外，本次研討會亦邀請國際知名學者 Harold D. Clarke 擔任 keynote 

speech的講者。Harold D. Clarke是School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Policy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的 Ashbel Smith Professor。其講題為：Advancing the 

Science of Electoral Choice。 

3. 12 月 5 日與外交社合作舉辦第七屆外交週系列講座，邀請外交部前政務次長楊子葆先生

專題演講，講題：「文化外交」，參加師生約 20 人。 

4. 12 月 7 日邀請政治大學預測市場研究中心童振源主任(未來事件交易所首席顧問、政治大

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特聘教授)專題演講，講題：「未來事件交易所與選舉預測」，童振源博

士透過股票、期貨的市場的走向趨勢，藉以推測未來重大事件發生的可能。當中雖然提到

許多細緻的統計推論，但是因為議題相當特殊，引起現場同學極大的興趣，產生很多的互

動。主持人：徐永明老師，參加師生共有 150 人。 

5. 12 月 7 日與外交社合作舉辦第七屆外交週系列講座，邀請外交部政務次長沈呂巡先生專

題演講，講題：「我國當前外交政策-活路外交」，參加師生約 15 人。 

6. 12 月 8 日與外交社合作舉辦第七屆外交週系列講座，邀請輔仁大學外語學院施佑芝副院

長專題演講，講題：「跨文化溝通」，參加師生約 20 人。 

7. 12 月 8 日邀請環境資訊協會夏道緣副秘書長專題演講，講題：「愛環境在台灣」。愛環境、

重環保，在台灣現在似乎已經成為顯學，但如何讓這重要的議題不會成為口號，卻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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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實際也不過的例子。透過講員生動以及實際的方式解說，隨手做環保，事實上也是一件

容易的事情。主持人：蔡韻竹老師，參加師生共有 30 人。 

8. 12 月 8~9 日與法務部、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作舉辦「2011 年國際人權公約研討會」，為

了讓國際社會看見我國在人權保障上的努力，並更加瞭解國際人權保障機制之運作，特別

邀請多位在國際間享有盛名的人權學者來台，其中並有多位曾於聯合國擔任人權相關職

務。包括：日本的安藤仁介教授（前聯合國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下的人權事務委員會

主席）、荷蘭 Theodoor Cornelis van Boven 教授（前聯合國人權委員會酷刑特別報告員）、

加拿大 Allan Rock 校長（前加拿大駐聯合國大使並曾任加國法務部長）、韓國安京煥教授

（前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美國 James D. Seymour 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

服務中心高級榮譽研究員）、馬來西亞 Edmund Bon 律師 （人權律師）、菲律賓 Jefferson 

Plantilla 研究員（大阪「亞洲人權資訊中心」首席研究員）等多名國外學者。除此之外

更有多位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成員蒞臨指導。希望藉由其深厚的學理與實務上的豐富經

驗，能夠為我國之人權工作提供更進一步的指引。兩天的會議，參加者超過 500 人次，許

多與會者本身即服務於公部門。顯示我國政府在各部門、各層級皆十分注重人權意識之推

展，讓公職人員踴躍參與人權活動。 

9. 12 月 9 日與外交社合作舉辦第七屆外交週系列講座，邀請 AIT 政治組 Dan Biers 副組長

專題演講，講題：「台北、華府、北京三角關係」，參加師生約 30 人。 

10. 12 月 10 日與文建會、法務部、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作舉辦「景美人權文化園區」參訪

活動，邀請 Theodoor Cornelis van Boven 教授夫婦、Kyong-Whan Ahn(安京煥)教授、

Jefferson Ronan Plantilla 研究員、James Dulles Seymour (司馬晉) 研究員、Kang Su 

Lee (李康壽)先生等 6位國外學者，與謝聰敏、蔡焜霖、郭振純先生等 3位政治受難者舉

行座談會，參加師生約 20 人。座談會後並受文建會邀請參加「國家人權博物館籌備處揭

牌活動」、「2011 世界人權日音樂會」活動。中午並在捷運大坪林站蘇杭小館午宴。 

11. 12 月 12 日邀請環境資訊協會電子報主編彭瑞祥先生、綠黨中執委王鐘銘先生、主婦聯盟

消費合作社理事黃淑德主席舉行座談會，講題：「台灣的綠色組織與政黨發展」，台灣小黨

與 NGO 組織目前都受到現行體制的影響，發展空間有很大的限制。但在台灣社會中，必須

要有這些非營利的機構來幫助民眾來爭取我們常常不小心忽視的權利。主持人：劉書彬老

師，參加師生約 40 人。 

12. 12 月 12~22 日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作舉辦「2011 年國際迷你課程」，邀請美國紐約雪

城(Syracuse)大學 Utica 學院 Theodore s. Orlin 教授主講，講題：「保護責任：一個演

進中的國際法則(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 An Evolving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共分 8堂課程，參加師生約約 130 人次，共 14 人取得結業證書。 

13. 12 月 13 日與外交社合作舉辦第七屆外交週系列講座，邀請前駐玻利維亞代表張文雄先生

專題演講，講題：「國際禮儀」，參加師生約 15 人。 

14. 12 月 14 日與外交社合作舉辦第七屆外交週系列講座，邀請前駐教廷大使杜筑生先生專題

演講，講題：「駐外經驗分享」，參加師生約 20 人。 

15. 12 月 14 日舉行 101 學年度政治系碩士班甄試面試，共有兩位考生進入第二階段口試，分

別為許依凡和詹子儀。分別由黃秀端主任、劉必榮教授、王皓昱教授、陳瑞崇副教授、陳

立剛副教授等五位系上老師擔任考試委員，共同進行面試作業。 

16. 12 月 14 日舉辦「人權與民主教研工作室」教學觀摩，由林月珠老師作教學分享，分享其

在進行民主法治課程上的教學內容。以猪八戒的必修課－八戒一齋為題，月珠老師在課堂

第一堂透過此讓同學在很簡單的情況之下，能夠了解關於民主法治的初步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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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2 月 15 日舉辦大四班級團體輔導活動，邀請丸虎國際顧問有限公司執行總監歐元韻小姐

（日本國立廣島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保聖那上海有限公司副總經理、株式會社保聖那全

球(東京)經理、東吳大學推廣部人力資源課程講師）專題演講，講題：「職場基本禮儀與

面試」，內容包括電話禮儀、名片交換禮儀、接待禮儀、面試禮儀、實做演練，劉必榮老

師出席。 

18. 12 月 15 日邀請司改會林峰正執行長專題演講，講題：「司法正義落實了嗎？法官法通過

後的司法改革」，隨著新聞媒體的曝光，許許多多的具有爭議性的判決不斷地浮出檯面。

在法官法通過，法官的判決會遭受民粹的左右？還是能夠更加地符合正義的型態？但無論

如何，法官法的確是司法改革前進的一步，只是日後的發展，需要我們更多的關注與追蹤。

主持人：劉書彬老師，參加師生約 60 人。 

19. 12月 15日邀請Prof. David Jones(University of Warsaw Direc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Law Program) 專題演講，講題：「Why Different EU Member States Share Different 

Points」，在歐債危機越演越烈的今天，全世界都在矚目歐盟之間的關係正遭受嚴厲的考

驗。但這樣龐大的國際組織，彼此的利益本身便不盡相同，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下有所突破，

是所有歐盟成員國中，最大的課題。主持人：黃秀端老師，參加師生約 30 人。 

20. 12 月 19 日邀請台灣勞工陣線楊書瑋執秘書、實踐大學社工系孫友聯講師、工作貧窮研究

室洪敬舒主任舉行座談會，講題：「小資 NGO 向前衝之崩世代了沒？」，這不是預言，財團

化、貧窮化、少子女化就是進行式。倘若當前我們這一代，再不思改變、有所作為，《崩

世代》就是 20 年後確切的未來！如何搶救未來的 20 年，NGO 在這裡會是一個不可或缺的

角色。 

21. 12 月 19 日邀請考試院蔡良文考試委員專題演講，講題：「文官政策新發展」，主持人：蔡

秀涓老師，參加師生約 40 人。 

22. 12 月 19 日邀請 APEC 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行政部趙恭岳副主任專題演講，講題：「全球變

遷與台灣永續發展」，在天災頻仍的今天，每一場風災都對社會帶來強大的影響，甚至整

個社會制度也會因而轉變。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要如何面對這樣劇烈的環境變動，讓永

續發展變得可能，是個需要我們正視的議題。主持人：陳立剛老師，參加師生約 40 人。 

23. 12 月 20 日邀請作家張鐵志先生(哥倫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後選人)專題演講，講題：「網

路可以改變中國嗎？」，中國一直不是一個開放的國家，所以他對網路的監控一直很強。

但隨著科技的日新月異，網路上開始不斷出現異議的聲浪，對中國官方而言是抓不勝抓，

但對民主而言，卻是長足的進步。主持人：陳俊宏老師，參加師生約 30 人。 

24. 12 月 22 日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力及專長培育計畫之子計畫【計畫名稱：價值、理

論、與公共行動】課程規劃會議。 

25. 12 月 22 日大二班級團體輔導活動，邀請國立陽明大學心理諮商中心兼任輔導老師丁介陶

老師（聯合心理諮商所特約講師、杏陵醫學基金會特約講師、新竹市生命線員工協助服務

中心特約輔導員）專題演講，講題：「跨過心中的險橋」，內容包括瞭解心中的險橋；認識

「情緒」與「壓力」，並探索情緒源/壓力源；學習因應的技巧，以面對情緒與壓力，蔡韻

竹老師出席，參加師生約 8人。 

26. 12 月 22 日邀請 79 級系友張恩慧小姐(安益國際展覽集團行銷企劃總監)、88 級系友廖福

俊先生（原剛科技(股)公司人力資源服務處專案課長）舉行座談會，講題：「職場新鮮人

必勝絕技」，主持人：劉必榮老師，參加師生約 50 人。 

27. 12 月 23 日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作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

研究所詹長權教授主講，講題：「六輕污染與工安事故的真相和真相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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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2 月 28 日召開政治系系主任與行政人員會議，討論下學期活動規劃。 

29. 12 月 29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博士班研究生劉文州之指

導教授暨學位考試委員陳立剛副教授資格審定案、博士班研究生李仰桓之資格考核暨學位

考試委員廖本全先生資格審定案、政治學系與日本愛知大學跨國雙學位制（雙碩士學位）

合作協議書審查案。 

30. 12 月 29 日邀請世新大學行政管理系廖興中助理教授（台灣透明組織政策部主任）專題演

講，講題：「地理資訊系統與政策規劃 GeoDa 操作之淺談」。 

◎社會系： 

1. 本系於 12 月 1~10 日，透過本系張家銘教授執行行政院國科會「公民社會的冷漠與信任：

台灣與捷克之比較」台捷雙邊研究計畫之機會，邀請捷克國家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

兼政治社會學小組召集人 Zdenka Mansfeldová 教授，以及其夫婿亦為捷克國家科學院歷

史研究所 20 世紀史小組副主任 Emil Voráček 教授等兩位蒞校短期訪問。來訪期間，訪賓

除與本系參與台捷雙邊研究計畫之教師召開研究計畫會議，並前往非營利組織勵馨基金會

及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進行訪問外，亦分別以「公民社會在捷克 Civil Society in Czech 

Republic」、「歷史微型研究的重要性與潛力－以捷克小城鎮為例 Importance and 

Potential of Historical Microstudy」為題，進行兩場專題演講，共計有 72 位師生出

席參與。 

2. 本系透過本校招生組轉介與合作，於 12 月 2 日前往樹林高中及台南新營高中舉辦招生宣

傳說明會，分別由本系鄭得興老師及葉肅科老師帶領本系系友郭詩穎助教進行招生宣傳。

活動係透過招生簡報並發放招生酷卡及學系簡介資料等方式，讓該校高中學生更瞭解本

系，總計約有 300 多位高中生參與。 

3. 本系於 12 月 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本系 100 學年

度第一學期清寒工讀助學金審核小組會議，審議本系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清寒工讀助學金

獎助名單。本學期計有 1位同學申請並獲得獎助。 

4. 《社會分析》第四期編輯委員會於 12 月 5 日，假世新大學舍我樓九樓 R905 會議室召開，

討論該期編務相關事項。 

5. 本系於 12 月 5 日發送本系第 21 期「東吳社會電子報」，主動告知本系近期最新消息及重

要事項。 

6. 本系於 12 月 6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19 教室，舉辦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

勉齋社會論壇－「我的學思歷程」系列，由本系張君玫副教授主講，共計超過 70 人參與。 

7. 本系於 12 月 7 日，於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633 教室，舉辦中東歐沙龍－系列三、

中東歐研習交流經驗分享，邀請本系碩士班李承鴻、李承勳兩位研究生，分享其去（99）

年 9月分別前往波蘭烏茲大學、捷克查理士大學研習交流一年之經驗。本場由本系鄭得興

助理教授主持，約有 60 位師生參與。 

8. 本系於 12 月 1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 100 學年度第

一學期「社會學實習課程」實習心得發表會。會中修課學生各自分享其在上善人文基金會、

台灣創意經濟促進會、台北兒童福利中心、以及關渡美術館等機構之實習經驗、甘苦與成

果外，亦邀請實習機構督導蒞校講評，計有 20 多位師生參與。 

9. 本系於 12 月 1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5 教學研討室，舉辦 101 學年度碩

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第二階段面試。 

10. 本系於 12 月 1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2 月份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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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會議，討論 12 月份重要行政工作事項與進度。 

11. 本系與本校政治學系共同於 12 月 15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人社院會議

室，舉辦中東歐專題演講，邀請華沙大學國際關係所、美國法研究中心主任 David A. Jones

教授，以「Why Different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Share Different Viewpoints」

為題進行專題演講，由本校政治學系黃秀端主任主持，約 35 位師生參與。 

12. 本系、中文系及物理系三系系學生會，於 12 月 19 日共同舉辦專題演講活動，邀請九把刀

以「這天，讓我們相約一起，認真追夢」為題進行演講。 

13. 本系於 12 月 2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本學期第二次

系務會議暨第一次自我評鑑作業小組聯席會議，修訂本系甄選入學招生小組作業要點部分

條文、推選本系 100 學年度甄選入學招生小組委員、審議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招生入

學考試兩階段成績佔總成績之百分比例、本系碩士班甄試招生入學管道之開放考生報考資

格案、討論本系 101 學年度學士班課程開課事宜、本系 101-102 學年度系所必修課程課群

輪教教師名單、審議建置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能力指標系統及課程暨職涯地圖案、以及討論

本系建立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事項等議案。 

14. 本系於 12 月 2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中東歐沙龍－

系列二、中東歐工作坊－公民社會專題，討論主題為「哈伯瑪斯：公民社會與公共領域的

基礎理論 Habermas: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由世新大學社心系黃聖哲副教授主講，邀請本校政治系劉書彬副教授對談，本場由本系蔡

錦昌副教授主持，約有 20 位師生參與。 

15. 本系於 12 月 2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本學期第三次

系教評會，審議本系兼任教師謝昇佑講師申請辦理教師證書學位論文外審結果案。 

16. 本系於 12 月 2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舉辦中東歐專題

演講，邀請旅捷克台商會長 Raymond Tsai(蔡俊敏)先生，以「台商在中東歐－我的觀察

與經驗分享」為題進行專題演講，本場由本系張家銘主任主持。 

17. 本系系學生會於 12 月 27 日，在本校綜合大樓望心廣場，舉辦聖誕之夜。 

18. 本系於 12 月 2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本學期第二次

課程委員會暨國際交流委員會聯席會議，討論本系與日本愛知大學合作雙聯學制事宜。 

◎社工系： 

1. 召開會議 

(1). 12 月 13 日召開本學期第 2次（擴大）課程委員會，主要議題為方案實習課群課程

檢討事宜。 

(2). 12 月 20 日召開本學期第 3次（擴大）課程委員會，主要議題為科目名稱調整事宜、

100 學年第 2學期開課事宜，以及繼續討論方案實習課群課程檢討事項。 

(3). 與心理諮商中心於 12 月 27 日在本系 D0910 教學研討室共同舉辦本系大一導師會

議。 

2. 召開教學會議或舉辦教學活動 

(1). 本系第一梯次方案實習課群 100 學年第 1學期分別於 11 月 29 日、12 月 6、13、20

日等三日在戴氏基金會會議室舉辦 4場「方案執行及評估心得觀摩研討會」。 

(2). 本系第一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於 12 月 7 日召開「方案實習課群第一梯次課程討論會

(二)」召開「方案實習課群第一梯次期末會議」，由召集人羅國英老師主持，出席者為

方案實習課群第一梯次授課教師，包括羅國英、李憶微、馬宗潔、王行、萬心蕊、葛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6 次(101.01)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31 

書倫、賴兩陽等 7 位老師，及林依青、余亭儀 2 位助教。討論議題包括下學期授課計

畫及成果發表會構想、課群第 2 年評估規劃、課群各課程必要共同講授單元及講授型

式。 

(3). 本系第二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於 12 月 27 日召開「方案實習課群第二梯次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三次會議」，由召集人闕漢中老師主持，出席者為方案實習課群第二梯次授課

教師，包括闕漢中、李明政、李淑容、廖美蓮、洪惠芬、王行、李佳儒、鍾道詮等 8

位老師，及陳怡樺助教。 

3. 專題演講及論壇 

(1). 邀請英國 Sussex 大學學者 Dr. Henglien Lisa Chen，於 100 年 12 月 6 日主講

「Knowledge-Informed Practice: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地點為本校雙溪校

區國際會議廳。 

(2). 12 月 6 日辦理本學期第 2次「社工論壇」，論壇主題為實習教育相關議題之交流，

主要進行方式為邀請英國Sussex大學社工系來訪學者分享該系實習教育模式如何強調

學生實務和研究能力，本系教師出席踴躍並熱烈討論。 

(3). 邀請英國 Sussex 大學學者 Dr. Cath Holmstrom，於 12 月 7 日主講「Implementing 

an experiential and practice-relevant curriculum for social work students 

preparing for placement: challenges and rewards arising from using an 

experimental and holistic approach within a UK university」，地點為本校 D0309

教室。 

(4). 邀請台北市失親兒福利基金會萬光珊心理諮商員於12月19日來校演講，講題為「進

入孩子的世界：從遊戲治療的觀點出發」，由本系洪惠芬老師擔任主持人。 

(5). 為提升研究生在撰寫報告及論文的參考資料整理能力，本系於 100 年 12 月 7 日在

本校圖書館電腦數位學習室舉辦研究生「Endnote 軟體運用」課程，由本系專任教師鍾

道詮助理教授講授。 

4. 國際學術交流活動：邀請英國 Sussex 社工系 Dr. Cath Holmstrom 以及 Dr Henglien Lisa 

Chen 兩位學者來台短期訪問，來訪期間為 12 月 4~10 日，主要活動行程包括專題演講、

機構參觀，以及參與本系「社工論壇」，論壇主題為實習教育相關議題之交流，並探討未

來合作意向。此外，為拓展校際交流，本系並與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合作，

安排兩位學者於東華大學專題演講以及參觀社會工作相關實務機構。 

5. 學生事務 

(1). 本系主任與本系學生會指輔導老師於 12 月 1 日在 D0401 教室進行系學生會期中餐

敘，老師除了肯定幹部辦活動的用心，也同時叮嚀同學辦理校外活動時，更要注意安

全性。 

(2). 本系學生會於 12 月份舉辦社工週系列活動，12 月 12~16 日舉辦為期一週的社工週

擺台，12 月 20 日晚上舉辦社工卡拉 OK 之夜。 

(3). 辦理場班級輔導活動，包括： 

.邀請 96 級系友蔡緯嘉於 12 月 5 日以「我可能＂不會＂當社工」進行分享個人大學

學涯經驗，以及如何從部落客達到社會工作專業助人的歷程，主要參加對象為大一

學生。 

.邀請 77 級系友葉淑玲於 100 年 12 月 6 日主講「職場就業準備」，主要參加對象為

大四學生。 

.邀請臺北護理健康大學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吳庶深助理教授，於 100 年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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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主講「雲上的太陽：從生命的有限性看生命的豐富性」，主要參加對象為本系二年

級學生。 

.邀請台灣心理輔導專業人員協會王臨風秘書長於 12 月 8 日以「生命宛如一場戲」

為題進行演講，主要對象為本系二年級學生。 

6. 師生獲獎： 

(1). 依據本校 100 學年度「教師學術研究」審查結果，本系教師王行教授獲研究論著獎

勵、莊秀美教授、萬心蕊副教授、洪惠芬助理教授各獲研究計畫獎勵、李佳儒助理教

授獲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2). 本系碩三黃建智研究生於 12 月 14 日參加由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辦理之「好書

名人推好文我來寫」閱讀心得分享比賽，獲得佳作獎狀乙紙及獎金 1000 元整。 

7. 其他： 

(1). 辦理研究生100學年度第1學期期中實習機構申請公文及實習規定等學生實習機構

諮詢及相關行政事宜。 

(2). 辦理 100 學年第 1學期社工系學生獎懲名單提報作業。 

◎音樂系： 

1. 系務會議：12 月 29 日召開本學系第 2次系務會議，討論碩士在職專班能力指標與課程地

圖、課堂反應問卷相關事宜及如何處理本校圖書館於本學系之書籍與樂譜。 

2. 課程委員會：12 月 29 日召開本學系第 1次課程委員會，討論碩士在職專班能力指標與課

程地圖。 

3.  碩士班輔導活動：2月 22 日配合學務處心諮中心辦理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研究生自我壓

力檢視與紓壓技巧學習活動。 

4. 大師班： 

(1). 12 月 2 日邀請作曲家陳錦標舉辦大師演講，講題為｢從音階到織體：《電車走過的

日子》的創作實例｣，由嚴福榮老師主持，約有 30 位師生參加。 

(2). 12 月 9 日羅東高中音樂班師生約 35 位蒞臨參訪，除參觀本學系教學環境及安素堂

管風琴，並於松怡廳觀摩本學系管弦樂團上課情形。 

(3). 12 月 14 日邀請波士頓音樂院鋼琴教授莊雅斐舉辦鋼琴大師班，由曾素玲老師主

持，共有 2位鋼琴主修之學生及兩組雙鋼琴室內樂接受指導，約有 80 位師生參加。 

(4). 12 月 22日邀請上海音樂院巢輝教授舉辦低音提琴大師班，共有 5位同學接受指導。 

(5). 12 月 28 日邀請任教於美國愛荷華大學之蘇毓婷教授舉辦法國號大師班，由曾素玲

老師主持，共有 3位同學接受指導，約有 80 位師生參加。 

5. 學生協奏曲比賽：本學系於 11 月底舉辦本學年度協奏曲比賽初賽，共有 16 位同學由初賽

脫穎而出角逐決賽，12 月 7 日於松怡廳舉辦決賽，邀請音樂領域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包

括陳允宜、張浩、王戰、蔡佳融及鄭雅琪，選出 4位同學-長笛林駿翔(音四)、低音管溫

家琪(音二)、長號楊宏煒及聲樂陳思茵(碩一)為本學年度優勝者，於 12 月 21 日由本學系

孫清吉主任頒發獎狀予入圍者及優勝者，4位優勝者將於下學期與本學系管弦樂團共同演

出。 

6. 研究生論文發表會：為提供本學系研究生互相切磋觀摩論文，以及公開發表的機會，12

月 23 日舉辦本學年度研究生論文發表會，邀請校內外音樂領域專業教師擔任主持人與評

論人，共有 9位同學發表論文。 

7. 演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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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月 10日本學系管樂團支援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星光音樂晚會於本校行政大樓廣

場舞台演出，指揮侯宇彪老師擔任。 

(2). 12 月 13 日於表演藝術中心松怡廳舉辦『雙溪新樂之聲』雙溪初啼學生作品發表音

樂會。參與作品發表者為本學系作曲組碩士班及大學素學生。 

(3). 12 月 16 日於表演藝術中心舉辦『室內弦話』三角關係音樂會，演出者為鋼琴－翁

重華、單簧管－曾素玲、小提琴－徐晨又、大提琴－歐陽伶宜。 

(4). 12 月 17 日協助發展處校友服務組舉辦『台中地區校友會』餐會演出。本學系支援

銅管五重奏演出。小號－何敏慈、吳書婷；法國號－陳威誌；長號－楊宏煒；低音號

－鄭竣豪。 

(5). 12 月 21 日與安素堂共同主辦『聖誕音樂崇拜』音樂會，由本學系合唱團擔任演出。

指揮－林舉嫻老師、鋼琴－許志瑜老師。 

(6). 12 月 31 日參與聲樂家協會主辦『歡慶 100』歡樂頌音樂會。本學系管弦樂團與合

唱團、指揮－江靖波老師參與演出。本次活動假台北市中山堂中正廳舉行。 

◎師資培育中心： 

1. 師資生及校友優異表現 

(1). 實習學生張育慈參加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承辦之「100 年北區中等學校優良教學示例

彙編」徵選，榮獲佳作。 

(2). 本中心師資生、實習學生及校友參加「台北市 100 年度國民中小學攜手計畫課後扶

助徵文」，表現優異，共計特優 3名、優選 6名及佳作 5名，其中 4位得獎師資生，獲

邀至頒獎典禮進行成果發表，獲得一致好評。 

2. 師資生專業知能活動 

(1). 邀請中等學校教師進班分享教學經驗：濮世緯助理教授分別於 12 月 1 日、8 日，

邀請台北市立麗山國中歐陽秀幸主任、金華國中巫順智老師於「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中進班演講，講題分別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學檔案之製作與運用」 

(2). 中等學校參訪活動：李逢堅助理教授於 12 月 6 日及 12 月 20 日帶領修習中等教程

歷史科、音樂科、公民科、數學科等 18 位師資生至臺北市立中正高級中學及臺北市立

士林國民中學進行參訪及教學觀摩活動。 

3.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活動 

(1). 12 月 2 日邀請國家教育研究院吳慧珉助理研究員蒞臨演講，講題為「臺灣學生學習成

就評量資料庫介紹與運用」。 

(2). 12 月 2 日辦理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學生分組座談，讓實習指導教師深入了解實習學生

實習現況。 

(3). 12 月 2 日辦理「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講座」，邀請國立台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謝曉慧副教

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教育社會學的學習要點與準備方向」。 

4. 師資生輔導活動 

(1). 12 月 7 日召開導師會議，會中針對實習學生及師資生近況進行討論，並決議每月

召開導師會議針對各班學習成效不佳之師資生進行追蹤輔導，以確實執行學習預警制

度。 

(2). 12 月 7 日辦理師資培育中心聯合導生會，活動中安排導師生座談及邀請張老師基

金會牧語軒親職講師演講，講題為「在 12 年國教的影響下，老師如何快樂的教學」，

並頒發獎狀表揚本學年度國語文測驗成績優異之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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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李逢堅助理教授於 12 月 21 日辦理師生團體互動及共同課程活動，活動中除安排導

師生座談外，並邀請橙智藝術教育事業集團黃麗君協理蒞校演講，講題為「表演式教

學訓練」。 

(4). 朱錦鳳主任持續進行「主任有約」新生個別輔導活動，針對畫人測驗結果對每位新

生進行個別晤談輔導，以及早發現需加強輔導之師資生，並將名單轉交所屬導師，協

助加強輔導。 

5. 潛在課程活動 

(1). 12 月 14、16 日舉辦「100 學年度第 1學期板書比賽」，本次比賽針對各師資類科進

行出題，以期透過比賽的方式，引導師資生精進板書能力，強化正式課程的學習，共

計 60 位師資生共同參與。 

(2). 12 月 28 日召開「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攜手課輔第四次會議」，共有 25 位參與臺北

市立至善國中、雙園國中、蘭州國中及新北市立鷺江國中課輔之師資生出席，檢討會

議由本中心濮世緯助理教授主持，會中針對課輔活動進行工作檢討及經驗分享。 

6. 教師專業社群活動：12 月 9 日辦理教師專業社群工作坊，邀請臺灣師範大學管理學院邱

皓政副教授進行-結構方程模式 SEM 理論及實務操作經驗分享，以提升教師教學及研究能

量。 

◎人權學程： 

1. 學術活動： 

(1). 12 月 12~15 日、19~22 日，每天兩小時舉辦國際迷你課程，邀請美國 Syracuse 大

學 Utica 學院教授兼 Human Rights Advocacy Progrma 負責人 Theodore S. Orlin 教

授授課。本次授課主題為《保護責任：一個演進中的國際法原則》。本次與會人次共

約 130 人次，總課程結束後有 14 人取得結業證書。 

(2). 12 月 13 日於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4樓 D0417 教室舉行野草莓學運紀錄片《廣

場》播映座談會，並邀請江偉華（《廣場》導演）、李盈萱（野草苺學運參與者）、

陳中寧（野草莓學運參與者）擔任與談人。 

(3). 12 月 19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會議室舉行「小資 NGO 向前衝之“崩世代了沒＂」

座談會，邀請台灣勞工陣線執行秘書楊書瑋、實踐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孫友聯、工作

貧窮研究室主任洪敬舒進行講座，探討有關賦稅不公、工作貧窮、人口萎縮的形因與

後果之相關議題。 

(4). 12 月 22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15 教室舉行「小資 NGO 向前衝之我可能不會人權你

之姍姍來遲」，邀請南洋台灣姊妹會北部辦公室主任吳佳臻、及台灣國際勞工協會專

員陳容柔，從台灣駐美外交官劉姍姍的虐待移工疑雲議題出發，探討有關移民移工人

權之議題。 

(5). 12 月 23 日舉行人權饗宴演講，邀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詹長權教授進行演講。

演講題目為「六輕污染和工安事故的真相和真相的背後」。 

2. 學生事務：人權碩士學位學程景鈺雲同學於 12 月 23 日舉行碩士論文學位考試、同學程林

季儒同學於 12 月 30 日舉行碩士論文計畫書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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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一月 

院長室  

一、12 月 2 日南京農業大學外國語文學院秦禮君院長與日文系金錦珠老師、戈嫣嫣老師前來

本院參訪，除與院長及日文系主任座談外，另亦參觀本院三學系文化教室，秦院長等人

此行主要為收集日語教學和研究方面的資料及交流。 

二、12 月 9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院教評會複審兼任教師初聘案、教師升等申請

案及教師休假申請案。 

三、12 月 14 日與學生事務處合辦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院導師研習會，於第一教研大樓外語

學院會議室（R0814）舉行，主題為「同理心輔導技巧運用與演練」，活動計有本院 35

位教職員參加。 

四、12 月 15-18 日賴錦雀院長受邀前往日本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參加「多語言多文化同時

學習支援」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專題演說，期間亦拜會宮崎大學校長、副校長、國際

交流長、教育文化學部長等人，並探訪本院前往該校留學之交換學生。 

五、12 月 21 日賴錦雀院長接受 CHEERS 雜誌專訪，該雜誌將本院列為全國大學外語學群中

唯一受訪對象進行學院介紹（預定 101 年 3 月出刊）。 

六、12 月 28 日於 R0814 會議室舉辦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學工作坊，主題為「學生學習成

效評估與外語學習輔導機制」，邀請英文系林茂松老師、金堅老師、日文系王世和主任、

德文系林愛華主任及語言教學中心邱美和老師分享教學新知與心得，計有本院 36 位教師

參加。 

七、12 月 29 日於 R0814 會議室舉辦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研究生輔導活動，主題為「自我壓

力檢視與抒壓技巧學習」，計有本院研究生及職員共 27 位參加。 

八、12 月 30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行政會議，複審通過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

學助理申請案 27 件。 

九、其他重要行政事項：101 年教育部獎補助計畫申請、101 年教學卓越計畫申請、陳報德文

系及語言教學中心教學設備設置及請修問題。 

 

英文系 

一、12 月 3 日舉辦英文學系第 40 屆運動會。  

二、12 月 7 日辦理碩士班會議及論文指導工作坊。  

三、12 月 10-11 日協助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活動。 

四、12 月 14 日舉辦碩士班入學面試。 

五、12 月 21 日舉行英文學系寫作比賽頒獎典禮。  

六、12 月 29 日英文學系系友會期末餐敘。 

七、會議/研討會 

（一）12 月 14 日召開課程規劃會議。 

（二）12 月 20 日召開系教評會。 

（三）12 月 28 日舉辦系導師研習會議。 

（四）12 月 28 日與心理諮商中心召開大一學生身心適應狀況討論會議。 

（五）12 月 28 日外語學院教學工作坊，本系（1）林茂松老師發表「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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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2）金堅老師發表英文系學習輔導機制與成效。 

八、演講活動： 

（一）12 月 7 日舉辦海外留學系列講座- What is IELTS?（IELTS 考試暨留學講座），主講

人：IDP 國際教育中心雅思專員 Mavis、留學顧問 Candice。 

（二）12 月 14-16 日波蘭學者 Dr. Wieslaw Olesky（Lodz 大學翻譯與多媒體系主任）來

訪並進行 5 場講座。 

（三）12 月 14 日舉辦職涯講座「職場趨勢與就業競爭力」，主講人：104 人力資源顧問

（股）公司營運長暨副總經理吳麗雪。 

（四）12 月 21 日舉辦海外留學系列講座「來去英國留學與打工遊學」，主講人：Education 

Global Service 教育諮詢顧問張芸綺、何佳家。 

（五）12 月 21 日舉辦暑假何處去系列講座「 我來自一座島嶼"台灣"：美國打工度假篇

（1）」主講人（地點）：陳利玫＆程冠瑜（德拉瓦州）、張家綾＆蔡欣甫（賓州）、

朱盈宣＆陳樺毓（維吉尼亞州）。 

（六）12 月 28 日舉辦暑假何處去系列講座「我來自一座島嶼"台灣"：歐亞非志工旅遊篇

（1）」主講人（地點）：李豪善（德國）、任友嵐（烏克蘭）、楊馥年（突尼西亞）、

王子恩（中國）。 

九、其他重要行政事項： 

（一）完成更新系新網頁。 

（二）發放新修訂之「英文學系活動暨自學手冊」予學生。 

（三）辦理 99 年度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結案。 

（四）申請行政院青輔會協助大專校院提升青年就業力實施計畫。 

（五）籌備成立「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學會」事宜。 

（六）辦理系刊出版事宜。 

（七）進行「漫步在大學-大學校系查詢系統」網頁之校系資料更新。 

（八）辦理徵聘教師廣告事宜。 

 

 

日文系 

一、 12 月 2 日南京農業大學外語學院秦禮君院長、日語系金錦珠副教授、戈嫣嫣講師來訪。 

二、 12 月 5 日召開學術及出版委員會，確認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 38 期審查結果及討論 39 期

徵稿簡約。 

三、 12 月 7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暨碩博士班委員會聯席會議，討論學士班、碩士班、進修學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能力指標及課程地圖資料。 

四、 12 月 8 日國際交流基金白井桂講師來訪，並參觀本系教學。 

五、 12 月 14 日舉行日語翻譯比賽，比賽結果前三名依序為日三 B 蔡翔宇、日進三鄧宜欣、

日四 A 郭香均。 

六、 12 月 17 日舉辦日文卡拉 OK 比賽，班級組前三名依序為日二 C、日四 A、日三 C。 

七、 12 月 14 日日本廣島山陽高中師生來訪，與華語班學生交流。 

八、 12 月 14 日舉行 101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共有 4 名考生應試。 

九、 14 月 14 日召開系務會議，修訂本系教師評審辦法及討論建置及修訂「學系能力指標及

課程地圖」事宜。 

十、 12 月 14 日交流協會獎學金考試經驗分享座談會，邀請畢業系友蔡筱柔、洪麒杰、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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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返校分享。 

十一、 12 月 14 日舉辦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第 144 次例會，由陳淑娟老師、日碩二研究生鄭

丞佑、野澤芙美、劉德正發表。 

十二、 12 月 20 日姐妹校拓殖大學日本語教育研究所飯田透老師、國際課後藤真宏課長來訪。 

十三、 12 月 21-28 日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藤井久美子教授率 9 名學生至本系教育實習。 

十四、 12 月 21 日舉辦 100 學年度留學甄選口試，共有 23 名學生參加。 

十五、 12 月 23 日與宮崎大學合辦研究生期中發表會，共有本系 7 名研究生與宮崎大學 2 名

研究生發表。 

十六、 12 月 23 日大阪大學林初梅教授及學生 18 人來訪，與本系師生交流。 

十七、 12 月 28 日舉辦種子導師學系團體輔導活動，邀請小學館陳學文執行長、吳怡柔系友

蒞臨座談，主題：「如何成為企業最想'hold'住的犀利人'才'─台灣小學館執行長 vs.東吳日

文系友之霹靂對話篇─」 

十八、 12 月 28 日邀請台北藝術大學戲劇學院林于竝副教授蒞臨演講，講題為「漫談日本傳

統藝術『能劇』」。 

十九、 12 月 29 日博士班研究生菊川秀夫通過學位考試。 

 

德文系 

一、12 月 3 日舉辦「永平高中德國文化一日體驗營」。 

二、12 月 7 日系務會議：碩士班 100-2 課程異動案、同意設立碩士班導師。 

三、12 月 7 日舉辦外語學院異文化主題影展「當孩子生孩子」系列四：「當愛來的時候」（台

灣）。 

四、12 月 12 日碩士班甄試委員會：討論複試內容。 

五、12 月 13 日 1&2 年級德語課程教師會議。 

六、12 月 15 日 3＆4 年級德語課程教師會議。 

七、12 月 20 日學系教師耶誕聚會。 

八、12 月 21 日大一導師會議：大一身心適應問卷解析。 

九、12 月 21 日德國生活文化講座系列—「耶誕嘉年華」。 

十、12 月 22 日系教評會：確認通過林俊龍講師教師資格審查案。 

十一、 12 月 26 日一年級德語教學影片欣賞。 

十二、 12 月 27 日碩士班工作小組會議：審議研究生論文獎助金申請案。 

十三、 12 月 30 日外系德文教師會議：討論新教材。 

十四、其他重要行政事項：德國明斯特大學國際學生德國現況介紹活動、研讀小組「哈利波

特」、研讀小組「唱歌學德文」、至相關科系進行碩士班招生宣傳、碩士生學位考試、

學士班預警措施、德國文化海報展籌備、申請 100-2 教學助理、100-1 教師專業社群、

101 教學卓越計畫。 

 

語言教學中心 

一、提報 101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計畫--子計畫「更新兩校區 10 間語言教室設備」及填寫 100

年度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執行成效；提出 101 學年語言實習費收費標準建

議。 

二、提供 100 學年第 1 期外語學院通訊報本中心業務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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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 月 14 日中午召開本中心第 1 次課程委員會；12 月 28 日上午召開本中心第 2 次中心事

務會議，並請王鵬順編審報告 101 學年兩校區類比式語言教室及二校區外語自學室更新

案。 

四、12 月 14 日下午舉行本中心第 2 場教學觀摩，由呂信老師主講”Is It Difficult to Make Our 

Listening Tests?”；以及柯博仁老師於實用英語學程教學工作坊主講”Workplace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Beyond Graduation”。 

五、12 月 28 日參加外語學院教學工作坊「外語學習輔導與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六、本中心 101 學年擬徵聘專兼任教師應徵函收件並進行書面審查。 

七、辦理 100 學年本中心兼任教師學位論文送審。 

八、辦理課務工作： 

（一） 辦理 12 月 7、14 日「英文（二）」和「英文（一）：語練」期末考錄音，以及「英

文（一）：讀本」初、中、高級班學士暨進學班期末統一考試相關事宜。 

（二） 彙整「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計畫」助理申請資料表。 

（三） 彙整 97 學年至 100 學年第 1 學期「實用英語學程」各科教材一覽表。 

（四） 12 月 5 日舉辦「實用英語學程」講座職人系列，由陳玫蓉老師主講「企業英雄」。 

（五） 規劃實用英語學程能力指標及課程地圖。 

九、辦理外語自學活動： 

（一）11 月份外語自學室二校區開放 286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2,788，
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635，合計 3,423 人次。100 年 11 月線上軟體使用

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3,852、《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

3,524、《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3,475。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內容瀏覽次數 5,356。  

（二）第 19 期雙溪外語自學小組自學週記 Facebook 粉絲專頁瀏覽次數 2,257。 

（三）提供外語自學室英語聊天時間服務；更新外語自學室英、日、法及德語目錄暨新薦

購教材編目上架。 

（四）12 月 1、2、5、6 日城中校區舉辦第 19 期自學小組長經驗交流活動 4 場。 

（五）12 月 7~9、12 日雙溪校區舉辦外語自學小組長經驗交流座談會共 4 場。 

（六）12 月 14、19、21、26 日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39): 「看雜誌學英文—

聽說讀寫一次搞定」、雙溪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170):「FUN 電影學英文—THE 

KING’S SPEECH（王者之聲：宣戰時刻）」、雙溪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40): 「耶

誕歡樂 SONG」、雙溪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41):「 Work & Travel 經驗分享會」。 

（七）12 月 16、27 日城中校區舉辦「免費體驗新制 TOEIC®完全模擬測驗 B」和「教你

活用資源學英文!」活動。 

（八）進行第 19 期外語自學小組長及組員問卷調查。 

（九）第 18 期外語自學手札出刊。 

十、執行教學卓越計畫： 

（一）辦理 100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核銷事宜，並提出 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3 項子計

畫申請。 

（二）彙整本中心專任暨專案教師繳交本學期「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輔導報告。 

（三）整理 100 年度教學卓越相關訊息並上傳至卓越網。 

（四）進行每月份「空中英語教室、大家說英語 VOD」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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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 
一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12 月 6 日召開會議討論 101 學年度教育部獎勵私校校務發展計畫相關事宜。 

二、12 月 8 日召開第一教研大樓安全委員會會議。 

三、12 月 14 日召開 101 學年度教育部獎勵私校校務展計畫審查會議。 

四、12 月 21 日召開院行政會議並審查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學助理申請案。 

五、12 月 27 日召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討論初聘兼任教師及休假申請案。 

六、12 月 28 日召開院課程委員會議。 

七、12 月 31 日參與體育室舉辦之教職員工桌球聯誼賽，男子組獲亞軍、女子組獲冠軍。 

八、FM-AM 學生學習跨領域知識講演比賽，共有七組進入決賽，已公布於院網頁。決賽日期

為 101 年 2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10:00-15:30。 

九、理學院教師研究接枝計畫，共有二位教師獲得補助，擬於第二學期末舉辦研究成果發表

會，將請二位老師分享他們計畫內容。 

 

【數學系】： 

一、 本校 100 學年度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結果發表，本系有 3 位老師 4 人次獲得「研究論著

獎勵」，5 位老師獲得「研究計畫獎勵」，1 位老師通過「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時數」之核

定。 

二、 數學系一年級同學參加第 34 屆新生盃運動競賽，榮獲男子組大隊接力全校冠軍，男子

組籃球雙溪校區冠軍，全校季軍。 

三、 數學系林惠婷主任、簡茂丁教授於 100 年 12 月 10 日前往中原大學參加「2011 年數學

學術研討會暨中華民國數學會年會」。 

四、 數學系於 100 年 12 月 14 日在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 R0411 教室舉行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修讀學士學位優秀學生獎學金、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鄧靜華先生清寒優秀獎學金

暨數學系商學獎學金聯合頒獎典禮，由林惠婷主任頒獎並合影留念。 

五、 數學系於 100 年 12 月 14 日辦理「101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口試」。 

六、 數學系於 100 年 12 月 14 日與生涯發展中心聯合舉辦班級團體輔導活動。邀請數學系

86級系友周修聖學長在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R0413教室以親身的經驗告訴學弟妹

如何在數學系畢業後找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路，因為「路是自己決定的」。周學長目前

擔任聯邦商業銀行專員。 

七、 數學系學生會於 12 月 17 日至 18 日前往輔仁大學參加 100 學年度大專數學盃，榮獲籃

球冠軍。 

八、 理學院五系學生會聯合於 100 年 12 月 24 日在外雙溪校區舉辦「理學院五系聯合運動

會」。 

九、 數學系於 100 年 12 月 28 日與心理諮商中心在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 R0701 研討室

共同舉辦「數學系大一導師會議」，針對本屆一年級學生身心狀況進行了解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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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數學系完成國科會補助 101 年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作業，計有 7 位專任老師申請 9 件

研究計畫。 
 

【物理學系】： 

學術活動： 

一、邀請師範大學物理學系李沃龍教授演講，講題：「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niverse – 

Introduction to the2011 Nobel Prize of Physics」。（12.28） 

二、劉源俊教授應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高等研究所邀請，參加「華文物理名詞標準化研習會」，

發表〈中文物理名詞的商榷〉。（12.10-12）又應台北市立教育大學教育學系邀請，發表演說：

「說科學精神」。（12.22） 

三、任慶運副教授應邀參加由南華大學所主辦之「第27屆全國通識教育教師研習會」，發表

「文理會通在經典」。（12.02） 

四、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例會，由陳國鎮教授報告：「水結晶的探索」。（12.21） 

 

行政業務： 

一、會議： 

（一）召開一百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系課程委員會，檢討學系課程架構、課程綱要以及必

選修科目調整、開設新科目等相關提案。（12.07） 

（二）召開一百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討論 101 學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經費申請，

以及課程委員會決議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設「科學模擬與計算」、「平板電腦之程式

設計」科目、必選修科目調整等相關提案。（12.12） 

（三）召開一百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討論一百年度第二學期聘任兼任

教師事宜。（12.19） 

（四）召開演喻工作小組第卅一次會議，此次會議特別前往台北市立科學教育館參觀，以了

解目前科教館所規劃之物理世界相關設置，俾以為演喻教學之參考。（12.14） 

 

二、輔導： 

（一）辦理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優秀學生餐敘及頒獎，共有游秩群、李哲瑩等 10 位同學參加，

主任勉勵同學再接再勵，期許更上一層樓，會後合影存念。（12.05） 

（二）辦理大三導生活動，此次活動參觀科學教育館，由導師及助教帶隊，共計有47人參與

活動。（12.14） 

（三）辦理「月光園」系友座談會，邀請楊陽（66級）、蔡宗惠（79級）學長，分別分享求

學（轉系）、留學、研究及工作三階段，如何經營自己的人生。（12.14） 

（四）辦理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選課輔導及課程規劃說明會」，由蕭先雄主任介紹第二學

期聘任客座柴康敏副教授所開設之新科目內容，任慶運老師介紹學系課程架構及相關

銜接，系辦公室輔導選課等相關說明，此次活動，共計有師生150人參與。（12.15） 

（五）辦理大四導生活動，邀請吳志剛（78級）、許兆芳（94級）學長，與大四同學閒談職

場經驗，共計有47人參與，演講會後並由導師召開班會，了解同學對即將畢業的規劃。

（12.19） 

（六）辦理大一生活動，由導師及助教帶隊參觀天文教育館，同時由巫俊賢老師介紹大二選

修科目「天文學」，共計有47人參加，經由實際參訪行程，讓同學體驗天文知識。（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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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辦理「C語言入門講座」，由巫俊賢老師講解，以協助同學多了解程式語言，並且可

實際應用於物理課程中（12.22）。 

（八）辦理大二導生活動，由陳國鎮老師主講：「身體健康與專注學習」，希望藉由分享，

讓同學了解有健康與學習的關係，同時知道如何保養健康的身體。（12.28） 

（九）辦理一百學年度第一學期「書報討論、專題研究優秀學生期末發表會」，由蕭盛元、

游秩群、黃冠綺、李哲瑩等四位同學發表。（12.28） 

（十）物理學系四年級李哲瑩同學以〈光陰似「箭」〉一文，獲得由「財團法人國立自然科

學博物館文教基金會」以及「科學人雜誌」所舉辦的「第五屆科普寫作桂冠獎」佳作。

（ 12.11）   

 

三、學生獎懲提報，獎補助經費、系友感謝函、聘任客座教授後續相關事宜、新開科目作業

等，及其他交辦事項。 
 

【化學系】： 

一、12 月 3、4 日本系王志傑老師、傅明仁老師、呂世伊老師、何美霖老師、王榮輝老師、

碩士班研究生及大學部專題生共同出席於清華大學舉行的「中國化學會 2011 年化學年

會」並有多篇壁報論文展示。 

二、12 月 7 日舉行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場專題演講，邀請本系 66 級系友聯華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鄭宏本博士，講題：「態度決定你的高度」。 

三、12 月 8 日舉行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成績優秀同學頒獎活動，由學系主任親自頒發各年級

獲獎同學獎狀並透過餐敘的方式，瞭解學生的學習狀況及需求。 

四、12 月 13 日上午舉行本系「100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入學複(面)試」，由不同領域的三位專

任教師，聽取每位通過資料審查初審資格學生的研究成果報告並由面談的方式，甄選優

秀之碩士班學生。 

五、本系王志傑教授獲中央研究院通過 101 年度第 1 梯次短期訪問研究（計畫名稱：配位聚

合物對氣體吸脫附的分析與研究）。 

六、12 月 13 日提送 100 學年第 2 學期教學助理申請。 

七、12 月 14 日舉行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場學術演講，邀請本系 87 級系友臺灣積體電路

公司表面分析部門首席工程師陳柏榮博士，講題：「表面分析簡介及其應用Surface analysis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八、12 月 15 日舉辦本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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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選課輔導相關事宜」。 

九、12 月 19 日本系卓志銘技正赴教育部參加「101 年學校毒性化學物質申報系統說明會」。 

十、12 月 20 日由系主任與碩士班學生代表共同參加「超庸館大樓安全委員會議」，依校安中

心來文討論將光道廳納入「超庸館大樓安全委員會」事宜。 

十一、12 月 21 日由本系大一導師、學系秘書、實驗課程助教等 3 人與心理諮商中心同仁共

同舉行「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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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大一學生輔導的分享與交流。 

十二、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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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嘉星教授-獲「研究論著」第 1 類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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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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12 月 23 日舉辦化學系三年級班級團體輔導活動。 

十四、本系傅明仁教授、王志傑教授、呂世伊教授獲「國科會 100 年度大專校院學術研究優

秀人才獎勵」。 

十五、12 月 28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及第 3 次系務會議，討論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程事宜。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1. 12 月 13 日及 20 日分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會議及系務會議，討論博士班課程暨職涯進

路地圖之建置。 

2. 12 月 27 日召開系務會議，進行博士班資格考核方式之檢討。 

2. 完成 101 學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計畫提報預算編列。 

3. 12 月 20 日召開超庸館安全委員會會議，將提送院務會議修訂「超庸館安全委員會組

織辦法」之建議案。 

二、教學： 

1. 為落實本系基礎課程「普通微生物學」的教學內容及建立的專業知識等確實能協接其

他核心課程並提供學習的基礎，本系五位授課老師於 12 月 6 日齊聚討論，並獲得初步

的共識。 

2. 完成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助理及補救教學申請作業，本系共提出 5 項科目教學助

理申請案(含大一普通生物學、大二普通微生物學及生物統計學、大三分子生物學及免

疫學)及 5 項科目補救教學申請案(含大一普通生物學實驗、大二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大三生物化學實驗及微生物生理學實驗、大四環境檢驗分析)。 

3. 完成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選課檢核條件設定及小班教學課程之預選作業。 

4. 完成本學期大學部及碩博士班書報討論反應問卷施測。 

5. 本學期共安排四場「微生物於污染防治之應用」系列演講，本月份於 12 月 6 日舉辦第

四場，主講人為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高志明教授，講題為「地下水生物整治案例

介紹」。 

6. 完成碩士班畢業論文口試申請作業，本學期預計 4 位同學進行學位口試。 

三、學生輔導： 

1. 12 月 13 日舉辦導生會議「轉學生及轉系生座談會」，出席人員包括主任、導師、秘

書、助教、全體轉學生及轉系生。 

2. 12 月 20 日舉辦耶誕茶會，出席人員包括全系教職員、大學部論文生及碩博士班研究

生。 

3. 微二鄭儒謙及張秩榮兩位同學參加本校於 12 月 10 至 11 日主辦之「2011 東吳國際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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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馬拉松」競賽，分獲「學生一小時賽男子組」第三名及第四名。 

4. 本系學生棒球隊參加東吳棒壘社於 12 月 24 日主辦之「第十六屆強棒盃」競賽榮獲冠

軍。 

5. 12 月 27 日舉辦「100 年度暑期實習心得分享暨 101 年度實習申請說明會」。 

6. 完成本學期學生獎懲建議提報作業。 

四、招生： 

1. 寄發大學部及碩士班招生宣傳海報。 

2. 完成 101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考試作業，錄取人數共 5 名。 

3. 12 月 16 日楊鉅文老師與本校招生組人員台北市百齡高中進行招生宣傳。 

五、研究： 

100 學年度教師學術獎助獲獎情形如下： 

1. 「研究論著獎勵」第一類共 7 人 7 件獲獎。 

2. 「研究論著獎勵」第二類共 5 人 5 件獲獎。 

3. 「研究計畫獎勵」第一類共 6 人 8 件獲獎。 

4. 「研究計畫獎勵」第二類共 1 人 1 件獲獎。 

5. 「減授授課時數」共 2 人獲獎，其中 1 位為連續三年減授鐘點。 

六、人員教育訓練： 

研究助理出席 12 月 6 日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生物安全資訊系統」教育訓練。 

七、實驗安全： 

1. 完成本季公共危險物質填報作業。 

2. 進行本年度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填報作業。 

 
【心理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100 年 12 月 6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通過本系兼任教師林錦

宏老師申請助理教授教師證書案。 

二、 100 年 12 月 6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通過 100 學年

度第 2 學期「教學助理補助計畫」申請案。 

三、 100 年 12 月 13 日於 B404 及 B405 分別舉辦「大三導生會」及「大四導生會」，內

容著重了解同學畢業後生涯規畫方向，並給予建議和鼓勵。 

四、 100 年 12 月 13 日下午 1 點半至下午 3 點半，於 B404 舉辦「大三大四聯合講座」，

邀請鄧慧文講師進行講演，講題為「學歷通膨年代該念研究所嗎？」 

五、 100 年 12 月 19 日中午於 R0410 舉辦「大二導生會」，內容為進行下學期選課輔導。 

六、 100 年 12 月 19 日至 23 日舉辦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心理週活動，12 月 23 日晚上並

於望星廣場舉辦心理之夜「心塔嗑蘿絲」。 

七、 100 年 12 月 20 日下午 1 點半至下午 3 點半，於 H106 舉辦「學長姐生涯規劃分享

講座」，邀請兩位在學學生及兩位系友分享有關創業、國際志工及研究所考試等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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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00 年 12 月 21 日下午莊雅筑助教赴三軍總醫院參加「醫事院校老師及學生實習座

談會」，了解院方對實習之相關規定及宣導。 

九、 100 年 12 月 27 日心理諮商中心至本系舉辦 100 學年度「大一導師會議」，會中說

明大一身心適應問卷施測結果及後續輔導情形。 

十、 本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改進計畫申請獲得核定通過，計畫名稱為「心理學系

課程實務及應用教學改進計畫」，補助金額 12 萬，參與教師有楊牧貞主任、王叢

桂老師、汪曼穎老師、邱耀初老師及張本聖老師。 

十一、 本系教師獲得獎補助情況及詳細資訊如下： 

（一） 「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 

1. 「研究論著獎勵」: 

姓名 職稱 著作名稱 出版情形 類別

王叢桂 教授 
華人工作目的價值對個體面對生

涯與家庭需求衝突時抉擇的影響

教育與心理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

頁 81-109，98 年 3 月(TSSCI) 
第二類

楊牧貞 教授 
利他意願在調節負向情緒上的效

果 
教育心裡學報，第 42 卷第 4 期，

頁 701-718，100 年 6 月(TSSCI) 
第二類

劉惠琴 教授 家庭調適的質量對話 
教育心裡學報，第 42 卷第 4 期，

頁 567-589，100 年 6 月(TSSCI) 
第二類

汪曼穎 教授 
心情不好就買東西？心情與情感

預測訊息對衝動購物行為之影響

中華心理學刊，第 53 卷第 2 期，

頁 191-207，100 年 6 月(TSSCI) 
第二類

2. 「研究計畫獎勵」: 

姓名 職稱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邱耀初 
副教

授 
99-2410-H-031-025- 

期望值、幣值大小與輸贏頻率之軀體標記

-合併原版與逆轉版愛荷華賭局的實驗 
第一類

邱耀初 
副教

授 
99-2815-C-031-004-H 

愛荷華賭局中的獎賞頻率對決策行為之

影響:以精神分裂症病患為例 
第二類

王叢桂 教授 99-2410-H-031-023- 
價值的傳承以及工作與家庭價值在工作

與家庭衝突/助益轉換之間的角色與功能 
第一類

汪曼穎 教授 98-2410-H-031-006-MY2 內隱記憶歷程與內隱學習(2/2) 第一類

徐儷瑜 
助理

教授 
99-2410-H-031-026- 

家庭情緒脈絡對注意力缺陷過動症兒童

情緒調節之影響 
第一類

 

（二） 「東吳大學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數」：  

姓名 職稱 通過減授鐘點數 

汪曼穎 教授 101 學年每學期各減授 1 個鐘點 

邱耀初 副教授 101 學年每學期各減授 1 個鐘點 

 

（三） 「胡筆江先生紀念專款」出版優良期刊論文補助： 
姓名 職稱 補助項目及金額 
汪曼穎 教授 刊登費新台幣 10,000 元 

 

十二、 教師支援招生宣傳工作： 

（一） 100 年 12 月 14 日育成高中 40 名學生來校參訪，本系楊牧貞主任、王叢桂老

師、汪曼穎老師、徐儷瑜老師及邱耀初老師支援簡報及座談，並安排參觀本

系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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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識科學學程】： 

一、 為能增進同學對刑事法律相關知能的認識學習，鑑識科學學程選修課程「刑事鑑定

法律」林裕順老師另舉辦 3 次課堂講座： 

a. 100年 12月 8日邀請新北市刑事鑑識中心程志強警務正至雙溪校區課室主講「現

場勘察」。 

b. 100 年 12 月 15 日邀請刑事警察局鑑識科李經緯研究員至雙溪校區課室主講「槍

彈鑑識」。 

c. 100 年 12 月 22 日邀請刑事警察局鑑識科（化學組）周修毅警務正至雙溪校區課

室主講「毒品鑑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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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一月 

一、「飛越九六 邁向世紀」－東吳大學法學院 96 週年院慶以及第七屆院友年會，100 年 12 月

18 日晚間在大直典華飯店歡喜登場，圓滿落幕。當晚席開 84 桌，共有近 800 位院友以及

各界貴賓參與這場隆重又溫馨的盛會，出席率高達 94%，法學院系再一次成功舉辦這麼大

型的年會活動。許多受邀參加盛會的來賓表示，這種盛大的院友會場面在別校的法學院幾

乎不曾看過，東吳法學院院友的高度向心力實在難得。這次年會有溫馨的懷舊憶往與榮敬

典禮，也有高水準的合唱表演與熱鬧歡樂的抽獎時刻，二個半小時的年會，在把酒言歡，

重溫舊日以及互道珍重聲中，劃下圓滿的句點。院系行政同仁已召開檢討會議，並將整彙

作成檔案，以供民國 104 年舉辦建院 100 年會會參考改進之用。 
 
二、本院 2011 年 12 月 8 日于祟基樓 1705 實習法庭舉行『2011 年英美法學術研討會』，當天由

系主任林三欽教授於開幕典禮中致辭，姚思遠教授主持第一場會議，林世宗教授、成永裕

教授、林利芝教授、謝國廉教授、法思齊教授及宮文祥教授五位發表研究成果。下午第二

場由英美法及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潘維大教授主持，程法彰教授、何婉君教授及楊君毅教

授等三人報告，兩場次會議學生出席踴躍，討論熱鬧，閉幕典禮則由楊奕華院長以幽默的

結語為本次研討會劃下完美句點。 
 
三、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法學院(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Law School) 東亞法

律研究中心創辦主任，同時也是該校 Volkman-Bascom 傑出教授 Prof. Charles Irish 於 12 月

9 日到院演講，主題係探討美國與歐洲當前之經濟困境及其對台灣未來之影響。此外，亦

介紹赴美國修讀法律課程之相關資訊，以及威斯康辛大學法學院 MLI(LLM)課程特色與台

灣學生獎學金之資訊，提供有志出國進修同學寶貴的資訊。 
 

四、100 年司法官特考於 12 月 20 日放榜，共錄取 71 位，目前已確認東吳畢業系友共有 10 位，

比率為 14%，超越去年的 13%，表現優異。此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律師考

試」於 12 月 27 日放榜，本年共錄取 960 位，經檢核名單後，東吳畢業系友已超過 90 人，

目前仍陸續確認中，可望再創佳績。今年二項考試皆首度採用新制，即第一階段筆試選擇題，

通過者始得進入第二階段申論考試，司法官更有第三階段口試，在首度推行國家考試新制

中，能有此優異表現，誠屬不易，也可見東吳法學院系辦學紮實，成果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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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一月 

商學院 

一、 本院 12 月 5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學系主管會議，討論「101 年度教育部獎

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相關事宜。 

二、 12 月 8 日舉辦「創新與創意論壇」系列活動第三場次，主題為「幾米 Life Style～文創品

牌的夢想與經營」，邀請 30 雜誌成章瑜總監擔任主持人，由創新催化師：墨色國際李雨

珊總經理進行活動分享，參加者踴躍，氣氛熱絡。 

三、 本院 12 月 19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商學院教師學術研究獎勵委員會，審議

100 學年度商學院教師研究獎勵申請案。 

四、 本院 12 月 19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編輯委員會，討論學

報第 75、76 期出刊事宜，出席委員並於會後進行餐敘。 

五、本院 12 月 28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審議本院與蘇州大學商學院

共同成立「東吳企業風險管理研究中心」及「東吳效率與生產力研究中心」案、本院與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美國 Pace 大學及義大利 University of Salerno 簽訂「院級交換生協議」

等事宜。 

六、本院 12 月 30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100 學年度第 2

次專任教授初聘案、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升等案、101 學年度專任教師休假案、100

學年度教師評鑑案、100 學年度第 4 次兼任教師初聘案、複審 100 學年度第 2 次專業級

技術人員初聘案、100 學年度第 2 次兼任教師改聘案等議題。 

七、12 月 30 日召開商學院 100 學年度歲末餐敘籌備會議，討論本院 101 年 1 月 6 日於三軍

軍官俱樂部勝利廳舉行之歲末餐敘相關籌備事宜。 

八、辦理及彙整本院(含各學系、進學班、EMBA 班及國際商管學程)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

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事宜。 

九、辦理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教學助理申請補助」第一次審查事宜，本院有會計

系楊葉承教授、企管系余朝權教授、王忠宗教授、黃庭邦教授、劉敏熙教授、國貿系謝

效昭教授及進學班陳品如教授等 7 位教師提出申請，經審查，本院推薦上述 7 位教師之

申請案，共 9 門課。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一、 12 月 1 日舉辦論文工作坊，由邱永和研務長教授方法論。 

二、12 月 3 日 EMBA 於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舉辦 100 學年度第二場招生說明會，由詹乾隆

院長介紹本班課程相關資訊及學長姐進行經驗分享。 

三、12 月 6 日 EMBA 邀請黃鎮台前校長於城中校區 5213 教室演講，講題：科學家與成見。 

四、12 月 10 日「企業經營管理專題」課程邀請首都大飯店資深顧問丁金樹先生前來演講。 

五、12 月 11 日「美學與創意」課程邀請引雅珠寶張智超董事長前來演講，講題：珠寶鑑定。 

六、12 月 12 日發行東吳大學商學院 EMBA 電子報第 17 期。 

七、12 月 15 日於南港軟體工業園區舉辦 100 學年度第三場招生說明會。 

八、2 月 15 日於亞太會館舉辦 EMBA 歲末餐敘，會中邀請黃鎮台前校長、林錦川校長、唐松

章理事長、詹乾隆院長、謝子仁老師等共近 80 位師生參與。 

九、12 月 17 日 EMBA「綠色經濟學」課程由環保署空保處簡慧貞副處長帶領 EMBA 碩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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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北投焚化廠參訪，並於旋轉餐廳用午餐。 

十、12 月 23 日「國際行銷與品牌」課程邀請寶利徠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宋一新董事長前

來演講。 

十一、 12 月 24 日「企業經營管理專題」課程邀請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林秉彬理事長前

來演講。 

十二、 12 月 25 日「美學與創意」課程邀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徐明景主任前來演講，

講題：數位攝影的技術與美學創意。 

十三、 12 月 25 日「國際行銷與品牌」課程邀請統一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仲崇經經理前來

演講，講題：統一星巴克的創新體驗。 

十四、 12 月 27 日 EMBA 召開 100 學年度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討論 EMBA 專業能力指標

及課程地圖相關事宜。 

十五、 12 月 29 日舉辦 EMBA 讀書會，導讀書籍：「想好了就豁出去：人生不能只做有把

握的事，鞋王謝家華這樣找出勝算」，主持人：翁望回(東吳大學企管系副教授)，導讀

人：郭仁彰(台北富邦銀行消金風險控管部協理)，與談人：王啟雄(偉創力股份有限公

司工程經理)、白燿東(永豐商業銀行新莊分行經理)。 

跨領域學程 

一、12 月 29 日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共同舉辦「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商學院跨領域學

程期末座談會」。 

二、辦理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網路選課檢核條件設定。 

三、配合本校實施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調查。 

國際商管學程 

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 South Bend 客座教授 MONLE LEE(李孟麗老師)於

12 月 12 日至 23 日至本學程教授行銷管理課程，為期兩周。 

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一、 執行國科會「企業風險管理之研究－IT 產業」研究專案：(一)12 月 1 日進行第 36 次

ERM 會議，本次會議為每月例行會議，各子計畫報告目前各組之進度。(二) 於
12 月 8 日進行第 37 次 ERM 會議，本次會議討論關於 12 月 6 日需繳交給國科會

之期中審查意見回覆資料。(三) 12 月 16 日繳交國科會期中審查意見之回覆，並訂

於 101 年 1 月 6 日赴國科會進行報告答詢。 

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 12 月 2 日 邀請台灣大學經濟系王泓仁教授兼系主任演講「Consistent Estimation 

of the Fixed Effects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二、經濟學系 12 月 9 日 邀請中央大學產經所陳忠榮教授演講「E-commerce and Automation 

Adoption and its Impact on Productivity in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the Role of Firm Size」。 

三、經濟學系 12 月 13~26 日邀請 Professor Jang-Ting Guo(郭建廷教授),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到系上短期訪問及講學。郭教授研究領域在

總體經濟學，尤其專注於實質景氣循環相關議題。12 月 22 日講演「News-Driven Business 

Cycles and Increasing Returns」。 

四、 經濟學系 12 月 16 日舉行導師會議與本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五、 經濟學系 12 月 16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黃登興研究員演講「Multi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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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s, FDI and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六、 經濟學系 12 月 16 日 邀請 Professor Joe Zhu, School of Business ,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演講「DEA Game Cross Efficiency and Modeling DEA in Excel」。Joe Zhu, Ph. D.

是績效評估以及生產力分析國際著名學者，目前擔任 OMEGA 主編、INFOR 副主編，並

且是 Computers & Operations Research 編輯顧問。他發表過超過 80 多篇文章在著名期刊，

在 DEA 發表的文章中，Professor Zhu 被列為世界前十名的頂尖學者。此外，他亦為 DEA 

Solver 電腦程式的作者。 

七、 經濟系學生 12 月 17、18 日參加由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學生會主辦 2011 年北經盃競賽，

榮獲羽球冠軍、女籃冠軍、男籃亞軍。 

八、 東吳經濟系校友基金會於 100 年 12 月 20 日（週二）晚上 6:30 假城中校區會議室（2123

室）舉辦「東吳經濟系校友基金會 2011 年理監事會議暨獎學金頒獎典禮」，此次共頒發

18 項獎學金，計 78 人獲獎，系友會並提供本系學生球類競賽獎金及證照考試補助，本

年度提供經濟系獎學金及補助款達一百多萬元。 

九、 經濟學系 12 月 23 日與心理諮商中心合辦「研究生自我壓力檢視與紓壓技巧學習」，

師生除了解自己的壓力大小外，更能學習紓壓方式，獲益良多。 

十、 經濟學系與心理諮商中心共同舉行 100 學年度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活動。12 月 23

日中午舉行「大一導師會議」，請大一各班導師與輔導助教參加，了解大一新生身心適應

狀況。 

十一、 經濟學系 12 月 23 日邀請本系曹添旺教授演講「輸入性通貨膨脹與失業」。 

十二、 經濟學系 12 月 23 日邀請本系樊沁萍教授演講「台灣 WiMAX 執照拍賣設計及其

科技政策背景分析」。 

十三、 經濟學系邀請 Cliff J Huang 榮譽教授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Vanderbilt 

University)於 11~12 月短期研究訪問，其在計量經濟學及生產力與效率領域有傑出的研

究。12 月 30 日 邀請 Cliff J Huang 教授演講「Estimation of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s 

Based on Multimodel Inference」。 

十四、 經二 A 賴玉衡同學獲本校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赴大陸協議學校研習之校級交換學

生推薦，前往復旦大學，交換期間為一學期。 

十五、 經四 A 張吉華同學獲本校 101 學年度之校級交換學生推薦，前往瑞典苑學品大學，

交換期間為一學年。 

十六、 經三 C 樓和心同學獲本校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之校級交換學生推薦，前往德國明

斯特大學，交換期間為一學期。 

十七、 經三 C 樓和心同學獲本校 100 年度教學卓越赴國外研習計畫第三期補助機票費。 

十八、 經濟系學生榮獲 2011 北區大專學生春季聯賽慢速壘球季軍。 

會計學系 

一、鑑於我國導入 IFRS 政策對於財會人員的重大衝擊，持續進修 IFRS 新知成為財會人員的

例行工作必須。為提供畢業系友持續進修會計專業機會與管道，自 2011 年 6 月起，由財

團法人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學聯誼會文教基金會與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共同開辦一系列

「IFRS 新知充電班」，藉以提供本系畢業系友最即時最完整的準則差異資訊，並免費提

供系友回母系進修充電的機會。第二期充電班訂於 12 月 19 日至 20 日於城中校區 R5211

作楠廳舉行，由本系曹文沛老師、廖素娟老師、江淑玲老師、及楊惠雅老師擔任主講人，

分別就「IFRS 營業用資產」及「IFRS 財務報表表達與揭露」等相關主題進行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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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吸引近 200 人次系友參加，並獲得系友熱烈迴響及正面回應。本系除定期舉辦系友

大會聯繫系友情感之外，未來將持續舉辦研習活動，免費提供畢業系友回校充電再出發，

並進一步聯繫系友感情、交流新知，且增益其與母系之良好互動，提高認同感與向心力。 

二、會計學系 100 學年度運動大會於 12 月 4 日（星期日）假雙溪校區舉行。此次系運由第

55 屆學會主辦，會中除頒發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會計學系優秀清寒學生獎助學金外，並

有四班一年級同學啦啦隊比賽及各項競賽活動。 

三、會計學系於 12 月 19 日召開第 1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會中討論預警制度執行檢討。 

四、會計學系於 12 月 19 日與心理諮商中心合辦大一導師輔導會議，針對本學期本系大一新

生四班同學「大一學生身心適應狀況普查報告」結果進行說明，以利大一導師與班助教

瞭解班上同學大學生活之身心適應情形予以關懷，加強輔導功能。 

五、12 月 20 日安徽財經大學王建剛副校長、會計學院盛明泉院長、杜建菊副教授、張子余

講師及廣東商學院會計學院莊學敏副教授至會計學系參訪，與詹乾隆院長、蘇裕惠主任、

沈大白老師、謝永明老師、曹文沛老師於 R2127 會議室進行交流暨座談，會後王建剛副

校長一行人並參觀校園、圖書館及電腦教室。 

六、會計學系於 12 月 14 日、27 日召開 101 年系友大會籌備會議，討論聯絡人會議相關事宜。 

七、會計學系於 12 月 28 日召開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會中討論碩專班與碩士班

學生能力指標與課程地圖事宜、調整 99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表及 99 學年度與 100 學年度

輔系科目學分表。 

八、會計學系於 12 月 28 日召開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碩專班與碩士班學生能

力指標與課程地圖事宜、調整 99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表及 99 學年度與 100 學年度輔系科

目學分表。 

九、會計學系於 12 月 28 日中午 13:15 召開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會中審議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專兼任教師新聘案。 

十、會計學系 12 月份總計舉行 12 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一) 12 月 8 日與 13 日邀請統一

企業公共事務室經理兼發言人吳旭慧女士蒞臨演講，講題為「品牌資產與鑑價」。(二) 12

月 10 日邀請立法院預算中心主任張萬全蒞臨演講，講題為「政府預算之審議」。(三) 12

月 13 日邀請輔仁大學蔡俊彥教授蒞臨演講，講題為「關港貿單一窗口導入雲端服務」。(四) 

12 月 14 日邀請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吳德豐營運長蒞臨演講，講題為「企業全球化經營下

國際租稅議題介紹」。(五) 12 月 14 日邀請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IFRS 核心服務團隊宋

孟霖會計師蒞臨演講，講題為「IFRS 轉換—實施時之重要議題蒞臨演講」。(六) 12 月 15

日邀請蔡志堅會計師蒞臨演講，講題為「從市場區隔談環境會計之前瞻性-兼談會計師生

涯規劃」。(七) 12 月 20 日邀請全球人壽施孟秀企業資源規劃協理蒞臨演講，講題為「管

理會計之資訊系統概說」。(八) 12 月 21 日邀請台北會計師公會李燕松理事長及方文寶會

計師蒞臨演講，講題為「成功要件及會計師現在與未來」。(九) 12 月 21 日邀請王品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張惠瑛總稽核蒞臨演講，講題為「連鎖企業（王品集團）的管理哲學」。(十) 

12 月 27 日邀請李景銘店長蒞臨演講，講題為「太平洋 SOGO 百貨公司經營成功因素」。

(十一) 12 月 28 日邀請美國會計師暨內部稽核師祁沁萍女士蒞臨演講，講題為「內部稽

核實務」。 

十一、 會計學系為招收具有潛力之學生，並配合本校招生組之招生政策，由本系專任教師

組成宣傳團隊，以積極主動方式進入各地高中進行宣傳。12 月份計有三位老師分別前

往以下三所學校：(一) 12 月 6 日楊孟萍老師前往中正高中。(二)12 月 8 日李春成老師

前往台中二中。(三) 12 月 21 日陳元保老師前往西松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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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會計學系辦理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研究生資格考核作業，計有 54 位研究生提出計

畫書審查之申請，含碩士班 29 位、碩專班 25 位。 

十三、 會計學系辯論隊代表臺灣參加 12 月 3-4 日於北京首都經貿大學舉辦之「2011 海峽

兩岸大學會計辯論邀請賽」，會四 C 張乃剛同學榮獲最佳辯手獎殊榮。 

十四、 100 年度會計學系錄取會計師人數共計 74 人，再度刷新單年度錄取人數記錄，錄

取人數佔全國總錄取人數之比率亦高達 11.25%，表現優異。本系在會計師的錄取人數

每年平均皆約佔全國總錄取人數十分之一強，在全國各大學會計學系中評比名列前茅。 

十五、 會碩二鄭凱云、葉豪軒、張岳峰等三位同學組隊參加由台灣證券交易所主辦「第八

屆證券投資智慧王」競賽複賽，於 358 個隊伍中脫穎而出，榮獲北一區第四名，並將

於明年 2 月參加全國決賽。 

企業管理學系 

一、12 月 28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討論議題：(一) 101 學年度大學部、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碩士班 E 組課程規劃事宜。(二) 碩士在職專班學系能力指標及

課程地圖訂定事宜。 

二、12 月 28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三、12 月 22 日召開大一導師會議，偕同心理諮商中心共同討論 100 學年度本系大一新生身

心適應測驗結果。 

四、辦理 100 學年度碩士論文計劃書發表會：(一) 12 月 7 日舉行碩士班論文計畫書發表會，

由碩士班二年級 41 位同學分 5 個場次進行。(二) 12 月 10 日舉行碩士在職專班論文計畫

書發表會，由碩士在職專班二年級及延修生共 38 位同學分 5 場次進行。 

五、12 月 14 日辦理企管系碩士班推薦甄試複試事宜，分為甲乙兩組進行，甲組初試錄取 30

人，實際報到 26 人複試；乙組初試錄取 4 人，實際報到 3 人複試。 

六、12 月 14 日南京市教育局訪問團至本系參訪：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邀請南京市教育

局及南京市高中職學生來台參訪，參訪團由南京市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德育工作委員會劉

建剛秘書長帶隊，本系賈凱傑主任、胡凱傑副主任，以及系學生會同學共同接待。 

七、12 月 23 日召開交換學生座談會，由賈凱傑主任與本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將前往復旦

大學、法國里爾大學、日本東北大學等校之 6 位交換生進行座談。 

八、協辦賈凱傑主任總主持規劃之創新與創意論壇系列活動：12 月 8 日活動主題「幾米 Life 

Style-文創品牌的夢想與經營」，邀請墨色國際李雨珊總經理主講。 

九、舉辦 3 場專題演講：(一) 12 月 1 日邀請廣稼光電業務處康長樂處長主講「職涯規劃與發

展」。(二) 12 月 15 日邀請城邦出版媒體集團台灣營運中心人力資源部周淑儀人資長主講

「職涯規劃與發展」。(三) 12 月 12 日「經營管理實務講座」課程舉行專題演講，邀請臺

北縣農會賴水成茶師主講「茶與生活」。 

十、協助系學生會辦理各項活動：(一) 12 月 17 日舉辦系學生會第 42 屆系運動大會。(二) 12

月 14 日舉辦 2 場企業參訪，安排學生前往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及伯朗咖啡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 辦理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相關事宜：(一) 12 月 9 日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第 5

屆第 3 次董事會。(二) 12 月 28 日舉辦生涯規劃講座，邀請 Check Point 軟體技術公司

台灣區總經理馬勝彰學長（碩專 1 系友），主講「那一年...我在思科(Cisco)、友訊科技

(D-LINK)」。 

十二、 辦理東吳 EMBA 聯誼會相關事宜：12 月 10 日協助 EMBA 聯誼會於花園大酒店舉

辦第六屆會員大會，並進行第六屆理事、監事及會長改選。大會特別邀請商學院詹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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隆院長、發展處許晉雄處長、恩德科技公司謝子仁董事長及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

金會簡麗環董事長出席致詞，而本系 16 位專、兼任教師參與盛會，當天出席會員約

80 名。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一、國貿系四 A 李旻諭、四 B 范意翔、王永政暨淡江大學張馨中同學，以「車輪餅×臺灣茶」

的「HALO」企劃，參加由經濟部和臺灣麥當勞主辦的「2011 國際餐飲新星培育計劃」，

自 232 個參賽隊伍中，晉級前十名決賽，唯一的私立大學與台大、政大、清大等校並列，

最後榮獲全國第二名，獎金新台幣十萬元。 

二、貿延 A 王筱瑄榮獲交換學生獎學金新台幣 10000 元。 

三、本系英文多益成績表現優異，成績達 900 分以上者：貿三 A 連蕙心 925 分、貿三 A 李人

傑 915 分、貿延 A 王筱瑄 900 分。 

四、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獲選校級交換學生名單：貿二 B 陳睿華(美國中部田納西州立大學)、

貿碩二莊晉慈(日本中央大學)。 

五、國貿系一百學年度多位教師獲「研究論著獎勵」、「研究計畫獎勵」及減授鐘點等獎勵。 

六、12 月 1 日針對貿三 A 同學舉辦「大三職業興趣與職能診斷測驗」。 

七、12 月 17 日假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R2524 教室，舉辦「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對學

習成效的滿意度及意見回饋機制座談會」。 

八、辦理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助理補助計畫」及「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計畫」，補救大

一經濟學。 

九、辦理「漫步在大學—大學校系查詢系統」校系資料更新作業。 

十、12 月 13 日邀請貿四 A 施宗酉同學，主講：創新創意專利。 

十一、 12 月 16 日舉辦「交換教師經驗分享座談會」及「交換學生經驗分享座談會」，講

者：美國 Wright State University 歐思博教授。 

十二、 12 月 19 日邀請土地銀行王耀興董事長，主講：課徵奢侈稅對房地產的影響。 

十三、 12 月 22 日舉辦「交換學生經驗分享座談會」，講者：荷蘭葛洛尼恩大學交換學生

貿四 A 王筱瑄，及赴瑞典苑學品大學交換學生。 

十四、 12 月 13 日填具回覆 101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計畫-子計畫提報表。 

十五、 12 月 14 日舉辦 101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 

十六、 印製碩士班暨碩專班招生海報，俾利招生宣傳之用。 

十七、 12 月 7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專任助教行政會議，議題內容如下：(一) 

討論 12 月 10 日舉行系友大會工作分配事宜。(二) 討論 12 月 17 日舉行「碩士班與碩

士在職專班畢業生學習成效滿意度及意見回饋機制座談會」工作分配事宜。(三) 討論

101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計畫事宜。 

十八、 12 月 20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獎助學金委員會會議，審查侯門文教基

金會獎學金事宜。 

十九、 12 月 28 日(三)中午 12 時 30 分，假 R2227 會議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討論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能力指標、課程地圖暨職涯進路圖。 

二十、 12 月 28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會議，議題內容如下：(一)確

認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會議記錄。(二)審查兼任講師鍾俊達學位論文外

審案。(三)審查李柏青兼任講師新聘案。(四)審查黃慶堂兼任副教授新聘案。(五)審查

李卓客座教授新聘案。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6 次(101.01)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53 

二十一、 12 月 28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會，議題內容如下：(一)確認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會議記錄。(二)確認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招

生委員會會議記錄。(三)確認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獎助學金委員會會議記錄。

(四)確認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地圖會議記錄。(五)確認 100 學年度第 1 學

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記錄。(六)討論兼任助理教授申請證書事宜。 

二十二、 12 月 28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師教學觀摩與教材設計座談會、教師

教學評量檢討會，並由貿二 B 羅平同學介紹 Prezi 軟體。 

二十三、 12 月 9 日填具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務處心理諮商中心舉辦研究生「自我壓力檢視

與紓壓技巧學習」調查回覆單。 

二十四、 12 月 10 日舉辦「2011 國貿系系友大會【那些年，我們一起 hold 住東吳的日子】。 

二十五、 12 月 3 日舉辦「第十屆系友盃排球賽」。 

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 

一、 12 月 2 日舉辦財精三年級導師班級輔導活動，進行教育部 UCAN 平台團體輔導(職能

測驗)。 

二、 12 月 2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富邦人壽財務精算處廖運宏協理，主講「長期看護保險

的開發與定價」。 

三、 12 月 7 日召開獎學金委員會及系務會議，審核「東吳大學商用數學系系友會獎學金」、

「財團法人唐德晉文教基金會獎學金」、「商用數學系謝志雄教授紀念獎學金」、「東吳大

學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蘇秉銓先生獎助學金」、「商用數學系王郁芬系友紀念獎學金」、

「商用數學發展協會獎學金--廖宣晟系友獎學金」得獎名單，另系務會議通過學士班、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能力指標修定案。 

四、 為聯絡學系及系友感情，本系於 12 月 10 日舉辦「2011 年商用數學發展協會藍色公路

之旅活動」，預計邀請師生、系友共同參與。 

五、 12 月 16 日舉辦財精三、四年級導師班級輔導活動，邀請靜宜大學財務與計算數學系

袁淵明副教授，主講「計算數學與我的經驗分享」。 

六、 12 月 21 日優秀學生餐敘，並於會中頒發優秀學生獎狀。 

七、 12 月 21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淡江大學保險學系郝充仁副教授，主講「核保循環的

研究－依美國市場為例」。 

八、 12 月 28 日舉辦財精工作坊，邀請美國華盛頓大學財金管理學系系主任賴志仁教授，

主講「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esearch」和「How to Write and Publish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Related Areas Journals」。 

資訊管理學系 

一、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勵「研究論著獎勵」獲獎者有林娟娟、江清水、楊

欣哲、趙景明、郭育政、黃日鉦、朱蕙君等七位老師；「研究計畫獎勵」獲獎者有林娟娟、

楊欣哲、趙景明、柯淑津、郭育政、鄭麗珍、黃日鉦等七位老師；於 101 學年度獲得減

授授課時數有林娟娟、楊欣哲、趙景明、郭育政等四位老師。 

二、12 月 1 日舉辦三年級系會，林娟娟主任主持，本次週會主題為生涯規劃，由柯淑津老師

主講推甄研究所的準備，並邀請甄試錄取的四位同學來分享準備及面試的心得。 

三、12 月 7 日舉辦 OCPJP 程式能力證照在校考試，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共有 66 位同學報考，

34 位同學獲得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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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2 月 8 日，主講人：陳祥輝-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之政府人培委訓課程講師、資訊科

技認證教育訓練中心(ITCTC)特聘講師，講題：資訊人該有的邏輯與思維。 

五、12 月 14 日辦理碩士班甄試入學口試。 

六、12 月 15 日，主講人：詹丕宗-行政院科技顧問組 資通訊小組副研究員，講題：電子商務

與數位機會。 

七、12 月 15 日召開系務會議，通過適用於 100 學年度入學學生之碩專班教育目標、學生能

力指標及課程地圖；通過「數位學習實驗室」更改名稱為「多媒體與行動應用實驗室」；

通過修訂「蘇秉銓先生資訊教育獎助學金辦法」；通過蘇秉銓先生資訊教育獎助學金獲獎

名單。 

八、12 月 22 日舉辦系友座談，主講人：王信富(88 級系友)- IBM 公司資訊系統規劃顧問，講

題：掌握未來：資管人的生涯規劃與發展。 

九、12 月 22 日系學會舉辦期末卡拉 OK 大賽。 

十、12 月 29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論全校共通課程「資訊概論」。 

十一、 辦理七場導師與導生餐會並進行選課輔導活動。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 12 月 5 日舉行本學期商進班課程委員會議，討論規劃商學進修學士班能力指標及課程

地圖資料案，議案結論提送 12 月 9 日之班務會議議決後送教務處。 

二、 12 月 6 日完成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處選課系統檢核事務。 

三、 12 月 12 日至 23 日受理學生退修申請業務。 

四、 12 月 14 日舉辦優秀學生奬狀頒發餐會，除勉勵學生更上一層樓外，也聆聽學生之建

議，作為班務發展之參考；每一位優秀學生亦獲得辦公室特製之三角桌曆，提醒學生時

間管理之重要。12 月 16 日商進班主任、大一導師、助教及秘書參加心諮中心「大一新

生身心適應調查表及台灣人憂鬱量表」普查報告之導師會議，以了解大一新生普測之結

果，並討論個案進行追蹤輔導之相關事宜。 

五、 12 月 17 日商二 B 辦理導師生聯誼活動，林旭陽導師教授「商用套裝軟體」，平時上課

溫和嚴肅，但是日活動卻宛如兄長般與學生互動，處處流露關心之情，並分享求學及做

事之經驗。 

六、 12 月 26 日開始執行為期兩週之課堂反應問卷施測事務。 

七、 提報 101 學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子計畫。 

八、 轉發教務處 100學年度第 2學期網路選課註冊時間表及出納組退費儲簿影本補送通知。 

九、 彙整本學期各授課教師提出期中預警之學生與科目資料，轉致各班導師關懷與輔導。 

十、 協助教師申請教學助理之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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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一月 

【圖書館】 
一、 為延續並創造更多元之學習環境，將圖書館第二閱覽室改造為開放學習空間，以滿

足同學除了閱讀之外亦能擁有討論空間之需求。12 月 29 日下午 2 時舉行啟用儀式後

立即開放同學使用，內部空間規劃有：閱讀區、討論區、研討室、休閒沙發區、上

網區..等多元學習環境。為維護優質的閱讀學習環境，該空間將設專人管理，並依「圖

書館一般閱覽室規則」及「圖書館研討室使用規則」訂定第二閱覽室使用注意事項。

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10~17:00，例假日、國(校)定假日及寒暑假不開放。 
二、 100年 12月 16日起城區分館陳緯倫約聘組員轉調至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國際合作

組服務；國際合作組魏令芳編纂轉調至編目組並兼任組長職務；編目組陳育菁專員

轉調至採錄組並續代理組長職務，免代理編目組組長職務；編目組陳麗純約聘組員

轉調至採錄組服務。非書資料組魏宇萱組員自 101 年 1 月 1 日起至 101 年 6 月 30 日

止留職停薪育嬰假半年，留職停薪期間由何子頎約聘組員代理其職務。 
三、 101 年 1 月 6 日（五）上午蘇州大學博物館常務副館長黃維娟女士將蒞館參訪並與本

館同仁座談，同日下午將由張代理館長及胡佳薇組長陪同至臺灣大學參訪臺灣大學

博物館群「校史館」、「人類學博物館」及「檔案展示室」三處。。 
四、 本館提出以下三項「101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一) 建構圖書資源加值分享計畫（採錄組） 

(二) 形塑無障礙圖書資訊環境－建置圖書門禁安全管理系統（參考組、閱覽組） 

(三) 建置東吳大學機構典藏服務系統（非書資料組） 

五、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工作內容： 

(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業務統計： 

項    目 期     間 數    據 

網頁瀏覽人次 98 年 10 月 8 日至 100 年 12 月 28 日 152 萬 2,908 人次 

聯合目錄 截至 100 年 12 月 28 日 684 萬筆，約 1,528 萬冊 

圖書代借代還 100 年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28 日 總處理量：4,932 件 

線上申請館合證 100 年 7 月 1 日至 12 月 28 日 總受理件：1,818 人次 

(二)北二區資源分享使用統計： 

項    目 時     間 數    量 

北二區基地營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2 月 15 日 10 人次 

北一區館合證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2 月 15 日 96 人次 

(三)配合各校圖書館辦理學生線上離校檢核作業，於 100 年 12 月 6 日召開「系統新

增功能討論會」，會中與夥伴學校達成共識，由平台於每日凌晨抓取各校自動化系

統之讀者欠書欠款清單，提供夥伴學校線上離校檢核作業使用。 

(四)為提升圖書平台系統效能，於寒假期間新增伺服器一座，作業時程約一個半月。

配合前述作業，公告自 12 月 31 日起，暫停平台所有服務（聯合目錄、代借代還、

線上申請借書證）。 

(五)協助輔仁大學建置自動化系統 API 介接事宜。 

(六)配合陽明大學建置圖書館離校整合 web service，透過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

API，系統可回傳讀者在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借書或罰款等相關紀錄，提供該

校之離校系統進行即時判別可否辦理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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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錄組】 
一、 協助辦理錢穆故居文物移交書籍賠償之估價事宜。 
二、 配合辦理 100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經費結算之機器設備採購明細表填報事宜。 
三、 填報 100 年度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執行成效表。 
四、 填寫 101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 
五、 配合辦理 100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之核銷作業，共計完成 75 件經費核銷案，核銷

總經費為新台幣 3,369,280 元整；另完成 6 件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核銷案、4 件國科會

計畫經費核銷案。 
六、 製作圖書經費財務報表，提供各學院、系參考。 
七、 完成 2012 年西文期刊及電子期刊招標，由百合圖書公司以 544,888 美元決標。 
八、 辦理 JSTOR、DATASTREAM、月旦法學知識庫續訂之議比價事宜。 
九、 配合教學資源中心剩餘經費執行，調整與變更資料庫執行預算及憑證作業共 7 件。 
十、 處理 2012 年紙本期刊及電子期刊訂購檔經費登錄，共計完成 336 筆資料。 
十一、 辦理相關訂單之建檔事宜，統計資料如下： 

工作項目 數量 

訂單建置 82 案（2,390 筆） 

圖書資料驗收 815 筆 

十二、 辦理本校中文、歷史、哲學、法律及經濟與商學學報共 318 冊之寄送事宜。 
十三、 辦理贈書收送及館藏複本查詢事宜，共計約 500 冊，並製作謝函。 

 
【編目組】 

一、 編目建檔相關工作事項： 

工作項目 量（筆數） 

移送閱覽 

西文圖書 421 筆 

中文 885 筆 

日文 2 筆 

裝訂之期刊與學報： 

中文期刊 47 筆 

西文期刊 118 筆 

視聽資料中西文 88 筆 

微縮資料 27 套（751 筆) 

回溯維護書目 
西文圖書 2 冊（亂碼） 
中文圖書 11 冊（亂碼） 
日文圖書 46 冊（亂碼） 

 
【閱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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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0 學年度寒假(1 月 16 日至 2 月 11 日)圖書館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六 8:00~16:00，
春節假期(1 月 20 日至 31 日)圖書館及閱覽室暫停開放。為配合同學閱讀需求，城區

分館第一閱覽室 A 區提前於 1 月 27 日(年初五)開放，開放時間為 8:00~22:00。 
二、 配合期中考試，元月 2 日至 13 日，中正圖書館第一閱覽室 24 小時開放，期間週一

至週五 08：00~18：00，施行學生證查驗劃位措施。第二閱覽室 (第一教研大樓 R0209)
正常開放。 

三、 配合隨堂統一考試，1 月 7 日 (六) 第二閱覽室開放時間調整為 09:10 ~ 17:00；為維

護同學使用閱覽室權益，當日第一閱覽室 09:10 ~ 17:00，施行學生證查驗劃位措施。 
四、 配合圖書館自動化系統，逐一檢核客服系統中所有流通需求問題之解決方案，符合

需求者全數結案，不符合需求者已依推廣組建議全數退回系統廠商作後續處理。 
五、 考量寒假期間學生還書不便，期末考週(1 月 9 日至 14 日)所借圖書，均可於開學正

式上課日(2 月 13 日)歸還，並依「寒假借還書辦法」完成自動化系統「指定還書日」

設定。 
六、 配合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參加 12 月 6 日平台新增功能討論會，針對夥伴館之

「線上離校需求內容」提出簡報，並協助撰寫會議紀錄。 
七、 配合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 12 月 31 日起暫停服務，於櫃臺加強讀者宣導服務，

並完成製作停機期間人工作業表單及工讀生之教育訓練。 
八、 配合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服務，2011/11/23～12/26 兩校區圖書館服務量總計

(10/18 啟動代借代還)：  

代借代還 虛擬借書證 

申請件 受理件 東吳借他館證 他館借東吳證 

401 冊 152 冊 51 人次 34 人次 

九、 100 年 12 月典閱及流通統計資料： 

 
【參考組】 

一、參考服務相關統計資料 
(一)參考及館際合作服務 
1.參考諮詢服務統計（100/11/23～100/12/26） 

類型 
/數量 

資料庫 
館際 
合作 

館藏 
諮詢 

期刊 
諮詢 

服務 
辦法 

影印 
問題 

檢索區 
登入問題

其他* 

件 113  34  229  127  52  225  78  34 

流 通 

閱 覽 
借書、還書、續借、預約等統計資料每學期陳報一次。 

典 藏 
(件) 

中文圖書館藏 
不含裝訂期刊、附件 

西文圖書館藏 
不含裝訂期刊、附件

新收 
中文書

新收 
西文書 

淘汰處理 
圖書 
裝訂 

圖書修護
館舍

維修

461,789 257,573 
849 

(附件 50)

305 

(附件 4) 
0 0 0 8 

其他 
統計 
(件) 

總館調借分館 分館調借總館 長期借閱 指定用書 證件核發 
賠書 
處理 

代收款
會議

室 

305 791 21 1015 5 3 
217 筆 

(24,545 元)
11 

學生離校 
(休退學、畢業) 

教職員離職 
畢業論文

收件 
圖書館 
進館人次 

閱覽室 
使用人次 

密集 
書庫 

研究小間
研討

室 

68 4 4 
本校 3,044

校外  144

第一 6,048 

第二  整修 
195 221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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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892 

 

2.文獻傳遞服務統計 

類型/數量  複印  圖書 

申請件（對外申請） 35  25 

被申請件（外來申請） 45  50 

3.進行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100 年度 11月份帳務結算。 

(二)期刊（紙本與電子資料） 

1. 更新《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經濟政治與法律），共 483筆。 
2. 紙本期刊作業統計(100/11/22～100/12/26) 

 
 
 

 
 
 
 
 
 
 
 

二、持續 2012 年圖書館自動化系統(Civica)西文期刊續訂之訂購檔建檔作業。 
三、配合辦理採錄組承辦之 2012 年西文期刊及 ELSEVIER SDOL 等電子期刊 (12/8)及

JSTOR 資料庫(12/9) 開標事項。 
四、配合採錄組辦理資料庫新訂與續訂事宜，續訂資料庫：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天下雜誌知識庫、IOP、JCR、Ulrich's Web、中國知識資源總庫-CNKI 系列資料庫、

HyRead 台灣全文資料庫，及新訂資料庫：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JSTOR V 等。 
五、ERM 電子資源管理系統例行維護。 
六、進行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及電子期刊查詢系統升級相關事項，包括：修改 metalib

網頁登入畫面，與系統廠商討論升級作業項目，如讀者認證等。 
七、圖書館資料庫講習活動：12/1~12/26 共舉辦四個場次，包括：「中文新聞報紙資料庫

介紹」(12/8)、「日文資料庫資源介紹」(12/20)、EndnoteX5 教育訓練/城區及雙溪(12/26)
各一場。 

八、支援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新增系統功能討論會(12/6)。 
九、教育訓練活動：派員出席「數位時代學位論文資源發展的契機與挑戰」研討會」(12/6)；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舉辦之「所有 user 我 hold 住：從

客戶心聲發掘服務新亮點」研討會」(12/13)；台大圖書館舉辦之「Shall we share?午
荼點子會」(12/14)，與各校圖書館分享舉辦新生導覽與館藏利用活動經驗。 

十、進行珍本圖書室之舊籍整理作業，清潔並清點整理待送製作函套之書籍，第一批計

40 冊。整理微縮資料(單片)－檔案雜誌系列，計 872 筆。 
十一、與交通大學圖書館續簽「圖書互借協議書」。截至 12 月止，本校圖書館已和 45 所

大專院校及專門圖書館建立館際合作機制。 

十二、100 年 12 月份試用電子書 4 個，新增資料庫 5 個，試用資料庫 5 個，詳如下表： 

項目/單位 現刊驗收 合訂本驗收 催缺期刊 
管制期刊

借閱量 
調借

期刊

件 

中文 西文 中文 西文 中文 西文 

49 2 330 163 70 4 23 89 

小計：493 小計：74 小計：112 

試用電子書 明治時期女流文學選集電子書、新渡戶稻造選集電子書、後藤新平

著作選集電子書、華文電子書 

新增資料庫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JSTOR V、Endnote X5、MagV 電子資料

庫、台灣文獻叢刊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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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組】 

一、 檢索區電腦軟體更新。 
二、 11 月 25 日與館長及各組長召開網頁改版會議，最後確認網頁架構、首頁版面等事宜。 
三、 更新圖書館跨館借書、服務辦法（圖委會會議通過暨校長核定之「東吳大學圖書館

研討室使用規則」、「東吳大學數位學習室使用規則」、「東吳大學圖書館非書資料服

務辦法」、及「東吳大學圖書館提供教育合作學校教師借閱圖書辦法」)、VOD 表單、

國內外大學圖書館相關連結網頁。 
四、 12 月 6 日與廠商開會討論洽談網頁改版細部相關事宜。 
五、 製作圖書館各樓層平面圖。 
六、 協助處理東吳大學圖書館壁紀 logo。 
七、 協助「閱讀亮起來」聖誕電影展網頁。 
八、 協助東吳大學圖書館常用電子資源匯入方式網頁。 
九、 新增非書書影連結 2,726 筆。查核圖書條碼 1,026 筆，新增圖書書影連結 122 筆。 
十、 館藏查詢系統新書通報新增各類目 12 月份館藏連結。 
十一、 製作並更新中英文版館藏查詢系統首頁圖示。 
十二、 協助聯繫 Findbook 反應書影相關問題。 
十三、 協助移除錯誤圖書狀態書目 101 筆，館藏 281 筆。 
十四、 彙整圖書館自動化系統線上客服問題，提供各模組使用同仁已完成及處理中問

題清單，以做為結案或退回處理的參考。 
十五、 圖書館自動化系統線上客服網站，累計提出 415 個問題，其中以替代方案或完

全解決處理 349 個問題。尚有 66 個問題列入後續追踪處理中。 
 

【非書資料組】 
一、 博碩士論文回溯，累計回收授權書 328 份。文字辨識累計 465 冊，全文影像掃描 458

冊，共計 89,299 頁，並持續進行掃描校對中。 
二、 論文審核諮詢 1 件。 
三、 校史紀要系統驗證筆數：507 筆（其中 97 學年度 127 筆、98 學年度 118 筆、99 學年

度 262 筆），三個學年度總計已完成 8,182 筆。 
四、 12/19-20 日舉辦碩博士論文電子檔案上傳說明會雙溪/城中校區各一場。 
五、 整理各系擬薦購之非書破損資料清單（音樂系 112 件、社會系 20 件、歷史系 4 件、

中文系 74 件、社工系 10 件、外語學院 236 件。)，並交由採錄組詢價。 
六、 與城區分館、推廣組及自動化系統廠商討論、比較現行 Nonbook 查詢  系 統 與

S8 自動化查詢系統之功能。建議明年寒假後將 Nonbook  查詢系統關閉以 S8 查

詢系統來代替，但仍保留 Nonbook 系統中的館內 借閱、劃位及統計功能。 
七、 提交 101 學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計畫-「建置東吳大學機構典藏服務系統」  及 101

學年度卓越教學計畫-「建置東吳大學機構典藏服務系統」。 
八、 為鼓勵學生多多利用館藏資料，圖書館特於 12 月 19 日至 23 日聖誕節當週舉辦「2011

年圖書館聖誕週活動—閱讀亮起來」。凡於活動期間至圖書館非書資料室使用電子書

或觀賞聖誕電影展影片者，即送神秘聖誕禮物一份。 

試用資料庫 臺灣文獻叢刊續編資料庫、SAGE 研究方法資料庫、Pressdisplay 報

紙資料庫、故宮文物寶藏、當代華文知識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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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約聘組員面試。 
 
【城區分館】 

一、 更新 Aremos 資料庫及 Compustat 資料庫；「月旦法學知識庫」請購及議價。 
二、 12 月份新增資料庫 8 個詳如下表： 

新增資料庫 Elsevier eBooks on ScienceDirect 電子書、Ebrary 電子書、L&B
數位圖書館(中文電子書)、Hyread ebook、法源-法學論著資料

庫、Emerald 西文電子書、Taylor & Francis 西文電子書、CLKD
中國法律知識資源總庫 

三、 兩校區調借 150 筆，尋書 54 筆，收新書 274 冊，指定參考書設定 22 冊，考試用書

設定 15 冊，開立電子收據 112 筆。 
四、 支援課堂反應教學評量問卷施測。 
五、 2012 年中、日、西文期刊續訂檔確認與推刊。 
六、 賴秋惠於 12 月 6 日參加師大圖書館舉辦的「2011 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年會--數位時

代學位論文資源發展的契機與挑戰」。 
七、 李明俠分別於 12 月 1 日至臺灣大學圖書館參加「2011 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

12 月 2 日至國家圖書館參加「2011 圖書資訊學研討會」。 
八、 12 月 20 日在城中校區 2208 教室舉辦「博碩士論文全文作業系統相關作業說明會」。 
九、 12 月 26 日在城中校區 2315 教室舉辦 EndNote X5 課程，22 人參加。 
十、 統計資料（統計日期 100/12/01~100/12/27） 

（一）參考部份 

統計項目 
博碩士 

論文審核 
點收參考書 

館合申請件 

處理 

資料庫講習 

人次 

完成件數  6 16 29 22 

（二）期刊部份 

統計項目 期刊驗收 催缺期刊 
管制期刊 

借閱量 
調借期刊 

完成件數 

(中文)  207 

(西文)   76 

       283 

(中文) 35 

(西文)  5 

40 

377 6 

（三）流通閱覽部份 

統計項目 
城區分館到館

人次統計 
校外人士入館 跨館借書證處理 

閱覽證件

經辦 

完成件數 33,174人/次  305人/次 
28人 

(不含虛擬館合證) 
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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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一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100(1)學期教學改進計畫執行至 12 月 31 日止，成果報告請於結案後一個月內上傳作業平

台，並於規定期限前完成經費核銷，俾利 100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經費結案。 

(二)為改善學生作業抄襲問題，學校教師建議採購「學術論文原創性比對系統」，該系統臺灣

獨家代理商限定每校單次最低採購量為 1000 個帳號，與教師回覆需求人數差距甚遠。為避

免浪費資源，擬採以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校際聯盟方式採購，訂於 101 年 1 月 10 日召

開之北一區計畫總主持人會議，請廠商簡報系統，俾利各夥伴學校評估需求。 

(三)完成 98 年度傑出暨優良教師影片光碟，將陸續致贈獲獎教師。99 學年度傑出暨優良教師

已訪談 3位教師。體育室李昶弘老師獲得「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

之「教學傑出獎」，邀請其分享製作教具教材心得。 

(四)99(2)學期和 100(1)學期新進教師目前完成訪談 18 位。 

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為增加本校師生認識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於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 2樓改建

之閱覽室外新增展覽空間，訂於 12 月 29 日下午 2-3 時，與改建完成之閱覽室一同舉行啟

用典禮，邀請林錦川校長與劉吉人學長共同剪綵。 

(二)99 年度北一區計畫期末綜合評鑑，於 12 月 1 日全數查完畢，依其結果(等第)分為：極優

29 件，優良 20 件，佳 25 件，尚可 5 件，欠佳有 4 件，合計 83 件子計畫。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理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100 年 12 月份卓越成果影片拍攝內容如下： 

日期 子計畫名稱 拍攝內容 

12/5 
C-2 強化跨領域重點特色學程 

【東歐沙龍講座】公民社會在捷克 Civil 

Society in Czech Republic 

E-1 建構圖書 e資源加值分享 空間設施重新裝潢 

C-2 強化跨領域重點特色學程 
【活動】來喲！大選前暖身運動，就要你一

票 

B-3 強化教學輔涯四合 e 全程關懷輔

導 

【講座】電影影片欣賞-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

課 

D-2 推動放眼世界國際觀涵養培育 【展示】東吳超馬名人榜 

B-3 強化教學輔涯四合 e 全程關懷輔

導 

【展示】用無限寬的心‧走有限長的路─無

障礙校園靜態展 

C-2 強化跨領域重點特色學程 【外交系列講座】前外交部政務次長楊子葆 

12/9 B-1 強化學生同儕輔導暨標竿學習 【活動】當自己的守護神-防身術教學 

E-1 建構圖書 e資源加值分享 圖書館新增空間設施特寫 

D-2 推動放眼世界國際觀涵養培育 【記者會】24 小時選手記者會 

B-2 強化學生同儕輔導暨標竿學習 【活動】七校服務隊聯合典禮 

C-2 強化跨領域重點特色學程 
【外交系列講座】AIT 政治組副組長 Dan 

B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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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D-2 推動放眼世界國際觀涵養培育 【活動】超級馬拉松開幕儀式 

12/11 D-2 推動放眼世界國際觀涵養培育 【活動】超級馬拉松閉幕儀式 

12/18 東吳卓越短片片頭 東吳校隊練習 

 (二)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線上填報；於 12 月 15 日於雙溪 B509 教室辦理「101 年度新卓越

網管考作業專區」填寫說明會。 

二、教學助理 

(一)11 月 7-30 日針對 150 門課程，共 5,872 名學生進行教學助理期中問卷施測，12 月 19 日

提供各院教學助理執行成果及狀況，做為12月30日前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審查並推薦100(2)

學期教學助理申請案之參考，預計 101 年 1 月 12 日複審並公告結果。 

(二)12 月 20 日至 101 年 1 月 10 日進行優良助理書面審查，預計選出 10 名優良助理，101 年

1 月 16 日舉辦教學助理成果發表會。 

(三)12 月 19 日專訪英美契約法課程教學助理及學生；12 月 20 日專訪成永裕老師，持續每週

拍攝楷模特色課程之教學助理分組討論及課堂報告。 

三、提供課後輔導服務 

(一)100(1)學期開設 12 門課業個別諮詢課程，12 月份參與諮詢學生數 71 人次，12 月 15 日完

成 54 門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計畫成效滿意度調查表，受輔學生滿意度達 87%，助理自評滿

意度達 82%。 

(二)12 月份線上學習進行室電腦借用計 4,758 人次；學生學習進行室使用計 1,062 人次；參

與語文學習角活動人數 146 人次。  

四、豐富線上學習資源 

(一)公告富蘭克霖英語競賽得獎名單，共 76 組(152 名)學生參與。 

(二)於「競賽活動資訊網-經驗分享區」公告「2011 秀出實力‧一把照徵文比賽」5篇得獎文

章，參與活動總人數 34 人、投稿篇數 35 篇。 

五、北一區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業務  

(一)完成「跨校學生英文作文 email 批改服務」共 18 篇。 

(二)草擬「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線上課業輔導實施辦法」訂於 101 年 1 月 10 日計畫總主

持人會議提案討論。 

(三)公布「『好書名人推 好文我來寫』閱讀心得分享比賽」得獎名單：特優 1 名、優等 4 名、

佳作 6名及入選 11 名，共 22 名，獲獎文章公告於「學養快 e通」放課大補帖公告。  

六、其他 

(一)12 月 5 日至「通識課程-學習策略與創造力」介紹本組各項學生學習資源及輔導措施。 

(二)協助城中校區游藝廣場環境規劃，完成建置城中 Learning Commons，訂於 101 年 1 月 3

日舉辦開幕儀式；並安排工讀生督導管理。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推廣師生應用網路平台輔助教學 

(一)100(1)學期網路學園統計資料，累計 454 位教師使用，共計 1,029 科次。 

(二)教材製作小幫手：100(2)學期申請公文發佈。 

(三)配合空中大學辦理「教育部 101 年度第一梯次數位學習認證宣導說明會」。 

二、提供教師精緻化的數位服務 

(一)完成 92 件教材製作案、教材時數共 196 小時，教師對此服務非常滿意者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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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資源器材借用：外借使用共 47 人次、借用數量(含配件)，總共 232 件；於教師數位

教材製作室使用共 22 人次、借用數量(含配件)，總共 23 件。 

(三)圖庫系統素材下載統計數據：以 99 年 7 月為基準，累計至 11 月總下載次數為 9,873 次。 

(四)於 12 月 9 日發送第 28 期教與學電子報。 

三、空間使用情形 

(一)數位教學實驗室(D507)：共 10 人次教師借用製作數位教材、進行課程教學，共使用 31 小

時。 

(二)教師數位教材製作室(D508)：教師共 22 人次使用，計 32 小時，對此服務達非常滿意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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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小時；協助製作之

教材時數總計 20 小時。截至 12 月 23 日止，共 298 人借用，滿意度為 98%。 

四、維護數位教學與行政系統 

(一)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資料庫：已初步完成系統帳號權限管理、首頁設定與新聞訊息管

理，後續將處理問卷相關設定。測試網址為

http://163.14.164.84/SLO/TestSite/Default.aspx 

(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 

1.北一區後台報名新增功能，包含：「課後輔導即時通」平台功能、新增「體適能系統」、

「優良教師人才資料庫」大量上傳需求規格。 

2.「教育部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網站活動成果，同步呈現於北一區網站。 

3. 第 13 期北區電子報，邀請玄奘大學林至善學務長提供教育時論版相關文稿。 

五、其他 

(一)採購網路即時同步視訊系統 JoinNet 播放錄影檔連線數、Visio Pro 2010 中文版教育授

權。  

 

教學評鑑研究組 

一、評鑑相關業務 

 (一)受理學系申請提供該單位教師完整期末教學評量結果資料，並進行處理與回覆。 

二、教學卓越計畫&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校務發展計畫 

(一)協助完成 100 年度高教評鑑中心有關本校教學卓越計畫教師、學生及教學助理各別滿意度

問卷之簡要分析。 

(二)規劃北一區各夥伴學校有關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具體作法與運作機制之訪談活動企劃。  

三、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一)有關問卷開發與施測：已完成 99 學年度入學之大二學生問卷全校性統計分析報告。且考

量不同年級學習成效問卷將逐年增加，日後擬僅提供全校性分析，院系若有個別需求，再

由本單位個別作業或提供 Raw Data 與編碼簿予該單位自行使用。 

(二)有關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資料庫建置，已開始上網進行測試 

(http://163.14.164.84/slo/TestSite/Default.aspx)，將進行數據資料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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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中心 
一月 

一、重要業務及活動： 

（一) 召開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共通教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本中心於 100 年 12 月 14 日(週三)下午 2：10 假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507 會議室

召開，重要決議如下： 

1.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共通課程架構及各領域實施方式同 100 學年度。 

2. 101 學年度共同課程「國文」領域，學分數維持不變，請中文系調整教學目標，增加

應用文寫作之比重。 

3. 自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起，廢除現行「資訊概論」共同課程 3 學分，將以資訊檢核機

制及配套措施取代。 

4. 共同課程「歷史」與「民主法治」領域課程，各減為單學期 2 學分之課程，於 102 學

年度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5. 擬修訂「東吳大學共通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其中委員組成另增五院院長為當然委

員及學生代表一名；另增加邀請學者、專家或業界代表等其他相關人員列席或提供資

料。此辦法將提送行政會議，並報請校長公布施行。 

 

 (二) 北一區跨校通識課程合作開設案，自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起將於開設跨校通識課程，

提供本校學生於正常學期修讀，第二學期預計開放校外 7門通識課，分別如下：  

 

 

 

 

 

 

 

 

 

 

 

 

 

 

 

 

 

 

 

 

(三) 重慶大學弘深學院蒞校參訪： 

配合國合組兩岸交流活動，重慶大學弘深學院吳德垠常務副院長、土木學院陰可副院

長、經管學院龍勇副院長及通信學院印勇副院長一行四人，於 100 年 12 月 20 日（星

期二）13：30~15：50 蒞校參訪，並假外雙溪校區 B013 研討室舉辦座談會，其中本中

心亦針對本校通識教育之實施概況、特色課程及通識推廣活動做簡報，並由國合組安

排至本中心參觀。 

科目名稱 
學分

數 
委請開課學校

該校所屬 

開課學院 

該校支援 

師資單位 
授課時間 

民族神話與傳說 2 國立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黃季平副教授 
週一 7-8 節

1610-1800

舞蹈創作與欣賞 2 銘傳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 丁翠苓講師 
週二 9-40 節

1710-1920

景觀攝影與傳達講座 2 中國文化大學 景觀學院 陳敏明老師 
週二 8-9 節

1510-1700

電影藝術與心理分析 2 實踐大學 博雅學部 胡正文教授 
週三 7-8 節

1510-1700

海洋、漁業與生活 2 
國立 

臺灣海洋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 王世斌助理教授 

週一 6-7 節

1310-1500

國際時事分析 

（英語授課） 
2 輔仁大學 全人教育中心 梁崇民教授 

週一 7-8 節

1530-1730

新聞幕後與社會運作 2 實踐大學 博雅學部 張美慧教授 
週三 7-8 節

1510-1700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6 次(101.01)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65 

(四)中心出版品編印： 

本中心於 100 年 12 月 20 日印製完成「科幻與現代文明」特色通識講座系列影音課程

光碟教材每套 14 講，將放置兩校區圖書館供全校師生借閱。 

二、例行業務活動： 

（一）100學年度第一學期通識課程學生滿意度調查問卷期施測： 

除配合教務處期末問卷施測，本中心亦於 100 年 12 月 30 日至 101 年 1 月 13 日針對

通識講座課程安排滿意度調查，資料如下表： 

 

 
科目名稱 教師姓名 班級 人數 教室

教務處施測

日期/節次

施測 

人員 

通識中心 

施測日期 

工程與人類文明

的生與死    

洪如江 城通識二 150 1705 12.30/6 胡秀雯 100/12/30

生活與科學的交

會       

宋宏紅 城通識二 119 2608 12.30/6 程愷筠 101/01/13

投資理財與租稅

規劃      

黃寶玉 城通識一 120 2608 01.06/7 鄭月琴 101/01/06

性別互動與愛情 王瑞琪 城通識一 150 1705 12.30/7 戚慈琤 101/01/06

健身運動與全人

健康      

劉義群 溪通識一 200 R0101 12.26/2 戴立明 101/01/02

作家論佳作   廖玉蕙 溪通識二 119 B015 12.26/4 吳欣芳 101/01/09

科幻與現代文明 葉言都 溪通識二 200 R0101 12.26/4 闕詩穎 10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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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一月 
一、 電子化校園專案執行說明 

(一) 完成第三次增修協議書校內簽核流程。 

(二) 一期系統進度 

系統名稱 
預計上 

線日期 

目前 

進度 
說明 

入口系統 97/12/15 90% 
委員會系統上線使用；叫修系統、訓練管理系統

程式修改中。 

公文系統 96/04/01 100% 96/05 上線，持續系統調整與維護 

人事－基本 98/01/01 99% 配合啟動會議後重新訪談 

人事－聘任  50% 配合啟動會議後重新訪談 

人事－差勤 97/08/01 100% 97/8 上線，持續系統調整與維護 

人事－考核 97/06/10 100% 
97/6 上線 

配合 98 年度考核，新增部分功能 

人事－保險 98/01/01 99% 
重新訪談，預計 100 年 1 月 17 平行上線，4 月份

正式上線 

人事-薪資(固定薪資) 98/01/01 80% 調整系統區分薪資與計畫薪資兩項作業 

發展處校友 96/09/30 100% 96/11 上線 

發展處入口 97/06/25 100% 97/06/25 上線 

推廣系統 97/10/25 90% 
10/25 上線，持續系統調整與維護；成績系統尚未

上線使用；排課教室系統配合教務系統進行修訂。

總務－財產 97/08/26 100% 97/08/26 上線，持續處理財產帳務問題 

總務－採購作業 97/10/01 85%  

總務－事物作業 97/06/20 100% 工勤派車、工友支援、承商、水電 

總務－卡證作業 97/06/20 100% 97/6/12 上線 

總務－出納 97/08/15 30% 

100/10/17 日起配合會計系統重新訪談「傳票草

稿」、「應收票據」、「收入作業」、「支出作業」等

作業流程，完成出納系統圖書館櫃台收據。 

(三) 二、三期系統進度 

會計-預算 100% 中心依本年度作業調整配合修改中 

會計-總帳 25% 配合啟動會議後重新訪談 

會計-執行 25% 配合啟動會議後重新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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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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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行測試與程式修改中。 

 選課重新確認中，目前進行體育室選課訪談。 

 成績分析文件確認中。 

 學雜費系統、暑修作業、鐘點費作業、碩博士學位、課堂反應問卷，重新檢視系統，

並配合選課、成績系統完成後進行後續開發。 

 英檢系統已於 99 年 6 月 25 上線。 

 印務系統已於 98 年 10 月 15 日上線。 

學

務 

 學務系統有條件通過部份驗收，兩協議分別為 1.須於教務系統正式完成上線前完成與

教務系統介接有關資料庫遷移及程式之修改。2.Oracle 資料庫之錯誤修正及效能改善

須由廠商提出有效方式並持續追蹤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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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獎懲作業，進行訪談與測試中。 

 工讀生、就學貸款、弱勢助學、減免等併入第三階段第三期開發。 

圖

書

館 

校史紀要系統 99% 已上線 

圖書館介面系

統 
70%  

電

算

中

心 

電算中心規劃

系統 
80% 驗證與測試進行中 

體

育

室 

體育室系統 99% 已上線 

(四) 另案合約 

e 關懷系統 96/11/30 100% 96/11 上線 

個案輔導系統 97/09/08 100% 97/9/8 上線 

學生 e-portfolio 97/03/01 100% 97/03 上線 

課外活動系統 96/06/15 100% 96/06 上線 

研務系統 98/01/30 80% 暫停中。 

(五) 中心開發 (含教師e-portfolio、企劃組-查詢及異動系統、人事調動、東吳人資

料庫)均已上線 

二、應用系統維護統計報告(100學年度) 

 本月份維護案件 累計維護案件 本月份維護工時 累計維護工時

 2010.11.22~2011.12.19 2010.11~2011.12 2010.11.22~2011.12.19 2010.11~2011.12

合計 356 3388 1679.5 16747.5

三、新增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系統「100 校務發展計畫─計畫查詢列印」功能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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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網頁。 

四、啟動 101 學年度預算編列暨校務發展計畫雙系統之校內開發。 

五、執行電子化校園系統弱點掃描，並完成電子化校園系統主機帳號清查。 

六、簽訂 HP 資料庫主機年度維護合約，預計一個月內完成系統之更新。 

七、改善選課註冊期間東吳人資料庫檢核之流程。 

八、完成 DB2 資料庫主機升級與備援事宜。 

九、完成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選課預選作業。 

十、完成兩校區無線網路基地台更新。 

十一、 完成入侵偵測防禦系統建置。 

十二、 完成兩校區骨幹交換器建置。 

十三、 12 月份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Asp.net 互動式網頁」、「會聲會影 X2 視訊製作」，

教職員共計 68 人次報名參加。 

十四、 持續進行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數位學習平台第三年計劃(數位學習平台軟體功

能請購、雲端平台資訊安全提升相關設備功能測試及進度資料彙整)。 

十五、 詳細電算中心業務報告請至下列網址查閱：http://www.scu.edu.tw/cc/ →[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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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一月 

【體育教學組】 

一、體育課學生健康體能檢測已完成資料處理，預定於 1月 4日前以電子郵件通知學生，可

以登錄電子化校園系統查詢檢測結果。 

二、本學期體育室教師進修會訂於 101 年 1 月 9 日上午假外雙溪校區綜合大樓 B013 會議室舉

行，將邀請慈濟大學體育教學中心主任黃森芳教授做『慈濟大學體育教學目標與課程地

圖之規劃與執行機制』演講，並規劃體育室陳文茹副教授及李昶弘副教授進行研究報告

及論文研究發表。 

三、體育室向教育部申請「100 年度大專校院體適能檢測站設置暨常模修訂計畫」已獲通過，

補助金額為 26 萬元整。今年需配合完成北區 7所國中、國小、高中職體適能常模修訂抽

測，並辦理至少 1場體適能檢測活動，總檢測人數需達 900 人以上；相關作業預定於寒

假進行規劃。 

四、配合教育部推動水域安全教育，預定於下學期 4月舉辦水域安全宣導活動，相關作業預

定於寒假進行規劃。 

五、依東吳大學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共通教育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錄，報告事項三： 

1、因應體育室提出目前「體育」領域共同課程由於尚未對應本校共通基本能力指標，

通識中心配合體育課程，針對目前共通基本能力指標之名稱及說明略作調整，並於

101 學年度起實施。 

2、目前各項體育課程尚未提出對應共通基本能力指標的配分權重，擬於寒假期間進行

研議，並將循行政程序提報。 

【體育活動組】 

一、「2011 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於 12 月 10 日圓滿落幕。日本女子選手工藤真實以 255.303KM

獲得女子組冠軍並再創世界紀錄；男子組則由關家良一選手以 261.257KM，奪得冠軍。 

本次賽會同時為漸凍人協會「見動支持服務計畫」募集善款計 217,355 元，文創徵文獲

投稿 116 篇均轉給漸凍人協會。 

12/2-12/13 日活動期間計有平面媒體報導 30 則，電視報導 8家計有 4000 秒的報導。這

活動肯定了本校的專業能力，提昇正面的社會形象，也凝聚了東吳人的情感。 

二、本學年教職工桌球聯誼賽於 100 年 12 月 31 日圓滿結束，團體賽男子組有 7隊，女子組

有 4隊，男子個人單打賽 7人出馬，個人雙打賽-男子挑戰組有 3隊，個人雙打 100 歲

組計有 11 組，趣味競賽-同心協力有 5隊報名參賽，趣味競賽-殺氣騰騰有 10 隊報名參

賽，總計有 67 位教職同仁參與，成績結果如下： 

競賽項目名稱 

及名次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殿   軍 

男子團體賽 70-19 號隊 
理學院 

男子組 
外語學院 法學院 A隊 

女子團體賽 
理學院 

女子組 A 
辣妹隊 東吳小資女孩 

理學院 

女子組 B 

個人男子雙打 

挑戰組 

葉奇鑫 

余啟民 

蕭宏宜 

張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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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響應文建會在 100 年 12 月 31 日（星期六）舉辦的建國百年轉動台灣向前行活動，

總計 132 人報名參加，並於 12 月 28 日召開行前會議，協調路線與工作分組和人員配置。

唯因雨天安全難以顧全，故於 12/30 臨時取消以學校名義參與活動，仍有多位同仁和學

生自行參加。 

四、目前辦理全國大專運動會參賽選手註冊及報名事務。 

五、本校獲教育部整建棒球場地補助經費 75 萬元，已完成購置安全擋網 49 面、觀眾看台椅

6座、遮陽帳棚 13 頂。增設該設備後提高使用率與運動安全，也增加棒壘球運動人口。 

六、建校 112 年校慶運動會的報名受理至 1月 13 日截止，請各學系鼓勵同學報名參加。教職

員工的趣味競賽活動項目和去年一樣，也歡迎各單位把握時間組隊參加。 

七、100 學年度大專校院各項運動聯賽在 12 月份展開，本校各參賽隊伍在第一階段的成績非

常優異，比賽成績如下： 

男子籃球隊 100 籃球聯賽一般男生組預賽 七戰全勝分組冠軍，晉級北區決賽 

女子籃球隊 100 籃球聯賽一般女生組預賽 六戰全勝分組冠軍，晉級北區決賽 

棒球隊 100 棒球聯賽一般組預賽 因雨順延 

男子足球隊 100 足球聯賽一般男生組預賽 晉級複賽 

男子排球隊 100 排球聯賽一般男生組預賽 五勝一敗分組冠軍，晉級決賽 

女子排球隊 100 排球聯賽一般女生組預賽 五戰全勝分組冠軍，晉級決賽 

 

個人雙打 

100 歲組 

王慶隆 

李德智 

林遵遠 

蘇英華 

吳俊宗 

簡萬能 

黃雍熙 

王志傑 

個人男子單打 林紘睿 陳永基 吳子平 丁文城 

趣 

味 

競 

賽 

同心協力 
理學院女生隊 

（208 次） 

理學院男生隊 

（123 次） 
  

殺氣騰騰 
理學院男子組 

（14 次） 

人社院 A隊 

（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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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一月 

綜合事務組 

軍訓教育： 

 （一）辦理雙溪校區 12 月份軍訓課程役期折抵作業計 16 人次。 

 （二）100 年 12 月 2 日召開 12 月份軍護校安人員專業研討會。 

（三）辦理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全校性選修軍訓課程學期成績結算作業。 

雙溪教服組 

一、校園安全維護（含學生意外事件處置與照護）： 

（一）12 月份雙溪校安事件計有 17 件次(個人物品遺失 8件、車禍 1件、疾病送醫 3件、 

學生糾紛 4件、學生遭民人騷擾 1件） 

(二)12 月 15 日已函發各學院、所、系及相關行政單位，有關本校 101 年寒假、春節期間 

加強校園安全維護注意事項，請各相關單位協助配合。 

(三)12 月 23 日依衛保組通知，進修部同學染非開放性結核，目前持續追蹤治療中，已陳 

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四）12 月 10、11 日協助體育室辦理「2011 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安全維護工作，無任何 

      校安事件發生。 

二、保全督導業務：12 月 14 日已完成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期末保全督導會議相關前置作業 

，預定於 101 年 1 月 5 日召開會議。 

三、交通安全維護及春暉宣導： 

（一）由本校愛校服務同學持續巡查機車停車場，本月份計有未依車位停放計 18 件、個人物 

品未妥善保管者 25 件。本組持續規勸改善，同時發放交通安全手摺 120 份，提醒同學 

注意行車安全，降低交通意外事故發生。 

（二）12 月 19 日運用行政公告及電子郵件公告，宣導喝酒勿騎乘機車、開車，以防範意外 

發生。 

（三）12 月 22 日運用行政公告、電子郵件公告及現場張貼公告，轉達北市工務局新工處， 

      自 100 年 12 月 26 日起至 101 年 1 月 6 日止，於至善路一段 138 巷內進行施工，道路 

將封閉，為安全起見，請繞道通行。 

（四）本室陳雅卉護理老師及邱光慶教官，搭配春暉愛校服務同學巡視校園及各吸菸區，計

規勸 15 位同學未按規定於吸菸區內吸菸。 

（五）12 月 1 日為世界衛生組織（WHO）訂定之世界愛滋病日，配合今年主題「Getting to  

Zero」倡導愛滋零感染、零歧視、零死亡之主題，舉辦紅絲帶關懷愛滋行動，全校教

職員生共同參與簽署關懷卡活動達 325 人次，愛滋病毒篩檢人數共計 120 人，宣導成

效良好。 

（六）12 月 19、20 日兩日中午分別假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雙溪校區 H303 教室，舉辦關 

懷愛滋行動宣導講座及有獎徵答活動，提高師生對愛滋病防治的認知，並進一步推廣 

安全性行為的認知，教職員生參與講座人數共計 81 人次。 

四、生活輔導： 

（一）統計至 12 月 27 日賃居訪視工作，到訪 127 戶、電話訪視 23 戶，共計 150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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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至 12 月 23 日服務與輔導學生工作成果，處理意外事件 12 人次、轉介服務 7人次、 

情緒疏導 12 人次、急病照料 13 人次、急難救助 1人次、兵役相關業務 356 人次、與家 

長聯繫 62 人次，共計 463 位同學，主動關懷學生、適切提供協助，解決各種急難問題、 

以維護學生權益。 

（三）協辦兵役緩徵相關作業計 20 人次。 

五、其他 

 (一)12 月 13 日校安中心已行文各大樓安委會通知各安委會正常運作，並協調兩校區尚未成 

立及需改選之大樓全面進行改選作業。 

（二）12 月 27 日上午 10 時於 B013 會議室召開本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 

城中教服組 

一、校園安全維護（含學生意外事件處置與照護）： 

 （一）統計 12 月份服務學生計 31 件次（協助服務 22 件、物件遺失 6 件、疾病送醫 3 件）。 

 （二）12 月 22 日(星期四)假 5117 會議室舉辦「100 學年度第 1學期城中校區複合型災防講 

      習」，合計師生 50 人參加，成效良好。 

  (三)值勤教官於每日下午 5時 25 分至五大樓門口督導學生搭乘專車之安全維護工作。 

  (四)每週彙整各單位假日重大活動，俾掌握學生動態及各項工程進行安全維護工作。 

 （五）保全督導業務方面： 

     1.要求保全機動哨同仁於夜間下課時段，加強五大樓梯間來回巡邏，以落實校區安全維

護工作。 

     2.加強學生機車辦證進出管制，取締違規停車計 37 人次。 

 （六）交通安全維護及春暉宣導：運用軍訓課、文宣(如關東旗、海報、手摺等)及網路郵件

公告(校安及春暉快訊)，加強交通安全及春暉反毒教育宣導，並編組愛校服務隊勸

導違規吸菸學生共計 45 人次。 

二、學生役期折抵：辦理軍訓課程折抵役期人數 21 人次。 

三、學生生活輔導：本月份處理意外事件 8人次、轉介服務 2人次、情緒疏導 4人次、急病

照料 3人次、急難救助 1人次，主動關懷、適切協助處理各種急難問題。 

四、學生兵役作業：本學年度兵役業務累計至 100 年 12 月底計： 

 （一）緩徵業務累計至 100 年 12 月份，共計 1398 人次。 

 （二）儘召業務累計至 100 年 12 月份，共計 172 人次。 

  (三)12 月 1、12 日公告「82 年次役男繳交兵役資料通知」及「民國 101 年役男出境須知」。 

五、預官考選作業： 

(一)101 年預官(士)考選訂於 101 年 1 月 18 日(星期三)假德明科技大學(北區)舉行，本校 

    計有 322 人參加考試，除持續輔導考生參加考試外，另已編成考場服務組於考試當日 

    提供考生及家長所需之服務。 

  (二)持續以網頁及郵件公告，提醒考生預官(士)考試相關注意事項。 

近期工作重點 

一、101 年 1 月 19 日 0830 至 1130 時假一教研大樓並結合超庸館實施防災演練；概分三階段 

實施，第一階段室內－複合型災害認識與防護。第二階段室外－第一教研及超庸館地震 

火警避難疏觀摩與演練；第三階段室外－各類型防災器材實作。 

二、賡續辦理 101 年預官(士)考選作業，輔導學生試務準備及志願選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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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期即將結束，將持續加強學生寒假及春節期間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四、預訂於 1月上旬陳報民國 82 年次役男學生兵役緩徵申請作業(約 621 人)。 

五、預訂於 101 年 1 月 19 日下午，假台北市立體育學院實施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軍訓暨全

民國防教育課程授課計畫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