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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四月 

【註冊】 

1.北一區教學資源中心子計畫：建立特色課程(學程)跨校選課區域合作計畫，所執行

之「辦理暑期通識跨校課程規劃暨選修方案」期中執行成果報告書，依所訂日期於

4月 13 日前提交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2. 100 年度第 2學期計 50 位外校生，37 位大陸學生，23 位國際交換生修讀本校課程。 

3. 本學期加退選已於 3月 2日結束，3月 9日選課清單上網確認截止，上網確認選課

清單比率為學士班 36.79％、碩士班 40.13％、博士班 40.22％、進修學士班 23.15

％、碩士在職專班 22.61％。  

4. 維護並列印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逾期未註冊學生名單， 3 月 2 日以雙掛號寄發通

知未註冊學生共 27 名，若學生未於註冊期後一個月內申請休學，即作退學論。 

5. 101 學年度轉系申請自 3月 5日至 8日辦理，申請二年級轉系 146 人，三年級轉系

2人，共 148 人，預計彙整後送各院系審查，將於 4月底公布錄取名單。 

6.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學生人數統計，學士班 11,482 人；碩士班 1,224 人；博士班 93

人，進修學士班 1364 人，碩士在職專班 1158 人，合計全校學生人數共 15,321 人。 

 

【課務】 

1. 開學後之教室異動，雙溪校區 73 科次，城中校區 42 科次，夜間 28 科次。 

2. 研議教學卓越計畫課程地圖暨能力指標事宜，曾電詢他校能力指標雷達圖計算方

式，惟其作法與本校截然不同，無法參考。考慮以放大分子的方式來反相思考，設

定學生完成畢業標準(修畢畢業學分)，即達平均 80%的能力 (各能力指標平均 80

分)，以此方式試算學生達成率，似為可行。  

 

【招生】 

1. 101 學年度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報考人數共 3,071 人（較去年 3,617 人減少 546

人）。分別為碩士班 2,333 人（去年 2,800 人、前年 4,640 人）；碩士在職專班 738

人（去年 817 人、前年 1,008 人）。業於 2月 25 日（週六）於城中校區舉行碩士

在職專班考試，共設置 11 個試場。2 月 26 日（週日）分兩校區舉行碩士班考試，

共設置溪區 10 個試場、城區 26 個試場。  

2. 101 學年度共有 20 學系（21 系組）參加「繁星推薦」（物理、微生物兩系不參加）。

提供繁星名額 150 人，佔總招生比例 5.53%（去年 5.08%）；其中新增音樂系首次

提供「繁星推薦」招生名額 4名。總報名人數 1,400 人，錄取 147 人，錄取率為

12.06%（去年 11.24%）。 

3. 101 學年度共有 21 學系（22 系組）參加「個人申請」（僅德文系不辦理），提供 577

名招生名額。合計繁星與申請之甄選名額共 727 名（不計外加名額），佔總招生比

例 26.79%（去年 24.43%）。3月 12 日至 15 日由甄委會中正大學統一受理報名，3

月 22 日提供各校下載報名人數及學測篩選結果，統計通過篩選人數計有名額內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9 次(101.4)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2 

1,506 人、原住民 74 人、離島 62 人（去年名額內 1,277 人、原住民 65 人、離島

47 人）。 

4. 3 月 11 日（週日）假雙溪校區普仁堂辦理 100 學年度「認識東吳－與高中生對話」，

計有來自 63 所高中 242 位學生報名參加；考量活動規模，錄取高三學生 198 人；

活動當日實際參加學生共 144 人，報到率 73%（去年 82%）。  

5. 三月份進行宣導者計有： 

   3/2 赴高雄鳳山高中學群講座（社工系萬心蕊老師、會計系李春成老師） 

   3/5 赴成功高中（法律系林育廷老師）； 3/6 赴台南私立港明高中（會計系李春成

老師） 

   3/7 赴新竹女中（社工系王行、法律系何婉君老師）； 

   3/16 赴樹林高中（會計系郭瑞基老師） 3/19 赴華江高中（會計系楊葉承老師）； 

   3/23 赴秀峰高中（社工系馬宗潔老師）； 3/28 赴景文高中博覽會擺台。 

 

【教務行政】 

1. 近期各類學報出刊狀況：  

 
2. 辦理畢業典禮相關事宜： 

(1).3 月 7 日(三)召開畢業典禮第一次籌備會議，確認各院畢典舉行順序、流程、

各單位工作職掌、各院預演時間，簡介場外布置初步構想規畫，並檢討前年畢

業典禮應改進事項。 

(2).申請東吳首頁看版圖（3/27 已上線），宣傳畢業典禮相關訊息。新版畢業典禮

專屬網頁已完成並測試中，近日將正式上線。 

(3).預定於 4月 17 日召開第二次畢業典禮籌備會議。  

 

 

刊 名 / 期 數 應出刊月份 出 刊 情 形 

Soochow Law Journal Vol.8 

No.1 

Soochow Law Journal Vol.8 

No.2 

Soochow Law Journal Vol.9 

No.1 

100/01 

100/07 

101/01 

 預計 4月出刊 

稿件不足，尚未出刊

東吳社會工作學報 No.23  

東吳社會工作學報 No.24 

東吳社會工作學報 No.25 

99/12 

100/06 

100/12 

 預計 3月出刊 

稿件不足，尚未出刊

東吳政治學報 Vol.30 No.1 101/03  預計 4月出刊 

東吳經濟商學學報 No.75 100/12 101/3/12 出刊  

東吳經濟商學學報 No.76 101/03  尚未出刊 

東吳法律學報 VOL.23 No.3 101/01 101/3/12 出刊  

東吳哲學學報 No.25 101/2 101/3/8 出刊  

東吳外語學報 No.34 101/3  預計 101/3/29 出刊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9 次(101.4)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3 

學生事務處 
四月 

一、 辦理100學年度第1學期富蘭克林雙學位獎學金新申請及續獎勵初審事宜：計17名

新申請初審通過；續獎勵計25名初審合格。另，另本學期接獲發展處社資組轉達：

「歷年僅因雙修科目數不足之富蘭克林得獎學生，請本校將其相關原因及證明文

件彙送富蘭克林公司審查，審查通過者，可保留相關獎學金至畢業取得雙學位時，

一併領取。」目前生輔組初審共計報送7名學生，申請保留9學期獎學金。 

二、 獎助學金暨優秀學生甄選委員會會議：本(100)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已於3/28召

開，會中審查「100學年度第1學期校外捐贈獎助學金辦理情形」、「100學年度第1

學期優秀學生獎學金得獎名單」及討論「研究生獎助學金教學助學金審核作業細

則」。 

三、 100學年度優秀應屆畢業生甄遴選：甄選申請採線上作業，同學申請至3/30(五)

止，師長推薦至4/11(三)止。「服務優良」獎項分為「學系服務優良」與「社團或

志工服務優良」，前者由各學系自訂甄遴選辦法，負責甄遴選推薦，後者開放全校

應屆畢業生申請，由生輔組組成甄選小組公開甄選。另，「品德優良」及「特別貢

獻」獎項受理全校各單位向生輔組舉薦。 

四、 101北區僑生春季聯誼活動：3/10在本校雙溪校區綜合大樓舉行，由代理校長林錦

川親臨主持，有僑務委員會任副委員長、教育部僑教會劉素妙主任、馬來西亞駐

臺副代表，及北區71所大學校院、高中職校僑生、僑輔人員及學務長等約1,800

人參與。活動內容有園遊會、各校僑生社團表演及摸彩活動等，獲僑委會任副委

員長肯定。 

五、 全國學生社團評鑑：教育部「101年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

評鑑暨觀摩活動」於3/24(六)至3/25(日)假新竹玄奘大學辦理，共有159所公私立大

專校院，371個學生社團參與評鑑。本校派柚芳樓生活勵進會、體適能有氧社代表

參賽，評審結果不負眾望，柚芳樓生活勵進會榮獲大學校院組-自治性、綜合性社

團特優、體適能有氧社榮獲大學校院組-體能性康樂性社團優等。 

六、 學生自治團體三合一選舉：第八屆學生自治團體三合一選舉（第56屆學生會正副

會長、第24屆學生議員及各學系系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於3/19(一)至4/16(一)

進行參選人登記，將於5/9(三)至5/10(四)於兩校區進行投票。 

七、 2012暑期國際志工服務隊：課外活動組已於3/28(三)公告錄取30名志工，將於培訓

後前往以下各地服務： 

(一) 菲律賓隊：教育閱讀計畫，本隊為自組團隊，服務時間為7/24-8/3，共計11天。 

(二) 柬埔寨隊：兒童英文教育計畫，服務時間為7/1-7/14，共計14天。 

(三) 印度隊：社區健康推動計畫，服務時間為7/30-8/13，共計14天。 

(四) 尼泊爾隊：社區公共衛生計畫，服務時間為8/15-8/29，共計15天。 

(五) 日本隊：生態樂活里山計畫7月~9月間，共計14天。 

八、 「2012健康有約」免費健檢活動：3/17、3/21已分別於兩校區舉行，共有3,228人

次參加。為確保個人隱私並考量環保需求，個人健康報告改為網路查詢，4/4起可

由受檢者自行上網查詢，衛保組亦提供代查服務，另外提供相關衛教及異常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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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轉介諮詢等服務。 

九、 餐飲衛生督導及營養教育：有關禽流感及瘦肉精事件，衛保組已確認校內使用牛

肉的承商之輸入許可證明及防檢局查驗結果，亦提醒各承商務必選購標示有屠檢

合格標章或CAS等肉品，調理時務必煮熟，並持續注意食品藥物管理局最新資訊，

加強把關。 

十、 校內宿舍及餐飲衛生抽檢：日前教育部來函轉知行政院消保處將於3/19~4/13期間

以抽籤方式對大專校院校內宿舍及餐飲衛生進行抽查，有關查核項目，住宿組

已會辦相關單位，協助進行資料蒐集及準備。 

十一、 高關懷個案定期關懷：目前全校高關懷列管人數計893名，系諮商師已全面檢視

每位個案之課業及休復學狀況，重新評估其危機等級高低，分別修正與對應以

電子郵件、簡訊、電話或面談的輔導關懷模式。另預計於期中考週發函各學系，

配合各系期中考後所進行之期中學業預警，籲請導師關懷課業表現不佳、出席

狀況不良或人際疏離等學生，必要時轉介至心理諮商中心。 

十二、 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本學期持續與各學系(含師培中心、商進班)合作進行「導

師班級輔導活動補助計畫」，其中，班級共同課程方案，共有22個學系(歷史系、

音樂系未申請)，申請87場次；師生團體互動方案，共有22個學系，申請187場

次，預估9,551人次參與，較前學期成長61％(前一學期5,863人次)。 

十三、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一) 商學院A生因不服成績評定及退學處分，且不服申訴評議結果，分別向教育部

及高等行政法院提出訴願與行政訴訟，本校已分別提出答辯書狀。有關成績

評定之訴願，教育部已決定不受理，退學處分之訴願則尚在審議中。行政訴

訟尚未開庭審理，目前靜候通知中。 

(二) 商學院B生及C生因不服授課教師認為其作弊而提出成績評定申訴，經決議其

申訴有理由，請原授課教師排除學生作弊之認定後重新評分。 

(三) 人社院D生因不服成績評定提出申訴，委員會正受理評議中。 

十四、 最後一哩．職場實務培訓學苑：生涯發展中心自3/18起開辦4梯次課程，每梯次

上課時間為18小時，內容包含熱血力、禮貌力、執行力、包裝力、溝通力、人

際力六大主題，現有130人報名。另增開3堂計6小時選修課程，內容包含商用電

子郵件、新鮮人理財，有157人報名。第一梯次37人已於3/25完訓。 

十五、 專業證照輔導課程及證照獎勵：本學期共通性MOS證照考照課程將於4/17在城中

校區舉辦，總計160人報名；第一梯次系所專業性證照輔導課程補助截至3/28止

有法律系、國貿系提出申請，第二梯次申請時間為6/15-30。另在學生取得證照

獎勵部分，獎勵系統已完成開發，相關程式連結位置已向電算中心提出需求單，

預定將於5/1開始接受學生於e化校園線上申請。 

十六、 112週年校慶宿舍嘉年華：宿舍同儕團隊以「榕柚楓松文化行、原味生活follow 

me」為主題，挑選日本愛奴人、北歐薩米人、紐澳毛利人及美洲印第安人等具

特色的族群，對其傳統文化的食衣住行，及現代主流社會對其造成的影響和轉

變，做深入的探討和介紹。共計有校長、學務長、各院院長及全校師生、校友

來賓1,878人次參觀宿舍。 

十七、 校內外宿舍舊生床位候補抽籤及校內特殊個案住宿申請：校內宿舍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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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3/26開放全校女學生於電子化校園系統上網登記，共計302人提出申請，並

於3/30公告50位名單；松江學舍因現階段正與房東洽談續約事宜，待結果確認

後，將另行公告學生週知；特殊個案住宿申請時間為3/16-4/10止，4/16-5/6進行

審查，5/9公告結果。 

十八、 三重大樓承租案：本校與中華電信公司洽談三重正義南路大樓做為學生校外宿

舍案，已於3/9由總務處事務組及住宿組至中華電信完成相關議價。現階段持續

由住宿組針對宿舍公共區域、寢室設備規劃與中華電信進一步協商；由於本棟

大樓尚有簽約、招商及施工等程序需進行，故於議價當天亦達成如未能於今年

5/15前順利發包完成，則本大樓承租日期將會順延一年至102/9/1起租的附帶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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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四月 

事務組： 

一、辦理微生物系「壓氣操作箱」及化學系「溫度控制設備」驗收。 

二、完成設置雙溪校區各樓樓層逃生指示及樓層介紹標示牌。 

三、協助辦理學務處北區僑生春季聯誼活動。 

四、配合辦理 112 周年（3/17 日）校慶相關工作。 

五、完成電算中心「電子書編輯軟體」及「全校性防火牆系統維護」議價。 

六、完成支援碩博士班招生考試。 

七、完成 3、4月份飲水機例行水質檢驗。 

八、配合學務處住宿組辦理「中華電信三重宿舍」議價。 

九、配合發展處勘察錢穆故居欠缺花木植栽及栽種。 

十、支援校長交接典禮場地布置相關工作。 

十一、綜合大樓傳賢堂內部裝修及消防設施改善已專案簽准，為配合學務處辦理

新生入學相關活動，各項設施預於 101 年 8 月中旬前完工。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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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人次。 

營繕組： 

一、辦理「微生物學系空間調整案」，已於 101.3.2 完成。 

二、辦理溪區「第一教研大樓 6樓增設不鏽鋼捲門工程」，已於 101.3.18 完成。 

三、辦理圖書館外觀整修工程發包前置作業。 

四、辦理污水下水道工程發包前置作業。 

五、辦理寵惠堂整修工程發包前置作業。 

六、辦理傳賢堂整修相關工程發包前置作業。 

保管組： 

一、場地借用，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1 年 3 月 20 日傳賢堂已使用 482.5 小時，國

際會議廳 446 小時，B013 研討室 477 小時，餐廳貴賓室 8.5 小時，G101 室

576 小時，R0101 室 388.5 小時，R0112 室 346.5 小時。 

二、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1 年 3 月 20 日雙溪校區財產增加 2,326 筆 97,340,119

元。報廢 1,225 筆，共 30,696,444 元。移動件數計 2,543 筆。 

三、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1 年 3 月 20 日申請招待所共 55 件。 

四、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1 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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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44 元、清潔用品約 67,708 元、電腦耗材用品

約 293,264 元。 

文書組： 

一、公文收發業務自 101 年 2 月 16 日至 101 年 3 月 15 日止，共計收文 994 件，

其中紙本收文為 163 件，電子收文 831 件，電子收文比率約為 84%；發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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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254 件，其中紙本發文（不適用電子交換者）151 件，電子發文 103 件，

電子發文比率約為 41%（可電子交換比率則為 100%）。 

二、郵件（含公文）交寄業務自 101 年 2 月 16 日至 101 年 3 月 15 日止，寄送各

類郵件共 3,533 件（計平信 394 件、限時 50 件、掛號 397 件、限時掛號 105

件、航空 94 件、印刷 1,977 件、其他 516 件），共支用新台幣 6萬 4,425 元

整。 

三、101 年 3 月（3/1～3/20）全校性檔案之歸檔數量為 1,135 件。 

出納組： 

一、101 年 2 月份現金及銀行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1,729,157,875 元，支

1,224,783,844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行政程序。 

二、依據 101 年 2 月 29 日止日報表分析，本校資金配置明細如下：銀行活期存

款 19.41%、支票存款 2.74%、定期存款 62.65%、政府公債 13.14%、證券投

資 2.06%。 

城區管理組： 

一、自 100 年 2 月 21 日至 101 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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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件，金額共計 1,853,382 元。 

財產管理：城中校區財產共增加 30 件、金額總計 827 ,892 元，報廢件數 100

件、金額 601,247 元，移轉件數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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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單件、電腦耗材領

用登記作業發放共 15 單件、清潔用品登記作業發放共 18 單件及

各單位紀念品領用發放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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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時段）、5117 會議室使用 17 場次（19 時段）、2123 大會議室使用

24 場次（55 時段）、2227 會議室使用 28 場次（28 時段）。 

夜間出納：代收款項總金額共計 836,642 元。 

停車管理：進入汽車停車場停放車輛次數共 2,888 車次、機車停車場停放車

輛次數共 8,039 車次。 

收發業務：辦理各單位交寄郵件共 820 件，郵資 5,439 元。 

視聽設備維護：維修器材 93 件、支援 5211 及 5117 會議室使用 37 時段、多

媒體教室視聽器材借用共 9件次。 

機電設施維護：維修水電設施 91 件、冷氣空調設施 7件、電信設施 6件、

場地支援勤務 14 件。 

二、101.2.19 進行城區第五大樓 500KVA 高壓變壓器損毀緊急搶修作業。 

三、101.2.20 辦理「城區餐廳廚房油煙排放設備更新工程」驗收。 

四、101.2.21 辦理城區各大樓學生置物櫃登記及分配作業。 

五、101.2.25～26 碩士班招生考試，支援各項總務勤務工作及相關人力。 

六、辦理第五大樓各樓男女廁壁磚修補。（101.2.26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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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辦理第五大樓三樓外牆磁磚檢修。（101.3.9 完成） 

八、辦理第五大樓地下一、二樓地磚檢修。（101.3.14 完成） 

九、辦理第五大樓一樓污水幹管故障檢修。（101.3.15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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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 
四月 

【研究事務組】 

一、 國科會「公開徵求歐盟科研架構(FP7)計畫」申請案，自即日起接受申請，請有意

申請教師於 101 年 4 月 11 日(三)中午前備妥相關申請資料及庶務申請表，擲交研

究事務組辦理函送事宜。 

二、 國科會人文處 101 年度「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計畫申請案，須以跨校團

隊合作方式提出，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1 年 4 月 25 日(三)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三、 國科會工程處「奈米元件與 3D 積體電路專案計畫」申請案，研究主題須具有前瞻

性與創新性，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1 年 5 月 27 日(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四、 國科會「2013 年與捷克科學基金會雙邊合作研究計畫」申請案，請有意申請教師

於 101 年 4 月 16 日(一)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五、 教育部「101-102 年度智慧電子跨領域應用專題系列課程計畫」，以「系所」為單

位提出申請，1系以申請 1案為限，每校至多申請 3案，已獲其他機關或單位補助

之計畫項目，不得重複申請。本案教育部申請期限為 101 年 4 月 23 日，欲提出申

請之系所請於 101 年 4 月 18 日前至計畫網站

(http://atp.ee.nchu.edu.tw/atp.htm)完成線上申請程序，並備妥相關申請資料

及庶務申請表，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六、 中央研究院「101 年度第 2梯次獎勵國內學人短期來院訪問研究」案，受理期限至

101 年 4 月 25 日止，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1 年 4 月 18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並備

妥相關申請資料及庶務申請表，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七、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101 年度第一期研究生研究計畫」申請案，自即日起受理

申請，並毋須備文，請有意申請者於 101 年 3 月 31 日前備妥計畫書等申請資料，

以掛號郵寄或親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八、 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徵求「臺北市政府出版品管理及電子化推動方案

之研究」、「臺北市政府各機關辦理服務類年度考評指標之研究」、「臺北市政府公

有不動產調配與運用之研究」以及「臺北市友善生養環境之研究」、臺北市政府都

市發展局徵求「臺北創意城市發展策略規劃及行動方案」、國史館臺灣文獻館徵求

「臺灣原住民族的神話、故事與傳說」委託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徵求「101 年度

農業生物技術研發成果產業化輔導計畫」等，已公告於本組網頁。 

九、 中華企業倫理教育協進會「企業環境倫理研究獎助教師國外研究進修」徵選活動

案，受理時間自即日起至 101 年 3 月 30 日止，請欲申請之教師於 101 年 3 月 26

日前備妥相關資料及庶務申請表，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十、 2013-2014 傅爾布萊特資深學者及博士後赴美研究獎助學金申請，須於線上完成申

請作業，並寄送相關申請文件，請有意申請教師逕至

https://apply.embark.com/student/fulbright/scholars/30/填寫報名表，並於

101 年 10 月 24 日前備妥相關文件，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十一、 國科會 101 年度「獎勵人文與社會科學領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論文」申請案，

本校計有法律學系王容溥 1位博士生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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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辦理本校教師執行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研究成果之語文著作授權出版簽約事

宜。 

十三、 辦理本校教師接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

公會、經濟部貿易調查委員會、拜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4件委辦研究計

畫簽約案。 

十四、 辦理本校接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委託建教合作案之簽約事

宜。 

十五、 辦理並函送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100 年度動物科學應用機構實驗動物

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監督報告」予行政院農委會，另副知臺北巿動物保護

處。 

十六、 本校為增進對研究參與者之保護，提升學術研究之國際水準，透過長期合作促

進資源有效利用與交流，簽署「臺灣北區保護研究參與者聯盟合作協議」，並委

託臺灣大學行為與社會科學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辦理本校國科會非生物醫學類

之研究計畫研究倫理審查工作。 

十七、 召開 100 學年度學術研究委員會第 3次會議（101 年 3 月 9 日），審查助理教授

辦理第四或第五年減授授課鐘點之申請案，並研擬修訂「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

秀人才獎勵辦法」、「東吳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辦法」及「東吳

大學學術研究委員會設置辦法」。至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依減授辦法達第五或

第七學期減授資格之助理教授計有 7位，均申請繼續減授，經學術研究委員會

審查，通過日文系阮文雅、李宗禾、陳世娟，法律系法思齊，經濟系林佑貞，

會計系吳怡萱，資管系鄭麗珍等 7位助理教授於 101 學年度繼續第四或第五年

減授基本授課時數二小時。 

十八、 於 101 年 3 月 28 日在雙溪校區舉辦「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執行研究計畫說

明會」，由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圖書館、研務處報告執行計畫相關事項，

並就執行研究計畫相關行政作業進行討論溝通，同時召開「研究計畫管理費行

政作業公聽會」，聽取研究計畫主持人之意見，約計 70 人與會。 

十九、 函送「東吳大學教師執行研究計畫重要規定自我檢核表」予各學系轉致所屬教

師參考辦理。自 100 學年度起，本校教師執行補助/委辦研究計畫，需簽署「東

吳大學教師執行研究計畫重要規定自我檢核表」，敬請計畫主持人於 101 年 4 月

12 日前完成簽署，並擲交研究事務組備查。 

二十、 辦理國科會「100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4月獎勵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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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獎勵金」核撥事宜。 

二十一、 辦理本校 100 學年度第 1梯次研究計畫獎勵金撥付事宜。 

二十二、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 3月份通過校內各類獎補助案共計有「胡筆江先生紀念專

款」1件。 

 

【國際合作組】 

一、 辦理交換生及交流生相關事宜： 

（一） 確認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境外來校交換學生選課事宜。 

（二） 101 年 3 月 24 日舉辦採茶文化體驗半日遊活動，由國際事務志工規劃，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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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生一同參加。 

（三） 公告 101 學年度第二次赴國外協議學校研習之校級交換學生推薦名單，名單

如下： 

101學年度第二次赴國外協議學校研習之校級交換學生名單 

正取名單 

研習期間為101學年度(101年8月至102年7月) 

編號 系級 姓名 交換學校 學年度 交換期間 

1 日碩一 莊子萱 日本愛知大學 101 全學年 

研習期間為101學年度上學期(101年8月至102年1月) 

編號 系級 姓名 交換學校 學年度 交換期間 

1 英三B 陳韋蓁 
史特拉斯堡大學政治學

院 
101 上學期 

2 日碩一 楊茜如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101 上學期 

3 企碩一 于寬 丹麥哥本哈根商學院 101 上學期 

4 企碩一 吳宜軒 丹麥哥本哈根商學院 101 上學期 

5 企碩一 吳書儀 瑞典苑學品大學 101 上學期 

6 貿四B 劉姿妏 波蘭華沙人文大學 101 上學期 

研習期間為101學年度下學期(102年2月至102年7月) 

編號 系級 姓名 交換學校 學年度 交換期間 

1 日三B 張甄雅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101 下學期 

2 日三C 吳承勳 韓國首爾大學 101 下學期 

3 日進四 錢毓琦 日本拓殖大學 101 下學期 

4 日進五 周筠沁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101 下學期 

5 貿二B 羅平 韓國首爾大學 101 下學期 

6 貿三A 黃品智 澳洲邦德大學 101 下學期 

研習期間為101學年度一學期 

編號 系級 姓名 交換學校 學年度 交換期間 

1 英二C 陳宣彤 澳洲邦德大學 101 一學期 

2 英三B 吳亮君 史特拉斯堡大學政治學院 101 一學期 

3 法五A 蔡承育 日本拓殖大學 101 一學期 

4 會三C 高聖凱 澳洲邦德大學 101 一學期 

5 企二D 曾寧 瑞典苑學品大學 101 一學期 

備取名單 

編號 系級 姓名 交換學校 學年度 交換期間 

1 日三C 藍雯威 備取日本愛知大學 101 上學期 

1 日三C 藍雯威 備取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101 下學期 

2 貿四A 黃家琦 備取瑞典苑學品大學 101 上學期 

二、 於 2012 年 3 月 27 日至 4月 2日舉辦「2012 東吳大學兩岸交流營--春遊雙溪 in 臺

北」活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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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邀請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復旦大學、

蘭州大學等 7校師生參加，並辦理相關入台程序。 

（二） 邀請紙風車文教基金會汪虹副執行長、本校政治系吳至中副教授、社會系裴

元領副教授蒞臨營隊活動演講。 

（三） 安排推動雙連學制相關會議與學生主題活動。 

三、 接待外賓蒞校參訪： 

（一） 101 年 3 月 12 日接待同志社大學商學院近藤麻理院長、水野志津 事務長、鄭

巍巍教授蒞校晤訪。 

（二） 101 年 3月 12日至 3月 15日接待日本埼玉大學經濟學部涉谷百代助理教授蒞

校晤訪。 

（三） 101年 3月 16日接待美國加州州立大學沙加緬度分校國際事務主任Mr. Paulo 

Pinto 蒞校晤訪。 

（四） 101 年 3 月 18 至 3 月 20 日接待東吳之友基金會 Edward Rada 會長、林蕙瑛董

事、陳華奮董事、張立芝董事、帥以仁董事蒞校晤訪。 

四、 辦理學生獎助學金相關事宜： 

（一） 辦理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金審查作業。 

（二） 公告本校 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外研習補助第一期申請事宜。 

五、公告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101 年補助青年赴海外實習體驗計畫」申請事宜。 

六、 舉辦或參加業務相關會議： 

（一） 100 年 3 月 9 日舉辦推動雙聯學制會議會前會。會議主席：邱永和研究事務長，

出席人員：人文社會學院莫藜藜院長、法學院楊弈華院長、法律學系林三欽主任、

會計學系謝永明副主任、中國文學系鄭明娳教授、圖書館編目組魏令芳組長、國

際合作組柯瓊鳳組長、魏嘉慧專員、蘇意秋專員、陳緯倫組員。 

（二） 100 年 3 月 22 日假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與召開「100 學年度第 4次國際交流

委員會」，於會議當中審查赴外交換生申請件。會議主席：邱永和研務長，出席

人員：社會系林素雯委員、英文系王建輝委員、德文系石斌宏委員、物理系蕭先

雄委員、企管系阮金祥委員、會計系陳姿蓉委員、財經系洪明欽委員、國合組柯

瓊鳳組長、魏嘉慧專員、蘇意秋專員、游晴如組員、陳緯倫組員、余孟儒助理。 

 

【企劃組】 

一、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一) 101 年 3 月 9 日召開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專案審查會議，審理心理諮商中心

承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計系徐○○同學對本校提出行政訴訟」案，會議紀

錄已於 101 年 3 月 14 日簽陳校長核定(公文文號：1011600058)。於 101 年 3 月

16 日函知心理諮商中心核定結果(公文文號：1011600059)。 

(二) 101 年 3 月 23 日召開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專案審查會議，審理文書組「緊急

採購捷成公文管理系統伺服器」案及心理諮商中心「『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之

師生團體互動方案』經費不足」案，會議紀錄送陳校長核定中。 

二、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作業 

(一) 檢視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內容，於 101 年 3 月 2 日簽請董事長同意「東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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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專案計畫」經費 87,682,250 元以學校結餘款支應，董事

長於 101 年 3 月 16 日核可。本案奉核後，經費納入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預算規

劃使用，計畫預算依程序送審。 

(二) 計畫提報及一級單位審查作業 

1. 101 年 3 月 5 日前一級單位於線上完成統籌及單位非例行計畫審查作業。 

2. 101 年 3 月 7 日函請相關單位於校務發展計畫系統填報已核定之「101 學年度校

務發展獎補助計畫」，並於 101 年 3 月 12 日前完成一級單位審查。 

3. 101 年 3 月 12 日函請相關單位於校務發展計畫系統填報已核定之「101 學年度統

籌例行計畫」，並於 101 年 3 月 20 日前完成一級單位審查。 

(三) 計畫審查小組會議 

1. 101 年 3 月 13 日辦理計畫審查準備會議，教務長與研務長討論修訂第一次會議相

關資料。 

2. 101 年 3 月 22 日辦理第一次會議審查計畫暨預算，會議針對計畫預算超過規劃額

度之單位計畫，討論、增減部分計畫。相關單位會後據以調整單位計畫預算，並

進行 101 學年度收支餘絀分析，分析結果送第二次會議討論。 

3. 101 年 3 月 26 日-30 日依據會議決議，彙整計畫預算資料提供會計室分析「101

學年度經常門及資本門可分配資源」。 

4. 101 年 3 月 27 日辦理第二次計畫審查準備會議，教務長、研務長、會計室主任及

商學院院長討論研擬第二次審查會議相關資料及議題。 

5. 101 年 3 月 28 日辦理第二次會議審查計畫暨預算，會議決議： 

(1) 請總務處、學務處檢視提出計畫之預算項目有關經常門之修繕經費，凡單價 8

萬元以上且使用年限達 2年以上者應列為資本門，檢視結果送企劃組轉會計

室再調整「東吳大學 100 及 101 學年度經常及資本可分配資源分析表」。 

(2) 請人事室檢視必要支出預算尚可調整的額度。 

(3) 前次會議規劃戴氏基金會2012年捐款6萬美金(約 1,810,000元)用於改善雙

溪校舍，其中 800,000 元支應「教室空間改善計畫」及 1,000,000 元支應學

務處「宿舍修繕計畫」，經查該筆經費實為填補 100 學年度預算不足款項，故

無法依原規劃辦理。「教室空間改善計畫」轉請總務處規劃納入 101 學年度計

畫，學務處則減少 1,000,000 元規劃預算。 

(4) 請會計室協助檢視各單位計畫預算，檢視結果提下次會議討論確認。會後確

認結果通知各單位修改計畫及預算規劃。 

6. 101 年 3 月 30 日函送計畫審查小組委員第一次及第二次會議紀錄。 

(四) 計畫系統 

1. 101 年 3 月 5 日-20 日處理各單位上線提報、審查及退回修改校務發展計畫所遇

到問題及困難。 

2. 101 年 3 月 28 日-30 日測試「計畫小組審核作業」功能。 

3. 101 年 3 月 30 日協助測試會計室之預算系統。 

(五) 四月份工作重點： 

1. 籌辦 101 年 4 月 12 日「計畫審查小組第三次會議」。 

2. 依據第三次會議決議，函請相關單位調整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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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1 年 4 月 16 日彙整計畫及預算審查結果送預算小組審議。 

三、100 年度大學校務評鑑 

(一) 101 年 3 月 6 日副校長主持「100 學年度校務評鑑指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中

決議以分組方式針對評鑑委員提出之「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針對待改善事

項之建議事項】」各設召集人一位，由召集人邀集各業務相關單位參考評鑑委員

意見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自我改善計畫彙整送下次評鑑指導委員會議審議。 

(二) 依據 101 年 3 月 6 日會議決議，101 年 3 月 15 日函請各召集人辦理自我改善計畫

提報相關事宜。 

(三) 101 年 3 月 22 日辦理「100 年度校務評鑑自我改善小組會議」研議項目一自我改

善計畫相關規劃。會中決議： 

1. 「品牌領域」為本校 97-99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之主軸。延續此策略主軸，本校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在核心發展策略方面擬定「主軸 A.卓越教學」及

「主軸 B.特色化研究」，鼓勵教學單位以追求卓越教學及發展院、系特色領域為

目標，擬定相關計畫。 

2. 會後請各學院參考評鑑委員之「針對待改善事項之建議事項」，以「學院特色發

展」為題，進行現況分析及策略規劃，並依此規劃研擬 100-102 學年度相關子計

畫。 

(四) 101 年 3 月 29 日函請各學院於 5月底前完成現況分析及策略規劃並擲交「100 年

度校務評鑑審查意見及回應」表格。 

(五) 四月份工作重點： 

1. 草擬評鑑項目一委員評鑑議鑑第一及二項之自我改善計畫。 

2. 101年4月16日-30日彙整相關單位之「100年度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提報表」及

籌辦「校務評鑑指導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3. 草擬100學年度教育訓練及校外觀摩學習等活動。 

四、 教育部獎補助提報作業 

(一) 辦理 101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質化審查(簡報)作業 

1. 於 101 年 3 月 6 日由校長召開「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簡報作業第二次討論會」，各章節撰稿人依據會議決議調整簡報內容。 

2. 於 101 年 3 月 13 日由校長召開「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簡報作業第三次討論會」，各章節撰稿人依據會議決議調整簡報內容。 

3. 於 101 年 3 月 21 日簡報資料定稿後送印，並以電子郵件之方式寄送教育部高教

司。 

4. 於 101 年 3 月 26 日由校長率領教務長等六位師長赴教育部簡報「101 年度教育部

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1) 會後接獲國立雲林科技大學私立大學校院獎補助作業小組電子郵件之通知，

學校得提供簡報審查會議會後補充資料，以 10 頁為限。 

(2) 本校補充說明「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重點及經費配置」、「說明教學評

鑑未通過之教師，學校輔導方式及改善情形」、「說明學校兼任老師人數過多

之情形」及「說明學校董事出席董事會議之出席費及交通費」等四點。 

(3) 於 101 年 3 月 30 日針對簡報審查會議委員反應本校「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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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計畫書」內容不夠豐富乙事，補附本校 100、101 學年度所有子計畫報表。 

(二) 101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量化基本資本資料檢核作業 

1.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獎補助工作小組於101年 3月 9日(星期五)以電話之方式請本

校檢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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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 8、教師研究、升等、進修獎補助經費明細表」及「教師 9、教師研究、

升等、進修獎補助人數明細表」表冊數據之正確性及提供相關明細資料。 

2. 針對教師 8及教師 9表冊「鼓勵教師升等」欄位是否得以認列教師超鐘點費用及

人數，教育部高教司第四科業務承辦人於 101 年 3 月 30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不

得認列減授鐘點所產生之支出，並表示已於 100 年 8 月辦理之高等教育校務資料

庫說明會中回應說明。 

3. 本案業於 101 年 3 月 9 日以電子郵件請研究事務組及人事室第一組檢核表冊數

據，經檢核後表冊數據需修正，修正說明如下： 

(1) 因對「填表說明」之解讀有誤，故修正「校外研究(產學合作)」、「發表學術

著作」及「國外(際)學術研討會」欄位之填報數據。 

(2) 「鼓勵教師升等」需實際額外給予補助及獎勵金，不含提供減授鐘點或超鐘

點費用，故修正填報之數據。 

4. 已於 101 年 3 月 30 日報部修正教師 8、教師 9兩張表冊數據(公文文號：

1011600078 )。 

五、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 

(一) 教育部針對 101 年 3 月表冊填報作業於 101 年 2 月 15 日舉辦說明會，為傳達該

說明會所揭之表冊新增、變更內容重點，企劃組於 101 年 3 月 1 日舉辦校內說明

會(公文文號：1011600039)，共有 7位表冊承辦人出席。 

(二) 教育部於 101 年 3 月 3 日來函通知(公文文號：1019001522)，101 年 3 月表冊相

關作業及時程，本期填報表冊共計 29 張，填報時間自 101 年 3 月 5 日至 101 年 5

月 4 日止。依據教育部來函，企劃組發文(公文文號：1011600046)本期表冊填報

單位，說明表冊填報時程及相關配合事項。 

(三) 經調查表冊填報單位須請相關單位提供數據需求，於 101 年 3 月 13 日發文(公文

文號：1011600055)請相關單位於 101 年 4 月 10 日前，提供相關數據及佐證資料

予表冊填報單位彙整。 

(四) 4 月工作重點： 

1. 101 年 4 月 10 日：相關單位提供數據及佐證資料予表冊填報單位彙整。 

2. 101 年 4 月 30 日：表冊填報單位完成線上填報作業，並將單位主管簽核紙本擲交

企劃組留存。 

3. 101 年 4 月 30 日前：完成「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專案網頁上線。 

六、其他行政事務 

(一) 持續辦理請購雷射印表機及規劃辦公室置放位置等事宜。 

(二) 101 年 3 月 8 日依主任秘書指示修改學校網頁「學校財務資訊公開內容」之「過

去三年評鑑結果」。 

(三) 工讀生管理相關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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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處 
四月 

一、100 學年度（100.08.01-100.03.30）募款金額：33,931,214 元。101.03.01 至 101.03.30

捐款金額為 2,741,864 元，捐款人數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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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壹珍 150,000 心理系清寒上進獎助學金 

台灣酷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000 東吳大學新生入學輔導活動專案款 

社團法人台北市國際貿易協會 100,000 恩吉實業清寒助學金 

黃鴻恩 128,613 改善校舍暨設備經費 
 
二、捐款回饋致謝： 

1. 三月份寄發謝函共計 102 張，捐款收據共計 100 張。 

2. 三月份寄發二月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46 張。 

三、辦理 112 周年校慶榮敬典禮事宜： 

1. 101.03.09 於城中校區游藝廣場舉辦，出席捐款人、校內師長共計 86 人。 

2. 101.03.23 召開榮敬典禮檢討會議。 

3. 101.03.29 將未出席捐款人之感謝座，透過親送、郵寄兩種方式致送捐款人。 

四、寄發 2011 年捐款年報： 

1. 2011 年捐款年報於 101.03.09 榮敬典禮當天發行，並贈送當天出席之捐款人與師

長。 

2. 101.03.21 寄發捐款年報 4 萬 7 千餘份予 40-90 級之聯絡校友，截至 101.03.30 止，

接獲捐款意願書 4 份，捐款金額共計 35,000 元。 

五、處理錢穆故居事宜： 

1. 101.03.23 總務處事務組協助栽種錢穆故居庭園部分植栽、圖書館採錄組協助書籍

訪價。 

2. 101.03.30 函覆文化局價償與移交事宜。 

3. 與總務處保管組準備林語堂故居文物典籍財產盤點事宜。 

六、經營各校、系友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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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3.17 活動舉辦日，當天總計參加人數約 384 名。 

(2)101.03.20 活動花絮文稿投稿東吳校訊電子報、東吳校園頭條。 

(3)101.03.23 召開工作檢討會議。 

(4)101.03.28 寄發贊助感謝函、經費核銷。 

(5)摸彩贊助明細： 

01 人社院院長獎(龍年瓷器) 02 外語學院院長獎(2,000 元) 

03 理學院院長獎(2,000 元) 04 法學院院長獎(2,000 元) 

05 商學院院長獎(2,000 元) 06 推廣部獎(學習優惠券 5,000 元) 

07 林政則學長獎(100 年郵票冊) 08 李侗學長獎(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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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新竹市校友會獎(10,000 元) 10 台北市校友會獎(10,000 元) 

11. EMBA 聯誼會獎(6,000 元) 12 陳惠貴學長獎(平板電腦) 

12.基隆市校友會獎(5,000 元) 13.王榮周學長獎(禮券 6,000 元) 

14.石莉安學姐獎(1,000 元) 15.東吳校友合唱團獎(齊白石杯 x7) 

16.總會長獎(5,000 元) 17.校長獎 (5,000 元) 

18.商進黃政雄學長獎(筆記書 20 冊) 19.劉吉人學長獎(富蘭克林福袋 420

份) 

2.2012 年東吳校友企業參訪學習日：  

(1) 第一場 101.04.18(星期三)：參訪喬山健康科技公司--校友代表為副董事長何

月欣學姐(經濟系 55 級)。 

(2) 第二場 101.04.25(星期三)：參訪台北市議會--校友代表為台北市議員潘懷宗

學長(化學系 72 級)、王浩學長(中文系 69 級)、戴錫欽學長(政治系 78 級)

以及王欣儀學姊(企管系 82 級)。 

(3) 101.03.14 印製活動宣傳海報、請購兩台遊覽車。 

(4) 101.03.16 進行活動宣傳、張貼活動海報、受理報名。 

(5) 截至 101.03.30 止，第一場報名 34 人，第二場報名 60 人。 

(6) 101.03.30 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 

3. 香港校友會 15 周年紀念餐會： 

    (1) 101.03.19 回覆由林錦川副校長、發展處許處長代表出席。 

    (2) 101.03.21 聯繫安排抵港行程、接機、飯店住宿等事宜。 

七、校友刊物發行： 

1.  《東吳校友》雜誌第 22 期： 

        (1)101.03.17 專訪日文系 88 級劉謙學長(國際知名魔術師) 。 

        (2)101.03.20 專訪東吳之友基金會 FOS(Friends of Soochow)會長 Edward 

                    Rada 以及董事們。 

        (3)101.03.28 召開編輯會議。 

        (4)預計 101.04.12 採訪新任潘維大校長(本期封面故事)。 

    2. 『情繫東吳』校友電子報：101.03.26 刊行第 81 期，含校友、教職員與學生總計 

       寄發 59,914 筆。 

八、校友接待與服務： 

    1.  3 月份代辦校友成績單、證書共計 50 人次。 

    2.  3 月份受理校友返校拍攝婚紗 1 件，校友申請同班同學通訊錄 2 件。 

九、電子化校友聯繫與服務： 

1. 截至101.03.30止，校友電子郵件信箱地址筆數共計41,908筆。 

2. 截至 100.03.30 止，校友動向資料庫校友資料 110,265 筆，其中聯絡筆數 86,952

筆、失聯校友筆數 22,704 筆、已逝校友筆數 609 筆。 

3. 寄送 3 月電子生日賀卡 6,006 份。 

4. 截至 101.03.30 止，計有 737 位校友申請免費電子信箱。 

5. 截至 101.03.30 止，計有 1,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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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金沙中國有限公司人才招募，歡迎 90-101 級應屆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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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參加！」、「2012 東吳大學年輕校友海內外職場就業計劃，歡迎校友報名參

加計劃說明會！」等。 

十、「東吳大學年輕校友海內外職場就業計劃」： 

1. 101.03.02 最新訊息與職缺內容公佈於活動網站，並提供說明會線上報名功能。 

2. 101.03.05 兩校區佈置 30 面關東旗宣傳。 

3. 101.03.20 寄發 7,490 份 DM 予 90-100 級畢業校友。 

4. 101.03.21-101.03.24 配合生涯發展中心最後一哩課程宣傳就業計劃。 

5.截至 101.2.29 止，企業提供名額如下： 

(1)海外 吉立富公司：市場營銷專員 2 人、Java 軟件工程師 2 人；貝朗醫療公司： 

會計師 1 人；多樣屋生活用品(上海)有限公司：儲備幹部 2-3 名。 

(2)台灣 雙人徐企業有限公司：儲備幹部 3 人、客服專員 2 人；保力德(股)公司： 

國貿業務 2 人；永豐商業銀行(股)公司：行員，不限；怡客咖啡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襄理 6 人；格蘭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教師、儲備幹部、輔導員等，不限；

富蘭克林公司：投資顧問、基金會計等 7 名。 

6.預定 101.04.21 下午於城中 2123 會議室舉辦說明會，截至 101.03.30 計 94 人報名。 

 7.預定 101.05.3-4 於兩校區舉辦兩場企業徵才說明會，時間與地點如下： 

        (1)101.05.3(星期四)12:00-13:30，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 

        (2)101.05.4(星期五)12:00-13:30，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 

十一、教學卓越計畫：規劃 101 年度「東吳大學校友對母校暨就業滿意度調查」調查工

作時程。 

十二、教育部方案96-99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配合教育部受理實習員薪資

請款作業，截至101.03.29止，共計21家企業請領薪資。 

十三、101 級畢業生紀念品： 

1. 101.03.02-101.03.16 進行畢業生紀念品票選活動。投票總人次為 612 人，最高

得票為「客製化筆記書」共計 327 票，依投票結果進行後續製作事宜。 

2. 紀念品發放預計分為兩階段： 

(1)101.05.01-101.05.12 於兩校區擺台發放。 

(2)101.06.02、101.06.03 於畢業典禮當天擺台發放。 

十四、製作 101 級畢業生祝福影片事宜： 

1. 101.03.07 參與畢業典禮第一次籌備會議，並在會議上提出畢業生祝福影片構

想予與會師長。 

2. 101.03.17-30 進行影片拍攝，預定於四月中旬完成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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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四月 

◎人文社會學院： 

1. 本院 100 學年度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於 3月 7日召開完畢。會中通過 100 學

年度初聘教師案 4件、續聘教師案 2件、改聘教師案 1件、教師延長服務案 1 件、

學系教師評審辦法部份條文修訂案 2件、學系教師評鑑辦法部份條文修訂案 2件、

101 學年度初聘專任教師案 2件。 

2. 3 月 8 日舉行創意人文學程 101 學年度實習課程說明會，共有 39 名學生參加。由

莫藜藜院長擔任主持人，針對創意人文學程實習申請相關規定進行說明。與會師

長包含實習課程老師歷史系李聖光副教授與中文系連文萍副教授外，還有本學期

擔任「創意人文方法論」授課老師哲學系黃筱慧副教授，與會師長除了分別介紹

實習機構的屬性與實習內容外，也分享 100 學年度實習生的一些實習經驗供學生

作為申請實習機構之參考意見。實習申請截止日期至 3月 30 日止。 

3. 3 月 13 日召開創意人文學程 100 學年度第五次作業小組會議，審議 101 學年度創

意人文學程開課資料、第三屆 GIS 數化繪圖競賽與雙溪金曲獎競賽辦法、學程課

程地圖，以及 100 學年度期末成果展籌備事宜。101 學年度開課資料包含必選修

科目表、申請條件等相關資料於 3月 16 日擲送課務組彙整，並提送 3月 28 日人

社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創意人文學程課程地圖方面，確認學程教育目標為「培育

學生成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養學生具備實務運用與實作能力」，專

業能力指標為「具備文化創意產業理論基礎」等 9項指標，上述資料已於 3月 21

日擲送業務單位課務組彙整。 

4. 3 月 14 日召開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 100 學年度第五次作業小組會議，審議 101 學

年度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開課資料，以及學程課程地圖。課程資料已於 3月 16 日

擲送課務組彙整，並提送 3月 28 日人社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

課程地圖方面，確認學程教育目標為「培育學生成為非營利組織管理的專業人

才」、「培養學生具備實務運用與實作能力」，專業能力指標為「具備非營利組

織的專業知識理論與方法」等 8項指標，上述資料已於 3月 21 日擲送業務單位課

務組彙整。 

5. 3 月 15 日舉行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 101 學年度實習課程說明會，共有 7名學生參

加。由莫藜藜院長擔任主持人，針對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實習申請相關規定進行

說明，與會師長包含作業小組成員社會系葉肅科老師。莫藜藜院長同時也是「非

營利組織機構實習」授課老師，與學生分享如何準備實習申請各項資料，以及 100

學年度實習生在實習機構的表現，深獲各實習機構的肯定，藉此提升學生的信心。

實習申請截止日期至 3月 30 日止。 

6. 3 月 20 日召開人文社會學院第六次主管會議，共有三個議案，第一案是推薦本院

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在校生致歡送詞、畢業生致謝詞之學生代表人選，決議分別

由歷史系、哲學系推薦；第二案討論本校 100 年度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學院

改善項目與分工事宜，針對評鑑項目 1-2、3-1、3-3 與 4-3 項目彙整各單位之意

見，另 4-1 項因會議時間有限，延至下次會議討論；第三案討論本院第 30 屆系際

學術研討會舉辦事宜，由於會議時間有限，留待下次會議再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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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月 22 日召開本院 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第一次籌備會議，討論畢業典禮籌備相關

事項，重要決議事項如下：4月 21 日完成調查畢業生、畢業生家長參加人數、4

月 30 日各學系繳交畢業班影像簡報、5月 10 完成聯絡畢業班受證代表、獲獎學

生出席情形、5月 11 日完成傳賢堂座位圖以及邀請卡夾頁資料。另請各單位於 4

月 11 日以前回報支援畢業典禮工作同仁名單。 

8. 3 月 28 日召開本院 100 學年度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本院各單位 101 學年度

開課課程、補審 100 學年度各單位課程異動，以及討論「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人權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9. 3 月 29 日召開本院 100 學年度學術發展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查 100 學年度人文

社會學院各單位學術研究績效獎勵申請案、修訂「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整合型

研究計畫補助作業要點」，以及討論本院 101 學年度整合型研究計畫申請作業程

序。 

◎中文系： 

1. 2 月 27 日~3 月 2 日本系共有 14 位教師參與 101 學年度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

生考試國文科及專業科目閱卷。 

2. 3 月 2 日，第 32 屆雙溪現代文學獎徵文截稿，本屆共收稿現代詩 114 篇、散文 54

篇、短篇小說 50 篇，合計 218 篇。 

3. 3 月 5、14 日國家文官學院中區培訓中心辦理 100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錄取人員

基礎訓練，敦聘許清雲老師擔任講座，講題為「經典研析」。 

4. 3 月 6 日由人文社會學院莫藜藜院長宴請本系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新進盧盛江、

黃鎮偉二位客座教授，另邀請林伯謙主任、黃登山老師、羅麗容老師參與。3月

25 日盧盛江教授夫人劉春林女士來訪，本系於 3月 26 日宴請盧教授賢伉儷，由

林伯謙主任、沈心慧老師致歡迎之意。對於促進兩岸學術與文化交流，奠定良好

基礎。 

5. 3 月 7 日教育部來函，本系邀請日本立命館大學芳村弘道教授於 4月 23~29 日短

期訪臺交流乙案，獲得通過。 

6. 3 月 8 日完成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各班導師、種子導師編聘與所屬導生安排，以

強化學系教師輔導活力、促進師生互動、協助學生身心調適、促進大學生活適應、

掌握優先需要關懷學生狀況。 

7. 3 月 8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1 教室由鄭明娳、楊宗翰老師「現代小說專題研究」、

「現代小說選讀及習作」課程邀請知名作家張耀升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

學計畫」，演講主題：「政治／科幻小說在台灣：從林燿德《時間龍》談起」，

分享故事閱讀方法，讓同學深入瞭解寫作技巧。 

8. 3 月 8 日由林伯謙主任中進三導生班執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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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導師與學生對談，瞭解學生學習狀

況。 

9. 3 月 9 日本系向美國東吳之友基金會申請「黃安素哲學與宗教獎」，通過補助「第

二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9位國外學者在臺生活費。 

10. 3 月 12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舉行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

會，規劃 101 學年度本系課程，討論 101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表、101 學年度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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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兼任教師開課事宜、101 學年度「中國文學史（一）」調降為大一必修課，進

修部「中國思想史」、「訓詁學」101 學年度調降為進四必修課程、專兼任老師

授課時數上限、新學年大一國文排課徵詢之優先順序、新開課程應符合教師研究

專長等議題。 

11. 3 月 12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舉辦本系第 168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主講

人：鍾正道老師；論文題目：佛洛伊德戀物論張愛玲；討論人：莊宜文老師；主

持人：鄭明娳老師。 

12. 3 月 13 日鄭明娳老師代表本系於城中校區 2127 會議室，參與研究事務與國際合

作處召開有關本校邀請山東大學等 7校舉辦雙聯會議校內相關事宜之討論。 

13. 3 月 15 日本系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各項獎學金得獎名單公布，「王兆綱先生勵志

獎學金」遴選出中四 C胡勁羽、中三 C鄭昱琪、中二 B李昭穎，各獲得 10,000 元；

「徐公起先生獎學金」遴選出中三 C鄭昱琪、中二 B李昭穎，各獲得 6,000 元；

「屈翼鵬先生獎學金」遴選出中三 C鄭昱琪、中二 B李昭穎，各獲得 4,000 元；

「徐貞齋女士獎學金」，因獎金孳息不足，暫時停辦一年。 

14. 3 月 1~16 日受理資格考申請，計有碩士班 5人、碩士在職專班 1人提出申請。 

15. 3 月 16 日人文社會學院於國際會議廳舉辦「第 29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本系許

清雲老師發表〈杜甫七律的音樂美──以調聲為例證〉；羅麗容老師發表〈從顧

堅魏良輔到晚明格律派之音樂理論研究〉；侯淑娟老師發表〈金元講唱樂曲在歷

史中轉變與消逝的痕跡──以詞曲體文學為研究範疇〉。 

16. 3 月 17 日為配合東吳大學 112 校慶活動暨運動大會，本系規劃一連串系友活動，

邀請系友一同為母校祝賀。9:00~13:30 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辦理學生習作展，

參觀者川流不息。10:00~11:30 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舉辦中文系系友會

100 學年度第 1次會員大會，會中報告 100 年系友捐款支用情形，並選舉第六屆

理事，當選名單如下：會長孫劍秋（74 級），副會長賴瑩（71 級）、黃偉倫（83

級），理事為王國良（59 級）、王偉勇（65 級）、歐陽炯（67 級）、王瓊玲（71

級）、陳敬介（83 級）、翁敏修（85 級），秘書為許金河（71 級）。12:00~14:00

發展處於海霸王龍鳳廳舉辦「校友團圓 Homecoming 慶祝餐會」，本系有系友會新

舊會長、理事、祕書及多位系友、眷屬參加，場面熱鬧溫馨。 

17. 3月 19日於第二教研大樓D0733會議室召開100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

討論本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東吳中文學

報》編輯委員會組織章程暨評審辦法」修訂案、「訓詁學」取消擋修條件、確認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錄、101 學年度各部別必選修科目

表、101 學年度專兼任教師開課事宜、100 學年度「林炯陽先生紀念獎學金」結餘

款支用方式、有鳳初鳴學術研討會之審查機制等議題。 

18. 3 月 19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教師評審

委員會，討論 101 學年度專兼任教師續聘案、101 學年度專任客座教授續聘案、

101 學年度新聘兼任講師案、101 學年度本校與靜宜大學合聘案等等議題。 

19. 3 月 19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1 教室由鄭明娳、鍾正道老師「現代散文選讀及習

作」、「現代文學概論」課程邀請知名散文作家宋雅姿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

野教學計畫」，演講主題：「從大作家的小故事談專訪寫作」，幫助同學增加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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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寫作之技巧，活動反應熱烈。 

20. 3 月 19 日由侯淑娟老師中進四導生班執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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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聚餐師生對談凝聚班級向心力，

輔導學生生活、學習狀況。 

21. 3 月 21 日財團法人漢光教育基金會孫韻芝小姐與本系沈心慧老師合作，於中二 C

「文字學」課程中以「漢動我心的一個字」為主題，介紹「2012 漢字動漫創意競

賽」，並鼓勵同學發揮創意組隊參加比賽，爭取高額獎金。 

22. 3 月 24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辦理 101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入學口

試，共有 16 位考生參加面試。 

23. 3 月 27 日北京清華大學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劉薔副研究員受圖書館邀約，於國

際會議廳發表專題演講，講題為「天祿琳琅──乾隆皇帝的藏書」，本系丁原基、

鹿憶鹿、陳恆嵩等多位老師參與。 

24. 3 月 29 日由許清雲老師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帶領中四 C學生

赴北投圖書館及溫泉博物館進行參訪，深入瞭解圖書文化與文創產業，並讓學生

學習應用文實用技巧，提升學習興趣。 

25. 3 月 30 日林伯謙主任於第一教研大樓 R0814 外語學院會議室參與研究事務與國際

合作處舉辦之「東吳大學與大陸協議學校辦理雙聯學制會議」。 

26. 3 月 30 日連文萍老師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帶領中二 B學生赴

板橋林家花園進行參訪，由園區管理單位派專人進行導覽，介紹文化資產保存觀

念與園林文化，並現場讓學生進行寫詩活動，深化學用合一。 

27. 3 月 31 日，《東吳中文線上學術論文》第 17 期出刊，本期收錄林宜陵、高詩佳、

陳伯謙、黃婉韻、黃義傑、鍾哲宇共 6篇論文。 

◎歷史系： 

1. 3 月 2 日本系舉辦了「思考、能力、教學－－歷史專業教學研究會」。本次會議的

引言人是本系劉龍心老師及成功大學許守泯老師，主題「歷史專業教學的重要性、

意義與目標」，希望能揭示並探討歷史專業教學的定位以及應該發揮的功能，從中

思索歷史教學的各種目標與意義。 

2. 3 月 10 日本系於第二教研大樓 D0418 教室舉辦一年一度的「看歷史、學歷史－－

青少年歷史文化營」，本次活動報名十分踴躍，共有 12 所學校計 70 名學生參加。

第一場演講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詹素娟老師揭開序幕，講題為「你

有幾分熟？台北人的族群往事」。第二場則由本系兼任助理教授葉言都老師主講

「歷史與企業經營管理」。最後由本系林慈淑主任壓軸主講「歷史‧故事‧人生」。

整場活動在熱烈的掌聲中畫下完美句點，透過同學們回饋問卷，也期許未來的歷

史文化營活動能更臻豐富。  

3. 3 月 14 日本系於第二教研大樓 D0301 教室舉辦本學期第一場系友在職講座，邀請

75 級系友李功勤老師（現任世新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主任秘書）返校演講，

講題為「司馬遷不能說的秘密－－75 級的開運解碼」。  

4. 3 月 17 日為本校建校 112 周年校慶典禮暨運動大會，當天本系林慈淑主任與黃兆

強老師率領 40 位大一同學，精神抖擻出席繞場與開幕典禮。典禮結束後同學們接

著參加各項競賽，得到亮眼的成績，除了獲得男子組大隊接力第三名以及男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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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總錦標第三名外，碩士班一年級王澤民同學更勇奪男子 100 公尺第三名、男子

400 公尺第一名兩項個人獎項，實為本系榮譽。  

5. 3 月 21 日本系召開第一次大一班會，林慈淑主任、黃兆強老師、徐泓老師、何宛

倩老師、劉龍心老師、何萍老師、傅可暢老師、盧令北老師以及楊俊峰老師皆到

場與同學們進行交流互動，當天共計 56 名學生出席。林主任先進行系務報告後，

也宣傳日後將舉辦的系友在職講座以及學術性演講外，同時鼓勵同學加入系學

會，盼能發揮系學會最大功能，加強學生與系辦的聯繫，從擔負責任中學習、培

養協調合作以及溝通的能力。此次班會只是一個開始，未來將比照同樣的模式，

每學年定期召開系大會，達到師生互動、交流的目的。 

◎哲學系： 

1. 學術交流活動：3 月 22~25 日本系米建國老師受邀前往中國武漢大學出席

「Foundational Thinking of Philosophy:真理」學術研討會，擔任主題演講。

並於哲學學院進行講座，同時代表本系洽談雙連學制事宜。 

2. 讀書會： 

(1). 3 月 2 日本系王志輝老師所組之《論靈魂》讀書會，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馬愷

之老師、何畫瑰老師（文化大學哲學系助理教授）、林雅萍老師（長庚醫學院醫

學系助理教授）、謝林德老師（德國人，開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授）與蘇

富芝博士（政治大學哲學博士），對亞理斯多德所著之《論靈魂》一書進行第

13 次的研讀，同時討論「德性倫理學與中國哲學」。 

(2). 3 月 23 日本系王志輝老師所組之《論靈魂》讀書會，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馬

愷之老師、何畫瑰老師（文化大學哲學系助理教授）、林雅萍老師（長庚醫學院

醫學系助理教授）、謝林德老師（德國人，開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授）與

蘇富芝博士（政治大學哲學博士），對亞理斯多德所著之《論靈魂》一書進行第

14 次的研讀，同時討論「德性倫理學與中國哲學」。 

(3). 3 月 2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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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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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次讀書會。 

3. 哲學講座：3 月 7 日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中國華東師範大

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楊國榮，講題為:關於實踐智慧，由米建國老師擔任主

持人。楊國榮教授專長為中國哲學、中西比較哲學、倫理學、形而上學等。 

4. 學報事務： 

(1). 3 月 8 日郵寄本系《東吳哲學學報》與文件至美國 Thomson Reuters 公司，以

申請收錄進 A&HCI 國際資料庫。 

(2). 3 月 23 日郵寄本系《東吳哲學學報》申請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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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月 27 日召開《東吳哲學學報》第 26 期第 1 次編委會議。會中報告學報第

25 期的編務及出版情形等；決議第 26 期送審文章及審稿人選等，並決定下一

次會議召開時間為 6月 12 日。 

5. 行政事務： 

(1). 3 月 5 日本系王志輝主任、胡儀婷秘書與楊雅婷助教列席參加教務處所舉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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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學術單位主管座談會」。 

(2). 3 月 8 日推薦「財團法人鄭茂根文教基金會」的受獎助人選名單：碩一生鄭穆

鴻和楊至臻。兩位同學各可獲得購書補助 5,600 元。 

(3). 3 月 9 日於本系系主任辦公室召開本系碩士班事務委員會，討論 101 學年度本

系碩士班招生考試最低錄取標準暨正、備取名額。 

(4). 3 月 14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 

(5). 3 月 14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 

(6). 3月14日至31日填報本系有關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101年3月表冊（統

計期間為 100 年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以利準時提交學校進行彙整。 

(7). 3 月 12 日通知各科任課教師期中課堂反應問卷事宜。3 月 14~21 日填列期末

課堂反應問卷施測人力列表並送回紙本。 

(8). 3 月 17 日本系一年級同學參與學校 112 週年校慶繞場活動，由本系王志輝主

任帶領學生行進進場，之後並參與運動會開幕典禮。 

(9). 3 月 21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課程委員會議。 

(10). 3 月 21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 

(11). 3 月 28 日本校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於國際會議廳舉辦「東吳大學教師

執行研究計畫說明會暨研究計畫管理費行政作業公聽會」，本系由碩士班助教及

100 年度國科會計畫案之研究助理代表參與。 

(12). 完成本系 101 學年度新續聘教師事宜以及 101 學年度課程相關事宜。 

6. 系友返校活動： 

(1). 3 月 6 日邀請傅明蔚學姊擔任主講人，主題為藝術家的浪漫需要被一一實現。 

(2). 3 月 7 日為學校 112 週年校慶，本系於當天邀請系友返校共襄盛舉，系主任王

志輝與歷屆系友相談甚歡，並播放系友顏蘭權學姊之最新創作「牽阮的手」。 

(3). 3 月 20 日邀請林益光學長 (94 級) 擔任主講人，主題為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life。 

(4). 3 月 21 日邀請李皇慶學長 (96 級) 擔任主講人，主題為如何行銷自己。 

(5). 3 月 27 日邀請廖文筠學姊 (96 級) 擔任主講人，主題為我讀哲學&我旅行。 

◎政治系： 

1. 3 月 8 日召開政治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會議，會中通

過林瓊珠老師升等副教授審查案、101 學年度增聘專任教師初審案，邀請朱奕嵐、

湯智貿、趙 航、張國城、柯惠敏、吳柏寬、邱奕宏等 7位申請者參加試講，於 3

月 18 日舉行試講會。 

2. 3 月 8 日召開政治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 100 學年第 2 學期第 2 次會議，會中討論

101 學年度各年級課程審查；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必選

修科目表審查；101 學年度全英語授課補助審查。 

3. 3 月 15 日召開政治學系大學部招生委員會 100 學年第 2學期第 2次會議，會中討

論 101 學年度申請入學招生指定項目甄試確認題庫及評分標準討論。 

4. 3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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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研大樓八樓 D0825 舉行第六次課程規劃會議，由

黃秀端主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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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月 15 日舉辦教師成果發表會(Brown Bag)邀請劉必榮老師、林志昊學長專題演

講，講題：「世界地圖是你的財富版圖：掌握國際觀，獲利更可觀」。本次教師成

果發表邀請到劉必榮老師與系友林志昊學長前來分享國際觀與金融脈動。當今國

際情勢瞬息變化，在全球化的當下，每件國際事物都與我們息息相關。我們不可

能在忽略歐債、金融海嘯的重大國際事物的前提下來做投資，是故我們必須深刻

體悟道些事物與我們的關係，才在投資的選擇上做出正確的決定。主持人：吳志

中老師。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6. 3 月 17 日舉辦校慶繞場、大一導生早餐會及系友返校活動，出席老師共有黃秀端

主任、徐永明老師、林瓊珠老師，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7. 3 月 18 日舉辦新聘教師試講會，邀請朱奕嵐、湯智貿、趙 航、張國城、柯惠敏、

吳柏寬、邱奕宏等七位申請者參加試講。主持人：黃秀端主任。共有老師、助教、

秘書共 20 人參加。 

8. 3 月 19~30 日系學生會舉辦第一屆政治系運動會，舉辦地點在操場、體育館，主

要負責人為高昕妤同學，藉由彼此運動的交流，讓全體政治系師生能有更多互動

機會，並培養運動家精神，達到文武皆兼之目的。共有師生 40 人參加。 

9. 3 月 21 日邀請蔡佳泓老師（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專題演講，講題：「網路

調查的理論與實務應用」。近年網路調查越來越多被運用在各式各樣的調查上面，

它的方便性以及普及性，都讓大家不得不開始重視。本系特別邀請到政大選舉研

究中心的蔡佳泓老師前來分享目前有在實際運用的方式，也粗略了簡介當中的利

與弊。主持人：林瓊珠老師。共有師生 20 人參加。 

10. 3 月 22 日召開政治學系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會中通過辦理系主

任續任或遴選事宜、101 學年度各年級課程審核案、博士班研究生林承正之指導

教授暨學位考試委員王輝煌副教授資格審定、政治學系與大陸協議學校辦理雙聯

學制事宜、100 學年度教師教學獎勵政治學系推薦小組成員。 

11. 3 月 22 日召開政治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會議，會中討

論 101 學年度初聘專任教師複審案，本次會議因無申請者通過三分之二委員之同

意，因而從缺，待下學年度再行徵聘。 

12. 3 月 22 日邀請曾昭愷檢察官(台南地檢署檢肅黑金專組主任檢察官)專題演講，講

題：「檢查官的公益代表人角色──以幾個公共議題為中心」。在現代社會中，檢

察官通常是政府機關扮演正義的角色，但在旁大的國家機器底下，要如何面對公

共的利益，這中間形成了兩難。在最近幾個以開發為名義的案件中，哪個是對人

民有利，哪些是對國家有利，端看檢察官在面對「正義」這兩個字的定義，這當

中是既深刻又複雜的。主持人：蔡秀涓老師。共有師生 40 人參加。 

13. 3 月 24 日舉辦「影像敘事工作坊」，本次工作坊將以「思考影像敘事」為共同課

程發展主軸，內容包基礎理論、攝製流程、反思影像、實務操作等四大主題，透

過工作坊理論與實務操作，讓同學更加瞭解紀錄片的運用方式。講師有：郭力昕、

莊豐嘉、劉桂蘭、陳昆龍與陳俊宏。參加學生有 40 人，參加老師有黃秀端、林瓊

珠、劉書彬、蔡韻竹、陳俊宏。 

14. 3 月 27 日蔡韻竹老師舉辦【新媒介與政治】課堂校外參訪活動，參訪行政院新聞

局，共有師生 50 人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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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 月 29 日舉辦全系導生會暨系週會活動，邀請系友陳坤佑、廖庭慧、黃淑娟、郭

從淵舉行分享座談會，講題：「政治系的幾種可能」，主持人：黃秀端主任，邀請

全系導師與導生共同參與，共有師生 100 人參加。 

16. 3 月 29 日邀請張宏陸議員（新北市議員）專題演講，講題：「理論與實務：單一

選區相對多數決和單記不可讓渡選舉制度的分析」，主持人：林瓊珠老師，共有師

生 120 人參加。 

17. 3 月 30 日邀請邱奕宏(中經院國際組副研究員)專題演講，講題：「金錢、權力與

衝突：跨國企業在全球政經結構中的實像與虛像」，主持人：左正東老師，共有師

生 40 人參加。 

◎社會系： 

1. 本系於 3 月 5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0 學

年度第二學期三月份行政業務報告會議，討論三月份重要行政工作事項進度，以

及報告 100 學年度各項預算執行情形。 

2. 本系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清寒工讀助學金及急難助學金，自 3月 5日至 26 日開放

學生申請。 

3. 本系於 3 月 6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1 學

年度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討論本系 101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試務相關事項。 

4. 本系於 3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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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討論本系學士班二年級生修讀四年級課程之限修規定，以及

審議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專班 101 學年度開課資料。 

5. 為瞭解一年級學生學習情形並聽取學生的建議，本系張家銘主任分別於 3 月 8、

15、16 三日，與學生進行座談，計有 23 位學生分批參與。 

6. 本系於 3 月 9、12 日，邀請本系雙主修法律之社延Ａ蕭玉資同學，向一年級學弟

妹分享其學思歷程與時間規劃的重要性。 

7. 本系於 3月 12 日發行本系第 22 期「東吳社會電子報」，藉此發送本系近期最新消

息及重要事項。 

8. 本系石計生副教授於 3月 12~15 日，應邀赴日本京都立命館大學參與 GCOE 國際會

議擔任客座主題演講者，並與該校進行 GIS 交流會商，以及蒐集國科會研究計畫

資料。 

9. 本系於 3月 1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咖啡廳舉辦大陸交換生餐敘，邀

請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至本系交換學習之 3 位大陸交換生──東南大學人文學院

社會學系二年級生高珊、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類學學院社會學系三年級生羅狀

雄、蘇州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碩士班二年級生凡璐，與本系負責接待之學生（學

伴）──四Ａ張仲嫣、二Ａ王怡庭、碩一戴猷及劉曜瑋共進午餐。餐敘中除讓交

換生與學伴彼此熟悉外，交換生也詢問了學校課程內容，討論許多台灣相關議題，

帶給與會學生不一樣的體驗。 

10. 本系與游藝廣場合作，於 3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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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前駐匈牙利新聞外交官莊宏哲先生，以「一

個既東又西的民族──匈牙利」為題進行專題演講。本場由本系張家銘主任主持，

約有 50 位師生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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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系與系學生會合作，於 3 月 1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633 教室，

舉辦勉齋社會論壇之系週會系列演講，邀請都市更新受害者聯盟理事長彭龍三先

生，主講「為我們腳下的土地解密──你所不知道的都市更新」議題，主持人為

本系蔡明哲老師，參與學生多達 53 位。 

12. 本系於 3 月 1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731 教室，舉辦「百年復始，

再聚東吳」系友聯誼活動暨 71、72 級系友同學會，當日計有 50 多位系友到場參

與，活動由系友會會長黃星華學姐主持，並由系主任張家銘教授致詞且引領系友

參觀本系「勉齋研討室」及「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會後與會系友一同於綜合大

樓階梯合影留念，並前往本校萊茵餐廳用餐。畢業後的聚首讓系友們瞭解母系的

近況，也重溫在學時期的珍貴回憶。 

13. 本系為執行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立足台灣、放眼中

國：當代兩岸社會結構與變遷教學計畫」，社四 AB「當代中國社會分析」課程授

課教師張家銘教授，於 3 月 19 日帶領 70 位修課學生前往行政院陸委會進行教學

參訪活動。 

14. 本系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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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本系學士班二年級生修讀四年級課程之限修規定、本系 102

學年度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專班招生名額、推舉本系 101 學年度系主任遴選委員

會委員，以及審議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專班 101 學年度開課資料等議案。 

15. 本系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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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圖書委員會，審查本系 100 學年度中西文圖書薦購清單。 

16. 本系於 3月 2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633 教室，舉辦「當代中國社

會分析」系列第一場演講活動，邀請中研院社會所林宗弘老師，以「認識貧富中

國──市場轉型與社會不平等」為題，與同學分享過去對中國的研究成果。 

17. 本系於 3月 2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教師專

業成長社群活動──中東歐沙龍第一場討論會「不只是一見鍾情──閱讀辛波絲

卡（Wislawa Szymborska）」，邀請政治大學斯拉夫語系陳音卉講師導讀主講，交

通大學波蘭籍楊明浩博士生與談，本校英文系葉卓爾副教授主持，約有 40 位師生

參與。 

18. 本系於 3月 2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07 教室，舉辦「社區、歷史

與文化」系列第一場演講活動，邀請九份隨緣築負責人吳文宗先生，以「台灣黃

金山城九份的前世與今生──礦山的興衰與人文的發展」為題，與同學分享九份

的美。 

19. 本系於 3月 24 日，辦理 101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第二階段面試。 

20. 本系為執行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立足台灣、放眼中

國：當代兩岸社會結構與變遷教學計畫」，社一 AB「社區、歷史與文化」課程授

課教師鄭得興助理教授，分別於 3 月 25、31 日，帶領修課學生前往九份、金瓜石

進行實地考察。 

21. 本系於 3月 26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317 教室，舉辦「當代中國社

會分析」系列第二場演講活動，邀請上海巴布豆兒童用品有限公司執行董事郭欲

豐先生，以「一個上海台商的中國經驗」為題，與同學分享在中國經商之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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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系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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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系教評會，討論本系 101 學年度徵聘專任教師之面試名單，以及進行面試

與演講之時間安排與方式。 

23. 本系於 3月 28、29 日，分別辦理 101 學年度學士班學生轉系申請筆試與口試考試。 

24. 本系於 3月 2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18 教室，舉辦「社區、歷史

與文化」系列第二場演講活動，邀請基隆市觀光導覽解說協會常務理事高竣中先

生，以「明月還照黃金城（金瓜石）」為題，與同學分享金瓜石的美。 

25. 本系於 3月 3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教師專

業成長社群活動──中東歐沙龍第二場討論會「中東歐與德國的恩怨情仇──第

二次世界大戰」，邀請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楊三億老師導讀主講，德國馬堡歷史

學博士、本系兼任助理教授杜子信老師與談，本校政治系黃秀端主任主持。 

26. 本系系學生會於 3月 31 日至 4月 1日，假新北市金山區達義康樂中心，舉辦「不

完美森林成長營」活動。 

◎社工系： 

1. 召開會議 

(1). 3 月 6 日召開 100 學年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會中主要通過「東吳大學人

文社會學院社會工作學系教師評審辦法」及「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師評鑑

辦法」修訂案、101 學年課程規畫案，並討論 101 年社會工作實習(機構實習)

學校督導師資安排、「方案實習課群座談會」辦理主題及型式，以及實習督導

會專題座談學校老師引言代表推舉案。 

(2). 3 月 9 日召開系辦人員行政會議，主要確認本學期重要工作項目及相關學術活

動安排事宜。 

(3). 3 月 14、20 日分別召開 100 學年第 2 學期第 2 次（臨時）教師評審委員會以

及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2. 召開教學會議或舉辦教學活動 

(1). 3 月 22 日在 D0902 督導室召開本系「方案實習課群座談會籌備會議」，出席

人員為本系第一、二梯次方案實習課群總督導及助教，討論有關方案實習課群

座談會辦理主題、型式、議程、場地、經費預算等相關事宜。 

(2). 3 月 27 日在 D0901 召開本系「第三梯次方案實習課群第一次籌備會議」，由

召集人馬宗潔老師主持，出席者有羅國英、王行、李憶微、萬心蕊、闕漢中、

葛書倫、賴兩陽等七位老師及陳怡樺課程助教。討論內容包括預定於 101 年 5

月 8 日舉辦之第三梯次方案實習課群說明會相關內容及 101 學年第 1學期課程

安排等議題。 

3. 學術活動 

(1). 本系獲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學改進方案補助，於年 3

月 5、13 日分別舉辦兩場演講，第一場講題為「如何陪伴弱勢孩子進行課業輔

導？（進階篇）」，邀請資深特殊教育老師董媛卿主講，由本系洪惠芬助理教

授主持；第二場講題為「生活故事的開展與實踐」，邀請輔仁大學心理系教授

丁興祥主講，由本系萬心蕊副教授主持。 

(2). 3 月 13 日辦理本學年第三次社工論壇，李淑容老師主持，由李憶微老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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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論文新作「促使一個民間社會服務組織發展的行動研究－以失敗為師的的

佛子／社工實踐」。 

4. 學生輔導 

(1). 3 月 12 日辦理本學期研究生生涯學習活動促進會議，由趙碧華主任主持，主

要目的在藉此瞭解學生學期中學習過程與需求。 

(2). 3 月 14 日邀請現任台北市基督教勵友中心觀馨園社工黃億華主講「青少年社

會工作的轉折與歷程」，作為本系大一學生規劃社工專業職涯之參考。 

5. 系友聯繫：配合 112 週年校慶暨運動大會，社工系特別於 3月 17 日在第二教研大

樓九樓盛大舉行舉辦 101 年度系友大會活動，由第六屆系友會蔡緯嘉會長主持，

應邀出席師長包括趙碧華主任、人社院莫藜藜院長、廖美蓮老師，以及呂靜淑、

梁珊華、林千芩、柯賢城等兼任教師，令系友大會格外熱鬧非凡，也感謝社工系

學會以及碩士班學生的大力協助，使本次活動得以順利圓滿。是日上午同時舉辦

「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育論壇」，邀請畢業系友分享實務經驗，使其與學校教

育搭起溝通橋樑，由趙碧華主任主持，藉由系友們多年在實務工作之經驗引言與

分享討論，再為本系社工教育注入新活力，作為系上培育專才之經驗收集與參考，

就實務與理論之交流留下美好的經驗與情誼。 

6. 其他： 

(1). 辦理期中課堂反應問卷施測事宜及期末課程評量問卷施測人員安排。 

(2). 辦理 100 學年度本系研究生論文獎學金甄選活動。 

(3). 辦理專任教師徵聘作業 

(4). 於 3月 27 日辦理轉系生筆試及面試作業。 

◎音樂系： 

1. 研究生獎助學金會議：3月 9日召開本學期第 1次研究生獎助學金會議，討論本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金分配事宜。 

2. 大師班：3月 21 日(三)邀請薩克斯風演奏家董舜文與吉他手莊智淵老師蒞臨演

講，分享他們學習音樂的熱情、堅持及心路歷程，除現場演奏爵士經典名曲外，

並邀本學系學生一同合奏，由曾素玲老師主持，約有 80 位師生參加。 

3. 學術交流： 

(1). 3 月 20~22 日本學系孫清吉主任及諸大明副教授應中國上海音樂院之邀出席

中國｢第三屆全國鋼琴專業教學研討會｣，此行，碩士班一年級田軒齊亦出席參

與研討會。 

(2). 3 月 28~30 日本學系作曲組教師率學生 27 人赴高雄與中山大學及高雄師範大

學音樂學系進行三校交流，28 日於中山大學舉辦｢2012 校際學生作品交流與對

談｣，29 日於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至善廳演出｢2012 三校學生作品發表音樂會

｣，音樂會共評選發表 12 首學生作品，本校學生碩士班陳佩蓉、賴彥合、蔡郁

萱及學士班游心悅作品獲選發表。 

4. 學生競賽： 

(1). 3 月 24 日於松怡廳舉辦｢第一屆東愛盃管樂協奏曲比賽｣計有 16 位同學參賽，

抉選：低音管/張喻涵、長笛/林郁婕及薩克斯風/劉耑杙等 3 位同學，將於 5

月 24 日與本學系管樂團合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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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月 30 日為慶祝本學系創系 40 周年，於松怡廳舉辦｢2012 東吳大學雙溪盃系

際重唱暨獨唱比賽｣，計有重唱 16 組、獨唱 12 人報名參賽，活動經費由美國周

秋霖教授紀念基金會全力贊助。 

5. 演出活動： 

(1). 本系於 3 月 9 日協助發展處舉辦創校 112 年捐款人榮敬典禮暨春天潤餅節活

動演出，演出者為：小提琴郭傑夫、黃紀惟、中提琴陳威佐、大提琴王儷璇。 

(2). 3 月 17 日支援本校建校 112 周年校慶運動大會大會樂隊，參與演出師生計有：

指揮/侯宇彪、音樂學系管樂團學生 56 人。校歌領唱為碩士班張殷齊同學。 

(3). 3 月 27 日舉辦本學年學生協奏曲比賽優勝者音樂會──｢雙溪樂饗｣新人輩出

唯有東吳協奏曲新秀暨校園管弦樂團音樂會。由黃維明副教授擔任指揮，獨奏/

唱為：長笛／林駿翔、低音管/溫家琪、長號／楊宏煒、女高音／陳思妤。 

6. 學生獲獎： 

(1). 3 月 1 日本學系女子籃球隊獲｢第 17 屆大專院校音樂系甲組籃球聯賽｣女子組

亞軍。 

(2). 3 月 17 日本學系學生參加本校建校 112 周年校慶運動大會獲獎如下： 

項目 姓名 系級 名次 

男子跳遠 張殷齊 音碩演三 第一名 

女子 1500 公尺 葉家含 音四 第一名 

女子 1500 公尺 葉家含 音四 破紀錄獎 

女子 1500 公尺 姜婷蘐 音一 第五名 

女子 400 公尺接力   第四名 

體能競賽-筋肉王大賽男

子乙組 

張晉瑋 

郭傑夫 

張殷齊 

音三 

音三 

音碩演三 

第三名 

體能競賽-筋肉王大賽女

子乙組 

鄭集雅 

林晏榆 

楊景婷 

陳筱茹 

音一 

音一 

音一 

音一 

第二名 

女子 100Mx12 大隊接力   第六名 

男子田徑總錦標   第四名 

女子田徑總錦標   第四名 

7. 40 周年系慶活動： 

(1). 3 月 7 日於松怡廳舉辦｢大鍵琴的風采──宋允鵬老師大鍵琴獨奏會｣。 

(2). 3 月 11 日於松怡廳舉辦｢音緣際會──北四寶弦樂四重奏｣音樂會，由系友涂

智奎、廖家慶、方菁及江維中老師聯合演出。 

◎師資培育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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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5、12 日賴光真老師邀請基隆市立長興國小李健銘校長於「鄉土語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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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課程進班演講，講題為「河洛語言源流與布袋戲」及「河洛語言之美

與歌仔戲」。 

. 3 月 13 日本中心濮世緯老師邀請臺北市立福安國中施俞旭校長於「學校行

政」課程進班演講，講題為「學校行政領導與經營」。 

(2). 校友返校分享：3 月 29 日邀請校友──臺北市立大直高中吳雅萍老師返校演

講，講題為「老師也跳槽──從私立到公立」。 

(3). 中等學校見習：中心於本月起至 5月底輔導 81 位師資生至 14 所臺北市立國、

高中進行見習與試教活動，以提升學生實務經驗。 

2. 潛在課程活動 

(1). 3 月 7、9 日辦理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板書比賽，計有 36 位師資生參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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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月 14 日召開「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攜手課輔會議」，共有 20 位參與臺北市立

蘭州國中、臺北市立雙園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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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活動 

(1). 3 月 2 日邀請台北市立松山高中池增輝主任蒞臨演講，講題為「面臨 12 年國民

基本教育因應之道」。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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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 日舉辦教育專業發展講座，邀請國立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陳伊琳助理

教授，以及中國文化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陳瑜容助理教授蒞校演講，講題分別為

「教育哲學的研讀方法與應試準備方向」，與「教師資格檢定考──教育心理考

題分析與準備方式」。 

4. 校友交流：3月 24 日於 D0501 教室辦理校友茶會活動，由本中心朱錦鳳主任主持，

邀請本中心校友返校敘舊並進行教師甄試、教學心得等經驗交流，並實施「畢業

生回饋問卷」評量。 

5. 師資生輔導活動 

(1). 3 月 21 日召開導師會議，會中針對師資生近況進行討論，並針對各班學習成效

不佳之師資生進行追蹤輔導，以確實執行學習預警制度。本學期為落實導師功

能，將實施中心導師制度問卷調查，以期加強未來師生互動成效。 

(2). 賴光真老師於 3月 14 日辦理導生會暨學習輔導活動，藉由導師個人過往求學經

驗，以及教授學習策略相關課程所接觸的知能或文獻，提供師資生做為學習歷

程之參考，並提供諮詢。 

(3). 朱錦鳳主任於 3月 23 日辦理師生團體互動活動及安排諮商中心施測【大專校院

就業職能平台】(UCAN)，除增加師生互動管道外，並協助師資生了解自己的職

涯發展方向及加強學習效果。 

6. 教師專業社群活動：本中心申請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計畫

案業經審查通過，並於 3月 23 日進行第一次交流座談會，由古正欣助理教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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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之研究成果，中心教師亦透過本活動互相交換教學、研究心得及成果。 

7. 中心各項會議 

(1). 3 月 14 日召開中心會議，針對「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必選修科目

表」、101 學年度開課相關事宜及中心主任遴選委員會委員組成名單進行討論。 

(2). 3 月 21 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推舉優良教師候選人名單、教育學程新生甄

選面試方式、教育學程招生入班宣傳、學生學習成效評鑑機制及學術研討會籌

備等相關事項進行討論。 

(3). 3 月 14、21 日召開中心教評會，針對外籍教師聘任案、兼任教師講師證申請案

及專任教師升等案進行審查。 

◎人權學程： 

1. 行政事務 

(1). 3 月 16 日於 D1012 召開人權碩士學位學程委員會，出席委員共 10 位（含 7

位教師委員、3 位學生代表），會中討論 101 學年度開課事宜、101 學年度教師

聘任、人權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人權學程/人權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地圖修改等事項。 

(2). 3 月 23 日於 D1012 舉行 101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口試。口試委員包括黃秀端主

任、黃默教授、劉惠琴教授。 

2. 學術活動 

(1). 3 月 5 日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人權學程、政治學系以及長榮大學神

學院等單位於城區部 5211 會議室合力主辦「2012 年修復式正義國際研討會」。

會中邀請國際知名學者細井洋子教授、樫村志郎教授、Carl Stauffer 教授、

Al Badilla Fuertes 教授、Kim Workman 教授；以及國內多名學者講述有關修

復式正義之潮流及實踐。本研討會與會人士共約 160 位，包括民間團體組織成

員、法律界人士等，會中大家對於該議題相當關注，並期待未來有更多機會舉

辦相關議題研討會。 

(2). 3 月 12 日東吳大學政治系、人權學程、陽明大學性別學程、女學會共同合辦

「牽阮的手」電影放映暨座談會，會中邀請田孟淑女士蒞臨會場與學生進行對

話，並分享自身經驗鼓勵學生關注民主自由相關議題。 

(3). 3 月 20 日於 B013 研討室舉辦「油症：與毒共存」電影放映暨座談會，會中邀

請《被遺忘的 1979 年-台灣油症三十年》作者陳昭如小姐擔任與談會，與我們

講述有關油症對人體的傷害，以及被政府忽略漠視的問題，並鼓勵學生們可用

不同的方式關心弱勢群體及其權利。 

3. 學生事務 

(1). 3 月 21 日碩士班學生鄒宗翰進行碩士學位考試。 

(2). 3 月 23 日碩士班學生吳佳珮進行碩士論文計畫書口試。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9 次(101.4)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33 

外國語文學院 
四月 

院長室 

一、3 月 7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暨院長續任座談會，座談會計有

25 位專任教師出席；會後續開院務會議，以無記名投票通過賴錦雀院長續任案。 

二、3月 20 日送出「2009-2011 年（第 28-33 期）東吳外語學報」申請加入國科會 THCI 

CORE 期刊評比相關資料。 

三、3月 24 日由日文系承辦之本院「2012 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術研討會-專業外語教

學與研究」圓滿落幕，當日計有 18 場次發表（含工作坊）、130 位來賓參與。 

四、3月28日召開100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複審本院各單位101學年度開

課表格及討論院共同必修、鼓勵本院學生申請跨領域/雙主修/輔系等事宜。 

五、3月 30 日出版第 34 期東吳外語學報，刊登 8篇論文，通過率為 47％。 

六、3 月 30 日賴錦雀院長受邀出席本校國合組舉辦「春遊台北-兩岸交流營」有關兩校

建立雙聯學制之座談，會中與山東大學會計系潘愛玲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郭

禾教授、武漢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張娟老師、南京大學港台澳事務辦公室唐軍老

師、南開大學國際學術交流處專家科左晶副科長、復旦大學外事處王習老師及蘭州

大學文學院程金城院長進行意見交換。 

七、 重要行政事項： 

（一）彙整本校各學院跨領域學程說明會時間，向本院學生進行宣傳，鼓勵申請。 

（二）彙整本院三學系應屆畢業生通過學系畢業標準之情形，並請學系提醒尚未通過畢  

業標準之學生可能面臨的延畢問題。 

（三）院長簽署 101 年教學卓越計畫執行同意書。 

（四）應屆畢業生之斐陶斐會員名單推薦。 

 

英文系 

一、演講及活動 

（一） 3 月 1 日系友職涯講座-旅日作家經驗分享，講者：87 級校友張維中。 

（二） 3 月 7 日 ToastMaster 中華民國演講協會說明會。 

（三） 3 月 7 日"Go Go TEXAS!"- KIPP, Houston & San Antonio, Austin, USA 實習

心得分享，講者為林雅緁、游易哲、邱涵翊、簡心瑜、蔡明臻、黃美瑄、黃敏

純，分享寒假在美國德州教學實習之經驗，參加人數 33 人。 

（四） 3 月 10 日受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委託舉辦「第四屆東亞比較文學會議」，主

題「Obsession in Context」，會中除邀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李惠儀

教授以及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比較文學系史書美教授擔任基調演講外，另有 19

篇論文發表。除 6位國外論文發表人外，國內外學者專家共有 134 人參與。 

（五） 舉辦「給自己一個難忘的 2012 年暑假!-海外英語研習團說明會」，共 3場。 

1.  3 月 14 日三所研習學校介紹及概況說明，參加人數 46 人。 

2.  3 月 21 日三所研習學校介紹及概況說明，參加人數 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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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月 28 日確認方案及行程規劃，參加人數 50 人。 

（六） 3 月 15 日召開全系班代大會。 

（七） 3 月 17 日參與校慶活動並舉辦校慶系友茶會。校慶活動成績優異，得獎如下：

精神總錦標第二名、女子田徑總錦標第二名、女子大隊接力第三名、創意繞場

第四名、舞林大道最佳人氣獎等。 

（八） 3 月 25 日舉辦「東吳大學英語戲劇研習工作坊 English Drama Workshop – say 

YES to DRAMA"」，由梁妍客座副教授（Linda Alper）及紀澤然助理教授（Don 

Gilleland）指導，除本校學生外，另有中興大學、台北藝術大學、文化大學、

實踐大學、台灣藝術大學、淡江大學、元培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師大

附中等校學生參加，共計 50 人，研習活動圓滿成功。 

（九） 3 月 28 日舉辦英美文化推廣活動：「復活節意義演講」，講者：李達三客座教授。 

（十） 3 月 28 日英國里茲大學 Dr. Gracie Peng 口譯實務演講，師生 120 餘位師生出

席。 

（十一） 3 月 28 日協助系學會辦理「英文之夜」歌唱比賽，參與同學約有 70 位。 

（十二） 3 月 29 日辦理何嘉仁文教基金會 2012 暑期志工招募，約 14 名同學參加。 

（十三） 3 月 30 日舉辦英美文化推廣活動---復活節，進行畫彩蛋、尋蛋遊戲等活動。 

（十四） 3 月份於第一教研大樓九樓舉辦復活節文化海報特展。 

二、會議 

（一） 3 月 7 日召開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101 學年度新開課/課程異動提案，確認

101 學年度本系各項開課表（含開班數），並進行排課作業。 

（二） 3 月 21 日進行新聘教師試教、面試，並召開系教評會討論審議 101 學年度續聘

專任教師名冊、續聘兼任教師名冊、客座教授聘任事宜、新聘兼任教師事宜。 

（三） 3 月 22 日繼續進行新聘教師試教、面試及召開系教評會討論新聘教師之相關事

宜。 

三、國際與學術交流 

（一） 3 月 14 日進行 101 年度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至美國德州教學實習甄選，由計畫

主持人金堅老師進行面試，共錄取 11 名。 

（二） 3 月 16 日孫克強主任與美國加州州立大學沙加緬度分校（Sacramento State)

代表會晤，並洽談未來本系學生赴該校研習計畫之可行性。 

（三） 籌辦台灣兒童文學國際研討會（預定 2012 年 11 月召開）：3月 18 日召開第 2

次籌備會議進行論文摘要審查並討論會議議程。會後完成研討會計畫書及議程

表並進行校外經費申請。 

（四） 99 年 11 月舉辦之「國際比較文學會議：文學中身體的創傷」經徵稿、審查、

編輯及潤稿後，在 101 年 3 月份完成「文學中身體的創傷」會議論文集，內容

計有 18 篇論文，由書林出版公司出版。 

四、其他重要行政事項： 

（一） 3 月 21-30 日大學甄選入學相關工作，協助老師錄製聽力測驗及提醒重要事項。 

（二） 3 月 22-30 日辦理優秀畢業生申請社團或志工服務優良獎項推薦。 

（三） 與人文社會學院合作，開設「創意學程」相關課程。 

（四） 籌備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學會成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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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 

一、 明海大學中文系劉勳寧教授率學生 10 名於 3月 2日~4 日至本校研修。 

二、 3 月 3 日舉辦女兒節七層雛人偶展示暨茶會。 

三、 3 月 6 日拓殖大學大學院地方政治行政研究科、後藤新平顯彰會理事高橋力先生來

訪。 

四、 3 月 8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查專兼任教師續聘案及初審專任教師應徵者資料。 

五、 3 月 9 日召開碩博士班委員會，確認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初審結果，及討論碩

士班暨碩專班新生入學考試審查事宜。 

六、 3 月 12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討論 101 學年度課程事宜。 

七、 3 月 13 日明海大學教育後援會會長永井通先生、日本語學科中川仁准教授等 6 人

來訪。 

八、 本學期赴拓殖大學團體研修生 15 名已於 3月 14 日由王世和老師帶隊赴日；赴同志

社大學團體研修生 5名於 3月 21 日由葉懿萱老師帶隊赴日。 

九、 本學年度拓殖大學委辦華語班結業典禮於 3月 15 日舉行，6名學生結束為期 8個

月的華語研修於 3月 21 日返回日本。 

十、 本系於校慶當天舉辦創系 40 周年系友大會，共有 112 名系友返校參加。 

十一、 日語文競賽：（1）3 月 19 日~23 日舉辦日語辯論比賽。（2）3 月 28 日舉辦日語

聽力比賽。 

十二、 3 月 21 日召開系務會議，審核本系各委員會決議事項及訂定本系優秀應屆畢業

生「學系服務優良」甄選辦法。 

十三、 本系承辦「2012 年東吳大學外語學院語言、文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專業外語

之教學與研究」3月 24 日於第一教研大樓舉行。 

十四、 3 月 25 日舉辦專任教師面試。 

十五、 3月 26日召開學術及出版委員會，討論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39期論文送審事宜。 

十六、 3 月 26 日~30 日日文系學生會舉辦日文週活動。 

十七、 3 月 27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查專任教師初聘案。 

十八、 「第九屆台日文化交流青少年獎學金」得獎學生 4 名於 3 月 28 日來訪，與本系

師生座談交流。 

 

德文系 

一、3 月 7 日系務會議：審議 101 學年開課、制訂「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德語文化創

意與推廣基金設置及管理辦法」、決定本系 102 學年度學、碩士各管道建議招生名

額。 

二、3月 14 日碩士班專案小組會議：討論 101 學年碩士班課程。 

三、3月 23 日外系德文教師會議：討論是否更換教材。 

四、3月 8、15、22、29 日「B1 級德語檢定」輔導課程。 

五、3月 14、21 日「國貿大會考」輔導課程。 

六、3月 15 日辦理企業徵才活動：「科定企業」。 

七、3月 26 日辦理「一年級德語視聽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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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3月 28 日辦理「新書出版暨翻譯成果發表會」：此次出版《健康飲食的 101 個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101 個問題》以及《古典音樂的 101 個問題》三本新書。本次

發表會特別邀請馬偕醫院家庭醫學科主任鄒孟婷醫師、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略研

究所主任翁明賢教授、本校音樂系教授暨知名音樂家彭廣林教授，分別為三本新書

引言，並由謝志偉教授擔任主持人。這三本《101 個問題》系列叢書是德國 C.H.BECK

出版社出版，本系學士班與碩士班學生共同翻譯，學系廖揆祥老師及徐麗姍老師負

責審稿，最後由台灣商務印書館出版發行。 

九、3月 29 日演講「嘉年華—德國人的第五季」（羅斌先生 Mr. Lobing）。 

十、3月 27 日德國美食展。 

十一、 例行業務：100-2 加退選後課務、提報 101 年統籌預算申請及 101 年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申請、辦理「格林童話插畫比賽」、辦理 100 學年「齊馬蕙蘭

女士獎學金」、教師教學獎勵推薦、轉系諮詢、申請本學期「導師班級

輔導補助」、尋求企業實習機會、校慶、101 學年學生團體赴德進修報名

開始。 

 

語言教學中心 

一、期中考前二校區語言教室設備檢測維修。 

二、3月 7日召開本中心 101 學年必修課程及實用英語學程排課會議。 

三、3月 14 日下午本中心舉辦 100 學年第 3次教學觀摩，由李玉華老師主講＂Compound 

Nouns V.S. Phrasal Verbs＂和 「實用英語學程」教學工作坊＂An Introduction 

to Cambridge BULATS: A test of workplace English rapidly gaining popularity 

around the world＂。 

四、3月 21 日召開本中心課程委員會第 2次會議及「實用英語學程」教師會議。 

五、根據相關會議決議草擬本中心教師評鑑辦法擬修訂條文對照表，並更新本中心教師

評鑑辦法及評鑑量表暨自評表。 

六、繕打本中心課程委員會和教評會相關資料。 

七、3月 29 日派員參加研務處舉辦「東吳大學教師執行研究計畫說明會」暨「研究計畫

管理費行政作業公聽會」。 

八、辦理課務工作： 

（一）3月 1日舉行學士班和進修學士班「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

及「英文(二)」分班測驗。 

（二）整理「深耕英文 I」、「深耕英文 II」學生改選名單，與課務組、通識教育中

心、註冊組聯繫改選、加開班級人數上限事宜。 

（三）持續進行 101 學年「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及「英文(二)」

初、中、高級班與暑期班選書作業。 

（四）製作「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及「英文(二)」期中考統一

考題。 

（五）2月 13 日至 3月 1日加退選期間辦理「深耕英文 I」和「深耕英文 II」加退

選人次分別為 30 和 12 人次，連同「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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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文(二)」加退改選人次，學士班 452 人次，進修學士班 80 人次，總計

574 人次，詳細數據如下： 

校區   科

目 
「英文（一）：讀

本」 

「英文（一）：語

練」 

學士班
進修 

學士班
英文

（二） 

學士班 
進修學

士班 

雙溪 187 22 63 4 

城中 121 38 81 16 

（六）製作「實用英語學程」招生說明會海報及處理「實用英語學程」學生放棄學

程資格事宜。 

九、辦理外語自學活動： 

（一）2月份外語自學室二校區開放 162.5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1,087，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317，合計 1,404 人次。101 年 2 月

線上軟體使用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5,917、《SAMMI 英語

互動學習資源網》：1,597、《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901。雙溪

校區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內容瀏覽次數 4,067。  

（二）3月 1、2、6日城中校區舉辦外語自學小組長培訓共 3場。 

（三）3月 7、14、21、28 日雙溪校區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加油站(42): 多益測驗

高分要訣」、「雙溪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171): 日檢 N2 模擬試題試做會」、

「雙溪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172): Charles Dickens 經典影片欣賞

會—Oliver Twist（孤雛淚）」和「BULATS 劍橋博思國際職場英檢說明會」。 

（四）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周一至周五安排英語聊天時間諮詢服務。 

（五）點收新到英、日語學習雜誌和電影教材，編目上架，並更新目錄。 

十、執行教學卓越計畫： 

（一）進行「大一新生英文能力檢測」閱讀、聽力考試流程表之排定及考試前置作

業，並於本中心網頁增加考試相關連結。  

（二）修訂 100 學年「東吳學生英語學習手冊」教師版和學生版問卷共 2種。 

（三）設計外語學習護照封面。 

（四）製作本中心 3名約聘教師 101 年人事費支用簽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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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 
四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 3 月 20 日 13:30 舉辦理學院 YE!問演講活動，邀請數學系陳調鋌校友回母校演講，

講題為：靈活應用數學在半導體產業。約有 130 位師生參與，會中發給提問最優

的同學 2,000 元獎金及 7 位 500 元獎金。 

二、 3 月 22 日中午召開院行政會議。 

三、 3 月 28 日中午召開院課程委員會，邀請上海交通大學物理學系柴康敏教授擔任校

外專家委員，複審 101 學年度各學系、學程課程。 

四、 3 月 28 日 13:30 舉辦「理學院教學經驗分享」邀請上海交通大學物理學系柴康敏

教授，柴教授得過上海交大教學優良獎項，目前在本校物理學系擔任客座教授，

藉由分享柴教學經驗，期望達到提昇本院教學成果。 

五、 3 月 28 日 14:30 與教學資源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合辦「建立與推展多元學生學習

成效評估機制座談會」，會中邀請各學系教師及學生參與座談，微生物學系黃顯

宗教授特別製作 PPT 並分享其個人經驗。 

 

【數學系】： 

一、 數學系於 101 年 3 月 7 日召開 101 學年度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甄試委員會第二次

會議，會中確認面試分組事宜。 

二、 數學系於 101 年 2 月 29 日在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數學系研討室（R0701）舉

行「碩士班研究生論文發表會」。碩士生劉文智參與發表並於 3 月 8 日進行論文

口試。 

三、 數學系辦理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數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金」評選作業，

經全系專任老師評選出數一方思婷、數二葉怡萱、數三梁芸婕與數四蔡承恩四名

同學得獎，各頒發獎學金新台幣肆仟元及獎狀一只。 

四、 數學系辦理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數學系商學獎學金」評選作業，依「東吳大學

數學系商學獎學金實施辦法」評選出數三梁芸婕、數四李茂寧及數四張伯豪三名

同學得獎，各頒發獎學金新台幣肆仟元及獎狀一只。 

五、 3 月 9 日繁星推薦放榜，數學系錄取 5 名一般生，1 名原住民。 

六、 數學系於 101 年 3 月 14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中確

認數學系 101 學年度開課相關事宜及數學系排課時段規定事項。 

七、 數學系於 100 年 3 月 14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會中通過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決議事項、討論修訂本系 101 學年度中等

教育學程甄選第一階段之審查條件、決議通過 101 學年度各管道建議招生名額及

修訂「數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金」評分辦法。 

八、 數學系邀請國際哈佛(統計)科技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台大醫學院臨床醫學研究

所胡賦強副教授於 101 年 3 月 14 日下午 3:30 在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 R0310

教室舉辦生涯規劃演講，講題為：學統計有什麼用呢。 

九、 數學系於 101 年 3 月 20 日召開 101 學年度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甄試委員會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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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會中確認評分等相關事宜。 

十、 數學系邀請 84 級系友張佳泰學長（現職：華中商標織造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

於 101 年 3 月 21 日在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理學院會議室(R0512)舉辦專題演

講。講題為：利用現在學校資源，面對未來社會挑戰。 

十一、數學系自 3 月 28 日開始辦理 101 學年度申請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書面資料審查作

業。此次共計有 64 名通過第一階段，其中 1 名為原住民(外加名額)。 

 

【物理學系】： 

學術活動： 

一、邀請中央研究院單中林博士演講，講題：「Introduction to Direct Dark Matter Detection」

（03.07） 

二、邀請武光仁博士，現任美國勞侖斯─利弗莫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化學與材料科學首席研究員（71 級系友），發表演說：「從能量的觀點述說

我的科學研究」（03.28） 

三、劉源俊教授應國立臺灣科學教育館辦理「101 年中小學科普師資培訓」活動，發表

演講：「光學」。（03.24） 

四、陳國鎮教授應「台灣海峽兩岸醫事交流協會」邀請，於舉辦之「整合醫學與健康促

進專業人員基礎研習班」中授課，「生命能信息醫學概論(一)（二）」（03.04＆03.11）

又應「生之美生命教育系列課程」邀請，演說：「生命靈性的優化」（03.12、19、

26）應漢聲出版社邀請，於「生命探索」系列演講，講題：「世界觀與生命的重整」。

（03.18） 

五、陳秋民副教授應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所辦理之「物理教學改進研討會」，發表演說，

講題：「物理演示教學之經驗分享」（03.10）又應立臺灣科學教育館辦理之「101

年中小學科普師資培訓」發表演說：「生活中的物理及應用」。（03.17） 

六、蕭先雄副教授參與聯合大學所辦理之「慶祝宇宙射線發現一百週年─天外飛來的輻

射」系列活動，發表演講：「發現宇宙線的歷史」，同時將宇宙線望遠鏡及自製雲霧

室參與展出。（03.09） 

七、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例會，由劉源俊教授報告：「發展科學與民主須

以中華文化為基礎」。（03.21） 

八、客座柴康敏副教授應學院之邀，以「教學經驗分享」為題，與本院各學系教師交換

教學心得。（03.28） 

 

行政業務： 

一、會議： 

（一）召開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討論教師升等案（03.07）。 

（二）召開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系課程委員會，討論 101 學年度開課事宜。（03.14） 

（三）召開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會中報告由教務處辦理之「學術單位

主管」會議需宣達事項，確定 101 學年度開課及教師授課安排，並討論有關「系

所評鑑自我檢核表」內容，102 新生招生管道及其名額以及學生參加各類競賽活

動、證照考試等相關補助事宜。（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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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召開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助教會議，安排期中考試監考事宜，以及各項輔

導活動之協助。（03.29） 

二、輔導： 

（一）完成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導生編聘作業，並配合學務處辦理「班級導師輔導計

畫」，共申請四項共同課程，以及五項師生團體互動計畫。（03.02） 

 

 

（二）為使同學能熟悉程式語言應用，巫俊賢老師義務輔導，同學可自行參加「C語言」

教學活動。（03） 

（三）校慶運動會開幕創意繞場活動，大一同學經由塗婉瑜助教指導，以廢棄光碟片製

作石墨烯模型，以「新物理、新科學、新材料、新生活」表現學系特色，並獲得

第三名。（03.17） 

（四）由系學生會協辦之校慶科學擺台活動，深得好評。學生由陳秋民老師指導，利用

本學系於教學卓越計畫案所購置之「雷射切割機」，動手製作教具，並結合現有

之科學玩具，讓參與的同學與訪客都能透過遊戲認識物理，此次擺台獲特色競賽

第三名。（03.17） 

（五）本學系同學參與校慶運動會，獲得精神總錦標第四名，而在一般組舞林大道競賽，

參與的同學們利用所學，自製LED手套及磷光面具，以新材料、新科技展現舞蹈，

得到第二名，對物理系而言，同學們的認真與執著，活力與熱情，深具凝聚力。

（03.17） 

（六）大三導生座談，由劉源俊、陳秋民老師與同學暢談「悟理與人生」。（03.27） 

 

三、參與「學術單位主管」座談會、研究事務說明會、課堂反應問卷施測、高教資料庫

填報、開課事宜及其他交辦事項。 

 

【化學系】： 

一、3 月 7 日舉辦本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場學術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

技術研究中心陳逸然研究員，講題：「質譜學在生物研究上的應用與發展」。 

二、3 月 7 日與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合作舉辦「化學系一年級學生身心適應探索生

涯規劃輔導」演講。 

三、3 月 8 日舉辦大一學生與全系老師座談活動。由種子導師郭鳳珠老師安排全系老師

與大一全班同學分組座談，幫助同學更瞭解老師們的學術專長與研究領域以及課程

的安排，讓同學們未來的學習規劃與修課能有更周全的準備。 

四、3 月 14 日舉行本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論：「101 學年度

課程」。 

五、3 月 14 日舉行本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報告近期系務執行資料並

決議：「101 學年度課程」安排資料。 

六、3 月 14 日舉行本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議，決議：「兼任教師-葉玉

玲老師申請助理教授教師資格」案、101 學年度專兼任教師續聘案及辦理「何美霖

老師申請升等副教授」審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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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3 月 14 日依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導師班級輔導計畫，舉辦「碩士班生涯輔導」演講。 

八、3 月 21 日舉辦本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場學術演講，邀請輔仁大學化學系康佳

正老師，講題：「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s of Triangular Au Ag Nanocrystals: 

Morphological Effect on the Plasmonic Field」。 

九、3 月 25 日~3 月 29 日本系國科會研究計畫博士後研究員林淑玲博士獲國科會補助，

赴美國聖地牙哥參加 ACS 243rd National Meeting 並發表研究成果壁報。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1. 3 月 13 日召開本學年第三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如下： 

(1) 101 學年度課程及教師授課鐘點建議案。 

(2) 本系產學實習辦法修訂建議案。 

2. 3 月 20 日召開本學年第九次系務會議，決議事項如下： 

(1) 101 學年度課程及教師授課鐘點案。 

(2) 本系產學實習辦法修訂案，並報請教務處核備。 

3. 簽請 校長同意籌組系主任遴選委員會及核發委員聘函。 

4. 完成本學期導師及種子導師編聘作業。 

5. 完成第三教學實驗室改善工程。  

二、教學： 

1. 碩士班 1 位同學提出期中提前畢業申請並完成離校手續，另有 1 位同學完成論文

口試。 

2. 報請教務處同意本系博士班資格考核實施辦法修訂內容，並公布實施。 

3. 本系教師於 3 月 28 日參與院和教資中心合辦之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 

三、學生輔導： 

1. 3 月 6 日與心理諮商中心合辦班級團體輔導活動「職涯輔導講座」，講題為「國家

環境保護各類相關證照介紹」，講員為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講習訓練組

高真真經理及東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詹久毅教授。 

2. 3 月 27 日與心理諮商中心合辦班級團體輔導活動「微一導生會議」，主題為「實

驗課程說明暨學習經驗分享」，主講人為本系應靜雯教授及各實驗課程之助教，

並由學長姐分享實驗訓練學習經驗。 

3. 大學部 2 位同學提出 101 學年度修讀普渡大學雙聯學制申請。 

四、人員教育訓練： 

主任及秘書出席 3 月 5 日教務處舉辦之「學術單位主管座談會」。 

五、實驗安全相關： 

1. 完成本季公共危險物品紀錄填報作業。 

2. 3 月 26 日進行本學期實驗廢棄物清運作業。 

 

【心理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101 年 3 月 4 日（六）早上 9 點至下午 5 點，於台北市立木柵動物園舉辦心理

系系遊「Running Man 獎金爭霸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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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1 年 3 月 6 日（二）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1 學年度課程規劃。 

三、 101 年 3 月 6 日（二）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確認 100 學

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決議，並討論 100 學年度專任教師領域及系

務工作分組。 

四、 3 月 10 日-11 日碩士班四年級臨床組謝明裕同學參加「2012 年臺灣臨床心理

學會年會」並發表壁報論文 1 篇。 

五、 101 年 3 月 13 日（二）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次系主任遴選委員會，討論系主

任遴選事宜。 

六、 101 年 3 月 20 日（二）召開 101 學年度申請入學面試審查委員第 1 次行前會

議，討論 4 月 1 日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表及評分表。 

七、 101 年 3 月 20 日（二）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審議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師申請升等案。 

八、 101 年 3 月 20 日（二）召開 101 學年度申請入學面試審查委員第 2 次行前會

議，討論 4 月 1 日指定項目甄試相關準備事宜。 

九、 101 年 3 月 26 日（一）中午 12 點至下午 1 點假 R0410 舉辦大二導生會。 

十、 101 年 3 月 27 日（二）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論 102

學年度各管道招生名額。 

十一、 本學期班級輔導活動共 4 場班級共同活動，5 場師生團體互動通過核定。 

十二、 公告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理學院心理學系清寒上進獎學金」獲獎

名單： 

系  級 學  號 姓  名 

心碩二 99335010 卜文輝 

心理三 98135003 謝佳蓉 

心理二 99135034 傅怡儒 

 

【鑑識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一、 3 月 15 日於理學院會議室 R0512 召開鑑識科學學程課程委員會，審核 101 學

年度鑑識科學學程必選修課程、申請條件及抵免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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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四月 

一、潘維大老師將於四月一日正式上任，三月卅日下午 3:30 在雙溪校區普仁堂舉行校長

交接典禮；為祝賀潘老師榮任校長，本院系特別在同日下午 5:30 在游藝廣場 1 樓舉

行「祝賀茶會」，共有近 150 位師長、校友及貴賓蒞臨參加，氣氛和樂，喜氣洋洋。 
 
二、本院法四 D 楊文婷、法四Ａ黃雨柔、法四 C 謝欣晏、法四Ｄ葉子楚、法二Ａ魏惇

婷以及教練團法碩三李柏翰、法碩三林廷佳、法碩二李濬勳等八位同學在何婉君老

師、吳必然老師的指導下，參加 2012 年「傑賽普國際模擬法庭辯論賽」脫穎而出，

擊敗台大、政大、清大、中正、輔大、台北大、文大、世新等多所學校（共 12 隊），

ㄧ舉奪冠，法四 C 謝欣晏、法二Ａ魏惇婷並獲得傑出辯士，本院代表隊將代表台灣

於 3 月下旬赴美國華盛頓參加 2012 年傑賽普世界盃比賽(Philippe C. Jessup 
International Law Moot Court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Round)，本院連續五年取得國

家代表隊資格，表現特優，殊屬不易，全院師生同感光榮！ 

 

三、法學院學生代表隊參加外交部 101 年度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獲選為北美地區優

勝隊伍，將於暑假代表我國前往美國芝加哥訪問交流，協助政府推動活路外交。外

交部自 98 年起為落實「活路外交」理念，鼓勵大專青年參與外交工作，舉辦國際

青年大使交流計畫，選派國內優秀青年團隊，分赴 21 個邦交國及 17 個友好國家進

行青年文化交流。今年度全國共有 303 組團隊報名競逐，競爭激烈之程度為歷年之

最，本院申請前往北美地區的代表隊不負眾望，於 70 組來自全國大專院校競逐北

美區代表之隊伍中，脫穎而出，獲選為美國芝加哥地區代表。本院代表隊在法學院

系共同支持下，由高美莉老師領軍，帶領法三 C 王聖雯同學、法五 A 王韻捷同學、

法五 A 白毓敏同學、法五 A 蔡承育同學、法碩二蔡美儀同學，及哲碩二張維芳同

學等六位學生，以書法、扯玲、武術等多項特殊才藝，組成實力堅強的隊伍，經外

交部嚴格評選，獲得青睞，成為北美芝加哥地區代表，全院系師生同仁深感欣喜與

驕傲，並期許本代表隊全力以赴，以實際行動支持政府公眾外交事務，為國爭光。 

 

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及民商法教研室主任姚輝教授於 3 月 16

日至 4 月 15 日到院講學，主要為大陸碩一同學講授「大陸物權法之研究」。 

 

五、三月廿三日上午十一點卅分蘇州王健法學院周永坤教授（法理學專業）；胡玉鴻教

授（法理學專業）；史浩明副教授（民商法專業）；方新軍副教授（民商法專業）；

董炳和教授（知識產權法專業）；張永泉教授（民事訴訟法專業）；沈同仙副教授（勞

動法專業），胡育新講師（科研祕書）等八位師長到院參訪，楊院長及林主任親自

接待。 

 

六、四月十九日（周四）上午十時韓國圓光大學中法律研究所金容吉所長、金仁喆副所

長、竇世豪研究委員以及信和際法律事務所焦仁和所長及涂錦樹律師到本院系參訪

座談。該所表達希望與本院進行學術交流並簽署交流協議，本院刻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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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月廿四日（周二）下午二時「海峽兩岸關係法學研究會」張福森會長等六人到院

參訪，參訪名單如下： 

張福森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 
海峽兩岸關係法學研究會 

主任 
會長 

尹寶虎 中國法學會對外聯絡部 
海峽兩岸關係法學研究會 

副主任 
秘書長 

王晨光 清華大學法學院 
中國法學教育研究會 

教授 
副會長 

周葉中 武漢大學法學院 
國務院學術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委員 
中國憲法學研究會 

教授 
副檢察長 
副會長 

許海星 海峽兩岸關係法學研究會 
中國經濟社會理事會 
中國經濟社會理事會 

副秘書長 
理事 
祕書長 

劉  斌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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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四月 

商學院 

一、 本院 3 月 14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100 學年度

第 5 次兼任教師初聘案及 100 學年度第 3 次兼任教師改聘案。 

二、 本院 3 月 16 日辦理東吳財經講堂系列活動，第一場講座於城中校區 R5211 國際會

議廳舉行，邀請到台灣證券交易所薛琦董事長針對「台灣資本市場的展望」進行專

題演講。 

三、 本院 3 月 16 日、22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第 3 次 AACSB 工作小組

會議，討論 AACSB 認證資料中有關教師知識貢獻及學生學習目標等項目之定義、

統計及彙整事宜，另邀請台北大學會計系黃瓊慧教授至本院解說相關 AACSB 認證

注意事項及經驗分享。 

四、 3 月 15 日召開「東吳大學商學院交換學生書面審查會議」，由詹院長、邱永和研務

長、阮金祥主任擔任審查委員，針對申請學生繳交的資料，進行第一階段的書面審

查，由於申請人數眾多(法國 Lille 大學、日本東北大學、日本新潟大學及韓國又松

大學，會中決議所有申請學生皆須參加第二階段面試。 

五、 3 月 20 日雷恩大學（ESC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Ms. Cathy.racault（Director of 

Development Department）、Ms. Shu BOURGEON（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South-East 

Asia）及 Ms. Michelle Shih（Taiwan Representative）三位學者來訪，討論兩校合作

相關事宜。 

六、 3 月 21 日召開「東吳大學商學院交換學生面試審查會議」，由詹院長、邱永和研務

長、阮金祥主任、柯瓊鳳主任擔任面試審查委員，會中決議共推薦 24 名學生於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或第二學期擔任一個學期(四個月)的交換生，其中日本東北大學 4

名、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7 名、法國 Lille 大學 IESEG 管理學院 8 名及日本新潟大學

5 名。 

七、 出席 3 月 21 日「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未通過教師評鑑教師之教學、研究、服

務及輔導各項輔導機制之訂定」及「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有關學生基本素養與

核心能力培育成效等事項」會議，並配合提出院系輔導機制及建議事項。 

八、 辦理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申請加入 100 年度「台灣社會科學引文索引」(TSSCI)資料

庫審查事宜，並於 3 月 23 日繳交寄送相關審查資料至國科會。 

九、 本院 3 月 28 日召開 100 學年度 2 學期 1 次課程委員會，審議商學院 101 學年度各

學系課程規劃案及本院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開課

程案。 

十、 3 月 29 日本院詹院長與安永、資誠、勤業眾信及安侯建業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討論舉

辦聯合招募說明會事宜，預定於五月份針對本院大二、大三同學舉辦說明會，說明

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內容及申請方式，同時建議同學們大二大三時可以先行修習之相

關課程，以便日後順利進入事務所，讓本院學生有更多職涯上的選擇及發展， 

十一、 辦理教育部「能源經濟管理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簽約用印及開立領據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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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辦理 101 年度斐陶斐榮譽會員推薦事宜。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一、 3 月 2 日創新與創業系列演講課程邀請到青年創業總會邱重威主任、吳若瑋副主任

前來演講，地點：2609 教室。 

二、 3 月 9 日跨國企業研究專題課程邀請到山東大學管理學院陳丹副教授前來演講，地

點：2609 教室。 

三、 3 月 12 日召開 EMBA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 

四、 3 月 15 日本校 101 學年度招生入學考試公告初試合格名單，本班初試合格共 42 位。 

五、 3 月 17 日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榮譽會員-黃鎮台前校長於 3 月 5

日接任中華職棒大聯盟會長，EMBA 協會特別邀請會員及家人共約 50 人，前往天

母棒球場觀賞中華職棒 2012 年開幕賽。 

六、 3 月 22 日舉辦 EMBA 讀書會，導讀書籍－「上下管理，讓你更成功！」，主持人：

沈大白(東吳大學會計系教授、商學研究發展中心主任)，導讀人：林秉葦(EMBA 碩

二，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企劃部、直營業務部襄理)，與談人：簡宜真

(EMBA 碩一，馥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督導)，曾昭瑜(EMBA 碩一，創宏科技

集團歐洲海外集團總經理)。 

七、 3 月 25 日舉行 EMBA 101 學年度招生入學考試第二階段面試，共 39 位前來面試。 

八、 3 月 30 日創新與創業系列演講課程邀請到全鋒汽車股份有限公司紀春景董事長前

來演講，地點：2609 教室。 

跨領域學程 

一、 3月 14日與會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共同邀請法學博士帥以仁教授專題演講，講題

為「職場倫理、社會責任與專業職業道德」。 

二、 3月 14、15 日協辦 2場專題演講，主題包含文京學院大學經營學系三浦后美教授

「日本東京電力公司之經營財務問題」、埼玉大學相澤幸悅教授「歐洲債務危機與

歐元」及埼玉大學箕輪德二教授「日本信評公司規範導入背景及其影響」。 

三、 3 月 28 日與會計學系共同邀請山東大學管理學院潘愛玲主任專題演講，講題為

「兩岸會計發展過程與差異」。 

四、 籌劃科技管理學程、財務金融學程 101學年度招生說明會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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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商研中心 3 月 16 日於城區部 R5211 國際會議廳舉辦「東吳財經講堂講座系列

一」。本次特別邀請台灣證券交易所董事長薛琦先生就「台灣資本市場的展望」議

題進行講演。 

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 3 月 2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賴孚權教授演講「A 

Two-Sided Market Analysis on Media Bias」。 

二、經濟學系 3 月 5 日謝智源主任與兩位秘書參加教務處舉辦學術主管會議。 

三、經濟學系於 3 月 9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小組會議，會中：(一)討論本系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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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專任教師排課相關事宜。(二)修訂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教工作之規範。 

四、經濟學系 3 月 14 日舉辦一場系友經驗分享，由服務於南山人壽曜暘通訊處的林純

如主任（日 97 級）及其工作團隊，以「學校沒教的就業學分」為題，和學弟妹分

享寶貴的職場經驗。 

五、經濟學系於 3 月 16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學生事務小組會議，會中：(一)審核教師研

究助理人選事宜。(二)討論研究生獎助學金事宜。 

六、經濟學系於 3 月 16 日舉行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中：(一)決定

103 年度大學系所評鑑工作小組各組召集人與副召集人。 (二)通過 102 學年度學

士、碩士、碩專、博士班各管道建議招生名額與 101 學年度核定招生名額相同。(三)

通過本學期課程委員會之決議。(四)確認通過本學期學生事務小組之決議。(五)通

過 101 學年度大學部課程結構。(六)修訂本系助教之工作規範。 

七、經濟學系 3 月 16 日邀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蔡群立教授演講「Asymmetric Effects of 

Federal Funds Rate Target Changes on Stock Returns in Bull and Bear Markets: Using 

on Intraday Data」。 

八、經濟學系 3 月 22 日召開碩專班招生面試籌備會，24 日舉行 101 學年度碩專班招生

面試，有 23 位考生參加。 

九、經濟學系 3 月 23 日邀請本系袁國芝教授演講「Public Goods in Directed Networks」。

傅祖壇教授演講「臺灣地區大學近期畢業生過度教育之研究」。 

十、經濟學系於 3 月 23 日召開 101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招生第一次工作會議，討論書

審及面試相關事宜，共有 63 位考生通過第一階段篩選。 

十一、 經濟學系 3 月 30 日舉行轉系生面試，共有 14 位同學提出申請，錄取 5 名。 

十二、 經濟學系填報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導師編聘、導生安排作業事宜。 

十三、 經濟學系安排 101 學年度專兼任教師課程。 

十四、 經博一宋安德續領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經濟系校友基金會獎勵博士班

優秀新生獎學金 20,000 元。 

十五、 經濟學系碩士班二年級王永霖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至大陸復旦大學進行交換學

生，獲學校補助機票費 11,664 元。 

十六、 經濟學系提出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英語授課申請(大學部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

濟學)。 

十七、 經濟學系 100 學年度教師研究獎助於 4 月 1 ~30 日受理申請，請老師依時提出

申請。 

會計學系 

一、會計學系邀請美國加州州立大學聖馬克斯分校黃能權教授於 3 月 16 日至 26 日蒞臨

本系短期講學及交流。黃教授在國際會計學界富有盛名，常接受台灣、香港、中國

大陸知名大學會計系的邀請，在學術研討會或研究所短期講學。本系希望借重黃教

授之學術地位，並邀請其將近年來在會計資訊系統與審計兩大主題結合的學術成果

與研究方法，與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師生交流。 

二、會計學系邀請埼玉大學箕輪徳二教授、埼玉大學相沢幸悦教授、日本文京學院大學

三浦后美教授於 3 月 14 日至 16 日蒞臨本系短期講學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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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計學系於 3 月 9 日與中華會計教育學會、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學聯誼會

文教基金會共同舉辦「迎接 IFRS 時代之會計教育研討會」。我國上市櫃公司的會計

準則將於 2013 年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而國內各項會計相關考試亦將以

IFRS 之規定為準，為了迎接 IFRS 時代，我國會計教育勢必展開大幅度的變革與創

新，無論是財務會計、審計、管理會計或會計資訊系統領域之會計教育，皆須進行

調適或轉型。透過本研討會，希冀讓國內的會計教育學者專家與各界人士進行教學

經驗分享與意見交流。 

四、會計學系於 3 月 26 日於城中校區 R5211 作楠廳舉行第三期 IFRS 充電班，由本系江

淑玲老師、及楊惠雅老師擔任主講人，分別就「財務報表編製及表達之架構」及「合

併財務報表之編製」等相關主題進行專題演講，總計吸引約 80 人次系友參加，並

獲得系友熱烈迴響及正面回應。 

五、會計學系於 3 月 21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議，會中審議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專兼任教師升等案。 

六、會計學系於 3 月 21 日召開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會中討論 101 學年度

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事宜。 

七、會計學系於 3 月 22 日舉行轉系生面試，本學年度共計 17 位同學申請轉二年級，錄

取 10 名，1 位同學申請轉三年級，錄取 1 位。 

八、會計學系於 3 月 23 日舉行 101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第二階段面試，計有

47 名考生參加，預計錄取 35 名。 

九、會計學系於 3 月 28 日召開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本系 101 學年度學

士班、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事宜、填報 AACSB 課程學習目標內容、東吳大學會計

學系應屆畢業生「學系服務優良」獎項甄選辦法及 102 學年度本系新生招生名額等

議題。 

十、會計學系於 3 月 28 日召開 101 學年度大學推薦甄選面試委員會議，會中討論面試

進行注意事項及評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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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分別由李

春成老師前往鳳山高中及港明港中、郭瑞基老師前往樹林高中、楊葉承老師前

往華江高中進行商學院系學科介紹。 

十二、 「會計學報」第四卷第一期出刊，發行量為 600 本。本學報由會計學系及財團

法人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學聯誼會共同出版，電子全文亦同步刊載於學報專屬

網站。網址：http://www.acc.scu.edu.tw/sjoa/。 

十三、 配合本院提報 AACBS 認證計畫，協助彙整本系專兼任教師近五年研究及參與

相關學術活動之數據及佐證資料，並規劃填報課程學習目標內容。 

十四、 配合本校填報 100 年度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填報範圍包含學生就學情況統

計、學生出國進修及交流統計、專兼任教師明細表、專任教師各類獎項及學術

研究統計等等。 

十五、 會計學系 3 月份總計舉行七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一) 3 月 14 日及 15 日埼玉

大學箕輪徳二教授、埼玉大學相沢幸悦教授、日本文京學院大學三浦后美教授

蒞臨演講，講題分別為「日本信評公司規範導入背景及其影響」、「歐洲債務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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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與歐元」及「日本東京電力公司之經營財務問題」。(二) 3 月 7 日及 3 月 14

日邀請東吳之友基金會會長帥以仁律師蒞臨演講，講題為「職業道德與專業倫

理」。(三) 3 月 22 日邀請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Pro. Andew H. Chen 蒞臨演講，

講題為「A Proposal to Alleviate Transportation Congestion in Southern California: 

Joint Power Projection Support Platform」。(四) 3 月 28 日與心理諮商中心合辦會

二 D、會三 C 班級演講活動，邀請劉進圓學長蒞臨演講，講題為「系友生涯、

職場經驗分享」。(五) 3 月 28 日邀請山東大學管理學院會計系主任潘愛玲教授蒞

臨演講，講題為「兩岸會計發展過程與差異」。 

十六、 本院 101 學年度交換學生徵選結果，會計學系有多位同學通過甄選，分別是日

三Ｂ及會計系雙修生鍾德霖同學通過前往日本新瀉大學、會三 C 高聖凱同學通

過前往荷蘭 Groningen 大學、會三Ａ聞嘉欣同學通過前往法國 Lille 大學、會碩

二潘羿文同學通過前往法國 Lille 大學、會碩一張書瑜（備取）通過前往法國

Lille 大學。 

十七、 協助學會辦理第 33 屆全國大會盃球類比賽事宜。 

十八、 會計學系於 101 年度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中成績斐然，截至 3 月底之統

計，本系應屆畢業生獲國內四大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

務所、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及安永聯合會計

師事務所）錄取總人數達 547 人次，如僅計入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就業

機會，平均每位應屆畢業同學已有 2 個以上的就業機會，且錄取人數遠遠超過

其他國立大學，不僅就業情況優良，也反映會計學系畢業生具有高度專業競爭

力。 

十九、 會計學系於 3 月 17 日本校建校 112 週年校慶暨運動會成績表現亮眼，榮獲開幕

典禮創意繞場比賽第五名、舞林大道競賽第一名、第三名及最佳創意獎之殊榮，

充分表現會計學系學生之熱情活力與運動家精神。 

二十、 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學聯誼會文教基金會於 101 年 3 月 22 日召開第十

屆第三次董事會議，會議由王金山董事長主持，計有 18 位董事出席，會中通過：

（一）民國 100 年及 99 年 12 月 31 日比較資產負債表；（二）民國 100 年及 99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比較經費收支決算表；（三）民國 100 年度工作報告；

（四）民國 100 年 12 月 31 日財產清冊；(五)民國 100 年度文教財團法人業務自

我檢查表。另有關本基金會與母系將於 101 年 5 月 5 日（星期六）中午 11:30

假囍宴軒台北小巨蛋店共同舉行 101 年系友大會，全體董事抱持高度支持與期

待，並竭誠歡迎系友們都能參與盛會，共襄盛舉。 

二十一、 籌辦 101 年會友大會事宜。 

二十二、 協助學會辦理第 33 屆全國大會盃球類比賽事宜。 

企業管理學系 

一、3 月 1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金委員會議，決議本學期「教育部

研究生獎助學金」發放的分配原則、項目及名額。 

二、3 月 14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會議議題為審查

101 學年度專任教師續聘案、審查兼任教師以專門著作送審申請教育部證書案、審

查 101 學年度兼任教師以外籍身分續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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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 月 14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論議題：(一)「東吳大學商

學院企業管理學系教師評鑑辦法」修訂事宜。(二)「東吳大學商學院企業管理學系

教師評審辦法」修訂事宜。(三) 教師升等年資起算事宜。(四) 101 學年度新聘專

任教師事宜。 

四、辦理 101 學年度課程相關事宜：(一) 3 月 26 日作業與供應鏈管理小組召開小組會

議，討論課程開課年級調整及新開設課程事宜。(二) 3 月 27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論 101 學年度大學部入學新生適用之必、選修科目表

調整部份課程事宜。 

五、辦理客座教授相關事宜：(一) 3 月 1 日舉辦陳丹客座副教授與座談會。(二) 3 月 25

日陳丹客座副教授離台，安排送機及成績核算事宜。(三) 安排第二位客座教授羅新

華老師來臺相關事宜。 

六、辦理 101 學年度招生考試相關事宜：(一) 3 月 29 日召開大學部甄選入學面試會議，

討論 4 月 1 日大學部甄選入學複試事宜。(二) 3 月 22 日辦理碩士班招生入學面試，

並於 3 月 26 日將審查成績送交招生組。(三) 3 月 24 日辦理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入學

面試，並於 3 月 26 日將審查成績送交招生組。 

七、3 月 23 日辦理 101 學年度轉系面試，共有 16 位同學提出申請，經面試後錄取 8 名。 

八、辦理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相關事宜：(一) 主辦『東吳企管系友網路回娘家』活動，

邀請畢業系友線上填寫問卷。(二) 3 月 16 日召開第 5 屆第 4 次董事會，當日共有

16 名董事出席。 

九、辦理 EMBA 聯誼會相關事宜：(一) 3 月 6 日召開東吳 EMBA 聯誼會第六屆理監事

會第 3次理監事會議，會議議題為東吳 EMBA聯誼會各委員會年度計畫與預算。(二) 

3 月 29 日舉辦「兩岸沈浮，百萬傳承-老東吳的故事」演講，邀請蘇州亞致精品酒

店執行董事吳道揆老師主講。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一、辦理學生加退選事宜。 

二、101 學年度商學院交換學生錄取名單：(一)日本新瀉大學：1.貿三 B 蔡旻妤 2.貿四

B 許珮慈 3.貿四 B 廖紹君。(二)荷蘭葛洛尼恩大學：1.貿二 B 羅平 2.貿三 A 黃品智

3.貿四 A 黃家琦（備取）4.貿四 B 劉姿妏（備取）。(三)法國 Lille 大學：1.貿三 A

周玳均 2.貿三 A 何穎筑（備取）3.貿四 B 劉姿妏（備取）。 

三、3 月 2 日系友會採訪傑出系友－81 級張中昀學長，榮獲國家傑出經理獎，目前任職

於資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3 月 3 日於 2524 教室及 2511 教室，舉行 101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入學口試。 

五、3 月 5 日假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出席「學術單位主管座談會」。 

六、3 月 7 日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議題內

容如下：(一)討論大學部英語會話是否增開一班。(二)討論因應 103 系所評鑑，是

否增設服務學習課程。(三)討論 101 學年度課程事宜。 

七、3 月 7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會議，議題內容如下：(一)確認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會議記錄。(二)審查黃寶玉專任講師升等專任

副教授案。 

八、3 月 7 日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議題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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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認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會議記錄。(二)確認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記錄。(三)確認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記錄。(四)討論成立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五)討論專任助教續聘案。(六)討論碩

專班修課人數設限事宜。(七)討論 101 學年度專、兼任老師課程事宜。(八)討論 101

學年度是否增聘專任師資 1 名。(九)討論 102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事宜。 

九、3 月 13 日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金委員會會議，

議題內容如下：(一)討論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金發放辦法事宜。(二)

審查蔣山清寒助學金、恩吉實業清寒助學金、游健昱清寒助學金、郭滄海清寒助學

金、蘇錦彬清寒助學金、93 級系友獎學金、74 級系友工讀助學金分配事宜。 

十、3 月 14 日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專任助教行政會議，討論第二

週期系所評鑑學系自我檢核表事宜。 

十一、 3 月 14 日假城中校區 5416 教室，講題：100 學年度系所經驗分享座談會，演講

者：72 級康耀(術倍科技總經理)、78 級萬世宏(鳳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記杏

仁豆腐專賣店副總經理)、81 級林久智(中國信託商業銀行中和分行經理)、88 級

張嘉宇(台北市政府研考會聘用企劃師)。 

十二、 3 月 16 日假 2127 商學院會議室，出席 AACSB 會議。 

十三、 3 月 19 日假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講題：TOEIC 多益測驗說明會，演講者：

戴彌雅(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十四、 3 月 21 日假城中校區 2524 教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主任遴選

委員會會議，討論系主任遴選公告事宜。 

十五、 3 月 21 日假城中校區 2524 教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議題內容如下：(一)確認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議記錄。(二)確

認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金委員會會議記錄。(三)討論本系專任教師

名額事宜。(四)討論本系課程釋出的規則。 

十六、 3 月 21 日假城中校區 2524 教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

討論本系導師制度事宜。 

十七、 3 月 23 日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專任助教行政會議，

討論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學系自我檢核表事宜。 

十八、 本月份舉辦導生會時間如下：(一) 3 月 5 日中午 12:00~13:30R2511 諾木汗老師

導生會。(二) 3 月 12 日中午 12:00~13:30R2511 鄭宗松及溫福星老師聯合導生聚

會。(三)3 月 12 日下午 15:30~17:20R2511 梁恕老師導生會。(四)3 月 26 日中午

12:00~13:30R2524 陳惠芳老師導生會。(五)3 月 28 日中午 12:00~13:30R2524 林

炳文老師導生會。  

十九、 填具商學院 AACSB 評鑑資料。 

二十、 3 月 25 日假外雙溪室內體育館，舉行第十一屆系友盃籃球賽。 

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 

一、 3 月 7 日召開系教評會進行徵聘教師第一階段初審作業。 

二、 3 月 7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國立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許永明教授，主講

「Internal Mode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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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 月 14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國立成功大學國際企業系王立民博士，主講「Volatility 

Contagion : A Range-based Volatility Approach」；邀請淡江大學財務金融系張志宏

博士，主講「Does Market Sentiment Affect Order Submissions and Order Imbalances? 

Evidence from the Stock Index Futures Markets in Taiwan」。 

四、 3 月 20 日新光人壽來訪洽談建教合作續約。 

五、 3 月 21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確認 101 學年度開課相關事宜；召開獎學金委員會，

審核唐德晉文教基金會獎學金、廖軒晟系友獎學金、蘇秉銓先生獎助學金；召開

系務會議，複審 101 學年度開課相關事宜及各項獎學金得獎名單。 

六、 3 月 21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國立政治大學財務管理系劉文謙博士，主講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bank regulation：Can the spread of debt contracts be 

explained by recovery rates?」；邀請國立台灣科技大學財務金融系李永新博士，主

講「The Forward Monte Carlo Method for American Options Pricing」。 

七、 3 月 23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國立政治大學財務管理系吳偉劭 博士候選人，主講

「The Cascade Effect on Lending Conditions: Evidence from the U.S. Syndicated Loan 

Market」；邀請國立政治大學金融系陳芬英博士，主講「Modeling Infectious Mortality 

Risk with Application to Mortality Security Pricing」。 

八、 3 月 28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國立台灣大學財金系鄭宏文 博士，主講「Using Stock 

and Options Data to Estimate the GARCH Options Pricing Models」；邀請中山大學財

務管理系陳昌志博士，主講「Corporate Financing under Ambiguity：A Utility-Free 

Multiple-Priors Approach」。 

九、 3 月 30 日舉辦財精工作坊，邀請政治大學金融系林士貴副教授，主講「馬可夫轉

換跳躍模型之實證分析與資產定價」以及「道瓊工業指數與成分股之實證分析」、

「颶風巨災風險之實證分析」、「碳排放津貼之實證分析」。 

資訊管理學系 

一、3 月 1 日、15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規劃及審查 101 學年度開課事宜。 

二、3 月 8 日召開教評會，審查助理教授升等。 

三、3 月 9 日召開獎助學金委員會會，核定研究生獎學金名單及助學金名額。 

四、3 月 21 日召開系務會議，通過 101 學年度開課及籌組系住任遴選委員會等事宜。 

五、3 月 22 日辦理碩士班口試。 

六、3 月 23 日辦理碩專班口試。 

七、3 月 29 日辦理大學部轉系生面試。 

八、專題演講：(一) 3 月 1 日，演講者：胡健華(69 級系友)-美國 NetApp 公司資深技術

工程師，講題：Career planning of R&D software technology (研發軟體技術的生涯規

劃)。(二) 3 月 8 日，演講者：方一菁(67 級系友)- 前 NCC 簡任技正，講題：政府

部門的資訊應用與管理。(三) 3 月 15 日，演講者：胡文華(65 級系友)- 外貿協會網

路行銷中心專委，講題：會展產業的資訊服務與管理(辦理大型會展活動的成功案

例分享)。(四) 3 月 22 日，演講者：吳學蘭 (68 級系友)-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企

業客戶服務處處長，講題：電信產業的雲端服務。 

商學進修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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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 月 1-5 日協助同學修正選課資料；簽辦「證券管理法規」及「審計公報研討」加

退選後課程續開申請事宜。 

二、 3 月 1-8 日報送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各年／班級導師編聘及「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

畫」事務。 

三、 3 月 12-15 日本文京学院大学経営学部三浦后美教授和埼玉大学相澤幸悦教授與箕

輪徳二教授來訪並舉行「日本電京電力公司之財務經營問題」、「歐洲危機與歐

元」、「日本信評公司規範導入背景及其影響」三項專題講演。 

四、 3 月 5 日完成 101 學年度開課、委請他學系代聘及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與申請

條件等資料。 

五、 3 月 5-19 日舉辦本學期課程委員會議及班務會議，通過 101 學年度新生必選修科

目表，其中「統計資料探討」課程內容併入「統計學」，增加「統計學」學分數；

「成本會計」與「管理會計」合併；因應此一變動，101 學年度新生學程必修學分

更動為 32 學分，選修增加為 42 學分，畢業總學分仍為 130 學分。 

六、 3 月 17 日參加 112 校慶運動會，援例由一年級學生參加繞場；學生報名多項競賽

項目獲得佳績有：男子 400 公尺第 4 名、女子鉛球第 1 名、精神總錦標第 1 名、

舞林大道競賽一般組優勝及最佳創意獎。系辦特於 3 月 24 日晚間以餐會方式嘉勉

同學的努力 

七、 3 月 24 日安排 104 人力銀行獵才派遣事業群晉麗明副總經理為四年級同學進行當

前就業市場之分析。 

八、 致函教師籲請協助期中預警及系所評鑑注意之相關事務。 

九、 規劃系簡介之修訂。 

十、 策劃系學會改選事務。 

十一、 辦理各項預算核銷事務。 

十二、 修訂 101 學年度新生、轉學新生招生簡章內容。 

十三、 安排第 2 學期期末課堂反應施測事宜。 

十四、 3 月 31 日提報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學系自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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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四月 

【圖書館】 
一、 3 月 27 日邀請北京清華大學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副研究員劉薔博士，於本校

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演講「天祿琳琅－乾隆皇帝的藏書」。 
二、 4 月 30 日邀請臺大社科院圖書館主任鄭銘彰先生蒞館分享建置「伊東豊雄設計

師所設計台大社科院新圖書館」之建置經驗。 
三、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工作內容 

(一)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業務統計 

項    目 時     間 數    量 

網頁瀏覽人次 98 年 10 月 8 日至 101 年 3 月 28

日 

181 萬 2,745 人次 

聯合目錄 截至 101 年 3 月 28 日 689 萬筆，約 1,540 萬冊

圖書代借代還 101 年 3 月 1 日至 3 月 28 日 總處理量：3,430 件 

線上申請館合

證 

100 年 7 月 1 日至 3 月 28 日 總受理件：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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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3 月 25 日 17 人次 

北一區館合證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01 年 3 月 25 日 306 人次 

(三)為提升圖書資源服務平台系統效能，於 101 年寒假期間進行系統硬體設備

擴充作業，自 1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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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各夥伴校參與測試完成後，於 101 年 3 月 1 日起恢復

全面服務。 
(四)101 年 3 月 20 日召開圖書資源服務平台系統新增功能及運送方式討論會，

參與圖書代借代還及線上申請館際借書證服務的夥伴學校計 17 校（中國文

化大學、真理大學、法鼓佛教學院、政治大學、陽明大學、臺北大學、臺北

藝術大學、臺灣海洋大學、國防醫學院、淡江大學、景文科技大學、實踐大

學、臺北市立教育大學、臺北市立體育學院、輔仁大學、銘傳大學、東吳大

學）圖書館均派員參加。會中達成決議： 
1.委請輔仁大學圖書館變更該校「圖書館自動化系統 API 介接」經費項目，

做為圖書資源服務平台系統新增離校檢核功能之用，提供線上離校的夥伴

學校即時抓取讀者欠書欠款紀錄。 
2.依陽明大學、海洋大學、臺北藝術大學、臺北市立體育學院等夥伴學校建

議，為使圖書資源服務平台經費發揮最大效益，決議自 101 年 3 月 27 日起

試行修改運送模式，每週二、四「只送出有書的箱子」給夥伴校，空箱不

再送出。試行一段時間後，由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製作運費支出比較表，以

瞭解試行成效。 
3.配合各夥伴學校 101 年學術交流週，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自 4 月 2 日至 4 月

6 日暫停圖書代借代還服務，線上申請館際合作借書證照常運作。 
(五)101 年 3 月 19 日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專任助理參加教學資源中心舉辦之「計

畫期中執行成果撰寫說明會」，並將會中相關撰寫說明，傳送圖書資源服務

平台夥伴學校圖書館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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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報名參加 101 年 4 月 27 日計畫總主持人第四次會議，由計畫主持人進行業

務報告。 
(七)協助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實踐大學、銘傳大學完成本期計畫項目中「圖書

館自動化系統 API 介接」建置。 
(八)提供陽明大學代借代還、線上申請館際合作借書證之相關報表。 
(九)辦理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軟硬體採購案申請及相關業務費用核銷作業。 
 

【採錄組】 

一、發文、蒐集及彙整各院系所提之 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建構圖書資源加值分

享計畫」，共計有中文系、人社院、化學系、企管系、英文系及法律系提出計畫

申請，經費統計為資本門 1,110,763 元、經常門 2,055,421 元，續提交本學年度

圖書館委員會審議後執行。 

二、101 年度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 collection 票選及簽辦相關購案申請。 

三、上線填報「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獎補助計畫」之採錄組-E02 發展圖書館圖書特

色資源建設」計畫說明，共計 47,000,000 元。 

四、學生圖書薦購 73 筆（2/18-3/22）。 

五、配合辦理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之核銷作業，圖書館統籌經常門共計完成 18 件經

費核銷案，核銷總經費為新台幣 280,530 元整；統籌資本門共計完成 87 件;核

銷總經費為新台幣 17,134,457.2 元整;國科會核銷 3 筆,核銷金額 474,237 元整。 

六、簽請辦理因「臺灣 OCLC 管理成員館聯盟」年費自籌款之匯差因素及「English 

DNA 雙語教學郵報」電子期刊停刊，所產生二筆退款之帳務調整事宜。 

七、辦理購置 3 筆資料庫之經費借支與結匯事宜。 

八、準備 3 月 28 日研務處舉行之「教師執行研究計畫說明會」會議說明資料。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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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案（1,089 筆） 

圖書資料驗收 1,338 筆 

十、辦理本校哲學、日語、法律及經濟商學等學報共 564 冊之寄送事宜。 

十一、辦理贈書收送及館藏複本查詢事宜，共計約 400 冊，並製作謝函。 
 
【編目組】 

一、館藏書目維護移交統計（統計月份:101 年 3 月） 

移送閱覽典藏數量 

西文圖書 709 冊 

中文圖書 441 冊 

西文期刊 77 冊 

中文期刊 50 冊 

西文電子書資料維護 168 筆 

二、 整理音樂系送回樂譜 20 箱，清查統計後共 509 件主譜，將錄續更改書標及作

者號後上架典藏。 
三、 測試華藝電子書書目下載與電子期刊維護 Tag856 有關轉載與資源連結問題。 
四、 校內有關活動：組員江敏妮 3 月 8 日出席「圖書館網頁會議」與全館討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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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館藏統計資料網頁呈現方式，3 月 9 日本校參加城中校區舉辦「電子化校園

專案執行現況說明及討論會議」。 
教育訓練活動：3 月 21 日，組長魏令芳與組員江敏妮至國家圖書館出席由美

國國會圖書館政策與標準部主任 Dr. Barbara B. Tillett 專題演講「RDA 發展趨

勢及其語意網環境之實踐」。3 月 23 日，組員呂本琪與周怡君至國家圖書館參

加「RDA 講習會」。3 月 26 日，組員呂本琪與組長魏令芳至國立臺灣師範大

學圖書館國際會議廳參加「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 101 年會員大會暨學術電子

資源永續發展計畫說明會」。 
 
【閱覽組】 

一、學術交流週（4/4 國定假日除外）圖書館照常開放，開放時間調整為 09：00~17：

00，詳細開放情形已於電子化校園及圖書館網頁公告。 

二、配合期中考試，4 月 3 日至 4 月 14 日，中正圖書館第一閱覽室 24H 開放，期

間週一至週五 08：00~18：00，施行學生證查驗劃位措施（學術交流週查驗時

間調整為 09：10~16：30）。考試當週，第二閱覽室則延長開放至 21：00，另

為配合統一考試，4 月 21 日(六)開放時間調整為 07：30 ~ 17：00。 

三、配合 101 學年度甄選入學作業，4 月 1 日中正圖書館第一閱覽室部分區域提供

做為家長休息區，並籲請同學優先禮讓。 

四、為增進中正圖書館典藏空間利用，完成過時擬淘汰電腦類中文圖書之篩選作

業，將依「東吳大學圖書館館藏淘汰實施要點」辦理館藏註銷。 

五、進行音樂系長期借調樂譜之刷還清點及核對館藏書目，並已移送編目組處理後

續相關事宜。 

六、配合中正圖書館外觀重整，就圖書館之相關需求，如送風管更新、側門走道及

雨遮等與營繕組進行確認，針對暑假圖書館開放之進出館動線，將於工程發包

後，再與得標廠商做最後確認。 

七、配合自動化系統讀者檔更新作業，提出 100 學年第 2 學期教職員生轉檔需求書，

完成教職員生讀者檔更新與查核作業。  

八、配合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協助反應問題持續追蹤。支援 3 月 20 日平台

功能擴充與運送方式討論會並製作會議記錄。 

九、配合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服務，2012/3/1～2012/3/25 兩校區圖書館服務量

總計(3/1 起恢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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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124 104 47 

十、101 年 3 月典閱及流通服務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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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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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20～10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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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19  71  49  18  32  39  17 

小計  282 

2.文獻傳遞服務統計 

類型/數量  複印  圖書 

申請件(對外申請)  12  26 

被申請件(外來申請)  35  60 

3.進行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100 年度 2月份帳務結算。 

4.進行大陸山東大學圖書館申請之文獻傳遞服務，計 11 件。 

(二)期刊(紙本與電子資料) 

1. 更新「臺灣全文資料庫(HyRead)」電子期刊共 568筆。 

2. 紙本期刊作業統計(101/2/21～101/3/23) 

 

 

 
 
 
 

二、整理圖書館自動化系統中 2010、2011 年完整到刊之期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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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542 260,395 
1,050 

(附件 20)

976 

(附件 1) 
0 2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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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836 96 221 10 7 
265 筆 

35,899 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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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2 3 
本校 21,948

校外 156 

一閱 5,357 

二閱 974 
240 327 

圖書館

80 

二閱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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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5 287 163 88 49 15 96 

小計：450 小計：137 小計：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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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行中正圖書館期刊室之中文期刊合訂本移架作業。 
四、重新彙整 ERM 電子資源管理系統之讀者檔資料，並商請系統廠商進行二次匯

入作業。 
五、規畫新版圖書館手冊設計製作及相關印刷作業。 
六、製作並更新 100 學年度考古題資料網頁。 
七、資料庫講習：  

No. 日期 學系/課程名稱/教師 人數 

1. 3/2(五) 
微生物學系/「生物文獻閱讀」/張怡塘老師 

介紹中西文相關資料庫使用方法與操作技巧 
25 

2. 3/12(一) 
微生物學系/「論文選讀與報告」/曾惠中老師 

進行圖書館導覽及常用資料庫介紹 
59 

3. 3/13(二) 
社會系碩一/中西文相關資料庫使用方法與操作

技巧 
25 

4. 3/15(四) 
圖書館/Endnote X5 書目管理工具講習課程(基

礎篇) 
5 

5. 3/15(四) 
中文系/黃鎮偉老師/CNKI 及臺灣學位論文資料

庫介紹/ 
50 

6. 3/26(一) EndNoteX5 書目管理工具講習課程--進階篇 6 

7. 3/26(一) 
社工系/「社會工作實習」/廖美蓮老師 

中西文相關資料庫使用方法與操作技巧 
24 

八、教育訓練活動：李季樺、張素卿出席「CONCERT 2012 年度座談會主題：電子

資源之運用與整合－管理系統面面觀」研討會」(3/19)。鄭雅靜、李季樺出席

「中華文化雲數字圖書館平台建設研討會」(3/21)。張素卿出席「臺灣學術電

子書聯盟 101 年會員大會暨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說明會」(3/26)。張雲

燕出席東華大學圖書館承辦之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

員大會(3/29)。 
九、支援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台」之系統功能測試及(3/20)

舉辦新增功能及圖書運送方式討論會。 
十、三月份試用電子書 1 個，試用資料庫 5 個，詳如下表： 

 
【推廣組】 

一、機房冷氣異常，營繕組建議專案處理。擬收到報價單後專簽處理。 
二、北一區圖書平台系統相關業務。電算中心統籌維護費之使用情形。 
三、配合非書電腦設備位置更動，避免財產遺失，整理清點非書資料室之電腦相關

設備，預計 4 月財產移轉。 
四、報修國眾電腦及相關硬體後續處理。 
五、檢索區電腦維護。 

新增資料庫 N/A 

新增電子書 N/A 

試用電子書 EBSCO ebooks 

試用資料庫 
天下雜誌群知識庫、中文期刊全文數據庫(1911~1949)、當代華文知識庫、

ProQuest Political Science、ProQuest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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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3 月 5 日邀集網頁改版小組討論「圖書館統計」網頁更新事宜。決議： 
(一)網頁資料來源由閱覽組提供。 
(二)改以網頁方式呈現最新館藏統計，並加上「學系圖書資源網」相關連結。 
(三)「學系圖書資源網」網頁加上「圖書館統計」連結。 

七、3 月 6 日與廠商洽談圖書館網站規劃及線上報名需求事宜。 
八、製作「圖書館統計」網頁，並同步更新本校「網站財務資訊公開內容」之圖書

館相關網頁。 
九、更新館際合作、非書介紹網頁。 
十、3 月 7 日與圖書館自動化系統廠商會議，討論暑假更新版本時程及 4 月分會議

時間。 
十一、協助更新非書相關出納政策。 
十二、製作並更新中文版館藏查詢系統首頁圖示，主題：112 校慶。 
十三、新增非書書影連結 372 筆。查核圖書條碼 1,512 筆，新增圖書書影連結 468

筆。 
十四、館藏查詢系統新書通報新增各類目 2012 年 3 月分館藏連結。 
十五、圖書館自動化系統線上客服網站，累計提出 432 個問題，其中以替代方案或

完全解決處理 366 個問題。尚有 66 個問題列入後續追踪處理中。 
 
【非書資料組】 

一、配合 112 周年校慶，舉辦青春活力熱影展。 
二、論文審核諮詢 6 件/論文審核 6 件。 
三、博碩士論文回溯，累計回收授權書 329 份。文字辨識累計 465 冊，全文影像掃

描 473 冊，共計 90,904 頁，並持續進行掃描校對中。 
四、校史紀要系統驗證筆數：21 筆（其中 97 學年度 0 筆/98 學年度 0 筆/99 學年度

21 筆），兩學年度總計已完成 8,205 筆。 
五、校史室三月份參觀人數：60 人/回溯照片掃瞄 1,037 張。 
六、協助接待日本拓殖大學及明海大學參訪團介紹非書資料室。 
七、蒐集各大圖書館視聽服務辦法，做為本館非書服務辦法修正之參考。 
 

【城區分館】 
一、更新 Aremos 資料庫、Compustat 資料庫；請購 ACM、MARS 資料庫。 
二、3 月份試用資料庫 1 個，詳如下表： 

試用資料庫 台經院產經資料庫 
三、收新書 492 冊，新設教科書 5 冊，新設考試用書 9 冊，開立電子收據 91 筆。 
四、書庫整理：中文圖書總類和哲學類挪架。 
五、3 月 19 日於雙溪校區 B509 舉辦 Lexis.com；3 月 20 日於城中校區 R2315 舉辦 

Bankscope 全球銀行與金融機構分析庫；3 月 22 日於城中校區 R2315 舉辦

Westlaw 法律資料庫等 3 場資料庫講習課程。 
六、歡慶 112 週年校慶，3 月 12 日至 16 日在非書團映室舉辦「青春活力熱」影展，

放映「玩具總動員 3」、「翻滾吧！阿信」、「羅賓漢」、「美國隊長」、「功夫熊貓

2」等 5 部影片。 
七、賴秋惠於 3 月 21 日至台北國際會議中心參加「中華文化雲數字圖書館平台建

設研討會」。 
八、重新設計館內長期宣傳海報及張貼。 
九、統計資料（統計日期 101/03/01~101/03/26） 
（一）參考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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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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 21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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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西文) 54 

     243 

(中文) 42 

(西文)105 

     147 

20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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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指參

借閱 

完成件數 23,048人/次 713人/次 
24人 

(不含虛擬館合證) 
15人  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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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四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東吳大學教學改進補助辦法」修訂案業經 3 月 7 日行政會議討論通過，新增教師

教材獎勵金項目，每份創新教材獎勵 5000 元，預定 4 月 1-30 日受理 101-1 學期申

請案，歡迎本校教學單位踴躍提出申請。 

(二)「2012 年東吳讚老師」徵文比賽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 5 月 18 日止。本活動自舉辦

以來獲得師生熱烈迴響，學生認為此活動讓他們能回應對老師用心教學的感受；教

師也表示學生的稿件幫助他們看到自身教書的特長及優點，且對學生觀察陳述自己

教學上的用心，更是感到驚喜及欣慰。結合文宣海報與時下流行 facebook 社群網站

共同宣傳，其藉此吸引更多學生參與。 

(三)完成 100-2 學期教師專業社群補助案核定結果公告，共補助 11 組教師成立專業社

群，執行期間為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3 月 7 日辦理「論文原創性比對系統(turnitin)」說明會，由廠商逕向教師介紹系統

使用方法與侷限之處，提供教師評估需求，並協助有意願使用之教師完成試用帳號

設定。 

(二)經教育部高教司承辦人員表示，約 4 月中旬提交區域計畫期中執行成果，格式同上

年度，惟公文仍俟陳核。「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為利夥伴學校有充裕時間撰

寫期中執行成果，已提供各校撰寫格式及範例，並邀請夥伴學校聯絡人及計畫相關

人員出席 3 月 19、20 日「期中執行成果撰寫說明會」，成果報告訂於 4 月 13 日擲

交中心計畫辦公室彙整。 

(三)100-101 年度北一區計畫執行期程已逾半，為妥善運用計畫經費，發函調查各計畫

經費餘款狀況，預計 4 月前完成計畫經費流用與變更報部作業。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理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草擬 102-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架構，並規劃執行時程表。預定 5 月份由各子計畫

主持人提報新年度計畫及經費預算編列。 

(二)辦理教育部轉審計部函，針對 98-99 年度被抽查與核定計畫書不符之項目進行申

復，及 100 年度之經費執行是否符合規定之自我檢核說明。 

(三)請卓越各子計畫不定期至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上傳本校教學卓越計

畫相關最新消息及成果。 

日期 最新消息 成果 

3 月份上傳筆數 44 筆 6 筆 

101.01~03 累積上傳筆數 105 筆 14 筆 

(四)擬定教學卓越計畫宣傳方式、成果展與焦點座談等執行方案。 

(五)完成教學卓越計畫各子計畫「獎勵辦法專區」之內容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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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於 3 月 27 日召開卓越網-作業專區系統修正內容討論會，並請合作廠商提出後續系

統預計完成之時程規劃與建立備用測試環境。 

二、教學助理 
(一)推薦優良助理陳翔翎、陳新瑜、黃榆芳、江豐兆至陽明大學、真理大學及文化大學

進行教學助理經驗交流分享。 

(二)針對 100 年校務評鑑委員意見，提報「提升優良助理獎勵名額」改進計畫。 

(三)依本學期教學助理複審小組會議決議修訂「教學助理補助申請辦法」、「優良教學

助理遴選要點」及「教學助理審查作業要點」三項法規，於 3 月份教學資源中心業

務會議提案，待通過後即簽請教務長核定，以利 101 學年度教學助理申請公告實施。 

(四)討論「教學助理」、「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及「教材小幫手」三項業務合併申請

事宜。 

(五)東吳 TA 俱樂部 http://scuta.pixnet.net/blog 瀏覽人次達 10,816 人次。 

(六)預計 4 月 16-20 日進行教學助理成效問卷調查，4 月 9 日辦理施測人員教育訓練。 

三、提供課後輔導服務 
(一)課業個別諮詢於 3 月 1 日正式開課，本學期共開設 12 門課程，招募 14 位小老師，

3 月 1-27 日受益學生數共 51 人次；語文學習角活動參與人次為 217 人次。 

(二)3 月份學生學習進行室使用人次為 1,975 人次；e-Learning Lounge 線上學習進行室

電腦借用 3 月份(至 3/23 止)統計為 1,561 人次，整體空間使用滿意度為 94%。 

(三)預計 4 月 30 日於城中校區辦理 Writing Tutoring 英文寫作工作坊。 

四、豐富線上學習資源 
(一)英文寫作學習網新增「實用寫作-商務電子郵件寫作技巧篇」教材一式。 

(二)英文寫作學習網免費 e-mail 批改服務，3 月份學生投稿合計 17 篇。 

(三)製作舜文廳多媒體播放機「語文學習角宣傳」、「SCU 流行英語瘋」單元內容。 

(四)公告宣傳「哈客網路學院」之線上教學網站及其相關訊息。 

五、北一區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業務  
(一)3 月 12、16 日辦理北一區線上課業輔導平台教育訓練；3 月 19 日啟動「線上課業

輔導」，本學期共開設 8 門線上課程，包括微積分、統計學、會計學、經濟學、財

務管理、日語諮詢、德語諮詢及英語諮詢。邀請本校游志林老師擔任英語諮詢老師，

另招募 6 位小老師(5 位為本校同學，1 位為政大同學) 提供諮詢服務。 

(二)完成批閱跨校學生英文作文 18 篇，並於「學生作品觀摩區」新增 8 篇文章。 

(三)3 月 7 日至 4 月 15 日辦理北一區教學助理徵稿活動，預計 4 月 30 日公告入選文章。 

(四)預計 4 月底辦理「英語學習暨國際文化交流分享會」，由 8 位外籍生分享英語學習

經驗。 

(五)於教育部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公告 12 筆最新消息。 

(六)彙整北一區計畫期中執行成果報告、計畫總主持人第 4 次會議計畫執行成果摘要報

告。 

六、其他 
(一)刊登 84 筆生涯發展中心活動於學習諮詢預約系統。 

(二)預計於 3 月 29 日、4 月 12、19、26 日舉辦「繪圖達人 illustrator 練功坊」。 

(三)預計於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辦理「2012 學習林來瘋，徵的就是你」徵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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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推廣師生應用網路平台輔助教學 
(一)100-2 學期網路學園統計資料，共累計 370 位教師使用、累計 837 科次。 

(二)持續受理教師申請暨小幫手培訓，並於 3 月 29 日教學資源中心業務會議提案修訂

「教學資源中心教材製作小幫手申請暨管理要點」；製作「教材製作小幫手」申請

說明，提供「教學助理、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教材製作小幫手三合一申請書」中，

俾利申請教師對照參考。 

(三)辦理「視訊系統」教育訓練及使用問題回報與檢測。 

二、提供教師精緻化的數位服務(101 年 1 月至 3 月) 
(一)完成 347 件教材製作案、教材時數共 520.5 小時。每案教師對此服務滿意度達 99.7%

（其中非常滿意者達 89.3%、滿意者達 10.4%）。 

(二)教學資源器材借用：外借使用 44 人次、借用數量(含配件)403 件；於教師數位教材

製作室使用 48 人次、借用數量(含配件)67 件。 

(三)數位媒體諮詢服務，計 19 位教職員進行諮詢，對此服務非常滿意者達 100%（其中

非常滿意者達 83.3%、滿意者達 16.7%）。 

(四)圖庫系統素材下載統計數據，以 99 年 7 月下載數量為基準，累計至 101 年 3 月總

下載次數為 10,182 次。 

(五)3 月 10 日協助英文系「第四屆東西比較文學學術研討會」直播相關設備及技術支

援。 

三、空間使用情形(101 年 1 月至 3 月) 
(一)數位教學實驗室(D507)：41 人次教師使用空間製作數位教材、進行課程教學、培

訓活動，合計 111 小時。 

(二)教師數位教材製作室(D508)：48 人次教師使用，共 66.5 小時，對此服務滿意度達

非常滿意者 100%（其中非常滿意者達 83.3%、滿意者達 16.7%）。教學科技推廣組

同仁及教學科技助理總協助製作數位教材時數為 694 小時；協助製作之教材時數

520.5 小時。 

(三)教材教具製作室(D510)：累計至 3 月 16 日，設備借用 156 人次，整體滿意度達 97%。 

四、「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共享教材徵集獎勵活動：收到 6 所學校共 15 份申
請案件，聯繫評審委員並寄發教材光碟與評審表。 

五、維護數位教學與行政系統 
(一)進行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系統新版本程式規劃，含：使用者需求訪談、HTML 設計、

資料庫規劃及程式撰寫作業。預計 4 月底召開使用者說明會介紹本系統上線之操作

方式。 

(二)維護「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並協助夥伴學校資料上傳。 

六、電子報 
(一)教與學電子報：徵集並上傳「科技 e 言堂」文章。 

(二)北一區電子報：跨校選課心得分享徵稿、校園小記者協助撰寫相關文稿。 

七、其他 
(一)簽辦「卓越北區資訊人員聘任敘薪標準」，並改聘本組張心怡同仁為專任資訊人員。 

(二)轉寄「評鑑雙月刊電子報第 36 期」予全校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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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鑑研究組 

一、評鑑相關業務 
(一)完成 100-1 學期期末教學評量結果公布，並處理未達校訂標準教師後續相關事宜，

及辦理前 25%教師由校長及教務長分別具名之感謝狀製頒。 

(二)請購 100-2 學期所需期中教學回饋及期末教學評量問卷。 

二、教師教學獎勵相關業務 
(一)辦理 100 學年度「教師教學獎勵」遴選活動之宣傳、網頁更新、受理推薦與資格查

驗。 

三、教學卓越計畫&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進行 100-101 年度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期中執行成果報告撰寫。 

(二)規劃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全面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具體作法與運作機制」專訪

活動。 

(三)提供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季報及教與學電子報「評鑑大探索」專欄文稿。 

四、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一)規劃 101 學年度「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作業時程。 

(二)針對大三學生問卷功能匯整相關文獻，初擬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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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中心 

四月 

一、重要業務及活動： 

（一）人事異動： 

本中心朱啟平主任將於101年4月15日卸職，新任主任將自101年4月16日起由社會

工作學系王行教授兼任。 

 

（二）舉辦第五屆「通識徵文比賽」進行評審作業： 

本次徵文活動期間即日起至 101 年 3 月 23 日(週五) 截稿，目前已邀請校內外專

家學者進行評審，將於四月底公布得獎名單，4 月 13 日將邀請教務長抽出參加獎

6名，並可獲得金石堂禮卷 500 元。 

 

（三）舉辦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通識讀書會】--散文寫作與真實生命的關係 

本中心將於 101 年 4 月 17 日(二)中午 12:10-13:30 特別邀請中文系鄭明娳教授

假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辦一場「通識讀書會」，此次亦為本中心執行校務發

展計畫針對「深化中文語文教養暨結合閱讀與書寫通識教學方案」所進行之活

動，參加者有機會獲得鄭老師所著作「這是我愛你的方式」一書。 

（四）舉辦「100 學年度共通課程－國文及英文課程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 

本中心將於 101 年 4 月 25 日(週三)下午 2:00-4:00 假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Ｄ

510 舉辦本次座談會，會中將有中文系林伯謙主任、侯淑娟老師、林怡伶老師，

及語言教學資源中心陳淑芳主任、余綺芳老師、江逸琳老師、趙佳音老師等多位

老師，針對 103 年通識教育評鑑為項目進行意見交換與教學經驗之分享。 

 

（五）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執行：  

    近期配合由海洋大學主導之北一區子計畫活動，分別如下： 

1.「通識護照」活動：凡本校在學學生於 101 年 6 月 16 日前至本中心申請通識護照，

並參加本校及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8 所夥伴學校所舉辦之通識活動並累積

校內、外舉辦之活動各 8 小時活動時數後，繳回本校通識教育中心登記，即可參

加抽獎。獎項有，特獎：簡易型電腦一部 1 名；壹獎：數位相機一部 1 名；貳獎：

錄音筆一個 2 名；參獎：16G 隨身碟一個 3 名。 

2.「多元通識講座列車」活動：由海洋大學統籌之「100 學年度多元通識列車講座」

活動，經北一區教學資源中心各分區召集學校踴躍推薦下，共計 15 位教師加入

通識列車演講陣容，將於 101 年 3 月 28 日起至 6月 13 日止於北一區各夥伴學校

舉行共計 25 場的通識講演活動。本校有中文系楊振良老師、歷史系葉言都老師、

英文系呂健忠老師、及物理系陳秋民老師等四位教師分別擔任他校活動之主講

人。 

以上詳細活動資訊可至本中心或海洋大學活動網頁查詢

http://ctl.ntou.edu.tw/user/NTTLRCbulletin.php?bulletinid=20 

二、例行業務活動： 

（一）100 學年度「暑期通識跨校選修課程」各校開課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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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 3 月 20 日假本校雙溪校區 D507 召開「暑期通識跨校選修課程審查會議」，經

初審通過設開課總數為 20 門，每校最多開設 2門。開設之所有課程如下： 

申請 

開課學校 

各校開設 

優先順位 

開課 

教師 
開課學系/單位 課程名稱 

課程 

領域 
各校通過

開課總數

臺北 

藝術大學 

1 余昕晏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

所 
表演藝術鑑賞 文史哲藝術 

2 

2 林俊吉 新媒體藝術學系 新媒體藝術鑑賞 文史哲藝術 

文化大學 
1 黎世源 化學系 通識：自然科學發展 物質科學 

2 
2 黎世源 化學系 通識：化學 物質科學 

真理大學 
1 李中傑 通識教育中心 棒球之科學與文化 其他類別 

2 
2 許素菲 通識教育中心 心靈治療 社會科學 

臺北市立

體育學院 

2 黃渼娟 通識中心 生命教育 文史哲藝術 
2 

3 黃渼娟 通識中心 音樂欣賞 文史哲藝術 

海洋大學 

1 郭展禮 通識中心 人際關係超魔力 *社會科學 

2 
2 羅綸新 教育研究所 

海洋藝術與文化創

意 
文史哲藝術 

陽明大學 1 程樹德
微生物暨免疫學研究

所 

達爾文主義與演化

心理學 
社會科學 1 

臺北大學 
1 趙錦豪 通識教育中心 職場倫理 社會科學 

2 

2 張朝琴 通識教育中心 中國民主的發展 社會科學 

輔仁大學 
1 唐鴻芬 音樂系 歌劇鑑賞 文史哲藝術 

2 
2 李匡郎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人權、正義與法律 社會科學 

東吳大學 
1 楊奕華 法學院/法律系 法學導論 社會科學 

2 
2 呂健忠 英文系 西洋文學概論 文史哲藝術 

淡江大學 

1 陳銘凱 理學院化學系 
生命科學：人體的奧

秘 
生命科學 

2 

2 陳建甫
教育學院未來學研究

所 

環境變遷與永續未

來 
其他類別 

實踐大學 1 陳碧月 博雅學部人文一組 情愛與文學 社會科學 1 

小 計      20 

本次審查結果將與北二區夏季學院預定開設之 5 門課程同時送交101年4月27日所

召開之北一區計畫總主持人第四次會議確認後開設。 

 

三、校外學術活動： 

本中心蔡瑞卿專員及蔡淑惠組員參加由中華民國通識教育學會、國家圖書館、世新

大學及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於 101 年 3 月 16（星期五）共同舉辦「大

學通識教育評鑑展望座談會」。本座談會特邀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王保進處長、通識

教育評鑑召集人、規劃委員及大學校院代表，以與談、Q&A 之方式，對即將進行之

「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相關實務討論及問答，以協助參與者瞭

解新制通識評鑑之內涵與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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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四月 
一、 電子化校園專案執行說明 

(一) 專案委外廠商於3月27日舉行之專案進度協調會議中提議合意終止合約，會中決議

雙方成立「合約終止協議小組」，自學術交流週後展開協議工作。 

(二) 另案合約 

系統名稱 原預計上線日期 說明 

e 關懷系統 96/11/30 96/11 上線 

個案輔導系統 97/09/08 97/9/8 上線 

學生 e-portfolio 97/03/01 97/03 上線 

課外活動系統 96/06/15 96/06 上線 

研務系統 98/01/30 暫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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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25~2012.3.28 2011.8~2012.3 2011.2.25~2012.3.28 2011.8~2012.3

合計 308 2222 1719 10998

三、 完成會計預算編列子系統之填報功能開發，進行一級與預算委員會審查之程式開

發。 

四、 完成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報表程式修正與讀卡作業。 

五、 配合銀行作業完成貸款系統新增「上傳銀行系統檔案」功能。 

六、 完成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選課之初選分發、即時補選學程合開課程、加退選、

選課擋修報表與跨校區報表衝堂程式修正。 

七、 持續進行電子化校園資料庫移轉之相關作業。 

八、 持續進行電子化校園第二測試資料庫之建置。 

九、 完成 ISMS 內部稽核。 

十、 完成全校性工作站季維護；完成 2012 年第一季全校性伺服器弱點掃瞄。 

十一、 電算中心於 3 月 21 日針對學生舉辦 OpenOffice.org 自由軟體課程教育訓練,共有

17 人報名。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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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伺服器採購)。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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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體育教學組】 

一、本學期體育室教學觀摩會已於 101 年 3 月 21 日（三）下午 1：30～3：30 舉行，會

中邀請明志科技大學黃志成助理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學校（體育教師）如何推

展水域安全教育」，專任教師同仁共計 16 人出席。 

二、本校申請教育部『100 年度體適能檢測站設置暨常模修訂計畫』，已於 3月完成 6

所學校之體適能常模檢測及 2場次之體適能檢測服務，4月份另規劃 1所學校之體

適能常模檢測及 1場次之體適能檢測服務。 

三、配合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開課進度，4月中旬進行專、兼任教師排課調查作業。 

四、本學期水域安全教育宣導活動將於 4月 16～20 日舉行，規劃以掛圖宣導及影片播

放方式進行。 

五、本學期體育選課狀況：顯示兩校區開課班數需略微調整。 

（一）本學期無停開科目。 

（二）必修體育平均人數：雙溪校區 49 人；城中校區 44 人。（99-2 平均人數：雙溪校

區 47 人；城中校區 45 人）。 

（三）必修體育 30 人以下班數（不含適應體育班）：雙溪校區 0班；城區 4班。 

 

【體育活動組】 

一、建校 112 周年校慶運動會於 3月 17 日如期圓滿落幕，本次運動會增加學生籃球 3on3

鬥牛賽及教職工投籃比賽，各取前三名頒發獎品，獎品由校友捐贈；同時學生會舉

辦雷射槍競技，感謝全校各行政單位的配合與協助以及各學系師生踴躍參與。 

二、系際盃球類比賽報名至 3月 30 日止，共有男子籃球、女子籃球、男子排球、女子

排球、桌球、羽球、網球、軟式棒球等 8 項，比賽期間為 4 月 16 日至 5 月 13 日，

歡迎各學系師生到場觀賽並為系上同學加油打氣。 

三、關家良一長跑環台感恩之旅，於 2月 28 日上午 9：30 舉行開跑儀式，受到媒體及

校友關注並順利於 3月 11 日下午 1點 20 分返回東吳，順利完成首位長跑環台壯舉

的外籍人士，本校於該日下午 1點至 2點 30 分舉行迎接儀式。 

四、100 學年度大專院校各項運動聯賽、錦標賽與大運會分區預賽，三月底部份項目已

結束，本校獲得成績如下： 

男子籃球代表隊：獲一般男生組全國決賽第四名 

女子籃球代表隊：獲一般女生組全國決賽第四名 

男子排球代表隊：獲一般男生組全國決賽第六名 

女子排球代表隊：獲一般女生組全國決賽第六名 

桌球代表隊：兩位同學分別獲分區錦標賽北區預賽一般女生組個人單打第四名、第

七名，可晉級大運會決賽。 

羽球代表隊：女子代表隊獲分區錦標賽北區資格賽一般女生組團體第六名，可晉級

大運會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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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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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雙溪校安事件計有 19 件次(個人物品遺失 6件、協尋學生 1件、學生疾病

送醫 5件、學生糾紛 3件、蜜蜂蛰傷 1 件、消防警鈴誤響 2 件、個資遭竊 1 件）。

其中 3月 20 日，查獲一民眾（已送警）於第一教研二樓教學資源中心內，盜用

學生個資案件（103 件）之處置與建議事項如下： 

1.教學資源中心與電腦教室設置刷卡，避免校外有心人士進入。 

2.使用校園網路密碼，強制併用英文與數字，降低破解方式。 

3.帳號密碼輸入 3次錯誤以上，禁用該帳號。須重新驗證後，再開放使用。 

4.對於已遭不法人士竊取帳號與個資同學，將個別通知修改或停用其帳號密碼；

並可聯繫警方維護其權益。 

(二) 本組派員於 3月 20 日下午至士林分局參加本學期校園安全治安會報座談會，期

與警方加強相互聯繫，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三）3月 7日台北市郝市長函請各校加強對教職員生進行反詐騙宣導的工作，本室除

請軍訓同仁於上課時向同學加強宣導外，亦於 3月 9日以電子郵件公告反詐騙文

宣宣導， 

以確保學生周知各類型詐騙手法。 

（四）3月 17 日（六）校慶典禮暨運動大會期間，各輔導教官及校安人員，負責各系繞

場前之秩序維護、人員管制及協助處理突發事故。 

二、保全督導及大樓安全委員會業務： 

（一）協助生輔組於 3月 10 日（六）舉辦之「101 年北區僑生春季聯誼活動」，當日加

強支援二名保全同仁，協助車輛引導作業。 

（二）3月 17 日（六）校慶典禮暨運動大會，當日加強支援四名保全同仁人員，協助車

輛引導作業。 

（三）本學期期末保全警衛督導會議擬定於 5月 31 日下午 14 時假 B013 會議室召開，

相關續換約問題將於會議中討論，並由委員投票表決。 

（四）本校大樓安全委員會，除城區三大樓將進行改選外，目前均維持正常運作。 

三、交通安全維護及春暉宣導： 

（一）3月 5日，以電子郵件公告，提醒學生注意交通安全，以防範交通事故發生維護

生命安全。 

（二）3月 6日起，請愛校服務交通安全小尖兵同學，於機車停車場發放交通安全手摺，

加強交安宣導，並協助停車場安全巡查。 

（三）3月 1日以電子郵件公告，向學生宣導尼古丁依賴程度自我檢測及戒菸防治宣導

公告，以維護個人健康。 

（四）3月 9日、14 日以電子郵件公告，校慶當日春暉反毒拒菸校園簽署活動公告，以

擴大宣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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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月 15 日召集愛校春暉小組 6位服務同學舉行本學期第一次工作會議，以分配各

人春暉教育宣導工作項目。 

（六）3月 17 日校慶春暉反毒拒菸連署簽名活動共計發出反毒手冊 300 本，連署簽名約

300 人，肺部健康檢查 35 人。 

（七）3月 27 日教育部假台灣科技大學舉辦菸害防治研習營，本室陳雅卉老師及愛校服

務春暉小組同學共計 5人報名參加研習。 

（八）經巡視各大樓及吸菸區，計 3位同學未按規定於吸菸區內吸菸，當場已制止規勸。 

四、生活輔導： 

（一）至 3月 20 日止，服務與輔導學生工作成果，處理意外事件 9人次、情緒疏導 6

人次、急病照料 2人次、兵役相關業務 50 人次、與家長聯繫 10 人次，共計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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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協辦兵役緩徵相關作業計 102 人次；協辦預官相關作業計 2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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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份學生安全計 16 件次（糾紛協處 1件、物件遺失 7件、校外車禍意外

1件、疾病送醫 3件、流浪漢入校 2件、其他 3件），本組除協助同學及警察單

位處理外，並加強交通安全、財務保管等校園安全宣教作為。 

  (二) 本月份分別於 2月 13 日及 22 日對全校同學辦理「歹徒盜取 MSN 帳號，誆買遊

戲點數」、「向求職陷阱說不」宣導，電子郵件公告 2件次。 

 （三）保全督導業務方面： 

 1.配合開學期間要求保全機動哨同仁配合值勤教官於夜間下課時段加強五大樓梯

間巡邏，以強化校區內違規抽菸勸導取締工作。 

     2.要求保全同仁加強機車停車場違規進出之人車進行管制及取締工作。 

     3.配合開學要求 B哨保全同仁每日 0730-0830；1200-1330；1520-1800 三個時段，

於延平南路協助規勸同學提高注意橫越道路之安全警覺。 

（四）交通安全維護方面：        

     1.本月份分別於 2月 13 日及 22 日對全校同學辦理「後座請繫安全帶」、「騎乘請

戴安全帽、隨時注意路況」交通安全宣導，電子郵件公告 2件次。 

     2.本月份城中-雙溪學生專車一周內連續發生兩次過早發車的情況，督檢同仁立即

與中興巴士調度站聯繫，要求立即改善避免再次發生。本組賡續由值勤教官及

工讀同學於每日下午 5時 25 分，至 5 大樓門口督導專車到站情形及維護學生搭

乘專車之安全。 

二、學生役期折抵：自 101 年 2 月 21 日至 100 年 3 月 21 日止，辦理軍訓課程折抵役期

人數 17 人次。 

三、學生生活輔導： 

 （一）春暉專案宣教： 

     1.本月份編組學生愛校服務隊，勸導吸菸學生至吸菸區吸菸計 17 人次。 

     2.3 月 21 日接受台北市政府督檢城中校區校園禁菸執行情形，本校城中校區執行

菸害防治成效良好無缺失。 

     3.本月份對分別於 2月 24 日及 3月 17、21 日對全校教職員生辦理「尊重生命拒

絕菸害」、「成功戒菸抽獎金」、「假面菸品致命陷阱」電子郵件宣教 3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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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賃居生訪視工作 

     1.本月份賡續辦理賃居生訪視工作共計 8人次，協助賃居同學加強居住安全。 

     2.本月份分別於 2月 27 日及 3月 10 日對全校同學辦理「注意賃居安全、做好瓦

斯安檢」「賃居安全須知－防範電器火災」宣導，電子郵件公告 2件次。 

四、學生兵役作業： 

 （一）協助同學辦理兵役緩徵業務計 160 人次。 

 （二）協助同學辦理兵役儘召業務計 1人次。 

 （三）3月份辦理公告計有「具中華民國國籍曾在臺設籍之役齡男子應持中華民國護照

入出境」、「就讀大專院校以下進修學士班年齡逾 28 歲仍未畢業不得緩徵事宜」、

「101 年度役男申請服一般專長替代役開始受理申請」、「役男出國前應先辦理核

准手續」3件次。 

五、預官考選作業： 

   1.101 年預官(士)考試本組已於 3月 15、16 日於兩校區辦理說明會，協助錄取同學

辦理志願選填，參加同學共計 33 人次。 

   2.100 年度預官考選本校同學共計 323 人參加，85 人缺考，到考人數 238 人，到考

率 73.68％，到達最低錄取基準同學 99 人。 

   3.同學上網志願選填自 3月 19 日至 29 日止，本組提供同學相關作業諮詢服務。 

綜合事務組 

一、人事綜合： 

 （一）辦理 101 年上半年軍訓教官獎勵案。 

 （二）本室軍訓教官龐德元中校訂於 101 年 4 月 17 日退伍。 

二、軍訓教育： 

 （一）辦理雙溪校區 3月份軍訓課程役期折抵作業計 36 人次。 

 （二）101 年 3 月 2 日 10 時召開 3月份軍護暨校安人員專業研討會。 

近期工作重點 

一、規劃 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安全維護及交通管制事宜。 

二、為因應學術交流週來臨，要求保全同仁留意校園可疑人士，以維護校園安全。 

三、辦理 101 年軍訓教官中、少校候晉作業及上校軍訓室主任候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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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四月 

一、3/14 舉辦的飢餓 12，共有 26 名東吳學生參加；3/17 校慶親子營有 21 名學童、10

名工作人員、3 名家長，共有 34 名參加；3/23-24 飢餓 30 有 80 名學生報名、20 名

工作人員，共 100 名參加；總共參與人道關懷的學生，共 160 名。 

二、英語立約自學小組 18 名。 

三、目前正在招募國際志工，6/21-25 於劍潭青年活動中心舉行，有 7 個國家華人衛理

公會來台開會，預計 600 名，校牧室招募 30 名義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