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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註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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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畢業生學士班 98 人，碩士班 76 人，博士班 2人，進修學士班 25 人，

碩士在職專班 25 人。 

3.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學士班學業成績不及格，單 1/2 學生人數計 140 人；雙 1/2 學生人數

計 30 人；2/3 學生人數計 87 人，進修學士班 2/3 學生人數 31 人；雙 1/2 學生人數計 6人，

總計全校退學人數 154 人。 

4.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學生透過導師進行選課輔導之比率，學士班 83.26％、碩士班 65.65

％及博士班 59.26％。 

5. 100學年度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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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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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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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9 日與北市府人員洽談建教合作第四期簽約案，於 100 年 12 月 25 日提供 101 年上

半年度課程予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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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雙方用印完成，正副本合約由課務組保存，另副本影送推廣部及保管組備查。 

2.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學期考試教師送印考題雙溪校區 772 份（較去年同期增加 26 份），城

中校區 566 份（較去年同期減少 4份），兩校區總計 1338 份（較去年同期增加 22 份）。申

請學期考試補考者，雙溪校區 9人 10 科次，城中校區 21 人 42 科次，2月 1、2日進行補

考。 

3.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教室異動，雙溪校區 73 科次，城中校區 42 科次，夜間 28 科次。 

 

【招生】 

1. 101 學年度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招生計有 17 學系辦理，招生名額共 96 名，有 252 人報

考。正取 69 名、備取 31 名。報到 59 人，缺額 10 人流用至一般招生考試補足。  

2. 101 學年度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報考人數共計 3071 人。2月 2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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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分兩校區舉行碩士班考試，共設置溪區 10

個試場、城區 27 個試場。一般碩士班缺考數 432 人，缺考率 18.52%。碩士在職專班筆試

缺考 58 人，缺考率 9.63%。合計總缺考人數 490 人，缺考率 16.70%。3 月 13 日召開第三

次招生委員會議，3月 15 日公告初試合格及正、備取錄取名單。有複試學系訂於 3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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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5 日分別舉行面試， 4 月 1 日公告錄取名單。 

3. 101學年度外國學生申請入學4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受理報名。招生名額共161名，學士班

95名、碩士班60名、博士班6名。5月上旬送交學系進行書面審查，六月中、下旬公告錄

取名單。 

4. 101 學年度起規劃「認識東吳－與高中生對話」活動試辦兩梯次。第一梯次 3月 11 日（週

日）、第二梯次 5月 12 日（週六）。原訂於 2月 13 日至 2月 27 日開放全國高中生網路自

由報名，但因報名踴躍，為保障活動品質，提前於 2月 24 日公告關閉報名系統。統計約

有 240 餘人，以苗栗以北縣市之高三學生優先參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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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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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01 學年度共有 21 學系（22 系組）參加「個人申請」，提供 577 名招生名額。合計繁星與

申請之甄選名額共 727 名，佔總招生比例 26.79%。通過篩選人數 1,506 人、原住民 74 人、

離島 62 人。 

 

【教務行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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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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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2 月 18 日增辦一次單次考試，提供學生自由報名應

考。 

2. 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本校接受評鑑年度為 103 年下半年度。評鑑對象

除第一週期 48 個系所班外，化學系（含學士及碩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師

資培育中心、人權碩士學位學程及通識教育皆為受評對象。為使受評系所及行政支援單位

瞭解評鑑內容， 101 年 1 月 12 日於外雙溪校區舉辦說明會，邀請師培中心何希慧教授針

對評鑑項目、評鑑指標、檢核標準、認可要素及評鑑報告撰寫等要項介紹與說明。各單位

一、二級主管、秘書及行政人員約 100 人與會。 

3. 3 月 7 日(三)召開畢業典禮第一次籌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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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7 日召開第二次畢業典禮籌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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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一、 獎助學金：100學年度第1學期全校共辦理255個獎助學金，其中由學校辦理推薦者計200

個，餘55個係由學生自行向獎助學金單位提出申請。100學年度第1學期本校共707名學

生獲得獎助，總計獲獎助總金額為1,037萬8,416元。其中申請對象屬全校學生類別，不

分特定科系者共351人次獲獎助，獲獎助金額為560萬9,000元整;申請對象限定學系學生

類別之獎助學金共356人次獲獎，學生獲獎助金額共計476萬9,416元。 

二、 新生第1哩進學輔導活動：101學年度將於9/3(一)-9/6(四)舉行新生第1哩進學輔導活動，

9/7(五)上下午分別於二校區舉行新生家長座談會。已於5/8(二)召開學系協調會，邀請

各學系主任針對活動中之「學系時間」暨「新生家長座談會」進行確認。 

三、 研究生獎助學金：依據本校研究生獎助學金辦法，生輔組訂定「研究生獎助學金教學助

學金審核作業細則」並於本學期第1次獎助學金暨優秀學生甄選委員會通過，依據作業

細則已於4/20函請各學系碩博士班提出需求申請，並於5/23(三)召開之「獎助學金暨優

秀學生甄選委員會」審議。 

四、 100學年度優秀應屆畢業生選拔：「學業優良」獎項已由教務處提供名單，共84名同學獲

獎。「學系服務優良」獎項依各學系甄遴選辦法及配額，共44名同學獲獎。「社團或志工

服務優良」、「品德優良」、「特別貢獻」獎項，經初審委員及「獎助學金暨優秀學生甄選

委員會」複審，確認「社團或志工服務優良」獎項由林勃嚴同學等44名獲獎，「品德優

良」獎項由歷史系倪溎嬪同學獲獎，「特別貢獻」獎項由法律系李冠穎同學獲獎，獲獎

同學將於所屬學院畢業典禮公開受獎。 

五、 免洗餐具減量：依據「推動本校膳食環保活動第二次座談會」會議決議辦理，100 學年

度第2 學期起對全校師生加強宣導使用環保餐具並規範校內承商不主動提供免洗餐具。

101 學年起免洗餐具改為販售方式，免洗筷子1 雙1 元，由承商販售；塑膠湯匙不收費，

但仍不主動提供。 

六、 101年暑假國際志工服務隊：今年7~9月暑假期間有菲律賓隊、柬埔寨隊、印度隊、尼泊

爾隊以及日本隊等5支隊伍32位服務同學前往各地進行社區服務。 

七、 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聯課活動）：本學期共計19個社團前往服務碧

湖國小等25所中小學，執行37項計畫，同學本於服務社會的精神，學以致用，獲得實務

經驗，更可增進多元能力發展。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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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學生議員及各系系

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共有10系參加)，已於5/9(三)至5/10(四)於兩校區進行投票，

順利完成。 

九、 2012自強隧道論壇-學生事務與社團輔導學術研討會：為厚植符合文化脈絡的高等教育

學生事務發展歷程，及建構完整的課外學習內涵，以豐富大學生的學習地圖，並提升學

生事務人員專業知能，訂於6/8(五)在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行。 

十、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系列活動：(1)「2012健康有約」免費健檢活動：3/17、21兩校區各

辦1場，提供十餘項免費檢查項目，開放教職員工生、眷屬、校友及社區民眾參加，兩

校區共約3,228人次受檢。(2)「享瘦吃，快樂動」健康生活班：4/18起辦理7週，共62

人報名參加。(3)急救訓練1場：4/28辦理，共41人完訓。(4)「東吳健康生活」大型宣

導活動1場：預計6/5在望星廣場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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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衛生統計：(1)門診人數統計：2/1-4/25共服務3,826人次。(2)學生團體保險：2/1-4/25

共138人次申請理賠，以車禍、疾病住院及運動傷害最多。 

十二、 高關懷個案輔導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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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已發函學系提醒導師檢視期中學業關懷名

單，並特別關心課業表現不佳、出席狀況不良或人際疏離等學生，若其為課業關懷名

單又為大一普測篩選出之高關懷學生，請導師列入優先關懷輔導，若有需要可適時轉

介，目前學系共轉介12名學生與心理諮商中心共同關懷與輔導。 

十三、 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為促進師生互動、強化班級輔導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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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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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底兩校區共計辦理班級共同課程方案48場、師生團體互動方案85場。 

十四、 學業關懷系統：由心理諮商中心與註冊組共同合作規劃系統功能需求，委外由宏碁電

腦公司開發，4/25、26已於兩校區辦理全校操作說明會，並至各系進行宣導，本學期

於5/3-5/18進行全校性試辦，另請社工、日文、數學及會計系進行系統整體功能試行

操作，俾利101學年起全校全面實施。 

十五、 最後一哩職場實務培訓學苑-實戰系列：針對應屆畢業生的最後一哩培訓課程自3/18

起陸續展開，分四梯次進行，每梯次18小時，內容包含六大主題(熱血力、禮貌力、

執行力、包裝力、溝通力、人際力)。總報名136人。系列課程加開三堂選修課，教導

商用電子郵件及新鮮人理財兩個主題，共155人報名參加。歡迎院系與生涯發展中心

合作辦理相關課程。 

十六、 證照輔導課程補助計畫及學生實習補助計畫：(1)第一梯次補助學系舉辦「專業證照

輔導課程」，有法律系、國貿系、企管系提出申請。第二梯次申請將於6/15至6/30辦

理。(2)學生實習補助計畫已徵詢院系意見後修訂，該計畫補助學系辦理實習及學生

自行校外實習兩類，歡迎院系加入。(3)生涯發展中心已完成長春藤相關企業賴世雄

智網文教機構及康健人壽企業總部兩家企業之實習合作方案，進行宣傳招募中。 

十七、 中華電信三重大樓承租案：現階段本校與中華電信洽談的三重正義南路大樓案，目前

建築師事務所及機電技師，已完成相關圖樣設計，現由本校及中華電信北區分公司進

行審議中，因相關規劃之圖樣，涉及較多機電工程等專業，這部分已委請本校總務處

營繕組同仁惠予協助，如完成相關圖樣審議後，將進行雙方正式簽約程序。 

十八、 松江學舍續租一年：原租約租期至本年8/31止，日前已簽核續約一年，現階段已公告

周知並開放同學申請下學年度床位，有鑑於同學反映該棟網路系統太慢問題，經住宿

組與中華電信商議，新學年度將改為光纖系統，取代原ADSL系統，在網路收費不增加

下，提供更好的居住品質。 

十九、 宿舍硬體設備改善募款：本校一直強調學生宿舍為學生重要的教育場域，要營造成為

學生生活學習中心（living learning center），住宿組已完成校內既有宿舍空間改

善規劃案，並請發展處協助募款，已於4/20向劉吉人學長報告，後續有關捐款金額確

認，發展處社資組將持續給予協助瞭解。 

二十、 100學年度第一學期宿舍人際互動及居住滿意度問卷調查：本問卷以人際關係與情感

支持、寢室秩序和諧、宿舍組織秩序等8個面向，共計發出1,617份問卷，回收1487

份，平均滿意度為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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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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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1000530)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6 

總務處 

事務組： 

一、自 100 年 12 月 1 日至 101 年 5 月 10 日完成事項： 

（一）辦理各類採購案共 709 件，總金額 49,426,700 元。 

（二）辦理校內自力修繕案，電話 67 件及視聽 349 件。 

（三）支援各單位搬運物品、器材、場地布置…等工作，派出工友計 662 人次。 

（四）支援各單位公務車 140 車次。 

（五）完成外雙溪校園（含學生宿舍）消毒作業 6 次。 

（六）配合辦理 2011 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賽場地佈置、交通管制、停車安排等相關

工作。 

（七）配合辦理 100 學年度年終餐敘場地布置及相關工作。 

（八）召開 100 學年度輻射防護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九）召開 100 學年度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十）配合校安中心於第一教研大樓及超庸館辦理複合型防災演練。 

（十一）寒假期間完成外雙溪校區環境消毒及化糞池、水塔清理。 

（十二）寒假期間完成哲生樓、語言教學中心、學生宿舍、圖書館與第一教研大樓

行政空間之年度清潔。 

（十三）配合辦理碩博士班招生考試相關工作。 

（十四）配合辦理 112 周年（3/17 日）校慶相關工作。 

（十五）完成設置雙溪校區各樓樓層逃生指示及樓層介紹標示牌。 

（十六）配合學務處住宿組辦理「中華電信三重宿舍」議價事宜。 

（十七）支援辦理校長交接典禮場地布置相關工作。 

（十八）函請台北市教育局協助處理補習班違規散發招生廣告乙事，教育局正式回

覆：「違規補習班受教育局函文糾正，三年內累積四次違規時，最重將以

撤照處份」。 

（十九）已完成加裝第一教研（R 棟 17 間）、第二教研（D 棟 18 間）、哲生樓（H

棟 11 間）及綜合大樓（B 棟 4 樓 4 間）共 50 間教室，多媒體機櫃上小形

螢幕供老師上課操作，可改善背對學生情形。另尚有部分教室（哲生樓及

綜合大樓 32 間）列為第二期，預定於今年暑假完成裝置。 
二、本學期預定完成工作項目： 

（一）配合辦理 100 學年度（101 年 6 月 2、3 日）畢業典禮相關工作。 

（二）綜合大樓傳賢堂內部設備改善(排座椅、地毯、壁布、吸音泡棉、燈光更新與

牆面油漆粉刷、左右兩側上層牆面增設投銀幕等)及消防設施改善案均已順利

發包，預於 101 年 6 月 4 日施工、8 月中旬前完工。 

（三）配合辦理推動節電相關措施。 

（四）持續整理校園環境及花木植栽景觀綠美化工作。 

（五）持續辦理各類採購案及支援各項工作。 

營繕組： 
一、自 100 年 12 月迄今辦理之較重要營繕工程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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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館外觀整修工程： 

本工程已完成細部設計、廠商遴選、發包文件彙整等前置作業，並於 4 月 17

日完成工程發包，預於 6 月 18 日暑假起施工，8 月下旬完工。 

（二）雙溪校區污水下水道工程： 

本工程已完成細部設計、衛工處審查、廠商遴選、發包文件彙整等前置作業，

並於 4 月 20 日完成工程發包，預於 6 月 18 日暑假起施工，8 月下旬完成第

一期主幹管施工。 

（三）寵惠堂行政大樓整修工程： 

本工程已完成細部設計、廠商遴選、發包文件彙整等前置作業，並於 4 月 19

日完成工程發包，預於 6 月 18 日暑假起施工，8 月下旬完工。 

（四）傳賢堂整修工程： 

本案係由事務組與本組會同辦理，本組辦理之油漆、燈具、消防等分項工程，

已分別於 3 月下旬完成發包，預定於 6 月初施工，8 月中旬完工。 

（五）城中校區游藝廣場裝修工程。 

（六）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閱覽室裝修工程。 

（七）第一、二教研大樓洗槽增設工程。 

（八）林語堂故居庭園木棧道整修工程。 

（九）微生物學系空間調整工程。 

（十）第一教研大樓 6 樓增設不鏽鋼捲門工程。 

二、一般行政作業： 

（一）完成「教育部 100 年度學校災害潛勢資料更新」填報作業。 

（二）會同事務組研議「東吳大學採購辦法」修訂草案。 

（三）辦理「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提報相關作業。 

（四）配合辦理「本校承租中華電信三重大樓做為學生宿舍及松江學舍續租」相關

作業。 

（五）配合辦理「教育部 99 年度經費訪視（第二次）」。 

（六）配合辦理「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相關作業。 

（七）辦理 101 學年度預算編列相關作業。 

（八）研擬本校「用電檢討與策進」專題報告。 

三、續辦之重要工作： 

（一）辦理年度維修工作。 

（二）辦理「圖書館外觀整修工程」施工前準備及監督作業。 

（三）辦理雙溪校區「污水下水道工程」施工前準備及監督作業。 

（四）辦理「寵惠堂行政大樓整修工程」施工前準備及監督作業。 

（五）辦理「傳賢堂整修各分項工程」施工前準備及監督作業。 

（六）持續加強並管控節約用電相關措施。 

保管組： 

一、「財產管理辦法」中第 26 條有關 40 萬元以上財產減損流程的文字部分，100 年

12 月 8 日修改完成，並經 101 年 3 月 7 日行政會議通過在案，後續 SOP、內控、

電子文的實務作業，亦一併配合完成修改。 

二、中影公司要求將中影文化城土地納入大故宮計劃，並規劃變更為「文化創意專用

區」，經王董事長於 100 年 10 月 11 日去函台北市長提出陳情後，獲臺北市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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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委員會來函，通知參與旁聽「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12 月 6 日由吳總

務長率保管組相關同仁，代表出席並發言陳情。審查結果將該案納入『臺北市士

林區都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內辦理，本案將持續與臺北市都市計

畫委員會連繫並追蹤後續進行情況。 

三、林語堂故居財產及文物資料的清點工作，已於 101 年 4 月 11 日完成，結果報告已

知會發展處社資組及故居主任，日後並將於故居管理委員會中提出報告。 

四、本組近期對多年存檔的建物圖說進行整理查核，發現部份建物之建照圖說及使用

執照圖說，或破舊、或散失，為方便將來查閱或修繕參考需要，已於 101 年 5 月 7

日向台北市建築管理處申請取得新的學校建物圖說，並重新進行存檔整理。 

五、配合 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的舉行，本組從 5 月開始辦理「租借學位服」的業務，

典禮當天相關支援任務的準備工作，也已積極進行中。 

文書組： 

一、本學期自 101 年 2 月 1 日至 101 年 4 月 30 日止，共計收文 2,966 件，其中紙本收

文為 504 件，電子收文 2,462 件，電子收文比率約為 83%；發文共計 688 件，其中

紙本發文（不適用電子交換者）412 件，電子發文 276 件；電子發文比率約為 40.1%

（可電子交換比率則為 100%）。 

二、本學期自 101 年 2 月 1 日至 101 年 4 月 30 日止，寄送各類郵件共 105,651 件（計

平信 16,764 件、限時 279 件、掛號 947 件、限時掛號 241 件、航空 317 件、印刷

25,052 件、其他 62,051 件），共支用郵資新台幣 48 萬 2,276 元整。 

三、本學期自 101 年 2 月 1 日至 101 年 4 月 30 日止，全校性歸檔案件共計 4,474 件（2

月份—1,377 件；3 月份—1,751 件；4 月份—1,346 件）。 

出納組： 

ㄧ、100學年度第2學期銀行代收之學雜費已完成入帳程序，配合薪資及廠商貨款撥付，

規劃短期定期存款。 

二、依101年4月30日之結存日報表分析顯示：目前本校資金配置為銀行存款82.64%(其

中定期存款佔銀行存款 86.60%)、證券投資 2.35%以及政府公債 15.01%。 

城區管理組： 

一、自 100 年 12 月 1 日至 101 年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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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件，金額共計 5,886,275 元。 

財產管理：城中校區財產共增加 583 件、金額總計 15,501,145 元，減損件數 290

件、金額 4,677,783 元。 

倉儲管理：各項消耗品文具用品領用登記作業發放共 288 單件、電腦耗材領用登記

作業發放共 67 單件、清潔用品登記作業發放共 98 單件及各單位紀念品

領用發放共 27 單件。 

場地管理：辦理並支援各單位申借場地作業：共 578 場次，收繳場地費用 141,410

元。 

夜間出納：代收款項總金額共計 1,829,578 元。 

停車管理：進入汽車停車場停放車輛次數共 14,259 車次、機車停車場停放車輛次

數共 24,807 車次。 

收發業務：辦理各單位交寄郵件共 15,147 件，郵資 69,060 元。 

視聽設備維護：維修視聽教學設施共 502 件。 

機電設施維護：維修水電設施 463 件、冷氣空調設施 28 件、電信設施 1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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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 100 年 12 月 1 日迄今，辦理完成之重要工作及修繕工程： 

（一）城區電算中心電腦機房冷氣空調汰換工程。 

（二）鑄秋大樓頂樓中央系統冷氣補給水泵汰換工程。 

（三）城區各大樓窗型冷氣機清洗保養共 30 台。 

（四）城區各大樓分離式冷氣機清洗保養共 20 台。 

（五）崇基樓教室及辦公室冷氣送風機清洗保養共 100 台。 

（六）第三大樓 3 樓飲水機汰舊換新。 

（七）鑄秋大樓 1 樓東男廁汰換 7 組小便斗沖水器，自行購料完成施作。 

（八）城區餐廳廚房油煙排放設備汰換更新工程。 

（九）第五大樓照明高壓變壓器於假日夜間突發故障損毀，緊急搶修並進行更換工

程。 

（十）城區奕香咖啡坊廚房排油煙機汰換。 

（十一）第五大樓樓頂陽台大理石線板補強固定工程。 

（十二）第三大樓分離式冷氣機冷媒管保溫工程。 

（十三）城中校區校園中、英文標識牌換裝工程。 

（十四）城區各大樓中央系統冷氣冷卻水塔管路銹損檢修工程。 

（十五）鑄秋大樓南側花圃加裝原木圍籬。  

（十六）辦理城區各大樓學生置物櫃登記及分配作業。 

（十七）3401、4301-A、1603、1704 室牆面壁癌整修工程。 

（十八）第五大樓各樓男女廁壁磚修補。 

（十九）1704 教室門片隔音加強。 

（二十）3405、3406 教師研究室牆面滲水檢修工程。 

（二十一）第五大樓三樓外牆磁磚檢修。 

（二十二）6R01、1705、3221 室天花板漏水檢修工程。 

（二十三）第五大樓地下一、二樓走廊地磚檢修工程。 

（二十四）第五大樓望星廣場室外階梯加強止滑工程。 

（二十五）配合校安中心辦理城中校區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園複合型災害防護講

習。 

（二十六）施作各大樓高壓電設備檢測保養、高壓電容器更新、電算中心 UPS 更換

電池組、電算中心電腦機房冷氣空調年度大保養等工作。 

（二十七）鑄秋大樓中央系統冷氣冰水機組壓縮機冷凍油更換工程。 

（二十八）城區電算中心 UPS 機房冷氣機汰舊換新工程。 

（二十九）電算中心電腦教室專用（UPS-2）50KVA 不斷電設備更換蓄電池組。 

（三十）向台電公司辦理申請參與本年度「夏季電力尖峰時間用戶配合減少用電優

惠電價計畫」。 

（三十一）電算中心 3206-1 辦公室牆面壁癌整修工程。 

三、目前正進行中及預定於本學年度辦理之重要工作： 

（一）城區餐廳箱型冷氣機定期保養工程。  

（二）城區書局分離式冷氣機汰舊換新工程。 

（三）第五大樓一樓走廊及地下三樓電梯間地磚檢修工程。 

（四）1705 實習法庭氣冷式冰水主機檢修。 

（五）5 月 6 日實施城區各大樓（第五大樓除外）室內外環境消毒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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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辦理城區 100 學年度畢業生學位服借用作業，本年度城區共計 1,751 位畢業

生，本組將自 101 年 5 月 7 日至 5 月 15 日開始發放學位服。 

（七）6 月 13 日～9 月 30 日預定進行城中校區全部教學及行政單位財產複盤資料

100 學年度城區財產盤點工作。 

（八）游藝廣場壁癌檢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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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 

【研究事務組】 

一、 國科會101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於101年1月2日截止，本校共計提出143件申請案（5

件為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6件為優秀年輕學者研究計畫），並於101年1月5日將申請名

冊函送國科會，刻正由國科會審查中；100學年度(截至101年5月11日止)本校執行國科

會專題研究計畫133件（3件為產學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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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1年1月2日截止，是

項專案計畫為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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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件以上子

計畫，總計畫主人須同時主持1件子計畫。每校至多申請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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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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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規定期限內推薦本項計畫案提出申請，刻正由

國科會審核中。 

三、 國科會101年度「性別與科技研究」申請案，本校計有社工系鍾道詮助理教授提出1件申

請案。 

四、 國科會101年度「神經科學研究計畫」申請案，本校計有微生物系劉佩珊教授提出1件申

請案。 

五、 國科會101年度「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本校共計提出13件申請案。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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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教育部顧問室「100年度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計畫」、「資訊軟體人才培育重點領域課

程發展計畫」、「101年度能源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申請案，本校獲通過補助6件計

畫，補助總經費為新台幣354萬5,162元整。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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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計有法律系李

貴英教授提出申請。 

九、 100學年度獲校外單位委託辦理之研究計畫（截至101年5月11日止）包括：行政院衛生

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司法院、UTi百及物流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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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委員會勞

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法務部、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財團

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等計有14件，另獲校外單位委託辦理建教合作案共2件，委託總經

費為新台幣1235萬1,38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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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有法律系提出3位大陸學者來臺講學及研究申請案。 

十一、 召開100學年度學術研究委員會第3次會議（101年3月9日），審查助理教授第4或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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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或第7學期減授資格之助理教授計有7位，均申

請繼續減授，經學術研究委員會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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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或第5年減授基本授課時數2小時。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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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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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簽核後執行，結果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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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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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年減授

時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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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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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結果請參考研務處研究事務組網頁。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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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單位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圖書館、研務處報告執行計畫相關事項，並就執

行研究計畫相關行政業務進行討論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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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函送「100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執行

研究計畫說明會問題與討論紀錄」及「研究計畫管理費行政作業公聽會會議紀錄」予

各學系轉致所屬研究計畫主持教師、研究助理及業務承辦同仁參考。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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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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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完成簽署後，擲交研究事務組備查。 

十五、 100學年度（截至101年5月11日止）除專題研究計畫已核定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外，

本校專案獲國科會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之教師計有：歷史系黃兆強教授、英文系曾

泰元副教授、英文系龔營副教授、日文系陳淑娟教授、數學系蕭志如教授、化學系林

淑玲博士後研究人員、企管系蘇雄義教授。 

十六、 100學年度（截至101年5月11日止）本校各學術單位延攬優秀學術人才蒞校講學情形如

下：中文系邀請蘇州大學曹煒教授、南京大學俞為民教授及南開大學盧盛江教授來台

講學，並獲國科會補助；歷史系邀請安徽大學卞利教授來台講學，並獲國科會補助;

法律系邀請廈門大學韓秀麗教授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劉笋教授來台講學，並獲中華發

展基金管理會補助；企管系邀請山東大學陳丹副教授來台講學，並獲中華發展基金管

理會補助。 

十七、 100學年度（截至101年5月10日止）各學術單位獲校外單位（包括：教育部國際文教處、

國科會、法務部、外交部、最高行政法院、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行政院大陸

委員會、財團法人臺灣武智紀念基金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等）補助之研討會

計有：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2011年國際人權公約研討會」、中文系「第二屆中國古典

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政治系「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11年五都選舉國際學術

研討會」、政治系「民主與文化的東亞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英文系「中華民國比較

文學學會第四屆東亞比較文學會議：Obsession in Context」、日文系「2012年日語教

學國際會議」、法學院「2011年國際法暨比較法研討會」、法律系「第九屆公法研討會」、

商學院「財經講座演講及生產力國際學術研討會」等9案。 

十八、 100學年度（截至101年5月11日止）本校各學術單位邀請國際科技人士蒞校短期訪問情

形如下：中文系邀請日本立命館大學芳村弘道教授來台短期訪問，並獲教育部補助;

哲學系邀請美國University of MiamiMichael Slote教授來台短期訪問，並獲國科會

補助；社會系邀請捷克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Petra Guasti資深研究員來台短期訪問，

並獲國科會補助；英文系邀請波蘭University of Lodz Wieslaw Oleksy 講師來台短

期訪問，並獲國科會補助；德文系邀請明斯特西伐利亞威廉大學WilhelmJosef 

Griesshaber教授來台短期訪問，並獲國科會補助；物理系邀請美國Tufts University 

Lawrence H. Ford教授來台短期訪問，並獲國科會補助；會計系邀請美國Pace 

University Lee Pi Cheng副教授來台短期訪問，並獲國科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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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100學年度(截至101年5月10日止)「胡筆江先生紀念專款」補助海外學者至本校擔任客

座或講座3件，共計新台幣11萬2,000元；補助出版優良期刊論文14件，共計新台幣11

萬0,250元;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22件，共計新台幣47萬3,946元。 

二十、 100學年度「端木鑄秋法學研究基金」，經端木鑄秋法學研究基金審議小組審議（101

月4月17日）獎助情形如下： 

1. 獎助「東吳法律學報」(第23卷第4期、第24卷第1期)出版經費新台幣15萬元整。 

2. 獎助「中國法制比較研究論文集─二０一二年(第十屆)海峽兩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

出版經費新台幣10萬7,300元整。 

3. 獎助「東吳法研論集」(第8卷、第9卷)出版經費新台幣11萬8,058元整。 

4. 獎助「東吳大學英文法律學報」(第9卷第1、2期)出版經費新台幣12萬6,000元整。 

5. 獎助「東吳公法論叢第五卷」出版經費新台幣16萬9,688元整。 

二十一、 100學年度「東吳大學倪氏學術獎助」，經核定獎助商學院陳彧夏副教授及體育室譚彥

副教授各新台幣7萬5,000元整。 

二十二、 100學年度「孫哲生先生紀念專款」，經核定獎助政治系王輝煌副教授新台幣2萬5,000

元。 

二十三、 100學年度(截至100年5月11日止)「戴氏基金會」補助本校教師赴國外研究訪問4件，

共計新台幣37萬0,456元；補助邀請國際學者至本校研究訪問7件，共計新台幣69萬

0,665元；補助邀請海外知名學者來校講學3件，共計新台幣20萬8,688元；補助講學

相關之出版1件，共計新台幣22萬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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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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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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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辦公費、5%作為各執行學院之辦公費。」，辦理100學年第1梯次研究計畫管理費獎

勵金撥付相關事宜，主持人得自訂額度並申請將獎勵金作為執行計畫辦公費，管理費

獎勵金已於101年4月底前撥入相關帳戶。 

二十五、 「東吳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相關業務： 

1.設置辦法等修訂已於 100 年 11 月 9 日經校長核定，並發布施行，另「動物實驗使

用計畫之審查流程及注意事項」及「動物實驗計畫執行監督及注意事項」相關文件

表格可至研務處研究事務組網頁下載。 

2.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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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

臺北市動物保護處及行政院農委會復函備查。 

3.函送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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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行政院農委會錄案存查，另副知臺北巿動物保護處。 

4.100 學年度（截至 101 年 5 月 11 日止），共計通過 2 件動物實驗使用計畫申請案。 

二十六、 100學年度(截至101年5月11日止)本校研究成果專利申請案共2件、國科會既有成果出

版授權案共2件、教育部翻譯計畫成果出版授權案1件。 

二十七、 辦理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之100年度執行績效報告及101年度

推薦申請事宜。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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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合作組】 

一、獎助及補助相關事宜： 

   (一)101 年 1 月至 5 月「學術交流基金」補助情形： 

單 位 日 期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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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 02/19-02/26 

哲學系舉辦第一屆「兩岸蘇州哲學論壇」，邀請蘇州大學哲

學系邢冬梅主任等一行九人蒞校短期訪問，參與論壇活

動，增進學術上之實質交流。 

法學院 03/21-04/04 
法學院傑賽普國際模擬法庭辯論隊獲 2012 年全國冠軍，代

表台灣赴美國華盛頓特區參加國際賽。 

法學院 05/07-05/13 

法學院舉辦「2012 年海峽兩岸民法論壇─第 10 屆民法典學

術研討會」，邀請兩岸學術界民法學者與會，針對兩岸民法

相關議題進行討論。 

   (二)公告及辦理 100 年度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金申請事宜，獲獎名單： 

   (三)公告及辦理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交換學生獎學金」申請事宜，獲獎名單： 

編號 系級 姓名 前往交換之協議學校 補助金額  

1  政延 黃詩純 美國中部田納西州立大學  20,000  

2  法三B  蔡昕穎 德國明斯特大學  15,000  

3  英四A  王  琳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15,000  

4  英延 施惠中 澳洲邦德大學  15,000  

5  日碩三 林思維 日本名古屋大學  10,000  

6  日碩三 鍾昌祐 日本名古屋大學  10,000  

編號 系級 姓名 前往交換之協議學校 補助經費 

1 日三 A 廖珮均 日本同志社大學 10 萬 

2 日三 B 陳京吟 日本同志社大學 10 萬 

3 日三 C 蘇莉甄 日本拓殖大學 10 萬 

4 日四 B 柳劭蓉 日本宮崎大學 10 萬 

5 日碩二 陳巧融 日本宮崎大學 10 萬 

6 日碩二 楊明翰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10 萬 

7 日碩專三 陳畊利 日本拓殖大學 10 萬 

8 德文二 劉妍琳 德國明斯特大學 12 萬 

9 德文二 陳昱樺 德國明斯特大學 12 萬 

10 德文三 張文蕙 德國明斯特大學 12 萬 

11 經四 C 林韋宏 德國明斯特大學 12 萬 

12 企三 B 陳盈穎 瑞典苑學品大學 12 萬 

13 企三 D 梁瀚勻 瑞典苑學品大學 12 萬 

14 企四 A 許庭瑜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12 萬 

15 企四 C 陳怡靜 澳洲邦德大學 12 萬 

16 企四 D 高宇葳 日本東北大學 10 萬 

17 企碩二 廖妤甄 美國雷鳥商學院 12 萬 

18 企碩二 黃芝筠 法國天主教里爾大學 12 萬 

19 企碩二 吳宜軒 美國雷鳥商學院 12 萬 

20 貿四 B 曾敬媛 丹麥哥本哈根商學院 12 萬 

21 貿碩二 黃佑軒 法國天主教里爾大學 12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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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延 林廷庭 德國明斯特大學  10,000  

8  企延 鄭竹庭 德國明斯特大學  10,000  

9  英延 沈怡婷 美國北德州大學  10,000  

10  貿延 王筱瑄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10,000  

   (四)公告 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赴國外研習第一期獲補助名單，共計 46 人次。詳細之名

單請參考研務處國際合作組網頁。 

   (五)公告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大學交換學生獎學金」申請事宜。 

   (六)公告 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外籍生獎學金」申請事宜。 

   (七)公告本校 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外研習補助第二期申請事宜。 

   (八)公告「教育部 2012 年臺美菁英短期研習獎學金」申請事宜。 

   (九)公告並辦理本校學生「100 年私立大學校院臺日第二次交流獎學金」申請相關資料。 

   (十)公告並辦理外交部「101 年度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申請事宜，法學院系學生代表

隊由高美莉老師領軍，帶領法三 C 王聖雯、法五 A 王韻捷、法五 A 白毓敏、法五 A

蔡承育、法碩二蔡美儀，及哲碩二張維芳等六位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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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公告及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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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名單為社工碩曾以勤，補助金額新台幣 10000 元。： 

二、辦理交換生相關業務： 

   (一)辦理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境外來校交換學生相關離校手續，外國地區總計 12 位，大

陸地區總計 39 位；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境外來校交換學生來校事宜，外國地區交換

生總計 23 位，大陸地區交換生總計 37 位。 

   (二)公告 100 學年第 1 期國際事務志工錄取名單，共計 45 名學生錄取。 

   (三)辦理 100 學年度第二期國際事務志工徵選。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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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取名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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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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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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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1000530)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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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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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告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赴大陸協議學校研習之校級交換學生推薦共計 9 名。赴交換

學校復旦大學的會三 C 林姵名、企二 C 邱婉瑄、企三 A 王雅薇、企三 B 游舒惠、企

三 B 張安祺；重慶大學的企三 A 黃柄諺；南京大學的貿二 B 黃麥華、貿二 B 鍾婷安；

中國人民大學的貿二 B 羅平。 

三、本校簽訂之學術協議單位（簽訂時間 100 年 11 月至 101 年 5 月）：  

外國地區 

編號 日期 協議學校 備註 

1 101 年 1 月
捷克帕爾杜比斯

大學 

本校人文社會學院與捷克帕爾杜比斯大學人文科

學與哲學學院(Faculty of Arts and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Pardubice)外事處協定 

2 101 年 2 月
斯洛伐克裴瑞秀

大學 

本校與斯洛伐克裴瑞秀大學(Pre�ovská 

univerzita v Pre�ove)學術交流協議書 

3 101 年 2 月
荷蘭葛洛寧恩大

學 

本校商學院與荷蘭葛洛寧恩大學商學院(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學生交換協議 

大陸地區 

編號 日期 協議學校 備註 

1 100年12月 煙台大學 本校法學院與煙台大學法學院交流與合作協議書 

2 101 年 2 月 中央財經大學 
本校與中央財經大學學術交流協議書、本校與中央

財經大學學生交流協議書 

3 101 年 2 月 暨南大學 
本校與暨南大學學術交流協議書、本校與暨南大學

學生交流協議書 

4 101 年 3 月
中南財經政法

大學 

本校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術交流協議書、本校與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生交流協議書 

5 101 年 4 月 雲南大學 
本校與雲南大學學術交流協議書、本校與雲南大學

學生交流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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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0 年 12 月至 101 年 4 月外賓蒞校參訪之接待事宜： 

日期 地區 來訪機構 來訪者 行程 

100/12/20 大陸地區 
重慶大學弘深學

院 

吳德垠常務副院長一行

4人 
蒞校參訪及座談 

101/2/14 日本 關西學院大學 
尾崎幸洋教授、佐藤英

俊準教授 
蒞本校理學院晤談 

101/2/22 日本 
明治學院大學國

際經營學科 

西原博之教授師生一行

12人 

蒞本校國貿系座談交

流 

101/3/12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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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12

至3/15 
日本 

埼玉大學經濟學

部 
涉谷百代助理教授 蒞校晤訪 

1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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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18

至3/20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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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20 斯里蘭卡 

Wayamba 

University of 

Sri Lanka 

Professor Tamara P 

Athauda 
蒞校客座 

五、國際交流委員會會議： 

   (一)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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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1 年 4 月 25 日 13 時 30 分假外雙溪校區 A112 會議室與召開「100 學年度第 5 次國

際交流委員會」，於會議當中審查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赴大陸地區交換學生申請案。 

六、教育展及業務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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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1 年 2 月 1 日假城中校區 2227 會議室由邱永和研務長與國合組同仁召開「東吳大

學與國內外大學或學術機構建立合作關係實施辦法」與「東吳大學國際交流委員會設

置辦法」修訂會議。  

   (四)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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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合組同仁。 

   (五)101 年 4 月 25 日 16 時 30 分假外雙溪校區 A203 開標室，邱永和研究事務長率研究事

務與國際合作處全體同仁與潘維大校長、趙維良教務長、謝政諭主任秘書進行工作現

況與問題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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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101 年 4 月 9 日、25 日至 27 日，國際合作組余孟儒助理出席「東吳大學 102-103 年

度教育部獎勵大學較學卓越計畫」學術單位討論會，針對學生赴國外研習議題提供相

關辦法與執行情形。 

七、辦理交換生活動： 

   (一)100 年 12 月 20 日於舜文廳與生活輔導組、學生住宿組、課外活動組協辦兩岸學生分

享 交流會。 

   (二)100 年 12 月 30 日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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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1 年 1 月 2 日於國際學生研討室舉辦初級華語課程：「體驗漢字之美」書法習作活

動，共計 10 名學生參加。 

   (四)101 年 2月 13 日於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辦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交換學生來校說

明會，共計 60 名學生參加。 

   (五)101 年 2 月 17 日於外雙溪校區 R0112 會議室舉辦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交換學生及國

際事務志工歡迎會，共計近 100 名學生參加。 

   (六)101 年 3 月 24 日於文山農場舉辦採茶文化體驗半日遊活動，共計近 30 名學生參加。 

   (七)101 年 4 月 29 日於大直美堤至八里與體育室、生活輔導組協辦「校長有約－水岸鐵

馬 樂春遊」活動，共計 70 名師生參加。 

   (八)101 年 4 月 27 日於國際學生研討室舉辦 101 年度第一學期赴國外交換學生行前說明

會。 

   (九)101 年 5 月 1 日於城中校區 5414 教室辦理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交換生了沒？」系

列講座，邀請企管系梁瀚勻（赴瑞典苑學品大學交換生）、國貿系劉于寧（赴日本東

北大學交換生）主講，共計近 30 名學生參加。 

   (十)101 年 5 月 11 日於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辦 International Dinner 活動，共計

70 餘名學生參加。 

八、辦理交流營隊相關事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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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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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告國立臺東大學「韓國新羅大學短期文化研修活動」相關資訊。 

   (三)辦理西南大學「體驗西大體驗重慶臺灣大學生夏令營」活動相關事宜。 

   (四)辦理東南大學「2012 年臺灣青年師生長江三角洲經濟文化研習營」相關事宜。 

   (五)辦理重慶大學「2012 年海峽兩岸大學生三峽文化夏令營」活動相關事宜。 

   (六)辦理武漢大學「2012 兩岸青年交流營」活動相關事宜。 

   (七)公告山東大學「第十二屆海峽兩岸師生孔孟故里尋根夏令營」活動相關事宜。 

 
【企劃組】 

一、大學校務評鑑 

(一) 100 年上半年度大學校務評鑑結果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於 100 年 12 月公佈 100 上半年度大學校務評鑑

結果，本校五個評鑑項目（「學校自我定位」「校務治理與經營」、「教學與學習資

源」、「績效與社會責任」、「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全數通過。評鑑委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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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項待改善事項，並針對待改善事項分別提出建議。 

(二) 校務評鑑自我改善 

依教育部規定評鑑通過之學校應回應依據實地訪評報告書之「建議事項」並據以

提出自我改善計畫，改善計畫之執行成果須於 102 年 2 月 27 日前函送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本案辦理情形如下： 

  1、101 年 3 月 6 日代理校長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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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議事項」各設召

集人邀集各業務相關單位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自我改善計畫應提送下次評鑑指

導委員會議審議。 

         2、計有教務處等提出 15 件自我改善計畫，預定提送 101 年 5 月 21 日 100 學年度

校務評鑑指導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議。各計畫提報單位依據審議結果確實執行

並於 101 年 1 月提報執行成果。 

二、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一) 辦理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及審查作業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小組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包括五院院長、

學務長、總務長、發展處處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及電算中心主任。計畫審

查小組依據學校預算規劃審查各單位提出之子計畫（含申請教育部獎補專案計

畫）。 

1、101 學年度暨 101 年度校務發展獎補助計畫審查 

             (1) 為配合教育部 101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計畫作業時程，於 100 年 12 月 22、

28 日召開兩次「101 學年度暨 101 年度校務發展獎補助計畫審查會議」，

並於 101 年 1 月 5 日召開會議確定校務發展獎補助計畫及經費。 

             (2) 經審查，101 年度校務發展獎補助計畫通過 26 個計畫，經費需求總計

179,326,243 元、獎補助經費規劃額度為 125,000,000 元；101 學年度校

務發展獎補助計畫通過 26 個計畫，經費需求總計 150,525,603 元、獎補

助經費規劃額度為 134,362,847 元。 

2、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審查作業 

             (1) 101 年 1 月 4 日辦理「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小組第一次

會議」，議定計畫暨預算提報格式、審查標準、審查程序及時程規劃等議

題。本次會議決議提送 101 年 1 月 9 日「東吳大學 100 學年度預算小組第

一次會議」通過。 

             (2) 101 年 1 月 13 日及 16 日於兩校區各辦理「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

作業說明會」，會後函知各單位於 101 年 3 月 5 日前完成 101 學年度校務

發展計畫(統籌及單位非例行計畫)提報、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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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小組」於 101 年 3 月 22 日~4 月 12 日歷經三次會議完成計畫暨預算審

查作業，審查結果提送 101 年 4 月 19 日「東吳大學 100 學年度預算小組

第二次會議」審查通過。101 學年度單位非例行及統籌非例行校務發展計

畫共計 335 個子計畫，計畫總經費為 481,619,957 元，依發展主軸統計如

下： 

發展主軸 母計畫數 子計畫數(佔比) 子計畫預算經費(佔比)

A.卓越教學 14 165 (49.25%) 73,105,103 (15.18%)

B.特色化研究 3 33 (9.85%) 21,459,722 (4.46%)

C.人文氣息校園 4 53 (16.12%) 187,290,714 (38.89%)

D.制度革新 3 6 (1.79%) 1,741,680 (0.36%)

E.資源整合 2 67 (20%) 191,409,958 (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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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績效管理 5 11 (3.28%) 6,612,780 (1.37%)

總計 31 335 (100%) 481,619,957(100.0%)

(4) 101 年 4 月 20 日函請各單位依據 101 年 4 月 19 日預算小組第二次會議核

定結果檢視及調整計畫內容及預算規劃。 

             (5) 101 年 4 月 25-26 日依據 100 學年度預算小組第二次會議核定結果檢核各

單位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後，於計畫系統執行「計畫小組審核作業」並函

送會計室進行後續預算編製相關作業。 

(二) 辦理 100 學年度計畫異動申請案 

自 100 年 12 月起至 101 年 4 月依據預備費審查機制共計受理 6 案計畫異動申請，

自 100 年 6 月至 101 年 4 月累計辦理 21 件 100 學年度計畫異動申請案，共計核撥

13,978,292 元。 

(三) 開發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查詢系統 

本系統於 100 年 12 月 19 日上線，系統連結會計預算系統，計畫執行單位透過本

系統 即可直接瀏覽、列印 100 學年度各子計畫內容及預算資料。 

(四) 更新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網站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專案網頁於 100 年 11 月 18 日上線，網頁內容包括本

期程校務發展計畫運作模式、策略規劃、發展願景、資源配置以及核心發展、基

樁發展之母計畫內涵等資訊。 

    (五) 辦理校務發展計畫管制與考核 

1、97-99 學年度 

97-99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歷經單位自評、一級單位自評、管考小組考評

及總評會議等四階段作業。依據總評會議決議，彙整 97-99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

畫管考結案報告，於 101 年 2 月 14 日奉核通過在案。各單位計畫管考結果已

於 101 年 2 月 20 日以密件書面方式送一級單位，並由一級單位轉發所轄二級

單位。 

2、100-102 學年度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原則」經 100 年學年度第 11 次(101

年 5 月 2 日)行政會議審議通過，101 年 5 月 11 日陳校長核定。考評方式分為

單位自評、一級單位自評、管考小組考評、總評會議及校長核定等五階段執行。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擬於 101 年 7 月辦理單位自評，預計 101 年

10 月完成五階段作業。 

三、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獎補助計畫 

    (一)提出 101 年度計畫申請 

101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計畫申請作業自 100年 11月起至 101年 3月底完成以下申請

程序： 

1、101 年 2 月 9 日前向教育部提出本校 101 年度教學、研究及整體經費支用計畫書

及基本量化資料以申請 101 年度獎補助經費。本計畫以推動校務發展計畫為目

標，共計提報 26 個校務發展計畫申請獎補助經費(25 個教學計畫、1個研究計

畫)，總經費計 1億 2仟 500 萬元。 

2、配合教育部規定，於 101 年 3 月 26 日由林代理校長率教務長、研究事務長、主

任秘書、會計室主任及教學資源中心代表等五位師長赴教育部簡報質性計畫書

及相關附件資料。 

    (二)研擬本校教育部獎補助計畫實施計畫 

為使本校在高度競爭壓力中及有限資源裡，爭取更多的獎補助經費，並創造本校執

行經費所形成之學校特色，著手研擬「102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

計畫實施計畫」，據以規範獎補助計畫提報、執行及管考等作業，期提升資源運用之

效益。 

四、教育部高等教育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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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理表冊填報作業 

1、100 年 12 月份表冊 

配合教育部訂定 12 月份財務表冊填報時程，以電子郵件通知會計室提供、彙整

各項數據資料，於 100 年 11 月 30 日-12 月 8 日前完成線上「財 6.私立大學校

院收支餘絀預計表」等 8張表冊之填報作業，並於 100 年 12 月 15 日前將本校

10 月份及 12 月份表冊檢核表函送教育部。 

2、101 年 3 月份表冊 

           (1)配合教育部訂定 3月份表冊填報時程，函請相關單位提供、彙整各項數據資

料，於 101 年 3 月 5 日-5 月 4 日前完成線上「學 1.一般生實際在學學生人數

表」等 29 張表冊之填報作業。 

(2)配合教育部開放資料庫填報系統，函請相關單位再次檢核、確認各表冊數據，

擬配合教育部排定時程於101年5月16日前於填報系統上完成表冊數據修正，

並於 101 年 5 月 23 日前將本校 3月份表冊檢核表函送教育部。 

(二)建置「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網頁  

為提供「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專案相關資訊，建置專案網頁以供瀏覽、參閱；本

專案網頁已於 101 年 5 月 2 日上線，網頁內容包含：公告事項、專案簡介(目的、作

業流程、填報表冊)、資料下載(說明會簡報及手冊、問題回應彙整表、校內參考資

料)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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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處 

一、100 學年度自 100.08.01 起至 101.05.14 止，捐款總金額 38,170,248 元，捐款人數 734

位，捐款筆數 2,425 筆。 

二、100 學年度捐款人榮敬典禮於 101 年 3 月 9 日（星期五）晚上 6點 50 分於城中校區游藝

廣場舉行，總計有 120 位捐款人（含校內師長）與會。 

三、2011 年捐款年報於 3月出刊並全數寄發，總寄發份數為 5萬份。 

四、2012.04.20 拜訪劉吉人校友（富蘭克林證券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獲得承諾捐助

本校「學生宿舍生活學習中心」案。 

五、經營各校、系友會活動： 

(一) 101.01.15 於雙溪校區松怡廳舉辦「午後時光樂輕鬆─校友總會年度會員大會

暨歲末感恩音樂會」，由「東吳弦樂團」與「東吳校友合唱團」贊助演出，當天計有

350 位校友暨眷屬熱情參加。 

(二) 101.03.17 舉辦「校友歡頌、春遊東吳─建校 112 周年校慶校友回娘家 homecoming

慶祝活動」，上午音樂會由「東吳校友合唱團」演出，計約 300 名校友到場聆聽，中

午「校友團圓餐會」於海霸王中山店席開 38 桌，約 400 名校友共襄盛舉。 

(三) 101.05.05 香港校友會成立 15 周年紀念餐會，由林錦川副校長、發展處許晉

雄處長代表出席，並提供東吳校園紀念品予與會校友，約 90 名香港校友與會，。 

(四) 規劃台北市校友會春夏一日遊系列活動，總計兩場，101.06.30（星期六）華

陶窯懷舊之旅、101.08.19（星期日）台北市育樂中心親子遊，刻正籌劃、宣傳中。 

(五) 為增進校友情誼與交流，擬以校友總會名義，自 101 年 8 月至 102 年 6 月，隔

月舉辦「東吳大學校友薪傳專題講座─『發掘自己成功的 DNA！』」，邀請各行各業

專精領域的校友返校演講，與校友及在校生分享人生成功哲學，每場預計 80 人次參

加，刻正籌劃、宣傳中。 

六、《東吳校友》雜誌第 22 期將於 101 年 6 月份出刊，郵寄對象包含海內外捐款者、40-50

級校友、校系友會會長、101 級畢業生以及刊物贊助者。本期封面故事為「東吳新領航

者‧誕生─潘維大校長專訪」，預定發行 20,000 冊。 

七、校友聯絡資料更新：截至 101.05.10 止，校友動向資料庫計有 110,287 筆資料，其中聯

絡筆數 86,851 筆、失聯校友筆數 22,824 筆、已逝校友筆數 612 筆，另掌握校友電子郵

件信箱筆數計 41,968 筆。 

八、辦理「東吳大學年輕校友海內外職場就業計畫」： 

(一) 為增加畢業生就業機會，今年新增本地企業，總計洽談 16 家海內外合作企業，提供

超過 160 個職缺。 

(二) 101.04.21 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辦說明會，總計 86 位參加。 

(三) 101.5.04 舉辦「企業徵才說明會」，共計 8 家合作企業出席，58 位校友和在校生參

加。 

(四) 101.05.03~101.05.06 安排三場澳門金沙威尼斯人酒店徵選面試，合計錄取 15 名。 

(五) 預訂 101.06.09~101.06.10 舉辦「職前培訓暨行前說明會」，讓本計畫錄取畢業生盡

快做好萬全準備，適應海外生活，迎接職場挑戰。 

九、辦理「96 至 99 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總計成功媒合 191 人次，媒合率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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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2.01%，本方案將於 101.05.31 結案，陳報教育部。 

十、辦理「2012 校友企業參訪學習日」：為增進學長姐與在校學弟妹交流，特別舉辦兩場校

友企業參訪學習活動，讓東吳學子即早接觸職場文化，並達到經驗傳承目的。 

(一) 101.04.18 參訪「亞洲第一健康器材集團─喬山健康科技」，拜訪羅崑泉董事長、何

月欣學姊（經濟系 55 級），參加師生共計 68 人。 

(二) 101.04.25 舉辦「台北市議會體驗日」，拜訪王浩學長（中文系 69 級）、潘懷宗學長

（化學系 72 級）及戴錫欽學長（政治系 78 級），參加人數共計 50 人。 

十一、101 級畢業生紀念品製作與發放： 

(一) 本屆畢業生紀念品經票選，以「雕刻筆記書」獲最高票數，於 101.04.30 製作

完成。 

(二) 101.05.02~101.05.11於兩校區擺台發放，截至101.05.11已發放約2,000本，

預定 101.06.02~101.06.03 畢業典禮當天擺台，持續發放。 

十二、101 級畢業生祝福影片：為增進母校與應屆畢業生之情感連結，特於今年規劃製作約

4 分半鐘的影片，於 101.05.10 製作完成，並將於 101.06.02~101.06.03 畢業典禮中

播放，表達母校之祝福與關懷。 

十三、教學卓越計畫「畢業生流向追蹤調查」： 

(一) 101.02.07 完成「校友對母校暨就業滿意度調查」之五院、24 系所、以及師資培

育中心、人權學程分析報告，並函送各院、系所存參。 

(二) 101.02.16 完成「校友對母校暨就業滿意度調查」、「企業雇主對東吳大學畢業生

滿意度調查」總體分析報告，並函送教務處與教學資源中心存參。 

(三) 101.05.01 請購 100-101 年度畢業生問卷系統「客製化校友問卷統計分析報

表」。 

(四) 101.05.18 招募電訪工讀生，規劃電訪中心空間配置。 

(五) 預計 101.06.11 以 e-mail 問卷方式執行 100 級畢業生問卷調查，101.06.20 進

行電訪工讀生培訓，101.07.02 電訪調查作業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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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舉辦本院第 29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101 年 3 月 16 日在外雙溪校區綜合大樓國際會議廳舉辦

本院第 29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主題為「音樂：語言、詮釋、美學、歷史」，由音樂學

系與歷史學系負責承辦。主要發表人來自中文系、歷史系、哲學系、社會系、音樂系等 5 個

學系之專、兼任教師共計發表 11 篇論文，每篇論文皆邀請校外學者擔任評論人。當日盛況空

前，與會的師長和學生都非常踴躍參與討論，給予本院以及承辦單位人文藝術組所屬各單位

非常大的鼓舞。明年（102 年）為本院第 30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除了恢復由人文藝術組、社

會組共同舉辦外、亦將規劃一連串的慶祝活動，希望持續提供本院專任教師發表學術研究成

果之平台。 

中國文學系 

一、多元能力養成計畫： 

(一) 101 年 3 月 1 日-4 月 27 日舉辦「尋找東吳新形象─平面廣告文案創意比賽」，題目

為：「東吳的形象」，以打造東吳大學「形象」為重點，讓東吳成為一個亮眼的品

牌，作品總計 359 件，希望能藉由比賽的方式提升學生的國文應用能力。 

(二) 101 年 3 月 24 日於東吳傳賢堂舉辦 100 學年度戲劇營舞台劇公演《行路》，由喜愛

舞台的同學，在幕前幕後通力合作，讓老師、學生和家長共同感受舞台演出的美好。 

(三) 101 年 4 月 23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316、D0407、D0734 教室舉行 100 學年度古典文

學比賽默寫組及古典韻文創作組競賽。 

(四) 101 年 4 月 26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會議室舉辦國學講座，由盧盛江主講「關於

《文鏡秘府論》的研究」。 

(五) 101 年 4 月 26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會議室舉辦國學講座，由芳村弘道主講「《全

唐詩逸》成書以後在日本發現的唐詩佚存資料」。 

(六) 101 年 5 月 7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會議室舉辦國學講座，由黃鎮偉主講「唐詩的

繁榮與傳播」。 

(七) 101 年 5 月 30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501 教室舉行 100 學年度書法比賽。 

(八) 101 年 5 月 31 日於哲生樓 H101 舉行第三屆雙溪金曲獎比賽。 

二、第三十二屆雙溪現代文學獎：本屆共收稿現代詩 114 篇、散文 54 篇、短篇小說 50 篇，

合計多達 218 篇，為歷屆之冠，並已於 101 年 4 月 20 日公告複審結果，各組分別有 17、

19、17 篇作品入圍決審。決審會議訂於 101 年 5 月 25 日在外雙溪校區普仁大講堂舉辦。 

三、提升研究生學術研究能量計畫 

(一) 101 年 3 月 12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舉辦常態性研討會，由鍾正道老師發表〈佛

洛伊德戀物論張愛玲〉。 

(二) 101 年 4 月 11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舉辦常態性研討會，由許清雲老師發表〈點

鐵成金、奪胎換骨與三偷〉。 

(三) 101 年 5 月 7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舉辦常態性研討會，由陳翔羚老師發表〈南

曲曲牌［十二紅］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四) 101 年 6 月 1 日將於綜合大樓國際會議廳及 B013 研討室同步舉行「有鳳初鳴——漢

學多元化領域之探索學術研討會」，本次共徵得各校碩博士生論文 61 篇，經由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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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專業審查，精選 34 篇論文公開發表，藉此選拔優秀研究生學術論文，提昇研究

生學術研究水準。 

(五) 101 年 5 月 2-31 日受理研究生論文獎勵費申請，本系研究生於 100 年 6 月 15 日至

101 年 6 月 15 日期間，在具有外審制度之專業性學術期刊及學報，或具有審查制度

之學術研討會上發表論文者，可提出申請。 

四、提升能見度計畫 

(一) 《東吳中文學報》：101 年 5 月出版第 23 期，本期收稿 25 篇，刊登 15 篇，退稿 10

篇，退稿率 40％。 

(二)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論文》：101 年 3 月出版第 17 期，刊登 6 篇。本刊為季刊，採

隨到隨審方式審查。100 學年度迄今已收稿 44 篇：通過 19 篇、不通過 22 篇、審查

中 3篇。 

五、提昇國際學術競爭力計畫：為與國際接軌，強化研究能量，鼓勵教師從事境外學術交流

活動，本系已進行 7次國際交流活動。 

(一) 101 年 4 月 2-9 日丁原基老師參加「2012 年中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協會訪問曲阜和

北京」活動，在曲阜參加尼山公祭、孔子研究院參觀座談、孔林家祭；在北京參訪北

京大學儒學院、在北京大學正大國際會議中心弘雅廳參加學術座談會、與尼山聖源書

院學者拜訪「國際儒學聯合會」。 

(二) 101年4月20-24日陳恆嵩老師赴湖南長沙參加「國際《尚書》學會首屆學術研討會」，

以〈清康熙朝經筵《尚書》講題探究〉為題發表論文。 

(三) 101年4月20-24日連文萍老師赴湖南長沙參加「國際《尚書》學會首屆學術研討會」，

以〈明代女性金石研讀〉為題發表論文。 

(四) 101 年 4 月 23-29 日沈心慧老師赴大陸江蘇省昆山市周莊鎮水之韵酒店參加「首屆中

華南社學壇」，並以〈胡懷琛與南社〉為題發表論文。 

(五) 101 年 5 月 9-11 日鄭明娳老師應上海師範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台灣師範大學邀請，

赴上海參加「第四屆“兩岸三地語文教學圓桌論壇＂暨散文教學主題報告會」，於

會中發表主題報告。 

(六) 101 年 5 月 18-24 日許錟輝老師赴四川成都參與由國際儒學聯合會、臺灣中華孔孟學

會、四川大學、臺灣大學主辦，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承辦之「2012 年海峽兩岸

儒學交流研討會」，並以〈淺論《尚書．堯典》經世致用的策略〉為題發表論文。 

(七) 101 年 6 月 29 日-7 月 3 日羅麗容老師應中國崑曲研究中心邀請，赴蘇州參加「第六

屆中國崑曲國際研討會」，並以〈從顧堅魏良輔到晚明格律派之音樂理論〉為題發

表論文。 

六、學術研究增能計畫：101 年 4 月 27、28 日於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二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中國大陸盧盛江、黃鎮偉、鄔國平、鄭杰文、董恩林、陳慶元、日

本東英壽、芳村弘道、韓國吳淳邦、金容煥、申東義、葛小輝、新加坡嚴壽澂、馬來西

亞黃文斌共 14 位外國學者，以及國內學者 31 人與會。會中發表 23 篇論文，本系有侯淑

娟、許清雲、陳恆嵩、鹿憶鹿、劉文起 5位老師發表。 

七、國文教學增能計畫 

(一) 101 年 2 月 9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舉辦「建立學生學習成效評量機制

暨國文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由林伯謙主任主持，邀請王偉建、余育婷、李蕙如、

周美華、連蔚勤、陳弘學、趙惠瑜老師分享大一國文教學經驗，並有 9位大一國文老

師列席參與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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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1 年 6 月 4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舉辦「教學成果發表」。 

(三) 101年 6月 4日於第二教研大樓D0733會議室召開100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東吳大

學加強國文教學專案委員會會議。 

歷史學系 

一、專任教師研究成果發表會：  

(一) 101 年 1 月 12 日邀請何萍老師以「前市場時代的俄國家庭經濟與農業經濟」為題發

表研究成果。 

(二) 101 年 6 月 14 日邀請劉龍心老師以「國粹學派與晚清歷史知識的轉型」為題發表研

究成果。 

二、學術交流：  

(一) 101 年 3 月 26-30 日，林慈淑主任與徐泓老師受邀至安徽大學參訪。林慈淑主任與

安徽大學社會徽學研究中心卞利教授商談學術交流與合作事宜，雙方並簽定合作協議。

林慈淑主任與徐泓分別以「往事只能回味？——學歷史的意義」及「兩淮鹽商沒落原

因的檢討」為題發表演講。 

(二) 本學期計有三名大陸地區學生以及二名韓國學生來台短期研習，分別為復旦大學歷

史學系三年級閔聖芊、西南大學歷史學系三年級邱雪婷、蘭州大學歷史學系二年級

馬湘蕾、南韓首爾德成女子大學四年級李莎美、南韓首爾德成女子大學三年級南旻

靜。本系安排林慈淑主任擔任其輔導老師，協助其在台期間之課輔等事宜。 

三、演講： 

(一) 101 年 3 月 14 日，邀請 75 級系友李功勤學長（世新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以「司馬遷不能說的秘密──75 級的開運解碼」為題發表演講。 

(二) 101 年 4 月 24 日，邀請國立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鄭安睎博士以「日治蕃地隘勇線

推進與蕃界內涵之轉變」發表演講。 

(三) 101 年 5 月 2 日，邀請時報出版公司總經理莫昭平女士以「出版事業在台灣」發表演

講。 

(四) 101 年 5 月 4 日，邀請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系王秀惠教授以「近現代跨洋人口遷移及其

影響」發表演講。 

(五) 101 年 5 月 9 日，邀請前公共電視副總經理資源電視節目製作人邱海嶽先生以「科技

變遷中的電視事業」發表演講。 

(六) 101 年 5 月 10 日，邀請台灣大學歷史系花亦芬教授以「走出帝國史觀─重新思考早

期日耳曼史的書寫」發表演講。 

(七) 101 年 5 月 16 日，邀請民視電視劇編劇、電影編劇高志峰先生以「劇本寫作與編劇

實務」發表演講。 

(八) 101 年 5 月 30 日，邀請曾淑芸女士以「博物館的導覽專業與熱情」發表演講。 

四、1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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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系於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提出教師專業社群計畫：「思考、能力、教學──歷史專業教

學研究會」，旨在提升歷史專業教學的水平與績效，期能藉由教師彼此間的交流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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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不同以及更適宜的教學方法，以加強培養歷史系同學的思考和能力以及對歷史這門

學術的認知。本計畫於 101 年 3 月至 6月每月舉辦一次專題研討： 

(一) 101 年 3 月 2 日，邀請劉龍心及許守泯老師引言，主題為「歷史專業教學的重要性、

意義與目標」。 

(二) 101 年 4 月 27 日，主題：「如何引導學生研讀與分析史料？」 

(三) 101 年 5 月，主題為「如何帶領學生進行討論？」 

(四) 101 年 6 月，主題為如何引導學生獨立研究和撰寫報告？」 

六、研討會 

(一) 101 年 4 月 7-8 日，本系假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台北、香港、廣

州歷史教學研討會」。本次會議邀請了台北、香港、廣州三地的中學教師二十餘人發

表論文，也同時延請兩岸歷史教育研究學者如台灣清華大學歷史所張元教授、師範大

學陳登武主任、及香港中文大學楊秀珠教授、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高級課程發展主

任雷武鐸先生、廣州市教育局何瓊主任以及來自廣州和香港 50 餘位歷史教師蒞會指

導。此次研討會提供台北、香港、廣州三地歷史教育研究者、教學者分享教研成果與

教學經驗對話的平台，也期望促進與會的香港、大陸歷史教育研究者和教師對於臺灣

學術研究、教學實務、在地文化的認識與了解，並希望能夠奠定未來臺灣與香港、大

陸地區長期進行歷史教育研究合作的基礎與管道。 

(二) 101 年 4 月 13 日，本系假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六樓 D0615 研討室舉辦

「東吳大學歷史學系第八屆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共有 7 位碩士班研究

生參與發表論文。本系開辦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旨在呈現本系研究所碩士班同學研究

之成果，以策勵碩士生對學術的鑽研，並訓練他們擔任研討會策劃人、主持人及評

論人之能力。 

(三) 為持續改進共同科歷史之教學，本系於 101 年 6 月 9 日於外雙溪校區舉辦「共通教

育歷史科的教學觀摩研討會」，邀請各位老師就平時之授課內容，以至授課心得分

享，相互交流。 

七、校外教學 

(一) 101 年 4 月 11 日，本系「史學方法」以及「清代臺灣歷史文獻導讀」配合心理諮商

中心「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由林慈淑主任帶領 20 位學生前往北投溫泉博物館、

凱達格蘭文化館進行校外參訪以及聚餐聯誼活動。此次參訪的展覽為「你有幾分熟？

凱達格蘭歷史文化特展」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同時也是本系兼任副

教授詹素娟老師負責策展，詹老師親自為同學們導覽解說，透過生動活潑的詮釋，讓

大家對於與我們切身相關的平埔族歷史文化有更深一層的認識。 

(二) 101 年 4 月 18 日，本系「歷史、新聞與媒體事業」課程，結合「教學改進方案補助

計畫」，由葉言都老師帶領 40 名學生參觀公共電視台。首先大家被引導至簡報室觀

賞公視的介紹短片，並聆聽主編說明台灣每日新聞現今所面臨的狀況，並簡單的以

「嘉義市歪斜馬路分線道」、「泰國鐵軌市場」這兩則公民新聞短片來告訴我們何

謂「公民新聞」，以及公民新聞可能為現今的新聞界開創何種新的氣象。接著導覽

員帶大家參觀攝影棚，很幸運能夠見到錄影前的準備作業，包括燈光的調整、道具

的擺設等。之後我們還體驗了近距離接觸衛星天線、參觀 24 小時輪班制隨時監控訊

號的主控室、錄影控制重地的副控室等。公共電視台針對不同年齡層設計不同的參

觀方案，透過深度介紹讓學生對電視台有更深入的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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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1 年 4 月 25 日，本系關玲玲老師配合心理諮商中心「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

帶領 20 位學生前往「張大千先生紀念館」進行校外參訪。在導覽人員的引導下，首

先來到位於一樓的會客廳、大畫室以及餐廳，裡頭陳設相當簡潔典雅，除了牆上掛

著些許照片與作品外，更擺設了張大千先生的蠟像，彷彿在大家眼前作畫般栩栩如

生。接著參觀紀念館外的庭園，其中花木、小橋流水等造景皆為大千先生精心安排，

大家隨著導覽人員的解說，漫步在外雙溪旁的悠然空間，頗有世外桃源的味道。 

哲學系 

一、國際學術交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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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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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istemology and Chinese Philosophy)之計畫，獲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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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3年（98 年 7 月至 101 年 6 月）。本整合型計畫案執行教師為本系教師米建國老師、

王志輝老師、沈享民老師和蔡政宏老師，以及中正大學陳瑞麟教授。 

1. 本系米建國主任、王志輝老師、沈享民老師、蔡政宏老師及馬愷之老師於 101 年 4 月 1-10

日前往美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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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5 月 26-31 日邀請共同執行計畫之國外合作主持人 Professor Ernest Sosa 

(Rutgers University, U.S.A.)來台進行計畫討論與諮商。 

(一) 「2011 兩岸蘇州哲學論壇」----蘇州大學政治與管理學院哲學系來訪：本系於 100

學年度執行兩系間第一次之學術交流互訪活動，定名為「2011 兩岸蘇州哲學論壇」，

邀請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理學院哲學系邢冬梅主任等 7 位教授於 2 月 19- 26 日至

本校參加「兩岸蘇州哲學論壇」。日後兩系將持續輪流舉辦「兩岸蘇州哲學論壇」，

每次並規劃不同的論壇主題，進行學術的交流與對話，用以增進兩校、系之間的教師

與學生學術的彼此瞭解與互相助益。 

蘇州大學與本校系出同源，兩校間之交流互訪已進行多年，現今對岸之學術發展已

有令人刮目相看之長足進步，且也願意逐步與國際接軌。本系擬藉由「兩岸蘇州哲

學論壇」之實行，增進學術上實質之交流，截長補短，強化兩校之間的學術能量，

明年移至蘇州大學舉行。 

蘇州大學哲學系邢冬梅主任一行於參與「兩岸蘇州哲學論壇」期間，另並拜會教務

長、研務長，詳談學術相關事務，增進兩校之瞭解。本院莫院長並設宴款待，與學

者相談甚歡。 

(二) 1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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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代表本系商談雙

連學制相關事宜，本系與武漢大學哲學系之學術交流已建立互訪模式，預定於五月

邀請朱志方院長進一步商議雙連學制相關事宜。 

二、學術活動：辦理「東吳國際哲學講座：大師系列」 

 本次經費獲本校研務處戴氏基金會經費及國科會補助學者相關費用。 

(一) 本系於 101 年 5 月 21、23、及 25 日舉辦「東吳國際哲學講座：大師系列」，邀請

Professor: Michael Slote( University of Miami, U.S.A.)在東吳國際會議廳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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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公開講演(lectures)，講題：Moral Perception and Ethical Objectivity(道

德知覺與倫理學的客觀性)。校內外師生皆踴躍參與，每場估計有 100 人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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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以英文進行，並輔以國內教授的中文同步翻譯，在適當的時機為國外學者教授

與國內的師生間進行同步翻譯，透過國內學者教授與國外教授對講座內容的交談對

話，加上參與學生與一般觀眾的問題與討論，期望能使所有參與師生與社會大眾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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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活動舉辦前 101 年 5 月 18 日於 D0825 會議室進行本年度國際哲學講座：大師系列導

讀活動，活動由中研院歐美所方萬全研究員、本系米建國、沈享民、馬愷之、范芯

華 4 位老師擔任導讀人，分別解說本次講座的內容綱要並補充背景知識，期能在有

初步認識的情況下，於講座中獲得最大收益。約有 30 人參與活動。 

三、學術活動：研討會 

(一) 本系與華梵大學哲學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中研院中國文哲所於 101 年 5 月 19

日、20 日聯合舉辦儒佛會通暨文化哲學「勞思光思想與當代哲學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邀請到國內各大學、中研院學者、香港中文大學、及國外學者等 30 餘位參與討

論。 

(二) 本系於 101 年 5 月 28-30 日辦理「大師哲學對話」：德性知識論（Ernest Sosa）與

德性倫理學（Michael Slote）學術研討會，本活動獲國科會補助$177,000 元補助

Michael Slote 來台機票及生活費用、本系學校預算$128,400 元，並使用蔣經國基

金會補助辦理學術活動之經費約 20 萬元整。活動邀請到 Ernest Sosa (Rutgers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Michael Slote Miam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Stephen R. Grimm Fordham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eter Graham  California Riversid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莊錦章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on 

of Humanities、劉紀璐(JeeLoo Liu)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Hui-chieh Loy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中研院方萬全教授、中正大學陳瑞麟教授與本系米建國、王志輝、沈

享民、蔡政宏、馬愷之老師共同進行研討。 

(三) 101 年 5 月 26 日、27 日舉辦「詞事」與「詞序」：「第四屆『哲學‧符號‧敘事』

國際工作坊」，會中邀請任教於匹茲堡大學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法學院

之呂格爾學會前任會長 George H. Taylor、任教於哈爾頓-席門思大學 

(Hardin-Simmons University) 神學院之該學會現任會長 Dan R. Stiver，與任教於

美國 CUNY 刑罪學院哲學系之 Kyoo Lee，到會專題講述，會議將另備中-英-德-法語

隨機口譯，另請國內相關學者進行論文發表。 

(四) 101 年 5 月 5 日本系舉行 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哲學系教師研究成果發表會」，由黃

崇修、米建國、王志輝、蔡政宏、沈享民及中正大學哲學系陳瑞麟老師擔任發表人。

另於 5 月 2 日舉行「東吳大學哲學系第十二屆研究生論文發表會」，發表會採正式

論文發表規模，邀請校外專家學者講評，給予研究生指導，發表者計有蔡文煜同學、

郭玫岑同學、徐國益同學、鄭穆鴻同學。 

(五) 101 年 5 月 12 日於本校第二教研大樓八樓哲學系 D0825 會議室，舉辦國科會「哲學

學門年輕學者培育計畫」成果發表會。當天發表人有：東海大學哲學系史偉民老師

（發表題目：Speculative Thinking and the Hegelian Concept）、南華大學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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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所何建興老師（發表題目：Interdependence and Nonduality: On the 

Linguistic Strategy of the Platform Sūtra）、東吳大學哲學系蔡政宏老師（發

表題目：Xunzi (荀子) and Virtue Epistemology）、中正大學哲學系王一奇老師

（發表題目：Weak Dispositions）與台灣大學哲學系王榮麟老師（發表題目：Can 

Darwinism Undermine the Idea of Human Dignity?）。 

四、學術活動：演講 

本系持續舉辦「東吳哲學講座」，本學期舉辦三次哲學講座。由專任教師及系學會推薦

適當人選，使學生擴大學術視野及瞭解產業狀況，對各校教師研究專長及系友職場有初

步之認識。 

(一) 101 年 2 月 21 日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復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

後研究員才清華，講題為:王弼思想中的教化與自化，由沈享民老師擔任主持人。才

清華教授專長為魏晉玄學、先秦道家、中國哲學中的語言哲學問題、英語世界的道家

哲學研究、大學理念與通識教育。 

(二) 1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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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1 年 5 月 21 日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現任日本中國學會理事

長池田知久教授，講題為: 《老子》思想的基本構造，由黃崇修老師擔任主持人。

池田知久教授主要研究為道家思想史、周易思想史及出土文獻。 

五、學術活動：讀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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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型研究計劃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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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研讀，本學期共進行 6次讀書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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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進行研讀，同時也討論「德性倫

理學與中國哲學」這主題，本學期共進行 3次讀書會。 

六、持續保持研究績效：本系教師研究績效自本院 98 學年度開始進行單位考評以來，已連續

兩學年由本系獲得學院第一。另外自國科會國科會辦理補助大專院校獎勵特殊人才，98

學年度本系王志輝老師為本院唯一獲獎之教師、99 學年度本系蔡政宏老師亦獲此獎勵。    

本系教師研究績效十分良好，亦為一團隊風氣，擬持續帶領保持。 

七、《東吳哲學學報》事務：本系「東吳哲學學報」因編審獨立且嚴格執行論文作業之標準

程序，故被收錄到國際間重要的一個哲學專業學術索引資料庫「The Philosopher＇s 

Index」之中，亦連續幾年獲國科會獎勵，補助期刊編輯費用及列入委託審查專書書稿之

期刊名單。也因本刊被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收錄於「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核心期刊」

(THCI Core)，故獲得學校肯定為優良期刊，連續給予相關經費補助。且持續獲得國科會

人文學研究中心補助期刊編輯助理費用及列入委託審查專書書稿之期刊名單。 

學報已上軌道，現階段由學報主編本系蔡政宏老師協助以加入「A＆HCI 國際資料庫」為

要務。 

八、系週會活動：本系於 101 年 5 月 2 日系會時間舉辦本學期系週會活動，舉辦方式採自由

形式，並未安排正式嚴肅的師長談話，以輕鬆之氛圍，使師生得以無拘束交談，建立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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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情誼，並於週會時頒發大學部優秀學生獎學金，藉由公開之頒獎以鼓勵學生用心於課

業表現，近幾年來頗有成效，參加人數達全系四分之三，凝聚本系向心力。 

九、「系友返校座談會」：本系於第一學期安排 12 次系友返校座談，講者共邀請 11 人次。由

專任教師及系學會推薦適當人選，使學生擴大學術視野及瞭解產業狀況，對各校教師研

究專長及系友職場有初步之認識。舉辦「系友返校座談會」為了增進系友與學系及學弟

妹之互動，也讓系友得有機會回饋學系，邀請到國立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臺灣國家

國樂團傅明蔚，主題：藝術家的浪漫需要被一一實現。南港科學園區工程師林益光，主

題：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life。禾瀚國際行銷 AE 李皇慶，主題：如何行銷自

己。富邦人壽業務經理吳孟穎，主題：政治協商與人性。特約外語領隊&導遊廖文筠，主

題：我讀哲學&我旅行。富邦人壽業務經理吳孟穎，主題：生命密碼與人格十四心座

(上)&(下)共兩場。RVB 台灣芝寶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李思慧，主題：履歷撰寫技巧。

《無米樂》、《牽阮的手》紀錄片導演顏蘭權，主題：紀錄人生。美商如新華茂股份有限

公司紅寶石級直銷主任總監張育仁，主題：履歷與面試。詞曲創作者&PIA 樂團團員江松

霖，主題：獨立樂團的熱血經營，實踐夢想才是很搖滾的事情。福華飯店海山廳領班蔡

亞純，主題：餐飲服務的核心價值。藉由系友返校將本身經驗傳承給學弟妹，讓學生提

早對於將來就業能有基本概念，也即早學習需培養之相關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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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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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聯繫潛在捐款人，使系友情感緊密，增加本系友資源。 

政治學系 

一、「東吳政治學報」第 30 卷第 1 期出刊：為開拓教師出版園地，自 95 年 9 月起東吳政治

學報改為季刊，101 年 3 月出版「東吳政治學報」第 30 卷第 1期，共有《媒體報導與企

業型政治的立法成敗》（盛杏湲）、《台灣民眾的機構信任：以媒體信任為分析焦點》（林

聰吉）、《論穆芙對審議式民主的批判》（陳朝政/曾志隆）、《民間參與捷運場站土地開發》

（簡龍鳳/賴宗裕）等 4篇論文。預計六月出版第 30 卷第 2期出刊。 

二、舉辦教師成果發表會 1場、教學觀摩 2場： 

(一) 為鼓勵系內教師研究心得交流本學期舉辦 1 場教師成果發表會：3 月 5 日舉辦教師

成果發表會 Brown Bag，邀請劉必榮教授、林志昊學長（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

公司企劃暨電子商務部專案經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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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在教學觀摩方面則已舉辦 2 場活動：4 月 11 日邀請李黎明助理教授教學經驗分享，

講題：「平等與自由的戰爭—占領華爾街」。6 月 13 日邀請蔡韻竹助理教授教學經

驗分享。 

三、為擴展學生視野共舉辦專題演講 22 場次，目前已舉辦 16 場次，未來還規劃於五月及六

月舉辦 6場活動。已舉辦活動如下： 

(一) 在外國學者方面共有 2場： 

1. 2月22日邀請京都人權研究所主任與國際法名譽教授安藤仁介教授專題演講，講題：

「國際自由權公約人權委員會活動的進展」。 

2. 4 月 19 日邀請捷克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Petra Guasti 研究員專題演講，講題：「從

東歐<CEE>觀點看歐洲整合」。 

(二) 國內學者、專家方面共 12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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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月 18 日邀請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朱奕嵐博士專題演講，講題：「緩衝體系與緩衝

政策：概念、類型、案例」。 

2. 3 月 18 日邀請英國艾塞斯大學政府系湯智貿博士專題演講，講題：「Small States＇ 

Pursuit of Autonom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 Reinforcing Logic」。 

3. 3 月 18 日邀請英國諾丁漢大學政治暨國際關係所趙航博士專題演講，講題：「阿

根廷及巴西在區域整合中的行為及其意涵」。 

4. 3 月 18 日邀請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社會科學與國際關係所張國城博士專題演講，

講題：「戰爭、安全與國際關係」。 

5. 3 月 18 日邀請英國格拉斯哥大學政治所柯惠敏博士專題演講，講題：「以經謀霸？

中國改革開放以來對東南亞外經貿政策之辨析」。 

6. 3 月 18 日邀請義大利歐洲學院政治所吳柏寬博士專題演講，講題：「政府干預與

自由經濟的兩難－析論歐盟造船產業政策」。 

7. 3 月 18 日邀請美國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政治系邱奕宏博士專題演講，

講題：「軍事衝突的政治風險是否影響外來直接投資--跨國企業的觀點」。 

8. 3 月 21 日邀請政大選舉研究中心蔡佳泓研究員專題演講，講題：「網路調查的理

論與實務應用」。 

9. 3 月 30 日邀請中經院國際組邱奕宏副研究員專題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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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4 月 26 日邀請世新大學行管系洪綾君助理教授專題演講，講題：「總統選舉與市

場之關係-兼論景氣循環」。 

11. 5 月 11 日邀請金融研訓院金融研究所所長葉國俊教授專題演講，講題：「解讀歐

債危機」。 

12. 5 月 16 日邀請世新大學行管系陳俊明副教授專題演講，講題：「焦點團體訪談的

理論與實務」。 

13. 5 月 16 日邀請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朱增宏執行長專題演講，講題：「美牛事件下

的食品安全與民主參與」。 

14. 5 月 23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林宗弘助研究員專題演講，講題：「崩世

代：台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女化的危機」。 

四、舉辦學術研討會 4場 

(一) 3 月 05 日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人權學程以及長榮大學神學院等合力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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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5 月 25-26 日(五、六)舉辦「全球危機下的行政立法互動」學術研討會，分為六個場

次、1 場圓桌論壇，共計七個場次，會中共計發表 16 篇論文，另外由多位老師參與

評論。 

(三) 5 月 19 日(六)與東海大學政治學系聯合舉辦「第二屆雙東論壇」，分為 6 場次，共

發表 24 篇論文。 

(四) 6 月 7 日(四)舉辦「蘇州論壇」研討會。 

五、舉辦教學與輔導活動 31 場 

(一) 為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共舉辦 11 場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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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月 16 日、 3 月 15 日、4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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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舉行第五次、地六次與地

七次課程規劃會議，討論「影像敘事工作坊」課程、世界咖啡館運作模式、量表

回饋單內容、桌長培訓手冊等。由黃秀端主任主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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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老師有黃秀端、林瓊珠、劉書彬、蔡韻

竹、陳俊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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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月 17 日劉書彬老師率領政三 A「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課程同學校外參訪司法

院。 

5. 4 月 19 日【價值、理論、與公共行動】計畫舉行「世界咖啡館」桌長培訓，由陳

俊宏主任主持。 

6. 4 月 25 日陳立剛老師率領政二 A「行政學」課程同學校外參訪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由陳立剛老師領隊，參加師生約 40 人。 

7. 4 月 26 日【價值、理論、與公共行動】舉辦「世界咖啡館」活動，討論主題：「城

市意象解構、建構與形塑」。世界咖啡館是一種在輕鬆的氛圍中，透過彈性的小

團體討論，真誠對話，產生團體智慧的討論方式。在討論中，可以帶動同步對話、

反思問題、分享共同知識、甚至找到新的行動契機。共有師生 80 人參加。 

8. 5 月 16 日本系「人權與民主教研工作室」舉行學生成果發表會，主軸為：新故鄉

關懷、其他人權議題。 

9. 5 月 18 日本系「人權與民主教研工作室」舉行學生成果發表會，主軸為：新故鄉

關懷、其他人權議題。 

(二) 在實務講座方面，共舉辦 13 場活動： 

1. 2 月 23 日舉辦「2012 總統、立委選後分析座談會」，邀請徐永明(東吳大學政治

系副教授)、陳陸輝(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任)、吳釗燮(政治大學國際研究中

心研究員)、羅致政(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等 4位主講，和同學一起討論在 2012

選舉過後台灣面臨的政治課題。 

2. 3 月 22 日邀請台南地檢署檢肅黑金專組曾昭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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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月 29 日邀請新北市張宏陸議員專題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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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月 17 日邀請威肯公關公司吳秀瓊副總專題演講，講題：「新媒介在選戰中的應

用」。 

5. 5 月 1 日邀請網路資訊雜誌總編輯謝至恩先生專題演講，講題：「新科技的使用與

盲點」。 

6. 5月3日邀請公民監督聯盟執行長張宏林先生專題演講，講題：「國會監督與改革」。 

7. 5 月 17 日舉辦實習教育訓練，邀請雙贏管理僱問公司李勝隆執行長專題演講，講

題：「職場小白與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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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月 23 日邀請聯合行銷公司、Upaper 捷運報總經理周祖誠先生專題演講，講題：

「民意調查與行銷策略」。 

(三) 在學生輔導方面，共有 4場活動： 

1. 2月16日召開全系導師會議，會中討論:100學年度第2學期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

出席導師共有黃秀端、徐永明、陳瑞崇、劉必榮、黃昭弘、謝政諭、沈莒達、林月

珠、蔡秀涓、王輝煌、許雅棠、劉書彬、吳志中、陳俊宏、林瓊珠、蔡韻竹等 16

位。 

2. 3 月 19~30 日系學生會舉辦第一屆政治系運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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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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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月 10 日邀請心理諮商中心兼任心理師王淑鄉老師專題演講，講題：「善用時間規

劃學習」。 

(四) 在系友聯誼方面，共舉辦 3場活動： 

1. 3 月 15 日邀請本系劉必榮教授、林志昊學長（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企劃

暨電子商務部專案經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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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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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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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在招生策略、宣傳方面，共舉辦 4場活動： 

(一) 2 月 16 日召開大學部招生委員會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會中討論 101 學

年度甄試入學指定項目甄試試務工作分配、101 學年度甄選入學招生指定項目甄試流

程、100 學年度甄選入學招生指定項目甄試命題方式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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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5 月 3 日召開政治學系博碩士班招生委員會 100 學年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會中討論

101 學年度博士班招生試務、102 學年度博碩班招生考試考科調整、考試日期調整及

招生名額審查要點修正及招生宣傳方式等。 

(四) 5 月 10 日召開政治學系大學部招生委員會 100 學年第 2 學期第 3 次會議，會中討論

101 學年度甄選入學試務工作檢討、102 學年度各管道招生名額、102 學年度申請入

學考試方式等。 

七、在國際交流方面，共舉辦 2場活動： 

(一) 2 月 22 日邀請京都人權研究所主任與國際法名譽教授安藤仁介教授專題演講，會後

於台北天廚菜館舉行晚宴，出席貴賓有：安藤仁介教授、校長潘維大教授、前校長林

錦川教授、人文社會學院院長莫藜藜教授、黃秀端教授、陳俊宏副教授、吳志中副教

授、陳立剛副教授及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胡慶山教授。 

(二) 5 月 21 日邀請「江蘇省常州行政學院」陳國鎮等 10 人，舉辦「交流座談會」。 

(三) 本系黃秀端主任、謝政諭教授、吳志中副教授、蔡韻竹助理教授等位老師，受邀赴

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參加日本愛知大學舉辦之「民主與文化的東亞觀點」國際學術

研討會。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1000530)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35 

社會學系 

一、強化中東歐教研特色：為凝聚對中東歐教學研究領域有興趣之師生，提升其中東歐專業

知識，強化本系「中東歐教學與研究」特色品牌，以及核心成員教研能量，100 學年度

第二學期除開設 3 門與中東歐有關課程，邀請捷克國家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Petra GUASTI 博士蒞系短期研究與講演外，並持續規劃「中東歐教學研究專業成長沙龍」

活動，以【文本＆對話】方式，藉由文本閱讀及議題討論，促進師生共同對話，激發創

新。總計本學期共舉辦 6場活動，邀請計 15 位專家學者進行導讀與對談。 

二、強化招生宣傳活動：為提高本系碩士班正取生報到及註冊率，本系特於碩士班錄取新生

報到前，於 101 年 5 月 22 日，舉辦「101 學年度碩士班新生入學前說明會」，提供新生

認識與瞭解本校及本系碩士班的機會。另外，透過召開招生策略小組委員會之際，討論

提升本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報考人數方式並研擬招生策略。 

三、準備 103 年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為積極準備 103 年系所評鑑，本系除已成立自我評鑑作

業小組，並依據五大評鑑項目，於該小組下設五個工作小組，全體專任教師皆為自我評

鑑作業小組委員並分組參與外，各工作小組會議亦已分別召開會議，研議各項目效標內

容之準備方向與具體作法，並將相關議題提至自我評鑑作業小組總會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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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規劃「新世代的流行文化」、「學界新知」、「我的學思歷程」、「系週會」等四系列

共計 7 場之專題演講活動，邀請文化界、學者專家針對流行文化、都市更新等議題進行

講演，邀請本系專任教師講述其學思歷程外，並依據社會學界動態，邀學界教授蒞臨演

講，分享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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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與溝通，本系除於 101 年 5 月 1 日舉辦導生會議，於學期末將舉辦導師會議外，亦

於 101 年 5 月 21 日舉辦「碩士班導生會議暨餐敘」，邀請一、二年級研究生就其學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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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師生交流溝通。 

六、舉辦研究生論文研究計畫研習工作坊：為激發研究生寫作動力，並提升研究生論文研究

計畫的品質，本系於 101 年 4 月 27 日邀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吳泉源教授，以「研

究生如何寫出優質的學術論文」為題蒞臨演講外，為了達到師生學術交流與落實師徒制

之功能，於演講結束後，另有五位碩士班研究生發表論文研究計畫，並請吳教授、本系

張家銘主任、蔡錦昌老師講評與指導。 

七、舉辦「兩岸交換生交流茶會」：本系為提昇學生兩岸交流與國際視野，以及瞭解交換研習

之情形，本學期藉三位大陸交換生來訪交流研習一學期的機會，除安排本系學生擔任學

伴，本系系主任與其餐敘座談外，並舉辦「兩岸交換生交流茶會」，分享學習心得及我見

我聞。 

社會工作學系 

一、辦理實習教學相關活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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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4 場專

題演講、一場論壇、並於 101 年 5 月 8 日召開教學會議，主要討論本系學生學習成效

評估機制相關事宜，有關演講及論壇之舉辦情形分述如下： 

1. 專題演講：(1)邀請資深特殊教育老師董媛卿於 101 年 3 月 5 日主講「如何陪伴弱

勢孩子進行課業輔導？(進階篇)」。(2)邀請輔仁大學心理系教授丁興祥以「生活

故事的開展與實踐」為題於 101 年 3 月 13 日進行專題演講。(3)邀請台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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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伊甸基金會辦理士林、北投區身心障礙者社區資源中心個管員汪逸涵於 101

年 4 月 24 日主講「方案產出：職場新手如何著手方案規劃(1)」。(4)邀請「simple 

life」暨「好，丘」總監王鵬淩於 101 年 4 月 24 日主講「方案產出：職場新手如

何著手方案規劃(2)」。 

2. 論壇：於 101 年 5 月 22 日於本校雙溪校區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舉辦，主題為「方

案實習課群論壇會：學校與機構夥伴關係的探討」，參加對象為合作機構代表、

本系方案實習課群教師及助理。 

(二) 持續結合理論與實務相關課群之教學模式，本系第一梯次、第二梯次、第三梯次方

案實習課群教學團隊本學期總計召開 8 次方案實習教學會議，主要討論議題包括課

程設計、教學內容、成果發表會相關事宜、課堂反應問卷施測、第三梯次方案實習

課群籌備事宜等。 

(三) 101 年 6 月 4 日 15：30 起假本校外雙溪校區戴氏基金會會議室舉辦「東吳大學社會

工作實習督導會」。由本系實習總督導馬宗潔老師主持，會中以「社會工作實習適

應面面觀」為專題座談主題，邀請學校老師、機構代表進行引言，透過引言者的分

享，希望能讓實習學生以最佳的狀態進入機構實習。15：30 之後為分組研討時間，

由各組老師與學生進行第一次團體督導。 

二、辦理教學及實習成果發表會 

(一) 第一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於 100 學年第 2學期期末舉辦「學習歷程心得分享」，於 101

年 5 月 15、22 及 29 日舉辦，共辦理 3場，每場次安排 2至 3個小組發表，發表內容

涵蓋實作及專業科目的學習以及個人的學習成長；另安排 6月 5日舉辦期末回顧展，

鼓勵學生用各種創意形式回顧這兩年於課群的點點滴滴。 

(二) 第二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於 100 學年第 2 學期舉辦「方案研討會」，於 4 月 30 日、5

月 14、28 日及 6月 4日舉辦，共辦理四場，每場次安排 3至 4個小組發表。 

(三) 101 年 6 月 5 日舉辦本系研究生實習成果發表會，期增進學生發表與組織表達能力，

以提昇專業能力養成。 

三、學術活動 

(一) 除了獲得 100 學年教學改進方案補助所舉辦之三場專題演講外，本系另舉辦五場專

題演講：(1)邀請臺北市長期照顧管理中心東區服務站照顧管理專員鄭佳玲於 101 年 4

月 17 日主講「照顧管理專員的職務與課題」。(2)邀請台北市私立仁群‧群仁老人養

護所主任、台北市社區銀髮族協會理事長朱偉仁於 101 年 4 月 24 日蒞校演講，講題

為「從機構經營者觀點談老人照顧產業發展」。(3)邀請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林佳萱社工員於 101 年 5 月 22 日主講「兒童少年保護個案成案調查」。

(4)邀請台灣社會心理復健協會滕西華秘書長於 101 年 5 月 30 日專題演講。(5)邀請

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老人社會福利基金會陳俊佑社工主任於 101 年 6 月 5 日主講「老

人團體工作規劃、帶領與評估」。 

(二) 於 101 年 3 月 17 日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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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為提昇本系教師研究能量與教學品質，增進本系教師共同合作的能量，本學期總計

舉辦二場社工論壇：第 1場於 101 年 3 月 13 日舉辦，由本系由李憶微老師主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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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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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實踐」；第 2場於 101 年 4 月 24 日舉辦，由本系研究生余亭儀兼方案實習課群助

理主講，主題為「多元、合作、行動  來真的！我對方案課群的觀察」，主要就本

系教學特色課程-方案課群實施情況進行觀察報告並嘗試評估，對於本系發展教學創

新與特色之課程設計發展模式具有參考與檢討價值。 

四、辦理證照考試及研究生職涯輔導活動： 

(一) 於 101 年 4 月 24 日辦理「不只是過客──101 年度系友【職涯分享】返校座談」，

邀請現任新北市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員林佳萱，以及現任薇閣中學輔導室

輔導老師王紹樺等兩位碩班系友返校分享。 

(二) 於 101 年 4 月 16 日辦理本系研究生學習壓力管理與輔導活動，由本系趙碧華主任主

持，講師為新活藝術服務有限公司創辦人康思云及本系碩士班系友江明璇，主題為

「認識創意老化」及「傳承藝術體驗與壓力管理」。 

(三) 101 年 5 月 7 日於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辦理 101 年度【社工師】系友返校座談：「它，

罩得住你！」，邀請本系系友蔡宗翰及歐紫彤主講。 

(四) 101 年 5 月 21 日中午辦理「新加坡工作當任醫務社工楊智凱碩班畢業系友與研究生

有約-新加坡工作經驗談系友交流活動」促進本系在學研究生接觸國外實務場域工作

經驗瞭解與建立就業力。 

五、研究生獲獎 

(一) 經本系甄選，推薦本系研究生李雅萍代表至天津參加 101 年 6 月 8-9 日「經濟社會

變遷中的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該活動由南開大學社會工作與社

會政策系與南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社會政策聯合研究中心聯合舉辦。 

(二) 李雅萍及莊敦傑等兩位研究生獲得 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社工系研究生論文獎學

金」。 

(三) 本系碩士班 100 學年畢業生黃建智之碩士論文參加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主辦之「2012 社會工作相關學門博碩士論文」甄選活動，經審查後，獲得佳作。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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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本學系學生於職場更具競爭力：本學期已排定邀請國內外知名音樂大師至本系舉辦 9

場鋼琴、4 場管樂/室內樂、2場弦樂及 1場敲擊樂，共計 16 場各類音樂大師班課程及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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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樂會 2場（其中 5月 17 日管弦樂團定期音樂會與諸大明老師合作演出協奏曲安排於台北

國家音樂廳，協奏曲比賽優勝者音樂會於松怡廳）、管樂團音樂會 1場、弦樂團音樂會 1

場（邀請國際小提琴大師曾耿元合作演出）、合唱團音樂會 1場、現代重奏團發表師生作

品音樂會 2 場，另有孫清吉主任指導學士班「聲樂重唱」修課學生展演重唱選粹 1 場、

彭文几老師指導學士班「德文藝術歌曲」修課學生展演德文藝術歌曲選粹 1 場、邱玉蘭

老師指導學士班「歌劇舞台動作」修課學生展演歌劇選粹 1 場、紀澤然老師指導學士班

「表演」修課學生展演歌舞劇選粹 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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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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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由學系主辦 2場教師個人/室內樂音樂會及 1場作品發表會。 

四、 校際交流會：本學期與國立中山大學及高雄師範大學等兩校音樂系分別進行校際交流音

樂會。3月 28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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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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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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國際學術交流：4月 2日至 6日本校學術交流週期間由孫清吉主任夫婦率鋼琴組諸大明、

叢培娣、聲樂組邱玉蘭、弦樂組陳宗成、作曲組馬定一、音樂學組江玉玲等教師及祕書、

助教、隨行翻譯一行 12 人赴日本東京進行交流參訪。 

(一) 4 月 4 日拜訪武藏野音樂大學，由福井直敬校長、總務部丸山徹薰部長、演奏部池

田溫部長、器樂學科重松聰學科長、聲樂學科平良榮一學科長等主管接待，此行是繼

2007 年 5 月本學系｢開展亞洲音樂之旅｣於該校貝多芬廳演出後再度訪問，兩校師長除

進行座談，洽談未來可能合作方式，同時由演奏部池田溫部長陪同導覽參觀該校樂器

博物館，該館為日本藏量最豐之樂器博物館。 

(二) 4 月 5 日訪問新國立劇場，由國際連攜協力室主任小川幹雄先生接待導覽解說，參觀

歌劇廳、中劇場及小劇場。 

(三) 4 月 6 日拜訪東京音樂大學，由鈴木勝利理事長、大學副校長兼附屬高中校長野本正

平先生全程接待座談、並由鈴木先生與野本先生親自導覽校園，演奏課淺野みち子

課長、廣報課永瀨文子課長亦陪同參觀校園設施及午宴。訪問當日該校尚未開學，

該校管樂團學生得悉本校師長訪問，主動向指揮津堅直弘教授表達團練意願，並推

派學生代表致辭感謝去年10月該校管樂團來台與本校管弦樂團於國家音樂廳合作演

出慈善音樂會所受之熱情款待。此行主要係與東京音樂大學洽談簽訂學術交流協議、

遞交交流協議草案。4 月 30 日已獲該校回函同意草案內容，續送本校國際交流委員

會審議。 

師資培育中心 

一、教學 

(一) 規劃一系列「潛在課程」，強化正式課程的學習 

1. 舉辦「國語文基本能力測驗」及「板書比賽」 

(1). 101 年 5 月 9 日辦理「國語文基本能力測驗」，以歷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國

語文能力測驗」試題為命題方向，以期透過測驗方式引導本校師資生精進國

語文基本能力，為師資生奠定未來教學及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基礎。 

(2). 101 年 3 月 7、9 日辦理「板書比賽」，以期透過競賽方式，引導師資生精進

板書能力，強化正式課程的學習。 

2. 輔導師資生進行「服務學習」及「志工服務」活動 

(1). 本學期中心共輔導 25 位師資生至至善國國中、士林國中及北投國中進行「學

科／領域課程小團體輔導」、「弱勢及一般學生課業輔導」、「補救教學」、及

行政支援等志工服務，以提升師資生相關教育知能及服務精神。 

(2). 本學期中心輔導 20 位師資生至臺北市立蘭州國中、臺北市立雙園國中、及

新北市立鷺江國中進行課業輔導活動，除增進師資生對教育現場之了解，培

養師資生關懷弱勢學生之精神外，並建立與鄰近學校之教學夥伴關係。 

(二) 辦理一系列「實習輔導活動」 

3. 安排師資生至實習學校進行見習：中心教師結合「教學實習」課程，規劃師資生

至中等學校實地進行見習活動，藉由與專任教師一對一的見習方式，了解班級現

場運作情形，並揣摩教師教學班級經營的方法，以提升自身教育專業能力。本學

期共安排 81 位中等教育學程學生至 15 所中等學校進行見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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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理返校座談團體研習及實習學生分組座談活動：本學期中心共舉辦 4 場返校座

談，邀請有豐富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蒞校演講，提供實習學生返校充電的機會，

並藉由分組座談的方式，讓實習指導教師了解實習生的實習狀況以即時提供協助；

實習結束前另舉辦教師甄試之「模擬口試」與「模擬試教」活動，以增加實習學

生其就業競爭力。 

5. 召開實習指導教師會議：101 年 1 月 11 日本中心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次實習指導

教師會議，會中除提醒實習指導教師各階段任務與注意事項外，並針對實習指導

時所面臨的問題與解決策略進行經驗交流。 

6. 卓擬「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審議小組」設置辦法：為使教育實習程序

更為完備，依教育部頒「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教育實習作業原則」第四點，及本

校辦理教育實習作業原則第三條規定，設置「東吳大學教育實習審議小組」，以

研議教育實習相關議題。 

(三) 邀請具實務經驗之教育領域人士進班演講 

1. 臺北市富安國小吳勝學校長，時間：101 年 2 月 20 日，講題：服務學習方案實施

──夜光天使與陽光天使概說。 

2. 基隆市長興國小李健銘校長、基隆新天地掌中劇團黃聰國團長，時間：101 年 3 月

5 日蒞校演講，講題：河洛語言源流與布袋戲。 

3. 基隆市長興國小李健銘校長，時間：101 年 3 月 12 日，講題：河洛語言之美與歌

仔戲。 

4. 臺北市福安國中施俞旭校長，時間：101 年 3 月 13 日，講題：學校領導與經營。 

5. 國中退休英文教師彭道明老師，時間：101 年 5 月 1 日，講題：文法教學。 

6. 臺北市立興雅國中林淑媛老師，時間：101 年 5 月 8 日，講題：科技媒體教學。 

7. 臺北市士林高商秦玲美主任主任，時間：101 年 5 月 14 日，講題：班級經營實務

經驗分享。 

二、研究 

(一) 學術研究績效獎勵「進步獎」：本中心獲人社院 100 學年度學術研究績效獎勵「進

步獎」，總體績效增加 73%。 

(二) 學術研討會：101 年 5 月 18 日舉辦「東吳大學 2012 年雙溪教育論壇」，共計「教師

精進」、「測驗評量」、「教學策略」、「課程教材」四場次發表 16 篇論文，並於

研討會後出版論文集。 

(三) 教師專業社群：為提升本中心教學及研究成效，提供本中心專任教師交換教學與研

究經驗、整合教學與研究內容之機會，成立「精進教師教學及研究社群」，以期透

過教師間之交流， 提升教師教學及研究成果，除中心教師互相分享研究、教學心得

外，並於 101 年 5 月 25 日邀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教育輔導處張民杰副教授針

對「案例教學」進行經驗分享。 

(四) 「教師學術研究」獎補助 

1. 本中心李逢堅助理教授獲 100 學年度「研究論著獎勵」3萬元，著作名稱：「國中

生友誼面向觀點取替之研究」。 

2. 本中心李逢堅助理教授獲 100 學年度「研究計畫獎勵」1萬元，計畫名稱：「國中

生學生認同之研究」。 

3. 本中心古正欣助理教授獲 100 學年度「專題研究計畫補助」3.5 萬元，計畫名稱為

「高等教育中數位學習平台的導入-以教學助理與科技接受模式三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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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 

(一) 每月召開導師會議：本中心每月召開導師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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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心導師制度問卷調查：本學期為落實導師功能，實施中心導師制度問卷調查，以

期加強未來師生互動成效。 

(三) 導生活動 

1. 聯合導生會：101 年 5 月 1 日舉辦師資培育中心聯合導生會，除安排全中心導師生

座談外，另於會中頒發「板書比賽」獎狀；並於活動中邀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活

動與領導學系林佳範主任蒞校演講，講題為「給孩子們一個友善的學習環境：談

學生權利與正向管教」。 

2. 各導師辦理導生活動：本學期中心 5位導師，共辦理 10 場導生活動，除與導師座

談外，並安排專題演講，以提升師資生專業知能。 

(四) 主任有約個別輔導：本學期中心主任持續推動師資生個別輔導，以畫人測驗協助師

資生探索生涯規劃及自我發展。 

四、校外服務：本中心專任教師濮世緯助理教授帶領學生至臺北市立富安國小進行「夜光天

使」及「陽光天使」實作，內容包含前置會議、講座座談、師徒會談及夜光天使實作，

帶領學生服務弱勢團體，引導學生從服務學習與中進行服務反省，並培養關懷弱勢之精

神。 

人權學程 

一、行政業務 

(一) 101 年 2 月 17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人權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共

3位教師委員以及學生代表 3名。會中討論 101 學年度人權學程及人權碩士學位學程

開課科目。 

(二) 101 年 3 月 16 日召開人權碩士學位學程委員會，共 7 位教師委員、3 位學生代表出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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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事務 

(一) 100 年 9 月 9 日舉辦新生座談說明會，會中老師及學生們分別自我介紹，並針對課

程內容、選課或其他議題進行說明及提問討論，讓新生對人權碩士班有初步的了解及

認識。 

(二) 學生國際交流 

1. 100 年 8 月 15-30 日黃曼婷至韓國參與「2011 NARPI Summer Training」研習活動。 

2. 100 年 11 月 5-9 日黃曼婷至香港進行選舉觀察考察，並至香港城市大學參訪，與香

港民運人士及 NGO 工作者進行交流。 

3. 101 年 3 月 29 日-4 月 10 日薛維萩、陳博文、李盈萱隨著黃默老師「全球危機下的

治理與正義」研究計畫出訪美國。 

(三) 100 年 10 月 27 日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共七位學生進行發表，會中學生針對其實習

機構的運作、心得等作一簡介，並開放現場同學提問討論，讓其他同學為未來實習

之參考及準備。 

三、學術活動 

(一) 人權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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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學期辦理 2 場：100 年 10 月 21 日邀請清華大學彭明輝教授講授「台灣與世界的

糧食危機」、100 年 12 月 23 日邀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詹長權教授講授「六輕

污染和工安事故的真相和真相的背後」，每場次參與人數約 20 人。 

2. 下學期辦理 1場，101 年 5 月 23 日邀請中研院林宗弘助研究員講授「崩世代：台灣

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女化的危機」，參與人數約 20 人。 

(二) 議題講座 

1. 上學期共辦理 5 場：100 年 11 月 29 日邀請簡錫堦老師講授「論新型態的群眾運動

與青年運動再起」、100 年 11 月 29 日邀請蘇建和講授「司法與人權：蘇建和談台

灣司法制度下的人權保障」、100 年 12 月 19 日舉辦「華人民主巡迴講座：社會運

動與社會變遷」、「小資 NGO 向前衝之“崩世代了沒＂」、100 年 12 月 22 日「小

資 NGO 向前衝之我可能不會人權你之姍姍來遲」。每場次參與人數約 20-30 人。 

2. 下學期共辦理 1 場：101 年 4 月 20 日舉辦「王家就是你家：都市更新 vs 財產權」

座談會，參與人數約 25 人。 

(三) 人權電影院 

1. 上學期共辦理 2 場：100 年 10 月 14 日播放「憂傷無盡」，邀請《殺戮的艱難》作

者張娟芬擔任映後與談人。100 年 12 月 13 日播放紀錄片「廣場」播映座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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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次參與人數約 20-30 人。 

2. 下學期共辦理 4場：101 年 3 月 12 日舉辦「牽阮的手」電影放映暨座談會，邀請田

孟淑女士擔任與談人。101 年 3 月 20 日舉辦「油症：與毒共存」電影放映暨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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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01 年 4

月 23 日播放電影「悲憐上帝的孩子」，邀請勞工陣線孫友聯秘書長擔任與談人。

101 年 4 月 25 日播放電影「終結貧窮」，邀請政治學系陳俊宏老老師擔任與談人。

每場次參與人數約 15-20 人。 

(四) 國際研討會：101 年 3 月 5 日舉辦「2012 年修復式正義國際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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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國際學者交流 

1. 上學期舉辦 4 場：100 年 10 月 6 日邀請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校長 Allan Rock 進行交

流；100 年 10 月 28 日邀請國際知名學者 Roger Plant 講授有關人口販運之議題；

100 年 11 月 11 日邀請前聯合國反酷刑調查官 Manfred Nowak 與與台灣 NGO 對話工

作坊，每場次參與人數約 20-30 人。 

2. 100 年 12 月 12-22 日邀請美國 Syracuse 大學 Utica 學院教授兼 Human Rights 

Advocacy Progrma 負責人 Theodore S. Orlin 進行 16 小時、為期二周之短期課程，

每堂課參與人數約 20-30 人，共 14 人取得結業證書。 

3. 下學期共辦理 1 場：101 年 5 月 3 日邀請中國愛滋維權行動者萬延海先生講授「中

國愛滋人權與公民社會發展」，參與人數約 20 位。 

(六) 發行人權通訊：由碩士班學生擔任撰文及編輯，100 學年度共發行兩期，內容包括時

事議題、專訪、學程工作報告等。 

四、人權學程宣傳展 

(一) 上學期進行人權週展覽：101 年 1 月 4-6 日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暨人權學程於第二

教研大樓一樓展出「十年有成回顧展」。展覽內容包括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及人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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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發展特色；歷年來所舉辦的演講、電影、研討會、人權週、國際迷你課程、學生

實習等活動；人權字典、人權學刊簡介。現場亦擺放了中心及學程的刊物、通訊、筆、

便利紙等供人自由取閱，資料全數發放完畢。 

(二) 下學期進行招生宣傳展：101 年 4 月 9-25 日人權學程展開一系列招生宣傳活動，9-13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一樓進行招生宣傳看板靜態展；16-27 日於綜合大樓二樓紅布條區

進行預告活動，吸引同學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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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院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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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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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施行細則」，100 學年度截至 101 年 05 月 30 日止共計通過 30 人次論文發表、4人次投

稿審查，共計補助 38,000 元。 

二、101 年 02 月 20 日第 28 期外語學院通訊電子報出刊。

http://www.scu.edu.tw/foreign/ynews/28ynews.pdf 

三、101 年 02 月 22 日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本院 101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及預算規劃案。101 年 03 月 07 日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賴錦

雀院長 101-103 學年度續任案，並簽請潘維大校長核可在案。101 年 5 月 16 日 100 學年

度第二學期第三次院務會議通過研究生學術獎勵辦法、修訂學院教師評審辦法、學院課

程委員會組織規則及學院設置辦法。 

四、101 年 03 月 24 日於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舉辦本院「2012 年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術

研討會-專業外語教學與研究」，邀請世新大學李振清教授、政治大學陳超明教授、銘傳

大學林長河教授、文藻外語學院翁幸瑜教授及台北大學劉慶剛進行 5 場專題演講，並經

審查程序通過 14 篇論文及 3場教學工作坊發表，當日與會師生約有 150 人次。 

五、101 年 03 月 20 日送出東吳外語學報申請 2012 年國科會人文研究中心 THCI CORE 資料。

101 年 03 月 30 日出版第 34 期東吳外語學報，刊登論文 8 篇，刊登率 47％；；第 35 期

東吳外語學報徵稿截止，共計收到 11 篇投稿，101 年 04 月 25 日召開第一次編輯委員會

進行初審，5-6 月進行論文外審。 

六、101 年 04 月 09 日潘維大校長邀集趙維良教務長、人文社會學院莫藜藜院長及本院賴錦

雀院長研商有關成立華語教學中心相關事宜，會後指示本院提供院內具有相關教學及行

政經驗之教師擔任籌備小組成員；4月 23 日趙教務長召集專案會議進行規劃討論。 

七、101 年 04 月 18 日與學生事務處心理諮商中心合辦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外國語文學院導

師研習會，邀請生涯發展中心張彥之組長報告最後一哩相關資訊及邀請王榮春老師（104

人力銀行研發中心協理、東吳大學、世新大學心理系所兼任助理教授）主講：「導師輔導

知能研習：憤怒鳥時代‧老師如何不抓狂？」，活動合計有本院專兼任教師 35 名參加，

回饋量表之滿意度平均為 4.82（滿分 5分）。 

八、101 年 05 月 08 日與學生事務處心理諮商中心合辦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外國語文學院研

究生輔導活動，邀請本校中醫社輔導老師曾文煌中醫師主講「愈活愈健康--抒壓養生DIY」，

指導研究生如何自我抒壓及注重生活中的小小養生之道，活動計有本院教職員生 25 人參

加。 

 

英文系 

一、人事： 

（一）李再勇老師100-1學期結束後屆齡退休，呂秋紅講師申請100-2學期結束後退休，

李達三客座教授亦將於 100-2 學期結束後去職。 

（二）系教評會通過聘任戚建華（遞補呂秋紅老師）、Jonathan Butler（遞補李再勇老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1000530)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44 

師）兩位助理教授。 

（三）100-2 紀澤然講師改聘為助理教授。 

二、國際交流與學術活動： 

（一）12 月 28 日參加外語學院教學工作坊，金堅老師發表英文系學習輔導機制與成效。 

（二）101 年 1 月 17 日至 2月 13 日，黃美瑄等七位學生，赴美國休士頓基博（KIPP） 

      特許學校進行英語教學實習及 Bellaire 高中進行華語教學實習，並於 3月 7日進 

      行實習心得分享會，參加人數 33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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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錄取 11 名。 

（三）1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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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主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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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六位國外論文發表人外，國內外學者專家共有 134 人參與。 

（四）101 年 3 月 28 日英國里茲大學 Dr. Gracie Peng 教授口譯實務演講。 

（五）101 年 4 月 18 日舉辦口語組教師教學工作坊，主題：電影與教學，發表人：薛帝 

      逢老師、路德理老師、林思果老師。 

（六）101 年 4 月 18 日舉辦「交換學生經驗分享系列講座一“去交換看看! --- 澳洲邦 

德大學 (Bond University)＂」。  

（七）籌備並宣傳 2012 年暑期英語文研習團(美國華盛頓大學、美國加州大學洛杉磯分 

      校、英國里茲大學)事宜，並於 101 年 3 月 14、21、28 日舉辦 3場說明會招生。 

三、學生活動： 

（一）101 年 3 月 17 日參與校慶活動並舉辦校慶系友茶會。 

（二）1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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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戲劇演出：101年4月25日至28日，四場畢業公演，劇名「仲夏夜之夢」（Mid-summer 

Night＇s Dream），學生籌備了一學年，特別感謝客座教授 Professor Linda Alper

的指導。5月 6日舉行第 26 屆全系普雷盃英語話劇比賽。 

（四）舉行全校性比賽：101 年 5 月 14 日，「語國一方英文字彙大賽」，由曾泰元老師大

力協助，參與考試同學共有 54 位；5 月 16 日，英語演講比賽初賽，5 月 23 日決

賽。 

（五）101 年 5 月 9 日舉辦 2012「三國演譯」英日德三系同步口譯成果展，聽眾約 160

人。本次成果展首次由外語學院三系聯合舉辦，內容著重在跨文化交流與工作經

驗分享，藉此機會讓三系同學展現一年來的成果。由於三系合辦，口譯人數眾多，

特別設計在口譯教室同步轉播，讓口譯同學也能在口譯教室同步翻譯至普仁講

堂。 

四、英美文化推廣---1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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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3月 30 日舉辦畫彩蛋、尋蛋遊戲等活動，復活節文化海報特展。 

五、會議： 

（一）100 年 12 月 28 日舉辦系導師研習會議。 

（二）召開系務會議：101 年 1 月 4 日，並歡送李再勇老師榮退；2月 15 日，除了決議暑

期研習團之規劃、101學年度預算等提案外，會中並解說如何使用學校「e-learning」

系統，播放林茂松老師於外語學院演說「101-105 年大學系所評鑑特色與項目」之

DVD，說明 103 評鑑注意事項。 

（三）召開系教評會議：101 年 2 月 22 日，通過紀澤然講師以博士學位改聘為助理教授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1000530)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45 

案；3 月 2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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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決議新聘專任教師人選，討論

如何建立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機制並加以落實。 

（四）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1 年 2 月 29 日，審議 101 學年度開課等各相關事項；3

月 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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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補聘教師作業：於 66 位博士應徵者中甄選出於 6 名候選人，並分別於 101 年 3 月

21 與 22 日進行試教、面試。  

（六）101 年 4 月 18 日召開口語組教師會議，討論「英文閱讀與會話」課內容，是否異

動「英文會話-商用英文」之英文（Business English）名稱，是以符合授課內容

等。 

六、輔導： 

   （一）1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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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暑期打工與旅遊：100 年 12 月 28 日，舉辦暑假何處去系列講座---歐、亞、非志 

         工旅遊篇，國家包括德國、烏克蘭、突尼西亞與中國；101 年 2 月 22 日，辦理演 

         講：主題一，美國打工旅遊趣----Alaska, Anchorage Airport & Montana, Glacier  

         National Park；主題二，.英國自主遊學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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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選課與課業輔導：101 年 1 月 4 日辦理英文系師生期末大會暨第二學期選課輔導說 

         明；3月 15 日召開班代大會；3月 21 日舉辦教育學程說明會；4月 25 日舉辦 “如  

         何輕鬆就 all pass＂之課業導向講座；5月 16 日舉辦「雅思考試輕鬆知，快樂留  

         學趣」演講；針對大一大二學生寄發期中預警之通知。 

   （四）舉辦職涯輔導：101 年 1 月 4 日，辦理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徵才說明會；3月 14 日， 

         辦理新加坡飯店實習說明會。。 

   （五）101 年 3 月 1 日舉辦系友職涯講座-旅日作家經驗分享，講者：87 級校友張維中；5 

         月 2 日舉辦「英文學系系友講座公關經驗分享」，講員：90 級系友段逸安；5月 

         23 日舉辦系友講座「夢想不設限」—國內大型活動行銷、公關活動分享，講員 90 

         級系友楊超凱。    

七、其他： 

   （一）100 年 12 月 29 日英文學系系友會期末餐敘。 

   （二）完成印製系刊，並發送予系上師生。 

   （三）10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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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da Alper 梁妍客座副教授及 Don Gilleland 紀澤然助理教 

         授指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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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籌備成立「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學會」與「第一屆兒童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101 年 3 月 7 日舉辦 ToastMaster 中華民國演講協會說明會。 

   （六）本系於 99 年 11 月舉辦之國際比較文學會議「文學中身體的創傷」共計有 18 篇論 

         文集成文集，3月份完成會議論文集出版。 

   （七）進行學系線上學習系統（Moodle）架設前置作業。 

   （八）修訂「101 入學之新生四年必選修課表」，必修學分由 85 異動為 83；輔系科目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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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學分由 32 異動為 34。 

日文系 

一、 人事：100 學年度第 2學期新聘專任教師陳美玲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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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補救教學方案」，於 101 年 2 月 29 日進行第一次日文檢定考模擬測驗，並於 3~5 月份

開設日文檢定 N1、N2 級別輔導班。並於輔導課程結束後，預計於 101 年 5 月 23 日進行

第二次日文檢定考模擬測驗。 

三、 持續辦理大學部學生短期留學：100 學年度第 2學期本系共有 20 名大學部團體研修生前

往日本拓殖大學及同志社大學進行一學期的短期留學；有 3名學生依照院級協議赴學習

院大學、新潟大學、宮崎大學短期留學；另有 5名學生依照校級協議赴同志社大學、明

治學院大學及中央大學短期留學。 

四、 選派研究生赴日本協議學校交換研習：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共有 6 名碩士班研究生分別

在日本名古屋大學、學習院大學及宮崎大學短期留學。 

四、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持續進行國際交流活動： 

（一）拓殖大學中國語學科關口美幸老師、陳盈樺老師、樂大維老師於 2月 13 日來訪，

並參觀華語班上課情形。 

（二）明治學院大學國際經營學科西原博之教授於 2月 22 日率學生來訪，與本系學生座

談交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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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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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 月 6

日來訪。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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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 3月 13

日來訪。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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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學術活動： 

（一）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本系教師共組成三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分別為「日語研究

與日語教學教師成長會」「日本文學理論研究成長小組」及「日本文學教材分析與

研究社群」。 

（二）4月 25 日、5月 23 日、6月 6日分別舉辦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第 145~147 次例會，

由本系葉懿萱助理教授、李易璁兼任助理教授、碩士班一年級修讀日語教育學研

究之 16 名研究生、黃智暉助理教授、賴雲莊助理教授發表。 

（三）4 月 28 日舉辦創系四十週年紀念「2012 年日語教學國際會議」，當天共計有 3 場

專題演講及 31 場論文發表，共有來自國內外近 300 名日語學界教師及研究人員與

會。學術交流校拓殖大學前常務理事佐野幸夫教授、宮崎大學前副校長岡林稔教

授、前教授長友和彥教授、中國語講座/日本語支援教育專修學科長藤井久美子教

授、明海大學外國語學部山下曉美教授及本系前教師小室敦彥老師亦蒞臨參加。 

六、學生活動： 

（一）舉辦各項日語文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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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月 30 日舉辦日語朗讀比賽。 

（二）日文系學生會於 3月 26 日~30 日舉辦日文週活動。 

（三）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針對三年級以上學生舉辦日系企業參訪活動，4 月 18 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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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分別至日商瑞穗實業銀行及台灣伊藤忠股份有限公司參訪；5月 23 日將參訪三

菱東京日聯銀行。 

（四）101 年 5 月 9 日與英文系、德文系合辦-2012「三國演譯」英日德三系同步口譯成

果展。 

（五）日文系學生會於 5月 19 日舉辦日文戲劇大賞。 

 

德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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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救教學方案」：3月至 5月開設「德語 B1 檢定輔導專班」及「德語 A1 檢定輔導專班」。 

二、 國際交流與學術研究活動： 

（一）4月 15～22 日德國明斯特大學語言教學中心歐特老師及尼爾森老師來訪。 

（二）4 月 14 日德語文學教師工作坊「文學及其媒介」（專任客座教授 Prof. Dr. 

Plumpe）。 

（三）5月 23 日口譯教學教師工作坊。 

（四）6月 6日系內教師研究分享。 

三、學生輔導及學生活動： 

（一）5月～8月辦理學生暑期實習活動：尋求實習機會、開放學生申請、進行甄選、

職前專題演講、進行實習。 

（二）2月～5月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一進行「一年級德語視聽輔導」。 

（三）4月 18 日師生參訪「台北關稅局」及「華儲股份有限公司」。 

（四）2月～5月針對碩士生口譯辦理口譯培訓課程： 

(1) 2 月 22 日演講「透過口譯課提升語言能力」（英文系王建輝老師） 

(2) 3 月 29 日口譯觀摩「嘉年華—德國人的第五季」（羅斌先生 Mr. Lobing） 

(3) 5 月 9 日實地演練「英、日、德聯合口譯發表會」 

（五）5月「碩士班師生餐敘」定期瞭解學生修業進度、蒐集學生相關建議。 

（六）學生研讀小組「台灣節慶德語說」 

（七）繼續針對一、二年級學生執行預警制度。協助專任教師進行 E關懷系統之學業關

懷。 

（八）辦理「既壽獎學金」、「齊馬蕙蘭女士獎學金」、「林彬助學金」甄選事宜 

（九）3月 15 日企業徵才活動「科定企業」 

（十）3月 28 日「新書出版暨翻譯成果發表會」 

 （十一）3月～4月辦理「格林童話插畫比賽」 

（十二）3月～4月辦理「國貿大會考」輔導課程 

（十三）4月 19 日打造職場實戰力：雙主修、輔系及學程修讀心得分享 

 （十四）4月 23~26 日全校德語文競賽：德文冠詞、朗讀、單字、德語國家常識。 

（十五）5月 2日職場講座：張建瑋（德文系 83 級） 

四、會議： 

（一）「系務會議」決定 101 學年度校務計畫暨預算案、決定 102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繁 

星推薦」招生簡章校系分則表、碩士班各管道招生簡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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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學年度學、碩士班課程 

（二）「系教評會」審議教師升等案及 101 學年教師休假案、聘任北京外語大學王建斌教

授為 101 學年兼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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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碩士班專案小組會議」：決定 101 學年碩士班開課及 102 學年招生名額 

（四）「課程委員會」決定 101 學年學、碩士班開課。 

（五）「外系德文教師會議」討論更換教材 

 

語言教學中心 

一、 進行「二校區10間類比式語言教室汰舊換新」案前置作業。 

二、 準備「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英文（二）」、「深耕英文 I」和「深耕

英文 II」暑期課程開課相關事宜。 

三、3月 30 日至 4月 19 日本中心教授「英文（一）：讀本」和「英文（一）：語練」教師上

網填寫 100 學年「東吳學生英語學習手冊」教師版問卷；學生版問卷調查則分別於 4月

9至 13 日、19 和 20 日於二校區進行調查。 

四、4月 17、20 日中午本中心首次舉辦實用英語學程招生說明會，分別於雙溪和城中校區各

辦 1場，安排 6位授課教師介紹課程，以及承辦人員說明申請暨選課等相關事宜。 

五、為配合通識教育中心檢視本校共通教育實施狀況，並因應 103 年通識教育評鑑，4月 18

日邀請本中心 4名教師代表先行討論本中心課程結構。 

六、4月 23 至 27 日本中心進行「大一新生英文能力檢測」閱讀暨聽力分級測驗，作為分入

「英文（二）」初、中、高級班之依據。 

七、為達到分享教學技巧和經驗交流之功效，本中心每學期舉辦教學觀摩 2場， 3 月 14 日

舉辦由李玉華老師主講＂Compound Nouns V.S. Phrasal Verbs＂，5月 23 日由趙佳音

老師主講＂ Exploring Outcome-Based Edu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eaching 

Freshman and Sophomore English Programs＂。 

八、5月 1日於城中校區 5412 數位化語言教室舉辦「實用英語學程」講座，請中原大學應用

外語系高煜翔老師主講「口譯實務經驗分享」，5月 23 日下午 2:30 舉辦 「實用英語學

程」教學工作坊，請張素貞老師主講＂ Sharing my English Writing Class ＂。 

九、 辦理第 20 期外語自學相關活動，以及安排外語聊天時間服務；4月中旬外語自學手札第

19 期出刊。 

十、 繼續辦理「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利用午休或下午第 9節，由本中心專任暨專案教師

擔任，雙溪校區主題如下：「Chit chat corner」、「Learning by Doing」、「Reading & 

Discussion」、「Reading about cultures」、「流利說英語」、「英語面試、口試與留學諮

詢」、「歌唱學英語」、「哈拉英語」、「大一英文中級輔導課程」、「英文(一)（二）初、中

級班課業輔導」、「英文(一)（二）初、中級同學正音班」；城中校區主題為「Classic Movies 

II」和「英語課業輔導家教班」。 

十一、 持續執行本中心 101 年 3 項教學卓越計畫：「規劃實務應用之『實用英語學程』」、「充

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和「提升英語能力與大一英文補救教學--義工老師深

耕英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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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 

※院長室： 

一、 教學： 

（一）2月 14 日日本關西學院大學二位教授與本院教師交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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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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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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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研究： 

（一）補助數學系林惠文助理教授一萬元及微生物學系楊鉅文助理教授六萬元，進行教

師研究交流接枝計畫。 

（二）預訂於 6 月 15 日舉辦「研究成果發表會」，邀請數學系林惠文助理教授及微生物

學系楊鉅文助理教授分享其研究經驗成果。 

 

三、 其他： 

（一）2月 9日於大溪地婚宴會館舉辦理學院春酒，計 60 位同仁參與。 

 

※數學系： 

一、 專業能力培育計畫 

（一） 舉辦演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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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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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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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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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月 18 日邀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彭智楹助理教授，演講｢利用影

像分析研究神經退化毒素對細胞粒腺體的影響｣。 

4. 4 月 25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統計研究所蔡恆修副研究員(本系 76 級系友)，演

講｢Inference of Bivariate Long-memory Aggregate Time Series｣。 

（二） 培育學生核心能力-數學系教學及實驗基本需求計畫 

持續購置電腦實驗室所需耗材及維護相關設備、機具，以供應學生一個完善的學

習環境。 

二、 教學增能計畫--招生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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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 月底完成招升 L夾製版，三月初完成印製。 

（二） 3 月中完成簡介內容修訂及印製。 

（三） 配合 3月 11 日招生組「100 學年度認識東吳—與高中生對話」第一梯次活動，發

送 L夾與學系簡介與參加活動之高三學生。 

（四） 配合 5月 12 日招生組「100 學年度認識東吳—與高中生對話」第二梯次活動，發

送 L夾與學系簡介與參加活動之高二學生。 

三、 其他 

（一） 100 學年度課程委員會會議： 

1. 1 月 11 日召開第 1學期第 1次會議，會中修訂本系 101 學年度之必選修科目

表、輔系科目學分表、雙主修申請條件表及課程列表等事宜。 

2. 3 月 14 日召開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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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0 學年度系務會議： 

1. 1 月 11 日召開第 1學期第 3次會議，會中審議通過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決議事項，並決議本系目前訂閱期刊紙本或電子檔之取捨原

則。 

2. 2 月 22 日召開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會中確認本系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暨預算事宜。 

3. 3 月 14 日召開第 2學期第 2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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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 月 16 日召開 101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中籌組 101 學年度數學系學

士班個人申請入學甄選委員會。 

（四） 101 學年度數學系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甄選委員會 

1. 2 月 15 日召開第 1次會議，會中確認本系 101 學年度申請入學面試方式、流

程及評分表。 

2. 3 月 7 日召開第 2次會議，會中確認面試分組事宜。 

3. 3 月 20 日召開第 3次會議，會中確認評分等相關事宜。 

（五）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數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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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數學系商學獎學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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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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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日在第一教

研大樓三樓進行面試，並於同日完成書面資料審查。4月 16 日公告錄取名單共正

取 27 名，備取 25 名。 

（八） 4 月 10 日召開數學系教評會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審議 101 學年度數

學系專兼任教師續聘事宜。 

（九） 數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與心理諮商中心、生涯發展中心聯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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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月 29 日在第一教研大樓 R0411 教室舉辦數一班級團體輔導活動。邀請雙贏

管理顧問公司李勝隆老師演講「時間管理魔法師」，提醒同學如何做好時間

管理。 

2. 4 月 16 日在第一教研大樓 R0313 教室舉辦數二班級團體輔導活動。邀請雙贏

管理顧問公司李勝隆老師演講「A到 A+的執行力」，提醒同學們行動和速度

是致勝的關鍵，凡事知道做到才能得到。 

3. 4 月 17 日以主題演講方式進行「研究生班級團體輔導活動」，邀請周介偉老

師(「光中心」主持人，心靈生活應用分享者與全民心靈運動推廣者)，演講

｢情緒的驚人力量—把幸福成功吸過來｣。 

4. 4 月 20 日在第一教研大樓 R0311 教室舉辦數三班級團體輔導活動。邀請資策

會技術長王可言博士以「由高科技產業趨勢看人力需求」為題，介紹同學們

ICT 產業的未來趨勢及對台灣經濟的影響，並剖析數學系學生該如何準備面

對這個挑戰及抓住這個機會。 

5. 4 月 23 日在第一教研大樓 R0413 教室舉辦數四班級團體輔導活動。邀請理財

周刊副總經理許智鈞老師演講「致富的第一步」，教導同學如何準備人生的

第一桶金。 

（十） 4 月 18 日召開「第二周期系所評鑑前置會議」，商討本系因應第二周期系所評鑑

相關事宜。 

（十一） 本系學生會於 4月 24 日在本校第一教研大樓 R0313 教室舉辦「100 學年度數學

系師生座談會」，藉此座談會溝通學習心得及意見交流等。 

（十二） 本系邀請 99級系友謝宗翰學長於 4月 24日在第一教研大樓 R0411 舉辦生涯規

劃演講，講題為：大學生的 ONE PIECE。謝宗翰學長目前服務於富邦金控。 

 

※物理學系： 

一、教學： 

(一)落實「演喻教學」 

1、「演喻教學工作小組」定期召開會議，持續整理、購置、設計製作演示教具，編

寫教案。同時參與科學教育館培育物理示範講員。第二學期工作規劃重點，邀請

客座柴康敏副教授分享「科學模擬在教具上的應用」，以及上海交通大學在物理

演示的成果。安排本學系教師參觀科學教育館「探索物理世界」，以了解目前物

理演示發展情形，並可作為演喻教學之延伸。演喻教室全景拍攝，以提供優質的

演示環境。 

2、規劃校慶擺台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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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提昇教學品質 

1、定期舉辦演講活動：一百學年度學年度第二學期共辦理六場學術演講活動，邀請

中央大學物理系朱慶琪教授、清華大學物理系耿朝強教授等做專題演講。 

2、召開「實驗教學」會議，邀請負責教師，討論各年級實驗課程內容及其銜接，以

及日後對於實驗資料收集、講義編修等相關事宜，以作為實驗改進參考。（01.0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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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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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共有游秩群等四位同學發表，第二學期發表會預訂 101.05.30 辦理。 

二、研究與交流：鼓勵教師參與學術服務或交流活動 

1、聘請上海交通大學物理系柴康敏為兼任客座副教授，擔任「科學計算與模擬」、「平

板電腦之應用程式設計」授課，分享該系在物理演示的教學經驗。（02.-06） 

2、劉源俊教授應科學教育館「101 年中小學科普師資培訓」活動邀請，發表演講：

「光學」。（03.24）參與「五千年民族血脈與文化自覺學術研討會」，發表發表論

文〈發展科學與民主須以中華文化為基礎〉（04.2-3）參與「儒學的復興兩岸學

者研討會」，發表〈孔子思想與現代人文精神〉（04.07）於北京大學大道學術系

列講座，演說：「儒學與科學─說發展科學與民主須以中華文化為基礎」。（04.08）

中研院物理所高中物理培訓計畫，發表「蘋果與月亮的聯想─說力學的發展」

（04.21） 

3、陳國鎮教授應臺北公訓處邀請，發表：「生命的脈動詮釋」。（02.17）應漢聲出版

社邀請，於「生命探索」系列演講：「概說身心的認知」。（02.19）講題：「世界

觀與生命的重整」。（03.18）講題：「太陽辨證法」。（04.29）應「台灣海峽兩岸

醫事交流協會」邀請，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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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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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脈動詮釋」（04.22） 

4、蕭先雄副教授參與「2012 物理系主任座談會」，互通各校物理系日後招生、課程

等相關資訊以為學系發展之參考。（01.18）應聯合大學所辦理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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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陳秋民副教授應「物理教學改進研討會」邀請，發表演說，講題：「物理演示教

學之經驗分享」（03.10）於科學教育館辦理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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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中央研究院物理所高中物理培訓

計畫，演示「生活中的物理與應用」（04.21） 

6、巫俊賢助理教授參與「School on Quantum Field Theory in Curved Space-time 

and Inflation」研討會，發表演說，講題：「Quantum stress tensor fluctuations 

of a conformal field and inflationary cosmology」（01.06）參加日本京都

大學「2012 Asia Pacific School/Workshop on Cosmology and Gravitation」，

並於會中發表論文。 （02.29） 

7、辦理「縱橫悟理」（Physics & Beyond）教師研究例會，每個月舉行一次，一百

學年度第二學期發表人依序為巫俊賢、劉源俊、蕭先雄、吳恭德、林其隆等五位

老師。 

三、輔導：落實課業輔導及生活輔導，以培養學生專業知識及人格之均衡發展 

1、延續物理學系「補救教學─數理培基讀書會」活動，定期於每週一、四中午辦理，

由劉源俊老師指導「物理英文」，協助同學培養英文閱讀，並增進數理能力。 

2、持續進行「三午會」活動，由劉源俊老師主持，為一小型學習研討會，定期於每

星期三中午與學生討論各類物理問題。 

3、辦理「機器人冬令營」活動，本次活動分為兩梯次，每梯次二天，針對大一同學

設計的寒假物理體驗營，由塗婉瑜助教規劃，畢業系友許偉世同學，大四陳亭宇、

大三黃千豪同學指導，利用普通物理實驗所學，應用「LabView」軟體自製實驗，

透過競賽，讓學生更能理解物理原理，融會貫通之際，更能學以致用。（0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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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02.11-1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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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續進行天文館、科學教育館等相關校外參訪活動，以及班級導生聚會，生涯規劃

座談等。（03.02） 

5、本學系同學參與校慶運動會，創意繞場活動第三名，總錦標第四名，而在一般組

舞林大道競賽得到第二名。（03.17） 

6、辦理物理系在校生回饋問卷施測，透過問卷了解學生學習情形及建議，並提供教

師以為辦理輔導活動之參考。（04.25） 

7、預訂於05.28辦理一百學年度第一學期「修讀學士學位優秀學生」頒獎及餐敘。 

8、辦理「提升學生英文學習力」講座，協助同學了解「多益」、「全民英檢」等相

關英文檢測內涵及考試方式。（05.09）  

9、預訂於06. 06辦理一百零一學年度第一學期選課輔導。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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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協辦系學生會辦理各球類競賽，增進學生互動及向心力。 

四、推廣與服務：推廣中小學之科學教育活動 

1、劉源俊、陳秋民、蕭先雄老師經常受邀於各中小學，科學教育館等，辦理各類演

講及科學實做，協助培訓解說員。 

2、協辦中央研究院高中物理研習營，參與培訓工作。 

3、任慶運副教授持續推廣中小學經典教育中的數理科學教育。 

五、系友聯絡：提昇系友服務之品質，增進系友之認同感 

1、邀請武光仁學長（71 級系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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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演說：「從能量的

觀點述說我的科學研究」（03.28） 

2、原任國家儀器科學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平學長（72 級系友），接任中央研究院應用

科學中心主任。（04.01） 

3、黃俊穎學長（82 級系友）參與學系「科學計算與模擬」課程，提供電腦程式等研

發實習機會，針對該課程另外提供獎助學金與參與實做的同學。 

4、邀請黃俊穎學長（歆宇科技公司董事長）與大四同學座談，分享其大學畢業後創

業的人生經歷，勉勵同學開創自己不同的人生。（04.25） 

5、持續系友資料更新作業。 

 

※化學系： 

一、「培育學生核心能力，化學系教學及實驗基本需求計畫」執行成果： 

為符合「培養學生核心能力及教學、實驗」之基本需求，化學系將大學部及碩士班「專題

研究」規劃為化學系特色課程。按照學生學習興趣與教師專長進行分組、實施完整的實驗

養成教育，並以壁報方式發表學習成果。 

(一) 在實驗基本需求部分： 

101 年 2 月 9 日舉行普通化學實驗會議，由實驗課程助教向指導老師簡報實驗準備進

度並討論本學期實驗教學的相關事宜。 

(二) 在教學部分： 

1、1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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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1000530)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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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發表多篇壁報論文。 

2、101 年 4 月 27 王志傑老師與碩士班研究生、大學部專題生赴中正大學參加「2012

年無機錯鹽小組研討會」交流研究成果。 

3、101 年 5 月 7 至 11 日舉行本系「大學部學生修習專題研究學生壁報發表」活動。

系上修習專題研究的大四學生，依照排定的時間，將其研究的成果製作成全開海報，

張貼於系上公佈欄，供系上師生共同觀摩、切磋，此外，參與壁報展出同學亦提交

專題摘要，由系上彙集為學習成果記錄。 

(三) 經費執行狀況： 

依學年課程進度，至 5 月份止，已執行購置 1,381,622 元實驗藥品及消耗性器材，提

供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儀器分析、物理化學等各項實驗、專題研究課程，

教學及實驗實作使用。 

二、「化學系學術演講與中國化學會年費計畫」執行成果： 

(一)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安排四場演講： 

101 年 3 月 7 日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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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3 月 21 日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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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4 月 11 日舉行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場學術演講，邀請「中山醫學大學應用

化 學 系 」 朱 智 謙 教 授 ， 講 題 ：「 Controlled synthesis of fullerene and 

dendrimer-based functional materi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101 年 5 月 16 日舉行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場學術演講，邀請「中興大學化學系」

葉鎮宇教授，講題：「Porphyrin-sensitized solar cells」。 

(二)「中國化學會」為「國際化學會」國家會員，更是國內化學學術研究推廣與交流之重

要學術組織。化學系 100 學年度依校務發展計畫編列經費，並於 101 年 4 月支付中國

化學會年費，以積極參與學術分享、交流師生研究成果。 

四、「化學實驗與教學改進計畫」執行成果： 

(一)依計畫提報，配合教學與實驗課程，提升實驗教學效率及品質，改善實驗教學設備： 

1、於 101 年 3 月 21 日完成購置「奈米科技」、「專題研究」課程使用「溫度控制設備」。 

2、於 101 年 3 月 26 日完成購置「燃料電池實驗」課程使用「可程式直流電源供應器」。 

3、受益學生：大學部學生 120 名。 

 

※微生物學系： 

一、 系務及人事 

(一) 完成 101 學年度預算編列作業、開課作業及專兼任教師新續聘作業。 

(二) 完成系主任遴選作業，新任主任任期為 101 至 103 學年度。 

(三) 完成 100 學年度教師評鑑作業。 

(四) 修訂「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博士班資格考核實施辦法」、「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產學

實習辦法」、「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教學實驗室管理及使用辦法」及「東吳大學微生

物學系教師評審辦法」。 

(五) 完成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填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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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完成第三教學實驗室改善工程。 

(七) 完成實驗室安全自我檢核作業。 

二、 招生 

(一) 各項招生作業： 

1. 2 月完成 101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共錄取 15 人。 

2. 4 月完成 101 學年度大學部甄選入學個人申請指定項目考試，兩組共正取 20 名

及備取 22 名。 

3. 4 月完成 101 學年度轉系申請作業，共 2人通過(化學系及物理學系各 1人)。 

4. 5 月進行博士班入學考試。 

(二) 進行大學部甄選入學招生名額之檢討，擬提高至 40%或 60%。 

三、 教學 

(一) 課程檢討及改進： 

1. 本學期共有普通生物學、普通微生物學(一)、免疫學、分子生物學及生物統計

學等科目獲得「教學助理」補助，另有普通生物學實驗、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微生物生理學實驗、生物化學實驗及環境檢驗分析等科目獲得「補救教學與課

後輔導」補助。 

2. 完成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大學部及碩博士班書報討論課後問卷施測及統計，以

作為書報討論實施方式檢討之參考。 

3. 本系將環保志工訓練納入各項實驗課程之教學改進計畫「雙溪環保實驗教學課

程」已實施數年，本學期微一普通生物學實驗課程於 101 年 3 月 17 日校慶當天

下午，由授課教師及助教率隊，前往雨農橋進行溪水採樣及外雙溪溪水監測實

地觀察。 

(二) 教學改善計畫： 

1. 本系申請「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獲通過，計畫名稱為「微生物學系學

生之分子細胞微生物專業知能和技能的增進與選修課群的規劃」，邀請學界與本

系核心課程相關專業領域的專家進行四場「分子及細胞微生物」系列演講，從

創新、研發到應用的歷程，以及所需人才的養成。 

(1) 第一場於 2月 21 日舉行，主講人為國防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學科博士

後研究員宋向軒博士(本系大學部 86 級系友)，講題為「From recombinant 

DNA techniaues to functional manipulation of genome」。 

(2) 第二場於4月10日舉行，主講人為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林淑端博士，

講題為「大腸桿菌後基因轉錄調控：核糖核酸分解體之生物功能、重要性及

複雜性」。 

(3) 第三場於 4月 17 日舉行，主講人為太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薛博

仁經理(本系大學部 80 級系友)，講題為「生物科技在台灣」。 

(4) 第四場於 5月 15 日舉行，主講人為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葛其梅教授，講題

為「Tp view inflammation in different diseases」。 

2. 配合本項計畫，安排師生於 5月 22 日赴新北市五股工業區 SGS 台灣檢驗科技公

司進行參訪。 

(三) 配合微三環境微生物學及微四工業微生物學及酵素科技、應用微生物學實驗課程教

學需要，於 3至 5月分赴菌寶貝博物館、戴養菌農場、台灣菇類博物館、霧峰酒莊、

金色三麥股份有限公司、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綠藻工業公司、環保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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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檢驗所、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及內湖污水處理廠進行參

訪。 

(四) 為決定碩士班學生具備畢業口試資格，本系特於每學年舉辦兩場碩士班論文宣讀，

本學期分別於 4月 19 日及 26 日進行。 

(五) 6 月 25 日及 28 日舉行大學部論文競賽，7月 16 日及 17 日舉行碩士班論文競賽。 

五、 研究及學術交流 

(一) 教師執行研究計畫及團隊合作： 

1. 100 學年度全系教師共執行 10 件研究計畫，其中國科會 7 件(含 1 件產學合作

計畫)、農委會計畫 1件、勞委會勞研所計畫 1件及藥師工會計畫 1件，總經費

為 11,254,502 元。 

2. 本系獲學校推薦之國科會私校特色研究計畫「醫療用藥物污染環境之復育研究」

申請案，已通過並獲得 100 年至 103 年的補助，本項整合型計畫共有七位專任

教師參與。 

(二) 優良研究成果： 

1. 張碧芬教授執行國科會計畫「溴化阻燃劑污染之河川底泥與陸棲環境之復育研

究－探討不同因子對溴化阻燃劑在底泥與土壤中進行生物降解之影響與利用細

菌群聚組成作為環境監測」，計畫成果委託法瑪國際專利法律事務所向台灣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利，發明名稱為「用於去除污泥中有機毒化物之微膠囊，

其製造方法及其應用」。 

2. 宋宏紅教授執行國科會產學計畫「超產重組蝦抗脂多醣因子暨設計人為廣效性

之抗微生物胜肽的開發 (NSC 100-2324-B-031-001-CC1)」，計畫成果委託德律

國際專利商標法律事務所向台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利，發明名稱為「抗

微生物胜肽」。 

3. 黃顯宗教授從事食品微生物研究三十餘年，近年主要研究台灣發生率最高的腸

炎弧菌對各類環境壓力的反應，成果豐碩。2009 年接受 Anderson de Souza 

Sant'Ana 教授邀請主編食品微生物系列專書中有關環境壓力反應的主題

《Stress Response of Foodborne Microorganisms》，三月正式由美國紐約的

Nova Science Publisher 發行。本書分為：緒論、各類壓力研究、各種微生物

反應、微生物壓力反應原理、壓力下微生物檢測等五大部分，總共 22 章，合計

共 669 頁。 

六、 輔導 

(一) 各年級新生相關： 

1. 4 月 1 日並舉辦考生及家長說明會，除介紹本系課程特色之外，亦安排實驗室

導覽。 

2. 6 月 12 日舉辦碩士班新生座談會，介紹碩士班課程及各老師研究方向。 

(二) 導師會議、導生活動及團體輔導活動： 

1. 3 月 6 日舉辦班級輔導補助計畫「職涯輔導講座」，主講人為財團法人台灣產基

服務基金會講習訓練組高真真資深經理及東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詹久毅教授，講題為「國家環境保護各類相關證照介紹」。 

2. 3 月 27 日舉辦班級輔導補助計畫「微一導生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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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安排微一同學與各導師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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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月 24 日舉辦班級輔導補助計畫「微二導生會議：專業選修課群說明暨學習經

驗分享」，由宋宏紅主任率 4位學長姐介紹本系專業選修課群特色。 

4. 6 月 25 日舉辦暑期實習行前說明會，本屆預計 11 位同學分赴 7 位系友任職單

位進行兩個月暑期實習。 

(三) 菁英教育： 

辦理微三王奇均同學及微四蕭景洲同學申請 101 學年度赴普渡大學修讀雙聯學制

課程。 

(四) 運動競賽： 

微一參加本校建校 112 周年校慶運動會，獲女子組 400 公尺接力第五名及男子組接

力第四名。 

七、 服務 

(一) 教師依專長領域提供社會服務或擔任校外委員或專家： 

1. 教育部各級學校自然或生物相關課程之教科書的審查委員。 

2.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委員、台北市政府衛生局審核委員。 

3. 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科技諮詢專家。 

4. 十餘種 SCI 國際期刊的審查委員及藥物食品分析期刊編輯委員。 

5. 趙維良教授擔任竹林中小學董事。 

6. 宋宏紅教授擔任新竹高中「生物科疑難教學工作坊」指導委員。 

(二) 7 月 2 至 6 日舉辦第 12 屆微生物夏令營，招收對象為全國高中生。 

八、 系友聯絡 

積極建立系友聯絡網，並向於各界任職之系友爭取提供在校同學暑期實習的機會。 

九、 人員訓練 

(一) 實驗安全相關： 

1. 助教於 2月 6日至 10 日出席教育部「校園安衛人員研習營-進階班」。 

2. 本系於2月14日舉辦實驗室安全教育訓練，參加人員包括實驗室安全管理人員、

新進碩士班學生及大學部論文生共 46 人，由李淑蘭助教主講，主要內容為「實

驗室安全業務說明」，包括實驗室自我安全檢查計畫介紹、各項場所設備自動檢

查表說明、藥品管理規定、廢棄物處理注意事項及本系實驗室例行性檢查項目

說明等。 

(二) 成長學習相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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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秘書於 4月 24 日出席會計室教育訓練課程「預算填報作業說明會」。 

3. 秘書於 4月 26 日出席教務處教育訓練課程「學業關懷系統說明會」。 

4. 秘書於 5月 30 日出席人事室教育訓練課程「用心就是狠角色」。 

 

※心理學系： 

一、教學方面： 

(一) 為保障學生應考諮商心理師國家證照資格，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

理師考試規則」(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19 日考試院考臺組壹一字第 10000104931

號令修正發佈)有關諮商心理學程最新課程名稱規定，分別於系課程委員會及系務

會議通過 101 學年度碩士班相關課程名稱及「東吳大學理學院心理學系碩士班諮

商心理實習辦法」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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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提升教學品質，積極申請本校教學相關補助，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共有 7門課程獲

得本校教學助理補助，5門課程獲得「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補助。 

(三) 開設應用領域實習課程： 

1、 諮商心理學領域：安排 3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至「東吳大學心理諮商中心」及

「東吳大學生涯發展中心」，進行半學期的「諮商實務與實習」，學生透過實習

以獲得實務經驗。安排 2 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分別至「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精

神科藥酒癮暨自殺防治中心」及「中華科技大學」，進行全時的「諮商駐地實習」。 

2、 臨床心理學領域：安排 4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至「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國軍北

投醫院」及「亞東紀念醫院」，進行每週半天的「臨床心理實務與實習」，學生

可以瞭解並學習各種心理疾患診斷之實際運用，並藉此增加更多的臨床實務經

驗。安排 3 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至「國防部三軍總醫院」進行全時的「臨床駐

地實習」。 

3、 工商心理學領域：安排 2位碩士班學生、2位大學部學生至「智得傳播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實習，1 位碩士班學生至「實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力資源部門

實習，3 位碩士班研究生參與「104 人力銀行」專案研究。101 年 5 月 25 日下

午 1 時至 3 時帶領學生參訪「貝立德媒體行銷公司」，並於參訪結束後返校於

D0101 舉行「2012 碩士班工商組研究生國內實習心得發表」，邀請至業界實習的

3位研究生發表實習心得。 

(四) 本系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計畫名稱為「心理學系課

程實務及應用教學改進計畫」，補助金額為 120,000 元，共有楊牧貞、王叢桂、汪

曼穎、邱耀初、張本聖等五位教師參與，於 6月 30 日前執行完畢並提交相關成果

報告。 

(五) 本系畢業學生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通過高普考及特考情形如下： 

1、 諮商心理師：研究所 99 級畢業生陳亦鋒、研究所 100 級畢業生葉子菁、研究所

101 級畢業生留妘蓁。 

二、研究方面： 

(一) 專任教師執行研究計畫情形：國科會研究計畫共 4件（其中 1件為多年期計畫；1件

為 99 年度計畫研究期限延長。）、教育部「強化台灣特色之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

之基礎應用人才培育中程計畫—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力及專長培育計畫」1件、大

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 1件。 

(二) 101 年 2 月 7 日舉行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心理學研究倫理審議會議」，審議

會議旨在審核心理實驗研究者是否有違反研究倫理規範準則，此次審議案件15件，

審議結果通過；101 年 2 月 14 日舉行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心理學研究倫

理審議會議」，審議案件 2件，審議結果通過。 

(三) 教師積極參與國際學術活動： 

1、 101 年 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邱耀初副教授赴日本大阪參加「The Second Asi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學術研討會。 

(四) 本系補助學生參與學術研討會： 

1、 101 年 3 月 12 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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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學術風氣於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 4場專題演講 1場研討會： 

1、 101 年 4 月 18 日（三）於一教研大樓 R0512 理學院會議室舉行專題演講，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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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My research on "wu"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reativity」，主講人為

PETER PING LI（Asia Research Cente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由王叢桂老師主持。 

2、 101 年 4 月 24 日（二）於 J203 會議室舉行專題演講，講題：「家庭治療實務研

究與系統取向關係治療」，主講人：許皓宜老師（國立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

心理學系助理教授），由李瑞玲老師主持。 

3、 101 年 5 月 12 日（二）於 J203 會議室舉行專題演講，講題：「痛不痛有關係?疼

痛如何影響人類決策行為」，主講人：林嘉澍（台北榮民總醫院教學研究部博士

後研究助理），由邱耀初老師主持。 

4、 101 年 5 月 22 日（二）於 J203 會議室舉行專題演講，講題：「神經心理學博士

復健醫師的臨床經驗談：神經心理學在臨床醫學的應用」，主講人：盧璐（台大

醫院復健科主治醫師），由張本聖老師主持。 

5、 101 年 5 月 19 日（六）於第二教研大樓舉辦「2012 應用心理學與實務研討會：

陪伴兒童塗鴉的藝術治療」，由郭育誠、莫淑蘭老師擔任主講者。 

三、輔導方面： 

(一) 繼續施行雙軌導師制度，以全系導師費聘任具諮商心理師資格的余振民老師擔任

系專業導師，針對學生生活適應及困擾提供協助。各班並另外安排一位專任老師

擔任班級導師，負責協助同學面對課業學習及生涯方面的問題。 

(二) 101 年 6 月 12 日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系導師會議，由種子導師進行 100 學年度心

理學系專業導師輔導工作簡報，並針對學生輔導進行交流與討論。 

(三) 與本校心理諮商中心合作舉辦各類輔導活動： 

1、 101 年 3 月 26 日（二）中午 12 點於 R0410 舉辦大二導生會，由老師分享生涯規

劃相關經驗及建議。 

2、 101 年 4 月 22 日於國際會議廳舉行「系友返校座談」，邀請三位分別在工商領與

及臨床諮商領域工作的系友，分享其工作經驗。 

3、 101 年 4 月 26 日於 B706 舉行大四導生會及講座「第一次面試就上手」，邀請丸

虎國際顧問公司歐元韻講師為大四同學講述有關面試之相關能力。。 

4、 101 年 5 月 14 日(二)中午 12 點於 B509 施測生涯測驗，由生涯發展中心協助施

測 104 能力測驗。 

5、 101 年 5 月 29 日（二）中午 12 點於 H208 舉行大三導生會， 

(四) 輔導系學生會及碩士班舉辦各類活動： 

1、 101 年 2 月 8 日（三）於 J203 舉行「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研究生會議」，提醒研

究生相關注意事項。 

2、 101 年 2 月 16 日（四）12：10~13：30，於 J203 舉行本系「100 學年度碩士班

舉辦大陸交流生迎新聯誼活動」，促進交流生與碩士班研究生感情。 

3、 101 年 2 月 20 日系學生會舉行學代會議，由各年級學代審核 100 學年第 2學期

各項活動預算，以達到監督系學會的功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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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1 年 5 月 21 日至 25 日系學生會舉辦心理週，並於 5 月 26 日舉行心理之夜。 

四、推廣與服務方面： 

(一) 持續開放推廣部學分班學生隨班附讀，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共計 5 科合計 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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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班附讀。 

(二) 101年 1月 8日至11日張本聖老師由國立編譯館邀約赴北京參加海峽兩岸心理學

名詞會議。 

(三) 專任教師擔任董 、 理監事、 諮詢、顧問、委員、兼任研究員或兼任輔導員：台灣

臨床心理學會評議委員、中華民國臨床心理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教育訓練委員會委

員、董氏基金會心理衛生組諮詢委員、台北榮總兼任副研究員（不支薪、不占缺）、

財團法人普仁青年關懷基金會、台北市家長協會、國家科學委員會委員、本土心

理學研究與教學委員會召集人、台北市家長協會監事、中國測驗學會編輯委員、

考選部諮詢委員、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諮詢委員、警政署諮詢委員、國家

教育研究院考試委員、中華多元智慧發展學會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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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 學術活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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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月二日下午 1:30 舉辦本學期「刑法研討會」；同日下午 3:30 舉辦「民商法研討會」；

五月十七日上午 9:30 舉辦「英美法研討會」歡迎各位老師踴躍參加。 

三、本學期公法研究中心所舉辦的活動如下： 

預計舉辦日期 活動名稱 主講人 承辦人 

101 年 3 月 30 日 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第十八回】 林明鏘 林三欽 

101 年 5 月 15 日 (法務部相關研討會)  程明修 

101 年 5 月 26 日 第九屆公法研討會  陳清秀、范文清 

101 年 6 月 1 日 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第十九回】  范文清 

100 年 11 月 2 日 東吳公法論壇【第三十四回】 宮文祥 胡博硯 

100 年 12 月 30 日 東吳公法論壇【第三十五回】 王韻茹 范文清 

100 年 5 月 25 日 東吳公法論壇【第三十六回】 高仁川 程明修 

◎ 兩岸活動 

一、本學期共有 15 位大陸師生到院系研習，名單如下： 

姓名 性別 校別及身份 研習時間 學術專長 指導老師 備註 

芮征庠 男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

學院法學院本科生 

101/02/13-

101/06/17 
本科生 潘維大老師 潘老師捐款 

潘彤彤 女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

學院法學院本科生 

101/02/13-

101/06/17 
本科生 潘維大老師 潘老師捐款 

張  程 男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

學院法學院本科生 

101/02/13-

101/06/17 
本科生 潘維大老師 潘老師捐款 

楊  瑤 女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

學院法學院本科生 

101/02/13-

101/06/17 
本科生 潘維大老師 潘老師捐款 

費  翔 男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

學院法學院本科生 

101/02/13-

101/06/17 
本科生 潘維大老師 潘老師捐款 

姚  輝 男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

院教授 

101/03/16 

101/04/15 

民法總則、物權法、

侵權行為法（講授「大

陸物權法之研究」－大

陸碩一） 

 

鄭冠宇老師

邀請 

曹豔春 女 
上海海事大學法學

院教授 

101/03/27-

101/06/20

民法-侵權責任法、勞

動與社會保障法學 

 
潘老師捐款 

袁瑜琤 男 
煙臺大學法學院講

師 

101/02/- 

101/06/16

法律史專業、中國傳統

法律文化 

 李模基金會

補助 

路  彤 女 復旦大學本科生 101/02/11- 本科生 洪秀芬老師 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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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18

劉  捷 女 廈門大學本科生 
101/02/10-

101/06/ 
本科生 洪秀芬老師 校級 

皇甫瑤 男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

院研究生 

101/02/10-

101/06/22
民商法學 黃陽壽老師 校級 

羅  睿 女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

院本科生 

101/02/10-

101/06/22
本科生 林三欽老師 校級 

陳新平 男 
武漢大學法學院 

本科生 

101/02/10-

101/06/23
本科生 侯瑞瑗老師 校級 

姚俊倩 女 
武漢大學法學院 

本科生 

101/02/10-

101/06/23
本科生 侯瑞瑗老師 校級 

李雪婷 女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

院本科生 

101/02/08-

101/06/ 
本科生 林三欽老師 校級 

 

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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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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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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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本學期規模最大的研討會－「2012 年民法論壇-第 10 屆民法典學術研討會」將於五月八

及九日在實習法庭舉行。本次活動共邀請大陸 33 位學者專家與會，主題以民法總則、合

同法、侵權法、物權法、身分法及其它相關領域等之立法方向與原則進行探討。與會名

單下。 

序號 姓名 職稱 備註 

1 楊立新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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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龍雲斌 北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副院長  

3 李顯冬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4 劉凱湘 北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5 李永軍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6 盧淑貞 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律科學研究中心秘書 北京地區連絡人 

7 黃和新 南京師範大學教授  

8 秦美琴 江蘇省行政學院副教授  

9 郭明瑞 山東大學教授 副團長 

10 王  竹 四川大學法學院  

11 張  紅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  

12 林承鐸 中國人民大學蘇州國際學院講師 臺灣學者 

13 溫世揚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14 劉士國 復旦大學法學院教授  

15 譚啟平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  

16 廖煥國 暨南大學教授  

17 董惠江 黑龍江大學法學院教授  

18 劉保玉 北京航空航太大學法學院教授  

19 龔賽紅 北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教授  

20 翟雲嶺 大連海事大學法學院教授  

21 董學立 南京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  

22 陶麗琴 中國計量學院法學院教授  

23 楊麗珍 西北大學法學院教授  

24 李漢宇 貴州省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25 王四新 黔東南州中院院長  

26 王亮海 黔南州中院院長  

27 高  峰 貴州省高級人民法院執行二庭庭長  

28 黃建中 貴州省高級人民法院正廳級幹部  

29 余  波 省法院民一庭副庭長 貴州法院連絡人 

30 曹豔春 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教授 已在台灣 

◎ 重要業務 

一、潘維大老師將於四月一日正式榮任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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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系特訂於同日下午 5:30 在游藝廣場 1樓舉行「祝

賀茶會」，邀請全體專兼任老師、院友會各理監事以及與本院系業務相關之公務機關及校

外貴賓等等，共有超過 150 位院友、師長及校外貴賓與會，這是法學院系的喜事，全院

系師生及院系友們都十分高興與榮耀，對潘校長的未來的治校願景與擘畫能力更深具信

心！ 

二、楊奕華院長任期將於七月卅一日屆滿，法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已於 4月 19 日完成遴選，

2 位法學院院長建議人選為法律學系洪家殷教授、林三欽教授，黃召集人陽壽委員並於

101 年 4 月 20 日專簽陳報潘校長圈選，潘校長於 4 月 23 日簽核洪家殷教授為法學院院

長，任期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恭喜洪家殷教授。 

三、本院系合一組織調整案，業經校長簽核「增設二位副院長，但其中一位應兼任法律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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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主任」在案，並訂於本年 8月 1日起實施。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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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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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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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最近法學院喜事連連，除了潘維大老師榮任校長外，莊永丞老師也榮任本校圖書館館長，

李貴英老師則是獲得 WTO 秘書處通過，列入「WTO 爭端解決機制專家組」成員名單，WTO

爭端解決機制專司解決 WTO 會員間之貿易爭端，確保 WTO 會員確實履行 WTO 義務。關於

具體案件，一般由三位專家組成爭端解決小組，裁決案件。小組成員應由充分符合資格，

具有 GATT、WTO 或國際貿易法或國際貿易政策經驗之政府官員或專家學者擔任。李老師

學養精深能被選入，實至名歸。二位年輕老師專業表優異，倍受肯定，本院與有榮焉。 

七、五月廿二日下午 3:30 首次舉辦「畢業生茶會」，歡迎老師們共襄盛舉。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1000530)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65 

商學院 

商學院 

一、 本院為感謝各學系主任及相關教師對院務的協助，並歡迎100學年度第2學期新進教師，

特於 2月 1日於蘇杭小館舉行新春餐敘。新進教師共有 3位，分別為經濟系袁國芝助理

教授、會計系高立翰助理教授及洪聖閔助理教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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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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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赴日本東北大學 4名、赴荷

蘭葛洛寧恩大學 7名、赴法國 Lille 大學 IESEG 管理學院 8 名及赴日本新潟大學 5 名。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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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月 23 日繳交寄送相關審查資料至國科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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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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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訂於 6月 7日針對本院大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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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本院執行教育部「能源經濟管理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計畫。 

八、 辦理 101 年度斐陶斐榮譽會員推薦事宜。 

九、 4 月 13 日本校潘維大校長邀集本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及秘書同仁進行座談，由各學系主

任及秘書針對目前學校或學系所遇到的問題及困難，充分表達意見，會中趙維良教務長

及謝政諭主任秘書亦協助回覆部分問題。本院於會後彙集各學系意見及因應方式書面資

料，送交至秘書室。 

十、 本院會計系謝永明老師代表商學院參加 4 月 29 日~5 月 1 日於美國聖地牙哥所舉辦之

「AACSB＇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Annual Meeting」，並與 AACSB 顧問 Dean 

Terry Maness 說明本院認證資料中相關待釐清問題之修正回覆及進行意見交換等事

宜。 

十一、 4 月 30 日上海復旦大學管理學院呂長江教授及王克敏教授至本院參訪，與本院詹院

長、會計系蘇裕惠主任及會計系柯瓊鳳老師洽談相關交流合作事宜。 

十二、 本院 4月 30 日至 5月 11 日邀請義大利 The Second University of Naples 會計領域

Dr. Francesca Manes Rossi 及 Dr. Alessandra Allini 至本院進行參訪，並洽談雙

方簽約合作事宜。 

十三、 本院辦理東吳財經講堂講座系列活動： 

甲、 3 月 16 日辦理第一場講座於城中校區 R5211 國際會議廳舉行，邀請台灣證券交

易所薛琦董事長針對「台灣資本市場的展望」進行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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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4 月 27 日辦理第二場講座於城中校區 R5211 國際會議廳舉行，邀請中華經濟研

究院吳中書院長就「金融海嘯後政府政策之省思」進行專題演講。 

丙、 5 月 11 日辦理第三場講座於城中校區 R5211 國際會議廳舉行，邀請台灣金融研

訓院許嘉棟董事長就「央行的魚與熊掌」進行專題演講。 

十四、 本院 5月 15 日推薦繳交「國科會 101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申請案，

共推薦 21 位教師，其中有 8 位教師為研究傑出（邱永和教授、陶宏麟教授、謝智源

教授、尚榮安教授、陳禹辰教授、林彩瑜教授、林娟娟教授、胡凱傑副教授）、7 位

教師為研究優良（顧萱萱教授、陳宏易教授、張大成教授、林忠機教授、趙景明教授、

吳吉政助理教授、鄭麗珍助理教授）及 6 位新聘教師(洪聖閔助理教授、高立翰助理

教授、王昱凱助理教授、邱于芬助理教授、林勝為助理教授、黃心怡助理教授)。 

十五、 5 月 15 日至 20 日本院詹院長與邱永和研務長帶領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赴山東進行跨國海外研習及學術交流事宜，除與山東大學相關單位進行上課研習及學

術交流外，並參訪浪潮信息集團、濟南力諾集團、青島啤酒、海信集團、東泰(青島)

農產有限公司等企業，進行個案分析。 

十六、 為使 103 評鑑順利進行，教學資源中心特別協助本院先行邀請台大共同教育中心李文

霞助理教授蒞院演講，演講題目：教學指標 RUBRIC 之運用與設計」，演講日期為 5

月 25 日下午 2時，演講地點為城中 5211 國際會議廳。 

十七、 規劃「2012 海峽兩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事宜，該研討會乃本院與蘇州大學商學院

用以搭建學術交流之平台，自 1997 年起迄今已舉辦第 16 年，從不間斷，本次舉辦日

期將訂於 2012 年 10 月 15 至 20 日於東吳大學城中校區舉行。 

十八、 辦理 100 學年度 第 2學期教師升等外審及教師評鑑等事宜。 

十九、 辦理 101 學年度本院各學系專兼任教師新、續聘事宜。 

二十、 籌辦 6月 2日「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畢業典禮」相關事宜。 

國際商管學程 

一、本學程學生徐嘉謙與廖妤甄於 100 學年度取得本校商學院與美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雙碩

士學位，為本校取得雙聯碩士第三、第四人。 

二、法國雷恩商學院(ESC Rennes)國際部主任於 3月 20 日來訪商討雙聯學位事宜。 

三、本學程 4月起開始網頁改版計畫，預定於 6月底正式上線。 

四、預計於 6月召開 100 學年度第二次國際商管學程會議。 

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一、商學院執行國科會「企業風險管理之研究－IT 產業」研究： 

(一) 本計畫之研究團隊將於 101 年底赴泰國參加研討會。 

(二) 本中心將於 7月底提交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予國科會人文處。 

(三) 本年度由國科會補助款及本校補助款聘任數名研究助理，協助本研究案之執行。 

二、將於 8 月接待浙江大學李志文商學班菁英學生來台與東吳大學同學舉辦為期兩天之「第

三屆兩岸青年領袖高峰論壇」。 

三、本中心與社團法人台灣信用評等協會於 3 月 16 日及 4 月 27 日協辦「台灣資本市場的展

望」與「金融海嘯後政府政策之省思」相關議題之演講。 

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一、本學年度中心協助輔導「速配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之設立，協助該公司商品經營管理、

人力及物流管理之建置。 

二、本學年度與一資訊公司洽談合作事宜，本中心將在研究經費、人力資源等方面進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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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班 

一、 2月3日臺北市東吳大學EMBA服務與成長協會假神旺大飯店召開第二屆第二次理監事會

議。 

二、 發送東吳大學商學院 EMBA 電子報，每月 10 日發刊，2 月起至 5 月份止共發行第十九期

至二十二期。 

三、 2 月 25 日(六)舉行 101 學年度招生入學考試；3 月 15 日(四)公告初試合格名單，共 42

位；3月 25 日(日)舉行 EMBA 第二階段面試，共 39 位前來面試。 

四、 本班「創新與創業」課程系列演講： 

(一) 3 月 2 日(五)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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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五)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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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4 月 13 日(五)邀請愛情公寓張家銘執行長前來演講，地點：2609 教室。 

(四) 4 月 27 日(五)邀請逢甲大學專案管理與系統思考研究中心楊朝仲主任前來演講，

地點：2609 教室。 

(五) 5 月 11 日(五)邀請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龔品如組長前來演講，地點：

2609 教室。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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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3 月 12 日召開 EMBA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討論 101 學年度開課相關

事宜。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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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本班讀書會活動： 

(一) 3 月 22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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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5 月 3 日(四)導讀書籍－「瞄準月亮，至少射中老鷹！」，主持人：翁望回(東吳大

企管系副教授)，導讀人：張惠屏 (EMBA 碩二，彰化銀行專員)，與談人：游瑞維

(EMBA 碩一，亞洲水泥股份有限公司)，黃千芳(EMBA 碩一，中華航空公司研究員)。 

(三) 6 月 14 日(四)導讀書籍－「6 個問題，竟能說服各種人」，主持人：翁望回(東吳

大企管系副教授)，導讀人：王莉萍 (EMBA 碩二，同致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專案

經理)，與談人：王琳 (EMBA 碩一，富昱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公共行政室處長)，

陳綺霞 (EMBA 碩一，永豐商業銀行個金審查部徵審科房貸核貸委員)。 

九、 本班企業論壇活動： 

(一) 4 月 14 日(六)EMBA 碩一林清豐：DOOH (Digital Out Of Home) Media 行銷趨勢

分享。 

(二) 4 月 15 日(日)EMBA 碩一簡宜真：西雅圖咖啡公司介紹。 

(三) 4 月 28 日(六)EMBA 碩一王琳：從 AC 管理職能評鑑到公司正向發展。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1000530)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68 

(四) 5 月 12 日(六)EMBA 碩一王啟雄：Electronic Manufacture service for Brand 

Company and potential business for Taiwan Supply Chain. 

十、 5 月 5 日 EMBA 第四屆李啟華(中華工商流通發展研究協會理事長)於 2614 教室舉辦企業

模擬實戰研討會。 

十一、 5 月 14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一次商學院特殊學科教評會議，辦理 101 學年度 EMBA 教

師新聘、續聘相關事宜。 

十二、 5 月 15 日至 5 月 20 日由商學院詹乾隆院長與邱永和研務長帶領 EMBA 高階經營碩士

在職專班學生前往山東進行跨國海外研習及學術交流事宜，主要參訪行程：山東大學、

浪潮信息集團、濟南力諾集團、青島啤酒、海信集團、東泰(青島)農產有限公司等。 

十三、 5 月 29 日 EMBA 碩二班假大三元酒樓(台北市中正區衡陽路 46 號)舉辦謝師晚宴。 

十四、 5 月 31 日於 2123 會議室舉辦 EMBA 第六屆迎新茶會，邀請師長及第一至五屆學員一

同參與。 

十五、 6 月 2 日東吳大學 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於外雙溪校區傳賢堂舉行，EMBA 於當日拍攝畢

業團體照。 

十六、 7 月 21、22 日(六、日)EMBA 將舉行團隊發展課程。 

跨領域學程 

一、 規劃及辦理兩學程 5場專題演講，主講人包括：法學博士帥以仁教授、文京學院大學三

浦后美教授、埼玉大學相澤幸悅教授及箕輪德二教授、山東大學會計系主任潘愛玲教授、

《冰點》紀錄片拍攝盧昱瑞導演；「陳陸合綠光茶園」企業參訪；學程期末座談會、招

生說明會及新生說明會等活動。 

二、 辦理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事宜。 

三、 召開商學院跨領域學程作業小組會議。 

經濟系 

一、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經濟學系朱芝穎同學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至經濟學系就讀，由陳彧

夏老師擔任輔導老師，詹朝豐與林泓瀚助教擔任輔導助教。 

二、經二 A廖映宣同學 1月 15 日至 2月 25 日參與 AIESEC 社團，前往中國杭州擔任浙江美術

館志工。 

三、經濟部來函聘請經濟系邱永和教授兼任該部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貿易投資審議會審議委

員，聘期至 102 年 12 月 31 日止。 

四、「2012 東吳大學兩岸交流營--春遊雙溪 in 台北」活動營輔員錄取經濟學系張吉華與徐

瑜暄同學。 

五、經濟學系 2月 17 日召開第一次系務發展委員會小組會議，討論本系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

計畫暨預算填報事宜。 

六、經濟學系 2月 24 日召開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討論本系 101 學年度課程。 

七、經濟學系 3 月 9 日召開第 1 次學生事務小組會議，會中討論本系 101 學年度專任教師排

課相關事宜，修訂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教工作之規範。 

八、經濟學系 3月 14 日舉辦系友經驗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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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經濟學系 3月 16 日召開第 2次學生事務小組會議，會中審核教師研究助理人選事宜，討

論研究生獎助學金事宜。 

十、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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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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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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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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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經濟學系 3月 23 日中午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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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 日辦理第二階段面試，共有 63 位考生通過第一階段篩選，

其中 51 人參加第二階段面試，正取 24 人，備取 27 人。 

十三、經濟學系 3月 30 日下午舉行轉系生面系，共有 14 位同學提出申請，錄取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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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四 C林韋宏同學 100 學年度前往德國明斯特大學將換一學年，獲 100 年度「教育部

獎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一學海飛颺」獎助。 

十六、經碩二王永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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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經二 A賴玉衡同學獲 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赴國外研習第一期補助生活費。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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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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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經濟學系邱永和教授 4月 9~13 日前往蘇州大學商學院授課。 

二十一、 經濟學系謝智源主任與林沁雄教授於 4 月 18 日下午帶領學生參加「2012 校友企業

參訪學習日」，前往台中參訪亞洲第一健康器材品牌領導者--喬山健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羅崑泉學長與副董事長何月欣學姐(經濟系 55 級)親自對學弟妹分享

「如何提升職場競爭力」與暢談企業經營與管理理念。 

二十二、 經濟學系謝智源教授 4月 25 日到高雄大學應用經濟系專題演講。 

二十三、 經濟學系 4月 27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核 101 學年度專兼任教師新續聘案。 

二十四、 經濟學系學生 4 月 28、29 日參加由文化大學主辦「2012 全國大專院校經濟相關科

系聯合盃賽」，榮獲男籃冠軍(三連霸)、羽球亞軍、女籃季軍。 

二十五、 經四 A 林啟揚同學榮獲輔仁大學經濟學系勇源國際貨幣實驗室所舉辦之第六屆全國

大專院校「外匯模擬投資競賽」第三名。 

二十六、 經濟學系為激勵學習，訓練資料分析能力，以為本系同學日後研究及就業培養充足

能力，特舉辦『2012 東吳經濟財務資料分析競賽』。由大學部二～四年級同學報名

組隊參加，5月 5日於 2219 電腦教室舉行競賽，包含教師授課、自由上機練習與競

賽三部分。 

二十七、 經濟學系於 5月 4日舉辦碩士班與碩專班 2場次論文研習營。 

二十八、 經濟學系 5月 9、11、18 日在 2621 教室舉行碩博士班研究生論文發表會，感謝老師

們的主持、評論與指導協助及碩一研究生熱烈參與，順利完成。 

二十九、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主辦，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協

辦 5月 18 日召開『2012 台灣基因體意向』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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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經濟學系為了讓學生與導師有面對面的溝通，於5月18日下午舉辦『學生事務會議』，

由謝智源主任主持，邀請研究所及大學部各班導師、學生代表參加。 

三十一、 經濟學系持續舉辦『2012 大學生經濟論壇』論文比賽，5 月 4 日截止收件，初審委

員就所有投稿論文中選出數篇最佳論文。5月 25 日舉行論文發表會，進入複選之論

文進行口頭報告，口頭發表全部結束後由評審團宣佈論文名次。得獎論文將獲頒獎

狀乙張及獎學金，得獎論文需於 6月 8日前修改完成。 

三十二、 經濟學系將於 5月 25 日晚上於 R2123 舉行研究所金榜題名說明會，邀請今年考上研

究所的同學告訴學弟妹們如何準備筆試及面試。 

三十三、 經濟學系將於 6 月 1 日在城中校區 2227 會議室舉辦『2012 提昇教學品質與學習興

趣座談會』，邀請國內各大學講授研究所計量經濟學，具有豐富教學經驗之教授與本

系教師共同交換意見。會後將請參與座談會的老師，就討論題綱準備書面意見，集

結成冊，作為日後持續提升教學水準之基礎。 

三十四、 經濟學系本學期舉辦 9場次專題演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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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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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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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4 月 13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彭信坤所長演講「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Technology Choice and Productivity」。 

(五) 4 月 20 日邀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謝文真教授演講「Ageing Society Related 

Mental Disorder in the Context of Socio-economics」。 

(六) 4 月 27 日邀請淡江大學經濟學系洪小文副教授演講「Trade Uni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七) 5 月 25 日邀請東華大學經濟學系張銘仁老師演講。 

(八) 6 月 1 日邀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余朝恩老師演講。 

(九) 6 月 8 日邀請本系陶宏麟教授介紹論文寫作方法與技巧。 

會計系 

一、配合商學院提報 AACSB 認證相關資料。 

二、會計學系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合辦第十八期「會計師專業學分班」

建教合作案。本期學分班於 101 年 2 月開課，包含「初級會計學」、「中級會計學」、「成

本會計學」、「管理會計學」、「高等會計學」、「審計學」及「租稅法規」七科課程，以提

供有志於終身學習之人士進修機會，進而落實社會服務、培植優秀會計人才之理念。 

三、山東大學管理學院工商管理系陳丹副教授蒞臨會計學系參訪，並於 2 月 29 日下午 3：30

與會計學系專任教師進行交流暨座談。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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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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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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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會計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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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

月 9日共同舉辦「迎接 IFRS 時代之會計教育研討會」，總計有自學術界及實務界近 80 人

參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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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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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系友參加，並獲得系友熱烈迴

響及正面回應。 

八、會計學系於本校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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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會計學系與心理諮商中心於4月16日於R2615共同舉辦「自我壓力檢視與紓壓技巧學習」

活動，本次活動主要對象為專任教師及研究生，活動內容將透過唾液檢測瞭解自己的壓

力指數，學習適合個人的紓壓方式，計有 20 餘位師生參加。 

十、會計學系為鼓勵碩士在職專班同學提昇財經素養，特與經濟日報於4月16日共同舉辦「全

民財經檢定」。 

十一、 會計學系邀請復旦大學復旦大學管理學院副院長兼會計學系主任呂長江教授及復旦

大學財務金融學系王克敏教授於 4 月 27 日至 5 月 5 日蒞臨本系短期講學，兩位教授

除分別於碩士班及碩專班舉行專題演講外，並與本系專任教師進行座談交流，針對中

國大陸財會研究議題、相關實證資料庫、期刊類型等進行深入解析，並誠摯邀請系上

教師未來多與復旦大學管理學院教師進行研究方面的合作。 

十二、 會計學系為提昇碩士班及碩專班之學術研究風氣，於 4月 30 日至 5月 11 日舉行十五

場碩士論文發表會，共計發表 51 篇論文，期藉由與會師生之建議，使論文更臻完善。

論文發表會是以研討會方式進行，各場次皆由二至三位會計學系專任教師組成之評論

小組來擔任評分工作，並由其中一位教師擔任召集人，論文的評論則由主要評論人負

責，並邀請發表人之指導教授蒞臨指導、其餘參加人員為會計學系專任教師、研究生

及對研討主題有興趣之本校師生。 

十三、 由會計學系及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學聯誼會文教基金會共同出版的「會計學

報」第四卷第一期於四月底出刊。 

十四、 會計系所同學聯誼會101年年會於5月5日(星期六)中午假囍宴軒餐廳小巨蛋店盛大

舉行。本次系友大會席開 86 桌，總計有近千位系友齊聚一堂，堪稱是歷年出席人數

最多、參與級數最齊全的一次年會。本次年會承蒙馬前副校長君梅、東吳大學校友總

會唐理事長松章伉儷(亦為本系系友會創會會長)、宋作楠先生紀念教育基金會榮譽董

事長宋以立先生、系所同學聯誼會前會長賴春田學長及薛明玲學長、台北市會計師公

會李燕松理事長、法學院楊院長奕華、商學院詹乾隆院長、復旦大學呂長江教授、王

克敏教授等長官蒞臨。本次年會並特別頒發 36 位傑出系友「東吳會計楷模」獎牌，

以表揚他們在相關領域的優秀表現。 

十五、 會計學系為慶賀應屆畢業同學順利畢業，並加入「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所同學聯誼會」，

於 5 月 7 日（星期一）在 R2123 會議室舉辦「應屆畢業生聯誼茶會」，本校潘維大校

長、林錦川副校長、馬君梅前副校長、謝政諭主任秘書、發展處許晉雄處長、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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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乾隆院長、會計學系系友會創會會長暨會計系所同學聯誼會文教基金會董事唐松章

學長（44 級）、王金山董事長（63 級）、及陳清祥董事（68 級）與本系教師、助教、

行政人員及畢業班學生二百五十餘人參與，場面溫馨熱鬧。自本學年度起，為獎勵在

校期間義務熱心參與辦理與學系有關之活動，擔任班級各類幹部，表現優異有具體事

蹟者，透過各班同學及導師共同推薦，並頒發獎狀及獎學金以茲鼓勵，並期盼所有獲

獎同學於畢業後仍可延續服務之精神，熱心擔任各班級聯絡人之重要角色。 

十六、 會計學系於 5 月 23 日（星期三）15：30-17：30 於 R5117 舉行「經驗交流座談會」，

會中邀請五位應屆考取碩士班之同學與學弟妹分享準備碩士班考試之經驗。 

十七、 會計學系與本系學生會於5月 26日至 27日承辦2012第 33屆全國大專院校會計盃運

動競賽。總計有來自全國 33 所大專院校會計學系報名，參與人數將近 2,000 人。 

十八、 會計學系為使學生充分掌握國際化及多元化之潮流，邀請美國 Pace 大學李丕正教授

於 5月蒞臨本系進行短期講學。 

十九、 為落實會計理論與實務之結合，並幫助本系同學有機會走入社會，貢獻所學，本系自

90 年起接受台北市國稅局委託，組成學生稅務服務隊，透過事前完善的甄選及訓練，

協助輔導台北市民申報年度綜合所得稅。100 學年度以三年級 44 位同學組成「稅務

服務團隊」，於5月11日至18日至台北市各稅捐單位協助社會大眾申報個人所得稅。 

二十、 提供學生課外活動機會，以培養學生敬業樂群之精神，建立健全之人格發展。除鼓勵

同學參加校內外各項活動競賽外，會計學系將於 5 月 23 日假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辦

會計學系年常會活動，並於會中頒發第二學期會計系各項優秀清寒學生獎助學金。 

二十一、 會計學系將於 5 月 30 日舉辦「100 學年度會計學系學生事務會議」，此次會議由會

計學系學生事務會議召集人曹文沛老師召開，除邀請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各輔導委

員會召集人及行政人員外，並專函邀請各班班代、副班代及學會幹部參加。冀望藉

由會議之舉行，提供溝通管道，吸取全系師生之寶貴意見，促使系務更順利推展。 

二十二、 會計學系馬君梅教授因服務成績優良且任職滿四十年，依獎章條例之規定，獲教育

部頒發特等服務獎章。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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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會計學系於本年度錄取研究所成績已陸續揭曉，截至 5 月 1 日之公布榜單所示，總

計考取研究所人數近 117 人次，其中考取台大會研所正取 6 名，備取 4 名。政大會

研所正取 3名。東吳會研所正取 12 名，備取 16 名。表現可圈可點，並榮登東吳會

研及輔大會研榜首。 

二十五、 會計學系為建立與系友交流管道，於 98 年 7 月首度發行「東吳大學會計學系系友電

子報」，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預計分別於 4月及 7月發行第十二期及第十三期。 

二十六、 會計學系將於 7 月中旬邀請東北財經大學會計學院院長方紅星教授、副院長張先治

教授、孫光國教授，前院長劉永澤教授與學術項目主管劉凌冰博士蒞臨本系進行交

流。 

企管系 

一、召開各項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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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務會議： 

1. 3 月 14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 

2. 5 月 9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 

(二) 系教師評審會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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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月 18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3. 5 月 23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三) 課程委員會： 

1. 3 月 26 日作業與供應鏈管理小組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次小組會議。 

2. 3 月 27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 

二、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聘請 3 位客座教授蒞臨講學，講授企三、企碩一及企碩專一之「全

球管理專題」三門課程： 

(一) 2 月 13 日至 3月 25 日由山東大學陳丹副教授講學，並於 3月 1日安排與系上教師

座談。 

(二) 3 月 26 日至 5月 6日由山東大學羅新華教授講學，並於 4月 19 日安排與系上教師

座談。 

(三) 5 月 7 日至 6 月 16 日原聘請南開大學商學院楊俊副教授因個人因素取消來臺，改

聘西康乃狄克州立大學莊明玲副教授講學，並於 5 月 17 日安排與系上教師座談。 

三、辦理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編列相關事宜。 

四、辦理 100 學年度招生考試事宜： 

(一) 3 月 22 日辦理碩士班招生入學面試。 

(二) 3 月 24 日辦理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入學面試。 

(三) 4 月 1 日辦理大學部甄選入學複試。 

五、辦理交換學生輔導相關事宜：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輔導 1 位大陸碩士交換研究生，協助

進行選課、環境認識、生活適應等各方面輔導。 

六、辦理100學年度第2學期學生獎助學金申請，計有2項獎助學金，共計26人次提出申請，

總獲獎 15 人次。 

七、規劃辦理專題演講： 

(一) 舉辦 17 場專題演講，由系上統籌或教師依授課需求，邀請實務界專業人士進行專

題演講，以達教學實務並重。 

1. 2 月 24 日邀請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巫俊毅協理主講「首次採用 IFRS」。 

2. 3 月 2 日邀請資誠會計師事務所王精偉副總主講「IFRS-合併財務報表與關聯企

業與合資投資」。 

3. 3 月 9 日邀請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張惠閔協理主講「IFRS-所得稅」。 

4. 3 月 16 日邀請資誠會計師事務所林雯瑜副總主講「IFRS-外幣匯率變動之影

響」。 

5. 3月21日邀請資誠企業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李淑娟經理主講「SAS Enterprise 

Miner 軟體介紹與流程操作」。 

6. 3 月 23 日邀請資誠會計師事務所陳惠君協理主講「IFRS-營運部門」。 

7. 3 月 27 日邀請臺灣行銷科學學會田寒光副秘書長主講「如何打造行銷戰將」。 

8. 3 月 30 日邀請資誠會計師事務所蔡亦臺協理主講「IFRS-租賃」。 

9. 4 月 18 日邀請資誠企業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李淑娟經理主講「行銷預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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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與應用(I)—決策樹理論」。 

10. 4 月 20 日邀請資誠會計師事務所郭加龍副總主講「IFRS-收入」。 

11. 4 月 27 日邀請資誠會計師事務所李思佳經理主講「IFRS-財務報表之表達」。 

12. 5 月 2 日邀請資誠企業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李淑娟經理主講「行銷預測模型

建置與應用(II)—實機操作」。 

13. 5月4日邀請資誠會計師事務所鍾子嶸協理主講「IFRS與現行ROC GAAP差異」。 

14. 5 月 11 日邀請資誠會計師事務所范書華會計師主講「IFRS 實施對跨國企業之

稅務影響」。 

15. 5 月 16 日邀請資誠企業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李淑娟經理主講「風險信用評

分卡介紹與實作」。 

16. 5 月 29 日邀請智策市場研究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袁南馨顧問主講「(台灣)生活

形態研究及消費行為變化」。 

17. 5 月 30 日邀請資誠企業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李淑娟經理主講「稀有事件分

析與類神經網路之運用」。 

(二) 與系友基金會合辦 1 場生涯規劃演講：5 月 18 日邀請臺灣企銀建國分行陳惠華專

員（日 83 級 A 班系友）主講「證照！它罩得住我」。 

八、規劃於 6月 16 日舉辦「2012 第 15 屆科際整合管理研討會」。 

九、規劃辦理「『未來 BOSS』台灣公開賽」活動，訂於 8 月 14 日於本校城中校區舉辦決賽。 

十、協助系學會辦理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各項活動： 

(一) 例行專案活動：5月 29 日舉行企管系學生會第 42 屆年會。 

(二) 企業參訪活動：5 月 16 日舉行 2 場企業參訪，訪問華歌爾股份有限公司、理財週

刊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 辦理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相關事宜： 

(一) 辦理「東吳企管系友網路回娘家」線上問卷填答活動，以瞭解系友對母系之滿意

度及各項回饋。 

(二) 3 月 16 日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第 5屆第 4次董事會。 

(三) 系友聯誼活動： 

1. 4 月 15 日東吳企管高爾夫球隊於長庚球場舉例賽。 

2. 4 月 28 日協助日 66 級 B 班系友舉辦同學會。 

十二、 協助東吳 EMBA 聯誼會舉辦活動： 

(一) 召開理監事會議： 

1. 2 月 27 日召開第六屆第 2次理監事臨時會議。 

2. 3 月 6 日召開第六屆第 3次理監事會議。 

(二) 舉辦講座、讀書會活動： 

1. 3 月 29 日舉辦專題講座，邀請蘇州亞致精品酒店執行董事吳道揆老師主講「兩

岸沈浮，百萬傳承-老東吳的故事」。 

2. 5 月 18 日與推廣部合作舉辦「名人演講-看全球經濟展望與投資趨勢」，邀請財

金文化謝金河董事長主講。 

國貿系 

一、國際交流： 

(一)100學年度第2學期邀請4位客座教授，包括天津大學董伊人副教授（101.2.12~3.24）、

武漢大學李卓教授（101.3.25~4.7）、武漢大學肖光恩教授（101.4.8~5.5）、美國 Pe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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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University 丹尼爾副教授（101.5.6~101.6.16），授課期間分別在大學部、碩

士班、碩專班開授全球經營專題研討課程。 

(二)100 學年度第 2學期貿三 A林宛萱赴法國 Lille 大學交換學生。 

(三)100 學年度第 2學期貿四 A黃筱茜赴日本新瀉大學交換學生。 

(四)100 學年度第 2學期貿三 B曾敬媛赴丹麥哥本哈根商學院交換學生。 

(五)101 年 2 月 22 日上午 11：00 假游藝廣場 2F，本系師生與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師生一

行 12 人進行交流座談。 

(六)4 月 23~27 日，顧萱萱主任帶領師生一行 43 人赴越南進行企業見習活動，計參訪聚

陽實業、台南紡織、東光企業、峰明企業、味丹集團、統一集團、富美興開發等企

業，在此過程中，除了參觀工廠實際生產流程，並與企業相關負責人進行座談，深

入瞭解越南台商企業經營模式，增進學生的實務學習機會，提升學生的國際視野，

拓展學生的學習廣度。 

(七)101 學年度商學院交換學生錄取名單： 

1. 日本新瀉大學：貿三 B 蔡旻妤、貿四 B許珮慈、貿四 B廖紹君。 

2. 荷蘭葛洛尼恩大學：貿二 B羅平、貿三 A黃品智、貿四 A黃家琦（備取）、貿四 B

劉姿妏（備取）。 

3. 法國 Lille 大學：貿三 A周玳均、貿三 A何穎筑（備取）、貿四 B劉姿妏（備取）。 

(八)101 學年度第 1學期國貿系獲赴大陸大學交換學生之推薦名單如下：貿二 B黃賣華：

南京大學、貿二 B鍾婷安：南京大學、貿二 B羅平：中國人民大學。 

(九)6 月 23~30 日顧萱萱主任、溫福星老師赴武漢大學參加「海峽兩岸國際商務專業碩士

教育與教學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十) 7 月 5~12 日邀請南京大學黃韞慧老師前來本系進行學術研究交流並作專題演

講。 

二、學生學習輔導： 

(一)導生活動暨演講： 

1. 3 月 14 日(三)上午 11 時~12 時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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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月 24 日(二)13:00~15:00，假 R2511，講者：合作金庫金融控股公司蔡武烈總

稽核，講題：由合庫看台灣銀行業的海外與大陸佈局。 

3. 5 月 16 日（三）15:30-16:20，假 R5211，舉辦「交換學生經驗分享座談會」，演

講者：貿碩企二黃佑軒同學。 

4. 5 月 16 日（三）16:30-17:20，假 R5211，舉辦「交換教師經驗分享座談會」，演

講者：丹尼爾客座教授。 

5. 本學期舉辦導生會時間如下： 

（1） 3 月 26 日(一) 中午 12:00~13:30R2524 陳惠芳老師導生會。 

（2） 3 月 28 日(三) 中午 12:00~13:30R2524 林炳文老師導生會。 

（3） 3 月 12 日(一) 中午 12:00~13:30R2511 鄭宗松及溫福星老師聯合導生聚

會。 

（4） 3 月 12 日(一) 下午 15:30~17:20R2511 梁恕老師導生會。 

（5） 3 月 5 日（一）中午 12:00~13:30R2511 諾木汗老師導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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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月 25 日(三) 中午 12:00~13:00R2523 蔣成老師導生會，邀請富邦證券

葉一青業務協理演講，講題：台灣金融業面面觀。 

（7） 5 月 22 日(二)12:00~13:30 謝文雀、謝效昭、顧萱萱三位老師導生會，

假 R5413，邀請美商博通公司張瑞洋區域業務經理演講，講題：國貿人在

高科技業之經驗分享。 

(二)企業參訪活動： 

1. 4 月 27 日（五）13:30~15:30 蔣成老師帶領碩士班、碩專班學生一行 28 人赴基

隆港務分公司進行參訪活動。 

2. 5月 17日上午 11：30，由邱靖博老師帶領貿碩一學生一行 22人赴大昌證券參訪。 

(三)專業證照暨研究所考試演講： 

1. 3 月 19 日(一)下午 14時 30分~15 時 2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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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通過 101 年「證照輔導課程」補助計畫，舉辦「國貿大會考與職訓局國貿技術士

丙級」證照之訓練課程，上課時間4月 11日 R5514 15:30-18:30、4月 18日 R5514 

15:30-18:30、4 月 25 日 R5514 15:30-18:30，授課教師為金融研訓院陳賢芬講

師。 

(四)執行學業關懷系統。 

(五)舉辦多益、證照考試： 

1. 3 月 28 日（三）下午 15:30-18:00 於 R5613、 R5616，舉辦多益考試，報名人數

80 人。 

2. 5 月 23 日（三）下午 15:30-18:00 於 R5513、R5613、R5616，舉辦多益考試，報

名人數 120 人。 

三、學生獎助學金： 

(一)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獎助學金獲獎名單如下： 

1. 郭滄海清寒助學金：貿三 B 黃敏茹。 

2. 游健昱清寒助學金：貿三 A 周玳均。 

3. 蘇錦彬清寒助學金：貿延 A洪藹賢。 

4. 蔣山系友清寒助學金獲獎者：貿一 A 方仁泫、貿一 A林嘉盈、貿三 A張婉琪、貿

三 A 林冠汶。 

5. 恩吉實業清寒助學金：貿三 A 林冠汶、貿三 A 周玳均、貿三 B 黃敏茹、貿四 B 洪

詩瑋、貿延 A洪藹賢、貿碩企二徐可欣、貿碩金二李欣庭、貿碩企一劉昀宗。            

6. 93 級系友獎學金：貿二 A 黃聖良 (家境清寒）、貿三 A 張又升（熱心服務）。 

7. 74 級工讀助學金：貿四 A 李瑰酌、貿四 A 許如蜜、貿二 A 黃詩雅、貿一 A 方仁

泫。 

四、學生獲獎與成績表現： 

(一)國貿系81級畢業系友張中昀任職於資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副總經理，榮獲「2011

年第29屆國家傑出經理獎」，本獎項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經理協進會舉辦選拔，

敦聘產、官、學界學養豐富者擔任評審委員，經嚴格初審、複審面談、企業訪談、

及決選程序，其宗旨在傳播及推廣管理知識，肯定專業經理人對企業及社會之貢獻。 

(二)「2012 東吳大學兩岸交流營--春遊雙溪 in 台北」活動營輔員錄取名單：貿一 B張譽

馨、貿二 B鍾婷安、貿三 B黃琪雅、貿四 A吳美萱。 

(三)101 學年度卓越計畫赴國外研習國貿系獲補助名單如下：貿一 B張譽馨、貿二 A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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暘、楊里崎、貿三 A林妏容、貿三 A李敏慈、貿三 A黃品智、貿三 A游郁萱、貿三 A

趙瑞華、貿三 A 呂褘庭、貿三 B 謝蓓蒂、貿三 B 江宜芳、貿三 B 林翠仙、貿四 A 林

宛萱、貿四 B 王依立、貿四 B 林妙謙、貿四 B 蔣佳蓁、貿碩企一劉佩如、貿碩企一

陳慈萱、貿碩企一黃婉婷、冒金一陳靜佳、貿碩金一黃韻樺、貿碩金一陳佑鎮、貿

碩專一王冠傑、貿碩專二柳東儀、貿碩專二胡孝宗、貿碩專二陳子平、貿碩專二徐

珊菁、貿碩專二劉素賓。 

(四)貿三 B 陳世竣榮獲台北醫學大學公共衛生暨營養學院與中山醫學大學諮輔中心共同

舉辦之大學生「愛情 EQ 短片競賽」佳作獎。 

(五)本學期多益成績 900 以上同學名單：貿二 A 昌家齊 955 分、貿四 A 邱羽薇 945 分、

貿四 A 李瑰酌 900 分、貿一 A 劉 恆 900 分、貿碩企二 黃佑軒 980 分。 

五、國貿系加強系友會執行功能，與系友間之聯繫工作。 

(一)3 月 25 日(日) 上午 8時 30 分，假外雙溪室內體育館，舉行第十一屆系友盃籃球賽。 

(二)4 月 14 日(六) 9:00~17:00，假城中校區六大樓體育館，舉辦第三屆系友盃羽球賽。 

(三)4 月 21 日(六) 7:00~11:00，假信義區 OUTBACK 牛排館，舉辦 Lin 聚系友-豪神加油~

現場直播趴-豪邁 Lin 呼乾活動。 

(四)5 月 10 日（四）下午 19：00 假 2127 召開台北市國際貿易協會第四屆第三次理監事

會議。 

(五)6 月 3 日(六) 上午 9:00~下午 17:00 假城中校區六大樓體育館，舉辦第十一屆系友

盃排球賽。 

財精系 

一、 審議「財團法人唐德晉文教基金會獎學金」、「蘇秉銓先生獎助學金」資助案、「商用數

學發展協會獎學金--廖軒晟系友獎學金」獲獎名單及研究生奬助學金核發方式。 

二、 規劃及辦理本系學術專題演講共計 11 場；另系友生涯規劃演講１場。 

三、 本系姚裕善講師將於 101 年 7 月 31 日退休，增聘鄭宏文助理教授為本系專任教師，並

自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起聘。 

四、 本系延續與新光人壽保險公司建教合作案，於 3月 20 日洽談建教合作合約內容，並於 5

月 2日在 5211 會議室召開「新光獎學金企業說明會」，會中除由壽以祥協理進行獎學金

方案說明外，另邀請林立曄學長、彭緯縈學姐及李佩鏵學姐進行校友座談經驗分享及交

流。會中並有新光人壽保險公司人力資源部洪明達協理及許淑惠經理與會座談，提供同

學面試時應有的準備及建議。 

五、 4 月 24 日永豐銀行總經理江威娜學姐(69 級)至本校進行徵才說明會，並於會後與白文

章主任、許晉雄處長、系友會陳惠貴會長洽談校及系與永豐銀行合作之方式，以促進產

學合作發展。目前已達初步共識，將繼續協商與會談。 

六、 4 月 25 日師生 36 人前往三商美邦人壽進行企業參訪，由人資部劉瑞宇協理介紹公司概

況，另召開座談會及進行系友經驗分享，與會分享之長官有副總經理陳宏昇總精算師、

業務行銷部協理高志強系友、商品開發部主任王舜祈系友。 

七、 4 月 27 日舉辦高等微積分教學觀摩，邀請彰化師範大學數學系施皓耀教授，主講「函數

項序列」。 

八、 5 月 18 日舉辦軟體學習工作坊，邀請育達商業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李明昌助理教授，主

講「R軟體的認識與使用」。 

九、 5 月 19 日舉辦系友大會及理監事會議，並於會後舉行聯誼餐會。 

十、 本系喬治華教授與陳淑娟老師受邀參加美國精算學會於 5月 23 日至 5月 26 日所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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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 Council and Committee Meetings。 

十一、為強化東吳大學與西北農林大學的學術實質交流，陳麗貞老師邀請張瑞明教授於 2012

年 5 月 30 日針對數值析與交易平台實務相關主題進行學術演講，並於陳麗貞老師共商

研究合作事宜。 

十二、詹芳書助理教授與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辦理「美國保險監理官協會（NAIC）之

清償能力現代化倡議（SMI）」之投標事宜。 

十三、6 月 7 日邀請對外經貿大學王穩院長進行學術演講，並於會後與本系教師共進午餐及

交流。 

十四、2 月 22 日組成系所評鑑工作小組，另於 6 月 15 日召開系所評鑑工作會議，討論評鑑

相關事宜。 

十五、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財精研究工作坊系列講座： 

(一) 3 月 30 日，邀請政治大學金融系林士貴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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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4 月 27 日，邀請台北教育大學劉宣谷助理教授主講「Levy 過程的介紹」、「Levy 過

程下的選擇權評價方式」、「Levy LIBOR 模型下的 ratchet-cap 評價問題介紹」。 

(三) 5 月 9 日邀請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謝明華副教授，主講「蒙地卡羅法在

保險與財務工程上的應用 」。 

(四) 5 月 25 日預計邀請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黃泓智教授，主講題目未定。 

(五) 6 月 20 日預計邀請摩根士丹利銀行(瑞士)有限公司香港分行貢培萱副總裁，主講

題目未定。 

十六、 本學期共舉辦三場班級團體活動，分別於 4 月 26 日邀請雙贏管理顧問有限公司首席

講師兼執行長李勝隆先生，主講「我的命運勝券在握~談提升執行力」；5 月 10 日人

本教育基金會南部聯合辦公室工作委員黃俐雅女士，主講「生命經驗分享」；5 月 11

日邀請人本教育基金會南部聯合辦公室工作委員張萍女士，主講「體驗弱勢關懷」。 

資管系 

一、為慶祝資訊管理學系 40 週年系慶特別舉辦「傑出系友經驗傳承系列專題演講」： 

(一)3 月 1 日，主講人：胡健華 (69 級系友)-美國 Net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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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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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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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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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4月26日，主講人：李嘉星 (65級系友)-宏碁公司創新服務發展部資深專案經理，

講題：企業資訊安全與管理(輔導資訊安全認證的經驗分享、個資法的意義與影

響)。 

(六)5 月 3 日，主講人：陳鄭垚 (65 級系友)-亞太電信副總，講題：電信業的資訊應

用與管理。 

(七)5 月 17 日，主講人：于弘鼎 (68 級系友)- 台灣 IBM 公司總經理，講題：淺談全

球化時代的企業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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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辦二年級週會，郭豐州老師主持：4月 19 日，週會中對於三年級「產業實習」課程介

紹等有詳盡的說明，並請去年暑期參與實習的三位同學作經驗談。 

三、召開獎助學金會議，通過核定研究生獎學金名單及助學金名額，通過蘇秉銓先生資訊教

育獎助學金、張楚義系友獎助學金及賴宗羲系友獎助學金獲獎同學名單。 

四、召開課程委員會，規劃及審查 101 學年度開課事宜。 

五、召開系教評會會議，通過二位助理教授升等、101 學年度專兼任教師續聘。 

六、召開系務會議，通過 101 學年度開課、籌組資訊管理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推派 101 學

年度校院系各委員會代表及調整大學部各管道招生名額。 

七、召開系主任遴選委員會，遴選資訊管理學主任。 

八、4月 28 日舉辦一百學年度程式設計比賽，共 7組隊伍（17 名同學）報名參加。獲獎同學

有第一名資三 A 林志龍同學；第二名資三 A 蘇裕閔、陳桂芬、吳冠儀等三位同學；第三

名資四 A陳品融、周晏如、林玉欣等三位同學。 

九、5月 2日、3日、4日舉辦微軟公司資料庫認證系列講座，並特別聘請陳祥輝講師進行深

度資料庫內容解說、程式觀念加強、考試技巧與相關經驗傳承。 

十、5月 19 日、26 日及 6月 2日舉辦程式設計認證 OCPJP 重點觀念教學，並特別聘請精誠資

訊公司資深講師進行深度 OCPJP 內容解說、程式觀念加強、考試技巧與相關經驗傳承。 

十一、辦理 100 學年度招生口試： 

(一)3 月 22 日辦理碩專班口試。 

(二)3 月 23 日辦理碩士班口試。 

(三)4 月 1 日辦理大學部申請入學口試。 

十二、5 月 24 日資管系學生會於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辦一年一度盛大的「資訊之夜」活動，

活動中除了同學展現才藝，並頒發「學科優異獎」及新舊會長交接。 

十三、5月 31 日於 5211 國際會議廳舉辦畢業生專題成果展。 

十四、6月 18 日舉辦本系程式設計能力檢定考試。 

十五、資管系電子報（http://sun.csim.scu.edu.tw/~epaper/epaper.php），每三個月出刊

一期，100 年第 2學期發行第 25 期、26 期資管系電子報。 

十六、本學期於經濟系及英文系共六個班級推行新制概論程課。課程內容除基礎知識外，亦

加強學生於 office 軟體操作能力上之訓練，並培育學生取得 MOS 檢定認證的能力。 

十七、本學期執行教學卓越計畫，已完成適性化輔助學習雛形系統初步建置，目前正著手進

行將系統轉移至伺服器之作業及修正部份系統問題。 

進學班 

一、 為建置本校能力指標系統及課程地圖，並因應系所評鑑之需，教務處請各學系/進修學

士班提供專業能力指標等相關資料。由於商學進修班原由商學院經濟系、會計系、企管

系及財經系之進修學士班轉型而來，課程特色為結合四個學系之商學精華課程而設計，

擴大學習領域，滿足在職進修學生之需求，為社會培育商業管理人才，經參考前述四個

學系之教育目標與能力指標，研擬商學進修班之教育目標暨專業基本能力指標提送課程

委員會及班務會議討論議決。為因應評鑑，教育目標及專業能力指標除承繼學校辦學宗

旨及學院發展目標外並儘量簡化易記，俾學生容易了解及記住。 

二、 上學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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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商進班「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表及台灣人憂鬱量表」普查報告完成，主任、導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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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及祕書參加心理諮商中心舉辦之說明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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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上學期末及本學期已辦理之班級輔導活動： 

(一)「商用套裝軟體」之林旭陽老師與學生之班級聯誼：林老師平時上課溫和嚴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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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管理會計」之藍經堯老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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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體經濟」曹心怡老師藉由電影「世界是平的」，與學生討論文化衝擊及世界競爭

力之議題。 

(四)「會計學」郭琦如老師，從會計學談學習與生活態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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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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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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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協調溝通師生教學與學習及辦理學生個案輔導與關懷期中預警同學等事務。 

九、 進行本班簡介修訂事務。 

十、 辦理畢業生相關事務及進行課堂反應施測事務。 

十一、 舉行學生事務會議及辦理學會會長候選人政見發表。 

十二、 參加各單位舉辦之會議：商學院畢業典禮籌備會議、校長與商學院座談會、教學卓越

計畫討論會議、班級輔導活動、研商各管道招生試務座談會、守護之星導師研習會議、

學業關懷說明會、預算作業系統說明會，101 選課系統檢核說明會、101 學年度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活動協調會議、內部控制作業訓練、教學指標(rubric)之設計與運用

教學工作坊並配合各單位建提交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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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一、99 學年度內部控制稽核（經費稽核）作業執行成果 

本校依教育部 99 年 2 月 1 日來號函要求建立內部控制制度，業於 99 年 11 月 12 日經董

事會議通過後實施。其後又依教育部因實施內部控制制度廢止「公私立大學校院經費稽核委

員會實施要點」，於 100 年 6 月 8 日經校務會議決議廢止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之設置。 

經費稽核委員會於廢止前參與 99 學年度內部控制制度之建置，因此未及於 100 年 6 月 8

日前完成經費稽核工作，故於 100 年 5 月底經招標程序委託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辦理 100

學年度內部控制稽核作業時，一併交付該事務所承接經費稽核委員會職掌，完成 99 學年度經

費稽核工作。 

基於經費考量及委託時間已近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末，稽核項目以財務及營運事項為主，

共計稽核 12 項作業。查核結果說明如後。 

 

 控制設計有效性評估 

項目 作業數 控制重點數 有效 無效 

財務事項 3 22 20 2 

總務事項 9 49 46 3 

合計 12 71 66 5 

 

 控制執行有效性測試結果 

項目 作業數 抽核樣本 無效 已改善 

財務事項 3 51 2 2 

總務事項 9 201 3  2* 

合計 12 252 5 4 

*總務事項尚有一項作業需配合 101 年 5月 21 日修訂通過之「東吳大學採購辦法」辦理，近期將追蹤改善結果。 

 

二、100 學年度內部控制稽核作業 

100 學年度內部稽核計畫業於 100 年 10月 27 日經校長核定通過。本次稽核計畫之擬定，

臚列 7大風險因子： 

（1）與經費支出有關  

（2）資產相關—取得、使用、維護、政府檢核  

（3）政府法規相關規範—私校法與私校內控規範 

（4）預算編列、執行、決算  

（5）獎補助款收入與費用  

（6）營運有效性—採購、修繕、控管  

（7）資訊相關事項。 

各作業項目只要包含「獎補助款收入與費用」風險因素，以及風險因素加總大於等於 4

之作業即列入本學年度稽核項目中。100 學年度受稽核作業共計 41 項，訂於 100 年 5 月 14

日至 5月 25 日展開實地稽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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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一、為延攬及留任國內外優秀人才，特訂定「東吳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並自 101 學

年度起實施。希冀透過相當於變動薪之獎勵金，讓教學與研究成績優異之教師，能安心

地發展教學與研究工作；同時提供具有競爭力之待遇，延攬學術或專業成就卓著之國內

外學者專家至本校任教，藉以培育優秀人才，傳承學術成就，進而提升本校教學與學術

研究水準。 

二、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有 6 名專任教師通過升等，其中 2 人通過升等為副教授，4 人通過

升等為教授。 

三、完成 101 學年度教師申請休假作業，有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 35 名提出申請，共核定 15

名。分別為人文社會學院 4 名、外語學院 1 名、理學院 3 名、法學院 1 名、商學院 5 名

及體育室 1 名。 

四、修訂「初聘教師學位論文（專門著作）審查意見表」，以避免外審專家學者於勾選該審查

意見表之總評選項時產生誤解。 

五、修訂本校職員請假辦法，考量職務代理之辛勞，增訂因同仁長期請假，得由學校發給職

務代理人代理津貼之規定。 

六、修訂本校職工服務成績考核辦法，針對年度考核成績不佳者，明訂自我改善制度及單位

主管協助機制，以期提升其職能，並調整考核乙等及丙等者之晉薪規定。 

七、修訂本校職員聘任辦法及新增職員轉調作業要點，調整轉調作業方式，改由校長召集相

關單位主管進行審議。100 學年度職員轉調於 5 月中旬開始進行申請，作業結果預定於 7

月上旬通知申請同仁及其所屬單位主管，並自 8 月 1 日起生效。 

八、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經 100 學年度第 6次（101 年 1 月 4 日）行政會議

修訂通過，增列學系應將教師授課不足之原因及改善建議陳報教務長。 

九、99 學年第 2學期校務會議決議請校教評會研議該委員會委員之性別分配辦法。又，依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13 條第 3項規定，「本委員會性別比率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

之規範，其名額由人事室建議教務長定之。」，故本室於 100 年 6 月 9 日及 101 年 3 月

19 日專簽建議 100、101 學年度校教評會委員性別分配方式，並由教務長核可如下： 

  人社院、理學院、商學院應推舉委員 2人者，推舉男、女各 1人。 

  外語學院、法學院應推舉委員 1人者，不限性別。 

 依此，則任一性別委員將達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可符合性別平等教育之規定。 

十、101 年 3 月本校陳報教育部 101 年資深優良教師，服務年資屆滿 40 年者 2人、屆滿 30

年者 5人、屆滿 20 年者 19 人、屆滿 10 年者 6人，共計 32 人。 

十一、本校自 86 年以來即為教職員工投保團體保險，並由新光人壽保險公司承保至 99 學年

度，100 學年度教職工團體保險業務改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承保。為顧及換約程序，並

得以順利於 8月 1日起延續保障，本室已著手進行團體保險採購案。 

十二、100 學年度下學期已核定自請退休人員：英文系講師呂秋紅、財精系講師姚裕善、註

冊組組員鄭月琴、課務組編審胡秀雯等 4人將於 101.08.01 退休，生涯發展中心編纂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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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鴻將於 101.09.01 退休。另屆齡退休人員有：教務行政組編審劉伍稻孫 101.07.21 退

休，音樂系副教授王青雲及企管系副教授王忠宗二人將於 101.08.01 退休、營繕組組長

郝權 101.10.01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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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一、101 年 3 月 5 日完成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各單位實際支用預算控管表，並函送各單位參

考。 

二、100 學年度預算支用之申請與結報規定於 101 年 3 月 28 日函送各單位參辦。 

三、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共計 98,450,279 元，依經、資門規

定比例 1：1.2498 執行，經費執行情形如下表： 

支用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總

經費百分比
經常門 資本門 

充實、改善教學軟硬體 16,527,708 51,326,538 68.92％

辦理學生訓輔相關工作 1,143,630 380,800 1.55％

辦理環境安全衛生設備、教育訓

練及防護設備等相關工作 

871,000 2,983,588 3.91％

改善師資結構 17,717,015 0 18.00％

研究生獎助學金 7,500,000 0 7.62%

合計 43,759,353 54,690,926 100％

 

四、預計 101 年 5 月底完成 100 學年度預算作業之編製階段及校務會議，101 年 6 月底前完

成董事會審議，並送報教育部核備。 

五、定期與總務處核對財產清單，針對會計帳與財產管理系統差異部分予以處理，以達到帳

物相符。 

六、加強審核各項財產設備購置之預算控管、採購及驗收程序，以增加資源使用效益。 

七、依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法」及「學校財團法人及

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修訂本校會計制度，預計 101 年 6 月底前完成校務

會議及董事會審議，並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1000530)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85 

圖書館 

一、 本館通過「101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計有： 

(一)建構圖書資源加值分享計畫（執行單位：採錄組） 

本館已發文並蒐集彙整各院系所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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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6 月 11 日圖書

館委員會審議後執行。 

(二)形塑無障礙圖書資訊環境－建置圖書門禁安全管理系統（執行單位：參考組、閱覽

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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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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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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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館參訪並與本館同

仁座談，同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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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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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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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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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配合各夥伴學校 101 年學術交流週，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自 1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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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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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101 年 4 月 16 日上午 10 時 30 分，於本館會議室舉行「東吳大學圖書館館長交接典禮」，

在本校潘校長的監交下，新任館長莊永丞教授與張代理館長孝宣組長完成交接。 

七、 101 年 4 月 20 日召開本學年度第 9 次館務會商會議修訂「東吳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五條

條文續提交行政會議審議。101 年 4 月 26 日召開第 10 次館務會商會議修訂本館各組業

務職掌內容。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1000530)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86 

八、 4月30日邀請台大法社分館主任鄭銘彰先生蒞館演講「讀者服務空間的界面設計賞析」，

介紹目前正在進行中的社科院新建圖書館工程的家具計畫、圖書館與讀者接觸界面頻繁

的櫃台、閱覽家具、公共設施、無障礙通用設計範例。並引用 2009 年其與台大圖書館

林光美副館長赴日本考察近幾年才啟用極具特色的圖書館或是無障礙設施。 

九、 圖書館外觀整修規劃今年暑假施工，總務處於 101 年 5 月 23 日召開「雙溪校區圖書館

外觀整修工程第二次開工前協調會」，預計 101 年 6 月 18 日暑假起始日動工，101 年 8
月 27 日下旬完工。 

十、 圖書館研究小間固定 IP 改為無線網路登入(非固定 IP)。 

十一、建置 ERM 電子資源管理系統之使用者認證機制，俾於蒐集本校師生之資料庫利用相

關統計，以為日後參考。 

十二、規劃本校機構典藏計畫，蒐集其他大學系統建置經驗做為參考，以分析機構典藏對本

校之效益及機構典藏各類型詮釋資料製作。 

十三、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學系學生圖書資料借閱狀況如下（100/8/1 至 101/1/31）： 

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 法學院

學系 中文 歷史 哲學 政治 社會 社工 音樂 英文 日文 德文 法律

圖書借閱冊數 16,296 4,741 1,818 4,650 3,229 2,714 2,922 6,361 6,995 2,287 16,425

圖書借閱人次 5,412 1,611 667 1,756 1339 1,196 795 2,565 2,602 855 6,291

非書借閱件數 1,062 356 267 619 600 642 364 1,705 938 414 1,322

非書借閱人次 1,291 479 313 748 670 745 416 1,892 1,021 439 1,707

學生總數 1,130 323 268 608 619 612 346 1,079 1,275 284 2,096
 

學院 理學院 商學院 

學系 數學 物理 化學 微生物 心理 經濟 會計 企管 國貿 財精 資管
商學進

修
班

圖書借閱冊數 728 636 328 646 1,399 1,855 2,744 2,956 1,133 1,505 1,328 844 

圖書借閱人次 253 290 174 293 632 968 1,373 1,596 612 783 641 375 

非書借閱件數 205 183 179 259 348 512 1,181 992 561 825 379 30 

非書借閱人次 230 203 324 312 354 628 1,436 1,225 686 1,101 52 37 

學生總數 220 207 236 283 314 855 1,167 1,214 684 799 582 680 
備註：(一)各系資料借閱人數含大學部、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進修部。 

(二)學生人數參考資料依據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處提供之網路統計數據。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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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3
日 

186 萬 0,534 人次 

聯合目錄 98 年 1 月 1 日至 101 年 4 月 23 日 689 萬筆，約 1,540 萬冊 
圖書代借代還 101 年 3 月 29 日至 4 月 20 日 總處理量：1,712 件 
線上申請館合證 100 年 7 月 1 日至 101 年 4 月 20

日 
總受理件：2,846 人次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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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 日 21 人次 
 北一區館合證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01 年 4 月 20 日 38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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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教學改進補助計畫」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申請案計 17 件，核定補助金額為 166 萬

1,752 元，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補助案已結束申請，刻正審查並預計 6月 1日前公告核

定結果。「教師專業社群補助」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共有 11 組社群提出申請，核定補

助金額為 28 萬 6,303 元。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補助案刻正受理申請中。 

(二)蒐集院系意見修訂教學改進補助、教師專業社群補助兩項辦法條文，修訂案已簽核通

過並實施。此外，完成教學改進計畫暨教師專業社群申請平台建置，計畫之申請及簽

核均採線上作業，以提升行政效益，避免兩校區紙本往返之疏漏。 

(三)2012 年「東吳讚老師教學小撇步」徵文比賽收件至 5月 18 日止，預計 6月中公告比

賽結果。 

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為協助教師解決學生作業與論文網路抄襲問題，以北一區校際聯盟方式與論文原創性

比對系統(Turnitin)廠商洽談購買使用帳號相關事宜。經舉辦說明會及開放試用帳號

後，因有意使用教師數未達廠商要求之最低採購量，本案已暫緩處理。 

(二)完成 100-101 年度北一區計畫期中執行報告繳交。目前經費執行率已達第二期款核撥

門檻，俟教育部通知，即可辦理第二期款之請撥。 

(三)完成北一區業務宣傳短片拍攝作業，刻進行內容校對，完成後即可發送夥伴學校師生

參考。 

(四)於 101 年 4 月 27 日於銘傳大學基河校區舉辦「計畫總主持人第 4次會議」。 

(五)規劃 101 年 8 月舉辦「校長高峰論壇暨指導委員會」，業已寄發邀請函予教育部長，

後續進行夥伴學校校長時程調查及議程貴賓邀請事宜。 

(六)為規劃 102 年度北一區區域計畫大綱，訂於 6 月 21 日於淡江大學舉辦「北一區計畫

總主持人臨時會議」，邀請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大學

教務長共同研議、協調及溝通新年度計畫事宜。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推動並執行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一)「100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本校獲教育部補助 8,500 萬元整。 

(二)100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預計拍攝 48 個子計畫(含總計畫)共 13 場成果，目前已拍攝 6

場，預定於年底前完成該年度計畫之成果拍攝。 

(三)統計至 4 月 30 日止，於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新增最新消息 447 筆、計

畫成果 478 筆，並完成填報 1-4 月份經費執行數。 

(四)依教育部規定於 2月 27 日繳交《100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修正計畫書》；於 5月 2日繳

交《100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完整版計畫書》。 

(五)4 月 18 日至 5 月 1 日與各學院及行政單位，進行 6 場「東吳大學 102~103 年度教育

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討論會議。 

(七)5 月 7-17 日於雙溪校區舉辦「100-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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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草擬「100-101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學生滿意度問卷題目。 

二、教學助理計畫 

(一)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學助理補助計畫」共補助 148 門課程，招募 171 名教學助理，

並辦理 1場期初培訓、2場說明會，預計 6 月 18 日辦理期末成果發表會並遴選優良助

理。「東吳 TA 俱樂部」瀏覽人次達 11,078 人次。 

(二)「教學助理申請補助辦法」及「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辦法」修訂案，提請行政會議討

論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實施。另「東吳大學教學助理審查作業要點」及「優良教學

助理遴選要點」修訂案，簽請校長核定通過。 

(三)預計 5月 15 日至 6月 4日止，開放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學助理補助計畫」及「補

救教學與課後輔導計畫」申請，預訂6月18日由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提報初審名單。 

三、同儕輔導服務 

(一)「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計畫」補助 78 門課程，招募 70 名課程助理，辦理 1場期初說

明會。 

(二)「課業個別學習諮詢」開設 14 門諮詢課程，招募 15 位小老師；「語文學習角」招募

英、日文會話小老師各 4名。截至 5月 10 日止，兩活動參與人次分別為 288 人次、496

人次。 

(三)截至 5月 9日止，所屬學生學習空間使用人次統計： 

1、兩校區「學生學習進行室」：雙溪 1,447 人次、城中 646 人次。 

2、城中校區「learning commons」：5,490 人次。 

3、雙溪校區「e-Learning Lounge 線上學習進行室」：電腦使用人次為 23,550 人次。 

四、豐富實體與線上學習資源 

(一)各項自學網站提供之學習資源筆數統計如下： 

網頁名稱 自學平台 學養快 e通 生活便利通 競賽資訊網 證照檢測通

筆數 45 筆 1,081 筆 423 筆 144 筆 631 筆 

(二)3 月 29 日、4月 12、19、26 日舉辦「繪圖達人 illustrator 練功坊」，邀請華岡藝校

陳偉熙老師講授 illustrator 軟體各項基礎功能與操作技巧，計 122 人次參與，整體

平均滿意度達 91%。 

(三)4 月 27 舉辦「商用英文 so easy 工作坊」，邀請英文智庫游志林總編教授撰寫商用英

文信函的格式、架構、風格及關鍵寫法，共 50 名學生參與，整體平均滿意度達 92%。  

五、北一區學生學習活動辦理情形 

(一)舉辦「Mission Possible，Hold 住單字非夢事!」競賽活動，於 4 月 30 日至 6 月 10

日辦理初賽，預計 6月 25 日挑選各校前三名於本校進行決賽。 

(二)「北一區教學助理徵稿活動」入選 32 篇文章，於教學助理專欄公告，以提供經驗分

享觀摩。 

(三)「跨校學生英文作文批改服務」截至 5月 9日止，完成批閱 141 名學生文章。 

(四)3 月 19 日起辦理「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線上課業輔導，共開設 8門線上課程，

邀請英語智庫游志林總編擔任英語諮詢老師，並招募 6位小老師。 

(五)5月 2日舉辦「英語通了沒？－英語學習暨國際文化交流分享會」，計 58名學生參與，

整體平均滿意度達 88%。 

 

教學科技推廣組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1000530)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89 

一、推廣師生應用網路平台輔助教學 

(一)協助教師運用「網路學園」輔助教學，100 學年第二學期共累計 388 位教師使用、906

科次。 

(二)提供在校學生擔任教師教材製作小幫手，協助製作整學期系列性完整課程教學輔助教

材，100 學年第二學期共服務 48 位教師。  

二、提供教師精緻化的數位服務 

(一)數位教材製作服務：截至 101 年 4 月，完成 378 件教材製作案、教材時數共 567 小時，

每案教師對此服務滿意度達 99.6%。 

(二)教學資源器材借用：截至 101 年 4 月，外借使用共 74 人次、借用數量（含配件）總

共 584 件；於教師數位教材製作室使用共 70 人次、借用數量總共 95 件。 

(三)數位媒體諮詢服務：截至 101 年 4 月，計 34 位教職員進行諮詢。每案教職員對此服

務非常滿意者達 100%。 

(四)製作完成教學科技參考光碟「Word2010」、「Excel2010」兩系列軟體光碟，並提供全

校教職員免費索取所有已開發教材製作軟體教學光碟。另製作海報宣傳「數位空間」

與「設備器材」借用服務。 

(六)於「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數位學習平台」建置「串流大師」、「Nero」兩系列共

20 單元之數位教材製作線上學習軟體課程資源，以利夥伴學校師生自學參考。 

(七)提供教師製作教學網頁與數位化教材使用的數位媒材資源，包含：圖片、影片、聲音、 

PowerPoint 樣版等，累計至 101 年 4 月線上圖庫平台總下載次數為 10,265 次。 

(八) 101 年 3 月 10 日協助英文系「第四屆東西比較文學學術研討會」直播設備及技術支

援。 

三、空間使用情形 

(一)數位教學實驗室(D507)：提供教師借用空間製作數位教材、進行數位化課程教學，截

至 101 年 4 月，教師共 54 人次借用，使用總時數達 316 小時。 

(二)教師數位教材製作室(D508)：截至 101 年 4 月，計 70 人次使用，共 88 小時。教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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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時數為 756 小時；協助製作之教材時數總計為 567 小時。 

(三)教材教具製作室(D510)：設置專職助理，提供學生數位化媒材的運用與製作。 

四、管理維護維護數位教學與行政系統 

(一)進行第二期系所評鑑系統建置、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資料庫。 

(二)維護東吳大學網路學園、視訊系統、東吳大學卓越網站與計畫管考系統、教與學電子

報、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及相關系統。 

五、北一區跨校共享教材徵集 

(一)邀請夥伴學校提具共享價值之數位教材，目前共六所學校 14 份教材投稿，並有一位

提供教材異動申請，已邀請評審為各教材評分。 

 

教學評鑑研究組 

一、教學&系所評鑑相關業務 

(一)完成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期末教學評量問卷讀卡結果，名列前 10%及前 11%-25%教學

表現優異教師感謝狀製作與頒發。 

(二)第二周期系所評鑑系統即將建置完成，將安排於兩校區舉辦說明會介紹系統功能。 

二、教師教學獎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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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0 學年度教師教學獎勵遴選作業已至最後階段，獲獎教師將陳校長核定後公布。 

三、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一)101 學年度開始，大二、大三學生之「學生學習成效追蹤問卷」將請學系協助進行施

測，將安排於兩校區舉辦說明會，講解施測作業進行細節，敬請學系派員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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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中心 

一、 共通課程相關業務： 

(一) 配合 103 年度通識教育評鑑項目進行相關會議與請益： 

1. 舉辦「100 學年度共通課程－「國文」領域課程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 

本中心主任於 101 年 5 月 23 日(週三)下午 2:00-3:30 假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Ｄ507

舉行此次座談會，會中邀請中文系林伯謙主任、侯淑娟老師、林怡伶老師等老師等參與，

針對 103 年通識教育評鑑中共同課程「國文」項目進行意見交換與教學經驗之分享。 

2.學校高階主管對本校通識教育理念請益專訪： 

配合通識教育評鑑項目中有關學校高階主管（如校長）參與通識教育理念訂定之相關資

料收集，本中心分別進行高階主管之請益訪談，分別如下： 

  (1)101 年 4 月 25 日(三)下午 2:30-3:00 向前通識教育中心主任林遵遠教授請益。 

  (2)101 年 4 月 27 日(五)上午 9:00-10:00 向趙維良教務長請益。 

  (3)101 年 5 月 10 日(四)上午 9:00-10:00 向潘維大校長請益。 

(二) 北一區跨校通識課程合作開設案： 

自100學年度第二學期起於開設正常學期跨校通識課程，提供本校學生於正常學期修 讀，

第二學期開放校外 7門通識課，分別如下：  

(三) 本中心針對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通識講座課程授課暨教學助理制度學生滿意度調查，經

問卷分析結果學生對通識講座課程教學助理制度學生滿意度達 92.02%。 

 

二、重要業務及活動： 

（一） 編製通識教育相關出版品： 
出版品名稱 內容及預計出版日 

「職場倫理與中國傳統文化

的時代意義」跨領域通識講

座課程影音光碟教材 

本中心彙集 99 學年度由本校會計系翁霓老師、中文系

丁原基老師、微生物系張碧芬老師、企管系翁望回老

師等四位所教授之跨領域通識課後製成通識講座課程

影音教材光碟教材，每一冊共計 14 講，已於 101 年 5

月 24 日編印完成計 100 冊。 

東吳大學第一至五屆通識徵 此為本中心執行校務發展計畫針對「深化中文語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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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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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比賽得獎作品集 養暨結合閱讀與書寫通識教學方案」配合將本中心主

辦之第一至五屆通識徵文比賽得獎作品集匯集成冊，

預計於 101 年 7 月 31 日出版。 

「工程與人類文明的生與

死」通識講座課程影音教材 
目前進行串流課程後製作業。 

「 性別互動與愛情」通識講

座課程影音教材 
目前進行串流課程後製作業。 

（二） 人事異動: 

本中心主任朱啟平教授於101年4月15日卸職，自101年4月16日起由社會工作學系王行

教授接任主任。 

 

三、例行業務活動： 

（一）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暑期跨校通識課程： 

1. 100 學年度「暑期通識跨校選修課程」各夥伴學校進行選課作業： 

北一區暑期通識跨校選修課程業經召開「暑期通識跨校選修課程審查會議」

(101.03.20)，通過設開課總數為20門，與北二區夏季學院開設之 5門課程(101.04.23)

另送交北一區計畫總主持人第四次會議(101.04.27)已通過總開課數為 25 門。 

2. 100 學年度本校承認「北一區暑期通識跨校選修課程」：本校承認共計 10 門， 分別

如下： 

(１)北一區：東吳大學開設「法學導論」、「西洋文學概論」; 臺北藝術大學開設「表

演藝術鑑賞」、「新媒體藝術鑑賞」; 陽明大學開設「達爾文主義與演化心理學」。 

(２)北二區：臺灣大學開設「植物與糧食」、「教育與文化脈絡」; 臺北醫學大學開設

「身體開發與自我探索」; 臺灣藝術大學開設「圖像中的歷史與文化」、「象徵、

儀式與藝術生活」。 

(二)通識教育推展活動：100學年度第1學期本中心主辦之通識教育相關推展活動分別如下：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地點 主講(持)人 參加對象及人數 

北一區通識列車系列活動 

100 學年度「北一區通識講堂

--我要腸命百歲」活動 

101 年 5月 16 日（三） 

下午 1:30～3:20 

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 

陽明大學生化所 

蔡英傑教授 

校及北一區18所夥伴學校

教職員學生共計 32 位，整

體滿意度達 92.26%。 

【卓越通識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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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4月 17 日(二) 

中午 12:10-13:30 

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 

本校中文系 

鄭明娳教授 

本校教職員生計 19 人參

與。 

【北一區】 

「通識護照」活動 
101 年 6月 16 日前 海洋大學 推廣中 

【北一區】 

「多元通識講座列車」活動 

101 年 3月 28日起至 6月

13 日止 
海洋大學 

共計 15位教師加入通識列

車演講陣容，將於於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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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一區】 

100 學年度通識教師教學經驗

分享」 

101 年 3月 14 日（三） 

12：30－16：00 

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 

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

系陳建良教授 

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

心黃俊傑特聘教授 

本校及北一區區域教學資

源中心18所夥伴學校專兼

任教師及碩博士生，共計

43 人，整體滿意度達 91 %。

「第五屆通識徵文比賽」 
即日起至101年3月23日

截止收件，並於 101 年 4
通識教育中心 

本校在學學生 

共計有 15 件徵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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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地點 主講(持)人 參加對象及人數 

月 26 日評選出本次獲獎

同學。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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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家圖書館 3樓國際會

議廳共同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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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電子化校園專案執行說明 

(一) 101 年 3 月 27 日林錦川代理校長主持電子化校園專案協調會，會議決議雙方成立合

約終止協議小組進行協議，協議期間雙方暫停開發、訪談等工作。 

(二) 電子化校園公文系統之瑕疵修正，與廠商議定自電子化校園專案協調會後起三個月

時間完修，並於 101 年 5 月 3 日進行第一次部分瑕疵修正之程式更新。 

(三) 完成學務暫扣 11%款項有關系統初驗，並於驗證廠商補齊文件後提請總務處辦理正

式驗收。 

(四) 持續進行 101 學年度預算編列暨校務發展計畫填報系統開發事宜，已完成校務發展

子系統之功能增修，預算編列子系統已完成單位填報及審核功能，報表功能開發

中。 

(五) 完成電子化校園系統弱點掃瞄、備份媒體復原測試、資安系統監控與稽核軌跡稽察、

應用伺服器系統安全性更新作業，及完成資安文件更新與 ISMS 驗證事宜。 

(六) 因應人事室考核辦法之修訂，進行電子化校園系統人事考核系統配合之修改。 

(七) 持續進行財產系統表單流程修改、帳務及相關問題修正之程式修改。 

(八) 評估規劃會計預算執行及教務選課等系統之開發及遷移。 

二、卓越計畫及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相關系統進度說明 

(一) 持續進行教學卓越計畫-「建構多功能之虛擬線上學習環境」之線上題庫系統開發，

進行文件修訂與程式修改。 

(二) 完成教學卓越計畫-「建構優質個資安全防護環境」，建置內部網路入侵偵測防禦系

統。 

(三) 完成簽訂北一區 HP 資料庫主機年度維護合約，定期進行健檢與修補程式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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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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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完成協助北一區主機代管教資備份伺服器上架。 

三、全校網路環境建置說明 

(一) 完成兩校區骨幹交換器建置。 

(二) 完成垃圾信防禦系統擴充。 

(三) 完成雙溪校區 DNS 建置。 

(四) 完成兩校區認證閘道器韌體升級。 

(五) 完成雷德樓無線網路建置。 

(六) 完成安素堂、鑄秋大樓、城中校區三大樓網路交換器設備軟體升級。 

(七) 完成外雙溪校區圖書館網路交換器更換。 

(八) 完成城中校區二大樓 4樓與六大樓體育室無線 AP 遷移。 

(九) 完成城中校區圖書館網路線路升速。 

(十) 完成資訊安全管理系統外部稽核。 

(十一) 完成建置及測試流量統計系統。 

四、校務行政系統開發說明 

(一) 完成支援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選課、註冊各項相關電腦作業及相關程式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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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二) 因應各項招生考試規則之修訂，完成 101 年招生作業系統入檔、放榜及相關報表之

程式增修。 

(三) 依勞基法及配合教育部辦理弱勢助學計畫，完成弱勢學生工讀助學金及研究生獎助

學金之程式修改，及新增轉檔功能。 

(四) 完成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讀卡結果，共計完成科目數 2834 科，卡片

數為 93641 張。 

(五) 完成 100 學年第 2學期全校學生學雜費處理作業。 

(六) 完成 100 學年校務行政資訊系統資料庫主機升級與備援事宜。 

(七) 因應學校辦理學生海外交流事宜，新增維護本校學生至海外交流名單與相關訊息欄

位之程式。 

(八) 完成人事室證聘書、教育訓練系統、年終獎金比例計算作業有關留職停薪者之比例

計算規則之程式修改。 

(九) 配合教育部作業，完成課程資料轉檔系統增修及「申請就學貸款學生就學狀況異動

調查表名冊」格式修改。 

(十) 因應碩博士畢業學分規則修訂，完成新增碩、博士歷年成績單抵免學分認定之程式

與各種身份別人數統計功能增修。 

(十一) 協助教務處更新自動化成績列印主機，完成介接程式之撰寫。 

五、教職員生服務事項說明 

(一)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 8 門課程，兩校區教職員共計 146 人次

報名參加。 

(二) 電算中心分別於 3月 21 日及 5月 8日在兩校區針對學生舉辦 OpenOffice.org 自由

軟體課程教育訓練,共計有 55 人報名。 

(三) 寒假期間協助進行兩校區多媒體教室軟體更新視窗設定及掃毒。 

(四) 完成協助事務組主機代管(163.14.19.33)兩校區停車收費系統資料庫更新。 

(五) 完成協助圖書館測試 magv 電子期刊解析問題及列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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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體育教學組】 

一、本學期體育室教學觀摩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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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4月底完成7所學校之

體適能常模檢測及3場次之體適能檢測服務，總檢測人數達1,031人。4月28日於東吳大

學舉辦之體適能檢測，獲教育部指定為國防部參訪觀摩學校（臺體三字第1010067278號），

當日參訪人員包含教育部體適能檢測站訪視委員中原大學陳玉英主任、中華民國體育學

會溫良財秘書長及國防部參訪人員一行8人，合計10人。 

三、本學期水域安全教育宣導活動第一階段於 4月 16-27 日完成掛圖宣導，第二階段於 5月

底發學生電子郵件宣導。 

四、配合學校試辦「學業關懷系統」，於 101 年 5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1：00-2：10 邀請系

統開發單位（心諮中心及教務處註冊組）蒞臨說明，地點：外雙溪校區綜合大樓 B515，

參加人員：體育室專任教師。 

五、體適能檢測中心系列活動自 4月 30 日至 5月 25 日進行，服務對象為全校師生職工，透

過檢測儀器讓受測者更清楚掌握個人身體狀況。第一階段身體組成分析活動於 101 年 4

月 30 日至 5月 4日於兩校區體適能檢測中心舉行，共計 433 位師生參加；第二階段全面

體適能檢測活動訂於 101 年 5 月 7 日至 5月 25 日於兩校區體適能檢測中心舉行，採預約

報名方式，共計 295 人登記。 

六、配合全校節電措施，利用課間宣導學生養成節電習慣。 

七、執行教學卓越計畫舉辦 12 項競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八、本室訂於 6月 6日赴交通大學進行校際交流參訪，針對體育教學及活動相關業務交換經

驗分享。 

九、本室訂於 6月 11 日辦理本學期教師進修會， 

【體育活動組】 

一、建校 112 周年校慶運動會 

（一）校運會於 3月 17 日如期圓滿落幕，本次運動會特別規劃創意繞場競賽，展現各系

特色及活力；增加學生籃球及教職工投籃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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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熱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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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賽、體能競賽、舞林大道、趣味競賽等活動共計 1,476 教師職工學生報名，3

對 3鬥牛賽共計 82 隊 315 人次，雷射槍競技活動共 52 隊 520 人報名參加。 

（二）開幕典禮創意繞場競賽第一名：法律系、第二名數學系、第三名物理系、第四名

英文系、第五名會計系、第六名資管系，其餘成績結果可上體育室網頁查看。 

二、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日籍選手關家良一長跑環台感恩之旅，於 2月 28 日上午 9：30 在外

雙溪校區操場舉行開跑儀式，本活動廣受媒體關注，並於 3月 11 日下午 1點 20 分返回

東吳，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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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儀式及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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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年系際盃球類競賽自 4月 15 日至 5月 13 日舉行，比賽項目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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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成績結果可上

體育室網頁查看。 

四、本校運動代表隊參加 100 學年度大專院校各項運動聯賽、錦標賽與大專運動會，各項成

績如下： 

隊別 成績 隊別 成績 

男子籃球

隊 

大專聯賽一般男生組全國決賽

第四名 

女子籃球

隊 

大專聯賽一般女生組全國決賽

第四名 

男子排球

隊 

大專聯賽一般男生組全國決賽

第六名 

女子排球

隊 

大專聯賽一般女生組全國決賽

第六名 

高爾夫隊 
大專高爾夫球賽個人一般女子

組第七名：于小傑（英文四） 
桌球隊 

大專運動會桌球賽一般女生組 

個人單打第六名：陳怡安（會計

系一） 

個人單打第七名：白雪方（日文

系二） 

女子網隊 

大專運動會網球賽一般女生組

雙打 16 名：張芝瑄（德四）、許

蕙宇（德四） 

棒球隊 大專聯賽一般組第一區第三名 

男子足球

隊 

大專聯賽一般男生組預賽 

第一區分組第三名 
羽球隊 

大專運動會羽球賽北區預賽 

一般女子組團體第六名 

游泳隊 

大專運動會游泳賽一般女生組 

50 公尺仰式、100 公尺仰式第五

名：陳 晳（微物系三） 

50 公尺仰式第六名、200 公尺仰

式第七名：李宛臻（法律系三）

鐵人三項

隊 

大專運動會田徑賽一般女生組 

10000 公尺第 6名：葉家含（音

樂系四） 

2012 臺南安平國際鐵人三項錦

標賽第三名：費聿凡（獲選代表

臺灣參加 2012 世界大學鐵人三

項錦標賽） 

五、校長邀約本校境外學生騎腳踏車，借運動聯誼深刻東吳情感，承辦單位：體育室活動組、

學生事務生活輔導組、研務處國際合作組，活間動時間 101 年 4 月 29 日（星期日）上午

8：30~16：00，當日有 60 位以上人員參與，雖遇兩段下雨，不失歡樂健康的一天。 

六、今年運動代表隊後援會體育獎學金頒獎典禮於 5月 18 日 17：30~20：30 在普仁堂進行，

典禮中並邀約歷屆代表隊校友返校做職涯經驗分享，以及在學同學對畢業學長姊的祝

福。 

七、本學年度教職工羽球聯誼賽訂於 6月 16 日在外雙溪校區體育館舉行。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1000530)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98 

軍訓室 

一、軍訓人事： 

      軍訓室主任目前由學務長代理，冊列 16 員（教官 7員、護理教師 1員、校安人員 6

員、借調教育部人員 2員），實有 14 員。本學期計有綜合事務組龐德元教官於 101 年

4 月 17 日年限退伍。 

二、軍訓教學： 

（一）100 學年度第 2學期計開設全校性選修軍訓課程 7課目，計有修課人數約 540 人。 

（二）本室已召開 101 學年度軍訓課程開課科目審查會議，101 學年度上、下學期預訂各開

設國防報告書等 7課目軍訓選修課程。 

（三）依教育部規定賡續辦理本室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活動，強化教學知能，落實教育成果。

本室預於 101 年暑假期間配合地區資源中心，實施下學期授課計畫提報及課程內容試

講試教。 

（四）賡續配合教務處辦理學生免修、加選、退選軍事教育作業【全學年】。 

（五）賡續辦理折抵役期作業【全學年】。 

三、校園安全工作： 

 （一）本學期期初保全警衛督導會議於 3月 2日下午 14 時假 B013 會議室召開；另本學期期

末保全督導會議擬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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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委員投票表決之。 

 （二）本學期定於 5月 29 日上午 10 時召開本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會議中除檢討相

關交通安全問題之外，並討論相關續換約事宜，並由委員投票表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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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每月運用以電子郵件公告、關東旗加強反詐騙

宣導，以確保學生周知各類型詐騙手法。 

 （四）本學期針對各項安全教育，運用海報文宣 2件、關東旗 20 件、網路郵件 20 件等方式，

共計宣教42件次，另編組愛校服務隊配合教官實施違規吸菸之勸導，計勸導55人次。 

四、學生兵役暨預官考選業務： 

  （一）本學期至 5月 11 日止辦理在學役男兵役作業計緩徵業務申請 2328 人次、儘召業務

申請 199 人次、出國進修申請 6人次，合計 2276 人次。   

  （二）101 年預官(士)考試已於 101 年 3 月 8 日公佈考試成績，輔導學生於 3月 29 日上網

官科及入營梯次，本校符合選填計 99 人，實際選填 82 人，國防部預定於 5月 30 日

公佈錄取名單，本組預定於錄取名單公佈後擇期於兩校區辦理入營輔導說明會，協

助錄取同學辦理順利入營。  

五、學生生活輔導服務： 

（一）本學期統計至 5月 10 日止計服務 407 件次，以疾病照料 18 次、情緒疏處 14 次、車禍

意外事件處理 12 次、家長聯繫 20 次較多，其中林約瑟教官輔導的化學一學生張○○，

其母親表示該生在外租屋處打麻將及喝酒不良行為，母親多次到校造成學校諸多困擾，

研判張母疑有精神疾患，後經轉介心諮中心，由該系輔導老師與張生及母親溝通輔導

後，情形始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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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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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署簽名約 300

人，肺部健康檢查 35 人，以維護同學健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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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學期統計至 5月 10 日止賃居訪視工作共 69 戶，訪視中若發現租住處有安全顧慮，

則立即提醒同學注意並協調房東改善。本學期針對全校同學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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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件次。 

（五）本學期開學迄今請交通安全愛校服務同學於機車停車場，巡查機車停車場違停 35 件、

個人物品未放妥 40 件，並發放本校製作之學生騎乘機車「交通安全手摺」120 份，提

醒同學注意行車安全，將持續進行交通安全宣導。 

六、其它工作： 

（一）依年度校安工作計畫，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城中校區複合型防災演練，預計 101 年 6

月 19 日 0900 至 1130 時假第 3、4大樓實施；概分三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室外第 3、

4大樓地震火警避難疏散演練；第二階段室內－複合型災害認識與防護；第三階段各

項防災器材說明與實作。 

（二）規劃辦理 6月 2日（六）、3日（日）畢業典禮，各輔導教官及校安人員，協助各學院

完成活動當天秩序維護、人員管制及協助處置突發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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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一、 城中校區經常班（上課期間：100 年 8 月 1 日～101 年 4 月 30 日止） 
(一) 100 學年度城區各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99 學年同時期比較）： 

1、日文班：總人次成長－9％；總收入成長－5％。 
2、韓文班：總人次成長 5％；總收入成長 11％。 
3、英文班：總人次成長 7％；總收入成長 9％。 
4、德文班：總人次成長－4％；總收入成長 0％。 
5、法文班：總人次成長－13％；總收入成長 0％。 
6、西班牙文班：總人次成長－13％；總收入成長－7％。 
7、義大利文班：總人次成長－21％；總收入成長－11％。 
8、數位人才學苑：總人次成長－54％；總收入成長 31％。 

＊100 學年數位人才學苑人次含報考 MOS、MOCC 證照人次 333 人。 
          ＊99 學年數位人才學苑人次含報考 MOS、MOCC 證照人次 1200 人。 

9、企貿班：總人次成長 59％；總收入成長 45％。 
10、 精緻生活系列課程：總人次成長 44％；總收入成長 22％。 
11、 長青學苑：總人次成長 45％；總收入成長 69％。 

(二) 城中校區經常班 100 學年較 99 學年，總人次成長－6.19％；總收入成長 1.74％。 
 

二、 雙溪校區經常班（100 年 8 月 1 日～101 年 4 月 30 日止） 
(一) 100 學年度雙溪各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99 學年同時期比較）： 

1、 雙溪日文：總人次成長－13％；總收入成長－1％。 
2、 雙溪瑜珈：總人次成長－3％；總收入成長 23％。 
3、 雙溪法文：總人次成長－100％；總收入成長－100％。 
4、 雙溪韓文：總人次成長－2％；總收入成長－6％。 
5、 雙溪企貿：總人次成長 100％；總收入成長 100％。（99 學年未辦理） 

(二) 雙溪校區經常班 100 學年較 99 學年，總人次成長－10.44％；總收入成長－0.88％。 
 
三、 學分班 

(一)100 學年度本校自行招生學分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99 學年同時期比

較）： 
1、學系開設學分班：總人次成長－10％；總收入成長－10％。 
2、不動產估價師、地政士學分專班：總人次成長－16％；總收入成長－21％。 

(二) 100 學年度政府補助學分專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99 學年同時期比較）： 
1、 產學訓人才培訓學分專班：總人次成長 19％；總收入成長 26％。 
2、 經濟部人才培育專班：總人次成長 100％；總收入成長 100％。 
3、 充電起飛加值方案：總人次成長 100％；總收入成長 100％。 

(三) 學分班 100 學年較 99 學年，總人次成長 0％；總收入成長－3.00％。 
 
四、 委訓課程 

(一)100 學年委訓課程，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99 學年同時期比較）： 
1、經濟部工業局等委訓課程：總人次成長－48％；總收入成長－50％。 
2、LCCI 國際證照課程：總人次成長－7％；總收入成長 7％。 
3、PMP 專案管理師：總人次成長－31％；總收入成長－29％。 
4、藍天協會冬夏令營隊：總人次成長－31％；總收入成長－43％。 
5、教育部樂齡大學：總人次成長 42％；總收入成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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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訓課程 100 學年較 99 學年，總人次成長－16.41％；總收入成長－29.86％。 
 

五、 台北市政府薦送員額 

   (一)100 學年累計目前計劃執行總人次 118 名；累計計劃執行費用為 855,800 元， 

   (二)99 學年＊1 同時期計劃執行總人次 82 名；累計計劃執行費用為 522,900 元。】 
          ＊1

依推廣教育委員會 99 學年第 1 次會議決議，自 99 學年起於結算時列計此項數據。 
 

六、 目標收入及目標達成率 
(一) 100 學年目標收入 108,750,000 元，  

截至 101 年 4 月 30 日止總人次 18467 人，總收入 81,135,513 元，目標達成率 74.61％。 
100 學年較 99 學年，總人次成長－6.08％；總收入成長 0.24％。 

(二) 99 學年目標收入 122,500,000 萬元， 
同時期總人次 19662 人，總收入 80,940,393 元，目標達成率 66.07％， 
99 學年實際收入 105,442,656 萬元，達成率 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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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委員會 

一、本委員會於 101 年 4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在外雙溪校區寵惠堂 G101 會議室召

開 100 學年度第三次會議，討論「評估本校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及 WTO 法律研究中心之

100 學年度工作成果報告書及 101 學年度工作計畫書。」。 

結論如下： 

一、通過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及 WTO 法律研究中心之 100 學年度工作成果報告書及 101

學年度工作計畫書，另請 WTO 法律研究中心增加 100 學年度工作成果報告書內

容。 

二、請研務長評估落實「東吳大學教學研究中心設置與考核辦法」第五條之法規內容，

獎勵經費及兩中心專職人員經費，請發展處許處長協助募款。 

三、WTO 法律研究中心目前尚無辦公場地，請總務長於城中校區協助是否可找到適當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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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委員會 

一、本委員會於 101 年 2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2時，在外雙溪校區寵惠堂 A112 會議室召

開 100 學年度第二次會議，討論校務會議交付「東吳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

要點」、「東吳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章程及運作辦法」及「東吳大學職工申訴評議

委員會設置辦法」中增列評議申訴有理由者，評議書內容應適度公開之條文。 

決議：通過。且不論申訴是否有理由，只要經當事人同意並在隱蔽個資的 

條件下都可適度公開。 

 

二、本委員會於 101 年 4 月 18 日將各學院（系）教師提供建議本校修正法規一覽表，函送轉

請人事室及校務發展委員會參考修法事宜。 

 

三、本委員會於101年3月7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在外雙溪校區寵惠堂A112會議室召開

100學年度第三次會議，討論校務會議交付「東吳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章程及運作

辦法」修訂案。 

決議：規章委員會建議修訂內容如下： 

 

「東吳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章程及運作辦法」建議修訂條文對照表 

建議修訂條文內容 現行條文內容 修訂說明 

東吳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東吳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

織章程及運作辦法 

 

第二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應具

備左列條件：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有 

關資格之規定。 

二、尊重本校創校傳統，並忠

誠遵行本校辦學宗旨。 

三、具豐富之教學經驗、高尚

品德及學術成就。 

四、具有卓越之行政領導能力

及包容各種言論之心胸。 

五、處事公正、尊重學術自由。 

 

第二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應 

具備左列條件：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有

關資格之規定。 

二、尊重本校創校傳統，並忠

誠遵行本校辦學宗旨。 

三、具豐富之教學經驗、高尚

品德及學術成就。 

四、具有卓越之行政領導能力

及包容各種言論之心胸。 

五、處事公正、尊重學術自 

由。 

六、應具中華民國國籍。 

 

原第二條：刪

除第六款「應

具中華民國國

籍。」規定 

第四條 「遴委會由委員十三人

組成，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

不少於委員總數三分之ㄧ，其

成員及產生方式如下： 

一 全校教師代表兩人：本校現

職專任教師均可自由登記為候

第四條 遴委會由委員十一人

組成，其成員及產生方式如

下： 

一、教師代表六人：人社、

外語、理、法、商每學院各

選乙名，體育室及語言中心

教師合選乙名；各學院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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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由全校現職專任教師票

選之，以得票最高之二人當選

為全校教師代表。 

二 教學單位教師代表六人：人

文社會學院、外國語文學院、

理學院、法學院、商學院等每

學院及體育室各選該教學單位

教師代表一名；上述教學單位

現職專任教師均可自由登記為

候選人，由各該教學單位現職

專任教師就登記之候選人以無

記名單記方式勾選其中一人，

由得票最高者為各該教學單位

教師代表。 

三 行政人員代表一人：學校編

制內專任職員均可自由登記為

候選人，由全校編制內專任職

員以無記名單記方式勾選其中

一人，由得票最高者為行政人

員代表。 

四  本校校友代表三人，由董

事會遴聘之。 

五  社會公正人士一人，由董

事會遴聘之。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代表之選

舉，如為該類別規定名額同額

選舉，第一款候選人須獲得全

校現職專任教師總數百分之十

選票，第二款候選人須獲得各

該教學單位現職專任教師總數

百分之三十選票，第三款候選

人須獲得全校編制內專任職員

總數百分之三十選票，方為當

選本校校長遴選委員。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代表之

選舉，如無人登記為候選人，

於學院教師代表，由院務會議

推薦候選人；於體育室代表，

由室務會議推薦候選人；於行

政人員代表，由各單位主管推

薦該單位同仁為候選人；其代

由各學院全體專任教師以無

記名單記法互選產生，體育

室及語言中心教師代表由體

育室及語言中心全體專任教

師以無記名單記法互選產

生。 

二、行政人員代表乙名，由

本校編制內專任職員以無記

名單記法互選產生。 

三、本校校友代表三名，由

董事會遴聘之。 

四、社會公正人士乙名，由

董事會遴聘之。 

董事會應發給遴選委員聘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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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分別依第一項各該款及第二

項規定產生之。 

依第一項各款產生之校長遴選

委員，由董事會發給遴選委員

聘書。 

 

第九條  應徵校長之人選，應

於規定期限內提出下列文件與

資料交予遴委會審查： 

一、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

本。 

二、教育部教授證書影本及其

他相關證件影本。 

三、大學以上學位證書影本。 

四、學術經歷與著作。 

五、自傳。 

六、校務發展理念與方針。 

七、應徵者之同意書或其他相

關文件與資料。 

 

第九條  應徵校長之人選，應

於規定期限內提出下列文件

與資料交予遴委會審查： 

一、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

本。 

二、教育部教授證書影本。 

三、大學以上學位證書影本。

四、學術經歷與著作。 

五、自傳。 

六、校務發展理念與方針。 

七、應徵者之同意書或其他相

關文件與資料。 

 

於第九條第二

款之後增列

「及其他相關

證件影本。」 

第十條 遴委會應於應徵截止

日期後，將全部被遴選人依姓

名筆劃編號，逐一審查，程序

如下： 

一、遴委會應對校長候選人進

行書面資格審查。 

二、必要時得邀請候選人至遴

委會說明治校理念。 

三、經審查合格後，遴委會應

於三週內舉行會議進行投票。 

 

第十條 遴委會應於應徵截

止日期後，將全部被遴選人依

姓名筆劃編號，逐一審查，程

序如下： 

一、遴委會應對校長候選人進

行書面資格審查。 

二、經審查合格後，遴委會應

於三週內舉行會議進行投票。

 

新增第二項

「必要時得邀

請候選人至遴

委會說明治校

理念。」 

 

四、本委員會於 101 年 5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 分，在外雙溪校區寵惠堂 A112 會議

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五次會議，討論教師聘約與教師評鑑辦法。 

 

五、本委員會於 101 年 5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 分，在城中校區 5215 研討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六次會議，討論教師評鑑辦法事宜。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1000530)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106 

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 

一、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議已於 101 年 5 月 7 日召開。 

二、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福委會因謝政諭委員接任主任秘書職務，原由林政鴻主任兼任之醫

療保健組工作，改由謝政諭主秘負責。 

三、 100 第 2 學期教職員工福利基金支出項目如下： 

(一) 校慶運動帽補助款 50,000 元。 

(二) 第 2學期補助各教職員社團活動費用約 21,000 元。 

(三) 第 2學期退休人員 7人，預估需支付退休補助金 456,000 元。 

四、 100 學年第 2 學期收入項目如下： 

(一) 預估推廣部販售教材提撥收入 40,000 元。 

(二) 預估報廢品出售收入 120,000 元 

五、 100 學年度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已提供優惠訊息如下: 

 

時間 優惠訊息內容 

100/11/18 分別於 11/22 城區及 12/1 雙溪，辦理毛帽展示及訂購活動。 

100/11/21 轉知 2011 李聖傑 Listen to Me 巡迴演唱會--團體優惠專案 

100/12/08 
轉知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大銀幕電影院推出新片「恐龍再現」 

與「海底世界」票價優惠訊息。 

100/12/23 謹提供「Lifeway 保暖發熱衣」團購優惠事宜。 

100/12/28 轉知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大銀幕電影院資訊。 

101/12/30 
提供[特力屋企業員購專案]優惠: 享全省特力屋及 HOLA 購物 88 折起、

HOLA_CASA 原價 7折起、FREER 滿 5000 享 88 折優惠。 

101/01/03 謹提供「耀點 100」冬衣團購優惠事宜。 

101/01/04 轉知「全國公教員工網路購書優惠方案」: 由新絲路書店承作 101 年網購。 

101/01/05 
新社區農會禮盒訂購訊息：頂級白毛台葡萄禮盒、綜合鮮菇禮盒、茂谷柑禮盒、

椪柑禮盒 

101/01/06 提供「阿瘦企業 101 春節禮券團購」優惠訊息 

101/01/09 「臺實貿易進口鮮果禮盒」優惠資訊。 

101/01/09 提供[味全家政班年菜訂購]優惠資訊。 

101/01/15 轉知公務人員住宅及福利委員會優惠訊息:特約飯店、特約休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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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3/01 轉知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三大特展、科教活動及立體電影之優惠訊息。 

101/3/22 
第六屆台北國際春旅展提供 200 張 VIP 免費入場券，自 3/22 (四) 上午 9:00

起，開放同仁索票。送完為止。 

101/04/10 轉知「明德黃金雞」訂購資訊。 

101/04/24 
轉知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訂於 101 年 6 月 21 日～101 年 8 月 26 日舉辦 

「Theo Jansen 奇幻仿生獸」特展訊息。 

101/04/30 轉知歷史博物館「立體書的異想世界」展覽門票優惠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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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委員會 

一、支援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01 學年度學科能力測驗台北第四考區百齡高中監試暨巡視試務

工作。 

二、辦理 101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招生考試各項試務工作。 

三、辦理 101 學年度甄選入學（含「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招生考試各項試務工作。 

四、規劃各學系轉學生招生名額、研製 101 學年度轉學生招生簡章草案，提報招生委員會議

審議後，於 5月 10 日上網公告（101 學年度起不另發售紙本簡章）。 

五、研製 101 學年度進修學士班新生招生簡章草案，提報招生委員會議審議後，於 5月 10

日上網公告（101 學年度起不另發售紙本簡章）。 

六、辦理 101 學年度日夜學制轉學生暨進修學士班新生招生考試各項試務工作。 

七、辦理 101 學年度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試務（四月報名，五月中旬審查，五月底公告錄

取名單）。 

八、規劃本校 102 學年度各學系各管道招收新生名額，提報招生委員會臨時會議議定。 

九、研擬 101 學年度統籌及自提預算（含各管道招生經費暨招生活動費等相關預算，招生預

算適用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 

十、分別於 3 月及 5 月辦理兩梯次「認識東吳—與高中生對話」宣導活動，開放高中生及家

長報名參加。 

十一、100 年 12 月中旬辦理兩天一夜「第五屆招生服務研習營」（即第九屆招生義工研習營）

培訓招生義工，持續辦理高中參訪及赴高中宣導等相關事宜。 

十二、依據教學資源中心提供之 100 學年度大一新生問卷，瞭解新生選填校系情形、影響選

擇校系因素及高中生認識本校之管道，以為擬定招生策略之參考。 

十三、統計分析各學系甄選入學生與非甄選入學生在校成績表現（含學業成績總平均暨其平

均名次百分比及等第對照表、專業科目成績對照表、學生平均名次百分比及等第說明

）等，函送各學系院系參考，以為擬定招生策略之參考。 

十四、召開「研商各管道招生試務座談會」，檢討招生試務，以提升招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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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 

一、討論「101 學年度電腦實習費收費標準」一案，決議為建議延用 100 學年度收費標準，

單一收費，2學分(含以上)均收費 1,200 元。 

二、討論「本校是否簽訂微軟 CA 學生授權方案」一案，決議為本校暫不簽訂微軟 CA 學生授

權，請電算中心推廣具可共通使用之 Office 自由軟體，針對兩校區學生辦理自由軟體教

育訓練或宣導說明會。 

三、討論「101 學年度電算中心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列事宜」一案，決議如下 

(1)個人電腦及雷射印表機單價依 100 學年度議價金額編列，前述調降之金額可視情況支

應部分全校性軟體購置。 

(2)圖書館自動化系統新增之維護費編列 30 萬元，不足部分請圖書館自行編列預算。 

(3)電子化校園專案軟硬體維護費及校務行政系統維護費建議向校方爭取額外預算。 

(4) 101 學年度電算中心預算(含獎補助經費計畫調整)依上述原則修正後通過。 

四、討論「101年度卓越建構優質個人資料安全防護環境計畫中入侵偵測防禦系統延後建置」

一案，決議為敬會教學資源中心將該設備經費列為 102 年度卓越計畫下之優先規劃項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