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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五月 

【註冊】 

1. 101 學年度輔系、雙主修及跨領域學程申請自 101 年 4 月 23 日至 26 日止。各學系

申請條件及修課課程等相關規定由課務組彙整並於課務組網頁查詢；註冊組辦公室

公告。 

2.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畢業班課程申請退修 4月 30 日至 5月 11 日；非畢業班課程申

請退修 5月 14 日至 25 日，學生需至校務行政資訊系統下載個人申請表單，申請

表需親自辦理並經授課教師及系主任簽章確認同意後繳回註冊組或綜務組。 

3. 100 學年度應屆畢業生畢業資格審查中， 6 月 2 日畢業典禮後開始核發畢業證書。 

4.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東吳大學分會第15屆第2次理事會已於4月 11日召開會

議，推選 101 年度斐陶斐學會榮譽新會員共計 64 位，將於 4月底行文總會，預定

6月 2及 3日畢業典禮當天頒發證書及榮譽肩帶。 

5. 101 學年度轉系錄取名單 4月 20 日公告，共計 148 名申請，72 名業經學系審核。 

6. 學業關懷業務時程： 

(1)4 月 9 日召開五院院長協調說明會，由各院院長推薦社工系、日文系、數學系及

會計系專兼任教師試辦。 

(2)4 月 13 日學業關懷說明會：針對上列四系進行學業關懷介紹及系統操作說明。 

(3)4 月 17 日發文至全校學系說明學業關懷作業；4月 23 日寄發郵件公告至全校專

兼任教師說明學業關懷作業及系統操作手冊。 

(4)4 月 18 日日文系舉辦說明會、20 日數學系舉辦說明會、5月 1日社工系舉辦說

明會。 

(5)4 月 25 及 26 日二天針對二校區全校學系舉辦學業關懷說明會，學系如有需求，

將配合辦理說明會及系統操作介紹。 

 

【課務】 

1. 101 學年度開課資料分類與整理，彙整需他學系代聘教師科目，送支援學系填寫授

課教師與確認科目。彙整網路教學科目、網路教學計畫書與審查表，送網路教學

規劃小組審查。總整全校開課資料與議題，送 5月 9日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預計 5

月中旬完成排課，5月底公布並開放網頁課表查詢。 

2. 續研議教學卓越計畫能力指標，經洽詢資管系何煒華老師，建議能力指標門檻值之

縮小方式，以各指標選修科目每學分平均權重值，乘上畢業時所需修讀的學分數，

加上必修科目的權重後，作為新的門檻值。將待系統試算學生雷達圖狀況後，請

學系提供意見再決定使用方式。 

 

【招生】 

1. 101 學年度招考碩士班研究生業於 3月 15 日公告無複試規定學系最低錄取標準與

正備錄取名單及有複試規定學系之初試合格標準與初試名額。通過初試考生於 3

月 22 日至 25 日分別舉行面試。複試錄取榜單 3月 30 日公告。合計兩階段錄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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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碩士班正取 375 人、備取 328 人；碩士在職專班正取 365 人、備取 103 人。

碩士班正取生於 6月 7日、碩專班於 6月 7、8日辦理現場入學驗證報到。備取生

分二階段辦理報到：第一階段為「網路登記就讀意願」：碩士班於 6月 9日至 13

日、碩專班 6月 10 日至 13 日；第二階段則為 6月 25 日備取生「現場入學驗證報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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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學系（22 系組）參加「個人申請」（德文系不辦理）。個人申請報名人數共 6,322

人。錄取率為 9.66%。3 月 22 日公告通過學測篩選，進入第二階段考生計有 1,642

人，名額內 1,506 人、原住民 74 人、離島 62 人。確定繳費報名參加第二階段考

生共 1,340 人，名額內 1,235 人、原住民 48 人、離島 57 人。 

3. 101 學年度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受理報名，招生名額共 161 名，

分別為：學士班 95 名、碩士班 60 名、博士班 6名。5月上旬將送學系審查，5 月

30 日公告錄取名單。 

4. 101 學年度博士班招生考試無同等學力考生報名。4月 23 日至 27 日受理網路填表，

4月 28 日現場報名。5月 27、28 日考試， 6 月 9 日公告錄取名單。 

5. 101 學年度轉學生招生名額及招生簡章，業經第三次及第四次招委會通過，日間學

制二年級 100 名、三年級 141 名；進修學士班二年級 31 名、三年級 29 名。預定 5

月 10 日網頁公告招生簡章。6月 12 日起至 19 日止受理網路報名。7月 15 日假城

中校區舉行考試。 7 月 31 日公告錄取名單。 

6. 4 月份進行招生宣導者有： 

    4 月 12 日新竹私立忠信高中到校參訪； 

    4 月 13 日國立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博覽會擺臺； 

    4 月 14 日桃園縣立大溪高中、壽山高中博覽會擺臺； 

    4 月 19 日高雄市立文山高中到校參訪。 

 

【教務行政】 

1. 辦理畢業典禮相關事宜： 

（1）4月 17 日召開畢典第二次籌備會，確認各院工作職掌、場外布置規畫、預演

時間、交通安排等。 

（2）完成新版畢典專屬網頁測試，進行資料、相片回溯上傳；即時更新畢典相關訊

息。 

（3）調查支援畢典活動相關單位之誤餐費及工讀金需求；陳核畢典各項活動預算。 

（4）製作畢典及「給一年後的你」活動相關文宣。 

（5）5月 10 日召開第三次畢典籌備會議。 

2.東吳中英文檢測事宜： 

（1）張貼東吳英檢統一考試海報：城中電梯、B棟廁所及電梯、D棟電梯、R棟電

梯及廁所、學生會海報欄位。 

（2）公告個人報名時間，預計 5月 18 日完成考生座位安排並公布考場。 

（3）函告大二英文授課教師東吳英檢統一考試相關事宜。 

（4）4/23-5/2 英檢試題初審。 

（5）函告大一各班中文教師中文檢定施測事宜、統計各班施測時間、安排研究生協

助施測、印製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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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五月 

一、 100學年度弱勢助學金：共核發658人，補助學雜費1,988萬7,360元，其中教育部補

助1,166萬4,360元，學校補助822萬3,000元，相關資料已請會計室核對中，依教育

部規定於5/20前報部申請補助款。本學年較99學年度增加核發25人，補助總額增

加49萬5,750元。 

二、 100學年度第2學期就學貸款：共2,501名同學申請，貸款金額共計1億2,437萬7,460

元整，已先與台北富邦銀行對帳確認完成，目前正進行發文請款校內程序當中。

上述辦理就學貸款學生中，總計有798名學生有加貸金額，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及臨時急難貸款生共30名，已先行退費金額計130萬2,843元；除9名同學尚未取得

聯繫外，其餘759名一般貸款生（金額計1,643萬1,927元），也已簽辦退費程序，預

計5月中旬可轉撥款項。 

三、 101學年度校內工讀申請：自3/20-4/20受理，共計492名學生申請(較100學年度減

少31人)，其中經濟弱勢學生有168名(佔總申請人數34%)，ㄧ般生324人。另至5/4

止，進行101學年度工讀單位需求調查，並針對學生100學年度工讀情形考核與自

評，以作為分配媒合101學年度工讀作業之參考。另配合人事室作業，101學年度

原住民全職助理10名，開放各單位提出申請，原住民助理每人每日上班4小時，月

薪10,000元並享勞保。 

四、 100學年度優秀應屆畢業生選拔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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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學系甄遴選辦法及分配名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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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本學年優秀應屆畢業生「社團或志工

服務優良」獎項共林勃嚴同學等44名獲獎，「品德優良」由歷史系倪溎嬪同學獲獎，

「特別貢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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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屆學生自治團體三合一選舉：課外組輔導學生會辦理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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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生會正、副會長有1

組候選人、學生議員計有14位候選人登記參選，系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有中文、

政治、社會、社工、日文、物理、心理、經濟、企管、國貿、資管等10系參加，

將於5/9(三)至5/10(四)於兩校區進行投票。 

六、 與社團輔導老師有約：課外組每年除上學期辦理社團指輔導老師研習會之外，為

強化與輔導老師間的聯結，4至5月將個別拜訪社團輔導老師，針對課外組業務及

社團面臨之問題進行交流，以正向提升社團經營與發展能量。 

七、 榮譽：慈濟大專青年社參加「101年度教育部補助大專學生協力地方推動永續校園

計畫」甄選，表現優異，獲得10萬元經費。 

八、 急救訓練：衛生保健組4/28(六)於雙溪校區辦理，邀請台北市紅十字會教練教導學

員心肺復甦術及異物梗塞的處理。活動共41人完訓，滿意度為4.82分（5分量表）。 

九、 餐飲衛生督導：4/1-4/30兩校區餐飲衛生檢查含油炸用油、食材過氧化氫檢測、餐

具洗滌殘留檢測及檢品留樣作業等共查驗14項，計104次，全數合格。 

十、 「享受吃，快樂動」健康生活班：為提供師生健康飲食、健康習慣與健康體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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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課程，並搭配減重飲食，由衛保組公告以BMI值＞24之師生優先參加，

4/18-5/31共辦理7週，有64位師生報名參加。 

十一、 發函學系有關學生期中學業預警與輔導轉介：目前全校高關懷列管人數計893

名，期中考已發函學系提醒導師檢視期中學業預警名單，目前學系共轉介12名

學生與諮商中心共同關懷與輔導。 

十二、 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本學期班級共同課程方案，學系共申請87場次（「職

涯探索」主題佔29場次），目前已執行48場次；師生團體互動方案，計申請187

場次，已執行85場次。 

十三、 學業關懷系統：由教務處與本處共同開發之學業關懷系統，已於4/25、4/26兩校

區辦理全校系統操作說明會，並至各系進行宣導，本學期將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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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社會新鮮人系列活動：本系列活動目的在推廣學生對職業職場的認識。至四月

底為止兩校區共舉辦13場講座、1場雇主座談、2場業師諮詢。主題包括：履歷

自傳(中英文)、面試技巧、職場倫理、國家考試、就業趨勢、勞動權益、文創雇

主座談及會計與證券分析業師諮詢。參加人數共計485人，整體滿意度為4.5(5

分量表)。5月份將進行金融、行銷等雇主座談、4場產業趨勢讀書會、4場履歷

自傳工作坊。 

十五、 企業參訪及企業實習： 

(一) 本學期生涯發展中心舉辦康軒文教集團及東森得易購股份有限公司二場企業

參訪。 

(二) 學生實習補助計畫經徵詢院系意見，正辦理計畫修訂，預計5月初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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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生涯發展中心完成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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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洽，現正進行宣傳招募中。 

十六、 松江學舍續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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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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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送發展處協助募款作業，同時已於4/20安排向劉吉人學長當

面進行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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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舊生床位候補及特殊個案申請： 

(一) 101學年度雙溪校區特殊個案床位申請，共計172件提出申請，目前已陸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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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相關審查作業，將於5/9公告審查結果。 

(二) 松江學舍床位候補，即日起至5/15開放全校學生上網登記，5/17公告結果。松

江學舍特殊個案申請至5/16止，5/23公布結果。 

二十、 「校長有約-水岸鐵馬樂春遊」活動：本活動於4/29(日)由王淑芳專門委員擔任總

召，體育室、國合組、生輔組協辦，邀請本校外國學生、交流生、陸生免費參

加騎腳踏車活動。是日由校長領隊，學生及工作人員共67人出席，自大直美堤

河濱公園至八里左岸公園全程往返約60公里，活動圓滿順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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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五月 

事務組： 

一、近期已辦理完成之工作： 

（一）採購業務：辦理各單位採購案及請修案共 215 件。 

（二）視聽設備維護：支援各教室視聽設備（含維修）計 83 次。 

（三）工支支援派工：支援各單位勤務（如場地布置、物品搬遷…等工作）

共 92 人次 

（四）綜合大樓傳賢堂內部裝修案及消防設施改善案均已順利發包，並於

4/19 日召集事務組、營繕組同仁及廠商，就傳賢堂整修案工作項目進

行工項時程討論。 

（五）函請教育局協處補習班違規散發招生廣告乙事，獲教育局正式函復，

違規補習受教育局函文糾正，三年內累積四次違規時，最重將以撤照

處份。 

（六）完成圖書館除蟲消毒工作。 

（七）4/12 完成消防安檢；4/13 配合住宿組進行消保官來校訪視。 

（八）完成 M002 有害事業廢棄物年度清運工作及微生物學系射源二枚，化

學系 X光機乙台完成報廢作業。 

二、近期辦理中之工作： 

（一）電算中心請購之微軟 CA 授權軟體及「電子書編輯軟體」待驗收。 

（二）申請理學院毒性化學物質執照更新。 

（三）綜合大樓傳賢堂內部裝修案及消防管線更新配合改善案等工程，預計

於 6月 4日開工，8月 10 日前完工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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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配合辦理節電相關措施。 

（六）E化案已於 4/19 日由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召開合約終止小組第一次會

議，討論合約終止之相關事宜，並決議請電算中心將已驗收但未上線

或未完成之系統整理列表後，再與宏碁公司開會協調，目標朝雙方和

平解約，希望以雙方互不再付費為目標。 

營繕組： 

一、完成雙溪校區下列工程案之招標訂約作業，將於暑假施工： 

（一）單身教師宿舍室外階梯整修工程。 

（二）傳賢堂整修相關工程。 

（三）圖書館外觀整修工程。 

（四）寵惠堂整修工程。 

（五）污水下水道工程。 

二、辦理校區各建物及公共空間修繕維護作業計 51 件。 

三、研擬「用電檢討與策進」專題研究報告。 

保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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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 101 年 3 月 21 日至 4月 20 日止本組辦理各項例行業務如下： 

    雙溪校區財產管理：財產增加 85 筆（金額 2,724,781 元），財產報廢 140 筆

（金額 5,748,510 元），財產移轉 68 筆。 

倉儲管理：文具紙張發放 36 次，電腦耗材發放 14 次，清潔用品

發放 14 次，紀念品發放 8次。 

場地管理：傳賢堂使用 6場次（8時段），國際會議廳使用 13 場

次（15 時段）， B013 研討室使用 24 場次（30 時段），

G101 大會議室使用 23 場次（25 時段），R0101 普仁

堂使用 12 場次（39 時段），R0112 戴氏會議室使用

10 場次（19 時段），餐廳貴賓室使用 1 場次（1時段）。 

招待所申請：2件。  

二、重要辦理事項： 

（一）林語堂故居財產及文物資料的清點工作，已於 4/11 完成，並作成「清

點結果報告」知會發展處社資組及故居主任，並將於「故居管理委員

會」提報。 

（二）有關中影文化城土地地目變更案，台北市都市計劃委員會最新的 632

次委員會議記錄，4/6 正式公告，本組已歸檔存查，並將繼續注意後

續相關發展。 

（三）改進場地借用之審查作業，避免資源、能源的浪費。 

三、近期規劃工作： 

（一）本校尚有部分建物缺少建照圖或使照圖，最近已整理出相關的建物明

細，向台北市建管處申請辦理中，俾建立完整的學校建物資料。 

（二）為配合 100 學年度的畢業典禮，保管組負責畢業生學位服的租借業務，

將於五月上旬開始，畢業典禮當天相關師生的學位服支援服務工作，

也已完成規劃。 

文書組： 

一、公文收發業務自 101 年 3 月 16 日至 101 年 4 月 15 日止，共計收文 909 件，

其中紙本收文為 144 件，電子收文 765 件，電子收文比率約為 84%；發文共

計 201 件，其中紙本發文（不適用電子交換者）135 件，電子發文 66 件，電

子發文比率約為 33%（可電子交換比率則為 100%）。 

二、郵件（含公文）交寄業務自 101 年 3 月 16 日至 101 年 4 月 15 日止，寄送各

類郵件共 56,636 件（計平信 486 件、限時 177 件、掛號 210 件、限時掛號

86 件、航空 40 件、印刷 7,664 件、其他 47,973 件），共支用新台幣 14 萬

6,512 元整。 

三、101 年 4 月（4/1～4/20）全校性檔案之歸檔數量為 984 件。 

 

出納組： 

一、101 年 3 月份現金及銀行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781,466,931 元，支

1,030,363,578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行政程序。 

二、依據 101 年 3 月 30 日止日報表分析，本校資金配置明細如下：銀行活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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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6.97%、支票存款 2.57%、定期存款 70.47%、政府公債 14.78%、證券投資

2.32%、短期票券 2.89%。 

城區管理組： 

一、自 101 年 3 月 21 日至 101 年 4 月 20 日止，本組辦理各項例行業務如下： 

採購業務：辦理城區各單位採購案及請修案 43 件，金額共計 1,005,797 元。 

財產管理：城中校區財產共增加 15 件、金額總計 536,600 元，報廢件數 72

件、金額 948,673 元，移轉件數 15 件，並印製財產增加單、減損

單送會計室作帳及財產標籤送各單位黏貼。 

倉儲管理：各項消耗品文具用品領用登記作業發放共 49 單件、電腦耗材領

用登記作業發放共 17 單件、清潔用品登記作業發放共 18 單件及

各單位紀念品領用發放共 7單件。 

場地管理：辦理並支援各單位申借場地作業：5211 會議室使用 25 場次（30

時段）、5117 會議室使用 27 場次（30 時段）、2123 大會議室使用

28 場次（40 時段）、2227 會議室使用 35 場次（41 時段）。 

夜間出納：代收款項總金額共計 213,586 元。 

停車管理：進入汽車停車場停放車輛次數共 3,002 車次、機車停車場停放車

輛次數共 7,855 車次。 

收發業務：辦理各單位交寄郵件共 117 件，郵資 1,356 元。 

視聽設備維護：維修器材 86 件、支援 5211 及 5117 會議室使用 43 時段、多

媒體教室視聽器材借用共 28 件次。 

機電設施維護：維修水電設施 111 件、冷氣空調設施 7件、電信設施 5件、

場地支援勤務 18 件。 

二、近期已辦理完成之工作： 

（一）第三大樓頂樓分離式冷氣冷媒管路保溫工程。（101.3.26 完成） 

（二）3401、4301-A、1603、1704 室牆面壁癌整修工程。（101.3.28 完成） 

（三）3405、3406 教師研究室牆面滲水檢修工程。（101.3.30 完成）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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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2

完成） 

（五）鑄秋大樓中央空調冷氣主機A組機更換冷凍油及濾油網工程。（101.4.9

完成） 

（六）簽辦城區餐廳箱型冷氣機定期保養發包作業。（101.4.9） 

（七）簽辦城區鑄秋大樓書局大型分離式冷氣機汰舊換新發包作業。

（101.4.9） 

（八）第六大樓 6R01、1705、3221 室天花板漏水檢修工程。（101.4.11 完成） 

（九）電算中心 UPS 機房分離式冷氣機汰換工程。（101.4.13 完成） 

（十）電算中心專用 3號 UPS-50KVA 蓄電池更換工程。（101.4.13 完成）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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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6） 

三、近期待辦理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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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705 實習法庭氣冷式冰水主機檢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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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將配合保管組作業，自 101 年 5 月 7 日至 5月 15 日

開始發放學位服。 

（三）辦理城區各大樓（第五大樓除外）室內外環境消毒作業（5月 6日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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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 
五月 

【研究事務組】 

一、 國科會 101 年度「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申請案，自即日起接受申請，請有

意申請教師於 101 年 5 月 8 日(二)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二、 國科會 102 年度「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申請案，補助目的在於充實大專

校院貴重儀器並使資源供學研界人士共同有效使用，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1 年 6

月 11 日(一)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三、 國科會 101 年度「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計畫」申請案，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1 年 6 月 11 日(一)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四、 國科會 101 年度「台灣與英國頂尖大學前期合作研究計畫」申請案，請有意申請

教師於 101 年 6 月 12 日(二)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五、 國科會人文處 102 年度「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計畫」申請案，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1 年 7 月 24 日(二)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六、 國科會 102 年度「第 51 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申請案，自 101 年

5 月 1 日(一)起接受申請，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1 年 7 月 27 日(五)前完成線上申

請作業。 

七、 國科會 101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申請案，請各學院推薦近五

學年(96 至 100 學年)符合本校「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勵辦法」標準之教師資料，

俾便完成相關作業。 

八、 教育部 101 年度「大學校院創新創業紮根計畫(EC-SOS)」申請案，請有意申請教

師於 101 年 5 月 8 日(二)前備妥申請資料，擲交研究事務組，俾便辦理後續事宜。 

九、 新北市政府勞工局徵求「新北市身心障礙者勞動狀況調查研究」、國科會中部科學

工業園區管理局徵求「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國史館臺灣文獻館徵求 101

年度「客家族群與國家政策」研究主題之委託專業服務案、內政部兒童局徵求 101

年度委辦「提升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品質先導計畫」、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徵求 101 年

度「創新型中小企業財會資訊應用發展-人才培育產學合作計畫」、澎湖縣政府徵

求「100 年度地方產業發展基金-『點石成金打造石藝新故鄉：澎湖縣馬公市石藝

產業深耕加值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等計畫已傳送相關學系參考或公告於網頁。 

十、 國科會「2013 年與捷克科學基金會雙邊合作研究計畫」，本校計有社會系提出 1件

申請案，另因國科會函知延期收件，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1 年 6 月 18 日(一)前完

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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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召開動物實驗管理小組 100 學年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101 年 4 月 19 日），審查

申請國科會 101 年度神經科學研究計畫案，共計通過 1件動物實驗使用計畫申

請案。 

十三、 辦理本校教師接受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工安全

衛生研究所等 2件委辦研究計畫簽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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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依國科會來函，聯繫執行 96 至 100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未完成線上繳交成果報告

之計畫主持人，並函復本校相關國外差旅報告查核情形予國科會。 

十五、 提醒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於期限前辦理經費變更及繳交多年期計畫之

期中報告。 

十六、 國科會推動執行機構設置人類研究倫理治理架構試辦方案，簽請核定依現行方

式試行一年後，再評估本校是否設置人類研究倫理治理中心及研究倫理審查委

員會。 

十七、 國科會補助 100 年度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執行績效報告，已函請各

學院轉致獲獎教師填寫自評表，俾便彙整後提報國科會。 

十八、 辦理國科會「大專校院接受企業資助或委託研究狀況調查」問卷以及教育部高

等教育校務資料庫之填報作業。 

十九、 台灣經濟研究院「中華民國 100 年全國研發狀況調查-大專校院問卷」之相關資

料，已轉發各學系填報，請於 101 年 5 月 11 日回報填卷情形，俾彙整後回覆台

灣經濟研究院。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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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與 WTO 法律研究中心之 100 學年度成果報告及 101 學年

度工作計畫書，提請校務發展委員會評估。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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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100 學年度「端木鑄秋法學研究基金」，經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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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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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整。 

二十五、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 4月份通過校內各類獎補助案，共計有「胡筆江先生紀念

專款」4件，「戴氏基金補助教師交換研究及邀請學者獎學」2件。 

二十六、 辦理國科會「100 年度獎勵人文與社會科學領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論文 5

月獎勵金」及「100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5月獎勵金」領款

核撥事宜。 

二十七、 辦理本校 100 學年度第 1梯次研究計畫案之獎勵金撥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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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組】 

一、辦理交換生及交流生相關事宜： 

（一）協助辦理 101 年 4 月 29 日「校長有約－水岸鐵馬樂春遊」活動。 

（二）公告「交換生了沒？」系列分享講座報名事宜。 

（三）101 年 4 月 27 日於外雙溪校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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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告本校學生申請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赴大陸協議學校交流研習相關事宜。 

二、公告 2012 年臺美菁英短期研習獎學金申請事宜 

三、辦理兩岸交流營隊暨暑期班相關事宜： 

（一）公告國立臺東大學「韓國新羅大學短期文化研修活動」報名事宜。 

（二）公告重慶大學「2012 年海峽兩岸大學生三峽文化夏令營」活動，報名事宜。 

（三）公告西南大學「體驗西大體驗重慶臺灣大學生夏令營」活動報名事宜。 

（四）公告東南大學「2012 年臺灣青年師生長江三角洲經濟文化研習營」活動。報名事

宜。 

（五）公告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暑期學校」活動報名事宜。 

四、辦理與海外大學簽訂協議、陳報教育部事宜： 

（一）101 年 02 月 20 日與暨南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學生交流協議書。 

（二）101 年 02 月 20 日與中央財經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學生交流協議書。 

（三） 101 年 03 月 05 日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學生交流協議書。 

（四）101 年 04 月 01 日與雲南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學生交流協議書。 

五、舉辦或參加業務相關會議：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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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主席：趙維良教育長。 

出席場次如下： 

 

學院 日期 時間 地點 

商學院 101/4/19 10:30 城中第 2大樓 2227 會議室 

人社院 101/4/25 10:00 雙溪第二教研 5樓 D512 

理學院 101/4/26 10:00 雙溪第一教研 2樓 R211 

外語學院 101/4/27 12:00 雙溪第一教研 8樓 R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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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席：邱永和研務長，出席人員：哲學系黃筱慧委員、社會系林素

雯委員、英文系王建輝委員、德文系石斌宏委員、財精系洪明欽委員、國合組柯

瓊鳳組長、魏嘉慧專員、游晴如組員、陳緯倫組員、余孟儒助理。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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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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組】 

一、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作業 

(一) 計畫提報及一級單位審查作業 

101年 4月20日各一級單位依據101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預算小組核定結果於線

上調整計畫預算內容並送一級單位審查。 

（二）計畫審查小組 

  1. 101 年 4 月 12 日辦理第三次會議審查計畫暨預算，會議決議： 

  (1) 配合新校長上任後交辦規劃推動專案計畫所需經費，先以校長室「校務發展計

畫」專款支應。 

  (2)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各項子計畫執行單位日後需依據預算小組核定結果，

於校務發展計畫系統中修訂計畫內容暨經費規劃，以利後續預算編列作業。 

  (3) 提請預算小組同意「以前年度賸餘款支應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之專案計畫」、

「校長室校務發展計畫」及「研務處推動學院建立特色計畫」之經費使用不受

預算流用及變更使用限制，計畫執行期間，經費流用及變更經校長核定專案辦

理。 

  (4) 通過 101 學年度學生就學獎補助經費規劃，為外國語文學院、教務處、學務處、

研務處及人事室等單位提出之 5個子計畫，獎學金有 11,000,000 元、助學金

有 43,299,485 元，共計 54,299,485 元整。 

  (5) 通過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獎補助計畫規劃，為人文社會學院等 11 個單位提出

之 26 個子計畫，共計 144,218,803 元整。 

  (6) 調整作業程序。 

  2.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小組審查結果提送 100學年度預算小組會議(101 年 4

月 19 日)審議。 

  3. 101 年 4 月 20 日函請各單位依據 100 學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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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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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計畫系統 

  1. 101 年 4 月 16 日「101 學年度計畫系統-計畫小組審核作業」功能上線。 

  2. 101 年 4 月 18-27 日修改計畫系統篩選條件、報表格式及更新計畫提報相關說

明文件。 

（四）專案審查會議 

  1. 101 年 3 月 23 日召開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專案審查會議，審理總務處文

書組「緊急採購捷成公文管理系統伺服器」案及學生事務處心理諮商中心「『導

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之師生團體互動方案』經費不足」案，會議紀錄已於 101

年 3 月 29 日簽陳校長核定(公文文號：1011600069)。於 101 年 3 月 30 日分別

函知總務處文書組及學生事務處心理諮商中心核定結果(公文文號：

1011600075、10116000076)。 

  2. 101 年 3 月 30 日召開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專案審查會議，審理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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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101 年 1 至 7 月教學卓越計畫配合款不足額」案，會議

紀錄已於 101 年 4 月 16 日簽陳校長核定(公文文號：1011600081)。於 101 年

4 月 18 日函知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核定結果(公文文號：

1011600087)。 

（五）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 

擬定「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原則(草案)」及相關規劃，已提送

101 年 4 月 23 日行政會議審議，將依據會議決議進行後續作業。 

（六）五月份工作重點： 

  1. 討論「預備費」、「競爭型計畫」及「校長發展專款」等統籌性質計畫之計畫及

經費執行管理相關規劃。 

  2. 公告「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原則」。 

  3. 請學院推薦管考小組委員名單。 

二、 100 年度大學校務評鑑 

（一）101 年 4 月 16 日-30 日：彙收、整理相關單位提報之自我改善計畫。 

（二）101 年 4 月 30 日：通知未繳交自我改善計畫之相關單位補提計畫。 

（三）五月份工作重點： 

   彙整相關單位之「100 年度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提報表」及籌辦「校務評鑑指

導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三、教育部獎補助提報作業 

（一）辦理 101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計畫要點修正作業 

   教育部為研議 102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於 101

年 4 月 9 日來函請各校提供相關意見，本案處理情形如下： 

  1. 於 101 年 4 月 10 日函請教務處等八個相關單位針對「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

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

計畫經費申請作業基本資料表填表說明」及「100 年度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資

料庫指標手冊填表說明」提出修正意見(公文文號：1011600079)，計有教務處

等提出 17 點修正建議事項。 

  2. 於 101 年 4 月 16 日由副校長召開會議邀集提案單位主管包括教務長、總務長、

研究事務長、人事室主任及會計室主任，逐項檢視、調整建議事項。 

  3. 於 101 年 4 月 20 日函送教育部本校「102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

發展計畫要點修正建議事項表」(公文文號：1019002600)。 

（二）辦理 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之獎勵經費作業 

  1. 教育部為獎勵各校配合政策「未調漲學雜費，協助學生就學」核予獎勵經費，

於 101 年 4 月 12 日來函通知核撥本校 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

發展計畫要點之獎勵經費新臺幣 1,379 萬 4,817 元(公文文號：10190027778)。 

  2. 於 101 年 4 月 23 日函送本校收據，申領獎勵經費。 

（三）於 101 年 4 月 16 日函送全校一級單位 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

展計畫要點之「私立大學校院行政運作考核項目表」，檢視考核項目並依教育部

規定配合辦理(公文文號：1011600083 )，以避免影響學校獎補助經費。 

（四）五月份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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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1 年 5 月 1-4 日：更新「教育部獎補助專案」網站資料。 

  2. 辦理「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之獎勵經費」專案

會議。 

  3. 101 年 5 月 1-11 日：擬定「東吳大學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實施計畫(草案)，並召開會議討論通過後實行。 

  4. 101 年 5 月 28-31 日：辦理「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執行進度第一次討論會議。 

四、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 

（一）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小組以電子郵件方式於 101 年 3 月 28 日更新 101 年 3 月份

表冊及 Q&A 公告版，101 年 4 月 13 日新增表冊補充說明，皆已轉知表冊彙整填報

單位重新檢視表冊定義與校內數據是否相符。 

（二）101 年 3 月表冊填報系統將於 101 年 5 月 4 日關閉，依據東研務字第 1011600046

號說明校內截止日為 101 年 4 月 30 日，已另以電子郵件提醒表冊填報彙整單位

注意時程。 

（三）為提供「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專案相關資訊，將建置專案網頁以供瀏覽，目前

規劃內容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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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預定 101 年 5

月上線。 

（四）五月份工作重點 

  1. 101 年 5 月 4 日：填報系統關閉。 

  2. 101 年 5 月 7-11 日：101 年 3 月表冊修改申請。 

  3. 101 年 5 月 14-16 日：開放系統進行資料修改。 

  4. 101 年 5 月 23 日前：「101 年 3 月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檢核表」報部。 

五、其他行政事務 

（一）完成 101 學年度印表機資料維護及教職員電腦基本配備汰換事宜。 

（二）持續辦理事務機櫃請購相關事宜。 

（三）工讀生管理相關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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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處 
五月 

一、100 學年度（100.08.01-100.04.30）募款金額：37,596,648 元。101.04.01 至 101.04.30

捐款金額為新台幣 3,521,826 元，捐款人數 224 人，10 萬元以上捐款資料如下（依捐

款日期排列）： 

姓名 捐款金額(元) 用途 

財團法人江許笋文教基金會 200,000 法律系傑賽普專用款 

財團法人 

紀念李建成先生文教基金會 
100,000 李建成基金會獎學金 

財團法人 

懷恩社會福利慈善事業基金會 
100,000 

課外活動組 

推動青年學生參加志願服務計畫 

Macquarie Group  

Foundation 
150,000 

心理系清寒上進獎助學金 

Scholarship for Outstanding Students in 

Financial 

王紹堉 251,000 法學院學生補助金 

謝子仁 200,000 商學院專用款 

劉忠賢 200,000 校友經營暨聯誼活動專款 

林偉賢 1,000,000 東吳人職場接軌夢想起飛計畫 

張知惠 200,000 張豐胤清寒獎學金 

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 
292,950 會計系專用款 

 
二、捐款回饋致謝： 

1. 四月寄發謝函共計 96 張，捐款收據共計 124 張。 

2. 四月份寄發五月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46 張。 

三、勸募「宿舍生活學習中心」所需經費與「富蘭克林雙學位獎學金」事宜。 

1. 101.04.16 討論雙學位獎學金，有關新增入學英文優異給獎辦法。 

2. 101.04.20 拜訪劉吉人學長，洽談宿舍更新捐贈案。 

3. 101.04.23 確認捐贈案細節。。 

四、研擬增進小額及定期定額募款企劃案。 

五、規劃「2012 東吳感恩節--捐款人一日遊」活動，04.30 召開討論會議，討論活動折

扣優惠以增進募款績效等等相關事宜。 

六、101.04.18 台北市文化局回覆同意錢穆故居盤虧補償事宜。 

七、經營各校、系友會：  

1. 香港校友會成立 15 周年紀念餐會暨第九屆會員大會： 

(1) 101.04.19 師長機票與飯店預定、感謝牌製作。 

(2) 101.04.11 行程規劃與師長備忘錄簽核。 

2. 101.04.16（星期一）中西部校友會韓建華學長返校拜會潘校長，表達恭賀之意，

本處協助接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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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劃潘校長八月美國之行，行程安排擬拜會戴氏基金會徐博士，並與 FOS、南加

州校友會、以及北加州校友會聯誼餐敘。 

4. 2012 年東吳校友企業參訪學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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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何月欣學姐（經濟系 55 級），總計 68 名師生同仁報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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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宗學長（化學系 72 級）、王浩學長（中文系 69 級）、戴錫欽學長（政

治系 78 級）與王欣儀學姊（企管系 82 級），總計 50 名學生報名參加。 

八、校友刊物發行： 

1.  《東吳校友》雜誌第 22 期： 

        (1)101.04.12 專訪潘維大校長 。 

        (2)101.04.13 發函校內徵稿與廣告贊助。 

        (3)101.04.24 採訪張宏源學長（企管系 69 級）。 

        (4)預計 101.05.10 採訪龐開堅學長（EMBA 聯誼會會長）與新任財政部政務次

長徐仁輝學長（經濟系 65 級）。 

九、校友接待與服務： 

    1.  4 月份代辦校友成績單、證書共計 31 人次。 

    2.  4 月份受理校友返校拍攝婚紗 1 件，尋人 1 件。 

十、電子化校友聯繫與服務： 

1. 截至101.04.30止，校友電子郵件信箱地址筆數共計41,963筆。 

2. 截至 100.04.30 止，校友動向資料庫校友資料 110,281 筆，其中聯絡筆數 86,856

筆、失聯校友筆數 22,814 筆、已逝校友筆數 611 筆。 

3. 寄送 4 月電子生日賀卡 6,942 份。 

4. 截至 101.04.30 止，計有 741 位校友申請免費電子信箱。 

5. 截至 101.04.30 止，計有 1, 174 位畢業校友申請使用入口網站的權限。 

6. 寄送電子活動快遞：「歡慶 40 雙溪樂饗 - 音樂學系創系 40 週年定期音樂會」、

「蒐藏 愛 收藏－林語堂故居午茶藝文講座等您來參加」、「專屬東吳人的就業

機會─年輕校友海內外職場就業計劃【企業徵才說明會】歡迎 90-101 級校友報

名！」、「新加坡育龍公司招聘機場地勤 CSA」、「永豐銀行企業徵才說明會 EDM」

等。 

十一、「東吳大學年輕校友海內外職場就業計劃」： 

1. 101.04.21 （星期六）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辦計劃說明會，總計 86 位畢

業生出席。 

2. 籌辦、宣傳 101.05.03（星期四）企業徵才說明會，預計八家合作企業代表與

會說明，截至 101.04.30 止，共計 82 人報名參加。 

3. 預定 101.05.03~25 徵選、101.05.31 前公告錄取結果。 

十二、教學卓越計畫： 

1. 101.04.25提出問卷系統新增功能需求： 

2. 預定101.05提出系統請購、招募電訪工讀生。 

十三、教育部方案96-99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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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教育部受理實習員薪資請款作業，截至 101.04.30 共計 13 家企業請領薪資。 

十四、101 級畢業生紀念品--雕刻筆記書： 

1. 101.04.23 活動宣傳公告。 

2. 101.04.30 紀念品製作完成。 

3. 預定 101.05.01~12 兩校區擺台發放。 

十五、101 級畢業生祝福影片： 

1. 101.04.30 完成初版影片。 

2. 預定 101.05.01~08 進行修改並於 101.05.10 畢業典禮第三次籌備會議中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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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五月 

◎人文社會學院： 

1. 辦理 101 年度本院補助整合型研究計畫子計畫專題研究計畫相關業務：101 年度

專題研究計畫執行期間自 4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止，業經本院 100 學年度學術發

展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議結果，通過補助 2件子計畫研究案，計畫主持人分別為

社會系葉肅科副教授，以及社會工作學系廖美蓮助理教授。4月份將請各計畫主

持人確認並提供經費規劃表，以及辦理執行同意書簽約事宜。  

2. 辦理 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籌備事宜：4月 11 日回報各單位支援畢業典禮同仁名單；

4月 21 日回報各單位畢業生、畢業生家長以及各單位主管之出席人數與情形；4

月 30 日各學系繳交畢業班影像簡報 PPT，作為畢業典禮進場離場播放用，以及在

校生致歡送詞代表與畢業生致感謝詞代表繳交致詞稿等相關事宜。 

3. 4 月 12 日哲學系黃筱慧老師「創意人文方法論」課程舉辦協同教學，邀請鶯歌陶

瓷博物館典藏組組長莊秀玲老師蒞校演講，主題為~展示的策略與執行，共有 39

位同學參與，老師除分享自身經驗外，也對於創意人文學程期末成果展籌備小組

的成員進行提點及諮詢指導。 

4. 辦理本院與日本愛知大學大學院中國研究科締結雙聯學制事宜：本校與愛知大學

跨國雙學位制（雙碩／博士學位）合作備忘錄草案，以及附錄課程對照表等資料，

業經 4月 12 日確認完畢後，寄給愛知大學方面辦理後續事宜。由於目前尚須確認

愛知大學雙聯學制之相關規定，方得進一步進行兩校協商事宜。 

5. 4 月 12 日召開本院 100 學年度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會中審查 101 學年度

初審無法歸屬學系之兼任教師初聘、續聘案。 

6. 4 月 16~27 日在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1樓舉辦為期兩週的非營利組織機構展

覽活動，目的在推廣並介紹本院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讓本校師生更了解非營利

組織的多元及內涵。共三個單位參展，包括：法律扶助基金會（展期為 4/16~4/27）、

法鼓山社會福利慈善事業基金會（展期為 4/16~4/20）以及台灣原住民教育經濟

發展協會（展期為 4/23~4/27）。展覽形式分為靜態及動態展，靜態展包括：文宣、

海報、掛軸、手工藝品、結緣品等展示品；動態的包括：DVD 播放展示。過程中

學程均安排工讀生於現場進行儀器操控、發放宣傳單張及管理展品，以維持展覽

品質。 

7. 4 月 17 日舉辦「創意人文學程專題講座暨招生說明會」，專題講座部分，與音樂

系黃莉翔老師「音樂產業與行銷」課程共同舉辦，邀請到資深音樂教父∕喜聚文

創執行長倪重華老師蒞校演講，主題為「真言熱血與未來」，共有 51 位同學參與。

講座結束後，在 D0201 教室舉辦創意人文學程招生說明會，由人社院莫藜藜院長

主持、歷史系李聖光老師主講，說明與介紹創意人文學程的發展宗旨、理念、精

神及修課相關規定。此外，學程作業小組成員哲學系黃筱慧老師以及中文系連文

萍老師均列席，招生說明會共有 39 位同學參與。 

8. 4 月 17 日召開人文社會學院第七次主管會議，共有兩個議案，第一案討論本校 100

年度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學院特色發展現況分析與策略規劃；第二案討論本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2 次(101.5.7)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20 

院第 30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舉辦事宜。第一案學院現況分析與規劃內容已初步彙整

共識，將再請各單位主任確認與補充；第二案本院第 30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部分，

將恢復由人文藝術組、社會組兩組共同舉辦，主要負責單位分別為中國文學系與

社會學系。有關系際學術研討會籌備事宜，將另行召開籌備小組會議討論之。 

9. 4 月 18 日於人社院會議室舉行「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審查委員會

議」。會中通過七位端木愷講座教授推薦案。 

10. 本院 100 學年度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於 101 年 4 月 18 日召開。會中通過 100

學年度改聘教師案、101 學年度中文系、政治系、音樂系、師培中心兼任本國籍

與外國籍教師初聘案、101 學年度本院與中文系、哲學系、音樂系之本國籍與外

國籍專、兼任教師續聘案、中文系提請學校與靜宜大學合聘陳台霖助理教授案、

100 學年度歷史系、音樂系教師評鑑案及歷史系教師評審辦法、教師評鑑辦法部

份條文條訂法等共 10 案。 

11. 4 月 19 日在綜合大樓國際會議廳舉辦「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專題講座暨招生說明

會」，專題講座部分，與政治系蔡秀涓老師「台灣重大公共議題公共入門」課程共

同舉辦，邀請到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董事長陳曼麗女士蒞校演講，主題為「台

灣社會重大公共議題--美牛瘦肉精事件中，NPO 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作用」，共有

85 名學生參與，其中也包括政治系林月珠老師帶領人權關係課程同學一同參與。

演講結束後，緊接著在原場地進行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招生說明會，由人社院莫

藜藜院長主講，介紹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宗旨、使命及相關修課辦法，作業小組

成員政治系蔡秀涓老師及社工系趙碧華主任均列席參與，招生說明會共有 20 位同

學參加。 

12. 4 月 19 日哲學系黃筱慧老師「創意人文方法論」課程舉辦協同教學，邀請到頑石

設計事業有限公司創意總監程湘如老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神氣活縣山海

經」，演講內容以替台北縣（新北市）設計地方產品為例，說明創意作品並與同學

分享職場的能力及現實經驗，共有 18 位同學參與。 

13. 4 月 24 日舉辦「創意人文講座」，由社會系石計生老師主持並邀請讚點子數位行

銷有限公司總監權自強老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從 GIS 到 Google+與雲端資

料庫」。 

14. 「人文社會學院 100 學年度第二次院務會議會議」於 4月 25 日在人社院會議室召

開。會議討論人社院教師評審辦法部份條文修訂案、建議學校籌設成立出版本校

各種學術著作之單位案、人社院學術研究績效獎勵辦法部分條文修訂案、人社院

整合型研究計畫補助作業要點法規名稱與部分條文修訂案、與人權碩士學位學程

設置辦法訂定案。 

15. 4 月 25 日在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舉行潘校長、趙教務長、謝主秘與本院各單位主

管座談會。 

◎中文系： 

1. 3 月 30 日~4 月 1 日召開本系 100 學年度第 4次通訊系務會議，討論助理教授擔任

博士生資格考核委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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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月 1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13、D0734 教室舉辦 101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指定項

目甄試，個人申請計有 96 人，當天有 81 位同學參加筆試、面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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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3日在曲阜參加「尼山公祭」並至「孔子研究院」參觀座談；4月 4日

參加「孔林家祭」；4月 6日赴北京，參訪北京大學儒學院；4月 7日在北京大學

正大國際會議中心弘雅廳參加學術座談會；4月 8日與尼山聖源書院學者拜訪「國

際儒學聯合會」。 

4. 4 月 9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107 教室，由王瓊玲老師邀請王祥齡老師與「古典小

說」及「中國思想史」課程學生共同參與豫劇（梆子戲）簡介活動，內容有傳統

戲曲的基本元素、豫劇音樂與表演特色、精采選段示範、丑角橫切面，以及推廣

臺灣豫劇團大戲《量度》。 

5. 4 月 9~13 日舉行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期中考試，為遏止作弊，本系共有 12 位專

任教師 37 科次，請碩、博士班研究生協助監考，成效良好。 

6. 4 月 9 日~5 月 18 日，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教學卓越計畫──推動創意教學與實務

實習之「創意人文學程發展計畫」舉辦第三屆「雙溪金曲獎」，受理詞曲創作文本

報名，預計 5月 31 日於哲生樓 H101 舉行現場比賽，展現「現代詞曲創作」課程

跨系合作成果，讓同學的創作有可以圓夢的表演舞台。 

7. 4 月 10 日~5 月 19 日僑委會為海外僑界辦理文化教學活動所需，聘請本系碩士生

蔡育儒赴菲律賓教授語文課程。 

8. 4 月 11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舉辦本系第 169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主講

人：許清雲老師；論文題目：點鐵成金、奪胎換骨與三偷；討論人：歐陽炯老師；

主持人：林伯謙老師。 

9. 4 月 14 日本系執行教育部顧問室「破繭而飛──東吳大學中文系中文實務實習課

程計畫」，計畫辦公室盧天怡小姐參訪計畫合作實習單位華視新聞部。參訪當天由

業界講師華視新聞部林淑卿經理接待，暢談對本計畫實習課程的授課規劃、執行

狀況與預期實習成果。另實際觀看中四 A李意苓同學實習「新聞採訪」的上課情

形。盧小姐對本課程的特色、實習方式與對學生將來就業上的助益，留下深刻印

象。 

10. 4 月 16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633 教室由鄭明娳老師「現代散文選讀及習作」課程

邀請清華大學中文系謝靜國助理教授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演講

主題：「你還在那些年嗎？放眼未來吧！」。 

11. 4 月 16~20 日，舉辦雙主修、輔系、跨領域學程、富蘭克林獎學金申請班級宣傳，

由各班助教親臨班級輔導學生，針對申請方法、條件等進行說明，並鼓勵學生積

極申請跨系選課，以發展第二專長。 

12. 4 月 17 日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由通識教育中心舉辦「通識讀書會」，邀請本系

鄭明娳老師主講，講題為「散文寫作與真實生命的關係」，並進行《這是我愛你的

方式》導讀。 

13. 4 月 19 日林伯謙主任、許清雲老師、侯淑娟老師、陳台霖老師、林翰忠老師於第

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召開「數位故事暨影像育成──東吳中文系應用能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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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培育計畫會議」，會中討論本計畫期中報告撰寫方向、配合款使用方式與各計

畫課程間整合與配合授課等問題。 

14. 4 月 20 日，第三十二屆雙溪現代文學獎複審入圍名單公布：現代詩 17 篇（投稿

114 篇）、散文 19 篇（投搞 54 篇）、短篇小說 17 篇（投稿 50 篇）。本屆收稿總數

多達 218 篇，為雙溪現代文學獎歷屆之冠。 

15. 4 月 20~24 日陳恆嵩老師、連文萍老師聯袂赴湖南長沙參加「國際《尚書》學會

首屆學術研討會」，分別以〈清康熙朝經筵《尚書》講題探究〉與〈明代女性金石

研讀〉為題發表論文。 

16. 4 月 22 日於臺北陶園召開《東吳中文學報》第 23 期第 2次編輯委員會，議決本

期刊登篇目，並宴請客座教授及眷屬，促進兩岸交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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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系大學部學生參賽外，亦有歷史系、社工

系、音樂系、法律系、會計系、企管系、國貿系學生主動報名參與。 

18. 4 月 23 日，Yahoo！媒體企劃策略部胡馨任廣告創意副理與本系大一國文李蕙如

老師合作進行教學觀摩與實習，胡副理藉由 Yahoo！網路廣告實際拍攝的過程讓

學生瞭解廣告創意的發想起源與執行流程，並實際邀請學生入鏡拍攝短篇廣告影

片，希望增加學生對廣告業的認識，激發日後進入媒體業的熱情。 

19. 4 月 23~29 日，日本立命館大學芳村弘道教授蒞校短期交流，4月 26 日於第二教

研大樓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國學講座】主講，講題：《全唐詩逸》成書以後在日

本發現的唐詩佚存資料，主持人為許清雲老師。4月 27 日於本系舉辦之「第二屆

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題目為〈宋版《錦繡萬花谷》傳本

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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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4 月 24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634 教室由侯淑娟老師「現代戲劇及習作」課程邀請

臺灣師範大學中文系陳芳教授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演講主題：

「跨文化改編戲曲：從《威尼斯商人》到《約╱束》」。 

22. 4 月 24 日，臺北市政府勞工局就業服務處委託臺灣趨勢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至本系

中四 C「中國思想史」課堂進行「臺北市大專校院應屆畢業生就業意向調查」問

卷施測。 

23. 4 月 26 日於國際會議廳由鄭明娳、鍾正道老師「古典小說」、「文學與電影」課程

邀請台灣卓越人生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助理吳婉綾，執行「中文系拓展

職涯視野教學計畫」，演講主題：「中文能力是我的專長」。 

24. 4 月 26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舉辦【國學講座】系列演講之一。

主講人：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盧盛江教授；講題：關於《文鏡秘府論》的研究；

主持人：邱燮友老師。 

25. 4 月 26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419 教室由侯淑娟老師「曲選及習作」課程邀請國光

劇團藝術總監王安祈教授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演講主題：「驚

春誰似我──崑曲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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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3 月 1 日~4 月 27 日為推動本校學子對文學的喜愛、對文創產業的參與，並注入活

力熱血，特舉辦「尋找東吳新形象──平面廣告創意文案比賽」，題目為：「東吳

的形象」，以打造東吳大學「形象」為重點，讓東吳成為一個亮眼的品牌，總計有

中文系、社會系、社工系、音樂系、英文系、日文系、數學系、化學系、心理系、

經濟系、會計系、企管系、國貿系、財精系、資訊系學生踴躍投稿，作品總計 162

件，預計於 5月 25 日公布評審結果。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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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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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位

外國學者，以及國內學者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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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歷史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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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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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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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月 13 日本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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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月 18 日本系於第二教研大樓 D0635 研討室，召開大一大二僑生座談會，林慈淑

主任、大學部黃詠莉助教以及 5位僑生出席，希望能透過此座談會了解僑生在台

灣的生活以及學習上可能會碰到的困擾。林主任鼓勵僑生們除了學業之外，更重

要的是多與台灣學生的交流；撰寫報告以及上台簡報的機會較多，除了是本系的

教學特色外，也希望同學們能從中培養思考、邏輯、寫作能力。會後僑生皆對此

座談會表示肯定，希望日後能定期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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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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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月 23 日本系於 D0615 歷史學系研討室，舉行碩士班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期中師

生座談會，本次會議由林慈淑主任主持，陶晉生老師、劉龍心老師、何宛倩老師

以及楊俊峰老師；溫秀芬秘書、江圯洋助教、黃詠莉助教，以及碩士班研究生等

共計 35 人出席會議。本次會議除了公告 101 學年度課表以及重要行事曆提醒之

外，亦鼓勵同學們應該積極參與系上舉辦之各項活動，以建立師生、同儕間緊密

的交流與互動。 

7. 4 月 24 日本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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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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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術交流活動： 

(1). 4 月 1~10 日本系王志輝主任與米建國老師、沈享民老師、蔡政宏老師、馬愷

之老師一同前往美國西雅圖，參加美國 APA 太平洋區分會年會暨學術會議，並

發表研究成果。 

(2). 4 月 10~13 日本系米建國老師獲邀前往蘇州大學進行學術交流，並於 4 月 11

日與本校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處長邱永和教授至人文社會科學院分別進行主

題演講。米老師演講的主題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化：臺灣的經驗」，以

回顧臺灣相關大學融入國際化的主要歷程，結合具體案例著重從學術研究、學

術活動、學術行政三個方面介紹本系近十年來實現國際化的做法與體會。 

2. 讀書會：4月 18 日本系執行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知識、德性、與直覺：德性知

識論與中國哲學」整合型研究計劃案，邀請執行本計畫之教師（王志輝老師、米

建國老師、蔡政宏老師與沈享民老師）及助理（蔡文煜），進行第 29 次讀書會。 

3. 學術活動：（導讀活動）4月 28 日舉辦「詞事」與「詞序」：「第四屆『哲學‧符

號‧敘事』國際工作坊」預備會，會中邀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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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學毅助理教授、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陳界華專任講師、中研院文哲所黃雅嫻

博士後研究員，配合五月國際工作坊之論題，參與會前預備會。 

4. 學報事務： 

(1). 4 月 1~25 日聯絡《東吳哲學學報》第 26 期之審稿委員，並寄發相關審查資料

及審稿費。 

(2). 4 月 18~29 日整理《東吳哲學學報》第 26 期審稿意見書回覆等事宜。 

5. 行政事務： 

(1). 3 月 28 日學校為配合教育部相關規定所製「東吳大學教師執行研究計畫重要

規定自我檢核表」，本系 8位計畫主持人（林正弘老師、王志輝老師、米建國老

師、沈享民老師、黃筱慧老師、郭梨華老師、蔡政宏老師和馬愷之老師）已簽

署後擲交研務組。 

(2). 4 月 10 日本系胡儀婷秘書與楊雅婷助教參加教務處所舉辦之 100 學年度第二

學期「選課檢討會」會議。 

(3). 4 月 11 日配合學校辦理應屆畢業升學系服務優良同學，推薦應屆畢業生

97113008 俞暐麒為系上服務優良人選。 

(4). 4 月 11~27 日辦理本學期期中預警制度相關事宜，請各任課教師提供可能被當

及確定被當名單，並於第 12 週發予學生、學生家長及各導師，俾便相關人員給

予提醒，避免同學疏忽致學業成績低落。 

(5). 4 月 13 日彙整校長座談會相關準備資料。 

(6). 4 月 13 日~6 月 29 日協助臺灣高等教育師生問卷調查資料庫進行「100 學年度

大一、大三與二技學生調查」線上問卷填寫作業。 

(7). 4 月 16 日配合學校辦理 101 學年度教職員電腦基本配備汰換事宜。 

(8). 4 月 16 日~5 月 31 日協助教育部辦理 100 學年度大專校院應屆畢業生流向調

查，並更新 100 學年度大學(專)、碩士及博士聯絡資料。 

(9). 4 月 24 日本系胡儀婷秘書與楊雅婷助教參加會計室所舉辦之「預算填報作業

說明會」。 

6. 重要業務： 

(1). 4 月 1 日系辦配合學校辦理 101 學年度大學部申請入學面試試務，由本系三位

老師擔任面試委員，進行面試審查，面試同學共計 33 位。 

(2). 辦理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理學院哲學系李蘭芬教授等三位及武漢大學哲學

院學院朱志方院長等六位學者來訪入境申請相關手續。 

7. 系友返校活動： 

(1). 4 月 10、17 日在本系 D0825 研討室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吳孟穎學姐（84

級）演講，講題為：生命密碼與人格十四心座(上)，由米建國老師主持。 

(2). 4 月 19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李思慧學姐(92 級)說明：履歷製作相

關注意事項，由黃筱慧老師主持。 

(3). 本系申請心理諮商中心經費於 4月 19 日，邀請顏蘭權學姐參與系友座談會，

本系主任王志輝老師、莊文瑞老師、米建國老師共同參與座談活動。本次講題

為「紀錄人生」，顏學姐目前為紀錄片導演，拍攝的作品有「無米樂」、「牽阮的

手」等紀錄片。顏學姐分享了相當多的寶貴經驗，除了說明自己在創作理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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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堅持，為什麼要選擇拍攝紀錄片外，更分享了在拍攝這些紀錄片時的心路歷

程。這些寶貴的經驗皆是學弟妹們未來思考自我方向的重要參考資料。 

◎政治系： 

1. 4 月 1 日舉辦 101 學年度大學部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筆試、面試。 

2. 4 月 12 日召開政治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4次會議，會中通

過 101 學年度王丹助理教授兼任教師初聘審查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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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研大樓 10 樓 D1001 舉行第七次課程規劃會議，討

論世界咖啡館回饋單、桌長培訓手冊，由黃秀端主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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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劉書彬老師領隊，參加師生約 43 人。 

5. 4 月 17 日邀請威肯公關公司吳秀瓊副總經理舉行專題演講，講題：「新媒介在選

戰中的應用」。吳副總與大家分享新媒體在選戰當中的實際運用，特別用了許多實

際與生動的例子來解釋，媒體可以有怎麼樣有創意的手法呈現不一樣的效果，並

吸引更多族群觀賞之。主持人：蔡韻竹老師，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6. 4 月 18 日召開學報編輯委員會，與會老師：黃秀端老師、張福建老師、蔡秀涓老

師、徐永明老師、陳俊宏老師、林瓊珠老師，會中確認第 30 卷第一期刊登論文。 

7. 4 月 19 日召開政治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5次會議，會中通

過 101 學年度專、兼任教師續聘審查案、林嘉誠教授兼任教師初聘審查案、李河

清教授兼任教師初聘審查案、林承正講師兼任教師初聘審查案、林瓊珠老師教師

評鑑初評審查案、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 

8. 4 月 19 日邀請捷克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Dr. Petra Guasti 專題演講，講題：「從

東歐(CEE)觀點看歐洲整合」。主講者從公民政治參與的角度來分析鷗盟與歐洲整

合的合法性。他強調，在整個歐洲環境底下，鷗盟能變成世界性國際組織整合典

範，事實上還是要看各國公民的政治參與，假若當中沒有任何合法性的存在，那

麼瓦解只是遲早的問題。主持人：黃秀端主任，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9. 4 月 19 日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力及專長培育計畫之子計畫【計畫名稱：價

值、理論、與公共行動】第二教研大樓四樓 D0417，舉行「世界咖啡館」桌長培

訓，由陳俊宏主任主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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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4 月 25 日邀請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楊宗澧秘書長專題演講，講題：「在緬甸尋

找喬治奧威爾」。共有師生 40 人參加。 

12. 4 月 26 日邀請世新大學行政管理系洪綾君教授專題演講，講題：「總統選舉與市

場之關係-兼論景氣循環。主持人：徐永明老師，共有師生 100 人參加。 

13. 4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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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世界咖啡館」活動，討論主題：「城市意象解構、

建構與形塑」。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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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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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共同知識、甚至找到新的行動契機。主持人：黃秀端主任，共有師生 80 人參

加。 

◎社會系： 

1. 本系於 4 月 1 日舉行大學甄選入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考試，分為筆

試與面試進行。預計錄取 22 名、外加原住民名額 3名。 

2. 本系 76 級畢業系友，於 4 月 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萊茵餐廳，舉辦畢業 25 年同

學會，計有 27 位系友及其眷屬與會。 

3. 本系於 4 月 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0 學

年度第二學期四月份行政業務報告會議，報告四月份重要行政工作事項進度。 

4. 本系於 4月 1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0 學

年度第一次系主任遴選委員會，推舉本屆系主任遴選委員會召集人、討論本屆系

主任遴選委員會辦理系主任遴選相關事宜，以及第二次系主任遴選委員會開會時

間等議案。 

5. 本系於 4 月 1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本學

期清寒工讀助學金審核小組會議，審議本系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清寒工讀助學金

獎助名單。本學期計有 3位同學獲得獎助，每名獲獎助金 5000 元。 

6. 本系於 4月 1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教師專

業成長社群活動－－中東歐沙龍第三場討論會「斯洛伐克斯土斯民－－異文化的

社會學想像」。本場次由本系張家銘主任導讀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出版之教科書

「斯洛伐克熱──人們與文化」，約有 20 位師生參與。 

7. 本系於 4月 1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行 101 學

年度徵聘專任教師候選人演講暨面談會，及召開本學期第三次系教評會，審議錄

取候選人名單。 

8. 本系為發展中東歐教學與研究特色，建立本系特色品牌，於 4 月 14~22 日，邀請

捷克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Petra Guasti 博士蒞校短期訪問。來訪期間

除為本系張家銘教授進行中之國科會研究計畫──全球環境下的地方社會發展：

捷克、斯洛伐克與台灣個案分析研究，提供諮詢與協助，與本系中東歐教學研究

中心成員座談，共同討論擬定未來合作研究計畫方向外，亦分別以「捷克與中歐

的公民社會」、「從東歐(CEE)觀點看歐洲整合」為題發表專題演講，吸引 110 多位

師生到場聆聽，並安排訪問社團法人台灣女性學學會及台灣環境保護聯盟兩個非

政府組織之理事長，以瞭解國內非政府組織之發展現況與重點。 

9. 本系於 4月 16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317 教室，舉辦「當代中國社

會分析」系列第三場演講活動，邀請國技貿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王宏仁先生蒞

臨分享中國經驗。 

10. 本系為準備 103 年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分別於 101 年 4 月 17、19、20 及 24 日，

分別召開 100 學年度第一次自我評鑑作業小組項目二、項目三、項目四、項目五

及項目一各工作小組會議，討論各項目效標內容之準備方向與具體作法。 

11. 本系於 101 年 4 月 1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

101 學年度「社會學實習」課程修課說明會，藉由主持人葉肅科老師的說明，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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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有意修讀之 5位學生對該課程有更清楚的瞭解。 

12. 本系於 4月 1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0 學

年度第二學期招生策略小組會議，討論如何提升本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報考

人數。 

13. 本系於 4月 1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17 教室，舉辦勉齋社會論壇

之學界新知暨系友論壇，邀請本系 82 級大學部、85 級碩士班畢業系友，現任職

於輔大社會系的吳宗昇助理教授，以「棒球與理論、股市變卡債──我的社會學

忐忑之路」為題發表專題演講。透過吳老師的分享與主持人蔡錦昌老師的引導思

考，讓許多好奇吳老師研究與學思歷程的同學們對於社會學及其運用有了更深的

體悟。 

14. 本系於 4月 1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633 教室，舉辦 100 學年度第

二學期勉齋社會論壇之我的學思歷程系列演講，邀請本系鄭得興助理教授主講，

約 50 位學生出席聆聽。 

15. 本系裴元領老師於 4月 19 日，假台北 SU 蔬食餐廳舉辦導生餐敘，計近 40 位同學

參與。裴老師透過這個機會關心及了解同學們的近況，餐聚亦在歡樂的氣氛中圓

滿落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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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當代兩岸社會結構與變遷教學計畫」，社一ＡＢ「社區、歷史與文化」課程授

課教師鄭得興助理教授，於 4月 20 日帶領修課學生前往福林社區實地考察。 

17. 為歡迎本學期來自東南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二年級生高珊、中山大學社會學與

人類學學院社會學系三年級生羅狀雄，以及蘇州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碩士班二年

級生凡璐等三位大陸交換生，至本系進行短期研習並修讀學分，本系張家銘主任

於 4月 2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萊茵咖啡坊舉行期中餐敘，亦邀請本

系協助三位大陸交流生之學伴共同與會。 

18. 本系於 4月 2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 101 學

年度雙主修／輔系／跨領域學程申請說明討論會，協助本系學生瞭解申請雙主

修、輔系或跨領域學程等相關規定。 

19. 本系於 4月 2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本學期

第四次系教評會，審議本系 101 學年度續聘專、兼任教師案、新聘兼任教師案，

以及 100 學年度專任副教授葉肅科老師教師評鑑等議案。 

20. 本系與系學生會於 4 月 2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哲生樓 H303 教室，共同舉辦勉齋

社會論壇之新世代的流行文化系列演講，邀請滅火器樂團主唱楊大正先生主講「台

灣獨立音樂文化──我敢用全部生命保護我們的夢」議題，主持人為本系鄭得興

老師。 

21. 本系於 4月 25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633 教室，舉辦「當代中國社

會分析」系列第四場演講活動，邀請中正大學政治系林平助理教授，以「研究

(Re-search)是不斷尋找自我的過程“Emotions in the Field, Doing Research in 

China＂」為題，與同學分享中國研究成果，並請對中國也有觀察研究的本系鄭得

興老師擔任主持人，補充其自身經驗，讓同學們對於中國現況有更深刻的感受。 

22. 本系於 4月 26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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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長社群活動──中東歐沙龍第四場討論會「對捷克集中精神──哈維爾的戲

劇世界」，邀請台灣藝術大學戲劇系客座助理教授耿一偉老師導讀主講，本系鄭得

興助理教授主持並擔任與談人。 

23. 為瞭解一年級學生學習情形並聽取學生的建議，本系張家銘主任於 4月 27 日與學

生進行座談，瞭解學生需求。 

24. 本系於 4月 2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東吳

大學社會學系 100 學年度研究生論文研究計畫研習工作坊」，除邀請清華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所長吳泉源教授，蒞臨以「研究生如何寫出優質的學術論文」為題進行

專題演講外，另有 5位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進行論文研究計畫發表，並邀請吳老師、

本系張家銘主任、蔡錦昌老師進行講評與指導。 

◎社工系： 

1. 召開會議 

(1). 4 月 10 日召開本系 100 學年第 2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主要議案為優秀應屆畢

業生學系服務優良獎項審議案。 

(2). 4 月 10 日召開東吳社工學報第 23 期第一次編輯會議。 

(3). 4 月 17 日召開本系 100 學年第 2 學期第 4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主要就應徵專

任教師之資料進行初審作業。 

(4). 4 月 22 日召開本系 100 學年第 2 學期第 2次（臨時）系務會議以及第 5 次教

師評審委員會。 

2. 召開教學會議或舉辦教學活動： 4 月 10 日在 D0911 召開本系「第三梯次方案實

習課群第二次籌備會議」，由召集人馬宗潔老師主持，出席者有羅國英、王行、李

憶微、萬心蕊、闕漢中、葛書倫等 7老師及陳怡樺、林依青、余亭儀、歐紫彤等

四位課程助教。討論內容包括將於 5月 15 日在哲生樓 H304 舉辦之第三梯次方案

實習課群說明會相關內容及 101 學年第 1學期課程安排等議題。 

3. 學術活動 

(1). 本系獲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學改進方案補助，四月

份舉辦兩場專題演講：第一場舉辦時間為 4月 24 日，講題為「方案產出：職場

新手如何著手方案規劃(1)」，邀請台北市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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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由本系萬心蕊副教授主持；第

二場舉辦時間為 4 月 24 日，講題為「方案產出：職場新手如何著手方案規劃

(2)」，邀請「simple life」暨「好，丘」總監王鵬淩主講，由本系馬宗潔副教

授主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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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7 日

蒞校演講，講題為「照顧管理專員的職務與課題」，由本系莊秀美教授主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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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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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系莊秀美教授主持。 

(4). 4 月 24 日辦理本學年第四次社會工作論壇，由李淑容副教授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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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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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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生輔導/系友聯繫 

(1).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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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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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他：(1)期中課堂反應問卷施測事宜；(2)於 4 月 1 日辦理大學甄選入學面試；

(3)辦理專任教師徵聘作業。 

◎音樂系： 

1. 研究生班級團體輔導活動：4月 13 日配合學務處心理諮商中心辦理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班級團體輔導活動-自我壓力檢視與紓壓技巧學習。共計 25 位研究生參

加，透過講師的檢測與講解，了解自己的壓力指數，並學習適合個人的紓壓方式。 

2. 大師班： 

1. 4 月 11 日邀請 Alberto Firrincieli 於松怡廳舉辦鋼琴大師班及講座，由本學

系曾素玲老師主持，共有兩位學生接受指導，約有 80 位師生參加。 

2. 4 月 18 日邀請咻樂風樂團（長笛／林姿瑩、吉他／增田正治、彭書禹、鈴鼓／

林偉中）於 D0130 舉辦大師講座，除介紹與演奏巴西 Choro 音樂，並邀請在座

同學一起演奏，體驗熱情奔放的節奏與旋律，由本學系曾素玲老師主持，約有

80 位師生參加。 

3. 4 月 18 日邀請日本讀賣交響樂團，前敲擊樂首席雨宮靖和蒞臨舉辦敲擊樂獨奏

及室內樂大師班，由本學系邱玉蘭老師擔任主持人及日文翻譯，共有 1 位獨奏

及 2組室內樂接受指導。 

4. 4 月 25 日邀請法國禁衛軍樂團或法國國家警察樂團的首席組成的「法蘭西六君

子──巴黎單簧管六重奏」於松怡聽舉辦大師講座，由本學系曾素玲老師主持，

共有一組室內樂接受指導，約有 80 位師生參加。 

5. 4 月 26 日邀請 Carolyn Bridge 蒞臨舉辦與鋼琴的重奏及室內樂大師班，由本學

系叢培娣老師主持，共有 2組室內樂接受指導，約有 30 位師生參加。 

3. 國際學術交流：4月 2~6 日本校學術交流週期間，由孫清吉主任伉儷率鋼琴組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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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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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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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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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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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來校參訪：4月 19 日澎湖馬公高中音樂班特教組林佩貞組長率師生 23 位蒞臨參

訪，除參觀本學系教學環境、豎琴與大鍵琴教室，以及安素堂管風琴、錢穆故居，

並藉由紀澤然老師的「表演課」帶領馬公高中師生體驗肢體語言之課程。 

5. 演出活動： 

1. 4 月 2、3 日協助參與林語堂故居舉辦｢春天潤餅節｣活動，選派弦樂四重奏擔任

演出，參與演出同學為音樂四黃紀惟（小提琴）、音樂三郭傑夫（小提琴）、

陳威佐（中提琴）、陳姿文（大提琴）。 

2. 4 月 9 日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管弦樂團暨協奏曲交流音樂會，由指揮許瀞心老師率

領，於本校松怡廳舉行。師大協奏曲大賽，為師大音樂系的一大盛事，是師生

共同努力的成果展現，也是學生一展長才的難得機會，在眾多強手中脫穎而出

之得獎者，與音樂系交響樂團同台演出協奏曲之夜，是大賽的精采壓軸，本場

音樂會透過與本學系之校際交流，移師至音響效果極佳的松怡廳演出。各主修

之佼佼者及青年指揮家攜手登台獻藝，與樂團在合作與競奏間相互交流對話，

上演音樂史上著名的協奏曲與歌劇詠唱調。演出者有指揮/李佳霖、黃育峰、賴

河泰、李岱值、劉曉書、楊瑞玲、鍾華琳、楊書涵、聲樂/孫韻璇、許雅萍、雙

簧管/王玟婷、小提琴/林莉容（本學系學士班 99 級系友）、大提琴/洪若馨、

鋼琴/涂芳菁、笛/黃靖琦。 

◎師資培育中心： 

1. 教育學程甄選：教育學程 101 屆新生甄選報名時間為 3月 26 日中午起至 4月 27

日中午止，並於 4月 16 日及 19 日至外雙溪及城中校區舉辦新生甄選說明會；中

心各專任教師於本月至各系進行入班宣傳活動。 

2. 師資生參與國家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成果：101 年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

師資格檢定考試於 4月 12 日放榜，本校畢業師資生報名人數 66 人，及格人數 51

人，全國通過 61.78%，本校畢業師資生通過率達近 80%。 

3. 師資生專業知能活動 

(1). 4 月 18 日中心學會帶領師資生至臺北市立仁愛國中進行「電子白板教學觀摩

校外參訪活動」。 

(2). 中心於本月輔導 81 位師資生至 14 所臺北市立國、高中進行見習與試教活動，

以提升學生實務經驗。 

4.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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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月 13 日舉辦 100 學年度實習學生第 7 次返校座談，邀請臺北市立重慶國中

鍾滿振老師蒞臨演講，講題為「訂做一個好老師」。 

(2). 4 月 13 日舉辦教育專業發展講座，邀請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陳錫珍助理教

授演講，講題為「教育政策與制度」。 

5. 師資生輔導活動：4月 11 日召開導師會議，會中針對師資生近況進行討論，並針

對各班學習成效不佳之師資生進行追蹤輔導，以確實執行學習預警制度。本學期

為落實導師功能，持續實施中心導師制度問卷調查，以期加強未來師生互動成效。 

6. 教師專業社群活動： 4 月 11 日進行中心教師專業社群第二次交流座談會，由賴

光真助理教授分享本身之研究成果，中心教師亦透過本活動互相交換教學、研究

心得及成果。 

7. 中心各項會議 

(1). 101 年 4 月 11 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針對學生學習成效評鑑機制、新生

甄選、教學改進補助經費申請、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101 學年度校院

級及中心各項會議代表名單、101 學年度專任教師行政工作指導業務及 101 學

年度合聘教師名單等事項進行討論。 

(2). 101 年 4 月 20 日召開中心會議，針對 101 學年度合聘教師名單、本校師資生

畢業條件修訂案及教師評審辦法條文修訂案進行討論。 

(3). 101 年 4 月 20 日召開中心主任遴選委員會議，會中推舉一委員擔任委員會主

席並對主任遴選公告內容進行討論。 

(4). 101 年 4 月 26 日召開中心教評會，針對 101 學年度合聘教師聘任案、兼任教

師續聘案、兼任教師初聘案、專任教師續聘案及兼任教師講師證書申請案進行

審查。 

◎人權學程： 

1. 行政事務：4月 9~25 日人權學程展開一系列招生宣傳活動，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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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術活動 

(1). 4 月 20 日於 D1005 舉辦「王家就是你家：都市更新 vs 財產權」座談會，邀請

政治學系陳俊宏老師、專業者都市改革組織劉欣蓉常務理事、人權碩士生蕭翔

鈞同學擔任與談人，與同學分享有關文林苑都更案之情形、都市更新法之不合

理、以及個人財產權之保障等議題，與會同學共約 33 人。 

(2). 4 月 23 日於 B013 舉辦電影<悲憐上帝的孩子>暨映後座談會，邀請勞工陣線孫

友聯秘書長擔任與談人，從菲律賓垃圾山的記錄片中探討有關城市問題的全面

剖析及反省，與會同學共約 15 人。 

(3). 4 月 25 日於 B013 舉辦電影<終結貧窮>暨映後座談會，邀請政治學系陳俊宏老

老師擔任與談人，從影片中探討有關不公平的貿易制度、借貸與稅制問題。 

(4). 4 月發行人權通訊第 22 期，本期為慶祝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成立 10 週年，邀

請學程主任黃秀端老師主筆「回顧過去、展望未來」、碩士班第一屆畢業生詹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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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筆「我的研究所天堂路」、「台灣人權學刊創刊發表會」、以及「專訪──台

灣醫學聯盟․黃嵩立（下）」等多篇文章，內容精彩。 

3. 學生事務：3月 29 日至 4月 10 日，人權碩士班學生薛維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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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程重點在於聯合

國的改革運動，參訪聯合國總部、哥倫比亞大學、紐約大學美亞法律研究所、聯

合國改革教育中心、安全理事會報告組織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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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五月 

院長室 

一、4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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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4 月 13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七次院行政會議討論本院畢業典禮、學院系特色發展、

SWOT 分析與院必修規劃事宜。 

三、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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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4 月 24 日中午 12：10～14：00 潘維大校長與趙維良教務長及謝政諭主任秘書與本

院全體主管及秘書進行「與校長有約」座談，地點為 R0814 會議室。 

五、4 月 25 日召開第 35 期東吳外語學報編輯委員會，通過 9 篇論文進入外審，並明訂

本刊不接受學位論文節錄章節之之投稿。 

 

英文系 

一、4 月 1 日辦理推甄入學作業。 

二、4 月 11 日召開系教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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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教學評鑑表現欠佳教師之輔導）並加以落實。  

三、4 月 18 日召開口語組教師會議，討論大一英文閱讀與會話課內容，大二必修:英文

會話-商用英文之英文（Business English）名稱是否應改為更符合授課內容之名稱等

議題。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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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4 月 18 日舉辦「交換學生經驗分享系列講座-去交換看看!-澳洲邦德大學 (Bond 

University)”」，講者為英三 A 李道弘同學，分享交換學生資格申請流程及在澳洲研

習與旅遊之體驗，參加人數 10 人。 

六、準備學系介紹資料並參加 4 月 24 日之「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七、4 月 25 日 舉辦「暑期英語文研習團」第二階段說明會，細述美國兩校目前暑期招

生狀況及本校學生報名流程及課後行程安排，擬赴美國華盛頓大學研習學生共 18

人，擬赴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研習學生共計 8 人。 

八、協助大四學生戲劇畢業公演，劇名「仲夏夜之夢」演出日期為 4 月 25 日至 28 日，

共演出四場。 

九、4 月 25 日舉辦「如何輕鬆就 all pass」課業導向講座。 

十、4 月 27 日參加「102 教學卓越計畫」院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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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其他重要業務： 

（一） 進行學系簡介編輯作業。 

（二） 進行學系線上學習系統（Moodle）架設前置作業。 

（三） 辦理畢業公演索票及預算相關事宜。 

（四） 策畫 5 月 14 日舉行之「語國一方英文字彙大賽」。 

（五） 遴選學系服務優良學生（英四 A 張家綾、英四 A 王子恩、英四 C 阮仁傑），

並協助繳交資料。 

（六） 推派畢業生領證代表，並協助調查畢業典禮出席與否及家長觀禮證申請。 

（七） 針對大一大二學生寄發期中預警之通知，並請學生於 5 月 10 日前回覆問

卷。 

（八） 通知 56 位第一屆兒童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投稿者關於論文摘要審查結果

及相關注意事項。 

（九） 申請「東吳大學英語戲劇研習工作坊 English Drama Workshop – say YES to 

DRAMA」研習證書。 

（十） 填報「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佐證資料。 

（十一） .辦理補聘老師作業與博士論文外審作業。 

（十二） 填報「學系自我定位」表。 

 

日文系 

一、 4 月 1 日辦理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指定項目甄試筆試及面試。 

二、 4 月 10 日召開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查優秀畢業生「學系服務優良」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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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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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3 日本系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日語研究與日語教學教師成長會」舉辦專題研

討，由城戶康成講師及葉懿萱助理教授進行分享。 

五、 4 月 20 日召開碩博士班委員會，確認博士班資格考核複審結果。 

六、 4 月 25 日舉辦文學組教師會議，討論文學課程事宜。 

七、 4 月 25 日舉辦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第 145 次例會，由本系葉懿萱助理教授及李易

璁兼任助理教授發表。 

八、 4 月 28 日舉辦創系四十週年紀念「2012 年日教學國際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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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系 

一、4 月 24 日召開系務發展委員會。 

二、4 月 18、25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議 101 學年專、兼任教師續聘案、同意聘任北京外

語大學王建斌教授為 101 學年兼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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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 月 14 日舉辦德語文學工作坊，主題：「文學及其媒介」，由本系專任客座教授 Prof. 

Dr. Plumpe 主講。 

四、4 月 16 日～20 日德國明斯特大學語言教學中心 Miss Otte 及 Mrs. Nielsen 來訪：商

議學生團體赴德進修事務、與 101 學年赴德進修學生約談。 

五、4 月 18 日張國達老師帶領大四學生參訪台北關稅局及華儲股份有限公司。 

六、4 月 18 日舉辦德國桌上遊戲體驗活動。 

七、4 月 19 日召開 101 學年學生赴德進修獎學金甄選會議：甄選獎學金生 

八、4 月 19 日舉辦「打造職場實戰力：雙主修、輔系及學程修讀心得分享」活動：由葉

庭佑(德四，雙主修法律系)、曹鈺(德三，輔系國貿系)、唐逸芊(德四，輔系英文系、

創意人文學程)等同學進行分享。 

九、4 月 23 日進行一年級德語視聽輔導活動。 

十、4 月 19、26 日舉辦 B1 級德語檢定輔導課程。 

十一、 4 月 25 日國貿大會考輔導課程。 

十二、 4 月 23~26 日舉辦全校性德語文競賽，項目包含：德文冠詞、德語朗讀、德語

國家常識、德文單字。 

十三、 例行業務：101 年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修正、「格林童話插畫比賽」、「齊馬蕙蘭女

士獎學金」、「林彬先生清寒學生助學金」、「既壽獎學金」、尋求企業實習機會、

101 學年學生團體赴德進修作業、電子化校園系統「預算」及「學業關懷」系統

教育訓練、 

 

語言教學中心 

一、依照發展處企劃組指示，修改 101 學年 10 間語言教室預算總金額；另填寫高等教

育校務資料庫 101 年 3 月表冊之「研 2」、「研 3」、「研 16」、「研 17」、「研 18」、「研

19」表格。 

二、提交本中心 100 至 103 學年本中心特色發展現況分析與策略規劃。 

三、4 月 18 日本中心教職員參加人事室舉辦教師性別平等研習「關愛？騷擾？談校園性

騷擾」課程。 

四、4 月 20 日召開本中心教評會，4 月 25 日上午召開選書會議。 

五、4 月 10、25 日下午派員參加教務處舉辦「本學期選課檢討會議」和「101 學年第 1

學期選課註冊作業協調會」，4 月 25、26 日上午學業關懷系統說明會；4 月 24 日

上午派員參加會計室舉辦「101 學年度預算填報作業說明會」。 

六、4 月 13、24 日中午主任和秘書參加外語學院行政會議，以及外語學院單位主管與潘

校長有約餐敘。 

七、辦理課務工作： 

（一）4 月 19 日前進行 101 學年及 100 學年暑期班「英文（一）：讀本」、「英文（一）：

語練」、「英文（二）」和「深耕英文 I、II」候選教材評分。 

（二）4 月 21 日下午舉行「英文（一）：讀本」統一會考。 

（三）4 月 17、20 日二校區舉辦「實用英語學程」招生說明會，除說明選課流程，

並邀請 6 位教師介紹部份課程內容。 

八、辦理外語自學活動：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2 次(101.5.7)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37 

（一）3 月份外語自學室二校區開放 297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2,161，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651，合計 2,812 人次。101 年 3 月線

上軟體使用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21,226、《SAMMI 英語

互動學習資源網》：1,987、《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1,434。 
（二）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內容瀏覽次數 2,028，雙溪外語自學

小組 Facebook 自學週記瀏覽人次：716。  

（三）4 月 25、30 日雙溪校區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加油站(44):增進日文聽力~從不

仰賴中文字幕開始~」和「英語有聲書趣味學習」活動。 

（四）4 月 27 日城中校區舉辦「免費參加新制 TOEIC®完全模擬測驗」活動。 

（五）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周一至周五安排英語聊天時間諮詢服務，另製作並更新

外語自學室公布欄「互動英語專欄」。 

（六）英、日語教材、學習雜誌編目上架，並更新目錄。 

九、執行教學卓越計畫： 

（一）4 月 23 至 27 日二校區舉行「大一新生英文能力檢測」，閱讀、聽力測驗成績

將作為分入「英文（二）」初、中、高級班之依據。 

（二）進行「東吳學生英語學習手冊」問卷調查。 

（三）第 19 期外語自學手札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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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 
五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 4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15:40，校長與本院主管及祕書有約。 

 

【數學系】： 

一、 本系於 4 月 1 日在第一教研大樓三樓進行 101 學年度數學系學士班申請入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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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學術演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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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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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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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系李翠真秘書、任士芬祕書參加 4 月 10 日由教務處召開之選課檢討會議。 

五、 本系李翠真秘書、任士芬祕書參加 101 年 4 月 12 日舉辦之教育訓練課程—職場

健康一點靈，陳潮宗醫師主講。 

六、 本系與心理諮商中心聯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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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學生輔導：與本校心理諮商中心合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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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本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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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本系於 4 月 19 日召開「101 學年度學士班申請入學甄試行政檢討會議」，針對本

年度本系個人申請招生流程及作業方式進行檢討與後續進行事宜。 

十、 「學生學業關懷系統」預計 5 月份上線，本系配合參與全程試行並邀請心諮中心、

註冊組及宏碁工程師於 4 月 20 日在本系 R0701 研討室對全系教師進行理念、時

程及系統操作說明。 

十一、本系與心理諮商中心聯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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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本系與心理諮商中心聯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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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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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系學生會於 1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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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本系邀請 99 級系友謝宗翰學長於 1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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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本系預計於 4 月底前公告｢數學系誠徵 101 學年度專任助教｣事宜。 

 

【物理學系】： 

學術活動： 

一、劉源俊教授參與於陝西西安所舉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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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北京大學參

與大道學術系列講座，發表演說，講題：「儒學與科學─說發展科學與民主須以中

華文化為基礎」。（04.08） 

二、陳國鎮教授應「生之美生命教育系列課程」邀請，演說：「生命的脈動詮釋」（04.22）

應漢聲出版社邀請，於「生命探索」系列演講，講題：「太陽辨證法」。（04.29） 

三、協辦「中央研究院物理研究所高中科學培訓計畫」，由劉源俊教授發表演說，講題：

「蘋果與月亮的聯想─說力學的發展」，陳秋民副教授發表「生活中的物理與應用」

教學示範。（04.21） 

四、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例會，由蕭先雄副教授報告：「古樂器模擬合作

計畫」。（04.25） 

行政業務： 

一、會議： 

（一）召開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討論有關暑修課程開設以及修訂法規

等相關事宜。（04.25） 

（二）召開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討論新聘教師及後續面談事

宜。（04.18） 

（三）召開演喻教學工作小組第三十三次會議，報告目前已完成之教具設計，如「單擺

的共振演示」、「導體的電荷分布」等以及教具整理歸檔情形，並邀請客座柴康敏

副教授介紹「科學模擬」在演示教學上的應用。（04.11） 

（四）召開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學生獎勵委員會」，甄選 100 學年度應屆畢業

生學系服務優良」同學，由四年級李哲瑩同學獲選。（04.09） 

二、輔導： 

（一）大一導生活動，由林其隆、巫俊賢導師、塗婉瑜助教帶領，前往科學教育館參觀，

對於參訪過程中，導師協同解說，讓學生得以快速解惑，大一同學反應，提高參

與相關活動之意願。（04.18） 

（二）大四導生活動，邀請「歆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俊穎董事長（82級系友）與大

四同學分享其人生經驗與創業歷程。並於當天由吳恭德導師召開班會，了解大四

同學即將畢業的心情以未來規劃。（04.25） 

（三）劉源俊老師帶領大四同學參觀科學教育館─探索物理世界，藉此讓學生了解近期

物理發展，並以為培訓解說員的基礎。（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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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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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三、參與「選課檢討會議」、「預算填報說明會」、「學業關懷系統說明會」等相關會

議，排課、大學入學甄試考試、工讀生等相關作業以及其他交辦事項。 

 

【化學系】： 

一、3 月 28 日學系行政同仁出席由研務處舉辦之研究計畫執行說明會。 

二、3 月 28 日舉行 101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招生甄試工作會議。 

三、3 月 28 日學系主任、四年級導師及碩士班學生，共同出席由理學院主辦之「教學經

驗分享」及「多元學生學習評估機制」座談會。 

四、3 月 29 日~4 月 6 日本系王志傑老師赴美國芝加哥 APS 國家實驗室，進行合作實驗。 

五、4 月 1 日辦理本系 101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面試。 

六、4 月 10 日舉行本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審查「申請化學系優秀應

屆畢業生服務優良」資料。 

七、4 月 10 日學系行政同仁出席由教學資源中心主辦之「101 學年度教學改進補助線上

申請作業說明會」。 

八、4 月 10 日學系行政同仁出席由教務處舉辦之「選課檢討會議」。 

九、4 月 11 日舉辦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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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系朱智謙老師，講題：「Controlled synthesis of fullerene and dendrimer-based 

functional materi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十、依教學資源中心提供「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學生課堂反應問卷」分析資料，本系計

有林遵遠老師、王志傑老師、曾美郡老師、洪克銘老師等 4 位老師所任教之科目總

平均分數，分別為全校前 10%獲校長感謝信函及前 11%-25%獲教務長感謝信函。 

十一、4 月 18 日化四班級輔導演講活動，邀請朝日旅遊服務中心客服組長柯昱全老師，

講題：「學思歷程分享」。 

十二、4 月 24 日學系行政同仁出席由會計室舉辦之 101 學年度預算填寫說明會。 

十三、4 月 25 日為協助二年級同學瞭解大三、四修習「專題研究」課程的分組及選擇方

向，本系大二導師王志傑老師，特別於課堂中安排時段，由全系的老師分別說明其

為「專題研究」課程所規劃的內容，讓學生在選擇有興趣的領域和主題時，能充分

的掌握與準備。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1. 4 月 18 日召開本學年第二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 100 學年度教師評鑑案

及 101 學年度專兼任教師新續聘案，並送院教評會審查。 

2. 4 月 25 日召開第一次系主任遴選會議，推選召集人及發言人，並決定遴選公告內

容、遴選作業時程及方式。 

3. 完成 101 學年度排課作業。 

4. 完成應屆畢業生畢業學分核算作業，並印製課程分類證明。 

二、各項招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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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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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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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 

1. 本學期安排四場「分子細胞微生物」系列演講，本月份舉辦兩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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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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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月 19 日及 26 日舉行本學期碩士班論文宣讀。 

3. 4 月 26 日進行碩博士班書報討論期末學習成效問卷施測。 

4. 配合環境微生物學、應用微生物學實驗工業微生物學及酵素科技等各項課程教學

需要，舉辦校外參訪活動： 

(1) 3 月 28 日赴台中戴養菌農場、菇類博物館、霧峰酒莊參觀。 

(2) 4 月 2 日赴宜蘭菌寶貝博物館參觀。 

(3) 4 月 11 日赴新北市三重區金色三麥股份有限公司參觀。 

四、研究成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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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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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學生輔導： 

1. 4 月 1 日於大學部甄試入學指定項目筆試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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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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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宋宏紅主任偕同四位老師和 4 位學長姐介紹本系專業選修課群特色。 

六、人員教育訓練： 

1. 秘書出席 4 月 10 日教務處「選課檢討會議」。 

2. 主任出席 4 月 23 日教務處「研商各管道招生試務座談會」。 

2. 秘書出席 4 月 24 日會計室教育訓練課程「預算填報作業說明會」。 

2. 秘書出席 4 月 26 日教務處教育訓練課程「學業關懷系統說明會」。 

七、實驗安全相關： 

1. 完成實驗室安全自我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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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月 12 日進行實驗動物屍體及廢棄物清運作業。 

 

【心理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101 年 4 月 1 日(日)完成 101 學年度推薦入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共

計 14 名考生參加，正取 5 名，備取 9 名。 

二、 101 年 4 月 10 日（二）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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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1 年 4 月 17 日（二）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次系主任遴選委員會，通過系主

任建議人選。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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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01 年 4 月 22 日（日）早上 9 點至下午 5 點，系學會假國際會議廳舉辦系友

返校座談，共邀請三位系友參與，分享其工作職涯經驗。 

六、 101 年 4 月 24 日（二）於 J203 會議室舉行專題演講，講題為「家庭治療實務

研究與系統取向關係治療」，主講人為許皓宜老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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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01 年 4 月 26 日（四）下午 1 點 30 分至 4 點 30 分，假 H211 舉辦大四導生

會及講座，主題為「第一次面試就上手」，邀請丸虎國際歐元韻講師為大四同

學講述有關面試之相關能力。 

八、 辦理學系服務優良畢業生甄選，獲獎者為心理四陳儀安同學。  

九、 101 年第 1 次專技人員高等考試心理師考試於 101 年 4 月 6 日放榜，此次共有

三名碩士班系友通過諮商心理師考試： 99 級陳亦鋒、100 級葉子菁、101 級

留妘蓁。 

 

【鑑識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一、 執行鑑識科學學程 101 學年度招生甄選作業，4 月份起招生相關文宣發行宣

傳，如：宣傳招生與說明會海報等，並張貼招生消息於校園電子媒體，如：

東吳網頁及電子化校園系統。招生說明會於 4 月 18 日在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

樓 R0305 課室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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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五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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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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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碩士班主任」在案，並訂於本年 8 月 1 日起實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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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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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錦樹律師到本院系參訪座談。 

五、潘校長上任後分別和五院院系主管及院系祕書約晤交換意見，本院系安排在五月一

日中午 12:00，當天本院系提出法學院辦公空間不足的問題，當場已獲校長同意現

1107 室改為院長辦公室，1106 法律專業碩士班專用教室改為會議室，另由教務處

提撥一間教室作為法律專業碩士班專用教室，但修繕經費由本院系自籌；此外崇基

樓各樓層公共空間之維護及修繕日後將改由總務處統籌處理。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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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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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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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老師參加，也希望各位老師多鼓勵同學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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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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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衛 貴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確定不克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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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黃和新 南京師範大學教授  
9 秦美琴 江蘇省行政學院副教授  
10 郭明瑞 山東大學教授 副團長 

11 王  竹 四川大學法學院  
12 張  紅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  
13 林承鐸 中國人民大學蘇州國際學院講師 臺灣學者 

14 溫世揚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15 劉士國 復旦大學法學院教授  
16 譚啟平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  
17 陳雲東 雲南大學教授 確定不克參加 

18 廖煥國 暨南大學教授  
19 董惠江 黑龍江大學法學院教授  
20 劉保玉 北京航空航太大學法學院教授  
21 龔賽紅 北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教授  
22 翟雲嶺 大連海事大學法學院教授  
23 董學立 南京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  
24 陶麗琴 中國計量學院法學院教授  
25 楊麗珍 西北大學法學院教授  
26 李漢宇 貴州省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27 王四新 黔東南州中院院長  
28 王亮海 黔南州中院院長  
29 高  峰 貴州省高級人民法院執行二庭庭長  
30 黃建中 貴州省高級人民法院正廳級幹部  
31 余  波 省法院民一庭副庭長 貴州法院連絡人 

32 曹豔春 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教授 已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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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五月 

商學院 

一、 本院 4 月 9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商學院第一次籌備會議，討論 100 學年度畢

業典禮相關籌備事宜。 

二、 本院 4 月 11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學系主管會議，討論學業關懷系統

及院務相關事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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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於會後將彙集各學系意見及

因應方式書面資料，送交至秘書室。 

四、 4 月 17 日參加教務處所舉辦之「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第 2 次籌備會」，討論畢業典

禮相關籌備事宜。 

五、 本院 4 月 19 日、26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第 5 次 AACSB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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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及彙整事宜。另於 4 月 24 日邀請淡江大學會計系林谷峻教授至本院解說相關

AACSB 認證注意事項及經驗分享。 

六、 本院 4 月 27 日辦理東吳財經講堂講座系列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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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參加 4 月 26 日會計室舉辦之「預算填報作業說明會」，會中本院多位主任針對目前

學校會計預算制度及系統提出意見。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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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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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 101 學年度本院辦公室及法商聯合辦公室工讀需求申請事宜。 

十一、 本院為執行教育部「能源經濟管理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計畫，舉辦活動如

下： 

（1）4 月 13 日會計系翁霓教授代表赴逢甲大學參與種子教師教案研討。 

（2）4 月 16 日邀請荒野保護協會王照斌先生進行「環境成本講座系列-生活不

碳氣」專題演講。 

（3）4 月 23 日邀請歐萊德公司葛望平總經理進行「環境成本系列講座-歐萊德

的碳足跡經驗」專題演講。 

（4）4 月 20 日會計系翁霓教授及吳怡萱助理教授代表赴清華大學參與期中報

告。 

（5）4 月 30 日會計吳怡萱助理教授代表赴台灣科技大學參與教案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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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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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台灣首次四大會暨師事務所聯合徵才活動即將開跑，說明會日期訂於 6 月 7 日

(星期四)中午 12:00 於城中校區 R5211 國際會議廳舉行，本次徵才商學院內不限

科系，大二(含)以上皆可參加，希望提供本院學生更多就業管道與機會。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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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一、 4 月 10 日發行東吳大學商學院 EMBA 電子報第二十一期。 

二、 4 月 13 日創新與創業系列演講課程邀請到愛情公寓張家銘執行長前來演講，地點：

2609 教室。 

三、 4 月 27 日創新與創業系列演講課程邀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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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持續辦理 5 月份海外研習相關事宜。 

跨領域學程 

一、 4月 19日、20日分別於兩校區辦理科技管理學程、財務金融學程 101學年度招生

說明會暨宣傳事宜。本校申請修讀 101學年度跨領域學程日期為 4月 23日至 4月

26日。 

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一、 執行國科會「企業風險管理之研究－IT 產業」研究專案。 

二、 商研中心於 4 月 27 日在本校城中校區 R5211 國際會議廳舉辦「東吳財經講堂講座

系列二」。本次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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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進行演講。 

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 4 月 1 日辦理「101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面試，第

一階段通過 63 人，其中 51 人參加第二階段面試，最後正取 24 人，備取 27 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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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經濟學系 4 月 13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彭信坤教授演講「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Technology Choice and Productivity」。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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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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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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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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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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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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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經濟學系籌備 100 學年度博碩士班論文發表會事宜並申請借支經費。 

會計學系 

一、4 月 16 日與心理諮商中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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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籌辦「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學聯誼會 101 年年會」事宜。於 4 月 17 日召開傑出系

友遴選會議，4 月 18 日召開「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學聯誼會 101 年年會」籌備會議。 

三、4 月 25 日召開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 101 年系友大會相關事宜及研議

提聘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郭雨萍會計師、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

部范書華會計師及北市國稅局審查一科稽核黃惠絹女士擔任本系100學年度碩士學

位考試委員案。 

四、4月 27日至 5月 5日邀請復旦大學管理學院副院長兼會計學系主任呂長江教授及財

務金融學系王克敏教授蒞臨本系短期講學。 

五、會計學系 4 月份總計舉行五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一) 4 月 12 日邀請富邦 MOMO

購物台謝友甄處長蒞臨演講，講題為「從網路的發展看通路未來」。(二)4 月 20 日

及 27 日邀請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游智慧秘書長蒞臨演講，講題為「會

計職業倫理」。(三) 4 月 25 日邀請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吳美慧會計師蒞臨演講，

講題為「審計個案研討」。(四) 4 月 25 日邀請扶輪社扶青團團長劉又慈小姐蒞臨演

講，講題為「讓生活更多元、讓生命更豐富—加入扶青團的點點滴滴」。(五) 4 月

26 日邀請萊爾富便利商店郭純宜協理蒞臨演講，講題為「畢業是失業的開始嗎？淺

談創業，就業或就學」。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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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

鐘）則由主要評論人負責，並邀請發表人之指導教授蒞臨指導、其餘參加人員為會

計學系專任教師、研究生及對研討主題有興趣之本校師生。 

七、配合商學院提報 AACSB 認證相關資料。 

八、4 月 1 日舉行大學推薦甄試指定科目考試（面試），本年度符合參加面試人數計 108

名，實際參與面試 90 人，預計錄取 48 名及外島考生 1 名。 

九、4 月 15 日(星期日)及 4 月 22 日(星期日)舉行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會計學各科期中考

統一考試。 

十、辦理第 2 學期各項自籌獎學金申請辦法公告、審核、發函系友並寄出核定名單。並

將於 5 月 23 日會計學系年常會時舉行頒獎典禮。 

十一、 會計學系接受台北市國稅局委託，遴派三年級共計 44 位同學組成「稅務服務

隊」，協助輔導 100 年度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每位同學協助輔導時間為期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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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5 月 9 日由國稅局派員，指導參與服務之同學稅務服務工作之內容與注意

事項。 

十二、 協助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進行

暑期工讀生徵才活動。 

企業管理學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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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題為審查

100 學年度專任客座教師聘任案、審查 101 學年度兼任客座教師聘任案、審查 101

學年度兼任教師續聘案、審查兼任講師以專門著作送審申請教育部教師證書案。 

二、辦理客座教授相關事宜：(一) 4 月 9 日第二位客座教授-山東大學羅新華教授抵台，

安排接機及抵台後校園簡介導覽事宜。(二) 4 月 19 日舉辦專任教師與羅新華教授座

談會。(三)原定擔任第三位客座副教授南開大學楊俊副教授擔任因個人因素無法來

台，經系教評會決議邀請西康乃狄克州立大學莊明玲副教授擔任客座副教授。 

三、辦理 101 學年度碩士班暑期提前授課事宜：(一)碩士班開課科目為經濟學、會計學、

統計學三門先修課程。(二)碩專班開課科目為作業管理、人力資源管理、物流與通

路管理、商事法專題研討。 

四、規劃本系行銷證照輔導課程相關事宜：配合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證照輔導課

程計畫」，本系規劃開設行銷證照輔導課程，邀請台灣行銷科學學會田寒光副秘書

長擔任授課講師，以輔導本系同學考取初階行銷企劃證照。 

五、辦理 2012 第 15 屆科際整合管理研討會相關事宜：(一)會議日期訂於 101 年 6 月 16

日於本校城中校區舉辦。(二) 4 月 17 日發佈第二次徵稿通知，截稿期限至 5 月 18

日。(三)與校內其他單位進行會議當天需用場地之協調。 

六、接待浙江大學參訪團：浙江大學張土喬副校長帶領 8 位浙江大學同仁進行臺灣及香

港短期交流，於 4 月 20 日訪問東吳大學企管系，由本系賈凱傑主任、胡凱傑副主

任、王超弘老師、阮金祥老師、劉宗哲老師及何照義老師共同接待。 

七、辦理 100 學年度商學院畢業典禮相關事宜：(一) 4 月 9 日出席「100 學年度畢業典

禮」商學院第 1 次籌備會議。(二) 陳報領證代表、優秀學生代表名單，統計畢業班

出席人數。 

八、辦理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截至 4 月底為止，計有 2 位碩士在職專

班延修生同學完成口試，1 位碩專班延修生及 3 位碩專班應屆生提出口試。 

九、4 月 17 日本系與 DHL 之產學合作課程「顧客服務管理-C 組」前往 DHL 實地參訪，

辦理旅遊平安保險及餐盒準備等事宜。 

十、辦理教學研究設備維護相關事宜：(一) 4 月 17-20 日確認 101 學年度印表機維護資

料填報。(二) 4 月 19-25 日調查並統計「101 學年度教職員電腦基本配備汰換事宜」。

(三) 清查盤點碩士班電腦教室及研討室設備，預計於學期末前完成已不堪使用之 1

台桌上型電腦、5 台電腦螢幕及 2 張電腦椅報廢。 

十一、 依各單位來文，出席各項會議：(一)依會計室來文， 4 月 26 日出席「預算填報

作業說明會」。(二)依教務處來文，4 月 25 日出席「學習關懷系統說明會」。(三)

依教務處來文，4 月 23 日出席「研商各管道招生試務座談會」。 

十二、 辦理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相關事宜：4 月 15 日在長庚球場舉行東吳企管高爾夫

球隊 4 月份例賽，共有 21 人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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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一、4 月 1 日舉行 101 年度大學部推甄入學口試。 

二、4 月 9 日假 2127 商學院會議室，參加 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商學院第一次籌備會議。 

三、4 月 10 日假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參加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選課檢討會議。 

四、4 月 19 日假城中校區 2127 商學院會議室，參加 AACSB 會議。 

五、4 月 25 日參加學業關懷系統教育訓練說明會。 

六、4 月 26 日假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參加預算填報作業說明會。 

七、4 月 26 日假城中校區 2127 商學院會議室，參加 AACSB 會議。 

八、4 月 24 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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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月份舉辦導生會時間如下： 4 月 25 日蔣成老師導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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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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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4 月 2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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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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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4 月 11 日假 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議，議

題內容如下：(一)確認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會議記錄。(二)審查

黃寶玉專任講師升等專任副教授案。(三)審查楊金源兼任講師證書申請案。(四)

審查 101 學年度國貿系專兼任教師續聘事宜。(五)審查 101 學年度蔡依芸兼任講

師、魏上淩兼任副教授、胡大謙兼任助理教授聘任事宜。(六)審查 101 學年度南

京大學陶向南客座副教授、天津大學汪波座教授、天津大學王媛客座副教授、

英國牛津布魯克大學張守中客座教授、Robert Morris University 妲蓮娜客座教授

聘任事宜。 

十四、 4 月 28~29 日國貿系學會主辦北貿盃比賽活動。 

十五、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獎助學金獲獎名單如下：(一)郭滄海清寒助學金：貿三 B 黃

敏茹。(二) 游健昱清寒助學金：貿三 A 周玳均。(三)蘇錦彬清寒助學金：貿延

A 洪藹賢。(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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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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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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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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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六、 4 月 14 日假城中校區六大樓體育館，舉辦第三屆系友盃羽球賽。 

十七、 4 月 21 日假信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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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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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 

一、 4 月 11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國立臺灣大學財務金融系陳麗君博士，主講「The 

Pricing of Risk and Sentiment：A Study of Executive Stock Options」。 

二、 4 月 18 日召開系教評會，複審新聘專任教師案、審查續聘專、兼任教師案及新聘

兼任教師案。 

三、 4 月 18 日召開導師會議，討論導師分配方式、學系服務優良辦法，及課程地圖及

選課說明討論。 

四、 4 月 21 日舉辦年輕校友海內外職場就業計畫說明會，邀請翁聖洋系友進行經驗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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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月霞學姐洽談校或系合作之方

式及其可能性，促進產學合作發展。 

六、 4 月 25 日師生 36 人前往三商美邦人壽進行企業參訪。 

七、 4 月 26 日舉辦導師班級輔導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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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4 月 27 日舉辦財精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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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理學系 

一、4 月 1 日辦理大學部申請入學口試。 

二、4 月 19 日辦理二年級週會，郭豐州老師主持，週會中對於三年級「產業實習」課程

介紹等有詳盡的說明，本課程並於二年級結束後於暑假期間至各公司實習。 

三、4 月 19 日辦理四年級陳培敏老師導生活動。 

四、4 月 26 日專題演講，演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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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4 月 26 日辦理研究生壓力施測活動。 

六、4 月 28 日辦理本系第十屆程式設計比賽。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 賡續簡介修訂事務。 

二、 公告系學會改選事務，並辦理學生事務會議-系學會幹部改選政見發表。 

三、 辦理各項預算核銷事務。 

四、 通知第 2 學期期末課堂反應施測事宜。 

五、 填報辦公室電腦設備維修事務。 

六、 公告本學期退修申請事宜。 

七、 調查 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名單及辦理借領學士服相關事務。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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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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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提交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報告。 

十、 協調溝通師生教學與學習事宜。 

十一、 研擬兩岸交流企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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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五月 

【圖書館】 

一、本館於 4 月 16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假本館會議室舉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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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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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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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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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5 月 1 日起原城區分館李明俠主任轉任編目組長，原編目組魏令芳組長轉任城

區分館主任。 

五、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業務統計： 

 

 

 

 

 

 

六、北二區資源分享使用統計： 

七、101 年 4 月 16 起由日莊永丞館長接掌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計畫主持人。除函知夥

伴學校圖書館館長，並完成北一區中心平台相關更新作業。 

八、為配合夥伴學校學術交流週，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於 101 年 3 月 30 日至 101 年 4

月 8 日暫停圖書代借代還服務，於 101 年 4 月 9 日起恢復全面服務。 

九、配合「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期中執行成果報告書作業期程，除完成

東吳大學執行成果及圖書資源服務平台統計報表外，並對參與圖書資源服務平

台館際合作之夥伴校執行成果進行彙整，於 0419 陳送中心辦公室。 

十、協助輔仁大學彙整夥伴學校建議，訂定「離校檢核規格書」。在中心辦公室函

知教育部進行經費變更後，由輔仁大學陳送請購案。 

十一、協助臺北市立教育大學、臺北市立體育學院、實踐大學、銘傳大學完成本期

計畫項目中「圖書館自動化系統 API 介接」建置。 

十二、中國文化大學因圖書館自動化系統轉換，暫停參與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所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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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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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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除於圖書平台進行公告外，並協調平台廠商進行配合。 

十三、協助夥伴學校排解各項平台系統操作問題。 

十四、辦理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軟硬體採購案申請及相關業務費用核銷作業。 

【採錄組】 

一、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之「建構圖書資源加值分享計畫」徵求系所計畫，延至

4 月 30 日，彙整案將送本次圖書館委員會審查後執行。 

二、簽辦 2010 年西文期刊驗收事宜。 

三、學生圖書薦購 45 筆(3/23-4/19)。 

四、辦理 2012 年 PQDT「美加地區數位化博士論文典藏聯盟計劃」系所論文勾選。 

五、配合辦理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之核銷作業，圖書館統籌經常門共計完成 17 件經

費核銷案，核銷總經費為新台幣 1,123,457 元整；統籌資本門共計完成 25 件;

核銷總經費為新台幣 265,467 元整;國科會核銷 2 筆,核銷金額 11,703 元整。 

六、辦理購置 1 筆資料庫及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之經費借支與結匯事宜。 

七、參與 3 月 28 日研務處舉行之「教師執行研究計畫說明會」之圖書館業務部分

說明。 

八、製作圖書經費財務報表，提供各學院、系參考。 

九、辦理相關訂單之建檔事宜，統計資料如下： 

工作項目 數量 

訂單建置 73 案（762 筆） 

圖書資料驗收 797 筆 

十、辦理本校外語學報 118 冊之寄送事宜。 

十一、辦理贈書收送及館藏複本查詢事宜，共計約 350 冊，並製作謝函。 

【編目組】 

一、館藏書目維護數量（填報月份 101 年 4 月） 

移送閱覽典藏數量 

西文圖書 252 冊 

中文圖書 318 冊 

二、持續整理音樂系送回樂譜 20 箱，書目維護 89 筆，分譜處理 240 冊，依序更改

書標及作者號後上架典藏。 

三、持續測試與維護電子書書目機讀格式（華文電子書與 Springer）。 

四、完成 100 學年書標（NT13,000）、書標保護片（NT15,000）與自黏性書標（NT2,200）

預算執行。 

五、教育訓練活動：4 月 20 日組員江敏妮出席國家圖書館舉辦「101 年度 NBINet

合作編目研習會」與國內各大專院校圖書館研商改善書目上傳處理作業方案。

4 月 27 日組員呂本琪與周怡君至政治大學參加「數位學習與圖書館創新應用

國際學術研討會」。 

【閱覽組】 

一、中正圖書館外觀工程已由總務處完成發包作業，為配合施工期間圖書館開放及

同仁上班等相關事宜，總務處將於 4 月 26 日下午召開工程協調會。 

二、督導新進工讀生完成服務櫃臺流通相關業務實習，並於 4/23～25 進行筆試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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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將依據考核結果評估是否留任。 

三、配合圖書館自動化系統與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協助反應問題持續追蹤。 

四、101 年寒假音樂系歸還之長期借閱樂譜已全部刷還清點，經完成核對館藏書目

後，確定遺失計 169 件。上述歸還之樂譜，目前移送編目組修改書目中。另有

43 件樂譜，100 年暑假至音樂系盤點時仍在架上，卻未包含於本批歸還之樂譜，

已洽請音樂系協助複查尋找中。 

五、配合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服務，2012/3/26～2012/4/23 兩校區圖書館服務

量總計(3/1 起恢復服務)：    

代借代還 虛擬借書證 

申請件 受理件 東吳借他館證 他館借東吳證 

389 109 64 32 

六、101 年 4 月典閱及流通服務統計資料： 

【參考組】 

一、參考服務相關統計資料 

(一)參考及館際合作服務 

1.參考諮詢服務統計（101/3/24～101/4/20） 

類型 

/數量

資料

庫 

館際  

合作

館藏  

諮詢

期刊  

諮詢

服務  

辦法 

影印/   

列印

檢索區

登入 

其他 

件  37  16  51  74  28  92  25  39 

小計  262 

2.文獻傳遞服務統計 

類型/數量  複印  圖書 

申請件(對外申請)  11  27 

被申請件(外來申請)  35  24 

3.進行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101 年度三月份帳務結算。 

流 通 
閱 覽 

借書、還書、續借、預約等統計資料每學期陳報一次。 

典 藏 
(件) 

中文圖書館藏 
不含裝訂期刊、附件 

西文圖書館藏 
不含裝訂期刊、附件

新收 
中文書

新收 
西文書 

淘汰處理 
圖書

裝訂 
圖書修護

館舍

維修

465,436 260,071 
193 

附件 0 

621 

附件 22 
0 0 0 2 

其他 
統計 
(件) 

總館調借分館 分館調借總館 長期借閱 指定用書 證件核發 
賠書 
處理 

代收款 會議室

391 623 13 138 7 2 
210 筆 

23,680 元
2 

學生離校 
(休退學、畢業) 

教職員離職 
畢業論文

收件 
圖書館 
進館人次 

閱覽室 
使用人次 

密集 
書庫 

研究小間 研討室

31 4 1 
本校 21,031

校外 139 

一閱 7,225 

二閱 1,397 
224 59 

圖書館

110 

二閱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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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處理大陸山東大學圖書館申請之文獻傳遞服務，計 36 件。 

 (二)期刊服務 

1.更新「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全國期刊聯合

目錄」之中文、日文及大陸期刊 2,504筆。 

2.紙本期刊作業統計(101/3/24～101/4/20) 

 

 

 
 
 
 

二、完成 2012 年西文期刊合約清單內電子期刊(EJ)及訂購紙本期刊而提供免費 EJ

的系統設定作業(SFX 電子期刊查詢系統)，建置電子期刊全文連結查詢服務。 

三、中正圖書館期刊資料送廠裝訂，計 805 本。 

四、協助採錄組辦理 2010 年期刊結案事項，清查該年份之期刊缺期狀況。 

五、進行資料庫年度續訂之請購案，包括：CEPS、CETD、大英百科、Maxos Music 

Library、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Naxos Music Library-Jazz、Naxos Video 

Library、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聯合知識庫等。 

六、著手進行 101 年圖書館教學卓越計畫「形塑無障礙圖書資訊環境－建置圖書門

禁安全管理系統(子計畫編號：101E13602)」，調整局部空間與設備，包括：輿

圖區、微縮資料區及部分閱覽空間。 

七、參考組與城區分館同仁就 101 學年度圖書館工讀生的需求及遭遇問題，與生輔

組進行討論(4/13)。 

八、資料庫介紹與講習課程：  

No. 日期 學系/課程名稱/教師 人數 

1. 4/9(一) 
社工系/「社會工作實習」/鍾道銓老師 

介紹中西文相關資料庫使用方法與操作技巧 
15 

2. 4/10(二) 

資料庫介紹 

/大陸上海公共圖書館‧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

/介紹「中文期刊全文資料庫 1911～1949」 

3 

3. 4/18(三) 
政治系/「EndNote X5」/學生 

介紹 EndNote X5 及相關操作使用 
1 

4. 4/23(一) 

資料庫介紹 

/EBSCO Discovery Service 資訊系統服務介紹

/EBSCO 公司專人講解 

8 

九、支援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期中報告之資料彙整作業。 

十、ERM 電子資源管理系統、資訊檢索區及資料庫內容之例行管理與維護。 

十一、四月份試用資料庫3個：臺灣時報資料庫、ProQuest Central、Shakespeare Survey 

Online。 

【推廣組】 

項目/單位 現刊驗收 合訂本驗收 催缺期刊 
管制期刊

借閱量 
調借

期刊

件 

中文 西文 中文 西文 中文 西文 

31 5 419 165 0 0 70 89 

小計：584 小計：0 小計：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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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理機房冷氣改善事宜。 

二、北一區圖書平台系統相關業務。 

三、報修國眾電腦及相關硬體後續處理。 

四、同仁電腦重整及檢索區電腦維護。 

五、擬於 5 月上旬召開自動化系統版本更新時程討論會議。 

六、圖書館網頁製作廠商擬 5 月到館說明網頁架構及設計概念。 

七、更新業務職掌、大事記、館長簡介、非書介紹及新片上架網頁。 

八、協助 423 世界書香日活動之圖書館首頁動畫、網頁連結及飲料兌換券製作。 

九、圖書館自動化系統權限控管調整事宜。 

十、圖書館自動化系統「處理中問題」清單彙整。 

十一、4 月 19 日更新館藏查詢系統教職員讀者檔。 

十二、新增非書書影連結 47 筆。查核圖書條碼 1182 筆，新增圖書書影連結 249 筆。 

十三、館藏查詢系統新書通報新增各類目 2012 年 4 月分館藏連結。 

十四、圖書館自動化系統線上客服網站，累計提出 433 個問題，其中以替代方案或

完全解決處理 367 個問題。尚有 66 個問題列入後續追踪處理中。 

【非書資料組】 

一、配合 423 世界書香日，協助圖書館「101 世界書香日—尋找春天的詩蹤」活動，

舉辦書香影展。 

二、論文審核諮詢 1 件/論文審核 0 件。 

三、博碩士論文回溯，累計回收授權書 329 份。文字辨識累計 465 冊，全文影像掃

描 474 冊，共計 91,151 頁，並持續進行掃描校對中。 

四、校史紀要系統驗證筆數：15 筆（其中 97 學年度 0 筆/98 學年度 0 筆/99 學年度

15 筆），兩學年度總計已完成 8,220 筆。 

五、校史室三月份參觀人數：76 人/回溯照片掃瞄 1,226 張。 

六、研擬機構典藏上傳委託書及作業要點草案。 

【城區分館】 

一、更新 Aremos 資料庫。 

二、收新書 162 冊，新設考試用書 1 冊，開立電子收據 84 筆。 

三、催缺期刊 134 筆，裝訂 126 冊。 

四、4 月 3 日～4 月 13 日期中考試期間，城區分館及第一閱覽室實施「憑證劃位」

管制及填寫「暫時離座單」。 

五、4 月 23 日～27 日配合國家圖書館，兩校區圖書館舉辦「尋找春天的詩蹤」，活

動內容包括「春天詩集館藏展」、「分享春天詩篇」和「書香影展」。 

六、423 世界書香日活動海報、網頁製作、臉書每日回覆及飲料券兌領。 

七、4 月 20 日賴秋惠參加科資中心舉辦的「Concert/Springer 圖書館」研討會。 

八、更新法律系”學系圖書資源網”期刊介購清單檔案。 

九、統計資料（統計日期 101/03/27~101/04/23） 

（一）參考部份 

統計項目
博碩士 

論文審核 
點收參考書 

館合申請件 

處理 

資料庫講習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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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件數 2 6 18 0 

（二）期刊部份 

統計項目 期刊驗收 催缺期刊 
管制期刊 

借閱量 
調借期刊 

完成件數

(中文)175 

(西文) 56 

     231 

(中文) 45 

(西文) 89 

134 

146 2 

（三）流通閱覽部份 

統計項

目 

城區分館到

館人次統計 

校外人士 

入館 

跨館借書證 

處理 

閱覽證件

經辦 

教授指參

借閱 

完成   

件數 
22,481人/次  407人/次 

12人 

(不含虛擬館合證)
9人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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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五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101-1 學期教學改進補助計畫開始受理申請，為避免紙本往來造成遺漏，申請及簽

核流程均改至「教學改進補助計畫作業平台」線上作業。於 4 月 10、11 日在兩校

區辦理平台使用說明會，會中學系承辦人所提問題與建議，亦納入後續辦法與平台

增修之重要參考。 

(二)5 月 1-30 日受理 101-1 學期教師專業社群補助申請，刻正進行線上申請與簽核功能

測試。 

(三)與商學院合作於 5 月 25 日 14-16 時，在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舉辦「教學指標 rubric

之運用與設計」教學工作坊，提供法商學院教師就近參加。 

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計畫期中成果報告 1 式 5 份及電子檔 1 份，業於 4 月 25 日完成報部。目前本計畫

執行率已達第二期款請撥門檻，俟教育部承辦人通知，即可辦理第二期款請撥。 

(二)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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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規劃於本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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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理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4 月 20 日教育部函知 101 年度計畫資本門已可動支，本校需針對經費編列修正注

意事項說明後，於 5 月 2 日繳交完整版計畫書。 

(二)101 年 4 月份卓越成果影片拍攝內容如下： 

子計畫名稱 拍攝內容 

計畫 D 推動放眼世界國際觀涵養培育計畫 語言文化交流課程 

計畫 A 強化學生全方位學習暨同儕輔導計畫 1.語言學習角諮詢 
2.繪圖達人 illustrator 練功坊 

計畫C儲能續航-理學院提升學生競爭力計畫 1.數學試算程式的軟硬體示範 
2.凱特擺、電力實驗操作 
3.M101 乾浴槽儀器操作 
4.M202 脈衝式凝膠電泳儀器操作 

計畫 C 規劃實務應用之「實用英語學程」 考試測驗 

計畫 C 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預計今年動工重新整修類比空間教室拍攝 

(三)請卓越各子計畫不定期至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上傳本校教學卓越計

畫相關最新消息及成果。 

日期 最新消息 成果 

4 月份上傳筆數 20 筆 2 筆 

101.01~03 累積上傳筆數 125 筆 16 筆 

(四)4 月 18、19、25、26、27 日分別於法學院、商學院、人社院、理學院、外語學院

召開「東吳大學 102~103 年度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學術單位討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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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訂 5 月 4-18 日在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1 樓辦理卓越成果展，並搭配辦理「卓

越大學堂」有獎徵答及「打卡．讚．東吳」活動。 

(六)4 月 9、20 日召開「卓越網-作業專區」系統修正內容討論會。 

二、教學助理 
(一)4 月 9、10 日舉辦教學助理期中問卷施測人員說明會，於 4 月 16 日至 5 月 8 日進

行施測。 

(二)預計 5 月 1 日受理 101-1 學期教學助理計畫申請。 

三、提供課後輔導服務 
(一)4 月 9-18 日課業個別諮詢受益學生，計 56 人次；語文學習角活動參與，計 80 人次。 

(二)4 月 16 日至 5 月 31 日實施「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成效滿意度問卷調查。 

(三)4 月份兩校區學生學習進行室使用，分別為 750、307 人次；城中 learning commons

使用，計 1,593 人次；e-Learning Lounge 線上學習進行室電腦使用，計 2,708 人次。 

(四)訂於 4 月 27 日在城中校區辦理 Writing Tutoring 英文寫作工作坊。 

(五)3 月 29 日、4 月 12、19、26 日舉辦「繪圖達人 illustrator 練功坊」，合計 76 人次

參與。 

四、豐富線上學習資源 
網頁名稱 自學平台 生活便利通 競賽資訊網 證照檢測通 學養快 e 通 

新增筆數 12 筆 5 筆 66 筆 4 筆 15 筆 

累計筆數 1,120 筆 291 筆 785 筆 629 筆 1,081 筆 

(一)英文寫作學習網免費 email 批改服務，統計 101 年 4 月份學生投稿共計 5 篇。 

五、北一區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業務  
(一)「線上課業輔導」共開設 8 門課程，邀請本校推廣部游志林老師擔任英語諮詢老師，

另招募 6 位小老師。 

(二)訂於 5 月 2 日辦理「英語通了沒？－英語學習暨國際文化交流分享會」，邀請日、

韓、法等 8 位外籍同學分享英語學習經驗。 

(三)訂定「Mission Possible，Hold 住單字非夢事！」競賽活動辦法，討論 e-touch 單字

競賽官網 http://nttlc.smarten.com.tw/排版，進行單字題庫篩選，預計 4 月 30 日至 6

月 10 日辦理競賽活動。 

(四)「教學助理徵稿活動」共計徵選 31 篇助理經驗分享文章，預計 4 月 30 日於教學助

理專欄公告入選名單。 

六、其他 

(一)4 月 10 日上午完成線上學習進行室電腦椅轉移及更新，訂於 4 月 27 日下午進行該

空間電腦區外觀整修工程。 

(二)於學生學習資源組首頁，新增「東吳教卓補助」專區，提供教學卓越計畫各子計畫

補助「教師」、「學生」及「其他」相關辦法之內容。 

(三)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辦理「2012 學習林來瘋，徵的就是你」徵稿活動。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推廣師生應用網路平台輔助教學 
(一)100-2 學期網路學園統計資料，累計 388 位教師使用，累計 906 科次。 

(二)視訊系統辦理教育訓練及使用問題回報與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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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教師精緻化的數位服務(101 年 1-4 月) 
(一)累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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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滿意者達 88.3%、滿意者達 11.3%）。 

(二)教學資源器材借用：外借使用共 74 人次、借用數量(含配件)共 584 件；於教師數

位教材製作室使用共 70 人次、借用數量(含配件)共 95 件。 

(三)數位媒體諮詢服務，計 34 位教職員進行數位媒體諮詢，對此服務非常滿意者達

100%（非常滿意者達 82.3%、滿意者達 17.6%）。 

(四)圖庫系統素材下載統計數據，以 99 年 7 月下載數量為基準，累計至 101 年 4 月平

台總下載次數為 10,265 次。 

(五)製作完成教學科技參考光碟「Word2010」、「Excel2010」兩系列軟體光碟，並製作

海報宣傳歡迎全校教師免費索取。 

(六)製作海報寄送全校教職員宣傳「數位空間」與「設備器材」借用服務。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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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空間使用情形(101 年 1-4 月) 
(一)數位教學實驗室(D507)：54 人次教師借用空間製作數位教材、進行課程教學、培

訓活動，使用時數共 316 小時。 

(二)教師數位教材製作室(D508)：70 人次教師使用，共 88 小時，對此服務滿意度達非

常滿意者 100%（非常滿意者達 81.4%、滿意者達 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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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計至 4 月 13 日止，設備借用共 202 人次，整體滿意度

達 98%。 

四、「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共享教材徵集獎勵活動 
(一)收到 6 所學校共 15 份申請案件、完成全部審查委員之邀請與教材寄發、收到教材

修改申請 1 件。 

五、維護數位教學與行政系統 
(一)進行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系統新版本程式撰寫作業。5 月初召開使用者說明會完整介

紹本系統上線之操作方式。 

(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協助維護網站與建立新功能、協助夥伴學校資料處

理。 

六、電子報 
(一)教與學電子報：更新確認完成寄送校外各校電子信箱。 

(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電子報：完成跨校選課心得分享徵稿與心得上傳、聯絡校

園小記者協助撰寫相關文章。 

 

教學評鑑研究組 

一、評鑑相關業務 
(一)100-1 學期期末教學評量「課堂反應問卷」讀卡結果居全校前 25％教師之感謝狀(前

10％由校長具名，共 77 位教師，前 11~25％由教務長具名，共 149 位教師)，已分

送學系請代為轉頒相關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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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系統已開始進行測試，訂於 5 月 1 日安排五位學系秘書先進行試

用，若試用結果沒有太大問題，後續將於兩校區舉辦系統使用說明會，再正式上線。 

二、教師教學獎勵相關業務：100 學年度「教師教學獎勵」遴選活動已截止收件，合計
40 名教師接受推薦，經業務單位檢視符合參與遴選資格者，計 35 名，訂於 4 月 30
日召開本屆教師教學獎勵遴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以選出教學優良教師。 

三、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規劃進行各夥伴學校「全面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具體
作法與運作機制」專訪活動，刻正聯繫約訪事宜。 

四、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匯整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研擬大三學生問卷內容，
規劃召開大三學生問卷定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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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中心 

五月 

一、 重要業務及活動： 

(一) 第五屆「通識徵文比賽」評審結果： 

本次徵文比賽特別邀請前通識中心主任林遵遠教授、台北大學人文學院王國良院

長，及歷史系葉言都助理教授、共計3位專家學者進行評審，並於101年4月26日評

選出本次獲獎同學。得獎名單及獲獎獎項，分別如下：  

獎  項 姓  名 系  級 學號 得獎作品 獎金(元)

第一名 胡  靖 中二 B 99111231 三字密語 6,000 

第二名 邱叙綸 法四 C 97141307 霸王別姬 4,500 

第三名 周俊吉 中碩一 00311003 人生就像登一座山 3,000 

佳  作 李辰翰 中三 A 98111151 遙遠的想像 1,000 

佳  作 吳耀中 化學三 98133061 通識．烈火 1,000 

佳  作 巫季庭 貿三 A 98154116 動與生活 1,000 

佳  作 林筱倫 法三 D 98141445 引水人 1,000 

佳  作 周姿妤 英三 B 98121211
勇敢面對，生命的殞

落 
1,000 

上述得獎同學已於101/4/30至101/5/3間由本中心王行主任分別頒贈獎金及獎狀

乙只。 

 

(二)舉辦 100 學年度「北一區通識講堂--我要腸命百歲」活動： 

本中心配合海洋大學北一區通識列車系列活動，特別邀請陽明大學生化所蔡英傑

教授於 101 年 5 月 16 日（三）下午 1:30～3:20 假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舉辦北一

區通識講堂，講題為「腸道菌、益生菌與腸道健康」，歡迎本校及北一區 18 所夥

伴學校教職員學生參與。此次活動本中心亦提供 5 名與會者，可獲得蔡英傑老師

所著「腸命百歲 2：益生菌讓你不生病!」親筆簽名書之機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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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主任將於 101 年 5月 23 日(週三)下午 2:00-4:00 假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Ｄ507 舉行此次座談會，會中將有中文系林伯謙主任、侯淑娟老師、林怡伶老師等

老師等參與，將針對 103 年通識教育評鑑為項目進行意見交換與教學經驗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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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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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王行主任與蔡瑞卿專員分別進行請益訪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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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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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1 年 5 月 10 日(四)上午 9:00-10:00 向潘維大校長請益。 

二、例行業務活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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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0 學年度本校承認「暑期通識跨校選修課程」： 

本校承認共計 10 門， 分別如下： 

區域 開課學校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授課教師學

系/單位 
學分數 上課起迄日 東吳大學各系學生抵免通識類別 

北 

一 

區 

東吳大學 

法學導論 楊奕華 法律系 2 7/3-8/9 
第四類 

社會與發展 

政治系、社會系、法律系、

經濟系、企管系不承認。 

西洋文學

概論 
呂健忠 英文系 2 7/2-8/10 

第二類 

文學與藝術 

英文系、日文系、德文系、

英文系進修學士班、日文系

進修學士班不承認。 

臺北藝術

大學 

表演藝術

鑑賞 
余昕晏 

藝術與人文

教育研究所
2 7/4-8/9 

第二類 

文學與藝術 
各學系均承認為畢業學分 

新媒體藝

術鑑賞 
林俊吉 

新媒體藝術

學系 
2 7/3-8/9 

第二類 

文學與藝術 
各學系均承認為畢業學分 

陽明大學 

達爾文主

義與演化

心理學 

程樹德 
微生物暨免

疫學研究所
2 7/2-8/8 

第一類 

人與文化、思維

與方法、哲學 

各學系均承認為畢業學分 

北 

二 

區 

臺灣大學 

植物與糧

食 
劉麗飛 農藝學系 2 7/4-8/15 

第三類 

自然與環境 
各學系均承認為畢業學分 

教育與文

化脈絡 
邱于真 

共同教育中

心通識教育

組 

2 7/5-8/14 
第四類 

社會與發展 
各學系均承認為畢業學分 

臺北醫學

大學 

身體開發

與自我探

索 

陳偉誠 
通識教育中

心 
2 7/6-8/31 

第二類 

文學與藝術 
各學系均承認為畢業學分 

臺灣藝術

大學 

圖像中的

歷史與文

化 

連啟元 
通識教育中

心 
2 7/4-8/13 

第一類 

人與文化、思維

與方法、哲學 

各學系均承認為畢業學分 

象徵、儀

式與藝術

生活 

楊超智 
通識教育中

心 
2 7/6-8/15 

第四類 

社會與發展 
各學系均承認為畢業學分 

 

（三）101 學年度各學系承認畢業學分之通識及全校選性修課程： 

本中心業於 101 年 4 月 27 日函送 101 學年度各學系承認畢業學分之通識及全校

選性修課程彙整表件，並請各學系依據所提報之承認情形，於 101 年 5 月 21 日

前完成線上檢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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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五月 
一、 電子化校園專案執行說明 

(一) 校內合約終止協議小組於4月19日開會決議兩方案與委外廠商宏碁進行協商。廠商

持續修正已上線與已驗收系統之瑕疵問題，並由電算中心審閱後進行程式更新。 
(二) 持續進行學務 11%暫扣款驗收作業之文件審閱。 
(三) 完成公文系統部分瑕疵更正有關停機測試暨程式上版更新之準備工作。 

(四) 另案合約 

系統名稱 原預計上線日期 說明 

e 關懷系統 96/11/30 96/11 上線 

個案輔導系統 97/09/08 97/9/8 上線 

學生 e-portfolio 97/03/01 97/03 上線 

課外活動系統 96/06/15 96/06 上線 

研務系統 98/01/30 暫停中。 

二、 應用系統維護統計報告(100 學年度) 

 本月份維護案件 累計維護案件 本月份維護工時 累計維護工時

 2011.3.29~2012.4.27 2011.8~2012.4 2011.3.29~2012.4.27 2011.8~2012.4

教務處 59 645 250.5 2748

學生事務處 12 156 56 705.5

總務處 5 56 31 280

研務處 0 2 0 22

發展處 6 326 129 1495

人事室 10 114 80.5 434.5

會計室 12 114 316 1384

體育室 2 52 14 366

教學資源 

中心 
11 73 95 408

通識教育 

中心 
34 70 33.5 155

圖書館 80 712 380 3708.5

e 化專案 33 146 183.5 602.5

卓越北區 

計畫 
1 21 38 296

合計 265 2487 1607 12605

三、 完成會計預算編列子系統之一級審查程式及查詢列印報表之開發，以及辦公費轉

列、預算小組審核作業之管理程式開發。 

四、 完成 101 校務發展計畫系統計畫小組核定作業、核定編號產生、計畫查詢等程式

開發。 

五、 進行選課期間相關查詢與選課結果判定回覆之相關程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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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完成 100 學年第二學期期中讀卡作業，並將結果轉寄給各科老師。 

七、 完成推廣部系統中新增＂維護學員基本資料＂使用手機號碼與EMAIL查詢學員資

料，修改線上報名的篩選方式，新增老師請假、補課及缺課記錄輸入功能。 

八、 完成新增教務系統空白成績報告表印製功能。 

九、 支援教務處作業，轉出 100 學年第 1 學期各學程各科修課學生名單。 

十、 配合教育部政策，完成修改「申請就學貸款學生就學狀況異動調查表名冊」格式。 

十一、 因應教育部作業，提供生輔組 95 學年度至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中低收入及弱勢

學生申請獎助學金之申請人數、申請人次、得獎人數、得獎人次及得獎金額等

統計資料。 

十二、 完成人事室教育訓練系統各項功能作業方式之修改，以提高作業的方便性，並

加入列印、匯出功能。 

十三、 完成財產系統中減損單折舊、分類編號查詢、轉移單序號之相關程式修正，並

修改單價 50 萬以上且無殘值的減損流程及減損單簽核流程之會驗長官簽核選

項名稱。 

十四、 持續進行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數位學習平台第三年計劃(數位學習平台軟

體功能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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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完成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理系統外部稽核。 

十六、 完成建置及測試流量統計系統；完成城中校區三大樓骨幹交換器系統、全校性

伺服器交換器更新。。 

十七、 完成檔案伺服器、新聞伺服器組態更新及全校性伺服器弱點掃描。 

十八、 進行無線認證閘道器租賃、網路電話系統維護請購。 

十九、 4 月份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Windows 7」、「OFFICE 2010(Word)進階功能介

紹」，教職員共計 93 人次報名參加。 

二十、 詳細電算中心業務報告請至下列網址查閱：http://www.scu.edu.tw/cc/ →[工作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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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五月 

【體育教學組】 

一、 配合學校試辦「學業關懷系統」，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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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校申請教育部『100 年度體適能檢測站設置暨常模修訂計畫』，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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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排課進度，俟課務組提供大一可排課時段，進行體育排課

作業。 

四、本學期水域安全教育宣導活動第一階段已於 4月 16-27 日完成掛圖宣導，第二階段

擬於 5月底發學生電子郵件宣導。 

五、大四選修體育課堂反應評量訂於 5月 7-11 日舉行。 

六、體育室體適能檢測中心系列活動開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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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 101 年 4 月 30

日至 5月 4日於兩校區體適能檢測中心舉行，不需事前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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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活動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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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籃球，

男、女排球，桌球、羽球、網球、軟棒 8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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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專運動會於 5月 4-8 日在高雄義守大學舉行，本校計參加游泳、田徑、羽球、桌

球、跆拳、擊劍等項目，祝福有好的成績表現。 

四、今年運動代表隊後援會體育獎學金頒獎典禮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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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學年度教職工羽球聯誼賽訂於 6月 16 日舉行，各項籌備工作已開始進行，報名

時間自即日起至 5月 25 日止，歡迎師長們組隊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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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五月 

雙溪教服組 

一、校園安全維護： 

（一）4月份雙溪校安事件計有 10 件次(個人物品遺失 1件、失竊 2件、學生疾病送醫

6件、捕蛇 1件）；另因同學財物未隨身攜帶致遭竊事件頻傳，特以電子郵件、

海報公告方式提醒學生注意個人物品之保管，防範遺失或失竊。 

(二)因天氣漸漸炎熱，4月 9日以電子郵件公告提醒同學，防範遭蛇類蜂蟲咬傷事件

發生，以強化校園及學生安全。 

(三) 4 月 12 日與雙溪校區各大樓及系辦公室聯繫，研商協助張貼防竊宣導事宜；另

4月 18 日以電子郵件公告校內易遭竊地點的防竊宣導，以確保同學生命財產安

全並營造友善校園風氣。 

(四)本組邱光慶教官於 4月 13 日下午配合住宿服務組，共同清查山坡地賃居狀況，

共同維護同學賃居安全。 

二、保全督導業務： 

（一）學術交流週期間，加強巡邏教師研究室及學生宿舍區，維護留校師生之安全。 

（二）4月 9日至 14 日期中考週，加強巡邏校區及圖書館閱室，確保學生讀書環境之

安全。 

三、交通安全維護及春暉宣導： 

（一）4月 17、19 日，分別以電子郵件公告，提醒學生注意交通安全。 

（二）持續每日 07：10 至 08：20 指派教官、校安人員、服務學生 2至 3人至士林捷

運站，督導學生專車，以維護學生乘車秩序及安全，目前狀況良好。 

（三）4月 9日下午 2時，配合市議員陳建銘服務處及相關單位前往至善路 1段 138

巷會勘巷內違停機車改善措施相關事宜。 

（四）4月 19 日，以電子郵件公告，提醒學生勿於至善路 1段 138 巷內違停機車以免

造成民眾出入困擾及遭警方取締。 

（五）本月持續請愛校服務交通安全小尖兵同學，於機車停車場發放交通安全手摺 45

份，其中（安全帽未鎖好 15 件、機車鑰匙未拔 1件、未停放機車格 9件），均

開發勸導單，提醒同學注意。 

（六）4月 11 日以電子郵件公告，向學生宣導藥物 K他命對健康的危害。 

（七）巡視各大樓及吸菸區，計規勸 5位同學未按規定於吸菸區內吸菸。 

四、生活輔導： 

（一）至 4月 24 日止，服務與輔導學生工作成果，情緒疏導 5人次、急病送醫 6人次、

兵役相關業務 56 人次、與家長聯繫 6人次，共計 73 位同學，主動關懷學生、適

切提供協助，解決各種急難問題，以維護學生權益。 

 （二）協辦兵役緩徵相關作業計 56 人次。 

五、近期工作重點 

  （一）預定 5月 29 日上午 10 時召開本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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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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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續換約問題將於會議中討論，並由委員投票表決之。 

 

城中教服組 

一、校園安全維護： 

    統計 3月 31 日至 4月 25 日服務學生計 11 件次，遺失協處 6人次、疾病照護 1人

次、糾紛調處 1人次、車禍處理 2人次、其他 2人次。 

二、保全督導業務方面： 

 （一）4月份由本組同仁及保全人員，加強糾舉機車停車場違規停車達 21 車次，其中

發現糾舉校外人士入校分發宣傳單 2人次，處理警鈴誤報 2件次，合計 25 件次。 

 （二）配合開學要求 B哨保全同仁每日 0730-0830；1200-1330；1520-1800 三個時段，

於延平南路協助規勸同學提高注意橫越道路之安全警覺。 

三、交通及校園安全維護宣導： 

 （一）本組於 4月份持續運用、文宣(如關東旗、海報等)及網路郵件公告(校安及春暉

快訊)，加強交通安全、反詐騙、防竊等宣導 11 件次。  

 （二）賡續由值勤教官於開學後每日下午 5時 25 分至 5大樓門口，督導學生搭乘專車，

並記錄當日駕駛及搭乘人數。 

四、學生生活輔導： 

 （一）春暉專案宣教： 

       本月份編組學生愛校服務隊配合本組同仁，勸導吸菸學生至吸菸區吸菸，置重

點於每日夜間 1900 至 2000 時五大樓梯間計 9人次。   

 （二）賃居生訪視工作 

       本月份賡續辦理賃居生訪視工作共計 21 人次，協助賃居同學加強居住安全。     

五、學生役期折抵：截至 4月 25 日辦理軍訓課程折抵役期人數 12 人次。 

六、學生兵役作業：本學年度兵役業務累計至 101 年 4 月 25 日計 

 （一）協助同學辦理兵役緩徵作業計 3人次。 

 （二）協助同學辦理兵役儘召作業計 1人次。 

 （三）4月份運用專業研討會議辦理「兵役作業法令宣導及作業流程說明」講習。   

五、預官考選作業： 

 （一）101 年預官(士)考試國防部預定於 5月 30 日公佈錄取名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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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事務組 

一、軍訓綜合、教育： 

 （一）辦理雙溪校區 3月份軍訓課程役期折抵作業計 56 人次。 

 （二）101 年 4 月 13 日 10 時召開 4月份軍護暨校安人員專業研討會。 

二、近期工作重點： 

 （一）辦理 101 年軍訓教官服裝製補及體檢事宜。 

 （二）參加北一區全防國防教育地區資源中心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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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五月 
100 學年推廣部至 101 年 4 月 30 日止辦理情形如列：   

一、經常班 

１、上課期間為 101 年 3 月至 101 年 4 月，招生狀況如下： 

◎ 日文班 211 期報名人次 2505 人，總收入為 10,241,503 元。 

100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8563 人，總收入為 35,507,690 元。 

99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9376 人，收入為 37,194,904 元。 

◎ 韓語班 37 期報名人次 195 人，總收入為 690,484 元。 

100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731 人，總收入為 2,539,813 元。 
99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696 人，收入為 2,285,158 元。 

◎ 英文班 171 期報名人次 578 人，總收入為 2,394,496 元。 

100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2079 人，總收入為 8,353,836 元。 
99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1941 人，收入為 7,677,744 元。 

◎ 德文班 165 期報名人次 34 人，總收入為 150,825 元。 

100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78 人，總收入為 377,177 元。 

99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81 人，收入為 375,864 元。 

◎ 法文班 49 期報名人次 69 人，總收入為 271,294 元。 

100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243 人，總收入為 905,368 元。 

99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279 人，收入為 904,903 元。 

◎ 西班牙文班 47 期報名人次 54 人，總收入為 226,546 元。 

100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273 人，總收入為 1,072,675 元。 
99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314 人，收入為 1,149,391 元。 

◎ 義大利文班 33 期報名人次 24 人，總收入為 87,020 元。 

100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49 人，總收入為 180,424 元。 
99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62 人，收入為 202,120 元。 

◎ 數位人才學苑 69 期報名人次 79 人，總收入為 488,387 元。 

100 學年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652 人＊1，總收入為 2,407,007 元＊1。 
 ＊1  100 學年包含 MOS 證照考試 333 人及收入 18 萬元(淨利約 540 元/人次) 。 
99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1419 人＊1，收入為 1,831,717 元＊1。 
＊1  99 學年包含 MOS 證照考試 1200 人及收入 30 萬元(淨利約 250 元/人次)。 

◎ 企貿班 94 期報名人次 177 人，總收入為 1,039,365 元。 

100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378 人，總收入為 2,261,958 元。 

99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237 人，收入為 1,564,200 元。 

◎ 精緻生活體適能班 58 期報名人次 510 人，總收入為 902,104 元。 

100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262 人，總收入為 2,611,173 元。 
   99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878 人，收入為 2,145,34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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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學苑春季班報名人次 11 人，總收入為 23,765 元。 

100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81 人，總收入為 192,343 元。 

   99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56 人，收入為 114,025 元。 

 

◎ 雙溪學苑 34 期報名人次 109 人，總收入為 286,285 元。 

 100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369 人，總收入為 988,727 元。 

 99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412 人，收入為 997,541 元。 
【100 學年經常班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4758 名；總收入為 57,398,191 元， 

99 學年同時期經常班報名總人次 15751 名；總收入為 56,442,908 元。】 

 

二、學分班 

◎ 100 學年截至目前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1529 名；總收入 12,578,025 元， 

99 學年同時期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1708 名；總收入 13,990,728 元。 

◎ 100 學年截至目前推廣部自行開設學分專班人次 180 名；總收入 1,372,930 元， 

99 學年同時期推廣部自行開設學分專班人次 215 名；總收入 1,733,872 元。 

◎ 100 學年截至目前推廣部受理經濟部人才培育專班人次 85 名；總收入 240,480 元， 

99 學年同時期推廣部受理經濟部人才培育專班沒收保證金 54,000 元。 

◎ 100 學年截至目前產業人才學分專班總人次 392 名；總收入 3,441,700 元， 

   99 學年同時期產業人才學分專班總人次 329 名；總收入 2,727,820 元。 

◎ 100 學年截至目前充電起飛學分專班總人次 58 名；總收入 318,900 元， 

   99 學年尚未辦理充電起飛學分專班。 

  【100 學年截至目前學分班總人次 2244 名；目前總收入為 17,952,035 元， 

99 學年同時期學分班總人次 2252 名；總收入為 18,506,420 元。】 
 

三、合作及委訓課程 

100 學年辦理 PMP、LCCI 國際證照、線上課程、經濟部工業局課程、樂齡大學、商

學講座、暑期英語密集班等，合計人次 1339 名；總收入 4,842,287 元。 

99 學年辦理 PMP、LCCI 國際證照、線上課程、遊學＊2、經濟部工業局課程、樂齡

大學等，合計人次 1566 名；總收入 5,406,865 元。 
＊2  99 學年起不再辦理遊學課程，此處為 98 學年暑期餘額。 

 

四、台北市政府薦送課程 

     因應本校借用台北市政府外雙溪翠山段土地，台北市政府薦送市府員工免費至推

廣部上課情形彙整。執行起訖時間為 91 年起至無限期，本次彙整時間 99 學年累計時間

為 99 年 8~12 月及 100 年 1~2 月，100 學年累計時間為 100 年 8~12 月及 101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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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學年＊3 同時期計劃執行總人次 82 名；累計計劃執行費用為 522,900 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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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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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班別 

【100 學年目標收入 108,750,000 元， 
截至目前總人次 18467 人，總收入 81,135,513 元，目標達成率 74.61％， 

99 學年目標收入 12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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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實際達成率 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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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五月 

一、復活節期城中校區福音行動： 

（一）4/23-27 中午時間，在校區內贈送同學復活彩蛋，並對願意的學生做祝福禱告；

DVD「殘蝕的理性」贈送(願意接受才送)。共送出 1354 顆彩蛋，約 500 片 DVD。 

（二）4/30-5/4 中午影片播放：殘蝕的理性 25min、鴻運當頭 5min，傳遞珍惜生命、寶

貝生命的信息。 

二、雙溪東吳團契 4/25 晚上大聚會，邀請衛理神學院魏連嶽老師分享，「小王子歸鄉與

基督教信仰」，談到小王子到地球旅遊，是一個客旅、寄居者的身份，他有一個

想回去的家鄉，就是他原來居住的星球，與基督徒對死亡的觀念相符，如何死

亡並不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回家，回到耶穌為信徒所預備的家中，以及教會是

屬靈的家，年青學子當委身於教會。 

三、飢餓系列活動已順利完成，此活動報名費一部份奉獻給台灣世界展望會，作為人道

關懷基金。 

（一）3/14（三）飢餓 12 體驗營，有 23 位學員及 6 位同工參加 

（二）3/17（六）兒童飢餓 12 親子營，有 21 位小朋友及 9 位同工參與 

（三）3/16-17（五-六）飢餓 30，共有 67 位學員及 20 位工作人員參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