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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六月 

【註冊】 

1. 東吳大學學則之相關條文修訂已於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教務會議(101.05.17)通

過，擬再提案校務會議(5 月 30 日)討論後報教育部備查。 

2. 101 學年度輔系、雙主修及跨領域學程申請於 4月 26 日截止，預計 5月 25 日公告

錄取名單。 

3.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導師輔導選課， 5 月 11 日透過電子化校園系統發送郵件通知

學生(休復學生除外)進行選課輔導。  

4.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選課/註冊時間表」已編印完成，將於 5月 23 日連同 101 學

年度行事曆分送學生。 

5.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語言練習費、電腦實習費、教育學程學分費、延修生學分費等

補退費作業。於 5月 10 日寄發清單通知學生家長，請學生於 5月 15 日至 30 日至

網頁直接下載繳費單辦理補繳手續。 

 

【課務】 

1. 學業關懷本學期試辦，系統 5月 3日正式使用，任課教師於 5月 3日到 13 日間提

報各科目關懷狀況，學系自 5月 15 至 18 日對學生發送學系之關懷通知，5月 21

至 25 日由導師依學系提出之關懷名單進行輔導，5月 28 日至 31 日學系可依各系

需求寄發家長通知信函。 

2. 北一區暑期通識跨校課程已於 5月 10 日至 18 日間選課登記完畢，共計 794 人登記

(其中 14 人為北二區同學)，北一區學生至北二區登記選課共 73 人，其中符合北

一區認定 5科之選課學生計 53 人，目前 mail 至夥伴學校進行審核。北一區各夥

伴學校於 5月 22 日到 28 日審核學生之選課資格，中心學校並於 6月 1日公告初

選名單。 

3.100 學年度暑期班，僅規劃開設一期課程，授課為期六週或九週，報名時間為 6/27。

相關訊息業於 5月初發函至各學系，並提供各學系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不及格人

數超過三分之一之必修科目列表，以為學系暑期開課參考。 

4.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課程，提前於暑假期間授課申請，總計有 8科次，分別為經濟

學系碩士班 1 科；企管系碩士班 3 科；企管系碩士班 E 組（國際商管學程）3 科；

資管系學士班 1科。 

 

【招生】 

1.101 學年度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於 4月 1日分兩校區舉行甄試， 4 月 13

日第四次招委會議決最低錄取標準及正備取名額，4月 16 日公告錄取名單並寄發成

績單。統計名額內正取 577 名、備取 491 名。名額外正取 25 名、備取 17 名。目前

確定聲明放棄者共 11 名。 

2.外國學生於 4月 1日至 30 日受理申請，招生名額共 161 名業於 5月 10 日將申請表

件送交學系審查，預訂 5月 30 日公告錄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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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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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六）現場繳件報名。統計報名人數共 36 名。將於 5 月 27、28 日舉行

考試，預定 6月 9日公告錄取名單。 

4.101 學年度海外僑生（含港澳）申請本校碩、博士班計有：碩士班 8件、博士班 1

件，經函學系審核錄取標準，碩士班合格 3件、不合格 5件；博士班合格 1件。 

5.1 學年度派外人員子女申請返國升讀本校學士班共 4名（心理系 1 名、英文系 2 名、

會計系 1名），業將申請表件送學系審查是否符合錄取資格。 

6.教育部招生規定，招收轉學生全校缺額得跨系流用。本校招委會審定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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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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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集中城中校區舉行考試。預定 7月 31 日公告錄取名單。 

7.101 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甄試招生名額共 20 名，經身障委員會錄取分發 17 名，除

財精系腦性麻痺 2名及國貿系視障 1名未獲分發外，其餘提供名額學系皆足額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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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有來自 63 所高中 242 位學生報名，198 位高三學生獲參加資格，活動當日實際參

加學生共 144 人，報到率 73%（去年 82%）。 

9.5 月份進行宣導者計有：5/12「認識東吳-與高中生對話」、5/22 赴陽明高中學群講

座（法律系法思齊）、5/23 赴台中東山高中博覽會、5/24 赴陽明高中學群講座（企

管系尚榮安）。 

 

【教務行政】 

1.辦理畢業典禮相關事宜： 

（1）5月 10 日(四)召開畢典第三次籌備會議，確認各院畢典各單位工作進度、場外

布 

     置形式、台上師長座位圖、傳賢堂教官分布圖。 

（2）製作傳賢堂二旁播放檔案(powerpoint)之版型，轉寄五院完成製作。 

（3）製作典禮台上師長座位圖之名牌，供事務組張貼。 

（4）製作各院工作名牌、觀禮證（外語學院）、典禮台上各院程序單(附國歌及校歌)、 

     畢業典禮須知手冊等相關文宣。 

（5）繪製各院傳賢堂座位平面圖供各院張貼傳賢堂門口、綜合大樓 4 樓教室外走廊。 

（6）場外布置之大圖輸出及文宣(關東旗、易拉展、畢典海報)完稿檔案交廠商製作輸

出。 

（7）5月 15 日提前完成城中校區畢典場外布置，使城區畢業生有較充裕時間拍照留

念。 

（8）即時更新畢典專屬網頁之相關訊息；上傳 99 學年度各院畢典照片於下載專區。 

2.辦理東吳中英文檢測事宜： 

（1）篩選報名學生應考資格，彙整名單後送請註冊組審核。 

（2）安排 5/26 英檢統一考試教室分配表，此次考生計 2,505 人(電子化校園報名者

212 人，正在修大二外文者為 2,293 人)、共需 34 間試場。製作考生簽到表。 

（3）5/18 函知所有考生相關考試訊息，並公布考場座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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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10 進行英檢試題複審。 

（5）印製試卷、裝袋、彌封；發送監考通知。 

（6）研究生協助中文檢定施測，已於 4/30-5/11 兩週至大一國文各班完成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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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六月 

一、 第1哩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籌備工作：(1)5/8與各學系召開協調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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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務員招募

工作，除由各學系推派班服員37位外，餘43位服務員由學務處甄選。甄選工作已

於5/21完成，共65位同學參與甄選，順利選出各組服務員34位及班服員9位，錄取

率66％，將於6/18(一)暑假開始展開服務員訓練。(3)學務處工作團隊部分，已於4

月開始進行籌備工作。 

二、 100學年度第2學期愛校生活服務學習：生輔組於5/30、5/31於兩校區舉行「愛校生

活服務學習反思暨成果發表會」。感謝學務處各組、總務處事務組、教務處註冊組、

體育室、游藝廣場於學期中辛勞帶領。 

三、 優秀應屆畢業生文宣展出：配合100學年度畢業典禮舉行，生輔組5/28(一)起於雙

溪藝廊規劃及製作優秀應屆畢業生大型文宣背板，背板中將展示優秀應屆畢業生

畢業感言。 

四、 外籍人士、學生聘僱注意事項：4/24勞工局來文宣導校內承商若欲聘僱外籍人士、

學生，需確認其具有合法之證件(居留證、工作證、學生證)，若查有非法之情形，

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規定將核處學校及承商罰鍰各15萬至75萬元。經調查本

校承商所聘僱之工作人員皆無外籍人士，承商督導小組除加強宣導外，亦請衛生

保健組核發外籍人士工作證時，協助確認其合法資格；另已建議招商委員會將相

關規定納入承商合約規範中。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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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於5/9(三)及5/10(四)在兩校區辦理，本次參與登記選舉

之學生會正副會長有1組候選人，選舉結果候選人獲得1,403同意票（總投票數1,917

票），當選人為會長社會系史任捷同學，雙溪副會長中文系張德慧同學，城中副會

長國貿系賴亮成同學；而14位學生議員候選人皆當選，名單分別為：（雙溪校區）

林彥伶、張紹琰、王純蕙、葉昕、葉欣怡、陳威廷、周政緯、林靖凱、楊郅傑等9

位同學，（城中校區）詹培昕、陳文松、游舒惠、王馥瑄、沈苑婷等5位同學，另

於5/29(二)進行學生議員補選，而各系系學生會之選舉結果將由各系系學生會自行

公告。為傳承東吳優良的學生自治傳統，於6/1（五）晚間在雙溪校區望星廣場及

舜文廳辦理「交接典禮暨交流餐會」。 

六、 社團辯論交流：(1)蘇州大學之東吳辯論社於5/10(四)至5/15(二)來台辯論交流行，

期間與本校「正言社」、台灣大學及政治大學以新制奧瑞岡制進行辯論。(2)5/6正

言社辯論隊獲中華青年交流協會舉辦之「2012第十一屆兩岸大學生辯論賽」選拔

賽評定成績優異，取得台灣參賽代表權，將於7/20(五)-7/29(日)前往大陸福建省與

兩岸共計16支大學代表隊伍競賽。 

七、 2012自強隧道論壇-學生事務與社團輔導學術研討會：課外組6/8(五)在本校雙溪校

區國際會議廳舉辦，約80位來自全國各大學校院學生事務工作人員參與。 

八、 101年暑假服務隊聯合授旗典禮：將於6/18(一)於16：30至19：00在本校雙溪校區

松誼廳舉辦，本次共計19支服務隊參加授旗典禮。 

九、 「享受吃，快樂動」健康生活班： 衛保組4/18-5/31共辦理7週，目前活動累積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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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6人次，體重下降幅度約3至5公斤，體脂肪下降2-3%，無增重者。 

十、 「東吳小活龍」健康生活大型宣導活動：衛保組6/5(二)中午於望星廣場舉行，宣

導健康生活型態、健康飲食與健康體能3大重點，歡迎大家踴躍參加。 

十一、 新生體檢廠商招標作業：承辦本校100學年新生體檢廠商--啟新診所，辦理業務

認真積極，配合度高，合於招標小組會議決議之續約條件，依體檢招標小組會

議決議，於5/4予以續約1年，承辦101學年新生體檢業務。 

十二、 北一區輔導諮詢中心專題論壇：由心理諮商中心於5/24(四)8:30-12:00於城中校

區5211會議室辦理「大學校園亞斯柏格輔導實務研習」，邀請台師大特殊教育學

系張正芬教授主講，開放北區輔導相關人員56名參與。 

十三、 溫馨五月天陪伴漸動人-一日志工服務活動：5/12(六)辦理，以漸凍人的生命經

驗為主軸，參與對象除心理諮商中心志工外，並由音樂系彭廣林老師帶領本校

音樂系學生及古典音樂社同學共同進行，本次參與者共53人，整體回饋4.6分(5

分量表)。 

十四、 校園性別空間體檢調查：依本校性別會決議，本校性別相關空間檢視每兩年調

查一次。本次心理諮商中心規畫於5/23-6/10針對本校教師職員及學生，進行「校

園性別空間體檢」調查。教師職工部分以e-mail及電子問卷方式，雙軌收集問卷；

學生部分透過召開施測說明會，邀請本校各班班代及愛校服務小組成員協助調

查，整體預計實施1,600份，調查結果後續提供總務處作為性別空間改善參考。 

十五、 東吳大學優良導師獎勵：(1)相關辦法之擬訂：本校優良導師獎勵辦法已於5/9學

生事務會議通過，亦已經校長發佈實施，考量學年主管更易情形，有關優良導

師評選委員會組成及執行辦法，後續將於暑假期間辦理。(2)熱心導師之選拔：

依據辦法，目前正進行學生連署推薦「熱心導師」選拔活動，5/23(三)、5/24(四)

進行全校班級及導師家族幹部說明會議，推薦截止日為6/5(二)。 

十六、 學生證照獎勵：5月份學生向生涯發展中心申請份數共有149件(商管50件、專技

人員2件、技能檢定8件、日語12件、英語13件、電腦54件、其他10件)。 

十七、 學生實習補助試辦計畫：經徵詢院系意見完成計畫修訂後，生涯發展中心已於

5/21發文各學系，申請期限為6/15。另該試辦計畫亦補助學生自行校外實習，將

另行宣傳。 

十八、 暑假留宿申請：本次宿舍暑假留宿申請，限制以暑修、補習、打工、僑生未返

僑居地等因素為主，開放松勁樓供男女生個人住宿申請，暑假個人留宿申請時

間至5/28止，並於5/30公佈審查結果；另開放楓雅樓提供社團營隊使用，因今年

營隊申請較往年多，計有11支營隊，最晚住宿期間至8/5，原訂宿舍空間清潔打

掃時程皆提前作業。 

十九、 台北市北區大學生租屋合作組織工作坊：為使北區租屋合作組織在租賃業務方

面拓展更臻完善，住宿組已於5/4(五)邀集崔媽媽基金會與北區各校舉辦「租賃

業務承辦人知能研習」工作坊。會中邀請崔媽媽基金會義務律師，針對與各校

合作之招租房東網路個資如何保護主題進行共同討論。 

二十、 租賃生社區服務：為培養租賃學生服務的觀念，住宿組於5/26藉由社區掃街活

動，帶領校外租賃的同學協助服務所在社區，使租賃生更貼近在地生活，並讓

社區煥然一新；同時鼓勵租賃生瞭解鄰近社區，活動後將帶租賃伙伴至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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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教育中心（剝皮寮歷史街區），認識萬華區的歷史。 

二十一、 學生社團「101年5/5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榮譽：(1)西洋擊劍社：法二蔡岳

倫、法三蔡萬揚、經濟四朱昌偉、國貿三黃新豪榮獲男子銳劍團體組銀牌；會

計B嚴孝文榮獲女子鈍劍個人組銅牌；法三蔡萬揚榮獲男子鈍劍個人組銅牌；一

般男生組女生組擊劍團體錦標第六名。(2)跆拳道社及一擊跆拳道社：英文三王

筱安榮獲跆拳道項目第七量級第三名；法律四雷衣綺榮獲跆拳道項目第四量級

第七名；財精一彭楷中榮獲跆拳道項目男子第六量級第二名。(3)空手道社：社

工一陳奕翔榮獲一般男生組個人對打第一量級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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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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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件。 

（二）視聽設備維護：支援各教室視聽設備（含維修）計 78 次。 

（三）工友支援派工：支援各單位勤務（如場地布置、物品搬遷…等工作）共 59

人次。 

（四）通過雙溪校區 101 年消防設施安檢合格。 

（五）完成微生物系增設及維修實驗室緊急照明燈十五具。 

（六）完成第一、二教研大樓防煙垂壁增設、維修工程。 

（七）完成垃圾場污水池清理。 

（八）傳賢堂內鐘聲已於 5/20(日)處理完畢，爾後辦理活動不會再出現鐘聲問題。 

（九）本月辦理電算中心微軟 CA 授權驗收。 

（十）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次招商委員會。 

（十一）完成理學院毒性化學物質執照更新。 

（十二）完成大專院校輻射作業自主檢查。 

二、近期辦理中之工作： 

（一）申請本校污水排放執照更新。 

（二）辦理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100 學年第三次委員會相關作業。 

（三）化學系、微生物學系輻射防護器材年度校正及人員接受劑量安全評估。 

（四）綜合大樓傳賢堂內部裝修（消防管線更新配合施工），各項工程預計於 6月 4

日開工，8月 10 日前完工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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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辦理二校區下列工程案開工前之準備作業，以利暑假施工： 

（一）雙溪校區污水下水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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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校區籃球場面層更新工程。 

二、辦理雙溪校區各建物及公共空間修繕維護作業計 54 件。 

三、依「用電檢討與策進」專題報告內之節電措施，持續列管辦理。 

保管組： 

一、自 101 年 4 月 21 日至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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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筆（金額605,633元），財產報廢32筆（金額524,323

元），財產移轉 227 筆。 

倉儲管理：文具紙張發放 43 次，電腦耗材發放 21 次，清潔用品發放

14 次，紀念品發放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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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管理：傳賢堂使用 6場次（8時段），國際會議廳使用 22 場次（25

時段）， B013 研討室使用 16 場次（18 時段），G101 大會議

室使用 19 場次（22 時段），R0101 普仁堂使用 20 場次（26

時段），R0112 戴氏會議室使用 14 場次（19 時段），餐廳貴

賓室使用 2場次（2時段）。 

招待所申請：10 件。  

二、重要辦理事項： 

（一）本校有部分建物建照圖、使照圖或缺損或散失，最近已向台北市建管處申請

取得補齊，現正整理圖說資料，歸檔保存。 

（二）配合 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學位服已發放 1260 餘件，尚進行中。 

三、近期規劃工作： 

（一）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當日，需要本組配合支援的相關工作，正積極準備中： 

1.聯合服務台現場租借學位服。 

2.準備各場次典禮台上的師長學位服，布置各場次間的師長休憩場地。 

3.典禮結束後將回收歸還的學位服，登錄系統、整理送洗。 

文書組： 

一、公文收發業務自 101 年 4 月 16 日至 101 年 5 月 15 日止，共計收文 1,149 件，其中

紙本收文為 192 件，電子收文 957 件，電子收文比率約為 83%；發文共計 219 件，

其中紙本發文（不適用電子交換者）137 件，電子發文 82 件，電子發文比率約為

37%（可電子交換比率則為 100%）。 

二、郵件（含公文）交寄業務自 101 年 4 月 16 日至 101 年 5 月 15 日止，寄送各類郵件

共 4,334 件（計平信 501 件、限時 25 件、掛號 399 件、限時掛號 87 件、航空 18

件、印刷 2,943 件、其他 361 件），共支用新台幣 6萬 9,637 元整。 

三、101 年 5 月（5/1～5/20）全校性檔案之歸檔數量為 1,074 件。 

出納組： 

一、101 年 4 月份現金及銀行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244,905,237 元，支 226,805,842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行政程序。 

二、依據 101 年 4 月 30 日止日報表分析，本校資金配置明細如下：銀行活期存款 8.51%、

支票存款 2.57%、定期存款 71.56%、政府公債 15.01%、證券投資 2.35%。 

城區管理組： 

一、自 101 年 4 月 21 日至 101 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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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件，金額共計 1,312,949 元。 

財產管理：城中校區財產共增加 135 件、金額總計 921,130 元，報廢件數 41

件、金額 709,313 元，移轉件數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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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單件、電腦耗材領

用登記作業發放共 11 單件、清潔用品登記作業發放共 29 單件及

各單位紀念品領用發放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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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場次（31

時段）、5117 會議室使用 21 場次（23 時段）、2123 大會議室使用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4 次(101.6.4)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9 

29 場次（41 時段）、2227 會議室使用 32 場次（33 時段）。 

夜間出納：代收款項總金額共計 295,045 元。 

停車管理：進入汽車停車場停放車輛次數共 3,392 車次、機車停車場停放車

輛次數共 8,982 車次。 

收發業務：辦理各單位交寄郵件共 4,913 件，郵資 21,367 元。 

視聽設備維護：維修器材 105 件、支援 5211 及 5117 會議室使用 42 時段、

多媒體教室視聽器材借用共 10 件次。 

機電設施維護：維修水電設施 117 件、冷氣空調設施 5件、電信設施 4件、

場地支援勤務 27 件。 

二、近期已辦理完成之工作： 

（一）城區自助餐廳賣場 4台箱型冷氣機定期保養藥洗。 

（二）城區書局賣場汰換分離式冷氣機工程。 

（三）配合推動節電措施，第五大樓 B3、4F 汽車停車場照明及 1F~6F 走道照明燈

管實施數量減半。 

（四）第五大樓頂樓消防送水管止水閥及逆止閥更換工程。 

（五）第五大樓一樓及地下三樓電梯間地磚檢修工程。 

（六）城中校區游藝廣場牆面滲水壁癌檢修工程。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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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城區 2122 室 12KVA 及 4413 室 20KVA-UPS 設備檢修工程。 

（九）城區自助餐廳廚房截油槽設備定期保養工程。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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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1 年 5 月 7 日至 5月 15 日開始發放學位服。 

三、近期辦理中之工作： 

（一）第五大樓二、三樓外牆磁磚檢修工程。 

（二）第二大樓七樓西側樓梯間牆面滲水壁癌檢修工程。 

（三）賡續辦理城中校區各項節能省電措施。 

（四）第二大樓 2222 會議室加裝單槍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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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 
六月 

【研究事務組】 

一、 國科會 102 年度與原能會共同推動之「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與經濟部

能源局共同推動之「能源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與國防部共同推動之「國防科

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等 3項申請案，即日起公開徵求計畫構想書，請有意申請

教師於 101 年 6 月 7 日(四)下午 6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二、 國科會人文處 102 年度「台灣經驗實證資料分析及加值應用計畫」、「原住民部落

與社會發展」及「全球架構下的臺灣發展：典範與挑戰」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申

請案，僅徵求多項整合型子計畫，個別型或單一整合型計畫請勿提出，請有意申

請教師於 101 年 7 月 24 日(二)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三、 國科會「2012 年台印(度)雙邊科技合作計畫」申請案，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1 年

8 月 26 日(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四、 國科會2013年與斯洛伐克科學院雙邊合作研究計畫申請案，請有意申請教師於101

年 9 月 10 日(一)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五、 國科會 2013 年與東歐國家國際合作人員交流 PPP 計畫申請案，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1 年 9 月 17 日(一)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六、 國科會與國際維謝格勒基金會（International Visegrad Fund）推動相互選派博

士生或博士後研究員交流獎學金計畫案，請有參與意願之教師於 101 年 5 月 29 日

(二)中午前備妥相關資料擲交研究事務組，俾便辦理後續事宜。 

七、 國科會 101 年度「補助開發型及應用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申請案，請有意申請

教師於 101 年 7 月 4 日(三)前將計畫書概要及庶務申請表擲交研究事務組，俾便

辦理後續事宜。 

八、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設立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平臺」申請案，本次開放申

請 D類計畫，以校為單位提出申請，每類以申請 1案為限，學院如有意願提出申

請，請於 101 年 6 月 1 日(五)前與研究事務組聯繫，俾便安排計畫審查相關事宜，

計畫書電子檔請於 101 年 6 月 5 日(二)前傳送至承辦人 kiki@scu.edu.tw 電子信

箱，並將相關紙本資料及庶務申請表擲交研究事務組，俾便辦理後續事宜。 

九、 教育部「補助智慧電子產業個案撰寫計畫」，受理時間至 101 年 6 月 30 日(六)止，

以校為單位彙整提案，每校至多申請 4案，欲申請者請於 101 年 6 月 21 日(四)前

將相關資料及庶務申請表擲交研究事務組，俾便辦理後續事宜。 

十、 教育部「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規定設有育成單位之公私立大專校院方可提

出申請，創業團隊由各大專校院畢業生至少 3人組成，其中應有三分之二以上成

員為近 5學年度（應屆及前 4學年度，即 96 學年度至 100 學年度）畢業生，且團

隊之代表人應為近 5學年度畢業者。每校以申請 10 案為限，並由育成單位檢具創

業團隊營運計畫書及育成輔導計畫書提出申請，欲申請者請於 101 年 6月 8日(五)

前將電子檔傳送至承辦人 kiki@scu.edu.tw 電子信箱，並將相關紙本資料及庶務

申請表擲交研究事務組，俾便辦理後續事宜。 

十一、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102 年度「補助運動產業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自 1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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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一)起接受申請，欲申請者請於 101 年 11 月 23 日(五)前填具「教師

主持研究計畫投標申請表」並備妥相關申請文件擲交研究事務組，俾便辦理後

續事宜。 

十二、 國科會 101 年度「神經科學研究計畫」申請案，本校共計提出 1件申請案。 

十三、 「國科會 101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申請案，已彙整各學院推

薦教師資料並提送 100 學年度第 4次學術研究委員會討論。 

十四、 辦理本校教師接受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財團法人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法務部等 5件委辦研究計畫簽約

事宜。 

十五、 辦理本校執行國科會 100 學年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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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獎

勵金」及「100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6月獎勵金」撥付事宜。 

十七、 為配合國科會既有成果之推廣作業，函請逢甲大學及亞洲大學授權由本校辦理

英文學系王安琪教授執行國科會補助專題計畫「《馬克吐溫頑童流浪記》譯注計

畫」委託聯經出版相關事宜。 

十八、 為配合教育部補助翻譯成果之推廣作業，辦理本校前日文學系吳佩珍助理教授

「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藝術計畫-日本帝國時期臺灣文學文化研究論述翻譯計

畫」之成果著作授權契約書簽訂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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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補助 3位海外學者來臺講學之住宿費用、日文系羅濟立副教授申請「雷德

青年學者獎」補助出版學術或教學著作及會計系黃榆芳同學申請「Robert Rogers 

Accounting Scholarship」。 

二十、 簽請辦理本校 100 學年度第 1梯次研究計畫案管理費提撥事宜。 

二十一、 國科會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辦理之「中華民國 100 年全國研發狀況調查-大專

校院問卷」，已於 101 年 5 月 15 日將本校填卷情形之填卷調查底冊回覆台灣經

濟研究院。 

二十二、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 5月份通過校內各類獎補助案，共計有「胡筆江先生紀念

專款」3件，「戴氏基金補助教師交換研究及邀請學者講學」2件。 

二十三、 函請各學院院長推薦研究經驗豐富之教師擔任 101 學年度學術研究委員會委

員。 

二十四、 規劃 2013 年戴氏基金需求項目及金額，並送發展處辦理後續事宜。 

 

 

【國際合作組】 
一、 辦理交換生及交流生相關事宜： 

（一）101 年 5 月 11 日辦理「International Dinner」活動，邀請外籍、陸籍交換生分

享家鄉傳統佳餚，本校共計 70 餘位學生參加。 

（二）101 年 5 月 19 至 20 日，辦理「在台灣中心，探訪台灣之心」志工培訓暨交換生

文化體驗活動，由國際事務志工學生共同規劃並參與活動，參與人數總計 34 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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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 

編號 系級 姓名 交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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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三 C 林姵名 復旦大學 

2 企二 C 邱婉瑄 復旦大學 

3 企三 A 王雅薇 復旦大學 

4 企三 A 黃柄諺 重慶大學 

5 企三 B 游舒惠 復旦大學 

6 企三 B 張安祺 復旦大學 

7 貿二 B 黃麥華 南京大學 

8 貿二 B 鍾婷安 南京大學 

9 貿二 B 羅 平 中國人民大學 

二、 辦理學生獎補助相關事宜： 

（一）公告「東吳大學交換學生獎學金」申請事宜。 

（二）公告「東吳大學外籍生獎學金」申請事宜。 

（三）公告 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赴國外研習第一期獲補助名單： 

編號 系級 姓名 補助金額(新台幣元) 

1 中二 B 吳玟瑾 生活費 14,750 元 

2 中二 B 姜佳宜 生活費 14,750 元 

3 政博六 李仰桓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五折（上限為 25,500 元） 

4 人權碩二 李盈萱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五折（上限為 25,500 元） 

5 人權碩二 黃曼婷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五折（上限為 25,500 元） 

6 人權碩三 陳博文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五折（上限為 25,500 元） 

7 人權碩三 薛維萩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五折（上限為 25,500 元） 

8 英二 C 陳品錡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三折（上限為 6,030 元） 

9 英三 A 游易哲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五折（上限為 25,500 元） 

10 英四 A 蔡欣甫 生活費 29,500 元 

11 英四 B 蔡明臻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五折（上限為 25,500 元） 

12 英進延 簡心瑜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五折（上限為 25,500 元） 

13 英碩三 黃敏淳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五折（上限為 25,500 元） 

14 日三 C 韓  潔 生活費 38,350 元 

15 法四 D 羅琬婷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三折（上限為 15,300 元） 

16 經二 A 賴玉衡 生活費 29,500 元 

17 會四 D 吳祥逸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18 企三 D 王郁涵 生活費 36,875 元 

19 貿一 B 張譽馨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20 貿二 A 黃為暘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21 貿二 B 楊里崎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22 貿三 A 林妏容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23 貿三 A 李敏慈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24 貿三 A 黃品智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25 貿三 A 游郁萱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26 貿三 A 趙瑞華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27 貿三 A 呂禕庭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28 貿三 B 謝蓓蒂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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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貿三 B 江宜芳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30 貿三 B 林翠仙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31 貿四 A 林宛萱 生活費 36,875 元 

32 貿四 B 王依立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33 貿四 B 林妙謙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34 貿四 B 蔣佳蓁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35 貿碩企一 劉佩如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36 貿碩企一 陳慈萱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37 貿碩企一 黃婉婷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38 貿碩金一 陳靜佳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39 貿碩金一 黃韻樺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40 貿碩金一 陳佑鎮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41 貿碩專一 王冠傑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42 貿碩專二 柳東儀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43 貿碩專二 胡孝宗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44 貿碩專二 陳子平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45 貿碩專二 徐珊菁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46 貿碩專二 劉素賓 核實列支機票費之四折（上限為 6,440 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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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辦理國際及兩岸交流營隊相關事宜： 

（一）公告「2012 年日本學習院大學夏季暑期短期日語研修團」報名事宜。 

（二）辦理西南大學「體驗西大體驗重慶臺灣大學生夏令營」活動報名評選及行前作

業。錄取名單：英文系二年級 B班王珮錡、數學系三年級梁芸婕、心理系一年級

邱宇箴、心理系三年級鄭雅文、企管系三年級 C班侯德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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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事宜。 

（四）公告蘭州大學「海峽兩岸學子絲綢之路新聞夏令營」活動報名事宜。 

（五）辦理重慶大學「2012 年海峽兩岸大學生三峽文化夏令營」活動報名評選及行前作

業。錄取名單：中文系三年級 C班楊琇婷、中文系三年級 C班鄧又寧、經濟系二

年級 B班呂子怡、企管系三年級 D班邱雅芝；備取：國貿系三年級 A班李敏慈。 

（六）公告武漢大學「2012 兩岸青年交流營」活動報名事宜。 

（七）公告「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暑期學校」推薦錄取名單：法律系三年級 B班蔡昕穎。 

（八）辦理 2012 年度學習院大學夏季短期日語研修團活動報名及薦審作業。錄取名單：

日文系三年級林昀、英文系四年級施盈伃、法律系四年級胡毓如；備取：日文系

二年級陳韻凡。 

四、 接待外賓蒞校參訪： 

（一）101 年 5 月 21 日接待江蘇省常州行政學院陳國輔常務副院長一行 10 人蒞政治系

交流座談。 

（二）101 年 5 月 23 日接待西安歐亞學院劉瑾副院長一行 6人蒞校參訪。 

（三）101 年 5 月 28 日接待蘇州大學校務委員會高祖林副主任一行 4人蒞校晤訪。 

五、 舉辦或參加業務相關會議： 

（一）101 年 5 月 7 日，國際合作組余孟儒助理赴國立臺灣博物館參加臺灣歐洲聯盟中

心舉辦之「Europe Day」活動，拜會該中心鄭家慶執行長洽談相關國際事務合作

事宜。 

（二）101 年 5 月 21 日，國際合作組余孟儒助理於出席「東吳大學 102-103 年度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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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大學較學卓越計畫」線上提報說明會外雙溪校區場次。 

 

【企劃組】 

一、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作業 

(一) 規劃辦理「推動學院建立特色計畫」 

1. 101 年 5 月 1-4 日擬訂 101 學年度推動學院建立特色計畫作業規劃。 

2. 101 年 5 月 7 日研究事務長邀集各學院院長討論本案作業規劃。 

3. 101 年 5 月 11 日「推動學院建立特色計畫」作業規劃經討論修訂後，函送各

學院辦理計畫申請作業(公文公文文號 1011600105)。 

4. 規劃學院特色計畫審查作業細節。 

(二) 規劃辦理「因應組織調整校務發展計畫」 

1. 101 年 5 月 10 日草擬「因應組織調整校務發展計畫」作業規劃案，於組內第

一次討論。 

2. 101 年 5 月 24 日修訂調整作業規劃，於組內進行第二次討論。 

3. 洽人事室、會計室釐清相關問題。 

(三) 計畫系統 

1. 規劃「101 學年度計畫系統-計畫查詢列印」功能及相關表單，101 年 5 月 24

日組內討論。 

2. 101 年 5 月 30 日提系統作業需求單。 

(四) 101 年 5 月 25 日提送「101 學年度重要校務計畫」給會計室編製「101 學年度預

算書」。 

(五) 六月份工作重點 

1. 「推動學院建立特色計畫」：確認計畫審查作業、彙收各學院提出之特色計畫

提報表及外審委員名單相關資料、陳核外審委員名單及邀請委員、各學院特色

計畫提報表送外審。 

2. 陳核「因應組織調整校務發展計畫」作業規劃(草案)。 

3. 確認「101 學年度計畫系統-計畫查詢列印」功能需求執行情況。 

二、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計畫異動 

(一) 101 年 5 月 22 日召開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專案審查會議，審理教務處教務行

政組「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預算不足之經費」案，會議紀錄已於 101 年 5 月 25

日簽陳校長核定(文號：1011600118)，將函知教務處教務行政組核定結果。 

三、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 

(一)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原則」經提送 100 學年度第 11 次行政會

議討論通過，於 101 年 5 月 11 日奉校長核定在案(公文文號：1011600104)，101

年 5 月 18 日函知全校各單位(公文文號：1011600109)。 

(二) 101 年 5 月 22 日召開「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前置作業會議」，由研究事

務長擔任主席，三管考小組召集人及秘書與會，依據會議決議重新調整管考小組

成員人數及計畫核定金額 50 萬(含)以上單位簡報方式。 

(三) 六月份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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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函請各學院推薦管考小組委員名單。 

2. 辦理單位自評作業說明會。 

四、教育部 100 年度大學校務評鑑 

(一) 101 年 5 月 1 日依高等教育司要求，簽核「各校依大學法第 5 條規定進行自我評

鑑相關機制檢核表」。 

(二) 聯繫教育部高等教育司，了解各大學申請免受教育部評鑑相關規劃與時程，相關

詳細資訊待六月份公佈。 

(三) 101 年 5 月 21 日辦理 100 學年度校務評鑑指導委員第二次會議，會中討論自我改

善計畫及調整作業時程。會後相關單位修改補提計畫後，陳核「100 年度校務評

鑑自我改善計畫」。 

(四) 擬訂於101年 5月 29日函請各相關單位依據規劃辦理自我改善計畫並於102年 1

月 15 日前提報成果。 

五、 教育部獎補助提報作業 

(一) 教育部於101年 5月 2日函覆同意核撥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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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1 年 5 月 7-8 日更新本校「教育部獎補助專案網站」資料。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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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1 年 5 月 18 日組內討論修改，本案刻正處理中。 

(四) 101 年 5 月 15 日會計事務所查核 100 年度獎補助作業之內部控制制度，並依據

查核員之建議，重新修訂控制重點。 

(五) 於 101年 5月 14-16 日及 21-23 日整理 99、100及 101年度獎補助作業檔本資料。 

(六) 六月份工作重點 

1. 併同 101 年度獎補助經費核撥後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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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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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1 年 6 月 8 日前會計室提供 101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計畫執行進度表，執行率

低於 70%之單位須於 6月 13 日前提出改進說明。 

4. 101 年 6 月 22 日前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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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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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5 日通知，101 年 3 月

表冊填表截止日期及開放修正前(100.10)期及本 (101.03) 期表冊數據事宜。於

101 年 5 月 3 日函知 101 年 3 月表冊彙整填報單位，確認填報表冊數據是否需申

請修正(公文公文文號：1011600101)。 

(二) 經調查修正表冊數據需求，簽陳申請修正前(100.10)期研 4.「學校學術研究計

畫成效表」、研 5.「學術補助專任教師研究、升等、進修之獎補助人次及金額表」

及本 (101.03) 期研 9.「學校承接產學計畫經費表」等表冊數據(公文文號：

1011600103)。申請修正表冊皆於 101 年 5 月 16 日完成線上修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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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據教育部規定(公文文號：1019001522)，完成 101 年 3 月表冊線上檢核作業並

列印紙本核章，於 101 年 5 月 22 日函送教育部及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小組存查

(公文文號：1011600113)。 

七、其他行政事務 

(一) 依據學生事務處規定完成 100 學年度工讀生考核表，提出 101 學年度工讀生需求

表。 

(二) 完成檔案資料建檔及更新。 

(三) 六月份工作重點： 

1. 辦理辦公空間調整相關事宜。 

2. 檔案資料整理。 

3. 組內財產清點及處理財產報廢及增加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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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處 
六月 

一、100 學年度（100.08.01-101.05.30）募款金額：39,747,048 元。101.05.01 至 101.05.30

捐款金額為新台幣 2,038,770 元，捐款人數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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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原孫 100,000 法律系傑賽普專用款 

唐松章 200,000 校友服務組-東吳校友凝聚力提昇計劃

陳調鋌 400,000 數學系系友會獎學金 

陳宏正 200,000 政治系發展專款 

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 
200,000 商學院 EMBA 約聘組員薪資 

二、 捐款回饋致謝： 

1. 五月寄發謝函共計 102 張，捐款收據共計 124 張。 

2. 五月份寄發五月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46 張。 

三、 101 學年募款計畫： 

1.  101.05.16 討論 101 學年募款工作，並擬定募款工作流程。 

2.  101.05.22 發函校內一級單位請求提供募款求項目。 

3.  101.06.15 各單位募款需求項目截止收件。 

4.  預計 101.07.31 前召開募款工作會議。 

四、 擬定增進小額及定期定額募款企劃： 

1.  101.05.16 接洽中國信託商業銀行爭取辦卡回饋方案。 

2.  預計 7 月底前寄發募款 DM。 

五、 「東吳感恩節－捐款人一日遊」活動： 

1.  101.05.15 進行宜蘭場勘並確定景點。 

2.  101.05.21 確定即日起捐款全校性需求項目，捐款達新台幣 1500 元，即獲個人 

免費參加優惠、捐款達 5000 元，捐款人及眷屬 3 名免費優惠。 

3.  101.05.30 寄發活動 DM。 

六、經營各校、系友會：  

1. 規劃潘校長八月美國之行，行程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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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配合此次行程一併參訪南加州大學

（USC）與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UCLA）進行交流學習。 

2. 規劃潘校長與台灣各地校友會有約：  

(1) 101.05.15 簽請企劃書，預定拜會基隆、台北、新竹、台中、雲林、嘉義、以

及高雄計 7 個校友會。 

(2) 高雄場次：預定 101.06.20（星期三）18:30 假漢來大飯店巨蛋會館餐敘。 

(3) 新竹場次：預定 101.06.29（星期五）18:30 假何家園庭園餐廳餐敘。 

3. 台北市東吳大學校友會家庭一日遊「華陶窯懷舊之旅」： 

(1) 台北市校友會將於 101.06.30（星期六）於苗栗華陶窯舉行一日遊活動，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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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教職員、會員眷屬一同共襄盛舉。 

(2) 截至 101.05.29 止，共計 35 名校友報名參加。 

4. 撰擬潘校長恭賀蔡定平（物理系 72 級）與伍光仁（物理系 71 級）兩位校友榮陞

新職信函，並於 101.05.30 配合寄發。 

5. 規劃 101 學年度校友薪傳專題系列講座─「發掘自己成功的 DNA」，本活動將由

校友總會與發展處聯合主辦，第一場預定 101.09.14（星期五）於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邀請潘懷宗學長（化學系 72 級）蒞校主講。 

6. 規劃台南地區校友聯誼活動，預定 101.11.24（星期六）假台南中信飯店舉行，預

計席開 20 桌。 

七、校友刊物發行： 

1.  《東吳校友》雜誌第 22 期： 

        (1)101.05.10 專訪 EMBA 聯誼會龐開堅會長（企碩專 93 級） 。 

        (2)101.05.11 專訪財政部政務次長徐仁輝學長（經濟系 66 級）。 

        (3)101.05.15 本期獲 8 家校友企業贊助，金額總計 NT$204,000，包括永豐商業 

          銀行(股)公司、台灣福興工業(股)公司、台灣三洋電機(股)公司、台灣日立綜 

          合空調(股)、奇昇電腦顧問(股)公司、富邦產保(股)、富蘭克林證券投資顧 

          問(股)公司、第一產物保險(股)公司。 

        (4)101.05.16 封面與內頁設計、排版。 

        (5)101.05.24 第一版校稿。 

        (6)101.05.29 第二版校稿，封面設計上陳。 

八、校友接待與服務： 

    1.  5 月份代辦校友成績單、證書共計 26 人次。 

    2.  5 月份受理校友返校拍攝婚紗 1 件，尋人 0 件。 

九、電子化校友聯繫與服務： 

1. 截至101.05.29止，校友電子郵件信箱地址筆數共計42,010筆。 

2. 截至 100.05.29 止，校友動向資料庫校友資料 110,294 筆，其中聯絡筆數 86,869

筆、失聯校友筆數 22,810 筆、已逝校友筆數 615 筆。 

3. 寄送 5 月電子生日賀卡 6,827 份。 

4. 截至 101.05.29 止，計有 748 位校友申請免費電子信箱。 

5. 截至 101.05.29 止，計有 1,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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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近百個就業機會─歡迎東吳畢業校友洽詢」、「專屬

東吳人的就業機會 本週截止報名」、「第七屆週末語堂藝文講座優惠報名訊

息」、「2012 年 Y2K 英語夏令營校友、東吳教職員子女優惠方案 歡迎踴躍報

名」、「2012 Camp Y2K 活動輔導員招募」等。 

十、「東吳大學年輕校友海內外職場就業計劃」： 

1. 101.05.03（星期四）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辦企業徵才說明會，8 家合作企

業代表與會說明，總計 58 人報名參加。 

2. 101.05.03~101.05.25 各企業進行徵選作業，預定 101.06.06 前公告錄取結果。 

3. 預定 101.06.09~101.06.10 舉辦「職前培訓暨行前說明會」。 

4. 預定 101.06.28 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辦「就業啟航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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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學卓越計畫： 

1. 101.05.04 請購「畢業生問卷系統」客製化分析報表功能。 

2. 101.05.16 郵件公告招募電訪工讀生，預計 101.06.20 進行徵選與培訓工作。 

十二、教育部方案96-99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1. 本方案於 101.05.31 結束，配合教育部規定於 101.05.31 將結案報告、賸餘款支

票、以及收支結算表報部審查。 

十三、教育部高教司「畢業生流向調查」： 

1. 101.05.25 協助師大確認「99 學年度畢業後一年之流向調查」100 級畢業生名單。 

2. 截至 101.05.29 止，協助師大發放禮券共 18 份。 

十四、101 級畢業生紀念品--雕刻筆記書： 

1. 第一波發放時間為 101.05.01-101.05.12，已於兩校區擺台，共發放 1,926 本。 

2. 第二波發放時間為 101.06.02-101.06.03，將於畢業典禮聯合服務台發放。 

十五、101 級畢業生祝福影片： 

1. 101.05.10（星期四）畢業典禮籌備會議中，與會師長一致通過，將於 6/2、6/3 各

院畢業典禮中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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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六月 

◎人文社會學院： 

1. 5 月 1 日開始，由本院創意人文學程、人文社會研究室共同主辦，舉行「第三屆

人文社會 GIS 數位化繪圖競賽」活動。本競賽主題範圍不侷限，但鼓勵參賽同學

們運用 GIS 的特性，繪製出東吳大學兩校區、雙溪校區周邊及臺灣各地不同的人

文社會風貌（如校園民歌、雙溪景點、人口分布、社會住宅、社區服務、古蹟文

化、詩詞曲賦、藝文據點等）。收件截止日期為 5月 20 日，之後再由評委進行審

查及頒獎。 

2. 5 月 1 日社會系石計生老師「地理資訊系統社會學」課程舉辦協同教學，邀請國

立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黃映翎老師蒞校演講，主題為：社會人文 GIS

的操作與實踐，共有 30 位同學參與，老師現場進行 GIS 實作，讓同學更加貼切的

瞭解 GIS 的特色與深入淺出的操作方法。 

3. 5 月 7 日舉辦「創意人文講座」，由社會系石計生老師主持並邀請國立交通大學

音樂研究所專任助理教授高雅俐老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戰後台灣佛教創

新佛曲的發展」，共計 28 名學生參與。 

4. 5 月 15 日召開人文社會學院第八次主管會議，共有三個議案，第一案確認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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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第二案討

論 101 學年度資料庫薦購排序事宜，第三案討論 101 學年度「推動學院建立特色

計畫」提報作業事宜。第一案經由各單位主任確認後，將請各單位提供校務發展

計畫資料；第二案已確認 8件本院薦購資料庫之排序；第三案於會議中討論後，

初步規劃 4個計畫案，分別請政治系/人權學程、社會系，以及社工系提出計畫構

想書，預計將於 6月份主管會議再進一步研議特色計畫內容。 

5. 5 月 15 日進行「創意人文學程第六次作業小組會議」，參與者包括院長及 4位老

師。此次討論議程有：101 學年度申請創意人文學程學生名單審核、實習分發討

論、期末成果展討論、暑期工作坊討論以及補助案討論。 

6. 5 月 16 日進行「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第六次作業小組會議」，參與者包括院長及

3位老師。此次議程有：101 學年度申請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學生名單審核、實習

分發討論、主婦聯盟單位成果展討論、暑期工作坊討論以及補助案討論。 

7. 5 月 16 日召開召開本院 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第二次籌備會議，確認本院畢業典禮

場次之實施計畫內容，逐項確認畢業典禮程序、各單位集合時間與地點，確認工

作人員任務編組。並預計於 5月 31 日上午 9：00 在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召開畢業

典禮細流會議、上午 10：00 前往傳賢堂進行預演事宜。 

8. 5 月 16 日在第一教研大樓戴氏基金會會議室舉辦本院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導師研

習會議，本次邀請到 104 人力銀行研發中心協理、同時也是本校心理系兼任助理

教授王榮春先生擔任主講人，與本院師長分享「憤怒鳥時代․老師如何不抓狂」，

共計 41 名老師參加。在王榮春協理分享之前，先由生涯發展中心張彥之主任向在

座各位師長介紹生涯發展中心的各項業務內容，並且介紹數個特色計畫，歡迎老

師將相關資訊帶回所屬學系或課堂中供學生參考，並鼓勵學生踴躍申請。緊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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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榮春協理以現在時下最夯的「憤怒鳥」開場，分享一些國內外案例以及自己

親身的經驗，提供老師們如何轉換心態、調適心情，特別是在老師日益增加教研

輔服的壓力下，「如何不抓狂」真的是需要透過智慧與經驗累積的學習課題。 

9. 5 月 18 日歷史系謝士淵老師「博物館公眾歷史」課程舉辦協同教學，邀請五觀藝

術事業總編輯桂雅文老師蒞校演講，主題為：文創時代的博物館和我有什麼關係，

共有 50 位同學參與，透過國外博物館與藝術管理新思潮的引介，引發同學更具遼

闊的博物館視野，講題並著重於台灣博物館事業發展的討論。 

10. 5 月 21~25 日本院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與財團法人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於第

二教研大樓 1樓共同舉辦非營利組織特展，主題為「超越 25『主婦的力量 綠色

的力量』」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 25 週年慶影像展，內容介紹包括了機構緣起

故事、機構參與之行動、倡導議題以及他們堅持的理念，旨讓同學更加了解非營

利組織的多元性。 

11. 人社院 100 學年度第五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於 5月 23 日召開，會中通過 100 學年

度教師改聘、教師升等、教師評鑑、101 學年度專、兼任教師初聘、續聘、合聘

等共 19 案。 

12. 5 月 31 日由本院及中文系主辦第三屆「雙溪金曲獎」競賽活動決選，本活動旨在

發掘作詞譜曲明日之星，為修讀創意人文學程發展計畫課程及對創作感興趣之東

吳學子鋪展康莊坦途；其目的在培養學生成為劃時代音樂創作人，創作感動人心

的音樂詞曲。決選後會頒發獎狀及獎金以資鼓勵。 

◎中文系： 

1. 4 月 13 日~5 月 13 日，各科教師繳交期中考「學生學業關懷機制」之學習情況欠

佳者名單，由系辦公室彙整，後續轉請各班導師加強輔導。 

2. 5 月 1、7 日本系由鄭明娳教授主持，為馬來西亞拉曼大學圖書館及柔佛州居鑾德

教會紫鑾閣圖書館在臺灣募書，各募得 201 箱及 193 箱中文書籍，近期將運往馬

來西亞進行贈書活動。 

3. 5 月 3 日於綜合大樓 B0608 電腦教室由連文萍老師「文案寫作」課程邀請林翰忠

老師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演講主題：「繪聲繪影視訊剪輯應

用」。 

4. 四、5月 7日公布 100 學年度古典文學比賽默寫組及古典韻文創作組得獎名單，

詩創作組第一名從缺、第二名中二 A宋芷涵、並列第三名有中二 A鄒淑芬、江亞

儒、李孟娟、徐莉筑、佳作中二 A周靜怡、呂欣茹、劉艾琳、中三 B李少恩。詞

創作組第一名從缺、第二名中三 C吳育榕、第三名中三 C許詩婕、佳作中三 C劉

穎、鐘穎昀、黃銘佑。曲創作組第一名中三 A陳達毅、胡婉玲、第二名中三 A高

敬愆、中三 B李少恩、第三名中三 C余陳恩、中四Ｃ方俊凱、佳作中三Ａ林仲瑄、

楊祐欣、林雨承、陳孟瑄、中三Ｂ陳依雯、中三Ｃ陳立婷、馮元愷、梁逸安、陳

羿彣、沈晴、吳宜陵。默寫組第一名中碩一劉鎮溢、音樂四林新惠、中三Ｂ唐微

智，共 34 位同學獲獎。 

5. 5 月 7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

確認 100 學年度通訊系務發展委員會暨學系自評委員會會議紀錄、討論本系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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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與日本愛知大學雙聯學制案、101 學年度第 1學期中文系教學改進補助方

案申請案、101 學年度《翰苑英華》是否修訂、改版事宜、推選 101 學年度各委

員會或會議代表等議題。 

6. 5 月 7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舉行本系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教師

評審委員會，會中討論兼任副教授改聘兼任教授案、兼任助理教授送審助理教授

資格、兼任講師送審講師資格案、101 學年度師資培育中心聘任本系教授擔任合

聘教師案等議題。 

7. 5 月 7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會議室舉辦【國學講座】系列演講之一。主講人：

蘇州大學黃鎮偉教授；講題：唐詩的繁榮與傳播；主持人：許清雲老師。 

8. 5 月 9~11 日本系鄭明娳老師赴大陸上海師範大學參加「語文教學圓桌論壇」，並

受邀於論壇開幕式後進行主題報告。 

9. 5 月 10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317 教室由許清雲老師「應用文及習作」課程邀請法

學博士暨東吳之友基金會帥以仁會長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演

講主題：「升學與就業對話」。 

10. 5 月 14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舉辦本系第 170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主講

人：陳翔羚老師；論文題目：南曲曲牌［十二紅］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討論人：

李殿魁老師；主持人：羅麗容老師。 

11. 5 月 14 日圖書館莊永丞館長率編目組李明俠、採錄組陳育菁、參考組鄭雅靜 3位

組長蒞臨本系，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與本系林伯謙主任進行座談，討論

圖書經費分配、圖書薦購處理、館內軟硬體設施導覽、學科館員設置及發佈學系

重要期刊最新目錄等事宜。 

12. 5 月 15 日國家文官學院中區培訓中心辦理 100 年特等考試公務人員考試四等錄取

人員基礎訓練，敦聘許清雲老師擔任講座，講題為「經典研析」。 

13. 5 月 16 日本系公布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各類獎學金得獎學生名單，「財團法人景

伊文化藝術基金會獎學金」遴選出中博二鄭宇辰同學，獲得獎學金 20,000 元。「東

吳大學王兆綱先生勵志獎學金」遴選出中四 C陳姿妘、中三 A潘佩穎、中三 C鄭

昱琪、中二 B李昭穎、中進一王麗華，各獲得獎學金 6,000 元。「陳秀玲學姊清

寒獎學金」遴選出中二 B李昭穎、中進一王麗華，各獲得獎學金 5,000 元。「林

伯謙老師獎學金」遴選出中三 B李紫竹、中一 C楊涵婷、中三 B沈芳鈺、中四 C

林家琦、中二 A蘇靖婷、中三 A楊祐欣、中三 A曾婷荷、中一 A林冠宇、中四 C

李禔禎、中一 C朱佑繕，各獲得獎學金 2,000 元。 

14. 5 月 16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417 教室由蘇淑芬老師「詞選及習作」課程邀請成功

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王偉勇主任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演講主題：

「詩詞欣賞的要領」。 

15. 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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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格林威智藝術空間有限公司創意總監李竹旺先生執行「數位故事暨影像育成

──東吳中文系應用能力及專長培育計畫」，演講主題：「微電影趕流行，還是

為影視找出路」。 

16. 5 月 18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318 教室由陳台霖老師「故事書寫」課程邀請《天下

文化》主筆吳錦勳先生執行「數位故事暨影像育成──東吳中文系應用能力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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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培育計畫」，演講主題：「人物採訪寫作」。 

17. 5 月 18~24 日本系許錟輝老師赴大陸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參由國際儒學聯合

會、台灣中華孔孟學會、四川大學、台灣大學共同主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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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5 月 19日羅麗容老師受聘擔任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第四十屆鳳凰樹文學獎古典文

類古詞曲類評審委員。 

19. 5 月 20 日本系應屆畢業生於台北市老爺大酒店舉辦謝師宴，活動由中文系學生會

規劃，林伯謙、黃登山、劉文起、鄭明娳、沈心慧、劉玉國、林宜陵、涂美雲、

陳慷玲、鍾正道、王浩、徐德智共 12 位師長參與，與畢業生同樂，同學爭相拍照

留念，活動於熱鬧中圓滿結束。 

20. 5 月 20、27 日本系為執行「數位故事暨影像育成──東吳中文系應用能力及專長

培育計畫」舉辦二場創作競賽截止收件。「故事書寫比賽」以「青春飛揚──大

學生活的故事」為寫作題材；「劇本創作比賽」徵求 15 分鐘的演出劇本，得獎作

品將作為下學年「戲劇影像比賽」劇本。 

21. 5 月 21 日於綜合大樓國際會議廳由中文系學生會邀請知名電影導演林書宇執行

「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演講主題：「沉『靛』──在星空下沉澱」。 

22. 5 月 22 日於綜合大樓 B711 教室由連文萍老師「兒童文學及習作」課程邀請國語

日報副刊組主編湯芝萱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演講主題：「兒

童繪本的製作與傳播」。 

23. 5 月 23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507 會議室舉行 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共通課程「國文」

領域教學座談會，由林伯謙主任、侯淑娟、林宜陵老師與通識教育中心王行主任，

討論通識教育評鑑及加強與通識中心合作事宜。 

24. 5 月 24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419 教室，本系【系友講座】邀請 94 級系友李百育

學姊返校演講，講題：華語文教學領域之準備與甘苦談；主持人：沈心慧老師。

另於 D0419 教室，邀請台灣歌仔戲班藝術總監，也是本系 74 級系友劉南芳學姊返

校演講，講題：東方即興劇場／一種沒有「作家」的戲劇；主持人：侯淑娟老師。 

25. 5 月 25 日於第一教研大樓 R0101 普仁大講堂舉辦「第三十二屆雙溪現代文學獎決

審會議」。各組評審名單如下，現代詩組：鴻鴻、奎澤石頭、顏艾琳；散文組：

鍾文音、阿盛、張啟疆；短篇小說組：彭樹君、廖輝英、周志文。各組分別評選

出前 3名暨佳作若干。 

26. 5 月 25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201 教室由中文系學生會邀請知名電影導演楊雅喆執

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演講主題：「徬『黃』──那些關於成長

的故事」。 

27. 5 月 26 日由「財團法人景伊文化藝術基金會」贊助，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主辦、

本系協辦之「紀念林尹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會議廳舉行，

本系林伯謙、許錟輝、許清雲、黃登山、沈心慧、林宜陵共六位師長與會，會中

許錟輝老師、黃登山老師各以〈假借義例通釋〉、〈老子論用兵〉為題發表論文。 

28. 5 月 28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辦理 101 學年度博士班招生入學口試。 

29. 5 月 30 日，《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 18 期徵稿截止。 

30. 5 月 30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501 書法教室舉辦「100 學年度書法比賽」，共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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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系、歷史系、社工系、政治系學生參賽。 

31. 5 月 31 日，《東吳中文學報》第 23 期出刊，本期共收錄王文仁、王妙純、王璟、

李昱穎、周美華、林香伶、侯淑娟、張瑋儀、郭娟玉、陳逢源、陳靜容、楊果霖、

劉文起、謝世維、羅因等 15 篇論文。 

32. 5 月 31 日於哲生樓 H101 教室舉辦教育部獎勵教學卓越計畫──推動創意教學與

實務實習之人文社會學院創意人文學程「第三屆雙溪金曲獎」歌唱比賽，共 18 組

隊伍參賽，比賽邀請知名音樂製作人李昀陵老師、詞曲創作者張耀升老師擔任評

審。 

◎歷史系： 

1. 5 月 5 日歷史系大一「史學導論」B組課程之 17 位修課同學，以及本校國際學術

交流課程「中國文化與文明」之國際交流生 6人，由李聖光老師帶隊前往新竹縣

五峰鄉清泉部落的張學良故居進行史蹟田野調查。張學良故居其實是於新址上根

據故居原貌重建之日式木造房子，空間不大，裡面陳列張學良相關的歷史書籍、

照片以及他和趙一荻女士所使用過的物品，並設有一間紀錄片播放室，除了利用

大事年表呈現張學良的一生外，另將重點放在張學良與原配于鳳至女士以及紅粉

知己趙四小姐之間，至今仍為人津津樂道的感情生活。透過導覽與解說，同學們

可以對於這段長達 13 年的幽禁歲月有更深的體認。 

2. 本系五月份共舉辦了 7場演講： 

(1). 5 月 2 日邀請時報出版公司總經理莫昭平女士以「暢銷書 workshop」發表演

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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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月 7 日邀請台北故事館企劃部主任華安綺小姐以「撫台街洋樓的經營與管

理」發表演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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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人

在職場上的舞台」發表演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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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月 16 日邀請民視電視劇編劇、電影編劇高志峰先生以「從一部偶像劇的誕

生──看電視圈職場現況」發表演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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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系五月份共舉辦五場碩士班學生論文初稿發表會： 

(1). 5 月 7 日本系於 D0635 舉行碩士班論文初稿發表會，本次發表會由碩四許耀文

同學主講，論文題目為《探討高中生的歷史因果概念──以太平天國為例》，該

生為本系林慈淑主任指導，會中邀請清華大學歷史所張元退休教授擔任評論

人，碩四鄭富元同學擔任主持人，活動當天 3位研究生蒞臨觀摩。 

(2). 5 月 16 日本系於 D0635 舉行碩士班論文初稿發表會，本次發表會由碩四游凱

任同學主講，論文題目為《從入世到歸隱──陳繼儒與明代隱逸》，該生為本系

李聖光老師指導，會中邀請本系黃兆強老師擔任評論人，碩四江豐兆同學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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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活動當天 3位研究生蒞臨觀摩。 

(3). 5 月 17 日本系於 D0635 舉行碩士班論文初稿發表會，本次發表會由碩四張代

親同學主講，論文題目為《范成大使金研究》，該生為本系蔣武雄老師指導，會

中邀請本系陶晉生老師擔任評論人，碩四張雅雯同學擔任主持人，活動當天 3

位研究生蒞臨觀摩。 

(4). 5 月 21 日本系於 D0617 舉行碩士班論文初稿發表會，本次發表會由碩四羅晏

松同學主講，論文題目為《元代官吏懲戒制度研究》，該生為本系陶晉生指導，

會中邀請本系蔣武雄老師擔任評論人，碩四江昇璞同學擔任主持人，活動當天

3位研究生蒞臨觀摩。 

(5). 5 月 21 日本系於 D0635 舉行碩士班論文初稿發表會，本次發表會由碩四張雅

雯同學主講，論文題目為《清代嘉定縣地方志的纂修與地域社會》，該生為本系

徐泓老師指導，會中邀請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邱仲麟老師擔任評論人，

碩四江豐兆同學擔任主持人，活動當天四位研究生蒞臨觀摩。 

◎哲學系： 

1. 國際學術交流合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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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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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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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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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術交流：5月 10~16 日本系郭梨華教授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前往美

國耶魯大學進行移地研究。 

(3). 5 月 19~28 日本系邀請中國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朱志方院長、程煉教授、姜錫潤

教授、孫思教授、陳建國助理和黨政辦公室程么娥主任至本系參訪及討論雙聯

學制的合作基礎與互助模式，使本校與武漢大學的交流及合作，獲得更進一步

的落實與進步，於 23 日下午進行兩系教師之座談活動，增進兩系教師專業研究

領域之相互瞭解，並進一步洽談雙聯學制相關事宜，已達成初步之合作模式，

待各自陳報校方將有確定之方案。另於參訪期間參加「2012 東吳國際哲學講

座：大師系列」及大師對話等學術相關活動。 

2. 學術活動：辦理「東吳國際哲學講座：大師系列」，本次經費獲學校研務處戴氏基

金會經費及國科會補助學者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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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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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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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於活動舉辦前之 5月 18 日在 D0825 會議室進行本年度國際哲學講座：大師系

列導讀活動，活動由中研院歐美所方萬全研究員、本系米建國、沈享民、馬愷

之、范芯華四位老師擔任導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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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參與活動。 

3. 學術活動：研討會、演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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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月 5 日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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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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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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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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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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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月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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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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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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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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萬 7000

元補助 Michael Slote 來台機票及生活費用、本系學校預算 12 萬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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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四、讀書會： 

(1). 5 月 4 日本系王志輝老師所組之《論靈魂》讀書會，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馬愷

之老師、何畫瑰老師（文化大學哲學系助理教授）、林雅萍老師（長庚醫學院醫

學系助理教授）、謝林德老師（德國人，開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授）與蘇

富芝博士（政治大學哲學博士），對亞理斯多德所著之《論靈魂》一書進行第

15 次的研讀，同時也討論「德性倫理學與中國哲學」這主題。 

(2). 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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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享民老師與馬愷之老師）及助理（蔡文煜與林欣梅），

進行第 30 次讀書會。 

5. 重要業務： 

(1). 本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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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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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月 9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 

(3). 5 月 23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 

6. 學報事務： 

(1). 5 月 1 日至 30 日整理《東吳哲學學報》第 26 期審稿意見書回覆等事宜。 

(2). 5 月 1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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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01 年度補助期刊編輯費用」，獲得補助本

學報兼任助理一名，以使本學報能持續不斷的提升學報出版之水準。 

7. 行政事務： 

(1). 5 月 2 日有關 101 學年度研究生獎助學金教學助學金需求申請，本系提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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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年級必修課「邏輯問題討論」AB 兩組，以及支援法律系一年級 A~D 班「邏

輯」與歷史系二年級「邏輯」。因上述課程皆為基礎重要課程，需課堂助理隨堂

上課並協助帶領修課同學演練習題，故而提出申請。 

(2). 5 月 3~13 日進行學系學業關懷系統作業。5 月 15~18 日彙整學業關懷系統之

學生名單於系主任。5 月 21~25 日利用學業關懷系統機制，請導師輔導需關懷

之導生。 

(3). 5 月 3~21 日完成檢核條件設定。 

(4). 5 月 5 日於本系 D0825 研討室舉辦 101 學年度哲學系碩士班「新生輔導座談

會」。此會邀請碩士班新生、碩一、碩二在學同學及本系專任老師共同參與。出

席的人員有王志輝系主任、林正弘老師、方萬全老師、莊文瑞老師、米建國老

師、范芯華老師、黃崇修老師、蔡政宏老師及助教楊雅婷小姐、秘書胡儀婷小

姐；碩士班新生有歐維昇、陳奕瑋、蕭智遠、褚玹甫、劉詩韻、林欣梅、伍德

輝及碩二生蔡文煜、郭玫岑，共 19 人。 

(5). 5 月 9 日辦理 100 學年度學生獎懲建議提報事宜。 

(6). 5 月 11 日辦理國科會獎勵特殊人才申請。 

(7). 5 月 14~25 日辦理非畢業班課程期末退選申請。 

(8). 5 月 17 日提醒本系執行國科會研究計畫案多年期之教師，於今年度執行期滿

兩個月前至國科會網頁完成線上繳交「期中報告」，俾便國科會進行撥款作業。 

(9). 5 月 23 日發放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網路、選課/註冊時間表及行事曆。 

(10). 5 月 31 日進行畢業典禮預演。 

8. 系友返校活動： 

(1). 5 月 1 日 0 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江松霖（84 級）學姐擔任主講人，講

題為：獨立樂團的熱血經營，實踐夢想才是很搖滾的事情，由米建國老師擔任

主持人。 

(2). 5 月 15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蔡亞純（96 級）擔任主講人，講題為：

我在服務業的日子，由米建國老師擔任主持人。 

◎政治系： 

1. 5 月 1 日邀請高雄大學政治法律學系揚鈞池副主任專題演講，講題：「從和平國家

邁向正常國家」。楊池鈞教授透過憲政的法展，來討論日本的國家憲政體制，並借

鏡台灣目前的發展進程。在比較的基礎上，台灣的憲政，還有許多可以發展的空

間。主持人：謝政諭老師，共有師生 20 人參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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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使用日新月異，人們接收訊息的速度今非昔比。但是當中卻因為快

速的資訊流通，導致更多的盲點。人們無法分辨當中的虛虛實實，或是容易被一

面倒的訊息所影響，如何分彆並跳出這樣的盲點，成為資訊時代一個重要的課題。

主持人：蔡韻竹老師，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3. 5 月 2 日林瓊珠老師帶領政三 AB「民意與調查研究」課堂同學參訪政大選舉研究

中心，共有師生 25 人參加。 

4. 5 月 3 日蔡秀涓老師帶領政三 AB「政府與政策行銷」課堂同學參訪宜蘭綠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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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等相關行程，共有師生 45 人參加。 

5. 5 月 3 日邀請公民監督聯盟張宏林執行長專題演講，講題：「國會監督與改革」。

台灣的民主發展，是東亞各國的典範。但是，在各式各樣的權力角力中，需要有

一個公正的第三方來監督與評估。而公民監督聯盟正是一個這樣的角色。在近幾

年，公民監督聯盟的評鑑，已是各個立法委員重視的目標，也讓所有公共事務變

得更加透明。主持人：吳志中老師，共有師生 50 人參加。 

6. 5 月 3 日召開博碩士班招生委員會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會議，出席人員共

有黃秀端老師、陳瑞崇老師、劉必榮老師、王晧昱老師、陳立剛老師，會中討論

研究生論文封面加註英文名稱案、碩士班招生考試有關簡化考科檢討碩士班「中

英語文能力」考科之必要性、請討論「東吳大學調整研究生招生名額審查要點」(草

案)、101 學年博士班招生作業書面審查委員名單。 

7. 5 月 3 日召開實習委員會，會中討論確認實習教育訓練主題及 101 學年度實習生

初審及媒合，出席老師共有黃秀端老師、陳俊宏老師、謝政諭老師、林瓊珠老師、

沈莒達老師。 

8. 5 月 4 日舉行碩士班 101 學年度新生迎新說明會，參加老師共有黃秀端老師、陳

立剛老師、陳瑞崇老師、吳志中老師、徐永明老師等，舊生共有謝仁烜、蔡明昌

等人共計 20 人，新生有鄭玄共計 10 人。活動內容包括：致歡迎詞、播放本系簡

介、各領域簡介、自我介紹、Q & A、學長姐學習經驗談、10 樓導覽等。 

9. 5 月 10 日召開大學部招生委員會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會議，會中討論 101

學年度甄選入學指定項目甄試檢討、101 學年度甄選入學新生暑期作業討論、102

學年度學士班招收新生、僑外生名額討論案、102 學年度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

項目甄試之進行方式討論、102 學年度考試分發採計考科討論。 

10. 5 月 10 日舉辦全系導生餐會暨系週會專題演講。本系在戴式基金會舉辦全系導生

餐會參與導師有黃秀端、謝政諭、吳志中、林瓊珠、吳文程、沈莒達、王輝煌、

林月珠、蔡韻竹，出席師生共有 172 人。導生聚會結束之後在普仁堂舉辦系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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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謝政諭老師，共有師生 40 人參加。 

11. 5 月 11 日邀請金融研究院金融研究所葉國俊所長專題演講，講題：「解讀歐債危

機」。全球金融風暴，正在歐陸地區醞釀而來，傳統的歐洲強國例如：希臘、西班

牙、義大利等，盡都面臨嚴峻的挑戰。歐盟目前猶如一隻走在獨木橋上笨重的大

象，隨時可能掉下來砸中走在橋下的亞洲與美洲。這當中究竟出了甚麼問題，葉

國俊教授透過金融的角度來分析，歐洲各國的借貸情仇。主持人：左正東老師，

共有師生 20 人參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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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牛的進口現在吵得沸沸揚揚，在執政黨似乎有意為

了貿易市場而犧牲人民健康的前提下，身為小老百姓的大眾，該如何面對？朱增

宏執行長介紹：透過人民的串連，勢必能對執政者產生影響，並加強政府對食品

安全的把關，人民不是弱者，只是要團結起來。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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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演講是以研究方法的介紹作為開場，焦點團體訪談一直是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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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重要方法，如何在與受訪者的對話中，找到蛛絲馬跡，並且從中挖出更多

的資訊，陳俊明教授在這場演講中，都有完整的介紹。主持人：林瓊珠老師，共

有師生 20 人參加。 

14. 5 月 16 日本系人權與民主教研工作室舉辦「人權與民主課程年度成果發表會（城

中校區場）」並有一場專題演講<公民記者與公民社會>，邀請公共電視新聞網製作

人吳東牧先生主講。此活動目的是讓非社會科學的學生理解人權與民主的重要

性，透過不同的報告內容，真實理解台灣各個角落人權的落實與真諦。共有戴肇

宏等 8 位學生發表學習成果報告，主持人：謝政諭老師、劉書彬老師、沈莒達老

師，共有師生 100 人參加。 

15. 5 月 17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辦理系主任續任或

遴選事宜、101 學年度各類會議教師代表、研究中心（工作室）主任選舉案、政

治學系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政治學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確認 101 學年度第

一學期教學改進方案申請案。 

16. 5 月 17 日舉辦實習教育訓練，邀請雙贏管理顧問公司李勝龍執行長舉行專題演

講，講題：「職場小白與天才」。主持人：林瓊珠老師，共有師生 31 人參加。 

17. 5 月 18 日本系人權與民主教研工作室舉辦「人權與民主課程年度成果發表會（雙

溪校區場）」。此活動目的是讓非社會科學的學生理解人權與民主的重要性，透過

不同的報告內容，真實理解台灣各個角落人權的落實與真諦。共有張靜文等 8 位

學生發表學習成果報告，主持人：沈莒達老師、林月珠老師，共有師生 100 人參

加。 

18. 5 月 19 日本系與東海大學政治學系聯合舉辦「東吳-東海政治學系研究生聯合論

文發表會」。東吳與東海兩個「東」字輩的著名私校，第二次舉辦政治系所學生的

學術交流。共有 20 多位研究生同場發表論文，彼此切磋砥礪。增進良好的學習研

究風氣。主持人與評論人共有黃秀端主任、宋興洲主任(東海大學政治系)等 18 位

教授，發表人有許峻賓等 20 位學生，共有師生 50 人參加。 

19. 5 月 21 日邀請江蘇省常州市行政學院陳國輔副院長等 10 人，舉辦「江蘇省常州

行政學院交流座談會」。這次江蘇常州行政學院訪台，針對文官體系的內容與方

法，與本系有許多意見上的交流。陳立剛老師除了簡介東吳政治系外，也在兩地

的行政體系上，提出了不同見解，在不同的政治體制下，如何讓行政體系可以以

不同的方式呈現出有效率的成果，激盪了兩地學者不同的火花。主持人：陳立剛

老師，共有師生 20 人參加。會後中午於萊茵咖啡坊舉行餐會。 

20. 5 月 23 日陳立剛老師帶領政二 AB「財務行政與預算」課堂同學參訪立法院，共有

師生 30 人參加。 

21. 5 月 23 日邀請聯合行銷公司總經理暨 U-paper 捷運報總經理周祖誠先生專題演

講，講題：「民主調查與行銷策略應用」。主持人：林瓊珠老師，共有師生 90 人參

加。 

22. 5 月 23 日邀請中研院社研所林宗弘助理研究員專題演講，講題：「崩世代：台灣

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女化的危機」。主持人：黃秀端主任，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23. 5 月 25~26 日舉辦 2012 年「全球危機下的行政立法互動」國會研討會，本次研討

會共有 16 篇論文發表以及 1場圓桌論壇會議，分作 7個場次，以 2日的時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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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國際會議廳替舉行。本次特地邀請到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盛杏湲教授進行「國

會研究在台灣：過去、現在與未來」專題演講。另外，還請到廖達琪教授、瞿海

源教授以及現任立法委員柯建銘、吳育昇立委，進行圓桌論壇，深入探討我國行

政立法的互動關係，預計本次盛會參與人數近 300 人。 

24. 5 月 29 日邀請美國德州大學達拉斯分校 Karl Ho 教授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專題演講，講題：「政府績效與選舉」。主持人：陳立剛老師，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25. 5 月 30 日邀請中央大學通識中心李河清教授專題演講，講題：「氣候談判與青年

參與」。主持人：黃秀端主任，共有師生 20 人參加。 

26. 5 月 31 日舉辦「從歐洲債務危機談台灣中央、地方的財政改變問題」座談會，邀

請臺北大學財稅系黃世鑫教授、立法院顧問暨前預算中心主任張萬全先生、本系

陳立剛副教授、王輝煌副教授、吳志中副教授等與談等擔任與談人，主持人:黃秀

端主任，共有師生 200 人參加。 

◎社會系： 

1. 本系於 5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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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系教評會，再議本系 100 學年度專任副教授葉肅科老師教師評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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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度導生會議，邀請系上導師及各班班代一同與會表達意見並進行討論，會中亦

邀請註冊組及心諮中心解說校方新制學業關懷系統試行相關事宜。 

3. 為瞭解一年級學生學習情形並聽取學生的建議，本系張家銘主任分別於 5月 4日、

10 日、11 日及 17 日與學生進行座談，瞭解學生需求。 

4. 本系於 5 月 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0 學

年度第二學期五月份行政業務報告會議，報告五月份重要行政工作事項進度，並

報告年度預算執行情形。 

5. 本系於 5月 7日舉辦 101 學年度中等教育學程面試考試。 

6. 本系於 5 月 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本學期

第三次系務會議暨第二次自我評鑑作業小組聯席會議紀錄，審議本系 101 學年度

第一學期教學改進補助申請計畫、修改本系清寒工讀暨急難助學金實施辦法部份

條文、修訂本系碩士論文封面格式、再議本系 102 學年度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專

班招生名額（含僑生暨外國學生名額）、討論本系 102 學年度學士班考試分發採計

考科原則、本系辦理 102 學年度學士班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相關事宜、本系辦理 102

學年度碩士班、碩專班招生考試相關事宜、研議「東吳大學調整研究生招生名額

審查要點（草案）」修訂意見，以及推選本系 101 學年度各項會議代表等議案。 

7. 本系於 5月 8日《社會分析》學刊第四期正式出刊。 

8. 本系吳明燁老師於 5 月 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萊茵餐廳舉辦導生餐敘，透過這個

機會關心及了解同學們的近況，餐敘也於一片歡笑聲中圓滿落幕。 

9. 本系系學生會於 5月 9日，在本校雙溪校區望星廣場，舉辦「社會之夜」活動。 

10. 本系於 5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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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歐沙龍第五場討論會「巴爾托克的中東歐民間音樂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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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羅馬尼亞素材採集」，邀請本校音樂系曾素玲老師導讀主講，音樂系馬定一老師

擔任與談人，並邀請音樂系孫清吉主任主持。 

11. 本系於 5月 1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07 教室，於一年級「社會學

輔導課」，邀請《崩世代》作者之一張烽益先生蒞系專題演講，主講「低薪、過勞、

崩世代」。 

12. 本系於 5月 1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07 教室，舉辦「社區、歷史

與文化」系列第三場演講活動，邀請南華大學建築系辜率品助理教授，以「都市

更新、社區與宜居生活」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13. 本系於 5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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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次系教評會，審議本系 101 學年度新聘專任教師及兼任教師等議案。 

14. 本系於 5月 15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0 學

年度第一次學士班學生修讀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甄選委員會，審議本系學士班

學生申請 101 學年度修讀學、碩士一貫學程資料及核定錄取名單。 

15. 本系於 5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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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當代中國社會分析系列第五場演講活動，邀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王信賢副教

授，以「中國國家權力與社會抗爭」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16. 本系鄭得興老師於 5月 2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07 教室舉辦導生

餐敘，在用餐過程中，鄭老師和同學一一對談，也更加清楚同學們的狀況，達到

輔導成效。 

17. 為擴大導師輔導功能，增進導師與研究生間的指導互動關係，本系於 5月 21 日舉

辦碩士班導生會議暨餐敘，本次特別邀請碩士班 92 級系友、現任職於淡江大學未

來所彭莉惠學姊返系座談，以「研究所生活與生涯規劃分享」，與在校碩士班學弟

妹進行座談。 

18. 本系於 5月 2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0 學

年度第二次系主任遴選委員會，討論並議決本屆系主任建議人選。 

19. 本系於 5月 2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5 研討室，舉辦「101 學年

度碩士班新生入學前說明會」，提供碩士班錄取新生於報到前，認識與瞭解本校及

本系碩士班之機會，強化學生入學意願，提高報到率。 

20. 為提昇學生兩岸交流與國際視野，以及瞭解交換研習情形，本系於 5月 22 日，舉

辦「兩岸交換生交流茶會」，邀請本學期至本系交流研習一學期之 3位大陸交換生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二年級生高珊、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類學學院社

會學系三年級生羅狀雄，以及蘇州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碩士班二年級生凡璐等 3

位大陸交換生，分享其學習心得及我見我聞。 

21. 本系於 5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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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本系石計生副教授主講。 

22. 本系於 5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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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歐沙龍第六場討論會「共黨時代的榮光──Man of 

Marble 中東歐經典電影與社會」，本場活動由本系施富盛博士後研究員導讀主講，

虎尾科技大學通識中心康世昊老師擔任與談人，並邀請本系鄭得興老師主持。 

23. 本系於 5月 28 日發行本系第 23 期「東吳社會電子報」，藉此發送本系近期最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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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及重要事項。 

24. 本系於 5月 2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本學期

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討論課程相關議案。 

25. 本系於 5月 2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17 教室，舉辦 100 學年度教

師研究成果發表會暨特色課程教學研討會、觀摩會，邀請本系張家銘、鄭得興兩

位教師進行發表。 

26. 本系於 5月 3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633 教室，舉辦勉齋社會論壇

之新世代的流行文化系列演講，邀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莊佳穎助理教

授，主講「甜美超力──可愛文化的消費實踐與反叛力量」議題，主持人為本系

葉肅科老師。 

◎社工系： 

1. 召開會議 

(1). 5 月 1 日召開本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會中主要推舉各項會議代表及討論招生

名額暨改進招生事務相關意見調查表回覆事宜。 

(2). 為研議本系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本系於 5月 8日召開教學會議。 

(3). 5 月 15 日召開本系本學期第 7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主要審議本系專任教師聘

任案。 

(4). 5 月 15 日召開本系本學年第 2 次學術發展委員會，主要審議本系教師研究補

助經費申請案。 

2. 召開教學會議或舉辦教學活動： 

(1). 5 月 15 日假哲生樓 H304 舉辦本系 101 學年第三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方案說明

會。與會人員包括本系第三梯次教學團隊教師、一年級學生及雙修轉系學生約

135 名，由第 3 梯次方案實習課群總督導馬宗潔老師主持，除了介紹課程架構

外，也讓每位老師以 15 分鐘分別針對各組的方案進行介紹說明，最後開放同學

提問。 

(2). 本系獲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學改進方案補助，於 5

月 22 日假本校雙溪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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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包括合作機構代表、本系方案實

習課群教師及助理。 

(3). 5 月 29 日在 D0910 教學研討室召開本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實習相關事宜會

議，由本系實習總督導馬宗潔老師主持。討論事項包括本系學士班 101 年社會

工作實習(機構實習)分組名單、101 年實習心得發表會型式等。 

(4). 本系第一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於 5月 15、22、29 日舉辦「學習歷程心得分享」，

共辦理 3 場，每場次安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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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系第二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於本月份舉辦兩場「方案研討會」，舉辦日期分

別為 5月 14、28 日，每場次安排 3~4 小組發表。 

3. 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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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邀請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員於 5月 22 日蒞校演講，講

題為「兒童少年保護個案成案調查」，由本系謝秀芬教授主持。  

(2). 5 月 29 日假 G101 會議室舉辦「2012 東吳大學社工系師生研究成果發表會」，

本次會議總計有 7篇論文發表。 

(3). 邀請台灣社會心理復健協會秘書長滕西華於 5月 30 日蒞校演講，講題為「民

間監督健保聯盟與健康倡議」，由本系李明政教授主持。 

4. 學生輔導/系友聯繫 

(1). 於 5 月 7 日辦理「它，罩得住你！──101 年度【社工師】系友返校座談」，

邀請蔡宗翰及歐紫彤兩位系友分享社工師考試經驗。 

(2). 邀請目前於新加坡擔任醫務社工的碩班畢業系友楊志凱於5月21日返校與本

系研究生座談，分享其工作經驗，以促進本系在學研究生對於國外實務場域之

瞭解，進而提升其就業競爭力。 

5. 研究生獲獎 

(1). 李雅萍及莊敦傑等兩位研究生獲得 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

生論文獎學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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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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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他：(1)本系學生執行大專生參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成果報告繳交事宜；(2)

辦理本系「呂基雄先生獎學金」申請及審查作業。 

◎音樂系： 

1. 博士班籌備委員會：5月 24 日召開博士班籌備委員會，討論是否維持成立博士班

之四個發展範疇：音樂與人文、音樂與民族、音樂與詮釋、音樂與理論。 

2. 大師班： 

(1). 5 月 2 日邀請宋如平教授舉辦大師講座，講題為近代鋼琴作品，並演奏鋼琴及

玩具鋼琴之現代鋼琴作品，由曾素玲助理教授主持、馬定一副教授擔任翻譯，

約有 60 位師生參加。 

(2). 5 月 7 日邀請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大賽第一獎及金獎得主 Antonio Menese 於松

怡廳舉辦大提琴大師班，由彭廣林教授主持，約有 20 位師生參加，3位學生接

受指導。 

(3). 5 月 9 日邀請本學系范德騰副教授及 Tom Hogan 舉辦「石頭與樂友」大師講座，

藉由不同形狀及大小的石頭與許多自製的樂器玩音樂，約有 60 位師生參加。 

(4). 5 月 16 日邀請美國新英格蘭音樂院教授李蓓珊於松怡廳舉辦鋼琴室內樂大師

講座，由曾素玲助理教授主持，約有 60 位師生參加，2組室內樂接受指導。 

(5). 5 月 23 日邀請美國奧克拉荷馬洲喀麥隆大學鋼琴教授 Thomas Labe 於松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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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鋼琴獨奏會，當天並舉辦鋼琴大師班，由本學系諸大明副教授主持，預計

約有 60 位師生參加，共有 2位同學接受指導。 

(6). 5 月 29 日邀請雪梨大學音樂院鋼琴組主任 Paul Rickard 蒞臨舉辦鋼琴大師

班，由本學系王仁珍講師主持，預計約有 20 位師生參加，共有 3為學生接受指

導。 

(7). 5 月 30 日邀請美國約翰霍普金斯大學琵琶地音樂院小提琴教授曾耿元蒞臨舉

辦小提琴大師班，由彭廣林教授主持，預計約有 60 位師生參加，3位學生接受

指導。 

3. 演出活動： 

(1). 5 月 3 日於表演藝術中心松怡廳舉辦＜雙溪新樂之聲＞作曲組教師作品發表

音樂會。今年度參與演出老師有張玉樹、吳丁連、馬定一等 3人共五首作品。 

(2). 5 月 5 日於表演藝術中心松怡廳舉辦＜室內弦話—德奧之間＞室內樂音樂

會。參與演出有本學系翁重華助教、徐晨又老師及校外演奏家中提琴蕭惠珠及

大提琴劉凱文。共計演出馬勒、舒伯特及布拉姆斯作品。 

(3). 5 月 17 日＜歡慶 40 雙溪樂饗＞音樂學系創系 40 週年音樂會假台北國家音樂

廳舉行。音樂會由江靖波老師指揮、本學系管弦樂團演出華格納《紐倫堡名歌

手》與柴科夫斯基《第四號交響曲》。另外由諸大明老師擔任鋼琴獨奏演奏貝

多芬第五號鋼琴協奏曲。 

(4). 5 月 21 日於表演藝術中心松怡廳舉辦＜春之饗宴＞合唱團春季定期音樂會。

由林舉嫻老師指揮、陳玨安老師擔任獨唱，本學系合唱團共同演出。音樂會除

演唱經典西洋聖歌，也演出本學系作曲組教師嚴福榮及四年級楊乃潔同學的世

界首演作品。 

(5). 5 月 22 日於表演藝術中心松怡廳舉辦＜蔡采秀鋼琴獨奏會＞。 

(6). 5 月 24 日於表演藝術中心松怡廳舉辦＜震撼雙溪＞管樂團定期音樂會。由侯

宇彪老師指揮學系管樂團共同演出。本場次音樂會透過 3 月底甄選挑選出三位

協奏曲優勝同學，獲抉選同學為長笛/林郁婕、低音管/張喻涵、薩克斯風/劉耑

杙。 

(7). 5 月 25、27 日於表演藝術中心松怡廳舉辦＜舞動雙溪＞歌劇舞台動作學期成

果發表音樂會。本次兩場演出由邱玉蘭老師策劃，參與修課同學擔任演出，演

出人員計約 40 人。 

4. 系友活動： 

(1). 5 月 12 日作曲組＜雙溪樂集--意與象系友音樂會＞於表演藝術中心松怡廳，

有多位作曲組系友發表作品，包括：71 級陳百忠、83 級林岑陵、89 級碩韓逸

康、90 級曾筱雯與林欣盈、93 級方培倫、100 級碩駱威帆，並由音樂學系系友

及在校學生協助演出。 

(2). 5 月 29 日於松怡廳舉辦音樂學系成立 40 周年系友音樂會系列：＜美亞三重奏

──單簧管隨想＞由 73 級系友連憲良（大提琴）、89 級陳貞蕙（單簧管）、

92 級莊岱儒（鋼琴）聯合演出。 

◎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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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學程甄選：5月 20 日舉辦教育學程 101 屆新生甄選，甄選內容分為筆試（包

含人格測驗、教育理念與表達測驗、身心適應調查、畫人測驗）及面試，共計 90

位學生進行甄選。 

2. 學術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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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師資生專業知能活動 

(1). 具實務經驗之教育領域人士進班演講 

①. 國中退休英文教師彭道明老師，時間：5月 1日，講題：文法教學。 

②. 臺北市立興雅國中林淑媛老師，時間：5月 8日，講題：科技媒體教學。 

③. 臺北市立士林高商秦玲美老師，時間：5月 14 日，講題：「班級經營」。 

④. 臺北市立大安國中魏秀燕主任，時間：5月 15 日，講題為「策略規劃、興

革與學校評鑑」。 

(2). 校友經驗分享：5月 23 日中心校友吳雅琦(大直高中英文科實習生)，返校與學

弟妹分享實習經驗。 

4. 潛在課程活動 

(1). 國語文基本能力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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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手課輔會議：5 月 23 日召開「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攜手課輔會議」，共有 20

位參與臺北市立蘭州國中、臺北市立雙園國中、及新北市立鷺江國中課輔之師

資生出席，檢討會議由本中心濮世緯助理教授主持，會中針對課輔活動進行工

作檢討及經驗分享。 

5. 師資生輔導活動 

(1). 導師會議：5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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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聯合導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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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導師團體活動：5月 30 日李逢堅助理教授辦理師生團體互動及共同課程活動，

活動中除安排導師生座談外，並邀請臺北市立石牌國中傅瓊玉輔導主任蒞校演

講，講題為「國中輔導實務與教師輔導專業知能」。 

(4). 主任有約師資生個別輔導：針對師資生學習及願景進行輔導及交流，以落實師

培中心關懷制度及教學環境。 

6.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活動 

(1). 5 月 4 日舉辦 100 學年度實習學生第八次返校座談，邀請基隆市立仁愛國小葉

淑卿老師蒞臨演講，講題為「聽海的故事──人與海共構學習的歷程」。 

(2). 5 月 4 日舉辦教育專業發展講座，邀請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黃騰助理教授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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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講題為「教育社會學」。 

7. 教師專業社群活動：5月 25 日辦理教師專業社群工作坊，邀請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張民杰副教授進行案例教學於教學與研究上運用之分享，

以提升教師教學及研究能量。 

8. 中心專任教師會議：5月 2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針對教師專業社群、師資

生畢業條件、教育實習作業原則及教育實習審議小組設置辦法等事項進行討論。 

9. 地方教育輔導活動：5月 21 日與臺北市立雙園國中共同辦理地方教育輔導活動，

邀請輔仁大學教育領導與發展研究所林梅琴所長主講，講題為「從教師專業評鑑

校本規準檢視教師自我成長」。 

◎人權學程： 

1. 行政事務：5月 18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次人權碩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討論議題

包括跨領域學程學生申請案、招生試務意見調查案、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

人權教育國際研討會討論案等。 

2. 學術活動 

(1). 5 月 3 日邀請中國維權人士萬延海先生進行座談，主講題目為「中國愛滋防治

及公民社會發展」，內容包括中國愛滋蔓延之狀況及困境、中國民主社會發展及

維權運動之概況及方法等，與會人士共約 15 位。 

(2). 5 月 23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林宗弘助研究員進行專題講座，主講

題目為「崩世代：台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女化的危機」，講述有關台灣當前

社會的失業議題、貧富差距惡化、社會流動停滯等內容。與會人士共約 25 位。 

(3). 5 月 27 日舉辦研究生論文寫作研習，由黃秀端主任講授有關論文題目、研究

方法、資料蒐集、分析等程序，幫助學生學習各種研究之方法與論文的撰寫，

參加學生人數共 13 人。 

(4). 5 月 30 日與政治系合作邀請中央大學通識中心李河清教授講授「氣候談判與

青年參與」，讓學生環境變遷及環境保護之相關議題。  

3. 學生活動：5月 27 日碩士班學生舉行運動會，約有 10 名學生參與籃球分組對抗

賽，透過活動聯繫同學之間的情感，並藉由運動活絡身體、舒緩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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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六月 

院長室 

一、5 月 2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院教評會複審 101 學年度院內各單位專兼

任教師續聘案、專兼任教師初聘案及兼任教師改聘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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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5 月 11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七次院行政會議討論有關本院自我評估及 100-103 學年

度發展特色、策略與預算；會前安排圖書館莊永丞館長及其單位主管座談有關圖書

館相關建議事項。 

四、5 月 16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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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5 月 18 日召開 2013 年本院例行校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會議由英文系承辦，

會議主題訂為「挫敗 (failure)」。 

六、5 月 25 日召開學院畢業典禮工作會議，完成各支援同仁之工作內容確認與提醒；本

月計完成畢業生及家長觀禮證申請登記、傳賢堂座位安排、上台同學注意事項及座

位圖、司儀稿、致詞代表稿件修改及司儀與致詞人員培訓等事項。 

七、其他重要行政事務： 

（一）籌辦 6 月 7 日本院名譽院長蔡茂豐教授榮退感恩餐會（校內外貴賓及教師邀 

       請、校長署名之紀念獎牌製作。），截至 5 月下旬計有 70 位報名出席。 

    （二）101 學年度本院各單位校院級委員會代表推派及校教評會院代表普選事宜。 

    （三）第 35 期東吳外語學報論文外審委員徵詢作業。 

 

英文系 

一、5 月 2 日辦理系友演講，講者：段逸安（90 級）現為 BMW 媒體公關，講題：媒體

公關職涯經驗分享。 

二、5 月 6 日舉行第 26 屆全系普雷盃英語話劇比賽。 

三、5 月 9 日，與日、德兩系聯合舉辦同步口譯成果發表會，共邀請 5 位講者發表演說，

內容從工作到夢想、旅遊經驗、跨文化交流等。參與人員：英文系同步口譯班共約

25 位同學，國際會議實務課共約 10 位同學；聽眾：全校師生共約 160 人。 

四、5 月 14 日舉行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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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5 月 16 日辦理 IELTS 雅思英文檢定考試官方說明會，講者：IDP 國際教育中心台灣

區執行長 Arthur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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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辦理「2012 東吳大學校內英語演講比賽」，初賽於 5 月 16 日舉行；決賽於 5 月 23

日舉行，得獎同學：第一名心理系周采臨，第二名英文系蘇俞文，第三名英文系郭

威伯。 

七、5 月 17 日舉行研究生論文發表會，計有六位學生發表論文，並由專任老師擔任講

評，現場共 28 人參加，討論熱烈。 

八、5 月 18 日召開 101 學年度（2013 年）外國語文學院校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第

一次會議，決議研討會主題為"挫敗 (failure)"。 

九、5 月 23 日辦理系友演講---國內大型活動舉辦經驗、公關行銷經驗及研究所準備經驗

分享，講者：楊超凱（91 級），建國百年基金會專員。 

十、5 月 23 日舉辦梁開文老師演講，講題為 HOLDEN CAULFIELD LOOKS BACK：a 

writer's look at Young Adult books(從麥田捕手漫談青少年文學)，出席人數為 25 人。 

十一、 5 月 29 日召開系教評會，討論專任老師聘任後續及審核新聘兼任老師等事宜。 

十二、 5 月 30 日辦理系老師教學工作坊--寫作，講者與講題：1.孫克強老師：A 

Rhetorical Approach to Teaching Writing，2.陳品如老師：Blogging to Write，3.梁開文

老師：How the Journal becomes both a repository for writing & Thinking, as well as 

precious, personal record。 

十三、 5 月 30 日辦理英文學系系友演講---國際志工經驗分享：跟「尼」在一起，讓

愛流轉下去。講者為顏佑慈(95 級)。 

十四、 其他重要業務： 

（一） 進行學系簡介編輯作業相關事宜。 

（二） 設計本系專用課堂問卷，與學校課堂問卷一起進行作業。 

（三） 選出本系功能導師四名：孫克強(100 學年度帶領學生前往英國倫敦大學、

本系系刊編輯事宜)，金  堅(協助學生及辦理 KiPP 計畫)，梁  妍(協助畢業

公演學生參予香港莎士比亞大賽)，紀澤然(協助畢業公演學生參予香港莎士

比亞大賽)。 

（四） 本系通過內政部審核籌組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學會之第一階段申請。 

（五） 辦理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暑期研習合作簽約事宜。 

（六） 辦理美國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UCLA)暑期研習合作簽約事宜 

 

日文系 

一、 5 月 3 日召開碩博士班委員會，討論 101 學年度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及研究生資格

考核事宜。 

二、 5 月 8 日舉辦翻譯習作應用文課程討論會；5 月 15 日舉辦讀本語法課程討論會，與

會教師分享課程教學經驗並尋求共識，供日後修訂課程綱要參考。 

三、 5 月 9 日與英文學系、德國文化學系共同舉辦「三國演譯」口譯課程成果展。 

四、 5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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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賴錦雀教授、陳世娟助理教授及李宗禾助理教授進行分享。 

五、 5 月 19 日系學生會於傳賢堂舉辦戲劇大賽。 

六、 5 月 23 日舉辦第 146 次例會，主題為「M1 日本語教育学研究(一)における日本語

教育実習発表」由碩士班一年級修讀日語教育學研究的學生分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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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5 月 23 日召開系務會議，審核各委員會決議事項、討論 102 學年度甄選入學招生

名額擴增事宜，並推選 101 學年度各項會議代表。 

八、 5 月 23 日舉辦企業參訪活動，由高橋恭子講師帶隊前往參訪三菱東京日聯銀行。 

九、 5 月 28 日舉辦博士班招生考試面試。 

十、 5 月 30 日舉辦日語朗讀比賽。 

十一、 5 月 30 日舉辦業界業師 Q&A 座談會，邀請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Z Japan

行銷業務部主任及總編輯直接與學生進行面對面問答，幫助學生增加對出版產業的

認識。 

 

德文系 

一、5 月 2 日職場講座：張建瑋（德文系 83 級）。 

二、5 月 3 日「學業關懷系統操作說明會」（學系場）。 

三、5 月 8 日碩士班工作小組會議：討論 101 學年碩士班招生名額。 

四、5 月 22 日德國文化課程小組會議：討論 101 學年德國文化課程課務（教材、進度等）。 

五、5 月 23 日系務會議：決定 101 學年各級委員會代表、102 招生名額。 

六、5 月 9 日「英、日、德聯合口譯發表會」。 

七、101 年學生暑期實習：5 月 29、31 日進行面試；5 月 30 日專題演講「實習態度」 

八、5 月 23 日「口譯教學教師工作坊」（英文系王建輝老師、日文系李翠芳老師）。 

九、5 月 22 日畢業公演：親戚也是人「Verwandte sind auch Menschen」。 

十、5 月 28 日「一年級德語視聽輔導」。 

十一、 5 月 26~27 日校際萊茵盃活動。 

十二、 例行業務：執行教學卓越計畫「德語 B1 檢定輔導專班」及「德語 A1 檢定輔導

專班」、研讀小組「台灣節慶德語說」、101 學年課務、100 學年畢業典禮、101 學年

學生團體赴德進修業務、導師活動、徵聘新助教、頒發「既壽獎學金」及「林彬先

生清寒學生助學金」。 

 

語言教學中心 

一、彙整 101 學年 10 間語言教室更新案校內預算經費細目之項目調整，並開始前置作

業。 

二、5月 4日本中心舉辦學業關懷系統說明會，並請本中心教師於規定期限內上線提交

須關懷名單。 

三、5月 12、23 日召開本中心「英文（二）」切分點會議和中心事務會議。 

四、5月 23 日下午舉行本中心教學觀摩，由趙佳音老師主講＂ Exploring Outcome-Based 

Edu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eaching Freshman and Sophomore English 

Programs＂，接著實用英語學程教學工作坊由張素貞老師主講＂ Sharing my 

English Writing Class＂。 

五、5月 2、3日下午派員參加教務處舉辦「101 學年度各類新生入學須知作業進度」會

議和「選課檢核條件說明會」；5月 2日本中心王鵬順編審參加教育部跨領域學程

研討會。 

六、辦理課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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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剪輯「英文（二）」和「英文（一）：語練」期末聽力音檔考題。 

（二）規劃 100 學年暑期班各課程上課時間、製作學士班和進修學士班開課科目表、

授課教師線上調查表以及教師版暑期行事曆。另根據本中心專兼任教師回覆

暑期班授課意願，送請主任簽核。 

（三）5月 1、25 日舉辦「實用英語學程」講座：「口譯實務經驗分享」和「如何準

備英文履歷及應對求職面談難題」。 

（四）答覆學生詢問有關「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英文（二）」

暑修及「東吳英檢」、轉學生分班事宜。 

七、辦理外語自學活動： 

（一）4月份外語自學室二校區開放 216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1,360，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441，合計 1,801 人次。101 年 4 月

線上軟體使用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9,309、《SAMMI 英語

互動學習資源網》：1,272、《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2,203。 

（二）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內容瀏覽次數 1,273，雙溪外語自學

小組 Facebook 自學週記瀏覽人次：501。  

（三）5 月 2、16、18 日城中校區舉辦「互動電影學英文」、「TOEIC 多益測驗說明會」

和「免費體驗 TOEIC 模擬測驗--中高級」活動。 

（四）5月 3、16 日雙溪校區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47):『悅讀英文』

急轉彎」和「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47):看電影學英文--聽、寫、說高效率

英語學習法」活動。 

（五）5月 9日城中校區舉辦第 20 期外語自學小組長經驗交流座談會 1場，雙溪校

區於 5月 11、15、16 日舉辦 4場。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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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法語教材編目上架， 更正德語教材檢索號標籤並更新網頁目錄。 

 

八、執行教學卓越計畫： 

（一）5月 21 日派員參加教學卓越計畫線上提報說明會。 

（二）公布「大一新生英文能力分班及英文能力檢測」聽力及閱讀成績。 

（三）設計「外語自學護照」封面。 

（四）解決教師使用《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操作疑問。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4 次(101.6.4)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42 

理學院 
六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 5 月 11 日召開院畢業典禮工作會議。 

二、 5 月 16 日召開院行政會議。 

三、 5 月 25 日召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四、 5 月 29 日上午 9:00-12:00 畢業典禮預演。 

五、 5 月 30 日召開會議討論卓越計畫申請案。 
 

【數學系】： 

一、 5 月 3 日起，全系專兼任教師經由學業關懷系統提報「學業關懷學生名單」，進行

學業關懷系統試行作業全程配合。 

二、 本系執行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改進方案，舉辦「生活數學與數學學習(III)」

系列講座。分別於 4 月 26 日及 5 月 7 日邀請中華電信研究所研究員黃德勝學長

及淡江大學數學系吳漢銘助理教授蒞班演講，讓學生了解數學在科學知識的發展

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學習數學在實際生活中的應用，進而提升學習興趣及改進學

習數學的方法、增進學習成效。 

三、 5 月 3 日，本系李翠真秘書、任士芬秘書參加教務處舉辦之｢選課檢核條件設定說

明會｣。 

四、 5 月 8 日，本系任士芬秘書參加學務處舉辦之｢101 學年度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

『學系時間』暨『家長座談會』協調會議｣。 

五、 5 月 9 日、5 月 11 日，本系李翠真秘書、任士芬秘書分別參加電算中心舉辦之｢

資訊安全教育訓練課程｣。 

六、 5 月 11 日，本系李翠真秘書、任士芬秘書及魏照誠助教出席｢理學院畢業典禮工

作會議｣。 

七、 5 月 15 日，本系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導師會議，會中決議請各任課

老師及各班導師對於「學業關懷學生名單」中學生加強輔導，並請各班導師對被

關懷學分數大於、等於當學期總學分數 50% 同學進行個別約談。另已有三科(含)

以上被任課教師提出關懷者、被關懷學分數大於、等於當學期總學分數 50% 或

在學期間曾有 1/2 不及格紀錄者，於學業關懷系統寄送學系學業關懷訊息。本學

期不寄送家長通知信函。 

八、 5 月 15 日，本系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論 102 學年度招生

名額暨改進招生試務相關意見。 

九、 5 月 16 日，本系執行 100 學年度必 2 學期教學改進方案，舉辦企業參訪活動，由

林惠婷主任、葉麗娜老師、李翠真秘書與黃麗君、洪慧娟、賴昱瑋三位助教帶領

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約 30 人參訪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十、 5 月 17 日，李翠真秘書、任士芬秘書於參加秘書室舉辦之｢內部控制制度教育訓

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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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5 月 23 日，本系舉行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修讀學士學位優秀學生獎學金、100 學

年度第 2 學期鄧靜華先生清寒優秀獎學金暨數學系商學獎學金聯合頒獎典禮，由

林惠婷主任頒獎並合影留念。 

十二、5 月 24 日，本系舉辦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研究生論文發表會，由研究生蔡

富翔發表論文，題目為：Variation of the first eigenvalue with respect to potential in 

two-dimensional Schrodinger eqeation。 

十三、5 月 27 日，本系畢業班同學假台北安傑蘿家的派對餐廳舉辦「謝師宴」。 

學術演講： 

一、 5 月 28 日，邀請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倪維明教授演講，講題為：Diffusion in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s。 

二、 5 月 30 日，邀請中研院統計所鄭為正博士演講，講題為：Construction of Ordered 

Brain Template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mage Volume Registration。 

三、 5 月 31 日，本系舉辦「課程暨選課說明會」，由林惠婷主任主持，本系專任教師

簡介本系 101 學年度課程授課內容及銜接，任士芬秘書解說選課系統、制度。 
 

【物理學系】： 

學術活動： 

一、邀請國立中央大學物理系朱慶琪教授演講，講題：「演喻教材的製作與研發─我的學

習路」。（05.02）。 

二、邀請國立東華大學物理系博士後研究員項人宗博士演講，講題：「Some Aspects of 

Quantum Physics」。（05.15） 

三、邀請國立清華大學物理系耿朝強教授演講，講題：「Dark and Visible Sides of the 

Universe」。（05.23） 

四、劉源俊教授應臺北市立教育大學教育學系邀請，發表演說，〈我的教育理念〉（05.02）

參與於中央研究院所舉辦之「2012 年張昭鼎紀念研討會─十二年國教裡的中學科學

教育」，發表〈說十二年國教裡的科學課程〉（05.05）於高雄樹德大學通識教育經

驗分享座談，發表演說，講題：「通識教育的理念與課程」。（05.11）於樹德大學

舉辦之「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的理論與實踐研討會」，發表〈說發明與解難〉（05.25） 

五、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例會，由林其隆教授報告：「 How Many 

Nonspreading Wave Packets Are There for The Schrodinger Equation in Free space」。

（05.16） 

行政業務： 

一、會議： 

（一）召開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報告新聘教師作業情況以及討論校長

有約、學院發展特色等相關議題。（04.23） 

（二）召開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五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確定新聘教師人選、學

位論文外審及後續相關事宜。（05.08、22） 

二、輔導： 

（一）大三導生活動，由劉源俊、陳秋民老師、陳世霖助教帶領，前往台北市立天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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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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9） 

（二）大二導師活動，由陳國鎮、任慶運老師與大二同學分批座談，面對面和同學溝通

學習以及身心安定的課題。（05.24） 

（三）辦理一百學年度第一學期優秀學生頒獎典禮，計有游秩群、宋欣忠等十二位同學

參與，主任勉勵同學訂定學習目標，努力完成，並幫助學習有困難的同學，互相

成長。（05.14） 

（四）辦理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書報討論、專題研究優秀學生期末發表會」，由葉諭

昇、鍾瑋杰、李哲瑩、蔡侑倫等四位同學發表，學系頒贈獎學金及書籍，期許同

學更上一層樓。（05.30） 

（五）針對「學業關懷系統」，邀請教務處同仁至學系解說，與教師進一步溝通，了解

學業關懷作業系統之內涵及操作方式。（04.30） 

 

三、參與「語音檢核條件設定說明會」、「新生第一哩活動協調會」「資安教育訓練」、

「私立學校內控制度重要性與執行概念」等會議。101學年度預算、學生獎懲、暑

修開課等及其他交辦事項。 

 
【化學系】： 

一、4 月 26 日學系行政同仁及助教出席由教務處舉辦之「學業關懷說明會」。 

二、4 月 26 日理學院院長及各學系主任應教務長邀請共同參與討論本校『102~103 年度

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創新做法，並以各學院、系之特色及理念擬定新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三、4 月 27 日校長與本院各學系主管及祕書座談。 

四、4 月 27 日本系王志傑老師實驗室碩士班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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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4 月 30 日辦理「101 學年度教學改進補助線上申請」作業。 

六、5 月 3 日學系行政同仁出席由教務處舉辦之「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網路選課檢核條

件說明會」。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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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5 月 8 日學系行政同仁出席由學生事務處舉辦之「101 學年度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

系列活動-學系時間暨新生家長座談會協調會議」。 

九、5 月 9 日與學生事務處合作辦理三年級同學「班級輔導演講」活動，邀請 104 人力

資源顧問公司營運長吳麗雪副總經理，講題：「產業趨勢與人才需求」。 

十、5 月 9 日學系行政同仁出席由電算中心舉辦之「東吳大學資訊安全教育訓練」。 

十一、5 月 10 日繳交國科會 100 年度優秀人才獎勵自評報告。 

十二、5 月 10 日繳交國科會研究計畫 97-99 學年度成果報告。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4 次(101.6.4)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45 

十三、5 月 15 日修訂學系簡介資料，提供本校招生組製作各項招生宣導活動使用之招生

資訊。 

十四、5 月 16 日舉辦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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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5 月 16 日繳交國科會 101 年度優秀人才獎勵申請。 

十六、5 月 17 日學系行政同仁出席由秘書室舉辦之「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度教育訓練活

動」。 

十七、5 月 17 日舉行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業成績優秀同學頒獎活動，由學系主任親自

頒發各年級獲獎同學獎狀並透過餐敘的方式，瞭解學生的學習狀況及需求。 

十八、5 月 18 日舉行化三導生團體活動-選課輔導班級會議。 

十九、5 月 26~27 日本系傅明仁老師實驗室與何美霖老師實驗室碩士班研究生，赴國立

中山大學參加第十八屆分析技術研討會。 

二十、5 月 29 日學系行政同仁共同參與 100 學年度理學院畢業典禮預演工作。 

二十一、5 月 29 日中午舉行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導師會議討論輔導學生選課事宜。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1. 5 月 1 日、8 日及 29 日召開三次系務會議，討論事項如下： 

(1) 招生名額及招生試務相關事項。 

(2) 修訂或新訂本系數項空間管理及使用辦法。 

(3) 完成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教師評審辦法部分條文文字修訂。 

(4) 完成 101 學年度會議代表及委員推選。 

2. 完成系主任遴選作業。 

3. 5 月 17 日召開本系基礎專業技能認證討論會，討論訂定本系學生基礎操作技能及

規劃設計課程、操作訓練、考試及認證等相關計畫之可行性，並制訂流程及考評

方式等規範。 

4. 完成國科會委託台經院辦理之大專校院研發現況調查填報作業。 

二、各項招生作業： 

1. 完成 101 學年度博士班入學口試及書面資料審查。 

2. 完成 101 學年度輔系及雙學位申請審查作業，共 1 人通過修讀輔系(經濟學系)。 

3. 101 學年度大學部申請入學分發完成，本系共錄取 19 人；近日將寄出歡迎信函，

並鼓勵同學於開學前加強體能訓練，並充實英、數、理、化、生各科的學習，以

便銜接大一的課程及迎接大學生活的挑戰。 

三、教學： 

1. 本學期安排四場「分子細胞微生物」系列演講，5 月 15 日舉辦第四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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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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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s」。 

2. 進行大學部論文、大學部書報討論及各項實驗課程期末學習成效問卷施測。 

3. 完成期中學業關懷系統提報作業。 

4. 開設普通生物學(下)之暑修班，授課教師為劉佩珊教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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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執行「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計畫」，舉辦校外參訪活動： 

(1) 5 月 4 日赴台北市迪化污水處理廠參觀。 

(2) 5 月 22 日赴新竹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菌種資源及保存中心參觀。 

6. 完成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計畫」申請，計畫名稱為

「生物科技之專業知能接軌產業需求之認知與課程發展」。 

四、研究： 

1. 本系共 5 位教師提出國科會 101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申請案。 

2. 本系與東南科技大學簽約同意進行臺北市環保局「101 年度臺北市民眾參與河川

污染巡守推動計畫」，以本系名義成立河川污染巡守隊，執行雙溪河流的守護。 

五、學生輔導： 

1. 完成本系大二及大三學生於暑假至校外職場實習的分配與聯繫工作，本學年度共

有 10 位同學分赴 8 位學長姐之任職單位進行暑期實習，並於 101 學年度上學期

完成產學實習選修課程。 

2. 系學生會榮獲本校「第十七屆社團特色競賽」團體動力組第二名。 

3. 系學生會於 5 月 22 日舉辦微生物之夜活動。 

六、人員教育訓練： 

1. 秘書出席 5 月 3 日教務處「選課檢核條件系統說明會」。 

2. 主任及秘書出席 5 月 8 日學生事務處新生第一哩活動工作協調會議。 

3. 秘書出席 5 月 17 日秘書室課程「內部控制教育訓練」。 

七、社會服務： 

指導新北市竹林中學學生論文科展，獲得優異成績： 

1. 顏嘉怡老師老師(本系碩士班系友)率詹鈞翔、詹鈞年及謝典儒同學參加「第 52 屆

國立暨縣(市)公私立高級中等學校分區科學展覽會北一區」競賽獲得特優，參展

主題是「屠龍高手－分解保麗龍細菌之分離」。 

2. 詹鈞翔同學參加教育部第 44 屆國際生物奧林匹亞競賽國手選拔營，榮獲國手資

格。 

 
【心理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101 年 5 月 1 日（二）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通

過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申請案、101 學年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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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名單、101 學年度各委員會暨會議代表及導師名單、

101 學年度新聘助教公告、101 學年度心碩一「高等量化研究方法」授課教師

之安排等案。 

二、 101 年 5 月 15 日（二）下午 1 點 30 分至 3 點 20 分於 J203 會議室舉行專題演

講，講題為「痛不痛有關係-疼痛如何影響人類決策行為」，主講人為林嘉澍

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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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1 年 5 月 22 日（二）下午 1 點 30 分至 3 點 20 分於 J203 會議室舉行專題演

講，講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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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為盧璐醫師（台大醫院復健部主治醫師/早期療育中心執

行秘書），由張本聖老師主持。 

四、 101 年 5 月 19 日（六）上午 9 點至下午 4 點於第一教學研究大樓普仁堂舉行

「2012 應用心理學與實務研討會：陪伴兒童塗鴉的藝術治療」，由郭育誠與

莫淑蘭老師帶領演講，楊牧貞老師、張本聖老師、徐儷瑜老師主持，共有 151

人參與。 

五、 101 年 5 月 25 日（五）下午 4 點至 6 點於 D0101 教室，舉辦「2012 碩士班工

商組研究生國內實習發表會」，由王叢桂老師主持，並由 3 位研究生分享實

習經驗與心得。 

六、 101 年 5 月 21 日至 28 日系學生會舉辦本學期心理週，5 月 28 日星期五晚上

並於望星廣場舉行心理之夜。 

七、 101 年 5 月 23 日（三）中午 12 點至下午 1 點 30 分，於 J201 研討室舉行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優秀學生頒獎典禮，共有 9 名學生與主任餐敘。 

八、 101 年 5 月 29 日（二）中午 12 點至下午 1 點 30 分，於 H208 舉辦大三導生

會並進行選課輔導。 

九、 101 年 5 月 29 日（二）晚上 6 點 30 分至 8 點 30 分於 R0412 教室舉行專題演

講，講題為「睡眠疾患的類型與治療」，主講人為廖幸儀講師（台北榮民總

醫院精神科臨床心理師），由張本聖老師主持。 

 
【鑑識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一、 101 學年度申請跨領域學程「鑑識科學學程」之申請人數，含進修學士班學生

1 名，共計 23 人，已於 5 月 15 日由鑑識科學學程委員會審核，申請學生全數

通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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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六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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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中午 12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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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為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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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十屆海峽兩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已圓滿閉幕，本次研討會要特別感謝民法專長領

域召集人成永裕老師費心規劃議程；還要感謝林誠二老師在環境優美的少帥襌園舉

辦溫馨的歡送晚宴；最要感謝的是黃陽壽老師，精心安排澎湖三天二夜，尤其在身

體微恙的情況下，仍然情義相挺在澎湖最有名的清心餐廳宴請大陸師長，非常令人

感動。 

三、睽違已久的法學院系畢業生茶會在 101 年 5 月 22 日重新舉辦！當天共有超過 130

位畢業同學報名參加，熱鬧非凡。除了邀請甫上任的潘維大校長到場致辭外，法學

院特別以院徽製作精美徽章，邀請法學院院友會現任理事長李念祖學長、榮譽理事

長洪長岸學長為畢業同學別上徽章，象徵傳承，也象徵東吳法律人都是一家人的意

義，另外，也邀請到東吳大學董事會監事帥以仁學長到場為同學們祝福與嘉勉。幾

位學長事業成功，更提供豐富又有意義的人生體驗和大家分享，全場笑聲和掌聲不

斷，茶會結束時，畢業班輪流和與會的師長們照相，整會畢業茶會就在溫馨歡樂的

氣氛中劃下圓滿句點，大家並相約六月二日傳賢堂畢業典禮再相見！ 

 

四、五月十八日廈門法學院來訪，來訪名單如下： 

編號 姓  名 性別 現 任 職 單 位 職稱 

1 劉炳泉 男 
廈門市法學會 

廈門市政法委 

副會長 

副書記 

2 李功亮 男 廈門市法學會 
副會長 

兼秘書長 

3 張希舟 男 
廈門市法學會 

廈門海事法院 

副會長 

副院長 

4 許俊強 男 
廈門市法學會 

廈門海事法院 

副祕書長 

研究室主任 

5 林連成 男 
廈門市法學會 

廈門市政府政法委 

副祕書長 

研究室副主任 

6 王瀟滎 女 廈門市法學會 辦公室副主任 

7 蔣光和 男 廈門市法學會 研究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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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黃偉民 男 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 法官 

9 鄭承茂 男 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 法官 

10 魏  煒 男 廈門市湖里區政法委 主任科員 

11 田明光 男 廈門市司法局醫療糾紛調解委員會 辦公室調研員 

12 林偉英 女 廈門市司法局司法鑑定管理處 調研員 

 

五、公法研究中心將於 5 月 26 日舉辦「第九屆公法研討會」；6 月 1 日舉辦「東吳公法

裁判研究會【第十九回】」，歡迎各位老師參加。 

六、101 年 6 月 6 日（週三）下午 15 時 30 分～17 時 20 分於 5117 會議室召開法學院導

師會議，會中將進行專題演講「憤怒鳥時代‧老師如何不抓狂？」。 

七、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學助理補助計畫」、「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計畫」與「教材

小幫手計畫」之申請作業合併受理，請教師依課程屬性選擇適合之計畫提出申請，

申請期限說明如下 

(一)教學助理（隨堂助理） 

1.申請期限：即日起至 101 年 6 月 4 日止。 

2.僅限專任教師申請。 

3.請送法學院王玉梅秘書收件(書面及電子檔)。 

4.本院補助名額：10 名。 

5.本校承辦人：蔡依琦小姐，分機 5823。 

(二)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課輔助理） 

1.申請期限：即日起至 101 年 6 月 4 日止。 

2.專兼任教師均可申請。 

3.請送法律系陳芊諭秘書收件。 

4.補助名額：各學系得自行甄選 10 門課程。 

5.本校承辦人：陳姿吟小姐，分機 5826。 

(三)教材製作製作小幫手（科技助理） 

1.申請期限：即日起至 101 年 6 月 20 日止。 

2.全校使用網路學園輔助教學之專兼任教師均可。 

3.請逕送教學資源中心教學科技推廣組收件。 

4.本校承辦人：張宇慧小姐，分機 5835 

八、楊奕華院長任期即將於 7 月 31 日屆滿，謹對全體教師同仁表達感謝。此外，在法

學院服務超過二十年的王玉梅祕書，也即將在 8 月 1 日轉任校長室專門委員，我們

也要特別祝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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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六月 

商學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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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首次四大會暨師事務所聯合徵才活動持續展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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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次徵才不限科系，大二(含)

以上皆可參加，報名人數非常踴躍，因此特別於同時段增加一場說明會在 5213 教

室，兩個場地將同步進行徵才說明，希望提供本院學生更多就業管道與機會。 

三、 依會計室來函辦理 101 學年度算經費填報，並於 5 月 8 日前完成一級單位審核。 

四、 依秘書室通知，彙整本院有關會計室及電算中心相關問題與建議，並推派「改善電

子化校園系統穩定服務專案委員會」及「研討經費使用與核銷合理規範專案委員會」

本院代表，「改善電子化校園系統穩定服務專案委員會」本院代表為資管系林娟娟

教授，「研討經費使用與核銷合理規範專案委員會」本院代表為會計系蘇裕惠教授

及企管系阮金祥教授。 

五、 辦理聯合徵信中心派遣人力徵才事宜。 

六、 辦理本院與台北花園酒店簽約事宜，住房及餐飲部分皆提供特別優惠，各學系可以

多加利用。 

七、 本院 5 月 9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101 學年度外

籍教師新續聘案。 

八、 5 月 11 日辦理東吳財經講堂講座系列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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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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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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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舉辦

活動如下，並於 5 月 20 日繳交期中成果報告。 

（1）5 月 9 日舉辦蔬食展活動，參加人數共計 135 人。 

（2）5 月 20 日上午舉辦里仁事業體經營模式企業參訪，參加人數共計 114 人。 

（3）5 月 20 日下午舉辦坪林有機茶園企業參訪，並邀請王有里先生針對「為



----------------------------------------------------------------------------------------------------------------------------------------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4 次(101.6.4)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51 

什麼我不在茶園灑農藥」進行專題演講。 

十二、 本院 5 月 22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商學院第二次籌備會議，討論 100 學

年度畢業典禮相關籌備事宜。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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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本院 5 月 29 日舉辦「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畢業典禮」預演。 

十五、 本院 5 月 30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101 學

年度專兼任教師續聘案、101 學年度第 1 次兼任教師初聘案、100 學年度第 2 學

期教師升等案、101 學年度第 1 次專業級技術人員初聘案、101 學年度第 1 次專

任教師初聘案及審議「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等議

題。 

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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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籌辦 6 月 2 日「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畢業典禮」相關事宜。 

十八、 本院推薦經濟系傅祖壇教授及國貿系陳惠芳教授擔任 101 學年度學術研究委

員會委員。 

十九、 因圖書館委員會 100 學年度之研究生代表提前畢業，致該代表出缺，依圖書

館意見，由本院協助推選遞補代表為會碩一許椀茹同學。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一、 5 月 3 日舉辦 EMBA 讀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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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5 月 4 日於 2614 教室舉行 EMBA 跨國海外研習行前說明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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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5 月 10 日發行東吳大學商學院 EMBA 電子報第二十二期。 

五、 5 月 11 日創新與創業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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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5 月 12 日 EMBA 企業論壇，主講人：碩一王啟雄(偉創力股份有限公司經理)，主

題：Electronic Manufacture service for Brand Company and potential business for 

Taiwan Supply Chain. 

七、 5月 15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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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泰(青島)農產有限公司等。 

八、 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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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5月 25日創新與創業課程邀請本校育成中心沈大白主任(台灣信用評等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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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課，地點：2609 教室。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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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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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持續辦理 EMBA 碩二班學位考試，本月共 6 位學生完成。 

跨領域學程 

一、 5 月 3 日邀請拍攝《冰點》紀錄片盧昱瑞導演專題演講，講題為「前鎮漁港的勞

動群像」。 

二、 審查 101學年度修讀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學生申請案，總計財金學程及

科管學程各有 90及 42 人核准通過。 

三、 5 月 28 日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共同舉辦「商學院跨領域學程期末座談

會」，會中頒發兩學程 100學年度優秀學生獎勵，並由院長與同學進行學習心得交

流，俾益學程參考、改進。 

四、 辦理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 101學年度網路選課檢核條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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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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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於 5 月 4 日舉辦兩場次碩士班與碩專班「研究生論文寫作研習營」，協助

指導研究生如何找論文題目與進行研究，以提昇本系研究生撰寫論文能力與論文品

質。 

三、經濟學系為激勵學習，訓練資料分析能力，以為本系同學日後研究及就業培養充足

能力，持續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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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獎 3 組、優等獎 3 組、參加獎 12 組。 

四、 經濟學系 5 月 8 日召開博士班 101 學年度招生入學書面審查與面試籌備會議。 

五、 經濟學系 5 月 9、11、18 日在 2621 教室舉行 100 學年度碩士班 19 場論文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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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主辦、本系協辦之

『2012 台灣基因體意向』研討會，5 月 18 日於中央研究院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舉行。 

七、 經濟學系為了讓學生與導師有面對面的溝通，於 5 月 18 日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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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經濟學系 5 月 25 日舉行本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討論本系 102 學年度招生名額，

並選舉本校、院、系各委員會之代表。 

九、 經濟學系 5 月 25 日邀請東華大學經濟系張銘仁副教授演講「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and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in a Redux Model」。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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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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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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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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經濟學系 5 月 28 日上午進行 101 學年度博士班入學招生面試。 

十三、 101 學年度申請經濟學系為輔系 24 人，申請經濟學系為雙主修 13 人。 

十四、 重慶大學「 2012 年海峽兩岸大學生三峽文化夏令營」，經審查評選復，經二

B 呂子怡同學獲選。 

十五、 經濟學系 100 學年度研究生發表期刊論文與研討會論文獎勵，博六陳于真獎

勵 6000 元，博一宋安德獎勵 6000 元，博三徐明洸獎勵 10000 元。 

十六、 經濟學系 100 學年度「教師研究獎助」及「研究生發表研究論文獎勵」於 4

月截止申請，經本系系務發展小組審核，共 10 位教師及 3 位博士生獲得獎助。 

會計學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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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計學系於 5 月 2 日召開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會中審議 101 學年度續聘及新

聘教師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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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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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會計學系為使學生充分掌握國際化及多元化之潮流，5 月 14 日至 26 日邀請美國紐

約佩斯大學李丕正教授蒞臨本系進行短期講學與交流訪問活動。本次邀請美國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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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Prof. Picheng Lee 訪問計畫，獲國科會「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補助經

費，補助編號：101-2912-I-031-503。 

六、會計學系於 5 月 16 日召開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會中推選 101 學年度各委員

會教師代表及討論 2013 年會計理論與實務研討會相關事宜。 

七、會計學系於 5 月 16 日召開第 2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討論學系預警制度之檢討。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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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會計學系於 5 月 23 日 15：30-17：30 於 R5117 舉行「經驗交流座談會」，會中邀請

一位目前就讀本系碩士班之研究生及五位應屆考取碩士班之同學與學弟妹分享準

備碩士班考試之經驗。 

十、會計學系與本系學生會於 5 月 26 日至 27 日承辦「2012 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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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00 人參加，本系榮

獲男籃與男排冠軍。 

十一、 會計學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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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會計學系 5 月份總計舉行五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一) 邀請 University of 

Naples FedericoⅡ Prof. Alessandra Allini 及 University of Salerno Prof. Francesca 

Manes Rossi 於 101 年 5 月 2 日至 10 日舉行三場專題演講，主題分別為「The 

Concept of “Azienda” and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In The Italian」、「Accounting 

System Accounting in Italy：An Overview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s & 

Reporting」、「How Relevant is Risk Disclosure In Italian Government-Owned 

Companies?」。(二) 5 月 16 日邀請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秘書長游智慧

會計師蒞臨演講，講題為「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探討」。(三) 5 月 26 日邀請成功

大學林囿成教授蒞臨演講，講題為「Audit Partner Tenure and Discretionary Accruals 

Does Long Auditor Tenure Impair Earnings Quality」。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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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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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榮登東吳會研及輔大

會研榜首，表現可圈可點。 

企業管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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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 月 9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討論議題：(一) 102 學年度大

學甄選名額及指考採計科目討論事宜。(二) 學士班學生修讀學、碩士一貫學程實施

事宜。(三) 101 學年度大學部入學新生適用必、選修科目表修訂事宜。(四) 與法國

ESC-Rennes（雷恩）管理學院簽訂碩士雙聯，大學、碩士四加一等合作案。(五) 推

舉 101 學年度校內各委員會代表事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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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題為審查

101 學年度兼任教師新聘案、審查本系碩士在職專班「政府與企業專題研討」課程

教師代聘案。 

三、辦理客座教授相關事宜：(一) 5 月 8 日第三位客座教授-美國西康乃狄克州立大學莊

明玲副教授抵台。(二) 5 月 17 日舉辦專任教師與莊明玲副教授座談會。 

四、辦理 2012 第 15 屆科際整合管理研討會相關事宜：(一) 5 月 18 日論文截稿，總計收

件 93 篇論文，經審稿後錄取 32 篇論文。(二)於系網頁公告論文接受通知並寄出接

受通知函，預定 6 月 5 日完成發表人報名事宜。 

五、5 月 22 日舉行 101 學年度新聘助教口試。 

六、5 月 24 日召開碩士班「論文研討」課程會議，討論未來課程內容與規劃方向。 

七、配合推廣部「青年就業讚」專案，規劃「職場軟實力加油站」、「企業物流營運與管

理實務」、「行銷戰將特訓班」及「企業新鮮人實務班」4 門輔導就業課程。 

八、規劃 101 學年度新生入學相關活動：(一) 5 月 8 日出席學生事務處主辦「101 學年

度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學系時間」暨「新生家長座談會」協調會議」，

討論 101 學年度新生入學活動規劃事宜。(二) 5 月 25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碩士一般生

與在職專班迎新活動工作事項討論會議，討論迎新時間與地點、活動流程與預算、

活動進行方式報告等。 

九、辦理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截至 5 月底為止，計有 3 位碩士在職專

班同學完成口試，18 位碩士班一般生及 19 位碩士在職專班提出口試申請。 

十、5 月 16 日舉辦企管系教師教學觀摩研討活動，進行電影「魔球」賞析，並由吳吉政

老師、劉宗哲老師及翁望回老師進行觀後心得與策略分享。 

十一、 辦理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相關事宜：(一) 5 月 10 日舉辦「新光銀行徵才說明

會」。(二) 5 月 18 日舉辦 1 場生涯規劃講座，邀請目前擔任臺灣企銀建國分行理

財專員的陳惠華系友（日 83A），主講「證照！它罩得住我？」。(三)5 月 24 日舉

辦「優秀學生表揚活動」，公開表揚學業優良同學、優秀應屆畢業生以及本學年

度本系錄取為國內大專院校研究所的同學，當天出席人數約 60 人。 

十二、 協助東吳 EMBA 聯誼會舉辦各項活動：(一) 5 月 10 日召開第六屆理監事會

議，議題為東吳 EMBA 聯誼會各委員會計畫執行、造勢宣傳及各部門配合等事

項，以及參與企管系在職專班迎新活動相關規劃討論。共計 13 位理監事出席。(二) 

5 月 18 日由東吳 EMBA 聯誼會主辦專題講座，邀請財金文化事業謝金河董事長

主講「經濟展望與投資趨勢」。本系賈凱傑主任、沈筱玲老師、劉敏熙老師出席，

會員、校外人士及學生近 100 位報名參加。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一、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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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級系友)演講，講題：國貿人在高科技業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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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分享。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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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貿四 B 劉姿妏獲赴波蘭華沙大學交換學生。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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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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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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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5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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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5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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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協助導師執行學業關懷系統。 

十、製作 101 級畢業生畢業紀念品東吳國貿小書包。 

十一、 5 月 23 日下午 15:30-18:00 於 R5513、R5613、R5616，舉辦多益考試，報名

人數 120 人。 

十二、 5 月 4 日下午 16：00，由楊金源老師帶領貿四學生一行 20 人赴兆豐證券參訪。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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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配合推廣部之青年就業讚計畫，開設「證券商業務暨理財規劃人員」課程。 

十五、 5 月 2 日下午 1 時 30 分於 R2219，參加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選課檢核條件設

定說明會。 

十六、 101 學年度預算經費於 5 月 7 日完成填報。 

十七、 5 月 17 日上午 9 時~12 時，假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參加內部控制制度教育

訓練課程。 

十八、 5 月 2 日中午 12 時於 R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主任遴選委員會會議，議題內容如下：(一)確認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

系主任遴選委員會會議記錄。(二)被遴選人蒞臨報告系務發展理念與方針。(三)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系主任遴選作業。 

十九、 5 月 22 日下午 14:30 於 R2227 會議室，參加第 2 次商學院畢業典禮籌備會議。 

二十、 5 月 23 日中午 12 時於 R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規劃委員會會議，討論師生設備更新事宜。 

二十一、 5 月 23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會議，議題內容如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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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會議記錄。(二)審查兼任講師楊金源

學位論文外審案。(三)審查 101 學年度王珊彗兼任講師、吳佳達兼任講師聘任

事宜。 

二十二、 5 月 23 日下午 1 時 30 分於 R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導師會議，議題內容如下：(一)確認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及 100 學

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會議記錄。(二)討論本系導師制度事宜。 

二十三、 5 月 23 日下午 2 時於 R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

系務會議，議題內容如下：(一)確認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會議

記錄。(二)確認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規劃委員會會議記錄。(三) 推

舉 101 學年度各委員會代表事宜。(四)討論 102 學年度大學部甄選入學招生名

額(繁星+申請)比例達 40%事宜。(五)討論碩士班共同考科「中英語文能力」存

廢之具體建議。(六)討論「東吳大學調整研究生招生名額審查要點」（草案）

修正建議事宜。(七)討論碩士在職專班貿碩專一「國際財務管理」與「國際行

銷管理」、貿碩專二「國際人力資源管理」與「國際貿易與金融」必修課二選

一事宜。(八) 修訂國貿系教師評鑑辦法事宜。 

二十四、 5 月 25 日下午 2 時~4 時於 R5211 會議室，參加「教學指標 RUBRIC 之運用與

設計」專題演講。 

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 

一、 本系今年延續與新光人壽保險公司建教合作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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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訂於 5

月 3 日至 5 月 21 日由系辦彙整推薦獎學金申請名單，並於 5 月 30 日新光站前大樓

進行新光獎學金面談相關作業。 

二、 5 月 9 日舉辦財精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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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5 月 10 日舉辦導師班級輔導講座，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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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5 月 11 日舉辦導師班級輔導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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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5 月 14 日舉辦優秀學生餐敘，並於會中頒發獎狀。 

六、 5 月 18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英商納格資訊 技術部經理劉泰興先生，主講「NAG

於金融分析與計算上之應用」。 

七、 5 月 18 日舉辦教學觀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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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5 月 19 日舉辦系友年度大會暨交流聯誼餐敘以及 70 級系友同學會。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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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A Council and Committee Meetings。 

十、 5 月 23 日召開系教評會，複審新聘助理教授鄭宏文先生學位論文外審案，另新聘

魏江霖講師為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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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5 月 23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論學系服務優良辦法，推舉商學院代表委員，並

討論 102 學年度各學制招生名額、招生考試專業考科之可行建議、碩士班共同考

科存廢建議及考試日期等相關招生事務，以及本系系所評鑑學門歸屬。 

十二、 5 月 25 日舉辦財精工作坊，邀請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黃泓智教授，

主講「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 for Insurance Companies or Pension Liabilities」。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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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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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理學系 

一、由林勝為老師指導資三 A陳巧捷同學，獲得國科會 101 年度【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

究計畫】補助，計畫名稱：行動旅遊系統建置與消費者使用意圖之研究─以民宿業

為例。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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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5 月 3 日專題演講，主講人：陳鄭垚 (65 級系友)-亞太電信副總經理，講題：電信

業的資訊應用與管理。 

四、5 月 4 日召開獎助學金委員會，審查蘇秉銓資訊教育獎助學金、張楚義系友獎助學

金、賴宗羲系友獎助學金等申請案。 

五、5 月 10 日召開系務會議，通過推派 101 學年度校院系各委員會代表、調整大學部各

管道招生名額、蘇秉銓獎助學金獲獎名單、97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追蹤評鑑通過系

所後續自我改善計劃與執行成果結果表。 

六、5 月 17 日專題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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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5 月 24 日召開系主任遴選委員會，遴選資訊管理學主任。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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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設計競賽獎及新舊會

長交接。 

九、辦理各班級期中成績彙整資料，請導師針對專業科目成績危險之同學分別進行輔導

並寄發家長通知信。 

十、5 月 31 日於 5211 國際會議廳舉辦畢業生專題成果展，共 14 組專題發表成果。本成

果展邀請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消費與時尚藝術設計學士學位學程中心鄒仁淳

副主任及清雲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張隆君助理教授擔任評審，評選出「年度優勝」、

「最佳技術獎」、「最佳創意獎」、「最佳台風獎」及「最佳人氣獎」共五組。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 賡續簡介修訂事務，預計 6 月初完成新版簡介。 

二、 5 月 12 日公告系學會改選結果：由商二 B 游東翰同學、商二 A 鄭伊伶同學及商

二 B 陳宣武同學擔任商學進修學士班第 13 屆學會會長及兩位副會長。 

三、 5 月 14-25 日辦理本學期退修申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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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5 月 23 日起執行第 2 學期期末課堂反應施測事宜。 

五、 5 月 19 日及 23 日商二 B 及商三 A 分別舉辦班級導師生活動：商二 B 林旭陽老

師本學期並無商進班之課程，仍秉持熱心與同學進行學業及生活上之關心；三 A 陳

元保老師邀請本校會研所研究生傳授會計師考試致勝祕訣。 

六、 5 月 26 日中午邀請會計學程溫家豪系友(現任職於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工商學程

徐欣瑜系友(現為本系助教)及財務金融學程龔怡臻系友(現任職於國泰世華銀行)、

林育如系友(現為瑜珈工作室業務主管)分享求學心得及職涯經驗。 

七、 5 月 26 日晚間舉行大一學生學程暨選課說明會，安排兩位即將畢業之會計學程郭

文彥學長及杜佩融學長分別以過來人分享學程必修課程的讀書方向；另針對學校分

發之註冊選課時間表以簡報逐一向同學提醒相關事項。 

八、 100 學年度擬參加畢業典禮同學計有 80 餘位，商學院畢業典禮將於 6 月 2 日下午

舉辦，近除辦理畢業學生學士服領發事務外並加強各項畢業相關資訊之傳達。 

九、 本班將於 6 月中下旬進行兩岸交流活動，正持續進行大陸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人

民大學及北京清華大學之聯絡事務。 

十、 執行教務選課系統之檢核設定、彙整學業關懷資料；分與導師聯絡，以了解學生

學習狀況。 

十一、 100 學年度暑假暑修課程在辦理登記後預計有會計學(下)、中級會計(上)、審

計學(上下)、微積分及個體經濟學(上)委請相關學系聘任教師開課。 

十二、 參加各單位舉辦之會議：資訊安全講習、內部控制講習、種子導師會議、畢

業典禮籌備會議及 Rubric 運用設計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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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六月 

【圖書館】 

一、5 月 1 日至 5 月 24 日館長與城區分館魏令芳主任、採錄組陳育菁代理組長、參

考組鄭雅靜組長、推廣組支嘉立及各學系學科聯絡人等同仁，拜會本校各院及

22 學系，聆聽及瞭解各院系對圖書館的服務需求及推廣本館期刊目次服務。 

二、依 5 月 21 日行政會議建議，本館擬自 101 學年度（101 年 8 月起）停訂星島日

報，改訂閱香港信報（存放城區分館）。另、本學年度已訂閱香港明報，

FINANCIAL TIMES 之電子報則收錄於本館訂購之 PROQUEST 資料庫內。 

三、5 月 23 日西安歐亞學院劉瑾院長、教學質量評估中心鄭曉明主任、學生工作處

王鵬飛處長、學生工作處張煜副處長、學生工作處研發中心張元主任及圖書館

周紅副館長等 6 人蒞館參訪。 

四、5 月 28 日蘇州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高祖林教授、研究生院院長王家宏教授、

招生就業處處長馬衛中教授及財務處處長盛惠良副研究員等 4 人蒞館參訪。 

五、5 月 28 日下午校長與主秘蒞館舉行「校長有約」座談。 

六、6 月 14 日邀請法律系余啟民老師蒞館演講有關圖書館個人資料保護法相關議

題。 

七、6 月 18 日「中正圖書館外觀重塑工程」開工，預計 8 月 27 日完工。 

八、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業務統計： 

九、北二區資源分享使用統計： 

十、配合「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評估作業，於 101 年 5 月 8 日上線填寫

「100 年度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子計畫執行進度評估表【E 表】」。 

十一、配合「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考評作業，由東吳圖書館對夥伴學校執行

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計畫進度進行考評，預訂於 0531 陳送中心辦公室。 

十二、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系統新增離校檢核功能，用以提升讀者借閱紀錄準

確性及減輕線上離校夥伴學校圖書館同道作業負荷。於 5 月 8 日進行系統測

試，5 月 18 日起請夥伴學校提供證號，進行欠書欠款紀錄測試作業，預訂於 6

月 1 日前上線。 

十三、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訂於 101 年 5 月 25 日舉行線上離校檢核系統測試結

項    目        時     間        數    量 

網頁瀏覽人次 98 年 10 月 8 日至 101 年 5 月 22 日 192 萬 0,499 人次 

聯合目錄 98 年 1 月 1 日至 101 年 5 月 22 日 692 萬筆，約 1,547 萬冊 

圖書代借代還 101 年 4 月 21 日至 101 年 5 月 22 日
(13 校 15 館) 

總處理量：3,382 件 

線上申請館合證 100 年 7 月 1 日至 101 年 5 月 22 日 
(17 校) 

總受理件：3,366 人次 

項    目        時     間        數    量 

北二區基地營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01 年 5 月 21 日 23 人次 

北一區館合證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01 年 5 月 21 日 43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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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暨 102 年計畫業務討論會議，邀請加入館際合作之夥伴學校及平台系統廠商參

與討論。 

十四、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預訂於 101 年 8 月 31 日商借法鼓佛教學院場地舉

行 102 年計畫討論會議，夥伴學校館長邀請函及演講人邀請函已於 101 年 5 月

18 日發送完成。 

十五、為配合夥伴學校暑期閉館日，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彙整資料後，於 101 年 5 月

21 日於平台進行公告。 

十六、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計畫主持人莊館長永丞，於 101 年 5 月 21 日召集

本項計畫共同主持人商討 102 年計畫。 

十七、撰寫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 SWOT 及策略分析。 

十八、協助夥伴學校排解各項平台系統操作問題。 

十九、辦理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軟硬體採購案申請及相關業務費用核銷作業。 
 
【採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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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圖書館委員會審查後執行。 

二、5 月 25 日辦理 2010 年西文期刊驗收。 

三、學生圖書薦購 48 筆(4/20-5/20)。 

四、回收 2012 年 PQDT「美加地區數位化博士論文典藏聯盟計劃」論文勾選結果，

共計有七系提出。 

五、發函各院 2012 年資料庫續訂及新訂調查。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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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經費核銷

案，核銷總經費為新台幣 1,262,756 元整；統籌資本門共計完成 34 件；核銷總

經費為新台幣 686,038 元整；國科會核銷 3 筆，核銷金額 790,666 元整。 

七、辦理 101 年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 P&C 單冊勾選。 

八、修訂東吳大學書籍採購準則，提交本次圖委會審議。 

九、研擬修正各學系書籍、期刊經費分配計算方式。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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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案（1,094 筆） 

圖書資料驗收 805 筆 

十一、辦理本校政治及經濟商學學報共 316 冊之寄送事宜。 

十二、辦理贈書收送及館藏複本查詢事宜，共計約 1,000 冊，並製作謝函。 
 
【編目組】 

一、館藏書目組織維護等相關工作事項（填報統計至 101 年 5 月 21 日）。 

移送閱覽典藏數量 

西文圖書 807 冊 

中文圖書 584 冊 

西文期刊 13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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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期刊 47 冊 

視聽資料建檔 114 筆 

二、持續整理音樂系送回樂譜 8 箱共 106 冊主譜(含 2,835 冊分譜)。 

三、持續測試與維護電子書書目機讀格式(SpriingerLink 2,486 冊、Emerald 37 冊)。 

四、西文期刊加入 856 段電子資源位址 321 筆。 

五、校內有關活動：5 月 17 日謝寶珠編審出席「私立學校內部控制制度重要性與執

行概念」。 

六、校外研討活動：5 月 15 日呂本琪組員至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出席「臺灣學術電

子書暨資料庫聯盟 PDA 採購模式說明會」；5 月 17 日~18 日李明俠組長至澎湖

科技大學出席「100 學年度全國大專院校圖書館館長聯席會會議—全球化時代

圖書館的創意與營運」。 

七、李明俠組長擔任中文系、歷史系、德文系和化學系學科館員，已 mail 基本資料

給此 4 系專任老師，並先後與對期刊目次服務有需求之中文系和德文系，討論

該學系核心期刊。 
 
【閱覽組】 

一、中正圖書館外觀工程訂於 6 月 18 日開工，預計 8 月 27 日完工，施工期間影響

暑假開放之配套措施，將依 5 月 23 日第二次工程協調會結論辦理。 

二、配合期末考試，6 月 4 日至 6 月 16 日，中正圖書館第一閱覽室 24H 開放，期

間週一至週五 08：00~18：00，施行學生證查驗劃位措施；第二閱覽室延長開

放至 21:00，另為配合統一考試，6 月 9 日（六）開放時間則調整為 09:10 ~ 17:00。 

三、配合畢業典禮圖書館開放參觀，開放時間調整為：6 月 2 日 08:00~17:30；6 月

3 日 08:00~17:00。 

四、目前存放 8B 書庫之無版權西文書共約 1,800 冊，其中館藏已有正版者近 600

冊，尚未回溯者計 367 冊。為增進典藏空間利用，擬建請修訂館藏淘汰實施要

點，將尚未回溯及館藏已有正版者淘汰。 

五、配合流通及盤點作業，發送電郵通知專任教師，請將 5 月 1 日之前所借圖書，

於 6 月 30 日以前歸還，以便進行館藏圖書盤點。 

六、配合圖書館自動化系統與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協助反應問題並持續追

蹤。協助北一區平台與各夥伴校進行離校檢核對測。 

七、規劃流通櫃臺走動式服務，以走動的方式去櫃檯化，主動提供讀者服務。 

八、規劃「借書量衝衝衝」活動，期能藉以提升學生之圖書借閱率。 

九、配合學校節能政策，擬定「中正圖書館節電措施建議方案」草案。 

十、擬定圖書館服務辦法：「東吳大學圖書館館藏淘汰實施要點」及「東吳大學圖

書館借書規則」修訂草案。 

十一、配合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服務，2012 年 4/24～5/21 兩校區圖書館服務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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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138 5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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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01 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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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20～1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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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17  88  81  30  85  31  37 

小計  421 

2.文獻傳遞服務統計 

類型/數量  複印  圖書 

申請件(對外申請)  24  13 

被申請件(外來申請)  40  37 

      3.進行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101年度四月份帳務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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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西文期刊，計 2,130筆。 

        2.紙本期刊作業統計(101/4/21～101/5/18) 

 

 

 
 
 

 

二、館藏期刊送廠裝訂，計 396 冊合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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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131 256,668 
1,268 

附件 97 

587 

附件 3 
0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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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618 5 166 1 4 
236 筆 

30,108 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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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2 3 
本校 19,518

校外 128 

一閱 4,424 

二閱 1,109 
155 28 

圖書館

162 

二閱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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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237 152 1 0 56 58 

小計：389 小計：1 小計：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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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圖書館期刊目次服務，相關作業包括：拜會各學系、安排圖書館學科聯絡

人並 e-mail 通知各學系專任教師(雙溪校區各學系寄送 248 位老師)、整理各學

系訂購 2012 年中西文期刊清單、e-mail 通知專任教師，並彙整國科會人文處

提供(1)臺灣社會科學引文索引資料庫-TSSCI；(2)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核心期

刊資料庫-THCI 相關各學門之核心期刊資料等。 

四、協助採錄組辦理 2010 年西文期刊驗收事項(5/25)。 

五、接待大陸西安歐亞學院一行參訪圖書館(5/23)。 

六、教育訓練活動：出席臺灣大學圖書館法社分館鄭銘彰主任講演「讀者服務空間

的界面設計賞析」(4/30)。參與城區分館舉辦之「LexisNexis AcademicLexis.com」

資料庫課程(5/8)、張素卿出席師範大學圖書館主辦之「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

庫聯盟 PDA 採購模式說明會」(5/15) 。黃雯琪、張素卿出席臺灣師範大學圖

書館與 JSTOR 公司主辦之「ITHAKA 2012 JSTOR 論壇＠TAIWAN」(5/21)。 

七、參與推廣組之自動化系統版本更新說明會(5/3)及「資訊探索服務-Proimo 平台

系統展示會」/飛資得公司(5/10)、 

八、設計圖書館整體服務滿意度問卷及線上問卷寄送作業。 

九、配合校安中心，會同閱覽組勘查中正圖書館各樓層的監視器概況，並提出新增

7 組監視鏡頭的設備需求。 

 
【推廣組】 

一、VPN 評估規劃。 

二、機房冷氣更新規劃。 

三、製作「青春驪歌、晴空展翅」畢業典禮參觀圖書館活動網頁及海報。 

四、協助「ebooks on ScienceDirect~~教學、研究新利器」SDOL 電子書網頁製作。 

五、協助期刊目次服務 PDF 上傳及寄發郵件範例檔。 

六、協助製作圖書館整體服務滿意度問卷調查網頁。 

七、更新非書新片上架、圖書館首頁輪播動畫。 

八、5 月 3 日召開圖書館自動化系統升級及 MARC21 轉檔時程討論會議。決議採方

案三，即升級時系統全面停止運作時間，安排於 8 月 10 天連休假期。會中廠

商並針對 8.6.1 及 8.6.2 版本修正、新增功能及客服問題處理進度進行說明。 

九、5 月 10 日與館長、廠商討論圖書館網站改版事宜。 

十、執行 100 學年度工讀生考核及 101 學年度工讀人力需求評估。 

十一、更新全館影印機智財權宣導海報。 

十二、處理外語學院提出英文版 WebPAC 典藏地及特藏翻譯事宜。 

十三、新增非書書影連結 46 筆。查核圖書條碼 2150 筆，新增圖書書影連結 604 筆。 

十四、館藏查詢系統新書通報新增各類目 2012 年 5 月分館藏連結。 

十五、圖書館自動化系統線上客服網站，累計提出 456 個問題，其中以替代方案或

完全解決處理 378 個問題。尚有 78 個問題列入後續追踪處理中。 
 
【非書資料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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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7-5/18 舉辦「青春驪歌‧晴空展翅」活動，邀請畢業生拍攝自己最愛的圖書

館記憶角落照片上傳至臉書。 

二、規劃 Facebook 主題 e 書展及電子書教育訓練活動。 

三、論文審核諮詢 2 件/論文審核 0 件。 

四、博碩士論文回溯，累計回收授權書 330 份。文字辨識累計 468 冊，全文影像掃

描 477 冊，共計 91,820 頁，並持續進行掃描校對中。 

五、校史室五月份參觀人數：76 人/回溯照片掃瞄 1,026 張。 

六、5 月 23 日西安歐亞學院副院長劉瑾教授一行人參訪非書資料室。 

七、參加國圖台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雲端網頁管理及運用推廣教育訓練。  
 
【城區分館】 

一、資料庫有關業務： 

1.更新：Aremos 資料庫。 

2.試用：亞洲圈九國上市企業資料庫、TKC Law Library 日本法律資料庫、

Emerald Management eJournals、Westlaw China 中國法律資料庫、Oxford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Law、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Investment Claims、Oxford Bibliographies - International Law 、Oceana 

Law Online 等共 9 個資料庫。 

3.教育訓練： 

(1)5 月 2 日 12:10-13:30 舉辦 TEJ 臺灣經濟新報-基礎操作課程。 
(2)5 月 2 日 13:30-14:30 舉辦 TEJ 臺灣經濟新報-公司治理。 
(3)5 月 2 日 14:00-15:30 舉辦 Westlaw International 資料庫講習。 
(4)5 月 8 日 14:30-15:30 舉辦 LexisNexis Academic & Lexis.com 資料庫講習。 

二、參考推廣服務： 

1.自本(101)年 5 月份起進行圖書館「期刊目次服務」，首次發送法律學門精選

中文與英文期刊目次，提供專任教師與碩博士生參考並提供館藏現刊影印快

遞，僅需將影印儲值卡存放參考櫃臺，即可回覆圖書館代為影印，滿足師生

加快存取所需新知目的。現正準備自 6 月份起發送法律系德文與日文期刊目

次服務，亦同時進行商學院其它學門中文與英文期刊目次服務準備 

2.設置「學科聯絡員」（liaisons），為活絡與師生互動並深入瞭解師生資訊資源

需求，亦自本月起落實學系學科聯絡員制度： 

(1)聯絡員：法律學系、經濟學系與會計學系聯絡員賴秋惠專員；企業管理學

系、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與資訊管理學系聯絡員張慧雯組員；國際經營

與貿易學系聯絡員為張裕鳳組員。 
(2)自本月起分別拜訪法學院與商學院院長及學系主任，並發送有關訊息，後

續電話問候專任教師與訪談老師，蒐集老師各項問題與服務需求以精進服

務傳遞與提供並進行服務改進。 

3.配合中國圖書館學會 423 活動推薦閱讀書單活動。 

4.配合中正圖書館推動非書畢業生活動與領取獎品事宜。 

三、流通閱覽業務： 

1.辦理設置閱覽室「寧靜閱覽區」。為滿足多元校園不同讀者閱讀需求，目前國

內外有空間分區利用趨勢，將閱讀空間分有「寧靜閱讀區」或「手提、PC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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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區」，提供需要更安靜空間同學需求，如日本明治大學羅丹區（即寧靜閱讀

區），或國內臺大與政大 PC 專用區。城區分館自本（101）年 5 月 14 日設置

「寧靜閱讀區」試行至 6 月 15 日，第一閱覽室座位 414 席，寧靜座位 139 席

（佔所有席次 33%），第二閱覽室 826 席，寧靜座位 159 席（佔所有席次 19%），

目前試行僅為部分席次是寧靜閱讀座位區域，提供同學考試期間更安靜讀書

空間，試行期間，均定期巡視與記錄使用情形，直至目前實行情況，同學配

合良好，接受程度高，後續將評估實施狀況與服務提升。 

2.執行北區代借代還服務，處理申請件 112 件，受理件 34 件。 

3.處理新到圖書 533 冊，設定考試用書計 17 冊。 

4 提報工讀生運用與考核業務。 

四、參訪與教育訓練活動：5 月 2 日主任魏令芳至國立政治大學中正圖書館出席「林

語堂生活展」開幕茶會。5 月 10 日主任魏令芳、專員賴秋惠、組員張裕鳳與張

慧雯至中正圖書館參加探索工具 Primo 系統研討。5 月 11 日專員賴秋惠至電算

中心出席「資訊安全訓練」講習。5 月 17 日專員賴秋惠與組員張裕鳳至外雙溪

參加「內部控制」講習。 

五、配合學校節電精進措施，5 月 16 日提報城區分館節電報告。 

六、統計資料（統計日期 101/4/20~101/5/21） 

（一）參考部份 

統計項目
博碩士 

論文審核 
點收參考書 

館合申請件 

處理 

資料庫講習 

人次 

完成件數 3 17 26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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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西文)   69 

       285 

(中文)  51 

(西文)  142 

193 

2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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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32人/次  632人/次 

12人 

(不含虛擬館合證) 
4人 

 

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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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六月 

院長室 

一、5 月 2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院教評會複審 101 學年度院內各單位專兼

任教師續聘案、專兼任教師初聘案及兼任教師改聘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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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5 月 11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七次院行政會議討論有關本院自我評估及 100-103 學年

度發展特色、策略與預算；會前安排圖書館莊永丞館長及其單位主管座談有關圖書

館相關建議事項。 

四、5 月 16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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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5 月 18 日召開 2013 年本院例行校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會議由英文系承辦，

會議主題訂為「挫敗 (failure)」。 

六、5 月 25 日召開學院畢業典禮工作會議，完成各支援同仁之工作內容確認與提醒；本

月計完成畢業生及家長觀禮證申請登記、傳賢堂座位安排、上台同學注意事項及座

位圖、司儀稿、致詞代表稿件修改及司儀與致詞人員培訓等事項。 

七、其他重要行政事務： 

（一）籌辦 6 月 7 日本院名譽院長蔡茂豐教授榮退感恩餐會（校內外貴賓及教師邀 

       請、校長署名之紀念獎牌製作。），截至 5 月下旬計有 70 位報名出席。 

    （二）101 學年度本院各單位校院級委員會代表推派及校教評會院代表普選事宜。 

    （三）第 35 期東吳外語學報論文外審委員徵詢作業。 

 

英文系 

一、5 月 2 日辦理系友演講，講者：段逸安（90 級）現為 BMW 媒體公關，講題：媒體

公關職涯經驗分享。 

二、5 月 6 日舉行第 26 屆全系普雷盃英語話劇比賽。 

三、5 月 9 日，與日、德兩系聯合舉辦同步口譯成果發表會，共邀請 5 位講者發表演說，

內容從工作到夢想、旅遊經驗、跨文化交流等。參與人員：英文系同步口譯班共約

25 位同學，國際會議實務課共約 10 位同學；聽眾：全校師生共約 160 人。 

四、5 月 14 日舉行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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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5 月 16 日辦理 IELTS 雅思英文檢定考試官方說明會，講者：IDP 國際教育中心台灣

區執行長 Arthur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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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辦理「2012 東吳大學校內英語演講比賽」，初賽於 5 月 16 日舉行；決賽於 5 月 23

日舉行，得獎同學：第一名心理系周采臨，第二名英文系蘇俞文，第三名英文系郭

威伯。 

七、5 月 17 日舉行研究生論文發表會，計有六位學生發表論文，並由專任老師擔任講

評，現場共 28 人參加，討論熱烈。 

八、5 月 18 日召開 101 學年度（2013 年）外國語文學院校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第

一次會議，決議研討會主題為"挫敗 (failure)"。 

九、5 月 23 日辦理系友演講---國內大型活動舉辦經驗、公關行銷經驗及研究所準備經驗

分享，講者：楊超凱（91 級），建國百年基金會專員。 

十、5 月 23 日舉辦梁開文老師演講，講題為 HOLDEN CAULFIELD LOOKS BACK：a 

writer's look at Young Adult books(從麥田捕手漫談青少年文學)，出席人數為 25 人。 

十一、 5 月 29 日召開系教評會，討論專任老師聘任後續及審核新聘兼任老師等事宜。 

十二、 5 月 30 日辦理系老師教學工作坊--寫作，講者與講題：1.孫克強老師：A 

Rhetorical Approach to Teaching Writing，2.陳品如老師：Blogging to Write，3.梁開文

老師：How the Journal becomes both a repository for writing & Thinking, as well as 

precious, personal record。 

十三、 5 月 30 日辦理英文學系系友演講---國際志工經驗分享：跟「尼」在一起，讓

愛流轉下去。講者為顏佑慈(95 級)。 

十四、 其他重要業務： 

（七） 進行學系簡介編輯作業相關事宜。 

（八） 設計本系專用課堂問卷，與學校課堂問卷一起進行作業。 

（九） 選出本系功能導師四名：孫克強(100 學年度帶領學生前往英國倫敦大學、

本系系刊編輯事宜)，金  堅(協助學生及辦理 KiPP 計畫)，梁  妍(協助畢業

公演學生參予香港莎士比亞大賽)，紀澤然(協助畢業公演學生參予香港莎士

比亞大賽)。 

（十） 本系通過內政部審核籌組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學會之第一階段申請。 

（十一） 辦理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暑期研習合作簽約事

宜。 

（十二） 辦理美國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UCLA)暑期研習合作簽約事宜 

 

日文系 

一、 5 月 3 日召開碩博士班委員會，討論 101 學年度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及研究生資格

考核事宜。 

二、 5 月 8 日舉辦翻譯習作應用文課程討論會；5 月 15 日舉辦讀本語法課程討論會，與

會教師分享課程教學經驗並尋求共識，供日後修訂課程綱要參考。 

三、 5 月 9 日與英文學系、德國文化學系共同舉辦「三國演譯」口譯課程成果展。 

四、 5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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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賴錦雀教授、陳世娟助理教授及李宗禾助理教授進行分享。 

五、 5 月 19 日系學生會於傳賢堂舉辦戲劇大賽。 

六、 5 月 23 日舉辦第 146 次例會，主題為「M1 日本語教育学研究(一)における日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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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実習発表」由碩士班一年級修讀日語教育學研究的學生分組發表。 

七、 5 月 23 日召開系務會議，審核各委員會決議事項、討論 102 學年度甄選入學招生

名額擴增事宜，並推選 101 學年度各項會議代表。 

八、 5 月 23 日舉辦企業參訪活動，由高橋恭子講師帶隊前往參訪三菱東京日聯銀行。 

九、 5 月 28 日舉辦博士班招生考試面試。 

十、 5 月 30 日舉辦日語朗讀比賽。 

十一、 5 月 30 日舉辦業界業師 Q&A 座談會，邀請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Z Japan

行銷業務部主任及總編輯直接與學生進行面對面問答，幫助學生增加對出版產業的

認識。 

 

德文系 

一、 5 月 2 日職場講座：張建瑋（德文系 83 級）。 

二、5 月 3 日「學業關懷系統操作說明會」（學系場）。 

三、5 月 8 日碩士班工作小組會議：討論 101 學年碩士班招生名額。 

四、5 月 22 日德國文化課程小組會議：討論 101 學年德國文化課程課務（教材、進度等）。 

五、5 月 23 日系務會議：決定 101 學年各級委員會代表、102 招生名額。 

六、5 月 9 日「英、日、德聯合口譯發表會」。 

七、101 年學生暑期實習：5 月 29、31 日進行面試；5 月 30 日專題演講「實習態度」 

八、5 月 23 日「口譯教學教師工作坊」（英文系王建輝老師、日文系李翠芳老師）。 

九、5 月 22 日畢業公演：親戚也是人「Verwandte sind auch Menschen」。 

十、5 月 28 日「一年級德語視聽輔導」。 

十一、 5 月 26~27 日校際萊茵盃活動。 

十二、 例行業務：執行教學卓越計畫「德語 B1 檢定輔導專班」及「德語 A1 檢定輔導

專班」、研讀小組「台灣節慶德語說」、101 學年課務、100 學年畢業典禮、101 學年

學生團體赴德進修業務、導師活動、徵聘新助教、頒發「既壽獎學金」及「林彬先

生清寒學生助學金」。 

 

語言教學中心 

一、 彙整 101 學年 10 間語言教室更新案校內預算經費細目之項目調整，並開始前置作

業。 

二、 5 月 4 日本中心舉辦學業關懷系統說明會，並請本中心教師於規定期限內上線提交

須關懷名單。 

三、 5 月 12、23 日召開本中心「英文（二）」切分點會議和中心事務會議。 

四、 5月23日下午舉行本中心教學觀摩，由趙佳音老師主講＂ Exploring Outcome-Based 

Edu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eaching Freshman and Sophomore English 

Programs＂，接著實用英語學程教學工作坊由張素貞老師主講＂ Sharing my 

English Writing Class＂。 

五、 5 月 2、3 日下午派員參加教務處舉辦「101 學年度各類新生入學須知作業進度」

會議和「選課檢核條件說明會」；5月 2日本中心王鵬順編審參加教育部跨領域學

程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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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辦理課務工作： 

（一）剪輯「英文（二）」和「英文（一）：語練」期末聽力音檔考題。 

（二）規劃 100 學年暑期班各課程上課時間、製作學士班和進修學士班開課科目表、

授課教師線上調查表以及教師版暑期行事曆。另根據本中心專兼任教師回覆

暑期班授課意願，送請主任簽核。 

（三）5月 1、25 日舉辦「實用英語學程」講座：「口譯實務經驗分享」和「如何準

備英文履歷及應對求職面談難題」。 

（四）答覆學生詢問有關「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英文（二）」

暑修及「東吳英檢」、轉學生分班事宜。 

七、 辦理外語自學活動： 

（一）4月份外語自學室二校區開放 216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1,360，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441，合計 1,801 人次。101 年 4 月

線上軟體使用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9,309、《SAMMI 英語

互動學習資源網》：1,272、《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2,203。 

（二）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內容瀏覽次數 1,273，雙溪外語自學

小組 Facebook 自學週記瀏覽人次：501。  

（三）5 月 2、16、18 日城中校區舉辦「互動電影學英文」、「TOEIC 多益測驗說明會」

和「免費體驗 TOEIC 模擬測驗--中高級」活動。 

（四）5月 3、16 日雙溪校區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47):『悅讀英文』

急轉彎」和「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47):看電影學英文--聽、寫、說高效率

英語學習法」活動。 

（五）5月 9日城中校區舉辦第 20 期外語自學小組長經驗交流座談會 1場，雙溪校

區於 5月 11、15、16 日舉辦 4場。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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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法語教材編目上架， 更正德語教材檢索號標籤並更新網頁目錄。 

 

八、 執行教學卓越計畫： 

（一）5月 21 日派員參加教學卓越計畫線上提報說明會。 

（二）公布「大一新生英文能力分班及英文能力檢測」聽力及閱讀成績。 

（三）設計「外語自學護照」封面。 

（四）解決教師使用《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操作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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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中心 
六月 

一、 重要業務及活動： 

(一) 配合103 年度通識教育評鑑項目進行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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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二場，分

別如下： 

1. 舉辦「100 學年度共通課程－『外文』領域課程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 

本中心將於101 年6月14日(週三) 12：10 -13：30 假雙溪校區B013會議室舉

行此次座談會，會中將有外語學院、英文系、日文系、德文系及語言教學中

心等相關主管及教授文課等多位老師參與。 

2. 舉辦「100 學年度共通課程－『歷史』領域課程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 

本中心將於101年6月19日(週一)下午2：00-4：00 假雙溪校區舉行此次座談

會，會中將有歷史系主任及教授歷史領域課程教師參與。  

(二) 本中心與「校長有約」時間訂於101年6月6日(四)16:00-17:30假B013研討室舉

行，校長、主祕及教務長將與本中心同仁針對本中心現況及問題與建議解決方案

進行座談。 

 

二、例行業務活動：  

(一) 101學年度第一學期開設之第六領域「通識講座」課程，總受益學生人數約達1120

人，開課資料分別如下： 

開課 

班級 

選課 

編號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組別 

修

選

別

學

分

數

人

數
授課教師 

星

期 

節

次
教室

溪通識一 7649 BDC65511
健身運動與全

人健康 

跨領域  

講座 
必 2 200

東方介德(體育室)、劉義群(體

育室)、張本聖(心理系)、劉佩

珊(微生物系)、黃奕仁(體育

室)、鄒桂禎(體育室) 

一 12 R0101

溪通識二 7651 BDC65731 故宮文物賞析 特色講座 必 2 120
張麗端、黃蘭茵、侯怡利、 

葉淑慧、吳筱筠、盧素芬(歷史

系)、鄭永昌、賴依縵、蔡慶良 
一 34 H303

溪通識二 7653 BDC65931 作家論佳作 特色講座 必 2 120
廖玉蕙、廖輝英、林淇瀁(向

陽)、劉克襄、駱以軍 一 34 B015

溪通識二 7662 BDC67231 音樂面面觀 特色講座 必 2 180

孫清吉(音樂系)、楊艾琳、呂

碧玲、席慕德、曾道雄、方銘

健、顏綠芬、何康婷、康美鳳、 

趙琴(趙皓明)、陳漢金、邱瑗、 

歐遠帆、林惠珍、彭廣林(音樂

系) 

一 34 R0101

城通識一 7658 BDC66851
投資理財與租

稅規劃 

跨領域  

講座 
必 2 100

楊葉承(會計系)、黃寶玉(國貿

系)、馬嘉應(會計系)、陳元保

(會計系)、莊永丞(法律系) 
五 78 2608

城通識一 7660 BDC67051
性別互動與愛

情 
特色講座 必 2 150

林蕙瑛(心理系)、鄭其嘉、林

萃芬、傅嘉祺 五 78 1705

城通識二 7648 BDC64371
工程與人類文

明的生與死 
名師講座 必 2 150 洪如江(通識講座教授 五 56 1705

城通識二 7657 BDC66671
生活與科學的

交會 

跨領域  

講座 
必 2 100

呂世伊(化學系)、宋宏紅(微生

物系)、陳秋民(物理系)、林惠

婷(數學系)、何美霖(化學系) 
五 56 2608

總 計     1120    

(二) 召開100學年度第二學期「通識講座教授審查委員會」： 

本中心將於101年6月4日下午2:00假城中心區城中5211會議室召開100學年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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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期「通識講座教授審查委員會」，會中審查101學年度洪如江通識講座教授

之資格。 

(三) 本中心將於101年6月25日(一)12:00-14:00舉辦本學年度「通識講座教學助理成果

發表會」。 

(四) 本中心配合101學年度第1學期「教學助理補助計畫」進行共通課程初審申辦作業，

本中心審查教學助理申請案件時間為101年6月5日至6月18日。並將於101年6月20

日前提報推薦課程予教學資源中心，補助甄選名額為10門課程。 

(五) 本中心進行102-103年度教學卓越計畫(6/14前)及102年度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計畫案(5/31前)之申請。 

(六) 由教育部主辦的第5屆「全國傑出通識教育教師獎」選拔，自101年3月12日起開始

報名，至5月31日截止。此項選拔活動將從各大專院校所推薦的參選者中遴選出至

多4位傑出通識教育教師。本獎項為全國性通識教育教學的最高獎勵，為了標舉教

師楷模，樹立典範，以引領更多優秀教師投入通識教育，教育部除了將對得獎人

授以獎狀、獎座及獎金新臺幣30萬元外，並將舉辦頒獎典禮，公開予以表揚。本

次經由共通教育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101.5.8)推薦微生物學系黃顯宗教授代表

本校參加本獎項之選拔。 

 

三、學術性活動： 

由國立臺北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於101年5月23日(三) 假國立臺北大學人文大樓1  

樓11室舉辦之「大學之道」與「服務學習」課程研討會，本中心請社工系闕漢中

老師代表參加，會中針對「大學之道」與「服務學習」課程設計與實施進行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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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六月 
一、 電子化校園專案執行說明 

(一) 與委外廠商進行專案合約協議中止之協商期間，廠商持續修正已上線與已驗收系

統之瑕疵問題，並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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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總務處安排驗收事宜。 
(三) 進行公文系統瑕疵第二次修正有關停機測試暨程式上版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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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完成 101年會計預算編列子系統之會計室彙整作業管理程式開發及預算項目核定

編號產生之程式開發，修改預算填報子系統涵蓋共同項目之編列。 
(六) 協助會計室提供 101 年預算相關報表資料，匯出重要校務計畫、預算金額、支出

範圍等資料，並完成會計預算項目依計畫類別分類之總表及細目統計報表程式開

發。 
(七) 完成 100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系統之報表瑕疵修正、計畫查詢功能資料增加母計畫

編號、I 類計劃預算編列共同項目不限制單位等程式修改。 
(八) 完成 101校務發展計畫之計畫小組核定作業功能及計畫提報填報畫面之預算編列

資料不可刪等程式之瑕疵修正。 
(九) 協助心理諮商中心學業關懷系統上線，進行上版程式之審閱，並協助個案管理系

統共用程式問題提出與上版。 
(十) 進行電子化校園系統臨時帳號建置規劃，經由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同意後，提至

行政會議決議。 
(十一) 完成電子化校園資料庫資料表分析，並持續進行電子化校園資料庫移轉相關

作業。 
(十二) 配合人事室修訂人事考核辦法，緊急完成人事考核系統相關作業可配合進行

之程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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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4.27~2012.5.22 2011.8~2012.5 2011.4.27~2012.5.22 2011.8~2012.5

教務處 71 716 346.5 3094.5

學生事務處 18 174 81 786.5

總務處 4 60 25 305

研務處 0 2 0 22

發展處 0 326 0 1495

人事室 22 136 122.5 557

會計室 29 143 332.5 1716.5

教學資源中 0 52 0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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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推廣部 21 94 106 514

其他 1 71 3 158

e 化專案 66 778 299 4007.5

資訊安全 28 174 98 700.5

卓越北區計

畫 
11 32 114 410

合計 271 2758 1527.5 14132.5

三、 進行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檢核條件說明會，完成選課開放時程、學生範圍、科目

範圍相關設定，並協助處理教務處及各學系同仁設定檢核條件之相關問題。 

四、 修正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檢核條件設定系統年份判別及期末退選申請表格異常問

題。 

五、 完成商進班選課初選表異動需求及功課表查詢之程式修改。 

六、 完成 101 學年第 1 學期預選分發作業。 

七、 修改課堂反應問卷系統，依課務組需求完成問卷套印報表條件之程式修改，並依

教學資源中心需求進行管理學生問卷程式之程式修改。 

八、 因課務組卓越計畫課程地圖開發需求，協助提供 100 年度相關課務資料。 

九、 完成新增及修改招生系統、網路報名系統中有關僑生身份註記及各式報表、日夜

學制轉學生暨進修學士班新生招生考試報名表、及招生系統中考試分發入學成績

總表相關程式。 

十、 完成認證閘道器續租事宜。 

十一、 完成外雙溪校區網路流量統計主機更新。 

十二、 通過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理系統認證並取得證書。 

十三、 5 月份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OFFICE 2010(Excel)進階功能介紹」、「OFFICE 

2010(Power Point)進階功能介紹」、「Photoimpact X3 影像處理」、「Adobe Acrobat 

Writer 9.0」，教職員共計 154 人次報名參加。 

十四、 為加強校內同仁資訊安全素養，舉辦相關資訊安全教育訓練課程。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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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高效能應

用伺服器安裝。 

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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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月 

【體育教學組】 

一、100 學年度體育校際交流活動訂於 6月 6日（三）下午至交通大學進行交流參訪，

參與人員為體育室專任教師、職員及助理共計 21 人。交流議題為： 

    1、交通大學體育運動場館設施參觀 

2、交通大學體育組織架構與業務推展之概況 

3、輔助教學網的建置與相關業務 

4、電子體適能護照建置與推展之情況 

二、本學期體育室教師進修會訂於6月11日（一）8：50～12：30，假外雙溪校區綜合大

樓B013研討室舉行，邀請3位專家學者做專題演講： 

1、美國北愛荷華大學客座教授陳景星教授，講題：「The quality of great PE 

teachers」 

2、聯合心理諮商所許曼君心理師，講題：「唾液酵素壓力檢測」 

3、104人力銀行研發中心協理王榮春老師（東吳大學、世新大學心理系所兼任助理

教授），講題：「憤怒鳥時代‧老師如何不抓狂？」 

最後，規劃體育室陳鏡清副教授做研究成果分享。 

三、期末體育課堂反應評量排定於 6月 4-8 日進行。 

四、本室執行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網路平台建置計畫，自 4月 14 日-5 月 26 日完

成全面體適能及心理壓力調適力研討會，共 3主題 6場次，計有 9所學校、62 人參

加。 

 

【體育活動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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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籃球隊 大專聯賽一般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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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爾夫隊 大專高爾夫球賽個人一般女子組第七名 

女子網隊 大專運動會網球賽一般女生組雙打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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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隊 

大專運動會游泳賽一般女生組 

50 公尺仰式第五、第六名 

100 公尺仰式第五名，200 公尺仰式第七名 

女子籃球隊 大專聯賽一般女生組全國決賽第四名 

女子排球隊 大專聯賽一般女生組全國決賽第六名 

桌球隊 大專運動會桌球賽一般女生組個人單打第六、七名 

棒球隊 大專聯賽一般組第一區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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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別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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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人三項隊 

大專運動會田徑賽一般女生組 10000 公尺第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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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學年運動代表隊後援會體育獎學金頒獎典禮於 5月 18 日完成，典禮中邀約校友

返校做職涯經驗分享，與畢業生的祝福，共計 198 位貴賓、師長及同學出席。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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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共有逾

百人次報名參加。 

四、推動各運動場館執行「節能減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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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六月 

雙溪教服組 

一、校園安全維護（含學生意外事件處置與照護）： 

（一）5月份雙溪校安事件計有 21 件(個人物品遺失 6件、失竊 2件、學生疾病送 4件、

捕蛇 1件、車禍 5件、學生糾紛排解 1件、推銷取締 1件、受傷送醫 1件）。 

（二）依教育部規定，汛期將至，本室所有同仁個人手機及值勤手機均已登錄防汛簡訊

通知，屆時若收到簡訊通知，請多加留意，尤其值勤時注意校園是否有淹水之虞。 

（三）鑑於汛期將至，有關本校「防汛」實施要點，如附件，請各系所及各單位加強整

備工作，以降低災損。 

（四）4月 18 日與 5月 15 日以電子郵件公告，加強校內易遭竊地點的防竊宣導，以維

護校園安全。 

（五）4月 30 日與 5月 18 日以電子郵件公告，加強反詐騙文宣宣導，以確保學生周知

各類型詐騙手法。 

二、保全督導業務： 

（一）5月 9日、10 日分別於 G103 教室及楓雅樓協處驅逐虎頭蜂與摘除蜂窩。 

（二）本學期期末保全警衛督導會議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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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通安全維護及春暉宣導： 

（一）4月 9、12、20、27 日，以電子郵件公告，提醒學生注意交通安全，以防範交通

事故發生維護生命安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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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份，另發現安全帽未鎖好 12 件、機車鑰匙未拔 2件、未停放機車格 14 件），均

開發勸導單，提醒同學注意。 

（三）5月 15 日於愛徒樓間空地及臨溪步道兩處吸菸區張貼標語，加強宣導教職員生勿

違規吸菸，以免受罰。  

（四）5月 29 日（星期二）12：15-13：15 雙溪校區 D0301 教室、5/31（星期四）12：

15-13：15 城中校區 1027 教室舉辦兩場藥物濫用防制宣導講座，建立本校教職

員生對藥物濫用防制認知，遠離毒品對身心健康造成的危害，以達「健康校園」

之目標。 

四、生活輔導： 

（一）至 5月 24 日止，服務與輔導學生工作成果，情緒疏導 6 人次、急病送醫 7 人次、

兵役相關業務 22 人次、與家長聯繫 7人次，共計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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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人次。 

五、近期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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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溪校區校園總體檢作業已於 5月 24 日完成安裝監視器之優先順序的安排，後

續將結合心諮中心檢討之性別安全空間需求，作適時調整後請總務處統一納入檢

討作業。 

（二）規劃配合辦理 6月 2日（五）、3日（六）畢業典禮事宜，請各輔導教官及校安人

員負責各學院畢業典禮頒獎、秩序維護、人員管制及協助處置突發事故。 

  

城中教服組 

一、校園安全維護（含學生意外事件處置與照護）： 

 （一）統計 4月 26 日至 5月 24 日服務學生計 13 件（遺失協處 7件、遭校外飆車族砍

傷 1件、車禍處理 3件、受困電梯 1件、系辦疑遭入侵 1件）。 

 （二）5月 17 日針對 5月 19、20 日總統府就職典禮及週邊集會遊行交通管制辦理校園

公告，提醒相關處室及當日進出城中校區教職生人員預做準備。 

二、保全督導業務方面： 

 （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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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件、糾舉校

外人士入校分發宣傳單 1件、校外人士遺失物招領 2件、協助流浪漢離開校園 2

件、協助學生脫困電梯及門禁 3件、合計 2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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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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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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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件。   

 （二）賃居生訪視工作 

       本月份賡續辦理賃居生訪視工作共計 2件，協助賃居同學加強居住安全。 

 （三）5月 22、25 日由本組陳顥組長及黃文瑞教官，分別參加法、商學院 100 學年度

畢業典禮籌備會議，針對會場秩序維護工作進行研討，並於會後完成作業準備。     

五、學生兵役作業：本學年度兵役業務累計至 101 年 5 月 24 日計協助同學辦理兵役緩

徵作業計 2人次。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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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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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辦理順利入營。   

七、近期工作重點 

 （一）協助法商學院辦理 100 學年度畢業典禮會場秩序維護工作。 

 （二）辦理 6月 19 日城中校區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校園複合式防災演練。 

 （三）辦理兩校區 101 年預官(士)考試本校同學入營輔導說明會。 

 

綜合事務組 

一、軍訓綜合、教育： 

 （一）雙溪校區 3月份辦理軍訓課程役期折抵作業計 71 件。 

 （二）101 年 5 月 25 日 10 時召開 5月份軍護暨校安人員專業研討會。 

二、近期工作重點： 

 （一）配合學校組織調整，辦理軍訓室雙溪校區辦公室遷移事宜。 

 （二）辦理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期末問卷調查及學期成績登載。 

 （三）辦理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授課計畫提報及配合地區資源中心實施教學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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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六月 

一、城中東吳團契： 

5/19（六）於榮光小組教會舉辦新舊同工交接及送舊，陳牧師前往為同工抹油祝福，

也為畢業生祝福、贈禮。新學年主席：法五林心惟；副主席：企三謝宜臻；行

政：企三鮑偉姝。 

二、雙溪東吳團契： 

（一）5/9（三）大聚會，邀請「南與北出版社」吳信如老師分享基督教信仰與職

場倫理，教導學生日後進入社會，在職場上為基督作見證。 

（二）5/23（三）舉辦送舊，今年共有 14 位畢業生。 

（三）5/30 新舊同工交接，新學年主席：英四李芸慈；宣道：日四林子騄；靈修禱

告：工四吳泯儒；關懷：日三魏今維；行政：音四吳逸民。 

三、推薦日文系三年級鄭庭安、經濟系二年級何至雅，參加 ACUCA（亞洲基督教大學

聯盟），在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舉辦之學生營會，營會期間為 2012 年 8 月 20-24

日。 

四、5/27 主日禮拜舉辦畢業生差派禮，致贈畢業生花束及小禮物，陳牧師給予祝福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