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第 1次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101.12.19 

教務處 ........................................................................................................ 1 

學生事務處................................................................................................. 3 

總務處 ........................................................................................................ 6 

研究發展處............................................................................................... 10 

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 ................................................................... 15 

社會資源處............................................................................................... 20 

人文社會學院 ........................................................................................... 23 

外國語文學院 ........................................................................................... 46 

理學院 ...................................................................................................... 53 

法學院  ..................................................................................................... 66 

商學院  ..................................................................................................... 70 

秘書室…………………………………………………………………………………………無 

人事室  ..................................................................................................... 87 

會計室  ..................................................................................................... 88 

圖書館  ..................................................................................................... 89 

教學資源中心 ........................................................................................... 91 

通識教育中心 ........................................................................................... 94 

電算中心 .................................................................................................. 97 

體育室 .................................................................................................... 100 

推廣部 .................................................................................................... 102 

校務發展委員會 ..................................................................................... 104 

規章委員會............................................................................................. 105 

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 ............................................................................. 106 

招生委員會............................................................................................. 108 

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 .............................................................................. 110 

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 111 

 
 



-------------------------------------------------------------------------------------------------------------------------------------------
東吳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 次(1011219)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1 

教務處 

【註冊】 

一、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學士班學生人數為 11,793 人；碩士班學生人數為 1,261 人； 博士

班學生人數為 92 人，碩士在職專班 1187 位，進修學士班 1351 位，全校共計 15,684 人。 

二、100 學年度學士班畢業人數為 2,413 人；碩士班畢業人數為 262 人；博士班畢業人數為

12 人，共計畢業人數 2,687 人。 

三、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學士班辦理休學人數為 114 人；碩士班辦理休學人數為 151 人；博

士班辦理休學人數為 7人，共計休學人數 272 人。 

四、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學士班退學人數為 142 人；碩士班退學人數為 39 人；博士班退學人

數為 2人，共計退學人數 183 人。 

五、101 學年度輔系、雙主修及跨領域學程核准人數：輔系 205 人（申請 384 人）、雙主修 265

人（申請 348 人）、跨領域學程 472 人（申請 544 人）。 

六、學業關懷作業進度說明： 

(一)9 月 13 日發文至各學系說明本學期學業關懷實行對象及日期。 

(二)10 月 19 日發文至全校專、兼任教師說明教師端作業方式、施行日期及操作手冊。 

(三)10 月 24 日海報文宣宣傳，張貼於校園、學系及教室內公佈欄，另針對學士班及進

學班同學發送學業關懷之文宣。 

(四)11 月 12 日至 25 日全校統一作業期間，授課教師提報學士班及進學班各科目學生關

懷名單。 

【課務】 
一、100 學年度研究生申請論文指導教授博士班 4人，碩士班 378 人；申請資格考核博士班

33 人，碩士班 323 人；學位考試博士班 14 人，碩士班 348 人。 

二、因應每學期初選以及加退選後雙溪校區之教室異動頻繁，主要肇因於第二教學研究大樓

教室容量不夠大（不足 80 人）且規格不一致，造成選課後 70 多人以上大班課程教室調

整困難。經實地勘查各教室內部空間與動線後， 8 月 29 日致函總務處事務組，洽請調

高第二教研大樓 12 間教室的容量，讓大部分的教室可以容納到 77 人，俾利調度使用。 

三、101 學年度開課，經第一學期加退選和學系課程調整，統計停開 85 科，增開 18 科(含

新開 3科)。 

 

【招生】 

一、102 招生學年度各項考試日期排定如下，已函送全校各學院系及行政單位，提請預為籌

劃因應： 

碩士班甄試 
101 年 11 月 25 日（週日）

＜兩校區分別舉行＞ 
進修學士班新生

＊甄審採計學測及（或）書審（約 6

月中旬放榜） 

＊甄審採計指考成績 

碩士在職專班筆

試 

102 年 3月 2日（週六） 

＜集中城中校區舉行＞ 
日夜學制轉學生 

102 年 7月 14 日（週日）

＜集中城中校區舉行＞ 

碩士班筆試 

102 年 3月 3日（週日） 

＜集中城中校區舉行＞ 

大考中心學科能力測

驗 

（大考中心辦理） 

102 年 1月 27、28 日 

（週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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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 101 學年度學士班入學新生高中學歷，分別以景美女中、中正高中、中和高中、內湖高

中、新店高中為人數最多之前五名；目前在校學生人數最多之前五名，則依序為景美、

新店、中正、內湖、中和五所高中。以大一新生戶籍所在地分析：台北市及新北市學生

佔大一新生人數百分比為 59.0%；其次為桃園縣，百分比 7.50％；第三為大台中市，百

分比 5.6％；第四為大高雄市，百分比 5.45%。總計北北基加桃園地區新生佔大一新生比

例 68.3%。 

【教務行政】 

一、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小組委員由各學院推薦人選，第一組管考委員計有 12 位成

員，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共同負責所有 A項 165 項子計畫之管考作業。 

二、101學年度將舉辦3場東吳英檢考試，其中2場「單次考試」分別訂於100/09/08、100/12/15，

1 場「統一考試」則於 101/05/18 舉行 。第 1場「單次考試」由學生直接於電子化校園

系統線上報名，報考人數計 179 人。 

三、印製中文檢定測驗試卷 2,800 份，送請學務處心理諮商中心協助於 9月 6日新生第一哩

活動中進行測驗，施測對象為人社、外語、理學院、法及商學院各院學士班新生。 

四、高中策略聯盟合作事宜：發函邀請麗山、竹林、內湖及衛理女子高中參與本校策略聯盟

合作；簽請核撥會計系吳怡萱副教授支援大直高中本學期開設「商業概論」專題研究課

程鐘點費，該課程不計入本校超鐘點時數及授課時數；與竹林高中協議策略聯盟合作內

容。 

  

博士班招生考試 

102 年 5月 26、27 日 

（週日、一）  ＜兩校區＞

聯合術科考試（音樂

組） 

（大考中心辦理） 

102 年 2月 3日至 7日 

（週日 ~ 週四） 

甄選入學個人申

請 

第二階段指定甄

試 

102 年 3月 30、31 日 

（週六、日）  ＜兩校區＞ 指定科目考試 

（大考中心辦理） 

102 年 7月 1日至 3日 

（週一 ~ 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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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一、 榮耀： 

(一)心理諮商中心榮獲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101年度輔導工作績優學校肯定：同時獲獎

大學尚有元智大學、臺北醫學大學、中興大學、中原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弘光科

技大學、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二)學生住宿組榮獲教育部101年度大專校院「績優賃居服務工作」特優獎：本校於87

年率全國各校之先成立學生住宿組，負責校內宿舍與校外租賃業務，在今年度教育

部舉辦的第一屆大專校院「績優賃居服務工作」評選中，榮獲學校組特優等第（全

國僅取一名）的肯定與殊榮，感謝軍訓室在租賃生訪視業務的支援。 

二、 業務移轉： 

(一)因應本校新成立「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原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所轄有

關僑生及外籍生業務，於101/8/1起移轉至「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 

(二)校內遺失物招領管理：原由學生事務處德育中心（原生活輔導組）負責，為方便師

生招領，遺失物招領業務自101/10/15起，改由本處軍訓室負責。 

三、 第1哩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已於101/9/3-9/6順利完成，平均新生每日出席達2,168

人，整體活動平均有效讀卡出席率達78.9%（較100學年增加8.9％），回饋整體平均4.2

分(5分量表)。同時相當多數同學透過質性文字回饋，肯定活動對其幫助及表達對學校、

老師及學長姐的感謝。新生家長座談會部分，兩校區共547位家長參與(較100學年增加

128人)，回饋整體平均4.5分(5分量表)。感謝各學系、教務處、總務處等單位共同完成。 

四、 品德教育：為深耕品德教育，本學期辦理：(1)訂立班級公約活動，截至11/30共有30

個班級完成；(2)持續辦理「品德開箱文」徵文活動，同學以環保、感恩、關懷、守法、

正義等主題分享校園中可更進步的品德相關事項；(3)新辦理「樂在學習331」活動，以

教育部『終身學習331』為藍本，第一階段引導學生養成閱讀、運動、行善的習慣，第

二階段則透過個人331活動心得分享吸引更多學生自發性投入養成；(4)新辦理「品德楷

模選拔與表揚」活動，凡是品行端正，無不良素行紀錄，長期行善，有具體優良事蹟，

能夠樹立典範，足接受品德楷模表揚者(不限校內師生)，皆可於12/28前推薦。 

五、 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本學期計有幼幼社等17個社團前往三玉、碧湖、

東園、雙溪、雨農、天母、古亭國小、萬華、百齡、建功、長榮、南湖高中等12所學校，

共執行25項計畫，同學學以致用，獲得實務經驗，更可增進各項能力發展。 

六、 Second mile「東吳第2哩練習在一起」：於10/27(六)舉辦本活動，希望透過群育活動

的多元方案設計，讓學生融入群體生活，培養學生團隊互助的精神；以班級或社團為單

位組隊參賽，8人為一隊，圍繞著：團結、分享、無畏、合作、熱情、完整六元素，規

劃一系列競賽活動；感謝校長、學務長及師長熱烈參與，活動共計30隊240人參加。 

七、 體檢相關系列活動：(1)新生體檢：共約3,800人受檢，以BMI(22%)、血液檢查(20.2%)

血脂肪(19.9%)及血糖(10.4%)異常為主；(2)全校教職員暨游離輻射人員體檢：共520

人參加，以血脂肪(43.6%)、BMI(28.8%)血液(22.5%)異常為主；(3)以上異常與飲食攝

取及生活形態有關，衛保組將持續提升師生健康飲食習慣等知能。 

八、 肺結核傳染病防治：配合政府政策持續辦理全校防治宣導，並針對本校有結核病接觸者

辦理團體衛教、胸部X光檢查檢查及皮膚測試等追蹤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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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01學年度大一身心困擾普測調查：11/12-12/3與全校23學系合作大一58場次「大學生

身心適應調查」，協助學生瞭解自我之「生活、時間管理、生涯、學習、家庭、人際、

感情、情緒、精神、生理」等10困擾面向。截至11/30止篩檢出108位高困擾個案，系諮

商師已進行覆檢面談、關懷追蹤與瞭解；大一導師會議自12/17-1/10與各學系合作辦理，

彙整施測結果提供學系輔導參考運用。 

十、 東吳大學優良導師獎勵：100-2學期「熱心導師」，全校共46名導師受導生推薦，經「優

良導師評選委員」評選出34名：中文系侯淑娟、鍾正道、林宜陵老師、歷史系劉龍心老

師、社會系裴元領老師、社工系廖美蓮、李明政老師、英文系馬健君老師、日文系盧月

珠、劉怡伶老師、德文系林愛華、羅海恩、徐麗姍老師、廖揆祥老師、數學系符之琪、

林惠婷老師、物理系劉源俊、陳國鎮老師、法律系林誠二、李玲玲、蕭宏宜老師、經濟

系林沁雄、陶宏麟、林佑貞、樊沁萍老師、會計系陳元保老師、企管系阮金祥、劉秀雯、

劉敏熙老師、國貿系謝文雀老師、財精系陳麗貞、陳兆麟、姚裕善老師、資管系林旭陽

老師。目前正在辦理「績優導師」遴薦活動。 

十一、 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輔導：本學期兩校區身心障礙學生共112人(新生28人，舊生84

人；其中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者共105人，列案關懷者7人)，各障別人數

比概略依序為肢障佔27.7%(其中拄單杖者1人，使用輪椅者5人)、精障佔18.7%、自閉

症佔13.4%、重器障佔12.5%、身體病弱佔7.1%、視障佔7.1%、聽障佔3.6%、情緒障礙

佔2.7多重障礙佔1.8%、聲語障佔1.8%、罕見疾病1.8%、學障、顏面損傷和頑性癲癇

皆各佔0.9%。已完成個別學生需求調查及個案輔導，後續並依據不同需求分別進行課

業輔導、生活協助、心理輔導、就業服務、聯誼活動、無障礙校園推廣等。 

十二、 新增合楓學舍：暑假期間因受颱風影響，造成校內宿舍楓雅樓無法進住情形，本校緊

急承租台北大學女二舍及女四舍5-6樓（計228床）作為替代學生宿舍(合楓學舍)使用，

感謝總務處同仁協助，趕得及9/2新生報到進住，目前居住狀況良好。 

十三、 新生宿舍床位分配：因校內女生宿舍楓雅樓無法開放進住，本學年將合江學舍5、6

樓調整開放分配給大一新生女生居住；今年大一新生男生獲分配至苗栗（含）地區以

南皆可滿足，新竹及宜蘭地區抽籤；女生則分配至新竹及宜蘭（含）地區以南皆可滿

足，桃園地區抽籤，總配宿率約為86.55％。 

申請宿舍人數(含特個生、僑外生、轉學生) 獲分配住宿人數及比例 

1,249 人 (男 498，女 751) 
1,081 人(86.55%)：男 405 人(81.33%)，女 676 人

(90.01%) 

十四、 兵役相關業務：因應募兵制，配合兵役法及徵兵規則修訂，83年次以後出生之常備役

體位役男，自102年起，改徵服4個月之軍事訓練。目前就讀大一役男，得依其志願，

申請於大一、二暑假期間，分別接受第一階段入伍訓練及第二階段專長訓練（各8週）。

今年申辦時程為11/8-11/30，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申請。 

十五、 吸煙區設置：針對老師與學生會反映哲生樓菸害問題及城中校區吸菸區調整之意見，

已會同學生會代表前往現地會勘評估，相關評估結果將請「大樓安全委員會」提供意

見後，賡續完成決議事項。另針對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辦法第八條第二款，其中涉及個

資問題及相關處理作為，將於近期召集學生代表討論，完成修訂草案後，再送行政會

議及校務會議審議修訂實施。 

十六、 人事異動：本處軍訓室陳顥上校自12/1起調任醒吾科大軍訓室主任，目前二校區軍訓

室有1位主任、6位教官、7位校安組員，合計14位，缺額部分預計於明年寒假遞補。 

十七、 101/11/26人社院○生墜樓事件：事發後立即至學系必修課進行簡單的祝禱與輔導，

同時邀請與該生較熟悉的朋友進行團體輔導，系上師生、目擊者、社團夥伴也陸陸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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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依不同的關係狀態進行個別或團體輔導；針對全校師生寄發「全校公開信」、「教

師版－我們現在能做甚麼?」，籲請導師瞭解關懷課業表現不佳、出席狀況不良或人際

疏離等學生，必要時轉介至諮商中心；召開「D棟不幸墜樓事件說明會」、「針對墜樓

事件減壓講座」等；針對家長給予支持與協助、重要相關人安排專案心理師持續關心，

務使衝擊降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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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環安衛暨事務組(101 年 6 月 1 日至 101 年 11 月 20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各類採購與修繕事務部份： 

1. 辦理各類採購、議價、招標共 1105 件，總金額 1 億 5,321 萬 9,109 元。 

2. 辦理校內自力修繕案，電話 73 件及各教室視聽設備維護維修 377 件。 

3. 改善排除傳賢堂內辦理活動出現上下課鐘聲問題。 

4. 完成綜合大樓傳賢堂內部裝修(排座椅、地毯、壁布、吸音泡棉、燈光更新

與牆面油漆粉刷、左右兩側上層牆面增設投銀幕等)。 

5. 配合電算中心更新視聽教室之電腦軟體，及綜合大樓(22 間)、哲生樓(10 間)

加裝多媒體機櫃上小形螢幕供老師上課操作，改善背對學生情形。 

二、 環境清潔與健康衛生部分： 

1. 辦理外雙溪校園環境衛生(含學生宿舍)消毒 15 次。 

2. 完成雙溪校區(A、B、C、D 各樓、圖書館、學生宿舍與合江學舍)與公共區

域三度空間專案清潔。 

3. 完成雙溪校區污水及化糞池清理、水塔清洗及機車停車場污水排放執照換

發作業。 

4. 完成理學院實驗室人員特殊健康檢查。 

5. 配合原子能委員會輻射作業專案檢查及召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6. 持續整理校園清潔及花木修剪、植栽更新，維持校園整潔與美化。 

三、 消防設施與逃生安全部份： 

1. 完成雙溪校區 101 年度消防設施安檢。 

2. 更新雙溪校區寵惠堂各單位標示牌及各樓層逃生平面圖、校園平面位置

圖。 

3. 配合校安中心於第一教研大樓及超庸館，辦理複合型防災演練及安全衛生

年度教育訓練。 

四、 停車管理與接待服務部份： 

1. 完成 101 學年度外雙溪校區平面固定停車位抽籤及分配作業。 

2. 調整寵惠堂總機櫃台由專職同仁搭配工讀生作業方式，執行話務、櫃台諮

詢與一樓外賓接待等工作。 

五、 各類人力支援服務部分： 

1. 支援各單位搬運物品、器材、場地布置…等，共 600 人次。 

2. 支援各單位公務車出勤共 156 車次。 

3. 支援 100 學年度 6 場次畢業典禮相關工作。 

4. 支援轉學生及進修學士班招生考試相關工作。 

5. 支援 101 學年度新生入學報到場地布置及學務處第 1 哩新生入學輔導工

作。 

6. 支援辦理全校教職員登山健行活動。 

7. 支援辦理 2012 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比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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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繕組(101 年 6 月 1 日至 101 年 11 月 20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各類修繕事務部份： 

1. 辦理各項土木工程、水電空調(含自力維修)之採購、修繕共 2868 件，總金

額 7,876 萬 9,373 元。 

2. 辦理各項土木工程、水電空調驗收共 560 件。 

3. 重大修繕事項如下： 

(1) 城中校區籃球場面層更新。 

(2) 綜合大樓採光罩鋼樑除鏽油漆、消防管線更新、傳賢堂內部設施調整更新。 

(3) 新增合楓宿舍整修改善。 

(4) 中正圖書館外觀整修。 

(5) 雙溪校區第一階段汙水下水道主幹管連結工程，分支管預於102.2.28前完

工。 

(6) 游藝廣場校友暨教師交誼廳於11月8日發包整修，預於12月26日前完工。 

(7) 戴蓀堂屋頂防水層於10月17日發包全面翻修，預於12月27日前完工。 

(8) 設計調整現閒置之楓雅樓學生宿舍功能為華語文中心及國際學生宿舍。 

(9) 辦理申請教育部102年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案相關作業。 

二、 各類節電措施部份： 

1. 101 年 6 月~11 月節電成效：比去年同期節省用電 736,400 度(-7.5%) 

2. 設備更新部分： 

(1) 兩校區圖書館燈具更新為T5燈管。 

(2) 空調主機更新：寵惠堂80RT及綜合大樓40、120RT於101.8.31完成。 

(3) 冷氣機換裝：柚芳樓學生宿舍於101.7.20完成。 

(4) 窗型冷氣機更新：哲生樓及相關單位等22台，於101.8.15 完成。 

(5) 雙溪校區冷卻塔節能：第一、二教研大樓及綜合大樓，於101.11.10完成。 

(6) 城中校區節能風扇安裝：於101.8.7完成。 

3. 冷氣機保養： 

(1) 雙溪校區：第一、二教研大樓、榕華樓、教師二樓窗型冷氣機清洗保養。 

(2) 城中校區：第二、五、六大樓中央空調冷凝器、冷卻水塔藥洗。 

4. 例行宣導作業： 

(1) 發送節電宣導郵件(如離開辦公室隨手關燈、關冷氣、26℃始開冷氣等)。 

(2) 宣導全校師生全力配合節電節能工作。 

(3) 管理同仁、工友、工讀生加強巡查各建物燈光、冷氣使用情形。 

三、 山坡地安全與建物安檢部份： 

1. 全面檢討兩校區建物安全使用狀況，持續補申請榕華樓及戴蓀堂使用執照，

針對部分老舊建物賡續辦理耐震補強評估事宜。 

2. 針對後山王故董事長及石故校長墓園及週遭人文地景改善，持續透過台北

市文化局、台北市大地工程處、國有財產局及相關民意代表等，共同協商

評估是否列入台北市文化資產維護及進行週遭水土保持等安全改善事宜。 

3. 楓雅樓南側邊坡崩坍處理案，台北市大地工程處已協助完成臨時檔土措施，

現正專案委請長碩工程顧問公司設計永久式水保設施，刻正進行設計及施

工計畫審查，預計 12 月進場施作。 

4. 雙溪校區整體山坡地安全維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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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階段：於9月起委請專業單位針對校區最後一排房舍旁之擋土設施進行

外觀、鄰近地表異狀初步檢視及裝設簡易觀測儀器(傾度盤及裂縫計等)，防

汛期間加強巡勘檢視，目前狀況正常，預於12月份提出第一階段報告。 

(2) 第二階段：針對校區範圍內地質及擋土設施進行進一步的評估及調查，如相

關既有地質、擋牆設計、地表地質調查、觀測儀器裝設(地層中傾斜管、水

位觀測井、水壓計及地錨荷重計)等。 

 

保管組(101 年 6 月 1 日至 101 年 11 月 20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校舍登記與新增租用部份： 

1. 持續辦理榕華樓及戴蓀堂申請使用執照事宜。 

2. 因應楓雅樓學生宿舍南側邊坡崩坍，101 年 9 月向台北大學承租合江街女生

宿舍以供大一女生住宿。 

二、 校外土地或建物資源合作部份： 

1. 分別委託建築師及鑑價公司評估與泰北高中合作開發國際學生宿舍案，後

續因 50 年期的地上權設定條件及成本因素考量，全案暫時擱置。 

2. 持續與兩校區週邊地主、建物所有人或相關機構業主，進行可行性方案合

作評估事宜。 

三、 其他場地與財產管理部份： 

1. 修訂本校場地管理收費標準，持續邀集相關單位及學生代表徵詢意見。 

2. 改善各大樓緊急備用鎖匙櫃置放位置及簡化取鑰流程，以備緊急作業之

需。 

3. 完成 100 學年度財產盤點作業。 

 

文書組(101 年 6 月 1 日至 101 年 11 月 20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公文收發：計收文 5,259 件，其中紙本收文 929 件，電子收文 4,330 件，電子收文

比率約為 82.3%；發文 1,262 件，其中紙本發文(不適用電子交換者)723 件，電子

發文 539 件；電子發文比率約為 42.7%(可電子交換比率則為 100%)。 

二、郵件交寄：寄送各類郵件共 78,929 件(平信 34,409 件、限時 3,360 件、掛號 2,159

件、限時掛號 490 件、航空 767 件、印刷 36,584 件、其他 1,160 件)。 

三、全校性歸檔：全校性歸檔案共 8,138 件。 

四、電子公文程式修正：新增二級主管「授權查詢」功能、新增二級登記桌「移交作

業」功能、修正外來電子公文附件上傳問題、修正公文檔案於特殊情況下檔案遺

失等 21 項問題。 

出納組(101 年 6 月 1日至 101 年 11 月 20 日完成工作事項) 
ㄧ、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銀行代收之學雜費已入帳，配合薪資撥付、每月固定費用支出、

廠商貨款支應等，承作短期定存規劃。 

二、依據 101.11.20 止結存日報表分析，本校資金配置為銀行活期存款 4.92%、支票存

款 1.75%、定期存款 71.37%、政府公債 14.19%、證券投資 2.22%、短期票券 5.55%。 

三、為增加學生繳款作業之便利性，學期間延長服務時段至夜間 9 時 30 分止。 

 

管理組(101 年 6 月 1 日至 101 年 11 月 20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各類採購與修繕事務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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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理各類修繕及採購案 372 件，校內自力修繕案 167 件，總金額 1,339 萬

2,423 元。 

2. 維修水電設施 661 件、冷氣空調設施 40 件、電信設施 32 件、視聽教學設

施 438 件、教室器材借用 75 人次、會議廳器材使用維護 131 場次。 

3. 重點修繕事項如下： 

(1) 汰換圖書分館及閱覽室之傳統式照明燈具為T-5電子式節能燈具共1011盞。 

(2) 鑄秋大樓男廁小便斗自動沖水設備汰換48組。 

(3) 崇基樓及鑄秋大樓飲水機汰換。 

(4) 鑄秋大樓高壓供電設備保護電驛故障緊急檢修工程。 

(5) 2123會議室音響系統設備汰換、2227會議室整修、5211會議室白板板面更

新。 

(6) 鑄秋大樓門禁讀卡更新採用「悠遊卡系統」，提升使用便利並降低購卡成本。 

(7) 第五大樓各樓層教授休息室天花板更新。 

(8) 心諮中心城公室空間調整、法學院1106、1107辦公室空間調整。 

(9) 六大樓電機房牆面、法學院(1102、1606、1701、3206)、推廣部(3307、3308)

電腦教室牆面壁癌檢修。 

二、 各類節電節水措施部份： 

1. 汰換 2227 會議室及城區咖啡坊冷氣、加裝 2222 會議室分離式冷氣機。 

2. 檢修鑄秋大樓中央系統冷氣 B 組壓縮機。 

3. 汰換資管系辦公室、研討室及 4416 會計系教授研究室 3 台老舊冷氣機。 

4. 裝設崇基及鑄秋大樓教室、鑄秋大樓各學系辦公室、會議室及五大樓韻律

教室與桌球教室節能風扇共 168 台。 

5. 裝設第五大樓電梯機房排風機。 

6. 申請調降城區高壓電力契約容量及改採三段式電費計價方式。 

三、 環境清潔與健康衛生部分： 

1. 陸續完成城中校區校園草花換植及樹木修剪等環境美化工作。 

2. 完成各大樓教室及公共走道洗地、打腊等清潔維護工作。 

3. 定期清洗城區各大樓自來水池、水塔。 

4. 清理城區第五大樓化糞池、崇基及鑄秋大樓污水、污油池。 

四、 消防設施與逃生安全部份： 

配合支援校安中心舉辦大樓複合型防災研習演練。 

五、 各類人力支援服務部分： 

1. 支援各單位申請公差勤務 58 次。 

2. 100 學年度法、商學院畢業班借出畢業服學士 1,043 套、碩博士 535 套。 

六、 其他場地與財產管理部份： 

1. 城區財產共增加 1,548 筆，減損 737 筆，移轉 1,010 筆。 

2. 城區夜間出納業務，代收款項共 252 萬 2,239 元。 

3. 辦理各單位借用城區各會議室場地 477場次，收繳場地費用 5萬 2,800元。 

4. 完成城中校區各單位年度財產盤點。 

5. 城區各大樓緊急鑰匙櫃年度定期檢查，簡化取鑰流程，以備緊急作業之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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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研究事務組】 

一、研究計畫類 

1. 101學年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本校共143件計畫申請案，獲核定79件，未通過

64件，通過率55.24%（100學年為51.09%），原核定多年期計畫於101學年度執行第二

或第三年計有31件，另核定1件私校研發特色計畫、1件跨領域第三年計畫、1件性別

與科技專案計畫、1件產學合作計畫、3件新進教師隨到隨審計畫，另有2件計畫轉出，

總計目前執行國科會之計畫共115件（100學年同期為122件）。 

2. 國科會補助101年度「私立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本校計有人文社會學院

提出「德性：智德與道德」1項計畫申請案，並獲國科會補助3年經費564萬4,000元整，

另由本組編列配合款及提供行政協助與成效追蹤。102年度申請案自即日起接受申請，

依例由各學院負責規劃，並將於101年12月12日（三）召開審查會議，請總計畫主持

人簡報，審查後排列各計畫申請案之優先順序，簽請校長同意後函送國科會。 

3. 國科會100年度「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共計2件：哲學系黃筱慧副教授與臺灣芝寶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歐洲美儀商品在亞洲－文化與符號行銷策略產學合作」計畫案，

獲國科會補助14萬1,000元整，另核定企業配合款10萬4,700元；企管系吳吉政助理教

授與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車載資通訊小型服務提供者提升整體車輛效率

之管理技術」計畫案，獲國科會補助40萬1,000元整，另核定企業配合款14萬2,080

元。國科會101年度「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共計1件：中文系林伯謙教授與立德布洛

灣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布洛灣彩虹部落文化傳奇多元媒體加值應用計畫」案，獲

國科會補助21萬9,000元整，另核定企業配合款25萬2,180元整。 

4. 國科會101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本校教師指導之13位學生提出申請，獲補助者

有微生物系劉佩珊教授、法律系蕭宏宜助理教授、資管系林勝為助理教授等3位教師

指導之4位學生；另有法律系王乃彥副教授指導之1件計畫轉入。此外，本校哲學系林

肯智同學及國貿系王秉熏同學分別由陽明大學及文化大學教授指導之計畫亦獲得補

助。 

5. 教育部顧問室「101年度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計畫」，本校獲補助2件，總經費690,332

元整。 

6. 100學年度獲校外單位委辦之計畫，包括實創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行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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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台灣芝寶股份有限公司、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

院、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拜寧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貿易調查委員會、勞工委員會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財團法人

資訊工業策進會、法務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財團法人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東南科技大

學、考選部等，計有22件，總經費為1,718萬7,146元整；101學年度（至101年11月25

日止）獲校外單位委辦之計畫，包括司法院、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料管理局、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工業技術研究院、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等，計有5

件，總經費為233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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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東吳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相關業務：101學年度（至101年11月25日止），

共計通過1件動物實驗使用計畫申請案。 

8. 國科會會計室於101年11月23日赴本校查核100年度專題計畫憑證，本次查核計有化學

系王榮輝助理教授、數學系蔡漢彬教授、法律系何佳芳助理教授、林三欽教授、莊永

丞教授、林東茂教授、國貿系林彩瑜教授等7位教師執行之計畫，並依國科會會計室

要求補充相關資料。另國科會企劃處將擇期查核科研採購研究設備，計有化學系何美

霖副教授執行之計畫。 

二、研究成果管理與運用 

1. 國科會「發明專利費用補助」，本校共計申請2件，並獲核定4萬6,800元整。 

2. 100學年度本校教師研發成果向智財局提出「專利申請」案，計有微生物系張碧芬教

授1件及宋宏紅教授1件；101學年度（至101年11月25日止）本校教師研發成果向智財

局提出「專利申請」案，計有微生物系宋宏紅教授1件。 

3. 100學年度本校教師研發成果辦理「技轉授權」案，計有英文系王安琪教授、原日文

系吳佩珍助理教授(已轉任他校)及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先期技轉2件，共計4件之授權

金與衍生利益金收入為3萬1,790元。 

三、校外獎補助類 

1. 國科會101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本校共42位教師申請，獲核

定40位教師，依本校「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勵辦法」總計獎勵432萬元，國科會核定

補助353萬8,560元，本校配合提撥78萬1,440元。 

2. 國科會101年度「獎勵人文與社會科學領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論文」，本校計有法律

系博士生1位提出申請並獲得獎勵，獎勵金計420,000元。 

3. 國科會「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101年度（第50屆）計有哲學系米建國

副教授獲補助赴美國短期研究；102年度(第51屆)計有社工系莊秀美教授獲補助赴日

本短期研究。 

4. 本校專案獲國科會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情形如下：100學年度計有英文系曾泰元副

教授、日文系陳淑娟教授、英文系龔營副教授、歷史系黃兆強教授、數學系蕭志如教

授、化學系林淑玲博士後研究人員、企管系蘇雄義教授、英文系曾泰元副教授等8人

次；101學年度（至101年11月25日止）計有洪聖閔助理教授、周希瓴博士班研究生、

張桂娥助理教授、王韋能博士後研究人員、古正欣助理教授、林思果助理教授、陳勁

宏碩士班研究生等7人次。 

5. 本校獲校外單位補助延攬優秀學術人才蒞校講學及來台短期訪問情形： 

學年度 性質 學系 邀請學者 補助單位 

100 

講學 

中文系 

蘇州大學曹煒客座教授 國科會 

南京大學俞為民教授 國科會 

南開大學盧盛江客座教授 國科會 

歷史系 安徽大學卞利客座教授 國科會 

法律系 
中南財經法政大學劉笋教授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

廈門大學韓秀麗教授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

企管系 山東大學陳丹副教授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

訪問 
中文系 立命館大學芳村弘道教授 教育部 

哲學系 美國 Michael Slote 教授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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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系 捷克 Petra Guasti 資深研究員 國科會 

德文系 
德國 Wilhelm Josef Griesshaber 教

授 

國科會 

英文系 波蘭 Wieslaw Oleksy 講師 國科會 

物理系 美國 Lawrence H. Ford 教授 國科會 

會計系 美國 Lee Pi Cheng 副教授 國科會 

101 

(至 101.11.25 止) 
講學 

歷史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成一農副教授 國科會 

法律系 
廈門大學蔡慶輝副教授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

湖南師範大學吳智教授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

6. 本校各學術單位獲校外單位補助舉辦研討會情形如下：100學年度（包括：教育部、

外交部、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最高行政法院、財團法人

臺灣民主基金會、國科會、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臺灣武智紀念基

金會等）計有：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2011年國際人權公約研討會」、中文系「第二

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政治系「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11年五都

選舉國際學術研討會」、政治系「民主與文化的東亞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英文系「第

一屆兒童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英文系「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四屆東亞比較文

學會議『Obsession in Context』」、日文系「2012日語教學國際會議」、法律系「第

九屆公法研討會」、法律系「2011年國際法暨比較法研討會」、商學院「2012年生產力

與效率學術研討會與高階演講系列」、商學院「財經講座演講及生產力國際學術研討

會」等11案。101學年度（至101年11月25日止，包括：考試院、內政部、行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計有：政治系「2012年中國政治學會年會暨『劇

變中的危機與轉機：全球治理的發展與困境』學術研討會」1案。 

四、校內獎補助類 

1. 依本校「研究計畫暨建教合作輔導辦法」，100學年度獎勵金撥付情形：計畫主持人獎

勵金1,275,308元(得視需要將部分或全額獎勵金做為執行計畫之辦公費)、學院辦公

費87,489元、學系辦公費1,173,214元、研究中心辦公費72,200元，共計2,608,211

元。 

2. 依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辦法」、「 胡筆

江先生紀念專款辦法」、「『東吳大學之友基金會』（Friends of Soochow）捐贈基金學

術獎助辦法」，100學年度獎補助情形如下： 

(1)「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總計 216 人次教師獲獎，包括「研究論著獎勵」獎助 113

位教師、「研究計畫獎勵」獎助 100 位教師及「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補助 3位教

師。 

(2)「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通過 42 位教師申請案，將於 101 學年度辦理減授，

其中微生物系宋宏紅教授獲連續 3年減授時數。 

(3)「胡筆江先生紀念專款」通過 3位海外學者來校講學補助及 5位教師論文刊登費。 

(4)「『東吳大學之友基金會』捐贈基金學術獎助」之「雷德青年學者獎」，由日文系

羅濟立副教授獲獎。 

3. 100學年度「端木鑄秋法學研究基金」獎助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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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獎助「中國法制比較研究論文集─2012年(第 10屆)海峽兩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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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經費 10 萬 7,3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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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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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獎助「東吳公法論叢第五卷」出版經費 16 萬 9,688 元整。 

4. 100學年度「東吳大學倪氏學術獎助」，核定獎助商學院陳彧夏副教授及體育室譚彥副

教授各7萬5,000元整。 

5. 100學年度「孫哲生先生紀念專款」，核定獎助政治系王輝煌副教授2萬5,000元。 

6. 「胡筆江先生紀念專款」之獎補助情形如下：100學年度補助海外學者至本校擔任客

座或講座3件，共計112,000元；補助出版優良期刊論文14件，共計110,250元；補助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31件，共計715,925元。101學年度(截至101年11月25日止) 補助出

版優良期刊論文10件，共計93,813元，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13件，共計290,742元。 

7. 2012年「東吳大學之友基金會」捐贈基金之獎補助情形如下：「黃安素哲學與宗教獎」

2件，共計美金4,600元；「羅愛徒英美文學及創作獎」1件，共計美金3,000元；「愛默

生氏化學獎」1件，共計美金3,320元；「楊氏財經獎」2件，共計美金3,420元。 

8. 「戴氏基金會」捐助本校以提供教師交換研究、邀請海外知名學者來校講學及講學相

關出版之補助， 100學年度起至101年11月25日已補助18位教師之申請案。 

 

 

【校務發展組】 

一、大學評鑑 

教育部於 101 年 7 月 17 日公告「試辦認定大學自我評鑑結果審查作業原則」，依該原則

凡申請學校之自我評鑑結果經教育部認定後，於認定有效期限內，得免受教育部主辦之

同類別評鑑。本校為執行獎勵大學校院教學卓越計畫績優學校，符合申請資格。奉 校

長核示本校應主動提出申請。 

為此研發處研擬「東吳大學自我評鑑辦法」草案作為本校辦理各類自我評鑑之依據。本

辦法送 101 年 10 月 8 日行政會議討論通過，並依據本校自我評鑑辦法及研發處排定作

業時程於 101 年 11 月完成籌組各級評鑑組織，後續分由教務長及研究發展長提出系所

及校務評鑑實施計畫，於教育部規定期限 102 年 2 月前提出第一階段系所評鑑及校務評

鑑「自我評鑑機制」申請。 

二、100-102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1 年 6~11 月本期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作業包括計畫異動（101）、計畫管考（100）、修

訂策略規劃及規劃、執行 102 學年度計畫暨預算提報作業，各項業務辦理進度如下： 

1. 計畫異動：101 年 8 月 14 日配合 101 學年度組織調整完成組織異動單位之 101 學年

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調整作業。 

2. 計畫管考：101 年 8 月 31 日完成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單位自評，101 年 11

月 7 日完成管考小組考評，101 年 11 月 19 日召開總評會議，後續將依總評會議決議

提出結案報告陳校長核定，計畫考評結果預定 101 年 12 月上旬公告。 

3. 修訂策略規劃：配合新校長到任，研發處檢視 100、101 兩學年計畫規劃及執行情形

修訂現行校務發展策略規劃內容。本案已於 101 年 7 月 18 日向校長簡報。 

4. 102 學年度計畫暨預算作業模式：研發長邀集校內師長組成「校務發展」及「財務規

劃」小組討論本校 102 學年度計畫暨預算作業模式。 

5. 102 學年度計畫暨預算提報作業：101 年 11 月 8、9 日辦理計畫提報作業說明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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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暨預算提報、審查作業時程為 101 年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20 日。預定於 101 年 12

月底召開計畫審查小組會議審議計畫暨預算提報資料。 

三、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獎補助計畫 

1. 完成 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自評報告，於教育部規

定期限 101 年 8 月 14 日報部。 

2. 教育部於 101 年 6 月 29 日核訂本校 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計新台幣 8,885 萬 9,273 元，較上（100）年度減少 9,591,006 元。計畫審查報

告共提出 24 項意見，本校未來如欲爭取計畫經費仍須加強計畫之特色規劃。 

3. 配合教育部核定 101 年度獎補助計畫經費，修訂 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

務發展計畫書於 101 年 9 月 14 日報部。 

4. 102 學年度獎補助計畫申請作業 101 年 11 月起展開，流程包括前置作業規劃、填報

量化資料、提報及審查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獎補助計畫暨預算、編寫質性計畫書等。

依教育部規定時程，計畫書須於 102 年 1 月 30 日前提報。 

四、教育部高等教育資料庫 

配合教育部 10 月份表冊填報時程，於 101 年 9 月 3 日起辦理「一般生實際在學學生人數

表」等 41 張表冊填報作業，本案已於 101 年 10 月 31 日前完成線上填報。並於 101 年

11 月 1 日至 7日教育部開放本期表冊修改申請作業，101 年 11 月 12 日已修正「教 1.專

兼任教師明細表」1張表冊數據。 

配合教育部訂定 12 月份財務表冊填報時程，以電子郵件通知會計室提供、彙整各項數據

資料，於 101 年 12 月 3 日至 7 日前完成線上「財 6.私立大學校院收支餘絀預計表」等 8

張表冊之填報作業，並於 101 年 12 月 20 日前將本校 10 月份及 12 月份表冊檢核表函送

教育部。 

五、推動學院建立特色計畫 

101 學年度由研發處統籌編列 350 萬元，鼓勵各學院以整合模式提出強化重點特色領域

之執行方案，目標提升各特色領域之質量水準，建立學院學術特色與競爭力。計有人文

社會學院提出「大學教育與全球意識-台灣、捷克青年世代之研究」等七項子計畫。本案

於 101 年 9 月完成校內、外計畫審查及經費核定，計畫執行期為 101 年 10 月 1 日至 102

年 7 月 31 日。未來擬逐年增列預算制度性輔助學院發展特色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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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 

一、 獎助及補助相關事宜 

（一） 辦理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金申請件審核作業，本校獲獎共錄取 25 名，總計 184

萬。 

（二） 公告富士通獎學金相關訊息。 

（三） 審查101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第三期赴國外研習補助申請件。 

（四） 公告日本交流協會辦理2013年度第一期短期交換留學生獎學金。 

二、 本校簽訂之學術協議單位（簽訂時間 101 年 6 月至 101 年 11 月） 

（一） 101年6月10日與大陸東北林業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 

（二） 101年6月11日與大陸東北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 

（三） 101年6月15日與大陸同濟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學生交換協議書。 

（四） 101年6月30日與法國史特拉斯堡大學簽訂學生交換協議書。 

（五） 101年7月22日與兩岸四地25所高校簽訂「海峽兩岸暨港澳地區高校關於合作推

動中華文化傳承、弘揚與發展的備忘錄」。 

（六） 101年7月12日與英國里茲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 

（七） 101年8月20日與日本東北大學商學院簽訂學術交流協議。 

（八） 101年8月28日與西南財經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 

（九） 101年10月2日與日本東京音樂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 

（十） 教育部已核備並準備簽署協議單位: 

 1.大陸煙台大學 

 2.大陸西南政法大學 

 3.大陸中國政法大學 

 4.大陸華東政法大學 

 5.大陸西北政法大學 

 6.大陸蘇州大學(研習及4+1) 

    (十一)  陳報教育部中協議單位： 

            1.大陸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級) 

            2.大陸武漢大學法學院(院級) 

            3.大陸中國人民大學 

            4.大陸中國科技大學 

            5.大陸寧夏大學 

            6.大陸內蒙古大學 

            7.大陸魯東大學 

            8.大陸中國政法大學(研習及4+1) 



-------------------------------------------------------------------------------------------------------------------------------------------
東吳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 次(1011219)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16 

            9.大陸西南大學(研習及4+1) 

            10.大陸呼倫貝爾學院 

            11.大陸湖南師範大學 

    (十二)  進行簽署中外國協議單位： 

            1.法國雷恩高等商業學校 

 2.日本學習院大學 

 3.日本千葉商科大學 

三、 101 年 5 月至 101 年 11 月外賓蒞校參訪接待事宜 

（一） 101 年 6 月 7 日接待日本千葉商科大學會計研究所武見浩充蒞校晤訪。 

（二） 101 年 7 月 19 日接待東洋美術學校國際教育中心負責人中込亮介先生，蒞校洽

談學術合作事宜。 

（三） 101 年 7 月 23 日接待日本東北大學國際處代表末松和子準教授、阿榮娜女士蒞

校洽談   

            學術交流事宜。 

（四） 101 年 8 月 7 日接待復旦港澳台事務辦宮室鄭聰老師蒞校晤訪。 

（五） 101年8月14日接待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古繼寶副院長等貴賓一行7人。 

（六） 101年8月20日接待日本關西生產力中心19 位貴賓蒞校交流座談。 

（七） 101年10月22日會晤菲律賓馬尼拉雅典耀大學國際處Glenn de Leon 主任洽談學

術交流 

        事。 

（八） 101年10月25日接待法國雷恩高等商業學校校方代表Jean-Michel Viola 教授、

Michelle Shih 女士蒞校洽談學術交流事宜。 

     (九)   101年10月29日接待美國威斯康辛大學拉克羅司校區MBA 暨國際學程主任 

Martina J. Skobic 教授、資訊系主任Kuang-Wei Wen 教授洽談學術交流事宜。 

     (十)   101年11月6日接待牛津學院台灣校友會詹火生會長、Ms.Caroline Rice及Mr. 

Andrew Hemingway。 

     (十一)  101 年 11 月 8 日接待大陸魯東大學徐祝永副校長等人洽談學術交流事宜。 

     (十二)  101 年 11 月 12-17 日協助接待外交部邀請波蘭外交部法律顧問團主席 Anna 

Wyrozumska 教授，並舉辦國際法聯合座談。 

     (十三)  101 年 11 月 23 日接待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安部悟學務長及黃英哲教授

蒞校洽談學術交流事宜。11 月 30 日接待現代中國學部松岡正予教授、唐燕霞

教授、阿部宏忠副教授及國際交流中心藤井雄一朗先生，針對合作內容協議進

行細部商討。 

     (十四)  101 年 11 月 29 日接待波蘭烏茲大學國際與政治學院院長 Tomasz Domański 教
授，晤談未來可能之交流機會。 

四、 國際交流委員會會議 

（一）  101 年10 月17 日召開101 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國際交流委員會，討論「東吳

大學外藉學生獎學金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訂案及「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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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赴國外研習補助要點」部分條文修訂案;審議本校與中國人民大學、內蒙古大

學、寧夏大學、呼倫貝爾大學及中國科技大學等簽訂合作協議;審議本校與蘇州

大學簽訂「學生交流協議－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案。 

（二）  101年11月2日召開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國際交流委員會，討論本校與呼倫貝

爾學院、湖南師範大學及日本千葉大學商科大學合作協議案;本校與西南大學及

中國政法大學「學生交流協議－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審議案; 審查本校101

學年度第1學期外籍學生獎學金申請案；101學年度第2學期赴大陸協議學校研

習之校級交換學生申請案及討論102學年度國際學術交流課程案。 

五、教育招生展及業務相關會議 

（一） 101年8月7日朱賢丁專員、蘇意秋專員赴暨南大學參加「101印尼輔訓升大學博

覽會」。 

（二） 101 年 8 月 8 日及 30 日王玉梅組長赴義守大學參加陸生輔導研習會議。 

（三） 101年8月29日姚思遠學術交流長赴淡江大學台北校園參加101 年大專校院新進

國際事務主管交流會。 

（四） 本處游晴如組員9月21日至淡江大學參加「2012大學校院英文網站實務精進研討

會」。 

（五） 本處魏嘉慧專員9月21日至國立台灣科技大學參加「『教育部101年度獎助大學大

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國外專業實習）計畫』成果發表暨心得分享座

談會」。 

（六） 101年9月21日至中華語文教育基金會參加「廈門2012年大學生就意項目洽談會」

台灣區參展說明會。 

（七） 101年10月17日至21日招生組黃昭明編審、本處游晴如組員赴香港培正中學參加

香港教育展。 

（八） 101年10月18日至20日本處姚思遠學術交流長、王玉梅組長赴大陸西南大學參加

「第七屆海峽兩岸名校事務部門負責人研討會」。 

（九） 101年10月22日至23日本處朱賢丁專員赴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院區參加「101年

度全國僑生輔導人員工作研討會」。 

（十） 101年10月22日至23日本處游晴如組員赴天主教輔仁大學參加「2012 年Bring 

UMAP to you 工作坊」及UMAP 國際學術研討會。 

     (十一)  101年10月29日本處朱賢丁專員至教育部參加「改善港澳學生出入國事宜」第2

次研商會議。 

     (十二)  101年10月31日~11月1日本處高世平編纂赴中興大學參加「八方視野•多元節奏

－跨文化大學經驗與諮商實務」國際研討會。 

     (十三)  101年11月14至16日王玉梅組長及高世平編纂出席由大陸教育部高校畢業生就

業協會、人力資源社會保障部、中國就業培訓技術指導中心主辦之「廈門2012

年大學生就意項目洽談會」。 

六、辦理境外生、交換生及僑生活動相關業務 

（一）   辦理101學年第1學期境外來校交換學生及僑生入學說明會及選課輔導，本學期

共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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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陸交換生42位、外籍交換生37位及66位僑生完成報到。 

（二）   辦理本校學生申請101學年度第二學期赴大陸協議學校交流研習相關事宜。 

（三）   101年8月14日於本校外雙溪校區舉辦101學年度第一期國際事務志工培訓講

習。 

（四）   101年9月7日至8日於菁山活動中心辦理僑生迎新宿營，共計72人參加。 

（五）   101年9月30日於陽明山福音園辦理僑生中秋節烤肉活動，共計83人參加。 

（六）   101年10月27日辦理交換學生文化體驗活動「南庄深度文化之旅」，共計28位交

換學生及9位本校志工學生參加。 

（七） 辦理境外生參與101年11月10日「福隆鐵騎‧逐浪追風之旅」活動事宜，本次共

有近70位外藉生及同仁共同參加。  

 七、辦理交流營隊相關業務 

（一） 公告華僑大學舉辦「第二屆海峽兩岸高校文化與創意論壇暨2012年海峽兩岸大

學生文化與創意設計大賽」報名事宜。 

（二） 101年8月13日於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辦公室舉辦赴復旦大學夏令營活動

說明會。 

（三） 辦理101年10月13日至10月20日天津大學「博才聚津」2012年海峽兩岸青年學生

領導力論壇報名及行前聯繫事宜，本校共計12名學生參加。 

（四） 101年10月17日及24日分別與雙溪校區及城中校區各學院召開「2013 年東吳大

學溪城講堂陸生暑期營」業務協調說明會。  

（五） 辦理101年11月10日至11月17日「暨南大學2012年『青年·創新·發展』兩岸四地

青年領袖研習營」，錄取名單為國貿系三Ａ黃為暘1名。 

（六） 公告101年12月20日至27 日吉林大學「第十一屆臺灣學生北國風情冬令營」錄

取名單並辦理行前聯繫事宜，本校共錄取7名學生。 

（七） 辦理101年12月23日至30日東北林業大學「第五屆海峽兩岸大學生冰雪之情冬令

營」報名及錄取單事宜，本校共錄取5名學生。 

八、2013年東吳大學「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 

  （一）  為加強海峽兩岸高等教育交流與合作，增進兩岸學子之間的溝通與了解，本校

即將於 2013 年暑期打造一項具有專業及特色的陸生暑期研習活動－2013 年東吳

大學「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冀藉由本校各院系教學特色及品牌課程，吸引大

陸地區優秀青年學子利用暑期來本校研習專業課程 4 周，並參加 1 周旅遊參訪，

時間訂於 2013 年 7 月 20 日至 8 月 25 日。自今年九月起，國際處即展開各項籌備

工作，並積極與各院系溝通研議，十一月並初發函各院系調查開課意願。彙整結

果，各院系極為支持，五學院及推廣部共有 13 個單位，開設 18 個課群，開課單

位分別為： 

   ◎人文社會學院／中文系、政治系、社工系 

   ◎外語學院／日文系 

   ◎理學院／心理系 

   ◎法學院／法律系（4 個課群） 

   ◎商學院／商學院、會計系、企管系、國貿系、財經系、資管系、推廣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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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課群）。 

   預計明年7月20日至8月25日舉辦，本項活動行政動員層面甚廣，全校各單位

幾乎全員支援，國際處全體同仁也將全力以赴辦理這次活動，並為以後境外

學員研習班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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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一、100 學年度捐款總金額 51,441,954 元，捐款人數 902 位，捐款筆數 3,233 筆。 

二、101 學年度（101.08.01-101.12.04）捐款金額 22,335,616 元，捐款人數 539 位，捐款

筆數 1,321 筆。 

三、101 學年度募款說帖--東吳願景已於 101.11.28 寄發完畢，寄發份數為 5萬份，寄發對

象為本校 40-89 級校友及曾捐款給本校之捐款人，截至 101.12.04 止，已獲得 769,418

元捐款。 

四、校園紀念品經營與管理業務於 101 學年度自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移轉至社會資源

處辦理，「東吳大學校園紀念品經營與管理辦法」已於 101.11.05 行政會議討論通過，校

內各單位若需校園紀念品，需向社會資源處採購或透過社會資源處購買；校園紀念品刻

正規劃開發中，預計明年校慶前發表，提供校內單位及校友購買。 

五、經營各校、系友會活動： 

(一) 配合潘維大校長 101.04.01 上任，為表達學校對各地區校友的重視，潘校長率校內

師長與台灣各地校友會餐敘，走訪地區包括（依時間排列）： 

1.101.06.25 雲林縣校友會：假雲林可口餐廳舉行，當日與會共 15 人。 

2.101.06.29 新竹市校友會：假新竹何家園餐廳舉行，當日與會共 20 人。 

3.101.07.11 基隆市校友會：假基隆北都大飯店舉行，當日與會共 18 人。 

4.101.07.20 嘉義市校友會：假嘉義兆品酒店舉行，當日與會共 48 人。 

5.101.09.04 高雄市校友會：假高雄漢來大飯店舉行，當日與會共 26 人。 

6.101.09.10 台中市校友會：假台中新天地舉行，當日與會共 14 人。 

7.101.11.14 台北市校友會：假台北新葡苑餐廳舉行，當日與會共 23 人。 

(二) 101.08.01~101.08.10 規劃潘校長美國行，行程包括拜會戴氏基金會徐博士，美國衛

理公會、楊其銑前校長，並與東吳之友基金會、南加州校友會以及北加州校友會聯

誼餐敘，另配合此次行程參訪 USC、UCLA、Berkeley 等知名學府，進行學習交流。 

(三) 101.06.30 協辦台北市校友會一日遊-華陶窯懷舊之旅，活動當天近 100 名校友參

加。 

(四) 101.08.18 協辦台北市校友會一日遊-台北兒童育樂中心親子之旅，活動當天近 60

名校友熱情參與。 

(五) 101.08.18 潘校長與許社資長受邀參加澳門校友會成立一周年慶祝餐敘，當天約計

100 名校友、貴賓出席。 

(六) 101.11.17 假林口長庚球場舉辦第七屆校友盃高爾夫球聯誼賽，當天共 120 位校友

報名參加。 

(七) 101.11.24 假台南桂田酒店舉辦台南地區校友聯誼餐會，慶賀林吉祥學長（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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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級）新任會長，當天近 160 位校友熱情與會。 

(八) 配合東吳畢業生海內外就業計畫，101.11.29-12.01 走訪澳門、上海探訪畢業生，

並於 12.01 假上海西華公寓酒店舉辦上海校友聯誼餐會，當天近 100 位校友與會。 

(九) 時值歲末年終，為增進校友情誼，募集「校友文教基金」，預定 102.01.19 舉辦「分

享喜樂、愛在東吳-校友總會歲末感恩音樂會」，截至 101.12.04 止，累計捐款總額

新台幣 64 萬元，索票張數計 231 張。 

六、《東吳校友》雜誌第 23 期將於 101 年 12 月出刊，郵寄對象將包含海內外捐款者、40-50

級校友、校系友會會長以及刊物贊助者。本期封面故事為「走遍天下‧心繫東吳-潘維

大校長海內外校友會巡迴之旅」，預定發行 15,000 冊。 

七、校友聯絡資料更新：截至 101.12.04 止，校友動向資料庫計有 113,635 筆資料，其中聯

絡校友筆數 90,261 筆、失聯校友筆數 22,753 筆、已逝校友筆數 621 筆，另掌握校友電

子郵件信箱筆數計 45,595 筆。 

八、教學卓越計畫「畢業生流向追蹤調查」： 

(一) 101.06.18-09.03 進行 101 年度追蹤調查，完成 100 級畢業生問卷 2,153 份（回收

率 85.3%），企業雇主滿意度問卷 621 份（回收率 48.4%）。 

(二) 101.11.19、11.21 分別於兩校區舉辦問卷系統教育訓練。 

(三) 預計 101.12.31 前完成各院系所分析報告。 

九、辦理大三學生「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普測活動：全校 23 學系中，有 14 學系參

加，包含中、哲、社、工、德、數、物、化、微、企、貿、財、資、商等，共 23 場 44

小時。測驗報告預計 102 年 1 月完成，提供各學系及導師做為學生輔導參考。 

十、101 學年度上學期辦理 8場生涯工作坊，協助學生進行小團體式深入的生涯輔導。工作

坊主題包含：履歷自傳撰寫、研究計畫撰寫、輔系雙修抉擇、大學生涯規畫…等，參加

學生共計 72 人次，整體回饋 4.8（五分量表）。另，辦理 9場研究所推甄資料諮詢，參

加學生共計 36 人次，整體回饋 4.6（五分量表）。 

十一、101 學年度第 1學期最後 1哩：研習課程總時數 64 小時，共計 381 人次報名（在校生

278 人次、畢業校友 103 人次），授課主題包含企畫、簡報、業務、公關、創意（點子）

與網路文案。本次活動擴大服務對象至畢業 3年內校友，部分主題講座開放校友報名旁

聽，校友反應熱烈，感謝母校對其照顧。 

十二、學生實習： 

(一)實習補助試辦計畫：已全部執行完畢，共 4學系（微、政、心、資）58 位學生參與學

系專業實習，8位同學參與生涯志趣實習。101.11.21 於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辦理「實

習成果分享會」，邀請實習生、實習企業及學系師長與會，對實習之效益均表高度肯定。 

(二)永豐銀行校園卓越人才實習就業計畫：101.11.28 辦理甄選說明會，計有 35 人參加。

即日起至 101.12.10，辦理就業計畫收件及初步資格審核作業。 

十三、夢想行動家： 

(一)本計畫鼓勵學生自主學習，實現夢想，透過提案、輔導、執行的方式，協助學生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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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執行行動，從中提升自我。本次活動共計 42 組 98 位同學參與提案，經逐一輔

導後，評選出 18 組進行補助。 

(二)101.09.20 執行結束，101.10.20 辦理「夢想行動家成果分享會」，共 8組學生分享成

果，計 45 位師生與會，創意成果豐碩。 

十四、主動導引式生涯規畫書系統： 

(一)系統自 100.11 開發至今，功能面已告一段落，現正導入各類資料，預計將於 102.02

正式開放全校師生使用。 

(二)精選職涯文章及影音、校友專訪、各類職業與證照介紹、學生考照心得分享等實用資

訊，提供學生自我生涯規畫之參考。 

(三)學系可就其教育目標，建立大一至大四學生應完成的目標任務，逐步培養所需具備的

能力；學生亦可於線上設定自我學習目標，輔以筆記功能詳實記錄，並可觀察同儕正

在實現哪些目標，彼此交流互動，提升整體學習力。 

十五、「產業知識讀書會」系列講座：101.11.28-12.18 辦理遊戲、文創、行銷傳播及綠色產

業等 4場講座，每場次贈送 10-13 本主題書籍，並邀請產業專家擔任講師，介紹產業動

態及工作內容，學生反應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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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一、籌備第 30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本院於 101 年 10 月 3 日召開本院第 30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

第一次籌備會議。本院第 30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主題為「繼往開來：學術研究之傳承與

創新」，舉辦日期訂於 102 年 3 月 13、14 日在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由人文藝術組、

社會組共同舉辦。籌備會議中除了確定研討會的主題與時間外，也確認了整個研討會的

工作時間表，同時請兩組承辦學系中文系與社會系負責撰寫研討會計畫書內容。本院依

據計畫書內容，於 101 年 10 月 23 日函送系際學術研討會邀稿函，向全院專任教師邀稿。

至邀稿截止日 101 年 11 月 21 日止，共收到 14 篇來稿。本院已訂於 11 月 28 召開第二

次籌備會議，進一步安排研討會議程，以及各項籌備作業事宜。 

二、提升人文社會學院跨領域教學能量計畫： 

(一) 創意人文學程：第一學期已召開 1 次作業小組會議，舉辦 11 場協同教學、2 場校外

參訪，以及 1個學生創意文案競賽。活動內容摘列如下： 

1. 於 101 年 10 月 2 日召開創意人文學程 101 學年度第一次作業小組會議，除了報告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選課情形，以及 101 學年度將要執行之「文創人才實用技能培育計畫」

外，也感謝各位作業小組成員的辛勞，頒發作業小組委員聘函。提案討論部分，討論有

關日後選課作業方式、實習改進方式，以及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學程活動規劃內容。 

2. 文化創意產業實習：101 學年度共有 31 名學生申請實習，分別前往台北市政府文化局、

西門紅樓、台北故事館、財團法人樹火紀念紙文化基金會、寰緯公關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等 10 個機構進行暑期、期中實習。實習成果發表會預定於 101 年 12 月 18 日在 B407 教

室舉行。 

3. 舉辦 11 場協同教學：101 年 10 月 2 日歷史系李宗信老師「地方文史數位導覽」課程邀

請黃清琦先生主講「地圖的數位典藏：台灣古地圖的前世與今生」；101 年 10 月 3 日哲

學系黃筱慧老師「符號與敘事」課程邀請李皇慶學長主講「哲學與廣告」；101 年 10 月

16 日李宗信老師「地方文史數位導覽」課程蘇文榮主講「GPS 與文史運用」、李聖光老

師「文化創意產業概論」課程邀請蘇文憲處長主講「故宮在文化創意上的實踐」、政治

系林月珠老師「人力資源管理」課程邀請賴儀婷女士主講「黑手那卡西的人資創意行動」；

101 年 10 月 22 日社會系楊孝濚老師「傳播活動設計」邀請林清麗女士主講「『Quit and 

Win 戒菸就贏』推廣策略—以臺灣經驗為例」；101 年 10 月 30 日政治系林月珠老師「人

力資源管理」課程邀請徐孝貴女士主講「文創產業瘋人資」；101 年 10 月 31 日中文系

張曼娟老師「飲食文學」課程邀請李佳芳、詹雅蘭女士主講「製作飲食書，是一場武打

片-飲食書的企畫與採撰寫」；101 年 11 月 6 日音樂系黃莉翔老師「藝術行政管理」課

程邀請郭紀舟先生主講「文化創意與水果的結合」；101 年 11 月 20 日李聖光老師「文

化創意產業概論」課程邀請陳育平女士主講「原鄉時尚看文創產業」；101 年 11 月 21

日哲學系黃筱慧老師「符號與敘事」課程邀請陳若齡女士主講「星期三 morning talk」。 

4. 安排 2 場校外參訪：一場為黃莉翔老師帶領「藝術行政管理」課程 37 名學生前往松山

文創園區參觀兩項設計展，分別為「台灣原住民的有機生活美學」，以及「台北設計城

市展」；另一場由李聖光老師帶領「文化創意產業概論」課程 68 名學生前往法蘭瓷總

部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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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舉辦「尋找東吳節慶‧行銷東吳品牌：打造屬於東吳人專屬節慶文案徵選競賽」。活動

進行方式如下： 

(1). 投稿時間：101 年 11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下午 5時止。 

(2). 參賽資格：凡本校各學制在學生，以及本校校友均可報名參加。 

(3). 初選結果與票選活動：初選結果於 12 月 10 日公告入圍作品，並於 12 月 11

日起至 12 月 21 日在電子化校園系統投票專區進行網路票選。 

(4). 評審結果：於 12 月 27 日公告。 

(二) 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第一學期已召開 1 次作業小組會議，舉辦 3 場協同教學、2

場校外參訪、1次 NPO 機構特展，以及 1個學生創意文案競賽。活動內容摘列如下： 

1. 於 101 年 10 月日召開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 101 學年度第一次作業小組會議，除了報告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選課情形外，也感謝各位作業小組成員的辛勞，頒發作業小組委員

聘函。提案討論部分，討論有關日後選課作業方式、實習改進方式，以及 101 學年度第

一學期活動規劃內容。 

2. 非營利組織機構實習：101 學年度共有 7名學生申請實習，分別前往財團法人法律扶助

基金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以及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進

行暑期、期中實習。實習成果發表會預定於 101 年 12 月 17 日在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舉

行。 

3. 舉辦 3場協同教學活動：分別為 101 年 10 月 5 日政治系林月珠老師「人群關係」課程

邀請李啟樺先生主講「人群關係與影像經營」；101 年 11 月 14 日蔡秀涓老師「非營利

組織管理概論」課程邀請蘇毓昌先生主講「反貪腐的倡議︰國際透明組織台灣總會的經

驗與策略」；101 年 11 月 20 日政治系林月珠老師「人力資源管理」課程邀請常慧娟女

士「PO 與 NPO 人資的競技場」。 

4. 安排 2場 NPO 機構、團體校外參訪：分別為蔡秀涓老師「非營利組織管理概論」課程帶

領 21 名學生參觀蓮花基金會，以及政治系林月珠老師「人力資源管理」課程帶領 63

名學生前往參觀法蘭瓷總部。 

5. 舉辦 NPO 機構特展：於 101 年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9 日在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1樓

穿堂舉辦靜態資料展示活動，主題為「認識愛滋病」。參展機構分別來自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愛滋感染者權益促進會，以及台灣紅絲帶基金會。藉由展覽倡導愛滋病患者的平權

觀念及家屬應有的相關基本人權，最終促使這個社會成為一個遠離偏見、不再有歧視的

正常社會，也藉此讓本校師生瞭解到非營利組織單位的運作、使命與宗旨。 

6. 舉辦「NPO 機構海報創意徵件競賽」：101 學年度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益

促進會共同主辦，徵求的主題為「愛滋權促會機構形象之創意海報」，活動進行方式如

下： 

(1). 投稿時間：101 年 11 月 12 日起至 102 年 1 月 4 日下午 5時止。 

(2). 參賽資格：凡本校各學制在學學生均可報名參加。 

(3). 初選結果與票選活動：初選結果於 101 年 1 月 14 日以前公布，並於 102 年 1

月 15 日至 1月 22 日下午 6時止在愛滋權促會的臉書進行網路票選活動。 

(4). 評審結果：於 102 年 1 月 31 日公告。 

三、人文社會學院學術研究室教學與研究發展計畫： 

(一) 人文社會研究室： 

1. 已舉辦 3場人文社會 GIS 系列講座：邀請台灣大學城鄉所博士班、本校社工系兼任講師

黃映翎女士分別於 101 年 10 月 24 日、10 月 31 日，以及 11 月 7 日主講「GIS 入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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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立人文社會研究/教學基本圖」、「GIS 入門：以台北三市街為例」、「GIS 進階：

應用台灣歌謠據點至台北三市街」，以及「GIS 統計：台北三市街的統計分析」。」 

2. 執行本院推動學院建立特色計畫「記憶台北三市街：人文社會 GIS 文化流傳探究」。 

(二) 中國研究室： 

1. 於101年9月19日召開中國研究室期初成員聚會，包含召集人政治系劉必榮教授在內，

共有 10 名教師出席。會中決議研究室將分為人文、藝術美學組（文史哲），另一為當

代中國組(政治、經濟、社會)兩組，分別進行沙龍或讀書會等活動。並建議未來能朝向

將研究室舉辦之活動成果集結成冊。 

2. 舉辦 2場專題演講：分別於 101 年 11 月 13 日與歷史學系共同主辦，邀請上海大學歷史

學系陳勇教授主講「守先待後：錢穆的人生歷程和思想世界」，以及 101 年 11 月 26

日與政治學系共同主辦，邀請《北京之春》主編、中國民主團結聯盟前主席胡平先生主

講「解析中國模式」。 

(三) 中東歐研究室： 

1. 於 101 年 11 月 15 日與社會系、政治系、人權學程，以及本校國際與兩岸學術

交流事務處聯合主辦「中東歐沙龍系列及專題演講」兩場活動，邀請波蘭羅茲

Lodz 大學歐洲憲法學系系主任暨歐盟人權法庭特別法官安娜‧薇羅蘇姆斯卡教

授擔任與談人與主講人，分別就「中東歐沙龍--波蘭與立陶宛」，以及「歐洲人

權概況」為題，與本校師生進行學術交流。 

2. 執行本院推動學院建立特色計畫「大學教育與全球意識──台灣、捷克青年世

代之研究」。 

四、推動人文社會學院整合型研究計畫：依據「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研究計畫補助作業要

點」，本院於 101 年 8 月 30 日召開 101 學年度人社院學術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審議

101 學年度補助研究計畫申請案。總計通過補助 6 個個人型專題研究計畫，以及 2 個整

合型研究計畫執行子計畫研究。計畫主持人與補助計畫名單如下： 

(一) 個人型專題研究計畫：政治學系陳立剛副教授「都會跨域合作治理之探究：以台北

捷運系統運作與管理個案為例」、政治系黃默講座教授「百年糾纏：文化的、政治

的、疆域的」、社工系洪惠芬助理教授「我的孩子「不正常」！？身障兒母親對抗

「障礙歧視」的母職之路」、社工系趙碧華副教授「GIS 在地方政府新移民福利服務

資源運用研究──台北市婚配移民的空間分析」、中文系沈心慧副教授「胡樸安詩

文文獻整理及研究（一）」、中文系沈惠如副教授「GIS 在地方政府新移民福利服務

資源運用研究──台北市婚配移民的空間分析」。 

(二) 整合型研究子計畫：社會系葉肅科副教授「社會轉型與醫療改革：中歐四國的經驗」

（隸屬於『中東歐地方社會發展研究』整合型計畫），以及社工系廖美蓮副教授「從

中年女性失業者的生活敘事文本探究性別意義與知識權力」（隸屬於『知識、權力

與社會實踐』整合型計畫）。 

五、辦理人文社會學院清寒、優秀獎助學金：101 學年度申請日期自 101 年 12 月 5 日起至 12

月 26 日止。本院業於 11 月 19 日函送院內各單位，協助公告並轉知所屬學生申請。 

中國文學系 

一、多元能力養成計畫：辦理 3場「國學講座」 

(一) 101 年 11 月 1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由黃軼教授主講「禪境詩心

蘇曼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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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1 年 11 月 29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618 教室，由曹復永教授主講「台灣傳統戲曲表

演藝術之反思」。 

(三) 101 年 12 月 13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633 教室，由李乾朗教授主講「文化資產保存史

略」。 

二、升研究生學術研究能量計畫 

(一) 辦理 3場常態性研討會 

1、101 年 10 月 1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由林宜陵老師發表〈《北宋遺臣宇文虛

中及其詩詞探析》〉。 

2、101 年 11 月 19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由鹿憶鹿老師發表〈《山海經》中的一

足神話──兼論奇肱國與奇股國問題〉。 

3、101 年 12 月 17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由陳松雄老師發表。 

(二) 舉行 3場中文系碩士生論文發表會：101 年 10 月 27、29、31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共 14 名碩士生發表論文：江雅禎〈《全宋詞》中「綠」的語法類型及其功

能〉、朱以立〈艷情之聲與亡國哀音──李煜前後期詞作之研究〉、劉靜〈一笑人

間萬事──稼軒詞中的笑情懷〉、黃浩明〈《朱雪鴻批杜詩》方法與成果探析〉、

林子尹〈論曹瑞原版《孤戀花》影像再現的意圖與成效〉、陳勁甫〈論《時間龍》

中王抗的兩個夢境〉、王炯權〈方苞文中對清廷的矛盾〉、林佩均〈以世情鑑人心

──《品花寶鑑》情欲論述的再思考〉、莊政樺〈《黃庭堅與江西詩派》〉、林季

芸〈錢謙益的文學批評論〉、李姿嫻〈吳藻詠物詞的研究〉、張哲耀〈《東萊博議》

研究綜述〉、周俊吉〈《蘋果的滋味》反映之台灣社會概況〉、劉鎮溢〈陳啟源《毛

詩稽古編》之編纂及其相關問題〉。 

三、提升能見度計畫 

(一) 《東吳中文學報》：101 年 11 月出版第 24 期，本期收稿 22 篇，刊登 10 篇，退稿

12 篇，退稿率 54.55％。 

(二)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論文》：101 年 9 月出版第 19 期，刊登 6 篇。本刊為季刊，採

隨到隨審方式審查。101 學年度迄今已收稿 11 篇：通過 5 篇、不通過 3 篇、再審 1

篇、審查中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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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本系已進行 8次國際交流活動。 

(一) 101 年 8 月 3~11 日鹿憶鹿老師應邀參加中國作家協會在北京召開的「第二屆兩岸民

族文學會議」，以〈台灣近年來原住民族文學學位論文的初步考察〉為題發表論文，

並擔任主持人。 

(二) 101 年 8 月 26~30 日鹿憶鹿老師應邀參加中國民俗學會在新疆烏魯木齊召開「第二屆

西王母文化論壇」，以〈西王母身旁的珍禽異獸──以蔣應鎬《山海經》繪圖本談

起〉為題發表論文。 

(三) 101 年 9 月 2~11 日鄭明娳老師受夏潮基金會邀請，赴雲南昆明參加由中華全國台灣

同胞聯誼會舉辦之「2012 台灣作家雲南采風交流之旅」。 

(四) 101 年 9 月 14~17 日陳恆嵩老師為執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與林慶彰老師共赴大陸

上海圖書館與復旦大學進行移地研究，蒐集研究資料。 

(五) 101 年 10 月 19~22 日鹿憶鹿老師赴蘇州參加「2012 馮夢龍與民間價值建構學術研討

會」，以〈關於《三言》的圖像──論編輯馮夢龍與版畫家劉素明〉為題發表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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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101 年 11 月 9~11 日許清雲老師獲邀參加由中國韻文學會、天台縣政協、台州學院共

同主辦的「第五屆中國唐宋詩詞暨天台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再論皎然三

偷說對黃庭堅詩法的啟示〉為題發表論文。 

(七) 101 年 11 月 12 日許清雲老師獲邀至杭州浙江外國語學院交流，為中國語言文化學院

本科學生演講，講題為「臺灣傳統文化文學研究」，學生反應熱絡，紛紛探詢臺灣

的大學活動。 

(八)  101 年 11 月 14~18 日韓國倫理教育協會邀請林伯謙主任與前主任許清雲老師至韓

國清州國立忠北大學，參加「東西方的公共幸福與倫理教育學術研討會」，會中各

以〈南朝劉孝標的幸福追尋〉、〈杜甫草堂詩的幸福書寫〉為題發表論文。 

五、學術研究增能計畫：本系已於 101 年 10 月 12 日發函向全系專任教師公開徵求「中文系

補助整合型研究計畫」，執行期限自 101 年 12 月 1 日起至 102 年 6 月 21 日止，11 月 9

日申請截止，目前已有老師提出申請，待召開學術委員會審核，結果將提報系務會議確

認。 

六、國文教學增能計畫：101 年 8 月 30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舉辦「建立學生學習

成效評量機制暨國文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由林伯謙主任主持，邀請通識中心王行主任

蒞臨演講，本系王世豪、王俊傑、李蕙如、周敏華、黃鶴仁、洪慧敏、許蓓苓、何雅雯

老師分享大一國文教學經驗，計有 7 位大一國文老師列席參加，彼此意見交流，討論課

程如何設計創意，吸引學生學習興趣，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歷史學系 

一、為迎接新生，本系舉辦數場迎新活動： 

(一) 101 年 9 月 5 日，本系於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615 歷史學系研討室，

舉行 101 學年度碩士班新生座談會。本次座談會由林慈淑主任主持，陶晉生老師、

徐泓老師、黃兆強老師、蔣武雄老師、李聖光老師以及何宛倩老師；新生林建安等

10 人；碩二、碩三研究生及江圯洋助教，共計 25 人出席參加。系辦準備研究生學報

《史轍》第八期、學生手冊予新生作為參考資料。本次座談會除了解說碩士班學則

與選課事宜外，並請高年級學長姐王瑋璿、黃翊峰、王澤民以及鐘孟津同學就獎學

金與學術交流、校園飲食生活以及校內資源應用等經驗做完整的介紹與分享。 

(二) 101 年 9 月 4 日本系配合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活動的學系時間，安排林慈淑主任及三

位學長與大一新生進行經驗分享，除了希望讓新生了解本系的傳統、特色、未來發

展之外，也勉勵同學們以期建立大家的自信心。 

(三) 101 年 9 月 7 日本系配合學校「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舉辦新生家長座談

會，由林慈淑主任與大學部黃詠莉助教代表學系歡迎家長蒞臨，當天共有 6 位學生

的家長出席。林主任針對系簡介的內容，包括課程結構、教育目標與特色、輔導機

制與各類獎學金、工讀金申請等作了詳盡的說明。家長對於座談會的舉行皆感到非

常滿意，並放心讓自己的孩子在本系學習、發展。 

(四) 101年9月12日本系舉辦轉學新生座談會，由林慈淑主任與大學部黃詠莉助教出席，

聽取學生的各類問題，當天共計 6 名轉學新生出席座談會。由於轉學生多來自各大

學院校的各科系，需要一段時間適應不同學科的學習方式以及課程規劃，林主任鼓

勵轉學生們積極融入歷史系這個大家庭，多參加系上舉辦的各類活動。 

二、本系 101 學年度核定研究之計畫補助如下： 

(一) 林慈淑老師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名稱為「史料應用於歷史教學

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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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徐泓老師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名稱為「明代向上社會流動新

探」。 

(三)  劉龍心老師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名稱為「在地、流徙與認同─

─近代地方知識與地方史志的書寫」。 

(四) 傅可暢老師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名稱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

程中的獨立人格─胡秋原的特殊意義」。 

(五) 楊俊峰老師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名稱為「邊區與鄉里：吳曦事

變後蜀人的出處與認同問題」。 

三、學術交流：  

(一) 本系於 101 學年第一學期聘請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歷史地理室）成一

農副研究員擔任本系客座副教授。成一農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歷史地理與

中國傳統輿圖等領域的研究，先後主持各項國家重點社會科學研究。成副教授將於

本系大學部開授「中國歷史地理概論」一門課；以及碩士班「中國歷史城市地理專

題研究」、「中國傳統輿圖專題研究」兩門課。 

(二) 本學期計有一名蘭州大學歷史系三年級張超昆鵬同學至本系修課，本系安排林慈淑

主任擔任其輔導老師，協助其在台期間之課輔等事宜。 

(三) 上海大學歷史系陳勇教授於 101 年 11 月 7~23 日蒞系進行學術交流。陳教授之研究

專長為學術史、中國近現代思想史。 

(四) 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胡逢祥及王東二位教授於 101 年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3 日蒞系

進行學術交流。胡逢祥教授之研究專長為中國近代史學、學術文化史和歷史文獻學；

王東教授之研究長為中國近代史學理論與史學史、中國區域文化史。 

四、本系本學期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一) 101年10月16日邀請東華大學歷史學系助理教授潘宗億老師蒞系演講，演講主題為：

「文化記憶“所繫之處＂：一個 3D 的觀點」。 

(二) 101 年 10 月 22 日邀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副教授潘繼道老師蒞系演講，演講主題

為：「如何接觸原住民史」。 

(三) 101 年 10 月 31 日邀請東吳法律 72 級系友，台灣土地倫理協會秘書長陳健一蒞系演

講，演講主題為：「歷史景點的觀察與解說──以士林為例」。 

(四) 101 年 11 月 13 日邀請上海大學歷史系陳勇教授蒞系演講，演講主題為：「守先待後：

錢穆的人生歷程和思想世界」。 

(五) 101 年 11 月 14 日邀請北京大學歷史系李孝聰老師蒞系演講，演講主題為：「怎樣利

用古地圖來研究歷史」。 

(六) 101 年 11 月 20 日邀請暨南大學歷史學系客座副教授潘敏德老師蒞系演講，演講主題

為：「萬事不求人：風月篇」。 

(七) 101 年 11 月 21 日邀請中研院近史所林美莉老師、中正大學歷史學系張秀蓉老師、文

化大學經濟學系郭永興老師及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吳曉筠老師蒞系座談，主題為：「 我

的學思生涯」。 

(八) 101年11月22日，邀請曾任職於長榮海事博物的林信惠老師蒞系演講，演講主題為：

「遇見博物館：我與博物館的邂逅與職涯」。 

(九) 101 年 11 月 22 日邀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張素玢老師蒞系演講，演講

主題為：「追尋古人事 踏查故人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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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01 年 12 月 3 日邀請南京大學歷史系教授范金民老師蒞系演講，演講主題為：「蘇

式、蘇意——明清蘇州領潮流」。 

(十一) 101 年 12 月 6 日邀請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系張建華教授蒞系演講，演講主題為：

「思想史的寫法與俄國思想史的讀法」。 

五、為提升學生專業能力，本系本學期策畫了「歷史寫作與創意研發工作坊」，希望藉由工作

坊的舉辦，培養學生專業寫作和文創能力。工作坊共舉辦四場，邀請方巧如學姐和葉言

都老師主講。身為歷史人同時也是新聞人的方學姊，詳細剖析她從電視台新聞工作者，

到歷經蘋果日報和壹電視創報與創台的過程，見證壹傳媒如何席捲國內市場，看到國內

媒體東施效顰地學狗仔學踢爆，卻讓整個媒體業日益沉淪，惡性競爭的現況。葉言都老

師為本系兼任助理教授，他與同學分享過去從事媒體工作的經驗。 

(一) 101 年 9 月 26 日本系 81 級系友方巧如學姊主講「真媒體假新聞──無冕王的驕傲與

失落」。 

(二) 101 年 10 月 3 日本系 81 級系友方巧如學姊主講「狗仔無罪！？寫新聞還是製造新

聞？」。 

(三) 101 年 10 月 17 日本系 81 級系友方巧如學姊主講「關於過去的新聞價值，「我們回

得去嗎？」。 

(四) 101 年 12 月 12 日葉言都老師主講「歷史人的媒體生涯（1976-2003）」。 

六、本系預計於 102 年 1 月 25、26 日一連二天舉辦青少年歷史文化營。本次活動蒙教育部補

助經費，也是本系首次辦理二天的研習活動。本次活動計安排二次參訪活動及四場演講，

並於活動中安排學生實作，並擇優給予獎勵。 

七、本系於 101 年暑期與國立中正紀念堂管理處研究典藏組合作，推行學生暑期實習計畫，

共有 5 位大學部學生申請至該單位進行為期一個月的實習。101 年 10 月 24 日舉辦實習

座談會，5 位同學對於能夠參與此次實習活動，皆感到非常光榮與幸運，希望日後有機

會前往其他單位實習；實習期間，同學們認真的工作態度以及虛心受教的學習精神也獲

得實習單位的肯定，除了寒暑假的實習活動外，也歡迎本系學生於平日至中正紀念堂擔

任義工。會後林主任代表系上頒發實習證書，以及由系友會捐款補助的實習津貼。 

八、101 年 10 月 23 日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公告，本系《東吳歷史學報》獲收錄為

2012 年 THCI Core 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核心期刊。 

九、本系於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提出教師專業社群計畫：「思考、能力、教學──歷史專業教

學研究會」，旨在提升歷史專業教學的水平與績效，期能藉由教師彼此間的交流和研討，

尋求不同以及更適宜的教學方法，以加強培養歷史系同學的思考和能力以及對歷史這門

學術的認知。本計畫於 101 年 9 月至 12 月每月舉辦一次專題研討： 

(一) 101 年 9 月 28 日邀請劉靜貞心及林慈淑老師引言，主題為「訂做一個好老師」。 

(二) 101 年 10 月 26 日邀請何萍及林蘭芳老師引言，主題為「課堂的講授與研究討論」。 

(三) 101 年 11 月 30 日邀請，邀請許守泯及盧令北老師引言，主題為「 ppt 的製作與教

學」。 

(四) 101 年 12 月 21 日邀請香港樹仁大學區志堅老師引言，主題為 「香港高教的歷史教

學」 

十、校外教學 

(一) 101 年 10 月 30 日李宗信老師帶領「地方文史數位導覽」課程學生前往芝山岩，進行

校外導覽與田野資料的蒐集和數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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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1 年 11 月 12 日林慈淑老師帶領「史學方法」課程學生前往芝山岩，進行校外導覽，

並邀請陳健一老師導覽。 

(三) 101 年 11 月 15 日何宛倩老師帶領「大航海時代」課程學生前往長榮海事博物館，進

行校外導覽。 

(四) 101 年 12 月 1 日本系舉辦 101 學年度史蹟導覽：戀戀山城：水金九懷舊文化之旅。

本次走訪昔日的礦城，包含水湳洞、金瓜石及九份，帶領學生感受不一樣的歷史。 

哲學系 

一、進行整合型研究計畫：  

(一) 學術交流合作：蔣經國基金會補助整合型計畫：本系與美國羅格斯大學 Ernest Sosa

教授共同合作「知識、德性、與直覺：德性知識論與中國哲學」(Knowledge, Virtue, 

and Intuition: Virtue Epistemology and Chinese Philosophy)之計畫，獲得蔣

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 97 年度國內地區獎助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類，補助金額為

NT$2,800,000 元，執行期限為 3年（98 年 7 月至 101 年 6 月，延長至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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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國科會：整合型計畫（101 年～104 年）：本系於 100 學年度提出整合型計畫「智德

與道德」，以「德性」為核心概念，向外擴延到「智德」與「道德」的範疇，同時

涵蓋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的領域。 

在這個整體的框架中，「德性」是整個計畫之「個別研究（research）的能量輸出

中心」（driving force），也是「合作整合（integrated）的磁場匯集焦點」（integrated 

focal poi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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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文瑞老師、沈享民老師、蔡政宏老師以及馬愷之老師。 

二、本系教師 101 年度執行國科會計畫案，總計 9 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獲補助總金額為

伍佰陸拾壹萬柒仟元： 

(一) 新申請通過之研究計畫案，計有 6 件，金額為 4,120,000 元：(1).米建國老師：德

性：智德與道德 (3 年期)（共同主持人為王志輝副教授、莊文瑞副教授、蔡政宏副

教授、馬愷之副教授及沈享民副教授）。(2).陳瑤華老師：台灣人權實踐的軌跡和

圖像──跨學科的理論及實證研究──台灣人權論述的跨文化性 (3 年期)。(3).王

志輝老師：亞理斯多德靈魂理論研究 (2 年期)。(4).黃崇修老師：周敦頤《太極圖

說》定靜工夫新詮釋──以朱丹溪情志三鬱思維結構為視點 (2 年期)。(5).沈享民

老師：朱熹哲學新透視 (II-I)。(6).范芯華老師：女性主義 vs. 多元文化論？─

─探索真正衝突所在與解決之道。 

(二) 延續性之多年期研究計畫案，計有 2 件，金額為 997,000 元：(1).蔡政宏老師：知

識論中的智識主義與反智識主義 (3/3)。(2).郭梨華老師：先秦儒家哲學史 (2/2)。 

(三) 本系米建國副教授以「德性知識論與中國哲學：國際合作計畫」，獲國科會 101 年

度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力試辦方案（拋光計畫）審定通過，執行期間為 101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核定經費為 500,000 元。 

三、學術活動：演講：持續舉辦「東吳哲學講座」，本學期舉辦五次哲學講座，邀請 5位講者： 

(一) 101 年 9 月 12 日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德國埃爾蘭根紐倫堡大學漢

學系教授 Thomas Fröhlich，講題為: Confucian Optimism in the Face of Turmoil 

– on Tang Junyi＇s Vision of History，由馬愷之老師擔任主持人。Thomas Fröhlich

教授專長為中國史學史、史學方法、中國歷史文獻學、清代學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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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1 年 10 月 3 日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台灣大學哲學系文哲教授，

講題為: Kant on Negation in Aesthetics and Morality，由馬愷之老師擔任主持

人。文哲教授專長為康德、語言哲學、知識論、美學、現象學、中國哲學、數學哲

學。 

(三) 101年10月17日於D0825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中正大學中文系賴錫三教授，

講題為:重建「道家型知識份子」的荊棘之路，由郭梨華老師擔任主持人。賴錫三教

授專長為道家思想、道教內丹、中國哲學、神話學、氣‧身體觀。 

(四) 101年10月31日於D0825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中正大學哲學系謝世民教授，

講題為:自由主義的政治中立性原則，由范芯華老師擔任主持人。謝世民教授專長為

法律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倫理學。 

(五) 101 年 11 月 14 日舉辦本學年第一學期第五次哲學講座，邀請到文化大學哲學系古秀

鈴助理教授，古老師主要研究領域為語言哲學、知識論，演講主題為: The 

Availability Principle and Semantics，由本系蔡政宏副教授擔任主持人，系上

有多位師生參加並進行討論。 

四、學術活動：參訪交流 

(一) 101 年 8 月 1 日本系米建國副教授獲國科會 101 年度（第 50 屆）「補助科學與技術

人員國外短期研究」遴選案，以「德性知識論：知識的本質與價值難題」計畫獲審

定通過。核定前往美國羅格斯大學哲學系(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U.S.A.)進行研修 6 個月，核定經費為 354,000

元。 

(二) 101 年 9 月 5~9 日本系黃崇修老師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前往日本東京進行移

地研究與蒐集相關研究資料。 

(三) 101 年 11 月 23~26 日本系郭梨華教授前往中國大陸廈門筼簹書院，參加由廈門大學

國學研究院、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北京大學道家文化研究中心、香港

中文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之「第三屆海峽兩岸國學論壇：道家研究──

學術・信仰・生活」研討會。 

五、學術活動：讀書會 

(一) 本系執行國科會「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研究計劃案，邀請執行本計畫之教師

（莊文瑞老師、王志輝老師、蔡政宏老師、沈享民老師與馬愷之老師）及助理（蔡

坦岩、林欣梅與施怡帆），進行第 1次至第 6次讀書會。 

(二) 本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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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次至第 21 次的

研讀。 

(三) 本系黃筱慧老師所組之呂格爾讀書會，邀請校外學者黃冠閔老師（中央研究院文哲

所副研究員）、林維杰老師（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副研究員）、郭朝順老師（華梵大

學哲學系副教授）、沈清楷老師（輔仁大學哲學系助理教授）、姜文斌老師（東海

大學哲學系助理教授）、陳界華老師（中興大學外文系講師）、黃偉雄先生（國科

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講師級助理）、孫中曾博士（文化大學哲學博士）、林熙強博士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學者）、黃雅嫺博士（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博士後研

究學者）與校外學生對呂格爾所著之 3本著作進行第 1次至第 4次讀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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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編輯道德推理課程教科書： 

(一) 101 年 8 月 29 日林正弘客座教授召開研議倫理學教材編輯會議，共計校內外教師 16

人出席，提供相關建議。 

(二) 101 年 9 月 12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論 102 學年度道德推

理--倫理學課程相關事宜，決議另召開專門委員會議討論。 

(三) 101 年 9 月 19 日召開道德推理課程教材編輯委員會議，決定各章節撰寫人，及預定

截稿日期。 

(四) 完成本案企畫書簽請校方裁示。 

七、《東吳哲學學報》事務：本系《東吳哲學學報》獲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收錄

進「2012 年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核心期刊 (THCI Core)」名單。本學期進行第 27 期之

編務，預定於 2013 年 2 月出版。 

八、系週會活動：本系將於 101 年 1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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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人數達全系三分之二，以凝聚本系向心力。 

九、101 年 11 月 28 日於本系舉辦 101 學年度申請輔系、雙主修、轉系座談會，邀請系上有

已申請輔系、雙主修及轉至其他學系之學長姐進行經驗分享，輔系部分邀請到：數學系

蔡坦岩學長、英文系曾雁莛學姐；雙主修部分：法律系林欣梅學姐、經濟系黃子育學姐、

政治系江妮霓學姐、政治系林潔學姐、政治系鄭詩樺學姐、德文系黃宸郁學姐、數學系

鄭育祥學長、歷史系嚴偉瑄學姐、社會系張曉彤學姐；在轉系部分：邀請到國貿系鄭雅

菁學姐、日文系李郁欣學姐；由 13 位學長姐分享經驗，一年級導師范芯華老師、黃崇修

老師及系主任王志輝老師皆出席給予學生相關建議，請一年級同學儘早進行人生規劃，

把握最佳學習機會，充實自我。第二學期將再安排關於國外升學座談會及碩士生論文撰

寫說明會，以提升學生專業能力與就業競爭力。 

十、「系友返校座談會」：本系於第一學期安排 14 次系友返校座談，講者共邀請 21 人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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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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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之互動，也讓系友得有機會回饋學系，邀請到 PiA 樂團主唱江松霖及台灣大學哲學系

博士生二年級鄭俊憲，主題：人生新頁：即將展開的大學生活。金牌專業全科班班主任

汪千洋，主題：我的職場‧我的哲學。雅虎奇摩媒體企劃策略部媒體廣告創意副理胡馨

任，主題：哲學的應用──創意簡單說。翰斯整合行銷總監林政彥，主題：我的職場‧

我的哲學。永齡教育慈善基金會秘書林嘉純，主題：我的職場‧我的哲學。中國文化大

學哲學系助理教授蔡龍九、淡水商工高中部教師楊子萱、智慧藏學習科技專員蔡珮菱、

台灣大學哲學系博士生二年級鄭俊憲、中央大學哲學系博士生二年級周穎君及政治大學

哲學系博士生一年級張佑禎，主題：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哲學研究所升學座談會。台灣

加油讚發展部主任何溢誠何溢誠，主題：我的職場‧我的哲學。RVB 台灣芝寶股份有限

公司副總經理李思慧，主題：我的職場‧我的哲學。野宴餐飲集團教育管理部主任及鴻

宇數碼股份有限公司專業行政楊慧敏，主題：多方嘗試、多方適應。7-11 加盟店店長黃

松旺，主題：我的職場‧我的哲學。雄獅旅遊業務袁嘉恩，主題：哲學領隊帶你環遊世

界。久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江政禧，主題：我的職場‧我的哲學。富邦人壽業務

經理吳孟穎，主題：我的職場‧我的哲學。美商如新華茂股份有限公司紅寶石級直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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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總監張育仁，主題：我的職場‧我的哲學。藉由系友返校將本身經驗傳承給學弟妹，

讓學生提早對於將來就業能有基本概念，也即早學習需培養之相關能力。 

十一、 學術成果： 

(一) 本系蔡政宏副教授榮獲「2012 年中央研究院年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獲頒獎金 20

萬元、獎牌一面以及研究獎助費 30 萬元。（研究獎助費做為研究所需費用，兩年內

使用完畢。） 

中央研究院年輕學者研究著作獎項分為數理科學、生命科學、人文與社會三組，本

組每年設獎項至多五項。本獎項申請以學術著作為資料提出，本系前有當時任職於

本系之陳瑞麟老師獲獎，現有蔡政宏老師獲獎，本系教師研究成果一向優異，以此

為證。 

中央研究院為肯定得獎人研究成果及激勵研究人員，已於 101 年 6 月 5 日於中央研

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以公開儀式頒發獎牌，得獎人之個人簡歷及得獎著作亦公布於

中央研究院網站，本系亦於相關網站刊登此訊息。 

(二) 本系王志輝副教授、郭梨華教授與蔡政宏副教授因研究優良，獲本校推薦國科會 101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三位老師各可獲獎勵金 50,000 元。本系連續

第三年獲得此獎項。 

(三) 本系米建國副教授為台灣第一人榮任美國哲學學會（APA）總會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

美國哲學學會（APA）為國際上極重要之哲學學會組織，經由推選本系米建國副教授

被選舉為美國哲學學會（APA）總會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此乃台灣第一人，係對米

建國副教授學術能力與學術貢獻之最佳肯定，擔任委員任期為三年，自 2011 年 7 月

1 日至 2014 年 6 月 30 日止。 

政治學系 

一、「東吳政治學報」第 30 卷第 3、4 期出刊：在政治學界享有盛譽同時也是 TSSCI 期刊的

「東吳政治學報」於 101 年 9 月出版第 30 卷第 3期，共有《經濟利益與符號態度：解析

臺灣認同的動力》（陳陸輝、陳映男、王信賢）、《從美中台戰略三角的演變看兩岸信心建

構措施的建立》（袁鶴齡、沈燦宏）、《計畫趕不上變化？風險因素對台灣地方政府策略管

理影響之研究》（王俊元）、《咎責迴避的策略應用－以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為例》（邱靖

鈜）等 4篇論文。第 4期預計 12 月出版。 

二、舉辦教師成果發表會 2場、教學觀摩 2場： 

(一) 為鼓勵系內教師研究心得交流本學期舉辦 2場教師成果發表會：101 年 10 月 11 日舉

辦教師成果發表會 Brown Bag，邀請陳立剛副教授、王輝煌副教授、陳朝建(銘傳大

學公共事務學系助理教授)三位老師主講，講題：「因應政院組織改造地方政府機關

功能業務及組織調整之研究」，共有師生 20 人參加。預計 1月 3日將邀請陳睿耆老

師主講。 

(二) 在教學觀摩方面則已舉辦 1場，未來還規劃於 12 月舉辦一場活動： 

1. 101 年 11 月 14 日邀請林月珠講師教學經驗分 

2. 101 年 12 月 12 日邀請高涌誠律師經驗分享，主題：兩公約在公民與法治教育之實踐。 

三、為擴展學生視野與實務經驗共舉辦專題演講 45 場次，目前已舉辦 35 場次，未來還規劃

於 101 年 12 月及 102 年 1 月舉辦 10 場活動。已舉辦活動如下： 

(一) 在外國學者方面共有 10 場： 

1. 101 年 9 月 20 日邀請鈴木邦夫教授 (日本靜岡大學退休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後藤

新平與台灣」，參加師生共有 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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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1年10月15日與人權學程合辦，邀請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王丹兼任助理教授專題演講，

講題：「中國的崛起與兩岸三地的民主與人權發展」，共有師生 90 人參加。 

3. 101 年 10 月 23 日邀請 Prf. Alex Tan (Canterburry University) 專題演講，講題：

「Current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South China Seas, Spratlays and Seakaku」，

共有師生 40 人參加。 

4. 101 年 11 月 2 日邀請 Stanford University Dr. Larry Diamond(美國史丹大學胡佛研

究院資深研究員)專題演講，講題：「Is the World Becoming More Democratic ?」，

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5. 101年11月12~24日與人權學程會辦2012國際迷你課程Mini-Course in Human Rights，

講題：「人權、少數民族與宗教自由 Human Rights, Minorities and Religious Freedom」。

邀請 Alessandro Amicarelli 博士 (義大利)主講，共有師生 20 人參加。 

6. 101 年 11 月 15 日邀請波蘭羅茲(Lodz)大學歐洲憲法學系 Anna Wyrozamska 教授兼主任

(歐洲人權法院特別法官)專題演講，講題：「Human Rights in Europe」。Wyrozamska

教授是歐洲著名的人權教授兼法官，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7. 101 年 11 月 22 日邀請加拿大駐台辦事處 Shawn Tinker 先生專題演講，講題：「留學

加拿大」，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8. 101 年 11 月 26 日邀請中國民主團結聯盟前主席胡平先生(<<北京之春>>主編、) 專題

演講，講題：「解析中國模式」，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9. 101 年 11 月 30 日邀請斯洛伐克考門斯基大學 Darina Malova 教授兼主任專題演講，講

題：「Democratization and Quality of Democracy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二) 國內學者方面共 9場： 

1. 101 年 9 月 21 日邀請輔大哲學系沈清楷助理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序。Salon 非沙龍」。 

2. 101 年 9 月 28 日邀請實踐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程文宗助理教授專題演講，講題：「符號

搞革命－符號的權力與城市化建構」。 

3. 101 年 10 月 03 日邀請世新大學社發所蔡培慧助理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台灣農村陣

線與台灣農業運動的新發展」，共有師生 20 人參加。 

4. 101 年 10 月 05 日邀請東吳大學政治學系林啟驊兼任講師專題演講，講題：「人群關係

與影像經營」，共有師生 40 人參加。 

5. 101 年 10 月 18 日邀請台大客家研究中心彭鳳貞執行長專題演講，講題：「當代少數權

力在台灣社會之實踐淺析」，共有師生 60 人參加。 

6. 101 年 10 月 19 日邀請實踐大學建築學系黃思宇講師專題演講，講題：「行政美學下的

植銷秘密-2012 花博 in 荷蘭」，共有師生 40 人參加。 

7. 101 年 11 月 22 日邀請世新大學行管系徐仁輝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從五職等到十四

職等兼論管理藝術與台灣官僚的困境」，共有師生 40 人參加。 

8. 101 年 11 月 27 日邀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馮建三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台灣新聞傳播

自由的困境與出路-從 2008 金融風暴與世界人權日邀請談起」，共有師生 100 人參加。 

9. 101 年 11 月 29 日邀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施能傑老師專題演講，講題：「你要等著沒有

退休金嗎?台灣政府部門退休制度解析」，共有師生 60 人參加。 

(三) 國內專家實務講座方面共 16 場： 

1. 101 年 10 月 3 日邀請公民監督國會聯盟政策部葉怡君專員專題演講，講題：「大公民

與小國會」，共有師生 160 人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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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1 年 10 月 17 日邀請主婦聯盟環保基金會陳曼麗執行長專題演講，講題：「從社會運

動的角度談美牛開放事件：人民如何集體維護食品安全」，共有師生 40 人參加。 

3. 101 年 10 月 17 日邀請廢死聯盟林欣怡執行長專題演講，講題：「台灣廢死聯盟與台灣

司法改革運動的個案分析」，共有師生 20 人參加。 

4. 101 年 10 月 24 日邀請伴侶權益推動聯盟簡至潔秘書長專題演講，講題：「伴侶權益倡

議運動的個案分析」，共有師生 120 人參加。 

5. 101 年 10 月 25 日邀請邱顯智律師專題演講，講題：「我的第一次冤獄接觸」，共有師

生 40 人參加。 

6. 101 年 10 月 25 日邀請中選會綜合規劃處高美莉處長專題演講，講題：「電子投票在台

灣行不行：以各國制度為例」，共有師生 100 人參加。 

7. 101 年 11 月 2 日邀請人民火大行動聯盟發起人王醒之先生專題演講，講題：「倡議組

織的人關技巧」，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8. 101 年 11 月 7 日邀請陳秉亨先生(田秋堇委員助理) 專題演講，講題：「環境策略演講

與實際訓練」，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9. 101 年 11 月 7 日邀請前戰國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廖立民專案經理專題演講，講題：「政

治公關的選舉實務」，共有師生 30 人參加。 

10. 101年 11月 15日邀請公督盟執行長張宏林先生專題演講，講題：「你不知道的立法院」，

共有師生 100 人參加。 

11. 101 年 11 月 15 日邀請劉秉郎先生、莊林勳先生(蘇建和案被告)專題演講，講題：「以

蘇建和案為例探討台灣司法環境與人權」，共有師生 40 人參加。 

12. 101 年 11 月 15 日邀請何佩珊小姐(柯建銘立委辦公室主任)專題演講，講題：「歷史總

是重複兩次，第一次是悲劇，第 2次則是鬧劇-談憲政體制與國會改革」，共有師生 40

人參加。 

13. 101 年 11 月 20 日邀請台灣指標調查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戴立安總經理專題演講，講題：

「縣市政府施政滿意度衡量面面觀」，共有師生 40 人參加。 

14. 101 年 11 月 23 日邀請賴中強律師專題演講，講題：「鮭魚返鄉、台商回流的人權面向」，

共有師生 20 人參加。 

15. 101 年 11 月 28 日邀請單文婷小姐(蔣乃辛立委辦公室主任)專題演講，講題：「跨界立

院的立法行政比較」，共有師生 40 人參加。 

16. 101 年 11 月 29 日邀請華隆工會葉紫慶理事長專題演講，講題：「華隆罷工校園巡迴座

談會」，共有師生 100 人參加。 

四、舉辦學術研討會 2場 

(一) 101 年 10 月 12 日舉辦「2012 年廉政學術論壇」學術研討會。與法務部廉政署、台

灣透明組織舉辦本次學術論壇。現場還特別訂製廉政便當，宣導政府對於廉能的決

心。本次研討會開幕式邀請東吳大學潘維大校長、廉政署王榮周署長致辭，共分 3

場次，發表 4篇論文、一場圓桌論壇，共有校內外學者專家、師生 350 人參加。 

(二) 101 年 11 月 17、18 日與中國政治學會共同舉辦 2012 年中政會年會暨「劇變中的危

機與轉機：全球治理的發展與困境」研討會，本次年會暨研討會以二天的時間完成，

由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教授擔任「專題演講」講者。另外，85 篇論文發表，30 個

場次分別於六個場地舉行。會中貴賓主持人、發表人、評論人共有 225 人參加。來

自國內外政治學界學術菁英、法律、經濟、社會等社會科學類之學者專家，機關團

體代表、研究生等進行研討，收穫豐盛。出席人員：500-6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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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舉辦教學與輔導活動 26 場 

(一) 為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共舉辦 9場教學相關活動： 

1. 101 年 9 月 26 日召開政治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中

討論： 101 年度課程檢討、系務座談會中有關課程事務討論、系務座談會中有關課程

事務之討論、教師研習會議中有關課程事務之討論。 

2. 101 年 9 月 28 日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力及專長培育計畫之子計畫【計畫名稱：

價值、理論、與公共行動】舉行檢討會議，地點：傅正研討室，由黃秀端主任主持。 

3. 101 年 10 月 4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政治學系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政治學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傅正清寒

獎補助辦法審查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博士班獎學金辦法審查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學士班學習護照實施辦法修訂案、是否開辦陸生暑期研習班。 

4. 101 年 10 月 11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中討論系務座談

會（101 年 6 月 14 日）中有關課程事務之討論(如全英語學程、課群之規劃、畢業學分

之刪減、課程地圖與能力指標之修訂等)、教師研習會議（101 年 6 月 28 日）中有關課

程事務之討論，如開辦陸生暑期研習班、開設整合式課程等。 

5. 101 年 10 月 19 日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力及專長培育計畫之子計畫【計畫名稱：

價值、理論、與公共行動】舉行「第二屆影像敘事工作坊」籌備會議。 

6. 101 年 10 月 25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人權碩士學位學

程併入政治學系事宜、人文社會學院課堂反應教學評量問卷卡修訂事宜。 

7. 101 年 10 月 27 日舉辦「第二屆影像敘事工作坊」，本屆工作坊希冀透過專業講師的邀

請，以及影像記錄等基礎課程的培力。讓參與者能從一個紀錄片的門外漢出發，由基礎

理論、攝製流程到技術層次的訓練與實作拍攝，短時間內學會如何拍攝一部紀錄片，並

以此來表達他們的觀點。邀請的講師有：林啟驊、楊索、劉桂蘭、等。參加老師有黃秀

端、林瓊珠、劉書彬、蔡韻竹、陳俊宏等，共有師生 44 人參加。 

8. 101 年 11 月 14 日舉辦「我要去杜哈：聯合國氣候談判工作坊」，邀請環保署葉欣誠副

署長(C0P 18 代表團團長)、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暨人權學程黃秀端主任、四屆聯合國模

擬談判最佳代表梁守道先生、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江得維研究生(COP18 參與者)、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莊子涵研究生(COP18 參與者)主講。本活動主要在介紹 COP(聯

合國氣候談判會議)，這是全世界民間最大的氣候談判會議，針對發展中國家以及已發

展國家當中，究竟要如何分配經濟與環境的發展。而今年本系幾位學生要代表台灣去進

行談判。此為行前的說明會，除了表達台灣的立場，也幫助學生針對全球氣候問題有更

深層的認識，共有師生 80 人參加。 

9. 101 年 11 月 30 日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力及專長培育計畫之子計畫【計畫名稱：

價值、理論、與公共行動】舉行「第二屆影像敘事工作坊」檢討會議。 

(二) 在實習相關活動方面，共舉辦 2場活動： 

1. 101 年 10 月 11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實習委員會，會中討論 101 學年度實

習成績記推薦優秀實習生、變更實習鐘點數確認。 

2. 101年11月22日舉行系周會暨實習成果發表會，活動內容包括頒發傅正清寒獎助學金、

頒發年度優秀實習生、頒發實習證書及實習成果發表。獲獎名單：傅正清寒獎助學金有

政三 B郭芷吟、政四 B 陳鈺婷、政四 A周君寧、政碩莊登富、政碩蔡明昌、政三 A吳若

伊、政三邱元盈；頒發年度優秀實習生有鄭夙雯、胡嘉豪、周君寧、李國豪、宋至晟、

朱映婷等，與會學生約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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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學生輔導方面，共有 11 場活動： 

1. 101 年 8 月 30 日由系學會舉辦大學部北部迎新茶會。 

2. 101 年 9 月 3 日舉辦轉學新生學分抵免及選課輔導，活動主題：系務介紹、學分列抵、

選課輔導，共有轉學生、轉系生、老師等 20 人參加。 

3. 101 年 9 月 4 日日舉辦政治學系新生入學輔導，活動主題：系務介紹、老師介紹、師生

座談會、導師時間、選課輔導，共有新生、系學會幹部、老師等 130 人。 

4. 101 年 9 月 7 日舉辦學士班新生家長座談會，活動主題：系務簡介、家長座談會，共有

家長 22 位、老師 5位參加。 

5. 101 年 9 月 13~18 日政治系博碩士班研究生選課諮商暨核定（碩三～四，博三～七），

活動主題：師生溝通、選課諮詢、簽章，參加者為領域召集人、全體研究生共約 60 人。 

6. 101 年 9 月 5、6 日舉辦政治學系碩博士班第八屆研究生學術知能研習營，地點：救國

團金山青年活動中心，參加人員：碩博士班研究生、黃秀端、游雅嵐、袁振凱、楊宗岳、

劉嘉琳、何秋美、何嵩婷、黃默、林瓊珠、徐永明等 35 位師生及畢業所友。 

7. 101 年 10 月 11 日系學會舉辦部員徵選活動，透過簡單輕鬆的對談認識想加入系學會的

學生，並依照他們的興趣分配部別。 

8. 101 年 10 月 18 日舉辦全系導生會，出席導師有黃秀端、王輝煌、吳志中、陳俊宏、蔡

秀涓、陳瑞崇、林瓊珠、蔡韻竹、吳文程、林月珠、陳立剛、劉書彬、沈莒達 13 位導

師。出席學生約 250 人。 

9. 101 年 10 月 18 日舉辦「團體諮商輔導：何必為難自己－電影賞析(黑天鵝)」活動，主

持人：蔡秀涓老師，出席學生：約 120 人。 

10. 101年 10月 25日舉辦大一體檢說明會，邀請醫師到校為同學講解體檢項目、結果意義、

可能異常因素及防治保健方法。主持人：許立新助教，共有師生 60 人參加。 

11. 101 年 10 月 25 日舉辦「法務部心靈影展：謎樣的雙眼」，與談人：陳俊宏老師，共有

師生 100 人參加。 

(四) 在系友聯誼方面，共舉辦 1場活動：101 年 10 月 26 日邀請 Cheers 雜誌劉鳳珍副社

長 (83 級所友) 專題演講，講題：「政治系學生要知道的十件事」。劉鳳珍學姐是

83 級畢業的傑出所友，多次返回母校分享他的工作經歷，幫助同學在未來職場生活

中，找尋一個確切的方向。此次，再度以政治系糸友的身份，回來與同學分享政治

系學生必須要知道的十件事。幫助今年的同學，在未來的生活中找尋方向並且在大

學四年的生活，磨塑與砥礪自己。共有師生 60 人參加。 

(五) 在招生策略、宣傳相關活動方面，共舉辦 3場活動： 

1. 101 年 9 月 20 日召開政治學系碩博士班招生委員會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

會中討論：博碩士班招生簡章修訂、取消甄試在校成績門檻限制。 

2. 101 年 9 月 27 日召開政治學系大學部招生委員會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

中討論：101 學年度甄選入學新暑期作業評審。 

3. 101 年 10 月 4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是否開辦陸生暑

期研習班。 

六、在國際交流合作方面，共舉辦 3場活動： 

(一) 101 年 11 月 23 日與日本愛知大學洽談交流合作事宜。 

(二) 101 年 11 月 30 日與日本愛知大學洽談交流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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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1年 12月 4~13日黃秀端主任受波蘭Jagiellonian University 邀請參加「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Promoting Change in Times 

of Transition and Crisis」學術研討會，赴 Cracow 進行學術交流。 

社會學系 

一、強化招生宣傳活動： 

(一) 學士班：為提昇高中生就讀本系意願，提高本系報考率，本系透過本校招生組之轉

介與合作，分別於 101 年 9 月 24 日、11 月 9 日、14 日、16 日、19 日、23 日，前往

彰化員林高中、台中豐原高中、永春高中、復興高中、桃園陽明高中及大同高中等 6

所高中舉辦招生宣傳說明會，由本系葉肅科、鄭得興老師連同本系協助招生業務之

助教至高中進行招生宣傳，透過招生簡報並發放招生酷卡及學系簡介資料等方式，

期讓高中生更瞭解本系。 

(二) 碩士班：為提升本系碩士班甄試及招生考試報考率，本系除召開招生策略小組委員

會外，並透過舉辦「102 學年度社會學系碩士班招生說明會暨五年一貫申請說明會」，

邀請本系教師及碩士班畢業系友返校協助招生宣傳；輔導碩士班研究生組成招生宣

傳團隊，分別親自前往台大、政大、世新、實踐等校發送碩士班招生宣傳酷卡；聯

繫現正於清華、中山、佛光、中山醫等校就讀之本系學士班畢業系友協助發送招生

宣傳酷卡；以及與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合作，各至兩系畢業班課堂進行碩士班招生宣

傳活動等方式，提高學系能見度與考生報考率。 

(三) 碩士在職專班：為強化「系友回流」及「社會網絡宣傳之力」，除將設立碩士在職

專班系友臉書粉絲團，並在本系系友自行成立之臉書社團中進行招生宣傳外，同時

借重碩專班在校生及系友之力，提供其職場社會網絡管道，再由本系主動進行接洽

至該機關機構進行招生宣傳，期提昇招生成效。 

二、提升學生專業能力與就業競爭力：為因應 103 年系所評鑑，並讓本系學生對本系及自身

有更清楚的學習與生涯規劃目標，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透過執行「社會學系新生學習與

職涯規劃計畫」教學改進方案計畫的機會，共計舉辦 9 場「新生學習與職涯規劃系列講

座」，帶領學生實地前往就業相關職場進行 2場參訪活動，提供學生實地瞭解工作環境與

就業實況，要求學生撰寫學習與職涯規劃計畫外，並舉辦 2 場「社會學實踐在職場」講

座，邀請畢業系友返校演講，分享其求學與求職經驗，讓在學生瞭解職場所需，儘早進

行職涯規劃。 

三、檢討課程結構與開課原則：為使本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更緊扣特色課群，本學

期召開課程委員會等相關會議重新檢視各班別開課原則及課程設計，並修訂學年度開課

程序，於課程規劃之初召開特色課群小組會議，討論開課重點與課程安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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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規劃學術演講及「我的學思歷程」兩系列共 5 場的專題演講活動。前者邀請校內

外專家學者進行講演，後者則是邀請本系專任教師講述其學思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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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與溝通，本系除於本學期末舉辦導師會議、碩士班導生會議暨餐敘外，亦新增碩士

班師生午餐約會活動，藉由相關平台提供研究生意見反應的機會，促進師生交流溝通。 

六、舉辦國際及兩岸交換生交流活動：本系為提昇學生兩岸交流與國際視野，以及瞭解交換

研習之情形，本學期除藉三位大陸交換生來校交流研習機會，舉辦「兩岸交換生交流茶

會」外，亦將邀請蒞校交換研習之斯洛伐克Pre�ov大學碩士班研究生Barbara Rusnakova，

與 101 年度獲「斯拉夫研究夏令營」獎學金補助，於暑假前往捷克查理士大學及馬薩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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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大學研習語言之本系學士班陳薇竹、洪奕歆兩位學生，共同出席分享國際交流學習心

得之我見我聞。 

社會工作學系 

一、辦理或參與國際/兩岸交流相關活動 

(一) 配合本校發展計畫，協助辦理由東吳大學法學院院友會余崇洲執行長安排之大陸「殘

疾人協會臺灣 15 日培訓團」來台之相關活動，主要為安排臺灣非營利組織社會福利

相關機構參訪與研習活動，參訪機構包括心路基金會，陽光基金會，育成基金會等

具臺灣身心障礙服務代表型的機構，本系系友在這次行程中多方鼎力相助與支持。

培訓團於101年9月26日至本系參訪並舉行研習活動，活動地點設於人社院會議室，

由主持人趙碧華主任接待與擔任研習課程主講人，會後並安排參觀東吳大學校園及

介紹錢穆故居。 

(二) 南開大學社會建設與管理研究院吳帆副教授於 101 年 10 月 9 日至本校訪問與交流，

與會教師並就兩岸社工教育與社會工作實務現況交換意見。 

(三) 101 年 10 月 23 日在 D0910 研討室辦理「兩岸社會工作教育發展」座談會，由本系趙

碧華主任主持，邀請本系徐震教授、李明政教授及本學期來校短期研究之華東理工

大學博士生張粉霞引言，討論台灣與大陸地區的社工教育與實務發展狀況。 

(四) 邀請美國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Work 鍾桂男教授將

於 101 年 12 月 23~29 日至本系進行學術交流訪問及短期講學。 

(五) 本系萬心蕊副教授及李憶微助理教授出席於 101 年 9 月 7~9 日北京會議中心所舉辦

之「2012 海峽兩岸暨香港社會工作行動研究研討會」並分別發表論文「社工教育課

程改革－以臺灣東吳大學社工實習課程為例」及「方案外包（購買服務）對人民團

體（NGO）組織發展的影響」。 

(六) 本系研究生張惠婷於 101 年 10 月 11~13 日至香港參加 2012 年香港理工大學研究生

論文發表會「Global New Social Activism」並發表論文，論文題目為『「以母親

為中心」或「以家庭為中心」的早期療育社會工作服務』。 

二、辦理實習教學相關活動 

(一) 本系獲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舉辦 2 場專

題講座及 4場專題演講，並於 101 年 12 月 4 日召開教學會議，專題講座及演講資訊

分述如下： 

1. 專題講座：(1)第一場於 101 年 10 月 8 日舉辦，講題為「被排除的聲音-黑手那卡西的

文化與社會實踐」，邀請黑手那卡西-工人樂隊成員主講。(2)邀請台灣社會心理復健協

會秘書長、民間監督健保聯盟發言人滕西華演講，演講內容為方案設計到執行之過程。 

2. 專題演講：(1)邀請資深特殊教育老師董媛卿於 101 年 10 月 16 日主講「情緒障礙與管

理及相關案例討論」。(2)邀請育成高中李健輝老師於 101 年 11 月 12 日在 R0112 室進

行專題演講，講題為「什麼是研究？我的研究方法論」。(3)於 101 年 11 月 26 日舉辦

「從美國兒少保護工作經驗反觀台灣家庭暴力實務發展」專題演講，由現任美國加州聖

塔克拉拉縣(Santa Clara County)社會服務處兒童暨家庭部門社工師梁淑寧主講，宜蘭

縣政府社會處社工科兒少保護社工員黃聖凱與談。(4)邀請陽光基金會北區中心杜秀秀

社工督導於 101 年 12 月 11 日主講「實習申請資料準備～履歷、自傳、實習計畫書及相

關附件之撰寫及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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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2 年 1 月 8 日在國際會議廳舉辦「社會工作實習(機構實習)申請說明會」，會中發予

學生實習機構申請相關資料並說明實習申請流程注意事項及示範如何使用網路平台資

料。 

(二) 持續結合理論與實務相關課群之教學模式，本學期總計召開 5次教學會議，其中有 3

次是針對第 2梯次教學團隊舉辦，另 2次會議則是針對第 3梯次教學團隊舉辦。 

三、學術活動 

(一) 與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金會於 101 年 10 月 18 日共同辦理「台灣貧窮兒少資料庫

校園講座」，由本系趙碧華主任主持，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金會研究發展室專員

邱昱祥主講。 

(二) 本系與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於101年 10月 19日假本校城中校區 5211會議室合作

主辦「特殊兒童及少年團體家庭實驗計畫」成果發表會，指導單位為內政部兒童局，

當天與會教師及實務機構工作者共約 130 位。 

(三) 與財團法人臺灣省私立健順養護中心於101年 11月 6日假本校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

樓普仁堂共同辦理『長期照顧機構「誰來上菜」北中南區分享會』，主要活動內容

為老人飲食、膳食營養、活動設計等專題，並邀請曾經參與過的人員現身分享心得，

活動圓滿順利。 

(四) 本系與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合作，於 101 年 11 月 13 日在 D0408 教室舉辦

「幫他找到回家的路～關懷失智症長者及其家庭照顧者」校園巡迴宣導活動。活動

內容包括放映「我的灰姑娘」失智症家庭照顧者的紀實影片、龍祥燕女士及黃惠珍

女士兩位失智症家屬的照顧經驗分享、陳仰霖醫師對於失智症及失智症篩檢量表的

介紹。 

(五) 「東吳社會工作學報」第 24 期於 101 年 12 月出刊。 

四、辦理教學及實習成果發表會 

(一) 舉辦「101 學年社會工作實習心得發表會」：今年暑期共計有 132 位實習生分別申請

至 107 個社福機構實習，包括 10 名澳門僑生申請回僑居地實習。依照實習領域分成

一般醫療組、心理衛生組、老人組、家庭組、身心障礙組、綜合組、兒童家庭組、

社福行政組、青少年組等共計12組進行發表。針對大一至大三學弟妹舉辦的「薪傳」，

安排於 101 年 10 月 15~19 日 18：20-21：30 及 10 月 16 日 12：20-15：30 等六個不

同時段分組進行。另外，10 月 20 日假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4樓教室以「專題

研討」的型式進行發表，實習生結合學校所學與實習之實務經驗，對學校教育與機

構實務工作的整合提出分析與評論，並針對其實習內容所引發的議題作更深入的專

題研討。 

(二) 102 年 1 月 2 日在 H303 教室舉辦「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社會工作實習期中實習心得

發表會，共計 6 位學生，分別申請至「新北市汐止少年福利服務中心」、「台北市

東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台北市西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弘道老人福利基

金會新北服務處」、「東吳大學心理諮商中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等六

個機構實習。 

(三) 102 年 1 月 9 日起辦理本學期碩士班「101 學年度研究生實習成果發表會」，主持人

為本系趙碧華主任及實習總督導馬宗潔副教授，參加對象為碩一及碩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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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場社工論壇：第 1場於 101 年 10 月 2 日舉辦，主題為「變遷中的台灣母親：我與十六

位母親在文化矛盾下的母職實踐」，由本系洪惠芬助理教授主講，第 2場為回應「校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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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座談會，於 101 年 11 月 13 日舉辦「社工論壇：『與校長有約』後午后知性對話」，

第 3場預定於 101 年 1 月 8 日舉辦。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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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本學系學生於職場更具競爭力：為培養學生更寬廣的國際視野、深厚的人文素養和堅

實的音樂專業訓練，本學系竭力提供學生與國內外音樂機構及與世界傑出音樂家接觸之

機會，期使學生能在其專業科目上得以勵煉。同時，建立跨組教學觀摩平台，增加學生

專業之知識與學養，並藉由獨奏、室內樂及音樂會之排練演出，增進師生教與學之觀摩

與切磋，增加實際個人獨奏及多人合奏演出之經驗。本學期至 102 年 1 月底已邀請國內

外知名演奏家或教授，共舉辦大師班/講座共 14 場次，其中包括鋼琴 5 場、弦樂 4 場、

管樂 1 場、室內樂 2 場、演講 2 場。藉由獨奏、室內樂及鋼琴合作之大師班，增進師生

教與學之觀摩與切磋，增加實際個人獨奏及多人合奏演出之經驗。作曲組演講類型之講

座，藉由作曲大師之講座，增加學生專業知識之學養。 

二、在專業領域內舉辦音樂競賽及展演，以提升學生專業能力：本學系依系內各演奏（唱）

組主修組別，隔年辦理學生協奏曲比賽，101 學年將辦理鋼琴及弦樂等兩組之學生協奏

曲，邀請多位校外老師或任職樂團之團員擔任評審，提昇並激勵學生專業演奏能力，互

相切磋觀摩，為學系指標性之重要活動。比賽將經由分組初賽與混合決賽等二階段方式

抉選出優秀學生，與學系管弦樂團合作演出協奏曲。所有初賽與決賽評審委員皆為本學

系專兼任以外之專家學者擔任之，以求客觀、公正，並達到和他校或職業樂團音樂交流

之目的，讓外人認識本學系學生之程度，同時給與專業的意見。101 年 11 月 26、27 日

及 12 月 5 日分別舉辦本學年度協奏曲比賽初賽及決賽，本次決賽優勝者，將於安排下學

期於本校第二教研大樓表演藝術中心松怡廳與本學系管弦樂團演出。 

三、增加學生之舞台實習經驗：本學期安排各合唱/奏課程及教師音樂會於本校松怡廳之演出，

包含管弦樂團定期音樂會 2 場、學生作品發表會 1 場、教師室內樂音樂會 2 場、獨奏會

1場，另有合唱團聖誕崇拜音樂會於安素堂 1場。 

四、加強國際學術交流：本學期於 11 月與東京音樂大學完成學術交流意向之簽訂，兩校間之

合作也更為密切。本學期委託該校作曲組師生為本學系弦樂團改編之樂曲共計 15 首，將

安排於本學年第 2 學期弦樂團定期音樂會整場演出，同時也將配合發展處所規畫之校友

感恩及募款活動安排演出。 

師資培育中心 

一、規劃潛在課程，強化正式課程的學習 

(一) 「國語文基本能力測驗」及「板書比賽」 

1. 101 年 10 月 24 日辦理「國語文基本能力測驗」，以歷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國語文能

力測驗」試題為命題方向，以期透過測驗方式引導本校師資生精進國語文基本能力，為

師資生奠定未來教學及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基礎。 

2. 101 年 10 月 17、19 日辦理「板書比賽」，以期透過競賽方式，引導師資生精進板書能

力，強化正式課程的學習。 

(二) 輔導師資生進行服務學習及志工服務活動 

1.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輔導 22 位中等學程師資生至臺北市立士林國中、至善國中及麗

山國中等學校參與志工服務活動，引導師資生進入教育現場，促進學生連結理論概念與

實務經驗，加強師資生就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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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1 學年度本中心輔導 18 位師資生至臺北市立至善國中、雙園國中、蘭州國中及北安

國中進行課業輔導活動，除增進師資生對教育現場之了解，培養師資生關懷弱勢學生之

精神外，並建立與鄰近學校之教學夥伴關係。 

3. 本中心持續辦理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服務教育精神」專案，輔導師資生

進入弱勢學校進行服務學習與課輔工作，並引進相關教學資源，協助更多需要幫助之弱

勢及學困學生，101 年度共輔導 9位師資生至新北市石門國中及臺北市立至善國中進行

服務。 

二、辦理實習輔導活動 

(一) 師資生至實習學校進行參訪：本中心教師結合「教學實習」課程，帶領師資生至實

習合作學校進行參訪及教學觀摩，以期師資生進行教育實習前，能充分了解實習場

域之現狀。 

(二) 返校座談團體研習及實習學生分組座談活動：本學期中心共舉辦 5 場返校座談，邀

請有豐富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蒞校演講，提供實習學生返校充電的機會，並藉由分

組座談的方式，讓實習指導教師了解實習生的實習狀況以即時提供協助；實習結束

前另舉辦教師甄試之「模擬口試」與「模擬試教」活動，以增加實習學生其就業競

爭力。 

(三) 實習分發說明會：101 年 11 月 15 日辦理 101 學年度「實習分發說明會」，為預定於

102 學年進行教育實習之師資生說明日後實習相關時程與規定，並進行實習學校分發

志願選填與協調作業，確實輔導師資生進行實習分發及學校面談等相關事宜。 

(四) 實習指導教師會議：101 年 9 月 7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次實習指導教師會議，會中

除提醒實習指導教師各階段任務與注意事項外，並針對實習指導時所面臨的問題與

解決策略進行經驗交流。 

(五) 教育專業知能砥礪營：為加強本校中等教程實習生之教育專業知能，輔導實習生整

合實習所學，對照教育相關理論與實務，並奠定參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或者教師甄

試的基礎，預定於 102 年 1 月 21 日起至 2月 1日舉辦教育專業知能砥礪營之系列研

習活動。 

三、邀請具實務經驗之教育領域人士進班演講 

(一) 臺北市立敦化國中吳心怡老師，時間：101 年 9 月 25 日，講題：輔導科示範教學。 

(二) 臺北市立西湖國中退休教師鄭淑嬌老師，時間：101 年 10 月 3 日，講題：教學測驗

與評量實務分享。 

(三) 臺北市立麗山國中丁婉茹老師，時間：101 年 10 月 11 日，講題：班級經營實務案例

分享。 

(四) 臺北市立麗山國中曾詠暄老師，時間：101 年 11 月 13 日，講題：教育實習與教師甄

選經驗分享。 

(五) 臺北市立蘭雅國中黃淑娟，時間：101 年 11 月 15 日，講題：國文科示範教學與經驗

分享。 

四、辦理師資生輔導活動 

(一) 迎新活動：101 年 9 月 28 日舉辦「100 學年度師資培育中心迎新活動」，由 101 學

年度新進師資生及本中心全體專任教師共同出席，活動中安排宣誓與粉筆傳承等儀

式，期以正式的宣誓活動賦予師資生教育使命。  

(二) 聯合導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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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1 年 10 月 3 日舉辦師資培育中心第一次聯合導生會，針對中心發展及學生相 關事務

與師資生進行座談。 

2. 101 年 11 月 7 日舉辦師資培育中心第二次聯合導生會，除安排各導師生座談外，並邀

請中華民國全國家長教育協會陳崇良理事長蒞校演講，講題為「十二年國教推行後的改

變與期待」。 

(三) 導師會議：每月召開導師會議，針對本校師資生學習情況進行持續追蹤，以加強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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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整合教學與研究內容之機會，成立「精進教師教學及研究社群」，以期透過每月一次

之交流分享， 提升教師教學及研究成果，並規劃專題講座，安排教師增能研習之管道。 

人權學程 

一、人權知能營活動 1 場：人權學程是人文社會學院發展的重要特色學程之一，今年度人社

院規劃「提升人文社會學院跨領域學程教學能量計畫」，人權學程運用此經費辦理知能營

活動，透過活動讓同學對人權議題有更多元且深入的了解，從研習活動中回顧在地所承

襲的歷史和文化，以整合開創出具有維護人權價值的在地文化。8 月 23~24 日舉辦「人

權知能營」活動，於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進行 2 天 1 夜宿營。活動第 1 天內容包括人權

程簡介、學習生涯規劃、什麼是人權、人權倡議與實踐、電影賞析座談等課程。第 2 天

上午帶領同學至景美人權文化園區參訪，並邀請 2 位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一同座談，分

享及經歷及心得；下午至二二八國家紀念館觀賞「沉默的目擊」攝影展，並邀請策展人

帶領導覽簡介。本次活動共有 16 位學生全程參與，包括本校人權學程學生、以及來自興

國管理學院、中正大學、亞洲大學、中原大學之學生。活動結束後學生皆表示收穫頗多，

對於人權議題有更深的思考，未來亦會更加關注人權相關議題。 

二、學術交流活動：本單位運用「增進師生學術研究能力與議題提倡計畫」，並配合教育部「全

球接軌在地實踐人權培力計畫」經費舉辦座談會、演講、電影賞析等活動，增進師生學

術研究能力與議題倡議，並加強學生的研究及學術能力，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辦理之活

動統整如下： 

(一) 人權饗宴專題演講共 3場 

1. 101 年 10 月 15 日舉辦人權饗宴一，邀請華人民主書院主席王丹擔任主講人，東吳大學

政治系/人權學程主任黃秀端主持，主題為中國的崛起與兩岸三地的民主與人權發展。

透過王丹先生之講述讓學師們瞭解過去中國之發展狀況，以及目前越來越多人的努力下，

中國朝向慢慢開放的概況。參與人數共約 90 人。 

2. 101 年 11 月 23 日舉辦人權饗宴二，邀請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賴中強律師講述《鮭魚返

鄉、台商回流的人權面向》，本活動共約 20 名同學參加。 

3. 101 年 11 月 27 日舉辦人權饗宴三，邀請政大新聞系馮建三老師講述《台灣新聞傳播自

由的困境與出路：從 2008 金融風暴與世界人權日談起》本活動共約 80 名同學參加。 

(二) 人權議題講座共 4場 

1. 101 年 10 月 2 日李仰桓講師「廢除死刑：觀點與行動」課程邀請張娟芬演講，題目為

「司法冤大頭—漫長崎嶇的正義之路」。共約 15 人參與。 

2. 101 年 10 月 3 日陳俊宏老師「人權倡議」課程邀請世新大學社發所蔡培慧助理教授演

講，題目為「台灣農村陣線與台灣農業運動的新發展」。共約 80 人參與。 

3. 101 年 10 月 17 日陳俊宏老師「人權倡議」課程邀請廢除死刑推動聯盟林欣怡執行長演

講，題目為「台灣廢死聯盟與台灣司法改革運動的個案分析」。約 30 人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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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1 年 10 月 24 日陳俊宏老師「人權倡議」課程邀請前伴侶盟簡至潔演講，題目為「改

寫家庭的定義-同志與多元家庭平權運動」。約 100 人參與。 

(三) 電影座談會活動共 3場 

1. 101 年 10 月 19 日和非關政府合辦「大學生就是該熱血之校園影片放映暨座談之一《佔

領 Occupation》」，邀請前政大種子社社長，青年勞動九五聯盟執行委員陳曉雯擔任

與談人。討論有關學生團體如何採取行動，向哈佛大學校方爭取的學校的受雇者和工友

其薪水和福利之議題。參與人數共約 12 人。 

2. 101 年 10 月 25 日與法務部合作辦理心靈影展影片放映暨座談會，播放「謎樣的雙眼」，

並邀請陳俊宏老師擔任與談人，討論死刑存廢之議題。參與人數共約 100 人。 

3. 101 年 11 月 23 日與非關政府、社工系學會合作辦理「大學生就是該熱血之校園影片放

映暨座談之二《粉墨登場》」，邀請電影導演吳星瑩與同學討論有關反高學費的學生運

動。本活動共約 15 名同學參與。 

(四) 環境工作坊共 1場：101 年 11 月 14 日舉辦《我要去杜哈：聯合國氣候談判》工作坊，

活動特別邀請 C0P 18 代表團團長/環保署副署長葉欣誠、東吳大學人權學程主任/政

治學系主任黃秀端，中央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授李河清，第四屆聯合國模擬談判最

佳代表梁守道等人進行分享。本活動共約 80 人參與。 

三、國際交流活動：人權學程積極鼓勵學生參與國內外學術社群活動，擴展學生國際視野，

提升學系及學校知名度，在國際交流部分運用「提昇國際化及增進系所知名度計畫」以

及教育部卓越計畫、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經費舉辦各種活動，包括國際會議、課程、鼓

勵學生參與國際會議等： 

(一) 國際座談會 1場：101 年 9 月 7 日日本廣島大學 20 名師生來訪，進行人權議題之討

論座談會。由黃默老師主講有關台灣人權議題之發展，內容包括從李登輝時代到馬英

九時代政治情況的回顧、台灣死刑存廢的辯論，政府的政策與民間組織的抗爭、經濟

社會生活上弱勢族群如原住民、勞工階層、以及移工、外配之權利保障等問題。 

(二) 國際會議 2場 

1. 101 年 10 月 27~29 日與亞太難民權利網絡、台灣人權促進會合作舉辦會議，27、28 日

為工作坊；29 日於東吳城中 5211 會議室舉辦「2012 東亞難民會議：被迫遷移與人口販

運下的東亞庇護政策之立法與發展」。會議邀請香港、日本、韓國、澳門、蒙古與台灣

的重要行動者共同討論立法進程、定義、重要的爭論議題及挑戰對於亞洲的這群易受傷

族群（難民）的錯誤認知。會中共有約 70 名國外學者、學生、實務工作者共同參與。 

2. 101 年 11 月 25 日與台灣人權促進會合作辦理「中國法治發展與維權律師」座談會，邀

請許多中國維權律師來台討論有關維權律師在推動中國法治、公民自由權利、社會經濟

權之角色，也探討台灣公民社會如何協助中國之民主化進程。本次活動共約 50 人參加。 

(三) 國際迷你課程兩周： 101 年 11 月 12~22 日，舉辦國際迷你課程。本課程邀請義大

利國家律師/羅馬智慧大學國際秩序與人權博士 Dr. Alessandro Amicarelli 進行短

期授課，主題為《Human Rights, Minorities and Religious Freedom 人權、少數民

族、及宗教自由》。本次課程共約 70 位同學報名參加，包括校外人士、社會系、政

治系、法律系、英文系之同學，課程內容包括人權法、國家與宗教團體之關係、國際

法中的少數族群、歐洲人權法院有關 LGBT（多元性別）權利等內容，課程相當豐富，

課程結束後共 11 名同學領取到修業證書。 

(四) 學生參與國際會議共 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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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碩士班黃曼婷同學於101年8月12~24日至日本廣島參加「2012 NARPI Summer Training」

研習活動。學習有關「合平建立、衝突轉換、修復式正義、和平教育」相關的訓練。 

2. 碩士生黃曼婷、陳博文、蕭翔鈞、薛維萩、鄧珮宜與黃默老師及黃秀端主任於 101 年

12 月 5~15 日至波蘭參與「2011 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除了學習國際人權知識外，此

行重要任務包括宣傳東吳人權學程、預告 2012 年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訊息（201 年 11

月由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以及人權學程共同主辦）、與國外學者及學生進行學

術交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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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院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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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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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施行細則」，101 學年度截至 11 月 30 日止通過有 7人次補助 10,000 元。 

二、100 學年度院務會議新修訂「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補助院內研究生參與國內學術研討

（習）會施行細則」及「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補助院內研究生投稿國內外學術刊物之

審查費施行細則」期藉此鼓勵研究生進行學術發表，補助自 101 學年度起實施。 

三、2013 年本院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術研討會由英文學系承辦，年度主題為：「挫敗 

（failure）)」，會議舉辦時間為 102 年 3 月 16 日。101 年 6-8 月進行徵稿作業，9 月

17 日截稿後計有 59 篇投稿，經審查程序通過 27 篇論文發表。 

四、101 年 09 月 30 日出版第 35 期東吳外語學報，刊登論文 4 篇，刊登率 67％；第 36 期東

吳外語學報徵稿截止，共計收到 11 篇投稿，101 年 10 月 19 日召開第一次編輯委員會進

行初審，11-12 月進行論文外審。 

五、101 年 10 月 3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院教評會複審通過 101 學年度兼任教師

初聘案、院內各單位教師評審辦法、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案及舊制講師申請升等案續送外審；另函請人事室說明有關專任教師免接受評鑑條

件中「於本校擔任專任老師滿 25 年」之計算方式及提出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十七條之修

改建議案。同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外國語文學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師評審辦法及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續送校教評會。 

六、101 年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14 日舉辦「2012 年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中英文領隊導遊培

訓課程」由外國語文學院主辦，英文學系承辦， 101 年 10 月 11 日報名截止計有 65 位

學生申請參加（外語學院學生 49 名，人文社會學院 9名、理學院 2名、法學院 2名、商

學院 3名）。課程費用由外語學院及生涯發展中心卓越計畫經費共同支應；課程資訊請參

見網頁：http://webbuilder.scu.edu.tw/builder/files.php?web=56&pid=10664；本期

課程結束後，合計有 60 名學生符合出席規定並獲考核通過，由本院發給研習證明。 

七、101 年 11 月 6 日與學生事務處合辦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院研究生輔導活動，於第一教研

大樓外語學院會議室（R0814）舉行，主題為「「面向陽光、珍愛生命」自殺防治守門人

培訓講座」，參加對象為本院研究生及行政同仁，活動合計 30 人次參加。 

八、101 年 11 月 7 日與學生事務處合辦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院導師研習會，於第一教研大樓

外語學院會議室（R0814）舉行，主題為「同理心輔導技巧運用與演練」，參加對象為本

院教職員，活動合計 40 人次參加。 

九、101 年 11 月 17-21 日賴錦雀院長受邀前往日本國立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本院之國際

交流協約單位）參加兩校合辦之研究生期中論文發表、台灣日語教育座談會，並拜訪該

校兒玉修學部長。 

十、101 學年度主辦 6場外語語料庫推廣之教學研究工作坊：（研發處-學院特色計畫經費） 

（一）101 年 9 月 26 日 12：00-14：00 由語言教學中心承辦，主題「語料庫語言學簡 

      介與應用」，語言教學中心邱智銘兼任講師主講，地點為 G102。 



-------------------------------------------------------------------------------------------------------------------------------------------
東吳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 次(1011219)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47 

（二）101 年 10 月 5 日 13：30-15：30 由日文系承辦，主題「日語語料庫- 

      KOTONOHA 之簡介與使用」，政治大學王淑琴副教授主講，地點為 G102。 

（三）101 年 10 月 24 日 13：00-15：00 由德文系承辦，主題「語料庫研究方法與應 

      用」，中研院曾淑娟副研究員主講，地點為 R0814。 

（四）101 年 11 月 1 日 12：30-14：30 由英文系承辦，主題「Language and Teaching  

Research: What corpora are good for, not so good for, and how to make them 

better.」，中央大學文學院衛友賢院長主講，地點為 R0905。 

（五）101 年 11 月 30 日 13：30-15：30 由外語學院承辦，主題：「語料庫在語言學及語

言教學的應用」，台灣大學外文系高照明副教授主講，地點為 R0805。 

（六）102 年 01 月 11 日 13：30-14：30 由外語學院承辦，主題：「成大多國語語料庫之

簡介與使用-以台灣日語學習者語料庫為本-」，成功大學外文系黃淑妙副教授主講，

地點為 G102。 

十一、 委請日本語文學系辦理 101 學年度院級交流協定交換學生甄審，101 年 10 月 12 日

及 15 日分別完成日本學習院大學、新潟大學、名古屋大學及宮崎大學交換生甄選，名單

如下： 

姓名 系級 交換學校/時間 

巫盈吟 日碩二 名古屋大學/半年 

薛仁傑 日碩二 新潟大學/半年或學習院大學/半年（擇一） 

蘇沛紳 日碩二 名古屋大學/一年 

巫翊僑 日碩三 新潟大學/一年 

王姿文 日三 C 學習院大學/半年 

麥嘉俊 日四 A 學習院大學（備取） 

 

英文系 

一、 人事：101 學年度新聘專任助理教授：戚建華、約翰巴特勒 Jonathan Butler、新聘助

教任友嵐、新聘兼任老師李逸君、林俊男、洪瑞鄉、陳玉雲、滕偉。 

二、 會議： 

（一） 101 年 5 月 29 日系教評會討論專任老師聘任後續及審核新聘兼任老師事宜。 

（二） 101 年 6 月 8 日辦理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師生大會、9月 26 日辦理 101 學年度第

一學期師生大會，會中報告系學會預算之支出情況，說明選課注意事項、導師輔

導選課及學系活動宣傳等事宜。 

（三） 101 年 6 月 22 日召開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學會之發起人會議暨第一次籌備會議，第

一屆兒童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議；101 年 7月 20 日召開「台灣兒童

文學研究學會」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理事會、監事會會議。 

（四） 101 年 9 月 19 日口語組老師會議，討論課程內容與設計等；10 月 16 日會議討論

英語演講比賽事宜，各老師並對教學、評分、課本等問題，提出意見交流。 

（五） 101年9月19日系務會議通過修訂系教師評鑑辦法、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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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101 年 10 月 17 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主任秘書與全系專任教師座談。 

（七） 101 年 10 月 24 日寫作翻譯組教師會議，針對大一英文寫作（一）上課方式、內

容、評分  方式、學生反應、用書等討論、交流。 

（八） 101 年 11 月 28 日系教評會審議教師休假、教師評鑑案。 

三、 國際交流與學術活動： 

（一） 101 年 5 月 17 日舉行研究生論文發表會，計有 6位學生發表論文，並由專任老師 

擔任講評。 

（二） 101 年 5 月 23 日舉辦演講，主講人：梁開文老師，主題：「HOLDEN CAULFIELD LOOKS 

BACK：a writer's look at Young Adult books」。 

（三） 101 年 5 月 30 日辦理寫作組教學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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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1 年 6 月 6 日專家演講，主講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訪問學人

Jean-Francois Dupre 先 生 ， 講 題 「 Identity Change and Linguistic 

Normalisation: Insights from Taiwan」。 

（五） 101 年 7 月 30 日至 8 月 23 日本系三位學生前往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進行為期四

週的英語文研習。 

（六） 101 年 7 月 24 日辦理暑期英語文研習團說明會，共 19 名同學及 6名家長出席， 

當天除簽署合約外，也詳細說明行前注意事項。 

（七） 101 年 8 月 1 日至 25 日由孫克強主任帶領「2012 年美國華盛頓大學暑期英語文

研習團」前往美國進行短期研習；101 年 10 月 24 日舉辦心得分享會。 

（八） 101 年 10 月 31 日舉辦王安琪老師演講：《赫克歷險記》---如何從禁書變為經典。 

（九） 101 年 11 月 16 日舉辦「第一屆兒童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特邀演講，講者：信

誼基金會執行長張杏如，講題：Moving on the Way of Children＇s Publication 

and Reading in Taiwan---Hsin-Yi as an Example,會後舉辦歡迎晚宴；101 年

11 月 17 日舉辦「第一屆兒童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為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ldren＇s Literature：The Child in the Book。共計兩場

專題演講、29 場論文發表及 7 場壁報論文，計 28 名外籍學者發表論文，約 120

名國內外專家學者與會。 

四、 教學與輔導： 

（一） 安排各專任導師課輔時間及「英語角」（English Corner）時間表；完成編聘種

子及班級導師，申請導師補助，並協助各導師安排導生聚及相關事宜；並選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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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1 年 8 月 27 日辦理「101 學年度新生及家長茶會暨選課輔導說明」。 

（三） 統計 100 學年度期中預警量表：第一學期受預警 139 人；第二學期受預警 63 人 

（四） 身心障礙新生輔導（101 學年度共有 5 名身心障礙新生，分別為肢障生 1 人、視

障生 1人、重器障生 2人、情緒障礙 1人）。 

（五） 101 年 9 月 7 日辦理學系新生家長座談會、9月 8日辦理新生生涯輔導演講。 

（六） 101 年 6 月 6 日完成學系學生刊物 Riverside Chronicles 之排版與印製。 

（七） 設計本系專用課堂問卷，與學校課堂問卷一起進行作業。 

（八） 完成學系線上學習系統（Moodle）設置並上線運轉。 

五、 學生活動： 

（一） 1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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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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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同學共有 54 位。 

（二） 1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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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辦理「2012 東吳大學校內英語演講比賽」，初賽於 101 年 5 月 16 日舉行；決賽於

1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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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1 年 9 月 28 日至 9 月 30 日協助系學會辦理並參加位於新竹九華山之「大一新

生迎新宿營」。 

（五） 101 年 10 月 26 日辦理「2012 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接待、典禮組志工遴選。 

（六） 101 年 10 月 28 日舉辦英文系運動大會。 

（七） 101 年 6 月 6 日助教帶領 50 名同學至外交部參訪。 

六、 系友活動與推廣服務 

（一） 101 年 5 月 23 日辦理系友演講，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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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1 年 5 月 30 日辦理系友演講，主題：「國際志工經驗分享：跟「尼」在一起，

讓愛流轉下去」，講者：顏佑慈（95 級）。 

（三） 101 年 10 月 24-31 日辦理萬聖節推廣活動、文化海報特展；11 月 21 日辦理感恩

節餐敘。 

日文系 

一、 人事：101 學年度第 2學期新聘專任教師陳相州助理教授、住田哲郎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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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救教學方案」，於 101 年 9 月 26 日進行輔導課前之日文檢定考模擬測驗，並於 10、11

月份開設日文檢定 N1、N2 級別輔導班，並於 11 月 28 日舉行輔導課後之模擬測驗。 

三、 持續辦理大學部學生短期留學：101 學年度第 1學期本系共有 10 名大學部團體研修生前

往日本拓殖大學及同志社大學進行一學期的短期留學；另有 2名學生依照院級協議赴新

潟大學短期留學、4 名學生依校級協議赴同志社大學、關西學院大學及西南學院大學短

期留學。 

四、 選派研究生赴日本協議學校交換研習：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有 5 名碩士班、碩專班研

究生分別依校院級協議赴日本愛知大學、關西學院大學、名古屋大學及宮崎大學短期留

學。 

五、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持續進行國際交流活動： 

（一）本系接受日本拓殖大學、明海大學委託辦理華語班，101 學年度共有拓殖大學 9

名學生及明海大學 2名學生至本校進行為期 8個月的華語研修。 

（二）101 年 9 月蘇克保、陳美玲兩位老師分別率短期留學生前往同志社大學及拓殖大

學，順道拜訪姐妹校，洽談學術交流事宜。 

（三）101 年 9 月 20～25 日本系王世和老師率領林靖軒、邱郁淳 2 名學生參加 9 月 21

日由吉林大學舉辦之海峽兩岸日語演講比賽。 

（四）101 年 10 月 31 日~11 月 5 日學習院大學村野良子、前田直子、金田智子三位教授

率領 26 名學生至本系進行教育實習，並與本系學生交流。 

（五）101 年 11 月 17~21 日賴錦雀、王世和、蘇克保等三位老師及 1名研究生赴日本宮

崎大學參加兩校共同舉辦之碩士班研究生共同論文期中發表。 

（六）101 年 12 月 17~21 日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 6名學生至本系會話課程教學觀摩及

教育實習。 

（七）101 年 12 月 19 日大阪大學 14 名學生來訪，與本系學生進行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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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舉辦各項學術活動 

（一） 舉辦各項日語文競賽：101 年 10 月 3 日舉辦甲組（高年級）日語演講比賽；10

月 17 日舉辦乙組（低年級）日語演講比賽；12 月 12 日舉辦日語翻譯比賽。101 學

年度第 2學期預計將舉辦日語辯論比賽、日語聽力比賽及日語朗讀比賽。 

（二） 101年10月17日、11月21日分別舉辦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第148~149次例會，

由本系陳美玲、葉懿萱、陳相州、住田哲郎等四位老師發表。 

（三） 本系預定於 101 年 12 月 19 日舉辦交流協會獎學金座談會，邀請今年度考取交

流協會獎學金的系友分享應考經驗。 

（四）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學改進方案「日文系課程實務實踐計畫」，共舉辦 8場演

講活動： 

1. 101 年 11 月 12 日「秘書の達人をめざして-日系企業総経理秘書二年目の私」，

主講人：台灣安川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理部總經理秘書‧游孟涵小姐。 

2. 101 年 11 月 15 日「異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から見た『台湾グルメ』の日本

訳」，主講人：開南大學鄭加禎副教授 

3. 101 年 11 月 15 日「邁向專業翻譯工作者之路專業」，主講人：翻譯工作者林韓

菁老師。 

4. 101 年 11 月 19 日「日語翻譯口譯人員之職場經驗分享」，主講人：台灣大林組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建築部日文翻譯口譯主任兼董事長秘書賴鈺喬學姊。 

5. 101 年 11 月 20 日「中文市場(包括簡繁體)的書籍翻譯」，主講人：博達著作權

代理有限公司董事負責人陳嘉賢先生。 

6. 101 年 11 月 28 日「當日語翻譯必須與時間賽跑」，主講人：民視新聞國際中心

日文編譯崔立潔小姐。  

7. 101 年 11 月 30 日「接待日本人的禮節及基本應對」，主講人：台灣觀光協會秘

書、觀光局東北亞組組長戚國福先生。  

8. 101 年 12 月 5 日「法律翻譯要注意甚麼?」，主講人：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講師

村永史朗先生。 

德文系 

一、會議： 

（一） 101 年 9 月 19 日系務會議修訂德文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德文系教師評鑑

辦法、修訂德文系碩士班學生修業辦法。 

（二） 101年10月9日碩士班小組會議檢討碩士班開課及討論助理教授擔任學位考試委

員資格事宜。 

（三） 101 年 10 月 17 日課程委員會檢討學士班畢業學分數與開課數。 

二、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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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德語補救教學方案」：101 年 9 月至 11 月開設「德語 B1 檢定輔導專班」指導學

生口試技巧及「德語 A1 檢定輔導專班」解析檢定模式與題型。 

（二） 執行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共通德語課程」教學工作坊：每月定期進行一次例會，

針對共通德語課程之教材，進行教學觀摩、問題探討。每次例會並邀請所有擔任

共通德語課程兼任教師共同參與。 

（三） 執行院特色教學研究計畫：101 年 10 月 2 日辦理「Die Deutschen 德國人系列影

片學習資料翻譯說明會」，由廖揆祥老師主持，進行課外德語翻譯學習。主要對

象：德文系大三（含）以上學生及碩士生。 

（四） 101 年 11 月 14 日舉辦本學期教師研究分享，由徐麗姍老師主講「實務教學與經

驗」、黃靖時老師主講「專業德語教學研究—法律德語課教材與課程進度的探

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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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北京外語大學王建斌教授本學期獲聘為兼任客座教授，訂於 101 年 12 月 17 日至

28 日在本系進行「德語口譯」課程密集授課。 

三、國際交流與學生活動： 

（一） 101 年 8 月 13 日本系大學部 18 名學生赴德國姊妹校明斯特大學進修一年（101

學年度）。 

（二） 101 年 9 月 26 日舉辦 100 學年赴德進修學生返國檢討會。 

（三） 本系 14 名學生於 101 年 6 月～8月期間前往 9個產業機構進行實習活動，開學後

於 9月 26 日「學生暑期實習」經驗分享會。10 月 25 日召開「學生暑期職場實習

小組會議」檢討今年辦理情形及相關事務並依現狀修訂實習辦法。 

（四） 101 年 10 月 17 日辦理德一及碩一新生圖書館導覽活動。 

（五） 101 年 10 月 18 日舉辦「On DaF 線上實作練習」，由陳姿君老師主持，教導學生

參加德國學術交流總署 DAAD 獎學金考試之應答技巧。 

（六） 101 年 11 月 28 日張國達老師帶領 4 年級學生至「基隆關稅局」參訪，讓學生實

地了解貨物通關流程。 

（七）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成立學生研讀小組，主題「德國鬼故事」。 

（八） 舉辦「德國生活文化講座」： 

1. 101 年 11 月 16 日「淺談歐洲建築—吳威廉老師」。 

2. 101 年 11 月 21 日「你所不知道的外交—谷瑞生教授」。 

3. 101 年 12 月 5 日「羅曼蒂克與現代搖滾─以德國惹惹樂團為例—李泰康老

師」。 

4. 101 年 12 月 19 日「災難創傷辯證圖像與反藝術—從第十三屆卡塞爾文件展

看德國文化歷史因子的視覺再現—羊文漪老師」。 

四、輔導活動： 

（一） 101 年 9 月 12 日碩士班新生座談會，進行碩一新生選課輔導及學長姊學習分享。 

（二） 101 年 10 月 25 日碩士班師生餐敘，定期瞭解學生修業進度、蒐集學生相關建議。 

（三） 結合心諮中心與生涯發展中心進行「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一年級身心適應

調查」、「二、三年級學習成效問卷調查」及「三年級職業興趣與職能診斷測驗（教

育部 UCAN 診斷平台）」。 

（四） 101 年 11 月 27 日邀請第二屆系友陳光能學長返系演講，講題為「台灣大學生的

競爭力」，學長由 Career 跟 Job 兩個字切入，告知學弟妹應及早確立自己未來走

向，強調語言是工具，並建議在學時多修讀商業方面課程。 

（五） 協助教師進行 E關懷系統之學業關懷。 

（六） 學士班一年級德語發音與視聽輔導活動： 

1. 101 年 9 月 12 日「德語發音技巧說明會」：由黃靖時老師主講，教授學生德

語字母發音規則與技巧。 

2. 101 年 9 月 24 日至 10 月 8 日「新生發音個別指導」：由 4名教師分別對一年

級新生進行個別發音指導。 

3. 101 年 10 月 8 日起至 12 月底「德語教學影片視聽輔導」：於隔週週一中午，

由教學助理帶領學生進行德語教學影片觀賞與學習。 

五、系友及推廣服務： 

（一） 101 年 11 月 24 日舉辦「系友聯誼大會」，將近 90 名系友與會，會中進行系友會

會長改選及宣佈成立「系友關懷基金」。 

（二） 101 年 12 月 1 日辦理「永平高中學生德國文化一日體驗營」：近 40 名高中學生至

本校進行德語學習及德國文化活動。 

（三） 辦理系友捐贈「既壽獎學金」之申請案甄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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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中心 

一、 本中心二校區原 10間類比式語言教室業已更新為新式語言教室，於 101 年 8 月 30 日完

工，9月 4、6日舉辦二校區數位化語言教室和新式語言教室設備使用說明會，10月 17、 

24 日舉辦第 2階段新式語言教室說明會，說明進階版 Sanako 語言互動功能，並製成影

音檔公告於本中心網頁或光碟片提供授課教師借閱。 

二、 101 年 11 月 14 日召開實用英語學程第 1次教師會議；11 月 21 日於城中校區 5313 語言

教室舉行講座，邀請翻譯口譯專才黃宜棻老師主講「商用英語零死角—聽寫讀說多益考

試求職英文一次命中」，與學生分享如何活學活記多益字彙，並且把多益試題集當作求

職及工作上的工具。 

三、 101 年 9 月 26 日於雙溪校區 G102 數位化語言教室舉辦「外語學院語料庫推廣教學研究

工作坊系列活動（一）」，請本中心兼任教師邱智銘老師主講「語料庫語言學簡介與應用」，

本中心和日文系、德文系 35 位師生參加。 

四、 為達到分享教學技巧和經驗交流之功效，本中心每學期舉辦教學觀摩 2場，本學期已於

101 年 10 月 31 日舉辦由蔡佩如老師主講＂Why  do  Chinese EFL learners 

seem  unwilling to speak in class?＂ 12 月 12 日第 2場由柯博仁老師主講＂ Ideas 

for getting more from our textbooks＂。 

五、 101 年 10 月 8 至 19 日發送外語學習護照和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外語學習護照獎勵

活動已於第 12 至 15 週受理學生提出申請獎勵，認證點數以兩校區最多之前 50 名可獲

得禮券一份；第 20 期外語自學手札已於第 12 週外語自學小組期中經驗交流座談會發

送。 

六、 持續辦理「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101 年 10 月 1 日至 12 月 14 日利用午休或下午第

9節，由本中心專任暨專案教師擔任，雙溪校區之 10 個主題如下：「Chitchat corner」、

「Learning by Doing」、「閱讀與討論」、「中國學生常犯之英文錯誤」、「英文寫作輔導」、

「看影片學英語」、「歌唱學英語」、「哈拉英語」、「英文急診室」、「大一英文課業輔導」、

「大二英文初&中級班課業輔導」；城中校區之主題為「Classic Movies」。 

七、 辦理第 21 期外語自學相關活動，以及安排外語聊天時間服務。 

八、 撰寫 101 年 3 項教學卓越計畫：「規劃實務應用之『實用英語學程』」、「充實外語自學軟

體與學生自學方案」和「提升英語能力與大一英文補救教學--義工老師深耕英語方案」

之成果報告；另外首次規劃 4年期之 102 至 105 年 2 項子計畫：「提升學生英/日語能力

計畫」和「舉辦外語自學活動、優化軟硬體設備及編製外語學習護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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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 

※院長室： 

教學： 

（一）舉辦理學院 YE!問演講活動於 101 年 10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15:30-17:00，在普仁堂舉

行，演講者為工業技術研究院影像顯示科技中心程章林主任，講題為：「電子紙-“許地球一

個美好的未來＂」，約有 90 位師生參與，同學提問非常踴躍，程博士非常讚許同學的熱誠。

Ye!問活動有 2位同學獲得最高獎金 2,000 元，同學們會後亦表示，聆聽這次演講收獲很多。 

（二）舉辦第二屆 FM-AM 學生學習跨領域知識講演比賽，報名截止日為 11 月底，依報名表填

寫之題目與內容，在院行政會中決定決賽名單，決賽名單將於 12 月 25 日前公布在理學院網

頁，比賽日期約在第二學期開學前後，屆時再公布於理學院網頁。 

研究：補助微生物學系李重義副教授三萬五千元進行教師研究交流接枝計畫(產學合作: 協助

規劃拜寧生物科技公司宜蘭生技廠籌設台灣第一座微生物主題博物館「菌寶貝博物館」) 

※數學系： 

一、專業能力培育計畫 

演講 

邀請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侯藹玲助理教授於 9月 26 日下午 3:30 在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

數學系研討室（R0701）舉辦學術演講，講題為：NCBI GEO 資料庫介紹。 

培育學生核心能力-數學系教學及實驗基本需求計畫 

完成電腦實驗室 Matlab 軟體維護及升級，供應學生與老師最新的數學運算軟體，以進行學習

與研究。 

持續購置電腦實驗室所需耗材及維護相關設備、機具，以供應學生一個完善的學習環境。 

完成購置無線麥克風，供授課教師上課使用。 

Novell 伺服器汰舊換新，採購作業進行中。 

改善計算科學實驗室運算與教學平台 

正在採購 Novell NetWare 5.0 最新版軟體。 

教學增能計畫--學習輔導與服務學習計畫 

定期更新學系網頁，提供最新輔導及招生相關訊息。 

完成招生宣傳品(便利貼)印製，學生學習手冊撰稿進行中。 

學術社群影響力提升計畫 -- 參加學術團體活動及補助國際學術交流活動 

「中華民國數學會」102 年團體會員。 

「中華機率統計學會」101 年團體會員。 

葉麗娜副教授邀請香港理工大學電子及資訊工程學系黃啟南副教授 101 年 10 月 29 – 11 月

2 日來校進行短期研究講學。 

人文校園計畫 -- 活化教研暨行政環境計畫 

玻璃公佈欄、壓克力海報夾、DM 架採購進行中，已完成議價程序。 

其他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系務會議： 

9 月 12 日召開第 1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修訂 102 學年度本系學士班、碩士班招生事宜。 

10 月 17 日召開第 2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修訂「東吳大學理學院數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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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辦法」、「東吳大學理學院數學系教師評審辦法」，並討論本系發展重點與預算編列相關事

宜。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評會會議： 

10 月 25 日召開第 1次會議，討論本系｢期末教學評量結果不佳專任教師｣之後續相關事宜。 

數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與心理諮商中心、生涯發展中心聯合辦理) 

10 月 24 日以主題演講方式進行「研究生班級團體輔導活動」，邀請本校兼任心理師王淑鄉老

師，演講｢愈忙愈有時間—善用時間豐富生活｣。 

11 月 12 日在第一教研大樓普仁堂舉辦數二班級共同課程。邀請社團法人台北市脊髓損傷者

協會推廣講師林政緯先生演講「正義的夥伴」，分享自己在一場意外後，如何面對人生劇變。 

11 月 14 日在第一教研大樓 R0401 教室舉辦數四班級共同課程。邀請鵬軒整合管理(股)公司

執行長＆首席訓練師王慧怡老師演講「職場應具備的行政能力」。 

11 月 21 日在第一教研大樓 R0401 教室舉辦數一班級共同課程。邀請生涯發展中心兼任輔導

老師羅曉瑩老師演講「大學生的時間管理與生涯規劃」。 

11 月 23 日在第一教研大樓 R0305 教室舉辦數三班級共同課程。邀請艾鍗學院講師暨自由作

家酆士昌老師演講「網管人員應具備的工作職能」。 

數學系 44 屆系學生會於 8月 16 日在本校外雙溪校區望星廣場舉辦北部新生迎新茶會。9月

22 至 23 日假坪林鄉合歡營地舉辦兩天一夜的大一迎新宿營活動。 

配合學務處新生第一哩活動，9月 4日舉辦「大一新生選課輔導」，由林惠婷主任介紹學系選

課注意事項，並請各位新生寫下給一年後自己的一封信。9月 4日舉辦「引爆你的數學熱情」

座談會，邀請數四李芷維同學與梁芸婕同學與大一學弟妹分享數學原文書攻略、微積分秘笈

及線代啟示錄，及如何在念書與打工中做好時間管理。9月 7日，舉辦「大一新生家長座談

會」，由林惠婷主任主持，簡茂丁老師、林惠文老師、朱啟平老師、與 11 位新生家長參與。 

9 月 5 日，舉行「碩士班新生座談會」。 

9 月 12 日，與校牧中心為大一新生合辦一場專題演講，由校牧陳啟峰牧師主講，講題為：「如

何經營大學四年」。 

9 月 12 日，潘校長、趙副校長、張教務長、謝主秘及推廣部劉主任與本系全體教師進行「校

長有約座談會」。 

數學系申請「證照輔導課程」補助計畫，於 9月 24 日至 10 月 6 日舉辦「LPIC Level 1 國際

認證營」。邀請酆士昌先生到校為本系同學密集授課 46 小時，並輔導參加同學課程結束後報

考 LPIC Level 1 證照。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數學系微積分諮詢自 10 月 8 日開始啟動，每星期一至五中午 12:30 至

13:20 在 R0211 有專人負責回答全校學生微積分相關問題。 

數學系承辦之獎學金自 9月 10 日公告開始接受申請，經全系專任老師評選出方思婷同學、姜

冠名與梁芸婕三名大學部同學獲「數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金」，各頒發獎學金新台幣

肆仟元及獎狀一只；方思婷同學、姜冠名與梁芸婕三名大學部同學獲「數學系系友會獎學金」，

每名同學上、下學期各頒發獎學金新台幣壹萬元及獎狀一只；另依「東吳大學數學系商學獎

學金實施辦法」評選出數延張伯豪同學獲「數學系商學獎學金」，頒發獎學金新台幣一萬元及

獎狀一只。 

101 學年度共計申請「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研究論著獎勵」7件、「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研究

計畫獎勵」6件、「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1件。本系 4位專任老師國科會 101 年

度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本系舉辦「生活數學與數學學習（IV）」系列講座，分別於 10 月 30 日、11 月 14 日及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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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邀請香港理工大學電子及資訊工程學系黃啟南副教授、國立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郭鴻基教

授及清華大學計量財務金融學系韓傳祥教授蒞班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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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理學系： 

一、教學： 

(一)落實「演喻教學」為本學系教學特色 

1、「演喻教學工作小組」定期召開會議，規劃及檢討發展方向。本學年工作重點持續進行演

示教具製作與教案編寫，完成普通物理演示教具，含實物攝影之整理等。 

2、蕭先雄主任、劉源俊、陳秋民老師等聯袂參與由陸軍官校所主辦之「2012 中華民國物理

及教學示範研討會」以及「物理教育聯合會議」，觀摩各校物理學系演示教學活動的推展，並

交換演喻教學心得。陳秋民老師於「體驗生活物理、發展演示實驗設計與製作」系列發表演

說，講題：「生活 DIY 創意學物理」。（08.20-22） 

3、為協助提升普物實驗教學成效，與高中物理學科中心合辦「普物實驗的數位化」工作坊，

約計有 40 左右高中老師參與。（12.08） 

（二）提昇教學品質 

1、定期舉辦演講活動：101 學年度第 1學期，分別邀請中山大學周明奇教授、中央研究院余

海禮教授等，辦理四場學術演講，並支援學院演講活動。 

2、辦理101學年度第1學期「書報討論」及「專題研究」優秀學生期末發表會。（12.26） 

二、研究及學術交流 

（一）鼓勵教師參與學術服務 

1、劉源俊教授應「從孔子到孫中山─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學術研討會」邀請，前往廣州發表

演說：「從孫文的教育理念說現代教育要旨」（09.21），另於廣州中山圖書館與「陽明大學博

雅講座系列」，發表演說：「學習與讀書」。（09.23、09.26）應台北市立圖書館邀請發表演說：

講「四書與科學精神」。（09.27）於「十二年國教與教育決策論壇」，擔任與談人。（10.13）

另於「科學教育與傳播論壇」，發表〈臺灣民眾的科學素養調查研究〉評論。（10.28）應南山

高中邀請，發表「什麼是科學精神？」（11.02）臺師大通識教育中心通識講座，發表「左右

對稱知多少？」（11.14）第二屆華文物理名詞標準化研討會，發表報告「臺灣物理學名詞翻

譯發展」（11.24-25） 

2、陳國鎮教授應「身心靈整合療癒的新思維暨多次元生命信息場研討會」邀請，發表演說：

「從量子物理看身心靈療癒場」。（09.15） 

3、陳秋民老師應邀參與「101 年度高中物理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推廣研習」，發表演說「垃圾

堆裡淘寶的物理教授」及演示教學示範。（11.06） 

4、辦理「縱橫悟理」（Physics & Beyond）教師研究例會，每個月舉行一次，由專兼任老師

依序發表，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發表人依序為陳秋民、黃雍熙、任慶運、陳國鎮、黃依萍等

五位老師。 

（二）學術交流： 

1、陳秋民副教授分享於北京清華大學舉辦的「2012 年第 13 屆大學物理教學研討會暨教師

培訓會」以及上海台商子女學校舉辦的「101 年度認識台灣之美夏令營」活動，演示「科學

之美」相關經驗分享。（08.01） 

三、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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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落實課業輔導及生活輔導，以培養學生專業知識及人格之均衡發展 

1、「數理培基會」，由劉源俊、任慶運教授分別進行課業輔導，學生可自由參加，主要加強學生數

學、物理、英文的基本能力，固定於每週一中午，星期三系會時間辦理。 

2、101 學年度導師制度異動，改以「社團」方式進行，除課堂學習、課業輔導時間，更利用

課餘活動，期與學生建立更為密切的互動關係，並讓學生得以學習書本之外的藝能。本學期

除一年級學生外，共有「眾樂社」、「靜坐禪修社」等六個社團，提供學生選擇。社課時間，

由老師與同學約定，從 9月份開始執行。 

3、辦理轉學生以及 101 學年度新生選課輔導，由蕭先雄主任進行學系簡介、介紹導師及助教、

另進行選課輔導，協助大一同學了解大學四年課程的安排。（09.04） 

4、為提升學生的科學人文思考能力，發掘優秀的科學傳播人才，與國立交通大學傳播科技學

系，共同辦理「2012 傳播技能研習營」，邀請劉源俊教授、《中國時報》資深攝影記者鄭履中、

Yahoo！奇摩內容企劃總監李怡志《財訊雜誌》資深記者陳良榕擔任講員，教授實作概念，指

導學生如何在科學中找到題材，進而分析、解構、條理後再以文字報導，培訓基礎科普傳播

人才。（09.15-16） 

5、辦理大一新生「實驗室衛生安全講習」，讓新生了解實驗室應注意之安全事項。（09.18）

安排大一新生參觀圖書館，由塗婉瑜助教帶領，圖書館人員協助講解，協助同學了解圖書資

源及使用方式。（10.01）  

6、協助大四同學進行研究所推甄作業，辦理「推薦甄試自傳寫作會」，由徐小燕秘書輔導參

加推薦甄試學生自傳之繕寫並予以修改指導。（09.20） 

7、郵寄「給新生家長的信」，包含選課小手冊、學系給予家長的建議等資料，希望主動聯繫，讓

新生家長能了解學系運作，藉以督促學生學習，建立良好的溝通。（09.25） 

8、配合心理諮商中心辦理大三同學「職涯探索」施測，以為同學規劃職涯之參考。（10.17）辦理

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活動。（11.13） 

9、辦理100學年度系友獎學金評選，物四吳柏毅同學獲得「呂坤全系友獎學金」，「游輝文系友獎

學金」獲獎同學為物三吳雪君，物二廖伶伶、徐嘉佑，分別有伍仟元獎勵。（10.29） 

10、辦理「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優秀學生」頒獎、餐敘活動。（12.7） 

11、辦理101學年度第二學期課程規劃說明以及選課輔導活動。（12.18） 

12、辦理工業技術研究院、清華大學材料科學工程學系參訪，並由晶元光電范進雍學長（77級），

分享「介紹 LED 產業及 LED 照明新發展」。（12.25） 

13、辦理大一導師、種子導師座談會。（102.1.4） 

（二）協助系學生會辦理迎新送舊活動，系友座談會、舉辦各項球類競賽等 

1、於R0601教室舉行「新生師長見面會」，透過近距離的接觸，使新生認識全系教師同仁，介紹

並引導新生各項學習遇到困難時，循求解決的途徑。（09.06） 

2、邀請校牧室陳啟峰牧師演講，「如何經營大學四年」，經由分享，協助新生適應大學生活，以及

建立充滿自尊、自信的大學生涯。（09.11） 

3、訂12月27日晚間辦理「月光園─系友座談會」，邀請鍾元良、許智亮等學長，與學弟妹們分

享工作經驗。（12.17） 

四、推廣與服務 

（一）推廣中小學之科學教育活動 

劉源俊教授、陳秋民副教授經常受邀於各中小學，科學教育館等，辦理各類演講及科學實做，並

參與科學活動策劃事宜。 

持續辦理高中來系參訪活動，桃園育達高中由文亭硯老師帶領，共計有 150 人來系參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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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講堂」，由陳秋民副教授接待，並簡介演喻教室近期製作之相關教具，演示教學示範：生活

中的物理。（11.03） 

3、由蕭先雄主任、陳秋民老師負責籌劃，與高中物理學科中心共同辦理「物理教學工作坊」，

於源流講堂舉辦，主題為「普通物理實驗的數位化」。（12.08） 

提昇系友服務之品質，增進系友之認同感 

1、系友聯繫：80 級系友許智亮、楊正宏等 10 餘人回母系重溫當年老師們的教學風範。活動

由蕭先雄主任介紹學系及系友近況，陳國鎮老師的身體狀況測驗，陳秋民老師的飄浮魔術，

讓系友們驚嘆連連。劉源俊老師詳述「源流講堂」的歷史典故，陳洋元老師話說當年修固態

物理及參觀中研院物理所的情景；系友們熱情寒暄，溫馨的場面，回憶著當年美好的景象。

（08.11） 

2、邀請系友講說，回系分享工作心得，學習經驗。 

3、關注系友動態，於系務會議中報告，另有重要訊息，提供學校相關單位連結報導。 

4、持續進行系友資料，畢業生名錄、碩士班就讀名單、學系大事紀等相關資料之更新！ 

 

※化學系： 

一、「專業能力培育，化學實驗與教學增能計畫」執行成果： 

(一)、教學實驗設備增能： 

1、101 年 8 月 8 日請購「加熱攪拌器」，9月 5日完成購置並提供「儀器分析化學實驗」課程

使用。 

2、101 年 8 月 13 日請購「酸鹼度計」，9月 21 日完成購置並提供「儀器分析化學實驗」課程

使用。 

3、101 年 9 月 4 日提請購置「表面積孔隙度分析儀」套組。含括「表面積孔隙度分析儀主機

體」、「樣品處理機」、「真空幫浦」及「數據處理及分析用電腦、印表機」，提供「材料化學」

課程用。11 月 20 日以完成交貨，並隨即進行裝置、測試作業期，能儘快提供搭配課程實際

利用氮氣進行低溫液氣相吸附，來量測奈米孔洞材料表面積、孔隙度及孔容積的數值，並比

較製程對材料微結構變化所帶來的影響之實驗實作使用。 

4、101 年 9 月 25 日提請購置「反射聚焦鏡座」套組，10 月 22 日完成購置。依裝置特性，安

排於「材料化學及專題研究」課程中，讓同學運用聚焦鏡座，配合紅外線光譜儀，收集漫射

光束進入分析儀，實際觀察吸附不同含氮氣體分子，對於觸媒材料酸性位置的吸附強弱來判

斷材料特性。 

5、101 年 9 月 25 日提請購置「高壓反應腔體」「溫度控制設備」，因配合課程拓展及加深教

學實驗內容，所需設備規格改變，已著手進行計畫執行內容更正申請，期能儘速於 102 年 1

月辦理採購。 

(二)、依學年課程進度，至 11 月底止，已執行購置 523,763 元實驗藥品及耗材，提供普通化

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儀器分析、物理化學等教學實驗課程及「大學部專題研究實驗」、

碩士班「專題研究」等特色課程實作使用。 

(三)、配合「專業能力培育，教學增能」，安排辦理各專業領域學術活動： 

1、101 年 8月 9 日與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共同於 G101 會議室舉辦「材料分析講習會」。

邀請輔仁大學化學系康佳正教授主講「表面電漿共振在拉曼光譜上的應用」、海洋大學生物科

技研究所黃志清教授主講「利用奈米材料搭配雷射脫附游離質譜儀於重金屬與生物分子檢測」、

文化大學化學系蘇平貴教授主講「表面分析儀及電化學分析儀於化學感測材料的分析與應用」

等三項化學材料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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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年 8 月 27 日與總務處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理組，於第一教研大樓 R0101 普仁講堂，

共同舉辦「101 學年度第 1學期實驗場所化學危害通識教育訓練」邀請陽明大學環安中心林

宴夙老師分享「實驗室化學品危害特性」、「化學事故案例」、「化學品安全管理」及「緊急通

報與應變防護」等多項實驗室安全議題。8月 8日請購「加熱攪拌器」，9月 5日完成購置並

提供「儀器分析化學實驗」課程使用。 

3、101 年 9 月 26 日舉行第 1場學術演講，邀請彰化師範大學化學系胡景瀚教授，講題：「自

由基之生物化學相關反應機制研究」。 

4、101 年 10 月 24 日舉行第 2場學術演講，邀請工研院材料與化工所蘇育央博士，講題：

「Synthesis of mesoporous silica and their applications 中孔洞矽材料研究與應用」。 

5、101 年 10 月 31 日舉行第 3場學術演講，邀請由中研院化學所邀約 India Madurai Kamaraj 

University 來台學者 Professor Seenivasan Rajagopal 蒞臨演講，講題：「Nanocatalysis 

on redox reactions」。 

6、101 年 11 月 21 日舉行第 4場學術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薛景中副研究

員，講題：「Nanoscale Imaging and Analysis of Organic Electronic Devices using Cluster 

Ion Beam」。 

7、預計 101 年 11 月 28 日舉行第 5場學術演講，邀請逢甲大學化工系陳逵佑助理教授，講題：

「有機薄膜電晶體」。 

 

二、「校舍節能減碳，實驗室通風及廢棄物暫存環境改計畫」執行成果： 

(一)、101 年 9 月 12 日購置廢棄物置放箱與廢液暫存桶，供教學及研究實驗室暫時存放有害

事業廢棄物，以使各實驗室均能符合環保、安全與衛生法令之基本實驗環境。 

(二)、101 年 11 月 15 日完成實驗室「抽氣櫃及藥品櫃通風改善」之購置及驗收，改善現有

實驗環境，改良實驗室通風及化學物質洩漏時緊急處理設施，確保實驗安全。 

 

※微生物學系： 

一、 系務及人事 

(一) 宋宏紅主任任期屆滿，新任系主任為曾惠中教授，任期為 101 至 103 學年度，本系

於 7月 31 日舉辦系主任交接典禮。 

(二) 101 學年度新聘輔仁大學醫學系陳彬芳教授擔任本系兼任教授，開授微四病毒學。 

(三) 完成專任助理教授升等副教授審查案及兼任助理教授資格審查案各一件。 

(四) 10 月 30 日進行「校長有約」座談。 

二、 招生 

(一) 101 學年各項招生入學狀況： 

大一新生共有 57 名(含申請入學新生 18 名)；二年級轉系生 1名、轉學生 3名及三年級轉學

生 1名；碩士班新生 9名；博士班新生 1名。 

(二) 碩士班招生方式檢討： 

102 學年度起招生分為三組，分別為「環境生態組」、「食品生技組」及「分子生物科技組」，

但學位不分組。 

三、 教學 

(一) 課程檢討及改進： 

1. 本學期共有普通生物學及普通微生物學(二)等課程獲得教學助理補助，另有普通微生物

學實驗、普通生物化學實驗及微生物遺傳學實驗獲得補救教學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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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月 11 日完成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大學部書報討論課前問卷施測及統計，12 月至 1月間

則進行大學部及碩博士班期末問卷施測，以作為書報討論實施方式檢討之參考。 

3. 9 月 18 日進行大學部二年級及三年級學生學習成效問卷施測。 

4. 配合 102 學年度起碩士班招生分組之變革，將進行碩士班專業選修課程架構之檢討，並

同時修訂課程暨職涯進路地圖。 

(二) 教學改善計畫： 

本系獲得 101 學年第一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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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自 101 學年度開始大學部招生分為「生物科技組」

和「應用微生物組」兩組，為因應分組招生，特將本系所有專業選修課群整合為兩組之專業

選修課程，本學期先針對「生物科技組」之專業選修課程(9 門專業知能科目及 2門專業技能

實驗課)，進行課程發展的討論與改進之系列活動，預計舉辦三場生物科技系列演講及一場業

界專家座談，收集企業、教學與學習各方對「生物科技組」課程成發展的改進意見，以作為

本處課程未來修正方向的參考，目標為擴展學生對生物科技領域的視野，連結職場，並協助

同學提早規劃未來的自我學習與就業選擇。 

1. 10 月 23 日舉辦第一場演講，主講人為雙美生技公司謝達仁總經理(本系大學部 74 級系

友)，講題為「生技產業發展現況並探討如何與學術界緊密連結」。 

2. 11 月 13 日舉辦第二場演講，主講人為上海複宏漢霖生技公司劉世高總裁(本系大學部 73

級系友)，講題為「單株抗體產業」。 

3. 11 月 27 日舉辦第三場演講，主講人為益生生技公司陳子智總經理(本系大學部 73 級系

友)，講題為「淺談 2011 年諾貝爾生醫獎：微生物與癌症疫苗佐劑」。 

4. 11 月 13 日舉辦「微生物學系教師與業界專家座談」，邀請益生生技公司陳子智總經理、

雙美生技公司謝達仁總經理及太景生物科技公司營運部薛博仁副總經理與本系教師進行產與

學座談，討論「生物科技組」現行規劃之課程與各科目教學目標可改進之處。 

(三) 學位考試相關： 

1. 11 月 15 日及 22 日舉辦碩士班論文宣讀，通過者可於 12 月下旬提出本學期學位口試申

請，1月 15 日以前舉辦學位口試。 

2. 12 月 19 日及 21 日舉辦 101 學年度博士班資格考核筆試。 

五、 研究及學術交流 

(一) 教師執行研究計畫及團隊合作： 

1. 101 學年度全系教師共執行 10 件研究計畫，其中國科會 5件(含 1件特色發展計畫)、勞

委會勞研所計畫 1件、台北市環保局計畫一件及產業界合作計畫 1件，總經費為 7,687,000

元。 

2. 本系獲國科會私校特色研究計畫補助，計畫名稱為「醫療用藥物污染環境之復育研究」

申請案，執行期限為 101 年 8 月 1 日至 103 年 7 月 31 日，本項整合型計畫共有七位專任教師

參與。 

(二) 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1. 張怡塘副教授率博士班研究生周希瓴同學於 9月 9日至 13 日出席澳洲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lleng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

並發表會議論文。 

2. 張碧芬教授率碩博士班研究生於 9月 19 日至 24 日出席日本國際研討會「The 2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Mivrobial Ecology (JSME 2012)/The 24th Japan-Korea 

International Sumposium on Microbial Ecology」，並發表會議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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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優良研究成果： 

本系總計 5位教師獲得國科會 101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研究傑出獎勵。 

六、 輔導 

(一) 各年級新生相關： 

1. 完成 101 學年度「微生物學系新生手冊」的設計與印製。完成微生物學系新生手冊，以

提供在學期間的社群活動紀錄之用。 

2. 8 月中旬寄發「給大一新生家長的信」，簡述微生物學系的教學理念、學生輔導和未來就

業等資訊。 

3. 配合本校 101 學年度新生第一哩活動，分別安排下列主題之課程或活動： 

(1) 9 月 4 日上午進行學系簡介、導師制度介紹及課程規定說明，並由微三學長姐及本年度

應屆畢業學解現身說法分享選課經驗及大學生活心得；當天中午同時安排導生導師聚餐，進

行座談。 

(2) 9 月 7 日下午進行新生家長座談，共有 22 位家長出席，除進行本系簡介之外，並安排各

導師與家長茶敘，座談會後則參觀實驗室，讓家長瞭解子弟學習環境。 

3. 8 月 30 日舉辦碩士班新生選課討論會，各指導教授就輔導新生選課情形交換意見。 

4. 9 月 3 日舉行 101 學年度轉學生入學選課輔導，並發出轉學(系)生手冊。 

 (二) 導師會議、導生活動及團體輔導活動： 

1. 9 月 11 日系務會議商討本系亞斯伯格症及特殊情形同學之現況及輔導原則。 

2. 系學生會於 9月 21 日至 23 日舉辦迎新宿營。 

3. 10 月 2 日主任與修讀雙聯學制學生家長會談，交換學生修課意見。 

4. 11 月 13 日由心理諮商中心協助進行舉辦大一身心適應問卷施測，並於 102 年 1 月 8 日

召開全系導師會議，由心理諮商中心說明施測結果分析。 

5.  系學生會於 12 月中旬舉辦全系聯合導生會議，邀請全系教職員生參與活動，凝聚師生情

誼。  

6. 12 月 11 日舉辦「101 年度暑期實習心得分享暨 102 年度實習申請說明會」，參加對象為

大學部二至四年級同學。 

7. 主任率導師及秘書出席 12 月 12 日理學院舉辦之院導師會議，內容主要為主題式講演「了

解自傷(殺)防治的重要性及自傷(殺)防治的概念」。 

8. 12 月 18 日舉辦耶誕聯誼茶會，參加人員包括本系教職員及各研究室學生。 

(三) 菁英教育： 

大學部王奇均及蕭景洲同學 8月起赴美國普渡大學生物科學系修讀雙聯學制課程。 

(四) 產學實習： 

8 月完成 100 學年度暑期實習學生狀況及實習單位訪視，並自 101 學年度起正式開設 2學分

之「產學實習」選修課程。 

七、 服務 

(一) 教師依專長領域提供社會服務或擔任校外委員或專家： 

1. 教育部各級學校自然或生物相關課程之教科書的審查委員。 

2.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委員、台北市政府衛生局審核委員。 

3. 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科技諮詢專家。 

4. 十餘種 SCI 國際期刊的審查委員及藥物食品分析期刊編輯委員。 

5. 黃顯宗教授擔任政治大學通識教育委員會委員。 

6.  張怡塘副教授受邀擔任「新北市政府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推動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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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宋宏紅教授擔任新竹高中「101 年度種子教師研習：免疫學教學與疑難問題研討」主講

人。 

(二) 本系 86 級校友陳褕(現任拜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於宜蘭生技廠籌設

台灣第一座微生物主題博物館「菌寶貝博物館」，並委請本系李重義副教授協助規劃。為彰顯

產學合作，於8月24日邀請潘維大校長蒞臨與拜寧公司董事長王振祥博士共同主持揭牌儀式，

宜蘭縣立蘭陽博物館秘書鄒品為亦到場致意。儀式結束後，校長、本系前主任宋宏紅教授及

李重義副教授等一行人參觀博物館及 DIY 體驗活動，並與王董事長商談未來加強產學合作事

宜，雙方相談甚歡，期許未來能於就業或產學合作更緊密的結合、互動與交流。 

(三) 本系與東南科技大學簽約進行臺北市環保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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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配合本項計畫，張怡塘副教授率學生出席 8月 11 日由台北市環保局舉辦之「守護河川，

台北市河川巡守隊誓師典禮」。本次活動在台北市中崙高中舉行，主要目的是以東南科技大學

為平台，結合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關渡自然公園、木柵高工、明興里、大理高中、基隆河

錫口、河川趴趴走俱樂部、久如社區發展協會、環保星勢力、貴仔坑溪、中華民國海上救生

協會、雙溪河、松山、大稻埕及敦煌水環境巡守隊等團體，組成 16 隊共 343 位河川巡守義工，

巡守淡水河流域包括景美溪、新店溪、雙溪河、基隆河及淡水河本流等河川。會中共同宣示

守護河川的愛心與熱情，並由環保局副局長親自授予「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水環境巡守隊」

隊旗，會後並接受公民記者採訪，說明本系師生推動雙溪河川巡守過程，主要是藉由學生每

學期實際參與監測水質、生菌數與底棲生物，強化及推廣河川保育觀念。 

2. 9 月 8 日由環保局舉辦「護溪淨溪動起來」活動，除邀請民眾一起淨溪外，並安排本系

師生解說河川底棲生物，教導民眾如何判別水質汙染的程度；主任亦到場為同學加油打氣，

並有多家新聞媒體報導本項活動訊息。 

3. 11 月獲台北市環保局頒發 101 年度北市水環境巡守隊評比第一名。 

八、 系友聯絡 

積極建立系友聯絡網，並向於各界任職之系友爭取提供在校同學暑期實習的機會。 

九、 人員訓練 

實驗室安全相關： 

1. 全系助教、研究助理、研究生及大學部論文生出席 8月 27 日本校環安衛教育訓練。 

2. 10 月 5 日舉辦本學年度環安衛教育訓練補考。 

3. 11 月舉辦本學年度 P2 生物安全實驗操作教育訓練。 

成長學習相關： 

1. 主任於 8月 26 日至 28 日出席人事室「101 學年度一級主管暨學系主任知行營」。 

2. 秘書出席 9月 17 日研究發展處「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 101 年 10 月表冊填表說明會」。 

3. 秘書出席 9月 28 日研究發展處「102 學年度預算編列作業討論會議」。 

4. 秘書出席 10 月 3 日秘書室「新聞採訪寫作教育訓練」。 

5. 秘書出席 10 月 16 日教務處選課檢討會議。 

6. 秘書出席 10 月 17 日學生事務處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學系檢討會。 

7. 秘書出席 10 月 17 日國際處「陸生暑期研習班學院說明協調會」。 

8. 秘書出席 11 月 9 日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計畫填報說明會」。 

9. 主任、秘書及系學生會出席 11 月 12 日推廣部「暑期營隊說明會」。 

10. 秘書出席 11 月 14 日電算中心「網路著作權」教育訓練課程。 

11. 秘書出席 11 月 14 日教務處「選課檢核條件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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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秘書出席 11 月 21 日社會資源處「畢業生對母校暨就業滿意度調查問卷系統」教育訓練

課程。 

12. 秘書出席 11 月 30 日人事室「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說明會」。 

 

※心理學系： 

一、教學方面： 

開設應用領域實習課程： 

諮商心理學領域：安排 3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至「東南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東吳大

學心理諮商中心」及「華梵大學」，進行半學期的「諮商兼職實習」，學生透過實習以獲得實

務經驗。安排 3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分別至「亞洲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組」、「華梵大學」及

「環球科技大學」，進行全時的「諮商駐地實習」。 

臨床心理學領域：安排 3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1位碩士班四年級的學生至「國防部三軍總

醫院」與「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台北院區兒童發展評估暨研究中心」，進行每週半天的「臨床

心理實務與實習」，學生可以瞭解並學習各種心理疾患診斷之實際運用，並藉此增加更多的臨

床實務經驗。安排 3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至「台北榮民總總醫院」進行全時的「臨床駐地實

習」。 

工商心理學領域：101 年 11 月 8 日於 B013 舉行工商組碩士班研究生暑期實習心得發表，主

持人為汪曼穎老師，邀請暑假期間至業界實習的 6位研究生 3位大學部學生，針對暑期實習

心得及研究進行發表，共 20 位師生參與活動。 

獲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計畫名稱為「101 學年度心理學系

課程實務及應用教學改進計畫（一）」，補助金額為 119,918 元，共有朱錦鳳、汪曼穎、徐儷

瑜、張本聖等四位教師參與，於 12 月 30 日前執行完畢並提交相關成果報告。 

獲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東吳大學教師專業社群」補助，計畫名稱為「精進教學及研究專題

講座」，補助金額為 47,800 元，共有朱錦鳳、汪曼穎、徐儷瑜、張本聖、張建妤等五位教師

參與，於 12 月 30 日前執行完畢並提交相關成果報告。 

因應本校各類教學輔導相關事務，召開各類研議會議： 

101 年 10 月 16 日（二）舉行本系學業關懷說明會，邀請註冊組、心諮中心及系統人員為老

師們說明學業關懷系統。 

101 年 10 月 22 日（一）舉行「101 學年度第 2學期教學改進計畫申請」討論會。 

101 年 10 月 23 日（二）舉行本系「genetic counseling 研擬小組」討論會。 

101 年 10 月 29（一）舉行本系「103 陸生暑期研習班（4+1）」討論會議。 

本系畢業生及隨班附讀生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通過高普考及特考情形如下： 

臨床心理師：碩士班 98 級畢業生宋祖駿、碩士班 101 級畢業生黃啟偉、謝明裕。（101 年第

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諮商心理師：碩士班 101 級畢業生陸玉佳、蘇彥睿、劉立慈、推廣部隨班附讀生黃曉芳。（101

年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二、研究方面： 

專任教師申請通過之研究計畫：國科會研究計畫共 4件（其中 1件為多年期計畫）、教育部「強

化台灣特色之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之基礎應用人才培育中程計畫－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力及

專長培育計畫」1件、考選部研究計畫 1件。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心理學研究倫理審議會議」，審核心理實驗研究者是否有違反研究倫理

規範準則（101 年 9 月 11 日審議案件 13 件、12 月 4 日審議案件 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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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積極參與國際學術活動： 

101 年 07 月 17 日至 07 月 21 日王叢桂教授赴南非共和國參加 IACCP 國際跨文化心理學會議

(IACCP 2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101 年 10 月 26 日至 101 年 10 月 28 日汪曼穎老師前往日本出席「第十四屆東亞語言處理國

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101 年 12 月 20 日至 22 日王叢桂老師赴馬來西亞參加「A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Cultural Psychology Conference 2012 (AAICP 2012)」並發表論文。 

獎勵本系學生參與學術研討會： 

101 年 7 月 20 日至 14 日本系師生參加「2012 生產力與效率學術研討會」，並發表口頭論文 1

篇。 

101 年 10 月 13 日至 14 日本系師生赴亞洲大學參加「第 51 屆台灣心理學年會」，本屆大會主

題為「心理學家對產官學界的影響力」，本系共發表口頭論文 1篇，壁報論文 3篇。 

舉辦學術活動： 

101 年 10 月 26 日（五）13：30 至 15：20 於 J203 會議室舉行專題演講，講題為「腦造影技

術在諮商臨床上的應用：以同理心、靜坐與網癮為例」，主講人為林錦宏講師（交通大學-生

醫電子轉譯研究中心/中國醫藥大學-生醫工程研發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由李瑞玲老師主

持。 

101 年 11 月 13 日（二）13：30~17：30，於綜合大樓 B711 教室，舉辦「心理生理資料紀錄

與資料分析」工作坊，邀請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唐大崙教授及國揚儀器工程師，簡介測謊

及藍芽生理回饋儀，由汪曼穎老師主持。 

101 年 12 月 21 日（週五）、101 年 12 月 29 日~101 年 12 月 30 日（週六、日），於第一教學

研究大樓普仁堂，舉辦「2012 應用心理與實務研討會—電子商務使用者經驗研究與設計」，

活動以研討會及工作坊形式呈現。會中將邀請兩岸學者及實務工作經驗者，共同參與及研討，

增進兩岸相關領域產學互動。 

日期 演講主題 主講人 

101/12/21

（五） 

工作坊 I：Cognitive Solution 

to Universal Design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系盧禎慧副教授

台灣原生教育協會設計總監 侯宗佑 

101/12/29

（六） 

2012 應用心理與實務研討會—

電子商務使用者經驗研究與設

計 

兩岸學者及實務工作經驗者 

101/12/30

（日） 

工作坊 II：服務設計與創新 
台灣大學心理系葉怡玉教授 

廣達研究院使用者經驗研究員 朱慶凡 

工作坊 III：你被設計了：探勘

與運用使用者的心智模型 

浩鑫科技 設計師 吳亞軒 

使用者經驗研究員 高芷彤 

工作坊 IV：流不流暢有關係-產

品分析與重新設計 

東吳大學心理系汪曼穎教授 

圓剛科技使用經驗設計中心 戴守國主

任 

三、輔導方面： 

繼續施行雙軌導師制度，以全系導師費聘任具諮商心理師資格的余振民老師擔任系專業導師，

針對學生生活適應及困擾提供協助。各班並另外安排一位專任老師擔任班級導師，負責協助

同學面對課業學習及生涯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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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 9 月 3 日至 9月 7日辦理 100 學年度「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學系時間相關活動。 

101 年 9 月 11 日至 10 月 16 日於每週二安排「導生聊天室」時間，由專業導師與大一新生及

轉學生分組晤談，期待能拉近學生與專業導師之間距離。今年並另外新增「主任有約」時間，

系主任與大一新生、轉學生及轉系生與個別或團體晤談，以瞭解學生狀況及需求。 

101 年 10 月 30 日舉辦「主任有約-研究生探索潛能」。 

完成本系「清寒上進獎學金」及「工商心理學獎學金」申請審查。 

與本校心理諮商中心合作舉辦各類輔導活動： 

101 年 10 月 2 日舉辦全系導生會，由余振民老師主持，邀請系上三位同學對於「學業、社團、

大學生活」進行分享。 

101 年 10 月 16 日舉辦大一導生會，由朱錦鳳主任帶領學生進行自我探索。 

101 年 11 月 13 日舉辦大四導生會演講─新鮮人就業趨勢及職涯規劃，由張建妤老師主持，

晉麗明講師帶領學生進行職涯規劃與就業力探索。 

101 年 11 月 20 日舉辦大三導生會，由張本聖老師為學生進行心理、諮商、臨床相關發展介

紹。 

101 年 11 月 20 日舉辦大二導生會演講─醒來的淚光，由楊牧貞老師主持，李克翰講師來為

學生進行演講。 

101 年 10 月 23 日舉辦「師生交流-100 萬個為什麼」，以全系師生為主，藉由活動讓老師瞭解

學生學習狀況及需求，學生也能對老師及系上課程有更進一步認識。 

101 年 12 月 18 日於 J203 會議室舉行 101 學年度大一導師會議。 

101 年 12 月 26 日於戴氏基金會舉辦優秀學生頒獎典禮暨全系聖誕餐敘。 

輔導系學生會及碩士班舉辦各類活動： 

101 年 7 月 3 日（二）上午 9: 30～下午 1: 00，在雙溪校區 B013 會議室，舉行 101 學年度

碩士班新生座談會，會中介紹與本系研究生相關的各項規定及辦法，並藉由此機會讓新生可

在開學前提前與教師及學長姐們有進一步的交流機會，本次共有 10 位新生及 30 位師生出席

座談會。會後諮商組李瑞玲老師邀請 98 級畢業陳亦鋒學姐，分享諮商領域工作與心理師證照

考試之經驗談。 

101 年 7 月 28 日中午 11 點半假海霸王餐廳舉辦「心食代大酒店」系友會活動，朱錦鳳老師

代表參加，並順利推選出新任系友會會長，由第 17 屆錢國倫學長擔任。 

系學生會於 101 年 8 月 15 日及 18 日分別舉行北、中、南三場分區迎新活動，並 101 年 8 月

27 日至 29 日於龍門露營地舉行「第 23 屆迎新宿營」，共有 24 名新生參與宿營，藉此讓新生

於開學前先認識學長姐，降低入學的焦慮及陌生感，並增加對系上的認同感。 

101 年 9 月 5 日召開研究生會議，共 16 位研究生參加，推舉研究生及研究室室長代表，由碩

一 D組李汶哲同學擔任。 

系學生會於 101 年 9 月 18 日舉行學代會議，以各年級 2位學生為代表，審核今年度系學會預

算與活動企劃，並於 101 年 9 月 25 日在國際會議廳舉行「心理系第 23 屆系員大會」，藉此讓

系上成員了解今年系學生會相關活動，並增加對系上的認同感。 

101 年 9 月 25 日系學生會於國際會議廳召開系員大會，公布上一學年度經費使用情況及傳達

本學期活動時程及內容。 

101 年 10 月 19 日（五）19：00 碩士班於舉辦迎新活動。 

101 年 10 月 23 日系學生會舉辦「師生交流-100 萬個為什麼」，以全系師生為主，藉此讓老師

瞭解學生學習狀況及需求，學生也能對老師及系上課程有更進一步認識。 

101 年 11 月 20 日於 J203 會議室進行「主任與系學會餐敘」，藉此瞭解學生對課程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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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針對學習需求交換意見。 

101 年 11 月 20 日於 J203 會議室進行「主任與心理營營本餐敘」，認識心理營營本幹部，並

討論籌辦相關問題及需要協助事項。 

101 年 12 月 2 日系學生會舉辦系遊「愛麗絲夢遊仙境之有洞就跳哪是哪」，地點為淡水老街，

藉此增進系上學生感情。 

101 年 12 月 17 日至 22 日系學生會舉辦心理週，並於 12 月 19 日舉行心理之夜活動。 

東吳大學第八屆全國高中生心理營「望心航空」開始報名，舉辦時間為 102 年 2 月 3 日至 2

月 6日止 ，共四天三夜，預計招收 66 名高中生。 

四、服務方面： 

教師依專長領域提供社會服務，支援各機關學校（如考選部、台北市政府、張老師基金會、

國家文官培訓所、勞工局、職訓局等等）所舉辦之心理學相關專題演講、教育訓練或推廣講

座、行政院衛生署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教育訓練講師、考選部考選專業能力訓練講座、行政院

勞工委員會職訓局職業訓練師資教學專業訓練。 

專任教師擔任董 、 理監事、 諮詢、顧問、委員、兼任研究員或兼任輔導員：台灣臨床心理學

會評議委員、中華民國臨床心理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教育訓練委員會委員、董氏基金會心理衛

生組諮詢委員、台北榮總兼任副研究員（不支薪、不占缺）、財團法人普仁青年關懷基金會、

台北市家長協會、國家科學委員會委員、本土心理學研究與教學委員會召集人、台北市家長

協會監事、中國測驗學會編輯委員、考選部諮詢委員、公務人員保訓會諮詢委員或審查委員、

考選部高考命題閱卷及口試委員、考選部心理測驗推動小組、警政署諮詢委員、國家教育研

究院考試委員、中華多元智慧發展學會理事。 

支援招生組辦理高中宣傳活動： 

日期 對象 地點 支援教師 

101/10/3（三）2：00-4：00 清水高中 台中 邱耀初老師 

101/11/2（五）3：00-5：00 桃園高中 桃園 徐儷瑜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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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 學術活動 

一、本院法律學系公法研究中心與經濟部貿易調查委員會，於 10 月 2 日（周二）上午 9時至

下午 5時假 1705 會議室合辦「101 年經濟行政法制實務研討會」。 

二、本院法律學系公法研究中心於 10 月 17 日（周三）下午 15 時 30 分至 17 時 30 分假 1104

會議室舉辦「東吳公法論壇【第 28 回】」。 

三、本院法律學系公法研究中心與法務部，於 10 月 26 日（周五）下午 14 時至 17 時假 5211

會議室舉辦「行政執行法即時強制專章應否廢除研討會」。 

四、本院法律學系公法研究中心於 11 月 2 日（周五）下午 14 時至 17 時假 5117 會議室舉辦

「東吳第 28 回公法裁判研究會」。 

五、本院法律學系公法研究中心於 11 月 8 日（周四）上午 9時至下午 17 時假 5211 會議室舉

辦「101 年度稅務實務法制研討會」。 

六、本院法律學系公法研究中心於 11 月 2 日（五）假 1104 會議室舉辦第 34 回公法論壇。 

七、本院法律學系財經法研究中心於 11 月 29 日（周四）上午 10 時至 12 時假 1104 會議室舉

辦「預防法學概念與法律遵守機制之建構(以財經法案例切入介紹預防法學與法律遵守計

畫之概念」，黃銘傑教授主講。 

八、本院法律學系財經法研究中心於 12 月 7 日下午 15 時 30 分至 17 時 30 分假 1104 會議室

舉辦「東吳公法論壇【第 29 回】」。 

九、本院法律學系於 12 月 28 日（周五）上午 9時在 2123 會議室舉行「2012TAIPEI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2012 年國際法暨比較法研討會）」。 

十、本院法律學系公法研究中心與行政法學會於明年（2013 年）1月 19 日在 1705 擬舉辦「行

政法年度研討會」。 

◎ 兩岸活動 

一、大陸法律碩士在職專班三年級共 20 位同學，於本年 9月 1日至 9月 9日前往北京大學法

學院進行研習，研習課程包含民法、刑法、行政法、公司法、刑事訴訟法等五科，本次

活動將由王煦棋副院長帶隊，溫靜逸助教協助共同前往。 

二、8月 6日北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張海徵老師來訪，由洪家殷院長親自接待，並轉達該院

系與東吳法學院系加強交流的意願。 

三、洪家殷院長與林三欽副院長於 9月 14 日至 16 日應北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邀請前往北京

參加「兩岸和平發展法學論壇」，並發表論文。 

四、院洪家殷長於 9月 18 日至 21 日應上海華東政法大學邀請前往上海參加「第三屆海峽兩

岸法學院校長論壇」，並發表論文。 

五、本院與雲南大學法學院共同於 10 月 19 日（週五）下午 15 時 30 分舉辦「兩岸法學教育

現狀與發展趨勢」座談會」，當天由洪家殷院長、楊雲鵬主任擔任主持人者，此次參與座

談會發表的老師有洪家殷院長、楊雲鵬主任、林三欽副院長、黃積虹主任、仇永勝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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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奕華老師、徐建平老師、成永裕老師及高巍老師，與會老師有管士寒老師、汪雄濤、

周彧老師、白綸老師、聶宇軒老師、董曉松老師、陳雯老師、黃菏老師、田瑞華老師、

周文老師、徐建平老師、黃陽壽老師、成永裕老師、洪秀芬老師、王乃彥老師、黃心怡

老師、胡博硯老師、范文清老師，會中就兩院法學院基本情況及管理體制、法學本科與

碩士研究生培養方案介紹、法律學人的素養與技能及法律實訓實踐課程在法學教育中的

意義等議題予以研討與交流，\在潘維大校長以風趣的結語為本次座談會劃下完美的句

號。 

六、10月19日（周五）上午10時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院東亞法學研究中心創辦主任Charles 

Irish 教授與何婉君老師陪同來院參訪，就兩院交流與交換學生事宜等予以商談。並於

上午 11 時～13 時於 R1705 會議室威斯康辛大學 Charles Irish 教授演講，講題：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and the new Regional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RCEP): Implications for Taiwan，即探討「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以及新的「全面

性經濟夥伴協議」對台灣的衝擊及影響。由於 Prof. Irish 長期以來為威斯康辛大學法

學院（graduate programs）委員會之核心成員，且致力於推動威斯康辛大學法學院與東

亞國家法律發展之交流，對台灣之法律發展與法學教育現況有深刻之研究與瞭解。 

七、本院洪家殷院長、王煦棋副院長與陳虹淑秘書於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 日前往蘇州大學法

學院參訪，就兩院合作交流與百年院慶規劃事宜予以商談。 

八、本學期共有 35 位大陸師生到院研習，為近年來最多的一次，大陸師生選修各項課程。11

月 7 日（周三）下午 1時在 1104 會議室將舉辦成果研習發表會。 

九、11 月 8 日（週四）上午 8時 30 分，魯東大學法學院徐永祝副校長、于大水法學院院長

及學校科學技術處處長來訪，由洪院長接待，于大水院長並表明擬與本院簽訂學術交流

協議。 

十、11 月 13 日（週二）上午 10 時整，人民大學法學院莫于川教授來訪，並與公法研究中心

老師座談，座談題目：分享、合作、發展—大陸行政法轉型發展的路向與特點。 

十、11 月 19 日（週一）上午 9時中正大學施慧玲教授與日本名古屋大學松浦好治教授來校

訪問，校長邀請洪院長與何佳芳老師一同接待，就名古屋大學獲日本政府補助進行 7年

的全英語授課博士班 Asian Leadership 發展計畫予以交流，希冀本院能加以推廣。 

十一、12 月 5 日（週三）下午 16 時 30 分，R1106 會議室中山大學法學院徐忠明院長、黃瑤

副院長、丁利副院長、于海涌教授及鄭立維秘書組團參訪，擬與本院簽訂學術交流協

議，由洪家殷院長、成永裕老師、黃陽壽老師、胡博硯老師一同接待，晚上 18 時於三

軍軍官俱樂部設宴款待。 

十二、12 月 6 日（週四）上午 9時 30 分，溪區 D1005 會議室，中國政法大學馮世勇副校長

來訪，國際處邀請王煦棋副院長一同接待。 

十三、12 月 10 日（週一）下午 15 時 30 分「暨南大學-國際籍港澳台僑事務交流學習團」來

本校參訪，副校長邀請洪院長與王副院長一同接待。 

十四、12 月 12 日（週三）下午 14 時整於 R1104 會議室，北京大學法學院陳瑞華教授一行來

訪，由洪院長與刑事法研究中心老師一同接待與座談。 

十五、12 月 17 日（週一）上午 9時 30 分，溪區 D1005 會議室，中國政法大學校務委員會主

席石亞軍教授來訪，國際處邀請王煦棋副院長一同接待。 

◎ 重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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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年 8月 1日洪家殷教授新任法學院院長兼法律學系主任；王煦棋教授新任法學院副院

長、林三欽教授新任法學院副院長兼法律專業碩士班主任；本學年度新聘專任教師王乃

彥副教授及周伯鋒助理教授。 

 

二、本學系 101 學年度各研究中心主任名單如下，敬請參考。 

研究中心 歷屆主任名單 任期 

公法研究中心 陳清秀老師 
101 年 8 月 1 日-103 年 7 月 31

日 

刑事法研究中心 林東茂老師 
101 年 8 月 1 日-103 年 7 月 31

日 

民商法研究中心 鄭冠宇老師 
101 年 8 月 1 日-102 年 7 月 31

日 

英美法及比較法研究中心 姚思遠老師 
101 年 8 月 1 日-102 年 7 月 31

日 

梁鋆立國際法研究中心 鄧衍森老師 
101 年 8 月 1 日-103 年 7 月 31

日 

財經法研究中心 洪秀芬老師 
101 年 8 月 1 日-103 年 7 月 31

日 

中國大陸法律研究中心 黃陽壽老師 
101 年 8 月 1 日-103 年 7 月 31

日 

三、法學院佳音頻傳，恭喜三位老師，本院系全體師生同仁同感榮耀。 

  ◎李玲玲老師榮獲本校 100 學年度「傑出教師」，為東吳法律系系友，在本院系任教多年，

受學生愛戴及歡迎。 

  ◎李貴英老師、莊永丞榮獲本校「101 年度特殊優秀人才獎」並獲得獎助。 

四、林誠二老師、李玲玲老師、蕭宏宜老師榮獲本校 100 學年度「熱心導師」，並獲獎牌一座，

恭喜三位老師，也感謝導師們的付出與貢獻。 

五、本院系於 9月 2日（週日）舉辦 101 學年度法學院系專任教職員情誼交流之旅。本院洪

家殷院長與林三欽副院長邀請全體專任教師暨行政同仁前往苗栗蓬萊溪步道健走行，到

戶外呼吸有益身心的芬多精，元氣滿滿迎接新學年。 

六、10 月 17 日（周三）78 堂舉辦學士班五年級系會時間，邀請鄭淑燕律師(明道聯合法律事

務所、東吳大學法律學系碩士班財經法組畢業、文化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演講「法律人

的出路暨律師執業甘苦談」。 

七、本次「2012 年理律盃校際法律系所學生模擬法庭辯論賽」由本院與理律文教基金會、東

吳大學法學院與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共同主辦，賽務指導老師為林三欽副院長及侯瑞媛

老師，隊務指導老師則為洪秀芬老師及何婉君老師，本次比賽本系榮獲第三名季軍，本

院同感榮耀，並感謝指導老師們的付出與辛勞。 

八、本次「2012 年模擬律師事務所暨模擬法庭辯論賽」於 10 月 28 日進行最後決賽-第二次

言詞辯論，洪院長受邀致詞，比賽圓滿順利完成，也感謝主持老師黃陽壽老師、成永裕

老師、黃心怡老師及何佳芳老師的付出與辛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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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次由本院與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主辦「2013 傑賽普國際模擬法庭辯論賽」，研習營時

為 2012 年 10 月 28 日，洪院長受邀致詞，鼓勵參賽學員秉持歷來東吳法律認真踏實的精

神，努力爭取榮譽。台灣區初賽則為 2013 年 2 月 18 日至 24 日。 

十、本院於 11 月 21 日（周三）下午 15 時 30 分於 R1104 會議室舉行導師會議，本校心理諮

商中心將邀請華人心理治療研究發展基金會臨床廖怡玲心理師進行「「面向陽光、珍愛生

命」自我傷害防治講座」（建立輔導角色共識，強化學生事務處與教學單位間的合作，另

藉由主題式講演以了解自殺防治的重要性及自殺防治守門人的概念，協助教師在輔導學

生的過程中能夠更順利），邀請全體專任教師一起參加。 

十一、本院於 11 月 24 日（週六）下午 2 時至 3 時於 R1705 實習法庭舉辦法律專業碩士班以

及碩士在職班法律專業組的招生說明會；同日下午 3 時開始，碩士在職專班跨國商務

法律組亦舉行招生說明會。 

十二、本院於 12 月 5 日（周三）78 堂舉辦學士班三年級系會時間，邀請張婷婷學姐(海基會

經貿處組員)演講「態度決定一切」。 

十三、本院於 12 月 12 日（周三）78 堂舉辦學士班四年級系會時間，邀請葉惠燕檢察官(東

吳大學法律學系夜 81 畢、碩士在職專班科技法律組第一屆畢業、87 年司法特考及格、

司法官訓練所第 39 期 90 年分發至台北地檢署)演講「司法職涯分向」。 

十四、本院於 12 月 19 日（週三）下午 16 時 30 分至 17 時 30 分假 1106 會議室舉行「大一導

師會議」。 

十五、本院於 12 月 28 日（週五）下午 5 時整假 R1104 會議室召開「法學院第三屆院友會理

監事會」，會中將進行「確認第三屆院友會理、監事名單」、「選舉新任理事長、常務理

事」、「辦理新、舊任理事長交接」及「聘任副理事長、執行長及三項院友委員會主任

委員（活動委員會、服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等流程，會後敬備晚餐訂於延平南路

三軍軍官俱樂。 

十六、本院法律專業碩士班謹訂於明年（2013 年）1月 26 日（週六）上午 10 時 30 分假游藝

廣場舉辦「2013 法碩乙院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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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商學院 

一、 山東大學 EMBA 一行 16 人於 8 月 22 日至本院參訪座談及上課，由企管系翁望回老師針

對「台灣企業的創新和轉型」主題進行專題演講，課後假台北花園酒店與本院 EMBA 班

同學進行交流餐敘。 

二、 8 月 30 日山東省濟南工商團赴台考察團一行 19 人至本院進行座談，並就企業與信用等

相關議題進行討論。 

三、 9 月 23 至 26 日本院詹院長邀請 AACSB 認證顧問 Dr. Terry Maness (Dean, Hankamer 

School of Business, Baylor University)蒞院訪視，本院就 Standards Alignment Plan

計畫書內容(Process Report)及學生學習成效(Assurance of Learning)等主題進行簡

報說明，Dr. Terry Maness 亦針對 standard9、10 中 AQ、PQ 之定義，大學部及碩士班

學生學習成效(Assurance of Learning)之衡量及 Standards Alignment Plan 計畫書中

須修正之重點提供修改建議及意見交流，本院將就上述相關內容進行修正更新，預計於

今年年底繳交認證 Standards Alignment Plan 計畫書。 

四、 9 月 28 日福建師範大學社會科學處張華榮處長、經濟學院李建建院長、海外教育學院林

勝勤客座教授及中華亞太中小企業經濟合作促進會林秀珍理事長至本院參訪座談，洽談

相關合作事宜，會後於新葡苑餐廳進行餐敘，並邀請潘校長蒞臨，共同餐敘交流。 

五、 10 月 16 日舉辦「2012 海峽兩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邀請大陸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

首都經貿大學、武漢大學經濟與管理學院、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南京理工

大學商學院及東吳證券等共計 27 位教師學者與會，進行 9 場次論文發表。開幕典禮邀

請本校潘維大校長、馬君梅前副校長及校友總會唐松章理事長等師長開幕致詞，並安排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理學院陳繼勇院長、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權小鋒副教授及本院經濟系

傅祖壇教授發表三場精闢演說；此次研討會共發表 36 篇論文，計有二百餘人之專家學

者及師生與會，場面盛大隆重，會後並安排相關交流及參訪活動。活動結束後，進一步

與首都經貿大學進行協議書簽訂事宜，更具體展現本次研討會之成果，且南開大學也將

派行政人員蒞臨本院，學習行政事務之管理經驗，顯示本院於活動之規劃與安排上深獲

來訪各校高度肯定。 

六、 東吳之友會長 President Edward Rada 於 10 月 21-26 日來訪，本院參與部分行程接待，

並特別邀請 President Edward Rada 至會計系進行專題演講。 

七、 10 月 25 日法國雷恩大學商學院 Prof. Jean-Michel Viola 及 Ms. Michelle Shih 至本

院參訪，洽談相關合作事宜。 

八、 協助辦理東吳財經講堂活動規劃事宜： 

(一)101 學年度第一場講座於 10 月 26 日城中校區 R5211 國際會議廳舉行，邀請中研院

胡勝正院士針對「從歐債危機談台灣經濟轉型」進行專題演講。 

(二)101 學年度第二場講座於 11 月 30 日城中校區 R5211 國際會議廳舉行，邀請國立政

治大學商學院 IMBA 學程扈企平教授針對「當前台灣金融市場現況相關議題」進行專

題演講。 

九、 10月29日美國威斯康新Martina J.Skobic（Director MBA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來訪，與本院商談學術協議簽署事宜。 



-------------------------------------------------------------------------------------------------------------------------------------------
東吳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 次(1011219)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71 

十、 本院執行教育部「能源經濟管理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計畫： 

(一) 8 月 15 日由會計系吳怡萱老師代表出席於政治大學舉辦之「能源經濟管理資料

庫加值應用研習營」。 

(二) 9 月 3 日繳交 101 年第 3季季報。 

(三) 配合科工館進行期末成果展作業時程，本中心分配 6 單元的版面，每個夥伴學

校各負責 1個單元的內容，內容以展示各校執行期間的亮點特色為主，本院於 9

月 23 日繳交期末成果展相關資料。 

(四) 本院10月8日至12日於城中校區R2123主辦「環境永續與碳足跡系列研討會」，

本次系列研討會商請會計系翁霓老師統籌規劃，活動旨在宣導環保綠概念，活

動期間除了欣賞有機茶園生態影片外，亦邀請到業界專家學者進行專題演講及

座談，演講主題如下：「產品碳足跡發展現況與全球趨勢」、「歐萊德的碳足跡經

驗」、「從碳足跡經驗談企業經營方向」、「飲茶思源話有機 I-坪林有機茶農的志

氣與堅持」、「我國碳標籤推動現況及申請制度」、「飲茶思源話有機 II-潔淨翡翠

水庫水源的功臣」、「臺灣一位私人造林者的千年志業」，除了靜態演講外，更配

合示範教學以現打蔬果汁、DIY 有機早餐、DIY 有機豆漿與精力湯教大家如何吃

得好、吃得健康又環保。 

(五) 10 月 31 日前完成 101 年度期末報告書及校稿事宜。 

(六) 10 月 31 日年提報 102 年度申請計劃書（第二期），並編列所需相關經費。 

(七) 撰寫第 4季報告。 

(八) 11 月 30 日進行 101 年期末成果暨 102 年計畫審查會議，會中資源中心及其伙伴

學校皆須進行報告，並將個別進行評分。 

十一、 11 月 16 日至 18 日趙維良副校長、姚思遠國際長、邱永和研發長、劉宗哲主任、及

本院詹乾隆院長赴福建師範大學參加校慶暨參訪活動；其間亦轉往福州大學洽談相關

合作事宜。 

十二、 本院 11 月 29 日於城中校區 5213 教室舉辦專題演講，邀請萬泰銀行風險管理處陳漢

沖協理及 SAS 公司林輝倫顧問，主講「Big Data Solution 工具的介紹與應用於金融

實務的經驗分享」。 

十三、 本院 12 月 14 日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與學生事務處共同舉辦「101 學年度第 1 學

期商學院導師輔導研習會」，會中除心理諮商中心輔導業務報告外，亦邀請廖怡玲臨

床心理師(華人心理治療研究發展基金會)就「面向陽光、珍愛生命」自傷(殺)防治守

門人等議題進行講習及交流座談，希望透過此導師會議，建立輔導角色共識，使教師

於學生輔導中更加順利。 

十四、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已於今年 6月首度舉辦聯合招募說明會，由於學生反映熱烈，故於

12 月 14 日假台北國際會中心辦理職涯講座，講座中除了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徵才條

件外，亦特別邀請 Career 雜誌翁靜玉董事長針對＂彩繪商管學生的職業藍圖＂進行

專題演講，該講座活動特別開放本院學生得優先報名。 

十五、 辦理陸生暑期研習事宜，本院預計開設「創新與創業課群」，其中包含二門課：創新

與創業(3 學分)及財經議題分析與對策研討(2 學分)，共計 5學分。 

十六、 辦理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第 79、80 期出刊事宜。 

十七、 辦理 101 學年度交換學生事宜。第一學年度交換生計 8 人：日本新潟大學-會計系鍾

德霖同學；法國 Lille 大學-資管系單郁涵同學、會計系潘羿文同學及企管系游詠仁

同學；荷蘭葛洛寧恩大學-企管系鄧惠中同學、陳國熙同學及國貿系黃品智同學、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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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琦同學。 

十八、 辦理本院 101 學年度服務優良教師相關推薦申請事宜。 

十九、 辦理 102 學年度教師休假案。 

二十、 辦理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師升等外審及教師評鑑等事宜。 

二十一、 籌辦 102 年 1 月 4 日「東吳大學商學院 101 學年度歲末餐敘」相關事宜。 

國際商管學程 

一、國際交流： 

(一)101 年 9 月學生林婷英取得本校商學院與美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雙碩士學位，為本

校取得雙聯碩士第五人。 

(二)101 學年第一學期學生簡立慈前往美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攻讀雙碩士學位。 

(三)11 月 4-11 日阮金祥主任帶領企研所及國際商管學程研究生前往大陸進行學術交流

及企業參訪。 

(四)課程事宜：9月 29 日李孟麗客座教授蒞臨講學，講授行銷管理課程。 

二、學生活動： 

(一)8 月 31 日舉辦學程出遊，帶領外籍生體會台灣之美，更藉此拉近學生之間的情誼。 

(二)9 月 26 日召開學程學生會議，討論學生年度活動事宜。 

三、辦理事項： 

(一)推廣英語自學活動及促進學生交流意願，並提供學生選課、環境認識、生活適應等

各方面輔導。 

(二)辦理 102-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編列相關事宜。 

(三)辦理 102 學年度甄試入學事宜。 

(四)配合個資法辦理學程個人資料清查。 

(五)協助辦理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外籍學生獎學金申請，本學程計有 4 位學生獲獎，獲

獎生為美國籍高凱樂、日本籍田中希美、美國籍趙章廉、印尼籍林秀梅。 

(六)協助辦理 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外研習補助申請。 

四、本學程全英官方網站於 101 年 9 月正式啟用。 

EMBA 班 

一、 發行東吳大學商學院 EMBA 電子報，每月 10 日發刊，8 月起至 102 年 1 月份止共發行第

25 期至 30 期。 

二、 8 月 22 日於台北花園大酒店舉行山東大學 EMBA 與本班 EMBA 交流晚宴，包含山東大學

13 位成員及本班師長、學員等共近 35 位參與。 

三、 8月 25日臺北市東吳大學EMBA服務與成長協會與第五屆EMBA同學假台北花園大酒店舉

辦 2012 年 EMBA 迎新送舊暨系友日晚宴，參與人數包含了師長、第一屆至第六屆學生等

共達 80 多人；此次活動由第五屆同學精心策劃，讓第四屆畢業生及第六屆新生留下難

忘的回憶，最後在團體合照中為此晚宴畫下完美的句點。 

四、 9 月 1 日詹乾隆院長於 2609 教室與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進行座談，並介紹本班課程及進

行選課輔導。 

五、 9月19日於西雅圖極品咖啡世貿旗艦店(台北市信義區信義路五段6號)舉行美麗夏夜咖

啡會，共近 35 位 EMBA 學員參與。 

六、 本班「企業經營管理專題」課程系列演講： 

(一) 10 月 6 日邀請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唐松章董事長演講，主題：企業經營經驗談。 

(二) 10 月 13 日邀請前達美樂披薩股份有限公司黃彥鈞總經理演講，主題：企業經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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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正派經營。 

(三) 10 月 27 日邀請寶利徠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宋一新董事長演講，主題：如何做個

好主管。 

(四) 11 月 10 日邀請華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許詩玉顧問演講，主題：現代競爭優勢管理

與其管理模型。 

(五) 12 月 7 日邀請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白俊男副董事長演講。 

(六) 12 月 8 日邀請第一屆 EMBA 同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楊惠捷董事長演講。 

(七) 12 月 15 日邀請佳必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張舒眉董事長演講。 

七、 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系列演講： 

(一) 10 月 7 日邀請勤益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盛業信老師演講，主題：品味法蘭西

之美酒。 

(二) 10 月 14 日邀請樸象創意整合劉一德總監演講，主題：Creative, Design, 

Branding。 

(三) 10月28日邀請程憲治國際時裝公司林岱瑩總監演講，主題：形象管理與衣著美學。 

(四) 11 月 11 日邀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何一梵教授演講，主題：莎士比亞-哈姆

雷特。 

(五) 11 月 25 日邀請引雅珠寶張智超董事長演講，主題：珠寶美學。 

(六) 12 月 9 日邀請九鼎軒負責人吳裕民演講，主題：文化，美學與創意。 

(七) 12 月 23 日邀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徐明景主任演講，主題：數位攝影的技術與美

學創意。 

八、 本班「國際行銷與品牌」課程系列演講： 

(一) 9 月 29 日邀請星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斯伯丁)王立人副總經理演講，主題：國際

運動休閒品牌之發展。 

(二) 10 月 27 日邀請宏碁前品牌行銷總監辛悅台演講，主題：品牌之路的挑戰。 

(三) 11 月 10 日邀請崑山科技大學時尚展演學程林雅齡主任演講，主題：Brand 

Element。 

(四) 11 月 24 日邀請 Tommy Hilfiger 江瑜總經理演講。 

九、 本班企業參訪活動： 

(一) 11月 17日 EMBA與臺北市東吳大學EMBA服務與成長協會共同舉辦白木屋品牌文化

館參訪。 

(二) 102 年 1 月 5 日 EMBA 碩一班「綠色經濟學」課程前往「亞太燃料電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參訪。 

十、 本班與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共同舉辦讀書會活動： 

(一) 10 月 4 日導讀書籍－「如果蘇東坡考上 EMBA」，主持人：沈大白(會計系教授)，

導讀人：潘冠廷(EMBA 碩二，中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理)，與談人：黃仲弘

(EMBA 碩一，HP 惠普全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機構專案經理)，張秀妃(EMBA 碩一，

第一金人壽保險公司電話行銷部協理)，張永山(EMBA 碩一，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股長)。 

(二) 11 月 6 日導讀書籍－「這一生早知道早幸福的 9個覺悟-和尚賣了法拉利信中的秘

密」，主持人：沈大白(會計系教授)，導讀人：許淑慈(EMBA 碩二，美商蘋果亞洲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行政經理)，與談人：蘇怡萱(EMBA 碩一，益網科技有限

公司行銷經理)，高增佩(EMBA 碩一，仲量聯行股份有限公司副理)，楊展志(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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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一，五零七零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資深顧問)。 

(三) 12 月 13 日導讀書籍－「從搖籃到搖籃(綠色經濟的設計提案)」主持人：邱永和(東

吳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長/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導讀人：張土城(EMBA碩二，

科政科技(股)公司顧問兼新事業部開發經理)，與談人：張文印(EMBA 碩一，羅氏

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產品經理)，李智芬(EMBA 碩一，愛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行政

主管)，陳欣宜(EMBA 碩一，台灣萊雅股份有限公司財務控管經理)。 

十一、 10 月 13 日 EMBA 預約參與圖書館舉辦之「新生認識圖書館」活動，使其更了解圖書

館資源與服務。 

十二、 11 月 5 日舉行 EMBA 課程委員會議及學務發展會議。 

十三、 招生說明會： 

(一) 第一場：11 月 2 日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 

(二) 第二場：12 月 1 日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 

十四、 102 年 1 月 12 日本班結合論文計畫書書面審查舉辦論文實務性研討會。 

十五、 102 年 1 月 12 日 EMBA 第五屆、第六屆同學及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

假大三元餐廳舉辦 EMBA 歲末餐敘。 

十六、 102 年 1 月 19 日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舉辦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十七、 持續辦理 102 學年度招生宣傳事宜：海報及 EDM 寄送、經濟日報、雅虎奇摩關鍵字、

中時電子報及卡優新聞網。 

跨領域學程 

一、 辦理兩學程 3場專題演講，主講人包括：第一金投顧陳奕光副總經理、統一企業集團吳

旭慧行銷總監；協辦 1 場「環境永續與碳足跡系列研討會」；及企業參訪、學程期末座

談會等活動。 

二、 召開商學院跨領域學程作業小組會議。 

三、 填報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 99 及 100 學年度校史紀要。 

四、 辦理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個人資料檔案盤點作業。 

經濟系 

一、經濟學系學生會 8月 31 日舉行學士班迎新茶會。 

二、經濟學系 9 月 3 日上午辦理轉學生輔導選課，由謝智源主任主持，學系秘書說明學分抵

免及本系各項相關規定，助教與學長姐協助輔導選課。 

三、經濟學系配合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9 月 3 日下午辦理大一新生輔導選課，由

謝智源主任主持，邀請一年級導師曹添旺老師、傅祖壇老師、孫嘉宏老師、輔導助教與

陳顥教官共同歡迎新生加入本校，介紹本系各項相關規定。9 月 7 日上午辦理新生家長

座談會，由謝智源主任簡報學系概況，並邀請一年級導師曹添旺老師、傅祖壇老師、孫

嘉宏老師、陳顥教官與輔導助教出席，回答家長提問，讓新生家長對本系現況有初步的

認識與了解。 

四、經濟學系 9月 6日舉行「碩士在職專班迎新座談會」，本座談會有謝智源主任、林維垣老

師等 2 位老師，12 位碩專一新生與 15 位學長姐參與，以座談會形式進行，師長先對本

所簡介、師資與課程介紹以及對新生的期許。碩二學長姐幫忙介紹環境，修課選擇等引

導新生，以較為輕鬆、熱鬧的氣氛，讓新生很快融入本系。 

五、經濟學系 9 月 10 日舉行「碩士班迎新座談會」，本座談會有邱永和老師、樊沁萍老師、

陶宏麟老師、孫嘉宏老師與袁國芝老師等 5位老師，21 位碩一新生及 25 位學長姐參與，

以座談會形式進行，師長先對本所簡介、師資與課程介紹以及對新生的期許。碩二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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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幫忙介紹環境，修課選擇等引導新生，以較為輕鬆、熱鬧的氣氛，讓新生很快融入本

系。 

六、經濟學系 9 月 11 日在三軍軍官俱樂部舉行「博士班迎新座談會」，本次迎新以餐會方式

進行，有曹添旺老師、孫嘉宏老師與袁國芝老師等 3 位老師，3 位博一新生與 6 位學長

出席。 

七、經濟學系9月14日系教評會通過101學年度兼任教師柯慈儀助理教授、徐孝義助理教授、

王韋能助理教授、謝長杰講師新聘案，並簽請緊急聘任。另通過專任教師彈性薪資案，

提請院教評會審議。 

八、經濟學系 9月 14 日召開校長有約暨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會中修訂 102

學年度碩士班及碩專班招生簡章考試方式、東吳大學商學院經濟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東吳大學商學院經濟學系教師評審辦法、東吳大學商學院經濟學系教師評鑑辦

法、102 學年度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九、經濟學系 100 學年度新生定向演講 9月 21 日於雙溪校區安素堂舉行，邀請陳啟峰牧師演

講，演講題目：如何逐夢踏實，協助大一新生適應大學生活，希望幫助他們建立充滿自

尊、自信、自律、有意義的大學生涯。 

十、商學研究發展中心與經濟系9月26日邀請行政院主計總處苗坤齡研究員於城中校區崇基

樓三樓(1302 室)演講，講題:「多因素生產力指數之編製及應用」。 

十一、經濟學系邱永和教授、陶宏麟教授與謝智源教授獲得「國科會 101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

獎勵特殊優秀人才」研究傑出獎。 

十二、10 月 5 日於台北市松江路康華飯店舉辦「2012 東吳經濟系校友基金會董事暨理監事會

議」，會中決議 101 年度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及捐助本系 101 學年度獎助學金明細。 

十三、經濟學系 10 月 15 日配合生涯發展中心進行「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大三學

生普測。 

十四、經濟學系 10 月 19 日及 11 月 2、23 日邀請刁錦寰院士到本系進行一系列「時間數列分

析」演講。刁院士在商學統計、計量經濟學、財務統計領域均有領導性地位，並在貝

氏推論、季節性模型方法、環境統計學上有卓越貢獻，以及對政府部門提供創新性的

諮詢，因此於 2001 年獲美國統計學會與美國商務經濟學會共同頒發「Julius Shiskin

經濟統計學獎章」，以及美國統計學會頒發「S. S. Wilks 紀念獎章」。邀請刁院士講

授最新的研究內容，可提升商學院經濟系及它系在統計學及計量經濟學研究上之水準。

同時，刁院士注重理論與應用相結合，其研究已經被許多國家的統計單位及中央銀行

所接受與使用，並在經濟、金融、環保等應用領域都有著重大影響，其演講內容有助

於經濟系師生將經濟理論與應用作整合。 

十五、經濟學系學生會 10 月 20、21 日於新竹萬瑞森林樂園舉辦大一新生迎新宿營活動，在

謝智源主任、各班輔導助教及學長姐熱心帶領之下，大一新生參與極為踴躍，活動圓

滿完成。 

十六、經濟學系 10 月 22 日與生涯發展中心於城中校區 R2608 共同舉辦「2012 新鮮人就業趨

勢及職涯規劃」，由經四 A導師陶宏麟教授主持，邀請 104 人力銀行晉麗明副總蒞校演

講，演講內容包括:(1)劇變環境對大學生的就業挑戰、(2)企業選擇新鮮人要求與條件、

(3)當前職場的特性、(4)新鮮人的職涯規劃、(5)職場競爭力的來源、(6)雙向研討，

大四學生共有 71 人參加。 

十七、經濟學系執行國科會(主持人:曹添旺教授，共同主持人:王泓仁教授、林明仁教授、陳

宜廷教授、張俊仁教授)「經濟學國際期刊排序分級更新計畫」，分別於 101 年 9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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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與逢甲大學商學院、逢甲大學經濟系合辦中區成果發表會；10 月 13 日與中山大學

經濟研究所合辦南區成果發表會；10 月 26 日在本校舉辦北區成果發表會。 

十八、經濟學系與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10 月 26 日於 R5211 國際會議廳合辦「東吳財經講堂」，

邀請胡勝正院士演講，講題是「從歐債危機談台灣經濟轉型」。 

十九、為激勵學習興趣、訓練學生英語能力、擴展國際視野，以便培育具國際觀之經濟分析

人才，經濟學系 10 月 27 日舉辦「2012 World Economic Outlook」活動，共有 15 隊

報名 60 人參加。 

二十、經濟學系11月9日召開101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審議黃瓊玲副

教授 102 學年度休假申請案與謝智源教授免評鑑申請案。接著召開 101 學年度第一學

期第二次系務會議。 

二十一、 經濟學系 11 月 14 日本系學生事務小組核定上海商業銀行獎學金、張豐胤清寒優秀

獎學金及經濟系系友會各項獎學金得獎名單。 

二十二、 經濟學系為幫助同學了解期貨與選擇權實務上的運作，加強同學在期權市場的就業

競爭力，培養對市場敏感度以及實務經驗，與富邦期貨 11 月 18、19 日於城中校區

共同合作舉辦為期 1.5 天的「2012 期權大聯盟研習營」。 

二十三、 經濟學系與富邦期貨、台灣逢甲大學、台灣交通大學、大陸廈門大學、大陸武漢大

學、大陸中山大學共同舉辦 2012 兩岸高校期貨與期權新秀操盤大賽， 11 月 8-23

日受理報名，活動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4 日為模擬交易競賽，

第二階段策略發表報告 12 月 22 日於廈門大學舉行。 

二十四、 經濟學系 11 月 22 日召開『經濟學系學生事務會議』，由謝智源主任主持，邀請大學

部各班導師、研究所導師、各班班代表、研究生代表共同與會。 

二十五、 經濟學系 11 月 28 日下午與南山人壽共同舉辦演講與徵才說明會，演講主題：學校

沒教的就業學分—職場風向球、學長姐職場甘苦談。 

二十六、 經濟學系 11 月 30 日在城中校區 2621 教室舉辦『提升產業與區域經濟學教學品質與

學習興趣座談會』，邀請國內各大學講授產業與區域經濟學，具有豐富教學經驗之教

授與本系教師共同交換意見。會後將請參與研討會的老師，就討論題綱準備書面意

見，集結成冊，作為日後持續提升教學水準之基礎。 

二十七、 經濟學系系友會各項獎學金於 10 月 11 日至 11 月 1 日受理同學申請，12 月 17 日舉

行頒獎典禮，頒發系友所捐助的各項獎學金。 

二十八、 經濟學系與心理諮商中心 11 月 20 日共同舉行 101 學年度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活

動。12 月 28 日舉行「大一導師會議」，由謝智源主任主持，邀請大一各班導師及輔

導助教參加，了解大一新生身心適應狀況。 

二十九、 經濟學系傅祖壇教授與黃健杰助理教授於 102 年 1 月 4-6 日前往美國參加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三十、 經濟學系101學年度第1學期接待2位大陸學生(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金融學院陳銀

愷同學、中央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與政策研究院鄭文瑞同學)來校短期研習。 

三十一、 經濟學系 95 級詹朝豐系友考上 101 年度高考三等暨普考(經建行政)、99 級系友王

映人考上 101 年度高考三等暨普考(商業行政)、100 級陳怡玟系友考上 101 年度高

考三等(財稅行政)。 

三十二、 經濟學系林沁雄教授、陶宏麟教授、樊沁萍教授、林佑貞助理教授獲選本校 100 學

年度第 2學期熱心導師。 

三十三、 經濟學系發行第 15 期經濟系系友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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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經濟學系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共舉辦 10 場次演講： 

(一) 10 月 5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蔡文禎研究員演講「Forecasting 

Commodity Prices with Mixed-Frequency Data: An OLS-Based Generalized 

ADL Approach」。 

(二) 10 月 12 日邀請政治大學黃台心教授兼系主任演講「Formulation and Joint 

Estimation of the Lerner Index and Cost Efficiency for Banks Using 

Copula Methods」。 

(三) 11 月 9 日邀請本系陶宏麟教授演講「女性較男性孝順是示範效果或雌性利他

的生物本能？」。 

(四) 11 月 9 日邀請曹添旺教授演講「能源稅、所得稅與雙重紅利效果」。 

(五) 11 月 16 日邀請台北商業技術學院財務金融系楊浩彥教授演講「氫能與燃料電

池的發展對台灣總體經濟的影響: 可計算一般均衡分析」。 

(六) 11 月 16 日邀請淡江大學產經系許松根教授演講。 

(七) 12 月 4 日邀請清華大學經濟系莊慧玲教授演講。 

(八) 12 月 21 日邀請交通大學經營管理研究所胡均立教授兼所長演講。 

(九) 12 月 28 日邀請本系孫嘉宏助理教授演講。 

(十) 12 月 28 日邀請本系郭嘉祥副教授演講。 

會計系 

一、會計學系吳怡萱老師升等副教授。 

二、會計學系陳元保教授榮獲本校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熱心導師獎勵。 

三、會計學系洪聖閔助理教授榮獲國科會 2012 年度特殊優秀人才獎勵。 

四、會計學系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會計審計委員會於8月31日於城中

校區 R5211 作楠廳共同舉辦【全球審計準則的新發展 - Clarify Project】研討會。本

次研討會邀請本系蘇裕惠主任分別就「國際審計準則修訂的重要思維與趨勢」及「查核

報告書之最新修訂重點及對會計師責任之影響」兩大主題進行專題演講，計有近百位會

計師及學術界人士參與。 

五、會計學系於 9 月 27 日於城中校區 R5211 作楠廳舉行第五期 IFRS 新知充電班，由本系蘇

裕惠主任、及馬嘉應教授擔任主講人，分別就「審計準則公報的改變：澄清計畫」及「最

新審計準則公報介紹：第 47 至 53 號」等兩大主題進行專題演講。第六期 IFRS 新知充電

班即將於 12 月 14 日舉行，主題為「IFRS 影響下的資訊採用與系統開發」。本活動自 100

年 6 月起提供本系畢業系友最即時最完整的準則差異資訊，並免費提供系友回母系進修

充電的機會，藉以聯繫系友感情、交流新知，且增益其與母系之良好互動，提高認同感

與向心力，截至目前為止參與人數已近千人。 

六、會計學系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建教合作，共同辦理第 19 期「會計師

專業課程學分班」，籌辦簽約相關事宜。本期開設「初級會計學」、「中級會計學」、「成本

會計學」、「高等會計學」、「審計學」及「管理會計學」、「租稅法規」等學分班。 

七、潘維大校長帶領趙副校長維良、張教務長家銘、謝主任秘書政諭及推廣部劉主任宗哲等

師長於 10 月 3 日蒞臨本系，與本系專任教師進行交流。 

八、會計學系輔導應屆畢業同學參加國內四大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分別於 10

月 1 日、10 月 3 日、10 月 14 日及 11 月 3 日協辦勤業眾信、資誠、安永、及安侯建業會

計師事務所舉辦校園徵才活動，總計吸引超過 800 人次之同學參與。本系希望透過舉辦

校園徵才活動，提供媒合平台，創造雙贏，將學校培育的人才推向社會的舞台，也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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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畢業後能適性適所，貢獻所學。 

九、會計學系蘇裕惠主任與柯瓊鳳老師於 11 月 5 日至 9日赴中央財經大學、北京首都經貿大

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海洋大學、及山東大學等校洽談學術交流事宜。 

十、會計學系邀請中國海洋大學會計學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江西財經大學會計學等校之

青年教師與博士生一行 16 人於 101 年 11 月 22 日至本系參訪，與詹乾隆院長、蘇裕惠主

任、謝永明老師、翁霓老師等教師進行交流，會後並安排參訪城中校區校園。 

十一、 會計學系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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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2 月 15 日舉辦 101 學年度系運動

大會，會中有田徑比賽、趣味競賽及精彩的啦啦舞比賽，並於會中頒發第 1學期會計

系各項優秀清寒學生獎助學金。 

十二、 會計學系為使青年學子提昇自我成長過程及增進畢業後適應社會之能力，特邀各領域

之學者專家蒞臨演講，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已舉辦 17 場專題演講。 

十三、 會計學系為招收具有潛力之學生，並配合本校招生組之招生政策，由本系專任教師及

在校學生組成宣傳團隊，以積極主動方式進入各地高中進行宣傳。101 學年度第一學

期分別前往台北市立西松高中、台南市私立聖功女中、台北市立景美女中、台中二中、

豐原高中、基隆女中、台北市立復興高中、中和私立南山高中、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桃園振聲高中、台北市立中正高中、新店高中、竹北高中等 13 所學校進行宣傳。 

十四、 101 年度會計學系錄取會計師人數截至目前統計為 58 人，錄取率 10.45％，近年來本

系的錄取人數每年平均皆約佔全國總錄取人數的 10%以上，表現優異，成績名列前

茅。 

十五、 101 年高普考試本系共計 22 人上榜，其中普考會計科 10 人，高考會計科 12 人。 

十六、 會計學系將於 10 月 24、25 日與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共同舉辦「2013 會計理論與實務

研討會」，目前已開始進行徵稿作業。該研討會為臺灣會計產官學界例行的大型學術

研討會，也是會計界的年度盛事，預計吸引來自海內外超過四百位來賓蒞臨參加。 

十七、 會計學系101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碩士在職專班自102學年度起

取消筆試項目，總成績計算比重為書面審查 50%及口試 50%。 

十八、 「會計學系系友電子報」第十四期於 10 月 31 日出刊。 

十九、 「會計學報」第四卷第二期於 11 月出刊。 

企管系 

一、召開各項會議： 

(一) 系務會議： 

1. 9 月 19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 

2. 規劃 102 年 1 月 3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 

(二) 系教師評審會議： 

1. 9 月 12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2. 10 月 3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3. 11 月 14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4. 11 月 21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5. 12 月 1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5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三) 課程規劃相關會議： 

1. 10 月 15 日召開「課程規劃小組召集人會議」。 

2. 10 月 24-30 日本系課程規劃小組分別召開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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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劃於 12 月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討論 102 學年度

課程規劃相關事宜。 

(四) 導師會議： 

1. 規劃於 102 年 1 月 3 日召開 101 學年度大一導師會議。 

2. 規劃於 102 年 1 月 9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導師會議暨期末餐敘。 

二、辦理教師聘任事宜： 

(一) 辦理新聘專任教師事宜：101 學年度第 2學期擬增聘 1至 2位專任教師，依聘任辦

法辦理相關作業。 

(二) 辦理 101 學年度客座教授聘任事宜： 

1.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邀請美國印第安那大學李孟麗教授擔任兼任客座教授，講

授本系碩士班 E組國際商管學程課程。 

2.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邀請山東大學徐鳳增教授、山東大學王德建副教授及南開

大學楊坤副教授至本系擔任專任客座副教授，講授「全球管理專題」課程。 

3.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邀請櫃臺買賣中心李述德董事長擔任兼任客座教授，中華

開發工業銀行曾垂紀總經理及美國西康乃狄克州立大學莊明玲副教授擔任兼

任客座副教授。 

三、辦理「高科技產業國際金融管理學分學程」相關事宜：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設「高科

技產業管理」課程，由證期會邀請專業講師授課。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預計開設「國際

金融服務管理」課程。 

四、9月 6-8 日辦理「2012 APEC 供應鏈最後一哩-第三方物流論壇與參訪見習」活動。 

五、11 月 1 日接待浙江大學管理學院參訪團，研商未來具體合作項目。 

六、辦理 101 學年度教師學術研究獎勵申請，本系 10 位教師提出 20 項獎勵申請。 

七、辦理 101 學年度碩士班入學甄試事宜。 

八、辦理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學生獎助學金申請，計有 6項獎助學金 60 人次提出申請，獲獎

32 人次。 

九、規劃辦理本系專題演講 36 場次：教師依授課需求，邀請實務界專業人士進行專題演講，

以達教學實務並重： 

(一) 「產業經營實務與專題」課程與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合作，邀請擔任企業高階經

理人的傑出系友舉辦 11 場專題講座，邀請講師有博瑞達亞洲有限公司陳俊達董事

長、上威企業（股）公司王祿誾董事長、恩德科技（股）公司謝子仁董事長、大

潤發中國區人力資源部陳守仁總經理、東博資本李明山執行長、高欣建設（股）

公司簡麗環董事長、中菲行國際物流集團林天送營運長、東森旅行社股份有限公

司林國俊董事長、雁陽興業有限公司湯華光董事長、冠雷實業（股）公司陳浚昇

董事長、富邦金控林勃酉業務主任、富迪印刷企業（股）公司龐開堅總經理及台

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賴杉桂董事長。 

(二) 「經營管理實務講座」課程舉辦 3場專題講座，邀請恩德科技公司謝子仁董事長、

和碩科技全球製造策略中心蔡進國總經理、港商信可物流鄭樹人總裁進行專題演

講。 

(三) 「企業管理制度研討」課程舉辦 4 場專題講座，邀請台灣連鎖加盟促進協會劉汝

駒秘書長、太平洋自行車林正義董事長、振躍精密滑軌(股)公司陳萬來董事長及

歐萊德公司葛望平總經理。 

(四) 「財務管理專題」、「行銷研究專題」、「論文研討」及「職涯管理與發展」課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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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18 場專題講座。 

十、辦理企業參訪活動： 

(一) 舉辦國內企業參訪：「產業經營實務與專題」課程規劃舉辦 2場企業參訪，規劃於

12 月 19 日參觀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102 年 1 月 5 日參觀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二) 辦理師生海外參訪活動：11 月 12-20 日由阮金祥老師、胡凱傑老師帶領 27 位碩士

班同學前往大陸浙江大學進行學術交流，並參訪杭州、上海之知名企業，包含博

祿塑膠、DHL、友圖全像、百創、中達電子、聚陽(海鹽廠)等企業。 

十一、 協助系學會辦理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各項活動： 

(一) 例行專案活動： 

1. 9 月 9 日舉行企管系學生會迎新茶會。 

2. 9 月 15-16 日舉行第 43 屆企管系系學會迎新宿營。 

3. 12 月 22 日規劃辦理第 43 屆企管系運動會。 

(二) 企業參訪活動：12 月 5 日舉行 2場企業參訪，訪問法藍瓷有限公司、諾貝爾食

品有限公司。 

十二、 辦理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相關事宜： 

(一) 10 月 5 日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第五屆第六次董事會。 

(二) 舉辦系友聯誼活動： 8 月 26 日、10 月 21 日協助東吳企管高爾夫球隊於舉行例

賽。 

十三、 協助東吳 EMBA 聯誼會舉辦活動： 

(一) 11 月 6 日召開東吳 EMBA 聯誼會第六屆第七次理監事會議。 

(二) 12 月 1 日舉辦東吳 EMBA 聯誼會第七屆會員大會。 

(三) 舉辦專題講座活動：10 月 25 日邀請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詹文男資深產業顧問

兼所長主講「2020 總體環境趨勢變化與商機」。 

國貿系 

一、國際交流： 

(一)101學年度第1學期邀請三位客座教授，包括南京大學陶向南教授（101.9.9-10.20）、

天津大學汪波教授（101.10.21-12.1）、美國 Robert Morris University 之 Darlene 

Motley（妲蓮娜教授）（101.12.2-102.1.12），分別教授大學部(貿四)全球經營專題

研討(二)、碩士班(貿碩金二)全球經營專題研討(一)及碩專班(貿碩專二)全球經營

專題研討(一)。 

(二)10 月 16 日舉辦「2012 海峽兩岸行為科學與管理學術研討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協辦，並邀請由武漢大學經濟與管理學院陳繼勇院長率領世界經濟系教授計 10

人與會並作論文發表。 

(三)101 學年度國貿系外籍生為來自韓國补河禛及越南阮黃定兒的同學，除在大學部進行

修課，學系並協助生活輔導與選課事宜。 

(四)101 學年度第 1學期國貿系交換學生名單：貿二 B黃麥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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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四 B 劉姿妏：波蘭華沙大學、貿三 B 陳

睿華：美國中部田納西州立大學（一年）、貿三 A黃品智、貿四 A黃家琦：荷蘭葛洛

尼恩大學。 

(五)10 月 15 日- 20 日林炳文老師赴西安參加「第十三屆海峽兩岸繼續教育論壇」。 

二、導生活動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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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 月 3 日大一新生第一哩路活動舉辦專題演講，14:00-15:30 於 R2512，種子導師謝

效昭老師主講，講題：追求卓越的大學生活；15:30-17:00 於 R2512，邀請國貿系系

友會理事長吳佳達主講，講題：你的大未來。 

(二)9 月 10 日舉辦專題演講，講題：如何經營大學四年，演講人:陳啟峰牧師。 

(三)10 月 15 日舉辦「交換學生經驗分享座談會」，邀請林宛萱同學分享赴法國 Lille 大

學管理學院交換學生心得與經驗。 

(四)12 月舉辦「交換教師經驗分享座談會」，演講者：美國 Robert Morris University

妲蓮娜客座教授。 

(五)10月17日鍾俊文老師舉辦貿二A導生會，會中並贈送導生每人一本書籍，書名包括：

99 分及思考的藝術。 

(六)10 月 24 日蔣成老師舉辦貿二 B導生會暨演講，講題：求職經驗分享，演講人：華威

創投公司方秋硯（100 級系友）。 

(七)10 月 25 日張大成老師舉辦貿四 A導生會。 

(八)10 月 26 日謝效昭老師舉辦貿三 B導生會。 

(九)9 月 24 日、10 月 1日、10 月 2 日、10 月 8 日、10 月 15 日、10 月 22 日溫福星老師

舉辦導生會。 

(十)11 月 13 日鄭宗松老師舉辦貿一 B導生會。 

(十一) 11 月 15 日陳宏易老師舉辦貿三 A導生會。 

(十二) 11 月 21 日謝文雀老師舉辦貿四 B導生會。 

(十三) 9 月 5 日舉辦「101 學年度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迎新座談會」。 

(十四) 9 月 10 日舉辦「貿碩專一導生會」。 

(十五) 9 月 24 日舉辦「貿碩一導生會」。 

(十六) 11 月 13 日舉辦專題演講，講員：第一銀行吳俊帆先生，講題：銀行業務經營與

管理。 

(十七) 11 月 14 日舉辦碩專班演講活動，講員：資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中昀財務副總

經理、中國信託銀行林久智經理（81 級系友），講題：有效整合資訊及客戶分析

的財務規劃工作經驗分享。 

(十八) 11 月 20 日舉辦專題演講，講員：群益證券林志冠先生，講題：衍生性金融商品

的經營與管理。 

(十九) 11 月 24 日舉辦專題演講，講員：播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義郎董事長，講題：

逆境中致勝經驗談。 

三、企業參訪活動： 

(一)11 月 9 日蔣成老師帶領貿碩專班暨碩士班同學參訪桃園機場及維格鳳梨酥工廠。 

(二)11 月 12 日邱靖博老師帶領貿一同學參訪聯嘉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三)11 月 20 日謝效昭老師帶領貿二同學參訪可口可樂公司。 

四、辦理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改進計畫」申請作業，計畫名稱為「臺灣國際企業因應

區域經濟整合專題」。 

五、舉辦「東吳國貿創意行銷競賽活動」，以增進學生專業技能與團隊合作之能力，激發學生

創意及活用知識，並選出前三名頒發獎金及獎狀，以資獎勵。 

六、國貿系學生修讀學碩一貫學程辦法獲准通過並於本學年度開始實行。 

七、規劃國貿系學生企業實習辦法。 

八、辦理暑期陸生研習班開課事宜，預計開設兩門課程，包括國際營銷個案研討、財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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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 

九、專業證照暨研究所升學演講及考試： 

(一)10 月 18 日辦理專題演講，講題：談國貿系學生生涯與貿易相關證照，演講人：政治

大學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蔡孟佳博士。 

(二)11 月 20 日辦理專題演講，講員：金融研訓院林仲威所長，講題：金融職場與金融證

照說明會。 

(三)11 月 12 日舉辦研究所升學座談會，講員：101 級系友林婉貞就讀於台灣科技大學企

業管理研所，講題：如何準備研究所考試暨心得分享。 

(四)11 月 13 日舉辦留學談會，講員：吳志英系友就讀於英國諾丁漢大學，講題：博士班

申請與英國留學經驗分享。 

(五)11 月 26 日舉辦專業證照考生經驗分享座談會，講員：貿碩金二徐芳瑋（金融專業證

照）、貿四 B莊瑋寧（國貿大會考）、貿四 A周玳均（TOEIC 考試）。 

(六)10 月 1 日舉辦多益考試說明會，講員：忠欣公司戴爾雅主任 

(七)11 月 21 日下午 15:30-18:00 於 R5416、 R5614、 R5617，舉辦多益考試，報名人數

120 人。 

十、辦理系友捐贈學生獎助學金審查及獲獎名單： 

(一)郭滄海清寒助學金：貿四 B詹季蓁。 

(二)游健昱清寒助學金：貿三 A周玳均。 

(三)蘇錦彬清寒助學金：貿四 B黃敏茹。 

(四)昌盛教育基金會清寒助學金獲獎者：貿三 B楊舒伃、貿四 A張婉琪、貿碩金一 魏子

人。 

(五)侯門清寒助學金：貿三 A林冠汶。 

(六)93 級系友獎學金：貿二 A黃聖良 (家境清寒）、貿三 A陳韋均。 

(七)82 級系友獎學金獲獎者(每名 5,000 元)：貿三 A 江泳霖。 

(八)74 級工讀助學金：貿二 A方仁泫、貿二 A陳瑞明、貿二 A林嘉盈、貿四 B詹季蓁。 

十一、 師生獲獎與成績表現： 

(一) 貿四A藍暐翔錄取天津大學「博才聚津2012年海峽兩岸青年學生領導力論壇」。 

(二) 貿三 A黃為暘錄取暨南大學 2012 年「青年․創新․發展」兩岸四地青年領袖研

習營活動。 

(三) 謝文雀老師榮獲 100 學年度「熱心導師」，獲頒獎座一只。 

(四) 貿三 A黃為暘錄取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復旦大學交換學生。 

十二、 國貿系為增進與系友間之聯繫，加強系友會執行功能，舉辦下列活動： 

(一) 8 月 29 日(三)晚上 7時，假 2524 教室，召開系友大會籌備會議。 

(二) 9 月 3 日 2012 國貿系系友專刊出版。 

(三) 9 月 20 日(四)晚上 19：00，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第二次系友大會籌備會議。 

(四) 10 月 21 日(日)9:30-16:00，假外雙溪校區壘球場，舉辦「第三屆系友盃壘球

賽」。 

(五) 10 月 21 日(日) 9:00-17:00，假外雙溪室內體育館，舉辦「第十二屆系友盃籃

球賽」。 

(六) 10 月 27 日(六)6:30-13:00，假新淡水高爾夫球場，舉辦 10 月份高爾夫球球敘。 

(七) 11 月 3 日(六)上午 10：00，假 2227 會議室，召開台北市國際貿易協會第四屆

第五次理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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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1 月 10 日(六) 9:00-17:00，假外雙溪室內體育館，舉辦第十二屆系友盃排球

賽。 

(九) 12 月 1 日(六)13:00-17:00，假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舉辦系友大會暨碩士班

十五週年、碩專班十週年慶。 

財精系 

一、 新聘專任助理教授鄭宏文老師於 101 年 8 月 1 日到職。 

二、 召開各項會議： 

(一)系務會議 

1. 9 月 5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論各學制入學方式、海外

僑生班分則內容、及修訂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師評審辦法、教師評鑑辦

法。 

2. 10 月 29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訊會議）。 

3. 11 月 21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推薦院服務優良教師。審

查「謝志雄獎學金」、「蘇秉銓獎學金」、「蘇秉銓助學金」再次申請、「王郁芬獎

學金」、「唐德晉獎學金」、「系友會獎學金」、「廖軒晟系友獎學金」等獎助學金申

請。及討論「富邦人壽股份有限公司 富宣通訊處」之學生實務實習計畫。 

4. 預計 12 月上旬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審核填報 102 學年度

至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編列預算。 

(二)系教評會 

1. 9 月 5 日召開系教教評會，新聘兼任教師涂兆賢講師、陳瑞副教授。另修訂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師評審辦法、教師評鑑辦法。 

2. 10 月 19 日開系教教評會，審查林忠機教授申請免接受教師評鑑案。 

3. 11 月 14 日召開系教教評會，審查教師休假申請案。 

(三)獎助學金委員會 

1. 10 月 3 日召開獎助學金委員會，討論「蘇秉銓獎助學金」因應方式。 

2. 11 月 16 日召開獎助學金委員會審查「謝志雄獎學金」、「蘇秉銓獎學金」、「蘇秉

銓助學金」再次申請、「王郁芬獎學金」、「唐德晉獎學金」、「系友會獎學金」、「廖

軒晟系友獎學金」等申請，並提出建議名單於系務會議審核。 

(四)財精研發工作坊協調會 

1. 10 月 5 日召開財精研發工作坊協調會議研討會，討論財精工作坊籌備事宜。 

2. 11 月 22 日召開「財精研發工作坊」工作協調會議，規劃未來發展。 

(五)研討會籌備會議 

1. 9 月 5 日召開財精研討會籌備會議，訂於 2013 年 3 月 29 日舉辦「2013 財務工程

與精算科學研討會」。 

2. 11 月 7 日召開「2013 財精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議。改訂於 2013 年 5 月 28 日

舉辦「2013 財務工程與精算科學研討會」，並分配工作執掌。 

(六)評鑑相關會議 

1. 10 月 11 日召開財精系評鑑規劃小組會議。 

2. 11 月 20 日召開財精系評鑑第一小組會議。 

(七)校務發展委員會暨預算委員會：12 月 5 日召開財精系校務發展委員會暨預算委員會

聯席會議。 

(八)助教會議與辦公室行政同仁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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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月 1 日召開助教說明會。 

2. 8 月 6 日至 8月 13 日舉辦助教觀摩會。 

3. 10 月 23 日開會討論系務工作調整分配。 

4. 10 月 29 日召開助教會議。 

5. 11 月 26 日召開「辦公室行政同仁會議」。 

三、 辦理財精研發工作坊，計有下列場次： 

(一)11 月 2 日邀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傅承德教授到校演講並與教師進行學術交流研

討。 

(二)11 月 28 日邀請台灣大學財金所王耀輝副教授到校演講並與教師進行學術交流研

討。 

(三)12 月 7 日將再舉辦「財精研發工作坊」，邀請專家學者到校演講並與教師進行學術交

流研討。 

四、 規劃及辦理本系學術專題演講共計 4場： 

(一)9 月 26 日舉辦學術演講，由本系李文雄講師主講，講題為「從造句討論高等微積分

的入門」。 

(二)12 月 5 日舉辦系友經驗傳承講座。 

(三)12 月 13 日舉辦學術演講，由友邦投信基金張勝傑經理主講，講題為「我是蘋果股東

--美股投資秘訣」。 

(四)12 月 26 日舉辦學術演講，由臺灣工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蔡志鴻總經理主講，講題為

「財務金融機構量化風險管理」。 

五、 規劃辦理 SOA 國際精算證照考試輔導課程，每堂課 3小時，共計 14 堂課。 

六、 8 月 8 日辦理兼任助教甄選。 

七、 9 月 8 日舉辦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座談會。 

八、 詹芳書老師於 9 月 6 日至 9 月 9 日赴加拿大多倫多滑鐵盧大學(Waterloo University)

參加「第八屆國際長壽風險與資本市場研討會」(Eighth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Risk 

and Capital Markets Solutions Conference)，並於會中發表論文。 

九、 9 月 15 日舉辦精算人聯誼交流餐敘。 

十、 白文章老師與詹芳書老師於 9月 21 日至 9月 27 日應成都西南財經大學邀請，出席「2021

年海峽兩岸保險與風險管理學術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論。 

十一、 10 月 3 日「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十二、 10 月 12 日舉辦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班班級會議及論文學位考試座談會。 

十三、 10 月 19 日系友會陳惠貴理事長舉辦系友餐敘，針對未來學系併入「海量資訊管理分

析學院」之可行性及合理性，徵詢系友意見。 

十四、 12 月 19 日舉辦企業參訪活動，至永豐金控參訪。 

資管系 

一、舉辦演講： 

(一)10 月 4 日，主講人：陳良弼-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講座教授，講題：From relational 

databases to distributed/parallel databases to cloud databases。 

(二)10 月 18 日，主講人：林長慶(66 級系友)- 台灣證券交易所協理，講題：證券交易

系統的開發與營運實務。 

(三)11 月 22 日，主講人：陳明溥-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教授，講題：遊戲化與遊戲

學習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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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 月 29 日，主講人：王維麟-美商浪橋科技台灣分公司 General Manager，講題：

智慧型裝置變身行動辦公室。 

(五)12 月 6 日，主講人：謝吉隆-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助理教授，講題：待訂。 

(六)12 月 13 日，主講人：陳攸華-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網路學習科技研究所教授， 講

題：Where I have been and Where I am going? 

(七)12 月 20 日，主講人：王明德-內政部資訊中心企畫科科長，講題：待訂。 

(八)12 月 27 日，主講人：洪志鵬-台灣微軟全球技術支援中心副總經理，講題：科技產

業的江湖道義。 

二、舉辦學生活動： 

(一)9 月 27 日舉辦三年級同學「產業實習」心得發表會，由郭豐州老師主持，同學於暑

期在公司實習 280 小時後，將實習工作內容、成果、該領域的現況等彼此分享產業

實習心得，同學們感受到在實務上獲得很大的成長。 

(二)10 月 25 日舉行三年級週會，由郭育政主任主持，並宣導有關專題實驗、業界實習、

五年一貫學程、證照考試等相關資訊。 

(三)11 月 19 日、20 日辦理大一普測「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 

(四)11 月 29 日辦理三年級「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診斷」測驗。 

三、舉辦招生宣導活動： 

(一)11 月 7 日曾修宜老師與黃心怡老師赴明倫高中進行招生宣導活動。 

(二)12 月 5 日曾修宜老師與黃心怡老師赴南山高中進行招生宣導活動。 

四、為加強學生程式設計能力並輔導學生取得證照以增加就業競爭力，特舉辦專業證照研習

系列講習-OCPJP 國際程式能力證照，於 10/6(六)、10/7(日)、10/27(六)、10/28(日)、

11/21(三)下午 12:30 - 下午 6:30，共舉行五場講習課程。 

五、「資管系四十周年系慶聯合同學會」於 11 月 17 日(星期六)中午假台北三軍軍官俱樂部

勝利廳盛大舉行，本次四十周年系慶聯合同學會活動有上午的傑出系友經驗分享、中午

的系慶餐會及下午的籃球競賽與各班同學會。其中系慶餐會席開 23 桌，總計有近 250 位

系友齊聚一堂，回味同窗情誼，並見證母系的蛻變與成長。本次活動除了集結老、中、

青三代系友共襄盛舉，更以經驗傳承、感動懷舊、健康樂活三大主題貫穿這場年度盛會。 

六、召開系教評會會議，審查新聘兼任講師案、審查 102 學年度教師休假、請審查教師評鑑

案、審查教師免評鑑案。 

七、召開系務會議，通過碩士班共同考科、碩士在職專班取消筆試、修訂「東吳大學商學院

資訊管理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東吳大學商學院資訊管理學系教師評審

辦法」、修訂「東吳大學商學院資訊管理學系教師評鑑辦法」等案。 

八、辦理 101 學年第 1 學期研究生獎學金及助學金、蘇秉銓先生資訊教育獎助學金、張楚義

系友獎學金。 

九、辦理本系教師申請提升管理與社會科學研究補助。 

十、辦理三年級第 2學期業界實習，計有神通資訊科技公司、叡揚資訊公司、網際智慧公司、

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等四家公司與本系合作業界實習，共提供 11 名實習工作機

會。 

十一、102 年 1 月 14 日舉辦本學期程式設計能力檢定考試。 

十二、102 年 1 月 17 日舉辦校內 OCPJP 國際程式設計能力證照考試。 

十三、持續推動「點滴成河、心手互持」募款計畫。 

十四、12 月 27 日於 R2123 舉辦專題成果展，共 13 組專題發表，每組除利用簡報介紹專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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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外，並於現場實際展示專題成果。 

十五、資管專業教室添購數位講桌，並重新規劃上課座位，增進教學品質與效能。 

十六、大學部專題教室重新規劃，電腦及電腦桌汰舊換新，並進行網點更新工程。 

十七、擴充本系 Mail Server 硬碟空間，大幅改善原硬碟使用量接近滿載之窘況。 

十八、購置一部雲端運算核心技術工作站，並架設 VM-Ware 虛擬環境供碩士班研究使用。 

十九、資管系電子報（http://sun.csim.scu.edu.tw/~epaper/epaper.php），每三個月出刊

一期，101 年第 1學期發行第 27、28 期資管系電子報。 

二十、本學期於會計系、德文系、歷史系共六個班級推行新制資訊概論課程。課程內容除基

礎知識外，亦加強學生於 office 軟體操作能力上之訓練及網頁設計的能力。 

二十一、 本學期執行教學卓越計畫，已完成適性化輔助學習系統開發，目前該系統已全面開

放予資訊概論修課學生使用。 

進學班 

一、 依本校導師制度實施辦法，本班並無專任師資，因此本學年以各年級學程必修課程之授

課教師為各學程編聘導師，並鼓勵辦理導師生班級活動。感謝會計系郭琦如老師、曹文

沛老師、柯柏成老師、藍經堯老師同意擔任一年級及二三四年級「會計實務學程」之導

師，本學程五年級將由柯主任輔導；財精系魏智斌老師、企管系黃庭邦老師、張善智老

師、林信文老師同意擔任二三四五年級「工商管理學程」之導師；經濟系王韋能老師、

張時應老師及國貿系蔡啟瑩老師同意擔任三四五年級「財務金融學程」之導師。 

二、 為提升學生職場競爭力與職能，證照奬助經過 1年之試行，及檢視獎勵相關規範，本學

年度繼續對獲得證照之學生予以每張證照獎勵 500 元以茲鼓勵。 

三、 為提高學生學習品質，激勵學生用心向學，以提昇學習成效和降低退學率，本班致函各

任課教師，請提供學生期中成績評估不及格者與有經常缺課學習怠惰、規避學習活動致

影響學習效果，成績不良者之名單與成績，俾掌握學習狀況，請各導師予以輔導與關懷。 

四、 本班課程分屬會計實務、工商管理與財務金融不同領域，教師除傳授專業理論外，亦視

需求安排不同實務活動，帶領學生進行校外企業參訪，或安排專業人士講演。至 11 月

底本學期已舉辦三場講演： 

(一)第一金控研發室陳奕光副總經理：2013 全球總體經濟分析專題講演。 

(二)美商德盟營運劉堂維經理：菜單設計。 

(三)卓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工程部蔡正興經理：職涯發展-二階段四元素。 

(四)湖南師範大學吳智副教授及海基會張婷婷專員：兩岸投資保障協議座談會。 

(五)阮啟殷法學博士：全球產業競爭趨勢下台灣產業 (對於智權管理與專利佈局上應有

之思維)。 

五、 舉行課程委員會議，討論商學進修學士班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部分課程規劃案，以解決

專任講師比(或專任師資數)及生師比值之不符標準之問題。 

六、 為增進商學進修學士班同學國際化水準、拓展視野，擬於 12 月下旬進行國際交流參訪

活動，本次將由主任及助教帶領同學赴日參訪企業，行前由參加同學同學設計主題參與

小組討論，希望能藉由時事問題、生涯規劃能與當地學生共同討論，並於 11 月開始至

出發前每周六/日安排行前訓練課程，包括基礎日文、行程規劃、禮儀訓練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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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一、本校組織規程修訂條文於 101 年 6 月 19 日經董事會修訂通過，後經報送教育部審核後，

其要求本校依審核意見修訂後再報。茲因教育部函復應再修正處，均為本校已報部核備

之內容，並非此次報請修訂之部分。另，為避免延誤整體組織規程之核定，故遂依教育

部要求增補或調整相關條文內容，並暫緩修訂牽涉較廣之第 8 條、第 9 條、第 9 條之 1

條文，將補正後條文先行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已獲教育部函復准予核定，並自 101 年 8

月 1 日生效。 

二、二代健保將於 102年 1月 1日施行，其最大變革為增收個人及雇主之補充保費。 

(一) 相關說明如下： 

1. 學校支付人員薪資、出席費、演講費、稿費等各項費用超過 5,000元時，需先行

代扣個人 2%之補充保費。 

2. 學校支付年終獎金及非專任人員薪資費用之 2%，為學校應繳納之補充保費，以 100

學年度費用預估全年約為 790萬元（含研究計畫案相關經費之補充保費）。 

(二) 本校每學期前二個月之鐘點費，皆連同第三個月鐘點費一併發放，如此將影響部

分老師需扣繳補充保費，故本室將於行政會議提案，討論教師鐘點費之發放方式。 

(三) 101年度年終獎金發給時間，經 101年 11月 19日行政會議討論決定，提前於 101

年 12月 29日發給；同仁如有特殊考量，可維持於 102年 1月 30日發給(計有 96

人)。 

三、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經101學年度第4次行政會議（101年9月24日）修訂

通過，將本校現行每學期核發20週（5個月）鐘點費之計算方式，比照國立大學改依據實

際排課週數，調整為每學期核發18週（4.5個月）鐘點費，並自102學年度起實施。 

四、自99學年度起，本校約聘職員及研究助理之薪資已比照「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

助理人員工作酬金標準」（以下簡稱「國科會標準」），以大學畢業第一年助理為例，

每月薪資為31,520元；碩士畢業第一年助理為例，每月薪資則為36,050元；101學年度起，

新聘編制內專任職員之薪資改以國科會標準辦理；102年1月1日起，新聘專任助教之薪資

亦比照國科會標準辦理。 

五、教務行政組劉伍稻孫編審 101.07.21退休，音樂系王青雲副教授、企管系王宗忠副教授、

財精系姚裕善老師、英文系呂秋紅老師、註冊組鄭月琴組員、課務組胡秀雯編審於

101.08.01退休，生涯發展中心周秋鴻編纂 101.09.01退休，營繕組郝權組長 101.10.01

退休。 

六、為推廣「預防重於治療」的觀念，提醒教職員工注重健康，本學年度安排於二校區舉辦

教職員工免費健康檢查活動，共有 463 名教職員工參加，並已於 101 年 10 月上旬分送相

關檢查報告。 

七、101年度聯合勸募活動本校共有 64位教師職工參與，合計捐款金額為新台幣 10萬 2,500

元整，本室已於 11月份薪資作業中完成捐款同仁代扣捐款作業，並以掛號方式連同捐款

者名冊郵寄「中華社會福利聯合勸募協會」，完成捐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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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1.本校 101 學年度預算案依教育部 101 年 9 月 19 日函同意備查。 

2.本校 100 學年度各單位實際支用預算控管表於 101 年 10 月 08 日完成，並函送預算委員會

及各單位參考。 

3.教育部 101 年度獎勵教學卓越計畫及 100~101 年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執行期限至

101 月 12 月 31 日止，全數經費預計於執行期限執行完畢。 

4.本校100學年度財務報表業經資誠會計師查核竣事，於101年 10月 29日完成簽證報告書；

100 學年度決算書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於 101 年 11 月 12 日經董事會審查通過，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陳報教育部核備。101 年 11 月 20 日於本校網站公告及 101 年 11 月 28 日於圖書

館公開陳閱規定之財務報表。 

5.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101 年 11 月 23 日蒞校，抽查 100 學年度該單位補助之計畫財務

收支情形。 

6.台北市政府文化局委任之永輝啟佳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於 101 年 10 月 24 日蒞校，查核林語

堂故居 100 年度及 101 年 1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之營運收支及相關財務資料。 

7.本校 100 學年度所得結算申報書查核簽證及申報作業預計於 101 年 12 月 21 日前完成。 

8.本校 101 年度各類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作業預計於 102 年 1 月 23 日前完成，於 2月

6日前寄發扣繳憑單事宜。 

9.定期核對總務處之財物清單，以達帳物相符。 

10.加強審核各項財產設備購置之預算控管、採購及驗收程序，以增加資源使用效益。 

11.蒐集東海、淡江、輔仁及文化大學等財務報表，以建立同類組大學財務指標，以檢討本校

財務資源之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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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一、本館邀請法務部法律事務司李世德科長於 12 月 7 日（五）下午 2 點蒞校演講有關個人資

料保護法議題，地點於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 
二、配合圖書館週活動，訂於 12 月 10 日至 14 日假本校游藝廣場舉行「亂世中的司法傳奇—

《大理院民刑事判決》書籍珍藏展」，並邀請輔仁大學法律系黃源盛老師（演講主題：大

理院的歷史地位）、政治大學法律系李聖傑老師（演講主題：大理院刑事判決）及本校法

律系周伯峰老師（演講主題：大理院民事判決）蒞校專題演講。 

三、101 年 6 月 19 日「中正圖書館外觀重塑工程」開工，10 月 8 日完工。10 月 26 日上午 10
點於中正圖書館舉行「中正圖書館外觀工程完工慶祝儀式」，校長、謝主任秘書、社會資

源處許晉雄社資長、教學資源中心王志傑主任、通識教育中心王行主任、體育室劉義群

主任、譚彥老師、校務發展組余惠芬組長、理學院朱啟平院長及外語學院賴錦雀院長等

師長蒞臨指導，歷屆館長俞雨娣、王中一、簡茂丁及丁原基等館長回娘家共襄盛舉。 

四、本館 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教學卓越計畫－「建構圖書資源加值分享計畫」，經本校 100-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管考小組評考獲選為優良，學校特頒獎狀予計畫主持人張孝宣代理館

長及共同計畫主持人採錄組陳育菁代理組長、參考組鄭雅靜組長、非書資料組胡佳薇組

長及城區分館李明俠主任，以肯定在提升教學之努力與貢獻。 

五、建立學科館員，作為館方、學系、教師及研究生橫向溝通管道，有效傳遞與推廣圖書館

各項服務與資源，提供精緻貼心資源利用服務。提供各學系最新出版期刊目次服務(TOC)，
提高期刊利用率： 

(一)雙溪校區：英文系/51 種、音樂系/17 種、心理系/18 種、物理系/24 種、哲學系/20

種、人權學程/3 種、師資培育中心/48 種、日文系/10 種、政治系/20 種、

語言教學中心/18 種及社會系/ 4 種等，共計 11 個學系單位。 

(二)城中校區：法律系中文/24 種、英文/36 種、日文/15 種、德文/19 種及企管系英文/26

種，共計 2 個學系單位。 

六、圖書館針對新生舉辦『來圖書館吧！陪你走第一哩路』活動，內容包括「書展」、「影展」

及「電子書利用指導」等。為促進同學閱讀風氣及加強讀者服務，規劃「借書量衝衝衝」

及「流通台走動式服務」等活動，近期內將進行宣導推廣，期能提升本校圖書流通率。 

七、圖書館主動蒐集教師著作並推廣，鼓勵與表彰本校教師學術產出；本學年度起開放教職

員使用線上薦購系統，並於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舉辦「e 薦鍾情 悅讀有禮」推廣活動，

以吸引學生進入圖書館與使用資源，提升利用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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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時     間 數    量 

北二區基地營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01 年 9 月 24 日 32 人次 

北一區館合證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01 年 9 月 24 日 620 人次 

項    目 時     間 數    量 

網頁瀏覽人次 98 年 10 月 8 日至 101 年 9 月 25 日 209 萬 9,277 人次 
聯合目錄 98 年 1 月 1 日至 101 年 9 月 24 日 696 萬筆，約 1,557 萬冊

圖書代借代還 100 年 7 月 1 日至 101 年 9 月 24 日 總處理量：21,738 件 
線上申請館合證 100 年 7 月 1 日至 101 年 9 月 24 日 總受理件：4,39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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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8月29日、9月7日舉辦「100學年度優良教師頒獎典禮暨101學年度新進教師研習」，

活動回饋滿意度達 98%。 

(二)「101-1 學期教學改進計畫」核定補助 18 件申請案，總金額 172 萬 8,003 元，執行

期程為 101 年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101-2 學期教學改進計畫」已截止申請，刻進

行審查，預訂 11 月 30 日公告核定結果。 

(三)「101-1 學期教師專業社群補助」核定 17 件申請案，總金額 58 萬 3,794 元，執行期

程為 101 年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101-2 學期教師專業社群補助」訂於 11 月 30 日

截止申請。 

(四)依據 4月 18 日、4月 19、26 日「東吳大學 102-103 年度教育部辦理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各學院討論會議決議編印之《教師法規彙編》手冊，各學系需求合計 235 本已發

送完畢。 

(五)更新完成 101 學年度《教學資源》手冊，並依據各單位提出需求印製 300 冊，已發送

完畢。 

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100-101 年度北一區計畫第二期補助款共 6,438 萬 9,886 元，已撥付學校帳戶，刻進

行夥伴學校補助款請領流程。 

(二)101-102 年度「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精進計畫」： 

1.修訂計畫書及經費明細表已核定，含本校在內，合計 9 所學校申請執行 4 方案，共

48 項計畫，核定金額為 900 萬元。第一期款已核撥，刻進行夥伴學校補助款請領流

程。 

2.完成「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精進計畫」選課系統建置。 

(三)完成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師生滿意度線上調查作業平台建置。 

(四) 9 月 21 日舉辦「校長高峰論壇」，邀請夥伴學校師長分享各校特色教學成果。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理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完成申請 101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第三期款，8,500 萬已全數核撥。 

(二)10 月 15 日依高教司臺高(二)字第 1010159085 號函，完成 102-105 年卓越計畫構想

書報部。 

(三)10 月 9 日配合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進行「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問卷調查作業。 

(四)11 月 29 日本校通過 102-105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構想書初審，12 月 18 日提報複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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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 

(五)訂於 12 月 15-21 日於台中科博館辦理「第一、二期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 

(六)於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新增最新消息 404 筆、計畫成果 99 筆，並完成

填報 1-10 月份經費執行數。 

(七)9 月 28 日至 10 月 12 日於城中校區辦理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相關活動辦理如下： 

活動名稱 打卡．讚．東吳 卓越粉絲團 卓越大學堂 

參與人次 160 42 43 

總計 245 

二、教學助理、課輔助理計畫 

(一)101-1 學期教學助理、課輔助理計畫辦理情形如下： 
              類別 

受益數      
教學助理 課後輔導與補救教學 

補助課程數 164 61 

助理人數 152 62 

受益學生數 8,964 1,293 

(二)9 月 6、13、14 日辦理隨堂助理與課輔助理培訓活動，共 128 人參與。 

(三)11 月 9 日完成教學卓越計畫三類助理線上申請平台。 

(四)101 年 11 月 12 日至 102 年 1 月 26 日開放教師線上申請「101-2 學期教學助理」。 

三、語文學習角、課業個別諮詢(含北一區線上課輔) 

(一)10 月 8 日開始辦理語文學習角、課業個別諮詢活動，共開設 12 門專業課程與英、日

語會話服務，截至 11 月 20 日止分別已有 172、101 人次參與諮詢。 

(二)完成統計各校輔導需求並開設 8門線上課業輔導課程。 

四、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活動 

(一)11 月 29 日辦理「跨校英語自學達人分享會」，統計至 11/20 止已有 43 人報名。 

(二)學生萬事通平台新增學習資源情形，統計如下： 

網頁 學養快 e通 生活便利通 證照檢測通 線上自學通 大學菁英百事通 

筆數 1,261 筆 299 筆 643 筆 1173 筆 131 筆 

五、其他 

(一)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辦理「2012 學習林來瘋，徵的就是你」，預計 11 月底於活動網

站(http://ctlpub.scu.edu.tw/competition/viewforum.php?f=4)公告錄取名單。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建立全方位數位教材製作服務方案(累計 101 年 8-11 月) 

(一)數位教材製作服務：完成 390 件教材製作案、教材時數 585 小時，每案教師對此服

務滿意度達 100%。 

(二)教學資源器材借用：外借使用 75 人次、借用數量(含配件)共 677 件；於教師數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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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製作室使用 98 人次、借用數量共 129 件。 

(三)數位媒體諮詢服務：64位教職員進行諮詢，每案教職員對此服務非常滿意者達100%。 

(四)空間使用情形 

1、數位教學實驗室(D507)：提供教師借用空間製作數位教材、進行數位化課程教學，

教師共 52 人次使用，總時數達 217.5 小時。 

2、教師數位教材製作室(D508)：98 人次使用，共 151.5 小時。教師對此服務滿意度

達非常滿意者為 100%。教學科技推廣組同仁及教學科技助理總協助製作數位教材

時數為 780 小時；協助製作之教材時數總計為 585 小時。 

3、教材教具製作室(D510)：429 人次使用，共 251.1 小時，借用設備 437 件。滿意度

調查：助理服務態度達 100%、環境整潔度達 99.7%、服務需求符合度達 100%。 

(五)提供教師製作教學網頁與數位化教材使用的數位媒材資源，包含：圖片、影片、聲

音、 PowerPoint 樣版等，累計線上圖庫平台總下載次數為 10,426 次。 

二、推廣數位學習應用方案 

(一)協助教師運用「網路學園」輔助教學：累計 441 位教師使用，共累計 973 科次。 

(二)100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教材上網獎勵活動」共 17 科次投件， 2 科次獲得 5 萬元

獎勵金，10 科次獲得 3萬元獎勵金。 

三、推動課程科技助理培訓與激勵補助方案 

(一)課程科技助理：辦理評量表統計、獎狀製作寄發、修改「東吳大學課程科技助理申

請暨管理要點」。 

(二)提供在校學生擔任教師課程科技助理，協助製作整學期系列性完整課程教學輔助教

材，101-1 學期共服務 50 位教師。 

四、管理維護維護數位教學與行政系統 

(一)完成教學助理線上申請系統網站、規劃建置教師學年度紀事網站。 

(二)維護東吳大學網路學園、視訊系統、東吳大學卓越網站與計畫管考系統、教與學電子

報、系所評鑑系統、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及東吳大學教學資源中心網站相關

系統。 

(三)進行北一區體適能系統系統整合平台建置。 
 

教學評鑑研究組 

一、教學評量與回饋：已完成製頒 100-2 學期期末教學評量成績優異教師「感謝狀」以玆鼓

勵。 

二、規劃開發全新「教師生涯歷程資料庫」，讓老師們可以盡情地蒐集教學、研究、服務、輔

導等各方面資料，建構個人完整生涯歷程。 

三、「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一)完成「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第三階段「大三學生調查問卷」開發。 

(二)完成101學年度入學新生、100學年度入學大二學生、99學年度入學大三學生之「學

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及讀卡作業，後續資料檢覈與統計中。 

(三)完成101學年度入學新生調查問卷之全校性統計報告並檢送相關單位參考。 

四、進行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全面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具體作法與運作機制

之專訪，後續將彙集訪談資料著手專輯之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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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中心 

一、 共通課程相關業務：  

(一)配合 103 年度通識教育評鑑項目進行相關會議：由本中心針對 103 年通識教育評鑑為項目討

論，並與各共同課程領域教師進行教學上意見交換，分別如下： 
座談會名稱 開會時間及地點 主 持 人 與會人員 

100 學年度東吳

大學共通課程

「外文」領域教

學座談會 

101 年 6 月 14（四） 
中午 12：10～13：40 
地點：雙溪校區 B013 

通識教育中心

王行主任 

外國語文學院賴錦雀院長、日本語文學系王世和主

任、林雪星老師、德國文化學系林愛華主任、張國

達老師、語言教學中心陳淑芳老師、余綺芳老師、

趙佳音老師、外語學院陳盈盈秘書、通識教育中心

蔡瑞卿專員、蔡淑惠組員、曾于珊行政助理（共

13 人） 

100 學年度東吳

大學共通課程

「歷史」領域教

學座談會 

101 年 6 月 19 日（二）下

午 2：00 
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635 會議室 

通識教育中心

王行主任 

歷史系：林慈淑主任、關玲玲老師、何宛倩老師、

何萍老師、傅可暢老師、溫秀芬秘書。 

通識教育中心：蔡瑞卿專員、蔡淑惠組員、劉大中

行政助理（共 10 人） 

100 學年度東吳

大 學 共 通 課 程

「民主法治」領

域教學座談會 

101 年 8 月 8 日（三）上

午 10：00～12：00 雙溪

校區綜合大樓地下室

B013 會議室 

通識教育中心

王行主任 

法律系：王煦棋副院長、林石根老師、陳仲妮老師、

陳雅慧老師。政治系：黃秀端主任、謝政諭老師、

許雅棠老師、劉書彬老師、蔡韻竹老師、林月珠老

師、沈莒達老師。通識教育中心：蔡瑞卿專員、蔡

淑惠組員、劉大中行政助理（共 15 人） 

(二) 北一區各夥伴學校合作開設之跨校通識課程： 

1. 100 學年度「北一區暑期通識跨校選修課程」：原開設 20 班，其中因修課人數未達最低開

課人數 10 人而停開一班外，總計開設 19 班，總修課人數為 946 人。 

2.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正常學期開設之跨校通識課程：  

本中心配合「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正常學期通識跨校選修」課程之開設，本校承認

之是類跨校通識課程共計四門，分別為銘傳大學開設之「生死學」、海洋大學開設之「文

學與海洋」、臺北大學開設之「家庭與醫學」及陽明大學開設之「性別與醫療」，並開放

給本校學士班二年級以上及進修學士班三年級以上之學生跨校修讀，可抵免本校之通識

課程學分。 

(三) 通識講座課程授課暨教學助理制度學生滿意度調查：本中心每學期末針對通識講座授課

暨教學助理制度學生滿意度作調查問卷，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通識講座課程總修課人數

1020 人，有效問卷為 855 份，對教學助理整體滿意度平均達 93%；對通識講座授課滿意

度平均達 90.6%。 

(四)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學（隨堂）助理申請補助計畫結果

業經教學資源中心於 101 年 6 月 27 日召開「教學助理複審會議」，核定通過共通課程部

份共計 14 門。 

二、 重要業務及活動： 

(一)中心出版品： 

1. 東吳大學第一～五屆通識徵文比賽得獎作品集：本中心於101年8月28日編印完成1000

冊，除發送得獎學生、各屆評審委員及本校各學術及行政單位外，更發送至全國各大專

院校，供各校參閱陳列。 

2.通識書籤：本中心為推廣通識教育理念，特別印製「專業內要內行，專業外不外行」書

籤 5000 張，並於 101 年 9 月 17 至 28 日發送全校大一及大二學生。 

(二) 召開共通教育委員會： 

1.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共通教育委員會第 2次會議(101.12.05)決議，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共

通課程架構調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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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學士班：總學分數由 35 個調整為 28 個學分，分別如下： 

「國文」領域：學分數由 6學分（3/3）減為 4學分（2/2）。 

「外文」領域：學分數由 10學分(12小時)減為 8學分(10小時)。 

「歷史」與「民主法治」領域：各由 4學分(2/2)減為單學期 2學分。  

「資訊」領域：自 102 學年度起廢除現行「資訊概論」共同課程 3學分；另以資訊

檢核機制及配套措施取代，並列為畢業門檻。 

通識課程：學分數由 8學分增為 12 學分，於大一至大三修讀。學生應於六大類別中

至少需修讀四個不同類別之課程。 

「美育活動」領域：新增必修 0學分，並列為畢業門檻。 

「體育」領域：原大一至大三必修，改為大一至大二必修；並於全校性選修課程另

開設限大三、大四修讀之選修體育。 

(２) 進學班總學分數由 27 個調整為 24 個學分。 

「國文」領域：學分數由 6學分（3/3）減為 4學分（2/2）。 

「外文」領域：學分數由 10 學分減為 8學分。 

「性平教育」領域：新增共同必修課程 2學分，單學期課程。  

「生活倫理」領域：新增共同必修課程 2學分，單學期課程。 

(三) 通識教育相關會議及推展活動： 
活動或會議名稱 活動時間/地點 主講(持)人 參加對象及人數 

100 學年度通識講座教

學助理成果發表會 

101 年 6月 25 日（一） 

12:00～14:00 

雙溪校區 D501 教室 

本校中文系 

鍾正道老師 

100 及 101 學年度通

識講座教學助理共計

22 人參加 

【北一區通識講堂】 

布袋戲百年風華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主

辦 

東吳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協辦 

101 年 7月 25 日（一）12：

30～15：30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研究大樓 R421 教室 

聲五洲掌中劇團 

王英峻團長 

北一區、北二區各夥

伴學校教職員學生約

60 餘人參加，，整體

滿意度達 95.43%。 

101 學年度通識講座教

學助理研習會 

101年 8月 30日（星期四）

09:00～15:00 第二教研

大樓 D507 教室 

王  行主任 

蔡瑞卿專員 

101 學年度通識講座

教學助理共 13 位及

中心同仁 6位，共計

19 位。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計畫「101 年度暑期跨

校通識教學經驗分享座

談會」 

101 年 10 月 3 日（三）13：

30～16：00 

雙溪校區 B013 研討室 

陽明大學樹德教授、臺北藝術大

學余昕晏教授、東吳大學楊奕華

教授 

本校及北一區 18 所

夥伴學校專、兼任教

師共計 21 位參與。 

101 學年度北一區區域

教學資源中心「多元通識

列車講座」 

101 年 10 月 9 日～ 

101 年 11 月 30 日 

分別至真理大學、海洋大

學、文化大學、政治大學、

輔仁大學、陽明大學進行

跨校演講 

物理系陳秋民老師、中文系楊振

良老師、微生物黃顯宗老師、英

系呂健忠老師 

本校及北一區 18 所

夥伴學校教職員生 

第

六

屆

東

吳

通

識

週

系

列

【通識上菜】靜態

資料展 

101年 11月 19日～101年

11 月 23 日為期一週 

地   點：東吳大學雙溪

校區第二教研大樓一樓穿

堂 

此次資料展將通識課程以菜單

方式呈現，將本校通識教育六大

領域課程變成了五道美味的佳

餚，以「美味營養、吃出通識新

滋味」為主題， 展現豐富有趣的

學習內容及充實營養的課程特

色。 

全校教職員生 

【名師饗宴】名師

通識講座影音播放  

101 年 11 月 19 日至 101

年 11 月 21 日共計三天 

東吳大學雙溪校區望星廣

精選歷年通識講座課程，「科幻

與現代文明」、「認識星空」、

「作家論佳作」、「當東方美遇

全校教職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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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場 上西方美」、「人、人與人、人

與自然」近距離體驗名師影音再

現。 

【北一區通識講堂】

化妝保養品 DIY 

 

101 年 11 月 20 日（二）

18：30 至晚間 20：30 雙

溪校區 G101 會議室 

化學系郭鳳珠老師 
北一夥伴學校及全校

教職員生計 80 名 

【通識薈萃講堂】

口袋裡的城市–城

市的行銷美學 

101年 11月 23日(五) 中

午 12：10 至下午 1：30

國際會議廳 B015 

中文系張曼娟教授 

(前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

任) 

校內外約 100 人 

  



-------------------------------------------------------------------------------------------------------------------------------------------
東吳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 次(1011219)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97 

電算中心 

一、電子化校園專案執行說明 

(一) 電子化校園系統資料庫於 101 年 9 月 29 日移轉至 HP 資料庫主機，以及高可用性機

制測試，並進行定期系統日誌備份機制建立，並進行資料庫介接軟體請購。 

(二) 進行會計預算執行、校務發展計畫提報系統開發、修改。 

(三) 因應人事室考核辦法之修訂，完成電子化校園系統人事考核系統修改，請人事室確

認中。 

(四) 進行會計預算執行系統開發。 

(五) 完成 101 學年度校友資料庫轉檔作業。 

(六) 完成制訂電子化校園帳號管理辦法，並建立特殊帳號申請機制。 

(七) 完成因應組織變動，進行電子化校園系統人事系統修改設定作業。 

(八) 完成電子化校園系統資安系統監控與稽核軌跡稽察、應用伺服器系統安全性更新作

業，應用伺服器硬碟升級作業，更換進度達 80%，硬體設備維護，定期進行設備檢

視及維護， 

(九) 進行 102-104 校務發展計畫系統開發。 

(十) 持續進行電子化校園各系統之相關問題處理、上版清單與上版程式審閱。 

二、卓越計畫及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相關系統進度說明 

(一) 持續進行教學卓越計畫-「建構多功能之虛擬線上學習環境」之線上題庫系統開發，

進行文件修訂與程式修改。 

(二) 完成教學卓越計畫-「建構優質個資安全防護環境」，建置內部網路入侵偵測防禦系

統。 

(三) 完成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數位學習平台第三年計劃(數位學習平台軟體功能開

發、雲端平台資訊安全提升相關設備及高效能伺服器採購)。 

(四) 持續進行北一區 HP 資料庫維護，定期進行健檢與修補程式更新。 

三、全校網路環境建置說明 

(一) 完成外雙溪校區網路流量統計主機更新。 

(二) 完成 ISMS 驗證。 

(三) 完成外雙溪校區寵惠堂網路架構調整及哲生樓、綜合大樓網點建置。 

(四) 完成外雙溪校區圖書館網路交換器之更換。 

(五) 完成城中校區骨幹交換器 N7K CPU 卡板更換作業。 

(六) 完成全校骨幹入侵防禦設備 DP3020/DP3000 更換上線作業。 

(七) 完成代理伺服器設備更換線路設定，由 SEEDNET(4MB)提升速度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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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ET(100MB)ADSL 線路。 

(八) 完成城中校區第三、四、五、六大樓增佈網點工程。 

(九) 完成頻寬管理器 L7 IS8000/IS5000 升級 4.5.01 及 MGT 升級 4.5.02 版本。 

(十) 完成連接全校性設備交換器擴充連接數目。 

四、校務行政系統開發說明 

(一) 完成支援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選課、註冊各項相關電腦作業及相關程式之增

修。 

(二) 完成 101 學年第 1學期全校學生學雜費資料處理作業。 

(三) 配合教育部政策，完成修改減免資料報送格式及申請人資格之程式。 

(四) 完成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讀卡結果，共計完成科目數 2738 科，卡片

數為 84273 張。 

(五) 完成 101 學年第 1學期全校學生學雜費資料處理作業。 

(六) 完成新增及修改學務系統之研究生教學助學金系統相關作業功能。 

(七) 完成修改住宿費繳費單注意事項及增加可貸及加貸金額顯示。 

(八) 完成圖書館讀者資料轉檔系統。 

(九) 完成轉出 85~92 入學且已畢業或退學之學生照片檔，製成光碟送教務處存參，刪除

其在資料庫中的資料。 

(十) 完成修改配合期中畢業生證書之印製、進修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退補費計算方式

及報表與新增輸入研究生論文中英文名稱、成績及修改英文成績單。 

(十一) 完成國際交流學生英文成績單程式增加 G.P.A.選項及計算 G.P.A.平均值。 

(十二) 配合人事室業務調整，完成修改考核系統相關權限、教師晉薪功能處理方式及

增加薪級資料檢核報表。 

(十三) 配合學校組織調整，調整人事系統單位名稱長度，及支援人事室執行 101 學年

度教職員考核晉薪作業，並修改相關程式。 

(十四) 開發招生網路報名系統及招生系統進修學士班新生選填志願放榜作業相關程

式。 

(十五) 持續進行招生系統大學分發入學/甄選入學作業、學籍系統新生入檔作業改版作

業系統規劃設計。 

(十六) 因應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持續修改薪資系統、非固定薪資系統、工讀金系統、助

學金系統中相關部份。 

五、教職員生服務事項說明 

(一)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 6門課程，截至 11 月底兩校區教職員共

計 122 人次報名參加。 

(二) 完成簽訂微軟 Dream Spark 及 Office 365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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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進行校內個人資料盤點作業。 

(四) 暑假期間協助進行兩校區多媒體教室軟體更新及掃毒。 

(五) 完成雙溪 B610 電腦教室之電腦汰換。 

(六) 完成 101 年度新生帳號建置及完成 100 學年度畢業生 email 帳號刪除公告寄發。 

(七) 完成協助校友電子郵件 gmail 申請。 

(八) 完成協助圖書館 VPN(虛擬私人網路)網路使用環境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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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體育教學組】 

一、『101 學年度東吳大學體育教學研討會』於 9月 6日（四）13：30-16：50 假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行，出席人員為體育室專、兼任教師共計 27 名；會議中除報告體育教學

及活動宣導事宜外，並邀請本校心理諮商中心輔導員進行專題演講，講題為：身心障礙

學生行為觀察與因應；此外藉由交流座談進行教學經驗分享與分組討論修訂選項課程規

劃與評分標準。 

二、101 學年度第 1學期體育室申請東吳大學教學改進補助案核定金額為 99,135 元，審查明

細表已影送計畫參與教師。 

三、101 學年第 1學期體育教學觀摩會已於 9月 19 日（三）14：30-16：00 假外雙溪校區綜

合大樓 3樓體適能檢測中心舉行，出席教師共計 13 名；會中邀請廠商進行體適能檢測器

材：3分鐘登階器材之操作說明。 

四、11 月 5 日至 12 月 2 日進行體育課程學生健康體能檢測，於期中考週安排校外課程回校

施測；城中校區以新購檢測器材進行 3分鐘登階心肺適能檢測；12 月 12 日進行資料處

理後，以電子郵件通知學生，並能於電子化校園系統查詢檢測結果。 

五、城中校區室外籃球場面層已於 101 年 9 月 11 日完成驗收，全新的場地提供師生更安全、

健康、舒適的運動環境。 

六、體適能檢測中心於 11 月 12 日至 11 月 23 日舉辦「身體組成檢測週」，提供全校師生身體

組成分析服務。 

七、因應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共通課程架構重新規劃，12 月期間將配合規劃通識課程體育學

科、全校性選修體育課程、二年必修體育課程等。 

八、將於 102 年 1 月 7 日舉辦體育室教師進修會，擬邀請國立體育大學競技與教練科學所張

育愷博士做運動學習心理相關課題演講。 

 

【體育活動組】 

一、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體育活動組組長人事異動：黃煥業組長卸任、林英亮副教授接任。 

二、今年奉校長交辦與心理諮商中心共同規劃「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校園生命關懷」活動，

於 101 年 10 月 31 日 1：30 舉行「東吳帕奧  珍愛“身＂命」活動，內容包括輪椅籃球、

地板滾球、輪椅網球、輪椅國標舞表演賽，並邀約同學體驗；邀請表演殘障選手計 45 人，

籌備工作與協助接待學生志工共 82 人，參與體驗及觀賞學生人數逾 220 人。另外藉舉辦

2012 東吳國際超馬活動，透過實踐家文教基金會引薦馬來西亞腦性麻痺的馬拉松鬥士曾

志龍先生，於 101 年 12 月 7 日和 10 日分別於兩校區舉行「曾志龍生命激勵講座」，並邀

請康軒文教基金會李萬吉董事長、輔仁大學前校長黎建球教授為與談人，藉以激勵本校

學生『勇敢面對自己，創造生命的不可能』。 

三、101 學年教職工登山健行活動於 101 年 11 月 10 日舉辦，今年有國際處的 63 幾名外籍生

參與，到福隆騎自行車遊舊草嶺隧道與賞海岸風情；實際參加的教職工及眷屬共計 289

人，含外籍生總計 35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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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一新生接力賽已於 11 月 9 日結束，由數學一及法律一 A分獲男、女組第一名，其餘各

取優勝 15 名，由各任課教師隨班頒發獎牌。 

五、101 學年度新生盃除了籃球項目外，排球、桌球、羽球等賽事結束，成績如下： 

（一）男子排球：冠軍─資管系、亞軍─會計系、季軍─企管系、殿軍─數學系 

女子排球：冠軍─會計系、亞軍─社工系、季軍─政治系、殿軍─英文系 

    （二）男子桌球：冠軍─財精系、亞軍─國貿系、季軍─企管系、殿軍─數學系 

                    MVP：財精系黃御軫 

女子桌球：冠軍─數學系、亞軍─哲學系、季軍─微生物系、殿軍─化學系 

MVP：數學系朱琬琪 

    （三）羽球賽：冠軍─國貿系、亞軍─社會系、季軍─經濟系、殿軍─政治系 

六、「2012 喬山盃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於 12 月 8-9 日在外雙溪校區舉行，24 小時賽邀請來

自七個國家 12 名外籍選手以及國內 24 名共 36 名選手，另外有 12 小時賽、3小時賽、1

小時賽、1小時陪跑、體驗，半程馬拉松接力賽等共計 628 名選手、師生同場競技和慢

跑體驗，大會服務志工及籌備工作人員共計 666 人。 

七、本學期已完成外雙溪運動場館與器材之維護及修繕情形如下： 

1、網球場面層龜裂修繕與重新畫線、通道階梯重新鋪設 

2、籃球場周邊排水系統疏浚 

3、操場流失淘空之地基補平、跑道隆起面層修繕 

5、室外籃球場、排球場、網球場燈光照明改善工程 

6、舞蹈教室天花板粉刷，音響線路重新拉線配置及購買喇叭裝置 

7、體育館地板球柱孔維修、空調冷卻系統修繕 

8、桌球室天花板漏水修繕 

9、健身室阻力訓練機皮帶斷裂更新、曲臂機固定插桿折斷維修、新裝置兩台螢幕 

八、本校男、女籃球隊，男、女排球隊和棒球隊已陸續於 11-12 月進行大專院校籃球、排球

與棒球聯賽的比賽。 

 



-------------------------------------------------------------------------------------------------------------------------------------------
東吳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 次(1011219)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102 

推廣部 

一、 城中校區經常班（上課期間：101 年 8 月 1 日～101 年 10 月 31 日止） 
(一) 101 學年度城區各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100 學年同時期比較）： 

1、日文班：總人次成長 6％；總收入成長 4％。 
2、韓文班：總人次成長 4％；總收入成長 5％。 
3、英文班：總人次成長－20％；總收入成長－18％。 
4、德文班：總人次成長 242％；總收入成長 158％。 
5、法文班：總人次成長－5％；總收入成長 5％。 
6、西班牙文班：總人次成長－34％；總收入成長－37％。 
7、義大利文班：總人次成長 64％；總收入成長 58％。 
8、數位人才學苑：總人次成長－41％；總收入成長－18％。 
9、企貿班：總人次成長 18％；總收入成長 14％。 
10、 精緻生活系列課程：總人次成長 15％；總收入成長 17％。 
11、 長青學苑：總人次成長－100％；總收入成長－100％。 

(二) 城中校區經常班 101 學年較 100 學年，總人次成長－0.06％；總收入成長－0.32％。 
 

二、 雙溪校區經常班（101 年 8 月 1 日～101 年 10 月 31 止） 
(一) 101 學年度雙溪各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100 學年同時期比較）： 

1、 雙溪日文：總人次成長 14％；總收入成長－4％。 
2、 雙溪瑜珈：總人次成長 257％；總收入成長 364％。 
3、 雙溪法文：總人次成長 100％；總收入成長 100％。 
4、 雙溪韓文：總人次成長－100％；總收入成長－100％。 
5、 雙溪德文：總人次成長 100％；總收入成長 100％。 

(二) 雙溪校區經常班 101 學年較 100 學年，總人次成長 38.71％；總收入成長 25.31％。 
 
三、 學分班 

(一)101 學年度本校自行招生學分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100學年同時期比較）： 
1、學系開設學分班：總人次成長－7％；總收入成長－3％。 
2、不動產估價師、地政士學分專班：總人次成長－9％；總收入成長－11％。 

(二) 101 學年度政府補助學分專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100學年同時期比較）： 
1、 產學訓人才培訓學分專班：總人次成長 32％；總收入成長 52％。 
2、 充電起飛加值方案：總人次成長－43％；總收入成長－38％。 

(三) 學分班 101 學年較 100 學年，總人次成長－3.27％；總收入成長 2.69％。 
 
四、 委訓課程 

(一)101 學年委訓課程，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100 學年同時期比較）： 
1、經濟部工業局等委訓課程：總人次成長－76％；總收入成長－80％。 
2、LCCI 國際證照課程：總人次成長－100％；總收入成長－100％。 
3、PMP 專案管理師：總人次成長 49％；總收入成長 47％。 
4、教育部樂齡大學：總人次成長 10％；總收入成長 5％。 

(二)委訓課程 101 學年較 100 學年，總人次成長－63.42％；總收入成長－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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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育部暑期英語密集營 
(一)101學年，共計 48人次，補助款收入 2,220,000元。 

(二)100學年，共計 30人次，補助款收入 1,050,000元。 

 
六、 目標收入及目標達成率 

(一) 101 學年目標收入 108,750,000 元，  
截至 10 月 31 日止總人次 8457 人，總收入 41,295,538 元，目標達成率 37.97％。 
101 學年較 100 學年，總人次成長－7.53％；總收入成長 3.45％。 

(二) 100 學年目標收入 108,750,000 萬元， 
同時期總人次 9146 人，總收入 39,919,061 元，目標達成率 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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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委員會 

本委員會於 101 年 10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在外雙溪校區寵惠堂 A210 會議室

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次會議，共討論四項議案： 

第一案：請討論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停招案。（提案人：張家銘教務長）  

結 論：一、本案暫時擱置。 

二、請研發長儘速提出一個具法規式的評估機制，內容訂立清楚指標，期間

請與各單位密切溝通，將大家所提意見納入機制中。本案於評估期間一

有結果，再提下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討論。 

第二案：請討論同意 103 學年度起音樂學系碩士班取消【學籍分組】招生，改以【招生分組】

招生案。    （提案人：莫藜藜院長）                        

結 論：通過。 

第三案：請討論同意「東吳大學海量資料分析研究中心」設置案。（提案人：趙維良副校長） 

結 論：通過。 

第四案：請討論同意「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設置案。（提案人：張家銘教務長）     

結 論：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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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委員會 

一、本委員會於 101 年 9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2時整，外雙溪校區綜合大樓 B013 會議室，

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次會議，討論 101 年 5 月 30 日校務會議交付規章委員會議案：「東

吳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章程及運作辦法」修訂案。 

 

二、本委員會於 101 年 10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 分整，在外雙溪校區寵惠堂 A210

會議室，召開 101 學年度第 1次會議，討論「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另附「本校教學評鑑

辦法」）。 

 

三、本委員會於 101 年 11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 分整，在城中校區 5215 研討室，

召開 101 學年度第 3次會議，討論「本校教學評鑑辦法」及協助修訂「職工申訴評議委

員會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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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 

一、 100 學年度福委費經費總收入計 848,388 元，總支出計 864,574 元，加 99年結餘 371,536

元，截至 101 年 7 月 31 日止結餘為 355,350 元。其中支出最大宗為退休補助金 62.8

萬(11 位同仁辦理退休)，佔總支出之 72.64%。 

二、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議已於 101 年 9 月 19 日召開。此次會中推舉吳

淑慧委員擔任本屆(101-102 學年)主任委員。 

三、 101 學年第 1學期已轉入教職員工福利基金專戶之收入項目為： 

101 學年度甄試、碩博士、轉學招生考試收入結餘款 10%提撥福委會基金，其金額為

207,571 元。 

四、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教職員工福利基金支出項目預估為： 

(一) 教職員工登山健行活動分攤經費約 110,000 元。 

(二) 第１學期補助各教職員社團活動費用約 22,000 元。 

(三) 第 1學期退休人員 4人，約需支付退休補助金 210,000 元。 

(四) 贊助 101 學年度年終餐敘摸彩獎品費用 30,000 元。 

五、 截至 101 學年第 1學期結束，預估教職員工福利基金結餘約 198,000 元。 

六、 101 學年度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已提供優惠訊息如下: 

 

時間 優惠訊息內容   

101/08/30 台北市教育局舉辦 101 年度第 2次未婚聯誼活動,歡迎報名   

101/09/04 「禮坊月餅」團購優惠事宜   

101/09/07 「千享手工坊」中秋禮盒團購優惠事宜   

101/09/11 「幾分甜專業烘培」中秋禮盒團購優惠事宜   

101/09/14 轉知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大銀幕電影院新片訊息   

101/09/14 僅提供[桃梨城柿--梨山蜜梨]訂購優惠事宜   

101/09/20 轉知新社鄉「福壽梨」優惠訊息  

101/09/20 轉知「臺南市古蹟美食套票」發行優惠資訊。  

101/10/08 提供「阿瘦皮鞋」優惠事宜  

101/10/18 轉知「尋找北海岸及觀音山 10 大私房景點徵選」網路活動，  

101/10/22 轉知許秋華中醫診所優惠訊息  

101/10/22 轉知中華電信上網 399 優惠方案  

101/10/31 轉知「達美樂 Pizza」二校區優惠方案  



-------------------------------------------------------------------------------------------------------------------------------------------
東吳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 次(1011219)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107 

101/10/31 轉知東青中醫診所優惠訊息  

101/11/02 轉知中華電信 MVPN 優惠方案  

101/11/27 提供[桃梨城柿--雪梨及甜杮]訂購優惠事宜  

101/11/29 轉知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跳躍奇航立體書的異想世界」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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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委員會 

一、102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由潘維大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張家銘教務長擔任執行長，另由副校

長、五學院院長擔任當然委員，並由主任委員遴聘歷史系黃兆強、政治系黃秀端、德文

系林聰敏、化學系林遵遠、法律系成永裕、企管系阮金祥、資管系楊欣哲等 7 位老師，

共 15 人組成。業於 10 月 1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並規劃本學年度舉行五次委員會議。期

能藉由招生委員會之成立，使招生試務之規劃與執行，更完善且更具前瞻性。 

二、本校 102 學年度各項招生考試總幹事經奉主任委員核定如下：碩博士班招生考試、日夜

學制轉學考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之總幹事由招生組陳雅蓉組長擔任；甄選入學（含繁

星計畫及申請入學）、進修學士班新生招生之總幹事由招生組林正村編纂擔任。 

三、102 招生學年度各項考試日期排定如下（各項考試日期業於 101 年 10 月 9 日函送全校各

學院系及行政單位，提請預為籌劃因應）： 

碩士班甄試 
101年11月25日（週日）

＜兩校區分別舉行＞ 
進修學士班新生 

＊甄審採計學測及（或）書

審（約 6月中旬放榜） 

＊申請採計指考成績 

碩士在職專班 

筆試 

102 年 3 月 2 日（週六）

＜集中城中校區舉行＞
日夜學制轉學生 

102 年 7 月 14 日（週日）

＜集中城中校區舉行＞ 

碩士班筆試 
102 年 3 月 3 日（週日）

＜集中城中校區舉行＞

大考中心學科能

力測驗（大考中

心） 

102 年 1 月 27、28 日 

（週日、一） 

博士班招生考試 

102 年 5 月 26、27 日 

（週日、一） ＜兩校區

＞ 

聯 合 術 科 考 試

（音樂組）（大考

中心） 

102 年 2 月 3 日至 7日 

（週日 ~ 週四） 

甄選入學個人申

請第二階段甄試 

102 年 3 月 30、31 日 

（週六、日） ＜兩校區

＞ 

指定科目考試 

（ 大 考 中 心 辦

理） 

102 年 7 月 1 日至 3日 

（週一 ~ 週三） 

四、102 學年度有 19 學系（20 系組）參加繁星推薦（音樂、物理、微生物三系不參加）、21

學系（22 系組）參加個人申請（德文系不辦理）。甄選名額共 1022 名，佔招生總額（2714

人）37.66%（去年 26.97%）；其中「繁星推薦」179 名，佔招生總額 6.6%（去年 5.53%）；

音樂系「個人申請」48 名，佔該學系招生總額 80%（去年 86.67%）。另，「個人申請」外

加原住民部份，計有 12 學系提供 27 名原住民名額（去年 23 名）；而「繁星推薦」則有

12 學系提撥 26 名原住民外加名額（去年 27 名）；而「繁星推薦」則有 8學系（9系組）

提撥 16 名原住民外加名額（去年 18 名）。 

五、102 學年度計有 18 學系碩士班辦理甄試招生，其中中文、哲學、社會、英文、數學、企

管乙組（國際商管）、國貿等七學系開放同等學力及國外學歷報考；政治系則只開放持國

外學歷考生報名。計有 274 人報名，較去年增加 22 人。 

六、教育部於 10 月 2 日核定 102 學年度本校招生名額總量，分別為：學士班 2714 人、碩士

班 459 人、博士班 19 人、進修學士班 294 人、碩士在職專班 392 人。合計本校日夜學

制招生總量為 3,878 人（商學進學班減招 6名）。 

七、規畫 102 年 1 月 30 日、31 日（週三、四）分兩梯次，集中外雙溪校區舉行「認識東吳

－與高中生對話」宣導活動，並函請學院支援「院系導航」，擬以 1 小時為一場次，每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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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各兩場，由學院自行設計安排。規劃方向建議可包含：師長介紹（例如說明特色發展

方向、提供諮詢問答，旨在瞭解如何選擇校系）及系學會學生或系友分享。 

六、統計本校 101 學年度學士班入學新生高中學歷，分別以景美女中、中正高中、中和高中、

內湖高中、新店高中為人數最多之前五名；而目前在校學生人數最多之前五名，則依序

為景美、新店、中正、內湖、中和五所高中。以大一新生戶籍所在地分析：台北市及新

北市學生佔大一新生人數百分比為59.0%（台北市30.7%、新北市28.3%；去年合計59.2%）；

其次為桃園縣，百分比 7.50％（去年 7.0%）；第三為大台中市，百分比 5.6％（去年 6.3%）；

第四為大高雄市，百分比 5.45%。總計北北基加桃園地區新生佔大一新生比例 68.3%（去

年為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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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 

一、討論「電子化校園帳號及權限管理辦法」一案，決議為電子化校園特殊帳號之申請，學

術單位由二級主管、行政單位由一級主管審核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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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一、人權研究中心行政事務 

    10 月 17 日 13：30 召開 2013 年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研議會議，由黃秀端主任主持，邀

請黃默老師、陳俊宏老師、王叢桂老師、葉肅科老師、碩士生薛維萩、李盈萱共同討論規劃

明年度國際研討會之主題、議程等內容。此研討會 2010 於澳洲舉辦第一屆、2011 年於南非

舉辦第二屆、2012 年將於波蘭舉辦第三屆、第四屆將於 2013 年於本校舉行、第五屆目前已

確定由哈佛大學舉辦。人權中心將於明年(2013 年)11 月舉辦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為期 4-5

天，預計規劃 3 天正式會議、1-2 天順道觀光。目前以「全球接軌、在地實踐：人權教育的

普及與深化」之議題籌畫，由於本次研討會相當盛大，預計邀請至少 50 位國外學者共同參與、

10 多所國外學校師生參與。希望盡早確認題目，以利今年 12 月赴波蘭參加會議時宣傳以及

申請補助募款等。本次會議討論決議研討會之主題為「全球接軌、在地實踐：人權教育的普

及與深化」，並規劃八個子題：一、轉型正義；二、廢除死刑；三、亞洲傳統價值與普世價值

之關係；四、國際移工、移民之議題；五、社會福利；六、全球化、公民教育與人權教育；

七、LBGT（多元性別權利）；八、環境保護議題。在順道觀光方案部分則提供兩個行程讓國外

貴賓選擇，其一為台北景美人權園區、其二為綠島景美人權園區。除了讓國外貴賓瞭解台灣

人權發展脈絡外，更可以遊歷台灣看到台灣之美。 

二、學術交流活動 

    本中心致力於推廣人權觀念，與國際人權標準重新接軌。中心雖然沒有行政人員及辦公

費，但透過和人權學程、政治學系合作，以及對外募款，舉辦許多國際交流活動，101 學年

第第 1學期辦理之活動統整如下： 

(一)人權饗宴專題演講活動共 3場 

1、10 月 15 日 12：30-14：30 舉辦人權饗宴一，邀請華人民主書院主席王丹擔任主講

人，東吳大學政治系/人權學程主任黃秀端主持，主題為中國的崛起與兩岸三地的民主與人權

發展。透過王丹先生之講述讓學師們瞭解過去中國之發展狀況，以及目前越來越多人的努力

下，中國朝向慢慢開放的概況。參與人數共約 90 人。 

2、11 月 23 日 12:30-14:30 舉辦人權饗宴二，邀請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賴中強律師講

述《鮭魚返鄉、台商回流的人權面向》，本活動共約 20 名同學參加。 

3、11 月 27 日 15:30-17:30 舉辦人權饗宴三，邀請政大新聞系馮建三老師講述《台灣

新聞傳播自由的困境與出路：從 2008 金融風暴與世界人權日談起》本活動共約 80 名同學參

加。 

(二)全球環境治理工作坊共 1場 

11 月 14 日 15:30-19:00 舉辦《我要去杜哈：聯合國氣候談判》工作坊，活動特別邀請 C0P 18

代表團團長、環保署副署長葉欣誠，東吳大學人權學程主任、政治學系主任黃秀端，中央大

學通識教育中心教授李河清，第四屆聯合國模擬談判最佳代表梁守道等人進行分享。本活動

共約 80 人參與。 

(三)國際座談會 1場 

9 月 7 日下午 14:30-16:00 日本廣島大學 20 名師生來訪，進行人權議題之討論座談會。

由黃默老師主講有關台灣人權議題之發展，內容包括從李登輝時代到馬英九時代政治情況的

回顧、台灣死刑存廢的辯論，政府的政策與民間組織的抗爭、經濟社會生活上弱勢族群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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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勞工階層、以及移工、外配，之權利保障等問題。 

(四)國際會議 2場 

1、101 年 10 月 27-29 日與亞太難民權利網絡、台灣人權促進會合作舉辦東亞難民系

列活動，10 月 27-28 為工作坊；10 月 29 於東吳城中 5211 會議室舉辦「2012 東亞難民會議：

被迫遷移與人口販運下的東亞庇護政策之立法與發展」。該會議邀請香港、日本、韓國、澳門、

蒙古與台灣的重要行動者一起來討論立法進程、定義、重要的爭論議題及挑戰對於亞洲的這

群易受傷族群（難民）的錯誤認知。會中共有約 10 名國外學者以及 100 多名國內學生、實務

工作者等共同參與。 

2、11 月 25 日 9:00-12:00 與台灣人權促進會合作辦理「中國法治發展與維權律師」

座談會，邀請許多中國維權律師來台討論有關維權律師在推動中國法治、公民自由權利、社

會經濟權之角色，另一方面也探討台灣公民社會如何協助中國之民主化進程。本次活動共約

50 人參加。 

(五)國際迷你課程兩周 

11 月 12-22 日，每周一至周四下午 13:30-15:20 舉辦國際迷你課程。本次課程邀請義大

利國家律師/羅馬智慧大學國際秩序與人權博士 Dr. ALESSANDRO A. AMICARELLI 進行授課，

課程主題為《Human Rights, Minorities and Religious Freedom 人權、少數民族、及宗教

自由》。本次課程共約 70 位同學報名參加，包括來自校外人士、社會系、政治系、法律系、

英文系等同學，課程內容包括人權法、國家與宗教團體之關係、國際法中的少數族群、歐洲

人權法院有關 LGBT（多元性別）權利等內容，課程相當豐富，課程結束後共 11 名同學領取

到修業證書。 

(六)師生受邀參與國際會議 

1、本中心黃秀端主任及黃默老師應波蘭Jagielloń大學之邀，於12月5-13日參與「2011

年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因本單位同時為 2012 年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之主辦單位，故本次

活動除參與研討會、發表演說外，亦要對宣傳其他國家宣傳2012年研討會在台灣之相關訊息，

並與澳洲西雪梨大學、南非 KwaZulu Natal 大學、波蘭 Jagielloń大學、以及美國哈佛大學

進行學術交流，洽談交流合作事宜。 

2、碩士生黃曼婷同學、陳博文同學、蕭翔鈞同學、薛維萩同學、鄧佩宜同學與黃默老

師及黃秀端主任於 101 年 12 月 5-15 日至波蘭參與「2011 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除了學習

國際人權相關知識外，此行重要任務包括宣傳東吳人權學程、預告 2012 年國際人權教育研討

會訊息、與國外學者及學生進行學術交流等。 

三、出版業務 

   （一）台灣人權學刊 

    本中心除了舉辦多項活動外，為了具有學術興趣而關懷人權議題的社會人士、工作者、

學生亦提供了相關文獻資料。在人權研究中心、人權學程及政治系幾位老師的共同努力下，

於 100 年 12 月發行華人世界唯一人權相關議題之學術期刊《台灣人權學刊》，並預計於 101

年 12 月發行第一卷第三期。 

（二）人權通訊 

    本中心透過和人權碩士班合作的方式，訓練學生的論述及倡議能力。尤其藉由《人權通

訊》的編輯工作，讓學生自主討論社會相關議題，從撰稿、編寫、發行、推廣中，加深碩士

生關心社會議題、提升文章撰寫能力。101 年 12 月預計發行人權通訊第 24、25 期合訂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