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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四月 

【註冊】 

一、101 學年度第 2學期逾期未註冊學生名單，於 3月 6日以雙掛號寄發通知未註冊

學生共 14 名，進學班 9人，碩專班 6人，本學期因未註冊退學人數共 11 人(學士

4人；碩士 7人) 進學班計 15 人，碩專班計 10 人。 

二、101 學年度第 2學期學生人數統計，學士班學生人數共 11,522 人；碩士班研究生

共 1,172 人；博士班共 92 人，進修學士班 1241 人，碩士在職專班 1121 人，合計

共 15,150 人。 

三、3月 14 日舉辦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學業關懷執行後之檢討會，會中與各學系(單

位)針對執行過程中所遇問題及建議事項進行討論，希望在集思廣義互動下，使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的關懷執行順利完善。 

 

【課務】 

一、本學期各學系停開及增開科目數統計如下（彙整自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務會議

後至本學期加退選結束）。 

學系 停開 增開（含新開） 學系 停開 
增開（含新

開） 

中文系 2  數學系 2  

歷史系 1  物理系 4  

哲學系 3 1 化學系 1  

政治系 3  微生物系 2  

社會系   心理系   

社工系 3 1 綠色學程   

音樂系 6 2 鑑識學程   

教育學系 1  法律系 15  

人權學程 1  經濟系 1  

創意人文學程   會計系 4 1 

非營利組織管

理學程 
  企管系 4 3 

英文系 4 2 國貿系 1  

日文系   財精系 1  

德文系 1  資訊系 1  

實用英語學程   商學院學程   

共通科目 3  商學進學班   

國際交流 8  EMBA   

合計：停開 72 科，增開 10 科 (含新開 0科) 

二、102 學年度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業於 3/2 和 3/3 舉行，相關監考費及

試務工作等費亦於 3/22 完成發放，試場組工作告一段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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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一、本校 102 學年度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報考人數共計 3,222 人（較去年 3,071 人

共增加 150 人）。分別為：碩士班 2,457 人；碩士在職專班 765 人。依簡章規定，

試場一律集中城中校區。3月 2日（週六）為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共設置 6間試場

（考生 340 人）。3月 3日（週日）為碩士班考試，共設置 40 間試場（考生 2,457

人）。業於 3月 20 日下午召開第三次招生委員會議，3月 21 日公告初試合格及正、

備取錄取名單。有複試學系於 4月 12 日至 15 日分別舉行面試（貿碩專班於 3月 2

日、資管碩專班於 3月 9日舉行面試），預定 4月 25 日公告錄取名單。考量招生

委員會議時程無法同時配合碩士班及甄選入學兩項考試之放榜試務，前經招委會

同意援去年前例，授權學系主任建議，並依行政程序簽請主任委員核可後公告放

榜。 

二、102 學年度共有 20 學系（21 系組）參加「繁星推薦」（物理、微生物兩系不參加）。

共提供繁星名額 179 人，佔總招生比例 6.6%。3 月 11 日公告繁星推薦錄取名單，

名額內總報名人數 1,354 人，錄取 178 人，錄取率 13.15%；計有德文系缺額 1 名。

經查錄取後聲明放棄考生共 7名，分別為：社會、數學、資訊系各 1名、德文及

企管系各 2名。分析錄取高中分布，計有 5所高中近五年首次有學生錄取本校。

另，有關「繁星推薦」外加原住民部份，計有 8學系提撥 16 名原住民外加名額（去

年 18 名），公告錄取 5名。 

三、參加 3月 5日陸生聯招會舉辦「招收大陸地區學生來臺就讀學士班系統填報說明

會」，並依教育部函示，於 3月 29 日前上網提報有關 102 學年度學士班招收大陸

地區學生招生計畫。陸生碩博士班網路報名日期為 3月 13 日至 4月 9日，將於 4

月 22 日至 5月 9日審查書面備審資料，5月 10 日上傳審查結果（名次）及分配名

額，5月 14 日公告預分發結果，5月 27 日至 29 日受理正式分發網路登記志願（5

個志願），陸聯會於 5月 31 日公告正式分發結果。 

 

【教務行政】 

一、各單位一般教學與行政單位資料印製及膠裝（含自費）：網路申請印件共 334 件，

紙本申請印件計 227 件，自費印件 34 件。 

二、籌備 101 學年度畢業典禮相關事宜： 

（1）第一次籌備會議（3月 11 日）：確認各院畢典與預演時間、畢典程序及各單位工

作職掌；彙整 100 學年度檢討報告；場外布置(初步構想)。 

（2）第二次籌備會議（4月 16 日）：確認會場二旁播放檔形式、司儀稿內容、台上師

長座位圖；確定場外布置形式；彙整各單位工作職掌進度；調查各單位預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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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四月 

一、 102學年度校內工讀申請：3/25至4/25開放申請，相關申請事宜請上德育中心網頁

查詢。 

二、 101學年度優秀應屆畢業生：「服務優良」獎項分為「學系服務優良」與「社團或

志工服務優良」，前者由各學系自訂甄遴選辦法，負責甄遴選推薦。後者開放全校

應屆畢業生申請，由本處德育中心組成甄選小組公開甄選，甄選申請採線上作業，

同學申請至4/8(一)止，師長推薦至4/10(三)止。另「品德優良」及「特別貢獻」獎

項受理全校各單位向本處舉薦，至3/25(一)止，初步統計有8名受推薦同學。 

三、 樂在學習331活動：開幕式已分兩校區於3/12及3/21辦理完畢，以闖關完成運動、

閱讀、行善3關，填寫品德問卷及加入Scu-品德學苑粉絲專頁後，可兌換時尚環保

餐具及31冰淇淋，兩校區活動總計207人參與，回饋調查4.42分(5分量表)。師生只

要在3/12-4/26完成運動、閱讀、行善各21天紀錄和撰寫心得即可完成活動。為鼓

勵師生踴躍參與，前100名完成活動者可獲得統一超商200元商品卡及環保餐具1

組。 

四、 東吳第2哩挑戰在一起-東吳113百人單車環島：為響應建校113年，並連結畢業校

友及師生凝聚力，群育中心3/5-3/16帶領113位同學單車環島： 

(一) 高中參訪及招生座談：沿路安排至台東女中、斗六高中及員林高中參訪，並

結合招生組進行招生座談，主題為<讀書技巧及大學生活經驗分享>。 

(二) 校友活動：環島期間與校友服務組合作，和高雄校友會、雲林校友會餐會，

並參觀縣議會、喬山科技總公司、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 

(三) 快閃表演：以自創之校歌舞或與社團合作演出，於高雄鬧區、高鐵左營站、

桃園火車站、西門町宣傳東吳大學，提升本校知名度。 

(四) 校慶進場：環島團隊清晨由城中校區出發抵達終點雙溪校區，於校慶開幕式

時進場，並表演校歌舞，為校慶增添熱鬧氣氛。 

五、 東吳113給你一個讚-校慶活動：  

(一) 由群育中心輔導學生會3/14(四)於城中辦理「冒險王」活動，3/16(六)辦理「校

慶園遊會」、「鐳射槍大賽」，鐳戰共計500名同學參加。於4/8舉行檢討會。 

(二) 「2013健康有約」免費健檢活動：雙溪校區配合校慶3/16於綜合大樓2樓川堂

辦理，1,488人次。另於3/20於城中校區2123會議室舉辦一場，2,276人次，兩

校區共3,764人次參加。各項檢查以骨密度測量、抽血檢查、中醫義診最受歡

迎。抽血檢查為確保個人隱私並考量環保需求，檢驗報告改為受檢者自行上

網查詢，衛保組亦提供代查服務，另外提供相關衛教及異常者就醫轉介諮詢

等服務。 

(三) 宿舍嘉年華：學生住宿組配合113校慶帶領宿舍幹部以「世界名著」為主題，

活動名稱訂為「星光三閱榕柚松  經典名著Run  The World」，各棟宿舍分別

挑選中國、中東、歐洲等具代表性的著作，對其創作理念、時代背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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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等方向闡述做介紹與探討。在學生幹部的熱情招待及巧思佈置下，共計

有校長、學務長、法學院院長及全校師生、校友來賓1,549人次參觀宿舍，體

驗住宿生的活力與創意。 

(四) 紫錐花反毒教育宣導週活動：3/11‐3/16由軍訓室舉辦，內容包含專題演講及

擺設宣導攤位等。 

六、 第九屆學生自治團體三合一選舉：第57屆學生會正副會長、第25屆學生議員及各

學系系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3/19(二)至4/10(三)進行參選人登記，將於5/8(三)至

5/9(四)於兩校區進行投票。 

七、 「健康花鹿米」體重制控班：3/18(一)辦理始業式。3/21至6/13共11次，每週四晚

17：30~18：30由專業健身教練指導有氧與瑜珈課程，3/21拳擊有氧課頗受學員歡

迎與定。本體控班利用飲食與運動雙管齊下，協助學員建立健康生活習慣，達到

健康體位的目的，兩次活動共122人次參加。 

八、 肺結核防治宣導：與台北市衛生局合作，3/27(三)17:30~18:20辦理18人結核病接觸

者結核菌素皮膚試驗，3/29(五)18:30~19:30辦理皮膚試驗結果判讀。 

九、 學生團體保險及新生體檢承商招標：102~104學年學生團體保險已進入請購階段，

預計4月中招標議價。 

十、 高關懷個案定期關懷：截至3/17為止，全校計816位高關懷個案，關懷期間系諮商

師檢視瀏覽每位高關懷個案之課業及休復學狀況，重新評估危機等級高低後，再

分別修正對應以電子郵件、簡訊、電話或面談的輔導關懷模式。 

十一、 導師班級輔導活動補助計畫：因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變動，在「班級共同課程」

方案申請部分，本學期更改為每一學系申請一場，每場最少40人參與，全校共

19個學系申請，雙溪校區12場次，城中校區7場次；「師生團體互動」方案部分，

所有學系均有申請，總計辦理215場次，雙溪校區114場次，城中校區101場次，

較上學期增加16場。 

十二、 學生宿舍楓雅樓後續整修案：楓雅樓後方山坡整修案預計於4月中旬完工；有關

內部華語中心改建案，相關財產設備學生住宿組已清點完畢，廠商並於3/25進場

施工。 

十三、 102學年度宿舍床位分配：礙於本校宿舍床位有限，校內三棟宿舍以及合江、合

楓學舍優先分配大一新生住宿。三重正義學舍舊生抽籤保留女生50床，已於3/20

至3/28開放全校學生於電子化校園系統上網登記，並於3/29公告結果。特殊個案

則需於4/10前上網申請，5/8公告結果。另，松江學舍因現階段尚在與房東洽談

續約事宜，待結果確定後，即公告學生週知。由於本次候補抽籤及特殊個案（除

低收入戶生、身障生、領有清寒獎助學金僑生外）獲審查通過者將分配三重正

義學舍，引起學生不同聲音，已於3/26晚上召開說明會，向學生說明。 

十四、 民國102年大專程度義務役預備軍、士官考試：成績已於3/21公布，本校計有95

人報考，達選填官科及入營梯次者計64人(36人達軍官選填資格)，軍訓室於

3/27-3/28在兩校區舉辦志願選填說明會，以輔導考生完成志願選填作業。 

十五、 教育部102年交通安全評鑑：排定本校於5/17(五)接受評鑑，軍訓室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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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四月 

環安衛暨事務組(102 年 2 月 27 日至 102 年 3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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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件。 

2.辦理校內自力修繕案，電話 15 件及各教室視聽設備維護維修 109 件。 

3.辦理化學系「液相層析質譜儀升級套件」、電算中心「微軟 CA 授權」、資訊管理

學系「PC29 台」及推廣部「PC35 台」等 4案驗收。 

4.於綜合大樓增設學生置物櫃 48 個。 

5.因應本學期合約到期承商及學生團體保險，進行預備招商及訪商工作。 

二、環境清潔與健康衛生部分： 

1.完成第二教研大樓污水排放水錶更新及申報事宜。 

2.完成雙溪校區各棟樓厠所水孔及綜合大樓地下一樓餐廳消毒。 

3.完成實驗室基本資料建立申報。  

4.完成實驗室廢棄物清運至 M002 前置作業。 

5.完成實驗室新增毒性化學物質使用清查。 

6.抽驗校區飲水機 23 台，水質採樣均合於標準。 

7.完成辦理賴倍元先生贈本校生命之樹活動；獲贈之 7棵欅木樹苗皆已完成種植（2

棵種於松勁前草地，5棵種於往教授宿舍路旁斜坡，該處陽光充足且樹苗長大後

可達到水土保養作用）。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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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布置第一教研斜前方空地、教行組後面空地園藝景觀休閒區及圖書館前、寵惠堂

前花圃植栽景觀。 

三、消防設施與輻防安全部份： 

1.完成綜合大樓 3F 走道挑高處消防火警系統缺失改善。 

2.辦理全校區 101 年度消防檢查前置作業。 

四、停車管理與接待服務部份： 

1.安排外賓來校停車約 195 輛次(含參加「日本藝妓文化表演」及校慶來賓車輛停

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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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人次。 

2.支援各單位公務車出勤共 64 車次。 

3.支援表演藝術中心舉辦「日本藝妓文化表演」場地布置、攝影及復原相關工作。 

4.協助學生置物櫃開鎖 21 次。 

 

營繕組(102 年 2 月 27 日至 102 年 3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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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件。 

2.辦理各項土木工程、水電空調驗收共 7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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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點修繕事項如下： 

(1)完成雙溪校區污水下水道工程，目前持續由技師處理施工變更圖說資料，完

成後送衛工處辦理查驗，預計 102.4.15(中旬)完成查驗作業。 

(2)102 年度「住宿類」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作業已於 102.3.7 由「維

安建物工安檢查公司」協助完成簽證及申報作業。 

(3)持續由「王守正建築師事務所」辦理榕華樓及戴蓀堂合法房屋證明申請書事

宜。 

(4)持續配合辦理楓雅樓華語教學中心籌建相關事宜。          

二、各類節電措施部份： 

1.101 年 3 月節電成效：每日平均用電度數較去年同期節省用電 8,307 度(-25.5%)。 

2.設備更新部分：完成 A變電站、傳賢堂(冷氣、舞台燈)、國際會議廳、研討室、

排演室冷氣、體育館(冷氣、照明)、松怡廳(冷氣、舞台燈)、普仁堂、戴氏廳、

G101 會議室冷氣、城區體育館(冷氣、照明)之智慧型電表安裝。 

3.冷氣機保養： 

(1)第二教研大樓中央空調冷卻塔清洗保養。 

(2)綜合大樓 2、4、6、7樓冷氣送風機清洗保養。 

4.例行節能宣導與規劃作業： 

(1)持續加強水電同仁巡查各建物燈光、冷氣使用情形。 

(2)持續辦理二校區能資源監控系統作業。 

(3)持續規劃華語中心安裝熱泵熱水系統。 

(4)完成張貼飲水機夜間與假日節電管控時程之中英文標示。 

三、山坡地安全與建物安檢部份： 

1.有關楓雅樓南側邊坡崩坍處理案，目前已完成牆底部微形樁及護坡土釘，現正進

行崩塌邊坡處截水溝施作，全案預定於 102 年 3 月底完工。 

2.於 102.3.7 填報「古蹟指定或歷史建築登錄申請表」，向文化局申請文化資產鑑

定，文化局排定於 102.3.27 辦理實地會勘。 

 

保管組(102 年 2 月 27 日至 102 年 3月 22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各項例行業務如下： 

1.財產管理：雙溪校區財產增加 150 筆（金額 327 萬 8,284 元），財產報廢 205 筆

（金額 869 萬 249 元），財產移轉 264 筆。 

2.倉儲管理：雙溪校區文具紙張發放 55 次，電腦耗材發放 23 次，清潔用品發放 13

次。 

3.場地管理：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使用 16 場次（18 時段）， B013 研討室使用 14

場次（19 時段），G101 大會議室使用 11 場次（12 時段），R0101 普仁堂使用 10

場次（13 時段），R0112 戴氏會議室使用 7場次（10 時段），傳賢堂 8場次（11

時段）。 

4.招待所申請：5件。 

二、新增租用部份: 

合楓學舍租約部份，因雙方對於使用費及電費計算仍有歧異，經於 102 年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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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務長率同業務承辦人員及住宿組組長前往台北大學與其主任秘書、總務長及相

關單位人員相互溝通協商後，雙方達成共識，將於近期完成簽約手續: 

1.使用費計算:使用費定為 1年 287 萬 6,000 元，租金率為 1.8，102 年起公告地

價調整後使用費隨之調整為 301 萬 5,750 元。 

2.電費計算:採一度電價 5元收費，若台電調漲電費，按比例調整用電收費單價，

但台北大學需先提供調漲電價分析試算表供本校參考後辦理。 

 

文書組(102 年 2 月 27 日至 102 年 3月 22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公文收發：計收文 1,525 件，其中 355 件為不收文登錄之公文，實際收文簽辦之數

量為 1,170 件—紙本收文 163 件，電子收文 1,007 件，電子收文比率約為 86%；發

文共計 275 件—紙本發文（不適用電子交換者）134 件，電子發文 141 件，電子發

文比率約為 51%（可電子交換比率則為 100%）。 

二、郵件交寄：寄送各類郵件共 8,430 件（平信 213 件、限時 87 件、掛號 451 件、限

時掛號 82 件、航空 76 件、印刷 7,165 件、其他 356 件）；共支用新台幣 9萬 2,052

元整。 

三、全校性歸檔：全校性歸檔案件共 1,094 件。 

 

出納組(102 年 2 月 27 日至 102 年 3月 22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102.2.27 至 102.3.22 止現金及銀行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10 億 7,420 萬 4,210

元，支出 8億 2,159 萬 8,943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行政程序。 

二、依據 102.3.22 止結存日報表分析，本校資金配置明細如下：銀行活期存款 7.07%、

支票存款 2.56%、定期存款 74.58%、政府公債 13.65%、證券投資 2.14%。 

 
城區管理組（102 年 2月 27 日至 102 年 3 月 21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各類採購與修繕事務部分： 

1.辦理各類修繕及採購案 63 件，校內自力修繕案 59 件，總金額計 157 萬 1,437 元。 

2.自力維修水電設施 113 件、冷氣空調設施 7件、電信設施 6件、視聽教學設施 99

件、教室視聽器材借用 30 人次、會議廳器材使用維護 45 場次、支援各會議場

地勤務 19 件。 

3.重點修繕事項如下： 

（1）赴松江學舍支援水電設施維修勤務。 

（2）3201 及 4301 教授研究室窗型冷氣機控制機板異常，故障檢修及更換控制機

板。 

（3）資源教室、企管系及法律系教授研究室電話分機新增、異動及檢修。 

（4）崇基樓 4樓及鑄秋大樓 3樓女廁天花板管路漏水檢修。 

（5）法律系 1103 研討室電腦桌專用電源插座 16 組鬆脫損壞，故障檢修及重新

固定。 

（6）第六大樓 4、5、6樓走廊欄杆加裝不銹鋼橫桿。 

（7）城區第五大樓男廁所門片及隔板縫隙加裝遮蔽擋板。 

（8）城區第二大樓東、西兩側樓梯一樓往地下樓樓梯間加裝不銹鋼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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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類節電節水措施部分： 

1.第五大樓 1樓身障專用廁所照明燈具迴路裝設自動感應開關。 

2.城區體育館智慧電錶建置工程配合網路、軟體測試及初驗。 

3.第五大樓 B3、4F 汽車停車場照明自動管控迴路檢測及調整。 

4.城區數位飲水機節電管控張貼中英文之節電管控提示語。 

三、消防設施與逃生安全部分： 

1.城中校區地下室消防設施改善工程（各大樓一樓及地下室門禁消防連動控制改善

工程），配線施工中。 

四、各類人力支援服務部分： 

1.支援各單位申請公差搬運物品、器材、場地佈置等共 14 次。 

2.招生組於城區舉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支援總務相關勤務。 

3.衛保組於城區舉辦「2013 檢康有約」健檢活動，支援總務相關勤務。 

4.提供已報廢堪用鐵櫃 2座及黑皮辦公椅 9張、電腦 1組支援保管組公務使用。 

五、財產管理與其他場地部分： 

1.城區財產共增加 57 筆（金額 1,354 萬 157 元），減損 26 筆（金額 6萬 2,979 元），

財產移轉 93 筆。 

2.發放文具用品 95 件，清潔用品 18 件，電腦耗材 10 件。 

3.城區夜間出納業務，代收款項 62 萬 5,253 元。 

4.辦理各單位借用各會議室場地 5211 會議室共計使用 20 場次(34 時段)、5117 會

議室共計使用 23 場次(29 時段)、2123 會議室共計使用 26 場次(69 時段)、2227

會議室共計使用 30 場次(31 時段) 、5215 小研討室共計使用 13 場次(17 時段)、

2222 會議室共計使用 27 場次(27 時段)、收繳場地費用共計 5,000 元。 

5.第五大樓花台黃槐樹枯損換植小花紫薇樹 3棵及蔓花生,美化校園環境。 

6. 3 月 7 日與資源拓展組完成紀念品託售業務點交，將紀念品全數移至遊藝廣場 2

樓。 

六、汽、機車停車管理部分： 

1.汽車進入停放車輛次數共 2,375 車次，汽車停車費收入為 6萬 8,980 元， 

2.機車停車費收入為 8萬 9,250 元。 

七、郵件交寄部分： 

1.寄送各類郵件共 1,796 件(平信 1,669 件、掛號 125 件、限時 1件、航空 1件）

郵資支出金額 1萬 77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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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四月 

【研究事務組】 

一、 國科會 102 年度「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案，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2 年 4 月

23 日(二)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二、 國科會工程處「創新奈米元件積體電路專案計畫」案，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2 年 5

月 15 日(三)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三、 國科會 103 年度「與捷克科學基金會雙邊共同研究計畫」案，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2 年 4 月 15 日(一)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四、 國科會 103 年度「與斯洛伐克科學院雙邊共同研究計畫」案，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2 年 4 月 24 日(三)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五、 國科會 2014 年「與德國學術交流總署（DAAD）雙邊協議下人員交流（PPP）計畫」

案，自 2013 年 6 月 1 日起至 2013 年 6 月 15 日止開放受理，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2

年 6 月 15 日(六)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六、 國科會 2014 年「與俄羅斯基礎研究基金會（RFBR）公開徵求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

畫」案，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2 年 7 月 15 日(一)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七、 國科會與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共同推動 102 年度「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

計畫第二期計畫」案，即日起接受申請至 102 年 12 月 31 日截止，請有意參與合

作之教師填具本校「辦理研究庶務申請表」並檢附「委託學研機構參與合作研究

意向書」，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 

八、 中央研究院 102 年度第 2梯次「獎勵國內學人短期來院訪問研究」案，請有意申

請之教師於 102 年 4 月 15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並於 4月 17 日前填具本校「辦理

研究庶務申請表」並備妥相關申請資料，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九、 臺北市政府環保局 102 年度「臺北市空氣品質自動監測站操作維護計畫」案，確

實公告日及開標日期，請逕上政府電子採購網查詢，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開標日

期前 3天(不含例假日)，填具本校「教師主持研究計畫投標/議價申請表」並檢附

申請資料，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 

十、 經濟部能源局 102 年度「經濟部學界能源科技專案」，計畫類型分為創新先導型(個

別型)及技術整合型(整合型)，研究重點包括新及再生能源、節能減碳及產品或系

統整合相關研究及發展，即日起申請至 102 年 3 月 21 日截止，請有意申請之教師

於 102 年 3 月 19 日前填具本校「辦理研究庶務申請表」並檢附計畫構想書 1式 15

份(含電子檔)及其餘申請資料，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 

十一、 經濟部技術處 102 年度「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案，自即日起受理

專案輔導(專案計劃)之申請至 102 年 3 月 25 日截止，請有意參與之教師於 102

年 3 月 21 日前填具本校「辦理研究庶務申請表」並檢附專案計畫書 1式 4份以

及廠商證明文件，擲交研究事務組，俾便辦理簽約暨申請事宜。 

十二、 臺北市政府環保局內湖垃圾焚化廠公開 102 年度「全回收城市計畫－回收堆肥

廚餘轉化生質酒精再利用先期試辦作業」案，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投標截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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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不含例假日)，填具本校「教師主持研究計畫投標/議價申請表」檢附申請

資料，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 

十三、 教育部顧問室 102 年度「強化臺灣特色之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基礎應用人才培

育中程計畫-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力及專長培育計畫」，本校獲補助 2案，分別

為中文系林伯謙教授及政治系黃秀端教授。 

十四、 本校申請「102 學年度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共 1件。 

十五、 函送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101 年度動物科學應用機構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監督報告」予行政院農委會錄案存查，另副知臺北巿動物

保護處。 

十六、 召開 101 學年度學術研究委員會第 3次會議（102 年 3 月 15 日），審查助理教

授辦理第四或第五年減授授課鐘點之申請案及研擬訂定「東吳大學延攬特殊優

秀人才獎勵辦法(草案)」。至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依減授辦法達第五或第七學

期減授資格之助理教授計有 17 位，其中 12 位申請繼續減授，經學術研究委員

會審查，通過歷史系楊俊峰，哲學系范芯華，日文系葉懿萱，語言中心江逸琳，

物理系巫俊賢，法律系范文清、胡博硯、何佳芳，會計系吳幸蓁，財精系張瑞

珍、詹芳書，資管系朱蕙君等 12 位助理教授於 102 學年度繼續第四或第五年減

授基本授課時數二小時。 

十七、 102 年 3 月 20 日於雙溪校區舉辦「101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執行研究計畫說明

會」，由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圖書館、研發處報告執行計畫相關事項，並

就執行研究計畫相關行政作業進行討論溝通，約計 60 餘人與會。 

十八、 辦理本校教師接受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研究計畫之簽約案共 1件。 

十九、 辦理國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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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獎勵金」及「101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4月獎勵金」領款

核撥事宜。 

二十、 簽請辦理本校 101 學年度第 1梯次研究計畫案之獎勵金撥付事宜。 

二十一、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 3 月份通過校內各類獎補助案，共計有「胡筆江先生紀念

專款」1 件，「戴氏基金補助教師交換研究及邀請學者講學」3 件。 

 

 

【校務發展組】 

一、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一)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審查 

1. 依據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小組第三次會議審查結果，通過 330 個

子計畫，計畫總經費為 459,866,617 元。人文社會學院於 102 年 3 月 6 日簽

陳調整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經 副校長核定通過。102 學年度

校務發展計畫調整通過 229 個子計畫，計畫總經費維持 459,866,617 元。 

2. 102 年 3 月 12 日函請各單位依據計畫審查小組第三次會議決議之計畫總金

額，參考會計室提出之預算項目疑義調整計畫預算項目（公文文號：

1021300120）。調整作業於 102 年 3 月 15 日完成，各單位調整內容均經一

級單位主管審核確認。本次調整作業各單位總預算不變，計畫總核定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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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 459,866,617 元，惟計畫預算經資門金額總數異動如下： 

(1) 經常門總額由 326,460,919 元調整為 324,909,619 元，差異 1,551,300 元； 

(2) 資本門總額由 133,405,698 元調整為 134,956,998 元，差異 1,551,300 元。 

3.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審查結果於 102 年 3 月 22 日提送預算小組

第三次會議審議（公文文號：1021300160）。 

4. 擬依據 102 年 3 月 25 日預算小組第三次會議決議，於計畫系統產生計畫核

定編號，將計畫預算資料由計畫系統匯入預算系統。 

5. 102 年 3 月 22 日函知各單位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審查作業已辦理完畢，

各單位計畫暨預算審查結果可登入電子化校園「102-104 校務發展計畫系

統」查詢（公文文號：1021300165）。 

(二) 102-104 校務發展計畫系統 

「計畫審查小組核定作業」功能及 102-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經費彙整總

表(計畫審查用)，經測試及修正，已於 102 年 3 月 18 日正式上線。 

(三)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 

1.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結果已於 102 年 3 月 22 日公布(公文文號：

1021300163)，各單位管考結果以紙本方式送一級單位轉發所轄二級單位（公

文文號：1021300164）。 

2. 訂於 102 年 3 月 25 日行政會議，由 校長頒發考評等第「優良」單位獎狀，

以資鼓勵。 

(四) 101 學年度推動學院建立特色計畫 

1. 函知各學院 101 學年度推動學院建立特色計畫經費支用進度統計表（統計

至 2 月 28 日）。 

2. 四月份工作重點： 

(1) 函知各學院經費支用進度統計表（統計至 3 月 28 日）。 

(2) 設計計畫管考表單。 

二、教育部獎補助提報作業 

(一) 辦理 102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質化審查（簡報）作業 

1. 於 101 年 3 月 14 日、3 月 15 日、3 月 18 日由校長召開簡報作業討論會，

各章節撰稿人依據會議決議調整簡報內容。 

2. 於 101 年 3 月 19 日簡報資料定稿後送印，並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教育部高

教司。 

3. 於 101 年 3 月 20 日由校長率領副校長、教務長、研究發展長、總務長、會

計室主任等六位師長赴教育部簡報。 

(二) 四月份工作重點： 

1. 俟 3 月 25 日預算審查小組審查通過，通知 102 年度 30 個獎補助計畫執行

單位。 

2. 上傳 102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報部資料（含簡報檔）

至校內網站。 

三、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 

(一) 因應教育部政策調整延長第一階段機制認可及第二階段評鑑結果認可申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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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於 102 年 2 月 27 日函送教育部（公文文號：1029000794），申請延後提出

兩階段自辦外部評鑑認定時間。並於 102 年 3 月 6 日收到教育部函覆同意本校

延後至 102 年 5 月 31 日前申請第一階段「自辦外部評鑑機制」認定作業案（公

文文號：1029001177）。 

(二) 本校原去函同時提出延後申請第一階段自辦外部評鑑機制認定及第二階段評

鑑結果認定。教育部本次來函僅同意本校第一階段自辦外部評鑑機制認定延後

申請時間。經電詢教育部高教司承辦人表示，待第一階段獲教育部認定後始得

提出第二階段自辦外部評鑑結果認定延後申請。 

四、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 

(一) 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 102 年度 3 月份表冊訂於 102 年 3 月 1 日上午 8 時

開放系統填報。函知各表冊填報單位啟動 102 年度 3 月份表冊填報作業，並務

必於 4 月 22 日前完成系統填報作業（公文文號：1021300112）。 

1. 完成系統填報作業後，列印紙本經一級單位主管簽核後擲交研發處校務發

展組。 

2. 於單位內備妥各表冊之相關佐證資料，以因應教育部日後查核。 

(二) 經向表冊彙整填報單位調查計有「學 2、學 7、學 8、教 1、研 2、研 3、研 9、

研 14、研 16、研 17、研 18、研 19」等 12 張需請教學單位及部分行政單位提

供數據及佐證資料，本組於 102 年 3 月 14 日函請相關單位配合辦理相關作業，

並務必於 4 月 9 日前填妥併同相關佐證資料，經一級單位主管簽核後擲交表冊

整填報單位進行後續處理（公文文號：1021300144）。 

(三) 即時將資料庫公告之最新消息轉知相關表冊填報單位及承辦人配合辦理。 

(四) 四、五月份工作重點： 

1. 102 年 5 月 3 日下午 5 時填報截止前，確認各表冊填報單位均以完成線上填

報並列印經一級單位主管簽核紙本擲交本組留存。 

2. 發文通知各表冊填報單位再次檢核正確性，如需修改數據則由專案承辦人

於 102年 5月 10日前至資料庫系統填報「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修正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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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 

四月 

一、辦理本校境外學生、僑生及交換生相關事宜： 

(一)籌備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境外生鐵馬活動，預計於 102 年 4 月 27 日舉辦，並

邀集全校境外生參與，自行車遊河濱路線為大直美堤公園至八里海岸公園，預

計約 100 人參與。 

(二)規劃 102 年 4 月 22 至 26 日於兩校區舉辦 2場次畢業僑生座談會 。 

(三)規劃 102 年 4 月 1-3 日僑生知性之旅，預估師生共 43 人參加。 

二、辦理與海外大學簽訂協議、陳報教育部事宜： 

(一)102 年 3 月 6 日完成與蘇州大學王建法學院簽署院級協議。 

(二)102 年 3 月 6 日完成與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簽署院級協議。 

(三)102 年 3 月 6 日完成與北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簽署院級協議。 

(四)102 年 3 月 19 日完成與日本大阪國際大學簽署校級協議。 

(五)102 年 3 月 19 日完成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拉克羅司分校簽署校級協議。 

(六)簽署中協議單位，共 11 件:  

1.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級) 

2.武漢大學法學院(院級) 

3.中國政法大學(研習及 4+1) 

4.中國人民大學 

5.寧夏大學 

6.內蒙古大學 

7.魯東大學 

8.呼倫貝爾學院 

9.韓國德成女子大學 

10.波蘭國立羅茲大學 

11. IAMSCU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thodist Schoo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七)、陳報教育部中協議單位，共 12 件： 

1.湖南師範大學 

2.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 

3.南京師範大學 

4.首都經貿大學 

5.江蘇師範大學科文學院 

6.蘇州大學文正學院 

7.遼東學院 

8.綏化學院 

9.寧波工程學院 

10.東北師範大學 

11.江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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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江蘇師範大學 

三、獎補助金公告事宜： 

(一)102 年 3 月 8 日公告東吳大學外籍學生獎學金申請，至 4月 8日截止。 

(二)102 年 3 月 8 日公告教育部外國學生獎學金申請，至 4月 10 日截止。 

四、接待外賓蒞校參訪： 

(一)102 年 3 月 6 日湖南工程學院高教研究與教學評估中心黃俊偉主任來訪。 

(二)102 年 3 月 11 日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處人員來訪，由游晴如組員接待參訪本

校教學及生活整體環境，並進一步了解本校對境外生之輔導機制。 

(三)102 年 3 月 15 日日本立命館大學法學部中島茂樹教授等 6人來訪，針對「台灣

的國家與大學間關係之現況」做研究座談會，本校出席師長包括潘維大校長、

趙維良副校長、張家銘教務長、姚思遠學術交流長及法學院洪家殷院長。 

(四)102 年 3 月 19 日荷蘭葛洛寧恩大學商學院資深交流專員 Ms. Ina Venhuizen

及行銷經理 Mr. Simon Van Der Wal 來訪，除拜訪商學院討論目前交流現況外，

並與法學院討論未來可能之合作模式。 

(五)102年3月19日大陸清華大學港澳台辦公室夏廣志副主任及對外學術文化交流

中心張磊主任來訪，針對本校對外交流狀況以及學務管理方面進行座談會。 

(六)102 年 3 月 24-28 日日本山口大學師生共計 10 位來校進行短期課堂觀摩研習，

本校社工系莊秀美老師、語言教學中心陳淑芳主任、英文系王建輝老師   

及本校國際事務志工皆協助安排接待。 

(七)102 年 3 月 26 日馬來西亞拉曼大學(UTAR)校長蔡賢德 Prof. Chuah Hean Teik

及副校長 Prof. Ewe Hong Ta 來訪進行合作交流並參觀本校校園教學環境，本

校接待師長為潘維大校長、趙維良副校長、姚思遠學術交流長及國際組劉凱莉

組長。 

(八)102 年 3 月 28 日香港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師生共計 25 人來訪進行師生學術

交流活動。 

五、辦理海外參加國際組織活動、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102年3月11-15日劉凱莉組長及王玉梅組長共同參加在香港舉辦之2013亞太

教育者年會(APAIE)，另姚學術交流長則應邀參加『2013 兩岸大學事務人員會

談』。 

(二)辦理 102 年 3 月 31 日至 4月 6日潘校長率各學院院長或院代表前往山東濟南

及煙台，和山東大學、煙台大學、魯東大學、山東大學威海分校及哈爾濱工業

大學威海分校等進行參訪交流，隨團師長有張家銘教務長，陳秋民副教授、楊

奕華教授、王世和主任及沈大白主任，本處由王玉梅組長陪同。 

(三)籌備辦理預計於 102 年 5 月 26-6 月 2 日美洲教育者年會參展事宜；6月 24-26

日出席「2013 國際暨兩岸事務主管及人員會議」及 7 月馬來西亞教育展事宜。 

(四)102年3月15日公告「外交部102年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及「俄羅斯Seliger

國際青年研習營」甄選，截止日期分別為 3月 25 日及 3月 28 日。 

六、「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規劃： 

截至 3月 19 日線上報名人數共 196 人，並自 3月 19 日至 26 日延長書面報名一週，

同時請港澳台辦協助提供確認報名名單。亦針對開課單位調查是否願意調整開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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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人數，待確認統計後，將針對未開班成功之學員進行輔導改選，預計 3月 28 日

至 4月 8日陸續通知第一批及第二批確認名單及開課課群。 

七、其他業務相關會議： 

102 年 3 月 20 日本處姚思遠學術交流長、王玉梅組長及劉凱莉組長出席人文社會學

院於 D1005 召開之院務會議，針對國際處業務現況以及未來規劃推廣業務進行簡報

說明並與各系主任及與會委員們進行意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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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四月 

一、101 學年（101.08.01-102.3.26）募款金額 48,237,532 元。102.3.01 至 102.3.26 捐款

金額為新台幣 2,055,448 元，捐款人數 84 人；10 萬元以上捐款資料如下（依捐款日

期排列）： 

姓名 捐款金額(元) 用途 
蔡福原 100,000 群育中心單車環島專用款 
潭湘龍 100,000 校友經營暨聯誼活動專款 
陳明宏 100,000 音樂系發展專款 
劉忠賢 200,000 社會資源經營專款 

Macquarie Group  
Foundation 

300,000 心理系清寒上進獎助學金 

傅大川 100,000 哲學系學術發展專款 
黃鴻恩 134,190 教職員培訓經費 

財團法人江許笋文教基金會 300,000 
法學院 

傑賽普國際模擬法庭辯論賽專用款 

二、捐款回饋致謝： 

1. 3 月寄發謝函共計 56 張，捐款收據共計 84 張。 

2. 3 月份寄發 4 月份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56 張。 

三、101 學年度募款說帖：募款金額截至 102.03.26 共計 5,401,681 元。 

四、校園紀念品經營業務： 

1. 自 102.11.01 至 102.03.26 止，販售金額共計 225,704 元。 

2. 協助校內單位開發禮品與紀念品：財精系隨身碟、校友服務組畢業生紀念品、招

生組手提袋。 

3. 現有紀念品： 

(1) 典藏系列：外雙溪校區金箔畫。 

(2) 東吳嚴選：十大經典好米、就此耶加咖啡。 

(3) 東吳好禮：東吳茗茶（凍頂烏龍茶）、台茶 18 號。 

(4) 校園系列：英文校訓筆記書、英文校訓名片夾、英文校訓隨行杯、杯墊、

東吳筆、保溫杯，領帶組、雕刻筆記書。 

4. 第二波「東吳嚴選」團購：就此耶加咖啡，相關宣傳 DM 與 EDM 正進行設計。 

5. 兩校區校園紀念品展售空間：目前進行採購，預計四月中旬完成。 

五、辦理建校 113 周年捐贈人榮敬事宜：典禮已於 102.03.15 晚上 7 點於城中校區游藝

廣場舉行，出席捐贈人及師長計 118 人。 

六、辦理 2013 東吳感恩、感恩東吳系列活動： 

1. 本感恩季活動於「建校 113 周年校慶捐贈人榮敬典禮」揭開序幕。 

2. 102.03.20 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邀請群育中心同仁共同討論 102.04.19 校友社團

人返校聯誼活動事宜。 

3. 宣傳 DM 已透過校園公告、校友電子報及活動快遞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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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籌辦 102 年東吳感恩節—捐款人一日遊活動，地點暫訂為苗栗縣大湖鄉薑麻園及彈

珠汽水工廠，03.21 進行場勘。 

八、校友活動： 

1. 建校 113 周年校慶校友回娘家慶祝活動： 

(1) 第一屆校友盃卡拉 OK 大賽共 35 組校友參賽報名，壯年組 12 組，青年組

17 組，團體組 5 組，東吳之友基金會及馬來西亞校友會貴賓計 12 名，共約

150 名校友參加；中午團圓餐會約 180 位校友參加。 

(2) 本活動獲 12 位校友贊助，現金贊助 5 萬 7 千元，實物贊助品計 34 份。 

(3) 工作檢討會議訂於 102.03.29 召開，並投稿活動花絮刊登於東吳校訊電子報

及校園頭條。 

2. 美國東吳之友基金會來訪接待：來訪日期 102.03.15-19，行程包括參加建校 113

周年校慶活動、歡迎晚宴、安排討論未來爭取戴氏基金會募款需求會議、以及

FOS 獎助交流座談會等；本次來訪人員含會長 Edward Rada 及董事共計六名。 

3. 馬來西亞校友會來訪接待：來訪日期 102.03.14-19，行程包括參加建校 113 周年

校慶活動、歡迎午宴、與大馬僑生餐敘，接受東吳校友雜誌第 24 期專訪、以

及交流未來協助本校大馬招生宣傳活動；本次來訪人員含會長范志成學長（企

管系 75 級）及幹部共計六名。 

4. 東吳校友薪傳專題講座─《烹飪婚姻的幸福食譜》： 

(1) 102.03.22（星期五）14:00-16:00 於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舉行。 

(2) 活動當日計有 60 名校友到場參加。 

5. 台北市校友會一日遊：預定 102.05.26 舉辦羅東逗陣來呷餅之旅，並與財精系系

友會合辦，102.03.26 寄發宣傳。 

6. 東吳菁英聯誼餐會：預定 102.05.31 假 101 欣葉餐廳舉辦，規劃 4 月中旬以校長

名義寄發邀請。 

7. 102 級應屆畢業生紀念品事宜： 

(1) 102.03.25 票選結果，由水晶印章獲得最高票數。 

(3) 102.03.28 設計製作，預計 102.05.13-25 於兩校區擺台發放。 

8. 2013 年輕校友海外就業計畫： 

(1) 102.3.20 製作關東旗與 DM，預計 4 月初開始宣傳。 

(2) 合作企業：上海永和隆集團、上海吉立富、上海貝朗醫療、澳門金沙、澳

門摩卡。 

    9.  2013 桃園地區校友聯誼餐會： 

        (1)預定 102.09.14 假桃園彭園會館舉辦，正式成立桃園校友會。 

(2)102.04.10 偕同桃園校友會總幹事廖宜彬學長(英文系 95 級)進行場勘。 

九、《東吳校友》雜誌第 24 期： 

1.  102.02.04「東吳人物誌」單元專訪前南加州校友會會長涂世瓊學姐。 

2.  102.03.16「校友社群」單元專訪馬來西亞校友會。 

3.  102.04.08 召開編輯大綱會議。 

十、2013.03.04 刊行《情繫東吳校友電子報》第 90 期。 

十一、校友接待與服務：3 月份代辦校友成績單、證書共計 3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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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電子化校友聯繫與服務： 

1. 截至102.03.25止，校友電子郵件信箱地址筆數共計45,830筆。 

2. 截至 102.03.25 止，校友動向資料庫校友資料 113,711 筆，其中聯絡筆數 90,296

筆、失聯校友筆數 22,786 筆、已逝校友筆數 629 筆。 

3. 寄送 3 月電子生日賀卡 7,936 份。 

4. 101.11.19~102.03.25 止，計有 93 位校友申請 Gmail 免費電子信箱。 

5. 截至 102.03.25 止，計有 1, 288 位畢業校友申請使用入口網站的權限。 

6. 寄送電子活動快遞共計 2 則：「歡慶 113 校慶，紀念品滿額送」、「【募書活動】

書緣傳大馬 愛心換空間 缺你 book 活動延長至 4 月 30 日止。」 

十三、教學卓越計畫： 

1. 電算中心交付 2 台二手電腦、3 組 17 吋螢幕，配置於電訪中心。 

2. 匯入 97-101 年畢業生名單並建立校友問卷。 

3. 招募電訪工讀生，規劃電訪培訓課程。 

十四、生涯輔導相關活動： 

1. 生涯團測：101 下學期針對大一學生，與各學系合作舉辦大一學生生涯發展輔導

普測實施計畫，期望藉由系統協助學生了解其職業興趣與價值觀，並探索個人

特質與學系出路相關程度，督促學生從大一即開始進行學習及生涯規畫。本學

期辦理大一學生普測活動，目前為止計 18 學系 38 個班級報名參加。3 月份將

舉辦 17 場班級團測，至 3/21 止已進行 10 場班級團測。 

2. 生涯輔導推廣活動：101 下學期將辦理活動 30 場，包含國家考試、雇主座談、認

識產業、產業趨勢、讀書會、業師諮詢、企業參訪、履歷自傳、面試模擬、校

友分享、理財規畫等內容。 

十五、證照獎勵及輔導課程： 

1. LCCI 證照考照班：102.02.18 已開始宣傳報名，102.03.10 報名結束，報名人數計

85 人。 

2. 102.03.12 開課，上課時間為每周二、四晚上 06:30-09:30。 

十六、夢想行動家補助計畫： 

  1.  102.03.01 活動宣傳開始，並開放學生提案，提案至 102.5.10 截止。 

    2.  102.03.21 舉辦夢想行動家講座暨計畫說明會，邀請超馬選手陳彥博蒞臨分享，

參加人數計 164 人。 

十七、最後 1 哩培訓課程： 

1. 職場實務培訓學苑實戰系列課程，本學期的內容著重在就業準備及心態調整。開

設 27 堂課，內容包含勞工權益、履歷面試、職場人際關係、商務禮儀等。 

2. 102.03.01 開放報名，102.03.19 報名截止，兩梯次活動報名皆額滿，報名人數計

127 人。 

3. 102.03.23 舉辦第一梯次開訓典禮。 

十八、企業實習： 

1. 102.3.11-102.3.19 發函進行 102 年度學生實習補助計畫意見調查，共 8 學系回覆

意見調查表。 

2. 102.3.20 於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辦理 102 年度學生實習補助計畫說明會，共

4 學系派員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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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四月 

◎人文社會學院： 

1. 3 月 4 日召開人社院 101 學年度第四次主管會議，本次會議主要討論本院第 30 屆

系際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包含慶祝活動的流程、成果展活動，以及各項活動動

員事宜。 

2. 3 月 13、14 日在外雙溪校區綜合大樓國際會議廳舉辦本院第 30 屆系際學術研討

會，研討會主題為「繼往開來：學術研究之傳承與創新」，由中國文學系與社會學

系負責承辦。本屆系際學術研討會特別於 3月 13 日上午在外雙溪校區望星廣場舉

辦開幕式活動，本校大家長潘維大校長蒞臨致詞，席間趙副校長、謝主任秘書以

及人文社會學院各單位主任亦共襄盛舉參與本次盛會。潘校長除了恭賀人文社會

學院在學術研究方面有如此豐碩的成果外，也期許未來能更多老師持續發表學術

論文。本次系際學術研討會的慶祝活動，還特別邀請人文社會學院前院長社會學

系楊孝濚教授擔任頒獎人，分別頒發 1991 年至 2012 年這 21 年以來積極參與系際

學術研討會論文發表學術單位和教師個人。獲獎的學術單位依序是第一名社會學

系（56 篇）、第二名音樂系（52 篇），以及第三名政治學系（37 篇）；獲獎的教師

個人前三名分別為第一名社會系葉肅科副教授（11 篇）、第二名社會系張家銘教

授，以及音樂系呂鈺秀教授（各 8篇）。因為人文社會學院各單位與教師的踴躍參

與，才能使得系際學術研討會有如此輝煌成就。緊接著在頒獎結束之後，由曾任

人文社會學院前院長的歷史系黃兆強教授，以及現任教務長的社會系張家銘教

授，以「傳承與創新」為題，各發表 20 分鐘的專題主講。兩位主講人分別從人文

學科領域、社會學科領域的觀點切入，帶領所有在場與會者回味人文社會學院的

學術發展歷程，以及學術作為一項志業的甘苦經驗談。另外，也特別安排音樂系

孫清吉主任以「東吳校歌的前身」為題，發表專題分享。經過上午豐富又精彩的

慶祝活動之後，接著進行學術論文發表，會議議程分為 3月 13 日下午的「社會學

科領域」論文發表，以及 3月 14 日「人文學科領域」論文發表。發表人主要以中

文系、政治系、社會系、社工系等 4系專任教師共計發表 15 篇論文。與會的師長

和學生都非常踴躍參與討論，給予發表人莫大的鼓勵與肯定。 

3. 為慶祝本校建校 113 年校慶，本院於 3月 11~16 日在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1

樓川堂舉辦系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展，展示與見證這 20 年來學術研究與人文社會學

院發展的軌跡、珍貴影像檔案，以及相關文獻資料。成果展的內容除了吸引本校

師生與外賓駐足觀賞外，也讓 16 日校慶當天來訪的校友們勾起往昔在東吳大學時

的美好回憶與印象。成果展在 16 日校慶當日圓滿落幕。 

4. 本院 101 學年度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於 3月 13 日在人社院會議室召開。會中通

過本院各單位 101 學年度兼任教師初聘、改聘案、教師延長服務案。 

5. 本院 101 學年度第三次院務會議於 3月 20 日在人社院會議室召開。本次會議中完

成「推舉新任院長遴選委員會本學院外之校內外教授委員案、討論通過人社院與

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簽署現地研究實習合作協定案，與「東吳大學人文社

會學院清寒獎助學金實施辦法」部份條文修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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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月 25 日在城中校區 2227 會議室召開東吳大學與日本愛知大學現地研究實習第

二次協商會議。本次會議與會人員有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的黃英哲教授樋泉克

夫教授、松岡正子教授、阿部宏忠教授、唐燕霞教授、國際交流中心事務課藤井

雄一朗先生等 7名，本校與會人員有謝政諭主任秘書、政治系黃秀端主任、秘書

室熊賢芝編纂、政治系黃麗香秘書、政治系張榮發助教、社會系張芳瑋秘書、國

際處游晴如組員，以及秘書室林欣慧助理。本次協商將確認協定書內容、預算表、

日程表以及實習訪問單位等事宜。 

7. 3 月 27 日召開人文社會學院 101 學年度第二次院課程委員會議，本次會議主要審

議各單位 102 學年度各項開課表件，以及人權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訂條文。 

8. 創意人文學程相關活動： 

(1). 3 月 4 日於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舉辦『101 學年度創意人文學程第二次作業小

組會議』，議程內容包括：審議 102 學年度開課資料、討論本學期活動規劃以及

討論下學年補助案之課程規劃。 

(2). 3 月 12 日舉辦『創意人文學程 102 學年度實習課程說明會』。由賴珮玲助理針

對實習申請相關規定進行說明，接續由李聖光老師及連文萍老師進行機構介紹

及說明，兩位老師除了分別介紹實習機構的屬性與實習內容外，也分享了 101

學年度實習相關經驗及態度供學生作為參考。實習申請截止日期至3月29日止。 

9. 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相關活動： 

(1). 3 月 4 日於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舉辦『101 學年度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第二次

作業小組會議』，議程內容包括：審議 102 學年度開課資料及討論本學期活動規

劃。 

(2). 3 月 14 日舉辦『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 102 學年度實習課程說明會』。由莫藜藜

院長主持及報告，社會系葉肅科老師列席參與。共有 9 位學生參與。席間，院

長針對實習申請流程、機構介紹以及相關注意事項進行詳細說明，同學現場提

出之相關問題莫藜藜院長及葉肅科老師也均一一回應。實習申請截止日期至 3

月 29 日止。 

◎中文系： 

1. 3 月 4~15 日本系共有 15 位教師參與 102 學年度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國文科及專業科目閱卷。 

2. 3 月 5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舉辦【國學講座】，由林伯謙主任

主持，寧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唐燮軍副教授主講「國家認同、國史重構與張勃

《吳錄》的邊緣化」。 

3. 3 月 8 日完成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各班導師、種子導師編聘與所屬導生安排，以

強化學系教師輔導活力，促進師生互動，協助學生身心調適，促進大學生活適應，

掌握需要優先關懷學生狀況。 

4. 3 月 8 日，第 33 屆雙溪現代文學獎徵文截稿，本屆共收稿現代詩 85 篇、散文 39

篇、短篇小說 44 篇，合計 168 篇。 

5. 3 月 11 日由人文社會學院莫藜藜院長宴請本系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新進蘇州大學

王福利客座教授，另邀請林伯謙主任、寧波大學唐燮軍老師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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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月 13~14 日人文社會學院於綜合大樓國際會議廳舉辦「第 30 屆系際學術研討

會」，本系許清雲、陳慷玲、陳台霖、鄭明娳、劉文起、沈惠如、羅麗容、鹿憶鹿、

侯叔娟（依發表順序）共 9位教師與會發表論文。 

7. 3 月 15 日為執行教育部「御風飛翔──東吳大學中文系中文實務實習課程計畫」，

實習業師王秀珍老師率領「出版實務與經營實務實習組」17 名同學與智園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5名工作同仁，赴新北市永和區「華藝數位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參訪。

本次行程由華藝數位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介紹數位出版目前在台灣的市場成長情

況，與該公司出版數位出版品的標準作業流程，學生收穫豐碩。 

8. 3 月 15 日於綜合大樓萊茵咖啡坊舉辦歡送寧波大學唐燮軍研究教授餐會，唐老師

於 3月 27 日離台，為期三個月的交流活動留下溫馨充實的回憶。 

9. 2 月 18 日~3 月 15 日，受理資格考申請，計有博士班 2人、碩士班 10 人提出申請。 

10. 3 月 16 日為配合東吳大學 113 校慶活動暨運動大會，本系規劃一連串系友活動，

邀請系友一同為母校祝賀。首先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辦理學生習作展，參觀者

川流不息。再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舉辦東吳中文系系友會第 6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會中報告 101 年系友捐款支用情形，並通過邀請張錦麗學姐（71 級）

擔任系友會首席顧問、聯繫本系歷屆系學會會長聯誼聚會、規劃系友會江南尋根

之旅。社會資源處於圖書館閱覽室舉辦「校友 Homecoming 慶祝餐會」，本活動蒙

孫劍秋會長慨然捐款 3萬元，熱情邀約系友會成員、教師、祕書及多位系友、眷

屬參加，場面熱鬧溫馨。 

11. 3 月 18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舉行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

會，規劃 102 學年度本系課程，討論 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表、專任及兼任教師

開課事宜。 

12. 3月 18日於第二教研大樓D0733會議室召開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

討論修訂「《東吳中文學報》編輯委員會組織章程暨評審辦法」第八條、102 學年

度是否新聘專案教師及聘任教師專長事宜、推選新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遴選委員

會學系委員乙名、102 學年度各部別必選修科目表、專兼任教師開課事宜、確認

101 學年度第 1次通訊課程委員會紀錄、確認 101 學年度第 1次通訊學術委員會

紀錄、是否調整 102 學年度學士班、進修學士班招考轉學生之專業考科、是否調

整 103 學年度招考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招生名額、考科及碩士班研究生專門科

目「小學」考科之出題事宜、確認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中文系教學改進方案申請

案、101 學年度「林炯陽先生紀念獎學金」結餘款參萬元之支用方式、本系提請

102 學年度由本校與靜宜大學續簽「東吳大學／靜宜大學學術合作協議書（草案）」

事宜、本系碩士在職專班減少招收人數、轉型、停招事宜、本校擬訂「東吳大學

增設調整院系所班組及學位學程辦法」修訂條文（草案）內容等議題。 

13. 3 月 19 日由陳松雄老師中二Ｃ導生班執行「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於第二教

研大樓 D0731 教室進行班級聯誼餐聚活動，藉由聚餐讓師生對談，瞭解學生學習

及生活狀況。 

14. 3 月 22 日由林宜陵老師中進二導生班執行「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於第二教

研大樓 D0618 教室進行班級聯誼餐聚活動，藉由聚餐凝聚班級向心力，掌握學生

生活及學習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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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 月 18 日~3 月 22 日，受理指導教授提報申請，計有博士班 2 人、碩士班 13 人、

碩士在職專班 4人提出申請。 

16. 2 月 18 日~3 月 22 日，受理畢業論文口試申請，計有碩士班 1人提出申請。 

17. 3 月 22 日本校研究發展處來函通知，本系「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結果」，

評為優良。 

18. 3 月 25 日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周裕鍇客座教

授與陸萍女士賢伉儷來訪，先由林伯謙主任陪同參觀故宮博物院；於綜合大樓萊

茵咖啡坊餐敘；再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舉辦【國學講座】，由許錟輝老師主持，

周教授主講「從工藝的文章到自然的文章──關於宋代兩則諺語中所顯示的文學

趣味的解讀」。此行為促進兩岸學術與文化交流，奠定良好基礎。 

19. 3 月 26 日由劉玉國老師中四 B導生班執行「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於第二教

研大 D0307 教室進行餐聚聯誼活動，藉此凝聚班級向心力，讓導師於課餘之外，

多瞭解同學生活狀況。 

20. 3 月 27 日沈惠如老師為執行人社院「明清婦女劇作的創作意識與性別符碼探究」

計畫，在第一教研大樓戴氏基金會會議室舉辦「一面風情深有韻──閱讀女性創

作者的心靈風景」專題演講，由莫藜藜院長擔任開場人，邀請台灣大學戲劇系王

安祈老師、佛光大學文學與應用學系朱嘉雯主任、本系張曼娟老師、鹿憶鹿老師

擔任引言人。 

21. 3 月 29 日由林宜陵老師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帶領中二 A導生

赴十三行博物館及漁人碼頭進行參訪。 

22. 3 月 29 日林伯謙主任因執行教育部「破繭而飛──東吳大學中文系中文實務實習

課程計畫」赴臺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進行簡報，向教育部暨各計畫總主持人報告

計畫執行成果。 

23. 3 月 31 日，《東吳中文線上學術論文》第 21 期出刊，本期收錄王嘉慧、林奎允、

林淑英、徐采薇、陳玟諭、盧柏勳共 6篇論文。 

◎歷史系： 

1. 本系於 3月 9日舉辦台灣史討論會，共邀請六位學者蒞校分享其研究成果：(1).

陳志豪(台灣大學歷史博士)：清代臺灣的番屯制度與土地開發、(2).陳麗華(香港

中文大學歷史博士)：國家與族群－清初至戰後台灣六堆客家地域社會的形成、(3).

邱正略(暨南大學歷史博士)：地方文獻編纂與習作、(4).蔡承豪(臺灣師範大學歷

史博士)：儀典、轉化與詮釋：清代臺灣原住民的進京朝覲與萬壽賀行、(5).吳燕

秋(清華大學歷史博士)：監控子宮，教化女體──台灣婦女生育政治

（1895-1984）、(6).邱琳婷(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圖像與歷史客觀性 

2. 本系本月共舉辦四場演講： 

(1). 3 月 6 日邀請世新大學客座教授王健壯先生以「新聞編輯採訪之理論與實務」

為題發表演講。 

(2). 3 月 16 日邀請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李啟彰教授以「明治 20

年代日本對清政策的探討」為題發表演講。 

(3). 3 月 20 日邀請生產力中心及各大企業顧問講師林婉如老師，以「我『形』我

『塑』──談職場禮儀」為題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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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月 28 日邀請北京大學南亞學院教授陳明先生以「中古于闐的醫學文化」為

題發表演講。 

3. 本系於 3月 25 日在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六樓 D0615 研討室，舉辦「東吳大學

歷史學系第九屆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本屆研討會首開邀請校外碩博士班研究生擔

任討論人之例，在大會籌備之初，就已受到多位研究生的關注，甚而主動報名擔

任討論人。而此舉似也大大激勵了本系的研究生，研討會當天個個精神抖擻，無

不準備了豐富的資料呈現研究成果，並與討論人展開了精采的意見交流，相信研

究生們接受了這樣的洗禮，定能獲益良多、補足論文所闕漏的部分，也進而提醒

了同學們，撰寫論文不能閉門造車，經由老師的專業指導以及同儕們的腦力激盪，

不僅能夠厚植本身的研究基礎，並激發個人的研究能量，這也是本系舉辦研究生

學術研討會的預期成效之一。本次研討會主講人、論文題目、指導教授以及討論

人如下： 

主講人 論文題目 指導教授 討論人 

蔡佩珈 歐陽修與茶的因緣 蔣武雄 

徐力恆 

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博

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歷

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候選

人培育 

江豐兆 
明代前期的保富論述及其相

關經濟思想 
徐泓 

朱祐鋐 

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系

碩士生 

李宗育 清代中前期的廳制發展 徐泓 

鹿智鈞 

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系

博士生 

趙悅捷 德天賜教案始末 卞利 

謝仁晏 

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系

碩士生 

黃琬柔 
《新學商兌》與清末的今古文

之爭 
劉龍心 

謝志輝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系碩

士生 

陳奕橋 
上海《申報》與《臺灣日日新

報》裡的心理衛生觀 
劉士永 

葉秋妍 

國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

所碩士生 

龔承廉 廣州市政廳時期的交通建設 徐泓 

葉妍伶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

學系碩士生 

黃家暐 
戰後台灣的「電視卡通」：

1960-1970 
詹素娟 

陳建言 

國立成功大學歷史學系

碩士生 

王曉玲 
國中七年級學生歷史思考能

力的初探 
林慈淑 

陳倩紋 

基隆市中正國中歷史科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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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淑儀 
近年台灣史料證據教學設計

初探 
林慈淑 

許耀文 

東吳大學歷史學系碩士 

◎哲學系： 

1. 學術交流活動：  

(1). 3 月 1 日邀請日本名古屋大學金山彌平教授及大阪醫科大學退休教授金山萬

里子女士至本系進行參訪，並請金山彌平教授進行演講，主講題目為：「Greek 

Concept of Happiness and Plato's Idea on Regulation of Emotion」。 

(2). 3月20至24日本系與大陸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理學院哲學系合辦第二屆兩

岸蘇州哲學論壇，本次論壇於蘇州大學舉行，由本系王志輝主任、林正弘客座

教授、方萬全客座教授、米建國副教授、黃筱慧副教授、沈享民副教授，並由

胡儀婷秘書隨同前往進行學術交流及參訪。 

2. 整合型計畫成果發表會： 本系國科會提升私校研發能量專案「德性：智德與道德」

三年期整合型計畫，於 2013 年 3 月 27 日在本校第二教研大樓 D0825 會議室，舉

辦第一年期中成果發表會。當日本計畫所有成員：米建國副教授、王志輝副教授、

莊文瑞副教授、沈享民副教授、蔡政宏副教授與馬愷之副教授，與系上師生們都

列席參與，此外本次會議還邀請林鎮國教授（政治大學哲學系兼國科會哲學學門

召集人）、苑舉正教授（臺灣大學哲學系系主任）、文哲教授（臺灣大學哲學系)、

何畫瑰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陳振崑副教授（華梵大學哲學系系主任）、

傅玲玲副教授（輔仁大學哲學系）、傅皓政（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等 7位校外

專家學者一同與會交流。會中共有 4位老師發表論文成果報告，與會人士彼此討

論熱烈，以期經由相互的討論交流，能夠更強化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與研究計畫

的執行。 

3. 學術活動：哲學講座 

(1). 3 月 6 日本系舉辦本學年第二學期第一次哲學講座，邀請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

究院曾振宇教授，曾教授主要研究領域為儒學、中國古代思想史，演講主題為：

孟子人性獻疑說，由本系郭梨華教授擔任主持人，系上有多位師生參加並進行

討論。 

(2). 3 月 13 日本系舉辦本學年第二學期第二次哲學講座，邀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

學系唐格理(Kirill Thompson)教授，唐教授主要研究領域為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Chinese Philosophy、 Ethics、 Comparative Philosophy、

Existentialism、Analytic Philosophy、History of Philosophy、Logic 和

Thomas Gray's poetry，演講主題為：Opposi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in Zhu 

Xi's Thought and Ethics（朱熹思想與倫理中的相對論與互補性），由本系沈

享民副教授擔任主持人，系上有多位師生參加並進行討論。。 

(3). 3 月 20 日本系舉辦本學年第二學期第三次哲學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研究員林月惠，林研究員教授主要研究領域為宋明理學、中韓儒學比

較研究、東亞儒學，演講主題為：東亞視域中的朱子學，由本系黃崇修助理教

授擔任主持人，系上有多位師生參加並進行討論。 

4. 學術活動（讀書會）： 3 月 1 日本系王志輝老師所組之《論靈魂》讀書會，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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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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次的研讀，同時也討論「德性倫理學與中國哲學」這主題。 

5. 學報事務：   

(1). 3 月 7 日郵寄本系《東吳哲學學報》第 27 期至美國 Thomson Reuters 公司，

以申請收錄進 A&HCI 國際資料庫。 

(2). 3 月 13 日召開《東吳哲學學報》第 28 期第 1 次編委會議。會中報告學報第

27 期的編務及出版情形等；決議第 28 期送審文章及審稿人選等，並決定下次

會議召開時間為 5月 22 日。 

(3). 3 月 15 日郵寄本系《東吳哲學學報》申請 102 年度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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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檔。 

6. 行政事務： 

(1). 3 月 6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第 2次課程委

員會議，第 2次系務會議。 

(2). 3 月 11 日於本系系主任辦公室召開本系碩士班事務委員會，討論 102 學年度

本系碩士班招生考試最低錄取標準暨正、備取名額，以及兩位港澳僑生申請就

讀本系碩士班之入學資料。。 

(3). 3月 14日 15:30~17:00參加於城區5117舉辦之101學年度第1學期學業關懷

檢討會議。 

(4). 3月18日進行期中課堂反應問卷調查及施測，並於4月22日前送交回課務組。 

(5). 3 月 20 日本校研究發展處於國際會議廳舉辦「東吳大學教師執行研究計畫說

明會」，本系由 101 年度國科會計畫案之研究助理代表參與。。 

(6). 3 月 20 日協助生涯發展中心於電腦教室 B515 和 B610 進行大一學生生涯發展

輔導普測實施計畫。 

7. 系友返校活動： 

(1). 3 月 7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到蕭麗婕學姊（82 級）返校演講，演講

主題為：職場的價值與價錢，由黃筱慧老師主持。 

(2). 3 月 8 日於本系舉辦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國內其他研究所生學座談會，邀請考

取其它系所的系友返校與學弟妹進行經驗分享，計有：東吳大學社會研究所許

絲茜學姐、東吳大學人權學程研究所薛維萩學姐、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陳渝晶

學姐、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陳惠祺學姐、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研究所周承

賢學長、交通大學音樂研究所黃渝婷學姐；共 6 位學長姐分享經驗，並由系主

任王志輝老師主持座談。這些寶貴的經驗將成為學弟妹們思考未來升學發展方

向的重要資訊，也使系上同學能儘早進行人生規劃，把握最佳學習機會，充實

自我。。 

(3). 3 月 12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到李蘊蕎學姊（94 級）返校演講，演

講主題為：我的商品／我的哲學，由莊文瑞老師主持。 

(4). 3 月 14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到許勝凱學長（94 級）返校演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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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主題為：自由意志與麵包，由黃筱慧老師主持。 

(5). 3 月 16 日校慶當天邀請系友返校舉辦「系友返校活動」共襄校慶盛舉，王志

輝主任與系友相談甚歡，系友們也藉此活動相互交流，並更新系上系友聯絡資

料，加強系友與學系之間情感聯繫，當天氣氛相當融洽。 

(6). 3 月 19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到張棠紅學姊（85 級）&呂炎璋學長(86

級)，演講主題為：我的商品／我的哲學，由莊文瑞老師主持。 

(7). 3 月 26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到朱翰英學長（81 級）返校演講，演

講主題為：我的商品／我的哲學，由莊文瑞老師主持。 

8. 學生事務： 

(1). 3 月 15 日推薦「財團法人鄭茂根文教基金會」的受獎助人選名單：碩一生林

欣梅、潘紹英、陳奕瑋和夏廣斌。四位同學各可獲得購書補助 6,500 元。 

(2). 辦理「黃吳戒華獎學金」與「沙鷗獎學金」申請相關事宜，申請對象分別為

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同學。 

◎政治系： 

1. 3 月 7 日召開政治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會議，會中進

行 102 學年度課程審查。參加老師共有黃秀端主任、劉必榮老師、陳立剛老師、

陳睿耆老師、劉書彬老師及學生代表等共 10 人。 

2. 3 月 7 日召開政治學系六十週年慶祝活動第一次籌備會議，初步討論活動內容規

劃。 

3. 3 月 7 日邀請美國北德大政治系吳俊德博士專題演講，講題：「阿宅反抗軍──談

網路使用與社會運動」。吳俊德博士本身亦是東吳政研所畢業校友，此次學成歸

來，特別將自己在美國的博士研究與同學分享. 其研究主要提到當下最流行網路

動員，透過網路的資訊傳播，讓社會運動的形式變得更加多元化.並請足以成為一

種凝聚民眾的新平台。主持人：陳中寧（博士生） ，參與師生共約 40 人。 

4. 3 月 13 日邀請台大法律系林秀芃同學舉行「樂生運動 2.0 放映暨座談分享會」，

樂生運動已經持續了 10 年之久，但是當地院民的權益依然遭到國家機器的損害，

本次特別是當中參與的同學邀請，青年樂生聯盟當中成員前來分享他們努力為當

地院民爭取權益的過程，並且期待更多政治系的學生更多參與公共事務。主持人：

羅晞姿（東吳大學政治學系二年級學生） ，參與師生共約 50 人。 

5. 3 月 14 日舉行系週會暨實習說明會，會中邀請系友郭南蘋學姊（台灣證券交易所

專員）、吳俊德學長（北德大政治學博士）、白瑋華學長（特力集團專員）、張齡之

學姊（陸軍飛官中尉）舉行專題演講，講題：「政治系的選項」。主持人為黃秀端

主任、陳立剛老師，與會老師有王輝煌老師、蔡韻竹老師，參與師生共約 60 人。 

6. 3 月 14 日召開獎補助委員會 101 學年第二學期第一次會議，本次會議因傅正清寒

獎助學金捐助人陳宏正先生，再次捐款 20 萬元整，故為因應實際執行需要，開會

修正相關條文中的申請時間。主持人：黃秀端主任，參加人員有王輝煌老師、蔡

韻竹老師、林瓊珠老師、林月珠老師、陳俊宏老師、袁振凱助教等。 

7. 3 月 15 日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力及專長培育計畫之子計畫【計畫名稱：價

值、理論、與公共行動】舉行本年度第一次會議，會中決定今年的議程。 

8. 3 月 16 日校慶當日舉辦「三月份與校同生導生聯誼慶生會」，地點在第二教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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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 10 樓傅正研討室及 10 樓系辦外廊，共有黃秀端主任、林瓊珠老師、徐永明老

師出席，參與師生共約 120 人。另舉辦系友返校活動－包水餃大會，共有在校師

生、系友等共約 20 人。 

9. 3 月 21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 102 學年度各年級

課程審核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傅正清寒獎補助辦法修訂案、推選院長遴選委員

會教師代表、請推薦 101 學年度教師教學獎勵政治學系推薦小組成員、東吳政治

學報出版辦法修訂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學生赴法國里昂大學政治學院研習申請

辦法。參與老師與學生代表共約 28 人。 

10. 3 月 21 日召開大學部招生委員會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會議，會中討論 102

學年度申請入學招生指定項目甄試確認題庫及評分標準討論。 

11. 3 月 21 日邀請荒野保護協會楊金憲老師專題演講，講題：「全球暖化的危機與轉

機」。本場演講為系學會主辦，特別來分享全球暖化的相關議題，除了環保運動的

興起以外，當中其實也不乏許多創新產業的興起，並不全然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

主持人：黃偲淳（系學會會長） ，參與師生共約 80 人。 

12. 3 月 24~27 日日本愛知大學來訪，洽談簽約事宜及商討 7月份活動行程。 

13. 3 月 28 日邀請美國伊利諾州立大學政治學系王德育教授專題演講，講題：「認同、

和平協議、與兩岸關係」。主持人：黃秀端主任，參與師生共約 30 人。 

14. 3 月 28 日邀請西南政法大學前校長俞榮根教授（全國政協委員）、廈門大學法律

系周東平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孔子還受國人尊敬嗎?──佛教與政法關係」主

持人：謝政諭老師，參與師生共約 50 人。 

15. 3 月 29 日邀請西南政法大學前校長俞榮根教授（全國政協委員） 專題演講，講

題：「中國大陸當前的立法委員」。主持人：黃秀端主任，預計有 30 位學生參加。 

16. 3 月 31 日舉行 102 學年度大學部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面試，預計有 70 位學生

參加。 

◎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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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研究會議，討論新世代調查問卷題目及相關作業細節，共計 16 位本系專任教

師、研究助理及參與學生與會。 

2. 本系於 3月 5日，與本系系學生會共同合辦，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19

教室，舉辦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場「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演講活動，邀請台

灣大學化工系教授、台灣環保聯盟第 14 任會長施信民先生，就現今最夯議題──

「有【核】不可──核能議題及核能政策的發展」向與會師生進行解說，由本系

林素雯老師擔任主持人，共有 89 位學生參與。 

3. 本系於 3 月 6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三月份行政業務報告

會議，討論三月份重要行政工作事項與進度。 

4. 本系於 3 月 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本學期

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專班 102 學年度開課資料。 

5. 本系於 3月 11 日發行第 26 期「東吳社會電子報」。 

6. 本系於 3月 1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1 學

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生助學金委員會，討論本系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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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金經費分配原則。 

7. 本系於 3月 1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09 教室，舉辦「社會學實踐

在職場」系列講座，邀請本系碩士班 96 級系友、現任自由時報記者林嘉琪小姐，

以「新聞稿撰寫工作坊--以氣象及氣候議題報導寫作為例」進行講演，共計有 74

位師生出席參與。 

8. 本系於 3月 1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 D0822 教學研討室，召開本學期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考試入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確認第二階段面試及書面審查之評分標準。 

9. 本系透過本校招生組轉介與合作，於 3月 15 日前往台北市立大直高中舉辦招生宣

傳說明會，由本系葉肅科老師連同招生組同仁一同進行高中招生宣傳，講授並提

醒高中生甄選面試及備審資料之準備方式，計有 100 位高中生參與。 

10. 本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與本校中東歐研究中心、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於 3 月

15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4 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共同合辦第一

場「中東歐沙龍」活動，邀請本校社會學系兼任教師杜子信助理教授，以「從德

意志世界的東擴來看神聖羅馬帝國帝都的轉移及神聖羅馬帝國的興衰歷程」為題

進行專題演講，並且和與會者進行相關議題的討論與交流。 

11. 本系於 3月 16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 102 年

系友聯誼活動，計有 16 位系友到場參與，活動由系友會會長黃星華學姐主持，並

由系主任吳明燁老師致詞，會中除了系友們聊聊近況發展外，亦共同討論本系 40

週年系慶相關活動籌劃事宜。 

12. 本系於 3月 1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1 學

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本系碩士班一年級研究生選課學分上、下限

之規定；研議修改本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口試規定；討論擴大本系

招生策略小組委員人數案；推舉新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本系教師代

表；討論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及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加入本系與輔仁大學社會

系、世新大學社心系合辦之《社會分析》期刊發行行列案；本系《東吳社會學報》

與月旦知識庫簽訂數位版權授權事宜；本系中等教育學程新生甄選「學系審查條

件」；審議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專班 102 學年度開課資料；討論本系 103 學年

度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專班招生名額，以及討論本校「增設調整院系所班組及學

位學程辦法」修訂條文草案等議案。 

13. 本系林素雯副教授於 3月 20 日，應麗山高中與本校教務處之邀前往麗山高中，教

授麗山高中「社會科教學研究會」教師問卷調查設計與統計分析相關議題。 

14. 本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與本校中東歐研究中心、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於 3 月

2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08 教室，共同合辦第二場「中東歐沙龍」

活動，邀請前駐捷克經濟組組長何元圭先生、前捷克台商會會長陳志源先生、捷

克台商李雲鵬先生，以「台捷經貿關係與台商經驗談」為題分享其經驗，並且和

與會者進行相關議題的討論與交流。 

15.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李逢堅主任，於 3月 22 日，分別前往本系社一 A及社一 B兩班，

向一年級學生說明修讀教育學程相關規定並鼓勵學生申請修讀。 

16. 本系系學生會於 3 月 23 日至 3 月 24 日，前往新北市萬里區達義營地，舉辦學會

幹部訓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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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本系於 3月 26 日，於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318 教室，舉辦「社會學實踐

在職場」系列講座，邀請本系 73 級畢業系友、現任宏利人壽處經理及本系系友會

會長黃星華學姐，與同學分享人生發展與理財規劃。 

18. 本系於 3月 27 日，邀請西班牙 Zaragoza 大學 Chaime Marcuello Servós 博士蒞

系短期訪問。來訪期間除以「Youth Unemployment in Spain」為題進行一場專題

演講外，並安排社四 A 翁麗婷、社三 A 陸曉霖兩位接待學生陪同訪賓參觀故宮等

地，讓訪賓多元認識台灣社會與中華文化。 

19. 本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於 3月 2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4 中東

歐教學研究中心，舉辦第一場「中東歐夏令營工作坊」活動，活動內容涵蓋介紹

斯洛伐克與捷克基本國情、分組研究議題設定方式及簡易捷克語言學習等項目。 

20. 本系於 3月 31 日舉行大學甄選入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考試，分為筆

試與面試進行。預計錄取 48 名、外加原住民名額 3名。 

21. 本系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之「清寒工讀助學金」及「急難助學金」，自 3月 4日至

3月 21 日開放學生提出申請。 

◎社工系： 

1. 召開會議 

(1). 3 月 5 日召開 101 學年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 

(2). 3 月 13 日召開 101 學年第 2學期第 2次 102 學年甄選入學招生事宜討論會。 

2. 召開教學會議或舉辦教學活動 

(1). 3 月 12 日在 D0910 召開本系「第四梯次方案實習課群第一次籌備會議」，由

召集人李明政老師主持，出席者有王行、李淑容、廖美蓮、許凱翔、李佳儒等

五位老師及課程助教林芳如、林玉翠。討論內容包括第四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方

案說明會舉辦時間、流程及相關籌備進度之安排、學生自組方案等議題。 

(2). 3 月 25 日在 D0901 召開「第三梯次方案實習課群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

例行月會」，由召集人李憶微老師主持，出席人員為本系第三梯次方案實習課

群授課教師，包括馬宗潔、王行、羅國英、萬心蕊、葛書倫、闕漢中、廖美蓮

及課群助教林芳如。討論議題包括本學期專題演講內容規劃及時間安排、各組

方案執行狀況交流、實習評分標準等相關事宜。 

(3). 3 月 26 日假哲生樓 H203 舉辦 102 學年第四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方案說明

會。參加對象為本系一年級學生及雙修、轉系學生約 135 名。說明會由第四梯

次方案實習課群總督導李明政老師主持，介紹本系方案實習課群課程架構及進

行方案選組說明，並開放學生提問。 

3. 學術活動 

(1). 獲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學改進方案補助，於 3 月 5

日舉辦專題演講，邀請陳凱婷諮商心理師主講「Say Goodbye！助人關係之結

束」，由本系洪惠芬副教授主持。 

(2). 獲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學改進方案補助，於 3 月 25

日舉辦專題講座，邀請現任永齡基金會社工員的碩士班系友楊智喬主講「與方

案共舞──社工生活的所見所思」，由本系馬宗潔副教授主持。 

(3). 3 月 12 日在 D0910 辦理本系 101 學年度第 4 次「社工論壇」，主持人為李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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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副教授，主講人為王行教授，分享主題為「從儒家經典與我的知行反映中體

悟諮商與助人之道」。 

4. 系友聯繫 

(1). 配合 113 週年校慶暨運動大會，本系特於 3月 16 日在第二教研大樓九樓舉行

舉辦 102 年度系友大會活動，會中並進行會長及監事改選，經出席人員以不記

名方式進行投票，會長由現任會長蔡緯嘉連任，監事由莊敦傑、蔡宗翰及耿瑋

鍾等 3位系友擔任。 

(2). 本系第 16 期電子報「社工真情聯絡簿」出刊。 

5. 其他：本系於推廣部開設社會工作學士學分班，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程暨師資

為王美恩老師「社會福利行政」、王行老師「社會團體工作」、趙碧華主任「社會

工作研究方法(網路教學)」、吳秀禎老師「社會工作倫理」、賴兩陽老師及趙碧華

老師合開「社區工作」、趙碧華老師「社會工作實習」等共計 6門課程，上課學員

約 67 人次。上課日期自 3月 18 日起至 6月 22 日止，共計 13 週。 

◎音樂系： 

1. 系教評會：3月 27 日召開 101 學年第 2學期第 1次系教評會，審議本學系 102 學

年本國籍、外國籍專兼任教師初聘及續聘案。 

2. 召集人會議：3月 5日召開 101 學年第 2學期第 1次系召集人會議，審議 102 學

年學士班外國僑生申請入學資料。 

3. 大師班： 

(1). 3 月 6 日邀請畢業於荷蘭阿姆斯特丹音樂學院之 94 級系友陳穎達學長舉辦爵

士吉他大師講座，分享學習古典音樂並跨足至爵士音樂之心路歷程，由曾素玲

老師主持，約有 85 位學生參加。 

(2). 3 月 6、11 日邀請東京洗足音樂大學伊藤康英舉辦作曲大師講座，由馬定一老

師主持，分別約有 20 位師生參加。 

(3). 3 月 7 日邀請旅居奧地利之台灣作曲家施捷舉辦作曲大師講座，由黃維明老師

主持，約有 20 位師生參加。 

(4). 3 月 20 日邀請中國國家大劇院音樂廳管弦樂團長笛首席葉怡礽舉辦長笛大師

講座，由曾素玲老師主持，約有 85 位師生參加。 

(5). 3 月 25、26 日邀請任教於美國北亞利桑納大學音樂系之 82 級系友江貞儒學姐

及丹佛大學音樂系 Jeremy Reynolds 舉辦鋼琴、單簧管及室內樂大師班共三場，

並於 3月 25 日晚間於松怡廳舉辦音樂會。 

(6). 3 月 27 日邀請蘇怡方、張世明、易繼心舉辦「三重奏與古樂器竹片探討」大

師講座，由曾素玲老師主持，約有 85 位學生參加。 

4. 演出活動： 

(1). 3 月 15 日支援校慶榮敬典禮活動爵士樂演奏及弦樂團音樂會搶先聽，爵士樂

由學士班學生劉耑杙演奏薩克斯風、朱頤萱演奏鋼琴、李敏慈演奏爵士鼓；弦

樂團由樂團首席陳逸群等 13 人組成，演出經典華語流行改編曲目，曲目係委託

本校之姐妹學校—日本東京音樂大學作曲組師生改編。 

(2). 3 月 16 日支援本校 113 周年校慶運動會開幕典禮，由指揮侯宇彪老師帶領管

樂團擔任大會禮樂，領唱由本學系學士班邱恩（男高音）、李昕（女高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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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擔任。 

(3). 3 月 22、23 日於本校表演藝術中心松怡廳舉辦普契尼全本歌劇<藝術家的生涯

>演出，由本系邱玉蘭老師擔任全劇總監及導演工作，演出人員皆為本學系在校

及優秀畢業校友共同合力演出。參與協演樂團為台北市民交響樂團，協演合唱

團為新世紀合唱團、太平洋合唱團及本學系合唱團。 

5. 學生獲獎：本學系學生參加 101 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佳績頻傳，得獎者共計

6位，得獎情況如下： 

姓名 年級 比項項目 等第、名次 平均分數 

陳逸群 學士班三年級 

大專團體 A組弦樂

四重奏（北區） 
優等第二名 89.46 

蘇柏維 學士班三年級 

洪韻晴 學士班三年級 

秦天璇 學士班一年級 

楊宏煒 學士班延修生 長號獨奏 優等第二名 90.5 

林郁婕 學士班四年級 雙簧管獨奏 優等 87.18 

6. 系友聯誼活動：慶祝本校 113 周年校慶，本學系自 3月 11 日至 23 日舉辦 67 級郭

育秀系友 25 幅油畫作品以及 83 級鄒昌銘系友 10 幅攝影作品聯展，並於 3月 16

日系友聯誼活動當天，兩位作者親臨現場，分別向系友及來賓介紹其作品，計有

28 位系友以及多位貴賓參加。 

◎師資培育中心： 

1. 中等教育學程甄選：中等教育學程 102 屆新生甄選報名時間為 102 年 3 月 20 日起

至 5月 3日中午止，並於 3月 26 日及 3月 28 日至外雙溪及城中校區舉辦新生甄

選說明會；中心各專任教師並於本月至各系進行入班宣傳活動。 

2. 師資生專業知能活動 

(1). 邀請中等學校教師進班分享教學經驗：3月 25 日濮世緯助理教授邀請臺北市政

府教育局國教輔導團林燕菁輔導員於「教育測驗與評量」課程進班演講，講題

為「成就測驗施測及多元評量實施經驗」。 

(2). 中等學校見習：中心於本月起至 5 月底輔導 69 位師資生至 17 所臺北市立國、

高中進行見習與試教活動，以提升師資生實務經驗。 

(3). 學校參訪：3 月 5 日，濮世緯助理教授帶領中等教育學程英文科、輔導科、日

文科師資生，至宜蘭縣中道中學、人文中小學進行參訪活動。 

(4). 服務學習：3 月 27 日至 5 月 29 日，濮世緯助理教授帶領師資生至臺北市富安

國中進行陽光天使服務學習活動。 

3.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活動 

(1). 3 月 1 日邀請基隆市聖心高中魯和鳳校長蒞臨演講，講題為「應對 12 年國教的

利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及差異化教學」。 

(2). 3 月 1 日辦理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學生分組座談，讓實習指導教師深入了解實

習學生實習現況。 

(3). 3 月 1 日舉辦教育專業發展講座，邀請校友臺北市立民權國中黃招諳教師，以

及新北市立明志國中吳慈婷教師返校與學弟妹分享參與教師甄試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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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友交流：3月 23 日辦理校友茶會活動，由本中心李逢堅主任主持，邀請本中心

校友返校敘舊並進行教師甄試及教學心得經驗交流。 

5. 師資生輔導活動 

(1). 3 月 6 日召開導師會議，針對成立師資生各領域學習小組及對師資生學習狀況

進行討論及追蹤輔導。 

(2). 3 月 19 日本中心濮世緯助理教授辦理導生會，邀請校友吳美玲及陳建升返校與

師資生分享實習經驗。 

6. 中心各項會議 

(1). 3 月 6 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針對推舉本中心 101 學年度優良教師候選人

名單、102 學年度合聘教師名單、新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單位委員

名單、102 學年度開課事宜及學術研討會籌備等事項進行討論。 

(2). 3 月 11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議，針對「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必選修科

目表」、102 學年度開課等事宜進行討論。 

(3). 3 月 29 日召開中心教評會，針對外籍教師聘任案、專任教師續聘案、兼任教師

聘任案等進行審查。 

◎人權學程： 

1. 行政事務： 

(1). 3 月 14 日召開人權學程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出席者包括

黃秀端主任、黃默老師、王叢桂老師、陳俊宏老師、謝筱潔助教，討論 102 學

年度人權學程及碩士學位學程的課程規劃。 

(2). 3 月 14 日召開人權學程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程委員會，出席者包括

黃秀端主任、黃默老師、王叢桂老師、陳俊宏老師、葉肅科老師、林正弘老師、

謝筱潔助教，審議 102 學年度人權學程及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案、教師聘任

案、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東吳大學調整院系所班組及學位學程辦法修

訂案、招生名額討論案等事項。 

2. 學程活動： 

(1). 3 月 9 日人權學程號召師生共同參與全台廢核大遊行台北場，與會者包括黃默

老師、林瓊珠老師、謝筱潔助教、以及碩士班學生李孝濂、李盈萱、薛維萩等

人，另外黃曼婷同學、侯希婷同學擔任該活動工作人員。大家為了健康、環境、

安全、納稅人的錢，一起上街頭表達訴求，追求一個永續家園，參與廢核遊行。 

(2). 3 月 13 日與政治系、非關政府合作辦理「停止不義工程、戳破發展謊言」講

座，播放電影《樂生劫運 V2.0》，並邀請青年樂生聯盟林秀芃擔任與談人，分

享有關樂生院遭政府因地方發展為由強制拆遷的過程及困境。 

3. 學生活動：3月 6日碩士生陳博文通過論文計畫書口試，題目為「監獄受刑人表

意自由權之內涵與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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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四月 

院長室 

一、 3月7-10日賴錦雀院長前往泰國曼谷參加第一屆亞洲未來會議發表論文並擔任論文

發表會會議主席。 
二、 3 月 13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院教評會，複審通過英文系兼任教師緊急

聘任案一件。 
三、 3 月 14 日交流協約學校日本宮崎大學菅沼龍夫校長一行來訪，安排與潘維大校長、

趙維良副校長及姚思遠國際長座談，討論改簽校級協定一事。 
四、 3 月 16 日由英文系承辦本院「2013 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德語

文學界重量級人物鄭芳雄教授進行專題演講，並經審查程序通過發表論文 23 篇，

內容包含：文學、語言教學、語言學及文化等學術領域，當日有來自國內英語、日

語及德語界的學者共襄盛舉，計有 198 人參與。 
五、 3 月 17 日舉辦「2013 語料庫與外語教學研究」國際研討會，邀請日本國立國語研

究所言語資源研究系系長前川喜久雄教授、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成田節教授及澳洲

臥龍岡大學（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Australia）Prof. David Y. W. Lee 等三位英、

日、德語語料庫研究之國際知名學者進行三場專題演講，並採同步中日、中英口譯

方式，會議計有 120 位外語學界師生參與。 
六、 3 月 20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複審通過本院各單位 102

學年度開課內容。 
七、 3 月 29 日出版第 36 期東吳外語學報，刊登論文三篇，通過刊登率為 25％。 
八、 3 月 29 日日本杏林大學外國語文學院玉村禎郎教授來訪，參觀本院口譯教室及各學

系文化教室。 
九、 重要行政事項： 

（一） 籌備 4 月 10 日院導師研習事宜。 
（二） 協助推薦 4 月 16 日秀峰高中學生體驗課程講師。 
（三） 處理屆齡退休教師服務優異事蹟陳報事宜。 
（四） 3 月 15 日送出 2013 年 THCI CORE 申請資料。 
（五） 3 月 20 日 出 版 第 30 期 外 語 學 院 通 訊 電 子 報 。

http://www.scu.edu.tw/foreign/ynews/30ynews.pdf 
（六） 本月重要活動投稿東吳校訊三則。 

 
英文系 

一、3 月 2 日舉辦第二場美國戲劇學者演講及表演，主講人：梁妍教授（Linda Alper），

主題：Taipei Dream。 

二、3 月 4 日召開系語言組老師會議討論碩士班課程事宜。 

三、3 月 6 日舉辦文學組教師研究工作坊，由紀澤然老師及蘇秋華老師聯合主講，講題

為 Theater, Improvisation and Magic。內容包含兩位老師的最新研究成果：《白鯨記》

中的魔法與日常生活以及戲劇手法應用於語言教學的示範，計有師生 23 人參與。 

四、3 月 11 日、15 日、18 日共召開 3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101 學年度新開課/

課程異動提案，確認 101 學年度本系各項開課表以及完成排課等事宜。 

五、3 月 11 日召開升等教評會，處理教師申請升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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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3 月 13 日召開班代大會，討論：系學會報告本學期重要活動，大一學生讀書計畫

Study Plan 宣導與說明，教育學程甄選宣導與說明，校運各項活動說明。共有約 40

名同學出席。 

七、3 月 13 日舉辦美國德州休士頓基博（KIPP）特許學校英語教學實習計畫分享會「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由寒假實習生李亞錡、林

子瑜、張培琳和大家分享在德州休士頓 KIPP 學校教學實習及旅美生活，參加人數

36 人。 

八、3 月 13 日進行 101 年度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至美國德州教學實習甄選，由計畫主持

人金堅老師進行面試，報名人數 20 人，分別錄取暑期實習生 4 人；寒期實習生 4

人。 

九、3 月 16 日承辦「外語學院 2013 年校際學術研討會—挫敗」，國內外學者專家共計

198 人參與。 

十、3 月 16 日舉辦校慶系友回娘家活動並召開系友理監事會議，討論重新訂定組織章

程、理監事成員、產生方式及任期，出席人數 10 人。 

十一、 3 月 17 日協助外語學院主辦之「語料庫與外語教學研究國際研討會」。 

十二、 3 月 19 日召開教評會，進行教師升等案第一階段審查作業。 

十三、 3 月 20 日召開系主任遴選會議。 

十四、 3 月 20 日寄交全系老師下學年度授課科目，並請老師們填報授課相關資料。 

十五、 3 月 20 日舉辦 2013 年暑期英語文研習團討論會暨第 2 場說明會，由孫克強主

任擔任主講人，深入討論英國倫敦大學亞非學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及牛津大學哈福特學院 (Hertford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研習團成行的各項細節，參加人數 28 人。 

十六、 3 月 21 日舉辦美國 Monterey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llace Chen 教授演

講，內容：簡介蒙特雷國際研究院的口、筆譯課程，分享口、筆譯的實務經驗，並

藉由本次演講，讓同步口譯班的同學能實際演練。學生共約 80 位出席。 

十七、 3 月 26 日召開系辦行政會議。 

十八、 3 月 26 日系主任遴選公告。 

十九、 3 月 27 日舉辦英美文化推廣活動：尋找復活節彩蛋。 

二十、 3 月 27 日舉行英文之夜歌唱比賽，共約 100 名同學參與。 

二十一、 3 月 27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議 102 學年度教師續聘相關事宜。 

二十二、 3 月 27 日召開 2013 年第二次英文系系友會理監事聯席會，完成組織章程訂

定、討論年度系友活動規劃，出席人數 8 人。 

二十三、 3 月 28 日進行 2013 年暑期英語文研習團第 3 場說明會，特別為尚未決定研習

學校的學生所舉辦，由陳嘉煥老師細說牛津大學哈福特學院 (Hertford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辦學特色、課程設計及各項活動安排，參加人數 5 人。 

二十四、 3 月 31 日辦理推甄入學筆試及面試。 

二十五、 其他重要業務： 

（一） 繼續協助處理學生家長申訴學生成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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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行學士班、進修學士班下學期導師編聘，及導師薪酬核算。 

（三） 整理碩士班 102 學年度入學考試面試資料。 

（四） 維修 H101 哲英廳劇場教室之布幕。 

（五） 薦購西班牙文外語自學室教材。 

（六） 校慶系服設計、創意繞場設計及安排。 

（七） 通知老師推薦品德優良應屆畢業學生，轉知學生申請志工社團優良及學系

服務優良獎項。 

（八） 進行大學甄選入學相關工作：協助老師錄製、剪輯聽力測驗等相關事項。 

（九） 辦理邀請 Prada 公司公關來校演講事宜。 

（十） 輔導三位英文系學生協助國合組接待日本山口大學來台交流之學生。 

（十一） 辦理轉系考相關業務。 

（十二） 辦理教師申請升等相關作業。 

（十三） 研究並提供推廣部自費研修生相關資料課表。 

 

日文系 

一、 2 月 26 日及 3 月 1 日舉辦日本女兒節雛人形展示；3 月 2 日於日本文化教室「朝宗

廳」舉辦女兒節茶會。 

二、 3 月 5 日日本熊本大學森正人教授蒞臨演講，講題為：「谷崎潤一郎と信田コンプレ

ックス」。 

三、 3 月 5~8 日日本明海大學海外研修團來訪，由本系教師授課，並於課堂見習。 

四、 3 月 6 日中央通訊社外文新聞中心李培雄主任及該中心日文網站總編輯張芳明先生

等 4 人來訪。 

五、 協辦本校 3 月 7 日於松怡廳舉辦之日本藝妓表演活動。 

六、 3 月 7~18 日白川博之客座教授蒞校講學；3 月 22~30 日真田信治客座教授蒞校講學。 

七、 3 月 8 日台灣美化協會王靜儀秘書、陳姀萱秘書來訪，洽談招募本系學生擔任 4 月

20~21 日的清掃大會翻譯志工，並於 3 月 20 日至本系舉辦翻譯志工訓練。 

八、 3 月 12 日保聖那管理顧問公司曾安立先生（79 級系友）、翁綺韓小姐來訪。 

九、 3 月 12 日「2013 年日本大學生訪華研修團」12 名學生來訪，與本系學生交流。 

十、 3 月 13 日舉辦拓殖明海華語結業典禮，學生結束為期 8 個月的研修，於 3 月 22 日

返回日本。 

十一、 3 月 14 日日本中央大學國際經濟學系師生 15 人來訪，與本系學生交流。 

十二、 3 月 14~19 日日本國立一橋大學國際教育中心庵功雄副教授來台進行現地調查，

除於本系 6 位老師的課堂見習外，並於 3 月 19 日進行一場專題演講，講題為「日

本語（文法）研究で必要なこと─非母語話者の強みを活かすには─」。 

十三、 3 月 14 日日本宮崎大學菅沼龍夫校長、教育學研究科新地辰朗科長、教育文化

學部上原德子副教授、研究國際部甲斐榮一先生及開南大學長友和彥教授等人

來訪。 

十四、 3 月 16 日校慶當天舉辦系友會，約有 120 名系友參加，當天並選出新任會長為

65 級系友莊天雲先生。 

十五、 3 月 18 日台灣小學館業務部主任高橋宏嘉先生、吳怡柔小姐（91 級系友）來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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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談學生短期實習事宜。 

十六、 3 月 18 日日本學習院大學國際研究交流辦公室村松弘一先生來訪，商討暑期日

語研修事宜。 

十七、 3 月 18~22 日舉辦日語辯論比賽；3 月 27 日舉辦日語聽力比賽。 

十八、 3 月 20 日舉辦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第 151 次例會，由本系吳欣芳老師及盧月珠

老師發表，題目分別為：「「する」と「やる」の意味分析」及「中納言におけ

る諺について」 

十九、 本系學生會於 3 月 25~29 日舉辦日文週活動、3 月 28 日於望星廣場舉辦日文之

夜。 

二十、 3 月 27 日「日台文化交流青少年獎學金」獲獎之 3 名日本大學生來訪，與本系

學生交流。 

二十一、 3 月 30 日舉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德文系 

一、 3 月 5 日 3 & 4 年級德語課程教師會議：討論 102 學年 3 & 4 年級德語課程教學規

劃與內容。 

二、 3 月 6 日系務會議：決定 102 學年赴德進修帶隊老師、赴德進修獎學金生甄選委員、

複審 102 學年開課課程、審議「授課計劃表」內容撰寫相關規定、劉老師事務。 

三、 3 月 7 日碩士班師生餐敘：本學期活動說明，碩士生各自說明指導教授人選及論文

進度。 

四、 3 月 13 日專任教師會議：102 學年專任教師排課、101 學年導師執行情形交換心得 

五、 3 月 13 日碩士班小組會議：討論碩士班招生事務、101-2 工讀助理分配、討論「東

吳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學位學程辦法」修訂條文意見。 

六、 3 月 18 日系教評會，成立教師解聘、停聘及不續聘調查小組。 

七、 3 月 25 日調查小組第一次會議。 

八、 3 月 27 日留學德國講座：DAAD 德國學術交流資訊中心主任徐言博士(Dr. 

Eschenlohr)主講，介紹德國大學現今學制、留學德國的申請方式及食衣住行各方面

的資訊、解答同學個別問題。 

九、 3 月 28 日碩士班導生聚餐：掌握碩士生修業進度。 

十、 101 學生加退選事務、102 學年學生赴德進修報名開始、高等教育資料庫填報、102

學年開課課務、頒發「林彬先生關懷清寒學生助學金」、「齊馬蕙蘭女士獎學金」、

「應屆畢業生學系服務優良」申請。 

 

語言教學中心 

一、3 月 25 日接待日本山口大學師生一行 10 人參觀本中心雙溪校區 G201 語言教室和

外語自學室。 

二、102 學年本中心校務計畫預算項目疑義及修改說明彙總表，經主任簽核後進計畫系

統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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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 月 6 日召開 102 學年排課協調會；3 月 13 日中午召開課程員會第 2 次會議；3 月

27 日上午召開第 2 學期第 1 次中心事務會議；3 月 27 日中午召開第 2 學期第 1 次實

用英語學程教師會議。 

四、3 月 13 日下午舉辦本中心第 3 次教學觀摩，由劉春玉老師主講” Using Online Videos 

In the Classroom—How To Use Them Effectively and What To Avoid”。 

五、3 月 14 日派員參加參加 101 學年第 1 學期學業關懷檢討會議；3 月 20 日下午派員

參加參加東吳大學教師執行研究計畫說明會；3 月 25 日派員參加參加心理諮商中

心「珍愛生命—自殺防制守門人行政人員進階訓練」；3 月 28 日派員參加會計室舉

辦預算作業說明會。 

六、查明本學期及本學年無授課教師之聘期異動名單。 

七、繕打教評會相關資料。 

八、辦理課務工作： 

（一） 2 月 18 日至 3 月 5 日加退選期間「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

學士班 223 人次、進修學士班 41 人次；「英文（二）」學士班 128 人次、進修

學士班 10 人次，總計 402 人次。 

（二） 提交 102 學年本中心「英文（一）」、「英文（二）」、「深耕英文 I」、「深耕

英文 II」和實用英語學程課程表。 

（三） 製作「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英文（二）」期中考共

同考題。 

（四） 進行 102 學年「英文（一）」、「英文（二）」、「深耕英文 I」和「深耕英文

II」及 101 學年暑期班教材調查問卷。 

（五） 線上學習平台 Live ABC 之課程名單匯入補正及檢核。 

（六） 處理國際交換生修讀實用英語學程之選課問題；3 月 18 日中午舉辦英語實

用學程講座，由政治大學趙乙勵老師主講「英語面談不要怕﹗」。 

九、辦理外語自學活動： 

（一）2 月份外語自學室二校區開放 123.5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866，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234，合計 1,100 人次。102 年 1 月線上

軟體使用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3,450、《SAMMI 英語互

動學習資源網》：766、《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303。 
（二）雙溪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英語學習訊息貼文共 17 篇，瀏覽總次數：

10,925。 

（三）3 月 6、20 日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 2 場，主題分別為「日檢 N1 聽

解模擬試題試做會」和「Pride & Prejudice 自學雙享餐」；3 月 27 日舉辦雙溪

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52)：「英語聽讀學習策略」經驗分享會。 

（四）3 月 6、8、13 日城中校區舉辦第 22 期外語自學小組長培訓共 4 場。 

（五）3 月 11 日第 22 期外語自學小組活動開始。 

（六）3 月 20、29 日舉行「IELTS 雅思考試秘笈講堂」活動、「TOEIC 多益模擬測

驗 A 卷」活動。 

（七）編目日語檢定教材、演講影音紀錄 CD、英、日文雜誌、職場英語教材、德語

教材並更新網頁目錄，以及製作外語學習相關新聞剪報。 

十、執行教學卓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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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2&103 年教學卓越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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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核定金額調整並配合內容

上線修訂。 

(二) 「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第 2 期課程表更新並於網站公布。 

(三) 進行「大一新生英文能力檢測」前置作業。 
(四) 完成外語自學手札初稿。 
(五) 上傳空中英語教室和大家說英語 VOD、彭蒙惠英語 AOD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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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 
四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 4 月 10 日週三下午 15:30，於第一教研大樓普仁堂，舉辦理學院 YE!問演講活動，

本次邀請蔡定平教授主講：「奈米光學新視界 – 兼談作個快樂的科學人」。蔡

教授為台大物理學系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中心特聘研究員及主任，

也是本校物理學系 72 級畢業校友。歡迎師生報名參加。本次活動仍由準科科

技總經理陳調鋌學長贊助，學長為數學系畢業校友。 
 
【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3 月 11 日，繁星推薦放榜，數學系錄取 10 名一般生。 

二、 3 月 13 日，執行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改進方案，舉辦「生活數學與數學學習

(V)系列」講座一，邀請台灣大學數學系張海潮教授蒞班演講，講題為：狹義相對

論的數學基礎。 

三、 3 月 13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中確認數學系 102 學

年度開課相關事宜。 

四、 數學系辦理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數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金」評選作業，

經全系專任老師評選出數二方思婷、數三姜冠名與數四梁芸婕三名同學得獎，各

頒發獎學金新台幣肆仟元及獎狀一只。 

五、 數學系辦理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數學系商學獎學金」評選作業，依「東吳大學

數學系商學獎學金實施辦法」評選出數延張伯豪同學得獎，頒發獎學金新台幣一

萬元及獎狀一只。 

六、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自 3 月 18 日起於本系研討室 R0701 依排定時間提供大學部學生

課業輔導時間。 

七、 3 月 20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會中通過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決議事項、籌組「數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決議通過 103

學年度各管道建議招生名額、討論本系對「增設調整院系所班組及學位學程辦法」

修正草案之建議並推派理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學系委員。 

八、 3 月 20 日，召開 102 學年度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甄試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中確

認面試分組事宜。預訂 3 月 27 日召開第二次會議，確認其他相關事宜。 

九、 3 月 20 日，李翠真秘書參加研務處舉辦之｢101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執行研究計畫

說明會｣。 

十、 102 學年度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第一階段，數學系計有 77 名通過篩選，其中 2 名

為原住民(外加名額)，預計 3 月 27 日開始進行第二階段書面資料審查作業，3 月

30 日進行面試作業。 

十一、 3 月 28 日，李翠真秘書將參加會計室舉辦之｢102 學年度預算作業說明會｣。 

十二、學術演講： 

1. 3 月 13 日，邀請研院統計所副所長黃景祥研究員，演講｢Stepwise regression 

method for high-dimensional variable selection｣。 

2. 3 月 20 日，邀請國立交通大學應用數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洪國智先生(本系學士

班 89 級、碩士班 92 級系友)，演講｢Cusp bifurcation of a multiparameter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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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ubic nonlinearity｣。 

3. 3 月 29 日，邀請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統計資訊研究所陳春樹副教授，演講｢Weight 

Choice for Spatial Model Average Estimators｣ 
 
【物理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學術活動： 

一、邀請中央研究院物理所李湘楠教授演講，講題：「上帝粒子初瞥」,介紹去年七月剛

發現，被稱為「上帝粒子」的「希格斯粒子」。（03.06） 

二、邀請國立東華大學物理系李大興教授演講，講題：「從剎那間見永恆─談宇宙的起

源」。（03.27） 

三、劉源俊教授應台灣師範大學卓越教學講座邀請，發表「說科學精神」演說。（03.28） 

四、陳國鎮教授應漢聲出版社「生命探索講座」邀請，演說：「量子物理與身心靈的自

我保健」。（03.17） 

五、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例會，由吳恭德助理教授報告：「實驗物理教學

之我見及光學實驗室現況」。（03.20）。 

行政業務： 

一、會議： 

（一）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討論 102 學年度開課以及安

排教師授課事宜。（03.06） 

（二）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報告系務運作，討論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2 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修訂學系選課細則等相關事宜。（03.06） 

（三）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會議，甄選新聘教師事宜。（03.20） 

（四）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推派院長遴選委員會代表，修訂本

學系應屆畢業生「服務優良」相關辦法。（03.27） 

（五）召開「演喻工作小組」第三十八次會議，報告物理演示教具編碼工作進度，並

請相關授課教師分享教具使用以及物理演示心得。（03.13） 

（六）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獎勵委員會會議，甄選學系服務優良同學

事宜。（03.29） 

二、輔導：  

（一）劉源俊老師「眾樂社」導生聚會。（03.29） 

（二）與生涯發展中心辦理大一同學實施「生涯發展輔導普測」，協助大一同學能及

早了解一己的職業性向，提供生涯規劃之參考。（03.19） 

（三）本學系同學參與校慶運動會，創意繞場部分以「有氣的物理系」，將所學「氣

壓」、「作用力」等知識運用在氣墊船上，雖未得獎，但同學們前置作業的努

力，值得肯定，最後獲得精神總錦標第三名；而在一般組舞林大道競賽，得到

第二名。（03.17） 

三、教育訓練及業務說明會：參與「行政人員自殺防治進階訓練─珍愛生命」、「學業關

懷檢討會」、「教師執行研究計畫說明會」、「預算作業說明會」等。 

四、辦理甄試入學、課堂反應問卷施測、高教資料庫填報、開課作業及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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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3 月 6-7 日本系傅明仁教授赴新加坡（Biopolis, Singapore）參加「Mass Spec. 2013-2013

質譜研討會」，並發表會議論文。 

二、3 月 8 日完成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種子導師及各年級導師編聘作業。 

三、3 月 11 日進行本學期實驗廢棄物清運作業，清運前依作業程序先請各實驗室負責老

師填製研究室「統計清單」並將「廢棄物存放管制聯單」彙整送本校環安小組登記。 

四、3 月 13 日舉行本系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場學術演講，邀請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

吳秀梅教授，講題：「毛細管電泳於臨床醫學之應用」。 

五、3 月 14 日學系承辦助教出席由教務處舉辦之「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業關懷檢討會

議」。 

六、3 月 20 日由學系祕書出席研發處舉辦之「101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執行研究計畫說

明會」並攜回相關作業資料。 

七、3 月 21 日舉行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推舉「理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

本系之學系教師代表及討論「學系主任續聘案」並報告近期系務執行資料。 

八、依教學資源中心通知「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課堂反應問卷」分析結果，本系計

有王榮輝老師、曾美郡老師、葉玉玲老師等 3 位老師任教之科目總平均分數為全校

前 10%獲校長感謝狀；孫嘉星老師、王如春老師、王志傑老師等 3 位老師為全校前

11%-25%獲教務長感謝狀。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1. 3 月 12 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如下： 

(1) 102 學年度課程及教師鐘點建議案。 

2. 3 月 19 及 21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論事項如下： 

(1) 推舉院長遴選委員會學系委員。 

(2) 102 學年度課程及教師鐘點案。 

(3) 增設班組系所調整修正條文草案意見。 

二、教學： 

3 月 26 日舉辦本學期第一場演講，講題為「企業組織微生物的管理--企管顧問業在

做什麼？」，講員為英特亞知識科技公司李思恩總經理(大學部 79 級系友)，內容涵

蓋：從「菌男」到「管理顧問師」及說明管理顧問的角色與功能，並介紹兩岸管理

顧問業的規模及專業分工。 

三、學生輔導： 

1. 完成本學期導師輔導活動補助申請，本系共提出兩件導師個別輔導活動案及一件

學系班級輔導活動；第一場導師輔導活動於 3 月 13 日舉辦。 

2. 主任於 3 月 4 日與本學期大陸交換生陸怡霏同學會面及座談，瞭解學習及生活適

應狀況。 

3. 本系學生參加校慶運動會競賽，微二梁馨文獲女子跳遠第五名，微三張秩榮及王

培軒分獲男子 1500 公尺第二名及第四名。 

四、招生： 

3 月 30 日舉行大學部甄選申請入學筆試，並同時舉辦考生及家長座談會，介紹本系



----------------------------------------------------------------------------------------------------------------------------------------    
東吳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8 次(102.4.8)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42 

特色、課程及學習環境。 

五、研究及社會服務： 

1. 張怡塘副教授分別於 3 月 13 日及 29 日應邀至宜蘭大學環境工程系及台灣科技大

學生物醫學研究所進行專題演講，講題分別為「環境荷爾蒙類界面活性劑之生物

復育」及「應用奈米觸媒控制室內細菌及真菌生物性污染物」。 

2. 本系執行台北市環保局「101 年度臺北市民眾參與河川污染巡守推動計畫」，於 3

月 16 日舉辦「東吳大學生態環保義工培訓」活動，活動主要是由本系河川巡守

隊員解說水質檢測的方法及常見底棲指標性生物的辨識特徵後，由巡守隊隊員以

小組方式帶領與指導所有參與人員，實際在外雙溪中進行水質檢測及底棲生物觀

察。活動當天共包括北市環保局、本系師生(含巡守隊員及儲備環保志工)、本校

法學院及外語學院學生、東南科技大學、中正高中環科班教師、北市其他水環境

巡守隊共六隊等單位約 100 位校內外人員參與活動。 

六、實驗室安全： 

1. 3 月 11 日進行本學期實驗廢棄物清運作業。 

2. 完成實驗室基本資料填報作業及新增列管毒性化學物質調查填報作業。 

七、人員教育訓練： 

秘書出席 3 月 25 日人事室及心理諮商中心教育訓練課程「行政人員自殺防治進階

訓練-珍愛生命～自殺防治守門人」。 

 
【心理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會議： 

1. 102 年 3 月 5 日（二）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討

論 102 學年度課程規劃事宜。 

2. 102 年 3 月 12 日舉行系辦工作會議，審查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心理學系清

寒上獎學金申請案，共計 6 位學生獲得獎助。 

3. 102 年 3 月 13 日（三）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及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 

4. 102 年 3 月 18 日（二）召開 102 學年度申請入學面試審查委員第 1 次行前

會議，討論 3 月 31 日指定項目甄試相關事宜。 

5. 102 年 3 月 19 日（二）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推選理

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學系教師代表。 

6. 102 年 3 月 19 日（二）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審議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師申請升等案。 

7. 102 年 3 月 26 日（二）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及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 

二、 本系與東吳大學學生事務處心理諮商中心及臺灣諮商心理學會主辦「以生物-

心理-社會模式探討：諮商專業與遺傳學、健康/神經心理學之整合應用」系列

專題講座，102 年 3 月 15 日舉辦第一場講座，主題為「遺傳學在諮商上之整

合應用:遺傳諮詢師(genetic counselor)的養成教育與諮商技巧之探討」，講師

為「曾麗慧博士(台大醫學院助教授/台大醫院基因部主治醫師兼優生保健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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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本校潘維大校長、鄭冠宇學生事務長、臺灣諮商心理學會黃素菲副理

事長及謝曜任秘書長蒞臨致詞，校內外師生及各機構諮商心理師共計約 90 名

與會，本講座並獲得諮商心理師繼續教育認證學分。 

三、 102 年 3 月 16 日下午 13:00 至 17:00 本系與系友會及系學生會共同舉辦「東吳

大學心理學系系友返校經驗分享座談會」，活動地點為綜合大樓國際會議廳，

本次活動共邀請林志信學長（第 2 屆）、傅嘉祺學長（第 11 屆）、吳曜如學長

（第 12 屆）、陳彥宇學長（第 13 屆）、汪敬傑學長（第 12 屆）及林詩維學姐

（第六屆）等六位傑出系友返校，以座談會模式與在校生分享職涯規劃與經

驗，藉由輕鬆活潑的氣氛，引導學生探索自我，本活動共計 20 名系友、59 名

大學部學生與 2 名研究生參與。 

四、 102 年 3 月 9 日至 10 日本系張本聖老師及徐儷瑜老師帶領學生參加「2013 年

臺灣臨床心理學會年會」，碩士班四年級臨床組林怡君同學獲得最佳壁報論文

獎徵選佳作，題目為「注意力缺失過動症兒童的臉部情緒辨識能力與心智推

理能力及生活經驗之關係探討」，指導老師為徐儷瑜老師。 

五、 102 年 3 月 31 日舉行大學部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 

 
【鑑識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一、3 月 12 日於理學院會議室 R0512 召開鑑識科學學程課程委員會，審核 102 學

年度鑑識科學學程必選修課程、申請條件及抵免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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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四月 

一、對外交流 

（一）3 月 25 日（周一）上午 9 時 30 分由洪院長接待北京理工大學珠海學院文法學院

王建宇院長，商談與本院合作與交流事宜。 

（二）本院由洪家殷院長、蕭宏宜老師及陳虹淑秘書於 4月 1日至 4月 5日將前往雲南

大學法學院參訪、簽約與舉行座談會，聯繫兩院合作情誼與交流。 

二、本院上學期期與武漢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交流

合作協議續約案和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北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交流合作協議簽

約，業經教育部核備在案並完成簽約，近日將完成最後核備作業。 

三、學術活動 

（一）本院系公法研究中心於 4月 12 日（周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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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回】」。 

（二）本院系公法研究中心於 4月 19 日（周五）下午 13 時 20 分假 5211 會議室舉辦「國

家賠償法研討會」。 

四、學務活動 

（一）本院與心理諮商中心訂於 4 月 17 日（三）下午 15 時 30 分於 R1104 會議室舉辦

本學期「法學院導師會議」，會中邀請黃龍杰老師（中華民國臨床心理師公會常

務理事）演講，講題為「真愛生命，守護希望～如何面對有自殺傾向的學生」。 

（二）本院於 4月 30 日（周二）中午 12 時 10 分於 2123 會議室舉行「法學院優秀學生

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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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四月 

商學院 

一、 3 月 11 日參加教務處舉辦之 101 學年度畢業典禮第 1 次籌備會議。 

二、 本院 3 月 12 日進行 102 學年度交換生甄選，共計 34 位學生參加面試，推薦名額如

下：日本新潟大學國際中心 2 名、日本東北大學 2 名、法國天主教 Lille 大學 IESEG

管理學院 8 名、荷蘭葛洛寧恩大學經濟商學院 8 名。其中荷蘭葛洛寧恩大學推薦之

不足名額(2 名)，預計將於下學年度開學(9 月份)甄選，以鼓勵更多本院優秀學生出

國交換研習。 

三、 3 月 15 日召開商學院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101 學年度

第 5 次兼任教師初聘案、第 3 次專業技術人員初聘案及第 2 次兼任教師改聘案等議

題。 

四、 本院 3 月 18 日接待法國天主教 Lille 大學 IESEG 管理學院 Head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mes---Mr. Pascal AMEYE，會談中初步獲得交換生合作協議之續

約，每年可選送至多 8 名學生前赴交換研修。會談後安排校園參觀及學生座談，共

計 11 位學生參與座談，其中包含曾赴法國交換及即將前往交換之同學。座談會由

Mr. Pascal AMEYE 簡報 Lille 的學習環境，其中與學生多有互動及問答，也為此次

會談畫下圓滿句點。 

五、 本院 3 月 19 日接待荷蘭葛洛寧恩大學經濟商學院 Marketing Manager---Mr. Simon 

van Der Wal 及荷蘭貿易暨投資辦事處教育組吳家良主任。100 學年度 2 月起葛洛寧

恩大學經濟商學院由校級交換協議轉為院級，經過一年之協議簽訂與執行，雙方就

合作執行面進一步對談。 

六、 3 月 21 日召開商學院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學系主管會議，討論學系自評相關

事宜及 101 學年度商學院畢業典禮籌備事宜。 

七、 3 月 25 日浙江行政大學教師參訪團蒞院參訪，並與本院教師進行交流座談。 

八、 3 月 27 日召開商學院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審議商學院 102 學年

度各學系課程規劃案及商學進修學士班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增開「全球化的經濟

與社會」課程案。 

九、 3 月 29 日召開商學院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學系主管會議，討論學系自評相關

事宜及補助學生考取證照獎勵辦法相關事宜。 

十、 本院配合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辦理「新價值高峰論壇」，臺北市

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自 98 年成立以來，已舉辦各種會員學習與成長的

相關活動，也捐助了偏遠地區國小營養早餐及交通車，今年更全新推出一系列的「新

價值高峰論壇」活動，希望能幫 EMBA 學生搭建一個成長與交流的平台，EMBA

學生可以藉由此活動，廣邀朋友、同事、客戶一同參與，以強化個人既有的人際關

係，更可藉此打響 EMBA 的特色，有助於未來的招生成效。第一場論壇特別邀請

城市推手台北市文化局劉維公局長與西雅圖咖啡創辦人簡宜真小姐（EMBA 第五屆

學生）首度同台現身說法，由企管系賈凱傑主任擔任主持人及引言人，共同分享他

們的見解，跨越極限、迎接新趨勢與挑戰，創造屬於自己與企業的新價值。活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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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3 月 22 日（星期五）19:00-21:00；地點：城中校區 R5211 國際會議廳。本活

動報名非常熱烈，甚至有人至現場排隊等待後補入場，而第二場論壇將邀請溝通與

談判大師劉必榮教授針對孫子兵法與談判謀略進行專題演講。 

十一、 配合辦理 102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調整事宜。 

十二、 「能源國家行科技人才培育計畫」102 年度大專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計

畫： 

（一）3 月 18 日 10:10-12:00 邀請賴倍元先生針對「最炫麗且最具時代意義的職場

倫理指引」進行專題演講。 

（二）3 月 18 日 13:30-15:20 邀請賴倍元先生「環境保護與現代森林管理的環保價

值」進行專題演講。 

（三）3 月 19 日繳交 102 年度第 1 季季報。 

跨領域學程 

一、 3月 11日召開商學院跨領域學程作業小組會議，討論 100學年度財務金融學程、

科技管理學程運作成效評核作業結果及 102學年度學程課程事宜。 

二、 籌劃科技管理學程、財務金融學程企業參訪及102學年度招生說明會等相關事宜。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一、 3 月 21 日於商學院 2127 會議室召開 EMBA 課程委員會及學務發展會議。 

二、 3 月 22 日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與經濟日報於城中校區 5211 國際會議廳

共同主辦第一場「新價值高峰論壇」，由企管系賈凱傑主任擔任主持人，會中特別

邀請城市推手台北市文化局劉維公局長與西雅圖極品咖啡創辦人之一簡宜真小姐

（東吳 EMBA 第五屆）與大家分享「從都會發展的角度談品牌與創業」。 

三、 3 月 28 日於城中校區 2614 教室舉辦 EMBA 讀書會，導讀書籍－「寫封與工作無關

的信，給部屬-一個年輕主管創造升遷奇蹟的真實故事」，主持人：翁望回(東吳大學

企業管理系副教授)，導讀人：王琳(EMBA 碩二，富琳管理顧問有限公司執行長)，

與談人：曾昭琪(EMBA 碩一，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武昌分行副經理)、陳佳蕙

(EMBA 碩一，友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理)、李怡嫻(EMBA 碩一，永豐商業

銀行信用貸款產品經理人)。 

四、 持續辦理 EMBA 碩一班 5 月份福州、蘇州海外研習事宜。 

國際商管學程 

一、 協助辦理 102學年度考試入學事宜。 

二、   辦理事宜:經費核銷、網站更新及維護、碩士學位考試作業、輔導並協助學生

申請國際交換計畫及獎助學金、輔導並協助外籍學生申請外籍生獎學金。 

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 3 月 1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系教評會與第一次系務會議，系務會議中：(1)

討論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之決議，(2)票決本系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聘

教師推薦名單，(3)討論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所工讀生之使用方式。 

二、經濟學系 3 月 4 日於真的好海鮮餐廳舉行「東吳經濟系校友基金會 2013 年第一次

董事會議」，會中討論：(1)建置經濟論壇講座。(2)籌劃 60 週年系慶活動。(3)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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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系友會獎助學金內容。 

三、經濟學系 3 月 8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3 月 22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課程

委員會，討論本系 102 學年度課程相關事宜。 

四、經濟學系 3 月 15 與 20 日新聘 102 學年度專任教師演講與面談。 

五、 經四 B 於 3 月 19 日上午 11:00 至 12:00 由陸鴻偉助教帶隊參訪台灣股票博物館，

共有 56 位同學參加。經四 C 於 3 月 20 日上午 11:00 至 12:00 由張文昜助教帶隊參

訪台灣股票博物館，共有 47 位同學參加。有價證券自民國 100 年 7 月底已全面無

實體化，為了讓同學了解台灣證券市場的發展歷程，期望藉由生動活潑的實地導

覽，增進同學對股票及經濟發展有所體認。 

六、 經濟學系 3 月 22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與第 2 次系教評會，票決 102 學

年度新聘教師人選。 

七、 經濟學系 3 月 22 日舉行大學申請入學面試委員工作會議，3 月 25 日舉行工作人

員工作會議，3 月 31 日舉行面試，共有 65 人通過第一階段篩選。 

八、 經二 A 陳雍居同學通過商學院 102 學年度交換生甄選錄取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九、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聘請郭嘉祥副教授為管理經營移民業務審查小組委員，聘

期自 102 年 3 月 1 日至 104 年 2 月 28 日止。 

十、 經濟學系博一陳浩宗續領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經濟系校友基金會獎勵博

士班優秀新生獎學金 20000 元。碩一莊麗娟續領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經濟

系校友基金會獎勵博士班優秀新生獎學金 10000 元。 

十一、 經濟學系安排 101 學年度研究生論文發表會議程。 

十二、 經濟學系頒發系友會 101 學年第 2 學期經研所優秀新生獎學金 2 名共 3 萬元。 

十三、 經濟學系完成編聘種子導師與各班導師。 

會計學系 

一、會計學系為加強國際學術交流並擴展本系師生之國際視野，於 102 年 3 月邀請美國

夏威夷馬諾大學會計學系 Professor Tom Pearson 蒞臨短期講學。 

二、會計學系於 3 月 15 日與中華會計教育學會、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學聯誼

會文教基金會共同舉行第七期 IFRS 充電班「資訊服務業發展 IFRS 實務研討會」。

當會計處理以電子化方式融入組織資訊系統時，財會人員位居系統使用者與評估者

角色時，充分瞭解資訊廠商如何開發符合 IFRS 規範的資訊系統，更是財會專業資

訊化的必備基礎。有鑑於此，本研討會將邀請國內三家資訊服務業廠商分享其發展

IFRS 系統化之具體成果，以紮實財會人員的資訊化能力。 

三、會計學系於 3 月 13 日中午召開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會中討論 102 學

年度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事宜。 

四、會計學系於 3 月 20 日中午召開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本系 102 學年

度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事宜。 

五、會計學系於 3 月 20 日下午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議，會中審議

兼任教師申請教師證書案。 

六、會計學系於 3 月 22 日中午召開 102 學年度大學推薦甄選面試委員會議，會中討論

面試進行注意事項及評分方式。 

七、會計學系於 3 月 26 日舉行轉系生面試，本學年度共計 28 位同學申請轉二年級，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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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16 名。 

八、會計學系為招收具有潛力之學生，並配合本校招生組之招生政策，由本系專任教師

組成宣傳團隊，以積極主動方式進入各地高中進行宣傳。3 月份分別由郭瑞基老師

前往桃園縣永豐高中、翁霓老師前往南山高中進行商學院系學科介紹。 

九、會計學系 3 月份總計舉行六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一) 3 月 7 日邀請台灣科技大

學劉代洋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創業與企業管理」。(二) 3 月 13 日邀請福容大飯

店財務部經理張秀蒼學長蒞校演講，講題為「個人職涯經驗分享」。(三) 3 月 21 日

舉辦教學工作坊邀請台灣大學會計學系邀請賴淑芬總經理蒞臨演講，講題為「曼都

國際」。(四) 3 月 22 日舉辦教學工作坊邀請台灣大學會計學系劉嘉雯教授蒞臨演講，

講題為「財會教學經驗分享」。(五) 3 月 27 日邀請台北市會計師公會理事長李燕松

會計師蒞臨演講，講題為「成功要件及領導人條件、工作、思維」。(六) 3 月 28 日

邀請 3M 吳淑華經理蒞臨演講，講題為「經營策略與管理分析」。 

十、辦理「大學推薦甄選入學招生」書面審查。3 月 30 日舉行大學推薦甄試指定科目考

試（面試），本年度參加人數計 112 名，預計錄取 60 名及金門、澎湖外加各 1 名，

共計 62 人。 

十一、 會計學系於 3 月 16 日本校建校 113 週年校慶暨運動會成績表現亮眼，榮獲開

幕典禮創意繞場最佳創意獎、舞林大道一般組第一名及最佳創意獎。 

十二、 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學聯誼會文教基金會於 102 年 3 月 19 日召開第

十屆第五次董事會議，會議由王金山董事長主持，計有 14 位董事出席，會中通

過：（一）民國 101 年底及 100 年底比較資產負債表；（二）民國 101 年度及 100

年度比較經費收支決算表；（三）民國 101 年度工作報告；（四）民國 101 年底財

產清冊；(五)民國 101 年度文教財團法人業務自我檢查表。 

企業管理學系 

一、3 月 20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論議題：(一)新聘專任教師

事宜。(二)「東吳大學商學院企業管理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事宜。(三)

「東吳大學商學院企業管理學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事宜。(四)企管系大學部及碩

士班教育目標修訂事宜。 

二、3 月 20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會議議題為審查

102 學年度專任教師續聘案、審查專任教師升等案。 

三、辦理客座教授相關事宜：(一) 3 月 7 日舉辦山東大學徐鳳增客座副教授座談會。(二) 

3 月 31 日徐鳳增客座副教授離台，安排送機及成績核算事宜。(三)安排第二位客座

教授-山東大學王德建老師來臺相關事宜。(四)辦理第三位客座教授-南開大學楊坤

老師入台通行申請事宜。 

四、辦理 102 學年度招生考試相關事宜：(一) 3 月 28 日召開大學部甄選入學面試會議，

討論 3 月 31 日大學部甄選入學複試事宜。(二) 3 月 3 日辦理碩士班招生入學筆試，

訂於 4 月 14 日進行第二階段面試。(三) 3 月 4 日辦理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入學筆試，

訂於 4 月 13 日進行第二階段面試。 

五、規劃辦理「2013 第 16 屆科際整合管理研討會」，會議訂於 6 月 15 日舉行。3 月 18

日發佈徵稿通知，投稿截止日為 5 月 17 日。 

六、3 月 17 日舉辦「MBA 及 EMBA 系友聯絡人聯誼餐會」，以凝聚碩士班及碩士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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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班系友，形成強而有力的畢業系友網絡，邀請歷屆系主任、專任教師，以及碩士

班及碩士在職專班歷屆各班 1 至 3 位聯絡人，共計 83 位出席。 

七、辦理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相關事宜：(一)3 月 8 日於點水樓餐廳召開第 5 屆第 8 次

董事會。(二)3 月 27 日舉辦生涯規劃講座，邀請富邦人壽業務主管的陳國堅學長（碩

91 系友）主講「我如何尋找我的偉大航道」。 

八、辦理 EMBA 聯誼會相關事宜：(一) 3 月 12 日召開東吳 EMBA 聯誼會第七屆理監事

會第 2次理監事會議，會議議題為東吳 EMBA聯誼會各委員會年度計畫與預算。(二) 

3 月 13 日舉辦專題演講，邀請睿哲管理顧問有限公司周昌湘總經理主講「從企業經

營觀點看二代健保與個人資料保護法」，計有 23 位會員出席。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一、商學院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交換生甄選，本系同學錄取名單如下： 

(一) 日本東北大學：貿四 A 許郡。 

(二) 日本新潟大學：貿四 B 黃琪雅、貿三 B 陳祐萱。 

(三) 法國 Lille 大學：貿碩二劉昀宗、貿三 A 彭涵茵。 

(四)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貿三 A 陳韋均、貿三 A 黃聖良、貿二 B 劉子寧。 

二、3 月 2 日上午 9:00，假 2524 教室及 2511 教室，舉行 102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入學

口試。 

三、3 月 4 至 27 日舉辦國貿大會考報名，報名人數計 50 人。 

四、3 月 13 日上午 9:30，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金委

員會會議，議題內容如下：(一)討論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金發放辦法

事宜。(二)審查昌盛教育基金會清寒助學金、蔣山清寒助學金、恩吉實業清寒助學

金、游健昱清寒助學金、郭滄海清寒助學金、蘇錦彬清寒助學金、93 級系友獎學金、

74 級系友工讀助學金事宜。 

五、3 月 13 日下午 13:00，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討論 102 學年度課程事宜。 

六、3 月 13 日下午 14:00，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議題內容如下：(一)確認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議記錄。(二)確認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金委員會會議記錄。(三)確認 101 學年度第 2 學

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記錄。(四)審查國貿系專案教師評鑑辦法。(五)討論 102

學年度專、兼任老師課程事宜。 

七、3 月 13 日下午 15:00，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

議題內容如下：(一)確認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及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

導師會議會議記錄。(二)討論導師相關事宜。 

八、3 月 14 至 27 日舉辦多益報名，報名人數計 120 人。 

九、3 月 14 日下午 15：30 參加學業關懷系統說明檢討會。 

十、3 月 15 日晚上 6:00~8:30，假游藝廣場，陳惠芳主任及系友會吳佳達理事長，出席

捐贈人榮敬典禮。 

十一、 3 月 16 日東吳大學 113 週年校慶，陳惠芳主任率領系辦同仁參加校慶繞場活

動。 

十二、 3 月 17 日下午 13:30~17:30，假東吳大學城中校區六大樓體育館，舉辦第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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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盃羽球賽。 

十三、 3 月 18 日下午 14:30，假 R5617，舉辦交換學生經驗分享座談會，邀請黃家琦

同學分享赴荷蘭葛洛寧恩大學交換學生心得與經驗。 

十四、 3 月 19 日中午 12:00，假 R5217，謝效昭老師舉辦貿三 B 導生會。 

十五、 3 月 19 日晚上 7:00，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40 週年系列活動會議。 

十六、 3 月 20 日上午 10:10，假 R2524，講題：由上市公司動態競爭看 CSR 行銷，

演講人：林靖(國立台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前台鹽公司總經理、台灣人壽投

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十七、 3 月 20 日下午 13:00，假 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會議，議題內容如下：(一)確認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

會議記錄。(二)審查溫福星專任副教授升等專任教授案。 

十八、 3 月 20 日下午 14:00，假 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會議，議題內容如下：(一)確認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

會議記錄。(二)審查梁恕專任助理教授升等專任副教授案。(三)審查黃寶玉專任講

師升等專任副教授案。 

十九、 3 月 20 日下午 15:00，假 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討論 102 學年度大學推甄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審

查暨面試等試務作業事宜。 

二十、 3 月 21 日上午 10:10，假 R5217，講題：『轉型：解析當代中國的一把鑰匙』，

演講人：朱學新(蘇州大學商學院教授)。 

二十一、 3 月 22 日上午 10:00~12:00，假 R2523，講題：『作自己的諸葛亮－如何在職場

上步步發光』，演講人：詹文男（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資深產業顧問兼所長）。 

二十二、 3 月 25 日中午 12:00，假 R2524，謝文雀老師舉辦貿四 B 導生會。 

二十三、 3 月 26 日填具高等教育資料庫資料。 

二十四、 3 月 27 日上午 9:00~11:00，假 2316 電腦教室，參加「102 學年度預算作業說

明會」。 

二十五、 3 月 27 日上午 9:50，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獎助

學金委員會會議，審查貿三 A 劉貞君同學申請急難救助事宜。 

二十六、 3 月 27 日下午 14:30~15:20，假國貿系辦公室，舉辦轉系生面談。 

二十七、 公告本系 102 學年度徵聘專案教師事宜。 

二十八、 提報推廣部青年就業讚計畫，開設「企業行銷與策略分析實務」課程。 

二十九、 3 月 30 日舉行 102 學年度大學部推甄入學口試。 

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 

一、 3 月 20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國立清華大學計量財務金融系蔡子皓助理教授，主

講「壽命連結證券評價—均衡定價法之運用」。 

二、 3 月 20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確認 102 學年度新開課程及各學制開課課程。 

三、 3 月 20 日召開系務會議，審核各類獎學金獲獎同學、102 學年度新開課程、103

學年度各學制招生名額、碩士班甄試推薦表格式。 

四、 3 月 21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核吳君誠助理教授申請升等為副教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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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3 月 27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上海交大上海高級金融學院張晏誠助理教授，主講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Stock Trading Volume」。 

資訊管理學系 

一、3 月 7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規劃及審查 102 學年度開課事宜。 

二、3 月 8 日召開獎助學金委員會會，核定研究生獎學金名單及助學金名額、訂定「東

吳大學資訊管理學系系友獎助學金辦法」。 

三、3 月 9 日辦理碩專班口試。 

四、3 月 11 日郭育政老師帶領學生至資策會數位教育研究所進行企業實習面試甄選。 

五、3 月 14 日召開系務會議，通過 102 學年度開課及回覆「東吳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班

組及學位學程辦法」修訂條文。 

六、3 月 20 日召開招生委員會議，討論 103 學年度大學部招生名額分配。 

七、3 月 21 日召開系務會議，通過「東吳大學資訊管理學系應屆畢業生『學系服務優良』

獎項甄選辦法」、「東吳大學資訊管理學系系友獎助學金辦法」、103 學年度大學

部各類招生名額分配。 

八、3 月 28 日專題演講，邀請調查局調查官劉秉昕先生，演講題目為「電腦犯罪法律實

務」。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 簽辦同學選課資料及課程異動事務。 

二、 報送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各年／班級導師編聘及「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事務。 

三、 提送 102 學年度開課、委請他學系代聘及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與申請條件等

資料。 

四、 舉行本學期課程委員會及班務會議。 

五、 準備第 2 學期期末課堂反應施測事宜。 

六、 填報校庫資料數據、103 新生招生名額調查表及轉學生招生簡章、102 校發預算

疑義及修改提報表、全校性選修及通識課程調查表。 

七、 其他事務：辦理學生畢業離校及休、退學、請假手續、經費核銷、學生生活及學

業關懷輔導、參加學業關懷說明會、行政人員自殺防治講習與預算說明會。 

八、 規劃國際交流活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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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四月 

【圖書館】 

一、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圖書館提出之「加強圖書館圖書資源基礎建設計畫」

榮獲考評等第「優良」獎項。 

二、謝館長與數位資訊組李明俠組長受邀出席本年 3 月 6 日國家圖書館舉辦之「文

化傳承．學術領航：臺灣有你真好，國圖感恩茶會」，會中致贈感謝狀以表揚

本校於 101 年底前完成 100 學年度學位論文送存，送存績效卓著達 100%，對

提升學術資源永久典藏，促進國家研究發展貢獻良多。 

三、 4 月 12 日將邀請太平洋崇光百貨財務本部李逸川協理蒞校演講有關零售業的

服務管理議題。 

四、 本館將於 4 月 22 日至 5 月 3 日期間舉辦「世界書香日」系列活動，內容如下： 

(一)專題演講 

1.城中校區：4 月 23 日本校中文系張曼娟教授專題演講「閱讀的姿態這麼

美」，於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 

2.雙溪校區：4 月 24 日台北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廖玉蕙教授專題演講

「為生活尋找一個說法－談閱讀與寫作」，於雙溪校區普仁堂。 

(二)一定要幸福書展 

展出 50 本優質讀物，好書內容涵蓋有：文學小說、人文科普、生活風格、

心靈養生、藝術設計、商業理財等不同類別。展出現場將贈送當天報紙、

雜誌、購書折價卷等，並提供限量免費咖啡。 

1.雙溪校區：4 月 22 日至 4 月 26 日，地點於綜合大樓一樓大壁記前。 

2.城中校區：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地點於推廣部一樓長廊。 

(三)423 閱影展 

   於兩校區圖書館非書資料團映室播放電影，參加活動者前 5 名可獲得 DVD

影片 1 張。 

1.雙溪校區：4 月 24 日至 4 月 26 日，非書資料團映室。 

2.城中校區：5 月 1 日至 5 月 3 日，非書資料團映室。 

(四)咖啡香讀書香：4 月 22 日至 4 月 26 日，兩校區圖書館借還書櫃臺，贈送

7-11 飲料兌換券給 1 次借書超過 5 本以上的讀者(含 5 本)。活動對象僅限本

校專任教師、職員及在學學生，每人限領 1 張，每校區 1 天兌換份數 10 張。 

五、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業務統計： 

項    目 時     間 數    量 

網頁瀏覽人次 98 年 10 月 8 日至 102 年 3 月 25 日 240 萬 3,467 人次 

聯合目錄 98 年 1 月 1 日至 102 年 3 月 25 日 700 萬筆，約 1,564 萬冊

圖書代借代還 100 年 7 月 1 日至 101 年 12 月 26 日
(15 校 17 館) 

總處理量：29,738 件 

線上申請館合證 100 年 7 月 1 日至 102 年 3 月 25 日 
(17 校) 

總受理件：7,15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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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北二區資源分享使用統計： 

七、撰寫及彙整北一區夥伴學校「圖書資源服務平台」102-104 計畫書及經費試算

表。 

八、填寫 100-101 年度「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12 所夥伴學校 100-101 年

子計畫之期末綜合評鑑表【R 表】。 

九、配合教育部獎補助款圖書館簡報，提供北一區圖書平台 101 年館際合作數據。 

十、辦理聯合目錄書目重匯作業。 

十一、協助辦理圖書聯合採購事宜。 

十二、協助夥伴學校館員及讀者解決借書證相關事宜。 

十三、協助夥伴學校排解各項平台系統操作問題。 
 

【採編組】 

一、 辦理「書緣傳大馬愛心換空間」大馬募書相關事宜及對外索贈。 

二、 計畫北一區合作館及八芝連中文電子書自籌款共購共享。 

三、 協助配合期刊組 423 書香日及閱覽組畢業書展活動。 

四、 圖書線上薦購 218 筆(2/26-3/25)。 

五、 辦理北一區合作館之圖書平台聯合目錄重匯作業。 

六、 規畫 102-103 年度北一區合作館聯合採購事宜。 

七、 3/22 陳育菁、呂本琪參加「台灣學術電子書聯盟會員大會」。 

八、 3/20 參加與報告「教師執行研究計畫說明會」之圖書採購說明。 

九、 辦理 2013 年台灣學術電子書聯盟 collection 勾選事宜。 

十、 臺灣管理文獻與個案收錄庫 mars 停訂。 

十一、 調整與測試國科會及線上薦購系統問題。 

十二、 辦理各類經費核銷作業，圖書館統籌資本門經費核銷 46 案，核銷總經費

為新台幣 1,103,968 元整;經常門核銷非書資料 8 案 151,010 元及資料庫 4 案計

新台幣 798,498 元整；國科會核銷 1 案，計新台幣 607 元整；專案計畫 1 案,

計新台幣 1,090 元。 

十三、 採編組例行作業事宜，統計資料如下： 

工作項目 數量 

訂單 

圖書 923 筆(56 件) 

非書資料 8 筆(26 件) 

資料庫 3 案 

圖書資料驗收 356 (含 9 筆非書) 

學報寄送(哲學及法律學報) 241 冊 

贈書 
贈書 94 冊 

大馬贈書(已建檔) 8,767 冊 

項    目 時     間 數    量 

北二區基地營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02 年 3 月 25 日 44 人次 

北一區館合證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02 年 3 月 25 日 1,20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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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函寄送 92 件 

外出收書 5 趟 

移送閱覽 

中文 401 

西文 628 

日文 4 

中期 30 

西期 2 

非書資料(贈書) 88(8)件 

電子資源上傳 517 筆 

教師新書 1 件 

 
【閱覽組】 

一、配合期中考試，4 月 8 日至 4 月 20 日，中正圖書館第一閱覽室 24H 開放，期

間週一至週五 08：00~18：00，施行學生證查驗劃位措施，維護夜讀同學之校

安相關事宜，已洽請軍訓室協助。 

二、期中考試期間，第二閱覽室 (第一教研大樓 R0209)開放時間延長至晚上 9 時。

另配合統一考試，4 月 13 日(六)開放時間調整為 09:10 ~ 17:00 。 

三、協助解決自動化系統流通模組相關之讀者問題，並提出改善建議（如：英文版

OPAC 杜威類號檢索點隱藏、書展相關特藏圖書狀態及布林邏輯語法連結、分

鐘借閱無法修改應還日期、自動化系統讀者檔與學生證晶片卡、圖書薦購階段

的預約問題...等）。 

四、協助世界書香日活動「一定要幸福」書展活動，蒐集 50 冊書展用書之封面圖

檔與文字介紹，整理並設計書展用書封面標示與內容簡介。 

五、規劃「東吳最後一哩，我的畢業書展」活動，目前已完成 230 冊書展用書系統

設定，正進行書展封面標示設計與包裝，預定 4/15 至 6/9 於兩校區新書展示區

展出，並於自動化系統 OPAC 舉辦線上書展。另聯繫 Cheers 雜誌社，索贈 100

冊過期刊物，將於活動期間贈送到館觀展同學。 

六、完成「借書 VIP，好禮等您拿」第二波宣傳，並個別發送電郵給借閱量前 200

名學生，鼓勵其繼續踴躍借書，爭取前十名榮譽獎項。 

七、為充分利用圖書館空間及提升師生使用之便利性，新增電話預約研討室及研究

小間服務，並發送電郵公告歡迎全校師生多加利用。公告以來，採用電話預約

服務之讀者增加許多。 

八、主動參與德育中心推廣「新心生活」活動，並提供使用圖書館相關「禮貌」、

「尊重」、「關懷」、「負責」等主題之宣導標語。 

九、配合學校與台北市麗山高中之「策略聯盟合作」，製發圖書館閱覽證十張，提

供該校師生進館閱覽及借書服務。 

十、配合推廣部樂齡大學學員需求，製發圖書館閱覽證，提供學員進館閱覽及借書

服務。 

十一、協助「書緣傳大馬‧愛心換空間」贈書活動。篩選擬淘汰館藏小說、散文等

中文複本書約一千三百冊，將於奉核後一併轉贈大馬。 



----------------------------------------------------------------------------------------------------------------------------------------    
東吳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8 次(102.4.8)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55 

十二、完成 3B 中文書庫(類號 550 至 699)之讀架與順架，並持續進行各樓層書架典

藏空間調查。 

十三、中正圖書館與第一教研大樓之空中廊道，設有迴旋梯通往屋頂，基於安全考

量，於 101 年 12 月底提出建議封閉請修案。因營繕組另有規劃，已將該案暫

時撤銷。 

十四、配合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服務，2012/2/27～2013/3/24 兩校區圖書館服

務量總計（12/1 起暫停代借代還）： 

代借代還 虛擬借書證 

申請件 受理件 東吳借他館證 他館借東吳證 

暫停 暫停 64 人次 28 人次 

十五、102 年 3 月典閱及流通服務統計資料： 

 

【參考組】 

一、參考服務相關統計資料 

(一) 參考及館際合作服務 

1.參考諮詢服務統計（102/2/26～102/3/25） 

類型 
/數量

資料

庫 

館際

合作

館藏

諮詢

期刊

諮詢

服務  

辦法 

影印/   

列印 

檢索區

登入 
其他

件  31  29  51  54  16  39  29  33 

小計  282 

2.文獻傳遞服務統計 

類型/數量  複印  圖書 

申請件(對外申請)  7  33 

被申請件(外來申請)  11  22 

3.進行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102 年度二月份帳務結算。 

二、協助提供 99～101 年度校務發展獎補助計畫執行成效相關圖書館學科服務與電

流 通 
閱 覽 

借書、還書、續借、預約等統計資料每學期陳報一次。 

典 藏 
(件) 

中文圖書館藏 
不含裝訂期刊、附件 

西文圖書館藏
不含裝訂期刊、附件

新收 
中文書 

新收 
西文書 

證件核發 
淘汰

處理 
圖書裝

訂、修護

館舍

維修

475,232 250,205 
745 

(附件:24 未

包含在內)
859 26 0 

裝訂:23
修補:41

8 

其他 
統計 
(件) 

總館調借分館 分館調借總館 長期借閱 指定用書 代收款 
賠書 
處理 

校史室

參觀人次

會議

室 

460 665 2 222 
93 筆 

13,156 元 
7 89 7 

學生離校 
(休退學、畢業) 

教職員離職 
畢業論文

收件 
圖書館 
進館人次

閱覽室 
使用人次 

密集 
書庫 

研究小間
研討

室 

42 5 1 
本校 1582
校外 87 

一閱:3,521 
二閱:1,145 

114 259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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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資源使用統計資料。 

三、協助填覆註冊組調查「校園智慧管理系統」相關圖書館參考服務之系統名稱與

資料庫概況。 

四、規畫 102 年度八芝連館際合作組織館員實務交流圓桌座談會。 

五、彙整圖書館學科服務三月份報表。 

六、三月份雙溪校區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舉辦 10 場次，相關資訊如下表：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講師 

2013/3/5 10:00~11:00 

歷史相關資料庫 

(歷史系大陸交換學

生) 

1 黃雯琪 

2013/3/6 14:00~16:00 搜尋 e本書 4 張素卿 

2013/3/11 8:00~10:00 
微生物系相關資源介

紹及圖書館導覽 
63 鄭雅靜 

2013/3/13 14:00~15:00 音樂類相關資源介紹 1 黃雯琪 

2013/3/15 10:00~12:00 
微生物系相關資源介

紹 
9 鄭雅靜 

2013/3/22 14:00~15:30 心理系相關資源介紹 9 廠商講師

2013/3/22 15:30~16:50 中文古籍資料庫介紹 14 魏宇萱 

2013/3/25 16:10~17:10 社工系相關資源講習 10 張素卿 

2013/3/26 10:00~12:00 
EndNote X6 教育訓練

課程 

20(預

約) 
張素卿 

2013/3/26 12:30~15:00 社工系相關資源介紹
10(預

約) 
李季樺 

*資料截止日：2013/3/25 

七、製作圖書館試用資料庫、有獎徵答活動及資料庫講習課程公告，並彙整學系電

子資源使用排行榜(每月)資訊。三月份起「有獎徵答」活動如后： 

No. 活動名稱 

1. Macmillan readers 電子書有獎徵答活動 

2. PQ ABIC 有獎徵答 

3. 悠遊 E時代: 周遊大學電子書真自在(Oxford 電子書) 

4. 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好文推薦活動 

5. airitiBooks 華藝中文電子書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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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訓練：張素卿出席 CONCERT2013 座談會－「電子資源之效益評估與經費配

置」(3/18)及「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 102 年會員大會暨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

計畫說明會」(3/22)。黃雯琪出席科資中心舉辦之「REAL＋資源探索文獻查詢教

育訓練」活動(3/25)。 

九、ERM 電子資源管理系統、更新本館常用資源匯入 EndNote 說明網頁、資訊檢索區

及資料庫伺服器例行維護。 

十、三月份新增資料庫 1個，試用資料庫 5個。 

新增資料庫 動腦雜誌知識庫 

試用資料庫 SCOPUS 、美國心理學會平台 PsycInfo、PsycArticles、

PsycTESTS 及美國電影學會資料庫 

 
【期刊組】 

一、 更新台灣全文資料庫(HyRead)電子期刊共 974 筆。 

二、 辦理 2011 年西文期刊驗收事項。 

三、 製作 2013 年各系訂購期刊經費統計報表。 

四、 提供 2013 年西文電子期刊 sfx 連結清單給採編組更新館藏 856 之連結。 

五、 更新<休閒電子雜誌>網頁。 

六、 完成 164 種電子期刊(智泉代理)訂購檔、確認及驗收作業。 

七、 更新 NDDS 期刊聯合目錄 1440 筆。 

八、 聯絡協調世界書香日活動事宜，例：上簽借場地物品、海報設計、購買 7-11

飲料等。 

九、 提供 2013 年各系期刊清單（含訂購、交換、贈送），俾利更新<學系圖書資源

網>之館藏資源統計。 

十、 423 書香日向雜誌社索贈期刊事宜。 

十一、 製作校慶播放影片海報。 

十二、 製作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加強圖書館圖書資源基礎建設」榮獲考評

等第【優良】之電視牆。 

十三、 紙本期刊服務統計(2013/02/26 ~ 2013/03/24) 

十四、 非書資料服務統計(2013/02/26 ~ 2013/03/26) 

項目 
/單位 

現刊驗收 合訂本驗收 催缺期刊 
管制期刊借閱

量（含珍圖） 
調借期刊

件 
中文 西文 中文 西文 中文 西文

16 2 436 200 30 7 40 44 
小計：636 小計：37 小計：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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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資訊組】 

一、 3 月 6 日李明俠組長陪同館長參加國家圖書館「文化傳承．學術領航：臺灣有

你真好~~國圖感恩茶會」。 

二、 3 月 7 日館藏查詢系統教職員及學生讀者檔更新。 

三、 3 月 8 日館藏查詢系統 102 年第 1 次定期維護。安排廠商與期刊組同仁討論設

備預約及期刊發票流程。 

四、 3 月 18 日館長、黃淑珍秘書、張孝宣組長及李明俠組長在城區分館與謝政諭

主任秘書討論校史室相關業務。 

五、 3 月 27 日李明俠組長和張碧晶專員參加「CIVICA 亞洲客戶高峰會」。 

六、 3 月 28 日李明俠組長參加「102 學年度預算作業說明會」。 

七、 彙整建置「校園智慧管理系統」業務使用系統相關資料。 

八、 更新城區平面圖和休閒電子雜誌網頁，以及新增城區圖書館利用課程網頁。 

九、 圖書館網站功能改版測試：首頁動態 Banner 排序問題、後台端 IP 位置控管、

線上即時諮詢等。 

十、 協助 2013 世界書香日活動網頁、飲料兌換券、演講橫幅海報等。 

十一、 新增非書書影連結 60 筆。新增圖書書影連結 204 筆。 

十二、 館藏查詢系統新書通報新增各類目 2013 年 3 月份館藏連結。 

十三、 圖書館自動化系統線上客服網站，累計提出 556 個問題，其中以替代方案

或完全解決處理 531 個問題。尚有 25 個問題列入後續追踪處理中。 

十四、 博碩士論文相關作業統計： 

十五、 機構典藏系統客製化介面調整、確定上傳檔案格式及測試。 

  機構典藏相關作業統計： 

十六、 協助北一區之二年計畫。 

非書資料借

閱數量(件) 
非書資料借閱

人次 
新收非書資

料總館(件)
新收非書資

料分館(件)

黑膠唱片書目資料

轉入自動化系統

(片) 

研討室借

用量(次數)

2,669 1,177 107 16 
處理 90 片 

轉入系統 52 片 
13 

總館預約調

借分館(件) 
分館預約調

借總館(件) 
系所長期借

調(件) 
教師指定使

用資料(件)
逾期罰款(元) 

遺失資料賠

償處理(件)

65 63 5 1 0 0 

項目 
論文 

審核 

書目檔暨紙本

移送採編組 

授權書送存

國家圖書館

論文變更

申請 

系統問題

反應測試 

件數 1 3 3 1 2 

項目 
本月新增 累計總筆數 

書目 全文 書目 全文 

筆數 191 191 191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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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設定北一區之 15 個夥伴學校個別帳號密碼，透過 ftp 上傳書目至東吳。 

十八、 更新數位學習室之自然輸入法 9、PRC(微軟簡體輸入法)及 sibelius scorch  

   相關軟體。 

十九、 配合使用掃描器，更新期刊組工讀生之電腦設備。 

二十、 更換城區分館檢索區一台電腦電源供應器。 

二十一、 配合適用固態式硬碟(SSD)，更換城區館長室電腦主機，原主機城區留

用。 

二十二、 3F 資訊檢索區掃描器，因 USB 接頭異動導致操作異常，已將所有接頭

全部重新安裝。 

二十三、 晚清期刊全文數據庫連線異常配合測試。 

二十四、 重新安置校史室 PC 及備份校史室 46.5GB 資料至光碟片。 

二十五、 3F 參考櫃台防毒系統異常，重新安裝新版防毒軟體及 Acrobat XI Pro。 

二十六、 更換採編組工讀生電腦。 

二十七、 協助閱覽組淘汰之 2.5 吋磁片附件。 

二十八、 協助 VOD 轉檔測試。 

二十九、 安裝並測試虛擬化系統之前置作業。 

 

【城區分館】 

一、 館務： 

(一) 更新城區分館劃位相關用品(海報、劃位版、座位標示及座位牌)。 
(二) 更新城區分館平面圖提供數資組更新網頁。 
(三) 設置博碩士論文區及淘汱書區。 
(四) 微調整理論文書架、淘汰書架與商學參考區空間與標示。 
(五) 與 7-11 超商洽談 423 活動飲料券兌領事宜。 
(六) 設置影印公司電腦並設定影印列印功能提供師生使用。 
(七) 配合大馬募書專案，整理黎明書局、幼獅文化、世界書局、建國中學、南

門國中及校內教師及同學贈書。黎明書局贈書 500 本、幼獅文化 200 本及

世界書局 1380 本。 
(八) 維修完成六樓書庫警報器，延長警報時間三分鐘。 
(九) 規劃非書資料統一於借還書櫃台相關測試流程及作業細則。 
(十) 籌辦 3 月 28 日城區分館工讀生訓練營活動。 

 
二、 典藏閱覽有關業務： 

(一) 完成城區分館休閒類淘汰一批共 196 冊，將移送閱覽組陳報轉送大馬。 
(二) 配合管理組於 3 月 24 日暫時關閉一閱進行消毒，維護學生讀書環境之清

潔。 
(三) 配合管理組於 3 月 25 日管理組於一、二閱廁所，加裝擋板維護同學如廁

安全。 
(四) 配合閱覽組進行主題書展、畢業書展、借書 VIP 等事宜。 
(五) 完成請購圖書安全系統（合約日期為:2013/02/1~2014/1/31）。 
(六) 配合學校年度停電檢休，4 月 1 日城區分館暨閱覽室閉館 1 日。 

三、期刊資料庫有關業務： 

(一) 配合期刊驗收作業準備 2011 年城區分館紙本與電子期刊驗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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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理 2013 學系圖書資源網期刊介購清單，送參考組更新網頁。 
(三) 維護 2013 電子期刊館藏系統特藏項。 
(四) 完成 2014 年西文紙本期刊續訂資料。 
(五) 更新資料庫：Compustat、Aremos 資料庫。 
(六) 新增試用資料庫：中華徵信所全方位資料庫。 
(七) 公告 3 月份資料庫講習課，製作海報並發送各系與張貼，鼓勵師生報名參

加。 
(八) 發送資料庫到期公告：因應國科會經費補助資料庫 Beckon-online、

Lextenso.fr 將於 3 月底到期，公告通知法律系師生。 

四、 參考推廣服務： 

(一) 圖書資訊利用指導課程 
場次 日期/時間 學系/老師 人次 

1 
0307/14:30-15:30 

ABI-INFORM 
Complete-ProQuest 系列資

料庫 
5 

2 
0312/10:00-12:00 

LexisNexis 資料庫講習 
--法律系何婉君老師課堂

說明 
43 

3 
0315/10:00-12:00 

EndNote X6 教 育 訓 練 
R2315 

7 

4 
0319/10:00-12:00 

Westlaw 資料庫講習 
--法律系何婉君老師課堂

說明 
45 

5 0315/10:00-12:00 Endnote 上課 12 
 

(二) 線上即時諮詢問題 
1. 讀者詢問借書當日到期，是否可於線上續借。 
2. 薦購《史明口述史》三冊，然已超出薦購數量問題。 

 
(三) 參訪與教育訓練活動 

日期/時間 參訪與會名稱 參加人員 
0318/ 9:00-12:00 CONCERT 聯盟座談會電子資源之效

益評估與經費配置：如何滿足研究需

求 
張慧雯 

0322/ 10:00-16:30 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 102 年會員大會 張慧雯 
0315/ 16:30 馬來西亞位校友參訪 6 
0318/ 14:20 法國 IESEG School of Management 國

際交換學程主任 Pascal Ameye 導覽參

訪商學書區與介紹本校商學館藏。 
1 

0322/ 10:50 大陸學者參訪查看法律相關資源 4 
0327/ 10:30-16:00 Civica 亞洲客戶高峰會 魏令芳 
0327/ 10:30-16:00 Civica 亞洲客戶高峰會 魏令芳 

 
(四) 學科聯絡員 

1.發送 2013 年 3 月份期刊目次通報共五份（法學中、英、日、德文及企

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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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賴秋惠專員、江敏妮組員與張裕鳳組員 3 月 4 日至中正圖書館參加「學

科聯絡員」討論會議。 
3.調查法商學院教師有關研究方法等授課資料，方進一步諮詢提出課程支

援協助。 
4.配合學科服務會議，定期於每月 25 日送出「學科服務統計表」彙整服

務統計量。 
四、流通業務 

(一) 查核 33 家大學合作館聯絡資訊及館際合作證相關資料更新資料並製作表

格。 
(二) 製作流通櫃台工作手冊目次。 
(三) 轉知教會朋友及佳音廣播電台 DJ 協助本校宣傳大馬贈書活動。 
(四) 城區分館移送採編組大馬贈送圖書，累計 1032 冊。 
(五) 索取彙整考試用書 2013 年最新書單進行薦購，更新法商考試用書館藏。 

五、相關統計（統計日期 102/02/27~102/03/26） 
(一)參考服務部份 

統計項 
博碩士 

論文審核
點收參考書

館合申請件 

處理 

資料庫講習

人次 

完成件數 2 1 25 100 

(二)期刊部份 

統計項目 期刊驗收 催缺期刊 
管制期刊 

借閱量 

調借 

期刊 
裝訂

完成件數 

(中文) 157 

(西文) 148 

     305 

(中文)  85 

(西文)  49 

 134 

173 0 15 

(三)流通閱覽部份 

統計項目 
城區分館

入館統計

校外人士

入館 

申辦 

跨館借書證 

申辦 

閱覽證 

教授

指參 

借閱 

非書

借閱 

完成件數 
19487 

人/次 

626 

人/次 

11 人 

(不含虛擬館合證)
7 人 8 人 

1426

人/次

統計項目 
新書點收

冊數 

考試用書

設置冊數

E 化收據 

開立筆數 

北區 

申請 

件數 

北區 

受理

件數 

非書

調借 

完成件數 297 冊 0 冊 77 筆 0 件 0 件 
6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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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學科聯絡員服務統計】 

102 年 3 月 

學系 
次數

累計

服務項

目 
參考 閱覽 期刊報紙 採編 數位資訊 其他 

    

細 

項 

內 

容 

1.

館

外

資

源 

︵ 

館 

際 

合

作 

︶ 

 

2.

電

子

書 

3.

資

料

庫

4.

參

考

書

1.

圖

書

設

備

與

流

通

2.

圖

書

典

藏

3.

開

放

時

間

4.

影

印

/ 

列

印

5.

閱

覽

空

間

管

理

1.

期

刊

報

紙

訂

購

2.

期

刊

報

紙

管

理

3.

期

刊

目

次 

4.

非

書 

/ 

微

縮

管

理 

1.

資

料

採

購

2.

贈

書

3.

資

料

編

目

4.

研

究

計

畫

5.

經

費

1.

網

路

︵

校

外

連

線

、無

線

網

路

︶

2.

學

位

論

文

3.

電

腦

設

備

4.

網

頁

管

理

5.

機

構

典

藏

1.

客

製

化

服

務 

2.

辦

法

規

則 

3.

活

動

宣

導 

  

中文系 6      1 1  3  1   

歷史系 4      2 1   1   

哲學系 2      1   1   

政治系 3      1  1  1   

社會系 2      1   1   

社工系 8      1  6  1   

音樂系 3   1   1   1   

師培中心 2      1   1   

人權學程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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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 8      4 1 1  1  1   

日文系 2      1   1   

德文系 3     1 1   1   

語言中心 4   1   1 1   1   

數學系 2       1  1   

物理系 2      1   1   

化學系 4      3  1   

微生物 6   1   4   1   

心理系 4      1 1  2   

法律系 69   1   7 1 8 3 1 2 5 7  3 4 2 1  24   

經濟系 10       1 2 1 3  3   

會計系 8      3  2  3   

企管系 15   1   9 2 1  1  1   

國貿系 6      3 2  1     

財精系 3      2   1   

資管系 4       1 1  2   

  182   5  1 33 1 12 1 0 3 1 2 8 23 4 7 8 0 0 0 4 0 0 0 0 16 0 53   

     40 17 37 15 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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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四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自 2 月 1 日起執行之 101-2 學期「教學改進補助」、「專業社群補助」，即日起可辦

理相關核銷作業。102-1 學期「教學改進補助」申請期間，自 102 年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止，採線上申請，相關公文於簽核完成後，發送各教學單位。 

(二)於 3 月 13、22 日分於雙溪、城中舉辦 101-2 學期「教學改進補助」及「專業社群

補助」計畫助理訓練課程。若後續仍有計畫助理培訓需求，可另洽詢教師教學發展

組。 

(三)「2013 東吳讚老師教學撇步徵文比賽」自即日起至 102 年 5 月 24 日止徵集稿件，

歡迎本校在學學生(含研究所碩博士班)踴躍投稿，詳細比賽辦法公布於教師教學發

展組網頁。 

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100-101 年度「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執行成果實地考評暨成果展，預計 4

月中旬舉辦，考評重點包含：區域資源整合分享成果與未來規劃，以及未獲教卓學

校之計畫成果。區域整合分享計畫預定由本校趙維良副校長進行 30 分鐘簡報。詳

細考評日期與流程尚待教育部通知，相關訊息已先行轉知夥伴學校預作準備。 

(二)102-103 年度「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申請書，於 3月 22 日完成報部，

內容包含：資源整合分享、協助高中優質化方案，由本校及 10 所夥伴學校共同執

行，兩年度計畫補助款共申請 1億 900 萬元，教育部預計 102 年 5 月公告審查結果。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理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20036486 號來文通知，本校所請 102 年度「獎勵大學教

學卓越計畫」第 1 期款新臺幣 1,400 萬元乙案，已撥付。 

(二)依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20022476R 號來文，已於 3 月 15 日完成「第三期獎勵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修正計畫書報部事宜。 

(三)依據「教育部教學滿意度問卷」題項內容進行相關資源與制度彙整。 

(四)於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上傳本校計畫相關最新消息及成果： 

日期 最新消息 成果 

3 月份上傳筆數 16 筆 50 筆 

102.01~03 累積上傳筆數 60 筆 89 筆 

二、教學助理(含隨堂教學助理、課輔教學助理) 

(一)3 月 19、26 日分別於城中、雙溪兩校區辦理期中工作坊，主題為「Excel 應用教學

講座，開啟你的 Excel 之窗！」。 

(二)於 3 月 1、4、5、7、8、12、13 日分別針對 180 名「隨堂教學助理」、「課輔教學助

理」進行小組或個別期初說明會培訓。 

三、提供課後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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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理個別學習諮詢暨媒合服務，本學期共開辦微積分、聲韻學、方案設計與評估、

日語諮詢、德語諮詢 5 門課程，並媒合 1 門諮詢服務。 

(二)自 3 月 11 日起提供「語言學習角」服務，參與人次達 34 人次。 

四、北一區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業務  

(一)跨校 email 批改-學生作品觀摩達 500 篇。 

(二)於「大學菁英百事通」張貼 2 則學生得獎資訊。 

五、其他 

(一)協助校務發展計畫修正簡報及相關圖檔。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建立全方位數位教材製作服務方案(102 年 3 月 14 日) 

(一)累計完成 42 教材製作案，每案教師對此服務滿意度達 100%（其中非常滿意者

97.6%、滿意者 2.4%）。 

(二)教學資源器材借用：外借使用計 31 人次、借用數量(含配件)331 件。於教師數位

教材製作室使用計 28 人次、借用數量(含配件)28 件。 

(三)數位媒體諮詢服務：累計 8 位教職員諮詢，每案教職員對此服務非常滿意者達

100%。 

(四)空間使用情形： 

1.D0507 數位教學實驗室：累計教師 23 人次借用空間製作數位教材、進行課程教

學、培訓活動，使用時數共 92.5 小時。 

2.D0508 教師數位教材製作室：累計教師 28 人次使用，共 44 小時，教師對此服

務滿意度非常滿意者達 100%。 

二、推廣數位學習應用方案： 

(一) 101-2 學期網路學園統計資料，累計 390 教師使用，共 789 科次。 

(二) 101-2 學期「課程科技助理」計畫，共補助 50 門課程。 

三、維護數位教學與行政系統 

(一)修正「教學改進暨教師專業社群申請平台」之專業社群簽核頁面及列印異常問題。 

(二)協助開放「北一區申請暨管考平台」帳號權限並解答網站疑難問題。 

(三)修正「優質高中選課系統」課程及內頁資訊。 

(四)圖庫系統素材下載統計，以 99 年 7 月下載數量為基準，累計至 102 年 3 月總下載

12,811 次。 

(五)協助各單位處理「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系統問題與諮詢，進行首頁圖像

化與每日一學版面之設計細節討論。 

(六)進行「教師生涯歷程資料庫」程式撰寫與分析舊版本系統的資料庫結構。 

四、其他 

 (二)協助「台灣開放式課程聯盟」拍攝宣傳影片。 

 

教學評鑑研究組 

一、教師教學獎勵作業 

(一)101 學年度「教師教學獎勵」遴選活動受理推薦期間，因適逢本校學術交流週，由

原訂 3 月底止，遞延至 4 月 8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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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鼓勵教學單位踴躍推薦優秀教師參與「教師教學獎勵」遴選活動，業務單位日後

將配合學系需要，提供下列參考資料： 

1.提供各學系該單位符合推薦資格之教師名單。 

2.提供各學系其所屬學院最近二個學期，期末教學評量結果之院均值。 

(三)依據 101 學年度「教師教學獎勵遴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提案修訂「教師教

學獎勵辦法」第二條條文。 

二、教學評量作業 

(一)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期末課堂反應問卷讀卡結果，分數高居全校前 10%之教師共有

102 名，分數居全校前 11~25%之教師共有 158 名。前述二類教師分別製頒感謝狀

以資鼓勵(前 10%教師由校長具名，前 11~25%教師由教務長具名)，感謝狀製作完

妥，將請學系代為轉頒相關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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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中心 

四月 

一、 重要業務及活動： 

(一) 召開 101 學年度「北一區暑期通識跨校選修課程第一次審查會議」： 

本中心於 102 年 3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2：00～3：00 於本校雙溪校區綜合大樓

B013 會議室，共計有 16 位北一區通識相關業務主管參與本次審查會。重要決議如

下： 

1. 101 學年度各校申請計 28 門，通過開設之課程共計 25 門，分別如下：  

開課學校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學系/單位 
課程 

領域 

各校通過

開課總數

東吳大學 
工程與人類文明的生與死 洪如江 通識教育中心 自然與環境 

2 
法學導論 楊奕華 法律系 社會與發展 

國立臺灣 

海洋大學 

文學與海洋 謝玉玲 通識教育中心
人文藝術、 

美學與美感表達 
2 

人際關係超魔力 郭展禮 通識教育中心
人格培育與多元

文化 

淡江大學 

生命科學：人體的奧秘 陳銘凱 化學系 自然科學學門 

2 
環境變遷與永續未來 陳建甫 未來學研究所

未來學學門(通

識教育、環境教

育、社會分析) 

真理大學 
武俠文學選讀 蔡造珉 台灣文學系 人文學科 

2 
棒球之科學與文化 李中傑 通識教育中心 自然科學領域 

輔仁大學 

人權、正義與法律 李匡郎
全人教育課程

中心 
社會科學領域 

2 

基礎生物概論 葛世良
全人教育課程

中心 
自然與科技領域 

臺北市立 

體育學院 

綜合語言與多元文化導論 姜敏君 通識教育中心 外文/藝術 

3 形象管理美學 廖肇玲 通識教育中心 人文藝術類 

永恆的對話－電影與文學 湯佳美 通識教育中心 人文藝術類 

國立 

臺北大學 
中國民主的發展 張朝琴 通識教育中心

法政制度與公民

素養 
1 

國立臺北 

藝術大學 
歌劇鑑賞 李葭儀

音樂系研究所

(共同學科) 
藝術通識 1 

景文 

科技大學 

自助旅行規劃 
陳信甫

劉惠珍
旅遊管理系 健康休閒類 

2 

禪學與茶道 林以斌 通識教育中心 健康休閒類 

臺北市立 

教育大學 

養生樂活－菇菌探奇 吳美麗
地球環境暨生

物資源學系 

自然、生命與科

技領域 
2 

資治通鑑與現代競爭力 林偉仁
歷史與地理學

系 

人文與文化思考

領域 

實踐大學 當代華文小說選讀 陳碧月 博雅學部 通識人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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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賞析 洪大程 博雅學部 自然領域 

銘傳大學 認識星空 王穎聰 通識教育中心 自然科學 1 

中國 

文化大學 

通識：自然科學發展 黎世源
化學系所 

(通識中心) 

自然科學與數學

領域 

3 通識：創意與創新 林詠凱
動物科學系 

(通識中心) 
社會科學類 

通識：個人理財與投資 洪瑞成
財務金融系 

(通識中心) 
社會科學類 

總計     25 

本次審查結果將送 102 年 4 月底所召開之北一區計畫總主持人第六次會議確認後開

設。 

2. 本學年度仍依往例授權由中心學校選出北二區夏季學院暑期開設之通識課程共計

五門，作為北一區承認之課程；與北一區差異性較大之課程列入優先考量。 

 

(二) 本中心配合教學資源中心之「102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學改進補助計畫」，於 102

年 3 月 27 日函請各單位有意申請之共通教師於 102 年 4 月 17 日（星期三）前，備

齊相關申請表件進行申辦作業。 

 

二、例行業務及活動： 

(一) 舉辦共通課程「學業關懷系統說明會」： 

本中心配合全校推動學業關懷系統，以期全面實施共同課程（含國文、外文、歷史、

民主法治、資訊）及通識課程學習預警之督促，以改善學生學習態度，進而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此次說明會邀請註冊組陳秀珍組長主講，主要針對擔任共同及通識課程任

課教師如何使用學業關懷系統，並透過系統寄發對學生學業關懷訊息之操作說明。共

舉辦兩場，分別如下： 

1. 雙溪場：102年3年25日(一) 12:30-13:10於B013研討室 

2. 城中場：102年3月29日(五) 12:30-13:10於2123會議室 

 

(二) 舉辦東吳大學第六屆「通識徵文比賽」： 

本次徵文比賽至 102 年 3 月 22 日(星期五) 截稿共計有 20 篇徵件作品，目前在評審

中，預計 4月底公布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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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四月 
一、 校務行政業務說明 

(一) 進行校務行政系統資料庫版本升級相容性測試。 

(二) 完成 101 學年第 2 學期全校加退選作業。 

(三) 完成電子化校園系統年度弱點掃描（初掃）；進行資安內稽相關事項。 

(四) 完成協助碩士班考試及碩士在職專班第一階段放榜程式修改。 

(五) 學籍系統資料轉檔作業、教務權限系統、雙主修/輔系/跨領域學程作業，系統

規劃進行中。 

(六) 完成 102 預算編列子系統：預算編列、一級單位審查及會計室彙整；持續進行

102 預算編列子系統：報表、預算項目核定編號產生。 

(七) 修正人事系統協助解決出勤、請假、排班等系統問題，修改二代健保相關程式。 

(八) 完成 102-104 校務發展計畫系統開發，包括：計畫小組核定作業、計畫核定編

號產生、計畫暨經費彙整總表(計畫小組)、提報計畫查詢-列印子計劃表；新增

更動 101 校務發展計畫系統功能，提報計畫查詢-EXCEL 表。 

(九) 進行校務行政系統新伺服器請購。 

(十) 持續進行各系統之相關問題處理、電子化校園系統問題單處理。 

二、 應用系統維護統計報告(102 年 3 月) 

單位 
本月份維護案件 累計維護案件 本月份維護工時 累計維護工時 

2013.03 2012.08~2013.03 2013.03 2012.08~2013.03

教務處 71 536 272 3335.5

學務處 16 175 67.5 514.5

總務處 14 108 44 384

研務處 1 58 4 652.5

社資處 0 36 0 173.5

國際處 1 2 53 109

人事室 15 114 38.5 483

會計室 9 57 86 1097.5

教學資源中心 3 14 12 88

推廣部 3 16 8.5 49.5

圖書館 0 11 0 286

體育室 0 5 0 11

電子化校園 24 246 31.5 701

資訊安全 29 117 73.5 304

教學卓越計畫/ 

北區區域教學中心 
0 6 0 35

合計 186 1501 690.5 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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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校網路設備與相關系統說明 

(一) 完成校園網頁伺服器管理辦法修訂並公告。 

(二) 進行 ISMS 內稽事宜。 

(三) 進行 ISMS 風險評鑑及資產清冊修改。 

(四) 完成每季資安報告網路設備紀錄簽核。 

(五) 進行 IP 管理系統修改。 

(六) 完成全校性網路安全設備、北一區網路設備、專線備援設備及應用交換器季維

護。 

(七) 完成個人網頁伺服器升級測試(含 counter 安裝)。 

四、 教職員生服務事項說明 

(一) 完成更換2316電腦教室布幕。 

五、 協助校內其他單位說明 

(一) 完成北一區防火牆與伺服器負載平衡器季維護。 

(二) 完成協助教學資源中心北一區主機防火牆設定確認。 

(三) 完成協助日文系主機代管(jp.idc.scu.edu.tw)新增帳號事宜。 

(四) 完成協助英文系新增網點工程。 

(五) 完成協助資訊管理學系考試修改網路設定。 

(六) 完成協助生涯發展中心主機代管(163.14.19.45)硬體維護。 

(七) 完成協助語言中心主機代管主機(163.14.19.16與163.14.19.13)撤離事宜。 

(八) 協助教學資源中心主機代管資料轉移事宜。 

六、詳細電算中心業務報告請至下列網址查閱：http://www.scu.edu.tw/cc/ →[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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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四月 

【體育教學組】 

一、本學期體育室教學觀摩會已於 102 年 3 月 20 日（三）下午 1：00～3：10 舉行，講

題為「多媒體網路科技在體育教學之應用」，另進行體適能檢測中心儀器使用說明

與實際操作，專任教師同仁共計 18 人出席。 

二、本學期水域安全教育宣導活動將於 4月 29～5 月 3 日舉行，規劃以掛圖宣導及影片

播放方式進行，並請教師於課堂中協助宣導。 

三、本學期體育選課狀況：  

1、本學期無停開科目。 

2、必修體育平均人數（同 100-2 平均人數）：雙溪校區 49 人、城中校區 44 人。 

3、必修體育 30 人以下班數（不含適應體育班）：雙溪校區 0班；城區 4班（同 100-2）。 

四、本學期「身體分析儀檢測服務」訂於 4月 22 日～5月 3日於城中校區體適能檢測中

心舉行，歡迎全校師生參與檢測。 

 

【體育活動組】 

一、辦理 2013 東吳大學輪椅籃球賽籌備事宜。 

二、建校 113 周年校慶運動會已於 3月 16 日圓滿落幕，共計 2,506 位教職員工報名參

賽；成績結果已函發各單位並公布於體育室網頁，總計有三項競賽破大會紀錄；除

了各項競賽外，並邀請全國高中啦啦隊冠軍隊伍─景文高中競技啦啦隊蒞校演出。 

三、3月 20 日召開校慶運動會檢討會議，提出待改善事項做為明年度參考。 

四、3月 20 日召開本學期第 1次活動推展委員會會議，提出新生盃及系際盃活動之推動

參與策略建議。 

五、辦理 101 學年度系際盃各項球類競賽報名、賽程抽籤事宜，活動日期自 4月 8日起

至 5月 19 日止。 

六、再規劃城中校區 224 坪游泳池設備項目。 

七、修訂劉秋麟體育優秀獎學金申請辦法。 

八、本校各運動代表隊近期陸續參加全國大專運動會資格賽及聯賽決賽，比賽成績如下： 

1、男子籃球代表隊：一般男生組全國總決賽第五名 

2、女子籃球代表隊：一般女生組全國總決賽第九名 

3、男子排球代表隊：3/28-3/31 參加男生一般級 9-16 名複決賽 

4、女子排球代表隊：女生一般級第十名 

5、棒球代表隊：未晉級 

6、男子網球代表隊：未晉級 

7、女子網球代表隊：北區一般女生組個人單打賽第十二名，晉級全國決賽 

8、桌球代表隊：北區一般女生組個人單打賽第九名，晉級全國決賽 

9、羽球代表隊：北區一般男生組團體賽第四名、女生組團體賽第七名，均晉級全

國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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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年度全國大專運動會將於 102 年 4 月 24 日至 5月 1日假宜蘭大學舉行，本校計

參加游泳、田徑、鐵人三項、網球、桌球、羽球、跆拳道、擊劍及空手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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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四月 

一、3/10（日）城中東吳畢契聚會，並為東吳奉獻。 

二、3/16 校慶日，飢餓 12 兒童營，有 18 位小朋友及家長參加；飢餓 30 挑戰營，共有

學員 90 位，服務員 25 位，共計 133 位參與活動。 

三、四旬期城中東吳團契舉行 24 小時連鎖禱告，由 3/20 早上 9：00 至 3/21 早上 9：00

止，由同學認領為東吳大學及國家祈禱。 

四、復活節（3/31）向全校行政同仁發復活蛋，以及基督徒教師發給同學，共發 2500

個蛋。 

五、4/7-8 接待馬來西亞衛理公會周道惠弟兄。 

六、4/15-16 接待東馬詩巫畢理學院院長及董事長一行 4 名。 

七、4/28 接待詩巫福源堂詩班共 36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