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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註冊】 
一、鑑於點名制度對學生學習之重要性，於 12 月 13 日由副校長召集教務處、總務處、學務

處及電算中心等相關單位，初步討論教室節電與點名系統結合之可行性，並於教學卓越

計劃(102-105 年)中提出建置點名系統計畫。 

二、102 學年度行事曆業經 3月 15 日第 16 次行政會議確認通過，並公告於網頁。 

三、101 學年度第 2學期學生人數統計，學士班學生人數 11,522 人；碩士班研究生 1,172 人；

博士班 92 人，進修學士班 1241 人，碩士在職專班 1121 人，合計共 15,150 人。 

【課務】 
一、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臨時教務會議(101.12.12)通過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共通課程

架構及實施內容，學士班總學分數由 35 調整為 28 學分（國文 4學分，外文 8學分 10 小

時，歷史 2學分，民主法治 2學分，通識 12 學分，美育活動 0學分，體育兩年 0學分）。 

二、因應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三次共通教育委員會議（102.01.09）討論決議：「資訊能力」

及「美育活動」兩項畢業標準延至 103 學年度正式實施，102 學年度則為試行。擬定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畢業學分數暨共通課程畢業標準補充說明函文，送各學院、學系知悉。 

三、101 學年度第 1學期課堂反映問卷讀卡業已完成，施測結果已函送各教學單位與各任課

教師知悉。 

【招生】 

一、為加強對招生宣導活動之認知，並積極建立與業務單位之溝通聯繫管道，於 12 月 27 日

舉辦「招生宣導工作坊」，邀集院長、學系主任及負責招生宣導工作之師長共同與會，俾

集思廣益，凝聚共識。 

二、教育部核定本校 102 學年度招收陸生名額：碩士班 5名，招生學系分別為：法律、經濟、

會計、企管、中文等 5個學系；博士班核定 2名，招生學系分別為：法博及經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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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行政】 

一、完成與衛理女中、內湖、大直與麗山高中策略聯盟簽約合作；協助北一區區堿教學教資

源中心「101-102 年度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精進計畫」活動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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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會場兩旁播放檔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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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深耕品德教育：以「品德學苑-德育為本 東吳全人」為概念，規劃認知、情感、意志及

行為教育系列活動。本學期辦理活動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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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207人參

與，回饋統計達4.42分(5分量表)。本學期活動時間自3/12起至學期末，師生只要

完成運動、閱讀、行善各21天紀錄，撰寫心得並上傳至Scu-品德學苑粉絲專頁，

即可完成。前100名完成者可獲得統一超商200元商品卡及環保餐具1組。 

(二)「品德開箱文」徵文活動，同學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分享校園中可更進步的品德相

關事項（包含環保、感恩、關懷、守法、正義等），思考其改善方法及反思心得後，

統一以制式格式投稿，入選就有機會獲得1,000元獎金。徵文自4/8至5/10截止。 

(三)於兩校區部分教室及德育中心公佈欄張貼品德格言，雙溪校區張貼於R棟及D棟教

室、城中校區張貼於第1、2、5大樓教室，格言內容為中西有關品德之名言共計25

則，藉由教室內張貼格言的方式潛意識影響同學們的品德觀念。 

二、 101學年度優秀應屆畢業生選拔事宜：「學業優良」獎項由教務處提供名單，共88名同學

獲獎。「學系服務優良」獎項依各學系甄遴選辦法及配額，共48名同學獲獎。「社團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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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委員會」複審，確認「社團或志工服務優良」獎項由鄭惠文等49名獲獎，「品德優良」

獎項從缺，「特別貢獻」獎項由法律系謝欣晏同學獲獎，獲獎同學將於所屬學院畢業典

禮公開受獎。 

三、 101學年度第1學期全校獎助學金：共辦理271項，其中由學校辦理推薦者計192項，餘79

項獎助學金係由學生自行向獎助學金單位提出申請。101學年度第1學期本校共867人次

獲得獎助，總計獲獎助總金額為1,286萬1,010元。其中申請對象屬全校學生類別，不分

特定科系者共493人次獲獎助，獲獎助金額為773萬1,500元整;申請對象限定學系學生類

別之獎助學金共374人次獲獎，學生獲獎助金額共計512萬9,510元。 

四、 本學期各項安定就學措施提供之經濟協助措施辦理情形：(一)學雜費暨住宿費分期付款：

共9人申請學雜費/住宿費分期付款；(二)就學貸款：共2,372人申請，貸款金額共計1

億1,904萬8,332元。(三)就學優待減免：共803人申請，減免學雜費2,570萬2,471元。(四)

弱勢助學金：共627人符合申請資格，補助學雜費1,887萬460元，其中教育部補助1,097

萬1,100元，學校補助789萬9,360元。 

五、 學生機車停車證業務移轉：原由德育中心負責，為方便學生辦理，自102/2/5起改由軍

訓室負責。 

六、 第57屆學生會正、副會長、第25屆學生議員及各系系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已於5/8

及5/9投票完畢。本次總投票數2,232票，投票率達19%。 

(一)本次學生會正、副會長計有2組候選人，最後由1號候選人社二B史任捷、政二B許弘

諺、貿二A賴亮成當選，獲得1,286票，學生會會長史任捷連任成功。 

(二)學生議員計有14位候選人參選，當選名單如下：企二B許惟淳、貿三A王朝頡、企三

B薛育涵、經四C詹培昕、經二C楊佩綸、貿二A呂佳璟、貿二A洪紹桓、法三D鄭硯萍、

物理二李易翰、政二B雷東霖、政二B關治維、政四A陳威廷、中二B張德慧、數學二

陳玉堂。另參與系學生會則為:國貿、經濟、資管、中文、社會、社工、日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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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化學等9個學系，均順利改選完成。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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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學騎單車環島，透過高中參訪及招生座談、

校友活動、快閃表演、校慶進場等活動，感謝校內師生大力支持，以及社會資源處校友

服務組及教務處招生組協助，活動順利完成。 

八、 102年暑假國際志工服務隊：群育中心與學生團隊共同規劃5項海外服務計畫，經過書面

審查及面試，計錄取44位同學：1.菲律賓OLANGO隊：教育閱讀計畫，屬自組團隊，7/26-8/5

出隊。2.菲律賓馬尼拉隊：社區服務及建造房屋計畫，屬自組團隊，7/10-7/23出隊。

3.柬埔寨隊：兒童英文教育計畫，屬自組團隊，7/25-8/07出隊，共計14天。4.泰北隊：

僑校華語教學計畫，屬自組團隊，7/8-8/8出隊。5.尼泊爾隊：社區公共衛生計畫，與

願景青年協會合作，7/28-8/11出隊。 

九、 學生社團全國性榮耀： 

(一)竹韻流羽國樂社及蘇州國樂社參加「101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團體項目，榮

獲「絲竹室內樂合奏絲竹樂甲等及「國樂合奏優等」。 

(二)基層文化服務團參加教育部「102年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 活動」，榮

獲大學校院組-服務性優等。 

(三)學生會參加教育部「102年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榮獲大專校

院組-優等。 

(四)代表學校參加「102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空手道社社工二A陳奕翔同學榮獲一

般男子組空手道個人型第一名。游騎跑運動社音樂延葉家含同學榮獲一般女子組鐵

人三項奧運標準賽程第一名，英四B黃裕澄同學榮獲一般男子組鐵人三項奧運標準

賽程第二名，社會計三林欣怡同學榮獲一般女子組鐵人三項奧運標準賽程第二名。

西洋擊劍社法律四蔡萬揚同學榮獲一般男子組擊劍銳劍個人賽第六名。 

十、 H7N9流感防疫： 

(一)衛生保健組：加強門診發燒病患監控，提供追蹤服務。製發校內公告、郵件及海報，

加強宣導。持續追蹤流感最新疫情及需配合之防疫等事項及衛教宣導。於衛保組網

頁增加流感文宣海報及疾管局流感專頁之連結，方便師生查詢、學習。加強餐飲承

商衛教，檢查禽畜肉類及蛋品食材處理流程是否安全，以確保師生飲食衛生安全。 

(二)軍訓室/校安中心：為因應H7N9流感疫情，校安中心策定「東吳大學因應H7N9流感

疫情防疫應變計畫」，並於4月24日函發（東校安字第1028900006號）各一級行政、

學術單位，配合辦理相關防疫措施。 

十一、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系列活動：101學年健促計畫主題為「健康體位」，包含健康飲食、

健康體能及健康生活三大面向，本學期共辦理11項主題活動，計25場次，至5/10參與

超過4,000人次。(一)「2013健康有約」免費健檢活動：3/16、20兩校區各辦1場，開

放教職員工生、眷屬、校友及社區民眾參加，兩校區共約3,750人次受檢。(二)「健

康花鹿米」體重控制班：3/18開始，為期11週。(三) 101-2急救訓練1場：5/4在雙溪

D201教室辦理。 (四)「樂活蔬果節」健康蔬食大型宣導活動：5/22在望星廣場辦理。 

十二、 保健服務：(一)新生體檢承商招標：4/22辦理，由三商美邦公司承保。(二)學生團體

保險招標：4/24辦理，由樹林仁愛醫院辦理。(三)醫師門診：本學期門診為2/18至

6/21。 

十三、 高關懷個案定期關懷：期初系諮商師檢視瀏覽每位高關懷個案之課業及休復學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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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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計有816位高關懷個案，人社學院252名，外語學院227名，理學院96

名，法學院94名，商學院147名。已發函學系提醒導師檢視期中學業預警名單，並特

別關心課業表現不佳、出席狀況不良或人際疏離等學生，若其為課業預警名單又為大

一普測篩出之高關懷學生，請導師列入優先關懷輔導，若有需要請轉介諮商中心。 

十四、 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因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減少，本學期不辦理研究生輔導活

動。在學士班「班級共同課程」方案申請部分，變更為每一學系申請1場，共19個學

系申請，雙溪校區11場次，城中校區8場次；「師生團體互動」方案部分，所有學系均

有申請，總計217場次，雙溪校區115場次，城中校區103場次，較上學期增加19場。

因申請踴躍，預算不敷支用，故本學期每位導生不論活動形式均補助80元。 

十五、 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服務：校長3/29(五)、4/9(二)與二校區身心障礙學生餐敘，

共35位師生參與。102學年度身心障礙生甄試共24名分發於本校，較上學年增加7名，

俟身心障礙學生於5/23前完成就讀意願回覆後，將個別聯絡新生之家長、高中輔導老

師等，以利後續安排學習協助及環境適應。 

十六、 校外宿舍 

(一) 本校將自102/9/1起承租三重正義學舍，做為學生宿舍使用，該棟宿舍規劃為1-4

人套房，共計266床。目前該棟宿舍正在整修中，預計8月1日移交本校使用。 

(二) 松江學舍租期至今年8/31止，因本校與松江學舍房東所提之續約條件內容，彼

此無法取得共識，並考量同學對住宿費再往上調漲接受度不高及學校相關成本

負擔，將不續租；三重正義學舍將提供部分床位供松江學舍現居住學生申請。 

十七、 宿舍績效：「101學年度第一學期宿舍人際互動及居住滿意度問卷調查」，以「人際關

係與情感支持」、「寢室秩序和諧」、「宿舍組織秩序」、「團隊服務」、「居住與設施使用」、

「宿舍清潔」、「宿舍網路使用狀況」、「學業與知識學習」8個面向進行住宿生滿意度

調查，合計發出1,471份問卷，回收1,311份，平均滿意度為87%。 

十八、 宿舍方案：住宿組今年向教育部申請特色主題經費，補助經費為56萬2500元，將持續

推行包含室長推舉與室規訂定活動、學業導師及K書之夜等相關方案，本計畫已進入

第三年。另為豐富同學住宿生活，舉辦多元文化嘉年華活動－「星光三閱榕柚松 經

典名著Run The World」，共計1,549人次參觀宿舍。 

十九、 宿舍床位：102學年度三重正義學舍舊生抽籤申請，原保留女生抽籤50名，計162名同

學提出申請，目前已開放候補至100號；舊生男生抽籤開放60床，計46名同學提出申

請。另有149名學生提出特殊個案申請，共計140位通過審查，通過率為94﹪。 

二十、 兵役相關業務：本學期辦理在學役男緩徵、儘後召集暨學生出國進修(交換學生)等相

關申請，共計738人次，接受學生及學生家長兵役業務諮詢服務，共計826人次。 

二十一、 預(士)官考選作業：102年大專程度義務役預備軍、士官考選，本校計有95人報考，

具選填志願資格者計63人，完成志願選填者計46人，軍訓室將持續輔導考生辦理

錄取及入營等相關事宜。配合募兵制實施，自103年起，國防部針對83年次以後接

受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練役男，賡續採用現行義務役大專程度預備軍（士）官考

選模式，於各年度辦理預備軍（士）官儲備考選。 

二十二、 保全督導及大樓安委業務： 

(一) 4/9處理臨溪里郭里長反映，本校學生及承商車輛擅入100巷內停車問題，分

別告知各車主及張貼勸導單，並請保全加強查核，無停車證車輛不得進入校

園停車，因故臨停必須儘快離校，不得長時間違規停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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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安中心於4/25函（東校安字第1028900007號）各大樓安全委員會，務必於

本學期召開會議，並將相關資料副送校安中心備查，以確保各大樓安全。 

二十三、 賃居生訪視：截至4/30，軍訓室辦理101學年度上學期賃居生訪視已完成172戶。 

二十四、 教育部交通安全教育評鑑訪視：教育部於5/17(五)下午1400-1700蒞校實施「交通

安全教育評鑑」，訪視議程包含學校簡報、實地勘察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設施環境、

評鑑書面資料查閱、與師生訪談、綜合座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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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一、校園重大修繕案件執行情形 

(一)楓雅學苑整修工程 

1、華語教學中心設於「楓雅樓」，1 樓為國際學生教學、活動空間（包含：辦公室、

研習教室、交誼廳、自習室、電腦教室等）；2～3 樓為國際學生住宿區，提供住

宿服務，分 2 人套房及 4 人雅房兩種，總計可供 120 人住宿。住宿對象則以境外

學生為主，包括：交換學生、研習華語學生等。 

2、工程部分已完成發包，由繼揚公司以 2,940 萬元承攬；於 102 年 4 月 1 日開工，

預定 6 月 30 日前完工。  

3、主要工程項目：  

(1)華語中心辦公室、教室、交誼廳與自修空間重整。 

(2)各類教室視聽與多媒體設備裝置。 

(3)住宿區 2～3 樓空間重整。 

(4)整體機電設備重新配置。 

(5)監視安全、緊急求救、電話網路等系統重整。 

(6)熱泵熱水系統建置。 

(7)雨水再利用回收系統建置。 

(二)雙溪校區污水下水道銜接工程 

1、第一期工程：接管涵蓋範圍計「寵惠堂」等 18 棟校舍，已於 102 年 3 月 31 日竣

工，俟工務局衛工處完成查驗後，即可辦理驗收付款。 

2、第二期工程：將其他 14 棟校舍接管全數納入，已委由順荃環工技師事務所完成

詳細設計，並於 5 月 15 日完成發包。  

3、第二期工程執行時程規劃如後：  

(1)主幹管利用暑假期間明挖埋管及復原，預定 8 月 27 日前完成，申請衛工處第 1

階段查驗。（楓雅樓配合學生入住，於 7 月底前完成支管銜接）  

(2)通過衛工處第 1 階段查驗後，即請承商儘量利用學期間的例假日，辦理分支管

與主幹管銜接挖埋，預定 103 年 4 月 30 日前完成。  

(三)校舍屋頂防漏工程  

1、雙溪校區部分老舊校舍防水層老化失效，101 學年已更新傳賢堂 1,220 平方公尺

及語言中心 196 平方公尺屋頂防水層。近期春雨、梅雨時節，將持續觀察止漏效

果，若有漏水狀況，將立即停止保固期計算，並請承商進場維修。  

2、102 學年度暑假規劃辦理超庸館屋頂防水層更新。預定 6 月上旬完成發包，並管

制廠商利用暑假期間完成施工。  

二、雙溪校區水保安全執行情形 

(一)楓雅樓南側邊坡崩坍處理案：由臺北市政府大地工程處籌款發包，由長碩工程顧問

公司設計監造、廣聯營造公司施工；101 年 12 月開工，102 年 4 月完工。 

(二)山坡地監測：101 年 9 月起，專案委請工程顧問公司，於超庸館、榕華樓、職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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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勁樓及教師宿舍區等 11 處邊坡，裝設 21 個傾度盤、11 個裂縫計，持續檢視、勘

查與觀測，目前無明顯變化。   

(三)汛期整備作為  

1、本(102)年汛期將至，已請顧問公司優先辦理職工宿舍後方邊坡組建 30 公尺「防

土石柵」詳細設計；俟取得相關資料後，立即檢討經費發包執行。  

2、依顧問公司巡檢建議，預定就校區 11 處邊坡，策擬緊急防護(防衛)工程計畫，於

5 月底前陳報教育部爭取專款補助。  

(四)其他積極作為  

1、雙溪校區地勢由北向南陡升，後山整體水土變化狀況直接影響校區安全。現正規

劃辦理涵蓋校區後方國有及市有土地、為期 4 年之邊坡水土保持監控計畫，另案

陳報教育部爭取專案經費補助。  

2、持續辦理相關政府單位共同會勘後山故董事長王寵惠墓園周邊水土保持維護工作，

依北市府文化局會勘建議，本校將與家屬共同申請列為文化資產，並就步道平台、

階梯損壞部分，請家屬王守正建築師設計、監造，本校配合籌款發包委商維修。  

3、位於第一教研大樓東側與楓雅樓西側間，端木校長墓園下方之坡地，擬規劃為鑄

秋園，以紀念端木校長對學校之貢獻。但因後山整體之水土保持案，牽涉相關國

有及市有單位之協調進度，是以，本計畫將延後辦理，俟水保安全維護規劃有具

體結論後，再行處理。  

三、校園節電成果及建立能源需量控制案 

(一)近期節電整備作為  

1、為加強校區節約用電，101 學年度上學期，換裝 3 台 240 噸滿液式高效率空調主

機（綜合大樓 2 台、寵惠堂 1 台）、更新兩校區圖書館 T5 燈具、裝設 4 部冷卻水

塔省電設施（綜合大樓 2 部及第 1、第 2 教研大樓各 1 部）。 

2、完成兩校區大樓飲水機時程節電控制(23:00 至 05:00 及週六、日)及獨立窗型冷氣

3 時段(12:10、17:30、23:00)電源瞬間停電之節電管制，以避免浪費。  

3、持續辦理教室冷風機、窗型冷氣機清洗保養及老舊冷氣汰換，提高能源使用效率。  

4、持續申請辦理台電夏季「用戶配合減少用電優惠電價」。  

(二)節電成果：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實際用電月份(101 年 8 月至 102 年 1 月)整體節電成

效，每日平均用電度數較去年同期平均節省 4,725 度(-10％)，共節約 869,400 度，以

每度 3.5 元計算，電費支出約節省 304 萬 2,900 元。 

(三)建立能資源監控系統  

1、相關節電資料公告於營繕組網頁上。  

2、智慧電錶安裝：兩校區能資源監控系統第一期「場地自動計費智慧電錶建置」，

已於 3 月 28 日完工。計有雙溪校區會議室、國際會議廳、傳賢堂、松怡廳、普

仁堂、戴氏廳及兩校區體育館等場地，未來可依使用時間計價收費，後續俟場地

收費辦法修正通過後，結合使用者付費原則，達到節約用電目的。  

3、未來持續規劃執行兩校區能資源監控： 

(1)控制校園電力需量，抑制超約用電，減少逾約罰款。 

(2)各大樓及系所賡續安裝智慧電錶，正確掌握單位用電情形。  

(3)各教室燈光、冷氣電源，依課表排程所需照明、溫度控制供電，減少浪費。  

(4)統合用水、消防、CO2 監測、宿舍計費及悠遊卡門禁等，納入能資源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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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維護與公共安全強化案 

(一)城中校區各大樓一樓進出大門管制系統  

1、城中校區各大樓於門禁管制時間內，原僅各設一處逃生安全門於火災發生時供人

員逃生，數量明顯不足。102 年 3 月發包施作消防逃生設施改善，於火災發生時，

受信總機接受火警訊號後，即連動開啟門禁之玻璃門及鐵捲門，全案已於 102 年

4 月 12 日完工。 

2、施工內容：  

(1)增設火警連動逃生門共 15 處(崇基樓 6 處、鑄秋樓 4 處、三大樓 2 處、四大樓

2 處、五大樓 1 處)  

(2)增設火警連動鐵捲門共 5 處(崇基樓 2 處、五大樓 1 處、六大樓 2 處)  

3、自主管理及教育訓練：城中校區各大樓進出大門管制系統完工後，除實地完成功

能測試外，另於 102 年 4 月 8 日召集相關管理人員舉辦教育訓練，爾後，每月由

負責同仁排定固定時間自主檢查 。  

(二)兩校區頂樓安全門管制系統  

1、兩校區各大樓頂樓安全門平時均未上鎖管制，人員可自由進出，    為考量公共

安全並兼顧消防逃生，於 102 年 4 月發包，頂樓每扇安全門增設電鎖管制，平日

由各大樓專責人員協助管制，火災發生時，受信總機接受火警訊號後，即連動開

啟安全門，使人員能順利逃生。全案已於 102 年 5 月 10 日 完工。  

2、施工內容： 

(1)雙溪校區：計 4 棟大樓增設火警連動安全門 13 處  

(2)城中校區：計 6 棟大樓增設火警連動安全門 11 處 

(三)廁所偷窺預防 

1、因男女廁所門片及隔間板下方縫隙過大，為防有心人士偷窺，於 102 年 1 至 3

月招商加裝擋板，全案於 102 年 3 月 24 日完工。  

2、施工範圍：雙溪校區所有大樓及城區第 1、2、5、6 大樓。  

(四)緊急電話設置   

1、為強化意外事故發生及緊急求助之聯繫，兩校區各大樓頂樓安全門內、外及部分

高樓走廊兩側陽台等開放區域，裝設緊急電話機，話筒拿起即可直撥校安中心(雙

溪校區 5555，城中校區 2222)，以應緊急聯絡之需。  

2、雙溪校區預計裝設 44 台，城中校區裝設 35 台，共 79 台。全案預定於 102 年 6

月底完工。  

(五)城區第六大樓走廊欄杆加裝橫桿 

城中校區第六大樓 3 至 6 樓走廊外側之不銹鋼欄杆，因距地高度不足，致同學倚靠

於欄杆觀賞樓下活動時，常險象環生。為加強公共安全，在現有欄杆上方加裝不銹

鋼橫桿，提高欄杆高度，全案已於 102 年 3 月 25 日完工。  

五、校園植栽與環境美化改善 

(一)兩校區每日巡視校園內花圃澆水及修剪花木，植栽適時疏枝修剪、施肥及施藥，加

強樹木病蟲害防治，改善校園景觀美化。 

(二)自行培育及繁植植栽，便利校園內花木更換，提供各單位辦公區美化及活動場地布

置，減少花木採購支出。 

(三)自力設計及規劃美化校區空間，例如：戴蓀堂左側花圃、教務行政組旁山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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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前空地園藝休閒區及圖書館周邊等。另，暑假期間擬將寵惠堂後花圃改造為使

用雨水回收之小水池，設置水車及養些小魚的園藝景觀。 

六、研擬建立校園安全智慧管理中心 

(一)逐年編列預算，除完善建設兩校區監視錄影系統及緊急求救系統外，並將校區內之

監視器、緊急求救鈕、消防安全系統、水電節能管理系統集中控管。  

(二)校園突發事件可由單一窗口受理，由校安中心結合各類值班駐勤人，如保全、水電

值勤、工友值勤等人員，進行相關必要處置。  

(三)緊急求救鈕觸發警報時，控制中心之監視器畫面可立即顯示出現場位置，控制中心

人員可以無線電或電話，立即調派保全人員前往處置。 

(四)值勤之水電管理人員經由控制中心，管理各大樓水電使用情形。  

七、研擬校園承商環境改善案：兩校區餐飲環境已顯老舊，亟待改善  

(一)雙溪校區餐飲各承商販售商品重疊性高、承商對產品研發與創新態度保守、餐飲環

境陳舊、環保餐具推行不易，致消費者選擇性低及供需關係不良，因此，承商之招募

方式與經營模式，實有改善必要。  

1、今年除書局、影印店、元大及吉利素食外，其餘承商合約均到期。  

2、考量前述現況及參考校園環境相似之大學(文化、實踐)之作法，擬採統包方式，

引進有專業經營能力之承商，並擴增餐飲服務據點—第二教研大樓 6 樓露臺、楓

雅樓 1 樓。  

3、透過專業經營攤商規劃管理方式，引進各式小吃及連鎖店進駐，提供多元、多樣

餐飲選擇及舒適用餐環境。  

4、全案預定於 6 月完成招商，暑期(7 月 1 日起)停止供餐進行空間裝修、改善，8

月 26 日恢復供餐。 

(二)城中校區餐廳位置因屬防空避難空間，無法完全以合乎法規條件進行商場規劃。  

(三)整體考量本校暑期首次大規模開辦境外生到校研習，為提供穩定餐飲服務及低度干

擾之學習環境，故城中校區暫採現狀經營方式，於 102 學年度寒假，再進行城中校

區餐飲環境之整體檢討與調整規劃事宜。  

八、研擬本校集中採購作業 

(一)使經費有效運用，提昇採購效率，確保採購品質，研擬校內集中採購規則 

(二)修訂本校「採購辦法」，以為集中採購之法源依據。  

(三)透過預算系統，掌握全校各單位全學年採購物品項目。  

(四)蒐集各單位欲採購物品項目及規格，整理公佈適合集中採購項目，適用集中採購之

項目，由本處於學年度開始時，辦理集中採購。  

(五)經常性請購之物品，使用單位得依實際需求，提出全學年用量之請購案，由總務處

辦理採購。學年中，依原訂價格分批進貨，逐次付款。需用時，使用單位無需再寫

請購單，自行進貨逕行結報。  

(六)進一步聯合其他 7 所私立大學總務處辦理跨校聯合採購  

(七)針對電腦耗材、紙張、文具用品、清潔用品及各項物品之清洗等項目，計畫聯合北

區 7 所私立大學進行聯合採購。另辦公桌、椅及 OA 設備等，亦視狀況彈性聯合他

校共同辦理，以降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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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擬本校設施工程建立技術服務廠商「開口式」契約案 

(一)仿照政府機關執行公共工程作法，以公開招標方式，建立本校開口式專業服務廠商

名單，以專案協助本校進行各項修繕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或可行性研究、

專案管理等。 

(二)開口式契約採複數決標，評選 2-3 個技術服務團隊(建築師擔任代表，包含土木技師、

水保技師、電機技師、空調技師及室內設計等)。  

(三)凡本校個案經費 10 萬元以上至 3,000 萬元的設施工程，將規劃先經前述技術團隊進

行規劃評估，技術團隊之服務費用，視最終確定執行工程案的數量及金額，依現行

公共工程做法支付一定比例之服務費。  

(四)未來相關大型修繕案，先由技術團隊進場調查、整合需求辦理規劃，再檢核可能涉

及的法令規定，如有需要完成機關送審、修訂規劃後，本校再依設計內容辦理發包，

由符合資格的工程廠商「競標」承攬施工。 

十、兩校區建物使用執照處理案 

城中校區計 6 棟建築物，皆備有使用執照。雙溪校區計 36 棟建築物，其中 23 棟備有使

用執照，其餘 13 棟處理情形摘要如後：  

(一)有機會補辦使用執照建築物計 4 棟：  

1、榕華樓、戴蓀堂(部分)：屬 60 年 12 月 12 日建築法修訂實施前之建物，本校已

編列經費委託建築師，向臺北市政府申請合法證明中，並準備另籌經費，再委託

建築師補辦使用執照。(小計 2 棟) 

2、光道廳、教師研究二樓：預定 102~103 學年度辦理建築物安全鑑定 (已有權狀，

視鑑定結果辦理耐震補強)，再賡續補辦使用執照。 (小計 2 棟)  

(二)無法補辦使用執照的建築物有 9 棟：  

1、教師研究室(47~47-1)、教師研究室(48~49)、教師研究室與招待所 (50-51)：為鋼

架屋頂房舍，基地位置屬市有地，且部分位於山坡禁建範圍，無法申請使用執照。

(小計 3 棟) 

2、k 棟(心理系電腦室)、J 棟(微生物系等研討室)、臨時教室(M001 室)、發電機及變

壓機房、微生物實驗室及廢棄物儲藏室：為鋼架屋頂房舍，基地位於山坡禁建範

圍，且屬 60 年 12 月 12 日以後獲得的建物，無法申請使用執照。(小計 5 棟)。  

3、木工房：位於校區界線範圍以外，且屬山坡地禁建範圍，無法申請使用執照。(小

計 1 棟) 

(三)無法補辦使用執照之 9 棟建築物，因仍須按現況賡續使用，將逐年籌編預算，辦理

耐震評估、公共安全及消防安全檢查，並視結果執行結構補強及設施整修事宜，維護

校舍使用安全。 

十一、兩校區校園大樓使用空間調整案 

(一)雙溪校區：空間調整預計暑假期間施工。 

1、規劃將兩校區的各種校園安全設備整合連線，中央監控管制。  

2、校安中心辦公室由綜合大樓 2 樓移至 1 樓目前郵局及收發室位置，其空間包含

男、女教官值勤室，並增加安全智慧控制中心。  

3、郵局 ATM 提款機仍留在原處，辦公室則移至綜合大樓地下 1 樓，並加強燈光

照明，增設監視(錄影)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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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地下一樓的社團空間，遷至愛徒樓。  

5、第二教研大樓法商聯合辦公室調整內部規劃，提供個人作業、晤談及休憩功能。 

(二)城中校區：全案預計明年寒假進行。  

1、配合組織調整、業務整併，及教師研究室的新增需求，預定針對三、四大樓 1

樓教務處、六大樓 1、2 樓學務處的辦公空間進行聯合辦公室的規劃與調整。 

2、三大樓 1 樓：規劃教務處各組聯合辦公室；新增教師研究室 3 間（102 學年度）；

增設教職員聯合作業及交誼廳 1 間、素食店商 1 間。  

3、六大樓：規劃學務處群育中心、德育中心、住宿組聯合辦公室；擴大資源教室

空間；設置校安智慧中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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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研究事務組】 

一、研究計畫類 
1. 國科會 102 學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於 102 年 1 月 2 日截止，本校共計提出 141

件申請案（其中 2 件為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1 件為優秀年輕學者研究計畫），並於 102
年 1 月 4 日將申請名冊函送國科會，刻正審查中；101 學年度(截至 102 年 5 月 13 日止)
執行國科會之計畫共 123 件。 

2. 國科會補助 102 年度「私立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本校計有商學院提出「我

國金融業風險評估與投資及經營績效評估之整合性研究」1 項計畫申請案，並於 102 年 1
月 4 日將申請名冊函送國科會，刻正審查中。  

3. 國科會 102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本校共計提出 28 件申請案。 

4. 國科會 102 年度「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本校計有社工系鍾道詮助理教授提出 1件申

請案。 

5. 國科會 102 年度「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本校計有政治系黃秀端教授提

出 1件申請案。 

6. 國科會 102 年度「數位人文主題研究計畫」，本校計有中文系羅麗容教授及社會系石計

生教授提出 2件申請案。 

7. 教育部顧問室「102 年度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計畫」，本校獲補助 3 件，總經費 179 萬

4,516 元，教育部核定補助 162 萬 6,233 元，本校配合提撥 16 萬 8,283 元。 
8. 教育部 102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推動臺灣研究國際合作計畫」，本校獲補助 1件，總經

費 100 萬元，教育部核定補助 60 萬元，本校配合提撥 40 萬元。 
9. 101 學年度（至 102 年 5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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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部民用航空局、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行政院大陸委員會、苗栗縣政府、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財政部賦稅署、行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等，計有 14 件，總經費為 1,045
萬 8,261 元整。 

10. 「東吳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相關業務： 
(1) 函送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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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1 學年度（至 102 年 5 月 13 日止），共計通過 2 件動物實驗使用計畫申請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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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函送「101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執

行研究計畫說明會問題與討論紀錄」予各學系轉致所屬研究計畫主持教師、研究助理及

業務承辦同仁參考。 

二、研究成果管理與運用 
1. 101 學年度（至 102 年 5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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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件。 
2. 101 學年度（至 102 年 5 月 13 日止）本校教師研發成果辦理「技轉授權」案，歷史系徐

泓教授執行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之著作出版授權 1 件；另英文系王安琪教授執行國科會

經典譯注計畫之著作出版授權案，於 101 年度發生並於 102 年 4 月入帳之衍生利益金(本
校應得部分)為 2 萬 3,578 元。 

3. 本校微生物系宋宏紅教授、張碧芬教授及劉佩珊教授分別研發「脂多醣結合胜肽抗菌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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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及內毒素檢測試劑的應用潛力」、「利用菇類栽培後基質去除環境中有機毒化物質」

以及「經由抑制乙醯膽鹼受器而治療或改善-疾病病況的醫藥組合」等三項技術發明，獲

致生技醫療產業之突破性研發成果，為促進產學合作契機，本校研究發展處將於 102 年

6 月 18 至 20 日參加「2013 臺灣前瞻學術展」(地點:台北世貿中心南港展覽館 4F)，以

展示本校教師傑出的研發成果。 

三、校外獎補助類 
1. 國科會 102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本校獲核定補助 82 萬 4,937

元，將依校內申請審查規定及程序核予獎勵金。 
2. 本校專案獲國科會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情形如下： 101 學年度（至 101 年 5 月 13 日

止）計有師資培育中心古正欣助理教授、英文系孫克強副教授、英文系林思果助理教授、

日文系張桂娥助理教授、日文系葉懿萱助理教授、微生物系周希瓴博士班研究生、經濟

系王韋能博士後研究人員、會計系洪聖閔助理教授、企管系蘇雄義教授、企管系何筱文

助理教授、資管系陳勁宏碩士班研究生等 12 人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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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至 10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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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系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Daniel 
Christie Indro 教授 

學術交流基金會 

訪問 英文系 美國 Linda Ann Alper 教授（梁妍） 國科會 
哲學系 英國 Duncan Pritchard 教授 國科會 

4. 本校各學術單位獲校外單位補助舉辦研討會情形如下：101 學年度（至 102 年 5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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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

財團法人亞太和平研究基金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法務部行政執行署）計有：

中文系「會通與轉化─第二屆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歷史系「第九屆史學與文獻

學學術研討會：從社會到政治─再現中國近世歷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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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系「行政執

行法即時強制專章是應否廢除研討會」、法律系「2012 年國際法暨比較法研討會」、商

學研究中心「財經講座演講及產業生產力國際學術研討會」6 案。 

四、校內獎補助類 
1. 依據本校「產學合作作業要點」第十二條第二項，辦理 101 學年第一梯次研究計畫案獎

勵金撥付事宜，是項獎勵金及辦公費已於 102 年 4 月 15 日撥入相關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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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委員會於 101 年 11 月 23 日審議 101 學年度各項獎補

助申請案，並經簽核後執行，結果如下：  

(1) 「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總計 221 人次教師獲獎，包括「研究論著獎勵」獎助 122 人次

教師、「研究計畫獎勵」獎助 94 人次教師及「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補助 5 位教師。 

(2) 「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之申請案，計有 46 位教師申請，通過 41 位教師之申

請案，將於 102 學年度辦理相關減授事宜，其中日文系陳淑娟教授、日文系賴錦雀教

授、化學系傅明仁教授、微生物系劉佩珊教授及經濟系曹添旺教授獲連續三學年減授

時數。 

(3) 「胡筆江先生紀念專款」通過補助 2 位海外學者來校講學補助案及 1 位教師論文刊登

費。 

3. 依本校「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辦法」，審查助理教授第四或第五年減授授課



-------------------------------------------------------------------------------------------------------------------------------------------
東吳大學 101 學年度第 2 次(1020529)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14 

鐘點之申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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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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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卷第 4 期、第 25 卷第 1 期)出版經費新台幣 16 萬 2,544

元整。 

(2) 獎助「中國法制比較研究論文集―二０一三年(第十一屆)海峽兩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

出版經費新台幣 10 萬 2,362 元整。 

(3) 獎助「東吳大學英文法律學報」(第 10 卷第 1、2 期)出版經費新台幣 13 萬元整。 

(4) 獎助「東吳公法論叢第六卷」出版經費新台幣 16 萬 4,364 元整。 

5. 101 學年度「東吳大學倪氏學術獎助」，核定獎助人文社會學院王輝煌副教授 7 萬 5,000
元整。 

6. 101 學年度「孫哲生先生紀念專款」，核定獎助政治系林瓊珠副教授 2 萬 6,000 元。 
7. 「胡筆江先生紀念專款」之獎補助情形如下：101 學年度(至 102 年 5 月 13 日止)  補助海

外學者至本校擔任客座或講座 2 件，共計 5 萬 8,400 元；補助出版優良期刊論文 12 件，

共計 10 萬 6,813 元，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25 件，共計 62 萬 6,791 元。 
8. 2013 年「東吳大學之友基金會」捐贈基金之獎補助情形如下(至 102 年 5 月 13 日止)：「黃

安素哲學與宗教獎」1 件，共計美金 2,780 元；「楊氏財經獎」1 件，共計美金 1,900 元。 
9. 101 學年度(截至 102 年 5 月 13 日止)「戴氏基金會」補助本校教師赴國外研究訪問 2 件，

共計新台幣 19 萬 5,030 元；補助邀請國際學者至本校研究訪問 4 件，共計新台幣 35 萬

5,629 元；補助講學相關之出版 1 件，共計新台幣 22 萬 5,000 元。 
 

 

【校務發展組】 

一、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 完成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 

(1)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共計 371 個子計畫。管考作業係依據「100-102 學年度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原則」辦理，依序完成「單位自評」(101.8.31)、「一級單

位自評」(101.8.31)、「管考小組考評」(101.11.7)、「總評會議」(101.11.19)及「校

長核定」(102.2.6)等五階段作業。管考結果分優良、佳、尚可、待改進等四個單

位等第。 

(2) 102 年 3 月 22 日通知各單位計畫管考結果並公告各單位管考等第。獲「優良」

之中國文學系等 11 單位於 102 年 3 月 25 日行政會議接受公開表揚。 

(3) 針對本次管考小組委員提出校務發展計畫及管考作業相關評量意見之回應於

102 年 4 月 22 日併同校長感謝函送管考委員參考。 

2. 完成 102 學年度計畫提報及審查作業 

(1)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於 101 年 12 月 20 日完成，各單位依研發處規

劃之預算額度按「單位非例行」及「統籌非例行」兩類計畫分別提出單位年度工

作計畫及經費需求，經研發處彙整後提計畫審查小組審查。 

(2) 計畫審查小組歷經三次會議(101.12.20、102.1.2、102.2.25)完成計畫暨預算審查

作業，通過 102 學年度「統籌非例行」計畫 63 個，預算總金額計 389,932,304

元；「單位非例行」計畫 266 個，預算總金額計 69,934,313 元。計畫審查小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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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結果經研發處彙整後提102年3月25日101學年度第三次預算小組會議審核。 

3. 進行 103-105 校務發展策略規劃 

(1)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以三學年為一期程。101 學年度 3 月完成 102 學年度校務

發展計畫暨預算審查作業後，隨即展開下一期程（103-105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

展之策略規劃。 

(2) 102 年 5 月 9 日校長召開 103-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策略規劃小組第一次會議。會

中通過新期程之校務發展策略規劃運作模式及作業時程，並研議學校定位、發展

願景、目標及主軸等校級策略。 

(3) 103-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策略規劃依校務發展主軸分組進行研討，整體規劃結果

預定於 102 年 9 月中旬前完成，以銜接 103 學年度校務計畫暨預算提報作業。 

二、102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1. 102 年度獎補助計畫申請作業於 101 年 11 月起展開，作業流程包括前置作業規劃、

填報量化資料、規劃、提報及審查 102 年度獎補助計畫暨預算、編寫質性計畫書等。

各階段作業皆依教育部規定時程陸續完成。 

2. 提報量化資料：於 102 年 1 月 3 日函送教育部本校「102 年度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

務發展計畫經費申請作業基本資料表」。 

3. 提報質性計畫書：於 102 年 1 月 29 日函送教育部本校「102 年度獎勵私立大學校院

校務發展計畫之校務發展整體經費支用計畫書」及附件。本年度計畫包括 30 個 102

年度校務發展子計畫、計畫總經費計 169,981,949 元，其中規劃 105,751,456 元申請

教育部 102 年度獎補助經費。 

4. 計畫簡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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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2 年度奨補助計畫。 

5. 依往例教育部可望於 102 年 6~7 月間公佈 102 年度奨補助計畫審查結果。 

三、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 

依教育部排定時程如期完成 101 年度 12 月及 102 年度 3 月份表冊填報及報部作業： 

1. 101 年度 12 月份財務表冊：計有「財 6.私立大學校院收支餘絀預計表」等 8 張表冊

於 101 年 12 月 7 日完成線上填報作業，數據檢核結果於 101 年 12 月 20 日函報教

育部。 

2. 102 年度 3 月份表冊：計有「學 1.一般生實際在學學生人數表」等 28 張表冊於 102

年 5 月 3 日完成線上填報，數據檢核結果預計於 102 年 5 月 22 日函送教育部。 

四、校務評鑑 

1. 完成 100 年度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依據教育部規定受評學校應依實地訪評報告書之建議事項提出自我改善計畫。本校

「100 年度校務評鑑自我改善計畫」共計 15 件，計畫執行成果先經 102 年 1 月 28 日

副校長召集之會議審查、修訂，研發處彙整後於 2 月 23 日陳報陳校長核定通過。本

案於 2 月 26 日函送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2. 辦理大學校院自辦外部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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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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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研發處研擬「東吳大學自我評鑑辦法」（101 年 10 月 8 日行政會議通過）作為本

校辦理各類自我評鑑之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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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教育部本次開放免評鑑認可申請主要以第二期程系、所學位學程評鑑為優先試辦

對象，同時中原、東海及元智三校本次均只提出系所評鑑認可申請，101 年 12 月 28

日奉 校長同意暫緩申請校務自我評鑑機制認定，待教育部公佈明確之申請作業時程

後再行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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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 

一、獎補助金相關事宜 

（一） 101年11月26日公告101學年度第1學期「東吳大學交換學生獎學金」申請，申請截止

日至12月11  日止，共計20名學生申請，經國際交流委員會審查後共15名獲獎，獎助

學金共20萬元。 

（二） 辦理101學年度第1學期碩博士班優秀僑生獎學金，共有2人獲獎，各獲6萬元獎學金。 

（三） 辦理「東吳大學外國學生普通獎學金」，本校共7位學生獲獎，由教育部補助共計13

萬元。 

（四） 辦理「外交部101年12月份外國學生臺灣獎學金」，獲獎同學為國貿系四年級馬妲艾，

獲得獎學金為每個月3萬元。 

（五） 教育部2013年捷克語夏令營獎學金甄選事宜，經教育部審查後名單為布拉格查理士

大學Podebrady  校區語言及預備中心：王怡庭；布爾諾馬薩里克大學藝術學院：吳

雅集。 

（六） 辦理101學年度第2學期交換生獎學金申請事宜，共計26位學生申請，共計錄取15名，

總計20萬元整。 

（七） 辦理101學年度第2學期外籍學生獎學金申請事宜，共計17位學生申請，總計發放18

萬5千元整，共計錄取17名。 

（八） 102年3月27日公告本校102年度教學卓越赴國外研習計畫第一期申請，申請日期至4

月30日止。 

（九） 102年4月19日公告102年度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補助申請，截止日期至5月24日。 

（十） 102年5月公告辦理日本交流協會短期交換留學生獎學金申請事宜，截止日期至6月3

日。 

二、本校簽訂之學術協議單位（簽訂時間  101年10  月至102  年5月） 

（一） 101年10月15日完成與法國雷恩高等商業學校簽署校級協議書。 

（二） 101年12月2日與大陸蘇州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研習及4+1)。 

（三） 101年12月4日與大陸煙台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 

（四） 101年12月7日與大陸西北政法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 

（五） 101年12月13日與大陸中國政法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 

（六） 101年12月30日與大陸華東政法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 

（七） 101年12月12日與日本學習院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 

（八） 102年1月11日與日本拓殖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 

（九） 102年2月18日與日本千葉商科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 

（十） 102年2月27日與大陸西南政法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 

（十一）102年3月1日與大陸西南大學及福州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研習及4+1)。 

（十二）102年3月19日與日本大阪國際大學及美國威斯康辛大學拉克羅斯分校簽訂學術交流 

        協議書。 

（十三）102年4月1日與大陸魯東大學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 

（十四）102年5月7日與國際基督教衛理公會大專校院聯盟(IAMSCU)簽署MISEN 

        (Methodist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Network)國際學生交換網絡合作計畫。 

（十五）簽署中協議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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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陸地區：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級)、武漢大學法學院(院級)、中國政法大學(研

          習及4+1)、中國人民大學、寧夏大學、內蒙古大學、呼倫貝

爾學院、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南京師範大學、首都經貿大學、江蘇師範大學

科文學院、蘇州大學文正學院、遼東學院、綏化學院、寧波工程學院、東北師範

大學、江南大學(校級及研習及4+1)、江蘇師範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校級及研

習及4+1)、西南政法大學(研習及4+1)、煙台大學(研習及4+1)、湖南師範大學、揚

州大學，共計23所。 

2. 國際地區：  韓國德成女子大學、波蘭國立羅茲大學、韓國中央大學、韓國延世

大學、菲律賓亞德雷歐大學、馬來西亞拉曼大學、日本關東學院大學、荷蘭葛洛

寧恩漢斯應用科技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共計9所。 

(十六)陳報教育部中協議單位： 

         1.北京交通大學(校級及研習及4+1) 

         2.上海財經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換) 

         3.華中師範大學 

三、101年12月至102年5月外賓蒞校參訪接待事宜 

（一） 101年12月6日接待中國政法大學馮世勇副校長等10位外賓蒞校參訪。 

（二） 101年12月10日接待暨南大學宋獻中副校長等25位來訪，進行教學與科研之國際合作

交流座談。 

（三） 101年12月17日接待中國政法大學校務委員會石亞軍主席等5人，進行交流協議書簽

定。 

（四） 101年12月17日匈牙利貿易辦事處雷文德（Levente  SZÉKELY）代表來訪東吳大學社               

會學系，並與劉凱莉組長、蘇意秋專員洽談促進本校與匈牙利高等教育機構建立學

術交流合作關係事宜。 

（五） 101年12月21日接待中國江南大學食品學院陳衛院長、港澳台辦公室鐘芳主任及至善               

學院王冰副院長等7人，進行交流座談討論未來學術交流事宜。 

（六） 101年12月27日接待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學部高原孝生教授來訪，洽談該校學生來               

校進行交流事宜。 

（七） 102年1月9日美國中部田納西州立大學紀文章教授來訪與劉凱莉組長及蘇意秋專員               

討論與本校未來學術合作事宜。 

（八） 102年1月21日蘇州大學文正學院殷愛蓀院長及無錫南洋職業技術學院院長周肖興等               

17位蒞校，針對學務、教務、學生事務及國際合作等議題進行交流座談。 

（九） 102年1月30日本處偕同教務處招生組接待廣東孫中山中學學生及家長共31人來校參             

觀，進行外雙溪整體環境介紹並由招生組陳雅蓉組長進行招生座談。 

（十） 102年2月5日接待General Boar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Ministry(GBHIEM) Dr. Amos               

Nascimento及韓國延世大學Dr.  Young MinPaik，討論本校加入MISEN  (the Methodist                 

Institution Student Exchange Network)交換學生計畫事宜。 

（十一）102年2月5日日本立命館大學社會福祉學部中文礎雄教授率5名學生來訪。 

（十二）102年2月6日本處劉凱莉組長拜會華沙(波蘭)貿易辦事處文化組組長胡惟德及葉祇鈞               

小姐，洽談本校未來在東歐之開發機會。 

（十三）102年2月18日日本關東學院大學文學部現代社會學科副田あけみ教授及野田有紀專               

員來訪，洽談預計102年10月29日師生15人來訪及未來合作事宜。 

（十四）102年2月24‐26日愛知大學國際事務處藤井熊一郎先生和現代中國學部來訪勘查，討               

論「2013現地研究實習」內容。 

（十五）102年2月25日日本明治學院大學西原博之教授帶領10位學生來訪進行「海外Field                 

Study(台灣)」，分別與本校商學院及外語學院學生進行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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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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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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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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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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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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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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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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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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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102年4月1日美國在台協會商務組陶令瑜專員及美國加州州立大學北嶺分校國際

部主任Mr.Colabucci來訪本校，由本處劉凱莉組長、游晴如組員及劉尚怡組員接

待，討論未來學術合作事宜。 

（二十五） 102年4月8日循道中學師生共計30位師生來訪，除由本校僑生及招生招服團介紹

校園外，另招生組陳雅蓉組長亦針對來台升學及本校做深入之簡報介紹。 

（二十六） 102年4月16日馬來西亞詩巫畢理學院張濟仁董事長及黃良蓉院長等一行四人來

訪，討論與本校社工系、中文系、師資培育中心及商學院未來合作事宜，同時進         

一步討論境外生專班之可能性。 

（二十七） 102年4月16日遼東學院經濟學院梁峰院長等六人來訪，與本校商學院進行座談討                  

論未來合作事宜。 

（二十八） 102年4月23日江南大學副校長馮驫一行六人來訪，由潘維大校長主持座談，針對

雙邊通識教育、基礎課教育及卓越師資培訓方面經驗交流。 

（二十九） 102年4月23日西南大學張魏國校長一行六人來訪，由潘維大校長主持座談進行經                  

驗交流。 

（三十） 102年4月24日華東政法大學何勤華校長等5人來訪，由潘維大校長主持座談進行

兩校合作經驗交流，同時參訪本校教學資源中心及表演藝術中心。 

（三十一） 102年4月26日復旦大學文化建設委員會蕭思健副主任等12人來訪，由本處姚思遠                  

學術交流長主持座談，與本校圖書館館長及各組組長進行經驗交流，同時參訪本                  

校圖書館及校史室設備。 

（三十二） 102年4月30日接待外交部邀請波蘭華沙經濟大學副校長Piotr Ostaszewski教授。 

（三十三） 102年5月1日接待香港沙田蘇浙公學師生120人，由本處王玉梅組長、劉凱莉組長                  

及招生組陳雅蓉組長進行座談。 

（三十四） 102年5月3日香港培道中學校長率團共計53人參訪本校。 

（三十五） 102年5月6日接待北肯塔基大學Haile/US  Bank商學院管理學系行政領導組織變革

專案主任Kenneth Rhee，進行未來合作洽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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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六） 102年5月7‐8日接待國際基督教衛理公會大專校院聯盟(IAMSCU) Dr. Gerald Lord及

Dr. Amos Nascimento，同時進行本校加入MISEN  (Methodist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Network)國際學生交換網絡合作計畫簽署儀式。 

四、國際交流委員會會議 

(一) 101年12月28日於外雙溪召開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國際交流委員會，討論本校

與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首都經濟貿易大學、江蘇師範大學科

文學院、福州大學、蘇州大學文正學院、遼東學院、綏化學院、寧波工程學院、

東北師範大學、日本大阪國際大學及美國威斯康辛大學拉克羅司分校簽訂校級合

作協議案;本校與福州大學簽訂「學生交流協議－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案；102

學年度第1學期校級交換生甄選案及101學年第1學期東吳大學交換學生獎學金申

請案。 

(二) 102年2月22日召開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國際交流委員會，討論議題包含東吳大

學海飛颺計畫學生獎助辦法修訂案、討論學海飛颺計畫校內甄選流程及規劃時間

表、「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外研習補助要點」修訂案、本校與大陸江

南大學、江蘇師範          大學、韓國德成女子大學及波蘭國立羅茲大學簽訂合作協

議案、審議本校與  IAMSCU(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thodist  Schoo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簽訂          MISEN Program合作案以及審查102學年度校級交換生第

二次甄選案。 

五、教育招生展及業務相關會議 
（一） 101年11月30日至12月4日姚思遠國際長隨同潘校長赴上海及蘇州，出席校友聯誼餐

敘及拜訪蘇州大學、復旦大學、同濟大學及交通大學，除與蘇州大學簽訂學生交流

協議書外，更進一步商討未來合作方向及項目。 

（二） 102年1月23‐25日劉凱莉組長及蘇意秋專員出席於韓國濟州舉辦之2013韓國教育者               

協會(KAIE)年會，進行本校國際宣傳。 

（三） 102年1月22‐27日本處魏嘉慧專員及游晴如組員籌辦「東吳新領航」馬來西亞行程，

為促進馬來西亞招生業務，規劃本校潘維大校長、社會資源處許晉雄處長及校牧室

陳啟鋒牧師一行五人拜訪馬來西亞教育機構、高中、馬來西亞衛理公會及校友會。 

（四） 102年1月9日游晴如組員出席美國教育者年會(NAFSA)籌備會議，就參展時程及參展               

內容進行討論。 

（五） 102年2月20日本處蘇意秋專員出席「2013國際暨兩岸事務主管及人員會議」籌備會               

議，討論預計於102年6月24日召開之正式會議內容安排。 

（六） 102年2月26日朱賢丁專員出席中央健保局在該局會議室舉辦僑生二代健保作業說明

會，以利後續辦理僑生健保事宜。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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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姚國際長則應邀參加『2013兩岸大學事務人員會談』。 

（八） 102年2月26日至3月3日潘校長應邀率團前往重慶西南政法大學簽署兩校協議，本處

姚國際長及王玉梅組長隨行參加，其它師長包含張家銘教務長，詹乾隆院長及洪家

殷院長。此行並前往西南大學及重慶大學等二所協議學校進行參訪交流。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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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奕華教授及王世和主任，

本處由王玉梅組長陪同。 

（十） 102年5月9‐10日本處劉凱莉老師、朱賢丁專員、游晴如組員及王筠蕙秘書前往師大

僑生先修部進行招生說明會及招生展覽，進行本校僑生招生說明及提供申請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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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籌備辦理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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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8日馬來西亞教育展事宜。 

（十二）102年3月20日及4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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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院及外國語文學院之院務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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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辦理境外生、交換生及僑生活動相關業務 

（一） 101年11月24日僑生聯誼會假桃園地區舉辦僑生期中漆彈活動，共有師生80人參加。 

（二） 101年11月28日至12月12日分別於外雙溪及城中校區舉辦五場「溪城旅行日誌系列」

講座，邀請本校來自荷蘭、日本、法國、德國及丹麥共16位交換生分享各國之不同傳

統、文化、飲食及社會福利等議題。 

（三） 101年11月29日至12月7日於雙溪及城中校區共舉辦3場「交換生了沒?」系列講座。 

（四） 101年12月28日舉辦交換生及國際志工年度餐敘，同時邀請國際交流委員會委員及國

際課程授課教師出席，共計約80人出席。 

（五） 102年1月7日公告102學年度第一次赴國外協議學校研習之校級交換學生名單，共計34

名。 

（六） 102年僑生春節祭祖聚餐聯誼活動，於102年1月12日在外雙溪校區餐廳舉辦，由副校

長主祭，外賓有僑務委員會僑生處吳郁華處長、教育部國際司盧雲賓科長等代表及校

內行政主管及同仁，師生共180人參加盛會。 

（七） 102年2月15‐17日辦理第2學期交換生接機事宜，18日辦理選課輔導說明會，共計59人

次。 

（八） 102年2月18日辦理僑生寒假出入境事宜，共計230人次。 

（九） 102年4月22至26日於兩校區舉辦2場次畢業僑生座談會  。 

（十） 102年4月27日境外生鐵馬活動，邀集全校境外生參與，由潘維大校長帶領遊河濱，路

線為大直美堤公園至八里海岸公園，總計師生60人參與。 

（十一） 102年3月29日公告102學年度第1學期赴大陸交換學生申請事宜，4月18日申請截止，

5月2日公告錄取名單，共計19名學生錄取，分別至重慶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復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及蘭州大學進行交

換。 

（十二） 102年5月1日於外雙溪舉辦102學年度赴外交換生行前說明會，赴外交換國別包括丹

麥、日本、波蘭、法國、瑞典、德國、澳洲及韓國共計8國，總計40名赴外交換生。 

 七、辦理交流營隊相關業務 

（一） 101年12月20日至27日在吉林大學舉辦「第11屆北國風情冬令營」，本校共有7位同

學參加，並由王玉梅組長率團。此行全台灣共有23所大學，182位同學參加，王玉梅

組長將順道拜訪吉林大學法學院以及東北師範大學與哈爾濱工業大學，拓展本校與

東北地區高校的各項交流。 

（二） 102年3月27公告「上海交通大學2013年夏季學期課程」活動，截止日期至4月8日止，

4月16日公告錄取微生物學系三年級游韻如、法律系三年級曹晉嘉、經濟學系三年級

蘇白榕、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四年級李敏慈等4位學生。 

（三） 102年3月29日公告東南大學「2013年海峽兩岸青年領袖創新、創業研習營」活動，

申請截止日為102年4月17日。 

（四） 102年4月9日「中國人民大學2013年國際暑期學校」活動公告，4月24日報名收件截

止。 

（五） 102年4月16日公告北京科技大學「2013年海峽兩岸青年研習交流營」活動，5月3日

校內截止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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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102年4月19日辦理上海交通大學「2013海峽兩岸大學生文化夏令營」活動公告，4

月29日報名收件截止，5月8日公告錄取名單政治學系四年級A班陳威廷、社會學系一

年級B班沈有容、日本語文學系三年級A班陳姵晶、張亦琳、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一

年級A班林于晴等5名學生；另備取資訊管理學系三年級A班陳思妤。 

（七） 102年4月23日公告辦理廣州暨南大學「2013青年‧創新‧發展兩岸四地學生領袖研

習營」，截止日期為5月9日。 

（八） 102年4月24日公告辦理東北師範大學「2013年海峽兩岸大學生夏令營」，截止日期

為5月9日。 

（九） 102年5月9日公告辦理日本千葉商科大學暑期專班活動，申請至5月22日止。 

八、2013年東吳大學「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 

（一） 101年11月22日於外雙溪校區R0112戴氏基金會會議室召開第一次業務籌備會，報告

籌備進度及日程規劃，並進行開課相關事務協調。 

（二） 102年1月9日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除工作進度及後續作業報告外，亦針對活動辦理

時間及收費標準進行討論。 

（三） 共20所大學，共計220位大學生及研究生報名參加人社院、法、商學院及推廣部所開

設8項課群： 

        [中國文學系] 來台灣FUN暑假-2013寫拼台灣遊學營 

        [政治學系] 台灣的選舉與國會 

        [商學院] 創新與創業課群 

        [企業管理學系] 青年領袖學堂～領導與管理知能 

        [推廣部] 品牌戰略營銷 

        [社會工作學系] 兒少社會工作 

        [法律學系] 英美法研習班 

        [法律學系] 民法研習班 

（四） 102年5月7日於城中校區召開第三次籌備會議，討論議題包括：8項課群集中校區上

課討論案、帶隊老師隨堂聽課以及參加個別課群參訪活動原則討論案、各校帶隊老

師住宿費用分擔原則討論案、建請推廣部、體育室提供部分免費課程供所有研習生

參加討論案及H7N9及其它校園危機處理機制及流程討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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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一、101 學年度（101.08.01-101.05.10）捐款金額 51,645,037 元，捐款人數 989 位，捐款

筆數 3,204 筆。 

二、配合 101 學年度募款說帖刊行，於 101 年 12 月起進行電話募款，電訪人數達 4,000 人，

增加約 100 位首次捐款人，捐款金額計 20 餘萬元。101 學年度募款說帖─東吳願景募款

所得至 102.04，計 5,624,681 元。 

三、校園紀念品經營與管理業務，自 101.11.01 經營迄今（102.05.10），販售金額計 1,341,332

元。外雙溪校區販售地點為綜合大樓舜文廳前，將於 5月底前設置完畢；城中校區販售

地點為游藝廣場，展售櫃已設置完成。 

四、校園紀念品分成 4個系列：「典藏系列」、「嚴選系列」、「品味系列」以及「校園系列」，

紀念品種類計有： 

(一)「典藏系列」：外雙溪校景金箔畫。 

(二)「嚴選系列」：十大經典好米、就此耶加咖啡，以校友產品為主。 

(三)「品味系列」： SU Blue 1 保溫杯，以「SU」為品牌名稱，吸引大眾購買。 

(四)「校園系列」：東吳茗茶（鹿谷凍頂烏龍茶）、彭木生紅茶（台茶 18 號）、東吳煎餅、

開運七彩水晶筆、校徽 NEW 1 保溫杯、校園活頁筆記書、惜字爐雕刻筆記書、名片

夾、杯墊、東吳紀念筆、隨行杯，領帶、錦旗、三角旗、東吳校訓提袋、五色筆組

合、便條紙組合，以本校校名、校徽等意象為主要設計的紀念品。 

五、102.03.15 晚上 6點於城中校區游藝廣場舉辦建校 113 周年校慶榮敬典禮，邀請 101 年

度捐贈人出席，約近 100 位捐贈人與師長出席，典禮簡單榮重。 

六、102.04.19 晚上 6點於城中校區游藝廣場舉辦「熱血社團人聯誼活動」，約近 80 位曾擔

任社團幹部之校友及學生與會，本活動安排校長頒贈榮譽校友證書予林偉賢學長，除讓

校友們進行交流聯誼外，並啟動未來校友社團人與學校之間的各項合作計畫，與會學生

亦把握此難得機會向校友們請益。 

七、102.05.04 舉辦「東吳感恩節--捐贈人一日遊活動」，活動共計 77 位捐贈人及眷屬參加，

活動地點為苗栗薑麻園及大埔內彈珠汽水工廠，本次活動增加 92,000 元捐款。 

八、經營各校、系友會活動： 

(一) 102.01.19 舉辦分享喜「樂」愛在東吳--校友總會歲末感恩音樂會，活動當日共計

460 名校友（含眷屬）熱情出席，捐款總額共計新台幣 85 萬元。 

(二) 102.01.19 配合音樂會召開校友總會第四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共計 17 名理監

事出席。 

(三) 102.03.16 配合建校 113 周年校慶，舉辦第一屆校友盃卡拉 OK 大賽，共 35 組校友

參賽，150 名校友蒞臨觀賞；中午團圓餐會計 180 位校友參加。 

(四) 102.03.15-19 東吳之友基金會 Edward Rada 會長與董事共計六名來訪接待，行程包



-------------------------------------------------------------------------------------------------------------------------------------------
東吳大學 101 學年度第 2 次(1020529)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24 

括參加建校 113 周年校慶活動、副校長晚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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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02.03.14-19 馬來西亞校友會會長范志成學長（企管系 75 級）及幹部共計六名返

校接待，行程包括參加建校 113 周年校慶活動、校長午宴、大馬僑生餐敘、接受東

吳校友雜誌第 24 期專訪，交流未來協助本校大馬招生宣傳活動。 

(六) 102.03.22 於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舉行東吳校友薪傳專題講座--《烹飪婚姻的幸福

食譜》，邀請林蕙瑛老師（英文系 57 級）主講，活動當日共計 60 名校友參加。 

(七) 102.05.26 舉辦台北市校友會一日遊，計 106 名校友（含眷屬）參加。 

(八) 為增進歷屆傑出校友情感交流，協助本校發展，預定 102.05.31（星期五）假 101

欣葉餐廳 85 樓舉辦「東吳菁英聯誼餐會」，邀請歷屆傑出校友與會出席，藉此正式

成立「東吳菁英聯誼會」並推舉第一任會長。 

(九) 102.06.14 舉辦東吳校友薪傳講座--《設計城市》，邀請台北市文化局劉維公局長主

講，截至 102.05.08 計有 87 名校友、學生報名參加。 

(十) 為增進與馬來西亞校友會情感，拓展海外招生，籌劃副校長大馬行（102.07.26-28），

行程包括拜會大馬校友會、參加留台聯總文華之夜、以及大馬獨中贈書記者會等。 

(十一) 為增進與美國校友情感交流，拓展對外關係，籌劃副校長美西行（102.08.02-11）、

以及校長美東行（102.08.20-27），行程包括拜會南加州校友會、東吳之友基金會、

達拉斯校友會、中西部校友會、大華府校友會、以及美東校友會，配合出訪行程

一併拜會美國境內大學相關部門與衛理公會總部進行交流學習。 

九、《東吳校友》雜誌第 23 期已於 102.01.07 出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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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印量 15,000 冊；第 24 期預定於 102.06 出刊。 

十、製作 102 級畢業生祝福影片，預定於 102.06.08-09 六場次畢業典禮中播放。 

十一、開發致贈 102 級應屆畢業生紀念品--東吳校訓水晶印章，102.05.13-24 兩校區擺臺發

放，預計 3,000 份。 

十二、校友聯絡資料更新：截至 102.05.10 止，校友動向資料庫計有 113,711 筆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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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掌握校友電子

郵件信箱筆數計 45,905 筆。 

十三、執行教學卓越計畫「畢業生流向追蹤調查」： 

(一) 102.02函送101年度調查成果報告：系所版本--函送各學系所、院版本--函送5院、

總報告--函送教務處與教學資源中心、以及企業雇主報告--函送教務處與教學資源

中心。 

(二) 102.02.27 召開問卷系統維護與需求會議，102.02.27-102.04.17 調整問卷內容與系

統功能測試。 

(三) 102.04 招募 Call Center 電訪員，102.05.07 啟動調查並更新校友資料，預定

102.07.31 完成畢業生流向調查工作。 

十四、大一下生涯普測：為提供學系輔導學生生涯發展資源，本學期新增辦理「大一學生生

涯發展輔導」普測活動，計有 21 學系參加（中、哲、政、社、工、音、英、日、德、

數、物、化、心、法、經、會、企、貿、財、資、商等），預計至 102.05.31 將完成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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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班級團測，結束後將提供各班測驗結果供學系參考。 

十五、生涯工作坊：本學期規畫辦理 7場工作坊，主題包含：履歷自傳撰寫、輔系雙修學程

抉擇…等。在輔導老師的帶領下，針對工作坊主題進行深入討論，並實際寫出履歷自傳

或做出生涯抉擇，預定 102.05.17 全部舉辦完畢。 

十六、產業知識讀書會：本學期辦理公益創意、工作壯遊、媒體記者及出版編輯等 4場講座，

每場次贈送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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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辦理 2場，學生反應良好。 

十七、業師諮詢：本學期辦理精算師、媒體記者、廣告創意人員、人力資源、銀行理專及基

金經理人等 6場次，透過與業師深度對談，協助學生了解行業實務內容，進而釐清其未

來的生涯規劃。目前已執行4場，截至目前參加學生共計29人次，整體回饋滿意度為 4.8

（五分量表），認為對生涯規劃有幫助為 4.9（五分量表），預定於 102.05.15 執行完畢。 

十八、產業講座：本學期預計辦理 5場次，講座主題包括：認識產業－網拍與網路創業、認

識產業－台灣期貨業的發展與未來就業機會、國家考試講座、生涯講座－創意與創業、

飯店業雇主座談會等，預定於 102.5.22 執行完畢。 

十九、執行教學卓越計畫「生涯 360 學生發展促進計畫」： 

(一) 最後一哩：本學期開設兩梯次共 27 堂課程，內容包括勞工權益、職場人際關係、

中英文履歷、新鮮人理財、兩岸工作、職場基本禮儀、職場趨勢、兩岸工作等議

題。研習總時數為 92 小時，計 125 人報名。預計 102.06.01 下午於城中校區 5211

辦理結訓典禮。 

(二) 學生實習：102 年度教學卓越實習獎補助計畫已發函各學院、系公告實施，並開

始接受申請中。上學期第一次與永豐銀行合作校園卓越人才實習就業計畫，原定

錄取 5名，結果增額錄取至 8名，經寒假期間實習後，共計 5名實習同學繼續簽

約，進行第二階段之實習體驗（102.02-102.06）。本學期第二次永豐銀行校園

卓越人才實習就業計畫，將於 102.05.22 辦理甄選說明會，即日起至 102.05.24

進行收件及初步資格審核作業。 

(三) 夢想行動家：本計畫自 3月開始相關活動及夢想行動申請收件，截至 102.05.09

已收到 23 組學生之夢想提案書（58 人參加），預計於 102.05.10 截止收件，

102.05.27 完成提案評選，公告獲得圓夢補助金之組別及核定金額，102.11.09

成果分享。 

(四) 證照課程：「LCCI 行銷企劃國際證照班」課程內容從基礎開始、瞭解全方位行銷

企劃、行銷企劃實務解說及一次模擬考機會。本學期每周二、四晚上於城中校區

辦理，共 91 人報名上課，預計 102.07.01 安排統一考試。 

(五) 證照獎勵：本學期配合卓越經費使用規定，自 102.05.01 開始接受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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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一、舉辦第 30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1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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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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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已召開 1 次作業小組會議，舉辦 8 場協同教學、1 場學程

招生活動、1場實習說明會。活動內容摘列如下： 

1. 於 102 年 3 月 4 日召開創意人文學程 101 學年度第二次作業小組會議，審議 102 學年度

開課資料，討論第二學期活動規劃，以及 102 學年度補助案之課程規劃。 

2. 招生說明會：102 年 4 月 23 日在望星廣場舉辦 102 學年度學程招生說明會，由莫藜藜

院長主持，活動內容包含學生創意表演（第三屆雙溪金曲獎得獎者）、學姊經驗分享，

以及學程招生簡報說明。活動內容十分精彩，吸引許多學生參加。 

3. 102 學年度文化創意產業實習申請說明會：102 年 3 月 12 日在綜合大樓 709 教室舉辦實

習申請說明會，由連文萍老師與李聖光老師（為 102 學年度實習課程指導老師）擔任主

講，一共有 22 名學生提出申請。 

(二) 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第二學期已召開 1 次作業小組會議，舉辦 1 場協同教學、1

場招生說明會暨演講活動、1場非營利組織機構實習說明會、1次 NPO 機構特展。活

動內容摘列如下： 

1. 於 102 年 3 月 4 日召開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 101 學年度第二次作業小組會議，審議 102

學年度學程開課資料外，並討論第二學期活動規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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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2 學年度非營利組織機構實習申請說明會：102 年 3 月 14 日在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舉

辦實習申請說明會，由莫藜藜院長主講，共有 9名同學申請實習。 

3. 舉辦招生說明會暨專題演講：102 年 4 月 23 日在 H203 舉辦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招生說

明會暨專題演講，招生說明會由莫藜藜院長擔任主講人，向學生介紹非營利學程的教育

目標、設立宗旨、課程內容與申請條件等。緊接著在原場地邀請到台北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施侒玓助理教授，主講「生命的拓展──如何與你的初衷結盟」，共有 68 人參加。 

4. 舉辦 NPO 機構特展：於 102 年 5 月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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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綠能、反核」，邀請地球公民基金會合作參展。參展

內容包含基金會的使命、畫報以及出版品。支援本展覽的志工學生皆受過一定的導覽培

訓課程。活動方式包含參加小遊戲與拍照，還準備精美的小禮物贈送給參加者。透過邀

請非營利組織參展活動，期許讓本校師生瞭解到非營利組織單位的運作、使命與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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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第四屆『人文社會 GIS 數化繪圖競賽』活動，舉辦 2場「空間、數位與在地化系列

演講」。 

(1).第一場於 102 年 4 月 24 日在第二教研大樓 D0408 教室，由中文系羅麗容老

師主講「GIS 戲曲藝術學之教學與研究」。 

(2).第二場於 102 年 5 月 8 日在哲生樓 304 教室，由人文社會研究室召集人、社

會系石計生老師主講「GIS 社會學的魅力與展望」。 

2. 舉辦第四屆『人文社會 GIS 數化繪圖競賽』活動，本活動主要為卓越計畫經費支應，且

為本院教學卓越計畫重要的活動之一，舉辦本活動的目的除了在於鼓勵本校學生利用數

位軟硬體，相互交換學習研究經驗與觀摩，改善長久以來人文社會學界學生與其他理工

背景學生的數位差距外，也將在活動前協助學生使用網路資源，據此創造多元化學習環

境，同時瞭解同學利用數化教學之成效，以落實「SocGIS」之實踐目標。徵稿期間為

102 年 5 月 6~20 日，參加方式須至東吳大學社會地理資訊系統中心網頁，下載報名表

與授權書，填寫完畢後連同參賽作品以 email 方式寄送到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社會地

理資訊系統（SocGIS）中心。頒獎日期訂於 6月 5日在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舉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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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年 2 月 27 日召開中國研究室第二次會議，本次會議討論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活

動規劃事宜，包含召集人政治系劉必榮教授在內，共有 5名教師出席。會中決議於每個

月最後一個星期三舉辦中國沙龍，預計將舉辦 3場，另外規劃於 6月 6日舉辦為期一天

的中國工作坊，將由歷史系、政治系負責承辦。 

2. 舉辦 2場專題演講：分別於 102 年 3 月 28 日邀請西南政法大學俞榮根教授主講「孔子

還受人尊敬嗎？」、廈門大學法律系周東平教授主講「佛教與政法關係」；5月 8日邀

請蘇州大學文學院王堯院長，與政治大學國發所趙建民教授主講「文學與政治之間」。 

3. 舉辦 3場中國沙龍：分別於 102 年 3 月 27 日由中文系鹿憶鹿教授引言「兩岸：古典與

現代，書面與口傳」；5月 15 日邀請台灣鄉土作家王拓主講「王拓的中國印象」。第 3

場預計於 5月 29 日舉行，由政治系劉必榮教授與謝政諭教授主講。 

(三) 中東歐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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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 102 年 4 月 9 日至 5 月 24 日在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一樓川堂凱辦「斯洛伐克獨

立二十週年海報展」系列活動，本校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本院中東歐研究室召集人張

家銘教務長的精心策劃下於 4 月 19 日揭開序幕，當日先安排斯洛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代表 Mr. Du�an Dacho 透過演講，向師生說明斯洛伐克獨立二十週年的意義，不僅學生

出席踴躍，也吸引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Mr. Juraj Koudelka、外交部中東歐科劉

南均科長及多位學界人士前來聆聽。Dacho 代表於演講結束後還親自為大家導覽海報展，

逐一介紹該國獨立過程及民主、政治、運動等各方面的沿革與現況。 

2. 舉辦 3場中東歐教學研究專業成長沙龍讀書會、專題演講： 

(1).102 年 4 月 12 日由本校日文系彭思遠助理教授主講：「斯洛伐克熱──人們

與文化（書籍發表）」。 

(2).102 年 4 月 19 日邀請斯洛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Mr. Du�an Dacho 先生

主講：「斯洛伐克獨立二十週年的意義」。 

(3).102年5月24日由本校社會學系施富盛助理教授主講：「斯洛伐克裴瑞秀──

帝國邊疆的城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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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舉辦 2場專題研究計畫期中讀書會：第 1場於 102 年 3 月 27 日在第一教研大樓戴氏

基金會舉辦「一面風情深有韻──閱讀女性創作者的心靈風景」，邀請台灣大學戲劇

系王安祈教授、佛光大學文學與應用學系朱嘉雯主任、本校中文系張曼娟教授、鹿

憶鹿教授擔任引言人，莫藜藜院長擔任開場。本場讀書會活動係由「明清婦女劇作

的創作意識與性別符碼探究」計畫主辦，計畫主持人為中國文學系沈惠如副教授。

第 2 場於 5 月 1 日在 D0910 社工系研討室舉辦「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

灣新富家庭（書籍導讀）」，邀請天主教善牧基金會心北市西區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

心社工主任李幼鳳女士，以及社工系趙碧華主任擔任引言人，莫藜藜院長擔任主持

人。本場讀書會係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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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辦，計畫主持人為社會工作學系趙碧華副教授。 

(二) 辦理 102 學年度研究計畫徵件、審查事宜。102 學年度人文社會學院研究計畫申請

自 102 年 2 月 22 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共收到 6 件申請案件，現正辦理計畫外審事

宜。 

五、辦理人文社會學院清寒、優秀獎助學金：本院辦理 101 學年度優秀學生獎學金、清寒獎

助學金申請作業，於 101 年 11 月 19 日發函公告，申請期間為 101 年 12 月 5~26 日。共

計 42 名同學申請優秀學生獎學金、17 名同學申請清寒獎助學金。經院長依據相關辦法

組成審查小組，於 102 年 1 月 8 日完成審查作業。優秀學生獎學金錄取 4 名，獲獎學生

名單如下：中四 C 鄭昱琪同學、政二 B 姜怡琳同學、社三 B 陳苡安同學、工二 A 曾怡婷

同學。清寒獎助學金錄取四名，獲獎學生名單如下：社二 B 謝欣礽同學、社四 A 王純蕙

同學、工二 B周春宇同學、工四 A莊怡萱同學。 

中國文學系 

一、多元能力養成計畫： 

(一) 102 年 3 月 5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會議室舉辦國學講座，由唐燮軍教授主講「國

家認同、國史重構與張勃《吳錄》的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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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2 年 3 月 19 日~4 月 30 日舉辦「尋找東吳新形象──平面廣告文案創意比賽」，題

目為：「東吳的形象」，以打造東吳大學「形象」為重點，讓東吳成為一個亮眼的品

牌，共有人文、法、商學院同學投稿，作品總計約 350 件，希望能藉由比賽的方式

提升學生的國文應用能力。 

(三) 102 年 3 月 25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舉辦國學講座，由周裕鍇教授主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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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2 年 4 月 8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會議室舉辦國學講座，由何寄澎教授主講「應

酬與文學──以韓文為例」。 

(五) 102 年 4 月 29 日、5 月 6 日於綜合大樓 B408 教室、第二教研大樓 D0618、D0713、

D0734 教室舉行 101 學年度古典文學比賽默寫組、文言文創作組及古典韻文創作組

競賽。 

(六) 102 年 5 月 30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501 教室舉行 101 學年度書法比賽。 

(七) 102 年 6 月 6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130 舉辦 101 學年度雙溪金曲獎詞曲創作歌唱比

賽，邀請喜歡流行音樂愛好創作的同學，一起展現文字與音樂的美好。 

二、第三十三屆雙溪現代文學獎：本屆共收稿現代詩 85 篇、散文 39 篇、短篇小說 44 篇，合

計 168 篇，並已於 102 年 4 月 12 日公告複審結果，各組分別有 15、16、16 篇作品入圍

決審。決審會議訂於 102 年 5 月 25 日在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舉辦。 

三、提升研究生學術研究能量計畫 

(一) 101 年 12 月 11~14 日中碩四陳慶容赴大陸昆明參加雲南省招生考試院、中國炎黃文

化研究會科舉文化專業委員會及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聯合舉辦之「第九屆科舉制

與科舉學學術研討會」，以〈明代兒童制義教習研究──從破題談起〉為題發表論文。 

(二) 102 年 3 月 18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舉辦第 174 次常態性研討會，由鄭明娳老

師發表〈綜論有關司馬中原的評論〉。 

(三) 102 年 4 月 22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舉辦第 175 次常態性研討會，由涂美雲老

師發表〈從「禁錮」到「一尊」──看朱學在宋、元時期的發展〉。 

(四) 102 年 5 月 1~31 日受理研究生論文獎勵費申請，本系研究生於 101 年 6 月 15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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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學術研討會上發表論文者，可提出申請。 

(五) 102 年 6 月 3 日將於綜合大樓國際會議廳及 B013 研討室同步舉行「有鳳初鳴——漢

學多元化領域之探索學術研討會」，本次共徵得各校碩博士生論文 79 篇，經由學者

專家專業審查，精選 32 篇論文公開發表，藉此選拔優秀研究生學術論文，提昇研究

生學術研究水準。 

(六) 102 年 6 月 10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舉辦第 176 次常態性研討會，由陳恆嵩老

師發表論文。 

四、提升能見度計畫 

(一) 《東吳中文學報》：102 年 5 月出版第 25 期，本期收稿 24 篇，刊登 10 篇，退稿 14

篇，退稿率 58.33％。 

(二)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論文》：101 年 12 月出版第 20 期；102 年 3 月出版第 21 期，兩

期均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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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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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23 篇、不通過 15 篇、審查中 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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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本系已進行 5次國際交流活動。 

(一) 101 年 12 月 11~14 日連文萍老師赴大陸雲南昆明參加由雲南省招生考試院、中國炎

黃文化研究會科舉文化專業委員會及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聯合舉辦之「第九屆科

舉制與科舉學學術研討會」，以〈明代女性的「功名」之路──由內廷女官沈瓊蓮的

送弟赴試詩談起〉為題，發表論文。 

(二) 101 年 12 月 17~20 日韓國青雲大學教養教職學部金慶洙學部長、權貞淑教授、中國

學系梁承德教授、梁惠知同學、金敃京同學、食品營養系李賢國同學、廣播演出系

盧壽景同學共 7人蒞校訪問，17 日舉辦簽定協約圓桌會議及歡迎餐會。18 日上午前

往臺北市立介壽國中參觀教學活動並進行座談；下午與本系簽訂學術交流與合作協

議書，商談未來合作計畫；接著舉辦臺韓中等教育雙邊研討會，邀請臺北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兼教育部國語文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團隊召集人孫劍秋演講；

本系由侯淑娟副教授帶領師培實習教師中碩四陳紫華與大學部沈啟涵、何家樺聯合

發表論文，青雲大學由權貞淑教授發表論文。本次活動期望成為未來雙方長期交流

之開端。 

(三) 102 年 3 月 29 日~4 月 4 日許清雲老師赴上海、蘇州進行學術交流。4月 1日應復旦

大學中文系「望道計劃──系列講座」邀約，於光華樓西主樓 1001 會議室演講，講

題為「《文鏡秘府論》兩則調聲資料的學術價值」。4 月 2 日應蘇州大學人文學院之

邀，在文科綜合樓演講，講題是「治學一例」。4月 3日應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

學院「人文大講」之邀，在文苑樓演講，講題是「皎然三偷說對黃庭堅詩法的啟示」。 

(四) 102年5月8日蘇州大學文學院王堯院長應人文社會學院中國研究室邀請蒞校訪問，

本系於士林喫茶趣設宴款待，並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進行雙邊座談，商討

未來持續交流事宜。晚間王院長於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發表專題演講，講題為「文

學與政治之間──從莫言談起」。 

(五) 102 年 5 月 11~15 日鄭明娳老師赴南京師範大學、南京曉莊學院參加由上海師範大

學語文課程研究基地、南京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南京市教育局教研室、南

京曉莊學院合辦之「第五屆兩岸三地語文教學圓桌論壇暨散文教學主題報告會」。 

六、學術研究增能計畫 

(一) 102 年 4 月 26、27 日於國際會議廳舉辦「會通與轉化──第二屆古典文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邀請中國大陸木齋、王福利、周裕鍇、洪本健、陳引馳、日本芳村弘道、

松尾肇子、韓國金容煥、李昤昊、LeeRaNa、葛小輝、馬來西亞伍燕翎共 12 位外國

學者，以及國內學者 31 人與會。會中發表 21 篇論文，本系有沈惠如、林宜陵、許

清雲、鹿憶鹿 4位老師發表。 

(二) 101 學年度由沈惠如、謝靜國、劉向仁老師（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執行本系整合

型研究計畫，計畫名稱：越界與認同──當代藝文展演的跨性別現象析論；執行期

間 102 年 1~6 月。 

七、國文教學增能計畫 

(一) 102 年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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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黃馨霈、洪慧敏、李蕙如、

徐德智、劉怡君、許蓓苓、王俊傑、黃智明 8 位老師分享大一國文教學經驗，並邀

請大一國文老師列席參與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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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2 年 6 月初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東吳大

學加強國文教學專案委員會會議。 

歷史學系 

一、學術交流：  

(一) 102 年 4 月 14~20 日，林慈淑主任率團至蘇州大學及寧波大學參訪。 

林慈淑、黃兆強和李聖光三位老師分別以〈英國學生如何學歷史〉、〈文化‧閱讀‧錢

穆〉及〈十二世紀英格蘭聖艾德蒙集鎮修道院《編年史》中的社會觀察〉為題於蘇州

大學社會學院發表演講。林主任對本校的招生構想（暑期 4+1 的營隊設計），做了廣

泛宣傳，並針對大陸高等考試（即相當於台灣的指考）歷史科的命題設計等等項目進

行了深入的了解。 

交流團亦與寧大人文與傳媒學院陳君靜院長和該院歷史專業十多位教師進行了會談。

會議重點包含兩系刊物（學報）的互贈、共同舉辦小型研討會，以至兩系教師宜經常

互訪等等。 

(二) 本學期計有 3 名大陸地區學生，分別為南京大學歷史系碩士研究生張寧、華東師範

大學歷史系呂貞麗三年級及復旦大學歷史系三年級夏晶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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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系於 102 年 3 月 9 日舉辦台灣史討論會，共邀請 6位學者蒞校分享其研究成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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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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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邱正略（暨南大學歷史博士）：地方文獻編纂與習作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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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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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邱琳婷（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圖像與歷史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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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坊的舉辦，培養學生文說故事和文創的能力。本學期從博物館和旅行寫作的角度切入，

希望同學可以瞭解如何利用文物說故事，以及如何利用歷史專業進行深度旅遊及寫作。 

(一) 102 年 4 月 17 日，邀請資深導遊黃建忠先生主講「伊斯蘭旅遊文學」。 

(二) 102 年 4 月 24 日，邀請財團法人福祿文化基金會執行長兼北投文物館館長李莎莉老

師主講「美學藝術的養成──博物館巡禮」。 

(三) 102 年 5 月 1 日，邀請財團法人福祿文化基金會執行長兼北投文物館館長李莎莉老

師主講「從傳統到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的衣飾文化與工藝發展」。 

(四) 102 年 5 月 1 日，邀請本系兼任助理教授葉言都老師主講「歷史與深度旅遊──以

吳哥旅遊為例」。 

四、演講： 

(一) 102 年 3 月 6 日，邀請世新大學客座教授王健壯老師主講「新聞編輯採訪之理論與

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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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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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主講「明治

20 年代日本對清政策的探討」。 

(三) 102 年 3 月 20 日，邀請生產力中心林婉如老師主講「我『形』我『塑』──談職場

禮儀」。 

(四) 102 年 3 月 21 日邀請國立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吳燕秋主講「監控子宮，教化女

體──台灣婦女生育政治 （1895-1984）」。 

(五) 102年3月28日，邀請北京大學南亞學院教授陳明老師主講「中古于闐的醫學文化」。 

(六) 102 年 4 月 24 日，邀請世新大學客座教授王健壯老師主講「新聞媒體的言論」。 

(七) 102年4月29日，邀請鐵道雜誌總編輯古庭維先生主講「日治時期台灣的鐵路發展」。 

(八) 102 年 5 月 1 日，邀請資深導遊黃建忠先生主講「歷史與深度旅遊──以中東旅遊

為例」。 

(九) 102 年 5 月 8 日下午分別舉行一場座談與一場演講，個別邀請到中研院台灣所洪麗

完老師、國防大學通識教育中心譚桂戀老師、淡江大學未來所紀舜傑老師及本系林慈

淑老師蒞臨學系，座談主題為：「 我的學思生涯」；另一場演講則邀請到世新大學客

座教授王健壯老師，主講「新聞倫理與新聞道德」；  

(十) 102 年 5 月 13 日，邀請臺灣歷史博物館呂理政館長主講「台灣史與博物館」。 

(十一) 102年 5月 15日，邀請時報出版公司總經理莫昭平女士主講「台灣出版事業現況」。 

五、研討會： 

(一) 102 年 3 月 25 日，本系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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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系於 102 年 5 月 3、4 日一連二天舉辦「第九屆史學與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次會議主題為「從社會到政治──再現中國近世歷史」。本研討會將以宋遼金元至

明清的時期為經，以社會和政治面向為緯，透過與會論文刻畫出近世中國歷史的點點

光影。本次研討會共有來自美國、日本、韓國、香港、大陸共 12 位海外學者共襄盛

舉，報名人數更是將近 200 人。感謝國科會贊助本次研討會經費，使得大會得以順利

舉辦。 

今年欣逢本系教師陶晉生院士 80 大壽、徐泓教授 70 大壽。兩位老師各於宋遼金元史

以及明清史研究成果斐然卓著，。本系謹以此次研討會向這兩位史學大家恭賀壽誕、

鳴謝致敬。今年度適逢本系創系滿 40 週年。本研討會亦期慶賀我系 40 歲生日，同時

藉以自我激勵，繼續在史學研究和培育人才方面做出更大的貢獻，另創更多的榮景。 

六、校外教學： 

(一) 102 年 4 月 17 日，葉言都老師開設之「歷史、新聞與媒體」課程配合教學改進方案

補助計畫，安排學生參觀公共電視台。參觀景點包括：近距離接觸衛星天線、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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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輪班制隨時監控訊號的主控室、錄影控制重地的副控室、簡易新聞攝影棚等。公

共電視台針對不同年齡層設計不同的參觀方案，透過深度介紹讓學生對電視台有更深

入的了解。 

(二) 本系李聖光老師於 102 年 5 月 25 日，帶領史學導論課程同學前往九份、金瓜石地區

進行校外參訪。大家在導覽老師的帶領下走訪了九份福山宮、穿屋巷、五番坑、昇平

戲院以及金瓜石黃金博物館園區等景點，完成了一場豐富精采的深度文化之旅。 

(三) 本系林慈淑老師於 102 年 6 月 3 日下午帶領史學方法課程同學前歷史博物進行校外

參訪。本次的導覽老師為本系 78 級系友陳嘉翎學姐。透過參訪，希望讓同學學習如

何詮釋文物。 

哲學系 

一、國際學術交流合作： 

(一) 米建國老師帶領整合型計畫團隊持續進行國際學術交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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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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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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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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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3 年（98 年 7 月至 101 年 6 月），經申請延長執行一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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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2 年 3 月 27 日至 4 月 6 日本系米建國老師以國科會拋光計畫補助於 3 月 27 日至 30

日前往美國舊金山參加美國哲學學會太平洋區分會學術年會暨國際合作委員會會議。並

使用國科會整合型計畫之研務處經費學校配合款，與本系沈享民老師、蔡政宏老師、馬

愷之老師及中正大學陳瑞麟老師共同於 3 月 31 日至 4 月 2日參加美國衛斯理大學哲學

系舉行之「國際哲學工作坊──德性：智德與道德」  （Virtue: Intellectual and 

Moral —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並發表論文（題目：Value in Virtue: Some 

Problems），亦於 4月 3~6 日參與羅格斯大學宗教學系舉行之「自然與價值：國際中國

哲學」研討會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ure and valu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並發表論文（題目：What Is Knowledge? When Confucius Meets 

Ernest Sosa）。訪美期間拜訪衛斯理大學哲學系 Steven Horst 教授兼系主任、Sanford 

Shieh 教授、Steve Angle 教授，以及與 Ernest Sosa 教授、Michael Slote 教授商討

共同合作出版國際學術書籍事宜。 

3. 本系米建國老師 101 學年度赴美進行移地研究，與共同執行計畫之國外合作主持人

Professor Ernest Sosa  （Rutgers University, U.S.A.）持續進行計畫討論與諮商。 

4. 本系米建國老師申請國科會 101 年度私立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整合型計畫，總計

畫主持人米建國老師，共同計畫主持人莊文瑞老師、王志輝老師，子計畫主持人計有米

建國老師、沈享民老師、蔡政宏老師、馬愷之老師，以新申請之整合型研究計畫繼續此

領域之相關研究。 

(二) 第二屆「兩岸蘇州哲學論壇」：本系於 100 學年度執行與大陸蘇州大學哲學系第一次

之學術交流互訪活動，定名為「2011 兩岸蘇州哲學論壇」，邀請該系邢冬梅主任等 7

位教授於 101 年 2 月 19~26 日至本校參加「兩岸蘇州哲學論壇」。 

第二屆兩岸蘇州哲學論壇於本學年度 102 年 3 月 20~24 日在蘇州大學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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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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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副教授前往參加，胡儀婷秘書隨同前往進行學術交流及參訪。訪問期間，與其哲學

系師生進行座談活動，並由該校副校長及院長設宴接待。同時擬訂第三屆論壇舉辦相

關事宜。 

(三) 102 年 4 月 5~8 日本系客座教授方萬全老師接受武漢大學哲學學院之邀請，至武漢

大學進行學術參訪，並於該院所舉辦之第四屆「哲學基礎思維：規範性」研討會發表

論文，發表題目為：詮釋與意義的規範性，受訪期間受到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相當之禮

遇，亦增進學術之交流。 

(四) 102 年 4 月 12~20 日本系郭梨華教授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前往中國大陸參

加上海「新子學國際會議」並發表論文「荀子禮學視域下之物論初探──兼論新子學

與西方學術的關係」，此外，並赴山西進行移地研究暨文化考察。 

二、學術活動：「東吳國際哲學講座：大師系列」： 

本系持續第 6年辦理「東吳國際哲學講座：大師系列」：本次經費獲本校研務處戴氏基金

會經費及國科會補助相關費用。 

本系於102年 5月 27、29、及30日舉辦「東吳國際哲學講座：大師系列」，邀請Professor）

在東吳國際會議廳進行 3場公開講演 （lectures），講題：Moral Perception and Et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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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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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以英文進行，並輔以國內教授的中文同步翻譯，在適當的時機為國外學者教授與國

內的師生間進行同步翻譯，透過國內學者教授與國外教授對講座內容的交談對話，加上

參與學生與一般觀眾的問題與討論，期望能使所有參與師生與社會大眾皆能融入哲學講

座內容，並實質獲益。全程參與者獲頒國際哲學大師簽名之結業證書。 

本系並於活動舉辦前進行本國際哲學講座：大師系列導讀活動，由本系客座教授方萬全

老師、米建國老師擔任導讀人，分別解說本次講座的內容綱要並補充背景知識，期能在

有初步認識的情況下，於講座中獲得最大收益。 

三、學術活動：研討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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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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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系於 102 年 5 月 22~24 日辦理東吳國際哲學講座暨國際哲學大師對話：「德性的轉

向」學術研討會，本活動除於學系預算編列經費外，亦獲得國科會補助部分經費。邀

請到英國愛丁堡大學 Professor Duncan Pritchard、美國邁阿密大學 Michael Slote、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Stephen Hetherington，本系客座教授方萬全老師、中正大學陳

瑞麟教授與本系米建國、王志輝、沈享民、蔡政宏、馬愷之等 5位老師以及國內其他

學者共同進行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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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2 年 4 月 10 日本系舉行 101 學年度「東吳大學哲學系教師研究成果發表會」，由

蔡政宏老師、沈享民老師擔任發表人。同時舉行「東吳大學哲學系第十三屆研究生論

文發表會」，發表會採正式論文發表規模，邀請校外專家學者講評，給予研究生指導。 

四、學術活動：演講 

本系持續舉辦「東吳哲學講座」，本學期舉辦 5次哲學講座。由專任教師及系學會推薦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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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認識。 

(一) 102 年 3 月 13 日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

院曾振宇教授，講題為:孟子人性獻疑說，由郭梨華老師擔任主持人。曾振宇教授專

長為儒學、中國古代思想史。 

(二) 102 年 3 月 13 日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唐格理 （Kirill Thompson）教授，講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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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沈享民老師

擔任主持人。唐格理教授專長為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Chinese Philosophy、

Ethics、Comparative Philosophy、Existentialism、Analytic Philosophy、History 

of Philosophy、Logic 和 Thomas Gray's poetry。 

(三) 102 年 3 月 20 日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

究所研究員林月惠，講題為: 東亞視域中的朱子學，由黃崇修老師擔任主持人。林月

惠研究員主要研究為宋明理學、中韓儒學比較研究、東亞儒學。 

(四) 102 年 5 月 1 日本系於 D100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

系研究科川原秀城教授，講題為: 朝鮮思想史的時代區分──以高橋說法為視點，由

黃崇修老師擔任主持人。川原秀城教授主要研究為東亞科學史和思想史 （特別是中

國和朝鮮）。  

(五) 102 年 5 月 15 日本系於 D0813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加拿大 ST. Francis 

Xavier大學哲學系William Sweet教授，講題為: What is Intercultural Philosophy，

由黃筱慧老師擔任主持人。William Sweet 教授主要研究為 Political and Legal 

Philosophy、Philosophy of Religion、19th and 20th Century Anglo-American 

Philosophy、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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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欣

梅、施怡帆與蔡坦岩），進行研讀，本學期共進行 3次讀書會。 

(二) 本系王志輝老師所組之《論靈魂》讀書會，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馬愷之老師、何畫

瑰老師（文化大學哲學系助理教授）、林雅萍老師（長庚醫學院醫學系助理教授）、謝

林德老師（德國人，開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授）與蘇富芝博士（政治大學哲學

博士），對亞理斯多德所著之《論靈魂》一書進行 3 次讀書會，同時也討論「德性倫

理學與中國哲學」這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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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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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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向民（巴黎第十大學法律哲學博士班研究生）、王銘（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生）、吳

若慈（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生）、崔耘（淡江學生）、郭俊逸（淡江學生）、許家瑞（淡

江學生）、張智陞（淡江學生），對呂格爾所著之三本著作進行研讀，本學期共進行 3

次讀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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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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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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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學年度本院唯有本系 3 位教師獲獎，郭梨華老師、王志輝老師、蔡政宏老師。（101

學年度已送學院辦理中） 

本系教師研究績效十分良好，亦為一團隊風氣，擬持續保持優良績效。蘋果日報 102 年

5 月 9 日頭條要聞報導「全球 200 強台大 26 系上榜」中，提及「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 昨公布「全球大學學科前 200 大排行榜」，以學科評鑑各國大學的科系表現。英國 QS

公司針對 30 個學科，依研究、教學、就業表現與國際化等 4 項標準，對全球 1526 所大

學進行排名調查，報告特別提及未能擠入前 200 大的東吳大學和輔仁大學，認為東吳的

哲學系和輔大的英語系表現不俗。」（摘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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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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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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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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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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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補助期刊編輯助理費用及列入委託審查專書書稿之期刊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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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務。 

八、系週會活動：本系於 102 年 5 月 15 日系會時間舉辦本學期系週會活動，舉辦方式採自由

形式，並未安排正式嚴肅的師長談話，以輕鬆之氛圍，使師生得以無拘束交談，建立師

生情誼，並於週會時頒發大學部優秀學生獎學金，藉由公開之頒獎以鼓勵學生用心於課

業表現，近幾年來頗有成效，參加人數達全系四分之三，凝聚本系向心力。 

九、「系友返校座談會」：本系於第二學期安排 15 次系友返校座談，講者共邀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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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到凱撒琳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副理蕭麗婕，

主題：職場的價值與價錢。香港商捷領 bossini / Yb 公關李蘊蕎，主題：我的商品，

我的哲學。清舒山堂老闆呂炎璋，主題：我的商品，我的哲學。天貓購物網張棠紅，主

題：我的商品，我的哲學。中信房屋副理朱翰英，主題：我的商品，我的哲學。藝奇新

日本料理人力池學員蔡亞純，主題：我的商品，我的哲學。法蝶珠寶李涵寧，主題：法

蝶的故事──成功的品牌與行銷。廣德國際資訊 GDMALL 產品發言人陳郁文，主題：我

的商品，我的哲學。RVB 台灣芝寶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李思慧，主題：義大利與西班

牙文化行銷。三顧茅廬麻辣滷味鍾宇軒，主題：我的商品，我的哲學。拾一本數位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經理蔡珮菱，主題：我的商品，我的哲學。樂子餐廳劉士豪，主題：我的

商品，我的哲學。智冠科技文化藝術基金會執行長王思涵，主題：我的商品，我的哲學。

特約外語領隊&導遊廖文筠，主題：我的商品，我的哲學。烏來那魯灣溫泉飯店（活力村）

張芳瑜，主題：我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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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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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凝聚系友向心力，增加募款對象：持續聯絡系友，繼續邀請系友返校參與座談或相關活

動，本系「哲學的應用」與「哲學實習」課程亦大多邀請業界表現優秀之系友參加相關

教學活動，建立系友業界資料，加強參訪管道，持續聯繫潛在捐款人，使系友情感緊密，

增加本系友資源。 

政治學系 

一、「東吳政治學報」第 31 卷第 1期出刊：為開拓教師出版園地，自 95 年 9 月起東吳政治學

報改為季刊，102 年 3 月出版「東吳政治學報」第 31 卷第 1期，共有《「臉書選舉」？ 2012

年台灣總統大選社群媒體對政治參與行為的影響》（王泰俐）、（賴映潔、王宏文）、《立委

選制改變對指定用途補助款分配之影響：第五屆與第六屆的比較》、《影響地方政府創新

產出量的因素》（李仲彬）等 3篇論文。預計 6月出版第 31 卷第 2期出刊。 

二、舉辦教師教學觀摩 2場： 

(一) 102 年 3 月 13 日邀請劉書彬老師教學經驗分享，講題；「世界咖啡館討論在人權與

民主課程的運用經驗」。 

(二) 102 年 5 月 29 日將邀請沈莒達老師舉行分享。 

三、為擴展學生視野共舉辦專題演講 25 場次，目前已舉辦 18 場次，未來還規劃於 5 月及 6

月舉辦 7場活動。已舉辦活動如下： 

(一) 在外國學者方面共有 4場： 

1. 102 年 3 月 28 日邀請美國伊利諾大學政治系王德育教授專題演講，講題：「認同、和

平協議與兩岸關係」。 

2. 102 年 3 月 28 日邀請西南政法大學前校長俞榮根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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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2 年 3 月 29 日邀請西南政法大學前校長俞榮根教授專題演講，講題：「中國大陸當

前的立法行為」。 

4. 102 年 4 月 18 日邀請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所陳先才副所長專題演講，講題：「美

國再平衡戰略與兩岸互動」。 

(二) 國內學者、專家方面共 14 場： 

1. 102 年 3 月 7 日邀請美國北德大學政治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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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2 年 3 月 21 日邀請荒野保護協會楊金憲先生專題演講，講題：「全球暖化的危機與

轉機」。 

3. 102 年 3 月 27 日邀請台權會、兩公約監督聯盟執行秘書施逸翔先生專題演講，講題：

「人權小撇步，公約大解密」。 

4. 102 年 4 月 9 日邀請 Essex 大學公費博士生黃芝瑩小姐專題演講，講題：「打造宜居城

市:從社會設計的觀點」。 

5. 102 年 4 月 10 日邀請台環會蔡秉勳秘書長專題演講，講題：「正義之行，始於足下:談

集會遊行人權之保障」。 

6. 102 年 4 月 15 日邀請交通大學黃鴻順助理教授（習慣領域股份有限公司執行長）專題

演講，講題：「何謂習慣領域?人人都是無價之寶:人有無限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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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2 年 4 月 16 日邀請威肯公關吳秀瓊副總經理專題演講，講題：「當選舉愈見新媒介」。 

8. 102 年 4 月 22 日邀請台灣茂矽電子支援系統辦公室自動化副理蔡敏慧小姐專題演講，

講題：「活用習慣領域，成為人際互動高手」。 

9. 102 年 4 月 25 日邀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講師劉欣維老師專題演講，講題：「從

反美麗灣看台灣的環評與危機」。 

10. 102 年 5 月 2 日邀請台北國際禮儀協會朱立安老師專題演講，講題：「職場倫理」。 

11. 102 年 5 月 7 日邀請網路資訊雜誌總編輯謝光恩先生專題演講，講題：「新媒介的限制

與盲點」。 

12. 102 年 5 月 9 日邀請台北大學都市計劃研究所周志龍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台灣大都

會城市區域競爭與治理之新格局與挑戰兼論 2010 年縣市合併之後行政區別問題」。 

13. 102 年 5 月 10 日邀請 San Francisco Law School 帥以仁律師專題演講，講題：「展翅

高翔的人生從大學殿堂開始」。 

14. 102 年 5 月 23 日邀請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陳朝建助理教授專題演講，講題：「我國

五都 （六都）行政區改制與實施問題之探討」。 

四、舉辦學術研討會 4場 

(一) 102 年 5 月 17~18 日 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合作舉辦「國會與政府體制」學術

研討會，分為 6個場次、1場圓桌論壇，共計 7個場次，會中共計發表 20 篇論文，另

外由多位老師參與評論。 

(二) 102 年 5 月 25 日與東海大學政治學系聯合舉辦「第三屆雙東論壇」，分為 6 場次，

共發表 22 篇論文。 

(三) 102 年 6 月 6 日舉辦「蘇州論壇」研討會。 

(四) 102 年 6 月 7 日與人權研究中心合作舉辦「修復式正義與司法人權研討會」。 

五、舉辦教學與輔導活動 27 場 

(一) 為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共舉辦 10 場教學活動： 

1. 1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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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2 年 3 月 26 日黃秀端老師率領政一 AB「政治學 C組」課程同學校外參訪立法院，參

加師生約 36 人。 

3. 102 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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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行定期會議，討論 6月之國會助理工作坊。 

4. 102 年 4 月 23 日蔡韻竹老師率領政二 AB「新媒介與政治」課程同學校外參訪民進黨黨

部，參加師生約 35 人。 

5. 102 年 5 月 1 日林瓊珠老師率領政三 AB「民意與調查研究」課程同學校外參訪政治大學

選舉研究中心，參加師生約 20 人。 

6. 102 年 5 月 7 日劉書彬老師率領政三 A「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課程同學校外參訪司法

院，參加師生約 65 人。 

7. 102 年 5 月 21 日本系「人權與民主教研工作室」在外雙校區舉行第一場學生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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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8. 102 年 5 月 22 日本系「人權與民主教研工作室」在城中校區舉行第二場學生成果發表

會。 

9. 102 年 5 月 30 日蔡韻竹老師率領政二 AB「新媒介與政治」課程同學校外參訪國民黨黨

部，參加師生約 35 人。 

10. 102 年 6 月 1~2 日舉辦「國會助理工作坊──送你進國會」研習營，共分 8個場次。 

(二) 在實務講座方面，共舉辦 11 場活動： 

1. 102 年 3 月 7 日邀請美國北德大學政治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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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2 年 3 月 13 日邀請青年樂生聯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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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2 年 3 月 21 日邀請荒野保護協會楊金憲先生專題演講，講題：「全球暖化的危機與

轉機」。 

4. 102 年 3 月 27 日邀請台權會、兩公約監督聯盟執行秘書施逸翔先生專題演講，講題：

「人權小撇步，公約大解密」。 

5. 102 年 4 月 10 日邀請台環會蔡秉勳秘書長專題演講，講題：「正義之行，始於足下:談

集會遊行人權之保障」。 

6. 102 年 4 月 16 日邀請威肯公關吳秀瓊副總經理專題演講，講題：「當選舉遇見新媒介」。 

7. 102 年 4 月 22 日邀請台灣茂矽電子支援系統辦公室自動化副理蔡敏慧小姐專題演講，

講題：「活用習慣領域，成為人際互動高手」。 

8. 102 年 4 月 25 日邀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講師劉欣維老師專題演講，講題：「從

反美麗灣看台灣的環評與危機」。 

9. 102 年 102 年 4 月 26 日與青年領袖學堂合辦公共影展，主題：「末代舞者影展暨座談

會」。 

10. 102 年 5 月 2 日邀請台北國際禮儀協會朱立安老師專題演講，講題：「職場倫理」。 

11. 102 年 5 月 7 日邀請網路資訊雜誌總編輯謝光恩先生專題演講，講題：「新媒介的限制

與盲點」。 

(三) 在學生輔導方面，共有 4場活動： 

1. 1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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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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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2 年 4 月 25 日舉辦 102 學年度碩士班新生說明會，地點：人社院會議室，共計教師 8

位參與、新生 13 位、舊生 10 位參與，會中討論情況熱烈，會後並引導新生參觀本系教

學與研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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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 5 月 2 日舉辦博士生聚會，邀請本系博士班在學研究生、歷屆畢業生及

老師，地點設於「二樓餐廳」，共有師生 25 人參加。 

(四) 在系友聯誼方面，共舉辦 5場活動： 

1. 102 年 3 月 7 日召開政治學系 60 週年慶祝活動第一次籌備會議，初步討論活動內容規

劃。 

2. 102 年 3 月 7 日邀請系友吳俊德學長 （美國北德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專題演講，講題：

「阿宅反抗軍：談網路使用與社會運動」。 

3. 1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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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2 年 3 月 16 日校慶當日舉辦系友返校活動──包水餃大會，共有在校師生、系友等

共約 20 人。 

六、在招生策略、宣傳方面，共舉辦 6場活動： 

(一) 102 年 2 月 21 日召開大學部招生委員會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會中討論

102 學年度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試務工作分配、出題方式。 

(二) 1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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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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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2 年 4 月 30 日發信函給個人申請預錄新生，進行學系宣傳。 

(五) 102 年 5 月 9 日召開大學部招生委員會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會議，會中討論

102 學年度甄選入學甄試試務檢討及暑假作業書目。 

(六) 102 年 5 月 9 日召開政治學系博碩士班招生委員會 101 學年第 2 學期第 1 次會議，

會中討論 102 學年度博士班招生試務等。 

七、在國際交流方面，共舉辦 3場活動： 

(一) 102 年 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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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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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2 年 5 月 23 日召開「溪城講堂」陸生暑期研習班「台灣的選舉與國會」課群第 2

次籌備會議，會中將商討詳細課程內容、活動行程。 

社會學系 

一、強化招生宣傳活動：為檢討本系各班別招生事項，本系於 102 年 5 月 21 日召開招生策略

小組委員會，檢討 102 學年度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事務，以及碩士班與

碩專班招生簡章規定外，亦舉辦下列招生宣傳活動： 

(一) 學士班：為提昇高中生就讀本系意願，提高本系報考率，本系與系學生會合作將於

102 年 7 月 8~10 日舉辦「第二屆東吳社會營」，亦透過本校招生組之轉介與合作，於

同年 3 月 15 日由本系專任教師連同招生組同仁一同前往大直高中舉辦招生宣傳說明

會外，並於 4月 16 日支援本校舉辦的「新北市秀峰高中課程體驗活動」，為來訪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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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課程之秀峰高中高二學生，由本系專任教師以「社會學的魅力與遠見」為課名提

供課程指導外，也分別於 5 月 17、28 日配合雙溪高中、中正高中兩校高中生參觀本

校人社院活動，提供相關學系簡介資料。 

(二) 碩士班：為提高本系碩士班正取生報到及註冊率，本系特於碩士班錄取新生報到前，

於 102 年 6 月 4 日，舉辦「102 學年度碩士班新生入學前說明會」，提供新生認識與瞭

解本校及本系碩士班的機會。 

二、強化中東歐教研特色：為強化本系「中東歐社會研究」特色品牌，擴展本校系師生國際

視野與能見度，本系與斯洛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本校中東歐研究中心、人社院中東歐

研究室合作，於 102 年 4 月 9~4 月 3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一樓，共同舉辦

「斯洛伐克獨立 20 週年紀念海報展」，展出 14 幅紀念海報外，亦舉辦共計 8場「中東歐

教學研究專業成長沙龍」活動，並將於 102 年 6 月 29 日至 7月 11 日舉辦「2013 中東歐

研究夏令營」，計有 17 名師生實地前往斯洛伐克、捷克布拉格、奧地利維也納及德國德

勒斯登等地進行境外教學活動。 

三、提升學生專業能力：為激發本系學生對社會學的認識，本系與系學生會合作共同舉辦「社

會學趣味競賽」，透過分組組隊競賽的過程，讓學生習得並活用課程內的經驗與知識，進

而提升自我學習效能。另外，為鼓勵本系學生主動認識「新世代」各種議題，本系亦配

合「社會研究方法」課程及「新世代」教學研究計畫之執行，舉辦「新世代」研究學生

學習成果比賽，透過比賽方式提升學生專業知識。 

四、提升師生專業能力：本系教師透過舉辦 4場「社會政策教師專業社群」系列演講的方式，

凝聚社群教師共識與提升專業能力外，本系亦舉辦「量化教學經驗分享討論會」，集結社

會統計、社會統計資料處理、社會研究方法三門必修課程授課教師，共同分享教學經驗

與凝聚教學共識。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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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專題演講活動。前者邀請國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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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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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年 6 月 11 日舉辦導生會議，於學期末將舉辦導師會議外，亦

舉辦期初及期末兩場碩士班午餐約會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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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舉辦碩士班論文寫作經驗分享工作坊：為提升學生學習及研究能量，本系於 102 年 4 月

30 日舉辦論文寫作經驗分享工作坊，邀請三位碩士班畢業系友 96 級柳超莊、99 級王柏

鈞及許絲茜，分別就「理論寫作」、「質性訪談」及「量化分析」來進行經驗分享，分享

其在論文寫作上曾經遇到的困難、如何形塑論文架構、以及如何找出方法解決問題。 

社會工作學系 

一、辦理實習教學相關活動 

(一) 本系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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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1 場專

題講座、2 場專題演講、1 場論壇，並於 102 年 5 月 7 日召開教學會議，討論有關本

系方案實習課群檢討事宜。專題講座、演講及論壇資訊分述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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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2 年 3 月 25 日主講「與

方案共舞──社工生活的所見所思」。 

2.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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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邀請陳凱婷諮商心理師於 102 年 3 月 5 日主講「Say Goodbye！助人關

係之結束」。 

(2).  邀請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黃國民理事及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北部

辦公室李丹鳳主任於 102 年 4 月 23 日進行「國際家庭服務工作分享」專題

演講。 

3. 102 年 5 月 21 日舉辦「方案實習課群論壇會：學校與機構夥伴關係的發展」，參加對

象為合作機構代表、本系方案實習課群教師、教學助理及方案輔導員。 

(二) 102 年 3 月 26 日舉辦 102 學年第四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方案說明會，由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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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對象為本系一年級學生及雙修、轉系學生約 135 名。 

(三) 102 年 4 月 23 日在 H203 舉辦「第四梯次方案實習課群相見歡」，由第 4梯次方案實

習課群總督導李明政老師進行方案實習課群課程總體規劃說明，課程助理余佳謙進行

換組說明，其後分組進行師生相見歡。 

(四) 102 年 6 月 14 日舉辦「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實習督導會」，邀請學校老師、機構代表

進行引言，期使實習學生透過引言者的分享以最佳的狀態進入機構實習。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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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次教學團隊會議，其

中有3次是針對第2梯次教學團隊舉辦，另4次會議則是針對第3梯次教學團隊舉辦、

3次會議為第 3梯次籌備會。 

二、辦理教學及實習成果發表會 

(一) 第二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於 5月 7、14 日舉辦 2場「方案成果報告」，於 5月 28 日、6

月 4 日、6 月 11 日在國際會議廳舉辦 3 場「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每場次安排 3 至 4

小組發表。 

(二) 第三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於 5 月 27 日、6 月 3 日舉辦 2 場「期末方案交流」，每場次

安排 3至 4小組發表。 

(三) 102 年 6 月 11 日舉辦本學期碩士班「研究生實習成果發表會」。 

三、產學合作辦理徵才與講座活動 

(一) 分別與創世.華山.人安基金會、兒童福利聯盟、台灣世界展望會等社會福利機構合

作舉辦徵才說明會，此外，並藉此結合辦理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已在實務界服務之系

友分享實務工作經驗，以促進本系應屆畢業生對於職場實務有更多之瞭解。 

(二) 與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金會合作辦理2場次內政部1957福利諮詢專線宣導講座，

藉此促使學生初步了解此項整合各公私立部門之各項服務與資源，提供單一窗口之社

會福利諮詢與通報轉介服務內容。 

(三) 與天主教善牧社會福利基金會合作辦理防制人口販運校園宣導講座，期使學生認識

移民人權和人口販運議題，了解被害者求助的資源管道，進而積極投入人口販運被害

者人權的倡議與服務工作。 

四、師生專業表現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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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二場社工論壇：第 1 場於 102 年 3 月 12 日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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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於 102 年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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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主講人為王行教授及廖美蓮副教授。 

(二) 本系研究生莊惠玲代表出席參加 102 年 5 月 30~31 日在香港舉辦之「香港中文大學

五十周年校慶社會工作學系研究生研討會」並發表論文，論文題目為「有國籍沒戶籍，

身分算一半？──淺談無戶籍國民之在台處境與集體爭取權益之歷程」，研討會主辦

單位為香港中文大學及南開大學社會政策聯合研究中心合作，經費由該校、崇基書院、

聯合書院、新亞書院、逸夫書院、善衡書院共同資助。 

(三) 102 年 6 月 4 日舉辦「2013 年社工系師生研究成果發表會」。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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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本學系學生於職場更具競爭力：本學期已排定邀請國內外知名音樂大師至本系舉辦 3

場鋼琴、弦樂 1場、管樂／室內樂 6場、作曲 4場、講座 4場、共 18 場各類音樂大師班

課程及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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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樂會 2 場（其中 102 年 4 月 27 日協奏曲比賽優勝者音樂會於松怡廳，5 月 29 日管弦樂

團定期音樂會與加拿大銅管五重奏小號演奏家 Joe Burgstaller 合作演出協奏曲安排於

台北國家音樂廳）、全本歌劇音樂會 2場、管樂團音樂會 1場、弦樂團音樂會 1場（全場

演出曲目邀請日本東京音樂大學編曲）、合唱團音樂會 1場、現代重奏團發表教師作品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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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老師指導學士班「德文藝術歌曲」修課學生展演德文藝術歌曲選粹 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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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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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由學系主辦 2場教師個人／室內樂音樂會及 1場作品發表會。 

四、校際交流會：本學期與國立台中教育大學、國立嘉義大學、台南藝術大學、國立中山大

學及高雄師範大學等 5 校音樂系分別進行校際交流音樂會。102 年 3 月 26 至 29 日本學

系作曲組教師率學生 29 人赴台中、嘉義、台南、高雄進行五校交流，26 日於台中教育

大學舉辦｢交流與對談｣，27 日於嘉義大學與中山大學舉辦｢作曲組交流與對談｣，28 日於

台南藝術大學舉辦｢交流與對談｣晚間於國立中山大學逸仙館舉辦「南部三校交量音樂會」，

29 日與高雄師範大學舉辦｢作曲組交流與對談｣。參與本次活動的碩士班有蔡郁萱、賴冠

宇、游于瑩、林岱芸、李郁穎、葉慧先、陳昱安、洪千懿。學士班同學有朱頤萱、林陞

民、周芯羽、林奕承、游心悅、馮荃、李昭樺。 

五、國際學術交流： 

(一) 102 年 1 月 16~30 日邀請義大利男中音 Emilio Marcucci（艾米利歐．馬庫其）來校

指導本學系首度全本歌劇製作──浦契尼《藝術家的生涯》（La Bohème）音樂會公演，

本次公演於 3月 22、23 兩日於本校松怡廳。除邀請本學系邱玉蘭、鄭海芸老師指導，

Emilio Marcucci 來校期間將密集指導獨唱者及舞台動作。 

(二) 本學期於102年 4月27日弦樂團定期音樂會特別邀請姐妹學校日本東京音樂大學電

影配樂編曲家改編，曲目橫跨當紅歌曲以及經典老歌，期待能帶給聽眾穿越時空、回

味再三的音樂饗宴。本場音樂會之票券收入全數捐與本校校務發展基金。 

(三) 本學期於 102 年 5 月間特別邀請加拿大銅管五重奏之小號演奏家同時為美國約翰霍

普金斯大學琵琶第音樂院克座教授 Joe Burgstaller 來校，除舉辦 2 場大師班、1 場

講座音樂會，更與本學系管弦樂團於台北國家音樂廳定期音樂會中，合作演出巴赫─

─韋瓦第之《D大調小號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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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延攬優秀師資：本學期進行聲樂、管樂（銅管）及敲擊樂組專任教師及其他專業學科兼

任教師之延聘，以完備本學系各組教學均衡發展。 

師資培育中心 

一、師資生參與國家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成果：102 年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

檢定考試，本校應屆畢業師資生報名人數 52 人，及格人數 43 人，本校畢業師資生通過

率達 82.69%，遠高於全國通過率 59.78%。 

二、規劃一系列「潛在課程」，強化正式課程的學習 

(一) 教師甄試模擬口試與試教競賽：102 年 6 月 17 日辦理「教師甄試模擬口試與試教競

賽」，由現職教師擔任委員進行評分，提供師資生考試準備、就業技能輔導，以提升

其專業競爭力。 

(二) 舉辦「國語文基本能力測驗」及「板書比賽」 

1. 102 年 4 月 24、26 日辦理「板書比賽」，以期透過競賽方式，引導師資生精進板書能

力，強化正式課程的學習。 

2. 102 年 5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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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輔導師資生進行「服務學習」及「志工服務」活動 

1. 本學期中心共輔導 25 位師資生至臺北市立士林高商、至善國國中及士林國中進行「華

語教學 （對象外籍生）」、「弱勢學生認輔」及「行政支援」等志工服務等志工服務，

以提升師資生相關教育知能及服務精神。 

2. 本學期中心輔導 28 位師資生至臺北市立北安國中、臺北市立至善國中、臺北市立雙園

國中、及臺北市立蘭州國中進行寒藝營及課業輔導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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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邀請具實務經驗之教育領域人士進班演講 

1. 臺北市教育局林燕菁輔導員，時間：102 年 3 月 25 日，講題：成就測驗施測及多元評

量實施經驗。 

2. 基隆市武崙國中莊惠如教師，時間：102 年 4 月 29 日蒞校演講，講題：成就測驗與多

元評量之編製與實施經驗。 

三、辦理一系列「實習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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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學校實地進行見習活動，藉由與專任教師一對一的見習方式，了解班級現場運作

情形，並揣摩教師教學班級經營的方法，以提升自身教育專業能力。本學期共安排 67

位中等教育學程學生至 15 所中等學校進行見習。 

(二) 辦理返校座談團體研習及實習學生分組座談活動：本學期中心共舉辦4場返校座談，

邀請有豐富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蒞校演講，提供實習學生返校充電的機會，並藉由分

組座談的方式，讓實習指導教師了解實習生的實習狀況以即時提供協助；實習結束前

另舉辦教師甄試之「模擬口試」與「模擬試教」活動，以增加實習學生其就業競爭力。 

(三) 召開實習指導教師會議：102 年 1 月 14 日本中心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次實習指導教

師會議，會中除提醒實習指導教師各階段任務與注意事項外，並針對實習指導時所面

臨的問題與解決策略進行經驗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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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術研討會：102 年 5 月 17 日舉辦「東吳大學 2013 年雙溪教育論壇學術研討會」，共計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十二年國教政策」、「有效教學與多元評量」、「適性學習與輔導」

4場次發表 18 篇論文，並於研討會後出版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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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透過教師間之

交流， 中心教師互相分享研究、教學心得，以提升教師教學及研究成果。 

六、「教師學術研究」獎補助 

(一) 本中心李逢堅副教授獲 101 學年度「研究計畫獎勵」1萬元，著作名稱：「低學業成

就國中生學生認同之研究：接受不同補救課程學生的比較」。 

(二) 本中心濮世緯助理教授獲 101 學年度「專題研究計畫補助」8萬元，計畫名稱：「我

國國民中學校長遴選制度與校務經營發展之研究」。 

七、每月召開導師會議：本中心每月召開導師會議，會中針對師資生近況進行討論，以供各

教師及時留意及進行輔導。 

八、成立師資生各領域學習小組：輔導師資生成立各領域學習小組，以提高師資生學習成效

及凝聚力。 

九、導生活動 

(一) 聯合導生會：102 年 4 月 24 日及 5 月 24 日舉辦師資培育中心聯合導生會，除安排

全中心導師生座談外，並於活動中邀請臺北市立松山高中國文暨生命教育教師蒞校演

講，講題為「學習共同體-讓孩子說話」。 

(二) 各導師辦理導生活動：本學期中心 5 位導師，共辦理 6 場導生活動，除與導師座談

外，並安排專題演講，以提升師資生專業知能。 

十、校外服務：本中心於 102 年 5 月 16 日至臺北市立士林國中辦理地方教育輔導活動，由本

中心濮世緯助理教授主講教師行動研究相關主題，提升該校教師學術研究能量，以加強

與鄰近學校合作夥伴關係。 

人權學程 

一、行政事務 

為使人權學程之相關行政業務、實習業務、以及課程規劃更加完備順利，本學期共召開

實習委員會 1次、實習說明會 1次、課程委員會 3次、學程委員會 1次。 

在實習業務方面本學期共 5 位碩士班學生申請實習，由實習委員面談瞭解學生志願並分

配督導老師；亦召開說明會讓同學瞭解各項實習注意事項及實習流程等內容。 

在課程規劃方面經課程委員及學程委員多次討論，認為「人權」作為一個跨領域之學門，

在課程規劃上確實應多開設不同領域之課程。在考量有限資源以及目前東吳既有的課程

後，人權學程及碩士在 102 學年度起課程規劃上增開與校內其他系所的合開課程，包括

社工系、政治系、德文系、中文系、心理系、社會系等，人權學程共增開 5 門課程，碩

士班增開 29 門課。除了增加課程的豐富性與多元性外，更能達到「跨領域學程」整合不

同學科之目標，讓學生能從各領域之專業課群中深耕人權學術研究。 

二、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籌辦 

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最初由澳洲雪梨大學及澳洲人權教育委員會主席 Dr. Sev Ozdowski

發起籌辦。此會議每年度於不同國家盛大舉行，過去 3屆由澳洲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2010）、南非 University of KwaZulu Natal（2011）、波蘭 Jagiello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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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2012）主辦。第 4屆於 102 年 11 月 21~26 日召開，由本校張佛泉人權研究

中心、人權學程、及政治學系主辦。第 5 屆（2014）預計將由美國哈佛大學主辦。本屆

會議主題為「全球接軌、在地實踐：人權教育的普及與深化」（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Global Convergence and Local Practice）。

包含 4天研討會，2天參訪座談行程。 

本研討會將邀請 50 名國際學者以及 30 名國內學者共同與會。另外也公開徵稿錄取 20 名

國外學者參加發表。目前我們已確認邀請 42 名 invited speakers，另外國內外徵稿約

有 102 件，包括來自亞洲（台灣、日本、馬來西亞、港澳大陸、南韓、印尼、菲律賓、

柬埔寨、泰國、尼泊爾、印度）、歐洲（德國、波蘭、英國、法國、愛爾蘭、挪威、芬蘭、

冰島）、澳洲 （澳大利亞）、美洲（美國、加拿大、智利、哥倫比亞）、以及非洲（南非、

賴比瑞亞、塞內加爾）之學者報名。預計本次會議將有 100 多名國外人士與會，四天會

議將超過 1,200 人次。 

除與會人數眾多外，本次會議與會來賓國家更是多元、討論的議題也涵蓋人權不同面向。

此次會議盛大舉行，期透過研討會之舉辦，提升國人對人權議題之關注及瞭解、豐富人

權教育的內涵，同時提升本校知名度，也盼透過研討會與國際人權教育單位、人權研究

中心、NGO 組織建立交流平台及合作網絡。目前研討會在籌辦階段，在校內由黃秀端教

授擔任總召集人，黃默教授、陳俊宏副教授為籌備委員，目前已經召開過 3 次籌備會。

本單位已向多個單位申請補助，此次會議為大型國際規模，為求達到前 3 屆大會水準，

讓國內外學者賓主盡歡，敬請校方多多給予支持。 

三、學術活動 

本學期舉辦多場學術活動，包括人權議題講座 5 場、讀書會 3 場、研究生論文發表會 1

場、修復式正義及司法人權研討會系列活動 4場。 

(一) 人權議題演講 

1. 102 年 1 月 4 日黃默教授之課程「人權當代議題」，邀請台灣人權學刊編輯委員陳文葳

演講，講題為「移民基本權保障：兼談台灣的婚姻移民」，與會者共約 40 位。 

2. 102 年 1 月 4 日黃默教授之課程「人權當代議題」，邀請林睿哲同學演講，講題為「台

灣青年前進 COP18」，與會者共約 40 位。 

3. 102 年 3 月 13 日與政治系、及學生社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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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共約 50 位。 

4. 102 年 4 月 26 日舉行公民陪審團活動暨人權學程招生說明會，透過公民陪審團的教案

活動，讓同學擔任陪審員針對案件進行討論。活動結束後亦介紹人權學程的理念、課程

規劃等。本次活動邀請司改會黃中豪專員、柯宜珊律師指導，與會者包含黃秀端主任、

陳俊宏老師、雷敦龢老師；以及其他報名同學等共約 40 人參與。 

(二) 人權讀書會：於 102 年 3 月 15、29 日、4 月 26 日，由陳俊宏老師帶領人權學程碩

士生李盈萱、侯希婷、蕭翔鈞以及政治系碩士生梁璋政進行人權教學方案的讀書會。

此讀書會由學生根據主題閱讀相關書籍並設計教學方案，並於讀書會共同討論後在

「人權與民主」課程實際操作，強調理論與實踐之結合。 

(三) 研究生論文發表會：102 年 4 月 20 日舉行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論文發表會，本

次發表會共發表 6 篇文章，分別由黃秀端老師及黃默老師主持 2 個場次的論文發表，

並邀請王丹老師、王興中老師、陳定銘老師、劉華真老師、陳俊宏老師、李淑容老師

擔任與談人。除了提供學生論文發表之平台外，透過與談人回饋讓學生更清楚自己的

論文架構及不足之處，也讓其他學弟妹有觀摩學習的機會。發表會結束後所有與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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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餐敘，在午餐時間彼此意見交換及討論，讓學生跟老師有密切的互動。本次發表

會共 27 人參與。 

(四) 國際交流： 

1. 102 年 5 月 3 日與政治系合辦「族群領袖論壇」，邀請中國公民力量創辦人楊建利、西

藏行政中央議會議長 Penpa Tsering 潘帕才仁、內蒙古人權保衛聯盟主席席海明、北京

維權律師肖國珍分享他們在中國爭取民主自由、族群自主的經驗。此次會議共約 50 人

參與。 

2. 102 年 5 月 8 日美國國際衛理公會大專院校聯盟 （General Boar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Ministry）執行長 Geral D. Lord 及副執行長 Amos Nascimento 前來拜訪人權學程，

與黃秀端主任、黃默教授一同會談，瞭解人權學程之運作。 

3. 102 年 6 月 4~7 日與多個民間團體合作辦理修復式正義及司法人權活動，一連 4天舉行

一系列研習會及研討會，邀請紐西蘭法官擔任主講人。David Carruthers 法官係律師

背景出身，曾任紐西蘭少年法庭、家事法庭、地區法庭法官，後更擔任假釋委員會主席，

現負責警察風紀事務，其為推動該國修復式正義司法改革工作的先驅，並曾赴國外交流，

這次特地邀請他來台作短期訪問，一方面有助於台灣司法人員及修復促進者的培訓工作，

另一方面亦可以借其經驗，與亞太地區及國際修復式正義專家學者搭建司法交流之平台。

本系列活動共舉辦 4場會議，分別是 4日於台南成功大學舉辦修復式正義與司法人權研

討會；5 日於司法人員培訓所舉辦司法院家事及少年法庭法官司法人員研習會；6~7 日

於東吳大學城區部舉辦修復促進員講習會以及研討會。本次會議及研習擬邀請教育部、

內政部及法務部各級官員，國內大專院校法律系所、社會學及社會工作學系所之教授及

學生，以及非政府組織中有興趣從事並推動修復式正義的社會人士參與，預定參加人數

為 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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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院長室 

一、持續執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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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0 日止）補助 13人次論文發表，8人次投稿審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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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5

月 10日止共計補助 4人次論文發表。 

三、102年 4月 10日召開 101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討論「東吳外語學報編輯委

員會設置辦法」、「語言教學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及「自辦外部評鑑之院系特

色效標意見」。 

四、102年 4月 10日舉辦 101學年度第二學期導師研習會議，邀請盧美凡臨床心理師主講「面

對有自殺/自傷意念學生的輔導技巧（示範與演練）」，會議計有本院 30 位專任教師出席

參加。 

五、102年 4月 24日起委請德國文化學系張國達老師開設本院證照檢定輔導課程之（二）「國

貿大會考加強班」，本次課程要求需曾經修讀商業相關課程，計有來自院內三學系 13 名

同學報名參加。 

六、4月 25日奉潘校長指示召開「外國語文學院日文系、德文系學生赴國外簽約大學進行團

體研修費用異動專案會議」，由賴錦雀院長擔任會議主席，邀請趙維良副校長列席指導，

國際處姚思遠處長（魏嘉慧專員代理）、會計室洪碧珠主任（書面提供意見）、出納組吳

淑慧組長、日文系王世和主任及德文系林愛華主任進行相關事宜討論，會後奉  校長核可：

「自 102 學年度起，團修學生不需繳交本校學雜費，但須繳交留學學校全額外幣學雜費

及本校留學行政費、教職員退撫基金及學生平安保險費；但留學行政費金額需再檢討」。 

七、國際與兩岸交流： 

(一) 10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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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由國

際處處理中。 

(二) 102年4月1日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藤井久美子教授來訪及研商未來交流事宜，

由賴錦雀院長及日文系蘇克保副主任接待。 

(三) 102 年 3 月 31 日～4 月 6 日日本語文學系王世和主任受賴錦雀院長委託，參加由

潘維大校長率領之山東五校訪問行程，並於 4 月 10 日院務會議及 4 月 11 日院行

政會議中進行此行之心得報告。 

八、學術研究： 

(一) 1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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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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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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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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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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年 4月 19日召開 37期第一次編輯委員會進行初審，5‐6月進行論文外審。 

英文系 

一、國際交流與學術活動： 

（一）1月 2日  召開 2013年暑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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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文研習團說明會第一場，參加人數 28人。 

（二）2月 27日與 3 月 2日舉辦兩場美國戲劇學者梁妍（Linda  Alper）演講及表演（主

題：Taipei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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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人參與。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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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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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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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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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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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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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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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4月 24日本系由戚建華老師與約翰巴特勒老師舉行聯合教學工作坊，講題分別

為"Doing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以及"The World Our Bodies 

Knew: Ontogenetic Yearning in the Eco‐Literary Imagination."。 

（十二）加拿大溫尼伯格大學英文系Mavis Reimer教授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Young   

People's Texts and Cultures)5月 1日來校演講，講題：Series Texts for Young People: 

Producing the Cognitive Maps of Globality，共有 30位學生及 5位師長參與。 

（十三）5月 9日邀請政大外文中心林翰儀老師蒞臨分享Moodle 教學系統使用經驗。 

二、學生活動： 

（一）1月 4日提交 OH! Study  教育展英語翻譯大使學生推薦名單，本系共有 15位同學

報名，並訂於 1月 19 日由代辦單位進行面試。 

（二）3月 27日舉行英文之夜‐‐‐歌唱比賽，中間並穿插一連串戲劇及舞蹈表演，共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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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同學參與。 

（三）4 月 23 日辦理電影試映會暨映後座談‐‐‐跨越世紀的情書（The  Words），約有 60

同學參與，映後座談反應熱烈。 

（四）4月 27日~29日由「西洋戲劇表演與製作」課約 30名同學共同演出畢業公演戲劇

《錯中錯 The Comedy of Errors》，共四場次，由紀澤然副教授指導，每場約有 80

位觀眾觀賞。 

三、英美文化推廣：3月 27日舉辦英美文化推廣活動：尋找復活節彩蛋。 

四、會議： 

（一）1月 2日召開期末系務會議。 

（二）2月 27日舉行系務會議。 

（三）2月 27日召開碩士班委員會議。 

（四）3月 4日召開系語言組老師會議，討論碩士班課程事宜。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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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3月 11日召開升等教評會，處理兩位副教授申請升等教授相關事宜。 

（七）3月 19日召開升等教評會，做第一階段審議。 

（八）3月 20日召開主任遴選會議。 

（九）3月 27日召開系教評會，審議 102學年度續聘相關事宜。 

（十）4月 16日召開本學期第三次升等系教評會議。 

（十一） 4月 24日召開系主任遴選委員會，因未有申請者，決議第二次公告。 

（十二） 5月 7日召開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五、輔導 

      （一）102年 12月 26日，舉辦導師研習會議，邀請心理諮商中心系諮商師黃泠秀諮商師 

                  一同參，討論事項為 1.報告導生補助及導生聚會情形，2.  通知各導師 12月 26 日 

                  至1月24日進行導師輔導選課，3.  各導師提出本學期遇到之問題與系諮商師討論。 

      （二）102年 12月 26日，召開第一學期期末班代大會：系學會幹部報告學會收支狀況； 

                  宣導學校運動會報名：宣布下學期選課須知及時間、；報告演講、寫作比賽結果。 

      （三）3月 13日召開班代大會，內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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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4月 22日~5月 3日提醒並協助專、兼任教師提報學業關懷名單。 

      （五）4月 24日舉辦職涯演講系列講座‐‐‐時尚玩家，玩美公關，邀請目前任職於 PRADA 

                  擔任精品公關經理前來分享；參與同學約有 40位。 

      （六）3月 15日~4月 26日輔導大一學生填寫讀書計畫（Study Plan），規劃大一學生讀 

                  書計畫內容、雙主修輔系、教育學程及跨領域學程資訊、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 

（七）5月 8日舉辦系友演講，講者：彭書睿(英文系 87級)，講題：改變世界，從自己開 

始，約有 40名同學及 3位師長參與。 

六、其他 

      （一）102年 12月 26日內政部正式通過本系為主要籌劃之「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學會」成

立申請案。 

      （二）完成學系線上學習系統伺服器（Moodle）安裝作業。 

      （三）1月 30至 31日，參加「與高中生有約」，學系介紹。 

      （四）2月 18日學系新版網站上線。 

      （五）3月 16日參與校慶活動並舉辦校慶系友回娘家與系友理監事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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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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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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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年度系友活動規劃，出席人數 8人。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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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1 

日辦理推甄入學筆試及面試。 

      （八）校慶系服設計、創意繞場設計及安排。 

（十）研究並提供推廣部自費研修生相關資料課表。 

（十一）進行數位文化走廊設計及啟用。 

 

日文系 

一、 人事：101 學年度第 2學期聘請蘇克保老師擔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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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年 4~5月份開設日文檢定 N1、N2級別輔導班。並於輔導課程結

束後，預計於 102年 6 月 5日進行日文檢定考模擬測驗。 

三、 持續辦理大學部學生短期留學：101學年度第 2學期本系共有 11名大學部團體研修生前

往日本拓殖大學及同志社大學進行一學期的短期留學；有 1名學生依照院級協議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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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共有 2 名碩士班研究生分別

在日本名古屋大學、學習院大學短期留學。 

四、 101學年度第 2學期持續進行國際交流活動： 

（一）2月 25日明治學院大學國際經營學科師生來訪。 

（二）2月 27日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學系師生來訪。 

（三）3 月 5~8 日姐妹校明海大學海外研修團來訪，本系教師支援該團研習課程及課堂

見習。 

（四）3月 12日 2013年日本大學生訪華研修團來訪，與本系師生座談。 

（五）3月 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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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3月 14~18日一橋大學國際教育中心庵功雄副教授來訪，並於本系教師課堂見習。 

（七）3月 14日日本中央大學國際經濟學系師生 15人來訪，與本系師生座談。 

（八）3月 1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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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3月 27日「日台文化交流青少年獎學金」獲獎學生來訪，與本系師生座談交流。 

（十）4月 1日宮崎大學藤井久美子教授來訪。 

（十一）5 月 6 日中國海洋大學外語學院林少華教授及韓國南 SEOUL 大學日本語科李錦

宰教授來訪。 

（十二）5月 29日姐妹校拓殖大學理事長福田勝幸先生蒞校訪問。 

五、 學術活動： 

（一）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本系教師共組成三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分別為「日語研究

與日語教學教師成長會」「日本文學理論研究成長小組」及「日本文學教材分析與

研究社群」。 

（二）3月 20日、4月 24日、5月 8日分別舉辦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第 151~153次例會，

由本系吳欣芳老師、盧月珠老師、王淑卿老師、彭思遠老師及碩士班修讀日語教

育學研究之 13名研究生、2名學士班學生發表。 

（三）3 月 5 日熊本大學森正人教授專題演講，講題為「谷崎潤一郎と信田コンプレッ

クス」。 

（四）3月 17日協辦外語學院「2013 語料庫與外語教學研究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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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月 19日一橋大學庵功雄教授專題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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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4 月 8 日日本國立國語研究所窪薗晴夫教授專題演講，講題為「日本語の発音と

発音指導」。 

（七）5月 13日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所王敏教授專題演講，講題為「哈日、韓

流、中國風─亞洲崛起與語言學新思維」。 

六、學生活動： 

（一）舉辦各項日語文競賽：（1）3月 18日~22日舉辦日語辯論比賽。（2）3月 27 日舉

辦日語聽力比賽。（3）5月 29日舉辦日語朗讀比賽。 

（二）日文系學生會於 3月 25日~29日舉辦日文週活動。 

（三）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針對三年級以上學生舉辦 6 場日系企業參訪活動，4 月 24 日

至中鹿營造股份有限公司參訪；5 月 15日至台灣三井物產股份有限公司、日商瑞

穗實業銀行、台灣伊藤忠股份有限公司及三菱東京日聯銀行參訪；5 月 29日參訪

臺灣住友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四）5 月舉辦兩場就業座談會：（1）5 月 3 日「你的未來無限大‐出版業、翻譯、口譯

經驗分享會」（2）5月 9日「你的未來無限大‐日商、口譯、旅遊經驗分享會」 

（五）執行院特色教學研究計畫：5月 8 日舉辦日語口譯課程成果展「就業譯言堂」。 

（六）日文系學生會於 5月 18日舉辦日文戲劇大賞。 

 

德文系 

一、3月成立「德文系系友關懷基金」。 

二、國際交流與學術研究活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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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4 月 10 日「職涯演講—新鮮人求職該懂的 6 件事」，現任德國經濟辦事處法務暨

投資服務處協理與招募暨訓練服務處協理彭又春女士主講，。 

（三） 4月 17日「101‐2教師研究分享」：陳姿君老師「語料庫在翻譯研究之運用」、廖

揆祥老師「從區域治理角度探討歐洲文化首都「魯爾區 2010年」 

（四） 4 月 22~26 日德國明斯特大學語言教學中心主任 Miss  Meyer‐Wehrmann 及教師

Miss  Nielsen 來訪：與學系教師討論學生赴德進修相關事務、與今年 8 月即將赴

德學生見面並介紹環境、擔任德一 A德語朗讀競賽評審。 

（五） 5 月 1 日「外交政策經驗談—我們都是人—」德國在台協會副處長古茂和（Mr. 

Kruppa）主講。 

三、5月 8日「新書出版暨學生翻譯成果發表會」：歐盟的 101個問題。 

四、102學年學生團體赴德進修作業。 

五、執行院特色教學研究計畫。 

（一） 研究：以資料庫為本之教學研究計畫‐‐「翻譯文本的德語語料庫建構」 

（二） 教學：以「翻譯」為主軸之教學研究計畫‐‐「德國歷史影片學習資料翻譯」，預計

翻譯 4‐5部。 

六、學生輔導及學生活動： 

（一） 繼續針對一、二年級學生執行預警制度。協助全系教師進行 E關懷系統之學業關懷。 

（二） 4月～5月辦理「國貿大會考」輔導課程 

（三） 5 月～8 月辦理學生暑期實習活動：尋求實習機會、開放學生申請、進行甄選、

職前專題演講、進行實習。 

（四） 「B1級德語檢定輔導班」：3月 18日起，筆試—李秀蓮老師主持、口試—魯德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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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主持。 

（五） 「A1 級德語檢定輔導班」：4 月下旬起，由碩士班學生葉庭佑主持，雙溪校區及

城中校區各一班，各進行 6次。 

（六） 校外參訪：4 月 26 日張國達老師帶領 3、4 年級學生至「台北關稅局」參訪，讓

學生實地了解貨物通關流程。 

（七） 4月 25日雙主修、輔系及學程修讀心得分享 

（八） 4月 29~5 月 6日全校性德語文競賽：德文冠詞、德語朗讀、德語國家常識、德文

單字、德語演講、趣味德文。 

（九） 學生研讀小組：「德國旅遊」、「足球文化」。 

（十） 4 月 24 日「與德籍生有約」：兩名來自德國明斯特大學的交換學生Miss  Lindemann

跟 Mr.  Neumann 與系上學生進行交流，增加學生德語練習機會及有助於跨文化溝

通。 

（十一） 德語話劇畢業公演：5月 10日「懷財不孕 Das Haus in Montevideo」。 

（十二） 6月 8日：畢業典禮及畢業生茶會。 

七、會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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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各項會議委員、102學年導師。 

（二） 「系教評會」：審議 102學年專、兼任教師續聘案、兼任客座教授案。 

（三） 「碩士班專案小組會議」：102年碩士班開課作業、制訂碩士班德語畢業條件、103

招生名額、討論 102學年碩士班 3人才能開課因應之道、決定 101‐2 研究生論文

獎學金獲獎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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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課程委員會」：102 年學&碩士班開課作業、討論「授課計畫大綱」撰寫方式及

其相關議題。 

（五） 「外系德文教師會議」：討論 102 教學規劃內容。 

（六） 「一、二年級基礎德語課程教師會議」：教學情形報告、二年級課程協助學生通

過 B1德語檢定措施。 

（七） 「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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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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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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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應屆畢業生學系服務優良小組會議」：甄選學系服務優良獎學生。 

（十一） 「德語文化推廣與創意基金委員會會議」：討論 40 週年紀念措施、修訂基

金辦法。 

八、辦理「齊馬蕙蘭獎學金」、「林彬先生關懷清寒學生助學金」、「既壽獎學金」。 

九、系學會「德國文化祭」： 

（一） 4月 29日至 5月 3日靜態展「你好，德國！」。 

（二） 4月 30日「萊茵小酒館」，德國美食饗宴。 

 

語言教學中心 

一、 本學期因春節連假後立即開學，不特別舉辦語言教室說明會，已通知於語言教師授課之

教師，如有需求，請與本中心該業務同仁約時間，針對個別問題，解答設備操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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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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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3日舉辦由劉春玉老師主講" Using Online Videos In the Classroom—How To Use Them 

Effectively  and  What  To  Avoid  "；第 2 場於 5 月 22 日由江逸琳老師主講”  Sharing  My 

Experience of Teaching English Resume & Cover Letter Writing in Sophomore English Class”。 

三、3月 18日中午於雙溪校區Ｇ203 語言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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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2場於 4月 24日和 5 月 14日中午在城中校區 5317語

言教室和雙溪校區 G203語言教室舉行，由葉仲圃先生主講「如何打造您個人職場品牌」；

「實用英語學程」招生說明會舉辦 2場，時間和地點如下：4月 22日（週一）中午城中

校區  5314  語言教室、4月 26日（週五）雙溪校區  G203  語言教室。 

四、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舉行「大一新生英文能力檢測」施測；第 21 期外語自學手札於第

12 週外語自學小組期中經驗交流座談會發送；5 月 20 至 30 日辦理外語學習護照獎勵活

動。 

五、已辦理多年之「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自本學期起改為「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每學

期分 2 期進行，第一期 3月 4 日至 4月 13 日，第二期 4月 22 日至 5月 24日，每一期由

本中心專任暨約聘教師 6 位，利用午休，提供 5 次輔導活動。第 1 期主題如下：「實用英

語會話」、「Travel English」、「實用情境英語」、「新聞英語」、「歌唱學英語」、「英語發音」；

第 2期主題如下：「多益入門」、「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Movies」、「chitchat corner」、「英

語朗讀」、「Learning by Doing」、「實用英語片語秘笈」。 

六、辦理第 22 期外語自學相關活動，以及安排外語聊天時間服務。 

七、 執行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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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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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仍由科準科技總經理陳調鋌學長贊助，學長為數學系畢

業校友。 

（二）2月 28 日星期四舉辦第二屆 FM-AM 學生學習跨領域知識講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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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3 月 1 日星期五中午，假理學院會議室，舉辦理學院春聚，與會同仁約 60 位。 

4 月 25 日星期四中午 12:10 召開鑑識科學學程招生說明會。 

5 月 6 日星期一中午 12:10 召開第一次院長遴選委員會。 

 

※數學系： 

一、專業能力培育計畫 

演講 

1 月 14 日，邀請交通大學應用數學系白啟光副教授(台灣開放式課程聯盟(TOCWC)秘書長、交

大開放教育推動中心主任)蒞校演講，講題為：｢開放教育資源與高等教育的未來｣。 

3 月 13 日，邀請研院統計所副所長黃景祥研究員蒞校演講，講題為：｢Stepwise regression 

method for high-dimensional variabl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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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蒞校演講，講題為：｢Cusp bifurcation of a multiparameter problem with 

cubic nonline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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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校演講，講題為：｢Weight 

Choice for Spatial Model Average Estimators｣。 

4 月 17 日，邀請國立臺灣大學農藝學系暨研究所蔡政安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Integrative Gene 

Set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in Genome-wide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 

4 月 24 日，邀請美國喬治城大學數學與統計系張德健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Heat Kernels for a 

family of degenerated elliptic operators｣。 

5 月 8 日，邀請臺灣大學流行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林菀俞助理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Haplotype 

Kernel Association Test as a Powerful Method to Identify Chromosomal Regions Harboring 

Uncommon Causal Variants｣。 

培育學生核心能力-數學系教學及實驗基本需求計畫 

持續購置電腦實驗室所需耗材及維護相關設備、機具，以供應學生一個完善的學習環境。 

數位攝影機、數位相機、筆記型電腦汰舊換新，錄音筆、吸塵器採購，相關作業持續進行中。 

改善計算科學實驗室運算與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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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更新 Novell NetWare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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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手冊印製作業持續進行中。 

4月24日，協助本系學生會在第一教研大樓R0411教室舉辦「101學年度數學系師生座談會」，

藉此座談會溝通學習心得及意見交流等。 

預計於 6月初舉辦本學期課程暨選課說明會。 

其他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系務會議： 

2 月 27 日，召開第 1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修訂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鄧靜華先生

優秀清寒學生獎學金章程及 102 學年度中等教育學程甄選第一階段審查條件並確認 102 學年

度中等教育學程實習指導老師。 

3 月 20 日，召開第 2次系務會議，會中通過本學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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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7 日，召開第 3次系務會議，會中推舉「數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系外教授委員、討論

本系對「東吳大學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條文草案建議事項。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5 月 8 日，召開第 1次會議，審議本系 102 學年度兼任教師初聘事宜及審議本系 102 學年度

專兼任教師續聘事宜。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 

3 月 13 日，召開第 1次課程委員會，會中確認數學系 102 學年度開課相關事宜。 

102 學年度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甄試委員會會議： 

3 月 20 日，召開第 1次會議，會中確認面試分組事宜。 

3 月 27 日，召開第 2次會議，會中確認面試流程等相關事宜。。 

本系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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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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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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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9 日，邀請淡江大學統計系陳麗菁助理教授蒞班演講，講題為：｢Objective estimates 

of the probability of death in acute burn injury｣。 

4 月 30 日，邀請嵌藝創研軟體科技林郁琇行銷業務總監(81 級系友) 蒞班演講，講題為：｢

在大學時光創造更寬廣的未來｣。 

102 年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有 5位專任老師申請 5件研究計畫。大專生專題研究

計畫計有 2位學士班學生申請。 

1 月 14 日，本系舉辦「數學系教學經驗交流工作坊」，邀請本系專任助教及兼任教學助理分

享對學生的學業輔導經驗。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數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金」，經全系專任老師評選出數二方思

婷、數三姜冠名與數四梁芸婕三名同學獲獎，各頒發獎學金新台幣肆仟元及獎狀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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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數學系商學獎學金」，

頒發獎學金新台幣一萬元及獎狀一只。 

4 月 17 日，召開「102 學年度數學系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工作檢討會議」，針對本年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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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個人申請招生流程及作業方式進行檢討與後續進行事宜。 

4 月 18 日，召開第 1次數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會中推舉符之琪老師為委員會召集人，並確

認遴選作業要點。遴選公告除張貼於本校人事室網頁與本系網頁外，另以電子郵件寄送各大

學數學系暨相關科系。 

4 月 23 日，公告｢數學系誠徵 102 學年度專任助教｣事宜。 

4 月 24 日，召開「數學系系務發展座談會」，邀請全系教師共同討論數學系未來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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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整理、購置、設計製作演示教具，編寫教案，

同時邀請教師及助教分享普通物理演示心得及示範自行設計之教具等。 

2、協辦各項物理演喻教學活動：有淡水工商吳俊達老師與學生四十五名、臺灣大學物理系學

生會、北市南湖高中物理科教師、雙溪高中師生、仁愛國中數理科教師等來校參觀源流講堂

（演喻教室），並由陳秋民副教授負責演示教學（2-6 月間活動）；另支援中央研究院物理所

「高中科學培育計畫」，由劉源俊教授演說：「蘋果與月亮的聯想─力學概念的發展」，陳秋民

副教授演示：「生活中的物理應用」。 

（二）提昇教學品質 

1、定期舉辦演講活動：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五場學術演講，分別邀請中央研究院李湘楠、

周家復教授、東華大學李大興教授、東海大學簡世森教授台灣師範大學江佩勳教授；並支援

理學院演講活動。 

2、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書報討論」、「專題研究」優秀學生期末發表會於 102.06.05 辦理，

有連玟絮、周聞銳等五位同學發表。 

二、研究及學術交流 

（一）研究、學術交流： 

1、新進教師黃依萍助理教授獲國科會研究案三年期計畫補助，共計經費 430 萬元。 

2、巫俊賢助理教授參與韓國「Asia Pacific School/Workshop on Gravitation and 

Cosmology 2013」，並於會中發表論文。（02.19-22） 

3、規劃「物理學史研習會」，邀請北京清華大學郭奕玲、沈慧君，北京大學秦克誠教授等來

臺演說，並與高中教授進行交流。 

4、蕭先雄主任代表學系參與由中華民國物理學會所召開之「2013 物理系主任座談會」，互通

各校物理系日後招生、課程等相關資訊，同時了解物理系學生畢業後在出路上的整體表現，

以為學系發展之參考。（01.30） 

5、陳秋民副教授代表理學院，於學術交流週陪同校長拜訪山東省五所大學—山東大學、煙臺

大學、魯東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分校及山東大學威海分校，並於系務會議中報告此行

收穫，期望能在既有的基礎上，找尋可以進一步互相交流的機會。（04.24） 

6、「2013 中華民國物理教學與示範研討會」，陳秋民副教授擔任籌備委員，本研討會於 8.20-21

於文化大學舉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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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年度第二學期發表人依序為吳恭德、林其隆、蕭先雄、巫俊賢、劉源俊等

五位老師。 

（二）教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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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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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南

山高中邀請，發表「從日常生活學物理」演說。（04.12）辦理「張昭鼎紀念研討會--二十年

來臺灣基礎科學發展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04.20）應師範大學通識教育中心邀請演說「談

科學精神」。（05.01）參與世新大學研討會，擔任「高等教育願景：公共化理念與勞動保障」

研討會與談人。（05.18） 

2、陳國鎮教授應陳國鎮教授應漢聲出版社「生命探索講座」邀請，演說：「生命的連結與修

養」（01.20）、「量子物理與身心靈的自我保健」（03.17）、「弦論與生命信息波」。（04.21）另

應邀於「兩岸醫事交流基金會」，講授「生物能信息醫學概論(一、二)」。（02.24） 

3、陳秋民副教授應海洋大學教學中心邀請，發表物理示範演說：「生活中學物理---從鵝爸的

防盜和捕鼠器說起」。（05.01）台中女中科研社邀請，演說「生活中的科學」。（05.03）  

三、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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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機器人冬令營」活動，活動共有兩梯次，每梯次活動為期二天，針對大一同學設計

的寒假物理體驗營，由塗婉瑜助教規劃，畢業系友許偉世同學指導，利用普通物理實驗所學，

應用「LabView」軟體自製實驗，透過競賽，讓學生更能理解物理原理，融會貫通之際，更能

學以致用。（01.21-22、01.28-2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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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獲最佳人氣與造型獎。（03.17）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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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班級導師輔導計畫」，共申請一項共同課程，以及九項師生團體互動計畫，陸續進行天文

館、科學教育館等相關校外參訪活動，以及班級導生聚會，生涯規劃座談等。（05.30） 

5、「LED 工程師基礎能力檢定」說明會，由曾銘誌技士解說之相關事宜，學系補助報名費用，

鼓勵同學多加參與。 （04.23） 

6、於辦理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修讀學士學位優秀學生」頒獎及餐敘。（05.13） 

7、辦理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選課輔導。（06.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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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大四同學送舊「祝福與叮嚀」活動，為畢業班同學加油打氣。（05.29） 

2、協助小物盃系棒球賽，由在校同學與畢業系友切磋球技。 

四、推廣與服務 

劉源俊教授、陳秋民副教授、巫俊賢助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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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協辦中央研究院高中物理研習營，參與培訓工作。 

五、提昇系友服務之品質，增進系友之認同感 

（一）系友聯繫： 

1、89級系友李皇德（目前為北京中國科學院理化技術研究所訪問學者）回母系探訪，他從事

生醫工程方面多有成就，將邀請演講。 

2、63 級系友林踐（目前任職於彰化師範大學）聯繫，探詢他所開發的 STM 和氣浮球推廣情

形，希望由鄧崇林系友幫忙了解製作的步驟，已獲得林踐學長的應允，將進一步了解後，成

為同學實驗的項目之一。 

3、75 級游輝文學長捐贈「光纖通訊學習套件」一組，提供學生實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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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級蔡定平學長捐款，挹注學系發展基金。 

（二）其他： 

1、邀請 72 級蔡定平系友演講，回系分享工作心得，學習經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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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進行整理於中等學校任教系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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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年課程進度至 4月底止，共已執行校務計畫預算 1,540,479 元，購置實驗藥品、

氣體及耗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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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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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為促進國內學術研究交流，培養學生論文發表能力，102 年 1 月 15 至 16 日，於外

雙溪校區承辦「亞洲光化學會 2013 年春季學術研討會」。會議全程採英語發表的方式進行，

內容安排邀請演講、主題演講及壁報張貼，同時亦舉辦壁報論文及口頭報告競賽，由大會聘

請教授、學者擔任委員，評審並獎勵優秀的研究新血，期能達到分享研究成果並啟發後進的

教育目的。會議採網路報名，活動發送通知後，短期內 150 名限額即已額滿。國內化學領域

蓬勃的研究能量，令人振奮。 

2、102 年 1 月 18 日於外雙溪校區普仁講堂接續舉辦「TSMS 2013 年冬季學術研討會」。會議

主題為「質譜術於食品分析及環境分析應用」，邀請美和科技大學副校長陳景川教授、中興大

學理學院院長李茂榮教授、臺灣大學化學系何國榮教授、中央大學化學系丁望賢教授、臺灣

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陳家揚教授、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曾素香博士等專家、學者做精闢的

專題講演。演講主題含括：「各國食品安全檢測系統及質譜儀應用、微量分析之關鍵-樣品前

處理技術、微量質譜分析之定性與定量、質譜術應用於環境分析之現況與未來發展、串聯式

質譜儀於微量環境污染物之分析應用以及 TFDA 食品化學檢驗方法現況及未來發展」等質譜學

於環境分析及食品分析之重要課題。 

3、102 年 2 月 4-5 日本系執行輻射防護相關業務同仁及碩士班研究生共 16 人，參加由本校

「輻射防護委員會」、「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組」及「國立陽明大學游離輻射防護講習班」於

第一教研大樓 R0101 普仁講堂共同舉辦之「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 18 小時輻射安全訓練操作執

照講習班」，並於「輻射防護專業執照考試」中獲得百分之百通過之最佳績效。 

4、102 年 3 月 13 日舉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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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2 年 3 月 27 日舉行第 2場學術演講，邀請中山大學化學系曾韋龍教授，講題：

「Nanoparticles and oligonucleotides for sensor applications」。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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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 年 4 月 17 日辦理「業師專題演講」，邀請鴻海科技集團趙景豪資深工程師，介紹鴻海

科技集團並提供全系同學專業能力培育的學習建議。 

8、102 年 4 月 24 日舉行第 3場學術演講，邀請國立陽明大學生醫光電跨領域研究中心黃志

嘉助理研究員，講題：「Fabrication of Photofunctional Nanomaterials as Novel Tool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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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Applications」。 

9、預計於 102 年 5 月 22 日舉行第 4場學術演講，邀請逢甲大學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駱安亞

助理教授，講題：「燃料電池的發展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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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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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2 年 3 月 11 日依作業程序完成本學期實驗廢棄物清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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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學系： 

一、 系務及人事 

(一) 完成 102 學年度開課作業及專兼任教師新續聘作業。 

(二) 完成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填報作業。 

二、 招生 

(一) 3 月完成 102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三組共錄取 13 人。 

(二) 4 月完成 102 學年度大學部甄選入學個人申請指定項目考試，兩組共正取 40 名及備

取 42 名。 

(三) 4 月完成 102 學年度轉系申請作業，共 1人通過。 

(四) 5 月進行博士班入學考試。 

三、 教學 

(一) 課程檢討及改進： 

1. 本學期共有普通微生物學(一)、免疫學及分子生物學等科目獲得「隨堂教學助理」補助，

另有普通生物學實驗、普通微生物學實驗、微生物生理學實驗及生物化學實驗等科目獲得「課

輔教學助理」補助。 

2. 完成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大學部及碩博士班書報討論課後問卷施測及統計，以作為書報

討論實施方式檢討之參考。 

3. 本系將環保志工訓練納入各項實驗課程之教學改進計畫「雙溪環保實驗教學課程」已實

施數年，本學期微一普通生物學實驗課程於3月16日校慶當天下午，由授課教師及助教率隊，

前往雨農橋進行溪水採樣及外雙溪溪水監測實地觀察。 

4. 配合 102 學年度起碩士班分為「環境生態組」、「食品生技組」及「分子生物科技組」三

組招生，調整碩士班課程架構，並將原有選修課程依三領域加以整合、更名及調降學分數，

以更具分組特色，同時降低科目數及學分數，減輕同學修課負擔。 

(二) 教學改善計畫： 

本系獲得 101 學年第二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計畫名稱為「微生物學系學生

之研究訓練及微生物基礎與應用專業領域知識和技能的深化與擴增」。規劃透過暑期實習、論

文競賽及校外參訪等課程及活動，擴展學生視野和增進對未來就學和職場方向的瞭解，並協

助同學提早規劃未來的自我學習與就業選擇。其中預計於 6月 24 日及 27 日舉辦大學部論文

競賽，7月 16 日及 17 日舉辦碩士班論文競賽；校外參訪活動則安排如下： 

1. 4 月 2 日赴新竹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及宜蘭拜寧生物科技公司參訪。 

2. 4 月 17 日赴桃園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金蘭醬油博物館參訪。 

3. 4 月 24 日赴台中霧峰戴養菌園農場、菇類博物館及霧峰農會酒莊參訪。 

4. 4 月 30 日赴中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參訪。 

(三)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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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月 26 日舉辦第一場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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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月 16 日舉辦第二場演講，主講人為元培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劉明麗教授(本

系大學部 77 級系友)，講題為「AB 基因體研究及一個私立技職院校女教授的築夢歷程分享」。 

3. 5 月 28 日舉辦第三場演講，主講人為長庚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系周成功教授，講題為「人

為什麼會老？」。 

(四) 學位考試相關： 

4 月 25 日、5月 2日及 9日舉辦碩士班論文宣讀，通過者可於 5月下旬提出本學期學位口試

申請，7月 15 日以前舉辦學位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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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交流： 

1. 1月 21日(星期一)舉辦第三屆「東吳大學－大陸高校生命科學教學與研究合作研討會」，

共邀請北京大學、南開大學、復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及蘭州大學等

頂尖高校共七位學者與會交流，藉由此一機會強化微生物學系與上述高校生命科學院在教學

與研究方面之合作，其中亦對雙方因學制差異產生的問題加以討論，尋求更適宜的作法；並

更確認日後與「985工程」重點學校蘭州大學推動兩方研究生「1+1」及大學部「3+1」或「3.5+0.5」

等雙聯學制相關工作上，將會有更進一步的合作規劃。 

2. 本學期大陸學生來台交換生於 2月 18 日完成報到，至本系研習同學為東南大學陸怡霏同

學，原修習專業為公共衛生及預防醫學，在台期間由宋宏紅教授擔任導師。 

六、 輔導 

(一) 各年級新生相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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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本系特色、

課程及學習環境。 

2. 6 月 11 日舉辦碩士班新生座談會，介紹碩士班課程及各老師研究方向。 

(二) 導師會議、導生活動及團體輔導活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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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月 13 日、4 月 17 日及 4 月 26 日舉辦三場導師輔導活動，主持人分別為曾惠中主任及

種子導師黃顯宗教授。 

3 4 月 23 日舉辦班級輔導補助計畫「微二導生會議：專業選修課群說明會」，由曾惠中主

任介紹本系專業選修課群特色。 

4 6 月 24 日舉辦暑期實習行前說明會。 

(三) 菁英教育： 

本系自 98 學年度起修讀雙聯學制之焦于玶及陳柏穎二位同學已完成本校及普渡大學兩校所

有學分，正式取得雙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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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運動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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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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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食品中毒菌風險評

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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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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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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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101 年 11 月經台

北市環保局進行評比獲得「101 年度北市水環境巡守隊評比」第一名之後，102 年 1 月份更獲

得環保署評定全國優良水環境巡守隊的殊榮。配合本項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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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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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藉由

校外參訪或系友返校演講的機會，讓系友與母系及在校學弟妹的關係更為緊密。 

九、 人員訓練 

實驗室安全相關： 

2 月 4 日召開全系毒性化學物質處理相關事宜緊急會議。 

成長學習相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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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師出席 4月 15 日人事室教育訓練課程「教師性平研習-親密關係暴力防治守門人」。 

3. 秘書出席 4月 16 日及 18 日電算中心教育訓練課程「微軟 office365 介紹」。 

4. 秘書出席 5月 9日人事室教育訓練課程「辦公室及校園禮儀」。 

5. 主任出席 5月 27 日人事室教育訓練課程「績效管理與面談」。 

 

※心理學系： 

一、教學方面： 

（一）持續開設應用領域實習課程並安排機構參訪： 

諮商心理學領域：安排 3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至「華梵大學」、「東吳大學心理諮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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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東南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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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全職之「諮商全職實習」。安排 35 位大學部學生及 2位跨校選修同學

至高中、國中及小學等教育機構進行半學期的「諮商實習」，透過在機構諮商輔導的實習經驗

獲得學習，並對相關領域更加了解。 

臨床心理學領域：安排 3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至「臺北市立聯合醫院松德院區」、「國防醫學

院三軍總醫院北投分院」及「亞東紀念醫院」，進行每週半天的「臨床心理實務與實習」，學

生可以瞭解並學習各種心理疾患診斷之實際運用，並藉此增加更多的臨床實務經驗。安排 3

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至「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早療中心」、「台北馬偕紀念醫院精

神科兒童青少年臨床心理室」及「林口長庚醫院兒童心智科」進行全時的「臨床心理駐地實

習」。 

工商心理學領域：安排修習「消費者研究專案研討」課程之碩士班二年級李浩宇同學至「貝

立德媒體」工讀，碩士班一年級林含同學至「凱絡媒體」工讀。5月 17 日安排修習大學部四

年級「心理學研究方法在行銷之應用」課程學生參訪貝立德股份有限公司（MEDIA PALETTE），

主題為「媒體代理商介紹與座談」。 

（二）教學改進計畫：獲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計畫名稱為

「101 學年度心理學系課程實務及應用教學改進計畫（二）」，補助金額為 120,000 元，共有

朱錦鳳、徐儷瑜、張本聖、汪曼穎、林錦宏、邱耀初、王叢桂、廖克玲、李瑞玲等 9位教師

參與，並於 6月 28 日舉行學生學習成效座談會。 

（三）教師專業社群：獲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東吳大學教師專業社群」補助，計畫名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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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補

助金額為 50,000 元，本系共有李瑞玲、邱耀初、余振民等 3位教師參與。 

（四）101 學年度獲教學資源中心助理補助情形如下：隨堂助理 6科、課輔助理 1科、科技

助理 3科。 

（五）因應本系碩士班 AD 組合併，分別於 2月 26 日及 4月 16 日召開碩士班 AD 組整併討論

會，針對碩士班 AD 組整併後之「教育目標及學生發展方向」、「課程」交換意見。 

二、研究方面： 

（一）教師執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共計 3件(含多年期計畫 1件)，其他機構補助之研究計

畫共 2件。 

（二）教師積極參與國際學術活動： 

1、102 年 03 月 13 日汪曼穎老師赴台南參加「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ange 

Technologies (ICOT 2013)」，並進行論文口頭報告。  

2、102 年 06 月 06 日至 06 月 09 日徐儷瑜老師赴義大利米蘭參加「World Congress on ADHD—

From children to adult disease」學術會議, 並發表研究成果論文。 

3、102 年 07 月 21 日至 07 月 26 日汪曼穎教授赴美國參加 「HCI International 2013(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並進行論文口頭報告。 

（三）鼓勵本系學生參與學術研討會及學術發表： 

1、碩士班三年級臨床組林怡君同學參加 102 年 3 月 9 日至 10 日於成功大學舉辦之「2013 年

臺灣臨床心理學會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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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獎助碩士班畢業生期刊論文發表 1篇。 

（四）舉辦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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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年 3 月 26 日（二）於一教研大樓 R0512 理學院會議室舉行專題演講，講題為「注意

力對視覺短期記憶調節的神經造影研究」，主講人為郭柏呈老師（政治大學心理系助理教授），

由汪曼穎老師主持。另外預計於 6月底前再安排 3~4 場演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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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次  時間  地點  講師  主題 

第一場 
2013/3/15(五) 

1400-1700 

東吳大學 

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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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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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場 
2013/4/12(五) 

1400-1700 

東吳大學 

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 

關筑云博士(台南大學教

育學系心輔博士/台北醫

學大學護理學士) 

健康心理學在諮商上之整合應用:         

醫學院學生的壓力對生氣表達之影響與諮商

技巧之探討 

第三場 
2013/5/10(五) 

1400-1700 

東吳大學 

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 

林錦宏博士(陽明大學神

經科學博士/東吳大學理

學院心理學士) 

神經心理學在諮商整合應用上的新趨勢: 

理性情緒與決策--來自神經科學的觀點 

第四場 
2013/6/14(五) 

1400-1700 

東吳大學 

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 

王智弘博士(彰師大輔導

與諮商學系教授) 

健康/神經心理學在諮商上之整合應用: 

網路成癮與智慧型手機使用狀況對心身 

影響與諮商技巧之探討 

三、輔導方面： 

（一）繼續施行雙軌導師制度，以全系導師費聘任具諮商心理師資格的余振民老師擔任系專

業導師，針對學生生活適應及困擾提供協助。各班並另外安排一位專任老師擔任班級導師，

負責協助同學面對課業學習及生涯方面的問題。 

（二）辦理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東吳大學理學院心理學系清寒上進獎學金」申請審查。 

（三）與本校心理諮商中心合作舉辦各類輔導活動： 

102 年 4 月 29 日（一）中午 12 點於 R0412 舉辦大三導生會，由張本聖老師分享生涯規劃相

關經驗及建議。 

102 年 4 月 30 日（二）中午 12 點於 B405 舉辦大二導生會，邀請大四雙主修會計學系之學生

張豈塵與大二同學分享時間管理相關經驗。 

由王叢桂老師帶領大一學生分成四組分別於 102 年 5 月 1 日、5月 8日、5月 15 日、5月 22

日在 J203 舉行大一導生會，討論學習規畫與生涯規畫。 

102 年 6 月 11 日（二）中午 12 點 30 分至 15 點 30 分，於 H203 舉辦「2013 諮商實習發表會」，

由余振民老師主持，邀請修讀諮商實習課程之學生進行經驗分享。 

（四）輔導系學生會及碩士班舉辦各類活動： 

102 年 2 月 20 日（三）於 J203 舉行「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研究生會議」，提醒研究生相關注

意事項。 

102 年 3月 5日系學生會舉行學代會議，由各年級學代審核 101 學年第 2學期各項活動預算，

以達到監督系學會的功能。 

102 年 3 月 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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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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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詩維學姐（第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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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年 3 月 30 日（六）早上 9點至下午 5點，系學生會於白沙灣舉辦心理系系遊「加勒比海

盜」。 

102 年 5 月 20 日至 24 日系學生會舉辦心理週，並於 5月 24 日舉行心理之夜暨優秀學生頒獎

典禮。 

以辦公費補助舉辦碩士班導生活動。 

（六）大陸交流生：本學期共協助接待 4位大陸交流生（分別來自西南大學、復旦大學、中

山大學及蘇州大學），除於期初輔導選課，並於 102 年 2 月 27 日下午舉行大陸交流生歡迎會，

預計於 6月 19 日舉行歡送會。 

四、服務及招生方面：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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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2 年 2 月 3 日至 6日舉行高中生心理營活動，參加學員共計 66 名，服務同學共計 40

名，其中 1名學員獲得本系 102 學年度繁星計畫錄取。 

（三）102 學年度大學部申請入學名額由 5名增加為 19 名，碩士班並增加甄試入學管道。 

（四）支援招生組辦理之高中宣傳活動： 

日期 對象 地點 支援教師 

102/04/16（二） 秀峰高中 台北 王叢桂老師 

102/05/02（三） 和平高中 台北 王叢桂老師 

102/05/24（五） 復興高中 台北 汪曼穎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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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 學術活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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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月 18 日-24 日

在 1705 會議室舉辦「2013 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辯論賽」台灣區初賽。 

二、本院系公法研究中心於 3月 1日（周五）在 5117 會議室舉辦「私立大學財務與學費制度

之探討座談會」。 

三、本院 3月 5日-7 日與亞洲法律學生會舉辦「WTO 模擬法庭競賽」。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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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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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本院系公法研究中心於 4月 26 日（周五）在 1104 會議室舉辦「 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第

二十二回】」，題目：行政訴訟上裁罰處分之理由替換之研討-評析最高行政法院 100 年判

字第 2126 號判決。 

七、本院系財經法研究中心於 5 月 1 日（周三）在 1705 會議室舉辦「2013 財經法學術研討

會」。 

八、本院系基礎法學專長領域於 5 月 1 日（周三）下午 15 時在 1104 會議室舉辦「宗教自由

與言論自由圓桌論壇」。 

九、本院系英美法研究中心於 5月 30 日（四）上午 10 時在 1705 會議室「英美法教育研討會」。 

十、本院系公法研究中心於 5月 25 日（周六）全天在 1705 會議室舉辦「第十屆公法研討會」，

主題：行政法總論與各論之條款適用關聯。 

十一、本院系公法研究中心於 5月 28 日（周二）上午 10 時於 1104 會議室舉辦「公法論壇第

41 回」。 

十二、本院系英美法研究中心於 5月 30 日（四）上午 10 時至下午 3時於 1705 實習法庭舉辦

「英美法教育研討會」。 

十三、本院系刑事法研究中心於 6月 5日（周三）中午 12 時 35 分至 17 時 20 分於 1705 實習

法庭舉辦「資訊社會與刑法保護」研討會。 

十四、本院系大陸法研究中心於 6月 7日（周五）下午 18 時 30 分 5117 會議室舉辦「中國大

陸法律碩士在職專班論文發表會」。 

十五、本院系公法研究中心於 6月 14 日（周五）下午時會議室舉辦「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第

二十三回】」。 

◎ 對外交流 

一、 本學期共有 13 位大陸師生到院研習，於 2 月 21 日下午 15 時 30 分舉辦「大陸交流

師生說明會」，輔導大陸學生選修各項課程及與本院師生交流與學習，並安排至司法院、

立法院、法律事務所等機關單位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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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月 27 日至 3月 3 日洪院長隨校長前往四川重慶拜訪西南政法大學、西南大學及重慶大

學三所校級協議學校，並參加座談會，發表講題為台灣行政罰法中罰鍰之裁量與增減。 

三、3月 15 日（周五）上午 9時 30 分於外雙溪區 A210 會議室洪院長與校長一同接待日本立

命館大學法學部訪問團。 

四、3 月 18 日（周一）下午 3 時 30 分於 R2227 會議室由王煦棋副院長與校長一同接待東吳

之友基金會來訪團並參加 FOS 獎助交流座談會。 

五、3 月 19 日（周二）上午 11 時整由王煦棋副院長與姚思遠國際長一同接待荷蘭葛洛寧恩

大學商學院教授 Mr. Simon van Der Wal，商談與本院合作交流與就本院全英語授課課

程交換訊息。 

六、3 月 22 日（周五）上午 10 時整由洪院長與王煦棋副院長一同接待江西科技師範大學法

學院來訪團，商談與本院合作與交流。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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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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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4 月 18 日（周四）下午 3 時 40 分於 R1104 會議室由洪家殷院長、黃陽壽老師、胡博硯

老師、余啟民老師及蘇隆惠法官一同接待浙江法官及律師團來訪，並舉辦「2013 兩岸司

法互助交流座談會座談會」。 

十、4月 23 日（周二）下午 3時 30 分於外雙溪校區 A210 會議室由胡博硯老師與校長一同接

待大陸西南大學來訪團。 

十一、4月 24 日（周三）上午 9時整於外雙溪校區 A210 會議室由曾有田老師與潘校長一同

接待華東政法大學來訪團，聯繫兩校院合作情誼與交流。 

十二、5月 25-26 日由黃心怡老師帶隊前往北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參加英文智財法模擬法庭

辯論賽比賽。 

十三、6月 10 日（週一）下午 13 時 20 分於 1104 會議室與蘇州大學法學院合辦「人權保障

與法治座談會」。 

◎ 學務活動 

一、於 3 月 13 日（周三）78 堂於 R1705 會議室舉辦學士班四年級系會時間，邀請陳清茂律

師(司訓所 39 期結業、曾任嘉義、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演講「法律人多元的職涯

選擇」。 

二、於 3 月 20 日（周三）78 堂於 R1705 會議室舉辦學士班三年級系會時間，邀請許獻進律

師(匯利國際商務法律事務所律師、東吳大學法律學系 78 級、碩士在職專班科技法律組

第一屆畢業)演講「文林苑案之介紹及其法律問題」。 

三、於 3月 27 日（周三）下午 7時至 8時於 1705 會議室舉行「轉系說明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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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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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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於 5 月 3 日（周五）56 堂於 1204 教室舉行法律專業碩士班一至三年級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聯合班會。 

七、於 5月 7日（周二）中午 12 時 10 分於 R2123 會議室舉辦「法學院畢業生餐會」。 

八、於 5 月 7 日（周二）中午 12 時至 14 點，邀請黃政傑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金融暨資本

市場部主任、初級合夥人）演講「律師職涯規劃面面觀」。 

九、於 5月 8日（周三）78 堂於 R1705 會議室舉辦學士班一年級系會時間，邀請王榮周學長

（59 級、華南金控董事長）演講，分享「我的為人處事原則」。 

十、於 5 月 15 日（周三）78 堂於 R1705 會議室舉辦學士班二年級系會時間，邀請黃陽壽老

師、何婉君老師及范文清老師演講「留學經驗心得」。 

十一、於 5月 25 日（周六）上午 10 時-12 時，1106 會議室，邀請谷瑞生副主任（外交部研

究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德國波昂大學法學博士）演講「外交官職涯規劃面面觀」。 

◎ 重要業務 

一、本院法四 D 黨奕安、法四 C 高靖奇、法三 D 陳奕仁、法四 B 蔡昕穎、法三 C 蔡謦伊以及

教練團法碩二劉容真、法碩一楊貴智、法碩三李濬勳、法碩四李柏翰等九位同學在何婉

君老師的指導下，參加 2013 年「傑賽普國際模擬法庭辯論賽」脫穎而出ㄧ舉奪冠，台大、

政大、清大、東海、台北大、文大、成大等多所學校（共 9隊），法三 D陳奕仁及法四 B

蔡昕穎更獲得傑出辯士，本院代表隊將代表台灣於 3月 27 日赴美(D.C)參加 2013 年傑賽

普世界盃比賽(Philippe C. Jessup International Law Moot Court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Round)，本院連續六年取得國家代表隊資格，表現特優，全院師生同感

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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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刻正進行雲南大學法學院

及山東大學法學院簽訂交流合作協議作業。 

三、本院系網頁正進行整合與改版規劃作業中，擬於下學期前完成。 

四、本院系排球隊從 16 隊中脫穎而出，榮獲「2013 大法盃排球錦標賽」三冠王佳績（男子

組冠軍、女子組冠軍及校友組冠軍），表現十分優異。 

五、本院系由黃心怡老師領軍，帶領法三 C王聖雯同學、法五 A王韻捷同學、法法五 A 牛嗣

捷、法五 A 莊清翊、法五 A 林佳慧、法五 A 邱千菱、法五 D 馬叔平及企三 A 謝宜臻等

六位學生組成實力堅強的隊伍，經外交部嚴格評選，獲得青睞，獲選外交部「102 年國

際青年大使」殊榮，將於暑假代表我國前往美國華府、紐約及波士頓訪問交流，協助政

府推動活路外交。 

六、於 5月 30 日（週四）下午 15 時 30 分於 1705 實習法庭舉辦禮聘顏慶章教授茶會。 

七、本院系擬於6月24日舉辦勵學測驗第一天考試及7月3-4日舉辦勵學測驗第二三天考試。 

八、本院法律服務隊於 6月 28 日至 7月 2日進行外縣市法律服務，地點宜蘭縣。 

九、本院法治播種服務隊於 7月 6日至 11 日舉辦夏令營，地點高雄鳥松國小。 

十、本院系於 7月 9日至 12 日舉辦「第 14 屆高中生法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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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商學院 

一、 本院詹院長 2 月 26 日~3 月 3 日陪同潘校長赴大陸西南政法大學、西南大學及重慶大學

進行參訪交流。另外，詹院長於 3月 3日~5 日轉赴福州與趙副校長、邱研發長等師長會

合，赴福州大學洽談相關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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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名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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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學年度開學(9 月份)甄選，以鼓勵本院更多優秀學生出國交換研習。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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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為 EMBA

學生搭建一個成長與交流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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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年度舉辦 3場論壇： 

(一)第一場論壇：3月 22 日（星期五）19:00-21:00 於城中校區 R5211 國際會議廳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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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台現身說法，由企管系賈凱傑主任擔任主持人及引言人，共同分享其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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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場論壇：6月 13 日（星期四）19:00-21:00 於城中校區 R5211 國際會議廳舉辦，

邀請談判大師劉必榮教授，將西方談判理論，與中國傳統兵學作完美的結合，演繹

「孫子兵法與談判謀略」。 

(三)第三場論壇：7 月 27 日（星期六）於光點台北(台北市中山北路二段 18 號)邀請音

樂系彭廣林教授及輔仁大學德文系羅燦慶主任與大家分享音樂與紅酒。 

四、 本院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有多所國外及大陸重點大學蒞院進行參訪座談： 

(一)2月 24日蘇州大學朱學新教授來台，至本院進行研究交流及參訪，預計 8月底離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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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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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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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4 月 8 日及 5 月 2 日大陸南開大學行政參訪團蒞院交流，與本院教師進行座談，及

參訪瞭解本校相關行政設施及流程。 

(六)4 月 16 日大陸遼東學院參訪團蒞院交流，與本院教師進行座談，及參觀城中校區相

關設施與學系辦公室。 

(七)4 月 22 日北京理工大學珠海學院會計與金融學院夏群老師來訪，表達合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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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4 月 28 日對外經濟貿易大學國際商學院范黎波院長、統計及技術經濟學系王玉榮主

任、財務管理學系王秀麗主任、管理學系吳劍峰副主任來訪，並安排於 5 月 1 日下

午蒞院進行座談與交流。 

(九)4月 29日至 5月 5日無錫南洋技術學院周肖興院長及蘇州大學文正學院杜明副主任

蒞院交流，並商談相關合作事宜。 

(十)4 月 30 日波蘭華沙經濟大學副校長蒞院交流，與本院教師進行座談。 

(十一) 5 月 15 日大陸學者一行二十餘人蒞院交流，與本院教師進行座談。 

(十二) 6 月 2~9 日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校區經濟學院韓東平院長蒞院交流，與本院教師

進行座談，洽談相關合作事宜。 

五、 本院 4 月 30 日推薦繳交「國科會 102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

案，共推薦 21 位教師，其中有 9 位教師為研究傑出（邱永和教授、陶宏麟教授、謝智

源教授、尚榮安教授、陳禹辰教授、顧萱萱教授、林娟娟教授、胡凱傑副教授、吳吉政

助理教授）、9位教師為研究優良（張大成教授、陳宏易教授、郭育政教授、楊欣哲教授、

趙景明教授、鄭麗珍副教授、黃日鉦副教授、陳麗宇助理教授、朱蕙君助理教授）及 3

位新聘教師(李坤璋助理教授、鄭宏文助理教授、歐素華助理教授)。 

六、 協助辦理東吳財經講堂(講座系列)，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一場講座於 5 月 3 日假城中

校區 R5211 國際會議廳舉行，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梁啟源董事長針對「油電價格調整與

核能政策」進行專題演講。 

七、 本院執行教育部「能源經濟管理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計畫： 

(一) 辦理 102 年度計畫核定預算調整事宜。 

(二) 3 月 1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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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環

境保護與現代森林管理的環保價值」等議題，進行專題演講。 

(三) 3 月 19 日繳交 102 年度第 1季季報。 

(四) 4 月 25 日假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召開 102 年度第二次工作會議，會中並邀請國立

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張佩芬教授就「學程設計」進行分享。 

八、 本院 6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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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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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邀請中崙諮商中心黃龍

杰臨床心理師就「面對有自殺/自傷意念學生的輔導技巧」等議題進行講習及交流座談，

以實務演練的方式，讓教師增強面對具有自傷或自殺意念學生的輔導技巧，強化全校輔

導網絡，降低校園危機事件再度發生之風險。 

九、 本院 101 學年度持續與安永、資誠、勤業眾信及安侯建業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舉辦聯合招

募說明會，預訂於 6月份針對本院大二、大三同學舉辦說明會，讓本院學生有更多職涯

上的選擇及發展。 

十、 辦理陸生暑期研習事宜，本院開設「創新與創業課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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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年度有 27 位陸生報名參

加本課群，預計來台研習期間為 7月 20 日至 8月 25 日。 

十一、 更新調整商學院暨各學系簡介。 

十二、 撰寫及修改本院 AACSB Standards Alignment Plan(SAP)計畫書內容，繳交至 AACSB

認證機構。 

國際商管學程 

一、國際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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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2 年 2 月學生吳宜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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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取得雙聯碩士學位第六人。 

(二)本學程一年級學生趙章廉、何翰以及張雲翔，通過學校申請，將於 102 學年度前往

美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參與雙聯碩士學位計畫。 

(三)1 月 25~2 月 2 日日阮金祥主任前往菲律賓進行國際交流，商討國際交換事宜。 

(四)4 月 13~20 日阮金祥主任帶領國際商管學程研究生及國際交換生前往大陸進行學術

交流及企業參訪。 

(五)課程事宜：5月莊明玲客座教授將蒞臨講學，講授試算表模型及模擬課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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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年度預算編列相關事宜。 

(三)辦理 102 學年度考試入學事宜： 

1. 2 月進行考試入學初審。 

2. 4 月 13 日上午 10 時 00 分進行考試入學複試。 

(四)配合個資法，辦理學程個人資料清查。 

(五)碩士論文資格考核及學生學位考試。 

(六)102 學年度課程安排。 

(七)102 學年教師新聘及續聘。 

(八)101 學年度經費核銷事宜。 

(九)全英官方網站定期更新及維護。 

(十)學生選課事宜。 

(十一) 協助辦理交換生申請事宜。 

(十二) 協助辦理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外籍學生獎學金申請，本學程計有 4 位學生獲獎，

獲獎生為荷蘭籍艾爾揚、日本籍田中希美、美國籍趙章廉、印尼籍林秀梅。 

(十三) 協助辦理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外國學生普通獎學金(MOE)申請。 

(十四) 協助辦理 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外研習補助申請。 

EMBA 班 

一、 發行東吳大學商學院 EMBA 電子報，每月 10 日發刊，2月起至 7月份止共發行第 31 期至

36 期。 

二、 2月22日詹乾隆院長於2609教室與碩一班進行座談，並介紹本班課程及進行選課輔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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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與經濟日報共同舉辦新價值高峰論壇： 

(一) 第一場 3月 22 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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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第五屆)與

大家分享「從都會發展的角度談品牌與創業」，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211 國

際會議廳。 

(二) 第二場 6月 13 日(四)邀請談判大師劉必榮教授，將西方談判理論，與中國傳統兵

學作完美的結合，演繹「孫子兵法與談判謀略」，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211

國際會議廳。 

(三) 第三場 7月 27 日(六)結合音樂與紅酒，邀請音樂系彭廣林教授及輔仁大學德文系

羅燦慶主任與大家分享，地點：光點台北(台北市中山北路二段 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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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班「跨國企業研究專題」課程系列演講： 

(一) 4 月 12 日跨國企業研究專題課程，邀請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朱學新副教授進行專

題演講，講題：轉型-講讀當今中國的一把鑰匙，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二) 5 月 3 日跨國企業研究專題課程，邀請無錫南洋職業技術學院周肖興院長(蘇州大

學教授)進行專題演講，講題：大陸經濟發展面臨的問題和挑戰，地點：東吳大學

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六、 4 月 14 日(日)於 2614 教室辦理 102 學年度 EMBA 招生入學面試事宜。 

七、 本班「創新與創業」課程系列演講： 

(一) 4 月 19 日創新與創業課程，邀請臺北市青少年育樂中心行政處處長兼執行長特助

李欣芫小姐進行專題演講，講題：創業計劃書之撰寫，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二) 5 月 10 日創新與創業課程，邀請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龔品如組長進行

專題演講，講題：認識創投，企業成長賢內助，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

室。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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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8 日導讀書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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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企業管理學系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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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4 月 25 日導讀書籍－「誰說人是理性的」，主持人：沈大白(東吳大學商學研究發

展中心主任)，導讀人：王啟雄(EMBA 碩二，圓展股份有限公司)，與談人：陳秋華

(EMBA 碩一，永豐商業銀行業務經理)、石宏明(EMBA 碩一，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

司業務部經理)、袁偉玲(EMBA 碩一，瀚荃股份有限公司財會部副理)。 

(三) 6 月 6 日導讀書籍－「別當正常的傻瓜」，主持人：翁望回(東吳大學企管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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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啟光

(EMBA 碩一，國泰世華銀行業務副理)、張永山(EMBA 碩一，中華電信股長)、陳麒

文(EMBA 碩一，惠普全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採購經理)。 

九、 5 月 23 日於商學院 2127 會議室召開商學院特殊學科教評會議。 

十、 6 月 9 日(日)EMBA 第五屆同學於君品酒店舉辦謝師晚宴，向平日辛勞的老師們表達最誠

摯的謝意。 

跨領域學程 

一、 辦理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專題演講、「聚紡」企業參訪、期末座談會、招生說

明會及新生說明會等活動。 

二、 辦理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 102 學年度預算系統填報事宜。 

三、 辦理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 102 學年度開課事宜。 

四、 召開商學院跨領域學程作業小組會議。 

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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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討論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課程委員會之決議。 

(二)票決本系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新聘教師推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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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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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建置經濟論壇講座。 

(二)籌劃 60 週年系慶活動。 

(三)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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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經濟發展有所體認。 

五、經濟學系 3月 22 日召開本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會中決議： 

(一)討論 103 學年度學士、碩士、碩專、博士班各管道建議招生名額。 

(二)通過本系本學期第一次與第二次課程委員會之決議。 

(三)調整專任教師 102 學年度課程。 

(四)票決 102 學年度新聘教師人選，送系教評會。 

六、經濟學系 3月 22 日召開本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決定新聘 Christos Michalopou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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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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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經濟學系 4月 12 日下午進行轉系生面試，4月 13 日上午進行在職碩士班面試。 

十、經濟學系邱永和教授 4 月 16、17 日前往天津南開大學交流，4月 22~26 日前往蘇州大學

交流講學。 

十一、經濟學系 4月 27 日舉辦 2013 東吳經濟財務資料分析競賽，感謝圖書館與電算中心派

員協助，讓比賽順利進行。 

十二、經濟學系教師研究獎助於 4月 1至 30 日提出申請。 

十三、經濟學系 5月 1日於本校城中校區 R2227 會議室舉辦「2013 東吳大學經濟系賽局研討

會」，由本系袁國芝助理教授邀請中央研究院莊委桐副研究員、中央研究院葉俊顯研究

員、中央研究院梁孟玉副研究員、台灣大學經濟系江淳芳助理教授、中央研究院陳珈

惠助理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楊智鈞助理研究員發表論文。 

十四、經濟學系 5月 3、8、10 日在 2621 教室舉行碩博士班研究生論文發表會，感謝老師們

的主持、評論與指導協助及碩一研究生熱烈參與，順利完成。 

十五、經濟學系 5 月 8 日與富邦金控聯合舉辦企業參訪活動，由謝智源主任帶隊，林泓翰助

教與陳怡君助教陪同，帶領大學部同學參觀台北富邦期貨及交易室作業，由富邦金控

業管科襄理林春吉系友作簡報，並帶領大家參觀公司內部期貨業務的操作狀況，讓同

學在課堂的理論對應於實務的操作，助益良多。 

十六、經濟學系為了讓學生與導師面對面的溝通，於 5月 9日下午舉辦『學生事務會議』，由

謝智源主任主持，邀請研究所及大學部各班導師、學生代表參加。經濟學系於 5月 10

日下午於 R2123 舉行研究所金榜題名說明會，邀請今年考上研究所的同學，與學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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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分享如何準備筆試及面試。 

十七、經濟學系持續舉辦『2013 大學生經濟論壇』論文比賽，5月 24 日截止收件，初審委員

就所有投稿論文中選出數篇最佳論文。6 月 7 日舉行論文發表會，進入複選之論文進

行口頭報告，口頭發表全部結束後由評審團宣佈論文名次。得獎論文將獲頒獎狀乙張

及獎學金，得獎論文需於 6月 14 日前修改完成。 

十八、由東吳大學商學院、台灣效率與生產力學會、臺灣武智紀念基金會主辦，高雄大學經

營管理所、交通大學經營管理所、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銘傳大學管理學院、雲林科大

財務金融系、東吳大學商學院商學研究發展中心、嶺東科技大學財務金融研究所協辦

之「2013 年生產力與效率學術研討會與高階演講系列」，7 月 17、18 日於本校商學院

舉行。會中邀請生產力著名學者包括 C.A. Knox Lovell, Cliff Huang, Joe Zhu, Karou 

Tone 及 Finn Førsund 等於 7月 18 日發表專題演講。7月 17 日由這些國際學者進行系

列演講，教授高階之分析方法及其應用。 

十九、經濟學系碩士班二年級吳竺芸同學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至大陸復旦大學進行交換學

生。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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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經濟學系三年級蘇白榕同學獲錄取「上海交通大學 2013 夏季學期課程」。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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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經濟學系本學期共舉辦 9場次專題演講。 

會計系 

一、新聘專任教師李坤璋助理教授。李坤璋助理教授，中央大學企管博士，學術專長為公司

治理、審計、會計、農業金融、ERP 績效。 

二、會計學系與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將於 10 月 24、25 日假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共同舉辦「2013

會計理論與實務研討會」，該研討會是中華會計教育學會例行的大型研討會，也是會計界

的年度盛事。本次研討會將邀請國際知名會計學者 Professor Dan A. Simunic 及

Professor Elizabeth Gorden 來臺進行專題演講，並配合多場實務座談會及學術論文研

討等議程進行多方探討，希望藉由本次研討會，聚集國內外學者專家相互研討砌磋，提

出彼此的心得及具體可行的建議，俾供各界參考，預計參與人數將達 400 人次。大會於

元月至 8月 10 日對外徵稿。 

三、會計學系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合辦第二十期「會計師專業學分班」

建教合作案。本期學分班於 2月開課，開設課程包含「中級會計學」、「成本會計學」、「管

理會計學」、「高等會計學」、「審計學」及「租稅法規」六科，以提供有志於終身學習之

人士進修機會，進而落實社會服務、培植優秀會計人才之理念。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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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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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Tom Pearson 主修稅

法及會計，學術專長為稅法、會計、及審計等，曾任教於美國懷俄明大學及國立臺灣大

學，計有 25 年的教學經驗。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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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業發展 IFRS 實務研討會」。本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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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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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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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計學系為提升教與學之品質，於 3月 22 日舉辦「課程設計與教學發展」工作坊。本次

工作坊邀請到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學優良教師劉嘉雯教授蒞臨與本系教師分享教學心得，

期望藉由劉教授傳授個人教學經驗，激發本系教師靈感，並進一步發展出適合自己的創

新教學模式，以求達到精進本校教學品質的願景。 

八、會計學系由蘇裕惠主任帶領專任教師及行政人員總計 16 名人員，於 4月 13 日至 19 日赴

大陸進行學術參訪交流。此行主要與北京首都經貿大學會計學院於北京市共同舉辦「2013

海峽兩岸會計學術研討會」，另拜會中國海洋大學會計學系並舉行交流座談。本系希望藉

由參訪交流活動，除了交換彼此在會計學科的研究進展經驗與構想的交流外，並期能提

高彼此之學術水準與合作機會，及增進相互的友誼與了解。 

九、會計學系為提昇碩士班及碩專班之學術研究風氣，於 4 月 30 日至 5 月 11 日舉行十五場

碩士論文發表會，共計發表 55 篇論文，期藉由與會師生之建議，使論文更臻完善。論文

發表會是以研討會方式進行，各場次皆由二至三位會計學系專任教師組成之評論小組來

擔任評分工作，並由其中一位教師擔任召集人，論文的評論則由主要評論人負責，並邀

請發表人之指導教授蒞臨指導、其餘參加人員為會計學系專任教師、研究生及對研討主

題有興趣之本校師生。 

十、會計學系為慶賀應屆畢業同學順利畢業，並加入「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所同學聯誼會」，於

5月 6日（星期一）在 R2123 會議室舉辦「應屆畢業生聯誼茶會」，本校馬君梅前代理校

長、發展處許晉雄處長、商學院詹乾隆院長、會計學系系友會創會會長暨會計系所同學

聯誼會文教基金會董事唐松章學長（44 級）、陳清祥董事（68 級）、黃彥鈞董事（69 級）

及黃啟仁董事（69 級）與本系教師、助教、行政人員及畢業班學生二百餘人參與，場面

溫馨熱鬧。另為表揚各班所推舉之熱心服務同學，特於會中頒予獎狀及獎學金，以茲鼓

勵，並藉此期盼獲獎同學於畢業後仍可延續服務之精神，熱心擔任各班級聯絡人之重要

角色。 

十一、 會計學系使學生提昇自我成長過程及增進畢業後適應社會之能力，特邀多位傑出系友

以宏富之知識、專業之經驗及傑出的工作成就，為同學發表專題演講。本學期總計舉

行三場系友經驗傳承講座，邀請的傑出系友分別為：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

劉文正學長（61 級）、台北市會計師公會理事長李燕松（62 級）、福容大飯店財務部

經理張秀蒼（79 級）。 

十二、 會計學系將於 5 月 8 日舉辦「101 學年度會計學系學生事務會議」，此次會議由會計

學系學生事務會議召集人曹文沛老師召開，除邀請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各輔導委員會

召集人及行政人員外，並專函邀請各班班代、副班代及學會幹部參加。冀望藉由會議

之舉行，提供溝通管道，吸取全系師生之寶貴意見，促使系務更順利推展。 

十三、 為落實會計理論與實務之結合，並幫助本系同學有機會走入社會，貢獻所學，本系自

90 年起接受台北市國稅局委託，組成學生稅務服務隊，透過事前完善的甄選及訓練，

協助輔導台北市民申報年度綜合所得稅。101 學年度以三年級 20 位同學組成「稅務

服務團隊」，將於 5 月 14 日至 16 日至台北市各稅捐單位協助社會大眾申報個人所得

稅。 

十四、 會計學系於 5 月 15 日（星期三）16：00-17：30 於 R5117 舉行「經驗交流座談會」，

會中將邀請應屆考取碩士班之同學與學弟妹分享準備碩士班考試之經驗。 

十五、 會計學系為使學生充分掌握國際化及多元化之潮流，邀請美國 Pace 大學 Prof. 

Picheng Lee 於 5 月蒞臨本系進行短期講學。Prof. Picheng Lee 目前擔任美國 Pace

大學會計學系專任教授、美國國科會共通學門獎學金服務計劃共同召集人、及會計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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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理國際期刊編輯委員。 

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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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5 月 22 日假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

辦會計學系年常會活動，並於會中頒發第二學期各項優秀清寒學生獎助學金。 

十七、 會計學系將於 6月 18 日於城中校區 R5211 作楠廳舉行第八期 IFRS 新知充電班，主題

為我國上市櫃公司於 102 年度導入 IFRS 後所面臨到的相關議題及所得稅修法方向與

展望，並邀請財政部張盛和部長及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專家蒞臨演講。 

十八、 會計學系於 102 年度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中，本系應屆畢業生獲國內四大國際

型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聯

合會計師事務所、及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錄取總人數達 357 人次，就業情況良好。 

十九、 會計學系於本年度錄取研究所成績已陸續揭曉，截至 5月 1日之公布榜單所示，總計

考取研究所人數近 100 人次，其中考取台大會研所正取 5名。政大會研所正取 3 名，

備取 3名。東吳會研所正取 18 名，備取 23 名，並榮登北大會研、成大會研及東吳會

研榜首。 

二十、 會計學系為建立與系友交流管道，於 98 年 7 月首度發行「東吳大學會計學系系友電

子報」，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預計分別於 4月及 7月發行第十六期及第十七期。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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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期分別前往桃園高中、台中文華高中、台北市立華江高中、桃園縣立永豐高中、

南山高中、南投高中、台北市立和平高中、及樹林高中等學校進行宣傳。101 學年

度前往宣傳的學校總計 22 場，為歷年之最。 

企管系 

一、召開各項會議： 

(一) 系務會議： 

1. 3 月 20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 

2. 5 月 15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 

(二) 系教師評審會議： 

1. 2 月 27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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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月 15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三) 導師會議：規劃於 6月 24 日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導師會議暨期末餐敘。 

二、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聘請 3 位客座教授蒞臨講學，講授企三、企碩一及企碩專一之「全

球管理專題」三門課程： 

(一) 2 月 18 日~3 月 31 日由山東大學徐鳳增副教授講學，並於 3 月 7 日安排與系上教

師座談。 

(二) 4 月 1 日~5 月 12 日由山東大學王德建副教授講學，並於 4 月 18 日安排與系上教

師座談。 

(三) 5 月 13 日~6 月 23 日由南開大學楊坤副教授講學，並於 5月 22 日安排與系上教師

座談。 

三、辦理客座教授聘任事宜： 

(一)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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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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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擬邀請櫃臺買賣中心李述德董事長、前中華開發工業銀行曾垂

紀總經理擔任兼任客座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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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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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開設「國際

金融服務管理」課程，由證期會邀請專業講師授課。 

五、接待海外學術參訪團： 

(一) 4 月 8 日、5月 2 日接待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院行政參訪團，介紹本校行政資源

及相關系統。 

(二) 4 月 29 日接待對外經濟貿易大學國際商學院參訪團，研商未來具體合作項目。 

六、辦理 102 學年度招生入學相關事宜： 

(一) 3 月 31 日辦理大學部甄選入學複試。 

(二) 4 月 13 日辦理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入學面試。 

(三) 4 月 14 日辦理碩士班招生入學面試。 

七、規劃於 6月 16 日舉辦「2012 第 15 屆科際整合管理研討會」。 

八、規劃辦理本系專題演講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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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階供應鏈管理專題講座」課程舉辦 10 場專題講座。 

(二) 「論文研討」課程舉辦 8場專題講座。 

(三) 「國際財務報表準則」課程由本系與資誠會計師聯合事務所合作舉辦 10 場專題講

座。 

(四) 「行銷管理」、「行銷研究」課程共舉辦 10 場專題講座。 

九、辦理企業參訪活動：「顧客服務管理實務」課程舉辦 2場企業參訪，於 2月 19 日參觀 DHL

台北總公司、4月 9日赴桃園參觀 DHL 機場物流中心。 

十、3 月 17 日辦理本系「MBA 及 EMBA 系友聯絡人聯誼餐會」，邀請歷屆系主任、專任教師，

以及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歷屆各班 1至 3位聯絡人，共計 83 位出席，以凝聚碩士班及

碩士在職專班系友，形成強而有力的畢業系友網絡。 

十一、 4 月 19 日舉辦「求職技巧研習」活動，邀請 104 人力銀行人資學院林俊宏協理分享

履歷自傳的撰寫、面試相關技巧，並進行面試情境演練；以及四位碩士班系友分享求

職以及就職經驗。 

十二、 協助系學會辦理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各項活動： 

(一) 例行專案活動： 

1. 3 月 22 日與財精系、法律系合辦跨系舞會。 

2. 5 月 21 日舉行企管系學生會第 43 屆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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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 日舉行 2 場企業參訪，訪問義美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菸

酒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 辦理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相關事宜： 

(一) 4 月 20 日舉辦「東吳企管日 81-90 級班級聯絡人聚首聯誼會」，重建系友網絡。 

(二) 規劃本系 45 週年系慶活動，預計 9月舉辦。 

十四、 協助東吳 EMBA 聯誼會舉辦活動： 

(一) 3 月 12 日召開東吳 EMBA 聯誼會第七屆第二次理監事會議。 

(二) 舉辦專題講座活動：3月 13 日邀請睿哲管理顧問有限公司周昌湘總經理主講「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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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觀點看二代健保與個人資料保護法」。 

國貿系 

一、國際交流： 

(一)101學年度第2學期邀請三位客座教授，包括天津大學王媛副教授（102.2.17~3.30）、

武漢大學杜莉副教授（102.3.31~5.11）、美國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瑪

莉卡教授（102.5.12~6.22），分別教授大學部(貿三)全球經營專題研討(一)、碩士

班(貿碩金二)全球經營專題研討(二)及碩專班(貿碩專二)全球經營專題研討(二)。 

(二)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 1 名大陸交換學生-四川大學國際經濟與貿易學系魏巍同學至本

系大學部進行修課，本系負責課業及生活輔導。 

(三)國貿系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校級交換學生核准名單： 

1. 貿三 B 蔡旻妤：日本新潟大學。 

2. 貿二 B 羅  平：荷蘭葛洛尼恩大學。 

3. 貿三 A 周玳均：法國 Lille 大學。 

4. 貿三 A 黃為暘：復旦大學。 

(四)102 學年度第 1學期赴大陸協議學校研習之校級交換學生，本系同學錄取名單： 

1. 貿三 A 吳佳穎：復旦大學。 

2. 貿三 A 林嘉芬：華東師範大學。 

3. 貿三 B 王梓玲：廈門大學。 

4. 貿碩企二 游雅雯：蘭州大學。 

5. 貿碩企二 黃婉婷：南京大學。 

(五)2 月 25 日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師生一行 11 人來訪，假城中校區游藝廣場二樓，與本系

學生進行學術交流座談會。 

(六)4月22日~26日，陳惠芳主任帶領師生一行40人赴新加坡進行大學與企業見習活動，

預計參訪新加坡代表處、星展銀行、新科宇航、諾華製藥集團、長春石化公司與國

立新加坡大學等單位，藉此提升學生國際視野與學習能見度。 

(七)5 月 21 日國立新加坡大學師生一行 28 人至本系拜訪，與本系師生舉行座談會。 

(八)6 月 10 日假城中校區 2524 會議室，舉辦「2013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與國際企業因應

策略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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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與會並作論文發表。 

二、導生活動暨演講： 

(一)3 月 19 日假 R5217，謝效昭老師舉辦貿三 B導生會。 

(二)3 月 25 日假 R2524，謝文雀老師舉辦貿四 B導生會。 

(三)4 月 23 日假 2515 教室，鄭宗松老師舉辦貿一 B導生會。 

(四)4 月 24 日假 5414 教室，張大成老師舉辦貿四 A導生會。 

(五)5 月 15 日假 R2524，陳惠芳主任舉辦碩士班導生會。 

(六)3 月 18 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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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3 月 20 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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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3 月 21 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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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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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3 月 22 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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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4 月 22 日假 2524 教室，講題：隨機過程微積分及應用，演講人：姜一銘（元智大學

管理學院助理教授）。 

(十一) 4 月 23 日假 R1504，講題：創新體驗行銷，演講人：蔡瑞駿（中華青年創業協會

總會創業圓夢輔導顧問）。 

(十二) 5 月 8 日假 R2123，舉辦「系友就業分享座談會」，邀請三位系友與談，分別為 1.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蔡福原行銷長 2.曼哈頓國際有限公司陳雅琪行銷經理 3.

聖威光電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洪瑋志經理。 

(十三) 5 月 10 日假 R2523，講題：找個好工作，你做得到---面試技巧及如何撰寫履歷，

演講人：姚友琪（NVIDIA 亞太區人力資源處資深總監）。 

(十四) 5月 15日假 R2511，舉辦「交換教師經驗分享座談會」，講題：studying in U.S.A.，

演講者：美國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瑪莉卡客座教授。 

三、企業參訪活動： 

(一)4月24日張大成老師帶領貿碩一同學一行16人參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 

(二)102 年 4 月 26 日黃寶玉老師帶領貿三同學一行 50 人參訪台灣精品館活動。 

(三)102年 5月17日陳惠芳主任帶領貿二同學一行40人赴台中參訪天心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四、辦理「臺灣國際企業因應區域經濟整合專題」教學改進計畫之執行、核銷及成果報告。 

五、辦理「行銷與創新社群」計畫執行、核銷及成果報告。 

六、辦理 102 學年度專案教師徵聘事宜。 

七、5月 8日假 R2123，舉辦「102 級國貿系畢業生茶會」。 

八、5月 15 日假 R2524，舉辦「教師研究成果發表會」，發表人為溫福星老師與黃寶玉老師，

演講題目分別為：因素分析與主成分分析以及主軸萃取法與主成分萃取法的關係、Panel 

Data 模型之修正與應用。 

九、5月 15 日假 2420，舉辦新加坡大學與企業見習活動成果發表會。 

十、專業證照暨研究所升學演講及考試： 

(一)4 月 29 日假 2511 教室，舉辦多益測驗說明會，演講人：美國 ETS 台灣區代表戴彌雅

主任。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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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3 月 4 日至 27 日舉辦國貿大會考報名，報名人數計 50 人。 

(四)3 月 14 日至 27 日舉辦多益報名，報名人數計 120 人。 

(五)5 月 15 日舉辦國貿大會考重點複習，演講人：何怡興（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經理）。 

(六)102 年 4 月 24 日（三），假 5612、5616、5416，舉辦多益考試，共計 120 人。 

(七)辦理 5月 25 日國貿大會考報名作業。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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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二 A 林嘉盈。 

(二) 游健昱清寒助學金：貿一 A 張峻瑋。 

(三) 蘇錦彬清寒助學金：貿四 B 詹季蓁。 

(四) 昌盛教育基金會清寒助學金獲獎者：貿一 A 楊于萱、貿二 A 方仁泫、貿二 A 謝

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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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蔣山清寒助學金獲獎者：貿四 A張琬琪、貿四 A林冠汶、貿四 B黃敏茹。 

(六) 恩吉實業清寒助學金獲獎者：貿二 A陳羿蓁、貿碩金一劉玥彣、貿三 A劉貞君、

貿碩金一魏子人。 

(七) 93 級系友獎學金：貿三 B 楊舒伃(家境清寒）、貿三 A 彭涵茵(熱心服務）。 

(八) 74 級工讀助學金：貿二 A方仁泫、貿二 A林嘉盈、貿四 B詹季蓁、貿三 A劉貞

君。 

十二、 師生獲獎與成績表現： 

(一) 貿四 A李敏慈同學錄取上海交通大學 2013 夏季學期課程。 

(二) 貿三 B 陳衣凡、許巧欣榮獲本校於 3 月 23 日舉辦之「尋找東吳好味道-創意東

吳美食烹飪競賽」第三名，作品為「黑糖蜜燕麥米布丁」，以及佳作，作品為「水

晶鳳足」。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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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9 日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台北市國際貿易協會第四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

事前會議。 

(二) 2 月 26 日假 2227 會議室，召開台北市國際貿易協會第四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 

(三) 3 月 17 日假東吳大學城中校區六大樓體育館，舉辦第四屆系友盃羽球賽。 

(四) 3 月 19 日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40 週年系列活動會議。 

(五) 4 月 21 日假外雙溪校區體育館，舉辦第十三屆系友盃籃球賽。 

(六) 6 月 1 日舉辦 2013 師生系友聯誼郊遊活動，赴宜蘭一日遊。 

(七) 6 月 8 日六月份高爾夫球球敘。 

(八) 6 月 22 日舉辦第十三屆系友盃排球賽。 

財精系 

一、 審議「財團法人唐德晉文教基金會獎學金」、「蘇秉銓先生獎助學金」資助案、「東吳大

學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獎助學金-廖軒晟系友獎學金」獲獎名單及研究生奬助學金核

發方式。 

二、 規劃及辦理本系學術專題演講共計 5場；系友經驗分享 1場。 

三、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財精研究工作坊系列講座： 

(一)4月17日邀請上海交大上海高級金融學院Dr. Charles Chang主講「How news becomes 

returns: attention, trading, and earnings announcement returns」及「研究

經驗分享—從想題目、做論文、寫故事至投稿」。 

(二)5 月 10 日邀請台灣科技大學財務金融研究所黃瑞卿副教授主講「Almost Marginal 

Conditional Stochastic Dominance」。 

四、 4 月 19 日召開理監事會議，另於 4月 27 日召開系友年度大會，並於會後舉行聯誼餐會。 

五、 本系延續與新光人壽保險公司建教合作案，於 4月 24 日在 5117 會議室召開「新光獎學

金企業說明會」，會中除由陳正輝協理進行獎學金方案說明外，另邀請彭緯縈學姐、謝

承佑學長進行校友座談經驗分享及交流。另有新光人壽保險公司人力資源部洪明達協理、

林偉翔先生，公共事務部吳大同經理、黃鐵嶺襄理以及、林芳瑜小姐與會座談，提供同

學面試時應有的準備及建議。 

六、 財精英知學習營系列活動：(一)5 月 8 日舉辦高等微積分競賽；(二)5 月 15 日前往台灣

工銀租賃(股)公司進行企業參訪，由管理部、業務部及審查部同仁進行簡報及交流座

談。 

七、 5 月 15 日舉辦班級團體活動，邀請國立交通大學應用數學系林琦焜博士，主講「數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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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哲學=>數學的基本元素—等比級數」。 

八、 5 月 28 日舉辦「2013 財務工程與精算科學研討會」，除邀請西南財經大學保險學院保險

財務與精算系張運剛主任及楊維老師、天津南開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李冰清教授及

張連增教授、上海同濟大學數學系許威教授、北京對外經濟貿易大學保險學院統計與精

算學系譚英平主任等大陸學者與會外，另邀請中原大學榮譽講座教授陳樹先生及

Professor Gene C. Lai(Washington State U.)進行二場專題演講，並於專題演講結束

後進行 25 篇論文發表。 

九、 白文章主任預計 6月 9日至 6月 13 日受邀至北京對外經貿大學，進行學術交流。 

十、 受西南財經大學邀請，鄭宏文助理教授預計 7月 2日至 7月 9日帶領學生三名共同前往

進行學術交流。 

十一、 同濟大學師生 40 人(其中 7位教師，2位碩士，31 位本科生)預計 7月 9日蒞臨本系，

與本系師生進行交流座談。 

資管系 

一、本學期共規劃 8場演講： 

(一)3 月 28 日，主講人：劉秉昕-調查局調查官，講題：電腦犯罪法律實務。 

(二)4 月 25 日，主講人：張孟元(72 級系友)-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資訊服務處處長，

講題：電子化政府及金融資訊公開。 

(三)5 月 2 日，主講人：黃國禎-台灣科技大學 數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講座教授，講題：

經營管理的藍海策略。 

(四)5 月 9 日，主講人：吳勝雄-台灣微軟公司消費通路事業群總經理，講題：為開創職

涯做好準備。 

(五)5 月 16 日，主講人：傅立成-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講題：M2M-based 

Energy Saving in Smart Homes。 

(六)5 月 21 日，主講人：李云飛- 蘇州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網路工程系教授，講

題：鋰電池電動車車聯網研究及產業化。 

(七)5 月 21 日，主講人：馬小虎(68 級系友)- 蘇州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計算機

系教授，講題：基於稀疏流形學習的人臉識別方法。 

(八)5 月 30 日，主講人：劉季綸-開南大學多媒體與行動商務學系副教授，講題：待訂。 

二、舉辦系會相關活動，郭育政主任主持。 

(一)5 月 16 日，舉辦二年級週會，主題：宣導證照輔導、獎學金申請、「產業實習」課

程說明等。 

(二)5 月 23 日，舉辦一年級演講活動，邀請學長姐分享求學經驗，主題為：大學四年，

你挖到寶了嗎?。 

(三)5 月 23 日，舉辦「資管系三年級週會暨導師聯合輔導」，並邀請學長姐分享研究所

升學經驗。 

(四)5 月 30 日，舉辦「資管系畢業生座談暨導師聯合輔導」，邀請 92 級倪世威系友主講：

畢業生了沒—資己資彼，職前準備。 

三、召開獎助學金會議，通過核定研究生獎學金名單及助學金名額、蘇秉銓先生資訊教育獎

助學金、張楚義系友獎助學金、賴宗羲系友獎助學金及系友獎助學金獲獎同學名單。 

四、召開課程委員會，規劃及審查 102 學年度開課事宜。 

五、召開系教評會會議，通過 102 學年度專、兼任教師續聘。 

六、召開系務會議，通過 102 學年度開課、東吳大學資訊管理學系應屆畢業生「學系服務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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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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103 學年度大學

部各管道招生名額、推派 102 學年度校院系各委員會代表。 

七、4月 27 日舉辦 101 學年度程式設計比賽，共 8組隊伍（18 名同學）報名參加。獲獎同學

有第一名資四 A蘇裕閔同學；第二名資四 A林志龍同學；第三名資二 B吳貞緯、游芯瑀、

洪靖凱等三位同學。 

八、5 月 18 日、19 日、25 日及 6 月 1 日舉辦程式設計認證 OCPJP 重點觀念教學，並特別聘

請業界講師進行深度 OCPJP 內容解說、程式觀念加強、考試技巧與相關經驗傳承。 

九、5 月 20 日至 24 日，邀請蘇州大學電腦科學與技術學院胡新華教授、網路工程系李云飛

教授與計算機系馬小虎教授到本系進行參訪，並舉辦兩場專題演講，演講後並與三位學

者交換兩岸在資訊學術上的看法，並對於未來兩系學生可進行短期研習以及討論相關交

流事宜。 

十、辦理 102 學年度招生口試： 

(一)3 月 9 日辦理碩專班口試。 

(二)3 月 30 日辦理大學部申請入學口試。 

(三)4 月 12 日辦理碩士班口試。 

十一、5 月 30 日資管系學生會於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辦一年一度盛大的「資訊之夜」活動，

活動中除了同學展現才藝，並舉辦新舊會長交接。 

十二、6月 13 日舉辦系友感恩茶會及各項獎學金頒獎活動。 

十三、6月 24 日舉辦本系程式設計能力檢定考試。 

十四、資管系電子報（http://sun.csim.scu.edu.tw/~epaper/epaper.php），每三個月出刊

一期，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發行第 29 期、30 期資管系電子報。 

十五、資管專業教室座位重新規劃並更換為訂製電腦桌，更新專題教室網點及電腦桌，重新

規劃座位及更新電腦設備。 

十六、郭育政主任及種子導師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專任助教工作會議，討論本

學期學生課業及生活輔導事宜。 

十七、架設學生討論互動平台-東吳資管 BBS。 

進學班 

一、 商學進修學士班師生比長久以來未能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

件標準」第 5條之指標 2專任講師比(或專任師資數)及指標 5生師比值之標準，並已扣

減 102 學年度招生名額 6名。為解決是項問題，配合招生組提供之試算組合資料，將原

訂於 102 學年開設之選修科目「全球化下兩岸的經濟與社會」(2/0)，提前於 101 學年

上課，並擬由中文、歷史、哲學、政治等學系支援助理教授以上專任教師輪流授課，一

則解決師生比值，二則提高前述各學系專任教師支援商學進修學士班之意願。感謝中文

系謝靜國助理教授、歷史系盧令北副教授、哲學系沈享民副教授及政治系徐振國教授支

援授課。 

二、 本校為簡化招生作業，提升招生成效，102 學年度本校進修學士班招生方式改採甄審及

申請兩種入學方式，甄審方式又分為 A組之學測成績及 B組之書審成績；申請方式則以

指定考科成績申請；不再另行辦理考試，是項調整，亦同時兼顧未參加學測之在職人士

以工作經驗申請入學，提供回流教育之機會。 

三、 針對學業學習狀況不佳，學生所修讀課程多數科目被任課教師提醒應改善者，應進一步

輔導提醒之學生，學校建置學系學業關懷提醒系統，計有 37 位任課教師執行，關懷 257

人次，學系就已有 1/2 及本學期被關懷學分數>=當學期總學分數 50%之學生計發出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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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四、 為導引啟發學生對休閒產業的參與及興趣，並闡揚地方先賢史蹟，傳承教化學子，讓學

生深入了解在地文化，本學期授課教師特與臺北市文獻會合作導覽教學，並於參訪後進

行心得分享及作業報告，藉以瞭解學生對臺灣鄉土史事的學習狀況。另亦請了餐旅業之

專業人士，就休閒餐旅業之管理及相關證照之議題進行講演。 

五、 上學期末，商學進修學士班柯主任及助教帶領學生赴日拜訪大阪證交所、關西生產性本

部(KPC)及京都大學，參觀三得利啤酒工廠，增進商學進修學士班同學國際化水準、拓

展視野，加強學習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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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一、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有 9 名專任教師通過升等，其中 7 人通過升等為副教授，2 人通

過升等為教授。 

二、 完成 102 學年度教師申請休假作業，有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 22 名提出申請，共核定

15 名。分別為人文社會學院 5 名、外語學院 1 名、理學院 2 名、法學院 1 名、商學院

5 名及體育室 1 名。 

三、 新訂「東吳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各學系經核定新增或遞補專任教師時，得先以專

案教師約聘，使其所聘任師資於納入編制前予以適當之試用評估，以延攬最合適之優

秀師資。 

四、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見表」甲、乙二表之修正，修訂本校教師專門著

作（作品、技術報告）外審審查意見表共計 15 款，明確規範審查意見撰寫方式、新增

可勾選之缺點項目及明訂勾選缺點欄位之「非個人原創性，屬整理、增刪、組合或編

排他人著作」、「代表著作屬學位論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度之創新」

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倫理情事」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之規定，

應「不予推薦」。 

五、 修訂「東吳大學邀請訪問學者辦法」名稱為「東吳大學訪問學者來訪作業要點」，並增

列可接受校外學者申請來校訪問，且以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為受理申請單位。 

六、 本學期退休人員：政治系黃昭弘副教授、社工系謝秀芬教授於 102.02.01 退休，營繕

組鄧華渝專員於 102.03.01 退休，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理組黃瑤麗工友 102.04.01

退休，閱覽阻陳瑞寧編審於 102.04.20 退休，綜合教務組蔡瑞宇組長於 102.05.01 退

休，中文系陳素素副教授、數學系符之琪教授、物理系劉源俊教授、陳國鎮教授、企

管系盧瑞陽副教授、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理組張崇仁技正、文書組郝嘉瑾組員、城

區管理組楊尚仁約僱工友將於 102.08.01退休。 

七、 本校每學期鐘點費因配合學期加退選作業，前三個月鐘點費皆合併發放，為避免部分

兼任教師因鐘點費合併發放增加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支出，經 101 學年度第 10 次(101

年 12月 17日)行政會議決議，自 101學年第 2學期起鐘點費採逐月發給，除每學期第

一個月鐘點費必須配合加退選作業於次月底入帳外，其餘月份之鐘點費將分別於次月

5日或 1日入帳。 

八、 本校陳報教育部 102 年資深優良教師，服務年資屆滿 40年者 4人（歷史系關玲玲副教

授、國貿系林炳文教授、體育室沈文祥教授及陳  怨教授）、屆滿 30 年者 3 人、屆滿

20年者 40人、屆滿 10年者 9人，合計 56人。 

九、 為鼓勵各學系在維持碩士在職專班之經營下，能再積極提高招生率，由校長及相關主管

研擬訂定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獎勵原則，將自 102學年度起辦理，試行二年後再予檢討。 

十、 編制內教職員退休制度自 99 年 1 月 1 日起改以儲金制辦理，同仁每月自薪資提撥個人

退休儲金（35%），另由學校及政府各相對提撥（32.5%），共同存入同仁個人儲金專戶。

現個人儲金專戶自主投資作業自 102年 3月開辦，本室 102年 1月初在兩校區舉辦說明

會，使本校教職員瞭解個人儲金專戶自主投資作業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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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一、102 年 2 月 18 日完成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各單位實際支用預算控管表，並函送各單位參

考。 

二、101 學年度預算支用之申請與結報規定於 102 年 3 月 27 日函送各單位參辦。 

三、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共計 88,859,273 元，依經、資門規

定比例 1：1.3592 執行，經費執行情形如下表： 

支用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總

經費百分比
經常門 資本門 

充實、改善教學軟硬體 16,811,615 51,027,774 76.34％

辦理學生訓輔相關工作 1,165,820 167,080 1.50％

辦理環境安全衛生設備、教育訓

練及防護設備等相關工作 

0 0 0％

改善師資結構 10,058,267 0 11.32％

研究生獎助學金 9,628,717 0 10.84％

合計 37,664,419 51,194,854 100％

四、預計102年5月底完成102學年度預算作業之編製階段及送交校務會議預算委員會審查，

102 年 6 月底前完成董事會審議，並送報教育部核備。 

五、定期與總務處核對財產清單，針對會計帳與財產管理系統差異部分予以處理，以達到帳

物相符。 

六、本校預算系統之「預算執行查詢」功能，於 102 年 3 月 15 日提供線上查詢預算執行之明

細，以利單位迅速瞭解所屬計畫預算執行之狀況。 

七、蒐集東海、淡江、輔仁及文化大學等 13 所學校之財務報表，分析預算及決算之財務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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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年度專案計畫執行成果 

一、「加強圖書館圖書資源基礎建設計畫」榮獲「優良」獎 
本校 101 學年校務發展計畫全校共提出約有 3 百餘件計畫，獲得【優良】計畫計有

11 件，本館提出之「加強圖書館圖書資源基礎建設計畫」亦榮獲考評等第「優良」

獎項。 

二、馬來西亞募書活動 
(一)校長於 102 年 1 月至馬來西亞吉隆坡、麻六甲及沙勞越等地，拜訪數所華文獨

立中學校長及教育單位，商討學術交流或合作計畫。 
(二)馬來西亞約有 60 所堅持華語教學的獨立中學，因未獲政府經費贊助，圖書經費

短絀，無力購置課外讀物。因此由本校發起募書活動，號召各界熱心捐書。 
(三)本館承辦此項業務，目標為每所華文獨立中學募集 300 本中文書籍，共需 18,000

冊，募書類型為國高中教科文類、青少年讀物、藝文、休閒等。 
(四)截至 5 月 15 日止，本館「書緣傳大馬，愛心換空間，缺你 book 募書活動」已

募集 21,351 冊書，超越預期目標，預計 6 月底將此批書海運至馬來西亞。 

貳、多元圖書資訊推廣服務活動 

一、「借書 VIP，好禮等您拿」活動 
為鼓勵師生借閱圖書，自 3 月 1 日起連續 4 個月，每月借書量前 10 名 VIP 學生，

次月可任選一項好禮：「我選書、館買單」或「平板電腦借回家」。同時加碼回饋

每月借書量前 5 名 VIP 學生，贈送圖書館獨家紀念版 icash 悠遊卡乙張。 

二、「東吳最後一哩，我的畢業書展」活動 
為結合學校「最後一哩」的培訓概念，厚植應屆畢業生實力，自 4 月 15 日至 6 月 9
日於兩校區圖書館新書展示區展出推薦畢業生閱讀之圖書，並於圖書館館藏查詢系

統舉辦線上書展，期間備有 Cheers 雜誌等刊物，贈送到館觀展同學。 

三、4 月 22 日至 5 月 3 日期間舉辦「世界書香日」系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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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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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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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大樓一樓大壁記前）。 

2.城中校區：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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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雙溪校區：4 月 24 日至 4 月 26 日。 

2.城中校區：5 月 1 日至 5 月 3 日。 

(四)咖啡香讀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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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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限領 1 張，每校區 1 天兌換份數 10 張。 

參、提升館務行政效能 
一、改善閱讀環境與增加汰書空間 

為改善分館七樓閱讀環境噪音干擾與增加汰書典放空間，自 1 月 21 日至 6 月 30 日

試行將影印檢索區與法學閱讀區調換，待同學反應回饋後再進行後續空間調整決

策。 

二、開放平板電腦借用服務 
配合行動閱讀設備服務辦法公佈施行，新增平板電腦設備特藏與出納政策、製作相

關海報與說明手冊、完成工讀生教育訓練，1 月 28 日起開放全校師生借用。 

三、新增電話預約研討室及研究小間服務 
為提升師生使用之便利性以充分利用圖書館空間。3 月 6 日新增電話預約研討室及

研究小間服務，公告以來，與臨櫃預約相較，採用電話預約服務之讀者相較多。 

四、撤銷迴旋梯封閉請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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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總務處營繕組另有規劃，已於 102 年 3 月將該案撤

銷。 

五、提升館員專業知能成長 
邀請太平洋崇光百貨財務本部李逸川協理於 4 月 12 日蒞校演講「零售服務業的行銷

維護與管理— 對行政服務的啟示」。 

肆、館際合作活動 
一、「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服務 

為配合計畫期程，自 102 年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暫停圖書代借代還服務，聯合目錄

檢索及線上申請館際借書證服務照常運作。 

二、八芝連館長聯席會 
館長出席 2 月 22 日由臺北藝術大學圖書館召開之「101 學年度八芝連館際合作組織館長

聯席座談會議」，自102年8月1日起將擔任102學年度八芝連館際合作組織會議召集人。 

三、教育部實地訪視 
2 月 4 日配合本校華語教學中心申請境外招生教育部實地訪視，導覽介紹中正圖書

館、第二閱覽室(Learning Commons）及華語教學相關中西文圖書及視聽資料資源。 

四、復旦大學校園文化建設訪問團 
4 月 26 日宣傳部部長蕭思健、文科科研處處長楊志剛、文物與博物館學系系主任陸

建松、檔案館館長周桂發、圖書館常務副館長嚴峰、文物與博物館學系副系主任呂

靜、圖書館古籍部主任眭駿等一行 12 人蒞校座談並參訪錢穆故居、中正圖書館及校

史室。 

伍、圖書資料借閱統計（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 
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 法學院

學系 中文 歷史 哲學 政治 社會 社工 音樂 英文 日文 德文 法律
圖書借閱冊數 15,128 4,221 2,516 4,082 3,692 3,863 2,479 8,041 7,448 1,740 19,521
圖書借閱人次 4,510 1,337 778 1,288 1,306 1,269 614 2,562 2,456 546 6,782
非書借閱件數 1,587 267 247 783 797 852 140 1,623 1,013 347 1,838
非書借閱人次 1,318 216 180 662 685 675 94 1,285 839 290 1,463

學生總數 1,069 315 267 606 600 611 344 1,054 1,320 278 2,098
 

學院 理學院 商學院 

學系 數學 物理 化學 微生物 心理 經濟 會計 企管 國貿 財精 資管 商學進
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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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借閱冊數 738 692 265 617 2,036 3,137 3,028 3,712 2,144 2,576 1,476 648
圖書借閱人次 203 224 95 182 696 995 911 1282 717 866 519 294
非書借閱件數 133 219 88 181 349 1231 1356 1142 667 932 360 10
非書借閱人次 114 139 76 143 282 920 1089 933 480 709 286 9
學生總數 225 209 211 286 329 841 1162 1207 648 806 585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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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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學期「教學改進補助計畫」核定補助 19 件申請案、總金額約 192 萬元；「教師

專業社群」核定補助 14 件申請案、總金額約 53 萬元，預計執行至 6月 30 日。 

102-1 學期「教學改進補助案」補助結果，預計 5 月 31 日前公告；5 月 1～31 日開放

學系、教師上線申請「102-1 學期教師專業社群」。 

(二)完成 100 年度 5位傑出優良教師之教學心得訪談，相關報導陸續發佈於教學資源中心

教與學電子報及教學卓越計畫成果網站。 

(三)4 月 8 日召開「100-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管考小組第四次會議」複審核定 101 年度

45 件子計畫「綜合評鑑表」審查結果（8計畫屬優良、35 計畫屬佳、2計畫屬尚可），

簽請校長核定頒發獎狀予「優良」計畫之主持人(含共同主持人)。 

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教育部核定補助 102 年 1-5 月「北一區維運計畫」本校五名專任助理人事費 100 萬

1,681 元。 

(二) 3 月 22 日提交教育部《102-104 年度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申請書》；5月 10

日至教育部進行「第 3 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簡報，由趙維良副校長說明實

施主軸規劃。 

(三)4 月 19 日於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辦理「100-101 年度計畫成果考評」，教育部 9

位考評委員聽取執行成果簡報、實地參觀體適能中心及特殊實驗室，並與執行學校座

談。是日座談會議記錄已完成簽核，並提供夥伴學校參考。 

(四)101-102 年度高中優質精進計畫 48 項方案，已執行完 36 案。本校提出之 4 項方案，

已執行完 3案，另進行中「物理科」課程，後續開課日期，預計為 5 月 15、25 日及 6

月 8、22 日。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理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教育部核定補助本校「102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4,000 萬元整，已完成申請

第一期款 1,400 萬元。 

(二)於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新增最新消息 68 筆、計畫成果 121 筆，並完成

填報 1-4 月份經費執行數。 

二、教學助理 

(一)101-2 學期各類教學助理計畫辦理情形如下： 

 隨堂教學助理 課輔教學助理 

補助課程數 137 61 

助理人數 135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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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益學生數 6,422 2,820 

(二)3 月 19、26 日辦理隨堂教學助理期中工作坊「Excel 應用教學講座」，合計 102 人參

與。 

(三)預計 5 月 27 日至 6 月 28 日受理教師申請「102-1 學期教學助理(含隨堂教學助理、

課輔教學助理)」。 

三、語文學習角、課業個別諮詢(統計至 5/7 止) 

(一)3 月 4 日起辦理課業個別諮詢服務，媒合 8門專業課程，166 人次參與諮詢。 

(二)3 月 11 日開始辦理語文學習角活動，171 人次參與諮詢。 

四、空間使用人次 

空間名稱 學生學習進行室 線上學習進行室 城中 Learning Commons 

使用人次 
雙溪 1,564 

城中 654 
11,283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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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年 1-4 月) 

教材製作服

務 

教學資源器

材 

借用服務 

數位媒體 

諮詢服務 

空間借用服務 

數位教學實驗

室 

教師數位教材製作

室 

完成 54 案 
79 人次 

504 項設備 
8 位職員諮詢

39 人次 

128.5 小時 

38 人次 

61 小時 

二、推廣數位學習應用方案 

(一)101-2 學期「網路學園」累計 426 教師使用，共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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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改進暨教師專業社群申請平台： 

1.修正專業社群簽核頁面及列印異常問題。 

2.補強網站頁面程式碼結構及修正經費列表問題。 

3.開放 102-1 學期改進計畫填寫。 

(二)北一區申請暨管考平台： 

1.協助開放帳號權限並解答網站疑難問題。 

2.協助修正部分計畫之預期成效指標，及隱藏特定列表。 

(三)優質高中選課系統： 

1.修正課程及內頁資訊。 

2.協助處理網站資料庫異常問題。 

(四)圖庫系統素材下載，以 99 年 7 月為基準，累計至 102 年 4 月總下載 12,926 次。 

(五)「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系統： 

1.進行首頁圖像化與每日一學版面之設計細節討論。 

2.修改網站無用連結與過期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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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進行「卓越網網站改版」架構規劃與 HTML 設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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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鑑研究組 

一、教師教學獎勵遴選 

(一)101 學年合計 37 名專任教師經由學系、師生連署、校友推薦等方式，參與「教師教

學獎勵」遴選活動。「教師教學獎勵遴選委員會」已召開兩次會議，後續將進行學生

訪談與意見調查，預計 6月底完成整體遴選作業。 

二、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一)持續蒐集學生學習成效、適應與發展相關資料，著手開發大四階段(畢業前)所使用「學

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問卷」(預計 102-2 學期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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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中心 

一、 共通課程相關業務： 

(一) 101 學年度中心召開共通教育委員會，共計 4次會議，重要決議如下： 

會 議 名

稱 
會議時間/地點 

重要決議 

第 1學期

共 通 教

育 委 員

會第1次

會議 

101.10.31 

(三)下午 2：00

～5：10 雙溪校

區 B013 會議室 

調整通識課程及全校性選修課程開課最低學生數標準及其相關

規定：自 102 學年度起，本校通識課程及全校性選修課程最低開

班人數由 15 人調整為 30 人，通識課程及全校性選修課程因未達

最低開課人數停開且連續 3次者，則不再開設或建請支援開課單

位更換授課教師。 

第 1學期

共 通 教

育 委 員

會 臨 時

會會議 

101.11.21(三)

下午 2：00～

6：50 雙溪校區

A210 會議室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架構此次更動如下： 

學士班總學分數由 35 個調整為 28 個學分；進學班總學分數由 27

個調整為 24 個學分。 

 

第 1學期

共 通 教

育 委 員

會第2次

會議 

101.12.05(三)

下午 2：00～

5：15 

雙溪校區 D507

會議室 

(一)102 學年度預計開設之共通課程及入學新生各領域課程實施

方式，各領域變動如下： 

1.【進學班】自 102 學年度起將「性平教育」領域及「生活倫理」

領域列入共同必修課程 2學分，單學期課程，開設於二年級。 

2.通識領域： 

（1）【學士班】學分數由 8學分增為 12 學分，於大一至大三修

讀。102 學年度仍依照原 101 學年度分六大類別八大範疇，學生

應於六大類別中至少需修讀四個不同類別之課程。原於第六類別

「通識講座」開設之故宮文物賞析(特色講座)、性別互動與愛情

(特色講座)兩門課程持續開設。 

（2）【進學班】依 101 學年度通識領域實施內容。學分數仍為 4

學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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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學期

共 通 教

育 委 員

會第3次

會議 

102.01.09(三)

下午 1：30～

4：30 

雙溪校區第二

教研大樓 507

會議室 

1.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共同課程「外文」領域部份，將以 8學分

10 小時進行授課。 

2. 因教務會議(101.12.12)通過將「資訊能力」及「美育活動」

兩項列為 102 學年度學士班入學新生之畢業標準之日期，已

逾 102 學年度學士班入學相關之招生簡章之發行日期，若將

此兩項畢業標準自 102 學年度起列入，未來可能造成學生針

對簡章未能及時說明此畢業標準而提出質疑。故此兩項畢業

標準先於 102 學年度試辦，並自 103 學年度起學士班入學新

生正式施行。 

3. 通過「東吳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師初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4. 通過『東吳大學學生「美育活動」實施辦法』，及『東吳大學

共通教育委員會「美育活動指導小組」設置要點』 

5. 通過「東吳大學通識課程開課辦法」。 

第 2學期

共 通 教

102.03.06(三)

下午 1：30～

審議 102 學年度共通課程及全校性選修課程審議通過如下： 

（一）共同課程：國文、外文、歷史及民主法治課程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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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委 員

會第1次

會議 

5：00 

雙溪校區 B013

會議室 

（二）通識課程： 

學士班部分－原大二，大三舊開課程部分，除第二類別「西洋藝

術概論」支援開課單位由英文系改為歷史系，並同意更名為「西

洋藝術賞析」；第六類別「通識講座」類別部份課程調整為「性

別互動與愛情」特色課程，移至大一授課；續開「故宮文物賞析」

特色講座課程；「職場倫理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時代意義」跨領域

課程仍維持原開課時段。其餘大二及大三舊開課程，即「通識二」

及「通識三」兩個時段課程照案通過。 

（三）全校性選修： 

新開課程：「軍訓」及「應用中文實務」兩類課程通過，另增列

由體育室原申請通識課程「太極拳與養生」經審議後改開為全校

性選修。 

 (二) 北一區各夥伴學校合作開設之跨校通識課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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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北一區各校通識相關業務主管參與本次審查會議。本學年度各校

申請計 28 門，通過開設之課程分別為東吳大學、海洋大學、淡江大學、真理大學、輔

仁大學、臺北市立體育學院、國立臺北大學、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景文科技大學、臺

北市立、教育大學、實踐大學、銘傳大學、文化大學等 14 所學校開設 25 門課。並與

北「北二區夏季學院」課程 5 門課，共 30 門，並經北一區計畫總主持人第六次會議

(102.4.19)確認後開設。 

   2. 本校承認之 101 學年度「北一區暑期通識跨校選修課程」及「北二區夏季學院」課程： 

    「北一區暑期通識跨校選修課程」本校承認課程共計 8門，「北二區夏季學院」本校承認

課程共計 5門，共計承認 13 門，提供給本校學生於暑期(102.7.1-102.8.9)進行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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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通識講座課程總修課

人數 1070 人，有效問卷：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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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 

 

二、重要業務及活動： 

(一)共通教育委員會委員聘任調整：本委員會趙維良委員因公務繁忙請辭委員一職，並經校

長核准。本委員會 101-102 學年度原聘任 13 名委員，為使委員會順利進行，另提請校

長自 101 學年度下學起另增聘哲學系林正弘客座教授、體育室黃景耀副教授及音樂學

系孫清吉教授等三名委員，總計委員為 15 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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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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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例行業務活動： 

（一）通識教育相關會議及推展活動：本中心主辦之通識教育相關推展活動分別如下： 

活動或會議名稱 活動時間/地點 主講(持)人 參加對象及人數 

通識講座教學助理成果

發表會 

101 年 6 月 25 日（一）

12:00～14:00 

王  行主任 

蔡瑞卿專員 

100 及 101 學年度通識

講座教學助理共計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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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或會議名稱 活動時間/地點 主講(持)人 參加對象及人數 

雙溪校區 D501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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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五洲掌中劇團團

長王英峻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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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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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通識上菜】靜態

資料展 

101.11.19~101.11.23

上午 8：30～晚間 10：

00 為期一週雙溪校區第

二教研大樓一樓穿堂 

通識教育中心  全校教職員生 

【名師饗宴】名師

通識講座影音播放 

101.11.19~101.11.21

每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 共計三天雙溪校區

望星廣場 

通識教育中心  全校教職員生 

【北一區通識講

堂】化妝保養品DIY 

101 年 11 月 20 日（二）

晚間 6：30 至晚間 8：30

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 

東吳大學化學系郭

鳳珠老師 

本校及北一區18所夥伴

學校教職員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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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B015 

東吳大學中文系張

曼娟教授(前香港

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主任) 

全校教職員生 100 人 

【北一區通識講堂】生

命激勵講座：不完美的

跑者-生命的鬥士講座 

 

體育室及通識中心合辦 

雙溪場：101 年 12 月 7

日區普仁堂  

城中場：101 年 12 月 10

日 5211 會議室 

主講人曾志龍先生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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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一區各校教職員生 

「東吳通識電子報」 102 年 2 月 5 日發行。 通識教育中心 全校教職員生 

共通課程「學業關懷系

統說明會」二場 

 

雙溪場：102.3.25 (一) 

12:30-13:10 於 B013 研

討室 

城中場：102.3.29 (五) 

12:30-13:10 於 2123 會

議室 

註冊組陳秀珍組長 

本校共通課程教職員--

雙溪場:15 人 

城中場:11 人 

東吳大學第六屆「通識

徵文比賽」 

即日起至 102 年 3 月 22

日(五) 截稿 
通識教育中心主辦 

共計有 20 篇徵件作品，

102 年 4 月 30 日公布得

獎名單，共計錄取第一

一、二、三名及佳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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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或會議名稱 活動時間/地點 主講(持)人 參加對象及人數 

名。 

「通識中的性別平等教

育：理念、目標與落實

--透過性別，看見通識』

研討會 

102 年 5 月 24 日(五)  

9：00 至～16：30 

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蘇芊玲副教授、謝

小芩教授、楊婉瑩

教授、卓耕宇老

師、王儷靜副教

授、曾郁嫻助理教

授、楊婉瑩教授 

全國各大專院校教職員

生約 9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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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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高可用性機

制測試，並定期進行系統日誌備份，以及完成資料庫介接軟體採購。 

(二) 完成會計預算執行、102 預算編列系統開發、修改；完成 101 學年度預算編列資料

轉 101 學年度預算執行資料處理作業。 

(三) 持續進行電子化校園中總務、人事及教師年度紀事等系統之問題修正。 

(四) 完成 102-104 校務發展計畫提報系統開發。 

(五) 完成電子化校園應用伺服器硬碟升級作業，以符合資安規範、資料庫介接校務行政

資訊系統資料庫 Gateway 軟體請購、年度弱點掃瞄、系統弱點檢視及補強作業。 

(六) 完成資訊安全內部稽核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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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數位學習平台第三年計畫，含高效能應用伺服器、數

位學習平台軟體功能擴增、雲端平台入侵防禦系統及光纖交換器建置。 

(二) 協助教學資源中心完成北一區主機防火牆設定。 

三、全校網路環境建置說明 

(一) 完成 SIP 伺服器改接工程。 

(二) 完成校園網頁伺服器管理辦法修訂。 

(三) 完成資訊安全管理系統(ISMS)內部稽核。 

(四) 完成個人網頁伺服器網頁服務版本更新。 

(五) 完成個人網頁伺服器 php 建置。 

(六) 完成電力監控網路點建置及設定。 

(七) 完成代理伺服器圖書館電子資料庫列表更新。 

(八) 完成楓雅樓網路規劃。 

四、校務行政資訊系統開發說明 

(一) 完成支援101學年度第2學期學生選課、註冊各項相關電腦作業及相關程式之增修，

為解決校務行政資訊系統壅塞問題，本學期將授課計畫查詢改為靜態檔案、加退選

期間試行系統流量管制，以及調整部份程式效能。 

(二) 完成 101 學年第 2學期全校學生學雜費資料處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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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成家長入口相關規劃與建置。 

(四) 進行校務行政資訊系統版本相容性驗證以及資料完整性確認，並進行校務行政資訊

系統硬體升級服務案。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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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完成修改教務系統之學年課程資料表、教師綜合資料表、各種身分別人數統計報表、

加入陸生統計與歷年成績單格式調整。 

(七) 修改人事系統聘書列印、人事資料下載等程式。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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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中相關程式。 

(九) 持續進行權限系統暨學籍系統轉系、雙輔跨、資料轉檔作業改版作業系統規劃設

計。 

(十) 完成新校務行政資訊系統 PureFlex 專案之防火牆規劃設定。 

五、教職員生服務事項說明 

(一)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 8 門課程，截至 5 月兩校區教職員共計

290 人次報名參加。 

(二) 辦理 SAS 統計軟體教育訓練課程，教職員生共計 49 人報名參加。 

(三) 完成更換 2316 電腦教室布幕。 

(四) 完成協助兩校區多媒體教室進行軟體更新及病毒檢測。 

(五) 進行雲端虛擬軟體桌面使用環境測試。 

(六) 支援 102 年校慶活動登錄系統。 

(七) 完成協助教學資源中心主機代管(163.14.19.30)擴增硬體事宜。 

(八) 協助會計系、資管系、經濟系、物理系與財精系完成電腦教室網路斷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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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體育教學組】 

一、101 學年第 2學期核定「教學改進計畫」補助金額共計 92,934 元，計畫教師為李昶弘、

林鈺萍及劉義群老師；核定「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補助金額共計 49,054 元，計畫教師為

李昶弘老師。 

二、體育室教師教學觀摩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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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學期「身體組成檢測服務」於 4月 22 日～5月 3日於兩校區體適能檢測中心舉行，包

含潘校長在內，全校總計參與檢測師生人數為 769 人，反應踴躍，服務人數比上學期檢

測人數 696 人成長 14%以上。 

四、本學期水域安全教育宣導活動於 4月 29 日～5月 3日舉行，以掛圖、發送電子郵件及教

師課堂中宣導方式進行。 

五、101 學年度體育校際交流活動於 102 年 5 月 10 日（五）下午至淡江大學參訪，參與人員

為體育室專任教師及職員共計 13 人。交流議題：1、淡江大學體育運動場館設施參觀，2、

淡江大學體育組織架構與業務推展之概況；3、體育教學、體育活動相關業務推展之經驗

分享。 

六、依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共通教育委員會臨時會議之決議：自 102 學年度起「體育」領域

原大一至大三必修，改為大一至大二必修，大三、大四為選修；因應修業年限之縮短，

本室多次召開體育發展委員會及課程委員會，針對課程架構、課程實施重作規劃。 

七、針對 103-105 學年體育室發展計畫，本室多次召開體育發展委員會及課程委員會，研議

發展目標及重點發展策略。 

【體育活動組】 

一、建校 113 周年校慶運動會於 102 年 3 月 16 日圓滿舉行，總計參與人數 2,506 人，開幕典

禮除了創意繞場外，113 環台自行車隊榮光返校，帶來一波高潮；舞林大道競賽邀請景

文高中競技啦啦隊表演，NIKE 公司贊助 4x100 公尺接力、大隊接力兩項跑鞋、外套等獎

品，有效刺激參加意願；摸彩活動學生反應極佳；本屆破校運紀錄共有團體二項、個人

一項，各項成績已公布。 

二、101 學年運動代表隊後援會體育獎學金頒獎典禮訂於 102 年 5 月 30 日舉行，由陳調鋌會

長、校長頒發體育獎學金、榮譽狀及運動代表隊畢業學生紀念品；同時邀請校友返校與

校內師長、在校生餐敘及經驗分享。 

三、101 學年系際盃各項球類競賽 102 年 4 月 8 日至 5月 19 日舉行，各項成績已公布，總計

參賽隊數 127 隊，共 1,968 人報名比賽。 

四、101 學年度本校各項代表隊參加大專聯賽、大專運動會成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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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一般級第十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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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女子排球代表隊：女生一般級第十名 

5、女子網球代表隊：北區一般女生組個人單打第十二名，晉級全國決賽 

6、桌球代表隊：北區一般女生組個人單打第九名，晉級全國決賽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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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鐵人三項代表隊： 

音樂系四年級葉家含獲一般女子組金牌 

會計系三年級林欣怡獲一般女子組銀牌 

英文系四年級黃裕澄獲一般男子組銀牌 

9、游泳代表隊： 

個人賽─ 

微物系四年級陳皙、財精系一年級林奕伶分別在女子 100 公尺仰式及 200 公尺

蝶式中獲得第六名、經濟系二年級鄭宇娟獲女子 50 公尺蝶式第八名。 

接力賽─ 

微物系四年級陳皙、財精系一年級翁郁婷、財精系一年級林奕伶、經濟系二年

級鄭宇娟，獲女子 4100 公尺混合式接力與 4100 公尺自由式接力分第七名。 

10、高爾夫球代表隊：獲男子團體第二名，法律系一年級呂美賢獲男子個人第二名。 

    總計共獲一項第一名、四項第二名、三項第六名、二項第七名和一項第八名。 

五、「2013 東吳大學輪椅籃球賽」102 年 5 月 25 日（星期六）於外雙溪體育館舉行，共有樂

扶-勇士輪椅籃球隊、彰化和美實驗中學輪椅籃球隊、高雄巨人輪椅籃球隊來校競技，本

校經濟系男子籃球系隊與校女子籃球隊參與體驗賽，總計參與人數約 220 人。 

六、本校 101 學年度教職工羽球聯誼賽訂於 6月 15 日於外雙溪校區體育館舉行。 

七、本學期完成外雙溪運動場館與器材之維護、修繕事項如下： 

1、體育館百葉窗、採光罩漏水修繕及增購長條座椅。 

2、田徑場河邊網、排球場燈光換新。 

3、排球場周邊擋網架及足球門油漆。 

4、操場灑水器保養及割草機汰舊換新。 

5、桌球教室地板、天花板漏水及牆面粉刷維護。 

6、網球場遮雨蓬汰舊換新。 

7、寒假操場草皮保養。 

八、為推動師生動態健康生活型態，提供師生休閒運動及便利生活環境，爭取「臺北市公共

自行車租賃系統」（YouBike）於外雙溪校區設租借站。於 102 年 4 月 16 日（星期二）與

台北市政府相關單位、台北市議會及校內學務處、總務處同仁會勘至善路 1段與臨溪路

口之設站。 



-------------------------------------------------------------------------------------------------------------------------------------------
東吳大學 101 學年度第 2 次(1020529)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100 

推廣部 

一、 城中校區經常班（上課期間：101 年 8 月 1 日～102 年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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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總收入成長 3.7％。 
2、韓文班：總人次成長 4.2％；總收入成長 6.49％。 
3、英文班：總人次成長－13.95％；總收入成長－15.8％。 
4、德文班：總人次成長 205.13％；總收入成長 138.44％。 
5、法文班：總人次成長 1.65％；總收入成長 4.14％。 
6、西班牙文班：總人次成長－19.49％；總收入成長－26.35％。 
7、義大利文班：總人次成長 26％；總收入成長 22.89％。 
8、數位人才學苑：總人次成長－22.5％；總收入成長－16.3％。 
9、企貿班：總人次成長－2.55％；總收入成長－0.41％。 
10、 精緻生活系列課程：總人次成長－4.32％；總收入成長 10.05％。 
11、 長青學苑：總人次成長－88.37％；總收入成長－91.37％。 

(二) 城中校區經常班 101 學年較 100 學年，總人次成長 0.91％；總收入成長 0.27％。 
 

二、 雙溪校區經常班（101 年 8 月 1 日～102 年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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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總收入成長 4.7％。 
2、 雙溪瑜珈：總人次成長 134.48％；總收入成長 1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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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3％；總收入成長－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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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總收入成長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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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總收入成長－0.75％。 
2、不動產估價師、地政士學分專班：總人次成長 0％；總收入成長－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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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7％；總收入成長 26.19％。 
2、 充電起飛加值方案：總人次成長－63.74％；總收入成長－52.62％。 

(三) 學分班 101 學年較 100 學年，總人次成長－4.2％；總收入成長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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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7％；總收入成長－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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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4％；總收入成長 17.25％。 
4、教育部樂齡大學：總人次成長 9.8％；總收入成長 4.53％。 

(二)委訓課程 101 學年較 100 學年，總人次成長－48.27％；總收入成長 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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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北市政府薦送員額 
(一)101學年，目前列計人次 148 名，列計應收學費 832,800元。 

(二)100學年，同時期列計人次 124名，同時期應列計收入 679,200元。 

 
六、 教育部暑期英語密集營 

(一)101學年，目前列計人次 14 名，列計補助款收入 588,260元。 

(二)100學年，共計 24人次，補助款收入 876,744元。 

 
七、 目標收入及目標達成率 

(一) 101 學年目標收入 108,750,000 元，  
截至 102 年 4 月 30 日止總人次 18182 人，總收入 82,874,622 元，目標達成率 76.21％。 
101 學年較 100 學年，總人次成長－3.26％；總收入成長 1.81％。 

(二) 100 學年目標收入 108,750,000 萬元， 
同時期總人次 18795 人，總收入 81,400,660 元，目標達成率 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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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一、例行聚會 

 

(一)雙溪團契 

 

1、每週二禱告小組 8人：聖經教導，為學生、校園祈禱。 

2、每週三、五 YUMMY 小組 16 人：從聖經人物典範中學習生命品格。 

3、每週四音樂系小組 10 人：生活專題討論、聖經經卷閱讀。 

4、每週三大聚會 15 人：生命/生活/信仰專題演講。 

5、個人性真理造就 10 人：生活輔導/聖經真理教導。 

 

(二)城中團契 

1、週一到週五禱告會 15 人 

2、週一到週四真理造就班 40 人 

3、週五專題講座  20 人 

 

二、營會/活動 

(一)1 月 14-16 日第三屆校牧室領袖訓練營：27 人 

(二)2 月 15-16 日雙溪學生團契同工退修會：11 人 

(三)3 月 15-16 日第 23 屆飢餓三十生命挑戰營：學員 100 人，同工 25 人 

(四)3 月 16 日第二屆校慶兒童飢餓十二體驗營：學員 21 人，同工 5人 

(五)3 月 16-17 日衛理福音園退修會 21 人 

 

三、特別節慶活動 

(一)2 月 19- 30 日四旬期中午禁食禱告會 80 人 

(二)3 月 16 日校慶校牧室詩班獻詩：20 人 

(三)3 月 20-21 日復活節二十四小時連鎖禱告會 18 人 

(四)3 月 27 日復活節福音短片活動服事人員 16 人 ，觀賞人次 74 人，發出彩蛋 100 個 

(五)4 月基督受難主題活動-逾越節晚餐體驗、悲慘世界主題探討：40 人次 

(六)4 月復活節彩蛋贈送活動(學生)：1000 人次 

 

四、接待外賓事工—聯絡海外衛理公會 

(一)東馬畢理學院（3/5-7；4/15-19） 

(二)印尼黃德淑牧師(3/1-11) 

(三)日本筑波大學山本真教授(3/3-10) 

(四)西馬周道惠先生(4/7-8) 

(五)赴東馬(4/18-24)探訪衛理中學(詩巫)、培正中學(美里)、建國及崇正中學(沙巴亞庇) 

(六)東馬福源堂成人團契詩班 36 名(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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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委員會 

本委員會於 102 年 5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在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召開 101 學年

度第 2次會議，討論議案如下： 

 

案    由：提請評估本校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WTO法律研究中心、中東歐研究中心及海量

資料研究中心。           

提案人：邱永和研發長 

結    論： 

一、本案通過。 

二、「校級研究中心 101 學年度成果報告及 102 學年度計畫書」第 8 頁有關「發行《台

灣人權學刊》此為華人地區唯一探討人權議題之專業學術期刊」，請刪除「唯一」

二字。 

三、「校級研究中心 101學年度成果報告及 102學年度計畫書」第 36頁「東吳大學中東

歐研究中心組織章程草案」，請刪除「草案」二字，並增列法規通過時間。 

四、應主動再擴大校外募款對象，以收成效。向政府相關機關募款：如司法院、法務部、

台北市政府文化局……等；向社會民間單位募款：如宗教團體、基金會、重量級企

業……等。 

五、請研務處儘速修正相關辦法，在本校財務狀況許可下，由研務處編列一些精神鼓勵

性質經費予以補助校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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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委員會 

甲、本委員會於 102 年 3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 分整，在雙溪校區圖書館會議

室(NA103)，召開 101 學年度第 2次會議，討論議案：「東吳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

織章程及運作辦法」及「東吳大學教學評鑑作業要點」等修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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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 

一、 101 學年第 2學期教職員工福利基金專戶之收入項目如下： 

(一)推廣部販售教材提撥收入 182,235 元，已於 102 年 4 月 26 日入帳。 

(二)預估報廢品出售收入約 250,000 元。 

二、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教職員工福利基金支出項目如下： 

(一) 補助各教職員社團活動費用約 23,000 元。 

(二) 本學期退休人員已知至少有 11 人，退休補助金約需 662,000 元。 

 (註：上學期已退休計 4 人，退休補助金為 206,000 元，合計全學年計有 15 人

退休，總支付退休補助金約為 868,000 元，。) 

三、 截至 101 學年第 2學期結束，預估教職員工福利基金尚不足約 6萬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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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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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梨山雪梨及甜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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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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10 提供「飛利浦、歐司朗、國際牌省電燈泡」特價事宜  

101/12/21 提供「第三屆台北國際冬季旅展」VIP 免費入場券，歡迎索取。  

102/01/02 提供「淡水老街-漁人碼頭」渡船船票免費索取  

102/01/07 轉知新社區農會 (茂谷柑、杏鮑菇、綜合鮮菇…等) 年節禮盒優惠  

102/01/24 提供[味全家政班年菜訂購]優惠資訊  

102/01/30 轉知中華電信「MVPN 優惠專案」異動事宜。  

102/02/26 轉知國立中正紀念堂管理處「糖果天后的藝想世界」特展資訊  

102/02/26 轉知高雄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大冒險家：帝國寶藏展」訊息  

102/03/08 全國電子推出「芳綺 7W LED」燈泡限量特惠  

102/03/21 全國電子推出「羅技滑鼠」特惠活動  

102/03/28 轉知中正紀念堂管理處「輝煌時代-羅馬帝國特展」優惠票價  

102/04/11 全國電子推出捕蚊燈、電風扇特價優惠活動  

102/04/11 提供「台北國際春季旅展」VIP 免費入場券 180 張索取。  

102/04/26 全國電子推出寵愛媽咪(吹風機、血壓計、氣炸鍋)特價優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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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委員會 

一、支援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02 學年度學科能力測驗台北第三考區百齡高中監試暨巡視試務

工作。 

二、辦理 102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招生考試各項試務工作。 

三、辦理 102 學年度甄選入學（含「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招生考試各項試務工作。 

四、102 學年度進修學士班新生改採學測、指考成績及（或）書面審查提出甄審及申請之招

生方式，不再另辦理考試，俾簡化試務。研製 102 學年度進修學士班新生招生簡章草案，

提報招生委員會議審議後，於 4月 15 日上網公告（101 學年度起不另發售紙本簡章）。 

五、規劃各學系轉學生招生名額、研製 102 學年度轉學生招生簡章草案，提報招生委員會議

審議後，於 5月 10 日上網公告（101 學年度起不另發售紙本簡章）。 

六、辦理 102 學年度日夜學制轉學生暨進修學士班新生招生考試各項試務工作。 

七、辦理 102 學年度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試務（2月 25 日至 4月 30 日受理報名，五月中

旬審查，五月底公告錄取名單）。 

八、規劃本校 103 學年度各學系各管道招收新生名額，提報招生委員會臨時會議議定。 

九、研擬 102 學年度統籌及自提預算（含各管道招生經費暨招生活動費等相關預算，招生預

算適用 103 學年度入學新生）。 

十、分別於元月 30 日及 31 月辦理兩梯次「認識東吳—與高中生對話」宣導活動，開放高中

生及家長報名參加。 

十一、102 年 6 月 23 日及 24 日將辦理兩天一夜「101 學年度招生服務研習營」，培訓招生義

工，持續辦理高中參訪及赴高中宣導等相關事宜。 

十二、依據教學資源中心提供之 101 學年度大一新生問卷，瞭解新生選填校系情形、影響選

擇校系因素及高中生認識本校之管道，以為擬定招生策略之參考。 

十三、統計分析各學系甄選入學生與非甄選入學生在校成績表現（含學業成績總平均暨其平

均名次百分比及等第對照表、專業科目成績對照表、學生平均名次百分比及等第說明

）等，函送各學系院系參考，以為擬定招生策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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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 

一、討論「102 學年度電腦實習費收費標準」一案，決議為建議延用 101 學年度收費標準，

單一收費，2學分(含以上)均收費 1,200 元。 

二、討論修訂「東吳大學電腦教室借用及收費辦法」」一案，決議為依委員意見修改並提供

新舊條文修訂對照表，於下次會議再討論。 

三、討論「校務行政資訊系統硬體採購規劃案」一案，決議為請電算中心於下次會議報告 E

化的軟硬體規劃後再討論。 

四、討論「電子化校園系統維護規劃案」一案，決議如下： 

(1) 規劃項目(三)修正為由推廣部編列系統委外開發及維護費用，委由電算中心執行委

外需求。 

(2) 修正後通過。 

五、討論「101 學年度校務行政資訊系統設備更新規劃案」一案，決議如下： 

(1) 補充說明預計採購設備的好處、用途、規格與可能的問題。補充說明如附件二。 

(2) 在設備更新後，電算中心應保證登記分發選課流量可提昇至 2800 人以上且即時加退

選流量可提昇至 1200 人以上。 

(3) 選課流程亦應一併檢討，方能有效解決選課系統之問題。 

(4) 原則通過電算中心的採購規劃，於本學期另爭取 1100 萬採購經費，唯會議紀錄須先

經各院院長簽名認可。 

六、討論「102 學年度電算中心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列事宜」一案，決議如下： 

(1) 於變更 102 學年度電算中心「建置快速、安全與穩定之雲端新世代網路」子計畫之

經費規劃文件中，請於電腦設備項目名稱中以括號加註網路安全設備，並於用途說

明上強調資安設備之重要性。 

(2) 102 學年度電算中心預算依電算中心規劃之項目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