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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十一月 

【註冊】 

一、 填報教育部各相關統計報表數據(依據 10 月 15 日當天數據)：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學士班學生人數為 11,861 人；碩士班學生人數為 1,200 人；博士

班學生人數為 93 人，共計 13,154 人；碩士在職專班 1198 人，進修學士班 1268 人，

進修學制合計 2466 人。日間學制較去年增加 8人；進修學制較去年減少 72 人。 

二、 101 學年度學士班畢業人數為 2,433 人；碩士班畢業人數為 272 人；博士班畢業人數

為 8人，碩士在職專班 186 人，進修學士班 198 人，共計畢業人數 3097 人。 

三、 101 學年度第 2學期學士班辦理休學人數為 108 人；碩士班辦理休學人數為 153 人；

博士班辦理休學人數為 5人，共計休學人數 266 人。碩士在職專班理休學人數為 118

人，進修學士班理休學人數為 52 人，進修學制合計 170 人。 

四、 101 學年度第 2學期學士班退學人數為 146 人；碩士班退學人數為 45 人；博士班退

學人數為 4人，共計退學人數 195 人。碩士在職專退學人數為 36 人，進修學士班退學

人數為 50 人，進修學制合計退學 86 人。 

【課務】 

一、 102 學年度開課，經第 1學期加退選和學系課程調整，目前各學系增開及停開科目數統

計如下表。（彙整自 5月教務會議後至今 10 月 25 日） 

學系 停開 增開(新開) 學系 停開 增開(新開)

中文系 1 3(2) 數學系 3   

歷史系 2 1(1) 物理系 3   

哲學系 1 2(2) 化學系 2   

政治系 1   微生物系 3   

社會系 2 1(1) 心理系 1   

社工系 2   綠色學程     

音樂系 19   鑑識學程     

師資培育中心     法律系 20   

人權學程     經濟系 2   

創意人文學程     會計系 2   

非營利組織管

理學程 
    企管系 3 2(2) 

英文系   2(2) 國貿系     

日文系     財精系 2   

德文系 1   資訊系     

語言教學中心 3 1 財務金融學程     

實用英語學程     科技管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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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科目 21 8 商學進修學士班     

深耕英文     國際交流 1 2 

合計：停開 95 科，增開 22 科(含新開 10 科) 

二、102 學年度第 1學期全英語授課科目共計 11 科次。首次申請 5科次、第 1次續開申請

6科次。 

【招生】 

一、本校申報 103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分別為：學士班：2,714 人、碩士班 459 人、博

士班 19人、進修學士班 294 人、碩士在職專班 392 人。合計日夜學制招生總量為 3,878

人。教育部概依本校申報核定總量；復依部函規定，各學系各管道招生名額業於 10

月 2 日再案報部，各管道招生名額分別為：繁星推薦 230 名、個人申請 988 名、考試

分發 1,486 名、碩士班 459 名、碩士在職專班 392 名、博士班 19 名。 

二、十月份進行宣導者計有：10/1 赴私立達人女中（招生服務團）； 10/01 赴私立南華高

中（招生組同仁）；10/9 赴台北市立南湖高中（社工系馬宗潔老師）；10/15 赴台北市

立陽明高中（政治系吳志中老師）；10/16 赴國立彰化高中（會計系李春成老師）；10/17

赴台北市立和平高中（日文系陳美玲老師）；10/18 赴台北市立大同高中（會計系李

春成老師）；10/21 赴新北市立中和高中（法律系胡博硯老師）；10/22 赴桃園縣立大

園國際高中（會計系李春成老師/財精系詹芳書老師）；10/23 赴國立華僑高中（心理

系朱錦鳳主任、林淑靜秘書；企管系尚容安老師）；10/25 赴新北市立泰山高中（化

學系王志傑老師）；10/31 赴台北市立成淵高中（會計系李坤璋老師）學群講座；10 /3

私立南華高中；10/8 私立文德女中；10/30 國立華僑高中到校參訪。 

【教務行政】 

一、 處理各單位一般教學與行政單位資料印製及膠裝：線上申請印件共 445 件，自費印

件 32 件，紙本申印 248 件。 

二、 辦理 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晝管考第一組考評作業，管考委員計有 12 位成員，負責

所有 A主軸 166 項子計畫管考事宜，目前本組已完成相關紙本與電子檔資料之彙整

並送交委員進行審核。 

三、 102-103 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公民與社會教學實施與教師專業成

長」，本組協助研習課程安排及相關預算之編列。 

四、 本校自辦外部評鑑實施計畫（自我評鑑機制）經教育部審查認定結果為「修正後通

過」，本組已與評鑑組討論內容修正相關事宜並完成修改作業，送印後交評鑑組陳核

並報部備審。 

【通識教育】 

一、 召開本學年度共通教育委員會共計二場如下： 

(一)「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共通教育委員會議」：102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二)下

午 13：00∼15：20 假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B013 研討室，重要決議如下— 

1.自 102 學年度起因共同課程「國文」及「外文」學分數之調整，有關批改篇數部

份：為強化本校學生中文論述之語文能力，故「國文」科目批改篇數仍維持 8篇。

因學分調降後，配合語言教學中心整體教學內容之規劃，故「英文(一)」批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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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由全學年 12 篇調整為 8篇。 

2.本委員會初審通過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改進補助計畫申請，共計兩案    

如下：通識教育中心所提之「改善『群』、『體』二育優質教學計畫」及體育 室所

提之「體育課程創意教學暨學習成效提升計畫」。 

3.通識課程委託開課單位之授課教師若非原聘任單位，開課單位應先行知會原聘任

單位。 

4.本校通識課程中第六類別「通識講座」課程因受限未來教師鐘點費經費不足之情

況，將調整通識課程架構如下：將以「通識講座」為主題之類別取消。並規劃其

他主題之類別，如：生活倫理、全人健康。 

5.有關本校通識課程學分抵免，將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研定可抵免科目名稱之對照

為依據，供註冊組辦理抵免作業。 

(二)「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共通教育委員會議」：10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二)下

午 13：30∼15：20 假 D507 研討室，針對 103 學年度共通課程架構及實施內容進

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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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十一月  

一、 榮譽：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辦理全國輔導工作績優學校選拔，本校健康暨諮商中心獲選

為102年度輔導工作績優學校。 

二、 工讀生態度訓練營：10/5(六)於雙溪校區普仁講堂辦理初階或進階課程，本次初階課程(對

象為初次擔任工讀者或未曾參與初階課程者) 共206名學生參加，整體回饋平均分數4.2分

（5分量表）；進階課程(對象為曾經參加過初階訓練者) 共77名學生參加，整體回饋平均

分數3.8分（5分量表）。另未參與本次工讀生訓練之學生，需閱讀課程手冊後並繳交心得，

未完成者將影響本學年度工讀考核。 

三、 新生家長座談會：102學年度新生家長座談會已於10/26(六)辦理完畢，感謝各學系共同合

作，使活動圓滿達成。本學年首次試辦於週末舉行，初步統計當日上午出席學系場之人

數共533人(雙溪：317人，城中：216人) ，下午出席全校場次人數共248人(雙溪：161人，

城中：87人) ，101學年度出席總人數為547人。目前正進行回饋量表統計中，相關結果將

於近期內召開檢討會說明。 

四、 第1哩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後續：於10/4分別召開與團隊同仁、學生服務員之檢討會議，

初步決議：夜間結業模式有助於氣氛營造，情感凝聚，且氣溫舒爽不若傍晚結業之燠熱，

明年將繼續維持；學務綜合課程部分，將精簡濃縮「身心健康類課程-愛得正好」時間，

並建議「資源瞭解類課程-資源挖挖挖」之教務規章課程內容再精簡；學務團隊之「系統

組」續由生涯發展中心同仁支援部分，請社資處考量跨單位協助合作之成效。 

五、 道德思維特色講座課程：102學年度第1學期德育中心與通識教育中心合作開設此課程，

截至加退選時間結束共有210人修課，課程附帶有品德服務學習方案，目前方案已進行至

學生繳交品德服務學習企劃書，預計10/23至11/1間安排學生跟輔導教師確認企劃書內容，

11/11至12/6實地服務，12/13繳交成果報告書。 

六、 學生社團借用一般教室使用能資源卡說明會：10/23、24於兩校區分別辦理學生社團借用

一般教室使用能資源卡說明會，配合學校節能減碳政策，能資源系統實施後，學生社團

使用一般教室辦活動需有能資源卡啟動電源，方能使用相關電器設施。本中心將於能資

源卡儲值點數(點數依各社團可借用場地次數換算)，於點數內使用能資源卡，社團不需負

擔任何費用。 

七、 新生體檢：健康暨諮商中心（衛生保健）針對本學年開學初新生體檢結果，異常項目持

續加強相關衛生教育宣導。 

(一) 學生：102學年約4,000名新生受檢，體檢異常項目中以BMI（24.57%）、血液檢查

（21.58%）血脂肪（20.78%）及血壓（20.78%）異常為主。 

(二) 環境安全暨游離輻射防護人員體檢：共55人受檢，體檢異常項目中以總膽固醇

（72.72%）、血糖（32.7%）、血壓（29%）、三酸甘油脂（27.27%）異常為主。 

八、 傳染病防治工作：9/11、27辦理兩場結核病接觸者檢查，共135人受檢，10/15衛生單位通

知9/27場次72人之檢查結果，有1名同學需進一步就醫追蹤，護理人員於10/15已給予關懷、

衛教，並於10/18收到政府轉介單後，已立刻轉交個案並提供就醫諮詢。 

九、 餐飲衛生督導：針對大統及富味鄉黑心油品事件，營養師已分別於10/21、10/24檢查各廠

商使用油品之品牌項目，本校承商並未使用大統油品，但經檢查瞭解有3家承商使用富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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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公司油品，已當場請廠商下架及立刻收存。另，製發公告請商家注意相關新聞，切勿

使用不良油品，以維護師生飲食安全。 

十、 健康Q&A營養諮詢：健康暨諮商中心自11/1起為期4週，以個人預約諮詢的方式，針對新

生體檢結果異常及師生個人健康需求，提供專業的營養諮詢，實施過程為：先給予參與

師生健康飲食與生活建議，使之實行健康飲食計畫 3-4週後，再進行健康認知與行為改變

的評估，確認其學習到健康生活的行為。 

十一、 大一學生身心適應困擾調查普測：本學期已完成各學系調查，共計23個學系參與，計有

55個班次。本學年各學系將於102/12/16起至103/1/9辦理大一導師會議。102/11/4進行施

測人員施測流程訓練。 

十二、 導師班級輔導活動：班級共同課程方案：本學期申請改為1學系1場次，共有15個學系申

請，雙溪校區10場次，城中校區5場次；師生團體互動方案：共計有242場次，雙溪校區

135場次，城中校區107場次，共有24個學系申請，預估參加人數12,762人，較前一學期

成長26％(前一學期參與10,088人次)。 

十三、 各學院導師會議：本學期健康暨諮商中心持續與各學院合作辦理，以「大學生親密關係

中的性別暴力議題」為研習主題，各學院舉辦時間如下：外語學院9/25(三)1400-1520、

人社學院10/14(一)中午、法學院11/6(三)1530-1720，理學院1/13(三)中午，商學院尚未

確認。 

十四、 資源教室學生輔導：截至本學年10月中，資源教室輔導服務學生共121人（含休學8人）。 

十五、 宿舍師生座談會議：本學期第一次宿舍師生座談會議已於10/16召開完畢，會中各宿舍

幹部均對總務處師長，於暑假期間協助的大型修繕及平時例行性修繕及維護之辛勞表達

感謝；而會中柚芳樓反映之露臺積水問題、松勁樓浴室磁磚不夠平整、浴廁間隔板過低、

廁所間加裝置物架等，本中心將與總務處進行後續評估及改善。另，學務長及總務處師

長於當天會中所提醒之事項，請大家節約使用學校所提供的衛生紙、請住宿生愛護宿舍

並共同培養良好生活習慣等，宿舍將配合宣導。 

十六、 危險山坡地租屋宣導：學生住宿中心與軍訓室主任及同仁於10/24造訪臨溪路100巷、74

巷危險山坡地，本次訪視結果，該區域整個呈現的是潮濕、雜亂、蚊蟲滋生的殘破景象。

訪查過程並未發現有本校同學誤租該區情形。 

十七、 校園安全維護：10/15因台北市政府水利局疏浚外雙溪河道工程，臨溪路路基遭掏空致

使路面滑動。校安中心當天即緊急派員前往路口，拉起封鎖線，實施單向人車交通管制。

自10/16起協調總務處加派1名保全協同教官共同於尖峰時間，協助雙向交通管制。 

十八、 校園災害防護研習：102學年度第1學期校園災害防護研習，已於10月22日10至12時，於

城中校區5117會議室實施，課程內容為校園災害簡介與防護、CPR與AED自動體外電擊

器介紹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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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十一月 

一、兩校區餐飲招商部分： 

1. 外雙溪校區簡易全家便利商店(Q121)自 102 年 9 月 9 日起販賣微波便當、湯飲、涼麵及

飲料等，雖經多方宣傳，但每日營業量仍非常少，故將於 12 月 1 日起停止營運。 

2. 籌畫召開本學年招商委員會，針對 101 學年度承商督導小組所提出對現行城中校區 4

家承商所作之續約審查結果，進行招商檢討事宜。 

二、環境清潔與健康衛生部分：： 

1. 本校參加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舉辦之「102 年度臺北市加強推動大專院校辦理資源回

收工作評比獎勵計畫」評選，榮獲優等獎。 

2. 完成實驗室有害事業廢棄物送至 M002 暫存作業。 

3. 完成教育部職業災害系統通報作業及原子能委員會密封射源申報作業。 

4. 完成向北市環保局申報 9 月份資源回收量、廚餘量、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量。 

三、重要修繕工程部分： 

1. 完成兩校區建築物 19 棟公共安全檢查作業，預定 11 月上旬辦理簽證及申報。 

2. 10 月份受理請購、請修案總計 425 件，其中完成自力修繕案 251 件、完成委商修繕案

23 件，其餘 151 件尚在進行中。 

3. 兩校區校舍滲漏水及壁癌狀況調查回覆計 203 件（城區 41 件及溪區 162 件），自 10 月

15 日起協調專業廠商辦理勘估，已完成 15 件滲水狀況處理，另 188 件滲漏水及壁癌

狀況，處理規劃如後： 

(1) 尚有滲水、壁癌 129 件，視 102 學年度預算及現場狀況區分優先順序，賡續委商

或自力維修。若有受經費不足影響無法完成維修案件，統籌列入 103 學年度申編

預算執行。 

(2) 依校舍滲漏水及壁癌嚴重情形，區分為「城區一大樓屋頂及花崗石外牆接縫漏水

13 件」、「城區三大樓正面內牆滲水 4 件」、「溪區超庸館牆面防水工程 41 件」及

「溪區綜合大樓籃球場屋頂滲水 1 件」等 4 案防水工程，統籌列入 103 學年度申

編預算執行。 

4. 雙溪校區大門聯外道路－臨溪路搶修施工案，經市府工務局水利工程處進行多次會勘後，

承商已於 10 月 19 日進場，修復工期約 2 個月。施工期間以型鋼護欄管制車道，目前

人員、車輛僅能使用單車道進出。為維護安全，已配合市府增派警衛實施交通管制，

確保車輛及人員交通安全。 

四、空間規劃部分： 

完成雙溪第二教研大樓 5-10 樓電梯口休息區布置，並由學系認養平日維護之工作。 

五、教室電能管理系統建置 

甲、 教室電能管理系統訂於 102 年 11 月 1 日啟動試行，經評估如系統運作穩定，則將於第二

學期 103 年 2 月 1 日正式施行。 

乙、 完成兩校區 4 場「教室電能管理系統」說明會，使全校師生了解供電運作方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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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團 2 場，一般師生 2 場，總計 140 人參加(學生社團 66 人，一般師生 74 人)。 

六、校區用電部分： 

102 年 10 月用電量(9 月使用)與去年同期比較，本期使用 30 天(去年 28 天)，日用電

度成長 0.8％，總電費增加 3％。成長原因係城中校區中央空調冰水溫度調低 2℃所致。 

七、校舍補照部分： 

教育部規定 103 年 12 月底前各校宿舍均應完成補照，本校榕華樓已於 8 月 19 日取得

合法房屋，地政事務所人員並於 10 月 23 日到校現場測量，待領取建築物測量成果圖，即

可辦理產權登記取得權狀。 

八、101 學年度財產盤點： 

1. 完成 101 學年度財產盤點作業。本次盤點範圍為 101 年 6 月 1 日至 102 年 5 年 31 日兩

校區新增加之財產，共計 1,800 項，除有 186 項未貼財產標籤外(已即時補黏)，其他財

產盤點無盤盈、盤虧之現象。 

2. 完成 101 年度由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購置之 1,072 項設備盤點作業。 

九、公用廁所衛生紙供應部分： 

自 9 月 9 日起兩校區提供公用廁所衛生紙，每週均由工友或保潔填寫檢查表並登記使

用量。經試行檢討發現，部分使用者將衛生紙當成擦手紙，故已增加宣導小語提醒外，針

對使用量自 11 月份起將採每週限量供應方式，每週配量用罄後，當週不再補充，改以掛

牌方式告知提醒，以達宣導愛惜節約之效。 

十、學生置物櫃部份： 

完成兩校區學生置物櫃候補申請作業。原兩校區分別設置 144、182 個置物櫃，因不敷

使用，已於 10 月中再各新增 40、68 個供學生候補申請使用。 

十一、場地使用申請權責單位異動： 

配合 11 月 1 日「教室電能管理系統」啟動試行，各單位申請使用一般教室之受理單

位調整如下： 

類別對象  受理單位  受理內容  

非學生 

課務組 
受理各教學或行政單位申請與課程教學、招生考試或行政

有關事項內容 

保管組 
受理校外單位及各教學或行政單位申請非與課程教學、招

生考試或行政有關事項內容  

學生 群育中心 受理學生團體或學生個人申請使用教室或場館 

 

十二、出納業務部分： 
1. 102 年 9 月 23 日至 102 年 10 月 22 日止現金及銀行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9 億 8,443

萬 2,000 元，支出 9 億 8,730 萬 520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行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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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 102 年 9 月 22 日止結存日報表分析，本校資金配置明細

如下：銀行活期存款4.74%、支票存款2.07%、定期存款77.55%、

政府公債 13.52%、證券投資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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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十一月 

【研究事務組】 

一、 研究計畫類 

（一） 本校教師執行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持續辦理經費結案事宜，截至10月底已完成69件

計畫之經費結案。 

（二） 國科會103年度「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力計畫」案，本校提出1件申請案。 

（三）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力及專長培育計畫」案，本校計有中文系(2案)及政治系

(1案)，共提出3件申請案。 

（四） 國科會103年度「與俄羅斯人文科學基金會（RFH）雙邊共同研究計畫（Joint Call）」

案，本校提出1件申請案。 

（五） 國科會自然處「防災學門『都市防洪』與『流域泥沙資源管理』二課題計畫」案，敬

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2年11月1日前完成線上申請。 

（六） 國科會103年度「科普活動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2年11月19日前完成線

上申請作業。 

（七） 國科會人文處103年度「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

於103年1月15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八） 國科會2014/2015年度「與奧地利國家科學基金會(FWF)公開徵求雙邊研討會及雙邊研

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3年1月21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九） 國科會與公益財團法人日本交流協會(Interchange Association,Japan)合作辦理

「2014年台日博士生暑期研究及台日青年研究人員暑期短期參訪考察」案，自102年11

月1日起接受申請，請有意申請者於103年1月6日前，填具本校「辦理研究庶務申請表」

檢附相關資料，擲交研發處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十） 教育部103年度「國內大專校院申請臺灣研究國際合作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

於103年1月9日前，填具本校「辦理研究庶務申請表」檢附相關資料，擲交研發處研究

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十一） 臺北市立動物園「103年度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案，以其103年度焦點及核心保育物

種或研究領域為主軸，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或研究團隊於102年11月13日前，將計畫

書逕送徵件機構。 

（十二）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辦理「臺北市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方案委託招標」說明會，

因每單位限至多2人出席，請有意出席教師於102年10月24日中午前以電話通知研究

事務組劉小姐(分機5224)，俾憑彙總後統一報名，原則以先告知為優先。 

（十三） 本校完成指定臺灣大學及陽明大學代為辦理教師主持國科會補助且涉及人類研究非

生物醫學類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倫理審查。 

二、校外獎補助類 

（一） 辦理國科會「102年度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11月獎勵金」及「102年度

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11月獎勵金」撥付事宜。 

（二）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金會、獎勵研究人員赴國際學術或研究機構從事短期研究(以二

個月為限)」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或研究人員，於103年2月25日前填具本校「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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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庶務申請表」，檢附學系主任推薦意見說明(含推薦理由)1份、被推薦人學經歷表、

考察或研究計畫書、最重要著作五件、行程表、預算表等申請文件1式3份擲交研發處

研究事務組，俾便辦理後續事宜。 

三、校內獎補助類 

（一） 受理102學年度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助」、「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胡筆

江先生紀念專款」、「東吳大學之友基金會捐贈基金學術獎助」等申請事宜，102學年度

申請時間為102年10月1日至10月31日。 

（二） 102學年度第1學期10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念專款」6件補助案及「戴氏基金補

助教師交換研究及邀請學者講學」2件補助案。 

 

【校務發展組】 

一、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一) 103-105 學年度策略規劃 

1. 依本校預算制度及預算編審作業要點並參照 102 學年度實際運作情形，規劃「103-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審作業時程規劃表」，本案於 102 年 10 月 18 日奉 校

長核示在案（文號：1021300534）。各階段作業時程規劃如下： 

(1) 103-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策略規劃（102 年 5-10 月）； 

(2) 預算規劃（102 年 10-11 月）； 

(3) 修訂計畫提報系統（102 年 9-11 月）； 

(4) 提報年度子計畫及經費規劃（102 年 11-12 月）； 

(5) 計畫暨預算審查（102 年 12 月-103 年 6 月）。 

2. 依據 103-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架構修訂計畫提報系統，於 102 年 10 月 15 日向

電算中心提出系統需求單。 

3. 102 年 10 月 23 日由校長召開「103-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規劃小組第 2 次會議」，由

研發處報告 103-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策略規劃，會中通過： 

(1) 確立本校願景； 

(2) 確立 103-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主軸及重點項目； 

(3) 確立 103-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子策略。 

4. 持續修訂 103-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策略規劃報告（草案），並循往例提報行政會議（102

年 11 月 4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102 年 11 月 6 日）、校務會議（102 年 12 月 18 日）、

董事會（103 年 5 月）審議，作為本期程各學年度單位工作計畫及預算編列之依據。 

(二)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 

1. 102 年 10 月 9 日召開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小組說明會。 

2. 102 年 10 月 18 日函請管考小組啟動管考作業，並於 102 年 11 月 22 日前完成管考

小組綜合評估報告(文號：1021300545)。 

3. 11 月份工作重點：辦理計畫金額達 50 萬元以上之執行單位簡報計畫執行成效。 

(三) 102 學年度計畫異動 

1. 研究發展處於 102 年 9 月 18 日簽陳「擬變更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子計畫『校務評鑑

專案計畫』執行單位」（公文文號：1021300475），校長於 102 年 10 月 1 日核示通過，

研發處會同會計室及電算中心辦理計畫異動事宜。 



 
東吳大學 102 學年度第 6 次(102.11.04)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11 

 

2. 學生事務處於 102 年 9 月 26 日簽陳「擬請 同意本處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異動

事宜」（公文文號：1020701127），校長於 102 年 10 月 1 日核示通過，研發處會同會

計室及電算中心辦理計畫異動事宜。 

3. 完成上述計畫異動作業，並於 102 年 10 月 17 日函知計畫異動單位登入電子化校園

系統確認計畫暨預算內容。 

二、教育部獎補助提報作業 

(一) 公告各一級單位獎補助計畫 102 年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經費執行情形。 

(二) 102 年 10 月 14 日參加教育部 103 年度獎補助計畫說明會。 

(三) 11 月份工作重點： 

1. 102 年 11 月 1 日參加 103 年度獎補助計畫系統說明會 

2. 102 年 11 月 6 日召開 103 年度獎補助計畫自選項目及權重規劃會議。 

三、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訪視作業 

(一) 102 年 10 月 1 日召開 101 年度教育部經費訪視規劃會議。 

(二) 102 年 10 月 22 日辦理 101 年度教育部經費訪視簡報預演。 

(三) 辦理 10 月 30 日實地訪評。 

四、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 

(一) 確認並提醒各表冊填報人於填報系統關閉前上網填報及再次確認填報資料之正確性。 

(二) 請各填報單位完成系統填報作業後，列印紙本經一級單位主管簽核後擲交研發處校務

發展組彙整。 

(三) 11 月份工作重點：提出修正 102 年度 10 月份表冊資料。確認並提醒各表冊填報人於

填報系統關閉前上網填報及再次確認填報資料之正確性。 

 

【評鑑組】 

一、 關鍵績效指標(KPI)作業 

研究發展處自 10 月上旬開始，已逐一進行行政單位之關鍵績效指標(KPI)協商，預計 10

月底前可完成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國際事務處、社會資源處以及電算中心之

關鍵績效指標以及最適上、下標值訂定。 

二、 本校自辦外部評鑑作業 

（一） 「東吳大學自辦外部評鑑辦法」及「東吳大學系、所、學位學程及通識教育評鑑結果

管考與獎懲辦法」業經 10 月 21 日之行政會議通過。後續將送 12 月 18 日校務會議進

行討論。 

（二） 本校申請自辦外部評鑑之修正計畫書，將依既定時程於 10 月底前報部。 

三、 教學評量作業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之期末教學評量「課堂反應問卷」讀卡結果居全校前 25％教師之感

謝狀，已分送學系並請代為轉頒相關教師以玆鼓勵。(前 10％由校長具名共有 99 名教師，

前 11~25％由教務長具名共有 153 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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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 
十一月 

一、辦理本校境外學生、僑生、交換生及學生活動等相關事宜： 

(一) 102年10月2日公告102學年度第2學期赴大陸協議學校交流研習學生之甄選相關事宜，

截止日期至10月21日止，總計21所大學，申請學生共17名。 

(二) 102年10月24日公告103學年度赴國外協議學校交流研習學生甄選相關事宜，總計38所
大學，截止日期至11月15日止。 

(三) 102年10月23日及10月25日分別於城中校區及雙溪校區舉辦「交換生了沒? 學長姊的經

驗分享講座」，分別邀請到企管系、會計系、英文系及日文系4位學生分享至德國明斯

特大學、波蘭華沙人文大學、法國史特拉斯堡大學及日本同志社大學交換研習之心得，

出席人數約100人。 

(四) 102年10月26日協助辦理由青年發展署所舉辦之福隆泛舟活動，本校境外生參與學生人

數為12人。 
二、辦理與海外大學簽訂協議、陳報教育部事宜： 

(一)102 年 7 月 2 日完成與波蘭礦業冶金科技大學科技大學簽署校級協議。 

(二)102 年 7 月 4 日完成與波蘭華沙經濟大學簽署校級及學生交換協議。 

(三)102 年 7 月 8 日完成與捷克巴杜比采大學簽署校級協議。 

(四)102 年 7 月 9 日完成與捷克赫拉德茨克拉洛韋大學簽署校級及學生交換協議 

(五)102 年 7 月 11 日完成與斯洛伐克斯拉德科維喬沃大學簽署校級協議。 

(六)102 年 7 月 12 日完成與匈牙利布達佩斯商業學校簽署校級協議。 

(七)102 年 8 月 23 日完成與美國陶森大學簽署校級協議。 

(八)102 年 10 月 1 日完成與美國加州州立大學北嶺分校簽署校級協議。 

(九)102 年 10 月 1 日完成與日本獨協大學簽署校級及學生交換協議。 

(十)102 年 10 月 9 日完成與韓國建國大學簽署校級及學生交換協議。 

(十一) 102 年 10 月 11 日完成與大陸南開大學簽署校級及學生交換協議。 

(十二) 102 年 10 月 13 日完成與上海財經大學簽署校級、學生交流及學生交換 

  協議。 

(十三) 102 年 10 月 15 日完成與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簽署學生交流協議。 

(十四) 102 年 10 月 15 日完成與寧波大學簽署校級協議。 

(十五) 102 年 10 月 17 日完成與遼寧大學簽署校級協議。 

(十六) 簽署中協議單位，共 13 所:  

     1.寧波工程學院 
    2.菲律賓亞德雷歐大學 

    3.日本愛知縣立大學 

    4.日本宮崎大學 

    5.韓國檀國大學 

    6.荷蘭海牙應用科學大學 

    7.匈牙利科維努思大學 

   8.韓國江原大學 

   9.韓國翰林大學 

   10.韓國圓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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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美國北肯德基大學 

   12.荷蘭方提斯國際商學院 

   13.日本東北大學 

     (十七)   報教育部中協議單位，共 5 所 
   1.新疆大學 

   2.清華大學 

   3.北京師範大學 

   4.西南交通大學 

   5.南京中醫藥大學 

  (十八)  送行政會議協議單位，共 2所 
      1.北京外國語大學 
         2.韓國仁荷大學 
四、接待外賓蒞校參訪： 

(一)102 年 10 月 4 日接待澳洲阿德雷德大學國際關係經理 Simon Futo 先生，討論未來短期

課程規劃合作事宜。 

(二)102年 10月 8日澳洲紐卡素大學國際事務辦公室Tommy Lin先生，針對未來學生交換、

出國研習及雙聯學制之可能合作性進行初步討論。 

(三)102 年 10 月 9 日接待韓國建國大學金敬姬董事長、宋熹永校長及一行 6人，除協助安

排市內參訪外，同時安排參訪本校華語中心及校園導覽，當天於劍潭活動中心舉行雙

方簽約儀式。 

(四)102 年 10 月 14 日接待美國 St. Mary＇s College of Maryland Charles Musgrove 

       教授，針對未來可能之合作性進行討論。 

(五)102 年 10 月 14 日接待韓國中央大學人員來訪並安排校園導覽。 

(六)102 年 10 月 17 日接待 2013 台北大阪高等教育會議參訪團共 9位，來訪貴賓包括日本

大阪商業大學、大阪教育大學及大阪女學院大學 3校校長，除校園導覽外亦安排本校

華語中心進行簡單介紹。 

(七)102年10月24日偕同法學院接待澳洲臥龍崗大學法學院院長Warwick  Gullett教授，

針對未來與本校法學院合作事宜進行初步討論。 

(八)102 年 10 月 25 日接待大陸中央財經大學胡樹祥校務委員會主席等 5位來訪。 

(九)102 年 10 月 29 日接待日本關東學院大學 15 位師生來訪，除安排與日文系學生餐敘交

流外，同時參與社工系研討會及導覽本校華語中心。 

五、參加國際組織活動、參加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102 年 10 月 17 日姚思遠學術交流長與游晴如組員出席 UMAP 於輔仁大學舉辦之「2013 

臺灣亞太大學交流會校長暨行政論壇」。 

(二)102年 10月 23日游晴如組員出席「2013年台灣亞太大學(UMAP)交流會國際工作坊」。 

(三)102 年 10 月 25-26 日游晴如組員及王筠蕙秘書參加由海外聯招會主辦之「2013 澳門

台灣高等教育展」，總計 62 所大專校院出席參展，兩天展期約達 2,000 位學生至本校

攤位詢問。 

六、營隊活動及獎學金相關業務： 
(一)102 年 10 月 11 日公告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學生境外交換獎學金」申請事

宜，截止日期至 102 年 11 月 11 日止。 

(二)102年 10月 19-25日由朱賢丁專員及李景根組員率領本校21名學生及19名分別來自

世新大學、台藝大、東華大學、元智大學、雲林科大、中洲科大及中華大學學生前往

蘇州大學參與「2013 江南文化研習營」活動。研習活動行程包括文化參訪、學術講座

及與蘇州大學學生交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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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 年 10 月 23 日公告哈爾濱工業大學於 102 年 12 月 25 日-31 日舉辦之「哈工大第

六屆小衛星學者計畫」活動，申請截止日至 11 月 5 日止。 

(四)102 年 10 月 23 日公告東北林業大學於 102 年 12 月 22 日-28 日舉辦之「第六屆海峽

兩岸大學生冰雪之情冬令營」活動，截止日期至 11 月 5 日止。 

(五)102 年 10 月 27 日公告吉林大學「第十二屆臺灣學生北國風情冬令營」錄取名單，總

計錄取 7名學生，備取 4名。(中文系四年級 A班汪筱真、社會系三年級 B班謝欣礽、

社工系三年級 A班田毓慈、社工系 B班邱銘蒂、法律系四年級 D班陳亭儒、企管系碩

士班二年級曾海薇及財經系四年級 A班許智皓等 7名同學；另依序備取法律系五年級

C 班鹿平、德文系四年級張家寧、中文系四年級 C 班曹軒瑜及法律系五年級 C 班邱珮

芸等 4名同學) 

(六)102 年 10 月 28 日公告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外籍學生獎學金」獲獎名單，

獲獎學生共計 21 名，總金額為 146,000 元整。 

七、其他業務及會議相關 
(一)102 年 10 月 9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國際學術交流委員會第 1次會議，  

      討論議題包括 21 所學校之校級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內容及「東吳大學交換學 

    生計畫實施辦法」草案。 

(二)102 年 10 月 9 日朱賢丁專員出席「102 年度北區中央有關單位聯合訪視僑生 

    活動」。 

(三)102 年 10 月 28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國際學術交流委員會第 2次會議，討論議

題包括北京外國語大學及韓國仁荷大學之校級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案、102 學年度國

際學術交流課程案、102 學年度第 1學期外籍生獎學金申請案及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

赴陸研習之校級交換學生申請案。 

(四)規劃辦理 102 年 11 月 1 日召開陸生(學位生)就學與輔導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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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十一月 

一、102.10.01 至 102.10.28 捐款金額為新台幣 5,290,335 元，捐款人數 228 人，最高捐款用途為

華語教學中心「楓雅學苑」，10 月份 10 萬元以上捐款資料如下（依捐款金額排列）： 

姓名 捐款金額(元) 用途 

財團法人理律文教基金會 
600,000 法學院-1106 會議室 

200,000 法學院-法律實務研習課程 

財團法人江許笋文教基金會 
300,000 

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專用款- 2013 國際人權教育研

討會 

500,000 兩岸事務中心- 103 年度優秀陸生獎學金 

蔡任意 
200,000 華語教學中心「楓雅學苑」 

200,000 德蔭學子計畫 

財團法人東吳大學章孝慈先

生學術基金會 
300,000 法律系專用款 

王祿誾 200,000 華語教學中心「楓雅學苑」 

高國倫 200,000 華語教學中心「楓雅學苑」 

陳清祥 200,000 華語教學中心「楓雅學苑」 

葉宏燈 200,000 華語教學中心「楓雅學苑」 

張以萍 200,000 華語教學中心「楓雅學苑」 

宋文琪 200,000 華語教學中心「楓雅學苑」 

游健昱 200,000 華語教學中心「楓雅學苑」 

李永芬 200,000 法學院專用款 

陸培義 100,000 
東吳大學資訊管理學系系友獎助學金-「點滴成河、

心手互持」計畫 

二、捐款回饋致謝：  

1. 10 月寄發謝函共計 96 張，捐款收據共計 92 張。 

2. 10 月份寄發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55 張。 

三、校園紀念品經營業務： 

1. 自 102.08.01 至 102.10.22 販售金額為新台幣 809,069 元。 

2. 近期重點工作： 

(1) 開發城中校區黃金畫及素雅牛皮紙袋。 

(2) 102.10.19 校友盃高爾夫球聯誼賽，推廣販售校園紀念品。 

(3) 102.10.29 推出「東吳校園紀念品生活市集--美好的生活從東吳開始」秋賞嚴選行銷活

動，並搭配問卷調查贈送紀念品福袋。 

(4) 規劃開發聖誕節檔期商品-聖誕小熊、聖誕版瓦間燒、東吳傘。 

(5) 規劃開發新春賀禮商品-牛軋糖、醋。 

四、華語教學中心「楓雅學苑」勸募專案：本計畫截至 102.10.25 止，累計捐款金額為 

    新台幣 9,661,711 元，大額單筆捐款(含認捐)超過新台幣 20 萬元者計 17 位，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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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劉吉人學長允諾贊助新台幣 300 萬元，依感謝辦法將以「楓雅學苑」交誼廳為其 

    命名，近日簽請相關企畫案，預計 102.12.09 辦理揭牌感謝儀式。 

五、圖書購買勸募專案：「書香飄千里．茶香獻情意」圖書館動能推升計畫，以校長 

    名義寄發勸募信函予歷年曾捐助圖書購買經費，以及有意願捐助此項目之校友，於 

  102.10.30 起陸續寄出，鼓勵定期小額捐助，年度募款目標設定新台幣 450 萬元。  

六、校友活動： 

1. 2013 雲嘉地區校友聯誼餐會：預計於 102.11.16 中午 12 時假劍湖山王子大飯店舉行，目

標桌數 22-25 桌，共寄發 2,000 份邀請卡。由雲林校友會廖清祥會長(英文系 77 級)、嘉

義校友會簡麗環學姊(企管系 66 級)協助動員，表演節目由東吳校友合唱團擔綱演出。 

2. 為凝聚東吳校友社團人情感，於 102.10.10(星期四)於雙溪校區 B013 研討室，舉行「東

吳校友社團人聯誼會」第二次籌備會議暨會員大會，計有 28 名校友出席。 

3. 東吳之友會長來訪接待：Mr. Edward Rada102.10.20-23 訪台，於 10.21(星期一)下午於雙

溪校區舉行討論會議，晚間由校長邀集校內師長於新葡苑餐廳舉行晚宴。本次 Mr. Edward 

Rada 帶來總計美金 309,430 元捐款。 

4. 第八屆校友盃高爾夫球聯誼賽：102.10.19(星期六)假美麗華高爾夫球場舉行，參加人數

共計 125 人。 

5. 上海校友聯誼餐會：預定 102.12.21 11:00-14:00 於上海西華酒店公寓舉行，趙副校長率

許社資長將代表與會，校友總會唐松章理事長亦將親自蒞臨，本次餐會結餘收入將捐作

華語教學中心「楓雅學苑」，上海校友會將協助勸募。 

七、《東吳校友》雜誌第 25 期： 

1. 102.10.15 採訪行政院研考會副主委戴豪君學長(法律系 81 級) 。 

2. 102.10.24 採訪瑞士銀行副總裁范嘉宏學長(經濟系 82 級)。 

3. 102.10.25 稿件與廣告贊助截稿。 

4.102 .10.31 專訪勤業眾信總裁陳清祥學長(會計系 68 級)。 

  八、102.10.29 刊登《情繫東吳校友電子報》第 96 期。 

  九、校友接待與服務： 

    1. 10 月份代辦校友成績單、證書共計 28 人次。 

十、電子化校友聯繫與服務： 

1. 截至102.10.25止，校友電子郵件信箱地址筆數共計49,273筆。 

2. 截至102.10.25止，校友動向資料庫校友資料116,957筆，其中聯絡筆數93,537筆、失聯校

友筆數22,784筆、已逝校友筆數636筆。 

3. 寄送 10 月電子生日賀卡 7,129 份。 

4. 101.11.19~102.10.25 止，計有 140 位校友申請 Gmail 免費電子信箱。 

5. 截至 102.10.25 止，計有 1, 369 位畢業校友申請使用入口網站的權限。 

十一、教學卓越計畫：彙整轉換各院系畢業生流向調查資料，預定 101.10 完成法學院、 

      101.11 完成理學院、外語學院調查成果報告。 

十二、辦理「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大三學生普測實施計畫： 

 生涯發展中心與各學系於 10 月份合作舉辦班級團測，由心理師帶領大三各班學   

 生進行班級團測，10 月共計辦理 10 學系 19 場，11 月份預計辦理合作 11 學系共  

 13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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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生涯工作坊： 

 本學期共規畫辦理 8 場次，主題包含針對大三及大四學生開設之履歷自傳實作，  

 及針對大一大二學生開設之輔系雙修學程選擇、生涯夢想與目標規劃等，十月份  

 共計辦理 4 場，整體回饋 4.6(5 分量表)。 

十四、夢想行動家： 

 於 10 月 21 日-11 月 1 日共辦理 10 場次個別分享會，計有「你所不知道的少 棒 

 ─台東成功國小」、「東吳躲貓貓─校內貓 TNVR&狂犬病知識分享」、「Music  

 Power！樂動生命力音樂分享會」、「瘋。飛行」、「原來，可以比自己想像的 

 更勇敢」、「芽。Sprout─一個女孩在印度發芽的故事」、「栽種專屬你自己的 

 夢想─親手美化東吳校園」、「送愛到蘭嶼─我的 18 天偏鄉教學之旅」、「毛起 

 來玩！羊毛氈手做體驗」、「收藏幸福向西行！─西藏幸福旅行家」，並於雙溪 

 藝廊辦理戶外靜態成果展。 

十五、青年領袖學堂： 

 目前為止共 102 人報名，計畫將於 11.11-12.19 實施，課程計有創新思維、領導 

 激勵、宏觀視野、團隊合作、溝通協調、領導風格六大主題。 

十六、最後一哩業界接軌培訓計畫： 

 為促進學生培育職場基本能力與就業接軌順利，本次最後一哩改以營隊方式進  

 行。其目的在「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能力」、「形塑專屬於東吳人的風」、「培養 

 學生應對進退能力」，本次另一特點為嘗試建構本校學生特質為出發點，增進職 

 場領域所需職能為藍本，實務的操作演練和團隊互動為內容，展開校園最後一哩 

 與業界接軌方案。 

十七、11、12 月份展演節目： 

1. 102.11.02-11.30 於游藝廣場舉辦「戲劇的瞬間-陳敏澤個展」。(免費入場) 

2. 102.11.11-11.30 假林語堂故居舉辦「奇幻西班牙攝影展」。(憑門票入場) 

3. 102.11.15 (五)「咖啡小旅行-年輕溫暖的島嶼-民生工寓」。 

4. 102.11.18-12.06 於二教研入口走廊舉辦「張聖志攝影展」。(免費入場) 

5. 102.11.20 於雙溪校區 D0201 下午 13：30-15：30 邀請精靈幻舞舞團賀連華團長舉辦

「佛朗明哥的靈魂之旅」講座。(免費入場) 

6. 102.11.23(六)、11.24 (日) 09:00-17:00 於雙溪校區 D0201 舉辦「微電影私塾工作坊」。 

7. 102.11.26 (二) 19:30 於傳賢堂邀請精靈幻舞舞團舉辦「破解佛朗明哥 2-美好年代」之

舞蹈演出。(票價 200 元) 

8. 102.12.02-31 於游藝廣場舉辦「城市的溫度-9 人攝影聯展」。(免費入場) 

9. 102.12.04 (三) 19:30 於松怡廳舉辦「湖北-荊楚之風」之演出。(免費入場) 

10. 102.12.06 (五) 19:30 於松怡廳舉辦「阮丹青 & Sunshine Costa」之演出。(免費入場) 

11. 102.12.06 (五)「咖啡小旅行-理想性格的時光-理想時光」。 

12. 102.12.07、12.14 (六)於城中舉辦「創意工作坊」。(免費入場) 

13. 102.12.11 (三) 19:30 於松怡廳舉辦「法國浪漫的古典 v.s.德國浪漫的古典」之演出。(免

費入場) 

14. 102.12.13 於游藝廣場邀請英文系校友韓懷宗先生舉辦「咖啡講座-扮猪吃老虎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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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 

15. 102.12.18 於雙溪校區邀請梁世佑先生舉辦「文創講座-電玩藝術文化之內涵與表現操

作」。 

16. 102.12.18 (三)、12.20(五)於兩校區舉辦「咖啡小旅行講座&分享」。 

17. 102.12.19 (四) 19:30 於傳賢堂舉辦「米靈岸音樂劇場」之演出。(票價 200 元) 

十八、校園環境： 

1. 寵惠堂後水池命名活動：10 月徵稿、11 月校園網路票選、12 月完成命名與頒獎。 

2. 東吳意象(吉祥物)徵稿活動： 10 月徵稿、11 月校園網路票選、12 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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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十一月 

◎人文社會學院： 

1. 本院於 9月 30 日函知 102 學年度「清寒獎助學金」及「優秀獎學金」申請事宜，目前經

統計收到申請「清寒獎助學金」有 14 位同學，申請「優秀獎學金」有 26 位同學，將擇

期組成審查小組進行審查作業。 

2. 本院於 10 月 9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一次院務會議。會中通過「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

師評審辦法」部份條文修訂案、「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部份條

文修訂案與制訂「人文社會學院輔導未通過教師評鑑之教師各項輔導機制與措施」案等

共 3案。 

3. 本院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導師輔導研習會議於 10 月 14 日在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行，

由本校健康暨諮商中心姚淑文主任主講「大學生親密關係中的性別暴力議題」，本次研習

會議共有 47 位導師報名參加。 

4. 本院於 10 月 18 日在人社院會議室召開本院第 31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第 1次籌備會議。 

5. 10 月 23 日奉院長指示，e-mail 通知各單位主任及祕書有關 102 年 10 月 30 日教育部經

費訪視期間注意事項。 

6. 本院教師申請 103 學年度研究計畫申請作業已於 10 月 7 日截止收件，經統計共有 9件申

請案，將另行安排進行外審作業。 

7. 本院 102 學年度第 2次主管會議於 10 月 16 日召開。會中邀請到張家銘教務長率教務處

招生組同仁，為本院各單位主管進行學校招生政策及招生宣導之說明。 

8. 本院謝政諭院長自 10 月 25~29 日參加於廣西南寧舉辦之「第九屆兩岸經貿文化論壇」，

並與廣西地區相關大學進行學術交流。本論壇由中國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先生與吳伯雄

先生共同主持，論壇主題為「擴大兩岸交流合作，共同振興中華」。 

9. 感謝總務處規劃與擺設第二教研大樓 5至 10 樓梯廳處沙發與圓桌，此措施不僅提供師生

休憩空間亦能美化各樓層梯廳空間，深受師生之喜愛與稱讚。下表為管理室楊宇謙先生

提供之各樓層沙發數量與認養單位一覽表。 

樓層 沙發數量（含抱枕） 圓桌數量 認養單位 

5 6 2 師培中心 

6 6 2 歷史系 

7 6 3 中文系 

8 6 2 社會系 

9 6 3 社工系 

10 6 3 政治院 

10. 創意人文學程相關活動： 

(1). 10 月 5 日舉辦兩學程教學工作坊，地點選於市長官邸藝文沙龍。工作坊中邀請到兩

位該領域中著名講者，分別為國立政治大學政大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公共行政學

系江明修教授及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洪泉湖院長，兩位講者為非營利及創意人文之

議題個別為在座老師進行演講及交流。另外，工作坊中也邀請政治系劉書彬老師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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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系陳台霖老師分享教學規劃及心得。共 14 位老師及助教參與。 

(2). 10 月 14 日於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舉辦『102 學年度創意人文學程第一次作業小組會

議』，議程內容包括：學期課程修讀人數之報告、討論本學期活動規劃、學程課程相關

檢討及實習相關議題討論。 

11. 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相關活動： 

(1). 10 月 5 日舉辦兩學程教學工作坊，地點選於市長官邸藝文沙龍。工作坊中邀請到兩

位該領域中著名講者，分別為國立政治大學政大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公共行政學

系江明修教授及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洪泉湖院長，兩位講者為非營利及創意人文之

議題個別為在座老師進行演講及交流。另外，工作坊中也邀請政治系劉書彬老師及中

文系陳台霖老師分享教學規劃及心得。共 14 位老師及助教參與。 

(2). 10月17日於1011教室室舉辦「102學年度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第一次作業小組會議」，

議程內容包括：學期課程修讀人數之報告、討論本學期活動規劃、學程課程相關檢討

及實習相關議題討論。 

(3). 10 月 14 政治系陳俊宏老師「人權倡議」課程舉辦協同教學，邀請綠色公民行動聯盟

秘書長崔愫欣老師蒞校演講，主題為「影像敘事作為一種說故事的方式：紀錄片拍攝

的理論與實務」，共有 20 位同學參與。 

◎中文系： 

1. 10 月，促成東吳大學與靜宜大學簽訂 102 學年度學術合作協議書，雙方合聘陳台霖助理 

   教授，靜宜大學為主聘學校，本校為合聘學校。陳老師 102 學年度在本系教授文化創意與 

   行銷、文化創意與經營管理、故事書寫課程。 

  2. 10 月 1 日，完成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種子導師、班級導師編聘及導生安排，以強化學系 

     教師輔導活力、促進師生互動、協助學生身心調適、促進大學生活適應、掌握優先需要關 

     懷學生狀況。 

3. 10 月 7 日，公布 102 年「具研究潛力優秀學生獎勵」得獎名單，計有吳慧婷、呂玉姍、

呂欣茹、李佳安、李昭穎、莊知儒、趙忻儀、顧幸芝等 8位同學得獎，獲頒獎金及獎狀

乙張。 

4. 10 月 7 日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舉辦本系第 177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主講人：李鴻儒

老師；論文題目：〈黃宗羲《易學象數論》辨例舉隅－－兼芻議〉；討論人：國立臺北教

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孫劍秋教授；主持人：劉文起老師。 

5. 10 月 7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309 教室，由王瓊玲老師邀請許清雲、沈惠如、王祥齡老師

與「古典小說」、「韻文導讀」、「現代戲劇及習作」、「中國思想史」課程學生共同參與臺

灣豫劇一甲子特別公演簡介活動，內容有傳統戲曲的基本元素、豫劇音樂與表演特色、

精采選段示範及推廣臺灣豫劇團大戲《楊金花》、《三打陶三春》、《梅龍鎮》。 

6. 10 月 8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會議室舉辦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國際交流餐會，由林伯

謙主任主持，丁原基老師、鹿憶鹿老師、沈心慧老師、林宜陵老師、首都經濟貿易大學

趙建梅老師共同參與，另有秘書 2人、助教 4人、港澳生 1人、越南僑生 1人、陸生 4

人、大陸交換生 5人、自費研修生 19 人參與，彼此分享在臺灣的生活、交友、學習、考

試的經驗，共同感受中文系大家庭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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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 月 9 日於綜合大樓 B509 電腦教室，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作舉辦中進三「職業興趣與職

能評估」測驗，以瞭解學生個人之未來就業性向。 

8. 10 月 14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1 教室，由羅麗容老師「傳統戲曲之欣賞與詮釋」課程邀

請國立臺灣戲曲學院執行「2013《闇河渡》校園推廣講座宣傳計畫」，現場由花旦朱民玲

主講「花旦的蹻功藝術」、小生趙揚強主講「京崑小生藝術比較」，並示範演出《拾玉鐲》，

推廣年度大戲《闇河渡》，同學反應熱烈。 

9. 10 月 9~14 日林宜陵老師與沈惠如老師赴甘肅蘭州大學進行學術交流。11 日在該校文科

樓參與學者講座，各以「台灣古典文學教育及李白與蘇軾教學與研究」、「從唐傳奇到明

傳奇談唐代文學對明清戲曲的滋養」為題發表專題演講。12~13 日參加「敦煌文化與唐代

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以〈敦煌李白〈古蜀道難〉、〈月下對影獨酌〉詩歌探微〉、〈從

〈李陵變文〉到〈牧羊記〉－－論李陵形象之轉變〉為題發表論文，並拜會該校領導，

洽談雙方學術交流事宜。沈惠如老師另於 15 日參訪莫高窟。 

10.10 月 21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1 教室舉辦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暨五年一貫學位學程

說明會」，由羅麗容老師主持，邀請陳翔羚老師、碩士班魏碧君、鍾韶真分享報考研究所

準備經驗，並鼓勵學生修讀五年一貫學位學程。 

11.10 月 15~22 日受理指導教授及學位論文題目申請，102學年度第 1學期計有博士班 2人、

碩士班 2人、碩士在職專班 1人提出申請。 

12.10 月 18~22 日丁原基老師前往山東日照進行學術交流。19~20 日赴青島市美術館出席「王

獻唐學術研討會」，以〈照邑學者丁惟汾與王獻唐的樸學基礎及其學術成就〉為題發表論

文，並應邀於開幕式致詞及擔任研討會第三階段點評人。21 日前往青島大學參訪，拜會

副校長、圖書館館長及文學院研究發展主任。 

13.10 月 25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634 教室，由林宜陵老師邀請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

究所翁敏修老師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講題為「從外雙溪到北京－－我

的學術研究之路」，介紹同學認識學術生涯的學習歷程。 

14.10 月 25 日本系於第二教研大樓 D0313 教室執行教育部「御風飛翔－－東吳大學中文系中

文實務實習課程計畫」，邀請星娛音樂有限公司負責人及系友孔勝民先生蒞臨演講，講題

為「華語音樂市場之現況」。 

15.10 月 26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1 教室舉辦 102 學年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由林伯謙主任

主持，邀請一年級導師鹿憶鹿、陳恆嵩、鍾正道、種子導師林宜陵、各班助教及 24 位學

生家長共同參與，以了解同學在校學習與生活情況。 

16.10 月 28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舉辦「2013 年碩士研究生論文發表會」，由碩士

生吳振聰、李瓊娟、杜玟澤、周思吟、林怡君、林信宏、花儀庭、胡勁羽、張詠婷、陳

寶琳、曾幼瑩、黃怡凱、詹苑凰、劉易穎、鄭鳳雀、賴万正、鍾韶真、魏碧君、羅章軒

共發表 19 篇論文，並由博、碩士生擔任主持人及講評人。 

17.10 月，《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十九期出刊，本期收錄吳嘉慧、林佩均、洪慧敏、涂意敏、

胡勁羽、陳寶琳、曾幼瑩、黃鶴仁、靶耐･歐兒、劉鎮溢等 10 篇博碩士班研究生論文。 

◎歷史系： 

1. 為提升學生專業能力，本系本學期策畫了「創意研發工作坊」，希望藉由工作坊的舉辦，

培養學生專業寫作和文創能力。10 月 16 日邀請本系 87 級系友，現任德屹科技創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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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專案經理的魏佳卉學姐主講「歷史做什麼？」。 

2. 本系 10 月份共舉辦 3場演講： 

(1). 10 月 29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陳宗仁老師演講，講題為：「前往

東、西洋：〈宇內形勢圖〉解析及其地緣政治想像」。 

(2). 10 月 30 日 邀請國立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訪問學員蔡思薇老師演講，講題為：「從庭園到公園─公共空間與休閒生活」。 

(3). 10 月 30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詹素娟老師演講，講題為：「從島

嶼到海域－－曹永和院士的歷史超連結」。 

3. 10 月 23 日，本系舉辦本學年第一場系友返校座談會，邀請 2位系友返校座談分享創業

歷程：洪為瑋（95 級系友，現為日利國際企業社負責人）、夏語冰（87 級系友，現開設

智多星兒童圍棋棋院）。 

4. 本系於 102 年推行學生暑期實習計畫，共有 4位學生申請到中正紀念堂研究典藏組、國

立歷史博物館、頑石創意有限公司進行為期 1個月的實習。10 月 16 日舉辦實習座談會。

四位同學對於能夠參與此次實習活動，皆感到非常光榮與幸運，希望日後有機會前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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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的肯定。會後林主任代表系上頒發實習證書。 

5. 今年本系有分別來自馬來西亞、澳門、香港等地的僑生共 7名，本系於 10 月 21 日舉辦

102 學年度僑生新生座談會，由林慈淑主任以及大學部黃詠莉助教一同與同學們餐敘，

並聆聽他們的適應狀況以及對學系的建議。僑生們表示在生活上的適應沒有太大的問題，

主要是課程內容以及授課方式較不習慣。主任勉勵同學大學課程多元、豐富，重視學生

的思辨、討論，這的確是一種挑戰，所以適應期是必要的，主任同時也提供同學一些作

筆記的技巧，並歡迎同學們有任何課業、生活上的問題都可隨時與系辦公室聯繫。 

6. 第67級學長吳學明教授同意自102學年度每年捐贈獎學金，獎勵本系認真向學的學生。

獎學金辦法由本系系主任核定訂定，並經捐贈者同意，目前簽請校長核定後發布。 

7. 為獎勵優秀碩士班學生進修學業，本系目前正積極募款成立「系友會獎助學金」。 

8. 本系10月 17日召開系務會議，會議中通過了本系學生修讀學、碩士一貫學程實施辦法，

並於 10 月 23 日舉辦「東吳大學歷史學系學、碩士一貫學程招生說明會」，希望爭取本

系優秀學生繼續就讀本系碩士班。 

9. 10 月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公告，本系《東吳歷史學報》獲收錄為 2012 年 THCI 

Core 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核心期刊。 

◎哲學系： 

1. 學術交流活動： 

(1). 10 月 7~14 日本系郭梨華教授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前往中國大陸山西進行移

地研究。期間並參加首屆普學與區域文化學術研討會且發表論文（題目：先秦儒家法

之源流及其開展－－以荀子之法思想為主）。 

(2). 10 月 18~23 日本系林正弘客座教授前往中國大陸天津南開大學出席「第六屆兩岸邏

輯教學與學術研討會」，並於 10 月 21 日在南開大學哲學院進行演講，講題為：「證成

融貫論與貝斯定理」。 

2. 學術活動（讀書會）：9月 27 日本系王志輝老師所組之《論靈魂》讀書會，邀請校內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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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專家馬愷之老師、何畫瑰老師（文化大學哲學系助理教授）、林雅萍老師（長庚醫學院

醫學系助理教授）、謝林德老師（德國人，開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授）與蘇富芝博

士（政治大學哲學博士），對亞理斯多德所著之《論靈魂》一書進行第 27 次的研讀，同

時也討論「德性倫理學與中國哲學」這主題。 

3. 學術活動（工作坊） 

(1). 10 月 4 日本系執行國科會「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研究計劃案，邀請執行本計

畫之米建國老師、莊文瑞老師、王志輝老師、蔡政宏老師、沈享民老師、馬愷之老師

與助理林欣梅同學，以及校內外專家學者方萬全老師、馮耀明老師（香港科技大學人

文學部退休教授/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黎輝傑老師（新加坡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中研院文哲所訪問學人）、郭世平老師（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理學院哲學系副教授）、

陳瑞麟老師（中正大學講座教授）、鄭凱元老師（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兼人文

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一奇老師（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祖旭華老師（中正大

學哲學系助理教授）、王華老師（政治大學哲學系助理教授）與張峰賓博士（東吳大學

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對「德性」這一主題進行工作坊。第 2場邀請蘇州大學政治與

公共管理學院哲學系副教授郭世平老師擔任主講者，講題為：德性、理性與政治。 

(2). 10 月 11 日本系執行國科會「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研究計劃案，舉行第 3場工

作坊，邀請中正大學講座教授陳瑞麟老師擔任主講者，講題為：Intellectual Virtues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in Traditional China。 

(3). 10 月 18 日本系執行國科會「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研究計劃案，舉行第 4場工

作坊，邀請新加坡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中研院文哲所訪問學人黎輝傑老師擔任主講者，

講題為：Language and Virtue in Confucius' Analects。 

(4). 10 月 25 日本系執行國科會「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研究計劃案，舉行第 6場工

作坊，邀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兼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鄭凱元老師擔任

主講者，講題為：Dispositions and Virtues, East and West。 

4. 學術研究：10月22日本系黃筱慧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10月前往美國Eugene參加Society 

for Ricoeur Studies Conference: Paul Ricoeur at 100，補助金額為 80,000 元。 

5. 學術活動（研討會）：10 月 12 日本系於 D1005 舉辦呂格爾與詮釋學圓桌座談會，本次座

談將與中文進行，以凝聚相關之呂格爾研究的議題，相互交流。會中並將針對 2014 年 5

月 29~31 日，由呂格爾學會(The Society for Ricoeur Studies)授權，並與本系、與中

研院文哲所、呂格爾基金會共同主辦之：呂格爾、詮釋學與亞洲國際研討會之會前準備，

進行會務相關討論。 

6. 學報事務：  

(1). 10 月 14 日召開《東吳哲學學報》第 29 期第 1次編輯委員會。會中討論第 29 期編審

事宜及對第 28 期進行檢討。決議第 29 期送審文章之篇數及審稿委員名單等等。 

(2). 10 月 18 日本系《東吳哲學學報》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收錄進「2013 年臺

灣人文學引文索引核心期刊 (THCI Core)」名單。 

7. 行政事務： 

(1). 10 月 2 日本系本學期獲得「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金」分配的總金額為 81,339 元。本

次申請的研究生人數為 5 人，分別為擔任本系大學部必修課之課堂助理 3 名及行政助

理 2名。本次將分兩次發放，故課堂助理大約各可獲得 18,300 元助學金，而行政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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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可獲得大約 13,000 元助學金。 

(2). 10 月 11 日至 18 日印製及寄發本系 103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招生海報，廣為宣傳。並

擬由系主任與教師至各校辦理招生說明會 

(3). 10 月 11 日辦理大陸清華大學廖名春教授多次入出境申請，10 月 22 日通過。 

(4). 10 月 16 日召開本系碩士班事務委員會，討論 103 學年度本系碩士班甄試審查、面試

委員人選。 

(5). 10 月 16 日於 D0501 教室舉辦 103 學年度東吳大學哲學系碩士班招生說明會。本次說

明會由王志輝主任主持，邀請本系、外系、外校的大四生、延修生及系上老師、碩士

生共同參與。 

(6). 本校於 10 月 26 日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使家長瞭解子女在校學習環境。學系時間為

10：30～13：20 在本系 D0825 研討室舉行，由王志輝主任擔任主持人，共計有 12 位新

生家長參與座談會，本系進行相關說明以促進家長對本系的瞭解。 

8. 系友返校活動： 

(1). 10 月 3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到郭芳如學姊（92 級）返校演講，進行系友經

驗分享，由本系米建國老師主持。 

(2). 10 月 8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到林政彥學姊（91 級）返校演講，演講主題為：

我的職場‧我的哲學，由莊文瑞老師主持。 

(3). 10 月 15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到吳孟穎學姊（84 級）返校演講，演講主題

為：我的職場‧我的哲學，由莊文瑞老師主持。 

(4). 10 月 29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到莊秀玲學姊（84 級）及張育仁學長（85 級）

返校演講，演講主題為：我的職場‧我的哲學，由莊文瑞老師主持。 

9. 學生事務： 

(1). 10 月 19~25 日本系碩一生何元興同學參加蘇州大學與本校聯合舉辦之「2013 江南文

化研習營」活動。前往素有「天堂學府」的蘇州大學，透過為期一週之聆聽講座、實

地考察、文化體驗和互動交流，感悟中國傳統文化精髓，並促進兩岸學子之相互理解。

活動期間食宿、參訪及在蘇州活動之保險費由大陸主辦學校負擔，機票費、證照費（護

照、台胞證）、保險費及個人支出，由同學自行負擔。 

(2). 10月16日馬愷之老師、黃崇修老師申請心理諮商中心經費補助，辦理大四導生活動，

哲四同學約 30 人參加，成效良好。 

◎政治系： 

1. 9 月 28 日-10 月 22 日美國北德州大學政治學系 James Meernik 教授來訪，共發表三場迷

你課程、四場公開演說、10月9日與本系教師餐敘，討論未來兩系交流方向與發展。Meernik

教授來訪期間並由本系安排，參訪故宮博物院、國慶活動以及北台灣重要景點。 

2.  10 月 1 日政治系與中國研究學程合作邀請劉鴻鶴教授(大連理工大學人社院，美國天普

大學博士)專題演講，講題：「當代中國政治思想與政治人物-中西觀點的比較」。主講內容

針對中西方傳統政治思想出發，比較中西雙方的哲學思想異同。強調中西合璧，彼此截長

補短的重要性。主持人：謝政諭院長，參與師生共約 50 人。 

3.  10 月 3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會中通過 103 學年度碩士班研究生

招生簡章修訂案、103 學年度博士班研究生招生簡章修訂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優秀學生



 
東吳大學 102 學年度第 6 次(102.11.04)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25 

 

推甄碩士班獎學金辦法修訂案。 

4.  10 月 3 日召開學報編輯委員會，會中討論議案：確認地 31 卷第 3 其刊登論文，出席委

員共有林正義教授、黃秀端教授、陳睿耆副教授、王輝煌副教授、林瓊珠副教授等。 

5.  10 月 14 日邀請崔愫欣秘書長(綠色公民行動聯盟秘書長) 專題演講，講題：「從核四反

核運動案例分析台灣的環境運動發展」。近年來公民運動興起，公民關心公共議題以及參

與社會運動已不再是禁忌的話題。講者從核四運動出發，闡述台灣公民運動的發起，是如

何從地方擴展到中央，進而影響媒體議題設定，讓公民發揮草根力量來影響政府決策的故

事。主持人：劉書彬老師，參與師生共約 40 人。 

6.  10月17日召開實習委員會會中討論議案： 102學年度實習成績確認、優秀實習生推薦(優

等李芷霖、方翊婷、許靜旻、林怡嫻、佳作：曾妙娟、鄭融、周岳) ，出席委員：黃秀端

老師、蔡韻竹老師、林瓊珠老師、林月珠老師、沈莒達老師。 

7.  10月17日舉辦教師成果發表會Brown Bag邀請陳鴻章博士(東吳大學政治系博士後研究) 

專題演講，講題：「當精英遇到司法：一個量化與質化的合作」。陳鴻章博士目前正在本系

進行博士後研究，研究領域主要針對政府與司法體系當中的社會網絡，以及與民間的合作。

除了強調當中複雜的脈絡外，主要強調官僚體系當中屬於人治的潛規則，非深入當中實難

領略當中奧秘。主持人：徐永明老師，參與師生共約 20 人。  

8.  10 月 19 日舉辦國際接待工作坊：因應 2013 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本系特別辦理 2013

國際接待工作坊，共召募近六十位學員，並邀請到校內外講師為同學講授人權概況、人權

園區導覽、國際禮儀與國際接待的類型與角色等課程，完訓的同學將由本系安排在 11 月

21-26 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接待外國學者。 

9.  10 月 24 日召開政治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會議，會中討論 102

學年度課程檢討（含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總結性課程（Capstone Course）討論案、

103 學年度新聘教師課程規劃、2014 年溪城講堂陸生暑期班開課事宜。 

10.10 月 24 日邀請邱顯智律師(關廠工人案、鄭性澤案、洪仲秋案辯護律師) 專題演講，講

題：「烈日秋霜：國家權力行使的界線 從關場工人案、鄭性澤案、洪仲秋案談起」。近日

來，國家爭議司法案件層出不窮。邱顯智律師剛好都身處其中。以面對國家機器的立場來

面對司法官司。本場演講受到同學們踴躍的報名參與，擠得會場水洩不通，可見學生們對

於這些議題高度關注。主持人：蔡秀涓老師，參與師生共約 140 人。 

11.10月 24日政治學系學會邀請Winter小姐、李小爾小姐(台灣同志熱線) 專題演講，講題：

「跨性別好聲音」。系學會這次邀請台灣同志熱線的成員到系上，讓同志能夠進入人群發

聲，消弭因為不瞭解而產生的歧視問題。當中學生積極發問，踴躍參與。參與師生共約

50 人。 

12.10 月 26 日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活動主題：系務簡介、家長座談會，共有家長 20 位、

老師 4位參加。 

13.10 月 26 日舉辦影像敘事工作坊，課程內容：初心者的第一堂課、如何說好故事：從記錄

到敘事、影像編輯製作入門、分組討論與實作。共有 50 位學員、6位老師參加。 

14.10 月 28 日邀請徐世榮教授(政大地政系教授) 專題演講，講題：「土地徵收與居住正義：

大埔事件的個案分析」。本次大埔農地徵收案件鬧得沸沸湯湯，政府與民間的角力不斷在

電視的螢幕中間上演。本次徐世榮教授前來分享大埔農地的始末，不僅解釋國家權力的界

線，也反應了一般民眾在面對公權力的微小。希冀能夠透過公民的力量，來反應土地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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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義。主持人：陳俊宏老師，參與師生共約 140 人。 

15.10 月 29 日邀請徐佳青議員(台北市議員)、譚樂基先生(香港城市大學學生)、周雪凝小姐

(香港嶺南大學學生)舉行座談會，講題：「高教商品化(台灣青年系列論壇)」。台大教授駱

明慶研究，台灣大學當中最多的學生，都是住在台北市高級地段的學生。然而這些學生卻

僅需支付最低廉的學費。反而私立大學的學生負擔越大，卻並沒有同樣的學習資源，造成

教育資源的分配不均。再加上學費齊聲喊漲的狀態下，相關的討論，值得所有的大學生們

一同在當中討論。主持人：陳俊宏老師，參與師生共約 30 人。 

16.10 月 31 日邀請余宛如小姐(生態綠創辦人、綠黨召集人) 專題演講，講題：「食品正義與

公平貿易」。主持人：湯智貿老師，參與師生共約 60 人。 

 

 

  

◎社會系： 

1. 招生宣傳活動： 

(1). 為提升本系碩士班甄試及招生考試報考率，於 10 月 1 日舉辦「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

生說明會暨五年一貫申請說明會」，由本系吳明燁主任主持，邀請招生策略小組石計

生、葉肅科、鄭得興與施富盛等位老師，以及碩士班一、二年級研究生組成的招生宣

傳團隊協助招生宣傳，共計約有 35 位師生出席參與。 

(2). 本系吳明燁主任及鄭得興助理教授兩位教師，於 10 月 17 日，前往本系四年級「金融

與社會」課程進行招生宣傳，以鼓勵本系優秀學士班學生繼續報考就讀本系碩士班。 

2. 系慶籌備事務與活動： 

(1). 本系於 10 月 5 日，假本校城中校區海音咖啡坊，召開 40 週年系慶第三次籌備會議，

計有系友會會長、本系四位 40 週年系慶籌備會議教師等共計 14 位系友出席，共同討

論世代講座舉辦方式、學生記者採訪系友人數、感恩系慶餐會議程與餐點形式，以及

製作紀念Ｔ恤等議題。 

(2). 本系分別於 10 月 8、2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第三次、第四次 40 週年系慶工作小組會議，討論籌辦 40 週年系慶各項活動事宜。 

(3). 為慶祝本系創系 40 週年，特舉辦「世代講座」活動，邀請畢業 40 年、30 年、20 年、

10 年之系友回母系演講。本系首先於 10 月 15 日，邀請本系第一屆、66 級畢業學長李

後進先生，以「建構台灣本土文化的心路歷程－－從珍珠社區營造到台灣社會工作本

土化的論述」為題進行講演，李學長為前宜蘭縣冬山鄉珍珠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本

場活動由本系蔡明哲老師擔任主持，計有 40 多位師生出席參與。 

(4). 為籌辦 40 週年系慶活動，本系 102 學年度舉辦「40 週年系慶紀念 L 夾設計比賽」，

於 10 月 18 日開放投票，預計於 10 月 29 日公布票選結果。 

3. 學術活動： 

(1). 本系「社會政策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於 10 月 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第一場教師社群聚會，邀請陽明大學衛福所周月清教授以「社

會（福利）政策外文期刊投稿經驗分享」為題進行專題演講，由本系葉肅科副教授擔

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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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系「社會政策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於10月 9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第二場教師社群聚會，邀請台北大學社會學系張恆豪副教授，以「障

礙者還是病人？醫療模式與台灣障礙認定制度的批評分析」為題進行專題演講，由文

化大學社福系王順民教授擔任主持。 

(3). 本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與本校中東歐研究中心，於 10 月 1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

二教研大樓 D0417 教室，共同合辦第二場「中東歐沙龍」活動，邀請波蘭文翻譯者/波

蘭文化部“文化貢獻獎＂得主林蔚昀及波蘭攝影師/行為藝術家 Pawel Gorecki，以「台

北－克拉科夫－都市風情與文化」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施富盛助理教授主持。 

(4). 本系於 10 月 2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201 教室，舉辦 102 學年度第一

學期第二場「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演講活動，邀請南洋台灣姊妹會洪滿枝、曾女香兩

位講師，以「新移民在台灣社會中的處境」為題進行專題演講，由本系張君玫副教授

擔任主持人。 

(5). 本系於 10 月 3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18 教室，舉辦 102 學年度第一

學期「勉齋社會論壇－－我的學思歷程」系列演講，邀請本系蔡明哲教授主講。 

4. 國際交流活動： 

(1). 為展現本系「2013 中東歐研究夏令營」師生考察團研習成果，於 10 月 7~31 日，舉

辦社會學系「第二屆中東歐夏令營」短期境外教學活動成果展，不僅在本校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一樓靜態展示研習成果，並於 10 月 15 日，在綜合大樓 B404 教室，舉辦

「動態研習成果發表會」，本場活動由本系吳明燁主任擔任主持，並邀請張家銘教務

長出席致詞，計有 100 多位師生出席參與。 

(2). 本系於 10 月 2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313 教室，舉辦「中東歐異國經

驗交流分享會」，邀請本系前往中東歐國家參與夏令營活動或短期研習之吳雅集、王

怡庭及劉曜瑋 3位學士班或碩士班學生，分享其在中東歐交流研習之我見我聞。 

(3). 本系鄭得興助理教授，於 10 月 22~28 日，前往捷克布拉格，參加由捷克查理士大學

政治學系主辦之「二十一世紀非民主政權及其研究途徑」國際會議，並發表「公民社

會之挑戰與反思－－台灣與捷克前政權遺緒之比較研究」會議論文。 

5. 課程相關教學活動： 

(1). 本系於 10 月 7 日，配合社一 B「社會學」課程授課計畫及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改進

計畫執行內容，在本校雙溪校區綜合大樓 B404 教室，舉行第一場「新生與職涯規畫系

列講座」，邀請本系學士班 94 年畢業系友、現為臺中市西屯區咖啡意志店長林金燦先

生，以及南山公證有限公司工程/責任險專員孫嘉陽先生，就「社會學的外道：政治、

法律、咖啡與社會學實踐」為題與學士班學生進行對談，由本系裴元領副教授擔任主

持人，共有 60 位學生參與。 

(2). 本系於 10 月 28 日，配合社一 B「社會學」課程授課計畫及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改進

計畫執行內容，在本校雙溪校區綜合大樓 B404 教室，舉行第二場「新生與職涯規畫系

列講座」，邀請本系學士班 96 年畢業系友、現任職於總統府的葉羽曼小姐，就「社會

『學』了沒？黃金四年冒險攻略」為題與學士班學生進行對談，由本系裴元領副教授

擔任主持。 

(3). 本系 10 月 14 日，配合碩專班「社會趨勢分析」課程授課計畫，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

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第一場「課堂與談系列講座」，邀請淡江大學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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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所彭莉惠助理教授，以「社會趨勢與創意/創新」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張

家銘教授擔任主持。 

6. 新生家長座談會：本系於 10 月 26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

舉辦「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計有 15 位學生家長與本系吳明燁主任，以及兩位大一班

導師施富盛、周怡君教師共同座談，以瞭解本系課程規劃、學生學習安排、輔導及畢業

出路外，並參觀本系專屬教學研究空間，以增進新生家長充分認識本系辦學理念、目標

與資源。 

7. 其他事項： 

(1). 本系於 10 月 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22 教學研討室，邀請本系學士

班 102 級畢業系友，並於其在學期間連續四年擔任本系工讀生職務之陳貴雲小姐，以

「海報製作 DIY」為題，為本系學士班現職工讀生進行教育訓練課程。 

(2). 本系 102 學年度「清寒工讀助學金」和「急難助學金」，於 10 月 18~31 日進行宣傳，

開放本系學生提出申請。 

(3).  

◎社工系： 

1. 召開會議：10 月 8 日召開本學期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本系教師升等申請案。 

2. 召開教學會議或舉辦教學活動 

(1). 10 月 8 日召開「第三梯次方案實習課群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由召集

人萬心蕊老師主持，出席人員包括第三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教師、課群助教及實習委員

會學生代表。討論議題包括本學期會議時間調整、演講安排、方案實習課群各組方案

書面成果報告格式及內容、方案輔導員培訓課程、有關李憶微老師國科會研究計畫對

於方案實習課群相關資料之蒐集等。 

(2). 10 月 8 日召開「第四梯次方案實習課群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由召集

人李明政老師主持，出席人員為第四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教師、課群助教余佳謙。討論

議題包括演講及講座安排事宜、期末報告內容、型式及順序、方案課群轉組制度原則

確認、社會工作實習(1)成績評分標準、方案輔導員培訓課程等。 

(3). 10 月 15 日辦理本系教學與課程結構改革會議，主持人為萬心蕊主任，持續探討在大

環境變動及課群推動經驗反省下，社會工作教育的精神、內涵與理想，以及研討未來

可能的課程結構改變。 

(4). 舉辦「102 學年社會工作實習心得發表會」。今年暑期共計有 135 位實習生分別申請

至 115 個社福機構實習，包括 2名澳門僑生申請回僑居地實習。依照實習領域分成 12

組進行發表，分兩部分進行：10 月 19 日以「專題研討」的型式進行發表，實習生結合

學校所學與實習之實務經驗，對學校教育與機構實務工作的整合提出分析與評論，並

針對其實習內容所引發的議題作更深入的專題研討。第二部分為「薪傳」，主要對象

為大一至大三之同學，分別安排於 10 月 21~25 日晚間及 22 日中、下午等六個時段分

組進行，透過實習生當場解說及實習經驗傳承分享，增加實習生彼此相互觀摩機會，

並使尚未實習之大一至大三學生對實習機構有更多認識及瞭解。 

3. 學術活動：10 月 29 日舉辦本系學生與關東學院大學學生之交流座談會，主題為「高齡社

會課題與社會工作實踐－－日、台學子的千里相逢、真情對話--」，由本系莊秀美教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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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由関東学院大学現代社会学科學生加藤悠介發表「日本の社会福祉問題～少子高齢

化社会の現状と今後～」、鎌田歩發表「葉山町介護者支援」，本系發表學生為林翰陽及

林昭宏，發表題目分別為「一趟不平凡的旅程──社工夢的心路歷程」、「如果大家都能

長成自己的樣子──我在系學會的實踐」。 

4. 學生事務 

(1). 10 月 22 日辦理「把『社工』傳出去－－跑跑社工環島經驗分享」，邀請本系在 9月

14~22 日以機車環台，並在旅程中用自製手冊宣導社工行業的系友們返校分享活動經驗、

心得以及個人在社會工作生涯的規劃，參與分享的系友包括黃于庭（北台北家扶中心

社工師）、張蘊心（北台北家扶中心社工員）、歐致善（政大社工所碩士畢，待役）、

黃郁雯（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員），主持人為李佳儒老師，與

會師生計有 121 人。 

(2). 辦理本系勵學助學金審查事宜。 

5. 辦理台北市康復之友協會參與東吳超馬活動相關籌備事宜，包括：1.10 月 19 日舉辦「2013

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康復之友 12 小時接力賽」跟跑志工訓練，共 34 位志工參加，

邀請台北市康復之友協會陳冠斌總幹事向志工介紹精神疾病及協會服務內容，並說明本

次志工任務；13:00-17:30 與康復者相見歡，機構工作人員與康復者共 96 位，由劉義群

主任介紹東吳超馬，而後志工以分組方式與康復者建立關係。 

6. 其他：(1).10 月 9 日討論 2014 溪城講堂課群規劃事宜。(2).10 月 14 日召開系辦公室行

政會議。(3).辦理 10 月 26 日學士班新生家長座談會。(4).辦理碩士班甄試及學、碩士

一貫學程宣導。(5).辦理學士班班代出席「校長餐敘」情形及意見調查。(6).辦理第 2

學期授課教師異動。(7).邀請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至學士班各班及系務會議說

明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內容及其服務。(8).印製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士班及碩士班期中

實習機構督導聘函及機構感謝狀。 

◎音樂系： 

1. 系教評會：10 月 23 日召開本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進行本學年鋼琴組兼任教師第一階段

面試。 

2. 課程委員會：10 月 25 日召開本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1).討論本學系學士班畢業必選

修學分調整事宜；(2).討論本學系學士班開設先修班事宜。 

3. 大師班： 

(1). 10 月 2 日邀請 100 級系友鄒佳宏舉辦「這樣寫曲解不會被罵」講座，分享多年來為

音樂會撰寫樂曲解說之心得與方法，由曾素玲老師主持，約有 100 位學生參加。 

(2). 10 月 9 日邀請錄音工程師王昭惠舉辦大師講座，分享學生時期學習錄音工程之心路

歷程，約有 100 位師生參加。 

(3). 10 月 16 日邀請台北藝術大學小提琴教授蘇顯達（69 級系友）舉辦小提琴大師講座，

講題為「態度決定演奏品質」，由曾素玲老師主持，翁重華助教擔任鋼琴伴奏，約有

100 位學生參加。 

(4). 10 月 23 日邀請斯洛維尼亞手風琴大師 Primož Parovel 舉辦手風琴大師講座，除介

紹手風琴外，並現場演奏數首經典曲目，由曾素玲老師主持，約有 100 位師生參加。 

(5). 10 月 30 日邀請甫獲英國 Parkhouse Award 首獎之亞洲新星──傅尼葉三重奏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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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班，由張巧縈、俞恕琦（Sulki Yu）及吳沛祺（Pei-Jee Ng）分別舉辦鋼琴、小

提琴及大提琴大師班，約有 100 位師生參加。 

4. 演出： 

(1). 10 月 22 日邀請法國著名單簧管演奏家 Romain Guyot 於松怡廳舉辦解說式音樂會，

由 89 級系友范珍綾擔任鋼琴伴奏、曾素玲老師擔任主持人。 

(2). 10月25日於本校松怡廳舉辦｢雙溪樂饗──音樂學系管弦樂團校園定期音樂會｣由江

靖波老師擔任指揮，此次特別邀請黃維明與陳瑞賢老師分別擔任小提琴與中提琴主奏，

與本學系管弦樂團合作演出莫札特《降 E大調交響協奏曲，作品 364》。 

◎師資培育中心： 

1. 師資生專業知能活動 

(1). 教育實習課程參訪活動 

.10 月 18 日，濮世緯助理教授帶領中等教育學程英文科、輔導科及日語科師資生，

分別至臺北市立興雅國民中學及臺北市立中山女子高級中學進行教學實習參訪活

動。 

.10 月 22 日，濮世緯助理教授帶領中等教育學程日語科師資生，至臺北市私立金甌

女子高級中學進行教學實習參訪活動。 

.10 月 29 日，濮世緯助理教授帶領中等教育學程英文科及輔導科師資生，至臺北市

立大直高級中學進行教學實習參訪活動。 

(2). 邀請具實務經驗之教育領域人士進班演講 

.10 月 1 日，邀請臺北市立麗山國中興雅國中林淑媛老師至「教學實習」課程進班演

講，講題：「深耕閱讀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經驗分享」。 

.10 月 23 日，邀請國立蘭陽女中蔡玫玲老師至「教學實習」課程進班演講，講題：

「國文科教學經驗分享」。 

(3). 板書比賽：10 月 23、25 日辦理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板書比賽，中心針對各師資類科進

行出題，並請基隆市德和國小李健銘校長擔任評閱委員，以期透過比賽的方式，引導

師資生精進板書能力，強化正式課程的學習。 

(4). 國語文基本能力測驗：10 月 9 日辦理「國語文基本能力測驗」，以歷屆教師資格檢定考

試「國語文能力測驗」為命題方向，以期透過本測驗練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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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格檢定考試基礎。 

2. 實習 

(1).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10 月 4 日辦理「102 學年度實習學生第 2次返校座談」，邀請中國

文化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陳琦媛助理教授及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林志聖助理

教授蒞臨演講，講題分別為「教育政策與法規」及「教育心理學」。 

(2). 實習輔導會議：10 月 23 日辦理 102 學年第 2學期實習輔導會議，邀集本中心實習輔導

學校之輔導教師共同參與，以期透過本會議讓實習輔導學校及中心教師討論實習輔導

機制，強化雙方合作關係，提供本校師資生更佳之實習環境。 

(3). 發與實習輔導教師聘函：中心發予聘函致 102 學年度 37 所中學 239 位擔任本校 102 學

年實習輔導工作之專任教師。 

3. 師資生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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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 月 1 日辦理師資生迎新茶會，會中針對修習教育學程之課程、實習及相關事項等事

項進行說明，並安排師資生家族學長姐及新生相見歡，以期透過家族制學長姐的引導，

使新進師資生於修習教育學程的過程更為順利。 

(2). 10 月 30 日辦理聯合導生會，除辦理導師生座談增加師生互動交流管道外，並辦理專題

演講邀請「老師，你會不會回來」一書作者南投縣爽文國中王政忠教導主任進行經驗

分享。 

(3). 10 月 2 日召開導師會議，會中針對師資生近況進行討論，並針對  各班學習成效不佳

之師資生進行追蹤輔導，以確實執行學習預警制度。 

4. 中心會議 

(1). 師資培育中心會議：10 月 25 日召開中心會議討論 103 學年度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開課相關事宜。 

(2). 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會議：10 月 2 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討論教育實習指導工

作、教學改進補助計畫申請案、系際學術研討會主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必選修科目

表、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精進師資素質計畫等事項。 

(3). 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10 月 17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討論中心課程列為全校性選修

之科目及 103 學年度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必選修科目表。 

5. 教育部補助案：本中心獲教育部補助「102~103 學年度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精進計畫」

經費共計新臺幣 66 萬 9,000 元整，計畫期程為 102 年 8 月 1 日至 104 年 7 月 31 日。 

 

◎人權學程： 

1. 10月1日香港世界和平精英協會主席詹碧儀女士至東吳大學拜訪黃秀端主任及黃默老師，

洽談有關邀請美國福特羅斯福先生（Mr. Ford Roosevelt）於 2014 年訪華的行程安排，

預計邀請其於香港、澳門、北京、台北與學者們進行人權交流活動，並希望雙方能合作

推動人權觀念之宣導活動等。 

2. 10 月 2、3、9 日與政治系合辦國際迷你課程 I，邀請北德州大學政治學教授 Dr. James 

Meernik 講授美墨移民議題，課程內容包括「美國移民政策歷史、當前美墨移民問題、以

及當前美國的墨西哥移民政策」。本堂課共有 91 名同學報名參加，會後共 46 名學生取

得滿堂證書。 

3. 為辦理 11月 25~26 日綠島人權園區參訪行程，人權學程工作同仁（人權學程謝筱潔助教、

政治系袁振凱助教、李盈萱助理及劉恆君助理）於 10 月 4~5 日先行至綠島場勘，並與綠

島人權園區工作同仁洽談參訪導覽規劃等內容。 

4. 10 月 19 日與政治系合辦國際接待工作坊，透過訓練加強學生國際接待之素質工作坊內容

包括國際禮儀、國際接待之類型與角色、接待演練等，課程結束後頒發證書，並安排學

生於 11 月 21~24 日國際研討會擔任國際接待人員，期能發揮所長。本課程參與學生共約

58 位。 

5. 10 月 21 日至國家人權博物館籌備處景美園區進行「國外專家學者來台交流計畫」第二期

進度報告，由謝筱潔助教代表本單位報告交流計畫的工作進度，並確認後續活動規劃的

相關內容。 

6. 102 年 10 月 23、24、31 日與政治系合辦國際迷你課程 II，邀請墨西哥自治城市大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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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Dr. Leonardo Díaz 講授墨西哥民主發展，課程內容包括「墨西哥 20 世紀的政治發展、

墨西哥民主化之路、以及城市外交，地方政府在國際舞台中的角色」等內容。本堂課共

有 45 名同學報名參加。 

7. 10月28日人權倡議課程邀請徐世榮老師主講土地正義與大埔事件，與會人數共約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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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十一月 

院長室 

一、10月 1～15日進行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學生赴國外簽約大學留學計畫」問卷調查作業，

針對院內三學系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2～4 年級在學學生進行兩種版本之問卷調查，發出

新生問卷 240 份，回收有效問卷 235 份；發出 2～4 年級在學學生問卷 420 份，回收有效問

卷 395 份，相關統計數據與意見預定作為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成果檢討及團體研

修政策改善之用。 

二、10 月 9 日於總務處營繕組協助下完成「102 年計畫經費請購普仁講堂同步口譯設備案」議

價事宜，預定 11 月 15 日前辦理設備驗收，並培訓學系助教使用及安裝設備。 

三、10 月 14 日召開 102 學年度院級交換協議留學申請案審查會議，通過申請案如下： 

（一）日碩二黃彥慈同學前往名古屋大學研修一學年（2014.04-2015.03）。 

（二）日碩一瞿琦同學前往名古屋大學研修一學年（2014.04-2015.03）。 

（三）日三 B 王榕聲同學前往宮崎大學研修一學年（2014.04-2015.03）。 

（四）日三 B 羅意婷同學前往宮崎大學研修一學期（2014.09-2015.03）。 

（五）日四 C 林佩青同學前往新潟大學研修一學期（2014.09-2015.03）。 

（六）日四 B 林芝廷同學前往新潟大學研修一學年（2014.04-2015.03）。 

四、10 月 16 日舉辦「2013 年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中英語導遊領隊證照輔導課程」開課典禮，

預定至 11 月 13 日期間進行九堂培訓課程，邀請院內教師及旅遊業界講師授課；10 月 11

日報名截止計有 30 位學生報名參加（英文系 19 名、日文系 9 名、德文系 2 名）。 

五、10 月 17 日下午 14：00～17：00 由教務處主辦「教務處與外語學院業務交流」，本院全體

主管、秘書及德文系廖揆祥老師、日文系王世和老師、李宗禾老師、黃智暉老師、彭思遠

老師、張桂娥老師、葉懿萱老師、陳相州老師等共計 15 人出席參加。座談議題包含：總結

性課程(Capstone Course)簡介及東吳大學的實施構想、招生組招生現況分析及建議、招生宣

導工作實務面面觀及招生宣導經驗分享。 

六、10 月 18 日召開第 38 期東吳外語學報建院三十週年紀念專刊編輯委員會，初審通過 11 篇

論文，將於 11～12 月份辦理論文外審作業。 

七、重要行政事務： 

（一）本校新版簡介影片製作之拍攝內容推薦。 

（二）102 年度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期末經費執行狀況調查統計及回覆。 

（三）103 學年度學院畢業典禮場次調查回覆。 

 

英文系 

一、本系鄒宜蓁、許雅筑、林凱詩、李孟萱四生經甄選後於 2013 年 10 月至 2014 年 1 月期間至

台北歐洲學校進行為期三個月之實習活動，協助該校部分課程擔任教學助教及支援行政單

位輔導工作。 

二、9 月 23 日-10 月 8 日協助外語學院實施「學生赴國外簽約大學留學計畫」調查問卷。 



 
東吳大學 102 學年度第 6 次(102.11.04)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34 

 

三、10 月 9 日舉辦「2013 年美國德州休士頓基博(KIPP)特許學校實習分享會」，由本系實習生

王乙婷、羗聖植、凃乃權三位分享英語教學實習、中文專題介紹及跨文化交流等經驗。共

22 人參與（教師 2 人、職員 3 人、學生 16 人、校友 1 人）。 

四、10 月 14 日進行「2014 年美國德州休士頓基博(KIPP)特許學校英語教學」實習生甄選，共

6 位參加面試，結果未選出合適人選。 

五、10 月 15 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系教評會，通過一位兼任老師申請教育部證書案。 

六、10 月 16 日主任與系上所有陸生餐會。 

七、10 月 16 日舉辦本系系友暨職涯演講，講題：門外漢打入國際電視台，講者：藍建鋐（英

文系 98 級），介紹國際電視台營運和電視廣告運作，媒體企畫及新聞編譯等工作。共 63

人參與（教師 2 人、職員 5 人、學生 55 人、校友 1 人） 

八、10 月 17 日參加教務處「招生宣導座談會」。 

九、辦理「2013 中英語導遊領隊證照輔導課程」---聯繫講師、場地協調、聯絡故宮、海報宣傳

等相關工作，共計招收 30 學生，課程從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3 日，詳細如下： 

（一）10 月 16 日，開幕式暨領隊導覽實務概論 

（二）10 月 19 日，台灣觀光資源介紹 + 經驗分享 

（三）10 月 23 日，東西方文化洗禮(日、德) 

（四）10 月 26 日，中英導遊解說演練(一)、中英導遊解說演練(二) 

（五）10 月 26 日，中英導遊解說演練(一)、中英導遊解說演練(二) 

（六）10 月 30 日，國際禮儀 

（七）11 月 6 日，中英導遊評量 + 證照考試技巧分析 

（八）11 月 9 日，景點導覽體驗 

（九）11 月 13 日，資深導遊領隊經驗分享、結業式 

十、10 月 23 日辦理「2013 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接待、典禮組志工遴選」，工作內容：典禮中英

文司儀、口譯及國際選手接待。報名甄選同學共約 22 位，其中英文系 15 位。 

十一、 10 月 24-31 日協助系學會辦理英美文化推廣─萬聖節活動。 

十二、 10 月 26 日舉辦「102 學年度新生家長座談會」，出席人員：家長 46 位，主任與一年

級老師共 8 位，行政人員 4 位。家長回饋單滿意度，以非常滿意為 5 級分標準，整體達到

4.5 級分，滿意度達 90%。是日下午並配合學校作業，開放英美文化教室供家長參觀。 

十三、 重要行政事務 

（一）協助本系「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申請，計有三位教師（魏美瑤、戴雅雯、葉卓爾）

提出五件申請案。 

（二）進行本系碩士班研討室、文化教室視聽設備更新。 

（三）進行碩士班甄試宣傳事務。 

（四）與歐洲學校連繫關於 11 月 30 日舉辦之聖誕園遊會擺攤（Christmas Bazaar vendor）

事宜。 

（五）協助老師們辦理導生餐聚。 

（六）更新電子化系統 102 學年度導師薪資。 

（七）收集專任教師及教職員證件照，以便人事室製作新的職員服務證。 

（八）連繫各班班代，通知參加 11 月 25 日校長餐敘。 

（九）辦理老師圖書薦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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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繳交工作「分層負責明細表」。 

（十一） 出版系簡介之最後總修訂。 

（十二） 填報「陸生來台政策影響調查平台」。 

（十三） 繳交 10 月 30 日「教育部獎勵大專院校校務發展經費訪視」資料--英美文化教

室文化推廣數位計畫、碩士班教學設備改善計畫。 

（十四） 安排重慶大學外語學院 11 月、英國牛津大學哈福特學院代表 12 月來訪事宜。 

（十五） 繳交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境外生自費研習課程資料。 

（十六） 10 月 25 日與 29 日分別辦理 3 位研究生學位考試。 

（十七） 協助本系學生申請 12 月份至香港中文大學參加「第 10 屆中國大學莎劇比賽」

事宜。 

（十八） 規劃 11 月份留學講座。 

（十九） 規劃 2014 年創系 60 週年慶祝活動。 

 

日文系 

一、10 月 2 日召開學士班留學甄選委員會，討論 103 學年度赴日留學生甄選事宜。並於 10 月

15 日召開留學生招募說明會。 

二、10 月 4 日~10 月 14 日本系兼任客座教授，日本國立國語研究所窪薗晴夫教授蒞校講學。 

三、10 月 7 日召開學術及出版委員會，推舉召集人、討論第 42 期東吳日語教育學報送審事宜

及修訂學報論文審查作業要點。 

四、102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提昇學生英、日語能力計畫」─日檢輔導班本學期課程自 10 月 9

日起，於每週三系會時間舉行，預計進行四週課程後，於 11 月 20 日舉辦模擬考。 

五、10 月 14 日召開院級協議交換留學生甄審會議，決定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及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交換留學生名單。 

六、10 月 16 日召開召開碩博士班委員會，討論研究生資格考核複審事宜。 

七、10 月 16 日舉辦 102 學年度甲、乙組日語演講比賽，比賽結果分別由日四 B 蔡佩庭及日二

B 張瑜真獲得第一名。 

八、10 月 17 日本系陳美玲副教授配合前往和平高中進行招生宣傳活動。 

九、10 月 19 日舉辦「第 15 屆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第一名的稻江護家郭靖于同學獲

得姐妹校拓殖大學招待赴日遊學一週。 

十、10 月 21 日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藤井久美子教授來訪。 

十一、 10 月 23 日舉辦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第 154 次例會，由碩士班李虹儀研究生發表「台

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におけるとりたて助詞「だけ」」と「しか」の習得研究」、李泓瑋研究

生發表「「─がる」と「感情動詞」に関する一考察」。 

十二、 10 月 26 日舉辦日文系運動會。 

十三、 10 月 26 日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並配合開放日本文化教室參觀。 

十四、 10月 29日舉辦「OJAD (Online Japanese Accent Dictionary)とそれを用いた音声指導」

講習會，由東京大学大学院工学系研究科峯松信明教授主講。 

十五、 10 月 29 日 12：00~14：00 與國際處合作辦理「關東學院大學來訪交流會」，將有關

東學院大學社會福祉學科 2 位教師及 23 名學生來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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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 

一、 10 月 1 日至 7 日客座兼任教授王建斌教授（北京外語大學德文系教授）來台授課，王教

授除授課外，並針對學系教師進行「口譯教學法工作坊」，與本系謝志偉老師共同擔任講

者，分享口譯教學法與實務經驗，讓與會人士對於大陸及臺灣德語口譯的差異有初步的認

識。 

二、 9 月底至 10 月 8 日由系上 5 名教師針對德一新生進行個別發音指導，教導學生正確發音

並進行糾正。 

三、 10 月 2 日德國生活文化講座系列：「台灣遊子到德國 Leben und Lernen in Deutschland」。 

四、 10 月 2 日系教評會。 

五、 10 月 3 日「102 學年德國文化學系翻譯工作坊書籍翻譯說明會」：為提供本系學生「學用

合一」之機會，即德語書籍翻譯之實習機會，增進本系學生翻譯能力，本學年與「南與北

出版社」合作，將進行兩本德語書籍翻譯成中文並出版。 

六、 10 月 9 日課程委員會：討論「總結性課程」之設計及「課程分流」。 

七、 10 月 16 日碩士班專案小組會議：討論研究生工讀助理時數分配、決定師生座談時間、103

學年碩士班課程安排、102 學年第 2 學期課程異動。 

八、 10 月 17 日學生暑期實習小組會議：檢討此次學生暑期實習情形、修訂訪視紀錄表。 

九、 10 月 23 日系務發展委員會：討論學、碩士班招生政策及募款事項 

十、 10 月 23 日「101 學年學生團體赴德進修返國檢討會」。 

十一、 「外語學院卡夫卡專題展」：寄發海報、開放報名、收到海報確認吊掛。 

十二、 「40 週年系友聯誼暨紀念論文集發表會」：寄發邀請函、開放報名、徵求工作人員、擬

定活動當日工作項目。 

十三、 德國電影賞析：10 月 9 日「歡迎來到德國 Almanya Willkommen in Deutschland」 

協助文德女中學生來訪（教學體驗）、學生加退選課務、學系行政人力報告、大三UCAN、

學生團體赴德進修成效問卷調查、協助導師導生聚餐、新生家長座談會、大一外文統

一考試試務、永平高中德國文化一日體驗營活動場地協調及輔導員募集、協助安排重

慶大學師長來訪活動。 

 

語言教學中心 

一、10 月 2 日召開本中心教學委員會第 1次會議，10 月 9 日召開「實用英語學程」教師會議，

10 月 30 日召開 103 學年續聘本中心兼任教師評估會議。 

二、10 月 14 日派員參加教務處主辦之自費研修生課程開辦模式及選課作業協調會，10 月 25、

28 日派員參加總務處主辦之供電使用說明會。 

三、10 月 30 日於雙溪校區 G203 語言教室舉辦本中心 102 學年第 1次教學觀摩，由余綺芳老師

主講” Exploring Students’ Overuse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Writing”。 

四、寄發外國語文學院 2014 年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人邀請函，以及發表

人之摘要審查通過通知、投稿人發表同意書和論文撰稿體例，以及安排研討會場次和製作

海報。 

五、安排教育部獎補助計畫經費訪視、重慶大學 11 月參訪及拍攝本校簡介影片等相關事宜。 

六、定期更新本中心網頁。 

七、辦理課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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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優化剪輯「英文（二）」期中考聽力考題錄音檔。 

（二） 製作「英文(一)」初、中、高級班期中考共同考題。 

（三） 編輯 Easy test GEPT 模擬測驗中級試題新版測驗卷。 

（四） 答覆學生詢問「實用英語學程」上課內容、申請及選課方式，以及處理學生放棄「實

用英語學程」資格事宜。 

八、辦理外語自學活動： 

（一）9月份外語自學室二校區開放 212.5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2,655，

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427，合計 3,082 人次。102 年 9 月線上軟體使用人

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0,621、《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969、

《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842。 

（二）雙溪外語自學室Facebook粉絲專頁語言學習訊息貼文共21篇，總瀏覽次數：11,466。 

（三）10 月 9、16、23 日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56)：「如何規劃英語自學—

Prioritising Your Needs」、雙溪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184)：「日檢 N2 模擬試題

試做會」、雙溪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57)：「大學生如何自學英語」。 

（四）10 月 23、25 日城中校區舉辦「免費體驗新制 TOEIC®完全模擬測驗 A」和「免費體驗

新制 TOEIC®完全模擬測驗 B」活動。 

（五）雜誌、英文課程教材編目上架。 

（六）製作更新外語自學室公布欄互動英語專欄。 

九、執行教學卓越計畫： 

(一) 繳交本中心執行 2項子計畫之重要考核指標績效表報告。 

(二) 10 月 4 日雙溪校區舉辦 102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英語學習講座「如何透過影片和網路

資源學習英語」。 

(三) 整理卓越計畫相關訊息及照片並上傳至教學卓越網。 

(四) 宣傳第二期主題式英語輔導活動以及「外語學習護照」獎勵申請活動。 

(五) 發放 102 學年【東吳大學英語手冊】給全校各學系一年級導師。 

(六) 上傳空中英語教室和大家說英語 VOD、彭蒙惠英語 AOD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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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 
十一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10/2（三）召開本學期第一次院教評會，通過學系提送議案共 11 案，全數續送校教評會審

議。 

二、10/8（二）中午約敘境外新生，瞭解學生在校學習、生活適應之情形，並鼓勵同學善用學

校各種學習資源。 

三、配合秘書室「代判暨分層負責」修訂作業，增修本院學系代判權限。 

 
【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數學系辦理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數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金」評選作業，經全

系專任老師評選出張維倫同學、蔡惟婷同學、方思婷同學與姜冠名同學四名大學部同學

得獎，各頒發獎學金新台幣肆仟元及獎狀一只。 

二、 數學系辦理 102 學年度「數學系系友會獎學金」評選作業，經全系專任老師評選出張維

倫同學、張騰元同學、蔡惟婷同學、方思婷同學與姜冠名同學五名大學部同學得獎。每

名同學上、下學期各頒發獎學金新台幣壹萬元及獎狀一只，並於 102 年度系友大會中接

受頒獎。 

三、 10 月 1 日，公告「數學系商學獎學金」開始接受申請，截止日期為 10 月 15 日。 

四、 10 月 9 日，辦理三年級「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 

五、 10 月 11 日，本系葉麗娜主任、蕭志如老師及林惠文老師參加本校海量資料分析研究中

心舉辦之「SAS Visual Analytics(VA)種子師資營」。 

六、 10 月 16 日，召開本學期第次 2 課程委員會會議，會中討論通過本系學士班總結性課程

(Capstone Course)暨 103 學年度學碩士班必選修科目表。 

七、 10 月 19 日，在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辦「102 年度數學系系友大會」，由數學系系

友會謝育銘會長、郭爵豪副會長主辦，數學系學生會與辦公室協辦。計有師長、系友與

在校生 40 多位出席。此次大會討論通過，未來系友大會將固定於每年十月的最後一個星

期六舉辦。 

八、 10 月 24 日，召開本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通過修訂「東吳大學數學系學生修

讀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並決議本系聘任教師後續事宜。 

九、 10 月 26 日，舉辦「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由葉麗娜主任主持，簡茂丁老師、林惠婷

老師、朱啟平老師、與 13 位新生家長參與。 

十、 葉麗娜主任分別於 10 月 25 日及 28 日訪問永平高中及靜修女中。 

十一、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自 10 月 28 日起於本系研討室 R0701 依排定時間提供學士班學生課業

輔導。 

十二、10 月底前進行第二階段專任教師甄選作業。 

十三、共計申請 102 學年度「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研究論著獎勵」7件、「教師學術研究獎助

＿研究計畫獎勵」4件、「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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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學術活動 

(一)邀請河北大學科技史研究所厚宇德教授演說，其講題：「中國歷史上的重要奇器─被中

香爐」。（10.03） 

(二)辦理「2013 物理學史研習會」第二場次，由北京清華大學物理學系退休教授郭奕玲、沈

慧君，報告「諾貝爾物理獎的啟迪」以及河北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所教授厚宇德報告「郵

票上的物理史」；國內學者，有台灣大學高涌泉教授以及本學系劉源俊教授、任慶運副

教授。本場次活動有 80 餘人參加。（10.05） 

(三) 陳秋民副教授應《物理雙月刊》讀者見面會系列活動，「為什麼所有人都要讀物理」邀

請，發表「在生活中發現物理學習的樂趣」專題演講。（10.20） 

(四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例會，由蕭先雄副教授報告：「以巴耳末波長相除法

重新推導莫塞萊定律」。（10.23） 

二、行政業務 

(一)會議： 

1、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會議，討論教師升等案。（10.02） 

2、召開演喻工作小組第 40 次會議，請教授「普通物理」科目教師，發表演示心得，並請

林憲儀助教介紹 Access 軟體的應用。（10.16） 

3、召開本學期第二次助教會議，安排期中考試協助監考事宜，教育部經費訪視注意事項，

以及 11 月份辦理第二屆數位化科學演示會相關事宜。（10.29） 

 (二)輔導 

1、劉源俊老師的導生社團「五午會」，在星期五中午與學生討論物理問題，學生參與情

形良好。（10.01） 

2、劉源俊老師帶領大一新生，「物理英文」，以「普通物理」原文書的內容，帶著學生

一邊念英文，同時講解物理概念，培基教育，藉以養成學生良好的物理學習方式，同

時學好英文。（10.09） 

3、班代餐敘，了解各班自開學至今，同學生活近況，以及上課出席情形。藉由班代的觀

察，可提供學生出席情形，以為及時輔導。（10.16） 

4、辦理102學年度新生家長座談會，本次共有10位同學，16位新生家長參與座談，學系蕭

先雄主任進行簡報，及實驗室、學習環境介紹，對於學生未來的發展有不少提問。學

系共有教師、助教同仁等10餘位參與，對於家長提問，也一一解說，除可解家長疑惑，

亦能建立良好的溝通管道，尋得家長的支持。（10.26） 

 (三)其他 

1、助教教育訓練課程： 

為釐清各項經費核銷作業程序，以及相關憑證取得，安排經費核銷作業程序座談，透

過相互心得分享，期以有效率完成核銷相關作業。（10.03） 

2、參與會議：2013「東吳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檢討會議（10.08）、「自費研修生課程

開辦模式及選課作業協調會」（10.14） 

3、技士與助教參與總務處辦理「教室電能管理系統」說明會，了解相關內容，期能協助

教師與學生維持良好的學習空間。（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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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料填報：課堂反應問卷施測相關作業、教育部經費訪視資料回覆以及獎補助經費使

用進度表填報等。（10.11-28） 

5、辦理系友獎學金相關事宜。（10.30） 

6、其他交辦事項，採購及經費核銷等。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10 月 3 日辦理「系友演講活動」邀請本系 67 級系友本校美國中西部校友會前會長韓建華

學長化四分享「化學系畢業生的生涯規劃」。 

二、10 月 3 日本系卓志銘技正參加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舉辦之「102 年度教育

部毒性化學物質申報系統操作介紹說明會」。 

三、10 月 4、11、25 日本系卓志銘技正參加台北市勞動檢查處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

衛生學會舉辦之「乙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練」課程。 

四、10 月 9 日舉辦化二班級輔導活動，由二年級導師安排同學分組，進行熟悉選課、學習及系

所公告資訊瞭解。 

五、10 月 16 日舉行本系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場學術演講，邀請中國科學院大連化學物理

研究所王愛琴研究員，講題：「Catalytic transformation of cellulose to ethylene glycol」。 

六、10 月 17 日本系行政同仁參加由本校資訊安全委員會舉辦之「個人資訊管理系統初階訓練

課程」。 

七、10 月 22 日完成印製並寄送本系碩士班甄試招生海報，強化招生宣傳。 

八、10 月 23 日舉辦本系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系職涯輔導活動，邀請永光化學人力資源處 廖

明智 副總經理演講，講題：「找到熱情 貢獻化學」。 

九、10 月 25 日本系行政同仁及教學助教出席總務處舉辦之「教室電能管理系統說明會」。 

十、10 月 26 日依學校規劃辦理「102 學年度新生家長座談會」由學系主任、種子導師、行政同

仁與家長分享新生的學習情形。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一) 10 月 8 日開本學年度系課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論下學期增開碩士班選修課程事

宜。 

(二) 依學校指示，10 月 9 日召開「課程分流計畫」討論會，討論計畫申請相關事宜。 

(三) 10 月 15 日召開本學年度第一次系務會議，討論事項如下： 

1. 下學期增開碩士班選修課程案。 

2. 本系與福州大學合作方案(東福海洋生技專案)。 

3. 推動本系總結性課程建置案。 

4. 本系募款方案。 

5. 本系獎助學金辦法修訂案。 

二、教學： 

(一) 配合執行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計畫「應用微生物學領域之

專業知能與產業連結之認知與課程發展」，本學期舉辦「應用微生物」系列演講，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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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於 10 月 1 日舉辦，講員為葡萄王生技公司陳勁初副總經歷，講題為「生技保健食品

發展經驗」。 

(二) 完成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計畫申請作業。 

三、學生輔導： 

(一) 系學生會於 10 月 4 日至 6 日赴宜蘭牛鬥一角農場舉辦迎新宿營活動。 

(二) 配合本校 102 學年度新生家長座談活動，10 月 26 日學系時間安排下列內容： 

1. 學系及課程簡介。 

2. 參觀實驗室學習環境及教學設備。 

3. 導師座談。 

(三) 10 月 7 日及 24 日舉辦導師班級輔導活動，主持人分別為劉佩珊教授及曾惠中教授。 

(四) 10 月 29 日舉辦微三導生活動，並由生涯發展中心協助進行「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

普測及分析說明。 

四、招生： 

(一) 本系自 103 學年度試辦碩士班獎補助措施，鼓勵本系大學部學生留校就讀本系碩士

班。 

(二) 完成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自費研修生招生及課程填報作業。 

五、研究成果： 

(一) 10 月 14 日至 15 日張怡塘副教授率研究生出席於高雄舉辦之「第一屆新興污染物國際

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Biodegradation of decabromodiphenyl ether by aerobic 

microcosms」。 

(二)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張怡塘副教授率研究生出席於韓國大邱舉辦之「CESE 2013-The 

6th CESE Conference」，並發表論文「Identification of microbial community response to UV 

exposure in PBDE-contaminated river sediments」。 

(三) 完成教師學術獎助申請作業。 

六、社會服務： 

公共電視台「流言追追追」節目採訪本系張怡塘副教授，師生協助以實驗說明受訪主題及

至本系進行實地拍攝，並於 10 月 25 日 18:00 正式播出。  

七、實驗室安全相關： 

(一) 10 月 8 日舉辦環安衛教育訓練補考。 

(二) 完成本季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填報作業。 

(三) 完成教育部學校安全衛生輔導團危險機械設備年度通報作業。 

 
【心理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會議： 

（一） 102 年 10 月 1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 

（二） 102 年 10 月 8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教評會。 

（三） 102 年 10 月 15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 

二、 學生輔導： 

1. 102 年 10 月 2 日舉行碩士班新生歡迎會，地點為大直斜角巷桌遊店，共計 16

位同學及 2位助教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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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2 年 10 月 8 日由系學會舉辦「學長姐經驗分享」演講，針對學業、社團、打

工度假等活動進行經驗分享與討論，促進學生對大學生涯相關規劃。 

3. 102 年 10 月 22 日於 G101 會議室舉辦心理學系專題演講「開啟人生另扇窗─如

何準備公職考試」，由朱錦鳳主任主持，講者為曾慧敏次長，參與人數共 41

人。 

4. 102 年 10 月 26 日上午舉行系級新生家長座談會，共計有 12 位家長及親友（分

屬 7名學生）與會，本系由朱錦鳳主任簡報及主持，大一班級導師邱耀初老師

協助說明，林淑靜秘書、李宸祤助教及蔡雨蓁助教負責接待。 

5. 102 年 10 月 29 日舉行大三導生會，由楊牧貞老師主持，邀請陳葦慈同學分享

哥倫比亞交換學生相關經驗，增進學生對於交換學生認識。 

6. 10 月份每週一下午持續進行「主任有約」活動，邀請新生與主任個別晤談。 

三、 實習及參訪： 

1. 102 年 10 月 2 日汪曼穎老師與蔡雨蓁助教帶領約 35 位大三，大四與研究生同

學，前往雅虎參訪，由雅虎亞太區資深設計總監 Melora Zaner-Godsey 帶領使

用者經驗研究與設計團隊接待，為同學進行雅虎使用者經驗設計與研究工作簡

報與實習介紹，並作參觀。 

2. 102 年 10 月 29 日舉行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工商實習發表會，邀請 9 位暑期實

習學生分享實習相關經驗，提升系上學生對消費者心理學與使用者經驗領域認

識。 

四、 學術交流： 

（一） 102年 10月 16日至 18日王叢桂老師赴北京參加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舉辦之「華人社會代際關係及其變遷」學術研討會，並發表研究成果論文。本

研討會與會者為中國重點大學之家庭社會學與家庭心理學相關學者，討論兩岸

的代間關係與老人奉養問題。 

（二） 102 年 10 月 19 日至 20 日本系汪曼穎老師、邱耀初老師、李瑞玲老師、楊牧貞

老師及徐儷瑜老師分別帶領學生赴政治大學參加「第 52 屆台灣心理學年會」，

本屆大會主題為「心理學知識的跨領域連結」，本系共發表口頭論文 13 篇，壁

報論文 9篇。 

（三） 102 年 10 月 26 日本系李瑞玲老師帶領諮商組碩士班研究生赴臺北市立大學參

加「2013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年會」，並發表壁報論文乙篇。 

五、 102 年 10 月 1 日 102 年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放榜，本系畢業生通過

情形如下：  

（一） 臨床心理師： 

碩士班 101 級畢業生林怡君、碩士班 100 級畢業生丁郁芙 

（二） 諮商心理師： 

碩士班 100 級畢業生李瑋瑋、大學部 99 級畢業生龔毓雯 

推廣部隨班附讀生呂瑛琦 

六、 招生宣傳： 

時間 地點 支援教師 

102/10/23（三）15：00-16：00 華僑高中（板橋） 朱錦鳳 

七、 102 年 11 月 9 日本系臨床組將舉辦一系列「DSM-5 精神疾病診斷類別之改變與臨床心

理因應研討會」（共 5場），目標為探討 DSM-5 精神疾病診斷分類手冊變革之理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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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心理師之因應與調整，由本系主辦，台灣臨床心理學會及台北市臨床心理師公會

協辦。張本聖老師及徐儷瑜老師負責此系列研討會主持、導讀及與談，每場皆邀約精

神科醫師及臨床心理學教師一起座談，並建立臉書的資訊平台，全部活動皆無紙本的

手冊或書面資料，相當環保。目前報名人數已經超過 280 人。 

 
【鑑識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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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十一月 

一、對外交流 

（一）10 月 22 日（周二）下午 2 時於 R1106 會議室由林三欽副院長、成永裕老師、楊
奕華老師、黃陽壽老師、胡博硯老師一同接待山東法學會研究部來訪。 

（二）10 月 23 日(周三)晚上 7 時於喜來登請客樓由潘校長宴請與王煦棋副系主任、嚴
慶章教授等一同接待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Irish 教授來院演講。 

（三）10 月 29 日（周二）下午 4 時於 R2127 會議室由趙維良副校長、商學院詹乾隆院
長及商學院系主任們、推廣部主任及本院林三欽副院長一同與福州大學王健校長
舉行座談會與交流。 

（四）11月 8日～11 月 12 日洪家殷院長、胡博硯老師及賴燕雪秘書將前往大陸廈門大
學法學院及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參訪。 

（五）12 月 2日～12 月 7日洪家殷院長、王煦棋副系主任、王乃彥老師、洪秀芬老師、
余尚真助教與本院系學生 8名將前往大陸西北政法大學參加「2013 首屆海峽兩岸
法律文化節」。 

二、學術活動 

（一）本院公法研究中心於 9 月 24 日（周二）全天在 1705 會議室舉辦「102 年公務人

員保障法制研討會」。 

（二）10 月 4 日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於 1104 會議室舉辦「東吳公法論壇第四十

二回」。 

（三）10 月 31 日（周四）全天本院與會計師公會於 5211 會議室舉辦「第四屆稅務實務

學術研討會」。 

（四）11 月 20 日（周三）下午 3時 30 分到 5時 30 分於 5117 會議室舉辦工程法律座談

會(刑法場次由蕭宏宜老師主辦)。 

三、學務活動 

（一）10月 2日（周三）下午 3時 30 分於 1705 會議室舉辦「一年級系會」，邀請本院

系資深教師成永裕老師主講與分享，講題為「法學院之歷史及對法學院學生之期

許」。 

（二）10月 9日（周三）下午 3時 30 分於 1705 會議室舉辦「二年級系會」，邀請本院

系黃陽壽老師、范文清老師、何婉君老師經驗分享，講題為「留學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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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月 6日（周三）下午 3時 30 分於 1104 會議室召開「法學院導師會議」，邀請

本院系兼任客座副教授王如玄律師以「大學生親密關係中的性別暴力議題」為題

專題演講。 

（四）11 月 13 日（周三）下午 3 時 30 分於 1705 實習法庭舉辦「三年級系會」，主講

人鄧振中學長（學士班 63 級院友，現任國安會副秘書長），講題：「法律人的國

際觀」。 

（五）11 月 20 日（周三）下午 3 時 30 分舉辦法三 B 班級活動--黃瑀心學姐（學士班

94 級院友）主講「國考經驗分享」。 

（六）11 月 20 日（周三）下午 3時 30 分舉辦法三 D班級活動—蘇友辰律師（中華人權

協會理事長、蘇友辰律師事務所），主講「法律人的腳步與身影」。 

四、第三屆院友會於 10 月 25 日（周五）下午 6時於 R1104 會議室召開「第三屆院友理

監事 102 年度第 1次會議」，會後於三軍軍官俱樂部舉行晚宴。 

五、11 月 25 日（周一）下午 2時-5 時於 R5117 會議室舉辦「法商學院招生宣導座談會」，

由洪家殷院長、林三欽副院長、王煦棋副系主任、種子教師邱玟惠老師及院系全體

秘書一同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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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十一月 

商學院 

一、 10 月 3 日詹乾隆院長、本院 6 系主任與人事室林政鴻主任共同討論教學單位行政人力配置

相關事宜。 

二、 東吳大學與大陸南開大學 10 月 11 日聯合舉辦「兩岸產經合作與創新發展論壇」，由東吳大

學商學院與大陸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負責籌辦，邀集了江丙坤、陳雲林、蘇起、

高希均、許嘉棟、吳中書、任學鋒、李炳才等兩岸重量級貴賓共同與會，本校則由潘維大

校長率領姚思遠國際長、邱永和研發長、詹乾隆院長、傅祖壇教授、賈凱傑主任、胡凱傑

副主任前往與會。本次論壇以“交融、創新、共贏＂為主題，來自兩岸的產、官、學、研

專家學者，圍繞兩岸經貿合作與發展、港口與物流、高新科技園區合作與創新發展等三大

主題，深入交流深化兩岸經貿與產業合作的途徑與策略，共同探討未來合作的機會與空間。

開幕式後隨即舉行由兩岸學者聯合編著的《兩岸產業發展比較研究系列叢書》發佈會，由

龔克校長與潘維大校長共同為新書揭幕，並聯合簽署“東吳大學-南開大學學術交流暨學生

交流協議＂，期許兩校在教學與科研等多方面能夠緊密合作，積極扮演兩岸產、官、學、

研交流平台的角色。 

三、 10 月 13~16 日本校潘維大校長、姚思遠國際長、邱永和研發長、本院詹乾隆院長及企管系

胡凱傑副主任由天津轉往蘇州與本院教師參訪團會合，共計 21 人參加本院與蘇州大學共同

舉辦之「2013 海峽兩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此一系列研討會自 1997 年開始舉辦，今年為

第 17 屆，主軸為「海峽兩岸經濟轉型與管理創新」，兩岸學者專家共發表數十篇精闢專文

及意見交流。 

四、 10 月 20~27 日本院邀請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王則斌院長至本院講學、參訪交流暨參加會計

系於 10 月 24~25 日所舉辦之「2013 會計理論與實務研討會」。 

五、 本院 10 月 23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辦理商學院現任院長詹乾隆教

授續任院長案。 

六、 本院 10 月 23 日舉辦商學院交換生分享會，邀請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四名赴外交換生(荷蘭

葛洛寧恩大學、法國天主教里爾大學、日本東北大學、日本新潟大學)分享交換研習心得，

共有商學院 40 餘位學生參與，學生反應與互動相當熱絡。 

七、 10 月 28 日浙江工業大學 MBA 台灣學習之旅參訪團一行約 40 人至商學院參訪交流，由本

院詹乾隆院長及商研中心沈大白主任與參訪的 MBA 學生進行講座交流，並安排城中校區

圖書館、電算中心及游藝廣場(美育中心)等單位設施參觀。 

八、 本院 10 月 29 日福州大學商學院王健副校長一行 3 人至本校參訪，與本校趙維良副校長、

邱永和研發長、姚思遠國際長、推廣部劉宗哲主任、本院詹乾隆院長、法學院林三欽副院

長、企管系賈凱傑主任、微生物系曾惠中主任、國際處王玉梅組長及本院單玉華秘書進行交

流座談及晚宴餐敘。 

九、 協助本院交換生申請「東吳大學學生境外交換獎學金」及辦理日本東北大學、日本新潟大

學交換生申請作業。 

十、 持續辦理 102 學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計畫-中國大陸證券業風險管理與營運績效評估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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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及經費核銷事宜。 

十一、 持續辦理「能源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102 年度大專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

心計畫及經費核銷事宜。 

跨領域學程 

一、10月 12日協辦「【賈伯斯】蘋果創業及行銷策略聯盟大探索」活動。 

二、10月 19日協辦「認識兩岸服務貿易協議」專題演講活動。 

三、10 月 28 日召開商學院跨領域學程作業小組會議，討論財務金融學程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

新增選修課程事宜。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一、 發行東吳大學商學院 EMBA 電子報第三十九期。 

二、 10月12日國際行銷與品牌課程邀請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郭智輝董事長前來演講，地點：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三、 10 月 13 日美學與創意課程邀請引雅珠寶張智超董事長前來演講，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

區 2609 教室。 

四、 10 月 17 日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辦 EMBA 讀書會，導讀書籍－「風險決策力：天下

哪有白避的風險」，主持人：沈大白(會計系教授)，導讀人：林源祥 (EMBA 碩二，紐西蘭

商新益美督導)，與談人：姜家龍(EMBA 碩一，輝瑞大藥廠地區業務襄理)，劉昭麟(EMBA

碩一，彰化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事務專員)，王元泰(EMBA 碩一，萬德福國際企業有限

公司部門經理)。 

五、 10月25日管理會計及財報分析課程邀請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王則斌院長前來演講，地點：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六、 10月26日美學與創意課程邀請國立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何一梵老師前來演講，地點：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七、 持續辦理 EMBA 招生宣傳事宜。 

國際商管學程 

一、協助 5名外籍生申請「東吳大學外籍學生獎學金」，另週知學生「東吳大學學生境外交換

研修獎補助」申請資訊。 

二、辦理學生申請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海外參訪補助前置作業。預計於 11月 3~10 日帶領 17

名學生赴大陸參訪。 

三、宣傳 103學年度碩士班甄試訊息。 

四、彙整並上傳校級院級交換資訊簡報、學程活動照片至學程網頁。 

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 10 月 2 日舉辦「經濟論壇」邀請華泰銀行董事長林博義學長蒞臨演講，演講主題

為「從華泰銀行的感動服務談起」。 

二、經濟學系 10 月 4 日在康華飯店舉行「東吳經濟系校友基金會 2013 年第二次董事會暨理監

事會議」，會中討論：(一)籌劃 60 週年系慶活動、(二)102 學年系友會獎助學金內容。 

三、經濟學系 10 月 4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系教評會，通過孫嘉宏助理教授升等副教授案，送至

院教評會進行下一輪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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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學系 10 月 4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林忠正研究員演講：簡介「有限理性、序列

的、貨幣的、邊際效益成本分析法」。 

五、經濟學系邱永和教授與傅祖壇教授出席 10 月 10~13 日前往中國大陸天津參加由天津市人

民政府指導，南開大學、臺灣東吳大學、天津市台辦主辦，南開-東吳經濟管理研究中心承

辦的「兩岸產經合作與創新發展高峰論壇」。邱永和教授擔任「兩岸高新區合作與創新發展

主題」的主持人，傅祖壇教授對「亞太地區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動因剖析」進行演講。 

六、經濟學系謝智源主任、邱永和教授、曹添旺教授與孫嘉宏助理教授 10 月 13~16 日前往中

國大陸蘇州參加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與本校商學院共同舉辦的「2013 年海峽兩岸經濟轉型

與管理創新研討會」。 

七、經濟學系 10 月 18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會中：(一)討論 103 學年度學士班申請

入學書面審查方式，(二)票選主任遴選委員會系內委員與系外委員，(三)成立規劃小組討論

Capstone Course，(四)修改 103 學年度轉系作業要點。 

八、經濟學系 10 月 18 日邀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張宏浩教授演講「Elderly Depression in 

Taiwan: The Role of Food Consumption Away from Home」。 

九、經濟學系學生會 10 月 19、20 日於新竹萬瑞森林遊區舉辦迎新宿營。 

十、經濟學系 10 月 25 日邀請高雄大學經營管理研究所李揚教授演講「Study of Optimal Capital 

Adequacy Ratios」。 

十一、 經濟學系 10 月 26 日上午 10:30~12:00 配合德育中心舉行學系新生家長座談會，由謝

智源主任主持。 

十二、 經濟學系 10 月 30 日舉辦「經濟論壇」邀請通墨創意行銷工作室總經理李文娟小姐蒞

臨演講，演講主題為「財經 Fun 輕鬆」。 

十三、 經濟系校友基金會各項獎學金於 10 月 8 日公告，接受申請至 11 月 1 日止。 

會計學系 

一、本系與中華會計教育學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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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理論與實務研討會」是中華會計教育學會(TAA)例行的大型研討會，

近年也逐漸成為亞洲地區重要的會計學術盛會。本屆大會強化國際影響力，本屆大會特別

邀請來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中國大陸等超過三十位以上的海外貴賓。由於今年

度為台灣上市櫃公司財務報告採用 IFRS 編製之元年，因此在「會計專業的變革與再造」

的會議主軸下，共計安排 25 場論文發表會總計有 82 篇學術論文發表，11 場實務座談會與

2 場專題演講。本屆大會特邀知名的審計研究學者－加拿大英屬哥倫比亞大學的 Dan 

Simunic 教授，與美國會計學會(AAA)國際會計組(IA Section)的主席－美國天普大學

Elizabeth Gordon 教授擔任開幕特邀演講者（Keynote Speaker）。兩天會期與會來賓針對會

計、審計、金融、稅務、資訊系統等相關議題進行研討，期能藉由集結海內外產官學專家

之心得，提供學術界暨實務界未來發展的方向，以協助我國在知識經濟時代國家競爭力的

提升。本次研討會吸引超過 500 位來賓參加，並獲各報章媒體專文報導，堪稱順利圓滿。 

二、10 月 26 日於 R2123 會議室舉行會計學系新生家長座談會，本系教授一年級會計學（一）7

位教師全部出席，學生家長有 50 位與會。會中蘇裕惠主任先進行簡報，介紹學系教學特色、

學系資源、學生就業、升學及考取證照成績等。馬君梅前代理校長、詹乾隆院長致詞歡迎

家長及其子女加入東會大家庭。家長就選課、學習、進修及就業問題與老師交換意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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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會後請教任課老師該子弟在學學習態度及成績表現，期能共同關心與鼓勵學生學習，增

進學習成效。中午家長用餐後，由本系助教帶領家長至推廣部前搭乘接駁車至雙溪校區參

與全校家長座談會。 

三、國內四大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於十月起陸續舉辦校園徵才說明會，向本系的應屆畢業生學

生們介紹事務所，其中包含事務所提供的工作環境、工作內容概況、事務所的內部文化、

固定舉行的活動以及日後升遷外派的工作機會等等，以期能使學生們在進入職場前對事務

所能有所認識。 

(一) 9 月 26 日協辦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 

(二) 10 月 2 日協辦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 

(三) 10 月 15 日協辦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 

(四) 10 月 26 日協辦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 

四、會計學系 10 月份總計舉行五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 

(一) 10 月 4 日邀請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張宗銘會計師蒞臨演講，講題為「國際租稅

概論」。 

(二) 10 月 11 日邀請德勤商務法律事務所林瑞彬律師蒞臨演講，講題為「實質課稅原則案例

解析」。 

(三) 10 月 17 日邀請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張嵐菁營運長蒞臨演講，講題為「企業社會責任

與永續發展」。 

(四) 10 月 18 日邀請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陳建宏會計師蒞臨演講，講題為「個人財富

規劃應注意事項」。 

(五) 10 月 25 日邀請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王集忍經理蒞臨演講，講題為「中國大陸投

資與十二五計畫下兩岸經貿財稅趨勢」。 

五、配合本校招生組進行高中宣傳活動， 10 月份計有李春成老師及李坤璋老師先後前往彰化

高中、大同高中、大園國際高中及成淵高中進行商學院科系介紹。 

六、會計學系系友電子報第十八期於 10 月底出刊。 

七、本學年度學士班迎新宿營活動於 10 月 12 日至 13 日假苗栗騰龍溫泉山莊舉行。 

八、吳幸蓁助理教授與會碩二梁書瑋同學於「2013 會計理論與實務研討會」共同發表之論文「薪

酬委員會之設置及其品質對總經理薪酬績效敏感性之影響」，於近百篇論文中脫穎而出，榮

獲大會頒發最佳論文獎。 

企業管理學系 

一、10 月 2 日舉行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議題討論審查專任教師

升等案。 

二、召開課程規劃小組會議，討論本系課程規劃事宜：(一)10 月 23 日召開財務管理小組、組織

與人力資源管理小組會議。(二)10 月 24 日召開作業與供應鏈管理小組會議。(三)10 月 30

日召開行銷與資訊管理小組會議。 

三、10 月 26 日舉辦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家長座談會，本系新生家長計有 37 位出席。 

四、配合課程進行，舉辦專題講座：(一)10 月 3 日「論文研討」課程邀請淡江大學企業管理學

系文馨瑩助理教授主講「探索有趣的研究主題」。(二)10 月 19 日「企業創新經營與創業」

課程邀請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江誠榮董事長主講「產業創新策略-綠色新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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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產業、創新突破」。 

五、配合 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填寫《校務發展計畫執行

成果調查表》，並確認財產設備條碼張貼。 

六、辦理教學及行政軟硬體設備維護事宜：(一)處理李太雨老師電腦螢幕設定及軟體安裝。(二)

處理劉敏熙老師電腦記憶體請修及更換。(三)處理劉宗哲老師電腦中毒。(四)處理系辦公室

公用電腦重灌。(五)處理陳麗宇老師研究室網路 IP 設定。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一、本系 75 級系友施學程榮獲中小企業國家磐石獎。 

二、蘇州大學「2013 江南文化研習營」錄取名單：貿四 A 黃為暘、貿碩金二劉奕麟、貿碩金二

周巧晨。 

三、10 月 1 日下午 12:00，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金委員會

會議，議題內容如下：(一)審查 102 學年度台北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獎學金事宜。(二)

討論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金經費事宜。(三)審查昌盛教育基金會清寒助學金、

游健昱清寒助學金、郭滄海清寒助學金、蘇錦彬清寒助學金、侯門文教基金會獎學金、宋

作楠先生紀念獎助學金、93 級系友獎學金、82 級系友獎學金、曾女士紀念助學金、74 級

系友工讀助學金事宜。 

四、10 月 2 日下午 15:30，假 R5612，舉辦多益考試說明會，講員：忠欣公司林宜樺專案經理。 

五、10 月 2 日辦理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金學系申請與分配作業。 

六、10 月 3 日中午 12:30，假 R5617，溫福星老師舉辦貿二 A 導生會。 

七、10 月 3 日中午 12:00，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2013 國際經營與貿易金融研討會第二次籌備

會議，討論議程表及工作人員工作分配事宜。 

八、10 月 8 日下午 13：30 參加溪城講堂檢討會。 

九、10 月 14 日下午 13：30 參加自費研修生課程開辦模式及選課作業協調會。 

十、10 月 14 日辦理台北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國際貿易獎學金，推薦大學部學生 3 名及研究

生 3 名申請。 

十一、 10 月 14 日中午 12:00，假 R2519，顧萱萱老師舉辦貿一 B 導生會。 

十二、 10 月 14~22 日辦理多益報名作業，共計 120 位同學報名。 

十三、 10 月 16 日下午 13:30~15:20，假 R2316，舉辦貿三 B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測驗。 

十四、 10 月 13 ~19 日陳惠芳主任、林炳文老師、謝效昭老師、蔣成老師赴大陸蘇州參加「2013

海峽兩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並赴大陸高校進行參訪與交流。 

十五、 10 月 18 日上午 10:10~12:00，假 R2315，舉辦貿三 A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測驗。 

十六、 10 月 26 日上午 10：30~12：00，舉辦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 

十七、 10 月 28 日中午 12：10 參加總務處「教室電能管理系統」說明會。 

十八、 辦理昌盛教育基金會清寒助學金、游健昱清寒助學金、郭滄海清寒助學金、蘇錦彬清

寒助學金、侯門文教基金會獎學金、宋作楠先生紀念獎助學金、93 級系友獎學金、82

級系友獎學金、曾女士紀念助學金、74 級系友工讀助學金審查作業暨核銷事宜。 

十九、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國貿系清寒助學金獲獎名單：(一)昌盛教育基金會清寒助學金：

貿一 A 謝潔明、貿三 A 方仁泫、貿四 B 王宛均、貿四 B 吳珠貽、貿碩金二劉玥彣、貿

碩金二魏子人。(二)恩吉實業清寒助學金：貿一 A 謝潔明。(三)游健昱清寒助學金：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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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張允嘉。(四)郭滄海清寒助學金：貿二 A 張峻瑋。(五)蘇錦彬清寒助學金：貿三 A 陳

羿蓁。(六)侯門文教基金會獎學金：貿二 A 楊于萱、貿二 B 呂宜庭、貿三 A 謝婷如、貿

三 A 劉貞君、貿碩金二劉玥彣。(七) 93 級系友獎學金：貿三 A 謝婷如、貿二 B 林怡如(熱

心服務）。(八) 82 級系友獎學金：貿三 B 陳冠蓉(熱心服務）。(九)曾陳女士紀念助學金：

貿二 B 劉文菁(熱心服務）、貿三 A 徐劭雯(熱心服務）、貿三 B 張婷雯(熱心服務）、貿三

A 薛珮沁(熱心服務）、貿三 A 方仁泫。 

二十、 辦理教職員服務證結合悠遊卡之照片提供事宜。 

二十一、 辦理「教師學術研究獎助」、「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胡筆江先生紀念專

款」、「東吳大學之友基金會捐贈基金學術獎助」申請作業。 

二十二、 10 月 16 日上午 10:10，假 R2523，講員：華南銀行胡孝宗先生，講題：金融產業與生

涯探討。 

二十三、 10 月 17 日下午 14:00，謝文雀老師、黃宇爵助教、王哲笙助教帶領貿二及貿碩企一、

貿碩企二同學一行 48 人參訪 2013 台北紡織展暨台北魅力展。 

二十四、 10 月 21 日下午 13:30~14:30，假 R5417，舉辦外語能力及專業證照考生經驗分享座談

會，講員：貿三 A 方仁泫(TOECI 測驗）、貿三 B 董馥瑄（TOECI 測驗）、貿四 B 葉芷

淇（國貿大會考）、貿碩金二劉玥彣(金融專業證照)。 

二十五、 10 月 28 日中午 12：40，假 2239 辦公室，系主任與大陸學位生座談。 

二十六、 10 月 29 日下午 17:30，赴偉文補習班舉辦研究所招生宣傳活動，宣傳人員分別為貿碩

企二高廷嘉、貿碩金二陳沛旬、貿碩金二劉奕麟、貿碩金二謝蕙宇等 4 位同學。 

二十七、 10 月 8 日下午 14:00，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研究所招生

宣傳活動會議，出席者有陳惠芳主任、胡麗香秘書及碩士班四位同學，分別為貿碩企

二高廷嘉、貿碩金二陳沛旬、貿碩金二劉奕麟、貿碩金二謝蕙宇。議題內容如下：討

論研究所招生宣傳活動事宜。 

二十八、 10 月 23 日下午 13：30，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

會會議，議題內容如下：(一)確認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會議紀錄。(二)

討論林炳文教師申訴事件之說明及關係文件。 

二十九、 10 月 28 日中午 12:00，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研究所招生

宣傳活動會議，討論招生宣傳活動預演。 

三十、 10 月 30 日下午 13:00，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議題內容如下：(一)建議大一「資訊技術與應用」必修 3 學分改成必修 2 學分

及再增開一班。(二)討論 Capstone Course 總結性課程事宜。(三)討論課程分流事宜。 

三十一、 10 月 19 日國貿系高爾夫球隊參與第八屆校友盃高爾夫球聯誼賽。 

三十二、 10 月 27 日上午 9:00~17:00，假校本部體育館，舉辦第 14 屆東吳國貿系友盃籃球賽。 

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 

一、10 月 2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論教學單位行政人力配置相關事宜。 

二、10 月 9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政治大學金融學系林士貴教授，主講「Pricing, Calibrating and 

Hedging Deposit Insurance under Asset Allocation, Closure Policies, Moral Hazard, and 

Stochastic Interest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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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李文雄老師於 10 月 11 日至 22 日代表國家前往尼加拉瓜、巴拿馬二友邦國與美國加州促進

與推展國民外交及宣慰僑胞，並分別於尼加拉瓜國家大劇院、國立巴拿馬大學以及洛杉磯

Arcadia 長老教會大教堂舉行演唱會。 

四、莊聲和老師、喬治華老師於 10 月 13 日至 19 日代表中華民國精算學會出席於新加坡舉辦之

第 17 屆東亞精算會議(16th East Asian Actuarial Conference，簡稱 EAAC)發表論文，並於精

算相關領域學者及業界代表進行交流。 

五、白文章老師、張瑞珍老師於 10 月 13 日至 16 日受蘇州大學之邀請，隨同商學院詹乾隆院長

出席「2013 海峽兩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論文及交流訪問。 

六、10 月 22 日詹芳書老師隨同李春成老師至大園高中進行招生宣傳。 

七、10 月 23 日召開溪城講堂籌備會議，討論溪城講堂開課相關事宜。 

八、10 月 25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元智大學財務金融系莊惠菁博士，主講「Measure of downturn 

connectedness and systemic risk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九、10 月 30 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討論學士班畢業學分、總結性課程、碩士在職專班開課事

宜。 

十、德慎保險顧問公司提供本系學生參加 SOA 精算考試獎學金。 

資訊管理學系 

一、舉辦專題演講： 

(一) 10 月 3 日，演講人：羅澤生(72 級系友)-Career Navigator 執行長，講題：高科技產

業核心【職能力】。 

(二) 10 月 18 日，演講人：林世偉（87 級系友）-台灣 IBM 公司軟體事業處副總經理，

講題：我在外商公司的 13 年 - 進入職場的正確觀念。 

(三) 10 月 24 日，演講人：高熙銘-曼秀雷敦公司專案經理，講題：BI(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運用-供應鏈管理。 

二、10 月 1 日召開獎助學金委員會議，審查並通過 102 學年第 1 學期研究生獎學金名單及助學

金名額。 

三、10 月 3 日辦理三年級「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診斷」測驗。 

四、辦理 2 場企業參訪，由朱蕙君老師帶領學生分別於 10 月 3 日、10 月 17 日參訪新竹智勝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及智邦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五、10 月 13~16 日黃日鉦老師、林勝為老師參加商學院於蘇州大學主辦之海峽兩岸研討會。 

六、10 月 24 日舉行三年級週會，由郭育政主任主持，並宣導有關專題實驗、業界實習、五年

一貫學程、證照考試等相關資訊。 

七、10 月 26 日辦理新生家長座談，由郭育政主任主持，本系新生家長共 20 位熱烈參與。 

八、102 學年度與蘇大電腦科學與技術學院學術交流，增加學生互訪，以論壇方式舉辦，主題

為「多媒體與行動應用」。由系主任郭育政教授領隊，帶領 2 位相關領域教師(江清水教授、

朱蕙君助理教授)及 2 位研究生(林健富、胡浩林)於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前往蘇州大學進

行參訪，預計將進行 3 場專題演講與 2 場研究論文發表，期望與蘇大有更深入的學術交流。 

商學進修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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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彙整本學期導師申請補助「班級共同課程」及「師生團體互動」之計畫。另，102 學年度

大三職能測驗將訂於 11 月 1 日辦理；大一及轉學新生則於 11 月 14 日接受「身心適應調查」

普測實施計畫。 

二、處理各學程導師生之異動。 

三、學生選課更正及大陸自費研修生選課事宜。 

四、10 月 12 日柯瓊鳳主任及教授「策略管理」之張善智老師帶領 30 位同學觀賞賈伯斯傳記改

編之電影，結合本學期「創業管理/專題」、「策略管理/專題」、「行銷管理」、「創新與研發

管理」等課程，串連品牌、產品、創新、研發、生產、行銷之探索。 

五、10 月 19 日協辦「認識兩岸服務貿易協議」講演，由經濟部國貿局馬家蓉科長概述此一協

議之緣起、協議內容，引起聆聽學生對此一協議之相關爭議、分歧意見與社會反應的討論。 

六、轉發體檢結果及轉知部分新生、復學生及轉學生之衛生保健組催辦體檢訊息。 

七、規劃期末課堂反應問卷施測事務。 

八、其他事務：學生畢業離校及休、退學、請假手續、經費核銷、研修生選課協調會議、102

學年度支援學系專任教師調查、102 新生家長座談會、校園防災暨急救講習、個人資訊管

理系統初階訓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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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十一月 

一、 完成 10 月份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及北一區區域中心計畫經費執行報表，並轉送教學資源中

心，以提報教育部。 

二、 完成 101 學年度決算作業，並將會計師查核報告及決算書送董事會審閱。  

三、 102 年 10 月 30 日教育部蒞臨本校，進行 101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訪視，依工作分配整理經費主管機關及本校相關規定、辦法及作業規章、計畫暨預算

審查會議紀錄及奬補助專帳及憑證等資料，以供備查。 

四、 研擬本校 103 學年度預算作業時程表及調查召開 102 學年度預算小組第一次會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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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十一月 

【圖書館】 

一、 完成圖書館「東吳大學授權代判事項暨分層負責明細表」及「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度」

修訂事宜。 

二、 10 月 16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 次圖書館委員會會議審查「102 學年度圖書館統籌預算

經費分配」及修訂圖書館相關服務辦法。 

三、 10 月 31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 次圖書館館務會議修訂「東吳大學圖書館館務規程」

及「東吳大學中正圖書館安全委員會組織辦法」。 

四、 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業務統計： 

項    目 時     間 數    量 

網頁瀏覽人次 98 年 10 月 8 日至 102 年 10 月 28 日 257 萬 8,907 人次 

聯合目錄 98 年 1 月 1 日至 102 年 10 月 28 日 703 萬筆，約 1,571 萬冊

圖書代借代還 102-104 年度計畫 

102 年 10 月 1 日至 102 年 10 月 28 日 

(13 校) 

總處理量：2,170 件 

線上申請館合證 102-104 年度計畫 

102 年 6 月 1 日至 102 年 10 月 28 日 

(15 校) 

總受理件：568 人次 

五、 北二區資源分享使用統計： 

項    目 時     間 數    量 

北二區基地營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02 年 10 月 25 日 49 人次 

北一區館合證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02 年 10 月 25 日 1,898 人次 

六、102 年 9 月 25 日舉辦圖書平台 102-104 年度計畫夥伴學校第 1 次會議。 

七、102 年 10 月 17 日參加 BS10012 個人資訊管理系統初階訓練課程。 

八、協助各夥伴學校宣傳圖書平台代借代還自 102 年 10 月 1 日重新啟動。 

九、協助圖書平台夥伴館辦理圖書聯運事宜。 

十、運送北一區圖書交流箱及相關物品至參與圖書代借代還夥伴學校圖書館。 

十一、 辦理圖書平台網頁檔案更新事宜。 

十二、 辦理聯合目錄書目整併作業。 

十三、 協助夥伴學校館員及讀者排解線上申請館際借書證及代借代還相關問題。 

十四、 協助夥伴學校排解各項平台系統操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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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組務： 

(一) 修訂「東吳大學授權代判事項暨分層負責明細表」與「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度」宋主

管會報審議。 
(二) 約聘組員王誠恩自 10 月 1 日起報到上班，代理賴秋惠專員育嬰假至 103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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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送學系 102 學年圖書經費分配表，通知學系經費支用狀況。 
(四) 配合10/30「102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清查資料庫、

期刊與有關資料與統計數據，依預定期程檢交《提供訪查資料-101 年(1-12 月)圖書館

圖書及期刊清冊》與圖書館《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果》。 
(五) 填報教資中心資料有關「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102年 1-9月重要考核指標績效表」。

主要內容：預定量化目標 600 冊圖書達成，已依計畫完成採購 933 冊，含《晚清圖書

四部叢刊第 7-10 編》、《日本原爆文學全集全 15 卷》、《竹西寬子著作集全 5 卷》與相

關職能證照考試用書數批。 
(六) 請購組務需求圖書加工物品，含書標、保護片與磁條等。 
(七) 填報「教育部校庫表 8-圖書經費與捐贈圖書」捐贈圖書經費及捐贈圖書冊數與金額。 
(八) 辦理全館工讀生簽署保密切結書。 
(九) 回復會計室有關「103 學年度圖書館統籌（圖書及博物）作業規範」。 
(十) 回復校發組有關「102 學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發展(獎補助)計畫 10-12 月計

畫經費執行進度規劃表」。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收取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贈書 35 箱到館，編目處理中。 
(二) 簽署回傳「2014 年數位論文會員同意書」至政治大學圖書館。 
(三) 核銷資料庫 3 筆：含 Philosopher's Index (2013/11/1-2013/12/31)、SocINDEX with Full 

Text(2013-9/1-2013/12/31)、LRC-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2013/9/1-2013/12/31)。 
(四) 續訂資料庫 11 筆：含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2014/1/1-2014/12/31)、 

MathSciNet(2014/1/1-2014/12/31)、AREMOS(2014/1/1-2014/12/31)、 Naxos Music 
Library(2014/1/1-2014/12/31)、AEI 澳洲教育資料庫(2014/1/1-2014/12/31)、EconLit with 
Full Text 資料庫(2014/1/1-2014/12/31)、月旦法學知識庫(2014/1/4-2014/12/31)、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資料庫(2014/1/1-2014/12/31)、ACM 資料庫

(2014/1/1-2014/12/31)、IEEE Computer Society Publications-CSDL 資料庫

(2014/1/1-2014/12/31)、WorldTradeLaw.net 資料庫(2014/1/4-2014/12/31)。 
(五) 回復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與資訊中心有關「2014CONCERT 引進資料庫訂購調查

表」(勾選 20 種續訂資料庫)。  
(六) 驗收 IOS & Woodhead & InfoSci 西文電子書 1 批，回傳驗收單至文道國際。 
(七) 驗收回傳 102 年度「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

系統啟用通知書至韋博數位有限公司。 
(八) 持續回收期刊廠商 2014 年期刊訂購報價與招標期刊訂購內容資料。 
(九) 持續請購核銷 102 學年圖書館教學卓越購書計畫圖書。 

三、參訪與教育訓練活動： 

日期/時間 名稱 參加人員 

10/17 09:00-17:00 個人資訊管理系統初階訓練課程 江敏妮 

10/18 09:00-17:00 2013 圖書館數位化應用趨勢研討會 張慧雯 

10/24 09:30-11:30 探索服務介紹 Primo 王誠恩、魏宇萱、

孫沛君 

10/17 13:30-16:30 品格決勝負(人事室) 張慧雯、魏宇萱 

四、例行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2/10/1-10/26） 

(一) 圖書資源 

項目 數量 

移送閱覽上架 1,207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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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分享書目-NBINet 2,052 筆 

處理薦購資料  140 筆 

公告教師新書   2 件 

贈書 
收取處理 1,051 冊 

寄送謝函   7 件 

 
 

(二) 期刊 

期刊 驗收 催缺 

完成件數 

(中文) 276 

(西文)  93 

      369 

(交贈)19 筆 

(訂購)50 筆 

 
【讀者服務組】  

一、規畫籌備「2013 年東吳大學圖書館週活動」。 

二、第二閱覽室拆除木架及 4 座閱報檯移位，1 增設 68 個置物櫃。 

三、「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樂譜」專區及「資訊檢索區電腦使用操作

說明」標示更新。 

四、非書錄影帶 500 大類盤點，共計盤得 1,422 件，其中已減損註銷 4 件，盤盈 2 件，盤

虧 41 件。 

五、處理設定日期為 102 年 8 月 1 日前之「移送閱覽」狀態資料共計 139 筆，確認資料已

上架，執行點收以清除狀態。 

六、發送雙溪校區長期借閱逾期通知(或即將到期)電子郵件，共計 12 位老師，363 冊圖書

資料。 

七、附件光碟櫃移架、清點。 

八、典藏地維護：樂譜 159 筆、國科會專區 20 筆、附件光碟 90 筆。 

九、圖書狀態維護：修補中 35 筆、不外借 40 筆。 

十、完成 102 學年教科書專區，共移除 132 冊，新設定 293 冊。 

十一、 配合個資法，更新流通櫃臺四台電腦個資安全設定；人工逐筆刪除自動化系統副

ID 共 5,346 筆身分證字號。 

十二、 人工逐筆移除上學期休學本學期復學者之系統攔截，共 369 筆。 

十三、 完成師培中心教育合作學校閱覽證製作，共 8 校 40 張。 

十四、 提出圖書安全系統維護合約年度續約請購。 

十五、 配合館員值班需求，完成五台監視錄影主機操作手冊，與流通服務項目須知。 

十六、 統計資料(日期 2013.10.1~10.25)： 

(一) 讀者服務組各項業務月統計資料（整合兩校區數據）： 

借書、還書、續借、預約等(含非書資料)統計資料每學期陳報一次。 

新收中文

書(冊) 

新收西文

書(冊) 
新收非書

資料(件)
參考諮詢

淘汰處理
(冊/件) 

圖書修護 
、裝訂(冊) 

證件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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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北一區圖書資源月服務量統計： 

代借代還 虛擬借書證 

申請件 受理件 東吳借他館證 他館借東吳證 

380 118 82 人次 46 人次 

 
【數位與系統組】 

一、完成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內部控制制度定期修訂作業。 

二、進行館藏電子書之校外連結問題討論，自電子資源管理系統轉出 7.5 萬筆書目進行比

對，並請自動化廠商評估批次修改(tag 856)之可行性。 

三、進行「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庫聯盟」電子書驗收作業，本期驗收 Palgrave connect 

eBooks 西文電子書一批(計 477 種)。本學年迄今已轉入 8,373 筆電子書簡目至電子資

源管理系統，提供師生連線使用。 

四、進行機構典藏相關本校博碩士學位論文整理作業，包括：自國家圖書館「臺灣博碩士

論文知識加值系統」中轉出已授權本校之書目與論文資料；並將已授權書目與論文資

料匯入本館機構典藏系統，匯入 86 筆，維護 24 筆。 

五、進行 102 學年度全館個人電腦、印表機之新年度保固標籤黏貼作業，計電腦 94 台，

印表機 10 台。 

六、配合電算中心作業，現場實地檢視並預估城區分館近三年內之網路點使用需求，共計

53 個網路點（七樓設置 48 個；六樓設置 5 個）。 

七、配合電算中心進行全校專任職員/助教處理個人資料之資訊設備查核作業，協助同仁

檢視確認個人電腦相關資訊處理設定與作業。 

八、配合教育部訪視，進行 2012 年資料庫與電子期刊全文連結相關正確性的檢核作業。 

九、十月份同仁教育訓練記錄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主辦單位  出席人員 

2013/10/4 13:00~17:00 
2013年「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
臺灣大學與清華大學 

張雲燕 

1,192 3 17 917 0 0 65 

總館調借

分館(冊/件) 
分館調借

總館(冊/件) 
長期借閱
(設定冊數)

指定用書
(人次) 

學位論文

收件 
賠書處理 代收款 

648 874 105 309 6 14 
180 筆 

26,669 元

學生離校 
(休退畢) 

教職員 
離職 

館合申請

件處理

圖書館 
進館人次

閱覽室 
使用人次

研究小間

使用人次 
研討室 
使用人次

193 8 97 
本校 51,567
校外 681 

一閱 5,949 
二閱 10,402 242 1,075 

團映室 
使用人次 

會議室 
借用次數 

校史室

參觀人次
導覽場次 館舍維修

TOC 服務

學系數量 
期刊裝訂

446 7 62 18 8 16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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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主辦單位  出席人員 

2013/10/14 9:00~15:00 
「CONCERT/華藝數位研習會」/國家

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李季樺 

2013/10/17 9:00~17:00 個人資訊管理系統初階訓練課程 
鄭雅靜、支嘉立、

陳慧倫 

2013/10/18 9:30~17:00 2013圖書館數位化應用趨勢研討會 張素卿、李季樺 

2013/10/24 9:30~12:00 Primo central(Metalib Plus) & Primo 
數位系統組同仁、

胡佳薇、張孝宣、

陳育菁等 

十、 十月份資料庫與電子書推廣教育課程計 13 場，計 255 人次參加。 

【中正圖書館】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講師 

2013/10/3 13:30~15:20 社會系相關資源介紹 26 鄭雅靜 

2013/10/4 10:00~12:00 社會系相關資源介紹 29 張素卿 

2013/10/4 13:30~15:30 社工系相關資源介紹 26 張雲燕 

2013/10/5 10:30~11:30 中文古籍資料庫&中國期刊網 9 胡佳薇 

2013/10/8 14:00~15:30 中文期刊報紙資源介紹 1 黃雯琪 

2013/10/11 13:30~15:30 社工系相關資源介紹 26  李季樺 

2013/10/16 14:00~16:00 EndNote X7教育訓練課程 9  黃雯琪 

2013/10/18 13:30~15:30 社工系相關資源介紹 26  李季樺 

2013/10/22 13:30~15:30 歷史系相關資源介紹 50  黃雯琪 

2013/10/23 15:30~16:30 常用西文期刊資料庫介紹 1  張素卿 

【城區分館】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講師 

2013/10/5 10:00~12:00 
Endnote X7 教育訓練課程(入

門) 
42 廠商 

2013/10/17 15:30~16:30 
常用電子雜誌、電子書與語言

學習教材介紹 
6 陳慧倫 

2013/10/23 15:30~16:30 常用西文期刊介紹 4 陳慧倫 

統計日期截至 2013/10/25 

十一、 業務統計 

作業類型 作業內容 單位 數量 

電子期刊 查核 2013 年電子期刊校外連線 url 連結之正確性 筆 379 

電子書 [試用]Overdrive 、Pubu、University Press Scholarship 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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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類型 作業內容 單位 數量 

Online 

資料庫 

[試用] 全臺詩博覽資料庫、Partridge Slang Online、

ACD: The Armed Conflict Database、Europa World、

TKC LAW LIBRARY、故宮典藏圖像資料庫、故宮期

刊資料庫、PressDisplay 報紙資料庫、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 (CJO)、語言學習資料庫、北大法寶 

個 11 

電子資源 

推廣教育 

資料庫、電子書、電子期刊等圖書館利用指引課程(含

預約課程) 

場次 13 

人次 255 

博碩士學位

論文 

審核(退件、申請變更、新增帳號及使用諮詢 14 件) 

件 27 書目資料由學位論文系統轉出 ISO 2709 格式(5 件) 

論文系統上傳相關問題諮詢(8 件) 

網頁建置 

與維護 

更新採購及閱覽服務表單、圖書館首頁動態 Banner、

樓層圖及部分圖檔 
頁 5 

圖書館 

自動化 

書評審核(17 件) 

件 38 客服問題(21 件) 

WebPAC 維護(0 件) 

電腦維護 

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14 件) 

件 50 

軟體更新、安裝及檢測(32 件) 

印表機、掃描器(1 件) 

主機及周邊設備(2 件) 

機房管理(0 件) 

網路(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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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學科聯絡員服務統計— 10 月份】

類別 
服務
項目

參考 閱覽 期刊報紙 採編 數位資訊 其他 

學系 

細 
項 
內 
容 
小 
計 

1.
館
外
資
源 

︵ 
館 
際 
合
作 
︶ 
 

2.
電
子
書 

3.
資
料
庫 

4.
參
考
書

1.
圖
書
設
備
與
流
通

2.
圖
書
典
藏

3.
開
放
時
間

4.
影
印
/
列
印

5.
閱
覽
空
間
管
理

1.
期
刊
報
紙
訂
購

2.
期
刊
報
紙
管
理

3.
期
刊
目
次

4.
非
書
/
微
縮
管
理

1.
資
料
採
購 

2.
贈
書

3.
資
料
編
目

4.
研
究
計
畫

5.
經
費

1.
網
路

︵
校
外
連
線
、無
線
網
路
︶

2.
學
位
論
文

3.
電
腦
設
備

4.
網
頁
管
理

5.
機
構
典
藏

1.
客
製
化
服
務

2.
辦
法
規
則 

3.
活
動
宣
導 

4.
完
成
電
子
資
源
講
習
課
程 

中文系 4    1 2   1   

歷史系 7    2 1 1   3  

哲學系 3     1 1 1     

政治系 2 1   1     

社會系 2     1   1   

社工系 7    1 1   1  4 

音樂系 3     1 1 1     

師培中心 5    4 1     

人權學程 1     1     

英文系 9    4 1 4    

日文系 3    1  1   1   

德文系 4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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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學科聯絡員服務統計— 10 月份】

類別 
服務
項目

參考 閱覽 期刊報紙 採編 數位資訊 其他 

學系 

細 
項 
內 
容 
小 
計 

1.
館
外
資
源 

︵ 
館 
際 
合
作 
︶ 
 

2.
電
子
書 

3.
資
料
庫 

4.
參
考
書

1.
圖
書
設
備
與
流
通

2.
圖
書
典
藏

3.
開
放
時
間

4.
影
印
/
列
印

5.
閱
覽
空
間
管
理

1.
期
刊
報
紙
訂
購

2.
期
刊
報
紙
管
理

3.
期
刊
目
次

4.
非
書
/
微
縮
管
理

1.
資
料
採
購 

2.
贈
書

3.
資
料
編
目

4.
研
究
計
畫

5.
經
費

1.
網
路

︵
校
外
連
線
、無
線
網
路
︶

2.
學
位
論
文

3.
電
腦
設
備

4.
網
頁
管
理

5.
機
構
典
藏

1.
客
製
化
服
務

2.
辦
法
規
則 

3.
活
動
宣
導 

4.
完
成
電
子
資
源
講
習
課
程 

語言中心 1     1     

數學系 8    1 3  4   

物理系 1     1     

微生物系 1     1     

心理系 1     1     

法律系 14     5 6  1  1 1   

經濟系 4    2  1 1   

會計系 1       1   

企管系 7    2 1   2 1 1   

國貿系 2     1   1   

財精系 1       1   

資管系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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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學科聯絡員服務統計— 10 月份】

類別 
服務
項目

參考 閱覽 期刊報紙 採編 數位資訊 其他 

學系 

細 
項 
內 
容 
小 
計 

1.
館
外
資
源 

︵ 
館 
際 
合
作 
︶ 
 

2.
電
子
書 

3.
資
料
庫 

4.
參
考
書

1.
圖
書
設
備
與
流
通

2.
圖
書
典
藏

3.
開
放
時
間

4.
影
印
/
列
印

5.
閱
覽
空
間
管
理

1.
期
刊
報
紙
訂
購

2.
期
刊
報
紙
管
理

3.
期
刊
目
次

4.
非
書
/
微
縮
管
理

1.
資
料
採
購 

2.
贈
書

3.
資
料
編
目

4.
研
究
計
畫

5.
經
費

1.
網
路

︵
校
外
連
線
、無
線
網
路
︶

2.
學
位
論
文

3.
電
腦
設
備

4.
網
頁
管
理

5.
機
構
典
藏

1.
客
製
化
服
務

2.
辦
法
規
則 

3.
活
動
宣
導 

4.
完
成
電
子
資
源
講
習
課
程 

小計 92 1 0 18 4 7 0 0 9 0 0 0 16 0 7 2 1 0 0 1 2 0 0 11 6 0 3 4 

總計 92 23 16 16 10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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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十一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依據101年4月18、19、26日「東吳大學102-103年度教育部辦理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各學院討論會議決議，整理與本校教師教學、研究、課程、輔導及設備空間相關之

法規連結，於10月22日函知各學系，提供教師點閱參考。 

(二)為增進本校教師對總結性課程之認識，訂於11月20日(三)下午2-4時，在雙溪校區國

際會議廳，舉辦「學習成效總驗收-總結性課程說明與實務經驗分享」專題演講，

邀請臺灣大學周瑞仁副教務長分享臺大推動總結性課程之實務經驗，歡迎本校教師

踴躍報名參加。 

(三)訂於11月1-30日受理102(2)學期教師專業社群補助申請，相關注意事項將另函各學

系。 

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教育部核定本校推動「102-103年度協助高中優質精進計畫」補助1,800萬元，本校

執行其中7項計畫，合計392萬4,400元，刻依教育部審查意見修訂計畫內容，訂定

於10月31日完成核定版計畫書報部事宜。為使業務推動順利，特於10月29日邀請本

校輔導之南湖高中相關師長蒞校與本校有關計畫主持人會商後續合作事宜。 

(二)依教育部規定，102-104年度區域計畫申請需附夥伴學校合作意願書，並成立由區

域夥伴學校校長組成之「指導委員會」。相關合約內容業於9月17日「北一區區域教

學資源中心計畫總主持人第1次會議」修訂通過，指導委員名單及聘函於奉核後寄

予各夥伴學校。 

(三)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辦公室依教育部指示，徵集「大學專業領域英語學習種子

培訓暨英語教育資源分享試辦計畫」及「高中三年級學生線上增能學習方案」，分

由政治大學、輔仁大學提出前項計畫、臺灣海洋大學提出後項計畫，業經教育部核

定通過政治大學計畫申請，刻函請政治大學依教育部審查意見修訂計畫內容並訂於

11月8日報部。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理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10 月 24 日教學卓越計畫第三期款(1,200 萬元)已撥付，102 年度補助款已全數撥付

完畢。 

(二)台灣評鑑協會訂 11 月底或 12 月初蒞校辦理「102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學

滿意度問卷調查」，本校於 10 月 1 日回覆學校基本資料、10 月 15 日出席施測說明

會。 

(三)10 月 4 日召開 100-101 年度教學滿意度調查結果檢討會議，由副校長主持，邀請五

院院長出席，傳達教學滿意度調查結果對於補助款之影響。另辦理「教學卓越計畫

資源說明會」，總計 14 場，師生共約 894 人。 

(四)10 月 1 日至 11 月 29 日舉辦校內教學卓越計畫宣傳活動，活動主題為「東吳教卓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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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 "讚" 出來！」。 

(五)9 月 30 日至 10 月 15 日各子計畫線上填寫 102 年度「重要考核指標績效表」。10 月

17 日完成 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書修訂稿範本，預定供各子計畫滾動修正 102 年度

計畫。10 月 23 日撰寫並彙整第 2 期(100-101 年)「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書面考

評審查意見。 

(六)10 月 1 日完成跨領域海外就業校友林韻宜於桃園中正機場拍攝卓越影片。 

(七)10 月 21 日發送電子郵件請各子計畫配合於教育部教學卓越網刊登有關「教學卓越

計畫」之最新消息與計畫成果，並於每月底統計刊登筆數予以參考。另於教育部獎

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完成 102 年度每月經費執行情形、各校共同性 KPI、學

校自訂 KPI、計畫特色及聯絡人等，並上傳本校計畫相關最新消息及成果統計如下： 

日期 最新消息 成果 

10 月份上傳筆數 54 筆 3 筆 

102.01~10 累積上傳筆數 246 筆 243 筆 

二、教學助理(含隨堂教學助理、課輔教學助理) 

(一)102(1)學期語文學習角活動，10 月 3 日舉辦小老師期初說明會，10 月 14 日正式啟

動。 

(二)10 月份「個別學習諮詢服務」共媒合日文輔導、英語會話及微積分等 3 門課程。 

三、其他 

(一)10 月份學生使用兩校區「學習進行室」城中 406 人次、雙溪 357 人次；「Learning 

Commons」1,379 人次；「e-Learning Lounge 線上學習進行室」電腦使用 3,281 人次。 

(二)9-10 月北一區跨校英文 email 批改服務，累計批改 57 篇。 

(三)10 月 16 日調查並回覆教育部大專校院兼任助理型態調查表。 

(四)10 月 23 日撰寫「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電子報頭版與資源萬花筒版面。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建立全方位數位教材製作服務方案(102 年 10 月 29 日) 

(一) 累計完成 7 項教材製作案，每案教師對此服務滿意度達 100%。 

(二) 教學資源器材外借使用計 23 人次、借用數量(含配件)58 件。 

(三) D0507 數位教學實驗室，累計教師 18 人次借用空間製作數位教材、進行課程教學、

培訓活動，使用時數共 63 小時。 

二、推廣數位學習應用方案 

(一) 102(1)學期網路學園累計 371 教師使用，共 441 科次。 

三、維護數位教學與行政系統 

網站/平台/系統 作業說明 

教學改進暨教師專業社群申請

平台 

1.撰寫並修改 102(2)學期教學改進計畫申請表 

2.修正 102 學年度計畫列印頁面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

畫申請暨管考平台 

1.修改 P2-6、P2-7 表程式、平台計畫內容 

2.開放 102 年度計畫同意書簽署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

站系統 

啟動黑快馬建置作業規劃，並請各組組長檢視廠商提供

之樣版設計風格。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電 10 月 29 日專訪中央大學蕭嘉璋教授，並進行文稿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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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平台/系統 作業說明 

子報 

圖庫系統素材下載統計 
以 99 年 7 月下載量為基準， 

累計至 102 年 10 月平台總下載 13,163 次。 

教學卓越網網站 

10 月初進行新版「教學卓越網」網站程式撰寫；10 月

底進行「教學卓越計畫管理平台」改寫讀取資料庫程式

(由 Oracle 資料庫改為讀取 MSSQL 資料庫)。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協

助高中優質精進計畫報名網站 

依教師組需求修改優質高中網站頁面程式、新增各項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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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十一月 

一、華語師資班 

 (一)第三期華語師資班原訂 102 年 10 月 27 日起至 12 月 27 日止開班授課；報名日 

期原訂 10 月 18 日截止，經延長至 10 月 23 日，統計報名人數僅 14 人。 

 (二)基於成本考量，前經奉示依據招生簡章規定：「報名人數未達 20 人時，不予開 

班」，因此暫停一期，刻正辦理退費事宜。 

(三)本期上課時間更改為兩天週間晚上及週日，是否因此影響報名意願，將進一步 

    評估瞭解，以為明年 3 月續開之參考。 

二、正期制季班 

    (一)正期制秋季班業於 9 月 16 日起至 11 月 29 日正式開課，以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第 1 冊為教材。共計 6 名學生，除韓籍外，另有日文系專任助理教授及國際交 

       換生 4 名，分別為德國 1 名、波蘭 3 名。 

 (二)經查其中 2 名波蘭學生到課期形並不理想，已於 10 月 24 日提出退費申請，擬

援學則規範：逾上課時數 1/3 未達 2/3 時，退還三分之一費用。 

(三)考量寒假及農曆春節等行事曆，正期制冬季班上課總時數修訂為 120 小時，預計

自 12 月 2 日起至明年元月 28 日止。目前有秋季班 3 位學員表明續上視華第二冊

意願，將再積極進行招生。 

三、短期研習營 

(一)前有新加坡培根國際學院擬於 12 月 1 月至 12 月 9 日選派 8-12 歲孩童赴本中心

進行為期 9 天之華語研習營，惟日昨接獲該校電子郵件表示，由於近期台灣連續

的負面媒體報導，使新加坡家長產生很多顧慮，因此遊學團計畫將延遲至明年假

期，故本案暫緩進行。 

(二)另有韓國崇實大學表示希望於明年元月選派學生至本中心進行三週冬令營華語

研習，刻正與其協調聯繫，規畫客製化課程。 

(三)明年暑期夏令營擬分別於六、七、八月規畫三梯次三週短期研習，上午為「華語

學堂」，下午為「文化課程」，每梯次並安排四次文化體驗校外教學。活動草案

暨中英文招生簡章將於簽核後儘速公告，並掌握相關招生宣導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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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十一月 
一、校務行政業務說明 

(一) 完成電子化校園登入與後續作業預設使用 https 加密連線方式運作程式與校內外

公文系統均開放使用相關程式修改。 

(二) 配合能資源系統進行教室、場地資料介接相關程式撰寫與修改。 

(三) 進行預算執行控管子系統改為各單位自行維護之程式修改。 

(四) 進行 103~105 校務發展計畫系統之計畫暨經費彙整總表、提報計畫查詢程式修改，

新增計畫類型與計畫名稱、計畫與 KPI 之連動功能。 

(五) 完成校友資料年度轉檔作業。 

(六) 進行退補費作業相關程式修改，碩士班甄試報名網頁改版作業。 

(七) 完成 101 學年度及 100 學年度學士班各學系各管道入學生成績資料轉檔作業。 

(八) 完成商管學程特殊時數設定功能，提供教師鐘點費系統計算鐘點費使用。 

(九) 完成弱勢助學申請資料轉出作業，提供上傳教育部以查核弱勢學生資料。 

(十) 進行雲端虛擬化主機系統擴充與備份之規劃。 

(十一) 持續進行電子化校園系統、校務行政資訊系統之問題修正維持系統正常運作。 

二、校務行政業務統計報告(102 年 10 月) 

三、全校網路設備與相關系統說明 

單位 
本月份維護案件 累計維護案件 本月份維護工時 累計維護工時 

2013.10 2013.08~2013.10 2013.10 2013.08~2013.10

教務處 83 237 474.5 1290

學務處 15 71 40 276.5

總務處 23 60 87 175

研務處 8 17 123 185

社資處 0 3 0 10.5

國際處 0 0 0 0

人事室 8 31 19 69

會計室 4 20 100.5 307.5

教學資源中心 1 6 2 22

推廣部 0 0 0 0

圖書館 0 0 0 0

體育室 0 0 0 0

華語中心 0 1 0 15

電子化校園 17 42 107 180

資訊安全 10 28 27 70

合計 169 516 980 2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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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完成全校性 SUN 工作站維護請購。 

(二) 完成全校交換器維護案請購。 

(三) 進行兩校區交換器更新請購。 

(四) 進行外雙溪校區電腦教室及光道廳網路線路更新請購。 

(五) 進行全校性防火牆請購。 

(六) 完成全校性伺服器定期保養。 

(七) 完成校務行政系統防火牆定期保養。 

(八) 進行城中校區電腦教室(2315 與 2316)、會計系電腦教室(2314)、圖書館網路線路

更新請購。 

(九) 進行雲端軟體 owncloud 評估測試並提供初步測試報告。 

四、教職員生服務事項說明 

(一)  完成全校學生 Office 365 帳號建置。 

(二)  完成全校個人資訊系統初階教育訓練。 

(三)  進行專任職員個人電腦抽查作業。 

(四)  進行雲端虛擬桌面 VCL 建置。 

(五)  完成簽訂微軟 Dreamspark 三年期方案。 

五、協助校內其他單位說明 

(一)  完成楓雅樓無線網路基地台遷移及訊號測試。 

(二)  完成協助數學系更改 DNS 安全性設定。 

(三)  完成協助資訊管理系線上考試。 

(四)  完成協助教學資源中心代管主機兩台主機轉移。 

(五)  進行協助總務處城中校區節電系統建置網路相關事宜。 

(六)  完成協助總務處城中校區監視主機新增網點。 

(七)  進行協助法律系網站建置。 

(八)  完成校友使用本校無線網路之服務評估。 

六、詳細電算中心業務報告請至下列網址查閱：http://www.scu.edu.tw/cc/ →[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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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十一月 

【體育教學組】 
一、 為期5週之學生運動核心能力檢定已於10/18全數結束，共計篩檢出雙溪校區80 人   

    、城中校區 54 人等需加強體適能，11/12 起進行為期四週八堂課體適能加強班課  

     程。 

二、10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5次體育室課程委員會於 10 月 30 日（五）16：00-17：00 

    召開，討論議題為「東吳大學體育課程 2必 2選課程規劃」及「103 學年度體育課 

    程實施架構」。 

 

【體育活動組】 

一、102 學年度新生盃各項球隊報名隊數如下:男籃 22 隊、女籃 20 隊、男排 20 隊、女 

    排 20 隊、羽球 26 隊，男桌 8隊、女桌 8隊等共計 1,139 人參賽。另大一接力比賽 

    舉辦完畢，共計 1,588 人參賽，各班成績已公布在公布欄上。 

二、102 學年度教職工登山健行活動將於 11/9(六)舉辦，共計 185 人報名參加。 

三、2013 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賽比賽將於 12/7-8(六)舉辦，目前報名狀況:24 小時組 

    44 人、 5 小時超馬接力組 80 隊、金牌賽事紀念路跑組共 630 人、志工人數 530 人。 

四、大專學生一般組球類聯賽-籃球、排球、棒球三項男、女共五隊已完成報名手續，  

    籃球聯賽領隊會議於 11/6 召開、排球聯賽領隊會議於 11/8 召開。 

五、102 學年度大專教職工桌球賽於 11 月 29、30 日在淡江大學舉行，本校教職工男、 

    女兩組擬組隊參與比賽。 

六、102 學年度大專教職工籃球賽於 11/30 至 12/2 在高雄市中山大及高醫大舉行，本校 

    教職工男子籃球隊擬組隊參與比賽。 

七、體育館漏水擬提請總務處專案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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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十一月 

102 學年推廣部至 102 年 10 月 31 日止辦理情形如列： 

一、經常班 

１、開課期間為 102 年 8 月至 102 年 10 月，招生狀況如下： 

◎ 日文班 219 期報名人次 2853 人，總收入為 11,259,311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4654 人，總收入為 18,609,792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4275 人，收入為 17,182,904 元。 

◎ 韓文班 45 期報名人次 183 人，總收入為 664,203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300 人，總收入為 1,095,097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338 人，收入為 1,190,042 元。 

◎ 英文班 179 期報名人次 549 人，總收入為 2,123,680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922 人，總收入為 3,519,332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838 人，收入為 3,301,002 元。 

◎ 德文班 173 期報名人次 38 人，總收入為 153,821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79 人，總收入為 294,111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47 人，收入為 175,979 元。 

◎ 法文班 57 期報名人次 70 人，總收入為 267,161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18 人，總收入為 444,912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123 人，收入為 463,045 元。 

◎ 西班牙文班 55 期報名人次 80 人，總收入為 273,892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27 人，總收入為 441,508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103 人，收入為 362,573 元。 

◎ 義大利文班本期未招生。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4 人，總收入為 51,454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43 人，收入為 152,000 元。 

◎ 數位人才學苑 77 期報名人次 53 人，總收入為 407,661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100 人，總收入為 779,630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102 人，收入為 972,715 元。 

◎ 企貿班 102 期報名人次 83 人，總收入為 496,486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50 人，總收入為 876,170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130 人，收入為 938,226 元。 

◎ 文化班 66 期報名人次 304 人，總收入為 771,130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509 人，總收入為 1,280,93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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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535 人，收入為 1,291,118 元。 

 

◎ 雙溪學苑 42 期報名人次 114 人，總收入為 302,417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72 人，總收入為 452,184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192 人，收入為 539,241 元。 
【102 學年經常班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7145 名；總收入為 27,845,122 元， 

  101 學年經常班報名總人次 6726 名；總收入為 26,568,845 元。】 

 

二、學分班 

◎ 102 學年上學期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777 名；總收入 6,482,871 元， 

101 學年上學期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815 名；總收入 7,097,355 元。 

◎ 102 學年上學期推廣部自行開設學分專班人次 71 名；總收入 472,800 元， 

101 學年上學期推廣部自行開設學分專班人次 107 名；總收入 802,095 元。 

◎ 102 學年上學期產業人才投資學分專班總人次 246 名；總收入 2,261,100 元， 

   101 學年上學期產業人才投資學分專班總人次 231 名；總收入 2,160,250 元。 

◎ 102 學年上學期充電起飛學分專班目前尚未開班， 

   101 學年上學期充電起飛學分專班總人次 33 名；總收入 117,000 元。 

◎ 102 學年上學期境外自費研修生(隨班附讀)總人次 70 名；總收入 3,424,980 元， 

   101 學年未承辦此項業務。 

  【102 學年學分班總人次 1164 名；目前總收入為 12,641,751 元， 

101 學年學分班總人次 1186 名；總收入為 10,176,700 元。】 
 

三、委訓課程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辦理 PMP、樂齡大學、工業局、企業包班等， 

合計收入 2,022,733 元。 

101 學年同時期辦理 PMP、樂齡大學、工業局、企業包班等， 

合計收入 1,374,196 元。 

 

 

 

以上班別 

【102 學年目標收入 114,815,000 元， 

截至目前總人次 8602 人，總收入 42,509,606 元，目標達成率約 37.02％ 

101 學年目標收入 108,750,000 元 

同時期總人次 8166 人，總收入 38,119,741 元，目標達成率 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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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十一月 

校牧室聖誕節期事工如下，請為我們代禱： 
A. 12/9-13（週一-週五）聖誕愛心義賣，於雙溪書局前 12：00-13：20，目標 5

萬元，為屏東沐恩之家（戒毒中心）募款。 
B. 12/10- 11，24 小時連鎖禱告會，於城中校牧室，為國家、學校守望祈禱。 
C. 12/11（日）17：30-20：0，聖誕燭光禮，雙溪團契舉辦，於安素堂。 
D. 聖誕音樂劇「徒勞無功馬戲團 II－哲學家的盛宴」，於安素堂演出，索票入

場。 
12/14（六）下午 6：30 入場，7：00 開演； 
12/15（日）下午 2：30 入場，3：00 演出。 

E. 12/18（三）下午 7：00-8：30 聖誕音樂會，由東吳音樂系合唱團、衛理女

中國中部合唱團及天母國中合唱團於安素堂演唱。 
F. 12/20（五）18：00-20：00，城中團契舉辦感謝祭，於城中 1405 教室，為

我們慶生的主角（耶穌）獻上最真摯的愛。 
G. 12/20（五）社區報佳音，20：00-22：30，由劍潭捷運站至警察局、加油站、

士林夜市及士林捷運站等處傳報佳音。 
H. 12/20（五）聖誕子夜崇拜，23：00-24：00，於安素堂，透過莊嚴的禮儀崇

拜，領受真正的平安。 
I. 12/22（日）聖誕主日禮拜、洗禮式（上午 9：40-11：30）於安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