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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六月 

【註冊】 

一、  103 學年度輔系、雙主修及跨領域學程申請期限於 5月 1日截止，預計 6月 3日公

告錄取名單。94~103 學年度申請人數如下： 

學年度 

項目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輔系 189 222 374 460 427 456 401 384 503
學士班 436 

進學班 3 

雙主修 197 223 229 241 302 254 258 348 375
學士班 333 

進學班 1 

跨領域

學程 
98 93 248 316 271 779 603 544 696 658 

二、 本學期學業關懷作業，任課教師已於 4 月 21 日到 5 月 2 日間提報各科目關懷狀況，

各學系亦於 5月 5至 12 日間對學生發送學系的重點關懷通知，5月 12 至 16 日由導

師依學系提出之重點關懷名單進行輔導，部份學系已陸續依各系需求及狀況寄發家

長通知信函。 

【課務】 

一、 本校「東吳大學課程外審辦法」，業經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課程委員會（103.04.30）

及教務會議（103.05.14）審議通過，並自 103 學年度開始實施。依據 103~105 校務

發展計畫，各學系至遲於 105 學年度完成課程外審。5/22 日發函各學系知照，並檢

送「東吳大學課程外審辦法」、「課程外審預定時程調查表」、「東吳大學課程外審申請

表」等相關表件供填報。 

【招生】 

一、本校 103 學年度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業於 3 月 29、30 日分兩校區同時

舉行甄試，於 4 月 16 日公告錄取名單。統計名額內正取 990 名、備取 1093 名。

名額外正取 28 名、備取 40 名。依規定於 5 月 2 日上傳甄選入學委員會。甄委會

於 5 月 12 日公告分發結果並函告各大學。本校名額內共分發 791 人，名額外分發

22 人：原住民 17 人、離島 5 人（分析名額內缺額 197 名，缺額比例 19.94%。去

年分發 711 人，缺額 132 人，缺額比例 15.66%）。目前確定聲明放棄者共 26 名，

業於 5 月 20 日上網公告，5 月 26 日前回報甄選入學委員會。 

二、『102 學年度東吳溪城先探營』已於 4 月 26 日於兩校區舉行完畢，預計學員名額

為 988 人，報名人數共 416 人，報名率為 42%，報到人數共 351 人，報到率為 84%。 

 

三、5 月 12 日至 16 日辦理「招生服務研習營」學員招募作業，並規劃辦理 6 月 24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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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於本校外雙溪校區及校外場地辦理兩天一夜之「招生服務研習營」，為各學

系培育更多招生服務種子，共 18 系推薦 29 人加上自行招募 32 人，共計 61 新學

員參與。 

【教務行政】 

一、 與評鑑組研擬自辦外部評鑑系所基本資料表內容並製成制式表格，目前簽請副校長核

示中。資料表中除師資結構及硬體學習資源經費需填報 97 至 102 學年度之量化資料

外，其餘則提供 100 至 102 學年度之資料。 

二、 高中策略聯盟： 

(一) 辦理支援大直及衛理女中授課教師 5月份鐘點費核銷事宜。 

(二) 聯絡、安排與光仁中學及大同高中簽訂高中策略聯盟合作協議書相關事宜。 

(三) 通識教育中心於 5月 9日晚上辦理美育活動，邀請 PUNCH 打擊樂團於傳賢堂演

出，本組特將活動訊息發送與本校簽訂高中策略聯盟合作交流之學校，其師生可

上網報名免費參加，以增進與聯盟高中資源分享與互動關係。 

(四) 衛理女中請本組協助該校「註冊組」及「生物、理化實驗室管理」工讀生徵求

事宜，本組彙整相關徵求資訊，轉請生涯中心，人社、外語、理學院系協助宣傳

並公告於教務處臉書。 

【通識教育】 

一、 103學年第二學期教學改進計畫：共通課程共計申請一案「共通教育深化人文及民主素

養之課程改進計畫」，並於103年5月5日共通教育委員會委員進行書面審查通過後，另

送教學資源中心進行複審作業。 

二、 103年5月21日發函，請 共通課程各開課單位推薦教師乙名擔任104年度本校自辦通識

教育評鑑之「單位評鑑工作小組」成員，將進行本校自辦外部評鑑後續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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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六月  

5 月份摘錄工作重點 

一、 102學年度第2學期教育部就學優待減免：本學期共計813人申請，減免學雜費2,555萬

3,843元，業已完成退補費作業及103學年第1學期學士班及碩博士班註冊選課時間表及手

冊修訂，刻正送報部核銷簽核中，同時辦理軍公教遺族補助款發款作業。103學年第1學

期就學優待減免於6/16開始受理學生申請。 

二、 103學年度校內工讀：共608名學生申請，其中143名經濟弱勢學生，其餘465名為一般生；

另進行102學年度工讀單位考評及學生自評作業。後續將進行工讀生分配，經濟弱勢學

生優先，一般生依電腦亂數序號、學生工讀意願、學生專長等條件，並參考考評結果分

配工讀單位。 

三、 102學年度第2學期就學貸款：本學期共計2,202名申請，貸款金額總計新台幣1億906萬657

元整，已於5月15日撥入學校帳戶；另學貸款加貸金額退費已簽辦相關退費事宜。 

四、 學生獎懲：學生獎懲委員會於5/8召開本學期第2次會議，審議上學期期末考試集體作弊

懲處案。有關獎懲決議通知、公告、操行成績修改等已完成作業。 

五、 103學年度第1哩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籌備工作：工作團隊成員及各組分工已於日前由

學務長主持之第一次籌會抵定，於5/22(四)下午召開學系協調會。另，有關服務員招募

工作，除由各學系推派班服員46位外，餘39位服務員將由第1哩團隊進行甄選，已於5/28、

5/29進行面試，並於6/5公布甄選結果，第一次服務員訓練將於6/24(二)舉行。 

六、 品德活動：(一) 5/5(一)中午德育中心於望星廣場辦理「滾動生命 翻轉初體驗」活動，讓

學生藉由簡單的遊戲，體會身心障礙人士於生活中的不便，進而更同理他人，共計100

人參加，整體回饋量表4.7分(5分量表)。(二)5月27日(二)晚上德育中心辦理品德議題-焦

點論壇活動，邀請校內外3位主修倫理學教師，運用影片、遊戲方式引導後，對話討論，

主題議題有:負責、自主、正義等3項，1項主題進行1小時的思辨討論，共計23人參加。 

七、 教育部102學年度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德育中心已於5月2、9、16日由「微笑

有品志工」及「愛校服務同學」至士林國小帶領三年級一~八班學生，總計206人，透過

影片、碳排放的拼圖故事、有獎徵答、蔬食捲DIY的課程，生動活潑的互動方式深受校

方師長肯定及學生喜愛，將於下學期繼續與士林國校合作，相關合作主題將再討論。 

八、 第十屆學生自治團體三合一選舉：本校第 58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 26屆學生議員及

系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共計學生會 1 組及學生議員 10 位登記參選；系學生會則有

11系參與，已在 5/7及 5/8進行投票，本次總投票數為 1,960票，順利產生學生會正副

會長、10位學生議員及系學生會正副會長。另由於學生議員兩校區仍有名額，已於 5/26

進行補選投票，共計當選 8名議員；現任與下屆自治團體成員，並已於 6/4 在戴氏基金

會會議室完成交接。 

九、 社團五月天~社團特色競賽：已於5/15（四）晚間6點於雙溪校區傳賢堂舉辦。會中並頒

贈滿5年、10年、15年及20年之指輔導老師獎牌，以感謝其長期付出；本次共計14個社

團參賽，社團得獎名單如下：<團體動力組>第一名：榕柚松勵進會、第二名：國際志工

柬埔寨隊；<創意組>第一名：溪城合氣道社、第二名：雙溪舞鈴社、第三名：音樂劇表

演社；<舞蹈組>第一名：熱舞社、第二名：舞蹈研習社。 

十、 校長餐敘：本學期「校長餐敘」已於6月4日分於兩校區辦理完畢，計畢業生代表205人

參加，相關建議事項均已會請權責單位辦理，同學反映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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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衛生統計：(一)門診人數統計：4月份服務1,567人次〈雙溪1,008人次、城中559人次〉，

以外科處理468人次最多，內科就醫214人次次之。5/1~5/09共551人次（溪361人次、城

190人次）。(二)學生團體保險理賠：4月份申請共49件，主要為疾病醫療14件，車禍13

件。 

十二、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一) 「甩油燃脂大作戰」體重控制班：103/04/21起辦理，為期8週。目前學員人數達64

人，5/12起進入第4週，將進行期中測量及評估。少部份學員利用「便當糾查隊」服

務，對於健康飲食觀念的成效很大。 

(二) 急救訓練：5/3於城中校區辦理，邀請台北市紅十字會分會教練到校教授，教導學員

心肺復甦術、AED操作及異物梗塞的處理。活動共40人完訓，滿意度4.5分（5分量

表）。 

(三) 「用愛套住你」性教育講座：已於5/15〈四〉於雙溪G101會議室辦理，與紅絲帶基

金會合作，邀請愛滋帶原者吉米現身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活動共65人，滿意度4.87

分（5分量表）。 

(四) 「健康賓果大挑戰」：已於5/27〈二〉辦理，以健康體位、愛滋防治及菸害防治為

主題，活動共154人，滿意度4.76分（5分量表）。 

十三、 衛生行政：(一)新生體檢續約會議於5/16召開，繼續由啟新診所續約，調整部分為補

檢價格，因應去年有328人未於預定日到校體檢造成人力浪費，故針對補檢者：9/13~9/27

者為同價(480元)；9/28後則調漲為580元，以提高到校體檢率。(二)設置保險套販賣機：

已確定兩校區裝設位置，雙溪已於5/15裝設於綜合大樓一樓電梯側男廁，城中校區將裝

設於六大樓軍訓室側2樓男廁，目前等待北市衛生局人員通知安裝時間。 

十四、 資源教室學生輔導： 

(一) 102學年度第1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書，本次共計65位學生領有證明

書，另有1位英文系許生(身體病弱)因未領有中華民國國籍，教育部待審議，故雖通

過鑑輔會鑑定，但無法領取證明書。 

(二) 103學年度身心障礙生甄試共27名分發於本校，就讀意願回覆調查共有22名新生將

進入本校就讀。資源教室已開始聯繫家長及前教育階段特教老師，並預計於6月底

～7月初安排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會議。 

十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活動： 

(一) 5/7(三)15:40-17:00於城中校區1705會議室，與法律系合辦「只要尊重、不要放縱-

性騷擾防治大家一起來！」講座，由姚淑文主任主講，共193位法律系二年級同學

參加。 

(二) 5/14(二)13:00-15:00於城中校區5117會議室辦理「真情速配指數－從九型人格洞悉愛

情」講座，由胡挹芬老師主講，共46位師生報名參加。 

(三) 性別空間體檢問卷實施：已透過同儕輔導知能講座、院導師會議（人社、外語、法

律）及愛校生活服務學習同學，協助發送150份教職工版及500份學生版問卷，預定

於期末回收後進行統計報告。 

十六、 暑假留宿申請：本次宿舍暑假留宿申請，考量同學暑期工讀、暑修、補習等留宿台北

之需求，開放榕華樓供男女生個人住宿申請，暑假個人留宿申請時間至5/22止，並已於

5/28公佈審查結果；另開放柚芳樓、松勁樓提供溪城講堂使用。 

十七、 103學年度舊生特個申請與床位安排：宿舍特殊個案床位申請約131人提出，其中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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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人、女生105人，已於5月8日公告審查結果，共計117位通過審查，通過率為89﹪。有

關獲得103學年度續住床位同學，可自組整間寢室或申請成為交流生接待寢室，住宿中

心已於5/22完成接待寢室審查並公告，5/23起進行校內宿舍床位選填作業。 

十八、 校園安全維護：雙溪校區於5/20晚間20時，因瞬間雨量過大、校地幅員過窄，導致雨

水大量沖積無法宣洩，自安素堂至A哨前馬路及操場一帶均水深及膝，水溝蓋遭水衝擊

移位，導致車輛故障、同學跌入水溝等狀況，當日校安中心值班李振銘教官迅速聯絡總

務處工友，協助處理並裝置各大樓防水閘門至凌晨2時始處置妥當，無重大災害。隔日

校安中心及總務處召開緊急會議由總務長主持，討論爾後應變支援措施，以迅速處理相

關類案，另學務長於學務處處務會議特別叮囑相關安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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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六月 

一、 各類採購及驗收部分：  

1. 完成各類採購、議價、招標共 180 件。 

2. 完成校內電話等自力修繕案共 20 件。 

3. 完成學生新生健康檢查續約及教職員團體保險議價。 

4. 完成傳賢堂設備改善採購案議價作業，其中單槍投影機安裝已完成驗收。 

5. 辦理兩校區教室單槍投影機採購，依政府採購法上網公開招標，預定 6月底前召

開評選會議。 

6. 完成城中校區教務處聯合辦公室、校牧室、教師研究室（2間）及校安中心、資

源教室裝修工程驗收。 

7. 完成雙溪校區 70 之 41、46、66、82 號等四間宿舍整修工程驗收。 

 

二、 各項事務與環境維護部分： 

1. 完成大雨防災緊急任務編組。 

2. 完成向台北市環保局申報 4月份資源回收量及廚餘量。 

 

三、 輻防安全與消防、安檢設施部分： 

1. 完成向環保署申報 103 年度第一季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作業。 

2. 完成向台北市環保局申報 4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量。 

3. 完成 4月份密封射源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作業。 

4. 完成 4月份教育部職業災害系統通報作業。 

5. 完成 103 學年度實驗室人員特殊體檢招商作業。 

6. 完成化學系及微生物學系輻射劑量指示佩章年度判讀暨校正作業。 

7. 完成物理學系、化學系、微生物學系三學系蓋格計數器送龍潭核研所辦理年度校正。 

8. 完成實驗室內含毒性或不明氣體鋼瓶清查作業。 

9. 完成雙溪校區發電機 5台及城中校區發電機 6台學年度大保養。 

10. 完成城中校區年度消防設施檢修「無缺失」申報。 

 

四、 各類人力支援服務部分： 

1. 安排外賓來校停車約 146 輛次。 

2. 支援各單位搬運物品、器材、場地布置…等，共 63 人次。 

3. 支援各單位公務車 22 輛次。 

 

五、修繕工程、設備維護部分： 

1. 5 月份受理請購、請修案總計 344 件，其中自力修繕案 154 件、委商修繕案 36 件，

其餘 154 件尚在進行中。 

2. 雙溪校區第一階段邊坡擋牆改善，5 月 30 日止工程實際進度已達 85％，新增擋牆已

全部完成，續辦舊牆排水孔增設及裂縫修補，可按契約於 6月 30 日前完工。 

3. 雙溪校區第二階段寵惠堂前邊坡擋牆改善，5 月 30 日止工程實際進度 19.77%，完成

八角亭區域配電及景觀燈裝設，續辦大階梯飾面裝修及擋牆組模灌漿。 

4. 完成城中校區中央系統冷氣主機共 28 組壓縮機更換冷凍油保養作業，有效提昇空調

主機運轉效率、延長使用年限。 

5. 完成 B109 室受信總機移裝至校安中心工程。 

6. 完成城中校區第五大樓外牆壁磚與走廊地磚檢修工程。 



----------------------------------------------------------------------------------------------------------------------------------------     
東吳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0 次(103.06.09)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7 

7. 完成法學院實習法庭（1705 室）控制室壁癌檢修工程。 

 

六、兩校區餐飲招商部分：  

1. 學連書局針對承攬兩校區書局已提報企劃書，將於 6月 5日招商評審會議進行簡報及

評選。 

2. 學校報廢之大型校車將由東吳校友承商，改造為咖啡餐車，並將其命名為東吳 1號，

預計擺設位置為柚芳樓前停車空地，藉以活化廢棄資產，增添校園特色氛圍。 

 

七、有關兩校區汽機車停車場規劃及收費調整部分 

1. 雙溪校區停車場規劃：103 學年度預計取消敬熙路段之 35 個平面車位，另將機車停

車場 B1 層改為汽車停車場停放 28 部汽車，機車停車空間則調整至 B2 層及 B3 層。 

2. 收費方式異動：機車停放停車場者，全面改成計次制，以學生證或教職員證儲值刷卡

扣款；調整固定及非固定車位汽車收費標準，並依汽機車收費標準增加兼任老師停車

收費。 

3. 為廣納師生意見，將於 6月 10 日及 6月 12 日召開兩校區公聽會，藉以瞭解並蒐集有

關汽機車停車場規劃及收費調整之建議。 

 

八、校區用電部分： 

103 年 5 月（103 年 4 月使用）與去年同期用電比較：本期兩校區使用日數 30 天，

較去年同期少 2天，日均用電度數比例增加 2.92%，受電費調漲及日均用電增加影響，

總電費支出金額增加 18 萬 6,889 元。 

 

九、學位服租借服務： 

學位服自開放租借至 5月 29 日止，共借出 2,743 套學位服，其中學士服租借率約佔

應屆畢業生 80%。兩校區學位服租借數量如下表： 

校區 學士服 碩士服 博士服 合計 

雙溪 1,044 105 5 1,154 

城中 1,155 430 4 1,589 

總計 2,199 535 9 2,743 

 

十、校園空間管理等辦法修法部分： 

「校園空間規劃及管理使用辦法」、「教師研究室分配暨管理辦法」、「教師研究室管

理委員會設置辦法」制訂案及「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業經 102 學年度第 19

次（102 年 5 月 26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十一、保管服務業務統計部分（103 年 5 月 1 日~103 年 5 月 29 日）： 

1. 依據「東吳大學財產管理辦法」第 34 條規定辦理，將於 6 月中下旬開始盤點各單位

於 102學年度新增之財產，屆時請各單位協助進行盤點作業。 

2. 財產管理：5 月份財產增加 155 筆（金額 224 萬 8,008 元），財產報廢 189 筆（金額

221萬 7,677元），財產移轉 201 筆。 

3. 消耗品倉儲管理：5月份兩校區文具紙張發放 195筆，電腦耗材發放 22筆，清潔用品

發放 16筆。 

4. 場地管理：5月份二校區各會議場館共借出 295場次，雙溪校區 166 次，城中 129次；

一般教室經保管組登錄共借出 100 次：雙溪 91次，城中 9次。 

5. 招待所：5月份共安排 18件住宿申請，其中單人招待所共進住 10次/14人；兩房

有眷招待所共進住 4次/8人；三房有眷招待所共進住 4次/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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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出納業務部分： 

1. 103 年 4 月 30 日至 103 年 5 月 30 日止現金及銀行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5億 9,932

萬 587 元，支出 6億 1,969 萬 3,616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行政程序。 

2. 依據103年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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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支票存款 1.90%、定期存款 75.78%、政府公債 14.61%、證券投資 2.60%。 

3.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學生加選之補費人數為 3,137 人 ，金額為 2,017 萬 8,311 元，已

於 5月 23 日至 6月 6日止委託銀行、4大超商及郵局代收；退選退費計 1,395 人，金

額為 733 萬 1,701 元，有郵局帳戶之學生已於 103.05.23 撥退。 

4. 完成城中校區第五大樓廊道裝置中國信託銀行 ATM 提款機，提供城中校區教職工生提

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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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六月 

【研究事務組】 

一、 研究計畫類 

（一） 科技部103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案，本校提出61件申請案，計有25位同學獲得

補助。 

（二） 科技部人文司「幼兒發展資料庫建置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3年6

月20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三） 科技部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司「永續科學整合評估機制與能力建構研究計畫」案，

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研究團隊於103年7月9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四） 科技部104年度「學術攻頂研究計畫」案，即日起公開徵求計畫構想書，請有意申請

之教師於103年7月17日前完成構想書線上申請作業，並填具本校「辦理研究庶務申請

表」併同構想書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五） 科技部104年度「全國性學術團體辦理學術推廣業務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

於103年7月31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六） 科技部103年度「人文及社會科學領域學者國內訪問研究計畫」案，各單位如有推薦

人選，請被推薦教師於103年8月1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七） 科技部「104 年度中歐國家科學院國際合作人員交流 PPP 計畫」案，請有意申請之教

師於 103 年 8 月 12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八） 科技部「2015 年與俄羅斯人文科學基金會（RFH）年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案，敬

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3 年 9 月 28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九） 科技部104年度「赴中歐維謝格勒基金會成員國短期進修研究計畫」案，敬請本校有

意提出之博士生於103年6月11前，填具本校「辦理研究庶務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料，

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十） 科技部 103 年度「開發型(第 3期)及應用型(第 2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敬請有

意申請之教師於 103 年 7 月 9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於線上簽署利益迴避暨保密

聲明，另請學系負責人於確認送出後列印名冊 1份，於 7月 10 日前送交研究事務組

辦理後續事宜。 

（十一） 內政部徵求 104 年度「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金補助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

教師於 103 年 7 月 16 日前，填具本校「教師主持研究計畫投標/議價申請表」並檢

附申請資料，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十二） 研考會徵求： 

1. 103年度委託研究「臺北市政府隱匿性服務稽核(神秘客）運用之研究」及「營造

臺北市優質閱覽環境需求及滿意度之研究」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3年5月

27日前，填具本校「教師主持研究計畫投標/議價申請表」並檢附申請文件，擲

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2. 「市政資料庫或資料叢集盤點之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3年6月

9日前，填具本校「教師主持研究計畫投標/議價申請表」並檢附申請文件，擲交

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十三） 辦理本校教師接受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財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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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業策進會等委託研究計畫之簽約案，共計3件。 

（十四） 辦理本校執行之科技部102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經費結案事宜。 

二、研究計畫成果管理及運用類 

（一） 為推廣研發成果，增進本校產學合作契機，由研發處規劃，理學院協辦，以本校名義

參加將於 103 年 9 月 18 至 21 日舉辦之「2014 臺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共計 3

位教師提供 3件參展作品。 

三、校外獎補助類 

（一） 辦理申請科技部103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案，共計推薦46位

編制內專任教師，申請補助356萬4,912元整之獎勵金。 

（二）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療產業策進會「第十一屆國家新創獎」競賽活動，為爭取榮譽並

提增推廣效益，請理學院協助推薦有意願之教師或研究團隊參賽，至多2件為限，推

薦之研發成果須為智財權歸屬本校且已獲專利或專利申請中，請獲推薦之教師或團隊

於103年7月10日前協助填寫參賽同意書1份、參賽計畫書12份及參賽資料光碟片1份，

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報名事宜。 

（三） 辦理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案，本校103年度第1次延攬特殊優秀

人才獎勵，經核定通過數學系吳牧恩助理教授(103年2月1日起聘)1件，獎勵期間為2

年6個月。 

（四） 辦理科技部「102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6月份獎勵金」及「103年

度延攬特殊優秀人才2至6月份獎勵金」撥付事宜。 

（五） 辦理繳交本校執行科技部102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之執行績

效報告及43位獲獎教師個人研究表現成果。 

四、校內獎補助類 

（一） 102 學年度「端木鑄秋法學研究基金」，經審議（102 月 4 月 10 日）獎助情形如下： 

1. 獎助「東吳法律學報」(第 26 卷第 2、3期)出版經費新台幣 25 萬 3,000 整。 

2. 獎助「中國法制比較研究論文集─二０一四年(第十二屆)海峽兩岸民法典學術研

討會」出版經費新台幣 10 萬 1,808 元整。 

3. 獎助「東吳大學英文法律學報」(第 11 卷第 1、2期)出版經費新台幣 14 萬 5,052

元整。 

4. 獎助「東吳公法論叢第七卷」出版經費新台幣 15 萬 6,846 元整。 

（二） 102學年度第2學期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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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件補助案。 

 

【校務發展組】 

一、 103-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一）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異動 

1. 社會資源處生涯發展中心於103年 3月 10日提出因青輔會改制後政策調整取消相

關專案補助，致使原核定之 15,000 青輔會專案計畫配合款無法動支，擬申請變更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之經費編列（公文文號：1031600043），本案於 3 月 19

日經 校長核定，已依核定結果於 5月 7日完成計畫及預算系統調整作業，並於 5

月 9日函請相關單位確認計畫暨預算內容是否無誤（公文文號：10313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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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3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審 

1. 研究發展處於103年 4月 21日提出部分教學及行政單位提報之子策略計畫類別歸

屬錯誤，擬修訂 103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規劃簽呈（公文文號：1031300199），

本案於 4月 23 日經 校長核定，已依核定結果於 5月 7日完成計畫類別及相關作

業系統修正作業，並於 5 月 9 日函請相關單位確認計畫暨預算內容是否無誤（公

文文號：1031300222）。 

2. 103 年 5 月 30 日提送「103 學年度重要校務計畫」給會計室編製「103 學年度預算

書」。 

二、 教育部獎補助提報作業 

(一) 103、104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提報作業 

1. 完成 103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報部資料（含簡報檔）至校

內網站更新。 

2. 103 年 5 月 15 日教育部來函通知預先準備「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

畫經費支用工程項目申請表」相關資料（公文文號：臺教高(三)字第 1030070579

號）。 

3. 103年 5月19日檢送103年度獎補助計畫經費執行進度（公文文號：1031300242）。 

4. 六月份工作重點： 

(1) 準備 103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年度經費支用修正計畫書撰

寫及報部。 

(二) 102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訪視 

1. 103 年 5 月 22 日教育部召開「102 年度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

說明會」。 

2. 103 年 5 月 28 日召開「102 年度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規劃會

議」（公文文號：1030000922）。 

3. 103 年 5 月 30 日發函通知相關單位填報「102 年度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

畫經費訪視書面審查資料」（公文文號：1031300264）。 

4. 103 年 5 月 30 日發函通知相關單位填報「102 年度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

畫經費執行清冊」（公文文號：1031300265）。 

5. 六月份工作重點： 

(1) 103 年 6 月 3-9 日進行「102 年度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書

面審查資料」撰寫(6/3~6/9)。 

(2) 103 年 6 月 10-12 日進行「102 年度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

書面審查資料」彙整(6/10~6/12)。 

(3) 103 年 6 月 13-24 日進行「102 年度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

書面審查資料」送師長初審、複審及陳核校長。 

(4) 103 年 6 月 25-30 日進行「102 年度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

書面審查資料」送印及報部。 

三、 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 

(一) 103年 5月 27日函送 103年 3月份校務資料庫檢核表報部（公文文號：1030000924）。 

(二) 六月份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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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 10303 期、10210 期及 10203 期表冊修正。 

2. 進行 10303 期、10210 期及 10203 期表冊修正。 

 

【評鑑組】 

一、 學生學習成效追蹤調查方面 

「應屆畢業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屬本校所發展之學生學習成效追蹤機制第四階段，

所蒐集資料將作為本週期系所評鑑之重要佐證。建請學系利用學生辦理離校時機，讓畢

業同學填寫。 

二、 教師教學獎勵遴選 

本學年度第二次教師教學獎勵遴選會議已排定將於 6月 6日召開，預計 6 月底前可完成

全部教師教學獎勵遴選作業。 

三、 東吳大學自辦外部評鑑作業 

（一） 已依教育部要求於本校自辦外部評鑑辦法再敘明有關「評鑑指導委員會」之屬性，並

將委員人數增加一人，由單數十五名組成。 

（二） 如期於 5 月 30 日前將本校自辦外部評鑑辦法最新修正條文、自辦外部評鑑實施計畫

書以及光碟函送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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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 
六月 

一、辦理本校境外生及學生活動等相關事宜： 

(一) 103年5月6日、7日及9日分別辦理三場畢業僑生座談會，總計30名僑生出席參加。 

(二) 103年5月10日辦理境外生前往桃園大溪漆彈及三峽藍染DIY活動，總計36位學生參

與，學生對活動安排滿意度高達4.8分(滿分5分)。 

(三) 103年5月25日僑生於圓山飯店舉辦畢業送舊活動，總計約100人參加。 

(四) 103年5月28日於外雙溪戴氏基金會會議室辦理僑生、外生及陸生端午藝文活動。 

(五) 籌備6月6日交換生歡送晚會暨國際事務志工頒發志工服務證儀式及6月23日至24日

於埔心農場之僑生聯誼會、國際事務志工及陸生聯誼會幹部研習活動。 

(六) 開始招募103學年度第1學期國際事務志工，申請日期至6月5日止。 

二、辦理與海外大學簽訂協議、陳報教育部事宜： 

(一)103 年 3 月 24 日完成與南京中醫藥大學簽署學生交流協議。 

(二)103 年 4 月 10 日完成與北京理工大學珠海學院簽署校級協議及學生交流協議。 

(三)103 年 4 月 21 日完成與浙江師範大學簽署校級協議及學生交流協議。 

(四)103 年 5 月 13 日完成與菲律賓亞德雷歐大學簽署校級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五)103 年 5 月 15 日完成與韓國全南大學簽署校級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六)103 年 5 月 16 日完成與天津大學簽署校級學生交換協議。 

(七)103 年 5 月 16 日完成與日本愛知縣立大學簽署校級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八)簽署中協議單位，共 20 所： 

1.日本筑波大學 

2.匈牙利科維努思大學 

3.韓國江原大學 

4.日本東北大學 

5.俄羅斯喀山國立大學 

6.上海商學院（校級、學生交流） 

7.東北師範大學（學生交換） 

8.南京財經大學 

9.安徽師範大學研究生院（院級-人社） 

10.西北民族大學文學院（院級-人社） 

11.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院級-人社） 

12.贛南師範學院文學院（院級-人社） 

13.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級-人社） 

14.韓國西江大學 

15.韓國漢陽大學 

16.韓國淑明女子大學 

17.美國中央奧克拉荷馬大學 

18.德國柏林經濟與法律應用科學大學 

19.匈牙利巴斯瑪尼彼得天主教大學 

20.美國羅耀拉大學馬里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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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報教育部中協議單位，共 9所： 

1.山西大學 

2.上海財經法學院（院級-法） 

3.南京師範法學院（院級-法） 

4.華南理工法學院（院級-法） 

5.廈門大學法學院（院級-法） 

6.中國人大國學院（院級-人社） 

7.太原理工大學 

8.寧波工程學院(學生交流) 

9.北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法律與行政學院（院級-法） 

三、接待外賓蒞校參訪： 

(一)103 年 5 月 12 日接待天津大學汪曣副校長等一行 5人，安排本校雙溪校區有關學生

設施之導覽及座談外，並進行協議交換儀式。 

(二)103 年 5 月 12 日偕同商學院接待吉林大學管理學院副院長等 28 人來訪。 

(三)103 年 5 月 14 日接待美國德州 Texas Tech University 系統副校長辦公室 Won-Jae 

Lee 博士，討論未來與本校合作事宜，並預計簽署校級合作協議。 

(四)103 年 5 月 15 日接待中國法學會、吉林省法學會及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等 28 人

來訪。 

(五)103 年 5 月 15 日接待日本東北大學國際處 Motokazu Matsutani 先生，針對本校華

語中心及學生宿舍等導覽安排。 

(六)103 年 5 月 21 日接待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Bloomington 分校校長 Lauren Robel 及主

任秘書 Catherine Elizabeth Dyar 來訪，除安排本校教師暨該校校友出席座談會

外，另亦安排本校華語中心、英美文化教室及日本文化教室導覽。 

(七)103 年 5 月 22 日接待日本明治學院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西尾教授及西原博之教授，除

安排與本校商學院師長會面外，另安排參訪本校華語中心及宿舍等，並討論未來該

校學生來本校華語中心學習中文等規劃。 

(八)103 年 5 月 23 日接待美國聖湯瑪士大學校長 Dr. Robert Ivany 及王敦正董事等四

人來訪，除與潘校長座談外，另安排參觀本校華語中心及英美文化教室等。 

(九)103年5月27日接待魯東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畢憲順等4位師長及2位博士生來訪，

當天除安排與潘校長座談外，另參觀本校圖書館及教學資源中心；同時 2位博士生

亦於 6月 1日至 8日於本校法律系進行短期研究交流。 

四、 參加國際組織活動、參加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103 年 5 月 22 日至 23 日國際事務中心劉凱莉主任及朱賢丁專員至師大僑先部進行

本校招生宣導說明會。 

(二)103 年 5 月 26 日至 31 日姚思遠學術交流長出席於美國聖地牙哥舉辦之「2014 美國

教育者年會」，台灣地區共計 22 所大專校院、41 位代表參加，包括台大、政大、師

大、逢甲、輔仁及淡江等校。 

(三)103年 5月 28日至 6月 2日兩岸事務中心王玉梅主任受邀前往蘭州大學參加第九屆

海峽兩岸名校兩岸事務負責人研討會。 

(四)103 年 5 月 24 日至 28 日趙維良副校長與兩岸事務中心余孟儒組員出席於日本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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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之「IAMSCU Conference 2014」。 

五、 2014 溪城講堂業務 

(一)截至 6月 3日止，共有 334 位學員，總計開設 10 項課群，各課群人數如下： 

1. 鵬飛萬里-台灣鄉土逍遙遊 -中文系:43 

2. 映像印象-台灣人文采風-中文系:48 

3. 島嶼凝視-電影與戲劇的美學饗宴-中文系:26 

4. 「台灣。歷史」夏之旅-歷史系:12 

5. 台灣民主之旅-政治系:28 

6. 繽紛一夏-創新經營在寶島 -國貿系:34 

7. FUN 電影學英美法-法律系:27 

8. 台北的民法邂逅-法律系:44 

9. 商業經營實戰策略-企管系、會計系:49 

10.台灣金融市場-會計系、財精系:23 

(二)完成 5天 4夜旅遊活動探勘及各項紀念品請購作業。 

(三)辦理學員及帶隊老師入台證事宜。 

六、 營隊活動及獎學金相關業務 

(一)103 年 5 月 1 日公告西南大學訂於 6月 24 日至 7月 1日舉辦「2014 台灣大學生大陸

師範教育研習營」，截止日期至 5月 12 日止，共計錄取 3名學生。 

(二)103 年 5 月 2 日公告辦理 103 學年台灣學生赴韓研習韓語文交換獎學金，截止日期

至 5月 9日止。 

(三)103 年 5 月 7 日公告上海交通大學訂於 7月 9日至 7月 16 日舉辦「海峽兩岸大學生

文化夏令營-江南尋夢」暑期活動，截止日期至 5月 15 日止，5月 22 日公告錄取名

單，共計錄取 5名學生。 

(四)103 年 5 月 7 日公告東南大學「2014 年青年領袖創新、創業研習營」錄取名單，共

計錄取 5名學生、備取 1名。 

(五)103 年 5 月 7 日公告教育部「103 年青年國際人才培訓計畫」，申請截止日至 5月 23

日止。 

(六)103 年 5 月 8 日公告暨南大學於 7月 20 日至 7月 28 日舉辦「青年‧創新‧發展-核

心價值與青年使命-兩岸四地學生領袖研習營」，截止日期至 5 月 15 日止，5 月 22

日公告錄取名單，共錄取 3名學生，備取 1名。 

(七)103 年 5 月 9 日公告清華大學於 7 月 13 日至 7 月 20 日舉辦第四屆「清華建築與清

華文化-兩岸大學生主題交流營」，截止日期至 5 月 16 日止，5 月 27 日公告錄取名

單，共錄取 2名學生，備取 1名。 

(八)103 年 5 月 9 日公告廈門大學於 7 月 1 日至 7 月 10 日舉辦「閩南文化夏令營」，邀

請本校 2名學生參加，截止日期延長至 6月 4日止。 

(九)103 年 5 月 13 日公告第 2學期「東吳大學學生境外交換研修獎學金」獲獎名單，共

計 25 名學生獲獎；「東吳大學學生境外交換研修清寒獎學金」共計 4名學生獲獎。 

(十)103 年 5 月 12 日公告南開大學於 6月 23 日至 7月 20 日舉辦暑期研習活動， 

截止日期至 5月 15 日止。 

(十一) 103 年 5 月 16 日公告清華大學「第 8屆兩岸同心大學生志願者華北行」錄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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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共計錄取 2名學生，備取 1名。 

(十二) 103 年 5 月 16 日公告華中師範大學於 7月與中原大學共同舉辦「第十屆荊楚文

化研習營」活動，截止日期至 5月 21 日止。 

(十三) 103 年 5 月 16 日公告東北師範大學於 7 月 8 日至 7 月 17 日舉辦「海峽兩岸大

學生夏令營」活動，截止日期至 6月 4日止。 

(十四) 103年 5月 18日公告福建省教育廳於7月2日至7月 9日舉辦「八閩文化之旅」

活動，截止日期至 5月 23 日止。 

(十五) 103 年 5 月 22 日公告西南大學「2014 台灣大學生大陸師範教育研習營」錄取名

單，共計錄取 3名學生。 

(十六) 103 年 5 月 23 日公告蘇州大學於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5 日舉辦「2014 江南文化

研習營」活動，共計邀請本校 4位學生參加，截止日期至 6月 23 日止。 

(十七) 103年 5月23日公告「2014年日本學習院大學夏季暑期短期日語研修團」活動，

截止日期至 5月 30 日止。 

(十八) 103 年 5 月 26 日公告 2014 年度第二期日本交流協會短期交換留學生奨學金申

請事宜，申請截止日期至 5月 30 日止。 

七、國際交流委員會業務 

(一)103 年 5 月 8 日至 12 日進行本學年第 7次書面審查，審查議案為本校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東吳大學學生境外交換獎學金(一般獎補助)申請案。 

八、 其他會議業務 

(一)103 年 5 月 13 日王筠蕙秘書出席教育部於逢甲大學舉辦「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認證

試辦計畫說明會」。 

(二)103年5月16日國際事務中心劉凱莉主任及游晴如組員出席於國立政治大學舉辦之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論壇」。 

(三)103 年 5 月 30 日國際事務中心劉凱莉主任出席由元智大學主辦之「如何培育具全球

流通與國際競爭力的人才」論壇。議程包括「如何培養學生國際競爭力」、「建立國

際頂尖大學之衡量指標與特色」、「推動師生 Global Mobility 之具體策略」及「教

學卓越造就國際競爭力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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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六月 

一、103.05.01 至 103.05.31 捐款金額為新台幣 2,289,355 元，捐款人數 256 人，最高捐款用途

為海量資料分析研究中心專用款，5 月份 10 萬元以上捐款資料如下（依捐款金額排列）： 
中文姓名 捐款金額 捐款用途 

善心人士 
200,000 商學院專用款 

300,000 海量資料分析研究中心專用款 

朱賢泓 181,641 朱賢泓系友優秀學生獎學金(美金 6,000 元) 

趙原孫 100,000 法學院-傑賽普國際模擬 法庭辯論賽專用 款  
財團法人懷恩社會福利

慈善事業基金會 
100,000 群育中心-推動青年學生參與志願服務計畫 

居爾一拳有限公司 100,000 群育中心-搖尾巴社專用款 
二、捐款回饋致謝：  

1. 5 月寄發謝函共計 85 張，捐款收據共計 91 張。 
2. 5 月份寄發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50 張。 

三、校園紀念品經營業務： 
1. 自 102.08.01 至 103.05.29 販售總金額為新台幣 4,059,065 元。 
2. 近期行銷活動： 

(1)「Love 一同享受午茶時刻的小確幸」東吳喜憨愛心禮盒及東吳愛心馬克杯。 
  (2)「東吳 畢業快樂」學位服披肩、畢業小熊及珍藏明信片組合。 
3. 校內單位開發品項：保溫杯、獎牌、提袋、L 夾及 USB。 

四、「德蔭學子計畫-校園助學專款」，截至 103.05.29 止，計 73 位校友響應，共募得新台幣

2,781,555 元整。 
五、校友活動： 

1. 台北市校友會感恩聯誼餐會：規劃於 103.06.20(星期五)假極品軒餐廳舉行「台北市校

友會感恩聯誼餐敘」，邀請第六屆及第七屆理監事共計 40 名與會，會中將頒贈第七屆

理監事當選證書，推舉新任理事長，並進行理事長交接儀式。 

2. 「東吳感恩 感恩東吳」醇音樂之夜：103.05.30(星期五)19:30-21:00 於雙溪校區第二教

研大樓松怡廳舉行，當天共約 358 位校友、師生共襄盛舉，場面熱烈。 

3. 校友總會第五屆理監事聯席會議：103.05.30(星期五)18:30-19:30 於雙溪校區第二教研

大樓 D1005 會議室舉行，當日公佈理監事當選結果，並推舉政治系劉吉人學長為新任

理事長，預計 103.07.04 假台北凱薩大飯店舉行理事長交接感恩餐會。 
4.東吳校友薪傳專題講座：103.5.21(星期三)於城中 5117 會議室，邀請新旺集瓷許 
  世鋼學長(政治系 91 級)及吳佳樺學姐(國貿系 91 級)返校演講，當天共約 50 位校 
  友學生參加。 

  六、東吳校友雜誌 26 期：本期封面故事「致‧青春─我在東吳的日子」，主題報導應屆 
      畢業生對東吳的回憶及成為準校友之心得，本期發行量為 2 萬份，預計 103.06.20 出 
      刊。 
      1.「東吳人物」共計專訪二位優秀校友：台北市社會局局長王浩(中文系 69 級)、以及 
        香港亞妮斯比台灣分公司總經理程俊偉(財精系 81 級)。 
      2. 本期共獲 5 家校友企業贊助廣告，總計 NT$ 135,000，包括台灣福興、台灣三洋 
        電機、台灣日立、第一產險、以及富蘭克林證券投顧。 
  七、校友接待與服務： 

    1.5 月份代辦校友成績單、證書共計 2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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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受理校友尋人共 1 件，校友返校拍婚紗 3 件。 
八、電子化校友聯繫與服務： 

1. 截至103.06.03止，校友電子郵件信箱地址筆數共計49,647筆。 
2. 截至103.06.03止，校友動向資料庫校友資料117,129筆，其中聯絡筆數93,719筆、失聯

校友筆數22,770筆、已逝校友筆數640筆。 
3. 寄送 5 月電子生日賀卡 6,064 份。 
4. 101.11.19-103.06.03 止，計有 197 位校友申請 Gmail 免費電子信箱。 
5. 102.11.22-103.06.03 止，計有 25 位校友申請校友 Wi-Fi。 
6. 截至 103.06.03 止，計有 1, 420 位畢業校友申請使用入口網站的權限。 

九、年輕校友海外就業計畫： 
    1.合作企業：吉立富(市場品牌行銷經理、投資顧問)、吉得堡(全職美語教師、儲備 
      幹部等)、澳門金沙市場推廣客戶發展部接待員/協調員、銷售業務助理等)。 
    2.舉辦徵才說明會與面試：103.05.05-06 澳門金沙公司，約 40 人參與。 
    3.吉的堡確認錄取 2 名畢業生，吉立富與澳門金沙預定 103.06.30 結果出爐。 
    4.預計 103.07.08 於城中校區 5213 會議室舉辦職前訓練暨行前說明會。邀請講師為紀 
     達職涯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郭芊彤總經理、以及吉立富-林韻宜(心理系 94 級)。 
十、教學卓越計畫： 

1. 103.04.28-103.05.17，招募本年度畢業生問卷調查電訪工讀生，103.05.22聘請講師舉

辦電訪培訓講座。 
2. 103.06.03-103.06.04，兩校區各舉辦一場「應用 SAS 圖表分析畢業生調查數據」教育

訓練課程。 
十一、生涯團測： 

1. 本學年度大一 CVHS 計有 19 學系參加，安排 36 場次班級團測。 

2. 五月份執行 10 場，資料如下：經濟一 A、中文一 B、音樂一、法律一 B、中文進

修一、政治一 A、政治一 B、微生物一、哲學一 A 組、哲學一 B 組。 

3. 上學期施測之 UCAN 部份，其統計分析結果與各學院合作於院導師會議（五月份

計有 05.05 人社學院、05.30 商學院二場次）報告，提供導師輔導學生有關生涯發

展議題之參考。 
十二、青年領袖學堂： 

1. 本學期「青年領袖學堂」領導知能講堂，05.07 簡麗環學姐談創業、學業、志業，

講題：勇敢冒險‧築夢踏實，計 52 人參加，05.23 劉吉人學長，講題：創投領導力

人生，計 91 人參加。 
2. 10 組同學公共服務學習活動結案成果收件及評核。 
3. 05.29 於雙溪國際會議廳辦理 102 學年度成果發表暨結業典禮，本期青年領袖學堂

錄取 99 名，完成全期活動、課程及結業相關條件者共計 76 名。 
十三、產學合作學生實習計畫：本學年擴大舉辦學生企業實習計畫，目前已陸續與麗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爭鮮股份有限公司、日盛銀行、「SHOPPING99」耐德科技團隊、左

腦創意行銷、麥伯股份有限公司、典華婚訂資源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粉絲購有限公司、

超越基金會、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華南永昌綜合證券、Citta Bella 儂儂雜誌等

12 間企業合作，提供 149 位企業實習機會，提供學生依照專業、興趣選擇，並於即日

起開始暑期實習履歷之收件及篩選。 
十四、創業星期五/咖啡沙龍裡的創意： 

1. 本學期新增創業星期五/咖啡沙龍裡的創意活動，陸續邀請創業學長姐回校分享 
創業歷程。 

2. 06.06「創業星期五」(城中第 4 場次) 「創業？行嗎？」-陳浩揚學長(社會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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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 
3. 06.13「創業星期五」(雙溪第 4 場次) 「你不能說你沒有想過傳直銷」-楊靖弘學 
  長(國貿系 84 級)。 
4. 微型創業學堂 05.23 報名，並於 06.24、06.25、07.07、07.08 開設「微型創業學堂」

四天課程，預計招收 40 個名額。 
十五、「最後一哩-職場培訓接軌計畫」：本學期以培養面試能力為主軸，除與院系合作，開辦

各學院特色講座，邀請畢業傑出校友做分享及演說外，另搭配一系列轉銜職場培訓課

程，增強東吳學生就業能力及自信心，課程已於期中考後至畢業考前辦理完畢，此培

訓課程也轉發給畢業五年內之校友，擴大計畫協助東吳學子之範圍。總計 12 場演講共

721 人次參加，3 場次面試課程共 34 人參加，4 場次特色講座共 363 人參加。 
十六、6 月份美育中心活動： 

1. 103.04 舉行「特色校園景點水彩速寫比賽」，05.30 公告得獎作品，06.01-06.10 領獎。 
2. 103.05.15-06.05 與中東歐研究中心於兩校區合辦「2014 v4 中歐電影節」。 
3. 103.06.06、06.13(奚淞老師)、06.20(袁中平老師古琴示範)與崇友文教基金會、通識教

育中心於城中校區 1705 合辦「文化、藝術與環境」講座。 
4. 103.06.03-06.13 於城中游藝廣場舉辦「蘇州攝影學會畢業聯展」。 
5. 103.06.14-06.27 於城中游藝廣場舉辦「詹振揚師生油畫聯展」，06.14(星期六)舉行開

幕茶會。 
6. 103.06.03 於雙溪校區 D0107 與音樂系合辦「流行音樂文化產業入門的 10 堂課」之最

後一堂課「讓音樂流行吧!」。 
7. 103.05.22-09.17 於雙溪校區二教研大樓入口走廊舉辦「周思伃畢業攝影展」。 
8. 103.05.30 完成「東吳大學吉祥物徵件比賽」徵件活動，計有 229 件投稿，6 月底完成

評審，7 月底完成偶裝設定。 
十七、校園環境：103.06.11 偕同總務處同仁拜訪桃園大園鄉賴哲祥雕塑家工作室，討論 
      公共藝術品借調校園作長期展覽事宜。 
 
 

  



----------------------------------------------------------------------------------------------------------------------------------------     
東吳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0 次(103.06.09)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20 

人文社會學院 

六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103 年 5 月 2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分，在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召開第 31 屆系際學

術研討會檢討會議，會中決議事項如下： 

(一)依本院系際學術研討會承辦輪值表，下次系際學術研討會承辦單位是歷史系與社工

系。 

(二)下次邀請函上可以告知大陸學者希望大家參加第一天晚上安排歡迎晚宴，大家在某

一時間前抵達台灣，對同仁接機應較方便。 

(三)中文系另行上簽敘獎同仁。 

(四)請各學系(中心)討論將本院系際學術研討會作為學生學習護照或研究生參與研討會

點數之一項。 

二、103 年 5 月 5 日中午 12:10，在 G101 會議室召開本院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導師會議，本

次導師會議共計 42 人參加，會中安排姚淑文主任「你傳愛了嗎～建置正向及友善的校園

計畫」、張彥之組長「校內巨量資訊系統報告」 及朱嘉琦心理師「人社學院學生生涯

團測結果報告」等議題，提供大家相互討論及了解。 

三、補助及協辦院內重要活動 

(一)本院與哲學、政治、社會三學系學生會合作邀請李登輝前總統蒞校演講，主題為「第

二次民主改革」，校內師生參與踴躍，超過 500 人在普仁講堂聆聽及在戴氏基金會會議

室觀賞視訊直播，不僅校內師生收穫良多，媒體效益佳。 

(二)5 月 29 日與政治系合辦「解構服貿：兩岸經貿協議面面觀論壇」，出席師生約有 300

人。論壇針對「服貿協議的經濟意義」、「服貿協議的國會參與和監督」、「兩岸談判

與國家利益」以及「服貿協議對公民社會的影響」等四大主題，邀請多位知名重要學者

為本校師生解構服貿協議。 

(三)5 月 30 日與社會系合辦「2014 年身心障礙研究圓桌論壇」學術研討會。論壇主題為

「身心障礙政策模式的國際比較」期提升國內學術界對身心障礙議題的重視。 

四、103 年 5 月 14 日本院與安徽師範大學研究生學院、贛南師範學院文學院、黃岡師範學院

文學院、西北民族大學文學院等 4 所學校院級的學生協議交流以掛號寄出對方院長簽

署。 

五、103 年 5 月 20 日（星期二）中午 10 時 30 分，在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召開 102 學年度畢

業典禮第 2次籌備會，會中決議事項如下： 

(一)家長如帶小孩入場，請安排坐於出入口較近右 2門後方，以利方便出入。 

(二)有關司儀稿內容，請司儀於典禮前 2 分鐘再提醒家長勿拍照，學校將請專人拍照並

放置畢典網頁供大家自行下載。 

(三)畢典預演當日細流(司儀稿內容)將於6月5 日早上9:20先在人社院會議室向全體工

作同仁說明後，10 時再到傳賢堂正式預演。 

(四)請各位同仁提醒通知畢業生、領證及獲獎同學入場，要注意服裝儀容。 

(五)有關在校生及畢業生兩位同學致詞稿，為避免當日兩位同學因故無法出席，請中文

系及音樂系再各找一位同學備稿。 

(六)本院畢典專區將放置在首頁一般公告內，網址已聯結學校畢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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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單位於畢典後，如有自行舉辦活動者，請提供相關資訊送院彙整公告。 

六、103 年 5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6時，在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召開 102 學年度人社院境

外生餐敘共計 45 人參加，討論熱烈。 

七、103 年 5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 3時，與愛知大學中國學部本科生雙聯學制學分及協議

事宜。 

八、社區及國際交流 

(一)籌辦本院與慶應義塾大學東亞研究所、早稻田大學亞洲研究機構於 6月 27-30 日在

東京合辦之「東亞地區的合作與和平」國際研討會，邀約陸委會副主委、外交部等

長官與聯繫安排行程。 

(二)籌辦本院於 103 年 7 月 2-8 日與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合辦第一屆研究生論壇，謝院長

率領 6位師長參加，研究生 17 位前往發表論文，行程除兩天論壇外，將參訪企業、

文創機構及華東師範大學和蘇州大學等。 

(三)5 月 12 日接待天津大學參訪交流團，未來本院將繼續洽談交流事宜並可合作進行王

寵惠深入研究調查。 

(四)5 月 13 日接待武漢大學參訪團，未來本院將繼續洽談交流事宜。 

(五)5 月 19 日接待寧波工程學院陳莉萍老師參訪，分享及深入了解文創學程相關事宜。 

(六) 5 月 27 日參加教育部在大同大學舉辦之分流計畫研討會，與國內各大專校院分享交

流相關議題。 

九、學程業務 

(一)創意人文學程相關活動： 

1. 5 月 6 日哲學系黃筱慧老師『創意人文方法論』課程邀請擔任雅妮絲比台灣區總

經理的程俊偉學長回校演講，主題為「流行時尚實務操作-品牌經營管理概論」。 

2. 5 月 6 日中文系連文萍老師『文案寫作』課程邀請殷仁政老師以「如何使用影片

拍攝剪輯軟體」為題進行演講，約 58 位同學參加。 

3. 5 月 13 日政治系陳立剛老師『創意城市』邀請螺陽文教基金會何美慧執行長蒞

校演講，主題為「談民間組織在文化資產保存運動的功能與角色」。並於會後與老師

討論關於學生實習、回鄉創業等文創事宜。 

4. 5 月 16 日中文系連文萍老師『兒童文學及習作』課程邀請知名作家王淑芬老師

蒞校演講，演講主題「故事、繪圖、裝幀--製作繪本經驗談」。 

5. 5 月 20 日中文系鍾正道老師『影像敘事』課程邀請鍾文音老師蒞校演講，演講

主題為「影像與想像的圖文敘事學」。 

6. 5 月 23 日召開 102 學年度創意人文學程第五次作業小組會議，議案內容有：審

議 103 學年度學生申請資格、審議 LOGO 設計競賽作品及 103 年度實習分發結果。 

7. 5 月 27 日哲學系黃筱慧老師『創意人文方法論』課堂邀請成旅觀光股份有限公

司楊嘉齡小姐蒞校演講，講題為「旅館品牌定位與連鎖經營」。 

8. 5 月 27 日由創意人文學程主任謝政諭院長、劉涵銓助理出席教育部主辦、大同

大學協辦之「教育部課程分流計畫研討會」，報告課程分流計畫執行進度。 

9. 103年度創意人文學程實習共43位同學申請，目前已確認41位同學的實習單位，

分別為：文化局（9位）、富邦藝術基金會（1位）、樹火紙紀念博物館（5位）、萬

卷樓（4位）、北市交響樂團（1位）、晶華酒店（1位）、蘆洲李宅基金會（5位）、

寰緯公關公司（4位）、台灣好文化基金會（1位）、西門紅樓（3位）、順益原民館

（2位）、上善文化基金會（5位）。其中 30 位暑期實習，11 位期中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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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創意人文學程 LOGO 設計競賽於 5月 7日截止收件，總計報名創意人文學程 LOGO

徵稿件數有 30 件，於 5月 21 日舉行外部評審會議，並預計於 6月初公告評選結果。 

11. 預計 6月 9日至 6月 13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1樓進行「102 學年度期末聯合成果

展」，目前團隊籌備中。 

(二)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相關活動： 

1. 5 月 7 日社工系李淑容老師『社會問題』課堂邀請原能會核子研究所李瀛生研究

員蒞校演講，主題為「能源對經濟、社會與環境影響－核能發電的角色爭議」。 

2. 5 月 15 日社工系王美恩老師『社會工作管理』課堂邀請陽光基金會白瑪莉小姐

蒞校演講，主題為「陽光基金會國際事務拓展經驗分享」。 

3. 5 月 21 日社工系李淑容老師『社會問題』課程邀請鄭卜榮先生蒞校演講，分享

其曾經無家可歸的經過，演講主題即為「無家可歸歷程經驗談」。 

4. 5 月 23 日社工系梁慧雯老師『社會工作管理』邀請伊甸基金會主任鄺偉誠先生

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海外專業服務團隊的經營與挑戰」。 

5. 5 月 23 日召開 102 學年度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第三次作業小組會議，議案內容

有：審議 103 學年度學生申請資格、審議 LOGO 設計競賽作品及 103 年度實習分發結

果。 

6. 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 LOGO 設計競賽於 5月 7日截止收件，總計報名非營利組織

管理學程 LOGO 徵稿件數有 20 件，於 5月 21 日舉行外部評審會議，並預計於 6月初

公告評選結果。 

7. 103 年度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實習共 17 位同學申請，目前已全部確定同學的實

習單位，分別為：地球公民基金會（2人）、台灣原民教育經濟發展協會（1人）、紅

絲帶基金會（3人）、法律扶助基金會台北分會（1人）、法律扶助基金會板橋分會（1

人）、消費者文教基金會（1人）、國際特赦組織（3人）、勵馨基金會（1人）、現代

婦女基金會（4個）。暑期實習共 8人，期中實習共 9人。 

◎中文系： 
一、4月 28 日~5 月 1 日，進行雙主修、輔系、跨領域學程、富蘭克林獎學金申請之公告及班

級宣傳，由各班助教親臨班級輔導學生，針對申請方法、條件等進行說明，並鼓勵學生

積極申請跨系選課，以發展第二專長。 

二、5月 1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415 教室舉辦第 34 屆雙溪現代文學獎【現代詩講座】第二場，

邀請陳依文老師主講，講題為「詩為何物」。 

三、5月 3日於康園國會餐廳召開《東吳中文學報》第 27 期第 2次編輯委員會，議決本期可

刊登篇目。5月 30 日（五），《東吳中文學報》第 27 期出刊，本期共收錄胡雲鳳、劉文

強、李昭鴻、黃忠慎、涂美雲、陳睿宏、謝玉玲、郭維茹、張崑將、許俊雅、陳惠齡、

李欣倫 12 篇論文。 

四、5月 4日，由劉玉國老師中四 B導生班執行「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師生團體活動」，

帶領學生前往景美仙跡岩親山步道踏青，藉由本次班遊發現之旅，促進師生團體互動。 

五、5月 5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1 教室及綜合大樓 B708、B709 教室舉辦 102 學年度古典文

學詩創作組競賽及曲創作組競賽，各有 50 名及 72 名學生參賽，藉此提昇本系學生古典

文學創作能力。 

六、5月 5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召開 103 學年度中國文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第 3

次會議，會中邀請三位被遴選人面談，並請專任教師及系所學生會會長列席。委員投票

選舉結果，送呈三位下屆主任建議人選。5月 23 日，潘校長核定，本系 103 學年度主任

人選為鍾正道老師。 

七、5月 6日，由林伯謙老師中一 B導生班執行「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師生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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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二教研大樓 D0634 教室進行班級聯誼餐敘活動，讓導師與學生對談，瞭解學生學習

與生活狀況。 

八、5月 6日，連文萍老師中四「文案寫作」課程邀請殷仁政先生於綜合大樓 B405 教室演講，

講題為「自傳影片的拍攝與剪輯」。 

九、5月 7日，由沈惠如老師中進三導生班，並代丁原基老師帶領中進四導生班執行「導師

班級輔導補助計畫──師生團體活動」，於第二教研大樓 D0634 教室進行班級聯誼餐敘活

動，讓導師與學生對談，瞭解學生學習與生活狀況。 

十、4月 23、29 日、5月 7、8日於綜合大樓 B608、B502 電腦教室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作辦

理 102 學年度「大一學生 CVHS 生涯發展輔導普測計畫」，進行中一 A、中一 C、中進一、

中一B學生生涯發展輔導普測活動，協助大一學生及早探索個人職業興趣與工作價值觀，

以利規畫大學時期之學習與發展。 

十一、5月 9日，本系公布第九屆「有鳳初鳴──漢學多元化領域之探索學術研討會」評審

結果，自中山、元智、台大、北大、北市大、成大、竹教大、東吳、東海、東華、師大、

淡江、華梵、香港教育大學等 14 所國內外大學博碩士生投稿 51 篇論文中，遴選 34 篇論

文，預訂於 6月 6日在本校國際會議廳及 B013 研討室舉辦學術研討會，並邀請學者專家

進行講評。 

十二、5月 12~16 日，各科教師上網填報「學生學業關懷機制」之學習情況欠佳者名單，由

系辦公室彙整，後續轉請各班導師加強輔導。 

十三、5月 14 日於第一教研大樓普仁堂由中文系學生會舉辦 102 中文系學會講座，邀請跨越

文字、音樂、心理學、廣播身分的全方位創作家，將寫作、音樂製作和演出、DJ、節目

主持、品牌行銷顧問和專業講師融於一身的劉軒先生演講，講題為「跳痛人生」，以「多

元發展」和「自我實踐」成為華人世界的青年榜樣，豐富同學的生命經驗，翻轉人生。 

十四、5月 15 日，臺北市就業服務處委託異視行銷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於歐陽炯老師中四

A「應用文及習作」課程進行「103 年度就業與僱用意向調查案」問卷施測。 

十五、5月 16 日，由連文萍老師中二 B導生班執行「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師生團體活

動」，於第二教研大樓 D0302 教室進行班會及課業輔導。 

十六、5月 16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1 教室由劉玉國老師中四 B「應用文及習作」課程進行

「應屆畢業生學習成效」施測問卷。 

十七、5月 16 日，連文萍老師中一 A「兒童文學及習作」課程邀請兒童文學作家王淑芬老師

於綜合大樓 B408 教室演講，講題為「童書繪本的寫作與繪製」。 

十八、5月 19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召開教務處 101-105 學年度五年期程教務發展

說明會，由張家銘教務長率領教務處各組組長及同仁到場，向本系專任教師及同仁說明

未來五年教務政策之推展方向。 

十九、5月 19 日於戴蓀堂 G101 會議室舉辦第 180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主講人：鄭宇辰老

師；論文題目：〈紫微斗數〈女命骨髓賦〉中的女性觀〉；討論人：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賴

貴三教授；主持人：林宜陵老師。 

二十、5月 19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學術委員會，

討論 101 學年度「學術研究績效成果獎勵」事宜、103-104 學年度《東吳中文學報》校

外編輯委員建議人選、103 學年度大型學術研討會舉辦事宜、是否建議校方將 CSSCI 期

刊納入「教師研究論著獎勵」等議題。 

二十一、5月 20 日，公布 102 學年度中文系平面廣告創意文案比賽得獎名單，第一名日一 A

林若彤、第二名資一 B黃梓宸、社一 B邱子玉、第三名中一 A吳星瑩、企一 A廖敏沆、

企一 A劉懿瑩、政一 B沈庭豪，佳作 30 名。 

二十二、5月 20 日，連文萍老師中四「文案寫作」課程於綜合大樓 B405 教室舉辦「學生自

傳影片發表」。 

二十三、5月 21 日於綜合大樓 B711 教室由鹿憶鹿老師「文學概論」課程邀請周志文老師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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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講題為「悠遊閱讀之海」。 

二十四、5月 23 日，本系應屆畢業生於台北市故宮晶華舉辦謝師宴，活動由中文系畢聯會規

劃，林伯謙、許錟輝、邱燮友、劉玉國、林宜陵、王浩、陳弘學、孔品淑、卓伯翰、李

庭萱共 10 位師長、助教參與，與畢業生同樂，同學爭相拍照留念，活動於歡樂祝福聲中

圓滿結束。 

二十五、5月 26日舉辦 102學年度古典文學文言文創作組競賽，本學年度改以徵稿模式進行，

藉以提昇本系學生古典文學涵養及古典文學創作之能力。題目為：「老子曰：『聖人不積，

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試申其義。」共有 25 名學生投稿參賽。 

二十六、5月 28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501 教室舉辦 102 學年度書法比賽，共有 23 位學生參

賽，藉此加強書法藝術美感教育。 

二十七、5 月 26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辦理 103 學年博士班入學招生口試。5 月 29

日本系 103 學年度碩博士班招收大陸地區學生錄取名單公布，博士班錄取邵君君，碩士

班錄取余道宏；外國學生申請入學錄取名單公布，碩士班錄取廖凈航、梁倩妮，學士班

錄取張迪崴。 

二十八、5月 29 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舉行「102 學年度第 1學期中國文學系修讀

學士學位優秀學生獎學金」及「102 學年度中文系平面廣告創意文案比賽」頒獎活動，

林伯謙主任、侯淑娟老師鼓勵得獎同學再接再厲，繼續保持認真上進、別裁創新的洞察

力。 

二十九、4月 21 日~5 月 30 日，配合 103 年度教學卓越—東吳大學文化創意與公民社會領袖

人才培育計畫，特舉辦第三屆「雙溪金劇本獎」徵稿比賽，以激發本校學生對於戲劇創

作的興趣，發展文學與戲劇表演藝術結合的創作園地，培養本校學生文學藝術表現力。 

三十、5月 30 日，本系公布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各類獎學金得獎學生名單，「財團法人景伊

文化藝術基金會獎學金」遴選出中博四孔品淑、中三 A 吳雨晏，各獲得獎學金 15,000、

5,000 元。「東吳大學王兆綱先生勵志獎學金」遴選出中四 B李昭穎、中三 A吳雨晏、中

碩二胡勁羽、中三 A林以涵、中三 A李慈恩，各獲得獎學金 10,000、10,000、4,000、

3,000、3,000 元。「林伯謙老師獎學金」遴選出中三 C嚴雅瀞、中二 B林莉妤、中一 B

張可芸、中二 A黃如雅、中二 B黃彥瑄、中四 A黃依婷、中四 A徐莉筑、中二 C馬麗昕、

中二 C郭律均、中進修三王麗華，各獲得獎學金 2,000 元。「白氏麗志雙學位獎學金」遴

選出中二 A蕭景云，獲得獎學金 5,000 元。 

三十一、5 月 31 日於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普仁講堂舉辦「第三十四屆雙溪現代文學獎決

審會議」。各組評審名單如下，現代詩組：林德俊、林達陽、孫梓評；散文組：房慧真、

柯裕棻、陳列；短篇小說組：高翊峰、凌明玉、楊索。評審結果，現代詩組第一名政一

B邱煜智、第二名中四Ａ洪逸辰、第三名中四 B葛海薇、佳作社四 A吳孟涵、中碩一李

辰翰、中三 B徐佑德、英三 B王郁慈。散文組第一名中三 B李孟豪、第二名中一 A蕭亦

翔、第三名中進三高郁翔、佳作中四 A顏鈺峰、中三 B徐佑德、法三 A洪健智。短篇小

說組第一名日一Ｃ林燦、第二名中四Ａ顏鈺峰、第三名心理一游知軒、佳作中二Ｂ仲維

萱、法三Ａ洪健智、中四Ａ楊敏夷。 

◎歷史系： 
一、 本系五月份共舉辦了五場演講： 

(一)103 年 5 月 8 日 邀請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牧師石素英老師蒞系

演講，講題為「基督信仰與社區關係」。 

(二)103 年 5 月 14 日邀請東森電視台節目製作古正良先生蒞系演講，講題為「歷史專題

與新聞製作」。 

(三)103 年 5 月 20 日邀請成功大學歷史系助理教授李鑑慧老師蒞系演講，講題為「基督

教與動物保護運動」。 

(四)103 年 5 月 21 日邀請師大歷史系林麗月教授蒞系演講，講題為「從「蘇樣」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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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明清之際的衣冠故事」。 

(五)103 年 5月 28日邀請前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處長朱惠良老師蒞系演講，講題為「故

宮博物院之經營與行銷」。 

二、 本系於 103 年 5 月 17 日與成功大學歷史學系聯合舉辦「公眾․歷史․教學研討會」。此

研討會的舉辦乃為因應下一期評鑑，並落實上一期系所評鑑之意見：落實發展「公共史

學」課程之目標。會中邀請成功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東華大學、輔仁大學等校歷史學

系教師以自身教學經驗作為分享。 

三、 本系於 103 年 5 月 24 日舉辦「史蹟考察」活動。每學年度舉辦「史蹟考察」活動的目的

是希望學生瞭解從現存史蹟和生活空間中無一不能探尋歷史、研究歷史。本次活動的主

題為「大稻埕歷史散步」，自清末至日治期間，大稻埕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活動上都有傲

視全島的發展及成長，不僅商業活動頻繁，同時也是人文薈萃之地。本系邀請台師大地

理學系博士候選人林芬郁老師解說，帶領學生感受不一樣的歷史。 

四、本系 103 年 5 月 24 日 (六)下午 2點 30 分舉辦「103 學年度碩士班入學說明會」。座談

會由林慈淑主任主持並邀請目前就讀碩士班學長姊進行經驗分享與綜合座談，希望能讓

錄取本系碩士班的同學了解本系之課程特色進而選擇就讀本系碩士班。 

◎哲學系： 
一、學術交流活動：  

(一)3 月 28 日至 31 日本系馬愷之老師前往美國舊金山參加「Neo-Confucianism: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新書工作坊。 

(二)5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中國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博士生萬超前同學至本系進行學

術交流與參訪。 

(三)5月19日至21日本系米建國老師受邀前往中國大陸廈門大學哲學系進行學術交流。 

(四)5 月 20 日本系馬愷之老師受邀前往澳門大學進行人文學院-哲學及宗教課程講座演

講，講題為：「Historicity, Normativity, Critique: On Wang Hui's Use of 

Neo-Confucianism」。 

(五)5 月 30 日邀請英國格拉斯歌大學古代哲學名譽教授史達立 Richard F. Stalley 至

本系進行參訪，並請 Prof. Stalley 於上午 10：00~12：00 進行演講，主講題目為：

「Cosmology and Moral Philosophy」。 

二、學術活動：哲學講座 

(一)5 月 22 日 13:30～15:30 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美國羅格斯大

學宗教系蔣韜副教授，講題為:莊子逍遙論的現代挑戰，由米建國老師擔任主持人。

蔣韜副教授專長為先秦哲學、大乘佛教哲學、比較哲學。 

(二)5 月 28 日 13:30～15:30 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東海大學哲學

系林久絡助理教授，講題為:心靈修養有可能發展出心靈科技嗎？由沈享民老師擔任

主持人。林久絡助理教授專長為宋明理學、道家哲學、孟子哲學。 

(三)5 月 30 日邀請英國格拉斯歌大學古代哲學名譽教授史達立 Richard F. Stalley 至

本系進行參訪，並請 Prof. Stalley 於上午 10：00~12：00 進行演講，主講題目為：

「Cosmology and Moral Philosophy」。 

三、學術活動：讀書會：王志輝老師所組之《論靈魂》讀書會，於 5 月 30 日上午 10：00～

12：00 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馬愷之老師、何畫瑰老師（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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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次的研讀，同時也討論「德性倫理學與中國哲學」這主題。 

四、學術活動：工作坊 

(一)5 月 2 日本系執行科技部「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研究計劃案，於下午 1：30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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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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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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靈康老

師（淡江大學通識與核心課程中心助理教授）、德龍博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莊錦章老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與鄭凱元老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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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德性」這一主題進行工作坊 (II)。第 1

場邀請淡江大學通識與核心課程中心助理教授王靈康老師擔任主講者，講題為：試

論艾文賀對《荀子》道德哲學的詮釋。 

(二)5 月 9 日本系執行科技部「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研究計劃案，第 2 場德性工

作坊 (II) 邀請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德龍先生擔任主講者，講題為：Zhuangzi, 

Perspectives, and Greater Knowledge。 

(三)5 月 23 日本系執行科技部「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研究計劃案，第 3場德性工

作坊 (II) 邀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莊錦章老師擔任主講者，講題為：

Transformation and Freedom in the Zhuangzi。 

(四)5 月 30 日本系執行科技部「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研究計劃案，第 4場德性工

作坊 (II) 邀請本系客座教授方萬全老師擔任主講者，講題為：The Care of the 

Happy Fish ─ Going Back to the Ordinary。 

五、學術研究：研討會 

(一)「德性的轉向：德性知識論、德性倫理學、中國哲學國際會議」：本系於 5月 14 日

~17 日，在本校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與 B013 研討室舉辦 2014 年東吳國際哲學會

議「德性的轉向：德性知識論、德性倫理學、中國哲學」暨東吳國際論壇「道德教

育」，5月 16 日國際論壇邀請到潘校長維大、趙副校長維良及謝院長政諭及學界重

要學者出席，因敦聘 Ernest Sosa 教授與 Michael Slote 教授為本校端木愷講座，

亦於此時正是頒發聘書。本次活動相關經費由科技部補助 50 萬元，並由本校研務處

以計畫案配合款支應部分經費。會議主要以英文發表並進行討論，由國際知名學者

Ernest Sosa 教授與 Michael Slote 教授擔任專題演講者，另邀請到四大洲 10 個國

家的國外學者共同參與，學者分別來自歐美、澳洲、匈牙利、日本、新加坡、香港、

大陸。 

(二)「呂格爾、詮釋學與亞洲國際研討會」：本系於 5月 29 日~31 日在本校外雙溪校區

國際會議廳及 B013 舉辦「呂格爾、詮釋學與亞洲國際研討會」。本次活動獲得呂格

爾學會(The Society for Ricoeur Studies)授權，由本系、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與呂

格爾基金會共同主辦。相關經費由科技部補助 50 萬元、本校經費支應 10 萬元、中

央研究院文哲所補助 10 萬元、福臨基金會捐款贊助 10 萬元。會議主要以英文發表

並進行討論，邀請國際間研究呂格爾相關議題之學者來台參與，以推動呂格爾相關

研究議題之深度與廣度。本次會議共計邀請國內外學者 60 餘人參與。 

六、學術研究：獲獎--101 學年度人文社會學院學術研究績效評比，本系榮獲優等獎第二名， 

    獲頒獎金新台幣壹萬元及獎狀乙紙。 

七、學報事務：5月 1日至 30 日整理《東吳哲學學報》第 30 期審稿意見書回覆等事宜。 

八、行政事務： 

(一)5 月 2 日中午 12:10 系上王志輝主任、秘書與大學部助教於人社院會議室參加第 31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檢討會。 

(二)5 月 5 日~12 日於學業關懷系統對重點學生提送學系之關懷訊息。 

(三)5 月 5 日系上王志輝主任、種子導師黃崇修老師、秘書、碩士班助教與大學部助教

於 G101 參加院導師會議。 

(四)5月 7日 15:30~16:30 系上碩士班助教與大學部助教於 B502 參加檢核條件設定說明

會。 

(五)5 月 9 日完成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學生獎懲名單線上作業，並於 5月 12 日前繳附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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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六)5 月 12 日~16 日請導師針對學系於學業關懷系統所題出之名單進行輔導。 

(七)5 月 12 日~23 日學系針對重點學生寄發家長信函。 

(八)5 月 14 日與 24 日 10:00~12:00 於 B502 分兩批進行 102 學年度大一學生「CVHS 生涯

發展輔導」普測計畫。 

(九)5 月 26 日本系學士班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課程及檢核條件設定完成。 

九、系友返校活動： 

(一)5 月 01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到鄭俊憲學長（95 級），講題為：我的求學之

旅，由米建國老師主持。 

(二)5 月 13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到張棠紅學姊（85 級）及羅皓宇學長（100 級）

講題為：我的商品/我的哲學，由莊文瑞老師主持。 

(三)5 月 13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到高美亮學姊（85 級），講題為：我的商品/

我的哲學，由莊文瑞老師主持。 

(四)5 月 22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到廖文筠學姊（96 級），講題為：哲學+旅遊，

由米建國老師主持。 

(五)5 月 29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到簡美棋學姊（94 級），講題為：系友經驗分

享，由米建國老師主持。 

十、學生事務： 

(一)5 月 8 日下午 15:30~17:30 由哲學、政治、社會三系系學會所合辦「第二次民主改

革：李登輝總統與學生的世代對話」專題演講於第一教研大樓普仁堂舉行，李前總

統除了針對近期太陽花運動與代議制度等議題進行說明，也開放現場的同學提問。

當日學生報名超過 3、4百人，也另外加開一間教室進行現場連線，活動現場熱烈，

氣氛良好。 

(二)5 月 22 日晚上 1830~22:00 於綜合大樓望星廣場舉行哲學之夜活動，計有 8 組同學

報名上台獻唱表演，於歌唱表演之空檔系學會成員並精心準備串場活動─黑哲學時

代，發揮本系學生天馬行空的創意，帶給大家歡樂愉悅的體驗。 

(三)5 月 28 日於 D0314 中午 12：10～14：00 蔡政宏老師、沈享民老師申請健康暨諮商

中心經費補助，辦理大二導生活動，哲二同學約 30 人參加，成效良好。 

◎政治系： 
一、5月 1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導師會議，會中討論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政治系

學生集體作弊ㄧ案，針對該案說明，期能於會前對本案有初步了解與共識。出席老師共

有黃秀端主任、徐振國老師、蔡秀涓老師、劉書彬老師、吳文程老師、陳俊宏老師、林

瓊珠老師、沈莒達老師等 8位。 

二、5月 1日舉辦「政治系週會暨實習教育訓練」，邀請台北市秘書協會講師游美未女士專題

演講，講題：「職場禮儀與工作倫理」，由黃秀端主任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35 人。 

三、5月 1日召開解構服貿論壇籌備會。 

四、5月 2日舉辦政治學系博士班 103 年度聚餐，地點設在凱撒飯店二樓咖啡園，共有教師 5

位、訪問學人 2位，系友 7位，博士班研究生 10 位，行政人員 2位參加。 

五、5月 3日舉辦第四屆東吳－東海研究生論壇(以下簡稱雙東論壇)，本屆盛大在本校雙溪

校區舉辦，兩校共有 26 篇研究生論文發表，分為八個場次，是歷年來參與人數最多的一

次。並且兩校共有 20 位專兼任老師一同參與共襄盛舉。黃秀端主任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60 人。 

六、5月 8日召開博碩士班招生委員會，會中討論博士班招生書面審查名單。 

七、5月 8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會中通過、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大學

部招生委員會組織規程修訂案、103 學年度各類會議教師代表、研究中心（工作室）主

任選舉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博士班新生獎學金辦法修訂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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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學系服務優良」獎項甄選辦法審查案。 

八、5月 8日邀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 Perry Link 教授專題演講，講題：「方

勵之的志業-科學與人權」。方勵之是近代中國民權運動的領袖，早在六四之前便活躍在

中國的民間運動中，許多民運人士都受到他的啟蒙，像是王丹、吾爾開希等。然而台灣

人民卻對他有些陌生，本次特別邀請到加州大學研究中國民主運動的權威，Perry Link

教授前來跟各位分享，中國民主運動的起源。黃默老師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100 人。 

九、5月 8日邀請 Annie Chen、Abigale (安晨留學教育顧問)舉辦「留學、遊學經驗講座」。

本活動係特別為有興趣要出國遊學或留學的同學所預備的。當中特別請到業者來與同學

分析申請遊學與留學的手續以及經驗談，讓學生獲益良多。實際解決學生目前所遇到的

問題。系學會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60 人。 

十、5月 8日邀請前總統李登輝先生專題演講，講題：「第二次民主改革-李登輝總統與學生

的世代對話」。本次特別邀請前總統李登輝前來與東吳的諸多學子談談，當前的政治問題。

李登輝先生從台灣民主的歷史講起，強調台灣的民主之路，篳路藍縷，經過許多人的努

力與革新，才有今天的成就。並且也勉勵學子，不可灰心喪志，仍要對台灣的民主，貢

獻心力。謝政諭院長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500 人。 

十一、5月 13 日邀請成大政治經濟研究所王金壽教授專題演講，講題：「政治風暴中的司法」。

最近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然而當中也面臨相當多的司法問題，甚至訴訟。而參與在當中

的學生們又要如何透過法律途徑自救。本次特別邀請對政治司法有相當研究的王金壽教

授前來分享，透過一連串的法律條文，解釋政治操作下，法律的角色。陳俊宏老師主持，

出席師生約有 50 人。 

十二、5月 13 日邀請螺陽文教基金會執行長何美慧女士專題演講，講題：「談民間組織在文

化資產在運動的功能與角色」。台灣的文化資產維護至關重要，然而單靠政府的角色卻往

往力不從心。本次邀請到何美慧執行長前來分享民間組織的角色。特別在維護文化資產

的部份，可以從甚麼地方施力，並且訓練民眾、與政府談判，都需要更有規劃與執行力

才能營造更好的文化環境。陳立剛老師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60 人。 

十三、5月 14 日邀請台灣勞工陣線秘書長孫友聯先生專題演講，講題：「服貿與勞工」。服務

貿易協定吵得沸沸湯湯，對勞工的影響衝擊，更是難以估計。本次邀請到勞工陣線的孫

友聯秘書長，前來分析服貿對勞工的利與弊。討論到最後，一定還是會面臨的是，一個

全球化資本體系的衝擊，盡可能的保護就業以及提昇人民素質，是我們努力的目標。陳

立剛老師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70 人。 

十四、5月 14 日舉行 103 學年度教育學程甄試第一階段初審面試。 

十五、5月 15 日舉行 103 學年度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本系碩士班資料審查作業，出席：黃秀端

主任、陳立剛老師、吳志中老師。 

十六、5月 15 日舉辦實習面試暨單位媒合，參與老師共有黃秀端、蔡秀涓、吳志中、林瓊珠、

林月珠、蔡韻竹、沈莒達等 7位老師，面試學生計有 20 人，面談後媒合確認實習單位。 

十七、5月 15日邀請綠色和平東亞分部張維修董事專題演講，講題：「為甚麼非政府? A Journey 

OURs to Greenpeace」。本次特別邀請綠色和平組織東亞分部的董事，張維修先生，前來

分享他投入非政府組織的心路歷程。湯智貿老師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60 人。 

十八、5月 17~18 日舉辦「大政盃辯論比賽」，為促進政治相關學系學生對公共政策的敏感度，

提昇學生思辨與表達能力。本學期本系特定舉辦全國政治學相關學系辯論比賽，邀請全

台各大專院校政治學系相關系所學生代表參與。針對最近最熱門的服貿協議簽訂，進行

辯論。這也是本系相隔數年後，再次舉辦大政盃辯論比賽，希望之後能夠繼續舉辦。政

治系辯論隊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40 人。 

十九、5月 19 日邀請成大政治系梁文韜教授專題演講，講題：「木馬屠城 2.0-從服貿到自經

區」。梁文韜教授本身為香港人，除了討論服貿協議與自由經濟區對台灣經濟、文化、社

會等各個層面所帶來的影響外，另外也特別以香港近幾年針對中國大陸開放後所帶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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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作為例子。強調自由貿易所帶來的衝擊影響甚鉅，有關單位不可不察。黃秀端主任

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30 人。 

二十、5月 19 日邀請台北市政府文化局專案規劃師黃芝瑩小姐(87 級系友) 專題演講，講題：

「社會設計」。本系創意城市課程特別邀請 87 級的系友，現任台北市政府文化局專案規

劃師，目前正在英國攻讀博士的黃芝瑩學姐返校演講，特別針對都市設計提出初步說明。

主講者提到：好的都市規劃，不單只有硬體設備的建築而已，而是要融合當地社會文化，

配合新舊軟硬體的配搭，才能創造出一個城市所具有的獨特性。陳立剛老師主持，出席

師生約有 50 人。 

二十一、5 月 22 日召開政治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4次會議，會中通過

103 學年度陳俊宏老師彈性薪資推薦審查案。 

二十二、5月22日邀請波蘭華沙經濟學院Krzysztof Kozlowski教授專題演講，講題：「Ukraine 

and Great Powers: Western Russian and Chinese Interests  in the Post-Soviet 

Space」。Kozlowski 教授是今年外交部海外學者研究獎勵的得主，受邀來到本系做訪問

調查。本次受邀為富蘭克林講座教授，特別針對目前情勢詭譎的烏克蘭與俄羅斯的地緣

政治提供分析，在能源優勢的俄羅斯如何透過天然氣與原油掌握歐洲局勢，而南方逐漸

興起的中國，開始也對旁邊的巴基斯坦伸出觸角，新一代的中亞競爭，值得我們更深入

去研究。黃秀端主任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35 人。 

二十三、103 學年度政治學系博士班招生：5 月 25 日舉行筆試、5 月 26 日舉行面試，出席：

黃秀端主任、羅致政老師、吳文程老師、王輝煌老師、陳俊宏老師。。 

二十四、5月 27 日邀請公民監督國會聯盟張宏林先生、零時政府 Johnny 先生、沃草林祖儀

先生、口袋國會李政釗先生舉行座談會，講題：「Open Data, Open Government」。本次

座談會邀請到四個監督國會與政府的民間組織，前來與同學座談分享，究竟民間監督政

府如何成為可能，而身為一般市井小民的大眾，又要如何識讀從媒體、網路以及各式資

訊管道所傳遞的訊息，最重要就是，唯有如此的機制，才能健全公民社會的基本形式。

蔡韻竹老師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80 人。 

二十五、5月 28 日邀請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長蔡寬裕先生舉行<鏡頭下的白色人生>白

色恐怖紀錄片放映暨座談。陳俊宏老師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30 人。 

二十六、5月 29 日與人文社會學院合作辦理「解構服貿：兩岸經貿協議面面觀論壇」，地點

在本校普仁講堂，針對「服貿協議的經濟意義」、「服貿協議的國會參與和監督」、「兩岸

談判與國家利益」以及「服貿協議對公民社會的影響」等四大主題，邀請到經濟部商業

游瑞德司長、台大經濟系林向愷教授、陸委會吳美紅副主委、中研院邱文聰研究員、前

國貿局徐純芳副局長、中經院張榮豐所長、網路媒體知名作家馮光遠先生以及中研院黃

國昌研究員，共同為本校師生解構服貿協議，並共同診斷臺灣的未來與發展。出席師生

約有 300 人。 

二十七、5 月 29 日邀請 248 農學市集召集人楊儒門先生專題演講，講題：「白米炸出的正義；

我們忽略的土地正義」。系學會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50 人。 

二十八、5月 30日邀請玄奘大學社會福利與工作學系李明政教授(兼系主任)專題演講，講題：

「都市原住民生活發展政策：困境與突破」。王輝煌老師主持，出席師生約有 20 人。 

二十九、5月 31 日舉辦第六屆國會助理工作坊第一階段課程，分為五個場次，分別邀請潘孟

安委員辦公室黃國榮學長、立法院議事處高明秋處長、東吳大學政治學系陳中寧博士生、

段宜康委員辦公室顏子傑先生、陳俊宇先生等主講。講題：「國會運作與助理職責」、「法

案如何通過：立法院的議事程序」、「國會英雄傳說桌遊時間」、「國會文書與議事表現」、

「立法院資料搜尋」、「實作練習」等。出席師生約有 30 人。 

◎社會系： 
一、 系所評鑑事項： 

(一) 102 學年度自評第五工作小組「畢業生表現與社會認同度」，於 5月 6日，在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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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討論「項目

五：畢業生表現與社會認同度」之評鑑效標，並檢視各校標所能提供之佐證資料內

容。 

(二)本系 102 學年度自評第四工作小組「學術與專業表現」，於 5月 14 日，在本校雙溪

校區（二）第二教研大樓 D0822 教學研討室，召開第二次工作小組會議，確認「項

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於第一次會議決議可提供佐證資料之各效標內容，並研議

尚未有具體佐證資料之效標及其可蒐集準備資料之作法。 

二、 學生輔導事務（含餐敘）： 

(一)吳明燁老師於 5月 2日，在本校雙溪校區萊茵餐廳舉辦導生聯誼餐敘，共有 12 位學

生參與。 

(二)吳明燁老師於 5月 7日，在本校雙溪校區萊茵餐廳舉辦導生聯誼餐敘，共有 17 位學

生參與。 

(三)102 學年度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班研究生，於 5 月 17 日邀請本系全體教師，

在本校雙溪校區校園舉辦畢業團拍，並於會後於第二教研大樓八樓梯廳舉行研究生

畢業茶會。 

(四)5 月 2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102 學年度導

生會議」，邀集各班代表、系學生會代表、專任教師、秘書及助教，共同於會中討

論如何有效地縮短本系師生距離，提升師生之間互動，共計 38 位師生與會。 

三、 召開會議（含教學會議）： 

(一)5 月 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2 學年度第二

學期第四次系教評會，審議本系 102 學年度徵聘專任教師名單。 

(二)5 月 6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2 學年度第二

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審議本系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學改進補助計畫、修改本系

研究生助學金施行細則、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作業要點及本系碩士班外國學

生申請入學作業要點、討論本系碩士班及碩專班是否開放招收「專業領域具卓越成

就表現」同等學力學生，以及推選本系 103 學年度各項會議代表等議案。 

(三)5 月 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五月份行政業務

報告會議，討論五月份重要行政工作事項及說明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執

行情形。 

(四)5 月 1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22 教學研討室，召開 102 學年度第二

學期第二次圖書委員會，討論本系 2014 年中西文期刊續訂事宜。 

(五)5 月 2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2 學年度學士

班學生修讀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甄選委員會，審議本系學士班學生申請 103 學年

度修讀學、碩士一貫學程資料及核定錄取名單。 

(六)5 月 23 日，假天仁喫茶趣中山店，召開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課程委員會，討

論本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專班各班別課程架構。 

(七)5 月 2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22 教學研討室，召開 102 學年度第二

學期第五次系教評會，審議本系 103 學年度新聘專任教師案。 

四、 學術活動： 

(一)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與本校中東歐研究中心於 5 月 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

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第五場「中東歐沙龍」活動，邀請旅匈藝術家許嘉芬

老師擔任引言人，匈牙利駐台辦事處 Egeni Nikolett 博士擔任與談人，主講「從大

草原到多瑙河—漫談匈牙利都市、社會與文化」，由本系施富盛助理教授擔任主持。 

(二)為促進研究生同儕間互相觀摩切磋、強化論文寫作自信以提昇研究能量，本系碩士

班於 5 月 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復辦「研究生

論文發表會」，由本系吳明燁主任擔任主持人，李承鴻、許智超、楊珮妤、周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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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以儒等五位研究生為發表人，並邀請石計生、施富盛、陳秉璋、蔡錦昌等位老師

擔任評論人。本次發表會設有「最佳論文」、「最有發展性論文」二個獎項，分別

由周汝育與黃以儒兩位研究生獲獎。 

(三)5 月 1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哲生樓 H304 教室，舉行 102 學年度特色課程教學暨研

究成果發表研討會，邀請本系吳明燁、蔡明哲、蔡錦昌、石計生等四位教師，分別

以「親子關係的矛盾性：『管』的雙重意涵與影響」、「過渡到彼世－舟與橋繪畫

的社會美學」、「社會學伸張社會正義嗎？」、「時代盛行曲：紀露霞與台灣歌謠

年代」為題進行特色課群教學與研究成果之發表，共有 26 名學生參與。 

(四)「社會政策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於 5月 1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第三場教師社群聚會，邀請台北大學社工系陳芬苓副教授，以「年

金中的性別差異」為題進行專題演講，由本校社工系洪惠芬副教授擔任主持。 

(五)學系與系學生會於 5月 1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18 教室，聯合舉辦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場「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演講活動，邀請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鄭瑋寧助研究員，以「情感、想像、存有與寓居於『家』：當代的『家』

做為知識的起點」為題進行專題演講，共計約有 68 位學生參與。 

(六)5 月 2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101 教室，舉辦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勉

齋社會論壇－學界新知」系列演講活動，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謝國雄研究

員，以其新書「港都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為主軸，就「高雄市勞工

博物館與社會學介入」主題進行專題演講，由本系石計生教授擔任主持，共計有 52

位師生出席。 

(七)「社會政策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於 5月 2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第四場教師社群聚會，邀請中正大學社會福利系官有垣教授，以

「社會企業的台港比教研究」為題進行專題演講，由本校社工系莊秀美教授擔任主

持。 

(八)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與本校中東歐研究中心於 5月 2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

大樓 D0815 教學研討室，舉辦第六場「中東歐沙龍」活動，邀請華沙經濟學院政研

所 Krzysztof Kozlowski 副教授，以「Color revolutions and their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為題進行專題演講，由本系施富盛助理教授擔任主持。 

(九)「社會政策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於 5月 2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第五場教師社群聚會，邀請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工系邱

大昕副教授，以「『盲』作為一種社會診斷的疾病：十九世紀盲人與西方殖民主義

的相遇」為題進行專題演講，由本系周怡君助理教授擔任主持。 

(十)本系與本校人文社會學院於 5月 3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人社院

會議室，舉辦「2014 年身心障礙研究圓桌論壇」學術研討會。本研討會由本系周怡

君助理教授負責籌辦，以「身心障礙政策模式的國際比較」為本次論壇主題，邀集

目前台灣對此一議題學有專精之學者發表 4 篇論文，並廣邀國內對此議題有興趣之

學者專家參與與談討論，期提升國內學術界對身心障礙議題的重視。 

五、 課程相關教學活動： 

(一)本系於 5 月 5 日，配合社一ＡＢ「社區、歷史與文化」課程授課計畫及 102 學年度

第二學期教學改進計畫「了解社會、服務社會--地方社會發展與政策教學計畫」執

行內容，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07 教室，舉辦第三場專題演講活動，邀

請差事劇團、石岡媽媽劇團、南洋姐妹劇團等三劇團李秀珣講師，以「從石岡到莿

桐--社區民眾劇場的美麗與哀愁」為題發表講演。 

(二)本系於 5月 10 日，配合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學改進計畫「了解社會、服務社會--

地方社會發展與政策教學計畫」執行內容，舉辦 102 學年度地方社會師生學術聯誼

活動「與系友有約~宜蘭冬山鄉珍珠社區深度學習之旅」，由本系第一屆系友李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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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擔任講師，於宜蘭冬山鄉珍珠社區進行導覽、參訪及社會學實作心得海報發表

等活動，本系吳明燁、蔡錦昌、鄭得興、施富盛等四位老師出席擔任隨行指導，並

由四位老師及李學長擔任評審選出兩組優勝學生。本活動共有 33 位師生出席參與。 

(三)本系社三ＡＢ「動物研究與社會學」課程，授課教師張君玫副教授配合授課需要，

於 5月 9日帶領修課學生前往內湖收容所進行校外教學活動。 

(四)本系社三ＡＢ「社會政策」課程，授課教師周怡君助理教授配合授課需要，於 5 月

1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綜合大樓 B711 教室，邀請勞動與社會政策研究社張烽益社

長，以「自由貿易與台灣崩世代的資源分配」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六、 系友專題講座活動：本系於 5 月 1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綜合大樓 B607 教室，舉辦「社

會學實踐在職場」系列講座，邀請本系學士班 101 級畢業系友、曾任華新麗華股份有限

公司華新城專案人員余沛綺學姐，以「社會學實踐在職場─那些年社會學教我的事及中

國工作經驗分享」為題進行專題演講，由本系施富盛助理教授擔任主持人，共有 56 位學

生參加。 

七、 系學生會活動： 

(一)本系系學生會於 5 月 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望星廣場，舉辦「社會之夜」活動，計

有 100 多位學生與會同歡。 

(二)本系系學生會與本校政治系、哲學系兩系系學生會，於 5 月 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

第一教研大樓普仁堂及戴氏基金會會議室，共同邀請前總統李登輝先生，以「第二

次民主改革：李登輝總統與學生的世代對談」為題蒞校發表專題演講，與學生分享

台灣民主的改革，並與與會學生進行世代對談，計有超過 500 位師生到場參與。 

(三)本系系學生會於 5 月 26 日至 3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綜合大樓二樓雙溪藝廊，舉辦

「社會系學術週」活動。 

八、 其他： 

(一)本系於 5 月 12 日至 16 日，協助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辦理「103 學年度中等教育學程

甄選」複審，由本系兩位教師擔任書審委員，共計 9位學生申請。 

(二)本系於 5月 29 日發行第 31 期「東吳社會電子報」。 

◎社工系： 
一、 召開會議 

(一)5 月 6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主要推舉 103 學年度各項會議代表及討論招

生事項。 

(二)5月21日召開本學年第3次學生事務委員會，會中主要討論學生活動表現獎勵要點。 

(三)5 月 27 日召開本學期第 3次（臨時）系教評會，主要審議本系 103 學年兼任教師聘

任案。 

二、召開教學會議或舉辦教學活動 

(一)本系獲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學改進方案補助，於 5月 13 日

假本校雙溪校區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及 D0910 研討室舉辦「方案實習課群論壇：學

校與機構夥伴關係的對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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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約 40 人。 

(二)第 3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於 5月 20日在 D0910研討室召開 102學年第 2學期第 3次會

議。 

(三)5 月 27 日在 D0910 研討室召開本系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實習相關事宜會議，由本系

實習總督導廖美蓮老師主持。討論事項包括本系學士班 103 年社會工作實習(機構實

習)分組名單、103 年實習心得發表會型式等。 

三、國際交流 

(一)馬宗潔副教授於5月7-9日在日本京都出席第二屆2014 ISEPSS國際研討會(The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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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EPSS 2014)，會中並發表論文「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imate Partner 

Homicide」。 

(二)莊秀美教授於 5 月 9-12 日在日本福岡出席西日本社會學會第 72 屆學術研討會，會

中並發表論文「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二讀版本)之課題---照顧服務機構(業者)

的監督管理之分析---」（共同發表：周怡君）、「台灣照顧管理專員的業務的現況

與培育相關課題---專業背景差異對照管業務執行影響之分析---」（共同發表：黃

玟娟、林郁舒） 

四、學生事務 

(一)本系萬心蕊主任於 5 月 5 日與來自大陸的 5 位交換生及研修生進行座談，內容包括

對於兩岸專業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狀況及需求進行瞭解，會後並協助聯繫社會工作

實務機構參訪事宜，機構領域包括精神復健、新移民婦女、老人及青少年等，此亦

作為未來交換生與研修生學習與生活輔導之參考。 

(二)舉辦 2 場徵才活動，第一場於 5 月 7 日舉辦，合作單位為台灣世界展望會，活動內

容包括說明世界展望會主要業務內容、工作計畫及範圍。第二場於 5月 8日（週四）

舉辦，合作單位為兒童福利聯盟，活動內容包括機構服務內容介紹，並說明薪資福

利、在職訓練制度、職缺及應徵方式。 

(三)5 月 7 日及 15 日分別辦理主任與原住民學生、僑生餐敘，並邀請李明政教授、廖美

蓮副教授分別出席，主要瞭解原住民學生、僑生在校課業學習及生活適應等情形。 

(四)5 月 20 日辦理「為夢想裝一對實踐的翅膀」專題演講，由本系萬心蕊主任擔任主持

人，邀請願景青年行動網協會執行秘書黃仁祈（100 級）及本系學士班三年級學生

蒲怡君分別分享國際志工及法國旅遊經驗，參加對象為本系一年級學生，期藉此擴

展國際視野並提供未來大學學習生活之規劃觀點。 

(五)本系學生會志工隊於 5月份安排 2次機構參訪活動，分別為(1)5 月 4 日參訪「汐止

康復之家」，藉此認識康復之家、陪伴精神康復者，進行遊戲互動、手作康乃馨感

謝卡；(2)5 月 10 日參訪「五股幼幼保育場」，除了了解機構作業流程，也藉此進

行動保議題的討論與分享。 

(六)本系學生會於 5 月 24-25 日舉辦「畢業盃」活動，邀請畢業系友回母校和學弟妹進

行各項球類友誼賽；5月 27 日舉辦「社工之夜」，由各班設計節目進行表演。 

五、系友活動：5月 3日辦理東吳社工老中青聚會，本次主題為社工『爆米花』論壇，分享 

    者為黃思銘系友，與會人員包括本系萬心蕊主任、李憶微老師及本系畢業系友。 

六、其他：1.辦理推廣部學分班隨班附讀課程調查；2.籌辦東吳大學社工系師生研究成果發

表 

    會（6月 3日）、研究生實習成果發表會（6月 17 日）及研究生期末課程檢討會（6月 17 

    日）等活動；3.辦理畢業典禮籌備相關活動，包括轉知領證、領獎及畢業生集合時間、 

    地點及相關注意事項等訊息；4.辦理校長餐敘及人社院境外生餐敘等活動通知及學生與 

    會情形調查；5.辦理 103 學年度課程表排課作業及預選名單設定；6.召開系所評鑑相關

會 

    議。 

◎音樂系： 
一、召集人會議： 

5 月 13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召集人會議，審查本學系 103 學年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料。 

二、大師班及講座： 

(一)由美育中心及音樂學系共同邀請音樂製作人何厚華所策劃之「流行音樂文化產業入

門的十堂課」，針對臺灣流行音樂之時代背景、唱片製作與企畫、作詞作曲等領域，

邀請不同的特別嘉賓分享經驗，本月份共安排 3 堂課，特別嘉賓包括歌手陳威全、

獨立音樂製作人周佳佑及版權 A&R 徐鳳儀等，每場次約 80-100 位校內外師生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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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 月 6 日邀請美國約翰霍普金斯大學琵琶第音樂學院音樂藝術博士、目前任職於美

國波多馬克交響樂團之本學系 91 級系友蔡懷恩舉辦系友經驗分享講座，講題為「留

美學校申請大作戰」，約有 10 位師生參加。 

(三) 5 月 13 日邀請 Soy La Ley 古巴音樂爵士樂團舉辦大師講座，分享古巴音樂元素及

欣賞入門，由曾素玲老師主持，約有 60 位學生參加。 

(四) 5月 15日邀請目前任職於澳門交響樂團之本學系 93級系友莊凱圍舉辦校友經驗分

享講座，除分享國內外各大樂團考試經驗，並藉由單簧管樂團片段給予學生練習方

向之建議。 

(五) 5 月 15 日邀請台中教育大學林進祐教授舉辦大師講座，講題為「音樂創作理念與

作品解析」，由嚴福榮老師主持，約有 50 位學生參加。 

(六) 5 月 20 日邀請系友蔡佩娟舉辦鋼琴大師班，由曾素玲老師主持，共有 3 位學生接

受指導，60 位學生參加。 

三、演出活動： 

(一)5 月 11 日於本校松怡廳舉辦「懷念的弦律」音樂學系弦樂團音樂會。由陳宗成擔任

老師指揮、歐陽伶宜老師大提琴協演、叢培娣老師鋼琴協演、校外蔡耿銘老師小提

琴協演。演出曲目均為國語流行金曲，委託本校姐妹校日本東京音樂大學推薦該校

優秀畢業校友改編。本場次音樂會現場錄音與豐華唱片合作，由該公司提供後製無

償使用，將發行正式專輯。 

(二)5 月 14 日於本校松怡廳舉辦「春之饗宴」合唱團定期音樂會。由指揮/林舉嫻老師

指揮音樂學系合唱團，許志瑜擔任鋼琴伴奏。 

(三)5 月 29 日於本校松怡廳舉辦「震撼雙溪」管樂團定期音樂會。由侯宇彪老師指揮音

樂學系管樂團，碩士班陳雅馨、游薐筠擔任單簧管獨奏，學士班馮嘉驊擔任長號獨

奏。 

四、國際交流： 

5 月 27 日與財團法人中華教育文化基金會合作辦理「2014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總校區交

響管樂團世界巡迴—台北站演出暨財團法人中華教育文化基金會 90 周年慶活動」。美國

德州大學奧斯汀總校區為德州大學系統(The University of Texas System)中最大的教

育機構，同時也是全美最大的公立大學之一。由知名的傑出指揮家傑瑞瓊金領軍的德州

大學管樂合奏團無疑是美國一個頂尖的管樂團，不僅巡迴於全美各地，包括了紐約卡內

基廳等著名的音樂廳，更於 2008 年遠赴歐洲演出並參與許多知名音樂節。此次德州大學

奧斯汀總校區交響管樂團進行為期四週的世界巡迴演出，演出地點包括：夏威夷、東京、

台北、香港、深圳及北京等地，台北站的演出選定東吳大學松怡廳。活動由身兼中華教

育文化基金會的美國董事—德州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的鄧道格(Douglas Dempster)教

授促成，更有基金會孫震董事長及前行政院院長、前東吳大學校長、現任中華文化總會

的劉兆玄會長的鼎力協助。活動內容如下： 

(一)邀請單簧管演奏家 Nathan Williams 於 D0107 教室舉辦單簧管大師班，由曾素玲老

師主持，約有校內外 40 位師生參加，共有 4位學生接受指導。 

(二)於美麗華華漾大飯店舉辦慶祝餐會，與會來賓包括德州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的鄧

道格(Douglas Dempster)教授等 14 名師長、中華教育文化基金會孫震董事長、羅銅

璧副董事長(前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董事(中研院副院長)、胡春田幹事長、本校

有潘維大校長、音樂學系孫清吉主任等 13 位師長出席。 

(三)於本校松怡廳舉辦「德州大學交響管樂團世界巡迴」音樂會，由 Jerry Junkin 指揮

德州大學交響管樂團演出、Nathan Williams 單簧管獨奏。全場演出作品均為德州

大學作曲教師之新創作品，於台灣首演。本場音樂會安可曲安排本學系碩士班及學

士班學生 10 名參與協演，演出曲目更安排「生日快樂」為中華教育文化基金會 90

周年誌慶，同時也獻給適逢當日壽辰並蒞臨欣賞的前行政院院長、前東吳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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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中華文化總會的劉兆玄會長。 

◎師資培育中心： 
一、教育學程甄選 

103 學年度教育學程新生甄選於 103 年 5 月 15 日截止報名，經本中心資料初審後，計有

170 位學生符合資格。再送各學系進行複審後，共計推薦 167 位學生進入決審。決審於

103 年 5 月 25 日舉行，包含筆試（人格測驗、身心適應調查、畫人測驗及教育理念與表

達測驗）及面試。 

二、學術研討會 

103 年 5 月 16 日舉辦「東吳大學 2014 年雙溪教育論壇學術研討會」，共計「教師專業發

展與評鑑」、「教育職涯」、「有效教學與策略(一)」、「有效教學與策略(二)」、「適性教學

與輔導」五場次發表 19 篇論文，並於研討會後出版論文集。 

三、師資生專業知能活動 

(一)具實務經驗之教育領域人士進班演講 

103年5月27日邀請稻江高級護理家事職業學校宋書瑀主任於「教學實習(日文組)」

課程演講，講題：日文科教學經驗分享。 

(二)103 年 5 月 26 日召開「補救教學定期會議」，由本中心濮世緯老師及參與課輔之師

資生，針對課輔活動進行工作檢討及經驗分享。 

四、師資生輔導活動 

(一)聯合導生會 

103 年 5 月 28 日辦理師資培育中心聯合導生會，除安排全中心導師生聯合座談外，

另於會中頒發「板書比賽」及「國語文測驗」獎狀；並於活動中邀請新北市國教輔

導團教師新北市福和國中林雯淑老師蒞校演講，講題為「翻轉教學經驗分享」。 

(二)導師會議 

103 年 5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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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活動 

(一)103 年 5 月 2 日舉辦 102 學年度實習學生第 8 次返校座談，邀請銘傳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林志哲助理教授蒞臨演講，講題為「教育哲學的理論與應用」。 

(二)103 年 5 月 2 日舉辦教育專業發展講座，邀請華梵大學教學創意發展中心陳新轉主

任蒞臨演講，講題為「致能教學之三向度知識能力導向課程設計」。 

六、教師專業社群活動 

103 年 5 月 9 日進行中心教師專業社群集會，中心教師透過集會分享交換教學、研究心

得及成果，本次分享教師為賴光真老師、濮世緯老師及巫淑華老師。 

七、地方教育輔導活動 

依中等學校教師研習需求，本中心於 103 年 5 月 30 日至臺北市立重慶國民中學辦理地方

教育輔導活動，邀請臺北市立興雅國中林淑媛老師主講，講題為「翻轉教室」相關教學

方法經驗分享」。 

八、中心專任教師會議 

103年 5月 9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針對本中心103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師專業社群」

申請相關事宜、102 學年「熱心導師」推薦名單、本中心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等事項進行

討論。 

◎人權學程： 

一、行政 

(一)審核 103 學年度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學生申請修讀人權學程之申請資料；共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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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政治、社會、社工、英文、日文、法律、企管、心理等學系學生 33 人提出申請。 

(二)5 月 6 日，由碩士班學生李盈萱、李元薇等，召開《人權通訊》第 26 期工作會議。 

二、活動 

(一)5 月 5 日至 30 日，合辦障礙人權與司法改革系列活動，共舉辦四場讀書會，分別由

中研院法律所研究員廖福特導讀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MENTAL 

DISABILITY LAW：WHEN THE SILENCED ARE HEA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玉山神學院宗教學系助理教授陳文珊導讀 MENTAL DISABILITY AND THE DEATH 

PENALTY:THE SHAME OF THE STATE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中研

院法律所助研究員許家馨導讀 A PRESCRIPTION FOR DIGNITY: RETHINKING CRIMINAL 

JUSTICE AND MENTAL DISABILITY LAW（Ashgate Press），醫師吳易澄導讀 THE HIDDEN 

PREJUDICE: MENTAL DISABILITY ON TRIAL（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s），每場次各約 24 人參與。 

(二)5 月 28 日，與政治學系共同主辦「鏡頭下的白色人生白色恐怖紀錄片放映暨座談」，

紀錄片由國家人權博物館籌備處製作，為蔡寬裕等七位政治受難前輩拍攝記錄，以

保存白色恐怖歷史記憶。本次除放映其中一部紀錄片外，也邀請該片主角，政治受

難者、關懷協會會長蔡寬裕前輩前來座談，約 35 人參加。 

三、學術交流 

四、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黃默教授應「國際衛理公會大專校院聯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thodist-related School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AMSCH）

之邀，率領《人權學刊》執行編輯劉恆君，與人權碩士學位學程侯希婷、林泳年、陳家

平、黃曼婷等同學，參與其主辦之日本廣島國際會議—和平、和解與人權（Peace, 

Reconciliation and Human Rights: Promoting Peace Education for New Generation 

of Global Leaders）。 

  



----------------------------------------------------------------------------------------------------------------------------------------     
東吳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0 次(103.06.09)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37 

外國語文學院 
六月 

院長室 
一、5 月 2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次院教評會複審 103 學年度教師聘任、法規修訂、

彈性薪資及升等案。 
二、5 月 7 日召開第二次語言教學中心專任教師座談會討論主任人選事宜；5 月 20 日函請語

言教學中心提報主任建議人選。 
三、5 月 9 日與生涯發展中心合辦「最後一哩-學院專題演講」，邀請英文系系友會會長李憲國

先生，主講「低調做人、挺胸做事-敞開胸懷向職場」，演講地點為普仁講堂，計有院內

同仁 15 名、學生 40 名出席聆聽，30 份有效回饋量表之滿意度平均分為 4.8 分（滿分 5.0）。 
四、5 月 14 日召開本院 103 學年度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會議依

院內輪辦院則將由德國文化學系承辦，年度會議主題為「溝通」。 
五、5 月 14 日本院開設之「2014 年國貿大會考檢定輔導班」結業，32 位培訓學員中，計有

26 位學員符合出席規定獲頒研習證明（比例為 81％）。 
六、5 月 16 日協助教務處辦理本院專任教師及職員之「教務處 103-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暨業務說明會」，舉辦地點為戴氏基金會會議室，計有 50 位教職員參加。 
七、5 月 18 日恭賀本院英文學系林建隆教授作品「刺桐花之戰：西拉雅台灣女英雄金娘的故

事」獲選國家圖書館百大好書並榮獲 2014 年巫永福文學獎，當日下午四時於 YMCA 餐

廳公開頒獎。 
八、5 月 19 日交流協會東京本部副長佐々木徹先生、台北事務所河野明子主任、福増伸一主

任及日本語專門家磐村文乃老師、内田陽子老師來訪，由日文系接待、參觀本院各學系

文化教室並與賴錦雀院長座談。 
九、5 月 20 日舉辦學院企業參訪活動，由日本語文學系蘇克保主任帶領 15 位本院學生前往

雲朗集團旗下君品酒店參訪。 
十、5 月 26 日上海復旦大學外語學院高永偉副院長受英文學系邀請講學，與本院賴錦雀院長

洽談學術交流事宜。 
十一、 5 月 29 日舉辦學院企業參訪活動，由德國文化學系張國達老師帶領 12 位本院學生

前往科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參訪。 
十二、 重要行政事務： 

（一）學院畢業典禮籌備： 
1. 5 月 1～16 日畢業生出席及觀禮證登記，19 日觀禮證抽籤結果公告。 
2. 5 月 16 日發送院內專任教師邀請函，計有 20 位教師預定出席。 
3. 5 月 15～30 日培訓在校生致詞、畢業生致詞及司儀。 
4. 5 月 28 日通知預演、發送上台學生注意事項、繪製傳賢堂座位圖。 
5. 6 月 3 日召開院內工作會議。 

（二）5 月 5～13 日進行 103 學年度校教評會院代表普選，日文系陳淑娟老師當選。 
（三）5 月 5～9 日進行與捷克馬薩里克大學文學院簽約一案之投票，全體院務會議代表

投票結果以 11 票同意、1 票不同意通過此案，將憑以辦理後續簽約事宜。 
（四）5 月 14 日繳交 102 年度科技部獎勵優秀研究人才績效表。 
（五）辦理 102學年度第二學期三件教師升等申請案之著作外審及第 39期東吳外語學報

論文外審事宜。 
（六）寄送 102 學年度捐款人感謝信（含經費使用、活動報導）、102 學年度參訪企業感

謝信、102 學年度重要活動協辦人感謝信。 
（七）5 月 30 日繳交 103 學年度圖書館所需新續訂資料庫調查表及 103 學年度卓越計畫

執行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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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 
一、曾泰元主任於 5 月 1~11 日期間赴中國重慶大學、復旦大學、蘇州大學、南京大學等進行

學術參訪，並於復旦附中及蘇大附中進行專題演講。 
二、5 月 1~3 日畢業班公演，演出莎士比亞名劇「The Gentlemen of Verona（維洛那紳士）」，4

場演出計有觀眾 500 人參與。 
三、辦理本系在台復系 60 週年系友演講：第二場，5 月 7 日，講者為張群（88 級，現任臺中

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助理教授兼對日華語中心執行長），講題：語言相關科系的出路：華

語教學、研究、實務與職涯規劃分享。第三場：5 月 28 日，講者為周采玲（102 級，現

任展宇管理顧問公司顧問），講題：職場新鮮人，你的競爭力在哪裡？ 
四、5 月 9 日協助外語學院「最後一哩」演講，邀請講員：李憲國先生（現任英文系友會會

長），講題：「低調做人，挺胸做事-敞開胸懷向職場。」 
五、5 月 10～11 日舉辦普雷戲劇比賽。 
六、5 月 14 日舉辦「中英同步口譯成果發表會」，四年級同步口譯班同學全程策畫，上半場

邀請到網路部落客「藍白拖」（劉哲瑜）以中文演講，同學以英文口譯；下半場由英文系

系友彭書睿以英文演講，同學口譯成中文。主題為「我們譯起去旅行 We are ENG 
TRAVEL」。估計參與校內外師生共約 100 人，同步口譯班同學共 50 人。 

七、5 月 21 日舉行碩士班研究生論文發表會，計有六位學生上台發表論文，並由學系專任教

師講評。 
八、紀澤然助理教授於 5 月 22～31 日期間，率四位學生前往香港中文大學參加「第十屆中國

大學莎劇比賽」決賽，榮獲 “1st Runner-up”, “Outstanding Actor”, “Special  Award- Best 
Scene Design”三項殊榮。 

九、上海復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高永偉副院長於 5 月 25～29 日期間蒞校參訪並舉辦 2 場

演講，講題分別為講題：「英語新詞面面觀」、「當代英語構詞研究」。 
十、5 月 26 日辦理文學組學術演講，講員：佛光大學外文系助理教授王梅春老師，講題「When 

Postmodernism Meets Postcolonialism in Canada: A Study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Contemporary Canadian Historical Fiction」。 

十一、 5 月 26～30 日辦理英文系系學會改選與交接事宜。 
十二、 5 月 27 日辦理捷克馬薩里克大學英語系呂維倫教授演講，講題：「認知語言學新方

法：談使用譯本及原文作為平行語料庫的分析」。 
十三、 5 月 27 日面試新聘外籍教師。 
十四、 重要行政業務： 

（一） 籌備 6 月 4 日舉辦之「2014 語國一方英文字彙比賽」。 
（二） 辦理 102 學年度英文寫作比賽：時間：103 年 5 月 2～28 日截止收件、6 月 10

日公布名次；內容：寫作比賽共分為詩、散文、短篇小說三個項目，三個項目分

別有散文 14 篇、詩 16 篇、短篇小說 6 篇作品參賽。 
（三） 辦理英文系電子期刊與電子資料庫續訂及更新。 
（四） 協助發放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優秀學生獎狀。 
（五） 參加教務處五年期程說明會。 
（六） 協助辦理外語學報英文投稿論文之外審作業。 
（七） 修訂 104 學年招生簡介。 
（八） 辦理新聘專任教師學位外審作業。 
（九） 籌辦 2014 年英國暑期英語文學分研習團：辦理陸籍一般生英國簽證、倫敦住宿

及交通安排、牛津大學課程、費用及宿舍安排。 
（十） 籌備 6 月 8 日本系畢業生撥穗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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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推薦學生參加招生服務研習營。 
（十二） 登錄非畢業班學生獎懲名單。 

 
日文系 
一、5 月 3 日舉辦 2014 年日語教學國際會議，當天共有大新書局等 7 家書商參展，共計約有

150 名國內外學者及學生參加。 
二、外賓來訪： 

（一） 5 月 3 日東京大學大學院総合文化研究科教授楊凱榮先生、一橋大學國際教育

中心教授庵功雄先生、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坪井秀人先生、韓國慶煕大學校外國

語大學教授康永富先生蒞臨參加本系主辦之 2014 年日語教學國際會議發表專題演

講 
（二） 5 月 12 日名古屋大學國際言語文化研究科杉村泰副教授來訪 
（三） 5 月 19 日交流協會東京本部副長佐々木徹先生、台北事務所河野明子主任、福

増伸一主任及日本語專門家磐村文乃老師、内田陽子老師來訪。 
三、5 月 7 日於普仁講堂舉辦口譯成果展，邀請前公益財團法人交流協會日語專家長谷川理

惠老師主講「在日就職及日系企業求才大解密」及統一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徐光

宇先生主講「從星巴克展店歷史看行銷策略」，約 126 位學生及教師參與。 
四、舉辦課程討論會： 

（一） 5 月 8 日會話、聽力課程討論會。 
（二） 5 月 19 日文學、文化課程討論會。 

五、5 月舉辦教學改進補助方案「日文系課程實務實踐計畫」演講活動，邀請具實務經驗之

專家蒞校演講： 
（一） 5 月 6 日台灣小學館吳怡柔學姐（91 級）/翻譯界裡沒有軟柿子 
（二） 5 月 9 日翻譯工作者李彥樺學長（94 級）/淺談台灣日文書翻譯工作現況 
（三） 5 月 15 日東立出版社小說部主編廖晟翔學長（98 級）/淺談出版社生態&譯者入

門&校對審潤經驗分享 
（四） 5 月 16 日林炳奇老師/專業口譯工作者的資質與訓練 
（五） 5 月 21 日黃芊芊小姐/譯研譯行─口譯學習經驗分享 
（六） 5 月 22 日林韓菁老師/邁向專業翻譯工作者之路 
（七） 5 月 30 日自由譯者石學昌學長（96 級）/日文口筆譯工作內容&市場實務。 

六、日四 A 林靖軒、林宜含、王思閎、日四 B 劉秀姿、日四 C 蘇敬軒等五位同學，由本系城

戶康成老師、住田哲郎老師、長田正民老師指導，參加 5 月 10 日在文藻外語大學舉辦之

「2014 全國大專院校第四屆日語辯論錦標賽」，榮獲團體季軍。個人獲獎部分有蘇敬軒

（最佳立論）、劉秀姿（最佳質疑）、林宜含（最佳第二反駁）。 
七、5 月舉辦 4 場企業參訪活動： 

（一） 5 月 14 日陳美玲老師帶隊參訪台灣三井物產股份有限公司 
（二） 5 月 20 日蘇克保帶隊參訪君品酒店 
（三） 5 月 21 日彭思遠老師帶隊參訪日商瑞穗實業銀行 
（四） 5 月 28 日阮文雅老師帶隊參訪台灣伊藤忠股份有限公司。 

八、5 月 28 日舉辦就業座談會，邀請 JTB 台灣世帝喜旅行社杜旻穎學姐（90 級）主講「旅

遊奇想-旅遊業之見聞」。 
 
德文系 

一、5 月份辦理學業關懷：提醒及協助每位老師提報作業、進行學系關懷、寄發家長信。 
二、5 月 1 日、2 日、7 日、9 日、15 日「B1 級德語檢定輔導班」：自 4 月起，筆試—李秀蓮

老師主持、口試—魯德葳老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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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 月 5 日德語翻譯技巧講座：洪素珊博士（Dr. Susanne Hornfeck）、馬佑真老師。 
四、「學生暑期職場實習」：5 月 13、19 日進行學系甄選面試，計 18 名學生報名，選送 10

名學生進行實習。 
五、5 月 5 日德國作家 Martin Grzimek 專題演講。 
六、5 月 7、14 日「國貿大會考輔導班」：自 4 月起進行，由張國達老師主持。 
七、5 月 8 日德語話劇畢業公演：「＂Hokuspokus＂我把老公變不見」。 
八、5 月 7、15、21、29 日系教評會：審議 103 學年度本國籍專任教師續聘案、兼任教師新

聘案。 
九、5 月 16 日、5 月 23 日學生研讀小組：「實用趣味德語」。 
十、5 月 20 日「系主任遴選委員會」：決定系主任建議人選。 
十一、 5 月 21 日系務會議：推舉 103 學年度校內各項委員會委員。 
十二、 5 月 21 日「102-2 教師研究分享」：林聰敏老師「德國大學組織發展研究」、張國達

老師「Risiken und Chancen digitalen On-Line-Lernens 以本系為例」 
十三、 5 月 24 日舉辦中區系友會。 
十四、 5 月 28 日「校外實習職前講座」（楊佩蓉系友，科定企業業務部）。 
十五、 重要行政業務： 

（一） 執行北一區教卓計畫「運用德語線上整合系統輔助教學」。 
（二） 103 學年課務、103 學年選課事務。 
（三） 碩士生論文計畫審查。 
（四） 「新生視聽輔導」、 「A1 級德語檢定輔導班」。 
（五）  103 學年學生團體赴德進修作業、協助系刊活動。 

 
語言教學中心 
一、 5 月 5 日於城中校區 5313 語言教室舉行實用英語學程講座，邀請政治大學外文中心趙乙

勵老師主講「英語面談不要怕」；5 月 21 日下午 1:40 於雙溪校區 G203 語言教室舉行第

4 場教學觀摩，由林香美老師主講”REC Experience Sharing”；接著 2:40 舉行實用英語學

程教學工作坊，延續第一學期之小組座談形式（panel discussion），主題為”Discussion: 
Sharing of Teaching on Applied English Program”，邀請本中心專兼任教師分享授課心得以

及所面對的挑戰與困難。 
二、 5 月 6、7 日派員參加網路選課檢核條件設定說明會；5 月 8 日派員參加 103 學年第 1 學

期新生選課註冊協調會；5 月 9 日派員參加人事室舉辦「退撫儲金自主投資暨公教人員

保險法修法說明會」；5 月 16 日本中心主任、教師和行政人員參加教務處舉辦之教務處

五年期程說明會。 
三、5 月 7 日外語學院賴錦雀院長與本中心專任教師第二次座談。 
四、5 月 21 日中午召開中心事務會議；5 月 28 日上午 8:15 召開「英文（二）」切分點會議；

5 月 28 日上午 10:10 召開本中心教學委員會。 
五、辦理課務工作： 

（一） 5 月 14 日舉行「英文（二）」期末統一考試錄音。 
（二） 修訂 103 學年第 1 學期學士、進修學士班轉學新生通知及陸生入學通知之選課事

宜。 
（三） 安排 102 學年暑期班課程和授課教師。 
（四） 審查 103 學年度實用英語學程申請資料 155 份。 
（五） 答覆學生詢問「深耕英文 I」、「深耕英文 II」選課問題。 
（六） 處理實用英語學程學生放棄學程資格事宜。 

六、辦理外語自學活動： 
（一）4 月份外語自學室二校區開放 286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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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281，合計 2,216 人次。103 年 4 月線上軟體使用

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24,934、《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

493、《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1,828。 
（二）雙溪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英、日語學習訊息貼文共 9 篇，總瀏覽次數：

6,773。 
（三）5 月 2、9 日舉辦城中外語自學小組期中經驗交流座談 2 場； 5 月 12、13 日舉辦

雙溪外語自學小組期中經驗交流座談 5 場。 
（四）5 月 6、7、14 日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 3 場：「翻滾吧！快樂自學趣」、「雅

思測驗介紹及考試應答技巧分享」和「『日文自學小撇步』經驗分享會」；5 月 7、
14 日城中校區舉辦「認識托福測驗及備考策略」活動、「免費新制 TOEIC 多益模擬

測驗」活動。 
（五）5 月 21、28 日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 2 場：「日檢 N2 模擬試題試做會」

和「多益閱讀講座（實做+解析）」。 
（六）外語自學室之英、日語雜誌編目。 
（七）致贈外語自學室 7 位應屆畢業工讀生本中心保溫杯紀念品。 
（八）進行 103 學年外語自學室應徵工讀生面談甄選。 
（九）剪輯製作外語學習相關剪報，並製作更新互動英語專欄，公布於外語自學室公布

欄。 
（十）外語自學室提供英語聊天時間服務。 

七、執行教學卓越計畫： 
(一) 5 月 26 至 30 日辦理外語學習護照獎勵申請活動，共有 11 種獎額，30 位學生獲得禮

券。 
(二) 進行「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第 2 期滿意度問卷調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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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5 月 7 日，數學系葉麗娜主任、化學系王榮輝老師和微生物學系李重義老師至林口高中

進行招生宣導活動。 

二、5 月 7 日及 22 日召開本學期院教評會，討論通過學系推薦教師彈性薪資、學系 103 學年

度教師聘任及法規修訂等案。 

三、本學期「Ye！問」演講於 5/13（二）13：30 在國際會議廳舉行，本次邀請到台灣大學劉

佩玲教授（應用力學研究所特聘教授/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研究中心主任）蒞校演講，

講題「使用者經驗時代」。當日師生約有 120 人參加，會後學生提問踴躍，令講者印象深

刻。 

四、5 月 19 日召開本學期院務會議，討論通過「理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理學院

教師評審辦法」及「理學院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會後安排本校教學資源

中心教學科技推廣組張彥之組長，報告「Exalead 校務巨資應用-未來選課系統、學習成

效長期追蹤」。 

五、5 月 26 日本院應院長、數學系葉麗娜主任和微生物學系宋宏紅老師，出席大同大學主辦

的「103 年度全國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流計畫研討會」。 

 
【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5 月 1 日，葉麗娜主任、張秀瑜老師至中央大學參加「全國微積分題庫平台第一次整合

會議」，會中介紹「微積分題庫全國性整合平台建置二年期計畫」的規劃方案、題庫細

目表討論及需各校參與配合事項。 

二、 5 月 4 日至 9 日，吳牧恩助理教授前往福建師範大學參加「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ecurity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ISPEC 2014) )」並發表論文：

「A Methodology for Hook-Based Kernel Level Rootkits」 

三、 5 月 7 日，本系兩位秘書參加教務處舉辦之｢選課檢核條件設定說明會｣。 

四、 5 月 7 日，葉麗娜主任受系友邀請至林口高中進行招生宣導活動。 

五、 5 月 7 日至 11 日，林惠文助理教授前往日本京都參加「2014 國際自然科學與工程大會 

( 2014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 ICNSE 2014 )」並發表

論文：「Risk of Asthma in Prematurity Childhood: A Population-based Analysis by Using Cox 

Regression within a Hospital Cluster Models」。 

六、 5 月 8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議，審議 103 學年度數學系專兼任

教師續聘事宜。 

七、 5 月 8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導師會議，會中決議學系於學業關懷系統

寄送學系學業關懷訊息之名單及家長通知信函處理事宜。 

八、 5 月 9 日，李翠真秘書參加人事室舉辦之｢退撫儲金自主投資暨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法說明

會｣。 

九、 5 月 12 日至 17 日，簡茂丁教授前往日本弘前大學(Hirosaki University, Japan)進行交換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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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5 月 16 日至 18 日，林惠文助理教授前往逢甲大學參加「2014 第九屆 海峽兩岸機率與

統計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文：「Adjustment for missing confounders using propensity score 

and two-stage calibration」。 

十一、5 月 21 日，召開 102 學年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修訂「東吳大學理學院

數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東吳大學理學院數學系教師評審辦法」，籌組本系

評鑑工作小組、討論本系助教聘任及一教研 7 樓穿堂裝設擋風門窗事宜。 

十二、5 月 21 日至 24 日，林惠文助理教授前往北京參加「2014 第 2 屆 工程和自然科學國

際研討會(2014 2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and Natural Sciences)」並發

表論文：「Association study between Asthma and Prematurity Childhood: A Cluster effect 

Model」。 

十三、5 月 22 日，任士芬秘書參加學務處舉辦之｢103 學年度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學

系時間』暨『新生家長座談會』協調會議｣。 

十四、5 月 27 日，葉麗娜主任出席大同大學主辦的「103 年度全國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流計

畫研討會」。 

十五、研究生論文口試： 

5 月 9 日，碩士生藍邦偉舉行畢業論文口試。 
 

【物理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學術活動 
（一）邀請台灣師範大學物理學系李沃龍教授演講，講題：「暴脹，重力波及宇宙微波背景

偏振」。（05.07） 

（二）黃依萍助理教授應邀參與東海大學應用物理系發表演說，講題：「Diode-pumped 

Nd-doped solid state lasers and applications」。（05.02） 

（三）梅長生助理教授前往義大利參與「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agnetic Resonance in 

Medicine 22nd ISMRM-ESMRMB」，發表“Accurat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in the 

presence of field inhomogeneities ”.(05.12-16) 

（四）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例會，黃依萍助理教授報告：「固態雷射物理研究

實驗室現況」。（05.21）。 

二、行政業務 

(一)會議 

1、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系務會議，討論 103 學年度各委員會代表、學系人

事等案。（05.07） 

2、召開演喻工作小組會議第四十三次會議，本學期工作重點在於營造活潑的物理教學環

境，5月份起，將製作錄影之演示實驗集錦、探索頻道教學影片，物理世界、重要物

理學家簡介等，利用第一教研大樓 6樓川堂空間，每天中午播放，讓學生沈浸在物理

氛圍中。（05.05） 

(二)輔導 

1、梅長生老師「Climb Corps」社團導生聚，梅老師以說故事的方式說明創社的緣起，以

及希望大家「平日運動要特別找時間，走樓梯就是隨時運動，還能把時間空出來做更

多的事。」鼓勵同學善於利用時間。（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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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一班級導生聚，由林其隆、巫俊賢老師共同主持，介紹學系未來發展願景，並解說

教師專長研究領域，提醒同學，可依照興趣去尋找合適的老師做專題，不論對於升學

或就業，都能由專題課程中獲得啟發。（05.14） 

3、陳秋民老師「鏢箭社」導生聚，老師除了基本弓箭知識講解外，還讓同學親手組裝弓，

如何「練弓」，以及相關注意事項。（05.21） 

4、辦理102學年度第1學期優秀學生頒獎典禮，共有陳一德、李學穎等十二位同學參加，

主任勉勵同學，除了關心自己，也要協助學習困難的同學，在疑惑解難中互相支援，

共同成長。（05.26） 

5、劉源俊老師「五午會」導生聚，以座談方式讓同學說說自己的生涯規劃，適時予以建

議，並勉勵同學除了讀書之外，更要以運動增進身體健康，身心靈健康，讀書才會更

進步。（05.30） 

(三)行政作業、教育訓練及其他： 

1、例行業務：暑修開課作業、學生獎懲作業、學業關懷作業，學系簡介修訂、工讀生

需求及自評，畢業典禮籌備、新生第一哩定向輔導活動座談會議、語音檢核、選課

輔導前置作業、圖書館期刊續訂作業等。 

2、教育訓練：參與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語音檢核條件說明會，人事室辦理之「退撫儲

金自主投資暨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法說明會」。 

3、及其他交辦事項等。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5 月 6 日學系承辦同仁出席由教務處舉辦之「網路選課檢核條件設定說明會」。 

二、5 月 7 日配合學校招生規劃，本系委請王榮輝老師赴林口高中進行招生宣導。 

三、5 月 7 日本系卓志銘技正赴臺北醫學大學，參加教育部委辦之「大專校院校園實驗場所

安全衛生管理系統認可績優觀摩會」。 

四、5 月 8 日舉行本系「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化學系學士班學生修

讀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部分條文內容。 

五、5 月 9 日學系同仁及教師出席人事室辦理之「退撫儲金自主投資暨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法

說明會」瞭解最新異動資訊。 

六、5 月 13 日本系卓志銘技正赴臺北市勞動檢查處，參加「職業病預防宣導會－有害化學物」

教育訓練。 

七、5 月 13 日完成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業關懷作業，並專函寄送學生學習成效資料，提供

家長瞭解學生在校學習的狀況。 

八、5 月 13 日提交本系 103 學年度各委員會及會議代表推薦名單。 

九、5 月 14 日提送本系 102 學年度科技部獎勵研究傑出教師執行績效成果報告資料。 

十、5 月 14 日舉行學術演講，邀請本系碩士班 85 級系友－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

詹益福博士，講題：「刑事鑑識介紹」，分享化學專業在應用領域與公職就業的規劃和

建議。 

十一、5 月 19 日~5 月 23 日舉行本系「大學部學生修習專題研究學生壁報發表」活動。系上

修習專題研究的大四學生，依照排定的時間，將其研究的成果製作成全開海報，張貼於

展示區，提供師生共同觀摩、切磋，此外，參與壁報展出同學亦提交專題摘要，由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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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集為學習成果記錄。 

十二、5 月 19 日送交學系修訂簡介文稿，提供詳實且正確招生資訊，為本校各項招生宣導活

動使用。 

十三、5 月 19 日經理學院會議討論，「103 學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徵聘教學助理」案本系

負責規劃 3 位教學助理，以協助化學、物理、微生物等 3 學系全年必修課程之學生學習

輔導與教學執行。 

十四、5 月 21 日學系承辦同仁出席由學生事務處辦理之「103 學年度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

列活動學系時間暨新生家長座談會協調會議」。 

十五、5 月 21 日召開「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討論新學期導師輔導學生選課

事宜。 

十六、5 月 26 日本系卓志銘技正教育部辦理之「大專院校、高中職學校毒性化學物質廢棄清

運作業專案計畫」說明會。 

十七、5 月 28 日舉行本系「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修讀學士學位優秀學生奬學金得奬優秀同學」

暨本系「總結性課程-書報討論表現優異同學」頒獎活動。由學系主任親自頒發各年級獲

獎同學獎狀及獎學金並透過餐敘的方式，瞭解學生的學習狀況。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一) 完成 103 學年第 1 學期選課條件設定及小班教學課程預選作業。 

(二) 完成 103 學年度會議代表及委員推選作業。 

(三) 5 月 6 日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完成 103 學年度專兼任教師續聘作業及教師代聘、

合聘作業，並完成教師彈性薪資推薦案審議。 

(三) 5 月 15 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研擬本系總結性課程。 

二、教學： 

(一) 配合執行 102 學年第二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計畫--微生物學各領域之

專業知能與產業連結之認知與課程發展」，及環境微生物學、工業微生物學及酵素科

技、環境檢驗分析、應用微生物學實驗等多項課程授課需要，5 月 2 日舉辦校外參

訪活動，赴迪化污水處理廠參訪。 

(二) 完成 102 學年度應屆畢業生學分審查及課程分類證明印製。 

(三) 完成畢業班各項科目問卷施測及大學部、碩博士班書報討論學習成效問卷施測。 

(三) 5月13日舉辦學術演講，講員為臺北醫學大學一學系微生物及免疫學科蘇慶華教授，

講題為「牛樟芝產品開發及抗癌之應用」。 

三、學生輔導： 

(一) 5 月 13 日舉辦微一導生會議，並由生涯發展中心協助進行 CVHS 生涯發展輔導普

測。 

(二) 5 月 20 日舉辦微三導生會議暨小班教學課程分組作業。 

(三) 完成本學期期中學業關懷作業。 

(四) 完成本學期「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之友獎助學金」審查，本次共 7 位同學獲獎，分

別為微一 2 位、微二 2 位、微三 1 位及微四 2 位。 

四、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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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完成 103 學年度雙學位申請審查，共 1 人通過(日文系 1 人)。 

(二) 本系教師、主任於 5 月 7 日及 19 日分赴林口高中、南山高中及進行招生宣講。 

(三) 5 月 26 日進行博士班入學口試及書面審查，報考人數 1 人。 

五、社會服務： 

麗山高中 3 位同學於 5 月 19 日至本系參訪及討論指導科展相關事宜。 

六、實驗室安全相關： 

完成本季公共危險物品填報作業。 

七、人員教育訓練： 

秘書出席 5 月 7 日教務處舉辦「選課檢核條件設定說明會」。 
 
【心理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會議： 

（一）103 年 5 月 6 日（二）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會中通過

103 學年度各委員會暨會議代表及導師名單，並討論 103 學年度新聘助教等

事宜。 

（二）103 年 5 月 13 日（二）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討論新聘

專任教師相關事宜。 

（三）103 年 5 月 20 日(二)召開 103 學年度輔系雙主修審查會議，共計核准 10 名雙

主修生、5名輔系生。 

（四）103 年 5 月 20 日(二)辦理心理系師培教育學程-輔導科面試。 

二、 辦理專業社群活動： 

1. 103 年 5 月 14 日（三）邀請劉信雄先生（104 人力銀行產品行銷處協理）演

講，講題為「服務產品開發中的使用者故事與心智模型」，由汪曼穎老師主持。 

2. 103 年 5 月 20 日（二）邀請蘇純怡/嗨啾老師（笛飛兒 EQ 教育/大學部系友）

演講，講題為「當東吳心理遇上 EQ 教育」，由張建妤老師主持。 

三、 教師參與國外研討會： 

1. 汪曼穎老師於 103 年 5 月 22 日至 103 年 5 月 25 日，出席在美國舊金山舉辦

的「2014 th26 APS annual convention of Associat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並發表論文。 

2. 汪曼穎老師於 103 年 5 月 29 日至 103 年 5 月 31 日，出席在美國安娜堡舉辦

的「2014 Advertising and Consumer Psychology Conference：The Psychology 

of Design」並發表論文。 

四、 舉辦學術活動： 

1. 103 年 5 月 17 日（六）於第一教研大樓 R0101 舉行專題演講，講題為「正念

治療的理論與實作」，主講人為陳秀蓉老師（師大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副教授），

由張本聖老師主持。 

2. 103 年 5 月 24 日（六）於第一教學研究大樓普仁堂，舉辦二場「2014 應用心

理學與實務研討會：DSM-5 神經認知疾患研討會」，由本系張本聖副教授及徐

儷瑜副教授主持，邀請台大心理學系花茂棽教授、輔大臨床心理學系葉在庭

副教授、長庚大學行為醫學研究所楊啟正助理教授、台北榮總神經醫學中心

林克能副教授、台大心理學系張玉玲助理教授及成大行為醫學研究所郭乃文

副教授主講，相關系所師生及各單位臨床心理師都熱烈參與，共 238 人參加。 

五、 與本校心理諮商中心合作舉辦各類輔導活動： 

1. 103 年 3 月 19 日（三）中午 12 點於 R0302 舉辦大三導生會，由楊牧貞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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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大三同學分享學習經驗大學生活，凝聚班級氣氛。 

2. 103 年 5 月 15 日（四）上午 10 點由張建妤老師帶領大二同學至故宮參觀「錯

覺藝術大師-艾雪的魔幻世界畫展」。 

3. 103 年 5 月 20 日（二）中午 12 點於 R0303 舉辦大四導生會，邀請歐元韻講

師與大四同學分享面試履歷技巧與職涯規劃。 

4. 系主任及各班導師陸續針對學業關懷學生進行個別晤談。 

六、 103 年 5 月 12 日至 16 日系學生會舉辦心理週，並於 5月 16 日舉行心理之夜暨優秀

學生頒獎典禮。 

七、 103 年 5 月 17 日本系與系友會及系學生會共同舉辦「東吳大學心理學 25 周年系慶

系列活動」，活動地點為籃球場、排球場及第一教研大樓，早上分別於第一教研大

樓舉辦正念治療的理論與實作工作坊與骨頭盃系慶球賽，下午活動邀請多位傑出系

友返校，臨床、諮商、工商三個領域以座談會模式與在校生分享職涯規劃與經驗，

晚上並於戴氏會議廳舉辦系慶餐會，邀請師長、系友與在校生共相盛舉。 

八、 103 年 5 月 27 日（二）教務處至本系舉辦教務處五年期程教務發展說明會，由教務

長主持，會中除簡報外，並針對招生問題交換意見。 

九、 103 年 5 月 28 日（三）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題目為「開拓視野，留學美國」，主講

人為羅文卓學長（心理系大學部第 1屆 / 阿肯色大學助理教授）。 

 

【鑑識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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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六月 
一、對外交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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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優秀隊伍榮譽，並由法三 D陳淑玲同學榮獲最佳辯士。 

（二）6月 12 日（周四）中午 12 時 10 分城中 1104 會議室舉行「102 學年度第 2學期

大陸交流師生歡送餐敘」，歡迎指導老師們共襄盛舉。 

（三）7 月 14 日至 7 月 26 日本院與推廣部合作為「北方民族大學法學院」開設「高

階人才培訓班」。 

二、學術活動 

（一）英美法研究中心 5月 15 日（周四）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3時 10 分於 5211

會議室舉辦 2014「英美法教育研討會」。 

（二）5月 16 日（周五）下午 6時 30 分至 9時於 2123 會議室，本院與財團法人金融

消費評議中心共同舉辦「金融消費有保障，共創財務新生活」講座第一場次。 

（三）5月 17 日（周六）上午 9時至 12 時於 5117 會議室本院與東吳大學 WTO 法律研

究中心及商學進修學士班共同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李河泉總經理（澤鈺智

庫），講題：與新世代共舞。 

（四）5月 23 日（周五）下午 6時 30 分至 9時於 2123 會議室，本院與財團法人金融

消費評議中心共同舉辦「金融消費有保障，共創財務新生活」講座第二場次。 

（五）公法研究中心 5月 24 日（週六）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於 1705 會議室舉辦「第

十一屆公法研討會」，主題：「行政裁罰」與「行政法律關係繼受」之爭議課

題。 

（六）5月 24 日（周六）上午 9時至 12 時於 5117 會議室本院與東吳大學 WTO 法律研

究中心及商學進修學士班共同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蕭明峰副稽核（中央銀

行金檢處），講題：金融消費者保護法。 

（七）5月 31 日（周六）上午 9時至 12 時於 5117 會議室本院與商學院、東吳大學 WTO

法律研究中心共同舉辦菁英講座，主講人：游明同總執行長(台灣房屋仲介股份

有限公司)，講題：商業溝通與談判（從邏輯與禪境發想談起）。 

（八）6月 6日（周五）全天於 5211 會議室舉辦「第一屆東吳工程法律學術研討會」，

主題：政府採購法制之省思與開展。 

（九）6月 11 日（周三）上午 9時 30 分至 12 時於 1704 會議室舉辦「刑事法研討會」，

討論主題：政治抗爭與刑事法。 

（十）6月 27 日（周五）下午 2至 5時於 1104 會議室「第二十七回公法裁判判研究

會」。 

三、學務活動 

（一）5月 16 日 10 時至 12 時堂錢建榮老師（桃園地方法院法官）大四「刑事訴訟案

例解析」課程，於 5117 會議室舉辦「死刑專題講座」，由廢死聯盟法務主任苗

博雅、鄭性澤等冤案義務律師主講，講題：死刑 LAW IN what? 從個案談死刑的

Z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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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月 20 日（周二）中午於 1201 教室，舉行法碩專班一~三年級 102 學年第 2學

期聯合班會。 

（三）5月 22 日（周三）下午 2時至 5時舉辦教學卓越計畫市府轉運站暨統一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參訪活動。 

（四）5月 25 日（週日）上午 8時 30 分至下午 4時舉辦服務學習課程參訪，帶隊：

胡博硯老師。 

（五）5月 28 日（周三）下午 3時 30 分於 1301 教室舉辦法三 C班會專題演講。 

（六）5月 28 日（周三）下午 3時 30 分舉行「法一 D班會演講」，地點：1402，演

講人：謝永誌學長，演講題目：公務員到律師-從律師到公證人-談法律人生涯

規劃。 

（七）5月 28 日（周三）CD 堂於 1104 會議室舉行「碩士在職專班法律專業組一至三

年級聯合班會」。 

（八）5月 29 日（周四）晚上 7時 30 分於 2227 會議室舉行「中國大陸法律碩士在職

專班組迎新」 

（九）6月 4日（周三）下午 3時 30 分舉行「法三 A班會演講」-地點：1204 教室，

主講人：章勁松學長，講題：法律人生與轉變；「法三 BD 班會演講」-地點：

1303 教室，主講人：法律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講題：許獻進律師。 

（十）6月 6日（周五）下午 7時 30 分，於 1104 會議室，舉行『認識東吳法碩乙及

在職班專業組」的輕鬆聚會』活動。 

（十一）6月 7日（周六）下午舉行「碩士在職專班跨國商務法律組迎新」。 

（十二）6月 15 日（周日）中午於點水樓舉辦「碩士在職專班科法組迎新及送舊餐會」。 

四、5月 29 日（周四）下午 1時 30 分於 1104 會議室舉辦「畢業生-最後一哩講座」，

主講人：鄧蕙文心理師。下午 3時整於 2123 會議室舉辦「法學院畢業生茶會」。 

五、經本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本院系設立「碩士在職專班公法與公共政策組」

及碩士在職專班更名為「在職專班涉外商務談判法律組」，並自 104 學年度起開

始招生。 

六、6 月 7 日（週六）上午 9 時 20 分於溪區綜合大樓傳賢堂舉辦「102 學年度法學院

畢業典禮」。 

七、103 學年度新任法律系學生會會長為法一 C劉柔邑、副會長為法一 C李臻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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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六月 

商學院 
一、 5 月 7 日辦理「商學院海外交換經驗分享會」，共計 57 名學生參與(含 5 名分享者)。統

計活動問卷結果如下： 
1. 學生參與本活動動機：欲參與雙聯學制 4 人；欲申請海外交換者 33 人；已申請上，

聆聽他人經驗者 20 人。 
2. 學生認為參加本次分享會最大收穫依序為：1.海外修課經驗 2.海外課外生活體驗

3.出國前置作業。 
3. 學生認為參加本活動有助增進自身參與海外交換甄選/雙聯學制的動機與選校志向

達 100%。 
二、 5 月 8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學系主管會議，討論總結性課程(Capstone)相關

規劃事宜及 AACSB 顧問來訪事宜。 
三、 5 月 11 日吉林大學 EMBA 參訪團蒞院參訪，與本院各系主任及教師進行座談交流。 
四、 5 月 11~14 日邀請 AACSB 認證顧問 Dr. Terry Maness (Dean, Hankamer School of Business, 

Baylor University)蒞院指導及座談，針對本院撰寫之 2013 Gap Analyses 內容及各項

standard 進行定義釐清及說明，並就內容中表 2-1 教師知識貢獻衡量標準、表 15-1 之數

據及學生基礎課程學習成效追蹤衡量，提供改善建議，協助本院在認證過程中能更順利

取得認證。原訂 5 月中旬繳交之進度報告 Gap Analyses 2013 Standards 延至 6 月中旬繳

交。 
五、 5 月 14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102 學年度第 1 次兼任

教師改聘案、102 學年度第 2 次專任教師免評鑑申請案、103 學年度教師延長服務案、103
學年度第 1 次彈性薪資案、103 學年度第 1 次專案教師初聘案、103 學年度第 1 次專案教

師改聘編制內專任教師案、「東吳大學商學院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修訂案、「東吳大學商學院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103 學年度

第 1 次兼任教師初聘案及討論 104 學年度商學院教師休假原則。 
六、 5 月 22 日召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獎助學金審查會議」，審議本院赴雷鳥全球管理學院

雙聯之學生獎助學金撥發事宜，本學年度有經濟系碩士班蕭伶倢同學及蔡佩吟同學申請，

經審查決議，皆獲美金 18,000 元之獎助學金。 
七、 5 月 22 日日本明治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及國際經營學系西原博之教授來訪，洽談兩院相關

合作事宜。 
八、 5 月 23 日協辦「2014 資料科學與產業應用研討會」，會中邀請台灣大學心理學系繼研究

所黃從仁助理教授、英國 Mange Solutions 上海分公司李艦資深顧問、紐海信息技術有限

公司肖凱數據挖掘工程師等學者專家進行專題演講。 
九、 5 月 25 日完成學院與琦玉大學經濟學部學術交流協議更新(交換生協議待確認)。 
十、 5 月 27 日蘭州大學工商管理學院院長及教師蒞院參訪，洽談兩院相關合作事宜。 
十一、 5 月 29 日匈牙利天主教彼德巴斯曼尼大學國際及政治研究所所長 Prof. JANY, Janos

及 Prof. Anett Gulyas 來訪，洽談相關合作事宜。 
十二、 本院 5 月 30 日 12:10~13:00 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召開「102 學年度商學院擴大

院務會議」，會中安排本院六學系、進學班、跨領域學程、國際商管學程、EMBA 班、

商學研究發展中心及育成中心等單位主任進行相關業務報告，司儀宣布 103 學年度校

內各委員會商學院教師代表名單，並由與會專任教師投票選出 102 學年度本院校教評

會教師代表 2 名，投票結果為：會計系蘇裕惠教授及企管系尚榮安教授。 
十三、 本院 5 月 30 日 13:00~13:30 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召開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進行東吳法商講座教授審查委員會商學院委員補選事宜、及審議「東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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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東吳大學商學院教師評審辦法」、「東吳大學

教師商學院升等審查作業要點」修訂案。 
十四、 本院 5 月 30 日 13:30~14:00 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與生涯發展中心共同舉辦「大

一大三學生生涯測驗結果說明會」，由生涯發展中心同仁進行說明報告，藉此機會向院

內老師報告測驗結果，以作為學系和導師生涯輔導之參考。 
十五、 本院 5 月 30 日 14:00~15:30 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與學生事務處共同舉辦「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商學院導師輔導研習會」，由諮商中心邀請講師針對「沒有過不去的事

情~提升正向思考及行動力」等議題進行講習及交流座談，本院教師參加踴躍，且在講

者幽默風趣的講演方式帶動下，整場講習氣氛非常輕鬆且充滿歡笑。 
十六、 本院 5 月 30 日 16:00~17:30 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與教務處共同舉辦「教務發展

說明會」，由教務處與院內老師進行說明與座談，使學系瞭解教務發展及推動作業，並

說明教務處所規劃的五年期程之教務發展方向。  
十七、 辦理 102 年度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執行績效報告填報及繳

交事宜，本院 102 學年度共計 20 位教師獲補助(新聘教師 2 位，研究優良 9 位、研究

傑出 9 位)，研究成效卓著。 
十八、 寄送 103 學年交換生資料予日本東北大學、日本新潟大學、法國里爾大學。 
十九、 籌辦 102 學年度畢業典禮相關事宜。 
二十、 辦理 103 學年度巨量資料分析學分學程甄選事宜。 
二十一、 本院與台中永豐棧酒店簽約，提供本院教職員工住宿優惠方案。 

跨領域學程 
一、5月 16日與商學進修學士班合辦「經濟部工業局麥寮工業專用港區」企業參訪活動。 

二、辦理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 103學年度網路選課檢核條件設定。 

三、辦理審查 103學年度修讀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學生申請案。 

四、編製 103學年度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學生手冊。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一、 5 月 2 日創新與創業課程邀請寶利徠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宋一新董事長前來演講，地

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二、 5 月 7 日於商學院 2127 會議室召開 2014 年 EMBA 團隊發展課程第一次籌備會議。 
三、 5 月 10 日專案管理課程邀請逢甲大學專案管理與系統思考研究中心楊朝仲主任前來授課，

主題：專案管理計畫書的系統思考與實做演練，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四、 5月16日創新與創業課程邀請愛情公寓-尚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張家銘董事長前來演講，

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五、 5 月 22 日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行 103 學年度入學新生迎新茶會，並邀請歷屆學長

姊一同共襄盛舉。 
六、 5 月 28 日於商學院 2127 會議室召開商學院特殊學科教評會議。 
七、 5 月 30 日創新與創業課程邀請佳必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張舒眉董事長前來演講，地點：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八、 5 月 31 日專案管理課程邀請逢甲大學專案管理與系統思考研究中心楊朝仲主任前來授課，

主題：專案管理的執行與監控之系統思考，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九、 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工作事項報告： 

（一）5 月 13 日發行 EMBA 第 45 期電子報，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於 5 月 10 日下午兩點至四點半假西雅圖

極品咖啡西湖店舉辦首場 Coffee Time 咖啡時間，希望藉由 Coffee Time 活動，建

立 EMBA 跨屆學生的內部交流平台，以輕鬆及愉快的方式，創造會員工作經驗

分享、共同學習與互助的機會。本次咖啡時間的主題為【不動產投資必勝】，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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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共有三位分享人，分別由第二屆吳宜學分享－『買賣／租賃時應注意之風險』，

第四屆張順永分享－『台北市的房地產會不會泡沫化／如何買到較便宜的房子』，

第五屆陳綺霞分享－『買房子應該如何跟銀行打交道以及要注意的相關法令限

制』，共 22 位會員盛情參與。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未來也將

持續舉辦 Coffee Time 活動，預計每年舉辦 4 場，下一場訂於 8 月 16 日舉行。 
（三）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於 5 月 14 日下午三點至五點舉辦台北 101

金融大樓企業參訪，由翁望回理事長帶領 14 位畢業及在校 EMBA 學生參與，活

動一開始由台北 101 金融大樓發言人劉家豪先生為大家介紹 101 大樓，接著更有

幸與宋文琪董事長進行一小時的座談，針對 101 大樓及宋文琪董事長經歷提問，

董事長更給予女性主管許多建議及鼓勵，短暫的交流時間，讓 EMBA 同學們收

穫良多。 
（四）EMBA 第五屆簡宜真為西雅圖極品咖啡創辦人之一，旗下西雅圖極品咖啡忠孝延

吉店 Barista Premium 於 4/24 隆重開幕，斥資千萬，耗時近百日細心打造，主打

精品概念，體現在餐飲、環境、甚至是服務品質，將台灣連鎖咖啡品牌層次再提

升，也成功開拓不一樣的連鎖咖啡藍海市場。 
（五）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成立 FB 社團及痞客邦，並於 5 月 1 日開

台，為同慶協會社群網站開台及西雅圖極品咖啡忠孝延吉店開幕，特別於 FB 舉

辦有獎徵答活動，藉此提供會員間彼此交流的平台，使 EMBA 更具凝聚力。 
（六）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預告： 

1. 6月 5日晚上七點將於 2123會議室舉辦讀書會，導讀書籍‐說個撼動人心的

好故事。主持人：翁望回(東吳大學企業管理系教授)，導讀人：吳育宓(EMBA

第三屆/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處長)  ，與談人：農嵂茗(南山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處經理)、鄭若榆(曜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人資專員)、陳萬金

(中華電信台灣北區電信分公司中心主任)。 

2. 6月 21‐22 日首次舉辦 EMBA跨屆聯合國內旅遊，地點：花蓮兩天一夜，本

次活動特別邀請協會監事鄧泗堂老師及羅燦慶老師一同參與。 

3. 6月 25日舉辦 103年第 2季菁英聯誼餐會，菁英聯誼餐會邀請各屆班代及

班級幹部參與，固定每季舉辦一次，提供協會會員更及時的服務與直接溝通

的管道。 

國際商管學程 
一、配合學校暨教育部菁英來台留學專案時程審理外國學生入學申請文件。 

二、學生辦理資格考、學位考情形：(一)資格考：1名。(二)學位考試：3名。 

三、5月 14日‐6月 4日  West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的 Cindy Chuang教授開設試算表

模型及模擬密集課程。 

四、5月 22日至雙溪辦理學程「學、碩士一貫學程說明會」。 

五、配合國際處辦理「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申請事宜。 

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傅祖壇主任帶領修習經四(B 組)產業經濟學課程的同學於 5 月 1 日上午

10:10-12:00 前往公平交易委員會參加「公平交易法訓練營」課程，由綜合規劃處吳德生

副處長擔任講員，上課內容為：第 1 節限制競爭行為規範內容與案例解析，第 2 節不公

平競爭行為規範內容與案例解析。 
二、經濟學系 5月 2日舉辦 2014東吳經濟財務資料分析競賽，共有 16組 44位同學報名參加。

感謝圖書館與電算中心協助，讓比賽能順利進行。 
三、經濟學系 5 月 2、7 與 9 日在 2621 教室舉行 102 學年度 22 場碩士班，2 場博士班論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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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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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學系傅祖壇主任 5 月 6、20 日前往二、三年級各班宣導學碩士一貫學程，鼓勵本系

同學提出申請。 
五、經濟學系 5 月 7 日經濟論壇邀請逸翔股份有限公司林倬立先生董事，演講主題:家族企業

vs 企業家族，並贈送每位參加同學林秉彬學長著作｢小皮箱到大世界」書籍一冊。 
六、經濟學系邱永和教授 5 月 12~16 日前往中國南開大學講學。6 月 3~6 日前往中國蘇州大

學講學。 
七、經濟學系為了讓學生與導師有面對面的溝通，於 5 月 15 日下午舉辦『學生事務會議』，

由傅祖壇主任主持，邀請研究所及大學部各班導師、學生代表參加。 

八、經濟學系 5 月 16 日 13:00-18:30 舉辦企業參訪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活動內容包含竹科

簡報、園區探索館、科技產品體驗、園區巡禮。 
九、經濟學系 5 月 16 日邀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徐之強教授演講：「Aggregate Fluctuation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十、經濟系系友高爾夫球聯誼賽 5 月 17~18 日於台中球場舉辦。 
十一、 經濟學系邀請在生產力與效率領域上之國際著名大師-黃鏡如教授蒞校，於 5 月 23

日~6 月 13 日為研究生進行一系列演講。 
十二、 經濟學系 5 月 23 日舉行導師會議與系務會議，選舉 103 學年度校院系委員代表。

並配合教務處舉行教務發展報告。 
十三、 經濟學系持續舉辦『2014 大學生經濟論壇』論文比賽，5 月 23 日截止收件，共有

14 篇論文遞件，初審委員 5 月 30 日開會就所有投稿論文中選出數篇最佳論文。6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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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經濟學系 5 月 30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莊委桐副研究員講演：「Experimental 

Learning and Stochastic Stability」。 
十五、 經二 A 曾柏源同學獲錄取西南大學「2014 台灣大學生大陸師範教育研習營」。 
十六、 經濟學系完成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選課檢核條件設定。 

會計學系 

一、會計學系於 5 月 7 日召開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會中審議 102 學年度改聘案、教師

申請證書案及 103 學年續聘與新聘教師案。 

二、會計學系將於 5 月 7 日舉辦「102 學年度會計學系學生事務會議」，此次會議由會計學系

學生事務會議由謝永明老師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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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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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舉行十六場碩

士論文發表會，共計發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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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會計學系為慶賀應屆畢業同學順利畢業，並加入「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所同學聯誼會」，於

5 月 9 日（星期五）在 R2123 會議室舉辦「應屆畢業生聯誼茶會」，本校潘維大校長、馬

君梅前代理校長、趙維良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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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金山董事

長（63 級）、陳清祥董事（68 級）及吳德豐董事（73 級）與本系教師、助教、行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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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畢業班學生二百餘人參與，場面溫馨熱鬧。為感謝高進發老師於本系任教近四十年，

特於茶會中致贈感謝牌，感謝老師之貢獻與教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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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蘇裕惠主任於 5 月 16 日至 20 日赴上海復旦大學與蘇州大學進行交流訪問。 
六、蘇裕惠主任任期至 103 年 7 月 31 日屆滿，依規定組成系主任遴選委員會，遴選決議系主

任建議人選為謝永明副教授，並報請校長核定同意。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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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擔任美國佩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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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會計暨資訊管理國際期刊編輯

委員。 
八、會計學系於 5 月 21 日召開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會中推選 103 學年度各委員會教師

代表、討論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曹文沛老師留職停薪案、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與 104 學

年度第 1 學期吳燕瑛老師留職帶薪案及研議提聘本系 102 學年度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案。 
九、會計學系於 5 月 21 日中午召開第 2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討論學系預警制度之檢討。 
十、 提供學生課外活動機會，以培養學生敬業樂群之精神，建立健全之人格發展。除鼓勵

同學參加校內外各項活動競賽外，會計學系於 5 月 21 日假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辦會計學

系年常會活動，會中除頒發第二學期會計系各項優秀清寒學生獎助學金（計有 48 位學生

獲獎，頒發總計新台幣 328,000 元之獎助學金）外，另有專任助教、學士班與碩士班同學

精彩表演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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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成宣傳團隊，以積極主動方式進入各地高中進行宣傳。5 月份高立翰老師支援私立

南山高中介紹財經學群介紹。 
十二、 會計學系 5 月份總計舉行 12 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 

(一) 5 月 5 日邀請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周思齊副總經理蒞校進行專題演講，演講題

目為「Basic Introduction to US Income Taxation」。 
(二) 5 月 8 日邀請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鄭策允協理蒞校進行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

「財富管理相關民法與稅務管理」。 
(三) 5 月 13 日邀請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陳信克協理蒞校進行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

「中國大陸投資重要稅務法規 與實務介紹」。 
(四) 5 月 14 日邀請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林瓊瀛執行董事蒞校進行「職涯發展系列講

座」。 
(五) 5月15日邀請台北商業技術學院財稅會計研究所汪瑞芝教授蒞校進行專題演講，

演講題目為「The Interplay Between Taxes and Financial Accounting Research」。 
(六) 5 月 16 日邀請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秘書長游智惠會計師蒞校進行專

題演講，演講題目為「會計師職業道德--以安隆風暴為例」。 
(七) 5 月 22 日邀請新北市政府稅捐稽徵處黃育民處長蒞校進行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

「財政健全與稅制改革」。 
(八) 5 月 23 日邀請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秘書長游智惠會計師蒞校進行專

題演講，演講題目為「台灣 V.S 中國會計師職業道德相關規範介紹」。 
(九) 5 月 27 日邀請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惠鈴副總經理蒞校進行專題演講，演講題

目為「國際稅收發展的新動向」。 
(十) 5 月 28 日邀請楊幸慧學姐（立弘生化科技公司總經理室經理與發言人）、施志宗

學長（普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總經理）、黃靖淑學姐（模範市場研究顧問公司

財務部總監）回母系進行職涯經驗分享座談。 
(十一) 5 月 28 日邀請台灣大學會計學系杜榮瑞教授與本系專任教師進行 IFRS 教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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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交流。 
(十二) 5 月 29 日邀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陳明進教授蒞校進行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

「Are Corporate Tax Reductions Real Benefits Under Imputation Systems? 
Evidence from Taiwan」。 

十三、 會計學系接受台北市國稅局委託，遴派三年級共計 20 位同學組成「稅務服務隊」，

協助輔導 102 年度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每位同學協助輔導時間為期 3 天（5 月 13 日

至 5 月 15 日）。並於 5 月 7 日由國稅局派員，指導參與服務之同學稅務服務工作之內

容與注意事項。 
十四、 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學聯誼會文教基金會於 103 年 5 月 22 日召開第十屆

第八次董事會議，會中通過：(一)民國 103 年 3 月 31 日及 102 年 3 月 31 日比較資產負

債表；(二)民國 103 年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及 102 年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比較收支餘

(絀)表；(三)選任本基金會第十一屆董事。第十一屆董事名單為、馬君梅學長（53 級）、

王嘉聰學長（58 級）、劉文正學長（61 級）、王金山學長（63 級）、張俊德學長（63 級）、

吳恩銘學長（67 級）、曹文沛學長（67 級）、陳清祥學長（68 級）、黃彥鈞學長（69 級）、

洪啟仁學長（70 級）、詹乾隆學長（72 級）、蕭金木學長（72 級）、吳德豐學長（73 級）、

劉金泉學長（73 級）、陳建成學長（73 級）、陳嘉修學長（73 級）、謝永明學長（73 級）、

蕭春鴛學長（78 級）、梁益彰學長（83 級）、林書伃學長（92 級）、蕭翠慧學長（碩專

86 級）等 21 人出任第十屆董事，任期自 100 年 9 月 12 日至 103 年 9 月 11 日，為期

三年。另同日亦召開第十一屆第一次董事會議，會中出席董事一致推舉王金山學長連

任基金會董事長兼會計系所同學聯誼會會長。 
十五、 籌辦 2014 溪城講堂事宜。 
十六、 第 20 期會計學系系友電子報出刊。 

企業管理學系 
一、5 月 7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議題討論審查 103 學

年度兼任教師續聘案、審查 103 學年度兼任教師新聘案、審查 103 學年度兼任客座教師

新聘案。 
二、辦理客座教授相關事宜：(一)5 月 7 日南開大學管理學院薛紅志教授歡送餐會，05 月 11

日薛教授離台。(二)5 月 19 日對外經濟貿易大學國際商學院吳劍峰教授抵台。(三)5 月 22
日舉辦對外經濟貿易大學國際商學院吳劍峰教授座談會。 

三、5 月 9 日舉辦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場「Happy Hour」教師聯誼活動，邀請亞都麗緻

集團總管理處徐儷萍總經理與經營團隊，以亞都麗緻經營現況及未來營運方向，以及對

於在職人員教育訓練的想法，與系上老師們分享座談，計有 13 位老師出席。 
四、5 月 14 日於城中校區籃球場舉辦「幸福啟航、夢想飛颺」-畢業生祝福茶會，歡送企管系

應屆畢業生，貴賓、師長、本系系友以及畢業生約 200 位出席；5 月 19-21 日上傳公告

2014 畢業生祝福茶會活動相片於系官方 facebook 專頁。 
五、5月16日召開碩士班招生說明籌備會議，討論104學年度碩士班招生入學活動宣傳方式、

活動流程、宣傳品及活動預算等事宜。 
六、5 月 21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議題討論：(一)碩士在職專班招收

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第五、六條專業領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之資格及條件討

論事宜。(二)「永續經營研究室」成立事宜。(三)推舉 103 學年度校內各委員會代表事宜。 
七、辦理企業管理學系學碩士一貫學程相關事宜：5 月 21 日進行複審面試，5 月 28 日公告錄

取名單，預計於 6 月 5-6 日辦理正取生報到。 
八、辦理 103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入學活動：(一)5 月 13 日召開會議，討論「企管 EMBA

學習先探營」活動流程及 103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新生迎新活動事宜。(二)5 月 17 日舉

辦「企管 EMBA 學習先探營」，以 103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公告錄取之新生為參與對象，

規劃校系沿革、學系簡介、課程體驗等三大活動，共計 28 位正備取生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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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規劃辦理「2014 第 17 屆科際整合管理研討會」：(一)5 月 23 日截稿日收件 70 篇投稿論

文，預定 6 月 3 日公佈審查結果，6 月 10 日為定稿截止日期。(二)彙編活動預算、更新

研討會網頁資訊：線上報名系統、著作財產權讓與書、交通方式等資訊更新。 
十、辦理「超級 CEO－創意行銷企劃競賽」：(一)活動由企管系系學生會主辦、財團法人東吳

企管文教基金會協辦，經由系上老師及企業導師共同指導，鼓勵學生透過競賽參與過程，

發揮創意及培養善用企劃工具之能力。(二)活動由企管系系學生會主辦、財團法人東吳

企管文教基金會協辦，經由系上老師及企業導師共同指導，鼓勵學生透過競賽參與過程，

發揮創意及培養善用企劃工具之能力。 
十一、 辦理教學研究系統更新與評估事宜：(一)測試 moodel 系統新增課程單元設定功能。

(二)舉辦財務系統說明會議，以評估導入之可行性。 
十二、 辦理系網頁維護更新、教師研究辦公設備維護事宜：(一)更新系網頁資訊：更新畢

業生祝福茶會、研討會資料，洽談行動裝置版系網頁製作事宜。(二)處理教師研究室電

腦主機無法開機請修、研究室百葉窗鬆脫、研討室電源插座電壓不穩、統計 103 學年

度達可汰舊換新電腦設備之數量、系辦公室公務使用耗材型號、第二大樓教師研究室

消毒事宜。 
十三、 協助本系學生會舉辦專案活動：5 月 26 日於耕莘文教院舉辦第 44 屆年會。 
十四、 協助東吳 EMBA 聯誼會舉辦各項活動：5 月 23 日東吳 EMBA 聯誼會於大溪鴻禧球

場主辦 2014 全國 EMBA 高爾夫球賽。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一、5 月 6 日下午 15:30~16:30，假 2219 教室，參加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網路選課檢核條件說

明會。 
二、5 月 7 日中午 12:00，假 R2123，舉辦「103 級國貿系畢業生茶會」並致贈保溫瓶紀念品。 
三、申請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師專業社群補助暨教學改進計畫。 
四、辦理其溪城講堂事宜： 

（一） 5 月 7 日下午 14:00，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暑期溪城講堂第一次籌備會議。 
（二） 5 月 29 日中午 12:00，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暑期溪城講堂第二次籌備會議。 

五、5月12日下午14:00~16:00、5月13日下午9時30分~11時30分、5月15日下午15:30~17:30，
假 R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AACSB 會議。 

六、5 月 14 日下午 3:30~18:00，假 R5613、R5614、R5616，舉行第三次多益考試。 
七、5 月 16 日中午 12:10~13:30，假 R2524，舉行 2014 日本大阪移地教學成果發表會。 
八、5 月 16 日下午 1 時 30 分，假城中校區第五大樓 5211 會議室，參加「退撫儲金自主投資

暨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法說明會」。 
九、5 月 22 日中午 12:00~13:30，假 R5416，蔣成老師舉辦貿三 B 導生會。 
十、5 月 22 日下午 13:40~15:00，假 R5211 會議室，參加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學

系時間」暨「新生家長座談會」協調會議。 
十一、 辦理專題演講事宜： 

（一） 5 月 2 日上午 10:00~12:00，假 R2511，講題：BigData 運用行動數據，演講人：

遠傳電信公司王建業協理。 
（二） 5 月 6 日下午 18:45，假 R2416，講題：信用風險管理趨勢與發展，演講人：黃

寶慶研究員。 
（三） 5 月 12 日下午 14:00，假 R2524，講題：隨機微積分在實質選擇權的應用，演

講人：元智大學姜一銘助理教授。 
（四） 5 月 16 日上午 10:10~12:00，假 R5217，講題：國貿大會考考前重點分析，演講

人：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何怡興經理理。 
（五） 5 月 16 日上午 10:10~12:00，假 R2515，講題：菁英績效全管理，演講人：研華

人力資源處尹得宇副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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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5 月 22 日下午 13:00，假 R2513，舉辦交換學生經驗分享座談會，演講人：貿

四 A 林嘉芬（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黃聖良（赴荷蘭葛洛尼恩大學）。 
十二、 企業參訪： 

（一） 5 月 13 日上午 8：30~12：00，陳宏易老師帶領師生計 37 人赴新竹杜邦創新研

發中心企業參訪。 
（二） 5 月 28 日上午 11：00，邱靖博老師帶領學生計 21 人赴大昌證券公司企業參訪。 

十三、 5 月 21 日中午 13:00，假 R2227 會議室，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

會議，議題內容如下： 
（一） 確認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及第 3 次系教評會會議紀錄。 
（二） 審查 103 學年度武漢大學經濟與管理學院杜莉客座副教授、天津大學管理與經

濟學部白彥壯客座副教授、烟台大學經濟管理學院王淑云客座教授、南京大學商

學院陳傳明客座教授、首都經濟貿易大學金融投資系李新客座教授、美國普渡大

學 North Central 分校莊克文客座副教授聘任事宜。 
（三） 審查 103 學年度國貿系專任教師續聘事宜。 
（四） 審查 103 學年度國貿系兼任教師續聘事宜。 
（五） 審查 103 學年度蔡如琪講師新聘案。 
（六） 審查 103 學年度陳炫宇講師新聘案。 

十四、 5 月 21 日中午 14:00，假 R2227 會議室，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

議題內容如下： 
（一） 確認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及第 3 次系務會議會議紀錄。 
（二） 確認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 
（三） 確認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企業實習小組會議會議紀錄。 
（四） 討論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評鑑分組事宜。 
（五） 推舉 103 學年度各委員會代表事宜。 
（六） 討論 103 學年度專任助教續聘案。 
（七） 討論新聘專任教師相關事宜。 

十五、 5 月 21 日中午 15:00，假 R2227 會議室，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

議題內容如下：討論 103 學年度導師事宜。 
十六、 5 月 15 日中午 12：00，協助台北市就業服務處委託計畫，針對大四畢業生進行「103

年就業與僱用意向調查案」，作為其業務推動與政策規劃之依據。 
十七、 舉辦系友活動： 

（一） 5 月 4 日上午 9:00，假東吳大學雙溪校區體育館，舉辦第十五屆系友盃籃球賽。 
（二） 5 月 10 日下午 13:00，假東吳大學城中校區體育館，舉辦第十五屆系友盃排球

賽。 
（三） 5 月 27 日(二)下午 18:00，假耕莘文教院 1 樓大禮堂，舉辦東吳大學國貿之夜。 

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 
一、5 月 2 日舉辦財精研究發展工作坊，邀請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金融學院陳松男教授，

主講「影子銀行-建設上海國際金融中心」。 
二、5 月 3 日召開系友年度大會改選第四屆理監事，並於會後召開第四屆第一次理監事聯席

會議並選舉常務理事、常務監事及理事長。 
三、5 月 5 日優秀系友安光蘭學長於台北市第二殯儀館舉行告別式。 
四、5 月 7 日本系師生 60 人至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進行企業參訪。 
五、5 月 7 日至 5 月 9 日張瑞珍老師赴日本京都參加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ICSSAM 2014)，並於會中發表論文「違約相關性對信用衍生性

商品之影響（Impact of correlated default risk and credit deriv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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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5 月 9 日舉辦證照考試輔導，邀請三商美邦人壽蔡錦城業務副總，主講「中國大陸財務

金融證照考試與就業市場剖析-前往大陸工作的就業環境」。 
七、5 月 9 日召開系教評會，複審新聘專任教師、續聘兼任教師及新聘兼任教師案。 
八、5 月 12 日舉辦微積分競賽，並訂於 5 月 30 日進行頒獎。 
九、5 月 14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蕭浡宏先生主講「前進華爾街」、「我的 CFA 與 CPA 之路」。 
十、5 月 14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員銀慶剛先生，主講「Toward 

optimal model averaging in regression models with time series error」。 
十一、 5 月 15 日舉辦新光人壽建教合作獎學金說明會，並開始受理新光人壽建教合作獎

學金申請作業。 
十二、 5 月 19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新光人壽國際投資部尹晟龢先生，主講「金融市場

實務操作」。 
十三、 5 月 21 日舉辦財精研究發展工作坊，邀請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Lee 

Kong Chian School of Business 江靜涵助理教授，主講「Disagreement in the Option Market 
and Future Stock Returns」。 

十四、 5 月 23 日商用數學發展協會協辦資料科學與商業應用研討會。 
十五、 5 月 26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中華開發工業銀行債券交易部門王麒諠先生，主講

「財務工程在交易實務上的應用」。 

資訊管理學系 
一、舉辦專題演講： 

(一) 5 月 8 日，主講人：尤瑞崇-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圖書中心主任、資訊多媒體應用

副教授兼系主任，講題：軟體平台如何驅動創新與改變產業結構。 
(二) 5月15日，主講人：陳年興-中山大學資管系教授，講題：Global perspectives of a cyber 

citizen。 
(三) 5 月 29 日，主講人：陳瑾儀-中原大學企管系助理教授，講題：行為經濟學與決策。 

二、5 月 8 日召開第 2 次系教評會會議。 
三、5 月 15 日召開第 2 次系務會議，討論 103 學年度校院系各委員會代表委員。 
四、5 月 22 日召開第 2 次獎助學金委員會議，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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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修訂賴宗羲系友獎助學金辦

法。 
五、5 月 26 日寄發本學期學生成績危險警訊家長紙本通知函。 
六、5 月 28 日新版系網頁上線。 
七、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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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舉辦系會相關活動，郭育政主任主持。 

(一) 5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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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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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5 月 29 日，舉辦資管系畢業生座談暨導師聯合輔導，邀請 96 級鄭淵澤系友主講：

畢業生了沒—資己資彼，職前準備。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業關懷，52 位授課教師計有 36 位教師執行關懷措施，受關懷學生

有 192 位，學系就「有 2 科必修科目以上受關懷」、「被關懷學分>=0.5」及「曾有學期學

分數 1/2 不及格紀錄者」三類提報學系關懷，計 80 位，並利用課間或同學至系辦之機會

予以探詢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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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3 學年度課務已排定，由於商進班學生大二將就會計及工商學程擇一修讀，於 5 月 7
日晚間 9：10 空堂向學生介紹學程相關課程，並說明 103 學年度選課相關事宜。 

三、 本月講演活動：與本校 WTO 研究中心合辦 
1. 5 月 1 日晚間 6：30-20：20 「從不同的角度進入精品的世界」-劉怡君總經理

(BURBERRY 台灣博柏利股份有限公司 )。 
2. 5 月 17 日上午 9：00-12：00「與新世代共舞」-李河泉總經理（澤鈺智庫）。 
3. 5 月 24 日上午 9：00-12：00「 金融消費者保護法」-蕭明峰科長（中央銀行金檢處）。 
4. 5 月 31 日上午 9：00-12：00「法律人的談判與溝通」-游明同總執行長（台灣房屋

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四、 5 月 16 日柯瓊鳳主任帶領學生計二十餘人至麥寮工業專用港教學參訪。 
五、 6 月底日本交流見習活動已辦理所有參加師生之保險，並利用週末持續進行行程及意見

交換，務使每位個人了解活動規劃及意旨。 
六、 辦理各班級課程輔導活動及經費核銷事務。 
七、 設定教務檢核系統及部分課程調整之確認。 
八、 有鑒於社資處歷年開放商進班畢業生領取紀念品之時間短促，特協調由系辦代為通知學

生領取。 
九、 辦理 102 學年度暑期開課事宜。 
十、 其他事務：學生畢業離校及休、退學、請假手續、經費核銷、持續執行學業關懷、辦理

退修及暑修登記、推薦教務處招生服務研習營人選、教務檢核系統說明會、(103)第 1 哩

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協調會、院導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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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六月 

第一組 

一、於 103 年 5 月 21 日召開校教評會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會議，會中審議教師聘任、

延長服務、現職教師彈性薪資、教師申請滿接受每五學年之教師評鑑案等。 

二、函告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於審議教師延長服務案件時，應比照「公立專科以上學校辦理

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理要點」及教育部 94 年 1 月 17 日台人（三）字第 0960175217

號函辦理。 

三、有關教學單位助教及秘書（職員）之人力調整案，經有關單位回覆後，103 學年度將減

少 24 名助教，104 學年度將調整 3 名秘書（職員）至其他單位服務。 

四、最新修訂之教職員工職稱中英對照表業奉核定，已函告各單位並置於人事室網頁提供參

考。 

五、協助辦理北區八校單身聯誼活動，目前已完成報名程序，待主辦學校世新大學確認後，

再行處理後續相關事宜。 

六、配合 103 年 8 月 1 日起約聘人員適用勞動基準法之規定，研擬約聘人員工作規則。 

七、修訂「教職員工離職（退休）會簽單」及「教職員工暨其子女就讀本校學費補助申請表」，

以符實際需求。 

 

第二組 

一、103 年 6 月份薪資作業如期完成，已於 6 月 5 日發放。 

二、103 年 5 月份鐘點費作業如期完成，已於 6 月 5 日發放。 

三、本室 5 月 13 日發函通知 50 多位兼任教師，因其具公保身分又於本校投保勞保，為避免

影響其未來公保養老給付之權益，俟兼任老師資料回覆後，將行文勞保局註銷其勞保年

資及退還保費。另更新「東吳大學兼職人員勞保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聲明書」內容，讓

兼任老師於填寫時能更清楚瞭解。 

四、配合私校協進會調查各校對教育部「大專校院強化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

理原則」草案之意見，經彙整學務處、研究發展處、人事室及教學資源中心等業管單位

相關資料，以此等單位相關經費所約用之學生兼任助理，不屬於「課程學習」或「服務

學習」之範疇，應依勞基法等規定辦理，並已如期回覆私校協進會。另於 5 月 30 日行文

調查各單位進用工讀生及學生兼任助理之狀況，以利規劃勞保加退保、勞退金提撥等相

關業務，並將於近期內舉辦全校說明會。 

五、5 月 22 日本室邀請電算中心、教學資源中心、學生事務處等代表，討論「學生助理及工

讀生管理作業系統」無法短期完成之情形下，各單位資料提供及彙整方式，以應付未來

龐大的加退保、保費計算、扣繳等作業。 

六、配合研究計畫學生助理/臨時工之保費扣繳作業，規劃本室薪資系統作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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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5 月 9 日及 16 日分別於兩校區舉辦退撫儲金自主投資、平台操作及公保養老年金等事項

說明會。 

八、「103 學年度學術暨行政主管知行營」經核定將於 8 月 26-27 日在雙溪校區舉行。並請全

校一、二級行政主管、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一等專門委員預留時間。 

九、原訂 5 月 20 日邀請馬嘉應主任秘書主講之「優質服務」訓練課程，因故改期至 6 月 10

日下午舉行，同仁報名踴躍目前已超過 90 人。 

十、103 年 5 月份受理團體保險理賠申請案 10 件，另完成 103 學年度團體保險議約。 

十一、辦理 103 學年各委員會（或會議）職工代表網路選舉。 

十二、支援福利委員會辦理「暑期清境農場旅遊活動」「103 學年教職工團體健檢醫院（診所）

優惠專案簽約」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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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六月 
一、 本校教學卓越計畫 103 年 5 月份經費執行情形表，於 103 年 6 月 3 日陳副校長核閱。 

二、 本校 102 年度北一區區域中心計畫於 103 年 5 月 31 日執行完畢，完成北一區區域中心

計畫經費執行報表，於 103 年 5 月 30 日送本校教學資源中心。 

三、 本校 103 年 4 月分之總分類帳各科目彙總表，依規定於 103 年 5 月 12 日函送教育部核

備。 

四、 本校會計制度修訂案業經 102 學年度第 2次校務會議(103 年 5 月 28 日)審議通過，依規

定送 103 年 6 月 16 日董事會審議。 

五、103 學年度預算案，於 5月 16 日奉校長核可後送預算委員會審核，經本校 102 學年度第

2次校務會議(103 年 5 月 28 日)審議通過，預計於 103 年 6 月 16 日董事會議審議後報

部備查。 

六、填報「102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規劃自評表」，依規劃

於 6月 30 前完成，送交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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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六月 
 
【圖書館】 

一、 5 月 8 日李前總統登輝先生應本校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哲學、社會三學系學生會聯名

邀請，以「第二次民主改革：李登輝總統與學生的世代對談」為題發表演說後，舉行「李

前總統贈書儀式」，贈書計 85 冊，多為李前總統著作，如「為主作見證」、「最高領導者

的條件」，另有三套叢書：李登輝先生言論集、群策叢書及願景叢書。 

二、 5 月 29 日召開本學年度第 6 次館務會議，制訂通過「東吳大學圖書館人員職務輪調作業

要點」。 

三、 5 月 30 日召開本學年度第 2 次圖書館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 

(一)每學年度圖書館統籌預算增列教務處通識教育中心「固定圖書」經費 15 萬元。 

(二)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圖書館 e 資源整合計畫」各院系提列之子計畫，計 210 萬元。 

(三)修訂「各學系書籍、期刊經費分配計算方式」。 

(四)103 學年度圖書館統籌預算經費分配。 

(五)修訂「東吳大學圖書館書籍資料採購準則」。 

四、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業務統計： 

五、北二區資源分享使用統計： 

六、上線填寫 103-104 計畫書、預算。 

七、103 年 5 月 1 日辦理「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台 102-104 年度計畫」第

2 次夥伴校會議。 

八、提供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夥伴校聯絡

名單。 

九、協助圖書平台夥伴館辦理圖書聯運事宜。 

十、辦理聯合目錄書目整併作業。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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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協助夥伴學校排解各項平台系統操作問題。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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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時     間 數    量 
網頁瀏覽人次 98 年 10 月 8 日至 103 年 5 月 23 日 293 萬 7,584 人次 
聯合目錄 98 年 1 月 1 日至 103 年 5 月 23 日 712 萬筆 

圖書代借代還 
102-104 年度計畫 
102 年 10 月 1 日至 103 年 5 月 23 日

(13 校) 
總處理量：17,894 件 

線上申請館合證 
102-104 年度計畫 
102 年 6 月 1 日至 103 年 5 月 23 日 

(15 校) 
總受理件：4,218 人次 

項    目 時     間 數    量 
北二區基地營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03 年 5 月 23 日 49 人次 
北一區館合證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03 年 5 月 23 日 2,28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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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務： 
(一) 統籌 102 學年度學系圖書經費餘額進行請購，儘速配合獎補助款核銷時程。經費不

足者匯整一併辦理撤案。 
(二) 準備 102 學年第二次圖書館委員會提案資料，將於 5 月 30 日於圖書館地下室會議

室舉行。 
(三) 出席研發處 4 月 29 日舉辦「103、104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執行進度檢討第 1 次會議」。 
(四) 彙整 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之「圖書館 e 資源整合計畫」各院系提列計畫，計有人

社院中文系、通識教育中心、海量資料中心、理學院與圖書館共 5 單位提出，將提

交 102 學年第 2 次圖書館委員會審核後執行。 

(五) 準備設定系統圖書經費 103 學年參數設定俾控管各項目預算。 
(六) 出席研發處 5 月 28 日舉辦 102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

視規劃會議。 

(七) 送回教學卓越計畫外盒計 250 組至教資中心。 

(八) 繳交圖書館技服組英文網頁翻譯。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上簽 2012 西文期刊結案驗收退罰款及廠商領回履約保證金事宜。 
(二) 準備 2014 年期刊第 1 次到刊查驗有關作業，預計 6 月中舉行。 
(三) 進行年度續訂調查：「2015 年期刊」與「103 學年資料庫」續訂調查。 
(四) 報告學系難以排序期刊重要性一案，視需要可另案協商處理。 
(五) 配合讀者服務組發函通知學系提早薦購指定參考書事宜，將收取薦購單留待新學年

度預算啟用時一併辦理。 
(六) 完成 5 月 8 日李前總統贈書一批，計 85 冊分編上架展示。 
(七) 配合處理急用 423 世界書香日系列活動「圖書館購書節—你挑書，我買單」圖書一

批，計 387 冊。 
(八) 持續徵集各種語言、考試證照等有關參考書單，計有資管系與財精系推薦圖書 2

批。 
(九) 請購圖書條碼一批，計 4,000 枚，因應完成回溯建檔上架之外文圖書與新進館圖書

使用。 
(十) 核銷 Datastream資料庫(2014/1/1‐2014/12/31)。 

(十一) 回傳「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庫聯盟」103年電子書採購 Collection產品票選總

表。 

(十二) 發送通知惠請學系勾選 2014PQDT數位論文典藏聯盟資料庫論文清單事宜。 

(十三) 執行”Elsevier eBooks on ScienceDirect、Palgrave connect eBooks、Thieme_CRC、
Karger & Ovid Collection、IOS & Woodhead & InfoSci、World Scientific 電子書”共 6
批，轉入書目檔並修改機讀內容，共 5530 筆。 

(十四) 請購條碼(M)16000 張，提供新進館圖書使用。 
(十五) 與 CIVICA 自動化系統商討論期刊到刊報表需求。 

三、參訪與教育訓練活動： 
日期/時間 名稱 參加人員 

5/1 9:00-17:00 
至台北大學參加「圖書資源服務

平台」102－104 年度計畫第 2 次

會議」 

魏令芳 

5/2 9:00-17:00 
至科資中心參加「CONCERT 學術

電子資源–與國際新趨勢接軌研

張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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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名稱 參加人員 
討會」 

5/23 9:00-17:00 
至政大參加「2014 數位化論文典

藏聯盟年會」 
賴秋惠 

四、例行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3/4/27-5/27） 
(一)、 圖書資源 

項目 數量 單位 
移送閱覽上架 1,331 冊(件) 
上載電子書書目 5,530 筆 
處理薦購資料-處理 0 筆 
處理薦購資料-退件通知 2 筆 
寄送政治學報 160 件 
公告教師新書公告 5 件 

贈書 
收取處理 163 冊 
寄送謝函 5 件 

(二)、 期刊 
項目 數量 單位 
驗收 中文 239 筆 

西文 90 筆 
處理裝訂 0 件 
催缺 39 件 

 
【讀者服務組】 
一、 5/15-5/30 進行《圖書館滿意度問卷》及《閱覽室滿意度問卷》調查。 
二、 協助辦理李前總統贈書儀式，共計贈送本館 85 冊書籍。 
三、 聯絡廠商估價圖書館空間調整案(中正圖書館 4 樓層空調機房整修、城區分館增設

learning commons)及中正圖書館服務台更新購案。 
四、 進行工作交接及訓練，北一區研究助理李珊瑋 5 月 12 日調入本組，除負責北一區專案

並兼中正圖書館非書資料服務。 
五、 確認館藏查詢系統單冊淘汰作業流程，處理方式及注意事項。 
六、 配合暑假本館空調機房整修，進行非書資料室三樓儲藏室物品整理分類前置作業。 
七、 討論 103 學年度本館推廣活動計畫。 
八、 處理追蹤自動化系統與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所衍生各項系統問題，以及後續讀者

服務善後處理。 
九、 發函請老師清點所借之圖書及請教師提早薦購 103 學年度「教師指定參考用書」。 
十、 整理分館待移送總圖中文合訂本期刊清單共計 1,049 冊。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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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 542 124 1,156 0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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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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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111 25 人次 22 人次 

 
【數位與系統組】 
一、完成 2013 年各學系所訂購西文電子期刊的使用統計，統計資訊提供技術服務組參考。 

二、進行圖書館自動化系統(Civica)年度例行維護，到館進行定期維護，並與技術服務組共

同討論系統新增期刊驗收報表需求(5/6)。 

三、進行圖書館電腦機房 UPS 設備的電池更新，更換機櫃電力迴路插座(5/15)，更新資料庫

伺服器 Raid 磁碟陣列控制卡及北一區伺服器損壞硬碟等。 

四、處理業務執掌英文翻譯資料及圖書館滿意度問卷調查網頁。 

五、規畫城區分館座位管理電腦化作業，包括 7F 閱覽空間及閱覽室。 

六、因應資料轉出需求，評估自動化系統增設報表欄位之可行性，並測試讀者流通紀錄的轉

檔作業。 

七、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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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5/1 9:00~17:00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

務平台 102-104 年度計畫第 2 次會議 
鄭雅靜 

2014/5/5 14:00~16:00 
運用Google免費行銷工具提升圖書館

服務/國家圖書館 
張素卿 

2014/5/12 10:00~12:00 數位內容使用與創用CC授權機制 張素卿 

2014/5/15 09:00~17:00 
102 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

聯席會/宜蘭大學圖書館 
鄭雅靜 

2014/5/20 10:00~17:00 
圖書館資源一條龍服務：從資源探

索、文獻取得到資源管理之完整解決

方案/飛資得公司、清華大學圖書館 

陳慧倫、

黃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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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929 39 190 8 7 
309 筆 

38,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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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1 40 
本校

42,194 
校外 562

一閱 8,707
二閱 9,795

184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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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5 86 
5 場 
83 人 

8 1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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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主辦單位  出席人員

2014/5/23 09:00~17:00 
2014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年會/數位

科技的多元發展與資訊服務應用研討

會 
張雲燕 

八、五月份資料庫與電子書推廣教育課程計 9 場，計 151 人次參加。 

(一) 中正圖書館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講師 

2014/5/8 14:00~15:00 常用西文電子資源 3 黃雯琪 

2014/5/19 14:00~16:00 
Endnote X7 書目管理工具

(基礎篇) 
9 鄭雅靜 

2014/5/21 09:00~10:00 英文系相關電子資源介紹 73 鄭雅靜 

2014/5/23 10:00~12:00 社會系相關資源介紹 35 李季樺 

2014/5/28 14:00~15:00 報紙資源資料庫介紹 5 黃雯琪 

 
(二) 城區分館 

 
2 
 
 
 

 
 

統計日期截至 2014/5/28 含預約及線上報名人數 

九、業務統計 

作業類型 作業內容 單位 數量 

電子資源 完成 2011-2012年Elsevier ScienceDirect Books

電子書連結設定作業(回溯建檔)。 
筆 1,418

資料庫 

[試用] World Bank elibrary 世界銀行資料庫、

IMF elibrary 國際貨幣基金組織資料

庫、Macmillan Readers 系列電子書選

輯、ACLS Humanities E-book。 

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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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次 151

博碩士學位

論文 

審核(退件、申請變更、新增帳號及使用諮詢)

件 

14

書目資料由學位論文系統轉出 ISO 2709 格式 0

論文系統上傳相關問題諮詢 3

郵寄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國家圖書館 2

書目與論文全文資料上傳至機構典藏系統，包

括書目上傳、全文上傳及全文瀏覽的權限設定

等 
 86

網頁建置 

與維護 

更新首頁動態 banner、資料庫講習、業務職掌

(技術服務與讀者服務組)、相關連結、英文版

網頁等。 
頁 5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講師 

2014/5/8 14:30~16:30 EndNote X7(基礎篇) 6 陳慧倫 

2014/5/14 14:30~16:30 EndNote X7(基礎篇) 6 專業講師

2014/5/22 10:00~12:00 EndNote X7(基礎篇) 4 陳慧倫 

2014/5/29 10:00~12:00 TEJ 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 10 專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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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類型 作業內容 單位 數量 

圖書館 

自動化 

書評審核(2) 

件 

      

客服問題(10) 422

WebPAC 維護-書影圖檔(410) 

電腦維護 

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4) 

件 

軟體更新、安裝及檢測(10) 

印表機(3)、掃描器(0) 22

主機及周邊設備(3) 

機房管理(2) 

網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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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學科聯絡員服務統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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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子
資
源
利
用
課
程 

中 文 系 5               1         4    

歷 史 系 1            1                

哲 學 系 3            1  1            1  

政 治 系 2            1              1  

社 會 系 3   1         1        1        

社 工 系 2            1               1 

音 樂 系 2            1              1  

師培中心 1            1                

人權學程 1            1                

英 文 系 16   8         1        1    6    

日 文 系 5  1      2    1            1    

德 文 系 2            1              1  

語言中心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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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學科聯絡員服務統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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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子
資
源
利
用
課
程 

數 學 系 5                        5    

物 理 系 1            1                

化 學 系 1     1                       

微生物系 1                          1  

心 理 系 1            1                

法 律 系 34     2   21   1 4   4         2    

經 濟 系 24     1                   1  22  

企 管 系 60  2   1       1              56  

國 貿 系 18     2                     16  

財 精 系 1     1                       

資 管 系 23                          23  

小計 214 0 3 9 0 8 0 0 23 0 0 1 19 0 1 5 0 0 0 0 2 0 0 0 19 0 123 1 

總計 214 12 31 20 6 2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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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六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東吳讚老師徵文比賽 5 月 26 日截止，共徵集 46 篇文章，現正進入評選階段，預計 6
月中公布得獎名單。 

(二)完成 101-2 學期 8 位傑出優良教師訪談，訪談報導陸續於校訊電子報刊出並收錄於教

學資源手冊，提供本校教師參考。 
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5 月 16 日完成「102-104 年度第 3 期獎勵大學校院辦理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期中執行成果報告書報部作業。 
(二)5 月 26 日上午與國立政治大學討論 102-104 年度「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總

主持人第 4 次會議行前會，討論確定 6 月 10 日召開之第 4 次會議議程與「102 年度

各子計畫綜合評鑑表(R)」填寫及初複審作業時程，會後發函夥伴學校於 6 月 30 日前，

完成 R 表填寫暨學校自評。 
(三)籌備6月16日於雙溪校區舉辦之「教育部第3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座談會」，

並發函邀請夥伴學校暨校內各子計畫執行單位師長、同仁踴躍參與，刻進行是日座談

會簡報編寫、與會名單調查及執行計畫之疑難、推動規劃建議。 
(四)本校執行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精進計畫子計畫「高中生創作進擊營」於 5 月 17、

18 日假雙溪校區舉辦「抒情的巨人」營隊活動，除室內學科課程外，為凸顯本校校

園特色，特邀請物理系陳秋民老師及微生物系黃顯宗老師規劃戶外教學活動，帶領學

生領略東吳校園之美。本活動共有高中學生 47 人，高中教師 2 人參與。 
(五)5 月 21 日「化學科教師增能與學生實驗能力提昇計畫」於南湖高中舉行高中生專題

研究演講，參與學生 77 人，教師 4 人。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理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 5 月 20 日函知各子計畫「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資本門已可支用。 
(二) 5 月 26 日 Mail 通知各子計畫「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複審結果通知表。 
(三) 東吳教學卓越計畫網站截至 5 月 26 日，網站瀏覽人次達 69,990 人次，最新消息與成

果分享訊息分別為 259 則、40 則。 
(四) 103 年 5 月 9 日完成「102 年度綜合評鑑表(R)」線上審查作業，並預計於 103 年 6

月 26 日進行 102-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管考小組第二次會議，討論 102 年度管考結

果暨獎勵方式。 
(五) 為使本校各單位在提報與彙整各項成果資料時能更具效率，於 103 年 5 月 1 日由副

校長主持「全校性校務成果資料整合」第一次討論會議，並決議建置全校性校務成果

資料整合系統，系統內容部份將由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研究發展處校務發

展組與評鑑組共同討論；功能部份則由教學資源中心教學科技推廣組協助建置。 
(六) 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 5 月共上傳計畫相關最新消息 68 則、成果 6 則。 
(七) 持續規劃 104-105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架構及特色發想，及 102-103 年度十項特色成果

內容。 
二、教學助理(含隨堂教學助理、課輔教學助理) 

(一)5 月 2 日完成課輔助理協助教學成效評量問卷調查【學生版】，平均滿意度達 82%；5
月 26 日進行【教師版】與【助理自評版】線上問卷調查。 

(二)刻正進行 102-2 學期優良隨堂助理評審邀請，預計 6 月 4 日進行書面審查，6 月 24 日

於期末發表會公開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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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 月 19 日至 6 月 27 日開放 103-1 學期隨堂教學助理，預計聘用 90 位助理。 
(四)5 月 19 日至 7 月 4 日開放 103-1 學期課輔教學助理，預計聘用 50 位助理。 
(五)102-2 學期語文學習角累計至 5 月 26 日，諮詢人數達 366 人次。 
(六)102-2 學期課業個別諮詢累計至 5 月 26 日，諮詢人數達 182 人次。 

三、其他 
(一)5 月 23 日參加「2014 資料科學與產業應用研討會」，並撰寫心得報告。 
(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學生英文作文 e-mail批改服務」共完成 6篇文章批改。 
(三)每週更新「SCU 英文學習單元」，並於兩校區之校園影音資訊站推播系統，5 月更新

提供「澳洲常用單字與片語」、「Categories of Cars」、「Comparison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辦公室用品」。 

(四)累計至 5 月份學生兩校區學習空間使用情形： 
校區 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 
空間 線上學習進行室 學生學習進行室 學生學習進行室 

使用人次 
1,530 

(使用室內電腦設備) 240 310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建立全方位數位教材製作服務方案(103 年 5 月 27 日) 

(一)累計完成 6 件教材製作案，每案教師對此服務滿意度達 100%。 
(二)教學資源器材借用：外借使用 18 人次、借用數量(含配件)123 件。 
(三)D0507 數位教學實驗室：累計教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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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小時。 
二、推廣數位學習應用方案： 

102-2 學期網路學園統計資料，累計 296 位教師使用，共 589 科次，協助老師使用之

諮詢累計共 9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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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提供師長平台相關使用方式之諮詢與協助。

2. 修改並開放103學年度教學改進及專業社群計畫

申請，並更動權限架構。 
圖庫系統素材下載統計 以 99 年 7 月下載量為基準， 

累計至 103 年 5 月平台總下載 13,600 次。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系統 協助北一區夥伴學校網站建置諮詢，並提供網站技

術支援服務。 
系所評鑑系統 修改與維護系所評鑑系統程式。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管考平台 依教師組需求，修改 102 年度 R 表以及 103 年度之

丁表、P1-1~2-4 表之程式。 
「教學卓越網」網站系統 持續進行修改卓越管考平台 Oracle 轉 MSSQL 資料

庫事宜。 
影音資訊站系統 影音資訊站系統 5 月份申請統計(4/30~5/27) 共累計

50 件申請案。 
Exalead 海量搜尋系統 1. 與五院進行 Exalead 巨量資訊系統宣傳會議。 

2. 5/1 進行 Exalead 成果核報系統討論，並於 5/19
召開 Exalead 產學合作校內分工會議。 

3. 建立教資中心專用 Exalead 之 VM 平台，並已

匯入 TA 隨堂及課輔助理 97~102 學年度之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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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分析。 
Moodle 數位學習平台 1. 於 D0508 架設 Moodle 測試平台，並已將廠商

客製化程式複製至此主機中。 
2. 預計 6/17~6/19 其中一日進行兩校區使用者教

育訓練。 
四、遠距視訊教室 

(一)5/7 三間遠距教室及會議室已建置並驗收完成。 
(二)5/8 協助李登輝前總統「第二次民主改革」演講活動現場支援遠距平台直播。 
(三)5/14、5/15 舉辦雙溪及城中遠距教室管理者教育訓練。 
(四)5/16 召開遠距教室及會議研討室使用管理協調會。 
(五)5/20、21 與北藝大、政大連線測試，連線狀況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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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六月 

一、2014 正期制春季班業於 2 月17 日開課，課程總時數159 小時，已於5月2日進行結

業考試並頒授研習證書與成績單。 

二、因應第二學期有交換生表達零起點華語學習需求，前經奉核自3月6日起開設90小時華

語普通班研習課程，每週上課兩次，每次三小時。將於6月18日進行結業考試並授證。 

三、為達到宿舍幹部與住宿生之情感交流成效，特於5月31日（週六）辦理楓雅學苑期末

聯誼活動「Picnic 郊遊去」，除在交誼廳先進行「壽司土司DIY」外，並徒步健行至鄭

成功廟，參與同學逾20人，互動氣氛熱絡。 

四、2014 暑期夏令營規畫三週短期研習，上午為「華語學堂」，下午為「文化課程」，並

安排四次文化體驗校外教學。8月4日至24日營期已有日本獨協大學及學習院表示將派

學生參加，另有波蘭籍等散客報名繳費。刻正進行紀念品設計規畫與相關作業細則。 

五、依據駐韓代表處教育組提供之參訓人數及需求，向教育部提報「2014 年韓國華語文

教師組團來臺研習培訓計畫」，以韓國全羅南道大學及高中華語教師共11人為對象，規

畫8月1日至14日，共計2周14天期程，週一至週五各安排每天上午3小時、下午3小時

課程，授課內容掌握三大範疇：(1)專業華語教學課程、(2)實務應用課程、(3)臺灣風

情文化與華語文教育單位介紹。擬俟教育部核定補助情形後展開相關作業細則。 

六、設計規畫103 學年度「華語101 預備課程」文宣，計畫從103 學年度入學新生起，於

暑假期間8月11日至8月29日開設「101 課程」，提供90小時華語自費研修學習。業於5

月28日提交招生組文宣資料，併同入學通知書併寄本校正備取外國學位生，調查其報

名修課意願。 

七、華語中心網頁版型設計定案，並陸續完成後台中英文資料庫之建置，5月中旬已正式

上線。 

八、為強化媒體曝光率，拓展知名度，前經奉核於大紀元全球新聞網作電子媒體與網際網

路廣告（banner）刊登露出。5 月 15 日至 6 月 14 日東吳大學華語 Banner 廣告業已上

刊大紀元全球新聞網所有副刊文章頁，另宣導工商稿並已同時上刊大紀元全球新聞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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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六月 
一、 校務行政業務說明 

(一) 依據相關單位協調決議，持續進行預算執行子系統程式修改。 
(二) 完成課程管理系統之開課作業、排課作業的系統分析暨設計；進行課程管理系

統之教師資料作業的系統分析暨設計。 
(三) 進行計畫及兼任人員適用勞基法評估，薪資與人事系統功能、校務行政 Email

及分機查詢相關程式修改。 
(四) 完成修改調整畢業證書印製報表格式。 
(五) 進行華語中心網路報名系統開發。 
(六) 支援 103 學年第１學期選課兩校區檢核條件說明會。 
(七) 進行開發英檢、資訊檢定、美育檢定系統。 
(八) 協助完成進修學士班甄審入學報名費資料轉檔。 
(九) 完成資安防火牆規則清查、主機及資料庫帳號清查、稽核軌跡記錄彙整。 
(十) 完成校務行政系統資料庫主機、VMware Server、頻寬管理器 syslog 彙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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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 5 月) 

單位 
本月份維護案件 累計維護案件 本月份維護工時 累計維護工時 

2014.05 2013.08~2014.05 2013.05 2013.08~2014.05
教務處 71 598 444.5 3946
學務處 13 166 41 665
總務處 21 111 38 330
研發處 3 41 11 457.5
社資處 1 4 8 18.5
國際處 0 0 0 0
人事室 18 120 54.5 290.5
會計室 13 88 67.5 881
秘書室 0 108 0 213
教學資源中心 0 16 0 99
推廣部 0 3 0 9
圖書館 1 4 0.5 9
體育室 0 0 0 0
華語中心 2 4 92.5 120
電子化校園 25 188 44 490
資訊安全 12 118 26 304
合計 180 1569 827.5 7832.5
三、 全校網路設備與相關系統說明 

(一) 完成網路設備資安稽核每季報告。 
(二) 完成 ISMS ISO 27001 續評驗證。 
(三) 完成 SUN 全校性伺服器季維護。 
(四) 進行電子郵件伺服器升級工程前置作業評估討論。 
(五) 進行英文官網改版事宜與英文單位網站建置及資料排版上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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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進行入侵偵測防禦系統攻擊封包問題釐清。 
(七) 進行校務行政系統防火牆攻擊特徵碼更新問題處理。 
(八) 進行城區頻寬管理器重開機問題處理。 
(九) 進行傳賢堂無線網路測試建置。 
(十) 進行兩校區校區無線網路使用環境測試及評估。 

四、 教職員生服務事項說明 
(一) SAS 教育訓練課程教職員生共計 26 人報名參加。 
(二) 5 月份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會聲會影 12 視訊製作」、「Visio 2010」、「OFFICE 

2013 - Excel 基礎」，教職員共計 68 人次報名參加。 
(三) 進行 103 學年度教職員電腦基本配備汰換調查。 

五、 協助校內其他單位說明 
(一) 完成華語中心英文網址修改。 
(二) 完成化學系中文網站新網址設定。 
(三) 完成協助教學資源中心設備(主機代管)驗收事宜。 
(四) 完成協助體育室代管主機(163.14.19.49)HDD 更換與 OS 重新安裝。 
(五) 協助教資雲端影音平台 iPhone & iPad 無法播放問題查找。 

六、 詳細電算中心業務報告請至下列網址查閱：http://www.scu.edu.tw/cc/ →[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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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六月 

【體育教學組】 

一、為加強水域安全教育宣導，除第一階段（4月 28 日～5月 2日）掛圖宣導及體育課堂

宣導，第二階段擬於 5月底及 6月中寄發電子郵件宣導。 

二、體育室「全面體適能檢測」活動已於 4月 28 日至 5月 23 日於兩校區體適能檢測中心

實施，全校參與檢測師生共計 1814 人。。 

三、本學期體育校際交流活動訂於 6 月 11 日（三）下午至文化大學進行體育教學與活動

交流，交流議題含體育室行政架構與體育推展之情況與體育教學、體育活動業務推展

之經驗分享。 

四、本學期「體育教學觀摩會」訂於 6月 16 日（一）09：30-11：50，假外雙溪校區綜合

大樓 B013 研討室舉行，會中邀請實踐大學洪大程副教授分享通識課程教學經驗；並規

劃體育室教師林孟賢副教授進行教師研究報告。 

五、本室承辦大專體總「103 年度體適能教學研習會第一梯次-初級有氧敎練證照檢定培訓」

北區場次，研習會於 103 年 6 月 7、8 日假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及舞蹈教室舉行，參

加學員共 65 人。 

六、期末體育課堂反應評量排定於 6月 9-13 日進行。 

七、規劃暑假期間運動場館及設備維修事宜及 103 學年度體育教學組行事曆。 

【體育活動組】   

一、受理運動代表隊後援會體育獎學金申請（5月 22 日截止）。 

二、審查運動代表隊後援會體育獎學金申請（5月 26 日截止）。 

三、籌劃運動代表隊後援會頒獎事宜（6月 4日晚上 6：30 舉行）。 

四、外雙溪體育館進行部分粉刷、鋁窗、空調、燈光整修。 

五、5月 30-6 月 1 日舉行 2014 第一屆東吳大學國際輪椅籃球邀請賽，參賽隊伍有中國代

表隊、韓國代表隊、泰國代表隊、香港代表隊及地主中華代表隊，參賽隊伍隊職員共

78 人、裁判 14 人審判委員 8人。 

六、2014 第一屆東吳大學國際輪椅籃球邀請賽比賽結果：冠軍中國隊、亞軍韓國隊、季軍

泰國隊、殿軍中華隊、第五名香港隊。 

七、八、5月 13 日至 5月 21 日於雲林科技大學參加 103 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榮獲獎

項如下： 

游泳隊游泳競賽：女子一般組 50 公尺蝶式—微物系一年級馬亞茜獲金牌。 

擊劍鈍劍個人賽：男子一般組法律系五年級蔡萬揚獲金牌。 

擊劍鈍劍團體賽：男子一般組法律系五年級蔡萬揚、法律系四年級黃乙兼、法律系四年

級林陟爾、法律系四年級蔡岳倫獲金牌。 

空手道個人型：男子一般組社工系三年級陳奕翔獲金牌。 

空手道第二量級：女子一般組法律系三年級鄧詠薰獲銀牌。 

競技體操：女子一般組跳馬一中文系一年級黃百瑩獲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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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女子一般組高低槓一中文系一年級黃百瑩獲銅牌。 

女子一般組低板一中文系一年級黃百瑩獲第五名。 

女子一般組平衡木一中文系一年級黃百瑩獲第八名。 

桌球隊：女子一般組個人雙打一會計系三年級何宛儒、會計系二年級許捷茹獲第四名。 

羽球隊：女子一般組團體賽一曾映瑜、林芸、陳品卉、王學璧、鄭又瑋、田佳玉、李

宜靜、張瀞文、何珮寧、劉貝兒獲第七名。 

空手道團體：男子一般組獲銅牌。 

擊劍團體：男子一般組獲銅牌。 

游泳隊團體：女子一般組獲第六名。 

游泳隊：個人賽女子 200 公尺蝶式—微物系一年級馬亞茜獲銀牌。 

      個人賽--女子 100 公尺蝶式—微物系一年級馬亞茜獲銅牌。 

      個人賽--女子 400 公尺自由式—財精系二年級翁郁婷獲銅牌。 

個人賽--女子 4ｘ100 公尺混合式接力—經濟系三年級鄭宇娟、財精系二年級 

        林奕伶、英文系三年級宋淳暄、財精系二年級翁郁婷獲銅牌。 

個人賽--女子 4ｘ200 公尺自由式接力—經濟系三年級鄭宇娟、財精系二年級 

        林奕伶、微物系一年級馬亞茜、財精系二年級翁郁婷獲銅牌。 

個人賽--女子 200 公尺蝶式—財精系二年級林奕伶獲第四名。 

個人賽—女子 50 公尺蛙式—英文系三年級宋淳暄獲第六名。 

個人賽—女子 50 公尺蝶式—經濟系三年級鄭宇娟獲第七名。 

個人賽--女子 4ｘ100 公尺自由式接力—經濟系三年級鄭宇娟、財精系二年級 

        林奕伶、國貿系二年級蔣若妤、微物系一年級馬亞茜獲第八名。 

擊劍鈍劍個人賽：男子一般組法律系四年級蔡岳倫獲第六名。 

擊劍鈍劍個人賽：男子一般組法律系四年級黃乙兼獲第七名。 

空手道第一量級：男子一般組社工系三年級陳奕翔獲第四名。 

九、102 學年度教職工羽球聯誼賽報名，男子團體賽共有學務處、人社院、商學院、羽眾

不同四隊；女子團體賽共有人社院、教務處、教資中心三隊；個人男子雙打公開組有

六隊、男子雙打一般組有五隊、女子雙打有四隊、混合雙打有四隊；趣味競賽發很準

個人賽男子有 18 隊、女子有 10 隊；發很準團體賽男子有 8隊。跑很快男生 3隊，女

生 2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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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六月 

102 學年推廣部至 103 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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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 5 月，招生狀況如下： 

◎ 日文班 222 期報名人次 2723 人，總收入為 11,715,825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3021 人，總收入為 52,872,494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11776 人，收入為 46,946,557 元。 

◎ 韓文班 48 期報名人次 229 人，總收入為 817,823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927 人，總收入為 3,430,462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941 人，收入為 3,412,696 元。 

◎ 英文班 182 期報名人次 707 人，總收入為 2,667,253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2917 人，總收入為 11,014,569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2357 人，收入為 9,124,694 元。 

◎ 德文班 176 期報名人次 81 人，總收入為 285,570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306 人，總收入為 1,139,944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295 人，收入為 1,105,590 元。 

◎ 法文班 60 期報名人次 65 人，總收入為 245,671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335 人，總收入為 1,296,790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333 人，收入為 1,265,801 元。 

◎ 西班牙文班 58 期報名人次 81 人，總收入為 267,753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362 人，總收入為 1,268,953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283 人，收入為 1,006,546 元。 

◎ 義大利文班 41 期報名人次 13 人，總收入為 45,600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38 人，總收入為 166,876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72 人，收入為 252,776 元。 

◎ 數位人才學苑 80 期報名人次 113 人，總收入為 816,687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1014 人，總收入為 3,468,939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736 人，收入為 2,616,868 元。 
(102 學年含 MOS 考試 678 人次；488,160 元。101 學年含 MOS 考試 453 人次；326,160 元。) 

◎ 企貿班 105 期報名人次 118 人，總收入為 708,625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442 人，總收入為 2,776,835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384 人，收入為 2,616,868 元。 

◎ 文化班 69 期報名人次 301 人，總收入為 737,952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477 人，總收入為 3,814,875 元。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1537 人，收入為 3,604,382 元。 

◎ 雙溪學苑 45 期報名人次 95 人，總收入為 270,166 元。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482 人，總收入為 1,454,92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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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547 人，收入為 1,491,817 元。 
【102 學年經常班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21321 名；總收入為 82,705,660 元， 
  101 學年經常班報名總人次 19261 名；總收入為 73,204,816 元。】 

 

二、學分班 

◎ 102 學年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1462 名；總收入 12,480,537 元， 

101 學年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1405 名；總收入 12,477,548 元。 

◎ 102 學年推廣部自行開設學分專班人次 136 名；總收入 942,780 元， 

101 學年推廣部自行開設學分專班人次 180 名；總收入 1,360,110 元。 

◎ 102 學年產業人才投資學分專班總人次 421 名；總收入 3,821,900 元， 

   101 學年產業人才投資學分專班總人次 488 名；總收入 4,505,850 元。 

◎ 102 學年充電起飛學分專班目前尚未開班， 

   101 學年充電起飛學分專班總人次 33 名；總收入 117,000 元。 

◎ 102 學年境外自費研修生(隨班附讀)總人次 145 名；總收入 9,990,973 元， 

   101 學年未承辦此項業務。 

  【102 學年學分班總人次 2164 名；目前總收入為 27,236,190 元， 

101 學年學分班總人次 2106 名；總收入為 18,460,508 元。】 
 

三、委訓課程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辦理 PMP、樂齡大學、企業包班、工業局、溪城講堂、高中營

隊等，合計收入 12,290,061 元。 

101 學年同時期辦理 PMP、樂齡大學、工業局、企業包班、溪城講堂、高中營隊等， 

合計收入 11,805,606 元。 

 

四、台北市政府建教合作薦送員額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應列計人次 163 人；應列計收入 888,600 元。 

101 學年同時期應列計人次 148 人；應列計收入 832,800 元。 

 

五、教育部暑期英語密集營 

102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應列計人次 18 人；應列計收入 465,135 元。 

101 學年同時期應列計人次 16 人；應列計收入 588,260 元。 

 

【102 學年目標收入 114,815,000 元， 

截至目前總人次 25593 人，總收入 123,585,646 元，目標達成率約 107.64％ 

101 學年目標收入 108,750,000 元 

同時期總人次 24140 人，總收入 104,891,990 元，目標達成率 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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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六月 
一、陳牧師將在畢業典禮，為畢業生祝福禱告。 
二、安素堂整修計畫，配合總務處的規劃，安素堂將募有關配合款。 
三、今年城中東吳團契畢業生有 9 位，雙溪有 8 位，願上帝賜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