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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註冊】 

一、 103 學年度輔系、雙主修及跨領域學程申請及核准人數如下：  

學制 
輔系 雙主修 跨領域學程 

申請 核准 申請 核准 申請 核准 

學士班 436 264 333 239 708 634 

進修學士班 3 3 1 1 2 2 

二、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各類新生註冊率如下： 

項目 錄取名額 註冊人數 註冊率 

學士班大一新生分發及甄選 2711 2620 96.64% 

學士班大一新生分發及甄選(含僑外陸生及外

加名額) 

3018 2861 94.80% 

學士班二年級轉學生 140 132 94.29% 

學士班三年級轉學生 87 82 94.25% 

進學班二年級轉學生 78 68 87.18% 

進學班三年級轉學生 19 15 78.95% 

進修學士班一年級新生甄審加申請 294 294 100% 

碩士班新生 444 374 84.23% 

碩士在職專班新生 360 326 90.56% 

博士班新生 18 17 94.44% 

三、 每學期於加退選截止後寄發逾期未註冊通知函，逾期未辦理註冊休學手續者，以退學處

理： 

學制＼學年學期 

103 一 102 一 

103.9.25 寄發

逾期未註冊通

知函 

至 103.10.15 因

逾期未註冊、休

學，退學人數 

102.9.25 寄發

逾期未註冊

通知函 

至 102.10.9 因逾

期未註冊、休

學，退學人數 

學士班 23 10 29 11 

碩士班 11 9 7 5 

博士班 0 1 0 0 

進修學士班 11 9 22 10 

碩士在職專班 15 9 10 6 

合計 60 38 68 32 

【課務】 

一、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英語授課科目共計 14 科次(去年 11 科次)。首次申請 6 科次(去年 5

科次)、第 1 次續開申請 4 科次(去年 6 科次)、第 2 次續開申請 4 科次，補助費合計 14

萬 1 仟元，並於 10/24 日匯入各授課教師郵局帳戶。 

二、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課程計畫上傳，截至 7 月 14 日截止日統計全校上網率為 91.4%，於

7/15 日發函給各開課單位「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授課計畫表遲交科目清單」（未上網科目

共 274 科)，另 10 月 24 日統計全校上網率為 97.7%（總科數 3178, 上網科數 3104 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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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科目共 74 科)。 

三、 9 月 23 日函送各學系 103 學年度課程外審作業時程暨相關表件，已申請核定 103 學年度

第二學期辦理課程外審之學系：政、工、人權碩、數、化、經等六系；預訂 104 學年度

辦理課程外審之學系：中、歷、哲、日、物、微、心、法、貿、國際商管學程及 EMBA

等系,請相關學系於期限前擲送相關表件至課務組以憑辦理。 

【招生】 

一、103 學年度各管道招生情形 

（一）近兩年名額內各學制註冊比率分析 

部

別 
學年度 學士班 二年級轉學生 三年級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日

間

學

制 

102 學年度 97.08% 97.47% 91.27% 83.90% 93.75% 

103 學年度 96.64% 95.56% 94.19% 84.23% 94.44% 

部

別 
學年度 

進修 

學士班 

進學班二年級

轉學生 

進學班三年級

轉學生 
碩士在職專班 

夜

間

學

制 

102 學年度 86.39% 83.33% 87.50% 95.36% 

103 學年度 100% 87.18% 78.95% 90.56% 

備 

註 

說 

明 

※學士班新生另包含退伍軍人、原住民、派外子女等特種身分考生外加名

額，詳加分析其註冊率（註冊人數÷分發錄取人數）： 

(1)教育部核定名額內註冊率 96.61 %（去年 97.08%） 

(2)含僑生、外國學生、身障生等外加名額之全校總註冊率 94.76 % 

（去年 95.54%） 

※身障甄試錄取 27 名、放棄 5 名、註冊 21 名（去年錄取 24 名，註冊 19 名） 

補充說明： 

1. 統計本校 103 學年度學士班入學新生高中學歷，分別以景美女中、內湖高中、中正高中

、中山女高、中和高中為人數最多之前五名；而目前在校學生人數最多之前五名，則依

序為景美、內湖、中正、中山、明倫五所高中。以大一新生戶籍所在地分析：台北市及

新北市學生佔大一新生人數百分比為 52.60%（台北市 27.94%、新北市 24.66%；去年合

計 55.80%）；其次為桃園縣，百分比 7.8％（去年 8.00%）；第三為台中市，百分比 6.81

％（去年 6.20%）；第四為高雄市，百分比 6.33%（去年 5.93%）。 

（二）近兩年名額外各管道註冊比率分析 

【陸生】 

學制 
學年

度 

招生學

系數 

招生

名額 

申請

入次 

通過審

核人次 

預錄正

取人數 

預錄備

取人數 

正式分

發人數 

註冊

人數 
註冊率 

學士班 
102 學年 15 27 2505 2361 27 1052 27 27 100% 

103 學年 22 40 2633 2500 40 1535 39 38 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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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102 學年 5 5 47 31 5 11 5 5 100% 

103 學年 24 24 95 81 14 2 14 12 85.71% 

博士班 
102 學年 2 2 9 8 2 3 2 2 100% 

103 學年 5 5 29 25 5 6 5 4 80.00% 

陸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 

分發人數） 

103 學年度 93.10% 

102 學年度 100% 

補充說明： 

1. 全國 103 學年度學士班陸生總報名人數共 4512 人(去年 2711 人)，成績達標者 3404 人(去年

1880 人)。教育部核定 133 校共招收 1988 名陸生(去年 98 校招收 1732 人)，總錄取人數 1804

人(去年 1234 人)，缺額共計 184 人(去年 498 人)，招生達成率 90.7%創新高。 

2. 103 學年首度開放國立大學招收學士班陸生，48 所國立大學總招生名額 240 名，但國立大學

缺額高達 68 人，佔總缺額數三分之一左右，顯然開放國立大學招生，確實吸引了優秀陸生

報名，但應未產生磁吸或排擠效應。 

3. 本校 103 學年度招收學士班陸生，全校統一訂定成績須達大陸高考本科一批分數線始得報

考（去年為二批分數線），總報名人次較去年不減反增，顯見本校在開放國立大學亦可招

收學士班陸生之政策下，仍擁有競爭力。 

4. 103 學年度學士班陸生選填志願數增至 46 志願，其中 10 個志願可填國立大學，每位陸生

每校至多可填 5 個志願，但國立大學每校只能填 2 個志願。分析本校 39 名陸生志願情形

，以第 6-16 志願錄取者居多。 

5. 至於研究所陸生招生方面，陸生依個人意願序，可報名多校多志願，但合計至多報名 5 個

志願。本校 103 學年度碩博士班陸生招生名額雖有大幅成長，但碩士班正式分發狀況並不

理想。 

【轉學生】 

103 學年度日夜學制轉學考試公告名額內外總招生名額 340 名，合計總報考人數 2,105 人（較去

年 2,120 人減少 15 人）。招生情形如下： 

學 制 班 別 

招生名額 

報考 

人數 

錄取人數 名額內錄取率

（錄取人數 

   ÷報名人

數） 

名額內註冊率 

（註冊人數÷錄取人

數） 

名額

內 

外加 

名額 

名額內 外加名額 

正取 備取 正取 備取 

學士班二年級 138 14 1537 135 307 5 5 8.78% 95.56%（去年 97.47%） 

學士班三年級 86 2 352 86 102 1 0 24.43% 94.19%（去年 91.27%） 

學士班轉學合計 224 16 1889 221 409 6 5 11.70% 95.02%（去年 94.71%） 

進學班二年級 78 183 78 28 × 42.62% 87.18%（去年 83.33%） 

進學班三年級 22 33 19 3 × 57.58% 78.95%（去年87.50%） 

進學班轉學合計 100 216 97 31 × 44.91% 
85.57% （去年

84.72%） 

【僑生】 

學制 學年度 
招生

名額 

聯合分

發名額 

申請入

學名額 

申請 

人數 

審核錄取

人數 

實際分

發人數 

註冊 

人數 
註冊率 

學士班 
102 學年度 130 128 2 16 12 117 80 68.38% 

103 學年度 198 130 68 339 272 183 125 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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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102 學年度 36 × 36 17 12 3 3 100% 

103 學年度 45 × 45 12 12 6 6 100% 

博士班 
102 學年度 2 × 2 0 0 0 0 * 

103 學年度 2 × 2 0 0 0 0 * 

僑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分發人

數） 

102 學年度 69.17 % 

103 學年度 69.84% 

※另有派外人員子女返國申請就讀本校學士班共申請 1 名（去年 4 名）、錄取 1 名、實際

分發 0 名（同去年）。 

【外國學生】 

學制 學年度 招生名額 申請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註冊人數 註冊率 

學士班 
102 學年度 109 37 32 86.49 % 7 21.88 % 

103 學年度 115 69 52 75.36 % 23 44.23% 

碩士班 
102 學年度 66 19 18 94.74 % 4 22.22% 

103 學年度 78 20 19 95% 7 36.84% 

博士班 
102 學年度 9 7 3 42.86 % 2 66.67% 

103 學年度 8 2 2 100% 1 50% 

外國學生總錄取率 

（錄取人數÷申請人數） 

102 學年度 84.13 % 

103 學年度 80.22% 

外國學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錄取人數） 

102 學年度 24.53 % 

103 學年度 42.47% 

註：有關招收外國學生春季班，將依秋季班註冊後缺額（核定名額-註冊人數）進行招生 

二、本校 104 學年度增設「巨量資料管理學院」，並招收「巨量資料管理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90 名及「巨量資料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學位學程」30 名，新增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公

法與公共政策組」、「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碩士班」取消學籍分組、法律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跨國商務法律組」更名為「涉外商務談判法律組」。 

【教務行政】 

一、東吳英檢 

(一)103 學年度第 1 場東吳英檢於 9 月 20 日舉行，報名人數等相關數據如下表： 

103 學年度東吳英檢考試考生人數及通過檢測人數表（2014-09-20） 

線上報名人數 230 

實際到考人數 185 

通過 118（64％） 所有應試者平均

分數為 64.61 分 
未通過 67（36％） 

(二)第 2 場東吳英檢於 11 月 22 日舉行，截至目前為止計有 360 人報名。 

二、高中策略聯盟 

(一)103 學年第 1 學期本校日文系林玲惠老師、德文系黃靖時老師及會計系李坤璋老師支援大

直高中開設「第二外語日本語」、「德語」、「商業概論」三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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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於 103 年 9 月 24 日和私立光仁高級中學建立策略聯盟關係，截至本學年度止，與本

校簽訂策略聯盟之高中共為 9 所(大直、竹林、內湖、麗山、衛理、陽明、南湖、大同、

光仁)。 

【通識教育中心】 

一、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本中心召開共通教育委員會，共計 2 次會議，重要決議如下： 

(一)103-1 共通教育委員會臨時次會議：本會議於 103 年 8 月 12 日下午 2:00 假 D507 室召開，

會中重要決議如下： 

1. 通過師資培育中心為配合教育部及本校推動生涯發展種子導師計畫提請於 103   學

年度上、下學期新開「生涯發展與產業分析」全校性選修課程。 

2. 本校雙聯學制之共通課程學分抵免部份，通過由通識教育中心進行共通課 程學分抵免

之審定，再請教務長核定。並請通識教育中心做進一步規劃適合雙聯學制境外生修讀

之共同必修科目，並以突顯台灣文化相關課題為原則。 

(二)103-1 共通教育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本中心於 103 年 10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13:30-14:50

假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B013 室召開本次會議，重要決議如下: 

1. 初審通過 104 學年度入學新生學士班及進學班共通課程架構及實施內容，104 學年度

與 103 學年度差異處如下： 

學

制 

領

域 
104 學年度修訂後之實施內容 103 學年度實施內容 說  明 

學 

士 

班 

體

育 

每週上課二小時，為大一至大

二分組選項課程，提供十餘種

運動項目供學生修習，以培養

運動興趣與提昇運動技能。 

每週上課二小時。課群分別如

下： 

一、大一上學期體育(必修)：為

隨班就讀。本課群授課內

容著重在個人健康體能的

認知及實際練習增進體適

能之運動方法。 

二、選項體育(必修)：為大一下

至大二下學期分組選項課

程，提供十餘種運動項目

供學生修習，以培養運動

興趣與提昇運動技能。 

依據本

次會議

第三案

討論「東

吳大學

體育課

程規劃

案」之決

議，修改

「體育」

之實施

內容。 

學 

士 

班 

及 

進 

學 

班 

全 

校 

性 

選 

修 

一、 全校性選修領域提供國

際學術交流、外文、軍

訓、應用中文實務、選修

體育及資訊等相關課程。 

二、 此領域課程學分之承認

與否係委請學系認定，學

生可依興趣自由選課。 

一、全校性選修領域提供國際

學術交流、外文、軍訓、

應用中文實務、選修體育

(限大三及大四學生修讀)

及資訊等相關課程。 

二、此領域課程學分之承認與

否係委請學系認定，學生可

依興趣自由選課。 

選修體

育不限

大三及

大四學

生修

讀。 

2. 審議103學年度第二學期新開之通識課程：初審通過分別為「林語堂生活的藝術」(通

識講座)、「張佛泉、自由主義與台灣」(通識講座)、「中國傳統啟蒙經典」及「心動，

勞動」共計四門。 

3. 本校雙聯學制中，日後共通課程之抵免，在不違反教育部相關法規及共通課程架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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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儘量以寬鬆為抵免原則。雙聯制同學可比照愛知大學學生修習國際處國際學術

課程「初級華語」與「中級華語」10學分，其中5學分抵免東吳大學校訂共同必修科目

「國文」的4學分，餘5學分抵免系外選修課程學分。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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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一、 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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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度輔導工作績優學校。 

(二) 教育部辦理103年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本校德育中心榮獲103年教育部品德教

育特色學校。 

(三) 本校健康暨諮商中心黃泠秀輔導員榮獲教育部 103 年度「大專校院優秀輔導人員」。 

二、 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已於 103/9/9-9/12 順利完成。今年因強制新生參與，平

均每日出席達 2,644 人，整體活動平均有效讀卡出席率達 92.82%（較 102 學年增加約 9

％），滿意度平均 4.3 分(5 分量表)。同時相當多數同學透過質性文字回饋，肯定活動對

其幫助及表達對學校、老師及學長姐的感謝。新生家長座談會部分，本學年持續於週末

舉行，經統計上午出席學系場共 402 人，下午出席全校場人數共 157 人，活動整體回饋

滿意度達 4.45 分（5 分量表）。感謝各學系、教務處、社資處、總務處等相關單位共同

完成此次重大使命。 

三、 品德教育：為深耕品德教育，本學期辦理：(一)德育中心與通識教育中心合作開設道德

思維特色講座課程，本學期共有 171 名同學修課；(二)辦理「老師，謝謝您」教師節感

恩活動，總計有 1,540 位同學參與；(三)德育中心與社會資源處美育中心合作辦理本校

榮譽法學博士曼德拉紀念活動，除提供靜態展覽品德相關文宣字外，並於 12/5(五)12：

00-13：30 在雙溪校區圖書館、舜文廳、地餐；城中校區地餐、游藝廣場舉辦「單數歧

視」體驗活動；(四)持續與士林國小學務處合作，於 11/27、12/4、12/11 帶領「微笑有品

志工」教導四年級全體小朋友環保再利用的概念，藉由製作手工皂教學，落實環境教

育；(五)德育中心品德志工自主發起「微笑 99，把愛傳出去」活動，邀請校內師長、學

生寫下「覺得微笑是甚麼?」並合影留念，於 11/17~11/21 於雙溪校區綜合大樓二樓張貼

活動成果照片；(六)辦理東吳品德咖啡館論壇活動，仿世界咖啡館形式由本校哲學系吳

澤玫老師及臺大哲學系博士班學生帶領就品德各別議題討論，將於 12/20(六)8：30-17：

30 辦理；(七)12/27(六)上午將與崇友實業合辦廁所清掃學習活動，冀能將凡事徹底的堅

毅精神與感恩惜福的好品德帶給校內學生，邀請全校師生一起參與。 

四、 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持續與兩校區附近 4 所學校合作，包含：三玉

國小、雙溪國小、碧湖國小及東園國小，計有 12 個社團參與 17 個班級的聯課計畫。另

有正言社、一擊跆拳道社、童軍團及空手道社自行聯繫服務學校，服務地點包含天母國

中、古亭國小、萬華國中、美國學校及高中社團，參與服務之社團同學 60 人，被服務

同學約 250 餘人，同學本於服務社會的精神，學以致用，獲得實務經驗，更可增進各項

能力發展。 

五、 【最重要的事有你一起：103 學年度群育教育系列活動】：圍繞著：團結、共享、無

畏、合作、熱情、挑戰六元素，設計出群育教育系列多元活動方案，本學期有無畏、合

作、熱情三元素，9/30 舉行無畏【冒險教育─無鎖，畏懼深處】講座；10/30 舉行熱情【團

體動力】工作坊，最後於 11/23 舉行合作【東吳第 2 哩練習在一起】合群方案活動，活

動以「練習在一起」為主題，規劃出一系列團隊競賽活動，總計有 85 隊 510 人參加。 

六、 2014 溪城盃合唱比賽：為推動校內群育教育及音樂風氣，本學期舉辦學生合唱比賽活

動，並融入「創意」元素，打破一般合唱比賽的制式與嚴肅，增進校內優良藝術活動及

各團體間之凝聚力，將於 12/21（日）假傳賢堂舉行，共計報名 15 組。 

七、 新生體檢：共約 3,972 人受檢，已完成報告發放，持續進行缺點矯治與追蹤，並提供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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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保健及營養諮詢服務。 

八、 102 學年個案諮商服務人次統計共有 4,207 人次（前一年 3,783 人次），服務人次量逐年

成長至近年趨於穩定，顯示學生對專業諮商的服務持更正向且開放之態度，主動尋求諮

商意願高。來談問題類型前四高依序為「情緒困擾」、「人際困擾」、「家庭困擾」及

「感情困擾」。結案晤談回饋：諮商滿意度平均為 4.53 分（5 分量表）；行政滿意度為

4.52 分（5 分量表）。 

九、 103 學年度大一身心困擾普測調查：11/17~11/28 與全校 23 學系合作大一 56 場次「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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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情緒、精神、生理」等 10 困擾面向。待高困擾個案資料篩檢後，系諮商師將後續

進行複檢面談、關懷追蹤與瞭解；大一導師會議自 103/12/22-104/1/19 與各學系合作辦

理，彙整施測結果提供學系輔導參考運用。 

十、 東吳大學優良導師獎勵：102 學年度「熱心導師獎」由導生及學系推薦，經「優良導師

評選委員」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獲獎名單如下：中文系連文萍副教授、蘇淑芬

教授、陳慷玲副教授；政治系陳立剛副教授、蔡秀涓副教授；社工系廖美蓮副教授；師

資培育中心濮世緯助理教授；英文系林思果助理教授；日文系蘇克保副教授、王世和副

教授；德文系林愛華副教授、徐麗姍講師、黃靖時助理教授；法律系黃心怡副教授、何

佳芳助理教授；經濟系林沁雄教授、邱永和教授、傅祖壇教授、陳碧綉副教授、陳彧夏

副教授；會計系徐惠慈講師、洪聖閔助理教授；企管系劉美纓教授、陳麗宇副教授；國

貿系溫福星教授、顧萱萱教授、蔣成副教授、鍾俊文副教授、謝效昭副教授；資管系鄭

麗珍副教授。 

十一、 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輔導：本學期截至 10 月輔導服務學生為 137 人（含休學生

11 人），其中，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鑑輔會證明者有 135 人，未領有相關證明

經輔導員評估其有特教需求並提報鑑定者2位。各障別人數依序為情緒行為障礙27人、

肢障 25 人（其中拄單杖者 2 人，使用輪椅者 6 人）、自閉症 24 人、身體病弱 22 人、視

障 14 人、腦麻 8 人、聽障 8 人、學障 5 人、語障 3 人、其他 1 人。已完成個別學生需求

調查及個案輔導，後續並依據不同需求分別進行課業輔導、生活協助、心理輔導、就業

服務、聯誼活動、無障礙校園推廣等。 

十二、 教育部特色主題計畫-存開心搬太陽傳愛活動：(一)於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活動期間

給新生撰寫開心卡，約有 2,500 張，已篩選出 101 張較符合意義之開心卡，每天放置 1

張於本活動之 FB 粉絲頁；(二)於 9/29 上午辦理「存開心 搬太陽 東吳愛飛揚」之記者

會，當天中午於望星廣場辦理造勢活動，共有校長、副校長、學務長、外語學院院長等

師長出席與會；(三)10/28 晚上於雙溪校區松怡廳舉辦混障綜藝團表演，共有 130 人參

與。 

十三、 103 學年度新生床位分配:男生獲分配至台中（含）地區以南皆可滿足；女生則分配

至新竹及宜蘭（含）地區以南皆可滿足，總配宿率約為 77％ 

學 年 度 非設籍雙北市人數 性別 申請人數 獲分配人數 獲分配百分比 

103 學年度 1,245 人 (45%) 
男 571 

1,475 
409 

1,141 
72% 

77% 
女 904 732 81% 

十四、 大型宿舍探勘：(一)成立尋覓校外大型宿舍專責小組，並於 9/26 召開第一次會議，

會議中針對各案件進行討論（包含：延平北路案、中華郵政濟南路土地案、台鐵北投員

訓中心都更案、吳家開發案等），並決議每 2 個月召開一次會議，有重大突破必須回報

進度、共同討論時，可臨時召開；(二)台北國際學舍案：於 11/7 與台北國際學舍協會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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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富蘭克林證券投顧公司屈副總經理、本校總務長、營繕組長、學生住宿中心主

任等進行會勘，目前已初步完成評估，12/2 與學系相關單位再次會勘，以評估床位安排

事宜。 

十五、 校園安全維護：雙溪機車停車場：因應本學年雙溪校區機車停車場動線規劃，軍訓

室自新生第 1 哩活動起於機車停車場加派二名教官協助車輛進出管制，維護行車安全，

檢視至目前行車狀況大致良好。 

十六、 承商督導：軍訓室已分別於 8/13、9/26 及 10/31 召開 103 學年度承商督導會議，並

於 10/31 召開之期中承商督導會議中決議，同意地餐更換使用 PPT 餐盤，並要求 103 學

年度使用餐盤承商不得調漲價格，另由全家管理部提供回饋；(二)持續掌握衛福部資

訊，加強相關稽查與持續宣導，預防性自主停用問題油品；另要求所有承商注意衛生安

全及貨品來源查證，避免發生食品中毒等狀況；(三)敬請學校教職同仁及同學，若於學

校承商單位發現任何衛生、價格或服務等問題，立即向兩校區軍訓室反應，以便協助改

善處理並提供學校更安全衛生之用餐環境。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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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一、 招商執行情形 

(一) 兩校區書局經 102學年度招商委員會第 7次至第 10次會議審查並決議通過，由學連

書局承攬，於 103 學年度開學正式營業服務。 

(二) 雙溪校區校車咖啡餐車經詢北市監理處、商業處、都發局及建管處等相關單位，確

認校車可合法經營並經 102 學年度招商委員會第 8、9 次會議審查並決議通過，於

103 年 9 月於柚芳樓前廣場正式營業服務。 

(三) 校園現列印承商（恒裕資訊公司）與影印承商（和範公司）合約皆將於 104 年 7 月

31日到期。因現今多功能事務機功能齊全，一機即可同時達成列印、影印及掃描等

功能，為提供師生更優質且多功能之列印及影印服務，將於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規

劃合併招商事宜。 

二、 籌畫全校集中採購事宜 

依本校採購辦法第 10 條規定，學校所需之採購項目得聯合他校或機關為之；各單位所提

相同需求項目，經制定統一規格後，應辦理全校集中採購。本學年納入集中採購項目為

電腦、印表機、印表機耗材及紙張等 4 項。為使各單位更瞭解集中採購之精神及相關流

程等，特訂定「103 學年度集中採購作業細則」，並於 103 年 12 月 1 日經總務長核定公

布實施。 

三、 雙溪停車位變更及調整收費狀況 

為因應雙溪校區停車位變更及調整收費事宜，分別於兩校區舉辦三次公聽會以為參考，

並於暑假期間完成停車場動線與相關設備調整工程、汽車停車管理系統升級、機車停車

管理系統建置與測試、教職員工汽車固定車位抽籤分配與發放通行證等事項。目前，經

調整變更後，兩校區共 92 個固定車位（含城中 2 個），經抽籤分配，截至 11 月 20 日完

成繳費使用之固定車位共 81 個，年繳固定車位金額為 58 萬 4,100 元；餘 11 個車位持續

候補，將依序開放教職同仁、約聘同仁、承商及工友登記使用。 

四、 推動環保、活化資源 

(一) 規劃全校執行廚餘回收：除持續回收原有瓶罐、紙類等之資源外，103 年 9 月起推

動廚餘回收，於兩校區每棟大樓設置廚餘回收桶，並將部分洗手槽改為洗滌水槽，

鼓勵自備餐具，便利師生清洗。兩校區共設置 91 處回收點（雙溪 50 處+城中 41

處）。 

(二) 103 年 10 月經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實地訪評校區環保工作，榮獲大專院校辦理資

源工作評比獎勵計畫第一名。 

五、 校園景觀美化改善 

(一) 自力培育植栽：利用校園花圃修剪後之樹枝，先於花圃沙區集中育植，再移苗至盆

內，依植栽種類分類養護，減少購置草木經費支出。 

(二) 本年耶誕布置延續 102 年設計執行，利用本校後山竹子做出主題骨架（雙溪校區 3

米高聖誕樹及城中校區五大樓拱門），再上松針及其他燈飾裝飾而成，以營造節慶



------------------------------------------------------------------------------------------------------------------------ 
東吳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次 (1031217) 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11 

氛圍。102 年之燈飾及裝飾品皆保存留用，本年僅需再花費損壞品及消耗品之補充

等費用。 

六、 健康衛生與校園安全 

(一) 定期提報「實驗室安全衛生暨職業災害通報作業」、「放射性物質定期申報作業」、

「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情形申報」、「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申報」等多項

環安相關作業。 

(二) 「勞工安全衛生法」於 103 年 6 月 26 日修訂為「職業安全衛生法」，擴大適法範圍

及人員。依 103 年 10 月 24 日環安衛委員會會議決議，將參考他校編制，委員會職

司內容將整合納入環保、職業安全衛生、健康管理、健康促進、實驗室安全衛生、

生物及輻射安全等面向。 

七、 校園重大修繕案件執行情形 

(一) 裝設兩校區室內外階梯止滑條：雙溪校區 9 處露天階梯、城中校區一、二大樓室內

樓梯及天雨易濕滑之樓梯轉角處，均已安裝 L 型橡膠止滑條，維護師生行進安全。 

(二) 雙溪校區排水系統改善： 

1. 103 年 5 月份發生多次瞬間豪大雨，造成雙溪校區松勁樓前排水溝、C 哨往自強

隧道通道及第二教研大樓前排水溝等路面積水、排水溝溢流及水溝蓋外掀等情

事。完成挖除松勁樓前水溝改設涵管、C 哨往自強隧道通道增設截水溝、第二

教研大樓前沿路水溝蓋以活動螺絲固定等工程，以改善排水、保障行人安全。 

2. 103 學年度起委請廠商定期派工清理雙溪校區水溝、陰井及各棟校舍屋頂落水

頭，每年清理 1 次第一教研大樓前沉砂池，以確保校園排水順暢。 

(三) 安素堂、愛徒樓整修：安素堂、愛徒樓使用年久，外觀斑駁且多處滲漏水、壁癌。

經會同校牧室多次現勘研討，於暑假期間完成整修，維持教堂環境整潔、莊嚴。 

(四) 超庸館壁癌處理：超庸館牆壁、天花多處滲漏水，且因濕氣造成壁癌及水泥漆表面

剝落，暑假完成 56 處壁癌及 1 樓樓梯間外牆滲漏水問題工程。 

(五) 圖書館空調機房整修：為有效利用校園空間，移除位於中正圖書館 1、3、4、5 樓

之大型空調機組，進行空調機房整修（包含地板補平、線路整理、牆面粉刷、安裝

天花板等），提供圖書館自行規劃運用。 

(六) 心理系老舊木窗更新：心理系位於 L 棟之教學研究空間皆為木窗設計，長年使用已

老舊腐壞，暑假優先將 L201、L201-1、L202、L301、L301-1、L301-2、L302-3、

L302-4、L303、L303-4、L303-5 等 11 處空間改成鋁窗，確保師生安全。 

(七) 崇基樓設施整修：崇基樓使用年久，頂層多處滲漏水。暑假期間委商進行頂樓防漏

工程，全面剔除原有防水隔熱層，採新作熱熔式防水毯及泡沫混凝土隔熱，並控制

排水區劃及洩水坡度，確保雨水迅速排洩不積留。另一、二樓外牆重新施打耐候性

佳之填縫材料，解決滲漏水問題。 

(八) 教師研究室整修：完成崇基樓 1102、1601-2、1609-3及三大樓 3301、3302、3402、

3406、3410、 3425 等 9 間研究室之壁癌處理。另為解決城中校區教師研究室不

足，整修 4414、4415 供教師研究室使用；原 4413 機房整修後作為工友休息空間。 

(九) 校名增加夜間 LED 照明：增設五大樓英文校名，並將崇基樓西側牆面及五大樓門

廳兩面，換裝鈦金 LED 校名字體，LED 顯示燈依季節時序機動調整開關時間；崇

基樓原校名照明方式，原係使用第三大樓屋頂水銀燈遠空投射，照明耗電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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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崇基樓新作校名用電 275 瓦、五大樓中英文用電 130 瓦，共耗電 405 瓦，節省

595 瓦。 

八、 校園重大採購案執行情形 

(一) 教室單槍投影機汰換：使用教育部私校獎補助款汰換兩校區一般教室單槍投影機

案，依政府採購法規定陳報教育部核准以「適用最有利標決標」方式辦理採購，組

成評選委員會評選承攬廠商；共計購置 NEC5000 流明工程機型投影機 51 台、3300

流明短焦投影機 6 台（含全責式安裝，加贈備機及原廠燈泡）。廠商後續更換原廠

燈泡均以專案價格永久提供本校，並安排每年寒、暑假間免費清潔保養單槍投影

機。 

(二) 空調送風機清潔保養：兩校區空調送風機合計 1,318 台（雙溪 473；城中 845），暑

假期間委商完成清潔保養及運轉測試。清潔保養包含濾網、馬達及風鼓、冷盤管、

出風口、天花回風花網等項目。運轉測試發現損壞故障零件立即換修，以提高冷房

效率、降低用電負載。 

(三) 公用空間空氣品質改善：雙溪校區圖書館第一閱覽室、語言中心 G101 會議室及綜

合大樓 B301、B302 桌球室、大排演室等使用密集頻繁空間，按環境特性分別安裝

新鮮外氣送風機。未來，室內二氧化碳濃度到達 1000ppm（國家標準上限），風機

立即自行啟動換氣，改善空氣品質。冬天期間亦可減少空調使用，提升節能效果。 

(四) 城中校區電梯直話系統：為維護師生搭乘電梯安全，城中電梯已安裝直話系統。當

乘客受困於電梯時按下通話鈕，系統立即撥接第 1 組電話號碼，無人接聽時則依序

自動撥接第 2~5 組電話號碼。直話系統設定撥接順序為：1.校安中心值勤手機→2.

電梯公司故障專線→3.營繕組值勤專線→4.營繕組承辦人手機→5.營繕組組長手

機。操作說明張貼於車廂內。 

九、 校園邊坡水土安全維護 

(一) 雙溪校區依山而建，邊坡擋牆多為卵石漿砌結構，使用年久安全穩定性不足，102

學年度委請顧問公司進行評估，已於 103 學年度完成較具危險邊坡擋牆整修工程。

後續依巡勘及分析結果，逐步辦理邊坡整治工程。 

(二) 水土監測結果：委請廠商執行 4 年長期監測工作，第 1 年已完成 7 次巡勘觀測，結

果均為「邊坡擋牆尚屬穩定」，並由新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完成審查及簽證，以

確保資料正確及周延。 

十、 精進電梯維護保養作業 

(一) 103 年 7 月發生第一教研大樓東芝電梯車廂定平不準導致同仁絆倒摔傷事件。為避

免類案再生，103學年起各廠牌電梯維護保養契約，均增加安全要求及違約罰則（雙

溪東芝、三菱電梯改為全責式），並將每月保養維護由 1 次增加為 2 次，期能在密

集的管制維護頻率下，確保電梯乘坐安全。 

(二) 後續如有電梯發生故障，一律透過服務專線聯繫，並要求維修人員登錄時間、原因

及提出書面報告，作為雙方追蹤複查依據。若承商須取料更換零件設備，本校立即

配合停機，完成檢修測試確認故障排除後再開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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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補建校園管線分佈圖籍 

校區管線計有自來水、電力、天然氣、下水道、光纖網路及電話、有線電視等 7 大項。

本處協調各業管單位配合蒐集、提供資料，以校區測量圖為底逐一完成套繪，並分發校

安中心、電算中心、保管組及各管線單位承辦同仁相互持有，提供日後進行設施工程或

突發狀況緊急應變運用。後續管線資訊若有調整或變化，依業管單位提供資料由營繕組

統一修訂、分發。 

十二、 校園水電使用情形 

(一) 用水量比較：兩校區 102 學年度（102 年 8 月至 103 年 7 月）實際使用總水度 21 萬

1,447 度，支出水費 233 萬 6,835 元，較 101 學年度減少用水度 701 度，然支出水費

增加 24 萬 8,162 元。水費增加係因雙溪校區污水下水道工程已於 103 年 4 月完工驗

收，自 103 年 5 月起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按月隨水費徵收之故。 

(二) 用電量比較：兩校區 102 學年度（102 年 8 月至 103 年 7 月）實際使用總電度為 1,482

萬 4,900 度，日均用電度 4 萬 616 度，總電費 4,965 萬 7,005 元，與 101 學年度用電

比較減少用電69萬 9,900度，日均用電度減少 1,571度，總用電度比例下降 4.51%，

日均用電度比例下降 3.72%。惟受電費調漲影響（每度平均單價上升 5.73%），總

電費支出金額增加 47 萬 4,888 元，比例微幅上升 0.97%。但若以 101 學年度全年支

用度數與電量平均計算，每度以 3.5 元計，102 學年度用電度減少 69 萬 9,900 度，

等於節省支出 245 萬元。 

(三) 教育部於 103 年 8 月 6 日函轉經濟部「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

來函（臺教資（六）字第 1030115273 號），規定平均年節電率應達 1%以上，本校

102 學年度與 101 學年度比較，平均節電率達 4.51%，已達成目標。 

十三、 校園空間相關辦法制訂、修正案  

(一) 103 年 5 月 26 日行政會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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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以使學校空間做有效運用與管理。 

(二) 103 年 9 月 29 日行政會議通過「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法」修訂案，納入圖書館、游

藝廣場、科技教室(含遠距視訊教學教室)、戶外及公共空間，現除松怡廳、電腦教

室外，全校場地管理辦法已整合適用。另，新增教職員工社團或其子女活動之收費

原則、戶外空間、本校各空間作為新聞媒體、傳播或廣告公司、婚紗拍攝之審核與

收費標準。 

十四、 假日場地管制部分 

(一) 為使學校資源有效管理，並兼顧校區安全維護與假日值勤工友排班人力調度，自

103 年 11 月起至 104 年 7 月進行部分假日對外管制，管制時間內如有特殊需求，可

專案申請開放。 

(二) 103 學年度起，兩校區工友假日值班方式已調整為輪班制，並統一於校安中心值

勤。假日值勤工友服務窗口地點與專線電話，已統一如下： 

1. 雙溪校區：校安中心值勤室 （服務專線:0978-108576） 

2. 城中校區：二大樓服務櫃台 （服務專線:0975-25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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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學生宿舍補照 

教育部要求各校學生宿舍，無論建築時間年代，均應於 103 年 12 月底前取得使用執照；

本校學生宿舍僅榕華樓部分建物無使用執照，臺北市政府建管處於 103 年 8 月 26 日辦理

現勘，請本校就送審書圖與現地丈量不符部分完成修正，針對無障礙設施、消防設備等，

列為行政指導事項，於核發使照後列入追蹤改善項目，並出具限期改善切結書。本校已

依建管處現勘指導事項，出具切結書，且請建築師完成書圖修正後，於 9 月底送建管處

審辦，預計 103 年底可取得使用執照。 

十六、 公用廁所衛生紙供應  

本校於 102 學年度開始提供公用廁所衛生紙捲，並由淡江大學總務處進行 7 校聯合採購

以降低成本，於安裝衛生紙架、公告牌與供應衛生紙共計花費 95 萬 6,020 元；103 學年

度持續由淡江協助聯合採購，衛生紙捲採每週限量供應為原則，再依廁所位置人員進出

頻繁度之實際情況及對外辦理大型活動等進行調整。 

十七、 財產管理  

已完成 102 學年度 3,637 項財產盤點作業，並無盤盈或盤虧財產，但其中 167 項未貼財產

標籤，未貼標籤者，已即時補印標籤貼上；依本校「財產盤點執行計畫」，接續將執行

財產總盤點，本學年度應盤點教務處及學務處等 2 單位(含所屬單位)。 

十八、 城區延平南路 129 巷計畫道路處理情形 

城中校區內之延平南路 129 巷為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其中 B 哨至二大樓前部分用地為國

有，二大樓至游藝廣場前為本校土地，有民眾向警局舉發認為本校於 129 巷前設置路障，

影響通行違法。經校區所屬建國里里長協助委請中正萬華區吳志剛議員協助，將於 103

年 12 月底前，由交工處協助立牌告示並於 129 巷兩側畫紅線，上午 6 時至晚間 12 時禁

止車輛通行，並全面禁止停車。 

十九、 出納部分 

(一) 依 103 年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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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支票存款 1.93%、定期存款 80.20%、政府公債 5.60%、證券投資 2.71%。 

(二) 城中校區原僅一部郵局提款機，經學生向學生事務會議反映使用需求與相關建

議，本處經考量設置區域、服務銀行、美觀規劃及消防逃生動線後，於第五大樓

推廣部門外走廊旁加裝中國信託銀行ATM提款機，於 103年5月20日正式啟用。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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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研究事務組】 

一、研究計畫類 

（一） 科技部 103 學年度「專題研究計畫」，本校共 147 件計畫申請案，獲核定 73 件，未

通過 74 件，通過率 50%（102 學年為 50%），原核定多年期計畫於 103 學年度執行

第二或第三年計有 24 件，另核定 1 件私校研發特色計畫、1 件吳大猷紀念獎研究計

畫、另有 3 件計畫轉入、1 件產學合作計畫、1 件新進教師隨到隨審計畫，總計目前

執行科技部之計畫共 105 件（102 學年同期為 107 件）。 

（二） 科技部 103 年度「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本校獲核定補助 3 件為：中文系鄭明娳

教授、企管系吳吉政副教授及企管系劉秀雯助理教授，補助經費共計 71 萬 2,500

元；合作企業配合款共計 43 萬 1,750 元，先期技轉授權金共計 20 萬 168 元。 

（三） 科技部 104 年度「補助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案，提前辦理校內申請

作業，現有人文社會學院提出「東亞「創意」城市：治理、想像、品牌」及「知識與

行動」，理學院提出「綠色海水養殖環境微生物製劑之開發與應用」，共計三項計畫

申請案，並將於 103 年 12 月 1 日召開審查會議，請總計畫主持人簡報，審查後選 2

案並排序，簽請校長同意後函送科技部。 

（四） 教育部顧問室「103 年度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計畫」，本校獲補助 2 件，總經費 163

萬 7,177 元，教育部核定補助 148 萬 8,343 元，本校配合提撥 14 萬 8,834 元。 

（五） 教育部 103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推動臺灣研究國際合作計畫」，本校獲補助 1 件，總

經費 180 萬元，教育部核定補助 140 萬元，本校配合提撥 40 萬元。 

（六） 102 學年度獲校外單位委辦之計畫，包括國家人權博物館籌備處、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衛福部食品藥物管理署、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行

政院主計總處、國家發展委員會、社團法人中華智慧型運輸系統協會、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理局、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財團法

人中衛發展中心、科技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專業基金會

等，計有 17 件，總經費 1,344 萬 8,090 元整。103 學年度（截至 103 年 11 月 25 日止）

獲校外單位委辦之計畫，包括臺北市停車管理工程處、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聖約翰科技

大學等，計有 6 件，總經費 226 萬 3,320 元整。 

（七） 科技部 103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本校教師指導之 61 位學生提出申請，獲核

定通過計有社工系李淑容副教授、師資培中心濮世緯助理教授、微生物學系張碧芬

教授、宋宏紅教授、劉佩珊教授、心理學系汪曼穎教授、法律學系林三欽教授、余

啟民副教授、林育廷副教授、洪秀芬副教授、黃心怡副教授、林書楷副教授、王乃

彥副教授、蕭宏宜副教授、李玲玲副教授、會計學系吳幸蓁助理教授、鄭哲惠助理

教授、企管系胡凱傑副教授、陳麗宇助理教授、財精系林忠機教授、資管系楊欣哲

教授、鄭麗珍副教授、柯淑津副教授、朱蕙君助理教授、林勝為助理教授等 25 位教

師指導 25 位學生；另有法律系宮文祥助理教授指導之 1 件計畫轉入。 

（八） 「東吳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相關業務： 

1. 討論修訂本校動物實驗管理小組設置辦法，增修動物實驗使用計畫之審查流程及

注意事項等內容，並已於 103 年 1 月 8 日經校長核定，即日起發布施行。 

2. 函送本校 102 年度「動物科學應用機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監督報

告」予行政院農委會錄案存查，另副知臺北巿動物保護處。 

3. 102 學年度(截至 103 年 5 月 8 日止)，共計審查通過 1 件動物實驗使用計畫變更申

請案。 

（九） 103 年 11 月 26 日於雙溪校區舉辦「103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

由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圖書館、研發處報告執行計畫相關事項，並就執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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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相關行政作業進行討論溝通；會後將函送「103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

計畫說明會問題與討論紀錄」予各學系轉致所屬研究計畫主持教師、研究助理及業務

承辦同仁參考。 

（十） 科技部主計處於 103 年 11 月 20 日赴本校查核 102 年度專題計畫憑證，本次查核會計

憑證計有 13 位教師執行之 14 件計畫(包括專題研究計畫、大專學生研究計畫、邀請

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及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並依科技部主計處要求補

充相關資料。另有科技部政風處陳康生處長及張蕙璿專員同時前來訪談 101 及 102

年度執行計畫主持人 3 位及相關行政單位組長，就近年科技部相關作業規定改變作

意見交流。 

（十一） 103 年 11 月 3 日假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103 學年度學術研究工作坊系列活

動（一）」，邀請 Thomson Reuters 公司甯寧博士主講「研究導航與成功投稿」及

本校數學系簡茂丁教授主講「我的合作研究經驗」等議題，共有 38 位教師、職員

及學生參與。 

（十二） 擬訂於 104 年 1 月 13 日於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103 學年度學術研究工作坊

系列活動（二）-人類研究倫理審查研習會」。 

二、研究成果管理與運用 

（一） 103 學年度（截至 103 年 11 月 25 日止）本校教師研發成果獲專利權，計有微生物系

宋宏紅教授 1 件。 

（二） 本校於 103年 9月 18~21日參加由科技部、經濟部、教育部及智財局等在台北世貿中

心展覽一館舉辦之「2014 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本校三項專利與來自 15 國、

960 件作品共同角逐，榮獲大會評選為銀牌獎及銅牌獎：包括微生物系張碧芬教授

「用於去除污泥中有機毒化物之微膠囊，其製造方法及其應用」（銀牌獎）、微生物

系劉佩珊教授「抑制乙醯膽鹼受器經活化而導致癌細胞增生的醫藥組合物」（銅牌

獎）、微生物系宋宏紅教授「抗癌胜肽、其用途以及含有該胜肽之醫藥組成物」（銅

牌獎）。 

三、校外獎補助類 

（一） 科技部 103 年度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本校有 44 位教師獲核定。依本校「學術研

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之獎勵額度，應發給獎勵金總額為 480 萬元，科技部核定補助

經費為 339 萬 6,912 元，本校配合提撥 140 萬 3,088 元。 

（二） 科技部 103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案，分別於 103 年 3 月及 9 月共

核定通過數學系吳牧恩助理教授及物理系梅長生助理教授 2 件，發給獎勵總金額為

58 萬 8,000 元。 

（三） 本校資管系朱蕙君助理教授獲科技部「103 年度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為本校專任教

師繼 102 年度後，第二次獲得此項殊榮。 

（四） 本校會計系鄭哲惠助理教授指導財精系張嘉文同學以「產業別的企業生命週期與股權

評價—以資訊電子業為例」為研究主題之執行成果，獲選為科技部 102 年度大專學生

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為本校第一次獲得此項殊榮。 

（五） 科技部「發明專利費用補助」案，本校提出 5 件申請案，均獲補助，補助金額共計新

臺幣 6 萬 7,160 元。 

（六） 科技部 104 年度「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案，本校獲核定補助 1 件為：

資管系鄭麗珍副教授赴美國，補助金額為 35 萬 3,300 元。 

（七） 本校專案獲科技部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情形如下：102 學年度計有哲學系黃筱慧

副教授、社會系石計生教授、社工系莊秀美教授、英文系葉卓爾教授、黃靖雅碩士

班研究生、日文系黃國維博士班研究生、Naotaka Nakamura 博士班研究生、AKIRA 

GOTO 博士班研究生、SAKURA UCHIDA 博士班研究生、語言教學中心江逸琳助理

教授、微生物系周希瓴博士班研究生、張廷婕碩士班研究生、法律系黃鼎軒碩士班

研究生、會計系吳怡萱副教授、企管系蘇雄義教授、李太雨教授、資管系陳琮文碩

士班研究生等 17 人次；另獲科技部補助組織團隊參與國際會議情形如下：有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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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雨教授領隊赴泰國曼谷參加 6th Asian Logistics Round Table。 

103 學年度（截至 103 年 11 月 25 日止）計有哲學系黃筱慧副教授、法律系何婉君助

理教授等 2 人次。 

（八） 本校獲校外單位補助延攬優秀學術人才蒞校講學及來臺短期訪問情形： 

學年度 性質 學系 邀請學者 補助單位 

102 

講學 哲學系 
北京清華大學廖名春客座教授 科技部 

香港科技大學馮耀明客座教授 科技部 

訪問 哲學系 澳大利亞 Michael Schimmelpfennig 副教授 科技部 

政治系 美國 James David Meernik 教授 科技部 

日文系 韓國 SuJeong Y 研究員 科技部 

法律系 日本 Hiroshi Kawabata 教授 科技部 

經濟系 
美國 SUBAL CHANDRA KUMBHAKAR 特

聘教授 

科技部 

會計系 韓國 SEUNG AH SONG 助理教授 科技部 

企管系 美國 Mohamed I.Dessouky 教授 科技部 

103 
(至

103.11.25

止) 

講學 

哲學系 香港科技大學馮耀明客座教授 科技部 

政治系 
匈牙利 Eötvös Loránd 大學匈牙利籍 Szabo 

Mate 沙伯特客座教授 

科技部 

訪問 音樂系 奧地利 Franz Karl PRASSL 教授 科技部 

英文系 澳大利亞 Kerry Margaret Mallan 教授 科技部 

（九） 本校各學術單位獲校外單位補助舉辦研討會情形如下：102 學年度（包括：教育部、

科技部、外交部、內政部、中央研究院、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最高行政法院、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計有：中文系「第三屆中國古

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哲學系「德行的轉向：德行知識論、德行論理學、中國

哲學」、哲學系「呂格爾、詮釋學與亞洲國際研討會」、政治系「第六屆國會研討會：

『九月政爭』後的憲政民主與國會運作」、政治系「『東亞地區的合作與和平』國際

學術研討會」、日文系「2013 年臺灣日語教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日文系「2014

年日語教學國際會議」、日文系「2014 年臺灣日語教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法

學院「第 11 屆公法研討會」、法學院「2013 年國際法暨比較法研討會」、經濟系「2014

年生產力與效率學術研討會」、會計系「2013 會計理論與實務研討會」等 22 案。103

學年度（截至 103 年 11 月 25 日止，包括：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財團法人

台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計有：社工系「東吳大學與日本社會分析學會交流學

術研討會」、音樂系「2014 臺灣音樂學論壇學術研討會」、英文系「兒童文學的典

範轉移研討會」等 3 案。 

四、校內獎補助類 

（一）依本校「東吳大學產學合作作業要點」，102 學年度獎勵金撥付情形：計畫主持人獎

勵金 1,942,167 元(得視需要將部分或全額獎勵金做為執行計畫之辦公費)、學院辦公費

110,363 元、學系辦公費 1,097,946 元，共計 3,150,476 元。 

（二）依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辦法」、「胡

筆江先生紀念專款辦法」，學術研究委員會於 102 年 11 月 20 日審議 102 學年度各項

獎補助申請案，並經簽核後執行，結果如下：  

1. 「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總計 245 人次教師獲獎，包括「研究論著獎勵」獎助 129 人

次教師、「研究計畫獎勵」獎助 113 人次教師及「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補助 3 位教

師。 

2. 「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之申請案，計有 56 位教師申請，通過 52 位教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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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將於 103 學年度辦理相關減授事宜，其中數學系簡茂丁教授、微生物系黃

顯宗教授、微生物系張碧芬教授、心理系王叢桂教授、經濟系謝智源教授、經濟系

傅祖壇教授、企管系尚榮安教授、企管系胡凱傑教授、國貿系顧萱萱教授及資管系

林娟娟教授獲連續三學年減授時數。 

3. 「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通過補助 3 位教師論文出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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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鐘點之申請案，通過：歷史系楊俊峰，哲學系黃崇修，社工系鍾道詮、李佳儒，德

文系陳姿君、黃靖時，數學系林惠文，化學系王榮輝，法律系范文清、何佳芳，會計

系吳幸蓁、鄭哲惠，企管系陳麗宇、王昱凱，財精系詹芳書、邱于芬，資管系朱蕙

君、林勝為、黃心怡共 19位助理教授於 103學年度繼續第四或第五年減授基本授課時

數二小時。會計系洪聖閔及高立翰 2 位助理教授於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及 104 學年度

第 1 學期繼續第四年減授基本授課時數 2 小時。 

（四）102 學年度「端木鑄秋法學研究基金」獎助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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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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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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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02 學年度「東吳大學倪氏學術獎助」，核定獎助外國語文學院江逸琳助理教授及商

學院蘇雄義教授各新台幣 7 萬 5,000 元整。 

（六）102 學年度「孫哲生先生紀念專款」，核定獎助政治系蔡秀涓副教授 2 萬 4,000 元。 

（七）「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之獎補助情形如下： 

102 學年度補助出版優良期刊論文 12 件，共計 8 萬 5,089 元；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31 件，共計 81 萬 517 元；補助應邀出國進行學術研究 1 件，共計 2 萬元。 

    103 學年度(截至 103 年 11 月 25 日止)補助出版優良期刊論文 5 件，共計 4 萬 8,250 元；

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12 件，共計 32 萬 8,770 元。 

（八）「東吳之友基金會」捐贈基金之獎補助情形如下： 

2014 年(截至 103 年 11 月 25 日止)補助：「黃安素哲學與宗教獎」2 件，共計美金 3,490

元；「楊氏財經獎」1 件，共計美金 1,280 元。 

（九）102 學年度「戴氏基金會」補助本校教師赴國外研究訪問 9 件，共計新台幣 47 萬 9,825

元；補助邀請國際學者至本校研究訪問 6 件，共計新台幣 41 萬 8,975 元；補助邀請海

外知名學者來校講學 2 件，共計新台幣 9 萬 4,000 元；補助講學相關之出版 1 件，共

計新台幣 22 萬 5,000 元。 

（十）103 學年度(截至 103 年 11 月 25 日止)學術交流基金補助本校教師帶學生出國實習、參

訪 2 件，共計新台幣 7 萬 7,566 元。 

 

【校務發展組】 

一、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計畫） 

（一） 103 年度獎補助計畫審查結果 

教育部於 103 年 6 月 5 日公佈 103 年度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簡稱「私校

獎補助計畫」）經費審查結果，本校獲獎勵、補助經費合計 9,356 萬 6,967 元，較計

畫申請金額減少 2,743 萬 3,033 元，較上（102）年度核撥金額減少 191 萬 6,311 元。 

針對本校申請之 103 年度私校獎補助計畫，教育部審查委員提出 48 項意見。綜觀審

查意見內容，委員對本校自訂之「教學」、「國際化」、「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等

三面向肯定規劃之用心，唯對執行面及績效目標設定方面多所建議。對「產學合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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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面向則期待學校有更積極之措施或提出具體的規劃。 

 

【評鑑組】 

一、 教師教學獎勵活動 

102 學年度教師教學獎勵活動之獲獎教師，將安排於 104 年 1 月本校年終餐敘中由校長

公開頒獎。 

二、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先由教學、研究、行政三個管考小組進行考評作業，後

續再請副校長召開總評會議進行審議。 

三、 校務資料庫填報平台建置 

本校「校務資料庫填報平台」所規劃之校務填報資料含括七大面向，包括：校務面、學

生面、教師面、課程面、國際面、資源面、財務面，共計 124 種表單。研究發展處目前

已完成其中 64 種表單開發，約佔 51.6％。待全部表單開發完成，即可協調電算中心接

手進行系統開發。 

四、 教育部 104 年統合視導作業 

本校 104 年 10-12 月將接受教育部統合視導，受評之 10 項統合視導項目中，有 8 項必

須配合進行設施參訪，已函請各受訪單位預先規畫並提出建議之參訪路線，以便提統合

視導工作會報討論。 

五、 教學評量作業方面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評量科目總共有 2,563 科次，經讀卡結果未達校訂標準之科目

計 57 科。教學評量成績優異之教師，已分別以校長和教務長之名義製頒「感謝狀」表

示感激與鼓勵。 

六、  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調查方面 

103 學年度「入學新生」、「大二學生」以及「大三學生」等三項學生學習成效調查問卷

統計作業已告一段落，相關描述性統計報告完成後將立即提供給各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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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 

 

一、本校簽訂之學術協議單位（簽訂時間 103 年 5 月至 103 年 11 月） 

(一)完成簽署：共計 48 份協議(校級:22 份；院級:2 份；學生交換:18 份；學生交流:6 份) 

1.國際事務中心：韓國江原大學、菲律賓亞德雷歐大學、韓國全南大學、日本愛知

縣立大學、印尼蘇吉甲普拉那塔大學、匈牙利巴斯瑪尼彼得天主教大學、匈牙利潘

諾尼亞大學、德國柏林經濟與法律應用科學大學、荷蘭海牙應用科技大學、澳洲臥

龍崗大學、韓國西江大學、韓國淑明女子大學、美國中央奧克拉荷馬大學、哥倫比

亞以塞西大學、日本東北大學、韓國漢陽大學、日本山口大學 

2.兩岸事務中心：上海商學院、東北師範大學、天津大學、南京財經大學、貴州大

學、山西大學、浙江大學寧波理工學院、寧波工程學院、太原理工大學、大連理工

大學、蘭州大學 

   (二)簽署中協議單位： 

1.國際事務中心：俄羅斯喀山國立大學、日本筑波大學、美國羅耀拉大學馬里蘭州、 

美國德州技術大學系統、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荷蘭莎格森專業大學、日 

本廣島經濟大學、法國巴黎經濟商業高等商學院、法國巴黎天主教大學、德國科隆

商學院 

2.兩岸事務中心：湖南大學、蘇州科技學院、台州學院、華東政法大學、西北政法

大學、福建師範大學、寧夏醫科大學 

二、外賓蒞校參訪接待(103 年 5 月至 103 年 11 月)：共計接待 32 個單位 

接待單位包括日本宮崎大學、美國芝加哥惠頓大學、廈門參訪團、美國德州 Texas 

Tech University 系統、日本東北大學、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Bloomington 分校、日本明治

學院大學、日本尾道市立大學、寧夏自治區教育廳高等教育處、杳港天主教新民書院、

香港聖公會中學、香港培英中學、匈牙利國會友台小組、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日本千葉

商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日本西南學院大學、湖南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荷蘭莎格森專業大學、西班牙武康大學、英國肯特大學、巴黎天主教大學、印尼貝特拉

基督教大學、亞洲基督教聯合董事會、德國科隆商學院、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首都

經貿大學、匈牙利科維努思大學、蘭州大學、泰州市委訪問團及美國密蘇里大學。 

三、教育招生展及參與國際組織業務相關會議：共計出席 14 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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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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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之「IAMSCU Conference 2014」。 

(五)103 年 6 月 14 日國際事務中心劉凱莉主任及游晴如組員前往香港進行 103 學年度個

人申請新生輔導說明會。今年為本校首次擴大個人申請名額及填選科系，此梯次計

有 59 名學生錄取，其中香港地區學生為 39 位，計有 25 名學生前來聆聽，會場連

同家長近 50 名與會。 

(六)103 年 6 月 23 至 24 日國際事務中心劉凱莉主任出席於高雄醫學大學舉辦之 2014 台

馬高等教育論壇。 

(七)103 年 7 月 5 日至 12 日國際事務中心劉凱莉主任及王筠蕙秘書參加 2014 馬來西亞台

灣高等教育展。參展學校總計 100 所大專院校，參展代表約 300 人，比 2013 年參展

校數 82 所新增 18 所，創歷年新高。本校自去年出席 2013 年馬來西亞招生展後，103

學年度馬來西亞外籍生錄取人數已由 102 學年度之 4 人增加至 16 人。 

(八)103 年 7 月 19 日至 20 日國際事務中心朱賢丁專員及游晴如組員赴澳門參加由海外聯

招會舉辦之 2014 年澳門新生入學輔導會，本校 103 學年度個人申請及聯合分發共

48 人，因本校新增個人申請方式，故比去年增加 10 人，參加入學輔導說明會 33 人。 

(九)103 年 8 月 15 日至 16 日國際事務中心朱賢丁專員及兩岸事務中心余孟儒組員前往香

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會議室進行 103 學年度新生入學輔導會。出席人數包括新生

47 人、家長 25 人、校友及僑聯會幹部 15 人共計 87 人。 

(十)103 年 9 月 15 日至 19 日姚思遠學術交流長及語言教學中心劉凱莉助理教授出席於布

拉格舉辦之「2014 歐洲教育者年會」，共計 18 所大專院校共同參與。會談中至少

與 20 所國外大學校院代表討論校級合作、交換生協議及華語課程研習等規劃，與日

本廣島經濟大學、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國巴黎經濟商業高等商學院、

巴黎天主教大學、荷蘭莎格森專業大學及德國科隆商學院正進行簽署校級學術交流

協議及交換生協議。 

(十一)103 年 9 月 19 日至 22 日潘校長受邀參加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建院十周年慶，兩

岸事務中心王王梅主任陪同，期間並拜訪揚州大學，由該校黨委書記夏錦文教授親

自接待，雙方同意再簽訂學生交流協議。 

(十二)103 年 10 月 16 日至 20 日兩岸事務中心余孟儒組員參加 2014 香港教育展。 

(十三)103 年 10 月 21 日至 26 日國際事務中心劉尚怡組員及兩岸事務中心魏嘉慧專員出

席 2014 澳門中學巡講及 2014 澳門教育展。本次前往聖若瑟教區中學二、三校區及

菜農子弟學校進行對高二及高三學生簡報介紹本校，教育展展出共計約 3000 人到攤

位詢問。  

(十四)103 年 10 月 18 日至 21 日由潘維大校長、姚思遠學術交流長及兩岸事務中心王玉

梅主任代表本校出席由蘇州大學主辦之「海峽兩岸同根同源高校話願景」合作研討

會。本次活動邀請潘維大校長、蘇州大學王卓君書記、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龍明

標先生開營致詞。兩岸同根同源研討會共有東吳、中央、暨南(台灣、廣州)、清華(台

灣、北京)、輔仁、南京、交通(北京、上海、西安)、北京師範等 12 校出席，並分享

各校國際化人才培養與合作經驗。 

四、境外生及學生活動等業務 

(一)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境外生人數統計： 

1.學位生：僑生共計 353 名；陸生共計 87 名；外籍生共計 67 名。學位生總人數由

102 學年度之 384 人成長至 508 人，成長率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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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學位生：外籍交換生共計 54 名；大陸交換生共計 54 名；自費研修生共計 90 名。

外籍交換生成長率較去年成長 42%；自費研修生較上學期成長 20%。 

3.國籍包括中國、香港、日本、韓國、荷蘭、德國、丹麥、瑞典、捷克、烏克蘭、

波蘭、澳洲、盧森堡、法國、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美國、蒙古、紐西蘭、印尼、

比利時等 22 國。 

(二)共計辦理至少 19 場活動，包括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境外學生入學歡迎會」、「交

換生了沒?」系列講座 4 場、「你登陸了沒？赴陸交換生分享會」2 場、陸生聯誼會

新生幹部甄選、「飢餓遊戲」---國際交流晚會活動、大一僑生座談會 3 場、僑生申請

碩士班說明會 2 場、僑生一日遊活動、境外生台北貢寮獨木舟一日遊活動、境外生南

投豐丘部落之旅活動、境外學生身心健康專題講座及「校長有約-河岸鐵騎樂秋遊」

等。 

(三)103 年 9 月 24 日公告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赴大陸交換生徵選，可前往研習學校包括

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蘇州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等共計 29 校 62 個名額。 

(四)103 年 10 月 15 日受理申請 104 學年度赴國外校級交換生甄選申請作業，共計有 59

校 229 個名額。 

(五)共計辦理 7 項交流營隊活動甄選，包括復旦大學「第 11 屆江南行夏令營」、2014 日

本學習院大學暑期專班、廈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習營」、東北師範大學「2014 年海

峽兩岸大學生夏令營」、蘇州大學「2014 江南文化研習營」、吉林大學「第十三屆

臺灣學生“北國風情冬令營”」及哈爾濱工業大學「2014 年第八屆小衛星學者計劃冬

令營」。 

五、獎學金及助學金業務 

(一)103 年 6 月 26 日公告 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外研習補助第一期審查結果，

共計補助 133 人次。 

(二)103 年 10 月 7 日公告 2015 年度第一期日本交流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生獎學金申請。 

(三)103 年 10 月 7 日公告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外籍學生獎學金申請事宜，申請截止日期

至 10 月 20 日，總計補助 21 名學生，共計 20 萬 6 千元整。 

(四)103 年 10 月 8 日公告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優秀陸生獎學金」申請，申請

日期至 10 月 28 日止。 

(五)103 年 10 月 9 日公告 103 年度教學卓越赴國外研習計畫第二期補助申請。 

(六)103 年 11 月 10 日公告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學生境外交換獎學金」申請。 

(七)修訂「東吳大學優秀陸生獎學金申請要點」。 

(八)新增制定「東吳大學優秀僑生獎學金申請作業要點」。 

六、2014「東吳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 

(一) 舉辦日期：2014 年 7 月 12 日(週六)至 8 月 12 日(週二)共計 32 天。 

(二) 課程相關：共開設 10 課群，每項課群共 4 學分。上課 12 日，每日 6 小時，總上課

時數 72 小時。由本校安排全體學員 1 日與校長騎鐵馬活動及 5 天 4 夜團體旅遊。 

(三) 參加學員人數：共計 312 名來自 28 所大陸高校之學生及 20 位帶隊老師，報名人數

成長約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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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共舉辦 3 場校務性業務籌備會議、1 場檢討會議及 1 場帶隊老師座談會。 

(五) 總收入約新台幣 1,772 萬元（較去年成長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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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一、103 學年度（103.08.01-103.11.24）捐款金額 25,553,910 元，捐款人數 490 位，捐款筆數

1,063 筆。 

二、配合本校各項全校性募款計畫，103 年 3 月推展「德蔭學子-校園助學專款｣計畫，本計畫

主要用以支應學子生活與工讀助學金，以及隨堂助理申請補助計畫經費，截至 103.11.24

止，累計捐款金額為新台幣 3,652,654 元。 

三、校園紀念品經營與管理業務： 

  （一）103 學年度校園紀念品販售截至目前為止（103.08.01-103.11.20）販售總金額為新

台幣 522,530 元。近期主要推展項目包括：103 年 10 月配合第一哩活動推出校徽

及拱門兩款書籤，103 年 12 月預計搭配超馬活動及聖誕節推出校園帽 T、喜憨兒

聖誕手工餅乾等，104 年 1 月新春檔期預計開發 1-2 項應景禮盒，提供師長同仁們

選購。 

  （二）為擴展校園紀念品能見度及購買便利性，與開店 123 電子商務網站合作，提供紀

念品線上購買及刷卡服務，預計 103 年 12 月初完成採購程序。 

  （三）因應校園紀念品品項漸增，為有效統計商品的銷售、庫存與顧客購買行為，進而

有效分析並提升經營效率，預計 103 年 11 月底前完成採購 POS 作業系統程序。 

四、經營各校、系友會活動： 

    （一）103.05.30 召開第五屆第一次理監事聯席會議，當日推選劉吉人學長（政治系 66

級）為新任理事長。同日並於雙溪校區松怡廳舉辦校友總會「東吳感恩 感恩東

吳-醇音樂之夜」，邀請大提琴家張正傑、鋼琴家謝婉玲校友以及京劇大師朱陸

豪贊助演出，總計逾 300 名校友共襄盛舉。 

  （二）103.06.20 辦理台北市校友會理監事感恩餐敘，邀請第六屆與第七屆理監事共襄

盛舉，於餐敘中推選陳惠貴學長（財精系 75 級）擔任第七屆理事長並進行交接

儀式，當日共計 18 位理事、4 位監事出席。 

  （三）103.07.04 辦理校友總會理事長交接感恩餐敘，假台北凱撒大飯店 4 樓上海廳舉行。

當日席開六桌，總會理監事與校內師長出席踴躍。第四屆理事長唐松章學長在監

事王榮周學長（法律系 59 級）的見證下，與新任第五屆理事長劉吉人學長進行印

信交接，場面隆重溫馨。 

    （四）103.10.05 假美麗華高爾夫球場舉行第九屆校友盃高爾夫球聯誼賽，共計 100 位校

友熱情參與。 

  （五）103.10.12-10.15 東吳之友基金會董事長 Mr. Edward Rada 與林蕙瑛校友訪校，10.13

下午於城中校區舉行捐款成果報告會議，晚間由校長邀集校內師長於極品軒餐廳

舉行晚宴；103.10.14 於雙溪校區舉辦「募款知能分享座談」，當日近 70 名師生踴

躍出席。 

  （六）103.11.18 假極品軒餐廳舉行「第四屆傑出校友遴選會議」，於會議中決議修改

「東吳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並遴選出 45 名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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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103.11.30 於上海西華酒店公寓 3 樓，舉辦「2014 上海校友會聯誼餐會」。 

  （八）104.01.17 預定於雙溪校區松怡廳，舉辦「樂音飄揚 傳愛東吳-校友總會歲末感恩

音樂會」，由東吳校友合唱團、音樂系校友團體藝饗樂集連袂演出。  

五、《東吳校友》雜誌第 26 期已於 103.06.19 出刊，封面故事為「致、青春-我在東吳的日子」，

主題報導 103 級準校友離校前對母校之心得與校園生活回顧，總印量 20,000 冊，第 27

期預定於 104 年 1 月出刊。 

六、校友聯絡資料更新：截至 103.11.24 止，校友動向資料庫計有 120,433 筆資料，其中聯絡

筆數 97,038 筆、失聯校友筆數 22,730 筆、已逝校友筆數 665 筆，另掌握校友電子郵件信

箱筆數計 53,229 筆。 

七、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一）「畢業生流向追蹤調查」 

     １．103.08.28 完成 103 年度「校友對母校暨就業滿意度調查」工作，調查對象為

102 級畢業生，總計調查 2,267 筆，回收率 76.1%。 

     ２．103.08.28 完成「企業雇主對東吳大學畢業生滿意度調查」電訪，調查對象為

擔任企業中高階主管之校友雇主與方案 1-1 合作企業，合計受訪企業雇主共

1,235 位。 

     ３．103.11.19、11.21 辦理兩校區問卷調查系統教育訓練。 

  ４．103 年 10 月撰寫問卷調查分析報告，預定 104.01.15 前完成全校各學系調查

成果報告書。 

   （二）「年輕校友海外就業計畫」 

     １．103.07.08 於城中校區 5213 會議室舉辦「職場就業培訓暨海外就業分享講座」。

邀請紀達職涯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郭芊彤總經理、吉立富公司林韻宜學姐（心理

系 94 級）蒞校演講，並表揚 2014 年海外計畫錄取同學。 

     ２．預定 103.11.29 探訪於上海吉富投資諮詢（上海）有限公司就職之畢業生。 

   （三）「校友薪傳講座」 

     １．103.09.24 於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邀請 agnès b 台灣分公司程俊偉（財精系

81 級） 總經理主講「agnès b 時尚美學的品牌經營故事」，共計 112 人參加。 

     ２．103.12.10 於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邀請知名主播顧名儀學姐主講「新媒體

崛起～新時代溝通方式」。 

八、與院系合作辦理專業職涯講座：為強化與學系合作，特辦理之專業職涯講座計有 18 學系

參加，共計申請 42 場。除此之外，另邀請 6 學系已開設生涯職涯或職場實務課程之教師

與生涯發展中心合作，於課程中導入生涯資源，包含聘請系友或業界講師演講、實施職

涯測驗等。 

九、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發與試行計畫：參與教育部青年署「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

發與試行計畫」，生涯發展中心朱嘉琦輔導員、陳舒儀兼任輔導員已獲得該訓練之證書。

除本學期於通識教育開設「生涯發展與產業趨勢分析」課程外，未來規劃將與教務處課

務組、通識教育中心討論開設更多與生涯發展相關之課程。 

十、企業參訪：為使同學更了解企業的經營理念及實務運作，本學期舉辦 3 次企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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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22 參訪 ICRT 與台北之音、103.11.27 參訪 101 台北金融大樓以及 103.12.30 參訪

六福村主題遊樂園，合計 185 人參與。 

十一、執行教學卓越計畫「生涯 360 學生發展促進計畫」： 

  （一）最後一哩：本學期辦理就業培訓專班，以學生在生涯各業務中的回饋來做歸納，

發現同學感興趣的業別，再針對該業別與國內知名企業洽談相關合作事宜，成立

中華航空/航空業、奧美廣告/廣告業、華南永昌/證劵業與天下雜誌/出版業等 4 個

班別，經其專業協助，調整本校職場培訓課程內容，朝符合企業需求方向設計，

以達「學校培訓最後一哩路＝企業用人第一哩路，向前延伸無縫接軌，邁向職場

學用合一」。103.10.18 辦理始業式，目前已進行四週共 7 堂課，兩校區參與學生

及校友已累計 501 人次。 

  （二）產學合作計畫：本學年擴大舉辦暑期學生企業實習計畫，主動邀請國內校友與優

質企業參與產學合作學生實習計畫，暑假期間至與學校合作機構做實習生訪視，

除詢問機構相關合作建議及實習生需加強的部分外，並期望日後與各企業建立長

期合作關係。 

  （三）夢想行動家：本學年舉辦夢想行動家活動共計 26 組提案，活動結束計 21 組計畫

完成，合計 83 人獲補助，103.09.24 活動成果發表開始，計有 17 場分享會。該成

果發表會並於 103.10.13-10.18 結合生涯發展週活動做成果分享與展示。 

（四）青年領袖學堂：第六屆青年領袖學堂，以一學期為主，本屆計畫除延續前期活動          

經驗，提供參與學員領導力課程之系統知識建立外，並透過體驗教育、服務學習

等活動，擴展學生視野，增進其體察與關懷社會的感知能力，並積極鼓勵同學將

想法化作行動，將理論與實務結合。領導力課程講師名單：103.10.20 實踐家集團

周宸宇講師（DISC 領導人格測試）、103.10.23 恩德科技謝子仁學長（領導風格的

養成）、103.10.27 聯郵公司李憲國學長（宏觀視野）、10310.30 澤鈺智庫李河泉

學長（溝通協調）、103.11.17 世新大學朱家輝學長（問題決策）、103.11.20 橙智

教育洪曉芬學姊（領導激勵）。 

十二、視覺展覽系列： 

    （一）103.05.22-09.17 於雙溪校區二教研舉辦「周思伃畢業攝影展」，參與人次計 300 人。 

（二）103.09.15-10.02 於游藝廣場展覽廳展出「法國･日本＋士林的貓-旅法藝術家黃曼

君×旅日新銳插畫畫家蔡美保一場打破疆界、跨越世代夢幻聯展」，參與人次約計

200 人。 

（三）103.09.29-10.09 於二教研一樓穿堂與匈牙利辦事處、中東歐研究中心等合辦「匈

牙利世界遺產展」。103.09.29下午 3時 30分舉辦開幕儀式，參與人次約計 300 人。 

（四）103.10.04-10.30 於雙溪第二教研一樓入口走廊展出「莊宏哲水彩速寫展」，參與

人次約計 300 人。 

（五）103.10.04-10.30 於游藝廣場展覽廳展出「黃仕傑•陳偉賢•游日新生態攝影展生態攝

影展」，參與人次約計 200 人。 

（六）103.11.01-11.30 於游藝廣場展出「重溫菜根譚-蔡耀慶書法創作展」，參與人次約

計 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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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3.12.03-104.01.09 於游藝廣場展出「吳毅平臺北人攝影展」。 

十三、多元表演系列： 

  （一）103.10.14 於雙溪校區松怡廳舉辦「Gustavo Romero 鋼琴獨奏會」，參與人次約計

300 人。 

  （二）103.10.02、10.08、10.16、10.21 舉辦「秋夜爵士逍遙遊」、「秋詠涼天思竹情」

共四場，參與人次約計 1,000 人。 

  （三）103.10.31 晚上 7 時與 11.01 下午 2 時 30 分於雙溪校區邀請故事工廠於傳賢堂舉辦

二場「3 個諸葛亮」之戲劇表演，本劇由朱德剛、杜詩梅、林東緒擔綱演出，觀

眾人數約計 1,500 人。 

  （四）103.12.04 晚上 7：30 於松怡廳舉辦「Music Wave 薩沙.阿列克謝耶夫-新『俄』勢

力」音樂會。 

（五）103.12.16 於松怡廳舉辦「小提琴與二胡的對決」音樂會。 

十四、結合林語堂故居業務：103.05.07-05.22 於二教研入口走廊合辦「潤餅，春味，臺北城-

手溫與培塑影像記錄展」，觀賞人次 300 人。  

十五、講座研習營文化小旅行： 

  （一）103.09.20 下午 2 時 30 分舉辦「法國･日本＋士林的貓-旅法藝術家黃曼君×旅日新

銳插畫畫家蔡美保一場打破疆界、跨越世代夢幻聯展」導覽講座，參與人次約計

70 人。 

  （二）103.10.01 上午 10 時於雙溪校區 D0130 室辦理「《天天想你》漫談音樂劇製作」講

座，參與人次約計 100 人。 

  （三）103.10.08 於城中 R5117 邀請故事工廠黃致凱導演來校演講，講題為「李國修教會

我的事」，參與人次約計 80 人。 

  （四）103.10.04 下午 2 時 30 分舉辦「黃仕傑•陳偉賢•游日新生態攝影展生態攝影展」導

覽講座，參與人次約計 100 人。 

  （五）103.10.09-10.31 於兩校區與中東歐研究中心等合辦「2014 歐洲魅影」影展，參與

人次約計 100 人。 

（六）103.11.01 下午 2 時 30 分舉辦導覽講座，103.11.08 下午蔡耀慶老師與台科大互動

所學生進行蔡老師作品專題研討之講座，參與人次約計 60 人。 

（七）103.11.22「茶山房肥皂手作」之藝術現場見學之旅，參與含教職員生人計 33 人。 

（八）103.11.27 與歷史系合辦「送不出去的國書影展」。 

（九）103.12.03 舉辦「薩沙.阿列克謝耶夫」講座。 

（十）103.12.03 邀請當代傳奇劇團行政總監林秀偉主講「當戲曲遇到搖滾」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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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03.12.07、103.12.13 舉辦「大稻埕文化巡禮」與「亞洲現代美術館」之藝術現

場見學之旅。 

（十二）103.12.26-12.27 於游藝廣場舉辦「藝術經理研習營」。 

十六、校園環境藝術︰ 

（一）103.08.27 日完成賴哲祥雕塑安裝工程。隔日完成商學院入口左側油畫之壓克力罩

防護工程。103.10.01 與 10.07 於兩校區舉辦「看見東吳之美—賴哲祥校園公共藝

術計畫」揭幕音樂暨茶會，參與人次約計 70 人。 

（二）103.09.04 規畫與設計「親山步道說明牌」、「王寵會墓園說明牌」與「石超庸故

校長夫婦墓園說明牌」。 

十七、103.09.15-09.30 辦理「東吳大學吉祥物」人氣投票活動，10 月底由校長核定優勝者為

「悅讀鷹」與「阿溪與阿城」。 

十八、統籌辦理 103.12.05「東吳大學榮譽法學博士 Dr. 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曼德拉博士

逝世周年紀念」系列活動，103 年 9-12 月期間計召開六次全校協調會議，並規劃曼德

拉逝世周年紀念活動與超馬活動結合等事宜。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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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一、第 31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 

   (一) 103 年 8 月及 9 月各召開一次籌備會議，會中討論決議研討會主題為「人文與社會關

懷的實踐」，日期訂於 104 年 3 月 12-13 日（星期四-星期五），地點為國際會議廳。另，

明年適逢本校 115 年校慶，王寵惠先生對本校在台復校，居功至偉，將請錢復先生或政

治、法律學者針對王寵惠先生對國家社會的貢獻與關懷，做一主題演講。 

   (二)103 年 10-11 月徵稿，共收到 12 篇來稿。預定 12 月下旬召開第三次籌備會議，進一

步安排研討會議程，以及各項籌備作業事宜。 

二、國際交流 

(一)8 月 10-15 日謝院長代表本校及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前往斯洛維尼亞參加「第 40 屆世

界童軍領袖會議」。 

(二)8 月 18-24 日謝院長前往匈牙利、捷克，分別拜會 Corvinus 大學社會科學院、Pazmany 

Peter 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馬薩里克(Masaryk University)大學文學院及駐匈牙利台

北代表處與駐捷克代表處，深入了解區域發展潛力並洽談院際合作相關事宜，收穫豐

碩。 

(三)為推展加強國際學術與學生交流合作，103 年 8 月 22 日經校長核定，本院及外語學 

院與捷克馬薩里克大學文學院簽訂學術協議。 

(四)為拓展本院與日本愛知大學中國學部交流，9 月 2 日接待中國學部安部晤學部長、黃

英哲教授率 17 位學生來校參訪校史室、華語教學中心，並與東吳學生進行交流座談。 

(五)9 月 10 日接待並宴請日本校友會第一屆會長陳榮生學長，陳學長捐贈本院 10 萬元辦

理國際交流專用款。為分享陳學長奮力不倦的精神與豐富人生歷練，邀請學長於 9 月

16 日蒞院演講及分享，與會學生反應熱烈。 

(六)為增進中日對於人文社會教育及研究交流活動，103 年 9 月 12 日陳報本院與山口大 

學人文學部之學術與實務交流協議書，9 月 18 日經校長核定。 

(七)10 月 3 日召開本院與日本愛知大學討論學士、碩士雙聯學制會議。本案擬於 103 學年

度確定後實施。 

(八)10 月 27 日接待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的 Vice President for 

Programs Glenn Shive 博士及同仁 Vivica Xiong，洽談 Fellows Program 之成效外並交

流溝通其他合作交流計畫。 

(九)11月 5日接待匈牙利Corvinus大學副校長及院長等一行 5人參訪，並簽訂交流意向書。 

(十)基於「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103 年 11 月 20 日陳報本院與廈門大 

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之學術交流合作協議，經校長核定後進行簽署。 

三、本校思考未來發展王道文化研究中心之可能性，本院遂由謝院長召集於 103 年 10 月 2 日

召開「王道文化研究中心設置討論會議」，出席與會包括法學院洪家殷院長、法律系楊

奕華老師、中文系侯淑娟老師、中文系涂美雲老師、中文系鍾正道主任、歷史系林慈淑

主任、哲學系林正弘客座教授、哲學系米建國主任、政治系黃秀端主任、政治系林瓊珠

老師、政治系蔡韻竹老師、社會系張家銘老師、社會系何撒娜老師、社工系李明政老師、

英文系王安琪老師、以及經濟系傅祖壇主任，會議決議先以「研究小組」模式進行，關

於未來是否成立校級研究單位再進一步討論。 

四、辦理人文社會學院清寒、優秀獎助學金：103 學年度總計優秀獎助學金申請 40 件、清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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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金申請 5 件，業於 11 月 17 日召開審查會議，考量學生申請情形與實際需求，本院

擴大補助金額與名額，優秀獎助學金總計錄取 15 名、清寒（勤工勤學）獎助學金總計錄

取 6 名，預定 12 月 9 日舉辦頒獎典禮。 

五、推動人文社會學院專題研究計畫：依據「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研究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受理 104 學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及外審作業，將於 12 月 17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一次

學術發展委員會議，審議補助研究計畫申請案。 

六、為瞭解教師輔導需求、增進教師情感交流，本院與健康暨諮商中心於 103 年 10 月 30 日

於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共同舉辦「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人社院導師研習活動」，活動

邀請台北張老師中心講師郭宏基老師主講《Fun 輕鬆-笑著學習抒解壓力》，當天計有 48

位教職員報名參加。 

七、補助本院師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103 學年度截至 11 月底共計核定中文系羅麗容教授暨

三位博士研究生出席溫州第六屆國際南戲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之機票費、社工系萬心蕊

主任出席美國第八屆向世界展演研討會發表論文之生活費、社會系鄭得興老師出席上海

第四屆兩岸歐盟研究論壇發表論文之機票費、政治系劉恆君博士生赴美國實習之機票與

生活費、中文系郭明芳博士生出席中文古籍整理與版本目錄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機票

費、中文系沈惠如老師出席第五屆海峽兩岸戲曲高峰論壇之機票費、社會系何撒娜老師

出席東亞人類學會及韓國文化人類學會之機票與生活費等七件申請案。 

八、103 學年度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於 11 月 26 日辦理，會中討論中文系、歷史系及社工系

等單位新開科目及必選修科目異動提案。 

九、辦理東吳大學文理講座 

中文系校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於 103 學年度擔任東吳大學文理講座教授，

並將於 12 月中旬來台講學與研究，演講及座談會資訊如下，並像校內外相關院系宣傳。 

 日期時間 講題 主持人 活動地點 

1 12/17（三）

10:10-12:00 

近代中國的語文改革：從提倡世界語到

廢滅漢字 

英文學系 

曾泰元主任 

國際會議廳 

2 12/18（四）

10:10-12:00 

台灣華語文教學的困境與遠景 

(與華語教學中心合辦) 

外語學院 

賴錦雀院長 

國際會議廳 

3 12/19（五）

12:10-13:30 

我的學思歷程 

(本校研究生為主) 

理學院 

宋宏紅院長 

G101 會議室

(備餐) 

2 12/20（六）

14:00-16:00 

大關懷與小情趣：林語堂的思想與人格 

(與林語堂故居合辦) 

中文系 

鹿憶鹿教授 

林語堂故居 

3 12/23（二）

15:30-17:30 

張弛在自由與威權之間—胡適、林語堂

與蒋介石 

中文系 

鍾正道主任 

國際會議廳 

5 12/31（三）

10:00-12:00 

魯迅：在偶像與傀儡之間 人社院 

謝政諭院長 

國際會議廳 

 

十、本院 103 年 7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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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師長及研 

    究生 17 位前往發表論文。第二屆將由本院於 105 年 4 月 29 日-5 月 4 日在台灣主辦，華 

    東政法大學師生約 24 人將來台參加。10 月召開備會議後開始徵稿作業。 

十一、提升人文社會學院跨領域教學能量計畫： 

(一) 創意人文學程：第一學期已召開 1 次作業小組會議，舉辦 12 場協同教學、1 場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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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工作坊、1 場教學經驗分享、1 場校外參訪、1 場學生實務工作坊及 1 場競賽頒獎

典禮，預計還有 5 場協同教學和 1 場實習成果發表會要舉辦。活動內容摘列如下： 

1. 1 次作業小組會議：10 月 29 日於人社院會議室 D1005 召開『103 學年度創意人文學

程與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第一次作業小組會議』。議程內容包括:介紹新學年作業小

組成員並頒發聘書、102 學年度活動報告、103-1 學期課程修讀情況報告、近四年學

程申請情況討論、新加課程審議、討論實習辦法變更、103-1 學期活動規劃及討論是

否增設實習獎學金。 

2. 12 場協同教學：9 月 16 日舉辦創意人文學程 103 學年度第一場協同教學，邀請中文

系 49 級陳榮生學長蒞校座談，分享早年日本留學的甘苦談。10 月 17 日社會系何撒

娜老師『韓流與東亞流行文化』舉辦協同教學活動，邀請董思齊老師以「韓流現象與

韓國文創產業政策」為題進行演講。10 月 21 日中文系鍾正道老師『文學與電影』邀

請林積萍老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台灣新電影與楊德昌的現代主義風格」。10

月 31 日假中文系陳台霖老師『文化創意與行銷』課堂舉辦校友分享演講，邀請國貿

系 69 級畢業校友陳貴雅學長與同學們分享其成功的創業經驗。演講主題為「產品開

發、行銷、創業的經驗分享」。11 月 3 日中文系沈惠如老師『飲食文學』舉辦協同

教學，邀請台北亞都麗緻飯店天香樓美食顧問王宣一作家分享「飲食與文學漫步」。

11 月 3 日於歷史系李聖光老師『文化創意與產業概論』課堂舉辦一場協同教學，邀

請角立文化企業顧問許赫老師分享「文創產業與成功範例」。11 月 6 日中文系鍾正

道老師『現代詞曲創作』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法鼓佛教文理學院推廣中心曹郁美

老師分享「我的青春我的歌－校園民歌的興衰與作品賞析」。11 月 10 日社會系楊孝

濚老師『傳播活動設計』課堂邀請董氏基金會林清麗主任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菸

害防制－以 Quit & Win 戒菸就贏比賽為例」。11 月 11 日音樂系黃莉翔老師『藝術行

政管理』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參捌旅居負責人邱承漢先生演講，演講主題為「藝

術生活對社區場域新發展」，本次演講除『藝術行政管理』課堂學生外，由政治系林

月珠老師授課之『人力資源管理』亦合班聽講。11 月 17 日歷史系李聖光老師『文化

創意與產業概論』課堂舉辦一場協同教學，邀請好氏品牌研究室陳崇文室長蒞校演

講。11 月 19 日哲學系黃筱慧老師『符號與敘事』邀請李皇慶先生蒞校演講，演講主

題為「符號學、社會與人生」。11 月 24 日歷史系李聖光老師『文化創意與產業概論』

課堂舉辦一場協同教學，邀請新生代編劇夏佩爾老師分享「一部偶像劇的誕生」。 

3. 1 場教師教學工作坊：103 學年度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教師教學工作

坊於 8 月 28 日、29 日舉行，地點於中華民國童軍陽明山活動中心。8 月 28 日由中

文系連文萍老師以『立體書的世界－兒童文學教學經驗分享』為題，進行活動引言，

並邀請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劉維公局長以『創意城市』為題進行文創演講。8 月 29 日

由社會系楊孝濚老師及政治系林月珠老師分別分享非營利教學方面的經驗，並邀請

總統府資政趙守博先生演講，演講主題為『NGO 與 NPO 之重要性及其社會責任』。 

4. 1 場教學經驗分享：10 月 29 日於人社院會議室邀請林語堂故居前執行長馬健君老

師，以其豐富的林語堂故居活動經驗作分享主軸。 

5. 1 場校外參訪：10 月 20 日李聖光老師帶領『文化創意與產業概論』課堂學生至松山

菸廠參觀「2014 台北設計城市展」，參與人員有學生 90 位、助理 1 位及 3 位老師。 

6. 1 場學生實務工作坊：11 月舉辦『微電影工作坊』，邀請身兼微電影導演及編劇的

夏佩爾老師和烏奴奴老師擔任講師。本次工作坊分程三次上課，課程安排為：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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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劇本寫作及分鏡教學、11 月 15 日-實際拍攝、11 月 29 日-影片後製及作品賞析。

參與學生共 31 名，分成 4 組進行實際拍攝。除了讓學生實作，亦鼓勵學生參加下學

期舉辦的微電影競賽。 

7. 1 場頒獎典禮：10 月 21 日中午假人社院會議室舉辦「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利組織管

理學程 LOGO 設計競賽頒獎典禮」。由人社院謝政諭院長頒發獎狀及獎金予得獎同

學，參賽同學皆可獲得精美小禮物及參賽證明一紙。 

8. 103 學年度實習成果發表會將於 103 年 12 月 29 日假『文化創意與產業概論』課堂

舉辦，本次共有 38 名學生參與實習，合作之文創產業共有 1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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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校外參訪，預計還有１場校外參訪和１場實習成果發表會。活動內容摘列如下： 

1. 1 次作業小組會議：10 月 29 日於人社院會議室 D1005 召開『103 學年度創意人文學

程與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第一次作業小組會議』。議程內容包括:介紹新學年作業小

組成員並頒發聘書、102 學年度活動報告、103-1 學期課程修讀情況報告、近四年學

程申請情況討論、新加課程審議、討論實習辦法變更、103-1 學期活動規劃及討論是

否增設實習獎學金。 

2. 1 場協同教學：11 月 18 日政治系林月珠老師『人力資源管理』課程邀請台北市自閉

兒社會福利基金會陳金燕董事長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身障社福團體的人資運作－

台北市自閉兒社會福利基金會個案分享」。 

3. 2 場校外參訪：10 月 19 日陳俊宏老師帶領『人權倡議』課堂學生 20 人至西門程中地

區參加「街遊導覽計畫」校外參訪。該活動由財團法人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負責協助，

培養街友成為導遊，幫助他們重回社會。12 月 1 日政治系蔡秀涓老師預計帶領『非

營利組織管理概論』課堂學生至唐氏症基金會參訪。 

4. 103 學年度實習成果發表會將於 103 年 12 月 29 日假『非營利組織管理概論』課堂

舉辦，本次共有 17 名學生參與實習，合作之非營利機構共有 9 個。 

中國文學系 

一､ 學術交流： 

(一) 103 年 8 月 20 日（三）-8 月 27 日（三）陳恆嵩老師應邀赴合肥參加由北京大學及安

徽大學主辦之「儒學與地域文化：徽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以〈程廷祚的尚書學〉

為題發表論文。 

(二) 103 年 8 月 26 日（二）-9 月 2 日（二）山東大學博士生馬毓軒因蒐集孔德成先生研

究資料，申請到本系進行移地研究﹐並接受丁原基老師短期指導。 

(三) 103 年 9 月 2 日（二），贛南師範學院王利民教授來系進行移地學術研究﹐並於 103

年 11 月 25 日（二）返回大陸。 

(四) 103 年 9 月 12 日（五），寧波工程學院高磊副教授來系進行為期三個月的交流研究。

高磊老師學術專長為古典文獻學，與本系研究特色相符，故向本校國際與兩岸學術交

流事務處申請來本系交換訪學，並由丁原基老師擔任指導教授。 

(五) 103 年 9 月 16 日（二）～18 日（四），丁原基老師、沈心慧老師赴山東大學與南社

研究學者交流，並至山東大學圖書館、山東省圖書館蒐集資料。9 月 18 日（四）～

22 日（一）赴北京參加「第二屆中華南社學壇學術會議」，各以〈舊學商量轉邃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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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培養轉深沈—南社學人與照邑學者的互動〉及〈南社詩人胡樸安《樸學齋詩存》

簡析〉為題發表論文。 

(六) 103 年 10 月 10 日～13 日羅麗容老師與博士班學生陳新瑜、黃懷寧、王顗瑞等，赴溫

州大學參加「第六屆南戲國際學術研討會」，各以〈 顧瑛《玉山璞稿》與南曲〉、

〈泉州七子戲與台灣七子戲之比較研究－以《留鞋記》為例〉、〈永樂大典戲文三種

中詞調運用狀況〉、〈徐復祚南戲曲論研究〉為題發表論文。 

(七) 103 年 10 月 27 日(一)鍾正道主任於東吳大學中文系第 182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中﹐

以（讀解張愛玲《小團圓》中"木彫的鳥"）為題發表論文。 

(八) 103 年 10 月 30 日(四)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宋開玉教授與武漢大學文學院陳國恩

教授連袂拜訪本系鍾正道主任﹐討論雙方學術交流合作事宜。 

(九) 103 年 10 月 31 日(五)-11 月 1 日(六)鍾正道主任參加成功大學中文系蘇學林國際學術

研討會﹐並以（青蒼中薄抹的一層紫：論蘇雪林散文中的並置）為題發表論文。 

(十) 103 年 11 月 1-2 日連文萍老師參加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舉辦「儒道國際學術研討會

--(六)明清」﹐並以「明代館課教習與經世理想」為題發表論文｡ 

(十一) 103 年 11 月 7 日（五）～11 月 10 日（一）連文萍老師赴上海復旦大學古代文

學研究中心參加「嘉定文派與明代詩文國際學術研討會」﹐並以「文李流芳兄弟的經

世志業與困境－－由李名芳的館課談起」為題發表論文。 

(十二) 103 年 11 月 14 日（五）～11 月 16 日（日）沈惠如老師赴北京參加「第五屆

海峽兩岸戲曲編劇高峰論壇——小劇場戲曲起源與現狀學術研討會」，以《從《風月》

談小劇場崑劇對「紅樓戲」的實驗與探索》為題發表論文。 

(十三) 103 年 11 月 18 日（二）～11 月 23 日（日）鄭明娳老師赴廣州參加「首 屆世

界華文文學大會暨十八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十四) 103 年 11 月 24 日（一）下午 1：30～3：30 於戴蓀堂 G101 會議室舉辦第 183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由羅麗容老師以「《牡丹亭》所指涉的相關問  題考察」為題

發表論文。 

二､ 各項補助： 

(一) 103 年 8 月 6 日（二），人文社會學院公布 103 學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案審查

結果，本系有沈心慧老師「胡樸安經部著述文獻整理及研究」獲得補助。 

(二) 103 年 8 月 7 日教學資源中心核定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隨堂教學助理申請補助計畫及

課輔教學助理申請補助計畫通過名單。(1)「隨堂教學助理申請補助計畫」：中文系

沈心慧老師、蘇淑芬老師、羅麗容老師、侯淑娟老師各獲一門課程補助。(2)「課輔

教學助理申請補助計畫」：中文系沈心慧老師、鹿憶鹿老師、羅麗容老師、沈惠如老

師、竺家寧老師均獲一門以上之課程補助。 

(三) 103 年 10 月 1-9 日，以通訊方式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次學術委員會，審查本學年 學

系整合型研究計畫補助案，計有林宜陵老師「韻文導讀與華語文教學」、沈惠如老師

「域外遊記的文化想像──帝國、女遊、離散書寫的重層觀照」二案獲補助。 

(四) 4.103 學年度本系整合型研究計畫，經學術委員會審核通過，補助（1） 林宜陵（中

國文學系）、巫淑華（師資培育中心）執行之「韻文導讀與華語文教學」；（2）沈

惠如（東吳大學）、洪淑苓（臺灣大學）、劉向仁（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執行之「域

外遊記的文化想像──帝國、女遊、離散書寫的重層觀照」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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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會議： 

(一) 103 年 9 月 17 日（三）中午 12 ：00 於第二教研大樓 D0716 研究生研究室舉行本學

期研究生座談會，邀請本系全體研究生參加﹐由鍾正道主任主持，並選出中博二陳韋

哲同學為所學會會長。 

(二) 103 年 9 月 24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在 D0733 室召開 103 學年度 第 1 學期第 1 次

系教評會。 

(三) 103 年 10 月 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在 D0733 室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四) 103 年 10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在 D0733 室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

教評會。 

(五) 103 年 11 月 8 日（六）11:30~12:30 於臺大校友會館蘇杭餐廳召開《東吳中文學報》

第 28 期第 2 次編輯委員會，議決本期刊登篇目及刊登順序。 

(六) 103 年 11 月 12 日(三)12：10~13：30 於 D0733 會議室舉行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加強

國文教學專案委員會議，議案為討論大一國文教師教學聘任(審查)設置辦法草案。 

(七) 103 年 11 月 12 日(三)下午 2:00 召開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 

(八) 103 年 11 月 19 日（三）中午 12 時召開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中午

12 時 30 分辦理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甄選新聘教師試教面試﹐下午 20 時召開 103 學

年度第一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 

四､ 演講活動： 

(一) 103 年 9 月 9 日（二）13:30~15:20 於松怡廳舉辦第 1 哩大學新生入門講座，邀請本

系碩士在職專班生張雅筑演講，講題為「東吳中文心旅行」，幫助新生迅速適應中文

系的學習環境。 

(二) 103 年 10 月 20 日（一）13:30~15:20 於第一教研大樓普仁堂會議室，由鍾正道主任、

鄭明娳老師、沈惠如老師「古典小說」、「飲食文學」課程共同邀請香港導演林奕華

執行「中文系拓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講題為「四大名著的傳承與顛覆」。 

(三) 103 年 10 月 22 日（三）13：30～15：20 於人文社會學院 D1005 會議室舉行 103 學

年度第 1 學期第一場「國學講座」，邀請贛南師範學院王利民教授以「贛州歷史與文

化」為題進行演講，由鍾正道主任擔任主持人，獲得許多珍貴學術資訊，活動圓滿達

成目的。 

(四) 103 年 10 月 23 日（四）10:10~12:00 於綜合大樓 B710，邀請遠流出版公司編輯總監

曾文娟學姐（79 級）主講：「從編輯、企劃到出版與異業的合作」。 

(五) 103 年 10 月 23 日（四）13:10~12:00 於綜合大樓 B710，由連文萍老師編輯學課程邀

請遠流出版公司編輯總監曾文娟女士執行「中文系拓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講題為

「從編輯、企劃到出版與異業的合作」。 

(六) 103 年 11 月 5 日（三）下午 6：30～8：10 於人社院 D1005 會議室﹐舉辦 103 學年

度第 1 學期第 2 次「國學講座」，邀請中山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廖名春老師蒞臨演講，

講題：《大學》篇中〝湯之盤銘〞新釋。 

(七) 103 年 11 月 2 日鹿憶鹿老師於高雄師大國文系演講﹐講題: 「搶丈夫的戲碼---從蛇

郎君故事的姊妹情結談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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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03 年 11 月 3 日鹿憶鹿老師於屏東大學演講﹐講題: 「 民間故事中的女性歸宿---以

傻女婿和巧媳婦為例」。 

(九) 103 年 11 月 20 日（四）08:10~10:10 於哲生樓 H203 教室，由林宜陵老師「詩選及習

作」課程邀請市立台北教育大學梁淑媛教授執行「中文系拓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

講題為「從體到點：想像紙本的可能性」。 

(十) 103 年 11 月 20 日（四）13:30~15:30 於第二教研大樓 D0101 教室，由謝靜國老師「大

眾小說專題」課程邀請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楊小濱研究員執行「中文系拓展職涯視野教

學計畫」，講題為「當代詩的語言「爽意」：以臧棣為例」。 

(十一) 103 年 11 月 26 日（三）下午 1：30～3：30 於傳賢堂舉辦 103 學年第一 學期

「東吳大學中文系劉光義教授念專題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黃一農院士蒞臨

演講，講題為：「e 考據與《紅樓夢》研究的新局」。本講座由羅麗容老師擔任主持

人，邀請趙維良副校長致詞。 

五､ 課程課務： 

(一) 103 年 8 月 10 日（日）12:30-15:30 於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2014 中文系溪城講堂

「鵬飛萬里」、「映象印象」、「島嶼凝視」課群聯合結業式，邀請鍾正道主任、林

伯謙、許清雲、沈惠如、林宜陵老師頒發前三名獎品、學員結業證書及紀念品摸彩，

場面熱鬧溫馨。 

(二) 103 年 8 月 28 日(四)，本系推薦共通教育「美育活動」申請項目如下：雙溪金曲獎、

東吳文謅謅影展、第 35 屆雙溪現代文學獎現代詩組決審會議、第 35 屆雙溪現代文學

獎散文組決審會議、第 35 屆雙溪現代文學獎短篇小說組決審會議、書法競賽等。 

(三) 103 年 9 月 26 日(五)至 9 月 29 日舉行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通訊會議，會

議決議胡傳志老師於學士班教授「中國古典要籍選讀」；進修學士班教授「韻文導讀」；

碩士班及碩專班各新開一門「宋遼金文學專題研究」課程。 

(四) 103 年 10 月 15 日（三）12:10~13:30 於第二教研大樓 D033 會議室，召開 103 學年度

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討論規劃 104 學年度學士班總結性課程、必修全學年課

程單學期化、開設「華人社會中的性別與語言議題」全英語授課課程、開設「兩周金

文專題研究」課程、開設「古典戲劇」及「中國文化史專題研究」課程等議題。 

(五) 103 年 10 月 17 日（五）15：00～17：30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與專長培

育計畫」盧天怡助理來校，於 D0733 會議室就本系接受該部連續四年補助，開設「中

文實務實習」課程一案，錄影訪問林伯謙教授與卓伯翰秘書｡計畫辦公室針對全體曾

經執行過本計畫的工作團隊進行訪談，將出版「有用在即」電子書及影片，作為結案

報告，供作日後教育部課程革新參考。 

(六) 103 年 11 月 10 日(一)至 103 年 11 月 28 日(五)，各科教師繳交期中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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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03 年 11 月 19 日（三）上午 8：30～11：30 於第二教研大樓 D0733 會議室舉行 104

學年中文系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共有 17 位考生報名參加，13 名考生報到應考，錄

取 5 名。 

(八) 103 年 11 月 20 日（四）15:30~17:30 於內湖學學文創基金會進行參訪，由沈心慧老

師「國文」課程執行「中文系拓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藉以了解文學與產業的多元

結合。 

(九) 103 年 11 月 21 日（五）15:30~18:20 於第一教研大樓 B405 教室﹐由鹿憶鹿老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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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師生團體活動」，進行中一 A 導生班級聯誼餐敘活動，

回答同學課業及職涯規劃的困惑，增進班級情感。 

(十) 103 年 11 月 21 日（五）本系開始辦理研究所春季班外籍生申請入學， 經審查後﹐

本學年春季班決定招收一名外籍生。 

六､ 獲獎事蹟： 

(一) 羅麗容老師獲得「101 學年度教師學術研究績效獎勵」優等獎、連文萍老師獲得本校

推薦科技部補助「103 年度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研究優良獎勵。 

(二) 103 年 10 月 14 日（二），公告 103 年「具研究潛力優秀學生獎勵」得獎名單，計有

張妤安、吳宥融、沈彥廷、趙忻儀、鄭儒駿等 5 位同學，可獲獎金及獎狀乙張。 

(三) 103 年 11 月 27 日（四）12:10 於 D0733 進行第三屆「雙溪金劇本獎」頒獎典禮。前

三名分別是中二 C 郭品妤、國際交流吳欣及中碩專四林怡君，前三名獎金分別為

5000、3000、2000 元。佳作五名得獎同學為中學研修袁夢純、中二 B 吳昀昕、中二

B 彭意文、中二 C 吳欣螢及中四 B 劉姿君，佳作獎金每位 1000 元。 

(四) 蘇淑芬老師､連文萍老師及陳慷玲老師榮獲 102 學年度熱心導師｡ 

七､其他事項： 

(一) 103 年 8 月 18 日（一），《嚼字咬文──第 33 屆雙溪現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刊》出

版。 

(二) 103 年 9 月 5 日（五）13:30~17:00 本系學生會於第二教研大樓 D0408 教室舉辦 103

學年度迎新茶會，約百位中文系同學參加，介紹系學生會運作，讓新生彼此認識，縮

短距離。 

(三)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103 年 9 月出版第 27 期，刊登 7 篇。103 學年度迄今已

收稿 16 篇：通過 6 篇、不通過 5 篇、審查中 5 篇。本刊為季刊，採隨到隨審方式審

查。 

(四) 103 年 10 月 27 日（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E-mail 函知本系《東吳中文學

報》獲收入於「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2014 年）收錄名單。 

(五) 103 年 10 月 31 日（五）《第三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出版。 

(六) 103 年 11 月 1 日(六)上午 10:30-12:00 辦理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本系請   種子導師

林宜陵老師與大一導師鹿憶鹿老師共同主持﹐會議期間家長踴躍提出問題﹐並由兩位

老師､秘書及助教予以答覆｡  

(七) 103 年 11 月 5 日（三）科技部函知同意鄭明娳老師申請退休後繼續執行 103 年度產

學合作研究計畫「建構台灣文學資源數位化之加值應用──文訊及所屬“文藝資料中

心”」一案。 

(八) 103 年 11 月 17 日(一)至 103 年 11 月 21 日(五)9：00~17：00 於綜合大樓舉 辦 103 學

年度文謅謅影展擺台活動，除強力宣傳活動，也讓全校師生免費索取文謅謅影展節目

單，活動反應熱烈。 

(九) 103 年 11 月 24 日(一) ～103 年 11 月 28 日(五)文謅謅影展開展，於普仁堂及 H303

教室陸續播放「紀念羅賓 威廉斯」、「世界校園電影大觀」、「教授推薦大學生必

看電影」、「蹲點台灣」系列電影。 

(十) 103 年 11 月 26 日（三）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作實施中進一「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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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測」，以瞭解同學們適應大學生活情況。 

(十一) 103 年 11 月 28 日（五），《東吳中文學報》第 28 期出刊，本期共收錄王慧燕、

何威萱、呂瑞生、侯淑娟、許俊雅、黃水雲、黃敬家、楊自平、楊晉龍、劉怡君、謝

如柏、蘇淑芬等 12 篇論文。 

歷史學系 

一、為迎接新生，本系舉辦數場迎新活動： 

(一) 本系於 103 年 9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於第二教研大樓 D615 教室舉行 103 學年度

碩士班新生座談會。本次座談會由林慈淑主任主持，黃兆強、蔣武雄、李聖光、何宛

倩四位老師參加。系辦準備研究生學報《史轍》第十期、學生手冊予新生作為參考資

料，並解說碩士班學則與選課事宜。 

(二) 本校於 102 年 9 月 9 日至 12 日舉辦「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活動」，由系學會同學擔

任輔導員，協助大一新生熟悉環境、認識校園以及進行許多實用課程。102 年 9 月 9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為學系時間，由學部助教進行選課輔導。林慈淑主任代表全

系師生歡迎大一學弟妹們進入歷史系這個溫馨的家庭，並邀請三位在校學長姐，針對

學業、社團、大學生活等幾個部分進行經驗分享。特別感謝黃兆強、楊俊峰二位老師

參加結業式。 

(三) 103 年 10 月 1 日中午本系舉辦 103 學年度境外生餐敘，邀請本學期至歷史系進行國

際交流的學生以及本系的港澳僑新生共計 10 位同學。林慈淑主任以歷史系大家長的

身份歡迎境外生們來到東吳，同學們分別來自中國、香港、澳門以及馬來西亞，林主

任一一詢問大家的適應狀況以及建議或問題。交流生們覺得歷史系充滿人情味，師生

關係密切也非常友善，除了課堂學習外也想多與本系的同學互動、交流，林慈淑主任

對此表示肯定與鼓勵，並將積極徵求本系同學擔任學伴，與境外生們一同學習、體驗

台灣的各種文化。 

(四) 103 年 11 月 1 日星期六，本校舉辦「103 學年度新生家長座談會」，上午十時至十二

時為學系場次，本系今年共有十一位新生家長報名參加。感謝何宛倩老師、陳志豪老

師二位老師出席。由於家長們關注孩子在學校的適應狀況，所以未來都會邀請大一導

師出席，以便家長瞭解學生的生活與課堂情形。會後家長咸對這次座談會的舉辦表示

滿意。 

二、 系學會活動 

(一) 103 年 9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十時於第二教研大樓 D0633 辦理迎新茶會。本系林慈淑主

任、陳志豪老師、楊俊峰老師亦代表系上全體師生們出席，歡迎新生們來到東吳歷史

系這個大家庭。今年系學會成員設計許多活潑生動的內容讓新生們一起參與，包括破

冰遊戲、團康活動、以及表演大亂鬥等，希望讓新生們感受到系上的溫暖並留下深刻

的印象。 

(二) 103 年 9 月 24 日下午一點半，本系系學會舉辦本學期第一次系大會，說明本學期的

活動規劃及預算編列 

(三) 103 年 10 月 11 日、12 日於新北市新店區長青谷舉辦一年一度迎新宿營活動。兩天一

夜的行程中，系學會成員精心策畫許多活動、闖關遊戲，讓一年級的學弟妹們能藉此

拉近與同學間的距離，也為大學生活增添難忘的回憶。 

(四) 103 年 10 月 22 日舉辦「白宮第一管家」電影欣賞會，並邀請盧令北老師講解。 

(五) 103 年 11 月 19 日舉辦「十一月的孩子」電影欣賞會，並邀請劉龍心老師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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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元學習活動 

(一) 本系於 103 年 11 月 22 日舉辦「史蹟導覽─南庄北埔冬慢遊」，導覽地點包含苗栗向

天湖、南庄和北埔老街。 

(二) 103 年 9 月 25 日何宛倩老師的「世界史(一)」課程至十三行博物館進行校外教學。 

(三) 103 年 10 月 24 日本系「歷史、新聞與媒體事業」課程至公共電視台參訪。 

(四) 本系林慈淑主任參加 103 年 10 月 16 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舉行的「送不出去的國書」

紀錄片首映暨 APP 上線記者會，也與國立故博物院洽談於本校舉辦紀錄片校園首映

會事宜，於 11 月 27 日下午一點三十分於國際會議廳舉辦。本次活動與美育中心合辦，

參加者可計為美育活動。 

四、 系友返校座談 

(一) 103 年 10 月 8 日邀請國立台灣博物館副研究員謝仕淵老師（87 級系友），以「從歷

史系到歷史戲：讀歷史的多元可能」為題」為題發表演講。 

(二) 103 年 12 月 12 日邀請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專任副教授林承緯老

師(90 級系友)，以「從民藝美學、民俗學到文化資產研究: 掌握歷史創造無限的可能」

為題發表演講。 

五、 本系本學期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一) 103 年 10 月 17 日邀請東森電視節目製作人古正良先生，以「電視歷史節目製作面

面觀」為題發表演講。 

(二) 103 年 10 月 29 日邀請邀請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宗仁老師，以「十

六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為題發表演講。 

(三) 103 年 11 月 7 日邀請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習賢德教授蒞系，以「新聞倫理與新聞道

德」為題發表演講。 

(四) 103 年 11 月 21 日邀請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習賢德教授蒞系，以「編採言論實務中

的新聞倫理道德」為題發表演講。 

(五) 103 年 12 月 3 日邀請台北大學歷史系李朝津教授，以「中國近代民族史學之起源及

轉折」為題發表演講。 

(六) 103 年 12 月 5 日邀請前台灣電視公司製作人林開南先生，以「台灣電視事業的發展

演變」為題發表演講。 

(七) 103 年 12 月 9 日邀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吳以義教授，以「星星送來的消息：十七世

紀前西洋“理解宇宙”的努力」為題發表演講。 

(八) 103 年 12 月 19 日邀請時報出版公司總經理趙政岷先生，以「台灣出版事業現況」

為題發表演講。 

六、 碩士班活動： 

(一) 本系於 103 年 9 月 3 日星期三舉行 103 學年度碩士班新生座談會。本次座談會由林慈

淑主任主持，黃兆強、蔣武雄、李聖光、何宛倩四位老師參加。系辦準備研究生學報

《史轍》第十期、學生手冊予新生作為參考資料，並解說碩士班學則與選課事宜。 

(二) 103 年 11 月 20 日中午 12 時至下午 13 時 30 分，本系於 D0615 教室舉辦碩士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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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屆研究生論文研討會」籌備會議及第十一期《史轍》的編輯委員。 

(三) 為促進本所師生互動交流，並歡送 2014 年、展望 2015 年，擬訂 12 月 26 日於外雙溪

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615 舉辦「歷史學系碩士班師生年終茶敘」。 

(四) 103 年 9 月 23 日上午 10 點舉行碩士班研究生黃家暐同學論文口試，論文題目: 戒嚴

底下的外地英雄-科學小飛俠。該生由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詹素娟老師指導，邀請本

系林慈淑老師及師大歷史系蔡淵洯老師擔任口試委員。 

(五) 本學期碩士班共舉辦 4 場論文初稿發表會： 

1. 103 年 12 月 2 日上午 10 點，由柯淑芳同學主講，論文題目為「《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御批析論」。該生由本系退休教授徐泓老師指導，會中邀請師大歷史系朱鴻老師擔任

評論人，碩四李宗育同學擔任主持人。 

2. 103 年 12 月 2 日下午 2 點，由李宗育同學主講，論文題目為「雍正朝府廳州縣政區

重劃—以皇權與中央決策為視角」。該生由本系退休教授徐泓老師指導，會中邀請中

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劉錚雲老師擔任評論人，碩四柯淑芳同學擔任主持人。 

3. 103 年 12 月 22 日晚上 6 點 30 分，由李易同學主講，論文題目為「決定之秋：美國

如何邁向越南戰爭，1945 年 1966 年」。該生由本系盧令北老師指導，會中邀請淡江

大學美洲研究所戴萬欽老師擔任評論人，碩三林建安同學擔任主持人。 

4. 104 年 1 月 8 日下午 2 點，由鄭惟馨同學主講，論文題目為「《晏子春秋》的歷史因

果論述」。該生由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戴晉新老師指導，會中邀請本系黃兆強老師擔任

評論人，碩四薛淳懋同學擔任主持人。 

七、 本系 103 學年度科技部核定研究之計畫補助如下： 

(一) 劉龍心老師：「地理與歷史之間：民初地方士人的地志書寫與知識轉型」。
(103-2410-H-031-012) 

(二) 楊俊峰老師：「交游之道：南宋中晚期士人訪詢、觀覽書帖及其題跋活動(II) 」 

(103-2410-H-031-020) 

(三) 陳志豪老師：「〈乾隆四十九年臺灣番界紫線圖〉與邊區社會的變遷：以淡水廳為中

心」。(103-2410-H-031-021-MY2) 

(四) 科技部委託台大人社中心執行的二年期計畫「士人與近世社會計畫」，本系楊俊峰老

師擔任協同主持人。 

八、 學術交流：  

(一) 本系於 103 年 11 月 6 日舉辦本學期之「教師知能研習營」，邀請上海復旦大學歷史

學系李宏圖教授，以「大陸世界史研究和教學範式的轉換及其思考」為題與本系教

授世界史的老師進行討論。 

(二) 寧波大學歷史系王萬盈主任及唐燮軍老師於 8 月 25 日至 29 日至本系學術交流。王

萬盈主任和林慈淑老師洽談二系未來的合作計畫。 

(三) 杭州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吳忠良老師蒞系學交流。吳老師主要研究

史學理論與史學史，目前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來台期間為 2014/9/1-2015/1/31。 

(四)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張吉寅先生蒞系學術交流。張先生主要研究領域

為災荒與宋代政治學等課題。來台期間為 2014/9/1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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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03年10月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公告，本系《東吳歷史學報》獲收錄為THCI Core

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人文學研究中心為鼓勵國內人文學期刊加入全球性引文

索引資料庫，以提昇國內學術研究成果之國際能見度及影響力，特別訂立補助人文學期

刊加入全球性引文索引資料庫。補助對象為收入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期刊（THCI）資料

庫之期刊，且必須具備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收錄實施方案第三

條所要求之資格。申請件由人文學研究中心召集相關領域之執行委員與專家學者，組成

「期刊評鑑小組」負責審理，擇優補助。《東吳歷史學報》獲該中心補助建置中英文網

頁、編譯費與學報編輯助理經費，補助期間為103年7月1日~12月31日，金額為98,350元。

《東吳歷史學報》第三十二期預定於103年12月底出刊。 

十、 本系與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於103年11月28日合辦「紫線番界圖與十八世紀臺灣邊區社

會」學術研討會。 

 

哲學系 

一、進行整合型研究計畫：  

（一）科技部：整合型計畫（101 年～104 年） 

本系米建國老師、莊文瑞老師、王志輝老師、沈享民老師、蔡政宏老師與馬愷之老

師六位教師組成研究團隊，以「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計畫於100學年度提出申

請科技部補助提升私校研發能量專案，獲得補助101學年度至103學年度三年的經

費。計畫以「德性」為核心概念，向外擴延到「智德」與「道德」的範疇，同時涵

蓋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領域。在這個整體的框架中，「德性」是整個計畫之「個

別研究（research）的能量輸出中心」（driving force），也是「合作整合（integrated）

的磁場匯集焦點」（integratedfocal point）。今年（103學年度）為執行此整合型計

畫之第三年，本計畫案邀請執行計畫之師長並結合國內外專家學者共11人針對「德

性」這一主題舉辦工作坊，時間自103年10月03日起至104年01月16日止，於每週五

下午13：30至16：30，在本校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八樓D0825研討室進行研討。 

二、本系教師 103 年度執行科技部計畫案，總計 5 件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獲補助總金額為肆佰捌拾伍萬參仟元： 

（一）新申請通過之研究計畫案，計有 3 件，金額為 1, 738,000 元： 

沈享民老師：朱熹哲學新透視 (II-II) 

陳瑤華老師：正義的轉型與轉型的正義 (III-I) 

蔡政宏老師：智能行動——實踐智慧之混合技能模型 (5 年期) 

（二）延續性之多年期研究計畫案，計有 2 件，金額為 3,115,000 元： 

米建國老師：德性：智德與道德 (3/3) 

（共同主持人為王志輝副教授、莊文瑞副教授、蔡政宏副教授、馬愷之副教授及沈

享民副教授） 

陳瑤華老師：台灣人權實踐的軌跡和圖像——跨學科的理論及實證研究——台灣人

權論述的跨文化性 (3/3) 

（三）本系米建國教授以三年期「德性的轉向：國際合作計畫」案，獲得科技部 103 年度

「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審定通過。第一年的執行期間為 103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核定經費為 236,916 元。 

（四）本系獲科技部 103 年度補助延攬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馮耀明客座教授來本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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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智德與道德」研究計畫案，補助期間自 103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4 年 7 月 31

日止，獲得補助教學研究費、保險費等，合計金額為 1,560,000 元。 

（五）本系獲科技部 103 年度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張峰賓博士後研究員來本系參與「智能行

動——實踐智慧之混合技能模型」研究計畫案，補助期間自 103 年 9 月 1 日起至 104

年 2 月 28 日止，獲得補助教學研究費、勞工退休金、保險費等，合計金額為 484,630

元。 

（六）本系聘英國愛丁堡大學哲學博士 Shane Gavin Ryan 為本系科技部「德性：智德與道

德」整合型計畫案之博士後研究員，聘期自 103 年 10 月 1 日至 104 年 7 月 31 日。 

三、學術活動：臺灣哲學學會年會暨學術研討會 

103 年 11 月 1、2 日由本系與臺灣哲學學會在本校合辦台哲會年會暨學術研討會活

動，邀請臺灣哲學界師生參加。臺灣哲學學會由本系林正弘客座教授擔任創會第一屆會

長，現任會長為本系米建國主任，本次特別於召開會員大會時與學界共同討論臺灣哲學

發展之相關議題。學術研討會則安排五個會議場地同時進行哲學相關議題的發表與討論。 

四、學術活動：2014 兩岸哲學高峰會 

本系於 103 年 11 月 17～21 日舉辦兩岸哲學高峰會，因兩岸高校交流日漸頻繁，為

建立高層交流平臺，本系與台灣哲學學會率先提出兩岸全面性的學術合作計畫。首先邀

集兩岸哲學界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哲學院系與哲學學術團體領頭人來台，進行第一次兩

岸哲學高峰論壇。論壇內容以具體推動兩岸哲學全面的交流為主旨，積極開展與整合個

人對個人、學系對學系、學校對學校、學會對學會、以至於兩岸哲學界的相互學術合作。

哲學高峰會已為兩岸哲學界建立一個交流的渠道與合作的高層平台，為兩岸共同推動與

建立屬於華人社會專有獨特的當代哲學發展。 

五、學術活動：「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研究計劃工作坊： 

本系執行科技部「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研究計劃案，由計畫主持人米建國老

師、莊文瑞老師、王志輝老師、蔡政宏老師、沈享民老師、馬愷之老師與助理蔡文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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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德性」這一主題進行工作坊 (III)進行研討。 

（一）10 月 3 日第 1 場邀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鄧育仁老師擔任主講者，講題為：

公民儒學與自主理念。 

（二）10 月 17 日第 2 場德性工作坊 (III) 邀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吳秀瑾老師擔

任主講者，講題為：女性主義立場論的知識優勢︰關懷價值取向的強客觀性

(Epistemological Privilege of Standpoint Theory: Care-Laden Value as Strong 

Objectivity)。 

（三）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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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邀請 Masaharu Mizumoto 教授 (Institute of General Education & 

Knowledge Science; Japan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擔任主講者，講

題為：Cross-Linguistic Deference 

（四）11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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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邀請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史偉民老師擔任主講者，講題為：牟

宗三與康德論道德感情。 

（五）11 月 28 日本系執行科技部「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研究計劃案，第 5 場德性

工作坊 (III) 邀請Michael Slote教授(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Miami, U. 

S. A.) 擔任主講者，講題為：Virtue Episte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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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術活動：「東吳哲學講座」，本學期舉辦二次哲學講座： 

（一）11 月 05 日 13:30～15:30 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行哲學講座，邀請到清華大學歷史

系暨思想文化所廖名春教授，講題為:「《老子》首章的文本與邏輯」，由郭梨華老

師擔任主持人。廖名春教授專長為出土簡帛和先秦秦漢學術思想史。 

（二）11 月 19 日 13:30～15:30 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行哲學講座，邀請到首都師範大學

歷史學院劉樂賢教授，講題為:「日書的內容與功用」，由郭梨華老師擔任主持人。

劉樂賢教授專長為歷史文獻學研究、簡帛學、古文字學及古代數術史研究等領域。 

七、學術活動：參訪交流 

（一）8 月 24 日至 29 日本系米建國主任受邀擔任「東亞當代哲學會議」(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East Asia) 籌辦委員（臺灣代表），前往日本京都大學

出席第 2 屆東亞當代哲學會議 (The 2nd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East Asia) ，並於 8 月 28 日發表論文（題目：Skilful Reflection as a Virtue: Epistemic 

and Moral）。 

（二）8 月 27 日至 29 日本系方萬全客座教授受邀前往日本京都大學出席第 2 屆東亞當代

哲學會議 (The 2nd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East Asia)， 並擔任 8

月 29 日的主題演講人，講題為：Choice and the Analects。 

（三）9 月 12 日至 21 日本系郭梨華老師受邀前往中國大陸參加三個學術研討會，分別如

下：9 月 12~14 日參加由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凱原中國法治與義理研究中心於河北

涿鹿所主辦之「黃帝思想與先秦諸子百家」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題目：

黃帝與黃老學之「自為」的轉變），9 月 17 日參加由北京清華大學黃老道家研究

中心所舉辦的小型論壇「黃老道家研究前沿論壇（之一）」並發表論文（題目：

先秦道法之「心」的探究─從「自然心」到「自為心」的價值轉換），9 月 18~21

日參加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大學道家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哲學系、

河南省老子學會、洛陽理工學院、洛陽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洛陽老子學會與洛

陽老君山於河南洛陽共同主辦之「2014 第四屆洛陽老子文化論壇」並發表論文（題

目：《老子》容、公思想及其影響）。 

（四）9 月 14 日至 18 日中國大陸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白錫能院長及張有奎副院長來

台參訪並討論未來學術交流相關事宜。 

（五）9 月 18 日至 19 日本系馬愷之老師受邀前往香港，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所舉辦的

「Concepts of Rationality」（多元理性概念）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題目：Reason, 

Culture, Particularity）。 

（六）9 月 18 日至 19 日本系沈享民老師受邀前往新加坡，參加由新加坡南洋孔教會所舉

辦的「儒學與國際華人社會」國際儒學研討會，並發表論文（題目：方法的神話：

中國哲學新建／重建的後設思考）。 

（七）10 月 24 日至 26 日本系黃筱慧老師獲科技部補助前往美國紐奧良市 (New Orleans) 

參加 The Society for Ricoeur Studies 2014 Conference 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

（題目：Re-figuring "Figure" in Interpretive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Paul Ricoeur's 

Journey from Lived Metaphor toward a Narrative Theology）。順道前往芝加哥 Prudue 

University，參與 Primary Certificate Intensive Workshop in Logic-Based Therapy ，

並發表論文（題目：Certified LBT Therapist）。 

（八）10 月 30 日至 11 月 3 日本系邀請 Masaharu Mizumoto 教授 (Institute of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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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 Knowledge Science; Japan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於 10 月 31 日擔任德性工作坊 (III) 主講者，講題為：Cross-Linguistic Deference。

Masaharu Mizumoto 教授並於 11 月 1 日至 2 日受本系邀請參加 2014 台灣哲學學會

哲學研討會。 

（九）11 月 17 日至 20 日本系邀請中國大陸清華大學哲學系黃裕生主任、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常務副院長韓東暉教授、復旦大學哲學院副院長郝兆寬教授、武漢大學哲

學系朱志方教授和劉樂恆教授、南京大學哲學系唐正東主任、中山大學哲學系鞠

實兒主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郁振華主任、北京南開大學哲學院王新生院

長與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白錫能院長來台參加由臺灣哲學學會、臺灣大學哲

學系與本系主辦，以及華梵大學哲學系、文化大學哲學系所協辦的「2014 兩岸哲

學高峰會議」。 

（十）11 月 26 日至 29 日本系邀請 Michael Slote 教授(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Miami, U. S. A.) 於 11 月 28 日擔任德性工作坊 (III) 主講者，講題為：Virtue 

Epistemology。 

八、學術活動：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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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瑰老師（文化大學哲學系助理教授）、林雅萍老師（長庚醫學院醫學系助理教

授）、謝林德老師（德國人，開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授）與蘇富芝博士（政

治大學哲學博士），對亞理斯多德所著之《論靈魂》一書進行第 36 次、37 次的研

讀。 

（二）本系陳瑤華老師邀請執行其科技部計畫案之所有助理高毓智同學（輔仁大學哲學

系博士生）、梁奮程同學（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劉詩韻同學（東吳大

學哲學系碩士生）、陳宛青同學（東吳大學哲學系碩士生）和朱嘉晟同學（東吳

大學社會系大學生）組成讀書會，對「正義的轉型與轉型的正義」這主題進行第 1

至 4 次的研讀。 

九、《東吳哲學學報》事務： 

本系《東吳哲學學報》獲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收錄進「2014 年臺灣人文

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 (THCI Core)」名單。本學期進行第 31 期之編務，預定於 2015 年 2

月出版。 

十、系週會活動： 

本系於 12 月 17 日（星期三）中午時間舉辦本學期系週會活動，舉辦方式採自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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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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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近幾年來頗有成效，參加人數達全系三分之二，以凝聚本系向心力。 

十一、「系友返校座談會」： 

本系於第一學期安排 14 次系友返校座談共邀請 15 位系友返校。本系由專任教師及

系學會推薦適當人選，使學生擴大視野瞭解產業狀況，對職場有初步之認識。舉辦「系

友返校座談會」為了增進系友與學系及學弟妹之互動，也讓系友得有機會回饋學系，邀

請到羅皓宇學長(99 級)、江松霖學姊(100 級)、吳孟穎學姊(83 級)、陳伊棠學姊(84 級)、

林政彥學長(92 級)、李坤達學長（91 級）、徐國益學長（93 級）、江政禧學長（83 級）、

李皇慶學長(95 級)、許勝凱學長（94 級）、汪千洋學長（94 級）、王思涵學姊（93 級）、

李思慧學姊(89 級)、何溢誠學長(84 級)、楊炯洋學長(86 級)返校。 

十二、學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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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 月 1 日本系蔡政宏副教授研究成果優異，近兩年分別獲得「2012 年中央研究院年

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及科技部「102 年度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故由本系前主任王

志輝老師推薦申請學校彈性薪資績優加給。此推薦案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查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在案，自 103 年 8 月起，按月核發新台幣肆萬元績優加給，以

獎勵其傑出的研究成果，並期盼蔡老師能持續致力於研究成果的提升。 

（二）9 月 16 日本系「研究傑出」之米建國老師與蔡政宏老師，以及「研究優良」之郭梨

華老師與沈享民老師，獲本校推薦申請科技部 103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

人才並獲獎勵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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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哲學學會（APA）為國際上極重要之哲學學會組織，經由推選本系米建國教授

被選舉為美國哲學學會（APA）總會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此乃台灣第一人，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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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至 2014 年 6 月 30 日止。日前米教授再度獲得推薦，續任第二任執行委員（任

期自 2014 年 7 月 1 日起至 2017 年 6 月 30 日）。 

 

政治學系 

2014/11/25 

一、「東吳政治學報」第 32 卷第 1 期出刊：為開拓教師出版園地，自 95 年 9 月起東吳政治學

報改為季刊，103 年 9 月出版「東吳政治學報」第 32 卷第 1 期，共有《解嚴後台灣政黨

的競爭策略：Downs 理論的再檢視》（吳文程）、《縣市合併改制議題之研究： 以高雄

市、台南市、以及台中市為例》（黃東益、謝宗安）、《美中強權政治的悲劇宿命？米夏摩

理論的探析》（楊仕樂）、《動態的臺海兩岸談判：雙層賽局與認知因素研究》（袁鶴齡、

沈燦宏）等 4 篇論文。預計六月出版第 32 卷第 2 期出刊。 

二、在國際與兩岸交流活動方面共 13 場： 

(一) 7 月 15 日－8 月 1 日溪城講堂陸生暑期班「台灣民主之旅」課群上課。 

(二) 7 月 22 日邀請日本愛知大學前國際問題研究所馬場毅所長專題演講，講題：「談當

前日本集體自衛權」。主持人：謝政諭院長，出席師生約有 10 人。 

(三) 7 月 2-8 日謝院長與黃秀端主任率領蔡承霖、賴競民、李啟綸、蔡明昌、楊明勳、廖

偉堯等 6 位研究生赴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參加「第一屆兩岸青年人社社會科學學術論

壇」，並至華東師範大學、蘇州大學進行交流與參訪。 

(四) 8 月 3-7 日舉辦 2014 溪城講堂知性之旅，參訪九族文化村、鯉魚潭、日月潭、高雄

西子灣、英國領事館、旗津、屏東海洋生物博物館、社頂公園、鵝鑾鼻燈塔、墾丁、

台南安平老街、石鼓文化區、孔廟等地。本系共有 27 位學員及 1 位隨隊老師參加。 

(五) 8 月 10 日舉辦 2014 溪城講堂結業式，晚上在天母溢香園舉辦惜別晚宴。 

(六) 8 月 13 日舉辦本系吳志中老師法國國家功勳騎士獎章授勛典禮。本系吳志中副教授

因推廣法國文化、促進台法關係有功，獲法國政府頒發第五級「法國國家功勳騎士

勳章」，假本校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舉行授勛典禮暨慶祝餐會，使得本校在當中也倍感

殊榮。共有國內外貴賓、校內師生約 80 人參加。 

(七) 8 月 22 日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唐燕霞教授與李曉東教授來訪，由本系黃秀端

主任接待，陪同參訪台北市成功社區、明興社區。 

(八) 9 月 2 日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學部長安陪悟院長帶領 20 位學生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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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9 月 10 日邀請美國加州 Campbell 市的前市長與現任市議員，現在同時為加州眾議員

候選人 Evan Low (羅達倫)來台訪問，與本系師生座談討論台灣的政局和年底選情。 

(一〇) 9月 11日日本西南學院大學古賀教授來訪，討論有關在中国問題(中國問題)、（台

湾の）選挙(台灣選舉)、台湾の産業と文化(台灣的文化及產業)、東アジアの平和(東

亞和平)、災害救助の国際協力(國際災難救助)等議題與東吳大學學生在課堂上以「遠

距教學」方式交流。 

(一一)  9 月 24 日匈牙利學者 Dr. Janos Vandor 拜訪主任。 

(一二)  10 月 3 日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松崗老師來訪洽談雙聯學制入學及學分

抵免事宜。 

(一三) 舉辦國際交流研討會，主題「Mobility of Profession, Case of China, Mexico and 

Taiwan」，邀請張麗瑛(中經院研究員)、Lin Goethals（歐盟東亞研究中心主任）、Jose 

Carrio Pina(墨西哥獨立大學訪問教授)等與談。本次邀請到多位來自世界其他地方的

學者前來，針對國際人才流動的議題進行討論。對台灣、墨西哥以及歐洲國家而言，

如何留住人才在國內變成極其重大的議題。現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以及老師，

透過國際交流，使得本系老師同學能夠在當中獲得更多的啟發。主持人：王輝煌老

師(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共有師生 30 人參加。 

三、為擴展學生視野共舉辦專題演講 11 場次，未來還規劃於十一月~一月舉辦 10 場活動。已

舉辦活動如下： 

(一)在外國學者方面共有 1 場： 

1. 9 月 10 日邀請美國加州 Campbell 市的前市長與現任市議員，現在同時為加州眾議員

候選人 Evan Low (羅達倫)來台訪問，與本系師生座談討論台灣的政局和年底選情。 

(二)國內學者、專家方面共 10 場： 

1. 8 月 7 日廉政署賴哲雄署長來訪由本系蔡秀涓副教授接待，討論廉政相關業務。蔡老

師代表學系致贈紀念品。 

2. 10 月 13 日邀請街遊導覽發起人曾文勤先生舉行專題演講，主題：「遊民人權與街遊

導覽行動」。主持人：陳俊宏老師，共有師生 60 人參加。 

3. 10 月 14 日邀請東吳大學圖書館專員張秀卿小姐專題演講，講題：「Endnote 使用講

習」。主持人：湯智貿老師，共有師生 10 人參加。 

4. 10 月 14 日邀請零時政府專員瞿筱葳小姐專題演講，講題：「科技公民的民主課」。

主持人：陳俊宏老師，共有師生 30 人參加。 

5. 10 月 17 日邀請董思齊(台灣東北亞學會秘書長，師大東亞系博士後) 專題演講，講題：

「韓流與東亞流行文化」。主持人：何撒娜老師(社會系) ，共有師生 200 人參加。 

6. 10 月 22 日邀請雲朗集團總經理秘書張元祥先生專題演講，講題：「政治系幕僚該知

道的事」(一)。主持人：蔡韻竹老師，共有師生 60 人參加。 

7. 10 月 23 日邀請世界銀行顧問焦國安先生(紐約大學兼任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區

域治理與公民參與」。主持人：陳立剛老師，共有師生 100 人參加。 

8. 10 月 24 日邀請雲朗集團總經理秘書張元祥先生專題演講，講題：「政治系幕僚該知

道的事」(二)。主持人：蔡韻竹老師，共有師生 60 人參加。 

9. 10 月 28 日邀請政治大學公行系莊國榮教授專題演講，講題：「法治憲政與台灣實踐」。

主持人：蔡秀涓老師，共有師生 60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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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月 30 日邀請中華民國職涯發展學會國家考試專任講師洪富圥生專題演講，講題：

「迎戰國考—國家考試介紹」。主持人：系學會，共有師生 80 人參加。 

四、舉辦教學與輔導活動 39 場 

(一)為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共舉辦 23 場教學活動： 

1. 6 月 6 日召開政治學系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暨教務處業務說明會，會

中由教務長、課務組、註冊組、招生組、教務行政組等進行業務簡報，並與學系老師

進行座談。 

2. 6 月 7 日舉辦「國會助理工作坊」第二階段課程，主要討論選區的經營、模擬質詢以

及預算的第一步。 

3. 6 月 15 日舉辦「國會助理工作坊」第三階段課程，主要討論預算流程與預算提案以

及國會的監督。最後並頒發學員證書。 

4. 6 月 19 日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計畫之子計畫【計畫名稱：價值、

論、與公共行動】舉行定期會議，檢討國會助理工作坊之運作以及決定參與計畫之學

生名單。 

5. 6 月 24 日舉辦暑期實習行前會(一)，共分三場次，分別邀請中央社資深記者黃自強先

生主講「新聞稿寫作（一）」，主持人：林瓊珠老師，參與師生約 8 人。推廣部講師

翁瑞彬老師主講「辦公室電子文書處理簡介」，主持人：許立新助教，參與師生約

20 人。實習單位代表座談會，主講者有公部門實習單位代表-移民署代表黃豔薰先生、

媒體實習單位代表-中央廣播電台經理陳錦榮學長與新頭殼總編莊豐嘉先生、智庫/ngo

實習單位代表-公督盟執行長張宏林先生，主持人：蔡韻竹老師，參與師生約 25 人。 

6. 6 月 25 日舉辦暑期實習行前會(二)，共分三場次，分別邀請中央社資深記者黃自強先

生主講「新聞稿寫作（二）」，參與師生約 8 人、東吳大學兼任講師陳中寧老師主講

「資料蒐集」，參與師生約 20 人。實習行前須知暨優秀實習生經驗分享，邀請優秀

實習生代表林怡嫻 (new talk)、馬明圓 (移民署)、方翊婷 (國策院)、呂宜燕 (公督盟)

等，主持人：黃秀端主任，參與師生約 25 人。 

7. 8 月 31-9 月 1 日舉辦教師研習會議，地點台東娜魯彎大酒店，討論課程分流、招生事

務及未來發展等議題，參加教師、助教秘書及眷屬共有 18 人。 

8. 8 月 31-9 月 1 日舉辦教師研習會議，討論議題：政治學系課程分流、政治學系招生策

略。 

9. 9 月 2~3 日舉辦第十屆研究生學術知能研習營，地點：宜蘭旺樹園，分別為研究生講

授學術熱情、生涯規劃、學術倫理、文獻閱讀與資料蒐集技術，同時並邀請畢業系友

與研究生分享就業之路，此次營隊活動共有碩士班新舊生 27 名、教師 4 名、系友 4

名、行政人員 2 名參加。 

10. 9 月 9 日召開 2015 溪城講堂課程規劃會議，共有黃秀端主任、陳立剛老師、王輝煌

老師、蔡秀涓老師以及袁振凱助教等 5 人參加。 

11. 8 月 31-9 月 1 日舉辦教師研習會議，討論議題：政治學系課程分流、政治學系招生策

略。 

12. 9 月 18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一次獎補助會議，會中討論評審本次優秀新生入學獎學

金以及優秀學生推甄入學獎學金，總計符合資格的共八位同學。另討論修正優秀推甄

入學法規修正。將獎學金金額從原先一萬五元提高至三萬元。若上學期為全班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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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亦給予三萬元整。黃秀端主任主持，共有蔡秀涓老師、陳俊宏老師、吳志中老師、

湯智貿老師、林月珠老師、林瓊珠老師、袁振凱助教等 8 人參加。 

13. 9 月 18 日晚上召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計畫之子計畫【計畫名

稱：價值、論、與公共行動】本學期第一次會議，討論影像敘事工作坊之運作以及世

界咖啡館將採採公民審議方式。 

14. 9 月 25 日召開政治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中討論

103 學年度課程檢討（含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課程分流制度規劃、總結性課

程（Capstone Course）實施細則規劃、103 學年度課程外審相關事宜。 

15. 10 月 3 日召開 60 週年系慶電訪工作人員第一次說明會，出席人數 12 人，會議內容：

工作說明及徵選標準。 

16. 10 月 8 日召開 60 週年系慶電訪工作人員訓練，會議內容：60 週年系慶系友電訪計畫

說明、電訪技巧演練等。 

17. 10 月 9 日舉辦師生成果發表會 Brown Bag，主題：「東吳政治：首爾移地教學報告」，

今年七月，本系進行第一次移地教學計劃，特別選到南韓首爾，目前東亞最新興的設

計之都。特別安排所有老師與同學發表研究心得。主持人：王輝煌老師、陳立剛老師，

發表人：李慧雯(博士生)、徐傑倫(碩士生)、鄭玄(碩士生)、林育任(碩士生)、林佳蓉

(碩士生)、葉佳燁(碩士生)等六位。共有師生 30 人參加。 

18. 10 月 16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實習委員會，會中討論 103 學年度實習成

績暨推薦優秀實習生(優等共五名：林欣樺、呂佳峻、張亦萱、白珈瑜、曹漢陽；佳

作三名：詹昕諺、吳怡玟、林芸榛) ，出席委員：吳志中老師、蔡韻竹老師、林瓊珠

老師、林月珠老師、沈莒達老師。 

19. 10 月 23 日召開 60 週年系慶電訪工作人員第一次檢討會，活動內容：第一波電訪結

果檢討、訪員訪問分享、訪問注意事項。 

20. 10 月 25 日舉行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價值、理論、與公共行動」系列活動：影像敘事

工作坊於。今年特別邀請林啟驊老師與紀錄片導演陳偉擔任工作坊的專業講師。透過

對影像敘事理論的認識、攝製技巧的教學與影片實作的操作，培養學員製作紀錄片的

基礎能力。共有師生 60 人參加。 

21. 10 月 27 日劉書彬老師綠色科技與永續發展課程參訪土城輝要無毒菜園，參訪師生共

26 人。 

22. 10 月 28 日湯智貿老師國際政治經濟課程參訪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參訪師生共 15 人。 

23. 10 月 30 日政治學系「價值、理論、與公共行動」團隊召開本學期第二次會議，檢討

影像敘事工作坊活動，並規劃 11 月的公民審議會議的活動以及種子學生的培訓。 

(二)在學生輔導方面，共有 13 場活動： 

1. 8 月 30 日舉辦大一新生北部迎新茶會，地點在外雙溪校區 D0410，約有本系師生 10

人及大一新生 60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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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共有轉學生、轉系生、老師等 20 人參加。 

3. 9 月 2-3 日舉辦第十屆研究生學術知能研習營，地點：宜蘭旺樹園，分別為研究生講

授學術熱情、生涯規劃、學術倫理、文獻閱讀與資料蒐集技術，同時並邀請畢業系友

與研究生分享就業之路，此次營隊活動共計 28 位研究生、3 位教師、4 位系友及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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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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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時間、選課輔導，共有新生、系學會幹部、老師等 130 人。 

5. 9 月 12-16 日政治系博碩士班研究生選課諮商暨核定（碩三～四，博三～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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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月 30 日舉辦大一新生北部迎新茶會，地點在外雙溪校區 D0410，約有本系師生 10

人及大一新生 60 人參加。 

7. 9 月 2 日舉辦轉學新生學分抵免及選課輔導，活動主題：系務介紹、學分列抵、選課

輔導，共有轉學生、轉系生、老師等 20 人參加。 

8. 9 月 2-3 日舉辦第十屆研究生學術知能研習營，地點：宜蘭望樹園，分別為研究生講

授學術熱情、生涯規劃、學術倫理、文獻閱讀與資料蒐集技術，同時並邀請畢業系友

與研究生分享就業之路，此次營隊活動共計 28 位研究生、3 位教師、4 位系友及二位

行政人員參加。 

9. 9 月 9 日舉辦政治學系新生入學輔導，活動主題：系務介紹、老師介紹、師生座談會、

導師時間、選課輔導，共有新生、系學會幹部、老師等 130 人。 

10. 9 月 12-16 日政治系博碩士班研究生選課諮商暨核定（碩三～四，博三～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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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9 月 22 日辦理 103 學年度博碩士班研究室空間分配抽籤。 

12. 9 月 26 日本系碩博士班研究室年度大掃除。 

13. 10 月 30 日共有蔡秀涓老師、王輝煌老師、吳志中老師舉辦三場導生輔導聯誼活動，

預計將有 80 位同學參加。 

 (三)在系友聯誼方面，共舉辦 3 場活動： 

1. 9 月 9 月舉行「在校內服務畢業生聯誼活動」，由系辦邀請校內任教或服務歷屆畢業

系友，商討有關六十週年慶祝活動籌備事宜。 

2. 10 月 9 日舉辦系週會暨系友座談會，邀請廖福順(72 級系友，現任 TVBS 副總)、李

俊宏(88 級系友，現任二樓餐飲集團負責人)、李名耀(101 級系友，現任電視劇編劇)

等系友主講。主持人：黃秀端老師，共有師生 70 人參加。 

3. 10 月 2 日召開系行政會議，會中討論六十週年慶祝活動工作分配、系所評鑑各項目

指標回應內容、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活動規劃。 

五、在招生與宣傳方面，共舉辦 2 場活動： 

(一) 9 月 18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博碩士班招生委員會，討論 104 學年度招生簡章，

會中決議碩士班甄試取消筆試，改為書面審查與面試，各佔成績百分之五十。碩士

班考試與博士班考試簡章維持與去年一樣。 

(二) 9 月 24 日召開政治學系大學部招生委員會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中討

論 103 學年度甄選入學新生暑期作業評審、104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招生簡章修訂

案。 

六、其他行政業務方面，共有 5 場活動： 

(一) 9 月 10 日研務處行政業務拜訪，討論有關如何提升學系研究能量、學系自評相關業

務。 

(二) 9 月 18 日召開政治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中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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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系 103 學年度吳文程教授延長服務審查案、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李兆立講師

兼任教師續聘審查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陳睿耆老師升

等教授審查案。出席委員會共 11 人。 

(三) 10 月 2 日召開學報編輯委員會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會議，討論 32 卷第 3 期

出刊事宜。出席委員：黃秀端、林瓊珠、張福建、林正義、吳志中、王輝煌、徐永

明。 

(四) 10 月 23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論「東吳大學政治學

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政治學系碩博士班新生獎學金辦法」修訂案、日本愛

知大學學士班雙聯學制學分抵免案、系所評鑑工作小組工作分配、政治學系「全球

化研究中心」更名案。 

(五) 10 月 24 日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博士班資格考核筆試，參與考試人數 2 人。 

 

社會學系 

一、準備系所自辦外部評鑑事項：為因應本校系所自辦外部評鑑事項，本系於本學期召開兩

次評鑑工作小組總會議，討論並核閱本系自評報告初稿內容及修改補充方向，以及本系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進行自我評鑑作業方式等議案。 

二、強化招生宣傳策略：為持續檢討與規劃本系各班別招生策略，本系除召開招生策略小組

委員會，持續檢討、規劃本系各班別招生策略外，亦舉辦下列招生宣傳活動： 

(一)學士班：本系透過本校招生組的轉介與合作，本系鄭得興教師及蔡嘉綺助教除分別前

往基隆女中及百齡高中進行招生宣傳活動，透過招生簡報並發放招生簡介資料等方

式，向高中生簡述社心學群相關科系並介紹社會學系外，亦支援本校招生組舉辦之縣

立平鎮高中參訪本校招生宣傳活動，由本系施富盛教師代表介紹本系、社工系、心理

系等社心學群學系特色。 

(二)碩士班及碩專班：為提升本系碩士班甄試及招生考試報考率，本系舉辦「104 學年度

碩士班暨五年一貫招生說明會」，邀請本系招生策略小組成員老師，以及碩士班一、

二年級研究生組成的招生宣傳團隊協助招生宣傳外，為提升本系碩士班社會行銷曝光

率與招生考試報考率，本系碩士班組織之招生宣傳團隊，亦於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4

日間，除申請至本校城中校區第六大樓前展示台進行招生宣傳擺台外，並前往台北市

南陽街補習班，以及數所校外大學相關科系校園內發放本系碩士班招生文宣。另外，

本系亦商請碩士班研究生聯繫其母校在校學弟妹協助本系發放碩士班招生酷卡，商請

本系畢業系友於外校擔任專任教師之職之餘，協助向該校大四學生進行宣傳，藉以強

化外界對於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積極有活力之印象。 

三、強化中東歐教研特色：為延續並強化本系中東歐教學研究特色與國際學術交流活動，本

系於 11 月 16 日至 23 日邀請與本校簽有校級協議之斯洛伐克裴瑞秀(Prešov)大學師生訪

問團一行七位蒞校系進行交流訪問。來訪期間除與本校國際處洽商簽署學生交換協議內

容，邀請訪賓以「The Story of Slovakia」為題向本系師生進行一場專題演講，以及拜會

本校趙維良副教長與參訪本校華語教學中心外，亦安排華語學習、書法教學、中文歌教

唱，以及地方社會文化之旅等活動。 

四、強化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彼此間之教學觀摩、方法學習

與共識，本系除於 9 月 23 日召開「量化課程教學座談會」，討論學士班社會統計、社會

統計資料處理及社會研究方法三門必修課程銜接方式，教師間分享量化課程教學經驗

外，亦於 11 月 19 日舉辦「教學經驗分享會」，邀請本校政治系陳立剛、英文系葉卓爾、

本系林素雯及何撒娜等四位教師，以「我的英語授課經驗」為題向與會教師分享全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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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經驗與甘苦，計有 11 位師生與會出席。 

五、深化社群教師教研能量：為凝聚對中東歐教學研究領域有興趣之師生，提升其中東歐專

業知識，強化內部核心成員的教研能量，本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於本學期持續規劃 7

場「中東歐教學研究專業成長沙龍」活動，以「文本＆對話」方式，邀請 7 位專家學者

進行導讀與對談，以藉由文本閱讀及議題討論方式，促進師生共同對話，激發創新。另

外，為深化台灣學界教授社會政策課程教師同儕之教研能量，本系教師亦組成「社會政

策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邀請校內外教授社會政策之學術同儕定期舉辦主題報告、專題

演講，透過教師之間單一主題深度對話與討論，提升專業知能。本學期共計舉辦 4 場「社

會政策教師專業社群」系列演講活動，邀請 4 位專家學者進行導讀與對談。 

六、提升學生專業能力：為增進研究生論文發表能力，促進同儕間互相觀摩切磋，本系於 12

月 12 日舉辦碩士班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計有四位研究生公開發表學術論文。另外，為增

加本系課程及授課內容之實務/實用性，本系規劃課堂與談對話系列講座，邀請校外學

者、業界專業人士至課堂上現身說法，本學期計有碩專班「社會趨勢分析」，以及學士

班「比較社會學：中東歐、中國與台灣」二門課程，以「世界公平交易運動與社會企業

新典範」及「全球視野與比較社會/香港、法蘭克福及布拉格—駐外工作的社會觀察」做

為課堂與談對話主題。 

七、舉辦「勉齋社會論壇」系列活動：配合本系特色及「勉齋研討室」之成立，本學期共計

舉辦 5 場「勉齋社會論壇」專題演講活動。活動系列計有：（1）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就

擬定之主題或時事議題進行講演；（2）學思歷程系列：邀請本系專任教師講述學思歷程；

（3）學界新知系列：邀請台灣社會學界的師長學者，以其近期新發表之學術文章、著作、

研究或社論為方向，至本系發表專題演講，以促進本系師生與台灣社會學界的聯繫與互

動，讓學生了解社會學者最近學術動態、開闊視野。 

八、舉辦「午餐時間（Brown-bag lunch time）」系列活動：為增加本系師生間的互動機會，

103 學年度本系與系學生會共同舉辦 4 場「午餐時間（Brown-bag lunch time）」系列活

動，每場活動皆配合本系特色或當令節慶設計活動主題（計有「中東歐波蘭風」、「萬

聖節」、「東亞風－日本韓國」、「聖誕節」等），邀請師生自備餐點至本系提供的活

動場地，一同共度午餐時光。 

 

社會工作學系 

一、辦理或參與國際/兩岸交流相關活動 

(一)參與由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理工學院（社會工作課程）合作開展的“共鑽研•創明

天”計劃之獲獎高中學生，由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工作人員帶領參加台灣學習交流活

動，活動期間為 103 年 8 月 12 至 16 日，其主要目的在使學生到台灣了解當地文化特

色和社會時事議題，從而擴展他們對關心社會、參與社會的思維和視野。本系萬心蕊

主任與今年升大二及應屆畢業生共 10位學生於 8月 14日上午與該團 28位高中生進行

交流活動，主要內容包括澳門學生此次參與“共鑽研•創明天”之專題報告，包括以研究

調查及多媒體方式進行之社會現象探索研究，本系學生則進行臺灣大學生學習經驗與

課外活動、社團生活之分享，以及以兩人一組的方式分組帶領高中生進行小組互動。 

(二)透過本系專任教師鍾道詮老師協助，邀請澳洲雪梨大學教育與社會工作學院 Waugh, 

Fran 副院長（Acting Dean）及 Harbon, Lesley Anne 副教授於 103 年 10 月 7 日來校參

訪，並與本系教師在 D0910 研討室餐敘座談，內容包括交換兩地社工教育之教學經驗

與研究方向交流。 

(三)本系萬心蕊主任於 103 年 10 月 8 日至 15 日赴美參加國際研討會與發表論文，並參訪

當地精神醫療復健機構及另類療法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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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理實習教學相關活動 

(一)本系獲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舉辦 3 場專題

講座及 1 場專題演講，並於 103 年 11 月 18 日召開教學會議，專題講座及演講資訊分

述如下： 

1、專題講座：(1)邀請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長李臨鳳於 103 年 11 月 11 日進行專題講座，

講座主題為「台灣的新移民議題」。(2)邀請本系友郭琬琤學姊及龍玉學姊於 11 月

17 日進行專題講座，講座主題為「從實務到研究：重要嗎？」。(3)邀請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年福利學系陶蕃瀛副教授於 103 年 12 月 2 日進行專題講座，講

座主題暫未確定。 

2、專題演講：103 年 12 月 9 日(暫訂)舉辦「申請實習機構錄取的成功秘訣系列(一)：

從如何撰寫實習申請書面資料開始」專題演講。 

(二)104 年 1 月 6 日假國際會議廳舉行本系 104 年「社會工作實習(機構實習)申請說明會」。

由本系實習總督導李淑容老師主持，參加對象主要為本系大三學生，會中發予學生實

習機構申請相關資料並說明實習申請流程注意事項及示範如何使用網路平台資料。 

(三)持續結合理論與實務相關課群之教學模式，本學期總計召開 8 次方案實習課群教學會

議，其中有 3 次是針對第四梯次教學團隊舉辦，另 5 次會議則是針對第五梯次教學團

隊舉辦。 

三、辦理教學及實習成果發表會 

(一)本系於 103 年 10 月舉辦「103 學年社會工作實習心得發表會」。今年暑期共計有 137

位實習生分別申請至 113 個社福機構實習，包括 1 名香港僑生、7 名澳門僑生申請回

僑居地實習。依照實習領域分成十二組進行發表，活動內容包括(1)10 月 25 日(週六)

上午 9：00-12：30 假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四樓教室以「專題研討」的型式進行

發表，實習生結合學校所學與實習之實務經驗，對學校教育與機構實務工作的整合提

出分析與評論，並針對其實習內容所引發的議題作更深入的專題研討。(2)針對大一至

大三學弟妹舉辦「薪傳」，安排於 10 月 27 至 31 日(週一至週五)晚上 18：20-21：30

及 103 年 10 月 28 日(週二)12：20-15：30 等六個不同時段分組進行，期透過實習生當

場解說及實習經驗傳承分享，增加實習生彼此相互觀摩的機會，並使大一至大三學生

對實習機構有更多的認識及瞭解。 

(二)本系於 103 年 12 月 30 日 13：30-14：20 在本校外雙系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103 學

年度第 1 學期社會工作實習期中實習心得發表會，共計 1 位學生，在「東吳大學健康

暨諮商中心」進行機構實習。 

(三)103 年 1 月 13 日辦理本學期碩士班「研究生實習成果發表會」，主持人為本系實習總

督導，參加對象為碩一及碩二研究生。 

四、舉辦 1 場研討會、1 場座談會、5 場專題演講及 3 場社工論壇，說明如下： 

(一)研討會：103 年 12 月 13 日舉辦「社會支援與社會連帶」研討會，共同主辦單位為東

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日本社會分析學會、台北富邦銀行公

益慈善基金會 

(二)座談會：103 年 8 月 9 日假東吳大學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501 教室辦理「社區實

踐分享‧對話沙龍：進步社會工作在香港社會工作的發展與台灣經驗對話」，主辦單

位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台灣行動研究學會、香港

進步社會工作論壇。 

(三)專題演講：(1)邀請林千芩系友（兼本系兼任講師）於 103 年 10 月 15 日返校專題演講，

演講主題為法院觀護人工作職涯。(2)邀請任職於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吉爾吉斯分事務所(TFCF)代表(director)賴司鐸(本系 93 級系友)於 103 年 11 月 12 日進

行專題演講，演講主題為「哈囉！我在吉爾吉斯～」。(3)103 年 11 月 25 日舉辦職涯

講座(Ⅰ)，主題為「我走過的公職路」，邀請本系系友郭婉盈（92 級，桃園縣政府社

會局身心障礙福利科社工師）、鍾富萍（101 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工師）進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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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4)103 年 12 月 9 日舉辦職涯講座(Ⅱ)，主題為「社工路上的無限可能」，邀請本

系 84 級系友朱海雯、謝云洋分享其社工職涯與學習經驗。(5)103 年 2 月 16 日舉辦專

業職涯講座(Ⅲ)，，本場次邀請本系系友翁立娃（83 級，綠毛氈手織設計室負責人）、

林冠廷（93 級，花蓮日出可可民宿負責人），分享他們如何帶著在社工學到的信念、

價值走上創業這條路。 

(四)本學期總計舉辦三場社工論壇，主題均與翻轉教室與系教學規劃發展相關，時間分別

為 103 年 10 月 21 日、11 月 25 日及 12 月 23 日。 

五、學生活動與表現 

(一)本系系學生會舉辦一系列學術活動，包括： 

1、103 年 10 月 17 日(五)舉辦「世界咖啡館：什麼是社會工作」活動。 

2、103 年 11 月 4 日(二)舉辦「學術講座：實習軼事之薪傳不能說的事」，邀請 4 位學

長姐就下列主題進行分享：工四 A 林聖昕「人際相處與職場關係」、工四 A 林祐

德「當權力遇上權利，發現與機構的不平等對話及其行動之後的看見」、工四 B

王友學「實習制度談無薪」、工四 A 商銘峻「外展經驗、青少年社會工作的樣貌

與機構限制」。 

3、103 年 11 月 17 日(一)舉辦「學術講座：社工 vs 社運（上） 社工學生對社會體制

的看見與反思」，邀請工四 A 林昭宏、工四 A 連美婷、工四 B 林晏臣、工四、B 

黃佳音等學長姐就社工系三年的學習與實習經驗，和大家分享所看見的社會環境及

各種體制結構的問題，一起了解社會體制問題和進行反思。 

4、103 年 12 月 17 日(三)舉辦「社工 vs 社運（下） 當我們面對社會體制的價值與行

動」。 

(二)本系系學生會預計於 104 年 1 月 28 日至 1 月 30 日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合作舉辦「第四屆波可瑞比唐氏症冬令營」；104 年 2 月 2 日至 2 月 4 日舉辦「第十

五屆社工營—兒童成長冬令營」。 

 

音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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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本學系學生於職場更具競爭力： 

為培養學生更寬廣的國際視野、深厚的人文素養和堅實的音樂專業訓練，本學系竭力提

供學生與國內外音樂機構及與世界傑出音樂家接觸之機會，期使學生能在其專業科目上

得以勵煉。同時，建立跨組教學觀摩平台，增加學生專業之知識與學養，並藉由獨奏、

室內樂及音樂會之排練演出，增進師生教與學之觀摩與切磋，增加實際個人獨奏及多人

合奏演出之經驗。作曲組演講類型之講座，藉由作曲大師之講座，增加學生專業知識之

學養。本學期至 103 年 1 月底已邀請國內外知名演奏家或教授，共舉辦大師班/講座共 21

場次，其中包括鋼琴 9 場、弦樂 2 場、演講及解說式音樂會 10 場。 

二、 在專業領域內舉辦音樂競賽及展演，以提升學生專業能力及校園藝文氣息： 

本學系依系內各演奏（唱）組主修組別，隔年辦理學生協奏曲比賽，103 學年辦理鋼琴

及弦樂等三組之學生協奏曲，邀請多位校外老師或任職樂團之團員擔任評審，提昇並激

勵學生專業演奏能力，互相切磋觀摩，為學系指標性之重要活動。比賽將經由分組初賽

與混合決賽等二階段方式抉選出優秀學生，與學系管弦樂團合作演出協奏曲。所有初賽

與決賽評審委員皆為本學系專兼任以外之專家學者擔任之，以求客觀、公正，並達到和

他校或職業樂團音樂交流之目的，讓外人認識本學系學生之程度，同時給與專業的意見。

本年度共有鋼琴組 18 位、及弦樂組 27 位(小提琴 14 位、中提琴 6 位、大提琴 6 位、低

音提琴 1 位)學生報名參賽，103 年 12 月 2-4 日及 12 月 10 日分別舉辦本學年度協奏曲比

賽初賽及決賽，本次決賽優勝者，將於安排下學期於本校第二教研大樓表演藝術中心松

怡廳與本學系管弦樂團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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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加學生之舞台實習經驗： 

本學期安排各合唱/奏課程及教師音樂會於本校美育中心松怡廳之演出，包含管弦樂團定

期音樂會 2 場、弦樂團音樂會 2 場、歌劇音樂會 2 場、教師室內樂音樂會 3 場、教師獨

奏音樂會 1 場、合唱團聖誕崇拜音樂會於安素堂 1 場、國際交流音樂會 2 場。另 103 年

11 月 22 日由作曲組系友會--「雙溪樂集」在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及台北市政府

文化局的贊助下，於十方樂集舉辦「雙溪樂集秋籟音樂會」創作作品發表會，共計發表

系友及在校生 8 名作品，由本學系演奏組系友及在校生聯合演出。民國 100 年 5 月起作

曲組系友發起「雙溪樂集」音樂會，每年定期發表作曲組系友作品、並邀演奏組系友及

在校生演出，迄今已發表超過 60 餘首不同樂器編制、不同音樂風格的作品，除音樂會演

出活動，以一年一刊出版的《雙溪樂刊》於本年 11 月發行第 2 期。 

四、 主辦第十屆「2014 臺灣音樂學論壇」： 

103 年 11 月 21 日至 22 日於本校國際會議廳及 D0130 舉辦「2014 臺灣音樂學論壇」，

為因應人文學科在二十世紀末的整合風潮，提供全球化的思考方式，讓不同音樂文化的

歸屬，有新的討論空間，自 2005 年開始，由全國大專院校音樂學者共同發起，藉由舉辦

｢音樂學論壇｣方式，增加切磋和彼此激盪的機會。第 10 屆｢2014 臺灣音樂學論壇｣，由

本校學系主辦，邀請羅馬宗座聖樂院教授暨奧地利格拉茲大學教會音樂系專任教授兼系

主任 Prof. Dr. Karl Franz PRASSL 擔任專題講座之講者―「聖詩學對音樂學的挑戰」，共

發表論文共 28 篇，11 月 21 日晚間並舉辦解說式音樂會，由彭廣林老師指揮本學系弦樂

團演出。 

五、 辦理音樂比賽/音樂節： 

(一)103 年 10 月 20 日至 27 日與義大利羅馬文化協會合辦「2014 世華聲樂大賽」。「世

華聲樂大賽」於 1996 年義大利歐華會議時倡議，由時任義大利羅馬文化協會會長任蓉策

劃。2014 年為第八屆之比賽，由本學系孫清吉主任為評審團主席，國際評委包括：

Francesco Sanvitale、Silvia Silveri、L. Laserra Ingrosso、I. Iannuzzi、A. Meoli、S. Bonfadelli、

A. Grasso、郭淑珍、畢寶儀、黑海濤等擔任大賽評審，共有來自中國、馬來西亞、香港、

台灣等地之華人好手 95 人參賽，角逐總獎金 120 萬元的 16 個獎項。103 年 10 月 28 日

「歌劇選萃之夜」假台北市中山堂舉行，邀請世華歷屆與本屆優勝者與本學系管弦樂團

聯合演出，由本學系江靖波老師及義大利客席 L. Laserra Ingrosso 擔任指揮。本次大賽期

間同時並舉辦大師班，培訓大師班包含「歌劇演唱培訓」和「舞臺製作培訓」兩個項目，

包括與演唱有關的歌劇演唱、舞臺表演、歌劇指揮法、演唱與指揮的配合法以及與歌劇

製作有關的服裝設計、舞臺製作佈景、燈光、道具、多媒體運作）、歌劇導演法、舞臺

彩排法（與樂團、導演、演唱的合作）等正規和實用的項目，本學系師生均享免費旁聽。 

(二) 103 年 10 月 24 日至 26 日與中華民國現代音樂協會共同主辦「2014 台北國際現代音

樂節」，邀請國際知名鋼琴家兼作曲家野平一郎擔任駐節藝術家，以及上海音樂院當代

音樂週藝術總監溫德青、法籍文化學者兼烏德琴演奏家 Alban Coueffe 擔任講者，於松怡

廳舉辦 6 場音樂會及 4 場講座。 

六、境外合作教學： 

繼 102 學年第 1 學期與日本 ESP 音樂學院合作移地教學，103 學年第 1 學期本學系續與

該校合作，辦理「ESP 音樂學院體驗流行音樂的作曲、編曲之旅」於 103 年 8 月 5 日至

8 日由陳宗成老師及行政同仁 3 人率學生 48 名自費赴日本東京交流，ESP 音樂學院為本

學系提出之需求，特別量身打造，內容包括：音樂經紀、音樂製作、唱片企劃、和弦進

行、Protools 錄音軟體操作、演唱會工作管理、演唱會製作企劃、PA、燈光照明等，提

供學生流行音樂市場概略性的視野。104 年暑期兩校將合作辦理音樂營，將該校對流行

音樂產業之系統與技術移導至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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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外募款更新教學設備： 

本學期之重點目標為完成電腦音樂教室設備更新、專業教室多媒體更新及新購平臺演奏

鋼琴以改進教學設備，其中電腦音樂教室設備更新及專業教室多媒體更新已於 103 年 9

月份達成工程所需費用 140 餘萬之募款目標，並於開學前完成施作。新購平臺演奏鋼琴

6 架之募款目標為 240 萬元，已達成 100 萬元現金及企業實體捐贈 60 萬元，不足金額已

向系友及企業發出募款說貼，持續邁向目標。 

八、系所評鑑工作準備： 

因應 104 年度系所評鑑將於 104 年 4 月進行預評及 9 月進行實地訪評，本學期積極進行

自我評鑑報告書之撰寫及相關準備工作，並召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討論相應事宜。 

 

師資培育中心 

一、教育部師資評鑑 

本中心於 103 年 11 月 3 日及 11 月 4 日接受教育部師資培育評鑑，當日共計 5 位評鑑委

員、1 位教育部人員及 1 位高教中心人員蒞校訪視，評鑑結果於 104 年 6 月 30 日公告。 

二、榮譽榜 

103 年度本中心實習學生及實習輔導教師榮獲教育部獎項如下： 

(一)本中心實習學生陳儒瑩獲教育實習學生楷模獎。 

(二)本中心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理家事職業學校宋書瑀實習輔導教師獲實習輔導教師

卓越獎。 

(三)本中心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陳麗珠實習輔導教師獲獲實習輔導教師優良獎。 

三、帶領學生赴美實習 

103 年 8 月 21 日至 9 月 22 日本中心李逢堅主任帶領本校師資生與英文系學生赴美國休

士頓多所中學進班參訪及至兩所中學進班實習，除將師資培育與國際接軌，亦開拓本校

學生國際視野。 

四、辦理一系列「實習輔導活動」 

(一)師資生至實習學校進行參訪 

   本中心教師結合「教學實習」課程，帶領師資生至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麗山國民

中學、內湖高級中學、北安國民中學、龍門國中、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等實習合作學

校進行參訪及教學觀摩，以期師資生進行教育實習前，能充分了解實習場域之現狀。 

(二)辦理返校座談團體研習及實習學生分組座談活動 

   本學期中心共舉辦 5 場返校座談，邀請有豐富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蒞校演講，提供實

習學生返校增能研習的機會，並藉由分組座談的方式，讓實習指導教師了解實習生的

實習狀況以即時提供協助；實習結束前另舉辦教師甄試之「模擬口試」與「模擬試教」

活動，以增加實習學生其就業競爭力。 

(三)實習分發說明會 

   103 年 11 月辦理 104 學年度「實習分發說明會」，為預定於 104 學年進行教育實習之

師資生說明日後實習相關時程與規定，並進行實習學校分發志願選填與協調作業，確

實輔導師資生進行實習分發及學校面談等相關事宜。 

(四)實習指導教師會議 

   103 年 9 月 19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次實習指導教師會議，會中除提醒實習指導教師

各階段任務與注意事項外，並針對實習指導時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策略進行經驗交流。 

五、辦理一系列「潛在課程」，強化正式課程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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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甄試模擬口試與試教競賽 

104 年 1 月 9 日辦理「教師甄試模擬口試與試教競賽」，由現職教師擔任委員進行評

分，提供師資生考試準備、就業技能輔導，以提升專業競爭力。 

(二)舉辦「國語文基本能力測驗」及「板書比賽」 

1、103 年 12 月 3 日辦理「國語文基本能力測驗」，12 月 10 日則辦理解題說明會，以

歷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國語文能力測驗」試題為命題方向，以期透過測驗方式引

導本校師資生精進國語文基本能力，為師資生奠定未來教學及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基

礎。 

2、103 年 12 月 17 日及 12 月 19 日辦理「板書比賽」，以期透過競賽方式，引導師資

生精進板書能力，強化正式課程的學習。 

(三)輔導師資生進行「服務學習」及「志工服務」活動 

1、本學期中心輔導 30 位中等學程師資生至臺北市立士林國中、至善國中、三民高中、

內湖高中及麗山國中等學校參與志工服務活動，引導師資生進入教育現場，促進學

生連結理論概念與實務經驗，加強師資生就業競爭力。 

2、本學期中心輔導 15 位師資生至臺北市立至善國中、蘭州國中、北安國中及靜修女

中，進行課業輔導活動，除增進師資生對教育現場之了解，培養師資生關懷弱勢學

生之精神外，並建立與鄰近學校之教學夥伴關係。 

3、本中心持續辦理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服務教育精神」專案，輔導師

資生進入弱勢學校進行服務學習與課輔工作，並引進相關教學資源，協助更多需要

幫助之弱勢及學困學生，103 年度共輔導 14 位師資生至台北市立至善國中及新北

市萬里國中進行服務。 

(四)邀請具實務經驗之教育領域人士進班演講 

1、基隆市武崙國中莊惠如老師、臺北市興雅國中林淑媛老師，時間：103 年 9 月 30

日，講題：英語深耕閱讀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經驗分享。 

2、臺北市立龍門國中陳採卿校長，時間：103 年 10 月 2 日，講題：學生輔導與綜合

活動領域教學經驗分享。 

六、師資生輔導 

(一)每月召開導師會議 

本中心每月召開導師會議，會中針對師資生近況進行討論，以供各教師及時留意及進

行輔導。 

(二)導生活動 

1.聯合導生會：103 年 11 月 26 日辦理聯合導生會，除辦理導師生座談增加師生互動交

流管道外，並辦理專題演講邀請臺北市立華江高中資深導師陳妙瑜老師進行經驗分

享。 

2.各導師辦理導生活動：本學期中心 5 位導師，各辦理 1 場導生活動，除增進與導生

之互動外，並安排專題演講，以提升師資生專業知能。 

3.建立師資生家族制度：103 年 10 月 14 日辦理師資生迎新茶會，會中針對修習教育學

程之課程、實習及相關事項等事項進行說明，並安排師資生家族學長姐及新生相見

歡，以期透過家族制學長姐的引導，使新進師資生於修習教育學程的過程更為順利。 

七、教師專業社群 

為提升本中心教學及研究成效，提供本中心專任教師交換教學與研究經驗、整合教學與

研究內容之機會，成立「精進教師教學及研究社群」每月定期集會，並依社群老師研究

或教學需求每學期至少舉辦一場工作坊，以期透過教師間之交流， 中心教師互相分享研

究、教學心得，以提升教師教學及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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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學程 

一、行政事務 

(一)學程委員會：9 月 18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一次人權學程委員會，通過 103 學年度人

權碩士學位學程新生獎學金獲獎名單、104 學年度碩士班接受提前入學、籌組系所自

我評鑑工作小組、討論人權學程 10 週年活動、曼德拉逝世一週年紀念活動，以及擬籌

劃 2015 溪城講堂。 

(二)系所自評：9 月 18 日，成立「人權碩士學位學程自我評鑑推動工作小組」，成員為黃

秀端主任、心理系王叢桂教授、政治系陳俊宏副教授。10 月 2 日，助教鍾瀚慧參加財

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為系所評鑑舉辦的教育訓練。 

(三)出版：召開 2 次人權專書編輯委員會（84、/）、召開 1 次人權學刊編輯委員會（917）、

召開 1 次人權學刊編輯會議（10/13），《人權學刊》第二卷第四期、《人權通訊》27

期預計 12 月出刊。 

(四)空間整頓：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H204）空間整修完成，。9 月 17 日，舉行張佛泉人

權研究中心裝潢完工啟用式暨 103 學年度人權學程迎新，由黃秀端主任主持揭幕並致

詞，端木愷講座教授黃默等教師與大學部、碩士班學生共約 30 人共襄盛舉。 

二、學生事務 

(一)新生獎學金：碩一李雅榮、沈苓芃、賴又豪、李慶瑤、謝忠儒、葉浩意獲本學程新生

獎學金。 

(二)優秀獎學金：碩二李元薇、黎璿萍因成績優秀，獲本學程優秀獎學金。 

(三)104 招生：共有 7 位報名，11 月 14 日舉行 104 學年度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甄試面試。 

三、活動記錄 

(一) 主辦活動 

1.第三屆人權知能營—桃園環境正義之旅。2014 年 8 月 11 日至 12 日舉行的人權知能

營以「環境正義」為題，由人權學程黃秀端主任領隊，東吳端木愷講座教授黃默陪

同，與 19 位各校學生一同參與。學員包括有陽明大學醫學系、台北大學社會系、

世新大學性別所、東華大學台灣文化系、東吳大學社工系、政治系、哲學系及人權

學程的學生。 

2. 2014 年人權週系列活動以「居住權：國家不義，與民爭地」為主題（2014/12/01-04）。

在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H204）舉辦展覽「在自己的土地上流離失所，以及影片

接力「不想搬家」，輪映香港有個荷里活、雞排英雄、天外奇蹟、阿凡達、公視我

們的島等電影和深度報導。12 月 3 日，人權週系列活動之專題演講，邀請台灣人

權促進會執行秘書王寶萱，主講「小熊為何迷失在田間—談台灣迫遷問題」。12

月 10 日，人權週系列活動綜合座談，邀請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秘書施逸翔、OURs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彭揚凱、大埔自救會委任律師李明芝，分別從兩公約、

都市更新計畫與土地徵收計畫等政經面向和抗爭案例，分析台灣的迫遷問題。 

3. 曼德拉紀念論壇，12 月 5 日於雙溪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南非在台代表 Musawenkosi 

Aphane 進行專題演講「TRANSITIONAL JUSTICE」，以及由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

員吳叡人、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瑤華、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分別從其政治

生命、轉型正義與國際人權的面向切入，不只談曼德拉其人其事，也談談我們在台

灣可以怎麼理解南非與曼德拉。 

4.同志權：12 月 17 日，邀請 2014 年廣播金鐘獎得獎人、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畢業生、

央廣主持人詹婉如，播放其同志權紀錄片作品「陽光下的彩虹」，並進行映後座談。 

(二)課程活動 

1.10 月 13 日，人權倡議課程專題演講「遊民人權與街遊導覽」，由街遊導覽發起人曾

文勤主講，共 20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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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月 19 日，人權倡議課程舉行「街遊導覽活動：卜派的城中之旅」，陳俊宏老師帶

領，邀請原街友、現任社團法人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導覽員的「卜派」導覽。卜派

有豐富社運經驗，帶領大家從捷運西門站，經過衡陽路、菊元百貨、博愛路、中山

堂、明星咖啡館，到二二八公園等地區。讓大家對台北市有另一番的體認，貼近在

地認知，參與同學共 21 人。此外，人社院謝院長以及人權學程黃主任也參與該活

動。 

3.10 月 20 日，人權倡議課程專題演講「紀錄片敘事與人權事件的倡議」，由東吳政治

系博士、兼任助理教授林啟驊主講，共 18 人參與。 

4.10 月 27 日，人權倡議課程專題演講「文化保存與經濟發展的衝突：瑪家部落工作經

驗分享」，由在地工作者林子雯主講，共 17 人參與。 

5.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人權倡議課程舉行「屏東禮納里及舊瑪家部落參訪活動」，

共 20 人參加。 

6.11 月 17 日，人權倡議課程專題演講「食農正義：建構一個農食整合的社會經濟網絡」，

由好食機農食整合有限公司負責人謝昇佑主講，共 20 人參與。 

(三)協辦活動 

1.7 至 9 月，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協辦財團法人鄭南榕基金會‧紀念館「第六屆中小學

自由人權教案徵選比賽」。 

2. 10 月 12 日，與航空城反迫遷聯盟、航空城反迫遷訪調小組、台灣人權促進會、桃

園教育產業工會、桃園在地聯盟等公民團體，舉辦「航空城反迫遷訪調營成果發表

會」。藉由營隊成果，讓學員和與會者認識土地徵收的相關知識，也認識國際上與

居住權、反迫遷相關的國際人權規範。訪調成果呈現出在地反迫遷居民的想法及心

聲，並釐清目前徵收案件的爭議及問題所在，共有 40 人參加。 

3. 與華人民主書院合作進行「中國人權與社會」學術交流計畫，邀請中國維權人士來

台訪問交流，10 月有 1 位（環保與教育領域）維權人士訪台，11 月有 3 位來訪。 

4. 11 月 8 日至 9 日，為紀念《大學雜誌》出版 40 週年，由城鄉改造環境保護基金會

主辨，清華大學圖書館等諸多單位協辦，邀請多位當時參與編輯或創作者、研究者

參與盛會，共同來探討《大學雜誌》的歷史意義、七 O 年代台灣社會變遷與政治

變革，並進行反思與前瞻。本學程委員黃默代表參與圓桌論壇，回顧並分析 70 年

代的台灣民主發展。 

四、國際交流 

(一)國際迷你課程：12 月 1 日、12 月 8 日，由中國民主人士華澤開設國際迷你課程，華

澤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權所作訪問學者期間，進行非暴力運動研究，也開始了對中

國人權活動家的救援事業。課程演講主題為「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與維護人權的鬥

爭」，課程演講有兩場，第一講內容為 08 憲章前後，通過華澤主編之《遭遇員警》，

講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和活動家與員警打交道的故事。第二講則以其主編之《茉莉花在

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堂堂正正做公民—我的自由中國》二書，講述中共的維

穩體制和茉莉花在中國的情形、公盟和民間 NGO 在中國的發展，以及新公民運動和

習近平上臺後對人權工作者的新一輪鎮壓。對近 10 年來《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與維護

人權的鬥爭》有一個完整的梳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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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院長室 

一、103 學年度德文系林愛華主任任期屆滿卸任，由廖揆祥副教授接任；語言教學中心陳淑

芳主任任期屆滿，由李玉華老師接任；103 年 7 月 31 日舉辦德文系及語言教學中心主

管交接儀式及期末行政業務工作坊。 

二、103 年 9 月 20 日第 33 期外語學院通訊電子報出刊 http://www.scu.edu.tw/foreign/ynews/33ynews.pdf 

三、103 年 10 月 22 日由本院主辦、英文系承辦之「2014 年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中英語導

遊領隊證照輔導課程」開課，至 11 月 19 日止共進行九堂培訓課程，邀請院內教師及旅

遊業界講師授課；報名截止計有 30 位學生參加（英文系 13 名、日文系 11 名、德文系

6 名），28 名符合出席時數規定，由賴錦雀院長於結業式中發給研習證明。本期課程如

下：「領隊導覽實務概論」、「台灣觀光資源介紹 + 經驗分享」、「中英導遊評量 + 

證照考試技巧分析」、「中英導遊解說演練（一）、（二）」、「國際禮儀」、「東西

方文化洗禮（日、德）」、「景點導覽體驗」、「資深導遊領隊經驗分享」。 

四、103 年 11 月 13 日與圖書館合辦「資源探索說明會」，簡介 Google-like 簡易檢索，即時

連結館內有使用權的電子全文，計有教職員及研究生共 46 位參加。 

五、103 年 11 月 26 日與學生事務處合辦「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外國語文學院導師輔導知能

研習會議」，邀請三學系主管簡介所屬學系之導師制度現況並分析優缺點，並邀請 102

學年度種子導師林聰敏老師、102 學年度績優導師龔營老師、王世和老師與林愛華老師

分享導生互動心得，計有 32 位教職員報名參加。 

六、103 學年度高中招生活動：（前往高中進行外語學群簡介或接待來院參訪） 

（一）9 月 5 日英文系曾泰元主任前往台北市大理高中。 

（二）10 月 15 日日文系蘇克保前往公立彰化高中。 

（三）10 月 24 日德文系廖揆祥主任與黃靖時老師前往台北市復興高中。 

（四）10 月 29 日日文系蘇克保主任前往國立華僑中學。 

（五）11 月 7 日英文系曾泰元主任前往公立桃園高中。 

（六）11 月 10 日桃園平鎮高中 30 位學生來院參訪。 

（七）11 月 19 日日文系蘇克保主任前往桃園陽明中學。 

（八）11 月 24 日北市恆毅高中 40 位學生來院參訪。 

（九）12 月 5 日北市大同高中學生來院參訪。 

七、國際與兩岸交流： 

（一）103 年 7 月 8～17 日賴錦雀院長赴澳洲雪梨工科大學參加 2014 年日語教育國際研

究大會，並出席世界日語教育國際聯盟代表大會，拜會日本駐雪梨總領事高岡正

人先生，並參觀雪梨工科大學、雪梨大學、南威爾斯大學之教學設備。 

（二）103 年 7 月 21 日賴錦雀院長與日本語文學系蘇克保主任接待姐妹校拓殖大學國際

部竹內正二部長、招生課高橋智仁主任、台灣事務所陳燕南老師、溫柏蒼先生。 

（三）103 年 8 月 21-25 日賴錦雀院長前往印尼巴里島出席第二屆亞洲未來會議。 

（四）103 年 9 月 4 日上午賴錦雀院長與日文系蘇克保主任、劉怡伶副主任前往公益財

團法人交流協會台北事務所拜訪新任代表沼田幹夫先生、總務部長濱田隆先生、

http://www.scu.edu.tw/foreign/ynews/33ynew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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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室河野明子主任、日語教育專家磐村文乃女士、內田陽子女士，針對本校與

日本國際交流、日語教育現況交換意見。 

（五）103年9月19日天津外語大學渡邊定子教授一行拜訪賴錦雀院長並參觀特色教室。 

（六）103 年 9 月 26 日公益財團法人交流協會台北事務所文化室新任主任鹽澤雅代女士

及即將卸任之河野明子主任一行來訪，賴錦雀院長與日文系蘇克保主任、劉怡伶

副主任、王世和老師陪同接待，參觀本院各單位特色教學空間，中午並於校內餐

敘，感謝河野主任在任期間給予本院及日文系的支持。 

（七）103 年 10 月 17~22 日賴錦雀院長受邀出席中國大連外國語大學「莫言與村上春樹

比較研究研討會」暨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村上文學報告會。期間賴錦雀院長

獲安排拜會大連外國語大學孫玉華校長、朱公巍副校長、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

院楊連瑞院長、任東昇院長等人。 

（八）103 年 10 月 18 日公益財團法人日本交流協會台北事務所新任代表沼田幹夫先生

蒞臨本校日本語文學系所舉辦之全國高中生日語演講比賽開幕典禮致詞。 

（九）103 年 10 月 24 日召開 103 學年度院級交換協議留學申請案審查會議，通過日文

系三年級 A 班陳勇達同學前往日本新潟大學國際交流中心研習一學期（104 年 4~8

月），並修改院級交換生甄審行事曆為 12 月公告甄審、1 月開會審查，學期結束

前公告次學年推薦名單。 

八、學術研究： 

（一）持續執行學院學術補助，102 學年度補助結果：研討會論文發表教師 14 人次、研

究生 11 人次、投稿學術刊物審稿費（教師）9 人次、國科會研究計畫教師撰稿費

26 人次、大專生研究計畫教師諮詢費 2 人次、學生撰稿費 2 人次，總補助金額為

74,000 元。 

（二）103 年 5 月 14 日召開「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2015 年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

術研討會」訂定會議主題為「溝通」，徵稿自 7 月上旬起截至 9 月 23 日止合計收

到 61 篇投稿，經 103 年 10 月 29 日、11 月 5 日兩次會議審查通過 32 篇稿件發表，

並通過邀請政治大學張上冠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三）103 年 9 月 30 日第 39 期東吳外語學報出刊，共計刊登八篇論文。10 月 28 日召開

第 40 期東吳外語學報編輯委員會，進行 9 篇論文初審，通過 8 篇續送外審；更新

全國外語學院系之英語、日語及德語人才資料約 1,200 筆。 

（四）103 年 12 月 27 日將邀請日本語料庫專家，現任筑波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李在鎬副

教授蒞院進行工作坊教學指導及專題演講，講題為：「日本教育與語料庫研究：

從理論到實踐」（演講語言為日文）。 

英文系 

一、 教學、實習與展演活動： 

（一）6 月 5 日舉辦本系「WITTY FOOL 即興喜劇團」2014 年度公演，團長為本系學生

游易哲於荷蘭交換學生時習得有別於一般劇場的不用劇本表演方式。共 108 人參

與（教師 4 人、職員 4 人、學生 70 人、校外人士 30 人）。 

（二）協辦「2014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培訓典禮中英文司儀、口譯及國際選手接待。

10 月 8 日-20 日，受理超馬志工報名；10 月 22 日，辦理超馬典禮組/國際選手接待

組志工說明會。最後甄選出同學共約 20 位，全為英文系同學。 

二、研究成果： 

    （一）期刊論文  

1. 蘇秋華老師：〈Pi 的救生艇：論拉圖爾的集聚及其後人類倫理〉於《小說與戲 

劇》23 卷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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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雅雯老師：〈Whither Rama in the Clear-Cut Forest: Ecodramaturgy in Southeast  

Asia〉於《Asian Theatre Journal》31 卷 2 期 

3. 葉卓爾老師：〈Freedom and Its Constraints:  Byronic Allusions in Henry James’s 

“Daisy Miller”〉於《Chien Hsin Journal of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二）研討會論文發表 

1. 葉卓爾教授：The Thir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日期：103 年 6 月 9 至 10 日，地點：泰國曼谷，）發表論文

題目：〈Anarchy and Betrayal in Joseph Conrad’s The Secret Agent〉 

2. 謝瑤玲教授：The Thir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日期：103 年 6 月 9 至 10 日，地點：泰國曼谷，）發表論文題目：

〈Problems i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等待》〉 

3. 謝瑤玲教授：2014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Kore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日期：103 年 9 月 26 至 27 日，地點：南韓平澤市，）發表論文

題目：〈中文名稱:為賤民發聲──《奈特懺悔錄》的奴隸論述〉 

4. 葉卓爾教授：2014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Kore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日期：103 年 9 月 26 至 27 日，地點：南韓平澤市，）發表論文

題目：〈Whose American Dream?: Expansionism and Animality in Francis 

Parkman’s The Oregon Trail〉 

5. 魏美瑤教授：The 8th International Gender and Languag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日期：103 年 6 月 5 至 7 日，地點：加拿大溫哥華，）發表論文題目：〈Gender, 

language and family values in Taiwanese politics〉 

6. 魏美瑤教授：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Language Studies 2014（日期：103 年

6 月 13 至 15 日，地點：日本秋田，）發表論文題目：〈Gender, Language and 

Family Values in Taiwanese Politic〉 

（三）協助教師提出 103 年度學術研究獎助申請，本系合計申請「研究論著獎助（期

刊論文）」2 件（戴雅雯老師、蘇秋華老師）、研究計畫獎勵 4 件（魏美瑤老師、

龔營老師、蘇秋華老師）、減授時數 1 件（魏美瑤老師）。 

三、服務： 

（一）6 月 1 日至 16 日協助"2014 秋季美國、加拿大國際教育展"OH!Study 教育中心，招

募英文系學生擔任翻譯人員，共計 7 位學生報名。 

（二）6 月 16-20 日辦理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期末考事宜：協助系上身心障礙同學於系辦或

諮商中心期末考，聯繫師生、諮商中心，或協助學生監考。 

（三）6 月 24 日辦理 103 學年度入學身心障礙新生與家長面談，說明課務、選課、以及

學系能提供之資源等相關資訊。 

（四）6 月 25 日舉行碩士班迎新茶會，計有師生合計 12 名參與。 

（五）8 月 5-6 日尋找英文系學生參與華視 8 月 7 日播出之「紅十字會賑災募款活動」，

處理外籍人事捐款事宜。 

（六）103 學年度新版學系網頁設計及資料更新。 

（七）10 月 17 日中午，舉辦本學期大陸學生歡迎餐會、大陸學生交流與經驗分享。人員：

自費研修生 5 位、交換學生 2 位、英文系學位生 4 位，共 11 位。 

四、輔導： 

（一）6 月 11 日召開期末導師會議，出席人數 16 名。會中分享 102 學年度導師輔導與導

生聚辦理狀況提，並協調安排 103 學年度大一、大二導師名單。 

（二）6 月 13 日協助英文系學生會新舊幹部交接與活動事項交接等相關事宜。 

（三）辦理 103 學年度身心障礙新生課務輔導、學系介紹等---內容：新生共有 5 位，利

用 3 天分別與心諮中心輔導員個別會面，進行學系介紹、課務輔導等。 

（四）8 月 25-28 日協助新生第一哩活動各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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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8 月 25-28 日辦理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轉學新生、交換學生學分抵免事宜。 

（六）編聘導師名單及安排導生名單。 

（七）9 月 2 日轉學新生選課輔導暨學分抵免說明 (轉學新生共約 18 人) 。 

（八）9 月 4 日 103 學年度新生迎新茶會選課輔導：簡介 103 學年度新生必選修科目、學

分，選課說明(新生出席約 80-90 人。) 

（九）9 月 9 日學士班新生、進修學士班新生第一哩選課輔導介紹：英文系主任、大一導

師，學會介紹、社團介紹，學生選課輔導暨學分說明（參與第一哩新生共約 120

人、進修學士班說明會參與人數約 20-30 人）。 

（十）9 月 15-19 日學生加退選與選課輔導、新生迎新宿營輔導、系學會二手書活動輔導。 

（十一）9 月 15 日大陸交換學生選課輔導及學校、學系簡介（學生共 2 位）。 

（十二）10 月 8、18、22、25 日，辦理 4 場 Summit Seeker 學系專業職涯講座，由 Ray & 

Gay Brook 主講：4 場參加學生人數分別為 12 人、23 人、20 人與 15 人。 

五、演講與活動： 

（一）6 月 4 日舉辦全校性「2014 語國一方英文字彙比賽」，計 32 名參賽，由英四 B 張

經恆、日三 B 向彥丞與法五 D 楊雅筑拿下前三名；優良獎得主有英二 C 張家稜、

英四 A 連忻、社四 A 李佳儀與英二 C 陳浩文四名同學。 

（二）9 月 5 日系主任至大理高中介紹本校外語課群。 

（三）協助外語學院辦理「2014 中英語導遊領隊證照輔導課程」，聯繫講師、場地協調、

聯絡故宮林語堂故居等。 

（四）10 月 15 日辦理兒童文學講座 Dr. Emily Murphy，講題：It’s Not a Small World After 

All: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Global Child，參與人數：學生 27 人、師長 7 人。 

（五）10 月 29 日，協助系學會辦理英美文化推廣─萬聖節活動。 

（六）11 月 20 日辦理英美文化推廣活動–感恩節。 

（七）11 月 26 日辦理 Dr. William Youngs（美國東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演

講，講題：National Park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八）11 月 27 日辦理北京大學中文系唐作藩教授演講，講題：淺談漢語拼音方案。 

六、 國際交流與暑期研習： 

（一） 6 月 4 日與 7 月 28 日分別舉辦 2014 年英國暑期英語文學分研習團說明會，由領

隊孫克強老師說明學分課程設計與準備、音樂劇及莎士比亞戲劇訂票安排及陳嘉

煥老師說明牛津大學須知、倫敦行程及通行證安排等。  

（二） 6 月 21 日系主任受邀前往大陸魯東大學講學並洽談學術交流事宜。 

（三） 2014 年英國牛津大學哈特福學院--英美文化專題英語文學分研習團，由孫克強老

師授課及帶領出團，並由陳嘉煥老師協助活動安排，參與學生共 16 人。此為英

文系首次辦理移地教學學分班，第一週於本校上課，時間為 7 月 27 日-31 日，由

孫克強老師教授英美文化相關課程；隨即第二至四週出團至英國牛津哈特福學院

參加"Special Topics in British Culture"語言與文化課程，學生全程參與並完成指定

作業後可習得 3 學分。研習團於 8 月 25 日圓滿返國。 

（四） 10 月提供推廣部 2015 自費研修生春季班招生名額及課程資訊。 

（五） 11 月 24 日香港樹仁大學「跨文化研究碩士班」20 位師生師生來訪，除本本系碩

士班同學交流外並至謝瑤玲老師課堂觀摩上課。 

（六） 11 月 21 日，牛津大學代表 Caroline Rice、Andrew Hemingway 來訪，洽談明年暑

期研習團簽約等相關事宜，與會有英文系曾泰元主任、推廣部劉宗哲主任與陳欣

如專員、英文系孫克強與陳嘉煥老師等。 

七、系友會業務： 

（一）本系在台復系 60 週年系友演講系列第四場：6 月 11 日，講者為廖宜彬（95 級，

現任航空  公司裝載管制員）、邢乃文（95 級，現任航空公司波音 777-300 副機

師）、謝彥柔（100   級，現任航空公司空服員）， 講題：航空業--你的眼界，

轉動世界。共 48 人參與（教師 1 人、職員 3 人、學生 4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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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 月協助 115 周年校慶傑出校友遴選事務。 

（三）10 月填報創/復系後 10 年之相關系史要務。 

（四）製作並發送系友耶誕卡片。 

八、會議與行政業務： 

（一）6 月 8 日畢業典禮結束後，隨即辦理本系 102 學年度畢業生撥穗典禮，報名參加師

生人數為 195 人，家長及來賓自由入座，普仁講堂 321 個座位座無虛席。 

（二）6 月 11 日召開期末系務會議暨退休老師（紀澤然、薛帝逢助理教授）歡送會。 

（三）6 月辦理協助今年暑假美國德州 KIPP 學校教學實習計畫學生辦理出國相關事宜，

及本系拔尖計畫經費補助請領，共計 6 人。 

（四）7 月 25 日辦理研究生吳雅琦學位考試。 

（五）7 月辦理專兼任外籍教師聘僱許可。 

（六）7 月辦理暑修開課與報名事宜。 

（七）7 月辦理學系 102 年度相關計畫及預算結案。 

（八）8 月 5 日主任與秘書參加研究發展組至外語學院有關學系自評座談會。 

（九）9 月 15 日召開系教評會（升等、兼任老師申請教育部證書等案由）。 

（十）9 月 24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 

（十一）9 月 30 日召開系教評會（升等案）。 

（十二）9 月辦理新增圖書館教師指定參考資料以及圖書薦購（圖書館、語言教學中心）。 

（十三）9 月提報「業務自我檢核表」。 

（十四）9 月提報「校務發展計畫自評」。 

（十五）9 月調查學系專任教師課輔時間及「英語角」（English Corner）時間表。 

（十六）10 月 8 日召開開班代大會。 

（十七）10 月 8 日，華語小老師第一次開會，王建輝老師及華語小老師共 20 位。 

（十八）10 月 27 日召開學系評鑑籌備小組會議。 

（十九）進行碩士班甄試宣傳事務。 

（二十）10 月填報「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二十一）10 月辦理大一新生身心健康調查事宜。 

（二十二）10 月實施大二、大三學習成效長期追蹤問卷。 

（二十三）10 月繳交工作「分層負責明細表」。 

（二十四）辦理老師升等、教育部證書申請等論文外審相關作業。 

（二十五）10 月 21 日研究生葉曳芳學位考試；10 月 24 日研究生張斐欽論文研究計畫審

查會。 

    （二十六）11 月 19 日辦理碩士班推甄入學口試。 

 

日文系 

一、 執行教學卓越計畫分項 C「強化學生全球移動能力–提升學生英日語能力計畫」，於 103

年 10、11 月份開設日文檢定 N1、N2 級別輔導班，並於 11 月 26 日舉行輔導課後之模

擬測驗。 

二、 持續辦理大學部學生團體研修：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本系共有 9 名大學部學生前往日本

明海大學進行一學年的團體研修，另有 14 名大學部學生前往拓殖大學及同志社大學進

行一學期的團體研修。 

三、 選派研究生赴日本協議學校交換研習：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有 2 名碩士班研究生依院

級協議赴日本名古屋大學短期留學。 

四、 國際交流活動： 

（一）本系接受日本拓殖大學、明海大學委託辦理華語班，103 學年度共有拓殖大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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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學生及明海大學 4 名學生至本校進行為期 8 個月的華語研修。 

（二）9 月 11 日桃山學院大學國際中心、經濟學部大島一二教授來訪。 

（三）9 月 14 日~9 月 20 日京都外國語大學學生中川彩香至本系進行教育實習。 

（四）9 月 26 日交流協會新任文化室主任塩澤雅代女士、前文化室主任河野明子女士、

日語專家磐村文乃老師及內田陽子老師來訪。 

（五）9 月 29 日日本公益財團法人住友財團常務理事蓑康久先生及企劃部榊原真一部長

來訪，說明 2014 年度「亞洲各國進行日本關連研究補助」申請相關事項。 

（六）9 月份陳美玲、葉懿萱、劉怡伶等三位老師分別率短期留學生前往明海大學、同

志社大學及拓殖大學，並拜訪姐妹校，洽談學術交流事宜。 

（七）10 月 10 日~10 月 14 日蘇克保主任受邀前往日本富山大學參加「日語教育學會年

度大會」及日本一橋大學舉辦之「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現状と今後の

展開」國際研討會，並進行演講。 

（八）10 月 17 日秋田縣立本莊高校師長 5 人、學生 47 人來訪，與本系師生進行交流。 

（九）10 月 17~22 日賴錦雀教授前往中國出席「大連外國語大學『莫言與村上春樹比較

研究研討會』」及「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村上文學報告會」。 

（十）10 月 23 日京都市總合企劃局國際化推進室及京都市台灣事務所人員來訪，針對

推廣日本語教育及京都大學進修留學與本系進行交流會談。 

（十一） 10月24日~26日林雪星老師赴中國參加北京師範大學外語學院日文系舉辦

之「東アジアと同時代日本文学フォーラム」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十二） 11 月 15~17 日蘇克保主任、王世和副教授、張桂娥助理教授及 3 名碩士班

研究生前往日本宮崎大學參加 11 月 16 日本系與宮崎大學共同舉辦之研究生論文

期中發表會，3 位老師並進行演講。 

（十三） 12 月 9 日西南學院大學師生 14 人來訪，與英文系及本系師生交流。 

（十四） 大阪大學林初梅教授及 16 名學生來台，於 12 月 7 日及 13 日與本系學生進

行交流。 

（十五） 12 月 8~15 日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學生至本系會話課程教學觀摩及教育

實習。 

五、 學術活動 

（一）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本系教師共組成兩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分別為「日語研究

與日語教學教師成長會」及「日本文學教材分析與研究社群」。 

（二）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11 月 12 日、12 月 17 日、1 月 7 日舉辦東吳日語教育研究

會第 160~162 次例會，本學期例會皆安排碩士班研究生發表。 

（三）專題演講： 

1. 11 月 12 日/靜岡大學鈴木邦夫教授/日本の生活 二十四の節気。 

2. 11 月 27 日/名古屋大學玉岡賀津雄教授/日本語習得研究への心理言語学的

アプローチ。 

（四）11 月 29 日與台灣日語教育學會共同主辦 2014 年度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11 月 30 日與台灣日語教育學會共同主辦 J-GAP TAIWAN 工作坊。 

（六）1 月 10 日舉辦 2015 年第七屆北區校際大專院校碩博士生聯合研究發表會。 

六、 學生相關事務及活動 

（一）舉辦各項日語文競賽： 

1. 10 月 15 日舉辦日語演講比賽。 

2. 12 月 17 日舉辦日語翻譯比賽。 

3. 第 2 學期預計將舉辦日語辯論比賽、日語聽力比賽及日語朗讀比賽。 

（二）10 月份辦理以下獎助學金： 

1. 東吳大學鄭壹芬老師勵學獎學金：共核發獎學金予 4 名學生，每名壹萬元。 

2. 日文系學生關懷專案助學金：共核發助學金予 2 名學生，每名壹萬元。 

3. 日本語能力測驗獎勵：分別核發獎學金貳仟元、壹仟伍佰元、壹仟元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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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學生。 

4. 音速日語優秀人才獎學金：共計 5 名學生獲獎，每名捌仟元。 

5. 濱木綿獎學金：本學年度無人申請。 

（三）本系執行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學改進方案「日文系課程實務實踐計畫」預計舉

辦 10 場演講活動： 

1. 11 月 19 日/緯來日本台台長郭瓊芬學姐（碩士在職專班 96 級）/從喜歡日

語到用日語工作-剖析日本節目的競爭力。 

2. 12 月 1 日/遠流出版社主編蔡曉玲女士/關於出版，我說的其實是 出版につ

いて語るときに私の語ること。 

3. 12 月 3 日/林辰豫學姐（學士班 102 級）/日系飯店櫃檯工作的經驗與技巧。 

4. 12 月 3 日/台視新聞編譯巫文嘉學姐（碩士班 92 級）/日文筆譯與新聞編譯

－－翻譯阿宅的美麗與哀愁－－。 

5. 12 月 5 日/自由譯者石學昌學長（學士班 96 級）/日本語口筆譯實戰講座&

市場實務分析。 

6. 12 月 8 日/日本超級馬拉松名將關家良一先生/從日文學習人生”我が人生の

超馬道”。 

7. 12 月 10 日/專業譯者駱香雅學姐（學士班 84 級）/翻譯工作經驗分享。 

8. 12 月 12 日/專業編譯者張維君女士/翻譯之道、編輯人生。 

9. 12 月 15 日/中視新聞部國際中心日文編譯謝明智學姐（學士班 88 級）/（講

題未定）。 

10. 12月 19日/美商Apple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Senior Apple Solutions 

Consultant 徐瑋駿學長（進修學士班 95 級）/日本 Apple 市場現況與 Apple

亞洲市場概觀‧投入 Apple 產業的絕佳舞台─日本。 

（四）11 月 1 日舉辦系運動會。 

（五）11 月 26 日舉辦交流協會獎學金座談會，邀請今年度考取交流協會獎學金的系友

分享應考經驗。 

（六）與東南旅行社合作小導遊活動： 

1. 12 月 2 日接待藤枝東高校學生。 

2. 12 月 3 日接待廣島三次青陵高校學生。 

（七）12 月 20 日舉辦日文歌唱比賽。 

 

德文系 

一、會議： 

（一） 103 年 11 月 19、26 日系教評會審議教師評鑑案。 

（二） 103 年 9 月 17 日、10 月 22 日、12 月 17 日碩士班小組會議制訂 104 年碩士班招

生簡章、檢討碩士班課程課程設計、決定研究生工讀助理時數分配。 

（三） 103 年 9 月 24 日、12 月 10 日、1 月 14 日系務會議複審 104 年學、碩士班各管道

招生簡章、學士班「總結性課程」設置、學士班 104 學年度課程、104 學年校務

發展計畫關鍵績效指標 KPI。 

（四） 103 年 11 月 5 日課程委員會討論有關總結性課程 Capstone Course、碩士班 104

學年課程設計。 

（五） 12 月 31 日大一導師會議：「一年級身心適應調查」問卷結果分析。 

二、教學與研究： 

（一） 「德語書籍翻譯出版」計畫：結合四年級「進階德文翻譯」選修課程，由林聰敏

老師負責指導學生進行翻譯，本期翻譯德文書籍名稱為 "Die wichtigsten 

Pädagogen"，分別為導論與五段西方歷史大世紀（從文藝復興、巴洛克時期、啟

蒙時期、新人文主義與第十九、二十世紀），共有 34 位西方最重要的教育家，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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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 年完成翻譯。 

（二） 103 年 9 月 30 日至 10 月 4 日兼任客座教授北京外語大學王建斌教授來台進行 10

堂「德語口譯入門」密集授課。 

（三） 103 年 12 月 10 日舉辦本學期教師研究分享，由林愛華老師及羅海恩老師主講。 

（四） 103 年 9 月 30 至 10 月 9 日德國明斯特大學語言學系教授 Prof. Susanne Günthner

來台進行短期講學，講題為「德語教學中的真實語言運用」、「語言與性別」、「跨

文化溝通」以及「日常對話分析導論」。 

（五） 「德國生活文化講座」： 

1. 103 年 10 月 15 日「德國音樂家：3B」（音樂系彭廣林老師）。 

2. 103 年 11 月 19 日「德國童話之改寫與顛覆」（德文系林愛華老師）。 

3. 103 年 12 月 17 日「德國節慶與假日」（德文系李秀蓮老師）。 

（六） 103 年 8~12 月進行「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德國文化課程改進計畫」。 

（七） 「學系專業職涯講座計畫」： 

1. 103 年 10 月 8 日邀請林政翰先生(現職為德豐醫藥香港有限公司總經理、德商

Capsula GmbH 亞洲區首席代表、輔仁大學育成中心企業資深顧問)蒞臨演講，

講題為「德語及德國文化在商場(或全球或歐盟)之重要性」。 

2. 103 年 10 月 27 日邀請長期擔任德國杜塞爾多夫高等法院授權翻譯的楊櫻鳳博

士進行演講，主題為「德國翻譯（含口、筆譯）實務簡介」。 

3. 103 年 11 月 26 日邀請瑞士商務辦事處副代表白賀德先生蒞臨演講，講題為「瑞

士的歷史與文化」。 

4. 承辦「外語學院 2015 年校際學術研討會」：10 月 29 日及 11 月 5 日召開籌備

委員會，審查會議投稿論文。 

5. 執行北一區教學卓越計畫「運用德語線上整合系統輔助教學方案」。 

三、國際交流與學生活動： 

（一） 103 年 8 月 11 日大學部 21 名學生赴德國姊妹校明斯特大學進修一年（103 學年

度）。 

（二） 本系 10 名學生於 103 年 6～8 月間前往 6 個產業機構進行實習活動，開學後於 10

月 22 日進行「學生暑期實習經驗分享」。10 月 16 日「學生職場實習小組會議」

開會檢討今年辦理情形及相關事務並依現狀修訂實習辦法。 

（三） 103 年 11 月 19 日張國達老師帶領 4 年級學生參訪龍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讓學

生了解貿易公司品管、業務及行銷實際運作。另於 11 月 21 日張老師亦帶領學生

至「基隆關稅局」及「陽明海洋館」參訪，讓學生實地了解貨物通關及海運作業。 

（四） 103 年 12 月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學生研讀小組，由碩士班學長姐主持，制訂主題

與學弟妹分享。 

（五） 103 年 11 月 24 日與 12 月 15 日「與德籍生有約」來自德國明斯特大學的國際交

換學生 Tobias J. KÄ MPFER 與系上學生進行交流，增加學生德語練習機會及有助

於跨文化溝通。 

四、輔導活動： 

（一） 103 年 11 月 1 日新生家長座談會。 

（二） 103 年 1 月碩士班師生餐敘，定期瞭解學生修業進度、蒐集學生相關建議。 

（三） 結合心諮中心與生涯發展中心進行「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一年級身心適

應調查」、「二、三年級學習成效問卷調查」。 

（四） 協助教師進行 E 關懷系統之學業關懷。 

（五） 學士班一年級德語發音與視聽輔導活動： 

1. 103 年 10 月 8 日「德語發音技巧說明會」：由黃靖時老師主講，教授學生德語

字母發音規則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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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 年 10 月 6 日~31 日「新生發音個別指導」：由 4 名外籍教師分別對一年級新

生進行個別發音指導。 

3. 103 年 12 月「德語聽力輔導」：由擔任 A、B 組教師分別任教，訓練學生聽力。 

五、系友及推廣服務： 

（一） 103 年 11 月 15 日辦理「永平高中學生德國文化體驗營」：48 名學生至本校進行

德語學習及德國文化活動。 

（二） 辦理系友捐贈「既壽獎學金」之申請案甄選作業。 

六、其他 

（一） 103 年 11 月 19 日碩士班甄試面試。 

（二） 103 年 11 月辦理「學士班學生學碩五年一貫」作業。 

（三） 支援高中招生活動：復興高中、平鎮高中、恆毅高中、大同高中。 

 

語言教學中心 

一、 9 月 10 日舉辦二校區新式暨數位化語言教室說明會共 4 場，是日上午雙溪校區另舉辦 1

場 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說明會；學期間接受授課教師另約時間諮詢設備操作。 

二、 本學年本中心教學觀摩改變型態，討論「英文(一)」課程規劃系列：包括教學目標與課

程規劃、題型與評量、能力分班與檢測、課外自主學習。第 1、2 場分別於 11 月 5 日和

12 月 17 日在雙溪校區 G203 語言教室舉辦，由林香美老師和呂信老師主講。 

三、 「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每學期分 2 期進行，每一期由本中心專任教師 5~6 位，利用午

休，提供 5 次輔導活動。第一學期第一期 10 月 3 日至 11 月 7 日，第二期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19 日；第 1 期主題為「生活英語通」、「Learn English through Songs」、「Learning 

by Doing」、「英語學習健診與處方」、「English Conversation Patterns」、「文法主題

式課輔班」；第 2 期主題為「實用情境英語」、「社交英語」、「Travel English」、「說

故事學英語」、「看漫畫學文法」。 

四、 本中心外語自學室提供全校教職員生多元化的外語學習環境，第 1 學期開學前配合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於 9 月 10、11 日由本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導覽解說雙

溪校區外語自學室；此外，9 月 15 日至 10 月 3 日提供定時導覽服務，以及學期間安排

外語聊天時間諮詢服務，舉辦多場學習加油站和資源體驗會。 

五、 辦理第 25 期外語自學相關活動，外語自學手札皆於第 12 週外語自學小組期中經驗交流

座談會發送。 

六、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7 日於「外文（一）」和「外文（二）」班級發送外語學習護照，「英

文（一）」另發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亦歡迎大三、大四學生至外語自學室個別索取，

以利學生規劃相關語言學習。外語學習護照獎勵活動已於 11 月 24 至 28 日受理學生申

請，兩校區認證點數最高前幾名可獲得禮券。 

七、 持續辦理 103 年 2 項教學卓越計畫：「提升學生英、日語能力計畫」和「舉辦外語自學

活動、優化軟硬體設備及編製外語學習護照計畫」。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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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 

 

【理學院】 

一、人事 

（一）8 月 1 日，化學系卓志銘技正轉調至本院。 

（二）10 月 1 日，舉辦本院院長交接典禮，新任院長為微生物學系宋宏紅教授。 

二、學術演講暨交流活動 

（一）9 月 24 日，接待福州大學三位教授及研究員，於本學院會議室餐敘及進行院與院

間學術交流。 

（二）11 月 4 日蘭州大學來訪，院長、數學系主任、微生物學系主任及心理系主任出席

相關活動，商議兩校未來雙學位和 3+1 的推動等事宜。 

（三）為能增進同學對刑事法律相關知能的認識學習，鑑識科學學程選修課程「刑事鑑

定法律」陳見源與李承龍老師 10 月份舉辦 3 次課堂講座： 

1. 103 年 10 月 8 日邀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程志強股長主講：犯罪現

場重建。 

2. 103 年 10 月 22 日邀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陳福振警務正主講：槍彈

鑑識暨現場勘察案例報告。 

3. 103 年 10 月 29 日邀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陳泰宏股長主講：微物鑑

識。 

（四）11 月 18 日邀請台灣大學法醫研究所李俊億教授擔任本院「Ye！問演講」主講人，

講題：「挑戰鑑識科學：現實生活中的 CSI」。李教授以近年大家所知的犯罪案件

為例，剖析各案件之報告於鑑識科學上仍有可為之處，演講內容豐富，使在場者

有機會認識到鑑識科學跨領域知識整合的專業。 

三、環安衛業務 

（一）8 月 27～29 日及 9 月 4～5 日卓志銘技正參與中央研究院及社團法人臺灣環境測試

驗證協會主辦之『2014 生物安全官教育訓練研習會』。 

（二）9 月 12 日與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組共同舉辦 103 學年度進實驗室之職業安全衛生

人員 6 小時教育訓練課程。 

（三）9 月 16 日舉辦消防署公共危險物品、經濟部先驅化學品及環保署列管毒性化學物

質等相關表格填報及教育部化學品管理系統使用教學。 

（四）9 月 26 日本院生物實驗室安全委員會辦理年度 P2 生物實驗室新進人員 2 小時教育

訓練。 

（五）9 月 29～30 日進行年度實驗室固體廢棄物及廢液清理至 M002 有害事業廢棄物暫

時儲存室。 

（六）10 月 2 日上午由啟新診所（配合醫院：天成醫院）到校於第一教研大樓戴氏會議

室辦理實驗室作業人員年度健康檢查，應到檢 58 人，實到檢 57 人。 

（七）10 月 8 日辦理生物實驗室安全委員會委辦有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室基線

資料調查。 

四、重要業務暨會議 

（一）9 月 9 日，與研究事務處各組組長及同仁交換研究事務業務意見。 

（二）9 月 18 日，院長召集各學系主任討論因應本校增設「巨量資料管理學院」，104

學年度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名額調整方案。 

（三）11 月 3 日，數學系、物理系、化學系及心理系教師赴桃園高中進行招生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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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 

1、院特殊學科教評會 

9 月 24 日舉行 103 學年第一學期第一次理學院特殊學科教評會，通過鑑識科學

學程一兼任教師續聘案，及受理一兼任教師申請講師證書案。 

2、院教評會 

10 月 17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院教評會，討論通過三位教師緊急聘任案。 

3、院課程委員會 

10 月 30 日召開本學期課程委員會，報告本院配合 103-105 校務發展計畫「推動

課程再造與永續發展」策略，院級整合創新課程之規劃。 

 

【數學系】 

一、A-01 課程檢核與革新  

（一） 推動課程再造與永續發展 

1、分別於 9 月 2 日、11 月 12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1 次、第

2 次會議，討論 103 學年度碩士班、學士班課程外審相關事宜。 

2、購置工作站，建構 Ubuntu 的 OS 系統，在系統上架設 Moodle 教學網，使用

於數學建模概論之教學。 

3、為因應作業系統及數學軟體升級之需求，須汰舊數學電腦實驗室個人電腦，

此次預算先行汰舊 6 部個人電腦，其餘則視預算額度逐步汰舊。 

4、目前 Matlab 軟體已升級更新至 2014a 版，運算功能更加強化。「數學軟體」、

「數值分析」、「應用線性代數」、「常微分方程」等相關課程的教學，碩士

班學生論文與教師研究工作均使用最新版本的工具。 

（二） 強化學生未來發展競爭力 

1、11 月 26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商討學業關懷名單後

續輔導事宜。 

2、對「高等微積分」、「線性代數」期中成績不理想學生，安排高年級學長姊

在期末考前 4 週進行補救教學。 

二、 A-02 核心能力檢核 -- 運用 BigData 創造學習成效新價值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於碩士班開設高等應用統計學、資料探勘與分析、作業研究等課程，

培養學生具有資料分析的能力。 

三、 A-03 教學改進與創新 -- 教師教學增能及教學成果 

由葉麗娜主任擔任召集人，成立「微積分教學成長社群」，分享校內、外教師的教學經

驗、吸取科技教學新知、協助題庫整合，有助於互動教學、調整教學方法、並參與建立

全國性檢定的題庫。 

四、 A-04 研究增能 

（一） 獎勵教師學術研究 

1、持續加入「中華民國數學學會」及「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團體會員。 

2、本系林惠文助理教授於 8 月 15-17 日前往新加坡參加研討會 The 4th Annu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s，予以補助生活費用。 

3、本系簡茂丁教授邀請加拿大蔡文端教授於 11 月 21 日來訪 5 日，並參加簡茂

丁教授於 11 月 22 日舉辦之「2014 矩陣分析與應用研討會」。 

4、11 月 22 日，舉辦「2014 矩陣分析與應用研討會」。 

（二） 提升大學生研究能力 

簡茂丁老師指導數四方思婷同學、數三張維倫同學申請科技部 103 年度大專學生

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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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A-05 教學結構改善 

（一） 推動課程分流 

103 學年度起，碩士班課程因應招生分組，將必修區分為「數學組」與「決策科

學與海量資料分析組」。學士班選修課程分為「數學課群」、「統資課群」與「計

算課群」。 

（二） 推動教師分流 

11 月 21、28 日，葉麗娜主任參加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座談會。 

（三） 推動學生分流 

12 月 10 日，舉辦「e-portfolio 使用說明會」，邀請畢業系友、高年級學生分享使

用經驗，期使學生能利用系統完整記錄在校期間的學習歷程，並準備個人的生涯

規劃。 

六、 B-02 四哩養正氣 -- 東吳第二哩-【成長】團隊合作方案 

（一） 10 月 25 日，學會舉辦迎新宿營。 

（二） 11 月 1 日，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計有 11 位家長、4 位家長參加。 

七、 B-05 通才發展 -- 職場五育才能指標探索 

（一） 10 月 15 日，邀請陽明大學梁賡奕校長演講，講題為：｢Impacts of Biostatistics on 

Advancing Human Health in the 20th Century: My Personal View」。 

（二） 11 月 14 日，邀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系博士、可轉債系統 CBIS 網站站長金國興

博士演講，講題為：「從資訊到金融：淺談可轉換公司債」。 

（三） 11 月 27 日，邀請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研究生分院陳建銘教授演講，講題為：「Key 

Management in Cryptograph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四） 12 月 8 日，邀請統一期貨股份有限公司自營部期權交易員陳洞達先生演講，講題

為：「To be a Trader – 專職投資實務」 

（五） 12 月 10 日，與生涯發展中心合辦【學系專業職涯講座】，邀請：104 獵才派遣

事業群晉麗明資深副總經理演講，講題為：「2014 就業趨勢及人才需求」。 

（六） 12 月 10 日，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辦【導師班級輔導之班級共同課程】，邀請健

康吉美心理中心主任、本校健諮中心兼任諮商師陳恩誠老師演講，講題為：「在

生命中的風箏－動與靜的主宰者」。 

八、 C-01 拓展國際合作及招生管道 -- 持續推動境外學術交流與學位合作 

11 月 28 日，邀請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處王玉梅主任對學生介紹交換生申請相關事宜，

並鼓勵學生進行境外交流。 

九、 D-04 拓展社會資源 

（一） 活絡校友組織與遴選傑出校友 

1、10 月 25 日，在外雙溪校區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舉辦「103 年度數學系系友大會」，

計有師長、系友與在校生 30 多位出席。 

2、推薦 63 級系友何淮中學長為「東吳大學建校 115 周年傑出校友」候選人。 

（二） 提升生涯發展輔導機制接觸面 

1、10 月 5 日，本系辦理產學合作座談會，邀請陳調鋌學長、劉文泉學長、何淮中

學長等十多位系友與葉麗娜主任及系上教師商討本系同學至業界實習相關事

宜。 

2、12 月 10 日，舉辦「e-portfolio 使用說明會」，邀請畢業系友、高年級學生分享

使用經驗，期使學生能利用系統完整記錄在校期間的學習歷程，並準備個人的

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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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學系】 

一、教學： 

(一)落實「演喻教學」為本學系教學特色 

1、「演喻教學工作小組」定期召開會議，規劃發展方向，設計製作各項演示教具，

透過「普通物理」演示心得，進而創新與改善；並籌劃「物理教學器具研發中心」。 

2、街頭科學演示活動：陳秋民副教授接受邀請，於國家地理頻道（NGC）知名科

學節目主持人 Tim Shaw 到台灣來做街頭科學演示，協助活動的進行，東吳物理

系是唯一參與的學校。此次活動，有學系 18 位助教與同學參與，三個 DIY 科學

實驗帳篷，以「冰雪淇緣」、「芡打裹太白」、「誰敢惹我」為主題，在共同主

題下擴充演示項目，供參與民眾闖關，場面熱鬧，獲得極大的迴響。 

3、高中優質計畫教師研習營，以及高中師生來校參訪，提供「物理演示」研習活動，

發表演說，目前有南湖高中、北港高中、景文高中、百齡高中等校來訪。 

4、與高中物理學科中心辦理第三屆物理數位化教學─自然領域數位化科學實驗演示

教學研習，有高中教師約 90 餘人參與，研習以「數位量測」為主題，由蕭先雄

老師專題「地震的數位量測」，陳秋民老師「天上飛的數位量測」，並安排有「數

位玩科學工作坊」、綜合討論等，藉以提昇高中物理教師教學能量。 

（二）提昇教學品質 

1、學術演講：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分別邀請新加坡國立大學物理學系陳繩義教授、

美國哈佛醫學院 Jason White 教授、劉源俊名譽教授以及承賢科技李易純博士等，

辦理四場學術演講。 
2、辦理103學年度第 1學期「書報討論」及「專題研究」優秀學生期末發表會。 

二、研究及學術交流 

（一）鼓勵教師參與學術服務 

1、陳秋民副教授應邀參與由台東大學物理系舉辦之「2014 中華民國物理教育聯合會

議」，於專題演示發表：「東吳大學校慶聖火臺及聖火棒的設計和製作及其物理—

兼談瓦斯氣爆」。應「TEDxDongWuU 非營利組織」邀請，演說：「走近物理、

走進生活」。應台北太平扶輪社之邀，演說：「說瓦斯談氣爆」。應邀竹南高中

辦理之「均質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習」，講題：「生活 DIY 創意學物理」。 

2、陳秋民副教授應景文高中教師成長活動邀請，發表「從生活物理談活化教學」。 

3、梅長生助理教授應邀至長庚大學電機所演講，講題：「高能超音波癌症治療中的

核磁共振溫度量測」。 

4、辦理「縱橫悟理」（Physics & Beyond）教師研究例會，每個月舉行一次，由專

兼任老師依序發表，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發表人依序為任慶運、巫俊賢、劉源俊、

蕭先雄、黃雍熙等老師發表。 

（二）學術交流： 

1、分別於10月18日、25日辦理二場「2014物理學史研習會」，特別邀請北京清華大

學物理學系退休教授秦克誠以及湖北武漢華中科技大學退休楊建鄴教授來臺；國

內學者，有文藻外語大學李精益副教授，知名作家江才健老師，學系則有名譽教

授劉源俊老師參與。本次活動的參加對象為高中教師以及對物理教學有興趣之社

會人士，共計有120餘人參與。 

2、日本福井大學 Masafurmi Seriu 教授來訪，討論教師專題研究合作。 

三、輔導： 

（一）落實課業輔導及生活輔導，以培養學生專業知識及人格之均衡發展 

1、暑假期間，有三年級陳澄同學至哈佛醫學院；張力中、徐嘉佑同學至北京清華大學物

理系；二年級林亞萱、郁芷昀等，三年級黃宇翔、蔡明翰等共有 10 位同學至大同

大學光電所進行實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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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理英文」，由劉源俊進行課業輔導，學生可自由參加，主要加強學生物理、英文

的基本能力，固定於星期三中午時間辦理。 

3、103學年度導師制度仍以「社團」進行，除課堂學習、課業輔導時間，更利用課

餘活動，與學生建立更為密切的互動關係，並讓學生得以學習書本之外的藝能。

一年級學生不分社團，餘則有「English ClimbCorps」、「食珍」、「出走」等六

個社團，提供學生選擇。社課時間，由老師與同學約定，從9月份開始執行。 

4、辦理轉學生以及 103 學年度新生活動，由巫俊賢主任進行學系簡介；劉源俊老師

以「進學物理、開明心靈」為題，引導新生如何學習物理；選課輔導時間，進入

系統，逐步講解，讓學生了解課程安排；新生師長見面會，認識全系教職同仁，

使其疑惑的時候，知道往何處尋求協助；另有實驗室安全講習等相關活動。 

5、協助大四同學進行研究所推甄作業，辦理「甄試自傳及讀書計畫寫作會」，由徐

小燕秘書指導參加甄試學生自傳、讀書計畫之繕寫並予以修改，活動有徐嘉佑、

巫若綺等10餘位同學參與。 

6、郵寄「給新生家長的信」，包含選課小手冊、學系給予家長的建議等資料，希望主動

聯繫，讓新生家長能了解學系運作，藉以督促學生學習，建立良好溝通管道。 

7、辦理 103 學年度新生家長座談會，13 位新生家長參與座談，學系巫俊賢主任進行

簡報，以及實驗室、學習環境介紹。學系共有同仁 10 餘位參與，對於家長提問，

也一一解說，解家長疑惑，同時期盼以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尋得支持。 

8、配合健康暨諮商中心辦理大三同學「職涯探索」施測，以為同學規劃職涯之參考。 

9、辦理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活動。辦理大一導師、種子導師座談會。 

10、物理學系的學生將來的出路該準備什麼？邀請張有毅博士演講「物理系相關職

業分析與就業準備」，提供同學作為生涯規劃之參考。共有師生 80 餘人參與。 

11、辦理「2015 哈佛醫學院暑期研習說明會」，由巫俊賢主任主持，請陳澄同學以

英文報告研習經歷，分享心得，梅長生老師進階說明，有 40 餘位參與此次說明。 

12、參與廣州中山大學物理科學與工程技術學院舉辦之海峽兩岸大學生科技文化交

流活動，計有大三黃嘉霖、黃燕以及大四李學穎、蔡明翰、林暐峻等 7 位同學

參與，並由李學穎同學專題研究發表。此次交流由徐小燕秘書領隊，活動內容

有「學術演講邀請賽」、「實驗競賽」、「文化交流」等。 

13、辦理「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優秀學生」頒獎、餐敘活動。 

14、辦理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課程規劃說明以及選課輔導活動。 

（二）協助系學生會辦理迎新送舊活動，系友座談會、舉辦各項球類競賽等 

1、於R0601 教室舉行「新生師長見面會」，透過近距離的接觸，使新生認識全系教師同

仁，並由陳秋民老師演示教學，讓同學了解物理系的特色及動作作的樂趣。 

2、「物理學系學生的生涯規劃」講座，邀請蔡定平、范進雍學長分享學術與就業經驗。 

四、推廣與服務 

（一）推廣中小學之科學教育活動 

1、 陳秋民、巫俊賢副教授受邀於各中學、科學教育館等，辦理各類演講及科學實作，並

參與科學活動策劃事宜。如為因應十二年國教，增進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師

資科學專業知能所規劃「探究路徑篇」培訓課程，進行講演、授課與示範教學。

巫俊賢副教授擔任之培訓課程內容為：「電磁相生感應放光輝」、「擺動空中腳

踏車」兩項主題，每場次僅接受 35 位中小學教師參與，俾利於招生推廣。 

2、由巫俊賢主任、陳秋民老師負責籌劃，與高中物理學科中心共同辦理「物理教學

工作坊」，於源流講堂舉辦，主題為「數位量測」實做工作坊。 

（二）提昇系友服務之品質，增進系友之認同感 

1、邀請系友講說，回系分享工作心得，學習經驗。 

2、關注系友動態，於系務會議中報告，另有重要訊息，提供學校相關單位連結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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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續進行系友資料，畢業生名錄、碩士班就讀名單、學系大事紀要等相關資料之更新。 

 

【化學系】 

一、「推動課程再造與永續發展」子策略執行成果： 

(一)、實驗及研究設備： 

1、103 年 7 月 3 日請購「X 光螢光光譜儀」，11 月 12 日完成購置，提供「儀器分析

化學實驗」課程學生實作使用。 

2、103 年 7 月 21 日請購「折射儀」，8 月 6 日完成購置，提供「有機化學實驗」課程

學生實作使用。 

3、103 年 7 月 21 日請購「電導度計」，8 月 27 日完成購置，提供「普通化學實驗」

課程學生實作使用。 

4、103 年 7 月 24 日請購「熱分析儀電腦控制系統」，9 月 13 日完成購置，提供大學

部及碩士班「專題研究」課程學生實作使用。 

5、103 年 7 月 9 日請購「螢光光譜儀」，11 月 14 日完成購置，提供「物理化學實驗」

課程學生實作使用。 

6、103 年 7 月 21 日請購「電腦叢集」，9 月 10 日完成購置，提供「材料化學」、「計

算化學特論」課程學生以分子模擬計算系統藉統計熱力學作為基礎，學習從分子的

層級來研究物質。 

7、103 年 7 月 21 日請購「材料模擬軟體」，9 月 1 日完成購置，提供修習「材料化學」

及「計算化學特論」課程學生經由驗證計算和模擬結構進行實驗資料的即時解析與

比較。 

8、103 年 7 月 21 日請購「電磁加熱攪拌器」，8 月 4 日完成購置，提供「普通化學實

驗」課程學生實作使用。 

(二)、實驗用藥品及耗材： 

依教學及實驗課程進度，至 11 月底止，已執行購置 322,940 元實驗藥品及耗材，提

供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儀器分析、物理化學等教學實驗課程及本系「特

色課程」-大學部「專題研究實驗」、材料化學及食品化學分析相關課程、碩士班「專

題研究」等實作使用。 

二、「獎勵教師學術研究」子策略執行成果： 

至 11 月底止，已執行購置 70,000 元實驗藥品及耗材，提供教師指導碩士班學生進行「專

題研究」實驗實作，發展研究專題使用。 

三、「提升大學生研究能力」子策略執行成果： 

至 11 月底止，已執行購置 80,000 元實驗藥品及耗材，提供教師大學部修習「專題研究」

學生進行實驗實作，發展自主研究能力。 

四、「推動課程分流」子策略執行成果： 

邀請不同領域之產業專家、學者與畢業校友分享產業趨勢、實務現況、職場倫理與就業

經驗，培養學生就業能力。至 11 月底止，已辦理 5 場座談，分別介紹化學產業及發展

策略、中石化產業、美商特用品化學產業、三星電子產業、中國化學製藥醫藥產業等，

執行經費 21,012 元。 

五、「職場五育才能指標探索」子策略執行成果： 

(一)、103 年 9 月 12 日本系與總務處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理組合作，於雙溪校區國際會

議廳，共同舉辦「103 學年度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邀請萬能科技大學環境工

程學系 黃福全教授分享「實驗室危害認知與災害預防」等多項實驗室安全議題。 

(二)、103年10月8日舉行第1場學術演講，邀請臺灣大學化學系詹益慈教授，講題：「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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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of Metallo-Supramolecular Assemblies」。 

(三)、103 年 10 月 27 日本系 91 級系友台灣三星電子專案業務主管陳建凱學長返系至「產

業論壇與職能發展」課程，分享「特用化學品產業概況介紹」。 

(四)、103 年 10 月 29 日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台塑總管理處總經理室產銷管理二組 黃崇海

資管師，講題：「台塑企業及塑化產業簡介」。 

(五)、103 年 11 月 12 日舉行第 2 場學術演講，邀請福州大學化學化工學院陳建中副院長

暨陳之榮教授，講題：1、含稀土磁光晶体的設計和製備 2、過渡金屬—鈾醯有機框

架：構築與光催化性質。學系並安排由學系主任及相關領域教師與兩位學者餐敘，

交流兩校在教學重點、特色研究與系務發展之經驗。 

(六)、103 年 11 月 26 日舉行全系學生職涯輔導演講活動，邀請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人力資源部陳怡君組長、葉雅琳專員及食品服務部許家寬專案經理，分享：

1.SGS 公司簡介與職涯招募 2.檢驗專業領域及食安議題 3.學業外的第二專長培養等

多項就業與職場。 

六、引導化學系新生順利進入學校生活，執行經費 9,860 元，印製自學手冊，協助學生對系、

所課程學習作全面性瞭解，解決學生學習及適應之各項問題。 

七、強化招生宣傳，104 學年度化學系碩士班甄試入學預計招收 7 位研究新血，共計有 13 位

同學通過初試書面審查、12 位於 11 月 18 日完成面試。 

八、「購置、改善教室及實驗室設」子策略執行成果： 

(一)、因應實驗室環安改善須求，103 年 6 月 23 日提請於暑假期間改善 M304 無機材料暨

分子模擬計算實驗室、M402 有機化學實驗室、M405 及 M408 催化材料研究室等四

間教學實驗室電源配電系統並於 8 月 8 日完工、9 月 19 日驗收。 

(二)、因應實驗室操作空間空氣品質改善須求，103 年 10 月 31 日提請「教學及研究實驗

室 22 座實驗操作臺抽氣櫃活性碳濾網定期更換」作業，以符合排放氣體安全及法令

規定並於 11 月 17 日完工，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 

(三)、確保實驗藥品存放安全須求，實驗室進行各項實驗時所產生之廢棄物分類集中儲，

103 年 9 月 1 日提請購置固體廢棄物貯存箱（含蓋）組、廢液貯存桶件，並於 9 月

19 日完成購置使用。 

 

【微生物學系】 

一、系務及人事 

(一) 配合學校學系行政人員調整，各項系務行政工作重新分配，訂定標準作業流程並於

8 月 1 日起正式交接。 

(二) 進行 103 學年度實驗所需之各項儀器及藥品採購。 

(三) 召開三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討論事項如下： 

1、進行教師升等論文外審委員推舉相關作業。 

2、進行教師升等審查及兼任教師續聘案。 

3、討論 104 學年度教師休假案。 

(四) 召開二次系務會議討論事項如下： 

1、開辦微生物學系與蘭州大學雙聯學制。 

2、「東吳大學理學院微生物學系教師評鑑辦法」條文修訂。 

3、東福海洋生技專案執行作業。。 

4、本系大學部總結性課程書報討論實施方式。 

(五) 召開一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擬定本系大學部總結性課程書報討論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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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 

(一) 103 學年各項招生入學狀況： 

大一新生共有 61 名(含申請入學新生 18 名、2 位復學、1 位僑生及 1 位陸生)；二年

級轉系生 2 名及轉學生 6 名；碩士班新生 8 名；博士班新生 1 名，復學 1 名。 

(二) 11 月赴中正高中進行招生宣導。 

三、教學 

(一) 課程檢討及改進： 

1、本學期共有微積分、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及普通微生物學(二)等課程獲得隨堂

教學助理補助，另有普通微生物學實驗及普通生物化學實驗獲得課輔教學助理

補助。 

2、9 月 16 日完成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學部書報討論課前問卷施測及統計，12 月

至 1 月間則進行大學部及碩博士班期末問卷施測，以作為書報討論實施方式檢

討之參考。 

3、9 月 30 日進行大學部二年級及三年級學生學習成效問卷施測。 

4、本系水環境巡守隊參與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3 年度本市優良水環境守望襄

助巡守隊」評選，表現優異榮獲特優。 

(二) 教學改善計畫： 

本系獲得 103 學年第 1 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計畫名稱為「拓展應

用微生物學領域之專業知能與產業連結」，配合計畫之執行，本學期舉辦三場應用

微生物系列演講，期擴展學生對應用微生物領域的視野，連結職場，並協助同學提

早規劃未來的自我學習與就業選擇。 

1、11 月 11 日舉辦第一場演講，主講人為食品工業研究所謝松源博士，講題為「奇

妙的真菌世界」。 

2、12 月 2 日舉辦第二場演講，主講人為台中榮總醫學研究部徐士蘭博士，講題為

「台灣藥用植物的研究與產品開發」。 

3、12 月 16 日舉辦第三場演講，主講人為和康生技公司黃儀君博士，講題為「卻顧

所來徑：從生技產業從業人員看大學教育 」。 

四、學位考試相關： 

(一) 11 月 6 日及 11 月 13 日舉辦碩士班論文宣讀，通過者可於 12 月下旬提出本學期學

位口試申請，1 月 15 日以前舉辦學位口試。 

(二) 11 月 17 日舉辦 104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報名人數為 2 人。 

五、研究及學術交流 

(一) 師生執行研究計畫及團隊合作： 

1.、103 學年度全系教師共執行 5 件研究計畫，總經費為 6,101,500 元。 

2.、大學部論文生申請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本年度 3 位獲得補助，141,000 元。 

(二) 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本系張怡塘老師參加科技部計畫補助之 CESE 2014 國際研討會，並發表 2 篇論文及

擔任會議主持人。 

(三) 優良研究成果： 

1、本校申請科技部 103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本系總計 4 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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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獲得研究傑出獎勵及 2 位教師獲得研究優良獎勵。 

2、本系張碧芬教授（銀牌獎）、劉佩珊教授（銅牌獎）及宋宏紅教授（銅牌獎）獲

得「2014 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學校研究成果競賽之銀牌獎及銅牌獎。 

(四) 學術交流： 

9 月 22 日至 26 日，福州大學王群副研究員(書記)、林娟教授(副院長)、孟春教授(系

主任)至本系參訪，並就「東福海洋生技專案」雙方以座談方式討論課程相關內容。 

六、輔導 

(一) 各年級新生相關： 

1、完成 103 學年度大學部轉學(系)新生手冊、大學部新生手冊及碩博士班新生手冊。 

2、9 月 2 日舉行 103 學年度轉學生入學選課輔導。 

3、配合本校 103 學年度新生第一哩活動，9 月 9 日學系時間安排學系簡介、課程規

定說明、學習經驗分享及導師導生相見歡等多項課程及活動。 

 (二) 導師會議、導生活動及團體輔導活動： 

1、系學生會於 9 月 26 日至 28 日舉辦迎新宿營。 

2、配合本校 103 年度新生家長座談活動，11 月 1 日學系時間安排學系及課程簡介、

參觀實驗室學習環境及教學設備、導師座談等多項活動。 

3、11 月 18 日由心理諮商中心協助進行舉辦大一身心適應問卷施測，並於 12 月 30

日召開全系導師會議，由心理諮商中心說明施測結果分析。 

4、11 月 25 日舉辦微四導生會議，並進行下學期小班教學課程分組預選作業。 

5、12 月 23 日舉辦耶誕聯誼茶會，參加人員包括本系教職員及各研究室學生。 

 (三) 菁英教育： 

大學部邱辰軒、梁馨文及陳樂同學於 103 學年度前往美國普渡大學生物科學系修讀

雙聯學制課程。 

(四) 產學實習： 

8 月完成 103 年度暑期實習學生狀況及實習單位訪視；12 月 9 日舉辦「103 年度暑

期實習心得分享暨 104 年度實習申請說明會」，參加對象為大學部二至四年級同學。 

七、服務 

(一) 教師依專長領域提供社會服務或擔任校外委員或專家： 

1、教育部各級學校自然或生物相關課程之教科書的審查委員。 

2、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委員、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審核委員。 

3、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科技諮詢專家。 

4、十餘種 SCI 國際期刊的審查委員及藥物食品分析期刊編輯委員。 

(二) 本系多位老師協助各高中學生科展實驗，有李重義老師輔導竹林高中 3 位同學；曾

惠中輔導麗山高中 3 位同學；張碧芬老師輔導南湖高中 3 位同學；黃顯宗老師輔導

南湖高中 1 位同學。 

(三) 本系水環境巡守隊參與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3 年度本市優良水環境守望襄助

巡守隊」評選，表現優異榮獲特優。 

八、系友聯絡 

積極建立系友聯絡網，並向於各界任職之系友爭取提供在校同學暑期實習的機會。 

九、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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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驗室安全相關： 

1. 全系助教、研究助理、研究生及大學部論文生出席 9 月 12 日本校環安衛教育訓

練。 

2. 本系張怡塘副教授於 10 月份舉辦「103 學年度 TOC、IC 儀器操作教育訓練」。 

(二) 成長學習相關： 

1、秘書及助教出席 8 月 11 日會計室舉辦之「會計表單填報說明會」。 

2、主任出席 8 月 25 日至 26 日人事室舉辦之「103 學年度學術暨行政主管知行營」。 

3、主任及秘書出席 9 月 4 日教務處招生組舉辦之「104 學年度學士班各招生管道名

額提報說明會」。 

4、秘書於 10 月 3 日參加人事室舉辦之「態度是關鍵--工作的全新價值與提升生命」。 

5、秘書於 10 月 29 日參加電算中心舉辦之「Windows 8.1」教育訓練。 

6、秘書於 10 月 31 日參加電算中心舉辦之「Excel 2013」教育訓練。 

7、秘書於 11 月參加電算中心舉辦之「Word 2013」教育訓練。 

8、主任與秘書出席 11 月 6 日理學院舉辦之「研發處至院說明會」。 

9、秘書與助教出席 11 月 19 日教務處「選課檢核條件說明會」。 

十、實驗室安全 

(一) 完成公共危險物品填報作業。 

(二) 完成實驗室通風改善工程及壁癌處理修繕。 

(三) 完成本學期實驗室廢棄物清運作業。 

(四) 完成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填報作業。 

 

【心理學系】 

一、會議： 

（一）本學期共計召開 6 次系務會議，日期分別為 103 年 9 月 16 日、103 年 9 月 23 日、

103 年 10 月 7 日、103 年 11 月 4 日、103 年 12 月 2 日及 104 年 1 月 6 日。 

（二）本學期共計召開 4 次系教評會，日期分別為 103 年 9 月 16 日、103 年 11 月 11 日、

103 年 11 月 18 日及 104 年 1 月 6 日，討論新聘教師事宜。 

（三）103 年 11 月 25 日召開碩士班工商及諮商組課程討論會。 

（四）103 年 12 月 16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 

二、教學方面： 

（一）持續開設應用領域實習課程並安排機構參訪： 

1、諮商心理學領域：安排 1 名大學部學生與 3 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分別至「中正

國中」、「財團法人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東吳大學生涯發展中心」及

「東吳大學健康諮商中心」，進行半學期的「諮商兼職實習」，學生透過實習

以獲得實務經驗。安排 1 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與三名推廣部隨班附讀學生分別

至「嘉南藥理大學」、「加惠心理諮商文教基金會」、「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及「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進行全時的「諮商駐地實習」。 

2、臨床心理學領域：安排 5 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至「國防部三軍總醫院」與「佛

教慈濟綜合醫院台北院區兒童發展評估暨研究中心」，進行每週半天的「臨床

心理實務與實習」，學生可以瞭解並學習各種心理疾患診斷之實際運用，並藉

此增加更多的臨床實務經驗。安排 4 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至「台北榮民總總醫

院」及「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精神部」進行全時的「臨床駐地實習」。 

3、工商心理學領域：103 年 9 月 24 日(三)下午 15:30-17:30 於 B013 研討室舉辦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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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第 1 學期工商實習發表會，由王叢桂教授與汪曼穎教授主辦，會中安排

今年暑期至企業實習的 13 位同學分享實習相關經驗，並邀請五位業界督導參與

講評，與會師生超過 30 名。 

（二）教學改進：獲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計畫名稱為

「103 學年度心理學系課程實務及應用教學改進計畫（一）」，補助金額為 115,460

元，共有朱錦鳳、邱耀初、王叢桂、徐儷瑜、張本聖、汪曼穎等教師參與。103 年

10 月 28 日（二）舉行「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改進計畫申請討論會」，討論教

學改進計畫申請事宜。 

（三）教師成長：獲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東吳大學教師專業社群」補助，社群名稱為

「心理學系教師教學與研究專業成長社群」，補助金額為 49,520 元，全系專任教

師參與。 

（四）103 年 10 月 29 日朱錦鳳主任與 Ipsos 總經理洽談心理系工商實習及產學合作之可

能性。 

三、研究方面： 

（一）除持續執行原有 1 件科技部「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專題研究計畫 1 件外，新增

科技部研究計畫共 3 件（其中 1 件為多年期計畫）： 

教師姓名 職稱 執行時間 計畫名稱 

王叢桂 教授 2013.08.01-2015.07.31 
社會服務工作者的情緒勞動與個人工作適

應：人情世故的調節功能(多年期計畫_第二年) 

邱耀初 教授 2014.08.01-2015.07.31 
罕見輸贏事件與愛荷華賭局作業關係之探

討：一個整合性的觀點 

徐儷瑜 副教授 2014.08.01-2015.07.31 
神經回饋訓練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兒童情緒

調控能力的效果探討 

（二）舉辦學術活動： 

1、103 年 9 月 24 日（三）於 B013 會議室舉辦心理學系專題演講「華人消費者研

究：質化取向與龍吟研論實習生制度介紹」，由王叢桂老師主持，講者為龍吟

研論營運總監李竺姮。 

2、103 年 10 月 14 日（二）於 B013 會議室舉辦心理學系專題演講，講題為「過關

斬將的面試技巧(含穿著禮儀)」，由朱錦鳳老師主持，講者為悅智國際顧問公司

資深顧問劉素瑤。 

3、103 年 10 月 21 日（二）於 R0112 會議室舉辦心理學系專題演講「企業諮商與

員工協助方案」，由朱錦鳳老師主持，講者為台北市臨床心理師公會王淳弘理

事、宇聯心理治療所企業諮商部門張丁升總顧問。 

4、103 年 12 月 11 日（四）於 R0410 教室舉辦心理學系專題演講「睡眠心理師在

臨床的角色」，由張本聖老師主持，講者為台北榮總精神部廖幸儀心理師。 

5、103 年 12 月 17 日（三）於 G101 會議室舉辦心理學系專題演講「致勝(中英文)

履歷表和求職信(cover letter)速成」，由朱錦鳳老師主持，講者為悅智國際顧問

公司資深顧問劉素瑤。 

（三）鼓勵本系學生參與學術研討會及學術發表，103 年 11 月 8 日本系師生赴台灣大學

參加「第 53 屆台灣心理學年會」，共發表壁報論文 8 篇。 

四、輔導方面： 

（一）繼續施行雙軌導師制度，由系主任擔任種子導師，本學期每週三持續舉辦「主任

有約」，針對大學部及碩士班新生，以「畫人測驗」為工具進行每人 30 分鐘個別

晤談輔導活動，提供新生在課業、生涯及個人適應等多方面的討論及探索。 

（二）完成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心理學系清寒上進獎學金」申請審查，共 6 位同學獲

獎，每名 5000 元。 

（三）完成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工商心理學獎學金」申請審查，共 4 位同學獲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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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12750 元。 

（四）與本校心理諮商中心合作舉辦各類輔導活動： 

1、103 年 11 月 19 日（三）於 R411 教室舉辦大一導生會，由張建妤老師主持，邀

請大四羅佩怡同學分享國際志工經驗，藉由經驗分享鼓勵同學參與國際議題開

拓視野，走出校園回饋社會，參與同學共 67 人。 

2、103 年 10 月 28 日（二）於 D301 教室舉辦大二導生會，由楊牧貞老師主持，

邀請大四陳葦慈同學分享暑期嘉明湖登山經驗，藉由經驗分享鼓勵同學走出戶

外親近大自然，參與同學共 34 人。 

3、103 年 11 月 19 日（三）於 D301 教室舉辦大三導生會，由劉惠琴老師主持，

帶領大三學生討論大學生活規劃凝聚班級氣氛，參與同學共 30 人。 

4、103 年 11 月 17 日（一）於 R312 教室舉辦大四導生會，由張本聖老師主持，邀

請碩士班同學王愉晴與孫于婷分享考取研究所的經驗，並引導同學認識臨床領

域的新趨勢，鼓勵同學提早做準備，參與同學共 40 人。 

5、103 年 12 月 23 日（二）下午於第一教研大樓戴氏會議廳舉辦「2014 東吳心理

聖誕活動-蓋蓋薑餅村」活動，結合優秀學生頒獎典禮與薑餅屋活動，邀請全系

所有師生共襄盛舉，增加凝聚力。 

6、104 年 1 月 13 日中午舉辦大一導師會議。 

（四）輔導系學生會及碩士班舉辦各類活動： 

1、迎新茶會：103 年 8 月 22 日（五）與 8 月 23 日（六）下午 13:00～下午 16:00，

系學生會分別於北中南各舉辦一場迎新茶會，邀請大一新生參與，並安排學長

姐分享學及社團活動經驗。 

2、103 年 7 月 1 日（二）上午 9:30～下午 1:00，在雙溪校區 B013 會議室，舉行

103 學年度碩士班新生座談會。會中介紹與本系研究生相關的各項規定及辦法，

並藉由此機會讓新生可在開學前提前與教師及學長姐們有進一步的交流機會本

次共有 19 位新生及 32 位師生出席座談會。 

3、103 年 9 月 11 日召開研究生會議，共 25 位研究生參加，推舉研究生及研究室

室長代表，由碩一 C 組陳華同學擔任。 

4、103 年 9 月 16 日(三)下午 13:30 系學生會於綜合大樓一樓的大排練室召開系員

大會，會中確認新生直屬學長姐名單，並公布上一學年度經費使用情況及本學

期活動時程內容。 

5、103 年 9 月 23 日系學生會舉行學代會議，以各年級 2 位學生為代表，報告今年

度系學會預算與活動企劃。 

6、103 年 9 月 24 日(三)系友會完成會長交接，由第九屆系友會錢國倫會長（大學

部第 17 屆系友）主持，將系友會事務移交給接任第十屆系友會劉育銘會長（大

學部第 20 屆系友）及新幹部。 

7、103 年 9 月 26 日(五)下午 18:30 系學生會於河濱公園百齡橋下舉辦「三月噗滋

肉味」系烤活動，凝聚系上向心力，並增加同學感情。 

8、103 年 9 月 30 日(三)下午 13:30 系學生會於戴氏會議廳舉辦「心火傳新」師生

交流活動，邀請系上專任老師與大一新生進行交流討論，透過活動讓大一新生

更認識心理系各領域未來發展與大學四年的學業、生活規劃。 

9、103 年 10 月 10 日(五)至 10 月 12 日(日)於坪林金溪谷露營區舉辦「26 尊史詩大

英雄」迎新宿營活動，透過三天兩夜的活動讓大一的新生能更融入心理系的大

家庭，全系共 90 位同學參與。 

10、103 年 10 月 14 日由系學會舉辦學長姐經驗分享座談會，邀請系上三位同學對

於「學業、社團與大學生活」進行分享。 

11、103 年 11 月 29 日(六)系學生會舉辦「懷舊路口」冬季系遊活動，邀請全系同

學一起到淡水老街欣賞當地風景美食，透過活動讓不同年級的學生有更多交流

機會，增加系上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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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3 年 12 月 02 日（二）13：30 至 15：30 於 B013 會議室舉辦系友返校演講

活動，講題為「2015 年後心理相關考試趨勢」，主講人為傅嘉祺（心理系第 11

屆系友），由現任系友會長劉育銘主持。 

13、103 年 12 月 19 日系學生會舉辦心理週，並於 12 月 20 日在望星廣場舉行「心

理之夜」活動。 

 

五、招生方面： 

（一）支援本校招生相關宣傳活動： 

時間 地點 支援教師 

103/11/7（五）12：00-12：55 桃園高中（桃園） 王叢桂 

103/11/21（六）13：30-15：20 大理高中來訪（東吳） 王叢桂、徐儷瑜 

 

六、成立「心理系系所評鑑工作小組」，擬寫自我評鑑報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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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院暨法律學系 
 

◎ 對外交流 

一、2014 年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業於 7 月 12 日至 8 月 12 日順利舉辦完成，本院開設英美法、民法二

研習班，參加同學為 68 人。 

二、8 月 12 日至 13 日二天，本學院承辦「海峽兩岸法學院校長論壇」，計有四十位對岸的法學院校

長來訪。今年度的主題為「法學教育的最後一哩-「法學理論與實務接軌」及「總結性課程」，

會中討論踴躍，氣氛熱烈。 

三、8 月 24 日至 27 日洪家殷院長與蕭宏宜老師至大陸重慶參加「第三屆兩岸和平發展法學論壇」。 

四、9 月 2 日（周二）下午 2 時 1104 會議室台北律師公會黃旭田理事長一行來訪，由洪家殷院長、林

三欽副院長、陳清秀老師、余啟民老師、洪秀芬老師、蕭宏宜老師、劉明生老師等一同接待，並

就相關合作事宜予以交換意見。 

五、9 月 4 日（周四）上午 10 時 40 分 1104 會議室余崇洲學長與大陸寧波法制局及公證處一行來訪，

由洪家殷院長、陳汝吟老師、盧子揚老師、范文清老師及陳虹淑秘書一同接待。 

六、2014 年第 12 屆兩岸四地民法典學術研討會於 9 月 16 日、9 月 17 日順利舉辦完成。 

七、本學期大陸交流師生共 62 人（學位生-含碩博士生 5 名、學士生 2 名、校級交換生 10 名、院級

交換師生 17 名、自費研修生 28 名），於 10 月 8 日（周三）中午 12 時 10 分舉辦「大陸交流師

生歡迎餐敘」，邀請輔導師長一同參加與交流情誼。 

八、9 月 19 日至 22 日洪家殷院長與詹乾隆院長至大陸新疆大學慶祝該校九十週年校慶及參加相關學

術交流活動。 

九、10 月 23 日至 30 日洪家殷院長至大陸重慶參加「第五屆兩岸醫事法學術研討會」，並參訪南京師

範大學法學院、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及南京大學法學院。 

十、10 月 17 日（周五）中午 12 時 1104 會議室召開法學院赴陸交換宣傳說明會，歡迎老師鼓勵學生

踴躍參加。 

十一、10 月 23 日至 30 日洪家殷院長至大陸重慶參加「第五屆兩岸醫事法學術研討會」，並參訪南京

師範大學法學院、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及南京大學法學院。 

十二、10 月 27 日至 31 日雲南大學法學院楊雲鵬書記與高巍副院長來訪東吳，10 月 27 日由潘校長、

林三欽副院長及楊奕華老師一同接待，並於下午 2 時 20 分至黃心怡老師商標法課堂觀摩教學。 

十三、11 月 2 日至 6 日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周傑普書記一行來訪本院，並於 11 月 3 日全天參加本院

舉辦之「東吳大學法學院與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交流座談會」、「英美法教學座談」及「總結

性課程：法律攻防實務演習（模擬法庭競賽）座談」。 

十四、11 月 13 日上午 10 時於溪區 A210 會議室，潘校長與洪院長一同接待泰州市委訪問團。 

十五、11 月 24-28 日舉辦「第二屆海峽兩岸法律文化節」，來訪學校為西北政法大學。 

十六、12 月 4-7 日由洪家殷院長、王煦棋副系主任率隊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參加「兩岸自貿區法治論

壇」，前往參加的人員李貴英老師、林桓老師、洪秀芬老師、洪令家老師、賴燕雪秘書。 

 

◎ 學術活動 

一、9 月 22 日（周一）下午 3 時於 1104 會議室「東吳公法論壇-大師講座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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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 月 26 日（周五）下午 2 時於 5117 會議室舉辦「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 

三、10 月 16 日（周二）上午 9 時於 5211 會議室舉辦「第五屆稅務實務問題研討會」。 

四、11 月 8 日（周六）12-17 時於 1705 會議室舉辦「模擬法庭活動」。 

五、11 月 16 日（周日）全天於林語堂故居舉辦「第二屆兩岸公法圓桌論壇」。 

六、11 月 19 日（周六）上午 9-12 時於 1705 會議室舉辦「醫事法研究中心成立大會暨座談會」。 

七、11 月 21 日（周五）上午 9 時於 2123 會議室舉辦「國際暨比較法研討會」。 

八、12 月 11 日（周四）上午 10 時於 5211 會議室「東吳公法論壇-大師講座 II」。 

九、12 月 17 日（周三）下午 1 時 30 分於 5117 會議室舉辦「醫事法座談會-公衛場次」，主持人宮文

祥老師。 

十、12 月 19 日（周五）上午 9 時於 5117 會議室舉辦「2014 年東吳國際稅法研討會」。 

十一、12 月 23 日（周二）上午 10 時於 5117 會議室舉辦「工程法座談會-國際法場次」，主持人李貴

英老師。 

◎ 學務活動 

一、9 月 10 日（周三）中午 12 時至下午 5 時舉辦「新生第一哩學系時間」，由何婉君老師演講「如

何適應大學生活」，場面輕鬆有趣，學生反應熱烈。 

二、9 月 11 日（周四）上午 9 時 30 分於 1104 會議室，舉行「103 學年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新生

座談會」。 

三、9 月 12 日（周五）上午 9 時轉學、轉系生選課輔導 

四、9 月 13 日（周六）上午 9 時 30 分於 1705 會議室，舉行「103 學年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法律專業碩

士班暨在職專班新生座談會」。 

五、10 月 8 日（周三）下午 3 時 30 分，於城中 1705 會議室舉辦「一年級系會時間」，會中邀請成永

裕老師就「東吳大學法學院百年歷史傳承與對法科同學之期許」與學生分享與交流。 

六、10 月 22 日（周三）下午 3 時 30 分，於城中 1705 會議室舉辦「二年級系會時間」，會中邀請范

文清老師、何佳芳老師及范秀羽老師分享「留學經驗談」。 

七、11 月 26 日（周三）下午 3 時 30 分，於城中 1705 會議室舉辦「一年級系會時間」，就心理諮商

中心身心適應量表施作及圖書館資源介紹。 

八、12 月 3 日（周三）下午 3 時 30 分，於城中 1705 會議室舉辦「四年級系會時間」，會中邀請張雅

涵學姐分享「律師司法官考試經驗談」。 

九、12 月 10 日（周三）下午 3 時 30 分，於城中 1705 會議室舉辦「五年級系會時間」，會中邀請謝

朝元學長（巴克萊銀行副總裁）分享「法律系畢業生的職涯規劃與專業進修」。 

◎ 重要業務 

一、9 月 24 日（周三）下午 4 時於 1104 會議室舉辦「法學院敬師茶會活動」，表達對師長的感恩之

意，現場氣氛溫馨，感謝老師一年來的辛勞。。 

二、103 學年度本院新進專任老師：陳汝吟老師（民事法專業）、洪令家老師（財經法專業）、宮文

祥老師（公法學專業）、盧子揚老師（大陸法學專業）、范秀羽老師（英美法學專業）。 

三、恭喜洪家殷老師、李貴英老師獲得本校 103 年度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研究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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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 月 3 日（周五）晚上 7 時於 2123 會議室舉辦「院友聯誼餐敘」，歡迎院友回娘家與聯繫情誼。

五、與理律文教基金會合作辦理「法律實務研習班」，結合理論與實務，報名踴躍、迴響熱烈。 

五、黃心怡老師及何佳芳老師榮獲本校 102 學年度「熱心導師」，並獲獎牌一座，恭喜老師，也感謝

老師的付出與貢獻。 

六、本院於 11 月 12 日(周三)下午 3 時 30 分假 1104 會議室舉行「法學院導師會議」，此次學務處安

排盧美凡臨床心理師來院，以「危機最前線-辨識與協助校園裡的危機個案」為專題演講，敬請

撥冗出席。 

七、本院訂於 2015 年 1 月 22 日（周四）晚上 6 時於水源福利會館舉辦「103 法學院年終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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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院長室 

一、 辦理本院「國科會 103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獲獎教師用印事宜，獲研

究傑出獎有：經濟系邱永和教授、陶宏麟教授、謝智源教授，企管系尚榮安教授、陳禹

辰教授、胡凱傑副教授、吳吉政副教授、陳麗宇副教授，國貿系顧萱萱教授，資管系林

娟娟教授、楊欣哲教授、鄭麗珍副教授、朱蕙君助理教授；獲研究優良獎有：國貿系張

大成教授及陳宏易教授。 

二、 10 月 1 日本院新聘藍文馨女士組員，協助本院處理 AACSB 認證程序相關事宜；10 月

15 日新聘 EMBA 巫美忻秘書及陳品婷組員，協助處理 EMBA 及評鑑相關事務。 

三、 辦理兩岸相關學術交流活動： 

(一) 9 月 11 日大陸中央財經大學學報編輯部孫亦軍主任、邰霖編輯、韓嫄編審至本院參

訪，並與本院東吳經濟商學學報、會計系會計學報進行交流座談，出席與會師長有：

本院詹乾隆院長、東吳經濟商學學報曹添旺主編、沈大白編輯委員，會計學報謝永

明主編、吳幸蓁執行主編、高立翰執行秘書及國際處兩岸事務中心王玉梅主任。 

(二) 9 月 19-22 日本院詹乾隆院長奉校長指派赴新疆大學參加該校校慶典禮，並商談兩校

合作事宜。 

(三) 10 月 8-14 日本院詹乾隆院長前往江西財經大學、南昌大學、湖北經濟學院與宜春學

院協議教師與學生學術交流，並討論開設專班與暑假溪城講堂事宜。 

(四) 10 月 17 日南開大學劉秉鐮院長一行 9 人來訪，商談兩院合作及 2015 年高峰論壇籌

辦事宜。 

(五) 10 月 20 日舉辦「2014 海峽兩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企業創新與永續發展」，邀請大

陸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 15 位教師學者與會，開幕典禮由本校趙維良副校長、馬君梅

前代理校長及企管系高孔廉講座教授等師長開幕致詞；此次研討會共發表 30 篇論

文，進行 2 場專題報告及 9 場次的論文發表，約有一百餘人之專家學者及師生與會。

會後並安排相關交流及參訪活動。 

(六) 11 月 16-20 日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校區經濟管理學院韓東平院長蒞院進行交流及短

期講學，分別至會計系、國貿系及 EMBA 班就「公司 CEO 最重要職責及部分案例」

等相關議題，進行專題演講。 

(七) 11 月 16-21 日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陸少杰副院長、陶虹主任及汪煒秘書一行 3 人蒞

院參訪，除與本院相關學系主任進行交流，並與校內社資處、推廣部等相關單位進

行座談及意見交流。 

四、 邀請大陸教師來台短期研究交流事宜： 

(一) 9 月 16 日湖南經濟學院盧占鳳副教授蒞院進行為期 5 個月之專業短期交流。 

(二) 11 月 20 日宜春學院劉純副教授蒞院進行為期 1 個月之專業短期交流。 

五、 11 月 6 日本院與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共同辦理「兩岸租稅協議高階論壇」。 

六、 12 月 1-5 日本院詹乾隆院長及藍文馨組員共同赴福建廈門參加由 AACSB 主辦之 

Business Accreditation Seminar、Assurance of Learning Seminar 及 Assurance of Learning 

Seminar，藉由會中相關議題的討論及交流，本院能更明確瞭解 AACSB 新版的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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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所需內容及學生學習成效之衡量標準，有助於本院撰寫 AACSB 相關進度報告

及認證資料，使本院能早日通過 AACSB 認證。 

七、 辦理 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R2608 專業教室建置，包括「多螢幕投資決策系統」、「阿

里山財務模擬交易系統」及「國貿模擬教學平台」請購暨教室裝修事宜。 

八、 協助經濟系及商研中心舉辦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財經講堂(講座系列)：第一場講座

於 11 月 19 日假城中校區 5211 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櫃檯買賣中心吳壽山董事長，主

講：「感受 趨勢與變革…櫃買中心之氛圍」。 

九、 本院 11 月 27 日與學務處健康暨心理諮商中心共同召開 103 學年第 1 學期院導師會議，

邀請鄭宇明醫師(國軍北投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台北市自殺防治中心種子老師)，主講：

「危機最前線-辨識與協助校園裡的危機個案」。 

十、 辦理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第 85、86 期出刊事宜。 

十一、 籌辦 104 年 1 月 13 日於台北花園大酒店舉辦之「東吳大學商學院 103 學年度歲末餐

敘」相關事宜。 

十二、 辦理學生相關海外學術合作協議與活動事宜： 

(一) 9 月 9 日、10 月 24 日與匈牙利 Budapest Business School 的 Janos Vandor 教授

討論雙方進行學術交流合作事宜。 

(二) 10 月 14 日辦理匈牙利布達佩斯商學院說明會，共計 19 名師生參加。 

(三) 10 月 20 日及 10 月 21 日分別與英國 Kent University、法國 INSEEC 洽談合作事

宜。 

(四) 11 月 2 日參與雷鳥全球管理學院 Taipei Chapter 辦理之 2014 Thunderbird Annual 

Gathering 活動。 

(五) 11 月 6 日舉辦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說明會，邀請華盛頓州立大學賴志仁教授針

對該校相關碩士學位申請流程、限制條件等事宜進行說明及介紹。 

(六) 11 月 6 日與匈牙利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簽署院級雙聯學制協議。 

(七) 於 103 學年度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與日本新潟大學、埼玉大學雙方交換學生協

議。 

(八) 提報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本院推薦學生海外交換資料至各協議學校。 

(九) 預計於 12 月中完成 104 學年度院級海外交換生甄選事宜。 

 

國際商管學程 

一、103 學年度招生辦理情形： 

(一) 碩士甄試、考試入學 8 名；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1 名；教育部菁英來台留學專案(ESIT)1

名。 

(二) 8 月 20 日參與教育部菁英來臺留學專案(ESIT)聯盟學校年度會議，並配合更新 2015

春季班招生資訊。 

二、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學生赴國外大學參與交換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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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校級交換)：1 名。 

(二) 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校級交換)：1 名。 

三、課務與行政相關： 

(一) 延聘 Indiana University South Bend 的 Dr. Monle Lee 教授於 12 月 9-22 日來台講授行

銷管理密集課程。 

(二) 開放外系大三以上學生、外籍生跨系選修課程，計有 130 人次修讀學程相關課程(本

系生 68 人次、外系生 15 人次、外籍交換生 47 人次)。 

(三) 9 月 24 日於企業管理學系系務會議通過「東吳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國際商管

學程』研究生進修要點」修正乙案。 

(四) 11 月 9-16 日帶領 9 名學生至中國大陸參訪統一公司、百創光電、DHL 等知名連鎖

企業；另赴蘇州大學、浙江大學，觀摩該校之教育方式並其與 MBA 學生進行交流。 

 

EMBA 班 

一、 本班「企業經營管理專題」課程系列演講： 

(一) 8 月 2 日邀請壹展新股份有限公司李文桐總經理演講。 

(二) 8 月 9 日上午邀請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王永康董事，下午邀請崇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吳旭慧總經理演講。 

(三) 8 月 16 日上午邀請崇友實業 唐松章董事長演講。 

(四) 8 月 30 日上午邀請曜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陳啟修總經理，下午邀請展旺生命科技/

台灣微脂體股份有限公司黃旭仁顧問演講。 

二、 本班企業參訪活動： 

(一) 8 月 23 日詹乾隆院長帶領 EMBA 碩二班前往禾聯碩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縣龜山鄉

華亞科學園區科技三路 88 號)參訪，並由禾聯碩蔡金土董事長與大家分享企業經營

之道。 

(二) 8 月 23 日「統計與決策分析」課程由溫福星老師帶領 EMBA 碩一班前往南港軟體

園區新亞人才測評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參訪。 

三、 8 月 16 日第七屆 EMBA 於台北花園大酒店二樓百合廳(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 號)

舉辦迎新送舊晚宴，邀請師長、歷屆學長姊及新進之第八屆學弟妹共近 90 人參與。 

四、 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系列演講： 

(一) 9 月 21 日邀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盛業信老師演講。 

(二) 10 月 26 日邀請引雅珠寶張智超董事長演講。 

(三) 11 月 2 日邀請樸象創意整合劉一德總監演講。 

(四) 11 月 16 日邀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何一梵教授演講。 

(五) 11 月 30 日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劉得劭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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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預計於 12 月 14 日邀請音樂系彭廣林教授演講。 

(七) 預計於 12 月 28 日邀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徐明景主任演講。 

五、 本班「商務溝通」課程系列演講： 

(一) 10 月 4 日邀請顏慶章大使演講，主題：台灣金融改革之回顧與展望，  

(二) 10 月 18 日邀請顏慶章大使演講，主題：從 GATT/WTO 談 FTA 之法則與通例。 

(三) 10 月 25 日邀請美國 Wisconsin University 教授 Charles Irish 蒞臨講座。主題：New 

Directio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mplications for Taiwan。 

(四) 11 月 1 日邀請顏慶章大使演講，主題：歐洲統合歷程對台灣之啟發。 

(五) 11 月 15 日、12 月 20 日邀請台灣房屋總執行長游明同先生講授，主題：經營管理與

策略佈局。 

(六) 11 月 22 日邀請中國西南大學趙謙老師蒞臨講座。主題：食品安全法修改與食品安

全社會共治。 

(七) 預計於 12 月 4 日邀請顏慶章大使演講，主題：從 WTO 談台灣之發展策略。 

(八) 預計於 104 年 1 月 17 日邀請張人堂先生演講。 

六、 本班「企業社會責任」課程於 11 月 2 日邀請社會系盧政春老師演講，主題：公平交易

運動世界與社會企業新典範。 

七、 體育活動： 

(一) 10 月 19 日東吳 EMBA 組三隊半馬組參加政大舉辦的【第三屆全國 EMBA 校園馬

拉松接力賽】，並獲半馬競賽組第 10 名佳績(共 27 隊參賽)。 

(二) 預計於 12 月 6 日由 EMBA 同學及系友組隊參加【2014 NEW BALANCE 東吳國際

超級馬拉松】。 

八、 辦理 EMBA 招生活動： 

(一) 第一場說明會：11 月 13 日假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行。 

(二) 第二場說明會：預計於 12 月 20 日假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行。 

(三) 持續辦理 104 學年度招生宣傳事宜：海報及 EDM 寄送、經濟日報、Google 及雅虎

奇摩關鍵字、中時電子報等。 

九、 預計於 103 年 1 月結合論文計畫書書面審查舉辦論文實務性研討會。 

十、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之業務及舉辦活動： 

(一) 發行東吳大學商學院 EMBA 電子報，每月發刊，8 月起至 11 月份止共發行第 47 期

至 50 期。(預計於 12 月至 104 年 1 月發行第 51 至 52 期)。 

(二) 8 月 16 日於西雅圖極品咖啡西湖店舉辦【咖啡時間：證券投資你可能還不知道的

事﹗】，由第四屆蕭麗慧(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監理部專員)、

第一屆梁琪涓(摩根大通銀行證券保管部副總裁)、第六屆褚煜昇(專職投資人)分享證

券市場簡介、外資保管銀行業務、投資人如何架構健康、安全的投資策略。當天共

計有翁望回理事長等 20 位會員盛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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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8 月 23 日邀請 13 位代表(包含經濟日報記者陳碧雲)南下雲林訪視雲林縣婦女保護

會，並參加暑期生活營隊之成果發表，作深度的訪談及交流。 

(四) 9 月 15 日邀請會員參加『東吳校友合唱團 2014 巡迴音樂會台北場』，共購入 60 張

門票，欣賞東吳校友合唱團的精彩演出。 

(五) 10 月 7 日假世貿聯誼社(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33 樓)舉辦 103 年第 3 季菁

英會。 

(六) 10 月 9、 10 日由翁望回理事長帶領 11 位代表赴臺東訪視受贈單位(霧鹿國小、寶桑

國小、太平國小、大武國小、臺東特教中心等)。 

(七) 10 月 25 日上午 10 點於東吳大學城中校區遊藝廣場舉辦讀書會，導讀書籍-比專業更

重要的隱形競爭力，當天共 54 人盛情參與。主持人陳惠貴(東吳大學台北市校友會

會長)、導讀人：東吳大學 EMBA 第二屆吳雪鈴(大眾銀行中山分行經理)、與談人兩

位：魯亮君(PHANTEKS 徠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東吳 EMBA 第一屆)、陳文

銅(大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經理/東吳 EMBA 第二屆)。 

(八) 11 月 8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4 樓貴賓廳舉辦【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

協會五週年感恩茶會】，以分享與珍惜為主軸，邀請各受贈單位前來一同歡慶協會

的五歲生日，並由霧鹿國小小朋友表演天籟般的 8 部合音獻上誠摯的祝福。 

(九) 11 月 22、23 日(六、日)會員清境兩天一夜之旅，共 31 位會員盛情參與，參訪景點

包含：台灣工藝文化園區、南投日月老茶廠、清境農場及車埕火車站，住宿地點：

清境普羅旺斯玫瑰莊園。 

(十) 預計於 12 月 18 日晚上 7 點舉辦讀書會，導讀書籍-行銷新手必備的 38 套基本功。 

(十一) 預計於 104 年 1 月 24 日舉辦會員大會。 

(十二) 預計於 104 年 1 月 31 日舉辦 Coffee Time 咖啡時間活動。 

跨領域學程 

一、 辦理兩學程 2 場專題演講，及企業參訪、學程期末座談會等活動。 

二、 召開商學院跨領域學程作業小組會議。 

三、 辦理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自評作業。 

四、 填報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 102 學年度校史紀要。 

五、 修正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分層負責明細事項。 

六、 更新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網頁資料。 

 

經濟系 

一、經濟學系 8 月 5 日寄發第 18 期經濟系系友電子報。 

二、經濟學系碩三張淳惠 103學年度到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Oklahoma City University)交換

學生 1 年。碩三蔡佩吟 103 學年度到美國雷鳥全球管理學院交換學生 1 年。碩三唐忠廷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到復旦大學交換學生 1 學期。經四 A 張峻維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到

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交換學生 1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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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學系於 9 月 2 日上午辦理轉學生輔導選課，由傅祖壇主任主持，學系秘書說明學分

抵免及本系各項相關規定，助教與學長姐協助輔導選課。 

四、經濟學系配合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 9 月 10 日下午辦理大一新生輔導選課，

由傅祖壇主任主持，邀請一年級導師林淑貞老師、林維垣老師、米克里斯多斯老師與輔

導助教趙庭儀助教、江美玲助教、王錦源助教共同歡迎新生加入本校，介紹本系各項相

關規定。 

五、經濟學系 9 月 10 日在 2621 教室舉行「碩士班迎新座談會」，本次座談會有傅祖壇主任、

陶宏麟老師、林維垣老師、郭嘉祥老師、袁國芝老師與米克里斯多斯老師等 6 位老師，

碩一及學碩士一貫學程新生 16 位與 13 位學長姐參與。9 月 10 日晚上在 2621 教室舉行

「碩士在職專班迎新座談會」，本次座談會有傅祖壇主任，7 位碩一新生及 9 位學長姐

參與。座談會中師長先對本所簡介、師資與課程介紹以及對新生的期許。碩二學長姐幫

忙介紹環境，修課選擇等引導新生，以較為輕鬆、熱鬧的氣氛，讓新生很快融入本系。 

六、經濟學系 9 月 15 日上午舉行東吳大學財經講座禮聘薛琦教授歡迎茶會，邀請各界貴賓蒞

臨與會。會中相繼有校長、陳冲講座教授、東吳經濟系校友基金會陳鴻智、系友會會長

陳錦峰、院長、系主任致詞，校長頒發講座教授聘書，薛教授亦致詞表示感謝東吳大學

熱情盛大的禮聘典禮，希望與大家愉快共事，不負所託。 

七、經濟學系 9 月 16 日中午在奕香咖啡坊舉行「博士班迎新座談會」，本次迎新以餐會進行，

有傅祖壇主任、曹添旺老師、陳碧綉老師及林佑貞老師與 10 位博士班研究生共同參與，

餐敘中彼此交流熱烈，新生得以了解融入博士班團隊。 

八、經濟學系 9 月 19 日召開系教評會通過改聘兼任助理教授盧清城及兼任助理教授陳冠任

案。 

九、經濟學系 9 月 19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會中修訂 104 學年度碩博士班招生簡

章、「東吳大學商學院經濟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東吳大學商學院經濟學

系教師評審辦法」、「東吳大學經濟學系語言能力檢測補助辦法」，同意邀請邀請天津

商業大學過曉穎博士與蘇州大學韓堅副教授到本系進行短期研究訪問，同意 103 學年度

第 2 學期新開「海外經濟研究專題」，建立大陸學者自費來訪本系之交流原則。 

十、經濟學系 10 月 3 日下午 6:30 於康華飯店舉行｢東吳經濟系校友基金會」董事會議，進行

第八屆董事改選，及經濟系友會會長改選，新任會長由 73 級李志國學長擔任，83 級范

嘉宏學長續任總幹事，董事會與會長任期三年(103.12~106.12)。 

十一、經濟學系 10 月 8 日「經濟論壇」邀請板信商業銀行方嘉男副總經理，講題:銀行業不

能說的秘密。 

十二、經濟學系 10 月 17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會中： 

(一) 討論 104 學年度研究所課程(碩專班、碩士班、博士班)規劃與調整。 

(二) 通過碩士班與大四合開課程「全球化、國際貿易與經濟整合」、「海外經濟研究

專題」納入學士班系定選修。 

(三) 討論課程外審相關事宜。 

十三、經濟學系 10 月 17 日邀請美國 LaRouche organization 的 Dr. Philip Rubinstein 演講

「Energy-Flux Density: Global Measure of Economic Progress」。 

十四、經濟學系傅祖壇主任、謝智源教授、曹添旺教授與孫嘉宏副教授於 10 月 20 日參加本

校商學院與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共同舉辦的「2014 海峽兩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企業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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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與永續發展」。 

十五、經濟學系傅祖壇主任 10 月 21 日下午陪同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劉秉鎌院長

一行六人拜訪金融研訓院洪茂蔚董事長，與中華經濟研究院吳中書院長。 

十六、經濟學系 10 月 22 日經濟論壇邀請交大承立平教授，講題:企業家精神、創新與經濟變

革海耶克熊彼德寇斯觀點的融合。 

十七、經濟學系學生會 10 月 25、26 日於新竹萬瑞森林遊區舉辦迎新宿營，傅祖壇主任與江

美玲助教、趙庭儀助教前往參加，與學生同樂。 

十八、經濟學系 10 月 31 日邀請本系孫嘉宏老師演講「Timing of entry and location/product 

differentiation」與米克里斯多斯老師演講「Timing of entry and location/product 

differentiation」。 

十九、經濟學系與德育中心 11 月 1 日共同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 

二十、經濟學系 11 月 7 日(五)邀請暨南國際大學經濟系陳江明教授演講「Apply economic 

method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research」。 

二十一、 經濟學系系教評會 11 月 14 日審議本系 104 學年度教師休假申請案。 

二十二、 經濟學系 11 月 14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討論研究所課程會議建議事項、

推薦課程外審委員、發調查表詢問專任教師 104 學年度是否增開新課。另為配合撰

寫評鑑報告，學士班成立個體、總體、計量三個學群。 

二十三、 經濟學系配合健康暨諮商中心於 11 月 18、20、25 日舉辦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活

動。 

二十四、 經濟學系 11 月 14 日邀請中興應用經濟系張嘉玲教授演講「網路技術使用與地方化

聚集的關係:替代或互補」。 

二十五、 經濟學系與商學研究中心於 11 月 19 日合辦「東吳財經講堂」(講座系列) ，特別邀

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吳壽山董事長，針對「感受 趨勢與變革…櫃買中心之氛圍」議

題進行演講。 

二十六、 經濟學系 11 月 21 日邀請逢甲大學經濟系吳紀瑩教授演講「The Impact of Low-cost 

carriers’ expansion on Hub-and-Spoke network: Evidence from the U.S. Airline 

Industry」。 

二十七、 經濟學系為激勵學習興趣、訓練學生英語能力、擴展國際視野，以便培育具國際觀

之經濟分析人才， 11 月 22 日舉辦「2014 世界經濟展望競賽(World Economic 

Outlook)」活動，共有 52 人報名參加。 

二十八、 經濟學系 11 月 28 日邀請美國 SKEMA Business School 的吉蕾(Jane Ji) 助理教授講

演「Public R&D and Economic Growth」。 

二十九、 經濟學系傅祖壇教授大四「產業經濟學」課程分為 15 組進行企業參訪活動，由學生

自行連絡參訪企業。 

三十、 「台灣經濟學會與台灣效率與生產力學會 2014 年聯合年會暨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60

週年系慶研討會」12 月 13 日（星期六）於本校城中校區舉行，由台灣經濟學會、

台灣效率與生產力學會、東吳大學經濟學系、科技部人社中心及中研院經濟所共同

主辦。 



------------------------------------------------------------------------------------------------------------------------ 
東吳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次 (1031217) 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90 

三十一、 12 月 13 日由台灣效率與生產力學會主辦，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高雄大學經管所、

銘傳大學管理學院、嶺東科大財經學院協辦，於東吳大學城中校區舉辦「台灣效率

與生產力學會 2014 年會」。 

三十二、 經濟學系 12 月 18 日召開本系學生事務會議，由傅祖壇主任主持，邀請種子導師、

各班導師、學生代表參加。 

三十三、 東吳大學經濟系就業趨勢及職涯規劃系列專題：熱門行業-聽聽證券(自營商)交易員

現身說法，由郭嘉祥副教授主持，舉辦兩場座談： 

(一) 12 月 4 日 15:30~17:00 R5213 會議室，與談主題:聽聽股票交易員現身說法，講

員:元富證券新金融商品部曾昱焜襄理(東吳大學經濟系 96 級系友/台大財經

所)。 

(二) 12 月 11 日 15:30~17:00 R5213 會議室，與談主題: 聽聽期貨交易員現身說法，

講員:元富證券期貨自營部陳力維業務經理(東吳大學經濟研究所 91 級系友)。 

三十四、 經濟學系於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進行學士班課程外審， 12 月 19 日課程委員會審核。 

三十五、 財團法人東吳經濟系校友基金會暨東吳經濟系系友會 12 月 23 日於 R2123 會議室舉

行，邀請系友返校頒發系友會各項獎學金。 

三十六、 經濟學系與健康暨諮商中心於 12 月 31 日召開大一導師會議。 

三十七、 經濟學系於 104 年 1 月 9 日下午於 R2227 會議室召開提升教學品質座談會，邀請教

授統計學之老師共同參與討論，交換教學經驗。 

 

會計系 

一、謝永明副教授於 8 月 1 日起接任系主任，並延聘吳怡萱副教授接任副主任。 

二、籌辦 104 年自辦外部評鑑相關作業。 

三、會計學系碩士班招生恢復舉辦推薦甄試，103 學年度預計招收 3 名甄試生。 

四、會計學系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建教合作，共同辦理第 23 期「會計師

專業課程學分班」，籌辦簽約相關事宜。本期開設「初級會計學」、「中級會計學」、

「成本會計學」、「高等會計學」、「審計學」及「管理會計學」、「稅務法規」等學

分班。 

五、會計學系本學期有兩位大陸交換生：吉林大學會計學系于淼同學與暨南大學財務管理系

嚴旨昱同學。 

六、會計學系本學期招收 8 名境外自費研修生，分別來自：蘭州大學 1 名、蘇州大學 2 名、

北京理工大學珠海學院 4 名、江南大學 1 名。 

七、會計學系 103 學年度首度招收大陸學生至學士班就讀 4 年（境外學位生）6 名，會一 A 2

名，會一 B 2 名，會一 C 1 名，會一 D 1 名。 

八、會計學系碩士班 103 學年度招收三位陸生學位生，分別畢業於河海大學、北京師範大學、

澳門科技大學。 

九、會計學系輔導應屆畢業同學參加國內四大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分別於 10

月 6 日、10 月 15 日、10 月 29 日及 11 月 1 日協辦安永、資誠、勤業眾信及安侯建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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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事務所舉辦校園徵才活動，總計吸引超過 800 人次之同學參與。會計學系希望透過

舉辦校園徵才活動，提供媒合平台，創造雙贏，將學校培育的人才推向社會的舞台，也

希望同學畢業後能適性適所，貢獻所學。 

十、11 月 1 日於 R2615 會議室舉行會計學系新生家長座談會，本系有 7 位教師出席，學生家

長有 52 位與會。會中謝永明主任先進行簡報，介紹學系教學特色、學系資源、學生就業、

升學及考取證照成績等。 

十一、 會計學系為提供學生課外活動機會，以培養學生敬業樂群之精神，建立健全之人格發

展，除鼓勵同學參加校內外各項活動競賽外，並於 11 月 30 日舉辦 103 學年度系運動

大會，會中有田徑比賽、趣味競賽及精彩的啦啦舞比賽，並於會中頒發第 1 學期會計

系各項優秀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十二、 會計學系為使青年學子提昇自我成長過程及增進畢業後適應社會之能力，特邀各領域

之學者專家蒞臨演講，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已舉辦 10 場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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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組成宣傳團隊，以積極主動方式進入各地高中進行宣傳。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分別

前往台北市立大理高中、基隆女中、薇閣高中、汐止秀峰高中、景文高中、彰化高中、

松山高中、台中曉明女中、華僑高中、豐原高中、中和高中、台中二中、再興中學、

新營高中、及竹北高中等 15 所學校進行宣傳。 

十四、 會計學系系友電子報第廿二期於 10 月底出刊。 

十五、 吳幸蓁老師及高立翰老師於 8 月 2 日至 6 日赴美國亞特蘭大市(Atlanta,GA)參加 2014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AA) Annual Meeting，並分別於會中發表論文。該

研討會是美國會計學學會(AAA)所舉辦的年會，其主要目的在於討論與會計有關的相

關議題及學術性文章，目前固定於每年八月份舉行，為全世界最大型的會計學者的年

度聚會。 

十六、 9 月 1 日邀請美國紐約佩斯大學 Prof. Picheng Lee 蒞臨與會計學系老師交流座談，主

題為「Do nonstaggered board elections matter to earnings quality and the value relevance 

of earnings and book value?」，討論台灣董監改選與英美董監改選制度的異同，以及

董監改選對公司治理可能的影響。 

十七、 9 月 11 日大陸中央財經大學學報編輯部孫亦軍主任、邰霖編輯、韓嫄編審至商學院

參訪，與東吳經濟商學學報、會計系會計學報進行交流座談，會計學系出席與會師長

有：詹乾隆院長、東吳經濟商學學報沈大白編輯委員，會計學報謝永明主編、吳幸蓁

執行主編、高立翰執行秘書。 

十八、 10 月 6 日日本公認會計士會準會員會國際委員長副島慎太郎至會計學系交流訪問。 

十九、 10 月 12 日-13 日日本公認會計士會準會員會國際委員長副島慎太郎、財務委員長北

村勝信及東啟太一行三人至會計學系交流訪問。 

二十、 由大陸首都經貿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安徽財經大學、哈爾濱商業大學、長沙理工大

學、湖北經濟學院等校師生組成之訪問團一行 21 人（含教師 11 人、博士生 10 人）

蒞臨會計學系交流訪問。來賓首先於 R2615 研討室聽取由謝永明主任主持之簡報，

並與會計學系多位專任教師舉行座談，來賓亦於會後至謝永明主任及吳燕瑛老師之課

堂實地觀摩本系會計學教學情形。 

二十一、 11 月 17 日至 20 日期間接待大陸蘇州大學商學院陸少杰副院長一行三人來訪，就

課程設計、課程規劃、系友基金會運作方式等議題進行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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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邀請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分校經濟管理學院韓東平院長於 11 月 18 日及  19 日蒞

臨專題演講，講題為：「公司 CEO 最重要的職責及部分案例」、「公司 CEO 最

重要責任是什麼？」、「成為 CEO 的重要條件」。 

二十三、 李春成老師榮獲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頒發「金扶獎」。 

二十四、 鄭哲惠老師指導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張嘉文同學以「產業別的企業生命週期與

股權評價—以資訊電子業為例」為研究主題，其執行成果經評審成績優良且具創

意，榮獲科技部 102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創作獎，該獎項每年獲獎人數以全國

一百名為限，獎金新台幣二萬元及獎狀一紙，並頒發獎牌一座予指導教授，以資

表揚。 

二十五、 吳幸蓁老師繼去年榮獲「2013 會計理論與實務研討會」最佳論文獎後，今年與碩

士班林薏晴同學於「 2014 會計理論與實務研討會」共同發表之論文

「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AND EARNINGS INFORMATIVENESS: 

THE MITIGATING EFFECT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於近百篇

之論文中脫穎而出，再度榮獲大會頒發最佳論文獎（今年共四篇得獎），表現極

為優異。「會計理論與實務研討會」為中華會計教育學會（Taiw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每年定期舉辦的會議，且為台灣會計產、官、學、研界最重要的學術

盛事。 

二十六、 會計學系辯論隊參加 10 月 18 日至 20 日「第 26 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暨 2014 海

峽兩岸辯論邀請賽」榮獲季軍，會三 A 詹易霖同學獲辯才獎。 

二十七、 會計學系劉雨欣、林鈺庭、陳冠伃、張瑋芳四位同學，在楊葉承老師的指導下，

8月 30日組隊參加 2014年度德勤稅務精英挑戰賽，在全國各校中脫穎而出，勇奪

台灣區冠軍，並代表台灣於 10 月 23 日至 26 日期間前往至上海參加總決賽，榮獲

優異獎，表現可圈可點。 

二十八、 會計學系男子、女子排球隊暨男子籃球隊受邀參加 10 月 4 日「2014 第四屆資誠盃

邀請賽」，榮獲男排亞軍、男籃季軍。 

二十九、 103 年高普考試會計學系共計 28 人上榜，其中普考會計科 11 人，高考會計科 15

人，高考績效審計 1 人，高考人事行政 1 人。 

 

企管系 

一、召開各項會議： 

(一) 系務會議： 

1. 9 月 24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2. 規劃 104 年 1 月 7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二) 系教師評審會議： 

1. 9 月 10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2. 10 月 1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3. 10 月 8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4. 10 月 29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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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 月 12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三) 課程規劃相關會議： 

1. 10 月 8 日-11 月 5 日本系課程規劃小組分別召開小組會議。 

2. 規劃於 12 月 23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討論 104 學年

度課程規劃相關事宜。 

(四)  導師會議： 

1. 規劃於 12 月 31 日召開 103 學年度大一導師會議。 

2. 規劃於 104 年 1 月 20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導師會議暨期末餐敘。 

(五) 學系行政會議： 

1. 8 月 27 日本系召開學系行政會議。 

二、103 學年度與臺灣證券交易所合作開設「財務管理專題-金融講堂」課程，結合金融服務

業八大行業之主要業務及實務案例，邀請財經主管機關首長、金融服務業董事長、總經

理及八大公會理事長到校授課。 

三、辦理新生入學輔導及迎新活動： 

(一) 9 月 9-12 日配合第一哩新生入學輔導活動，辦理 103 學年度大學部轉學生、新生入

學輔導迎新活動。 

(二) 9 月 13 日舉辦「103 學年度企業管理學系 27 屆碩士班暨第 15 屆碩士在職專班新生

迎新座談會」。 

四、辦理 103 學年度教師學術研究獎勵申請。 

五、辦理 103 學年度碩士班入學甄試事宜。 

六、辦理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計有 10 項獎助學金、67 名額供學生提出

申請。 

七、規劃辦理本系專題演講 35 場次：教師依授課需求，邀請實務界專業人士進行專題演講，

以達教學實務並重。 

(一) 「國際文化交流」課程規劃舉辦專題講座，邀請各國駐台代表進行專題演講。 

(二) 「行銷管理」、「行銷研究專題」、「國際商務系統實務」、「人力資源管理」、「行

銷專題研討」及「職涯管理與發展」課程共舉辦 20 場專題講座。 

八、 辦理師生海外參訪活動：11 月 9-16 日由吳吉政老師、陳麗宇老師帶領碩士班同學前往

大陸蘇州大學、浙江大學進行學術交流，並參訪上海、蘇州、杭州之知名企業，包含中

國大潤發總部(上海)、DHL 浦東機場北亞樞紐、統一中投公司昆山廠、台達電吳江廠中

達電子等。 

九、 協助系學會辦理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項活動： 

(一) 例行專案活動： 

1. 9 月 5 日舉行企管系學生會迎新茶會。 

2. 9 月 13-14 日舉行第 44 屆企管系系學會迎新宿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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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月 2 日舉行實務性競賽。 

4. 12 月 24 日規劃辦理第 45 屆企管系運動會。 

(二) 企業參訪活動：12 月 17 日舉行 2 場企業參訪，訪問中華電視公司、台北富邦銀

行。 

十、辦理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相關事宜： 

(一) 8 月 11 日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第六屆第二次董事會。 

(二) 11 月 20 日召開 103 年度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學術研究獎勵審查會議。 

(三) 11 月 25 日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第六屆第三次董事會。 

十一、 協助東吳 EMBA 聯誼會舉辦活動： 

(一) 11 月 19 日召開東吳 EMBA 聯誼會第八屆第五次理監事會議。 

(二) 規劃於 104 年 1 月 18 日舉辦東吳 EMBA 聯誼會第八屆會員大會。 

 

國貿系 

一、國際交流： 

(一)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邀請兩位客座教授，包括武漢大學杜莉副教授（103.9.14~10.25）、

煙台大學王淑云教授（103.10.26~104.1.17），分別教授大學部(貿四)全球經營專題研

討(二)、碩士班(貿碩金二)全球經營專題研討(一)及碩專班(貿碩專二)全球經營專題研

討(一)。 

(二) 8 月 15 日~17 日陳宏易老師赴新加坡參加 2014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usiness, 

Banking, Marketing and Economy (ISBBME 2014)研討會，發表論文題目：Fair Trade 

Organizations, Buyer Power, and Export Policy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y。 

(三)  103 學年度國貿系交換生錄取名單： 

1. 第 1 學期：陳琦鈞(貿三 A) 荷蘭漢斯應用科技大學、許樂(貿三 A) 韓國中央大學、

王皓(貿三 A) 法國雷恩商學院、吳智凱(貿三 A) 荷蘭方提斯國際商學院、謝安如

(貿三 B) 韓國中央大學、楊鈞凱(貿三 B) 德國明斯特大學、曾薇庭(貿四 A) 日本

千葉商科大學、許庭瑜(貿四 B) 法國雷恩商學院、邱亞軒(貿二 A) 復旦大學、劉

瑀臻(貿二 B) 廈門大學、羅琬婷(貿三 A) 北京交通大學、陳子鳳(貿三 A) 上海

財經大學、徐劭雯(貿三 A) 法國里爾大學、彭涵茵(貿四 A) 北京外國語大學、內

村正明(貿碩金一) 日本東北大學、劉奕麟(貿碩金二)荷蘭方提斯國際商學院。 

2. 第 2 學期：謝巧筠(貿二 B) 荷蘭方提斯國際商學院、趙令敏(貿三 A) 日本新潟大

學、張婷雯(貿三 B) 日本明治學院大學、鄭穎(貿三 B) 日本東北大學、黃詩雅(貿

四 A) 日本東北大學。 

(四)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至國貿系交換生名單：劉旭君(南京大學國際商務所)、張瑤(西安

交通大學金融系、周芷薇(蘇州大學金融學系)。 



------------------------------------------------------------------------------------------------------------------------ 
東吳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次 (1031217) 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95 

(五)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國貿系自費研修生交換生名單：李玲(北京理工大學珠海學院商

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李翊嘉(北京理工大學珠海學院商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

系)、郭嘉騰(蘇州大學文正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楊嵐(南京中醫藥大學經貿管理

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孫鳴翼(南京中醫藥大學經貿管理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

系)、華珺(南京中醫藥大學經貿管理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丁潔群(南京中醫藥大

學經貿管理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 

二、導生活動暨演講： 

(一) 9 月 10 日上午 10:00 大一新生第一哩路活動於 R5211 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國貿系系

友蔡福原主講，講題：給自己大學生活按個讚。 

(二) 9 月 10 日下午 19:00，假 2123 會議室，舉辦「103 學年度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迎

新座談會」。 

(三) 9 月 22 日下午 15:30~16:20，假 R2123，講題：精彩的大學生活規劃，講員：陳啟峰

牧師。 

(四) 10 月 8 日下午 15:30，假 R5513，舉辦交換教師經驗分享，講員：武漢大學經濟與管

理學院世界經濟系杜莉副教授，講題：中國大學本科生教育現狀一瞥─以武漢大學為

例。 

(五) 10 月 21 日下午 13:30，假 R5514，舉辦「企業實習成果發表會暨交換學生經驗分享

座談會」，講員：貿四 B 徐维謙(台灣微軟公司企業實習經驗分享）、貿碩金二顏峰

琬（大昌證券企業實習經驗分享）、貿延 A 陳韋均（瑞典苑學品大學國際商學院）、

貿四 B 劉子寧(荷蘭葛洛寧恩大學)。 

(六) 11 月 5 日下午 14:30，假 R2227 會議室，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師教學

經驗分享座談會，謝文雀老師及鍾俊文老師分享教師教學經驗分享。 

(七) 10 月 24 日上午 10:00，假 R2511，講員：台達電子工業(股)公司關鍵基礎架構事業部

謝炳吉專案經理，講題：創新管理。 

(八) 10 月 31 日晚上 19:00，假 R5213，舉辦全球經營專題研討課程演講，講員：薛琦講

座教授，講題：區域經濟整合與台灣。 

(九) 11 月 7 日 10:10~13:00，假 R5211，講題：創新管理，講員：謝炳吉(台達電子工業(股)

公司，關鍵基礎架構事業部專案經理)。 

(十) 11 月 26 日上午 09:30~12:00，假 R4308，講題「WTO 第二回合關稅化的福利效果」，

演講人：中央大學經濟系邱俊榮教授。 

(十一) 11 月 18 日 15:30~17:20，假 R2518，講題：研究所升學座談會，講員：葉芷淇(國

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102 級畢業系友)。 

(十二) 11 月 10 日中午 12:00~13:30，假 R2127 商學院會議室，舉行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行

銷與創新社群演講，講題：行銷實務與案例分析，演講人：前美兆健診鄭盛賢執

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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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11 月 12 日下午 15:30~17:30，假 R5513，講題：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

研究，演講人：首都經貿大學經濟學院國貿系主任劉宏教授。 

(十四) 11 月 13 日下午 13:30~15:30，假 R2524，講題：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

研究，演講人：首都經貿大學經濟學院國貿系主任劉宏教授。 

(十五) 11 月 14 日晚上 19:00~21:00，假 R2524，講題：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

研究，演講人：首都經貿大學經濟學院國貿系主任劉宏教授。 

(十六) 11 月 18 日晚上 19:30~21:00，假 R2524，講題：公司 CEO 最重要職責及部分案例，

演講人：哈爾濱工業大學經濟管理學院韓東平院長。 

(十七) 11 月 26 日下午 15:30~17:00，假 R5513，講題：協商兩岸經貿合作協議的經驗，

演講人：高孔廉講座教授。 

(十八) 11 月 18 日下午 15:30~16:20，假 R2518，舉辦研究所升學座談會，演講人：葉芷

淇(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102 級畢業系友)。 

(十九) 12 月 1 日 13:30~15:00，假 R2227，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行銷與創新社群：藍海策略

與行銷，李信宏（格林企管顧問）。 

(二十) 9 月 18 日下午 19:30，假 2524，陳惠芳主任舉辦「貿碩專一導生會」。 

(二十一) 9 月 30 日中午 12:00，假 2524，陳惠芳主任舉辦「貿碩一導生會」。 

(二十二) 10 月 20 日中午 12:00，假 2518，諾木汗老師舉辦貿一 B 導生會。 

(二十三) 10 月 21 日中午 12:00，假 2523，溫福星老師舉辦貿三 B 導生會。 

(二十四) 11 月 17 日中午 12:00~13:30，假 R2518，張南薰老師舉辦貿二 A 導生會。 

(二十五) 11 月 21 日中午 12:00~13:30，假 R5616，梁恕老師舉辦貿三 A 導生會。 

(二十六) 11 月 25 日中午 12:00~13:30，假 R2523，鍾俊文老師舉辦貿四 B 導生會。 

(二十七) 11 月 20 日中午 12:00~13:00，假 R2518，顧萱萱老師舉辦貿二 B 導生會。 

(二十八) 12 月 1 日中午 12:00~13:00，假 R2518，黃寶玉老師舉辦貿一 A 導生會。 

(二十九) 10 月 13 日中午 12:00，假 2524，舉辦「班代會議」。 

(三十) 10 月 20 日中午 12:00，假 2339 辦公室，系主任與陸生餐會座談。 

(三十一) 11 月 25 日中午 12:00，假 2339 辦公室，舉辦自費研修生以及陸生座談會。 

三、企業參訪活動：11 月 24 日上午 10:00，邱靖博老師帶領貿一同學一行 40 人參訪久元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四、8 月 10 日下午 13:00，假第二教研大樓 D0501，舉辦暑期溪城講堂「繽紛一夏~創新經營

在寶島」結業式。 

五、8 月 28 日下午 18:00，赴偉文補習班舉辦研究所招生宣傳活動，宣傳人員分別為貿碩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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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秉榕、貿碩企二王思翰、貿碩金二詹秦漢、貿碩金二傅盈馨等 4 位同學。 

六、舉辦「103 創意行銷競賽-再創台灣美食王國」，以增進學生專業技能與團隊合作之能力，

結合在校所學理論與實務相關議題，並激發學生創意及活用英文應用能力，並選出前三

名頒發獎金及獎狀，以資獎勵。 

七、12 月 26 日上午 8:30~下午 14:00，假 R2524、R2609、R2227 會議室，舉辦 2014 碩士班

暨碩士在職專班論文研討會 

八、 專業證照暨研究所升學演講及考試： 

(一) 10 月 31 日上午 11:00，假 R1301，舉辦「多益說明會」。 

(二) 10 月 7 ~17 日，國貿系舉行多益考試報名，報名人數共 120 人。 

(三) 11 月 26 日下午 15:30~18:00，假 R5614、5616、5617，舉行多益校園考試，共計 120

人報名參加。 

九、 辦理系友捐贈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及獲獎名單： 

(一) 郭滄海清寒助學金：貿四 A 方仁泫。 

(二) 游健昱清寒助學金：貿二 A 謝潔明。 

(三) 蘇錦彬清寒助學金：貿二 B 古靜。 

(四) 昌盛教育基金會清寒助學金獲獎者：貿二 B 賴文、貿三 A 張峻瑋。 

(五) 侯門清寒助學金：貿三 A 楊于萱、貿三 B 呂宜庭、貿三 B 陳楓林、貿三 B 劉文菁、

貿四 A 陳毓璇。 

(六) 恩吉實業清寒助學金：貿二 A 謝潔明、貿四 A 方仁泫、貿四 A 謝婷如、貿二 B 古靜。 

(七) 曾陳女士紀念助學金：貿三 B 鄧郁蒨(熱心服務）、貿四 A 趙令敏(熱心服務）、貿

四 A 郭豪哲(熱心服務）、貿四 A 張允嘉(家境清寒)。 

(八) 74 級工讀助學金：貿四 A 廖奕盛、貿四 A 張允嘉、貿三 A 張峻瑋、貿二 B 賴文、

貿二 B 賴文。 

十、 師生獲獎與成績表現： 

(一) 103 學年度國貿系專任教師通過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件數共計 4 件，總金額合計＄

1,990,000，詳述如下： 

1. 陳宏易，民營化、進口中間財與不確定需求下兩端點市場之區位選擇，計畫金額：

＄485,000。 

2. 張大成，企業社會責任與風險承擔程度之非線性關係研究，計畫金額：$343,000。 

3. 顧萱萱，偏好產品缺貨下消費者轉換意願之探討:零售商訊息框架角色，計畫金

額：＄7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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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溫福星，組織管理中多層次測量模式的多群體恆等性之研究(2/1)，計畫金額：＄

410,000。 

(二) 顧萱萱教授榮獲「103 年度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研究傑出獎，獎金十五萬元。 

(三) 張大成教授及陳宏易教授榮獲「103 年度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研究優良獎，

獎金五萬元。 

(四) 溫福星老師通過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研究計畫申請(103/8/1~11/30)，委託辦理貿

易推廣活動評核計畫-參與貿易推廣活動廠商資料研析，計畫金額：$80,000。 

(五) 溫福星老師、顧萱萱老師、蔣成老師、鍾俊文老師、謝效昭老師榮獲 102 學年度熱

心導師。 

十一、 國貿系為增進與系友間之聯繫，加強系友會執行功能，舉辦下列活動： 

(一) 8 月 27 日,晚上 19:00，假 R2227 會議室，舉辦台北市國際貿易協會第五屆第四

次理監事會議。 

(二) 9 月 27 日上午 7:30，系友會舉辦國貿系師生系友聯誼活動，參觀郭 元益糕餅

博物館、糕餅點心 DIY 及埔心牧場之桃園一日遊。 

(三) 10 月 24 日晚上 19:00，假西門今日秀泰影城，系友會舉辦電影首 映會-寒蟬效

應，共計 103 人參加。 

(四) 11 月 15 日下午 13:00~21:00，假城中校區體育館，舉辦第十六屆系友盃排球賽。 

(五) 12 月 13 日下午 14:00 ~ 17:30，第二屆系友盃 KTV 歡唱比賽。 

 

財精系 

一、 林忠機教授接任系主任。 

二、 白文章教授卸主任職，並於 9 月 29 日起赴日本同志社大學，進行為期六個月的短期研

究，本次計畫為「臺灣、日本老齡化社會影響因素之比較研究_使用資料探勘技術」。 

三、 辦理碩士班新生及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入學輔導及座談會、學位考試說明會；大一新生迎

新茶會、迎新宿營、新生入學輔導及家長座談會、轉學生入學輔導等相關活動，並針對

大一新生進行身心適應調查及召開大一導師會議。 

四、 審議「東吳大學商用數學系系友會獎學金」、「財團法人唐德晉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商用數學系謝志雄教授紀念獎學金」、「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蘇秉銓先生

獎助學金」、「商用數學系王郁芬系友紀念獎學金」、「商用數學發展協會--廖軒晟系

友獎學金」等獎助學金之獲獎名單及研究生獎助學金核發方式。 

五、 本學期「德慎精算獎助學金」，共計 27 人次獲獎，獲獎金額為 179,400 元。該獎助學金

每學期總金額 30 萬元，在校同學需通過北美精算學會(SOA)考試方得以申請，全國共計

有六個可申請之精算相關系所學程，本系本次獲獎率佔總金額之 59.8%。 

六、 系教評會通過詹芳書助理教授升等副教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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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規劃及辦理本系學術專題演講四場、班級或證照考試輔導活動三場。 

八、 本系於 9 月 19 日與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測驗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期透過雙

方共同合作，搭起金融業界與大專生之間產學交流的橋樑，縮短學與用之間的落差。 

九、 本系舉辦「精算教育系列交流工作坊」，共計三場： 

(一) 10 月 14 日邀請英國精算協會教育長 Dr. Trevor Watkins、研究事務主管 Sarah 

Mathieson、東南亞區精算代表 Caryn Chua 到校訪問，由本系進行「本系精算教育現

況及發展」說明及相關領域論壇。 

(二) 10 月 16 日針對「北美精算教育現況」，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Program Director Master 

of Science in Actuarial Science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FSA (SOA 正會員) Lin 

Xu 主任主講。 

(三) 10月 17日針對「北美產險精算的發展」，邀請北美產險精算學會理事長 Robert Conger

主講「The Actuary of the Future」、香港代表 Michael Chou 主講「CAS-The Gold 

Standard for Casualty Actuaries」。 

十、 陳麗貞老師受邀於10月24日~10月30日赴上海出席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thogonal Polynomials, Integrable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on the Occasion of 

Prof. Mourad Ismail's 70th Birthday」,主講「Riemann‐ Hilbert problems and asymptotics」。 

十一、 喬治華老師、莊聲和老師受邀於 10 月 30 日~11 月 3 日赴四川成都出席「2014 海峽兩

岸保險與風險管理學術研討會」，簡淑真秘書隨同協助商討合作事宜。 

十二、 本系與國泰世華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簽定產學合作計畫，提供本校學生校外專業技能之

訓練及實習機會， 11 月 28 日舉辦國泰世華產學合作計劃說明會，並於會後進行甄

選作業，預計遴選出數位同學參加本次實習。 

十三、 本系舉辦「學系專業職涯系列講座」，共計三場： 

(一) 10 月 29 日邀請台灣金融研訓院林仲威所長，主講「金融職涯環境及金融證照介

紹」。 

(二) 11 月 26 日邀請台灣金融研訓院張育菱副理，主講「金融人才性格測驗解析」。 

(三) 12 月 10 日邀請台新銀行人力資源處徐敏哲協理，主講「金融人才需求分析」。 

十四、 本系舉辦「Prophet 精算軟體與壽險精算實務系列講習」，共計二場： 

(一) 11 月 5 日邀請德慎精算顧問有限公司詹志清 FSA 精算師，主講「壽險商品設計

流程」。 

(二) 11 月 19 日邀請德慎精算顧問有限公司詹志清 FSA 精算師，主講「商品定價在

實務上應該瞭解及注意事項」。 

十五、 完成 2014 年溪城講堂陸生研習活動。 

十六、 10 月 17 日詹芳書老師赴新北市立樹林高中講座(招生)。 

十七、 本系預訂於 104 年 4 月 10 日至 11 日舉辦「2015 財務工程與精算科學研討會暨碩士

生論壇」，本學期進行籌備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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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 

一、召開各類會議： 

(一) 8 月 28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二) 9 月 11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招生委員會。 

(三) 9 月 25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四) 10 月 9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 

(五) 10 月 23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會議。 

(六) 11 月 13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會議，  

(七) 11 月 20 日召開評鑑工作小組第三組、第五組會議。 

(八) 11 月 26 日召開評鑑工作小組第四組會議。 

(九) 11 月 27 日召開評鑑工作小組第一組會議。 

(十) 規劃於 104 年 12 月 11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 

(十一) 規劃於 104 年 1 月 8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十二) 規劃於 104 年 1 月 14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一導師會議。 

(十三) 規劃於 104 年 1 月 15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二、舉辦 15 場專題演講： 

(一) 10 月 2 日，主講人：劉德泰(73 級系友)- 資訊工業策進會數位教育研究所主任，講

題：智慧商務/職涯須知與心得。 

(二) 10 月 16 日，主講人：黃國豪-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主任，講題：資管畢業生應

具備的專業素養。 

(三) 10 月 23 日，主講人：姚焱堯-三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講題：善用雲端服務

的創業故事，A Case Sudy-運動筆記。 

(四) 10 月 24 日，主講人：楊書成-國立高雄大學資管系副教授兼 EMBA 執行長，講題：

改變自己，從培養差異化思考能力開始。 

(五) 10 月 30 日，主講人：許惠嫚-富邦人壽風險精算部經理，講題：年輕人的投資理財。 

(六) 103 年 11 月 6 日，主講人：蔡瑋-前美國摩利特管理顧問公司亞洲財務總監，講題：

職場東方不敗。 

(七) 11 月 6 日，主講人：施盛寶-淡江大學資管系副教授，講題：人生何必馬拉松？資

管碩士到職涯。 

(八) 11 月 20 日，主講人：李巧如-燿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講題：打造多元社交

圈，激發無限自我。 

(九) 11 月 20 日，主講人：尤瑞崇-資訊系統驅動創新與改變產業結構，講題：資訊系統

驅動創新與改變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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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1 月 21 日，主講人：尤瑞崇-資訊系統驅動創新與改變產業結構，講題：資訊系統

驅動創新與改變產業結構。 

(十一) 11 月 27 日，主講人：劉玉蘭-鼎新電腦台灣區人力資源服務中心總監，講題：職

場競爭力。 

(十二) 12 月 4 日，主講人：游張松-台灣大學工商管理學系暨商學研究所教授，講題：

線上支付的創新服務與金融革命。 

(十三) 12 月 11 日，主講人：李世華-華旺文創有限公司創辦人暨時尚總監，講題：面試

不 NG。 

(十四) 12 月 19 日，主講人：蔣旭政-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系博士，講題：新媒體科技融入

數位學習。 

(十五) 104 年 1 月 8 日，主講人：楊子奇-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系博士，講題：善用學習工

具規劃與實踐自主學習。 

三、舉辦學生活動： 

(一) 9 月 10 日上午大一新生第一哩活動，辦理學系介紹、選課輔導、導生互動及系學

會迎新活動。 

(二) 9 月 11 日下午辦理碩士、碩專班新生座談會，會中並邀請本系全體專任教師與新

生座談交流，介紹每位教師之研究領域及學術專長。 

(三) 10 月 9 日系會時間舉辦大二週會，由三年級同學「產業實習」進行企業實習心得

發表會，同學於暑期在公司實習 280 小時後，將實習工作內容、成果與該領域的

現況等彼此分享實習心得，同學們感受到在實務上獲得很大的成長。 

(四) 10 月 23 日系會時間舉辦大四週會，進行大四學生生涯輔導、碩士班招生宣傳。 

(五) 10 月 30 日系會時間舉行大三週會，由郭育政主任主持，會中安排四年級目前正

在業界實習的同學進行心得發表，並宣導有關本學年度專題實驗、業界實習、五

年一貫學程、證照考試等相關資訊。 

(六) 11 月 27 日、28 日辦理大一普測「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 

(七) 11 月 27 日，辦理企業參訪活動，由朱蕙君老師帶領學生至新竹參訪智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八) 12 月 18 日於 R2123 舉辦專題成果競賽，共 13 組參與競賽、16 組專題展示，每組

除利用簡報介紹專題內容外，並於第五大樓川堂設立實機展示區現場實際展示專

題成果。會中邀請產業界專家擔任評審，由 13 組參賽組別中選出「年度優勝」、

「最佳技術獎」、「最佳創意獎」、「最佳台風獎」、「佳作」等獎項，並由所

有參與成果競賽之系上同學票選出「最佳人氣獎」。 

(九) 規劃於 12 月 20、21、27 日，舉辦三場專業證照研習系列講習-OCPJP 國際程式能

力證照講習課程。 

(十) 規劃於 104 年 1 月 19 日舉辦本學期程式設計能力檢定考試。 

四、11 月 1 日辦理新生家長座談，由郭育政主任主持，本系新生家長共 22 位熱烈參與。 

五、11 月 8 日四年級專題生參加「2014 第 19 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共

獲得一金雙佳作，成績斐然。獲得獎項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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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鄭麗珍老師指導的專題生以「買賣房屋資訊站」專題榮獲指定專題類「經濟地理資

料庫服務應用組」冠軍。 

(二) 楊欣哲老師指導的專題生以「點餐服務雲」專題獲得「產學合作組一」佳作。 

(三) 林勝為老師指導的專題生以「探頭探腦--戶外行動偵探遊戲」專題獲得「資訊技術

應用組二」佳作。 

六、11 月 28 日新竹科學園區訪視委員至資管系進行 103 學年度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計畫

之執行成果訪視。 

七、11 月辦理大學部三年級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業界實習，本系與叡揚資訊公司、網際智慧

公司、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鴻揚科技有限公司、達騰科(台灣)責任有限公司、

育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宏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合作業界實習，共有 15 名實

習機會。 

八、發行第 35、36 期資管系電子報（http://sun.csim.scu.edu.tw/~epaper/epaper.php），每三個

月出刊一期。 

 

進學班 

一、 本年度大一新生註冊再回復往日之註冊率(95%以上)；統計學生所畢業之高中職，共有

38 所，包含公私立高中、高職、進修學校、外國學校及大陸與港澳地區學校，其中有

10 所學校各有 2-3 人進入商進班，其餘學校皆為 1 人，部分學生是想取得第二學位者，

或是因應會計師考試而入學，年齡層分布在應屆畢業生(18 歲)至中年(55 歲)之間。由甄

審管道入學之學生有 32 位，以大學指考成績或以統測成績申請入學者有 22 位。在轉學

生方面，本學年度轉入二年級有 22 位，轉入三年級 10 位，皆註冊入學；及至 9 月中旬

接獲推廣部通知有 5 位大陸自費研修生修讀商進班學分，故起併入一年級由經濟學授課

教師張時應老師擔任導師。 

二、 9 月初辦理迎新活動，邀請黃仁勇老師以規劃學習生涯為主軸進行專題講演，內容為：

從認識自己、提升學學習，由不同角度思考，展現創意，並建立好習慣成為好行為，吸

引正向能量及助力。選課輔導方面，特安排在新生及轉學生選課期間，於整體課程介紹

及依據之前處理學分抵免結果草案，藉由實際進入系統，帶領學生實際執行選課作業，

過去因配合第 1 哩期程，於選課前輔導，學生僅能聆聽說明，到了實際選課時仍發生不

少操作之困擾，有明顯的助益，同時摘選第 1 哩整個活動流程中與學生較相關之主題，

如規章及選課時程應注意事項提醒同學。 

三、 本學年度導師編聘不如預期順利，雖然本學年度 1-4 年級皆為單班，1 年級尚不分學程

由《經濟學》授課教師張時應老師擔任；2 至 4 年級各有會計與工商兩學程，工商學程

的學生分別由《統計學》魏智斌老師、《組織行為學》黃仁勇老師、《策略管理》張善

智老師，因授有全學年科目及累積歷年經驗，願意續任導師，而二、三、四年級會計學

程之學生則安排(本)商進班柯瓊鳳主任擔任導師。至於 5 年級及延修生仍有三個班級、

三個學程，約有近百位學生無法安排導師；但同學仍可至系辦尋求協助。 

四、 本學期特殊個案學生，如三位新生分別為亞斯伯格症、妥瑞氏、憂鬱症及一位教育部函

知學校加強輔導之延修生。憂鬱症同學除學期初選課事件情緒表現較不穩定外，已轉介

健諮中心輔導，其餘情況尚可。 

五、 本學期學業關懷，截至 11 月 28 日結束，37 位授課教師有 19 位教師執行關懷措施，受

關懷學生有 177 人，於 11 月 25 日先檢視大一學生，就已有 1/2 以上學分，因學習狀況

http://sun.csim.scu.edu.tw/~epaper/epape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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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被提報預警者寄發電子郵件予以提醒關懷。而在 11 月 27 日所進行之「大一新生身

心適應調查施測」，有 7 位列入高關懷，將在導師會議中予以討論。 

六、 配合學校整體課程架構及學分數之調整，以及 100 學年度起已無財務金融學程，部分必

修科目不再開課。為因應部分學生重補修，另簽陳替代課程方案以利學生修抵。 

七、 由於夜間上課有限，且學生日間亦有工作，活動之辦理頗不容易，往往必須在導師授課

時間舉行，每學期之導師生活動或課程教學演講，必須審慎規劃，否則排擠教師上課時

間，如一年級除導師生活動外，另有「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施測」，如果該課程恰好

在國定假日或彈性放假日，導師又須另找時間補課。本學期已辦理之相關活動如下： 

(一) 11 月 6 日「人力資源管理實務經驗」：邀請恒洲集團行政管理中心劉玉芬經理進行

管理實務演講，以促進學生對實務問題有更具體了解，以增所學之應用。 

(二) 11 月 18 日二年級班級輔導活動：導師教授《統計學》，發布期中考成績，藉由師

生聯誼共同討論及勉勵。 

(三) 11 月 21 日四年級工商學程班級輔導活動：導師教授《策略管理》，發布期中考成

績，並檢討與訓勉。 

(四) 11 月 25 日三年級工商學程班級輔導共同課程活動，邀請 BURBERRY 台灣博柏利股

份有限公司劉怡君總經理講演，講題為「從不同的角度進入精品的世界」，從精品

認識服務業，進而了解服務是什麼？服務如何被標價？到自我本質的認識並檢視自

己的生涯規劃。 

(五) 11 月 27 日大一班級輔導活動及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施測；由教授《經濟學》的

張時應老師擔任導師，將與同學檢討考卷外，同時也讓同學了解答題的技巧；之後，

再由心理諮商師主持測驗。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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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一、依本校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之規定，103 學年度計有 18 名現職專任教師獲得績優加給，

獎勵金額達新台幣 2,835,000 元，相關經費由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支應。 

二、依本校教師聘約之規定，已聘任之專任助理教授，自 96 學年度起，應於 6 年內升等為副

教授，未通過升等者，第 7 年聘期屆滿後不再續聘。本校共 2 名專任助理教授未依規定

提送升等，經三級教評會審議後，決議 103 學年度不予續聘，並於 103 年 10 月 8 日獲教

育部核准。 

三、104 學年度教師休假共有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 25 名提出申請，將於 103 年 12 月底由校

教評會進行決審。 

四、歷時約半年與各教學單位之溝通、協調，已初步訂定教學單位助教及秘書（職員）之員

額配置標準，於 103 學年度教學單位助教人數，已由 114 名減少為 91 名。 

五、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計有 4 位教職工屆齡退休（英文系紀澤然、法律系林誠二、法律系

黃陽壽、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理組陳蕙麗），另有 2 位教職工自請退休（英文系薛帝

逢、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理組張梅花）。 

六、教育部同意本校「103 學年度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度試辦學校計畫」之申請案，並補助

新台幣 40 萬元。 

七、更新本校教師專門著作（作品、技術報告）外審審查意見表格式，原表格設計為 A3 大

小單一頁面，為便於各教學單位及外審委員下載使用，將表格更新為 A4 大小共二頁之格

式，表單內容維持不變，並已於 103 年 9 月 17 日發函周知各教學單位。 

八、公教人員保險法修訂後於 103 年 6 月 1 日正式施行，其中重點為：大幅增加對私校教職

員退休後之保障，增加編制內人員退休時，養老給付可採年金給付方式，並追溯 99 年 1

月 1 日起退休之人員，本校共有 72 位退休人員適用。 

九、配合勞委會公告私立學校編制外之工作者，自 103 年 8 月 1 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本校

除訂定非編制內教師、職員、助理、工讀生等身分之勞動契約書外，並自該日為其投保

勞工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預估每學年增加約 540 萬元費用，由各相關預算支應。另

因執行校外補助計畫所聘用之兼職人力，因其身分教育部尚未定案，故尚未將此類人員

納入適用勞動基準法。 

十、自 103 學年度起，教職員工可自行安排至國內合法之醫療院所或健診機構接受健康檢查，

每學年每名教職員工補助新台幣 1,500 元。 

十一、自 103 學年度起，不再印製紙本「教職員工名錄」，有關教職員工名錄資料改於「校

務行政資訊系統/職工服務/教職員工名錄查詢」提供線上查詢、下載及列印之功能。 

十二、為使學校業務得以順利交接延續，修訂「東吳大學主管去職移交辦法」為「東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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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業務移交辦法」，將適用對象擴及所有行政人員，以利各職務辦理行政業務移交及

作業傳承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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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第一組 

一、 本校102學年度財務報表業經資誠會計師查核竣事，於103年11月17日經董事會審查通

過、於103年11月18日完成簽證報告書；102學年度決算書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於103年

11月27日陳報教育部核備。 

二、 102學年度決算案送董事會審議之補充說明，重點如下：  

(一) 102 學年度整體財務表現，經常門結餘 490 餘萬元，占收入約 0.24%，較預算增加

110%，約 5,600 餘萬元，主要為支出決算數較預算減少 7,400 餘萬元。 

(二) 收入總額 20 億 4,900 餘萬元，達成預算目標 99%，較上學年度減少 1%。 

1. 推廣教育收入較預算及上學年度分別增加 17%及 22%，減除推廣教育支出後，經常

門結餘占收入 21%，較預算數增加 43%，870 餘萬元，較上學年度增加 67%，1,160

餘萬元，績效最好。 

2. 財務收入 2,400 餘萬元，較預算及上學年度分別增加 9%及 2%。 

3. 補助收入 2 億 2,000 餘萬元，較預算減少 4%，較上學年度減少 13%，主要為教育部

教學卓越計畫及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較上學年度減少 4,690 萬元，獎勵校務

發展計畫經費較上學年度增加 1,000 餘萬元，教育部補助外雙溪校區擋土牆、邊坡防

護及地質調查及監控經費 990 萬元。 

4. 各項募款計畫之捐款收入較預算增加 540 餘萬元，但較上學年度增加 850 萬元。 

5. 產學合作收入較預算及上學年度分別減少 2%，執行金額減少 200 餘萬及 160 餘萬元。 

6. 其他收入 1 億 2,000 萬元，較預算減少 1,300 萬元，主要為住宿費收入(松江學舍未續

約)較預算減少 470 餘萬元，雜收較預算減少 790 萬元。 

(三) 經常性支出總額 20 億 4,400 餘萬元，較預算減少 4%，較上學年度減少 0.3%。 

1. 支出部分主要為行政管理支及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分別占經常總支出 20%及 64%，

決算數各較其預算分別減少 4,800 餘萬元及 2,400 餘萬元，主要為人力資源政策推動、

費用資本化及撙節各項支用節省支出。 

2. 獎助學金 1 億 1,600 餘萬元，較預算數減少 7%，較上學年度減少 4%，主要原因為政

府補助經費減少約 1,100 餘萬元。依教育部規定之助學方案計算(扣除政府補助部

分)，本校實際執行金額 8,000 餘萬元，應提撥數 4,100 餘萬元，其執行比例約為 195%，

執行成效良好。 

(四) 資本支出部分，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分別較預算增加 38%及增加 211%，金額為 6,600

餘萬元及 820 餘萬元。 

1. 固定資產主要為上學年度如污水下水道第二期工程、楓雅學苑整修、工程校安中心等

整修工程之結案增加約計 3,400 萬元，預付工程款增加 5,600 萬元；本學年度如雙溪

邊坡防護工程不及結案減少 2,810 餘萬元。 

2. 無形資產主要為教育部北一區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增加 5,300 萬元。 

(五) 至 102 學年度止，現金及銀行存款為 12 億 1,800 餘萬元，銀行借款金額為 0。 

(六) 本校 100 至 102 學年度收益力、安定力、活動力、成長力及生產力之財務五力分析詳

如附件一。 

1. 收益力：呈現下降趨勢，主要為學雜費收入及政府機關補助經費減少。 

2. 安定力：償債能力較 101 及 100 學年度為低，仍屬正常，主要為流動負大幅增加；財

務結構相當健全，可供日常營運週轉使用之資金維持相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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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力：呈現水平趨勢，宜積極拓展財源，增加收入，提升經營能力。 

4. 成長力：略顯持平，宜繼續積極加強擴展業務，增加各項收入來源，提升經營效率。 

5. 生產力：每人貢獻額呈現下降趨勢，「用人費與收入比率」較 101 學年度略微下降，

未來人事政策宜配合校務發展與推動，加強規劃與管理，提升組織生產力。 

6. 結論：本校 102 學年各項比率均屬合理正常，但為繼續強化經營績效，建議如下： 

(1) 整合學院招生策略，提升招生總額使用率，增加學雜費收入。 

(2) 結合學院資源，積極開設各種推廣教育課程，擴大收入來源。 

(3) 拓展社會資源，加強募款能力，增加收入。 

(4) 加強與業界互動之產學合作，擴大收入來源。 

(5) 加強人力資源管理，提昇生產能力。 

(6) 強化計畫預算管理功能，增加純餘能力。 

(七) 101 學年度同類綜合大學比較分析 

1. 為瞭解本校經營績效及財務狀況於同類綜合大學中的相對績效，蒐集最近一年度的東

海、輔仁、淡江、文化、靜宜、華梵、世新、銘傳、實踐、南華、真理及長榮等 12

所大學及本校的財務比率，計算平均值作為比較，詳如附件二。 

2. 本校 101 學年度財務績效相對於同類綜合大學中的表現如下： 

(1) 本校收益力、成長力及生產力較各校平均值略顯不佳，未來宜積極拓展收入來源，

並加強人力政策之規劃及管理，以減少用人成本，提高純餘。 

(2) 本校活動力尚可，未來宜積極加強應收款項收回及拓展收入來源。 

(3) 安定力除應收款週轉率較平均值高，表現較弱外，餘各項活動力比率均接近平均

值，表現尚可，顯見本校償債能力及財務結構雖屬合理及健全，但與各校之數值

比較，未來仍要加強流動資產及負債之管理。 

三、 依教育部規定，102學年度財務報表於103年11月24日公告本校網站，103年12月1日送圖

書館公開陳閱。財務報表公告網址如下： 

(一) 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http://webbuilder.scu.edu.tw/builder/upload/web134/files/form_file_9655.pdf?1416821837 

(二) 平衡表 

http://webbuilder.scu.edu.tw/builder/upload/web134/files/form_file_9661.pdf?1416822974 

(三) 收支餘絀表 

http://webbuilder.scu.edu.tw/builder/upload/web134/files/form_file_9657.pdf?1416822908 

(四) 現金流量表 

http://webbuilder.scu.edu.tw/builder/upload/web134/files/form_file_9660.pdf?1416822960 

(五) 現金收支概況表 

http://webbuilder.scu.edu.tw/builder/upload/web134/files/form_file_9656.pdf?1416822890 

(六) 收入明細表 

http://webbuilder.scu.edu.tw/builder/upload/web134/files/form_file_9658.pdf?1416822923 

(七) 支出明細表 

http://webbuilder.scu.edu.tw/builder/upload/web134/files/form_file_9659.pdf?1416822939 

(八) 歲入歲出餘絀表 

http://webbuilder.scu.edu.tw/builder/upload/web134/files/form_file_9662.pdf?1416822984 

(九) 資本支出概況表 

http://webbuilder.scu.edu.tw/builder/upload/web134/files/form_file_9663.pdf?1416822996 

四、 102學年度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之「東吳大學會計制度」修訂案，業經本校103年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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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屆董事會第3次會議通過。 

五、 審計部於103年10月28日及29日蒞校，查核101至103年度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北一

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執行情形，依教學資源中心之工作規劃，整理並提供計畫原始

憑證冊及金融機構轉帳相關證明文件等資料，以供備查。 

六、 科技部於103年11月20日蒞校，抽查102學年度該單位補助之計畫財務收支情形，依研發

處之工作規劃，整理並提供計畫原始憑證冊、金融機構轉帳相關證明文件及管理費支出

憑證冊等資料，以供備查。 

七、 依102學年度第18次(103年5月12日)行政會議決議，各單位核銷作業依規定期限完成，於

103年8月11日起至8月25日(含)核銷者，專案呈校長核定，且經費不計列於年度計畫預算

執行數；於103年8月26日起核銷者，專案呈校長核定，經費不計列於年度計畫預算執行

數，且作為未來年度預算配置之減項。102學年度經費逾期核銷案件，於103年8月11日

至8月25日止計12件，於8月26日至9月30日止計35件；103 年9月30日起逾期核銷案，陳

請校長示後，併入下年度統計資料，截至11月30日止計11件。統計表詳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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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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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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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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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一、本校 103 學年度預算書，經 103 年 6 月 16 日董事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作以下決議： 

(一) 未來各學校招生可能發生困難，在財務上應確保因應能力。 

(二) 自下學年度起，經常費收支應力求平衡，資本支出不超逾折舊及經常費盈餘。 

(三) 預算補充說明，請著重各單位之績效檢討。 

二、本校 103 學年度預算書於 103 年 7 月 14 日函送教育部備查，並於圖書館公開陳閱，預算

書之五大報表已於會計室網頁公告，網址如下： 

(一) 收支餘絀預計表 

http://www.scu.edu.tw/account/103B-R-E.pdf 

(二) 預計固定資產變動表 

http://www.scu.edu.tw/account/103B-FA.pdf 

(三) 收入預算明細表 

http://www.scu.edu.tw/account/103B-Rev.pdf 

(四) 支出預算明細表 

http://www.scu.edu.tw/account/103B-Exp.pdf 

(五) 歲入歲出餘絀預計表 

http://www.scu.edu.tw/account/103B-Bal.pdf 

三、教育部於 103 年 10 月 17 日函復預算書已備查，並提醒本校 103 學年度收支互抵後預計

短絀 5,109 萬 2,570 元，要研擬開源節流措施，俾利學校營運發展。 

四、本校 102 學年度單位預算執行狀況，呈校長核閱後，於 103 年 9 月 19 日發送預算小組及

預算委員會參考。102 學年度計畫預算執行單位統表如附件一。 

五、配合 104 學年度預算編列所需，完成「104 學年度支出預算項目及支用原則對照表」及

「104 學年度各項收入預估表」修訂作業，送由研發處整合規劃，以作為各單位提報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之依據。 

六、函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管理委員會，本校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私校退撫準備金新臺幣 1,614 萬 7,920 元整，業於 103 年 9 月 30 日匯入中國信託

銀行之東吳大學儲金準備專戶。 

七、完成本校 102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收入統計表，送人事室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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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壹、102 學年度專案計畫執行成果 

一、教學卓越計畫綜合評鑑，「圖書館 e 資源整合計畫」管考結果獲選為「優良」計畫。 

二、汰舊更新電腦設備 

積極爭取學校支援、各界捐款及優先編列年度經費，汰換兩校區老舊電腦設備 49

台，依「102 學年度上、下學期圖書館滿意度調查」結果，有關「電腦設備」滿意

度下學期較上學期大幅提升 13%。 

三、發展圖書館圖書特色資源建設 

(一)採購資料量逾 15,000 冊，相較於 101 學年度，館藏量增加 2%。 

(二)圖書經費執行率 99.99%，執行率高。 

(三)積極購置學生所需之圖書資源 

圖書館不僅積極購置教師研究與教學所需資源，亦購置學生所需之圖書，學生借

閱量較 101 學年度提升 4.43%，學生平均借閱量提升 5.06%。 

(四)加入圖書館聯盟共同採購降低成本，以聯合議價方式為本校爭取最有效益資源。 

(五)積極將本校書目資料串連至各合作編目組織，擴展本校館藏資源能見度與知名

度。 

(六)提前請購作業，提升採購時效 

配合各期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訪視委員建議，調整「各學系書籍、期刊經費分配計

算方式」，使學系與單位能提前進行請購作業，提升採購時效。 

四、提供多元圖書資訊推廣服務 

(一)活動參與人數與電子資源使用人次大幅提升 

融合趣味與知性的活動設計，多元推廣圖書資源，提升師生參與度，並客製化資

源利用課程，促進館藏資源使用率。102 學年度共舉辦 22 項推廣活動及 90 場次

資訊利用課程，類型多元，活動總參與人次較 101 學年度成長 50%，特別是電子

資源使用率大幅增加 34%，有效推廣採購之電子書。 

(二)整體服務滿意度獲肯定 

102 學年度上、下學期各進行為期二週「圖書館滿意度問卷調查」，高達 9 成的

使用者對圖書館整體服務感到滿意，相較 101 學年度整體服務滿意度成長 3%。 

(三)增設多方位溝通平台，強化「學科館員服務」、持續傳遞學術新知。 

五、汰舊更新伺服器 

導入雲端作業系統，充分利用硬體效能，採用實體轉置虛擬化技術，解決實體伺服

器維護不易之困擾。 

六、改版更新圖書館網站 

組成「圖書館網頁改版專案小組」集思廣益，積極改善圖書館網站架構、網頁內容

設計，開放式網頁版型便利使用者查找所需資訊。 

七、更新非書資料室視聽設備 

依「圖書館滿意度問卷調查」中館藏圖書資源(含非書)滿意度調查，較 101 學年度

滿意度成長 2.9%；使用人次增加 1,888 人，借閱件數增加 1,01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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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3 學年度多元圖書資訊推廣服務活動 

一、設置「漫讀區」 

為感謝中文系校友周衡先生愛護母校，將所珍藏的 9 千餘冊漫畫贈予本校，圖書館

特於中正圖書館設置「漫讀區」典藏，並於 10 月 1 日舉行「漫讀區」揭牌儀式正式

啟用。此批贈書不乏許多耳熟能詳的漫畫書，包括本土漫畫家劉興欽先生創作的《大

嬸婆》、《丁老師》系列、深受學生喜愛的《灌籃高手》、《名偵探柯南》、《航

海王》及被日本外務省選為「最能代表日本現況」的媒體－「島耕作系列」等。 

二、103 年 9 月 15 日至 10 月 3 日圖書館舉辦新生活動「103 學年度雙城記-圖書館陪您

走第 1 哩路」系列活動，內容如下： 

(一)雙城圖樓記 

時間：9 月 15 日至 10 月 3 日 

對象：限東吳新鮮人 

地點：兩校區圖書館及校史室 

方式：利用《MY WAY 雙城記事手札》中的雙城圖樓，按圖索驥攻樓。 

(二)E 起來 

時間：9 月 22 日至 9 月 25 日，11 時 30 日至 13 時 30 分。 

對象：全校師生 

地點：雙溪校區書局前（9/22-9/23）、城中校區法學院前（9/24-9/25） 

方式：由學科館員介紹圖書館常用電子 e 資源，讓您 E 卡在手，知識無窮。 

(三)你挑書(片)我買單 

時間：9 月 29 日至 30 日，12 時至 13 時 30 分 

對象：全校師生 

地點：雙溪校區書局前（9/29）、城中校區法學院前（9/30） 

方式：圖書館精選暢銷新書約 200 本及家用版影片 50 片，師生參與挑書(片)活

動。 

(四)Only My Way  

時間：9 月 15 日至 104 年 5 月 

對象：限東吳新鮮人 

方式：持《MY WAY 雙城紀事》內頁《SCU iRead》幸福集點，集滿 10 點，可
兌換Only My Way抽獎券，參加104年5月Only My Way獨享抽獎活動。 

三、103 學年度圖書館「年度常態活動」如下： 

(一)幸福滿點&集十幸福 

時間：103 年 9 月 15 日至 104 年 5 月 

內容：集滿《SCU iREAD》10 點，就能參加幸福滿點 5 月抽獎活動。 

方式：延續去年集點活動，集點卡可至二校區服務櫃台索取，本年度採集滿 10

點後直接投入抽獎箱幸福滿點 104 年 5 月抽獎活動。 

(二)嚴選 50 PART II 

時間：103 學年度 

內容：由學科館員依五個學院不同性質，推薦 50 本精選好書（含非書）。 

地點：兩校區圖書館展示區 

方式：延續去年嚴選 50 活動，借閱書展用書可獲得《SCU iREAD》1 點，在 FB

臉書分享閱讀心得(50 字以上)，加贈一點。 

參、提升館務行政效能 

一、103 年暑假城區分館新闢 23 席「學習共享空間」，提供師生多元學習空間。 



------------------------------------------------------------------------------------------------------------------------ 
東吳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次 (1031217) 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118 

二、完善兩校區借還書流通服務 

閱覽與非書服務同仁定期檢視圖書調借狀況，視讀者需求機動調整館藏概況，以最

有效方法提供讀者借閱。 

三、加強圖書館網站功能 

圖書館網頁改版上線，除調整首頁版型與色系外並新增文獻查找功能，包括：歷史
公告查詢。資源探索服務 Summon 與 Primo Central 開放試用，提供同時查找館藏目
錄及電子文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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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 教學卓越計畫 

(一) 103(1)學期教學改進補助計畫核定 19 件申請案，補助金額約 145 萬元，執行至 12 月

31 日。103(2)學期教學改進補助計畫申請至 10 月 31 日止，預計 12 月初公告核定結

果，為配合校定政策，本次持續補助學系開設「總結性課程」，計畫執行內容包含「總

結性課程」建置相關議題之學系，可另申請最高 5 萬元補助經費。 

(二) 103(1)學期教師專業社群補助核定 16 件申請案，補助金額約 56 萬元，執行期間至 12

月 31 日。103(2)學期補助案自 103 年 11 月 1 日起受理線上申請。 

(三) 為協助教師發展多元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工具，擬於 103(2)學期起，由教師教學發展組

發起「教學評量尺規(Rubrics)的運用與設計」社群，規劃由理論至實作的系列課程，

社群運作細節與確定之集會日期，屆時由參與教師協定，歡迎學校專兼任教師踴躍報

名參加。 

(四) 103 年 8 月 27-28 日辦理「103 學年新進教師輔導活動」，新進教師共有 15 位，其中

13 位參與研習活。活動影音已整理完畢並上傳教師教學發展組網頁，提供有興趣教

師參考。 

(五) 103 學年教師教學資源手冊已於 9 月初送至各系辦，委請系辦轉發，本次發放數量係

依據各單位需求調查結果，若後續各單位有新增需求，請洽教師教學發展組。  

二、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 辦理「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03 年度跨校教師教學專業社群」申請，共有政治大

學、中國文化大學及東吳大學等 3 所夥伴學校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提出 4 項申請案。

審查結果已函知 4 項社群召集人暨所屬學校，執行期間自 103 年 10 月 15 日至 104 年

4 月 15 日止。 

(二) 完成 103(2)學期同步遠距通識課程開課調查，本校主播「中國戲劇概論（溪通識二）」

1 門課程。 

(三) 為協助教師強化課堂師生互動，特以北一區計畫經費聯合採購 100 個帳號供各校教師

申請使用，本校保留 15 個名額。因部分教室 Wi-fi 訊號無法支援上線需求，擬協調

遇網路連線問題的教師至新啟用之「先進未來教室」上課，且為免資源浪費，原保留

之名額如未用罄，擬釋出予夥伴學校教師申請。 

(四) 辦理 102-104 年度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第 1 次經費調整申請，教育部業於 11

月 27 日正式核定。 

(五) 完成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 102學年度成果報告及 103學年度修正版計畫書

報部。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理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 8 月 12 日報部「104-105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初審報告書」。經初審通過，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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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部「104-105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複審報告書」與「102-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自

評報告」。預計 12 月下旬至教育部進行「104-105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簡報。 

(二) 8 月 27 日「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第二期款(1,400 萬元)已撥付。11 月 13 日辦理

第三期款(1,200 萬元)請撥事宜。 

(三)  9 月 10-30 日完成「103 年度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各子計畫執行進度評估，10

月 1-7 日完成各分項計畫審核。11 月 13 日召開「102-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第 3 次

管考小組會議」，啟動 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校內管考作業。 

(四) 10 月 28、29 日審計部蒞校查帳(101-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憑證)，配合印製憑

證封面及標籤、與會計室合作整理會計憑證、安排布置查帳場地等事宜。審查期間

由學生學習資源組組長於現場即時回應，並安排相關同仁到場回應審計人員提問。

11 月 6 日函請獲抽點單位提供當日被詢問之問題及回應說明，於 11 月 26 日回覆教

育部及審計部抽查後之相關問題。 

(五) 11 月 3 日至 12 月 12 日辦理 103 年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冀以年度計畫影片佐以實

體擺台，使學校師生更了解教學卓越計畫內容。截至 11 月 25 日，合計 113 人次參

與。 

(六) 11 月 18 日函知各子計畫 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經費結案事宜，並調查各子計畫經

費執行情形。同時辦理經費流用及調整等相關事宜。 

(七) 11 月 20 日函知各子計畫 104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核定續聘員額。 

(八) 11 月進行「103 年度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學滿意度問卷調查前置作業，預計

12 月台灣評鑑協會將至本校進行問卷調查。 

二、教學助理補助、語文學習角、個別學習諮詢暨媒合服務 

(一) 103-1 學期各類教學助理計畫辦理情形如下： 

 隨堂教學助理 課輔教學助理 

補助課程數 101 50 

助理人數 111 49 

(二) 隨堂教學助理： 

1.9 月 25 日辦理 103(1)學期期初培訓暨說明會(89 名 TA，滿意度達 98.7%)。10 月 15、

16 日、11 月 19、21 日於兩校區辦理期中培訓：Moodle 教學平台說明(79 名 TA，滿

意度達 93.03%)、教學經驗分享(53 名 TA，滿意度達 91.2%)。12 月 3、5 日舉辦「教

學資源分享」主題。 

2.11 月 14 日至 12 月 13 日進行「隨堂助理協助教學成效評量問卷施測」。 

3.預計 12 月中公布 103(2)學期教學助理申請資訊。 

(三) 課輔教學助理： 

1.9 月 17 日舉辦 103(1)學期期初說明會，32 名助理參加，餘 17 名已完成線上補訓。

11 月 17-28 日進行「課輔助理協助教學成效評量問卷施測」。預計 104 年 1 月辦理期

末座談會。 

(四) 103(1)學期「語文學習角」招募外語會話小老師：英語 4 名(含 1 名精通英語及西班

牙語)、日語、韓語各 3 名，提供外語對話練習服務，累計至 11 月 18 日約 241 人次

參與。 

(五) 8 位學生申請 103(1)學期「個別學習諮詢暨媒合服務」，開設微積分、聲韻學、人

文學生論文寫作、英文文法等 4 門課程、招募 4 位小老師，截至 11 月 18 日受益學

生達 6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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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空間使用情形 

空間 
學生學習進行室 線上學習進行室 

兩校區 雙溪校區 

使用人次 1,307 2,642 

四、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 截至 11 月 25 日，103(1)學期「跨校學生英文作文 e-mail 批改服務」完成 62 篇文章

批改。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建立全方位數位教材製作服務方案(累計 103 年 8~11 月) 

項目 教材製作 教學資源器材借用 
數位媒體諮

詢 

空間借用(雙溪) 

數位教學實驗室 教師數位教材製作室 

統計 
完成 27

案 

33 人次、471 項設

備 
114 案件諮詢 

31 人次、78.5 小時 5 人次、15 小時 

二、推廣數位學習應用方案 

(一)103(1)學期「網路學園」累計 319 教師使用，共 607 科次。 

(二)103(1)學期「數位課程認證」計畫，送出申請賴光真老師「教育哲學」1 門課程。 

(三)12 月 5 日邀請東海大學施奇廷教授，進行翻轉教室教學經驗分享。 

(四) 10 月 8 日完成「先進未來教室」設備建置並開放使用。11 月 28 日完成「攝影棚」

建置之設備驗收。 

三、維護數位教學與行政系統 

(一)教學改進暨教師專業社群申請平台 

1.城中機房新 VM 建立完成 163.14.19.38，並請廠商遠端進入建置。 

2.協助 163.14.163.123 測試平台之正常運作。 

(二)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申請暨管考平台 

1. 分區召集學校權限問題修正、經費支用情形報告表、綜合評鑑表數據匯入。管考平

台建置與修改需求討論。 

(三)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系統 

1. 協助北一區夥伴學校網站調整以及功能修正、北一區學生萬事通網頁轉址設定。 

2. 協助將 www.nttlrc.scu.edu.tw 改為指向 IP:163.14.19.60(黑快馬)。 

(四)Exalead 巨量搜尋系統 

1. 協助規劃課堂反應問卷資料匯入。重新設計「學生學習長期成效追蹤」之因素分類，

並規劃與教務處之資料統整分析。 

2. 9 月 26 日與圖書館討論系統分析數據規劃。10 月 13 日召開系統產學合作合約確認

會議。10 月 24 日進行應用開發專案討論會議。10 月 29 日與教務處進行系統專案應

用討論會議。 

3. 11 月 6、7 日進行教務資料匯入系統程式設計，完成招生組「入學與招生」資料匯

入分析。11 月 18 日與副校長展示系統教務專案應用。 

(五)教學卓越管考平台：轉移資料庫修改，及關鍵績效指標、執行進度/綜合評鑑表功能

修訂。 

(六)影音資訊站系統：於秘書室和群育中心開會討論後，修正原有申請系統並開放使用。 

(七)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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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輯平台操作手冊(教師操作說明)，製作平台影片(建置目的、系統簡介、教師操作

說明)。 

2. 匯入教師帳號、103(1)學期課程資料，以及學生選課資料。完成單一帳號登入認證

程式設計與安裝。平台版本升級至 2.7.2+，運作狀況良好。 

(八)系所評鑑系統：修改與維護系所評鑑系統程式。 

(九)器材管理系統完成建置並進入最後測試階段。 

(十)中文檢覈平台系統 

1. 9 月 20 日至城中測試 RADIUS 帳號漫遊認證，目前運作正常。9 月 25 日協助於城

中機房完成主機設備架設、驗收。 

2. 11 月份協助中文素養檢覈平台班級施測之技術支援。 

(十一)遠距視訊教室 

1. 普仁講堂多點視訊會議設備，於 9 月完成驗收並開放申請使用。 

2. 支援秘書室雙溪 A210、城中 5213 連線。協助 11 月 10 日國際商管學程兩校區連線。 

3. 協助德育中心 9 月 4、9、10 日於傳賢堂舉辦之第 1 哩活動。 

4. 協助通識中心普仁堂錄製通識特色講座、社會系普仁堂錄製韓國文化講座。支援政

治系吳志中教授轉播贈勳「法國國家功勳騎士勳章」儀式、政治系陳立剛老師 103(1)

學期「全球公共政策」遠距視訊課程。 

5. 10 月 17 日與銘傳大學在 D0501 測試遠距。 

(十二)Maple T.A.測驗系統：11 月 7 日與數學系葉麗娜老師討論教育訓練時間。11 月 27

日系統版本更新 9.5 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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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一、電子化校園專案執行說明 

(一) 完成會計預算執行子系統上線及相關教育訓練事宜。 

(二) 完成總務系統財產重複入帳、財產減損、折舊報表數據與會計室不符問題處理。 

(三) 完成人事系統勞保勞退資料下載程式新增推廣部教師資料相關調整及修改。 

(四) 完成推廣部系統日結、追加課程、與學員身份證字號錯誤問題處理。 

(五) 完成碩士班甄試報名網頁修改及報考證明程式開發。 

(六) 完成新增人事系統休假、留職停薪、留職帶薪資料下載。 

(七) 完成大量郵件發送功能錯誤修正。 

(八) 完成活動報名筆數過多無法簽到問題修正。 

(九) 持續進行電子化校園系統資訊安全各項日常作業。 

(十) 持續進行電子化校園各系統之相關問題處理、上版清單與上版程式審閱。 

二、卓越計畫及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相關系統進度說明 

(一) 持續進行北一區 HP 資料庫維護，定期進行健檢與修補程式更新。 

(二) 擴充東吳軟體雲硬體設備並辦理兩校區教職員生軟體雲教育訓練。 

三、全校網路環境建置說明 

(一) 完成英文單位網站建置及資料排版上傳事宜並進行全校性英文官網改版事宜。 

(二) 完成畢業典禮無線網路測試；完成虛擬主機系統建置。 

(三) 完成全校性防火牆及校務行政系統防火牆系統版本升級。 

(四) 完成「東吳大學電算中心虛擬主機服務管理要點」及「收費標準」並公告之，自 103

學年度起新增虛擬主機服務。 

(五) 完成英文網站硬碟擴充工程；完成個人網頁伺服器移機事宜。 

(六) 完成外雙溪校區無線架構調整。 

(七) 完成無線網路新增 ip 之分配及架構調整解決雙溪校區認證網路不穩之狀況。 

(八) 完成全校性電子郵件信箱(webmail.scu.edu.tw)英文及簡體中文語言套件安裝。 

(九) 完成柚芳樓光纖線路修復。 

(十) 進行全校性代理伺服器暨專線備援負載平衡器新購測試。 

(十一) 進行電子郵件伺服器升級作業評估討論。 

(十二) 進行兩校區校區無線網路使用環境測試及評估。 

四、校務行政系統開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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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完成支援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選課、註冊各項相關電腦作業及相關程式之增

修。本學期選課作業在 IBM 新型專家整合系統平台上運轉，無論系統相容性，相關

系統作業皆能正常且順暢的運行。 

(二) 完成學士班不同管道入學新生之學籍、成績等相關資料轉檔。 

(三) 完成選課限制查詢程式修改。 

(四) 持續協助處理學務系統相關維護及問題處理。 

(五) 持續進行工讀生系統勞退相關功能新增修改。 

(六) 完成修改授課計畫表能力指標填寫規則及使用規則。 

(七) 完成修改人事系統學術專長欄位填寫及下載與人事代碼查詢功能。 

(八) 完成建置外國學生入學申請就讀意願回函版面及首頁，新增外國學生入學申請就讀  

意願回函的開放時間設定檔及網路報名考生錄取資料表，完成轉出外國學生報名資

料。 

五、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電算中心完成與校內一級行政單位訪談會議。 

(二) 本校微軟 CA 學生版合約軟體已自 8 月 1 日開放學生下載及校外認證機制。 

(三) 完成新購 2208 電腦教室 78 台電腦與教師 80 台電腦驗收。 

(四)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 5 門課程，截至 11 月底兩校區教職員共

計 92 人次報名參加。 

(五) 協助多媒體教室電腦軟體更新及設定。 

(六) 撰寫並彙整本校覆教育部之 102 學年度「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執

行自評表」。 

(七) 完成修訂「東吳大學電腦教室使用及收費辦法」，自 103 學年度起兩校區各保留兩

間電腦教室供學生自由上機使用。 

(八) 電算中心於 6 月 6 日邀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胡中瑋律師

到校演講，講題為「如何合法使用軟體」，教職員生共計有 28 人參加。 

(九) 完成英文單位網站系統建置及資料上傳事宜；完成華語中心英文網址修改。 

(十) 完成協助教學資源中心設備(主機代管)驗收事宜。 

(十一) 完成協助體育室代管主機(163.14.19.49)HDD 更換與 OS 重新安裝。 

(十二) 完成協助教資雲端影音平台 iPhone & iPad 無法播放問題查找。 

(十三) 完成協助出納組 EDI 系統硬體需求評估。 

(十四) 完成配合圖書館申請修改代理伺服器設定。 

(十五) 完成協助國際處進行英文單位網站建置及資料排版上傳事宜。 

(十六) 完成微生物系、環安衛暨事務組、海量資料分析研究中心新增網點工程。 

(十七) 完成普仁堂臨時及新增網點建置及測試；完成註冊會場臨時網點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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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完成生涯發展中心空間調整網點異動與新增位置；完成第一哩網路設定及測試。 

(十九) 完成配合教資中心建置「中文素養檢覈平台」，設定 TANet 無線漫遊伺服器之

組態；完成配合社會工作學系申請修改頻寬管理器設定。 

(二十) 完成協助教學資源中心新增代管主機(163.14.19.58 與 163.14.19.59)設備進駐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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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體育教學組】 

一、9 月 9 日召開 103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體育室課程委員會，討論「東吳大學學生運動核

心能力檢定」之目標與檢測時間事宜。 

二、9 月 11 日下午舉行「103 學年度東吳大學體育教學研討會」，邀請實踐大學方信淵博士

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企劃金頭腦養成秘笈。 

三、9 月 29 日-10 月 17 日進行 103 學年度「東吳大學學生運動核心能力」檢測，11 月 17 日

-12 月 12 日針對檢測未通過及未檢測學生，實施 4 週 8 次體適能加強班課程。 

四、10 月 8 日下午舉行 103 學年第 1 學期「體育教學觀摩會」，邀請體適能專業敎練陳允中

老師示範體適能處方操作。 

五、10 月 29 日召開 103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體育室課程委員會，討論 104 學年起學生女生

800 公尺、男生 1600 公尺之檢測實施方式及 104 學年開課項目、班數與大一新生選課宣

導作業。 

六、11 月 7-12 日進行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體育課程排課作業。 

七、11 月 17-28 日於外雙溪校區進行大一體適能檢測。 

八、11 月 19 日召開 103 學年第 1 學期第 3 次體育室課程委員會，審查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

體育課表及 104 學年度體育課程表。 

九、規劃 12 月 27 日在城中校區承辦大專體總「103 年度體適能教學研習會-抗力球研習會」。 

十、規劃 104 年 1 月 10 日在城中校區承辦教育部「體育學術座談會」。 

十一、規劃 104 年 1 月 12 日體育室教師進修會。 

十二、9 月 24 日、10 月 22 日、11 月 5 日、13 日、19 日共計召開五次體育室教師初審委員

會。 

十三、9 月 17 日、24 日、10 月 8 日、15 日、11 月 12 日共計召開五次室務會議。 

 

【體育活動組】 

一、於 9 月 3 日召開 2014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籌備會議會前會，確認舉辦時間為 12/6—12/7 

，9 月 24 日、10 月 22 日、11 月 19 日共計召開三次超馬籌備會議。。 

二、評估於外雙溪二教研大樓頂樓增闢運動場地。 

三、103 年度本校 48 位學生參與學校運動志工志願服務，於衛福部網頁完成資料登錄。 

四、103 學年起開始實施各運動場館工友工作自評表。 

五、外雙溪校區體育室辦公室前牆壁增設電視螢幕，播放體育訊息。 

六、本校男女籃球隊 8/24-31 日赴復旦大學參加滬台大學籃球交流活動，男子隊獲第三名、女

子隊獲第一名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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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增「國際輪椅籃球邀請賽」活動，時間訂於 104 年 6 月 5 日至 6 月 7 日。 

八、已完成大一接力賽男子最優前十五名為歷史一、法一 D、法一 B、法一 A、企一 D、數

學一、資一 A、經一 A、企一 A、會一 A、貿一 A、貿一 B、經一 B、財精一 C、企一 C；

女子最優前十五名為工一 A、貿一 B、企一 D、心理一、法一 B、德文一、英一 C、法

一 D、會一 C、會一 D、企一 B、社一 A、貿一 A、中一 A、會一 A。 

九、已完成 103 學年度大專教職工桌球、籃球錦標賽報名，桌球賽 103.11.21-11.23 於淡江蘭

陽校區、籃球賽 104.1.3-5 於中洲科大舉行。 

十、10 月 18-19 日完成第 37 屆體育週籃球裁判研習營，共頒發 37 名研習證及 20 名裁判證。 

十一、為籌備 2014 東吳國際超馬的賽道距離認證，10 月 15 日請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場地測量

組來校場地測量，並完成賽道距離認證。 

十二、已完成第 37 屆體育週新生盃各項球類活動報名，共計有：男籃 23 隊、女籃 20 隊、女

排 20 隊、男排 18 隊、羽球 26 隊、男桌 10 隊、女桌 4 隊等隊伍參賽。 

十三、11 月 1 日止完成「2014 NEW BALANCE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賽」報名，24 小時賽共

有 41 人參賽，為紀念曼德拉而跑 67 分鐘體驗賽 67 人參賽，5 小時超馬接力賽夜跑時段

41 隊、開跑時段 46 隊、午跑時段 41 隊、早跑時段 41 隊。 

十四、已完成 103 學年度大專一般組籃球聯賽、排球聯賽、棒球聯賽報名，籃球聯賽男子組

北二區預賽 12/5-12/7 日於德明科大舉行，女子組北一區預賽 12/8-12/12 日於本校舉行、

棒球聯賽北一區於 12/3-12/15 日於北市社子島分區預複賽、排球聯賽男子組南一區 12

月 16 日-12 月 18 日於遠東科大，女子組南二區 12 月 15 日-12 月 16 日於中山大學舉行。 

十五、103 學年各項體育活動時間表 

活動項目 分  項 預訂活動時間 備  註 

第 37 屆體育週 

新生盃 

1.籃球裁判研習 103.10.18-103.10.19 雙溪體育館 

2.男子籃球 預：103.11.17-103.12.19 

決：103.12.20（六） 

室外籃球場 

3.女子籃球 雙溪體育館 

4.男子排球 預：103.11.22、23、29 

決：103.11.30（日） 
雙溪體育館 

5.女子排球 

6.桌球 103.12.14 雙溪體育館 

7.羽球 103.12.13 雙溪體育館 

大一接力賽 103.10.20-103.10.31 雙溪操場 

2014 東吳國際超馬 103.12.06-103.12.07 雙溪操場 

教職員工桌球聯誼賽         103.12.14 雙溪體育館 

建校 115 周年校慶運動會 104.03.15 雙溪運動場 

教職員工登山健行（自行車） 104.04.25 
大直美堤-淡水漁人碼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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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 

系際盃球類競賽 

1.男子籃球 預：104.04.27-104.05.22 

決：104.05.23（六） 

室外籃球場 

2.女子籃球 雙溪體育館 

3.男子排球 預：104.05.02、03、09 

決：104.05.10（日） 

雙溪體育館 

4.女子排球 雙溪體育館 

5.桌球 104.05.17 雙溪體育館 

6.網球 104.05.11-104.05.17 雙溪網球場 

7.軟式棒球 104.04.27-104.05.24 雙溪運動場 

8.羽球 104.05.16 雙溪體育館 

教職員工羽球聯誼賽 104.05.30 雙溪體育館 

2015 東吳國際輪椅籃球邀請賽 104.06.05-07 雙溪體育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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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本校推廣教育 102 學年總營收報告（上課期間：102 年 8 月 1 日～103 年 7 月 31 日止） 

一、 城中校區經常班 

(一) 102 學年度城區各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率如下（與 101 學年同時期比較）： 

1、日文班：總人次成長 12.75％；總收入成長 12.05％。 

2、韓文班：總人次成長－0.97％；總收入成長 0.67％。 

3、英文班：總人次成長 22.53％；總收入成長 20.59％。 

4、德文班：總人次成長 13.48％；總收入成長 10.71％。 

5、法文班：總人次成長－0.55％；總收入成長 2.04％。 

6、西班牙文班：總人次成長 25.48％；總收入成長 27.21％。 

7、義大利文班：總人次成長－43.75％；總收入成長－43.80％。 

8、數位人才學苑：總人次成長 4.24％；總收入成長 51.87％。 

9、企貿班：總人次成長 15.26％；總收入成長 5.51％。 

10、 精緻生活系列課程：總人次成長－1.71％；總收入成長 5.14％。 

(二) 城中校區經常班 102 學年較 101 學年，總人次成長 11.52％；總收入成長 13.13％。 

 

二、 雙溪校區經常班 

(一) 102 學年度雙溪各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率如下（與 101 學年同時期比較）： 

1、 雙溪日文：總人次成長 6.70％；總收入成長 5.81％。 

2、 雙溪瑜珈：總人次成長－59.21％；總收入成長－73.45％。 

3、 雙溪法文：總人次成長－38.46％；總收入成長 11.90％。 

4、 雙溪韓文：總人次成長－53.85％；總收入成長－51.04％。 

5、 雙溪德文：總人次成長－100％；總收入成長－100％。 

(二) 雙溪校區經常班 102 學年較 101 學年，總人次成長－10.33％；總收入成長－9.64％。 

 

三、 學分班 

(一)102 學年度本校自行招生學分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率如下（與101學年同時期比較）： 

1、學系開設學分班：總人次成長 4.06％；總收入成長 0.03％。 

2、不動產估價師、地政士學分專班：總人次成長－24.44％；總收入成長－30.68％。 

(二) 學分班 102 學年較 101 學年，總人次成長 0.82％；總收入成長－2.99％。 

 

四、 委訓課程 

(一)102 學年委訓課程，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率如下（與 101 學年同時期比較）： 

1、PMP 專案管理師：總人次成長－20.79％；總收入成長－19.79％。 

2、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學分專班：總人次成長－12.50％；總收入成長－15.18％。 

3、充電起飛加值方案：總人次成長－100％；總收入成長－100％。 

4、教育部樂齡大學：總人次成長－2.99％；總收入成長－0.33％。 

5、政府機構包班及企業包班：總人次成長 54.26％；總收入成長 180.94％。 

6、企業委訓高端培訓：總人次成長 76.67％；總收入成長 228.00％。 

7、東吳高中營隊：總人次成長 2.6％；總收入成長－4.83％。 

8、溪城講堂：總人次成長 132.14％；總收入成長 127.04％。 

9、新招收境外自費研修生 145 名。 

10、 新承接國家文官學院委託辦理「2013 年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習班」，學員 24

名。 

(二)委訓課程 102 學年較 101 學年，總人次成長－19.15％；總收入成長 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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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育部暑期英語密集營 

(一)102 學年列計 18 人次，補助款 465,135 元。(102 學年未辦理，此為 101 學年餘款) 

(二)101 學年列計 28 人次，補助款、本校配合款 868,406 元。 

 

六、 台北市政府建教合作薦送員額 

(一)102 學年列計 350 人次，應列計收入 1,988,000 元。 

(二)101 學年列計 326 人次，應列計收入 1,863,500 元。 

 

七、 目標收入及目標達成率 

(一) 102 學年目標收入 114,815,000 元，  

總人次 28232 人，總收入 136,276,351 元，目標達成率 118.69％。 

102 學年較 101 學年，總人次成長 6.36％；總收入成長 18.99％。 

(二) 101 學年目標收入 108,750,000 萬元， 

同時期總人次 26545 人，總收入 114,528,913 元，目標達成率 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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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一、新生輔導工作： 

（一）宿舍探訪：對於新生入住宿舍期間，團契學長姐至校內宿舍，校外宿舍（合江、

合楓宿舍）探訪，進行新生關懷。 

（二）中秋烤肉：時間為 9 月 8 日；此活動主要關懷外籍生、陸生、僑生、中南部學生，

共計 80 位來參與烤肉盛事。 

（三）新生註冊服務：9 月 9-10 日，兩校區團契學生於註冊現場服務約二千位新生，協

助新生體檢、註冊程序，並協助適應大學生活。 

（四）大學達人講座：在新生月時，舉辦大學達人系列講座，對象為全校同學。本學期

邀請東吳大學基督徒陳立剛老師，於 9/10 分享「我的大學計畫書」；9/17 由何儒

育老師分享「筆記達人」；9/24 羅育齡老師分享「跨越現實與理想的大學生活」；

三場共計 250 位學生參與。 

二、例行聚會 

（一）雙溪學生團契 

1. 每週三 1730-2000 是學生團契演講餐會，講題有人際交往、感情輔導、聖經真理

等，約有 20-30 位學生參加。 

2. 每週二中午 1220-1320 是學生團契禱告會，為學生學業、師長校務、學校情況禱

告，約 7 位學生參加。 

3. 週三、四、五中午 1220-1320 是學生小組聚會，一起共進午餐，從聖經人物典範

中學習生命品格、生活專題討論、聖經閱讀，共約 40 位學生參加。 

4. 真理循道班：共有 7 班，29 名學生，學生利用空堂時間來學習聖經真理（使徒信

經、主禱文、十誡） 

5. 學生關懷：定期與學生進行課業及生活輔導，關懷學生心靈方面的成長。 

（二）城中團契 

1. 禱告會：每週一-五上午 0900-1000 

2. 真理造就班：每週一-四 中午 1230-1320 

3. 專題講座：每週五中午 1230-1320，約有 25 位參加 

4. 查經小組 5 組 

5. 陪讀小組 5 組 

6. 固定造教：19 位學生 

（三）教職員團契 

1. 溪區：每週一中午 1210-1320，6-8 人，目前閱讀哥林多後書。 

2. 城區：每週二下午 1730-1830，5-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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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素堂 50 週年慶 

12/7（日）50 週年慶，有戲劇，時光迴廊（歷史故事展），壁記揭幕。 

四、營會/活動 

（一）華人校牧協會港台交流營：時間是 7/3-7/8，本次由東吳大學校牧室主辦，假聖約

翰科技大學舉行；主題為「宣道與人道」，通過馬偕信仰體驗及飢餓十二，幫助

學員體認宣道與人道之精神；參與學員 86 人。 

（二）新生飢餓三十：時間是 10/3-10/4，為 103 學年校牧室主辦之迎新營會，透過兩天

一夜的迎新，幫助新生融入團契，並認識基督信仰與人道關懷之精神；本次參與

人數為 60 位。 

五、特別節慶活動： 

（一）12/10 晚上為雙溪東吳團契聖誕晚會會，晚會名稱為「遇見‧愛」。 

（二）城中聖誕活動 

1. 12/6 0900-1700「啟發週末營」在新店真理堂舉行 

2. 12/15-19 契友至城中各教室報佳音 

3. 12/17 1730-1800 在城中法學院門口，有半小時的福音詩歌傳唱 

4. 12/1/ 1800-2000 在 2123 會議室舉行聖誕晚會 

5. 12/22-23 0900-0900 24 小時連鎖禱告會 

六、接待外賓--聯絡海外衛理公會 

（一）陳校牧前往東馬砂勞越衛理公會民都魯教區成人團契「夫妻成長」系列演講

（10/3-7）。 

（二）陳牧師招待日本衛理公會山本真教授（2/13-21）；西馬周道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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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委員會 

 

一、 本委員會於 103 年 10 月 13 日，在外雙溪校區寵惠堂 A210 會議室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次會議。本次會議除投票選出本學年度規章委員會召集人陳清秀委員，秘書施宜德委員

外，並針對 102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付委本委員會事務進行論議，報告如下：  

(一)、已完成付委本委員會與人事室共同討論「東吳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修訂案，並將

由人事室提案校務會議。（102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第 7 案） 

(二)、付委本委員會研議之「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茲因學校新

設「巨量資料管理學院」案已於 103 年 9 月 12 日奉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30130082 號核定設立，並將自 104 學年度起招生。依規劃該學院未設置學系，

擬比照跨領域學程、進修學士班，由「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其所屬教

師有關聘任等事項，因此擬再修訂「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

文，以為因應。該修訂案經人事室提案 103 學年度第 4 次行政會議（103 年 9 月

29 日）討論通過後，函請本委員會將 102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付委研議之同法

修訂案併同討論。 

本案本委員會已作成決議，因有建請人事室再行研議之條文，故本案函復人事室，

請其參考本委員會建議研擬之相關條文後，再行提案校務會議討論。（102 學年度

第 2 次校務會議第 8 案） 

(三)、本委員會於 103 學年度第 1 次會議中，就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辦

法、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章程及運作

辦法、軍訓教官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等，性質相近之法規，共同檢視

文字之一致性並達成決議，將「東吳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第十六條第二項建議修訂為：「申評會決定受理時，應以書面通知各評議委員開

會，並邀請申訴人、關係人、學者專家或相關單位人員到場說明。」。上述決議

將提案校務會議進行討論。（102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第 10 案附帶決案） 

二、 規章委員會 103 學年度第 2 次會議於 103 年 10 月 27 日，在城中校區商學院會議室舉行。

會中就「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討論修訂建議，決議如下：建議學術研究委

員會就案揭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有關「學術性專書」獎勵標準所列：「國外

著名出版社或國內公開發行並有 ISBN 國際標準書號之學術性專書，須提出外審證明及

學術水準之佐證…」宜再斟酌「提出外審證明」更為明確之定義，尤其「外審證明」是

否包括學術性專書於國內公開發行後所取得之「外審證明」，以資明確，並利遵循。 

此外，亦一併建議學術研究委員會，酌修辦法中有關教師申請作業流程，建議宜有更清

晰之規範，藉資鼓勵更多教師提出申請，以達該辦法鼓勵教師從事專業研究，提升學術

水準之目的。 

三、 依規章委員會 103 學年度第 2 次會議（103.10.27）決議，以電子郵件檢送委員會各委員，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語言教學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體育室

教師初審委員會」、「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初審委員會」

及「共通課程教師複審委員會」等委員會設置辦法供檢視、參考。並約期如發現前述辦

法中有不合理或不合時宜之處應進行修正時，請填覆修訂意見建議後回擲，俾利彙整後

請示召集人進行後續作業。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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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 

 

一、 102 學年度福委費經費總收入計 989,252 元，總支出計 671,192 元，結餘 318,060 元（詳

如附件）。 

二、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職員工福利基金支出項目預估為： 

(一) 103 學年第 1 學期補助各教職員社團活動費用約 58,000 元。 

(二) 103 學年度教職工寒假清境 2 日遊活動約 550,000 元。 

(三) 103 學年度年終餐敘彩品補助金提高為 6 萬元。 

三、 為激勵教職工工作士氣與增進同仁間之情誼，並達團隊之認同與凝聚﹔奉校長指示，

辦理 102 學年度教職工旅遊活動-清境農場 2 日遊。該活動同仁們熱烈參與，但因經費

與人數限制下，向隅者眾﹔且活動後回饋甚佳，成效良好。故於本學年寒假期間，增

辦乙梯次活動，供暑假未及參與之同仁參加。本委員會將於 104 年 1 月 24、25 日，辦

理 103 學年度教職工 2 日遊活動﹔囿於住宿空間、車輛安排及經費限制，仍採限額 240

人。 

四、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已提供優惠訊息 4 案，目前仍持續與各廠商

簽訂各類優惠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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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委員會 

 

一、103 學年度各管道招生情形 

（一）近兩年名額內各學制註冊比率分析 

部別 學年度 學士班 二年級轉學生 三年級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日間

學制 

102 學年度 97.08% 97.47% 91.27% 83.90% 93.75% 

103 學年度 96.64% 95.56% 94.19% 84.23% 94.44% 

部別 學年度 
進修 

學士班 

進學班二年級

轉學生 

進學班三年級

轉學生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

學制 

102 學年度 86.39% 83.33% 87.50% 95.36% 

103 學年度 100% 87.18% 78.95% 90.56% 

備 

註 

說 

明 

※學士班新生另包含退伍軍人、原住民、派外子女等特種身分考生外加名額，詳加分析

其註冊率（註冊人數÷分發錄取人數）： 

(1)教育部核定名額內註冊率 96.61 %（去年 97.08%） 

(2)含僑生、外國學生、身障生等外加名額之全校總註冊率 94.76 %（去年 95.54%） 

※身障甄試錄取 27 名、放棄 5 名、註冊 21 名（去年錄取 24 名，註冊 19 名） 

補充說明： 

2. 統計本校 103 學年度學士班入學新生高中學歷，分別以景美女中、內湖高中、中正高

中、中山女高、中和高中為人數最多之前五名；而目前在校學生人數最多之前五名，

則依序為景美、內湖、中正、中山、明倫五所高中。以大一新生戶籍所在地分析：台

北市及新北市學生佔大一新生人數百分比為 52.60%（台北市 27.94%、新北市 24.66%

；去年合計 55.80%）；其次為桃園縣，百分比 7.8％（去年 8.00%）；第三為台中市

，百分比 6.81％（去年 6.20%）；第四為高雄市，百分比 6.33%（去年 5.93%）。 

（二）近兩年名額外各管道註冊比率分析 

【陸生】 

學制 
學年

度 

招生學

系數 

招生

名額 

申請

入次 

通過審

核人次 

預錄正

取人數 

預錄備

取人數 

正式分

發人數 

註冊

人數 
註冊率 

學士班 
102 學年 15 27 2505 2361 27 1052 27 27 100% 

103 學年 22 40 2633 2500 40 1535 39 38 97.44% 

碩士班 
102 學年 5 5 47 31 5 11 5 5 100% 

103 學年 24 24 95 81 14 2 14 12 85.71% 

博士班 
102 學年 2 2 9 8 2 3 2 2 100% 

103 學年 5 5 29 25 5 6 5 4 80.00% 

陸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 

分發人數） 

103 學年度 93.10% 

102 學年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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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 

6. 全國 103 學年度學士班陸生總報名人數共 4512 人(去年 2711 人)，成績達標者 3404 人

(去年 1880 人)。教育部核定 133 校共招收 1988 名陸生(去年 98 校招收 1732 人)，總錄

取人數 1804 人(去年 1234 人)，缺額共計 184 人(去年 498 人)，招生達成率 90.7%創新

高。 

7. 103 學年首度開放國立大學招收學士班陸生，48 所國立大學總招生名額 240 名，但國

立大學缺額高達 68 人，佔總缺額數三分之一左右，顯然開放國立大學招生，確實吸

引了優秀陸生報名，但應未產生磁吸或排擠效應。 

8. 本校 103 學年度招收學士班陸生，全校統一訂定成績須達大陸高考本科一批分數線

始得報考（去年為二批分數線），總報名人次較去年不減反增，顯見本校在開放國

立大學亦可招收學士班陸生之政策下，仍擁有競爭力。 

9. 103 學年度學士班陸生選填志願數增至 46 志願，其中 10 個志願可填國立大學，每位

陸生每校至多可填 5 個志願，但國立大學每校只能填 2 個志願。分析本校 39 名陸生

志願情形，以第 6-16 志願錄取者居多。 

10. 至於研究所陸生招生方面，陸生依個人意願序，可報名多校多志願，但合計至多報

名 5 個志願。本校 103 學年度碩博士班陸生招生名額雖有大幅成長，但碩士班正式

分發狀況並不理想。 

【轉學生】 

103 學年度日夜學制轉學考試公告名額內外總招生名額 340 名，合計總報考人數 2,105

人（較去年 2,120 人減少 15 人）。招生情形如下： 

學 制 班 別 

招生名額 
報考 

人數 

錄取人數 名額內錄取率

（錄取人數 

   ÷報名人數） 

名額內註冊率 

（註冊人數÷錄取人數） 
名額

內 

外加 

名額 

名額內 外加名額 

正取 備取 正取 備取 

學士班二年級 138 14 1537 135 307 5 5 8.78% 95.56%（去年 97.47%） 

學士班三年級 86 2 352 86 102 1 0 24.43% 94.19%（去年 91.27%） 

學士班轉學合計 224 16 1889 221 409 6 5 11.70% 95.02%（去年 94.71%） 

進學班二年級 78 183 78 28 × 42.62% 87.18%（去年 83.33%） 

進學班三年級 22 33 19 3 × 57.58% 78.95%（去年 87.50%） 

進學班轉學合計 100 216 97 31 × 44.91% 85.57% （去年 84.72%） 

【僑生】 

學制 學年度 
招生

名額 

聯合分

發名額 

申請入

學名額 

申請 

人數 

審核錄取

人數 

實際分

發人數 

註冊 

人數 
註冊率 

學士班 
102 學年度 130 128 2 16 12 117 80 68.38% 

103 學年度 198 130 68 339 272 183 125 68.31% 

碩士班 
102 學年度 36 × 36 17 12 3 3 100% 

103 學年度 45 × 45 12 12 6 6 100% 

博士班 
102 學年度 2 × 2 0 0 0 0 * 

103 學年度 2 × 2 0 0 0 0 * 

僑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分發人數） 

102 學年度 69.17 % 

103 學年度 69.84% 

※另有派外人員子女返國申請就讀本校學士班共申請 1 名（去年 4 名）、錄取 1 名、實際

分發 0 名（同去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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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生】 

學制 學年度 招生名額 申請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註冊人數 註冊率 

學士班 
102 學年度 109 37 32 86.49 % 7 21.88 % 

103 學年度 115 69 52 75.36 % 23 44.23% 

碩士班 
102 學年度 66 19 18 94.74 % 4 22.22% 

103 學年度 78 20 19 95% 7 36.84% 

博士班 
102 學年度 9 7 3 42.86 % 2 66.67% 

103 學年度 8 2 2 100% 1 50% 

外國學生總錄取率 

（錄取人數÷申請人數） 

102 學年度 84.13 % 

103 學年度 80.22% 

外國學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錄取人數） 

102 學年度 24.53 % 

103 學年度 42.47% 

註：有關招收外國學生春季班，將依秋季班註冊後缺額（核定名額-註冊人數）進行招生 

 

二、104 學年度各學制各管道招生名額提報情形 

（一）教育部核定本校 104 學年度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為：

日間學制學士班 2,759 人（同意擴增 45 人）、碩士班 459 人、博士班 19 人，合計

日間學制學生 3,237 人；進修學士班學生 294 人、碩士在職專班 392 人，合計夜間

學制學生 686 人。總計日夜招生總量 3,923 人。 

（二）本校 104 學年度增設「巨量資料管理學院」，並招收「巨量資料管理學院學士學位

學程」90 名及「巨量資料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學位學程」30 名，新增法律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公法與公共政策組」、「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碩士班」取消學籍分組、

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跨國商務法律組」更名為「涉外商務談判法律組」 

（三）教育部於 103 年 9 月 17 日函覆本校申請 104 學年度學士班擴大個人申請入學名額

比率，同意以 50%為上限。 

（四）有關巨量資料管理學院學士及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招生名額調整方式： 

1.巨量資料管理學院學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共計 90 名，除教育部核定本校學士班總量擴
增 45 名外，本校相對由現有學系每班調減 1 名，共計產生 45 名（商學院經濟系減 2

名）。 

2.各學系調減之名額，概由該系考試分發管道名額逕行刪減。 

3.巨量資料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招生名額，本校考量 104 學年首度招生，招生名額
訂為 20 名，由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總量內調整 14 名(中碩專減 2 名、音碩專減 5 名、
日碩專減 3 名、經碩專減 1 名、會碩專減 2 名、高階經營碩專班減 1 名) ；另將進修
學士班中英日三系各班刪減 5 名(共減 20 名），並以跨學制名額轉換 0.31 比 1 權重比
例調整 6 名。 

（五）依上述規則調整後各學制總量名額為：日間學士班 2759 人、碩士班 459 人、博士

班 19 人，合計日間學制學生 3,237 人；夜間學制進修學士班 274 人、碩士在職專班

398 人，合計夜間學制學生 672 人；總計 3909 人。復依部函規定，各學系各管道招

生名額應於 9 月 30 日再案報部，經函請學系修訂簡章分則後，彙製各學系各管道

分配名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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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4 學年度學士班各管道招生名額比率如下【繁星不得逾 15%、申請核定 50%】 

 

（七）104 學年度外加名額各管道招生名額 

註：有關 104 學年度僑生申請入學招生名額共 133 位，聯合分發 138 位。 

（八）有關提撥四技二專招生名額案，依教育部來函規定：一般大學可於四技甄選入學管

道，增加名額招收高職生，但新增學系應以海事群、水產群、化工群、農業群、土

木與建築群及日語群等相關學系，其名額由教育部核定之，104 學年度援例由日文

系提供 10 名參加四技二專聯招申請入學。 

三、104 招生學年度各項考試日期排定如下（各項考試日期業於 103 年 10 月 8 日以東教字

第 1030400805 號函送全校各學院系及行政單位，提請預為籌劃因應）： 

碩士班甄試 無筆試 

 

進修學士班新生 

※甄審入學採計書面審查(學

測成績得檢附)。 

※申請入學採計指考或統測

成績。 

碩士班筆試 
104 年 2 月 27 日（週五） 

＜集中城中校區舉行＞ 
日夜學制轉學生 

104 年 7 月 12 日（週日） 

＜集中城中校區舉行＞ 

碩士在職專班筆試 
104 年 2 月 28 日（週六） 

＜集中城中校區舉行＞ 

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 

（大考中心辦理） 

104 年 2 月 1、2 日 

（週日、一） 

博士班招生考試 
104 年 5 月 24、25 日 

（週日、一）  ＜兩校區＞ 

聯合術科考試（音樂組） 

（大考中心辦理） 

104 年 2 月 5 日至 9 日 

（週四 ~ 週一） 

甄選入學個人申請 

第二階段指定甄試 

104 年 4 月 11、12 日 

（週六、日）  ＜兩校區＞ 

指定科目考試 

（大考中心辦理） 

104 年 7 月 1 日至 3 日 

（週三 ~ 週五） 

 

四、規畫 104 年 2 月 4 日、5 日（週三、四）分兩梯次，集中外雙溪校區舉行「2015 認識

東吳－與高中生對話」宣導活動，未來擬函請各學系支援「學群導航」，由各學系推

派代表介紹學系，每位學員可於七大學群課程中選擇兩堂課（一堂課三個相關領域的

學系為原則），認識東吳工作團隊業於 10 月 19 日進行相見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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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管道 
103 104 

參加學系 核定名額 參加學系 提報名額 

繁星推薦 19 230 8.47% 
44.87% 

22 382 13.85% 
63.8% 

個人申請 21 988 36.4% 23 1378 49.95% 

考試分發 22 1486 54.75% 23 989 35.85% 

學年度 
僑生 外國學生 

原住民生 身障生 運動績優 
學 碩 博 學 碩 博 

103 198 45 2 115 78 8 42 30 11 

104 271 47 3 144 46 2 48 3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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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 

 

一、討論修訂「東吳大學電腦教室管理及收費辦法」一案，修訂後通過，主要修訂說明如下： 

(一) 兩校區於電腦教室開放時段各保留二間電腦教室供學生自由上機使用 

(二) 非自由上機之電腦教室於未排課時段開放借用，借用以本校各單位優先，校外借用

次之。已排定自由上機之電腦教室，本中心得視電腦教室使用情況，保有臨時異動

之權利。 

(三) 學期間為避免影響已排課之課程上課，本中心不再進行電腦教室軟體安裝，新增之

軟體將安裝於軟體雲上。 

(四) 校內一級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辦理本校教職員生之未收費活動，每學期免費借用總

時數以 6 小時為限，非單班招生學系借用總時數以 12 小時為限。 

二、討論「104 學年度電腦實習費及電腦及網路資源使用費收費標準」一案，決議為收費標

準比照 103 學年度，「電腦實習費」為單一收費，2 學分(含以上)均收費 1,200 元；「電

腦及網路資源使用費」為每學期收取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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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委員會 

 

一、 本委員會於 103 年 9 月 9 日(週二)至 103 年 9 月 15 日(週一)止，進行 103 學年第 1 次

會議書面審查，審查議案：「審查推廣部 103 年 9 月中旬起新開課程與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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