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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一月 

一、 本學期學業關懷統一作業已順利完成，近三學期統一期間執行結果統計數據

如下： 

學 

年 

期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執行科

目數 

未執行

科目數 

執行教

師數

被關懷

學生數

學系關

懷學生

數 

執行科

目數

未執行

科目數

執行教

師數 

被關懷

學生數

學系關

懷學生

數 

102-1 1712 605 985 5640 678 126 102 99 546 107 

102-2 1605 1040 901 5555 807 160 93 125 504 101 

103-1 1715 407 976 5639 574 192 35 136 662 143 

二、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課程表，業於 12 月 15 日開放網頁查詢，另上網填寫授課

計畫表業已函知各授課教師，並於 11 月 17 日開放該學期課程授課計畫上傳功

能，填寫、公布期限為 104 年 1 月 9日。 

三、 因應選課作業，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課程有關教師、時段、教室等異 動，以及

停開、增開等事宜，原則自 103 年 12 月 15 日至 104 年 01 月 27 日加退選結束

前，課程時段不可異動，惟考量學系需求於 1 月 20 日前仍受理學系科目異動

申請。 

四、 依教育部來函，於 12 月 17 日前完成上網填覆本校英語文教學成效問卷。 

五、 本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預計於 12 月 29 日~104 年 1 月 10 日舉行，相關問卷

卡片已於 12 月 16 日分送兩校區各施測單位。目前有 27 位共通科目老師異動

施測時間，業已通知協助施測同仁配合老師時間進行施測。12 月 9日函知全校

性選修與共通課程教師相關施測時間事宜。 

六、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期末考試依行事曆訂於 104 年 1 月 12~18 日舉行；大一外

文統一筆試日期為 104 年 1 月 10 日下午於雙溪校區舉行，辦理教室借用、公

告通知、人員安排等事宜。 

七、 辦理教育部 102 年度補助本校人社院創意學程課程分流計畫「創意人文產學合

作實務人才育成計畫」第 1年成果報告暨第 2年經費申請事宜，以及第 1年經

費執行期程展延至 104 年 1 月 31 日事宜。 

八、 辦理教育部 104 年度補助本校化學系課程分流計畫「增加實務型課程與產業連

結」第 1年補助 80 萬元計畫案。 

九、 12 月 4 日赴台北市政府參加「第五期建教合作計畫案」，會中決議將依「第一

期建教合作計畫案」契約為藍本。（課程規模每年約 140 萬元，實質遠超過此

一數字）。 

十、 104 學年度計有 21 學系辦理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名額 178 名，共計 399 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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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較去年增加 140 名）。11 月 19 日前業已完成書面審查及一階段考試學系面

試、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進行二階段考試學系面試，分別於 11 月 27 日公告

初審合格及無複試規定學系錄取名單，12 月 10 日公告有複審規定學系錄取名

單，合計兩階段放榜名單，共計正取 165 名、備取 97 名。將於 1 月 6 日至 10
日正取生上網登記就讀意願後郵寄「就讀意願暨通訊報到同意書」辦理通訊報

到，以減少考生往返奔波。 

十一、 本校 104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訂於 104 年 1 月 5 日至 19 日開放網路報

名；2 月 27 日（週五）舉行筆試。法律專業碩士班及各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變更

報名方式為網路報名後郵寄書面資料。預定 1 月 5 日至 19 日開放網路報名及

郵寄書面資料；訂於 2 月 28 日（週六）舉行碩士在職專班筆試。筆試地點一

律集中城中校區。 

十二、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力測驗訂於 104 年 2 月 1、2 日（週日、一）舉

行，本校援例支援台北第三考區百齡高中分區巡視及監試工作。業經函送「監

試意願調查表」，並排定監試人員相關作業。 

十三、 彙整各學系填報 104 學年度春、秋季班外國學生轉學生招生名額及簡章分

則，併同「104 學年度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簡章」草案陳核，並委請英文系

代為翻譯，擬奉  核後請印中英文對照版簡章（將交送部份供國際處辦理宣導

使用）。預計 2015 年 2 月公告簡章，受理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十四、 配合陸生聯招會試務時程，函請各學系填報碩博士班簡章分則及各學制陸

生獎助學金資訊，併同「獎助學金辦法」全文，俟奉核准後，於 12 月 31 日系

統截止前上網登錄。 

十五、 104 年 2 月 4 日、5 日（週三、四）「2015 認識東吳-與高中生對話」宣導

活動，集中外雙溪校區舉行，業已函請學院支援「學群導航」，每學群領域由

負責學系自行設計安排，並發函策略聯盟學校，邀請推薦學生優先團體報名，

剩餘名額預計自 1 月 1 日開放個人網路報名。團體報名至 12 月 31 日止；另個

人報名至 103 年 1 月 18 日止，刻正進行活動策劃細部排練及推演。 

十六、 為激發本校學生創意與熱情，提升其美育視野，特與秘書室合辦「微風.
時代」溪城微電影甄選比賽，並藉此蒐集更多校園素材以供行銷學校，本校教

職員生均可報名參加，截稿日為 104 年 1 月 19 日。前三名獎金分別為新台幣

30000､20000､10000 元，希望多鼓勵同仁及學生踴躍參加。 

十七、 為分享大學端訊息與資源，深化本校與高中端交流，加強招生成效，將於

104 年 1 月 27 日（週二）下午 13：00~17：20，舉辦「大學，開門！--如何協

助孩子輕鬆打開申請入學之門」分享座談會，邀請各高中輔導室教師及有興趣

的科任教師與會。 

十八、 支援協助印製 2014 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活動所有參與活動工作人員之志 

工證書及服務證明書及活動當天即時成績證明書套印工作。 

十九、 進行 104 年度自辦通識教育外部評鑑相關資料之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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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於 103 年 12 月 23 日發函(1030401059 號)請各學系協助提供共通課程學生

學習成果及課程相關會議資料，以作為 104 年度本校自辦通識教育外部評鑑相

關佐證資料，收集之範圍包括： 

(一)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至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共通課程(含國文、外文、

歷史、民主法治與通識等領域課程)之學生成果(如作文、作業、報告、PPT

或光碟等)。 

(二)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至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共同課程(含國文、外文、

歷史、民主法治與體育)相關會議紀錄等資料。 

上述資料請開課單位於 104 年 1 月 29 日以前完成收集。  

二十、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共通教育委員會美育活動指導小組第四次書面審查： 
書面審查通過之美活動如下： 

編號 主辦單位 動 名 稱 
預估參 

加人次 
 活動類型 

1 群育中心 不凋花課程：聖誕花圈 25 展覽／講座 

2 歷 史 系 
知道了－清代奏摺制度與皇帝硃

批 
100 人文藝術演講

二十一、 103學年度夏季學院通識教育課程本校提報申請課程： 

本年度暑期本校共計提報三門，分別如下-- 

科目名稱 授課教師 所屬類別 

法學導論 楊奕華老師 第四類別：社會與發展 

工程與人類文明的生與死 洪如江老師 第三類別：自然與環思維與文化境

通俗文學與流行文化 沈惠如老師 第一類別：思維與文化 

 

二十二、 有關「資訊能力」畢業標準列抵審查事宜: 

依據103學年度第１學期共通教育委員會資訊課程小組第二次書面審查

(103.11.28)，學生於高中所修習兩種資訊課程：「生活科技」、「生活科技--傳播

科技篇」不通過列抵為第一階段認證之「高中修習4學分(含)以上之資訊相關課程」，

請學系於審查時參考辦理。 

二十三、 校外學術活動： 

中心蔡瑞卿編審代表參加由教育部主辦、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承辦、真理大學諮商

輔導組協辦於103年12月5日(星期五)假真理大學財經學院6樓國際會議室舉辦之

「北一區大專校院生命教育區域聯盟建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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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一月  

一、 榮耀：本校健康暨諮商中心榮獲台北市政府衛生局「台北市愛滋病防治績優健康職場」

獎。 

二、 崇友實業與東吳大學廁所清掃學習活動：本校校友總會唐松章榮譽理事長於崇友實業內

推動廁所清掃活動多年，唐理事長認為藉由清潔實作可以學習凡事徹底和感恩惜福的心，

因此搭配崇友實業內部教育訓練邀請校內一二級師長及學生參與。本活動已於 12/27(六)

上午辦理完畢，共有師長 17 人，學生 14 人參與，感謝校內師長踴躍報名出席。 

三、 東吳品德咖啡館論壇：為提升學生對品德議題理論基礎的重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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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歧視體驗日引起之廣泛討論，主題改為尊重、勇氣、愛情、感恩，

本活動已於 12/20(六)辦理完畢，參與學生共計 20 人，參與學生反應良好，整體回饋達

4.5 分(5 分量表)。 

四、 弱勢助學計畫助學金：本學年弱勢助學計畫助學金截至 12/30 止，總計 500 名符合弱勢

學生助學金資格，預計教育部補助金額為 889 萬 9,000 元整，學校自籌金額 641 萬 4,000

元整，合計 1,531 萬 3,000 元整，該筆款項將於學生下學期學雜費繳費單扣除。 

五、 就學優待減免：本學期就學優待減免於 12/31 前完成報部核銷，本學期計 860 人申請，

共請撥 2,656 萬 495 元整。第 2 學期就學優待減免已於 12/29 起開放學生申請，預計辦理

至 104/01/09 截止。 

六、 就學貸款：本學期學生就學貸款，於 12/23 簽陳發函台北富邦銀行請撥本學期就學貸款

金額，本學期本校共計 2,274 名同學辦理就學貸款成案，貸款金額總計 1 億 1,952 萬 3,902

元整，銀行並已於 12/29 將款項撥入本校；並於 12/14 辦理家庭年所得合格者加貸金額

退費，退費人數共計 676 人，金額總計 13,229,259 元整，另年所得不符資格補件續辦合

格及未提供郵局局帳號與其他匯款方式者，將另行 email 通知其提供匯款方式，已於月

底陸續辦理退費。 

七、 研究生獎助學金：為配合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核銷，於 12/16 核

銷簽陳 12 月份研究生獎助學金，共計核發 371 人次，金額總計 1,589,720 元整，12/27

款項撥入學生帳戶。 

八、 2014 東吳好書交換日：12/10(三)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廳舉辦，本次活動於收書期內共

募得各式書籍共 968 冊，活動日共計換書 434 冊，其中 131 冊為 15:30~16:30 舉行發票

換書活動換出。本活動所募得發票及最後剩餘書籍將捐與相關慈善單位。 

九、 道德思維特色講座課程：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德育中心與通識教育中心繼續合作開設本

課程，截至加退選時間結束共有 165 人修課（6 人退修），課程附帶有品德服務學習方案，

修課學生共分 17 組執行服務學習方案，方案成績占總成績 20%，經各組導師實地帶領

學生討論企劃後，方案合併為 16 組執行，共有 14 組執行完畢，2 組未執行，103/12/26

經帶領期末反思後已有 5 組進行成果報告，104/01/09 餘 9 組持續進行。 

十、 103 年度學生社團評鑑：12/13(六)於雙溪校區舉行，本次共計 151 個社團報名參加，評

鑑當日邀請銘傳大學、玄奘大學、台北醫學大學、長庚科技大學、淡江大學、聖約翰科

技大學、長庚大學、文化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及群育中心同仁等共 15 位老師擔任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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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同學於評鑑時間內發揮自己的創意與各位評審老師進行檔案解說，並虛心接受老師

的指導與意見，收穫良多，對於社團傳承有莫大的助益。各屬性獲得第一名社團如下：

榕華樓生活勵進會（公共類）、音樂劇表演社（藝術類）、東吳如來實證社（學術類）、

體適能有氧社（體育類）、基層文化服務團（服務類）、嘉義雲林校友會（聯誼類）。 

十一、 2014 溪城盃合唱比賽：12/21(日)於雙溪校區傳賢堂順利舉辦完成，本次共有 16 支

隊伍進行競賽，隊伍組成來源多元，包含中文系、哲學系、社會系、社工系、法律系等

同系同學組成，也有來自音樂劇表演社、聖經真理研究社、體育類社團等社團成員一同

組成，各隊同學在賽前勤於借用音樂系琴房及社團綜合教室加緊練習，並在比賽當天使

出渾身解數，帶來精彩的演出，藉此活動凝聚各隊情感及團隊默契，確實達成群育教育

之效。 

十二、 寒假授旗：寒假服務隊聯合授旗典禮將於 1/19(一)上午 9 點假雙溪校區傳賢堂舉行，

本次寒假服務隊共有 17 支隊伍，其中包含 14 支國內服務隊及 3 支國際志工服務隊，服

務地點遍及雙北市、桃園、新竹、彰化、雲林、高雄、屏東、花蓮等地區以及遠赴馬尼

拉、泰國清邁及印尼西帝汶等國際志工服務。社團夥伴將以實際行動關懷社會，服務人

群。 

十三、 東吳第 3 哩挑戰在一起-115 百人單車環島：東吳第 3 哩，挑戰在一起~「把東吳大學

帶著走」單車環台活動方案，強化學生團隊合作及克服困難的能力，活動搭配建校周年

校慶，響應百年建校之悠久歷史，今年活動將延續過往規劃號召 115 位師生及校友以陪

騎、或全程參與的方式參加此活動，環島 2 週，走過 1115 公里，緊繫東吳人的凝聚力。

預計自 104 年 3 月 1 日出發單車騎乘以逆時鐘方向環台一周回到台北城中校區，並於校

慶當日清晨由城中校區騎回雙溪校區為終點，於校慶開幕典禮時騎進會場，為建校 115

週年校慶拉起盛大序幕，將此活動變成東吳大學傳統且具代表性活動。此次活動報名 262

人，錄取 140 人，大四以上 113 人全數錄取；大三 106 人亂數抽出 27 人，並已於 1/3、

1/4 進行第 1 次訓練課程。 

十四、 學生會及畢聯會輔導：學生會於 12/5 至 12/10 舉辦聖誕節系列活動，計有鬼屋及校園

演唱會，演唱會由白安、嚴爵、及丁噹等輪番上陣嗨翻傳賢堂，另外本次活動由中華電

信獨家贊助。另畢聯會目前製作帽 T 販售，因與社資處校友服務暨資源拓展中心「撞衫」，

因此引起學校字體樣式授權的爭議事件，經群育中心簽文後，校長已請社資處研擬有關

社團、班級、學系使用學校字樣、景緻…等之相關辦法。 

十五、 餐飲衛生 

(一) 校內餐飲問題產品調查：103 年 12 月協助教育部清查校園是否「違法使用二甲基黃」

豆干製品，全家超商販售「德昌的豆干」和「維力炸醬麵」問題產品，全家超商已

自主性下架，俟衛生單位確認沒有安全疑慮，再允許販售。 

(二) 食品業者登錄平臺：食安法規定餐飲業應於 103/12/31 前完成登錄，校內共有 31 家(溪

20 家，城 11 家)，截至 12/19 共 30 家食品業者已登錄(校車咖啡未完成登錄)，將持

續督促承商完成登錄。 

十六、 諮商輔導 

(一) 大一普測：與全校 23 學系共同實施，施測人數共 2,730 人，佔全體新生 86.22%（全

體新生 3,134 人）。篩檢出高危險與高關懷群共 121 人，包含人社學院 47 人、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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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23 人、理學院 14 人、法學院 5 人、商學院 32 人，各學院系諮商師已發出覆檢

通知，陸續與同學覆檢中。其中高危險名單有 10 人，已全數覆檢完成。普查結果統

計分析後，分別與各學系召開大一導師輔導會議計 22 場次（音樂系個別交接予導

師）。 

(二) 持續針對 2 名因獎懲及違反校園性別平等事件須強制輔導者及 1 名教育部列管重大

個案，安排專業諮商進行導正及再犯預防。 

十七、 導師業務：103 學年績優導師推薦已於發函，收件至 104/1/9；導師班級輔導活動補助

計畫本學期共有 225 場次，尚有部分導師未完成，持續辦理至 104/1/19，進行最後核銷。 

十八、 資源教室印製「讓礙零距離─了解特殊教育需求」教師手冊：內容包含資源教室的服

務、對身障學生的就學協助、以及各種障別的認識與相處方式，將於下學期發送各學系

導師。 

十九、 寒假宿舍關閉暨申請寄宿作業： 

(一) 校內宿舍關閉期間為 104 年 1 月 20 日至 2 月 22 日止；校外宿舍關閉期間為 104 年 2

月 16 日至 2 月 22 日止。 

(二) 校內宿舍寒假寄宿開放宿舍為柚芳樓，採男女合棟不同樓層住宿方式供同學申請寄

宿，目前共有女生 118 名，男生 64 名申請；營隊目前有社工營、國際經濟商管學生

會及羽球代表隊等單位和社團申請。春節期間（2 月 18 日除夕～2 月 21 日大年初三）

針對特殊需求留宿之同學，援例安排春節圍爐活動，並請值勤教官與校安同仁共同

參與，宿舍留有工讀值班同學，緊急安全事件則由值班教官與校安同仁協助處理。 

二十、 訪視外宿學位陸生：本學年選擇在校外租賃的學位陸生共 5 人，為關懷陸生於台居住

情形，學生住宿中心同仁已於 11/27、11/28、12/18 至租賃處訪視 4 名陸生，協助檢視屋

況及消防逃生安全狀況，其中博士班黃生表示因年紀較長，過去亦有在外租屋經驗，不

需另派員實地訪視，本中心尊重其意願未進行訪視，改以電話詢問了解狀況，已即時向

國際處回報情形。 

二十一、 大型宿舍探勘： 

(一) 於 12/10 進行承租台北國際學舍協調租金降價後續評估會議，會中決議承租台北國際

學舍 100 床，租期 3 年，月租金 572,500 元，一年支付 11 個月約 630 萬元（6,297,500

元），後續將由總務處及住宿中心持續推動。 

(二) 為了廣為收集大型宿舍相關資訊，學生住宿中心已進行夾報宣傳作業，共計將發放 4

萬張傳單，發送於雙北市各區域訂戶。 

二十二、 校園安全維護： 

(一) 社會系張 00 同學遭民人林 00 騷擾案，原經法院通知民人林 00 將於 104/01/06 入監，

但卻未進行報到，目前已進行通緝。張生人身危安仍持續，軍訓室將持續要求值勤

教官及保全人員加強人員管制及校園巡查，確實維護校園安全。 

(二) 校安中心於 12/22 召開 103 年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會議，會中就本校 103 年校園安全

及災害防救作為，逐一檢討並策進改進作為，以有效整合校內資源，建立災害防救

機制，提升防災、減災應變能力，確實維護校園安全。 

二十三、 承商督導會議：軍訓室於 12/26 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末承商督導會議，本次

會議重點在承商營業時間、新增承商及商品討論，要求承商寒假期營業時間，應考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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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生及教職員需求，使師生能有多項選擇。 

二十四、 學生生活輔導：（事件統計） 

(一) 雙溪校區：計有 31 件次(校安維護 17 件、車禍協處 3 件、疾病送醫 4 件及其他事件

7 件)。 

(二) 城中校區：計有 18 件次(校安維護 1 件、車禍協處 2 件、疾病送醫 1 件及其他事件

1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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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一月 

一、 各類採購及驗收部分：  

辦理各類採購、議價、招標共 164 件，重點項目摘要如後： 

1. 完成通識教育中心「通識美育活動影音錄製與轉檔、後製採購案」議價。 

2. 完成城中校區「教室老舊 T8 燈管更換 LED 燈管採購案」議價。 

3. 完成法學院「百年院慶紀念雕塑採購案」議價。 

4. 完成電算中心「微軟 CA 校園授權方案－教職員一年使用授權」、「電子化校園系

統資料庫主機」維護合約、「網路暨維修組租用網路數據專線」、「DB2 License160

個 PVU」議價及「擴充東吳軟體雲伺服器」、「東吳軟體雲伺服器」、「應用系統

伺服器」驗收。 

5. 完成教學資源中心組「Exalead 巨量資訊 104 年維護案」議價及「先進未來教

室環控系統採購案」議價及驗收。 

6. 完成化學系「氣相層析質譜儀五年維護合約」議價及「奈流液相層析系統(微量

自動取樣裝置)」、「傅立葉轉換紅外線光譜儀」驗收。 

7. 完成資訊管理學系「個人電腦 36 套」議價及驗收。 

8. 完成商學院「阿里山財務模擬交易系統」驗收。 

9. 完成城中校區崇基樓屋頂防水隔熱及一、二樓外牆防水工程驗收。 

二、 校園環境維護及其他事務部分： 

1. 完成向台北市環保局申報 11 月份資源回收量及廚餘量。 

2. 完成向台北市文化局檢送本校 11 月份受保護樹木巡查紀錄表。 

3. 完成向教育部申報 11 月份廢食用油回收及再利用量。 

4. 完成 12 月垃圾、廚餘及大型雜物清運。 

5. 編撰王寵惠墓園教育推廣計畫，函文臺北市文化局申請維護私有資產古蹟經費補

助。 

6. 完成每週例行王寵惠墓園雜草清除與周圍環境維護。 

7. 完成理學院西側養護花圃環境維護。 

8. 12 月 22 日士林區擴大區務會議，協調橫跨至善路與臨溪路口之電纜線問題，台電

公司原預計於 12 月 23 至 25 日進行開挖將其纜線地下化，然會後士林分局與台電公

司協調，希望兩條纜線同時施工以節省經費，目前尚未有施工的訊息。 

9. 賡續執行城中校區鼠害防治。 

10. 完成兩校區 103 學年度聖誕布置，雙溪校區聖誕許願牆之許願卡由健康暨諮商中心

提供，結合愛心卡（作為許願卡）以傳愛和轉念的概念，鼓勵全校師生傳遞快樂與

幸福的感受，讓正向樂觀的情緒能夠感染他人，藉由許願牆將聖誕歡愉氣氛與正面

能量發散到全校每個地方。 

11. 104 年 1 月 19 日起至 2月 20 日為本校寒假，會議場館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日 08：

10-22：00；一般教室開放時間調整為週一至週四 08：10-22：00、週五至週日 08：

10-17：20。 

三、 健康衛生及校園安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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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向台北市環保局申報 11 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量。 

2. 完成 11 月份密封射源狀態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作業。 

3. 完成 11 月份向教育部職業災害系統通報實驗室無災害發生作業。 

4. 辦理輻射防護委員會會議前置作業。 

5. 完成教師研究一、二樓(P、Q 棟)年度公共區域清掃。 

6. 完成機車停車場加裝緊急聯絡數位對講機 6門連線至保全哨亭。 

四、 各類人力支援服務部分： 

1. 安排外賓來校停車約 182 輛次，包含提供物理系、日文系、政治系、體育室等單位辦

理學術研討會、活動優惠停車。 

2. 12月22日進行雙溪校區固定車位第二次抽籤，截至12月29日有一位同仁表示放棄，

將再持續詢問承商承租意願。 

3. 支援各單位申請公差搬運物品、器材、場地佈置等共 61 次。 

4. 協助東吳超馬場地佈置、撤場與當天環境維護工作。 

五、修繕工程、設備維護部分：  

1. 12 月份受理請修案總計 459 件，其中已完成自力修繕案 267 件（含電話修繕 13 件）、

委商修繕案 37 件，其餘 154 件尚在進行中。 

2. 完成 12 月份雙溪校區水溝及校舍屋頂排水孔定期清理。 

3. 完成教師研究二樓前水溝增設排水管。 

4. 完成楓雅學苑東側樓梯旁水溝整修。 

5. 完成光道廳側邊（往榕華樓）戶外樓梯扶手銜接、往哲生樓階梯動線調整。 

6. 完成綜合大樓、體育館、圖書館等戶外樓梯增設導盲地磚。 

7. 完成兩校區洗滌槽換裝鵝頸龍頭及廁所水龍頭換裝感應式龍頭。 

8. 完成綜合大樓 1樓餐飲區走廊地磚隆起修繕。 

9. 完成榕華樓工具間牆面、地板及第二教研大樓樓梯間天花板、牆面滲漏水修繕。 

10. 完成 103 年度「邊坡改善工程及巡勘監測作業」成果報告陳報教育部。 

11. 完成游藝廣場展場儲藏室隔間及崇基樓前路面水溝蓋檢修。 

12. 完成城中校區第二大樓一樓女廁地磚隆起檢修、第四大樓一樓 4103 室地鉸鍊更新、

第六大樓 A哨旁地磚隆起檢修。 

七、台北市政府雙溪河道優先方案整治工程： 

依臺北市政府 103 年 12 月 2 日召開「東吳大學校門口臨溪路路面加高及網球場降挖等 3

項工程」細部設計成果審查會議結論（臨溪路增加橫交排水管、人行步道加寬至 2公尺、

網球場降挖復原），工務局水利工程處於 12 月 24 日至雙溪校區門口現勘，本校由總務

長、體育室主任及校安中心、事務組、營繕組等單位會同，按本校所提需求於現場逐一

完成研討。目前由市府委託技術服務單位修訂規劃設計，本校屆時再配合審查確認。 

八、校區用電部分： 

103 年 12 月（11 月使用）與去年同期用電比較：本期兩校區使用日數 30 天與去年同期

相同，總用電度減少 5 萬 3,200 度，日均用電度比例下降 4.15%（雙溪校區下降 4.41%、

城中校區下降 3.74%），總電費支出減少 20 萬 4,77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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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有關城中校區第一、第二大樓中間(延平南路 129 巷)計畫道路用地處理 

繼 103 年 10 月 29 日經吳志剛議員服務處邀集台北市府相關單位、國防部軍備局等單位

現場會勘後決議，以「設置交通號誌管制車輛，禁止於限制時間內(早上 6 時至晚上 12

時共 18 小時）通行」後，因考量可通行時段會有車輛亂停問題，故再洽北市交通管制

工程處，並於 103 年 12 月 19 日辦理現場會勘後，將於 104 年 1 月 10 日前於該路段「畫

紅線」以禁止車輛隨意停車。至於會勘同意設置禁止車輛通行之交通告示牌，因北政府

預算問題，交工處承諾將於 104 年 2 月學校開學前完成。 

十、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空間規劃委員會 

已於 103 年 12 月 8 日下午召開空間規劃委員會，審議「城中校區空間拓展案」、「外雙溪

校區教職員宿舍區、招待所、研究中心及哲生樓使用空間規劃調整案」、「音樂系申請將 4

間退休、離職教師研究室變更使用用途」案。 

十一、公共意外出險案 

人社院楊老師於 103 年 3 月 12 日在第二教研大樓一樓階梯前發生跌倒意外，老師目前已

完全康復，醫療費共計 11,879 元，已檢附單據向產險公司申請理賠。 

十二、102 學年度財產總盤點 

依本校「財產盤點執行計畫」，本學年度應盤點教務處及學務處等 2 單位（含所屬單位）

於 102 年 6 月 1 日前之所有財產，單位自行初盤時間為 103 年 12 月 17 日至 103 年 12 月

31 日。保管組複盤時間為 104 年 1 月 5 日至 104 年 3 月 31 日。 

十三、保管服務業務統計部分 

1. 財產管理：12月份兩校區新增財產共 115筆（金額 924 萬 4,030元），財產報廢共 130

筆（金額 243萬 224 元），財產移轉共 35 筆。 

2. 消耗品倉儲管理：12 月份兩校區文具紙張發放 170 筆，電腦耗材發放 17 筆，清潔用

品發放 27 筆。 

3. 場地管理：  12 月份二校區各會議場館共申請 330 場次，雙溪校區 193 次，城中 137

次；一般教室經保管組登錄共申請 128次，雙溪 115次，城中 13 次。 

4. 招待所：共安排 26件住宿申請，其中單人招待所共進住 9次/10 人；兩房有眷招待所

共進住 5次/9人；三房有眷招待所共進住 12次/24人。 

5. 媒體申請拍攝：12 月媒體申請校內拍攝並經秘書室審查同意者為米哥兔娛樂有限公司

拍攝「王心凌網路微電影」（拍攝日期：12 月 11 日）。 

十四、出納業務部分： 

1. 103 年 12 月 1日至 103 年 12月 31 日止現金及銀行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3億 9,444

萬 2,079 元，支出 5億 3,463 萬 3,183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行政程序。 

2. 依據 103 年 12 月 31 日止結存日報表分析，本校資金配置明細如下：現金 0.03%、銀

行活期存款 7.78%、支票存款 1.73%、定期存款 81.44%、政府公債 6.08%、證券投資

2.94%。 

3.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加選之補費人數為 3,744 人，金額為 2,616 萬 82381 元，已

於 103 年 12 月 24 日至 104 年 1 月 9 日止委託富邦銀行、4 大超商及郵局代收；退選

退費計 1,330 人，金額為 443 萬 9,561 元，其中 952 人郵局有帳戶學生已於 103 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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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 日撥退，無帳戶學生即日起，攜帶學生證及印章至出納組臨櫃領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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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一月 

【產學彙報】 
說明：依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2條，產學合作係指本校與合作機構辦理或受補助（委託） 
執行下列事項之一者： 
（一） 各類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

利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 各類人才培育事項:各類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練等相關合作事項。 
（三） 其他有關本校智慧財產權益之運用事項。 

一、產學合作件數統計（以簽約日或核定日為基準，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件數除外）： 

專任教師執行各項產學合作件數（103 年 9 至 11 月） 

           
各單位 

各類研究發展
及應用事項 

各類人才培育 
事項 

其他有關本校 
智慧財產權益 

之運用 

中文系 

歷史系 

哲學系 

政治系 

社會系 3 

社工系 

音樂系 1 

師培中心 1 

英文系 1 

日文系 

德文系 

語言中心 

數學系 

物理系 

化學系 

微生物系 

心理系 

法律系 2 

經濟系    

會計系 1 

企管系 3 

國貿系 

財精系 2 

資管系 

體育室 

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1 

合   計 6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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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學合作經費統計（以新臺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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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事務組】 

一、 研究計畫類 

（一） 本校哲學系米建國教授獲科技部104年度「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力」補助。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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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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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三項計畫

申請案，經103年12月1日由研究發展長召集校內外審查委員審議，排序為：順序一

「綠色海水養殖環境微生物製劑之開發與應用」，順序二「知識與行動」，順序三「東

亞「創意」城市：治理、想像、品牌」；復於103年12月5日陳請校長核可，將於規定

期限內推薦前二件計畫案提出申請。 

（三） 科技部104年度「科普活動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4年1月14日前完

成線上申請作業。 

（四） 科技部工程司推動之104年度「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NPIE Program)」案，敬請

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4年1月15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五） 科技部104年度「性別與科技研究」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4年2月3日前

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六） 科技部2015年度「台澳科技合作交流訪問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4

年1月26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於104年1月27日前填具本校「辦理研究庶務申請

表」，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七） 科技部2015年度「臺英(MOST-BA)人文社會科學合作交流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申

請之教師於104年2月9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於104年2月10日前填具本校「辦理

研究庶務申請表」，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八） 科技部104年度「先導型、開發型(第2期)及應用型（第1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

自104年6月1日起執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4年2月4日中午前完成線上申請作

業，並於線上簽署利益迴避暨保密聲明，並請學系負責人於確認送出後列印名冊1

份，於2月4日下午5時前送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九） 科技部104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案，自即日起開始接受申請，本校指導教師及

學生請於104年2月5日下午5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104年度「科學工業園區研發精進產學合作計畫」案，

敬請有意合作之教師請於104年2月6日前，填具本校「辦理研究庶務申請表」，檢附

「學研機構合作研究意向書」1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 

（十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學院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3年12月26

日前，填具「辦理研究庶務申請表」，檢附計畫書1式15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

續事宜。 

（十二） 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04年度「臺北市政府推動歷年年度施政計畫績效評

核比較分析之研究」案及「本市公園多元委外型式之可行性評估及進程規劃」案，

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4年1月2日前，填具「教師主持研究計畫投標/議價申請表」，

檢附申請文件，擲交研究事務組辦理後續事宜；另傳送研究專長為公共行政及績效

管理之政治學系蔡秀涓副教授參考。 

（十三） 台南市政府社會局104年「大專及社會青年至社區服務－好young青年服務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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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有意與台南市所屬社區發展協會媒合共同參與社區福利服務之師生，於104年1

月15日前提出申請，如需聯合提案同意書，請事先洽詢研究事務組（分機5224），申

請資格及應備文件請詳閱補助辦法。 

（十四） 103年11月26日於外雙溪校區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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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就本校執

行研究計畫之相關行政業務進行討論溝通，約計60餘人與會。 

（十五） 為協助大學部學生順利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103年12月17日於城中校

區與法學院合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說明暨經驗傳承座談會」，由法學院業務承

辦同仁及研究事務組報告申請相關行政作業及注意事項，另邀請曾執行是項計畫之

四位學生分享申請、撰寫及執行經驗，約計60餘人與會。 

（十六） 召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103學年第1學期第1次會議（103年12月16日），討論本

校動物實驗管理小組裁撤等相關問題。 

（十七） 提請103學年度第11次行政會議研發處工作報告，彙報各學系及相關單位提供之103

年9至11月產學合作執行情形(如附件)。 

二、校外獎補助類 

辦理科技部「103 年度延攬特殊優秀人才 1月份獎勵金」及「103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

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月獎勵金」撥付事宜。 

三、校內獎補助類 

（一） 依據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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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年11月18日審議103學年度各項獎補

助申請案，並經103年12月2日校長核定後執行，結果如下： 

1. 「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總計254人次教師獲獎，包括「研究論著獎勵」獎勵129位

教師、「研究計畫獎勵」獎勵119位教師、「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補助3位教師及「發

明專利獎勵」獎勵3位教師。 

2. 「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之申請案，計有50位教師申請，通過48位教師之

申請案，將於104學年度辦理相關減授事宜，其中哲學系米建國教授、政治系林瓊

珠副教授、經濟系陶宏麟教授、企管系陳禹辰教授、吳吉政副教授、資管系楊欣

哲教授及鄭麗珍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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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3學年度第1學期12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念專款」1件補助案。 

 

 

【校務發展組】 

一、 103-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一) 104-105 學年度計畫系統 

1. 103 年 12 月 29 日提出 104-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KPI 更新系統需求單。 

(二) 104-105 校務發展計畫修改 

1. 103 年 12 月 10 日教務行政組簽請移轉 103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推動與落實學術

與行政品保制度」子策略至課務組（公文文號：1030401026）。 

2. 103 年 12 月 29 日提出 103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教務行政組「推動與落實學術與行



----------------------------------------------------------------------------------------------------------------------------------------     
東吳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1 次(104.1.12)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17 

政品保制度」子策略移轉至課務組系統需求單。 

3. 103 年 12 月 31 日函知秘書室「深耕校園文化，建立共同記憶，堅固校園認同感」

及「提升教學、行政資源」子策略內容暨預算線上調整作業完成。 

(三)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審作業 

1. 103 年 12 月 3、10、15、29 日召開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審作業討論

會第 9-12 次會議。 

2. 103 年 12 月 15 日請函請相關單位提供 104 學年度各項收入預估（公文文號：

1031300662）。 

(四)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 

1. 103 年 12 月 8 日發函啟動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公文文號：

1031300643）。 

2. 進行 103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期程調整。 

二、 教育部獎補助提報作業 

(一) 103、104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提報作業 

1. 103 年 11 月 24 日函請相關單位填報「103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

計畫之校務發展年度經費執行績效表」。(文號:1031300604) 

2. 103 年 11 月 26 日函請相關單位上傳「104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

計畫量化資料表冊之相關文件」。(文號:1031300611) 

3. 103 年 11 月 28 日函送 10 月份「103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執行狀況表」。(文號:1031300613) 

4. 103 年 12 月 1 日寄送 10(或 11 月)薪資帳冊。 

5. 103年 11月 20日雲科大獎補助工作小組通知本校104年度教育部私校獎補助計畫

基本資料初審結果，並請本校於期限內補充相關佐證資料。 

6. 1 月份工作重點： 

(1) 彙編「103 年度經費執行績效表」內容。 

(2) 104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量化資料第 2次檢核及報部。 

三、 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 

(一) 103 年度 10 月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填報作業 

1. 103年12月15-22日辦理校務資料庫非統一修正期間學13、教1表冊之修改作業。 

2. 103 年 12 月 22 日陳報教育部本校 103 年 10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資料檢核

表（公文文號：1031300676）。 

3. 103 年 12 月 29 日陳報教育部本校「申請調整 100 年 10 月至 103 年 10 月大學校院

校務資料庫表冊清單」事宜（公文文號：1031300684）。 

四、 104 年度教育部統合視導 

(一) 配合電算中心進行個人資料清查作業。 

(二) 配合國際處進行英文官方網站系統之更新作業。 

五、 學雜費收費作業 

（詳細內容存研發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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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組】 

一、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  

（一） 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已依序完成執行單位與一級單位自評以及管考小組考

評之階段。後續將簽請副校長召開總評會議，對各項計畫之管考結果作最終審議與確

認。 

（二） 研發處已彙整完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各項子策略提報單位對照表，各單位於提報

104 學年度計畫時可資參考。 

（三） 由於若干單位未依 103 學年度所規劃之子策略提報對應之計畫，以致若干子策略下雖

配置有KPI卻未見符應之計畫。為避免與現階段104 學年度校發計畫提報作業衝突，

待 104 學年度計畫提報作業完成(時間約在 104 年 1 月 9 日之後)，研發處將另行通

知相關單位補提計畫。 

二、 校務資料庫填報平台建置 

校務資料填報所規劃之表單含括七大面向，包括：校務面、學生面、教師面、課程面、

國際面、資源面、財務面，研究發展處目前已完成全部 123 種表單的開發。 

三、 學生學習成效追蹤調查  

研發處已完成 103 學年度「入學新生」、「大二學生」以及「大三學生」調查問卷之統

計報告並檢送相關單位參考。隨上述問卷進行調查之學系自訂大二與大三學生「調查題

項」因另行統計，待作業完成後即可送相關學系參考。 

四、 其他 

由於本校已訂定「東吳大學自辦外部評鑑辦法」作為實施校務評鑑、系所評鑑、專案評

鑑等之相關規範，故二項舊辦法「東吳大學校務評鑑實施辦法」及「東吳大學學術單位

內評實施辦法」，經提請 103 年 12 月 17 日校務會議討論後已通過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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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 
一月 

一、辦理本校境外生、交換生及學生活動等相關事宜： 

(一)103 年 12 月 13 日完成 103 學年度第 2學期國際與兩岸事務志工甄選面試，共計錄取 47

人，並於 12 月 27 日辦理培訓課程。 

(二)103 年 12 月 12 日公告 104 學年度第 1次赴國外協議學校研習之校級交換學生名單，共

計錄取 104 名學生，預計於 104 學年度分別進行一學期或一學年之赴外交換研習，第 2

階段預計 1月初公告進行申請。 

(三)103 年 12 月 29 日舉辦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交換生期末餐敘，邀請對象包括交換生及自

費研修生，出席人數約 200 人。由本處國際與兩岸事務志工進行節目籌備規劃，除歡送

本學期交換生外，並由姚思遠學術交流長頒發國際與兩岸事務志工服務證書，亦感謝志

工們這一學期對境外生之各項活動協助。 

(四)規劃辦理 104 年 1 月 17 日境外學生春節祭祖聚餐活動。 

 

二、辦理與海外大學簽訂協議、陳報教育部事宜： 

(一)簽署中協議單位，共 16 所： 

1.日本筑波大學 

2.美國加州州立大學洛杉磯分校 

3.西班牙武康大學 

4.美國德州技術大學系統 

5.荷蘭莎格森專業大學 

6.日本廣島經濟大學 

7.法國巴黎經濟商業高等商學院 

8.法國巴黎天主教大學 

9.德國科隆商學院 

10.約旦大學阿卡巴分校 

11.約旦扎爾卡大學 

12.湖南大學(校級) 

13.台州學院(校級及學生交流) 

14.華東政法大學(學生交流) 

15.西北政法大學(學生交流) 

16.約旦公主科技大學 

(二)核報教育部協議單位，共 8所： 

1.蘇州科技學院(校級及學生交流) 

2.福建師範大學(校級) 

3.寧夏醫科大學(校級及學生交流) 

4.揚州大學(學生交流) 

5.宜春學院(校級) 

6.上海師範大學(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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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杭州師範大學(校級) 

8.溫州大學(校級及學生交流) 

 

三、接待外賓蒞校參訪： 

(一) 103 年 12 月 8 日接待韓國檀國大學文學院院長黄鉉國（HWANG HYUNGUK）及國際處人員

金善英（KIM SUNYOUNG）來訪。 

(二)103 年 12 月 9 日接待由江蘇省人民政府副省長曹衛星所率之教育廳參訪團 10 人來訪，

由潘維大校長主持座談會，並與 9名來自南京中醫藥大學研修生進行座談。 

(三)103 年 12 月 11 日接待寧波大學校長沈滿洪等 7人來訪，由潘維大校長主持交流座談，

並與來訪師長針對學風樹立、通識教育、教師考評、品德教育，以及激發教師教學熱忱

等方面進行深入交流。 

(四)103 年 12 月 12 日接待 General Boar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Ministry 的 General 

Secretary Dr. Kim Cape 及 Dr. Amos Nascimento，討論 MISEN(Methodist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Network)協議學校在亞太地區學生交換合作的可能性。 

(五)103 年 12 月 22 日接待由教育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安排之匈牙利布達佩斯商業管理學院

Budapest Business School (BBS)院長 Dr. Éva Kriszt Sándorné 及國際長 Dr. Judit 

Hidasi 來訪，除由潘維大校長接待晚宴外，另與本校商學院亦安排座談及完成雙聯學制

合作意向書簽署。 

 

四、參加國際組織活動、參加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103年12月12日國際事務中心游晴如組員偕本校3位僑生參加由師大僑先部舉辦之「103

學年度應屆結業僑生升大學博覽會」，計有 85 校參加，為歷年最多。此次學生詢問科系

多數為心理、中文、社工、政治、歷史、英文及日文等，因僑生先修部馬來西亞學生及

港澳地區學生為多數，因此修讀中文授課課程意願較高。102 學年度僑先部分發人數為

27 人，103 學年度分發人數為 24 人，報到率 100%，為各梯次(含個人申請)報到率最高，

故建議持續至僑先部參加教育展。 

(二)103 年 12 月 18日至 23日兩岸事務中心王玉梅主任及魏嘉慧專員出席由雲南大學主辦之

「2014 海峽兩岸大學交流與合作研討會」及招生宣講。與會 15 所大陸高校，除首都醫

科大學外，皆為 985（10 所）或 211（4 所）名校，臺灣共計 9所學校（國立 2所、私校

5所、國立科大 1所、國立醫科大學 1所）參加。會議議題包括全球化和國際競爭給大

學帶來的機遇與挑戰、大學通識教育與國際人才培養創新實踐及海峽兩岸大學人才聯合

培養與交流合作機制建立。另赴雲南大學宣傳學位生、自費研修生及溪城講堂交流項目，

受到非常熱情接待，學生反應也很熱烈，展現高度興趣，值得未來多加開發及深耕。 

 

五、營隊活動及獎學金相關業務： 

(一)103 年 12 月 18 日至 25 日由兩岸事務中心陳玉美組員率領本校共 8位學生參加吉林大學

「第十三屆臺灣學生“北國風情冬令營＂」。 

(二)103 年 12 月 15 日公告 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外研習補助第二期審查結果，酌

情補助機票費及生活費，共計補助 4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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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國際交流委員會業務： 

103 年 12 月 05 日完成召開第 2次會議，討論議案包括本校與約旦公主科技大學、上海師範

大學、杭州師範大學及溫州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流協議案、與寧夏醫科大學及溫州大學簽訂

校級學生交流協議案、與約旦公主科技大學簽訂校級學生交換協議案、「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學生赴國外研習補助要點」修訂案、審議 104 學年度國際學術交流課程案、審議本校財精

系三年級李育青同學 103 學年度第 2學期赴華中師範大學交換申請案、審查 104 學年度第 1

次赴國外協議學校研習之校級交換學生甄選案及本校與福州大學簽訂關於閩台高校聯合培養

人才專案辦學協議案。 

 

七、溪城講堂業務： 

(一)確定開課單位共計 14 個單位，包括中文系、歷史系、政治系、人權學程、日文系、德文

系、電算中心、社會系及社工系、英文系、法律系、會計系、企管系、國貿系，共計開

設 15 項課群。  

(二)完成簡章及海報初稿設計。 

 

八、其他出席會議 

(一)103 年 12 月 4 日兩岸事務中心魏嘉慧專員及余孟儒組員出席由輔仁大學承辦教育部 103

年度大專校院輔導工作計畫－「看見差異，跨越困境~陸生輔導研習會」。 

(二)103 年 12 月 12 日國際事務中心朱賢丁專員出席「第 2屆北區僑輔工作交流平台」定期

會議。 

(三)103 年 12 月 18 日國際事務中心黃心怡主任出席由逢甲大學主辦之「台灣馬來西亞高等

教育論壇」。議程包括台馬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國際高等教育合作經驗分享、落實產學合

作以強化學用合一能力之培育、趨勢產業人才培育及國際實習等等。 

(四)103 年 12 月 25 日國際事務中心朱賢丁專員出席由僑委會主辦之「103 年度全國僑生暨海

青班學生輔導人員研習會」。 

 

九、教育部國際化視導: 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項目 

彙整有關國際化校園及境外生資訊雙語化法規及表單，並請翻譯社進行報價及後續招標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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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一月 

一、103.12.01-103.12.31 捐款金額為新台幣 24,973,185 元，捐款人數 458 人，最高捐款用途為

華語教學中心專用款，12 月份 10 萬元以上捐款資料如下（依捐款金額排列）： 

中文姓名 捐款金額 捐款用途 

戴氏基金會 

1,250,420 學生事務處-學生生活學習助學金(美金 40,000)

312,605 
學生事務處-學生生活學習助學金(金陵女中) 

(美金 10,000) 

4,689,075 華語教學中心專用款(美金 150,000) 

2,344,538
商學院-學生赴美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獎助學

金暨 AACSB 認證計畫(美金 75,000) 

1,875,630
研究發展處-補助教師交換研究經費(美金

60,000) 

1,875,630
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獎勵傑出交換生

計畫(美金 60,000) 

3,282,352 改善校舍暨設備經費(美金 105,000) 

財團法人東吳經濟系校友基金

會 
684,500 經濟系發展專款 

全家便利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學生事務處專用款 

150,000 群育中心專用款 

商學院 EMBA 第七屆 
200,000 海量資料分析研究中心專用款 

300,000 商學院專用款 

李憲國 

100,000 英文系專用款 

50,000 林語堂故居專用款 

50,000 體育室-東吳女籃專用款 

林榮元 380,000 音樂系專用款 

陳文智 400,000 巨量資料管理學院籌備處專用款 

陳贊仁 400,000 巨量資料管理學院籌備處專用款 

蔡任意 300,000 德蔭學子計畫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金會 
283,500 會計系專用款 

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

學聯誼會文教基金會 
278,694 會計系-提升會計學系助教教學品質經費 

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 
150,000 企管系-補助國際文化交流外籍老師 

100,000 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獎助學金 

孟海蒂 200,000 音樂系專用款 

高國倫 200,000 人文社會學院發展專款 

郭峰俊 200,000 校牧室-管風琴修建專用款 

陳守仁 200,000 德蔭學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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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劉貴美 200,000 巨量資料管理學院籌備處專用款 

林知海 150,000 音樂系專用款 

林知溪 150,000 音樂系專用款 

蔡定平 150,000 物理系發展專款 

社團法人台北市國際貿易協會 141,444 國貿系-兼任組員相關費用(半年) 

施博文 100,000 法學院百年院慶專用款 

海峽兩岸經貿文化交流協會 100,000 
企管系-辦理「江丙坤學術講座系列」課程，第

一年補助經費 

富蘭克林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 政治系-國會助理人才培育計畫 

台灣哲學學會 100,000 哲學系學術發展專款 

103 年度(103.01.01-103.12.31)捐款總金額：83,324,724 元，捐款人數：1,227 人。 

二、捐款回饋致謝：  

1. 12 月寄發謝函共計 287 張，捐款收據共計 295 張。 

2. 12 月份寄發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82 張。 

三、校園紀念品經營業務： 

1. 103.12.01-12.29 販售金額為新台幣 479,219 元 (含預開未收 59,280 元)。 

2. POS 系統裝機及教育訓練完成，資料陸續匯入中，103.12.31 總盤點後，104.01.05 兩校

區同時啟用。 

3. 104.01.26-02.12 為預定新春活動檔期，刻正規劃推出年節伴手禮等產品。 

  4.電子商城：103.12.26 與中國信託聯繫線上刷卡串接服務，待收到合約書後，進行後續簽

約事宜，預定 104.01.09 前完成開店 123 電子商務網站教育訓練及系統上線。 

四、校友活動： 

1. 校友薪傳講座：103.12.10(星期三)12:00-14:00 於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舉辦，邀請顧名

儀學姐主講「新媒體崛起，新時代溝通方式」，共計 70 位校友、學生及教職員參與。 

    2. 預定 104.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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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計有 521 名校友

報名共襄盛舉。 

    3. 建校 115 周年傑出校友遴選：已於 103 年第八次行政會議通過「東吳大學傑出校友遴

選辦法」，經校長核定後發函予各學院系及各地校系友會公告當選名單。 

    4. 103.12.14 台北市校友會歲末感恩聯誼餐敘於「章魚風漾食記」餐廳，共計 31 名校友

共襄盛舉，上海校友會譚湘龍會長以及校友合唱團陸義淋團長亦出席。 

五、校友刊物：27 期東吳校友雜誌專訪四位講座教授，名單如下：(1) 財經講座教授-薛琦 (2) 

法商講座教授-陳冲 (3) 嚴家淦法學講座教授-顏慶章 (4) 商學管理講座教授-高孔廉，

預計於 104 年 1 月發行。 

六、 校友總會歲末忘年會：103.12.29 於台北福華飯店舉行，出席名單如下: 1.唐松章榮譽理

事長(校友總會) 2.吳怡靜榮譽校友 3.劉吉人理事長(校友總會) 4. 潘維大校長 5. 顏慶

章講座教授 6. 陳冲講座教授 7.高孔廉講座教授 8.薛琦講座教授 9. 林錦川教授 10.馬

君梅教授 11.人社院謝政諭院長 12.外語學院賴錦雀院長 13.法學院洪家殷院長 14.商

學院詹乾隆院長 15.王淑芳總務長 16.許晉雄社資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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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電子化校友聯繫與服務： 

1. 截至103.12.31止，校友電子郵件信箱地址筆數共計53,229筆。 

2. 截至103.12.31止，校友動向資料庫校友資料120,453筆，其中聯絡筆數97,050筆、失聯

校友筆數22,735筆、已逝校友筆數668筆。 

3. 寄送 12 月電子生日賀卡 7,736 份。 

4. 101.11.19-103.12.31 止，計有 256 位校友申請 Gmail 免費電子信箱。 

5. 102.11.22-103.12.31 止，計有 48 位校友申請校友 Wi-Fi。 

6.截至 103.12.31 止，計有 1, 461 位畢業校友申請使用入口網站的權限。 

八、教學卓越計畫： 

1. 103.12.10 提報「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執行績效表資料」給研究發展處。 

2. 103.12.22 更新學校網頁「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內容」畢業生流向與校友表現。 

3. 103.12.30 填報「校務發展計畫教學面向子策略實際執行成效」給研究發展處。 

九、青年領袖學堂 

    本學期第六屆青年領袖學堂，除辦理領導力課程外，陸續辦理服務學習實作案，主 

    題有「環保體驗營」、「東吳蔬果市集」、「健康生活動吃動」，已於 103.12.13 起陸續 

    於校園內推出，於 103.12.30 前完成結案並提交成果報告，並於 104.01.05 於雙溪 G101     

    辦理成果發表暨結業典禮。 

十、就業培訓專班 

    本學期辦理的就業培訓專班，係以學生的需求做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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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目前為止，航空班，參與學生 139 位、校友 16 位，共 155 位；廣

告專班，參與學生 137 人次，校友 28 人次，共 165 人次；證券專班，參與學生 105 人次，

校友 21 人次，共 126 人次；出版專班課程，參與學生 89 位、校友 11 位，共 100 人次。

四個班別共計 546 人參加 

十一、企業參訪 

      本學期辦理之企業參訪活動共三梯，分別為 10 月電台企業、11 月台北 101 金融股   

      份公司及 12 月新竹六福開發企業，三項參訪活動皆已順利辦理完畢。 

十二、就業博覽會 

      為配合本校建校 115 周年校慶，於 104.03.24（雙溪校區）及 104.03.26（城中校區） 

      辦理 104 年度就業博覽會，兩校區預計邀請 75 個廠商進駐，提供學生就業機會。 

十三、12 月份美育中心活動： 
1. 執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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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並規劃曼德拉逝世周年紀念與超馬結合事宜，計召開五次全校

協調會。103.12.01 進行活動細流、103.12.01-12.04 進行展覽場地布置。103.12.05
舉辦曼德拉逝世周年紀念與超馬聯合記者會，參與人次約計 500 人。 

2. 103.12.03（星期三）舉辦「薩沙.阿列克謝耶夫」講座，參與人次約計 50 人、

103.12.04（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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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人次約計 180 人。 
3. 103.12.03（星期三）13：30-15：20 於松怡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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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人次約計 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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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3.12.07 舉辦「大稻埕文化巡禮」之藝術現場見學之旅，參與人次約計 24 人。 
5. 103.12.16 於松怡廳舉辦「小提琴與二胡的對決」音樂會，參與人次約計 120 人。 
6. 103.12.26-12.27 於游藝廣場舉辦「藝術經理人研習營」，參與人次約計 7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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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一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12 月 9 日舉辦 103 學年度清寒暨優秀獎助學金頒獎典禮，使用學院年度預算及捐款共獎

助 24 名同學，總計 9 萬 6 千元整。另配合本校德育中心填報本院辦理獎助學金得獎情形。 

二、12 月 18 日召開【2015 前進中東歐—人文社會學院中東歐遊學團】籌備工作第 2 次會議。

目前規劃 2015 年 7 月 18 日-8 月 1 日，共計 15 日，期間將至匈牙利布達佩斯-考文紐斯

Corvinus 大學與帕茲曼彼得 Pazmany Peter 天主教大學、捷克布爾諾-馬薩里克 Masaryk

大學)上課及學習，並至捷克布拉格(Prague)進行社會踏查。規劃自 2015 年 1 月初公告後

接受報名，2 月下旬或 3 月上旬徵選，獲選學生於 4-6 月間須參加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安

排的訓練活動及課程。 

三、12 月 29 日本院協助召開王寵惠董事長紀念暨研究展覽討論會議，與會者包括王守正先

生(王寵惠家屬)、讀者服務組胡佳薇組長、秘書室江卓彥秘書、歷史系林慈淑主任、歷

史系溫秀芬秘書、以及林秋芳秘書，會中討論明年三月校慶圖書館辦理王寵惠董事長資

料展暨出版紀念冊事宜。 

四、為提升本校師生國際視野，激勵學習及研究動機，東吳大學文理講座邀請美國普林斯頓

大學周質平教授蒞校以 "現代中國思潮與人物" 展開系列講座。周教授為本校校友，任

教普林斯頓大學逾 30 年，擔任東亞研究中心、中國語文項目主任多年，於海外中文教學

及研究極負盛名、蜚聲國際。演講自 12 月 17 日起至 12 月 31 日共計六場，每場與會師

生踴躍，此外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政治大學中文系師生及他校師生亦蒞校參加，反應熱

烈且收穫良多。 

五、國內及國際交流 

(一) 12 月 4 日謝院長參加故宮博物館舉辦之「陳澄波特展開幕酒會」，會中與國內相關

專家學者交流洽談合作事宜。 

(二) 12 月 9 日上午協助接待江蘇省教育廳參訪團，會中與國內相關專家學者交流洽談合

作事宜。 

(三) 12 月 13 日本院與日本社會分析學會、台北富邦銀行公益慈善基金會及社工系合辦

「社會支援與社會連帶」研討會。會中邀請趙守博資政專題演說、白秀雄董事長指

導，成果豐碩。 

(四) 12 月 17 日接待蘇州大學公共管理學院金太軍院長，洽談兩院及學系間合作交流。 

(五) 12 月 29 日接待香港嶺南大學社科院魏向東副院長，洽談未來兩院交流等事宜。 

(六) 12 月 31 日接待常州大學史良法學院副院長、思想政治理論科教學研究部主任衡孝

慶副教授，洽商院系及學生未來合作交流事宜。 

六、重要會議 

(一) 12 月 3 日辦理 103 學年度第 2 次院教評會議，會中審查各單位教師初聘、續聘、改

聘、新聘、休假、升等等申請案，及相關辦法修訂案。後續提送校教評會議審議。 

(二) 12 月 10 日辦理本院第 4次主管會議。邀請國際處說明該處業務及全英語課程相關

事宜。並請師資培育中心李逢堅主任分享辦理評鑑及率學生赴美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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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2 月 18 日召開本院 103 學年度第 1次學術發展委員會，審議 104 學年度補助研究

計畫申請案，本次總計 10 件研究計畫提出申請，為鼓勵教師進行學術研究，本次會

議通過 10 件個人型申請案補助。 

(四) 第32屆系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工作：12月22日邀集歷史系與社工系兩位主任及秘書，

召開第三次籌備會議，會中討論研討會議程與接待行程。目前確定參加境外學者包

括湖南大學法學院杜鋼建院長、安徽師範大學研究生學院胡傳志院長、上海華東師

範大學哲學系郁振華主任、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蘇智良院長以及社會系張

宇蓮主任，其他邀請學者聯繫確認中。 

(五) 11 月 25 日院內召開<2015 前進中東歐-人文社會學院中東歐遊學團>籌備會議，規劃

選出院內 26 位學生參加 2015 年 7 月間舉辦的遊學團。 

(六) 11 月 26 日召開本院 103 學年度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總計中文系、歷史系、以及

社工系提案申請。案由包括第 1 案為【社工系復開碩士班二年級「進階社會工作督

導」；第 2 案為【中文系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於學士班新開科目「華人社會中的性別

與語言議題」﹐碩士班及碩專班新開科目「宋遼金文學專題研究」及「中國文化史專

題研究」】；第 3 案為【歷史系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開課程及 103 學年度必選修科

目異動申請】，以上三個提案決議通過。 

七、資料收集與彙整 

(一) 配合總務處提報 104 學年度統籌預算需求作業，12 月 9 日轉知音樂系並已於 12 月

26 日收到審查核定結果並轉發音樂系參閱。 

(二) 配合提報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列作業，12 月 10 日轉知各學系提報相

關表單，預定於 1 月 9 日經院長核閱後提交研發處。 

(三) 配合教資中心填報 103 年度共同性與學校自訂之「績效目標及衡量指標」達成情形，

12月 15日轉知各學系填寫相關表單，預定於 1月 12日經院長核閱後提交教資中心。 

(四) 配合研發處提供 104 學年度收入預估，12 月 16 日轉知音樂系及師培中心提報，預

定於 1 月 5 日前經院長核閱後提交研發處。 

(五) 配合電算中心進行單位個資清查作業，12 月 22 日轉知本院同仁，預定於 1 月 6 日

前提交電算中心。 

八、配合教務處將於 2 月 4 至 5 日辦理「認識東吳-與高中生對話」活動，該活動將本院區分

兩個學群，其一為中文系、歷史系、哲學系學群，其二為政治系、社會系、社工系學群，

為協助招生宣導，12 月 22 日轉知相關學系推派代表師長進行介紹。 

九、謝院長及多位院系學生參加 12 月 27 日崇友實業(唐松章董事的企業)與德育中心合辦「清

掃學習活動」，藉由實作和反思學習凡事徹底和感恩惜福。 

十、12 月 14 日本院教職員報名參加 103 學年度教職員桌球聯誼賽，本院戰績包括女子挑戰

組冠軍、趣味競賽第一、男子雙打殿/季軍、以及男子團體第四名。 

十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劉文戈助理教授，希來本院進行《台灣公法學的新發展和台灣憲

政改革的新趨勢》研究交流訊息，預定訪問交流期間為 2015 年 3 月 15 日至 3 月 31 日，

依據本院境外訪問學者作業要點規定；另，福建工程學院思想政治理論教研部雷輝副教

授欲申請來本院進行六個月訪學（時間為 2015 年 8 月 1 日~2016 年 1 月 31 日），與師

生進行相關教學研究討論與學術交流。研究課題為《台灣的民主化現狀與發展趨向》，

將提主管會議通過後始辦理後續作業。 

十二、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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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2 月 1 日政治系蔡秀涓老師帶領非營利組織管理概論課堂學生至唐氏症基金會進行

校外參訪，除了實際走訪機構了解非營利機構的運作模式外，也藉由此機會學習如

何與唐寶寶相處。 

(二) 12 月 2 日中文系連文萍老師『兒童文學及習作』舉辦協同教學，邀請兒童文學作家

王淑芬老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一定要懂的繪本 ABC」。 

(三) 12 月 8 日歷史系李聖光老師『文化創意產業概論』舉辦協同教學，邀請文訊雜誌行

銷企劃總監楊宗翰老師與同學們分享「文學雜誌與文創轉型」。 

(四) 填寫 103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執行績效。 

(五) 102 年度教育部課程分流計畫展延申請。 

(六) 邀請各實習機構參加 103 學年度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創意人文學程實習成果發表會，

並了解學生實習近況及成績考核結果。 

(七) 12 月 15 日歷史系李聖光老師『文化創意產業概論』舉辦協同教學，邀請 X 工作坊

創辦人烏奴奴老師與同學們分享劇本寫作的秘訣及電視劇拍攝的過程，除了講述自

身經驗外，亦讓學生分組進行互動遊戲，增加趣味性。演講主題為「編好一個故事

－秘笈」。 

(八) 辦理兩學程必修課『文化創意產業概論』、『非營利組織管理概論』期中退選事宜。 

(九) 12 月 16 日社工系闕漢中老師帶領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學生至中租青年發展基金會

進行校外參訪。 

(十) 12 月 16 日音樂系黃莉翔老師『藝術行政管理』課程舉辦協同教學，邀請格式設計

展策王耀邦總監與同學們分享「策一場展」。 

(十一) 12 月 22 日進行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必修課『非營利組織管理概論』課堂反映

問卷施測。 

(十二) 12 月 22 日歷史系李聖光老師『文化創意產業概論』舉辦協同教學，邀請威肯

公關公司蕭展正董事長蒞校演講。由於蕭董事長有豐富的選舉輔選經驗，本次來亦

慷慨的分享輔選的心得，及指點同學們行銷的重點。本次演講主題為「選戰新時代

－從傳播與行銷探討」。 

(十三) 12 月 22 日進行創意人文學程必修課『文化創意產業概論』課堂反映問卷施測。 

(十四) 12 月 23 日社會系何撒娜老師『韓流與當代東亞流行文化』課程邀請韓國湖西

大學全家霖教授於普仁堂分享「國際關係與＂文化力＂：以韓國的文化戰略為中

心」。 

(十五) 12 月 23 日社會系何撒娜老師邀請台灣東北亞學會董思齊老師於劉真故居/滴咖

啡舉辦座談會，主題為「韓流來襲－華文世界的韓國流行文化現象」。 

(十六) 12 月 29 日假『非營利組織管理概論』課堂舉辦 103 學年度非營利組織管理學

程實習成果發表會，邀請到紅絲帶基金會金家玉督導、地球公民基金會莊惠銓督導

及沈慧娥督導出席。本次總計有 17 位學生分別在 8 間不同性質的非營利組織實習。

出席的老師有人社院謝政諭院長及兩位校內督導老師：政治系蔡秀涓老師、社工系

闕漢中老師。老師表示，透過實習可以明顯的感受到學生的成長。希望能藉由與機

構互相合作的機會，一方面讓學生獲得更多寶貴的實作經驗，另一方面也讓學生了

解到台灣有許多重要的非營利組織在運作著。 

(十七) 12 月 29 日假『文化創意產業概論』課堂舉辦 103 學年度創意人文學程實習成

果發表會，邀請到寰緯公關公司劉美男督導、蘆洲李宅簡秋燕督導、富邦藝術基金

會許孟慈督導、順益台灣原住民博物館林威城督導及上善人文基金會劉子寧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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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亞琦督導。本次進行發表的同學總計 38 名，分別在 12 個不同的文創產業機構實

習。督導們除了在學生實習過程中給予指導之外，亦在實習成果發表會上針對學生

所提出的疑問進行解答。本次實習成果發表會從 15 時 30 分開始，至 18 時結束。 

(十八) 12 月 30 日音樂系黃莉翔老師『藝術行政管理』課程舉辦協同教學，邀請網路

基因施俊宇總經理與同學們分享「當代雲端行銷實錄」。 

◎中文系： 
一、學術交流 

 (一)103 年 12 月 5 日(五)，鹿憶鹿老師於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主辦的「創新與創造:明清

知識建構與文化交流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殊俗異物，窮遠見博─新刻《山海經圖》、

《臝蟲錄》的明人異域想像〉為題發表論文。 

 (二)103 年 12 月 8 日（一）15：00～20：10﹐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召開「103

學年度中文系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共有 13 位碩士班及碩專班學生發表論文。 

 (三) 103 年 12 月 16—17 日（三）﹐羅麗容與沈惠如老師參加北京「京劇老唱片、老電

影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以〈1905—1965 京劇老電影評論研究〉及〈多重視域下

的影像解讀—兩岸京劇電影《洛神》的美學探析〉為題發表論文｡ 

 (四)103 年 12 月 29 日（一）18:30～20:20﹐於人社院 D1005 會議室舉辦本系第 184 次

常態性學術研討會，由鍾正道主任擔任主持人，劉文起老師以〈由《荀子·天論篇》

楊倞注正補說起〉為題發表論文，由陳松雄老師擔任講評人。 

二､ 專題演講 

(一) 103 年 12 月 2 日(二)﹐連文萍老師兒童文學課程邀請繪本作家王淑芬老師主講：

「一定要懂的繪本 ABC」｡ 

(二) 103 年 12 月 2 日(二)，鹿憶鹿老師於國立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辦「經典研讀

系列演講」主講：「死與再生──試論洪水神話的漂流情節」。 

(三) 103 年 12 月 3 日（三）10:00～12:00 於 D0713 教室﹐由鄭明娳老師「現代散文專

題研究」課程邀請文訊雜誌副總編輯杜秀卿老師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

計畫」，講題：「從荊棘裡的亮光和文訊的生命力」。 

(四)103 年 12 月 8 日（一）15:30～17:20 於 B408 教室﹐與生涯發展中心合辦學系專業

職涯講座，由沈惠如老師擔任主持人﹐邀請朱挈儂老師主講：「從中文系出發──

邁向編劇 A咖之路」。 

(五)103 年 12 月 10 日（三）13:30～15:20 於國際會議廳，由鹿憶鹿老師擔任主持人﹐

邀請台灣大學中文系洪淑苓教授執行「中文系拓展職涯視野教學計畫」主講：「聽

見她：從『媳婦歌』論民間女性規範與女性心聲」。 

(六)103 年 12 月 10 日（三）13:30～15:20 於 D0731 教室，與南山人壽合辦職涯講座，

由許錟輝老師擔任主持人﹐邀請林純如學姐（經濟系 97 級校友）主講：「超越文

學掌握人生選擇權」。 

(七)103 年 12 月 11 日（四）20:20～22:05 於 D0634 教室，與生涯發展中心合辦學系專

業職涯講座，由鍾正道主任擔任主持人﹐邀請魏珮丞學姐（101 級系友）主講：「編

劇這一行」。 

(八)103 年 12 月 12 日（五）10：00～12：00 於戴氏基金會，由林宜陵老師邀請漸凍人

協會 Tom&KiKi 演講「你是我的呼吸」，共同執行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種子導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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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共同課程。 

(九)103 年 12 月 17 日（三）13:30～15:20 於 D0731 教室，與生涯發展中心合辦學系專

業職涯講座，由侯淑娟老師擔任主持人﹐邀請張舒懿老師（優人神鼓國內推廣經

理）主講：「眼高手低的人生──我的藝術行政之路」。 

(十)103 年 12 月 17 日（三）18:25～20:10，由鍾正道主任擔任主持人﹐邀請重慶西南

大學文學院張武軍教授主講：「魯迅的愛與恨」。 

(十一)103 年 12 月 18 日（四）13:30～17:10 於國際會議廳﹐由沈惠如老師執行「高中

優質計劃教師研營」講座，以「穿梭時空﹐想像奔馳--小說家的新思維」為講題﹐

邀請張啟疆先生(知名文學作家)主講「科幻電影裡的時間元素」､許榮哲先生(四

也童書總編輯)主講《暢遊桌遊的文學世界》﹐出席學員收穫滿滿﹐甚獲好評。 

(十二)103 年 12 月 20 日，於東吳大學文理講座委員會、林語堂故居合辦的「東吳大學

文理講座─周質平講座教授講學系列活動」，由鹿憶鹿老師擔任主持人，周質平教

授主講「大關懷與小情趣：林語堂的思想與人格」。  

(十三) 103 年 12 月 22 日（一）18：30～20：10 於人社院 D1005 會議室﹐舉行本學期

第四次國學講座，由丁原基老師擔任主持人，邀請北京清華大學科技史暨古典文

獻研究所劉薔研究員以「輯今弆古非同事，天祿文淵故別藏—《天祿琳琅書目》

的編纂體例特點及影響」為題，進行講座。 

三､ 師生獲獎 

 (一) 103 年 12 月 01 日(一) ～103 年 12 月 05 日(五) ﹐頒發「第一屆文謅謅學生微電

影比賽」獲獎同學，第一名德文四李永為同學《妻子》、第二名中進四高郁翔同學《愛

我好嗎》、第三名中進五潘永鴻同學《仔路》。 

 (二)103 年 12 月 3 日（三）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函知本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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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鹿憶鹿、劉玉國、涂美雲老師榮獲本校 103 學年度「研究論著獎勵」｡ 

 (四)蘇淑芬(2 件)、陳恆嵩、連文萍老師榮獲本校 103 學年度「研究計畫獎勵」。 

 (五)中四 B 李孟豪同學榮獲 103 年「蕭毅虹文學獎學金」，於 103 年 12 月 20 日（六）

在救國團進行頒獎典禮。 

 (六)103 年 12 月 21 日（日）13：30～17：00 於傳賢堂，中文系合唱團參加「2014 東吳

大學溪城盃合唱比賽」﹐同學們表現優異﹐榮獲全校第一名。 

 (七)103 年 12 月 23 日(二)﹐中文系 49 級陳榮生教授(日本國士館大學政經學部)､中文

系 69 級系友王浩局長(台北市社會局)﹐分別榮獲建校 115 周年傑出校友｡ 

 (八)103 年 12 月 18 日(四) 本系頒發各項獎學金，獲獎同學名單臚列如下： 

 1､「林炯陽先生紀念獎學金」：中博五孔品淑、中延 A許卓蓁 

 2､「陳秀玲學姊清寒獎學金」：中四 A林冠宇、中四 A蔡欣樺 

 3､「徐公起先生獎學金」：中四 A林以涵、中四 C嚴雅瀞 

 4､「財團法人景伊文化藝術基金會獎學金」：中博三 柯秉芳 

 5､「王兆綱先生勵志獎學金」：中四 A林以涵、中四 C嚴雅瀞 

 6､「屈翼鵬先生獎學金」：中碩三胡勁羽。 

 7､「林伯謙老師獎學金」：中二 A､陳治廷､中二 A游謦慈､中三 A林以涵､中 

進三劉權誼､中進四王麗華､中進四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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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系務 

(一)103 年 12 月 01 日(一) ～103 年 12 月 05 日(五)文謅謅影展於普仁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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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列電影，並舉行文謅謅影展閉幕式。 

(二)103 年 12 月 1 日（一）20:20～22:05 於 D0731 教室﹐由沈惠如老師執行「導 

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師生團體活動」，進行中進三導生班級聯誼餐敘 

活動，提高導師與導生互動，瞭解學生生活與學習狀況。 

(三)103 年 12 月 3 日（三）13:30～15:20 於第二教研大樓 D0408 教室﹐由連文萍老師

執行「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師生團體活動」，進行中二 B導生導生班級聯誼

餐敘活動，藉此提高導師與導生互動，增進班級同學彼此情感。 

(四) 103 年 12 月 3 日（三）20:20 於 D0634 教室﹐由丁原基老師執行「導師班級輔導

補助計畫──師生團體活動」，進行中進二導生班級聯誼餐敘活動，讓導師與學

生對談，藉此提高導師與導生互動，瞭解學生生活與學習狀況。 

(五)103 年 12 月 4 日（四）12:10～13:30 於 B408 教室﹐由陳慷玲老師執行「導師班級

輔導補助計畫──師生團體活動」，進行中三 B導生班級聯誼餐敘活動，讓導師與

學生對談，藉此提高導師與導生互動，瞭解學生生活與學習狀況。 

(六)103 年 12 月 10 日（三）17:40～19:30 於第二教研大樓 7樓梯電梯廣場﹐由種子導

師林宜陵執行「中文系導師活動」﹐舉辦「中文系水餃宴」，邀請中文系師生共同

參與「歲末暖呼呼水餃宴－中文系導生活動」﹐在冬至來臨前感受中文系大家族的

溫暖與關懷。本活動有多位老師熱情支持，會場熱鬧溫馨。 

(七)103 年 12 月 10 日（三）20:20～22:05 於 D0633 教室﹐由陳恆嵩老師執行「導師班

級輔導補助計畫──師生團體活動」，進行中進一導生班級聯誼餐敘活動，讓導師

與學生對談，瞭解學生生活與學習狀況。 

(八)103 年 12 月 11 日（四）12:10～13:30 於哲生樓 H303 教室﹐由侯淑娟老師執行「導

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師生團體活動」，並邀請現任職於當代傳奇劇場的嚴睿淇

學姐與學弟妹分享大學求學經驗、雙學位、英國留學之學習歷程和準備。同時進

行中一 B導生班級聯誼餐敘活動，藉此提高導師與導生互動，增進班級情感。 

(九)103 年 12 月 13 日（六）10：00～15：30 林伯謙老師、林宜陵老師與本系「中文實

務實習」修課學生隨同本課程業界教師張泉源老師赴淡水進行旅遊講解實習。本

次以淡水名勝古蹟如紅毛城、德記洋行等作為示範，講解如何進行導覽介紹。林

伯謙老師與林宜陵老師隨行參加，觀摩如何將文化與旅遊進行結合，作深度行程

規劃，以為明年七月溪城講堂本系所開設的「鵬飛萬里--台灣人文行旅」課程進

行準備 

(十) 103 年 12 月 16 日（二）19：00 於美麗華百樂園瓦城餐廳﹐歡送寧波工程學院高

磊老師返回大陸，謝政諭院長、鍾正道主任、許錟輝老師、丁原基老師、鹿憶鹿

老師、王次澄老師、林慶彰老師、陳恆嵩老師、連文萍老師、沈心慧老師、卓伯

翰秘書等出席本次餞別宴，歡送並敍舊情。 

(十一)103 年 12 月 17 日（三）18:00～22:00 於綜合大樓望星廣場﹐舉辦「『悠居鐘樓

--繁華落盡尋新客』103 尋悠夜」中文之夜活動，吸引近 350 位學生､畢業學長姐

及多位老師參與，並表演舞台劇、歌唱、舞蹈與樂器等節目，藉此培養向心力及



----------------------------------------------------------------------------------------------------------------------------------------     
東吳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1 次(104.1.12)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32 

團隊合作之能力。 

(十二)103 年 12 月 18 日（四）18:00～20:30 於普仁堂﹐邀請相聲瓦舍創辦人馮翊綱老

師舉辦「一場相聲武俠的盛宴」，藉馮翊綱和宋少卿生趣對話﹐了解成為現代雙口

相聲代表人物心路歷程，本活動計有 320 位全校師生參加此場講座﹐咸認不虛此

行。 

(十三) 103 年 12 月 29 日(一)連文萍老師擔任人文創意學程期末實習成果發表會主持

人﹐共有中文系、英文系、社會系、社工系等系學生，及各實習單位督導參與發

表會｡ 

(十四)103 年 12 月 31 日（三），《東吳中文線上學術論文》第 28 期出版，本期 

共收錄周婕敏、林書帆、張青美、郭明芳、傅怡菁、葉姵岑、劉俐君等 7篇 

論文。 

五､社會活動 

 103 年 12 月 7 日(日)，鹿憶鹿老師擔任澎湖縣政府文化局主辦的「第十七屆菊島

文學獎徵文活動」決選會議評審。 

◎歷史系： 
一、行政業務: 

（一）本系《東吳歷史學報》學報審稿作業已告一階段，十二月底出刊。 

（二）本系《東吳歷史學報》獲人文學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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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網頁內容編譯作業已

告一段落，目前正在進行網頁建置工作，預計於 12 月底結案。 

（三）本系擬於 104 年 5 月 15、16 日舉辦「第十屆史學與文獻學研討會-兩岸史學的研

究與對話」，目前已邀請杜正勝、王汎森二位院士作專題演講。北京師範大學、首

都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廈門大學九位學者，台灣其他大學學者四位，加上

本系黃兆強、何宛倩、盧令北及陳志豪四位老師，共十七位學者發表論文。本系

目前正向科技部申請「補助兩岸科學術研討會」經費補助。 

（四）103 年 12 月 19 日辦理碩士班學科考試。 

（五）本系系所評鑑報告各小組已撰寫完畢，目前已由系辦彙整，預計提交一月份系務

會議討論。 

二、《東吳歷史學報》第 32 期於 103 年 12 月 31 日出版，其目錄如下： 

(一) 魯西奇，〈「越」與「百越」：歷史敘述中的中國南方「古族」〉。 

(二) 黃郁庭，「蜀漢滅亡原因新探──以民族政策與地域衝突為中心」 

(三) 張繼瑩，「山西河津三峪地區的環境變動與水利規則(1368-1935)」 

(四) 林子雅，「清代（1723-1850）滸墅關稅收變化與蘇州經濟地位之關係」 

(五) 陳立樵，「伊朗石油與英國及伊朗的關係（1901-1914）」 

三、系友返校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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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多元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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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系擬與故宮博物院合辦一系列「認識故宮文物」演講，103 年 12 月 31 日邀請圖

書文獻處副研究員鄭永昌老師，以發表演講：「知道了─清代奏摺制度與皇帝硃批」

發表演講。 

(二)陳志豪老師於 103 年 12 月 27 日帶領歷史二的同學前往草嶺古道進行校外教學。 

五、導生活動： 

(一)黃兆強老師於 103 年 12 月 10 日中午假 D0616 室，舉辦本學期之導生聚會，約有十

五人參加。 

(二)劉龍心老師 103 年 12 月 10 日中午假和民居食屋，舉辦本學期之導生聚會，約有十

人參加。 

(三)盧令北老師於 103 年 12 月 10 日中午假 D0415 室，舉辦本學期之導生聚會，約有二

十五人參加。 

(四)林慈淑老師於 103 年 12 月 30 日中午假 D0618 室，舉辦本學期之導生聚會，約有五

十人參加。 

六、碩士班活動： 

(一) 為促進本所師生互動交流，並歡送 2014 年、展望 2015 年，擬訂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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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2 月份舉辦三場論文初稿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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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學術演講：本系十二月份預計舉辦五場演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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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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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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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3 年 12 月 17 日邀請邀請東吳大學國貿系兼任講師蔡啟瑩老師，以「歷史與實務」

為題」為題發表演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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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系： 
一、學術活動--交流參訪 

(一) 12 月 08 日至 12 日本系米建國主任獲邀前往日本東京大學、立正大學進行學術交

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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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2 月 13 日至 19 日本系與政治系共同邀請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理學院金太軍院

長、車玉玲副院長、邢冬梅主任、李蘭芬教授、陳曉剛老師與王豔老師來訪，洽談學術

交流事宜。來訪期間本院謝政諭院長設宴接待，並研擬院級合作協議。 

(三) 12 月 25日至 104年 1月 2日本系米建國主任以科技部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力計

畫前往美國費城參加美國 APA 哲學學會東區分會學術年會暨學術研討會，並參與該會國

際合作委員會之會議。 

二、學術活動--學術研究 

本系教師獲得 103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12 月 12 日公布） 

(一)「研究論著獎勵」獲獎名單：第一類，獲獎勵金 6萬元：米建國老師、郭梨華老師、

蔡政宏老師。第二類，獲獎勵金 3 萬元：米建國老師、蔡政宏老師、黃崇修老師。(二)

「研究計畫獎勵」獲獎名單（第一類，獲獎勵金 1萬元）：米建國老師、郭梨華老師、

陳瑤華老師、王志輝老師、沈享民老師、黃崇修老師。 

(三) 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通過名單：米建國老師（104、105 及 106 學年每學期各減

授 2個鐘點）、郭梨華老師（104 學年每學期各減授 2個鐘點）、王志輝老師（104 學年

每學期各減授 1個鐘點）、沈享民老師（104 學年每學期各減授 1個鐘點）、蔡政宏老師

（104 學年每學期各減授 2個鐘點）。 

三、學術活動：工作坊 

(一) 12 月 05 日本系執行科技部「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研究計劃案，第 6場德性

工作坊 (III) 邀請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傅皓政老師擔任主講者，講題為：複合

信念變遷與知態牢固性 (Iterated belief change and epistemic entrenchment)。 

(二) 12 月 26 日本系執行科技部「德性：智德與道德」整合型研究計劃案，第 7場德性

工作坊 (III) 邀請華梵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陳振崑老師擔任主講者，講題為：朱子德性

論的理學基礎。 

四、學術活動：演講 

(一) 12 月 17 日 13:30～15:30 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USA Prof. Eske Mollgaard

於本系進行演講，講題為:「Can Confucians universalize themselves?」。由馬愷之

老師擔任主持人。Prof. Eske Mollgaard 專長為 Eastern Philosophies; Comparative 

Philosoph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二) 01 月 14 日 13:30～15:30 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邀請到德國波鴻魯

爾大學 Prof. Heiner Roets 於本系進行演講，講題為:「Golden Rule: Transcendence 

and Dissent.」。由馬愷之老師擔任主持人。Prof. Heiner Roets 專長為儒家學說、中

國倫理學、中國宗教史。 

五、學術活動：讀書會 

(一)12 月 09 日本系陳瑤華老師於下午 13：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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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的研讀。 

(二) 12 月 09 日本系馬愷之老師於下午 18：30 邀請有興趣至矯正機關陪伴收容人研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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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相關書籍與討論哲學問題，以協助收容人領略「善的意志」與「道德」等思想的師

生，共組「哲學在監獄」讀書會。是日出席的成員有馬愷之老師、哲碩三歐維昇同學、

哲碩二何元興同學、哲碩一林曉青同學、陳宛青同學、馬秀珍同學、大陸自費研修生孫

利亞同學、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林肯智同學及全球和解社的社團同學等共 13 人。 

(三) 12 月 16 日本系陳瑤華老師於下午 13：00～15：30 組成之讀書會，對「正義的轉

型與轉型的正義」這主題進行第 6次的研讀。 

六、學術成果--出版品   

(一) 12 月 01 日對外發佈《東吳哲學學報》第 32 期邀稿函及投稿簡約。 

(二) 12 月 01 日至 31 日整理《東吳哲學學報》第 31 期審稿意見書回覆等事宜。 

(三) 12 月 22 日召開《東吳哲學學報》第 31 期第 2次編委會議。會中決議學報第 31

期審查結果與刊登文章、書評等事宜。 

七、重要業務： 

(一)接待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理學院金太軍院長等六位學者。 

(二)提報 104-105 校務發展計畫。 

八、例行行政業務： 

(一) 12 月 01 日至 03 日填報本系 103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發計畫之年度執

行績效表，以利準時提報人社院進行彙整。 

(二) 12 月 01 日至 31 日彙整系上老師們填寫「102 學年度學術研究績效評量表」及相

關佐證資料，以利準時提報人社院。 

(三) 11 月 10 日~28 日進行學業關懷系統相關作業，由專、兼任課教師提報各科目學生

關懷名單。12 月 01 日~12 月 08 日進行學業關懷系統相關作業，學系對重點學生提送關

懷訊息。12 月 08 日~12 日導師依學系提出之關懷名單進行輔導。12 月 08 日~19 日學系

寄發重點關懷學生之家長信函。 

(四) 12 月 04 日本系完成 103 學年度第 2學期課程之預選及檢核條件設定。 

(五) 12 月 17 日中午 12:00 至 13:30 假綜合大樓舜文廳舉行本學期系週會，除系上教師

與學生一同用餐外，並進行頒獎儀式，獎項有學校所核定之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各年級

優秀學生獎學金（每年級各 3名，獎學金陸千元、肆千元、貳千元）及大學生創意獎學

金（共 2名，獎學金各貳千元） 

(六) 12月 17日 13:30~15:30學系於系週會時安排學系師長與大陸交換生白健丁及就讀

於本系的陸生周金光、王夢婷同學餐敘，亦關心他們在校的各方面狀況。 

(七)12月17日13:30～15:30於綜合大樓交誼廳舉辦103學年度哲學系第一學期雙主修、

輔系、碩士班座談會，邀請系上已申請雙主修、輔系及碩士班之學長姐進行經驗分享。 

(八) 12 月 19 日於本系系主任辦公室召開本系碩士班事務委員會，討論 104 學年度本系

碩士班招生之命題委員人選。 

(九) 12 月 22 日寄發本系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海報，並以 email 發送委請國內各哲學

系及學會協助宣傳。 

(十) 12 月 29 日協助校方轉知系上導師進行導師選課輔導，輔導時間與 103 年 12 月 29

日起至 104 年 01 月 09 日。 
九、系友返校活動： 

(一) 12 月 02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李思慧學姊(89 級)返校演講，主題：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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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我的哲學，由莊文瑞老師主持。 

(二) 12 月 11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廖文筠學姊（95 級）返校演講，主題：我

讀哲學我旅行，由米建國老師主持。 

(三) 12 月 16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張育仁學長(84 級) 返校演講，主題：我

的職場‧我的哲學，由本系莊文瑞老師主持。 

(四)12 月 23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楊炯洋學長 (86 級) 返校演講，主題：我

的職場‧我的哲學，由本系莊文瑞老師主持。 

◎政治系： 

一、「東吳政治學報」出刊方面：九月出版第 32 卷第 3期、預計 12 月出版第 32 卷第 4期。 

二、在國際與兩岸交流活動方面共 12 場： 

(一)12 月 01 日邀請哥倫比亞大學人權所訪問學者華澤來校舉辦國際迷你課程講座，講

題：「08 憲章前後」。主持人：黃默老師，參與師生約 20 人。 

(二)12 月 03 日邀請國際特赦組織蒙古分會秘書長 AltantuyaBatdorj 女士專題演講，講

題：「蒙古的人權狀況」。主持人：黃默老師，參與師生約 15 人。 

(三)12 月 04 日與人文社會學院中國研究室合辦，邀請紐西蘭坎特伯里大學政治系教授

Alex Tan 專題演講，講題：「PLA's Naval Moderniz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to 

Southeast Asi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s」。主持人：王輝煌老師，參與師生約

30 人。 

(四)12 月 04 日邀請香港浸會大學聯合國際學院政府與國際關係系吳崇涵助理教授專題

演講，講題：「Does Similar Interest Bring More Peace?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planations for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主持人：湯智貿

老師，參與師生約 30 人。 

(五)12月05日與人權學程協辦曼德拉紀念座談會邀請南非駐台代表MusawenkosiAphane

來校演講，講題：TRANSITIONAL JUSTICE。主持人：黃默老師，參與師生約 50 人。 

(六)12 月 05 日與人權學程協辦「紀念曼德拉逝世一週年論壇」，邀請中研院台史所副

研究員吳叡人、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瑤華、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座談。

主持人：黃秀端老師，參與師生約 40 人。 

(七)12月08日邀請美國哥倫比亞大學人權所訪問學者華澤來校舉辦國際迷你課程講座，

講題：「茉莉花在中國」。主持人：黃默老師，參與師生約 20 人。 

(八)12 月 16 日舉辦台灣新社會智庫香港學者巡迴座談東吳場，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政治

與國際關係學系助理教授黃偉國、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院講師何家騏進行座談。

主題為：「香港佔中運動」。主持人：黃秀端老師，參與師生約 20 人。 

(九)12 月 17 日與哲學系共同邀請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理學院金太軍院長、車玉玲副

院長等 6 人舉辦交流座談會，討論教師、學生交流與互訪事宜，參與外賓、老師共

16 人。 

(十)12 月 18 日邀請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理學院金太軍院長專題演講，講題：「中國

民主化的進程的約束條件」。主持人：黃秀端主任，參與師生約 50 人。 

(十一) 12 月 18 日於故宮晶華餐廳舉辦晚宴，接待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理學院金太

軍院長、車玉玲副院長、李蘭芬教授、邢冬梅教授、王豔老師、陳曉剛助理研究員

等參訪學者，參與外賓、老師共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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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2 月 30 日邀請英國劍橋大學 Kevin Kester 博士候選人(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專題演講，講題：「The Sociology of Peace Work: A Look 

insid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University」。主持人：湯智貿老師，參與

師生約 30 人。 

三、舉辦學術座談會 3場 

(一)12 月 10 日邀請本系謝政諭老師、徐永明老師、羅致政老師以及林瓊珠老師進行九

合一選後座談。座談會主題：「東吳政治話選舉」。主持人：黃秀端老師，參與師

生約 150 人。 

(二)12 月 10 日與人權學程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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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座談。座談會主題為：「國

家不義，與民爭地」。主持人：陳俊宏老師，參與師生約 30 人。 

(三)12 月 16 日舉辦台灣新社會智庫香港學者巡迴座談東吳場，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政治

與國際關係學系助理教授黃偉國、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院講師何家騏進行座談。

主題為：「香港佔中運動」。主持人：黃秀端老師，參與師生約 20 人。 

四、在專題演講方面，12 月共舉辦專題演講 15 場次，預計一月將舉辦 1-2 場活動。12 月已

舉辦活動如下： 

(一) 12 月 02 日邀請政大公行系特聘教授施能傑教授專題演講，講題：「臺灣發展的差

異面貌」。主持人：蔡秀涓老師，參與師生約 70 人。 

(二) 12 月 03 日邀請台灣人權促進會執行秘書王寶萱小姐專題演講，講題：「小熊為何

迷失在田間—談台灣迫遷問題。主持人：黃默老師，參與師生約 15 人。 

(三) 12 月 04 日系學生會邀請品思博贊心智圖輔導師曾荃鈺小姐專題演講，講題：「心

智圖法的多元知識管理應用分享」。主持人：吳嘉芸會長，參與師生約 50 人。 

(四) 12 月 04 日邀請地球公民基金會副執行長王敏玲小姐專題演講，講題：「爭取環境

正義從中南部空汙與高雄氣爆談起」。主持人：蔡秀涓老師，參與師生約 100 人。 

(五) 12 月 05 日邀請台大城鄉所客座教授朱嘉明教授專題演講，講題：「中國開放經濟

的形成、局現和困境」。主持人：許雅棠老師，參與師生約 30 人。 

(六) 12 月 08 日與外交社合作邀請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副秘書長李柏浡來校舉辦外交週

系列演講活動，講題：「非洲及中南美洲援外經驗」。參與師生約 50 人。 

(七) 12 月 11 日系學生會邀請公民監督聯盟執行長張宏林專題演講，講題：「淺談九合

一選舉結果之觀察」。主持人：吳嘉芸會長，參與師生約 60 人。 

(八) 12 月 11 日邀請臺灣居住正義協會黃益中理事長專題演講，講題：「臺灣的居住問

題 v.s.居住正義的實現」。主持人：劉書彬老師，參與師生約 100 人。 

(九) 12 月 12 日與外交社合作邀請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總領事宋文城來校舉辦外交週系

列演講活動，講題：「南太友邦駐外經驗」。參與師生約 50 人。 

(十) 12月 17日邀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鄭凱元教授(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副

院長/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 專題演講，講題：「莊子的自我哲學與無知之幕」。主

持人：謝政諭老師，參與師生約 60 人。 

(十一) 12 月 19 日與外交社合作邀請外交部禮賓處副處長李志強來校舉辦外交週系列

演講活動，講題：「國際禮儀」。參與師生約 50 人。 

(十二)  12 月 19 日邀請 21 世紀基金會專案經理李政釗先生專題演講，講題：「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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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擇優汰劣：國會監督平台與工具？」。主持人：蔡韻竹老師，參與師生約 50 人。 

(十三) 12月22日邀請模範市場研究公司研究總監邱齡瑩(Lydia Chiu)小姐專題演講，

講題：「市場調查焦點團體訪談的實務與執行」。主持人：林瓊珠老師，參與師生

約 50 人。 

(十四) 12 月 30 邀請新臺灣國策智庫吳榮義董事長專題演講，講題：「臺灣參與區域

經濟合作之檢討與展望」。主持人：蔡秀涓老師，參與師生約 70 人。 

(十五) 12 月 31 日邀請威亞策略顧問有限公司蔡維仁先生專題演講，講題：「政策遊

說的實務初探：一個政治公關人的經驗談」。主持人：蔡韻竹老師，參與師生約 50

人。 

五、舉辦教學與輔導活動 14 場 

(一)為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共舉辦 8場與教學有關之活動： 

1. 12 月 03 日系慶 60 週年系慶電訪工作人員會議，D1012 研討室。 

2. 12 月 08 日邀請哥倫比亞大學人權所訪問學者華澤來校舉辦國際迷你課程講座，

講題：「茉莉花在中國」。主持人：黃默老師，參與師生約 20 人。 

3. 12 月 10 日系慶 60 週年系慶電訪暨招待組工作人員會議，D1012 研討室。 

4. 12 月 11 日林瓊珠老師政黨與選舉課程參訪立法院，參訪師生共 35 人。 

5. 12 月 11 日林瓊珠老師民意與調查研究課程參訪政大選舉研究中心，參訪師生共

50 人。 

6. 12 月 17 日系學生會舉辦政治系耶誕晚會（政治之夜）。主持人：吳嘉芸會長，

參與師生約 130 人。 

7. 12 月 17 日蔡韻竹老師國會政治的理論與實務課程參訪立法院，參訪師生共 30

人。 

8. 12 月 19 日蔡韻竹老師政治學課程參訪行政院，參訪師生共 62 人。 

(二)在學生輔導方面，共有 1場活動： 

1. 12 月 17 日系學生會舉辦政治系耶誕晚會（政治之夜）。主持人：吳嘉芸會長，

參與師生約 130 人。 

(三)在系友聯誼方面共有 2場： 

1. 12 月 13 日舉辦東政治學系六十週年系慶活動，邀請全系師生及 60 年歷屆畢業系

友參加，參加人數約 250 人。 

2.  12 月 19 日邀請 21 世紀基金會專案經理李政釗先生專題演講，講題：「國會的

擇優汰劣：國會監督平台與工具？」。主持人：蔡韻竹老師，參與師生約 50 人。 

六、其他行政業務方面，共有 3場活動： 

(一)12 月 2 日召開系行政會議，討論政治學系 60 週年系慶流程、紀念光碟、紀念品販

賣、場地佈置、影片播放、系友聯絡等籌備事宜。 

(二)12 月 8 日召開系行政會議，確認政治學系 60 週年系慶流程、影片內容修訂、貴賓

聯絡、場地佈置等籌備事宜。 

(三)12 月 11 日召開政治學系 60 週年系慶活動工作人員會議，討論政治學系 60 週年系

慶當天工作分配、流程、注意事項籌備事宜。 

(四)12 月 19 日召開系行政會議，討論 103 學年度第 2學期重要活動行程安排、104 學年

度校務發展計畫與預算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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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系： 

一、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 為增加師生間的自由互動機會，本系與系學生會於 12 月 1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814 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第四場「午餐時間（Brown-bag 

lunch time）」系列活動。本次搭配聖誕節做為主題，由師生自備餐點至學系提供的

活動場地一同共度午餐時間，計有 15 位師生參與。 

（二） 本系於 12 月 3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Ｄ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導生會議，邀請本系專任教師及學士班、碩士班、碩專班各班班

級代表一同參與，討論本系課程分流制度，聽取學生意見，並鼓勵學生修讀社會

學實習課程。 

二、招生宣傳活動（含招生考試）： 

（一） 本系於 12 月 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5 教學研討室，舉辦 104 學

年度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第二階段面試。 

（二） 本系透過本校招生組轉介與合作，由本系鄭得興老師及蔡嘉綺助教，於 12 月 5 日

前往百齡高中進行招生宣傳活動。本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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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約 180 位高中學生

參與。 

（三） 本系透過本校招生組轉介與合作，於 12 月 5 日，支援本校招生組舉辦之「私立大

同高中參訪東吳大學活動」，由本系周明慧秘書向陪同高中生來訪之該校主任、教

師及家長會會長等 5 位貴賓，介紹本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及本系發展特色。 

三、召開會議（含教學會議）： 

（一） 本系於 12 月 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23-1 主任辦公室，召開清寒

暨急難助學金審核小組會議，審議本系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清寒工讀暨急難助學

金獎助名單。 

（二） 本系吳明燁主任、裴元領副教授與社工系萬心蕊主任、王行教授，於 12 月 4 日，

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Ｄ0813 勉齋研討室，就兩系合辦 2015「東吳溪城講

堂」暑期研習班開課內容進行討論。 

（三） 本系於 12 月 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3 學

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研議修改本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候

選人學位考試辦法更換口試委員之規定、審議本系回應「102 學年度畢業生問卷調

查重點報告」自我檢視報告內容，以及討論本系 104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

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進行方式等議案。 

（四） 本系於 12 月 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3 學

年度第一次招生策略小組委員會，討論 105 學年度是否試辦大學入學特殊選才招

生、確認本系 104 學年度碩士班暨碩專班招生策略並討論碩士班甄試招生成效、

研議本系 105 學年度碩士班暨碩專班招生策略等議案。 

（五） 本系於 12 月 1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十二

月份行政業務報告會議，討論十二月份重要行政工作事項與進度。 

（六） 本系於 12 月 2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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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第一學期「區域研究與社會政策」特色課群小組會議，討論本系 102 學年

度學士班畢業生針對課程議題所提建議案、本課群學士班 104 學年度新開科目之

開課方向、本系學士班「社會學實習」課程如何強化實習事項、本系 102 學年度

碩士班及碩專班畢業生針對課程議題所提建議案、本課群碩士班及碩專班 104 學

年度開課方向、新開科目建議，以及本系碩士班課程架構之整合方向等議案。 

四、學術活動： 

（一） 本系於 12 月 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07 教室，舉辦 103 學年度第

一學期「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演講第三場活動，邀請本系新進專任教師何撒娜助

理教授，以「我的學思歷程」為題進行專題演講，共計約 65 位學生參與。 

（二） 本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於 12 月 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八樓梯廳，

舉辦第六場「中東歐沙龍」活動，邀請匈牙利貿易辦事處辦公室主任 Nikolett Egeni

博士及匈牙利貿易辦事處代表夫人 Szatno Hedi Szekely 女士擔任引言人，主講

「Hungarian Society, Language and Culture」，由本系張家銘教授擔任主持，共計 20

位師生出席參與。 

（三） 本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於 12 月 1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

齋研討室，舉辦第七場「中東歐沙龍」活動，邀請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 Dusica 

Ristivojevic 博士擔任引言人，主講「Global Hierarch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ork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China and Serbia」，由本系鄭得

興助理教授擔任主持，共計 7 位師生出席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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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班於 12 月 1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舉辦「研

究生論文發表會」，由本系吳明燁主任擔任主持人，由卓亞萱、劉曜瑋、金弘崴、

蔡建二等四位研究生發表論文，會中並邀請聯合大學資社所李威霆助理教授、東

海大學社會系許甘霖助理教授、南華大學建景系辜率品助理教授、中央大學客語

暨社科系賴守誠助理教授等四位老師擔任評論人。本發表會設有「最佳論文」和

「最有發展性論文」二個獎項，分別由金弘崴與劉曜瑋兩位研究生獲獎。 

（五） 本系於 12 月 1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301 教室，舉辦 103 學年度

第一學期「兩岸交流經驗分享會」，邀請本學期至本校系交換研習之四位大陸交換

生——中央財經大學社會學系學生張彬、復旦大學社會學系學生王冰、東南大學

人文科學試驗班學生白雨璇、西南大學地理科學系學生皮馨玥，出席發表來台交

換見聞與心得，由本系鄭得興老師擔任主持人，共計 41 位師生參與。 

（六） 本系於 12 月 23 日，假劉真故居/滴咖啡，舉辦「韓流與東亞流行文化」系列座談

會，邀請韓國湖西大學教養學部全家霖教授、台灣東北亞學會董思齊副秘書長及

本系何撒娜助理教授等三位，就「韓流來襲--華文世界的韓國流行文化現象」為題

進行與談。 

五、課程相關教學活動： 

（一） 本校健康暨諮商中心與本系於 12 月 3 日，在本校綜合大樓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

專題演講活動，邀請台北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邱子珍隊長，以「性侵害面面

觀：『網路世界的蟲蟲危機－談網路交友』Vs.台、韓、『熔爐』案件分析」為題進

行專題演講，並由本系何撒娜助理教授擔任與談人，本校健康暨諮商中心姚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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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擔任主持，共計有近 100 位師生出席參與。 

（二） 本系於 12 月 2 日，配合學士班「比較社會學：中東歐、中國與台灣」課程授課計

畫，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316 教室，舉辦「課堂與談系列講座」活動，

邀請經濟部副參事何元圭先生，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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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鄭得興助理教授主持，共

計 62 位師生出席聆聽。 

（三） 為協助學生正確認識何謂漢生病，思考漢生病在不同時代下的社會意義，以及協

助學生了解及體會樂生事件過程中的社會參與與社會實踐，本系於 12 月 6 日，配

合社一 A、社一 B 兩班「社會學」課程授課計畫及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學改進

計畫「社會議題與台灣社會考察」執行內容，由課程授課教師施富盛、周怡君等

兩位教師，以「樂生事件的多元視野」為參訪主題，帶領修課學生前往行政院衛

生福利部樂生療養院（新、舊院區）進行校外教學參訪活動，共有 58 位師生參與。 

（四） 本系於 12 月 10 日，配合社四ＡＢ「社會議題討論」課程授課計畫及 103 學年度

第一學期教學改進計畫「社會議題與台灣社會考察」執行內容，在本校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316 教室，舉辦第四場課堂講座活動，邀請東莞鞋業台商（中小

企業主）王宏仁先生，以「台灣及中國產業變革與年輕世代」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由本系張家銘教授主持，共有 12 位師生與會出席。 

（五） 本系學士班社四ＡＢ「金融與社會」課程授課教師張國慶副教授，配合課程需求，

於 12 月 11 日，帶領修課學生前往股票博物館進行校外教學參訪活動。 

（六） 本系於 12 月 16 日，配合社一 A、社一 B 兩班「社會學」課程授課計畫及 103 學

年度第一學期教學改進計畫「社會議題與台灣社會考察」執行內容，在本校雙溪

校區哲生樓 H203 教室，舉辦樂生劫運紀錄片賞析活動，以「樂生事件的多元視野」

為主題播放樂生劫運紀錄片，並由課程授課教師施富盛、周怡君等兩位教師擔任

引言人進行解說，共有 29 位師生與會出席。 

（七） 本系於 12 月 1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學士班「社會學實習」課程實習心得發表會，由本學期修讀該課

程之三位實習學生——社三 A 童怡智、社四 B 楊雅璇、社四 B 李依蘋，發表前往

經緯行動策略行銷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達電子文教基金會、社團法人公民

監督國會聯盟等機構之實習成果與心得，並邀請公民監督國會聯盟賴建寰主任、

本系鄭得興助理教授、施富盛助理教授等三位學生機構或學系督導老師擔任評論

人。本場活動由本系吳明燁主任主持，共計有 16 位師生出席參與。 

（八） 本系於 12 月 23 日，配合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學改進計畫「社會議題與台灣社

會考察」執行內容及「韓流與東亞流行文化」特色，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

樓普仁堂，舉辦第二場課外專題演講活動，邀請韓國湖西大學教養學部全家霖教

授，以「國際關係與‘文化力’：以韓國的文化戰略為中心」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

本系何撒娜助理教授主持。 

（九） 本系於 12 月 3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東

吳大學 Moodle 數位學習平台」教學座談會，邀請本校教學資源中心教學科技推廣

組張彥之主任、劉星妙助理等兩位，向本系教師介紹 Moodle 數位學習平台操作方

式與功能，協助本系教師使用作為教學輔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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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系友相關活動：本系於 12 月 8 日協助本系學士班 91 級畢業系友王彥行先生，在本校雙

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18 教室，辦理 2015 龍吟研論「消費者洞察力人才培訓計畫」招

募說明會，該計畫宗旨為培育質性調查研究人才，共計約有 30 位學生參與。 

七、其他： 

（一） 本系系學生會於 12 月 8 日至 1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綜合大樓，舉辦聖誕週擺台

活動，並於 12 月 1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戴氏基金會會議室，舉辦

103 學年度聖誕之夜活動，邀請全系師生參與，約計有 50 多位學生參與。 

（二） 本系於 12 月 15 日發行第 33 期「東吳社會電子報」，藉此發送本系近期最新消息

及重要事項。 

（三） 本系學生組成「怎麼唱都隊」，於 12 月 2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綜合大樓傳賢堂，

參加 2014 溪城盃合唱比賽，獲優勝及最佳造型獎。 

◎社工系： 

一、召開會議 

(一)12 月 2 日召開本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課程外審委員名單、本系教育目標

與專業核心能力、系所評鑑預評方式、編輯委員會組織調整事宜、系友對母校暨就

業滿意度調查所提建議回應事宜、本系共識營舉辦事宜，以及學生團體報告衍生問

題之因應。 

(二)12 月 23 日召開本學期第 3 次（臨時）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兼任教師申請辦理教

師證書審議案。 

(三)12 月 30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主要就課程外審規劃書初稿內容進行討

論。 

(四)12 月 30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學系學術發展委員會，主要討論本學年舉辦共識營議

程安排事宜。 

二、召開教學會議及舉辦實習心得發表會 

(一)第 5 梯方案實習課群於 12 月 8 日召開教學團隊會議，討論議題包括期末課堂反應問

卷題目修訂及第 6 梯課群助理人選。 

(二)12 月 30 日假雙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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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學生發表，實習單位為本校健康暨諮商中心。 

三、舉辦 1 場學術研討會及 5 場專題演講 

(一)12 月 13 日舉辦『「社會支援與社會連帶」研討會--日本社會學會第 128 屆大會暨跨

海學術交流研討會』，地點在國際會議廳，本研討會日本社會分析學會與本校人文

社會學院、社工系及台北富邦銀行公益慈善基金會共同主辦，會中並邀請總統府趙

守博資政專題演講，會中總計發表 15 篇論文(含海報論文)，舉行 6 個主題論壇，議

程安排相當緊湊，其中，有一小時的獨立時間，專門提供海報論文分享，由與會者

自由瀏覽，並於現場對有興趣之論文主題就相關議題與海報論文發表者進行深入討

論，活動圓滿成功。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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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日進行專題演講，

講題為「行動研究」。 

(三)邀請本系 84 級系友朱海雯、謝云洋於 12 月 9 日返校進行專題演講，主題為「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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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上的無限可能」。兩位已經取得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證照的學姐，在社工路上有

著別於傳統的工作經驗：一個是大學畢業以後到美國求學，而後取得多項證照，目

前在美國國防部海軍駐韓區域擔任性侵害處遇和預防工作協調師的學姐，一個是畢

業以後在公部門工作多年，卸下法鼓山四川 512 地震安心服務站站長一職，才剛返

回臺灣的學姐，她們分享自己如何讓社工專業在職涯路上被看見與被肯定，並期許

學弟妹們能夠好好努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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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2 月 16 日返校演講，兩位學長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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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社工教育所傳遞的不僅是知識，當實際落

實在生活或工作中時，不管是不是從事社會工作專業領域工作，都會帶來不同的感

動與驚喜。 

(五)邀請本校校友陳瓊華於 12月 16日返校專題演講，講題為「善用資訊工具，效率UP」，

學姐長期深耕於數位人脈、社群經營、數位個人品牌、ERP、資訊應用等，擁有豐

富的實戰經驗，目前從事顧問、教育訓練、活動規劃、社群經營與流程管理等行動

工作。此次演講，首先進行暖場小活動，同時讓與會者瞭解「遲到」與時間管理之

間的關係，透過暖場小活動使與會學生寫下個人專長以及對未來生活的想望，也讓

學生思考自己的專長到實踐未來生活，這中間還有多少距離要努力，學姐透過資訊

工具的介紹，期許學生善用工具，提升生活與學習效率，讓省下來的時間可以做更

多自己想要做的事。 

(六)邀請本系 95 級系友劉仁傑於 12 月 23 日返校專題演講，劉學長目前任職於台灣世界

展望會兒少婦保中心，擔任社工督導一職，講題為「申請實習機構錄取的成功秘訣

系列(一)：書面資料撰寫」，由本系李淑容副教授主持。 

四、東吳社會工作學報第 27 期出刊。 

五、學生相關事務 

(一)12 月 10 日與 17 日分別辦理主任與僑生、原住民學生餐敘及座談會，並分別邀請義

務導師廖美蓮老師及李明政老師參與。 

(二)12 月 22 日與本校健康暨諮商中心辦理大一導師會議。 

(三)辦理林慎女性獎學金推薦作業，本系推薦工四 A 曾怡婷、工三 B 林邵瑜 2 位同學。 

(四)本系系學生會於 12 月 1 日至 5 日舉辦為期一週的社工週期中擺台，12 月 9 日舉辦

社工卡拉之夜「東吳好聲音之社工我最大」，今年約有 40 組同學報名參加，並邀請

本系王行老師及本系 96 級系友蔡緯嘉（蔡阿嘎）擔任評審，同學熱情參與，展現出

社工系每年的招牌活力。 

(五)本系系學生會於 12 月 17 日舉辦「學術講座：社工 vs 社運（下） 面對社會體制的

行動及其背後價值」，共邀請 2 位講者，1 位是就讀本系碩士班同時在西區少年服

務中心擔任社工員的劉柏傳學長，分享他在實務工作上利用社會運動和青少年一起

工作的經驗；第 2 位是台大社會工作學系潘宗儒同學，他以學生的角度看社會運動

並參與其中。 

六、系友聯繫：12 月 12 日晚上 18：30-21：30 辦理「東吳社工老中青聚會」通知聚會，由萬

心蕊老師主持，地點在東吳城中校區 5213，邀請本系畢業系友及在學學生老師等自由報

名參加，透過彼此經驗分享與對話、參照，達互相學習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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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1)籌備辦理人社院第 32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議程相關作業，包括聯絡發表人與推

薦回應人，以及大陸學者引言稿等相關邀稿作業，並於 12 月 22 日參加人社院第 32 屆系

際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地點在人社院會議室，由謝政諭院長主持，與會者包括歷史系

林慈淑主任及溫秀芬祕書，社工系萬心蕊主任及吳秀禎祕書，以及人社院同仁陳如玉，

主要討論內容為研討會議程及大陸學者來訪行程安排等相關事宜。(2)籌辦 104 年 1 月 9

日及 1 月 16 日兩天晚上 6:30-9:30 於城中校區與台灣心理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共同主辦之

「103 年英、美社區心理衛生另類服務經驗分享會」，以增進心理衛生社會工作專業發

展。(3)辦理邀請哈爾濱工業大學社會學系吳際教師來台至本校進行學術交流訪問入台手

續相關事項。(4)「104 年度社會工作實習（機構實習）申請說明會」說明會手冊彙編。

(5)辦理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及教師研究計畫經費核銷事項。 

◎音樂系： 
一、召集人會議： 

12 月 11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召集人會議：(1) 檢視本學系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教育

目標與能力指標。(2) 討論本學系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列提報。(3) 檢視

本學系 103 學年度學系「自我評鑑報告」初稿。 

二、大師班： 

(一) 12 月 3 日與美育中心合辦 Sasha Alexeev 鋼琴大師講座- Music In The New 

Century(新新世紀的音樂)，由曾素玲老師主持，約有 100 位學生參加。 

(二) 12 月 9日邀請倫敦交響樂團中提琴首席 Paul Silverthorne 舉辦中提琴大師講座，

由本學系蕭雨沛老師擔任主持人，共有 3位學生接受指導，約有 10 位學生參加。 

(三) 12 月 17 日邀請蔡子琪、莊凱圍及蔡佩娟舉辦系友大師講座因欲會，由曾素玲老師

主持，藉由不同風格之音樂作品演奏，分享學長姐在音樂成長之經驗與心得，約有

60 位師生參加。 

(四) 12 月 22 日邀請國際演奏家田穎舉辦鋼琴大師班，由王仁珍老師主持，共有 3位學

生接受指導，約有 10 位學生參加。 

(五) 12 月 23 日邀請任教於美國懷俄明大學音樂系之吳紀禎老師舉辦鋼琴大師班，由本

學系王仁珍老師主持，共有 3位學生接受指導，約有 10 位學生參加。 

(六) 12月30日邀請香港演藝學院鍵盤樂系主任郭嘉特(Gabriel Kwok)舉辦鋼琴大師班，

由本學系諸大明老師主持，共有 2位學生接受指導，預計約有 10 位學生參加。 

三、音樂會： 

(一) 12 月 6 日受邀於林語堂故居演出「聖誕星光音樂會」，學系以弦樂四重奏組合演出。

弦樂四重奏成員為小提琴/施欣妤、林晏榆，中提琴/陳妍伶，大提琴/施家蓉。 

(二) 12 月 17 日與本校校牧室於本校安素堂共同主辦「聖誕音樂崇拜」合唱團音樂會。

由林舉嫻老師指揮、許志瑜老師鋼琴伴奏、胡東翰同學管風琴伴奏，本學系與衛理

女中合唱團共同演出。 

(三) 12 月 17 日於本校美育中心松怡廳舉辦「扣人心弦」弦樂團音樂會。由彭廣林老師

指揮、許罡愷與黃翠屏同學小提琴獨奏與本學系弦樂團合作演出。 

(四) 12 月 18 日於本校美育中心松怡廳舉辦「雙溪樂饗」音樂學系管弦樂團校園音樂會，

由黃維明老師指揮、曾素玲老師及國家交響樂團中提琴首席黃瑞儀分別擔任單簧管

及中提琴獨奏，與本學系管弦樂團同學共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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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2 月 30 日於本校美育中心松怡廳舉行「研究"聲"之夜~碩士班暨碩專班畢業研究

生聲樂聯合音樂會」，參與系友包括：白健光(碩專 92)、林鄉雨(碩 94)、謝奇儔(碩

專 94)、呂佩玲、方偉臣(碩 95)、羅俊穎(碩 96)、鄭翠蘋、廖婉伶、陳盈臻、陳國

麟(碩專 96)、唐慧如(碩 98)、陳大舜(碩專 99)、張筑鈞(碩 100)、曾馨慧、趙敏孜

(碩 100)、張殷齊、游澤宜(碩 102)、張雁華(碩專 102)、康昭國(碩 103)、賴冠鴻(碩

三)，擔任聲樂重唱與合唱。另江馥孜(碩專 96)、陳彥蓉(碩 101)與在校生劉仁翔(延

畢生，音樂學系與德文系雙主修)擔任鋼琴演出部分。 

四、協奏曲比賽： 

為增加學生專業之知識與學養，每學年舉辦協奏曲比賽，邀請校外老師及任職國內管弦

樂團團員擔任評審，經由初賽及決賽之評選，優勝之同學，將於下學期與本學系管弦樂

團共同演出。 

(一)12 月 2 至 4 日舉辦協奏曲比賽初賽，共分鋼琴、弦樂 A及弦樂 B組三組比賽，分別

邀請鋼琴組/廖培鈞(台北市立教育大學音樂學系)、嚴俊傑(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音樂

學系)、葉孟儒(文化大學音樂學系)，弦樂 A組(小提琴)/洪千貴(文化大學音樂學系)、

江維中(台北市立交響樂團樂團首席)、黃郁婷(長榮交響樂團第二小提琴首席)，弦

樂 B組(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何君恆(台北市立交響樂團中提琴首席)、黃瑞

儀(國家交響樂團中提琴首席)、唐鶯綺(國家交響樂團大提琴演奏員)擔任評審，由

46 位參賽者中評選出 10 位學生進入決賽。 

(二)12月 10日於松怡廳舉辦協奏曲比賽決賽，邀請林明慧(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音樂學系)、

蘇顯達(國立台北藝術大學音樂學系)、蕭雨沛(長榮交響樂團中提琴首席)、曾素芝

(輔仁大學音樂學系)、許瀞心(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音樂學系)擔任評審，評選出 4 位

優勝者，將於 103 學年度第 2學期與本學系管弦樂團共同演出。 

五、研究生論文發表會： 

為提供本學系研究生互相切磋觀摩論文，以及公開發表的機會，並提升本學系研究生的

學術論文寫作與研究發表能力，本學系於12月12日舉辦103學年度研究生論文發表會，

共有 10 位學生發表論文，邀請相關領域學者及本學系師生參與討論，參與人次約有 70

位。 

六、參訪： 

(一)12 月 5 日大同高中 4位學生參訪本學系教學環境及管弦樂團上課，並諮詢有關入學

管道及學系課程內容等。 

(二)12 月 9 日中壢高中音樂班共 82 位師生參訪本學系，除安排學系簡介及環境參觀，並

參觀合唱團及管弦樂團音樂會綵排。 

 

◎師資培育中心： 
一、美國德州休士頓教育實習計畫分享會 

103 年 12 月 10 日舉辦「美國德州休士頓教育實習計畫分享會」，由師資培育中心李逢堅

主任及英文系金堅副教授共同主持，分享本校師資生及英文系學生 103 年 8 月至 9月赴

美國休士頓多所中學進班參訪及至兩所中學進班實習之經驗。 

二、師資生專業知能活動 

 (一)史懷哲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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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 12 月 15 日辦理「103 年史懷哲計畫成果發表會議」，由本校參與史懷哲活動之

學生進行分享，以期透過本活動吸引更多學生投入史懷哲關懷服務之行列。 

 (二)教育專業課程參訪活動 

103 年 12 月 8 日及 9日李逢堅老師將帶領中等教育學程歷史科及公民科師資生，至臺

北市立大直高中及石牌國中進行教學實習參訪。 

  (三)師資生板書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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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師資生國語文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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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教育電影欣賞活動 

103 年 12 月 31 日辦理師資生電影欣賞活動，放映教育電影「天之驕子」，以期藉由本

活動啟發師資生多元之教育理念。 

 (六)補救教學定期會議 

103 年 12 月 10 日召開「103 學年度第 1學期 12 月補救教學定期會議」，由本中心濮世

緯助理教授主持，針對課輔活動進行工作檢討及經驗分享。 

三、實習輔導活動 

 (一)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103 年 12 月 5 日辦理「103 學年度實習學生第 4次返校座談」，邀請文化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單文經教授，以及黃約伯博士蒞校演講，講題分別為「青少年發展與輔導」與「教

育社會學」。 

 (二)實習分發說明會 

103 年 12 月 4 日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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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實習輔導教師會議 

103 年 12 月 17 日辦理 103 學年第 1學期實習輔導會議，邀集本中心實習輔導學校之

輔導教師共同參與，以期透過本會議讓實習輔導學校及中心教師討論實習輔導機制，

強化雙方合作關係，提供本校師資生更佳之實習環境。 

四、教師專業社群活動 

 (一)103 年 12 月 19 日辦理「教師社群講座」，將邀請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劉世閔

副教授蒞校與社群教師進行經驗分享，主題為「數位化質性研究：NVivo 10 之圖解

與應用」。 

 (二) 103 年 12 月 10 日本中心教師專業社群集會，由李逢堅副教授及濮世緯助理教授針

對教學及研究經驗進行分享。 

五、中心會議 

 (一)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會議 

103 年 12 月 10 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討論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教育部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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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師資培育之大學精進師資素質計畫申請事宜。 

 (二)師資培育中心導師會議 

103 年 12 月 10 日召開導師會議，針對近期師資生學習狀況進行關懷及討論，以加強

輔導。 

 

◎人權學程： 

一、出版 

     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發行之《台灣人權學刊》Taiwan Human Rights Journal 第二卷第

四期 Vol.2,   

     No.4 出刊。 

二、學生事務 

(一) 104 學年度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甄試。 

(二) 碩三黃曼婷獲本校 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外研習第二期補助，參加第五屆

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The fif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Education Conference: 

Advancing Universal Human Rights Culture)。 

三、國際交流 

(一) 12月12日，Dr. Amos Nascimento (Head of Global Education and New Initiatives)、

Dr. Kim Cape (General Secretary of GBHEM)、Dr. HiRho Park (Director of Continuous 

Education)，來訪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和人權學程，由黃秀端主任、黃默教授接待。 

(二) 12 月 23 日，Dr. Bonny Ling(Marie Heim-Vögtlin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Law,  entre for Human Rights Studies, University of Zurich.)，來訪張佛泉人

權研究中心和人權學程，由黃秀端主任接待。 

四、活動 

(一) 12 月 1 日至 12 日，舉辦 2014 年人權週系列活動以「居住權：國家不義，與民爭地」

為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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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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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迷

你課程共有 22 人參與，10 人獲得中英文結業證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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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0 人參與。 

(四) 12 月 3 日，與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東吳政治系共同主辦「蒙古的人權狀況座談

會」，邀請國際特赦組織蒙古分會秘書長阿爾塔女士（Altantuya Batdorj,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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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nesty International Mongolia）演講，共有 10 人參與。 

(五) 12 月 5 日，於雙溪國際會議廳舉辦東吳大學榮譽法學博士曼德拉逝世周年系列活動

之「曼德拉紀念論壇」，由端木愷講座教授黃默主持，南非在台代表 Musawenkosi Aphane

進行專題演講「TRANSITIONAL JUSTICE」。以及安排黃秀端主任主持圓桌論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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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約 80 人參與。 

(六) 12 月 6 日，協辦由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東吳全球和解社，於城中校區遊藝

廣場主辦之《冰與血-犧牲》之東吳放映會，約 30 人參與。 

(七) 12 月 7 日，人權倡議課程舉辦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之六張犁公墓踏尋活動，邀請台

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林傳凱解說，人權學程助教鍾瀚慧也一同前往協助解說，共有 30 人

參與。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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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5 人參與。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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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5 人參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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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一 月 

院長室 

一、12 月 1 日國際處接待北京理工大學珠海學院來訪，本院賴錦雀院長出席座談。 
二、12 月 10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院教評會複審教師升等申請案兩件、兼任教

師改聘案一件及本學年 10 位專任教師評鑑案。 
三、12 月 11 日賴錦雀院長出席日本交流協會舉辦之慶祝日本天皇壽誕晚宴。 
四、12 月 14 日本院教師組隊參加校內教職員桌球賽獲得團體組亞軍，另，林聰敏老師與廖

揆祥老師的雙打組合獲得亞軍、陳永基老師於單打項目獲得亞軍。 
五、12 月 15 日受理 104 學年度東吳文理講座教授推薦申請，預定一月中旬開會審議。 
六、12 月 18 日賴錦雀院長擔任東吳文理講座周質平教授專題演講主持人，該場次主題為「台

灣華語文教學的困境與遠景」。 
七、12 月 19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院行政會議，討論：碩士班招生策略、畢業

生問卷結果之改善建議、第二學期舉辦產業體驗課程、大樓安全管理建議、104 學年度

院辦公室校發計畫草案及英文系暑期研修團行政費用收費標準建議案。 
八、12 月 27 日舉辦「日語語料庫與教學研究工作坊」，邀請日本筑波大學人文社會學系李在

鎬副教授演講，計有校內外日語系所師生 55 位報名參加。 
九、重要行政事務： 

甲、填報及彙整院內各單位繳交之 103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年度

經費執行績效表。 
乙、院秘書出席校內會議：12/2 校務發展計畫提報說明會、12/9 創造溝通「聲」命力教

育訓練、12/12 個資清查說明會、12/17 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說明會。 
丙、103 年教學卓越計畫各項經費結報：英日兩系支援超馬活動之工讀費、口譯教師指

導費、會展課程演講費。 
 

英文系 
一、12 月 3 日召開系教評會，辦理 5 位教師評鑑。 

二、12 月 3 日召開辦理英文系導師委員會會議。 

三、12 月 3 日參與身心障礙學生與校長餐敘。 

四、12 月 5 日協助招生組於 H101 辦理大同高中參訪。 

五、12 月 9 日召開「英文系學生實習」籌備小組會議。 

六、12 月 9 日協助日文系「日本西南大學交流活動」，參與日本學生共 13 位與 1 位老師，英

文系學生共 13 位。 

七、 12 月 10 日召開本系碩士班發展會議。 

八、12 月 10 日出席群育中心舉辦之社團指導老師研習會。 

九、12 月 10 日協助金堅老師辦理 KIPP 分享會，參與學生共約 10 位。 

十、12 月 12 日參加「個資清查作業」說明會。 

十一、 12 月 17 日辦理盧令玉學姐華語教學系友講座，講題：「前進美國，踏上中文教學

之路」。 

十二、 12 月 17 日辦理「2015 英國牛津研習團」第一次說明會，參與學生共約 30 位。 

十三、 12 月 21 日系運活動。 

十四、 12 月 22 日召開「英文系學生第二專長」籌備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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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12 月 22 日參加大一新生身心普測結果會議（健康諮商中心） 

十六、 12 月 31 日召開英文系導師分享會。 

十七、 重要行政事務： 

（一）回覆「畢業生追蹤調查」之「系友對母系的建議」。 

（二）彙整繳交「103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校務發展年度經

費執行績效表」。 

（三）完成系上專兼任教師期中預警名單確認、並發送學業關懷名單（學系預警 12 月

8 日截止，授課教師關懷人數共 336 筆，接受學系關懷學生人數 6 人。） 

（四）確認完成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語音手冊。 

（五）設定完成下學期選課檢核條件。 

（六）撰寫外語學院翻譯專題卓越計畫報告。 

（七）大一新生資訊能力宣導，並檢核學生資訊能力抵免資料及登錄電子化系統。 

（八）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招募課輔小老師及隨班附讀同學。 

（九）辦理本系師生 English Corner 對談預約登記。 

（十）繳交 2015 溪城講堂開課資料。 

（十一） 繳交東吳文理講座推薦資料。 

（十二） 協助教師提送 104 學年度科技部研究計畫。 

（十三） 系友會耶誕卡、校內版電子耶誕卡製作及寄送。 

（十四） 填寫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學系預算安排。 

（十五） 東吳校訊電子報 68 期投稿。 

（十六） 協助聯繫 2015 外語學院校際學術研討會主持人。 

（十七） 製作碩士班 104 學年度考試入學招生海報並寄發。 

（十八） 協助中英翻譯習作課學生企業參訪事宜。 

 

日文系 

一、12 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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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活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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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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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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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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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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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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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2 月 12 日/專業編譯者張維君女士/翻譯之道、編輯人生。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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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擊的日

文媒體人。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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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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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2 月舉辦短期交流活動： 

（一） 12 月 2 日藤枝東高校小導遊活動。 

（二） 12 月 3 日廣島三次青陵高校小導遊活動。 

（三） 12 月 7、13 日大阪大學林初梅教授及 16 名學生來訪，與本系學生交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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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2 月 5 日支援大同高中師生蒞校參訪活動。 

四、12 月 9-12 日宮崎大學得丸智子教授率三名研究生至本校進行教育實習。 

五、12 月 12 日廣島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科寺本康俊教授來訪。 

六、12 月 17 日舉辦日語翻譯比賽。 

七、12 月 17 日舉辦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第 161 次例會，由研究生張策、譚聖彧發表，題目

分別為：「宮沢賢治「注文の多い料理店」と「どんぐりと山猫」における主人公の人物

像―一郎と紳士の比較を中心に―」及「太宰治『ヴィヨンの妻』における夫婦像―「私」

と大谷の依存関係から見て―」。 

八、12 月 20 日於傳賢堂舉辦日文系歌唱比賽。 

九、12 月 22 日蘇克保主任支援赴中正高中招生宣講活動。 

十、12 月 27 日協辦外語學院日語語料庫工作坊。 

十一、 12 月 29 日蘇克保主任赴世新大學進行碩士班招生宣講。 

十二、 其他行政事務： 

（一） 完成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預選檢核條件設定。 

（二） 辦理系所評鑑相關事務。 

（三）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事宜。 

（四） 辦理學系學業關懷及寄發重點關懷學生家長信函。 

（五） 籌辦 1月 10 日舉辦之「2015 年第七屆北區校際大專院校碩博士生聯合研究發

表會」。 

 

德文系 

一、 12 月 2 日參加「104 校務發展計畫暨經費提報說明會」 

二、 12 月 4 日「系教評會」：繼續審議 103 學年度教師評鑑案。 

三、 12 月 4 日邀請國立空中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執行長彭成義先生（德文系 87 級系友）蒞

系授課，內容為「會展產業概述」，介紹國內與國際會展產業的型態、分類與變遷，並講

述國內對於會展人才需求的方向，提供學生未來職涯發展的參考。 

四、 一年級「視聽輔導」：由一年級 A、B 兩組老師負責，分別進行 2 次課程，強化新生德

語聽力。 

五、 12 月 9 日辦理「高中德語教學座談」：由黃靖時老師主持，邀請有多年高中教學經驗

的魯德葳老師與會。兩位老師與這學期在高中實際擔任第二外語德語班授課或有興趣未

來任教的碩士班學生進行座談，分享在高中教學的實際經驗與困境。 

六、 12 月 10 日與生涯中心合作邀請台達電子人資總部訓練發展總講師李健銘先生（德文

系 87 級系友）返系進行職涯分享演講。 

七、 12 月 10 日進行本學期教師研究分享，由林愛華老師及羅海恩老師進行分享，其主題

分別為「民間故事裡人與動物溝通」與「Wat geit meck dat an! oder: Sind die Maßnahmen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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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tz und Förderung des Niederdeutschen ausreichend? 保存與推動低地德語的措施充分

足夠──與我有關嗎？」 

八、 12 月 10 日「系務會議」：決定 104 學年校務發展計畫與經費、修訂學習護照實施辦法、

成立學碩一貫甄選委員會、「102 學年度畢業生問卷調查重點報告」自我檢視表、學士班

總結性課程。 

九、 12 月 12 日參加電算中心舉辦之「個資清查作業說明會」。 

十、 12 月 15 日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德國文化課程改進社群」例會：討論德國文化課程及

現代德國課程教材。 

十一、 12 月 15 日「德國生活文化講座：德國節慶與假日」，由李秀蓮老師主講，介紹德

國節慶與假日，如聖誕節、復活節和啤酒節等等。 

十二、 12 月 15「與德籍生有約」來自德國明斯特大學的國際交換學生 Tobias J. KÄMPFER

再次與系上學生進行座談交流，增加學生德語練習機會及有助於跨文化溝通。 

十三、 12 月 17 日碩士班專案會議討論 104 學年碩士班轉型後課程規劃輿論文撰寫規定。 

十四、 12 月 17 日「學士班學碩一貫」審查會議：審查本學期申請案。 

十五、 12 月 17 日參加「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說明暨經驗傳承座談會」。 

十六、 12 月 17 日「電影賞析活動：戴九頂假髮的女孩 (Heute bin ich blond)」，講述一個

年輕女孩與癌症奮鬥的過程。 

十七、 12 月 18 日三民高中德語班學生至本校參訪，參觀外語學院各系文化教室。 

十八、 12 月 18 日「德語文化創意與推廣基金委員會」會議：討論本學年申請案。 

十九、 12 月 19 日參加院行政會議。 

二十、 12 月 23 日系上同仁耶誕聚餐。 

二十一、 12 月 23 日大直高中德語班學生至本校參訪，參觀外語學院各系文化教室。 

二十二、 12 月 31 日大一導師會議：健康暨諮商中心同仁與系主任及大一導師說明「大一身

心適應問卷調查」分析情形。 

二十三、 12 月 31 日李俊志系友（德文系 87 級）返系進行座談，分享擔任外交領事人員之

經驗。 

二十四、 重要行政事務：頒發「既壽獎學金」獎學金 1 名 5,000 元、由碩士班學生針對一、

二年級德語課程預警同學進行課外輔導、「2015 年外語學院校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各場次

主持人、至他校進行碩士班宣傳招生、2015 溪城講堂事務、協助教學滿意度問卷調查、

填報 104 校務發展計畫暨經費、103 學年第 2 學期選課事務、協助「北一區計畫：運用德

語線上整合系統輔助教學方案」執行行政作業。 

 

語言教學中心 

一、提報 103 年度 8 至 12 月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校務發展年度經費執行

績效表。 

二、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列事宜。 

三、辦理本中心徵聘 104 學年兼任教師事宜。 

四、12 月 17 日上午舉辦本中心 103 學年第二場教學觀摩，由呂信老師主講「『英文（一）』

課程規劃系列（二）：『英文（一）』題型與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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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2 月 31 日上午召開中心事務會議第 3 次會議，中午召開實用英語學程教師工作坊，下

午召開教學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六、12 月 2 日下午派員參加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列說明會；12 月 5 日本中

心同仁報名參加教學資源中心舉辦之「Moodle 快速上手」；12 月 11、12 日下午派員參加

電算中心舉辦個資清查教育訓練；12 月 19 日上午本中心主任和秘書參加外語學院行政

會議。 

七、辦理課務工作： 

（一） 根據課務組提供 104 學年度排課資料，更新本中心排課問卷。 

（二） 12 月 11 日上午「英文（二）」高、中、初級班期末考統一試題錄音，及後製考題

剪輯。 

（三） 12月 17日中午 12:00至 13:30於城中校區 5312語言教室舉辦實用英語學程講座，

邀請花旗銀行亞太區總部企業金融事業部林香苓副總裁主講「外商職場 6 大密

技—開心工作的秘方 Hire Me—When It Comes to Career Choice」。 

（四） 處理學生放棄「實用英語學程」資格事宜。 

八、辦理外語自學活動： 

（一）11 月份外語自學室二校區開放 240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1,838，
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流通人次為 266，合計 2,104 人次。103 年 11 月線上軟體使用

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4,830、《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

1012、《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2,754。 
（二）雙溪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英語學習訊息貼文共 7 篇，總瀏覽次數：5,165。 

（三）11 月 25 至 12 月 23 日每週二上午 10:30 至 12:00 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

「多益聽力學習團」共4次課程；12月3、10日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71)：

「如何準備多益測驗」經驗分享會、學習加油站(72)：「澳洲打工度假趣」；12 月

17 日下午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196)：「多益聽力閱讀模擬試題試做

會」。 

（四）審閱【電子化校園系統】2 筆學生參加 12 月 3 日雙溪外語自學室「如何準備多益

測驗經驗分享會」心得筆記。 

（五）第 25 期外語小組長經驗交流座談，12 月 8、11 日雙溪校區舉辦 3 場；城中校區 12

月 2 日舉辦 1 場。 

（六）外語自學室教材處理情形統計（統計期間 103/11/1-11/30）：處理二校區薦（訂）購

資料 2 筆；點收二校區到貨資料 89 筆；雙溪教材編目上架 92 筆。 

（七）編目上架英、日語、多益及法語 DVD 教材並更新目錄。 

（八）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提供英語聊天時間服務。 

（九）製作更新外語自學室公布欄互動英語專欄。 

九、執行教學卓越計畫： 

(一) 提交卓越計畫共同性、學校自訂之「績效目標及衡量指標」達成情形。 
(二) 上傳「實用英語學程」講座、「外語自學活動」講座訊息至卓越網。 
(三) 進行「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問卷調查。 
(四) 上傳空中英語教室和大家說英語 VOD、彭蒙惠英語 AOD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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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 
一月 

【學院】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 科技部 104 年度補助私立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本院提報微生物學系趙維

良教授主持「綠色海水養殖環境微生物製劑之開發與應用」計畫，已獲學校推薦函送

科技部。 

二、 召開三次學院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討論會議（12 月 10 日、22 日及 31 日），討論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提報事宜。 

三、 12 月 30 日與國際處聯合舉辦「國際交換生說明會」，本場次參與學生以微生物學系

及心理學系一、二年級生為主，與會師生同仁計 114 位。會中學生發問踴躍，期能達

到提升學生申請出國交流之動機。 
 

【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12 月 2 日，任士芬、李翠真兩位秘書參加研發處舉辦之｢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

報暨預算編列說明會｣。 

二、 12 月 3 日，召開本系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會中決議學系於學業關懷

系統寄送學系學業關懷訊息之名單及家長通知信函處理事宜。 

三、 12 月 6 日，葉麗娜主任、簡茂丁教授前往成功大學參加「2014 數學學術研討會暨中華

民國數學會年會」。 

四、 12 月 8 日，邀請陳洞達 創辦人(溪石投資有限公司)，演講｢To be a Trader – 專職投

資實務」。 

五、 12 月 10 日，本系舉辦「e-portfolio 使用說明會」，由葉麗娜主任主持，邀請系友黃宇

君學長及數四陳玉堂同學分享 e-portfolio 使用經驗。 

六、 12 月 10 日，與生涯發展中心合辦學系專業職涯講座，邀請 104 獵才派遣事業群資深

副總經理晉麗明先生演講，講題為：「2014 就業趨勢及人才需求」。 

七、 12 月 10 日，與健康與諮商中心合辦班級共同課程，邀請聯合心理諮商所心理師許曼

君小姐演講，講題為：「在生命中的風箏」。 

八、 12 月 12 日，李翠真秘書、楊世揚助教參加電算中心舉辦之「個資清查」教育訓練。 

九、 12 月 17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會中通過本系「Maple TA 微

積分競賽辦法」及確認本系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編列事宜。 

十、 12 月 17 日，舉辦 103 學年度 Maple TA 微積分競賽，邀請修習微積分的一年級學生報

名參加。競賽方式為於規定時間內使用 Maple TA 微積分網路平台作答，比賽完立刻計

算成績並依成績排列順序，擇優頒發獎金。 

十一、12 月 18 日，邀請思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部王珮穎小姐為本系專任教師及助教介

紹新版 Maple TA(使用本校教學資源中心帳號)。 

十二、12 月 31 日，舉行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修讀學士學位優秀學生獎學金、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鄧靜華先生清寒優秀獎學金、數學系商學暨外語獎學金聯合頒獎典禮，由葉麗娜

主任主持，邀請導師參加頒獎並合影留念。 

十三、12 月 31 日，舉行課群說明會，葉麗娜主任主持並解說本系學士班課程分群之設計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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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與發展。 

十四、12 月 31 日，召開本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會中討論本系課程外審相關事宜暨

本系專業科目與能力指標對照表。 
 

【物理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學術活動 
(一)12 月 17 日，邀請劉源俊名譽教授發表演說，講題：「懸、浮與升的物理」。 

(二)12月31日，邀請承賢科技李易純博士發表演說，講題：「雷射在眼科的應用」。 

(三)12 月 5 日，陳秋民老師應邀竹南高中邀請，參與「均質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習」活

動，講題「生活 DIY 創意學物理」。12 月 20 日應交通大學邀請，演講：「電學，從開

關說起」。12 月 26 日，應台北科技大學光電學系邀請，講演：「從生活中學物理」。 

(四)12 月 10 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例會，蕭先雄副教授報告：「指南車

與鄧崇林」（鄧崇林為 76 級系友）。 

二、行政業務 

(一)會議 
1、12月3日，召開演喻教學工作小組第四十五次會議，由陳秋民老師展示「物理演示教

材之設計與創作」課中，學生運用上課所學的技術，以及撞球、鋁擠型等材料，製作大

型牛頓擺。此教具並於10月25日舉行的TEDx Dong Wu講演活動中展示；梅長生老師分

享東海大學物理系施奇廷教授「翻轉教室之經驗分享」的活動內容。 

(二)輔導 

1、12月3日，辦理102學年度第2學期優秀學生頒獎典禮，共有徐嘉佑、曹靖、廖伶伶

等九位同學出席，巫俊賢主任勉勵同學，要更加努力，將來有能力，有機會回饋學

系，會後並合影存念。 
2、12 月 4 日，社會資源處支援辦理學系專業職涯講座，辦理「物理學系學生的生涯規

劃」活動，邀請燦圓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范進雍（77 級系友）總經理演講，講題：「光

電產業的未來發展與願景」。同學反應熱烈，可以對光電產業有更進一步的了解。 

3、12月12日，辦理大一學生參訪活動，由林其隆、蕭先雄老師帶隊，前往天文館參訪，

同學們對於可以實際了解星象，由抽象的理論到具象的實物學習，收穫匪淺。 

4、12月18日，辦理全系選課輔導，由巫俊賢主任主持，主任說明「書報討論」作為學

系「總結性課程」的實施方式，學系設計有選課流程表方便同學了解各項選課規定，

以利選課進度。 

5、12月24日，辦理新竹園區一日參訪行程，本次活動由參觀晶元光電竹南廠開始，由

朱宥霖學長（91級）協助，並介紹LED在產業上的應用及最新發展概況，同學們對

於LED未來發展以及產業相關行銷，有初步之認識，下午行程安排至同步輻射中心

參訪，了解輻射在研發與產業應用的情形。 

6、12月26日，劉源俊老師「五午會」導生聚，與同學相約星期五中午討論各種問題，

「五午會」到「悟物會」，同學們了解問題的層次需要經過思考而得。 

7、12月26日，社會資源處支援辦理學系專業職涯講座，邀請張有毅博士談，「走進學

問的殿堂─物理學系學生的學術進程」，提供學生規劃往學術鑽研的道路應有的準

備與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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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月29日，辦理「書報討論、專題研究優秀學生期末發表會」，此次共有廖伶伶、

陳澄、林育田、褚偉琪等九位同學參與，另外來自華東師範大學的交換生楊玉姣也

在其中，同學們可藉由不同的訓練，看到彼此的差異，互相學習。 

9、12月30日，與健康暨心理諮商中心共同辦理「102學年度大一導生會議」，藉由大

一身心普測，提供相關資訊與導師，俾於了解新生在適應上的困難，本學系援例由

主任、兩位導師、種子導師、助教及同仁共有九位全程參與，以為日後延伸輔導之

參考。 

（三）招生 

1、12 月 9 日，百齡高中自然科教師來校參訪，由陳秋民老師負責教學演示活動。 

三、其他 

1、104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制、個資清查資料編制作業，教學卓越計畫績效填報。 

2、會議： 

12 月 2 日，徐小燕秘書參與由研務處辦理之計畫預算編列說明會。 

12 月 10 日，巫俊賢主任、徐小燕秘書參與理學院 104 年度院算編列會議。 

3、教育訓練： 

12 月 12 日，徐小燕秘書、曾銘誌技士參與由電算中心辦理之「個資清查教育訓練」。 

12 月 17 日，林憲儀助教參與由研發處與法學院辦理之「東吳大學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申請說明暨經驗傳承座談會」。 

4、語音檢核條件設定，學生獎懲作業，學業關懷作業，校友滿意度平台資料回覆，採

購及經費核銷，其他交辦事項等。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11 月 30 日-12 月 5 日本系傅明仁教授赴日本福岡參加「2014 國際流體分析研討會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 Flow Injection Analysis and Related Techniques（ICFIA）」並發

表研究成果壁報論文：Microfluidic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S for food analysis。 

二、12 月 1 日本系呂主任代表理學院院長出席，北京理工大學珠海學院訪校交流活動。 

三、12 月 2 日秘書出席由研發處辦理之「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列說明會」

瞭解新學年校務發展計畫異動情形及預算編列作業時程規劃。 

四、12 月 3 日學系秘書出席由圖書館辦理之「研究成果典藏系統」說明會。 

五、12 月 3 日於戴氏講堂辦理學系共同輔導課程講座，邀請彭明輝博士分享：「拓展國際視

野 勇敢尋夢」。 

六、12 月 4 日舉行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討論 103 學年度課程外審學系送

審準備資料。 

七、12 月 4 日舉行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討論 103 學年度課程外審作業事宜

並報告近期系務執行情形。 

八、12 月 5 日提交本系 103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果資料。 

九、12 月 5 日私立大同高中應屆畢業生及輔導老師參訪，本系由王榮輝老師擔任學系學習環

境介紹及招生、入學宣導。 

十、12 月 9 日辦理大學部三年級導師班級輔導活動。 

十一、12 月 9 日寄送第 1 學期學生期中學業關懷資料，提供家長瞭解學生學習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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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2 月 10 日舉行第 3 場學術演講，邀請中山科學研究院梁記偉博士，講題：「奈米科

技與石墨烯的發展現況與其對人類生活的影響」。 

十三、12 月 10 日提交本系「辦理課程外審推薦委員名單」。 

十四、12 月 11 日提交本系 104 學年度總務處統籌預算規劃。 

十五、12 月 12 日學系秘書出席由電算中心辦理之「個資清查作業」教育訓練，瞭解個資適

法性檢查、個資管理制度建立及個資清查作業說明。 

十六、12 月 17 日舉辦「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導師會議」，由學系主任、各年級導師、實驗助

教及行政同仁共同討論「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選課輔導相關事宜」。 

十七、12 月 18 日舉行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成績優秀同學頒獎活動，由學系主任親自頒發各

年級獲獎同學獎狀並透過餐敘的方式，瞭解學生的學習狀況及需求。 

十八、12 月 19 日本系申請教育部課程分流計畫經費申請表 

十九、12 月 19 日提交本系 104 學年度環安衛預算規劃。 

二十、12 月 23 日由大一導師、學系秘書、實驗課程助教共同參加「103 學年度大一導師會議」。

會中心理諮商中心報告本系「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問卷」之統計結果，並作大一學生

輔導的意見交流。 

二十一、12 月 29 日邀請本系 87 級系友-美商安捷倫公司詹舜安經理返校分享：產業界就業實

務經驗。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一) 12 月 23 日召開臨時系務會議，討論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編列相關事宜。 

二、教學： 

(一) 配合執行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計畫「拓展應用微生物學

領域之專業知能與產業連結」，本學期於 12 月 2 日舉辦第二場演講，講員為台中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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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2 月 16

日舉辦第二場演講，講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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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完成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選課檢核條件設定及小班教學科目預選作業。 

(二) 完成本學期大學部及碩博士班書報討論學習成效問卷施測及統計。 

(三) 完成本學期教學改進補助計畫成果報告。 

三、學生輔導： 

(一) 完成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業關懷相關作業。 

(二) 12 月 5 日完成本學期「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之友獎助學金」審查，本學期獲獎人為

微二何佳澤、莊仲薇，微三楊芝宜、陳慧真，微四林妮萱及碩一 8 位新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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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2 月 23 日舉辦耶誕茶會，出席人員為本系教職員、大學部論文生及碩博士班研究

生。 

(五) 12 月 30 日召開全系導師會議，並由心理諮商中心說明微一身心適應問卷施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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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生： 

(一) 曾惠中主任於 12 月 12 日赴中正高中進行招生宣傳。 

(二) 104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錄取人數共 2 位。 

五、學術研究及成果： 

(一) 本系教師申請科技部私校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計畫名稱為「綠色海水養殖環境

微生物製劑之開發與應用」。 

(二) 103 學年度教師學術獎助獲獎情形如下： 

 (1) 「研究計畫獎勵」第一類 5 人及第二類 1 人。 

 (2) 「研究論著獎勵」第一類 7 人及第二類 5 人。 

 (3) 「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2 人。 

 (4) 「發明專利獎勵」3 人。 

六、人員教育訓練： 

(一) 秘書於 12 月 2 日參加校務發展組舉辦之「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列

說明會」。 

(二) 秘書於 12 月 9 日參加人事室舉辦之「創造溝通聲命力」教育訓練。 
 

【心理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會議： 

1. 103 年 12 月 2 日（二）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討論碩士班考

試招生宣傳事宜。 

2. 103 年 12 月 16 日（二）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討論 104

學年度課程規劃事宜，並於會中修訂「東吳大學心理學系課程分流及總結性課程

簡表」及「東吳大學心理學系碩士班課程分流規劃簡表」。 

3. 103 年 12 月 23 日（二）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討論 104 學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提報事宜。 

4. 103 年 12 月 31 日（三）召開系工作會議。 

二、 輔導： 

1. 103 年 12 月 2 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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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為傅嘉祺學長（諮商心理師/大學部及碩士班系

友），由現任系友會長劉育銘主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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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3 年 12 月 14 日至 19 日系學生會舉辦心理週，並於 12 月 19 日在望星廣場舉行

「心理之夜」活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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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朱錦鳳系主任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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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持續進行「主任有約」個別晤談活動，12 月共計 15 人次，總時數約 7.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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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種子導師朱錦鳳老師進行「學業關懷」個別輔導，主要討論課業、生涯及適應問

題，共計 5人次，每人 30 分鐘。 

三、 學術： 

1. 103 年 12 月 2 日（二）張本聖老師至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參加台灣復健醫學會主

辦之「2014 年身心障礙國際學術交流工作坊」，本次工作坊由國外學者 Melissa 

Selb(瑞士)、Veronica Schiariti(加拿大)、Akio Tokunaga(日本)演講各相關

領域之核心編碼，並與台灣推動 ICF 專家進行學術交流，交換最新的資訊，進而

提升台灣之國際經驗。 

2. 103 年 12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至 12 時張本聖老師至雙和醫院參加「身心

障礙鑑定現制資料庫共識營」。 

3. 103 年 12 月 27 日朱錦鳳主任應邀赴輔仁大學參加台灣應用心理學會主辦之「心

理學的教育改革系列論壇」。 

四、 教學： 

1.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大學部實習課程「諮商實習」及「臨床心理見習」完成實習

面試。 

 

【鑑識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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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源與李承龍老師舉辦 2 次課堂講座： 

1. 103年 12月 3日邀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范兆興警務員至雙溪校區課

室主講：鑑識科學家(Forensic Scientist)與法律(Law)的對話。 

2. 103 年 12 月 10 日邀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張熙懷檢察官至雙溪校區課室主講：

科學證據的可採性及可信性。 

二、為能增進同學對調查局的瞭解，鑑識科學學程選修課程「刑事鑑定法律」李承龍及

陳建源老師於 12 月 31 日帶領修課同學及旁聽生約 25 位前往法務部調查局。聽完科

長介紹調查局後由導覽人員帶領，分組參觀展抱館與反毒陳展館，以及科技鑑定實

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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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一月 

一、2014 年 12 月 26 日（周五）洪家殷院長、林三欽副院長等師長一同接待蘇州大學法學院

胡亞球書記一行來訪法學院，並於下午 6時 30 分蘇行小館設宴款待。 

二、2015 年 1 月 22 日（周四）上午 10 時於溪區寵惠堂 A210 會議室由楊奕華老師、黃陽壽

老師、盧子揚老師一同接待輔仁大學黃源盛老師與中國人民大學趙曉耕老等大陸法制史

教師一行。 

三、2015 年 1 月 9 日（五）中午 12 時 10 分舉辦「法學院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交流師生歡送

會」，地點為鑄秋大樓 2123 會議室。 

四、學術活動 

（一）2014 年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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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台北醫學大學講座教授邱文達老師。 

（二）2015 年 1 月 9 日（周五）下午 3時 30 分於 1104 會議室舉辦「民事法研討會」。 

（三）2015 年 1 月 21 日（周三）下午 1時 30 分於 5117 會議室舉辦「醫事法座談會-刑法場

次」，主持人蕭宏宜老師。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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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本院法律服務隊於 2015 年 1 月 23 日至 1月 26 日進行外縣市法律服務，地點嘉義縣。 

七、本院於 2015 年 1 月 27-28 日舉辦勵學測驗。預計 104 年 12 月起與輔大等 9 所大學法律

學系合辦勵學測驗。 

八、本院法治播種服務隊於 2015 年 2 月 2 日至 3 日舉辦「第 47 屆兒童法治冬令營」，地點

為雲林縣二崙國民小學舉行。 

九、本院訂於 2015 年 1 月 27 日（周二）下午 5時 30 分召開「104 年度第 1次法學院院友理

監事會議」，地點為鑄秋大樓 2123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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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一月 

商學院 

一、 本院 12 月 8 日召開 103 學年度歲末餐敘第 1 次籌備會議，確認各個組別職掌，並討論相

關節目安排及流程等事宜。 

二、 本院 12 月 10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學系主管會議，討論 104 學年度校務發

展計畫經費提報相關事宜。 

三、 本院 12 月 10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編輯委員會，討論學報第 87

期及國際經濟專刊出刊事宜，並配合本院經濟學系 60 週年系慶研討會進行專刊徵稿事

宜。 

四、 12 月 10 日完成 104 學年度院級赴協議學校交換生甄選；預計於 104 年 1 月 5 日開放第

二次申請。 

五、 本院 12 月 11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103 學年度第 4

次兼任教師初聘案、103 學年度第 2 次專業技術人員初聘案、103 學年度第 2 次教師評鑑

案、103 學年度第 2 次專任教師初聘案、104 學年度教師休假案、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

師升等案及 103 學年度第 2 次專任客座教師聘任案等議題。 

六、 12 月 19 日山東大學楊蕙馨院長一行蒞院拜會，洽談兩院相關學術合作事宜，並於 12 月

23 日宴請楊院長一行。 

七、 12 月 22 日匈牙利布達佩斯商業管理學院(Budapest Business School)校長 Dr. Sandor-Kriszt、

國際長 Dr. Hidasi、教育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交流接待科徐麗天主事、洋風來訪，洽談兩

院學術交流事宜，並簽署院級雙聯學制協議。 

八、 本院 12 月 29 日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學系主管會議，討論及確認本院各單位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排序。 

九、 協助經濟系及商研中心辦理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財經講堂(講座系列)：第二場講座

於 12 月 31 日假城中校區 5211 國際會議廳舉行，邀請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梁國源院

長，主講：「國際經濟發展分析」。 

十、 辦理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提報、彙整及排序等事宜。 

十一、 辦理 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劃結報相關事宜。 

十二、 辦理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第 86 期出刊事宜。 

十三、 彙整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長餐敘」學生建議事項。 

十四、 填報並彙整 103 年度 8~12 月校務發展計畫(含獎補助計畫)之重要執行成效績效

表。 

十五、 填報並彙整 103 年 1 至 12 月共同性績效目標及衡量指標。 

十六、 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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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本院與日本東北大學、美國 University of Wisconsin-La Crosse 洽談簽屬雙聯學制事

宜。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一、 本班「商務溝通」課程系列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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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2 月 13 日邀請顏慶章大使演講，主題：從 WTO 談台灣之發展策略。地點：城

中 1705 演講廳。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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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點：城中 5117 演講廳。 

二、 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系列演講： 

(一) 12 月 14 日邀請本校音樂系彭廣林教授演講，主題：古典看流行。地點：城中 2609

教室。 

(二) 12 月 28 日邀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徐明景教授演講。地點：城中 2609 教室。 

三、 辦理 EMBA104 學年度招生宣傳事宜： 

(一) 海報及 EDM 寄送、經濟日報、Yahoo 奇摩、Google 關鍵字、中時電子報廣告宣

傳。 

(二) 12 月 20 日(六)上午假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辦第二場招生說明會，會中由詹乾

隆院長介紹 EMBA 相關課程資訊及學長姐經驗分享。 

四、 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工作事項報告： 

(一) 臺北市東吳大學EMBA服務與成長協會於12月11日發行EMBA第51期電子報，

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東吳大學於 12月 6日舉辦【2014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母校盛事當然不容錯過，

EMBA 協會共有 7 人參加 67 分鐘體驗賽，更組成兩隊共 20 人參加東吳超馬社會

團體組接力賽，榮獲第十五名佳績，當天 EMBA 協會也自組啦啦隊至現場位選

手們加油打氣，期望明年也能繼續參加此場國際賽事。 

(三) 12 月 18 日晚上七點本會於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辦讀書會，導讀書籍

為【行銷新手必備的 38 套基本功】，並邀請台北市校友會會員ㄧ同參加，當天共

31 人盛情參與。主持人：翁望回(東吳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理事長/東吳大學企

業管理學系副教授)；導讀人：林秉葦(東吳 EMBA 第四屆/國泰世華銀行直效行銷

部襄理) ；與談人：吳育宓(東吳 EMBA 第三屆/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處

長)；與談人：王祥鑫(東吳 EMBA 第四屆/大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室幕

僚)。導讀人林秉葦有極為豐富的行銷經驗，透過其生動的解說及影片分享，使與

會者能更快了解書本內容與行銷概念。接著由兩位與談人分享自身經驗，吳育宓

分享自己在Curves女性健身中心的親身經歷，談Curves的成功行銷與創業模式；

王祥鑫更分享了許多廣告個案，從迪士尼、三菱汽車、信義房屋到蠻牛，企業希

望帶給客戶的品牌印象，從廣告中即可略知一二。最後由翁理事長與現場聽眾交

流，在彼此的腦力激盪中劃下活動完美的句點。 

(四) 本會於 12 月 19 日晚上六點半假西雅圖極品咖啡延吉店召開活動組組長會議，討

論本會 104 年度活動。 

(五) 12 月 23 日本會前往牧恩之家訪視，實際了解該單位運作狀況及補助需求。 

(六) 持續辦理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七) 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預告：104 年 1 月 24 日(六)晚上六點

假六福皇宮召開年度會員大會。 

跨領域學程 

一、辦理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 104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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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2月 12日、26日協辦「稅務專題」演講活動。 

三、12月 30日辦理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103學年度第 1學期期末座談會」。 

四、辦理財務金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 103學年度第 1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 

國際商管學程 

一、進行 104學年度碩士班招生宣傳。 

二、12月 9日‐12月 23日 Indiana University South Bend行銷管理系主任 Dr. Monle Lee來台講

授「行銷管理」密集課程。 

三、完成「東南亞經濟情勢」課程 Daniel Indro兼任客座副教授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

請事宜。 

四、完成「人力資源管理」課程陳立宗兼任助理教授聘任事宜。 

五、配合提供系所評鑑資料(專兼任教師簡歷、實務個案教學統計)予企管系。 

六、提報 103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執行績效、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 12月 3日經濟論壇邀請TTS TOEIC 台灣區代表-忠欣股份有限公司甯耀南策略

長，講題：智能機器產業革命對就業、所得、消費的衝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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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 12 月 5 日邀請輔仁大學經濟學系姚仁德教授演講「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pricing strategies and transportation asymmetry」。 

四、經濟學系 12 月 10 日召開第 3 次課程委員會、12 月 19 日召開第 4 次課程委員會。 

五、經濟學系 12 月 10 日系教評會通過 103 學年第二學期新聘許嘉棟兼任教授擔任經碩專「央

行政策與國際金融議題」課程。 

六、經濟學系 12 月 12 日邀請中山大學經研所楊淑珺教授演講「Government Spending Effects 

With Limited Capital Mobility」。 

七、經濟學系 12 月 13-14 日 2014 北經盃在台大舉辦，本系學生表現優異，獲得男籃冠軍、

女籃季軍、男排殿軍、女排季軍、壘球季軍、羽球季軍。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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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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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經濟系系友會高爾夫球賽 12 月例賽 12 月 14 日在林口球場舉行。 

十一、 經濟學系 12 月 17 日經濟論壇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楊文山研究員，講題:

「給我 baby 其餘免談：台灣的人口現狀與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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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經濟學系 12 月 18 日舉行學生事務會議。 

十三、 經濟學系 12 月 19 日邀請世新大學經濟學系陳世能教授演講「人口老化對全民健保

醫療資源利用的影響」。 

十四、 12 月 23 日舉辦經濟系 103 學年度各項獎學金頒獎典禮，共頒發 17 個獎項，89 人

獲獎。 

十五、 經濟學系與商學研究中心於 12 月 31 日合辦「東吳財經講堂」，邀請財團法人寶華

綜合經濟研究院梁國源院長，講題:國際經濟發展分析。 

十六、 經濟學 12 月 31 日下午 16:00~17:00 舉辦大一導師會議。 

十七、 103 年 12 月~104 年 5 月邀請天津商業大學經濟學院過曉穎博士到本系進行研究訪

問交流。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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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自行連絡參訪產業工會及龍頭企業。 

十九、 經碩二張淳惠同學獲 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赴國外研習第二期補助。 

會計學系 

一、系務相關事宜： 

(一) 12月2日舉行104學年度碩士班甄試招生考試第二階段面試，計有15名考生參加，

預計錄取 3 名。 

(二) 會計學系為使一年級研究生瞭解圖書館的服務與資源，特於 12 月 2 日邀請圖書館

舉行圖書館資源介紹說明會，內容包含重要資源利用相關課程，期許協助新進研

究生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學習與研究資源。 

(三) 12 月 6 日翁霓老師帶領「企業環境成本」修課同學參訪里仁旗艦店與里仁書軒。 

(四) 12 月 9 日謝永明主任接待湖北經濟學院盧占鳳老師與黃約老師。 

(五) 謝永明主任於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20 日至蘇州大學拜訪國際交流處黃興處長、港

澳台辦公室茹祥主任、商學院孫文基代理院長、袁建新副院長、陸少杰副院長、

汪煒老師進行學術交流。 

(六) 12 月 22 日下午布達佩斯商業管理學院(BBS)院長 Dr. Eva Sandor-Kriszt 至商學院參

訪，謝永明主任與會座談。 

(七) 12月23日中午商學院詹乾隆院長邀請山東大學楊蕙馨院長一行三人與謝永明主任

等人餐敘，討論學術交流事宜。 

(八) 12 月 28 日日本東北大學高田敏文教授來訪與謝永明主任、柯瓊鳳老師洽談兩校學

術交流與 Double Degree 合作事宜。 

(九) 會計學系於 12 月 26 日中午召開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會議，會中討論

1.課程外審制度 2.設置總結性課程規劃小組 3.課程分流、教師分流及學生分流 3.

課程地圖等議題。 

(十) 會計學系 12 月份總計舉行 15 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 

i. 12 月 3 日邀請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人資長吳美萍會計師蒞臨演講，講題為「從

KPMG 談會計人之職涯發展」。 

ii. 12 月 3 日邀請慈心基金會專案講師陳禮怡講師蒞臨演講，講題為「保護環境化

育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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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12 月 3 日邀請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王怡文會計師蒞臨演講，講題為「集團分

割換股組織重組實務探討」。 

iv. 12 月 4 日邀請柯耀宗總裁蒞臨演講，講題為「轉型力－巨變經濟的致勝核心」。 

v. 12 月 8 日邀請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徐聖忠會計師蒞臨演講，講題為「審計實

務分享與職涯經驗分享」。 

vi. 12 月 8 日邀請劉福運財務長蒞臨演講，講題為「生涯規劃與稅務實務分享」。 

vii. 12 月 10 日邀請鄭宏運會計師蒞臨演講，講題為「會計人生涯規劃及稅務實務

分享」。 

viii. 12 月 10 日邀請特力屋財務副總沈慧娟學姐蒞臨演講，講題為「個人工作經歷

與職涯規劃分享」。 

ix. 12 月 11 日邀請中原大學廖益興老師蒞臨演講，講題為「How to carry out your 

thesis？」。 

x. 12 月 12 日邀請鄭宏運會計師蒞臨演講，講題為「租稅實務及生涯規劃分享」。 

xi. 12 月 17 日邀請富動科技董事長洪金柔學長蒞臨演講，講題為「你準備好了

沒？」。 

xii. 12 月 18 日邀請文化大學會計學系齊德彰教授蒞臨演講，講題為「會計論文撰

寫經驗談」。 

xiii. 12 月 18 日邀請李景銘總經理蒞臨演講，講題為「太平洋 SOGO 百貨公司經營

成功因素」。 

xiv. 12 月 26 日邀請游智惠會計師蒞臨演講，講題為「兩岸租稅協議草案」。 

xv. 12 月 30 日邀請中央大學會研所郭南廷助理教授蒞臨演講，講題為「避稅行為

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跨國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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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組成宣傳團隊，以積極主動方式進入各地高中進行宣傳。12 月 5 日李坤璋

老師前往新營高中進行會計學系及財經學群科技介紹。 

二、教務相關事宜： 

(一) 會計學系通知並協助老師完成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授課計畫表上傳事宜。 

(二) 會計學系安排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末考統一考試事宜，通知命題教師、安排考

試教室、安排監試人員等。 

(三) 會計學系辦理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語音檢核條件設定。 

(四) 會計學系於 12 月 5 日舉行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碩士在職專班論文發表會。 

三、學生事務： 

(一) 辦理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獎懲事宜。 

(二) 填報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獎學金獲獎名單。 

(三) 103 年度會計學系錄取會計師人數為 57 人，錄取率 12.60％，近年來本系的錄取人

數每年平均皆約佔全國總錄取人數的 10%以上，表現優異，成績名列前茅。 

四、其他： 

(一) 提報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二) 辦理個資清查作業，填報個資清查表。 

(三) 答覆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長餐敘」學生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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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填報 103 年 1 至 12 月共同性與學校自訂之「績效目標及衡量指標」達成情形。 

企業管理學系 

一、辦理 103 第 1 學期研究生資格考核事宜：11 月 24 日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論文

計畫書繳交截止，計有碩士班 46 位、碩士在職專班 31 位提出申請。11 月 28 日分送審

查委員進行審查，訂於 12 月 28 日前完成書面審查意見回收。 

二、「論文研討」課程舉辦專題講座：12 月 4 日邀請淡江大學企業管理學系文馨瑩副教授主

講「跳不完質性與量化的國標舞」。 

三、「企業創新經營與創業」課程舉辦專題講座： 

(一) 12 月 6 日邀請標竿企業振躍精密滑軌(股)公司陳萬來董事長主講「轉型創業突

破」。 

(二) 12 月 20 日邀請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葛望平董事長主講「綠色創新」。 

四、召開導師會議：12 月 31 日召開大一導師會議，偕同心理諮商中心共同討論 103 學年度

本系大一新生身心適應測驗結果。 

五、辦理碩士班級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推廣事宜：為提升本系碩士班及碩專班招生資訊曝光率

以提高招生報名人數，以台灣 300 大企業及台灣各大專院校理工科系及第三類組科系進

行招生海報及 EDM 寄發，同時寄發本系大學部系友，鼓勵系友回流深造。 

六、12 月 10 日舉辦企管系教師教學觀摩研討活動，邀請劉敏熙老師、劉秀雯老師、鄭鈞云

老師、陳浩政老師進行進行課程規劃說明及分享教學經驗。 

七、召開系課程委員會：12 月 23 日舉行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討論 104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之必選修科目表事宜。 

八、協助系學生會辦理各項活動： 

(一) 12 月 17 日舉辦 2 場企業參訪，安排學生前往富邦金控及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二) 12 月 25 日舉辦系學生會第 45 屆系運動大會。 

九、12 月 29 日舉辦大二系週會演講，邀請東博資本李明山執行長（日 77 級)分享生涯規劃。 

十、12 月 31 日舉辦大一系週會演講，邀請本系吳吉政副主任介紹本系課程地圖。 

十一、 本系 103 學年度「教師學術研究」之獎補助計有：研究計畫獎勵 9 件；吳吉政、陳

麗宇老師各 2 件；尚榮安、陳禹辰、歐素華、劉秀雯、胡凱傑各 1 件、103 學年度研

究論著獎勵獲獎共 15 件；林陽助、吳吉政老師獲 5 萬元及 3 萬元；陳禹辰、李太雨、

陳麗宇老師各獲 5 萬元及 3 萬元補助，胡凱傑、李智明老師獲 3 萬元補助；蘇雄義、

尚榮安獲 6 萬元補助、企管系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陳禹辰、吳吉政老師於 104、

105 及 106 學年每學期各減授 2 個鐘點；陳麗宇老師 104 學年每學期各減授 1 個。 

十二、 12 月 23 日下午 1:30 至 3:00 國際企業研討高孔廉教授邀請友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朱志洋總裁到校演講，主題：經營策略與併購合資經驗分享，包含企業購併、購併的

策略目標、如何選擇購併標的、購併談判、購併後接管及如何整合企業文化及管理制

度等有關企業購併的議題。 

十三、 12 月 29 日進行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專班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作

業，預計將於 104 年 01 月 10 日施測完成。 

十四、 12 月 29 日完成提報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專班班級幹部「學生獎懲」作業。 

十五、 科技部研究計畫提出申請線上截止時間為 103 年 12 月 31 日（三）下午 5 時前完成

線上申請作業，申請機構則應於 104 年 1 月 7 日（三）下午 5 時前備函送達本部，逾



----------------------------------------------------------------------------------------------------------------------------------------     
東吳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1 次(104.1.12)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67 

期送達者不予受理。 

十六、 碩士班 25 屆劉彥澧榮獲科技部「創新創業激勵計畫」首獎創業基金 268 萬！為期

三個多月，歷經四階段的評選，從 160 幾隊中選出五隊首獎，頒獎當天(11 月 23 日)

由科技部張善政部長主持，首獎團隊「網路溫度計」並與施振榮先生合影留念。創業

團隊「網路溫度計」以結合網路大數據與媒體為創業利基，劉彥澧擔任總編輯，負責

設定與分析主題、撰寫稿件及媒體發言等重要任務。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一、提報 103 年度 8~12 月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報告。 

二、提報 102 學年度畢業生問卷調查重點報告之自我檢視報告說明。 

三、提報卓越計畫績效報告，103 年 1 至 12 月「共同性與學校自訂績效目標與衡量指標」  達

成情形。 

四、上網登錄學系自辦獎學金獲獎名單。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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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12 月 1 日下午 13:30~15:00，假 R2227 會議室，舉行教師專業成長社群-行銷與創新社群

演講，講題:藍海策略與行銷，演講人:李信宏（格林企管顧問）。 

七、12 月 2 日下午 13:00，假 R2339 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自辦外

部評鑑第二組會議，議題內容：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評鑑項目。 

八、12 月 3 日中午 13:00，假 R5615，鍾俊文老師舉辦貿四 B 導生會。 

九、12 月 3 日 13:00，假 R2339 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自辦外部評

鑑第一組會議，議題內容：教育目標與特色發展評鑑項目。 

十、12 月 3 日上午 9：00，假 R5117 會議室，參加「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

列說明會」。 

十一、 12 月 8 日中午 12:30，假 R2123 會議室，召開商學院年終餐敘工作會議。 

十二、 12 月 9 日~12 月 12 日上午 9:00~下午 17:00，辦理 2015 馬來西達成情形。 

十三、 12 月 10 日 12:00，假 R2339 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自辦

外部評鑑第四組會議，議題內容：學術與專業表現評鑑項目。 

十四、 12 月 11 日下午 13:30~15:20，假 R2123 會議室，參加個人資料清查教育訓練。 

十五、 12 月 19 日中午 12:00，假 R2227 會議室，舉辦「教師專業成長社群-行銷與創新社

群座談會」，邀請三位專家及系上四位老師與談，分別為十藝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宋美蒔

總經理、東京都物業集團研發部魏雅蘭協理、美商怡佳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吳經綸

senior executive、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陳美芳老師、陳惠芳主任、謝文雀老師、謝效

昭老師。 

十六、 12 月 23 日完成提報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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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12 月 30 日中午 12:00，假 R2339 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

自辦外部評鑑第三組會議，議題內容：討論學習資源與輔導評鑑項目。 

十九、 12 月 30 日下午 13:30，假 R2339 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

自辦外部評鑑第五組會議，議題內容：討論畢業生表現與社會認同度評鑑項目。 

二十、 12 月 31 日下午 12:00，假 R2339 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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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外部評鑑第六組會議，議題內容：討論成效評估與改善機制評鑑項目。 

二十一、 12 月 31 日下午 13:00，假 R2339 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自

辦外部評鑑第一組會議，議題內容：教育目標與特色發展評鑑項目。 

二十二、 12 月 13 日(六)下午 13：00~17:00，假遊藝廣場，舉辦 2014 國貿系系友大會及第二

屆系友盃 KTV 歡唱比賽。 

二十三、 12 月 13 日(六)下午 13：00~17:00，假城中校區體育館，舉辦國貿系系友盃羽球賽自

由場。 

二十四、 103 學年度教師獲得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名單如下： 

（一） 「研究論著獎勵」獲獎名單： 

i. 顧萱萱第一類， COMMUNICATING GREEN MARKETING APPEALS 

EFFECTIVELY The Role of Consumers'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 to Promotion 

Versus Prevention (SSCI) 

ii. 張大成第一類， Is default probability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SCI) 

iii. 陳宏易第一類，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卷: 29 頁碼: 97-107 出版日期: JAN 2014 (SSCI) 

iv. 溫福星第一類，The Hierarchical Multivariate Linear Modeling and Multi-group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SSCI) 

v. 黃寶玉第一類，Are investors' portfolios enhanced by incorporating CTA index 

funds? (SSCI) 

vi. 顧萱萱第二類，新產品延期上市與競爭者反應強度關係之研究(TSSCI) 

vii. 陳宏易第二類，代工貿易與出口政策(TSSCI) 

viii. 溫福星第二類，兩種多群體階層線性模式的研究(TSSCI) 

ix. 鄭宗松第二類，台商赴大陸投資實質選擇權之實證研究－以階層線性模式分

析(TSSCI) 

x. 梁恕第二類，亞洲貨幣整合：實質選擇權觀點(TSSCI) 

（二） 「研究計畫獎勵」獲獎名單： 

i. 張大成第一類，計畫名稱：公司治理機制對經營績效的影響—來自於企業社

會責任的觀點。 

ii. 顧萱萱第一類，計畫名稱：服務超越預期總是好嗎?過度關注性服務對消費者

滿意度之影響。 

iii. 陳惠芳第一類，計畫名稱：派外與回任人員之風險管理研究(3/3)。 

iv. 溫福星第一類，計畫名稱:多層次研究下組織層次與個體層次構念信效度研究

與多重特質多重方法之分析。 

（三） 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通過名單： 

i. 顧萱萱：103、104、105 學年每學期各減授 2 個鐘點。 

ii. 張大成：104 學年每學期各減授 2 個鐘點。 
iii. 陳宏易：104 學年每學期各減授 2 個鐘點。 
iv. 陳惠芳：104 學年每學期各減授 1 個鐘點。 
v. 溫福星：104 學年每學期各減授 1 個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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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 

一、12 月 3 日召開校發執行會議。 

二、12 月 5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全球高收益債劵基金經理人，中國金融期貨交易所(CFFEX)

債券&利率衍生品講師陳 敬 翱系友，主講「固定收益計量套利交易實務與海外對沖基

金 Alpha 策略」。 

三、12 月 5 日舉辦優秀學生餐敘，並於會中頒發獎狀。 

四、12 月 5 日召開校發暨預算委員會。 

五、12 月 10 日舉辦學系專業職涯系列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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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12 月 17 日舉辦「Prophet 精算軟體與壽險精算實務系列講習」，邀請德慎精算顧問有限

公司詹志清 FSA 精算師，主講「壽險準備金決算流程」。 

七、12 月 19 日召開系務會議，審核各項獎學金得獎名單、訂定傑出系友辦法、修訂謝志雄

教授獎學金辦法、碩專獎勵金分配方式、畢業生問卷重點報告及教育部視導報告提報、

推舉商學院服務優良、績優導師等議題。 

八、12 月 19 日召開導師會議，討論學業關懷狀況。 

九、12 月 31 日舉辦「Prophet 精算軟體與壽險精算實務系列講習」，邀請德慎精算顧問有限

公司詹志清 FSA 精算師，主講「壽險公司財務預測流程」。 

十、12 月 31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議新聘兼任教師案、徵聘專任教師案。 

資訊管理學系 

一、12 月 3 日召開評鑑工作小組第二組會議，討論評鑑報告第二大項內容。 

二、12 月 4 日召開評鑑工作小組第三、五組會議，討論評鑑報告第三、五、六大項內容。 

三、12 月 10 日林勝為老師指導專題生張詒鈞、陳芝伶、陸萲、范姜庭妤以「iMap 愛足跡」

專題參加 2014 全國雲端 APP 行動創意應用競賽，榮獲「電子商務-創意網路行銷組」大

專組第一名。 

四、12 月 18 日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辦專題成果競賽，共 13 組專題發表，每組除利用

簡報介紹專題內容外，並於五大樓一樓川堂處，設立戶外實機展示區現場實際展示專題

成果。競賽會中邀請神達電腦公司張元祥資深總監、達騰科有限公司李純心副總經理、

資策會創研所高昶易經理以及國立台北教育大學數位技術設計系俞齊山教授擔任評審，

由參賽組別中選出「年度優勝」、「最佳技術獎」、「最佳創意獎」、「最佳台風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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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三組參加 2014 資訊應用

服務創新競賽獲一金雙佳作的同學亦一同展出。 

五、12月20、21、27日開設OCPJP重點觀念教學輔導課程，特別聘任業界講師進行深度OCPJP

內容解說、程式觀念加強、考試技巧與相關經驗傳承。 

六、12 月 17 日召開系務發展委員會，討論本系 104 學年度預算。 

七、12 月 17 日汰換碩士班個人電腦 36 部，並於 103 年 12 月 22 日完成驗收作業。 

八、12 月 23 日召開評鑑工作小組第一組會議，討論評鑑報告第一大項內容。 

九、舉辦專題演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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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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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2 月 11 日，主講人：李世華-華旺文創有限公司創辦人時尚總監，講題：面試不

NG。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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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 12 月 2 日辦理證照講座，服務作業管理課程輔導學生報考專案管理助理師證照考試，特

邀請國際專案管理師俞建州老師講解考試要領。 

二、 11 月 10 日-12 月 19 日本學期教師學業關懷提報 214 人次，學系提報 106 人進行學系學

業關懷，並將名單印送各導師加強輔導。學系學業關懷原則：(1)被提報關懷且在學期間

曾被 1/2 以上(19 筆)；(2)被提報關懷學分數>50%(49 筆)；(3)被關懷學分數>=當學期總

學分數 50%且在學期間曾被 1/2 以上(4 筆)；(4)被關懷學分數>=當學期總學分數 50%且

在學期間未被 1/2(45 筆)；(5)學業關懷學分數未超過 50%，但曾 1/2(15 筆)。(6)寄送學

業關懷學生之家長信函計 66 人；(7)與來電關心學業之家長交流溝通。 

三、 12 月 12 日填報 103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含奬補助計畫)成效及第 3 期教卓共同性績效目

標及衡量指標及 KPI 及量化成果。 

四、 12 月 12 日邀請第一金投資顧問公司陳奕光董事長講演《2015 年全球經濟展望與資產配

置》，從 2014 年全球金融市場回顧，展望 2015 年全球金融市場，談投資策略與資產配

置。 

五、 12 月 15-26 日辦理學生退修事務：退修原因多因缺課過多(工作因素)造成學習落後，其

次為避免學期成績 1/2 或 2/3，再其次為興趣。 

六、 12 月 23 日提報 104 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經費。 

七、 12 月 23 日公告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選課暨輔導事宜。辦理《當代企業經營個案》教師

及《服務作業管理》上課時間異動之申請。 

八、 104 年 1 月 6 日辦理單位個人資料清查作業。 

九、 規劃 104 年元月參訪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虎尾糖廠(雲林縣)及溪湖糖廠(彰化縣)。 

十、 準備系所評鑑資料。 

其他辦理：學生畢業離校及休、退學手續、經費核銷、申印教學講義、協調上課時間及

教室等事務、104 新生入學簡章分則、課程檢核、商學院年終餐敘籌備會、回復校長餐

敘商進代表之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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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一月 

第一組 

一、於 103 年 10月 22 日召開校教評會 103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會議，會中審議教師聘任、

評鑑、休假、升等及修訂法規核備案等。 

二、於 103 年 12月 12 日召開職工評審委員會 103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會議，會中審議工

友資遣及評選 103學年度服務傑出職工。 

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辦理本校聘用之專、

兼職人員查閱作業。 

四、為使職員轉調規則更為明確及公平，將近二年轉調之審議作業原則及方式明訂於「東吳

大學職員轉調作業要點」，並於 103年 12月 9日函知各單位。 

五、為使教師評鑑機制與時俱進，更臻完善，函請各教學單位定期檢視教師評鑑之各項評估

標準或量表，並依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實施。 

六、辦理 103年度教職員工年終工作獎金簽核相關事宜。 

七、委請教務行政組協助設計 104 年度生日賀卡，並完成系統發送作業。 

八、配合新修訂之「東吳大學行政業務移交辦法」，更新「教職員工離職（退休）會簽單」。 

九、處理本校專任教師向教育部中央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案之答辯書及相關卷證資

料。 

十、持續辦理教師校外兼課、聘僱許可及兼任教師之教師資格審查作業。 

 

第二組 

一、辦理 104 年 1 月份薪資作業，已於 1 月 1 日發放。 

二、辦理 104 年 12 月份鐘點費作業，已於 1 月 1 日發放。 

三、辦理各類保險（含公保、勞保、健保、補充保費、團保）及退休金（含編制內退撫儲金、

工友退休準備金、非編制內人員勞退金）之繳費核銷作業。 

四、辦理全校工讀生勞保加退保作業（12 月份計有 1171 人次），並核算各工讀生應繳之保費

及各單位應負擔之勞保費及勞退金。 

五、賡續辦理退休人員公保養老年金-超額年金定發放作業。 

六、辦理 12 月份離職給與申請並將相關資料寄送私校退撫會。 

七、辦理教育部 104 年資深優良教師獎勵審核作業。 

八、撰寫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相關預算編列作業編列。 

九、函知推舉 103 學年度服務傑出職工之單位主管遴選結果，並製作服務傑出職工獎座，以

利於年終餐敘中頒發。 

十、因應本校推動國際化政策並強化行政服務，訂定獎勵行政人員提升英語能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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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因應專任助理 8 月 1 日起適用勞基法，如多次簽訂契約後屆滿不續任，簽請依規定應

支付專任助理資遣費案。 

十二、配合計畫結案或經費核銷作業，開立各計畫勞保費、健保費、補充保費雇主分擔表。 

十三、因應科技部蒞校查核專題研究計畫後，檢討計畫人員約用流程及相關表格設計。 

十四、辦理 103 學年第三場教育訓練，邀請羅鴻鈞老師主講：「創造溝通[聲]命力」，在城中

校區舉辦，參加人員共有 38 人。 

十五、賡續與電算中心進行薪資系統之訪談工作。 

十六、受理 12 月份團體保險理賠申請案 8 件；團保加保人次計有公費案 994 人次、自費案

777 人次。 

十七、支援福委會辦理 103 學年度寒假旅遊活動及第 1 學期社團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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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一月 

第一組 

一、 參與研究發展處於 103 年 11 月 26 日辦理之教師執行計畫說明會，其中會計事務處理之

業務說明由本室負責。 

二、 本校北一區區域中心計畫 103 年 12 月份經費執行情形表，於 103 年 12 月 30 日陳副校長

核閱。 

三、 本校 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執行，至 103 年 12 月 31 日止之結算報表，於 104 年 1

月 5 日送教學資源中心確認。 

四、 依教育部規定，本校 103 年 11 月份總分類帳各科目彙總表及人事費明細表，於 103 年

12 月 12 日函送教育部核備。 

五、 依所得稅法規定，年度所得稅結算申報作業應於年度結束後 5個月內辦理，本校 103 學

年度結算申報書，於 103 年 12 月 31 日送達台北國稅局士林稽徵所，完成申報作業。 

六、 教育部指派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於 103 年 12 月 15 日至本校進行專案抽核蒞校，查核

101 及 102 學年度會計帳務及收支運作情形，提供及彙集查核所需之財務報表及相關帳

冊、紀錄、契約、文件、憑證等資料。 

七、 辦理緊急撥付 103 年 9 至 11 月研究生獎助學金作業。 

八、 本校 102 學年度學生就學補助基金專戶報告暨執行成效表，於 103 年 12 月 11 日陳校長

核閱，送研究發展處及學生事務處酌參。 

九、 本校 102 學年度特種基金執行狀況明細表，於 103 年 12 月 22 日陳校長核閱。 

十、 本校103年11月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得明細資料會計科目分析表及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

得明細資料，於 103 年 12 月 15 日送人事室酌參。 

 

第二組 

一、 完成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應補、應退學雜費明細之核對及入帳作業。 

二、 完成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校內、外學生宿舍住宿費收入明細之核對及入帳作業。 

三、 完成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各類學生就學減免明細之核對及入帳作業。 

四、 完成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就學貸款明細之核對及入帳作業。 

五、 完成 103 年 11 月份固定及非固定薪資所得扣繳申報。 

六、 提供 11 月所得類別 50 申報金額統計報表予人事室，以利辦理申報學校應負擔之補充保

費。 

七、 完成 103 學年度 11 月份計畫預算執行表並送各預算執行單位酌參。 

八、 完成103學年度11月份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執行狀況表陳副校核

閱，並送研究發展處酌參。 

九、 參與研究發展處於 103 年 12 月 2 日、3日舉辦之「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

編列說明會」之資料整理。 

十、 與研究發展處共同於 12 月 3 日、10 日、15 日及 29 日進行 4次「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

畫暨預算編審作討論會」。 

十一、 請馬嘉應主任秘書協調學雜費作業之兩次跨單位會議，會議紀錄業經主席核閱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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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確認；另依人事室之「單位內部業務運作檢討潛在風險」評估，將會議結論，辦理陳

核作業中。 

十二、 更新本校首頁「東吳大學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內容」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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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一月 
【圖書館】 
一、 12 月 8 日、22 日召開本學年度第 9、10 次主管會議討論 104 學年度「圖書館統籌及單位

非例行性計畫」、「度總務處統籌預算需求」及「電算中心統籌之維護費」等事宜。 
二、 完成個人資料檔案清查表。 
三、 籌備圖書館尾牙活動及核銷辦公費事宜。 
四、 編排圖書館館訊電子報及法律系 2014 年第 2 波新書通告。 
五、 「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系統新增「線上申請館際借書證催還書通知，副本傳送館

員」功能，進行測試中，預訂 12 月底完成測試。 
六、 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之「夥伴學校管理系統」『代借代還管理』項中之【申請件總

覽】及【受理件總覽】的搜尋條件預設值變更為「閱覽證號（條碼模式）」，用以提升館

員作業便捷性，縮短作業時間，於 12 月 1 日上線。 
七、 103 年 12 月 18 日配合教學資源中心拍攝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宣導短片。 
八、 辦理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軟硬體採購案申請及相關業務費用核銷作業。 
九、 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館際合作統計： 

項    目 時     間 數    量 

網頁瀏覽人次 98 年 10 月 8 日至 103 年 12 月 23 日 324 萬 3,092 人次 

聯合目錄(匯入) 98 年 1 月 1 日至 103 年 12 月 23 日 724 萬 2,146 筆 

圖書代借代還 
102-104 年度計畫 

102 年 10 月 1 日至 103 年 12 月 23 日

(13 校) 

總處理量：31,934 件 

線上申請 

館際借書證 

102-104 年度計畫 

102 年 6 月 1 日至 103 年 12 月 23 日 

(15 校) 

總受理件：6,520 人次 

北一區館合證 

(臺大圖書館提供) 

103 年 11 月 25 日至 103 年 12 月 23 日

小計 

進館量/61 人次 

借書量/84 本 

100 年 10 月 12 日至 103 年 12 月 23 日

累計 

進館量/2,650 人次 

借書量/2,681 本 

十、 協助夥伴學校館員及讀者排解相關問題統計（統計期間：103.11.25-103.12.23） 

類  型 件數 
系統服務 8 
館員服務 22 
讀者服務 11 
聯合目錄 7 
貨運服務 0 
合  計 48 

【技術服務組】 

一、組務： 

(一) 發送學系 103 學年至 12 月底各院系圖書期刊經費財務報表，通知學系經費支用狀

況。 
(二) 達成 103 獎補助資本門規劃核銷金額 250 萬。 
(三) 出席 12 月 2 日研發處舉辦之「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列說明會」

進行 104 學年度經費編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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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填報圖書館「103 年度 8-12 月校務發展計畫(含獎補助計畫)之重要執行成效」。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整理 2014 年採購期刊第 3 次到刊驗收清單並通知相關單位於 12 月 4 日辦理到刊查

驗，驗收核銷列產為 NTD3,694,364。 
(二) 完成資料庫與期刊公開招標作業共 3 案：「2015 年西文期刊採購」、「2015 年 ACS

電子期刊採購」及「PsycINFO 及 PsycARTICLES 資料庫採購」。 
(三) 完成資料庫限制性招標共 2 案：月旦法學知識庫及台灣經濟新報。 
(四) 驗收電子書 4 批如後列： ABC_CLIO 電子書驗收，回傳至文道國際；

CRC_JSTOR_SAGE_WorldScientific 電子書驗收，回傳至飛資得；Elsevier eBooks on 
Science Direct 電子書驗收，回傳至 Elsevier B.V；WS 西文電子書驗收，回傳至飛

資得 
(五) 請購資料庫 5 筆如後列： Beck-online(2015/1/1-2015/12/31) 、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2015/1/1-2015/12/31) 、 Oxford Music Online(2015/1/1-2015/12/31) 、

OxfordORIL,IC,EPIL(2015/1/1-2015/12/31)哈佛商業評論(2015/1/1-2015/12/31)。 

三、參訪與教育訓練活動： 

日期/時間 名稱 參加人員 

12/05 08:30-17:00 台大「OCLC2015 會員大會」 張慧雯 

12/04 09:00-12:00 

12/09 09:00-12:00 

12/11 09:00-12:00 

電腦課-PowerPoint 2013 
江敏妮 

李季樺 

12/19 09:00-12:00 電腦課-非常好色 9 江敏妮 

12/17 14:30-16:30 

代理出席國家圖書館「103 年度全

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合作館館長

會議 

魏令芳 

12/26 9:00-17:00 
世新大學「2014 Big Data應用與創

新服務研討會」 
張慧雯 

12/2 13:00-15:00 
環遊世界與心靈成長-晆澔平的旅

行心世界 

魏宇萱 

孫沛君 

四、例行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3/12/1-12/31） 

(一) 圖書資源 

項目 數量 單位 

移送閱覽上架 1,830 冊(件) 

上載電子書書目 937 筆 

上載 NBINet 合作書目 2,135 筆 

處理薦購資料-處理 
50(中文)

13(西文)

筆 

處理薦購資料-退件通知 
4(中文)

8(西文)

筆 

寄送雙溪樂刊 

人社院謝政諭院長新著 

51

74

 

件 

公告教師新書公告 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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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數量 單位 

贈書 
收取處理 155 冊 

寄送謝函 8 件 

 
(二) 期刊 

項目 數量 單位 

驗收 
中文 363 筆 
西文 81 筆 

處理裝訂 0 件 
催缺 20 件 

 
【讀者服務組】 
一、 舉辦圖書館週(12/1-12/12)系列活動，包括：曼德拉書展、學習大進擊考試類用書展、植

入商管科的 DNA 專題演講、翻轉學習以增長學習積效專題演講及線上生存遊戲。 
二、 提供 103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 
三、 提報 104 學年度單位計畫。 
四、 提供校史資料給法學院。 
五、 草擬校慶活動「欽字第一號傳奇—王故董事長寵惠先生資料展」資料。 
六、 籌備 2014 中時開卷好書書展。 
七、 完成本組個資清查表撰寫。 
八、 完成 12 月教職員生轉檔更新事宜，以及畢退離讀者年度批次刪檔。 
九、 新增日文版流通通知單，提供讀者更完善的服務。 
十、 完成寒假借書之還書期限系統設定，以滿足學生寒假借書需求。 
十一、 發函請各學系提供下學年不續任兼任教師名單，以利查核欠書欠款。 
十二、 發函請各學系教師提早薦購教授指定用書，以利開學及時提供師生使用。 
十三、 處理遺失物監視錄影調閱，撰寫處理報告並宣導工讀生誠信與職業道德。 
十四、 協助數位與系統組圖書館網頁問與答內容。 
十五、 配合撰寫流通相關個資清查表。 
十六、 日文系通識課程學生自行製作圖書館問卷與學生意見，協助整理圖書館回覆初稿。 
十七、 處理淘汰破損圖書 891 筆。 
十八、 2014 年中、西文訂購期刊第三次抽驗事宜。 
十九、 統計資料（統計日期 2014.12.01~12.23） 

(一)讀者服務組各項業務月統計資料（整合兩校區數據）： 

借書、還書、續借、預約等(含非書資料)統計資料每學期陳報一次。 

新收中文

書(冊) 
新收西文

書(冊) 
新收非書

資料(件)
參考諮詢

淘汰處理

(冊/件) 
圖書修護 
、裝訂(冊) 

證件核發 

1,507 623 69 942 0 7 16 

總館調借

分館(冊/
件) 

分館調借

總館(冊/
件) 

長期借閱

(設定冊數)
指定用書

(人次) 
學位論文

收件 
賠書處理 代收款 

605 882 119 291 9 12 
306 筆

30,5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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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北一區圖書資源月服務量統計： 

代借代還 虛擬借書證 

申請件 受理件 東吳借他館證 他館借東吳證 

369 117 48 人次 26 人次 

 

【數位與系統組】 

一、辦理 104 學年度單位預算提報與編列事宜。 
二、進行各資訊系統維護事項，包括： 

(一) 持續處理薦購系統相關並追蹤處理後續問題。 
(二) 定期轉出並上傳館藏新增或異動書目資料，提供探索系統服務。 
(三) 處理讀者資料轉檔作業。 
(四) 聯繫保管組清理申請報廢之電腦及週邊設備，並辦理相關財產減損作業。 

三、研擬圖書館服務 APP 需求內容，彙整各組意見。 
四、配合技術服務組進行新年度圖書館電子期刊招標作業。 
五、出席本校校務發展計畫說明會(12/2)。 
六、支援教學資源中心教學科技推廣組進行校務巨量資訊分析相關圖書流通資料，會同自動

化系統廠商進行討論。預計由廠商另行製作並匯出圖書館讀者借還書紀錄以避免影響圖

書館系統正常運作（12/5、12/22）。 
七、進行圖書館常問問題之資料蒐集和網頁設計。 
八、支援讀者服務組辦理圖書館週相關活動。 
九、舉辦兩校區機構典藏系統上傳作業說明會(12/3)。 
十、彙整 100-102 學年度企管系博碩士學位論文書目清單，提供企管系參考。 
十一、十二月份同仁教育訓練記錄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主辦單位 出席人員

103/12/2 14:00~15:30 校務發展計畫說明會 張素卿 

103/12/4 

103/12/9 

103/12/11 

09:00~12:00 Power Point 2013 說明會/電算中心 張素卿 

103/12/9 13:30~16:30 創造溝通生命力教育訓練/人事室 賴秋惠 

103/12/11  10:30~11:00 新版英文官方網站教育訓練 陳慧倫 

學生離校 
(休退畢) 

教職員 
離職 

館合申請

件處理 
圖書館 
進館人次

閱覽室 
使用人次

研究小間

使用人次 
研討室 
使用人次 

82 1 92 
本校 51,381
校外 684 

一閱 3,617
二閱 2,968

142 621 

團映室 
使用人次 

會議室 
借用次數 

校史室 
參觀人次

導覽場次 館舍維修 期刊裝訂  

325 6 54 
10 場

343 人
8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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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主辦單位 出席人員

103/12/11  13:30~15:20 個資清查/電算中心（城中場次） 支嘉立 

103/12/12  13:30~15:20 個資清查/電算中心（雙溪場次） 張素卿 

103/12/19  09:00~12:00 非常好色軟體教育訓練/電算中心 賴秋惠 

 
十二、十二月份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計 9 場，計 201 人次參加。 

(資料統計期間：103.11.25～103.12.24) 
(一)中正圖書館 

館 

 

 

 

 

 

 

 

 
(二)城區分館 

 

 

 

 

 

 

 

 

十三、業務統計 

作業類型 作業內容 單位 數量 

電子資源 [電子期刊]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Library、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Publications 等

網址連結測試。 

種 19

[電子書] 新增華藝中文電子書(550 筆)、Wiley 

Collection 西文電子書(380 筆)、CRC 西文電子

書(191 筆)、JSTOR 西文電子書(138 筆)、SAGE

西文電子書(63 筆)、World Scientific 西文電子

書(74 筆)，匯入電子資源管理系統。 

筆 1,396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講師 

2014/12/01 
10:00~12:00 社會系相關資源介紹(社會

一) 
70 黃雯琪 

2014/12/08 10:00~12:00 EndNote X7 (社會一) 70 黃雯琪 

2014/12/12 15:00~16:30 
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傳作

業說明會 
13 張雲燕 

2014/12/16 14:00~16:00 EndNote X7(入門課程) 2 張素卿 

2014/12/19 14:00~16:00 EndNote X7(入門課程) 3 黃雯琪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講師 

2014/12/02 18:00~19:30 資源探索服務講習（會計系） 21 陳慧倫 

2014/12/4 18:00~19:30 
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傳作

業說明會 
20 賴秋惠 

2014/12/16 10:00~12:00 西文期刊報紙資源介紹 1 賴秋惠 

2014/12/17 10:20~12:20 西文期刊報紙資源介紹 1 賴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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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類型 作業內容 單位 數量 

[資料庫]更新 Aremos、Compustat 資料庫(單機

版)。 
個 2

[試用] 學術不端文獻檢測系統、Turnitin 論文

檢測系統。 
個 2

電子資源 

推廣教育 

資料庫、電子書、電子期刊等圖書館利用指引

課程 

場次 9

人次 201

博碩士學位

論文 

審核(退件、申請變更、新增帳號及使用諮詢)

件 

12

書目資料由學位論文系統轉出 ISO 2709 格式 11

論文系統上傳相關問題諮詢 11

郵寄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國家圖書館 0

書目與論文全文資料上傳至機構典藏系統，包

括書目上傳、全文上傳及全文瀏覽的權限設定

等 
 52

網頁建置 

與維護 

更新使用者身份別維護、招標訊息、推廣與活

動紀實、服務辦法、表單下載、資料庫講習、

首頁動態 banner 及圖書館委員會名單及本校

法規彙編網頁、法律新書通報網頁等。 

頁 12

圖書館 

自動化 

書評審核(4) 

件 

      

客服問題(2) 356

WebPAC 維護-書影圖檔(350) 

電腦維護 

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8) 

件 

軟體更新、安裝及檢測(4) 

印表機(4)、掃描器(0) 19

主機及周邊設備(0) 

機房管理(0) 

網路(3) 

 
 

 
 



----------------------------------------------------------------------------------------------------------------------------------------     東吳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1 次(104.1.12)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81 

【圖書館學科聯絡員服務統計— 12 月份】

類別 服務項目 參考 閱覽 採編 數位資訊 其他 

學
系 

小
計 

１
館
外
資
源 

２
電
子
書 

３
資
料
庫 

４
期
刊
目
次 

５
參
考
書 

１
圖
書
設
備
與
流
通 

２
圖
書
典
藏 

３
影
印/

列
印 

１
資
料
採
購 

２
贈
書 

１
學
位
論
文 

２
機
構
典
藏 

３
資
訊
設
備
及
網
路 

１
客
製
化
服
務 

２
活
動
宣
導 

３
雜
項 

中 文 系 10   2 1       3   3 1  

歷 史 系 2    1           1  

哲 學 系 3    2           1  

政 治 系 3    1   1        1  

社 會 系 7   1 1    1 1  1    2  

社 工 系 5  1 2 1           1  

音 樂 系 4    1     1  1    1  

師 培 中 心 2    1           1  

人 權 學 程 1    1             

英 文 系 4    1          3   

日 文 系 6    1    2   2    1  

德 文 系 3    2           1  

語 言 中 心 2   1 1             

數 學 系 1              1   

物 理 系 6   5 1             

化 學 系 1               1  

微 生 物 系 2               2  

心 理 系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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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學科聯絡員服務統計— 12 月份】

類別 服務項目 參考 閱覽 採編 數位資訊 其他 

學
系 

小
計 

１
館
外
資
源 

２
電
子
書 

３
資
料
庫 

４
期
刊
目
次 

５
參
考
書 

１
圖
書
設
備
與
流
通 

２
圖
書
典
藏 

３
影
印/

列
印 

１
資
料
採
購 

２
贈
書 

１
學
位
論
文 

２
機
構
典
藏 

３
資
訊
設
備
及
網
路 

１
客
製
化
服
務 

２
活
動
宣
導 

３
雜
項 

法 律 系 9   1 1    4   2   1   

經 濟 系 2   1            1  

會 計 系 2   1            1  

企 管 系 30  3 9 2    3   5  2 2 4  

國 貿 系 2   1            1  

小計 110 0 4 24 21 0 0 1 10 2 0 14 0 2 10 22 0 

總計 110 49 11 2 1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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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一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為因應教學卓越總計畫年度結帳，本期教學改進暨教師專業社群核銷案，訂有分段核銷

規定，為了解各單位配合規定期限送出核銷案之狀況，原定 12 月初公告之 103 學年度

第 2 學期教學改進暨教師專業社群補助計畫核定結果，延至 1 月初公告。另，本期教學

改進暨教師專業社群成果報告，依規定應於 104 年 1 月底前上線填報，此次成果報告請

於舊平台填報，並請各單位完成填報後，務必請二級單位主管上線簽核。 

(二)102 學年度傑出優良教師訪談已訪談四位師長，目前並已開始著手邀請新進教師接受訪

談，此次訪談除了了解新進教師教學和研究是否有碰到任何問題外，並請新老師填寫問

卷，作為規劃多元升等輔導制度的參考資料。 

二、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12 月 19 日發函教育部辦理第 4 期補助款撥款申請，俟教育部正式核撥後，儘速函請各

夥伴學校辦理撥款作業。 

(二)教育部來函調整「102-104 年度第 3 期獎勵大學校院辦理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期程，自 104 年 5 月 31 日止延長至 104 年 7 月 31 日。為免影響相關業務之推動，不足

人事費擬由計畫配合款支應，業已轉請相關計畫主持人，辦理延長 2 個月之專任助理聘

任作業。 

(三)12 月 23 日於國立臺北藝術大學辦理「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總主持人第 6 次會

議」，會中邀請臺灣海洋大學、淡江大學分享學校推動「課程分流」、「磨課師(ＭOOCs)

課程」之經驗，並針對推動現況與問題，提出相關建議，藉以觀摩夥伴學校推動教育部

重要措施之經驗。 

(四)北一區成果影片拍攝大綱已確定，於日前完成陽明大學、東吳大學、政治大學和淡江大

學的師長訪談及計畫業務相關情境畫面拍攝，後續俟活動側拍完成後，即可著手影片剪

輯後製。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理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11 月 3 日至 12 月 12 日辦理 103 年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共計 140 人參加，12 月 16 日以

電腦亂數進行抽獎，並公告 50 名獲獎名單。 

(二)12 月 5 日函知各子計畫撰寫 103 年 1-12 月共同性及學校自訂之「績效目標及衡量指標」

達成情形，預計於 104 年 1 月 29 日上傳至教育部教學卓越網。 

(三)12 月 12 日完成 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期中 E 表管考，並製作 E 表手冊發送各分項計畫主

持人及管考小組委員，同時函知各子計畫上線查閱期中管考結果，做為期末改善之依據。 

(四)12 月 15 日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款經費核銷截止，俟會計室決算完成後，由本組協助會計室

規劃經費剩餘款之調整方式，以利於明年報部。 

(五)截至 12 月 19 日，東吳教學卓越計畫網站瀏覽人次達 866,103 人次，最新消息與成果分享

訊息分別為 603 則、153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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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12 月 19 日撰寫第 3 期教學卓越計畫第 2 階段複審簡報會議「待釐清問題」意見，並於

12 月 23 日報部。 

(七)完成 104-105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簡報製作，並於 12 月 25 日前報部、12 月 29 日

至國家教育研究院臺北院區報告，與會師長包括：潘維大校長、趙維良副校長、邱永和

教務長、教學資源中心王志傑主任、學生學習資源組莊媖琁組長共 5 人。 

(八)規劃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專區(第二教學研究大樓 5 樓電梯口)展版呈現方式及內容，預計 12

月底前完成看板設計與印刷。 

(九)102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榮獲優良子計畫共計 11 件，已於發佈校園公告並致贈感謝卡予獲

優良計畫之單位。 

(十)12 月上傳「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相關最新消息 55 則、成果 7 則。 

(十一)預計 12 月 29 日函知各子計畫填寫 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綜合評鑑表(R 表)」及繳交

期末報告冊，並請各分項計畫主持人進行各子計畫評鑑表之審核作業。 

二、教學助理(含隨堂教學助理、課輔教學助理) 

(一)12 月 3、5 日於兩校區舉辦 103-1 第二次隨堂助理期中培訓，邀請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

心廖怡慧教學設計師前來分享，共 53 位助理參與，活動滿意度達 90.1%。 

(二)103 年 12 月 8 日至 104 年 1 月 8 日受理 103-2 學期教學助理(含隨堂及課輔)申請，其中學

院審查隨堂助理申請案之時間為 104 年 1 月 9-15 日，並於 1 月 19 日繳交教學資源中心，

預計 1 月 26 日召開複審會議。 

(三)12 月 15 日送出 103-1 學期優良隨堂助理遴選資料，訂於 12 月 26 日通知 5 位特優助理候

選人，於期末成果發表會上台分享。 

(四)12 月 15 日完成 103-1 學期教學助理(含隨堂及課輔)薪資核銷。 

(五)12月19日完成教學助理(含隨堂及課輔)協助教學成效評量問卷施測(含學生、教師、助理)，

刻正進行原始資料輸入與統計中。 

(六)語文學習角共開設英文、日文、西班牙文、韓文 4 類課程，總計招募 10 位小老師，12 月

受益學生計 100 人次。 

(七)課業個別諮詢共聘任 3 位小老師，開設 4 門課程，課程分別為大二英文、聲韻學、微積

分、日文文法，12 月受益學生計 20 人次。 

三、其他 

(一)12 月 5 日參加中原大學 102-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成果發表暨研討會。 

(二)12 月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英文寫作 E-Mail 批改服務」共完成 9 篇文章批改。

另批改費用將由每篇 200 元(250 至 2,500 字)調整為每字 1 元，已於 12 月 23 日「102-104

年度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計畫總主持人第 6 次會議」中提案修改。 

(三)每週更新「SCU 英文學習單元」，並於兩校區之校園影音資訊站推播系統，12 月共製作並

上傳 31 張英語學習單元簡報。 

(四)12 月份各空間累計使用人次統計：雙溪學生學習進行室 180 人次，城中學生學習進行室

120 人次，e-Learning Lounge 線上學習進行室 1,209 人次。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建立全方位數位教材製作服務方案(103 年 12 月 29 日) 

(一)累計完成 16 件教材製作案，每案教師對此服務滿意度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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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資源器材借用：外借使用 21 人次、借用數量(含配件)134 件。 

(三)D0507 數位教學實驗室：累計教師 11 人次借用空間製作數位教材、進行課程教學、培訓

活動，使用時數共 82.5 小時。 

二、推廣數位學習應用方案： 

103-1 學期「網路學園」累計 218 位教師使用，共 637 科次、16 案網路學園諮詢，103 學年

正式啟用「東吳 Moodle 數位學習平台」，並引導教師與學生轉用 Moodle 平台，累計 168

位教師使用，師生共 3,676 人上線使用，計 5 案 Moodle 諮詢。 

三、維護數位教學與行政系統 
網站/平台/系統 作業說明 

教學改進暨教師專業社群申請平

台 
1. 持續提供問題諮詢與程式修正。 

圖庫系統素材下載統計 1.以 99 年 7 月下載量為基準，累計至 103 年 12 月平

台總下載 13,849 次。 
2.103 學年起將圖庫轉至 Google 雲端空間，使用更

加方便直覺，並持續上傳圖庫中。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

系統 
持續提供問題諮詢與程式修正。 

系所評鑑系統 修改與維護系所評鑑系統程式。 
「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管考

平台 
撰寫子計畫執行進度評估表(E)程式及權限設定。 

「教學卓越網」網站系統 卓越計畫管考平台轉移資料庫程式與報表修改。 
器材借用線上系統 預計於 105 年 1 月上線使用。 
網路學園 1.12 月 8 日歷史系教材上網統計。 

2.12 月 26 日社會系教材上網統計。 
影音資訊站系統 12 月份(11/28-12/29)共 34 件申請案。 
Exalead 海量搜尋系統 1.12 月 1-11 日與 Exalead 共同開發教務資料巨量分

析系統。 
2.12 月 22 日與圖書館廠商談資料取得技術問題。 
3.學生長期成效追蹤數據匯入最新資料並重新設計

類別項目以及關鍵字檢索。 
4.12月 29日Exalead巨量系統撰寫Web Service單一

帳號登入程式。 
Moodle 數位學習平台 1.整理 oracle 欄位 table 資料說明給 Moodle 廠商。 

2.安裝 Moodle 測試機並研究 Oracle driver 程序。 
3.12 月 2、5 日依序於城中、雙溪舉辦 Moodle 教育

訓練。 
4.12 月 26 日 Moodle 課程自動匯入及加退選更新，

驗收完成。 
Maple T.A.測驗系統 12 月 18 日於 R707 舉辦 Maple T.A.教育訓練。 

四、未來教室 

12 月完成「未來教室環控建置專案」。 

五、攝影棚 

(一) 12 月 16 日導播機教育訓練。 

(二) 12 月 29 日德文系課程影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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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翻轉教室活動 

(一) 12 月 3 日東海大學施奇廷教授演講，主題：翻轉教室之經驗分享。 

七、其他行政業務 

(一) 北一區機櫃之備份 QNAP 磁碟陣列進駐城中機房完成，並進行備份中。 

(二) 12 月 19 日於校內機櫃之 QNAP 備份主機，已安裝 8 顆 3TB 硬碟。 

(三) 德文系黃靖時老師之三台德語模組 VM 已架設完成，並設定 Domain Name，正常

運作中。 

(四) 支援秘書室遠距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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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一月 

(一)依據本中心執行「一字計畫」評估與需求分析結果，特配合教育部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

發展補助要點之規定，以「策略專案」模式，提報「中東地區華語教師儲訓專班計畫」，

旨在藉由招收具備英語或阿拉伯語能力之畢業生，進行師資培訓課程後，順利派赴約旦、

蘇丹或沙烏地阿拉伯等中東地區國家，俾能穩健而有效地開拓中東市場行銷網絡，推動

對阿拉伯世界的華語文教育輸出。 

(二)為積極執行前揭專案計畫，本中心前由副校長領隊，於 11 月 1 日至 6 日遠赴約旦進行目

標地區探訪開發；復依計畫內容，由團隊夥伴約旦遠東文化語言中心執行長規畫安排，

邀請約旦、沙烏地阿拉伯及蘇丹等學校校長、董事長及相關教育機構負責人等共 7 名，

於 12 月 4 日至 12 日訪臺，並於 12 月 9 日（週二）上午至本校進行拜會參訪：另由華語

中心副主任陪同於 12 月 8 日拜晤教育部國際司、12 月 12 日拜會外交部。 

(三)為瞭解中東地區對華語教師外派需求，特以電子郵件函詢兩地互訪接觸之目標地區各級

學校、單位，其需求教師人數與願意提供之待遇措施，俾進行後續師培規畫。 

(四)為執行「一字計畫」，元月 13 日至 29 日有約旦遊學團共 21 人參加冬季夏令營，來訪觀摩

團員多為約旦地區學校之主任、教師或校長等，除規畫 10 節語言學習課程、3 節文化實

作，並結合數位體驗及校外教學外，復考量其客製化需求，安排三天兩夜臺南古城文化體

驗行程。刻正進行作業細則之聯繫與安排等事宜。 

(五)2014 正期制冬季班於 12 月 8 日至明年 2 月 13 日開課，授課總時數 138 小時。本期學員

除領取教育部華語獎學金之以色列及巴拉圭兩位學員外，另有前期續讀學員，合計共 9

人，共開設視聽華語第 2、3、4 冊三班。 

(六)美國南卡羅萊納州軍校 The Citadel 於 12 月 30 日來訪，晤談 2015 年 6 月至 7 月之華語研

習團 4 週與 8 週營期作業細則。 

(七)為積極進行 2015 暑期夏令營之招生，除以電子郵件確認日本獨協大學與學習院皆將持續

派員參加外，感謝國際處提供協議學校相關資訊，中心將以正式函件，寄送夏令營簡介

文宣。 

(八)楓雅學苑自費研習住宿生預計元月 24 日下午 4 時前全部離宿；元月 31 日清潔打蠟；2 月

13 日宿舍關門；預計 2 月 14 日下午消毒除蟲；2 月 21 日(初三)晚上 10 點前幹部返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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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一月 

一、 校務行政業務說明 

(一) 完成因團保減免，保險公司不吸收保費差額，修改與團體保險費減免計算方式

有關之相關程式。 

(二) 持續進行工讀生系統勞退相關功能新增及修改。 

(三) 持續協助處理學務系統相關維護及問題處理。 

(四) 完成招生系統之 104 學年度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法律專業碩士班

之報名暨報考證明列印之相關程式。 

(五) 完成 103 學年第二學期預選作業，更新選課註冊作業手冊連結網址。 

(六) 完成 103 學年第二學期選課相關時程、科目及學生範圍之設定。 

(七) 開放測試機的選課初選階段給註冊組作業用。 

(八) 回覆學系檢核條件設定與選課限制問題，處理學生選課問題。 

(九) 依需求調整外國學生就讀意願網頁部份文字及列印畫面，並將外國學生就讀意

願網頁的測試機資料轉至正式機並上線。 

(十) 持續進行開發英檢、資訊檢定、美育畢業標準系統。 

(十一) 更新“目前及下階段選課時程及方式＂網頁呈現資料，完成網頁課表查詢增加

『依全英語授課科目』選項。 

(十二) 修改預算項目，增加校外經費、經費來源欄位，因應上下學期經費區間(8~1 月、

2~7 月)異動，修改報表。 

(十三) 刪除校發系統中指定/自提欄位，並一併將 103 年資料修正，並修改報表的經費

計算方式。 

(十四) 修正校發 KPI 上下標值百分比無法正確顯示的錯誤。 

(十五) 統計並轉出「登階測驗」與「1600/800 公尺跑走測驗」之體適能獎勵學生資料，

及「檢測項目是否通過標準」之學生資料。 

(十六) 修正體能檢測總表男女生平均及標準差可能為空值的問題。 

(十七) 完成修改人事系統中英文證明書報表錯誤修正;修改薪資系統：將計畫薪資與入

帳薪資分開處理。 

(十八) 完成電子化校園系統資料庫系統維護，並完成資料庫系統效能評估。 

(十九) 完成電子化校園系統資料庫主機及資料庫系統維護請購。 

(二十) 完成校務行政系統 AP 主機擴充與完成校務行政系統資料庫 License 請購。 

二、 全校網路設備與相關系統說明 

(一) 完成電子郵件伺服器記憶體擴充工程。 

(二) 完成英文官網資料搬移與移機事宜。 

(三) 完成 ISMS 資安人員教育訓練。 

(四) 完成專線備援負載平衡器風扇故障更換。 

(五) 進行城區骨幹交換器 N7K 異常問題處理。 

(六) 進行 www2 系統升級之各單位預算編列通知與帳號清理。 

(七) 進行 ISMS 改版稽核相關事項。 

(八) 進行 iTaiwan 漫遊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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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職員生服務事項說明 

(一) 辦理兩校區個資清查表填寫說明會，計有 104 人報名參加。 

(二) 進行本校「個資適法性查檢及管理制度建置專案」請購案。 

(三) 完成東吳軟體雲伺服器硬體擴增。 

(四) 12 月份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Power Point 2013 基礎」、「非常好色 9」，教

職員共計 59 人次報名參加。 

四、 協助校內其他單位說明 

(一) 完成 R0205 互動教室建置及驗收。 

(二) 完成物理系考試環境建置。 

(三) 完成數學系考試環境建置。 

(四) 完成配合圖書館資料庫異動，修改代理伺服器電子資料庫設定。 

(五) 完成配合教資中心中檢施測，調整代理伺服器及電腦教室網路設備設定。 

(六) 進行協助教資中心主機代管主機硬體事宜。 

(七) 進行協助語言中心主機代管作業系統升級討論事宜。 

(八) 協助總務處整併已報廢之電腦硬體並將原有硬碟資料進行抹除及新系統安裝。 

(九) 協助美育中心製作曼德拉博士逝世周年紀念之活動網頁。 

五、 詳細電算中心業務報告請至下列網址查閱：http://www.scu.edu.tw/cc/ →[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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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一月  

【體育教學組】 

一、104 年 1 月 5-16 日進行體育課程期末課堂反應評量。 

二、完成 103 學年度「東吳大學學生運動核心能力檢定」，通過人次 5,456 人次、未通過 195

人次；參加體適能加強班共計 195 人次。完成 103 學年度大一體適能檢測，施測人數為

2,879 人次，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學生檢測結果，學生可登錄電子化校園系統查詢。 

三、完成 103 學年度「東吳大學學生體適能獎勵」，獎勵類別分為體適能優異獎、體適能進步

獎。 

四、11 月 19 日召開 103 學年第一學期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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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召開 103 學年第一學期第四次體育室課

程委員會，研討東吳大學體育教育目標與必修課程規劃。 

五、本學期體育室教師進修會訂於 104 年 1 月 12 日（一）上午舉行。 

六、本校承辦之 12 月 27 日大專體總「103 年度體適能教學研習會-抗力球研習會」及 104 年

1 月 10 日教育部體育署「大專院校體育課程教學專業知識承載度提昇計畫-運動健康與

預防疾病研習」，因報名人數不足，暫停舉行。 

七、配合 104 年度本校自辦通識教育外部評鑑，提供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成果及體育課程相關

會議資料。 

八、配合教育部推動水域安全教育，預定於下學期 4月舉辦水域安全宣導活動，相關作業預

定於寒假進行規劃。 

九、12 月 24 日召開臨時室務會議，確認 104 學年度開課項目及時數，又推舉教學組組長，

票投結果黃奕仁教授 9票獲選。 

 

【體育活動組】 

一、2014 東吳國際超馬志工誓師大會於 12/1 日普仁堂舉行，約有 250 人參與，邀請馬來西

亞腦性麻痹患超馬跑者曾志龍做激勵生命講座。 

二、本室與總務處營繕組、校安中心學生事務處軍訓室代表，為二教研頂樓設運動場地參訪

銘傳大學、泰北中學。 
三、2014NEW BALANCE 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賽 24 小時邀請賽 12/6-7 日舉行，共有 42 位選手

參賽，計有原良和、伊凡‧庫丁、佛羅里安‧羅伊斯、関家良一、工藤真実 5 人達到國

際標準 240K/220K，得以申請 IAU 金牌賽事認證，另小谷修平、趙紫玉、李芳吉、梁允

怡、黃衍齡達到國家標準 220K/200K。 

四、103 學年度新生盃 12/20 結束。 

籃球賽男子組第一名國貿系、第二名會計系、第三名歷史系、政治系。 

          女子組第一名英文系、第二名法律系、第三名社工系、企管系。 

排球賽男子組第一名數學系、第二名會計系、第三名經濟系、第四名社工系。 

          女子組第一名社工系、第二名英文系、第三名企管系、第四名法律系。 

    桌球賽男子組第一名國貿系、第二名音樂系、第三名數學系、第四名化學系。 

          女子組第一名財精系、第二名物理系。 

    羽球賽第一名國貿系、第二名經濟系、第三名企管系、第四名心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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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3 學年度教職工桌球聯誼賽 12 月 14 日(日)雙溪校區體育館舉辦，團體賽共計 9隊參

賽加，共計 72 人次參與，今年與學生一起進行。 

六、本校男子籃球隊在 103 學年度大專籃球聯賽北二區預賽以第 3名晉級決賽，決賽中未晉

級全國決賽。 

七、本校女子籃球隊在 103 學年度大專籃球聯賽北一區預、決賽均獲第 1名晉級全國決賽。 

八、本校男子排球隊在 103 學年度大專排球聯賽南一區預賽以第 1名晉級複賽。 

九、本校女子排球隊在 103 學年度大專排球聯賽南二區預賽以第 1名晉級複賽。 

十、本校棒球隊在 103 學年度大專棒球聯賽北一區預賽以第 3名晉級全國決賽。 

十一、104 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開始受理報名登記，本校共報名游泳、羽球、桌球、網球、

跆拳道、柔道、西洋擊劍、競技體操等項目。 

十二、建校 115 周年校慶運動會開始受理報名至 104 年 1/16 日。 

十三、本校提申請教育部體育署［104 年補助各級學校新建、修整建棒球運動場地實施計畫］

整建棒球場經費補助。 

十四、提報 104 學年校務發展計畫經費預算。 

十五、規劃外雙溪網球場、排球場因台北市政府河道整治降挖後復舊工程。 

十六、12/31 召開 103 學年度第 2次體育活動推展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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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一月 

103 學年推廣部至 103 年 12 月 31 日止辦理情形如列： 

一、經常班 

１、開課期間為 103 年 8 月至 103 年 12 月，招生狀況如下： 

◎ 日文班 225 期報名人次 3162 人，總收入為 12,480,993 元。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8171 人，總收入為 32,340,633 元。 
102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7389 人，收入為 29,486,541 元。 

◎ 韓文班 51 期報名人次 213 人，總收入為 785,460 元。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580 人，總收入為 2,151,846 元。 
102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493 人，收入為 1,828,946 元。 

◎ 英文班 185 期報名人次 635 人，總收入為 2,489,827 元。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738 人，總收入為 6,700,720 元。 
102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1518 人，收入為 5,757,053 元。 

◎ 德文班 179 期報名人次 76 人，總收入為 318,892 元。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246 人，總收入為 987,856 元。 

102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144 人，收入為 538,912 元。 

◎ 法文班 63 期報名人次 36 人，總收入為 164,250 元。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98 人，總收入為 583,438 元。 
102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195 人，收入為 738,825 元。 

◎ 西班牙文班 61 期報名人次 87 人，總收入為 377,915 元。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86 人，總收入為 797,948 元。 
102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206 人，收入為 744,493 元。 

◎ 義大利文班本期未開班。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0 人，總收入為 0 元。 
102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38 人，收入為 136,004 元。 

◎ 數位人才學苑 83 期報名人次 124 人，總收入為 892,003 元。 

103 學年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775 人，總收入為 2,577,302 元。 
102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565 人，收入為 1,646,630 元。 

◎ 企貿班 108 期報名人次 137 人，總收入為 748,772 元。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321 人，總收入為 1,874,939 元。 
102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237 人，收入為 1,410,265 元。 

◎ 文化班 72 期報名人次 276 人，總收入為 670,652 元。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793 人，總收入為 2,033,598 元。 
102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824 人，收入為 2,109,745 元。 
 

◎ 雙溪學苑 48 期報名人次 96 人，總收入為 275,08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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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90 人，總收入為 697,513 元。 

 102 學年同時期報名人數 274 人，收入為 735,375 元。 
【103 學年經常班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3098 名；總收入為 50,745,793 元， 
  102 學年經常班報名總人次 11883 名；總收入為 45,132,789 元。】 

 

二、學分班 

◎ 103 學年上學期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772 名；總收入 6,953,785 元， 

102 學年上學期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778 名；總收入 6,489,321 元。 

◎ 103 學年上學期推廣部自行開設學分專班人次 76 名；總收入 467,412 元， 

102 學年上學期推廣部自行開設學分專班人次 82 名；總收入 569,100 元。 

  【103 學年學分班總人次 848 名；目前總收入為 7,421,197 元， 

102 學年學分班總人次 860 名；總收入為 7,058,421 元。】 
 

三、委訓、合作、補助課程 

◎ 103 學年上學期境外自費研修生(隨班附讀)總人次 89 名；總收入 5,244,792 元， 

   102 學年上學期境外自費研修生(隨班附讀)總人次 70 名；總收入 3,424,240 元。 

◎ 103 學年上學期產業人才投資學分專班總人次 137 名；總收入 1,175,480 元， 

   102 學年上學期產業人才投資學分專班總人次 243 名；總收入 2,268,900 元。 

◎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PMP 專案管理師總人次 210 名；總收入 6,271,300 元， 

   102 學年同時期，PMP 專案管理師總人次 208 名；總收入 6,260,000 元。 

◎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樂齡大學總人次 16 名；總收入 367,000 元， 

   102 學年同時期，樂齡大學總人次 66 名；總收入 457,000 元。 

◎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企業包班總人次 178 名；總收入 540,109 元， 

   102 學年同時期，企業包班總人次 96 名；總收入 277,024 元。 

◎ 2014 溪城講堂列計 103 學年人次 227 名；收入 12,070,760 元， 

   2013 溪城講堂列計 102 學年人次 110 名；收入 5,906,726 元。 

◎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遊學團總人次 14 名；總收入 298,000 元， 

   102 學年同時期，遊學團總人次 3 名；總收入 55,000 元。 

◎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線上教學總人次 1 名；總收入 4,500 元， 

   102 學年同時期，線上教學總人次 2 名；總收入 8,500 元。 

◎ 103 學年截至目前為止，音樂班、國家文官學院，總人次 0 名；總收入 0 元， 

   102 學年同時期，音樂班、國家文官學院，總人次 28 名；總收入 620,000 元。 

  【103 學年委訓、合作、補助課程總人次 783 名；目前總收入為 20,727,149 元， 

102 學年委訓、合作、補助課程總人次 804 名；總收入為 16,120,150 元。】 

 

以上班別 

【103 學年目標收入 121,7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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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總人次 14729 人，總收入 78,894,139 元，目標達成率約 64.82％ 

102 學年目標收入 108,750,000 元 

同時期總人次 13547 人，總收入 68,311,360 元，目標達成率 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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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一月 
一、校牧室寒假於 1 月 18 至 21 日，在八里聖心修道院舉辦學生領袖訓練營會。 

二、東吳團契將於 2 月 27-28 日，在桃園龍潭渴望會館舉辦學前退修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