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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十二月
【教務長室】
一、11 月 24 日星期二召開處務會議，討論教務作業相關事宜。
二、11 月 25 日星期三召開本學年第一次教務會議，討論八項議案，其中三案緣於註冊課務
組組織調整而修訂。
【註冊課務組】
一、提供本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書面報告資料，提案修改「東吳大學學則」、「東吳大學
進修班學則」、「東吳大學博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東吳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
生學位考試規章」、「東吳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作業要點」等部份條文；另註冊與課務
兩組整併為註冊課務組，因單位名稱異動而提案修訂之法規如下：
「東吳大學學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要點」、「東吳大學校際輔系修讀辦法」、「東吳大
學進修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東吳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東吳大學學生申請
退修科目實施要點」、「東吳大學學生修讀跨領域學程辦法」、「東吳大學進修學士班學生
修讀雙主修辦法」
、
「東吳大學暑期開班授課辦法」
、
「東吳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
「課
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等部分條文。
二、105 學年度轉系作業草案上簽，公告轉系各項作業進度表及轉系作業要點。轉系申請預
計於 105 年 3 月 14 日至 17 日受理。
三、預計 11 月 23 日公告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申請退修事宜，同時郵件公告通知專兼任
教師及學生相關訊息。申請退修時間為 12 月 7 日至 18 日(兩週)，學生需至校務行政資
訊系統下載個人申請表單，系統預定於 11 月 23 日開始開放下載，申請表需親自辦理並
經授課教師及系主任簽章確認同意後繳回註冊課務組始完成手續。
四、學業關懷作業進度說明：
(一) 10 月 7 日發文至各學系說明本學期學業關懷實行對象及日期等相關事項。
(二) 10 月 20 日海報文宣宣傳，張貼於校園、學系及教室內公佈欄，另針對學士班及進
學班同學發送學業關懷之文宣宣導。
(三) 10 月 30 日發文至全校專、兼任教師說明教師端作業方式、施行日期及操作手冊。
(四) 11 月 2 日至 23 日全校統一作業期間，授課教師提報學士班及進學班各科目學生關懷
名單。
(五)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 日學系依彙整後之學生學業關懷資料，對學生提送學系之關懷
名單。
(六) 12 月 1 日至 12 月 7 日導師依學系提出的關懷名單進行輔導。
(七) 12 月 1 日至 12 月 7 日學系寄發被學系學業關懷學生的家長信函。
五、本學期課程委員會議，業於 11 月 6 日於城中校區 2227 會議室召開，此次會議案由除了
例行性之課程異動、審議 105 學年度共通課程架構及實施內容外，另通過中國文學系、
政治學系、心理學系等課程外審審查意見之回應暨自我改善計畫案；哲學系則需補具體
改善計畫，提下次會議複審。
六、本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預計於 12 月 21 日~1 月 2 日舉行。本組刻正進行裝卡作業。專
業學科由各教學單位進行施測，共通課程將於 11 月 30 日發文函知全校共通科目授課教
師施測作業事宜。
七、發函調查 105 學年度城中法商一年級各班於兩校區上課時間，以利共通時段規劃。
八、進行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班、批改等費計算，預定 11 月底前簽辦完成。
九、填報 103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單位自評作業，並於 11 月 9 日送陳一級單位。
十、配合 11 月教育部統合視導「國際化品質」之所需，修正本校網頁課表查詢之授課計畫並

敦促學系轉知各授課教師提供英文版之教學目標，於 10 月開始，協助學系將未完成填寫
之各科英文教學目標逐科至教師授課計畫系統中更新，截至 10 月 29 日有英譯之「教學
目標」之比例為 83.4%，之後仍陸續協助學系將英譯教學目標更新至系統。另請電算中
心修改網頁版教師授課計畫上傳頁面，業已增加英文「教學目標」之必填欄框，並已於
寄送給各教師授課計畫填寫函文中敘明。
十一、辦理 11 月 4 日教育部統合視導項目 8.「數位學習課程實施成效」場地布置、資料陳列
及當天備詢和聯絡事宜。另評鑑委員反應學校數位學習課程開課數有待加強外，建議
學校應訂定數位學習課程評鑑辦法。
十二、協商教學科技推廣組在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建置點名功能，並將該功能直接依教師各
科授課時間產生點名的選項，俾供教師使用。
十三、本組刻正進行跨領域學程評鑑作業，於 10 月 26 日完成圈選各學程推薦評審委員事宜，
並於 11 月 9 日依趙教務長標註順序聯繫各委員受聘意願並確認評鑑委員名單；相關評
鑑資料於 11 月 18 日寄出予各評鑑委員，擬於 12 月 9 日前完成評鑑資料回收作業。
十四、11 月 2 日召開系所、學位學程及通識教育評鑑推動委員會會議，會議紀錄函送與會委
員。
十五、函系所評鑑受評單位於 12 月 21 日前提出修正後改善計畫送評鑑組進行後續管考作業；
提供評鑑組自辦外部評鑑結果相關資料，俾於 11 月 30 日前報部備查。
【招生組】
一、105 學年度計有 21 學系碩士班辦理甄試招生，其中中文、歷史、哲學、社會、英文、數
學、企管系乙組（國際商管）
、國貿等 8 學系開放同等學力及國外學歷報考；政治系、人
權學程、日文系及法律系則只開放持國外大學學歷報名。經查計有：法律系丁組(國際法
)持大陸學歷考生 1 人報名。10 月 26 日至 11 月 6 日受理網路填表後郵寄報名，統計報名
人數 421 人，較去年（399 人）增加 22 人。預定 11 月 23 日至 29 日舉行面試；並訂於
12 月 11 日公告錄取名單。
二、核校 105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簡章分則（日文系招生 10 名）」、「身心障礙學
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招生簡章分則」（招生 37 名）、「大專校院暨高中職接受運動成績優
良學生甄審分發名額及運動項目調查（招生 14 名）」等招生相關試務作業。
三、彙製 105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法律專業碩士班四式招生簡章草案及
105 學年度（辦理 106 學年度）招生試務收入預估暨各管道支出預算表，提案送第二次招
生委員會議（12 月 04 日）審定。
四、105 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訂於 105 年 1 月 22、23 日（週五、六）舉行，
本校援例支援北三考區百齡高中分區巡視及監試工作，
「監試意願調查表」業已函送各單
位調查，銘傳大學將依例於學測考試前至本校舉行監試人員座談會。
五、函請學系修訂 105 學年度招收碩博士班陸生學系特色優勢，並於 104 年 11 月 16 日前將
招生計畫書報部，教育部預計 12 月底公布審查結果。另，有關陸生獎助學金則委請國際
處及各學系提報，將俟彙整後於 12 月 30 日前至陸聯會優秀陸生獎助學金專區填報。
六、整理教育部統合視導第一項目甄選入學招生晤談可能題目，函送學系主任參考；並轉請
電算中心提供個人申請大一新生名冊、委請各學系檢核教師名單。業於 11 月 4 日順利完
成，除資料檢閱及師生晤談外，並由視導委員抽選日文系、社工系、微生物系與化學系
進行招生試務訪談。
七、第九屆招生服務團業於 11 月 15 日於城中校區進行第一次社課（創意激發），並於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規畫「招服感謝季」專案活動。該專案由學生自行籌備運作，旨在提
高招生服務團知名度，並以服務校內同學瞭解教學資源，同時達到培養新進團員認識學
校資源，進而增進宣講能力之目標。

八、認識東吳營將於 11 月 15 日及 29 日進行訓練課程，規劃於明年 1 月 25 日、26 日（週一、
二）分兩梯次，集中外雙溪校區舉行「第二屆認識東吳營-SCU CAMP」營隊活動，對
象為高一及高二學生。擬以學群分類，並另案函請學系支援「學群導航」講座。此外，
將發函本校策略聯盟高中及前 30 名重點高中，優先開放於 12 月進行報名作業，如有剩
餘名額，續於 1 月開放其餘高中學生報名。
【教務行政組】
一、支援校內重大活動事宜：
(一)支援本校「2015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活動，印製致芳鄰信函、工作人員識別證、
志工及工作人員證明書。
(二)本組為支援本校「116 周年校慶」活動工作小組之一，主要負責各式文宣品製作印製
及活動 logo 圖案修改等工作事項。
二、東吳英檢及多益校園考試：
(一)東吳英檢
1、東吳英檢考試審題相關事宜，複審時程為 2015 年 11 月 02 日~11 月 14 日，審題
老師皆已完成複審。
2、東吳英檢考試將於 11 月 28 日舉行，報名時間自 10/14 起至 11/15 日止，截至目
前為止共有 417 人報名。
3、進行學生資格審核、安排監考人員、場地等試務籌備工作。
(二)多益考試
多益校園考試將於 2015 年 12 月 6 日於城中校區舉辦，報名時間自 10/1 起至 11/4 日
止，截至目前為止共有 427 位教職員生報名，亦完成相關考生資格審核。
三、高中策略聯盟相關事宜：
(一)辦理支援大直高中授課 3 位教師 10 月份鐘點費：李坤璋助理教授 5,040 元、黃靖時
助理教授 5,040 元、林玲惠講師 4,600 元，合計共 14,680 元。
(二)於 11 月 18 日上午 11：00 與私立衛理女子高級中學進行高中策略聯盟合作協議續約
事宜。
(三)更新麗山高中策略聯盟協議合約書日期，並逕送該校進行續約相關事宜。
【通識教育中心】
一、召開 104 學年度東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初審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本中心於 104 年 11 月 3 日（週二）中午 12:15 假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人社院會議室
(D1005)舉辦，重要決議如下：
(一)首次審議通過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初聘兼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乙名擔任「聖經選
讀」通識課程授課教師。
(二)通過增補修訂「東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初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部份條文。
二、舉辦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教育推廣活動：
由本中心於 104 年 11 月 18 日(週三) 下午 15:30~17:00 假雙溪校區 A210 會議室與中原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合作舉辦 104 學年度【五育孕完人系列活動】我看「生活美學」。此活
動為本中心首度以現場 life 轉播活動，由中原大學為主播端，東吳大學為收播端，藉由
中原大學黃碧端老師分享學術與實務經驗，讓我們能以不同的角度深入地去認識生活美
學。黃老師為英美文學研究者、散文作家、報紙時事評論與書評作家、藝術行政與教育
工作者。曾任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長、中原大學兼任講座教授、《表演藝術》雜誌創刊
總編輯，著有《沒有了英雄》、《書鄉長短調》、《沉寂與鼎沸之間》等書。此場同步
遠距連線通識演講活動，在圓滿中落幕，共計全校師生 21 人參與。

三、104 學年度暑期夏季學院通識課程相關作業：
由本中心蔡瑞卿編審及註冊組陳曉嵐助理於 104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四) 中午 13：30 假
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509 會議室，參加由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辦召開之「夏季
學院通識課程全國性平臺第二次工作檢討會議」，會中針對 104 學年度暑期夏季學院通
識課程作了以下調整：
(一)為擴大資源共享理念，擬開放高三升大一之新生報名選修全國夏季學院課程，提供
多元暑期進修機會，填補準大學生之學習空窗期。各區協助事項：
1、請區域中心向區內各校傳遞此一訊息，由各校自行決定是否接受準大學生修課及
認抵學分。區內各校決定不需一致。
2、若有課程教師不願意讓高三學生修課的話，可於課程申請時提出。
(二)新一期計畫擬納入翻轉教室課程，為鼓勵授課教師嘗試翻轉教學法，翻轉課程占總
課程時數 1/3 者即屬之，惟實體授課仍須滿 2 學分 36 小時及 3 學分 54 小時之規定。
尚未擁有教學影片之教師，可向 GET 臺灣通識網申請影片錄製。
各區協助事項：
請各區協助宣傳，鼓勵老師嘗試翻轉教學法，並歡迎區內 MOOCS 通識課程申請全
國夏季學院通識課程計畫。
1、為維護課程教學品質及經費使用效益，全國夏季學院通識課程之最低開課人數限
制及 TA 薪資調整表。
2、本次會議確認：若選課人數在 10 人以下將不開課。

學生事務處
十二月
11 月份主要工作重點
一、 就學貸款：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符合年所得查核之一般生加貸金額，已於 11/13
撥款入帳。另年所得查核不符資格者共計 171 人，其中 128 人補件續辦貸款(27 人選擇
自付半息、90 人選擇自付全息、5 人更正所得資料、6 人特殊個案)，另 43 人則放棄貸
款，繳清學費。
二、 師培生申請就學貸款：依本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決議，後續於 11/26 邀集教務處、師培中
心、會計室、系統組等相關單位進行教育學程學分費貸款作業流程討論與確認，經決議
確認相關單位作業流程，師培生自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可申請教育學程學分費貸款。
三、 研究生獎助學金：因進行保費回流作業，德育中心經計算後本學期共回流 153 萬，已依
註冊人數權重比例分配金額予各學系做為獎助學金使用，本學期未用盡金額可流用於下
四、

五、
六、
七、

學期各學系額度繼續使用。
就學減免：104 學年第 1 學期就學優待減免申請作業，目前符合減免資格者共計 810 人，
減免金額合計 2,454 萬 3,003 元整，較 103 學年第 1 學期符合減免資格之人數 861 人減
少 51 人。
弱勢助學金：截至 12/1 止，本校符合弱勢學生助學金請領資格者共計 454 名。
學生獎懲委員會：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獎懲委員會 12/3 於城中校區 2227 會
議室召開，審議企管系黃生作弊案。
教育部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簡稱「起飛計畫」)：已於 11/26 收到教育
部核定 104 學年度計畫內容及預算細目之公函，所核定之新台幣 300 萬元補助款將另行
撥付。另教育部通知預於 105 年 5 月進行本計畫之期中考評，以為各校 105 學年度經費

補助之依據，祈請校內相關單位屆時協同辦理考評之事宜。本學期之主要活動皆已公告
並對校內弱勢學生進行宣傳，除了各辦理單位原提供之活動，另已訂定於 12/12、12/19
分別辦理專屬弱勢生之「生涯規劃營」、「三峽參訪與服務學習」。
八、 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公司來函通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續獎勵複審結果，54 名學生全數通過複審，總計發給獎學金
新台幣 187 萬 5,000 元整。刻正進行獎學金核撥程序。
九、 2015 好書交換日：換書活動將於 12/9 中午 12:30 在外雙溪校區舜文廳舉行，歡迎大家共
襄盛舉。
十、 推廣服務學習研習講座：為促進本校師生對服務學習的了解，群育中心已在 11/23 及 12/2
分於兩校區舉行推廣服務學習研習講座，兩場次講座共計 111 人參與。本次講座邀請德
明財經科技大學李彥慧老師前來分享服務學習的基本概念與實際運作模式，使大家瞭解
服務學習除了可以結合活動進行，也可以透過通識課程進行，更能結合專業課程讓授課
同學透過服務的學習與反思，實用專業知識，使學習更有效能，老師表達活潑生動、內
容豐富讓在場師生獲益良多。
十一、 廉政盃：11/26-11/29 第九屆廉政盃大專院校校際辯論比賽於本校城中校區舉行，主辦
單位為法務部廉政署、台北市政府政風處，本校正言社為協辦單位。經過 3 天激烈的辯
論，在「行政透明與嚴刑峻法何者更有利於預防貪腐」的議題下，本校正言社突破重圍，
以清晰的邏輯、出色的臨場反應能力、充分的論據贏得評審認可，摘得桂冠。冠軍隊伍

名單：社會工作學系三年級鄭羽軒、法律學系二年級劉冠廷、會計學系二年級蘇漢賢、
哲學系二年級林聖偉、法律學系二年級黃佳玲、東吳隊最佳辯士：社會工作學系三年級
鄭羽軒。
十二、 社團社區公益展演：(一)11/28 群育中心帶領學生社團至士林官邸舉辦「社團社區公益
展演-服務學習系列活動」。本次參與演出之動態表演社團計有：東吳管樂社、竹韻流羽
國樂社、東吳吉他社、親善民族爵士舞團…共 12 個社團；擺台社團有：中醫社-中醫義
診及推拿、親善舞團-創意毛根造型教學、塔羅牌社-免費占卜..等共 8 個社團。總計 181
名學生，服務群眾約 1,500 名。(二)學生住宿中心亦配合支援園遊會擺台提供「租屋常
識用心答，安全守護你的家」活動，服務人數約達 343 人，整體滿意度達 4.81 分（5 分
量表）。
十三、 支援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活動：(一)11/21 晚間群育中心帶領學生社團，共有蘇州吉他
社、體適能有氧社、親善民族爵士舞團、音樂劇表演社、馬來西亞同學會、愛樂社、管
樂社等 7 個社團協助晚會演出。為選手加油，過程順利，圓滿成功，達到帶領與會人員，
增進活動氣氛之目的。(二)學生住宿中心亦於 11/21-11/22 舉辦場邊加油活動，由住宿學
生組成啦啦隊，分 6 個時段在場邊勁歌熱舞，邀請現場的群眾一起為超馬選手加油，傳
達給超馬選手源源的活力。
十四、 服務學習營：群育中心於 11/15 針對本次寒假服務隊進行服務隊隊員「團隊訓練」的
培訓課程，於陽明山衛理福音園辦理訓練，藉由戶外的體驗活動，體會在團隊中「合作、
溝通、協調…」等的重要性，並在每項活動過後，由隊長和老師帶領反思，讓參與的同
學能說出自己的心得並由隊長給予回饋，如此，不但讓團隊的互動更為良好，也可以提
升服務隊的運作效率及服務品質。以上訓練活動計有 150 位同學出席，整體滿意度達 4.3
分(5 分量表)期待未來有更多同學一同加入服務的行列，一起成為服務人！
十五、 溪城盃合唱比賽：已於 11/14 在雙溪校區松怡廳順利舉辦完成，溪城盃合唱比賽活動
的舉辦是為了讓學生體驗群育及音樂風氣，藉此也讓學生透過這樣的活動了解如何促進
團隊和諧、展現自身及團體特色。本次參加隊伍組成來源多元，包含中文系、經濟系、
英文系及會計系等同系同學組成，也有來自音樂劇表演社、聖經真理研究社、松勁樓生
活勵進會、東吳團契及桃園地區校友聯誼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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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達成群育教育之效，本次競賽結果，傳
統詮釋組由中文系獲得冠軍，創意組則由音劇社獲得第一名，實至名歸。
十六、 東吳第 2 哩練習在一起及群育活動舉辦：本學期持續辦理「東吳第 2 哩練習在一起」
團隊競賽方案，活動 12/6 於兩校區辦理，為呈現「合作」的多元面貌，以班級、宿舍、
寢室或社團…6 人為一隊，組隊參賽，勝利隊伍可獲得禮物或獎金，最後安排感恩晚會，
本次報名 60 組。另外，今年為使群育教育活動更豐富多元且具創意，首次結合社團活
動，今年規劃有：1.公共類（學生會）12/8-12/9 辦理實境解謎-密室逃脫團體活動、2.藝
術類（星橋手創社、丘比森手作繪本社、印象美術社）12/1-12/3 於雙溪展售區辦理手、
藝文創市集：『尋路‧尋鹿』活動、3.服務類（基層文化服務團）12/20 辦理生活在一起
活動、4.體育類（登山社）12/1-12/3 於展售區辦理高空垂降體驗活動，活動包含了實境
體驗、動手操作、團隊合作與許多想像及需要思考的機會，型塑參與者的積極合作精神
或團體動力與默契，經由活動方案規劃、參與、體認及反思過程，培養並提升群我關係、
解決問題能力、做事態度與責任感，活動歡迎師長蒞臨指導。

十七、 大一新生普測：已於 11/25 完成施測，高關懷學生共計 116 名，人社學院 48 名、外語
學院 33 名、理學院 14 名、法學院 6 名，商學院 14 名，巨量學院 1 名。各學院系諮商
心理師進行高關懷學生複檢，以及學生測驗結果輸入，針對未施測的學生已全數提供名
單予導師，請其多加注意學生到課情形及期中考狀況，並優先關懷。預計於 12/15 起至
各學系召開大一導師會議，針對各學系高關懷學生以及學系體檢結果作報告，提供學系
輔導參考運用。
十八、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本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已於 10/20 召開完畢，本次提案為
審議「東吳大學 105 年度輔導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工作計畫」，提案決議通過。另，
臨時動議提案為討論本校招收身心障礙學生各障礙類別名額相關事宜，建議本校身心障
礙甄試招生名額填報前，招生單位於學系主管相關會議邀請健康暨諮商中心（資源教室）
說明各障礙類別特教相關事宜供學系參考，提案決議通過，並已於 11/13 將會議紀錄簽
文會辦教務處知悉。
十九、 學生團體保險：104 學年第 1 學期學生團體保險加保人數共計 15,993 人次，保費總金
額為 455 萬 8,005 元整，已於期限內完成報部並申請相關補助，將於 12/11 完成核銷程
序。
二十、 新生體檢結果統計：104 學年新生體檢共統計 3,890 人之健康資料，女性 2,319 人，
男性 1,571 人，總異常項目排序及比率為：(一)BMI 異常 35.91%(過輕 12.11%、過重 12.93%、
肥胖 10.87%)，(二)血色素異常 14.04%，(三)總膽固醇異常 13.39%，(四)血壓異常 10.0%(收
縮壓 140 以上，舒張壓 90 以上)，(五)三酸甘油脂 8.71%，6.尿酸 8.53%。以上數據中，
新生體位不良者達三成五，且膽固醇、血壓及三酸甘油脂等代謝症候群指標人數偏高，
顯示出學生健康問題所在，罹患慢性病之可能性亦較高。健諮中心將針對學生健康問
題‧持續推動各項健康促進活動，包含健康飲食、健康體能及健康生活型態等項目，以
提升學生相關健康知能。
二十一、 新生及職安人員體檢說明會：已於 11/12、17 在兩校區各辦理 1 場，共 114 人參加，
城中場前、後測答題率由 56.5%增至 90%，整體滿意度 4.6 分。雙溪場前、後測答題率
由 68.8%增至 91.1%，整體滿意度為 4.43 分(5 分量表)。
二十二、 新生及職安人員體檢複檢：已於 11/25、26 在兩校區保健室各辦理 1 場，共 120 人
參加，報告預計 12 月中旬發出。
二十三、 正義學舍高生請求退費提告事件：法律系碩士生高生以個人因素申請離宿，欲爭取
住宿費用退款，經調解委員會調解未果，高生至簡易法庭提出告訴，本案目前已委請律
師代表本校，已於 12/3 開庭。
二十四、 新店國際學舍近況：
(一) 向台北國際學舍提出床位需求：於 11/27 由學務長會同學生住宿中心，前往台北國際
學舍與總幹事商討床位等相關事項，如本校 105 學年度專班人數確認訂定，學舍同意
再增加 20 個床位。
(二) 宿舍活動舉辦：為讓住宿生更了解學舍週遭社區環境，並透過活動增進彼此情誼，學
生住宿中心規劃舉辦「大香山踏青野餐活動」，本活動已於 11/29 舉辦完畢，共計 28
人參與。

(三) 住宿生輔導關懷：為讓住宿生在宿舍能感受到如同在家中的溫暖與照顧，逢住宿生生
日，即由輔導員及同儕幹部至生日壽星寢室贈送蛋糕、手作卡片、拍立得照片，本慶
生活動回饋良好，截至 11 月底已為 16 位住宿生辦理慶生祝賀。
二十五、 大型宿舍探勘：
(一) 寶慶路案：位於寶慶路 27 號，步行即可達城中校區，建物總面積 834.7 坪，每坪每月 1,500
元，每月租金約為 125 萬元。初步簡單以 9 坪之 4 人套房配置，約可規劃 160 床，估算
住宿費用每床每月 5,000 元，每月住宿費收益約為 80 萬元，因建物僅有轉角相接之 2 面
採光，寢室須每間採光，其配置需再以實際圖面評估。
(二) 新光纖維大樓案：鄰近永樂市場、迪化街商圈，生活機能良好，總面積 1,377 坪，每坪每
月 1,300 元，每月租金約為 179 萬元，相關評估刻正進行中。
二十六、 校園安全維護：因同學持續反映雙溪校區操場旁二教研近外雙溪侧吸菸區，靠近操
場且受風向影響致操場充滿菸味影響同學運動及健康；12/2 由軍訓室召集二教研及周邊
相關師生、學生會代表共同現場會勘，決議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裁撤，後續將由軍訓室
完成相關宣導。
二十七、 學生生活輔導：兩校區計有 61 次 (車禍協處 5 件、疾病送醫 6 件、校安維護 13 件
及其他事件 37 件)。
二十八、 承商督導：頂新集團劣油案因法院一審判決無罪且審判期間頂新集團未誠意面對社
會、善意回應，本校持續抵制該集團商品，軍訓室已張貼公告周知及發送全校郵件請師
生配合。
二十九、 校慶籌備：11/13 由學務長主持本校 116 週年校慶籌備會第 1 次會議，會中決議本
次校慶 LOGO 及精神標語「東吳 116‧精彩在東吳」，後續請各單位依決議籌辦相關事
宜。
三十、 校長餐敘：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長餐敘已於 11/19 及 11/23 分於兩校區辦理完畢，
本次餐會計師長、學生會、議會及各班級代表等共 160 餘人參加，會中同學對校方諸多
建議，後續將由軍訓室綜整學生建議會請各單位辦理後公告學校網頁。
三十一、 國防教育參訪活動：軍訓室配合新竹空軍基地國防之旅活動，於 11/19 由軍訓教官
带領 62 位同學前往參觀，深入瞭解新一代國軍及國防建設，增進國防知能，同學反應
熱烈。

總務處
十二月
一、 各類採購及驗收：
1. 11 月份計辦理財務 83 件、勞務 67 件、工程 1 件、圖書 46 件各類議、比價及驗收
採購作業，合計 196 件。摘重點項目如後（統計日期 104.11.1-104.11.25)：
(1) 逾 50 萬元之採購案
完成物理學系「高速數位儲存示波器」第二次開標。
完成網路暨維修組「全校性入侵偵測防禦系統維護」二次開標。
完成營繕組「雙溪、城中校區一般教室單槍投影機採購」評選案。
完成技術服務組「2016 年 Bankscope 資料庫」、「2016 年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開標。
完成化學系「二維液相層析套件 1 組」開標。
完成心理系「Tobii Pro Glasses 2 Live View Wireless Package」開標。
完成「新店國際學舍學生專車租賃案」開標。
完成圖書館「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 App」、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系統
維護」開標。
(2) 逾 10 萬元未逾 50 萬元之採購案
完成環安衛暨事務管理組「衛生紙捲 726 箱」採購。
完成兩岸中心「活動餐點費 24 桌」議價。
完成美育中心「無線麥克風主機」議價。
完成教學發展組「ZUVIO 帳號權利使用費」議價。
完成註冊課務組「悠遊卡學生證二次加工」採購、「畢業離校植印機」議價。
完成網路暨維修組「全校性防火牆暨內網防禦系統維護」議價。
完成生涯發展中心「系統開發」議價。
完成福委會「104 學年度教師節敬師禮」驗收、「105 年寒假旅遊活動」議價。
完成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飯店住宿 4 晚」
、
「會場佈置及海報印刷一式」議價。
完成人社院「3D 建模組軟體套件組」議價。
完成政治系「電話訪問執行費」議價。
完成商學院「阿里山財務模擬交易平台維護」議價。
完成法學院「東吳公法論叢第 8 卷印製」
、
「中國法制比較研究論文集印製」議
價。
完成網路暨維修組「資通安全續評驗證輔導暨外評作業」議價。
完成物理系「頻譜分析儀一台」議價。
完成營繕組「超庸館電力系統第一階段改善」議價。
完成圖書館各類圖書、資料庫等議價：
「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代借代還運書箱」、「IEEE Computer Society Digital
Library 資料庫」
、
「Music Online:Reference 電子書」
、
「法源法律網論著資料庫及
法學資料庫」、「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SocINDEX with Full Text 資料
庫」
、
「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 資料庫」
、
「TKC Law Library 日本法律類資料庫」
、
「ACM Computer Package 電 腦資訊 科技相 關全文及評 論專輯 資 料庫」、
「Advisory & Intelligence Service Program 情報顧問服務資料庫」
、
「EOL AsiaOne

亞洲圈上市企業資訊資料庫」
、
「MathSciNet 資料庫」
、
「萬方數據庫-中國學位論
文全文資料庫（法律類）」、「伺服器及磁碟陣列維護」、「104 學年度 Spydus 圖
書館自動化系統維護」、「App 伺服器」、「西文圖書一批」、「中文圖書一批」。
2. 104 年 8 月至 11 月 25 日完成各類議減案件累計節約金額統計已達 399 萬 4,282 元；
其中 104 年 11 月份單月統計完成各類議減價案件合計達 163 萬 4,681 元。
3. 依 104 年 11 月 23 日行政會議提案修訂採購辦法，配合後續辦理事項：
(1) 調整採購相關表單：
表單調整計有 11 項，已完成初稿計 6 項(請購單、研究計畫請購單、自行採購專
案簽核單、指定廠商或廠牌請准單、採購底價表、初驗紀錄單及驗收紀錄)。其餘
如：開標紀錄、請購書籍資源作業細則、請修環境設施及工程修繕作業細則、評
選作業執行細則、授權代判暨分層負責明細表等 5 項，仍持續辦理中。
(2) 新案適用基準日(建議 1 月 1 日施行)：
採購新法修正後，涉及各單位驗收權責調整案件部分，於 1 月 1 日起採購保管
組收辦之新案件，對於未逾 50 萬元購案於完成採購程序後，均將採購文件移
回請購單位續辦驗收、核銷事宜。
採購新法公布施行前，已完成採購未核銷或以分批核銷之舊案件，其核銷程序
仍由採購保管組執行，惟如請購單位有個案核銷需求者（如因預算管制或預算
分配比例調整等因素，自行核銷較為便利）
，得另洽採購保管組辦理個案移轉。
二、 校園環境維護及其他事務：
1.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10 月份資源回收量及廚餘量。
2. 完成 10 月份垃圾、廚餘及大型雜物清運。
3. 完成 10 月份 81,000 公斤垃圾(含樹枝、木板、寢具等雜物)、6,254 公斤資源回收及
5,298 公斤廚餘清運。
4. 10 月份本校校車及公務車用油量使用情況：汽油 452 公升，柴油 2394.9 公升。
5. 10 月份兩校區汽機車收入金額為 711,045 元。
6. 配合 11 月 4 日教育部統合視導及 11 月 21 日超級馬拉松，加強兩校區環境綠美化及
清潔整理。
7. 延續往年聖誕布置，由花工領班廖豊華先生帶領兩校區工友，利用本校後山竹子搭
出主題骨架(雙溪校區 3 米高聖誕樹及城中校區五大樓拱門)，加以松針及其他燈飾
裝飾而成，城區後拱門則由城區工友自力布置另考量美觀及資源再利用，執行過程
中善用各項現有資源使用減少支出，原 103 年使用之燈飾及裝飾品亦保存延續使
用。
8. 有關第二教研大樓 6 樓花園露台開放事宜，一般開放時間為星期一~五上午 8 時~下
午 5 時(例假日除外)，除專案申請外，視使用情形爾後進行檢討，歡迎教職員工生
多加利用。
三、 健康衛生及校園安全：
1. 因應教育部來函要求防治登革熱疫情漫延作預防性投藥，於 104 年 11 月 7 日及 8 日
分別在兩校區戶外花圃、水溝等公共空間消毒，預防登革熱病媒蚊孳生。
2. 完成向教育部網路通報各實驗室危險性機械設備清查統計作業。
3. 配合「校園空氣品質惡化應變暨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輔導計畫」
，完成圖書館室內空氣
品質定期檢測作業。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10 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量。
完成 10 月份密封射源狀態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作業。
完成 10 月份向勞動部職安署職業災害系統通報實驗室無災害發生作業。
賡續執行城中校區鼠害防治。
完成雙溪校區 11 月份邊坡擋牆定期安全監測作業（104 年第 14 次）
，相關監測數據
無特殊異常情形，目前邊坡擋牆屬穩定狀態
四、 各類人力支援服務及停車管理部分：
1. 支援各單位申請搬運物品、器材、場地佈置等共 225 人次。
2. 10 月份公務車派遣支援共 16 車次。
3. 配合 11 月 4 日教育部統合視導，計派 56 人次工友協助整理全校區環境、布置及復
原各視導場地。
4. 支援安排統合視導、漸凍人協會捐贈高科技輪椅記者會、2015 東吳國際超馬、青年
外交論壇、「舞動愛，頌愛零距離」音樂表演、「只有我知台灣」見面會、日語教學
國際會議、人權國際交流研討會等、數位化科學實驗研討會、2015 東吳超馬等，外
賓來校停車約 552 輛次。
5. 支援 2015 東吳超馬場地布置及復原，自 11 月 18 日起計派 110 人次工友協助搬移運
動場攔網，協助搭設帳篷、搬運及擺設 64 張桌子及約 400 張椅子、講台、三角錐…
等，活動結束後搬運桌椅回復場地、清理垃圾…等，圓滿完成東吳超馬各項支援工
作。
五、 列、影印中心部分：
持續辦理列影印中心事宜，除合江及合楓宿舍因網路流量尚未完成，兩校區列影印機
已於期中考後安裝完畢，並開始正常運作。另於 11 月 25 日邀集相關單位、學生代表
及廠商針對列影印中心所提供之服務及後續問題召開會議討論。經過協商，達成共識
如下：
1. 自即日起「教職員生卡」與原「白卡」儲值價格一致，皆有 9 折之優惠。
2. 「白卡」內剩餘點數可全額轉儲至教職員生卡，將不會再以 9 折轉儲；之前已辦理
轉儲的同學，可至兩校區事務組洽承辦業務同仁辦理差額補償。
3. 「白卡」機台僅設置至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104.1.31)，「白卡」自即日起不再販
售，但原持有「白卡」者可繼續儲值並使用至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104.1.31)，
「白
卡」停止使用後，卡內餘額可隨時辦理退費及轉儲，無時間之限制。
4. 本校兼任教師無「教職員生卡」
，後續事務組將與人事室討論研擬是否比照碩博士生
(研三、博三以上)採自行購置方式製作「教職員生卡」，以滿足其列影印需求。
5. 事務組將提供廠商公共卡，配合辦理公共卡之建置，以解決學生社團列影印問題。
6. 因調降「教職員生卡」列影印費用後之差額，由和範公司與本校各吸收一半，本校
以和範公司每月繳付給學校的回饋金(場地、用電使用費)中支應。
六、 一般修繕工程及設備維護：
11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 481 件，其中完成自力修繕 264 案件、委商修繕案 23 件，其
餘 217 件尚在進行中。重點項目摘要如後：
1. 完成文舍旁道路增設欄杆工程。
2. 完成超庸館後方邊坡擋牆防護工程。
3. 完成綜合大樓 B214 廁所安裝扶手及田徑場攔網柱子損壞整修工程。
4.
5.
6.
7.
8.

4. 完成心理系大樓周邊水溝整修工程。
5. 完成光道廳不鏽鋼爬梯工程。
6. 完成垃圾場道路凹洞整修工程。
7. 完成第二教研大樓廁所輕鋼架天花板調整更新
8. 完成圖書館部分牆面裂縫修補、壁癌處理及刷漆。
9. 完成第一教研大樓 R0814 會議室管道間及窗框滲水修繕。
10. 完成綜合大樓四樓屋頂落水頭更新及局部防水修繕。
11. 完成松勁樓 114-6 天花板滲水修繕。
12. 完成第二大樓二樓走廊與電算中心機房牆面補漆及西側大門檢修。
13. 完成第五大樓一樓走廊天花板檢修及 5614 教室牆面壁癌檢修處理。
14. 完成 4303 教室地磚檢修。
15. 完成圖書館非書資料室天花板漏水檢修。
16. 完成第五大樓西側圍牆水泥基座整修。
七、 重大工程執行概況及進度：
11 月份完工驗結：校園邊坡防護及排水系統改善、有眷招待所結構補強。賡續執行中：
1. 雙溪河道整治（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主辦）：臨溪路南側人行步道地磚鋪
設、路面第2次回填及鋪面，挖降區階梯灌漿、擋土牆配筋、組模及灌漿。（預定竣
工時間105年1月5日）
2. 超庸館第一階段電力系統改善工程：已於104年11月12日開標，由騰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180萬元得標，預計105年2月28日完工。
3. 有眷招待所整修：樣品屋施工，屋頂鋼瓦封簷板，室內管線配置，天花板施工、浴
室及廚房地、壁磚鋪貼。（預定竣工時間：12月31日）
4. 單人招待所結構補強及裝修：結構補強及樣品屋完成，室內管線迴路調整、天花板、
櫥櫃及茶水間施工。（預定竣工時間：12月31日）
八、 校區用電用水：
1. 用電部分：
104年11月（104年10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電比較，本期兩校區使用日數31天（比去
年同期增加1天）
，總用電度減少1,400度，日均用電度比例降低2.07％（雙溪校區增加
0.74％、城中校區減少6.54％）
，總電費支出減少41萬1,941元，減少比例8.96％。雙溪
校區各單位準備統合視導，夜間、假日申請開啟冷氣頻率上升，另校區仍有多項工程
持續進行，以致用電量增加。
2. 用水部分：
104年11月（104年10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水比較，本期兩校區使用日數31天與去年
同期相同，總用水度數減少643度，日均用水度數比例減少3.66%（雙溪校區減少
2.56%，城中校區減少3.66%），總水費支出減少9,219元，減少比例3.81％。
九、 吳家土地合作開發作業進度
1. 11月份起由總務長率業管人員，密集訪談具相關開發經驗之建築師事務所，徵詢對
本案開發的意見與可能的窒礙，目前已完成5家訪商，僅1家表達無法參加，後續將
辦理評選，選出最佳的合作廠商，規劃出校方與地主均能認同的土地開發案。開發
原則由本校出資興建教學空間、學生宿舍及商店街，再依出資（土地）比例分配建
築完成後之建物及土地，地主分配之學生宿舍及商店街全數回租，並由本校負責管

理，提高土地利用價值。
2. 後續作業期程初步規劃
(1) 104 年 12 月 10 日前完成本案評選需求文件及邀請團隊概況分析陳核。
(2) 104 年 12 月中旬陳案，依本校重大工程籌建委員會設置辦法(除當然委員外，增
聘專業人士)成立委員會，辦理本案建築師團隊評選事宜。
(3) 104 年 12 底前邀請建議之建築師團隊備標。
(4) 105 年 1 月下旬辦理建築師團隊評選作業。
十、 兩校區空間保管相關作業
1. 國際商管學程協助短期客座教授教師研究室申請案：同意該教授於104年12月10日至
12月23日使用城中校區4213R研究室。
2. 城中4101室（創新育成中心輔導成立之學生實習商店）
：已於11月20日完成空間撥交
手續，亦告知該中心需張貼告示牌並標明該空間之用途及成立之教育意義、宗旨等，
具體內容已由該中心研擬中。
3. 城中4108室：為因應104-2城中教師研究室不足，規劃將4108室改為教師共用之空
間，並營造溫暖、舒適之氣氛，採用之家具配備為非固定式的，以保留未來空間用
途變更之彈性。
十一、 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1. 財產管理：11/1-11/25兩校區共新增325筆財產（金額1,937萬2,541元），財產報廢共
154筆（金額217萬2,075元），財產移轉共324筆。
2. 消耗品倉儲管理：11/1-11/25兩校區文具紙張發放120筆，清潔用品發放12筆，電腦
耗材發放14筆。
3. 場地管理：11/1-11/25二校區各會議場館共申請240場次，雙溪校區127次，城中113
次；一般教室經採保組登錄共申請75次，雙溪63次，城中12次。
4. 招待所：11/1-11/25共安排5件住宿申請，單人招待所內部裝潢整修期間不提供住宿；
二房有眷招待所安排超馬曾志龍選手與家人、訪學學者共進住3次/8人；三房有眷招
待所共進住2次/2人。
5. 另，本月份及2015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辦理期間，有7件申請案共36人改安排住宿楓
雅學苑二人房與家庭房（中文系、社會系、超馬來賓與選手）。
十二、 出納業務：
1. 104年11月1日至11月27日止現金及銀行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2億6,395萬4,642元，
支出3億9,911萬8,503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行政程序。
2. 依據104年11月27日止結存日報表分析，本校資金配置明細如下：銀行活期存款
8.63%、支票存款2.39%、定期存款80.70%、政府公債5.37%、證券投資2.91%。
3. 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資金運用檢討會議於104年11月23日召開。
4. 2016年「東吳大學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已於104年11月10日召開前置作業會議，確
立由學員於來台前經跨境第三方代收完成繳費程序；本校與第一銀行簽約時，原同
意支付寶通路第一年免收手續費至105年5月15日止，未來則收取繳款費用1%為手續
費。為提高溪城講堂學員手續費優惠額度，本組積極於第一銀行協商，業獲同意免
收手續費期間延長至105年7月31日止，並自105年8月1日起費率調降至0.7%，此訊息
已轉知國際處與推廣部。
5. 有關104學年第2學期學雜費繳費單，其內容與公告訊息說明將作微調，已先傳送有

關單位檢視，俟相關單位回覆，專案簽核後再聯絡廠商印製。
6. 104學年度第1學期期中退補費於104年12月7日開始，本學期應補費計3,478人，金額
為2,758萬5,841元，應退費計1,385人，其金額為511萬7,081元。

研究發展處
十二月
【研究事務組】
一、 研究計畫類
（一） 科技部105年度「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案，本校獲核定補助2件，分別
為：師資培育中心李逢堅副教授赴美國及社會學系張家銘教授赴波蘭，補助金額共計
109萬6,000元。
（二） 「台灣金融研訓院」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本校共計提出1件申請案。
（三） 科技部105年度「特約研究計畫」
、
「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
性專書寫作計畫」、「防災科技學門一般專題研究計畫」案，自即日起接受申請，計畫
主持人須於105年1月3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四） 科技部為鼓勵研究卓越與創新，延續「百人拓荒計畫」匿名審查精神並取消相關補助
規定，以支持新穎原創提案，給予大膽創新冒險的構想得到測試的機會，105年度「探
索研究計畫」案，自即日起接受申請，計畫主持人須於105年1月3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
業。
（五） 科技部105年度「補助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案，提前辦理校內申請作
業，現有商學院提出「兩岸金融業風險評估、動態績效及新興經營模式之整合性研究」
一項計畫申請案，並將於104年12月2日召開審查會議，請總計畫主持人簡報，審查後
並獲推薦者，簽請校長同意後函送科技部。
（六） 科技部105年度「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案，自105年1月1日開放申請多年期（3-5年）
之個別型研究計畫，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5年2月22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七） 科技部105年度「數位人文主題研究計畫」案，公開徵求至少3項子計畫並至少3位學者
參與研究之整合型研究計畫，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5年2月22日前完成線上申
請作業。
（八） 科技部2016年度「與俄羅斯科學基金會(RSF)臺俄雙邊創新科技領域合作專題研究計畫」
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5年3月13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九） 科技部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會合作辦理「2016年台日博士生暑期研究及台日青
年研究人員暑期短期參訪考察」案，請有意申請者於105年1月5日前，填具本校「辦理
研究庶務申請表」檢附相關資料，擲交研發處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十） 科技部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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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6月1日起執行，請服務業、社會、人文及財經領域之教師多予申請，敬請有意
申請之教師於105年1月18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於線上簽署利益迴避暨保密聲明，
並請學系負責人於確認送出後列印名冊1份，於1月19日前送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
宜。
（十一）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5年度「綠能低碳產業聚落推動計畫」案，敬有意
申請之教師於105年1月27日前，填具本校「教師主持研究計畫投標/議價申請表」並
檢附整合型之產學合作研究意向書或創新型申請文件，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
宜。
（十二）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05 年度「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

案，由園區企業提出申請，敬請有意合作之教師於 104 年 1 月 25 日前，填具本校「辦
理研究庶務申請表」並檢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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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教育部「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4 年 12
月 28 日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備妥計畫申請書 1 式 5 份，擲交研究
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並須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
（十四） 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04年度「臺北市政府建置政策智庫之營運策略與可行
性規劃」及「臺北市重大市政議題社會影響評估機制建置與公民參與結合之研究」
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4年11月12日前，填具本校「教師主持研究計畫投標/
議價申請表」並檢附投標文件，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十五）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104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2015犯罪趨勢關鍵報告」及「世界各
國犯罪防治研究發展經驗之比較研究」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4年11月26日前，
填具本校「教師主持研究計畫投標/議價申請表」並檢附投標文件，擲交研究事務組
辦理後續事宜。
（十六） 科技部主計處於104年11月5日赴本校查核103年度專題計畫憑證，本次查核會計憑證
計有10位教師執行之11件計畫(包括專題研究計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大專學生研
究計畫及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並依科技部主計處要求補充相關資料。另有
科技部秘書處採購科亦同時前來查核科研採購研究設備者有化學系傅明仁教授執行
之計畫。
（十七） 為事先防患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發生，檢送「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及
「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請各學院、系加強宣導並轉致所屬教師及
研究人員參考。
（十八） 辦理本校教師與今日儀器股份有限公司、模範市場研究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葡萄王
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等產學合作計畫簽約案共5件。
二、研究成果管理及運用類
（一） 為鼓勵本校師生將人文創意教學研究成果予以商品化，本處將參加「2016臺灣國際文
化創意產業博覽會」，規劃以校名義設置展示專區，歡迎本校師生團隊、創新創業社
團、有文創作品之本校畢業生共襄盛舉，敬請有意參與者於104年12月28日前，填具
參展意願表並經相關單位主管簽章，擲交研究事務組。
三、校外獎補助類
（一）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105 年度補助「辦理大型及國際性會議或活動」案，請有意願申請
補助之教師、學系，依規定之日期，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檢附相關資
料，擲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1. 第 1 期(限 105 年全年度舉辦的活動)，請於 104 年 12 月 3 日前提出申請。
2. 第 2 期(限 105 年下半年舉辦的活動)，請於 105 年 6 月 8 日前提出申請。
（二）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補助「機關(構)團體辦理國際會議、展覽暨獎勵旅遊」案，請
有意願申請補助之教師、學系，依規定之日期，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
檢附相關資料，擲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1. 第 1 期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收件日期為前 1 年度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止，請

於 104 年 11 月 25 日前提出申請。
2. 第 2 期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收件日期為當年度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止，請於 105
年 4 月 25 日前提出申請。
（三） 澎湖縣政府補助「機關(構)、團體來澎辦理國際會議、研討會、活動暨獎勵旅遊實施
計畫」案(活動時間以 104 年 9 月 15 日起至 105 年 3 月 1 日止為限)，敬請有意願申
請補助之教師、學系，於 104 年 11 月 25 日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
檢附相關資料，擲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四） 辦理科技部「104 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 12 月份獎勵金」及「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2 月份獎勵金」撥付事宜。
四、校內獎補助類
（一） 受理 104 學年度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助」
、
「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
、
「胡
筆江先生紀念專款」
、
「東吳之友基金會捐贈基金學術獎助」等申請事宜，104 學年度
申請時間為 104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二） 二、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11 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6 件補助案。
【校務發展組】
一、103-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一） 辦理學務處、群育中心、美育中心、體育活動組、中文系、日文系等 104 學年度校務
發展計畫子策略異動及預算配置事宜。
二、預算編審
(一) 規劃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審。
(二) 104 年 11 月 3 日函請相關單位供 105 學年度各項費用收費標準及辦公費基準。(公文
文號:1041300859)
(三) 104 年 11 月 3 日函請相關單位供 105 學年度統籌項目作業規範及支用標準。(公文文
號:1041300860)
(四) 104 年 11 月 19 日陳報校長 105 學年度各項費用收費標準及辦公費基準及統籌項目作
業規範及支用標準。
(五) 104 年 11 月 25、26 日分別於兩校區召開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
明會。
(六) 104 年 11 月 27 日發函通知啟動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公文文
號:1041300959)
三、103、104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提報作業
(一) 104 年 10 月 30 日辦學特色自選項目及權重統計表報部（文號：1041300851）。
(二) 104 年 11 月 6 日函請相關單位檢核相關量化基本資料表冊數據（文號：1041300883）。
(三) 籌備 104 年 11 月 18 日由校長主持之申請 105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
獎補助計畫規劃會議。
(四) 104 年 11 月 26 日函請人事室提供薪資帳冊（文號：1041300953）。
(五) 追蹤 104 年 8-12 月（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私校獎補助計畫經費執行狀況。
(六) 十二月份工作重點：
1. 辦理申請 105、106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相關作業。

2. 上傳(寄送)薪資帳冊及相關辦法。
四、學雜費收費作業
（本項目不對外提報，存研發處備查）
【評鑑組】
一、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
（一） 校務資料庫 104.11.12-13 為統一申請修正期，104.11.16-18 為統一線上修正。經查，
本校 104.10 期需申請修正之表冊包括：教 1、學 7、學 25、研 5、職 1、校 10-2 等表
冊，前述表冊皆已於校務資料庫規定期限內申請並完成線上修正。
（二） 各表冊目前進行最後逐項檢核，後續將簽請校長核定後依教育部規定 104 年 12 月 24
日期限如期報部。
（三） 近期為檢核教育部獎補助計畫量化數據－產學 1 表冊時，發現推廣部誤解 103 年校庫
研 9 企業資助委訓計畫之定義，造成本校 102-103 年度校庫研 9-11 表冊數據有誤，
需要專簽函請教育部同意本校修正數據，在此呼籲請資料填報單位未來填報資料時，
請務必謹慎填報，以維持本校對外資料正確性。
二、 104 年度統合視導
本校已順利完成 104 年度教育部統合視導訪視作業，各校統合視導初步結果將於 105 年
2 月通知，若學校對初步結果有意見，可依規定程序提出申復。
三、 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調查作業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大二學生」以及「大三學生」之 3 份學習成效調查問卷，已
完成讀卡作業，各項問卷之描述性統計報告，完成撰寫後將立即檢送各單位參考。
四、 103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
（一） 各學院推薦之教學、研究以及行政類別管考小組委員名單，將簽請校長核定發聘。
（二） 研發處目前依各計畫執行單位提出的關鍵績效指標佐證資料進行彙整及紀錄，後續將
併同計畫成果續送教學、研究以及行政類別管考小組進行管考。
五、 校務發展計畫關鍵績效指標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關鍵績效指標申請調整已於 10 月底截止收件，預計於 104 年
12 月中旬通知申請結果。
六、 自辦系所評鑑
各受評學系已依教務處函文(東教字第 1040002397 號函)，進行實地訪評委員意見回應及
改善計畫修正。依規定各修正後之改善計畫需於 104 年 12 月 21 日前送交評鑑組彙整後，
由評鑑組續送評鑑管考委員會審議。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十二月
一、辦理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活動等相關事宜：
(一)辦理104學年度第2學期來校交換生及自費研修生申請事宜，收件現況為預計52名外籍交
換生、61名大陸交換生及128名自費研修生。
(二)104年11月05日與學務處共同召開境外生輔導會議，針對境外生住宿安排及身心輔導商討
可行策略。
(三)104年11月9-13日辦理104學年度第1學期國際週活動，活動內容包括9場交換生經驗分享會、
1場大陸營隊經驗分享、2場國際營隊經驗分享、1場營隊招生講座、1場國際事務研究所
招生講座以及兩校區常設諮詢擺台，經驗分享講座出席人數共計約130人。
(四) 104年11月11日辦理104學年度第1學期自費研修生期中座談會，共計39名學生參加。
(五)104年11月16日至12月7日辦理105學年度赴外交換研習申請第2次申請作業，共計132個名
額開放甄選。
(六)104年11月16、18及20日於外雙溪校區舉辦104學年度第1學期陸生新生座談會共計3場，除
提醒有關簽證申請、獎學金、醫療保險、轉系及雙主修申請等事宜，也同時與新生進行
交流座談，以了解目前生活狀況及解答。
(七) 104年11月17及20日於兩校區辦理104學年度第一學學期大陸交換生（含東福專班生）期
中座談，共計59名學生參加。
(八)辦理104學年度第2學期國際與兩岸事務志工甄選事宜，申請截止日至104年11月30日止。
(九)104年11月16日辦理僑生聯誼會內灣及六福村一日遊活動，共計50名學生參加。
(十)104年11月20日於外雙溪校區普仁堂協辦外交部2015「青年外交論壇」活動，共計約400
人報名參加。
(十一)104年11月20日公告104學年度第2學期校級赴大陸協議學校交換學生推薦名單，共計38
名學生
(十二)104年11月26日辦理外籍交換生感恩節餐敘，共計9國32名交換生參加。
二、辦理與海外大學簽訂協議、陳報教育部事宜：
(一)104 年 10 月 23 日完成與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簽署暑期課程協議。
(二)104 年 11 月 6 日完成與海南大學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三)104 年 11 月 10 日完成與宜春學院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流協議。
(四)104 年 11 月 16 日完成與北京科技大學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協議。
(五)簽署中協議單位，共 14 所：
1.澳洲紐卡斯爾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換)
2.華南理工大學(校級)
3.約旦大學阿卡巴分校(校級)
4.荷蘭莎格森專業大學(校級)
5.約旦扎爾卡大學(校級)
6.斯洛伐克裴瑞秀大學(學生交換)
7.法國巴黎天主教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換)
8.黑龍江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流)
9.華東政法大學(學生交流)
10.美國德門學院水牛城校區(校級)

11.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級自費研修)
12.美國中央奧克拉荷馬大學(校級自費研修)
13.澳洲臥龍崗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14.澳洲邦德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三、接待外賓蒞校參訪：
(一)104 年 11 月 5 日接待香港崇貞書院黎大志校長、副校長等 8 名教師及 72 名學生來訪，行
程除安排外雙溪校園導覽外，並邀請招生組陳雅蓉組長及黃昭明編纂進行招生座談會。
(二)104 年 11 月 12 日接待香港青年會書院 3 名教師及 30 名學生來訪，安排升學座談會及外
雙溪校園導覽。
(三)104 年 11 月 13 日接待福建師範大學高等學校師資培訓中心常務副主任黃松青等 6 人，並
邀請推廣部劉宗哲主任及企管系胡凱傑主任參與座談討論會。
(四)104 年 11 月 16 日接待 ACUCA 會員學校印尼諾門森大學 University of HKBP Nommensen
校長 Dr. Ir. Sabam Malau 及副校長等 3 人來訪，安排參訪本校安素堂及華語教學中心，
並討論未來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簽署可能性。
(五)104 年 11 月 19 日接待香港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2 名教師及 18 名學生來訪，
安排外雙溪校園宿舍及圖書館等導覽，並邀請招生組進行招生座談會。
(六)104 年 11 月 26 日接待大連理工大學趙勝川國際長、華南理工大學王慶年國際長、華中科
技大學港澳台辦邱勇副主任來訪，與本校巨量資料管理學院進行交流。
(七)104 年 11 月 30 日接待匈牙利 Budapest Business School Janos Vandor 教授及 Judit Lisanyi
BEKE 教授來訪，並與商學院會面討論未來進一步合作事宜。
(八)辦理溫州大學、西南大學法學院、福建師範大學法學院、首都經貿大學城市學院、首都
經貿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及山西大學法學院共計 7 名來訪學者行前聯繫及確認接待學系等
事宜。
四、國際組織活動、參加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規劃 104 年 12 月 8 日於林口師大僑先部招生教育展參展事宜。
(二)規劃出席於 105 年 3 月於澳洲墨爾本舉辦之 2016 亞洲教育者年會(APAIE)及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ACU)於 105 年 1 月假美國華盛頓舉辦之年度會議
-2016 Annual Meeting: How Higher Education Can Lead-On Equity, Inclusive Excellence
and Democratic Renewal，並預計拜訪美國當地大學洽談未來可能合作事項。
(三) 104 年 10 月 30 日姚思遠學術交流長出席由社團法人新北市亞洲教育科學文化協會及台
灣大學管理學院聯合主辦之國際研討會 QS Xchange Seminar: Creative Ways to build a
global brand: Successful case studies from universities。
五、營隊活動及獎學金相關業務：
(一)104 年 11 月 9 日公告哈爾濱工業大學「第十屆小衛星學者計畫」錄取名單，共計錄取 3
名，備取 2 名。
(二)104 年 11 月 13 日公告吉林大學「第十四屆台灣學生北國風情冬令營」錄取名單，共計錄
取 7 名，備取 4 名。
(三)104 年 11 月 13 日公告 104 年度第 2 期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外研修補助獲獎公告，本期
申請件共計 138 件，通過補助件共計 81 人次。
(四)104 年 11 月 26 日公告東吳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開始受理申請，截止日期至 12 月 14 日止。
(五)104 年 11 月 26 日公告東吳大學優秀僑生獎學金開始受理申請，截止日期至 12 月 7 日止。
(六)104 年 11 月 26 日公告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優秀清寒僑生助學金獲奬名單，總計補助 62
名學生。

六、其他業務及會議：
(一)104 年 11 月 20 日國際事務中心游晴如組員出席於世新大學召開之教育部/外交部獎學金及
華語獎學金承辦人員知能研習會，以辦理說明有關獎學金請款、核銷、各部會獎學金作
業要點比較與分享及台華獎資訊服務平台等說明。
(二)104 年 11 月 24 日兩岸事務中心魏嘉慧主任赴銘傳大學出席「第十屆海峽兩岸名校兩岸事
務部門負責人研討會」。
(三)辦理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2 次書面審查提案，為審議本校與英國布里斯托大學與韓國釜山
外國語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與學生交換協議案共一案。

社會資源處
十二月
一、104.11.01-104.11.25 捐款金額為新台幣 369 萬 7,622 元，捐款人數 359 人，最高捐款用途
為體育室發展專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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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體育室發展專款-東吳國際超馬專用

國際志工社

304,000 群育中心-國際志工活動專用款

劉吉人

300,000 體育室發展專款-東吳國際超馬專用

黃琡珺

200,000 國貿系專用款-74 級系友工讀助學金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企管系-贊助 2015ALRT 國際研討會專款

陳清祥

200,000 德蔭學子計畫

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
學聯誼會文教基金會

115,200 會計系-2015 會計系畢業系友大會活動經費

喬山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550

劉忠賢

100,000 德蔭學子計畫

孟海蒂

100,000 音樂系專用款-學生專用

體育室-贊助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活動實物
一批

二、捐款回饋致謝：
1.11 月寄發謝函共計 136 張，捐款收據共計 138 張。
2.11 月份寄發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48 張。
三、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104.11.01-11.24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 262,209 元（含預開未收款 194,266
元）。
四、校友活動：
1.2015 校友盃高爾夫球聯誼賽：已於 104.11.14（星期六）假美麗華鄉村俱樂部舉行， 共
計近百名校友參加。
2.東吳校友薪傳講座：預訂 104.12.15（星期二）14:00 於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舉辦， 邀
請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李應平學姐（社會系 80 級，第四屆傑出校友）分享「台 灣好，
量身打造的文化實驗」，目前計有 30 名校友報名參加。
五、第四屆東吳菁英採訪校友人物誌已出版，共採集 39 篇訪問文稿，印製 225 本。個人影音
紀錄，已完成 30 人，待完成 6 人。集結校友拍攝片段，剪輯成精華短版影片。
六、辦理 UCAN 大三學生普測：
與各學系合作辦理大三學生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協助學生了解職業興趣方
向與評估個人職能發展狀況，本學期各學系均安排時間舉辦，共計規劃辦理 36 場班級團
測，目前已完成 28 場，尚有 8 場待辦理。
七、辦理 e-portfolio 操作說明會：
為提高同仁 e-portfolio 之使用率，於兩校區辦理 EP 使用說明會，會後針對兩校區同仁於
說明會上提問之問題，再於 104.11.09 於雙溪校區召開 EP 工作小組討論會議，與會單位
計有註冊課務組、通識中心、群育中心、德育中心。
八、就業培訓專班：
本學年度開設之就業培訓專班，包含與各產業指標企業合作開設之航空班、廣告班及出
版班，並於兩校區加開履歷自傳及面試技巧工作坊。11 月已陸續辦理面試技巧工作坊、
廣告班及出版班，12 月持續辦理履歷自傳工作坊與航空班。

九、推動學系生涯相關課程：
邀請學系開設生涯職涯或職場實務課程之教師與生涯發展中心合作，於課程中導入中心
資源，包含邀請系友或業界講師演講、實施職涯測驗等。本學期規劃合作之學系、教師
及課程資料如下：化學系，王榮輝老師，產業論壇與職能發展；企管系，劉敏熙老師，
職涯管理與發展；法律系，林清汶老師，法律人生涯探索與抉擇
；社工系，吳秀禎老師，生涯發展與規劃；德文系，張國達老師，德文國際貿易實務。
目前已執行企管系及化學系的職能測驗、法律系及德文系的業師演講，預定 12 月持續實
施企管系及社工系的業師演講。
十、樂動雙溪系列活動：
由美育中心主辦，音樂系及臺灣吉他協會協辦之「魅力吉他盡在東吳-彼得楊克維奇」古
典吉他之夜，104.11.15 已於松怡廳演出，除校內師長、校友外，亦吸引很多學生
熱情參加，計 424 人參與。
十一、美育中心 12 月活動：
1.104.12.04 於傳賢堂辦理好看系列活動[魚蹦興業]《魚是我們在一起》演出活動。
2.104.12.14-105.01.12 於城中校區辦理陳俋佐老師「踏跡-陳俋佐書法水墨創作
展」，並於 104.12.19 辦理展覽講座導覽活動。
3.辦理兩場『soochow talk』：104.12.22 音樂咖講座、104.12.28 電影咖講座。

人文社會學院
十二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籌辦與上海華東政法大學第三年合作之「2016 兩岸青年人文社會學術論壇」，11 月 4 日
邀集院內籌辦委員師長開會討論相關規劃，活動訂於 105 年 6 月 26 日~7 月 2 日在上海
舉辦，徵稿訊息將於 12 月公告。
二、本院與愛知大學跨國雙聯學士學位合作事宜，11 月 20 日愛知大學代表蒞校與院內三個
學系(中文系、政治系及社會系)師長與同仁，以及通識教育中心王世和主任、註冊組陳
秀珍組長及其承辦同仁商討明年招生作業程序。愛知大學招生時程預定明年 1 月 18 日至
19 日提交報名資料、2 月 19 日面試、2 月 29 日公布錄取名單。另，政治系博士生高韻
茹依據本校與愛知大學中國學科雙博士學位制合作協議，已提出申請。
三、11 月 6 日出版發行本院「何謂戰後？-亞洲的 1945 及其之後」、以及 11 月 7 日出版「新
世紀東亞的秩序與和平」國際學術研討會之論文集專書。
四、11 月 19 日召開「中華文明現代化研究與創意中心」第一次諮詢小組會議，會中推舉謝
政諭院長為中心主任、社會系劉維公副教授為中心執行長，11 月 26 日簽請校長核定。
五、補助本院師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審查事宜，11 月 24 日核定補助政治系張家維碩士生、
政治系蔡旭東博士生以及人權學程葉浩意碩士生等三位，參加第六屆國際人權教育研討
會發表論文差旅費。
六、11 月 25 日舉辦<103 學年度中東歐遊學團成果發表會>，2015 年 7 月參加遊學團的同學
們分組報告社會踏查專題成果，此外靜態海報展於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 日在第二教研大
樓一樓口袋藝廊展出，除院長及相關師長外，捷克馬薩里克(Masaryk)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Dr. Tomas Pospisil、中文系主任 Dr. Dusan Vavra 全程與會，對雙方日後交流合作提供更
深的了解基礎。
七、為促進兩岸學術交流與合作，本院擬與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簽訂學術交流與合
作協議，合作內容包括「研究生的交流和交換」及「學者學術合作」。該案由哲學系與
政治系共同提案並經本院 104 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11 月 25 日簽請校長核
定。
八、「104 學年度人文社會學院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於 11 月 15 日由謝院長召集歷史系林慈
淑主任、音樂系孫清吉主任組成三人小組議定獲獎名單如下，獎學金自人社院募款經費
支應，預計於 12 月 17 日舉辦頒獎儀式：
勤工勤學獎學金 (錄取 7 名)
優秀獎學金 (錄取 11 名)
獎助金額
序號
姓名
學系
獎助金額 NT$
序號
姓名
學系
NT$
康家宜
中三 A
1
8,000
陳怡安
政三 A
1
8,000
周金光
哲學二
2
5,000
林邵瑜
工四 B
2
8,000
徐敏紜
哲學三
3
5,000
謝馨儀
工三 A
3
5,000
沈詩穎
政三 A
4
3,000
彭美嘉
工四 B
4
5,000
周紋竹
工四 B
5
3,000
張慶儀
社三 A
5
5,000
沈妤宣
政四 B
6
3,000
何炯元
哲學三
6
5,000
李穎
社三 B
7
3,000
呂翊嘉
政三 B
7
3,000
徐丞賢
政三 B
8
3,000
9
10
11

施還如
任喬
蔡宜瑾

哲學四
哲學三
哲學二

3,000
3,000
3,000

九、國內及國際交流
(一)11 月 3 日謝院長接待華中師範大學江立華副院長洽談學術交流合作規劃。
(二)11 月 9 日謝院長接待名古屋大學楊金娣博士生，加強院內學生交流。
(三)11 月 11 日至 14 日謝院長應邀參加北京大學舉辦的中華文化復興論壇，於會中發表
論文並與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交流，14 日至 15 日前往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交流參
訪及洽談合作事宜。
(四)11 月 12 日依據本院與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之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辦理交換生申
請業務，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3 名研究生獲准分別來本院政治所及社會所交換，
交換期間為 104 學度第二學期，11 月 25 日簽辦入台申請手續。
(五)11 月 20 日謝院長接待李政道的公子現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兼人社院院長李中清教授，
洽談未來研究計畫及學術合作交流事宜。
(六)11 月 24 日至 26 日捷克馬薩里克(Masaryk)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Dr. Tomas Pospisil、中
文系主任 Dr. Dusan Vavra、英文系 Dr. Jan Chovanec 及 Dr. Wei-lun Lu 共四位外賓蒞
校參訪，期間參加 11 月 25 日本院舉辦之<103 學年度中東歐遊學團成果發表會>及洽
談院際合作交流事宜。
十、為提昇本院學術研究能量，11 月 17 日援例公告本院學術研究績效獎勵辦法，並請各學
系於 105 年 2 月 2 日前提報 103 學年度學術研究績效資料，俾利後續本院召開學術發展
委員會審議。
十一、 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一) 11 月 9 日政治系林月珠老師『人力資源管理』舉辦課堂協同教學，邀請琉璃工房前
總經理王秀絹老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ㄚ嬛總經理的人資寶典」。
(二) 11 月 9 日政治系系蔡秀涓老師『非營利組織管理概論』課堂舉辦校外機構參訪，參
訪地點為台灣人權促進會。
(三) 11 月 10 日音樂系黃莉翔老師帶領『音樂產業與行銷』課堂學生至華山文創園區進
行校外參訪，參訪全坤建設文教基金會。
(四) 11 月 11 日歷史系李聖光老師帶領『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B 組』課堂至法藍瓷靖校機
構參訪，共約 20 人參加。
(五) 11 月 11 日社工系李淑容老師『社會問題』舉辦協同教學，邀請台灣勞工陣線執行
秘書楊書瑋老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社會住宅』。
(六) 11 月 16 日政治系林月珠老師『人力資源管理』舉辦課堂協同教學，邀請行政院農
委會助理研究員吳家禎老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林業政府組織架構介紹」。
(七) 11 月 16 日歷史系李聖光老師『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B 組』舉辦課堂協同教學，邀請
琉璃工房前中國區總經理王秀絹老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琉璃工房邁向文化創
意產業經驗分享」。
(八) 11 月 17 日中文系沈惠如老師帶領『影視劇本寫作』課堂學生 A 組至中國電視公司
南港攝影棚進行校外參訪，約 20 人參加。
(九) 11 月 18 日社工系李淑容老師『社會問題』舉辦校外參訪，前往新北市萬里重建中
心及新北市仁愛之家進行機構參訪，約 40 人參加。
(十) 11 月 20 日中文系沈惠如老師帶領『影視劇本寫作』課堂學生 B 組至中國電視公司
南港攝影棚進行校外參訪，約 34 人參加。
(十一) 11 月 24 日中文系連文萍老師『編輯學』舉辦課堂協同教學，邀請康軒文教集
團國中國文教材書編輯組長陳以音老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教科書的誕生—國
中教科書的編寫出版實務」。

(十二)
(十三)

11 月 26 日舉辦 2016 年創意人文學程溪城講堂第一次籌備會議。
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自我評鑑書面資料繳交。

(十四)

彙整各學系 104 年教學卓越計畫期中成果報告。

◎中文系：
一、學術交流
(一) 104 年 11 月 11 日（三）13:30-15:30 於 D1005 會議室舉辦第 188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
會﹐由丁原基老師擔任主持人﹐連文萍老師發表論文﹐講題：〈明代館課文獻的編
纂與流傳──以《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為例〉﹐陳恆嵩老師擔任講評人。
(二) 104 年 11 月 23-35 日連文萍老師於赴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進行移地研究，並參加
第十二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題目：﹤明代館課評點與庶吉
士培育﹥。
(三) 104 年 11 月 27 日（五）本系與佛光大學中文系聯合舉辦「文學．漫遊—2015 研究
生學術研討會」，地點：佛光大學雲起樓 406 會議室。本系博士生王汀若發表〈電
影編劇：步步為營〉，碩士班金佩儒發表〈試探杜荀鶴於春季詩作中的表現〉、姚
靖愉發表〈淺析林景熙詩之「清」與「淒」境〉，碩專班林芝發表〈從佛經《心經》
剖析張愛玲小說〈心經〉〉等四篇論文。
二、專題演講
(一) 104 年 11 月 7 日（六），謝成豪老師參加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主辦之「第十一
屆青年經學學術研討會」，於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作專題演講，題目「朱熹讀
《論語》法二十則」。
(二) 104 年 11 月 12 日（四）18：30-20：30 於傳賢堂，由系學生會邀請沈玉琳演講，講
題為「人生零設限」，本場演講座無虛席，獲得本校同學熱情參與。
(三) 104 年 11 月 26 日（四）15：30～17：20 於戴氏基金會，由種子導師叢培凱老師、
沈心慧老師邀請漸凍人協會常務理事 Tom 及國際事務總監 KiKi 演講「You are my
breath」，共同執行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種子導師班級共同課程。
三、重要會議
(一) 104 年 11 月 12(四)下午 13:30-15:00 召開系辦公室會議討論明年 60 周年系慶活動事
宜。
(二) 104 年 11 月 25 日(二)中午 12 時於第二教研大樓 D0733 室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議。
四、榮譽事蹟
(一) 104 年 11 月 14 日（六）13：30-16：30 於松怡廳，中文系合唱團參加「2015 東吳
大學溪城盃合唱比賽-第二樂章：追夢狂想曲」，同學們表現優異，再度榮獲傳統詮
釋組全校第一名殊榮。
(二) 104 年 11 月 07 日(六)進行 104 年「蕭毅虹文學獎學金」頒獎。獲獎同學為中三 A
蕭亦翔、中進五呂柚葵 。
(三) 沈心慧老師榮獲首屆「孔子獎章仁愛獎」殊榮。
五、系務活動
(一) 104 年 11 月 1 日(日)復旦大學邵毅平教授結束客座講學離台。
(二) 104 年 11 月 2 日（一）本系主辦「第 11 屆有鳳初鳴－漢學多元化領域之探索全國
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截止論文摘要稿與報名表收件，共有全國中文所研究生 65 人投
稿。
(三) 104 年 11 月 4 日(三)鍾正道主任率團赴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參加「兩岸中文教學研
討會」返台，此行成果豐碩，期待日後兩校交流將更加密切。
(四) 104 年 11 月 7 日(六)至 104 年 11 月 23 日(一)，各科教師繳交期中考「學生學業關

懷機制」之學習情況欠佳者名單，由系辦公室彙整，後續轉請各班導師加強輔導。
(五) 104 年 11 月 9 日、10 日，山東曲阜師範大學張文娟、王群及李冬紅等副教授蒞系訪
學 1 個月。
(六) 104 年 11 月 10 日（二）10:10-11:00 於 D0201 教室，由「文學與電影」課程結合紀
州庵文學森林合辦「紀州庵紀錄片校園巡迴計畫」。
(七) 104 年 11 月，《東吳中文學報》第 30 期出刊，本期共收錄林姍妏、祁立峰、邱詩
雯、侯淑娟、胡雲鳳、許珮馨、陳志峰、黃忠慎、楊素姿、鄭柏彥、鍾哲宇、魏鴻
鈞、羅鈴沛等 13 篇論文。
(八) 104 年 11 月 11 日（三）12:30-13:30 於第二教研大樓 D0731 教室，由謝成豪老師進
行中四 A 導生班級聯誼餐敘活動，輔導同學課業及職涯規畫。
(九) 104 年 11 月 11 日（三）繳交校務展計劃單位自評資料送人社院。
(十) 104 年 11 月 12(四)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作實施「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普測」，以
瞭解同學們適應大學生活情況。
(十一) 104 年 11 月 12(四)下午 1:30-3:00 召開系辦公室會議﹐討論明年 60 周年系慶活
動。
(十二) 104 年 11 月 18 日（三）18：30-20：30 於 D0713 教室，舉行本系與曲阜師 範
大學中文系教學座談會。由本系鍾正道主任擔任主持人，來自曲阜師大張文娟
老師、王群老師、李冬紅老師擔任與談人，與本系王顗瑞老師、王俊傑老師、
鄭宇辰老師、林伯謙老師、林宜陵老師、叢培凱老師對談。
(十三) 104 年 11 月 23 日(一)-104 年 11 月 27 日(五)9：00-17：00 於綜合大樓舉辦 104
學年度文謅謅影展擺台活動，除強力宣傳活動，特別企劃的【Princess LU 手工
甜點】也為文謅謅影展募集人氣，讓全校師生免費索取文謅謅影展節目單，活
動反應熱烈。
(十四) 104 年 11 月 23 日（一）15：30-17：40 在 D0733 會議室，中文系 105 學年度碩
士班甄試入學面試，共有 12 名考生報名應試。
(十五) 104 年 11 月 25 日（三）13：30-15：20 於 D0734 研究生研究室，由竹圍工作室
的本系系友李佳珊小姐引薦，來自日本黃金町管理中心的日本藝術家 Atsuko 拜
訪本系劉文起、涂美雲兩位老師，一起討論「能量」、「視角/觀點」、和「人
與自然」的課題，期待能多認識台灣文化，再轉化呈現至她雕塑及大型裝置藝
術的創作中。
(十六) 104 年 11 月 30 日(一)為文謅謅影展開幕式，於普仁堂播放獲得柏林影展勝利柱
獎「醉˙生夢死」為開幕片，本場活動座無虛席，獲得本校同學熱情參與。

◎歷史系：
一、 系務工作：
(一) 104 年 11 月 12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議休假案。
(二) 規劃課程外審事宜。
(三) 規劃 2016 年溪城講堂事宜。
(四) 規劃 2016 年史學營籌辦事宜。
(五) 籌劃 104 學年度碩士班學術研討會事宜。
(六) 籌組《史轍》第十二期編輯委員會，
(七) 辦理碩士班面試甄試入學。
(八) 辦理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中學業關懷。
(九) 協助教師教材上網。
二、 本系於 2015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協同 75 級畢業系友舉辦返校同學會，地點選在東吳
大學外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1 樓舜文廳，許多學長姐是在踏出校園近 30 年後第一次重返

東吳。本系林慈淑主任代表全系師生歡迎系友們的到來，與學長姐話家常之餘，亦陪同
他們進行校園巡禮。
三、 導生活動：陳志豪老師於 104 年 11 月 11 日舉辦導生聚會。
四、 史蹟導覽：本系於 104 年 11 月 28 日舉辦「史蹟導覽─人文‧茶香：桃園大溪之旅」
，導
覽地點包含桃園景福宮、大溪老茶廠及大溪老街。

◎哲學系：
一、 學術活動（交流參訪）

(一) 11 月 10 日至 15 日本系邀請南京林業大學思想政治理論教學研究部楊修志講師、李廣
博講師與冉聃講師至本校進行參訪。
(二) 11 月 19 日至 21 日本系黃筱慧老師前往菲律賓馬尼拉，參加由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馬尼拉雅典耀大學）與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聖道頓馬士
大學）所舉辦之「Paul Ricoeur in Asia--Reflections on Politics, Society, and Religion」研
討會，並發表論文。
(三) 11 月 25 日至 28 日本系米建國主任獲日本東京上智大學文學部哲學科邀請，於 11 月
26 日至該校進行演講，講題為：「Reflective Consensus and Extended Knowledge: Virtue
Epistemology and Chinese Philosophy」，並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二、學術活動（研討會、工作坊）
(一) 本系於 11 月 7 日至 8 日上午 8：30-下午 18：00，與臺灣大學哲學系合辦臺灣哲學
學會 2015 年「哲學與社會」年度學術研討會，會議地點在臺灣大學水源校區哲學系，
本次年會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部分經費。
臺灣哲學學會由本系榮譽退休教授林正弘老師擔任創會第一屆會長，現任會長為本
系米建國主任，每年舉辦年會及學術會議邀請臺灣哲學界師生參加，與學界共同討
論臺灣哲學發展之相關議題，本次學術研討會安排五個會議場地同時進行哲學相關
議題的發表與討論。
(二) 11 月 16～17 日本系於 D1005 舉辦「追隨呂格爾閱讀」國際工作坊。由呂格爾學會、
呂格爾基金會授權，由呂格爾研究中心及本系共同主辦。本次會議以英文進行，以
凝聚相關呂格爾研究的議題，相互交流。
三、學術活動（哲學講座）
11 月 11 日 13：30～15：30 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行哲學講座，邀請南京林業大學思
想政治理論教學研究部楊修志教授，講題為：「懷疑與論證──新摩爾主義研究」，由米
建國老師擔任主持人。楊修志教授專長為當代英美知識論、近現代西方哲學。
四、整合型計畫工作坊：
(一) 11 月 6 日（星期五）本系執行科技部「知識與行動」整合型研究計畫案，於下午 13：
30-16：30 在 D0825 會議室舉辦第六場知識與行動工作坊系列演講，本次邀請到中央研
究院歐美研究所洪子偉助研究員擔任主講者，講題為：日治臺灣哲學與實存運動。
(二) 11 月 13 日（星期五）本系執行科技部「知識與行動」整合型研究計畫案，於下午 13：
30-16：30 在 D0825 會議室舉辦知識與行動工作坊系列活動-哲學經典導讀第二場，該場
次由本系王志輝副教授擔任主講者，其導讀書籍為 Intention（作者：G. E. M. Anscombe）
，
導讀章節為 section 14-23。
(三) 11 月 20 日（星期五）本系執行科技部「知識與行動」整合型研究計畫案，於下午 13：
30-16：30 在 D0825 會議室舉辦知識與行動工作坊系列活動-哲學經典導讀第三場，該場

次由本系沈享民副教授任主講者，其導讀書籍為 Intention（作者：G. E. M. Anscombe），
導讀章節為 section 24-33。
(四) 11 月 27 日（星期五）本系執行科技部「知識與行動」整合型研究計畫案，於下午 13：
30-16：30 在 D0825 會議室舉辦知識與行動工作坊系列活動-哲學經典導讀第四場，該場
次由本系方萬全客座教授擔任主講者，其導讀書籍為 Intention（作者：G. E. M.
Anscombe），導讀章節為 section 34-44。
五、學術活動（讀書會）
11 月 15 日本系王志輝老師所組之《論靈魂》讀書會，於下午 13：30～15：30 邀請校內
外學者專家馬愷之老師、何畫瑰老師（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謝林德老師（德國人，
開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授）與蘇富芝博士（政治大學哲學博士）等，對亞理斯多
德所著之《論靈魂》一書進行第 47 次的研讀。
六、學報事務
11 月 1 日至 30 日處理《東吳哲學學報》第 33 期審稿意見書等事宜。
七、例行行政業務：
(一) 11 月 2 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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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1 月 11 日下午 15 時 30 分於 B608 參與教務處舉辦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檢核條件
設定說明會。
(三) 11 月 12 日第 6 節協助健康暨諮商中心於 D0308 進行大一身心適應問卷施測，使大一
新生能夠了解自己在這一段時間中，對大學生活的適應狀況。
(四) 11 月 18/日召開第 2 次系教評會議。
(五) 11 月 25 日於國際會議廳參加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說明會。
(六) 11 月 26 日完成本系大學部與碩士班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檢核條件設定。
(七) 11 月 26 日下午 15 時 30 分於國際會議廳參與由本校研究發展處舉辦之「104 學年度東
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
(八) 11 月提醒專兼任教師使用 Moodle 系統上傳教材相關資料。
八、重要業務：
11 月 29 日舉行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考試，本系碩士班甄試面試
開始時間為上午 10：00 分，於本系 D0810 研討室舉行。
九、學生事務：辦理大學部期末退休事宜。
十、系友返校活動：
(一) 11 月 10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系列活動，邀請到蔡承原學長（93 級）演講，演講
主題分別為----破：拒絕已知的叛逆路、立----虛實互換的方法論及創----無到有的實用
主義，由本系莊文瑞老師主持。
(二) 11 月 17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系列活動，邀請到陳伊棠學姊（85 級），主講：心
智的五大定律，定位的五大法則、24 日再以企劃創意發想法為講題，與在學弟妹分享
職場知識。

◎政治系：
一、在國際交流活動方面
(一) 11 月 10 日邀請澳洲天主教大學 Emilian Kavalski 副教授專題演講
(二) 11 月 12 日舉辦美國四校聯合招生說明會，包括喬治城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塔夫茨大學佛萊契學院等四所大學。
(三) 11 月 12 日邀請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政治系 Karl Ho 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政府
與行政系 Stan Wong 助理教授專題演講。
(四) 11 月 14 日邀請美國博爾頓國際商業學校陳破空校長專題演講。
(五) 11 月 16 日邀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傅可暢博士專題演講。
(六) 11 月 16-18 日將與人權學程合辦「2015 年人權國際交流研討會：人權、博物館與公
民文化研討會」，總計計共有國外學者 13、國內學者 18 人擔任主持人、發表人、
評論人。參加會議的國內外學者、專家、學生約有 200 人次。
(七) 11 月 19 日邀請菲律賓馬尼拉大學（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暨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Dr. Anne Candelaria 與本系教師座談，座談主題為雙方未來
可能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學生交換、移地教學等議題。參與教師：陳立剛主任、黃
秀端教授、黃默教授、吳志中副教授、蔡秀涓副教授、王輝煌副教授、湯智貿助理
教授。
(八) 11 月 20 日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松崗教授來訪，討論雙聯學制協議附錄、學
分抵免等問題。參與學系：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中文系、社會學系。
(九) 11 月 23 日英國里茲大學地理學院 Jon Lovett 教授來訪，討論學術交流事宜。
(十) 11 月 24~26 日政治學系與外交社合辦三場「2016 歐洲魅影影展」。
(十一) 11 月 26 日與人權學程合辦，邀請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社會創新研究中心 Marie J.
Bouchard 教授專題演講。
(十二) 12 月 5-6 日本系將與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合辦「2015 台北蘇州城市論壇」
，
主題：「兩岸城市的對話」。目前蘇大預計將有 16 人前來參加研討會，已在辦理申
請手續。對外經費申請補助已開始進行，陳立剛主任 10 月 12 日下午拜訪內政部民
政司已獲允諾三萬元補助；正與桃園市政府與台北市政府接洽中。住宿飯店目前都
已先訂好。另外請秘書室聯繫副校長出席事宜。
(十三)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袁建軍副教授，預計於 2016 年 2 月 20 日-2016 年 8
月 20 日至本系進行交流訪問半年。
(十四) 美國北德州大學 Dr. Bland，預計 2016 年 3 月來訪，目前正進行申請中。
二、在學術活動方面
(一) 專題演講
1. 11 月 03 日邀請台灣易索普市場調查專案經理劉玉婷小姐專題演講，講題：「調查
研究法－理論與實務」。主持人：林瓊珠老師，共有師生 46 人參加。
2. 11 月 05 日邀請前台南縣長蘇煥智先生專題演講，講題：
「地方治理與國家競爭力」
。
主持人：陳立剛主任，共有師生 65 人參加。
3. 11 月 10 日邀請台大醫院急診科劉越萍醫師專題演講，講題：「高齡社會與長照政
策」。主持人：蔡秀涓老師，共有師生 62 人參加。
4. 11 月 10 日邀請澳洲天主教大學 Emilian Kavalski 副教授專題演講，講題：
「Normative Power China: Still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主持人：湯智貿老師，
共有師生 23 人參加。
5. 11 月 11 日邀請新竹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推手魏美莉小姐專題演講，講題：「環境
正義的實現：戰勝環評戰略大公開」。主持人：劉書彬老師課堂，共有師生 72 人
參加。
6. 11 月 12 日邀請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政治系 Karl Ho 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政
府與行政系 Stan Wong 助理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後雨傘革命的香港政治發展
與選舉研究」。主持人：陳立剛主任，共有師生 70 人參加。
7. 11 月 13 日政治學系與外交社合辦，邀請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成員顧玉玲小姐專題演
講，講題：「全球化下的勞工處境：以來台越南移工為例」。共有師生 41 人參加。

8. 11 月 14 日邀請美國博爾頓國際商業學校陳破空校長專題演講，講題：「從南海博
奕到 TPP：亞洲戰略演變-中國的孤立與台灣的出路」。主持人：吳志中老師，共
有師生 73 人參加。
9. 11 月 16 日邀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傅可暢博士專題演講，講題：
「Maurice
Meisner 論毛澤東與中國革命」。主持人：許雅棠老師，共有師生 18 人參加。
10. 11 月 19 日系學生會邀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施正鋒教授專題演講，
講題：「台灣面臨的轉型正義」。學生參與踴躍，共 78 人參與此場演講活動。
11. 11 月 19 日政治學系與外交社合辦，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
理教授陳思仁老師專題演講，講題：「台灣移民社會下的多元歷史記憶：從台灣
「無抗日」之說論起」。共有師生 38 人參加。
12. 11 月 24 日邀請英國里茲大學地理學院 Jon Lovett 教授專題演講，講題：「Fairness
and Nature: When Worlds Collide」。主持人：湯智貿老師，共有師生 23 人參加。
13. 11 月 26 日與人權學程於人社院會議室合辦專題講座，邀請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
校社會創新研究中心 Marie J. Bouchard 教授專題演講，講題：「社會創新和夥伴
關係研究：魁北克社會和合作經濟之經驗」。
14. 11 月 30 日邀請中研院政治所員蔡文軒助理研究專題演講，講題：「集中力量辦
大事：中共領導人的文件批示制度與決策運作」。主持人：許雅棠老師。
(二) 座談會
1. 11 月 19 日邀請菲律賓馬尼拉大學（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政治學系助理教
授暨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Dr. Anne Candelaria 前來，與本系教師座談，座談主題為
雙方未來可能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學生交換、移地教學等議題。參與教師：陳立
剛主任、黃秀端教授、黃默教授、吳志中副教授、蔡秀涓副教授、王輝煌副教授、
湯智貿助理教授。
2. 11 月 20 日外交部與東吳大學共同舉辦【青年力量－改變世界】青年外交論壇，主
持人為外交部公眾會王佩玲執行長，主講人：外交部常務次長史亞平小姐、世界
最棒工作的台灣女孩謝昕璇小姐、台視主播《國際熱線》主持人李宛儒小姐等三
人，參與師生踴躍座無虛席，共 342 人參與此次論壇。
3. 11 月 24 日政治學系與外交社合辦「2016 歐洲魅影影展 I」，於 B405 播放德國的
「柏林之東、圍牆以西」電影，會後並有來賓與師生座談，參與人數共 45 人。
4. 11 月 25 日政治學系與外交社合辦「2016 歐洲魅影影展 II」，於 B408 播放波蘭的
神之手電影，會後並有來賓與師生座談。
5. 11 月 26 日政治學系與外交社合辦「2016 歐洲魅影影展 III」，於 B405 播放英國
的驕傲大聯盟電影，會後並有來賓與師生座談。
6. 11 月 27 日與人權學程於人社院會議室合辦「安居／樂業：居住權不是基本人權？」
座談會，邀請東吳大學哲學系陳瑤華教授與范芯華教授、人權學程陳俊宏主任、
華梵大學哲學系龔維正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張晉芬研究員、陽明大學
公共衛生研究所黃嵩立教授、台灣大學法律系陳妙芬教授等專家學者共同討論「居
住權利」。
(三) 研討會
1. 11 月 16-18 日與人權學程合辦「2015 人權國際交流研討會：人權、博物館與公民
文化」學術研討會，11 月 16 日在景美人權園區擧辦，11 月 17-18 日在本校普仁堂
擧辦，共有國外學者 8 人、國內學者 18 人擔任主持人、發表人、評論人。3 天活
動共吸引 400 多人次參加。
2. 12 月 5-6 日本系將與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合辦「2015 台北蘇州城市論壇」
，
主題：「兩岸城市的對話」。
三、在學生輔導方面

(一) 學系輔導活動
1. 11 月 12 日擧辦全系導師導生聚餐會，本次活動邀請全系導師、導生參加，進行聯
誼與溝通，參與師生人數約 190 人。
(二) 系學生會活動
1. 11 月 19 日系學生會邀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施正鋒教授專題演講，
講題：「台灣面臨的轉型正義」。學生參與踴躍，共 78 人參與此場演講活動。
四、系友聯絡方面
(一) 11 月 13 日於 D1012 舉辦傅正講座第二次籌備會議，由陳立剛主任主持，邀請林月
珠老師以及劉書彬老師提供對傅正講座未來辦理的意見，會中討論舉辦時間、募款
對象、講座人選、辦理形式以及如何收集傅正老師相關資料。
五、在招生與教學方面
(一) 11 月 05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碩博士班招生委員會，出席：陳立剛主
任、劉必榮老師、吳文程老師、王輝煌老師、陳俊宏老師。會中討論本系碩士班加
強招生草案。
(二) 11 月 11 日赴政四 A「政治學方法論」課堂，B407 教室進行 105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
宣傳，出席：陳立剛主任、黃麗香秘書、黃柏鈞會長（研究生學會）。
(三) 11 月 12 日於哲生樓 H303 教室舉辦美國四校聯合招生說明會，主要招收對國際關係、
外交事務有興趣的學生，有喬治城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塔夫
茨大學佛萊契學院等四所大學，參與師生有 43 位。
(四) 11 月 12 日於國際會議廳舉辦 104 學年度實習成果發表會，由陳立剛主任主持並頒
發 7 位優秀實習生獎狀以及其餘 26 位實習同學的實習證書，緊接著由優秀實習生陳
玟潔、蔡歆儀、林聖堯、鄔磊融、賴怡伶、張琦、黃韋銓作經驗分享，介紹實習單
位、實習過程甘苦談以及實習心得。參與師生共 73 人。
(五) 11 月 20 日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松崗教授來訪，討論雙聯學制協議附錄、學
分抵免等問題。
(六) 11 月 23 日舉行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面試作業，地點：傅正老師研討室，共有 10
位考生報名，9 位考生出席面試。
(七) 11 月 27 日吳志中老師受邀至南港高中進行招生宣講。
六、其他行政業務方面
(一) 11 月 02 日系行政會議系務會議時間調整至 12 月 10 日、11 月 4 日教育部訪視事宜、
碩士班招生概況分析、蘇州城市論壇籌備事宜、學士班學生論文發表會、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國會助理人才培育實施辦法。
(二) 11 月 04 日教育部視導，下午 13:00-14:30 會進行抽樣晤談，對象教師、行政人員、
甄試考生。
(三) 11 月 11 日人權研討會工作會議，討論工作分配、流程及注意事項。
(四) 11 月 26 日召開政治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會中討
論 105 學年度謝政諭老師休假審查案、劉書彬老師休假審查案、105 學年度東吳大
學端木愷講座教授推薦案、蔡文軒助理教授辦理教師證書審查案、104 學年度陳立
剛老師教師評鑑初評審查案。

◎社會系：
一、課程相關教學活動：
（一）配合社一 AB「人口、社區與環境」課程授課計畫，授課教師黃朗文副教授於 11
月 4 日帶領修課學生前往故宮進行校外教學參訪活動。
（二）本系於 11 月 9 日，配合社一 B「社會學」課程授課計畫及 104 年度「加強課程與
實務接軌」教學卓越計畫執行內容，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419 教室，

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亦為本系畢業系友吳宗昇先生，以
「只是因為不爽！？從社會學到社會生活的介入」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施富盛
助理教授主持，計有 76 位師生與會出席。
（三）本系於 11 月 12 日，配合社一 A「社會學」課程授課計畫及 104 年度「加強課程
與實務接軌」教學卓越計畫執行內容，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418 教室，
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前台北 228 紀念館副館長、前國史館主任秘書，亦為本
系畢業系友黎中光先生，以「社會學對我的人生與職業的影響」為題發表專題演
講，由本系周怡君副教授主持，計有 75 位師生與會出席。
（四）本系執行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改進計畫，於 11 月 21 日，配合碩專班「貧窮
與社會安全」課程授課計畫，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南台北家扶中心陳美君主
任，以「從濟貧、扶貧、脫貧到遠貧之專業福利服務變遷初探」為題發表專題演
講，由本系兼任教師、文化大學社福系洪明皇副教授主持。
（五）配合社二 AB「台灣流行音樂的數位地圖典藏」課程授課計畫，授課教師石計生教
授於 11 月 24 日帶領修課學生前往大稻埕進行校外教學參訪活動。
（六）本系於 11 月 26 日，配合社一 A「社會學」課程授課計畫及 104 年度「加強課程
與實務接軌」教學卓越計畫執行內容，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418 教室，
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臺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亦為本系畢業系
友張烽益先生，以「勞動的社會學想像」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周怡君副教
授主持。
（七）本系於 11 月 26 日，配合碩士班「中東歐研究導論」課程授課計畫，在本校雙溪
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5 教學研討室，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捷克馬薩里克大
學文學院副院長 Prof. Tomáš Pospíšil，以「"Who the f... Was I Chasing?" Representing
"The Other" in HBO's The Wire (2002-2008)」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張家銘教
授主持。
二、召開會議（含教學會議）：
（一）本系於 11 月 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4 學
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核備本系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系整合型教學精
進補助計畫、討論本系學士班總結性課程「社會研究方法」必修課程對應學系專
業核心能力指標修訂案、修訂本系學士班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作業細則、
討論本系系所必修課程輪開原則、增設全英語科目或中東歐語言科目原則、審議
本系回應「103 學年度畢業生問卷調查重點報告」自我檢視報告內容、碩士班學科
加退選階段額滿選修課程加簽程序與原則、碩士班課群架構、討論本系 104 學年
度校務發展計畫關鍵績效指標修訂案，以及研議本系碩士教學增加「社會實踐」
類型之學習模式等議案。
（二）本系於 11 月 1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區域研究與社會政策」特色課群小組會議，討論本系學士班「社
會學實習」課程提供實習機構事項、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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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新開科目開課方向、103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針對
課程議題所提建議案、本課群碩士班 105 學年度開課方向、103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
班畢業生針對課程議題所提建議案，以及碩士在職專班 105 學年度開課方向等議

案。
（三）本系於 11 月 1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4 中東歐教研中心，召開
中東歐課程討論會議，討論本系開設中東歐語言課程及課程規劃事項。
（四）本系於 11 月 1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十一
月份行政業務報告會議，討論十一月份重要行政工作事項與進度及核定 104 學年
度各項校務發展計畫預算執行方向。
（五）本系於 11 月 2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教評會，審議本系林素雯副教授申請教師休假及本系 104
學年度專任教師劉維公副教授教師評鑑等議案。
（六）本系於 11 月 2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教評會，再議本系 104 學年度專任教師劉維公副教授教
師評鑑案。
三、招生宣傳活動：
（一）本系於 11 月 1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面試進行流程等事宜。
（二）本系於 11 月 2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5 教學研討室，舉辦 105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面試事宜。
四、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本系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關懷作業於 11 月 2 日由教師開始提報學生關懷名單、
11 月 23 日截止提報、11 月 25 日開始發送關懷訊息。
（二）本系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清寒暨急難助學金」申請期限從 11 月 5 日至 11 月 25
日截止。
（三）本系周怡君副教授於 11 月 1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海音咖啡廳，舉辦 104 學年度
社三 B 導生聚會。
（四）本系黃朗文副教授於 11 月 1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 LOVELING 咖啡廳，舉辦 104
學年度大一和大二功能導生聚會。
（五）本系周怡君副教授於 11 月 2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 LOVELING 咖啡廳，舉辦 104
學年度功能導生聚會。
（六）本系種子導師施富盛助理教授於 11 月 26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419
教室舉辦種子導師活動，邀請捷克馬薩里克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Tomáš Pospíšil 教授，
以「我的留學經驗暨捷克摩拉維亞留學/遊學座談會」為題進行引言，由施助理教
授擔任主持及引言人，並邀請捷克馬薩里克大學文學院呂維倫助理教授和本系鄭
得興助理教授擔任與談人。
五、學術活動：
（一）本系於 11 月 1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313 教室，舉辦 104 學年度
第一學期「勉齋社會論壇－進步講座社會學前沿」系列演講活動，邀請日本名古
屋大學語言與文化研究所楊金娣博士候選人，主講「從視聽學角度再考台灣新電
影－以侯孝賢楊德昌電影為中心」，由本系蔡錦昌教授擔任主持。共計 50 名師生
出席。
（二）本系於 11 月 17 日，透過執行 104 年度「加強課程與實務接軌」教學卓越計畫的

機會，在本校雙溪校區哲生樓Ｈ203 教室，舉辦學涯系列專題演講，邀請藝術經紀
人、曾任黃昭輝/王雪峰國會辦公室助理、施明德高雄市長競選總部祕書、本系學
士班 84 級及碩士班 89 級畢業系友之劉光華先生，以「社會學到底有什麼用？」
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張家銘教授擔任主持人，計有 16 位師生與會。
（三）本系「社會政策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於 11 月 1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舉辦本學期第三場教師社群研討會，邀請德國聯邦就業總署附屬大學教授 Yasemin
Körtek 博士蒞臨主講「德國身心障礙者參與勞動市場的復健政策」
，並邀請政治大
學法律系副教授、台灣社會法與社會政策學會孫迺翊理事長擔任引言人，政治大
學法律系林佳和副教授、台北大學社會系張恆豪副教授暨主任，以及本系周怡君
副教授擔任與談人，計有 34 位校內外人士報名參與。
（四）本系於 11 月 2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 104
學年度「教師申請研究計畫經驗分享會」
，邀請本系石計生主任及吳明燁副教授分
享其申請研究計畫之經驗，期本系專任教師能藉由此次實務經驗分享會，踴躍提
出研究計畫之申請並提高通過率。
六、國際學術交流：
（一）本系於 11 月 3 日邀請中國華中師範大學社會科學院江立華副院長蒞系訪問，拜會
本校人文社會學院謝政諭院長及本系石計生主任。
（二）本系石計生主任應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之邀，於 11 月 4 日至 8 日前往該系進行交流
演講（講題：「流行歌社會學：方法、理論與兩岸文化流傳」），商議 105 年 11 月
舉辦兩岸學術研討會事宜外，並參訪北京人民大學、清華大學等校與其教師交流。
（三）本系應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周曉虹院長之邀，於 11 月 14 日至 15 日共同舉辦群學書
院首屆「台灣文化與創意」後 EMBA 深度研修班研習活動，來台成員除由南京大
學商學院朱虹教授、耿强教授、社會學院陸遠副教授帶隊外，亦有大陸各界企業
家一行教授及學員合計 38 位蒞校研習。研習期間除邀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
所夏鑄九教授及本系石計生主任，分別以「臺北的空間」
、
「臺灣民謠與社會變遷」
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外，亦安排參訪錢穆故居及紫藤廬等處進行文化之旅。
（四）本系石計生主任於 11 月 20 日邀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中清教
授蒞校訪問，除拜會本校潘維大校長洽談兩校共同就入學新生家庭背景資料進行
合作研究的可能性外，亦拜會本校人文社會學院謝政諭院長。
（五）本系林素雯副教授於 11 月 20 日至 30 日參加 2015 在美國芝加哥舉辦的 American
Model United Nations，同時參訪芝加哥與西北大學。
七、系友相關活動：本系於 11 月 1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418 教室舉辦「社會
學實踐在職場」系列演講，邀請本系碩專班 99 級畢業系友、時報週刊－採訪中心撰述委
員許怡雯學姐回來與學弟妹進行職場經驗分享，講座主題為：
「我的記者生涯之生存之道」，
由本系施富盛助理教授擔任主持人，計有 61 位學生參與。
八、其他：本系於 11 月 7 日至 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體育館及室外籃球場，舉辦 2015 馬克盃
--東吳邀請賽，由本系碩士班江常瑜研究生負責承辦，計有來自東吳、台大、政大、台
北大、元智等校共計 16 隊男籃、女籃隊伍報名參賽。本系男籃及女籃分別獲得冠、亞軍。

◎社工系：
一、召開會議

(一)11 月 3 日召開系務會議，會中討論 104 學年校務發展計畫關鍵績效指標（KPI）修
訂事宜、105 學年轉系作業要點、「東吳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課程要點（草案）」建
議案、本系 104-105 學年課程委員會委員推舉案。
(二)11 月 10 日召開教評會，會中審議教師休假申請案。
(三)11 月 10 日召開學術發展委員會，主要審議本系教師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申請案，會
中並就實地訪評委員提出之意見討論增進合作研究與合作發表措施。
(四)11 月 17 日召開學生事務委員會，會中主要討論「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勵學助學
金申請表」修訂案。
二、11 月 27 日(週五)上午 9：00-12：30 假本校雙溪校區一般教室以「專題研討」的型式進
行發表，12 組實習生（共 130 人）結合學校所學與實習之實務經驗，對學校教育與機構
實務工作的整合提出分析與評論，並針對其實習內容所引發的議題作更深入的專題研
討。
三、學術活動
(一)11 月 24 日辦理本學期第 2 次社工論壇，由李明政老師擔任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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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主題為社區工作和協會、合作社
經營的經驗，會中並由洪惠芬副教授就方案實習課群代表引言，本系希冀藉此一規
劃就方案實習課群與社會工作專業課程進行對話，以前瞻未來發展。
(二)與台灣心理衛生學會於 11 月 27 日晚上 6:30-10:00 假城中校區 1306 教室共同辦理「心
理衛生另翼社會工作讀書會」，由本系萬心蕊主任擔任主持人。
四、學生事務與學生活動
(一)11 月 10 日協助辦理大一身心適應問卷調查。
(二)11 月 17 日及 12 月 1 日分別辦理工三 A、工三 B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
(三)11 月 16 辦理主任與僑生餐敘，並邀請義務導師廖美蓮老師與會；11 月 19 日辦理主
任與原住民學生餐敘。
(四)本系學生會於 104 年 11 月 7-8 日在文山農場舉辦大一新生「迎新露營」活動，共計
有 15 位大二至大三的學長姐及 41 位大一新生投入活動參與。
五、於 104 年 11 月 17 日舉辦 104 學年美育活動「生活美感：小垃圾的咖啡冒險」，邀請哲
學系學生李蔓希從自身進入咖啡世界的體驗中，分享其探索自我的成長過程。
六、系友活動
(一)11 月 20 日晚上 6:30-9:30 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辦東吳社工老中青第 52 次聚會，
本次談主為本系系友龍玉、陳玟如，主題為｢從黃帝內經到舊金山減害計畫－與用藥
者共在的世界」。
(二)本系網頁｢系友園地」中｢系友你我他」單元，每月固定採訪 2 位系友，其中 1 位為
社工領域的工作者，1 位為非社工領域的工作者。10 月份系友故事，1 位是許雅娟
學姊（87 級/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國際交流協會副理事長）；1 位是楊岳錦學長（85
級/室內設計師）。
七、其他：(1)進行碩士班招生宣導，並於 11 月 28 日辦理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活
動。(2)辦理機構實習差旅費經費核銷。(3)辦理機構實習成績及時數證明催收及彙整。(4)
辦理第 29 期東吳社會工作學報(預計 12 月出刊)排版事宜及第 30 期學報送審事宜。(5)催
收 104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課程學生之機構實習成績及實習時數證明書並彙整。(6)辦理學

生工讀金支用與勞保自付額核銷事宜。(7)105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機構修正/詢問表調查，
並彙整至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8)協助教師辦理研究計畫經費核銷庶務。(9)開放大四
學生查閱機構成績及索取實習時數證明書。(10)更新網頁及辦理圖書薦購。

◎音樂系：
一、系教評會：
(一) 11 月 11 日召開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1)審議本學系 104 學年度教師
休假申請案 1 件；(2)審查本學系 104 學年度教師評鑑受評教師資料 2 件；(3)審議本
學系兼任教師申請由本校辦理教師證書案 1 件；(4)討論本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音樂學組兼任教師聘任公告案後續處理方式。
(二) 11 月 19 日召開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討論本學系 104 學年第 2 學期
緊急聘任學士班必修課程＜音樂分析（一）A 組＞、＜音樂分析（二）A 組＞等 2
科目授課教師案。
二、大師班：
(一) 11 月 11 日邀請本學系 94 級系友鍾子韶以《我的熱情與麵包》為題，分享於國內外
求學與工作之經驗，由曾素玲老師主持，約有 70 位學生參加。鍾子韶學姐在本校學
士班求學期間，雙主修企管學系，畢業時受頒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同年以榜首考
取本校企管系碩士班，碩士班期間獲選赴荷蘭葛洛寧恩大學交換。畢業後進入宏達
國際電子(HTC)工作，其後赴柬埔寨擔任音樂學校校長。
(二) 11 月 18 日邀請金格唱片企劃經理戴廷吉舉辦大師講座，講題為《傳統音樂產業的
行銷思維與多元創意時代的出路》，由曾素玲老師主持，約有 70 位學生參加。
(三) 11 月 19 日邀請德國科隆愛樂交響樂團終身首席田博年（中國籍）舉辦大提琴大師
班，共有 4 位學生接受指導，約有 20 位學生參加。
(四) 11 月 19 日邀請來自敘利亞的裔的美國女高音 Dima Orsho 笛瑪‧歐修與擊樂家 Omar
al Musfi 歐瑪‧莫斯斐舉辦《來自阿拉伯的歌》大師講座，由孫清吉主任主持，約有
30 位師生參加。
(五) 11 月 23 日邀請法國巴黎米堯音樂院的擊樂家 Thierry Miroglio 舉辦敲擊大師班，共
有 3 位學生接受指導，約有 10 位學生參加。
(六) 11 月 25 日邀請匈牙利裔的美國鋼琴演奏家 Tamás Ungár 舉辦鋼琴大師班，由諸大
明老師主持，共有 4 位學生接受指導，約有 70 位師生參加。
三、演出活動：
(一) 11 月 20 日於本校松怡廳舉行「教師募款音樂會」。為了提昇東吳音樂學系的招生
能量，本學系決定藉由「教師募款音樂會」，提供“四年全額獎學金”給最優秀的大
一新鮮人。這個＂勇敢＂的決定，瞬間振奮了不少東吳音樂人的心，很快的一塲音
樂系專兼任教師擔綱演出的募款音樂會，就這樣成形了。音樂學系未曾有這麼多不
同組別的老師一起同台演出過，這應該是第一次！而這第一次的發想是如此的有意
義又有志氣。本場音樂會由彭廣林老師策畫與主持，音樂會節目內容十分豐富與多
元，除了有演奏組包括叢培娣、曾素玲、黃維明、諸大明、蔡佩真、黃貞瑛、周佳
臻、侯柔安老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魏宇梅老師與朱惠如系友(104 級)的聯合演出，
作曲組是東吳音樂系理論創作與演奏詮釋的磐石，學生從技術進化到藝術，作曲組
老師們扮演重要的角色！此次音樂會，嚴福榮與張玉樹兩位作曲組老師，發表他們
的作品，同時當塲現身說法，引領觀眾如何聆聽他們的音樂。本場次音樂會有近 200
位聽眾到場聆賞，募集之獎學金金額逾 30 萬元。
(二) 11 月 20 日本學系小號重奏團（蘇勤硯、許維辰、李易修）與擊樂重奏團（鄭絜文、
吳岳庭、林孜晏、楊明、劉靖文）協助「2015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記者會」開場演
出。

(三) 11 月 21 日本學系銅管重奏團（蘇勤硯、許維辰、李易修、唐子涵、鍾依婷、林欣
俞、馬佳黛、王澤旻、鐘凱傑）協助演出「2015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星光音樂會」
表演。
(四) 11 月 25 日邀請曾獲得多次國際吉他大賽獎項的美籍吉他演奏家彼得‧楊克維奇
（Petar Jankovic）蒞校，於松怡廳與本學系管弦樂團及指揮江靖波老師共同演出。
楊克維奇擁有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吉他演奏碩士學位與吉他藝術家文憑，目前為印第
安那大學吉他客座教授。楊克維奇站在西班牙偉大吉他家塞哥維亞(Andres Segovia)
的延長線上，師承國際著名的吉他演奏家比特迪(Ernesto Bitetti)，演奏風格充滿浪漫
氣息，人們聆聽他的演奏時，總是對他精湛的技巧以及對樂曲獨到的詮釋驚嘆不已!
(五) 11 月 30 日於本校松怡廳舉辦「兩個人的輕音樂」雙鋼琴音樂會，邀請本學系叢培
娣專任副教授及蔡佩真兼任講師聯合擔綱演出，二位老師自 1994 年組成「蔡佩真．
叢培娣鋼琴二重奏」，迄今已是二十年以上的合作夥伴。
四、國際來訪：
11 月 28 日中國蘇州大學音樂學院馬曉婷助理教授（單簧管）和 Clara Novakova 教授（長
笛）來訪，由本學系孫清吉主任、管樂組召集人曾素玲副教授（單簧管）和黃貞瑛兼任
助理教授（長笛）接待。

◎師資培育中心：
一、教學與課程：
(一) 導師會議：11 月 18 日召開導師會議，會中針對師資生近況進行討論，並針對各班
學習成效不佳之師資生進行追蹤輔導，以確實執行學習預警制度。
(二) 教師專業社群會議：11 月 18 日進行中心教師專業社群集會，本次教學經驗分享為
賴光真老師，研究經驗分享為古正欣老師及巫淑華老師。
(三) 中心專任教師會議：104 年 11 月 18 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會中修訂本中心教
師評鑑辦法與評分審查表、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教師評審辦法，並針對「教
育實習學校與實習輔導老師實習輔導建議事項」及實地學習相關見習時數與課程配
搭進行討論。
二、實習見習業務：
(一) 實習生返校座談： 11 月 6 日，舉辦 104 學年度實習學生第 3 次返校座談，計有 49
位實習生參加。上午邀請臺大陳伊琳老師講演：教師甄選準備概要-教育哲學，下午
邀請蘭陽女中蔡玫玲老師講演：圓一個夢-教甄經驗分訪。
(二) 11 月 4 日至 11 日針對 102-104 學年師資生辦理實地學習 54 小時課程與意見調查與
統計事宜，獲得 65 份有效問卷，相關意見彙整提交 11 月 18 日專任教師會議討論。
(三) 辦理 105 學年教育實習申請事宜：
1.105 學年共計 31 所中等學校提供國文、英文、數學、音樂、輔導、歷史、公民、
日文等八個科目上學期 176 個、下學期 81 個實習名額給予本師資生，並於 11 月
16 日透過電子郵件、臉書與公布於布告欄等方式正式公告。
2.11 月 25 日中午 12 點 10 分於 D0501 教室，舉辦實習 105 學年實習分發說明會，
外共計 46 位由中心分發實習學校之師資生參與，並邀請中心專任教師與會致詞勉
勵，並協助協調分發實習學校事宜，預計 12 月上旬將參與 105 學年實習師資生名
單函告通知各中等學校。。
三、演講、參訪與潛在課程：
(一) 11 月 19 日國文科教材教法邀請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劉作英教師前來演講。
(二) 11 月 20 日 12 點 20 分至下午 3 點 30 分辦理 104 學年第一學期聯合導生會，共 56
人參加，邀請南投縣立國姓國中李沛鴻教師前來演講，講題是：「新手教師，活化
教學」。
(三) 11 月 24 日教師專業發展邀請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林吟聯教師演講，講題是「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經驗分享」。
(四) 11 月 25 日數學科教材教法邀請臺北市立中山女子中學陳啟文老師前來演講；輔導
科教材教法邀請邀請大直高中吳姿吟主任前來演講。
(五) 11 月 9 日歷史公民科教材教法師生參訪內湖高中。
(六) 11 月 12 日國文科教材教法師生參訪大直高中。
(七) 11 月 19 日教學媒體與操作課程師生參訪仁愛國中。
四、榮譽事蹟：
於 104 學年第一學期聯合導生會頒發「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版書比賽獎狀」以及「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語文測驗競賽獎狀」。版書比賽獲獎同學有：蔡宜芳、呂惠珊、陳亞
昕、黃國維、林琬晴等 5 位同學；國語文測驗競賽獲獎同學有：魏郁心、張瑋亭、陳亞
昕、王音茵、王宇安、吳宜倫、林依潁、林芊孜、熊珮豪等 9 位同學。
◎人權學程：
一、行政事務
(一) 105 學年度碩士班推甄申請招生：共 6 人完成報名手續，於 11 月 28 日舉行入學口試。
(二) 學生實習：11 月 13 日召開實習委員會，討論學生歐名凱寒假實習申請、
「東吳大學
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草案，並舉行實習面談。
(三) 完成報告：完成教學卓越計畫期中報告、103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自評表等報告。
(四) 跨領域學程評鑑：籌備與彙整跨領域學程評鑑資料，並於 11 月 13 日送教務處。
(五) 課務：配合註冊課務組確認 104-2 課表、調整 104-2 雷敦龢老師「人權思想專題研
究」課堂時間與地點為五 234（D1012）。
(六) 活動籌備：
「人權國際交流研討會：人權、博物館與公民文化」行政工作：辦理採購、
活動宣傳、核銷等事宜，並於 11 月 11 日辦理「人權國際交流研討會：人權、博物
館與公民文化」第二次工作人員訓練工作坊。
(七) 參加說明會：包含網路選課檢核條件說明會、校務發展計劃提報說明會、教師執行
研究計劃說明會等。
二、學生事務
(一) 碩四學生黃曼婷論文計畫書口試（104.11.9）
(二) 規劃與邀集學生籌備「人權通訊」第 31 期（預計 12 月出刊）、「人權週」、「人權電
影院」等系列活動。
(三) 11 月 24 日舉辦專題討論，由碩四李盈萱同學主講「社運組織的內部民主」。
三、國際交流與活動
(一) 11 月 16 日至 18 日辦理「人權國際交流研討會：人權、博物館與公民文化」
，邀請國
外 12 位講者與會（1 位影像發表），國內學者 18 位（擔任主持人與講者），204 人
報名參加。
(二) 11 月 26 日下午 1：30-3：20，舉辦「社會創新和夥伴關係研究：來自魁北克的社會
和團結經驗」專題演講，由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社會創新研究中心 Prof. Marie
Bouchard 主講，共 20 人參加。
(三) 11 月 27 日中午 12:20-14:30，舉辦「安居／樂業：居住權不是基本人權？」座談會，
邀請陳俊宏主任、東吳哲學系陳瑤華老師、范芯華老師、華梵大學哲學系龔維正老
師、中研院社會所張晉芬老師、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黃嵩立老師、台大法律系
陳妙芬老師等與談。

外國語文學院
十二月
院長室
一、11 月 04 日、18 日林茂松院長與本院語言教學中心專任教師座談有關提升學生共同英文
能力相關措施，以回應校長指示檢討事宜及各學系系所評鑑意見。
二、11 月 25 日召開本院 2016 年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術研討會審稿會議，通過 16 篇論
文發表及邀請專題演講講者。
三、11 月 26 日捷克馬薩里克大學文學院副院長來訪，本院林茂松院長與英文系曾泰元主任
出席座談與午宴。
四、11 月 26 日廣州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程倩副院長及教學科研管理辦公室主任陳林副教授
前來參訪，本院林茂松院長暨院內全體主管、兩岸事務中心魏嘉慧主任均出席歡迎會，
會後安排英文系、日文系及語言教學中心特色教學空間參觀與簡報。
五、為增進學生對旅遊專業之了解，並透過證照考試增強就業競爭力，本院自 100 年起舉辦
「中英語導遊領隊證照輔導課程」，至今已舉辦五屆。本屆課程於 104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25 日期間進行，計邀請九位業界講師進行產業介紹與實務分享，最終符合受訓時
數規定之學員共有 26 位。
六、高中招生宣傳---外語學群：
(一) 11 月 13 日西松高中二年級 43 位學生來院參訪，安排體驗課程。
(二) 11 月 18 日日文系蘇克保主任前往基隆暖暖高中進行招生宣傳。
(三) 11 月 18 日德文系廖揆祥主任前往北市華江高中招生宣傳。
(四) 11 月 19 日英文系歐冠宇老師前往新店康橋雙語學校高中部招生宣傳。
(五) 11 月 20 日中正高中英語資優班 19 位學生來院進行體驗課程。
(六) 11 月 20 日英文系戚建華老師前往新竹曙光女中招生宣傳。
七、重要行政業務：
（一） 協商與日本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簽訂實習協定事宜。
（二） 教務處檢定標準異動簽呈會辦本院，調查各大學英文能力畢業標準。
（三） 103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與自評，推薦管考小組委員。
（四） 秘書教育訓練與講習：11/9-11 急救人員訓練、11/25 校務發展計畫提報說明會。
（五） 整理 104 學年度新生第一哩英文能力測驗成績與學生入學管道、大一英文能力分班
結果比對。
（六） 協調學系推薦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之「弱勢學
生教學助理」事宜。
（七） 104 學年度校內教職員桌球賽組隊報名事宜。

英文系
一、11 月 2-23 日協助教師期中關懷作業，學士班共 217 位學生、進修學士班共 105 位學生接
受期中關懷。
二、11 月 2-13 日 104 辦理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考試事宜。
三、11 月 4 日召開系教評會討論補聘教師相關事宜、審核 104 學年度教師申請休假案。
四、11 月 10 日參加「2015 溪城講堂」檢討會議。
五、11 月 11 日 辦理「104 學年英文系翻譯系列講座第一場」：翻譯的美麗與哀愁---筆譯職
涯甘苦談 。講者為本系歐冠宇老師，共約 120 學生參加。

六、11 月 11 日辦理英國牛津大學暑期研習團第一次說明會，與會人員有：Caroline Rise、
Andrew Hemingway, 英文系曾泰元主任、謝瑤玲老師、葉卓爾老師、孫克強老師、國際
處黃心怡助理，及約 30 位學生。
七、11 月 12 日辦理上海復旦大學演講比賽訓練會議，出席人員有曾泰元主任、帶隊師長(龔
營老師)、訓練老師(艾倫達老師)與參賽學生共 3 位。
八、11 月 13 日協助西松高中參訪事宜。
九、11 月 13、18、19 日（1）協助一年級新生身心適應普測（心理諮商中心主辦）
，
（2）
公
布新生第一哩多益測驗成績及輔導與獎勵方式。
十、11 月 19-23 日系主任應邀至重慶大學參訪並宣導本校系。
十一、
11 月 20 日協助中正高中來校一日體驗營活動。
十二、
11 月 20-22 日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協助，內容：國際選手接待組與英文典禮組協助，
英文系學生參與人數：接待組 16 位志工、典禮組 6 位志工。
十三、
11 月 25 日 辦理英文學系學術演講系列，講者:捷克馬薩里克大學 Jan Chovanec
教授，講題為 Media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Digital World: Liveness and Co-Participation
十四、
11 月 26 日大陸暨南大學外語學院代表來訪。
十五、 11 月 2、9、16、30 日分別召開系辦行政會議。
十六、
承辦外語學院「2015 中英語導遊領隊證照輔導課程」，課程從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25 日，計 26 名學員符合領取結業證書資格。
十七、
11 月 18 日舉辦火種講堂系友職涯講座，講者鄭凱駿（91 級）、胡家榮（92 級），
出席學生人數達 93 人。
十八、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業務：11 月 25 日面試、成績總表並於當日送出。
十九、
11 月 24 日-12 月 1 日辦理學系學業關懷作業，內容：通知學業關懷學分達 1/2
以上不及格者。
二十、
重要行政事務
（一）配合評鑑組進行學系 104 校發計畫 KPI 調整作業。
（二）交外評意見回應。
（三）配合評鑑組進行學系 103 校發計畫管考作業。
（四）辦理補聘教師作業（開系教評會、公告徵才作業）。
（五）與聯合報教育事業部商討英語教學合作事宜與宣傳 12 月 9 日說明會。
（六）受理交換學生申請。
（七）與山水旅行社接洽安排英文系學生擔任日本神奈川県立大和西高校學生的一日
小導遊，共 42 位學生報名。

日文系
一、11 月 9 日彭思遠老師支援赴桃園陽明高中招生宣講活動。
二、11 月 9 日舉辦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精進方案「日文系課程實務實踐計畫」演講活動，
邀請今周刊叢書部編輯陳子逸學姐蒞臨演講，講題為「編輯現場還原！從企畫、選書、
採訪，到編譯，所有貼近「書」的甜蜜時刻」。
三、11 月 12 日召開碩博士班委員會，審查濱木綿獎學金申請案及討論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
核複審事宜。
四、辦理短期交流活動：
（一） 11 月 12 日白鵬女子高校小導遊交流活動。
（二） 11 月 22 日及 28 日大阪大學林初梅教授率 17 名學生來訪，與本系學生交流。
五、11 月 13 日及 12 月 4 日吳美嬅老師協助規劃辦理西松高中英語資優班課程體驗。

六、11 月 16 日及 23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議教師申請休假案及辦理教師評鑑初評。
七、11 月 17 日召開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查東吳大學鄭壹芬老師勵學獎學金及東吳大學日本
語文學系學生關懷專案助學金申請案。
八、11 月 20 日吳美嬅老師協助辦理中正高中日本文化課程體驗活動。
九、11 月 18 日蘇克保主任支援赴基隆暖暖高中招生宣講活動。
十、11 月 18 日本系協助接待由教育部委託救國團舉辦之「104 日本東亞研究碩博士台灣研習
團」
，由大阪大學人間科學研究科大谷順子教授率 9 位日本碩博士生來校與本系碩博士生
交流。當日先由本系賴錦雀老師介紹台灣日語教育史，接著由日本 4 位學生發表論文。
十一、
11 月 19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暨碩博士班聯席會議，討論課程外審事宜。
十二、
11 月 21 日舉辦永平高中日本文化一日體驗營。
十三、
本系 11 月 28 日與台灣日語教育學會合辦「2015 年度日語國際學術研討會」
，共邀
請 5 位特別演講者、3 位邀請發表者、15 篇論文及 6 篇壁報發表，約有 170 名學者及學
生參加。
十四、
重要行政事務：
（一） 辦理學業關懷作業。
（二） 辦理課程外審相關事宜。
（三） 籌辦教學精進方案「日文系課程實務實踐計畫」演講活動。
（四） 辦理 12 月 17~22 日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學生教育實習相關事務。

德文系
一、11 月 4 日舉辦本學期教師研究分享，由廖揆祥老師及陳姿君老師主講，講題分別為「徘
徊在右派民粹主義與右派極端主義之間的「德國替代選擇黨」（AfD〉」及「語料庫方法
在文化研究的運用」
二、11 月 16~19 日德國科隆大學教授 Prof. Dr. Volker Klöpsch 來台進行短期講學，Klöpsch 教
授為中國文學及漢德翻譯專家，曾翻譯過「孫子兵法」、「唐詩三百首」。
三、「德國生活文化講座」：
（一） 11 月 18 日「德國飲食文化─以葡萄酒為例」（羅燦慶，輔大德文系）。
（二） 11 月 25 日「透過足球看歐洲─運動與我的德國學習生涯分享」（姚紹基，政大
歐語系）。
四、「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基礎德語教材分析與評估」：
（一） 11 月 1 日第 2 次例會：成員至台北歌德學院參與德語教材「Menschen」解析工作
坊
（二） 11 月 17 日第 3 次例會：邀請文化大學德文系陳瑛慧老師及歌德學院蔡嘉穎老師
分享教學經驗。
五、11 月 24 日碩士班小組會議：決定研究生工讀助理時數分配、研究生論文獎助金。
六、11 月 18 日職涯講座「新鮮人職場應備條件」（龍星企業葉守峰總經理）。
七、11 月 20 日專題演講「Kanonbildung durch Ü bersetzung. Notizen der japanischen Rezeption
deutschen Gegenwartsliteratur.透過翻譯認識經典-- 當代德國文學日譯隨筆」日本早稻田大
學 Prof. Dr. Hiroshi Yamamoto。
八、校外參訪：
（一） 11 月 11 日張國達老師帶領學生至「基隆關稅局」及「陽明海洋館」參訪，讓學
生實地了解貨物通關及海運作業。
（二） 11 月 25 日張國達老師帶領 4 年級學生參訪龍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讓學生了解
貿易公司品管、業務及行銷實際運作。

九、「學生研讀小組：單身貴族不孤單」
：由德三學生謝佳珉同學主持，探討台德人口老化問
題。
十、10~12 月「與德籍生有約」：來自德國明斯特大學的 Johan Stöter 與系上學生進行交流，
增加學生德語練習機會及有助於跨文化溝通，11 月進行 2 次活動。
十一、
11 月 20 日結合心諮中心「一年級身心適應調查」
十二、
11 月 21 日北區系友會（新埔鶯歌--秋之旅）
十三、
11 月 21 日辦理「永平高中學生德國文化體驗營」：45 名學生至本校進行德語學習
及德國文化活動。
十四、
支援高中招生宣傳活動：
（一） 11 月 13 日西松高中學生課程體驗。
（二） 11 月 18 日廖揆祥主任至華江高中進行宣傳。
（三） 11 月 20 日中正高中學生課程體驗。
十五、
重要行政事務：
（一） 11 月 27 日碩士班甄試面試。
（二） 協助導師進行班級輔導活動。
（三） 敦請教師進行教材上網。
（四） 進行學業關懷。
（五） 新聘助教面試。

語言教學中心
一、本學期實用英語學程評鑑，11 月 13 日前繳交書面資料。
二、本學期雙溪校區 3 間語言教室加裝紅外線無線麥克風。
三、11 月 20 日下午 1:20 至 3:00 中正高中師長 3 位率 19 名資優班學生至本中心體驗趙佳音
老師設計之「英聽補帖」課程，以及體驗外語自學室資源，進行英語口說闖關活動；11
月 26 日下午廣州暨南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2 位師長至本中心瞭解共同課程「英文（一）」、
「英文（二）」和實用英語學程並參觀外語自學室。
四、11 月 2 日下午召開課程改進計畫會議；11 月 4 日邀請林茂松院長與本中心專任教師座談
會；11 月 5 日參加 104 學年第 2 學期選課註冊協調會；11 月 18 日上午召開教學委員會；
11 月 26 日中午 12:10 至 12:50 召開教評會第 2 次會議。
五、11 月 25 日上午派員參加研究發展處舉辦之「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11
月 26 日下午派員參加「104 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
六、辦理課務工作：
（一）依校訂學業關懷改採分流作業，提醒本中心專兼任教師於 11 月 15 日前完成。
（二）製作「英文（一）」高、中、初級班期末考閱讀共同考題。
（三）11 月 25 日進行「英文（二）」期末考錄音。
（四）修訂 104 學年第 2 學期選課註冊作業手冊本中心共同科目之選課注意事項。
（五）處理「實用英語學程」學生放棄修讀資格。
七、辦理外語自學活動：
（一）104 年 10 月份外語自學室兩校區開放 231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2,210，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356，合計 2,566 人次。10 月線上軟體使用
人次如下：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
：18,488、
《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
2,951、《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力測驗評量》：2,612。
（二）雙溪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英、日語學習訊息貼文 9 篇，總瀏覽次數：
25,655。

（三）外語自學室教材處理情形統計（統計期間 104/10/1-10/31）
：處理二校區薦（訂）購
資料 110 筆；點收二校區到貨資料 58 筆；雙溪教材編目上架 38 筆。
（四）11 月 16、23、30 日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多益閱讀學習團（前 3 次課
程）
；11 月 18、25 日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79): TOEIC 必勝—如何準備
多益經驗分享會、雙溪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214): 11 月多益模擬試題試做會。
（五）11 月 18 和 27 日城中外語自學室舉辦「TOEIC 多益模擬測驗」
，考後將成績寄到參
加者之個人信箱。
（六）舉行第 27 期外語自學小組長期中經驗交流座談共 8 場：11 月 18 和 20 日城中校區
4 場；11 月 25 和 27 日雙溪校區 4 場。
（七）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提供英、日語諮詢服務。
（八）編目上架新到英、日語雜誌、托福紙筆測驗教材並更新網頁目錄。
（九）製作更新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公佈欄互動英語專欄。
八、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一） 完成編排「大一英文能力分班檢測」閱讀及聽力測驗 A 版試卷。
（二） 製作「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第 1 期課程全勤名單後發送學習證明。
（三） 外語自學手札第 26 期完成編輯。
（四） 發送本校各學系及大一導師 104 學年「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合計 116 本。
（五） 加強「外語學習護照」活動宣傳，並於 11 月 27 日受理獎勵申請截止，共 20 名
學生獲獎。
（六） 上傳空中英語教室和大家說英語 VOD、彭蒙惠英語 AOD 檔案。

理學院
十二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11 月 16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 2 次院行政會議，邀請學院「推動課程在造與永續發展計畫」
執行人微生物學系李重義老師做專案報告，主題：「專利工作實務經驗專家訪談」，旨在
與各學系交換意見，以作為後續規劃專利學程之參考。
二、派員參加環安衛等相關業務校外會議及教育訓練。
（一）11 月 26 日參與環保署舉辦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補助研究與模場試驗成
果發表會」。
（二）11 月 27 日，參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舉辦之「作業環境監測網路登錄系統說明
及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技術等」宣導會。
【數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會議
（一） 11 月 10 日召開數學系教評會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審議本系林惠婷
副教授申請休假案
（二） 11 月 24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商討學業關懷名單後續
輔導事宜，並於學業關懷系統完成學系關懷名單發送。
二、 演講
（一） 【金融模型導論】業師課程講座系列
11 月 16 日，邀請蔡瑞桐協理(永豐期貨業務協理、期貨專業人才聯誼會主任委員
及榮譽會長、中華金融操盤手協會理事、中華金融人員暨投資人協會理事、中華
兩岸企業經營暨投資協會理事)，講題｢交易鍊金術」。
（二） 11 月 11 日，邀請許懷中博士(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演講，
講題為｢娛樂產業中的資料科學家－談資料科學在線上遊戲與職業運動中的應
用」。
（三） 11 月 17 日，邀請王嘉宏助理教授(福建工程學院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演講，講
題為｢應用隨機過程分析海關通關安全檢查的優化問題」。
三、 系務
（一） 辦理「期貨商業務員證照輔導課程」，於 11 月 4 日至 12 月 2 日每周四下午邀請
統一期貨交易分析師李宗霖先生授課，並協助參與學員報考證照。。
（二） 11 月 16~25 日，辦理｢105 學年度數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招生考試｣，並於
11 月 25 日舉行面試。
（三） 11 月 18 日，舉辦「數學系 104 學年度系友升學座談會」
，邀請正在攻讀碩士學位
的學長姐們，分享考前的準備工作及念碩士班的甘苦談
（四） 11 月 18 日，吳牧恩老師配合招生組至基隆暖暖高中進行招生活動。
（五） 11 月 25 日，舉辦「Maple TA 微積分競賽工作坊」。
【物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學術活動
(一)11 月 25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博士後研究員陳樫旭博士演講，講題：
「探索微中子
和黑暗物質」。
(二) 11 月 4 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例會，任慶運副教授報告：「現代人應
該知道的古代曆法」。
(三)11 月 4 日，陳秋民副教授應邀至國立中正大學物理系演講，講題：「生活中的危機與物
理」。
(四)11月18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例會，黃雍熙副教授報告：
「Reexamination
on the problem of finite square well in quantum mechanics」。
(五)11月28日，與高中物理學科中心辦理第四屆物理數位化教學─自然領域數位化科學實驗
演示教學研習，預計高中教師120餘人參與。研習以「STEM」為主題，STEM代表科學
(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STEM教育就是科
學，技術，工程，數學的教育。邀請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學習中心主任古建國以及學系陳
秋民老師專題演講示範，並安排有6個「STEM跨領域學習平行工作坊」以及「綜合討論」，
藉以提昇教師教學能量。
二、行政業務
(一)會議
1、11月18日，召開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學系課程外審規劃書，
以及未來課程規劃方向等相關事宜。
2、11 月 24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獎勵委員會，甄選系友獎學金得獎
名單，並訂定本學系系友助學金獎勵辦法。
3、11 月 24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學
系教學目標、能力指標、課程外審規劃書等內容以及實驗室安全規範事宜。
4、11 月 10 日，召開「四屆數位化科學實驗研討會-自然領域數位化科學實驗演示教學」
會議，確認實驗所需之器材、工作坊場地以及工作分配及相關事務。
(二)輔導
1、11月11日，辦理大一學生參訪活動，由林其隆、齊祖康老師帶隊，前往天文館參訪，
由吳志剛學長引導解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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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月11、18日，辦理由「教學研發中心」規劃「3D列印體驗」第一梯次活動，共計6
小時活動。邀請皇芯全球國際公司李皇德總經理擔任講師，介紹3D列印機的原理、應
用以及未來市場分析與趨勢。第二、三梯次，將進行實作練習，協助學系訓練學生成
為種子導師，日後於培訓課程中可協助相關活動之進行。
3、11月13日，辦理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活動，以了解新生需求，以作為輔導依據。
4、11月18日，辦理大三同學「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活動，以為同學規劃職涯之參
考。
5、辦理104學年度系友獎學金，呂坤全系友獎學金由物理四蕭佳晏同學獲得，游輝文系
友獎學金由物理三陳亮亦同學、物理二許孟昌、張予謙同學獲得，各得5000元獎學金。
6、11月30日，辦理103學年度第2學期優秀學生頒獎典禮，共有胡馨予、蕭佳晏、林于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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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
1、梅長生助理教授獲「熱心導師」獎勵。
2、「教學研發中心」規劃於 12 月份辦理「機器人科學營」於假日辦理。3D 列印進階學
習體驗第二、三次活動。
3、校務計畫管考、語音檢核條件設定、學業關懷作業、學系課程外審、105 校務發展計
劃等相關工作執行。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1 月 12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初審呂世伊老師申請 105 學年
度休假案。
(二)、11 月 20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申請學生書面資料審查會議。
二、學術交流：
11 月 24 日傅明仁教授赴集思臺大會議中心參加臺灣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第八屆第一次會
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三、招生：
11 月 24 日辦理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面試，本屆公告錄取名額 7 名，共 10 位學生參加面
試。
四、學生學習及職涯輔導：
(一)、11 月 23 日由生涯發展中心協助辦理「職涯發展性向能力測驗與分析」活動，協助同
學規劃未來職涯發展。
(二)、自 11 月 2 日起，依序由任課教師與導師在電子化校園 e 關懷輔導系統，關懷學生學
習進度、學習與修業狀況，提供回饋與適當的輔導。另，預計於 12 月初以掛號郵件
通知學生家長共同關懷學生。
五、行政業務：
(一)、11 月 4 日教育部統合視導，配合「項目六-校園環境管理」訪視，學系備妥實驗室安
全相關陳列資料並由專任助教現場說明實驗室安全管理。
(二)、11 月 5 日配合科技部 104 年度私立學校補助經費科研採購就地查核，辦理研究計畫
設備查核作業。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一） 11 月 3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一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 105 學年度教師休假案、
兼任教師新聘案及改聘案。
（二） 11 月 17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二次系課程委員會，討論各學制課程外審資料。
（三） 11 月 24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討論後決議事項如下：
1. 修訂學系教育目標。
2. 修訂學系核心能力。
3. 各學制課程外審資料。

4. 成立學系招生小組。
5. 成立系務資詢小組。
6. 成立學系專業社團。
二、教學：
（一） 11 月 5 日舉辦碩士班論文宣讀，本學期預計 1 位碩士班研究生參加學位考試。
（二） 配合執行教育部 104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理學院加強課程與實務接軌、
改善教學結構之精進計畫」，本學期於 11 月 10 日舉辦第二場演講，講員為虎尾科
技大學生物技術系林家驊助理教授，講題為「奈米材料之安全評估」。
三、研究：
（一） 劉珮珊老師獲科技部補助產學計畫，計畫名稱為「開發猴頭菇菌絲體萃取純化物
新 功 能 - 經 抑 制 P2R 受 器 解 神 經 病 變 型 疼 痛 (1/2) 」 ， 執 行 期 間 為
2015/11/01~2016/10/31，總核定金額 1,000,000 元 。
（二） 11 月 6 日-8 日趙維良老師應邀在台灣微生物生態學學會東海大學舉辦之 2015 海
峽兩岸環境微生物學研討會舉辦演講，講題為「台灣紫色非硫菌的多樣性研究
(Diversity of photosynthetic purple nonsulfur bacteria in Taiwan) 」。
（三） 11 月 6 日-8 日張碧芬老師及楊鉅文老師參加台灣微生物生態學學會在東海大學舉
辦之 2015 海峽兩岸環境微生物學研討會，會中發表論文，題目為「Biodegradation
of tetrabromobisphenol-A in sludge-amended soil」，經評選為本研討會「2015 海峽
兩岸環境微生物學研討會」壁報展示競賽佳作。
（四） 11 月 13 日-14 日張怡塘老師率領博士班學生魏大鈞，大學部學生陳慧真、王蘆育、
陳建廷參加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在中原大學舉辦，2015 環境工程年會及各專業
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論文，題目為「生物降解微囊藻毒之微生物族群分析及功
能性基因表現」，經評選為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優秀論文獎。
（五） 宋宏紅教授於 11 月 25 日參加由科技部舉辦之「農業生技成果產學謀合會」，除
發表成果外，也與五家廠商進行會談。
四、學生輔導：
（一） 11 月 17 日舉辦微四導生會議，並進行下學期總結性課程-專題討論課程分組預
選作業。
（二） 11 月 19 日舉辦導師班級輔導活動，主持人為曾惠中教授。
（三） 11 月 24 日舉辦微一導生會議，並由健康暨諮商中心協助進行「大一身心適應
問卷」施測。
五、招生：
11 月 26 日舉辦 104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報名人數為 6 人。
六、實驗室安全：
11 月 4 日配合學校完成教育部統合視導-104 年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訪視，
項目 6：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實驗室環境衛生安全管理。
【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04 年 11 月 3 日（二）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修訂教育目標及

基本能力指標。
（二）104 年 11 月 3 日（二）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評鑑結果
後續作業相關事宜。
二、學術：
（一）104 年 11 月 11 日（三）於 B0408 教室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講題為「性／別、
暴力與社會正義」
，由張建妤老師主持，講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廖美
蓮，參與人數共 29 人。
（二）104 年 11 月 25 日（三）於 G101 會議室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近年人力資源管
理的發展」，由王叢桂老師主持，講者為林朱燕老師，參與人數共 31 人。
三、輔導：
（一）104 年 11 月 10 日(二)於 B013 研討室舉辦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商實習發表會，
由王叢桂教授與汪曼穎教授主辦，會中安排今年暑期至企業實習的 11 位同學分享
實習相關經驗，並邀請三位業界督導參與講評，與會師生 34 名。
（二）104 年 11 月 10 日（二）於 J203 教室舉辦大三導生會，由劉惠琴老師主持，帶領
大三學生討論大學生活規劃凝聚班級氣氛，參與同學共 25 人。
（三）碩士班臨床組由張本聖老師規劃分年級舉辦導生會，日期分別為 11 月 4 日、11 月
11 日及 11 月 17 日，依據各年級需求規劃不同分享及討論主題。
（四）104 年 11 月 17 日舉辦研究生餐敘，共 26 位研究生參加，其中包含 1 位畢業系友
及 1 位自費研修生，透過餐敘聯繫情感並交流學習心得。
（五）104 年 11 月 28 日(六)至 29 日(日)於東吳大學舉辦「北區大專院校心理相關科系籃
球競賽」，共 24 組隊伍參賽，本系女籃隊榮獲亞軍。
四、教師專業成長：
（一）104 年 11 月 18 日（二）於 B013 研討室及電腦教室舉辦教師專業社群講座，講題
為「R 軟體入門」，由徐儷瑜主任主持，主講者為陳景祥老師（淡江大學統計學系
副教授/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統計博士教授)。
（二）104 年 11 月 20 日（五）於 G101 會議室舉辦教師專業社群講座，講題為「以正念
減壓方式改善疾病與促進健康」
，由曾幼涵老師主持，主講者為石世明心理師(和信
治癌中心醫院)。
五、招生：104 年 11 月 29 日完成碩士班甄試面試，共計 44 名考生應試（甲組 25 名、乙組
19 名）。
【鑑識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11 月 17 日，鑑識科學學程課程「物證鑑定方法」兼任教師，警察大學陳用佛副教授，邀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紙張樣品陳列室木材纖維組徐健國先生蒞校課堂講座：「紙張
纖維觀察、判定及紙品介紹」。

商學院
十二月
商學院
一、 11 月 12 日富蘭克林證券投顧公司黃書明總經理(華美投信)、黃琡珺執行副總經理、羅
尤美副總經理及屈亞欣副總經理至本院參訪，並與各系主任座談暨洽談相關合作事宜。
二、 本院詹乾隆院長於 11 月 27 日-12 月 3 日帶領商學院國際商管學程「海外企業專題 II」
課程學生赴日本進行企業專題研究、企業參訪與課程研習，並與日本大阪大學及同志社
大學學生進行交流。
三、 辦理院長遴選作業相關事宜。
四、 辦理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升等審查作業。
五、 辦理本院暨各學系 103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自評暨管考作業。
六、 配合提報 103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委員。
七、 配合新北市都市發展協會辦理「2016 新莊區關懷與分享園遊會」工讀生招募事宜。
八、 11 月 18 日配合參加「未來教室與虛擬攝影棚」成果發表會。
九、 配合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簡稱「起飛計畫」)，商學院可申請
名額為 17 名。
十、 辦理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助理複審事宜。
十一、
辦理信可物流公司徵才說明會事宜。
十二、
持續辦理 104 年度教學卓越「商學院推動課程創新與實務接軌計畫」。
十三、
籌辦 105 年 1 月 6 日於台北花園大酒店舉辦之「東吳大學商學院 104 學年度歲末餐
敘」相關事宜。
十四、
有關院級雙聯學制及交換事宜：
(一) 經濟系碩士班蔡佩吟同學於 11 月份取得完成 Thunderbird 修業並取得學位。
(二) 辦理 105 學年度院級交換甄選，預計 12 月中完成書審與面試。
(三) 11 月 10 日參加 QS Top MBA Tour，瞭解 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
最新入學申請標準。
(四) 11 月 14 日參加 Thunderbird Taipei Chapter 2015 Annual Gathering 活動。
(五) 11 月 30 日匈牙利布達佩斯商學院 Dr. Janos 與 Dr. Judit 來訪，討論該校畢業條件
細則。
跨領域學程
一、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 104 學年度評鑑事宜。
二、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選課檢核條件設定。
三、籌辦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之活動及演講事宜。
國際商管學程
一、辦理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
二、辦理 104 學年度課程外審。
三、撰寫校務會議重要報告、103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成果。
四、辦理 Penn State University- Great Valley 的 Dr. Daniel C. Indro 來台工作證。
五、11 月 27 日-12 月 3 日詹乾隆教務長配合「海外企業專題 II」課程規劃，帶領 12 名學生
赴日進行交流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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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合更新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基金會(Study in Taiwan) 填報全英語授課之商管課程相關資
料。
EMBA 班
一、 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系列演講：
(一) 11 月 1 日上午邀請宜蘭餅/蘭陽博物館策展人林聖凱顧問前來演講，地點：東吳大學
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二) 11 月 15 日上午邀請音樂系彭廣林教授前來演講，講題：古典看流行，地點：東吳大
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三) 11 月 29 日上午邀請文化大學徐明景教授前來演講，講題：數位攝影，地點：東吳大
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二、 本班「商務溝通」課程 11 月 21 日上午邀請寰宇法律事務所李書孝所長前來演講，主題：
兩岸投資爭議處理，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三、 本班「網路行銷」課程 11 月 22 日上午邀請 EZTABLE 蕭至瑋副總前來演講，地點：東
吳大學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四、 本班「管理會計與財報分析」課程 11 月 27 日晚上邀請逢甲大學江向才財務長前來演講，
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五、 本班「國際行銷與品牌」課程 11 月 28 日下午邀請國華電通廣告陶淑貞首席創意執行長
前來演講，主題：廣告創意可以為品牌做甚麼，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六、 本班於 11 月 26 日晚上 7 點 30 分舉辦 105 學年度第一場招生說明會，包含報名來賓、
EMBA 學生及系友約 70 人參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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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日發行 EMBA 第 61 期電子報，
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本會於 11 月 20 日(六)上午 10 時於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田徑場參與 2015 東吳國
際馬拉松接力賽，協會主任秘書曾子若和副主秘單玉華皆到達會場為選手加油打
氣，東吳 EMBA 共有 30 位選手參與接力賽，第一隊為張玉奭、王至中、簡宜慧、
簡宜真、鄭若榆、高增佩、林源祥、陳欣宜、王國強、余健銘；第二隊為 EMBA
第 8 屆在校生陳雅詩、黃彥瑋、古舒婷、陳靜雯、賴俊賢、黃世榮、廖鴻宇、王
志華、許雅栗、何國安；第三隊為 EMBA 第 9 屆在校生、賴怡伶、黃紅梅、陳
怡平、林廣成、林烈堂、蔡詩豐、陳啟彥、楊淳惠、游純颯、譚志祥，大家都彼
此互相加油打氣完成這次的接力賽。
(三) 持續辦理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四) 持續辦理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五)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暨預告：
1. 12 月 10 日下午 7 時假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辦讀書會<給予-華頓商
學院最啟發人心的一堂課>。
2. 105 年 1 月 9 日(六)下午 6 時假神旺大飯店舉行會員大會。
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袁國芝助理教授 10 月 31 日~11 月 7 日受邀前往澳門大學與經濟系 Guang-Zhen
Sun 教授共同討論合作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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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學系 11 月 11 日舉辦「經濟論壇」
，邀請華南永昌證券總經理陳錦峰學長蒞臨演講，
演講主題為「台灣證券業未來發展趨勢」。
三、經濟學系樊沁萍老師、林佑貞老師與會計系老師 11 月 12 日中午一同前往新店高中宣傳。
四、經濟學 11 月 13 日邀請中正大學國經系蔡明宏助理教授演講「The Egalitarian Solution
Versus the Nucleolus: a Strategic Comparison」。
五、經濟學系 11 月 13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討論碩士班、碩專班與博士班課程外審規劃書及
外審委員建議名單議題。並送註冊課務組辦理課程外審事宜。
六、經濟學系 11 月 13 日召開系教評會，通過 104 學年第 2 學期新聘、續聘客座教授案及休
假申請案。
七、經濟學系 11 月 16 日召開學生事務小組會議，審核 104 學年度經濟系系友會及其他各項
獎學金得獎學生名單。
八、經濟學系配合生涯發展中心於 11 月 16、18 日舉辦大三學生「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
測活動，協助學生了解個人職業興趣方向及職能發展狀況，做為其未來升學就業規畫、
及提升個人職涯知能之參考。
九、經濟學系配合健康暨諮商中心於 11 月 17 日舉辦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活動。
十、經濟學系郭嘉祥老師 11 月 18 日下午 14:30 前往內政部移民署，參加「104 年度移民署管
理經營移民業務審查小組會議」，審核(1)民間機構辦理移民業務是否觸犯國家移民法，
(2)移民國外的投資移民基金。
十一、
經濟學系 11 月 20 日邀請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張嘉麟博士演
講「地方保護與市場競爭機制之運作－以中國鋼鐵業為例」。
十二、
經濟學系 11 月 20 日邀請開發科技顧問公司劉紹樑董事長演講「國際金融相關法制
問題漫談」。
十三、
經濟學系為激勵學習興趣、訓練學生英語能力、擴展國際視野，以便培育具國際觀
之經濟分析人才，11 月 21 日舉辦「2015 世界經濟展望競賽(World Economic Outlook)」
活動，共有 6 組同學報名參加。
十四、
經濟學系 11 月 27 日邀請台灣大學經濟系博士後研究員謝宗憲博士演講「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in Taiwan」。
十五、
經濟學系 11 月 27 日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吳中書院長講演「中國與東協國家崛起之
衝擊」。
十六、
經濟學系本學期第三位客座教授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周密副教授 11 月
29 日來台，上課 6 週，專長是區域經濟。
會計學系
一、系務：
(一) 會計系所同學聯誼會 104 年年會於 11 月 28 日(六)中午假囍宴軒餐廳小巨蛋店盛大
舉行。當天蒞臨之貴賓包含潘維大校長、馬君梅前代理校長、台北市會計師公會
前理事長李燕松學長、台中市校友會陳福振會長、及高雄市校友會林瑞章會長等。
本次系友大會席開 78 桌，從第一屆民國 44 年畢業生到今年 104 年畢業生，橫跨
60 年各級數近八百位系友齊聚一堂，氣氛熱鬧溫馨。會中並同時頒發 24 位傑出系
友「東吳會計楷模」獎牌，以表揚他們在各領域的優秀表現。
(二) 由大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安徽財經大學、東北財經大學、河南財經大學、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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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學、哈爾濱商業大學、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國家稅務總局黨校、濟南大學、
江西財經大學、雲南財經大學等校師生組成之訪問團一行 23 人（含教師 13 人、

(三)
(四)
(五)
(六)
(七)

博士生 10 人）於 11 月 2 日蒞臨會計學系交流訪問。來賓首先於 R2615 研討室聽
取由謝永明主任主持之簡報，並與會計學系多位專任教師舉行座談。
11 月 3 日舉行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及第 5 次系教評會，審議名譽教授聘任
案、專任教師初聘案及專任教師休假案。
謝永明主任於 11 月 5 日至 8 日訪問哈爾濱商業大學會計學院，並與該學院張林院
長、張勁松副院長、張鳳元副主任及師生進行學術交流。
11 月 18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書面審查會議。
11 月 23 日接待大陸山東濟南大學管理學院王愛國院長、柳興國副院長、孫輝辦公
室主任、徐靜老師、張魯秀老師等一行七人來訪，與本系教師進行交流。
會計學系碩士研究生論文計畫書進行審查作業，本學期總計 59 位同學提繳計畫書，

其中含碩士班 31 位、碩專班 28 位。
(八) 11 月 24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面試。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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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分別前往以下二
所學校舉辦說明會：
1. 11 月 3 日李坤璋老師前往明倫高中
2. 11 月 12 日廖素娟老師前往新店高中
(十) 會計學系 11 月份總計舉行四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
1. 11 月 11 日邀請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人資長林瓊瀛會計師蒞臨演講，講題為
「職涯發展講座」。
2. 11 月 20 日邀請財政部吳君泰科長蒞臨演講，講題為「房地合一稅制」。
3. 11 月 25 日邀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宗霖會計師蒞臨演講，講題為「57
號審計準則公報-新式審計報告書」。
4. 11 月 27 日邀請財政部陳時雨稽核蒞臨演講，講題為「企業併購稅賦探討」。
二、教務：
(一) 11 月 1 日及 8 日舉行會計學各科期中考統一考試。
(二) 確認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資料。
(三) 辦理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業關懷事宜。
(四) 提醒老師辦理課程教材上網事宜。
(五) 通知教師上網填寫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授課計畫表。
三、學生事務：
(一) 協助心理諮商中心於 11 月 11 日進行一年級四個班級「大一新生身心適應度調查」，
瞭解同學大學生活適應狀況。
(二) 通知老師至學業關懷系統寄發關懷信件。
(三) 協助學會籌辦 104 學年度會計學系運動大會。
(四) 協助辦理教育部「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
(五) 提報 105 年度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計畫經費申請。
四、系友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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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學聯誼會文教基金會於 11 月 16 日召開第十一屆第
四次董事會議，會中通過：
1. 民國 104 年 9 月 30 日及 103 年 9 月 30 日之比較資產負債表；
2. 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第三季之比較收支餘絀表；
3. 民國 105 年度工作計畫書暨經費收支預算表。
五、佳訊：
(一) 104 年度會計學系錄取會計師人數為 62 人，錄取率 13.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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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
(一) 提供參加 104 學年度年終餐敘名單（秘書室）
(二) 確認 104-2 學期隨班附讀簡章。（推廣部）
企業管理學系
一、召開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11 月 4 日舉行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
會會議。
二、11 月 11 日舉辦「東吳企管財經講堂」，第三場次主題是《世界盃好高騖遠？金融界競逐
亞洲盃的前景》
，由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陳冲擔任主持人、劉美纓教授擔任引言人，邀
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曾銘宗主委、第一金控蔡慶年董事長、凱基銀行魏寶生董事長，
以及渣打國際商業銀行陳銘僑總經理，探討臺灣金融體系如何催生亞洲區域銀行，臺灣
金融業的利基在哪裡？而主管機關又應如何規劃因應？
三、11 月 24 日協助東吳 EMBA 聯誼會舉辦名人講堂，邀請卓越執行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張譯
文顧問主講「看電影學領導與創新」。
四、11 月 25 日舉行 105 學年度東吳企管系碩士班甄試面試。
五、11 月 25 日舉辦大一系週會演講，邀請 KPMG 陳盈如會計師主講「知識×熱情×KPMG=
企管人成功方程式」。
六、協助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舉行相關活動：
(一) 11 月 20 日召開 104 年度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教師教學獎補助審查會議。
(二) 11 月 30 日於召開第 6 屆第 6 次董事會，當日共有 17 名董事出席。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11 月 4 日下午 13：00，假 R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
教評會，議題內容如下：
(一) 確認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會議紀錄。
(二) 審查張大成教授申請 105 學年度休假案。
(三) 審查謝文雀副教授申請 105 學年度休假案。
(四) 審查鍾俊文副教授申請 105 學年度休假案。
(五) 審查 104 學年度王中元兼任助理教授新聘案。
(六) 審查 104 學年度葉佳燕兼任助理教授新聘案。
(七) 審查蔡福原兼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新聘案。
(八) 審查楊金源兼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新聘案。
二、11 月 10 日下午 13:30，參加 2015「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檢討會暨 2016 開班籌辦
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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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 月 10 日下午 15:30~16:30，假城中校區 R2208，參加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檢
核條件說明會。
四、11 月 11 日 12:00~13:00，電腦教室 2219，進行大三生「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
五、11 月 12 日上午 11:00，參加 104 年度教育部補助招收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編
列工作會。
六、11 月 12 日下午 15:30，參加 104 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暨「新生家
長座談會」。
七、11 月 16 日上午 11:00，2339 辦公室，召開「2016 暑期溪城講堂」第一次籌備會。
八、11 月 17 日上午 9:00，陳宏易主任帶領碩士班同學一行 25 人參訪台塑企業博物館。
九、鍾俊文老師、黃寶玉老師榮獲 103 學年度熱心導師。
十、11 月 18 日中午 14:30~15:30，R2413，舉辦「企業實習成果發表會暨交換學生經驗
分享座談會」。
十一、 11 月 18 日下午 13：00，假 R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議題內容：討論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
相關事宜。
十二、 11 月 18 日下午 13：30，假 R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議題內容如下：
(一) 討論學士班學生參與企業實習是否可以採計學分事宜。
(二) 討論學士班開設「商貿套裝軟體」選修課程事宜。
(三) 建議 105 學年度大一「商業資訊軟體應用」(2/0)上學期增開一班。(提案人：張大
成老師)
(四) 建議 105 學年度大二「商用統計學」(3/3)上下學期各增開一班。(提案人：溫福星
老師)
(五) 討論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外審課程結構規劃書事宜。
(六) 討論 102 學年度畢業生問卷調查重點報告事宜。
十三、 11 月 24 日下午 14:00~15:30，假城中校區 R5211，參加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
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
十四、 11 月 25 日下午 13:30，假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R2524、R2511、R2513，舉辦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
十五、 11 月 27 日中午 12:10~13:00，R5616，舉辦研究所升學座談會，邀請 104 級畢
業系友呂洛帆演講，就讀於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
十六、 通知 104 學年第 2 學期授課計畫表上傳。
十七、 辦理校長餐敘參加同學名單。
十八、 辦理 103 學年度校務計畫管考。
十九、 辦理學業關懷作業。
二十、 辦理 104 學年度學系預選及檢核項目設定。
二十一、 辦理春季班外籍生申請資料審查作業。
二十二、 通知教師教材上網。
二十三、 辦理系簡介製作。
二十四、 辦理教育部「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
，提報生「生涯規劃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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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老師名單。
二十五、 提報 2016 東吳「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開課調查表。
二十六、 辦理「行銷創意競賽—行銷國貿系英文微電影」公告事宜。
二十七、 辦理導生會：
(一) 11 月 9 日中午 12:00~13:30，粱恕教師於『奕香咖啡廳』舉辦貿四 A(5 位學生)導生
會。
(二) 11 月 16 日中午 12:00~13:30，粱恕教師於『奕香咖啡廳』舉辦貿四 A(6 位學生)導生
會。
(三) 11 月 23 日中午 12:00~13:30，粱恕教師於『奕香咖啡廳』舉辦貿四 A(6 位學生)導生
會。
(四) 11 月 30 日中午 12:00~13:30，粱恕教師於『奕香咖啡廳』舉辦貿四 A(5 位學生)導生
會。
(五) 11 月 16 日中午 12：00，假 R2512，蔣成老師舉辦貿一 A 導生會，邀請學長、姊對
貿一 A 導生進行演講，講題:『如何擁有豐富的大學四年』。
二十八、 11 月 15 日(日)上午 9:00~17:00，假雙溪校區體育館，舉辦系友運動會暨第
六屆系友大會理監事改選，吳承鴻理事長任期屆滿，改由 88 級畢業系友顧筱蘭接
任。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本系訂於 11 月 18 日 14：30~16：00，於永豐金控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企業參訪，由楊惠
慈經理介紹銀行牌告利率與匯率雙向報價資訊、櫃台之存、提、轉、匯及口述交易服務，
同時安排同學至本行財富管理中心進行實體參訪行程，另由人力資源處介紹本行組織架
構及現行推展之業務內容、電子金融處介紹金融 3.0 與行動支付。
二、本系與新光人壽進行產學合作，提供二個獎學金名額供研究生提出申請，並於 11 月 19
日進行面試。
三、11 月 20 日舉辦大數據金融實務講座，邀請台新證券襄理黃昇平先生，主講「R 在金融
業大數據之案例分析」。
四、11 月 25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莊聲宏主任，主講「醫藥與保險癌症預防新知」。
五、11 月 25 日舉辦優秀學生頒獎典禮暨餐敘。
資訊管理學系
一、召開各類會議：
(一) 11 月 5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二) 11 月 19 日召開碩專班領域課程規劃會議。
(三) 11 月 26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
二、舉辦專題演講：
(一) 11 月 5 日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許庭嘉-台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
系助理教授，講題：數位學習人力資源管理。
(二) 11 月 6 日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蕭文龍-銘傳大學資管系副教授，講題：數量方法
在資訊管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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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 月 12 日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周明佩-台灣綠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訊處長，講
題：城市物連網。
(四) 11 月 19 日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鄒慶士-中華民國 R 軟體學會理事長，講題：關
於 Big Data 解析的一些議題。
(五) 11 月 26 日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張恆競-富邦人壽業務經理，講題：溝通技巧與人
脈經營。
三、舉辦學生活動：
(一) 11 月 11 日，辦理企業參訪活動，由鄭麗珍老師帶領學生至叡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
行參訪。
(二) 11 月 16 日辦理大一普測「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
(三) 11 月 18 日辦理企業參訪活動，由朱蕙君老師帶領學生至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
參訪。
四、11 月 19 日系會時間舉辦大二週會，由三年級同學「產業實習」進行企業實習心得發表
會，同學於暑期在公司實習 280 小時後，將實習工作內容、成果與該領域的現況等彼此
分享實習心得，同學們感受到在實務上獲得很大的成長。
五、辦理大學部三年級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業界實習，本系與叡揚資訊公司、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恆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合作業界實習，共有 5 名實習機
會。
六、11 月 25 日辦理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面試。
七、辦理教師專業社群計畫提報。
八、辦理 103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業務。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 本學期有 301 位學生，開課 37 科，學業關懷措施計有 25 科(24 位)授課教師執行，有關
懷名單者 20 科，被關懷之學生共 176 位，其中被關懷學分數>=當學期總學分數 50%：
56 人(含曾學期成績有二一紀錄 6 人；未曾學期成績有二一紀錄 50 人)；被關懷學分數<
當學期總學分數 50%：120 人(含曾學期成績有二一紀錄 17 人；未曾學期成績有二一紀
錄 103 人)。學系提報原則，經檢視所提報之學生個人修讀課程：1.凡本學期被關懷學分
數>=當學期總學分數 50%；2.被關懷學分數再加一科(2 或 3 學分)即達>=當學期總學分
數 50%(因有可能任課教師未執行)，總計學系關懷人數 76 人，各年級提報人數：商進一
32 人，商進二 16 人，商進三 10 人，商進四 8 人，商進五 7 人，商進延 3 人。已分別利
用課間提醒學生注意，另外通知所屬導師進行關懷輔導。
二、 本學期導師生活動大多已完成，或利用該時間檢討開學至期中考試間之學習狀況，或討
論班級事務；三年級以上會計學程，則觀看日片《武士的家計簿》，本片由日本史料改
編，以武士的階級制度、俸祿與身份地位所涉及的借款負債關鍵，描述主角的堅持與操
守，希望藉由本片啟發學生對會計學習的觀念與態度，同時務實及堅持亦是成功者必備
的特質。
三、 完成行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測驗」及大三「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檢測。
四、 調整課程能力指標後請各授課教師重新分配各指標權重，並提醒於 MOODLE 學習平台
上傳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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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下學期[全球化經濟與社會]課程，原有中文、歷史、哲學及政治四學系專任教授合授，
中文系因故無法支援，由於事涉本班生師比與專任師資數，目前正尋求因應方案。
六、 其他辦理：學生畢業離校及休、退學手續、選課輔導、經費核銷、授課計畫教學目標中
英對照事務、課堂教學回饋意見處理、教務檢核系統設定、服務學習基本概念與實際運
作講演、105 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提報說明會、辦理 104 第 2 學期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
習輔導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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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十二月
一、 行政事務方面
(一)、 11/05 召開學院暨學位學程事務聯席會議，討論並通過學院暨學位學程課程委員
會設置辦法、學院教師評審會設置辦法、學院教師評審辦法等。
(二)、 11/12「2016 東吳大學全球大數據學術研討會」，於副校長室小會議室進行第 2
次討論會議。
(三)、 11/15 辦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與學士學位學程新生，搭乘遊艇暢遊藍色公路，並
安排兩學程學生相見歡，進行餐敘與交流。
(四)、 11/21-22 協辦學士學位學程新生宿營，學院教師及職員均參與晚會，與新生同
歡。
二、 教學/學術方面
(一)、 11/07、11/14 資策會王可言副執行長應邀至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課程，指導同學
之大數據或雲端應用新創主題報告。
(二)、 11/08、11/15 AT&T 前亞洲區董事總經理周光宇博士至碩士在職學位學程進行
大數據經驗分享。
(三)、 11/11 雪豹科技吳德威董事長，演講分享「從移動互聯網看大數據時代的職場機
會」。
(四)、 11/14-11/18 鄭江宇老師至泰國曼谷參加國際研討會(執行科技部計畫)。
(五)、 11/18 辦理 SAS Visual Analytics 訓練課程，「使用零售業銷售資料與網站點及資
訊進行視覺化大數據分析」。
(六)、 與中華 R 軟體學會共同主辦 12/18「R Taiwan 2016 研討會」，籌辦與相關事務
聯繫。
三、 招生宣傳方面
(一)、 11/25 胡筱薇老師至台北市立大同高中，進行「數學教學與巨量資料之連結」經
驗分享，及招生宣傳。
四、 產/學交流方面
(一)、 11/11 胡筱薇老師至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所拜訪陳昇瑋研究員，商談未來學術及
其他方面合作事宜。
(二)、 11/13 亞洲大學陳良弼副校長至本學院拜訪，由趙維良院長與許晉雄主任，於
H308 會議室接待。
(三)、 11/18 許晉雄主任獲邀至中華民國工業總會參與會議並進行交流。
(四)、 11/20 辦理與台灣經濟研究院 MOU 簽約儀式。
(五)、 11/26 大連理工大學國際處趙處長、華中科技大學國際處邱副處長及華南理工大
學國際處王處長，共同拜訪本學院，由許晉雄主任及胡筱薇老師、鄭江宇老師
共同接待並進行學院現況簡報與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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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十二月
第一組
一、於 104 年 10 月 8 日及 11 月 7 日自行至「宏恩醫院」辦理 104 年度教職員工定期健康檢
查者，合計有 107 人，其健康檢查報告已於 11 月 23 日及 24 日完成發送。
二、辦理定期函告專任助理教授限期升等期限作業。
三、彙整 104 學年度休假返校教師之休假成果報告，並預定提送校教評會 104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2 次會議備查。
四、通知於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屆齡退休教師之所屬學系，應依規定申辦教師退休或審議延
長服務相關事宜。
五、函請各教學單位辦理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兼課徵詢作業。
六、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召開職工評審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審議職員解
聘案，並依會議決議辦理開會通知送達相關作業。
七、為配合教育部補助計畫經費年度結算，先行辦理輔導創新工作計畫及大專校院輔導身心
障礙學生工作計畫所進用之專任職員、教學卓越計畫所進用之專任助理及獲教師彈性薪
資專任教師之 104 年年終工作獎金相關事宜。
八、依支領退休俸軍官士官就任公職停發退休俸辦法之規定，辦理支領退休俸人員（由公庫
支給待遇者）之申報作業。
九、辦理約用人員工作規則修訂及規劃召開勞資會議相關事宜。
十、建立「教職員工身故之聘任、保險」及「兼任教師之聘任、保險」標準作業流程。
十一、彙集他校行政及教學單位之人力配置情形。
十二、處理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所詢之專任教師聘任案。
十三、辦理工友加班費、校安人員值勤費、教職員差旅費及他校敘薪審核作業。
十四、持續辦理教職員工（含專任助理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聘任、教師校外兼課徵詢相關事
宜。
第二組
一、教職員工 104 年 12 月份薪資已於 12 月 5 日發放。另產學合作計畫 11 月份專任助理人事
費已於當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0 月人事費業已於 11 月 25 日發放。
二、辦理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9-12 週專、兼任教師之鐘點費（含超鐘點）
，於 12 月 5 日發放。
三、辦理教職員工公保、勞保、健保、團保及提撥退撫儲金、勞工退休金相關異動事宜。
四、辦理工讀生及學生兼任助理勞保、勞退金及職災保險異動作業，並核算 10 月份應繳之保
費及各單位應負擔之勞保費及勞退金。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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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辦理公保、勞保、團保等各項保險給付申請及退休人員公保養老年金 11 月超額年金定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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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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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份雇主保費
分擔核定表。
八、辦理職工退休金給付申請。
九、研擬「東吳大學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增額提撥金辦法」草案。
十、因應本學年本校組織規程異動，函請本校各單位檢視辦理各委員會組織辦法或規章之修
訂。
十一、104 學年第 1 次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業於 11 月 9-11 日於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
生協會訓練教室辦理完竣，計有 25 名同仁報名參加，經 3 天 18 小時之參訓及測驗後，
全員均順利取得證照。預計第二次急救人員訓練將於寒假期間辦理。
十二、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場教育訓練，業於 11 月 17 日於雙溪校區辦理完竣；邀請舒式
演說家培訓學院舒國文講師，講題：「人際溝通與說話藝術」（報名 46 人，出席人數 32
人）
，會中強調：吸收進來叫知識、運用出去叫智慧，溝通需以智慧為基礎，以幽默為工
具。
十三、製作教職員退休感謝狀及辦理離職給與申請。
十四、同仁為提昇英語能力參與推廣部第 189 期英語課程者，計有 12 人次。本期課程已於
11 月底陸續結束。另，190 期之報名工作已經完成，計有 14 人次報名。
十五、科技部於 11 月 5 日來校就地查核，配合研究事務組針對各研究計畫準備資料並提供協
助。
十六、104 年學術暨行政主管知行營將於 105 年 1 月 20~22 日，假日月潭教師會館舉行。經
二次發文全校，籲請各單位提出議題，以利規劃議程。
十七、支援賡續辦理福委會寒假旅遊活動及各類教職工優惠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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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十二月
第一組
一、本校104年7月份及104年8至10月份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103學年度及104年8至10月
人事費明細表，依規定，於104年11月13日函送教育部核備。
二、本校103學年度決算案業經104年11月6日董事會第26屆第7次會議審議通過，於11月30日
函送教育部核備。
三、104年11月份傳票編製共計1,824張。
四、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及北一區區域中心計畫104年10月份經費執行情形表，於104年11月5
日陳副校長核閱。
五、科技部於104年11月5日蒞校，抽查103學年度該單位補助計畫之財務收支情形，經整理並
提供計畫原始憑證冊、金融機構轉帳相關證明文件及管理費支出憑證冊等資料備查。
六、教育部於11月4日蒞校視導，負責統合視導各項資料準備及備詢。
七、研發處於11月26日辦理本校「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負責會計業務作業說明。
第二組
一、完成104學年度10月份計畫預算執行表，並發送各計畫單位。
二、完成104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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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研究發展
處存參。
三、完成104年10月份固定及非固定薪資所得扣繳申報。
四、提供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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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
五、教育部於11月4日蒞校統合視導，負責資料準備及備詢。
六、研發處於104年11月24日及25日辦理「105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
負責說明本校「105學年度支出預算項目及支用原則表」及「預算編列注意事項」。
七、配合校外機構各類型補助案納入校發計畫預算之規定，104年11月份申請新增及異動之計
畫如下：
編號

單位名稱

子策略名稱

辦理拓殖明海華語班
提升人力素質
培美方案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及招生
合群方案
獎勵教師學術研究
北市藝文新地標—松怡廳優質觀眾
美育中心
07
104-D-04-1607-4-01
服務計畫
八、完成104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期中退補費帳務核對作業。
01
02
03
04
05
06

日本文學系
學生事務處
美育中心
中國文學系
群育中心
日本語文學系

子策略編號
104-C-01-5502-4-01
104-D-01-0700-5-01
104-B-01-1607-5-01
104-C-01-5201-5-08
104-B-01-0702-5-02
104-A-04-550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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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十二月
【圖書館】
一、11 月 4 日(三)配合｢104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圖書館協助本校各受評項目導覽及
問題回覆說明。
二、11 月 9 日(一)召開 104 學年度第 6 次主管會議討論可提供學生事務處德育中心「大學校
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
（「起飛計畫」）圖書館有利資源資訊之內容及圖書館統籌
資料庫暫時停訂因應事宜，會後上簽陳報校長有關「續訂 2016 年資料庫經費超支及建議
因應處理方案」。
三、11 月 16 日(一)召集日文系文學讀書會老師、通識教育中心王世和主任討論有關本館與日
文系及通識教育中心合辦演講活動事宜，決議於 105 年 5 月 6 日(五)上午由圖書館主辦
「動漫文化之開展」演講活動，協辦單位為日文系及通識教育中心。
四、11 月 18 日(三)召開「穿越圖書古道．再現歷史風華--本校在台復校以來圖書館變遷史」
展覽第 5 次籌備小組會議，擬規劃三大區域：(一)主展場區（校史室），以圖文設計來
呈現圖書館變遷過程、(二)圖書名言之門（中正圖書館正門階梯）、(三)電梯悅讀區（中
正圖書館書庫及城區分館第二閱覽室電梯）。
五、11 月 23 日(一)召開 104 學年度第 7 次主管會議討論「東吳大學請購書籍資源執行細則」、
「漫．讀．2015 圖書館週活動」、105 年 1 月 14 日（四）舉辦之「幕後總動員：採編館
員走出來」實務分享會」及提報 105 學年度圖書館活動或行政業務經費規劃事宜。
六、11 月 26 日(四)召開 104 學年度第 3 次館務會議討論圖書館城區分館急待改善之處及進行
同仁外部教育訓練心得分享。
七、本館申請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 3 期第 2 階段(104-105 年度)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
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經審查同意補助新臺幣 435 萬 3,880 元整，另學校配合款為
618,000 元整。
八、104-105 年度計畫圖書資源服務平台代借代還服務於 11 月 16 日(一)正式啟動。
九、平台系統廠調整事項：
(一) 改變夾書單顯示方式以符合個資法規定：已先將夾書單上之「讀者姓名」及「閱覽
證號」隱藏。待系統調整完畢，於 11 月 30 日(一)讓平台測試，測試無誤後將放到
正式主機上。
(二) 於系統櫃台專區新增收據條碼查詢功能：系統進行調整，於 11 月 30 日(一)讓平台
測試，測試無誤後將放到正式主機上。
十、協助解決夥伴學校館員及讀者線上申請館際借書證及代借代還相關問題。
十一、
協助排解夥伴學校各項平台系統操作問題。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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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11 月 30 日
368 萬 4,699 人次
聯合目錄(匯入)
98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1 月 30 日
732 萬 6,405 筆
104-105 年度計畫
(13 校)
圖書代借代還
104 年 11 月 16 日至 104 年 11 月 30 日
總處理量：1,822 件
線上申請
104-105 年度計畫
(15 校)
館際借書證
104 年 8 月 1 日至 104 年 11 月 30 日
總受理件：1,558 人次
104 年 11 月 1 日至 104 年 11 月 23 日當 進館量/48 人次
月小計
借書量/37 本
北一區館合證
(臺大圖書館提供)
100 年 10 月 12 日至 104 年 11 月 23 日累 進館量/3,339 人次
計
借書量/3,397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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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協助夥伴學校館員及讀者排解相關問題統計（統計期間：104.11.1-104.11.30）
類
型
系統服務
館員服務
讀者服務
聯合目錄
貨運服務
合
計

件數
6
22
9
2
6
45

【技術服務組】
一、組務：
(一) 回復校務發展組填報 105 學年度圖書館統籌(圖書與博物)經費作業規範。
(二) 出席 11 月 26 日(四)研發處舉辦之「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103 學年）」
說明研究計畫圖書採購業務。
(三) 彙整 104 年度教育部大專院校統合視導（104 年 11 月 4 日）問題並回填研發處問
卷調查。
(四) 12 月 1 日(二)至 2 日(三)分於兩校區辦理圖書館週「2015 年圖書館週圖書採購節」
活動，現場亦有漫學社協助之塗鴉活動與模型展覽。
(五) 圖書館 105 年 1 月 14 日（四）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北
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共同舉辦「幕後總動員：採編館員走出來」實務分享會」。
104 年 11 月 24 日(二)發函敬邀各公私立大學上網報名。活動名額僅 30 名，目前上
網報名達 23 名。
(六) 填報 104 學年度獎補助金額上學期執行額度。
(七) 配合修訂之採購辦法新訂「東吳大學請購書籍資料執行細則」。
(八) 出席 NBINet 年會 104-105。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統計 104.10.29-104.11.27 移送採購組議價案共 71 件；技服組承辦薦購案共 27 件。
(二) 統計 104.10.29-104.11.27 核銷案共 49 件。
(三) 完成 2016 年西文期刊與 ACS 年電子期刊招標事宜。
(四) 完成 2016 年資料庫招標案，如後列：
「Bankscope 全球銀行與金融機構分析庫」
、
「台
灣經濟新報」。
(五) 請購資料庫 51 筆，如後列：中國期刊網-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 文史哲專輯
(CDMD)、Philosopher's Index 、Oxford Music Online(原 Grove Music online)、
SocINDEX with full text(社會學全文資料庫)、Music Online: Reference、大清國史人
物列傳及史館檔傳包傳稿資料庫、ERIC ONLINE、AEI 澳洲教育資料庫、Naxos
Music Library 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LRC 英美文學學
術線上參考資源)、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月旦
法學知識庫、法源法學資料庫、法源論著資料庫、萬方數據庫--中國學位論文法律
類全文資料庫 (網路版)、中國法律知識庫 CLKD、TKC LAW LIBRARY 日本法律
資料庫、Westlaw 資料庫、WorldTradeLaw.net、Beck-online、TEJ 台灣經濟新報、
TEJ 市場風險值評估系統 VaR 資料庫(單機版)、TEJ 審計品質資料庫(網路版)、
Advisory & Intelligence Service Program 情報顧問服務(AISP) 、Aremos 經濟統計資
料庫(單機版)、哈佛商業管理評論 全球繁體中文版、EOL AsiaOne 亞洲圈上市企
業資訊資料庫、Econlit with Full Text、ProQuest ABI-Inform Complete(國際商學全文
期 刊 資 料 庫 ) 、 IEEE Computer Society Publications (CSDL) 、 ACM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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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BANKSCOPE、PsycARTICLES、MathSciNet、SFX Knowledge 智慧動
態連結服務知識庫、ENDNOTE 書目管理工具、天下雜誌群影音知識庫、CEPS 中
文期刊資料庫暨平台服務、CETD 中文碩博士論文資料庫暨平台服務、UDNdata 聯
合知識庫+自動剪報系統、台灣全文資料庫(HyRead)、台灣新聞智慧網(即時報紙標
題索引)、中國期刊網(CJFD)-五專輯(文史哲、政軍法、教育與社科綜合、經濟與管
理、電子技術及信息科學)、中國期刊網-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CPCD-文史
哲、政治軍事與法律、電子技術及信息科學、經濟與管理)、科學人雜誌中文知識
庫、電子雜誌行動圖書館(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JSTOR Collection Art & Science I.III.VI.VII.Life Science、天下雜誌群知識庫(四庫)、
Web of Science。
(六) 驗收電子書 3 批，如後列：ProQuest 西文電子書 1 批，回傳驗收單至長智文化；
飛資得西文醫學電子書，回傳驗收單至飛資得醫學資訊；
Elsevier_eBooks_onScienceDirect 西文電子書 1 批，回傳驗收單至 Elsevier。
三、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3/11/1-11/30）
(一) 中西圖書採編維護
購案
29 件
22(西)
急用書
136 冊
25 DVDs
46(西)
(二) 期刊

核銷
25 件
20(西)
薦購系統

訂購
1,491 筆
429(西)
編目

驗收
629 筆
331(西)
問題書

101 件
退4件
2 件(退 1)(西文)

1,027 筆

33 筆

184(西)

37(西)

期刊

登卡及加工

系統
驗收

裝訂處理
(修改書目+加工)

催缺

系統 S8
訂購檔

完成件數

(中文) 273
(西文) 88
361

361

304 筆

50 筆

165 筆

(三) 資料庫
資料庫
完成件數
(四) 電子書採編維護

詢價

請購

62 件

50 件

維護筆數

電子書

15 筆

(五) 其他業務處理統計
項目

數量
651 冊
4件
16 件
266 本

移送閱覽上架
教師新書公告
贈書處理（公文與謝函）
學報寄送處理

【讀者服務組】
一、協助 11 月 4 日(三)｢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圖書館導覽與接待說明，特別感謝營繕組
與環安衛暨事務組事前高效率支援圖書館館舍修繕與美化，協助挪移校史室前方固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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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椅，保障盲生行進動線之安全無礙。
二、11 月 9 日（一）接獲校長來電指示盡力提供校史資料予「北京法律出版社」田金益總監，
田總監表示《中國法律評論》將專文介紹早年東吳大學法學先賢，作為「影像」欄目的
專題報導．希望能找以下幾位東吳法學先賢資料和照片：吳經熊、盛振為、楊兆龍、邱
漢平、孫曉樓、倪征燠、李浩培、費青、王寵惠、潘漢典。圖書館已取得法學院同意提
供之資料，並獲得王守正先生首肯同意提供王故董事長寵惠先生資料與照片，已將上述
資料提供給予該出版社。11 月 19 日（四）接獲來信，主編希望圖書館補充提供上述法
學先賢早期的著作（圖書館藏書等）
，如：拍攝著作的封面、扉頁、部份內文，可以成為
期刊刊載內容，此部分正著手整理中。
三、圖書小天使招募至 10 月 31 日(六)為止，本學年共有 55 個大一班級，感謝全校大一導師
們熱情推薦，圖書小天使共計招募 25 位。11 月 11 日（三）12:15 至 13:50 於圖書館會議
室舉辦小天使相見歡活動，共計 19 位小天使蒞臨參加，活動中簡介各組業務、小天使任
務、意見交流，並進行圖書館導覽。目前已由館員發出新書上架、Cosplay 活動、購書節
活動、專題演講活動等多則圖文訊息，由喜好閱讀樂於分享的小天使們，正式深入各班
級展開圖書資源好康分享與紮根活動。
四、「漫．讀．2015 圖書館週活動」11 月份熱身活動：
「迴旋漫舞．塗鴉牆」
、 「COSPLAY．
攝影會」已於 11 月 15 日（日）圓滿落幕，其中 COSPLAY 活動兩篇貼文照片於東吳
Talk 版臉書共獲得 1,349 位同學點讚，迴響熱烈。12 月份正式活動：
「2015 圖書採購節
shopping！shopping！」
、 美育活動畢業標準「當臺灣漫畫遇上羅浮宮：L’OUVRE 9 打
開 羅浮宮九號」專題演講、「跟書去旅行」線上世界知識書展、「微不幸講座．理想＞
夢想」專題演講、
「圖書館ＧＥ值」線上闖關遊戲等五項，歡迎全校師生踴躍蒞臨參與。
五、《L’OUVRE 9 打開 羅浮宮九號》羅浮宮漫畫收藏展 11 月 28 日(六)已於北師美術館正
式開幕，歡迎全校師生前往觀展。開展首日北師美術館特別舉辦「策展人講座：當羅浮
宮遇見第九藝術」讓閱聽大眾在觀展前了解羅浮宮與當代歐洲漫畫如何擦出新時代的火
花！策展人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暨大辣出版社總編輯黃健和老師將
於 12 月 3 日(四)中午親臨中正圖書館漫讀區，與本校師生分享「當台灣漫畫遇上羅浮宮：
L’OUVRE 9 打開 羅浮宮九號」
，專題演講現場同時展出羅浮宮系列漫畫，歡迎全校師生
蒞臨圖書館漫讀區，共同打開羅浮宮的新故事！
六、11 月 23 日(一)校長與城中校區學生班代及學生會代表餐敘時，學生反應諸多建議，其中
與圖書館相關之問題有：閱覽室加裝門禁防止校外人士及改善廁所異味與空氣品質、城
區分館學習共享空間塑膠味；總務處另提及城區分館 6F 往 5F 安全梯有玻璃鋁門，嚴重
違反逃生安全而須拆除以維持逃生通道暢通等，營繕組 11 月 25 日(三)來電請本館提列需
求，以利總務處統籌編列 105 學年度預算，進行整體規劃改善，本館已立即草擬需求並
於 11 月 27 日(五)送交營繕組，特別感謝總務長支持並將於近期蒞臨城區分館進行會勘。
另外，會中同學亦建議本館期中考閱覽室 24 小時開放，加開第三週（考後一週），此建
議將於下學期兩校區閱覽室開始執行，惟該週因工讀生時數不足且學生需求量較不大，
故不進行劃位；該三週皆會進行人數統計，以利後續追蹤報告。
七、 讀者服務組各項業務月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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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收西文 新收非書
淘汰處理 圖書修護
參考諮詢
證件核發
(冊/件)
書(冊)
書(冊)
資料(件)
、裝訂(冊)
740

126

322

832

0

8

總館調借 分館調借 長期借閱 指定用書 學位論文
賠書處理
分館(冊/件) 總館(冊/件) (設定冊數) (使用册次)
收件

67

27
代收款

380

881

學生離校
(休退畢)

教職員
離職

83

5

44

231

4

310 筆
38,692 元

16

館合申請 圖書館 研究小間 研討室
件處理 進館人次 使用人次 使用人次
49

本校 61,004
校外 392

228

1,965

團映室
會議室
校史室
導覽場次 館舍維修 期刊裝訂
使用人次 借用次數 參觀人次
7場
3
70
99 人
八、北一區圖書資源月服務量統計：
（11/16 星期一開始代借代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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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78
69 人次
42 人次
51

5

10

【數位與系統組】
一、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作業，檢查周全圖書館內個人電腦、掃描器及影印機張貼
智財權警語標示。
二、出席電算中心召開本校行動版網站系統(含校園資源導覽 APP)之第二階段初驗，測試連
結至圖書館 APP 及圖書館各單位相關連結(11/19)。
三、出席本校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說明機構典藏業務現況(11/26)。
四、完成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伺服器及磁碟陣列新年度維護合約。陸續進行各資訊系統年度
維護合約請購案，包括：SFX 電子期刊管理系統、MetaLib 整合查詢系統、ERM 電子
資源管理系統等。
五、進行各資訊系統維護事項，包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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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協助進行 11 月份讀者檔轉檔作業。
(三) 處理 Spydus 自動化系統相關讀者檔錯置及郵件公告問題。
(四) 處理 11 月份熱門預約圖書清單資料，提供技術服務組進行薦購業務利用。
六、圖書館行動服務 App iOS 版開放師生下載。
七、辦理本組工讀生勞工保險之加/退保、工讀時數線上登錄及相關管理事項。
八、製作技術服務組辦理「幕後總動員：採編館員走出來」活動所需之網頁及報名程式。
九、十一月份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計 11 場，計 78 人次參加。
(一)中正圖書館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講師
14:30~15:30 常用西文資源利用指引
李季樺
2015/11/5
1
15:30~17:30 專利雲 PatentCloud
專業講師
2015/11/9
21
15:30~17:30 德文系相關資料庫介紹/德碩一
李季樺
2015/11/19
9
14:00~16:00 EndNote X7
張素卿
2015/11/20
2
14:30~15:30 博碩士學位論文資源介紹
李季樺
2015/11/26
2
(二)城區分館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講師
2015/10/30

13:30~15:30

WestlawNext

26

專業講師

2015/11/10

14:00~15:00

7

專業講師

2015/11/11

14:30~16:30

專利雲 PatentCloud
EndNote X7

4

賴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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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2015/11/17

14:30~15:30

2015/11/19
2015/11/24

十、業務統計
作業類型
電子資源

內容

人次

講師

常用西文期刊電子資源介紹

1

賴秋惠

19:00~21:00

圖書資源利用(資管系)

4

賴秋惠

14:30~15:30

博碩士學位論文資源介紹

1

賴秋惠

作業內容
單位
[電子期刊] 檢查並更正 Taylor and Francis
種
Online、Institute of Physics 電子期刊之 SFX 相
關連結設定。
[資料庫]更新 Aremos 單機版。
進 行 Standard & Poor's Compustat Research
個
Insight 企業財務分析光碟資料庫相關系統移
機、版本更新及連線測試作業。
[電子書]更新西文電子書，包括：TAEBDCIGP_EBL (11 筆)、CRC NetBase ebooks (929 筆)、
JSTOR(150 筆)、SAGE(131 筆)、World Scientific
eBooks(1093 筆)、ABC-CLIO & Greenwood
eBooks(3431 筆)、InfoSci ebooks (1,110 筆)、IOS
ebooks(598 筆)、Taylor & Francis ebooks (1,266 筆)、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ebooks (396 筆)、
DeGruyter eBooks(167 筆)、Thieme(124 筆)、Elsevier
eBooks on ScienceDirect (5201 筆)。

電子資源
推廣教育

博碩士學位
論文

網頁建置
與維護
圖書館
自動化

電腦維護

筆

[試用] Britannica Academic 大英線上教育版、大
個
英線上多國語言版 GRC、Merriam-Webster
Unabridged 韋氏大辭典
資料庫、電子書、電子期刊等圖書館利用指引 場次
課程
人次
審核(退件、申請變更、新增帳號及使用諮詢)
書目資料由學位論文系統轉出 ISO 2709 格式
論文系統上傳相關問題諮詢
郵寄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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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本館網頁：首頁動態 banner、資料庫講習、
館務紀要(推廣活動)、業務職掌、表單下載及圖
書館相關統計等。
書評審核(116)
客服問題(3)
WebPAC 維護-書影圖檔(93)
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8)
軟體更新、安裝及檢測(3)
印表機(2)、掃描器(0)
主機及周邊設備(1)
機房管理(0)
網路(1)
69

件

數量
208

2

14,607

3
11
78
8
9
3
83
69

頁

4

件

212

件

15

教學資源中心
十二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 教學卓越計畫
(一) 依本校規劃之教學卓越計畫經費結案期程，逾 12 月 15 日後辦理之核銷申請案須檢
附專簽，為減少行政作業，教師教學發展組已通知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精進暨
教師專業社群補助之執行單位，請學系確認並填覆 12 月下旬需支用之經費及餘款調
查表，俾便教師教學發展組統一辦理專簽申請及掌握經費執行狀況。
(二) 教師教學發展組於 102 年訂定之「東吳大學演講費給付標準規定」，因教育部表示
給付標準過高，已於 104 年 11 月 26 日發函通告廢止。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經費編列
演講費，請參考講座鐘點費之校外專家學者支用標準，依規定教學卓越計畫經費不
補助校內專任教職員演講費。
二、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 「第 3 期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第 2 階段(102-104 年度)修正版
計書書，已獲教育部核定通過(臺教高(二)1040124401 號函)。刻正通知各子計畫依
核定經費上線填列丁表。
(二) 為促進師生課堂即時互動，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購置「ZUVIO 教學即時反饋系
統」正式版帳號，提供北一區計畫所屬學校教師申請使用，本校有意願申請之專兼
任教師請洽教師教學發展組校內分機 5813。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理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 截至 11 月 27 日東吳教學卓越計畫網站瀏覽人次達 2,361,517 人次，最新消息與成果
分享訊息分別為 1,081 則、374 則。
(二)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 11 月共上傳計畫相關最新消息 9 則、成果 17 則。
(三) 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期中成果報告已於 11 月 30 日送教育部。
(四) 「關於『學習』，我想說..」微電影創意競賽，共有 7 組學生報名。得獎代表名單
分別為：心理系王懿弘獲第一名、中文系陳政宏獲第二名、哲學系徐國益獲第三名、
德文系陳青蔚獲佳作。評審老師分別為：社資長顧名儀、中文系主任鍾正道、業界
導演洪于力。
(五) 「104 年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影片」已於 11 月 25 日完成拍攝，預計 12 月底完成。
二、 教學助理(含隨堂教學助理、課輔教學助理)
(一) 於 11 月 2 日開放 104 學年第 2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申請，共開放 180 個名額，截至 11
月 23 日申請截止，11 月 24 日開始進行六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初審階段。
(二) 於 11 月 12、13 日舉辦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二場隨堂教學助理期中培訓，主題為
「Evernote 雲端大腦管理術」講座活動，本次講座兩校區共 193 人參與，滿意度達
86%。
(三) 於 10 月 26 日開始進行受輔學生對教學助理滿意度問卷調查，截至 11 月 27 日上午
已完成線上問卷數共 2,814 份；另於 11 月 25 日開始進行授課教師對教學助理滿意度
問卷調查，至 12 月 13 日截止。
(四) 於 11 月 24 日邀請到 104 學年第 1 學期優良隨堂教學助理之審查評審，校內外各一
名。
(五) 於 11 月 23 日開放 104 學年第 2 學期起飛計畫弱勢學生教學助理申請，共開放 5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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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至 12 月 23 日申請截止。
三、 校務資料分析中心相關事務
於 104 年 12 月 3 日在第一教研大樓 2 樓線上學生學習進行室（R210）舉行「東吳大
學 EXALEAD Competency Center」揭牌儀式。
「東吳大學 EXALEAD Competency Center」
之設立，讓學生在校園中，即能以專業軟體學習，並透過實務資料研究分析之經驗，
與企業需求無縫接軌，提升就業競爭力。
四、其他
(一) 11 月份各空間累計使用人次統計：城中校區 5615 室 81 人次；雙溪校區 D509 室 639
人次、R210 Lounge 室 436 人次、R210 電腦使用共 1,233 人次。
(二) 語文學習角從 10 月 1 日截至 11 月 25 日，學生參與達 82 人次。
(三) E-Mail 英文批改 10 月共計批改 10 份稿件。
(四) 多益英語證照班於 11 月 28 日為最後一週上課，在課堂上進行問卷施測，以評核下
學期是否繼續延聘教師。
(五) 線上自學網已全面更新完畢，並更換東吳首頁連結；線上學習進行室（R210）的電
腦系統、印表機已經全面安裝完成，目前運作良好；學生學習諮詢預約網主機因為
老舊汰換，已將原網站換到新主機上。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建立全方位數位教材製作服務方案(104 年 10 月 29 日)
(一) 教學資源器材借用：外借使用 19 人次、借用數量(含配件) 197 件。
(二) 數位教材製作：累計完成 1 件教材製作案。
(三) D0507 數位教學實驗室：累計教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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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小時。
二、推廣數位學習應用方案
「東吳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累計有 514 名教師使用，師生共
13,650 人已上線使用，課程總共 2,895 門，已上傳 1,164 門課程，教材上網率 40.2%。
開學至今之瀏覽量已達 2,242,121 次，瀏覽網站人數共 100,221 人次，共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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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快馬網站系統
1.協助北一區網站頁面新增「教學升等專區」頁面。
2.修改北一區外語自學平台連結。
3.11/10 與教師組討論北一區網站之需求規劃。
北一區計畫管考平台
1.修改北一區管考平台程式，P2-3 表設定。
2.修改計畫同意書程式設定。
3.協助新增各校總主持人與子計畫主持人之帳號。
影音資訊站系統
1.影音資訊站系統 11 月份申請統計(10/30~11/30) 共
累計 31 件申請案。
2.11 月 16 日城中一大樓與五大樓電視牆斷線處理。
3. 11 月 20 日超庸館電視牆斷線處理。
EXALEAD 巨量系統
1.製作校務分析資料線上課程影片錄製 1 支。
2.處理 EXALEAD 105 年度維護案之請購事宜。
3.請購校務資料分析中心之 EXALEAD 專用伺服器
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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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

1.線上問題回覆 11/3~11/25。
2. 1/11 複製網路學園資料(政治系、歷史系)。
3.11/13 前往逢甲大學參加「Moodle 數位學習管理系
統研討會」。
4.製作 Moodle 使用手冊操作影片：
「成績登錄」
、
「成
績權重配分」、「新增紙本成績」、「新增作業」，共
4 支影片。
5.協助建置東吳跨校選課 AP 之獨立 Moodle 系統。
6.11/30 請學生會學權部進行 Moodle 學生壓力測試。
7.Moodle 點名模組匯入，並撰寫資料匯入程式將課
務組提供之課程中，新增點名項目以及上課期程。
8.建立教育部統合視導之範例課程。
9.處理 Moodle 分流作業，連線至 isee.scu.edu.tw，將
分流至 isee1 以及 isee2 兩台主機，並加入存活主
機程式設定 (若 isee1 或 isee2 其中主機無法連線，
則會主動導向另一台主機)。
10.設定 isee1 與 isee2 之自動排程校對時間及時區設
定。

四、未來教室
(一) 11/18 舉辦未來教室與虛擬攝影棚成果發表會。
(二) 11/23 協助張秀瑜老師未來教室上課設備協助。
五、遠距視訊教室
(一) 11/19 協助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生命激勵講座一場轉播。
(二) 11/21 協助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健康諮詢講座兩場轉播。
六、遠距教學與數位課程認證
(一) 11/2 支援遠距教學課程(中國傳統啟蒙精典教材)。
(二) 11/6 與中原大學連線測試。
(三) 11/16 支援遠距教學課程(中國傳統啟蒙精典教材)。
(四) 11/18 未來教室暨攝影棚發表會 。
七、其他行政業務
(一) Google 校園版帳號：新增 63 筆。
(二) 11/3、4 協助教育部統合視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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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十二月
一、 2015 正期制冬季班於 11 月 30 日至 2016 年 2 月 3 日開課，授課總時數 135 小時。本期
學員除領取教育部華語獎學金之巴拉圭學員和前期續讀學員外，另有來自日本、匈牙利、
德國、馬爾他共和國之學生報名參加合計共 11 人，較去年同期增加了 3 人，配合學生
學習程度，開設視聽華語第 1~5 冊。
二、 本中心於 104 年 11 月 24 日上午接待來自約旦 Al Sabilan International School、Al Hoffaz
Academy School、Modern System School 等三校的師長，商談有關簽署外派華語教師協
議事宜。
三、 為加強與華語小老師間的連結，了解華語小老師志工團隊運作是否順暢，中心於 104 年
11 月 30 日中午與小老師們開會，了解團隊運作情形，確認是否有需協助之處。小老師
們亦將規劃期末舉辦予境外學生參加之活動。
四、 本中心鄭匡宇副主任與王鵬順同仁前往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統籌之
「2015 年全美外語教學協會年會（2015 ACTFL）」，參展過程有許多華語教師來詢問有
關華語教師研習團的課程，獲益良多。
五、 有關本中心向教育部申請中止「開拓約旦地區一字計畫」第 2-4 年補助計畫事宜，於函
覆教育部後，11 月 18 日由鄭匡宇副主任親赴教育部說明本校終止計劃原因。教育部亦
於 12 月 1 日來函回覆，希望本校再評估計畫執行的可行性。
六、 本中心協助社會系劉維公老師執行推動華語產業計畫事宜，於 104 年 12 月 1 日由鄭副
主任與計畫執行團隊開會討論該計畫中需由本中心協助執行的工作內容，如：華語課程
暨手冊文宣內容設計等。
七、 配合體育室主辦「2015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活動，於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4 日期間，
協助安排選手入住、離宿等事宜。
八、 協助住宿於楓雅學苑 S313、S310 之自費研習生、交換生協調因生活作息、冷氣使用習
慣差異造成之寢室糾紛。目前 S313 寢室互動氣氛良好，S310 寢室同學提出想更換房間
的需求，惟因四人房已無空床位，二人房則需繳交半價的差額費用，經與同學確認，考
量已近期末，故決定不更換房間，後續將持續關心該寢學生的互動情形。過程中感謝國
際處同仁協助一同調處。
九、 楓雅學苑宿舍同儕團隊預計於 12 月中舉辦帶住宿生至基隆出遊的活動，幹部現正規劃
活動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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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十二月
一、 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一)
完成 APP 相關各項介接 API 撰寫。
(二)
完成選課檢核系統教育訓練。回覆同仁檢核條件設定相關問題。
(三)
完成 104 學年度春季班外國學生線上申請系統上線。
(四)
完成校務行政系統之功能選單文字與查詢內容的中英文對照呈現。
(五)
增加報表志願科目數及民主法治改志願登記報表
(六)
完成因個資安全規範，畢業或退學之學生個人資料不提供教學及行政單位查詢，
且學系限查該系學生資料。
(七)
配合研發處由中心協助將 105 學年度預算項目/細目/科目及用途說明資料匯入
系統。
(八)
配合研發處校發計畫編列作業希望在 11 月 24 號能開放編列。功能開放進行中。
(九)
完成電子化校園資料庫主機記憶體升級。
(十)
進行電子化校園應用系統硬碟升級。
(十一) 完成學雜費系統新增大陸學生收費標準相關程式開發與修改。
(十二) 協助各單位解決公文相關問題。協助處理印製系統無法申請。
(十三) 完成下載統合視晤談學生名冊資料(11/04 視導用)。
(十四) 完成修改教師每月授課鐘點統計表報表。
(十五) 完成轉出新生入學英文成績資料程式。
(十六) 104 學年第 2 學期選課註冊時程確認。
(十七) 持續進行 104 學年第 1 學期初選民主法治志願分發產生重覆修讀問題之程式檢
視。
(十八) 持續進行 OS/2 舊教務系統改版。
二、 全校網路設備與相關系統說明
(一)
進行 ISMS 續評暨驗證請購。
(二)
完成雙溪 DNS 維護請購。
(三)
完成垃圾信防禦系統升級。
(四)
完成全校性防火牆暨內網防禦系統維護請購。
(五)
進行全校性入侵偵測防禦系統維護請購。
(六)
進行專線備援負載平衡系統請購。
(七)
完成全校性入侵偵測防禦系統紀錄器升級。
三、 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進行本年度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二)
11 月份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Excel 2013 基礎」
、
「Word 2013 基礎」
、
「Photoshop
CS6 基礎」，教職員共計 67 人次報名參加。
(三)
辦理 office365 推廣活動。
四、 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完成協助 104 教育部統合視導相關事宜。
(二)
完成東吳超馬之臨時網路建置。
(三)
完成日文系,物理系及數學系考試環境建置。
(四)
完成協助資訊管理系考試環境及經濟系考試環境建置。
(五)
完成配合教學科技推廣組、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列影印中心及國際事務
中心申請，修改防火牆。
(六)
完成協助理學院主機代管（163.14.19.17）恢復網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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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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體育教學組】
一、東吳大學 RFID 運動紀錄系統第一次籌備會議，已於 8 月 25 日啟動，於 9 月 24 日、10
月 8、20、29 日及 11 月 12 日共召開 6 次會議，並於 11 月 20 日 2015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
松記者會舉辦啟動儀式，預計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提供學生使用。
二、104 學年度「東吳大學學生運動核心能力」已於 9 月 21 日-10 月 16 日進行檢測，預計 11
月 23 日-12 月 18 日針對檢測未通過及未檢測學生，實施 4 週 8 次體適能加強班課程，對
於學生運動核心能力表現優異者，印製體適能優異獎章（金、銀、銅、優良獎）
，預計第
17 週發送學生。
三、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體育室課程委員會，審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體育課表及 105
學年度體育課程表已於 11 月 11 日召開完畢。
四、體育室教師進修會預計 105 年 1 月 4 日舉辦，邀請美兆診所朱大維院長進行健康講座。
五、期末課堂反應評量施測預計 104 年 12 月 18、28-31 日實施。
六、本校承辦大專體總「104 年度體適能教學研習會第三梯次－初級體適能顧問證照研習」，
預計 12 月 18-20 日假城中校區舞蹈教室舉辦。
【體育活動組】
一、2015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於 11 月 22 日圓滿落幕，並於 11 月 25 假 D1005 室召開賽後檢
討會議，其成果報告如下:
(一)媒體曝光部分:（資料由秘書室彙整提供）。
1、平面新聞：google 統計新聞媒體報導曝光共計 27 則，計有中國時報、聯合報、自
由
時報、蘋果日報、聯合晚報，各報皆以斗大標題「東吳超馬」報導，實質提升本
校聲 譽。
2、影音新聞：2015/11/20-/22 電視媒體共計有 6 家入校拍攝(緯來、聯合影音、TVBS
新 聞台、TVBS、八大、華視新聞、FOX 體育台)，各台新聞播放總計 17 次，時
間為 1,477 秒，廣告效益達新台幣 2,432,350 元。
(二)24 小時馬拉松競賽成績部分：
1、男子組冠軍：義大利選手伊凡‧庫丁 250.731 公里
亞軍：中國選手趙紫玉 240.853 公里
季軍：台灣選手闕鐵城 237.146 公里
2、女子組冠軍：澳洲選手裘蒂‧歐本 227.429 公里
亞軍：中國選手單盈 220.686 公里
季軍：台灣選手李唯甄 204.107 公里
此次達到國際金牌賽事標準的選手有來自義大利的伊凡‧庫丁、中國的趙紫玉、澳洲
的裘
蒂‧歐本、中國的單盈，臺灣選手闕鐵城僅差 2.854 公里就達到金牌賽事 240
公里資格，因此今年東吳 24 小時國際超馬，也堪稱是是全球最接近金牌賽事的 24 小
時賽。
★金牌賽事標準：男子 240km 以上、女子 220km 以上跑者共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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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牌賽事標準：男子 200km 以上，女子 180km 以上跑者共 5 位；本次達銀牌賽事標
準。
(三)公益活動部分:
馬來西亞腦性麻痺的超馬鬥士曾志龍，在本次賽會以 82.405 公里(202 圈)的成績，突
破
了去年的 74.785 公里（206 圈），堅持跑完全程，堅毅精神令人佩服。
(四)營造健康校園部分:
東吳大學數學系校友陳調鋌學長捐贈的「無線射頻感應系統」
（RFID）在 11 月 20 日，
由國內外超馬選手一齊見證 RFID 啟動儀式。宣示東吳大學未來在體育教學、跑步能
力檢 核、自主慢跑等做運動成果的記錄，記錄成果透過分析，來落實提升全校師生
身體素質、展現體育實施績效。
(五)推廣慢跑運動部分:
東吳超馬將慢跑運動實況分享到社會以及國際各個角落，委請 VAMOS SPORTS 進行
網路直播，直播內容除了賽會，還有跑步有關肌群鍛鍊、跑步技術教學、運動傷害防
制、運動飲食、參賽分享、跑步獲益分享、馬拉松名人訪問、超鐵名人訪問、社區排
舞團體訪問等等。
二、104 學年度教職工桌球賽將於 104 年 12 月 19 日雙溪校區體育館舉行。項目有男女團體
賽、個人賽以及趣味競賽共計 46 人參賽，歡迎各位師長蒞臨觀賽加油。
三、104 學年度第 38 屆體育週新生盃排球賽於 11 月 22 日決賽，計 1206 人參賽。競賽成績：
女子組：冠軍-國貿系、亞軍-社工系、季軍-財經系、殿軍-社會系
男子組：冠軍-數學系、亞軍-物理系、季軍-財經系、殿軍-音樂系
四、東吳大學建校 116 週年校慶運動會已開放報名至 12 月 18 日截止，敬請把握報名期限鼓
勵貴 單位教職工生踴躍報名參加各項競賽。大會提供各競賽獎牌、獎金、破紀錄獎勵、
現場摸彩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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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十二月
103 學年推廣部年度辦理情形報告如列：
一、經常班
１、開課期間為 103 年 8 月至 104 年 7 月，招生狀況如下：
◎ 日文班 103 學年報名人次 16153 人，總收入為 63,150,346 元。
102 學年報名人次 14607 人，總收入為 58,060,246 元。
◎ 韓語班 103 學年報名人次 1163 人，總收入為 4,286,729 元。
102 學年報名人次 1022 人，總收入為 3,765,411 元。
◎ 英文班 103 學年報名人次 3259 人，總收入為 12,677,386 元。
102 學年報名人次 3181 人，總收入為 12,112,720 元。
◎ 德文班 103 學年報名人次 464 人，總收入為 1,900,606 元。
102 學年報名人次 362 人，總收入為 1,320,540 元。
◎ 法文班 103 學年報名人次 252 人，總收入為 1,113,705 元。
102 學年報名人次 360 人，總收入為 1,389,580 元。
◎ 西班牙文班 103 學年報名人次 492 人，總收入為 1,886,849 元。
102 學年報名人次 389 人，總收入為 1,405,393 元。
◎ 義大利文班 103 學年報名人次 11 人，總收入為 39,021 元。
102 學年報名人次 45 人，總收入為 159,417 元。
◎ 數位人才學苑 103 學年報名人次 957 人，總收入為 5,279,004 元。
102 學年報名人次 910 人，總收入為 3,960,079 元。
◎ 企貿班 103 學年報名人次 639 人，總收入為 3,767,841 元。
102 學年報名人次 491 人，總收入為 2,980,938 元。
◎ 文化班 103 學年報名人次 1799 人，總收入為 4,069,562 元。
102 學年報名人次 1608 人，總收入為 4,149,880 元。(含長青學苑餘款 3600 元)
◎ 雙溪學苑 103 學年報名人次 471 人，總收入為 1,333,411 元。
102 學年報名人次 521 人，總收入為 1,433,795 元。
【103 學年經常班年度報名總人次 25660 名；總收入為 99,504,460 元，
102 學年經常班報名總人次 23496 名；總收入為 90,737,999 元。】

二、學分班
◎ 103 學年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1367 人；總收入 12,193,259 元，
102 學年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1462 名；總收入 12,480,837 元。
◎ 103 學年推廣部自行開設學分專班人次 132 名；總收入 887,565 元，
102 學年推廣部自行開設學分專班人次 136 名；總收入 942,780 元。
【103 學年學分班總人次 1499 名；總收入為 13,080,824 元，
102 學年學分班總人次 1598 名；總收入為 13,423,61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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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訓、合作、補助課程
◎ 103 學年境外自費研修生(隨班附讀)總人次 184 名；總收入 11,204,437 元，
102 學年境外自費研修生(隨班附讀)總人次 145 名；總收入 7,391,240 元。
◎ 103 學年產業人才投資學分專班總人次 275 名；總收入 2,352,980 元，
102 學年產業人才投資學分專班總人次 427 名；總收入 3,821,900 元。
◎ 103 學年充電起飛學分專班總人次 69 名；總收入 324,400 元，
102 學年充電起飛學分專班總人次 29 名；總收入 117,000 元。
◎ 103 學年 PMP 專案管理師總人次 566 名；總收入 16,739,480 元，
102 學年 PMP 專案管理師總人次 522 名；總收入 6,809,738 元。
◎ 103 學年樂齡大學總人次 40 名；總收入 433,500 元，
102 學年樂齡大學總人次 65 名；總收入 457,000 元。
◎ 103 學年高中營隊總人次 560 名；總收入 2,037,560 元，
102 學年高中營隊總人次 473 名；總收入 1,728,263 元。
◎ 103 學年企業包班總人次 366 名；總收入 1,192,809 元，
102 學年企業包班總人次 199 名；總收入 799,000 元。
◎ 103 學年未辦理企業委訓，
102 學年企業委訓總人次 53 名；總收入 820,000 元。
◎ 103 學年未辦理商學院冬令營，
102 學年商學院冬令營總人次 38 名；總收入 1,387,000 元。
◎ 103 學年列計溪城講堂人次 295 名；收入 15,034,869 元，
2014 溪城講堂列計 103 學年人次 227 名；收入 11,498,860 元；
2015 溪城講堂列計 103 學年人次 68 名；收入 3,536,009 元；
102 學年列計溪城講堂人次 194 名；收入 10,112,226 元，
2013 溪城講堂列計 102 學年人次 111 名；收入 5,906,726 元；
2014 溪城講堂列計 102 學年人次 83 名；收入 4,205,500 元；
◎ 103 學年遊學團總人次 27 名；總收入 772,700 元，
102 學年遊學團總人次 3 名；總收入 55,000 元。
◎ 103 學年未辦理青年就業讚課程，
102 學年青年就業讚課程總人次 5 名；總收入 112,000 元。
◎ 103 學年未辦理 CFA 證照考試，
102 學年證照考試總人次 573 名；總收入 67,920 元。
◎ 103 學年，線上課程、音樂班、雜項收入，總人次 22 名；總收入 238,035 元，
102 學年，線上課程、音樂班、海天青營隊、工業局、E 傳媒、雜項收入等，
總人次 56 名；總收入 263,992 元。
【103 學年委訓、合作、補助課程總人次 2404 名；總收入為 50,330,770 元，
102 學年委訓、合作、補助課程總人次 2782 名；總收入為 33,942,27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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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文官學院補助課程、暑期英語密集班
◎ 103 學年未辦理，
102 學年應列計總人次 42 名；應列計收入 844,954 元。

五、台北市政府建教合作課程
◎ 103 學年應列計總人次 338 名；應列計收入 1,832,300 元，
102 學年應列計總人次 350 名；應列計收入 1,988,000 元。

以上班別
【103 學年目標收入 121,720,000 元，
總人次 29918 人，總收入 164,748,354 元，目標達成率約 135.35％
102 學年目標收入 108,750,000 元
總人次 28269 人，總收入 140,936,849 元，目標達成率 1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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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十二月
一、校牧室例行事工：
（一）週間循道班定期共有 8 班固定上課。
（二）12 月份週三晚間大聚會：宣教路程的文學信仰（小菊宣教士）、相關聖誕活動。
（三）週三、四、五中午 1220-1320 學生小組聚會，約 45 位參加。
（四）城中教職員查經小組每週四下午 1730-1830 城中校牧室舉行。
（五）雙溪基督徒職員團契每週一中午 1210-1320 在安素堂馬可房舉行。
二、校牧室聖誕節期活動：
（一）11/26-27 至各處室、學系分送將臨圈，並為各單位祝福。
（二）頒發一年一次的東吳團契獎學金，兩校區共有 21 位學生領獎。
（三）12/1-4 在綜合大樓壁記前舉行聖誕義賣，將為屏東沐恩之家（戒毒機構）奉獻。
（四）12/5-6 溪城退修會在淡水畫室舉行，由馬階醫院院牧王榮義牧師擔任講員。
（五）12/09（三）1900 聖誕音樂會，在安素舉行，今年已進入第 14 年，由林舉嫻老師指
揮東吳音樂系合唱團、林孟君老師帶領通識課「合唱藝術之音」
、衛理女中吳怡慧老
師指揮「衛理之聲」及駱威帆老師指揮「衛理室內樂社」共同演出，歡迎大家共襄
盛舉。
（六）12/16 晚上為東吳團契聖誕佈道會「音愛而生」，對象為東吳學生。
（七）12/14 中午城中東吳團契舉辦戶外音樂會。
（八）12/15-18 城中東吳團契舉辦聖誕福音行動—見證、寫聖誕卡、代禱。
（九）12/21-22 城中東吳團契舉辦 24 小時連鎖禱告會。
（十）12/23 城中東吳團契舉辦「聖誕午會」。
（十一）12/23 聖誕報佳音及子夜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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