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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八月 

【教務長室】 

1. 正常運作。 

【註冊課務組】 

1. 104學年度暑修報名已於 7月 5日假城中校區辦理報名作業。 

1. 一般暑修班共開設 40 班，其中 9 班報名人數不達 15 人，有 5 班經選

課同學補繳最低開班費用差額後續開，停開 4班。 

2. 會計課程開 7班（去年 5班），修課人數 244人（去年 134人）。 

3. 擬於 7月 20日簽請核發 104學年度暑修教師鐘費簽文。 

4. 實際開班數及修課人數說明如下： 

項目 
 
年度 

一般 

暑修班數 
一般班 

修課人數 
專案暑修 

班數 
專案班 

修課人數 
總開課 

班數 
總修課 

人數 
外校生 

修課人數 
停開班數 

103 學年度 21 642 25 286 46 928 37 14 

104 學年度 36 976 14 146 50 1122 88 4 

2.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學生成績應於 105 年 7 月 4 日前上網提交完成，截

至 7 月 14 日止學士班未交 2 科，進學班己全數提交完畢，學士班遲交共計 40 科

(畢業班 14科；非畢業班 26科)，進學班遲交 4科，本組業已發函通知各學系授課

教師遲交及未交科目清單，請各學系轉知教師務必改進，並請系主任就本次遲交科

目說明延誤原因及處理作為。 

3. 截至 7月 14日止，104學年度第 2學期因連續兩次 1/2退學學生人數共 21人，

2/3 退學學生人數共 44 人，退學人數共計 65 人，並於 7 月 12 日寄發因學業因素

退學通知單。 

因學業因素

退學人數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雙 1/2退學

人數總計 

2/3退學人

數總計 因學業因素退

學人數總計 
學年期 

雙 1/2

退學 

2/3

退學 

共

計 

雙 1/2

退學 

2/3

退學 

共

計 

104-2 17 40 57 4 4 8 21 44 65 

103-2 20 74 94 5 16 21 25 90 115 

102-2 24 53 77 3 17 20 27 7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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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休學學生人數：學士班 154人、碩士班 147人、博士班

9 人、進學班 39 人、碩專班 99 人，總計 448 人。本學期學生調整年級已於 7 月 3

日由電算中心處理完成，本組後續人工處理未畢業之應屆學生延長修業。 

5.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計畫上網，截至 7 月 18 日之全校上網率為 96.1%（已

上網 3,085科/全校共 3,211科），尚有 126科未上傳（截止時間為 7/18 24時），

已再次通知學系轉知任課教師知悉。 

6. 6 月 25 日辦理大一外文學期統一考試，計有英文 70 組(2,428 人)、日文 11 組

（366 人）、德文 4 組（167 人)，其中含身心障礙生 9 人；試務人員共支援 63 人

（含接駁車司機 2位），以及使用 54間教室作為試場。 

7. 本學期學期考試請假補考於 7 月 6、7 日舉行，雙溪校區共計 24 人申請，計 40

科次（較去年同期增加 3 科次），城中校區 19 人 24 科次（與去年同期增加 7 科

次）。 

8. 本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已於 7月 4日將兩校區卡片送至評鑑組進行讀卡作業，

讀卡結果將於下學初送至相關開課院系存參。 

9. 依東教註課字第 104040116號函，學系需於 105年 6月 30日前完成「學生學習

成效評量辦法」，截至 105年 7月 18日共有 12學系繳回，其餘學系於 105年 6月

23日調查進度時，表示辦法草擬中或將送系務會議討論，大約會於 10月前陸續完

成後送回備查。（已受理備查學系：社會、音樂、數學、物理、化學、心理、經濟、

會計、國貿、財精、資管、巨資） 

10. 本校校外實習委員第一次會議業於 7 月 19 日舉行，會中討論本校學生校外

實習推動方向及各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相關內容。 
 

【招生組】 

1. 105學年度招收日夜學制二、三年級轉學生，業於 7月 10日（週日）假城中校區舉行

考試，共設置30個試場。經統計缺考人數共 187人，缺考率11.83%（去年缺考率19.11%、

前年 11.50%）。業於 7 月 21 日下午召開第五次招生委員會議，議決最低錄取標準及

正、備取名額；並於 7 月 22日公告錄取名單，寄發成績單。統計日夜學制級別招生情

形如下： 

日間學制二年級轉學生 日間學制三年級轉學生 

招生名額 
名額 

內外 

報名 

人數 

錄取 
招生名額 

名額 

內外 

報名 

人數 

錄取 

正取 備取 正取 備取 

名額內 名額外 名額內 名額外 名額內 名額外 名額內 名額外 名額內 名額外 名額內 名額外 

113 6 1141 112 4 236 0 107 2 307 96 1 66 0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轉學生 進修學士班三年級轉學生 

40 103 正取：40 備取：39 21 30 正取：17 備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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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部核定本校招收學士班陸生共 23 學系學位學程(45 招生分組)，招生名額 55 名。陸

生聯招會業於 7月 5日公告正式分發結果，本校共計錄取 55名。表列本校 105學年度各學制

陸生招生情形如下： 

學制 核定學系組數 
核定 

名額 

報名 

人次 

可排名 

人次 

預錄分發名額 正式 

分發名額 正取 備取 

博士班 6 8 14 7 3 0 3 

碩士班 23 23 103 94 16 10 16 

學士班 
23學系學程 

45系組 
55 1884 1829 

56 
(會計增額) 

801 55 

3. 本校 105學年度陸生轉學生由企業管理學系二年級招收 1名。業於 6月 28日至 7月 11日

受理報名。經統計共 22 人報名，7 月 18 日將書面資料送學系審查，預定 8 月 4 日公告錄取

名單，8月 25日辦理正取生報到。 

4. 本校 105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採行甄審入學及申請入學兩種招生管道。甄審入學業於 6 月

24日公告錄取名單，計正取 150名、備取 63名。分析錄取結果計有：中文系缺額 26名、英

文系缺額 10名、日文系同分增額 1名。甄審入學之缺額流用至申請入學補足。依招生簡章規

定，申請入學管道 A 組採計指考、B 組採計四技二專統測之成績提出申請，A 組訂於 7 月 18

至月 8 月 9 日受理報名、B 組訂於 7 月 18 至月 8 月 1 日受理報名，預計 8 月 15 日公告錄取

名單。 

5. 本校 105 學年度考試分發入學核定招生 969 名，經統計甄選回流名額 241 名（去年回流

251 名），合計分發名額共 1,210 名（去年 1,240 名）。預計 8 月 8 日上午八時至聯合分發

委員會網頁接收新生榜單後，送交註冊組寄發入學通知。 

6. 辦理日文系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成績登錄、複查與放榜等相關試務。經查通過統測篩選考生

20名；報名第二階段考生 17名；業於 6 月 15日舉行第二階段甄試，缺考 1名，並於 6月 30

日公告本校預錄正取 10名、備取 6名；甄委會於 7月 7日公告統一分發 10名；7月 11日下

午 5時前受理錄取生就讀意願傳真確認，經查所有考生均已完成報到。 

7. 辦理 105學年度碩博士班及甄選入學招生試務經費結報相關事宜。 

8. 受理各梯次僑生分發業務，影送基本資料送註課組、國際處辦理相關後續作業。 

9. 修訂招生系組簡介、設計請製大學博覽會攤位，並於 7 月 17 日舉辦工作人員行前訓練。

俾因應中時旺旺集團主辦之「2015七月大學博覽會」。大學博覽會將於 7月 23、24日兩天舉

行，本校奉示參加台北場次。本次參展重點策略之一為盡量減少浪擲文宣資料，轉而在攤位

放置多組晤談桌椅，提供參觀者可以與解說同學詳談之舒適空間。招生服務團學生充分發揮

平時培訓所學，以專業能力，成為場中相當突出之解說團隊，充分發揮宣導及服務成效。本

校學生舞台表演於第一天下午 3：35至 3：45，由招服團 6位同學上台表演舞蹈，目前刻正積

極排練中，希望臨場能有最佳發揮。 

10. 招生服務團「暑期幹部訓練」業於 6 月 28 至 30 日辦理完畢，凝聚團隊認知與瞭解，

活動順利圓滿完成；另，訂於 7月 11日、16日、18日、20日及 25日規劃幹部課程，由幹部

自行安排規劃，邀請資深團員強化幹部專業知能，健全未來服務團發展方向，提升營隊相關

活動知能。另擬於 7 月 21 日舉行第二學期招生宣導服務慶功，邀請本學期熱心服務同學參

與。 

 



5 

【教務行政組】 

1. 高中策略聯盟： 

本校於 8/3 上午 10 點擬與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進行高中策略聯盟合作協議簽約事

宜。 

2. AP課程： 
1. 本校 AP課程開課日期自 5/30 起至 7/26為止。 

2. 本組協助教師及學生解決（借用教室、系統平台使用、請假等...）相關問題，並進

行授課教師課堂問卷調查及辦理相關經費核銷事宜。 

3. 東吳英檢考試 

1. 東吳英檢考試擬於 9月 11日舉辦，報名日期自 7/22 至 8/30 日截止。 

2. 整理製作 9月份東吳英檢考試題目。 

 

【通識教育中心】 

1.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中心開設講座課程資訊： 

本學年度開設兩門新課分別為歐素華老師主持之「課程跨域創新：看動漫學管理」特色

通識講座及駱政廉老師教授之「幸福生命學」名師通識講座，其於通識講座課程分別如

下： 

 
開課

班級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組

別 
人數 
上限 

授課教師 
(姓名下畫底線為主持教師) 

星

期 
節

次 教室 

溪通

識一 BDC441A1 
跨域創新：看動漫學

管理★ 
(第四類) 

特色講

座 120 歐素華、林大偉、廖哲毅、葉明軒、張

瑜倩、陳文旭、權自強、林宜標 二 1、

2 B015 

溪通

識一 BDC746A1 幸福生命學★ 
(第六類) 

名師講

座 210 駱政廉 二 1、

2 R0101 

溪通

識二 BDC65511 
健身運動與全人健

康 
(第五類) 

跨領域 
講座 210 

東方介德、黃奕仁、 
劉義群、劉佩珊、張本聖、 
鄒桂禎 

一 1、

2 R0101 

溪通

識三 BDC64331 
工程與人類文明的

生與死 
(第三類) 

名師講

座 117 洪如江 一 3、

4 H304 

溪通

識三 BDC65931 作家論佳作 
(第二類) 

特色講

座 120 鍾正道、廖玉蕙、駱以軍、 
廖輝英、向  陽、劉克襄 一 3、

4 B015 

溪通

識三 BDC67231 
音樂面面觀 

 (第二類) 
 

特色講

座 210 

孫清吉、黃瑞芬、魏廣浩、 
陳威仰、康美鳳、白玉光、 
廖繼坤、呂碧玲、張芳宇、 
何康婷、黎美光、車炎江、 
黃修禮、何厚華、王望舒 

一 3、

4 R0101 

溪通

識三 BDC65731 故宮文物賞析 
(第二類) 

特色講

座 120 
盧素芬、鄭邦彥、賴國生、 
吳曉筠、黃雯瑜、陳玉秀、 
王鍾承、葉淑慧 

一 3、

4 H303 

城通

識二 BDC66851 
投資理財與租稅規

劃 
(第四類) 

跨領域 
講座 150 謝永明、黃寶玉、高立翰、 

馬嘉應、林育廷、楊葉承 五 7、

8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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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通

識三 BDC67071 性別互動與愛情 
(第六類) 

特色講

座 120 林蕙瑛、林萃芬、黃暐超、 
傅嘉祺 五 5、

6 2413 

城通

識三 BDC67371 
當代精英的責任與關

懷 
(第六類) 

廣達大

師 
講座 

150 

王世和、周功鑫、陳長文、 
王育敏、李克明、黃俊傑、 
呂桔誠、黎建球、潘懷宗、 
錢  復、陳  冲、楊志良、 
董保城、李家維、黃光國、 
孫維新 

五 5、

6 1705 

遠距

通識 BDC745R1 
社會未來 
(同步遠距教學) 
淡江主播、東吳收播 

遠距通

識 50 陳瑞貴(淡江大學副教授) 二 34 5213 

全校

選修 
(雙溪) 

BSP95401 新服務人才—職涯

探索自我發展(II) 
講座 
課程 42 顧名儀 二 789 B707 

2. 共同課程「外文」修讀方式及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東吳英檢」報考資格修訂調整：依據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共通教育委員會第 3次會議(105.07.18)修訂通過，為協助學生順利通過「外

文」共同課程及「英文能力」畢業標準，即日起開始實施調整相關限定標準如下： 

1. 凡本校在學學生無須先修讀「外文(一)、(二)」，即可直接報考本校「東吳英

檢」考試。 

2. 凡本校在學學生修讀共同課程外文(包含英、日、德)領域中之「外文（一）」

不擋修「外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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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八月  

一、 105學年度第1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將於9/5-9/8舉行，相關工作進度如下： 

(一) 東吳新鮮人網頁及第 1 哩活動網頁將於 8/8 新生放榜前開放新生查詢各項資訊。 

(二) 8/4 邀請總務處、體育室、保全協調各項新生進住、第 1 哩活動協助執行等事務。 

(三) 8/8 與學務同仁進行活動細流推演，預計於 8/30、8/31 與學生服務員進行綵排。 

(四) 本次活動對象採大一新生強制參與，轉學生、進修學士班自由參加方式辦理。凡新生

於活動中點名超過三堂課未到者，將於開學後(月底)安排補訓，如補訓仍未參與者，

將提供名單給各學系作為輔導參考。 

二、 博碩士班新生座談會：預定於9/1下午13:30~16:00於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將

安排學務處、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及圖書館同仁為博碩士班新生介紹校內相關資源與

規定，目前進行相關流程前置作業與宣導資料修定準備。 

三、 105學年度第1學期就學貸款申請：銀行預定於8/1開始受理對保申請，學校同時辦理申請

收件至註冊截止日。另德育中心將分別於8/2、8/10、8/22、8/29於城區2123會議室輔導進

修學士班新生正取生、備取生辦理就學貸款申請。 

四、 104學年度第2學期大功過以下獎懲定期提報及104學年度第2學期全校學生操行成績計

算：104學年度第2學期獎懲統計（截至105.7.20）：嘉獎2315人（3445人次）、小功203人

（220人次）、大功3人（3人次）、申誡16人（24人次）、小過2人（2人次）、大過1人(1人

次)。 

五、 「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104學年度第2學期續獎勵申請：符合續領資格同學

共計68名，已通知渠等至德育中心網頁最新消息下載「續領資格審查表」，並於9/20前繳

回德育中心。依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辦法規定，將於10/31前函送富蘭克林公

司初審核結果。 

六、 104學年度遺失物處理經費收支情形結報：共收入3萬6,909元，失金：2萬1,667元、悠遊

卡退費：1萬1,629元、和範影印卡退費：3,613元整，無支出情形。103學年度遺失物處理

經費結餘10萬4,273元，加本學期收入，合計14萬1,182元。 

七、 第27屆蘇州盃全國高中職辯論錦標賽：7/5至7/10由正言社主辦之「第27屆蘇州盃全國高

中職辯論錦標賽」於城中校區舉行，共計北一女中等66所高中528位高中生參加，活動於

7/10順利完成比賽。獲勝隊伍名單為：冠軍：高雄女中、亞軍：嘉義女中、季軍：曉明

女中、成淵高中。 

八、 暑期國內服務隊慰問：本次暑假服務隊已於7/4~7/15至各縣市順利辦理完畢。期間學務

長與群育中心同仁輪流於7/6~7/11分別探視台南地區校友會-台南西港國小、台南佳興國

小、宜蘭地區校友會-宜蘭龍潭國小、法治播種服務隊-花蓮明廉國小、基層文化服務團-

新竹橫山國小、桃園四維國小、基隆七堵國小、新北長安國小、社會服務團-花蓮春日國

小、原住民課業輔導社-花蓮松浦國小及幼幼社-新北文山農場。藉由師長親自慰問營隊

伙伴，傳遞學校給予的支持及鼓勵；尼伯特颱風來襲期間與已上營之6隊隊長聯繫並與各

國小師長確認應變方式，如發布停班停課則停止活動，隨時與群育中心保持聯繫；另有

2支服務隊在雙溪校區進行籌備，與2隊隊長達成共識，於7/7晚上發布陸上警報後，已於

7/8中午前離開學校回到住處躲避颱風，各隊皆平安渡過此次颱風。 

九、 五育競賽獎助生有關陸生獎勵部份：本獎勵辦法係為獎助本校在學生參加各項競賽或獲

選楷模為校爭光而設立。目前已有18件申請，獎金共計44萬8千元。另企管系一名陸生參

加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項目，獲得男子組400公尺自由式第3名，因本項計畫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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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育部之教學卓越計畫，在現行法規下，使陸生獎勵受限；然為照顧陸生及鼓勵學生

持續參與比賽為校爭光，相關獎勵金已簽請校長同意由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學校配合款項

下支應。  

十、 綜合教室安裝資源卡系統工程：社團綜合教室已於105年3月安裝城中六大樓綜合教室之

資源卡系統，雙溪愛徒樓綜合教室已於105年6月完成，目前正進行雙溪綜合大樓之安裝。

插卡供電時間比照一般教室（學期間週六日全天插卡，寒暑假期間週一至週四晚上及五

六日全天）。系統預計於8月測試。 

十一、 暑假社團辦公室開放情形：由群育中心透過社團例會調查社團意見並完成相關簽文後，

本學年暑假社團辦公室已開放學生使用，開放時間與學校上班時間相同，實行迄今開放

狀況良好。 

十二、 105學年新生體檢前置作業： 

(一) 105 學年新生體檢兩校區場勘已完成，此次將於報到處及收表處加裝讀碼機，可檢核

學生資料，加速學生體檢流程並提升回收體檢表之正確性。 

(二) 於 7/25 下午至中山一分局申請 9/7 延平南路 129 巷使用路權，以便停放體檢 X 光車。 

(三) 疾病管制署最新修改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取消來台居留之人類後天免疫缺

乏症候群檢查項目，已將新表發送給境外生使用。 

十三、 餐飲衛生：統計104學年度執行餐飲工作環境、食品及人員衛生督導「衛生自主管理

稽查表」共321次、自助餐廳營養評估9次、抽查各承商油炸用油3次、檢測食品添加物(過

氧化氫)6次、檢測餐具澱粉與脂肪殘留7次、餐飲衛生宣導與通知公告事項4次，以確保

全校師生飲食衛生。 

十四、 諮商輔導：本學期性平事件經學生獎懲會決議實施強制輔導共3案，經心理師評估，

其中1案已完成強制輔導，改以主動邀請學生進入諮商，期待藉著維持穩定的諮商關係，

提供學生情緒支持、持續觀察學生身心狀況，並提供精神醫療等資源介入另外2案均需再

進行實行強制輔導與性別平等教育。 

十五、 105學年度身心障礙甄試新生：共29人（原30人，其中1人已確定不入學），個別化支

持計畫會議（ISP）截至7/21共完成25人，其餘4人將於開學前完成。會議內容主要為說

明資源教室輔導內容，包含課業、生活、心理、生涯、其他支持性服務，並解釋教育部

大專鑑輔會鑑定流程及申請方式，同時評估學生能力狀況，討論未來所需之輔導服務內

容，會同學系共同了解學生障礙情況及未來於課業部分所需之協助。 

十六、 2016年溪城講堂：溪城講堂學員於7/18報到進住，本次課程自7/18到8/16，為期30天。

本次開放柚芳樓、松勁樓提供男女學員分層住宿。住宿安全設備說明暨逃生演練事宜，

已於7/20晚間8:30、9:30分兩場次進行，由值勤教官協助逃生要領說明與指導。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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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費用退款一案，高生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遭駁回，未提起上訴。高生尚有2,174元電

費未繳交，已寄送存證信函追討電費，7/13學生住宿中心接獲高母來電，表明會繳交此

筆費用。 

十八、 房東座談會：已於7/11舉辦完畢，本次安排2場講座，講述居家防火安全觀念，以及針

對內政部新頒發之房屋租賃契約範本進行解說，邀請到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城中分隊、崔

媽媽基金會義務律師，期望房東能重視租賃安全並遵守租賃契約最新規範事項，以降低

學生租屋安全風險、減少租賃糾紛之情事，本次活動整體滿意度為4.53分（5分量表）。 

十九、 寄居蟹服務隊尋屋服務籌備：為協助未獲床位分配之大一與轉學新生找到安全、舒適

之租賃處，學生住宿中心結合彰化以北之校友會與轉學生聯誼會社團，成立「寄居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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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隊」陪同新生進行尋屋，已於7/4進行租屋法律常識、尋屋技巧與實地訪視房東等實務

課程。 

二十、 105學年度學生宿舍同儕團隊培訓：已於7/4至7/7期間完成第一階段培訓活動。第二階

段同儕體驗營將於8/1-8/2舉辦，相關籌備活動刻正進行中。 

二十一、 校園安全維護：7/7尼伯特颱風侵台，軍訓室協同總務處、學生住宿中心針對校區環

境及宿舍等先期完成防颱整備，颱風警報期間高應欽主任進駐校安中心協助掌握校區狀

況，本次颱風無災損。 

二十二、 學生生活輔導：兩校區服務與輔導學生工作成果計40件次，（校安維護3件、疾病送

醫1件及其他事件36件)。 

二十三、 承商督導：104學年度暑假各承商單位均能配合學校行事曆及各營隊營業，溪城講

堂期間並要求配合課程增加營業單位及延長時間。 

二十四、 學生兵役業務、軍訓課役期折抵：本學年至105年6月30日止，辦理本學期各學制在

學役男兵役緩徵、儘召業務計1439人次、協助同學辦理出國進修作業計48人次，軍訓課

程折抵役期39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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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八月 

一、 各類採購及驗收： 

1. 7 月份計辦理財物 107 件、勞務 64 件、工程 5 件、圖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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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22-105.7.25)： 

(1) 逾 50 萬元之採購案 

 營繕組「雙溪校區雙溪校區光道廳門窗更新工程」、「城中校區四大樓 1、

2 樓及兩側樓梯整修工程」、「圖書館漫讀區增設系統書櫃」、「105 學年

度兩校區電氣設備檢驗維護採購」開標。 

 會計室「104 學年度財務報表查核簽證及稅務簽證」開標。 

 圖書館「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搜尋引擎升級暨系統整合」開標。 

 教學科技推廣組「雙溪校區 D0508 多功能虛擬影棚」、「雙溪校區 D0507

多功能會議室」、「V5020 網路儲存伺服器 1 台」開標。 

 網路暨維修組「105 學年度全校有線網路交換器維護」、「網路交換器」、

「全校性防火牆紀錄器與應用交換器維護」開標及「專線負載平衡案」評選

案。 

 化學系「雙溪校區超庸館 M409 實驗室教學設施、實驗桌檯、隔間及電源汰

舊更新」開標。 

 巨量學院「2016 全球大數據國際會議活動」開標。 

(2) 逾 10 萬元未逾 50 萬元之採購案 

 環安衛暨事務組「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PQ 棟清潔打掃勤務案」議價 

 營繕組「雙溪校區光道廳屋頂西側排水溝滲水修繕、I201 會議室壁癌處理

及天花板牆面粉刷工程」、「貫流式熱水鍋爐」、「雙溪校區東荊學廬無

線網路系統建置工程」、「雙溪校區 R0205 未來教室- 門禁管理系統」、

「105 學年度兩校區及校外學舍消防設備系統維護保養」、「105 學年度

兩校區校外學舍飲水機設備維護保養」、「雙溪校區東芝電梯技術鑑定服

務」、「循環風扇 78 台」議比價 

 採購保管組「城中校區 3312R 家具一批」議價 

 兩岸中心「河岸鐵騎輕鬆遊活動晚宴訂席」議價。 

 美育中心「網頁規劃」比價。 

 讀者服務組「圖書安全系統維護 4 套」議價。 

 教學發展組「ZUVIO 帳號權利使用費」、「場地借用」議價。 

 網路暨維修組「全校性 Intel Base 伺服器維護」、「全校垃圾郵件防禦閘

道器及垃圾郵件防禦紀錄器軟體維護」、「個人電腦 3 台(2 組+1 主

機)」、「無線網路橋接器」議比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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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諮詢組「個資稽核」、「ArcGIS for Desktop Basic 大專教育包 41 人網

路版買斷授權」、「EVO Cloud 硬碟管理用戶端」議價 

 體育室「健身房地墊(巧拼式合成橡膠) 」比價。 

 化學系「超庸館 M409 實驗室實驗桌、櫃」議價。 

 企管系「Acer 筆記型電腦 11 台」比價 

 資管系「Cellopoint 維護合約」比價 

 巨量資訊管理學院「2016 全球大數據國際會議資訊平台」議價。 

(3) 逾 50 萬元之公開驗收案 

無 

2. 104 年 8 月 1 日至 105 年 7 月 25 日完成各類議減案件累計議減金額 1,847 萬 4,737

元。其中 7 月份單月完成各類議減價案件累計節約金額合計達 130 萬 3,375 元。 

二、 校園環境維護及其他事務： 

1.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6 月份資源回收量及廚餘量。 

2. 完成 7 月份垃圾、廚餘及大型雜物清運。 

3. 完成 7 月份 57,000 公斤垃圾（含樹枝、木板、寢具等雜物）、8,516 公斤資源回收及

4,000 公斤廚餘清運。 

4. 7 月份本校校車及公務車用油量使用情況：汽油 279.05 公升，柴油 517.37 公升。 

5. 6 月份兩校區汽機車收入金額為 83 萬 9,135 元。 

6. 完成尼伯特颱風襲台（7 月 7 日）前防颱準備(運動場欄網安置、排水溝清理、屋頂

排水孔巡檢、防水閘門安裝等)，計派 32 人次同仁及工友；襲台期間派值班工友巡

視校園環境安全計 4 人次；同仁及工友共 9 人次協助颱風過後校園環境恢復及清理。 

7. 配合城中校區四大樓整修工程，協助完成資訊系及企管系臨時辦公室布置及清潔，

並進行廢棄物資源回收及個資銷毀資料搬運儲藏等處理作業。 

8. 暑期事務性工作： 

(1) 完成雙溪校區寵惠堂全棟、綜合大樓教室及辦公室、第二教研大樓辦公室、音樂

系琴房、公共空間、松進樓宿舍、柚芳樓宿舍；城中校區一大樓、三大樓、五-六

大樓教室清潔工作；其餘部分依排定之時程持續進行中。 

(2) 辦理暑期教室課桌椅自力維修作業，已完成雙溪校區綜合大樓、第一教研大樓、

第二教研大樓及城中校區 1 大樓、5 大樓教室課桌椅維修。 

(3) 辦理 105 學年度校區生活垃圾清運合約請購作業。 

(4) 完成綜合大樓、第一、二教研大樓化糞池清理。 

(5) 賡續執行城中校區鼠害防治。 

三、 健康衛生及校園安全： 

1.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6 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量。 

2. 完成 6 月份密封射源狀態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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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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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月 26 日完成毒性化學物質核 105 年第 2 季運作紀錄申報作業。 

5. 賡續辦理優先化學品年度申報相關資料先期清查作業。 

6. 辦理大專校院廢棄物減量輔導計畫第一階段現地輔導委員輔導建議改善作業。 

7. 辦理台北市環境保護局「105年度臺北市加強推動大專院校推動資源回收工作考核」

前置作業。 

8. 辦理 105 學年度實驗室有害作業人員特殊體檢參檢人員名單調查前置作業，105 學

年體檢由宏恩醫院承接，預定於 9 月 28 日到校辦理體檢。 

四、 各類人力支援服務及停車管理部分： 

1. 人力支援服務 

(1) 7月份兩校區支援各單位申請搬運物品、器材、場地佈置等共102人次。 

(2) 7月份公務車派遣支援共14車次。 

(3) 協助溪城講堂會場布置、心理系及副校長室維養盆栽等共20人次。 

(4) 協助轉學生考試場地布置、復原及試場維護共10人次。 

2. 停車管理與接待服務： 

(1) 支援安排校友總會校友籃球賽等，外賓來校停車約41輛次。 

(2) 辦理105學年度第二階段固定車位抽籤及105學年度第1學期兼任老師時數調查

事宜。 

五、 設施維護工程： 

7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 295 件，其中完成自力修繕 137 案件、委商修繕案 12 件，其餘

146 件尚在進行中。重點項目摘要如後： 

1. 寵惠堂女廁自動門及機車停車場鐵捲門檢修工程。 

2. 柚芳樓櫃臺側牆滲水修繕。 

3. 柚芳樓前樓梯施作抿石子及止滑條工程。 

4. 哲生樓 H304-2~H304-4 研究室前走廊頂版滲水修繕。 

5. 第一教研大樓 R0526 物理系主任辦公室牆面滲水、壁癌處理。 

6. 文舍屋頂排水管檢修工程。 

7. 第五大樓 2 樓走廊欄杆固定及體育室韻律教室連續壁滲漏水檢修工程。 

8. 推廣部 5112 辦公室更換天花板板面工程。 

9. 游藝廣場大門口地面下陷整修工程。 

六、 105 年暑假重大工程、財物採購執行 

雙溪校區： 

1. 光道廳門窗更新、防漏修繕：完成發包，預定 8 月 20 日完工。 

2. 東荊學廬無線網路系統：完成發包，預定 9 月 30 日前完工。 

3. 綜合大樓友善廁所裝修：7 月 27 日開標，預定 8 月 30 日前完成西側廁所裝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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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前全部完工。 

4. 合江學舍、合楓學舍寢室床組爬梯更新：7 月 28 日開標，預定 8 月 20 日前完工。 

5. 超庸館 M309 室整修：已於 7 月 25 日完成，賡續配合使用單位辦理驗收事宜。 

6. 教師研究二樓週邊步道整修：工程進度 26%，預定 8 月 31 日前完工。 

城中校區 

1. 四大樓 1、2 樓及兩側樓梯整修：工程進度 24%，預定 8 月 28 日前完工。 

2. 企管系辦公室整修：7 月 28 日開標，預定 8 月 30 日前完工。 

3. 圖書館內樓梯建置：7 月 27 日開標，預定 9 月 19 日前完工。 

4. 第一閱覽室整修：採購組排標中，預定 10 月 15 日前完工。 

5. 第一閱覽室門禁及劃位管理系統：採購組排標中，預定 10 月 15 日前完工。 

七、 雙溪校區邊坡安全監測： 

105 年度第 3 次校園水土安全巡勘監測作業，長碩公司於 7 月 27 日實施邊坡監測作業

及巡勘事宜。 

八、 兩校區 6 月份水電用量檢討： 

1. 用電部分： 

(1) 105年7月（6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電比較：本期兩校區使用日數30天與去年同

天，總用電度數減少13萬3,400度（平均氣溫較去年同期減少0.4度），日均用電

度數比例減少7.49%（雙溪減少7.24%，城中減少7.98%），總電費支出減少127

萬3,126元（含電費調降），減少比例18.91﹪。 

(2) 105年6月總用電度減少，仍有愛徒樓、楓雅學苑日均用電度較去年正成長。負

成長校舍前五名：中正圖書館、六大樓、寵惠堂、機車停車場及第二教研大

樓。 

(3) 兩校區用電情形詳如下表： 

校

區 

繳費月份 105-7 日均用電度（不含商場） 

實際使用月份 

校舍名稱 
104 年 6 月 105 年 6 月 增減 

增減 

百分比 

雙 

溪 

校 

區 

A 棟寵惠堂 827  694  -133  -16.08% 

B 棟綜合大樓 6,088  5,616  -472  -7.75% 

C 棟愛徒樓 396  475  79  19.95% 

D 棟第二教研大樓 
7,620  6,796  -824  -10.81% 

D 棟松怡廳 1,400  1,323  -77  -5.50% 

E 機車停車場 804  677  -127  -15.80% 

F 棟文化大樓 321  320  -1  -0.31% 

G 棟戴蓀堂 487  466  -21  -4.31% 

H 棟哲生樓 329  321  -8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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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區 

繳費月份 105-7 日均用電度（不含商場） 

實際使用月份 

校舍名稱 
104 年 6 月 105 年 6 月 增減 

增減 

百分比 

L 棟心理系 150  144  -6  -4.00% 

M 棟超庸館 

（含 I 棟光道廳） 

5,421  5,352  -69  -1.27% 

N 棟中正圖書館 2,432  1,929  -503  -20.68% 

P 棟雷德樓 129  122  -7  -5.43% 

Q 棟教師研究二樓 207  191  -16  -7.73% 

R 棟第一教研大樓 5,524  5,335  -189  -3.42% 

榕華樓 845  759  -86  -10.18% 

柚芳樓 1,031  925  -106  -10.28% 

松勁樓 1,303  1,207  -96  -7.37% 

楓雅學苑 907  1,025  118  13.01% 

職工宿舍 195  179  -16  -8.21% 

城 

中 

校 

區 

一大樓 3,156  2,871  -285  -9.03% 

二大樓 6,212  5,850  -362  -5.83% 

三大樓 643  634  -9  -1.40% 

四大樓 1,091  1,006  -85  -7.79% 

五大樓 3,599  3,505  -94  -2.61% 

六大樓 1,805  1,485  -320  -17.73% 

2. 用水部分： 

(1) 105年7月（105年6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水比較：本期兩校區使用日數30天，

與去年同。總用水度數增加516度，日均用水度數比例增加3.12%（雙溪增加

1.68%，城中增加8.37%），總水費支出增加19萬7,322元，增加比率86.28%。

（台北市區自105年3月1日起調漲水費） 

(2) 用水量增加原因研判：因104年3月起配合旱災宣導，調減兩校區感應式龍頭與

小便斗出水量，至104年9月調整恢復正常水量，故今年同期用水量較去年增加

外，另發現浴廁漏水（8件）、水龍頭未關緊（17件）等亦導致用水增加（水

電、樓管人員巡查發現，立即處理）。 

九、 兩校區學年水電用量檢討： 

1. 用電部分： 

(1) 104學年（104年8月至105年7月）相較103學年（103年8月至104年7月），用電

量總計減少5萬7,000度（-0.38%），日均用電降低340度（-0.82%），總電費減

少527萬6,887元（-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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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4學年（104年8月至105年7月）相較102學年（102年8月至103年7月），用電

量總計增加20萬3,800度（1.37%），日均用電增加446度（1.10%），總電費減

少336萬7,848元（-6.78%）。 

(3) 整體而言，兩校區總用電量逐年增加，評估其原因除氣候異常，平均溫度增高

外，雙溪校區活動增多(如溪城講堂、高中營隊…等)，亦為增加原因。惟104學

年度總用電量相較103學年度減少的原因，依據中央氣象局統計，除105年6月台

北平均溫較去年同期下降0.6度外，另雙溪校區電力監控系統進行冰水主機、冷

氣機卸載輪控及第一教研大樓發電機需量投入，以及城中校區汰換為LED燈管發

揮節電效果所致。 

2. 用水部分： 

(1) 104學年（104年8月至105年7月）相較103學年（103年8月至104年7月），總用

水度增加1萬664度（+6.1%），日均用水上升28度（+5.81%）。因臺北市區自

105年3月1日起調整水費，以致總水費增加88萬6,556元（+36.86%）。 

(2) 104學年（104年8月至105年7月）相較102學年（102年8月至103年7月），總用

水度減少1萬4,445度（-7.22%），日均用水下降41度（-7.48%）。因臺北市區自

105年3月1日起調整水費，以致總水費增加111萬3,754元（+51.14%）。 

十、 2016 溪城講堂配合業務 

1. 為提供溪城講堂學員到校時可立即進住宿舍，本處於 105 年 7 月 15 日、16 日協助提

供校徽寢具運載至柚芳樓與松勁樓，統計數量達 269 套(含臉盆、衣架)，感謝住宿中

心同仁及宿舍幹部協助放置各學員寢室。 

2. 另配合帶隊老師參與優先規劃入住剛整修完成之學廬招待所，統計安排 14 位全程參

與老師、6 位短期參與老師分別入住東桂學廬家居房、東荊學廬單人套房。 

十一、 105 年 7 月份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1. 財產管理：7/1-7/26 兩校區共新增 129 筆財產（金額 558 萬 9,150 元），財產報廢共

368 筆（金額 132 萬 4,174 元），財產移轉共 133 筆。 

2. 消耗品倉儲管理：7/1-7/26 兩校區文具紙張發放 127 筆，清潔用品發放 18 筆，電腦

耗材發放 15 筆。 

3. 場地管理：7/1-7/25 兩校區各會議場館共申請 175 場次，雙溪校區 94 次，城中 81 次；

二校區一般教室由採購保管組登錄共 811 次，其中雙溪校區 586 次，城中校區 225

次。 

4. 招待所：7/1-7/25 東荊、東桂兩學廬共安排 6 次住宿申請，其中東荊學廬單人套房共

進住 4 次/14 人；東桂學廬共進住 2 次，2 室家居房共進住 8 人，3 室家居房共進住 9

人。另，原有眷招待所本月無新增賓客進住。 

十二、 出納業務： 

1. 105 年 6 月 24 日至 105 年 7 月 26 日止現金及銀行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4 億 4,865

萬 7,415 元，支出 4 億 6,738 萬 7,301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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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 105 年 7 月 26 日止結存日報表分析，本校資金配置明細如下：銀行活期存款

9.32%、支票存款 2.81%、定期存款 71.15%、政府公債 5.44%、證券投資 3.23%、短

期票券 8.05%。 

3.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資金會議於 105 年 7 月 11 日召開。 

4. 105 學年第 1 學期繳費單，預定於 105 年 7 月 29 日前完成寄發作業。 

5. 2016 東吳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於 105 年 7 月 18 辦理註冊，計 267 位學員完成註

冊，其學費總收入為約 1,520 萬元整。以第三方支付通路繳款者計 206 人，以國外匯

款方式繳款者計 44 人，另 17 人以現金繳款。 

6. 105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甄審入學正、備取生於 105 年 8 月 2、10 日辦理報到註冊；申

請入學正、備取生於 104 年 8 月 22、29 日辦理報到註冊，出納組將派人支援學雜費

收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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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八月 

【研究事務組】  

1 研究計畫類 

1.1 科技部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本校共計提出141件計畫申請案（其中134件為104年12

月提出申請，2件為新進教師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申請，1件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

學者國內訪問研究計畫，3件為科普活動計畫，另有1件私校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

案），獲核定通過74件，未獲通過67件，另前年度已核定多年期計畫將於105學年度

執行第二或第三年計畫計有29件，相關核定情形陸續公布於研究事務組首頁。   

1.2 科技部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覆案，敬請有意申覆之教師於105年8月28日前完成

線上申請作業。 

1.3 科技部106年度「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參考相

關作業要點及補充說明，於105年8月28日前完成線上申請。  

1.4 科技部106年度「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計畫」案，即日起公開徵求計畫構想

書，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年8月31日前完成郵寄繳交構想表等相關資料。     

1.5 科技部106年度「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NEP-II)「能源科技策略小組」、「能

源政策之橋接與溝通小組」與「能源技術移轉與國際合作小組」計畫」案，敬請有

意申請之教師於105年9月7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1.6 科技部2017-2019年度「臺法(MOST-INRIA)聯合團隊人員交流計畫」案，敬請有意

申請之教師於105年9月26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1.7 科技部106年度「輔助科技研究專案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年10月10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1.8 函請本校執行「科技部私校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之主持人提供104學年度研究

成果發表情形，俾便進行成效追蹤評估。   

1.9 辦理本校104學年度第2梯次研究計畫案之獎勵金撥付入帳事宜。   

1.10 辦理本校104學年度因延長執行期限之17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管理費提撥相關

事宜。  

2 產學合作計畫類 

2.1 「國家發展委員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本校提出1件申請案。 

2.2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本校提出1件申請案。 

2.3 辦理本校教師/學術單位與創富教育顧問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簽約

案共2件。 

2.4 為帶動本校師生創新創業活力、促進產學合作契機、提升研發成果應用效益，本校

簽署合作契約，成為臺灣科技大學「酷點校園網路平台」之夥伴學校，未來共同推

動「大學商品網」、「發想車庫」、「校園福利社」等合作業務。 

2.5 科技部「巨量資料產學共創合作專案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年8月9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請學系於8月10日前確認送出後列印名冊1份，擲交研究

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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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科技部「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產學小聯盟）」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年

9月9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請學系於9月12日前確認送出後列印名冊1份，擲交

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2.7 經濟部「第5屆國家產業創新獎」徵選活動，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或研究團隊、院

系中心（團隊）於105年8月26日前完成線上報名作業（報名網址：

http://applyawards.org.tw)，紙本資料郵寄掛號至「國家產業創新獎工作小組

(106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49號11樓)。 

2.8 法務部第二次徵求「毒品犯罪人再犯風險與醫療需求分流處遇評估工具之研究計

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年7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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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6年補助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創新及研究發展計畫」案，

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年8月29日前，填具「教師主持研究計畫投標/議價申請

表」並檢附申請文件，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2.10 參加教育部及智慧財產局於7、8月主辦之105年度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畫-大專

校院研發機構人員智財經營專班及法規合約專班，共計24小時教育訓練時數。  

3 研究成果管理及運用類 

3.1 科技部「發明專利費用補助」案，本校共計申請補助經費新臺幣9萬4,560元。 

3.2 參加105年7月21至24日假臺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4樓舉行之「2016臺灣生技月-生

物科技大展」，計有7項發明專利參展。 

3.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於105年10月20至22日假高雄展覽館舉辦

「2016臺灣國際水展」，敬請有意參展之教師於105年7月20日前至線上填寫「參展

報名表」，並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檢附報名完成後列印之報名表1

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有關報名費請另洽詢研究事務組（分機：

5224，劉編纂)。 

4 校外獎補助類 

4.1 中央研究院「105年第 2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案」，計有數學系吳

牧恩及經濟系賴志芳 2位助理教授獲核定。 

4.2 中研院 2017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申請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

105年 10月 1日前逕至中研院線上系統提出申請。 

4.3 辦理科技部「105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 8月份獎勵金」撥付事宜。 

5 校內獎補助類 

5.1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7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4件補助案及「戴氏

基金補助教師交換研究及邀請學者講學」1件補助案。 

 

【校務發展組】  

1、 103-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1.1 辦理國際事務中心、推廣部、中文系及教師教學發展組等 4 單位共 4 案 104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子策略異動及預算配置事宜。 

2、 預算編審 

3. 105 年 7 月 14 日陳報校長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預算執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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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5 年 7 月 11、13 日通知教務處及社資處 105 學年度收入預估數修正。 

5. 105 年 7 月 11 日函送社資處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規劃使用「全校統籌運用捐

款」之項目。 

3、 105、106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提報作業 

3. 辦理 104 年度獎補助經費訪視自評表作業，已於 7 月 21 日報教育部。 

4. 辦理 105、106 年度私校獎補助修正計畫書作業，須於 7 月 31 日前報教育部。 

5. 追蹤 105 年 1-7 月（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私校獎補助計畫經費執行狀況。 

 

【評鑑組】 

1 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1.1 已完成 104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問卷讀卡作業，重點項目之統計報告完成撰寫後，

將立即函送各單位參考 

2 自辦系所評鑑後續獎勵 

2.1 本校自辦外部評鑑指導委員會通過(1)哲學系、(2)政治學系、(3)音樂學系、(4)英

文學系、(5)數學系、(6)心理學系、(7)法律學系、(8)會計學系、(9)財務工程與精

算數學系、(10)經濟學系等單位為系所評鑑績優受評單位，研究發展處預計安排於

8月份行政會議，恭請校長頒獎。 

3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 

3.1 103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各單位所提供書面執行成果資料已全數發還所屬單位。 

3.2 103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執行績優單位包括： 

3.2.1 教學單位： 

(1)人文社會學院、(2)中國文學系、(3)哲學系、(4)歷史學系、(5)社會學系、

(6)音樂學系、(7)人權學程、(8)師資培育中心、(9)理學院、(10)心理學系、

(11)法學院、(12)商學院、(13)經濟學系、(14)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15)

企業管理學系、(16)國際商管學程、(17)EMBA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3.2.2 行政單位： 

(1)推廣部、(2)會計室、(3)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4)研究發展處、

(5)教學資源中心。 

3.2.3 單位獎狀已製作完成，預計於 8月份行政會議上，恭請校長公開頒獎。 

4 校務評鑑 

4.1 本校預計於 107年度下半年接受校務評鑑，評鑑需往前查閱 3~5年資料，故請各行

政單位及早進行資料蒐集與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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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八月 
一、辦理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活動等相關事宜： 

持續辦理105學年度境外生入台證及相關事前抵台事宜，包括境外生醫療保險請購案。 

 

二、辦理與海外大學簽訂校級協議、陳報教育部事宜： 

簽署中協議單位，共 7 所： 

1.福建師範大學(福建省人文社科類師資聯合培養合作約定書) 

2.荷蘭海牙應用科學大學(校級學生交換協議附約) 

3.華東政法大學(學生交流) 

4.浙江財經大學(校級) 

5.蘇州大學(體育學院) 

6.江西財經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流) 

7.四川師範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流) 

 

三、接待外賓蒞校參訪： 

(一)105年 6月 30日接待香港保良局胡忠中學師生共計 22人，除安排參訪本校安素堂、圖

書館及文化教室外，並安排本校 4位香港僑生與該校師生進行招生座談會。 

(二)105年 6月 30日接待香港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師生共計 25人，安排參訪本校安素堂、圖

書館及文化教室等，並邀請招生組及 4位僑生與該校師生進行招生說明會談會。 

(三)105年 7月 7日接待香港九龍三育中學師生共計 32 人來訪，除安排校園導覽外並安排

招生說明座談會。 

(四)105 年 7 月 14 日接待日本奈良女子大學文學部大平幸代教授及國際課課長，由人社院謝

政諭院長親自接待。 

(五)105 年 7 月 18 日接待馬來西亞詩巫公教中學師生共計 38 位師生來訪。 

(六)105 年 7 月 19 日接待日本東洋大學國際教育交流中心副所長王亞新先生及國際部國際交

流促進課職員井部望美小姐，安排校園導覽及華語教學中心並討論未來可能合作事宜。 

 

四、國際組織活動、參加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105 年 7 月 16 至 17 日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赴澳門辦理 105 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說明

會。本次輔導說明會舉辦地點為粵華中學，在 7 月 17 日下午 1 點統一由海外聯招會先行說

明重要事項後，於下午 2 時 30 分進行各大學入學事務宣導，共計 20 名港澳在校生協助及

42 名澳門新生參與。 

 

五、2016 東吳「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 

(一) 完成 5 天 4 夜團體旅遊行前探勘。 

(二)105 年 7 月 18-19 日辦理學生及帶隊老師接機及報到，共計來自 24 所高校、267 名學生

及帶隊教師 15 位平安抵達。 

(三)105 年 7 月 20 日於外雙溪校區傳賢堂舉辦第四屆「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始業典禮，由

趙維良副校長率本校師長及大陸師長約 45 名出席，總出席人數 340 名師生。 

(四)105 年 7 月 21 日於水源會館辦理大陸帶隊老師歡迎晚宴。 

(五)籌備辦理 7 月 28 日帶隊老師座談會、「河岸鐵騎輕鬆遊」行前說明會、8 月 2 日「河岸

鐵騎輕鬆遊」活動、8 月 4 日「5 天 4 夜青春之旅」行前說明會、8 月 7-11 日「5 天 4 夜青

春之旅」及 8 月 14 日結業典禮。 

 

六、海外營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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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7 月 18 至 21 日於城中校區辦理 2016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UQ) Summer Program

校內提前授課，內容除既定全英語課程外，另包括重要事項提醒說明、UQ 課程經驗分享、

課程評分方式說明及後續課程選讀說明及 UQ 課程成績單發放及線上問卷填寫事宜，今年度

共計 20 名學生選讀。本次校內課程結束後，參與學生已由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於 105

年 7 月 23 日帶團出發至澳洲布里斯本，進行為期 5 週研習課程。 

 

七、獎助學金相關業務： 

(一) 105 年 6 月 25 日公告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外國學生助學金獲獎名單，共計 11 名學生獲

獎。 

(二)105 年 6 月 25 日公告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東吳大學優秀僑生獎學金獲獎名單，共計 8 名

學生獲獎。 

(三)105 年 6 月 25 日公告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東吳大學優秀博碩士僑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共計 2 名學生獲獎。 

(四)105 年 6 月 25 日公告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東吳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共計 15

名同學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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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八月 

一、105.07.01-105.07.20 捐款金額為新台幣 5,495,415 元，捐款人數 62 人，最高捐款用途為通

識教育中心-廣達大師講座專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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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通識教育中心-廣達大師講座專用 

中華民國東吳大學校友總會 945,805 
學生事務處-104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

輔導活動專用 

劉吉人 604,896 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專用款 

劉吉人 500,000 政治系-優秀清寒學生出國留學獎助學金 

劉吉人 316,754 政治系-蘇州城市論壇活動專用款 

吳守謙 200,000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專用款 

黃啟瑞 200,000 
校長室-創業趨勢菁英早餐會(ALEC 

ROSS)活動專用款 

曾文衍 200,000 
校長室-創業趨勢菁英早餐會(ALEC 

ROSS)活動專用款 

社團法人台北市國際貿易協會 100,000 國貿系-潘志奇教授紀念研討會專用款 

二、捐款回饋致謝： 

1. 7 月寄發謝函共計 85 張，捐款收據共計 88 張。 

2. 7 月寄發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48 張。 

三、小額勸募計畫：針對 80-95 級校友進行小額勸募計畫，目標對象約 32,000 人，6 月上旬

開始至 105.07.21 止，捐款人數計 20 人，捐款金額計 146,200 元。 

四、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 

1.105.07.01-07.21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 463,919 元（含預開未收款 311,813 元）。 

2.105 級畢業生禮物：APP 撲滿及畢業限定款帆布袋，目前由註冊課務組協助發送中。 

五、校友活動：105.08.03（星期三）東吳大學與遠見雜誌共同主辦「創業趨勢菁英早餐會-未

來產業扭轉世界．預約下一個產業錢景」，由白宮科技創新顧問 Alec Ross 蒞臨演講，活

動假台北寒舍艾美酒店舉行，截至 105.07.21 報名校友、師長共計 71 人。 

六、大一學生 CVHS 生涯發展輔導普測：進行輔仁大學所提供大一學生測驗結果，開始統計

分析及成果報告撰寫。 

七、UCAN 大三普測：已完成理學院、法學院、商學院各學系 UCAN 測驗報告，並發文將

學系 UCAN 測驗報告送請學系參考。 

八、擬定 105 學年度第 1 哩生涯課程主題，安排兼任輔導老師、心理師、資深生涯義工擔任

課程講師，規劃與設計課程、完成課程 PPT。 

九、持續辦理證照獎勵，進行證照課程核銷以及連繫推廣部，討論關於開辦 LCCI、IPMA

課程相關事宜。 

十、辦理富邦產學合作事宜：富邦金控與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擬於 105 學年度下學期共同開

課，並於課程結束後提供實習機會，目前規劃 9 月份舉辦簽約合作記者會。 

十一、「看見東吳之美-校園公共藝術品裝置計畫」係商借賴哲祥雕塑藝術家的青銅雕塑作品

8 件與繪畫作品 1 件，作為期二年（103.9.1-105.8.31）之校園展示，展出期間除營造

校園空間美學外，亦頗獲師生推崇與駐足欣賞。為延續該展對本校環境教育之助益，

已完成洽談再續展一年，展期至 106 年 8 月 31 日止。 

十二、關於松怡廳維修計畫：自 97 年 3 月正式啟用以來，營運至今已逾八年，部分設備已



23 

逐漸呈現不足應付現代資訊快速發展所需及達汰舊換新的階段，為維持松怡廳音樂

欣賞品質，及在演出場館租借市場上保有使用者對它的最高評價，規劃進行維修自

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9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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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八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6月 26日至 7月 2日與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合辦「2016兩岸青年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

壇」，院長率院內教師同仁 5人及碩博士班研究生 14人前往上海參加論壇，另邀請北京

外國語學院及蘇州大學二位東吳交換生參加，本次兩岸共計 27位研究生發表論文，並由

兩院師長點評，藉此增進兩岸研究生研究視野與範疇，達到實質學術交流目的。期間安

排參訪復旦大學與溫州大學，深入參訪交流，促進兩校院學術交流合作機會。最讓師生

讚嘆的是參訪校友企業-喬山健康科技公司上海廠，上海喬山李總經理永楷等一級主管們

周到、細緻和熱情的接待與經驗分享，讓本院參訪師生十分感動，對該公司所展現的企

業文化與工作精神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感動和美好的印記。 

二、7月 3至 7日謝院長與社會系鄭得興老師、謝欣礽、洪祺玲兩位碩士生(均為參加兩岸青

年論壇的師生)前往安徽宣城參與廈門大學暑期鄉村調查研究活動，拓展與增進兩校院學

術交流合作模式。 

三、7月 10日本院謝政諭院長率領政治系劉必榮老師、蔡韻竹老師、以及社工系莊秀美老師

赴日本東京參加，本院與早稻田大學及慶應義塾大學合辦之「東亞的區域的和平與市民

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計有 20位來自台灣、日本及中國學者發表論文及參與

圓桌會議討論。 

四、補助政治系陳立剛主任與社工系李淑容老師參與澳洲全英語教學海外培訓差旅費。 

五、7月 18日起辦理<2016溪城講堂:台灣曼波--情歌、神話與飲食文化>。 

六、 國內及國際交流 
(一)7月 14日接待日本奈良女子大學文學部大平幸代教授及國際處小田原孝次課長，並

邀集國際事務中心黃心怡主任及華語教學中心鄭匡宇副主任與會，介紹本校相關國

際教學設施並商討未來與該校文學部簽訂院級交流協議。 

(二)7月 20日辦理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兩位雙聯學士學位同學入學、住宿與報到

事宜。 

七、 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一) 學生實習機構聯繫。 

(二) 辦理溪城講堂「台灣曼波—情歌、神話與飲食文化」相關前置準備。 

1. 7月 14日舉辦溪城講堂第四次工作會議。 

2. 7月 14日舉辦溪城講堂工讀生訓練會。 

3. 7月 18、19日辦理溪城講堂學員報到。 

4. 7月 20日溪城講堂始業式。 

(三) 105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期中執行進度報告填報。 

(四) 教育部課程分流計畫「計畫推行面臨問題」回報。 

(五) 兩學程實習「績效自評報告書」撰寫。 

(六) 兩學程「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以及「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 

八、 教育部計畫:「東吳大學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人文社會知識思辯與行動關

懷的改造」 

(一) 7/6繳交六月份成果報告給教育部辦公室。 

(二) 7/11蒐集台灣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相關系所之實習課程、實習要點、以及實

習成果。 

(三) 7/14蒐集政治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相關系所之實習課程、實習要點、以及實

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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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7/19參加東吳大學 104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 

(五) 7/20蒐集美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現況、問題、發展與趨勢。 

九、 中華文明中心 

(一) 6月 1日與美育中心合辦「喫茶趣－茶藝體驗 」。 

(二) 6月 4日與美育中心合辦「真水無香－古琴、茶道與香道體驗 」。 

(三) 6月 11日-6月 15日文創學程成果展與中華文明中心宣傳週。 

(四) 6月 21日召開空間諮詢會議。 

(五) 6月 30日-7月 3日黃崇修老師與帶領學生赴金門進行和平參訪。 

◎中文系： 
一、104年 7月 1日-7月 7日召開 104學年度第 1次加強國文專案委員會通訊會議，討論 105

學年度外系大一國文授課綱要，是否沿用「104學年度大一國文授課大綱」﹔討論 105學

年度本系大一國文授課大綱，是否沿用「105學年度大一國文授課大綱」｡ 

二、原訂 105年 7月 7日-10日等四天，舉行東吳中文影視文學營高中營隊，由於颱風因素，

改至 7月 9日、7月 10二日舉辦。 

三、105 年 7 月 17 日召開《東吳中文學報》第 32 期第 1 次編輯委員會﹐討論本期投稿論文

之審查委員﹐共收稿 25篇論文﹐預計於 105年 11月出刊｡ 

四、105年 7月 18日至 8月 16日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本系共開設兩組 3學分課群：「鵬飛

萬里－2016台灣人文采風」、「臺灣影劇與流行文化」。7月 18日-19日由接待大使協助接

機，本系行政同仁辦理學員報到、繳學費及入住宿舍事宜。除正式排課外﹐並安排校外參

訪等行程｡ 

五、104年 7月 31日繳交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之「中文系拓展職涯視

野教學計畫」成果報告。 

六、蘇淑芬老師､羅麗容老師獲選本校 104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涂美雲老師獲選本校

104學年度績優導師｡ 

◎歷史系： 
一、本系主辦的第二屆史學營—「帝國：文明碰撞下的火花」於 104年 7月 6至 7日在雙溪

校區熱鬧登場。這次營隊預計為期四天三夜，報名學員有二十八人。但因有尼伯特颱風

干擾，擔心學員及工作人員之安全，營隊時間縮短為二天一夜，計有二十三位學員參

加。本次活動希望可以透過課程及活動的規劃，讓高中生們瞭解歷史的無限可能，打破

以往對的歷史認知。 

二、本系 105年度暑期開辦第三期的溪城講堂活動，共有二十一位學員參加。本次講堂邀請

盧令北、應俊豪和陳志豪三位老師講授課程，並安排大溪、故宮及宜蘭的參訪行程。另

外，本系並邀請故宮博物院鄭永昌、周維強老師蒞系演講，介紹故宮的清代檔案及紀錄

片的發想與製作。 

三、碩士班論文口試 

(一) 105年 7月 13日(三)舉行碩四王曉玲同學論文口試。該生由林慈淑老師指導，碩

士論文題目為「有『圖』為證？――國中生圖像資料認知的探究」。除指導教授

外，亦邀請中研院台史所詹素娟老師及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蕭憶梅老師擔任口試

委員。 

(二) 105年 7月 19日(二)舉行碩四施亞霓同學論文口試。該生由徐泓、陳方中老師共

同指導，碩士論文題目為「馬國賢(MatteoRipa.1682-1746)―禮儀之爭的關鍵人

物」。除指導教授外，亦邀請台大歷史系古偉瀛老師、輔大歷史系王芝芝老師及香

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邱澎生老師擔任口試委員。 

(三) 105年 7月 21日(四)舉行碩四林執中同學論文口試。該生由蔣武雄老師指導，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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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論文題目為「黃庭堅的飲食生活」。除指導教授外，亦邀請文化大學史學系韓桂

華老師及本系楊俊峰老師擔任口試委員。 

(四) 105年 7月 21日(四)舉行碩四薛淳懋同學論文口試。該生由劉錚雲老師指導，碩

士論文題目為「清代旅蒙商與皮貨貿易」。除指導教授外，亦邀請中研院近史所賴

惠敏老師及中研院史語所陳熙遠老師擔任口試委員。 

(五) 105年 7月 25日(一)舉行碩四趙悅捷同學論文口試。該生由徐泓、卞利老師指

導，碩士論文題目為「明清時期皖南築城研究」。除指導教授外，亦邀請暨南大學

歷史系唐立宗老師及元培科技大學宋惠中老師擔任口試委員。 

(六) 105年 7月 27日(三)舉行碩四鍾孟津同學論文口試。該生由劉士永老師指導，碩

士論文題目為「日治時期台灣的助產知識與實作-以陳何女士助產學筆記為中

心」。除指導教授外，亦邀請長庚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張淑卿老師及國立成功大學醫

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王秀雲老師擔任口試委員。 

(七) 105年 7月 27日(三)舉行碩四林政杰同學論文口試。該生由劉士永老師指導，碩

士論文題目為「恐懼的根系-多倫多與和平醫院在 SARS中封院的比對與脈絡」。除

指導教授外，亦邀請長庚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張淑卿老師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科

技與社會研究中心王秀雲老師擔任口試委員。 

◎哲學系： 

一、學術活動（學術研究） 

7 月 13 日本系教師申請通過科技部 10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之名冊： 

教師姓名   申   請   計   畫   之   名   稱 

蔡政宏     智能行動——實踐智慧之混合技能模型 (3/5) 

馬愷之     統一性的概念：從德行倫理學到道德完善論(2/2) 

黃筱慧     東西方哲學之宗教向度：存有學、主體論與詮釋學－—「敘事神學」：當代

西方詮釋學的宗教向度研究 (2/3) 

米建國      知識與行動——知識與行動 (2/3) 

（共同主持人：方萬全、蔡政宏、沈享民、王志輝、莊文瑞、馬愷之) 

沈享民     王陽明致良知哲學的知識問題 

黃崇修     宋代「中正」概念的繼承與轉型——以周敦頤與張載之言說為核心 

（二年期） 

二、學術活動（交流研究） 

(一)7月 5日至 11日本系陳瑤華老師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前往澳洲墨爾本，參

加 Women and Philosophy: History, Values, Knowledge 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題目：Gender Awareness in Taiwanese Philosophical Studies）。 

(二)7月 9日至 17日本系米建國主任受邀前往中國大陸天津南開大學哲學院，參加 7

月 9日至 10日「第二屆兩岸哲學高峰論壇」，並於 7月 11日至 14日針對「德性

知識論與中國哲學」這一主題，進行為期四天的暑期課程，而後於 7月 15日至 17

日與南開大學哲學院的學者進行學術討論與交流。 

(三)7月 9日至 14日本系方萬全客座教授隨同米主任受邀前往中國大陸天津南開大學

哲學院，參加 7月 9日至 10日「第二屆兩岸哲學高峰論壇」，並於 7月 11日至

13日與南開大學哲學院的學者進行學術討論與交流。 

(四)7月 23日至 30日本系沈享民老師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前往美國衛斯理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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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進行移地研究。 

(五)7月 25日至 31日本系馬愷之老師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前往英國倫敦 The 

Iris Murdoch Archive (Kingstone University) 檔案館蒐集資料，並至劍橋與學

者會面進行計畫相關研討。 

三、學報事務 

7 月 1 日至 31 日進行《東吳哲學學報》第 34 期校稿及印製工作。 

四、讀書會 

7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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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次的研讀。 

五、例行行政業務 

(一)6 月 15 日至 7 月 4 日完成線上登錄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自行承辦之獎學金相關業

務。 

(二)6 月 15 日至 24 日進行課堂反應問卷施測，並於 7 月 5 日前繳交紙本回註冊課務

組。 

(三)6 月 15 日至 7 月 6 日完成填報「104 學年度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執行自評

表」。 

(四)7 月 20 日於國際會議廳參加知行座談活動。 

(五)7 月 25 日下午 14 時於 B608 教室參加由秘書室舉辦的「全校會議召開資訊查詢平

台」第二階段說明會，說明有關校園版 Google 文件共同編輯、會議、活動邀約（行

事曆）、會議時間調查（試算表）等運用教學。 

(六)辦理各項業務經費核銷。 

六、哲學暑期沙龍 

7 月 15-21 日暑期香港漢學發展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Sinological Development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暑期課程，由 Lee Woo Elizabeth（李吳伊莉）博士安排，Kanaev 

Ilya 博士領隊，帶領 10 位國外學員至本系進行學術交流與參訪。此次暑期課程，本系以

道家哲學與佛教哲學為討論主軸，共安排四次課程： 

(一)The Philosophy of  Zhuangzi and Laozi（老莊哲學） 

(二)The Philosophy of  Zhuangzi（莊子哲學） 

(三)佛教基本理論（Buddhism） 

(四)佛教傳統與後續發展（The Buddhist Tradi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暑期沙龍課程邀請到莊錦章教授、古正美教授主講，由 Shane Ryan 博士帶領討論；經由

參訪行程和四次學術課程與研討會的互動和討論，使國外學員們能初步瞭解中國傳統道

家哲學與佛教哲學的內涵與脈絡，期待未來能對中國哲學有更進一步的交流與探討。 

◎政治系： 
一、在國際交流活動方面 

(一)7月10日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胡小君副教授來訪進行學術交流，為期半年。 

(二)7月 27日主任請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胡小君副教授午餐，本系有陳立剛主

任、蔡韻竹老師出席，地點：天仁茗茶喫茶趣中山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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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招生與教學方面 

(一)7 月 6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政治系特色課羣會議，會中討論本系特色

課羣的發展與規劃。出席人員：陳立剛主任、黃秀端老師、林瓊珠老師、劉書彬老

師、劉必榮老師、吳文程老師、許雅棠老師、陳睿耆老師、王輝煌老師、陳俊宏老

師、張薰琳秘書、張榮發助教、蘇奕豪秘書等 13人。 

三、其他行政業務方面 

(一)7 月 4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系行政會議，會中進行業務報告及討論 7-

9月重要工作規劃。出席者有陳立剛主任、張薰琳秘書、蘇奕豪秘書、張榮發助教、

蔡昀君助教。 

(二)7月 18日召開學報編輯委員會，討論東吳政治學報第卅四期第二卷出刊事宜。 

(三)7月 25日助教面試，本次共有 23位應徵者，經過初步審查，通過 5位進行面試。 

(四)7 月 27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次系行政會議，會中進行業務報告及討論

105學年度月重要工作規劃，包括會議活動行事曆確認、106-108學年度校務發展計

劃、8月 9日特色課群討論會籌備事宜等。出席者有陳立剛主任、張薰琳秘書、蘇奕

豪秘書、張榮發助教、蔡昀君助教。 

◎社會系： 
一、招生宣傳活動：本系與系學生會於7月12日至14日，在本校雙溪校區戴氏基金會會議室、

第一、第二教研大樓教室，舉辦為期三天之第五屆「東吳社會營」。本次營隊計有51位高

中生報名參加、30位本系系學生會成員參與，活動除邀請本系張君玫副教授、台灣勞動

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張烽益執行長、本系劉中介、蔡姿瑩研究生等四位，分別以「女性

主義作為一種問題意識」、「勞工．牢工」及「三大家的陰謀」為主題舉辦三場工作坊課

程，帶領學員前往景美人權文化園區進行校外教學參訪活動外，本系石計生主任亦出席

活動開幕式，歡迎高中學生參與此次研習並進一步認識本系。 

二、召開會議：本系於 7月 14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勉齋研討室，召開秘

書助教業務職掌工作內容討論會議，由本系石計生主任主持，針對提升行政效能、減輕

行政同仁的工作負擔等議題進行討論與研議。 

三、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一) 本系鄭得興副教授於 6月 24 日至 7 月 15 日前往中國大陸進行學術交流活動，除獲

本校人文社會學院經費補助，於 6 月 26 日至 7 月 2 日協助學院共同帶團前往上海

華東政法大學，參與本校與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共同舉辦之「第三屆兩岸青年人文社

會科學學術論壇」活動且前往溫州大學進行雙校交流，於 7 月 3 日至 7 月 8 日隨同

本校人文社會學院謝政諭院長以及帶領本系二位研究生，共同前往安徽宣城參加

「2016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暑期鄉村調研活動」外，並一併進行自身之學術研

究事項。 

(二) 本系周怡君副教授為執行科技部「歐盟國家身心障礙政策比較分析：以英國、荷蘭

的個人預算制為例」專題研究計畫，於 6 月 27 日至 8月 28 日前往德國進行為期兩

個月的移地研究。 

(三) 本系石計生主任為發展本系「GIS 與社會實踐」特色研究領域，於 7 月 4 日至 7 月

9 日前往日本東京，參訪東京大學、一橋大學、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等單位拜會相

關大學教授與蒐集有關資料。 

(四) 本系何撒娜助理教授接受戴氏基金會經費獎助，於 7 月 13 日至 8月 27 日前往法國

大巴黎地區進行「韓‧法飲食文化的交會、衝突、與混融」計畫移地研究。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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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系於 7月 18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勉齋研討室，舉辦第二次徵

聘 105學年度專任助教複試。 

(二) 本系黃敬傑、陳怡君二位助教於 7月 31日離職。經公開徵才、書審、筆試及面試等

甄選階段，其職缺分別由本系碩士班 104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葉馨惠小姐，以及本系

學士班 102 年畢業系友（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碩士 104 年畢）趙國慶先生

接任，並於 7月 28日舉行交接儀式。 

◎社工系： 

一、學術活動 

(一)本系 3 位專任教師計獲得 4 件科技部 105 學年度相關研究計畫補助案。 

(二)7 月 30 日 13：30-17：30 於城中校區 1307 教室舉辦「愛滋社會工作實務研究專題

座談會」。 

(三)7 月 21 日 18：30-21：30 在城中校區 5215 研討室持續辦理「心理衛生社會工作月

會」，由萬心蕊系主任主持。 

二、學生事務 

(一)原訂 105 年 7 月 7 日-10 日舉辦為期四天之【欲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探索營，因

遇颱風尼伯特，為考量學生及學員安全延期辦理，時間改為 105 年 7 月 9 日-11 日，

由原四天縮短為三天營隊，計有 21 位學生擔任服務員，實際參加之高中生學員有

46 人。 

(二)7 月 12 日針對本系 105 學年入學之身心障礙學生與本校健康暨諮商中心召開 ISP 會

議。 

三、系友活動 

(一)7 月 16 日 18：30-21：30 於城中校區 1208 教室舉辦東吳社工老中青第 59 次聚會，

本次主題為｢我們(精神疾患者/家屬/精神醫療工作者)都被困住了!」，談主為系友潘

亭妤及趙心妤。 

(二)105 年 7 月系友故事，受訪學長姐為簡宏光學姐(85 級/中國信託公共關係暨公益推

展處組織關係部經理)，藍錦緞學姐(81 級系友/新北市勞工保險局辦事處專員)，分別

刊登於公益團體領域及政府部門領域中。 

四、其他： 

(一)辦理圖書薦購、年度期刊續訂及刪減事宜。 

(二)協助與推廣部處理因颱風延期而取消參與高中營或提前離營之後續相關退費事宜。 

(三)網頁、系友社群 FB 及系友資料更新與維護。 

(四)辦理東吳社工學報第 30 期寄送作業及第 31 期稿件送審作業。 

(五)協助辦理華人社工學會與東吳社工學報實務專題座談會行前準備工作。 

(六)完成「103 及 104 學年度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書」。 

(七)更新 Moodle系統學生機構申請狀況即時訊息。 

(八)辦理應屆畢業生離校作業。 

(九)印製實習機構督導聘函及實習機構感謝狀，委請本系各組學校督導老師於暑期訪視

機構時，代表致贈各實習機構督導。 

(十)完成寄發實習申請通過之學生應繳資料及相關體檢、實習費用繳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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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04 學年第 2 學期教學改進計畫成果報告上傳。 

(十二) 辦理方案實習課群助理勞保加保及經費支用相關事宜。 

(十三) 辦理專兼任教師汽、機車停車證相關事宜。 

(十四) 辦理各項經費核銷作業以及協助教師辦理各項研究計畫庶務。 

(十五) 辦理研究生學位論文口試及資格考論文計畫口試等審查相關行政事宜。 

◎音樂系： 
一、主任遴選委員會： 

7月 14日召開第 3次會議：通過推薦主任建議人選，並依本校學系主任遴選辦法第十二

條之規定續送請院長陳報校長圈選。 

二、系教評會： 

7月 19日召開本學期第 4次會議： 

(一)進行本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聲樂組專任教師聘任面試，初審通過聘任專案教師

1 名。此次面試結果暫不公布，俟本學系之課程檢討與專案教師評量辦法擬訂有具

體結果後再做細部通知。 

(二)討論 105 學年度學士班「音樂基礎訓練（一）A 組」及「音樂基礎訓練（二）A 組」

授課教師之安排事宜。 

(三)討論本學系公告聘任「高大宜音樂教學法」兼任教師之後續處理事宜。 

◎師資培育中心： 
一、演講、參訪與增能課程： 

辦理 105學年史懷哲計畫，分別與臺北市立至善國中以及新北市立至善國中合作。臺北

市立至善 

國中於 7月 15日開始，共 9位同學至該校服務；新北市立萬里國中則於 7月 25日開

始，共 8位 

同學至該校服務。 

◎人權學程： 

一、行政事務 

(一)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畢業論文口試：黃曼婷、李盈萱、侯希婷、李孝濂、陳睿臻。 

(二)7月 13日參加人社院畢業典禮檢討會議。 

(三)7月 14日 10：00-12：00舉辦「婦權工作坊」工作人員籌備會議。 

(四)7月 21日繳交學系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 

二、辦理座談與推廣人權議題活動 

7月 17日至 30日舉辦「2016婦女人權理論與實務工作坊」，邀請婦女運動著名學者專

家至本校授課演講，學員約 47人，包含中國學員 15人、婦女 NGO機構人員 15人、台

灣學員 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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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八月 

院長室 

一、 104 學年度一年級學生第二次多益會考後續事宜處理；包含：出席考試學生名單彙整統

計、成績整理及比對分析、九百分以上學生獎勵金核撥、工作人員與工讀生工作津貼及

餐費核銷。 

二、 中國重慶大學外國語文學院預定於九月下旬來訪，委請英文系廖唯善秘書協助辦理來訪

人員入台手續。 

三、 重要行政事務： 

（一） 104 學年度學院經費核銷 8 件。 

（二） 院秘書參加：職工評審委員會、知行座談、GOOGLE 平台使用說明會。 

（三） 協助通識教育中心處理 105 學年度英文能力畢業標準表格之英文版內容 

（四） 簽請異動實用英語學程辦公費之預算執行單位由學院改為語言教學中心。 

（五） 彙整本院各單位教師評審辦法中新增教師得以「教學實務報告」代替「專門著

作」申請升等之法規全文彙送人事室。 

 

 

英文系 

一、 7 月 7 日-16 日協助暑修報名、暑修專案開班申請及其他。 

二、7 月 4、12 日與入學身心障礙新生會面、介紹學系。 

三、 7 月 20-8 月 14 日辦理「溪城講堂」，課群名稱「跨文化溝通--學英語遊台灣」，學員

共 12 位，授課教師王建輝、戚建華與歐冠宇等 3 位。 

四、7 月 26 日辦理新舊主任交接。 

五、7 月 31 日舉辦「80 級系友回娘家」活動。 

六、其他重要行政工作 

（一） 持續與英文系金堅副教授、師培中心李逢堅主任、和 5 位實習學生，辦理「美

國休士頓中學實習計畫」的校方聯繫、實習課程等相關安排，8 月 16 日出發至 9

月 19 回台。 

（二） 英國暑期英語文學分研習團行政事宜：持續處理「2016 年英國暑期英語文學

分研習團」的牛津大學課程、收費與匯款、倫敦各項行程、行前資料等事宜，共計

16 位學生與 1 位帶團老師，7 月 23 日出發至 8 月 14 日回台。 

（三） 辦理 104-2 交換升學分抵免。 

（四） 輔導英文系系學會會長與副會長改選，105 學年度新任會長與副會長為：英二

B 陳品妤、英二 B 陳奕君。 

（五） 處理 105 學年度導生聚核銷與成果報告資料。 

（六） 辦理 105-1 學年度學生實習課程，協助實習生連絡公司企業、安排實習時間

等。 

（七） 協助辦理溪城講堂接機、開幕、課程、課後活動等事宜。 

（八） 辦理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核銷。 

（九） 協助辦理重慶大學 9 月 26 至 30 日蒞校訪問事宜。 

（十） 輔導學生選課。 

（十一） 協助下學年教師授課相關事項（協助授課計畫上網、教師訂書、講義等）。 



32 

（十二） 辦理教師與課程異動、緊急聘任等相關事宜。 

（十三） 編寫 105 學年度系行事曆。 

（十四） 辦理 105-1 專兼任教師停車事宜。 

 

日文系 

一、7 月 4 日~11 日蘇克保主任受邀擔任日本航空公司‧日華青少年交流協會主辦、救國團

承辦之「2016 年第 38 屆中華民國大學生訪日研習團」帶隊團長。 

二、7 月 4 日起至 8 月 26 日日三 A 葉靖怡同學至 JTB 台灣世帝喜旅行社暑期實習。 

三、7 月 6 日辦理博士班研究生洪良倩學位考試。 

四、原訂 7 月 6 日~8 日舉辦「2016 東吳大學暑期高中生日本文化研習營」活動，共有 101

名學員報名參加。因受颱風影響，提前於 7 月 7 日上午結束活動。 

五、7 月 13 日召開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編輯委員會，討論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 47 期投稿論文

送審事宜。 

六、其他行政業務： 

（一） 辦理年度財產盤點。 

（二） 辦理專兼任外籍教師聘僱許可。 

（三） 協助陳淑娟老師、賴錦雀老師、王世和老師、羅濟立老師、劉怡伶老師、陳世

娟老師、李宗禾老師科技部研究計畫核銷結案。 

（四） 辦理 105 學年度樂齡大學「日本文化體驗課程」課程及教師安排。 

（五） 協助教師專業社群經費核銷及結案。 

（六） 辦理 104 學年度各項計畫經費結報核銷。 

（七） 選課相關事務。 

（八） 協助辦理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赴日團體研修生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事宜。 

 

德文系 

一、學生暑期校外職場實習：6~8 月計有 11 名學生分別至 5 個校外單位進行職場實習；學生

實習期間，指導老師至各實習機構進行訪視，了解學生實習狀況。 

二、 105 學年度學生團體赴德進修：7 月 4 日舉辦家長說明會；7 月 11 日至德國在台協會

辦理簽證。 

三、辦理碩士生張祥裕同學學位考試。 

四、重要行政事務： 

（一） 105 課務異動及選課作業。 

（二） 訂購 105 學年教材及協助處理教師教學軟體安裝。 

（三） 年度經費核銷作業。 

（四） 參加知行座談、適法性矯正作業、知行座談、GOOGLE 平台使用說明會。 

（五） 安排碩士班新生座談 

 

語言教學中心 

 

一、配合總務處安排更換戴蓀堂語言教室冷氣機之排水管施工；人事室請廠商清理 G402 語

言教室內側之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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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中心網頁更新並新增行政人員之職務代理人，以及增補英文網頁專任教師研究與著作

之相關資料。 

三、7 月 12 日下午主任和城中校區同仁參加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五大樓安全委員會議，

105學年由本中心主任擔任該安全委員會召集人，會後進行交接。 

四、7 月 20 日本中心秘書出席人事室舉辦之知行座談；7 月 25 日派員參加「全校會議召開

諮詢查詢平台第二階段說明會」。 

五、彙整 104學年本中心專兼任教職員參加本中心舉辦活動之相關資料。 

六、辦理課務工作： 

（一）7 月 5 日派員至城中校區辦理「英文（一）：讀本」、「英文（一）：語練」、「英文

（一）」、「英文（二）」、「深耕英文 I、II」暑期課程報名，並處理英文暑修個案補

報名和支援書商教材販售。 

（二）7 月 7 日派員監考學生學期補考。 

（三）修訂 105學年陸生新生入學通知、學士班暨進修學士班轉學新生入學須知。 

（四）統計 104 學年度實用英語學程課程規劃問卷第 10 題同學回答之結果，以及彙整

開放式問題之回答。 

（五）處理學生放棄修讀實用英語學程資格事宜。 

（六）答覆有關修讀暑期課程和新學年選課問題。 

七、辦理外語自學活動： 

（一）105 年 6 月份外語自學室兩校區開放 192.5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998，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205，合計 1,203 人次。6 月線上軟體使用人

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4,084、《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

72、《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力測驗評量》：2,291。 

（二）雙溪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英、日語學習訊息貼文 5 篇，總瀏覽次數：

8,962。 

（三）外語自學室教材處理情形統計（統計期間 105/6/1-6/30）：處理二校區外語自學室教

材請購（核銷）案 5 件；點收二校區到貨資料 77 筆；雙溪教材編目上架 76 筆。 

（四）配合學生事務處「東吳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修訂「資源瞭解課程」簡

報中與本中心資源相關部分。 

（五）編輯外語自學小組第 28期外語自學手札。 

（六）彙整第 28 期雙溪外語自學小組各小組長互評意見，以及組員反應問卷結果。 

（七）盤點外語自學室教材。 

（八）編目上架新到英、日語雜誌及德語 CD、DVD教材，並更新外語自學室教材網頁目

錄。 

（九）應徵 105 學年外語自學室工讀學生面試，進行雙溪外語自學室新進工讀生暑期培

訓課程。 

 

八、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一) 填報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 105年 1至 6月執行進度評估表【E表】和【E表附檔】。 

(二) 進行 EASYTEST線上教學平台系統擴充施工。 

(三) 編修 105 學年度「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 

(四) 處理編入 105 學年「英文（二）」初、中、高級班之分級測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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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八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7月 4日，舉辦「104學年度理學院校務發展計畫成果分享會」，邀請本院獲計畫補助教

師分別就「創新教學」及「特色研究」分享計畫成果，當日與會師生同仁近 30位。 

（一）「創新教學」-為突破傳統教師為主的教學，融入 E世代之學習模式，營造以學生

為主的友善學習環境，理學院於 104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中編列經費，鼓勵學院

專任教師進行教學創新，以強化學生學習動機、激發學生學習潛力。本學年度共

補助 3位教師，其分享主題如後：化學系王榮輝老師「綠色化學創新教學」、微

生物學系宋宏紅老師「免疫學學習成效報告」、心理學系曾幼涵老師「諮商與心

理治療理論研究」。本場次特別邀請師資培育中心賴光真主任主持，並分享「數

位學習課程開課與認證經驗報告」。 

（二）「特色研究」-為鼓勵並協助學院新進教師提升研究質量，並發展特色研究領域，

本學年度共補助 2位教師，其分享主題如後：物理學系齊祖康老師「磁振造影擴

散影像新模型」、心理學系曾幼涵老師「癌症與心理適應之關係」。 

二、7月 11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教研大樓安全委員。 

三、7月 22日，派員參與臺北市勞動局舉辦之「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課程。 

 

【數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學術交流 

（一） 7 月 3 至 7 日，本系簡茂丁教授前往韓國濟州大學(Jeju National University)出席

2016 矩陣與算子學術研討會(2016 Workshop on Matrices and Operators)，並發表

Algebraic curves associated to some matrices。 

（二） 7 月 19 至 21 日，本系林惠文副教授前往日本北海道出席 Glob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並發表論文 Two-Stage Calibration Method to 

Adjust Risk of Hip Fracture in COPD Patient。 

二、 招生 

（一） 7 月 11 至 14 日，舉辦第三屆暑期高中營隊「go go 數物化三強鼎立實驗營」，

計有 31 名學員參與，較去年增加 10 名。此次營隊此入生力軍化學系，由數學

系、物理系與化學系三系學生籌畫辦理，學員反應良好，輔導員亦學習良多。 

三、 人事、行政 

（一） 本系葉麗娜主任任期至 7 月 31 日，自 8 月 1 日起由林惠文副教授兼任本系主

任。 

（二） 本系蔡漢彬老師自 8 月 1 日起退休。 

（三） 本系兩位專任助教吳思瑩及潘宗驛任期至本月底，於 8 月 1 日起離職。 

 

【物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學術活動 

(一) 7月 6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例會，巫俊賢副教授分享： 

    「Quantum fluctuation of thermal energy in expanding universe.」。 

(二) 7月 11日至 14日，巫俊賢副教授、齊祖康助理教授參加「重力波新世紀暑期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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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巫俊賢副教授擔任此活動授課老師之一，講授「等效原理」。 

(三) 7月 14日，巫俊賢副教授、齊祖康助理教授參加「中華民國重力學會」會員大

會。 

(四) 7月 14日，巫俊賢副教授獲選為「中華民國重力學會」第二屆理事。 

(五) 7月 11日至 8月底，梅長生助理教授接受科技部補助，至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進

行移地研究計畫。 

(六) 7月 18日至 8月 18日，巫俊賢副教授接受戴氏基金會補助，至美國波士頓 Tufts 

University進行訪問與研究。 

(七) 7月 20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例會，吳恭德助理教授分享：「X

光吸收譜(XAFS)簡介及其於釔鐵石榴石(YIG)應用」。 

二、行政業務 

(一)會議 

1、7月 6日，召開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課程委員會，討論「應用數學

(四)」畢業學分認可，及更改課程名稱。 

2、7月 6日，召開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討論課程委員會決議

案、電子學實驗室兼任助教人選、系會時間、105學年度縱橫物理發表次序。 

3、7月 6日，召開 104學年度第七次「普通物理教學改進小組」會議，討論其他

學系對「普通物理」課程改善教學，未來合併開班授課之可能性等事項。 

(二)輔導 

1、7月 4日，梅長生助理教授獲 104學年度績優導師。 

2、7月 4日至 8月 26日，陳均禾、廖俊宇、廖佩筑三位同學至日月光中壢廠進行

暑期實習。 

3、7月 23日至 8月 29日，李佳穎同學至澳洲昆士蘭大學進行海外研修專班課

程。 

(三)招生 

7月 1日，宜蘭縣國華國中師生來系上參訪，由陳秋民副教授負責進行演示教學，

並贈送感謝狀。 

三、其他 

(一)7月 11日至 14日，物理學系與數學系、化學系共同辦理暑期「Go!Go!數物化三強

鼎立實驗營」，邀請齊祖康助理教授為學生演講「相對論」、陳秋民副教授上台演示

「求雨棒」、「回聲筒」。 

(二) 7月 26日，物理學系教學研發中心舉辦「教學演示服務學習成果回饋―趣味機器

人營」，引導台北市南區家扶中心的國小學生學習程式語言、數學邏輯概念及解決

問題的能力，激發孩子們的創造力與想像力。並籌備 8月份第二屆「高中自然科教

師師資培訓」研習會等相關事宜。 

(三) 7月 28日，參與化學系舉行「普通化學」會議，討論課程改善教學等議題。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人事 

105 學年度新聘謝伊婷老師，充實學系電化學及分析化學領域專長師資。學系並透過系務

會議推薦王志傑教授為伙伴教師，協助新進教師提升教學及學術研究表現。 

二、教學、研究活動 

(一)、6 月 19-24 日傅明仁教授赴舊金山參加 2016 國際層析研討會（HPLC 2016）。 

(二)、105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化學系除繼續執行二項多年期計畫、一項提升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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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發能量整合型專案計畫、一項貴重儀器共同管理平台規劃計畫外，亦新獲核補

助二項計畫，計畫名稱：「拓展試紙型醣類感測範圍材料的開發(1/2)」、「溶液相π共

軛有機分子的電子激發態性質的溶合效應研究」及三件大專生研究計畫。 

(三)、7 月 21 日呂世伊主任、何美霖老師、王榮輝老師同赴南港展覽館參加「2016 台灣

生技月-生物科技大展」。 

(四)、7 月 21 日呂世伊主任、何美霖老師、王榮輝老師同赴中國化學製藥新豐廠，與產業

簽訂「學生實務學習」合作協議。 

(五)、7 月 22 日何美霖教授赴南港展覽館參加「2016 台灣生技月-生物科技大展」分享其

專利與研發成果。 

三、招生推廣活動 

7 月 11-14 日與數學系、物理系共同合作辦理「暑期高中生數、物、化營隊」並由王榮

輝老師指導學生趣味化學實驗。 

四、行政業務 

(一)、6 月 28 日本系王榮輝老師獲本校 104 學年度「教師教學獎勵遴選委員會」遴選為

「教學優良」教師。 

(二)、7 月 19 日學系主任及碩士班學生代表出席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超庸館及光道

廳安全委員會議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1. 7 月 19 日召開學系行政工作檢討會。 

2. 7 月 20 日新聘專任約聘助教郭亭君，主要負責東福海洋專班實驗教學及部分行政工

作。 

3. 7 月 19 日、7 月 27 日召開學系新網頁內容討論會。 

二、教學 

1. 完成碩士班學位論文口試，104-2 學期共 5 人畢業。 

2. 完成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計畫課程結合實務補助案」、「教

師專業社群」計畫成果報告。 

3. 修習 105 學年度「產學實習」之同學自 7 月 1 日起分赴不同企業或學術單位，展開

為期兩個月(共 320 小時)實習；本系指導老師(由修課學生導師擔任)自 8 月開始陸續

前往各單位進行訪視。 

三、學生輔導 

1. 完成 105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選擇指導教授作業，並進行新生選課輔導。 

2. 7 月 11 日系學會交接，由社團指導老師張怡塘主任監交。 

四、社會服務 

1. 7 月 6 日至 10 日舉辦第 16 屆微生物夏令營。 

五、實驗室安全 

1. 完成本季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填報作業。 

2. 完成各實驗室新增列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核可需求資料表。 

六、教育訓練 



37 

1. 本系李重義老師及李瑞梅、李淑蘭助教於 7 月 20 日參加「壓力容器操作作業職業安

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七、研究： 
1. 本系趙維良老師與其他七位老師獲得科技部提升私校研發能量專案計畫，題目為

「綠色海水養殖環境微生物製劑之開發與應用」，合計經費為 4,600,000 元。 

2. 宋宏紅老師、黃顯宗老師、張碧芬老師、楊鉅文老師、張怡塘老師獲得科技部一般

型研究計畫共 5 件如下表，合計經費為 5,865,000 元。 

計畫主持人 計畫題目 計畫編號 經費 

宋宏紅 評估表現脂多醣結合胜?之乳酸菌應用於養殖淡水
長腳大蝦疾病預防之潛力 

105-2313-B-031-002- 900,000 

黃顯宗 腸炎弧菌抗過氧化物因子的特性、調控、壓力耐受
性與基因變異關係之研究(3/3) 

103-2313-B-031-001-MY3 1,700,000 

張碧芬 磺胺類抗生素生物處理與微生物菌群變化之研究
(2/3) 

104-2313-B-031-001-MY3 1,317,000 

楊鉅文 利用菇類栽培後基質廢棄太空包對 105-2313-B-031-001- 900,000 

張怡塘 利用生物淋溶法提高底泥難分解有機污染物之生物
復育-以多苯環化合物為例(2/2) 

104-2221-E-031-001-MY2 1,048,000 

3. 本系宋宏紅、張碧芬及劉佩珊等三位老師參加 105 年 7 月 21 至 24 日，由中華民國

生物產業發展協會主辦之「2016 台灣生技月－生物科技大展」，此次參展的研發成果

如下列： 

(1)「用於去除污泥中有機毒化物之微膠囊，其製造方法及其應用(發明人：微生物系

張碧芬教授等人)(第 I 422535 號) 

(2)「抑制乙醯膽鹼受器經活化而導致癌細胞增生的醫藥組合物(發明人：微生物系劉

佩珊教授)(第 I 423809 號) 

(3)「梅奇酵母菌株、含有該菌株之組合物及該菌株之用途(發明人：微生物系宋宏紅

教授)(第 I 460269 號) 

(4)「從菇類栽培後基質製造木質分解酵素及其用於去除有機毒化物之用途(發明人：

微生物系張碧芬教授) (第 I 481712 號) 

(5)「抗癌胜肽、其用途以及含有該胜肽之醫藥組合物(發明人：微生物系宋宏紅教

授)(第 I 486167 號) 

 

【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04年 7月 26日（三）召開系工作會議。 

（二）104年 7月 26日（三）召開 104學年度第 2學期心理學系空間安全委員會。 

二、學術 

（一） 105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共計 4件(含多年期 2件、產學合作 1件)： 
姓名 職稱 執行時間 計畫名稱 

王叢桂 教授 104/08/01~106/07/31 
工作壓力與情緒勞動對服務業者身心健康的影響：以人情世故作為調節

變項(多年期計畫) 

邱耀初 教授 105/08/01~106/07/31 
獎賞/懲罰程序與不確定下決策行為關係之探討 ：以動態賭局作業典範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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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曼穎 教授 104/11/01~105/10/31 實境場域中顧客動態瀏覽歷程的眼動資料分析模組開發 

汪曼穎 教授 105/01/01~106/12/31 
面對老年的不確定性--衰弱、尊嚴、智慧兼具的老化－(子計畫八)台灣高

齡者認知功能的測量與提昇 

（二） 105 年 7 月 24 日至 29 日曾幼涵老師赴日本橫濱參與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sychology(ICP)並發表論文。 

（三） 105年 7月 30日至 8月 3日王叢桂老師赴日本名古屋參與 23r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IACCP)並發表論

文。 

三、輔導 

（一）105 年 7 月 5 日（二）上午 9:30～12:00，於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行 105 學年

度碩士班新生座談會，共有 17位新生及 19位師生出席。 

（二）本系獲 105 學年度「東吳大學企業機構學生實習專案補助」安排 4 位學生至企業

進行工商心理實習（碩士班 3 位，學士班 1 位）。 

（三）劉惠琴老師獲得本校 105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四、其他 

（一）原訂 105 年 7 月 6 日（三）至 9 日（日）於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舉辦「東吳大學

心理學系第十屆全國高中生心理營」，因尼伯特颱風關係，提前於 7日結束，今年

參加學員共 64人，服務員共 32名。 

（二）學士班第 12屆系友胡純閔心理師獲得衛生福利部第二屆優良暨資深典範醫事人員

及社工人員「閃亮新人獎」。 

 

【鑑識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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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八月 

一、對外交流 

（一）「溪城講堂」開設課程有「臺灣法熱點—趨勢與發展」及「英美法前沿—繼受

與變革」，目前共計 43名學生。 

（二）遼寧大學法學院高端培訓班 11位教師於 7月 25日抵臺，研習至 8月 8日。 

（三）105學年度第 1學期「東福法律專班」，共有 58位學生將於 9月 7日抵臺。 

二、9月 14日（周三）下午 14時於 1705會議室舉辦「董保城及鄧振中講座教授禮聘

記者會」。 

三、本院法律服務社於 6月 30 日至 7月 3 日舉辦「第 55屆外縣市法律服務」，地點

為彰化縣。 

四、本院法治播種服務隊於 7月 10日至 15日舉辦「第 50屆兒童法治夏令營」，地點

為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小。 

五、8月 30日至 9月 3日盧子揚老師級童群富助教率中國大陸法律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至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學術交流與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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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八月 
商學院 

一、 本院 105 學年度簽請單位主管如下： 

（一）副院長由國貿系陳惠芳教授兼任； 

（二）國際商管程主任由詹乾隆教務長兼任； 

（三）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主任由傅祖壇院長兼任； 

（四）商學進修學士班主任由財精系詹芳書副教授兼任； 

（五）商學研究發展中心召集人由傅祖壇院長兼任；主任由會計系沈大白教授兼任；執

行長由財精系洪明欽教授兼任； 

（六）商學院創新育成中心主任由會計系沈大白教授兼任； 

（七）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由會計系沈大白教授兼任；執行長由蔡宗榮講座教授兼任。 

二、 本院傅院長於 6 月 30 日~7 月 1 日赴大陸合肥工業大學經濟學院專題演講暨發表論文及

洽談相關合作事宜。7 月 2~5 日轉赴南京審計大學參加「2016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7 月 6~11 日轉赴天津南開大學參加「2016 Asia-Pacific 

Productivity Conference」及洽談相關合作事宜。 

三、 本院與經濟學系、台灣效率與生產力學會等單位於 7 月 12 日假城中校區，共同舉辦 2016

生產力與效率暑期學術研討會，此會議邀請澳洲昆士蘭大學  Centre for Efficiency & 

Productivity Analysis (CEPA) 現任主任  Professor Valentin Zelenyuk、前主任  Professor 

Christopher O’Donnell、及國際著名生產力 效率學者 Professor Cliff Huang 來訪，於上

午場次發表專題演講，下午場次則由國內青年學者發表最新研究成果，並由上述國際知

名學者提供深入評論。藉由此次會議，希望促進台澳兩地相關領域學者的交流。 

四、 7 月 14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會，討論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升等相

關事宜。 

五、 7 月 18 日經濟系謝祥益學長來訪商談合作事宜。 

六、 本院 7 月 19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鑄秋大樓安全委員會，討論鑄秋大樓安全等相

關問題。 

七、 7 月 19 日民視記者針對年輕人創業為主題採訪院長及財精系大四林宗賢同學，林同學

與團隊成員自創面膜品牌，從研發到行銷全都自行開發，半年多以來已經轉虧為盈，未

來更要運用自己的所學專長，將面膜行銷到全亞洲。院長也借此機會說明育成中心成效，

提供學生創業團隊進駐，結合學校老師及校友資源共同協助學生創業。 

八、 本院 7 月 20 日召開「東吳商學管理講座審查委員會」，審議 105 學年度初聘李述德先

生為東吳商學管理講座教授事宜，後續簽請校長發聘。 

九、 7 月 20 日經推廣部劉宗哲主任引薦，有 5 位泰國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師長來訪，與本院院長及相關學系師長商談相關學術合作事宜。 

十、 7 月 22 日遠見雜誌記者採訪院長，採訪主題為研究所特色課程及師資、學生未來出路與

產業接軌等議題。 

十一、 7 月 25 日配合辦理東吳新鮮人天地維護事宜。 

十二、 為更能確認 AACSB 訪評資料之準備與流程，本院於 7 月 26 日特邀甫通過 AACSB 認

證之中正大學經濟系王瑜琳主任與 AACSB 專案組員楊雅茹小姐，前來本院與各學系主

任及行政同仁分享訪視資料指導和說明。本說明會由陳惠芳副院長主持，王渝琳主任

針對中正大學管理學院如何撰寫 SER 報告及各 standard 該注意事項進行說明；另楊雅

茹小姐則針對訪評期間相關流程提供說明及相關建議，對本院後續執行 AACSB 訪評實

有助益。 

十三、 7 月 26 日參加電算中心所舉辦 105 年度個資「風險改善暨適法性矯正說明」暨學

術單位校友個資適法性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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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辦理《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份有限公司與東吳大學產學合作計畫》，7 月份執行進

度如下：  

（一）辦理暑期實習申請收件相關事宜。 

（二）辦理 105 學年度「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富蘭克林華美證券

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實習合約書簽約相關事宜。 

（三）辦理暑期實習生加保相關事宜。 

（四）辦理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富蘭克林講座-金融投資與資產管理」上課主題及

教師安排相關事宜。 

（五）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計畫表上傳事宜。 

（六）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Google 表單預選課程相關事宜。 

（七）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八）辦理經費補助變更申請事宜。 

十五、 本院教育部《跨域創新：經營管理與社會人文的科際整合綜效》計畫，6 月份執行

進度如下： 

（一） 案例資料整理。 

（二） 期中報告資料蒐集整理。 

（三） 召開 2 場會議。 

（四） 舉辦 1 場講座。 

（五）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十六、 本院 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商學院推動課程創新與實務接軌計畫》，7 月份執行

進度如下： 

（一）持續執行計畫內容。 

（二）辦理院內學生證照補助事宜。 

（三）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四）填報 105 年 1 至 6 月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執行進度評估表

（E 表）。 

十七、 辦理福建師範大學「福建省人文社科類師資聯合培養合作計畫」，7 月份執行進度

如下： 

（一）2016 年暑期共舉辦三梯次培訓專班： 

      第一梯次：2016 年 8 月 1 日～8 月 14 日，含帶隊老師 31 人 

      第二梯次：2016 年 8 月 24 日～9 月 6 日，含帶隊老師 31 人 

      第三梯次：2016 年 8 月 25 日～9 月 7 日，含帶隊老師 28 人 

（二）安排三個梯次住宿飯店挑選及簽約相關事宜。 

（三）安排三個梯次課程及授課老師相關事宜。 

（四）安排三個梯次培訓期間午、晚餐相關事宜。 

（五）安排三個梯次接送機、工讀生安排及加保相關事宜。 

（六）辦理第一梯次始業式及結業式相關事宜。 

（七）辦理三個梯次上課教室協調相關事宜。 

（八）辦理三個梯次預算規劃暨經費借支相關事宜。 

（九）辦理第一梯次學員手冊編製相關事宜。 

（十）7 月 27 日由副院長召開第一梯次來台前工作會議。 

十八、 本院經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務會議通過設立「東吳大學商學院金融科技研究中

心」，中心主任由會計系沈大白教授兼任；執行長由蔡宗榮講座教授兼任，目前院內

團隊成員約 30 位。7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辦理中心借用城中校區 4101 及整修相關事宜。 

（二）與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份有限公司討論冠名及舉辦競賽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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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資策會討論創新基地掛牌及運作相關事宜。 

（四）規劃設立金融科技學分學程相關事宜。 

（五）7 月 20 日召開中心第 1 次會議，會中由蔡宗榮執行長簡報說明中心預定計畫及

與外界合作進度，並討論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份有限公司冠名事宜。最後由中

華開發敬永康協理與與會老師分享實務操作經驗。 

（六）7 月 27 日召開中心第 2 次會議，由蔡宗榮執行長進行專題演講，演講主題為

「FinTech 之總經衝擊與議題探討」。 

十九、 辦理校級「服務創新育成中心」籌設相關事宜，7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由院長協同沈大白老師、蔡宗榮老師、歐素華老師撰寫籌設計畫書。 

（二）上簽辦理校級「服務創新育成中心」籌設、空間規劃、人力等相關事宜。 

（三）7 月 18 日與劉維公老師請益有關中心成立相關建議事宜。 

二十、 經由南開大學周立群老師協助爭取，本院今年首度獲得參與「2016 銀鷹台灣青年

學生暑期實習」計畫，共計 20 名商學院同學赴大陸各地銀行實習，實習期間為 7 月 18

日至 8 月 7 日，審查通過實習名單如下： 

1 經濟系 林得榮 

2 經濟系 郭  昀 

3 經濟系 許芳瑀 

4 經濟系 江佩儒 

5 經濟系 賴怡茹 

6 經濟系 徐凱柔 

7 經濟所 羅紫綾 

8 經濟所 陳怡安 

9 會計系 陳郁婷 

10 會計系 周佳瑩 

11 會計系 陳育甄 

12 會計系 藍以修 

13 企管系 陳家維 

14 企管系 劉淳娟 

15 國貿系 鄧郁蒨 

16 國貿系 楊  庭 

17 國貿系 楊庭禎 

18 財精系 邱至緯 

19 財精系 陳卉語 

20 財精系 陳政宇 

二十一、 辦理創富教育顧問有限公司與東吳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簽約相關事宜。 

二十二、 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絕對執行力」選修 2 學分開課及課程文宣相關事宜。 

二十三、 協助辦理西康乃狄克大學 EMBA 師生來訪及餐敘事宜，來訪名單如下： 

  1、Professor, Ming-Ling Chuang 

  2、Kathleen Lindenmayer 

  3、Xiaoqi Han 

  4、Thomas Antous Jr. 

  5、Anita Edwards 

  6、Elizabeth French 

  7、Meghan Gouveia 

  8、Irving Rom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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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hin-Hsuan Chuang 

二十四、 辦理雙溪校區法商聯合辦公室（D0514）整修事宜。 

二十五、 辦理「2016 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邀請函相關事宜。本院與蘇州大學東吳商

學院自 1997 年起即共同舉辦「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至 2016 年適逢第 20

屆，本次會議訂於 11 月 21-25 日於本校城中校區舉行，為兩院長久以來交流提供良

好的溝通平台。 

二十六、 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7 月份第五期出刊事宜。 

二十七、 有關院級雙聯學制及交換事宜： 

(一) 草擬南開大學商學院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來院交換申請簡章。 

(二) 7 月 21 日本院陳惠芳副院長召集學系大學部秘書討論東密西根大學雙聯學制課

程對應事宜。 

(三) 7 月 27 日美國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來院拜訪並提出學術合作提案。 

跨領域學程 

一、財務金融學程於 104 學年度暑期開設經濟學（上）、經濟學(下)各 3 學分之課程，並辦理

暑期班報名事宜。 

二、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秀學生獎勵事宜。 

三、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網頁資料更新事宜。 

國際商管學程 

一、開設「管理經濟學」、「財務會計」兩門暑期課程。 

二、辦理學程「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甄選，共計錄取 2 名學生。 

三、辦理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兼任教師停車申請。 

四、彙整學程開設課程內容予東密西根大學 Graduate Business Program。 

五、辦理學辦理學生資格考與學位考口試。 

六、7 月 18、19、20、26 日分別參加「全校會議召開資訊查詢平台說明會」、「大樓安全委

員會」、「知行座談」、「AACSB 分享評鑑前的準備與評鑑時的流程」、「個資風險改善

暨適法性矯正說明」等活動。 

EMBA 班 

一、 「企業經營管理專題」系列課程 

(一) 7 月 9 日(六)邀請鼎漢科技王永康董事前來演講，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14 教

室。 

(二) 7 月 30 日(六)上午邀請元大金控王榮周董事長前來演講，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15 教室。 

(三) 7 月 30 日(六)下午邀請前宏碁電腦黃鐘鋒總經理前來演講，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

區 2615 教室。 

二、 辦理 EMBA 研究生學位考試，分別於 7 月 6 日及 7 月 25 日舉辦口試，共計 6 位同學通

過論文學位考試。 

三、 7 月 15 日及 16 日，EMBA 班於由傅祖壇院長及沈大白老師帶領 EMBA 新生及碩二同

學於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舉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團隊

發展」、「團隊領導與管理」二天一夜課程。 

四、 7 月 18 日至 23 日，美國西康乃狄克州立大學 EMBA 師生來訪，邀請 Dansko 中國總經

理杭守祥先生(講題：Building Supplier Relationship in Asia)、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

公司 Sugar Plantform 總經理 Alan Hong 先生(講題：Doing business in China)及恩德科技

謝子仁榮譽董事長演講，並參訪中保無限、東立物流、SRAM 速聯、京揚國際物流、巨

大總部等企業。 

五、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 7 月份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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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於 7 月 14 日發行 EMBA 第 68 期電子報，

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6 月 25 日(六)上午 7 時 30 分舉辦企業參訪，參訪地點分別為東和音樂體驗館、大

溪老茶廠，以及巧克力共和國。在音樂體驗館，除了經由專業導覽人員的解說增添

音樂知識外，亦藉由手作體驗製作過程的樂趣；到訪大溪老茶廠瞭解製茶步驟，並

享用茶香佳餚；最終在巧克力共和國的可可香氣中，劃下企業參訪活動的完美句點。 

(三) 6 月 26 日(日)中午 11 時 30 分假彭園會館，舉辦東吳戈 11 感恩分享餐會，會中播

放東吳戈 11 紀錄影片，感受到東吳戈 11 成員從練習到完賽所付出的心力與毅力。

尤其看到東吳戈 11 成員一齊衝向終點的畫面，心中的悸動久久不能忘懷。聽著東

吳戈 11 成員與大家分享整個挑戰的過程，體會到惟有熱情與堅持才能成功，也深

深的期勉與鼓勵所有 EMBA 的學生一起參加戈壁挑戰完成夢想，讓東吳戈 12 將

這份感動傳承下去。 

(四) 6 月 29 日(三)下午 7 時假台北世貿聯誼社舉辦<104 學年度第三次協會發展會議>，

本會的宗旨在於加強會員間的聯繫，進而提供會員更即時的服務與直接溝通的管

道。 

(五) 7 月 16-17 日(六、日)參與系上團隊發展課程，理事長曾子若與主秘王國強、副主

秘單玉華、執秘陳彥文、榮譽理事長楊惠捷及王祥鑫理事、黃千芳理事、林源祥理

事、鄭若榆理事、農嵂茗理事、蕭漢平理事、黃彥瑋理事一同前往參與這兩天一夜

的課程活動，讓第 10 屆新生感受到協會的熱情，並跟第 10 屆新生介紹協會的精

神和成立的宗旨，希望新生一起加入協會這個大家庭，一起服務與成長。 

(六) 7 月 23 日(六) 下午 6 時 30 分假首都大飯店舉辦第八屆畢業祝福餐會，經由理事

長精心安排，特邀史上最佳拍檔王國強學長與鄭若榆學姊共同主持，呈獻出隆重溫

馨，令人難忘的晚會。 

(七) 持續辦理電子版通訊錄建檔事宜。 

(八) 持續辦理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九) 持續辦理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十)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預告： 

1. 7 月 28 日(四)下午 6 時 30 分假西雅圖延吉店舉辦祕書組會議。 

2. 8 月 14 日(日)上午 8 時假慈惠堂登山入口舉辦登山趣「虎山親山步道」，適合全

家大小一同來參加。 

3. 8 月 20 日(日) 社會服務組參訪雲林婦女保護會。 

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林沁雄教授於 6 月 29 日~7 月 3 日前往美國美國奧勒岡州波特蘭市參加西方經

濟學會第 91 屆年會，並發表「Root Causes of Taiwan’s Outward Investment: 1987-

2006」論文。 

二、經濟學系黃以淳同學(學號：02151225)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獲商學院推薦至荷蘭葛洛寧

恩大學。 

三、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電子報創刊號於 7 月 4 日發刊。7 月 26 日召開檢討會議。 

四、經濟系系友高爾夫球聯誼賽 7 月 10 日於林口球場舉行。 

五、經濟學系博士班學生陳翔與陳浩宗於 7 月 7~10 日在大陸天津南開大學參加 2016 Asia-

Pacific Productivity Conference 發表論文，本系基於鼓勵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並酌予補助

機票費用。 

六、經濟學系 7 月 19 日上午召開企業實習工作小組會議，討論「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學生校

外實習辦法與附件(草案)」與「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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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濟學系賴志芳助理教授通過中央研究院「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期間自

105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 

八、經濟學系獲得科技部 105 年度教師專題研究計畫 6 件（曹添旺老師、陶宏麟老師、傅祖

壇老師、謝智源老師、孫嘉宏老師與賴志芳老師）。 

九、經濟學系樊沁萍老師與袁國芝老師榮獲本校 104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十、經濟學系曹添旺老師榮獲本校 104 學年度「績優導師」。 

十一、 7~8 月「銀鷹大陸銀行實習計畫」，經濟學系有林得榮、郭昀、許芳瑀、江佩

儒、賴怡茹、徐凱柔、羅紫綾、陳怡安等 8 位學生獲得推薦參加。 

十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商學院富蘭克林講座「金融投資與資產管理」課程，經濟學

系學生修課成績優異，A 組第一名鍾雲竹、第三名劉盈君；B 組第一名呂承璘、第三

名李春霖。同時，在此課程的投資模擬競賽中，學生亦有佳績，王映勳獲得第五名，

李春霖、張夢芹獲得優勝獎。 

十三、 104 學年度經濟學系暑期專案開班微積分(下)與經濟學原理(下)。 

十四、 經濟學系辦理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外籍教師工作許可證:馬來西亞籍徐國鋒副教授

及澳大利亞籍孫廣振副教授。 

會計學系 

一、系務： 

(一) 有鑑於專屬非公開發行與中小企業而制定的新版「企業會計準則(EAS, Enterprise 

Accounting Standard)」，已在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相較於適用於上市(興)

櫃公司的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企業會計準則新制將有助於降低國內中小企業導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的門檻。為順利因應這個巨大的改變，會計學系於 105 年 7 月

7 日（四）邀請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會計資訊系江淑玲教授講授 EAS 新制規範，以

了解整體施行細則、步驟及修法內容等，計有近 90 位師生及系友報名參加。 

(二) 7 月 20 日泰國商會大學國際學院（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College）院長 Jakarin Srimoon 帶領其副院長、會計系主任及兩位助

理蒞校參訪，由謝永明主任、陳專塗老師接待及進行交流。 

(三) 謝永明主任獲台北市會計師公會邀請，擔任「2016 高中學生會計種子薪傳營」活

動講師，該活動於 7 月 11 日至 12 日於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行，參加對象為對會

計師行業或對會計系有興趣之高中學生。 

(四) 辦理 104 學年度專任助教離校事宜，並準備新學年度專兼任助教工作分配及職前

訓練事宜。 

(五) 專任助教暑期上班及值班規劃。 

(六) 辦理學校經費核銷。 

(七) 會計學系系友電子報第 29 期於 7 月 31 日出刊。 

二、教務： 

(一) 7 月 5 日辦理暑修班報名事宜，本次開設之課程為會計學系會計學（一）2 班、

會計學（三）專案班 1 班。商學院會計學（上）、（下）各 1 班及商學進修學士班

會計學（上）、（下）各 1 班。 

(二) 提醒任課教師於期限內提交學期總成績。 

(三) 提醒任課教師於期限內提交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計畫書。 

(四) 安排暑修期中考場地、座位表、監考人員、通知任課教師命題。 

(五) 整理新學年度各科參考用書。 

三、學生事務： 

(一) 7 月 13 日與 105 學年度本系身心障礙新生及其家長見面，瞭解學生狀況，討論未

來就學學習及適應輔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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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與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暑假期間分別提供 5-13 位同學之實習機會，加強同學

對會計師事務所實務工作之瞭解，提早做好職前準備。 

(三) 登錄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自行承辦之獎助學金資料。 

四、佳訊： 

(一) 鄭哲惠老師升等副教授。 

(二) 陳元保老師、徐惠慈老師、吳幸蓁老師及鄭哲惠老師榮獲本校 104 學年度教學優

良教師。 

(三) 吳幸蓁老師獲選本校 104 學年度績優導師。 

企業管理學系 

一、7 月 9-10 日於板橋中華電信訓練所舉辦 10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團隊發展課程，結合課

程遊戲與教師授課講解企業組織運作面臨的四大課題。計有 30 位新生參與。 

二、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有 36 位碩士生、37 位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提出碩士論文學位口試。 

三、辦理助教報到及業務交接事宜：7 月 28 日舉辦 105 學年度新到任助教報到及新舊助教財

產、業務交接事宜。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 舉辦 2016 東吳「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課群名稱:豔陽下，展開學習的雙翅，來自大

陸 10 所大學共計 26 位學員參加，研習期間:105 年 7 月 18 日~8 月 14 日，期間除規劃

專業課程學習及企業參訪活動，同時學校也規劃青春之旅，參觀九族文化村、日月潭、

墾丁海生館、臺南、鹿港等名勝古蹟，體驗台灣歷史人文風情與美景。 

二、 7 月 6 日(三) ~7 月 9 日(六)舉辦 2016 高中生營隊，共計 62 名高中生參加。 

三、 105 學年度國貿系專任教師通過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件數共計 4 件，總金額合計＄

2,570,000，詳述如下： 

(一) 陳宏易，從需求不確定性和成本不對稱下討論關稅簡化的福利效果(2/2)，計畫金額：

＄768,000。 

(二) 顧萱萱，達成最低採購門檻卻因勉強而不悅?決策相關變數之角色(1/2)，計畫金額：

＄901,000。 

(三) 陳金盛，平行貿易、品質差異內生化選擇與福利分析，計畫金額：＄506,000。 

(四) 溫福星，李克特量表的名義與次序量尺分析；名義與次序潛在類別模式，計畫金額：

＄395,000。 

四、 黃寶玉老師榮獲 104 學年度績優導師。 

五、 科技部「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之獲獎教師名單: 

六、 研究傑出:顧萱萱老師、溫福星老師 

七、 研究優良:陳宏易老師 

八、 7 月 2 日（六）舉辦 2016 國貿系師生系友聯誼郊遊活動。 

九、 7 月 23 日至 8 月 14 日 2016 東吳大學籃球校友盃，本系共計 30 名系友組隊參加。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 財精系訂於 7 月 2 日舉辦「碩士在職專班聯誼活動」。 

二、 張瑞珍老師於 7 月 12~7 月 14 日至京都出席「2016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並於會中發表論文 Pricing Average interest rate options in 

the LIBOR Market Model。 

三、 詹芳書老師於 7 月 24 日至 27 日至美國亞特蘭大喬治亞州立大學出席國際研討會。 

四、 本系詹芳書老師自 8 月 1 日起接任商學進修學士班主任。 

資訊管理學系 

一、 辦理暑期四大樓整修相關事務。 



47 

二、 辦理碩士班/碩專班研究生資格考核及學位考試。 

三、 辦理 105 學年度專任助教徵聘。 

四、 辦理留職停薪代理人員聘任。 

五、 進行年度經費預算核銷。 

六、 配合辦理商學院 AACSB 評鑑。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 辦理暑修報名事務。本年度商進班暑修計開五門課：「微積分」、「會計學-上」、「會計學

-下」、「統計學-上」及「統計學-下」。 

二、 聯絡部分教師授課計畫表上傳事宜。 

三、 配合 105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規劃大一新生及轉學新生迎新選課輔導

事務。 

四、 辦理大一及轉學新學生招生及抵免事務，並擬參與學生報到事務。 

五、 7 月 21 日舉辦商進班主任交接典禮。 

六、 預計於 7 月 31 日舉辦系友會籌備會。 

七、 商進班於 104 學年度暑假期間安排 6 月 30 日~ 7 月 1 日，兩天一夜至南部移地教學，

由柯瓊鳳主任帶隊、張善智老師(教授本班策略管理、四年級工商管理學程班導師) 與蔡

啟瑩老師(教授本班債券市場分析)同行及助教隨行協助，含科技管理、財務金融學程共

25 位同學參與。參訪行程包含至故宮南院、奇美博物館、台灣國際造船(股)公司參訪。 

八、 辦理其他事宜：學生畢業離校及休、退學、經費核銷；辦理他校暑修事宜；填報

智財調查自評表及教學卓越計畫 E 表；參加大樓安全委員會議、個資適法性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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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八月 

一、 行政事務方面 

(一)、 7/4  配合電算中心舉辦之資訊安全委員會，許晉雄主任出席、蘇峰毅秘書列席。 

(二)、 7/12 參加電算中心辦理之資安教育訓練：「駭客功防剖析與防護」課程。 

(三)、 7/20 參加秘書室舉辦之知行座談。 

(四)、 7/25 配合電算中心辦理之個資風險改善暨適法性矯正說明。 

(五)、 7/25 參加秘書室辦理之「全校會議召開資訊查詢平台」第二階段說明會。 

(六)、 7/27 張善政榮譽院長與副校長等相關師長會議之籌辦。 

(七)、 配合及協助碩專班學生辦理班會暨班遊等相關事項。 

(八)、 2016 全球大數據國際會議活動相關採購及開標作業。 

(九)、 定期召開「2016 全球大數據國際會議」之籌備工作討論。 

(十)、 學院業務調整等相關搬遷及交接事宜。 

二、 教學/學術方面 

(一)、 持續進行本學期 D-Lab 課程，以提升本學院學士班學生資料分析與程式能力（7

月份已辦理 2 次）。 

(二)、 與商學院服務創新孵化中心沈大白老師討論，希望在大數據創新找出相關合作

議題。 

三、 招生宣傳方面 

i. 許晉雄主任、鄭江宇老師與內湖高中莊健祥老師討論合作「新興科技融入中學

之創新課程發展研究」之計畫，希望藉由此計畫，多與高中老師及學生接觸；

進而吸收更優秀的學生來到本院就讀。 

四、 產/學交流方面 

(一)、 6/30 學院教師至內湖 GFK 進行參訪，並進行未來學生實習機會及產學合作規

劃之討論。 

(二)、 7/1 許晉雄主任與百商數位阮冠翰總經理拜訪台灣金融科技公司，討論 Fintech

的合作事項。 

(三)、 7/2 許晉雄主任至實踐家教育集團演講，主題為「大數據思維」。 

(四)、 7/16 胡筱薇老師參加資料愛好者年會，演講主題為與社群網路相關議題。 

(五)、 7/19 許晉雄主任、胡筱薇老師與社群網路專家黑貘老師討論合作，希望藉由

業界的專家的經驗，帶領本院老師與學生做更實務的資料分析，合作項目可

為：演講、實做、工作坊等，本院也希望聘任黑貘老師為本院顧問。 

(六)、 7/20 本院與資策會討論合作，議題為主要針對華南金控及資策會預計與本院

合作協辦校園金融科技競賽。另外，亦將在本校辦理校園演講、徵才等相關

活動。 

(七)、 7/21 本院與台北商業大學、中華 R 軟體學會，討論於 12/23 舉辦 2016 R 研討

會，地點在本校城中校區。 

(八)、 7/22 許晉雄主任與前進國際科技公司及資策會國際處，討論大數據相關創業

合作項目，資策會國際處整合資策會推動國際化及國際合作的資源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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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台灣資通訊產業拓展國際業務，共同創造價值，提供高品質的資訊技術、

產品、解決方案及服務。本院希望藉由資策會國際處，一起與業界更實務的

對接。 

(九)、 7/26 由許晉雄主任、鄭江宇老師與蘇峰毅秘書，一起至天成飯店集團，進行

初步研究及產學合作方案之簡報。 

(十)、 7/29 許晉雄主任至資策會數位教育所開會，討論內容為培訓資料分析人才認

證的相關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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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八月 

第一組 

一、於 105 年 7 月 7 日召開職工評審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會議，會中審議職員

獎勵、在職進修及工友資遣案等。 

二、於 105 年 7 月 20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知行座談，會中邀請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及社會資源長報告業務執行重點，並對同仁所提建議

進行討論。 

三、於 105 年 7 月 28 日召開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任務小組第一次會議，會中針對研擬修訂教

師評鑑制度之理由、研擬修訂之評鑑項目標準及教學單位所提建議等進行討論。 

四、於 105 年 7 月 5 日函告各單位最新修訂之教師聘約，並配合修正教師聘書及英文版教師

聘約。 

五、於 105 年 7 月 11 日函告各單位配合推動增進行政效能之相關措施，如推動二級單位內部

輪調、建置工作執行說明書（含 SOP）、加強職務代理及落實業務移交等，以使單位業務

順利運作，並維持組織之穩定。 

六、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有 7 名教師通過升等，其中 4 人通過升等為教授，3 人通過升等為

副教授。 

七、104 學年度職工服務成績考核已完成獎金基數分配作業，預定於 8 月中旬通知職工考核

結果。 

八、辦理 104 學年度職員升等推薦作業，預定於 8 月中旬通知核定結果。 

九、辦理 105 學年度學術單位主管聘任事宜。 

十、辦理 105 學年度專任教職員工及助教晉薪作業。 

十一、持續辦理專任職員、助教、計畫人員及兼任輔導員聘任作業。 

十二、持續辦理教師聘僱許可及校外兼課徵詢作業。 

十三、為符合相關法規及實際作業之需，修訂「兼任教師聘期異動表」、「計畫專任研究人員

契約書」、「計畫專任教學人員契約書」、「計畫專任研究助理契約書」及「計畫專任行政

助理契約書」。 

十四、轉知專兼任教師有關他校舉辦教師多元升等之研討訊息。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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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組 

一、辦理全校教職員工年度薪級調整，完成 105 年 8 月份薪資作業，將於 8 月 5 日發放。另

產學合作等計畫專任助理 7 份人事費已於 7 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05 年 6 月人

事費亦已於 105 年 7 月 25 日發放。 

二、辦理教職員工公保、勞保、健保、團保等相關異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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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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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6 份個人

應繳之保費及各單位應負擔之勞保費及勞退金。 

四、製發 105 年 6 月份研究計畫各項保費分擔表及補充保費核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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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7 月公保超額年金定發作

業。 

七、因應年度薪資異動調整公保、勞保、健保等各類保險之投保金額。 

八、本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增額提撥金辦法」業於 105 年 3 月 21 日及 6 月 24

日本校行政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並於 7 月 11 日函送私校退撫儲金管理會核備。 

九、進行 105 學年度各委員會（會議）委員推舉工作，並完成各項職工、教師委員之第二階

段線上選舉。 

十、105 學年度自費團保續保工作，陸續收回彙整校內及退休人員續退保調查表、繳費狀況，

並辦理相關加退保、變更計畫之審核工作。 

十一、規劃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職員工教育訓練課程，並賡續請科技推廣組協助於行政

moodle 平台上增設教育訓練課程。 

十二、函請校級委員會及承辦單位辦理教師因參與委員會表現優異提報休假點數獎勵事宜。 

十三、專案簽請研究計畫 105 年 7 月份保費分攤核銷期限延長至 105 年 8 月 31 日止。 

十四、人事室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媒合身心障礙學生校內工讀機會，中文系沈柏鴻同學提供之

舒壓服務，廣受全校教師、職工同仁歡迎，7 月份時段均在公告第一天已登記額滿，8 月

份時間亦已公告。 

十五、協助福利委員會辦理桌球營庶務、暑期旅遊、商品卡採購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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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八月 
一、 本校105年6月份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及人事費明細表，於105年7月12日完成上傳私

立大專校院財務資料庫平臺後，教育部以電子郵件通知人事費明細表金額填報異常，

需重編報表。105年6月份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及修正後人事費明細表於105年7月19

日函送教育部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二、 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及北一區區域中心計畫105年6月份經費執行情形表，於105年6月28

日陳副校長核閱。 

三、 本校105年5月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得明細資料會計科目分析表及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

得明細資料，於105年6月29日送人事室酌參。 

四、 截至105年7月25日止，7月份傳票編製共計2,065張。 

五、 編製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105年1月1日至105年6月30日經費執行表」，於105年7月7

日送教學資源中心。 

六、 完成編製產學合作計畫及補助案經費收支明細表如下： 

序號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收支明細表送計畫

主持人覆核日期 

1 哲學系 
科技部之「智能行動--實踐智慧之混合技

能模型」計畫 
105年6月29日 

2 英文系 

科技部之「路易斯卡若爾《愛麗絲幻遊奇境

與鏡中奇緣》經典譯注計畫知識與行動－

知識與行動」計畫 

105年7月11日 

3 微生物系 

科技部之「腸炎弧菌抗過氧化物因子的特

性、調控、壓力耐受性與基因變異關係之 

研究」計畫 

105年7月7日 

4 國貿系 

交通部民航局之「因應我國改採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檢討修訂國籍航空公司財務監理

機制」計畫 

105年7月7日 

5 資管系 

科技部之「以提升6C能力為導向之心智工

具與行動學習環境整合系統之建置、成效

評量與學習行為模式分析系列研究」計畫 

105年7月19日 

 

一、 105學年度預算書，經6月1日校務會議通過、6月24日董事會修正通過，7月13日送教育

部核備。 

二、 完成104學年度6月份計畫預算執行表，並發送各計畫單位。 

三、 完成105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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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送研究發

展處。 

四、 完成105年6月份固定及非固定薪資所得扣繳申報。 

五、 提供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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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配合校外機構各類型補助案納入校發計畫規定，105年7月份申請新增及異動之計畫如

下： 

編號 單位代碼 單位名

稱 

子策略編號 子策略名稱 

01 4500 推廣部 104-D-02-4500-4-

01 
推廣教育 

02 3101 教師教 104-D-02-3101-4- 102-104 教育部第 3 期獎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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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發展

組 

01 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

分享計畫 

03 5201 中國文

學系 

104-C-01-5201-5-

08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及招生 

04 5208 師資培

育中心 

104-D-04-5208-4-

01 
教育學程新生甄選 

05 0709 軍訓室 104-D-01-0709-4-

01 
軍訓教官薪資年度 

06 4500 推廣部 105-D-02-4500-4-

01 
推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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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八月 
【圖書館】 

一、 7 月 4 日(一)召開本學年度第 22 次主管會議，討論「優九聯盟」圖書館電子資源合作採

購案、端木校長捐贈文物資料及圖書數位化、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展示、中正圖書館書庫

網路佈點及電子資源取代微縮片報廢淘汰等事宜。 

二、 7 月 4 日(一)召開本學年度第 2 次中正圖書館安全委員會，例行報告中正圖書館書庫、閱

覽室及 B1 行政區安全管制等館舍安全問題。 

三、 7 月 11 日(一)端木儀民女士蒞館瞭解端木校長文物陳列及圖書館規劃端木校長文物資料

及其捐贈圖書數位化事宜。 

四、 7 月 18 日(一)召開本學年度第 23 次主管會議，討論「東吳大學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

則」修訂案、廢除「東吳大學圖書館參考室及期刊室閱覽規則」、新增「東吳大學圖書館

館內閱覽規則」及「工作執行說明書」等事宜。 

五、 7 月 19 日(二)館長出席校長召開之校史研究委員會議，討論 2017 年校史室展覽等事宜。 

六、 7 月 21 日(四)上午 10 時與中研院台史所檔案館王麗蕉館長討論端木校長文物資料數位

化事宜；下午 2 時與羅麗容老師討論端木校長捐贈之圖書數位化事宜。 

七、 完成圖書館各組同仁之工作執掌內容及其強度事宜。 

八、 完成「104-105 年度「第 3 期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北一區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計畫 重要成果「質量化執行成效表」，本次填報資料涵蓋 104 年 8 月 1 日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 

九、 完成「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搜尋引擎升級暨系統整合」購案開標作業。 

十、 協助排解夥伴學校各項平台系統操作問題。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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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7 月 27 日 407 萬 4,475 人次 

聯合目錄(匯入) 98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7 月 27 日 741 萬 2,619 筆 

圖書代借代還 
104-105 年度計畫 

104 年 11 月 16 日至 105 年 7 月 27 日 

(13 校) 

總處理量：22,120 件 

線上申請 

館際借書證 

104-105 年度計畫 

104 年 8 月 1 日至 105 年 7 月 27 日 

(15 校) 

總處理件：4,488 人次 

北一區館合證 

(臺大圖書館提供) 

105 年 6 月 1 日至 105 年 6 月 15 日 

當月小計 

進館量/69 人次 

借書量/21 本 

100 年 10 月 12 日至 105 年 6 月 15 日 

累計 

進館量/3,890 人次  

借書量/3,800 本   

 

十二、 協助夥伴學校館員及讀者排解相關問題統計（統計期間：105.7.1-105.7.27） 

類  型 件數 

系統服務 12 

館員服務 15 

讀者服務 5 

聯合目錄 5 

貨運服務 1 

合  計 38 

 

【技術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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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務： 

(一) 發函優九聯盟各圖書館，本館將於本年 8 月 9 日（二）下午兩點舉辦「優九聯盟圖

書館電子資源合作採購交流座談會」。 

(二) 填報 104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執行

表。 

(三) 填報 105 年度 1 至 6 月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執行進度評估表。 

(四) 填報 105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採購明細。 

(五) 修訂教師主持研究計畫作業手冊圖書採購部分。 

(六) 寄出與蘇州大學互贈兩校教師著作共九箱。 

(七) 完成 2017 年期刊與資料庫續訂調查，持續整理續訂清單。 

(八) 進行 2016 年西文期刊與 ACS 電子期刊第二次查驗資料準備事宜。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104 學年度圖書館統籌經費執行進度(截至 105.7.25)： 

經常門 18,400,000 元，支用 18,390,380 元，執行率 99.9%。 

資本門 3,256,0000 元，支用 32,526,071 元，執行率 99.9%。 

(二) 105 年度教卓計畫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執行進度(截至 105.7.25) 

經常門非書 160,000 元，支用 98,820 元，執行率 61.7%。 

經常門磁條 10,500 元，支用 10,500 元，執行率 100%。 

資本門圖書 500,000 元，支用 388,010 元，執行率 77.6%。 

三、 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5/06/27-105/07/25） 

(一) 購案核銷與採編維護 

購案 核銷 書目維護 移送閱覽 

8 件 77 件 4,096 筆 4,047 筆 

中文編目 西文編目 日文編目 贈書編目 

2,822 筆 578 筆 3,319 筆 95 筆 

期刊編目 期刊驗收 期刊催缺 

1 筆 367 筆 72 筆 

(二) 其他業務處理統計 

項目 數量 

教師新書公告 1 件 

贈書處理（公文、謝函/贈書清冊） 
公文 2 份 

謝函/清冊 8 件 

學報寄送處理（含加工、打包） 195 本 

 

【讀者服務組】 

一、 感謝總務處協助，「中正圖書館書架拆遷重組」、「建置漫讀區系統書櫃」、「增設

城區分館 6-7 樓內部樓梯」與「城區閱覽室整體改善工程」四項工程請修單皆已送出，

同時進行相關配套作業如次： 

(一) 城區第二閱覽室延長開放時間暨查驗證件將持續進行至第一閱覽室完工。 

(二) 完成西文參考書架拆遷重組、跨樓層挪移暨上架 10,269 冊參考書。 

(三) 完成密集書庫大移架，並將原西文參考書區國科會(現已改名科技部)專區 5,208 冊

西文書全部順入密集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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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完成城區分館參考書區與期刊合訂本區大幅挪架整理。 

(五) 完成閱覽室門禁劃位系統需求書。 

(六) 與採購保管組協調中正書庫 9 樓頂電梯機房內廢品及兩校區工程衍生財產廢品清

運事宜。 

二、 完成溪城講堂 290 位學員老師與華語中心營隊 8 位學員建檔事宜，俾利刷卡入館與館

內使用非書資料。 

三、 持續進行 105 學年新生活動與主題書展相關事宜。 

四、 讀者服務組各項業務月統計資料： 

(一)各項業務月統計資料（整合兩校區數據）： 

借書、還書、續借、預約等(含非書資料)統計資料每學期陳報一次。 

新收中文

書(冊) 

新收西文

書(冊) 

新收非書

資料(件) 
參考諮詢 

淘汰處理 

(冊/件) 

圖書修護 

、裝訂
(冊) 

證件核發 

3,781 107 29 451 20,193 11 58 

總館調借

分館(冊/件) 

分館調借

總館(冊/件) 

長期借閱 

(設定冊數) 

指定用書
(使用册次) 

學位論文 

收件 
賠書處理 代收款 

147 548 47 9 92 
賠書:2 

賠款:3 

373 筆 

84,728 元 

學生離校 

(休退畢) 

教職員 

離職 

館合申請

件處理 

圖書館 

進館人次 

研究小間

使用人次 

研討室 

使用人次 
 

1,862 19 37 
本校 16,263 

校外 429 
49 136  

團映室 

使用人次 

會議室 

借用次數 

校史室 

參觀人次 
導覽場次 館舍維修 期刊裝訂  

12 4 0 
8 場 

128 人 
4 483  

(二)北一區圖書資源月服務量統計：  

代借代還 虛擬借書證 

申請件 受理件 東吳借他館證 他館借東吳證 

133 63 21 人次 26 人次 

【數位與系統組】 

一、進行各資訊系統維護事項，包括： 

(一) 進行 7 月份讀者檔轉檔作業。 

(二) 點交電算中心已淘汰的個人電腦設備計 25 台，將分別用於兩校區圖書館之資訊檢

索服務使用。 

(三) 更新兩校區資訊檢索區及數位學習室個人電腦之瀏覽器版本（Internet Explorer 版

本升級至 v.11，Chrome 版本升級至 v.51），預計更新 75 台。 

二、完成各學系圖書經費購置可借閱圖書等相關使用統計（時間起迄：100～104 學年度）。 

三、辦理工讀生相關勞保之加/退保、工讀時數線上登錄等相關事項。 

四、處理溪城講堂學員名單資料，匯入圖書館電子資源管理系統以便提供電子資源服務。 

五、發函全校一、二級單位，請其登入電子化校園系統「校史紀要系統」，填具 104 學年度

各單位業務運作事項，為校務發展典藏相關檔案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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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更新校史室相關端木校長與本校關係大事紀網頁，並進行端木校長資料乙批（67 個檔

案夾）之清理作業，逐步進行目錄整理。 

七、配合電算中心主辦之 105 年度個資「風險改善暨適法性矯正說明」事宜，修正「東吳大

學機構典藏授權同意書」內容，不再蒐集授權同意當事人之身分證字號及戶籍地址，使

符合個資法第 5 條規定。 

八、配合 105 學年度新進教師系列研習活動，製作圖書館電子資源使用服務簡報。 

九、配合出席北一區第 2 次夥伴校會議。 

十、邀請自動化系統廠商到館進行系統展示(7/26、7/28)，計二場次。 

十一、業務統計 

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電子資源 [電子期刊] 完成 Institute of Physics 套裝電子

期刊線上連結測試計 117。檢測並修正電子期

刊管理系統上 9 種期刊的連結網址。 

種 126 

[資料庫]更新 Aremos、Compustat 資料庫。 個 2 

[電子書]更新 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電子論文)電子書。 種 4,663 

博碩士學位

論文 

審核(退件、申請變更、新增帳號、使用諮詢

及紙本論文授權異動狀況) 

件 

118 

書目資料由學位論文系統轉出 ISO 2709 格式 19 

論文系統上傳相關問題諮詢 48 

郵寄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國家圖書館 6 

書目與論文全文資料上傳至機構典藏系統   48 

網頁建置 

與維護 

更新本館網頁：首頁動態 banner、館務紀要

與業務執掌等。 
頁 7 

圖書館 

自動化 

書評審核(0) 

件 1,063 客服問題(2) 

WebPAC 維護-書影圖檔(1061) 

電腦維護 

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1) 

件 78 

軟體更新、安裝及檢測(75) 

印表機(0)、掃描器(0) 

主機及周邊設備(2) 

機房管理(0) 

網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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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八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 教學卓越計畫 

(一) 105 學年度新進教師系列輔導活動訂於 105 年 8 月 30、31 日舉辦，本次活動內容

包含單位業務介紹及規劃教學、研究經驗分享、智財權、ZUVIO 教學即時反饋系

統介紹等專題研習課程。此外，特別邀請國貿系溫福星老師以「如何利用科技進行

翻轉學習平台的設計」為題，分享他利用科技輔助教學的實務經驗，演講時間為 8

月 31 日 10 點 45 分至 11 點 25 分，演講場地為城中校區 2123 室，歡迎本校教師踴

躍參加，報名請洽教師教學發展組校內分機 5816。 

(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精進暨教師專業社群補助計畫業經核定，教學精進補助計

畫總核定金額 110 萬 315 元，教師專業社群補助總核定金額為 53 萬 7,842 元。核

定結果已函知各申請單位及教師。新學年度教學精進補助計畫執行截止日已修改為

105 年 12 月 15 日，請各單位務必提醒相關人員，以免屆時逾期憑證無法辦理核

銷。 

(三) 105 學年度教學資源手冊預計於第 1 學期期初發送，為準確掌握印製量，以避免不

必要浪費，請各學系協助統計所屬教師之需求量，相關事項已於 7 月 17 日函知各

單位。另，本次調查係針對手冊內頁，若有教師需手冊封面，請另洽教師教學發展

組校內分機 5816。 

二、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第三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成果發表籌辦，已完成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借

用，經多次與北二區及遠見雜誌會議後，目前分工大致規劃方向為整體視覺呈現(含

場地、網站、成果影片等)及媒體行銷委由遠見雜誌規劃，教育論壇由北一區及北二

區共同主辦，相關經費由教育部及北一區、北二區全體夥伴學校共同分攤。本案活動

企劃書於 7 月 21 日報部，教育部已來函通知 7 月 27 日舉辦第二次工作圈會議，以討

論各區域中心之活動規劃。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理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教育部於 105 年 7 月 15 日同意核撥 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第二期補助款 1,750 萬元

整（經常門 14,00 萬元，資本門 350 萬元）。 

(二)於 105 年 7 月 14 日至 8 月 4 日各子計畫填報執行進度評估表【E 表】；另請分項計

畫主持人於 8 月 11 日前完成審核。 

(三)截至 7 月 25 日東吳教學卓越計畫網站瀏覽人次達 3,460,519 人次，最新消息與成果

分享訊息分別為 1,446 則、607 則。 

(四)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 7 月共上傳計畫相關最新消息 4 則、成果 8 則。 

二、 隨堂教學助理 

(一) 「東吳大學隨堂教學助理審查作業要點」依據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複

審會議決議，於 7 月 13 日經教務長核定後新增第六條第三項規定「受補助之授課

教師需於教學資源中心公告之規定日期內，繳交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計畫執行同

意書，始完成核定補助程序」。 

(二) 105 學年第 1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共補助 197 門課程，現已有 107 位助理完成資料填

報。另，新進教師申請截止日為 105 年 9 月 6 日，均已透過電子郵件與公文提醒新

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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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成規劃 105 學年第 1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期中培訓講座，安排五大主題新世代名人

講座。 

三、 校務資料分析中心相關事務 

「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第一年執行期限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擬依

教育部 105 年 7 月 7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50094586 號函之規定，於 105 年 8 月 5 日

前將「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期中考評報告書備文報部；另於 105 年

9 月 30 日前辦理經費結報事宜。 

四、其他 

(一) 多益英語證照班共有 17 名學生不符合退保證金資格，預計退保證金人數為 62 人，

共 12 萬 4,000 元。新學期多益英語證照班將一律在城中校區舉辦，時數從原本 16 堂

（1 堂 3 小時）改為 12 堂，並已完成教室之借用。 

(二) 多國語言學習角於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將聘用英語、日語、德語、韓語、泰語、

越語、印尼語七種語言的小老師，共 14 人。 

(三) 新學期將試辦多國語言習得集訓班，已邀請謝智翔老師授課。謝智翔老師通曉 25 國

語言，深諳語言習得技巧，他將於新學期在城中校區連續教授 12 堂課（一堂 2 小

時）。 

(四) 新學期將舉辦一系列的多語言與國際觀系列演講，現已邀請知名的英語教學部落客

阿滴、公益旅行家褚士瑩、東南亞語言神人蔡秉諭，於 10 月、11 月、12 月針對語

言學習與國際觀培養進行演講。 

(五)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飛計畫教學助理申請共核定 56 位教學助理，助理執行同意書

需於開學前完成繳交，現已有 33 位繳交。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建立全方位數位教材製作服務方案 

(一) 教學資源器材借用：外借使用 5 人次、借用數量(含配件) 59 件。 

(二) D0507 數位教學實驗室：因暑假期間 7/11~8/11 進行場地整修，故不開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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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累計有 588 名教師使用，師生共

14,281 人已上線使用。開學至今之瀏覽量已達 3,418,691 次，瀏覽網站人數共 146,320

人次，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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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音資訊站系統 1.暑假期間電視牆暫停服務。 

2. 7 月 10 日(日)協助招生組重大活動特播。 

EXALEAD 巨量系統 1. 7/19 安裝 D0405 北一區巨量主機 x3650 M5 伺服

器完成。 

2. 持續進行學務資料處理。 

北一區管考平台 改 P2-6 表程式以及權限設定。 

學習預約系統 修改 domain name 設定。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 1. 購 V5020 網路儲存伺服器，於 7/7 議價完成，由

碩達科技 120 萬元得標，預計於 8/4 交貨完成。 

2.7/11、12 Moodle 停機更新項目： 

(1) Moodle 版本升級至 2.9.7。 

(2)更新出缺席模組。 



60 

(3)Portal、AP、DB 之主機防火牆 iptables 規則更

新。 (4)AP 主機設定自動掛載教材檔案設定。 

3. 研究 Moodle nginx 數位憑證安裝方式。 

4. 7/18 前往推廣部討論 Moodle 之線上教學支援。 

5. 7/20Moodle 停機更新項目： 

(1)更新 Moodle 課程模組、成績匯入模組。 

(2)匯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以及每週授課內

容。 

 
四、遠距視訊庶務 

(一) D0507 多功能會議室，開始建置，預計 8 月 31 日前完工。 

(二) D0508 多功能虛擬影棚，開始建置，預計 8 月 31 日前完工。 

五、未來先進教室 

7 月 6-7 日進行雙溪、城中兩校區教室系統升級與韌體更新。 

六、其他行政業務 

(一) 前往交通大學參加「共享式 Moodle 數位學習管理系統說明會」。 

(二) 校務資料表單程式撰寫。 

(三) 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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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八月 

一、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要塞軍校與美國奧克拉荷馬城市大學學生於 2016 年 7 月 14 日舉辦成

果發表暨授證儀式，學員們有的將英文歌翻譯為中文歌演唱，有的學員朗讀繪本內容，

也有的學員現場採訪自己的任課老師，與台下學生互動，由於 7 月份兩團學員一同參與

校外教學，最終表演時，甚至也一起表演，學員的學習成果相當豐碩。 

二、 2016 年 8 月 8 日至 27 日本中心開設之 2016 暑假三週華語夏令營課程，已有 43 位學生

報名參加，由於學員人數眾多，將於 8 月 8 日早上由本中心華語老師進行分班測驗。本

次營隊預計安排讓學員至故宮、大稻埕、九份、三峽鶯歌等地校外教學。 

三、 日本東京觀光學院與日本千葉商科大學分別於 7 月 4 日及 7 月 18 日來訪本中心，對於

本中心及學校提供的各項設施環境、師資課程均相當滿意。 

四、 暑假期間 8 月 8 日至 8 月 26 日開設之「101 課程」學員多為已有程度之學生，預計使

用視聽華語第三冊之教材，以符合學生的程度。 

五、 2016 年學季制秋季班目前已有來自秘魯、巴拉圭、日本、新加坡、韓國、斯洛伐克等 18

位學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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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八月 

1. 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1. 完成 105學年度調學年學期及學生年級作業。 

2. 完成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初選作業。 

3. 完成 105 學年第 1 學期初選登記分發作業共通科目檢核條件調整之相關程式修

改。 

4. 完成中英文畢業證書程式及報名修改。 

5. 協助配合各項預算異動項目相關處理。 

6. 協助解決財產移轉及減損申請、消耗品領用問題，修改租賃權益及權益改良減

損單與折舊報表殘值計算，討論能資源系統後續相關作業。 

7. 協助推廣部調整其他收入期別及刷卡問題。 

8. 完成學雜費系統暨繳費單增列境外學生醫療保險費項目及學分費(可貸)項目。 

9. 完成招生系統，因應陸生轉學考欲增加編准考證作業之相關程式 

10.完成考核轉檔及簽到退問題。 

11.完成新增 E 關懷系統功能導師(輔導轉學生、陸生、外籍生、研修生)相關功能

程式。 

12.持續進行電子化校園系統虛擬化網路基礎架構建置。 

13.持續進行強化電子化校園及校務行政系統備份機制（硬體建置已完成）。 

14.修改社團系統寒暑假(過夜時段)開放學生借用社團綜合教室相關程式。 

15.協助處理 APP相關問題與協助各單位解決公文相關問題。 

16.持續進行人會總採購相關事務。 

17.進行 OS/2舊教務系統改版-學籍系統開發。 

18.進行 OS/2舊教務系統改版-課務系統修改。  

2. 全校網路設備與相關系統說明 

1. 完成全校性防火牆紀錄器與應用交換器維護開標議價。 

2. 完成專線備援負載平衡系統評選及議約。 

3. 完成校務行政系統防火牆維護請購。 

4. 完成雙溪校區電腦教室網路設備韌體更新。 

5. 完成城中校區電腦教室（ 2206、2208、2219、2315、2316）與會計系電腦教室

（2314）網路設備韌體更新。 

6. 完成修正週月報斷線記錄匯出問題。 

7. 完成有線網路認證閘道測試。 

8. 配合第四大樓一、二樓整修工程，完成 4210機房網路設備撤離。 

9. 完成城中校區崇基樓 2樓~5樓無線網路建置。 

10.進行 ISMS教育訓練。 

11.進行垃圾信防禦系統硬體更換規格撰寫。 

12.進行全校性入侵偵測防禦系統設定重新規劃。 

13.進行全校性防火牆備機測試。 

3. 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1. 進行 105 年度個資「風險改善暨適法性矯正說明」及學術單位校友個資適法性

確認。 

2. 進行 105學年度城區 2315、2316電腦教室電腦汰換請購案。 

3. 進行 105學年度學生版微軟 CA租賃請購案。 

4. 進行兩校區多媒體教室電腦軟體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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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1. 完成協助資管系主機暫駐電算中心 2210機房及臨時辦公室搬遷，調整相關網路

架設及設定。 

2. 完成日文系考試環境建置。 

3. 完成企管系與財精系考試環境建置。 

4. 完成協助企管系辦公室更新裝潢確認網點遷移與新增位置。 

5. 完成配合會計系、資管系及財精系考試，進行網路相關設定。 

6. 完成配合教學資源中心、資管系及數學系申請，進行防火牆設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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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體育教學組】 

1. 完成新學年度體育教學組業務交接。 

2. 體育教學相關行政作業之規劃及準備，含點名記分簿、出席證明單、校外租用場地簽

文（簽約）及體育選課相關資訊網頁維護等。 

3. 規劃「105學年度東吳大學體育教學研討會」，出席人員為體育室專、兼任教師。 

4. 盤點教學器材並提出 105學年度體育教學設備需求。 

5. 規劃 105學年度東吳大學學生運動核心能力檢定事宜。 

6.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體育室申請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計畫案核定金額為 14,108 元、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核定金額為 45,804元，審查明細表已影送計畫參與教師，並請教師

依計畫執行。 

 

【體育活動組】 

1. 105年暑假教職工羽球活動於 6/27~7/05（週一至週四）中午 12:15-13:15雙溪體育館

圓滿結束，共計 52位教職工同仁參加。 

2. 暑假期間推廣校友籃球賽，活動日期 7/23~8/28之每週五 19~21時，週六.週日 9：00~ 

21：00，活動地點為雙溪校區體育館，計 350 位校友參加，歡迎師長或教職員蒞臨指

導。 

3. 2016東吳國際超馬經費籌募與各項事務規劃籌辦。 

【綜合行政】 

1. 7月 25日完成體育室二級主管及祕書業務交接。 

2. 完成 105學年度兼任教師聘書寄送。 

3. 完成 105學年度運動代表隊教練聘函印製。 

4. 完成教育部體育署 104學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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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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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八月 
一、7/1-7/3校牧室 20位團契學生組成台東服務隊，到台東廣原國小服務。 

二、7/4-8有 5名學生，1位輔導赴港參加港台學生交流營。 

三、7/11-16青年宣道大會，在中原大學舉行，城中雙溪東吳團契共有 44名學生參加。 

四、因尼伯特強颱造成台東超過 20億的損失，校牧室和安素堂發起奉獻，特別為台東基督

教醫院募款，還在持續募款中。 

五、安素堂透過校校室成立衛理公會安素堂清寒急難助學金，助學金辦法已通過，預計 9月

開始接受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