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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十月 

【教務長室】 

一、9 月 12 日、10 月 4 日，召開會議討論教務處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二、綠色科學與永續發展學程執行校務發展計畫「建構友善校園-建構綠化節能之安全校

園」，製作環保酵素，並於今年暑假開始，環保酵素洗碗精，放置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B1

餐廳外洗滌處及各大樓餐具洗滌台，供師生使用。 

 

【註冊課務組】 

一、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因學業因素（連續兩學期學期成績 1/2 學分不及格、學期成績 2/3

學分不及格、延長修業年限屆滿仍未畢業、研究生修業年限屆滿仍未畢業）退學人數

（以 9 月 29 日轉檔資料計算）：學士班 67 人；碩士班 21 人；博士班 1 人；進修學士班

9 人；碩士在職專班 21 人。 

二、105 學年度各學制新生註冊率如下： 

（一）學士班大一新生分發及甄選共計錄取 2759 人，註冊 2672 人，註冊率為

96.85%，若含境外生、外加名額及恢復學籍計 3104 人，註冊 2947 人，註冊率

94.94%。 

（二）學士班二年級轉學生錄取 116 人，註冊 111 人，95.69%。(企管系陸生及政治系

外國學生各錄取 1 名均已報到註冊) 。 

（三）學士班三年級轉學生錄取 97 人，註冊 91 人，註冊率 93.81%。 

(政治系 2 名雙聯學制學生及國貿系 1 名外國學生也已報到註冊) 

（四）進學班二年級轉學生錄取 40 人，註冊 40 人，註冊率 100%。 

（五）進學班三年級轉學生錄取 17 人，註冊 16 人，註冊率 94.12%。 

（六）進修學士班一年級新生甄審加申請共招收 274 人，註冊 243 人，註冊率

88.69%。 

（七）碩士班新生(核定名額 459 人)報到 439 人，註冊 396 人，註冊率 90.21%。 

（八）碩士在職專班新生(核定名額 398 人)錄取 391 人，註冊 350 人，註冊 89.51%。 

（九）博士班新生(核定名額 18 人)錄取 16 人，註冊 16 人，註冊率 100.00%。 

三、105 學年度學士班及碩、博士班優秀新生名單已於 9 月 23 日送至德育中心辦理後續相

關退費事宜。 

四、9 月 12 日起開放各任課教師上網列印初選點名計分簿；自 9 月 27 日起上網列印點名計

分簿。 

五、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系專業課程網路登記加退日期為 9 月 13 日至 14 日，全校所有課

程網路登記加退選日期為 9 月 20 日至 21 日，網路無法處理之科目於 9 月 12 日、19

日、22 日、23 日這四日辦理人工加選。因應第一週中秋連假，週四至週六課程於第二

週才上第一次課，另開放 9 月 26 日人工加退選。 

六、處理 105 學年度學士班大一新生、進學班大一新生、轉學新生(含進學班)、轉系生及學

碩五年一貫碩士班新生之學分列抵事宜，並轉各相關單位(體育室、軍訓室、通識教育

中心)進行體育、軍訓、通識等科目之審核及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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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辦理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際選課事宜，包含國際交換生 42 校 97 人、大陸來台學生

37 校 77 人，含校級交換生 83 名、院級交換 8 校 18 名(人文社會學院 5 人、法學院 13

人)、系級交換生日文系 12 名，外校生校際選課學生 45 人。9 月 13 日至 9 月 23 日協助

交換生、國際生、外校生加退選，並於 9 月 30 日至 10 月 05 日將選課清單交至國際處

並協助確認。 

八、截至 10 月 3 日(星期一)止，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在學之學士班人數 12248 人，碩士班人

數 1251 人，博士班人數 116 人，進修學士班人數 1158 人，碩士在職專班人數 1157

人。 

九、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計畫上傳，系統關閉時間為 105 年 10 月 1 日，經列印系統報

表，計仍有 20 科未完成上傳公布（政治*1、社工*6、音樂*1、英文*5、法律*3、會計

*1、財精*1、巨量*2）。 

十、發函各學系，有關教師課程教材上網及授課計畫上傳相關事宜。揭示 105 學年度第 1 學

期教材上網率（預定 10 月底前達 80%），以及尚未上傳公布授課計畫科目，惠請學系參

考並轉知各任課教師知悉。 

十一、因應初選結果，於 9 月 9 日進行修課人數大於教室容量之教室異動，總計雙溪校區調

整 44 科次，城中校區 25 科次，共計 69 科次 。另因應加退選結果，於 9 月 25 日進

行修課人數大於教室容量之教室異動，雙溪校區調整 74 科次，城中校區 55 科次，共

計 129 科次。異動當日至各教室安放教室配當表與教室異動公告。另配合學系開放修

課人數上限及教室調整等相關事宜。 

十二、共通科目加退選後未達選課人數下限科目共 37 科，停開 19 科、續開 18 科，停開科

目進行公告並通知學生進行改選事宜。 

十三、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堂反應教學評量問卷施測業已讀卡完畢，依「課堂反應問卷統

計分析小組」結議，辦理簽核發送各單位授課教師施測結果，函知各授課教師上網讀

卡結果，非聘期內教師隨函與施測結果郵寄教師收執。 

十四、函送各學系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外審作業時程暨相關表件，已申請核定 105 學年

度第二學期辦理課程外審之學系：音樂學系、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巨量資料管理

學院等,請相關學系於期限前擲送相關表件至註冊課務組以憑辦理。 

 

【招生組】 

一、106 學年度計有 22 學系學程（音樂系除外），共 33 系組學程參加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有關開放同等學力及國外學歷報考情形，除巨資學院系新增國外大學報考資格外，其餘

各學系規定與去年同（中、歷、哲、社、英、數、企碩乙（國際商管）、貿等 8 學系組開

放同等學力及國外學歷報考；政、人權、日及巨資學程則只開放持國外大學學歷報名）。

至於開放各學系碩甄錄取生申請提前入學者有：中、歷、哲、政、社、工、人權、英、德

、化、微、心碩甲、經、企、貿、財精、資管、巨資共 18 學系組學程。預訂 10 月 28 日

至 11 月 8 日受理網路填表後郵寄報名；11 月 22 日至 11 月 27 日各學系辦理面試；12 月

10 日公告錄取名單。 

二、為照顧經濟弱勢學生升學應試，並配合社會救助法之修正，業經本校招生委員會第一次

會議(105/10/05)議決通過，106學年度對於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考生參加申請入學第

二階段，援往例維持免收報名費作法；至於本校各項自辦考試，則除低收入戶免收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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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外，中低收入戶之減免亦由 30% 提高為減免 60%。 

三、106 學年度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業於 105 年 10 月 5 日召開，會中除討論本學年度預定招

生委員會議日期與議程內容，並審定碩士班甄試簡章草案、甄選入學及考試分發入學簡

章校系分則草案外，同時議決各項重要自辦招生考試日期如下（相關資訊將另案函送全

校各學院系及行政單位參照，並提請預為籌劃因應）： 

（一）碩士班甄試— 105 年 11 月 22 日至 27 日，分兩校區舉行面試(無筆試)。 

（二）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筆試—106 年 2 月 28 日（週二），集中城中校區舉行。   

（三）博士班—106 年 5 月 21、22 日（週日、一），分兩校區同時舉行。 

（四）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甄試—106 年 4 月 8、9 日（週六、日），兩校區

舉行。 

（五）日夜學制轉學生—預定 106 年 7 月，集中城中校區舉行。 

（六）進修學士班新生招生方式維持 1.甄審入學採計書面審查(得檢附學測成績)；2.申請

入學採計指考或統測成績。 

四、有關本校 105 學年度招生情況表列如下： 

（一）總量名額內 

學制 
核定

名額 

錄取(分發) 

人數 

註冊 

人數 

註冊人數 ÷ 

核定名額數 

註冊人數 ÷ 

錄取分發人數 

學士班 2759 2759 2672 96.85% 96.85% 

碩士班 459 439 396 86.27% 90.21% 

博士班 18 16 16 88.89% 100% 

進修學士班 274 274 243 88.69% 88.69% 

碩士在職專班 398 391 350 87.94% 89.51% 

※學士班新生另包含退伍軍人、原住民、派外子女等特種身分考生外加名額，

詳加分析其註冊率（註冊人數÷分發錄取人數）： 

(1)教育部核定名額內註冊率 96.85 %（去年 97.10%）。 

(2)含僑生、外國學生、身障生等外加名額之註冊率 94.94%（去年 94.90%）。 

（二）外加名額 

身分 學制 
核定

名額 

錄取(分發) 

人數 

註冊 

人數 

 註冊人數 ÷ 

核定名額數 

註冊人數 ÷ 

錄取分發人數 

僑生 

學士班 270 195 129 47.78% 66.15% 

碩士班 47 5 4 8.51% 80.00% 

博士班 3 0 0 0 0 

外國

學生 

學士班 144 45 17 11.81% 37.78% 

碩士班 60 18 7 11.67% 38.89% 

博士班 3 3 3 100% 100% 

大陸

地區

學生 

學士班 55 55 55 100% 100% 

碩士班 23 16 16 69.57% 100% 

博士班 8 3 3 37.5% 100% 

身心

障礙 
學士班 37 34 29 78.38% 85.29% 

（三）統計本校學士班入學新生高中學歷，依人數排序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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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

新生

人數 

105 學年 1.景美女中 2.內湖高中 3.中正高中 4.板橋高中 5.南湖高中 

104 學年 1.景美女中 2.中正高中 3.中山女高 4.內湖高中 5.松山高中 

103 學年 1.景美女中 2.內湖高中 3.中正高中 4.中山女高 5.中和高中 

在校

學生

總數 

105 學年 1.景美女中 2.內湖高中 3.中正高中 4.中山女高 5.板橋高中 

104 學年 1.景美女中 2.中正高中 3.內湖高中 4.中山女高 5.南湖高中 

103 學年 1.景美女中 2.內湖高中 3.中正高中 4.中山女高 5.明倫高中 

（四）以大一新生戶籍所在地佔全部入學新生百分比分析，大台北地區由 53.71%降為

49.72%，而桃園市及高雄市則成長不少，因此，住宿需求將更為凸顯：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高雄市 

105 學年 25.09% 24.61% 9.60% 7.82% 6.60% 

104 學年 27.74% 25.97% 8.28％ 8.43％ 5.69% 

103 學年 27.94% 24.66% 7.8％ 6.81％ 6.33% 

※依 105 年 9 月 26 日名額內學士班數字統計。 

五、教育部核定本校 106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為：日間學制學

士班 2,759 人、碩士班 459 人、博士班 17 人（較去年 18 人減招 1 人），合計日間學制學

生 3,235 人；進修學士班學生 274 人、碩士在職專班 398 人，合計夜間學制學生 672 人。

總計日夜招生總量 3,907 人。復依部函規定，各學系各管道招生名額業於 8 月 11 日再案

報部。經查教育部業已照案核定碩博士班名額，將俟學士班各管道、碩專班及進學班名

額核定後，另案函送各學院系知照。 

六、教育部核准本校申請 106 學年度擴大個人申請名額至總招生比例 55%，前經函請學系重

新提報，彙整申請入學名額共 1,469 名，佔總招生名額比例 53.24%。全案業經陳報教育

部第二階段總量分配名額在案。 

七、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將自 106 學年度起取消「學籍分組」，改以「招生分組」招生。 

八、前經 10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106 學年度規畫成立「巨量資料分析學士後第

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申辦計畫書於 105 年 9 月 30 日陳報教育部，教育部預計明年元

月公告審核結果。 

九、有關本校 106 學年度招收陸生計畫，將俟教育部來函後依規定期限提報，並於招委會提

出報告案。 

十、依規定時程核校本校甄選入學（申請及繁星）與考試分發入學招生簡章校系分則，並研擬

106 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如：海外僑生（含港澳生）、身心障礙甄試、四技二專甄選、

外國學生春季班申請入學等招生簡章分則草案，分別依試務時程簽核後上網登錄。 

十一、填報本校 105 學年度轉學生退伍軍人加分優待錄取考生資料，共正取 5 人次。 

十二、彙整填報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05 年度 10 月表冊所需相關數據。 

十三、預計 105 年 10 月下旬召開 106 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考試各組業務協調會議，將依會

議決議修訂「106 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經費預算表」，陳主任委員核定後，併同試務工

進度表函送各任務編組。 

十四、第十屆招生服務團甄選招募活動業於招服團臉書粉絲專頁公告錄取名單。統計兩校區

扣除重複者，共 24 人報名，經面試後錄取新團員 22 人。新進團員業於 10 月 8 日至 9

日假復興青年活動中心辦理兩天一夜招生服務研習營；另預定於 10 月 21 日在外雙溪

校區舉行「期初社員大會」，期能藉以凝聚共識，增進招生活動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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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認識東吳營」預定於 106 年 1 月 23 日至 24 日（週一~週二）在外雙溪校區舉行，規

畫分兩梯次進行「大學生活導航」，另接續於 1 月 25 日進行一日「學群引航」活動。日

前已完成營期服務員甄選，共計 28 人報名，錄取 22 人。此外，將另案函請學系支援學

群講座，講題方向建議可包含：師長介紹（例如說明特色發展方向、提供諮詢問答，旨

在瞭解如何選擇校系）及系學會學生或系友分享（例如大學生活規劃、未來出路等，亦

可安排特色展演活動，加深高中生印象）。                      

十六、規畫 106 年 3 月 4、5 日（週六、日）舉辦「105 學年大學開門」研習活動，預計邀請

本校各學院系參與申請入學業務經驗豐富之教師擔任主講人；並搭配個人申請管道入

學學生現身說法。擬邀請參與對象為高三學生、家長及高中輔導老師。 

十七、十月份進行校內外宣導者計有： 

10/3 私立薇閣高中（法律系陳芊諭）；10/5 私立延平高中（招生組黃昭明）；10/12 國立彰化

高中（心理系曾幼涵、法律系胡博硯）；10/19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心理系林朱燕）；台北市

立中崙高中（社工系鍾道詮）；新北市立中和高中（會計系鄭哲惠）；10/24 臺北市立明倫高

中（巨資學院黃福銘）；10/27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法律系何佳芳）；10/28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法律系胡博硯、會計系楊孟萍、巨資學院葉向原）；10/31 桃園私立振聲高中（招生組黃昭

明） 

引水人課程體驗活動：10/7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策略聯盟學校，共 65 人） 對象：理學院（數

/物/化/微四系簡報、參訪及專題指導） 

到校參訪計有：10/14 新北市立秀峰高中（320 人）；10/28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70 人）。 

 

【教務行政組】 

一、東吳英檢及多益校園考試 

（一）本學年度第二次東吳英檢擬於 11 月 26 日外雙溪舉行，報名時間自 10/5 起至

11/9，截至目前已有 103 人報名。 

（二）多益校園考試擬於 11 月 27 日城中校區舉辦，報名時間自 9/11 起至 10/25，截至

10/11，截至目前已有 231 人報名。 

 

【通識教育中心】 

一、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中心第 1 次中心會議： 

本中心於 105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12：45～14：00 假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B013 研討室召

開，重要決議如下： 

（一）審查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單位申請作為本校「美育活動」畢業標準列抵活動： 

1、各單位自行規劃主辦之活動，申請列為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美育活動」畢

業標準之列抵活動，共計 34 件申請案通過。凡通過之美育列抵活動，主辦單

位及學生可至通識教育中心網頁點選上方「畢業標準」，再點選左方「美育活

動」下之「列抵活動」查詢。 

2、各主辦單位於開放性空間表演活動，雖通過認抵為美育活動畢業標準，但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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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控管活動現場與會者之簽到退。 

3、為使美育活動之申請表更利於判別是否符合美育活動之素養與精神，將更改

申請表格，包括：申請單位須詳述 150-200 字以上之活動內容；及增加活動

類別選項，明確定義所屬美的範圍，以利審查。 

4、【附帶決議】日後針對舉辦時間較急迫之美育活動申請案，無爭議性的活動將

授權由通識中心代為判別；有爭議的活動再由本中心會議教師代表以書面方

式進行審查。 

（二）推舉 105 至 106 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委員： 

除通識中心王世和主任召集人(當然委員)外，另推舉林遵遠老師、王行老師、賴

錦雀老師與邱玟惠老師等四人為中心課程委員會委員，總計 5 人。 

二、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本中心於 105 年 10 月 20 日(四)12:15 起假 D635 會議室召開，本次會議主要初審 106 學

年度共通課程架構草案，及討論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外審審查意見之回應暨具體改善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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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十月  

一、 就學貸款：本學期辦理就學貸款學生，至 10/3 統計共 2259 名申請，貸款總金額總

計 1 億 1,122 萬 18 元整，與銀行比對申請筆數與金額後，將於 10/11 進行貸款學生

家庭年所得查核作業。 

二、 就學減免：105 學年第 1 學期就學優待減免受理申請結束，退費申請受理至 9/23。

目前符合減免資格者共計 844 人，減免金額合計 2,524 萬 3,615 元整。9/30 已發文向

教育部申請提撥本學期減免預撥款 1,236 萬 5,536 元，餘款將依規定於 12/15 前辦理

核結請撥。10/6 至 10/27 辦理減免退補費作業，預定 10/14 以前匯送原住民籍、現役

軍人子女及身障類減免所得查核資料，10/28 以前完成匯送全部減免資料至教育部系

統。 

三、 班級及家族幹部：通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班級及家族幹部之建立與審查作業時

程，請各學系於 9/23 前完成 1.各班班代資料建立。2.家族導師幹部資料建立 3.轉知

各班班代於 10/3 前完成班級幹部資料之建立。另於 10/24 前審查各班幹部資料。 

四、 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初審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續獎勵資格，共 61 名初審合

格，計應核發新台幣 235 萬元整，公文整理簽辦中。 

五、 獎懲委員會:辦理張○瑄等 5 人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清單未確認」懲處核定暨

銷過申請事宜。 

六、 校內工讀：105 學年度新生申請校內工讀已分配完成，共計收件 234 件(低收 0 人、

中低收入戶生 25 人、弱勢生 38 人、一般生 171 人)，錄取分配工讀單位者計 159

人，餘一般生 75 人候補。另，為培養同學良好工讀態度，於 10/8 辦理工讀態度訓

練營。 

七、 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起飛計畫)：104學年度起飛計畫結報事宜，已於9/30函送

本校經費收支結算表報部，另105學年度教育部尚未來函告知核定補助金額，由於本

計畫為核定兩年期之計畫，故已簽請學校於補助經費核定前先行墊支，並開始執行本

學年各項計畫工作。 

八、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原資中心成立日前已經校長核定在案，9/19大專校院原住民

族學生輔導教師團（成員含教育部與原民會人員）來校進行交流指導，目前人力規劃

已完成，預計中心成員共3名，包含：中心主任：由學務長兼任；執行秘書：由德育中

心主任兼任；承辦人員1名：由德育中心同仁兼任。經向相關單位徵詢及實際探勘後，

現正簽文尋覓適當原資中心辦公室空間。 

九、 遺失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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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函送外雙溪校區 9 月份遺失物至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公告招領，500

元以上 0 件、500 元以下 170 件，合計 170 件；函送城中校區 7、8 月份遺

失物至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公告招領，500 元以上 1 件、500 元

以下 65 件，合計 66 件。 

（二）依「東吳大學拾獲物品處理辦法」處理兩校區 7、8 月份逾公告招領期限遺

失物（500 元以下）共 84 件。 

十、 品德活動： 

（一）教師節「老師，謝謝您」感恩活動：於外雙溪校區 R 棟、D 棟一樓、城中

校區二大樓北側門一樓牆面處張貼謝師留言牆，給予師長們許多祝福。 

（二）微笑有品志工：志工主要任務為推廣品德活動幫手，期待志工們能在協辦各

項活動中學     習品德及服務的真諦，進而能影響他人。9/19-9/26 於兩校

區招新擺台，新舊社員共 20     名，將於 10/19 進行期初大會，除增進彼

此情誼，也對未來品德活動推廣方式進行宣達。 

（三）與群育中心跨單位合作活動： 

1. 團隊合作方案：（1）鐵道大富翁，活動日期：10/15，活動範圍設定於宜蘭地

區，活動關卡融入農村體驗、生態保育、環境永續經營…等等議題，透過這

樣非正式課程，提升參與者品德力。（2）遇見小旅行，活動日期：

10/22~10/23，兩天一夜的活動內容包含有泛舟、原住民文化介紹…等等活動

內容規劃，除凝聚同學之間的情感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活動設計內容，促

進參與者鄉土情懷、生態環境保護觀念。 

2. 創新應變方案：（1）帶著品格力去環島~探訪東吳人的學習典範，活動日期：

106/03/25-04/06，以「挑戰在一起」及「用品德力實踐公益」為設計宗旨，規

劃「關懷公益」活動，同時，新設三階段認證活動，往年採先報名後訓練的

模式，今年改為通過三階段認證才具備可報名環島活動的資格。（2）實踐到

底的行動力挑戰~一日雙城，活動日期： 106/03/09-03/10。台北、高雄距離

380 公里，參與者勇敢挑戰長距離騎乘，過程中彼此輪流擔任破風手，參與者

們除了挑戰自我也懂得尊重及照顧別人。 

十一、 社團例會：為促進社團夥伴知能，增加社團間彼此交流機會，同時拉近屬性老師

與社團夥伴距離，群育中心整學期將舉行 3 次與社團夥伴的交流會議；會議中，

讓社團伙伴在角色任務上有更清楚的認知，期待學生社團真正發揮組織運作與自

治功能；體認服務概念，期待對未來活動的合作模式提出建議；規劃行事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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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目標、建立共識。105-1 期初例會已於 9/26、9/29 分別於兩校區召開完畢，在

會中特別提醒期初登錄作業、經費、場地、聯課活動、寒暑假服務隊、獎學金、

保護智慧財產權及美育認證等相關內容，並再次叮嚀社團幹部轉知所有社團夥伴

特別注意事項。本次例會合計發出 129 份問卷，回收 117 份，回收比率為

90.7%，而未出席社團已另行由屬性輔導老師一一晤談。 

十二、 服務隊成果發表： 105 年暑假服務隊計有 11 支隊遍及台北、汐止、桃園、宜

蘭、台南、花蓮等地區進行服務，社團同學以實際行動關懷社會弱勢，從服務及

反思過程中，體驗人生的意義。11 支服務隊順利完成服務，已於 9/30 舉行聯合服

務隊成果展，共有 125 位服務隊員共襄盛舉，以動態成果發表會與靜態成果展進

行，除了讓每支服務隊口頭表述外也以書面海報及服務心得來述說其感動與服務

經驗，藉此完成服務學習最後歷程(反思與慶賀)。本次並邀請優九聯盟中的銘傳

大學弘仁社暑假服務隊隊長前來分享，促進校際間服務活動交流，擴大服務隊之

影響力。 

十三、 國際志工服務分享會：105 年暑假國際志工社共組 3 支自組隊，分別為泰國清邁

隊，出隊時間 7/4-7/24；印尼西帝汶隊，出隊時間為 8/1-8/13，菲律賓馬尼拉隊，

出隊時間為 8/9-8/24，進行兒童中英語教學計畫、環境保護計畫、社區發展計

畫、建築計畫等。3 隊聯合分享會於 9/21 在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校友總

會劉顧問、政治系陳立剛主任及本中心廖芝萱主任皆全程參與，參與分享會的同

學也比以往更多，出席人數計 70 人。各隊亦於 9/22-10/3 分別在校進行成果分享

會及招生說明會招募新血。 

十四、 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本學期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服務國小共有東園國

小、雙溪國小及碧湖國小。為讓同學本於服務社會的精神，學以致用，獲得實務

經驗，增進多元能力，城中教師助理說明會於 9/12 舉行，計有基層文化服務團、

舞蹈研習社及桌遊社 3 社團 8 人參與。雙溪教師助理說明會於 9/14 舉行，計有榕

華樓生活勵進會、音樂劇表演社、熱舞社、塔羅牌社、體適能有氧社、魔術社、

幼幼社及松勁樓生活勵進會 8 社團 15 人參與。會中並說明服務學習的歷程，籌備

期、期中執行及課程結束後該注意的事項，也特別叮嚀社團夥伴不要破壞老師原

訂的生活常規，尤其要守時，不要遲到等。 

十五、 UB 社區方案：群育中心為推動「校園與社區合作計畫」，已向 UB 申請相關經

費，希望可以藉由社區服務學習計畫的推展，讓本校同學從校園走進社區，協助

社區發展並能向社區學習，共創學校、學生與社區三贏的榮景。105 年推出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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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邸社區公益展演、獨居老人生命故事書撰寫計畫、獨居老人送餐計畫、外雙溪

環境保護計畫、新住民及弱勢家庭子女課輔計畫等 5 項社區服務學習計畫，提高

同學興趣及參與度，達到服務社區的目的。 

十六、 2016 東吳大學溪城盃合唱比賽：為提升校內群育教育及音樂風氣，特舉辦學生合

唱比賽活動，增進校內優良藝術活動及  各團體間之凝聚力，力求參賽隊伍透過

隊員間的團體練唱，了解如何相互合作、展現自身團體特色並學習促進團隊和

諧，以達群育教育之效。2016 東吳大學溪城盃合唱比賽將於 12/10(六)在外雙溪校

區松怡廳舉辦，分為傳統詮釋組及創意詮釋組二組，活動亦列入美育活動畢業標

準，報名截止日為 10/12(三)17:00，敬請師長們鼓勵系上同學踴躍參加。 

十七、 美育認證：期初至今群育中心協助社團申請美育認證共計送出合唱團等 7 社團 8

活動案，9/22 通識 教育中心開會審定，除松勁樓特色講座因講者尚未確定而未核

定，其他申請社團包括「日本茶道社成果發表茶會」、「2016 陽政東歲末三校聯合

音樂會-冬陽正暖 II」、「蘇州吉他社期初成發，去找大-彈吉他」、「東吳城中熱音

社期中演出」、「2016 溪城盃合唱比賽 第三樂章：青春變奏曲」、「東吳管樂社期

末成果發表會」及「東吳大學親善民族爵士舞團年度舞展《戲舞》」，皆核定通

過。 

十八、 第 60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第 60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補選即將開始，候選人

登記時間從 9/23 至 10/3。本次有兩組候選人完成登記，相關時程說明如下： 

（一） 候選人抽號：10/4  雙溪校區二樓展售區 

（二） 政見發表會：10/12 雙溪校區望星廣場、10/13 城中校區綠地  

（三） 投票：10/19-10/21 兩校區 

（四） 開票：10/21  12:30  兩校區 

十九、 諮商個案： 

（一）新生體檢表中自填有精神疾病狀況共有 26 名新生，其中 8 名為資源教室學

生，18 名列入高關懷輔導名單，均已完成關懷。 

（二）例行的期初高關懷個案關懷已於 10/07 完成，系諮商師重新檢索瀏覽每位

高關懷個案之課業及休復學狀況，重新評估危機等級高低後，再分別修正

對應以電子郵件、簡訊、電話或面談的輔導關懷模式。。另依處遇介入程

度是指依據其高關懷學生處遇複雜性及系統連結程度做別區分，分別有密

集介入、中度介入、輕度介入方式。高關懷學生共計有 591 人，需密集介

入者有 26 人，中度介入為 54 人，輕度介入為 5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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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期截至 10/7 止，個案諮商人數 81 人，高關懷學生安排個別諮商有 51

人，另 30 人為新個案，其中 14 人是一年級新生，3 名轉學新生。本中心

原提供 71 個晤談鐘點數，為滿足學生諮商需求已協調兼任心理師增加晤談

鐘點時數。 

二十、 性別平等業務：性平導正教育：本學期共計有 4 名學生需接受性平導正教育，已

於 9/29（四）完成規劃導正教育之課程計畫，目前均予以開始執行；10/05（三）

15:30～17:30 與法律系及現代婦女基金會合辦「關鍵判決」電影賞析，由本中心

主任帶領影片導讀與討論，共有 196 人參加。 

二十一、 大一新生普測：已發函各學系施測時間以及導師會議時間調查表，預計於 11 月

14 日至 25 日全面實施，施測時與本中心共同具名主辦，邀請學生同意進行施

測，並取得學生個人同意其資料之後續輔導運用。測驗後立即篩檢出高困擾學

生，由系諮商師進行關懷輔導。另於 12 月 19 日起至本學期結束前，分系召開大

一導師輔導會議，瞭解高困擾學生個別狀況及該班級整體學生困擾情形。 

二十二、 導師編聘作業：已於 10/5 完成，各學系共編聘有 31 名主任導師，338 名導師，

44 名功能導師。本期新增功能導師以輔導轉學生、境外生及延修生等，共計有

1958 名學生。將進行導師聘函以及導師費核撥等簽文。 

二十三、 新生體檢：於註冊時間進行，共 3650 人受檢〈雙溪 1699 人、城中 1951 人〉，目

前持續回收外檢報告送宏恩醫院建檔，以便統計。結算至 105/9/30 各種異常人數

如下：重大異常共 33 人〈X 光異常者 15 名、血液、尿液異常共 18 人〉，兩校區

護理人員優先追蹤關懷。特殊疾病名單共 197 人〈雙溪 109 人、城中 88 人〉，含

各學制之癌症、心臟病、癲癇、氣喘、器官移植及罕見疾病者，已轉請夜班同仁

協助分配時段進行電訪與衛教。體育課關懷名單：僅大學部學生，含癌症、心臟

病、癲癇、氣喘及罕見疾病等不宜突然劇烈運動學生，共 136 人，已提供體育室

參考。 

二十四、 新生體檢後續作業：1.體檢報告預計於 10 月中旬送回本中心發送給學生。2.體檢

報告異常者衛教：往例約 700~1000 名，均由衛保同仁提供一對一個人衛教，以

提升自我照護健康知能及複檢率。但實際複檢率仍難以大幅提升且造成人力龐大

負擔，因此，今年改為期中另行發放衛教單，包含各項異常自我照護資訊及學校

服務資源。3.相關體檢數據統計預計於 11 月 20 日前完成，並依時限登錄至教育

部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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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國際交流生健檢：針對國際交流生，依留台時間長短進行不同項目檢查。停留時

間 3 個月以上至 6 個月學生，抵台後應繳交胸部 X 光檢查及麻疹、德國麻疹接種

證明。停留 6 個月以上學生增加皮膚病、漢生病毒及梅毒血清檢查。經本中心檢

核後依作業流程進行存檔或通知補交、補檢及補接種等處理，以確保校園健康。 

（一）國際交流生：共 76 名，1 名報告勾選不清，於 9/23 上午與該生會談，進行

結核病 7 分量表測驗，得分 0。請其補交 X 光影像檔，於 9/26 收到並請校

醫審核合格。1 名疫苗接種時小於 1 歲，9/22 已請國際處通知補檢，目前尚

未回報是否補種。 

（二）大陸校級交換生：共 62 名，9/8 收到 61 份，審查全部合格，1 名於 9/30 入

台，已連繫國際處承辦人，請協助收報告轉送本中心。 

（三）東福專班：法律專班學生共 58 名，共收到 58 份，審查結果為 24 名合格，

34 位 X 光及寄生蟲項目未 勾選。微生物專班學生共 52 名，共收到 52 份，

審查結果 31 位合格，21 位 X 光及寄生蟲項目未勾選，分析應與「負責醫

師」有關，已製作名單，請國際處協助學生以整體方式對該院申請證明。 

（四）自費研修生：共 74 名，收到 73 份，其中 1 份缺疫苗，已於 9/26 補種完

成。尚餘 1 份持續追蹤中 

（五）法學院院級交換生：共 12 名，收到已入台者 10 份報告，均合格。另 2 名尚

未入台，持續注意中。 

（六）人社院交流生：共 3 名，均合格。 

（七）日文系華語班：共 12 名，因更換助教，本中心已請新助教通知學生並協助

收件轉送本中心。 

二十六、 教職員工健檢：原定為 9/28 進行，因梅姬颱風故，改期至 10/19〈三〉08：

00~13：30 於雙溪校區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辦理，預計約 150 人受檢。 

二十七、 傳染病監控：1.新生體檢：懷疑傳染病個案已就醫檢查，本中心給予衛教說明及

心理支持，持續關懷中。2.茲卡病毒：國際間持續有個案發生，台灣亦有境外移

入個案，已轉發教育部針對茲卡病毒感染症之來函請全校各單位參考，請協助衛

教宣導。另配合教育部政策，與人事室、國際處及華語中心連繫，取得來自疫區

交流師生人數，並請協助轉發衛教單張給交流人員。 

二十八、 104 學年學生平安保險理賠分析：三商美邦理賠 6,806,365 元，含意外(車禍及運

動傷害)379 件、疾病 129 件、初次罹癌 4 件、身故 1 件，共 513 件；各學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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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數之：比例商學院佔 35.8%、人社院佔 23.9%、外語學院佔 17.5%、法學院佔

13%、理學院佔 8.9%、巨量學院佔 0.9%。(104 學年匯繳保費 8,968,095 元) 

二十九、 餐飲管理作業流程：1.更新核發工作證流程：全家承包商需事前備齊所有資料，

繳交至營養師方才完成初步申請。資料包含申請名冊、體檢報告、兩吋照片。

2.105 學年餐廳衛生稽查追蹤紀錄表，已改由 Google 計算表表單紀錄，請全家管

理員於營養師抽查後三天內進入系統表單內回覆，並有效管理衛生稽查紀錄追蹤

進度。追蹤記錄會在承商督導會議上報告並按月份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給承商督

導小組成員參閱。 

三十、 資源教室學生服務：人數為 147 人（含休學 10 人），有 4 人放棄特教服務。將進

行 133 人之個別化支持計畫訪談，截至 10/7 完成 104 人，剩餘 29 人將持續進

行。精準的服務人數會因特教生鑑定作業及尚未訪談之學生狀況而變動。 

三十一、 資源教室行政業務：1.已完成兩波教室調動名單提供課務組：肢障（腦麻）8 人、

視障 3 人、身體病弱 2 人，共 13 人。2.已完成適應體育概況表提供體育室：肢障

6 人、腦麻 3 人、視障 1 人、聽障 1 人。3.進行「無障礙空間檢視」期初工作會

議，另本學期安排實習生與全盲生合作討論校園觸圖之製作。 

三十二、 資源教室活動辦理：1.展翅飛翔講座：預計 10/12（三）及 10/18（二）12:30-

15:30 分別兩校區辦理「生涯轉銜說明會」暨「公職考試面面觀」，邀請勞動局專

員介紹轉銜資源及林葦綾校友（重器障）經驗分享。2.讓愛發生，為礙發聲-資教

之夜：過往與專業殘障表演團體合作，激發資源教室學生表演的動機，本學期由

資源教室學生自己上台表演。訂於 105/11/24（四）18：30－20：30 於外溪校區望

星廣場舉行，邀請各位師長蒞臨，給予資源教室學生鼓勵。 

三十三、 學生宿舍部份--宿舍床位候補作業：開學迄今，陸續有部份學生因另有租屋處放

棄床位，加上部份僑外生未報到的床位釋出，目前新生男生候補至第一階段台中

地區、新生女生候補至第一階段新竹宜蘭地區，校內宿舍及合江合楓學舍空床持

續候補中；舊生約 24 名等待宿舍候補。 

三十四、 宿舍新生週活動：為使大一住宿新生儘快適應環境及與室友間情感交流、強化寢

室之凝聚力，進而建立起對宿舍、校園的認同感，學生住宿中心已於 9/2～9/13

舉辦「宿舍新生週」系列活動並圓滿完成，於 9/29 召開活動總檢討會。 

三十五、 宿舍同儕幹部甄選、招募與培訓：本學年度宿舍新任勵進會幹部及伏石蕨工讀服

務伙伴已經完成甄選作業。兩團隊錄取者須於 10/15、10/16 進行幹部及工作職前

訓練，並參與 10/22 之急救訓練後方可成為正式宿舍服務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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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期初室長大會：目前各宿舍期初室長大會陸續召開中，會中將針對住宿生活規範

宣導及室長所提出之相關議題予以說明，另蒐集各棟室長意見（如學校膳食、專

車等建議），亦將協助轉介相關單位瞭解與後續處理。 

三十七、 宿舍輔導個案：松勁樓心理系沈生：10/1 晚間接獲國際處回報，馬來西亞僑生沈

生因疑似出現水痘症狀，自行前往陽明醫院確診為水痘。因無法由家人帶回家中

隔離休養，故就醫後即返回宿舍至緊急預備寢隔離休養一週（10/1~10/8）。 

三十八、 新店國際學舍居住情形 

（一）期初活動舉辦： 

3. 七張走透透暨家樂福採購活動：於 9/8 帶領住宿生認識宿舍周邊環境及公車

路線，活動共計 104 位同學參與。 

4. 團圓火鍋趴活動：於 9/10 邀請住宿生齊聚、吃火鍋同樂，共計 30 名住宿生

參與，氣氛熱絡而溫馨。 

5. 住民大會：於 9/20、21 分兩場次召開完畢，全體住宿生均出席。 

6. 夜間消防逃生演練：於 9/22 日舉辦完畢，全體住宿生均出席。 

7. 中秋節應景活動：為了讓在外地過節的住宿生們也能感受到中秋溫暖氣氛，

學生住宿中心特準備應景的蛋黃酥及祝福小卡贈送給全體住宿生，活動回饋

良好，住宿生表示充分感受到學校的關懷與照顧。 

（二）到校接駁專車：配合專班同學課表、將專車班次分單、雙週試行，並由學生

住宿中心於住民大會蒐集住宿生意見進行細節調整，已於 9 月下旬固定專車

時刻、並完成請購流程。 

三十九、 校外租賃輔導部分--寄居蟹服務隊：為協助未獲床位分配之大一及轉學新生尋找

安全合適之租賃處，學生住宿中心招募學生志工們成立「寄居蟹服務隊」，陪同尋

屋、看屋與簽約事宜。已於 9/22 舉辦活動檢討會，會中頒發服務證書，收集服務

員意見，針對本活動整體滿意度大一新生為 4.9 分、服務志工為 4.4 分（5 分量

表）。 

四十、 租屋糾紛協調：開學初學生住宿中心陸續接獲租賃生諮詢租屋問題，目前兩校區

處理完成共 2 件（類型：提前解約、修繕），持續了解、協助中共 1 件（類型：解

約賠償押金）。每學期初是租屋糾紛顯現時期，學生住宿中心將在學期中透過班級

租賃義工、租屋相關問卷、座談會等方式，宣導租屋安全、相關法律常識等，以

期降低租屋糾紛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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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校外租賃生訪視作業：學生住宿中心將彙整租賃生名冊予教官與校安同仁參考，

並以大一新生作為優先安排租賃生訪視的對象。 

四十二、 租賃生義工推舉暨通訊資料寄發意願調查：現階段正進行各班租賃生聯絡義工推

舉作業，並在尊重同學意願下，彙整租賃生通訊資料寄發警政單位，同時實施自

我屋況檢核調查，目的在促使租賃生審視自身租屋環境安全，如於檢視後需學校

派員訪視者，將進行聯繫後續作業。 

四十三、 大型宿舍探勘 

（一）新埔案：9/22 探勘，售價 30 億，約為 36 萬元/坪/月，規劃為 1、2 人套房住

宿費初估為 4500、5500 元，可容納人數約為 322 人，預估住宿費收入約為

154 萬元/月，可承擔之租金約 523 元/坪/月。 

（二）頂溪永育案：9/29 探勘，售價初估 5 億，約為 45 萬元/坪/月，規劃為 2、4

人雅房住宿費初估為 3500、4500 元，可容納人數約為 230 人，預估住宿費

收入約為 84 萬元/月，可承擔之租金約 764 元/坪/月。 

四十四、 敦親睦鄰：中秋節前夕，學生住宿中心援往例拜訪校外宿舍房東（合江、合楓及

國際學舍）與本校合作房東等，感謝其對本校學生之照顧與支援。 

四十五、 校園安全維護： 

（一）9/10，2015 時 Q 棟旁榕樹倒下阻斷敬熙路，值勤教官即通知總務處事務組

處理，2215 時緊急清理 1 線道讓車輛通行，惟花工廖豊華先生不慎遭樹壓

傷致左腿骨折，即送新光醫院救治，至 9 月 11 日 0640 時廠商到校清理倒

樹，並於 1830 時完成通車。 

（二）9/27「梅姬颱風」侵臺，當日 2220 時新聞陸續報導合江學舍失火消息，由

校安中心值班楊繼祖教官詢問得知係因颱風吹落頂樓鐵皮屋頂、電線並壓斷

瓦斯管線﹝已廢棄停用﹞，致發生電線短路起火及殘餘瓦斯外洩情形﹝非新

聞報導鍋爐爆炸及變電箱起火﹞，經台電緊急斷電，消防隊亦關閉瓦斯管

線，人員均安全無虞。28 日 8 時總務長、營繕組同仁及高主任協同台北大

學人員現場會勘，因鐵架壓於變電箱上無法處理，台北大學臨時調不到廠商

處理，經緊急聯絡本校廠商協助處理後，由台電在當日中午 1 點恢復供電。 

（三）本月兩校區計有 7 場重要記者會並邀請重要貴賓講座，軍訓室配合法學院及

維安人員協助校內交通及安全維護，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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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期時値開學，陸續發生 3 起以上電話詐騙事件，幸經值班教官及時發現及

同學警覺性提高，未匯款成功，校安中心已再次發布公告提醒師生，以提高

警覺。 

四十六、 學生生活輔導： 

（一）雙溪校區：計有 50 件次(車禍協處 1 件、疾病送醫 4 件、校安維護 11 件及

其他事件 34 件)。 

（二）城中校區：計有 31 件次(車禍協處 1 件、疾病送醫 4 件、校安維護 5 件、其

他事件 21 件)。 

四十七、 承商督導：軍訓室於 10 月 5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承商督導會議，會議

重點協調雙十節連續假期營業時間及新增承商及商品等審核，並請全家管理部及

各承商加強衛生安全管理及整潔維護。 

四十八、 學生兵役業務、軍訓課役期折抵：截至 105 年 10 月 5 日，協助同學辦理兵役緩、

儘召業務計 1053 人次、協助同學辦理出國進修作業計 5 人次，軍訓課程折抵役期

15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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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十月 

一、 辦理各類採購案 

(一) 9 月份計辦理財物 139 件、勞務 43 件、圖書 5 件議比價及驗收作業，合計 187 件，

其中逾 50 萬元之採購案如後（統計日期 105.8.26-105.9.30)： 

1. 化學系「傅立葉紅外線光譜儀一套」開標。 

2. 學生事務處「新店國際學舍學生專車租賃」開標。 

3. 教學科技推廣組「城中校區 5216 遠距視訊教室」開標。 

4. 體育室「球場設備採購案」開標。（政府採購案） 

5. 營繕組「圖書館門禁管理系統」開標。 

6. 網路暨維修組「垃圾郵件防禦系統硬體更換」開標。 

7. 網路暨維修組「城中校區 4 大樓骨幹交換器」開標。 

8. 網路暨維修組「全校性 SUN 工作站及電子郵件伺服器軟體維護」開標。 

9. 網路暨維修組「網路交換器一批」開標。 

(二) 逾 50 萬元之公開驗收案： 

1. 教學科技推廣組-雙溪校區 D508 多功能虛擬影棚。 

2. 教學科技推廣組-V5020 網路儲存伺服器。 

3. 教學科技推廣組-雙溪校區 D0507 多功能會議室。 

4. 教學資源中心-城中校區 5216 遠距視訊教室。 

5. 電算中心網路暨維修組-專線負載平衡系統。 

6. 電算中心網路暨維修組-網路交換器。 

7. 電算中心行政諮詢組-電腦教室電腦 154 套。 

8. 電算中心行政諮詢組-微軟大專院校大量授權-學生版。 

(三) 105 年 9 月份完成各類議減價案件累計節約金額合計達 145 萬 3,674 元。 

(四) 105 學年（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完成購案發包累計議減金額 384 萬 4,708 元。 

二、 各項事務及環境維護工作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8 月份資源回收量及廚餘量。 

(二) 完成 8 月份垃圾、廚餘及大型雜物清運。 

(三) 完成 8 月份 6,500 公斤垃圾（含樹枝、木板、寢具等雜物）、6,086 公斤資源回收及

4,326 公斤廚餘清運。 

(四) 8 月份本校校車及公務車用油量使用情況：汽油 307.4 公升，柴油 479.63 公升。 

(五) 8 月份兩校區汽機車收入金額為 38 萬 8,815 元。 

(六) 完成各單位個資資料集中銷毀數量及聯繫北投焚化廠進場銷毀工作。 

(七) 完成 105 學年度學生置物櫃租用登記繳費及候補作業繳費，並現場公告、郵件、網

路公告等後續相關事宜。 

(八) 完成兩校區座式馬桶坐墊消毒液架設置，環保局人員 9 月 21 日檢視城中校區公廁

共 81 間，結果皆為特優且列為貼心公廁。 

(九) 廁所公共用紙部分，依跨校聯合採購淡江大學議價辦理，援例先提出第 1 學期需

求數 820 箱，第 2 學期再視實際需求與庫存量進行調整請購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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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完成教師研究二樓前褐根病樹頭焚化處理作業及協助錢穆故居大門整地及修剪花

草樹木。 

(十一) 完成修剪 C 哨至自強隧道周邊樹木、協調福林里修剪自強隧道至公車站牌旁樹

木群及委託公園路燈管理處修剪東吳綠地行道樹。 

(十二) 完成莫蘭蒂、梅姬颱颱風來襲事前防颱準備及災後校園環境復原。 

三、 健康衛生及校園安全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8 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量。 

(二) 完成 8 月份密封射源狀態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作業。 

(三) 完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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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完成優先化學品 105 年度申報作業。 

(五) 完成大專校院廢棄物減量輔導計畫第二階段委員現地輔導作業，並依委員建議完

成 M002 有害事業廢棄物儲存場標示、實驗室內儲存桶標示改善。 

(六) 完成本校職安醫生瞭解理學院作業環境。 

(七) 完成 105 年度「大專校院與高級中等學校化學品管理輔導」現地輔導作業。 

(八) 辦理管制性化學品核可文件資料補正作業。 

(九) 完成與人事室共同辦理 9月 9日於普仁講堂舉辦之 105學年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 完成毒災聯防系統「應變聯絡資訊」及「支援器材清冊」半年資訊更新作業。 

(十一) 持續與人事室共同辦理 10 月 19 日舉辦之 105 學年度實驗室有害作業人員特殊

體檢作業，本年度參加人員計 58 人。 

四、 各類人力支援服務及停車管理 

(一) 人力支援服務 

1. 完成法學院於普仁講堂辦理「嚴家淦法學講座」馬英九講座教授演講及中文系

於普仁堂舉辦之「全球聯徵暨劉志英對聯書法展」，配合協助講者接待、維安支

援、記者接待、場地佈置及場地恢復等工作。 

2. 9 月份支援學務處新生第 1 哩活動、巨量學院張善政院長記者會及演講活動、法

學院禮聘董保城教授歡迎茶會、會計系禮聘張盛和教授歡迎茶會及各單位申請

搬運物品、器材、場地佈置等共 264 人次。 

3. 9 月份公務車派遣支援共 28 車次。 

4. 支援校內松勁樓住宿、教職員宿舍區、楓雅學苑周邊花木修剪、校長室及副校

長室盆栽維養之環境維護人力共 46 人次。 

(二) 停車管理與接待服務 

1. 支援安排北一區教學資源中心會議、新生第 1 哩定向輔導系列、張善政院長記

者會、會計系蘇州盃羽球邀賽、中文系全球徵聯暨劉志英對聯書法展、法學院

禮聘董保城教授歡迎茶會、會計系禮聘張盛和教授歡迎茶會等，外賓來校停車

約 220 輛次。 

2. 完成 105 學年度教職員工通行證換發雙溪汽車 242 台及機車 64 台。 

3. 完成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老師通行證及儲值雙溪汽車 326 台及機車 26 台。 

五、 雙溪校區邊坡安全監測：105 年度第 5 次校園水土安全巡勘監測作業，長碩公司已於 9

月 14 日實施邊坡監測作業及 9 月 22 日實施巡勘事宜，目前整體邊坡擋土牆尚屬穩定，

另 5 處邊坡擋土牆老舊，後續將依建議編列預算改善（「教研二樓北側擋土牆」、「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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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周邊擋土牆」、「楓雅樓與松勁樓北側第一階擋土牆」、「綜合大樓南側擋土牆地錨保護

頭」及「教師宿舍區 52-54 號東北側三階砌石擋土牆」等）。 

六、 設施維護工程：9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 616 件，其中完成自力修繕 326 案件、委商修繕

案 95 件，其餘 204 件尚在進行中。重點項目摘要如後： 

(一) 雙溪校區：松勁樓樓 R107 身障寢室整修工程、松勁樓扶手、浴室及曬衣場相關設

施整修工程、松勁樓旁道路漏水處理工程、A 哨遮雨棚增設工程、綜合大樓 1 樓地

磚隆起整修工程、綜合大樓、照後鏡、欄杆整修工程、臨溪路設置減速墊及劃慢字

工程、第二教研大樓溪邊木棧道整修工程、球場攔網及支柱檢修工程、圖書館茶水

事務間修繕工程、Q117、Q106 教師研究室修繕工程、Q 棟茶水間及走廊公共空間

修繕工程、哲生樓 H307-1 教師研究室頂版滲水修繕、哲生樓 3 樓男廁天花板漏水

修繕、第一教研大樓日文系 R1018 辦公室牆面滲水修繕、哲生樓 H401 人事室庫房

牆面滲水修繕。 

(二) 城中校區：第四大樓一、二樓整修工程、完成企管系辦公室整修工程、完成商學院

4101 室整修工程、完成法學院院史室展示收納櫃工程、完成崇基樓 1704 會議室整

修工程、完成 1204 教室牆面壁癌水泥剝落檢修、完成第二大樓南側休憩區木製桌

椅全面檢修、完成第五大樓 2～6 樓電梯間外牆大理石填縫材更新工程、城中校區

1506-2 網路機櫃裝修工程、城中校區 4213 研究室整修工程。 

七、 105 年重大工程、財物採購執行 

(一) 雙溪校區 

1. 文化樓外部臨時支撐補強工程：已於 9 月 22 日完成驗收。 

2. 光道廳門窗更新：已於 9 月 23 日完成驗收。 

3. 光道廳防漏修繕：已於 9 月 23 日完成驗收。 

4. 東荊學廬無線網路系統：已完工，目前系統測試中。 

5. 綜合大樓友善廁所裝修：已於 10 月 11 日辦理初驗。 

6. 合江學舍、合楓學舍寢室床組爬梯更新：已於 9 月 22 日完成驗收。 

7. 第二教研大樓法商學院聯合辦公室裝修：已於 9 月 8 日完成驗收。 

8. 超庸館 M309 整修：105 年 9 月 29 日驗收合格，辦理結報作業。 

9. 教師研究二樓周邊步道整修：105 年 9 月 29 日驗收合格，辦理結報作業。 

(二) 城中校區 

1. 四大樓 1、2 樓及兩側樓梯整修：已於 10 月 6 日完成驗收。 

2. 企管系辦公室整修：已於 9 月 6 日完成驗收。 

3. 圖書館內樓梯建置：已於 8 月 4 日由知驥公司以 115 萬元得標，預定 105 年 10

月 15 日前完工。 

4. 第一閱覽室整修：已於 8 月 12 日由威臣公司以 549 萬元得標，預定 105 年 10

月 15 日前完工。 

5. 第一閱覽室門禁管理系統：已於 9 月 14 日由金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85 萬元

得標，預定 105 年 10 月 30 日前完工。 

6. 體育室「球場設備採購案」：已於 9 月 9 日由銓運體育用品事業有限公司以 144

萬元得標，預定 106 年 1 月 20 日完成。 

八、 電信總機設備租賃進度：透過本校企管系謝子仁學長引介，EMBA 校友陳志銘學長將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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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本校阿爾卡特電信主機，後續並與其簽訂維護合約，相關合作細節持續洽談中。 

九、 教師研究室管理：配合雙溪校區研究室調整時機，教師研究二樓 1 樓 Q122 空間，現已

整修為公共研討室，並於 9 月 26 日啟用。未來除學校行政單位臨時會議、活動借用外，

依「空間共用」、「先到先坐」原則，提供老師接待、研討、用餐、休憩使用，相關規範

已公布並 E-mail 至研究室位於該棟之老師。 

十、 105 年 9 月份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一) 財產管理：兩校區新增財產共 39 筆（金額 89 萬 5,110 元），財產報廢共 347 筆（金

額 305 萬 4,981 元），財產移轉共 275 筆。 

(二) 消耗品倉儲管理：兩校區文具紙張發放 120 筆，清潔用品發放 42 筆，電腦耗材發

放 11 筆。 

(三) 場地管理：兩校區各會議場館共申請 223 場次，雙溪校區 127 次，城中 96 次；二

校區一般教室由採購保管組登錄共 658 次，其中雙溪校區 376 次，城中校區 282

次。 

(四) 學位服個人借用：兩校區共計借出 7 套，其中雙溪校區 7 套，城中校區 0 套。 

(五) 招待所住宿：東荊、東桂兩學廬共安排 8 次住宿申請，其中東荊學廬單人套房共進

住 9 次/9 人；東桂學廬共進住 10 次，2 室家居房共進住 5 次/11 人，3 室家居房共

進住 5 次/17 人。另，原有眷招待所共安排 4 次住宿申請，3 室家居房共進住 4 次

/6 人，2 室家居房則無安排來賓進住。 

十一、 105 年 9 月至 10 月 7 日出納服務業務統計 

(一) 現金及銀行存款總收支概況：收入 27 億 5,997 萬 3,704 元，支出 26 億 1,498 萬

8,000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行政程序。 

(二) 本校資金配置：依據 105 年 10 月 7 日止結存日報表分析，資金配置明細如下：銀

行活期存款 20.75%、支票存款 2.03%、定期存款 62.30%、政府公債 4.70%、證券

投資 2.81%、短期票券 7.41%。 

(三)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收入：本校委託台北富邦銀行代收，於 105 年 9 月 23

日截止收費，收入約 5 億 9,000 元，已陸續提撥轉寄短期定存及購入短期票券，配
合 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1 月薪資及年終獎金發放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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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十月 

【研究事務組】  

一、 研究計畫類 

（一） 教育部105年度「多國語文與文化連結課程計畫『提升就業即戰力—實務型商用日

語』」案，本校獲核定1件(日文系葉懿萱副教授)。 

（二） 科技部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覆」案，本校共計提出4件申請案。 

（三） 科技部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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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項專案計畫為三年期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每一整合型研究計畫須含總計

畫與三件以上子計畫，總計畫主人須同時主持一件子計畫。每校至多申請二件，須

排列優先順序，並須提供總需求經費百分之二十配合款。依例由各學院負責規劃，

並將於105年12月7日召開審查會議，並請總計畫主持人簡報，審查後排列各計畫申

請案之優先順序，簽請校長同意後函送科技部。 

（四） 科技部106年度「曜星研究計畫構想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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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科技部2017-2018年「臺英(MOST-RS)雙邊科技合作人員交流計畫」案，敬請有意申

請之教師於105年10月4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六） 科技部「東協及南亞國家科研活動及展望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

年10月11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七） 科技部106年度「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

年10月23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八） 科技部 2017-2018 年「臺灣與英國在生命科學領域之國際夥伴關係建立暨交流計畫

(IPA)與雙邊學術研討會」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5 年 11 月 14 日前完成線上

申請作業。 

（九） 科技部「醫療器材創新研究專案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年12月11日前

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 科技部106年度「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年1月2日

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一） 科技部105年度第2期「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後研究人員」案，敬請

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5年10月31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填具本校「辦理

研究庶務申請表」，檢附簡要研究計畫書及申請書等資料，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

後續事宜。 

（十二） 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集計畫」案，敬請有

意申請者於下列時間內，將相關申請資料逕寄「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傳播與創作

書寫計畫辦公室」(地址：11529/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 1201 室)： 

1. 「A 類：博士論文改寫為學術專書計畫」，申請日期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2 月 28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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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B 類：編纂主題性論文集計畫」，申請日期自 105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0 月 15 日止。 

（十三） 依相關單位之意見修訂完成本校105學年度研究計畫作業手冊（電子版），並函送

各學院、學系等轉致所屬執行計畫之教師參考使用。 

（十四） 函送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及

「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三項獎補助申請案之摘要

介紹予各學院、學系轉致及鼓勵所屬師生踴躍提出申請。 

（十五） 辦理「科技部104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於105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

議(105年9月26日)頒獎事宜。 

（十六） 簽請辦理105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 

二、產學合作計畫類 

（一） 「外交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本校共計提出1件申請案。 

（二） 辦理本校教師/學術單位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凌群電腦股份有

限公司、國家發展委員會之產學合作計畫簽約案共3件，以及創富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之合作備忘錄共1件。 

（三） 科技部106年度「開發型(第1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

於105年10月3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於線上簽署利益迴避暨保密聲明，另請學

系於確認送出後列印名冊1份，於10月4日下午5時前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四） 客家委員會106年度「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及「獎助客家學術研究

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師生於105年9月26日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

表」，檢附申請計畫書5份及電子檔光碟片1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五）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女性毒品更生人戒護安置輔導成效委託研究」案，敬請

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年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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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6年度「委託科技研究計畫」案，計畫名稱等招標資訊請參

閱政府電子採購網（http://web.pcc.gov.tw/)，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年10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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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6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案，研究重點內容及申請作業請

參閱官網（http://www.cdc.gov.tw/專業版/學術研究/科技研究計畫/），請有意申請之

教師於105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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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八） 客家委員會「補助社團辦理青年客家公共論壇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或單

位於105年9月14日前（105年度）或12月12日前（106年度）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

務申請表」並檢附申請文件，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九） 衛生福利部「106年罕見疾病防治工作補助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年

10月18日前填具本校「教師主持研究計畫投標/議價申請表」並檢附申請文件，擲交

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三、校外獎補助類 

（一） 科技部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案，本校共推薦 45 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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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並全數獲科技部審定通過，科技部核定補助經費為 331 萬 4,112 元，本校撥

補 93 萬 5,888 元，獎勵金總金額為 425 萬元。 

（二） 蒙藏委員會 106 年「補助國內外大學院校或學術機構學者專家從事蒙藏研究及講

學」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5 年 9 月 27 日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

請表」並備妥相關申請資料，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三） 澎湖縣政府 10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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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敬請有意申請補助之教師、學系，於 105 年 12 月 26 日

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料，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

事宜。 

（四） 中研院 106 年度第 1 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案，敬請有意申請之

教師，於 105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並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

檢附相關資料，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五）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永守財團第 3 屆「永守獎」案，申請時間自 105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 月 31 日止，敬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6 年 1 月 31 日前透過機關或個人推

薦申請。 

（六） 辦理科技部「105 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 10 月份獎勵金」及「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8-10 月份獎勵金」撥付事宜。 

四、校內獎補助類 

（一）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9 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1 件補助案。 

 

【校務發展組】 

一、 校務發展計畫 

(一) 103-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1. 105 年 9 月，辦理健康暨諮商中心、研究事務組、生涯發展中心、英文系、化學

系、商學院及國貿系等 7 單位共 10 案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子策略異動及預

算配置事宜。 

(二)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1. 105 年 9 月 5-7 日，發函各一級學術暨行政單位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

作業。 

二、 105、106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提報作業 

(一) 105 年 8 月 31 日參加「106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說明會」（公

文文號：1059005869）。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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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會計室

截至 7 月底統計結果，經常門完全符合規劃進度；資本門則落後約 34%（金額約

$1,000 萬元），其中主要為期刊之第三、四次到刊查驗須於下半年度完成（金額約

$780 萬元）。 

(三) 發文提醒 105 年度 8-12 月獎補助計畫執行單位應於 105 年 9 月 15 日前提出財物採

購申請。 

三、 104 學年度校史紀要 

(一) 105 年 9 月 19 日，完成 104 學年度校史紀要撰寫及上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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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組】 

一、 教學評量作業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教學評量結果總共有 2,628 科目施測，未達校訂標準之科目

計 51 科次。教學資料分析小組已於 105 年 9 月 13 日召開會議確認讀卡結果，並同意通

知各教學單位所屬教師上網查詢，以及通知未達校訂標準的教師所屬科系之系主任，委

請各教學單位主管協助溝通與輔導。 

二、 校務資訊應用平台 

有關平台建置的相關時程與預算已與廠商天方進行討論，廠商已向評鑑組和電算中心進

行系統模組展示，評鑑組也已完整簡報予副校長初步的平台建置規劃，本平台的功能定

位除了填報教育部校務資料庫功能外，更希冀朝向成為未來校務資料分析的資料來源。

目前預計 10 月份進行招標採購，同時間評鑑組已著手進行此平台所需之校務資訊的清

單整理。 

三、 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一）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問卷已於 105 年 9 月 5 日「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活動」中完成

調查，目前正進行問卷讀卡作業。 

（二）          105 學年度大二及大三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則分別發出 2,857 份及 2,780 份

問卷，預定於 10 月 4 日回收並開始進行讀卡。 

四、 自辦系所評鑑後續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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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已恭請校長於 9 月 12 日行政會議

完成頒獎。 

五、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 

（一）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共計 597 筆計畫，預計將於 9 月底前函請各單位著手進行成

果提報。 

（二） 本次校務發展計畫為響應校園環保與更有效運用資源，將不再請各單位以紙本方式提

供其計畫執行成果，改以利用 google 雲端空間交換資料方式進行，詳細操作方式將

另函通知。 

六、 教育部校庫資料庫 

教育部校務資料庫 105 年 10 期已開始填報，各表冊數據需求已完成彙整後函知各單位，

請務必於 105 年 10 月 7 日前回報相關數據及佐證資料予各表冊承辦人，以利資料能如期

彙整後線上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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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十月 

一、辦理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活動等相關事宜： 

(一)105年9月23日寄發105學年度第2學期自費研修生簡章，預計招收19校74位名額。 

(二)105年9月19日公告辦理106學年度赴外交換及105學年度第2學期赴陸交換申請作業，申請

日期至105年10月7日止。106學年度赴外交換共22國78校276個名額，105學年度第2學期赴

陸交換共34所60個名額。 

(三)105年9月22日公告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B) 2017年春季班自費研修申請，校內申

請截止日至10月14日止。 

(四)105年9月30日及10月3-4日分別於外雙溪校區及城中校區辦理赴外及赴陸說明會各兩場，

共計4場、158位學生出席。 

(五)105年9月24日本處國際與兩岸事務志工籌辦參加TLC於內湖河濱美堤公園所舉辦之「台北

野餐日」活動，邀請本校境外生及本地生一起參與，共計115人參加。 

(六)籌備辦理105年10月16日境外生「散步詠涼天：貓空健行、觀瀑、品茗之旅」活動及郭元

益體驗製作鳳梨酥活動。 

(七)105年10月8-9日於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辦陸生迎新宿營活動，共計80人參加。 

(八)105年10月9-10日於桃園石門山勞工訓練中心舉辦僑聯會迎新宿營活動，共計32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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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所： 

1.荷蘭海牙應用科學大學(校級學生交換協議附約) 

2.華東政法大學(學生交流) 

3.浙江財經大學(校級) 

4.江西財經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流) 

5.四川師範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流) 

 

三、接待外賓蒞校參訪： 

(一)105 年 9 月 6 日接待古晉、民都魯、美里留台同學會共計 6 人來訪，由國際事務中心黃

心怡主任接待，除安排參觀圖書館、華語教學中心等，另安排與馬來西亞僑外生進行座

談會。 

(二)105 年 9 月 26 日接待澳洲昆士蘭大學語言中心 Steve Diack 先生，針對本校暑期研習活

動參加學生之反應提供建議及討論未來派遣該校語言中心教師來台，針對優九專任教師

提供英語訓練課程之規劃。 

(三)105 年 10 月 3-4 日接待揚州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師生一行 18 人來訪，除微生物學系

安排座談會、參觀實驗室及課堂觀摩上課；另外安排參訪本校校史室、圖書館、錢穆故

居。 

(四)105 年 10 月 7 日接待美國 Rider University 國際招生主任 Ms. Chanelle Lester，並安排拜

會商學院討論可能合作事宜。 

四、國際組織活動、參加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105 年 9 月 13 日至 15 日參加於英國利物浦舉辦之「2016 歐洲教育者年會」，由姚思遠

學術交流長及國際事務中心黃心怡主任代表參加，台灣參展校此次包括中國醫藥、高醫

大、南華、中央、成功、政大、暨南國際、交通、中正、中興、中山、台北科技、師

大、台大、台科大、清華、實踐、東吳、北醫及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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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 105 年 10 月 20-23 日香港教育展，由姚思遠學術交流長、國際事務中心黃心怡主任

及李景根組員出席，除招生展攤位外，同時將同步簽署臺港學校合作協議。 

(三)籌備參加 105 年 10 月 25 日至 27 日於上海舉辦之「上海交大海外遊學展覽會及創新創

業論壇」，由兩岸事務中心魏嘉慧專員及余孟儒組員參加。 

(四)籌備出席 105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由四川大學辦理「研修生專案經驗分享」研討

會，由兩岸事務中心陳玉美組員代表與會。 

 

五、各項獎助學金： 

(一)105 年 9 月 13 日公告辦理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截止日期至 10

月 7 日止。 

(二)105 年 9 月 14 日公告辦理僑務委員會獎勵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申請截止日至 10 月 6

日止。 

(三)105 年 9 月 15 日公告辦理台北天母扶輪社清寒優秀外籍生助學金申請，校內申請截止日

至 10 月 7 日止。 

(四)105 年 9 月 15 日公告辦理 105 學年度華僑協會總會獎學金暨助學金申請，校內申請截止

日期至 10 月 9 日止。 

(五)105 年 9 月 15 日公告辦理 105 年度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僑生獎學金申請，校內申請截止日

期至 10 月 16 日止。 

(六)105 年 10 月 5 日公告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大學碩博士班陸生學術研究獎學金申

請，申請日期至 10 月 28 日止。 

(七)105 年 10 月 55 日公告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學士班優秀陸生獎學金獎學金

申請，申請日期至 10 月 28 日止。 

 

六、營隊活動： 

(一)105 年 9 月 21 日公告辦理廣州暨南大學邀請本校師生參加「兩岸四地創新創業大賽」，

報名截止日至 9 月 30 日止。 

(二)105 年 9 月 22 日公告哈爾濱工業大學於 12 月 25-31 日舉辦「第十二屆小衛星學者計

畫」申請，邀請本校 4 位同學參加，報名截止日至 11 月 4 日止。 

 

七、其他會議及業務： 

(一)105 年 9 月 14 日辦理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 次書審作業，議案包括審查東吳大學戴氏基金

會「東吳優秀國際人才」培育計畫獎助學金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及審查本校與香港地區中

學合作協議書範本。 

(二)105 年 10 月 4 日於城中校區召開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共計 10 個議案，包括澳

洲昆士蘭大學、美國東密西根大學、香港教育大學、上海大學及山東財經大學協議案及

7 個辦法修訂案。 

(三)105 年 9 月 29 日國際事務中心劉尚怡組員出席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招募國際志工

研商會議，將積極協助宣傳本校國際志工招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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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十月 

一、捐款業務：105.09.01-105.09.30 捐款金額共有新台幣 11,621,971 元，捐款人數 221 人，最

高捐款用途為兩岸事務中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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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紹堉 5,065,280 兩岸事務中心-陸生保險費專款 

劉吉人 2,150,000 

政治系獎助學金 

政治系-國會助理人才培育 

政治系-優秀清寒交換學生出國補助經費

(蘇于涵同學) 

政治系-傅正老師逝世 25 週年紀念活動

專用款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企管系專用款 

謝子仁 1,150,000 
企管系-東吳大學企管系辦公室整修工程

專款 

財團法人臺北市實踐家文教

基金會 
500,000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專用款 

United Board 188,532 
群育中心-UB 校園與社區合作服務學習

方案 

國際交流基金 130,885 
日文系-2016 台灣日語教育學會國際研

討會專用款 

社團法人台北市國際貿易協

會 
100,000 昌盛教育基金會清寒助學金 

二、捐款回饋致謝： 

（一）9 月寄發謝函共計 52 張，捐款收據共計 53 張。 

（二）9 月寄發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71 張。  

三、校友代辦文件業務：為服務校友，代為申請成績單及學位證明等資料：105.09.01-

105.09.30 共計服務 36 人。 

四、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105.09.01-09.30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 224,739 元（含預開未收款

128,193 元）。 

五、校友活動： 

（一）訂於 105.11.05（六）假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與台北市東吳大學校友會合辦「揮桿

同樂-東吳大學校友盃高爾夫球聯誼賽」。將於 10.03-10.21 電話邀請校友報名參加，目

前計 30 名校友報名。 

（二）105.10.30-11.02 東吳之友基金會會長 Mr. Edward Rada、林蕙瑛董事、陳淑華董 

      事來訪，於 10.31 將邀集各受獎單位召開捐款明細說明會議與歡迎晚宴，目前正彙整

各單位資料並籌備開會事宜。 

六、校友資料庫更新計畫： 

    「東吳大學校友動向資料庫」建置於民國 95 年，多年來的校友聯繫工作仰賴資料庫之

協助，藉以紀錄、維護、更新校友個人資料。由於時空的變遷，原有資料未必正確，為

避免有所疏漏，預定於 105.10.07-12.09，透過校友資拓中心公務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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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2@scu.edu.tw)寄出邀請函，邀請校友上網更新個人通訊資料。 

七、UCAN 大三普測： 

邀請各學系和生涯發展中心合作辦理大三學生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目前

已有 15 學系回覆將安排辦理，另 7 學系未回覆，將持續進行協調，並配合教學資源中

心執行東吳大學 IR 應用研究計畫，邀請學系合作進行學生 UCAN 測驗長期施測與分

析。 

八、夢想行動家： 

自 105.09.19 進行成果報告收件，共計 26 組申請，已完成繳件 7 組、須補件 5 組、尚未

繳件 12 組，逐步審核已繳件完成組別所提交成果報告，並通知學生進行成果發表注意

事項。 

九、新生第一哩： 

已於 105.09.05-09.07 完成第 1 哩生涯課程，動員 13 位講師，共上 35 堂課，為新生

2,600 人介紹大學生涯規劃概念、推動在學期間企業實習的重要性、介紹生涯發展中心

提供的服務及資源等。第 1 哩期間推出生涯粉絲專頁按讚追蹤送 App 小豬活動，1,000

隻小豬發送完畢，並為生涯發展中心粉絲專頁增加上千按讚次數。 

十、企業實習補助： 

進行 105 學年度實習，校內與教學卓越經費補助核銷作業，並規劃後續實習整體計劃內

容、整理實習合約書、回收同學實習心得與實習週誌等文件、籌備實習分享會內容與進

行、面談合適分享同學。國內外實習工作及打工權益宣導等。  

十一、富邦產學合作記者會： 

已於 105.10.04（二）下午圓滿落幕，後續將著手進行場地復歸、器材歸還、追蹤後

續記者會新聞露出情形與經費核銷等作業。 

十二、最後一哩課程： 

著手進行最後一哩課程提案，以職場先修課程為主軸，後續將相關資料提供予畢聯會

協助宣傳，並陸續於 10 月進行經費借支及講師邀請與製作相關文宣資料。 

十三、生涯義工訓練： 

進行 105 學年度新學期雙溪&城中義工招生及迎新工作、新任幹部訓練、規劃新學期

義工招募與課程、網頁架設等，並討論辦理後續活動方向、訓練工讀學生、安排新義

工工作內容並進行義工值班時間確定等事項。 

十四、訂於 105.10.13(四) 19:30 於松怡廳辦理「浦契菈・諾庫 爵士四重奏《ＤＩ・ＹＥ

Ａ》」，該演出是一個講述面對悲慟的過程，浦契菈親身經歷的過往。在此創作中， 

浦契菈嘗試探索身為爵士歌手在表演藝術中的可能，一個結合劇場、敘事藝術、音

樂， 完整而不間斷的作品。歡迎全校師生踴躍索票並前往欣賞。 

十五、訂於 105.10.17(一) 19:30 於松怡廳辦理「Lullaby for the Youth 給：年輕的搖籃曲-徐崇

育爵士創作音樂會」。《Lullaby for the Youth》為低音提琴演奏暨作曲家 Vincent 徐崇育

之 2016 全新創作專輯，此次音樂會將以原始錄音陣容演出徐崇育的爵士創作，並自紐

約特別邀請爵士樂生涯皆橫跨近 40 年的國際級音樂家-鋼琴手 Harold Danko 及鼓手

Billy Drummond 來台演出，呈現他們共同精彩錄製的同名專輯，重現爵士三重奏每一

個如心跳般清晰誠實的聲音。歡迎全校師生踴躍索票並前往欣賞。 

mailto:alumni2@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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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訂於 105.10.21（五）19：30 邀請台原偶戲團，於傳賢堂辦理「光影劇場《馬克白》」，

該劇為莎士比亞最短的悲劇《馬克白》MACBETH 光影戲，一門屬於亞洲的獨特藝術

形式，起源於上千年以前的中國及印度。台原偶戲團的光影劇場，以現代劇場概念結合

傳統光影的偶戲表演。演出過程中，演員頭戴雙面面具(Double masks)，結合投影、景

片、紙偶一起演出，跳脫傳統以木桿操作皮影的演出方式，現代戲劇效果十足。演出後

緊接著一場 30 分鐘的互動工作坊，讓大家一窺光影戲的奧妙。歡迎全校師生踴躍索票

並前往欣賞。 

十七、105.10.12（三）13:30~14:30 於城中校區，105.10.26（三）13:30~14:30 於雙溪校區辦理

藝文小旅行-林語堂故居學幽默，本活動帶領本校師生參觀林語堂故居，讓東吳師生乃

至社會各界親近與感受林語堂先生的風範，親炙林語堂先生的生活智慧。 

十八、105.10.18 (二) 09:00~10:00 藝文小旅行-錢穆故居，參觀雙溪校區內之錢穆故居，重新

認識影響中國至鉅的國學大師，並作為自身學習的典範。故居為紀念母親生養育之恩，

以母親居所之「素書堂」作為隱居終老處所之名。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十九、105.10.19（三）12:10~13:30 幸福手作-指甲花手繪初體驗於城中校區，透過手作，      體

驗美感教育，打開五官，重新體驗五感，學習與提升創意力。指甲花手繪這是象徵好運

與祝福的的印度傳統裝飾藝術，以天然指甲花(Henna)為顏料，以人體肌膚為畫布，直

接作畫於身體任何部份的創作。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十、105.10.22（六）14:00~16:00 藝文小旅行-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看漢簡，本活動      帶

領學生進行文化旅行體驗，除感受文化之影響與實體氛圍之外，重新認識中華文化之

精微處。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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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十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105 年 9 月彙整提報【104 學年度端木愷（字鑄秋）校長講座成果報告】陳校長核閱，將

函送端木儀民女士。 

二、為提出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黃院長於 9 月 14 日、9 月 21

日、9 月 22 日、以及 9 月 29 日召集各系主任討論本計畫之架構，並帶領各類課程群組的

授課教師討論及整合相關規劃資料。 

三、9 月 1 日參加「中文單位開站軟體」系統改版說明會及教育訓練，未來配合電算中心作業

時程進 

行學院中文網站編輯改版。 

四、9 月 1 日審核補助中文系沈惠如老師 2016 中國撫州湯顯祖劇作展演國際高峰學術論壇發

表論文 

差旅費。 

五、9 月 5 日本院 105 學年度「中華文明現代化研究與創意中心」主任暨執行長續聘名單業經

校長核定，依中心組織章程規定主任聘期一任三年，續聘政治系謝政諭教授為該中心 105

學年度主任、社會系劉維公副教授為該中心 105 學年度執行長。後續由學院發給聘函。 

六、9 月 6 日本院 105 學年度「GIS 創造力暨產業育成中心」主任暨副主任續聘名單業經校長

核定，續聘社會系石計生教授為該中心 105 學年度主任，另聘社工系許凱翔助理教授為

副主任，共同協助推動該中心業務發展，後續由學院發給聘函。 

七、9 月 8 日公告本院自即日起受理本院專任教師、學生出席國際暨兩岸學術會議及學術活動

之差旅費補助申請。 

八、 資料提報 

(一)9 月 7 日配合研發處辦理本院 106-108 校發計畫填報作業，並轉知所屬單位配合填

寫，後續彙整資料依規定時程提送研發處。 

(二)8 月 1 日配合總務處辦理 104 學年度新增財產盤點作業。 

(三)8 月 1 日黃秀端教授接任院長，修改更新人社院中、英文網頁相關資訊。 

(四)配合研發處辦理本院 104 學年度校發計畫管考委員名單推薦作業，總計本院推薦 7

名研究、行政及教學類別教師代表，並於 8 月 31 日提送研發處彙整。 

十一、會議辦理 

(一)9 月 14 日辦理第 2 次主管會議，會中討論通過關西大學總合情報學部施學昌教授申

請至本院學術訪問交流，及確認系際學術研討會由學院統籌辦理，以工作坊或

圓桌座談方式，安排學系老師分享申請科技部計畫之經驗與技巧，預計於明

年 3 月舉辦。並持續討論學院申請「教育部辦理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

用能力培育計畫」相關事宜。 

(二)9 月 21 日辦理本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教評會議，會中通過兼任教師初聘、改聘、續

聘案；所屬單位辦法修訂案、專任教師延長服務案及專任教師免接受評鑑案等，會

後提送校教評會議決審。 

十二、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一) 9 月 8 日舉辦 2016 溪城講堂感恩餐敘，感謝三位開課老師以及全體工作同仁和工

讀同學的辛勞，希望好的開始能持續延續下去。 

(二) 9 月 9 日於 The One 中山舉辦 105 學年度跨領域學程教師教學工作坊，由異數宣

言劉邦初執行長、潘哲君文化長針對學界如何培養文創實務人才為主題進行演講，

並由人權學程陳俊宏老師、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蔡秀涓老師以及創意人文學程沈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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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老師分享在各自領域上的教學經驗。 

(三)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103-104 學年度實習績效自評報告審查意見回

覆。 

(四)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人工加退選及課程異動作業。 

(五)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填寫。 

(六)教育部實地訪評資料調查及彙整。 

(七)105 學年度第 1 次創意人文學程/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作業小組會議準備。 

(八)105 學年度第 1 次創意人文學程/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實習委員會準備。 

◎中文系： 

一､學術活動 

(一)105 年 9 月 23-27 日羅麗容、沈惠如老師前往江西省撫州市參加中國撫州湯顯祖劇碼

展演暨國際高峰學術論壇。沈惠如老師發表論文「探索人類集體潛意識的幽微慾望-

--從《戀戀南柯》到《南柯夢》」｡ 

(二)105 年 9 月 1 日下午 5:30 湖北黃崗師範學院陳志平教授及方正副教授蒞臨本系訪

學，期間自 105 年 9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三)105 年 9 月 30 日《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 35 期出版，本期共收錄吳秋槿、吳

楚敏、李玉芳、張蓓如、莊斐喬、劉文淑發表之 6 篇論文。 

(四)籌辦 105 年 10 月 1 日舉行「席慕蓉研討會」論文事宜。 

二､演講活動 

(一)105 年 9 月 5 日至 6 日下午 13:30-14:00 於安素堂舉辦第 1 哩大學新生入門講座，由

本系鍾正道主任演講，講題為「如何安排大學生活」。 

(二)105 年 9 月 9 日沈惠如老師出席人社院舉辦 105 教師教學工作坊,並作教學分享。 

三､重要會議 

(一)105 年 9 月 14 日中午 12:10-12:40 於第二教研大樓 D0733 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項念東客座副教授、沈文凡客座

教授開課科目案、106 學年度全學年「陶謝詩」課程改為單學期 2 學分案、105 學年

度第 2 學期連文萍老師於碩士班新開「明代詩學與文化專題研究」案、106 學年度

「訓詁學」刪除擋修條件案。 

(二)105 年 9 月 14 日下午 13:30 於 D0713 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三)105 年 9 月 15 日中午 12:10 於 D0733 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評會議。 

(四)105 年 9 月 21-27 日，以通訊方式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委員會，審查本學年

學系整合型研究計畫補助案，通過由沈心慧老師「雙溪文字學增能計畫」獲補助。 

(五)105 年 9 月 22 日中午 12 時 10 分於 D0733 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

會議。 

四､系務活動 

(一)105 年 9 月 5-6 日下午 14:30-17:00 於 D0316、D0317、D0318 教室辦理學士班新生

學分抵免及選課輔導。18:00-20:00 於第二教研大樓 D0731 教室辦理進修學士班新生

學分抵免及選課輔導。 

五、中文素養 

(一)105 年 9 月 1 日-  9 月 30 日蒐集郵局 100 年~104 年之題目。 

(二)105 年 9 月 1 日-  9 月 30 日蒐集專技人員普考 100 年~104 年之題目。 

(三)105年 9月 1日-  9月 30日公務人員地方特考三等 100年~104年之題目匯入Moodle

平臺。 

(五)105 年 9 月 26 日-  9 月 30 日（五）大一國文中文素養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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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 

一、本系於 105 年 9 月 1 日上午十點舉行碩士班新生座談會，盧令北主任代表全系師生歡迎

碩一新生。座談會中除介紹碩士班課程及畢業相關規定，亦邀請學長姐分享自身的學習

經驗。黃兆強、蔣武雄、楊俊峰老師亦出席參加。 

二、本系於 105 年 9 月 9 日(五)上午舉辦「碩士論文研究計畫發表會」，此次發表計有 8 位

同學發表研究計畫，並邀請校內外多位老師老師擔任評論人審查研究計畫：楊俊峰老

師、何萍老師、政治大學國發所劉曉鵬老師、成大歷史系劉靜貞老師、國家教育研究院

楊秀菁助理研究員、政治大學歷史系劉季倫老師以及中研院史語所陳熙遠老師。校內外

指導教師盧令北老師、黃兆強老師、林慈淑老師、蔣武雄老師以及中研院劉錚雲老師亦

出席發表會。 

三、本系於 105 年 9 月 21 日中午舉辦碩士班師生座談會，會議中針對研究生研究室的使用

意見及碩士班課業規劃進行討論。 

四、本系系學會於 105 年 9 月４日(日) 下午一點假東吳大學第二教學研究大樓 D0414 舉辦

迎新茶會，其目的在於使新生更快速的認識身旁的同學以及融入東吳歷史大家庭。系學

會一開始先針對東吳大學歷史系學會作了簡單介紹，也說明未來系學會舉辦的活動。活

動的主軸是藉由遊戲讓新生認識身旁的同學們和學長姐。期望新生經過本次活動，能增

加對系學會的向心力。 

五、本系配合「105 學年度第一哩新生定向入學輔導系列活動」，於 105 年 9 月 6 日下午 13

點 30 分至 17 點，進行學系選課輔導暨學長姐經驗分享。首先由大學部黃詠莉助教針對

歷史系畢業學分、課程結構、課程設計等進行說明，並使用校務行政資訊系統實際操作

選課步驟，講解本系選課原則與規定。接著由本系盧令北主任代表全系師生歡迎大一新

生們的到來，盧主任幽默風趣的口吻，以及親切的互動交流，化解新生們的緊張情緒。

最後則分別由歷史三蘇琦、歷史四陳婕敏同學進行學習經驗分享，她們就介紹了雙主

修、跨領域學程、教育學程等的申請方式，以及在申請過程中、實際修課時所面臨的問

題與挑戰，這些都有助於大一學弟妹能對未來的課業學習有初步的認識，並協助他們順

利轉換至大學生活，開展學習發展。 

六、105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至 2 時 30 分，本系系學生會召開 105 學年度第

一學期期初系大會，邀請全系師生共同與會，當天共計 50 人出席。系大會首先請盧令

北主任致詞，盧主任期許系學會能發揮最大的功能，展現不同以往的魄力，讓歷史系的

師生更具凝聚力。並針對選課規定再向在場學生進行說明，同時也宣傳本系「友善校園

志工團」的招募，期望同學們能踴躍參與。接著系學會成員向在座師生介紹系學會所有

的幹部夥伴，以及活動預告、財務報告等，系學會指導老師楊俊峰老師也支持肯定系學

會成員的付出，鼓勵同學能積極參與系學會的各項活動。 

七、105 年 9 月 30 日下午四點，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研究室主任魏明孔博

士率團蒞系學術交流。訪團成員有紀辛博士、黃英偉博士、肜新春博士以及蘇金花博

士。雙方就目前教學與研究的現況作一報告，也商談未來學術交流的方向和可行性。 

◎哲學系: 

一、學術成果：米建國老師（研究傑出）、蔡政宏老師（研究傑出）及沈享民老師（研究優良），

獲本校推薦申請科技部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並獲得獎勵補助。 

二、學術活動（交流參訪） 

（一）8 月 31 日至 9 月 5 日本系陳瑤華老師獲外交部補助（機票、保險及差旅費）前往

斯洛維尼亞 (Slovenia) 首都盧布爾雅那 (Ljubljana)，參加 9 月 1 日至 3 日的

「Freedom and Justice as a Challenge ofthe Humanities」國際論壇並發表文章（題目：

Justice in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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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 月 9 日至 11 日本系黃筱慧老師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前往中國廣州中山大

學哲學系進行學術交流，並參加「保羅·利科：現象學與解釋學」學術工作坊。 

三、整合型計畫（讀書會）：9 月 5 日本系執行科技部「知識與行動」整合型研究計畫案，於

上午 10：00 至下午 13：00 在 D0826 室舉辦第一場 Intention 導讀會，其導讀書籍為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Anscombe's Intention，作者為 Rachael Wiseman。由本

系方萬全客座教授擔任主講者，米建國教授、王志輝教授、蔡政宏教授與沈享民副教授共

同參與討論。 

四、學術活動（讀書會）：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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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次的研讀。 

五、學報事務：9 月 6 日寄發《東吳哲學學報》第 34 期暨第 35 期邀稿函予國內外各大學院

校之哲學系所及哲學人士。 

六、例行行政業務： 

（一）9 月 5 日~8 日辦理 105 學年度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 

（二）9 月 9 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於 R0101 普仁堂參加由總務處、人事室及理學院聯合舉

辦的「105 學年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了解教職員工相關安全衛生知識與技能，

以避免發生職業傷害。 

（三）9 月 14 日下午 13：30~14：30 於 R0205 參加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訓練課程。 

（四）9 月 14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五）9 月 26 日至 30 日填報與製作本系有關「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之相關表格

資料，以利準時提交學校進行彙整。 

七、重要工作： 

（一）辦理蘇州大學哲學系周可真主任等九位學者來訪相關事宜。 

（二）辦理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呂紅梅副院長等四位來訪相關事宜。 

（三）10 月 5 日前完成 106-108 校務發展計畫預算規劃及編列。 

八、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9 月 6 日中午 12：00～14：30，於 D0501 教室舉行 105 學年度新生輔導定向活動

學系時間。由米建國主任及系上老師共同參與，向新生介紹本系教師、學士班課程

及各項獎助學金等相關事項，共計有 63 位新生參加。 

（二）9 月 6 日下午 12: 10～14: 30，於第二教研大樓 D0501 教室及 D0825 研討室舉行

105 學年度哲學系碩士班「新生輔導座談會」。本次座談會由米建國主任主持，邀

請碩士班新生及系上老師共同參與。 

（三）9 月 7 日～10 月 3 日進行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導師編聘及導生安排作業事宜。 

（四）9 月 13 日進行大二學生學習成效問卷施測。 

（五）9 月 19 日進行大三學生學習成效問卷施測。 

九、系友返校活動：9 月 6 日下午 15：00～17：0 在 D0501 教室舉辦第一哩新生演講活動，

邀請系友汪千洋（94 級）演講，主題：大學隨興玩四年？～假的(認真想、認真學、認真

練，玩的對，未來才精彩) 

十、學生活動：9 月 9 日～11 日系學會於宜蘭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辦大一新生迎新宿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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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成員們用心規畫了一連串的活動，包括大地遊戲、烤肉、及營火晚會等等。這一連串

的活動除了讓大家盡情享受這難得的假日之外，也讓參與活動的成員之間有更深入的認

識。藉由學長姐的帶領，讓學弟妹能夠更快融入哲學系這個大家庭。 

◎政治學系: 

一、在國際交流活動方面共 2 場活動 

(一) 10 月 5 日邀請查克‧麥考奇恩 Chuck McCutcheon 先生(Washington D.C., Journalist 

and Author)專題演講，講題：「從美國選舉談：媒體與美國民主 U.S. Election Speak: 

Med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 

(二) 11 月 5-9 日與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合辦「城市論壇學術研討會」 

二、舉辦學生輔導活動 5 場： 

(一) 9 月 1 日舉行日本愛大學中國學部學士班雙聯學制學生入學輔導，進行課程說明、

學分抵免及選課，參與師生共 3 人。 

(二) 9 月 8 日境外生入學輔導，來自吉里巴斯學生麥伊妲，進行課程說明、學分抵免及選

課，參與師生共 2 人。 

(三) 9 月 12-21 日政治系博碩士班研究生選課諮商暨核定（碩三～四，博三～七）師生溝

通、選課諮詢、簽章 

(四) 9 月 7-8 日擧辦研究生知能研習營，地點在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D1005，共邀請吳重

禮老師、湯智貿老師、蔡韻竹老師、蘇萱（100 碩士班，決策調查有限公司研究員）、

吳俊德（89 碩士班，兼任助理教授）、吳俊德兼任助理教授以及專欄作家張苡絃小

姐，參與師生共 15 人。 

(五) 9 月 29 日舉行國考輔導工作坊(一)邀請台大國發所劉玉蘭博士生主講，首次課程主

要進行國考介紹：認識國考、為什麼要考國考?、國考很難嗎？、職涯發展、結語等。

主持人：蔡秀涓老師，參與師生共 50 人。 

三、在招生與教學方面：9 月 29 日系務會議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中通過博

碩士班招生方式調整案。 

四、其他行政業務方面 

(一) 9 月 20 日召開政治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中通過

吳文程老師延長服務案、王國臣老師、呂炳寬老師、張元祥老師緊急聘任案等。 

(二) 9 月 22 日課程規劃委員會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中討論 105 學年度課

程異動補審案、實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審查案、「政治學系學生實習要點」修訂

案、「學生實習計劃書」審查案、總結性課程檢討案、政治學系課程架構調整案。 

(三) 9 月 29 日召開東吳政治學報編輯會議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中討論 1.

東吳政治學報變更出版週期事宜。2.東吳大學政治學報論文審查作業要點修訂事宜。 

(四) 9 月 29 日系務會議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中通過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

管理學院潘曉珍副院長訪問學者案、實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審查案、「政治學系

學生實習要點」修訂案、總結性課程檢討案、博碩士班招生方式調整案、學生學習

評量辦法審查案。 

◎社會系： 

一、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為協助學士班大一新生認識學長姐及系學生會活動，系學生會於 9 月 5 日，結合

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在城中校區舉辦迎新午餐會，

由系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各組幹部向新生宣傳迎新、年度學會學術與體育等各項活

動，以歡迎並鼓勵新生積極參與，計有 125 位新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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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協助學士班大一新生瞭解教育目標、課程規劃、專業能力、選課及課程學習與職

涯發展，並認識系主任、班導師、秘書及助教，於 9 月 6 日，結合本校 105 學年度

「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在雙溪校區哲生樓Ｈ304 教室，舉辦「大一新生

學系迎新、導師時間暨選課輔導說明會」，除讓新生認識系主任、ＡＢ兩班行政導

師（班導師）、秘書及助教，發放學生手冊、必選修科目表等課程相關資料，說明學

系教育目標、課程架構、畢業標準、選課規定與課程學習暨職涯地圖外，亦實際操

作選課系統及介紹學系網頁資訊供新生選課及課業學習之參考，共有 124 位新生到

場參與。 

（三）為讓學士班大一新生認識雙主修、輔系、跨領域學程等多元學習管道，儘早規劃學

涯路徑，於 9 月 6 日，結合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在

雙溪校區哲生樓Ｈ304 教室，舉辦「多元/跨領域學習經驗分享會」，邀請學士班二

位四年級學生－王郁欣、林湘庭，向新生說明申請修讀雙主修等項目應注意事項及

分享學習經驗。 

（四）為使 105 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專班新生明瞭本系課程規劃及修業相關規定，分別於 9

月 6 日下午與晚上，在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5 教學研討室，舉辦「105 學年

度社會學系碩士班、碩專班新生修業暨選課輔導說明會」。 

（五）系學生會於 9 月 9 日晚上至 9 月 11 日，假新北市坪林金溪露營區，舉辦「105 學年

度迎新宿營活動」，石計生主任亦到場為學生精神喊話，計有 83 位新舊生參與。 

（六）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計有來自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系三年級學生周潤青、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歷史學系四年級學生陳弘正、華中師範大學文化資源

與文化產業二年級研究生王韻等三位大陸交換生，前來本校系進行研習、修習學分。

此三位大陸交換生已於 9 月 12 日至報到，本系並向學生說明相關選課規定進行輔

導選課。 

（七）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專題讀書會與專題研究組織補助金於 9 月 12 日至 9 月 27

日開放申請，共計 2 組學生提出申請。 

（八）9 月 1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105 學年度第

36 屆碩士班暨第 16 屆碩士在職專班聯合迎新茶會」，由石計生主任主持，邀請全體

專任教師及學長姐出席，歡迎本系 105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專班新生加入，增進師生

間相互認識，計有 45 位師生出席。 

二、召開會議（含教學會議）： 

（一）9 月 1 日在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研

究生助學金委員會，確認本系 105 學年度各類研究生助理之薪資標準及分配方式，

以及討論本系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類研究生助理之工作內容、徵任公告內容與

時程。 

（二）9 月 13 日在第二教研大樓Ｄ0815 教學研討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研

究生助學金委員會，審議本系 105 學年度各類研究生教學助理、研究助理、行政助

理錄取名單。 

（三）9 月 14 日在第二教研大樓Ｄ0815 教學研討室，舉辦「研究生教學助理職前教育訓

練會議」，除各類錄取之教學助理出席外，所屬各課程之專任助教亦出席會議，告

知並協調工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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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 月 20 日在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5 學年度教學座談會，討論

研究生教學助理與專任助教教學工作內容與分工事項。 

（五）9 月 20 日在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次招生策略小

組會議，確認本系 106 學年度招生相關文宣品之文案設計，以及討論本系 106 學年

度碩士班招生說明會暨五年一貫學程說明會進行方式。 

（六）9 月 29 日在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

程委員會，審議本系 105 學年度課程外審審查意見回應暨具體改善計畫案，以及討

論本系學士班必修課程選課規定等議案。 

三、課程相關教學活動：9 月 13 日在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 105 學年度學士

班「論文寫作說明會」，由石計生主任以「寫作作為一種學術之路」為題向學士班學生說

明撰寫論文過程與可能面臨的問題及解決方式外，並發放課程修課流程與課程相關表格，

以及大學生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相關資料供學士班學生參考，以鼓勵學生

申請科技部計畫，總計有 17 位欲修讀學士班論文課程之學生到場聆聽。 

四、其他： 

（一）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系友會服務獎學金於 9 月 12 日至 9 月 23 日開放申請，計有 1

位學士班學生提出申請。 

（二）本系學生可申請之 105 學年度楊懋春貞德紀念基金會獎學金於 9 月 12 日至 10 月 3

日開放申請，至 9 月 29 日為止，計有 19 位學士班學生提出申請。 

（三）本系功能導師編聘採開放學生選填導師方式進行，至 9 月 22 日止，本系 105 學年

度學士班 588 位學生中共有 295 位學生填寫志願，之後依照學生選填志願編列所屬

功能導師，未選填者以亂數分配。總計 105 學年度本系共有 13 位專任教師擔任功

能導師，平均每位教師分配約 45 位功能導生。 

◎社工系： 

一、召開會議 

(一)9 月 5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主要討論有關本系辦理教師評鑑之規劃，以

及有關本系方案實習課群調整後之規劃及學士班課程整體架構，會中並就著帶領學

生至嘉義社區實習之經驗發想辦理暑期先修營，唯其實施可行性與細節須再討論。 

(二)9 月 13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臨時）系務會議，主要審議本系教師留職停薪申請案。 

(三)9 月 20 日召開本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議題包括有關本系方案實習課群調整後

之規劃及學士班課程整體架構之再討論、105 及 106 學年社會工作實習(機構實習)總

督導及實習委員會委員推舉案、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工作實習辦法審議案、

「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社會工作學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以及本系 106-108 學

年校務發展計畫提報規劃。 

二、召開教學會議及舉辦教學活動 

(一)9 月 12 日於 D0910 研討室召開「第 7 梯次方案實習課群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

例行會議」。由召集人馬宗潔老師主持，出席人員為本系第七梯次方案實習課群之

教學團隊及課群助教鄭筱舢。討論議題包括確認本學期例會召開日期、時間及大課

堂授課計畫。 

(二)9 月 13 日在 D0910 研討室召開本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實習相關事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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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督導李淑容老師主持，本系 11 位實習督導老師出席(3 位老師請假)及 3 位學生

代表列席。會中討論本學年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會發表場次及評審老師之安排及

本學年學士班社會工作暑期實習檢討。 

(三)9 月 20 日假本校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105 學年度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說明

會」，針對大四實習生說明實習成果發表會流程注意事項及發予相關資料。 

(四)9 月 12 日 13：30-14：00 至第七梯次方案實習課群合班上課教室 H303，針對大二學

生進行「東吳大學社工系社會工作實習制度說明」。 

三、學生事務及學生活動 

(一)9 月 1 日 12：00-14：00 於 D0905 研究生研究室辦理「105 學年度社工系碩士班入學

新生座談會」，含導生制介紹及選課輔導等交流活動，由萬心蕊主任主持。 

(二)9 月 6 日辦理大一新生選課輔導，並邀請本系王行教授於新生選課輔導活動結束後，

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自主學習：多元處境中的能動者」。 

(三)9 月 12 日辦理本學期陸生研習生選課輔導座談會，本學期計有 1 為來自中山大學的

研修生與交換生。 

(四)原訂 9 月 27 日辦理之大一新生交通安全宣導演講活動因颱風假而取消。 

(五)本系學生會於 9 月 9 日舉辦 105 東吳社工迎新茶會與系烤活動。 

(六)本系學生會於 9 月 24-25 日於台北市文山區舉辦第 27 屆「鼠來煲」迎新宿營活動。 

(七)辦理未註冊、未選課之學生聯繫事宜與本系導師編聘、導生安排作業。 

(八)辦理學士班二、三年級學生學習長期追蹤問卷調查事宜。 

四、國際暨兩岸交流：9 月 12 日 11：00 本系萬心蕊主任、洪惠芬副教授與上海商學院文法

學院曹銳老師餐敘與交流。 

五、系友聯繫與活動 

(一)9 月 10 日(六)18:30-21:30 於城中校區 1307 教室舉辦東吳社工老中青第 61 次聚會，

本次主題為「精神科工作的一些整理與討論」，談主為劉小蕙系友。 

(二)105 年 9 月系友故事，受訪學長姐為陳美含(93 級/就是晴天)、葉東豐(91 級系友/台

中市政府社會局公職社工師)，歸類刊登於本系「系友你我他」單元之公益團體與政

府單位領域。 

六、其他：(1)維護及更新網頁資料。(2)辦理專兼任教師停車證及通行證申請作業。(3)東吳

社工學報第 31 期稿件送審議事宜。(4)更新社群網站(FACEBOOK)訊息及寄送求職、活

動訊息。(5)協助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及辦理應屆畢業生系友檔案資料建檔。(6)協助第

27 屆系學生會存摺印鑑更換發文事宜。(7)協助教師辦理研究計畫相關庶務及通知研究

經費結報期限與結案相關事宜。(8)辦理實習差旅費核銷事宜。(9)辦理 105 年度社會工

作實習（機構實習）相關事宜，更新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即時訊息。(10)辦理工讀生

報到、方案輔導員及工讀生勞保加保及協助起飛計畫教學助理經費核銷事宜。(11)辦理

學生人工加退選相關事務。(12)協助本系專任教師辦理請假、留職停薪申請及學生報告

申請案。(13)籌備 10 月份實習成果發表會，協助實習小組討論教室之借用。(14)9 月 7

日起辦理研究生本學期期中實習申請與諮詢行政作業。(15)協助辦理「103 及 104 學年

度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書」備文報部前置作業。(16)辦理學生申請資訊能力、英

檢等畢業標準檢核認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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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系： 

一、系務會議： 

9 月 14 日召開本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1) 修訂本學系 106 學年學士班

甄選入學（個人申請）及考試分發招生簡章分則及 106 學年境外生招生人數。(2) 本學系

105 學年第 1 學期行事曆。(3) 是否開放「優九聯盟」跨校輔系與雙主修名額。(4) 本學

系 106-108 學年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5) 修訂本學系系內第二主修樂器考試內容。 

二、大師班： 

9 月 14 日邀請美國琵琶第音樂院曾耿元教授舉辦小提琴大師班，由曾素玲副教授主持，

共 3 位學生接受指導，約 100 名學生參加。 

三、獲獎： 

本學系 103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結果「優良」、104 學年度自辦系所評鑑結果「績優」

於 9 月 12 日行政會議上獲頒證表揚，為全校同時獲此二項評鑑管考績優獎勵之四個學術

單位之一。 

◎師資培育中心：  

一、教學與課程： 

(一)導師會議 

9 月 21 日召開導師會議，會中討論本學年導生分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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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1 日進行中心教師專業社群集會，會中討論本學期進行模式及每月分享教

師。 

(三)中心專任教師會議 

9 月 21 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會中針對修訂「東吳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

法」、105 學年度課程外審審查意見回覆及 105 學年度申請教育部海外教育見習及

實習計畫，進行討論。 

    (四)補救教學會議： 

        9 月 20 日舉辦 105 學年第 1 學期補救教學期初會議。本學期合作學校有：天母國

中、興福國中、福安國中、至善國中、蘭州國中以及雙園國中。 

二、實習見習業務： 

(一)實習生返校座談：9 月 9 日舉辦 105 學年度實習學生第 1 次返校座談，計有 50 位實

習生參加，2 人請假。上午邀請臺中市東勢高工許靖佩老師與新北市文山國中程翊

雯老師講演：教師檢定與教師甄選準備經驗分享，下午邀請天母國中總務主任陳秀

雲老師：實習應有的態度與教師甄試面試準備概要。 

(二)辦理 106 學年教育實習申請事宜：106 學年教育實習申請時間自 105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14 日為止，透過電子信箱、中心網站、公布欄與臉書發佈申請訊息。 

(三)辦理教育實習合作學校簽約事宜：共有 31 所中等學校重新續約；另有新北市三重

高中、蘆洲國中簽教育實習合作合約。 

三、演講、參訪與潛在課程：9 月 12 日起開放 105 學年度上學期志工服務申請。志工合作

對象有至善國中圖書館、至善國中輔導室、士林高商實驗研究組。 

四、榮譽事蹟：畢業校友流向調查截至 105 年 10 月 5 日，104 年應屆畢業生與校友考取公

私立正式教職人數為 16 位，103、104 屆校友考取代理代課教師人數為 22 位、兼任老

師 1 位。 

◎人權學程： 

一、行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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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開學各項行政庶務，學生加退選等事宜。 

(二) 配合學校期程規劃 106-108 校務發展計畫資料。 

(三) 9 月 20 日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來訪進行未來合作計畫討論。 

二、學生事務 

 9 月 14 日辦理「人權碩士學位學程新生座談會」，提醒學生修業重點事項，共 12 人參

加。 

三、活動 

(一) 9 月 7 日至 8 日辦理「第五屆人權知能營」，主題為「人與土地：在地空間經營與

青年返鄉」，參訪新竹大山北月、沺源青工作室、千甲農場、苗栗老寮背包客棧等，

並赴苗栗灣寶拜訪洪箱小姐進行土地抗爭座談，共 20 位師生參加。 

(二) 9 月 9 日與創意人文學程、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合辦「教師教學工作坊」，本學程

由陳俊宏主任進行教學經驗分享，地點為 The One 誠食堂。 

(三) 9 月 13 日陳俊宏主任赴豐原國教院人權教育輔團進型領導人培訓課程演講，主題是

「人權教育與轉型正義」。 

(四) 9 月 22 日 11：00~13：00 歐洲議會專員 Zsuzsaanna.Ferenczy 來訪，與本學程教師陳

俊宏主任、黃默老師、王興中老師進行國際人權現況交流座談。 

(五) 9 月 26 日 10：10~12：00 辦理「2016 台灣國際勞工影展─東吳大學好評加映場」，

播放《快跑 36 小時》，邀請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政策部陳秀蓮研究員擔任映後座談，

共 50 人參加。 

(六) 9 月 29 日 12：30~15：00 辦理「2016 台灣國際勞工影展─東吳大學好評加映場」，

播放《教師大聯盟》，邀請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羅德水擔任映後座談，共 20 人參

加。 

(七) 9 月 29 日陳俊宏主任赴新竹人權教育輔導團校長研習課程進行演講，主題是「審議

民主：理論與實踐」。 

(八)10 月 4 日開始辦理「2016 社會公義影展」，播放《靈山》，邀請導演蘇弘恩擔任映

後座談，共 25 人參加；另將於 10 月 11 日播放《門》，邀請導演邱育南擔任映後座

談；10 月 25 日播放《末代叛亂犯》，邀請導演廖建華擔任映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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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十月 

院長室 

一、9 月上旬統計 104 學年度本院各項學術補助結果： 

(一) 研討會論文發表教師 16 人次、研究生 7 人次。 

(二) 科技部研究計畫教師撰稿費 20 人次。 

(三) 大專生研究計畫教師諮詢費 5 人次、學生撰稿費 5 人次。 

(四) 教師對外申請整合型計畫 2 人次。 

二、9 月 6 日林茂松院長獲邀於靜宜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擔任 105 學年度新生第一里路專題演

講，講題為：「英文學習之歷程」。 

三、9 月 7 日林茂松院長出席新生入學典禮及英文系碩士班新生座談、12 日出席境外生歡迎

會。 

四、9 月 19 日林茂松院長獲邀前往淡江高中專題演講，內容為「翻譯教學、翻譯技巧、大考

趨勢」。 

五、9 月 26 日將 104 學年度一年級學生兩次多益英文會考成績分析報告及各院系所屬學生成

績函知院系，並將分析結果投稿校園頭條，回覆學生來信或來電查詢個人後測成績 30 人

次。 

六、9 月 29 日重慶大學外國語學院李小輝副院長率領 13 位英語專業教師來訪，本行旨在瞭

解台灣英語教育之現況。來訪行程中，林茂松院長以「大學英語文教育台灣經驗」為題

向來訪師長進行簡報，說明台灣「大學英文」所面對的現況與挑戰，之後進行座談，與

會師長以「專業英語文（ESP）」課程設計為主軸提出詢問並進行對談，其後安排口譯課

程教學觀摩、日本文化教室、語言教室、外語自學室及圖書館之參觀行程。 

七、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會議通過本院院務會議提出之英文能力畢業標準調降建議案及

共同英文（一）課程抵免建議案，抵免案適用 105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感謝註冊課務組

提供統計資料，本（105-1）學期計有 123 人申請抵免獲准（人文社會學院 9 名、外國語

文學院 16 名、理學院 6 名、商學院 85 名、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6 名）。 

八、9 月 30 日為東吳外語學報截稿日，計收到投稿 6 篇。 

九、本院及語言教學中心依 104 學年度第 10 次校行政會議決議辦理「104-106 學年度提升學

生英語文能力計畫」各項工作內容；104 學年度起，包含：能力分班教學、課程內容調整、

多益英文會考（前後測）、期中期末統一考試、主題式英語加強班及推動外語自學活動

等，承蒙語言教學中心全體專兼任教師及行政同仁齊心努力與付出，各項措施均已順利

推動、圓滿完成。為向全體共同英文授課教師說明 105 學年度實施之重點工作項目及 104

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效，預定於 105 年 10 月 12 日舉辦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同英文課程

專兼任教師研習會。 

十、重要行政事務： 

(一) 重整 105 學年度第一教研大樓門禁設定清單，請各學系刪除離職、畢業、休學人員

名單後，於系統中補滿空卡號，現有持卡人數為 152 人。105 年 9 月份持卡異動（含

換卡、新增、消磁重設）10 人次。 

(二) 籌劃 105 學年度優九聯盟中英口譯大賽事宜，目前英文系同意協助辦理中英組競賽，

日語及德語組方面，現正與日文系及德文系協商中，費用方面將由本院經費支應。 

(三) 安排與協調招生組協助轉介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9-12 月）高中學校來院參訪或

體驗課程事宜，包含：秀峰高中、明德高中、百齡高中、景美女中，共約 15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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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準備、雲端系統表單新增與權限設定、院內單位

提報預算協調、徵詢教學卓越計畫（含北一區）提報注意事項，計畫內容排入 10 月

4 日院務會議審查。 

(五) 「2016 會展人員初階認證團報」，提供報名學員研習證明副本。 

(六)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修法進度轉知學系、中心。 

(七) 籌備院務會議、院教評會及院課程委員會開會事宜。 

(八) 編輯與撰寫第 37 期東吳外語學院通訊電子報。 

英文系 

一、9 月 5 日輔導轉學新生選課及學分、抵免說明（轉學新生學士班 14 人，進修部 21 人。）、

5-11 日辦理轉學生、新生學分抵免，資訊、英檢能力登錄。 

二、9 月 5-8 日協辦新生第一哩活動，6 日辦理學生選課輔導及學系、學會介紹、社團介紹。 

三、9 月 7 日舉行碩士班新生座談會。 

四、9 月 9-30 日實施大二、大三學期成效長期追蹤問卷施測。 

五、9 月 12 日大陸自費研修生、交換學生輔導（共 9 位）。 

六、9 月 12 日回覆招生組 106 學年度各項招生簡章調查。 

七、9 月 12-30 日協助新進教師授課大綱、校務與其他系統等系統使用方法，協助身心障礙學

生教室與授課老師教室異動事宜。 

八、9 月 13-23 日處理學生加退選事宜。 

九、9 月 14、26 兩日日召開系教評會（審議緊急聘任、延長服務等案由）。 

十、9 月 21 日召開系務會議。 

十一、 9 月 29 日協助接待重慶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14 位）訪問團。 

十二、 9 月 21 日召開本系語言組小組會議。 

十三、 9 月 18-20 日舉辦英文系新生迎新宿營活動，地點為苗栗龍騰山莊，新生約有 40 人

參加。 

十四、 重要行政事務： 

(一) 辦理緊急聘任作業。 

(二) 填報課程外審回應表。 

(三) 完成碩士班更名計畫書並送院審查。 

(四) 協助規劃英文系系友會一日遊內容。 

(五) 填報 106-108 校務發展計畫。 

(六) 協助會展證照考試團體報名事宜。 

(七) 協助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學生選課。 

(八) 辦理全系(日間部、進修部、碩士班)學生之導師編排作業。 

(九) 辦理 10 月 Summit seekers 探索生命工作坊活動之宣傳。 

(十) 辦理暑期英國牛津大學哈特福學院研習團結案、核銷、保險理賠事宜。 

(十一) 辦理美國 KIPP 暑期教學實習團結案、核銷、成果報告等事宜。 

(十二) 辦理學系老師向圖書館、語言中心薦購書籍等事宜。 

(十三) 辦理學系教職員新學期汽機車通行事宜。 

(十四) 調查學系專任教師課輔時間。 

(十五) 辦理實習課程選課輔導、實習機構成果報告、課程成果發表等事宜。 

(十六) 聯繫英國牛津大學哈特福學院 11 月國際長來訪事宜。 

(十七) 推薦本系 3 名學生參加英語文教師學會 11 月舉辦之亞洲青年論壇。 

(十八) 籌備 2017 兩岸英才杯演講比賽，辦理召開會議、簡章修訂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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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 

一、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團體研修生赴日： 

(一) 劉怡伶老師率領 7 名同學，於 9 月 1 日啟程前往明海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留學。 

(二) 賴雲莊老師率領 5 名同學，於 9 月 5 日啟程前往同志社女子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

留學。 

(三) 陳美玲老師率領 5 名同學，於 9 月 7 日啟程前往同志社大學，進行為期半年的留

學。 

(四) 由李宗禾老師率領 10 名學生，於 9 月 8 日啟程前往拓殖大學，進行為期半年（3

名）或一年（7 名）的留學。 

二、由本校外國語文學院榮譽院長蔡茂豐教授於 1993 年成立，2013 年起由本校日本語文學

系賴錦雀教授所擔任理事長之台灣日語教育學會，由於推動日語教育，增進台灣與日本

的友好關係，於 2016 年 7 月 20 日榮獲日本外務大臣表彰獎項。表彰典禮於 2016 年 9

月 2 日在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沼田幹夫代表公邸舉行，蔡茂豐教授、賴錦

雀教授、陳淑娟教授（理事）、林雪星教授（理事）、王世和教授（理事）、蘇克保副

教授（理事）、賴雲莊副教授（常務監事）、李宗禾副教授（秘書長）皆出席表彰典

禮。 

三、9 月 10 日於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舉辦 105 學年度日本語文學系專兼任教師會議，除新學

年度之系務報告外，教師們並分科目討論教學相關事宜。 

四、京都外國語大學教育實習生中井裕美於 9 月 18 日~9 月 22 日至本系教學觀摩。 

五、第 18 屆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報名已於 9 月 19 日截止，今年共 24 校 50 名學生

報名，9 月 30 日舉行初賽，由長田正民、住田哲郎、中村直孝、石井郁江等 4 位老師

擔任評審，選出 15 名學生參加 10 月 16 日於普仁講堂舉行的決賽。 

六、9 月 23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七、9 月 30 日蘇克保主任支援赴薇閣高中招生宣講活動。 

八、其他行政業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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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選課相關事務。 

(三) 系網頁年度資訊更新。 

(四) 填報 106-108 校務發展計畫。 

(五) 籌備 10 月「第 18 屆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事宜。 

(六) 籌辦台灣日語教育學會理監事會議及 11 月 26 日學術研討會收稿事宜。 

(七) 10 月份辦理以下獎助學金之相關事宜： 

1. 東吳大學鄭壹芬老師勵學獎學金 

2. 日文系學生關懷專案助學金 

3. 日本語能力測驗獎勵 

4. 音速日語優秀人才獎學金 

5. 濱木綿獎學金 

德文系 

一、9 月 1 日碩士班新生座談。 

二、9 月 6 日生第一哩學系時間：選課輔導、認識導師、認識一年級上課教師。 

三、9 月 6、7 日支援第一哩活動開放「德國文化教室」。 

四、9 月 8 日碩士班小組會議：規劃 106 學年碩士班分組與課程、與德國明斯特大學進行雙

聯學制事務 

五、9 月 13 日「馬丁路德生平漫畫翻譯」計畫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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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9 月 14 日「系務會議」：106 學年度學、碩士班招生簡章、規劃 106~108 校務發展計畫

及預算、105 學年課程外審意見回應與改善計畫、異動學生團體赴德進修甄選標準、異

動學士班必選修科目表。 

七、9 月 29 日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德語教學演練」例會：討論基礎德語教材使用。 

八、學生暑期實習：學生繳交心得報告 

九、重要行政事務： 

(一) 106~108 校務發展計畫填報。 

(二) 實施二、三年級學習成效問卷施測。 

(三) 處理教室電腦安裝基礎德語教材。 

(四) 辦理新生資訊科目及共通英文抵免、英檢證明登錄、德檢證明登錄。 

(五) 學生加退選課務、註冊事務、教材訂購與分發。 

(六) 一、二年級教學助理 TA 輔導時間教室借用。 

(七) 安排新生發音指導活動（1 對 1 發音指導）。 

(八) 申請班級輔導活動、線上進行班級幹部編聘作業、線上填報導生名單編聘。 

語言教學中心 

一、提報 106 至 108 學年度本中心校務發展計畫：D1 計畫 4-2-3「語言能力精進」、G1 計畫 7-

6-1「各類基礎課程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和 G2 計畫 7-6-2「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

開銷」，共 4 項計畫。 

二、「英語文加強班」每學期分 2 期進行，每一期由本中心專任教師 5~6 位，利用午休，提供

5 次輔導活動，活動時間為第一學期第一期 10 月 3 日至 11 月 4 日，第二期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16 日；第 1 期主題為「文法一點靈」、「美語發音」、「關鍵文法句型」、「英語字

彙加強班」、「From Grammar to Writing」、「Vocabulary for Workplace 職場英文字彙」；

第 2 期主題為「基礎多益字彙 II」、「從單字學發音、語用與文法」、「熟悉文法讓我閱

讀更有概念了-I」、「看漫畫學文法」、「多益基礎班(Part 5, 6)」。 

三、9 月 19 日召開本中心教評會；9 月 21 日召開中心事務會議。 

四、9 月 1 日上午請負責選課業務同仁參加大一境外新生輔導，並說明「英文（一）」分級測

驗及修課相關事宜；配合學生事務處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校園導覽，9 月 6、7

日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延長開放至 17:00，並提供導覽解說。 

五、9 月 6 日舉辦語言教室設備說明會以及新版 EasyTest 線上測驗平台操作說明會，參加人數

分別為 8 位和 12 位。9 月 7 日開放授課教師至教室熟悉視聽設備，開學後提供授課教師個

別諮詢。 

六、9 月 29 日下午中國重慶大學外國語文學院一行 13 人參觀本中心外語自學室及語言教室，

並答覆貴賓詢問有關本中心規劃之共同英文和實用英語學程課程。 

七、9 月 1 日下午派員參加出席「中文單位開站軟體」系統改版說明會暨教育訓練；9 月 9 日上

午派員參加 105 學年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八、辦理課務工作： 

(一) 9 月 12、19、23 日中午和第 9 堂兩校區舉辦分級測驗：「英文（一）」9 場和「英文

（二）」10 場，共 19 場。 

(二) 開學加退選期間辦理人工加退選人次統計如下，雙溪校區學士班：「英文（一）」316

人次、「英文（二）」401 人次；城中校區學士班：「英文（一）」177 人次、「英文

(二)」307 人次。雙溪校區進修學士班：「英文（一）」28 人次、「英文（二）」53 人

次、「深耕英文 I」11 人次；城中校區進修學士班：「英文（一）」4 人次、「英文

（二）」36 人次。「實用英語學程」：雙溪校區 21 人次、城中校區 4 人次。總計 1,35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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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合 105 學年起「英文（一）」免修新規定，特別製作「英文（二）」選課流程圖，

以利辦理選課業務。 

(四) 兩校區「深耕英文 I」原開設 6 班，因人數不足停開 3 班，詢問學生之轉班意願後，雙

溪校區開設 2 班，城中校區開設 1 班。 

(五) 因兼任教師無法授課，9 月 7、9 日辦理兼任教師面試，並首次辦理緊急聘任。 

(六) 與教務行政組討論較合適之共同教材申購流程，並建議修改教材申購表，以減少學生

購買不到教材的問題。 

(七) 處理學生放棄修讀實用英語學程資格事宜。 

(八) 答覆轉學生、新生和家長詢問選課問題。 

(九) 印製新版多益紙本試卷，提供「英文（二）」課程教師使用。 

九、辦理外語自學活動： 

(一) 105 年 8 月份外語自學室兩校區開放 66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43，城

中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33，合計 76 人次。8 月線上軟體使用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5,264、《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46、《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力測驗評量》：439。 

(二) 雙溪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英語學習訊息貼文 8 篇，總瀏覽次數：4,515。 

(三) 外語自學室教材處理情形統計（統計期間 105/8/1-8/31）：點收二校區到貨資料 59 筆；

雙溪教材編目上架 61 筆。 

(四) 9 月 9 日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團隊職前講習暨外語自學小組長培訓說明會，以及城中

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讀團隊培訓活動。 

(五) 9 月 14 日第 29 期第 1 梯次外語自學小組開始報名。 

(六) 9 月 21 日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83)：認識外語自學室&外語自學小組活動

說明會；9 月 22、23、29、30 日雙溪外語自學室提供定時導覽服務。 

(七) 9 月 30 日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舉辦「多益模擬測驗」活動。 

(八) 編目上架教材、英、日語雜誌，並更新外語自學室公佈欄互動英語專欄。 

十、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一) 於東吳 FB 脫殼版宣傳「英語文加強班」第 1 期課程。 

(二) 加退選後至「英文（一）」各班發送「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預計 10 月中旬發送

各學系及大一導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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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十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9 月 9 日，理學院和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管理組、人事室共同舉辦本校年度「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課程。 

二、9 月 20 日，召開本學期第１次院教評會，討論通過教師延長服務、兼任教師聘任及改

聘、法規修訂等案。 

三、9 月 22 日，召開本學年度學院第 3 次預算討論會議，討論並議定 106 學年度院系校務

計畫經費分配。 

 

【數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學生事務 

（一） 9 月 6 日，配合學務處新生第一哩活動，舉辦「大一新生選課輔導」，由林惠文

主任介紹學系選課注意事項。 

（二） 9 月 6 日，配合學務處新生第一哩活動，邀請數四吳彥輝同學、李培煜同學與大

一學弟妹分享讀書方法，並邀請學士班 103 級系友姜冠名學長、104 級蘇育萱學

姐暢談數學系學生的未來規劃。 

（三） 9 月 7 日，公告「數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金」及「數學系系友會獎學

金」開始接受申請，截止日期為 9 月 20 日。 

（四） 9 月 7 日，舉行碩士班新生座談會，由系主任主持，本系專任教師及碩一新生參

加。 

（五） 9 月 23 日，與校牧中心為大一新生合辦一場專題演講，由校牧黃寬裕牧師主

講，講題為：「精彩的大學生活規劃」。 

（六） 數學系學生會於 9 月 23 至 25 日假桃園龍潭美好農場舉辦兩天一夜的大一迎新

宿營活動。 

二、教學 

（一） 9 月 7 日，本系舉辦「數學系助教(理)增能研習會」，邀請本系專任助教及兼任

教學助理分享教學、輔導與行政等相關經驗。 

（二） 數學系微積分諮詢於 9 月 12 日起開始啟動，每星期一、二、四、五中午 12:30

至 13:20，本系專任助教將輪流在 R0211 負責為全校學生進行微積分輔導。 

三、 會議 

（一） 9 月 14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論本系 106-108 發展計畫暨

106 學年度預算編列相關事宜。 

（二） 9 月 14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本系專任教師簡茂

丁教授申請延長服務案。。 

（三） 9 月 14 日，召開 106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會中討論本系 106 學年

度碩士班、學士班招生事宜及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試辦逕予錄取事宜。 

 

【物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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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 月 21 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例會，劉源俊教授報告：「物理學精要簡

介」。 

二、行政業務 

(一)會議 

1、9 月 5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報告系務運作、討論中程校務

發展計劃、106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考試分發入學簡章分則，以及 104 學年度課程

委員會決議案等。 

2、9 月 7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討論兼任教師緊急

聘任事宜。 

3、9 月 7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臨時系務會議，討論「教師評鑑辦法」修

訂意見。 

4、9 月 8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助教會議，安排 105 學年度協助課程及年

級輔導助教事宜，以及 105 學年度各項活動規劃工作分配。 

5、9 月 8 日召開「2016 第五屆數位化科學實驗研討會」籌備會議，討論邀請演講與會人

員以及工作分配等事宜。 

(二)輔導 

1、9月6日，辦理新生輔導，由學系巫俊賢主任進行學系簡介、導師相見歡，另由徐小燕

秘書、塗婉瑜助教進行選課輔導，協助大一同學了解學系課程規劃。 

2、9月6日，邀請劉源俊名譽教授以「物理學驗思─為何讀物理，如何讀物理」為題講演，

介紹學校的地理環境和解釋校歌歌詞意義；物理學系之特色、歷史、傑出系友；以英

文science翻譯，個別解釋學、驗和思的這三個字的內涵，「學而不思則殆，思而不學

則罔」，鼓勵同學要學思並重，更重要的是要驗證，尤其是物理，更需要這三種能力

同時具備。最終以讀物理就是要多用一份心還要擁有堅持，多參與學術演說，鼓勵大

一新生多聽、多看、多學習，增加自身的能力。 

3、9月7日至11日，辦理新生學分抵免，以及資訊能力抵免事宜。 

4、9月7日，辦理「新生師長見面會」，由系學生會何欣儒同學主持，介紹師長，認識全

系教職同仁，穿插陳秋民副教授之演示表演，希望透過近距離的接觸，使新生認識全

系教師、助教及行政人員，以此引導新生做學習及生活之規劃及循求解決的方式。 

5、9月12日至30日，分別針對二、三年級同學進行施測作業，完成105學年度「學生學習

成效問卷」調查。 

6、9 月 14 日起，劉源俊老師的「物理英文」固定於星期三下午 13：30 開始，協助同學

進入物理世界，如何掌握物理。 

7、9 月 21 日，辦理「學校沒教的實務訓練─自傳寫作範例與解析」活動，協助大四同

學進行研究所推甄，以及就業所需之自傳撰寫。由徐小燕秘書教學，同學可以自

傳、讀書計畫之撰寫得到後續修改而得知自己能力。本次活動共有二至四年級學生

19 人參與。 

8、9 月 23 日，辦理新生「實驗室衛生安全講習」，由曾銘誌技士講解實驗室應注意之安

全事項以及相關規定，使同學能充分了解，藉以展開物理學實驗的序曲。 

9、9 月 19 至 23 日，辦理導生社團登記，由導師成立社團，二年級至延修同學，每個人

可以自行選擇導師及社團，依導師安排之時間進行課間活動。本學期社團共有葳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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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社、鏢箭社、臨溪游藝、五午會以及 English ClimbCorps 等。 

10、9 月 29 日，辦理「給新生家長的一封信」，郵寄「物理學系選課手冊」、「給新生家長

的建議」等相關資料，提供家長了解學系運作，以及學生學習相關內容，藉以建立起

良好的雙向溝通，且能督導學生課業學習，避免因學業問題而遭退學；同時邀請家長

參與 105 學年度（10 月 15 日）新生家長座談會。 

11、9 月 30 日，完成導師、功能導師編聘作業，並配合健康暨諮商中心辦理「班級導師輔

導計畫」，申請 10 項師生團體互動計畫。 

12、9 月 30 日，辦理 104 學年度呂坤全、游輝文系友獎學金、105 學年度「郭玉蓮女士」、

「華邇街幼兒園」助學金申請事宜。 

13、9 月 30 日，辦理「2016 廣州中山大學物理芙蘭節兩岸學術交流活動」甄選相關事宜。 

(三)其他 

1、選課及班級事務相關：各項招生簡章之修訂、學生選課作業、課程異動以及班級幹部

登錄、公告導生社團名單、修訂導生輔導制度介紹等事宜。 

2、資料填報： 104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資料、學系大事紀要、教育部資料庫填報事

宜。 

3、進行「2016 物理學史研習會（七）台北場、（八）高雄場」前置作業。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9 月 22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106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

（個人申請及繁星推薦）及考試分發招生條件相關事宜」並商議近期系務執行事項。 

二、教學及研究 

(一)、105 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本系傅明仁教授、王志傑教授、及何美霖教授

三位教師獲核「研究傑出」獎勵。 

(二)、9 月 14 日王榮輝老師提送「105 學年度理學院教學創新計畫」申請，提供「產業論

壇與職能發展」課程，創新之課程設計及教學方式並強化學生學習動機。 

(三)、9 月 21 日邀請化學系 81 級系友，本校黃寬裕校牧，進行新鮮人輔導演講，引領化

一新生邁入大學生涯。 

(四)、9 月 22-23 日本系新進教師謝伊婷老師赴台灣科技大學參加「台灣電化學學會」辦

理之「2016 綠色電化學科技學術研討會暨 2016 年台灣電化學學會年會」並發表

「Electrodeposition of gallium from 1-butyl-1-methylpyrrolidinium dicyanamide room 

temperature ionic liquids」、「Electrodeposition of InAs from the deep eutectic solvent」等

二篇會議海報論文。 

三、學生學習及輔導活動 

(一)、8 月 30 日完成新學期入學新生學習手冊資料更新及編印並於 9 月 6 日新生入學輔導

活動中提供一年級新生修業學習及課程規劃參考。 

(二)、8 月 30 日辦理 104 學年度學系轉學生修業、學分抵免及選課輔導。 

(三)、9 月 7 日辦理 105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修業及選課輔導。 

(四)、9 月 9 日化學各實驗室修習專題研究學生共同出席由理學院與總務處環境安全衛生

暨事務管理組共同舉辦之「105 學年度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分別由前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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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勞動檢查處鄭進順科長分享「職業安全衛生法中勞工之權利與義務」及工研

院「教育部化學品管理平台」管理人繆慧娟研究員介紹「實驗室化學品管理相關法

規規定」等多項實驗室安全議題。 

四、行政業務 

(一)、9 月 1 日學系秘書出席由電算中心辦理之「新版中文網頁開站軟體」教育訓練，瞭

解管理界面及資料上線規劃。 

(二)、9 月 26 日完成學系各年級導師編聘及導生分配作業。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1. 9 月 13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論事項如下： 

(1)  討論 105 學年碩士班陸生研究生指導教授。 

(2) 討論「106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及課程規劃教師。 

(3) 審查本系大學部論文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資格。 

(4) 審查本系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及碩士班提前入學同學抵免 106 學年碩士班

課程事宜。 

(5) 決定微生物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委員名單。 

2. 9 月 20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論事項如下： 

(1) 討論 106~108 學年度學系「環安衛」預算。 

(2) 討論 106~108 學年度學系「校務發展計畫」預算。 

二、教學及輔導 

1. 配合本校 105 學年度新生第一哩活動，本系於 9 月 6 日上午進行學系簡介、導

師介紹及說明修習課程規定，並安排學長姐現身說法，分享大學生活經驗及本

系課程選修心得，當天中午同時與導師聚餐相見歡。 

2.   9 月 8 日舉辦東福海洋專班 52 位學生及 1 位隨行老師之迎新會，本系進行學系

簡介、導師介紹、趙維良老師介紹本系私校發展特色計畫、雙溪校區導覽、各

老師研究室及實驗室參觀，當天中午同時與導師聚餐相見歡。 

3. 9 月 13 日進行大學部總結性課程-書報討論課前問卷施測。 

4. 9 月 14 日完成 103 及 104 學年實習課程績效回覆。 

5.  9 月 23 日完成生物化學及實驗專業社群第一次會議。 

6. 完成本學期導師編聘作業及班級幹部維護作業。 

三、104 學年各項招生入學狀況  

1. 大一新生共有 60 名(含繁星入學 10 名、申請入學 32 名、指考入學 13 名、1 位

復學、3 位港澳生及 1 位陸生)。 

2. 二年級轉系生 2 名及轉學生 3 名。 

3. 三年級轉系生 2 名。 

4. 碩士班新生 6 名。 

四、學術研究及交流 

1. 本校申請科技部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本系黃顯宗

教授、張碧芬教授、張怡塘教授和楊鉅文教授 4 位教師獲得研究傑出獎勵，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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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紅教授和劉佩珊教授 2 位教師獲得研究優良獎勵。 

2. 本系張怡塘教授、楊鉅文教授於 9 月 23、24 日參加在陽明大學舉辦之第 23 屆

(2016)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暨細懸浮微粒(PM2.5)監測與健康照護研討會，會中

發表論文一篇，題目為「台灣地區室內傳統市場空氣中細菌數量及其族群結構

分析」。 

3. 張怡塘主任於 9 月 9 日受邀參加福州大學開學典禮及福州大學海洋學院閩台高

校聯合培養人才研討會，商討 4+0 方案。 

五、實驗安全： 

1. 9 月 12 日完成成公共危險物品填報。 

2. 9 月 21 日完成微生物學系實驗室自動檢查表查核。 

3. 9 月 26 日完成微生物學系實驗室感染性生物材料調查，資料送至理學由專人至

該署「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資訊系統」進行品項及保存數量之更新維護。 

六、人員教育訓練 

1. 9月 9日本系師生(包含東福海洋生物專班學生)參加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

所舉辦之實驗室安全教育訓練。 

2. 9 月 21 完成微生物學系實驗室環安衛業務說明會，說明對象包括負責上課助教

及各老師研究室相關負責同學，針對實驗室各項所需填報環安衛資料及注意事

項進行教育訓練。 

 

【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05 年 9 月 13 日（二）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通過 105 學年

度兼任教師改聘案。 

（二）105 年 9 月 13 日（二）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105 年度大學部及碩士班招生等事宜。 

二、輔導 

（一）105 年 9 月 12 日中午徐儷瑜主任與本學期自費研修生及交換生餐敘，並瞭解學生

於學習、生活等各方面的適應狀況。 

（二）105 年 9 月 20 日系學生會舉辦系員大會，並安排學生家族直屬。 

（三）每週一、三下午安排「主任有約」時間，系主任與大一新生、轉學生及轉系生分組

進行晤談，以瞭解學生狀況及需求。 

三、105 年第 2 次專技高考專技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於 105 年 9 月日放榜，此次共有 1

名碩士班系友通過臨床心理師考試，1 名碩士班系友、4 名大學部系友及 2 名推廣部隨

班附讀生通過諮商心理師考試。 

 

【鑑識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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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十月 

一、105 學年度法學院新聘專任老師有董保城客座教授(公法學專業)、連哲輝老

師(民商法專業)、孫義德老師(民商法專業)及章忠信老師(智慧財產權法專

業)。 

二、本（105）學年度本院系有 2 位外籍生-法一 A 王文德（土耳其）及碩士班小

島大輝（日本籍）和 1 位僑生法一 D 王恩慈（奈及利亞籍）。 

三、對外交流 

（一）10 月 14-15 日洪家殷院長至廈門祝賀廈門大學法學院建院九十周年院慶。 

（二）10 月 18 -23 日洪家殷院長率隊，與蕭宏宜副系主任、陳汝吟老師至煙台

大學、山東大學等法學院參訪與學術交流。 

（三）10 月 21-25 日余啟民老師至南京參加「第七屆海峽兩岸醫事法學術研討

會」。 

（四）10 月 28-30 日潘維大校長率隊，與洪家殷院長、蕭宏宜副系主任至武漢

參加「第七屆海峽兩岸法學院校長論壇」。 

四、教師活動 

（一）9 月 21 日下午 3 時 30 分城中 1104 會議室舉辦「新進教師論文發表會」，

主持人為成永裕老師，發表人為連哲輝老師，講題為「代理發票還是共同

發票?一個實務上迭生爭議的問題-兼評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4年度簡上字

第 108 號判決」及孫毅德老師，講題為「雇主的勞動條件明示義務與勞動

契約締約上過失責任－評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重上字第 18 號判決」。 

（二）10 月 5 日下午 3 時 30 分城中 1104 會議室舉辦「新進教師論文發表會」

主持人為余啟民老師，發表人為章忠信老師，講題為「OTT 產業發展及

TPP 鎖碼訊號保護夾擊下之著作權法制新挑戰」。 

 

 

五、學術活動 

（一）9 月 26 日下午 14 時溪區第一教研普仁堂會議室舉辦「嚴家淦法學講座」，

演講馬英九教授，演講主題:台灣的國際法定位。 

（二）9 月 30 日下午 14 時至 17 時於 5117 會議室舉辦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第

三十六回】，演講人為，講題為從「淡北道路案」探討我國環評制度若干

爭議問題。 

（三）10 月 1 日下午 13 時 30 分於 2123 會議室舉辦「刑事法學青年論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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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台灣刑事法學會 105 年度會員大會研討會。 

（四）10 月 4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16 時 20 分於 1705 會議室舉辦法務部「行政罰

法施行 10 周年研討會」。 

（五）10 月 5 日上午 9-12 時於 1705 會議舉辦醫事法講座。主持人為余啟民老

師，演講人為 ROBERT B LEFLAR，講題為 The U.S. 2016 Election, Health 

Care Reform, and Asian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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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十月 

 
商學院 

一、 9 月 14 日本院召開院務會議，會中審議「東吳大學商學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更名案，

並推舉 105 學年度「東吳法商講座教授審查委員會」商學院委員。 

二、 商學院 AACSB 認證進入最後認證訪評階段，已於 7 月底繳交自我評鑑報告(SER)至

IAC，通過審核後，實地訪評小組將於 11 月 13~16 日至本校進行為期三天的訪評，有關

實地訪評之訪評資料也正如火如荼準備中，9 月份辦理 AACSB 相關實地訪評事宜： 

(一)各學系準備實地訪評相關資料。 

(二)9 月 23 日中午舉辦教師講習，由陳惠芳副院長及吳吉政老師介紹 AACSB 認證流程，並

邀請會計系謝永明主任及企管系胡凱傑主任針對 AOL(Assurance of Learning)學生學習成

效評量保證進行說明及交換意見。 

(三)9 月 30 日舉辦學生教育訓練，由會計、企管、國貿、財精、資管、國際商管學程、商進

班及 EMBA 班指派學生代表參加，陳惠芳副院長及藍文馨組員針對 AACSB 整個認證流

程及學生應瞭解學院教育宗旨及目標進行說明，會議中也發送學生手冊，讓學生能隨時翻

閱瞭解。 

(四)籌備 10 月 25 日邀請西康乃狄克大學預評委員相關事宜。 

三、 《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9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9 月 1 日召開開發中心 FinTech 技術小組會議。 

（二）9 月 2 日與富蘭克林共同討論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技術事宜。 

（三）辦理 R4101 辦公室冷氣更新事宜。 

（四）辦理 R4101 辦公室外牆立體字請購事宜。 

（五）9 月 7 日召開記者會討論會議。 

（六）9 月 9 日拜訪富蘭克林，與屈亞欣副總及羅尤美副總商討技術執行及合約相關細

節。 

（七）9 月 13、19 日與公關公司開會，進行記者會細節討論。 

（八）辦理網路直播、申請記者會親善大使、連繫舞研社表演、記者媒體紀念品、茶點

訂購、關東旗/講桌/講台借用、遊藝廣場愛熊人咖啡廳場地借用、採排通知等事

宜。 

（九）10 月 3 日(一)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整於游藝廣場舉辦「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

科技開發中心成立暨產學合作啟動記者會」。記者會由城中舞研社帶來的精彩勁

歌熱舞開場，現場還有主持人歐素華老師與機器人精彩的對話，最後由潘維大校

長、劉吉人創辦人、金管會蔡福隆執行秘書、趙維良副校長、傅祖壇院長共同啟

動產學合作儀式，宣示東吳大學商學院與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正式

展開金融科技（FinTech）的跨域創新研究與實務應用。記者會與會貴賓包括：中

央銀行嚴宗大副總裁、金管會金融科技辦公室蔡福隆執行秘書、安侯企業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李祖康協理、台北懿天下有限公司郭廷峰執行長/潘宥嘉策略長等人；

東吳大學與會師長包括：潘維大校長、趙維良副校長、王淑芳主任秘書、詹乾隆

教務長、阮金祥總務長、顧名儀社資長、許嘉棟講座教授、朱雲鵬講座教授、張

盛和講座教授、劉宗哲主任、余啟民主任、洪家殷院長、黃秀端院長、開發中心

沈大白主任及蔡宗榮執行長與團隊成員等；富蘭克林與會者包括：劉吉人創辦人、

華美投信黃書明總經理、證券投顧黃琡珺執行副總、證券投顧屈亞欣副總經理、

證券投顧羅尤美副總經理、校友總會劉詩聖顧問、證券投顧馮美珍協理等。當天

與會計者媒體約 20 餘人。 

（十）10 月 3 日召開金融科技學分學程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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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籌辦 10 月 23 日舉辦「FinTech 趨勢與台灣的未來發展」研討會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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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間：105/2/1

～106/1/31），9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人工加選事宜，A 組選修人數 88 人，B 組選修人數 84

人，共計 172 人選修。 

（二）確認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規章，並於第一堂課發放。 

（二）9 月份課程 

日期 課程主題 講師 

9 月 23 日 課程簡介 

投資學基礎與實務金融 

傅祖壇院長 

東吳大學蔡宗榮講座教授 

9 月 30 日 經濟指標與實務介紹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馮美珍協力 

（三）辦理第 2、3 期款請款事宜。 

（四）協調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投資模擬競賽投資組合事宜。 

（五）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投資模擬競賽虛擬帳戶請購事宜。 

（六）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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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執行進度

如下： 

（一） 期中報告評審回應撰寫。 

（二） 採訪李政宜/和碩聯合設計總監。 

（三）9 月份報告撰寫。 

（四）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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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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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辦理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 

八、 籌辦本院與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於 10 月 22-23 共同舉辦之「2016 大數據國際研討會」，

許晉雄副院長於 9 月 1、29 日召開本院參與同仁工作會議。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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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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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人 

（二）第三梯次於 9 月 7 日離台，後續辦理經費核銷暨結案事宜。 

十、 籌辦「2016 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相關事宜： 

（一） 持續辦理申請入台證資料填報事宜。 

（二） 持續辦理研討會飯店住宿事宜。 

（三） 持續辦理研討會日程表規劃事宜。 

（四） 各系提報參加研討會論文發表教師名單。 

十一、 籌辦 10 月 13 日「東吳大學唐松章校友講座禮聘蔡宗榮教授歡迎茶會」相關邀請事

宜。 

十二、 辦理雙溪校區法商聯合辦公室（D0514）門禁系統請購事宜。 

十三、 辦理雙溪校區法商聯合辦公室整修驗收事宜。 

十四、 辦理商學院中文網頁更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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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9 月份第七期出刊事宜。 

十六、 配合提供秘書室有關遠見雜誌廣告文宣本院資料。 

十七、 提報管考委員名單。 

十八、 辦理聯徵中心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徵才郵件公告事宜。 

十九、 辦理本院 9 月 27 日工讀生因颱風未實際工讀退保事宜。 

二十、 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弱勢學生教學助理補助補助計畫」9 月份收據及簽到表

彙整事宜。 

二十一、 有關院級雙聯學制及交換事宜： 

(一) 更新並公告 106 學年度商學院海外交換研習計畫事宜。 

(二) 9 月 13 日與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洽談 MBA 雙聯學制合作機制。 

(三) 與東密西根大學商學院聯繫關於入學申請資格暨課程對應事宜。 

(四) 提報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赴外交換名單予各院級協議學校。 

 

跨領域學程 

一、協助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學生辦理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選課及學分抵免相關事

宜。 

二、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 

 

國際商管學程 

一、輔導新生選課並辦理加退選事宜。 

二、確認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考試簡章內容。 

三、製作並提供學程簡介暨海外招生資料予俄羅斯莫斯科「國際教育暨職涯展」使用。 

四、撰寫 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五、彙整 104 學年度學程辦理各項活動資訊予商學院 AACSB 小組。 

六、9 月 9 日參加 105 學年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國際處交換學生新生說明會。 

七、9 月 14 日參加學院網頁規畫討論。 

八、9 月 23 日參加 AACSB 教職員教育訓練。 

 

EMBA 班 

一、 9 月 13 日下午 3 時 30 分召開「EMBA 106 學年度招生暨十週年活動」籌備會議，討論

今年度招生及 EMBA 十週年慶活動之規劃。 

二、 9 月 30 日提報 EMBA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三、 9 月 30 日繳交 AACSB 訪視相關資料，包含 EMBA104 學年度論文、課堂報告、期末

作業等學生學習成效資料及課程演講、企業參訪、海外研習、國際交流、論文計畫書

發表會之紀錄。 

四、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工作事項報告： 

(一) 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於 9 月 12 日發行 EMBA 第 70 期電子報，

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9 月 2 日下午 5 時 30 分假假東吳 2127 會議室舉辦秘書組會議。 

(三) 9 月 3 日(六)舉辦企業參訪，第一站來到新北市鶯歌區的福和窯業經由專業導覽

人員的解說了解磁磚的原料認識和製作過程及如何挑選符合需求的磁磚，並參觀

了三和磁磚的磁磚展覽室，有各式各樣花紋及樹紋的磁磚。之後由陶瓷工職業工

會偕達德理事長帶我們一起逛鶯歌老街為我們講解老街的特色和由來。 

(四) 在鶯歌陶瓷博物館，有專業又細心的專人導覽著我們認識第一座以陶瓷為主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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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博物館，致力於展現台灣陶瓷文化以及各種陶藝創作，如何做收藏、保存與

維護工作等的各種知識。最後一站來到臺華窯藝術中心，臺華窯現已成為了一個

不可錯過的參觀地點，裡面有各式各樣精美的藝術品秉持著創新突破的精神創造

著多元且精緻的瓷器聞名，聽著專業的介紹人員講著各種磁器的創造以及設計的

過程，大家都聽的目不轉睛，最後帶我們前往製作瓷器的工作室裡參觀，看著師

父們一筆一畫在尚未完成的瓷器上作畫的專注神情，真是令人佩服。感謝企業論

壇組組長祥鑫學長，組員王琳學姊、淑慈學姊和怡萱學姊策劃今天的活動讓大家

收穫滿滿。 

(五) 9 月 7 日晚上 7 時假東吳 2127 會議室舉辦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六) 9 月 18 日(日)上午 9 時假京站威秀影城舉辦電影欣賞會-「灣生回家」，感謝會員

們共襄盛舉來參與，雖然不像一般電影有高潮迭起的劇情，但是紀錄片中的主角

們「灣生」感情真摯的流露，尤其對台灣這個故鄉的喜愛，真的深深撼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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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5 日(六)下午 2 時 3 假西雅圖世貿店舉辦 coffee time-「搞不定『人』，一

切免談」。 

2. 10 月 19 日下午 7 時假台北世貿聯誼社舉辦 105 學年度第 1 次協會發展會議。 

 

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學士班學生會 9 月 1 日下午舉行大一新生迎新活動。9 月 3 日、9 月 7 日及 9

月 14 日分別舉行碩士在職專班、碩士班與博士班迎新餐會或座談會。 

二、經濟學系學生事務小組 9 月 1 日開會審查學碩士一貫學程(共有 6 位同學提出申請並審

核通過)及辦公室行政工讀生。 

三、經濟學系袁國芝老師 9 月 2~10 日前往澳門大學進行學術研究。 

四、9 月 5~8 日經濟學系配合德育中心舉辦 105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9 月

5 日下午辦理大一新生輔導選課，由陶宏麟主任主持介紹學系，邀請一年級導師賴志芳

老師、陳碧綉老師與林沁雄老師(代理) 歡迎新生加入本系，輔導助教張佳寧助教、許

紘睿助教與江美玲助教介紹本系各項相關規定。另邀請今年畢業的曾任慶學長、薛喻文

學姐、劉亭彣學姐返校經驗分享，並介紹學習與讀書方法。 

五、9 月 8 日晚上商學院傅祖壇院長、經濟學系陶宏麟主任、孫嘉宏老師與南開大學經濟學

系主任、老師於台北首都飯店餐敘，並商談兩系交流相關事宜，規劃本系 105 學年度第

二學期移地教學活動前往南開大學經濟學系的可能性。 

六、9 月 11 日經濟系系友高爾夫球聯誼賽於揚昇球場舉行。 

七、9 月 12 日經濟學系 10 名大陸交換生與 4 名自費研修生到學系辦公室報到，進行學系介

紹與選課輔導。 

八、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位客座教授馬來西亞 University Sains Malaysi 徐國鋒教授 9 月

12 日上午到學系報到，中午與本系陶宏麟主任、謝智源老師、袁國芝老師進行餐敘。 

九、9 月 21 日召開經濟學系徵才小組會議，討論「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專案教師評量辦法」

(草案)及 106~108 攬才計畫。 

十、經濟學系 9 月 21 日經濟論壇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李淳副執行長，演

講主題:台灣經濟困境及 TPP 對台灣的意義。 

十一、 經濟學系 9 月 23 日 13:00 召開學系導師會議，修定本系導師制度實施狀況，並討論

本學期導師輔導工作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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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經濟學系 9 月 23 日 13:30 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會中決議: (1) 修訂「東吳大

學經濟學系專案教師評量辦法」，(2) 通過 106 至 108 學年東吳大學經濟系攬才計

畫，(3) 通過檢討碩士班與碩專班專業核心能力及其與教育目標的關聯性，(4)通過

審核賴志芳助理教授擔任博士班「總體經濟學」資格考試委員資格，(5) 訂通過並

更名為「東吳大學經濟學系研究生發表研究論文獎助辦法」，(6) 碩士班與碩專班

自 106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舉行資格考核，考核方式為論文研究計畫審查(書面或口

試)，由指導教授決定擇一進行，(7) 通過修定「東吳大學經濟學系總結性課程辦

法」，(8) 通過修訂「東吳大學英語能力檢測報名費補助辦法」。 

十三、 經濟學系 9 月 30 日邀請馬來西亞 University Sains Malaysi 徐國鋒教授演講

「Productivity Change of the Japanese Airport Industry」。 

十四、 經濟學系 9 月 20 日研究生繳交指導教授暨論文題目報告單。 

十五、 經濟學系 9 月 23 日系教評會通過兼任教師黃晉偉及宋安德改聘案。 

十六、 經二 B 史巧慈同學與劉柔萱同學榮獲「104 學年度中國文學系平面廣告創意文案比

賽」佳作。 

十七、 經濟學系承辦獎學金： 

(一) 漢儒基金會獎學金 (每名 10000 元，清寒)， 

(二) 國泰世華銀行「陳謙治鄭懿琳夫婦獎學金」(二、三年級各 2 名，每名 10000

元，清寒優先)，  

(三) 南山人壽獎學金(每名 10000 元，3 名) 

 

會計學系 

一、重要會議及活動 

(一) 9 月 5 日下午 1：30 舉辦大一新生學系輔導，進行學系介紹、選課輔導並由導師主

持班級時間進行班級輔導。 

(二) 會計學系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產學合作，共同辦理第 27 期「會

計師專業課程學分班」，籌辦簽約相關事宜。本期開設「初級會計學」、「中級會計學」、

「成本會計學」、「高等會計學」、「審計學」、「管理會計學」及「稅務法規」等學分

班。 

(三) 9 月 7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論系務工作分配、會計學各科期中期

末統一考試時間、106 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內容、106 學年度碩士班暨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內容、第 28 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籌備工作、討論「優九聯

盟」跨校輔系與雙主修開放事宜、及本系與 AIA 英國國際會計師公會合作等議題。 

(四) 9 月 7 日下午 4：00 及晚上 6：30 分別舉行碩士班及碩專班新生座談會，本學期碩

士班新生 32 人（含 1 位陸生，1 位僑生）。碩專班新生 31 人，另休學 2 人。 

(五) 9 月 20 日舉行東吳法商講座禮聘張盛和教授歡迎茶會，由潘維大校長頒發聘書，包

括賦稅署李慶華署長、台北市國稅局何瑞芳局長、財政部國際財政司宋秀玲司長、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金學院張璠院長、土地銀行凌忠嫄董事長、台灣中小企銀朱潤

逢董事長、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吳英世董事長、本系系友會王金山會長

及本校師長等 50 餘人到場觀禮。 

(六) 國內四大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於九月起陸續舉辦校園徵才說明會，向本系的應屆畢

業生學生們介紹事務所，其中包含事務所提供的工作環境、工作內容概況、事務所

的內部文化、固定舉行的活動以及日後升遷外派的工作機會等等，以期能使學生們

在進入職場前對事務所能有所認識。 

1. 9 月 21 日協辦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 

2. 9 月 23 日協辦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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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學期本系招收 5 位大陸交換生（繳交大陸學校學費，來台研習一學期）：西南政法

大學會計學院何昕芮、南京大學會計學系吳秋雨、山東大學會計學院馬玉、北京科

技大學會計學院張豔、東南大學會計系楊之琳。 

(八) 本學期碩士班招收 1 位境外自費研修生（研修一學期）：廣西師範大學張琳琳。 

(九) 本學年本系招收陸生至學士班就讀 4 年（境外學位生），會一 A 2 名，會一 B 2 名，

會一 C 2 名，會一 D 1 名共 7 名；碩士生招收 1 名陸生（境外學位生）。 

(十) 會計學系 9 月份總計舉行 2 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9 月 30 日邀請蘇州大學會計學

系羅正英教授蒞校進行專題演講，下午及晚上各一場演講題目分別為「大陸新創公

司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研究」、「大陸資本市場發展與企業創新」。 

二、系務： 

(一) 籌辦第 28 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 

(二) 因應本院加入 AACSB 實地訪評作業，籌備各項訪視資料。 

(三) 安排本學期專任助教及碩士生值班表。 

(四) 協助新學年用書訂購、安排負責助教、規劃放置地點與發放書籍等事宜。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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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第一場宣傳活動於

9 月 29 日正式開跑，由柯瓊鳳老師率先前往台北市私立薇閣中學舉辦說明會，緊

接著 10 月份分別前往中和高中、南港高中等學校進行宣傳。 

三、教務： 

(一) 9 月 13 日至 23 日辦理學生加退選。審核語音選課結果、檢討語音選課條件之設定。 

(二) 彙整 105 學年第 1 學期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相關資料，提報

教務處辦理聘任指導教授相關事宜。本學期計有碩士班 26 人、碩專班 27 人提交。 

(三) 辦理「輔系生」、「雙主修生」、「轉系生」、及「轉學生」之學分抵免。 

 

企業管理學系 

一、9 月 1 日輔導系學生會舉辦 105 學年度第 47 屆企管系迎新茶會。 

二、辦理 105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入學輔導、迎新相關事宜： 

(一) 9 月 11 日舉辦「105 學年度企業管理學系第 29 屆碩士班暨第 17 屆碩士在職專班新

生迎新座談會」介紹本系師長及召開新生班會。 

(二) 辦理碩士班新生置物櫃分配使用。 

(三) 辦理新生資料建檔，包括個人資料表、通訊資料及個人相片。 

(四) 辦理新生學分抵免事宜。 

(五) 將碩士班及碩專班新生學生證交由城區管理組完成開放門禁卡權限使用，以利學生

方便進出本大樓研究室。 

三、9 月 21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議題討論：推舉專任

教師胡凱傑副教授升等－「研究著作」外審委員案。 

四、9 月 21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議題討論： 

(一) 105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成立事宜。 

(二) 105 學年度各學制招生簡章討論事宜。 

(三) 大學部轉學考科目討論事宜。 

五、9 月 26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議題討論：討論並推

舉本系專任教師胡凱傑副教授升等教授「研究著作」外審委員名單。 

六、獎助學金申請： 

(一) 財團法人紀念李建成先生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提供 10 名獎助名額，接受申請期限

至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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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學生獎助學金，接受申請期限至 10 月 14 日。 

(三) 翰鼎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接受申請期限至 10 月 21 日。 

(四) 翰鼎會計記帳士事務所獎助學金，接受申請期限至 10 月 21 日。 

(五) 財團法人台北市志松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獎學金，接受申請期限至 10 月 7 日。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邀請三位客座教授，包括天津大學王媛副教授（105.9.11～10.22）、

美國 glyfein 公司周永怡副教授（ 105.10.23～ 12.3）、蘇州大學顧建清副教授

(105.12.4~106.1.14)，分別教授大學部(貿四)全球經營專題研討(二)、碩士班(貿碩金二)全

球經營專題研討(一)及碩專班(貿碩專二)全球經營專題研討(一)。 

二、9 月 6 日下午 14 時，假 R2524，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師生六人至本系訪問，並與本系同學

交流座談。 

三、9 月 5 日下午 13:30，假城中 2123 會議室，舉行新生第一哩活動學系時間，由陳宏易主

任為大一新生簡報，讓同學們更加了解國貿系，並由呂鴻玲秘書講解選課需知，另外，

也邀請貿一 A 謝效昭導師和貿一 B 陳惠芳導師出席勉勵新生，最後由余建翰系友(源建

企業有限公司業務經理)的精彩演講為第一哩活動畫下句點。 

四、9 月 5 日下午 18：30，假 2123 會議室，舉辦「105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迎新座

談會」。 

五、辦理經濟部國貿局「105 年度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

畫」，計畫核銷結案暨成果報告提交事宜。 

六、9 月 13~23 日辦理學生選課事宜。 

七、9 月 30 日提交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申請事宜。 

八、辦理 106、107 學年度攬才計畫書。 

九、辦理教師升等外審事宜。 

十、辦理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獎學金、南山人壽獎學金、國貿系清寒獎助學金、公告

事宜。 

十一、 辦理教育部校務資料庫 105 年度 10 期表冊填報作業。 

十二、 9 月 13 日中午 12：00，假 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

教評會，議題內容如下： 

(一) 確認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會議紀錄。 

(二) 審查孫效孔兼任助理教授改聘兼任副教授案。 

十三、 9 月 13 日中午 12：30，假 R2127 商學院會議室，舉辦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

教師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議題內容如下： 

(一) 謝效昭老師分享休假成果發表。 

(二) 陳惠芳老師分享休假成果發表。 

十四、 9 月 13 日中午 12：50，假 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

務會議，議題內容如下： 

(一) 確認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會議紀錄。 

(二) 確認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三) 推舉教授升等案之系教評會委員事宜。 

(四) 討論 106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招生簡章學系分則修訂(繁星及個人申請)建議調查

表事宜。 

(五) 討論 106 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學系簡章分則修訂調查表事宜。 

(六) 討論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碩士班考試及碩專班招生簡章事宜。 

(七) 討論客座教授授聘任事宜。 

(八) 討論碩士班導師制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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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討論林柏煒電腦專任助教長聘事宜。 

十五、 9 月 19 日下午 19：00，假 2524 教室，陳宏易主任舉辦「貿碩專一導生會」。 

十六、 9 月 21 日中午 12：10，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

會，議題內容：審查黃寶玉專任副教授升等專任教授案。 

十七、 9 月 23 日中午 12：00，假 2123 會議室，出席 AOL 講習。 

十八、 9 月 23 日下午 13：30，假 2127 商學院會議室，出席 AACSB 會議。 

十九、 9 月 26 日上午 10:00，進行 104 學年度新增資產盤點復盤作業。 

二十、 9 月 1 日下午 19：00，假 2524 教室，召開系友會第六屆第 4 次理事會。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 9 月 7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論各學制入學招生簡章分則、學士班個人申請逕予錄取、

身心障礙學生招生簡章分則、入學新生高三下成績表現不盡理學生之輔導措施、優九

聯盟跨校輔系雙主修意願調查、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等案。 

二、 9 月 7 日召開預算暨校務發展計畫小組會議，討論 106-108 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分

配。 

三、 德慎獎助學金申請。 

四、 9 月 21 日舉辦碩士新生座談會。 

五、 9 月 24 日舉辦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座談會及學位考試說明會。 

六、 9 月 30 日舉辦南山人壽「大學學生獎學金說明會」。 

資訊管理學系 

一、 辦理碩士班學生學分抵免申請。 

二、 排定 104 學年度大學部兼任助教課程。 

三、 9 月 8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機房指導委員會。 

四、 9 月 8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招生委員會。 

五、 9 月 8 日下午辦理碩士、碩專班新生座談會，會中並邀請本系全體專任教師與新生座

談交流，介紹每位教師之研究領域及學術專長。 

六、 9 月 12 日辦理自費研修生選課輔導。 

七、 9 月 22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發展委員會。 

八、 9 月 26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 

九、 9 月 29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十、 完成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編列。 

十一、 協助商學院進行 AACSB 評鑑相關業務。 

十二、 籌備 105 學年度業界實習、專業實習。 

十三、 完成 105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經費請購，共完成採購印表機、伺服器、行動載具

等設備。 

十四、 完成各學制課程外審審查委員意見回應及具體改善計畫。 

十五、 完成產業實習自評績效回應。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9 月 5~9 日商進班舉辦一系列新生第一哩活動，由商進班在學之學長姐引領新生導覽各

相關單位，以利未來洽辦各項事務時有所認識。 

二、9 月 5 日舉辦 105 學年度大一新生暨轉學新生迎新說明會，除由商進班班主任致詞開場

外，教務處註課組組長亦到場為新生介紹選課須知及相關注意事項。 

三、9 月 7 日在 2219 電腦教室辦理 105 學年度大一新生選課輔導活動，是日亦是大一新生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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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開始日，由於學生於迎新說明會時收到系辦發送之簡介，學生對商進有初步之認識，

因此在說明各項選課事項後，請同學進系統進行選課，當日亦有熱心的大二以上數位同

學在場協助新生操作，拉進彼此距離。說明會歷時約兩小時。 

四、配合轉學生選課日，9 月 9 日在 2219 電腦教室辦理 105 學年度轉學新生選課輔導活動，

由助教及秘書在場協助轉學新生操作電腦選課。 

五、請相關學系推薦課程委員會及徵詢各授課教師擔任學程導師之意願。 

六、致 105 第一學期各授課教師相關事務函及學期行事摘要，並請填報擬辦理活動之申請。 

七、填報 106-108 學年度之校發計畫。 

八、填報教育部大學院校校務資料庫 105 年度 10 期表冊。 

九、草擬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外審審查意見回應表。 

十、本學期加退選後有一門課程[稅務會計]僅有 2 人修選，予以停開。 

十一、 參與 AACSB Assurance of Learning 講習，蒐集整理 AACSB 相關資料。 

十二、 辦理其他事宜：學生畢業離校及休、退學手續、選課輔導、經費核銷、導師生編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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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十月 

一、 院務行政  

（一）提報巨量資料分析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計畫書（預定 106 學年度起招

生），本案經由教務處於 105 年 9 月 30 日函送教育部。 

（二）辦理 105 年 9 月 21 日張善政講座教授兼榮譽院長聘任記者會及專題演講（雙溪場

次）。 

（三）研擬本院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暨 106 學年度預算規劃。 

（四）學生選課諮詢與輔導。 

（五）協助教師印製講義、課程異動、借用教室、設備故障排除等。 

（六）持續更新學院中英文網站資訊及維護管理學院相關臉書粉絲團。 

（七）辦理新生輔導活動：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及碩專班新生座談會。 

（八）配合教務處招生組作業，提出 106 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簡章分則修訂意見。 

二、 產學合作  

（一）9 月 1 日，許晉雄主任與黃福銘老師及葉向原老師，與數位百商科技公司討論膚質

大數據合作。 

（二）9 月 2 日，許晉雄主任與胡筱薇老師參與「2016 E 政府危機管理與輿情應對高峰論

壇」。本研習會分享公部門該如何應用、處理輿情，及數位調查新方向，並透過案

例分享獲得更詳實的解決方案。 

（三）許晉雄主任於 9 月 14 日代表學院至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擔任”雲端與大數據人才培

育計畫”評審委員。 

（四）許晉雄主任於 9 月 26 日，與資策會討論本院與華南金控主辦的金融科技全國大專院

校競賽記者會，並於會中討論到金融與大數據的競賽、培訓或研究計畫之合作。 

（五）與社資處及富邦金控持續討論產學合作，主要規劃於 105 學年第二學期，在本院開

設金融與大數據 2 個學分的課程，課程內容涵蓋金控內，各部門之科技發展趨勢，

計畫於每週三下午 3:30-5:20 開設此門課程。 

（六）9 月 29 日，許晉雄主任及葉向原老師，與崇友實業唐國維協理討論 AI（人工智慧）

與大數據結合的產學合作。 

三、 籌辦 105 年 10 月 22、23 日「2016 全球大數據國際會議」 

（一）已完成進度 

1. 邀約企業擺台活動及企業論壇活動。 

2. 製作貴賓電子邀請函、貴賓紙本邀請卡、紙本海報、企業廠商簡介及演講者簡

介等文宣品。 

3. 租賃研討會特約交通車及申請借用校內研討會場地。 

4. 研擬校長致詞稿、新聞採訪稿及研討會感謝狀。 

5. 規劃重要貴賓接風晚宴。 

6. 申請科技部舉辦國際研討會補助。 

7. 安排演講者住宿與交通。 

8. 訂製研討會來賓資料袋與貴賓贈禮。 

（二）10 月份工作重點 

1. 規劃企業擺台活動，包含背板輸出、廠商溝通、活動設計等。 

2. 辦理大陸學者演講者來台手續及準備演講者與主持人酬金。 

3. 訓練本學院工讀生支援研討會活動。 

4. 持續活動推廣，包括推廣學生優惠票、經營研討會粉絲專區網站社及群廣告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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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與行銷。。 

5. 籌劃本學院 D-Lab 擺台活動。 

6. 邀請重要產、官、學、研各界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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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十月 

第一組 

1.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辦理本校聘用之專、兼

職人員定期查閱作業。 

2. 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辦理本校聘任之專、兼任教師定期查

閱作業。 

3. 於 105 年 9 月 12 日召開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任務小組第二次會議，會中針對教師免評資

格、評鑑頻率及評鑑標準等進行討論。 

4. 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辦理新聘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薪級核敘通知。 

5. 向台北市政府勞動局陳報本校工友工作規則修訂案，並於 105 年 9 月 13 日獲准同意核

備。 

6. 完成台灣高鐵企業會員之申請，並於 105 年 9 月 2 日發函周知購票程序及注意事項。 

7. 辦理聘任法務顧問相關事宜，並發函周知自 105 年 10 月 1 日起由存誠法律事務所提供本

校法務專業服務。 

8. 函覆校友總會有關講座設置及經費結餘事宜。 

9. 研擬修訂「東吳大學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東吳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

法」、「東吳大學教職員工出差、加班、誤餐、值勤等費支給標準」、「東吳大學職員聘任辦

法」及「東吳大學職工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以符法規及實際執行之需。 

10. 籌辦 U9 聯盟人事交流會議。 

11. 持續辦理專任職員、助教、計畫人員及兼任輔導員聘任作業。 

12. 持續辦理教師聘僱許可及校外兼課徵詢作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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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職員工 105 年 10 月份薪資已作業完成，並已於 10 月 5 日發放。另產學合作等計畫專

任助理 9 月份人事費已於 9 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05 年 8 月人事費亦已於 105 年

9 月 25 日發放。 

2. 辦理教職員工公保、勞保、健保、團保等相關異動作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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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個

人應繳之保費及各單位應負擔之勞保費及勞退金。 

4. 製發 105 年 8 月份研究計畫各項保費分擔表及補充保費核定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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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辦理公保、勞保、團保等各項保險給付申請，以及退休人員 105 年 9 月公保超額年金核

發及 8 月 1 日 2 名退休人員之首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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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月 9 日與總務處、理學院合辦職業安全衛生訓練，邀請前台北市勞工局勞動檢查處鄭

進順科長主講「職業安全衛生法中勞工之權利與義務」，除實驗室人員及學生參與外，計

有教職員工 78 人參加。 

8. 賡續規劃 105 學年度學術暨行政主管知行營活動，預計於 106 年 2 月 8-10 日舉行。 

9. 行政人員為提升英語能力，報名參與推廣部英文課程。193 期課程於 9 月底陸續結束，

共計 7 人全勤完成研習。194 期截止報名共計 10 人完成報名。 

10. 辦理 105 年總統秋節慰問金申請及發送。 

11. 函請全校同仁響應「一日捐」活動，捐款簽名單於 10 月 7 日截止收件。 

12. 支援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辦理同仁健檢補助，計 14 人提出申請。 

13. 支援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製作及核發教師節「敬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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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十月 

第一組 

一、 本校105年8月份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及人事費明細表，於105年9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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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經費執行情形表，於105年9月30

日陳副校長核閱。 

三、 本校105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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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送人事室酌參。 

四、 105年9月份傳票編製共計1,364張。 

五、 104學年度決算作業，辦理年度結帳，調整預收、預付、應收及應付事項；資誠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於105年9月12日蒞校進行查帳作業。 

六、 編製「104學年度使用基金孳息支出明細表」，於105年10月3日送總務處。 

七、 完成106-108校務計畫提報作業。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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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 科技部之「明代翰林館課評點研究」計畫 105年10月5日 

2 中文系 科技部之「明代尚書類科舉用書探究」計畫 105年10月5日 

3 哲學系 科技部之「正義的轉型與轉型正義(III-II & 

III-III)」計畫 

105年9月12日 

4 哲學系 科技部之「新儒家哲學的類型論之探究」

計畫 

105年9月22日 

5 哲學系 科技部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博士後研究」

計畫 

105年9月23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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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 

8 哲學系 科技部之「由宋明儒者對定靜工夫的詮釋

理路論「內靜外敬」之實踐可能」計畫 

105年10月6日 

9 哲學系 科技部之「知識與行動」計畫 105年10月6日 

10 哲學系 科技部之「統一性的概念：從德行倫理學到

道德完善論」計畫 

105年10月11日 

11 歷史系 科技部之「地理與歷史之間：民初地方士

人的地志書寫與知識轉型（Ⅱ）」計畫 

105年9月22日 

12 歷史系 科技部之「魏了翁與端平初年的政局」計

畫 

105年10月5日 

13 歷史系 科技部之「〈乾隆四十九年臺灣番界紫線

圖〉與邊區社會的變遷：以淡水廳為中

心」計畫 

105年10月5日 

14 政治系 科技部之「大國霸權競爭下小國的國際政

治自主、軍事安全、與經濟發展：一個交互

強化的邏輯」計畫 

105年9月20日 

15 政治系 科技部之「臺灣公權是否有人權?公務人員 10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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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訓練政策評估與設計」計畫 

16 政治系 科技部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博士後研究」

計畫 

105年9月23日 

17 政治系 科技部之「青年的政治涉入：青年積極份子

與政黨青年黨員之研究」計畫 

105年10月5日 

18 政治系 科技部之「台灣公民團體的變遷與持續

(1/2)」計畫 

105年10月5日 

19 政治系 科技部之「三維空間家戶資料建置與空間

抽樣理論建構」計畫 

105年10月5日 

20 社會系 科技部之「王者流行之聲：文夏台灣歌謠跨

界/跨語翻唱曲的社會文化意義探究」計畫 

105年10月11日 

21 音樂系 科技部之「從奧格斯堡聖詩學收藏考據臺

語聖詩中的德語詩歌來源」計畫 

105年10月5日 

22 師資培育

中心 

科技部之「社會學習領域公民科有效教學

之公民素養成效研究：第三空間學習認同

建構之檢視」計畫 

105年9月22日 

23 師資培育

中心 

科技部之「由活動理論透視「傳統」及

「學習共同體」教學環境下學生的學習困

境」計畫 

105年9月22日 

24 英文系 科技部之「選民對從政者性別刻板印象之

意見分析」計畫 

105年9月12日 

25 英文系 科技部之「後跨文化戲劇」計畫 105年9月21日 

26 日文系 科技部之「探討日語教育中引用用法之現

狀與問題」計畫 

105年9月6日 

27 日文系 科技部之「12年國教實施下的銜接性日語

教材研發(II) 」計畫 

105年9月12日 

28 日文系 科技部之「日語和台灣客語的共同詞彙」計

畫 

105年9月21日 

29 

 
日文系 科技部之「日語論說文之文意連貫性初探」

計畫 

105年9月21日 

30 日文系 科技部之「動詞連用形接尾詞化之研究

(Ⅱ)」計畫 

105年9月21日 

31 日文系 科技部之「從認知語意學看日語形容詞的

造詞」計畫 

105年9月21日 

32 日文系 科技部之「日語條件表現「 tosuruto」

「tosureba」「tositara」」計畫 

105年10月5日 

33 數學系 科技部之「醫學流行病學中在zero-inflated

模型下矯正缺失干擾因子偏差之研究」計

畫 

105年10月5日 

34 物理系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之「8頓科學巡迴 

車展品委託規劃」計畫 

105年9月2日 

35 物理系 科技部之「可量測溫度，磁化率，T2，並且

抑制脂肪信號的全新磁共振導航技術之開

發：應用於聚焦超音波熱治療」計畫 

105年9月8日 

36 物理系 科技部之「張量量子起伏及其在宇宙學上 105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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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計畫 

37 微生物系 科技部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博士後研究」

計畫 

105年9月23日 

38 微生物系 科技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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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105年10月5日 

39 心理系 科技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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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105年10月5日 

40 法律系 科技部之「民初大理院非常上訴判決之研

究」計畫 

105年9月7日 

41 法律系 科技部之「臺灣行政罰法中行政罰概念之

檢討及確立」計畫 

105年9月12日 

42 法律系 科技部之「國際稅法問題之研究---(一)居民

稅收管轄權之探討、(二)跨國投資所得之課

稅問題、(三)財產課稅問題」計畫 

105年9月22日 

43 法律系 科技部之「醫療刑事責任合理化及其相應

制度之研究」計畫 

105年9月22日 

44 法律系 科技部之「能源憲章條約徵收條款之研究

— 以 Yukos Universal Limited v. Russian 

Federation一案為中心」計畫 

105年9月22日 

45 法律系 科技部之「人體試驗同意權人法制之研究」

計畫 

105年9月22日 

46 法律系 科技部之「翻轉教學 學習無國界─從著作

權法探究MOOCs相關的法律爭議」計畫 

105年9月22日 

47 法律系 科技部之「論信用違約交換金融商品應有

規範之比較研究」計畫 

105年9月7日 

48 法律系 科技部之「信賴保護作為客觀之法律原則

或基本權？ - 以大法官之憲法解釋實務觀

察」計畫 

105年10月5日 

49 法律系 科技部之「跨境子女親權行使與交付問題-

-從日本2013年有關跨國子女交付請求與執

行程序之最新立法論我國涉外未成年子女

親權行使之處理現況與課題」計畫 

105年10月5日 

50 法律系 科技部之「德國單軌制股份公司之配套規

範對我國之啟示」計畫 

105年10月11日 

51 企管系 新竹科學園區之「民行動數位遊戲學習模

組課程」計畫 

105年9月7日 

52 企管系 科技部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博士後研究」

計畫 

105年9月26日 

53 經濟系 科技部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博士後研究」

計畫 

105年9月26日 

54 經濟系 科技部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博士後研究」

計畫 

105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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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一、 104學年度單位預算執行狀況已陳核並發送預算小組、校務會議預算委員會研究發展組

及各直屬單位參考。 

二、 完成106~108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 

三、 完成105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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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固定及非固定薪資所得扣繳申報。 

五、 提供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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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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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5 生涯發展

中心 

105-A-05-1605-5-01 推動分流制度 

02 6400 商學院 105-D-06-6400-5-06 推動學術與行政品保制度 

03 0710 健康暨諮

商中心 

105-D-03-0710-2-01 提升行政服務品質 

04 0710 健康暨諮

商中心 

105-B-01-0710-5-06 健體方案 

05 0710 健康暨諮

商中心 

105-B-02-0710-5-02 東吳第二哩-【成長】團隊合作方案 

06 0710 健康暨諮

商中心 

105-D-01-0710-5-03 提升人力素質 

07 1301 研究事務

組 

105-A-04-1301-2-01 建立特色研究領域 

08 5803 化學系 105-A-05-5803-5-12 推動分流制度 

09 0710 健康暨諮

商中心 

105-A-01-0710-5-01 強化學生未來發展競爭力 

10 5501 英文學系 105-C-01-5501-4-01 英文學系暑期英國英語文學分研

習團 

11 5208 師資培育

中心 

105-B-01-5208-5-08 崇德方案 

12 5208 師資培育

中心 

105-A-02-5208-5-14 學生生涯發展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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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十月 
【圖書館】 

一、 9 月 12 日(一)召開本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議，討論 105 學年度圖書館週書展活動企畫、

廢止「閱覽室 24 小時開放」加開考後一週措施及「東吳大學圖書館提供捐款人士使用圖

書館辦法」中有關延長捐款人閱覽証有效期限等事宜。 

二、 9 月 25 日(日)至 10 月 2 日(日)夏威夷大學法律學院康雅信教授(University of Hawaii，

Alison W. Conner)蒞校參訪，本館負責接待及協助其蒐集本校法學院歷史資料等事宜。 

三、 9 月 26 日(一)召開本學年度第 4 次主管會議，規劃及討論「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

畫」內容及「105 學年志工招募說明會」等事宜。 

四、 整理 104 學年度指定捐款圖書館專款專用經費及「圖書館二手書-捐滴東吳活動」支用報

告。 

五、 製作第 42 期圖書館館訊電子報。 

六、 規劃及辦理本館將於 10 月 4 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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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聯盟與圖書館」實務分享會，邀請各夥伴學校圖書

館相關人員參與等籌備事宜。 

七、 北一區行動圖書館館際借書證條碼正式開放，電郵通知各夥伴校使用流程及注意事項。 

八、 北一區 104-105 年度計畫代借代還服務，預計運作至 11 月 30 日。以利 12 月上旬完成運

費核銷，及後續計畫經費結報。 

九、 協助排解夥伴學校各項平台系統操作問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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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3 日 413 萬 7,976 人次 

聯合目錄(匯入) 98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9 月 23 日 742 萬 6,513 筆 

圖書代借代還 
104-105 年度計畫 

104 年 11 月 16 日至 105 年 9 月 23 日 

(13 校) 

總處理量：2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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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3 日 

(15 校) 

總處理件：5,108 人次 

北一區館合證 

(臺大圖書館提供) 

105 年 9 月 1 日至 105 年 9 月 23 日 

當月小計 

進館量/20 人次 

借書量/13 本 

100 年 10 月 12 日至 105 年 9 月 23 日累計 
進館量/4,108 人次  

借書量/3,912 本   

 

十一、 協助夥伴學校館員及讀者排解相關問題統計（統計期間：105.9.1-105.9.23） 

類  型 件數 

系統服務 22 

館員服務 5 

讀者服務 1 

聯合目錄 4 

貨運服務 48 

合  計 22 

 

【技術服務組】 

一、組務： 

(一) 草擬贈書處理辦法修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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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覆八芝連合作館電子資源訂購調查。 

(三) 回覆物理電子期刊聯盟 2016、2017 年度電子期刊訂購調查。 

(四) 填報 104 學年度單位受贈捐款使用說明。 

(五) 使用 105 教卓業務費印刷餘款請購圖書加工用品。 

(六) 票選 2017-2018 年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工作委員改選。 

(七) 編列 106-108 校務發展經費。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105 學年度圖書館統籌經費執行進度(截至 105.9.29)： 

經常門 17,000,000 元，支用 379,566 元，執行率 2.23%。 

資本門 33,260,000 元，支用 760,890 元，執行率 2.28%。 

(二) 105 年度教卓計畫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執行進度(截至 105.9.29) 

經常門非書 160,000 元，支用 159,820 元，執行率 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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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940 元，執行率 99.58%。 

(三) 上傳 NBINet 共 10,246 筆書目（東方語言 7,805 筆+西方語言 2,441 筆） 

三、 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5/08/25-105/09/29） 

(一) 購案核銷與採編維護 

購案 核銷 書目維護 移送閱覽 

38 件 8 件 2,953 筆 2,415 筆 

中文編目 西文編目 日文編目 贈書編目 

748 筆 535 筆 455 筆 625 筆 

期刊編目 期刊驗收 期刊催缺 

175 筆 370 筆 0 筆 

(二) 其他業務處理統計 

項目 數量 

教師新書公告 4 件 

贈書處理（公文、謝函/贈書清冊） 
公文 3 份 

謝函/清冊 6 件 

學報寄送處理（含加工、打包） 0 本 

【讀者服務組】 

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長餐敘」時法律系學生建議閱覽室 24 小時開放加開考後一週，

經 104 學年第 2 學期期中考實際施行後，考後一週凌晨 0 時與 3 時平均僅有 2 至 3 位同

學使用閱覽室。考量學生安全及響應本校節能政策，避免造成學校資源嚴重浪費，圖書

館專簽建請廢止「圖書館閱覽室 24 小時開放」加開考後一週措施，業已核可在案（公

文文號 105BO003210）。 

二、 感謝總務處持續協助圖書館各項工程，其中「建置漫讀區系統書櫃」工程案於 9 月 12 日

（一）辦理初驗合格，9 月 22 日（四）辦理驗收合格。「增設城區分館 6-7 樓內部樓梯」

預期可如期完工。「城區閱覽室整體改善工程」承包廠商申請展延完工日期，恐影響期

中考試閱覽室 24 小時開放服務。8 月底至今館長已與總務長數度討論此案配套預備措

施，期能在校園安全與學生需求間尋求妥善解決方案。 

三、 討論規劃 106-108 校務發展計畫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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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6 雙城記：圖書館陪您走第一哩路」新生活動共有三項子活動： 

(一)「我在 B612 行星」：透過題卡設計、實地走訪找尋答案與集點蓋章的過程，讓學生

了解圖書資料查詢方式，以及館內各樓層空間配置。 

(二)「e 計畫」：透過線上闖關活動，讓學生了解圖書館各類型資源的使用方式。 

(三)「致青春：新生影展」：現場播放四部青春熱門電影，透過青春影像紀事，找回學

習的熱情與動力。 

系列活動自 9 月 12 日(一)至 9 月 30 日(五)止，同學反應熱烈共計 653 人次參與，活動

滿意度問卷分析 KPI 達 4.32。 

五、 籌備教學卓越計劃系列活動，包含 10 月份二場演講活動、11 月 1 日(二)教學卓越計畫

實地訪評暨世界知識書展布展事宜。 

六、 完成全校教職員生自動化系統、門禁系統、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讀者檔更新事宜，

以及東福生物專班、東福法律專班辦證建檔事宜，俾利刷卡入館借書。 

七、 完成教科書區與教師指定參考用書更新事宜，截至目前為止兩校區共計設定 1,631 冊。 

八、 讀者服務組各項業務月統計資料： 

(一)讀者服務組各項業務月統計資料（整合兩校區數據）： 

借書、還書、續借、預約等(含非書資料)統計資料每學期陳報一次。 

新收中文書

(冊) 

新收西文

書(冊) 

新收非書資

料(件) 
參考諮詢 

淘汰處理 

(冊/件) 

圖書修護 

、裝訂

(冊) 

證件核發 

666 160 4 795 918 8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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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329 210 91 204 
賠書:9 

賠款:4 

164 筆 

5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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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 8 28 
本校 22,908 

校外 596 
68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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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4 55 
20 場 

367 人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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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12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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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讀者檔轉檔作業。 

(二) 配合財保組進行個人新增財產盤點作業。 

(三) 配合學期開始，重新設定兩校區資訊檢索區個人電腦的關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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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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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完成圖書館 APP 年度維護合約請購案。 

四、持續進行「106-108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相關作業，進行計畫撰寫與預算編列作業。 

五、處理非書資料室及門禁系統電腦系統更換與設定事宜。 

六、規劃端木前校長檔案資料數位化進度，並進行網頁建置討論。 

七、本學年度第一學期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教育訓練活動已發函至各學系所。兩校

區各舉辦一場，雙溪校區：9/27(二)10:00~12:00，數位學習室。城中校區：

9/30(五)10:00~12:00，城區分館學習共享空間。 

八、與資料庫廠商討論 JSTOR 新版平台，包括：使用情況、被拒次數統計、各套裝使用分

析、學科主題使用等分析數據。 

九、九月份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計 15 場，計 265 人次參加。 

(一)中正圖書館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2016/9/08 15:00~16:30 東吳專班圖書館導覽及資料庫講習課程/國際處 52 

2016/9/12 14:30~15:30 如何利用圖書館/歷史一 30 

2016/9/13 15:00~16:30 如何利用圖書館/歷史一 30 

2016/9/19 08:30~10:30 社會系相關電子資源介紹/社會三 28 

2016/9/20 13:30~15:30 EndNote X7 基礎課程/社工碩一 10 

2016/9/21 08:30~10:00 社會系相關電子資源介紹/社會三 36 

2016/9/21 14:30~15:30 如何利用圖書館 3 

2016/9/26 08:30~10:30 社會系相關電子資源介紹/社會三 預約 

2016/9/26 15:30~17:30 社會系相關電子資源介紹/社工二 預約 

2016/9/27 10:00~12:00 Turnitin 教育訓練活動 預約 

2016/9/28 08:30~10:00 社會系相關電子資源介紹/社會三 預約 

2016/9/29 14:30~15:30 如何利用圖書館 預約 

(二)城區分館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2016/9/20 14:30~15:30 如何利用圖書館 2 

2016/9/20 09:10~10:10 如何利用圖書館/大一經濟系 38 

2016/9/22 10:10~12:10 撰寫論文報告與資料搜尋/企管碩一 36 

十、業務統計 

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電子資源 [電子期刊]修正電子期刊管理系統之電子期刊

連結網址。 
種 12 

[資料庫]更新 Aremos 單機版、Compustat 資

料庫網路版及 Datastream 資料庫 
個 3 

[資料庫試用] ORBIS Bank Focus、清代宮中

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 
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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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書目資料由學位論文系統轉出 ISO 2709 格式 167 

論文系統上傳相關問題諮詢 32 

郵寄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國家圖書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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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書目與論文全文資料上傳至機構典藏系統計

34 筆。電子檔案權限異動計 32 筆。  
筆 39 

電子資源 

推廣教育 

資料庫、電子書、電子期刊等圖書館利用指

引課程 

場次 15 

人次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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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統計資訊等。 
件 6 

圖書館 

自動化 

書評審核(0) 

件 
      

1,792 
客服問題(3) 

WebPAC 維護-書影圖檔(1789) 

電腦維護 

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8) 

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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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機房管理(0) 

網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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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十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北一區及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聯合規劃辦理「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論

壇及成果發表會」計畫已獲教育部核定通過，合作廠商經評選後已擇定遠見雜誌，刻正

進行各夥伴學校參展資料之蒐集，屆時擬由其中擇優展出，以強化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宣

傳效益，俾利後續經費之爭取。 

二、教育部於 9 月 12 日來函指示，由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協助追蹤教育部與金管會合作辦理

之產學合作實習計畫案後續各校實際辦理情形，目前已依教育部之說明彙整北一區所屬

夥伴學校實習業務承辦人填報之資料，於 9 月 23 日回報教育部。 

三、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補助各校之 ZUVIO 雲端即時反饋系統帳號使用需求調查已截

止，刻正進行採購作業。本校目前約有十餘位教師申請使用，若後續有其他教師對使用

ZUVIO 興趣，請洽教師教學發展組。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理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 教育部訂於 11 月 1 日蒞校進行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實地考評，相關簡報

及流程規劃皆已完成。 

(二) 教育部 105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第 3 期款 1,500 萬元（經常門 1,200 萬元、

資本門 300 萬元）業於 105 年 10 月 7 日入帳。 

(三) 截至 10 月 7 日東吳教學卓越計畫網站瀏覽人次達 3,737,495 人次，最新消息與成果

分享訊息分別為 1,512 則、632 則。 

(四)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 9 月共上傳計畫相關最新消息 5 則、成果 5 則。  

二、隨堂教學助理 

(一) 9 月 13 日舉辦 105 學年第 1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期初說明會，共計有 90 餘位教學助

理參與，對說明會的整體平均滿意度達 92%。 

(二) 105 學年第 1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期中培訓講座，共規劃五大主題 9 個場次，截至 10

月 7 日，目前線上報名累計人次已達 738 人次。 

(三) 完成隨堂教學助理成效滿意度問卷卡片規劃並開始印製，於本學期正式啟用。 

三、語文學習 

(一) 9 月 9 日、10 日分別在兩校區辦理多國語言學習角職前訓練。 

(二) 9 月 19 日、20 日分別在雙兩校區辦理多益英語證照班及多語習得集訓班報名活動，

共計 121 人繳費報名。 

四、校務資料分析中心相關事務 

(一) 「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經費結報事宜，業於 9 月 21 日報部。 

五、其他 

(一) 9 月份各空間累計使用人次統計：城中校區 5615 室 48 人次；雙溪校區 D509 室 158

人次、R210 Lounge 室 20 人次、R210 電腦共 817 人次。 

(二) 9 月份各空間場地滿意度：城中校區 5615 室滿意度 100%；雙溪校區 D509 室滿意度

98%、R210 Lounge 室滿意度 95%。 

【教學科技推廣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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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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次、借用數量(含配件) 96 件。 

(二) D0507 數位教學實驗室：錄製影片共 47 支、使用時數 16 小時。 

二、推廣數位學習應用方案 

(一) 「東吳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目前有 588 位教師已上傳教材，

師生共 13,285 人已上線使用；自 9 月 12 日起至 10 月 11 日止，平台上線人次共

45,286 人，瀏覽量達 986,495 次；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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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資訊站系統 9/6~10/11 申請統計共

計 56 件。 

2.9 月 1 日一教研電視故障排除。 

3.9 月 13 日二教研電視故障排除。 

EXALEAD 巨量系統 1. EXALEAD 第一期教務專案： 

(1)新學年資料更新作業進行中。 

(2)規劃智能平台使用教育訓練。 

3.EXALEAD 第二期學務、社資資訊智能專

案： 

(1)健諮模組已開發完成，持續 debug 

(2)UCAN SPEC 已更新至 v0.0.4，已進

行開發。 

(3)撰寫群育與捐款系統的 SPEC，並修正

德育 SPEC 。 

北一區管考平台 處理北一區管考平台丁表權限。 

黑快馬網站平台 系統平台持續更新。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 1.9/6 支援通識中心 Moodle 介紹。 

2.9/8 討論 Moodle 中加入推廣部課程。 

3.9/13~9/14 支援教務處 Moodle 功能介紹

(兩校區)。 

4.Moodle 平台程式撰寫，點名模組增加學

號與排序。 

5.Moodle 程式研究。 

 

四、遠距視訊庶務 

(一) 9 月 9 日雙溪 D0507 多功能會議室，完成環控系統建置。 

(二) 9 月 11 日城中 5216 遠距會議室完成建置，並於 9/23 完成驗收。 

(三) 9 月 6 日、7 日協助第一哩活動轉播。 

(四) 9 月 21 日協助張善政院長演講活動轉播。 

(五) 9 月 26 日協助馬前總統演講活動轉播。 

五、遠距教學 

(五) 9/8 與北市大、真理大學測試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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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9/13、9/20 支援淡江遠距連線課程。 

(七) 9/26 支援馬前總統講座。 

六、未來先進教室 

(一) 9 月 1 日未來教室設備調校與測試。 

(二) 9 月 6 日通知兩校區上課老師：教室簡介說明。 

七、其他行政業務 

(一) Google 校園版帳號：新增 70 筆。 

(二) 校務資料匯入平台程式撰寫。 

(三) 協助建置 VM 主機供巨資學院呂老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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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十月 

一、 配合執行北一區摩課師計畫，本中心鄭副主任現正進行華語教學影片錄製相關作業。 

二、 本中心現正與韓國釜山大學接洽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 月之四週華語研習團相關作

業事宜，目前該團報名人數確定達 25 人，本中心已向總務處採保組保留東桂、東荊床

位，並依對方需求安排規劃營隊課程。 

三、 因應教學卓越計畫實地訪視執行，本中心將配合教資中心於 10 月 25 日進行訪視預演預

演。 

四、 由華語小老師舉辦之境外學生歡迎會在 9 月 29 日晚間舉行，希望藉由此機會向境外學

生宣傳小老師提供的華語教學服務。 

五、 楓雅學苑宿舍法規說明會已於 9 月 13 日晚間舉行，除了向住宿學生說明有關宿舍各項

法規規範外，也由宿舍幹部協助導覽宿舍公共設備環境及安全設施。 

六、 陸續接獲學生詢問有關華語師資培訓班開課事宜，現正安排開課規劃中。 

七、 105-1 華語教師會議將於 10 月 20 日假華語教學中心舉辦，會議中將與老師們研商評鑑

籌備規畫並了解老師們與華語學生們上課、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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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十月 

一、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一) 完成校務行政系統程式選單手機相容性修正。 

(二) 增加學校增額提撥、個人增額提撥設定及各式報表。 

(三) 因應節能系統，社團借用須讓承辦人可以逐筆審核是否需要收費。 

(四) 完成校友資料的備註欄位字數調整為 1000 字、分機字數調整為 8 個

字。 。 

(五) 協助健諮中心匯出學生保險資料所需資料欄位:學號、系級   。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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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協助推廣部處理製作問題，研討未來推廣部官網界接議題。 

(八) 完成開放學程學分費為可貸",修改減免相關程式。 

(九) 完成 Oracle Data Pump 備份異常 Script 調整，eCampus F/W 光電轉換器

故障處理。 

(十) 持續進行電子化校園系統虛擬化網路基礎架構建置。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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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協助處理 APP 相關問題與協助各單位解決公文相關問題。 

(十三) 持續進行人會總採購相關事務。 

(十四) 進行 OS/2 舊教務系統改版- (教務處系統-學籍系統-新生、轉學生入學作

業)。 

(十五) 畢業標準檢核程式修正及轉將英檢資料重 ORACLE 資料庫轉入 DB2 資

料庫  

二、全校網路設備與相關系統說明 

(一) 完成有線認證交換器安裝、線路切換及驗收。 

(二) 完成東荊學盧無線網路建置。 

(三) 完成全校性與學系 SUN 設備維護請購。 

(四) 完成垃圾郵件防禦系統硬體更換案請購。 

(五) 完成 VOIP 功能測試及修復。 

(六) 完成英官維護請購。 

(七) 完成城中校區 4 大樓骨幹網路請購。 

(八) 完成全校性專線負載平衡系統初驗。 

(九) 完成配合中研院進行 TANet 第二階段骨幹線路移轉。 

(十) 進行兩校區認證閘道器初驗事宜。 

三、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配合秘書室需求，官方網站新增網路直播功能。 

(二) 完成汰換 2315 電腦教室電腦椅。 

(三) 完成中文單位網站改版說明會及教育訓練。 

四、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完成協助教學資源中心架設網路直播網路環境。 

(二) 完成協助教資中心北一區代管主機更換硬碟。 

(三) 完成協助日文系代管主機（163.14.19.48）無法連線問題。 

(四) 完成兩校區註冊會場臨時網路建置。 

(五) 完成提供圖書館城中校區第五大樓 B2 閱覽室無線與有線網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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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完成配合秘書室、德育中心、軍訓室、副校長室、教學科技推廣組、住

宿中心及營繕組申請修改防火牆。 

(七) 協助德文系安裝德文相關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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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  

【體育室】 

一、成為亞洲首位進入美國史密斯籃球名人堂的前 NBA 籃球明星姚明於 105 年 10 月 11 日

中午蒞臨本校，此行特別到餐憶食堂與潘維大校長及師生一同用餐，重溫校園生活；並

在體育館與同學交流分享他與籃球的故事，受到師生熱烈歡迎。此次活動共計約有 25-

30 家媒體到校採訪，透過網路直播，提高本校形象曝光效益。在此非常感謝秘書室、

總務處、學務處、國際處、校安中心、教學資源中心、電算中心及音樂系的師長及同仁

們大力支援，才能使活動順利圓滿。 

 

【體育教學組】 

一、全校體適能檢測作業已依暑假規劃，開學後第三周開始實作檢測，目前大致完成施測。

施測結果未達標準者，依計畫第十周後輔導參加「體適能加強班」或利用最新建置 RFID

系統參加「自主運動計畫」。 

二、開學後兩次颱風運動場館受損不大，風災前置及恢復作業，端賴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組

協助大致已恢復。目前籃球場網球場擋網柱受損部分已提出請修申請。 

三、依學校規定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教材上網，體育室要求第六週老師必須上網上傳教材。 

四、兩校區健身室皆利用暑期稍作維護，並添購部分設備請全校校職員多加利用 

 

【體育活動組】 

一、105 學年度第 39 屆體育週新生盃各項活動將於 10/22~12/18 期間舉辦，今年報名隊數男

籃 23 隊，女籃 18 隊，男排 20 隊，女排 19 隊，羽球 24 隊，桌球 4 隊，共有 902 位大一

新生共同參與，歡迎各位師長到場關心加油。 

二、優九聯盟路跑賽將於 10/22 早上 9：00 在漁人碼頭進行，本校參與優九聯盟路跑賽學生

男生組 447 人、學生女生組 555 人；教職員工暨校友男生組 30 人、女生組 42 人，總計

師生共 1,074 人參與，當天本校由校長指派主秘代表鳴槍領跑。 

三、105 學年度大專聯賽男、女籃及男、女排球項目已完成報名，預備展開本年度的征戰之

旅。去年四隊成績亮眼，男籃全國第五，女籃全國季軍，男排全國季軍，女排全國亞軍，

希望今年能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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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十月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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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8 月至 105 年 7 月，招生狀況如下： 

◎ 日文班 104 學年報名人次 16680 人，總收入為 64,558,405 元。 

103 學年報名人次 16153 人，總收入為 63,150,346 元。 

◎ 韓語班 104 學年報名人次 1265 人，總收入為 4,837,981 元。 

103 學年報名人次 1163 人，總收入為 4,286,729 元。 

◎ 英文班 104 學年報名人次 3181 人，總收入為 12,407,451 元。 

103 學年報名人次 3259 人，總收入為 12,677,386 元。 

◎ 德文班 104 學年報名人次 396 人，總收入為 1,708,733 元。 

103 學年報名人次 464 人，總收入為 1,900,606 元。 

◎ 法文班 104 學年報名人次 81 人，總收入為 376,152 元。 

103 學年報名人次 252 人，總收入為 1,113,705 元。 

◎ 西班牙文班 103 學年報名人次 423 人，總收入為 1,823,258 元。 

103 學年報名人次 492 人，總收入為 1,886,849 元。 

◎ 義大利文班 104 學年未辦理。 

103 學年報名人次 11 人，總收入為 39,021 元。 

◎ 數位人才學苑 104 學年報名人次 1762 人，總收入為 6,555,607 元。 

103 學年報名人次 957 人，總收入為 5,279,004 元。 

◎ 企貿班 104 學年報名人次 526 人，總收入為 3,365,581 元。 

103 學年報名人次 639 人，總收入為 3,767,841 元。 

◎ 文化班 104 學年報名人次 1654 人，總收入為 3,945,887 元。 

103 學年報名人次 1799 人，總收入為 4,069,562 元。   

◎ 雙溪學苑 104 學年報名人次 390 人，總收入為 1,147,231 元。 

103 學年報名人次 471 人，總收入為 1,333,411 元。 

  

【104 學年經常班年度報名總人次 26358 名；總收入為 100,726,286 元。 

103 學年經常班年度報名總人次 25660 名；總收入為 99,504,460 元。】 

 

二、學分班 

◎ 104 學年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1185 人；總收入 10,616,601 元。 

103 學年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1367 人；總收入 12,193,259 元。 

◎ 104 學年推廣部自行開設學分專班人次 46 名；總收入 32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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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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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學分班總人次 1231 名；總收入為 10,942,161 元。 

103 學年學分班總人次 1499 名；總收入為 13,080,824 元。】 

 

三、委訓、合作、補助課程 

◎ 104 學年境外自費研修生(隨班附讀)總人次 269 名；總收入 16,078,9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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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 學年境外自費專班研修生（東福海洋）總人次 54 名；總收入 3,023,460 元。 

103 學年未辦理。 

◎ 104 學年產業人才投資學分專班總人次 307 名；總收入 2,30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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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 學年充電起飛學分專班總人次 24 名；總收入 89,600 元。 

   103 學年充電起飛學分專班總人次 69 名；總收入 324,400 元。 

◎ 104 學年 PMP 專案管理師總人次 480 名；總收入 14,392,600 元。 

103 學年 PMP 專案管理師總人次 566 名；總收入 16,739,480 元。 

◎ 104 學年樂齡大學總人次 45 名；總收入 446,000 元。 

103 學年樂齡大學總人次 40 名；總收入 433,500 元。 

◎ 104 學年高中營隊總人次 635 名；總收入 1,942,401 元。 

103 學年高中營隊總人次 560 名；總收入 2,037,560 元。 

◎ 104 學年企業包班總人次 442 名；總收入 1,439,000 元。 

103 學年企業包班總人次 366 名；總收入 1,192,809 元。 

◎ 104 學年退輔會委訓學分專班總人次 27 名，總收入 222,300 元。 

◎ 104 學年列計溪城講堂人次 314 名；收入 13,953,765 元。 

2015 溪城講堂列計 104 學年人次 253 名；收入 11,628,991 元； 

2016 溪城講堂列計 104 學年人次 61 名；收入 2,32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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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 學年遊學團總人次及總收入認列 105 學年度。 

103 學年遊學團總人次 27 名；總收入 772,700 元。 

◎ 104 學年，線上課程、音樂班、雜項收入，總人次 12 名；總收入 6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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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委訓、合作、補助課程總人次 2609 名；總收入為 53,95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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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台北市政府建教合作課程 
◎ 104 學年應列計總人次 308 名；應列計收入 1,673,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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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應列計總人次 338 名；應列計收入 1,832,300 元。 

 

以上班別 

【104 學年目標收入 145,440,000 元， 

總人次 30506 人，總收入$167,297,109 元，目標達成率約 115.03％ 

103 學年目標收入 121,720,000 元， 

總人次 29901 人，總收入 164,748,354 元，目標達成率約 1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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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十月 

一、雙溪校區每週三、四、五中午學生餐會聚會，每天約 30 人參加。 

二、團契大聚會在每週三晚間舉行，安排一系列專題分享，每次約 40 人參加。 

三、10/3 團契循道班和一對一陪讀開始，分別由黃牧師、黃師母、王光玉傳道、李泳恩、吳

逸民帶領。 

四、10/3 英語自學立約小組開始進行。 

五、城中校牧室每週一、二、四、五傍晚固定聚會、週三晚上為大聚會。 

六、推行英文自學方案，學生開始到安素堂英文自學。 

七、東吳城中教職員團契開始每週四晚上英文查經聚會。 

八、東吳雙溪教職團契經歷多年時間，已讀完聖經一遍，目前閱讀「使徒行傳」，現在新加

入圖書館的教職員一起查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