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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教務長室】 

一、105 年 9 月 5 日於大同大學召開第二次優九聯盟教務長會議。 

二、105 年 11 月 17 日於臺北醫學大學召開第三次優九聯盟教務長會議。 

 

【註冊課務組】 

一、104 學年度研究生業務相關統計數據：申請論文指導教授博士班 13 人；碩士班 325 人；

碩專班 266 人。資格考核博士班 24 人；碩士班 252 人；碩專班 265 人。學位考試博士班

8 人；碩士班 267 人；碩專班 235 人。 

二、完成社會學系、英文學系、德國文化學系、會計學系、企業管理學系、資訊管理學系、

商學進修學士班、師資培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等 6 系共計 9 個受審單位課程外審事宜，

並發函請受審單位於 9 月底前提出自我改善計畫，並送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三、彙整 103 及 104 學年度有辦理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學系之績效自評報告書，並委請學生校

外實習委員會各委員協助審查。報告書業經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於 10 月 15 日

前函送教務部完成報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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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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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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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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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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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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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次 (1051214) 校務會議工作重點報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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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填報教育部各相關統計報表，近三年數據(依據 10 月 15 日當天數據)： 

(一)各學制第一學期學生人數統計表： 

學制＼學年學期 105 一 104 一 103 一 

學士班 12242 12131 11,911 

碩士班 1246 1199 1,193 

博士班 116 102 96 

日間學制合計 

(與前一學年度相較） 

13604 

(↑172) 

13432 

(↑232) 

13,200 

(↑46) 

進修學士班 1156 1211 1,239 

碩士在職專班 1157 1155 1,158 

進修學制合計 

(與前一學年度相較） 

2313 

(↓53) 

2366 

(↓31) 

2,397 

(↓69） 

(二)各學制第二學期畢業人數統計表： 

學制＼學年學期 104二 103二 102二 

學士班 2390 2356 2466 

碩士班 213 244 240 

博士班 5 6 8 

進修學士班 186 151 227 

碩士在職專班 223 224 240 

畢業人數合計 3017 2981 3161 

 

 

(三)各學制第二學期休學人數統計表： 

學制＼學年學期 104二 103二 102二 

學士班 153 126 134 

碩士班 147 155 157 

博士班 9 8 9 

進修學士班 39 45 26 

碩士在職專班 100 88 84 

休學人數合計 448 422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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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學制第二學期退學人數統計表： 

學制＼學年學期 104二 103二 102二 

學士班 112 149 126 

碩士班 49 52 45 

博士班 2 1 3 

進修學士班 25 53 39 

碩士在職專班 48 66 54 

退學人數合計 236 321 267 

 

 

十、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業關懷作業時程及注意事項說明於 10 月 6 日發文至各學系，包含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業關懷統計表。宣傳海報將於 10 月底完成印製並張貼於校園、學

系及教室內公佈欄，另針對學士班及進學班同學發送學業關懷之郵件宣導，預計 11 月 1

日發文各專、兼任教師作業時程及相關事宜。為紓解統一作業期間授課教師集中於期末

作業，可能造成系統負載過重問題，本學期建議授課教師以院分流時程完成提報作業。 

十一、規劃本學期退補費預定日程表，並會辦各相關單位，碩專班退補費作業於 10 月 24 日

結案，11 月 9 日至 11 月 23 日補費，11 月 9 日退費。學士班、博碩士班及進學班擬於

11 月 21 日結案，12 月 7 日至 12 月 21 日補費，12 月 7 日退費。 

十二、截至 105 年 11 月 18 日之教師課程教材上網率為 68.5%，離預定達成 80%之教材上網

率仍有差距。 

十三、本學期教師鐘點彙整已於 10 月 14 日完成作業，並檢送人事室彙辦。另 105 學年度第

二學期課程，業於 10 月中下旬開始進行排課，預定 11 月初完成，11 月中旬送交學系

和授課教師進行確認，12 月 2 日公布課表。 

十四、本校自我評鑑報告書業經教育部 105 年 10 月 24 日函認定(臺教高(三)字第 1050145464B

號)，至 109 年止免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 

 

【招生組】 

一、105 學年度總量名額內各學制招生情形（本表為「註冊人數÷招生名額」） 

部別 學年度 學士班 二年級轉學生 三年級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日間

學制 

105 學年度 96.85% 96.46% 85.05% 86.27% 88.89% 

104 學年度 97.10% 97.33% 71.14% 83.88% 78.95% 

部別 學年度 進修學士班 進學班二年級 進學班三年級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

學制 

105 學年度 88.69% 100% 76.20% 87.94% 

104 學年度 98.54% 96.97% 64.00% 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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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說 

明 

※學士班新生另包含退伍軍人、原住民、派外子女等特種身分考生外加名額

，詳加分析其註冊率（註冊人數÷分發錄取人數）： 

(1)教育部核定名額內註冊率 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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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障甄試錄取 34 名、放棄 4 名、註冊 29 名（去年錄取 32 名，註冊 28 名） 

二、105 學年度名額內學士班各管道招生情形分析(甄選分發扣除放棄) 

入學 

管道 
學年度 

核定

名額 

分發名額 

(已扣放棄) 

註冊

人數 

註冊人數/ 

錄取分發名額 

註冊人數/ 

核定名額 

繁星 

推薦 

105 學年度 401 370 363 98.11% 90.52% 

104 學年度 382 348 345 99.14% 90.31% 

個人 

申請 

105 學年度 1379 1169 1143 97.78% 82.89% 

104 學年度 1378 1161 1145 98.62% 83.09% 

考試 

分發 

105 學年度 969 1210 1156 95.54% 119.30% 

104 學年度 989 1240 1179 95.08% 119.21% 

三、統計本校學士班入學新生高中學歷，依人數排序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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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外加名額各管道招生情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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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僑生】（本表註冊率：實際註冊人數/榜單錄取人數）： 

學制 學年度 
招生

名額 

聯合分

發名額 

申請入

學名額 

申請 

人數 

審核錄

取人數 

實際分發

人數 

註冊 

人數 

註冊人數 

 /分發名額 

學士班 
105 學年度 270 138 132 494 460 195 129 66.15% 

104 學年度 271 138 133 507 389 229 155 67.69% 

碩士班 
105 學年度 47 x 47 19 17 5 4 80.00% 

104 學年度 47 × 47 17 13 3 1 33.33% 

博士班 
105 學年度 3 x 0 0 0 0 0 * 

104 學年度 3 × 0 0 0 0 0 * 

僑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分發人

數） 

105 學年度 66.50% 

104 學年度 67.24% 

※另有派外人員子女返國申請就讀本校學士班共申請 2 名（去年 1 名）、錄取 1 名、實

際分發 0 名（去年 0 名）。 

(二)【外國學生】（本表註冊率：實際註冊人數/榜單錄取人數）： 

學制 學年度 招生名額 申請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註冊人數 
註冊人數 

/錄取名額 

學士班 
105 學年度 144 53 45 84.91% 17 37.78% 

104 學年度 144 42 36 85.71% 10 27.78% 

轉學考 

105 學年度 

二年級 134 2 1 50.00% 1 100% 

三年級 92 1 1 100% 1 100% 

104 學年度 

二年級 93 0 0 * 0 * 

三年級 101 1 0 * 0 * 

碩士班 
105 學年度 60 20 18 90.00% 7 38.89% 

104 學年度 46 20 16 80% 3 18.75% 

博士班 105 學年度 3 4 3 75.00%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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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年度 2 3 2 66.67% 2 100% 

外國學生總錄取率 

（錄取人數÷申請人數

） 

105 學年度 85.00% 

104 學年度 81.82% 

外國學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錄取人數

） 

105 學年度 42.65% 

104 學年度 27.78% 

註：有關外國學生春季班，概依秋季班註冊後缺額（核定名額減註冊人數）進行招生。 

(三)【陸生】（本表註冊率：實際註冊人數/正式分發人數）： 

學制 學年度 
招生 

系組數 

招生

名額 

申請

人次 

通過審

核人次 

預錄 

正取人數 

預錄 

備取人數 

正式分

發人數 

註冊

人數 

註冊人數 

/分發名額 

學 

士 

班 

105 學年 

45 
(23 學

系 
學程) 

55 1884 1829 
56 

(會計增額) 
801 55 55 100% 

104 學年 22 55 2477 2373 55 1307 55 54 98.18% 

碩 

士 

班 

105 學年 23 23 103 94 16 10 16 16 100% 

104 學年 22 22 106 98 21 15 19 16 84.21% 

博 

士 

班 

105 學年 6 8 14 7 3 0 3 3 100% 

104 學年 5 7 18 14 6 2 5 5 100% 

陸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 

分發人數） 

105 學年度 100% 

104 學年度     94.94% 

※補充說明： 

(1)全國 105 學年學士班陸生總報名人數 3,818 人(去年 4,817 人)，成績達標者共 2,824 人

(去年 3,572 人)。教育部核定 142 校，共招收 2,136 名陸生(去年 135 校招收 2,134 人)

，總錄取人數 1,693 名(去年 2,024 人)，缺額共計 443 人(去年 110 人)，招生達成率

79.3%（去年 94.80%）。 

(2)本校 105 學年度招收學士班陸生，仍比照去年標準，全校統一訂定成績須達大陸高考

本科一批分數線始得報考 (今年達一批分數線考生人數 844 人，去年 1,373 人)；分析

今年雖然缺額高達 443 人，但本校學士班招生名額 55 位仍足額分發，且註冊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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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本校在大陸市場應仍擁有競爭力。 

(3)自 103 學年度起學士班陸生選填志願數增至 46 志願，其中 10 個志願可填國立大學，

每位陸生每校至多可填 5 個志願，但國立大學每校只能填 2 個志願。分析本校 55 名

陸生志願情形，有 3 成多係以第 1-10 志願錄取者，並以 9-16 志願居多(去年為 6-16

志願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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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個志願。本校 105 學年度碩博士班陸生招生名額碩士 23 名、博士 8 名，(去年碩士

22 名、博士 7 名)，招生總名額雖較去年略增，但僅分發 16 人，正式分發狀況並不

理想(惟分發者皆已註冊)。 

(5)105 學年度招收陸生轉學生方面，計有缺額 1 名，由企業管理學系二年級招生。統計

報名人數 22 人，經學系書面審查，並由主任委員核定正取 1 名，備取 8 名，最後正

取第一名考生註冊入學(由銘傳大學轉入)。 

(6)另有日文系招收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10 名，註冊 10 名，註冊率 100%。 

(7)105 學年共計提撥 37 名招收身心障礙學生，錄取分發 34 名，註冊 29 名，註冊人數

除以分發人數比率為 85.29% (去年提撥 35 名，錄取分發 32 名，註冊 28 名，註冊人

數除以分發人數比率為 87.50%)。 

六、依據「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106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由潘維大校

長擔任主任委員、詹乾隆教務長擔任執行長，另由副校長、學術交流長及各學院院長擔

任當然委員，並由主任委員遴聘中文系鹿憶鹿、社工系馬宗潔、德文系林聰敏、微生物

系黃顯宗、法律系林桓、會計系蘇裕惠、財精系莊聲和等 7 位老師，共 16 人組成。業

於 10 月 5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藉由招生委員會之成立，使本校招生規劃與執行，更完

善且更具前瞻性。 

七、有關本校 106 學年度各學制各管道招生名額提報暨核定情形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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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統一調減博士班 10

％，故核定較去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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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經教育部來函，照案核定本校總量第二階段各管道名額分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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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6 學年度名額內學士班各管道招生比率：【繁星不得低於 15%、申請核定最高 55%】 

入學管道 
106 學年度 105 學年度 

學系學程 核定名額 學系學程 核定名額 

繁星推薦 22 (23 系組) 507 18.38% 
71.62

% 

22 (23 系組) 401 14.53% 
64.52

% 個人申請 23 (24 系組) 1469 53.24% 23 (24 系組) 1379 49.98% 

考試分發 23 (24 系組) 773 28.02% 23 (24 系組) 969 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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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二專 1（日文系） 10 0.36% 1（日文系） 10 0.36% 

外加 

原民 

繁星 12 22 × 9 17 × 

申請 17(18 系組) 37 × 14 31 × 

(四)105 及 106 兩學年度外加各管道招生名額統計如下： 

學 

年 

度 

僑生 外國學生 

原住民 

族籍生 

身心障礙

甄試生 

運動績優

甄審生 
學士 

碩士 博士 學士 碩士 博士 

申請 分發 

106 134 139 49 3 147 60 6 
繁 22 

申 37 
17 16 

105 132 138 47 3 144 60 3 48 37 14 

(五)有關提撥四技二專招生名額案，依教育部來函規定：一般大學可於四技甄選入學管

道，增加名額招收高職生，但新增學系應以海事群、水產群、化工群、農業群、土

木與建築群及日語群等六個相關學系，其名額由教育部核定之。106 學年度援例由

日文系提供 10 名參加四技二專聯招申請入學。 

八、106 招生學年度各項考試日期排定如下（相關資訊業於 105 年 10 月 11 日以東教字第

1050401567 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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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大考中心辦理）—106 年 1 月 20、21 日（週五、六） 

(八)聯合術科考試（音樂組）大考中心辦理—106 年 2 月 06 日至 10 日（週一 ~ 週五） 

(九)指定科目考試（大考中心辦理）—106 年 7 月 1 日至 3 日（週六 ~ 週一） 

九、106 學年度計有 22 學系學程、共 33 系組參加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除音樂系外，新增

巨量碩士學位學程）。其中中、歷、哲、社、英、數、企碩乙（國際商管）、貿等 8 學

系開放同等學力及國外學歷報考；政、人權、日、法及及巨資學程則只開放持國外大學

學歷報名。統計報名人數 428 人，較去年（421 人）增加 2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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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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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計畫書業於 105 年 9 月 30 日陳報教育部，預計明年元月

公告教育部審核結果。 

十一、106 學年度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訂於 106 年 1 月 20、21 日（週五、六）舉

行，本校援例支援北三考區百齡高中分區巡視及監試，預定支援 35 間試場，72 位監

試（含備監 2 位）及 3 位巡視；銘傳大學援往例，於學測考試前至本校舉行監試人員

座談會；「監試意願調查表」擬另案函送各單位。 

十二、第十屆招生服務團招新甄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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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 10 月 21 日在外雙溪校區舉

行「期初社員大會」，藉以凝聚共識，增進招生活動知能。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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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另案函請學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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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11 月發函本校策略聯盟高中

及前 30 名重點高中，進行高中學生報名及相關宣傳作業。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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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參與對象為高三學生、家長及高中輔導老師。 

 

【教務行政組】 

一、高中策略聯盟： 

本校於 8 月 3 日及 12 日初，分別與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及稻江高級護理家事職業學校

簽訂高中策略聯盟合作，希望透過各種合作讓各高中看到本校特色，以提升入學率。 

二、東吳英檢： 

(一)教務行政組於 9 月 11 日辦理 105 學年第 1 次東吳英檢考試已順利完成，於 11 月 26

日舉行本學期第 2 次東吳英檢考試，目前為止已有 421 人報名參加。 

(二)今年起與校外英檢單位合作多益校園英檢考試，以提升本校學生參與校外英檢意願

及人數，預計上、下學期各舉辦 1 次，上學期訂於 11 月 27 日在城中校區辦理，目

前為止已有 472 人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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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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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 104 學年度第二學期共通教育委員會第 3 次會議(105.07.18)修訂通過，為協助學生

順利通過「外文」共同課程及「英文能力」畢業標準，即日起開始實施調整相關限定標

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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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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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文（二）」。 

二、105 學年度入學新生及轉學生「資訊能力」畢業標準： 

請各學系協助宣傳以「高中修習 4 學分(含)或 72 課時以上之資訊等相關課程且成績及格

或等第合格、或學分通過」作為列抵「資訊能力」畢業標準之新生及轉學生，請於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結束前(106 年 1 月 25 日前)檢附高中畢業成績單，向所屬學系提交證明

原件辦理驗證，逾期視同放棄。 

三、舉辦 105 學年度「第 11 屆通識講座教學助理研習會」： 

本中心於 105 年 09 月 06 日(星期二) 09:00~12:30 假 D0618 教室、B502 電腦教室舉辦，

共計有 14 位教學助理計參加本次培訓。透過本活動使教學助理瞭解相關業務配合與如何

協助通識講座教師，使其減輕授課負擔，能有更充分的時間準備授課，以提升授課品質，

並由教資中心同仁協助指導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操作，更能發揮協助教學功能。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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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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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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通教育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本中心於 105 年 10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13：30~14：25 假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B013 會議

室召開，重要說明及決議如下： 

（一）教育部為提高大學校院學生修讀程式設計課程之機會，以期培育學生撰寫程式語

言、並強化學生未來參與數位經濟之能力，正研擬專案計畫，包括培養種子教師、

補助經費及設備等，以推動程式設計教學相關措施。而本校也預定於 106 學年度

起配合推動此計畫。 

（二）因應「東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組織之調整(105 年 7 月 18 日 104 學年度

第 23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訂『東吳大學學士班學生「資訊能力」檢核機制及配套

措施內容』及『東吳大學學生「美育活動」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三）複審通過 106 學年度共通課程架構及實施內容草案，再送校課程委員會審查。 

（四）複審通過 105 學年度通識教育中心共通教育課程結構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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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團榮譽： 

(一) 正言社赴大陸山東參加第七屆海峽兩岸青年孫子兵法友誼辯論賽，團隊部分榮獲金

聲獎（冠軍），法律系四年級曾厚恩獲得最佳辯手、政治系二年級魏欣如獲得傑出辯

手、哲學系二年級陳致廷、哲學系二年級陳文謙、哲學系二年級胡善詠獲得優秀辯

手。 

(二) 正言社參加 105 年度統一發票盃大專租稅辯論比賽，團體獎獲得一般組季軍，法律

系四年級曾厚恩獲得最佳辯士。 

(三) 正言社參加第五十二屆大學菁英盃團體獎獲得冠軍。 

(四) 正言社參加 2016 第十五屆海峽兩岸大學生辯論賽團體獎獲得第五名，會計系三年級

蘇漢賢獲得優秀辯士。 

(五) 正言社會計系三年級蘇漢賢、游克于參加第 28 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團體獎獲得殿

軍，會計系三年級蘇漢賢獲得最佳辯士第三名。 

(六) 正言社參加第一屆國際大學生華語辯論公開賽團體獎榮獲冠軍，法律系四年級曾厚

恩獲得單場最佳辯士。 

(七) 橋藝社參加 105 年度大專盃橋藝錦標賽榮獲汪文正、黎碩獲得雙人賽季軍，吳諺誼、

朱珮綺獲得雙人賽第五名。 

(八) 中碩二吳灝中參加東京國際扯鈴大賽獲得男子單鈴直立鈴組冠軍及公開男子組第四

名。 

二、「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起飛計畫)：本（105）學年教育部 11/1 函知本

校 104 學年度期中考評審查意見，並核定 105 學年度補助新臺幣 240 萬元整。德育中心

將依審查意見修正 105 學年度計畫內容及預算經費，並依限於 11/15 將相關資料報部。

104 學年辦理之各類輔導活動（含課業輔導、職涯輔導、實習機會、就業機會媒合、社

會回饋與服務學習等），統計接受輔導之弱勢生共 777 人次。 

三、 本學期各項安定就學措施提供之經濟協助措施辦理情形如下： 

(一) 就學貸款：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就學貸款家庭年所得查核結果計 2064 件合格，198

件不合格，另進行本學期貸款合格生（年所得查核合格）加貸金額（書籍費、校外

住宿費、生活費）第一批次撥款，共 616 人，金額總計 503 萬 6,984 元整。 

(二) 就學減免：105 學年第 1 學期就學優待減免申請作業，符合減免資格者共計 825 人，

減免金額合計 2,554 萬 7,793 元整，較上學年同期符合減免資格人數增加 15 人。 

(三) 弱勢學生助學金：10/1-10/20 受理本學年弱勢助學計畫助學金申請（申請資格為：家

庭年收入未超過 70 萬，不動產價值未超過 650 萬，利息所得未超過 2 萬元），至申

請截止日共計 527 名學生於網路上提出申請，經檢核申請資料，共計 505 人通過初

審，目前已將申請學生資料上傳教育部系統查核所得。 

(四) 生活助學金：本校生活助學金係自本學年度開始實施（申請資格為：家庭年收入 30

萬元以下，每月發予 6000 元，須服務學習至多 10 小時/每週），第一階段開放申請

至 9/23，共計 16 名同學符合資格，並已分發相關單位進行服務學習；另待教育部弱

勢助學金審核結果，進行第二階段符合資格學生的申請分配。 

(五) 校內工讀助學金：本（105）學年度，透過德育中心分配之校內工讀生共計 603 人（以

105 年 10 月計，分配以弱勢學生為優先），自 10 月份起一般工讀生時薪同步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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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元，打掃教室 146 元；106/1/1 起亦將調為 133 元及 153 元。 

(六) 學雜費及住宿費分期付款：合計 19 人次申請。 

四、 品德教育活動： 

(一) 大手牽小手士林國小服務：由「教育部 105 學年度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

經費補助，持續與士林國小學務處合作，於 12/1、12/8 由本中心「微笑有品志工」

以「生命教育」為主題，帶領三年級全體小朋友進行體驗活動。 

(二) 「老師，謝謝您」教師節感恩活動：本學期於 9/22 至 9/30 辦理「老師，謝謝您」教

師節感恩活動，統計參與人數共計 650 人。 

(三) 工讀態度訓練營：為培養同學良好工讀態度，德育中心已於 10/8 辦理工讀態度訓練

營，本次共有 157 位學生參加。 

(四) 東吳好書交換日活動：2016東吳好書交換日將於 12/8在城中校區 2123會議室舉行。 

五、大專校院社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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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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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05 年度社團檔案競賽暨社團年度成果冊：群育中心已於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末例會

與社團招開大會討論表決後，廢止<東吳大學社團評鑑辦法>，由<東吳大學學生社團檔

案競賽辦法>及<東吳大學學生社團年度成果紀錄冊繳交實施辦法>取代。10/17-10/18 於

兩校區舉辦成果紀錄冊製作說明會，共有 152 位社團同學參加。另外也在當天晚上辦理

檔案製作研習營，邀請兩位校外講師（分別為北醫大郭琇嫻老師及文化大學吳玥玲老師）

至兩校區進行檔案製作之經驗傳承。學生社團檔案競賽將於 12/18 於外雙溪校區舉行。 

七、第 60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東吳大學第 60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補選已於 10/19 至 10/21

辦理完畢。本次補選共有兩組候選組合進行參選，1 號候選組合：會長張崴、外雙溪副

會長張宇萱、城中副會長黃怡瑾。2 號候選組合：會長顏齊儀、外雙溪副會長李勇諭、

城中副會長魏貫宇。本次選舉總投票數 1793 票，1 號候選組合為 535 票；2 號候選組合

為 1225 票；無效票 33 票。依「東吳大學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辨法」第四十

八條（正副會長當選門檻）之規定，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以獲得最高票者為當選。且

總投票之有效票數應逾選舉總人數之百分之十。（註：選舉人總人數為 15933 名，得票

數（有效票）須達 1594 票以上，才符合當選門檻），本次總投票之有效票為 1760 票，

選舉結果為 2 號候選組合當選。 

八、105 年暑假服務隊服務學習成果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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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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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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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服務之影響力。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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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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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06 年寒假國際志工服務隊：106 年寒假國際志工社依往例共組 3 支自組隊，分別為泰國

清邁隊，印尼西帝汶隊及菲律賓馬尼拉隊。9/12 於城中校區辦理國際志工社 3 支隊伍正

副隊長甄選活動已順利甄選完成。10/1 於雙溪校區辦理 3 隊隊員甄選，3 隊皆依其要求

選出每隊 9-10 位隊員。10/17 所有國際志工社成員和 3 隊隊員相見歡，利用破冰活動，

加深彼此的認識，更加促進彼此的默契。 

十一、 UB 社區提案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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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推出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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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新生體檢：共 3650 人受檢（雙溪 1699 人、城中 1951 人），結算至 105/9/30 各種異

常人數如下： 

(一) 重大異常名單：於 9/23 下午收到，共 33 人（X 光異常者 15 名、血液、尿液異常共

18 人），兩校區護理人員已開始進行追蹤關懷。懷疑傳染病個案已給予衛教說明及

心理支持，持續關懷中。 

(二) 特殊疾病名單：含各學制之癌症、心臟病、癲癇、氣喘、器官移植及罕見疾病等共

197 人（雙溪 109 人、城中 88 人），已轉請夜班同仁協助分配時段進行電訪與衛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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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學生平安保險理賠分析：104 學年度三商美邦理賠 6,806,365 元，含意外（車禍及運

動傷害）379 件、疾病 131 件、初次罹癌 4 件、身故 1 件，共 513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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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年共匯繳保費 8,968,095 元） 

十四、 104 學年門診服務人數：（含緊急傷病、外傷換藥、醫師門診等），共 13,499 人次。

以保健服務類之外傷處理最多，達 4,448 人次（占服務總數 33%），醫師門診共 1,794

人次（13%），協助處理其他事務共 1,612 人次（12%），辦理行政事務共 1,517 人次（11%），

運動傷害共 1,151 人次（9%）。其中緊急傷病處理由 119 送醫處置共 4 名，分別為精神

狀態混淆不清、視障生跌落水溝、運動導致骨折及疑似腸阻塞等。 

十五、 大一新生普測：於 11/14 至 11/25 全面實施，共計 57 場次，外雙溪校區 33 場，城中

校區 24 場，藉由測驗篩檢出高困擾學生，由系諮商師提供關懷輔導，請各學系導師向大

一學生多加宣導，以能提高施測率，如學生無法隨班施測，另於 11/24 中午兩校區各安

排一場補做測驗。未施測學生多數是常未到課之學生，將提供未施測名單予導師優先關

懷。 

十六、 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本學期共有 25 個學系（含商進班及師培中心）。提出申請，

兩校區共有 256 場次，其中班級講座 8 場、師生互動活動 248 場，各學系導師已於 9/23

陸續開始辦理活動，將於 106/1/16 全數完成辦理。 

十七、 導師班級輔導活動補助計畫：本學年持續推動導師班級輔導活動，本學期班級共同

課程方案申請以每學系 1 場次為原則，共有 11 個學系申請；師生團體互動方案共計有

247 場次，雙溪校區 144 場次，城中校區 103 場次，活動陸續進行中。 

十八、 身心障礙輔導：截至本學期 10/31 止，資源教室輔導服務學生為 142 人（含休學生

10 人），另有自願放棄特教身分者 9 人及需服務之陸生 1 人（此 10 人不納入 142 人統

計），包含自閉症 31 人、視覺障礙 22 人、腦性麻痺 20 人、情緒行為障礙 19 人、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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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 18 人、聽覺障礙 12 人、身體病弱 7 人、學習障礙 5 人、多重障礙 4 人、其他障礙

3 人、語言障礙 1 人。各學院人數：人社學院 64 人、外語學院 28 人、理學院 11 人、法

學院 15 人、商學院 23 人及巨量資料管理學院 1 人。 

十九、 租屋補助金計劃：為舒緩本校宿舍床位不足之困境，董事長及校友總會劉吉人理事

長擬捐款補助校外賃居學生。總金額 3,000 萬元，每年補助金額 300 萬元，執行年限為

10 年；10/3 由校長召開校外賃居學生補助金討論會議，決議由本中心再行規劃方案；調

整方案已於 10/26 進行簽文，待核可後即進行後續作業。 

二十、 大型宿舍探勘： 

(一) 尋覓大型宿舍專責小組會議：已藉由 10/3 校外賃居學生補助金討論會議，提案臨時

動議進行新埔案與頂溪案的相關討論，會中決議由本中心進行後續詳細評估，再陳

董事長。 

(二) 大型建物探勘進度如下： 

1. 新埔案：9/22 探勘，規劃為 1、2 人套房，可容納人數約為 322 人。本案因涉及陽台

外推，未來依法申請相關執照將須依原狀恢復陽台配置，且目前屋主亦不願意協助

恢復原狀，後續改裝之花費甚高。本案 10/25 經校長核示已不繼續追蹤評估。 

2. 頂溪案：9/29 探勘，售價初估約 5 億，規劃為 2～4 人雅房，可容納人數約為 193 人，

如含括整修成本，推估可承擔之年租金約為 143 萬元，相當於每坪約 108 元/月（20

年攤提可承擔之年租金約為 222 萬元，相當於每坪約 168 元/月）。 

二十一、 校園安全維護： 

(一) 校園巡查及交通安全維護：持續每日早晚夜間 3 次巡查校區及每日 0720-0830 於士

林捷運站實施專車督導，協助管制專車到班及師生上下車秩序；1715-1800 於望星橋

實施交通管制，以維護重要路口秩序維護。 

(二) 校園災害防救： 

1. 防災演練： 9/4 實施住宿生防災演練，內容為宿舍防災疏散路線演練及滅火器

操作，同學皆能認真學習及操作，反應良好。 

2. 保全督導：每學期定期召開學校保全安全督導會議，加強提醒學校保全人員，

學校休假期間加強校區巡邏、燈火管制及人員進出管理。 

3. 合江學舍電線短路事件：「梅姬」颱風襲台期間於 9/27 2245 時值勤教官接獲通

知合江學舍因頂樓鐵皮屋頂掉落壓斷變電箱電線及地面瓦斯管線，並有短路起

火。經聯絡台電公司將高壓電緊急切斷及消防隊關閉瓦斯管線後，學生均安全

無虞。隔日並由總務處、住宿中心及軍訓室協同處理後續，經檢視現場並無火

燒及鍋爐爆炸痕跡，研判應為鐵皮受颱風吹倒將發電機電線壓斷，造成短路走

火所致，當日即請廠商緊急施工並於中午 1 點完成供電。 

二十二、 學生生活輔導： 

(一) 生活輔導（6/1 至 11/3） 

1. 雙溪校區：計有 202 件次（疾病照顧送醫 16 件、車禍協處 4 件、安全維護處理

54 件及其他事件 128 件）。 

2. 城中校區：計有 130 件次（疾病照顧送醫 4 件、車禍協處 2 件、安全維護處理

24 件、其他事件 100 件）。 

(二) 兵役業務：本學年至 10/30 止，辦理本學期各學制在學役男兵役緩徵、儘召業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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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人次、協助同學辦理出國進修作業計 8 人次，軍訓課程折抵役期 189 人次。 

(三) 賃居安全訪視：本學年配合住宿中心執行學生校外賃居訪視工作，提醒同學注意賃

居處所之水電安全防護、消防設施檢查及與房東之糾紛協處；對訪視發現租屋處缺

失均由輔導教官要求注意並協調房東改善，目前已執行 184 戶，並持續訪視中。 

二十三、 承商督導： 

(一) 承商督導會議：已於 10/ 5 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初承商督導會議，本次會議重

點在新增品項及新增廠商。 

(二) 軍訓室持續於每日中午均於兩校區由教官至餐廳巡視，遇有用餐問題獲消費意見反

映，立即配合全家管理共同處理。 

二十四、 東吳親善大使團：105 學年度親善團招生有 53 名同學報名，經兩階段面試甄選錄取

35 名（女 30 名、男 5 名），本學年度團員共有 66 名（女 56 名，男 10 名）。105 年協

助內政部移民署、全國北區學務長會議及校內各項慶典活動，共計 23 場次 160 餘人次支

援，深獲承辦單位及貴賓好評，亦為學校爭取榮譽。 

二十五、 各項專案教育宣導： 

(一) 紫錐花宣教：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持續配合學校活動加強紫錐花反毒活動、反詐騙

及交通安全等宣教活動，於 11/14、11/16，分於兩校區實施宣導擺台活動。 

(二) 菸害防制：本校原有 8 個吸菸區， 1/1 已撤銷二教研大樓靠外雙溪側吸菸區，105

學年度將持續向無菸校園邁進。 

(三) 交通安全宣導：本學年持續落實交通安全宣導、辦理交通安全講習；另 10/31 1245

雙溪往城中學生專車脫班情事，經查係中興巴士公司排班錯誤所致，已開立罰款 500

元以示警告。 

(四) 全民國防教育參訪：為落實全民國防教育、增進國防知能，軍訓室於 10/7 辦理全民

國防教育參訪，宜蘭蘇澳軍港及紀德艦，由學務長帶隊共計 130 餘師生參加。 

(五) 反詐騙宣導：自開學以來多次發現有電話詐騙情事，其中兩件經值勤教官及時發現，

予以阻止未匯款成功，如同學有任何匯款疑問可洽值勤教官詢問，軍訓室亦製作反

詐騙影片於校內電視牆播放，提請師生加強注意。 

(六) 夜間伴護：鑑於雙溪校區夜間 C 哨到故宮路間照明不足，學校已協同台北市政府養

工處於 10/24 會勘，先於 106/1 前完成 C 哨前加裝路燈，故宮路路段因年度預算不

足將於 106/4 前再完成加裝路燈。另軍訓室已責請值勤教官不定期巡查，並設有夜

間伴護服務措施，如同學需要伴護可請 C 哨保全陪同至公車站確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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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一、 推動環保、活化資源 

(一)持續秉持 PDCA（計劃、執行、檢討、改善）管理計畫進行兩校區環境永續相關工

作推動。近期改善項目為設置「紙容器」回收專區，新購大容量資源回收桶，另全

面更新兩校區垃圾及回收標示為雙語及相關圖示。 

(二)105 年 10 月參加臺北市環保局辦理「臺北市 105 年大專院校資源回收考核」，委員

對本校在資源回收具體成效展現、納入勞動及生活教育之重視度、推動各項活動之

創新等方面，都給予肯定，予以第一名殊榮。 

二、 颱風、大雨災情及環境復原 

(一)7-9 月 4 個颱風相繼襲臺，事前完備相關防颱工作，颱風後立即投入大量職工人力持

續清理，災後清運落葉 7.1 公噸。 

(二)9 月上旬教師研究二樓前大榕樹因感染褐根病、大雨造成土壤鬆軟致抓力不足，整

棵植株由根部斷裂傾倒，因植株染有褐根病，樹頭、樹根需進焚化爐銷毀，經清運

後共約 22 公噸，連同清理、清運等相關經費支出，約計 10 萬 9,000 元。 

三、 校園景觀美化改善 

(一)定期進行病蟲害防治、補土施肥並自力培育植栽，依植栽種類分類養護，減少購置

草木經費支出。 

(二)延續 104 年耶誕布置，利用本校後山竹子做出主題骨架（雙溪校區 3.5 米及城中校

區 4 米之聖誕樹），聖誕樹外觀由工友團隊自立裝飾松針及其他燈飾而成，以最低

成本達到最佳效果為目的。 

四、 健康衛生與校園安全 

(一)定期提報「實驗室安全衛生暨職業災害通報作業」、「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申報」、

「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情形申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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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廢棄物及感染性廢棄物定期委託清運」、「放射性

物質運作及校園職災定期申報」等多項環安相關作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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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辦理五氯酚等 3 項管制性化學品向職安署申請運作許可資料補正作業。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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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實驗室人員緊急

應變教育訓練演練及實驗室作業環境監測作業。 

(五)台北市環境保護局委託 SGS 辦理「室內空氣品質巡檢」，7 月 28 日至雙溪校區圖書

館現場進行溫度、濕度、空氣中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甲醛濃度檢測，檢測結果皆

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理辦法法規規範。 

五、 庶務推動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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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優公廁：配合台北市環保局「舒適、潔淨、貼心-台北市公廁服務品質再升級計畫」，

完成兩校區座式馬桶廁間坐墊消毒液之設置，環保局於 9月 21日檢測本校列管廁所，

給予「特優級」評等及張貼「貼心廁所」標誌。 

(二)交通設施改善：規劃雙溪校區公務機車停車格，另於敬熙路各大樓出入口交界處、

彎道及上下坡道加裝減速警示牌，以維校區用路人安全。 

六、 電梯系統維護管理 

兩校區電梯 26 台（東芝 15 台、日立 9 台、三菱 2 台），每月定期保養 2 次。105 年 4

月至 105 年 10 月電梯發生故障，計東芝電梯 29 件，日立電梯 5 件，三菱電梯 3 件。承

商均按契約規定派員於限時內完成維修，並逐案提出書面報告。雙溪校區東芝電梯故障

次數過高，崇友公司於 105 年 8 月起改善門系統組件，改善後 105 年 8 月至 10 月故障次

數由去年同期 11次減為 6次。另本處將委請專業技師公會協助技術鑑定，確保電梯安全。 

七、 校園重大修繕案及系統設備建置維護情形 

(一)雙溪校區綜合大樓性別友善廁所 

1. 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臨時動議提案通過，將綜合

大樓一樓及地下室餐廳旁廁所修繕為性別友善廁所。案經邀集健諮中心及學生代

表研議後，先行規劃整修地下室餐廳旁廁所，視使用狀況再逐步推廣。 

2. 另考量綜合大樓地下室電梯為身障人士進入大樓通往各樓層之主要動線，併案規

劃將進出較便利之女廁改建為無障礙多功能廁所，並設置尿布台、幼兒馬桶、安

全座椅便於親子使用，原男廁改建為性別友善廁所，維持本校女性師生廁所數量。

本案於 105 年 11 月 2 日完工驗收，11 月 3 日正式啟用，迄今反應良好。 

(二)雙溪友善人行步道整修工程：為維護校園行走安全，針對教師研究二樓周邊步道進

行相關整修，配合現地改善舊有人行步道斜坡太陡問題，並增設塑木步道、樓梯導

盲警示磚及松勁樓路口設置盲人警示設備等，除改善周邊整體景觀外，亦提供視障

同學較安全上課通道。另於「敬熙路」（B 哨至松勁樓）道路側劃設綠色人行專用

步道，提供「行人」與「車輛」專屬通道，以提醒駕駛者注意行人，有效提升行人

安全。全案已於 105 年 9 月 29 日驗收。 

(三)城中校區四大樓 1、2 樓整修工程：礙於四大樓設施老舊，天花板及木板牆隔音不良

且蟲蛀嚴重、壁癌叢生，電力、網路及電話線路老舊凌亂，104 學年度已辦理 3、4

樓整體修繕，105 學年度續辦 1、2 樓教師研究室、辦公室、走廊及兩側樓梯之空間

整修及線路重整等改善，併案整修 2 樓廁所、增設茶水間，提供教職員整潔、便利、

安全之教學環境。全案工程已於 105 年 10 月 6 日驗收合格。 

(四)文化樓外部臨時支撐補強工程：原規劃於 105 年暑假施工，囿於心理學系及微生物

學系空間使用尚有變數，經邀集理學院及各學系召開會議並簽請校長准予辦理變更

後，105 年暑假僅進行建築物外部臨時性支撐補強，內部永久性補強及裝修工程，

俟 105、106 學年度各系招生狀況明朗，完成全校性空間分配檢討後，再依使用實需

檢討規劃設計。本案已於 9 月 22 日完成驗收。 

(五)超庸館電力系統第二階段改善規劃：超庸館內部線路混亂及整體負載失衡，亟需整

體更新。本案已獲董事會同意支援專案經費，於 105 年 10 月 11 日由採購保管組完

成招標，預計 106 年 8 月 31 日完工，後續配合超庸館各實驗室非上課時間施工，降

低對教學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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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兩校區電話交換機與周邊設備維護情形：本校現有電話交換機與周邊設備使用將近

20 年，老舊故障頻繁且零配件停產維修困難，經與多家電信廠商接洽，辦理各項方

案評估及市場調查，本校 EMBA 校友陳志銘學長所屬之三煜通信將捐贈本校兩校區

全新進口歐系電話交換機及周邊設備（總市價為 1,190 萬元），於 105 年 12 月起以

全責式保養維護，預定於 106 年寒假期間完成換裝施工。 

八、 雙溪校區邊坡水土狀況監測 

105 年度第 6 次校園水土安全巡勘監測作業已於 10 月 17、26 日實施，目前整體邊坡擋

土牆尚屬穩定，另有「教研二樓北側擋土牆」、「安素堂周邊擋土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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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處邊坡擋土牆老舊，後續將依建議編列預算改善。 

九、 校園水電使用情形 

(一)用電量比較 

1. 兩校區 104 學年度（104 年 8 月至 105 年 7 月）實際使用總電度為 1,502 萬 8,700

度，電費支出 4,628 萬 9,177 元，與 103 學年度用電比較減少 5 萬 7,000 度，日均

用電減少 382 度，總用電度比例下降 0.38%，日均用電度比例下降 0.92%，總電

費支出金額減少 527 萬 6,887 元，比例下降 10.23%。 

2. 兩校區104學年度整體用電為負成長，其中9-11月使用較去年同期為連續負成長，

最高需量超約罰款較去年同期減少 17 萬 3,046 元，除電價調降因素外，研判雙溪

校區電力監控需量卸載及第一教研大樓發電機投入，亦發揮效果。 

(二)用水量比較 

1. 兩校區 104 學年度（104 年 8 月至 105 年 7 月）用水 18 萬 5,558 度，水費支出 329

萬 1,702 元，與去年同期比較，日均用水度比例增加 5.81%，總用水度增加 1 萬

664 度（正成長 6.10%），水費支出增加 88 萬 6,556 元（臺北自來水水費調漲）。 

2. 雙溪校區用水度較去年同期成長 7.93%、日均用水度成長 7.63%。城中校區用水

度較去年同期增加 0.90%、日均用水度增加 0.62%。整體用水為正成長。 

3. 用水增加原因，研判係去年同期正值乾旱限水，兩校區公共用水龍頭均調減出水

量（至 9 月恢復正常供水），另雙溪校區進行多項工程導致，將加強宣導。 

十、 採購業務 

全校一般性採購由專責單位─總務處採購保管組統籌辦理，104學年議減金額1,393萬元。

105 學年至 105 年 10 月 31 日止，議減金額 596 萬元。後續規劃執行事項： 

(一)採購辦法研修：採購保管組累積將近 1 年實務操作經驗，已著手研修採購辦法，俾

使本校採購作業更臻完善。 

(二)推動優九聯盟採購作業體制：聯盟各校每年採購項量可觀，規劃推動聯盟採購作業

體制，達成以量制價、擴大優良商源、建立共同採購管道等多重目標，減輕各校行

政負擔。 

十一、 空間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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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待所住用情形 

「東荊學廬」、「東桂學廬」於 105 年 5 月完成整修後開放住宿申請，至 10 月底已

安排 101 次住宿（東荊單人套房—67 次/69 人；東桂 2 房—19 次/40 人，3 房—15

次/47 人）。本處舉辦教學單位二天一夜免費試住體驗，並配合新生家長座談廣發住

宿申請須知，持續提升招待所住用率。 

(二)教師研究室分配情形 

兩校區研究室總計為 446 間（雙溪 268、城中 178），目前雙溪校區尚有 10 間研究

室可分配，城中校區已飽和。依教師研究室分配暨管理辦法，城中校區後續新進教

師於空間不敷分配時，先由所屬單位負責安置，或依教師意願彈性安排至雙溪校區。 

十二、 財產管理 

(一)105 學年公共保險（105 年 7 月 31 日~106 年 7 月 31 日） 

火災保險（附加地震險、颱風洪水險、爆炸險、水漬險、竊盜險）投保總金額 61 億

8,000 萬元；公共意外保險單一事故總限額 6,000 萬元。保險地址包含兩校區及合楓

學舍、合江學舍、新店國際學舍。 

(二)學位服出借 

105 學年度畢業典禮訂於 106 年 6 月 10、11 日分場舉行，畢業班學位服團體借用通

告已發出。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申領－105 年 11 月 21 日至 105 年 12 月 16 日。

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申領－105 年 12 月 19 日至 106 年 1 月 13 日。

畢業典禮結束後至 106 年 6 月 29 日前，由借用者個人自行負責歸還。 

十三、 本校資金配置狀況 

依據105年11月23日止結存日報表分析，資金配置明細如下：銀行活期存款14.15%、

支票存款 2.01%、定期存款 72.87%、政府公債 4.97%、證券投資 2.94%、短期票券

3.06%。 

十四、 跨境代收學雜費通路運作情形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雜費及 2016「溪城講堂」學費，以跨境代收第三方支付平台繳

款人數總計 423 人（大陸學位生計 62 人、大陸自費研修生春季班計 47 人、福州大學

東福海洋生技專案班計 68 人、2016「溪城講堂」計 246 人）。 

十五、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應補、應退學雜費事宜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起，期中退補費分二梯次辦理，第一梯次先辦理碩士在職專，

第二梯次辦理學士班、碩博班及進修學士班。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碩士在職專期中應

收總數為 1,532 萬 6,733 元，補繳期限 105 年 11 月 9 日至 12 月 21 日止，應退總數

102 萬 456 元，已於 105 年 11 月 9 日辦理退費事宜；另，本學期學士班、碩博班及

進修學士班，預定於 105 年 12 月 7 日辦理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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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研究事務組】 

一、研究計畫類 

(一) 科技部 105 學年度「專題研究計畫」，本校共 141 件計畫申請案，獲核定 74 件，未通過

67 件，通過率 52%（104 學年為 51%），原核定多年期計畫於 105 學年度執行第二或第

三年計有 29 件，總計目前執行科技部之計畫共 103 件（104 學年同期為 101 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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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商學院提出「數位金融新趨勢下金融業風險、投資、績效及經營層面之綜合評

估及兩岸比較」一項計畫申請案，並將於 105 年 12 月 7 日召開審查會議，請總計畫主持

人簡報，審查後並獲推薦者，簽請校長同意後函送科技部。 

(三) 教育部 105 年度「多國語文與文化連結課程計畫」，本校獲補助 3 件，總經費 218 萬 3,800

元。 

(四) 教育部 105 年度「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案，本校獲補助 2 件，總經費 340

萬元。 

(五) 教育部 105 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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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

補助 1 件，總經費 83 萬 494 元。 

(六) 科技部 105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本校教師指導之 88 位學生提出申請（另有 3 件

為校外教授指導本校學生），獲核定通過計有中文系鹿憶鹿教授、歷史系陳志豪助理教

授、哲學系米建國教授、社工系廖美蓮副教授、德文系謝志偉教授、物理系梅長生助理

教授、黃依萍助理教授、化學系何美霖教授、王志傑教授、微生物系張怡塘教授、劉佩

珊教授、心理系汪曼穎教授、徐儷瑜副教授、法律系李貴英教授、王乃彥副教授、余啟

民副教授、何佳芳助理教授、林桓副教授、程明修副教授、莊永丞教授、林書楷副教授、

洪秀芬副教授、陳汝吟副教授、林育廷副教授、林三欽教授、蕭宏宜副教授、范文清助

理教授、法思齊副教授、會計系吳幸蓁副教授、企管系王昱凱副教授、吳吉政副教授、

國貿系陳金盛助理教授、顧萱萱教授、財精系劉文彬助理教授、詹芳書副教授、張瑞珍

副教授、資管系楊欣哲教授、朱蕙君副教授、郭育政教授等 39 位教師指導 43 位學生（另

有 2 件為中研院教授指導本校學生），通過比例為 49％;惟有 2 件計畫因學生畢業致註銷

計畫。 

(七) 105 年 11 月 9 日於雙溪校區舉辦「105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由

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圖書館、研發處報告執行計畫相關事項，並就執行研究計畫

相關行政作業進行討論溝通；會後函送「105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

問題與討論紀錄」予各學系轉致所屬研究計畫主持教師、研究助理及業務承辦同仁參考。 

(八) 科技部主計處於 105 年 11 月 8 日赴本校查核 104 年度專題計畫憑證，本次查核會計憑證

計有 10 位教師執行之 10 件計畫(包括專題研究計畫及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並

依科技部主計處要求補充相關資料。另有科技部秘書處採購科同時前來查核科研採購研

究設備者計有 3 位教師執行之 5 件計畫。 

二、產學合作計畫類 

(一) 科技部 105 年度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本校獲核定補助 1 件為：資訊管理學系鄭

麗珍副教授，補助經費共計 29 萬 6,000 元；合作企業有大瑋資訊顧問有限公司 1 家，合

作企業配合款計 9 萬 9,900 元，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為 3 萬 9,820 元。 

(二) 104 學年度獲校外單位委辦之計畫，包括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富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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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文化公益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資

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社團法人台北市國際貿易協會、台灣科學教育館、國家人權博物

館籌備處、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市區監理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

北區監理所、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勞動部、財團法

人中衛發展中心、財政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瑞士開放社會基金會、司法院、財團法

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宇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臺北市

社會局等，計有 30 件，總經費 2,235 萬 6,664 元整。 

(三) 105學年度(截至105年11月24日止)獲校外單位委辦之計畫包括臺灣雪豹科技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臺北市國際貿易協會、創富教育顧問有限公司、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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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金

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優九聯盟、交通部運研所、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等計有 10 件，

總經費 454 萬 7,450 元整。 

三、研究成果管理與運用類 

(一) 104 學年度本校教師研發成果獲專利權，計有化學系何美霖副教授 2 件。 

(二) 104 學年度歷史系徐泓教授及英文系王安琪教授執行科技部經典譯注計畫之著作出版授

權案計 3 件，由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依約繳交 104 年 1 至 12 月之衍生利益金共計

4 萬 4,857 元(本校應得部分為 1 萬 7,943 元)。 

(三) 為提昇本校研發成果的應用效益，並強化與產業技術的連結，由研究發展處規劃參加 105

年 7 月 21 至 24 日假臺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館 4 樓舉行之「2016 台灣生技月－生物科技

大展」，展覽中設置「東吳大學研發成果」攤位（編號：N 區 426），將本校教師共 7

項發明專利展現於世人面前，藉此創造應用價值，同時增進產學合作效益。 

(四) 為強化與產業連結，並促進本校專利技術移轉，持續將本校 8 項專利資訊於臺灣技術交

易網站(http://www.twtm.com.tw)上架，藉以提高曝光率。 

(五) 為帶動本校師生創新創業活力、促進產學合作契機、提升研發成果應用效益，於 105 年

7 月 11 日以學校名義簽署加入臺灣科技大學「酷點校園網路平台」成為夥伴學校，藉以

實踐師生創新研發商品化及校園創意市場化的夢想。 

四、校外獎補助類 

(一) 科技部 105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本校獲核定補助 103 萬 4,736

元，依校內申請審查規定及程序，通過續發 105 年度獎勵金案 2 件及新申請案 1 件，並

經校長核定，獎勵金額（含補充保費）共計 65 萬 1,205 元整。 

(二) 科技部 105 年度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本校有 45 位教師獲核定。依本校「學術研究優

秀人才獎勵辦法」之獎勵額度，應發給獎勵金總額為 425 萬元，科技部核定補助經費為

331 萬 4,112 元，本校配合提撥 93 萬 5,888 元。 

(三) 科技部 105 年度「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本校獲核定社會學系張家銘教

授赴波蘭 1 件及師資培育中心李逢堅副教授赴美國 1 件，補助金額共計 109 萬 6,000 元。 

(四) 本校 4 位學士班學生之計畫成果經評審優良且具創意，獲選為科技部 104 年度大專學生

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為本校師生連續 3 年獲此獎項肯定。本次得獎者為：日文系阮文

雅副教授指導何雯同學，研究主題為「有島武郎《一個女人》論－－其永劫回歸之構成」，

法律系余啟民副教授指導吳巧玲同學，研究主題為「網住電商虛實整合--跨境電商爭議

與消費權益保障」，經濟系曹添旺教授指導許芳瑀同學，研究主題為「所得不均與幸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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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之關聯性研究－以台灣為例」，企管系歐素華助理教授指導簡均庭同學，研究主題

為「行動服務的商業模式創新」。 

(五) 本校專案獲科技部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情形如下： 

104 學年度計有政治系張一彬博士後研究人員、師資培育中心古正欣助理教授、英文系

龔營教授、葉卓爾教授、林思果助理教授、莫艾倫兼任助理教授、心理系汪曼穎教授、

法律系陳重陽助理教授、經濟系米克里斯多斯助理教授、林佑貞副教授、企管系李太雨

教授、蘇雄義教授、胡凱傑副教授、鄭鈞云助理教授、政治系張家維碩士班研究生、法

律系劉瑋哲碩士班研究生、資管系成適郝碩士班研究生及宋宇軒碩士班研究生等 18 人

次。 

105 學年度（截至 105 年 11 月 24 日止）計有歷史系陳志豪助理教授、英文系葉卓爾教

授、巨資學院胡筱薇助理教授、資管系陳君銘博士後研究人員、日文系 ISHII IKUE 博士

班研究生、李卓恩博士班研究生等 6 人次。 

(六) 本校獲校外單位補助延攬優秀學術人才蒞校講學及來臺短期訪問情形： 

學年度 性質 學系 邀請學者 補助單位 

104 講學 經濟系 美國 Vanderbilt 大學經濟系黃鏡如客座教授 科技部 

105 
(至 105.11.24 止) 

講學 哲學系 香港科技大學莊錦章客座教授 科技部 

訪問 企管系 韓國 Gyu Min Lee 教授 科技部 

哲學系 德國 Hans Feger 客座教授 科技部 

(七) 本校各學術單位獲校外單位補助舉辦研討會情形如下： 

104 學年度（包括：科技部、教育部、內政部、外交部、法務部、陸委會、科技部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財團法人中法文化

教育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東吳大學校友總會）計有：人社院「王寵惠與

兩岸法治文化學術研討會」、人社院「中華文明現代化研究與創意中心—「全球化下的

中華文明—品牌與品味」論壇」、「東亞區域的和平與市民社會」、中文系「第十四屆

國際暨三十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中文系「文獻研究新視野―第四屆中國古典

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哲學系「追隨呂格爾閱讀國際工作坊」、哲學系「台灣哲學

學會 2015 年「哲學與社會」年度學術研討會」、政治系「2015 台北―蘇州城市論壇：

城市治理–兩岸城市的對話」、「第八屆國會學術研討會：新國會、新總統、新版圖」、

日文系「2015 年臺灣日語教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日文系「2016 年臺灣日語教育研

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數學系「第十三屆數值域與數值半徑國際學術研討會」、法學院

「2016 年國際法暨比較法研討會」、法學院「南海問題國際研討會」、法學院「2016 第

14 屆兩岸四地民法典研討會」等 24 案。 

105 學年度（截至 105 年 11 月 24 日止，包括：教育部及外交部）計有：日文系「2016

年臺灣日語教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 案。 

(八) 「美國戴氏基金會」105 學年度捐助本校美金 50 萬元，使用項目如下： 

1. 學生生活學習助學金：美金 50,000 元(學生事務處美金 40,000 元，金陵女中美金 10,000

元)。 

2. 商學院學生赴美國雷鳥全球管理學院獎助學金計畫：美金 55,000 元(商學院)。 

3.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計畫：美金 25,000 元(商學院)。 

4. 改善學校校舍經費：美金 150,000 元(總務處)。 

5. 提升教學研究資源計畫―購置電子資料庫(Enhanc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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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chase of Electronic Database)：美金 170,000 元(研究發展處美金 150,000 元，圖書館

美金 20,000 元)。 

6. 獎勵傑出交換生計畫：美金 50,000 元(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 

五、校內獎補助類 

(一) 依本校「東吳大學產學合作作業要點」，104 學年度獎勵金撥付情形：計畫主持人獎勵

金 2,227,438 元(得視需要將部分或全額獎勵金做為執行計畫之辦公費)、學院辦公費

253,522 元、學系辦公費 1,347,472 元，共計 3,828,43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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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先生紀念專款辦法」，學術研究委員會於 104 年 11 月 25 日審議 104 學年度各項獎補

助申請案，並經 104 年 12 月 7 日校長核定後執行，結果如下： 

1. 「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總計 137 人次教師獲獎，包括「研究論著獎勵」獎勵 105 人次、

「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獎勵 26 人次、「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補助 3 人次及

「發明專利獎勵」獎勵 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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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案，將於 105 學年度辦理相關減授事宜，其中日文系賴錦雀教授、羅濟立副教授、

化學系傅明仁教授、微生物系張怡塘教授、經濟系曹添旺教授、企管系陳麗宇副教授

及資管系朱蕙君副教授獲連續三學年減授時數。 

3. 「胡筆江先生紀念專款」通過補助 4 位教師論文出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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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點之申請案，通過：會計系洪聖閔及企管系歐素華 2 位助理教授於 104 學年度第 2 學

期及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繼續第四年減授基本授課時數 2 小時。歷史系陳志豪，政治系

湯智貿，日文系陳相州，物理系黃依萍，經濟系米克里斯多斯共 5 位助理教授於 105 學

年度繼續第四年或五年減授基本授課時數 2 小時。 

(四) 104 學年度「端木愷(字鑄秋)校長法學研究基金」獎助情形如下： 

1. 獎助「東吳法律學報」(第 28 卷第 2、3 期)出版經費新臺幣 19 萬 4,000 元整。 

2. 獎助「中國法制比較研究論文集―二０一六年(第十四屆)海峽兩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

出版經費新臺幣 12 萬 792 元整。 

3. 獎助「東吳公法論叢」(第九卷)出版經費新臺幣 8 萬 8,490 元整。 

4. 獎助「東吳大學英文法律學報」第 12 卷第 1、2 期出版經費新臺幣 6 萬 8,569 元整。 

(五) 104 學年度「東吳大學倪氏學術獎助」，經核定獎助英文系葉卓爾教授及孫克強副教授

各新臺幣 9 萬 5,000 元整。 

(六) 104 學年度「孫哲生先生紀念專款」，經核定獎助政治系蔡秀涓副教授 2 萬元整。 

(七) 「胡筆江先生紀念專款」之獎補助情形如下： 

104 學年度補助出版優良期刊論文 13 件，共計 10 萬 1,423 元；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25 件，共計 60 萬 3,414 元，補助應邀出國進行學術研究 1 件，共計 5 萬 3,733 元。 

105 學年度(截至 105 年 11 月 24 日止)補助出版優良期刊論文 5 件，共計 4 萬 4,854 元；

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10 件，共計 26 萬 2,982 元。 

(八) 「東吳之友基金會」捐贈基金之獎補助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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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年(截至 105 年 11 月 24 日止)補助：「楊氏財經獎」1 件，共計美金 1,970 元。 

(九) 「戴氏基金會」補助教師交換研究情形如下： 

104 學年度「戴氏基金會」補助本校教師赴國外研究訪問 6 件，共計 43 萬 6,419 元；補

助邀請海外知名學者來校講學 1 件，共計 10 萬元。 

105 學年度(截至 105 年 11 月 24 日止)補助本校教師赴國外研究訪問 2 件，共計 20 萬元；

補助邀請國際學者至本校研究訪問 1 件，共計 9 萬 3,520 元。 

 

【校務發展組】 

一、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審 

(一)103-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審 

1. 105 年 8-11 月，辦理師資培育中心、英文系、日文系、化學系、法學院、商學院、國

貿系、巨量資料管理學院、教務行政組、健康暨諮商中心、學生住宿中心、營繕組、

採購保管組、研究事務組、國際事務中心、生涯發展中心、讀者服務組、華語教學中

心、體育活動組及推廣部等 20 單位共 31 案 104、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子策略異

動及預算配置事宜。 

2. 105 年 8 月 2 日，公告 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核定預算。 

3. 105 年 10 月 24 日，修訂 105 學年度教育部就學獎補助經費規劃。 

(二)106-108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審 

1. 105 年 7 月 14 日，報校長 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預算執行原則。 

2. 105年8月1-11日舉辦106-108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與單位訪談座談會，完成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社會資源處、秘書

室、人事室、圖書館、教學資源中心、華語教學中心、電子計算機中心、推廣部、人

文社會學院、外語學院、理學院、法學院、商學院、巨量資料管理學院、校務資料分

析中心(IR)，共 14 場訪談，討論 106-108 校務發展規劃藍圖等議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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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5 年 11 月 2 日，106-108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規劃藍圖提案至 105 學年度第 1 次校

務發展委員會討論，審議通過。 

5. 105 年 11 月 8 日，調查 106 學年度統籌項目作業規範及支用標準、各項費用收費標

準及辦公費基準。 

6. 105 年 11 月 23、24 日，於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 106 學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依規劃，本校 106 學年度預算編審作業流

程及時程規劃如下圖，包括前置規劃、收入預算、支出預算、預算配置及審查等程序。

作業時程自 105 年 10 月（前置作業）起至 106 年 6 月（預算書報教育部），歷時 9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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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1. 105 年 7 月 21 日函送教育部 104 年度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書

面審查資料。 

2. 105 年 7 月 28 日函送教育部「105、106 年度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之校務發展年度經費支用修正計畫書」。 

3. 105 年 11 月 3 日，函送教育部本校 104 年度私校獎補助計畫書面審查意見（初稿）

回應表及佐證資料。 

三、教育部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 

1. 105 年 10 月 12 日，由人文社會學院、商學院、教務處、學生事務處、校務發展組派

員出席教育部於亞洲大學行政大樓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之 105 年第 2 梯次「大專校院試

辦創新計畫申請說明會（高教場）」。 

2. 105 年 11 月 30 日，函送教育部「104 年度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轉型計畫」之「加值資

源效益計畫─推動小學期制」期末報告書。 

3. 105 年 11 月 30 日，函送教育部「105 年度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申請書，共提出

「加值資源效益計畫－推動小學期制」、「跨校跨域多元學區教育實驗計畫」、「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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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家計畫」、「六好創新書院計劃」四個計畫。 

 

【評鑑組】 

一、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 

(一) 103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執行績優單位已於 9 月 12 日行政會議，恭請校長公開頒獎，獲

獎單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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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音樂學系、(7)人權學程、(8)師資培育中心、(9)理學院、(10)心理學系、(11)法學院、

(12)商學院、(13)經濟學系、(14)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15)企業管理學系、(16)國際

商管學程、(17)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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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教學資源中心。 

(二)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刻正進行自評，預計 105 年 11 月 30 日完成。特色重點計

畫數經統計共計 195 筆，其中行政單位佔 78 筆(40％)、學術單位佔 117 筆(60％)；基本

需求計畫數共計 394 筆，其中行政單位佔 100 筆(25.38％)、學術單位佔 294(74.61％)。 

二、 教育部 104 年統合視導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5 年 2 月 26 日高評(105)字第 1050000323 號函知本

校 104 年度下半年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視導報告初稿」，本校接受視導之十個項

目初步通過視導，「視導報告初稿」並經教育部複審後，於 105 年 6 月 24 日臺教綜(一)

字第 1050086423 號函正式通知本校 104 年度下半年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全數通

過。 

三、 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 

(一) 依教育部校務資料庫時程，本校 105 年 10 期已完成全數表冊填報並檢核。 

(二) 於規定期程完成基 6、學 1、學 2、學 7、學 8、學 14、校 2、校 15 等表冊申請、修正並

完成數據檢核，預計 12 月 21 日完成數據報部備查。 

四、 教學評量作業 

104 學年度第二學期期末課堂反應教學評量結果居全校前 25%教師之感謝狀，已分送各

學系(單位)，請代為轉頒相關教師(前 10%由校長具名共有 112 名，前 11-25%由教務長

具名共有 162 名)。 

五、 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 

已完成 105 學年度「入學新生」、「大二學生」與「大三學生」等三項問卷調查，目前正

進行問卷讀卡與分析作業。 

六、 教師教學獎勵遴選 

已完成 104 學年度教師教學獎勵遴選，共選出「教學優良」教師 20 名，預計安排於 106

年 1 月 16 日年終餐敘恭請校長公開頒獎。 

七、 本校自辦系所評鑑獲教育部認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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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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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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教育部 105 年 10 月 24 日來函通知本校所報「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業經認定，可將自

我評鑑與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認可結果，對外公告評鑑機制及結果。 

(三) 以依據來函指示，於本校「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專區」-「學校績效表現」-「近三年各

類評鑑結果」公布本次認可及 66 學制評鑑全數通過結果。 

(四) 於評鑑組網頁設立「評鑑專區」，並依來函指示，提供本校評鑑機制及成果，以符合教

育部「適度公開」評鑑訊息之要求。 

八、 校務資訊應用平台 

(一) 目前平台進度已取得規格書後，將依規定簽請校長同意採購。 

(二) 已於 11 月 9-22 日分別與各學術單位初步說明平台資料蒐集方式，有關平台下一階段進

程，將分別針對各單位業務表冊另訂訪談時程，以統整校內各單位於校庫表冊之外的業

務資料及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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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 
 

一、 本校簽訂之校級學術協議單位（簽訂時間 105 年 5 月至 105 年 11 月） 

(一)完成簽署：共計 10 份協議(校級:6 份；學生交換:2 份；學生交流:2 份)，透過協議 

之簽署，建立和國際與兩岸各校院之合作關係，除增加本校師生赴外交流研習之機會外，

就吸引境外生前來本校就讀之招生宣傳效果亦大為增加。 

1.國際事務中心：斯洛伐克裴瑞秀大學、澳洲邦德大學、美國東密西根大學、香港

教育大學、日本千葉商科大學 

2.兩岸事務中心：福建師範大學、江西財經大學、四川師範大學、蘇州大學 

    (二)簽署中協議單位： 

1.國際事務中心：荷蘭海牙應用科學大學、澳洲昆士蘭大學、法國里爾政治學院、

比利時阿德維德大學 

2.兩岸事務中心：華東政法大學、浙江財經大學、上海大學、山東財經大學 

二、 外賓蒞校參訪接待(105 年 5 月至 105 年 11 月)：共計已接待 25 個單位，透過各式接待， 

除增加本校知名度及展現各院系特色之機會，亦能夠推展關係網絡，以利赴外招生宣傳

規劃，辦理招生說明會，並且促使來訪人員與各院系直接會面討論合作細節，達到實質

合作效益。接待單位包括 United Board、浙江師範大學、 香港保良局胡忠中學、香港聖

公會李福慶中學、香港九龍三育中學、日本奈良女子大學、馬來西亞詩巫公教中學、日

本東洋大學、日本社團法人台灣留學支援中心、北京外國語大學、古晉、民都魯、美里

留台同學會、澳洲昆士蘭大學語言中心、揚州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美國 Rider 

University、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美國達拉斯德州大學、日本中央大學、江蘇省蘇州市吳

江區參訪團、斯洛伐克議員、吉林大學、寧夏赴臺灣高校學科建設和科技創新管理培訓

班、上海市教育委員會、英國文化協會、韓國釜山外國語大學及德國 Heilbronn 

University。 

三、 教育招生展、赴外拜訪行程及參與國際性會議：共計已出席 16 個會議及招生展，藉出席

國際會議及招生展，以推介本校特色課程及學生輔導就學措施、提升本校參與人員國際

視野及專業知識，並緊密連結本校與其他學校之交流情誼，進而創造更多跨校合作之可

能性。出席相關會議及招生展包括 2 場香港入學輔導說明會、2016 美洲教育者年會 

(NAFSA)、105 學年度新生入學輔導說明會、2016 年馬來西亞台灣高等教育展、北京清

華大學大陸高等教育管理工作研究課程、2016 歐洲教育者年會(EAIE)、亞洲基督教大學

協會(ACUCA)雙年會、2016 香港教育展、上海交大海外遊學展覽會及創新創業論壇、2016

海峽兩岸研修生項目承辦人工作研討會」、2016 澳門招生教育展、台灣與東南亞暨南亞

大學校長論壇雙年會(SATU)及國際大學協會(IAU)第 15 屆大會、第十一屆海峽兩岸名校

兩岸事務部門負責人研討會及 2016 海峽兩岸大學協同創新的機遇與挑戰。 

四、 境外生及學生活動等業務(105 年 5 月至 105 年 11 月)：辦理各項學生活動以提升行政輔

導及教學輔導功能，並透過舉辦校園國際化活動增加境外生與本校學生互動之機會，達

到建立在地國際化、校園多元化之友善校園之目標。 

(一)共計辦理 25 場次活動，包括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赴大陸交換生行前說明會、105 年

端午節藝文活動、104 學年度優秀境外學生獎學金頒獎典禮暨座談餐會、第二次赴陸暑

期營隊行前說明會、陸生聯誼會幹部研習營活動、國際及兩岸事務志工教育訓練、僑聯



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次 (1051214) 校務會議工作重點報告 31 

會幹部研習營活動、4 場赴國外及赴陸交換申請說明會、TLC「台北野餐日」活動、境外

生「散步詠涼天：貓空健行、觀瀑、品茗之旅」、105 學年度陸生迎新宿營、105 學年度

僑聯會迎新宿營、3 場陸生大一期中座談會、第一屆陸生畢業生座談會、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自費研修生座談會、僑外生生活講座(一)「走出台灣、走出世界-交換學生的選擇」、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外國交換生期中座談會、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境外生與潘校長「河岸

鐵馬樂秋遊」活動及 2 場教學卓越計畫-國際文化名師系列講座。 

(二)共計辦理 18 項交流營隊及活動甄選，鼓勵學生赴國外及大陸參加具特色之營隊研習

活動，期透過文化參訪及名家講座，提高國際視野並增進學養，各項營隊包括大陸部分

共 115 人次參加，營隊包括上海交通大學「2016 臺灣大學生江南夏令營」、廈門大學「第

十二屆海峽兩岸大學生「閩南文化研習」夏令營」、西安交通大學「手拉手心連心 兩岸

同胞情」、蘭州大學「感悟絲路文化 傳承華夏文明-第十二屆海峽兩岸學子牽手絲綢之

路」、溫州大學「2016 暑期實訓營」、韓國翰林大學暑期活動、2016 UMAP 亞太大學交

流會暑期超短期計畫(SSTP)、西安交通大學「手拉手心連心 兩岸同胞情」活動、蘭州大

學「感悟絲路文化 傳承華夏文明-第十二屆海峽兩岸學子牽手絲綢之路」活動、中國人

民大學「兩岸學子‧彩虹計畫」活動、2016 UMAP Discovery Camp、韓國翰林大學「Kor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 2016」、2016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UQ) Summer Program、

暨南大學「粵台學子中華情」、中南大學「同溯絲綢路·湘聚兩岸情」海峽兩岸大學生創

業交流研習營活動、暨南大學「兩岸四地創新創業大賽」、哈爾濱工業大學「第十二屆

小衛星學者計畫」及吉林大學「第十五屆臺灣學生北國風情冬令營」。 

五、 獎學金及助學金業務：共計辦理 22 項獎助學金審查公告，持續積極爭取校外相關獎助，

紓解師生赴國外交流之經費負擔、擴展其國際視野及提高赴外研修之意願及動機，逐年

增列獎助學金獎勵優秀境外學生來校就讀，提升報到率及續讀之意願，以鼓勵專心向學。

各項獎助學金包括 2016 日本交流協會短期交換獎學金、105 年度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

「學海惜珠計畫」、104 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境外研修交換獎、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外

國學生獎學金、105 年度第 1 期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外研修補助、105 年度教學卓越計

畫「教師全英語授課海外培訓申請」及「東吳大學師生海外研究中心駐點補助」、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外國學生助學金、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優秀僑生獎學金、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優秀博碩士僑生獎學金、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東吳大學外國學

生獎學金、105 學年度「清寒僑生助學金」、僑務委員會獎勵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台

北天母扶輪社清寒優秀外籍生助學金、華僑協會總會獎學金暨助學金、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僑生獎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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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

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學士班優秀陸生獎學金、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學生境外交換

研修獎、2017 年度第一期日本交流協會獎學金、105 年度第二期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

外研習補助。 

六、2016 年東吳大學「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在與大陸高校簽訂協議數穩定成長、交流日

趨頻繁現況下，持續辦理「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增加本校與大陸高校合作的多樣性，

並增加學校曝光度與經費收入。 

    (一)舉辦日期：2016 年 7 月 18 日(週一)至 8 月 16 日(週二)，共計 30 天。 

(二)重點摘要： 

1.報名截止後共有 6 學系/學程開設 8 課群 9 班上課，課程共 9 日，每日 6 小時，共

54 小時，3 學分。 

2.本處統籌行政作業，包含接送機、報到註冊、始結業典禮及與校長河岸鐵騎輕鬆

遊、5 天 4 夜團體旅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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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加人數共計 24 所大陸高校、267 名學生及 18 名帶隊老師。 

(三)收費：依課群規劃收取 55,000 元及 60,000 元，總收入扣除旅遊費後，學校現金收

益約為新台幣 1,100 萬元（含學費、作業費及住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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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一、105 學年度（105.08.01-105.11.21）捐款金額 2,495 萬 642 元，捐款人數 483 位，捐款筆

數 1,047 筆。 

二、本校各項全校性募款計畫： 

（一）104 年 6 月推展「樂學安居｣計畫，本計畫主要用以整修改裝舊職員宿舍作為有眷招待

所，以及學生宿舍校外拓展經費，截至 105.11.21 止，累計捐款金額為新台幣 8,065,711

元。 

（二）104 年 11 月推展「德蔭學子-校園助學專款｣計畫，本計畫提供四大助學金：工讀助學

金、生活助學金、急難救助助學金，以及學習輔導補助金，截至 105.11.21 止，累計捐

款金額為新台幣 1,324 萬 5,304 元。 

（三）105 年 11 月推動「楊其銑故校長教育助學金｣募款項目，本項目主要用以補助清寒學

子於暑假期間前往海外實習之相關機票費用，截至 105.11.21 止，累計認捐金額為新台

幣 1,114 萬 8,000 元。 

三、校園紀念品經營與管理業務： 

（一）105 學年度校園紀念品販售截至目前為止（105.08.01-105.11.18）販售總金額為新台幣

37 萬 7,307 元。 

（二）近期主要推展項目及產品規劃包括： 

1.105.09 配合中秋佳節提供上信撰玉夏威夷豆塔禮盒及組合式禮盒作為單位送禮使

用。 

2.105.12 預計搭配聖誕節推出帽 T、領帶、微型積木，並與財精系 105 級畢業校友林宗

賢洽談其與好友共同成立之 Allen&Jimmy 艾登生物科技所開發之面膜合作販售事

宜。 

3.106.01 預計搭配新春檔期，開發 1-2 項應景禮盒組，提供師長同仁們選購，同時進行

尾牙及新春團拜伴手禮之規劃。 

四、經營各校、系友會活動： 

（一）105.08.03 假台北寒舍艾美酒店與遠見雜誌共同主辦「創業趨勢菁英早餐會」，早餐會

主題為「未來產業扭轉世界．預約下一個產業錢景」，並邀請白宮科技創新顧問 Alec 

Ross 蒞臨演講，巨量資料管理學院榮譽院長張善政院長與談，本活動邀請傑出校友、

講座教授、捐款人及校內師長出席，當日共計 63 名校友、師長共襄盛舉，活動圓滿順

利。 

（二）105.10.01-10.02 台北市校友會辦理雲林草嶺二日遊，共計 54 名校友參加。 

（三）105.10.21-10.26 由副校長及社資長率領業務相關同仁前往美加州參加楊故校長其銑先

生追思會，並向師母及校長千金表達悼念之意。期間拜會南加州、北加州校友會以及

東吳之友基金會會長及董事，以活絡增進與海外校友與友人之聯繫，尤其此行為本校

首次與北加州校友聚首，實屬難得。 

（四）105.10.30-11.02 東吳之友基金會會長 Mr. Edward Rada 與林蕙瑛董事、唐孝先董事、 

陳淑華董事等蒞臨訪校。於 105.10.31.邀集校內各獎補助單位，召開捐款明細說明與執

行成果會議，晚間假高記餐廳舉行歡迎晚宴，席中 Mr. Rada 代表戴氏基金會致贈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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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 50 萬元支票乙紙，由校長代表接受。 

（五）105.11.05 與台北市東吳大學校友會聯合主辦「第 11 屆揮桿同樂-東吳大學校友盃高爾

夫球聯誼賽」，假林口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舉行，邀請校長蒞臨致詞指導，共計

84 名校友報名。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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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於網頁、臉書宣傳邀請外，刻正透過校友資拓中心公務信箱

(alumni2@scu.edu.tw)寄出邀請函，請校友上網更新個人通訊資料，目前更新活動計有 109

人參與，活動至 105.12.01 止，將抽出 30 名校友獲得紀念品福袋。 

六、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一）「畢業生流向追蹤調查」 

1. 105.10.31 完成 105 年度「校友對母校暨就業滿意度調查」工作，調查對象為 102、

104 級畢業生。102 級總計調查 1,902 筆，回收率 58.24%；104 級總計調查 1,914 筆，

回收率 60.28%。 

2. 105.10.31 完成「企業雇主對東吳大學畢業生滿意度調查」電訪，調查對象為校友任

職之企業雇主或校友企業之經理人，合計完成受訪企業共計 303 間。 

3. 105 年 11 月撰寫問卷調查分析報告，預定 105.01.13 完成全校各學系調查成果報告

書。 

七、大三學生 UCAN 普測： 

（一）大三學生「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活動，已確認 23 學系與生涯發展中心合

作，並安排 36 場班級團測。 

（二）配合教學資源中心執行東吳大學 IR 應用研究計畫，邀請社工系、德文系、微生物系、

化學系及企管系合作進行學生 UCAN 測驗長期施測與分析。 

八、企業實習計畫(興趣實習類)： 

（一）105 年度除舉辦實習暨補助說明會外，積極推動海外實習，並將補助辦法納入條文中，

以鼓勵同學至海外實習，合作企業計有新加坡 Paktor 台灣分公司、日本廣島王子大飯

店、菲律賓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馬來西亞永信東南亞控股、全國意向顧問有限公

司、博智顧問有限公司、亞瑞特數位社群行銷有限公司、華南永昌證劵股份有限公司、

菲律賓耐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三井物產股份有限公司、JTB 世帝喜旅行社、德

國經濟辦事處、國立台灣歷史博物館、中國港口博物館、恆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等。

另，暑期申請中心實習計畫分別為微生物系、資管系、政治系、心理系、法律系，以

及國貿系學生於 7 月份向國貿局申請之補助案，補助興趣實習學生總計 123 人。 

（二）實習心得分享會：105.11.22（星期二）12:00-13:30 於城中 5117 會議室、105.11.24（星

期四）12:00-13:30 於雙溪國際會議廳辦理。邀請 105 年暑期實習期間表現卓越同學，

分享其於馬來西亞永信東南亞控股、菲律賓耐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 Paktor 台

灣分公司、台灣三井物產股份有限公司、JTB 世帝喜旅行社...等機構實習心得，同時也

邀請企業導師共同與會，冀望藉此渲染校內實習氛圍，對實習產生推波助瀾效應。 

九、辦理富邦產學合作記者會事宜，記者會已於 105.10.04（星期二）圓滿落幕，約計 10 家

媒體露出，後續將由巨量資料管理學院與富邦金控接洽課程開設相關事宜。 

十、最後一哩課程：預訂於 105.12.07-105.12.27 陸續舉辦課程，以職場先修為主軸，課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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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包含中英文履歷撰寫、面試應對技巧、職場禮儀與勞工權益…等。 

十一、證照獎勵及課程： 

（一）證照課程：辦理共通性專業證照考照輔導課程，提升學生努力學習參加檢定的意願、

協助同學考取專業證照及增強就業競爭能力。國際專案管理師(IPMA)為目前世界上通

用的專案管理師證照，105.11.14-106.01.21 於雙溪校區辦理｢IPMA 國際專案管理師考

照班｣，共計 10 位同學參與。 

（二）證照獎勵：為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鼓勵學生在學期間及畢業一年校友考取證照，

105.05-105.11 辦理同學申請作業。 

十二、多元表演： 

（一）105.10.13 舉辦浦契菈・諾庫爵士五重奏《ＤＩ・ＹＥＡ》，希望藉由這場音樂會，讓

東吳學子對爵士音樂及演奏技巧，有更深入的認識及接觸，觀眾人次 423 人。 

（二）105.10.17 舉辦 Lullaby for the Youth 給：年輕的搖籃曲-徐崇育爵士創作音樂會，該音

樂會為本學期辦理爵士系列第 2 場次，觀眾人次 412 人。 

（三）105.10.21 與台原偶戲團合作舉辦光影劇場《馬克白》，該劇的演出除跳脫皮影戲呆版

及固定演出形式外，完全以人為偶實際走位，透過光源的遠近，做出各種影像大小的

變化，觀眾人次 485 人。 

（四）105.11.17 於松怡廳辦理「Shakespeare Lives 2016 校園巡迴-劇場實錄電影   《HAMLET》。

有別於舞台演出觀賞視角，劇場實錄電影《哈姆雷特》完美地捕捉了演員的精湛能量，

表演場地的極致親密感，猶如置身於現場觀眾之中，徹頭徹尾專注在美妙的演出裡，

觀眾人次 352 人。 

（五）105.12. 07 與錢穆故居合作舉辦「松風琴鳴-古琴音樂小集在錢穆」，透過古琴的欣賞，

鏈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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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數 27 人。 

十三、文創手作： 

（一）105.10.19 於城中校區游藝廣場，辦理「指甲花手繪初體驗」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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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數 24 人。 

（二）105.11.23 於城中校區游藝廣場，辦理「靜心寫心經」活動，透過實際書寫，感覺筆尖

在紙張躍動的旋律，體驗文字之美教，參與人數 50 人。 

（三）105.11.30 與錢穆故居合作，於雙溪校區辦理「靜心寫心經」活動，目前報名中。 

十四、藝文小旅行： 

（一）105.09.14 舉辦「低限無限‧即興 89-李再鈐雕塑展」，參與人數 11 人。 

（二）105.10.01 舉辦「中山雙連街拍玩攝影」，參與人數 27 人。 

（三）105.10.12 舉辦「林語堂故居學幽默-城中專車」，參與人數 44 人。 

（四）105.10.18 舉辦「錢穆故居沐春風」，參與人數 46 人。  

（五）105.10.22 舉辦「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館看漢簡」，參與人數 27 人。 

（六）105.10.26 舉辦「林語堂故居學幽默-雙溪專車」，參與人數 41 人。 

（七）105.11.16 舉辦「台北當代藝術館看金工雕塑•阮文盟個展」，參與人數 25 人。 

（八）105.11.18 舉辦「歷史博物館看李源海的水墨世界」，參與人數 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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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05.11.23 舉辦「關渡美術館看張光賓的學行記痕」，目前報名中。 

（十）105.11.25 舉辦「錦州藝文中心看陳宏勉的書畫印展」，目前報名中。 

（十一）105.12.02 舉辦「台北市立美術館看 2016 台北雙年展」，目前報名中。 

（十二）105.12.14 舉辦「至善藝文中心看吳學讓水墨展」，目前報名中。 

（十三）105.12.17 舉辦「逗陣去桃園高鐵看席德進的繪畫世界」，目前報名中。 

（十四）105.12.21 舉辦「中華文化總會看郭柏川油畫展」，目前報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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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一、人事異動  

(一) 105 年 8 月 1 日新任院長政治學系黃秀端教授上任。 

(二) 105 年 8 月 31 日新聘社工系許凱翔助理教授為 GIS 創造力暨產業育成中心副主任，協

助石計生主任推動該中心業務發展。 

二、重要研討會、工作坊 

(一) 本院與上海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持續合作第三年舉辦兩岸青年人文社會科學學術

論壇，105 年 6 月 26 日至 7 月 2 日在上海舉辦，本屆主題為【城市文化與公共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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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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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兩院師長點評，藉此增進兩岸研究生研究視野與範疇，達到實質學術交流目的。期

間安排參訪復旦大學與溫州大學，深入參訪交流，促進兩校院學術交流合作機會。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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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主管們周到、細緻和熱情的接待與經驗分享，讓本院參訪師生十分感動，對該公司

所展現的企業文化與工作精神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感動和美好的印記。 

(二)為提昇教師交流互動及教學相長，本院特規劃辦理系列教師交流工作坊，11 月 16 日(三)

辦理人社院第一場教師交流工作坊，由政治系陳立剛主任、社工系李淑容及社會系施

富盛等三位老師分享「澳洲全英語授課研習」，超過 20 位教師同仁參加，分享後與

會者充分討論交流。第二場將於 12 月 13 日（二）請哲學系蔡政宏教授分享教師研究

優良專題。 

(三)105 年 11 月 21 日至 23 日本院東亞研究中心主辦、院內相關系所協辦【韓國文化週與

大使講座】系列活動。21 日中午 12:30 由潘校長及韓國駐台代表部楊昌洙代表揭開序

幕，下午 3:30 黃秀端院長主持崔英鎮前駐美韓國大使主講【文化價值如何型塑當代國

際關係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East and West 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此外，活動還包括｢韓國文化體驗活動｣、｢韓流與當代東亞流行文化｣研

究成果展示及【韓國轉型正義小影展】與映後座談等。 

(四)規劃辦理 2017 年第四屆兩岸青年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壇，籌備會議議訂 2017 年主題

為【文化記憶•良政•善治】，兩院均已開始徵稿。預計於 106 年 4 月 30 日-5 月 1 日在

東吳大學舉辦。 

三、執行與申請教育部計畫 

(一)本院申請教育部之「東吳大學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人文社會知識思辯與行

動關懷的改造」計畫，於 105 年 2 月 26 日獲審查通過，計畫為期一年核定經費總計

為新台幣 1,777,706 元，該計畫依規劃執行。105 年 11 月 11 日本計畫總召政大文學院

林啟屏院長及廖啟旭博士蒞校訪視了解執行情況。 

(二)為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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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 8 月

起院長與院內主管、相關教師多次開會腦力激盪、討論、凝聚共識，黃院長 9 月 2 日

率院內相關師長拜訪士林/北投區何志偉議員廣為徵詢意見。該計畫於 10 月 13 日提送

教育部，預計 106 年 1 月下旬通知核定結果。 

四、會議 

(一)院主管會議：105 年 8 月 8 日、9 月 14 日、10 月 19 日、11 月 23 日及 12 月 21 日舉

辦主管會議，討論分享院內各單位相關事務。8 月份擴大邀請相關教師討論規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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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計畫內容。11 月 23 日擴大舉辦為院際交流座談，巨量資料管理學院張善政榮

譽院長、趙維良院長、許晉雄副院長及胡筱薇、黃福銘二位助理教授與會，商談跨領

域學術交流與合作事宜。 

(二)院教評會議：105 年 9 月 21 日及 12 月 7 日舉辦二次，議定院內各單位教師聘任、升

等、延長服務、評鑑及相關辦法修訂等案。 

(三)院務會議：105 年 10 月 05 日舉辦，會中討論通過討論《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人權

學程設置辦法》及《東吳大學人權學程修讀辦法》法規修訂案及本院與日本奈良女子

大學(Nara Women’s University)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案。 

(四)105 學年度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業於 10 月 25 日召開，該次會議主要審議各單位 105 學

年度課程新開、異動、補審案；各單位學生實習相關辦法案；以及社會系及師培中心

課程外審案，提案全數修正通過。 

五、8 月 5 日函知本院補助 105 學年度研究計畫申請案，本院補助 6 個研究計畫，總計補助

經費為新台幣 443,000 元，10 月 18 日辦理說明會，邀請該學年度獲本院補助之教師與助

理參加，會中說明未來研究計畫執行重點，俾利教師未來執行計畫更為順暢。 

六、為瞭解教師輔導需求、增進教師情感交流，本院與健康暨諮商中心預計於 12 月 15 日於

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共同舉辦「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人社院導師研習活動」，活動邀

請園藝治療師黃盛瑩醫師主講《走近花園-從園藝認識到身心照顧》，後續進行活動宣傳

鼓勵老師同仁踴躍參加。 

七、辦理補助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迄 11 月底)本院師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事宜：8 月審核補

助中文系叢培凱老師出席中國音韻學國際高端學術論壇發表論文差旅費、中文系羅麗容

老師、陳新瑜研究生及王顗瑞研究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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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學程李元薇研究生出席第五屆國際青年歷史和解論壇發表論文

差旅費、社會系吳明燁老師出席 2016 滬台家庭變遷論壇發表專題演講差旅費；9 月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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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審核補助中文系姜守恩研究生出席杜甫文化接受與傳播全國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機

票費、政治系劉書彬老師出席 2016 年歐洲學術研究論壇發表論文機票費、音樂系嚴福榮

老師出席 2016 香港新音樂文化發表作品差旅費、社會系何撒娜老師出席中國廣州「地方

與全球視野下的中國飲食與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差旅費、政治系陳立剛老師、許

雅棠老師、王輝煌老師、以及蔡韻竹老師參加與蘇州大學公共管理學院合辦「第二屆城

市發展論壇：城市公共管理-理念 組織 政策與實踐」發表論文差旅費。 

八、國際交流 

(一)為拓展與增進與廈門大學合作交流機會與模式，105 年 7 月 3 至 7 月 7 日謝政諭院長

與社會系鄭得興老師、謝欣礽、洪祺玲兩位碩士生前往安徽宣城參與廈門大學暑期鄉

村調查研究活動。 

(二)本院與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交流合作協議，經過該院推薦徵選，105 學年度第一

學期有三位同學來本院政治系碩士班進行交換研修。 

(三)105 年 10 月 9 日至 14 日黃秀端院長前往泰國參加人權相關會議，並洽談學生赴國外

實習機會。 

(四)10 月 19 日公告 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赴捷克馬薩里克大學交換申請，依協議規定名額

為 1 名，適用對象為本學院各學系學士班學生，自即日起受理至 10 月 28 日，11 月 1

日經社會系施富盛老師面試，本學院錄取政治系二年級陳芃瑄同學。 

九、10 月 5 日公告受理 106 學年度本院補助教師研究計畫申請案，總計 8 件研究計畫申請， 

    後續辦理校外審查作業，預計 12 月下旬召開學院學術發展委員會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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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提升人文社會學院跨領域教學能量計畫： 

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本學期已召開 1 次作業小組會議、1 次實習委

員會，舉辦 14 場協同教學、1 場學生實務工作坊、1 場教師教學工作坊、2 場校外機

構參訪、1 場學生實務工作坊並辦理暑期溪城講堂課群，預計還有 4 場協同教學、2

場實習成果發表會要舉辦。活動內容摘列如下： 

(一)作業小組會議：10 月 17 日舉辦 105 學年度第一次創意人文學程暨非營利組織管理學

程作業小組會議，審查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活動規劃、學生選課狀況及實習委員會設

置等事項。 

(二)實習委員會議：10 月 17 日舉辦 105 學年度第一次創意人文學程暨非營利組織管理學

程實習委員會議，審查 105 學年度學生實習狀況並討論實習委員會成員及實習督導工

作內容等事項。 

(三)教師教學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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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沈惠如老師分享在各自領域上的教學經驗。 

(四)協同教學：10 月 5 日哲學系黃筱慧老師『符號與敘事』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上海

智海揚濤廣告公司客戶群經理廖英志老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中國的互聯網世界」。

10 月 18 日政治系蔡秀涓老師『台灣重大公共議題入門』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政

大公行系莊國榮教授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轉型正義與課綱」。10 月 20 日社工系

李淑容老師『社會問題』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行政院核能委員會邱耀平研究員蒞

校演講，演講主題為「核能問題」。10 月 25 日政治系蔡秀涓老師『台灣重大公共議

題入門』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政大法律系林佳和教授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勞

動條件—工時、休假與權益」。11 月 1 日政治系蔡秀涓老師『台灣重大公共議題』舉

辦課堂協同教學，邀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組簡任視察尤舜仁博士蒞校演講，演

講主題為「青年就業—政府就業服務資源政策」。11 月 3 日中文系鍾正道老師『文學

與電影』舉辦課堂協同教學，邀請牽猴子整合行銷公司王師總經理蒞校演講，演講主

題為「影像與故事行銷」。11 月 7 日音樂系黃莉翔老師『當代展演世界概論』舉辦課

堂協同教學，邀請美國棉協會台灣代表邱美玲老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品牌與音

樂」。11 月 15 日政治系蔡秀涓老師『台灣重大公共議題』舉辦課堂協同教學，邀請

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老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國家定位與現況」。11 月 17 日

政治系蔡秀涓老師『台灣重大公共議題』舉辦課堂協同教學，邀請行政院主計處人事

處長游金純博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國家財政與效能」。11 月 17 日中文系連文

萍老師『兒童文學及習作』舉辦課堂協同教學，邀請兒童文學作家張東君老師蒞校演

講，演講主題為「青蛙巫婆與科普繪本」。11 月 22 日政治系蔡秀涓老師『台灣重大

公共議題』舉辦課堂協同教學，邀請銓敘部政務次長林文燦老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

為「年金改革的循證分析」。11 月 23 日歷史系葉言都老師『當代台灣新聞媒體發展

變遷』舉辦課堂協同教學，邀請 IC 之音竹科廣播電台田麗雲台長蒞校演講，演講主

題為「台灣廣播事業的過去、現在、未來」。11 月 23 日哲學系黃筱慧老師『符號與

敘事』舉辦課堂協同教學，邀請雪芃廣告業務客戶經理李皇慶老師蒞校演講，演講主

題為「符號、敘事與廣告」。11 月 28 日哲學系黃筱慧老師『符號學與文化行銷』舉

辦課堂協同教學，邀請台灣芝寶公司李思慧副總經理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美儀世

界的符號與行銷」。11 月 29 日中文系連文萍老師『編輯學』舉辦課堂協同教學，邀

請國史館特約美術設計師邱元昌老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書籍的空間美學—設計

軟體的版面構成與應用」。 

(五)學生實務工作坊：11 月 12 日社會系劉維公老師『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A 組』舉辦生活

提案力工作坊，邀請薰衣草森林黃宏仁處長、天河教育基金會劉詠喬執行長、知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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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洪震宇老師以及 THE ONE 異數宣言品牌發展處符心宜副總經理蒞校指導，共計約

80 名學生餐與活動。 

(六)校外參訪：11 月 9 日歷史系葉言都老師『當代台灣新聞媒體發展變遷』舉辦課堂校外

參訪，參訪地點為公共電視台。11 月 14 日音樂系黃莉翔老師『當代展演世界概論』

舉辦課堂校外參訪，參訪地點為國際藝術博覽會。 

(七)溪城講堂：創意人文學程於 2016 第一次辦理暑期溪城講堂，由中文系鹿憶鹿老師、

連文萍老師、于千喬老師共同設計『台灣曼波---神話、情歌及飲食文化』課群，共計

36 位學員參加。目前正積極規劃 2017 年溪城講堂課程。 

(八)辦理兩學程 103-104 學年度實習績效自評審查意見回覆報告。 

(九)105 學年度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實習成果發表會訂於 12 月 26 日舉辦，本次成果發表

會預計將於人權學程共同舉辦，105 學年度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共 18 位實習生，分為

10 個機構報告；人權學程共 3 位實習生，將分為 3 個機構介紹。 

(十)105 學年度創意人文學程實習成果發表會訂於 12 月 26 日舉辦，本次成果發表會共 52

位實習生，分為 16 個機構報告。 

 

中國文學系 

一、學術交流 

(一)105 年 8 月 8 日-106 年 2 月 9 日蘇州大學高永奇副教授蒞系客座講學、 蘇州大學房偉

教授蒞系訪學。 

(二)105 年 8 月 21—22 日叢培凱老師赴安徽安徽大學文學院，參加「中國音韻學國際高端

學術論壇」，以〈論陳宗彝《音通》四呼觀念的應用〉為題發表論文。 

(三)105 年 9 月 1 日-12 月 31 日湖北黃崗師範學院陳志平教授及方正副教授蒞系訪學。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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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05 年 10 月 1 日舉行「席慕蓉研討會」，兩岸三地約二十餘位學者參與，沈惠如老師 發

表論文：「 論席慕蓉旅行書寫中的城市空間閱讀」﹔叢培凱老師發表論文：「從語言

風格學論席慕蓉詩中的音樂美感」，期間席慕蓉老師亦蒞臨會場聽講及現場朗誦詩

歌。 

(六)105 年 10 月 3 日-11 月 3 日山東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雷傳平與秦海燕二位副教授蒞系

訪學。 

(七)105 年 10 月 5 日舉行第 193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陳恆嵩老師演講：「倪元璐的經筵

講章」，連文萍老師擔任主持人，蔣秋華老師擔任講評人。 

(八)105 年 10 月 12-17 日林宜陵老師前往吉林大學參加「杜甫文化接受與傳播全國學術研

討會暨四川省杜甫學會第十八屆年會」。 

(九)105 年 10 月 19 日舉辦「105 學年度上學期東吳大學劉光義教授紀念專題講座」，羅

麗容老師擔任主持人，邀請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黃進興院士演講：「再現中國傳統思

想」。 

(十)105年10月28日鍾正道主任與沈惠如老師參加台北市立大學儒學與語文學術研討會，

並分別發表論文：「論莫言〈白狗鞦韆架〉中的鞦韆」、「從繪畫到戲曲－黃向堅尋

親記遊事略探析」。 

(十一)105 年 10 月 29 日沈惠如參加台灣大學戲劇系「全球化年代的在地展演：2016 NTU  

     劇場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諧擬與反諷─影像敘事中的戲班文化及其現 

     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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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演講 

(一)105 年 9 月 5-6 日舉辦第 1 哩大學新生入門講座，由鍾正道主任演講，講題為「如何

安  

排大學生活」。 

(二)105 年 10 月 4 日舉辦國學講座，鍾正道主任擔任主持人，中研院曾永義院士專題演講：

「詩情與詞情」。 

(三)105 年 10 月 12 日鍾正道主任執行「東吳大學起飛計畫」，邀請黃岡師範學院陳志平

老師演講：「梁元帝的焦慮與金樓子的寫作」。 

(四)105 年 10 月 17 日林伯謙老師執行「東吳大學起飛計畫」，邀請曲阜師範大學雷傳平、

秦海燕老師分別演講：「學記探論」、「言語行為理論及其適用性分析」。 

(五)105 年 11 月 15 日鍾正道主任主持，邀請王浩老師主講：「媒體為何要你?」。 

三、系務活動 

(一)103 年 8 月 14 日舉辦 2016 中文系溪城講堂「鵬飛萬里-2016 臺灣人文采風」、「臺灣

影劇與流行文化」兩課群聯合結業式，鍾正道主任頒發帶隊感謝狀、前三名獎品及紀

念品摸彩。 

(二)105 年 9 月 14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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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5 年 9 月 21 日舉辦「全球徵 聯暨劉志英對聯書法展開幕記者會」，邀請馬英九前

總統擔任校外嘉賓，馬前總統並親自揮毫書寫題目上聯：「秋刀出鞘漁民笑」向全球

廣徵下聯，本項活動至 106 年 3 月 30 日截稿。 

(四)105 年 9 月 21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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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年 9 月 23 日召開「教學助理作文批改工作坊＆教師開學實際教學分享會」，由

叢培凱助理教授主持﹐計畫教師及助理出席。 

(六)105 年 9 月 30 日《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 35 期出版。 

(七)105 年 10 月 3 日公告 105 年「具研究潛力優秀學生獎勵」得獎名單，計有林莉妤、蕭

亦翔、游喬茵、曾珮瑜、江鎧安等 5 位同學。 

(八)105 年 10 月 3–31 日舉辦文字記者新聞稿競賽活動。 

(九)105 年 10 月 3-31 日舉辦大一國文中文素養施測。 

(十)105 年 10 月 15 日辦理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由本系鍾主任簡介系況，協同大一導師

鹿憶鹿老師、蘇淑芬、謝靜國老師共同主持，會議期間家長踴躍提出問題，並由主任、

導師及助教分別予以答覆。 

(十一) 105 年 10 月 24 日出版《文獻研究新視野──第四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文集》。 

(十二) 105年 11月 23日舉行「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106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

預計錄取 8 名優秀學生於 106 學年度進入本系碩士班就讀。 

(十三) 《東吳中文學報》第 32 期出刊。 

 

歷史學系 

一、 為迎接新生，本系舉辦數場迎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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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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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經驗。黃兆強、蔣武雄、楊俊峰老師亦出席參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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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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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校於 105 年 10 月 15 日星期六舉辦「105 學年度新生家長座談會」，本系亦配合辦

理。座談會由盧令北主任主持，本系黃兆強老師、何宛倩老師及陳志豪老師三位老師

出席。由於家長們關注孩子在學校的適應狀況，所以本系邀請大一導師出席，與家長

就學生的生活與課堂情形進行雙向交流與溝通。會後家長咸對這次座談會的舉辦表示

滿意。 

二、 系學會活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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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5 年 10 月 01 至 02 日本系系學生會在新店長青谷露營園區，舉辦 105 學年度歷史

學系迎新宿營，共計 60 位新生與學長姐們一同參與這一年一度的盛大活動。為期兩

天一夜的宿營活動，在學弟妹的配合以及學長姊的努力之下圓滿落幕。此次的活動期

望能增進所有參與者彼此的認識和默契的培養，並能從活動當中更加了解彼此，無論

是新生抑或是學長姐，通過本次宿營都能夠感受到身為歷史系一份子的歸屬感和驕

傲。 

(三) 105 年 10 月 5 日本系系學生會舉辦 105 學年度歷史學系認親大會，共計 80 位新生與

學長姐們一同參與。此次的活動期望新生能在大學裡有個幫助他們的人更快融入東吳

大學歷史系大家庭，能夠在歷史系找到一份歸屬感。 

三、 校外參訪活動 

(一) 105 年 11 月 9 日，前往公視進行校外參訪。 

(二) 105 年 11 月 26 日，本系舉辦「史蹟導覽─漫步艋舺」。本次活動由歷四倪紹恩同學

導覽，本系師生約有四十人參加。 

四、 本系本學期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一) 105 年 10 月 12 日，邀請邱海嶽先生(曾任聯合報系影視新聞主管、公共電視副總經

理)以「台灣媒體演變概述：以影劇文化新聞與公共電視為例」為題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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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5 年 10 月 19 日，邀請本系黃兆強老師以「當代新儒家徐復觀先生論《史記》」

為題發表演講。 

(三) 105 年 10 月 20 日，邀請林文龍先生以「拍攝影片的第一堂課」為題發表演講。 

(四) 105 年 10 月 26 日，邀請古正良先生（東森電視財經台節目製作人)，以「台灣電視

史與數位時代的新趨勢」為題發表演講。 

(五) 105 年 11 月 15 日，邀請陳健一老師以「廟宇觀點的開發史-－士林為例為題」發表

演講。 

(六) 105 年 11 月 23 日，邀請田麗雲女士(新竹科學園區 IC 廣播電台台長)以「台灣廣播

事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為題發表演講。 

(七) 105 年 11 月 24 日，邀請方正教授(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副教授)以「治學方法經驗談 

方正」發表演講。 

(八) 105 年 12 月 1 日，邀請吳滔教授(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地理研究中心主任、現為國立臺

灣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以「清代江南地區的歷史地理考察」為題發表演講。 

(九) 105 年 12 月 7 日，邀請愛莉西亞(旅遊作家)以「旅行，也是一門工作？」為題發表

演講。 

(十) 105 年 12 月 14 日，邀請夏珍(風傳媒總主筆)以「從舊媒體到新媒體」為題發表演講。 

(十一) 105 年 12 月 14 日，邀請連啟元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助理教授)以「明代禁

殺牛隻法令與社會風氣」為題發表演講。 

(十二) 105 年 11 月 30 日，邀請馮瑞麒先生(泛科知識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台灣數位

文化協會執行長) 以「知識傳播的現在及可能的未來-從 Pansci談起」為題發表演講。 

(十三) 105 年 12 月 21 日，邀請王淑鄉心理師以「大學生的人際親密與孤寂」為題發

表演講。 

五、 碩士班活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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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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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5 年 11 月 14 日下午 15 時 30 分，本系於 D0615 教室舉辦碩士班「第十三屆研究生

論文研討會」籌備會議及第十三期《史轍》的編輯委員。 

(四) 為促進本所師生互動交流，並歡送 2016 年、展望 2017 年，本系 12 月 28 日於外雙溪

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615 舉辦「歷史學系碩士班師生年終茶敘」。 

六、 本系 105 學年度科技部核定研究之計畫補助如下： 

(一) 劉龍心老師，計畫名稱-地方調查與近代中國地方概念的建構，核定金額 818,000 元。 

(二) 林慈淑老師，計畫名稱-歷史如何教？文本閱讀與證據推論，核定金額 873,000 元， 

(三) 楊俊峰老師，計畫名稱-北宋晚期黨爭史的書寫與時局的關係，核定金額 398,000 元。 

七、 本系盧令北老師申請人文社會學院專題研究計畫經費並獲通過，計畫名稱－由 1820 年

「密蘇里妥協案」（Missouri Compromise）看內戰前美國南方州權意識的發展：以聯邦

國會相關辯論為研究基礎，核定金額 13,000。 

八、 學術交流：  

(一) 本系 105 年度暑期開辦第三期的溪城講堂活動，共有二十一位學員參加。本次講堂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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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盧令北、陳志豪和應俊豪三位老師講授課程，並安排鶯歌、大溪及宜蘭的參訪行程。 

(二) 105 年 8 月 18-25 日，楊俊峰老師應中國宋史研究會、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之邀前往參

加「10 至 13 世紀中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 17 屆年會」發表論文，

並擔任主持人、評論人。 

(三) 陳志豪老師於 105 年 8 月 24-29 日赴俄羅斯聖彼得堡參加 21st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並發表論文。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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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05 年 10 月 19-23 日，盧令北主任應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及葉聖陶研究會之邀，前往

參加「兩岸學者並話․世界史」第二屆論壇，並以「美國內戰前南方分離運動的再思

考」為題發表學術演講。 

(六) 105 年 10 月 28~31 日，黃兆強老師應四川宜賓學院之邀，參加大陸版《唐君毅全集》

出版發行發布會暨「現代新儒家與現代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大師眼中

的大師：徐復觀論說唐君毅〉。 

(七) 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陳輝教授於 2016 年 12 月 14-18 日蒞臨本系學術交

流。陳老師主要從事歷史教育學及歷史教師培訓。 

九、 導師會議： 

(一) 本系於105年11月2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導師會議，健諮中心姚淑文主任、王佳玲諮

商師、資源教師曾怡萍輔導老師至本系與老師進行深度交流及溝通。 

(二) 106年1月12日擬召開大一新生普測說明會暨導師會議。 

十、 系友活動 

(一) 105 年 10 月 26 日，邀請沈超群學長(本系碩士班系友、目前任職風傳媒)，以「歷史

與新聞工作」為題返校座談。 

(二) 105 年 11 月 16 日，邀請戴佳君(淡水天生國小總務主任)、劉雅鳳(桃園市內壢國中歷

史科老師)以「當老師的志業看過來~你所不知道的教師工作」為題和學弟妹分享教師

生涯。 

(三) 105 年 11 月 23 日，邀請李易學長（101 級碩士班系友）以「職涯想像的實現：從媒

體工作到國會助理」為題和學弟妹分享職場經驗。 

(四) 105 年 11 月 5 日，本系舉辦第二屆「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系友盃籃球賽」。本次共有五

隊報名參加，系友們藉此機會齊聚一堂，聯絡感情也活動筋骨。 

 

哲學系 

一、進行整合型研究計畫：科技部：整合型計畫（104 年～107 年） 

本系米建國老師、方萬全老師、莊文瑞老師、王志輝老師、沈享民老師、蔡政宏老師與

馬愷之老師等七位教師所組成的研究團隊，以「知識與行動」整合型計畫申請科技部 104

年度「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獲得補助 104 學年度至 106 學年度三年

的經費（補助金額一共是 NT$5,240,000 元，執行期限為 104 年 8 月 1 日至 107 年 7 月

31 日）。這個整合型計畫以「知識」與「行動」為整體核心概念，計畫之進行將以「概

念的網絡」（conceptual network）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探究知識與行動之間的密

切關聯，另一方面援引其他相關之重要概念（例如，證成、意向、信念、理由、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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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德性、因果關係、主體能動性、實踐知識、實踐推理、實踐智慧等），以一種整

體式整合的想法，結合知識論、行動哲學、倫理學、語言哲學、心靈哲學與形上學，同

時涵蓋西方古代哲學與古典中國哲學的相關領域，共同支撐起這個整合型研究計畫的網

絡。今年（105 學年度）11 月 25～26 日舉辦「知識與行動」工作坊（2016 Soochow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Knowledge and Action”）邀請 9 位國外學者與 10 位蘇州大學政

治與公共管理學院哲學系學者們共同參與。 

二、本系教師 105 年度執行科技部計畫案，總計 6 件，獲補助總金額為肆佰零玖萬玖仟元： 

（一）新申請通過之研究計畫案，計有 2 件，金額為 919,000 元： 

黃崇修老師：宋代「中正」概念的繼承與轉型—以周敦頤與張載之言說為核心(二年

期)沈享民老師：王陽明致良知哲學的知識問題 

（二）延續性之多年期研究計畫案，計有 4 件，金額為 3,180,000 元： 

蔡政宏老師：智能行動—實踐智慧之混合技能模型 (3/5) 

米建國老師：知識與行動—知識與行動 (2/3) 

共同主持人：方萬全客座教授、蔡政宏教授、沈享民副教授、王志輝副教授、 

            莊文瑞副教授、馬愷之副教授。 

黃筱慧老師：東西方哲學之宗教向度：存有學、主體論與詮釋學－「敘事神學」：

當 

            代西方詮釋學的宗教向度研究 (2/3) 

馬愷之老師：統一性的概念：從德行倫理學到道德完善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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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審定通過。第三年的執行期間為 105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核定經費為 236,916 元。 

（四）本系獲科技部 105 年度補助延攬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莊錦章客座教授來本系參與

「知識與行動——知識與行動」整合型研究計畫案，補助期間自 105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6 年 7 月 31 日止，獲得補助教學研究費、機票費及保險費等，合計金額為 1,836,000

元（計畫編號：MOST 105-2811-H-031-004）。 

（五）本系蔡政宏老師指導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張峰賓博士獲得教育部 105 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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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類：博士論文改寫為學術專書

計畫）。計畫名稱：顏色的形上學，補助期間自 105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6 年 7 月 31

日止，核定金額為 830,494 元（計畫編號：MOE-105-3-3-A022）。 

三、學術活動：第五屆兩岸蘇州哲學論壇 

本系於 105 年 11 月 24 日舉辦第五屆兩岸蘇州哲學論壇，邀請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理

學院哲學系周可真教授、邢冬梅教授、莊友剛教授、朱耀平教授、於樹貴教授、姚興富

副教授、郭世平副教授、曹潤生副教授、田廣蘭副教授、朱光磊副教授、李紅霞講師共

11 人與系上老師參與研討。 

本校與蘇州大學簽有學術交流協定，本系系主任米建國教授已多次至蘇州大學哲學系進

行參訪活動，兩系共同規劃「兩岸蘇州論壇」，自 100 學年度開始第一屆，邀請蘇州大

學哲學系邢冬梅主任等一行 9 人來訪，101 學年度由本系至對岸進行學術交流活動，102

及 103 學年度蘇州大學金太軍院長皆率團來訪，104 學年度本系至蘇大共同參與第四屆

「兩岸蘇州論壇」藉由彼此的互訪增進雙方教師專長領域之認識，以便後續推展學術合

作事宜。 

四、學術活動：「知識與行動」整合型研究計畫工作坊：本系執行科技部「知識與行動」整

合型研究計畫案，舉辦「知識與行動」工作坊（“Knowledge and Action” Workshop）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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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進行哲學經典導讀、學術座談、會議與演講。由計畫主持人米建國教授、方萬全

客座教授、莊文副教授、王志輝教授、沈享民副教授、蔡政宏教授與馬愷之副教授共同

參與。 

（一）9 月 5 日為第一場哲學經典導讀活動，由本系方萬全客座教授擔任主講者，其導讀書

籍為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Anscombe's Intention （作者： Rachael 

Wiseman）。 

（二）10 月 12 日為第二場哲學經典導讀活動，由本系方萬全客座教授擔任主講者，其導讀

書籍為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Anscombe's Intention（作者：Rachael 

Wiseman）。 

（三）11 月 4 日舉辦「美國哲學學會國際合作委員會『在』東吳大學哲學系開會」。米建

國教授為現任美國哲學學會國際合作委員會成員之一，特地邀請三位委員會成員來訪

進行學術交流與討論。第一位為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哲學系兼 APA 國際合作委員

會現任主席 Peter Graham 教授，講題為："Epistemic Norms as Social Norms?"；第二位

為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哲學系兼 APA 國際合作委員會前任主席 Sven Bernecker 教

授，講題為："Knowledge from Forgetting"；第三位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哲學系教授兼

APA 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 Sergio Tenebaum 教授，講題為："Action, Deontology and 

Risk : How Can Deontological Theories Deal with Uncertainty?"。本系方萬全客座教授與

王志輝教授也出席參與本次會議，期待未來能加強本系與美國哲學學會的交流與合

作。 

（四）11 月 25～26 日舉辦「知識與行動」工作坊（2016 Soochow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Knowledge and Action”），本次工作坊發表 11 篇論文，邀請 9 位國外學者與 10 位蘇

州大學哲學系學者共同參與，其參與名單為：美國邁阿密大學哲學系 Michael Slote 教

授、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哲學系 Stephen Hetherington 教授、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哲學

系 Karyn Lai 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Leo Cheung 教授、日本北陸先端科學技術

大學院大學知識科學研究科 Masaharu Mizumoto 副教授、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歷

史、哲學與宗教系 Shane Ryan 助理教授、澳洲拉籌伯大學政治與哲學系 Yuri Cath 講

師、日本三重縣立看護大學看護學部 Seisuke Hayakawa 副教授、日本學術振興會 Yudai 

Suzuki 博士後研究員、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理學院哲學系 10 位學者。 

（五）12 月 21 日舉行「知識與行動」工作坊系列演講活動，邀請到中正大學哲學系陳瑞麟

教授擔任主講者，講題為：知識做為行為。 

五、學術活動：「東吳哲學講座」，本學期舉辦五次哲學講座： 

（一）11 月 8 日 14:00～16:00 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行哲學講座，邀請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哲學系 Professor Hans Feger，講題為:「 Aesthetic Turn – From Thinking as Noesis to 

Thinking as Listening to my Living Body (Nietzsche)」，由馬愷之老師擔任主持人。

Professor Hans Feger 專長為中國哲學、美學、道德哲學、存在主義、康德、德國文學

等。 

（二）11 月 16 日 13：30～15：30 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行哲學講座，邀請中國人民大學

Professor David Pickus，講題為：「 Nietzsche Comes to America: The Story of Walter 

Kaufmann and a Tradition that was Lost」，由馬愷之老師擔任主持人。Professor David 

Pickus 專長為世界歷史研究與教學。 

 （三）11 月 23 日 13:30～15:30 本系於 D0308 教室舉行哲學講座，邀請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

院訪問學者 Professor Tony Wilson，講題為：「Culture, Value and Practice: A Hermeneutic 

Perspective」，由黃筱慧老師擔任主持人。Professor Tony Wilson 專長為從詮釋學角度論

消費、營銷和實踐理論等。 

（四）11 月 23 日 13:30～15:30 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行哲學講座，邀請澳洲拉籌伯大學政

治與哲學系講師 Dr. Yuri Cath，講題為:「 Knowing What It Is Like and Test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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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蔡政宏老師擔任主持人。Dr. Yuri Cath 專長為知識論、思想哲學、後設倫理學、後

設哲學。 

（五）12 月 21 日 13：30～15：30 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行哲學講座，邀請中正大學哲學

系主任陳瑞麟教授，講題為：「知識做為行為引導」，由米建國老師擔任主持人。陳

瑞麟教授專長為科學哲學、自然哲學、西方科學史、科技與社會、語言哲學、分析哲

學。 

六、學術活動：參訪交流  

（一）8 月 1 日至 7 日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副系主任曹劍波教授、鄭偉平副教授、劉曉

飛助理教授、佘詩琴助理教授、王奇琦博士生與雲南師範大學哲學系畢文勝教授、華

僑大學哲學系魏燕俠副教授等七人，於 8 月 1 日至 2 日拜訪本系，與米建國主任、方

萬全客座教授見面會談，討論未來學術交流與合作之相關事宜，並參觀本校圖書館密

集書庫之「知識論」館藏圖書。之後前往其他城市及學術研究機構進行調研。(至中央

研究院歐美所、嘉義中正大學參訪)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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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Humanities」國際論壇並發表文章（題目：Justice in 

Transition）。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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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該校哲學系朱剛教授進行學術相關交流，並收集相關研究資料，以進行移地研究。

期間並參加 9 月 10 日「保羅·利科：現象學與解釋學」的學術工作坊及發表報告（題

目：現象中的詮釋者與迂迴之旅——呂格爾的時間與敘事計畫：視野與展望）。 

（四）10 月 5 日至 10 日本系黃筱慧老師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前往美國芝加哥帝博大

學 (Depaul University)，參加 10 月 6 日至 9 日 Crossing Boundaries——Ricoeur in Global 

Age 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題目：Crossing Boundaries between Textualizing and 

Manifesting——Paul Ricoeur's Emplotment on Humanistic Formation）。 

（五）10 月 25 日至 29 日本系米建國主任受邀前往中國大陸廈門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

學院，於 10 月 25 日進行「鷺島哲譚」傑出學者講座，講題為：「Reflective Epistemology: 

A Better Virtue Epistemology」（省思知識論：一個較好的德性知識論）。並分別於 10

月 25 日、27 日及 28 日針對「知識的本質」、「知識的價值」與「知識論的懷疑論」

進行三場「德性知識論系列講座」。 

（六）11 月 3 日至 8 日本系系主任米建國教授為現任美國哲學學會(APA) 國際合作委員會

成員之一，特地邀請該會三位委員會成員來台訪問，於 105 年 11 月 4 日（週五）下午

13：30 ~16: 30，在本校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八樓 D0825 研討室進行「美國哲學學

會國際合作委員會『在』東吳大學哲學系開會」活動。第一位為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

校哲學系兼 APA 國際合作委員會現任主席 Peter Graham 教授，講題為："Epistemic 

Norms as Social Norms?"；第二位為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哲學系兼 APA 國際合作委

員會前任主席 Sven Bernecker 教授，講題為："Knowledge from Forgetting"；第三位為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哲學系教授兼 APA 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 Sergio Tenebaum 教授，講

題為： "Action, Deontology and Risk: How Can Deontological Theories Deal with 

Uncertainty?"。本系方萬全客座教授與王志輝教授也出席參與此次會議，期待未來本系

與美國哲學學會能有更多的交流與合作機會。 

（七）11 月 4 日至 10 日本系邀請德國 Free University (Berlin) Hans Feger 客座教授於 105 年

11 月 4 日至 10 日來台訪問（獲科技部補助生活費、機票費及健保補充保費共 70,908

元），並於 105 年 11 月 8 日（週二）下午 14: 00 ~16: 00，在 D0825 研討室進行「哲

學講座」，講題為：「Aesthetic Turn – From Thinking as Noesis to Thinking as Listening 

to my Living Body (Nietz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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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1 月 9 日至 12 日本系方萬全客座教授受邀前往中國大陸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於

11 月 10 日進行演講，講題為：「論莊子的技與道──兼談一些相關的問題」。 

（九）11 月 11 日至 14 日本系米建國主任受邀前往中國大陸廈門大學擔任第二期「知識論

前沿問題研究工作坊」專題演講者（演講題目：The Value Problem of Knowledge: 

Traditional and Beyond）及評論人（評論題目：The Epistemic Virtue and Its Motivational 

Role in the Value Problem: Zagzebski's Solution to the Gettier Problem Revisited），並進

行學術交流活動，以利招生與日後合作交流機會。 

（十）11 月 16 日本系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David Pickus 副教授擔任「哲學講座」主

講者，講題為：「Nietzsche Comes to America: The Story of Walter Kaufmann and a 

Tradition that was Lost」。 

（十一）11 月 19 日至 22 日本系米建國主任受邀前往中國大陸天津南開大學哲學院，參與

該院於 11 月 21 日至 22 日所舉辦的兩場 Michael Slote 教授學術講座及進行講評（第

一場講座主題：Sentimentalist Virtue Ethics [情感主義之德性倫理學]，第二場講座

主題：Yin-Yang and the Heart-Mind [陰陽與心]），並進行學術交流活動，以利招生

與日後合作交流機會。 

（十二）11 月 21 日至 27 日辦理第五屆兩岸蘇州哲學論壇，邀請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理

學院哲學系周可真教授、莊友剛教授、朱耀平教授、於樹貴教授、邢冬梅教授、姚

興富副教授、郭世平副教授、曹潤生副教授、田廣蘭副教授、朱光磊副教授及李紅

霞講師等總計 11 位學者來訪。論壇於 11 月 24 日舉辦，針對知識與行動發表相關

論文，兩岸學者皆全程參與，相互進行研討。兩岸蘇州哲學論壇已進行至第五屆，

建立學術交流與彼此情誼更加深入，持續洽談學術合作與交流活動，以期待未來能

有更緊密之合作。 

（十三）11 月 23 日本系邀請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訪問學者 Tony Wilson 教授擔任「哲學講座」主講者，講題為：

「Culture, Value and Practice: A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十四）11 月 23 日本系邀請澳洲拉籌伯大學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 Yuri Cath 講師

擔任「哲學講座」主講者，講題為：「Knowing What It Is Like and Testimony」。 

 七、學術活動：讀書會 

8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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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慕尼克

大學特聘教授）與蘇富芝老師（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兼任助理教授）等，對亞理

斯多德所著之《論靈魂》一書進行第 53 至 55 次的研讀。 

八、《東吳哲學學報》事務： 

本系《東吳哲學學報》於 105 年 10 月 26 日依申請作業程序，備妥相關文件向科技部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提出申請 106 年度「補助期刊編輯費用」。本學期進行第 35 期之

編務，預定於 2017 年 2 月出版。 

九、系週會活動： 

本系於 12 月 21 日（星期三）中午時間舉辦本學期系週會活動，舉辦方式採自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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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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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年來頗有成效，參加人數預計達全系三分之二，以凝聚本系向心力。 

十、「系友返校座談會」： 

本系於第一學期安排 6 場次系友返校座談，使學生擴大視野瞭解產業狀況，對職場有初



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次 (1051214) 校務會議工作重點報告 49 

步之認識。舉辦「系友返校座談會」為了增進系友與學系及學弟妹之互動，也讓系友得

有機會回饋學系，邀請到陳伊棠學姊(85 級)、蔡承原學長(93 級)、汪千洋學長(94 級)返

校、徐利樸（96 級）返校。 

十一、學術成果： 

（一）本學期端木愷（字鑄秋）校長講座教授審查委員會通過獎勵本系蔡政宏教授 104

年度獲傑出研究獎，於 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聘為獲端木愷（字鑄秋）校長講座教授，

自 106 年 1 月~7 月按月核發新台幣肆萬元績優加給，以獎勵蔡老師傑出的研究成

果。 

（二）9 月 1 日本系「研究傑出」之米建國老師、蔡政宏老師與「研究優良」之沈享民老

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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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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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哲學學會（APA）為國際上極重要之哲學學會組織，經由推選本系米建國教授

被選舉為美國哲學學會（APA）總會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此乃台灣第一人，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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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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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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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學系 

一、「東吳政治學報」出刊 

(一)12 月出版第 33 卷第 3 期、預計 12 月出版第 33 卷第 4 期。 

(二) 2015 年期刊評審委員會聯席會議已於 9 月 24 日召開，依據 2013 年 3 月 18 日修訂之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錄要點」審核並議決 2015-2016 年 TSSCI

收錄期刊名單。「東吳政治學報」審核通過列入收錄名單。 

(三) 9 月 29 日召開東吳政治學報編輯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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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國際與兩岸交流活動方面共 6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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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 月 06 日擧辦「境外生、交換生茶會」邀請境外生、交換生與本系師生進行聯誼交

流。主持人：陳立剛主任，參與師生共 22 人。 

(三)10 月 27 日邀請古巴哈瓦那大學政治學系 Emilio Duharte 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古共

第六暨第七大架構下的古巴政治體制（2011-2016）：改革與發展趨勢」。討論古巴近

期的政治體制之相關改革與發展。主持人：劉必榮，參與師生共 105 人。 

(四)11月 17日邀請Nathan F.Batto(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專任助研究員)專題演講，講題：

「The 10月 05日邀請美國在台協會Mr. Chuck McCutcheon(Washington, D.C. Journalist 

and Autho)專題演講，講題：「從美國選舉談:媒體與美國民主」。講者從記者專業討

論美國選舉中媒體的重要角色。主持人：陳立剛主任，參與師生共 103 人。 

(五)Development of Party Politics in Taiwan: A Campaign Strategy Perspective」。參與師生共

27 人。 

(六)11 月 17 日邀請司徒文(清華大學亞洲政策中心主任)擧辦富蘭克林講座，講題：「The 

Trump Election: What It May Mean for the U.S., Taiwan, and Asia」。參與師生共 1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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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擴展學生視野共舉辦專題演講 27 場次，未來還規劃於 12 月~1 月舉辦 10 場活動。已

舉 

    辦活動如下： 

(一)在外國學者方面共有 6 場： 

1. 10 月 05 日邀請美國在台協會 Mr. Chuck McCutcheon(Washington, D.C. Journalist and 

Autho)專題演講，講題：「從美國選舉談:媒體與美國民主」。講者從記者專業討論美

國選舉中媒體的重要角色。主持人：陳立剛主任，參與師生共 103 人。 

2. 10 月 27 日邀請古巴哈瓦那大學政治學系 Emilio Duharte 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古共

第六暨第七大架構下的古巴政治體制（2011-2016）：改革與發展趨勢」。討論古巴

近期的政治體制之相關改革與發展。主持人：劉必榮老師，參與師生共 105 人。 

3. 11 月 17 日邀請 Nathan F.Batto(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專任助研究員) 專題演講，講

題：「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Politics in Taiwan: A Campaign Strategy Perspective」。

參與師生共 27 人。 

4. 11 月 17 日邀請司徒文(清華大學亞洲政策中心主任)富蘭克林講座，講題：「The Trump 

Election: What It May Mean for the U.S., Taiwan, and Asia」。參與師生共 114 人。 

5. 11月 21日邀請朱立熙 ( 知韓文化協會執行長)擧辦東吳大學韓國週轉型正義影展暨座

談--華麗的假期。參與師生共 20 人.。 

6. 11 月 21 日邀請崔英鎮(前駐美韓國大使)專題演講，講題：「文化價值如何行塑當代國

際關係」。參與師生共 160 人。 

(二)國內學者、專家方面共 21 場： 

1. 10 月 04 日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辦，邀請社會公義影展-「靈山」蘇弘恩導演主講，

一位深居山中的太魯閣族耆老，他開始以最熟悉的語言，緩緩道來自己的生命經驗與

歷史記憶，過往的檔案影像宛如回憶穿插其中，真實的生命樣貌變得不再單純。歷來

的統治政權在台灣島嶼留下許多痕跡，也帶來文化上的影響，親身經歷這一切的原住

民族，如何才能以「正名」的主體姿態參與其中。主持人：陳俊宏老師，參與師生共

25 人。 

2. 10 月 05 日新媒介與政治課程演講，邀請國民黨草協聯盟發起人暨第 8 屆國民黨青年

團總團長徐巧芯小姐專題演講，討論近期選舉如何運用新媒體引起選民注意及認同。

主持人：蔡韻竹老師，參與師生共 69 人。 

3. 10 月 05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法律所廖福特研究員專題演講，講題：「60 年代後國際人

權法發展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 Law since 1960s」。黃默討論近期選舉如何運用新

媒體引起選民注意及認同。主持人：黃默老師，參與師生共 72 人。 

4. 10 月 11 日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辦，邀請社會公義影展-「門」邱育南導演過去是

抵禦砲火的國門前線，現今成為開啟兩岸交流的國境大門，在一個／兩個中國的紛爭

拉扯下，金門人認同如何歸屬？導演邱育南第一部記錄長片，精準捕捉不同世代金門

人在兩岸的生活百態，聚焦年輕世代的生活經驗，從內／外視野勾勒邊境島嶼的多元

認同議題。主持人：陳俊宏老師，參與師生共 10 人。 

5. 10 月 18 日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辦，邀請政大公行系莊國榮助理教授專題演講，

講題：「轉型正義與課綱」。因學運而聲名大躁的課綱調整與學生自主性的集會，討

論現代轉型正義的實踐。主持人：蔡秀涓老師，參與師生共 146 人。 

6. 10 月 20 日與外交社合辦，邀請台灣經濟研究院吳福成主任專題演講，講題：「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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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經濟走勢與市場機會」。針對目前俄羅斯近期經濟走勢進行講解與預測，以及說明

切入的市場機會究竟為何。參與師生共 20 人。 

7. 10 月 25 日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辦，邀請社會公義影展-「末代叛亂犯」廖建華導

演主講，透過深度訪談與歷史文獻爬梳重現 1991 年「獨台會案」過程及其後續發展。

主持人：陳俊宏老師，參與師生共 28 人。 

8. 10 月 27 日與外交社合辦，邀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陳郴副研究員專題演講，講題：

「德國戰後外交經驗」。為學生講授二戰之後德國的外交斡旋與發展。參與師生共 26

人。 

9. 10 月 25 日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辦，邀請政大法律系林佳和教授專題演講，講題：

「勞動條件—工時、休假與權益」。從近期的重要勞工議題，討論近期勞工政策相關

之勞工休假.工時及相關權益。主持人：蔡秀涓老師，參與師生共 205 人。 

10. 10 月 26 日與全球化與和平研究中心合辦，邀請 Chia-yi  Lee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re for Multilateralism Studies,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專題演講，講題：「自然資源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討論因自然資源之有限而各國在政治經濟層面上如何以各種方式爭取資源的使用及

利用權。主持人：湯智貿老師，參與師生共 70 人。 

11. 10 月 27 日擧辦教師研究成果分享會 Brown Bag I，邀請東吳政治系黃秀端教授專題

演講，講題：「國會研究分享」。黃秀端教授針對其國外參訪之相關國會經驗分享。

參與師生共 35 人。 

12. 11 月 15 日邀請吳志中(外交部政務次長)專題演講，講題：「國家定位與現況」。參

與師生共 135 人。 

13. 11 月 16 日邀請吳秀瓊(威肯公關副總經理)專題演講，講題：「I love New 新媒體 x 新

選舉 x 新政治」。參與師生共 80 人。 

14. 11 月 17 日邀請游金純(行政原主計總處人事處長) 專題演講，講題：「政府財政與

效能」。 

15. 11 月 18 日邀請王輝煌(東吳大學副教授) ，講題：「質性方法工作坊：因果結構與社

會科學方法論」。 

16. 11 月 21 日邀請張君玫(東吳大學會系副教授)擧辦東吳大學韓國週轉型正義影展暨座

談--非常母親。參與師生共 20 人。 

17. 11 月 21 日邀請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系助理教授)擧辦東吳大學韓國週轉型正義影展

暨座談--正義辯護人。 

18. 11 月 22 日邀請林文燦(銓敘部政務次長)專題演講，講題：「年金改革的循證分析」。

參與師生共 113 人。 

19. 11 月 24 日邀請紀翔(College bike 創辦人)系學生會演講：從生活中出發-青年創業新方

向。 

20. 11 月 25 日邀請吳得源(政大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 11 月 25 質性方法工作坊：穿越

時空的話語-檔案研究與理念途徑的啟示。 

21. 11 月 30 日邀請陳俊宏(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主任)、陳政亮(是大學社會發展

研究所副教授)、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專題演講，講題：「高教公共化 vs

市場化--高校治理與勞動權益」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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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舉辦教學與輔導活動 14 場 

(三)擧辦教學相關活動 

1. 7 月 6 日召開 104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政治系特色課羣會議，會中討論本系特色課

羣的發展與規劃。出席人員：陳立剛主任、黃秀端老師、林瓊珠老師、劉書彬老師、

劉必榮老師、吳文程老師、許雅棠老師、陳睿耆老師、王輝煌老師、陳俊宏老師、張

薰琳秘書、張榮發助教、蘇奕豪秘書等 13 人。 

2. 8 月 9 日特色課群會議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政治系特色課羣會議，會中會

中主要結論是將四大領域打散，重組為四大課羣 (Program)，分別為國會與選舉

(Congress and Election) 、領導與決策(Leadership and Decision Making)、外交與國際關

係(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都會治理(Urban Governance)，碩博士班以

課羣為架構重新設計課程，並以此規則邏輯向下延伸至大學部課程。 

3. 9 月 22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政治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會中討論 105 學

年度課程異動補審(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政治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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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計畫書」審查案、結性課程檢

討、政治學系課程架構調整討論。 

(四)舉辦學生輔導活動 11 場： 

1. 8 月 30 日擧辦轉學新生入學輔導活動，進行學系簡介、課程說明、學分抵免，參與師

生共 15 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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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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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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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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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月 29 日舉辦國考輔導工作坊(一)邀請台大國發所劉玉蘭博士生主講，講題：「國考

介紹 (105 年 9 月舉辦)」。與談內容：(一)認識國考；(二)為什麼要考國考？；(三)國

考很難嗎？；(四)職涯發展；(五)結語。主持人：蔡秀涓老師，參與師生共 50 人。 

   10 月 13 日國考輔導工作坊(二) (一)邀請台大國發所劉玉蘭博士生主講，講題：「如

何擬定國考讀書計畫？」。與談內容：(一)策略管理；(二)時間管理；(三)科目管理。

主持人：陳立剛主任，參與師生共 47 人。 

7. 10 月 06 日擧辦境外生、交換生茶會，邀請境外生、交換生與本系師生進行聯誼交流。

本系共有陳立剛主任、黃秀端院長、謝政諭教授等 3 位老師，參與師生共 22 人。 

8. 10 月 15 日擧辦新生家長座談會邀請新生家長與本系師生進行交流。本系共有陳立剛

主任、王輝煌老師、林月珠老師等 3 位老師以及 8 位家長參加。 

9. 11 月 17 日舉辦「全系導師導生聚」餐會活動，參與師生共 120 人。 

10. 11 月 24 日擧辦審計部--人才招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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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友聯絡方面 

(一)09 月 29 日舉辦國考輔導工作坊(一)邀請台大國發所劉玉蘭博士生(88 級 A 班系友)主

講，講題：「國考介紹 (105 年 9 月舉辦)」。與談內容：(一)認識國考；(二)為什麼要

考國考？；(三)國考很難嗎？；(四)職涯發展；(五)結語。主持人：蔡秀涓老師，參與

師生共 50 人。 

(二)10月 13日國考輔導工作坊(二) (一)邀請台大國發所劉玉蘭博士生(88級A班系友)主講，

講題：「如何擬定國考讀書計畫？」。與談內容：一、策略管理；二、時間管理；三、

科目管理。主持人：陳立剛主任，參與師生共 47 人。 

(三)11 月 30 日邀請陳俊宏(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主任，79 級系友)、陳政亮(是大

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專題演講，講題：「高教

公共化 vs 市化--高校治理與勞動權益」座談會。 

六、在招生相關方面場 

10 月 27 日召開博碩士班招生委員會，會中討論本系碩博士班招生 

社會學系 

一、強化兩岸學術交流暨舉辦學術研討會：為深化本系「社會理論與文化研究」特色，增進

本系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之學術合作情誼，本系與該系合作，共同於 11 月 25 日在本校

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兩岸社會理論與文化」學術研討會，邀請該系張靜系主任、

劉能副主任、謝立中教授、楊善華教授、渠敬東教授、孫飛宇副教授等六位，於 11 月

24 日至 28 日來台進行學術交流並與會發表學術論文、專題演講或評論，以提供兩岸學

者分享研究成果與經驗心得機會，提升本系學生理論與文化視野，深根兩系學術交流與

合作關係。 

二、檢討精進本系招生宣傳策略及舉辦招生宣傳活動：本系召開招生策略小組委員會，確認

本系 106 學年度碩士班暨碩專班招生相關文宣品之文案設計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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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為提升高中生就讀本系意願及本系報考率，

透過本校招生組之轉介與合作，本系教師亦分別於 10 月 14 日、12 月 6 日協助接待新北

市立秀峰高中來校參訪高中學生，以及前往國立竹東高級中學舉辦招生宣傳說明會，透

過簡報並發放招生酷卡及學系簡介資料等方式，期讓高中生更瞭解本系。 

三、強化新世代特色：配合本系推動「新世代研究」特色研究主題計畫，與學士班三年級必

修科目「社會研究方法」搭配，於 10 月 3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新世代教學研究

會議，討論本系 105 學年度新世代研究計畫期程與抽樣相關事宜。 

四、強化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教學之革新與再造：舉辦碩士班暨碩專班教學座談會，邀請全

系教師出席，針對本系 105 學年度課程外審審查意見回應暨具體改善計畫之執行方式，

包括：碩士班暨碩專班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指標關連度呈現方式、碩士班與學士班課程

銜接與授課內容初階/進階區隔如何呈現，以及如何落實碩專班學生運用社會學知識於實

作等項目。 

五、運用教學精進補助計畫經費採行多元教學模式：結合本系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學精進

補助計畫「社會學系加強課程與實務接軌暨社會實踐教學精進計畫」執行內容，以及社

一 AB「中東歐社會概論」、「波蘭語言與文化(一)」、「文化人類學」、社二 AB「中

東歐簡史及近現代發展」、社三 AB「身心障礙社會學」、社四 AB「海外華人與移民社

會研究」、「中東歐政治與社會發展」、碩士班「福利國家專題討論」、「後現代理論

與文化研究專題討論」、「文化與消費專題討論」、碩專班「社會學理論」等 11 門課程

授課計畫，本學期透過此項計畫經費補助，總計會舉辦 11 場課堂講座、1 場校外教學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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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及 2 場工作營活動，藉以支援教師採行多元教學模式，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六、舉辦「勉齋社會論壇」演講：本學期共舉辦 3 場勉齋社會論壇演講活動，邀請學界及業

界專家蒞系演講，除拓展學生學術知識，並藉此將學界和業界相結合，讓學生對於學術

領域越專精，對於業界環境更加熟悉。 

七、提升學生專業能力與就業競爭力：為讓本系學生更清楚自身學習與生涯規劃，本學期透

過學生籌組專題讀書會及舉辦「社會學知識家」知識競賽方式，增進其學習動機與專業

能力外，亦舉辦 2 場「社會學實踐在職場」講座，邀請畢業系友分享職場實務經驗，協

助學生規劃職場生涯並瞭解職場所需專業能力，於求學期間習得就業知能與技能，以增

加就業優勢與競爭力，並擴展學生社會資源網。 

八、舉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為增進研究生論文發表能力，及同儕間互相觀摩切磋，本系鼓

勵每位研究生於畢業前皆應公開發表，並邀請全國大專院校社會學暨相關領域研究所碩

士生投稿，跨校際交流，提升研究生研究能量。本學期共有 8 名校內外研究生參與發表。 

九、組成教師專業社群，深化教研能量：本系教師於本學期籌組「中東歐教學研究專業成長

沙龍」、「『地理資訊系統(GIS)與藝術文化研究』專業社群」、「社會政策研究社群」、

「A 舍（Asia Studio）：『當代東亞政經與社會文化研究』專業社群」以及「東亞飲食

文化與歷史」等 5 個專業社群，邀請校內外教授相關領域之學術同儕定期舉辦主題報告、

專題演講，透過教師之間單一主題深度對話與討論，提升專業知能。 

十、舉辦導生聚會及導師會議︰本系 105 學年度配合學校導師制度新規定，新增(學系)功能

導師，負責輔導轉學生、僑生、陸生及外籍學生，由本系鄭得興副教授擔任外，為提升

導師輔導功能，增進導師與導生、研究生間之互動、指導與溝通，本系教師在學期間舉

辦聚會瞭解學生狀況之餘，本系亦於 11 月 29 日舉辦社會系師生交流餐敘，提供學生表

達意見之平台，促進師生對話。 

十一、舉辦兩岸交換生交流活動：為提升學生兩岸交流與國際視野，以及瞭解交換研習之情

形，本系於 12 月 6 日舉辦「兩岸交流暨本系赴外交換生經驗交流分享會」，邀請本學

期至本校系交換研習之 2 位大陸交換生，以及本系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參與學術論壇

並發表論文及前往捷克查理大學研習之 3 位碩士/碩專班研究生，共同出席分享交流學

習心得與所聞。 

十二、發行《社會分析》期刊暨舉辦學術研討會：本系與輔仁大學社會學系、世新大學社會

心理學系、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合辦之「社會分析」期刊，第十三期已於 105 年 8 月出

刊；本系於 10 月 14 日至 15 日與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國立臺

北大學社會學系等單位共同合辦「亞太區域的文化地景研討會」，期藉由出版學術刊

物與舉辦學術會議，讓本系與學界產生更多良性學術交流，提供本系教師研究發表管

道，以提升本系能見度與社會聲望，達社會行銷之效。 

社會工作學系 

一、辦理或參與國際/兩岸交流相關活動 

(一)本系萬心蕊主任、洪惠芬副教授於 105 年 9 月 12 日 11：00 與上海商學院文法學院曹

銳老師餐敘與交流。 

(二)10 月 17 日於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舉辦「整合型社區照顧體系的建構與實踐-台灣日本

共同學術研究會」，主持人為本系莊秀美教授，計有臺灣、日本師生約 30 位人員與會。 

二、辦理實習教學相關活動  

(一)舉辦專題講座及專題演講各 1 場，相關資訊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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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題講座：105 年 10 月 17 日 13:30-15:30 假普仁堂邀請社團法人花蓮縣大比大家庭

關懷協會楊智鈞學長（100 級畢業系友）及蕭馥如社工主講「和平水泥專區下的原

住民生活與我們的社會工作陪伴」，由馬宗潔老師擔任主持人。 

2、專題演講：105 年 12 月 13 日舉辦專題演講，講題為「申請實習機構錄取的成功秘

訣系列(一)：從如何撰寫實習申請書面資料開始」，邀請鄭敏菁副主任（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福利事業基金會台北市分事務所）及林祈妏主任(財團法人伊甸社會福利

基金會恩望人力資源服務中心)主講，由莊秀美老師擔任主持人。 

(二)舉辦說明會：(1)105 年 9 月 12 日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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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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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6 年 1 月 3 日假國際會

議廳舉行本系 106 年「社會工作實習(機構實習)申請說明會」。由本系實習總督導莊

秀美老師主持，參加對象主要為本系大三學生，會中發予學生實習機構申請相關資料

並說明實習申請流程注意事項及示範如何使用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資料。 

(三)持續結合理論與實務相關課群之教學模式，本學期第 6 梯次及第 7 梯次方案實習課群

教學團隊分別各召開 2 次及 4 次教學會議。 

三、辦理教學及實習成果發表會 

(一)辦理為期兩週(105/10/17-10/28)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會-薪傳會：為增加實習生彼此

互相觀摩的機會，且為促使尚未實習之大一至大三學生對實習機構有更多的認識及瞭

解，本系安排於 105 年 10 月 17~28 日(週一、三、四、五)晚上 18：00-20：00 及 10

月 18、25 日(週二)13：30-15：00 等為期兩週 10 個不同時段分組進行「薪傳會」，由

今(105)年進行暑期機構實習學生依照實習領域分成一般醫療組、心理衛生組、老人組、

青少年組、身心障礙組、兒童家庭組、原住民及社區實踐組、勞工及倡議組、福利服

務組、婦女家庭組等共計十組進行發表。本系今（105）年暑期共計有 113 位實習生分

別申請至 92 個社福機構實習，包括 4 名澳門僑生申請回僑居地實習；另有 23 位實習

生分別申請至 13 個學校（國、高中）期中實習。 

(二)105 年 12 月 20 日 13：30-15：30 於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結合本系學士班一年級「生

涯發展與規劃」課程舉辦「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社會工作實習期中實習成果發表會」，

共計 23 位學生進行薪傳發表。 

四、學術活動 

(一)專題演講：(1)邀請台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福利科鄭佳玲（社工系碩士班 99 級畢業系

友）社工員返校演講，時間為 105 年 11 月 1 日 13：30-15：30，講題為「公部門老人

福利服務工作」。(2)於 105 年 11 月 15 日辦理美育畢業標準活動，邀請兼具社會工作

與紀錄片電影雙專業實務背景之碩士班系友邱怡綺演講，講題為『「衝突」：走入社

工和紀錄片的內心戲』；講者紀錄短片作品《越南老師，臺灣母親》為 2011 年台灣新

移民移工影展作品，並於國立台灣美術館舉辦放映及座談；《Sole Food》入圍英國

One World Media 2016 學生作品獎。 

(二)本學期總計舉辦二場社工論壇：(1)105 年 11 月 22 日辦理本學期第 1 次社工論壇，主

持人為本系馬宗潔副教授，邀請系友也是昔日資深社工作作實務工作者邱怡綺前來分

享目前從事拍紀錄片工作之生涯轉變以及鏡頭中的社會工作視框，作為本系社會工作

教育與教學發展再思。(2)106 年 1 月 10 日辦理本學期第 2 次社工論壇，主持人為本系

馬宗潔副教授，邀請本系李淑容副教授分享(105)年 8 月 15 日至 26 日前往澳洲昆士蘭

大學參加 CLIL-HEd 密集課程  (Content &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Higher 

Education)之學習心得及其全英語授課經驗，作為本系社會工作教育發展與翻轉教學方

法研討，並擴展本系教師國際視野。 

五、東吳社會工作學報第 31 期於 105 年 12 月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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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協助本系身心障礙生透過覺察學習關照自我，本系特運用起飛計畫經費於 105 年 11 月

29 日、12 月 6 日、12 月 20 日及 12 月 27 日舉辦「放鬆的技巧~ 雅樂舞身心動態」系列

課程，嘗試協助身心障礙生一起找回與身體共處的感覺，學會如何放鬆、如何找到力量

下沉的安穩感，並摸索如何溫柔的對待自身與他人，最終能夠找回身體的自主性與更多

發展的可能。 

七、與臺灣心理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共同辦理「心理衛生另翼社會工作讀書會」，時間為 105

年 10 月 14 日、105 年 10 月 21 日、105 年 11 月 18 日。 

八、系友聯繫：(1)本系第 20 期電子報「真情聯絡簿」於 105 年 8 月出刊。舉辦第 60 次至第

63 次老中青系友聚會活動，舉辦時間、主題及談主依序為：(1)8 月 13 日/「菜鳥社工逆

瘋高灰之進化史」/黃佳音。(2)9 月 10 日/「精神科工作的一些整理與討論」/劉小蕙。(3)11

月 4 日/「一個單身、沒有社會聯繫的流浪者的日常究竟為何？」/賴正偉。(4)12 月 16 日，

主題及談主未定。 

音樂學系 

一、 加強學術研究之方法，定期舉辦各類音樂大師班課程、演講，增進學生技巧與涵養，期

使本學系學生於職場更具競爭力： 

為培養學生更寬廣的國際視野、深厚的人文素養和堅實的音樂專業訓練，本學系竭力提

供學生與國內外音樂機構及與世界傑出音樂家接觸之機會，期使學生能在其專業科目上

得以勵煉。同時，建立跨組教學觀摩平台，增加學生專業之知識與學養，並藉由獨奏、

室內樂及音樂會之排練演出，增進師生教與學之觀摩與切磋，增加實際個人獨奏及多人

合奏演出之經驗。作曲組演講類型之講座，藉由作曲大師之講座，增加學生專業知識之

學養。本學期至 106 年 1 月底已邀請國內外知名演奏家或教授，共舉辦大師班/講座共

21 場次，其中包括鋼琴 3 場、弦樂 5 場、 敲擊樂 1 場、管樂 3 場、職涯規劃 8 場、樂

器維護 1 場。 

二、 在專業領域內舉辦音樂競賽及展演，以提升學生專業能力及校園藝文氣息： 

本學系依系內各演奏（唱）組主修組別，隔年辦理學生協奏曲比賽，105 學年辦理鋼琴

及弦樂等二組之學生協奏曲，邀請多位校外老師或任職樂團之團員擔任評審，提昇並激

勵學生專業演奏能力，互相切磋觀摩，為學系指標性之重要活動。比賽將經由分組初賽

與混合決賽等二階段方式抉選出優秀學生，與學系管弦樂團合作演出協奏曲。所有初賽

與決賽評審委員皆為本學系專兼任以外之專家學者擔任之，以求客觀、公正，並達到和

他校或職業樂團音樂交流之目的，讓外人認識本學系學生之程度，同時給與專業的意見。

11 月 23-29 日舉行 105 學年度學生協奏曲比賽。23 日為弦樂組初賽，邀請文化大學小提

琴洪千貴教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趙怡雯助理教授、輔仁大學曾素芝教授擔任評審，共

16 名學生報名參加。25 日為鋼琴組初賽，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王美齡教授、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嚴俊傑助理教授、文化大學彭聖錦教授擔任評審，共 11 名學生報名參加。29

日舉行決賽，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黎國媛副教授、國家交響樂團吳庭毓首席、台北市

立交響樂團中提琴何君恆首席、國家交響樂團大提琴演奏員唐鶯綺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指揮許瀞心教授擔任評審。本次決賽優勝者，將於安排下學期於本校第二教研大樓美育

中心松怡廳與本學系管弦樂團演出。 

三、 增加學生之舞台實習經驗： 

本學期安排各合唱/奏課程及教師音樂會於本校美育中心松怡廳之演出，包含管弦樂團定

期音樂會 4 場（1 場於國父紀念館演出）、教師室內樂音樂會 1 場、現代重奏音樂會 1

場、合唱團聖誕崇拜音樂會於安素堂 1 場，另邀請近年畢業之系友返校於松怡廳舉辦《松

怡廳女孩 vs. 有誠男孩~室內樂之夜》系友音樂會。另 105 年 12 月 4 日由作曲組系友會

--「雙溪樂集」在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及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贊助下，於本校

第二教研大樓美育中心松怡廳舉辦《高唱低吟》雙溪樂集音樂會創作作品發表會，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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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系友 8 首作品，由本學系演奏組系友及在校生聯合演出。民國 100 年 5 月起作曲組

系友發起「雙溪樂集」音樂會，每年定期發表作曲組系友作品、並邀演奏組系友及在校

生演出，迄今已發表超過 80 餘首不同樂器編制、不同音樂風格的作品。 

四、 辦理課程外審： 

本學系將於 105 學年第 2 學期辦理學士、碩士、碩專等三班制課程外審，本學期完成課

程外審課程結構規劃書之撰寫並通過課程委員會之檢視。 

五、自辦獎學金： 

本學年度學系自辦「陳水鏡醫師紀念獎學金」由學士班 3 名學生各獲得 5,000 元獎勵。

「陳水鏡醫師紀念獎學金」系由本學系 72 級畢業系友陳安美女士（現任實踐大學音樂學

系專任講師）捐贈，其因感念音樂學系創系系主任-黃奉儀博士與母校所有師長栽培之恩，

暨慶祝母校創校 114 周年，特以父親-陳水鏡醫師(1915~1993)之名，於 103 年 5 月 1 日以

其父之名設立捐款，以此回饋母校，並期勉音樂學系之優秀鋼琴組學生。每學年凡鋼琴

組主修學生之鋼琴主修術科前一學年總成績達該年級、該組最高分且前學年所有修課成

績均須達及格標準，即可獲得獎勵。 

師資培育中心 

一、榮譽榜 

   (一)本中心實習學生張郁文榮獲教育部實習績優獎「實習學生優良獎」。 

   (二)截至 105 年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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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林冠宇等十九位同學參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非現職教師補救教學師資 18 小時知能研 

      習，經審查合格獲得研習證書。 

二、帶領學生赴美實習 

105 年 8 月 16 日至 9 月 19 日本中心李逢堅老師帶領 5 位本校師資生：英文四張勻嘉、

音樂四楊芯郁、英文三陳尹晨、中文三蘇盈穎、英文四姜韋帆，赴美國休士頓中學進班

實習，除將師資培育與國際接軌，亦開拓師資生國際視野。 

五、辦理一系列「實習輔導活動」 

   （一）師資生至中等學校進行參訪 

    1、國文科於 10 月 20 日參訪麗山高中、10 月 27 日參訪內湖國中。 

    2、英文科於 11 月 14 日參訪麗山國中。 

    3、音樂科於 11 月 17 日參訪景興國中。 

   （二）辦理返校座談團體研習及實習學生分組座談活動 

105 學年截至截至 11 月 25 日本中心共舉辦 3 場返校座談，於 9 月 9 日邀請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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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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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7 日邀請臺北科技大學林志哲助理教授講演：教師檢定準備概要-教育

社會學；國立花蓮高中王清平老師演講：心智圖融入教學，以國文科教學為例；11

月 4 日邀請國立竹北高中吳明潔老師演講：新課綱、新思維；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侯

惠澤教授，演講：玩中學: 運用遊戲來翻轉教學-微翻轉遊戲式學習模式的體驗與設

計。藉由邀請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蒞校演講，提供實習學生返校增能研習

的機會，並藉由分組座談的方式，讓實習指導教師了解實習生的實習狀況以即時提

供協助。 

（三）召開實習指導教師討論會 

 9 月 9 日舉辦 105 學年度第 1 次實習指導教師會議，說明與討論與分享 105 學年

第 

 1 學期實習生指導措施與相關工作時程。 



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次 (1051214) 校務會議工作重點報告 58 

   （四）召開實習輔導教師討論會 

         11 月 2 日召開 105 學年度實習輔導教師討論會，邀請實習學校師長蒞臨學校討論

實習生實習輔導事宜，共計有西松高中、士林高商、松山工農、士林國中、麗山國

中、內湖國中等六所學校教務主任或是教學組長蒞臨討論實習生輔導工作並分享各

校輔導措施。 

六、辦理一系列「潛在課程」，強化正式課程的學習 

(一)舉辦「國語文基本能力測驗」及「板書比賽」 

1、105 年 3 月 23 日辦理「國語文基本能力測驗」，4 月 12 日則辦理解題說明會，

以歷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國語文能力測驗」試題為命題方向，以期透過測驗方

式引導本校師資生精進國語文基本能力，為師資生奠定未來教學及教師資格檢定

考試基礎。 

2、105 年 10 月 26 日及 28 日辦理「板書比賽」，以期透過競賽方式，引導師資生精

進板書能力，強化正式課程的學習。 

(二)輔導師資生進行「服務學習」及「志工服務」活動 

1、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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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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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至善國中於 8 月 5 日結束，共 9 位同學至該校服務；新北市立萬里國中

則於 8 月 12 日結束，共 8 位同學至該校服務。 

(三)邀請具實務經驗之教育領域人士進班演講 

11 月 23 日邀請數學科邀請中山女高陳啟聞老師演講；11 月 24 日英文科邀請興雅國

中林淑媛老師演講。 

七、師資生輔導 

(一)每月召開導師會議 

本中心每月召開導師會議，會中針對師資生近況進行討論，以供各教師及時留意及進

行輔導。 

(二)導生活動 

      1.聯合導生會 

       105 年 12 月 9 日辦理聯合導生會，除辦理導師生座談增加師生互動交流管道外，並

辦 

       理專題演講邀請中正高中簡菲莉校長進行經驗分享。 

      2.各導師辦理導生活動 

       本學期中心 5 位導師，各辦理 1 場導生活動，除增進與導生之互動外，並安排專題演 

       講，以提升師資生專業知能。 

      3.建立師資生家族制度 

八、教師專業社群 

為提升本中心教學及研究成效，提供本中心專任教師交換教學與研究經驗、整合教學與

研究內容之機會，成立「精進教師教學及研究社群」每月定期集會，並依社群老師研究

或教學需求每學期至少舉辦一場工作坊，以期透過教師間之交流， 中心教師互相分享研

究、教學心得，以提升教師教學及研究成果。 

 

人權學程 

一、行政事務 

(一)學程委員會：10 月 17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人權學程委員會議，討論改

選人權學程委員會事宜、審查碩士學位學程獎學金獲獎名單、審查學生赴海外研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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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修訂本學程學、碩一貫辦法及學程未來工作方向等。會後進行人權學程委員會投

票事宜。 

(二)招生：106 年度人權碩士學位學程推甄入學共 6 人報名，11 月 26 日進行面試，將錄

取 4 人。 

二、學生事務 

(一)學生實習：本學期有 2 位人權學程學生申請機構實習，實習機構為台灣人權促進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新北分會，預計於 12 月辦理實習成果發表會。 

(二)碩士論文計劃書口試：本學期共 4 位學生申請論文計劃書口試。 

(三)學生獎學金：本學期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獎學金共 9 人獲獎，碩一新生每名 2 萬元獎學

金（5 人）、碩二優秀獎學金每名 5000 元（4 人）。 

(四)學生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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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記錄 

(一)辦理人權工作坊、知能營 

     1. 8 月 6 日辦理「人權教案研發-公民老師共識營」，討論未來研發公民課程教案方向 

       與內容，共 17 人參加。 

     2. 8 月 17 日至 31 日辦理「2016 社會運動與人權宣導工作坊」，內容包含人權景點參  

       訪與座談、社會運動的國際經驗與教訓、國家暴力下的心理創傷防禦、台灣社會運 

       動經驗等，共 25 位學員參與，其中包含 15 位中國學員、10 位台灣學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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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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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宣導與培訓 

     1. 8 月 11 日、15 日陳俊宏主任擔任台北市政府主辦之「公民參與局處實務工作坊」講 

       師，主講參與式民主的理論與實踐。 

     2. 8 月 25 日陳俊宏主任赴國教輔導團演講，主講轉型正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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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權教育與轉型正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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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審議民 

       主：理論與實踐」。 

     5. 10 月 4 日、6 日陳俊宏主任赴台北市政府公訓處演講，主題為「公民參與的理念與實 

       務」。 

     6. 10 月 28 日 19：00 舉辦審議式民主讀書會，共 11 人參加。 

(三)辦理演講、影展等各類活動 

     1. 辦理「2016 台灣國際勞工影展─東吳大學好評加映場」2 場：9 月 26 日播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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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9 日播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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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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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辦理「2016 社會公義影展」3 場：10 月 4 日播放《靈山》，邀請導演蘇弘恩擔任映 

       後座談，共 25 人參加；10 月 11 日 18：30 播放《門》，邀請導演邱育南擔任映後座 

       談，共 10 人參加；10 月 25 日播放《末代叛亂犯》，邀請導演廖建華擔任映後座談， 

       共 28 人參加。 

     3. 10 月 26 日舉辦人權碩專題討論，欣賞影片「凱文怎麼了」並進行會後討論，共 13 

       人參加。  

     4. 11 月 30 日舉辦「高教公共化 vs 市場化--高校治理與勞動權益」座談會，邀請世新大 

       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陳政亮副教授、政大法律系林佳和副教授與談。 

1. 本學期舉辦「當代人權議題」系列演講 10 場：10 月 4 日邀請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

署兒少福利組福利規劃科吳慧君科長主講「兒童權利公約（一）：政府的立場」；10

月 11 日邀請台北地方法院郭銘禮法官主講「兒童權利公約（二）：學者、專家的看

法」；10 月 18 日邀請家扶基金會黃慈忻專員主講「兒童權利公約（三）：民間團體

的活動」；10 月 25 日邀請民間司改會高榮志律師主講「司法改革問題的爭論（一）」；

11 月 8 日邀請台灣高等法院錢建榮法官主講「司法改革的爭論（二）」；11 月 15

日邀請李念祖律師主講「司法改革的爭論（三）」；11 月 22 日及 29 日邀請人民行

動火大聯盟顧玉玲主講「移工與新移民」；12 月 13 日及 20 日邀請李仰桓講師主講

「廢除死刑運動」。 

2. 本學期與政治系合辦「台灣重大公共議題入門」系列講座，10 月 18 日邀請政大公行

系莊國榮教授主講「轉型正義與課綱」；10 月 25 日邀請政大法律系林佳和教授主講

「勞動條件-工時、休假與權益」。11 月 1 日邀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尤舜仁博士主

講「青年就業－政府就業服務資源政策」；11 月 15 日邀請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教

授主講「國家定位與現況」；11 月 17 日邀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游金純博士主講「國家

財政與效能」；11 月 22 日邀請銓敘部政務次長林文燦教授主講「年金改革的循證分

析」；12 月 13 日邀請基隆社會處處場吳挺鋒教授主講「社會政策與長照」。 

3. 舉辦「2016 張佛泉人權講座：人權與文學」共 11 場：本系列講座共邀請 6 位作家演

講，搭配 12 月人權週活動，將於校內辦理 5 場、校外辦理 6 場。活動分別為朱宥勳

主講「壞掉的人，藏起來的傷：陳千武、施明正與舞鶴」；胡淑雯主講「恐懼是不懂

抱歉的」；房慧真主講「從地獄回來報信的人-倖存者書寫」；童偉格主講「超人的

困惑：簡談杜斯妥也夫司基的《罪與罰》」/「如人不能豁免於政治：簡談柯慈的小

說創作」；賴香吟主講「從人道到人權：文學的視線」；湯舒雯主講「當我們談論白

色恐怖，我們在談些什麼：政治恐怖的文學見證與社會啟示」。 

四、國際交流 

(一)人權碩班同學申請參加韓國聯合國家科文組織國家委員會主辦之「國際青年歷史和解

論壇」，研習期間為 105 年 8 月 8 日至 8 月 12 日，獲人社院補助機票費及本學程補

助部分生活費。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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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 月 9 日至 14 日人社院黃秀端院長、本學程陳俊宏主任赴泰國參加 4th SEAHR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in Southeast Asia，與當地及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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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權研究中心或組織交流。 

(四)10 月 20 日 10：30 參加兩岸 NGO 交流平台會議，討論兩岸 NGO 交流工作與未來情

勢發展。 

(五)11 月 18 日 10：00 接待中國維權律師訪問團一行 20 人與本學程陳俊宏主任、黃默教

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葉虹靈執行長進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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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院長室 

一、 104 學年度入學新生之第二次多益英文會考於 105 年 6 月 25 日辦理完畢，相關成績分析

報告已於一級主管會議及校行政會議提出，9 月 26 日將成績報告及所屬學生成績函知各

學院系。10 月 12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共同英文課程專兼任教師研習會議，計有

19 位教師出席參與。會後，函請語言教學中心根據 104 學年度計畫執行成果與學生學習

情形，提出計畫首年成果報告並重新檢視第二年起之工作項目規劃與異動。另，本學年

度起多益英文會考施測對象為修讀共同英文（一）、（二）的學生，第二學期施測將以

課程班別為單位，與 104 學年度以系班級為單位之方式不同，會考成績將列入學期成績

10%，並納入全校性畢業標準認列項目，會考業務之主辦單位為語言教學中心。 

二、 本院整合型證照學用輔導課程（二）「會展人才證照輔導課程」課程自 105 年 4 月 27

日起至 6 月 8 日止，利用期間週三及週六每次三小時的時間進行 10 堂課，課程內容為

「會展產業概論」、「獎勵旅遊」、「會場管理」、「活動管理」、「會展英文」、「實

地參訪與考試技巧」，而各課程均邀請會展業界專家講授。本屆計有 37 位學員（德文

系 17 位、英文系 10 位、日文系 10 位），課程結束後，全體學生皆符合出席時數規定，

由林茂松院長頒發結業證書，同時，學員亦取得報名 105 年 10 月份初級證照考試之資

格（受訓時數 30 小時為報名基本條件），105 年 9 月下旬為 26 位學員辦理團報初階會

展人員認證考試。 

三、 本院經課程委員會、院務會議、共通教育委員會審查通過，於全校性選修開設「中英文

領隊導遊實務」單學期 2 學分課程，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加退選後計有 70 位學生修讀，

其中包含本院英文系 33 名、日文系 19 名、德文系 3 名、其他學院學生 23 名，後續將

安排 5 堂業界講師協同授課及一場校外參訪課程，相關費用由本院預算支應。 

四、 104 學年度第一次教務會議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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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畢業標準調降案溯及既往，抵免案適用 105 學年

度入學學生。根據註冊課務組提供資料，本學期計有 123 人申請抵免獲准，也因此，共

同英文（一）班級整體授課人數將稍微減少。（人文社會學院 9 名、本院 16 名、理學

院 6 名、商學院 85 名、巨量資料管理學院 6 名） 

五、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東吳大學外語學院教師休假排序細則」部

分條文修正案、例行「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術研討會」輪辦原則、106 學年度本院

（含學系、中心）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規劃案、英文學系碩士班更名「英文學系翻譯碩

士班」案。（會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補助院

內專任教師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習）會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東吳大學外國

語文學院補助院內研究生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習）會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東

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教師及學生向政府機關申請專案計畫獎勵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及

「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學生參與整合型證照輔導課程及檢定獎勵細則」。 

六、 1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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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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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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補助與出版： 

（一）統計 104 學年度本院各項學術補助結果：合計總補助金額為 65,000 元。 

1.研討會論文發表教師 16 人次、研究生 8 人次。 

2.科技部研究計畫教師撰稿費 20 人次。 

3.大專生研究計畫教師諮詢費 5 人次、學生撰稿費 5 人次。 

4.教師對外申請整合型計畫 2 人次。 

（二）東吳外語學報：原訂 105 年 9 月出刊之第 43 期東吳外語學報，因投稿論文經外審後，

無可順利刊登之論文，故延至 106 年 3 月出刊，期間再開放徵稿至 105 年 9 月。 

八、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高中招生活動：合計 8 場次、約 300 人次。 

（一）對外招生宣講：華江高中、景美女中。 

（二）來院參訪或體驗課程：秀峰高中、明德高中、西松高中、百齡高中、竹林高中。 

    

英文系 

一、 人事 

（一） 新聘教師張上冠教授（學經歷：英文系 67 級畢業，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比較文學博

士，政治大學英文系教授兼院長、華語中心主任）。 

（二） 曽泰元、魏美瑤與孫克強老師 105 學年度休假。 

（三） 蘇秋華老師榮獲 104 學年度教學優良教師獎；許嘉書老師績優導師獎。 

（四） 英文系 105 年度續聘專任教師 24 名（含講座教授），新聘專任教師 1 名；續聘兼任教師

38 名，新聘兼任教師 9 名，共計聘任專兼任教師 72 名。 

二、教學、實習與展演活動 

（一） 6 月 1 日辦理東吳大學「語國一方英語字彙比賽」，前三名依序為：英三 C 陳伯涵、英

延 A 曾喜謙、英三 B 翁國勝、貿三 A 于澤邦（並列第三），優秀獎：英四Ｃ林廷瀚、

英四Ｃ黃秦俞、英四Ｃ郭煜君、中四Ｂ周軒岐、英二Ｃ陳劭彥。 

（二） 105 學年教師教學工作坊仍由 4 組教學校小組分別辦理，上學期，下學期兩場，除專任

教師外，將擴大邀請相關學科之兼任教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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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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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籌備 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辦理之第二屆海峽兩岸「英才杯演講辯論比賽」，辦理召開會

議、簡章修訂等事宜。 

（六） 10 月 20 日辦理「2016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志工甄選，共選出國際選手接待組 13 位、

典禮組 9 位同學，並將於 10 月 27 起於中午時間辦理集訓。 

1. 研究 

（一） 申請 105 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共 7 位老師，其中戴雅雯、魏美瑤、蘇秋華等 3 位老師

申請通過。本系 104 學年與 105 學年教師申請與通過件數相同。 

（二） 協助教師提出 105 年度學術研究獎助申請，本系合計申請「研究論著獎助（期刊論文）」

2 件（戴雅雯老師、陳品如）、減授時數 1 件（魏美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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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期刊論文： 

1. 戴雅雯。〈Politicizing the Pastoral: Taiwan Homeland Performance〉，《Theat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第 41 卷 2 期，頁 135-150。（AHCI 期刊論文） 

（四） 研討會論文： 

1. 戴雅雯。〈Human see, Human do: Simianification Cross-species, Cross-cultural, Body 

Transformation〉於「NTU 國際劇場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105 年 10 月 29-30

日） 

2. 葉卓爾。〈Prisons and Politics: Kosciuszko, Niemcewicz and Paul I〉於「美國斯拉夫、

東歐與歐亞研究學會 2016 年年會（ASEEES 48th Annual Convention）」（105 年 11 月

17-20 日） 

四、 服務與輔導 

（一） 105 學年大陸交換學生、自費研修生共 15 位同學。 

（二） 承辦外國語文學院「2016 會展人才證照輔導課程」。 

（三） 6 月 15 日召開 105 學年度選課輔導大會，針對各年級科目與各階段選課條件說明，參與

共約 80 位。 

（四） 6 月 19 日於畢業典禮之後另辦撥穗典禮，共計 11 名英文系師長、約 300 多名學生及家

長參與典禮。 

（五） 7 月 4、12 日與入學身心障礙新生會面、介紹學系。 

（六） 8 月 30 日辦理轉學新生、進修學士班轉學新生學分抵免及選課輔導。 

（七） 9 月 5 日轉學新生選課輔導暨學分抵免說明，轉學新生共約 20 人。 

（八） 9 月 5 日至 8 日辦理新生第一哩活動，6 日 105 學年度新生第一哩選課輔導：學系、學會

介紹、社團介紹，學生選課輔導暨學分說明。 

（九） 9 月 6 日 105 學年度新生迎新茶會、選課輔導，新生出席約 80-90 人。 

（十） 9 月 7 日舉行碩士班新生座談會。 

（十一） 9 月 9-30 日大二、大三學期成效長期追蹤問卷施測。 

（十二） 輔導英文系學會辦理 9 月 10、11 日於苗栗舉辦新生營宿，共 55 位新生參加。 

（十三） 9 月 12 日大陸自費研修生、交換學生輔導（共 9 位）。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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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第三次辦理 Summit Seeker 學系專業職涯講座，今年活動主題為 Pathway for Life，本

講座不僅幫助學生生涯規劃，同學亦可練習英語。時間自 10 月 5 日至 29 日，由 Ray 

& Gay Brook 兩位義工主講，共 7 堂，24 小時，全程免費，報名上課同學有 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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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妤、英二 B 陳奕君。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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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10 月 14 日協助高中策略招生活動-秀峰高中口譯課程體驗，參訪高中生約 60 名。 

（十九） 10 月 15 日新生家長座談會，出席家長共 30 人。 

（二十） 10 月 28 日明德高中招生活動宣導-文化教室學系簡介宣傳，參訪高中生約 30 名。 

（二十一） 協助評鑑組大二、大三學期成效長期追蹤問卷。 

（二十二） 11 月 7－15 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期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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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11 月 7－28 日協助教師提報學業關懷、11/29-12/6 學系提報學業關懷。 

（二十四） 11 月 15 日協助招生組活動－西松高中參訪學系宣傳。 

（二十五） 協助辦理招生活動：11 月 30 日《認識東吳營－學群導航》；高中生宣傳課程（106

年 1 月 25 日）。 

（二十六） 11 月 30 日協助生涯發展中心辦理大三職涯團測活動。 

五、 演講與活動 

（一） 6 月 1 日辦理東吳大學「語國一方英語字彙比賽」。 

（二） 6 月 8 日辦理系翻譯系列講座-譯界菜菜子親授：這樣做，接案接到手軟，講者：張思婷

老師。 

（三） 6 月 8 日舉辦英文系火種講堂第五場〈文學人的時尚之路〉，由英文系碩士班 102 級系

友李昭融學姐主講，出席聽眾 37 名。 

（四） 10 月 18 日舉辦文學組教師工作坊，由戴雅雯教授主講，講題「Monkey Performance East 

and West」。 

（五） 10 月 26 日舉辦 105 學年度火種講堂第一場，由 104 級系友許天馨主講，講題「新鮮人，

牆撞了、強壯了？」。 

（六） 10 月 26 日舉辦學術演講，由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助理教授，講題「腐的知識\姿勢論」。 

（七） 10 月 26 日，協助系學會辦理英美文化推廣─萬聖節活動。 

（八） 11 月 23 日辦理 2016 感恩節活動，參與學生約 115 位，參與師長共 14 位。 

六、 國際交流與暑期研習 

（一） 6 月 2 日舉辦「2016 英美文化專題英語文學分研習團」第二次行前說明會，共計 16 位學

生與 1 帶團老師參與。 

（二） 7 月 20-8 月 14 日辦理「溪城講堂」，課群名稱「跨文化溝通--學英語遊台灣」，學員共

12 位，授課教師王建輝、戚建華與歐冠宇等 3 位。 

（三） 2016 年英國牛津大學哈特福學院「英美文化專題英語文學分研習團」，由陳聿寬老師授

課及帶領出團，並由老師協助活動安排，參與學生共 16 人。第一週於本校上課，隨即第

二至四週出團至英國牛津哈特福學院參加"Special Topics in British Culture"語言與文化課

程，學生全程參與並完成指定作業後可習得 3 學分。全團時間為 7 月 23 日出發至 8 月

15 日回台。 

（四） 協助本系金堅副教授、師培中心李逢堅主任、和 5 位實習學生，辦理「美國休士頓中學

實習計畫」的校方聯繫、實習課程等相關安排，8 月 16 日出發至 9 月 19 回台。 

（五） 8 月 18-8 月 14 日本系第二次辦理「溪城講堂」，課群名稱為「跨文化溝通--學英語遊台

灣」，學員共 12 位（在多系開不成課之時，此課程仍比去年多一位），課後學員填報之

回饋量表中本系各項皆為滿分。 

（六） 9 月 29 日協助接待重慶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14 位）訪問團。 

（七） 11 月 9 日辦理 2017 年英國牛津大學哈特福學院研習團第一次招生說明會、接待牛津大

學國際長 Caroline Rice 和 Andrew Hemingway 兩位來訪，參與教師共 6 位、學生共約 30

位。 

（八） 協助宣傳與報名捷克馬薩里克大學外語學院交換學生。 

七、 系友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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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6 月辦理三場火種講堂，分別由 103 級陳怡汝、廖宜彬、邢乃文（95 級）、李昭融（102

級碩士班）學長姐主講，參與學生人數分別為 50、93、37 人。 

（二） 7 月 31 日舉辦「80 級系友回娘家」活動。 

（三） 11 月 26 日舉行系友會聯誼旅遊，計 23 人參加。 

（四） 11 月 29 日辦理 57 及系友回娘家。 

（五） 12 月 16 日召開系友會理監事會議。 

八、 會議與行政業務 

（一） 辦理教育學程英文專門科目表中，新開科目申請（英語發音練習、句法學）。 

（二） 6 月 7 日召開本系教育學程委員會議。 

（三） 6 月 8 日召開第三次主任遴選委員會議。 

（四） 6 月 15 日系主任遴選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遴選出王安琪教授為系主任推薦人選。 

（五） 6 月 15 日召開系務會議。 

（六） 6 月 19 日協助外語學院辦理畢業典禮。 

（七） 撰寫系所評鑑待改善事項及後續處理情形報告。 

（八） 舉辦碩士班研究生邱羿盛、張雅涵、黃靖雅、鄧凱日之學位考試。 

（九） 協助外籍老師辦理聘僱許可。 

（十） 105 學年度新生第一哩學系活動安排與籌備。 

（十一） 與 Tutor ABC 公司接洽，安排英文系企業實習計畫與簽約事宜。 

（十二） 協助 104 學年度應屆畢業生學習成效問卷填答。 

（十三） 7 月 7 日-16 日協助暑修報名、暑修專案開班申請及其他。 

（十四） 7 月 26 日辦理新舊主任交接。 

（十五） 辦理教師與課程異動、緊急聘任等相關事宜。 

（十六） 8 月 9 日召開本系「翻譯碩士班」籌備會，討論課程架構與發展方向。 

（十七） 填報 104 學年校史紀要。 

（十八） 辦理 106 學年度招生事宜：身心障礙學生名額與簡章內容修訂、個人申請入、學學系

「逕予錄取」事宜、春季班外國學生招生簡章修訂等。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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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9 月 21 日召開系務會議。 

（二十一） 9 月 21 日召開本系語言組小組會議。 

（二十二） 辦理緊急聘任作業。 

（二十三） 填報課程外審回應表。 

（二十四） 完成碩士班更名計畫書並送院審查。 

（二十五） 填報 106-108 校務發展計畫。 

（二十六） 10 月 31 日彙整《東吳校友》及《校訊電子報》投稿資料。 

（二十七） 辦理通識委員會提案相關事宜。 

（二十八） 協助楊故校長追思會，辦理楊師母參觀文化教室餐會，以及會後紀念冊製作。 

（二十九） 11 月 22 日繳交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自評。 

（三十） 11 月 23 日進行碩士班 106 學年度甄試新生面試，共有八名考生到考。 

九、 105 學年度重要活動 



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次 (1051214) 校務會議工作重點報告 67 

（一） 105 學年度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於本學年第二學期，2017 年 4 月 24-28 日，辦理第二屆

海峽兩岸「英才杯演講辯論比賽」、3 月 11 日主辦「優九聯盟校際口筆譯大賽」。 

（二） 本系碩士班將申請更名為「英文學系翻譯碩士班」，並委託林茂松教授組成籌備委員會。

該委員會於 105 年 8 月 9 日及 9 月 7 日開會，完成申請更名所需之「總規劃說明」、「檢

核規定」與「計畫書」三份文件。 

（三） 「語料庫輔助之口筆譯與英語學習」遠距教學計劃書--為增進本系能見度、配合翻譯碩

士班之設立與促進國際學術交，於 104 學年度起積極邀請陳瑞清老師（本系 82 級系友、

現任美國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副教授兼翻譯學程中文組主任）與本系歐冠宇老

師合作開授遠距教學課程，預計於 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授。 

（四） 課程外審審查結果學系之回應--學系於 104 學年度第二學期提報之之「課程外審結構規

劃書」經三位校外委員審查結果均為「通過」，部分委員之意見依規定需由學系回覆，

並提出具體改善計畫。 

日文系 

一、  國際交流活動： 

（一）持續辦理大學部學生團體研修：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本系共有 27 名大學部學生赴日團體

研修，包括拓殖大學（一學期 3 名；一學年 7 名）、同志社大學（一學期 5 名）、明海

大學（一學年 7 名）及同志社女子大學（一學年 5 名）。其中同志社女子大學為去年新

簽訂系級交流協議的學校，本學年度為首次選派學生赴該校團體研修。 

（二）本系接受日本拓殖大學、明海大學委託辦理華語班，105 學年度共有拓殖大學 10 名學生

及明海大學 2 名學生至本校進行為期 8 個月的華語研修。。 

（三）京都外國語大學教育實習生中井裕美於 105 年 9 月 18 日~22 日至本系教學觀摩。 

（四）105 年 9 月份李宗禾、陳美玲、劉怡伶、賴雲莊等四位老師分別率團體研修生前往拓殖大

學、同志社大學、明海大學及同志社女子大學，並拜訪姐妹校，洽談學術交流事宜。 

（五）本系賴錦雀教授及蘇克保主任於 105 年 10 月 5 日~8 日受邀出席在韓國國立順天大學舉辦

之「第三屆日語教育論壇」。 

（六）本系蘇克保主任、王世和教授及賴雲莊副教授率李冠潔、譚聖彧及余翠分等 3 名碩士班研

究生於 105 年 12 月 9 日~12 日赴日本宮崎大學，參加本系與宮崎大學合辦之研究生論文

期中發表會。 

（七）105 年 12 月 19 日~12 月 23 日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學生將至本系會話課程教學觀摩及教

育實習。 

二、  學術活動： 

（一）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本系教師共組成兩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分別為「日語研究與日語教

學教師成長會」及「日本文學教學暨研究成長社群」。 

（二）105學年度本系專任教師共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6件（其中1件為三年期計畫第一年）；

教育部「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畫-子計畫 4-多國語文與文化連結課程計畫」2

件。 

（三）105 年 11 月 26 日與台灣日語教育學會共同主辦 2016 年度國際學術研討會。 

（四）105 年 9 月出版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 47 期，共刊登 4 篇投稿論文。 

三、  教學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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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5 年 10 月 12 日~11 月 2 日每週三 13：30-15：20 開設日文檢定 N1 級輔導班，共計 4

次課程，並於輔導課程結束後，於 11 月 16 日進行模擬測驗。 

（二）105 年 11 月 16 日舉辦企業徵才座談會，共有日商人力服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RNC)、台

灣微告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Quatre-Plan 株式会社キャトルプラン等三間公司，說明該公

司徵才內容。 

（三）舉辦教學精進補助方案「日文系課程實務實踐計畫」演講活動，邀請具實務經驗之專家蒞

校演講： 

1. 105 年 10 月 19 日/吳博群/日本經濟前景與你的「錢」途。 

2. 105 年 11 月 10 日/陳俊男/日本戰國名將真田幸村巡禮 & 日語導遊實務分享。 

3. 105 年 11 月 16 日/謝翡玲/翻譯實務與經驗分享。 

4. 105 年 12 月 07 日/林辰豫/（題目未定）。 

5. 105 年 12 月 08 日/劉彥谷/透過語言連結未來。 

6. 105 年 12 月 08 日/巫文嘉/日文筆譯與新聞編譯─翻譯阿宅的美麗與哀愁─。 

7. 105 年 12 月 09 日/石學昌/日本語口譯實戰講座與市場實務分析。 

8. 105 年 12 月 14 日/崔立潔/（題目未定）。 

四、  學生活動： 

（一）舉辦各項日語文競賽： 

1. 105 年 10 月 12 日舉辦日語演講比賽。 

2. 105 年 12 月 21 日舉辦日語翻譯比賽。 

3. 第 2 學期預計將舉辦日語辯論比賽、日語聽力比賽及日語朗讀比賽。 

（二）10 月份辦理以下獎助學金： 

1. 東吳大學鄭壹芬老師勵學獎學金：共核發獎學金予 5 名學生，每名壹萬元。 

2. 日文系學生關懷專案助學金：共核發助學金予 4 名學生，3 名核發壹萬元；1 名核發陸

仟元。 

3. 日本語能力測驗獎勵：分別核發獎學金貳仟元、壹仟伍佰元、壹仟元予前三名學生。 

4. 音速日語優秀人才獎學金：共計 5 名學生獲獎，每名捌仟元。 

5. 濱木綿獎學金：共核發獎學金予 2 名博士生，每名貳萬元。 

（三）日文系學生會於 105 年 10 月 29 日舉辦系運動會。 

（四）日文系學生會於 105 年 12 月 14 日~15 日舉辦日文歌唱比賽。 

（五）小導遊及短期交流活動： 

1. 105 年 9 月 1 日接待日本沖繩大學學生。 

2. 105 年 9 月 21 日接待日本大阪大學學生。 

3. 105 年 10 月 19 日接待日本中央大學學生。 

4. 105 年 11 月 10 日接待沖繩興南高校學生（小導遊）。 

5. 105 年 12 月 5 日接待東舞鶴高校學生。 

6. 105 年 12 月 7 日接待藤枝東高校學生（小導遊）。 

7. 105 年 12 月 12 日接待香川縣立石田高校學生（小導遊）。 

五、  舉辦日本文化活動：本系吳美嬅老師指導茶道社學生協助辦理日本文化體驗活動 

（一）105 年 11 月 19 日/永平高中「日本文化一日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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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 年 12 月 9 日/安康高中「浴衣體驗」。 

 

德文系 

一、   教學與研究： 

（一）「德語書籍翻譯出版」計畫：結合四年級「進階德文翻譯」選修課程，今年由陳姿君老師

負責，指導學生翻譯德文書籍"Die 101 wichtigsten Fragen: Deutsche Sprache"，預定 107 年完

成翻譯。本案獲台北歌德學院贊助出版。 

（二）105 年 10~12 月進行「B2 德語檢定輔導班」課程：由石斌宏老師任教，解析 B2 檢定考模

式。 

（三）學士班一年級德語發音與文法輔導活動： 

1.「德語發音技巧說明會」105 年 9 月 28 日：由黃靖時老師主講，教授學生德語字母發音

規則與技巧。 

2.「新生發音個別指導」105 年 10 月：由 4 名外籍教師分別對一年級新生進行個別發音指

導。 

3.「德語文法輔導」105 年 11~12 月：由擔任 A、B 組教師分別任教。 

（四）105 年 12 月 28 日舉辦本學期教師研究分享，由林素蘭老師與張國達老師主講。 

（五）北京外語大學王建斌教授預計於本學期來台短期授課。 

（六）105 年 12 月 5~9 日奧地利維也納大學教授 Prof.Dr. Schramm 來台進行短期講學，Schramm

教授為「以德語為第二外語教學」專家。 

（七）「德國生活文化講座」： 

1.105 年 10 月 12 日「記憶的搏鬥, 展示的掙扎--德國面對歷史的闇黑行旅」（台北醫學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王瑜君老師）。 

2.105 年 10 月 26 日「德國人的法律生活觀」（東吳法律系吳瑛珠老師）。 

3.105 年 11 月 16 日「淺談瑞士德語區文化」（林素蘭老師）。 

4.105 年 12 月 1 日「德國節慶與假日」（李秀蓮老師） 

5.105 年 12 月 7 日「Leben und Lernen in Deutschland」 

（八）105 年 8~12 月執行「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德語教學演練」：由陳姿君老師與黃靖時老師主

持，基礎德語課程任課教師針對新教材 Menschen，協調教學進度，彼此分享教學方式與心

得。 

（九）105 年 11 月 2 日職涯講座「系友回娘家--大學學的，將來真的有用嗎？！」（黃傳凱系友、

胡哲豪系友） 

（十）(10)105 年 11 月 15 日德語教科書廠商「Klett Verlag」派專人前來與教師們說明德語教材

設計概念與使用搭配。 

（十一）105 年 11 月 30 日職涯講座「職場新鮮人應有的態度」（龍星企業葉守峰總經理）。 

（十二）執行北一區卓越計畫「輔助教學措施—德語學習平台」：主持人林聰敏老師與黃靖時老

師。 

二、   國際交流與學生活動： 

（一）105 年 8 月 9 日大學部 21 名學生（含 1 名獎學金生）赴德國姊妹校明斯特大學進修一年

（105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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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系 11 名學生於 105 年 7～8 月間前往 5 個產業機構進行實習活動，開學後於 10 月 19 日

進行「學生暑期實習經驗分享」。 

（三）105 年 11 月 16 日張國達老師帶領學生至「基隆關稅局」及「陽明海洋館」參訪，讓學生

實地了解貨物通關及海運作業。 

（四）105 年 12 月 7 日張國達老師帶領 4 年級學生參訪龍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讓學生了解貿

易公司品管、業務及行銷實際運作。 

（五）105 年 10 月「與德籍生有約」德籍生 Ivy Pan 與系上學生進行語言與文化交流，增加學生

德語練習機會及有助於跨文化溝通。 

（六）105 年 10 月 1、2 日系學會辦理「新生宿營活動」，地點「飛牛牧場」，透過各種團隊活

動，讓新生更了解彼此，凝聚向心力、105 年 10 月 26 日舉辦「Oktoberfest 德國啤酒節」。 

三、   輔導活動： 

（一）(1) 105 年 10 月 15 日新生家長座談會。 

（二）105 年 9 月 1 日辦理碩士班新生座談，並安排在校生與新生交流，分享學習經驗。 

（三）結合心諮中心與生涯發展中心進行「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一年級身心適應調查」、

「二、三年級學習成效問卷調查」。 

（四）協助教師進行 E 關懷系統之學業關懷。 

（五）105 年 11 月 7 日結合生涯中心，針對四年級學生進行職涯 UCAN 測驗、11 月 18 日則針

對三年級學生施測。 

四、   會議： 

（一）105 年 8 月 31 日一年級德語教師會議：討論教學內容。 

（二）105 年 9 月 8 日碩士班專案會議：決議 106 學年度碩士班分為兩組「德語教學」與「德文

翻譯」。 

（三）105 年 9 月 14 日、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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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05 年 10 月 12 日課程委員會：於學士班設立實習課程。 

（五）105 年 10 月 19 日實習小組會議：檢討 105 年暑期學生校外實習情形。 

（六）105 年 12 月 22 日大一導師會議：「一年級身心適應調查」問卷結果分析。 

（七）106 年 1 月 5 日一、二年級德語教師會議：討論下學期德語課程間之合作。 

五、   系友及推廣服務： 

（一）原訂 105 年 12 月 17 日舉辦系友會，後因故取消。 

（二）105 年 11 月 19 日辦理「永平高中學生德國文化體驗營」：33 名學生至本校進行德語學習

及德國文化活動。 

（三）支援招生活動： 

          1.10 月 14 日秀峰高中學生課程體驗 

          2.10 月 28 日明德高中學生參訪 

          3.11 月 15 日西松高中學生參訪 

          4.12 月 1 日明德高中學生課程體驗 

（四）辦理系友捐贈「既壽獎學金」之申請案甄選作業。 

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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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5 年 11 月 23 日碩士班甄試面試。 

（二）105 年 11 月辦理「學士班學生學碩五年一貫」作業。 

（三）105 年 10 月 19、20 日至文化及淡江德文系進行碩士班招生宣傳。 

 

語言教學中心 

一、105 年 9 月 6 日舉辦本中心語言教室設備說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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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配合學生事務處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校園導覽，105 年 9 月 6、7 日雙溪校區外語自

學室延長開放至 17:00，並向新生解說外語自學室資源。 

三、本學期本中心 2 場教學觀摩訂於 105 年 10 月 12 日和 12 月 21 日下午 2：30 舉行，由陳淑芳老師

主講”To swipe or not to swipe”，以及邱美和老師主講”TOEIC TOEIC Everywhere”；12 月 21 日另

舉辦實用英語學程教學工作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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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英語文加強班」每學期分 2 期進行，每一期由本中心 5 或 6 位專任教師，利用午休，提供 5 次

輔導活動，第一期活動時間為 105 年 10 月 3 日至 11 月 4 日，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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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活動時間為 105 年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16 日，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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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中心外語自學室提供全校教職員生多元化的外語學習環境，學期間安排外語聊天時間諮詢服務，

舉辦多場學習加油站和資源體驗會。 

七、兩校區辦理第 29 期外語自學小組，外語自學手札於經驗交流座談會發送。 

八、105 年 10 月 3 日起至「英文（一）」班級發送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亦歡迎大三、大四學生至

外語自學室個別索取，以利學生規劃相關語言學習；此外，外語學習護照已改為電子版，可上本

中心網站下載自學紀錄單，於 11 月 21 至 24 日辦理獎勵申請。 

九、持續辦理 105 年教學卓越計畫：「B-3 強化國際化外語課程--『共同英語與主修日語』」，並提

報 106 年教學卓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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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 
 

【理學院】 

一、人事 

7 月 28 日，理學院辦理 105 學年度學系主任聯合交接典禮，新任學系主任為數學系林惠

文副教授及化學系何美霖教授。 

二、環安衛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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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辦理年度實驗室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作業及環安衛委員會實驗室小

組會議。 

三、重要事項暨會議 

（一）8 月 9 日、8 月 11 日及 9 月 22 日，召開本學年度第 1、2、3 次校務發展計畫暨預

算會議，討論 106~108 校務發展計畫規劃暨經費分配。 

（二）8 月 30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次院行政會議，討論教學、課程、校務發展計畫

及招生等多項重要議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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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0 月 19 日，召開本學期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學系實習相關辦法、實習計畫書及學

院開設跨領域科目「智慧財產權及專利產業概論」等案。 

（五）11 月 23 日，召開本學期特殊學科教評會，審議學院兼任教師新聘案。 

四、105 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情形 

（一）「推動課程再造與永續發展」 

延續 104 計畫之執行，本學期已完成計畫工作之一：「開設整合創新課程」之前

置作業，課程「智慧財產權與專利產業概論」預定於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出。 

（二）「教師教學增能及教學成果」 

公告「105 學年度理學院教學創新實施計畫」，本學期有 2 位教師提出申請並獲得

補助，下學期計畫申請訂於 12 月 14 日至 31 日。 

（三）建立特色研究領域 

1、化學系持續執行獲科技部補助 103~105 學年度之「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

色專案計畫」。 

2、微生物學系持續執行獲科技部補助 104~105 學年度之「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

發特色專案計畫」。 

（四）獎勵教師學術研究 

為鼓勵並協助學院新進教師提升研究質量並發展特色研究領域，審核通過補助 2

位新進教師申請案。 

（五）真知方案 

為培養學生的多元能力、增廣視野、激發創意思考以及熱愛生命，規劃舉辦「學

生創意優質化」競賽。11 月 7 日由學院寄發海報及邀請函予全學院老師，邀請老

師及鼓勵全院同學參與報名。12 月 30 日為截稿日，之後由學系進行第一階段競

賽審核。 

（六）提升招生成效 

計畫針對高中生，提供鑑識科學相關的體驗營，使學生瞭解鑑識工作的特性與內

涵外，增加對鑑識工作的興趣，進而促使其選擇就學本校理學院各系所的意願。

105 年 10 月 3 日召開鑑識科學學程「2017 第二屆科學偵探營」第一次籌備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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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營隊總招為政治系李懿多，副總招為中文系張貝如。 

 

【數學系】 

一、課程檢核與革新  

（一） 推動課程再造與永續發展 

1. 本學年第 1 學期開設之專業實務課程：生物統計、電腦繪圖、金融模型導論、

資料庫導論、高等應用統計、資料探勘與分析、資料處理分析實務等；計算科

學實驗相關課程：數學軟體、組合學、數值分析等 

2. 依 103 學年度完成外審之課程規劃書，按時程開設新學年度課程。 

3. 數學系總結性課程「數學思通」105 學年度首次開課，計有 9 位學生修讀。 

4. 本學期教材上網率已達 100%。 

（二） 強化學生未來發展競爭力 

1. 105 年 12 月 1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商討學業關懷

名單後續輔導事宜。 

2. 辦理「金融模型導論」、「高等應用統計」業師課程講座，帶給學生寶貴的實

務經驗分享，提升學生專業實務能力。 

二、 核心能力檢核 -- 學生生涯發展輔導 

（一） 105 年 10 月 21 日，三年級學生進行「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UCAN)。 

（二） 105 年 12 月 7 日，舉辦「數學系 105 學年度系友升學座談會」，邀請正在攻讀碩

士學位的學長姐們，分享考前的準備工作及念碩士班的甘苦談。 

三、 教學改進與創新 -- 教師教學增能及教學成果 

1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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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研究增能 

（一） 提升學生研究能力 

1. 105 年度科技部補助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共有 3 件申請案。 

2. 鼓勵學生選修「專題研究」課程，本學期計有 3 位學生接受 2 位老師進行研究

指導。 

3. 數學系總結性課程「數學思通」105 學年度首次開課，計有 9 位學生修讀。 

（二） 獎勵教師學術研究 

1. 持續加入「中華民國數學學會」及「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團體會員。 

2. 本系 3 位專任老師獲 4 件科技部 105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3. 本系教師申請東吳大學 105 學年度「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研究論著獎勵」共 6

件、「教師學術研究獎助＿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1 件、「提昇教師學

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3 件。 

五、 教學結構改善–推動分流制度 

（一） 辦理「金融模型導論」、「高等應用統計」業師課程講座，帶給學生寶貴的實務

經驗分享，提升學生專業實務能力。 

（二） 105 年 12 月 7 日，舉辦「數學系 105 學年度系友升學座談會」，邀請正在攻讀碩

士學位的學長姐們，分享考前的準備工作及念碩士班的甘苦談。 

六、 四哩養正氣 -- 東吳第二哩-【成長】團隊合作方案 

（一） 105 年 8 月 25 日，數學系學生會舉辦 105 學年度北部新生迎新茶會。 

（二） 105 年 9 月 23 至 25 日，數學系學生會於假桃園龍潭美好農場舉辦兩天一夜的大

一迎新宿營活動。 

（三） 105 年 10 月 15 日，舉辦「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由林惠文主任主持，數一導

師簡茂丁老師、朱啟平老師，數一輔導助教顏綺美助教、蔡承恩助教與 14 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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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家長參與。 

七、 通才發展 -- 職場五育才能指標探索 

（一） 105 年 11 月 8 日，邀請劉筱凡博士(中研院數學所博士後研究員)，演講「The 

Geometry of Nonlinear Schrödinger equ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二） 105 年 11 月 10 日，邀請林承諺先生(專職投資人)，演講「交易風險管理與總體

經濟事件分析」。 

（三） 105 年 11 月 17 日，邀請高子盛教授 (Division of Epidemiology and BiostatisticsF. 

Edward Hebert School of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BiostatisticsUniformed Services University of the Health Sciences)，演講「Statistical 

Issues for Study on Health Behaviors Associated with Use of Body Building, Weight 

Loss, and Performance Enhancing Supplements」。 

（四） 105 年 11 月 23 日，邀請林佳賢先生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圖表編輯)，

演講「我如何用 R 進行資料分析」。 

（五） 105 年 11 月 24 日，邀請許繼元先生(CMoney 軟體開發、行銷部主編)，演講「籌

碼分析與量化交易入門」。 

（六） 105 年 12 月 8 日，邀請陳耀鑫博士(工研院資通所)，演講「區塊鏈技術介紹與智

慧合約實作專題」。 

八、 拓展國際交流與合作–加強國際學術交流合作及招生 

數學系簡茂丁教授將於 104 年 12 月 12-14 日前往奧地利布達佩斯，出席國際研討 20th 

International Coference on Applied Mathematics，並發表論文 Matrices Unitarily Similar to 

Symmetric Matrices. 

九、 拓展國際視野–提升學生國競爭力 

105 學年度數學系蕭志如教授於學士班四年級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數學建模概論」，

計有 7 位學士班學生修讀，包含 1 位陸生與 1 位僑生。 

十、 拓展社會資源 

（一） 活絡校友聯繫與服務 

105 年 10 月 1 日，在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辦「105 年度數學系系友大會」，

由數學系系友會主辦，數學系學生會與辦公室協辦，數學系系友會郭爵豪會長主

持，計有 40 餘人參加。會議中決議製作數學系系服復刻版。 

（二） 提升招生成效 

1. 105 年 10 月 7 日，陽明高中數理班 61 名學生到院參訪及專題指導。 

2. 105 年 10 月 14 日，秀峰高中 45 名學生；105 年 12 月 2 日，竹林高中 80 名學

生到系參訪，由林惠文主任接待與介紹。 

3. 105 年 12 月 2 日，吳牧恩老師至景文高中進行招生宣導。 

 

【物理學系】 

一、課程檢核與革新 

（一）推動課程再造與永續發展：強化課程委員會機制，開設實務課程與完成總結性課

程。 

1、除原以安排實務科目「半導體物理」、「奈米科技」、「應用光學」外，本學年

完成課程外審改善作業，並開設「感測器的創作」與「物理研究與產業趨勢」

課程。 

2、12 月 26 日，辦理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總結性課程「書報討論及專題研究」優秀

學生期末發表會，並規劃第二學期 3 月中旬之「書報討論」壁報展示及觀摩學

習活動。 

（二）強化學生未來發展競爭力：以完成實驗設備更新並強化實驗室功能，增進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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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1、10 月 20 日辦理美國哈佛醫學院、上海交通大學暑期研習說明會，12 月間將啟

動甄選機制，甄選 3 位同學參與。 

2、10 月 31 日辦理廣州中山大學物理芙蘭節兩岸學術交流活動甄選，有蔡淳名、

林柏儀等 7 位同學參與，期中蔡淳名、林柏儀與呂佳燕、曾鉯茹同學發表專題

研究報告。 

3、四年級學生潘俊嘉、蔡淳名等，從林其隆教授鑽研於理論物理領域，即將與老

師聯合發表論文「Exact classical Doppler effect derived from the photon emission 

process」。 

二、核心能力檢核：學生生涯發展輔導 

（一）學術進路：提供學術演講與國內外學術交流活動。12 月 7-11 日由徐小燕秘書帶領，

有林柏儀、李岷錡等 7 位同學（二至四年級）參與廣州中山大學物理芙蘭節兩岸學

術交流活動，並有蔡淳名等4位，2組同學分別以「Visualizing the solutions for the circular 

infinite well in quantum and classical mechanics」、「星體距離的測量」，發表專題報

告。 

（二）應用進路：9 月 21 日辦理「學校沒教的實務訓練─自傳寫作範例及解析」，由徐小

燕秘書講解自傳寫作的要點並做自傳評改，提供諮詢。有實作教學活動與課程，

如 3D 列印、建模教學初階、進階課程，以及 Labview 圖控程式機器人營、「感測

器的創作」等，提供學生學習應用的管道。另辦理 UCAN 測驗，提供學生了解職

涯性向。 

三、教學改進與創新 

（一）教師教學增能及教學成果 

1、辦理「縱橫物理」(Physics & Beyond)教師研究例會，每月舉行一次，由專兼任

老師依序發表。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發表人依序為劉源俊、任慶運、黃雍熙、

陳秋民、齊祖康等五位老師。 

2、創立研究團隊：為有效整理資源與人力，聚焦在主題研究上，成立「重力、宇

宙學研究團隊」加強研究能量，整合人力形成研究特色以及「教學研發中心研

究團隊」，主要為提升國內高中自然科教師之科學素養與實作創作能力，並進

一步輔助老師的教學。也就是培養老師們有自己創作的能力。因此，除對為本

學系同學加強實作能力，也規劃高中自然科教師的培訓活動。 

3、定期召開「演喻教學工作小組」會議，分享演喻教學心得，請教師及助教上台

演示普通物理心得或示範自行設計之教具等。 

（二）強化教學評量與獎勵：104 學年度學系無教學評量不佳之教師。另對獲得「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課堂反映問卷」之教師於系務會議中頒發感謝狀。 

四、研究增能 

（一）獎勵教師學術研究：除學校現有之相關獎助外，學系發展專款辦法中也訂有相關

補助項目提供教師申請。 

（二）提升學生研究能力：學系設有「專題研究獎勵辦法」，提供學生有利的學習資源，

表現良好者，可引介至相關實驗單位進行研究，有助於將來升學的延伸或就業的進

階。 

1、10 月 5 日，梅長生助理教授與專題研究學生前往長庚醫院見習，了解生醫物理

研究現況與所需之相關儀器設備。 

2、廣州中山大學物理芙蘭節兩岸學術交流活動有蔡淳名、林柏儀等 7 位同學參與，

蔡淳名、林柏儀與呂佳燕、曾鉯茹兩組同學將發表專題研究報告。 

3、四年級學生潘俊嘉、蔡淳名等，從林其隆教授鑽研於理論物理領域，即將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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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發表論文「Exact classical Doppler effect derived from the photon emission 

process」。 

五、教學結構改善：推動分流制度 

（一）學術進路 

1、持續辦理「五午會」，每星期五中午 12：30-13：30，由劉源俊老師與同學討論各

類物理問題，並接受生涯規劃諮詢。 

2、巫俊賢老師邀請高年級同學協助輔導「普通物理」、「電磁學」，於每星期二

晚間進行「課業輔導」。 

3、每星期三辦理「數理培基」，輔導學生，使學生能夠建立穩定的基礎，加強課

業。 

（二）應用進路：8 月 4 日，楊凱傑、劉柏宏、陳銘康、徐振瑋、林柏儀等五位同學，前

往神研科技公司人參與實習，俾便銜接新開科目「感測器的設計與製作」。 

（三）12 月 15 日辦理「選課輔導」，講解相關課程分流的選課方向與學生修習應注意事

項。 

（四）12 月 27 日辦理「學術交流分享座談會」，由物理四陳一德同學報告哈佛研習心得。 

六、通才發展 

（一）學術演講，關心研究發展：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邀請中央研究院物理所博士後研

究員杜蕙慈博士、台灣師範大學物理學系張宜仁教授、交通大學電子物理系羅志

偉教授以及國家實驗研究院助理研究員胡德邦博士演講。 

（二）職涯講座，分析產業趨勢 

1、分別於 11 月 12 日及 12 月 10 日辦理 3D 建模活動，由皇芯全球國際公司李皇

德（90 級系友）總經理代領旗下工程師，逐一指導 SolidWorks3D 實體建模基

礎教學以及進階教學。此次活動與數學系合作，並開放數學系與人文社會學院

學生參與。 

2、11 月 19 日辦理 Labview 圖控程式機器人營，由承德科技公司許偉世工程師以

及物理延張循教學助理，帶領學生領略程式設計的挑戰與樂高機器人組合的樂

趣。 

3、12 月 7 日辦理 3D 列印操作基本教學活動，由鼎岩科技謝易達業務經理指導

Simple Metal 3D Printer 教學。 

（三）專業活動，深化服務學習 

1、8 月 10 日，辦理「一起玩科學─2016 科學夏令營」，對象有北區台北家扶中

心、士林平等國小自學生、新北市雙峰國小等教學資源較為不足的國小學生，

計有 40 人參與。活動內容由物理學系學生會規劃執行，設計以「科學魔術秀」

為主題，並輔以科學玩具 DIY，讓小朋友在遊戲中學習科學，歡樂氣氛中理解

物理奧妙。 

2、106 年 1 月 18 日將於新北市石門區乾華國民小學辦理偏鄉服務活動，預計國小

學生 30 位，學系將訓練學生與騎士堡遊具設計教學研發組許兆芳專員一同組成

活動隊伍，於藉由學生深入偏鄉實行科普教育，提供科學遊戲體驗活動，啟發

學童對於科學的興趣。 

七、拓展國際交流與合作：加強國際學術交流合作與招生。目前學系與國外四個學校有學生

研習的約定，雖無簽訂協議，但有實際作為。透過學生交流以提升學系能見度。 

八、拓展國際視野，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 

（一）持續鼓勵並開設多元外與授課課程：開設「理論物理導論（一）」與「生醫物理

與工程專題」，為全英語授課科目。 

（二）8 月，物理四陳一德同學至美國哈佛醫學院研習；四年級蔡文千與三年級劉雅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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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至上海交通大學研習。10 月 31 日辦理廣州中山大學物理芙蘭節兩岸學術交流活

動甄選，有蔡淳名、林柏儀等 7 位同學參與 12 月 7 日至 11 日活動，並有蔡淳名、

林柏儀與呂佳燕、曾鉯茹兩組同學發表專題研究報告。 

（三）12 月中旬將甄選暑期哈佛醫學院、上海交通大學研習學生 3 名。另美國塔佛茲及日

本福井大學皆提供有 2-4 個研習名額。唯目前尚無充足經費，未能即時啟動甄選機

制。 

九、拓展社會資源：活絡校友聯繫與服務 

（一）目前學系多項活動以及學生急難救助等相關資助乃由系友捐款始能達成，如呂坤

全、游輝文系友獎學金；葉清昆學長、蔡清雯學長資助學生助學金，以及活動支

援等。 

（二）邀請系友演講與辦理各項活動，如許兆芳、胡德邦、李皇德等，以課堂的學習與

職場的經歷，於活動間與學生分享；而系友也能了解學系運作與缺乏，進而提供

協助。 

 

【化學系】 

一、推動課程再造與永續發展子策略 

(一)汰舊更新教學實驗設備 

1、規劃設置 M409 前瞻材料及電化學實驗室所需設施。 

2、請購「物理化學實驗」暨「專題研究實驗」用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儀(FTIR)。 

3、購置「普通化學實驗」、「物理化學實驗」等微量實驗用桌上型電導度測量儀。 

(二)維持教學實驗正常運作：依課程規劃進度，執行各教學實驗課程所需基本之化學藥

品、玻璃器皿、消耗性器材與氣體所需費用。 

(三)拓展及加深教學及教學實驗內容：執行 105 學年度「課程檢核與革新」規劃，新增

「拉曼光譜法」並完成實驗所需拉曼光譜儀系統請購作業。 

(四)設置大學部總結性課程：本學期已開設「書報討論(一)」為大學部總結性課程。 

(五)大學部課程教材上網率：本學期 moodle 教材上網率，經查詢化學系已達 100%。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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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學生未來發展競爭力 

(一)導師與任課教師依學習進度規劃，11 月份於電子化校園學務系統下 e 關懷輔導系統，

進行學生學業關懷。 

(二)開設「產業論壇與職能發展」、「職場體驗與見習」課程導入系友與產業的實務學習

經驗。 

三、學生生涯發展輔導：協助學生進行職涯探索，10 月 5 日假第一教研大樓普仁堂，辦理「全

系生涯規劃輔導演講」邀請中國化學製藥公司主管作製藥產業介紹。 

四、強化教學評量與獎勵 

(一)提供獎勵教師之多元機制，獎勵教師在不同面向之優良表現。104 學年度化學系王榮

輝老師獲「教學優良」獎勵，105 學年賡續鼓勵教師教學交流、踴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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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提升學生研究能力：學系教師指導大學部「專題研究」課程學生，實施完整的實驗養成

教育，並鼓勵學生參加國內學術會議。105 年度已排定參加 12 月 2-4 日於中興大學舉辦

之「中國化學會 2016 年年會暨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壁報論文。 

六、獎勵教師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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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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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師獲核「研究傑出」獎勵。 

(二)新進教師謝伊婷老師榮獲 105 年度本校延攬優秀人才獎勵。 

(三)新進教師謝伊婷老師以「以軟性模板在離子液體中製備奈米金屬合金材料及其應用」

研究主題，獲科技部2年期新進人員研究計畫補助（計畫編號：105-2113-M-003-MY2），

補助期間自 105 年 9 月 1 日起至 107 年 7 月 31 日止，總補助金額 5,575,000 元。 

七、推動分流制度 

(一) 完成教育部補助課程分流計畫第二年經費與校務發展計畫銜接與執行。 

(二) 8 月學期初始，本系呂世伊教授、何美霖教授及王榮輝教授即同赴新竹瀚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出席「碩士班學生赴企業實務學習合作協議」簽約儀式。 

(三)8 月 25 日何美霖教授及王榮輝教授同赴南港展覽館探視本系赴企業實務學習碩士班

學生參與觸控商展學習狀況。 

(四)8 月 29 日何美霖老師、王榮輝老師同赴中石化公司，與產業簽訂「學生實務學習」

合作協議。 

八、加強國際學術交流合作 

(一) 8 月 26 日~9 月 6 日傅明仁教授赴愛爾蘭參加 2016 國際層析研討會（2016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romatography）。 

(二) 8 月 28 日~9 月 2 日呂世伊教授赴西雅圖（Seattle, Washington, USA）參加 2016 計算

化學理論及應用研討會（Theory and Applications of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TACC 

2016）及發表研究成果海報。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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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9 月 22-23 日本系傅明仁、何美霖教授赴福華文教會館參加「第九屆海峽兩岸分析化

學研討會」，傅老師並受邀擔任分組演講主持人。 

九、職場五育才能指標探索 

(一) 10 月 5 日專題演講，邀請中國化學製藥公司潘昱岑專員，講題：「中國化學製藥股

份有限公司及製藥產業介紹」。 

(二) 11 月 2 日專題演講邀請台灣科思創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區業務主管分享：「材料化學

產業介紹」。 

(三) 11 月 16 日專題演講邀請國家衛生研究院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究所江嘉雯博士，講

題：「Diffusion MRI assesses axonal loss in EAE optic neuritis」。 

(四) 11 月 23 日專題演講邀請台北市立大學應用物理暨化學系余政儒助理教授，講題：

「Nanomaterials for Analytical Chemistry：Synthesis, Properties, Perspectives and 

Applications」。 

十、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105 學年度增開「高等有機特論」全英語課程。 

十一、提升教研、行政資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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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9 月 29 日完成第一次各實驗室抽氣櫃活性碳濾網更新，確實維實驗室操作空間內空

氣品質。 

(三) 9 月 21 日完成本學期實驗室固體廢棄物貯存箱及廢液收集桶購置作業，提供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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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廢棄物分類，以符合環保、安全與衛生法令之基本要求。 

(四)10 月 24 日辦理本學期實驗室各項實驗時所產生之廢棄物分類集中儲運作業。 

十二、提升招生成效 

(一) 10 月 7 日陽明高中師生蒞校，由學系教師介紹後分別參訪光譜分析、無機材料及電

化學等三間研究實驗室。 

(二) 10 月 14 日秀峰高中師生蒞校，分別參訪儀器分析教學實驗室及 M301 光譜分析、M405

材料合成研究實驗室。 

(三) 10 月 31 日本系王榮輝老師赴「新莊高中」進行招生宣導活動。 

(四) 11 月 21 日本系謝伊婷老師赴「基隆女中」進行招生宣導活動。 

(五)製作貼近新世代學生型態招生海報，寄送有系友任教及評估具潛力之高中，提升招生

宣傳宣達效果。 

十三、活絡校友聯繫與服務：舉辦系友活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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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 月 15 日系學會與理學院各學系共同辦理「理學院盃球類競賽」並開放邀請系友參

加，透過輕鬆的運動活動，聯繫在校生與系友學長的共同情誼。 

(三) 11 月 2 日邀請 89 級系友台灣科思創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區孫偉恩處長演講。 

 

【微生物學系】 

一、課程檢核與革新  

（一） 推動課程再造與永續發展 

1. 本學年第 1 學期開設之專業實務課程：產學實習、論文、環境檢驗分析實習及

產業實習(碩士班)等。 

2. 完成「106 學年度碩士班課程」及課程規劃教師。 

3. 召開系課程委員會完成本系與普渡大學雙聯學制本系科目修讀建議表。 

（二） 強化學生未來發展競爭力 

1. 105 學年上學期研究生參與設置教學助理共計 5 科。 

2. 本系教師進行反轉教學科目：微生物遺傳學。 

二、核心能力檢核 

學生生涯發展輔導 

1. 8 月完成 105 年度暑期實習學生狀況及實習單位訪視；12 月 27 日舉辦「105 年度

暑期實習心得分享暨 106 年度實習申請說明會」。 

2. 105 年 11 月 29 日，三、四年級學生進行「(UCAN)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 

三、教學改進與創新 

（一）教師教學增能及教學成果 

配合執行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計畫「微生物學系強化與產

業之接軌與認知」舉辦三場學術演講。 

1. 10 月 18 日舉辦學術演講，講員為美國曼菲斯大學生物科學系榮譽教授鍾金湯博

士，講題為「Azo Dyes and Human Health: A Review.」。 

2. 11 月 08 日舉辦學術演講，講員為陽明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紀凱獻博士，講題為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Factors Governing the Environmental Fate and Sink 

of PCDD/Fs in Taiwan」。 

3. 10 月 18 日舉辦本學期第一次學系學術演講，講員為林口長庚醫院輻射生物核心

實驗室王律凱博士，講題為「肺癌轉移的生物標記研發與應用」。 

（二）強化教學評量與獎勵 

9 月 13 日進行大學部總結性課程-書報討論課前問卷施測。12 月至 1 月間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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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及碩博士班期末問卷施測，以作為書報討論實施方式檢討之參考。10 月 4

日進行大學部二年級及三年級學生學習成效問卷施測。 

四、研究增能 

（一） 提升學生研究能力 

1. 105 學年度大學部論文生張芸瑄、羅方妤、黃依如、林凱一等 4 位獲得科技部

大專生研究計畫補助，192,000 元。 

2. 10 月 14 日碩士班研究生蘇敬倫(指導老師為張怡塘教授)前往高雄國立中山大

學參加 2016 新興污染物論壇(emcon forum 2016)發表論文，題目為「不同粒徑

範圍奈米金屬對污水生物處理之影響」，經評選為本研討會優秀壁報獎第二

名。 

3. 11 月 18 日大學部論文生莊仲薇(指導老師為張怡塘教授)前往嘉南藥理大學參

加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2016 土壤與地下水研討會發表論文，題目為「生

物淋溶法提高受 PAH 污染土壤生物復育能力及其微生物結構分析」。 

4. 11 月 18 日大學部論文生張芸瑄(指導老師為張怡塘教授)前往嘉南藥理大學參

加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2016 廢水處理技術研討會發表論文，題目為「微

生物燃料電池處理醫療用藥物廢水及菌相分析」。 

5. 11 月 18 日大學部論文生陳欣妤(指導老師為張怡塘教授)前往嘉南藥理大學參

加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2016 土壤與地下水研討會發表論文，題目為「結

合紫外光解與生物分解土壤/水系統中之多溴聯苯醚」。 

（二） 獎勵教師學術研究 

1. 本系黃顯宗教授、張碧芬教授、張怡塘教授和楊鉅文教授獲得 105 學年科技部

研究傑出獎勵，宋宏紅教授和劉佩珊教授科技部獲得研究優良獎勵。 

2. 105 學年度全系教師共執行 6 件研究計畫，總經費為 10,465,000 元。 

3. 本系張怡塘教授於 105 年 8 月 25 日至 9 月 4 日前往法國蒙佩利爾(Montpellier) 

參加科技部計畫補助之EcoSummit 2016國際生態高峰會，會中發表 1篇論文，

題目如下:“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variabil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y for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contaminated river 

sediment in aerobic microcosm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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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篇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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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 月 12 日艾登公司來訪洽談雙方合作事宜。 

6. 10 月 20 日宋宏紅院長帶領張怡塘主任、張碧芬教授及應靜雯教授前往台美檢

驗公司洽談雙方產學合作事宜。 

7. 本系張怡塘老師於 11 月 6-10 日參加在高雄舉行科技部計畫補助之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lleng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 

(CESE-2016) CESE 2016 國際研討會，會中發表 2 篇論文，題目如下:＂Bacterial 

community analysis and the related response of functional genes during 

microcystin-LR biodegradation. (海報發表)＂和＂Bacterial community analysis 

and the related response of functional genes during microcystin-LR biodegradation 

(口頭發表)＂。 

五、教學結構改善 - 推動分流制度 

105 年 11 月 1 日召開系務會議，完成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分流。學士班課程分流學術型

與實務型專業選修課程。碩士班課程分流為┌生技品保品管」與┌生技產業研發」兩個

專業課群。 

六、 拓展國際交流與合作 –加強國際學術交流合作及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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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張芷瑄、喬彥皓、王品雯及黃琮暐計 4 位同學於 105 學年度前往美國普渡大學生

物科學系修讀雙聯學制。 

七、 強化兩岸學術交流合作-推動兩岸學術交流合作及招生 

1. 本校與福州大學簽訂聯合培養人才專案，其中海洋生物專班由本系負責，第二屆

學生共計 52 人於 105 學年度至本校研讀一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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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 月 3 日揚州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學院師生共 18 人至本系參訪。雙方教師和學

生圍繞學科專業、人才培養相互交流。當天並安排觀摩本系專業課程及參觀本系

實驗室聽取老師介紹。 

八、 提升教研設施及行政效能-提升教研、行政資源 

1. 全系助教、研究助理、研究生、大學部論文生及東福海洋專班學生出席 9 月 9 日

本校環安衛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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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拓展社會資源 

（一）活絡校友聯繫與服務 

積極建立系友聯絡網，並向於各界任職之系友所屬公司爭取提供在校同學暑期實

習的機會。 

（二）提升招生成效 

1. 10 月 15 日上午辦理學系新生家長座談會。學系時間安排學系及課程簡介、參

觀實驗室學習環境及教學設備、導師座談等多項活動。 

2. 台北市陽明高中於 105 年 10 月 7 日至本校參訪，李瑞梅助教針對招生進行學

系介紹並參觀學生實驗室。李重義老師指導二組同學專題。新北市秀峰高中於

105 年 10 月 14 日至本校參訪，張怡塘主任針對招生進行學系介紹並由李瑞梅

及李淑蘭二位助教帶領參觀學生實驗室。新北市明德高中於 105 年 10 月 28 日

至本校參訪，張怡塘主任針對招生進行學系介紹並由宋昕如助教帶學生進行趣

味問答。 

3. 本系 106 學年度碩士班及博士班招生海報製作完成，除郵寄至全國相關大專院

校系所外，並公佈於相關領域社群網站。 

4. 製作學系招生宣傳影片。 

十、 系務 

(一) 本學期召開系務會議五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一次。 

(二) 完成第三教學實驗 M309 改建工程。 

(三) 新聘專任助教陳晳及專任約聘助教郭亭君。 

十一、 輔導及活動 

(一) 11 月 22 日由心理諮商中心協助進行舉辦大一身心適應問卷施測，並於 105 年 1 月

10 日召開全系導師會議，由心理諮商中心說明施測結果分析。 

(二) 11 月 22 日大三導生會，全系教師研究方向介紹，方便大三學生大學論文選擇指導

教授。 

(三) 12 月 20 日舉辦耶誕聯誼茶會，參加人員包括本系教職員及各研究室學生。 

(四) 服務－教師依專長領域提供社會服務或擔任校外委員或專家 

1. 國家教育研究院，普通高級中學生物科用書審查小組，審查委員。(宋老師)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生物學科中心，諮詢委員。(宋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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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科技諮詢專家、計畫審查委員。(黃老師) 

4.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食品標案，招標委員。(黃老師) 

5. Journal of Pathology 和 Journal of Food and Drug Analysis 編輯委員。(黃老師) 

6. 考試院的典試委員。(應老師) 

7.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期刊審稿(應老師) 

8.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期刊審稿(應老師) 

9.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期刊審稿(應老師) 

10. Antibiotics 期刊審稿(應老師) 

 

【心理學系】 

一、重要事項暨會議 

（一）本學期共計召開 5 次系務會議，本學期主要討論各管道招生事宜、法規修訂及

106~108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提報相關事宜。 

（二）本學期共計召開 3 次系教評會，通過 105 學年度兼任教師改聘案及專任教師續聘

案。 

（三）本學期共計召開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討論 106 學年度課程規劃事宜。 

（四）本學期共計召開 1 次實習委員會議，討論實習辦法、實習合約、實習常見問題等

事宜。 

二、推動課程再造與永續發展 

（一）持續開設應用領域實習課程並安排機構參訪： 

1、諮商心理學領域：安排 9 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及 9 位大學部學生進行半學期的

「諮商兼職實習」，學生透過實習以獲得實務經驗。安排 5 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

與 2 名推廣部隨班附讀學生，進行全時的「諮商全職實習」。 

2、臨床心理學領域：安排 11 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進行每週半天的「臨床兼職

實習」。安排 7 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進行全時的「臨床全職實習」。 

3、工商心理學領域：105 年 10 月 26 日(三)下午於 G101 會議室舉辦工商實習發表

會，由王叢桂教授主持，會中安排今年暑期至企業實習的 4 位同學分享實習相

關經驗，並邀請林朱燕老師參與講評，與會師生 32 名。 

（二）持續申請本校教學資源中心各類教學相關補助： 

1、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獲得 1 項教學精進計畫補助。 

2、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獲得 1 項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補助。 

3、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獲得 6 門隨堂教學助理。 

（三）通過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書審查及審查意見回應。 

（四）曾幼涵老師獲得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理學院教學創新計畫補助。 

三、建立特色研究領域，並提升學生研究能力 

（一）教師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 3 件、產學合作計畫 1 件；指導大專生研究計畫 2 件。 

（二）師生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1、105 年 7 月 31 日-8 月 3 日，王叢桂老師至日本出席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3rd Conference 會議，並發表論文 1 篇。 

2、105 年 8 月 24-25 日，本系師生赴清華大學參加台灣人機互動學會年會，並發

表壁報論文 2 件。 

3、105 年 10 月 15-16 日，本系師生赴成功大學參加台灣心理學年會，並發表口頭

論文 2 件、小型研討 1 場。 

（三）舉辦學術活動 

1、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舉辦 8 場專題演講及 1 場碩士班論文發表會。 

2、舉辦 3 場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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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 應用心理學與實務研討會-組織諮詢 Life coach 論壇：心理學與人資

整合取向」，由王叢桂老師、林朱燕老師主持，時間：105 年 10 月 29 日（星

期六），地點：國際會議廳，參與人數共 119 人。 

（2）「2016 應用心理學與實務研討會-神經回饋訓練工作坊」，由徐儷瑜老師主

持，時間：105 年 11 月 19 日（星期六），地點：普仁堂，參與人數約 150

人。 

（3）「2016 應用心理學與實務研討會-UX 向前行」，由汪曼穎老師主持，時間：

105 年 11 月 26 日（星期六），地點：國際會議廳，參與人數約 120 人。 

（四）林朱燕老師獲得 105 學年度理學院獎勵教師學術研究計畫補助。 

四、學生生涯發展及輔導 

（一）繼續施行雙軌導師制度，由系主任擔任種子導師，本學期每週一、三持續舉辦「主

任有約」，針對大學部新生，以每次 8 人一組進行半小時團體晤談輔導活動，提

供新生在課業、生涯及個人適應等多方面的討論及探索，總計 75 人。 

（二）與本校心理諮商中心合作舉辦各類輔導活動，含大學部各班導生會 4 場、全系導

生活動 1 場及大一導師會議。 

（三）輔導系學生會及舉辦各類活動 

1、105 年 8 月 20 日與 8 月 27 日分別於北中南舉行分區迎新茶會。 

2、105 年 9 月 20 日系學生會召開系員大會。 

3、 105 年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0 日於福隆龍門露營區舉辦「第二十八號精神病患

入院紀錄」迎新宿營活動，全系共 57 位同學參與。 

4、 105 年 10 月 11 日系學生會舉辦師生交流活動，全系共 30 位同學參與。 

5、 105 年 10 月 18 日由系學會舉辦學長姐經驗分享座談會，邀請系上四位同學蔡

仁豪、魏毓汝、吳庭毓及許維真對於「學業、國外交流與實習」進行分享。 

6、 105 年 10 月 25 日中午徐儷瑜主任與系學生會幹部餐敘。 

7、 105 年 11 月 22 日系學生會舉辦「愛，能夠多靠近-親密關係的互動技巧」演講。 

8、 105 年 12 月 5 日至 12 月 9 日系學生會舉辦心理週， 12 月 9 日於望星廣場舉

行「心理之夜」活動。 

（四）碩士班輔導 

1、105 年 7 月 5 日（二）上午 9:30～12:00，在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行 105

學年度碩士班新生座談會，共有 17 位新生及 19 位師生出席。 

2、105 年 9 月 20 日(二)召開研究生會議，共 24 位研究生參加，推舉研究生及研究

室室長代表，由碩一工商與諮商組陳雅嘉同學擔任。 

五、強化學生未來發展競爭力，並舉辦職場五育才能講座。 

（一）提供「心理學系清寒上進獎學金」，共 6 位學生獲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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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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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名大學部系友及

4 名推廣部隨班附讀生通過諮商心理師考試。 

六、加強國際學術交流合作及招生 

（一）獲得東吳之友基金會補助，邀請浙江理工大學心理學系的葛列眾教授與李宏汀教

授於 105 年 11 月 25 日至 30 日來台交流。 

（二）積極參與校內外招生宣傳活動，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計 11 場，支援教師達 11 人

次。 

（三）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計有大陸交換生 3 名（華東師範大學、四川大學、復旦大學）、

自費研修生 2 名（蘇州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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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1 月

10 日中午舉辦歡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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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勵學生赴本校協議國際學校交換 

1、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心理三 1 名學生赴德國明斯特大學交換。 

2、106 學年度已有 5 名大學部及 1 名碩士班學生獲得本校推薦，擬，擬赴日本東

北大學、西班牙武康大學、澳洲紐卡斯爾大學、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美國內布

拉斯加衛斯理大學及日本西南大學交換。 

七、活絡校友聯繫與服務 

（一）持續經營「東吳心傳- 東吳心理系友返校分享平台」，提供各類講座及工作機會供

系友參考，並透過本平台徵求各領域業師，提供在學同學支援與輔導。 

（二）105 年 11 月 14 日、11 月 21 日、11 月 28 日與 12 月 5 日舉辦職涯團體活動，主題

為「我要成為說話高手高高手」，帶領人為傅嘉祺（心理系碩士班第三屆系友/現

為諮商心理師）。 

（三）105 年 12 月 13 日（二）舉辦系友返校演講活動，主題為「走進園藝治療的世界體

會園藝治療」，主講人為張明偉（心理系碩士班第四屆系友/現為亞東紀念醫院臨

床心理師）。 

八、榮獲自辦系所評鑑績優受評單位及 103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執行績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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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暨法律學系 

◎ 對外交流 

一、「溪城講堂」開設課程有「臺灣法熱點—趨勢與發展」及「英美法前沿—繼受與變革」，計 43

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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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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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8 月 30 日至 9 月 3 日盧子揚老師級童群富助教率中國大陸法律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至上海財經大學

法學院學術交流與參訪。 

五、本學期法學院大陸交流師生，院級交流生有 12 人、教師有 7 人、校級交流生 11 人、自費研修生

16 人，共 46 人。 

本年 9 月 12 日（周一）上午 10 時於城中 1104 會議室舉辦陸生報到及相見歡。9 月 27 日（周二）

中午 12 時 10 分於 2123 會議室舉辦「法學院大陸交流師生歡迎會」。 

六、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福法律專班」，共有 58 位學生。 

本年 9 月 9 日（周五）中午 12 時 10 分東福法律專班歡迎會，城中 2123 會議室。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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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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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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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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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11 月 9 日（周三）下午 14 時於溪區第一教學研究大樓 R0814 外語學院會議室，校長與蕭宏宜

副系主任一同接待「寧夏赴臺灣高校學科建設和科技創新管理培訓班」來訪。 

十二、11 月 11-14 日成永裕老師代表本院至上海交通大學參加「2016 東京審判與世界和平國際研討

會」與發表。 

十三、11 月 24 -27 日洪家殷院長率隊，與胡博硯老師、洪令家老師及麥世宏業師至蘇州大學法學院

參加「第三屆兩岸自由貿易法治論壇」。 

十四、12 月 2 日下午 15 時 40 分日本松山大學校長及法學院院長一行來訪，潘校長、洪院長、黃心怡

主任及何佳芳老師一同接待。 

十五、12 月 3 日-7 日洪家殷院長率隊，與何佳芳老師及日語加強班學生一同前往日本松山大學法學

院交流。 

十六、12 月 28 日（周三）中午 12 時 10 分城中 2123 會議室舉辦本學期「大陸交流師生歡送會」。 

 

 

◎ 學務活動 

一、9 月 5 日（周一）下午 13 時 30 分，1705 會議室，學士班新生第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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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 日（周三）10 時，1104，博士班迎新。 

9 月 7 日（周三）11 時，1705，碩士班迎新。 

9 月 7 日（周三）18 時 30 分，游藝廣場，法律專業碩士班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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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5 日（周三）下午 15 時 30 分，1705 會議室舉辦「大三系會」，健諮中心舉辦電影賞析，

片名：關鍵判決。 

四、10 月 12 日（周三）下午 15 時 30 分，1705 會議室舉辦「大四系會」，演講者：易先智律師，講

題：法律人的生涯規劃及直場甘苦談。 

五、10 月 13 日（周四）下午 2-4 時教學卓越計畫舉辦學生至法藍瓷企業參訪。 

六、10 月 15 日（周六）上午 10 時於城中 1104 會議室舉辦「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 

七、10 月 19 日（周四）下午 15 時 30 分，1705 會議室舉辦「大一系會」，演講者：黃寬裕校牧，講

題：精彩的大學生活規劃。 

八、10 月 19 日（周三）下午 15 時 30 分，5211 會議室舉辦「大二系會」。演講者：陳言博學長，講

題：有趣且超出想像的公務員職涯經驗。 

九、11 月 16 日（周三）上午 10 時東福班至台北地方法院旁聽，由黃鼎軒老師及陳彥廷助教帶領。 

十、11 月 16 日（周三）下午 15 時 30 分舉辦「東福班專題演講」，主講人:楊智綸律師，主題為法律

正義下的倖存者。 

十一、12 月 7 日（周三）下午 15 時 30 分，1104 會議室舉辦「法學院導師會議」。 

◎ 學術活動 

一、9 月 26 日（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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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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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人為宮文祥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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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下午 13 時 30 分於 2123 會議室舉辦「刑事法學青年論壇（三）暨台灣刑事法

學會 105 年度會員大會研討會。 

四、10 月 4 日（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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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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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0 月 25 日（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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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岸跨境跨國犯罪現況與展望。 

七、10 月 28 日（周五）上午 10 時於 5117 會議室舉辦「法律與宗教座談會」。 

八、10 月 31 日（周一）下午 13-15 時 1104 會議室舉辦「第十二回工程法座談會-公法場次」 

九、11 月 4 日（周五）上午 9 時於 5211 會議室舉辦「南海仲裁暨國際法研討會」。 

十、11 月 7 日（周一）下午 15 時 30 分於 1104 會議室舉辦「東吳公法論壇第 53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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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1 月 18 日（周五）上午 8 時 30 分於游藝廣場校友交誼室舉辦「第四屆兩岸公法圓桌論壇」。 

十二、11 月 25 日（周五）下午 15 時 30 分於 1104 會議室舉辦「東吳公法論壇第 54 回」。 

十三、11 月 30 日（周三）上午 10-12 時於城中 1705 會議室舉辦「第十回醫事法座談會」。題目：台

灣醫療糾紛關懷式調解模式立法建議，主持人黃立講座教授、主講人李詩應主治醫師，與談人

和田仁孝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學)、江浣翠助理教授(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十四、11 月 30 日（周三）下午 14 時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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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主題為我國死刑政策與國際法。 

十五、12 月 9 日（周五）上午 9 時於城中 5211 會議室舉辦「第七屆稅務實務研討會」。 

十六、12 月 15 日(四)上午 9 時 30 分於城中 5117 會議室舉辦「全英班 104 學年度優秀學生頒獎暨英

美法教學研討會」。 

十七、 12 月 16 日(五)下午 14-16 時於城中 5117 會議室舉辦「公法裁判研究會第 37 回」。 

十八、12 月 19 日(一)上午 8 時 30 分起於城中 5211 會議室舉辦「房屋稅法制之檢討與展望研討會」。 

十九、12 月 20 日(二)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5 時 30 分於城中 1705 會議室舉辦「法律與宗教座談會」。

主題：宗教自由與同性婚姻相關議題之討論，主持人陳春生教授、引言人宮文祥助理教授，與

談人董保城客座教授、廖元豪副教授、郭承天教授、陳重陽助理教授、紀和均博士。 

廿、12 月 21 日(二)下午 15 時 30 分於城中 1104 會議室舉辦「民事法學術研討會」。 

廿一、12 月 27 日(二)上午 10-12 時於城中 5117 會議室舉辦「第十四回工程法座談會-國際法場次」。

題目：第三國進入歐盟政府採購市場規章之研究 ，主持人李貴英教授、主講人陳麗娟教授、

與談人洪德欽教授、吳必然律師/兼任副教授、顏慧欣副研究員。 

◎ 重要業務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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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周三）下午 14 時於 1705 會議室舉辦「東吳大學唐松章校友講座禮聘董保城教授歡迎

茶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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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張毅德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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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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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胡博硯老師、林利芝老師、林書楷老師、彭美英老師、何佳芳師及范秀羽老師榮獲本校 104

學年度「熱心導師」，並獲獎牌一座，恭喜老師，也感謝老師的付出與貢獻。 

六、12 月 3 日（周六）下午 13 時起於 1705 會議室舉辦「2016 東吳大學法學院模擬律師事務所暨模

擬法庭競賽第二次言詞辯論競賽暨頒獎典禮」。 

七、本院於 12 月 7 日(周三)下午 15 時 30 分於 1104 會議室舉行「法學院導師會議」，此次學務處邀

請黃盛璘老師來院，以「走近花園-從園藝開始到身心照顧」為專題演講。 

八、12 月 27 日（周二）晚上 6 時於 1104 會議室舉辦「105 年度院友理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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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院法律服務社於 2017 年 1 月 20 日至 23 日舉辦「第 56 屆外縣市法律服務」，地點為台中市。 

十、本院法治播種服務隊將舉辦「第 51 屆兒童法治冬令營」，地點為嘉義太保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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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商學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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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年暑期共舉辦三

梯次培訓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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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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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三梯次：2016 年 8 月 25 日～9 月 7 日，含帶隊老師 27 人 

二、 商學院 105 年度獲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共有 10 位教師獲

研究傑出獎助(獎金新台幣 13 萬元)、11 位教師獲研究優良獎助(獎金新台幣 6 萬元)及 1

位教師獲新聘教師獎助(獎金 10萬元)。商學院共計 22位教師獲科技部獎助(全校 45位)，

成績卓著。 

三、 本院 10 月 3 日於游藝廣場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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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院於 10 月 13 日舉辦「東吳大學唐松章校友講座禮聘蔡宗榮博士歡迎茶會」，會中邀

請潘校長及前行政院副院長，現任永豐金控最高顧問邱正雄先生蒞臨致詞，並有多位金

融界專家學者與會。蔡講座教授為國內少數産官學歷練豐富之專家學者，除長期在多家

銀行、証券、投顧金融公司擔任高階主管、董事長外，亦曾任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委員、

臺灣銀行副總經理、國票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董事長、國票證券投資顧問公司董事長等職

務，對金融產業及政策瞭若指掌，對 Fintech 的發展及金融界的應用更有獨特見解。 

五、 本院 10 月 23 日於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FinTech 趨勢與台灣的未來發展」研討會。

這是「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10 月 3 日冠名後的第一個對外活動，邀請

到的主持人為行政院前副院長、永豐金控邱正雄最高顧問，業界的與談人有中信銀行信

用金融劉奕成執行長、歐付寶電子支付林一泓董事長、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

公司黃書明總經理，以及金管會金融科技辦公室蔡福隆執行秘書。本研討會邀集產官學

代表，一方面從不同的角度觀察整個 FinTech 的未來趨勢，另外一方面針對台灣目前

FinTech 發展顯著落後於歐美及大陸的情況下，探討未來發展的方向與策略。潘校長致

詞時特別表示：台灣在金融科技全球化的腳步已經落後歐美及大陸，台灣如何急起直追，

這就是富蘭克林與東吳大學共同成立開發中心的目的。而學校的金融科技研究團隊，在

沈大白主任及產官學經驗都非常豐富的蔡宗榮執行長的領導下，透過這樣產官學的交流

平台，將提供台灣未來在 FinTech 發展方向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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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辦理商學院 AACSB 認證實地訪評相關事宜： 

(一) 9~11 月份舉辦多場教師講習會議，由陳惠芳副院長及吳吉政老師介紹 AACSB 認證

流程、標準與認證內容，並針對 AOL(Assurance of Learning)學生學習成效評量保證

進行更詳細的說明。 

(二) 9~11 月份舉辦 3 場學生教育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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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月 22日至 28日特邀西康乃狄克大學商學院院長David Martin至本院進行AACSB

實地訪評之預評及討論國際學術交流等事宜。此次預評提供參與實地訪評之教師、

行政同仁與學生模擬機會，透過座談形式與院長David Martin進行訪談及意見交換，

並依據預評之訪談結果與本院院長、各系主任與 AACSB 小組進行討論和修正。 

(四) 協請廠商辦理實地訪評場地布置及背版、海報設計事宜。 

(五) 11月 13日至 16日辦理AACSB 認證實地訪評，由三位委員Michael J. Ginzberg (Dean 

of Robert A. Foisie School of Business,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Sung Joo Park 

(Professor of KAIST Business School,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以及 Wei Huang (Dean of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至商學院與教師、行政同仁與學生進行對談，於對談交流與書面資料參

考中，委員對商學院有更深入的理解，並於實地訪評期間參觀教室、行政辦公室與

實習法庭，並依據訪評之結果與本校潘校長、趙副校長、本院傅院長、各系主任及

AACSB 小組進行討論和修正。 

七、 本院 11 月 22 日舉辦「2016 海峽兩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金融科技與產業創新」，邀請

大陸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 14 位教師學者與會，開幕典禮由本校潘維大校長、馬君梅前

代理校長、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王永山書記、孫文基院長等師長及本院傅祖壇院長開幕

致詞；此次研討會共發表 29 篇論文，進行 2 場專題報告(4 篇論文)及 6 場次的論文發表，

約有近一百餘人師長及學生與會。會後並安排相關交流及參訪活動。 

八、 辦理及邀請兩岸教師來台學術交流事宜： 

(一) 辦理及邀請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前院長王則斌教授來台短期研究暨學術交流事宜。 

(二) 辦理及邀請由福建省教育廳委託福建工程學院組織該省四個師資閩台聯合培養中心

負責人於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 日來台事宜，全團將參訪東吳大學以加強兩岸高等教

育和職業教育交流合作事宜。 

九、 辦理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升等審查作業。 

十、 辦理本院暨各學系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及 KPI 作業，並提報 106~108 學年度校

務發展計畫等相關事宜。 

十一、 辦理商學院中文網站更新建置事宜。 

十二、 辦理本院各項產學合作暨教學卓越計畫相關事宜： 

(一) 執行本院與富蘭克林證券投顧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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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執行本院教育部《跨域創新：經營管理與社會人文的科際整合綜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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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 105 年度教學卓越「商學院推動課程創新與實務接軌計畫」。 

(四) 辦理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弱勢學生教學助理補助補助計畫」。 

十三、 辦理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第 93 期出刊事宜。 

十四、 辦理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8 月份(第六期)-106 年 1 月份(第十一期)出刊事宜。 

十五、 籌辦 106 年 1 月 10 日於台北花園大酒店舉辦之「東吳大學商學院 105 學年度歲末餐

敘」相關事宜。 

十六、 辦理學生相關海外學術合作協議與活動事宜： 

(一) 9 月 13 日與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洽談 MBA 雙聯學制合作機

制。 

(二) 10 月 7 日與美國 Rider University 洽談 2+2、3+1 及 3+1+1 雙聯學位的提案。 

(三) 10 月 11 日與法國 Skema Business School 洽談碩士雙聯學制合作機制。 

(四) 10 月 12 日與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Dallas 洽談教師研究合作機制。 

(五) 11 月 4 日參加 Thunderbird Taipei Chapter First Friday 活動。 

(六) 11 月 8 日參加 QS Top MBA Tour，瞭解 ASU 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 最新入學申請標準。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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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商管學程 

一、 學生參與海外研習計畫情形： 

(一) 取得美國 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 雙聯學制入學許可：3 名。 

(二) 法國 IESEG School of Management 雙聯學制：1 名(預計 12 月取得學位)。 

(三) 校、院級協議學校交換：2 名。 

二、 105 學年度招生辦理情形： 

(一) 碩士甄試、考試入學 8 名；外國學生春季班申請入學 1 名。 

(二) 配合填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基金會(Study in Taiwan)全英語商管課程資料。 

(三) 提供學程暨海外招生資料予俄羅斯莫斯科「國際教育暨職涯展」、駐菲律賓代表

處。 

三、 課務與行政相關： 

(一) 11 月 25-11 月 29 日「海外企業專題 II」師生赴日本名古屋東海學園大學進行交流見

學。 

(二) 開放外系大三以上學生、外籍生跨系選修課程，計有 174 人次修讀學程課程(本系生

90 人次、外系生 7 人次、外籍交換生 79 人次)。 

(三) 配合撰寫工作執行說明書、104 學年度校發計畫 KPI 管考。 

(四) 支援 AACSB 商管認證事宜。 

EMBA 班 

http://www.thunderbird.edu/about-thunderbird/locations/glendale-arizona
http://www.thunderbird.edu/about-thunderbird/locations/glendale-ariz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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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班暑期「企業經營管理專題」課程系列演講： 

(一) 8 月 6 日邀請宏碁電腦黃鐘鋒前總經理進行分享。 

(二) 8 月 13 日邀請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蘇守成主任秘書來進行分享，講題：

企業走向國際。 

(三) 8 月 20 日邀請康福旅行社(可樂旅遊)吳守謙副董事長來進行分享。 

(四) 8 月 27 日邀請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副主委、木桶文創數位行銷董事長陳紀元

董事長來進行分享。 

二、 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系列演講： 

(一) 10月9日上午邀請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盛業信助理教授前來演講，

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二) 10 月 23 日上午邀請音樂系彭廣林老師前來演講，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三) 11月6日上午邀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助理教授何一梵助理教授前來演講，地點：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四) 11 月 20 日上午邀請引雅珠寶張智超董事長前來演講，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五) 預計 12 月 4 日上午邀請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徐明景主任前來演講，地點：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六) 預計 12 月 18 日邀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劉得劭教授前來演講，地

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三、 本班「商務溝通」課程系列演講： 

(一) 10 月 1 日上午邀請馥懿實業有限公司林柏年執行總監講座，主題：大陸的創新創

業風潮，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二) 10 月 15 日上午邀請緯和公司周淑慧董事長講座，主題：翻轉精彩幸福人生，地

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三) 10 月 29 日上午邀請台灣房屋游明同總執行長講座，主題：商業溝通與談判【從

心勝談起】，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四) 11 月 12 日上午邀請大東山珊瑚寶石股份有限公司呂華苑董事長講座，主題：隨

緣順勢，揮灑自如，經營分享，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五) 11 月 26 日上午邀請可樂旅遊集團吳守謙副董事長講座，主題：你的幸福玩樂，

我的歡喜服務，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六) 預計 12 月 10 日上午邀請錢唐軒董事長于春明演講。 

四、 本班「國際行銷與品牌」演講： 

(一) 10 月 22 日下午邀請星裕國際運動行銷部蔡燿駿經理演講，地點：東吳大學城中

校區 2614 教室。 

(二) 11 月 5 日下午邀請純粹創意公司孫裕利總經理演講，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三) 11 月 19 日下午邀請太笈策略行銷溫慕垚策略長分享數位行銷，地點：東吳大學

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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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8 月 27 日第九屆 EMBA 於台北花園大酒店二樓薔薇廳舉辦迎新送舊晚宴，邀請師長、

第八屆畢業生、歷屆學長姊、新進之第十屆學弟妹及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

長協會理監事共近 100 人參與。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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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9 月 30 日提報 EMBA106-108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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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10 月 19 日下午 3 時 30 分假 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EMBA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新開設「國際禮儀」(二下選修，1 學分)、「巨量資料應用專題」(二

上選修，1 學分)、「金融科技創新與實務」(二上選修，1 學分)、三門課程，分別自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及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設，並列入 106 學年度新生必選修科目表。 

十、 辦理 EMBA 招生活動： 

(一) 第一場說明會：於 11 月 17 日假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行。 

(二) 第二場說明會：預計於 12 月 10 日)假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行。 

(三) 持續辦理 104 學年度招生宣傳事宜：商業週刊廣告、公車廣告、EDM 發送等。 

十一、 完成建置新版 EMBA 網頁，並搭配 106 學年度招生宣傳，於 10 月 14 日正式上線。 

十二、 預計於 106 年 1 月結合論文計畫書書面審查舉辦論文實務性研討會。 

十三、 體育活動： 

(一) 110 月 29-30 日 東吳 EMBA 學生及系友組隊參加於國立中山大學舉辦之【第五

屆全國 EMBA 馬拉松接力賽】。 

(二) 預計於 12 月 3 日由 EMBA 同學及系友組隊參加【2016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 

十四、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之業務及舉辦活動： 

(一)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於 7 月到 11 月發行 EMBA 第 68 期到

第 72 期電子報，預於 12 月 10 日發行 EMBA 第 73 期電子報，報導協會及系上

相關訊息。 

(二) 本會於 7 月 16-17 日派員 12 位參與團隊發展課程，並安排 30 分鐘向第十屆新

生進行簡報。於 8 月 27 日派員 16 位出席第九屆舉辦迎新送舊活動。 

(三) 本會於 7 月 23 日下午 6 時 30 分假首都大飯店舉辦第八屆畢業祝福餐會，經由

理事長精心安排，特邀史上最佳拍檔王國強學長與鄭若榆學姊共同主持，呈獻

出隆重溫馨，令人難忘的晚會。 

(四) 本會於 8 月 14 日上午 8 時舉辦郊山初體驗虎山半日遊，感謝活力運動組組長源

祥學長帶領組員一同規劃此活動。當天氣候非常宜人，大小朋友都順利的走完

全程，謝謝所有參與的夥伴。 

(五) 本會於 8 月 20 日上午 8 時理事長曾子若、主秘王國強與社服組組長順永學長，

組員琪涓學姊、千芳學姊、智芬學姊和彥瑋學長一同前往雲林婦女保護會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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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有雲林婦女保護會的志工跟我們介紹「育苗成長計畫」，欣賞了小朋友熱

情的跳舞演出，最後還與 16 位小朋友一起做勞作，並給予小禮物。雲林婦女保

護會也致贈感謝狀給我們，謝謝我們的協助。 

(六) 本會於 9 月 3 日舉辦企業參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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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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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到鶯歌陶瓷博物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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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博物館。最後一站來到臺華窯藝術中心，讓我們對於

瓷器的藝術有更多的認識。 

(七) 本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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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順利圓滿。。 

(八) 本會於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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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本會協會於10月15日下午 2點假西雅圖極品咖啡世貿旗艦店舉辦第七場Coffee 

Time 本次主題為「搞不定『人』，一切免談」。首先由第五屆王琳學姊(富琳

管理顧問有限公司/總經理)跟大家說明如何「用文化為企業紮根」，接著第七屆

柯金章學長(程曦資訊整合股份有限公司/人資處處長) 分享的題目是「談企業接

班梯隊之形成」，最後由第八屆蔡慧娟學姊(德誼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資部

協理)分享「淺談績效考核管理」。績效考核管理運用得宜可以使企業了解自身

優勢劣勢，而員工可以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標及努力的方向，讓企業往更好的地

方發展。 

(十) 本會於 10 月 19 日假台北世貿聯誼社舉行 105 學年度第一次協會發展會議，會

議順利圓滿。。 

(十一) 本會於 10 月 26 日下午 6 點 30 分假台北世貿聯誼社舉辦西康乃狄克校商學院

院長 Dr. David Martin 演講及晚宴，演講題目為「The Challenges and Future of 

EMBA Education and Business School」，席間 EMBA 與國際商管學程的學生，

也把握機會向 Dr. David Martin 請教相關的問題。 

(十二) 10 月 29-30 日假國立中山大學參加第五屆全國 EMBA 馬拉松接力賽。由林清

豐、游瑞維、何國安、蔡詩豐、屈穎組成的東吳跑步玩隊奪得半馬競賽組第

四名，而蔡詩豐更是拿下男子個人第三名。 

(十三) 11 月 1 日下午 7 點 30 分假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廳由東吳校友合唱團演出的音

樂會「聲聲不息系列 4-歡樂今宵」，協會會員梁琪涓學姊、許淑慈學姊、王

琳學姊、黃美玲學姊參加弦誦合唱團為我們帶來精彩的演出。本會也購買 30

張票邀請會員一同前往欣賞與支持東吳校友合唱團。 

(十四) 本會於 11 月 10 日假東吳 2123 會議室舉辦第 33 場讀書會「文案力」，一開

始由第九屆王芷逸學姊(中華人力資本發展協會/資深講師)為我們導讀這本書

籍，介紹作者藉由問問題和觀察生活中的事情來找尋他創作的靈感。接著第

十屆游家瑞學長(康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批售部業務副理)跟大家分享公司

的文案，還有他自己從設定目標並持續努力中體會到「你才是你真正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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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第十屆張嵐芬學姊(日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銷客服部協理)運用許多經

典的廣告來告訴我們「創意就是先和別人不一樣,再講出你的道理,走出自己的

路」這樣才會深植人心。 

(十五) 本會採用 Group365 社團通訊軟體系統，讓會員更輕鬆得知協會舉辦的活動，

也讓會員在訊息的傳遞上更為方便。 

(十六) 本會預於 106 年 1 月 8 日(日)下午 6 時假台北世貿聯誼設舉辦<第四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 

(十七) 辦理協會電子報系統更新事宜。 

(十八) 持續辦理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十九) 持續辦理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跨領域學程 

一、 辦理兩學程 2 場專題演講，及企業參訪、學程期末座談會等活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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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召開商學院跨領域學程作業小組會議。 

四、 辦理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 104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自評作業。 

五、 填報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 103 學年度校史紀要。 

六、 辦理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理學程中文單位網站資料檢視及更新事宜。 

經濟系 

一、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電子報創刊號於 7 月 4 日發刊，第 2 期 11 月 8 日出刊，第 3 期預計

12 月 27 日出刊。 

二、經濟學系賴志芳教授獲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疊代模型中消費外部性、時間配置與最適人

力資本累積）出席國際學術會議，8 月 10 日從台灣出發前往日本京都參加 8 月 11 日至

13 日為期三天的 AME 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著作。 

三、經濟學系林沁雄教授 8 月 15~26 日榮獲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前往澳洲布里斯本昆士蘭大

學參加語言中心舉辦的「學科內容和語言綜合學習」培訓課程。 

四、日本廣島經濟大學 George R. Harada 國際長帶領 18 位師生於 8 月 24~27 日到經濟學系進

行師生交流活動。由陶宏麟主任、袁國芝老師、林維垣老師、米克里斯多斯老師、陳詩

涵助教、吳士豪助教與 5 位本系同學共同接待。 

五、經濟學系陶宏麟主任參加 8 月 29~30 日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第一會議室舉行，由中

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與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共同舉辦的

2016 年「兩岸家庭研究」研討會，擔任主持人並發表論文。 

六、經濟學系 8 月 29 日上午 8:30~10:00 於 R2524 辦理轉學生抵免暨選課輔導，大二與大三

共有轉學生 21 名，17 位轉學生參加。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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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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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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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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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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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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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系段文斌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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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1 位客座教授馬來西亞 University Sains Malaysi 徐國鋒教授 9

月 11 日抵台，主要研究領域:生產率及效率、能源經濟和產業經濟。第 2 位客座教授

山東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丁言強副教授 10 月 23 日抵台，主要研究領域:環境與可持

續發展的經濟學理論和公共政策分析。第 3 位客座教授澳門大學經濟學系孫廣振副教

授，預計 12 月 4 日抵台，主要研究領域:個體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經

濟思想史。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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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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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經濟學系 9 月 23 日召開第 1 次系教評會通過兼任教師黃晉偉及宋安德改聘案。11 月

25 日召開第 2 次系教評會，審議休假案與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聘兼任教師案。 

十六、 黃健杰教授家屬為紀念已故黃教授，於 105 年起設立「黃健杰教授紀念獎學金」，以

獎勵本系成績優秀的學生持續向學。每年獎助 2 名學生，每名獎學金壹萬元，10 月

起公告辦理獎學金申請。感念黃健杰老師，並感謝黃老師家屬對本系的支持與愛護，

繼續嘉惠本系學生。 

十七、 經濟學系為使系上同學了解臺灣股票市場交易模式，並提升其實務經驗與日後之就業

競爭力，首度與華南永昌綜合證券、寶碩財務科技共同舉辦「2016 華南永昌盃股票

投資模擬競賽」，藉由業界講師對同學們進行經驗分享與技巧傳授，輔以線上模擬交

易競賽，結合理論與實務，協助同學認識臺灣金融產業與股票市場。活動包含實務課

程(10 月 1、7 日)、模擬交易競賽、書面暨口頭報告(10 月 28 日)三個部分。 

十八、 經濟學系配合生涯發展中心 10 月 12 日下午 13:30~15:30 於 R2502 進行「大三學生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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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經濟系在 10 月 14 日獲得校長簽准同意，於 106 學年度徵聘專任/專案教師 2 位。且

在科技部、台灣經濟學會、本校人事室及本系網頁公開徵才。 

二十、 經濟學系 10 月 14 日前往華南永昌企業參訪，由郭嘉祥老師帶隊，林彥慶助教與張嘉

寧助教陪同 86 同學前往，由華南永昌綜合證券陳錦鋒總經理親自接待。 

二十一、 10 月 14 日於台北市松江路康華飯店舉辦「東吳經濟系校友基金會第八屆第四次董

事暨理監事會議」，會中決議基金會 104 年經費決算、基金會 105 年經費預算及

業務計畫、105 學年度捐贈經濟系獎助學金明細及系友會會長改選。 

二十二、 經濟學系 10 月 15 日上午 10:00~12:00 配合德育中心於 R6605 舉行學系新生家長座

談會，由陶宏麟主任主持，邀請大一導師賴志芳老師、陳碧綉老師、徐政訏老師

與輔導助教張佳寧助教、許紘睿助教、江美玲助教一同出席，除介紹本系，亦讓

新生家長提問，了解子女在校的學習情形與就讀本系的未來發展。 

二十三、 經濟學系陶宏麟教授受邀請擔任 10 月 21 日國家教育研究院所舉辦的 2016 年「我

們的教育，我們的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之主題演講者，講題: 從公平與效率看台

灣的大學入學制度過去、現在與未來。 

二十四、 經濟學系學生會 10 月 22、23 日於新竹萬瑞森林遊樂區舉行迎新宿營，陶宏麟主

任、張時應老師、張佳寧助教、許紘睿助教與江美玲助教到場參加。 

二十五、 經濟系友高爾夫球聯誼賽8月14日於老淡水球場舉行，9月11日於揚昇球場舉行，

10 月 10 日在東方球場舉行。11 月 5 日適逢東吳大學校友盃高爾夫球，經濟系系

友高爾夫球隊依例年規矩當月例賽合併跟校友盃一起舉行，地點在美麗華球場，

共 17 位報名參加，球隊陣容相當堅強，榮獲總冠軍。 

二十六、 經濟學系樊沁萍教授配合招生組 11 月 11 日(五)上午 11:00~12:00 到新北市永平高

中宣傳財經學群主要介紹經濟、會計等商學院各系，永平高中是本校的招生重點

學校，有 102 個畢業校友就讀本校，8 個就讀本系。 

二十七、 經濟學系配合健康暨諮商中心於 11 月 15 日舉辦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活動，預

計 105 年 12 月 20 日召開大一導師會議。 

二十八、 經濟學系 105 年 11 月 18 日中午 13:00~15:30 於 R2127 召開本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

會，會中討論: (一)確認 104 學年度學士班個體學群、總體學群、統計學群與研究

所計量學群會議記錄，(二) 審議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士班新增課程: 期貨與選

擇權商品實務與應用(0/1)、生產經濟學(0/2)，(三) 調整碩士班與碩專班各科目與

專業核心能力指標的比例分配，(四) 審議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與其它附件，(五) 討論本系學士班課程結構之調

整。 

二十九、 經濟學系 11 月 18 日中午 15:30~16:30 於 R2127 召開學生事務小組會議，審核各項

獎學金。 

三十、 經濟學系陶宏麟教授擔任 11 月 22 日本校商學院與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共同舉辦

的「2016 海峽兩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金融科技與產業創新」專題報告，講題:婚

姻與快樂--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研究。陳碧綉老師、陳彧夏老師與丁言強老師發

表論文並擔任評論人。 

三十一、 經濟學系 11 月 25 日中午 13:00~14:00 於 R2227 召開系教評會，審核專任教師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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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與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聘兼任教師。 

三十二、 經濟學系為激勵學習興趣、訓練學生英語能力、擴展國際視野，以便培育具國際

觀之經濟分析人才，11 月 26 日舉辦「2016 世界經濟展望競賽(World Economic 

Outlook)」活動，目前共有 6 組同學報名參加。 

三十三、 經濟學系預計 12 月 9 日前往股票博物館企業參訪。 

三十四、 財團法人東吳經濟系校友基金會暨東吳經濟系系友會預計 12 月 20 日於 R2123 會

議室舉行，邀請系友返校頒發系友會各項獎學金。 

三十五、 經濟學系賴志芳助理教授預訂 106 年 1 月初前往美國參加 AEA 年會並發表論文。 

三十六、 經濟學系演講活動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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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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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 月 5 日經濟論壇邀請招商銀行總行私人銀行部投資顧問室高級投資顧問陳

宏印(碩 92 級系友)，演講主題:沒有背景下，如何在境外發展職涯。 

(四) 10 月 7 日邀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林其昂教授演講「Spatial Diffusion of 

Hispan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nalysis of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五) 10 月 14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蔡文禎授演講「Estimating th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Civic Value When Absentee Voting Is Not Allowed」。 

(六) 10 月 19 日經濟論壇邀請前吉興工程顧問公司陳立誠董事長，演講主題:台灣

的能源危機—核能、暖化、電價。 

(七) 10 月 21 日邀請本系曹添旺教授演講「通貨替代、價格調整與產出波動」，

袁國芝助理教授主講「A model of parallel contests」。 

(八) 11 月 2 日經濟論壇邀請金財通商務科技服務公司陳章正董事長(東吳經濟系

68 級系友)演講「金融科技與服務創新」。 

(九) 11 月 4 日邀請山東大學丁言強教授演講「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理論研究」。 

(十) 11 月 11 日邀請成功大學經濟系林常青教授演講「Do Parties Bargain After 

Trespass Litig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十一) 11 月 16 日經濟論壇邀請考試院考試委員楊雅惠(前金管會專任委員、台大

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演講「台灣的年金制度：現況、問題與改革爭議」。 

(十二) 11 月 30 日邀經濟論壇請本校講座教授許嘉棟教授演講「全球經濟成長困境

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 

(十三) 12 月 14 日經濟論壇邀請兆豐金控陳松興副總經理演講「如何解讀當前國際

金融與地緣政治風險」。 

(十四) 12月 16日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郭建廷教授演講「Progressive Ta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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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十五) 12 月 23 日邀請澳門大學經濟系孫廣振教授演講「從科斯到斯密︰談談科斯

學會會刊《人與經濟》的宗旨與前景」。 

(十六) 12 月 28 日經濟論壇邀請前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前花旗銀行(台灣)首席經

濟學家、全國農業金庫鄭貞茂總經理、演講「2017 年全球經濟展望」。 

(十七) 12 月 30 日邀請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經濟學侯維忠教授演講。 

會計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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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學系系友會王金山會長及本校師長等

50 餘人到場觀禮。 

二、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會計研究月刊與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共同舉辦之「第 28 屆會計菁

英盃辯論比賽暨 2016 海峽兩岸大學會計辯論邀請賽」於 10 月 15 日至 17 日假東吳大學

城中校區舉行。本年度除有全國各大專院校會計學系組隊參加，並邀請中國海洋大學、

東北財經大學、湖南大學、及暨南大學共 23 所學校，總計近 500 位學生、會計學者及技

術專家與會，透過辯論方式，鼓勵會計系學子發揮實事求是的精神，並增進各校交流。

本次比賽後由臺灣大學抱得冠軍，臺北大學獲得亞軍；而政治大學及東吳大學則分別獲

得季軍及殿軍。除團體獎外，大會亦特別頒發個人獎及最佳辯士以鼓勵同學之優秀表現，

會計學系蘇漢賢同學獲得個人獎第三名之殊榮。 

三、會計學系輔導應屆畢業同學參加國內四大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分別於 105

年 9 月 21 日、9 月 23 日、10 月 5 日及 10 月 19 日協辦安永、資誠、勤業眾信及安侯建

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舉辦校園徵才活動，總計吸引超過 600 人次之同學參與。會計學系

希望透過舉辦校園徵才活動，提供媒合平台，創造雙贏，將學校培育的人才推向社會的

舞台，也希望同學畢業後能適性適所，貢獻所學。 

四、會計學系於 10 月 15 日舉行會計學系新生家長座談會，會計學系有 8 位教師出席，學生

家長有 34 位與會。會中謝永明主任先進行簡報，介紹學系教學特色、學系資源、學生就

業、升學及考取證照成績等。 

五、由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主辦、會計學系協辦之「2016 新世代會計發展學術研討會」，

於 10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舉行。 

六、配合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暨培訓創新推動計畫，「培訓產業創新及發展」補助，由

中華國際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暨防弊協會主辦，會計學系協助宣導，於 10 月 23 日、11

月 20 日、11 月 27 日於本校舉行三天「智慧財產權與無形資產評價」之系列課程。 

七、由大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東北財經大學、長沙理工大學、國家稅

務總局稅務幹部進修學院、湖北經濟學院、濟南大學、雲南財經大學、銅陵學院等校師

生組成之訪問團一行 20 人（含教師 11 人、博士生 9 人）於 11 月 17 日蒞臨會計學系交

流訪問。 

八、為提供會計學系師生及系友瞭解資訊廠商如何開發既能符合企業會計準則(EAS)規範的

資訊系統，會計學系與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學聯誼會文教基金會於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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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舉行「會計新知充電班--中小企業資訊系統飛上雲端實務研討會」，會中邀請鼎新

電腦及中華電信分享其發展資訊系統雲端化之具體成果，以紮實會計人員的資訊化能力，

計有近 60 位師生及系友報名參加。 

九、會計學系為加強國際學術交流，由詹乾隆老師及謝永明主任帶領會計系碩專班學生於 11

月 25 日至 29 日至日本參訪活動，除了至名古屋東海學園大學參訪上課外，也安排參訪

日本 TOYOTA 公司，深入瞭解日本人才教育及產業的經營管理模式，達到理論與實務之

結合，並促進國際交流。 

十、會計學系為使青年學子提昇自我成長過程及增進畢業後適應社會之能力，特邀各領域之

學者專家蒞臨演講，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已舉辦 14 場專題演講。 

十一、 本學期會計學系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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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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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本學年會計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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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會計學系為招收具有潛力之學生，並配合本校招生組之招生政策，由會計學系專任教

師組成宣傳團隊，以積極主動方式進入各地高中進行宣傳。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先後

前往薇閣中學、中和高中、南港高中、百齡高中等學校進行宣傳。 

十五、 會計學系系友電子報第三十期於10月31日出刊，另第卅一期亦將於106年1月出刊。 

十六、 會計學系蘇裕惠老師、簡雪芳老師、楊葉承老師、高立翰老師及洪聖閔老師獲選為本

校 104 學年度熱心導師。 

十七、 會計學系辯論隊參加 10 月 15 日至 17 日於東吳大學舉行之「第 28 屆會計菁英盃辯論

比賽」榮獲團體組殿軍，會三 D 蘇漢賢同學獲個人獎第三名。 

十八、 會計學系受邀參加 9 月 24 日「2016 第六屆資誠盃邀請賽」，榮獲男排亞軍。 

十九、 105 年會計師全國總錄取人數為 533 人，會計學系錄取人數達 85 名，占全國總錄取

人數的 16%，錄取人數及錄取率皆雙雙締造歷史新高，堪稱全國翹楚。 

二十、 105 年高普考試會計學系共計 25 人上榜，其中普考會計科 13 人，高考會計科 12 人。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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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系 

一、 召開各項會議： 

1. 系務會議： 

甲、 9 月 21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乙、 規劃 12 月 28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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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教師評審會議：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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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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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10 月 14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丁、 11 月 9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戊、 11 月 23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3. 課程規劃相關會議： 

甲、 10 月 1-4 日本系課程規劃小組分別召開小組會議。 

4. 導師會議： 

甲、 規劃於 106 年 1 月 6 日召開 105 學年度大一導師會議。 

乙、 規劃於 106 年 1 月 20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導師會議暨期末餐敘。 

(二) 105 學年度與臺灣證券交易所合作開設「財務管理專題-金融講堂」課程，結合金融服務

業八大行業之主要業務及實務案例，邀請財經主管機關首長、金融服務業董事長、總經

理及八大公會理事長到校授課。 

(三) 辦理新生入學輔導及迎新活動： 

1. 9 月 5-8 日配合第一哩新生入學輔導活動，辦理 105 學年度大學部轉學生、新生入

學輔導迎新活動。 

2. 9 月 11 日舉辦「105 學年度企業管理學系 28 屆碩士班暨第 16 屆碩士在職專班新

生迎新座談會」。 

(四) 辦理 105 學年度教師學術研究獎勵申請。 

(五) 辦理 105 學年度碩士班入學甄試事宜。 

(六) 辦理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計有九項獎助學金、69 名額供學生提出申

請。 

(七) 規劃辦理本系專題演講：教師依授課需求，邀請實務界專業人士進行專題演講，以達教

學實務並重，「行銷管理」、「行銷專題研討」、「財務管理專題研討」、「組織理論

與實務」、「企業創新經營與創業」、「論文研討」、「門市與流通服務管理實務」及

「職涯管理與發展」課程共舉辦 36 場專題講座。 

(八) 協助系學會辦理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項活動： 

1. 例行專案活動： 

甲、 9 月 1 日舉行企管系學生會迎新茶會。 

乙、 9 月 24-25 日舉行第 46 屆企管系系學會迎新宿營。 

丙、 12 月 17 日規劃辦理第 45 屆企管系運動會。 

https://web.sys.scu.edu.tw/prnServer/class/teachplanclass.asp?FileName=1041BBA90301
https://web.sys.scu.edu.tw/prnServer/class/teachplanclass.asp?FileName=1041MBA62301
https://web.sys.scu.edu.tw/prnServer/class/teachplanclass.asp?FileName=1041MBA6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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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參訪活動：規劃於 12 月 14 日舉行 2 場企業參訪。 

(九) 辦理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相關事宜： 

1. 8 月 1 日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第六屆第八次董事會。 

2. 10 月 26 日召開 105 年度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學術研究獎勵審查會議。 

3. 11 月 11 日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第六屆第九次董事會。 

4. 11 月 11 日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第七屆第一次董事會。 

(一〇) 協助東吳 EMBA 聯誼會舉辦活動： 

1. 10 月 22-23 日赴雲南嘉義舉辦秋季二日遊，聯誼會會員及眷屬計 40 人參加。 

2. 11 月 15 日舉辦學習成長活動，邀請羅珮琳中醫師主講「健康養生的成功策略」。 

3. 預定 12 月 10 日舉辦第十一屆會員大會。 

國貿系 

一、 國際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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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四竇瑋甄、劉律均、杜逸倫、白昕叡 4 人，獲選通過「105 年度補助國內公私立

大學校院選送學生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補助案，105 年 6 月 30 日~8 月 15 日

赴馬來西亞永信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實習。 

(四) 貿四黃楷評、唐子淳、林芷安同學，獲選經濟部國貿局「105 年度補助國內公私立

大學校院選送學生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補助案，105 年 7 月 7 日~9 月 1 日赴

菲律賓耐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實習。 

(五) 貿四陳威宇、黃柏崴同學，獲選經濟部國貿局「105 年度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

選送學生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補助案，105 年 7 月 7 日~9 月 1 日赴菲律賓華

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實習。 

(六)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國貿系赴國外交換學生名單： 

1. 貿二 A 張家榕 瑞典苑學品大學國際商學院 

2. 貿三 A 高振齊 荷蘭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3. 貿三 B 周俊廷 日本埼玉大學 

4. 貿三 B 湯侑樺 法國雷恩商學院 

5. 貿三 B 李佳旻 四川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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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貿三 B 劉佳禎 復旦大學 

7. 貿三 B 陳佳妤 法國雷恩商學院 

8. 貿四 A 邱亞軒 日本東北大學 

9. 貿四 A 陳昱安 德國科隆商學院 

10. 貿四 A 揚雅筑 德國柏林經濟與法律應用科學大學 

11. 貿四 A 彭凱琳 韓國中央大學 

12. 貿四 B 蔣若妤 挪威布斯克呂與西福爾大學 

13. 貿四 B 鄧郁蒨 法國里爾天主教商學院 

14. 貿四 B 江怡蓁 日本埼玉大學 

15. 貿碩金二 丁家麒 中央財經大學 

16. 貿碩金二 戴宇婕 清華大學 

17. 貿碩金二 王佩涵 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 

18. 貿碩企二 周家正 中國人民大學 

19. 貿碩企二 洪雅純 法國里爾天主教商學院 

20. 貿碩企二 陳俊錩 法國里爾天主教商學院 

21. 貿碩企二 巫柏均 匈牙利科維努斯大學 

二、 導生活動暨演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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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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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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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 月 7 日中午 12：00，假 2419 教室，陳金盛老師舉辦貿二 B 導生會。 

(五) 11 月 17 中午 12:30~13:30，假 5617 教室，溫福星老師舉辦貿四 A 導生會。 

(六) 11 月 21 日中午 12:~13:00，假 5513 教室，謝效昭老師舉辦貿一 A 導生會。 

(七) 11 月 21 日中午 12:00~13:00，假 2339 室，陳宏易主任舉辦貿延 A、B 導生會。 

(八) 11 月 22 日中午 12:00~13:00，假 2419 教室，顧萱萱老師舉辦貿三 A 導生會。 

(九) 11 月 29 日中午 12:00~13:00，假 2419 教室，黃寶玉老師舉辦貿四 B 導生會。 

(十) 11 月 29 日中午 12:00~15:30，假 5217 教室，蔣成老師舉辦貿二 A 導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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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1 月 30 日中午 12:00~13:30，假 2519 教室，鍾俊文老師舉辦陸生、轉學生導生

會。 

(十二) 11 月 30 日中午 12:00~13:30，假 2523 教室，梁恕老師舉辦外籍、港澳、僑生導

生會。 

(十三) 12 月 6 日中午 12:00~13:30，假 2523 教室，張南薰老師舉辦貿三 B 導生會。 

(十四) 12 月 20 日下午 15:10~16:10，假 2339 室，舉辦大一導師會議。 

(十五) 10 月 6 日下午 13:30~15:30，假 5117 室，講題：TPP「政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獨占

企業」專章座談會，主持人：李貴英教授，致詞人：邱俊榮教授，報告人：唐豪

駿助理研究員。與談人：王震宇教授、林桓教授、張南薰教授、顏慧欣副研究員、

陳華昇研究員。 

(十六) 10 月 11 日上午 10:10~12:00，假 2524 教室，講題：服務貿易的進口-餐飲業的跨

國輸入，講員：三商行外食事業部總經理室吳東峯專案經理。 

(十七) 10 月 18 日下午 19：00~21：00，假 2614 教室，講題：商業 4.0 與智慧物流，講

員： 嘉里大榮物流(股)公司路線事業處黃郁琮處長。 

(十八) 10 月 18 日下午 13:30~15:30，假 2208 教室，舉辦貿三 A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施

測。 

(十九) 10 月 18 日下午 16:30~18:30，假 2208 教室，，舉辦貿三 B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

施測。 

(二十) 11 月 21 日晚上 19：00~21：00，假 2524 教室，講題：藝術欣賞與市場，講員：

兆豐票券金融股份有現公司管理部鍾俊達資深副理。 

(二十一) 11 月 22 日下午 13:30~15:20，假 2518 教室，講題：與消費者共同成長的黑松-

品牌經營經驗分享，講員：黑松公司行銷處蔡曜光副處長。 

(二十二) 11 月 25 日上午 10:20~12:00，假 5512 教室，講題：如何成功地在國際貿易行業

站穩腳跟，講員：士商集團簡志中總經理特助。 

(二十三) 11 月 28 日下午 19:00~21:00，假 2524 教室，講題：大數據應用與社群網路分析，

講員：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理學院胡筱薇助理教授。 

(二十四) 11 月 29 日中午 12:00~15:30，假 5217 教室，舉辦企業實習成果發表會暨交換學

生經驗分享座談會，講員：貿四 B 黃楷評、貿四 A 竇瑋甄、貿四 A 林冠聿、貿

延 B 劉芸均。 

三、 8 月 31 日中午 12：00，赴偉文補習班舉辦研究所招生宣傳活動，宣傳人員分別為貿碩

企二黃崇逸、貿碩金二郭郭芳廷、貿碩金二王祥安、貿碩金二蔡文豪等 4 位同學。 

四、 辦理 104 學年度校務計畫管考。 

五、 本系獲得社團法人台北市國際貿易協會產學合作計畫，計畫名稱: 綠色行銷企劃競賽，

計畫期間:105 年 8 月 1 日至 106 年 6 月 30 日，計畫金額:$200,000。 

六、 本系舉辦 105「綠色行銷企劃競賽」活動，目的在結合綠色行銷理論與實務，透過企劃

案之發表，融入綠色行銷理念與綠色創新之特色，藉由競賽活動強化整合、創新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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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等能力，培植優秀企劃人才，以養成低碳環境保護與社會關懷之人文素養並增進我

國綠色經濟成長之實力。最後決選選出前三名及佳作一名頒發獎金及獎狀，以資獎勵。 

七、 11 月 13 日至 16 日 AACSB (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 )認證評鑑訪視小組進行訪評。 

八、 11 月 18 日上午 10:00，假 R5211 會議室，舉辦「潘志奇教授紀念學術研討會」，以緬

懷潘教授在教育與學術之貢獻，邀請產官學界之專家學者，參與座談及論文發表，並邀

請中央銀行彭淮南總裁、台灣智庫陳博志榮譽董事長、中央研究院賴景昌特聘研究員蒞

臨並作專題演講。 

九、 12 月 6 日(二)中午 12:00，陳宏易主任赴中正高中，進行招生宣傳活動。 

十、 辦理系友捐贈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及獲獎名單： 

(一) 郭滄海清寒助學金：貿三 B 林佳蓉 

(二) 游健昱清寒助學金：貿二 A 黃毓雯 

(三) 蘇錦彬清寒助學金：貿三 A 蘇虹 

(四) 昌盛教育基金會清寒助學金獲獎者：貿一 B 魏奕辰、貿三 A 施楸容、貿三 B 王煜

婷 

(五) 恩吉實業清寒助學金：貿二 A 黃毓雯、貿三 A 蘇虹、貿三 A 蔡瑋恩、貿三 B 林

佳蓉、貿三 B 郭星如、貿四 B 古靜、貿四 B 賴文、貿延 B 劉文菁 

(六) 74 級工讀助學金：貿一 B 魏奕辰、貿四 B 古靜、貿四 B 賴文、貿三 A 蘇虹、貿

三 B 邱顯康 

十一、 師生獲獎與成績表現 

(一) 105 學年度國貿系專任教師通過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件數共計 4 件，總金額合計

＄2,570,000，詳述如下： 

1. 陳宏易，從需求不確定性和成本不對稱下討論關稅簡化的福利效果(2/2)，計

畫金額：＄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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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901,000。 

3. 溫福星，李克特量表的名義與次序量尺分析:名義與次序潛在類別模式，計畫

金額：＄3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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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顧萱萱教授榮獲「105 年度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研究傑出獎，獎金十三萬

元。 

(三) 溫福星教授榮獲「105 年度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研究傑出獎，獎金十三萬

元。 

(四) 陳宏易教授榮獲「105 年度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研究優良獎，獎金六萬元。 

(五) 黃寶玉老師獲「胡筆江先生紀念專款」，補助投稿審稿費與外文潤稿費 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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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貿四 A 吳玉婷同學參加「首屆國際大學生華語辯論公開賽」，與法律、哲學、

社會系三位同學經過 63 場辯論苦戰，榮獲決賽冠軍，該活動於 10 月 20 日至 26

日，假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區舉辦，參賽隊伍共計 32 隊，來自台灣、大陸、香

港、澳門、新加坡、澳洲及英國等國，競爭激烈，能脫穎而出，獲此殊榮，實

屬不易，值得讚許。 

(七) 貿四黃楷評、唐子淳、林芷安、陳威宇、黃柏崴五位同學，獲得經濟部國貿局

「105 年度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補助，暑

假赴菲律賓奈德科技公司及華碩電腦公司企業實習，實習結束後，台北市進出

口商業同業公會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並進行成果報告競賽，該團隊獲得團體獎

第一名，另外黃楷評同學獲得實習心得報告個人獎。 

(八) 104 級畢業生王柏堯通過 105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財稅行政人員考試。 

十二、 執行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專業社群補助，社群名稱：「多層次研究與統計分析社

群」，計畫主持人:溫福星老師。 

十三、 國貿系為增進與系友間之聯繫，加強系友會執行功能，舉辦下列活動： 

(一) 11 月 6 日(日)下午 13：30~20：30，假城中校區體育館，舉辦第 9 屆系友盃羽球

賽。 

(二) 11 月 13 日(日)上午 9：00~17：00，假外雙溪校區體育館，舉辦第 20 屆系友盃籃

球賽。 

(三) 11 月 20 日(日)下午 13：30~20：30，假城中校區體育館，舉辦第 20 屆系友盃排

球賽。 

財精系 

一、 本系詹芳書副教授接任商學進修學士班主任。 

二、 辦理碩士班新生及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入學輔導及座談會、學位考試說明會；大一新生迎

新茶會、迎新宿營、新生入學輔導及家長座談會、轉學生入學輔導等相關活動，並針對

大一新生進行身心適應調查及召開大一導師會議。 

三、 審議「東吳大學商用數學系系友會獎學金」、「財團法人唐德晉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商用數學系謝志雄教授紀念獎學金」、「商用數學系王郁芬系友紀念獎學金」、「商

用數學發展協會--廖軒晟系友獎學金」等獎助學金之獲獎名單及研究生獎助學金核發方

式。 

四、 本學期「德慎精算獎助學金」，共計 26 人次獲獎，獲獎金額為 179,300 元。該獎助學金

每學期總金額 30 萬元，在校同學需通過北美精算學會(SOA)考試方得以申請，全國共計

有七個可申請之精算相關系所學程。 

五、 邱于芬助理教授於 8 月 7 日至 8 月 10 日至美國出席「風險與保險學會 2016 年會(2016 

ARIA Annual Meeting)」Cambridge, Massachusetts。發表論文：具終身提領及長期照

護保證變額年金之商品設計與評價。 

六、 9 月 24 日系友活動--105 年精算人餐敘； 9 月 25 日系友活動--105 年財工人餐敘。 

七、 本系於 9 月 30 日舉辦南山人壽「大學學生獎學金說明會」，推薦學生參加南山人壽保

險股分有限公司「2016 年南山人壽大學生奬學金」活動，本次活動獲獎同學為黃川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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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謝樹澄同學及林佳如同學，將於 12 月 10 日公開表揚。 

八、 10 月 5 日前往永豐金控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企業參訪，由林忠機主任、吳政訓老師、李昀

霖助教，帶領學生 39 人共同參與，由永豐人力資源處進行永豐銀行介紹，另由電子金

融處主講「科技金融的發展趨勢」。 

九、 10 月 19 日舉辦學術演講暨獎助學金說明會，邀請德慎精算顧問公司詹志清精算師，主

講「區域經濟與年輕人的事業心」，另邀請德慎精算顧問公司陳瑩芝執行副總與詹精算

師，針對「德慎精算獎助學金辦法」內容變更共同說明。 

十、 10 月 24 日舉辦產險精算認證考試說明會暨專題演講，邀請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章明純副總，主講「保險與金融科技」與「財產保險業精算人員考試宣導」。 

十一、 10 月 28 日召開「2017 財務工程與精算科學研討會暨碩士研究生論壇」及「第二屆傑

出系友遴選」籌備會議。 

十二、 11 月 2 日舉辦升學講座，邀請政治大學財政所邱麒安學長、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

算數學所郭孟芸學姐、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所張力元學長、交通大學資訊管理與

財務金融學所林裕翔學長、交通大學管理科學所蘇威聞學長，與學弟姐分享升學考試

經驗。 

十三、 本系舉辦學術演講， 10 月 28 日邀請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理學院黃福銘助理教授，

主講「大數據應用與 Spark 簡介」；11 月 25 日邀請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理學院葉向

原助理教授，主講「大數據與 Hadoop 簡介」。 

十四、 本系林忠機教授、劉文彬助理教授、吳政訓助理教授於 11 月 22 日出席「2016 海峽

兩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金融科技與產業創新」，並於會中發表論文。林忠機教授：

資金成本變動對於資產報酬與投資操作之影響分析。劉文彬助理教授：健康風險對中

老年人資產配置之影響。吳政訓助理教授：Barrier option pricing problems with an 

extended geometric Brownian motion under bankruptcy risk。 

十五、 本系與國泰世華銀行簽訂產學合作計畫，由國泰世華銀行提供實習機會，供大四應屆

畢業生於第二學期進行為期三個月的企業實習，本系已於 10 月 28 日舉辦「2017 國

泰世華銀行(CSP)實習計畫說明會」，並將於 12 月 16 日於國泰世華光華分行舉行面

試。 

十六、 本系舉辦「2016 東吳大學財精系-金融大數據與金融科技論壇」系列演講，已排定之

場次如下： 

(一) 11 月 18 日邀請日盛證券新金融商品處林子暐專案副理，主講「FinTech 煉金術

–台灣權證交易策略與實務」。 

(二) 11 月 30 日邀請台新證券金融交易處衍生商品部黃昇平襄理，主講「金融大數據

煉金術–發掘權證商機」。 

(三) 12 月 7 日邀請台新證券金融交易處衍生商品部鐘翊修襄理，主講「金融大數據

煉金術–實作挖商機」。 

(四) 12 月 14 日邀請台北富邦銀行金融交易與商品設計處謝長杰副理，主講「利用

Python 實作金融資料探勘」。 

(五) 12 月 16 日邀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金融資訊研究所林萍珍教授，主講「Python



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次 (1051214) 校務會議工作重點報告 108 

程式設計暨金融科技(FinTech)的應用」、「區塊鏈(Block Chain)之未來產業應用

契機」。 

資管系 

(一) 召開各類會議： 

1. 9 月 8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機房指導委員會。 

2. 9 月 8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招生委員會。 

3. 9 月 22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發展委員會。 

4. 9 月 26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 

5. 9 月 29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6. 10 月 27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7. 11 月 17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 

8. 預定於 12 月 8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 

9. 預定於 12 月 15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外實習委員會。 

10. 預定於 12 月 22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 

11. 預定於 106 年 1 月 5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一導師會議。 

12. 預定於 106 年 1 月 5 日召開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二) 舉辦 28 場專題演講/課堂演講： 

 

時 間 主 講 人 職 稱 講   題 

105/10/06 陳三益 
玉山銀行 

數位金融處資深經理 
行動支付的個案解析 

105/10/27 
嚴國瑞 

(84 級系友) 

永豐銀行電子金融處 

平台發展部部長 
數位金融實務 

105/11/03 陳勇君 安資捷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評估金融資安事件，優化資安管控挑

戰 

105/11/24 尤瑞崇 
經國管理學院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副教授 

資訊科技演化探討資管領域的機會

與威脅 

105/12/01 

熊德意 

张召 

许佳捷 

蘇州大學計算機學院教授 

机器翻译的大数据挑战与思考 

面向鲁棒子空间恢复和特征学习的

联合低秩与稀疏编码算法 

Making Sense of Spatial Trajectories: 

Information Pyramid and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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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22 

孫一仕 

（75 級系

友） 

台新銀行 

副總經理 
數位金融的趨勢 

105/10/20 陳佐霖 遠傳電信技術經理 
資管系學生應具備的準備度：從個人

心路歷程談起 

105/10/21 郭志賢 諸銘文創總經理 新世代網路行銷 

105/10/24 郭志賢 諸銘文創總經理 資訊科技帶來 CRM 的衝擊 

105/11/04 陳佐霖  遠傳電信技術經理 
資管系學生應具備的準備度：從個人

心路歷程談起  

105/11/07 苗議丰 
拓墣產業研究所 

產業分析師 
人工智慧應用發展趨勢 

105/11/07 韓昆舉 
拍付國際資訊(股)公司  

營運長 

從新興支付發展談 FinTech 未來發

展趨勢 

105/10/20 郭志賢 諸銘文創總經理 社群商務成功秘訣 

105/11/01 葉傳普 
金財通公司企業事業處 

董事副總經理 
金、商、物流整合之發展 

105/11/17 蔡煥麟 
非迅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副理 
軟體專案開發與工作經驗分享 

105/11/17 鄭筱涵 
時間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副總監 
 社群商務 

105/11/21 于志維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數據

通信分公司 

助理工程師 

網路與雲端資安防護實務 

105/11/29 蔡鴻賢 
東方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大數據應用與整合之經驗分享 

105/12/01 李延浚 
漢博國際有限公司 

副總經理 
保險大數據分析 

105/12/15 謝章升 三星統計諮詢顧問 社群商務成功秘訣 

105/11/10 施盛寶 淡江大學資管系 資訊安全管理研究之過去與未來 

105/11/11 施盛寶 淡江大學資管系 
談資安政策順從─角色外行為與社

會控制 

105/11/17 戴敏育 淡江大學資管系 意見探勘新趨勢 

105/11/18 吳家齊 
資策會數據科技與應用研究

所 
大數據應用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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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5 黃國豪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學系 研究生涯之目標設立與研究態度 

106/1/6 周樹林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產業分析與經營決策 

106/1/12 周樹林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產業分析與經營決策 

106/1/13 邱雅君 多普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推動 LearnMode 之經驗和市場

分析 

 

(三) 舉辦學生活動： 

1. 8 月 30 日辦理 105 學年度轉學生選課輔導及學分抵免。 

2. 9 月 5 日大一新生第一哩活動，辦理學系介紹、選課輔導、導生互動及系學會迎新

活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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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 月 12 日辦理自費研修生選課輔導。 

5. 11 月 15 日，辦理企業參訪活動，由朱蕙君老師帶領學生至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進行參訪。 

6. 11 月 16 日，辦理企業參訪活動，由鄭麗珍老師帶領學生至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進行參訪。 

7. 規劃於 12 月 29 日於 R2123 舉辦專題成果競賽，分參賽組及專題展示組，每組除

利用簡報介紹專題內容外，並於第五大樓川堂設立實機展示區現場實際展示專題

成果。會中將邀請目前任職於產業界之系友、專家擔任評審，並將由參賽組別中

選出「年度優勝」、「最佳技術獎」、「最佳創意獎」、「最佳台風獎」、「佳

作」等獎項，並由所有參與成果競賽之系上同學票選出「最佳人氣獎」。 

8. 規劃於 106 年 1 月 16 日舉辦本學期程式設計能力檢定考試。 

(四) 榮譽榜 

1. 楊欣哲教授指導四年級學生參加「2016 第 20 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

賽」，獲得一金一佳作。 

2. 黃心怡老師升等副教授。 

(五) 11月 28日至 12月 2日蘇州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由楊禮富書記帶領三位教授前來

本系參訪，除進行三場專題演講外，並將與本系教師進行學術交流座談。 

(六) 10 月 15 日辦理 105 學年度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由何煒華主任主持。 

(七) 11 月辦理學士班及碩士班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校外實習，計有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永豐銀行、宏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安資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程曦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叡揚資訊公司、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恆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凱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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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班 

一、 105 學年度大一新生第一階段甄審有 70 人申請甄審，錄取 40 人，第二階段以指考(A 組)

及統測(B 組)成績申請入學，分別有 56 及 33 人報考，錄取 9 及 5 人，本班本年度大一

新生報到註冊率達 100%；另外，轉入二年級學生計錄取 9 人，三年級錄取 4 人完成報

到手續；分別於 9 月 7 日及 9 月 9 日選課輔導說明會時帶領大一新生與轉學新生進行選

課，當日亦有熱心的大二以上數位同學在場協助新生操作。 

二、 配合 105 學年度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商進班於 9/5~9/9 單獨舉辦第一哩活動

及大一新生及轉學新生迎新選課輔導事務。 

三、 本學期《稅務會計》因選修人數不足停開。 

四、 11 月 20 日邀請畢業系友餐敘，討論成立系友協會之規劃。 

五、 商進班本學期已規劃辦理之活動如下： 

(一)、 11 月 18 日「物聯網時代的大數據策略」：由教授統計學老師邀請龍華科大資管系

尤昌筧教授進行演講，以促進學生對大數據有更具體了解。 

(二)、 11 月 21 日舉辦「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施測」，商進班從旁協助心理諮商師主持

測驗。 

(三)、 11 月 25 日「二年級班級輔導活動」：導師教授《統計學》，讓學生詢問選課,升

學或未來就業的發展方向，藉由師生聯誼共同討論及勉勵。 

(四)、 11 月 25 日「四年級工商學程學生輔導活動」：導師教授《策略管理》，發布期中

考成績，並檢討與訓勉。 

(五)、 11 月 26 日「三、五年級工商學程學生輔導活動」：安排於校外電影賞析，與同學

分享勵志的生活哲學。 

(六)、 12 月 9 日「四、五年級會計學程學生輔導活動」：邀請具有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十

多年工作背景、現任職於上市公司擔任財會主管的業界人士，與同學分享工作經

驗、討論會計師考試等職涯相關話題。 

(七)、 12 月 27 日「服務專案助理認證考試(PMA)要領」：由教授服務作業管理朱豔芳老

師邀請中華專案管理學會(IPMA)理事俞建州博士進行演講，業師分享專案助理考

照趨勢與要領、增加同學考照應達能力與技巧、服務專案企畫撰寫與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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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理學院 
 

 

一、 學院發展 

(一) 教育部核定通過本院 106 學年度增設碩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 15 名。第一年預定招

收碩士學生 12 位￮ 

(二) 向教育申請增設「巨量資料分析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預定 106 學年度

起招生。申請計畫書由教務處於 105 年 9 月 30 日函送教育部。 

(三) 配合學校編列年度預算時程，研擬本學院 106-108 學年度發展計畫及經費規劃。因

應 106 學年度起招收碩士學位學程新生及學士班學生成長至高年級，106 學年度重

點特色計畫及資源配置著重教學及實驗需求。  

(四) 敦聘前行政院院長張善政博士擔任本校唐松章校友講座教授兼巨量資料管理學院榮

譽院長。借重張善政先生在資訊安全領域之長才及科技產業豐富之資歷，協助本學

院擘劃大數據領域之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之發展。聘任記者會於 105年 9月 21日（星

期三）下午 2 時於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 

 

二、 教學 

(一) 9 月 23 日、11 月 11 日，張善政榮譽院長與院內主管暨教師召開會議，研議本學院

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設計，達成課程規劃目標以培養學生以大數據技術為本，在學期

間擇定領域以應用巨量資料分析技術之共識。 

(二) 11 月 23 至 12 月 14 日間，張榮譽院長協同趙副校長、許晉雄副院長及院內專任教

師一一拜會各學院，討論各學院與本院在課程規劃及學術研究合作之可行性。 

 

三、 學術研究及活動 

(一) 辦理 2016 全球大數據國際會議 

1、 本會議於 105 年 10 月 22、23 日於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松怡廳舉行。 

2、 本會議邀請國內外應用大數據與資料科學技術於跨領域的學者專家，研討大數

據與資料科學原理、實務應用及最新技術發展與相關研究成果。會議議程及講

者介紹請詳會議網站 http://2016.bigdata-conf.com/。 

3、 藉由舉辦本次國際性之學術研討會，本學院得以與來自美國、澳洲、新加坡及

中國大陸等知名大學學者互動交流。後續雙方合作內容包括： 

(1) 與美國麻省理工學院簽訂 MOU，主要合作項目為課程合作與研究計畫。 

(2) 與新加坡國立大學進行兩校學生的競賽交流。 

(3) 與澳洲昆士蘭大學進行兩校學院學者互訪、交流。 

(4) 與復旦大學進行兩校學院學者互訪、交流。 

(二) 學術研究成果 

105 學年度本院獲科技部核定補助之計畫如下： 

1、 鄭江宇助理教授主持之「以非干擾式網站流量分析法探究性別分歧之網路行為

差異及其對策: 理論模式發展、長期觀測與方法比較 [A02:性別影響評估研究]」，

核定補助金額 732,000 元。 

2、 葉向原助理教授主持之「巨量資料產學共創合作」專案計畫」，核定補助金額 

1,240,000 元。 

3、 胡筱薇助理教授 105年 12月赴美國華盛頓特區出席會議(2016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發表論文，核定補助 80,000 元。本案同步獲校內「胡筆

江先生紀念專款」補助 40,000 元。 

 

http://2016.bigdata-con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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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產學合作 

 

(一) 富邦金控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案 

10月 4日本校與富邦金控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合約書，本院為主要推動單位。

本次合作案主題為雙方合作執行「巨量資料與科技金融」課程計畫，培育新一代數

位金融人才。當日並舉行簽約記者會，會中邀請富邦金控李相臣副總經理、本院張

善政榮譽院長及趙維良副校長進行「科技金融人才育成對談」，分享金融科技與人

才養成新趨勢。 

(二) 中華 R 軟體學會合作案 

105 年 12 月 23 日本學院擬與中華 R 軟體學會共同辦理 2016《臺灣資料分析與產業

應用趨勢論壇》，主要運用統計學、機器學習與電腦科學等，以進行知識發現與創

建預測模型。本次活動擬邀請於金融、文字、時空、交通和醫療領域的專家進行經

驗分享，並於活動最後進行圓桌論壇討論，給參與者與眾不同的啓發與收穫。 

(三) 國防醫學院學術研究合作案 

為發展大數據在醫療領域之研究與應用，本學院擬與國防醫學大學進行教學及學術

研究之交流與合作。本學院 11 月簽請校方與該院簽訂校級之合作合約書，作為日後

界定合作案雙方權利與義務範圍及執行原則之依據。合作內容包括互相提供教學研

究設施、儀器設備及圖書資源、推動人才交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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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一、105 學年度禮聘 31 名講座教授，有馬英九、張善政、陶晉生、袁鶴翔及諸大明等多位名

師，不僅強化師資陣容，開拓學生學習的視野，更增加產官學之合作。 

二、105 學年度共有 31 名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申請教師休假，目前已送請教學單位依程序進

行審議，預定將於 106 年 1 月由校教評會進行決審。 

三、105 年 10 月 19 日舉辦 105 學年度教職員工定期健康檢查，應檢查總人數為 120 人，實

際受檢者共有 73 人，到檢率達 61%，並已於 11 月 9 日發送個人健康檢查報告。 

四、本校教師聘約業經第 26 屆董事會第 8 次會議（105 年 6 月 24 日）修訂通過，已依規章

委員會於校務會議提案刪除助理教授應於六年內升等為副教授之規定，並調整連續二次

未能通過教師評鑑之處理方式。 

五、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為求審慎，已由教務長召集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各學院

院長及人事室主任等組成任務小組進行研議中。本次修訂案之處理進度及擬修訂內容，

可於人事室網頁「教師評鑑辦法修訂資訊」專區參閱。 

六、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計有音樂系諸大明副教授、日文系盧月珠副教授、日文系李翠芳講

師、德文系徐麗姍講師、數學系蔡漢彬教授、企管系翁望回副教授、財精系馬淑瑩副教

授、體育室鄭慶和講師等 8 位老師於 105 年 8 月 1 日屆齡退休，環境安全暨衛生事務組

陳大偉及趙唐麗珠 2 位工友分別於 105 年 9 月 3 日及 12 月 25 日屆齡退休，而周文煒工

友自請於 105 年 11 月 1 日退休。  

七、本校教職員退休撫卹資遣儲金增額提撥金辦法業經教育部 105 年 8 月 12 日臺教儲(一)字

第 105112124 號函同意備查，且本校已與私校退撫儲金管理會簽訂退撫儲金增額提撥之

委託保管契約，將於 106 年 1 月 1 日起開辦編制內人員增額提撥儲金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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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一、 本校104學年度財務報表業經資誠會計師查核竣事，於105年11月9日經董事會審查通

過。 

二、 104學年度決算案送董事會審議之補充說明，重點如下： 

(一) 104學年度整體財務表現，經常門結餘9,500餘萬元，占收入約4.3%，較預算增加約

9,500餘萬元，主要為收入決算數較預算增加5,600餘萬元及支出決算數較預算減少

3,800餘萬元。 

(二) 收入總額21億9,700餘萬元，達成預算目標103%，較上學年度增加4%。 

1. 推廣教育收入較預算及上學年度分別增加14%及2%，減除推廣教育支出後，經常

門結餘占收入23%，較預算數增加39%，1,080餘萬元，較上學年度增加1%，45餘

萬元。 

2. 財務收入2,300餘萬元，較預算及上學年度分別增加10%及4%。 

3. 補助收入2億3,400餘萬元，較預算增加6%，1,300餘萬元，較上學年度增加8%，1,700

餘萬元。 

4. 各項募款計畫之捐款收入較預算減少18%，2,200餘萬元，但較上學年度增加19%，

1,700餘萬元。 

5. 產學合作收入1億1,500餘萬元，較預算增加25%，2,200餘萬元，較上學年度增加25%，

2,300餘萬元。 

6. 其他收入1億3,900萬元，較預算增加9%，1,200餘萬元，較上學年度增加3%，440

餘萬元。 

(三) 經常性支出總額21億200餘萬元，較預算減少2%，較上學年度增加1%。 

1. 支出部分主要為行政管理支及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分別占經常總支出19%及63%，

決算數各較其預算分別減少1,800餘萬元及4,700餘萬元，主要為人力資源政策推動、

費用資本化及撙節各項支用節省支出。 

2. 獎助學金1億4,000餘萬元，較預算數及上學年度分別增加4%及13%，主要原因為特

種基金支應特定用途之助學金增加約930餘萬元。依教育部規定之助學方案計算(扣

除政府補助部分)，本校實際執行金額5,100餘萬元，應提撥數4,300餘萬元，其執行

比例約為119%，執行成效良好。 

(四) 資本支出部分，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分別較預算增加113%及減少29%，金額為1億

2,600餘萬元及390餘萬元。 

1. 固定資產主要為上學年度如雙溪邊坡防護、愛徒樓及第二教研大樓排水改善工程、

有眷招待所整修工程、雙溪哲生樓及寵惠堂整修工程等之結案增加約計6,500餘萬

元，預付工程款增加5,100餘萬元。 

2. 無形資產主要為上學年度如資料庫活動監控系統、圖書館服務App等之結案增加約

計240餘萬元，本學年度如人事會計總務系統、行動版網站系統等不及結案減少620

餘萬元。 

(五) 至104學年度止，現金及銀行存款為13億4,100餘萬元，銀行借款金額為0。 

(六) 本校102至104學年度收益力、安定力、活動力、成長力及生產力之財務五力分析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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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一。 

 

1. 收益力：104學年度收益力呈現上昇趨勢，主要為為純餘大幅度增加。 

2. 安定力：償債能力較103學年度為低，但維持102學年度水準，償債能力仍屬正常。 

3. 活動力：呈現水平微幅上昇趨勢，主要為積極拓展財源下，產學合作收入及補助

受贈收入增加，經營能力略微提昇。 

4. 成長力：呈現上昇趨勢。 

5. 生產力：104學年度總收入及純餘大幅增加之下，每人貢獻額均較103及102學年度

增加，用人費與收入比率亦較103及102學年度下降。 

6. 結論：整體而言，本校104學年度各項財務比率較103及102學年度為優，但為繼續

強化經營績效，茲建議如下: 

(1) 持續整合學院招生策略，提昇招生總額使用率，增加學雜費收入。 

(2) 結合學院資源，積極開設各種推廣教育課程，擴大收入來源。 

(3) 拓展社會資源，加強募款能力，增加收入。 

(4) 加強與業界互動之產學合作，擴大收入來源。 

(5) 加強人力資源管理，提昇生產能力。 

(6) 強化計畫預算管理功能，增加純餘能力。 

(七) 103學年度同類綜合大學比較分析 

1. 為瞭解本校經營績效及財務狀況於同類綜合大學中的相對績效，蒐集最近一年度

的東海、輔仁、淡江、文化、靜宜、華梵、世新、銘傳、實踐、南華、真理及長

榮等12所大學及本校的財務比率，計算平均值作為比較，詳如附件二。 

2. 本校102學年度財務績效相對於同類綜合大學中的表現如下： 

(1) 本校安定力之財務結構優於平均值，顯見本校財務結構相當健全；償債能力雖

較平均值弱，但速動比率有4.3倍水準，仍屬良好。 

(2) 本校活動力尚可，未來宜積極加強應收款項收回及拓展收入來源。 

(3) 本校成長力於平均值水準，收益力及生產力表現均較平均值為弱，未來在創造

收入及純益方面應更積極及加強；另外宜持續推動人力政策之規劃及管理，提

升生產力。 

三、 科技部於105年11月8日蒞校，抽查104學年度該單位補助之計畫財務收支情形，依研發

處之工作規劃，整理並提供計畫原始憑證冊、金融機構轉帳相關證明文件及管理費支出

憑證冊等資料，以供備查。  

四、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正興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105年8月4日蒞校查核104年度林語堂

故居財務收支情形，本室整理並提供原始憑證冊、金融機構轉帳相關證明文件及明細分

類帳等資料備查。 

五、 覆台北國稅局查核本校102學年度結算申報，於105年10月31日提供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林綉鳳女士捐款之「帳載紀錄明細表」。 

六、 依會計制度規定，按月編製「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及「人事費明細表」送教育部及

董事會備查，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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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配合人事室繳交雇主負擔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所需，按月提供「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得

明細資料」及「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得會計科目分析表」。 

八、 依各研究計畫結報時程，分別編製研究計畫收支報告送請計畫主持人確認後辦理結案申

請。 

九、 依教育部 105 年 7 月 26 日臺教會(二)字第 1050098539 號函，本校 105 學年度預算書，

業經教育部同意備查，並於圖書館公開陳閱，預算書之五大報表已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十、 依本校預算制度規定，104 學年度單位預算執行狀況，業已呈校長核閱，於 105 年 10 月

3 日發送預算小組、預算委員會及研究發展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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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4 五力分析表 

 

 

項    目 計算公式 104學年度 103學年度 102學年度

純餘率
純    餘

總  收  入
4.33% 1.50% 0.24%

投資報酬率
純    餘

總  資  產
1.58% 0.54% 0.09%

基金及餘絀報酬率
純    餘

基金及餘絀
1.70% 0.58% 0.09%

流動比率
流動資產

流動負債
3.9倍 4.4倍 3.9倍

速動比率
速 動 資 產

流 動 負 債
3.8倍 4.3倍 3.8倍

負債比率
負    債

基 金 及 餘 絀
7.81% 6.35% 6.81%

固定比率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淨額

基 金 及 餘 絀
73.48% 74.48% 75.30%

基金及餘絀比率
基 金 及 餘 絀

負債、基金及餘絀
92.76% 94.03% 93.62%

總資產週轉率
總  收  入

總  資  產
0.36次 0.36次 0.35次

固定資產週轉率
總  收  入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淨額
0.54次 0.52次 0.50次

應收款週轉率
總  收  入

應  收  款
6.67日 9.66日 8.39日

基金及餘絀週轉率
總  收  入

基金及餘絀
0.39次 0.38次 0.38次

收入成長率
本學年度收入

前一學年度收入
104.38% 102.70% 99.23%

基金及餘絀成長率
本學年度基金及餘絀

前一學年度基金及餘絀
101.79% 100.41% 100.14%

每人淨收益
純  餘

教職工人數
100,942元 33,386元 5,215元

用人費與收入比率
人事費及退休撫卹費

總  收  入
59.02% 61.21% 63.49%

生

產

力

分

析

收

益

力

分

析

安

定

力

分

析

償

債

能

力

分

析

財

務

結

構

分

析

活

動

力

︵

經

營

能

力

︶

分

析

成

長

力

分

析



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次 (1051214) 校務會議工作重點報告 119 

附件二、13 校 104 五力分析表 

 

  

項    目 計算公式 東吳大學 東海大學 輔仁大學 淡江大學 文化大學 靜宜大學 華梵大學 世新大學 銘傳大學 實踐大學 南華大學 真理大學 長榮大學 平均值

純餘率
純    餘

總  收  入
1.50% 10.53% 3.61% 1.62% 2.56% 2.40% -19.32% 4.30% 8.02% 8.12% -8.88% 8.12% 10.76% 2.56%

投資報酬率
純    餘

總  資  產
0.54% 3.45% 1.24% 0.43% 0.67% 0.66% -2.47% 1.18% 3.27% 2.48% -2.63% 2.86% 3.55% 1.17%

基金及餘絀報酬率
純    餘

基金及餘絀
0.58% 3.68% 1.37% 0.51% 0.69% 0.68% -2.53% 1.23% 3.47% 2.67% -2.80% 3.74% 3.69% 1.31%

流動比率
流動資產

流動負債
4.4倍 4.8倍 9.4倍 1.1倍 9.8倍 15.7倍 6.7倍 2.3倍 3.9倍 2.1倍 1.5倍 0.2倍 6.0倍 5.2倍

速動比率
速 動 資 產

流 動 負 債
4.3倍 4.8倍 9.30% 1.1倍 9.7倍 15.60% 6.7倍 2.3倍 3.4倍 2.1倍 1.4倍 0.2倍 6.0倍 5.2倍

負債比率
負    債

基 金 及 餘 絀
6.35% 6.62% 11.18% 18.87% 3.01% 3.20% 2.39% 3.75% 5.89% 7.69% 6.24% 31.10% 3.91% 8.48%

固定比率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淨額

基 金 及 餘 絀
74.48% 67.68% 54.03% 108.38% 64.71% 66.26% 62.90% 68.58% 85.94% 89.97% 89.41% 127.44% 79.06% 79.91%

基金及餘絀比率
基 金 及 餘 絀

負債、基金及餘絀
94.03% 93.79% 89.94% 84.12% 97.07% 96.90% 97.66% 96.38% 94.44% 92.86% 94.13% 76.28% 96.24% 92.60%

總資產週轉率
總  收  入

總  資  產
0.36次 0.33次 0.34次 0.27次 0.26次 0.28次 0.13次 0.27次 0.41次 0.31次 0.30次 0.35次 0.33次 0.30次

固定資產週轉率
總  收  入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淨額
0.52次 0.52次 0.71次 0.29次 0.42次 0.43次 0.21次 0.42次 0.50次 0.37次 0.35次 0.36次 0.43次 0.43次

應收款週轉率
總  收  入

應  收  款
9.66日 5.35日 7.65日 3.88日 13.91日 4.65日 12.93日 9.23日 3.61日 2.99日 2.48日 3.27日 5.51日 6.55日

基金及餘絀週轉率
總  收  入

基金及餘絀
0.38次 0.35次 0.38次 0.32次 0.27次 0.28次 0.13次 0.29次 0.43次 0.33次 0.31次 0.46次 0.34次 0.33次

收入成長率
本學年度收入

前一學年度收入
102.70% 103.76% 104.01% 98.57% 100.70% 100.54% 92.59% 102.26% 104.32% 99.75% 117.96% 95.97% 103.75% 102.07%

基金及餘絀成長率
本學年度基金及餘絀

前一學年度基金及餘絀
100.41% 103.82% 101.39% 101.37% 100.70% 100.69% 97.48% 100.47% 103.60% 102.74% 97.28% 103.89% 103.83% 101.36%

每人淨收益
純  餘

教職工人數
33,386元 173,285元 50,604元 28,850元 45,008元 40,143元 -258,676元 60,747元 128,235元 209,528元 -136,444元 155,934元 128,856元 50,727元

用人費與收入比率
人事費及退休撫卹費

總  收  入
61.21% 56.49% 54.34% 58.22% 52.42% 57.83% 67.20% 46.47% 56.04% 53.27% 57.71% 66.45% 58.08% 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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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壹、104-105 學年度專案計畫執行成果 

一、104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執行率高 

圖書館提列之「增加認識世界文化的經驗及培養學生具備職場軟實力」計畫成效如

次： 

(一)經費執行率 100％，進館圖書較原規劃高出 2.3 倍。 

(二)36 場推廣活動，吸引 13,000 多人次，深獲校內管考委員肯定。 

(三)「活動滿意度問卷調查」評分標準五點量表，各項活動滿意度 KPI 最高達 4.62。 

二、積極充實圖書館圖書資源建設 

(一)採購資料量逾 18,760 冊。 

(二)圖書經費執行率 99.92%。 

三、圖書館館藏與服務獲肯定 

依評鑑組針對 104 學年度「大二學生」及「大三學生」調查問卷結果顯示(五點量表)： 

(一)大二學生對「學校資源」之使用頻率 

「電腦設備與網路連線品質」（3.78）與「圖書館館藏與資源服務」（3.15）二

項之使用頻率較高。 

(二)大二學生對「學校資源」之使用滿意度 

「圖書館館藏與服務」之使用滿意度為全校最高（3.59）。 

(三)大三學生對「學校資源與學習」之滿意度 

「學系教師的教學品質」（3.55）與「圖書館館藏與服務」（3.52）二項之滿意度較

高。 

四、圖書館整體滿意度達成計畫目標 

依「104 學年度東吳大學圖書館滿意度」調查數據顯示：77%使用者對圖書館的整體

服務感到滿意，KPI 績效量化指標 3.75。 

五、104 學年度獲獎項目 

105 年 3 月 18 日(五)國家圖書館舉辦「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統計結果發佈記者

會」，本校獲頒獎項如次： 

(一)最佳學術傳播獎(私立大學組第 4 名)：103 學年度授權電子全文數最多之大學院

校。 

(二)學術影響力獎(私立大學組第 5 名)：綜合指標最高之大學校院（博碩士論文授權

全文數佔 25%、送存率佔 25%、點閱率佔 25%、下載率 25%）。 

六、積極解決師生反應城區分館問題，全面提升服務品質 

(一)積極解決城中校區崇基樓第一閱覽室佔位嚴重狀況，104 年 10 月 5 日(一)起投入

人力移除佔位堆放之大量物品，獲多數學生肯定，佔位狀況大幅減少。 

(二)104年 11月 9日(一)起城區分館每天僅提供 10張貴賓證輪流換證入館查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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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開放其攜帶個人書籍與背包進館，以減少佔位並維護校內師生使用權益。 

(三)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試行，兩校區閱覽室期中考期間加開第三週(考後一週)24

小時開放服務，以滿足學生閱讀需求。惟經統計考後一週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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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碳政策，避免造

成學校資源嚴重浪費，停止加開考後一週 24 小時開放措施。 

(四)城區分館增設內梯計畫 

1.民 70 年暑假，城區分館遷入城中校區新落成之第二大樓六樓(三分之一)和七樓

(全部)，兩樓層之互通一直是利用西側安全梯。因此，當時就在此安全梯六樓下

五樓處加裝鋁製雙開玻璃門，不讓讀者利用此安全梯從五樓進出城區分館。然

因近年來，各方對公安要求日趨嚴格，此門雖已使用 30 餘年，但卻嚴重違反消

防安全公共逃生，遂於 105 年 1 月 11 日(一)予以拆除。 

2.105 年暑假進行增設內梯工程，105 年 11 月 11 日(五)驗收啟用，解決六樓書庫

閉架管理衍生之讀者服務糾紛，有效管理館藏及增加使用便利性，提升服務品

質。 

(五)城區分館第一閱覽室整修工程計畫 

1.近年來本校學生屢屢於畢業典禮或校長餐敘時反應城區閱覽室各項問題與建議，

自 95 學年度起本館不斷提出之「城中校區閱覽室改善計畫」終獲 105 學年度計

畫審查小組支持通過。 

2.105 年 5 月總務處與圖書館共召開 3 次「圖書館閱覽室及內部樓梯規劃會議」，

由總務長主持與館長、建築師、營繕組、讀者服務組同仁共同商討規劃方向及

內容，並於 5 月 31 日(二)舉辦「城中校區第一閱覽室空間改善公聽會」說明規

劃方向。 

3.105 年 10 月 26 日(二)完成初驗，待各項施工缺失改善完成驗收後，將可改善閱

覽室空氣品質、管制校外人士進入，提升閱讀品質與研究效率，營造出通風良

好且舒適健康的閱覽室環境。 

貳、多元圖書資訊推廣服務活動 

一、改善及充實「漫讀區」 

中正圖書館原 4A 樓層西文參考書區經專業技師評估超出樓地板承重安全，必須遷

移。考量全校師生安全暨漫讀區館藏持續成長，105 年暑假完成西文參考書遷移至

4B 樓層，並重新設計建置「漫讀區」專用輕量書架，提供寬敞明亮且安全無虞空間

予師生使用。本區現典藏 23,052 冊，英文 1,034 冊、日文 3,140 冊、法文 219 冊及

德文 61 冊，多語種漫畫可提供教師作為語言教學、語言翻譯及比較文化等課程使

用。 

二、圖書館陪新生走第一哩路 

針對大一新生圖書館於 9 月 12 日(一)至 9 月 30 日(五)舉辦「2016 雙城記：圖書館陪

您走第一哩路」系列活動，同學反應熱烈計 653 人參與，活動滿意度問卷 KPI 達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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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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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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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青春熱門電影，透過青春影像紀事，找回學習的熱情與動

力。 

三、教學卓越計劃 Open to the world 系列活動 

(一)10 月 5 日(三)舉辦「伊斯蘭世界冒險」專題演講，現場反應熱烈，KPI 達 4.43。  

(二)10 月 26 日(三)舉辦「勇敢做夢吧！吳沁婕的白日夢冒險」專題演講，盛況空前，

報名人數達 250 人，實際出席達 181 人，KPI 達 4.76。 

參、提升館務行政效能 

一、強化館際合作互惠、聯合採購降低成本 

(一)8 月 9 日(二)召開「優九聯盟圖書館電子資源合作採購交流座談會」，邀請優九聯

盟圖書館電子資源採購負責人研議電子資源合作採購方案，降低採購電子資源成

本。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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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及討論聯合採購、推廣、

館際互借、文獻傳遞、電子資源共享等議題，強化館際互惠合作。 

二、建置圖書平台 APP--「北一區行動圖書館」 

(一)除原有的「聯合目錄查詢」、「線上申請館際借書證」、「圖書代借代還」等

功能外，新增「掃描 ISBN 查詢平台書目」、利用「行動定位」導引讀者至鄰近

夥伴學校圖書館，及接收「個人化推播訊息通知」。 

(二)北一區行動圖書館館際借書證條碼上線 

達到真正虛擬借書證的無紙化服務。讀者毋須再列印虛擬借書證，可直接出示

手機或平板電腦裝置上的 APP 借書證畫面，供夥伴校服務櫃台館員用條碼機掃

描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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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一、 教學卓越計畫 

(一)依教育部 105 年 6 月 8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50078707 號函，於 7 月 12 日繳交第三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總考評報告書。 

(二)教育部於 105 年 11 月 1 日蒞校進行「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總考評實地考評

(含經費查核)，已圓滿結束。 

(三)於 105 年 11 月 12 日假華山 1914 文化創意園區中 4A 紅酒作業場，舉辦北一區與北二

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聯合舉辦之「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北區成果聯展-教學

卓越 10 進位」。 

(四)105 學年度新進教師系列輔導活動於 105 年 8 月 30、31 日舉辦，105 學年度 13 位新進

教師(不含講座教授)全數出席，活動圓滿結束。 

(五)依據 7 月份需求調查結果，105 學年度教學資源手冊共印製 180 本，已於 9 月 5 日委由

學系代轉發予所屬教師。目前手冊封面及內頁仍有少量庫存，後續若教師有需求或有

內頁換裝之問題，請洽教師教學發展組。 

(六)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精進補助計畫學系整合型申請案，提出時間至 11 月 23 日止，

刻正進行後續審查流程，核定結果預定於本學期期末公告周知。 

(七)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師專業社群補助申請至 11 月 30 日止，申請注意事項已函知各學

系。 

(八)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學精進補助計畫執行至 12 月 15 日止，教師專業社群執行至 12

月 31 日止，已發函提醒各執行單位及老師留意計畫截止日，並請提供經費餘款及預計

於 12 月下旬辦理核銷之經費項目，以確實掌握經費執行狀況，儘早因應。 

(九)105 學年第 1 學期隨堂教學助理共補助 200 門課程（含新進教師申請 3 門）；隨堂教學

助理人數共 205 人。 

(十)104 學年第 2 學期隨堂教學助理三方滿意度問卷均已完成，教師、學生、助理自評滿意

度分別為 91%、85%、84%；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隨堂教學助理成效滿意度問卷施測日

期為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2 日。 

(十一)已完成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隨堂助理之期初及期中培訓課程： 

１、期初說明會：9 月 13 日舉辦，共 90 餘位教學助理參與，平均滿意度達 92%。 

２、期中培訓：共規劃五大主題 9 個場次。主題一「網路時代的英語學習」講座，業於

10 月 12、13 日在兩校區辦理，共計 190 人參與，整體講座滿意度達 98%。主題二「魅

力自信表達-TEDx 講師讓你發揮影響力」講座，業於 10 月 20、21 日在兩校區辦理，

共計 113 人參與，整體講座滿意度達 92%。主題三「語言的力量」講座，業於 11 月

17 日在外雙溪校區辦理，共計 64 人參與，整體講座滿意度達 90%。 

(十二)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續開設「多益英語證照班」並增設「多語習得集訓班」，9 月 19

日、20 日分別在兩校區辦理報名活動，「多益英語證照班」有 83 人報名、「多語習

得集訓班」則有 40 人報名，共計 121 人繳費報名。「多益英語證照」班分為兩班，

為期 12 週，每週六早上上課三小時；「多語習得集訓班」也是 12 週，每週四晚上上

課 2 小時。 

(十三)校務資料分析：教育部於 105 年 11 月 10 日核定補助本校 105 學年度「提升校務專

業管理能力計畫」新台幣 200 萬元。 

(十四)教學科技推廣： 

１、東吳 Moodle 平台，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有 753 教師已上傳教材，師生共 15,062 人

已上線使用，自 9 月 12 日起至 11 月 7 日止，平台上線人次共 87,571 人，瀏覽量達

2,253,638 次，提供教職員 Moodle 平台諮詢 100 案次。 

２、105 年 6 月至 105 年 10 月共完成數位教材製作服務 6 件、教學資源器材借用 7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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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虛擬攝影棚共錄製 108 支影片。 

二、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本校奉教育部指示，與臺灣大學合作於11月12日在華山藝文特區舉辦「教學卓越，十

進位」北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成果聯展，本活動邀請23個單位共同參展，內容包含動

態、靜態展演及高等教育名人論壇，活動圓滿落幕。若需當日活動手冊，請洽教師教

學發展組。 

(二)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補助各校之 ZUVIO 雲端即時反饋系統使用帳號使用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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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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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一、華語教學中心開班開課情形 

（一）正期制季班（每週上課 15 小時） 

1、本中心正期班課程採學季制，全年分四季招生，分別於：三月(春季班)、六月（夏季

班）、九月（秋季班）、十二月（冬季班）開課。 

2、2016 正期制秋季班於 105 年 9 月 12 日至 105 年 11 月 28 日開課，授課總時數 159 小

時。本期學員包含領取教育部華語獎學金之巴拉圭、祕魯、捷克、新加坡的學員和前

期續讀學員外，另有來自日本、烏干達、韓國、斯洛伐克等之學生報名參加合計共 21

人，較去年同期增加了 12 人，除正期班學生外，尚有日本、法國籍個人班學生，以一

對一方式教學。 

（二）短期華語研習營暨海外師資培訓班 

1、為期三週之「2016 年暑期華語夏令營」於 8 月 8 日至 26 日舉行，學員每日上午進行

語言學習課程，下午則以手作方式，學習台灣文化，並透過中心安排至九份、平溪、

三峽鶯歌等地，實地體驗台灣之美。參與學員分別為日本獨協大學 12 人、學習院人、

拓植大學 15 人，以及 3 位日籍、1 位法籍、1 位泰籍散客，共計 42 人報名參加，營隊

報名人員持續成長。學員於 8 月 26 日完成研習考試，下午結業式時，學生用中文演唱

華語歌曲、分享在台灣期間的生活等進行創意成果發表，氣氛相當熱絡，為本次營隊

畫下完滿句點。依回饋問卷分析結果及彙整評核顯示，對於本次活動在整體安排方面

的滿意度，合併「非常滿意」及「滿意」的百分比例為 92.9%。 

2、本中心配合國際處之規畫，在暑假期間提供 101 華語先修課程。今年計有日本與土耳

其兩位學生參加。自 8 月 8 日起至 8 月 26 日止，每天開課 6 小時，每週 30 小時。 

3、本中心將安排於 105 年 12 月 17 日至 106 年 1 月 15 日期間，辦理韓國釜山外國語大

學客製化華語營隊課程，已有 25 名學生報名現正規劃課程內容，並將安排本校學生與

營隊學員進行主題式語言交座談活動。 

4、日本拓殖大學與本中心接洽有關 2017 年 3 月 5 日至 11 日舉辦為期 1 週之台灣文史課

程，本次課程除包含華語教學外，也將把台灣的歷史、文化融入課程之中，讓學生進

行深度探討。本次課程將商請日文系協助聘任課程師資。 

5、目前本中心除陸續接獲日本、韓國、加拿大等海外大學院校、代辦機構聯繫 2016 年

至 2019 年之客製化華語課程外，過往合作過的美國南卡羅萊納州要塞軍事學校（The 

Citadel）及新加坡大學也已在與本中心接洽明年營隊課程事宜，正期學季班的華語學

生學習人數亦有顯著的成長。 

二、華語教學中心其他相關作業 

(一)為促進境外學生與本地學生之間的情誼，同時也增進彼此文化交流，本中心於 10 月份由

住宿幹部舉辦「動物楓城市」活動，帶領外籍住宿生前往台北木柵動物園並搭乘貓空纜

車，一覽木柵地區的風景。另外也在 11 月 19 日由華語小老師帶交換學生及華語研習學

生至淡水一遊，參觀滬尾炮台、紅毛城、小白宮等古蹟，藉此讓交換學生對台灣的歷史

有更多的了解與認識。 

(二)本中心與臺灣戲曲學院及中推會共同合作執行教育部開拓海外華語文產業計畫，將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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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作為目標地區，配合辦理短期華語營隊及華語教師來台研修。 

(三)本中心於 11月 22日舉辦 2016秋季班華語成果發表會，安排修讀國際學術課程初級華語、

中級華語的交換生與本中心華語研習生，進行華語學習成果發表。同學們除了介紹自己

家鄉的美食、風光以外，還有同學表演太極武術以及以笛子吹奏知名歌曲甜蜜蜜，現場

氣氛熱烈，吸引路過的本地學生及師長們駐足，也藉機增添華語中心的曝光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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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一、電子化校園專案執行說明 

(一) 持續進行電子化校園各系統問題修正與維護。 

(二) 持續進行東吳大學 APP 平台第二階段開發，目前累積頁面瀏覽量達 200 萬次以上。 

(三) 持續進行電子化校園資料庫維護、定期檢修。 

(四) 完成 106 校務發展計畫相關程式修改。 

(五) 完成人事會計總務管理系統委外建置發包事宜，目前已進入功能細節訪談階段，並

完成測試環境建置準備。 

(六) 持續與推廣部協商討論未來推廣部新官網建置、串接電子化校園推廣部系統相關事

宜。 

二、卓越計畫及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相關系統進度說明 

(一) 持續進行北一區 HP 資料庫維護，定期進行健檢與修補程式更新。 

(二) 持續配合教學資源中心，處理 Moodle 軟硬體更新與監測相關事宜。 

(三) 持續配合教學資源中心、教務處，協助轉入 Moodle 點名系統相關資料。 

(四) 完成調整北一區網路架構。 

三、全校網路環境建置說明 

(一) 完成兩校區(崇基樓 2 樓~5 樓、綜合大樓)無線網路更新工程建置及驗收。 

(二) 完成有線認證系統(交換器及閘道器)、全校性專線負載平衡系統及垃圾郵件防禦系

統更新工程建置及驗收。 

(三) 完成城中校區 4 大樓骨幹網路建置及完成東荊學盧無線網路建置。 

(四) 完成 ISMS ISO27001:2013 續評驗證。 

(五) 完成全校性入侵偵測防禦系統紀錄器版本升級。 

(六) 完成全校性防火牆之入侵偵測防禦系統模組更新。 

(七) 完成兩校區電腦教室網路設備韌體更新。 

(八) 完成配合中研院進行 TANet 第二階段骨幹線路移轉。 

(九) 完成第四大樓一、二樓整修工程所需之機房網路設備撤離及建置。 

(十) 完成崇基樓 B1 整修工程所需之 1506-1 機櫃遷移工程。 

(十一) 完成網路設備資安稽核每季報告。 

(十二) 完成提供資訊安全營運衡量指標查核月報表資料。 

(十三) 完成新中文單位網站網路組負責頁面內容正確性之檢查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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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進行網路交換器更新工程。 

(十五) 進行全校性入侵偵測防禦系統設定重新規劃。 

(十六) 進行全校性防火牆備機測試。 

(十七) 進行校務行政系統防火牆採購前置作業(Survey)及相關測試。 

(十八) 進行全校對外 FTTB 線路升速請購。 

(十九) 進行英文單位網站改版升級工程。 

四、校務行政系統開發說明 

(一) 完成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選課、註冊各項相關作業及程式修訂。 

(二) 學雜費線上列印 PDF 功能，新增支援師資培育生貸款相關事宜。 

(三) 持續進行校務行政 IBM DB2 資料庫維護，與定期健檢。 

(四) 持續進行 OS/2 舊教務系統改版-課務/學籍資料維護作業。 

(五) 完成英檢、資訊檢定、美育畢業標準系統開發。 

五、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完成 105 年度個資「風險改善暨適法性矯正說明」及學術單位校友個資適法性確認。 

(二) 辦理第一梯次個資主導稽核員認證課程，行政單位共計 22 人參加。 

(三) 完成行政一、二級單位個資內部稽核作業。 

(四) 10 月 4 日邀請經濟部智慧財產權服務團李佩昌律師到校演講-著作權法及相關案例

介紹，教職員生共計 73 名報名參加。 

(五) 電算中心於 10 月 13 日及 10 月 20 日辦理行政人員個人資料保護教育訓練，兩場次

教職員共計 121 人參加。 

(六) 配合秘書室需求，官方網站新增網路直播功能。 

(七) 完成中文單位網站改版說明會及教育訓練。 

(八)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 5 門課程，計有 128 人報名參加。 

(九) 已於 11/07 完成 104 學年度畢業/退學生帳號刪除。 

(十) 完成兩校區電子郵件系統教育訓練。 

(十一) 完成 105 學年度新生入學須知修改。 

(十二) 完成 ISMS 資安人員及技術人員教育訓練。 

(十三) 完成畢業典禮、嚴家淦法學講座、姚明見面會網路直播建置、現場待命及流量監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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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一、自 8 月 1 日起人事異動：體育教學組陳鏡清組長卸任，由黃景耀副教授接任；體育活動

組林孟賢組長卸任，由黃奕仁教授接任；黃慧玲秘書轉調，由謝菁雅秘書接任。 

二、「105 學年度東吳大學體育教學研討會」於 9 月 6 日（二）14：00-16：30 假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行，出席人員為體育室專、兼任教師計 32 人；會議中除報告體育室對本

校體育教學各項要求外，亦報告本學年體育室所舉辦各項活動，並委請各專兼任授課教

師協助宣導。本次教學研討會邀請潘校長蒞臨致詞，並邀請國立體育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李再立博士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大專體育教師如何自我評鑑」。此外，為有

效推行「東吳大學學生運動核心能力檢定」，研討會中亦說明演示體適能檢測流程及實

施檢測時應該注意事項。 

三、亞洲首位進入美國史密斯籃球名人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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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教材上網，本單位上傳率達百分之百。 

五、本校「運動核心能力檢定」於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4 日全部施測完畢，實測人數 5,816，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16 日「體適能加強班」開始上課，輔導參加學生提升個人體適能。 

六、大專體總邀請本校共同主辦「105 年度體適能教學研習會-基礎肌筋膜功能解剖與動作應

用證照研習」，第一場：105 年 11 月 26-27 日（星期六、日）於東吳大學城中校區舉行。 

七、本校與復旦大學共同主辦之第 3 屆滬台盃大學生足球、籃球、排球邀請賽，來自兩岸三

地 16 所大學 14 支球隊共計 500 多名運動員，8 月 11~18 日在上海復旦大學隆重舉行。

本校派出男女排球隊、男女籃球隊共計 4 支球隊 88 名同學參賽，男、女籃球、男子排球

榮獲第三名佳績，女排榮獲第六名佳績。本校作為台方主辦學校，並邀請了台灣大學、

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山大學、淡江大學、東海大學及亞東技術學院共 9

所大學約 400 名運動員，是大會成功舉辦的關鍵因素，未來將持續往簽署體育合作協議

的方向努力。 

八、感謝校友總會經費支援舉辦第一屆校友盃籃球賽，7 月 23 日~8 月 14 日在外雙溪校區盛

大舉行，共計 420 名校友回到母校，校友反應熱烈並建議學校能每年定期舉辦。 

九、運動代表隊後援會會員代表會議已於 9 月 9 日假國軍英雄館 2 樓薔薇廳召開，陳鴻智會

長親臨主持，各隊均有校友代表出席，會議進行圓滿順利。 

十、105 學年度第 39 屆體育週新生盃各項活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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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優九聯盟路跑賽於 10/22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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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代表鳴槍領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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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2016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於 12 月 3-4 日舉行，今年東吳超馬賽會報名概況：選手 2,125

人、工作人員 110 人、志工 570 人，總計約 2,805 人參與。 

（一）24 小時超馬賽：18 名國際選手、24 名國內選手（32 男 10 女），共計 42 名。 

（二）30 分鐘名人、貴賓、校友、大專教職工體驗賽：男 32 名、女 20 名，共計 52 名。 

（三）60 分鐘校友、企業個人體驗賽：男 30 名、女 11 名，共計 41 名。 

（四）5 小時超馬接力賽：開跑 37 隊、午跑 55 隊、夜跑 55 隊、早跑 52 隊，總計 199

隊/1,990 人（東吳學生 106 隊、東吳校友 20 隊、校外學生 5 隊、贊助單位 16 隊、

社會團體 52 隊），比去年增加 30 隊。 

另外，超馬系列活動有： 

（一）志工誓師大會：11/23 日 18：00-20：30 在 R0101 普仁堂舉行，內容包括「曾志龍

生命激勵講座」與志工心得經驗分享 

（二）11/23 日中午 12：20-13：20 舉辦健康諮詢講座，由美兆國際健康管理機構研發長

劉婷婷博士專題演講「從小毛病談健康之鑰」。 

十三、2017 世大運志工招募，本校於 10/29 及 11/19 協助舉行特殊訓練，目前東吳學生 662

人報名，306 人完成認證，222 人完成特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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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本校推廣教育 104 學年總營收報告（上課期間：104 年 8 月 1 日～105 年 7 月 31 日止） 

一、 城中校區經常班 

(一) 104 學年度城區各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率如下（與 103 學年同時期比較）： 

1、日文班：總人次成長 3.26％；總收入成長 2.23％。 

2、韓文班：總人次成長 8.77％；總收入成長 12.86％。 

3、英文班：總人次成長-2.39％；總收入成長-2.13％。 

4、德文班：總人次成長-14.66％；總收入成長-10.10％。 

5、法文班：總人次成長-67.86％；總收入成長-66.23％。 

6、西班牙文班：總人次成長-14.02％；總收入成長-3.37％。 

7、數位人才學苑：總人次成長 84.09％；總收入成長 24.18％。 

8、企貿班：總人次成長-17.68％；總收入成長-10.68％。 

9、精緻生活系列課程：總人次成長-8.06％；總收入成長-3.04％。 

(二) 城中校區經常班 104 學年較 103 學年，總人次成長 3.09％；總收入成長 1.43％。 

二、 雙溪校區經常班 

(一) 雙溪校區經常班 104 學年較 103 學年，總人次成長-17.20％；總收入成長-13.96％。 

三、 學分班 

(一)104 學年度本校自行招生學分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率如下（與103學年同時期比較）： 

1、學系開設學分班：總人次成長-13.31％；總收入成長-12.93％。 

2、不動產估價師、地政士學分專班：總人次成長-65.15％；總收入成長-63.32％。 

（二）學分班 104 學年較 103 學年，總人次成長-17.88％；總收入成長-16.35％。 

四、 委訓課程 

(一)104 學年委訓課程，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率如下（與 103 學年同時期比較）： 

1、境外自費研修生：總人次成長 46.20％；總收入成長 43.51％。 

2、境外自費專班研修生：總人次成長 100.00％；總收入成長 100.00％。 

3、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學分專班：總人次成長 11.64％；總收入成長-2.12％。 

4、充電起飛加值方案：總人次成長-65.22％；總收入成長-72.38％。 

5、PMP 專案管理師：總人次成長-15.19％；總收入成長-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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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育部樂齡大學：總人次成長 12.50％；總收入成長 2.88％。 

7、企業包班：總人次成長 20.77％；總收入成長 20.64％。 

8、企業委訓：總人次成長 100％；總收入成長 100％。 

9、東吳高中營隊：總人次成長 13.39％；總收入成長-4.67％。 

10、 溪城講堂：總人次成長 6.44％；總收入成長-7.19％。 

11、 遊學團：總人次成長-100％；總收入成長-100％。 

12、 線上課程：總人次成長-40％；總收入成長-67.09％。 

13、 音樂班：總人次成長-47.06%；總收入成長-36.53%。 

(二)委訓課程 104 學年較 103 學年，總人次成長 8.53％；總收入成長 7.21％。 

 

五、 台北市政府建教合作薦送員額 

(一)104 學年列計 308 人次，應列計收入 1,673,200 元。 

(二)103 學年列計 338 人次，應列計收入 1,832,300 元。 

 

六、 目標收入及目標達成率 

(一) 104 學年目標收入 145,440,000 元， 

總人次 30,506 人，總收入 167,297,109 元，目標達成率 115.03％。 

104 學年較 103 學年，總人次成長 2.02％；總收入成長 1.55％。 

(二) 103 學年目標收入 121,720,000 元， 

同時期總人次 29,901 人，總收入 164,748,354 元，目標達成率 1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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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一、新生輔導工作： 

（一）宿舍探訪：對於新生入住宿舍期間，團契學長姐至校內宿舍，校外宿舍（合江、合楓

宿舍）探訪，進行新生關懷。 

（二）中秋烤肉：時間為 10 月 15 日；此活動主要關懷外籍生、陸生、僑生、中南部學生，

共計 44 位來參加。 

（三）新生註冊服務：9 月 6-7 日，兩校區團契學生於註冊現場服務約二千位新生，協助新生

體檢、註冊程序，並協助適應大學生活。 

（四）開學期間辦理大學達人講座，此講座為校牧室歡迎新生入學之ㄧ大特色活動，連續七

年以此主題鼓勵新生預備自己，挖掘大學寶庫，開啟人生新視野。本學年共辦理三場:

第一場為「大學闖關必備技能」邀請法律系黃心怡老師副教授主講，共 33 人參加。第

二場「Believe me I can fly」邀請中文系校友 何撒那 老師分享，共 25 人參加。第三場

「別害怕迷路-我與相機的 22 國奇幻之旅」邀請企管系校友 張維 學姊主講。共 18 人

參加。 

二、例行聚會 

（一）雙溪學生團契 

1. 每週三 1730-2000 是學生團契演講餐會，講題有人際交往、感情輔導、聖經真理等，

約有 20-30 位學生參加。 

2. 每週一傍晚 1745-1830 是學生團契禱告會，為學生學業、師長校務、學校情況禱告，

約 10 位學生參加。 

3. 週三、四、五中午 1220-1320 是學生小組聚會，一起共進午餐，從聖經人物典範中

學習生命品格、生活專題討論、聖經閱讀，共約 80 位學生參加。 

4. 真理循道班：共有 5 班，18 名學生，學生利用空堂時間來學習聖經真理（認識基督、

使徒信經、主禱文、十誡） 

5. 學生關懷：定期與學生進行個人約談，及課業及生活輔導，關懷學生心靈方面的成

長，每周共有 20 人次。 

（二）城中團契 

1. 禱告會：每週一-五上午 0900-1000 

2. 真理造就班：每週一-五 晚上 1730-1840 

3. 專題講座：每週三晚上 1730-1824，約有 25 位參加 

4. 查經小組 5 組 

5. 陪讀小組 5 組 

6. 固定造教：19 位學生 

7. 歡樂啟發課程 每週一至五 17:30-19:30 

8. 抒壓便當團 週一至五 12:1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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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職員團契 

1. 溪區：每週一中午 1210-1320，6-8 人，將開始閱讀「詩篇」。 

2. 城區：每週二下午 1730-1830，5-6 人 

三、營會/活動 

（一）華人校牧協會港台交流營：時間是 7/4-8，本次由香港浸會大學崇基學院主辦，主題

為「踐信於行」，藉由這次營會，讓學員認識如何將信仰實踐於行動之中，活出信仰

價值。共有 1 位牧師、1 位輔導、5 位同學共 7 人參加。 

（二）「又新又活-進擊的敬虔」活動於 1 月 10 日-12 日於宜蘭利澤簡失親兒活動中心舉辦，

透過活動讓學員在於自我生命有更深的認識與成長。共有 38 位學員參加。 

（三）7/11-16 在中原大學舉辦的「青年宣教大會」，共 31 位契友參加。 

四、特別節慶活動： 

（一）12/16 晚上為雙溪東吳團契聖誕晚會會，晚會名稱為「因愛而生」由學生的生命見證，

結合詩歌與戲劇，介紹觀眾基督信仰價值與見證。共有 60 位學生參加。 

（二）聖誕音樂崇拜於 12 月 14 日舉辦。已舉辦十五屆，本校聖誕節傳統的特別節目，除音

樂系合唱團擔綱演出，更是邀請附近衛理女中合唱團，通識課合唱團一起參與，由音

樂系林舉嫻老師指揮，成為士林，天母社區的重要活動，安素堂會友與衛理校友，以

及學生家長都參與共約 380 人參加。 

（三）平安夜報佳音-子夜崇拜於 12 月 23 日晚間帶領部分學生和安素堂教會的會友一起到

學生餐廳、宿舍等，用歌聲分享聖誕喜樂與平安的信息。並在午夜舉辦聖誕子夜崇拜。

在子夜崇拜中報佳音時，分別以希臘文，西班牙文，德文，英文，馬來文，台語，國

語，原住民語，客語，廣東話，印尼語等十幾種語言，表達語言的普世性。共有 30

人參加 

（四）飢餓十二，於 3/30 日舉辦。並結合[練愛祭]系列活動，結合[張維 X 小小攝影師奇幻

影展]舉辦[柬單愛-小小攝影師教學計畫]，以人道救援、人飢己飢的精神認識世界的需

要，並反思自身，如何改變自己，改變世界。共有 32 人參與。 

（五）馬偕信仰之旅 3 月 26 日於淡水地區老街、真理大學、淡江中學、淡水長老教會等地，

以大地活動闖關的活動方式進行，跟隨馬偕的腳蹤認識宣教士如何為這台灣這塊陌生

的土地盡心盡力的付出愛心與水。共有 10 名組輔與 20 位同學共 30 人參與。 

五、城中聖誕活動 

（一）12/5-6 舉辦雙溪城中團契退修會。 

（二）12/14-18 校園福音行動，首次與基督之家聯合舉辦，在校園中獻詩並介紹福音。 

（三）12/23 由校牧室預備簡餐的福音午會，同學可自由參加，契友分享信仰並祝福參與者。 

（四）12/21-22 進行 24 小時連鎖禱告會，由契友認領時段，為國家、社會、學校、親人祝

福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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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委員會 
 

本委員會本學期於 105 年 11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在外雙溪校區 B013 研

討室召開 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討論議案及結論如下： 

 

第一案：請討論本校 106-108 學年度校務發展規劃藍圖。 

決  議：通過。 

由於本案規劃藍圖提案時間延遲，本會委員針對此案推動程序不夠周延提出相關意見，會中

並達成以下共識： 

1. 請研究發展處對於規劃藍圖提案時間以及計畫撰寫程序的重新檢討。但現階段為配合後續

預算提報之作業進度已經延遲，接下來的作業階段具體時程規劃請再研議。 

2. 對於本次計畫撰寫過程，有些單位有所抱怨，請研究發展處就本次作業過程進行檢討，並

再多與各單位進行橫向溝通與聯繫，務使撰寫單位確實瞭解研發處之規劃與時程安排，以

達共同努力為學校發展特色之目標。 

 

第二案：請討論東吳大學「英文學系碩士班」更名為「英文學系翻譯碩士班」案。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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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工福利委員會 
 

一、 105 學年度福委費經費報告：截至 105 年 11 月底止。 

（一） 學年收入計新台幣 1,291,027 元，收入來源為：教務處 105 學年度招生報名費結餘 50%

及總務處 104 學年度廢品收入。 

（二） 學年支出計新台幣 668,810 元，支出項目包含：同仁健檢補助、資遣補助、9 月份敬

師卡製作費用。 

（三） 公帳戶結餘金額為新台幣 2,107,236 元。 

二、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例行經費補助報告： 

(一) 資遣補助 1 名。 

(二) 補助教職員工社團活動共 25 組。 

(三) 健檢補助(自上次會議後至 105 年 11 月底止）計 30 人申請。 

(四) 年終餐敘提供摸彩禮品，額度為新台幣 15 萬元，配合年度主題「國際風」進行

採購事宜。 

三、 為激勵教職工工作士氣與增進同仁間之情誼，並達團隊之認同與凝聚，本會 104 學年

度第二學期（105 年 7 月 15-16 日）舉辦福山植物園兩天一夜旅遊活動，行程兼具知性

及養生，同仁及眷屬計有 129 人參加。 

四、 本（105）學年教師節發放「敬師卡」予全校專任教職員工、董事會及校友總會工作人

員，總計採購面額新台幣 600 元之東吳客製卡 1,066 張，發放 1,063 張，餘 3 張客製卡。

另獲贈公版卡片 4 張（面額 200 元 2 張、100 元 1 張、50 元 1 張）共 550 元。 

五、 105 學年度起教職員工退撫儲金增額提撥一案，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由福委會基金

支付每人每月新台幣 5 元之提撥額度，未來每學年支出經費約為新台幣 5 萬元，人事

室前置作業已完成，並於 105 年 11 月 16、17 兩日於兩校區舉辦說明會，預定 106 年

1 月起實施，請有意辦理增額提撥的同仁填寫意願表後繳交至人事室。 

六、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福委會將發行「福氣東來‧吳處不在」電子報，詳載各類好康訊

息，並仍持續尋訪優惠專案並與廠商簽訂特惠合約，也歡迎師長及同仁踴躍提供資訊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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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委員會 
 

一、105 學年度招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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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錄取名額 

註冊人數 

÷ 核定名額 

學士班 2759 2759 2672 96.85% 96.85% 

碩士班 459 439 396 90.21% 86.27% 

博士班 18 16 16 88.89% 88.89% 

進修學士班 274 274 243 88.69% 88.69% 

碩士在職專班 398 392 350 89.29% 87.94% 

【外加名額】 

身分 學制 
核定

名額 
申請人數 

錄取人數 

(實際分發

人數) 

註冊 

人數 

註冊人數 

÷ 錄取名額 

註冊人數 

÷ 核定名額 

僑生 

學士班 270 494 195 129 66.15% 47.78% 

碩士班 47 19 5 4 80.00% 8.51% 

博士班 3 0 0 0 0% 0 

外國 

學生 

學士班 144 53 45 17 37.78% 11.81% 

碩士班 60 20 18 7 38.89% 11.67% 

博士班 3 4 3 3 100% 100% 

大陸 

地區 

學生 

學士班 55 1884 55 55 100% 100% 

碩士班 23 103 16 16 100% 69.57% 

博士班 8 14 3 3 100% 37.50% 

身心 

障礙 
學士班 37 x 34 29 85.29% 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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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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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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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本校 105 學年度學士班入學新生高中學歷，分別以景美女中、內湖高中、中正高

中、板橋高中、南湖高中為人數最多之前五名；而目前在校學生人數最多之前五名，

則依序為景美、內湖、中正、中山女中、板橋五所高中。以大一新生戶籍所在地分析：

台北市學生佔大一新生人數百分比為 25.09% (去年 27.74%)、新北市 24.61% (去年

25.97%)；第三為桃園市 9.60％（去年 8.28%）；第四為台中市 7.82%（去年 8.43%）；

第五為高雄市 6.60% (去年 5.69%）【地區排名台中下桃園上，其餘不變】。 

三、依據「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106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由潘維大校

長擔任主任委員、詹乾隆教務長擔任執行長，另由副校長、學術交流長及各學院院長

擔任當然委員，並由主任委員遴聘中文系鹿憶鹿、社工系馬宗潔、德文系林聰敏、微

生物系黃顯宗、法律系林桓、會計系蘇裕惠、財精系莊聲和等 7 位老師，共 16 人組成。

業於 10 月 5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藉由招生委員會之成立，使本校招生規劃與執行，更

完善且更具前瞻性。 

四、106 學年度計有 22 學系學程、共 33 系組參加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除音樂系外，新

增巨量碩士學位學程）。其中中、歷、哲、社、英、數、企碩乙（國際商管）、貿等

8 學系開放同等學力及國外學歷報考；政、人權、日、法及及巨資學程則只開放持國

外大學學歷報名。統計報名人數 428 人，較去年（421 人）增加 27 人。 

五、106 招生學年度各項考試日期排定如下（相關資訊業於 105 年 10 月 11 日以東教字第

1050401567 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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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大考中心辦理）—106 年 1 月 20、21 日（週五、六） 

(八)聯合術科考試（音樂組）大考中心辦理—106 年 2 月 06 日至 10 日（週一 ~ 週五） 

(九)指定科目考試（大考中心辦理）—106 年 7 月 1 日至 3 日（週六 ~ 週一） 

六、有關本校 106 學年度各學制各管道招生名額提報暨核定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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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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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統一調減博士班 10％，

故核定較去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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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經教育部來函，照案核定本校總量第二階段各管道名額分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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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在案。 

(三)106 學年度名額內學士班各管道招生比率：【繁星不得低於 15%、申請核定最高 55%】 

入學管道 
106 學年度 105 學年度 

學系學程 核定名額 學系學程 核定名額 

繁星推薦 22 (23 系組) 507 18.38% 
71.62

% 

22 (23 系組) 401 14.53% 
64.52

% 個人申請 23 (24 系組) 1469 53.24% 23 (24 系組) 1379 49.98% 

考試分發 23 (24 系組) 773 28.02% 23 (24 系組) 969 35.12% 

入學管道 
106 學年度 105 學年度 

學系學程 學系學程 學系學程 核定名額 

四技二專 1（日文系） 10 0.36% 1（日文系） 10 0.36% 

外加 

原民 

繁星 12 22 × 9 17 × 

申請 17(18 系組) 37 × 14 31 × 

(四)105 及 106 兩學年度外加各管道招生名額統計如下： 

學 

年 

度 

僑生 外國學生 
原住民 

族籍生 

身心障礙

甄試生 

運動績優

甄審生 
學士 

碩士 博士 學士 碩士 博士 
申請 分發 

106 134 139 49 3 147 60 6 
繁 22 

申 37 
17 16 

105 132 138 47 3 144 60 3 48 37 14 

(五)有關提撥四技二專招生名額案，依教育部來函規定：一般大學可於四技甄選入學管道，

增加名額招收高職生，但新增學系應以海事群、水產群、化工群、農業群、土木與建築群及

日語群等六個相關學系，其名額由教育部核定之。106 學年度援例由日文系提供 10 名參加四

技二專聯招申請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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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 

 

討論「106 學年度電腦實習費及電腦及網路資源使用費收費標準」一案，決議為收費標

準比照 105 學年度，「電腦實習費」為單一收費，2 學分(含以上)均收費 1,200 元；「電

腦及網路資源使用費」為每學期收取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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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委員會 
 
一、本委員會於 105 年 9 月 21 日（週三）至 105 年 9 月 27 日(週二)止，進行 105 學年第 1

次會議書面審查，審查議案：「審查推廣部 105 年 10 月上旬起新開課程與訓練計畫」。 

二、本委員會於 105 年 11 月 28 日(週一)下午 13 時 00 分起，於城中校區 2127 會議室，召開

105 學年第 2 次會議，討論議案：「審查推廣部 105 年 12 月起新開課程與訓練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