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9 次(105.12.12)行政會議書面報告 

 

教務處 .......................................................................................................... 2 

學生事務處 .................................................................................................. 8 

總務處 ........................................................................................................ 14 

研究發展處 ................................................................................................ 19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 23 

社會資源處 ................................................................................................ 26 

人文社會學院 ............................................................................................ 29 

外國語文學院 ............................................................................................ 44 

理學院 ........................................................................................................ 48 

法學院 ........................................................................................................ 54 

商學院 ........................................................................................................ 56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 67 

秘書室 ........................................................................................................ 無 

人事室 ........................................................................................................ 69 

會計室 ........................................................................................................ 71 

圖書館 ........................................................................................................ 73 

教學資源中心 ............................................................................................ 78 

華語教學中心 ............................................................................................ 81 

電算中心 .................................................................................................... 82 

體育室 ........................................................................................................ 83 

推廣部 ........................................................................................................ 無 

校牧室 ........................................................................................................ 85 

  

 

(依學校教師職工名錄單位排序)  



2 

教務處 
十二月 

【教務長室】 

一、教務長 11 月 7 日參加教育部「推動大學校院程式設計教學諮詢會議」第 2 次會議。 

二、11 月 22 日召開東吳大學端木愷(字鑄秋)校長講座教授審查委會，審查 1 件申請案。 

三、11 月 30 日召開教務會議審議 14 件提案。 

四、「綠色科技與永續發展」課程授課教師陳泰安老師於 11 月 3 日邀請創立《環境報導》獨

立記者朱淑娟女士蒞校雙溪校區 B615 與選課學生分享：環境報導，報導環境。 

五、學程行政助理於 11 月 16 日下午 15:30～16:30 出席雙溪校區 B608 電腦教室「105 學年度

第 2 學期網路選課檢核條件設定說明會」活動。 

六、學程行政助理於 11 月 24 日下午 10:00～12:00 出席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校務發展組主辦

「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雙溪校區場次】」活動。 

七、「環境經濟學與政策」課程授課教師張民忠老師於 11 月 24 日邀請台電公司核能工程師洪

國鈞先生城中校區 2608 與選課學生分享：以需量競價及智慧電網方式進行電力調度。 

 

【註冊課務組】 

一、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兩校區網路選課檢核條件設定暨選課流程說明會（雙溪校區：

11 月 16 日、城中校區：11 月 14 日），由電算中心例行向與會同仁們說明檢核條件設定

操作方式，註冊課務組組長說明下學期選課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二、106 學年度轉系作業草案上簽，公告轉系各項作業進度表及轉系作業要點。轉系申請預

計於 106 年 3 月 13 日至 16 日受理。 

三、11 月 25 日公告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申請退修事宜，同時郵件公告通知專兼任教師

及學生相關訊息。申請退修時間為 12 月 12 日至 23 日(兩週)，學生需至校務行政資訊系

統下載個人申請表單，系統於 11 月 28 日開始開放下載，申請表需親自辦理並經授課教

師及系主任簽章確認同意後繳回註冊課務組始完成手續。 

四、學業關懷作業進度說明： 

(一)10 月 6 日發文至各學系說明本學期學業關懷實行對象及日期等相關事項。 

(二)11 月 2 日海報文宣宣傳，張貼於校園、學系及教室內公佈欄，另針對學士班及進學

班同學發送學業關懷之文宣宣導。 

(三)11 月 1 日發文至全校專、兼任教師說明教師端作業方式、施行日期及操作手冊。 

(四)11 月 7 日至 28 日全校統一作業期間，授課教師提報學士班及進學班各科目學生關懷

名單。 

(五)11 月 29 日至 12 月 6 日學系依彙整後之學生學業關懷資料，對學生提送學系之關懷

名單。 

(六)12 月 6 日至 12 月 12 日導師依學系提出的關懷名單進行輔導。 

(七)12 月 7 日至 12 月 16 日學系寄發被學系學業關懷學生的家長信函。 

五、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計畫上傳，經列印系統報表，計仍有 1 科（財精系）未完成上

傳公布。另發函各授課教師，上網填寫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授課計畫表。開放填寫、公

布自 105 年 11 月 14 日至 106 年 1 月 6 日止，逾期則為遲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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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截至 105 年 11 月 28 日之教師課程教材上網率為 68.7%。 

七、本學期課程委員會議，業於 11 月 9 日於城中校區 2227 會議室召開，此次會議案由除了

例行性之課程異動、審議 106 學年度共通課程架構及實施內容外，另通過社會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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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等課程外審審查意見之回應暨自我改善計畫案。另審查通

過商學院成立「金融科技學程」計劃書，送教務會議討論。 

八、本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預計於 12 月 26 日~1 月 7 日舉行。本組刻正進行裝卡作業。專

業學科由各教學單位進行施測，共通課程將於 12 月 7 日發文函知全校共通科目授課教師

施測作業事宜。 

九、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中考試業於 11 月 7 日至 12 日舉行完畢，雙溪校區教師送印考題

計有 620 科次（較去年同期減少 20 科次），城中校區 485 科次（較去年增加 2 科數）。另

辦理考試監試及試務人員工作酬勞核銷與入帳事宜。 

十、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英語授課科目共計 13 科次。首次申請 11 科次、第 2 次續開申請 2

科次，補助費合計 14 萬 7 仟元，於 11/22 日匯入各授課教師郵局帳戶。依實施辦法規定，

申請補助之教師，應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供授課經驗及建議事項，送系課程委員會

及教務處作為本校推動英語授課規劃之參考。 

十一、本校自我評鑑結果業經教育部 105 年 10 月 24 日函認定，配合評鑑組分工規畫，撰寫

委員審查意見回應並填寫「自我評鑑學校受評單位調查表」，於 11 月 7 日送交評鑑組

一併函送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核備。 

 

【招生組】 

一、第二次招生委員會議於 11 月 25 日召開，完成碩士班、法律專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等招生簡章及招收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招生經費預算草案之審議。 

二、106 學年度計有 22 學系、共 33 系組辦理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除音樂系外，新增巨資

學院碩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 194 名，共 448 人報考（較去年增加 27 名）。11 月 22 日

至 27 日進行面試，訂於 12 月 10 日公告錄取名單。 

三、本校 106 學年度碩士班、法律專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草案前經第二次招生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函送學系複核，訂於 105 年 12 月 10 日前網路公告。將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至 106 年 1 月 10 日開放網路報名及郵寄書面審查資料；2 月 28 日（週二）舉

行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筆試，筆試地點一律集中城區。為爭取在校生報名，將援例寄

送招生資訊至各系班組應屆畢業學生電子郵件，也請學系鼓勵應屆生報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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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銘傳大學主辦之台北第三考區百齡高中分區巡視及監試工作，提供 35 間試場，共

72 名監試(含預備)及 3 位巡視人員。業經函送「監試意願調查表」，並排定監試人員在案。

銘傳大學將於 106 年 1 月 17 日至本校舉行監試人員座談會，說明巡監試注意事項。 

五、函請學系填報 106 學年秋季班外國學生新生暨轉學生招生名額與簡章分則，彙製「106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簡章」草案陳核，將於奉核後請印中英文對照版簡章，部

份交送國際處辦理宣導使用。預計 106 年 2 月公告簡章，受理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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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彙製 106 學年度多元入學方案學系分則一覽表（含去年通過篩選最低級分/最低錄取標準

），並繪製招生學系班別、多元管道等基本資料之本校學士班宣傳 DM（含進修學士班），

印製紙本資料，提供招生宣導活動參考使用。 

七、提報本組 106 學年度預估收入(試務費收入)、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規畫。 

八、完成撰擬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果自評報告。 

九、發函各相關單位，說明教育部核定本校 106 學年度各學制各管道招生名額分配情形。 

十、辦理有關招生經費結餘款提撥與異動 105 校發計畫子策略相關事宜。 

十一、協助撰擬創新轉型有關暑假小學期啟動階段與跨域學習多元學區種子階段計畫。 

十二、配合陸生聯招會試務時程，前經函請各學系修訂 106 學年招收碩博士班陸生學系特色

優勢，並於 105 年 11 月 18 日向教育部函報招生計畫書，申請 23 系組學程招收碩士班

陸生、6 系班組招收博士班陸生。教育部預定 12 月底公布審查結果。另，陸生獎助學

金業已委請國際處及各學系提報，將於 12 月 30 日前彙報至陸聯會優秀陸生獎助學金

專區。 

十三、105 年 11 月 2 日與電算中心系統組及註課組召開「研商 106 學年度轉學招生考試報名

日期相關事宜會議」，決議考量 105 學年度教師繳交學士班成績之最後期限，修正試務

日程，分網路及現場兩種方式報名，除原 6 月下旬之報名期程外，另開放半天現場繳

費報名。試務單位屆時將以電子郵件通知各年級學生留意期程，也請學系轉知各班導

師。 

十四、11 月 30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訂「東吳大學轉學生招生規定」相關條文，決議簡化轉學考

科，取銷國文、英文共同必考規定，調整為開放各學系得自主選擇。 

十五、提案教務會議通過，鬆綁有關考試分發入學必須同時採計國文、英文之規定，授權學

系得自主規畫。 

十六、「認識東吳營」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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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活引航」，另接續於 1 月 25 日辦理一日「學群導航」活動。日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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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瞭解如何選擇校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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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以高中策

略聯盟學校優先，並函送全國各公立高中，如有缺額，再案函送私立高中；籌備團隊

另於 11 月 12 日、11 月 26 日進行第二次、第三次輔訓課程。 

十七、第十屆招生服務團業於 11 月 18 日於城中校區進行第一次社課（創意激發），另規畫於

12 月 11 日及 18 日假兩校區進行第二次、第三次社課活動（校園導覽、科系介紹），

並擬於 12 月 19 日援例辦理聖誕期末社員大會，以達到培養新進團員認識學校資源，

進而增進宣講能力之目標。 

十八、統計 12 月份招生宣導場次計有： 

赴高中宣導講座：12/2 景文高中數學系吳牧恩；12/5 市立中正高中社工系廖美蓮；二

林高中心理系林朱燕；12/6 市立中正高中國貿系陳宏易；景美女中日文系葉懿萱；竹

東高中社會系施富盛；屏北高中招生組黃昭明；12/7 西松高中法律系陳芊諭；台東高

中及台東女中招生組黃昭明；12/8 永春高中社工系王行；12/9 華僑高中社工系洪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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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高中招生組黃昭明；12/13 景美女中企管系陳麗宇；石碇高中招生組黃昭明；12/16

內壢高中法律系胡博硯；12/21 中正高中法律系(人選未定)；內壢高中巨資葉向原；12/23

百齡高中心理系王叢桂、會計系高立翰；12/30 高雄中山高中招生組黃昭明。 

赴高中博覽會擺台：12/2 基隆女中；12/9 及人高中；12/10 樹林高中；12/15 彰化藝中；

12/16 台南二中。 

接待高中參訪：12/1 明德高中語資班；12/2 竹林高中、百齡高中；12/3 觀音高中；12/8

金陵女中（進入校園，無接待）12/28 明德高中鑑識科學班。 

 

【教務行政組】 

一、東吳英檢及多益校園考試 

(一)本學年度第二次東吳英檢於11/26舉行，報名人數486人，實際到考人數414人，通過

人數345人（通過率：83.33％）。 

(二)多益校園考試於11/27城中校區順利舉辦完畢，報名人數470人，成績等相關資料彙整

中。 

二、高中策略聯盟 

本校於 12/1 上午 10：30 擬與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進行高中策略聯盟合作協議簽

約事宜。 

 

【通識教育中心】 

一、105 年 11 月本校各單位舉辦通過美育活動畢業標準之列抵活動如下：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主講人 

/表演人 
地點 

活動 

類型 
主辦單位 備註 

105/11/07(一) 

18:30~21:30 

【給你，好看！】《哈

姆雷特》劇場實錄電

影 

無 
雙溪校區 

D 棟松怡廳 

演片 

欣賞 
美育中心  

105/11/15(二) 

13:30~15:30 

「衝突」：走入社工

和紀錄片的內心戲 
邱怡綺 

雙 溪 校 區

B015 國際會

議廳 

講座 社工系  

105/11/16(三) 

13:30~14:30 

藝文小旅行-台北當

代藝術館看金工雕

塑•阮文盟個展 

台北當代藝術

館導覽員 

校外 

台北當代藝術

館 

導覽 美育中心  

1 

105/11/17(四) 

14:00~16:00 

2016 張佛泉人權講

座-文學與人權 

1. 朱宥勳 

2. 湯舒雯 

校內：雙溪校

區 

校外：幕哲咖

啡 

講座 

張佛泉人

權研究中

心 

此 為系列

活動，參與

者 僅可擇

一認抵 

105/11/18(五) 

19:00~21:00 

2 
105/11/24(四)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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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26(六) 

19:00~21:00 

105/11/18(五) 

13:30~14:30 

藝文小旅行-歷史博

物館看李源海的水

墨世界 

歷史博物館導

覽員 

校外 

歷史博物館 
導覽 美育中心  

城中：105/11/23(三) 

12:10~13:30 

雙溪：105/11/30(三) 

12:10~13:30 

幸福手作-靜心寫心

經 
蔡耀慶老師 

城中校區：六

大樓游藝廣場

2 樓校友交誼

廳 

雙溪校區：錢

穆故居 

實作 

體驗 
美育中心 

此 為系列

活動，參與

者 僅可擇

一認抵 

105/11/23(三) 

15:00~17:00 

藝文小旅行-關渡美

術館看張光賓的學

行記痕 

關渡美術館導

覽員 

校外關渡美術

館 
導覽 美育中心  

105/11/24(四) 

18:30~20:30 

讓愛發生，為礙發聲

-音樂表演 
資源教室學生 

雙溪校區 

B 棟望星廣場 
表演 健諮中心  

105/11/25(五) 

18:00~21:00 
期中演出 城中熱音社 

城中校區 

六大樓遊藝廣

場 

表演 
群育中心 

(熱音社) 
 

105/11/25(五) 

13:30~14:30 

藝文小旅行-錦州藝

文中心看陳宏勉的

書畫印展 

錦州藝文中心

導覽員 

校外 

錦州藝文中心 
導覽 美育中心  

105/11/29(二) 

15:30~17:30 

國際設計大師系列

講座 

1.Chee Su Eing 

2.Pradyumna 

Vyas 

雙溪校區 

R 棟普仁堂 
演講 通識中心  

 

二、通識中心舉辦兩場「五育孕完人」系列活動： 

五育分類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地點 主講人 
參與 

人數 

智育、群育 Dad, who is a milkman? 

Personal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es in Poland after 1989.” 

《爸爸，誰是擠奶工？ 個人

觀點的波蘭 1989 年後的變

化。》 

105.11.15(二) 

9:00-10:00 

英語演講 

1.洋風(社會系助理教

授) 

2.梅西亞先生(華沙貿

易辦事處代表) 
75 

美育 與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

會合辦「國際設計大師系列講

座」 

【主題一】Good Design as the 

105.11.29(二) 

15:30~17:30 

雙 溪 校 區

R0101 普仁堂 

1.Chee Su Eing／新加

坡設計業總商會榮譽

秘書、 

2.Pradyumna Vyas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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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分類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地點 主講人 
參與 

人數 

Foundation of Transformative 

Strategy 

傑出的設計是影響生活理念

（策略）變遷的基礎 

【主題二】Design for Inclusive 

& Ｈolistic Development‘NID-India 

Approach’ 

獨家及概括性的設計方向及

發展:印度國立設計研究院案

例 

印度國立設計研究院

院長 

 

 

三、校外通識相關會議參與： 

本中心王世和主任參加由台灣大學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舉辦於 105 年 11 月 17 日(星

期四) 下午 13：00 假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509 會議室之「夏季學院通識課程全國

性平臺第三次工作檢討會議」，重要討論與決議如下： 

(一)區域計畫確定延續一年，北二區明年(105 學年度暑期)將續於區內辦理夏季學院；目

前應朝向北一、北二及桃竹苗區共 3 區合辦，其餘各區亦可用區內計畫經費開設暑

期通識課程，不由北二區統籌六區課程(105.12.02 另函通知)。 

(二)每年皆有應屆畢業生希望夏季學院能延長選課時間，然因全國夏季學院課程均透過

線上系統大批作業，且後續相關行政作業皆須在選課人數確認後進行，已盡可能給

予同學最長的選課時間，希望各區能再協助宣導夏季學院本質為提供優質通識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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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十二月  

 

一、 就學貸款：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符合年所得查核之一般生加貸金額共 616

人，共計 503 萬 6,984 元整，已於 11/5 撥款入帳。 

二、 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專校院原住民獎助學金(一般助學金)

本校獲增補名額 2 名，已簽核依成績由法律系學生陳○毓、張○倫遞補，並安排其

48 小時行政服務(工讀)事宜。 

三、 就學減免：105 學年第 1 學期就學優待減免申請作業，11/1 教育部公告身障類、原

住民籍、現役軍人子女減免資格查核結果，已通知重複減免或不符資格學生補費，

合計 6 人保留資格、23 人取消資格補繳學費；11/21 公告第一次減免比對結果，計

14 人重複辦理機關補助，2 人註銷減免資格。目前符合減免資格者共計 820 人，減

免金額合計 2,463 萬 1,010 元整，較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符合減免資格之人數 810 人

增加 10 人。 

四、 弱勢助學金：教育部於 11/10 公布弱勢學生助學金所得查核結果，本校原報送 505

名，合格者計 454 名。此 454 名再經本校學業成績複核，計 7 名上學期學業成績未

達 60 分，故初步總計 447 名符合申領資格，較上學期少 9 名。後續受理學生申覆

至 11/23 止。另，11/21 查詢弱勢學生助學金第 1 次比對結果（重複申請），共有 6

位學生重複申請減免，已註銷資格。截至 11/22 止，本校符合弱勢學生助學金請領

資格者共計 441 名。 

五、 生活助學金：第二階段申請已於 11/16 函發全校調查各單位服務人力需求，彙整後

將進行第二階段媒合分配。11/18 針對符合資格者以簡訊通知並公告受理申請收件

至 11/28，已於 11/30 公告分配服務學習單位結果於德育中心網頁最新消息，並以

簡訊和 e-mail 通知申請學生分配結果。 

六、 研究生獎助學金：10 月份研究生獎助學金共計核銷 1,733,266 元整，並已於 11/25

撥款入帳。 

七、 教育部起飛計畫:11/1 教育部來函核定本校 105 學年度起飛計畫補助經費，德育中

心已依教育部核定補助金額 240 萬元，連同校內配合款 300,920 元重新編列經費申

請表，並於 11/14 報部審查。 

八、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11/11、12 日假慈濟科技大學辦理之「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成果

發表會」，教育部綜合規劃司於會中說明申請原資中心補助經費預定時程，德育中心

將依時程進行本校原資中心籌備及申請補助相關事宜。教育部綜合規劃司公佈之預定

時程如下：1.105 年 11 月發布補助要點。2.105 年 12 月函送各大專校院相關期程資料

並召開說明會宣達相關事項。3.106 年 1 月各大專院校提報計畫。 

（二） 原資中心場地籌畫，日前德育中心簽文申請楓雅學苑旁側空間及爭取文舍-53 號，由

於校長均批示請學務處另覓空間，目前尚在尋找合適之場地。 

九、 獎助學金: 

（一） 105 學年第 1 學期獎助學金暨優秀學生甄選委員會已於 11/23 順利召開。 

（二） 105 學年第 1 學期就學貸款審查未通過但無法一次繳清學費者，協助其申請學雜費 

（三） 分期付款，目前共計 7 人申請。 

（四）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公司來函通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

金」續獎勵複審結果，61 名學生全數通過複審，總計發給獎學金新台幣 235 萬元整。

刻正進行獎學金核撥程序。 

十、 獎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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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則第 21 條第 4 款，各班級、一般性社團幹部、自治性社團幹部

及協助本校各單位推展行政業務之義工學生獎懲建議案，由德育中心於學期結束前統

一調查彙辦。本中心已於 11/7 函請校內各單位提報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功（過）

以下學生獎懲資料，各單位需於 12/22 前完成所有獎懲提報作業，德育中心需於期末

考後 8 天內（1/23 前）完成第 1 學期學生操行成績計算。 

（二） 辦理黃○禎等 4 人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清單未確認」懲處核定暨銷過申請事宜。 

十一、 11 月份遺失物事宜：截至 11 月 22 日止，11 月遺失物招領情形統計如下： 

 
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 

受理 領回 未領回 受理 領回 未領回 

11 月 401 158 243 127 41 86 

十二、 法治及品德教育活動： 

（一） 東吳好書交換日活動：2016 東吳好書交換日收書期已於 11/14 至 11/25 結束，若還想

提供書籍可送至兩校區德育中心，換書活動將於 12/8 在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行，

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二） 微笑有品志工：12/1、12/8 兩日微笑有品志工將至士林國小進行團體課程。本學期以

「生命教育」為主題，志工們以「尊重他人」及「不挑食」兩大主軸，齊心設計一系

列活動，讓小朋友在遊戲中學習。另，本學期將推出電梯禮讓宣導短片，透過生動、

有趣的方式來傳遞品德教育。 

（三） 12/20、12/21 將在兩校區舉辦「名人 x 品德講堂」，將請到文創藝術家--MiWa.2 至校

分享用創作與慈善活動結合的經驗，利用活潑生動及與參與者互動的方式進行品德議

題詮釋，期望在彼此的交流中能引發更多自身對「品德」的連結、思維及行為。 

十三、 北區服務性社團聯合交流: 

本校「基層文化服務團」、「國際志工社」及「原住民課業輔導社」聯合辦理「服務

性社團聯合交流會」，邀請台北地區包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文化大學及輔仁大

學等 3 校的服務性社團同學至本校進行社團服務分享及交流，並於會中邀請夢想騎

士創辦人-賴雷娜小姐蒞臨分享「成為自己的，夢想騎士」。活動計有 4 校共 5 位師

長及 63 位同學出席，整體滿意度達 4 分以上(5 分量表)，與會同學表示能從各校服

務性社團的朋友身上學到各種不同的制度、分享遇到問題時如何處理與解決、認識

不同的朋友成為社團新資源等，非常期待能夠再次參與類似活動！ 

十四、 服務學習營: 

群育中心於 11/15 在陽明山衛理福音園進行寒假服務隊隊員「團隊訓練」的培訓課

程，藉由戶外的體驗活動，體會在團隊中「合作、溝通、協調…」等的重要性，並

在每項活動過後，由隊長和老師帶領反思，讓參與的同學能說出自己的心得並由隊

長給予回饋，如此，不但讓團隊的互動更為良好，也可以提升服務隊的運作效率及

服務品質。以上訓練活動計有 120 位同學出席，期待未來有更多同學一同加入服務

的行列，一起成為服務人！ 

十五、 社團社區公益展演: 

今年的士林官邸社團社區公益展演已於 11/26(六)下午 2 點到 4 點在士林官邸露天

音樂廣場圓滿結束，本次參與擺台的社團有:光年現代詩社(解籤詩活動)、中醫社(中

藥茶葉蛋及中醫義診)、戀咖啡社(提供虹吸式咖啡)、圓桌塔羅牌社及神秘塔羅社(塔

羅牌算命)、魔術社(造型氣球發放)、東吳命理研究社(看面相及手相)及學生住宿中

心(租賃安全宣導)，共計 8 個社團參加。另外，參與動態表演的社團有:東吳吉他社、

親善民族爵士舞團、雙溪崑曲清唱雅集、雙溪世界民族舞蹈社、停雲詩社、音樂劇

表演社、蘇州國術社、熱舞社、東吳管樂社、掌中乾坤布袋戲社及體適能有氧社等

共計 11 個社團，活動當天共計 171 位學生投入參與，服務民眾約 1200 位。 

十六、 東吳第 2 哩-團隊競賽: 



10 

第 2 哩團隊競賽(未來馬戲團)已於 11 月 27 日在外雙溪校區綜合大樓舉辦完畢，共

計有 40 隊約 250 位同學參加。活動內容有「五星主廚的購物指南」(開幕式)、「嘉

年華大遊行」(創意表演)、「外星人在地球的 100 個冒險」(問題解謎)、「主廚的創

意料理」(蛋糕裝飾)、「女巫的神祕迷宮」(趣味競賽)、「萬獸的移動城堡」(騎馬打

仗)、「回到未來」(閉幕式)等 7 項活動。另外，晚會也邀請到藝人團體「四個朋友」

到場演唱多首青春曲目為參加的同學表演加油，全部活動於當日 21:00 圓滿結束。 

十七、 五育競賽獎勵: 為鼓勵本校學生參加各項國際性暨兩岸性、全國性、區域性競賽為

校爭光，特訂定五育競賽獎勵。11 月份申請名單如下： 

（一） 音樂系學生參加台北市音樂比賽，獲得 6 項第 1 名及 2 項第 2 名。 

（二） 合氣道社參加 105 年度全國中正盃合氣道錦標賽獲得第 3 名。 

（三） 法律系學生參加 2016 年校際理律盃法律系所學生模擬法庭辯論賽獲得季軍。 

（四） 心意六合拳社參加 2016 年全國菁英盃國武術錦標賽大會獲得內家拳組第 1 名。 

（五） 資管系學生參加第 21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榮獲「金融科技趨勢應

用組」第 1 名。 

十八、 社團指輔導老師研習會:為提升社團指輔導老師的輔導知能，並交換輔導心得，了

解群育中心相關業務及資訊，增進彼此經驗交流，舉辦此研習會議，會議已於 11/18

中午在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行完畢，共計 40 名老師參加，整體回饋平均分數

4.75 分（5 分量表），會議中致贈感恩禮品及聘書予社團指輔導老師，並有輔導知

能研習與問題交流。 

十九、 支援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活動:配合體育室「2016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活動，群

育中心學生社團已於12/03晚間由蘇州吉他社、體適能有氧社、親善民族爵士舞團、

音樂劇表演社、東吳吉他社、管樂社等 6 個社團計 70 人次協助晚會演出，為選手

加油，過程順利，圓滿成功，達到帶領與會人員，增進活動氣氛之目的。 

二十、 支援世大運志工培訓:「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將在 2017/8/19～8/30 舉辦，擔

任志工須受接受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課程之後，才有擔任志工資格。本中心與體育

室協助「2017 臺北世大運學生資源處」辦理特殊訓練課程，其時間與地點如

下:10/29(六)在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舉辦，共計有大專校院 108 位學生參加，本校

學生共計 50 人。11/19(六)在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共計有大專校院 101 位學

生參加，本校學生共計 63 人。同學除了能經由培訓課程，了解國際運動賽事，並

結識更多大學生志工外，更可以經由志工服務訓練，習得溝通互動與公共參與的能

力。 

二十一、 衛生保健 

（一） 105 學年健檢報告說明會：已於 105/11/10、17 辦理完畢，共 90 人參加，雙溪校區滿

意度為為 4.43 分(五分量表)，前、後測答題率由 70.0%增至 90.0%，城中場滿意度為

4.8 分(五分量表)，前、後測答題率由 56.5%增至 96.9%。 

（二） 教職員工健檢：本學年教職員工體檢報告已於 11 月中旬發送。目前含在職需受檢及

新進人員共建檔 129 人，其中有 55 名接受特殊人員檢查〈29 名為 1 級管理，26 名 2

級管理，進行衛生教育及健康促進，不需進一步檢查〉。以上 129 名中，有 2 名 X 光

檢查出現異常變化者，本中心已提供 X 光片做為參考，目前均已就醫，另有 18 人符

合複檢標準，依其異常值高低，分別以電話或電郵方式進行衛教及複檢通知。 

（三） 國際處鐵馬遊醫務支援：11/26 支援國際處鐵馬遊活動醫務工作，受傷者共 5 名，1

名右大拇指指甲斷裂及肘、膝多處瘀傷，1 名左手肘扭傷及手掌、膝蓋擦傷，1 名多

處擦傷及左下肢拉傷，1 名左手小指遭 5 公分細木條穿刺，送新光急診取出木條並接

受破傷風類毒素注射及口服消炎藥治療。1 名下巴撕裂傷，送新光急診縫合並接受破

傷風類毒素注射及口服消炎藥治療。以上同學均已給予傷口自我照護及後續處理衛教，

送醫者亦已提醒依時回院門診及保險理賠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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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餐飲承商衛生督導：105 學年餐廳衛生稽查追蹤紀錄表，已改由 Google 表單記錄，請

全家管理員於營養師抽查後三天內進入系統表單內回覆，以有效管理衛生稽查紀錄追

蹤進度。 

（五） 客訴事件說明：城中校區 HB 販售甜不辣產品份量有縮水疑慮，經營養師與店家確認

後，數量及品項都符合規定產品可能長時間烹煮導致食材吸水膨脹，加上手工製品的

食材大小無法一致，請廠商多加注意出餐品質，未有需改善事項。另反映雙溪校區洪

媽媽去骨雞腿排蓋飯品質不佳，經實地訪查瞭解因雞腿排裹粉太厚，醬汁造成炸皮顏

色不佳，其油炸油品質檢測合格，建議增加換油頻率(1~2 次/天)，及更換雞腿排供應

商。 

二十二、 心理諮商 

（一） 105 學年度新生普測已全數完成，共計 68 場次（原 56 場、兩校區補測 2 場、社會系

2 場補測、法律系 4 場補測）。全體新生 3152 人共計有 2753 人施測，施測率為 87.8%。

針對未施測學生，提供名單請導師優先關懷；篩選出之高危險及高關懷學生由各學系

諮商心理師進行複檢關懷，將製作各學系、全校版統計報告，於 105/12/19 至 106/01/13

進行各學系大一導師會議。 

（二） 於 105/10/25（二）12：30 與總務處、同志合作社合辦「性別友善廁所試用活動」，共

計 27 位同學參加，硬體設施整體回饋平均 4.7 分（5 分量表）。另邀請參與試用之同

學撰寫開箱文，共計 10 位參與同學提供試用心得及設施改善意見。 

（三） 105/11/16 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輔導工作小組會議，報告本校 104 學年度輔導

工作成效及討論全方位輔導工作計畫。並已於 11 月完成學務處及教務處之全方位輔

導工作計畫說明及教育訓練。 

二十三、 資源教室 

（一） 經費申請：106 年度申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總額為

697 萬 7,500 元，其中教育部補助 645 萬 8,790 元，學校配合款 51 萬 8,710 元。 

（二） 「讓愛發生，為礙發聲─資教之夜」活動辦理：以身障學生為主的表演活動，結合各

項音樂與技術技能，讓身心障礙學生能夠榮耀站在舞台上表演，也讓他們能更獲得鼓

勵支持與自信心的提升。已於 11/24（四）18：30－20：30 在外雙溪校區望星廣場辦

理，本活動共 183 人次參與。 

二十四、 學生宿舍部份 

（一） 低收入戶學生免住宿費：配合教育部共同助學措施--「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政策，

經查本學期共計有 27 名學生提出申請並符合申請資格，補助金額共計 229,500 元。 

（二） 2016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場邊加油活動：配合體育室活動，學生住宿中心與各棟宿

舍同儕幹部團隊將於 12/3「星光加油舞台」帶來熱情奔放的動感表演；並招募住宿生

組成「貓頭鷹夜跑隊」每 10 人 1 組，已有 7 組報名參與夜間 5 小時陪跑賽，用宿舍

學生的熱情與活力為超馬選手加油打氣、陪伴選手們創造佳績！ 

（三） 宿舍掃灰活動：為提升住宿生對於居住環境清潔維護之意識，以維持健康、乾淨之住

宿品質，學生住宿中心與宿舍幹部於 11/21 至 11/25 舉辦「宿舍掃灰－內務清潔抽檢」

活動，後續各棟宿舍將擇優取 10 間分數較高寢室，全寢人員記予嘉獎乙支，以茲鼓

勵。 

二十五、 校外宿舍近況： 

（一） 新店國際學舍活動舉辦 

1. 期中 AllPass 祝福活動：為讓住宿生於期中考時能穩定心情、增添面對考試的信心，學生

住宿中心於 11/3 由輔導員至文昌帝君廟為住宿生祈求考試順利，並準備象徵貴人相助、

考試結果圓滿之桂圓蛋糕，表達對住宿生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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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鶯歌微旅行活動：為讓住宿生對台灣特色文化有更多認識與體驗，學生住宿中心於 11/20

安排陶瓷博物館、陶瓷老街等景點導覽，並帶領住宿生進行手拉坏體驗，住宿生回饋良

好，表示對於鶯歌陶瓷文化及歷史背景有了更深入瞭解。 

（二） 王董事長參訪國際學舍：學舍於今年暑假期間全面更新書桌、衣櫃、床組等傢俱，本

校王紹堉董事長為瞭解學舍硬體設備改建及關心學生住宿狀況，於 11/10 特蒞臨學舍，

當日由學舍徐崇高總幹事及學生住宿中心廖翊君組員全程陪同，過程中董事長親切地

勉勵東福法律專班住宿生求學順利。 

（三） 合江學舍鍋爐更新案：已於 11/19 完成工程，目前熱水狀況穩定。 

（四） 合楓學舍水費誤算案：合楓學舍水費均由國立臺北大學（以下簡稱北大）計算通知後

繳納之；11/7 北大進修暨推廣部郭純敏組員來電告知，合楓學舍自 101 年 8 月至 105

年 7 月水費計算有誤，依合約內容應依女四舍住宿人數計算每人應收水費，再乘以東

吳住宿人數計算當月應繳水費金額，而過往北大皆以女二舍、女四舍住宿人數計算每

人應收水費，再乘以東吳住宿人數，北大計算方式錯誤導致本校短繳費用。依北大主

計室要求，須於 105 學年度補繳此 4 年短繳之水費，目前尚待北大來函通知應補繳金

額。 

（五） 合楓學舍續約案：11/10 學生住宿中心主任已回覆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郭純敏

組員合約內容無異議，待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進行後續合約上簽事宜。 

二十六、 宿舍輔導個案 

（一） 合江學舍劉生書籍賠償案：財精系劉生因寄放暑期行李致使書籍遺失一案，相關書籍

賠償已於 11 月第 2 週由合江學舍輔導員將所有書籍轉交予劉生，過程感謝圖書館及

東福法律專班學生協助採購。 

（二） 榕華樓黃生自傷一案：貿學研修黃生 11/8 晚間約 21:30 情緒低落於寢室不斷哭泣，並

拿水果刀劃傷手臂，後續由宿舍輔導員及黃生父親在台友人陪同就醫包紮，並由國際

處協助聯繫黃生父母說明狀況；11/9 黃生父母抵台，考量後決定讓黃生休學回中國休

養；11/10 由國際處協助辦理離校、離宿手續。 

（三） 柚芳樓林生：11/23晚間接獲健諮中心轉知中文系林生身心狀態不佳須特別留意狀況。

當晚 11 點半左右林生自行離開宿舍，並傳訊息向幹部透露自殺意念。經調閱校安中

心監視器畫面，同時並由校內輔導員及幹部們協助找尋，終於 11/24 凌晨 1 點左右找

到林生。11/24 下午經由健諮中心諮商師與其晤談後，晚間由宿舍輔導員陪同返回花

蓮休養。 

二十七、 校外租賃輔導部分 

（一） 租賃生成長系列活動：為加強學校與校外租賃生間的互動與了解，健全班級租賃義工

組織，同時增強租賃生生活自主與安全知識，學生住宿中心規畫舉辦系列活動，活動

內容包含租賃義工經驗交流座談會、修繕 DIY 教學、防身術教學、租屋安全講座等，

將於 12/6~12/15 間舉辦系列活動。 

（二） 租賃生社區服務方案：為鼓勵租賃生參與社區鄰里活動，藉由投入社區活動與公益服

務，培養服務他人、回饋鄉里之精神，並推廣租屋安全及相關法律常識，進而達成與

社區共榮之目的，學生住宿中心已於 11/26 在士林官邸舉辦「租屋常識用心答，安全

守護你的家」活動，服務人數約 302 人，整體滿意度 4.71 分（5 分量表），顯示民眾

對本活動的熱愛與支持！ 

（三） 租屋糾紛調處：11/14 下午 15:30 財精系江生、國貿系林生表示與同學共 4 人（皆為

馬來西亞僑生）同租一住處，因房東為二房東但無法出示大房東同意轉租之證明，故

雙方協議解約，房東同意退還 2 個月的押金，因須扣抵電費故房東保留了 1 個月的押

金 26,500 元，而後皆無法聯繫上房東。11/18 中午 13:25 財精系江生、企管系蘇生表

達想要至警局報案，故偕同至軍訓室，向校安中心回報情形，由胡瑞麟教官協助與警

局聯繫了解相關處理程序，同時電洽二房東，對方先是接聽後掛斷，而後再次聯繫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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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後，因雙方對退費認知有歧異，房東表示只願退還一半費用，4 名學生討論後表示

願意接受。11/19 胡教官轉知學生住宿中心表示房東已匯款押金給學生。本案處理情

形已回報國際處僑生業務承辦人李景根組員。 

二十八、 租屋補助金計畫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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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將朝租賃生社團永續經營方向調整，相關內容刻正進行規劃中。 

二十九、 大型建物探勘新埔案：本案位於板橋區新埔捷運站附近的正隆廣場辦公大樓，每坪

月租金為 900 元，單層面積近 400 坪，樓層分散於 12、15、18、19 樓，三面採光

玻璃帷幕，作為學生宿舍規劃，除了須考量大坪數有中央暗房無法作為學生寢室外，

亦須重新配置宿舍的浴廁區管線，且承租不連續樓層作為宿舍在管理上也添增難

度。 

三十、 校園安全維護： 

11 月 4 日 11 時物理三林欣平於松勁樓前坡道不慎摔倒，經送新光醫院急診診斷為

右小腿兩根腿骨骨折，經聯繫家長後轉送台大醫院開刀治療。林生母親感謝學校協

助並表示林生因骨折行動不便，希望能暫住學校宿舍並由家人陪同照顧，經住宿中

心安排，林母於 11 月 15 日到校了解事故現場及宿舍狀況，表示該事故係因林生個

人不慎，對學校造成困擾再次感謝學校關心。目前林生預定於 12 月初由姐姐陪同

入住宿舍預備寢室。 

三十一、 學生生活輔導： 

雙溪校區：計有 31 件次(車禍協處 1 件、疾病送醫 5 件、校安維護 5 件及其他事件

20 件)。 

城中校區：計有 25 件次(校安維護 2 件、其他事件 23 件)。 

三十二、 學生兵役業務、軍訓課役期折抵：截至 105 年 11 月 27 日，協助同學辦理兵役緩、

儘召業務計 1118 人次、協助同學辦理出國進修作業計 5 人次，軍訓課程折抵役期

175 人次。 

三十三、 近期工作重點： 

（一） 協助 12 月 3、4 日體育室超馬相關交管事宜。 

（二） 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長餐敘﹝分於 12 月 2、6 日在雙溪、城中校區

舉行﹞。 

（三） 賡續校園安全維護、學生生活輔導及承商督導等業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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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十二月 

一、 辦理各類採購案 

(一) 11 月份計辦理財物 95 件、勞務 30 件議比價及驗收作業，合計 125 件，其中逾 50

萬元之採購案如後（統計日期 105.10.29-105.11.25)： 

1. 技術服務組「2017 年 EOL_AsiaOne 及 Music Online Reference 資料庫」開標。 

2. 技術服務組「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暨平台服務」及「CETD 中文碩博士論

文資料庫暨平台服務」(共同供應契約)。 

3. 技術服務組「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及「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共同供

應契約)。 

4. 技術服務組「LexisNexis Academic 資料庫」(共同供應契約)。 

5. 技術服務組 Naxos Music Library 資料庫(共同供應契約)。 

6. 技術服務組「月旦法學知識庫」(共同供應契約)。 

7. 技術服務組「MLA Int’l Bibliography 資料庫及 EconLit with Full Text 資料庫」(共

同供應契約)。 

8. 技術服務組「JSTOR-Arts & Sciences I-VII Collection 及 JSTOR-Life Sciences 

Collection」8 種資料庫(共同供應契約)。 

9. 技術服務組「ABI/Inform Complete 資料庫」(共同供應契約)。 

10. 技術服務組「LRC 暨 SocINDEX with Full Text 資料庫」議價。 

11. 營繕組「兩校區電話交換機與週邊設備全責式 8 年維護」開標。 

12. 網路暨維修組「全校性防火牆暨內網防禦系統及北一區防火牆維護」議價。 

(二) 逾 50 萬元之公開驗收案 

1. 營繕組「105 學年度雙溪校區廁所緊急求救鈕及監視系統改善案」。 

2. 微生物學系「原子吸收光譜儀 1 臺」。 

3. 微生物學系「氣相層析儀及自動進樣器 1 套」。 

4. 網路暨維修組「垃圾郵件防禦系統硬體更換」。 

5. 副校長室「校務資料伺服主機擴增 2 台」。 

6. 圖書館「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搜尋引擎升級暨系統整合」。 

(三) 105 年 11 月份完成各類議減價案件累計節約金額合計 134 萬 3,034 元。 

(四) 105 學年(8 月 1 日至 11 月 25 日)完成購案發包累計議減金額 730 萬 4,092 元。 

二、 校園環境維護及其他事務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10 月份資源回收量及廚餘量。 

(二) 完成 10 月份垃圾、廚餘及大型雜物清運。 

(三) 完成 10 月份 71,400 公斤垃圾（含樹枝、木板、寢具等雜物）、9,691 公斤資源回收

及 5,681 公斤廚餘清運。 

(四) 10 月份本校校車及公務車用油量：汽油 456.13 公升，柴油 2,158.36 公升。 

(五) 10 月份兩校區汽機車收入為 60 萬 8,435 元。 

(六) 配合綜合大樓友善廁所完工，完成標示張貼、垃圾桶購置及消毒液安裝作業。 

(七) 配合 12 月 3-4 日超級馬拉松，加強兩校區環境綠美化及清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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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延續往年聖誕布置，由兩校區花工及工友團隊，雙溪校區利用本校後山竹子搭出

主 5 米高題骨架，加以松針及燈飾裝飾而成；城中校區主燈則考量美觀及資源再

利用（如自製塑膠杯燈飾及飾品），延用過往資源減少支出。 

(九) 完成雙溪校區「智慧物流服務站」設置，12 月中旬始由新竹物流及全速配透過「智

慧物流服務站」發貨，提供教職員生不受時間限制之取貨服務。 

(十) 配合崇基樓第一閱覽室整修完成，完成原置於第五大樓第二閱覽室之 182 個學生

置物櫃移櫃作業。 

三、 健康衛生及校園安全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10 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量。 

(二) 完成 10 月份密封射源狀態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作業。 

(三) 完成 10 月份向勞動部職安署職業災害系統通報實驗室無災害發生作業。 

(四) 完成向教育部網路通報各實驗室危險性機械設備清查統計作業。 

(五) 完成五氯酚等 3 項管制性化學品向職安署申請運作許可資料補正作業。 

(六) 完成 3 場職業安全衛生與生物安全相關表格填報說明會，並函發理學院請各實驗

室依說明會中提報之相關規定填報實驗室基本資料表、生物實驗感染材料及設備

清單調查表。 

(七) 辦理實驗室資料建檔作業，函發理學院及物理、化學、微生物三學系，請其配合

提供實驗室基本資料更新以作為安衛相關設施改善及緊急應變依據。 

(八) 105 年 11 月 7 日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東吳大學職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管理要點」、「東吳大學實驗場所使用、貯存化學物質管理準

則」、修訂「東吳大學 106 年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自動檢查計畫」及「東吳大學危

害通識計畫書附件五-M002 有害事業廢棄物曁廢液儲存室管理辦法」等 4 項提案。 

(九) 105 年 11 月 10 日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次生物安全會，通過「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

或生物毒素」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等級鑑別、「實驗室持有、保存或處分感染性生物

材料或生物毒素」數量清單、「東吳大學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及「對於使用

第二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之實驗室工作人員其血清檢體及保存期限」等 4 項提案。 

(十) 配合教育部委請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到校訪查有關「105 年 10 月 18 日微生

物學系同學於實驗室遭受化學品灼傷意外事件」提出之改善建議，完成微生物學

系 2 處化學品藥品櫃(或貯存處)加設擋樁限制拖盤移動，防止傾倒，及要求實驗室

落實從事實驗時穿著適當之個人防護具兩項改善，並規劃於寒假辦理緊急應變教

育訓練，加強人員之安全衛生意識。 

四、 各類人力支援服務及停車管理部分 

(一) 人力支援服務 

1. 支援 2016 東吳超馬場地布置及復原，計派 90 人次工友協助搬移運動場攔網，

協助搭設帳篷、搬運及擺設 90 張桌子及約 610 張椅子、講台、三角錐等，活動

結束後搬運桌椅回復場地、清理垃圾等。 

2. 兩校區支援各單位申請搬運物品、器材、場地佈置等共 195 人次；公務車派遣

支援共 38 車次。 

3. 配合 2016 東吳超馬及六大樓周邊花木修剪之環境維護人力共 33 人次。 

(二) 停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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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 2016 東吳超馬，進行雙溪校區停車規劃與管制措施。 

2. 支援安排楊故校長其銑追思會、東吳與稻江護家簽約、人社院韓國文化週、應

用心理學與實務研討會、優九聯盟人事座談會、教育部多國語文與文化能力培

育計畫、科技部主計處查核、嚴家淦法學講座馬教授蒞校演講、東吳超馬生命

講座、兩岸社會理論與文化研討會、法學院、商學院各系活動，外賓來校停車

約 222 輛次。 

五、 重要設備維管 

(一) 電梯故障排除：11月份電梯故障，計雙溪校區 2件（東芝電梯系統2件─崇友公司），

城中校區 2 件（東芝電梯系統 2 件─崇友公司），承商依契約規定時限完成維修。 

(二) 飲（開）水設備維護：全校飲（開）水設備 154 台，11 月份已於 20 日前完成保養；

故障緊急叫修 9 次（雙溪校區 6 次、城中校區 3 次、合江學舍 1 次），承商皆按契

約規定時間派員完成維修。本次飲水機水質檢驗共檢驗 28 台（雙溪校區 20 台、

城中校區 7 台、校外學舍 1 台），檢驗結果均合格，已將水質檢驗報告張貼於各該

檢查飲水機上。 

(三) 熱水鍋爐維護 

1. 完成雙溪校區榕華樓、松勁樓及合江學舍鍋爐 11 月份例行維護保養。承商依契

約規定完成保養。 

2. 合江學舍鍋爐更新已於 11 月 19 日完成汰換，目前使用狀況良好。 

3. 綜合大樓 3 樓體育館女生浴室電熱水器漏水已於 11 月 22 日汰換更新。 

4. 松勁樓鍋爐腐蝕漏水更新案已移由採保組發包完成，唯為避免影響學生日常使

用，已與住宿中心協調於寒假學生離宿時再安裝試測。 

六、 雙溪校區邊坡安全監測 

105 年度第 7 次校園水土安全巡勘監測作業，長碩公司已於 11 月 23 日實施邊坡監測作

業及巡勘事宜，目前整體邊坡擋土牆尚屬穩定，另 5 處邊坡擋土牆老舊，後續將依建議

編列預算改善（「教研二樓北側擋土牆」、「安素堂周邊擋土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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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設施維護工程：11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雙溪 447 件，其中完成自力修繕案 248 件、委商

修繕案 82 件，其餘 140 件尚在進行中。重點項目摘要如後： 

(一) 雙溪校區 

1. 文化樓旁坡道止滑工程。 

2. 第二教研大樓 6 樓空中花園欄杆補強工程。 

3. 校門口東吳柱基座損壞維修工程。 

4. 松勁樓後側樓梯間頂樓天花版滲水及壁癌修繕。 

5. 第一教研大樓普仁堂管道間滲水修繕。 

6. 第二教研大樓 D0823 社會系辦公室牆面滲水及壁癌修繕。 

7. 第 70-75 號職員宿舍牆面壁癌處理。 

(二) 城中校區 

1. 崇基樓地下室西側頂板漏水檢修。 

2. 第三、四大樓間水溝蓋加不銹鋼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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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216 教室牆壁油漆。 

4. 崇基樓圖書館閱覽室裝修工程缺失改善。 

八、 105 年重大工程、財物採購執行 

(一) 雙溪校區 

1. 超庸館電力系統第二階段改善工程：已於 105 年 10 月 11 日完成招標，由騰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1,218 萬元承攬，於 105 年 12 月 12 日開工，目前由承商繪

製電箱及線架施作位置圖，後續邀集理學院、委託設計單位現勘，全案預定 106

年 8 月 31 日完工。 

2. 電信總機設備 8 年全責式維護案：已於 105 年 11 月 18 日完成招標，由三煜通

信以 652 萬 8,000 元承攬。 

(二) 城中校區 

1. 圖書館城中分館六、七樓增設樓梯：已於 105 年 10 月 15 日完工，11 月 11 日驗

收合格。 

2. 第一閱覽室整修：已於 105 年 10 月 19 日完工，於 105 年 11 月 23 日驗收合格，

辦理後續結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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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元得標，廠商備料中，預定 106 年 1 月 20 日完成。 

九、 列管校舍補申請使用執照概況 

(一) 依教育部政策，雙溪校區尚有 5 棟校舍未完成補領使照，辦理情形如後： 

1. 47、47-1，48、49，50、51 等 3 棟鐵皮屋頂校舍：均屬樓地板面積在 200 平

方公尺以下建物，且座落土地非本校管有，經評估無法申辦使用執照。案經

陳報教育部同意，依建築法 96 條第 1 項但書解除列管。 

2. 光道廳：已完成結構安全鑑定，現由營繕組委請建築師申辦使用執照中。 

3. 教師研究二樓 

(1) 已完成結構安全鑑定，因部份座落於臺北市政府管有土地，前於民國 91 年

與市政府和解後同意本校依現況繼續使用，並訂立和解筆錄。 

(2) 105 年 9 月 30 日本校函請市府核發土地使用同意書，惟市府財政局 105 年

10 月 14 日審復，需先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報送市議會審議並經行政院核

准，所需期程及決議難以預估及掌握，建議本校另行研議其他可行方案。 

(3) 鑑於申請核發教師研究二樓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在報送市議會審議及行政

院核准程序中，極有可能衍生市府依現行法規解除和解契約，回復至雙方

就權利義務主張各自表述與保留之原來既存權義狀態，影響本校土地使用

權益，故不可行。 

(4) 依市政府財政局回函，後續研議若無其他可行方案，本校再以無法取得土

地使用同意書為由，向教育部申請解除列管。 

十、 105 年 11 月份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一) 財產管理：11 月 1 日至 11 月 25 日兩校區新增財產共 51 筆（金額 554 萬 1,952 元），

財產報廢共 179 筆（金額 211 萬 3,139 元），財產移轉共 233 筆。 

(二) 消耗品倉儲管理：11 月 1 日至 11 月 25 日兩校區文具紙張發放 100 筆，清潔用品

發放 10 筆，電腦耗材發放 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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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場地管理：11 月 1 日至 11 月 27 日兩校區會議場館共申請 265 場次，雙溪校區 137

次，城中 127 次；一般教室由採購保管組登錄共 370 次，其中雙溪校區 236 次，

城中校區 134 次。 

(四) 學位服借用 

1. 團體借用：11 月 21 日起提供 105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團體借用學位服服務，經統

計至 11 月 25 日共計借出學士服 1,365 套，其中雙溪校區 465 套，城中校區 900

套。 

2. 個人借用：11 月 1 日至 11 月 25 日兩校區共計借出 19 套，其中雙溪校區 13 套，

城中校區 6 套。 

(五) 招待所住宿：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東荊、東桂兩學廬安排 24 次住宿申請，東荊
學廬住房率為 69%，東桂學廬住房率為 32%。原有眷招待所安排 4 次住宿申請，
住房率為 34%。配合 2016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安排 15 間招待所計 26 個床位予
參賽選手住宿。 

十一、 出納服務業務統計(105 年 11 月 5 日至 105 年 11 月 23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105年 11月 5日至 105年 11月 23日止現金及銀行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2億 9,089

萬 1,867 元，支出 3 億 2,910 萬 2,602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行政程序。 

(二) 依據 105 年 11 月 23 日止結存日報表分析，本校資金配置明細如下：銀行活期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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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有關 105 學年第 1 學期學雜費繳費單，其內容與公告訊息說明將作微調，已專案

簽核會簽有關單位檢視，俟專案簽核後再聯絡廠商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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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十二月 

【研究事務組】  

一、 研究計畫類 

(一) 科技部105年度第2期「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後研究人員」案，本校提出1件申

請案。 

(二) 科技部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特約研究計畫」、「探索研究計畫」、「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自即

日起接受申請，計畫主持人須於106年1月2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三) 科技部106年度「補助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案，提前辦理校內申請作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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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科技部106年度「科普活動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5年12月1日前完成

線上申請作業。 

(五) 科技部2017-2019年「台以雙邊協議合作專題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

於105年12月18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六) 科技部「與美國NSF共同辦理NSF/GEO/EAR-Taiwan Collaborative Research：Climate, 

Erosion and Tectonics (FACET)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6年1月9日前完

成線上申請作業。 

(七) 科技部2017-2018年「臺灣與蘇格蘭地區雙邊科技合作人員交流計畫」案，敬請有意申

請之教師於106年1月16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八) 科技部「歐盟奈米醫學跨國多邊型研究計畫構想書」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6

年 1 月 16 日(17:00 CET)前上傳 Pre-Proposal 構想申請書至 EuroNanoMed III 線上計畫

申請系統。 

(九) 科技部「與愛沙尼亞雙邊研究人員交流互訪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6

年1月23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 科技部106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6年2月7日

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一) 科技部「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第三期)」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6年2月7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二) 科技部「科學教育培龍計畫─帶好每個國民中小學生的數學與科學教學研究計畫(第二

期)」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6年2月13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三) 科技部「科教新南向跨國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6年2月13日前

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四) 科技部106年「東南亞區域國際共同研究暨培訓型合作活動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

申請之教師於106年2月13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五)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06度「補（捐）助研究生進行專題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

請之研究生於105年12月20日前逕送達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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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105年11月9日於外雙溪校區舉辦「105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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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圖書館、研發處報告執行計畫相關事項，並就本校執行研

究計畫之相關行政業務進行討論溝通，約計70餘人與會。 

(十八) 為事先防患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發生，檢送「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科

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及「東吳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違反學術倫理處理

辦法」各1份，請各學院、系加強宣導並轉致所屬教師及研究人員參考。 

二、產學合作計畫類 

(一) 科技部105年度「巨量資料產學共創合作計畫」案，本校獲核定1件(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葉向原助理教授）。 

(二) 「財團法人民主基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本校共計提出1件申請案。 

(三) 「交通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本校與東華大學跨校聯合提出1件申請案。 

(四) 「衛生福利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本校共計提出1件投標申請案。 

(五) 辦理本校教師/學術單位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優九聯盟之產學合作計畫簽約案共2

件。 

(六) 科技部106年度「先導型、開發型(第2期)及應用型（第1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

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年1月9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於線上簽署利益迴避暨保

密聲明，並請學系承辦人於確認送出後列印名冊1份，於1月10日前送交研究事務組辦

理後續事宜。 

(七) 交通部「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計畫」案，為持續辦理「東區區域運輸

發展研究中心」計畫，建請海量資料分析研究中心於105年11月16日前填具本校「辦理

研究庶務申請表」並檢附申請資料及電子檔，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八)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陌生者間（隨機殺人）之犯罪特性與防治對策研究」及「105年犯

罪狀況及其分析－2016犯罪趨勢關鍵報告」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年11月23

日前，填具本校「教師主持研究計畫投標/議價申請表」並檢附投標文件，擲交研究事

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九) 提醒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履約期限（有延遲罰則）共資策會、財團法人中衛發

展中心、原子能委員會、財政部及國發會計5件。 

三、研究成果管理及運用類 

(一) 為提升研發成果推廣效益，本校已報名參加「2017年臺灣生技月－生物科技大展」。 

(二) 經濟部技術處委託工研院及台經院執行「學術機構專利運用調查」，至104年底專利資

料，本校已完成線上填報。 

(三) 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歸屬暨分配處理要點」辦理結算7件專利申請相關費用，發明人

分擔部分總計2萬2,712元，並已分別通知繳付。 

四、校外獎補助類 

(一) 科技部「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案，本校獲核定 2 件(哲學系及巨資學院）。 

(二)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學術研習營」案，本校共提出 1 件申請案。 

(三)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獎助研究人員赴國際學術或研究機構從事短期研究」案，

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或博士後研究員於 106 年 2 月 22 日前，填具「辦理研究庶務申請

表」並檢附推薦書及附件、光碟片各 1 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四) 辦理科技部「105 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 12 月份獎勵金」及「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2 月份獎勵金」撥付事宜。 

五、校內獎補助類 

(一) 彙整 105 學年度「教師學術研究獎助」、「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胡筆江

先生紀念專款」、「東吳之友基金會捐贈基金學術獎助」申請案，並於 105 年 11 月 16

日召開第二次學術研究委員會，審議各項校內獎補助之申請案。 

(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11 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1 件補助案。 

六、綜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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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協助商學院 AACSB 實地訪評事宜，彙整提供商學院近 3 學年(102-104)獲「胡筆江補

助出席國際會議」、「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研究論著獎勵」、「教師減授授課時數」、「科技

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產學合作管理費獎勵金」等數據(人次及金額)，並參與 10 月

26 日預評及 11 月 15 日正式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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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4 日，修訂 105 學年度教育部就學獎補助經費規劃。 

2. 105 年 11 月，辦理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生住宿中心、華語教學中心、營繕組及法

律系等 5 單位共 7 案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子策略新增、異動及預算配置事宜。 

(二)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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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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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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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5 年 11 月，執行 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審規劃作業。 

二、 105、106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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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5 年 11 月 7 日，函請相關單位檢核私校獎補助量化基本資料表冊數據。 

(三) 105 年 11 月，追蹤 105 年 8-12 月（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私校獎補助計畫經費執行狀

況，依會計室截至 10 月底統計結果，經常門執行率為 91%，符合規劃進度；資本門則

落後約 32%（金額約$1,500 萬元），已發函籲請尚未完成核銷之計畫執行單位儘速辦理

經費核銷。 

(四) 105 年 11 月，辦理 105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校務發展年度經

費執行績效表規劃作業，須於 106 年 1 月 20 日前提報教育部。 

三、 教育部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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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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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申請教

務處提報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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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會學院提報之「航海家計畫」、學生事務處提報之「六好創新書院計畫」四個計

畫。 

四、 學雜費收費標準 

(一) （本項目不對外提報，存研發處備查） 

(二) 提報編製 106 學年度預算所需學雜費收費標準。 

 

【評鑑組】 

一、 校務資訊應用平台 

(一) 目前平台進度最遲 11 月 23 日取得規格書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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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__doPostBack('DataGrid1$ctl07$likDoc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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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辦系所評鑑後續獎勵 

(一) 已如期復函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本校「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查說明書」、「自我評鑑學

校受評單位調查表」以及「系所評鑑結果報告書」。 

(二) 依「東吳大學自辦外部評鑑實施計畫書」規劃，各受評單位需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前

提報第二次改善報告，並於 105 年 12 月中旬召開自辦系所評鑑管考委員會，辦理管考

後續追蹤事宜。 

三、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 

(一) 針對 105-106 年度關鍵績效指標，至各學院、系進行訪談及溝通。目前已完成人文社

會學院、外語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及商學院，預計 105 年 11 月 22 日至巨量管理學

院進行說明後，即完成全校學術單位之共同 KPI 說明。 

(二) 有關上述至各學術單位進行訪談的會議紀錄目前已完成五個學院，並針對各單位所提

問題完成彙整，將另再陳報後確定是否依需求調整 KPI。 

(三) 配合 106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線上提報，關鍵績效指標亦同步於系統上修正 KPI 提報欄

位，已規劃於 105 年 11 月 22-23 日校務發展計畫提報說明會上一併說明。 

四、 教育部校務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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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 105 年 10 期統一修改時間為 105 年 11 月 22-24 日，已再次與校內同仁聯絡，確

認需於統一修改期修改的表冊包括：基 6、學 1、學 2、學 7、學 8、學 14、校 2、校

15 等，目前已於規定時程送出修改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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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十二月 

一、辦理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活動等相關事宜： 

(一) 105年11月14日公告106學年度第2次校級赴國外協議學校交換學生甄選，共計47校

137個員額開放申請。 

(二) 105年11月28日公告105學年度第2學期校級赴大陸協議學校交換學生推薦名單，共計

21校37人。 

(三) 105年11月14、16、18日於雙溪校區辦理陸生大一期中座談會，共有45人參加。 

(四) 105年11月21、22日辦理陸生畢業生座談會，共有11人參加。 

(五) 105年11月23日辦理自費研修生期中座談，計有34人填報意見，19位同學出席。 

(六) 105年11月23日辦理國際與兩岸事務志工期中教育訓練「微電影拍攝與剪輯」，計約

30人出席參加。 

(七) 105年11月26日辦理境外生與校長「水岸鐵馬樂秋遊」活動，計有96名境外生參加。 

(八) 辦理僑外生生活講座105年11月4日「走出台灣、走出世界-交換學生的選擇」、105年

11月28日「在台升學的下一步-碩士班的選擇」。 

(九)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國際文化名師系列講座，辦理場次如下： 

1. 105年11月22日(二)1300-1500「探索異國文化，從這裡開始！」，雙溪國際會議廳

/講師：石松函/日語口筆譯、日本旅遊領隊、AG行銷公司副社長，計有45人參加。 

2. 105年11月30日(三) 1300-1500「國際觀培養，從現在開始！」，城中5117會議室/

講師：洋風博士/東吳大學社會系兼任助理教授，計有41人參加。 

3. 105年12月14日(三) 1300-1500「留學經驗加分職場競爭力！」，城中5117會議室/

講師：鍾子偉/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執行長。 

4. 105年12月21日(三) 1300-1500「培養國際移動力：小布希的逐夢旅程！」，雙溪

國際會議廳/講師：蕭育正/國際導遊。 

 

二、辦理與海外大學簽訂校級協議、陳報教育部事宜： 

簽署中協議單位，共 10 所： 

(一)  荷蘭海牙應用科學大學(校級學生交換協議附約) 

(二)  華東政法大學(學生交流) 

(三)  浙江財經大學(校級) 

(四)  澳洲昆士蘭大學(校級) 

(五)  美國東密西根大學(校級) 

(六)  香港教育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換) 

(七)  上海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換) 

(八)  山東財經大學(校級、學生交換及學生交流) 

(九)  法國里爾政治學院(校級及學生交換) 

(十)  比利時阿德維德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換) 

三、接待外賓蒞校參訪： 

(一) 105 年 11 月 4 日協助接待外交部 6 名斯洛伐克議員來訪，由本校中東歐中心張家銘

主任、鄭得興老師及施富盛老師出席座談會並安排校園導覽。 

(二) 105 年 11 月 7 日接待香港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20 名師生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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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5 年 11 月 8 日接待吉林大學王利鋒副校長、港澳台辦孟括副主任來訪。 

(四) 105 年 11 月 9 日接待寧夏赴臺灣高校學科建設和科技創新管理培訓班一行 25 人來

訪。 

(五) 105 年 11 月 10 日接待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一行 6 人來訪。 

(六) 105 年 11 月 17 日接待英國文化協會教育組徐薇芝組長來訪。 

(七) 105 年 11 月 28 日接待波蘭華沙 College of Europe 的亞洲發展處處長來訪。 

(八) 105 年 11 月 30 日接待 UB Fellows-菲律賓聖拉薩大學 Dr. Sheilla Trajera 及泰國易三

倉大學 Dr. Nichanan Sakolvieng 來訪，安排與政治系謝政諭老師、陳立剛主任會面，

並安排校園導覽。 

(九) 規劃接待 105 年 12 月 5 日寧夏大學 2 名師長及 12 名學生交流團來訪、12 月 5 日福

州大學海洋學院李明常務副院長等 4 名師長來訪、12 月 8 日澳洲西雪梨大學藍易振

副校長等 6 名師長、12 月 15 日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丁曉良常務副院長等 3 名師

長、12 月 20 日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 3 名老師 33 名學生來訪事。 

 

四、國際組織活動、參加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 105 年 11 月 10 日至 13 日由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出席參加澳門台灣高等教育

展。 

(二) 105 年 11 月 11 日至 11月 12 日由國際事務中心黃心怡主任出席於台南成功大學舉辦

之「台灣與東南亞暨南亞大學校長論壇雙年會(SATU 會議)」 

(三) 105 年 11 月 13 日至 16 日由詹乾隆教務長、國際事務中心林心惟組員出席於泰國舉

辦之「國際大學協會(IAU)第 15 屆大會」。 

(四) 105 年 11 月 18 至 20 日由潘維大校長、姚思遠學術交流長出席大陸暨南大學 110 周

年校慶活動暨校長論壇。 

(五) 105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 日由趙維良副校長、姚思遠學術交流長出席於德國柏林

舉辦之「2016 臺德高等教育論壇」。 

(六) 105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由兩岸事務中心王玉梅主任、魏嘉慧專員出席於廈門

大學舉辦之「第十一屆海峽兩岸名校兩岸事務部門負責人研討會」。 

(七) 105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4 日由兩岸事務中心王玉梅主任、海量資料分析研究中心

賈凱傑主任、魏嘉慧專員出席於杭州舉辦之「2016 海峽兩岸大學協同創新的機遇與

挑戰(引智分會)」。 

(八) 規劃出席 105 年 12 月 2 日師大林口「僑先部學生升大學教育展」事宜。 

 

 

 

 

五、各項獎助學金及計畫、營隊活動申請： 

(一) 105年 10月 24日公告辦理 105年度第二期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外研習補助申請，

截止日至 11 月 18 日止，計有 46 人申請。 

(二) 105 年 11 月 1 日公告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外國學生獎學金申請，申請截止日至

11 月 20 日止。 

(三) 105 年 11 月 4 日公告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外國學生助學金」，申請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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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日至 11 月 20 日止。 

(四) 105 年 11 月 4 日公告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優秀僑生獎學金」申請，申請

截止時間為 11 月 20 日。 

(五) 105 年 11 月 7 日公告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與兩岸事務志工開放申請，並於 11

月 25 甄選，計有 38 人報名，錄取 25 人。 

(六) 105 年 11 月 8 日公告辦理科技部補助之「歐洲創新經濟與公民社會研習補助計畫」

申請，申請截止日期為 11 月 30 日止。 

(七) 105 年 11 月 8 日公告吉林大學「第十五屆臺灣學生北國風情冬令營」錄取名單，錄

取哲學系三年級陳怡晴等 6 名學生。 

(八) 105 年 11 月 10 日公告哈爾濱工業大學「第十二屆小衛星學者計畫」錄取名單，錄取

中國文學系四年級李雅婷等 4 名學生。 

(九) 105 年 11 月 14 日公告 105 學年度清寒僑生助學金獲補助名單，計有 106 人申請、68

名學生獲得補助。 

(十) 105 年 11 月 24 日公告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優秀博碩士班僑生獎學金獲獎名單，計有

2 名學生獲獎。 

(十一) 105 年 11 月 28 日公告僑委會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名單，計 5 名學生獲獎。 

 

七、其他會議及業務： 

(一) 預計於 105 年 12 月 6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3 次會議。 

 

 

 

 
  



26 

社會資源處 
十二月 

一、捐款業務：105.11.01-105.11.30 捐款金額共計新台幣 661 萬 4,402 元，捐款人數 355 人，

最高捐款用途為楊其銑故校長教育助學金，11 月份 10 萬元以上捐款資料如下（依捐款

金額排列）： 

中文姓名 捐款金額 捐款用途 

游象卿  1,000,000  楊其銑故校長教育助學金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 
 680,000  法學院-財稅法研究中心專用款 

劉吉人 
350,000 

體育室發展專款-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專

用 

100,000 學生事務處-東吳大學親善服務團專用 

蘇媛璧 318,500 資管系蘇秉銓先生資訊教育獎學金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265,036  三菱商事株式會社國際獎學金 

財團法人東吳大學章孝慈

先生學術基金會 
200,000  法學院-國際法研討會專用款 

林偉賢 200,000  楊其銑故校長教育助學金 

黎烈芬 200,000 楊其銑故校長教育助學金 

陳鴻智 150,000 體育室發展專款 

王紹堉 100,000  楊其銑故校長教育助學金 

財團法人台北外匯市場基

金會 
100,000 國貿系專用款 

張怡塘 100,000 
微生物系-張怡塘老師實驗室暨聯誼專用

款 

陳文智 100,000 體育室發展專款 

陳劉貴美 100,000 體育室發展專款 

溫子苓 100,000 楊其銑故校長教育助學金 

賈凱傑 100,000 海量資料分析研究中心專用款 

鄭佳玲 100,000 國貿系專用款 

二、捐款回饋致謝： 

（一）11 月寄發謝函共計 165 張，捐款收據共計 178 張。 

（二）11 月寄發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35 張。 

三、校友代辦文件業務：為服務校友，代為申請成績單及學位證明等資料，105.11.01-11.30

共計服務 29 人。 

四、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 

（一）105.11.01-11.30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幣 26 萬 5,696 元（含預開未收款 5 萬 9,110 元）。 

（二）新款紀念品：領帶、微型積木、鳳梨酥等洽談開發中，預計於 12 月陸續上市。 

五、校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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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5.11.05（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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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經以郵件、電話熱情

邀約，共 84 名校友報名。當日校長蒞臨致詞並與校友合影留念，除聯誼賽外，當晚辦

理晚宴及摸彩，活動熱鬧圓滿結束。 

（二）105.11.25-11.28 王淑芳社會資源長暨業務相關同仁代表學校，前往香港參加 10.5.11.26

世界留台校友會聯誼總會晚會，同時安排拜訪澳門、香港、上海等地區校友們，以及

拜會當地台灣企業，瞭解海外實習推廣與安排之可能性。 

六、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 

（一）畢 1、畢 3 電訪調查工作已於 105.10.31 結束。 

（二）目前進行撰寫成果報告書，預計於 105.12.09 完成畢 1 成果報告書，12 月底完成畢 3

成果報告書。 

七、UCAN 大三普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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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系均安排辦理，共計辦理 36 場班級團測，期程 105.09.21-12.22，並配合教學資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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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將安排上述各學系的大四學生進行，以

取得學生大三至大四之連續測驗資料。 

八、學系專業職涯講座計畫： 

生涯發展中心與社工系、德文系、化學系、法律系及企管系的職涯發展課程合作辦理。

已完成舉辦 4 場演講，預計將再辦理 2 場演講與 1 場職涯測驗。 

九、證照獎勵申請暨考照課程： 

進行 105 學年度證照獎勵經費核銷事宜，國際專案管理師(IPMA)考照課程已於 105.11.14

開始上課，課程預計於 106.01 結束。 

十、企業實習補助： 

彙整 105 學年度同學實習心得與實習週誌，規劃新學年度實習預計調整方向計劃、修改

實習合約書等文件、調整海外就業與實習計劃等，著手籌備明年度實習媒合會及說明會、

國內外實習工作及打工權益宣導等。 

十一、就業博覽會： 

2017 就業博覽會預計於 106.03.22 舉行，12 月將陸續寄發 2017 就業博覽會邀請函予校

友與歷年合作企業、聯繫活動廠商進行場勘以及著手進行文宣品的設計。 

十二、最後一哩課程： 

以職場先修為課程主軸進行規劃與宣傳等相關事宜，課程包含履歷撰寫技巧、面試技

巧、模擬面試、勞工權益等，兩校區共計安排 13 堂課程，預計 450 人次參與。 

十三、青年創業講座： 

為增加同學職涯多面向思考，105.12.14 於城中校區、105.12.21 於雙溪校區分別舉辦「青

年創業講座」，邀請「在校即創業」經驗之校友與業界先進分享創業的心路歷程，講者：

進入美麗面膜產業的-林宗賢學長（財精系 105 級）、25 歲開始承接國際專案的 Plan b

顧問公司共同創辦人-游適任學長（法律系 101 級）、傳遞幸福的甜點店 Color C’ode 老

闆娘-凱莉小姐與改變數百萬人學習模式的 ZUVIO APP 開發者-趙式隆先生。 

十四、藝文小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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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5.12.14 舉辦「至善藝文中心看吳學讓水墨展」。吳學讓字退伯，生於中國四川， 

      出身杭州藝專，師事黃賓虹、陳之佛、李可染、潘天壽、鄭昶，曾與畫家劉國松 

      等人創辦中國現代水墨畫會，他擴大傳統水墨創作形式，以多元化的嘗試，為中 

      國水墨畫史開創出嶄新的階段。 

（二）105.12.17 舉辦「逗陣去桃園高鐵看席德進的繪畫世界」，席德進生於中國四川， 

      畢業於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師承林風眠，從濃厚油彩的人物肖像、到墨韻渲染的 

      古居與山水，席德進走訪台灣鄉野角落，透過學理轉化為生命的體驗，將自然的 

      體會及對現代藝術精神的掌握，融入中國傳統技法，呈現揉合東西方特質的繪畫 

      風格。 

（三）105.12.21 舉辦「中華文化總會看郭柏川油畫展」。「南美會」創辦人郭柏川在台灣 

美術史占有極重要地位，1901 年出生於台南，台北國語學校畢業後，前往日本東京美

術學校西洋畫科，從岡田三郎助學習油畫。留日、移居北平與台南定居均有一定風格

表現。1950、60 年代為郭柏川創作鼎盛時期，他把博大深厚的中國繪畫精神昇華在西

洋繪畫表現方法上，創造出在紙上以油彩渲染出青花釉色質感的新技法，這種輕快明

亮的風貌與神韻，成為他獨特的繪畫風格。 

十五、幸福手作： 

（一）105.11.23 於城中校區游藝廣場辦理「靜心寫心經」活動，參與人數 29 人。 

（二）105.11.30 於雙溪校區與錢穆故居合作辦理「靜心寫心經」活動，參與人數 20 人。 

十六、音樂活動：105.12.07 於雙溪校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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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認識影響中國至鉅的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目前報名人數計 4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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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十二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籌備辦理本院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合辦第四屆「東吳大學 華東政法大學 兩岸青年學術論

壇」，11 月 2 日召開第 1 次籌備會議，會中議訂會議於 2017 年 4 月 30 日-5 月 1 日在東

吳大學召開、確認論壇主題為【文化記憶•良政•善治】與四個子題，會後兩院開始進行徵

稿等事宜，本活動期盼藉由兩岸學生的學習與交流，拓展人文社會學院研究生的學術視野，

體認兩岸城市未來在華文社會政經、文教、社會等方面走向世界核心的潛能，以厚植本院

研究生多元深刻的國際觀與競爭優勢。 

二、為提昇教師交流互動及教學相長，學院特規劃辦理系列教師交流工作坊，第 1 場於 11 月

16 日舉辦，邀請本院政治系 陳立剛主任、社工系李淑容副教授及社會系施富盛助理教授

分享 2016年 8月 15日至 26日間參加澳洲昆士蘭大學舉辦之CLIL-HEd密集課程 (Content 

&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Higher Education)的學習心得與全英語授課經驗，以擴展本

院教師國際視野及交流。第二場將於 12 月 13 日（二）邀請哲學系蔡政宏教授進行教師研

究優良專題分享。 

三、11月 21~23日本院東亞研究中心舉辦韓國文化週活動: 21日韓國文化週開幕典禮由韓國駐

台代表部楊昌洙代表出席、下午安排韓國前駐美大使崔英鎮演講。此為我校首度與韓國代

表部交流合作活動，開啟我校與韓國開展文化交流契機。 

四、11 月 23 日中午辦理本院 105 學年度第 4 次主管會議暨院際交流座談，本院主管及相關教

師與巨量管理學院張善政榮譽院長、趙維良副校長、許晉雄副院長、胡筱薇及黃福銘助理

教授等師長交流座談跨院際各項合作交流。 

五、106 學年度本院補助教師研究計畫申請案至 11 月 5 日截止，總計 8 件研究計畫申請，後續

辦理校外審查作業。 

六、11 月 3 日審核補助社會系鄭得興老師出席第六屆世界溫州人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

文機票費。 

七、105 學年度人文社會學院獎助學金自即日起受理至 11 月 10 日截止，總計 57 位同學申請，

預計 12 月下旬由院長邀集相關主管召開審查會議。 

八、第 1 學期人文社會學院導師研習活動謹訂於 12 月 15 日（四）中午，假 G101 會議室舉辦，

本次健諮中心邀請園藝治療師黃盛瑩講師主講《走近花園-園藝治療的認識與身心照顧》，

11 月 22 日開始發送活動宣傳，歡迎院內教師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九、國內及國際交流 

(一)11 月 01 日黃院長接待韓國駐台代表部李祥烈副代表，洽談韓國文化週及相關合作交

流事宜。 

(二)11 月 23 日黃院長接待蘇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潘曉珍副院長，洽談兩校院間合作交流

事宜。 

十、11 月轉知各單位自即日起辦理 106 學年度校發計畫系統提報作業，學院預計 12 月 23 日

進行審查與彙整作業，12 月 27 日依規定時程提送研發處。 

十一、會議辦理 

(一)11 月 2 日辦理 2017 兩岸青年學術論壇籌備工作會議第 1 次院務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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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1 月 11 日召開學院中國研究室諮詢會議，會議由黃秀端院長主持，邀集中文系鹿憶

鹿老師、政治系劉書彬老師、以及社會系鄭得興老師與會，針對研究室未來定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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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方向進行討論並凝聚共識。 

(三)11 月 23 日辦理第 4 次主管會議。 

(四)籌備 12 月 7 日院教評會議相關行政事務及資料送審作業。 

十二、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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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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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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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1 月 8 日參加 2016 溪城講堂檢討會議暨 2017 溪城講堂籌備會議。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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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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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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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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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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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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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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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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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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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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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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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辦理 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經費使用狀況確認及保留。 

十三、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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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1/1~11/30:訪談院友俞天鈞、吳敬謙、紀佩君、陳依婷等人，了解學校制度改革與課

程改革方向，以利學生就業。 

(二)11/8 經費提供人權學程舉辦錢建榮法官演講，主題:司法改革問題的爭論。 

(三)11/11 教育部訪視，訪視人員為政大文學院林啟屏院長、廖啟旭博士。 

(四)11/12 經費提供創意人文學程舉辦生活提案力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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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15 經費提供政治系舉辦吳志中教授演講，主題:國家定位與現況。 

(六)11/15 經費提供人權學程舉辦李念祖教授演講，主題:司法改革問題的爭論。 

(七)11/17 經費提供政治系舉辦游金純副處長演講，主題:國家財政與效能。 

(八)11/28 經費提供社會系舉辦陳冠廷經理演講，主題:統計地圖 API 雲端服務與應用。 

(九)11/29 經費提供人權學程舉辦顧玉玲講師演講，主題:移工與新移民。 

以上演講能夠幫助本計劃提升人權精神、了解國家政策，以及增進統計運用功能。 

◎中文系： 

一、105 年 11 月 1 日（二）中文素養能力檢測彙整 105 學年度上學期各班施測成績排名和院

系排名作業，並於 105 年 11 月 14 日(一）公布 105 學年度上學期全校施測前 5 名。 

二、105 年 11 月 3 日(四)沈惠如老師邀請廣藝基金會「2016 華文原創音樂劇節」《蓬萊－南

北管神話音樂劇》編導李易修先生推廣表演藝術，將傳統南北管樂融入於當代語彙，結

合樂舞、偶戲、多媒體及詩歌文學，全新創作出浩瀚的史詩故事。 

三、105 年 11 月 3 日（四）山東曲阜師範秦海燕副教授及雷傳平副教授結束訪學離台。 

四、105 年 11 月 07 日(一)-11 月 28 日(一)，提醒各科教師繳交期中考後「學生學業關懷機制」

之學習情況欠佳者名單。 

五、105 年 11 月 11 日(五)本系與台大中文系、台北大學中文系、東華大學中文系、台北市立

大學中文系共同主辦之「有鳳初鳴－漢學多元化領域之探索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公

告投稿論文初審錄取名單。本次共錄取 36 篇來自台灣各大學研究生學術論文，將於 12

月 14 日(三)繳交論文全文稿，另作審查。 

六、105 年 11 月 15 日(二)-17 日(四)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作舉行中文系大一新生班級實施「大

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普測」，以瞭解同學們適應大學生活情況。 

七、105 年 11 月 15 日（二）、18 日（五）分別舉辦中三 C、中四 C 班級導生聚。 

八、105 年 11 月 15 日（二）邀請王浩老師演講，主題「媒體為何要你」。 

九、105 年 11 月 15 日(二)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作實施「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普測」（進修

部），以瞭解同學們適應大學生活情況。 

十、105 年 11 月 16 日（三）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議。 

十一、 105 年 11 月 21 日(一)-11 月 25 日(五)於綜合大樓籌辦中文系合唱團與音樂劇團合作

擺台宣傳活動。第三屆中文系合唱團今年爭取與音樂時代劇場合作，出演改編自蔣勳

《少年台灣》的音樂劇，本劇由「音樂時代劇場」藝術總監楊忠衡改編為劇本，從書

中挑選最有畫面、戲劇發展空間的十個段落，另加一個序場和終場，串組結合成一部

文學音樂劇。藉此讓音樂與文學之間的碰撞激起更多美麗的浪花，希望喚起大家對台

灣的島嶼記憶。 

十二、 105 年 11 月 21 日(一)舉辦「東吳大學中文系曾永義院士國學講座」，邀請端木愷講

座教授曾永義院士蒞臨進行專題演講「戲曲在當代因應之道」。 

十三、 105年 11月 22日(二) 12:30-13:30，由涂美雲老師進行中三B導生班級聯誼餐敘活動，

輔導同學課業及職涯規畫。 

十四、 105年 11月 23日(三)12:30-13:30，由蘇淑芬老師進行中一 B導生班級聯誼餐敘活動，

輔導同學課業及職涯規畫。 

十五、 105 年 11 月 23 日(三)13:30-15:30 舉辦本系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作業。 

十六、 105 年 11 月 24 日(四)08:00-10:00 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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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蘇州大學房偉教授演講「當下大陸文學的現況與問題」。 

十七、 105 年 11 月 24 日參加 2017 年暑期高中營隊第一次籌備會議。 

十八、 105 年 11 月 28 日(一)起至 12 月 2 日(五)於綜合大樓一樓籌辦第三屆文謅謅影展擺台

宣傳活動，推廣電影藝術，搭配本系課程，培養同學藝術賞析能力，強化藝術人文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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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105 年 11 月 30 日(三)本系與佛光大學中文系共同舉辦「雲起龍驤，薈萃文瀾－2016

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截止投稿，本系預計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於佛光大學雲起樓發表

六篇研究生論文。 

二十、 105 年 11 月 30 日（三）公布 2016 文字記者新聞稿競賽得獎名單。 

二十一、 105 年 11 月 30 日（三）《東吳中文學報》第 32 期出刊，本期共收錄 11 篇論文。 

二十二、 105 年 11 月 30 日（三）13:30-15:20 舉行第 194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由謝靜國老

師發表「華語 MV 中的情慾敘事」，廖勇超老師擔任講評人。 

◎歷史系： 

一、系務工作： 

(一)105 年 11 月 10 日召開系務會議、系教評會。 

(二)籌劃第十一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 

(三)籌備第十三屆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四)編輯第三十六期東吳歷史學報。 

(五)撰寫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成果報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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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導師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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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演講活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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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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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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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5 年 11 月 30 日，邀請伍碧雯教授（台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以「動物園中的

人種秀展覽--十九世紀德國社會種族思想的形塑」發表演講。 

五、系友活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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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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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校外參訪： 

(一) 105 年 11 月 9 日，前往公視進行校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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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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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系： 

一、學術活動（校外來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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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1 月 4 日（星期五）下

午 13：30 ~16: 30，在第二教研大樓八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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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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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術活動（教師出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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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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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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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學術交流活動，以利招生與日後合作交流機會。 

三、學術活動：研討會 

(一) 11 月 21 至 11 月 27 日中國大陸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周可真主任等

11 位學者來訪，至本系進行學術交流參訪，並於 11 月 24 日參與第五屆「兩岸蘇州

哲學論壇」；會議當天邀請黃秀端院長致詞。 

(二) 11 月 25 日至 26 日本系米建國教授向科技部申請經費舉辦「知識與行動」國際學

術工作坊(2016 Soochow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Knowledge and Action”)，邀請國

內外專家學者進行論文發表與學術交流，獲科技部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 

四、學術活動：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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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s Feger 教授進行演講，其講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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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Feger 教授專長為中國哲學、美學、道德哲學、存在主義、德國觀念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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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史學院 David Pickus 副教授進行演講，其講題為:「Nietzsche Comes to America: 

The Story of Walter Kaufmann and a Tradition that was 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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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訪問學者 Tony Wilson 教授進行演講，其講題為:「Culture, Value and Practice: A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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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ri Cath 講師進行演講，其講題為:「Knowing What It Is Like and 

Testimony」。 

五、學術成果：（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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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 月 22 日本學期端木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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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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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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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學報事務： 

11 月 23 日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公告 2016 年「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

核心期刊收錄」評比結果暨核心期刊名單，本系《東吳哲學學報》獲評比為哲學學門第

一級 THCI 核心期刊殊榮。 

七、例行行政業務： 

(一) 11 月 7 日～12 月 16 日進行學業關懷系統相關作業。。 

(二) 11 月 7 日～12 月 22 日協助辦理 105 學年學度第二學期學生獎懲線上作業，並於

12 月 22 日前繳附紙本。 

(三) 11 月 14 日～12 月 1 日完成本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之預選及檢核條件設定。 

(四) 11 月 14 日～1 月 6 日提醒專兼任教師上傳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授課計畫表。 

(五) 11 月 23 日～24 日協助健康暨諮商中心進行大一身心適應問卷施測。 

(六) 11 月 27 日舉辦本系 106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面試，面試開始時間為上午

9 時，於本系 D0826 研討室舉行。 

(七) 11 月 28 日～12 月 23 日協助辦理學生期末退修作業。 

(八) 11 月 30 日辦理哲學沙龍活動，邀請宏達電法務副總劉曉蘋律師，主講：法律與企

業倫理。 

八、重要業務： 

(一) 11 月 27 日完成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 

(二) 11 月 29 日繳交本系 104 年度自辦外部評鑑之改善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三) 安排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來訪相關事宜。 

九、系友返校座談活動： 

(一) 11 月 16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徐利璞學長（96 級）返校座談。 

(二) 11 月 23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李皇慶學長（96 級）返校座談。 

(三) 11 月 24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蔡承原學長（93 級）返校座談。 

(四) 11 月 28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李思慧學姊（90 級）返校座談。 

十、學生相關事務（系學會）： 

11 月 18 日 18：30～21：00 系學生會於士林百齡橋下舉辦烤肉活動，使就讀於哲學系的

同學，藉此增進彼此情誼，增加不同的回憶，共有近 40 人參加。 

◎政治系： 

一、「東吳政治學報」出刊：預計 12 月出版第 33 卷第 4 期。 

二、在國際與兩岸交流活動方面共 4 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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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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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 日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潘曉珍副院長，至本系進行交流訪問，為

期半年。 

(四) 12 月 3-10 日西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侯學華教授、張師偉教授、石海雄

講師至本系進行參訪交流。 

三、為擴展學生視野共舉辦專題演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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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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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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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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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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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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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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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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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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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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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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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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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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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 月 25 日邀請吳得源(政大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擧辦質性方法工作坊：穿越時

空的話語-檔案研究與理念途徑的啟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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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舉辦學生輔導活動 2 場 

(一) 11 月 17 日舉辦「全系導師導生聚」餐會活動，參與師生共 120 人。 

(二) 11 月 24 日擧辦審計部--人才招募說明會。 

五、系友聯絡方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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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化--高校治理與勞動權益」座談會。參與師生共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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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招生相關方面 

(一) 11 月 22 日擧辦碩士班甄試面試，共有 11 位報名，參加面試有 10 位。 

◎社會系： 

一、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 本系周怡君副教授於 11 月 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一樓夢屋咖啡廳，

舉辦行政暨功能導生餐敘，計有 14 位學生參與。 

(二) 本系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關懷作業於11月7日由教師開始提報學生關懷名單、

11 月 28 日截止提報、11 月 29 日開始發送關懷訊息。 

(三) 本系於 11 月 16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908 社會學系研究生研究室，

舉辦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碩士班導生餐敘，由系主任石計生教授主持，共計 23 人出

席。 

(四) 本系施富盛助理教授於 11 月 2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B716 教室，舉辦行

政暨功能導生餐敘。 

(五) 為增進本系專任教師與學生自由互動的機會，本系與系學生會於 11 月 29 日，在本

校雙溪校區綜合大樓舜文廳，舉辦 105 學年度社會系師生交流餐敘，提供師生交流與

共進午餐的時光。 

二、招生宣傳活動： 

(一) 本系於 11 月 2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書面審查會議。 

(二) 本系於 11 月 2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5 教學研討室，辦理 106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面試事宜。 

三、召開會議（含教學會議）： 

(一) 本系於 11 月 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東吳

大學社會學系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碩士班暨碩專班教學座談會」，由本系石計生系主

任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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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落實碩專班學生

運用社會學知識於實作等議題進行討論。 

(二) 本系於 11 月 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十一月

份行政業務報告會議，討論十一月份重要行政工作事項與進度。 

(三) 本系於 11 月 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5 學

年度第一學期「區域研究與社會政策」特色課群小組會議，討論本系學士班教育目標

與專業能力指標關連度呈現方式、本課群學士班課程銜接結構化事項、本系 104 學年

度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針對課程議題所提建議及本課群學士班 106 學年度新開科目開

課方向，以及本課群碩士班 106 學年度新開科目開課方向等議案。 

(四) 本系於 11 月 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邀請本校詹

乾隆教務長、註冊課務組陳秀珍組長及陳信妙小姐等三位與本系專任教師共同座談，

討論 106 學年度課程排課事項。 

(五) 本系於 11 月 2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教評會，審議本系裴元領副教授申請教師休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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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系於 11 月 2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討論本系實習合約書格式、本系學生終

止實習之處理流程、本系 106 學年度辦理實習作業時程規劃事項，以及本系辦理實習

課程績效自評審查委員意見之回應及改善作法等議案。 

四、課程相關教學活動： 

(一) 本系於 11 月 16 日，配合社三 AB「身心障礙社會學」課程授課計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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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校雙溪區第二教研大樓 D0409 教室，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行無

礙資源推廣協會許朝富總幹事，以「我的障礙我的旅遊」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

周怡君副教授主持，計有 54 位師生參與。 

(二) 本系於 11 月 28 日，配合碩士班「福利國家專題討論」課程授課計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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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校雙溪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5 教學研討室，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

請中研院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葉崇陽博士，以「比較歐洲社會投資和東亞生產性福

利國家」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周怡君副教授主持，計有 10 位師生參與。 

(三) 本系於 11 月 28 日，配合碩士班「GIS 與全球城市區域研究」課程授課計畫，在本

校雙溪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5 教學研討室，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崧旭資訊陳冠

廷 GIS 規劃師，以「TGOS MAP 與社會經濟資料庫」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石

計生教授主持，計有 5 位師生參與。 

五、學術活動： 

(一) 本系「地理資訊系統(GIS)與藝術文化研究」專業社群和臺灣藝術與文化社會學學

會，於 11 月 12 日，假唐山書店，共同舉辦本學期第四場教師社群聚會，邀請國立清

華大學中文系楊佳嫻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賴嘉玲助理

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高榮禧副教授及本系石計生教授，以「詩的內面

空間」為題進行座談討論，同時由東海大學社會系洪儀真助理教授擔任主持人，計有

26 人共同與會。 

(二) 本系「社會政策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與台灣社會法與社會政策學會，於 11 月 18、

19 日，分別在本校城中校區第五大樓 5117 會議室及第二大樓 2123 會議室，共同舉

辦「年金制度改革工作坊」，邀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孫迺翊教授、台灣大學國發所施

世駿教授、高雄大學財經法律系簡玉聰助理教授、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鄭清霞副教

授、中興大學法律系林炫秋教授、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李玉君教授、成功大

學法律系蔡維音教授、台灣大學社工系傅從喜助理教授、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

系吳明孝助理教授、全國教師公會總聯合會吳中泰研究員、本校法律系王鼎棫講師、

本系周怡君副教授以及本系碩士班 105 級陳冠吟系友等位專家學者，針對「觀點與人

口趨勢」、「個別與整合」、「私校年金」等主題進行與談。 

(三) 本系「地理資訊系統(GIS)與藝術文化研究」專業社群和臺灣藝術與文化社會學學

會，於 11 月 19 日，假台北人文古蹟紫藤廬茶館，共同舉辦本學期第五場教師社群聚

會，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賴嘉玲助理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藝

術與設計學系高榮禧副教授共同主講，以「奎澤石頭記三十年詩選」為讀本進行書評，

同時由本系石計生教授擔任主持人，計有 10 人共同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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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系「東亞飲食文化與歷史」專業社群，於 11 月 21 至 2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望

星廣場、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第一教研大樓普仁堂舉辦「韓國文化週」，除邀請前

駐美大使崔英鎮蒞臨，以「文化價值如何型塑當代國際關係」為題發表演講之外，活

動期間也邀請韓國學生金宰敏分享其在台灣的留學及創業經驗，並舉辦韓食活動、韓

服試穿、傳統韓國遊戲、轉型正義小影展等活動，以及本學期修讀｢韓流與當代東亞

流行文化｣課程的學生也展示其在課程中的研究成果，並邀請政治大學韓文系兼任講

師朱立熙、本系張君玫副教授、何撒娜助理教授於影展中進行座談分享。 

(五) 本系系學生會於 11 月 2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202 教室，舉辦專

題演講，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陳怡茹研究生演講，主題為「認識

多元性別：聽同志說故事」，探討現代社會備受關注的同志議題，如同性婚姻等。除

邀請陳怡茹講者外，也邀請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同仁一起討論及分享他們的經歷，

共計約 40 位學生參與。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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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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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出席會議並發表學術論文、專題

演講或評論外，也邀請合計 17 位校內外具理論與文化研究專才之各校學者與會擔任

主持、發表、評論或與談人。總計本次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9 篇學術論文、舉辦 1 場專

題演講及 1 場圓桌會議外，亦有 224 位校內外師生及各界人士報名到場聆聽。 

六、系友相關活動：本系於 11 月 2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308 教室，舉辦「社

會學實踐在職場」系列演講，邀請本系碩專班 105 級畢業系友、內政部移民署科員徐榮

政學長回來與學弟妹進行職場經驗分享，講座主題為：「那一年我的職業生涯—社會學

的再實踐」，由本系何撒娜助理教授擔任主持人。 

七、國際學術交流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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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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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出席會議並發表學術論文、專題演講或評論外，並與本系教師進行交流座談，前往草

山行館、沾美藝術庭苑參觀展覽外，也前往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進行交流座談。 

八、其他：本系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清寒暨急難助學金」申請期限從 11 月 7 日至 11 月 25

日止。 

◎社工系： 

一、召開會議 

(一) 11 月 1 日召開本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論補選本系課程委員會代表、方案

實習課群研究與出版等事宜，並就有關遠見雜誌評比排名結果進行檢討與提升策略之

討論。 

(二) 11 月 8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教評會，會中審議兼任教師初聘案、教師評鑑案及教

師休假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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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 月 8 日召開本學期學術發展委員會會議，本次會議主要審議本學期研究經費補

助申請案。並討論促進本系學術研究之相關作法，包含辦理學術研討會、經典著作申

請，以及國外期刊發表翻譯等，相關事項將於系務會議主席提出報告，並由委員們進

行補充。 

(四) 11 月 29 日（二）15：30-17：00 召開第 31 期東吳社工學報編輯委員會議。 

二、召開教學會議及舉辦教學活動 

(一) 11 月 28 日（一)12：00-13：30 於 D0910 研討室召開「第七梯次方案實習課群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例行會議」。由召集人馬宗潔老師主持，出席人員為本系第七

梯次方案實習課群之教學團隊，討論議題11/28大堂課進行方式、內容及需配合事項，

以及期末大課堂報告相關事宜、期末課堂反應問卷修訂等。 

(二) 11 月 25 日（五）9：00-12：30 假本校雙溪校區一般教室以「專題研討」的型式進

行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會，實習生結合學校所學與實習之實務經驗，對學校教育與

機構實務工作的整合提出分析與評論，並針對其實習內容所引發的議題作更深入的專

題研討。 

三、學生事務及學生活動 

(一) 11 月 2 日（三）辦理本學期學系主任、僑生導師與僑生餐敘暨座談會，會中僑生

提出有關選修實習時數及返回僑居地實習之相關問題，本系於會後討論後建議由僑生

先自組小組討論並提出草案供後續研擬。 

(二) 11 月 15 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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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講題為『「衝突」：走入社工和紀

錄片的內心戲』。 

(三) 本系學生會於 11 月 28 日（一）至 12 月 2 日（五）8：30-17：00 假雙溪校區綜合

大樓二樓進行 12 月 6 日《找回情緒大作戰之釋放你的音 motion》擺台活動。 

(四) 本系在學身心障礙學生以腦性麻痺學生為多，且都伴有肢體障礙，為協助他們透過

身體覺察的過程達到身心敏銳、學習觀照自我，本系本學期特別針對身心障礙學生舉

辦「放鬆的技巧~ 雅樂舞身心動態」系列課程，11 月 29 日（二）為第 1 次課程活動。 

四、學術活動 

(一) 於 105 年 11 月 1 日（二）13：30-15：20 於本校雙溪校區 D0308 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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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員主講，講題

「公部門老人福利服務工作」。 

(二) 11 月 18 日（五）18：30-21：30 在城中校區辦理產學合作方案「心理衛生與社會

工作定期月會」，地點為城中校區 4303 教室，由本系萬心蕊主任主持，參加對象為

實務工作者及本系畢業系友及在學學生，約 22 人。 

(三) 11 月 22 日（二）12：00-14：30 在 D0910 社工研討室辦理本學期第 1 次社工論壇，

主持人為馬宗潔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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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從事的紀錄片拍攝工作與社會工作結合性以及學習、工作生涯轉變之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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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 月 22 日（二）12：00-14：30 在 D0901 辦理人社聚落活動，由本系王行教授與

鄒智宇社工擔任主持人，邀請系友陳懷恩談寵物社會服務，作為人文社會服務工作創

新再思。 

五、於 105 年 11 月 15 日（二）12：30-13：30 進行實習總督導交接（原任為李淑容老師，新

任總為莊秀美老師）。 

六、系友聯繫與活動 

(一) 105 年 11 月 04 日（五）18：30-21：30 於城中校區 1308 教室舉辦東吳社工老中青

第 62 次聚會，本次主題為｢一個單身、沒有社會聯繫的流浪者的日常究竟為何？」，

談主為系友賴正偉。 

(二) 105年11月份系友故事之受訪者為汪淑媛(73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作學系教授)。 

七、其他：(1)維護及更新網頁資料。(2)辦理本學期大功(過)以下學生獎懲建議名單提報辦理

相關事宜。(3)協助期中課堂反應問卷施測事宜，並回收問卷以利讀卡作業。(4)更新社群

網站(FACEBOOK)訊息及寄送求職、活動訊息。(5)11 月 26 日辦理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

試入學面試甄選活動。(6)辦理東吳社工學報第 31 期稿件送審及刊登稿件校稿事宜及第

32 期稿件送審事宜。(7)協助教師辦理研究計畫相關庶務及通知研究經費結報期限與結案

相關事宜。(8)辦理 106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機構資料建立/修正詢問表調查事宜，並將結果

彙整上傳 moodle；受理即將進行暑期實習的學生申請開發新機構，申請期限至 105 年 11

月 22 日止。(9)辦理 105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機構實習）實習成果發表會-專題研討，更

新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即時訊息。(10)辦理工讀生、方案輔導員勞保加保及協助起飛計

畫教學助理經費核銷事宜。(11)催收與彙整 105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課程學生之機構實習

成績及實習時數證明書。(12)進行大一身心適應問卷調查及大三、大四 UCAN 施測事宜。

(13)辦理校長餐敘出席及葷素調查事宜。(14)辦理學生申請資訊能力、英檢等畢業標準檢

核認證作業。 

◎音樂系： 

一、課程委員會： 

(一) 11 月 16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審視 105 學年第 2 學期學士

班課程外審課程結構規劃書。 

(二) 11 月 16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碩士班課程委員會，審視 105 學年第 2 學

期碩士邊暨碩專班課程外審課程結構規劃書。 

二、系教評會： 

11 月 16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審議 105 學年度專任教師評鑑案、

專任教師申請休假案、兼任教師請頒教師證書案。 

三、大師班/講座： 

(一)  11 月 2 日邀請 99 級系友曾欣怡舉行《電影 x 音樂 x 旅行：音樂老師的南極冒險》

講座，分享當時畢業之際，是如何決定自己的未來，現在除了經營音樂沙龍外，還完

成了前往南極的夢想，又是如何以配樂，將所拍攝一景一幕影響觀眾的感受。由曾素

玲副教授主持，約 80 名學生參加。 

(二) 11 月 15 日邀請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音樂系茂木陸美教授舉辦聲樂大師班，由孫清吉

主任主持，共 3 位學生接受指導，約 30 名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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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 月 23 日邀請 99 級系友方崇任舉行《根留台灣的發現之旅》講座，分享面對畢

業之際，若選擇不出國留學，應該如何從現在經營自己，走出自己的一條路。由曾素

玲副教授主持，約 80 名學生參加。 

(四)  11 月 28 日邀請四川音樂學院唐竹雅、張琳娜兩位教授偕同「四川音樂學院合唱

團」等 30 人前來舉辦聲樂大師講座與交流，講座分為男聲與女聲，共 6 名學生接受

指導，由孫清吉主任主持。 

(五)  11 月 30 日邀請《透鳴單簧管重奏團》舉行講座音樂會，由曾素玲副教授主持，

分享獨自創團，需要準備那些事前工作，例如資金運用、品牌經營、樂團特色以及演

奏樂譜的重新編製等，約 70 名學生參加。 

四、學生協奏曲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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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名學生報名參加，入選 5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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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 3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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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決賽自 8 位入圍者中評選出 3 位優勝

者，分別為：鋼琴組延修生劉明禮、鋼琴組三年級生江任元及弦樂組中提琴三年級生陳

冠榮，將安排於本學年第 2 學期與本學系管弦樂團於本校松怡廳合作演出。 

五、演出活動： 

11 月 26 日參與桃園市校友會於桃園藝文中心展演廳舉辦之成立大會暨音樂會活動，由

黃維明專任副教授指揮本學系管弦樂團演出，演出曲目有布拉姆斯第二號交響曲、比才

阿萊城姑娘第二號組曲等。 

六、雙溪樂刊： 

七、由本學系作曲組系友會「雙溪樂集」所發起發行的《雙溪樂刊》於本月發行第四期。本

期期刊文章部份共刊載 5 篇，其中 4 篇是以中文撰寫，另 1 篇則特邀旅居韓國之作曲家

兼學者以英文完稿。另外，本期期刊收錄國內 10 位優秀作曲家，分別以鋼琴獨奏、四手

聯彈或雙鋼琴不同組合形式進行創作的鋼琴作品，此些作品為「雙溪樂集」2015 年上半

年度所舉行的「春天的人生是黑白的鍵」全場音樂會之演出曲目內容。 

◎師資培育中心： 

一、教學與課程： 

(一) 導師會議 

105 年 11 月 23 日召開導師會議，會中針對師資生近況進行討論，並針對各班學習成

效不佳之師資生進行追蹤輔導，以確實執行學習預警制度。 

(二) 教師專業社群會議 

105 年 11 月 23 日進行中心教師專業社群集會，本次教學經驗分享為賴光真老師。 

(三) 中心專任教師會議 

105 年 11 月 23 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會中針對本中心 106-108 學年度校發計畫

中新增子計畫「專任師資優化」實際執行方式進行討論。 

(四) 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105 年 11 月 16 日召開中心教評會議，會中針對「兼任教師改聘案」，進行審查。 

二、實習見習業務： 

(一) 實習生返校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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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舉辦 105 學年度實習學生第 3 次返校座談，計有 48 位實習生參加，2 人

請假。上午邀請國立竹北高中吳明潔老師講演：新課綱、新思維；下午邀請國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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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辦理 106 學年教育實習申請事宜： 

1. 發函調查實習合作夥伴學校調查提供 106 學年度教育實習名額事宜，至 11 月 15

日止獲得 37 所中等學校提供 284 個實習名額。 

2. 11 月 24 日召開輔導科實習分發說明會、11 月 25 日召開實習分發說明會，說明

與協調 106 學年度教育實習分發事宜。 

(三) 召開 105 學年度教育實習輔導討論會：11 月 2 日召開 105 學年度教育實習輔導討

論會，共計西松高中、士林高商、松山工農、士林國中、麗山國中與內湖國中共計 6

所夥伴學校師長與會，會中討論與分享各校實習輔導事宜，並決議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評量表繳交時間為 106 年 1 月 13 日前。 

三、演講、參訪與潛在課程： 

(一) 參訪活動： 

1. 11 月 10 日音樂科教材教法課程師生參訪景興國中。 

2. 11 月 14 日英文科教材教法課程師生參訪麗山國中。 

3. 11 月 17 日教學媒體與操作課程師生參訪仁愛國中。 

(二) 演講活動： 

1. 11 月 23 日數學教材教法課程邀請中山女中陳啟聞老師演講。 

2. 11 月 24 日英文教材教法課程邀請蘭雅國中林淑媛老師演講。 

(三) 潛在課程： 

1. 11 月 5 日辦理教師資格檢定衝刺班（中等課程與教學），共有 18 位實習同學參

與。 

2. 11 月 23 日、11 月 25 日辦理 105-1 國語文基本能力測驗，共有 62 位同學參與本

次測驗。 

3. 11 月 30 日辦理國語文基本能力測驗解說會，共有 17 位同學參加。 

4. 教師證書預審作業送出，本次參與預審同學共 53 位。 

四、榮譽事蹟：本中心專任教師濮世緯老師、古正欣老師、巫淑華老師榮獲 104 學年度熱心

導師。 

◎人權學程： 

一、行政事務 

(一) 招生：106 年度人權碩士學位學程推甄入學共 8 人報名，11 月 26 日進行面試，錄

取 4 人、備取 4 人。 

(二) 進行人權學程委員改選投票，選出學程委員 9 名（學程主任為當然委員），任期為

105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 

二、活動與國際交流 

(一)  11 月 2 日 19：00-21：00 與地球公民基金會合辦動身守護國土系列講座「不能只

有我知道的國土計畫法」，地點為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共 97 人參加。 

(二) 11 月 18 日主辦「2016 張佛泉人權講座：人權與文學」校外場第一場，邀請朱宥勳

主講「壞掉的人，藏起來的傷：陳千武、施明正與舞鶴」，共 90 人參加；校外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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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慕哲咖啡），邀請胡淑雯主講「恐懼是不懂抱歉的」，共 106 人參加。本系列

講座預計辦理校外場 6 場、校內場 5 場。 

(三) 11 月 30 日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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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法律系林佳和副教授與談，共 40 人參

加。 

(四) 11 月 21-23 日協辦「韓國週—轉型正義小影展」，播放<華麗的假期>、<非常母親

>、<正義辯護人>三部影片，並邀請知韓文化協會朱立熙執行長、東吳社會系張君玫

副教授、何撒娜助理教授與談。 

(五) 本學期與政治系合辦「台灣重大公共議題入門」系列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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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12 月 1 日至 9 日辦理「人權週」活動，主題為「聽見鐵窗內的吶喊-談受刑人與監

獄改革」，辦理林文蔚畫展、「鬱獄寡歡－台灣監所的現況與未來」座談會、受刑人

與更生人議題展、寫信馬拉松等活動。 

(七) 業界參與教學： 

1. 人權碩班「全球環境治理」11 月 10 日邀請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低碳綠能組

吳心萍主任至課堂演講，主講「公民參與能源轉型」。 

2. 本學期「當代人權議題」課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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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及 12 月 6 日邀請人民行動火大聯盟顧玉玲主講「移工與新移民」。 

3. 本學期與政治系合辦「台灣重大公共議題入門」系列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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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國際交流：11 月 18 日 10：00 接待中國維權律師訪問團一行 20 人與本學程教師進

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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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十二月 

院長室 

一、11 月 2 日由本院主辦，英文系承辦之優九聯盟「優譯盃中英文口筆譯大賽」召開第一次

籌備會議，會中決議競賽企劃內容、競賽辦法與預算事項，11 月份委請英文系王安琪主

任徵詢八校協辦意願，並指定廖唯善秘書擔任主要承辦人員，學院於 12 月 6 日上簽陳報

籌辦事宜後，預定 12 月份開始辦理發文及報名作業。 

二、11 月 6 日林茂松院長出席楊其銑校長追思感恩會。 

三、11 月 11 日林茂松院長受邀於「2016 年 PAC 暨第 25 屆中華民國英語文國際研討會」開

幕式致詞及主持論文發表場次。 

四、11 月 10 日 發 行 第 34 期 外 語 學 院 通 訊 電 子 報
http://web-ch.scu.edu.tw/storage/app/uploads/public/582/973/268/5829732689b98653973050.pdf  

五、11 月 15-30 日進行東吳外語學報第 43-2 期論文初審作業，通過 5 篇論文續送外審及 1 篇

退稿，發送結果及繳費通知予投稿人。 

六、11 月 19 日本院教師林聰敏老師、陳永基老師、城戶康成老師、吳子平老師、陳金順老

師及本校黃寬裕校牧共同組隊參加 105 學年度教職員桌球賽榮獲團體組季軍。 

七、11 月 30 日前填報並完成各單位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一級單位自評與管考作業。 

八、高中招生活動： 

(五) 11 月 15 日西松高中 36 位學生來院參訪，參加外文體驗課程。 

(六) 11 月 21 日華江高中外語學群簡介，由日文系蘇克保主任代表學院出席。 

(七) 提供雜誌社有關招生宣傳所需之外語學院個人申請注意事項、英文系就業趨勢介

紹及提供受訪教師名單。 

九、重要行政事務： 

(一) 籌備 105 學年度辦理「東吳大學謝東閔人文社會講座」經費與聘任及「東吳文理講

座」教授人選推薦事宜。 

(二) 籌備 12 月份院導師研習活動事宜。 

(三) 籌備外文書展事宜。 

(四) 年終餐敘出席人員調查回覆、徵詢院內表演節目。 

(五) 105 學年度外語人才資料庫更新作業（英語、日語、德語）。 

(六) 106 年教學卓越計畫助理續聘回覆、起飛計畫助理聘任異動通知。 

(七) 英文學系碩士班更名案經院務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續提案 105-1 校務會

議，並繳交工作報告。 

(八) 11 月份第一教研大樓門禁卡異動設定 1 人次。 

(九) 11 月份 R0814 外語學院會議室外借 5 個時段。 

(十) 學院秘書出席：11/7 環安衛委員會、11/9 評鑑組討論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座談、11/17

退撫儲金說明會、11/18 承商督導委員會、11/24 一零六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

預算編列說明會。 

 

英文系 

一、11 月 2 日召開優九聯盟「優譯盃」口筆譯大賽籌備會，協助後續籌備及宣傳。 

二、11 月 6 日出席楊故校長其銑先生追思感恩會。 

http://web-ch.scu.edu.tw/storage/app/uploads/public/582/973/268/5829732689b986539730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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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 月 7 日辦理楊故校長夫人與英文系系友們於「英文系文化教室—其銑廳」餐會。 

四、11 月 7~15 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期中考事宜。 

五、11 月 7~28 日協助教師提報學業關懷、學士班共有 167 筆受關懷人次，進修學士班 47 筆。 

六、11 月 8 日派員參加「2015 溪城講堂」檢討會議。 

七、11 月 9 日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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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教師共 6 位、學生共約 30 位。 

八、11 月 15 日協助招生活動－西松高中來訪學系簡介與宣傳。 

九、11 月 21 日召開系教評會，辦理兩位教師之評鑑。 

十、11 月 22 日繳交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自評。 

十一、 11 月 23 日辦理英美文化感恩節餐敘，參與教職員共 14 人、學生共約 115 人。 

十二、 11 月 23 日進行碩士班 106 學年度新生甄試面試，共有 8 名考生到考。 

十三、 11 月 24 日參加楊前校長追思籌備會檢討會。 

十四、 11 月 26 日舉行系友會聯誼旅遊，計 23 人參加。 

十五、 11 月 29 日辦理 57 級系友回娘家餐會。 

十六、 11 月 29-12 月 6 日提報學業關懷（1/2 學分不及格者）。 

十七、 11 月 30 日協助生涯發展中心辦理大三職涯團測活動。 

十八、 11 月 30 日計畫《認識東吳營－學群導航》高中生宣傳課程（106 年 1 月 25 日），當

日課程由戚建華老師提供，課程名稱：「從電視電影看英文系」。 

十九、 重要行政事務 

(一) 辦理楊故校長追思會系友聯絡等籌備相關事宜、協助接待楊故校長夫人、辦理楊故

校長夫人參觀文化教室餐會工作及會後紀念冊製作。 

(二) 協助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英文司儀及口譯培訓、國際選手接待組進。英文系學生參

與志工人數：口譯典禮組共 9 人、國際選手接待組共 15 人。 

(三) 受理交換學生申請。繳交校務會議學系工作報告。 

(四) 協助籌備 12 月 16 日系友會理監事會議。 

(五) 受理研究生張啟珊、陳吟佩、劉舒雅申請資格考核。 

(六) 繳交學系所評鑑改善報告。 

(七) 配合評鑑組進行學系 104 校發計畫管考作業。 

(八) 與台大、師大、上海復旦等聯繫與籌備 2017 年英才杯兩岸演講辯論比賽簡章修訂事

宜。 

(九) 協助多位學系教師辦理導生聚。 

(十) 辦理 105 學年度年終餐敘出席人數調查表參加人數回覆。 

(十一) 辦理專、兼任教師補辦停車證相關事宜。 

(十二) 協助健康暨諮商中心進行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問卷。 

(十三) 協助發送老師下學期課表、時程異動、設定 105-2 課程檢核條件。 

(十四) 執行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起飛計畫)。 

(十五) 協助發送 105 學年新生體檢個人檢查報告。 

(十六) 協助金堅老師之教師教學改進計畫核銷與成果報告。 

日文系 

一、11 月 1 日召開碩博士班委員會，審查濱木綿獎學金申請案及確認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

初審事宜。 

二、11 月 2 日舉辦就業講座「日商文化暨履歷面試技巧講座」（保聖那管理顧問公司）。 

三、11 月 8 日召開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查東吳大學鄭壹芬老師勵學獎學金及東吳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學生關懷專案助學金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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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舉辦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精進方案「日文系課程實務實踐計畫」演講活動： 

(一) 11 月 10 日邀請日語導遊陳俊男先生蒞臨演講，講題為「日本戰國名將真田幸村巡禮

&日語導遊實務分享」。 

(二) 11 月 16 日邀請自由譯者謝翡玲小姐蒞臨演講，講題為「翻譯實務與經驗分享」。 

五、高中招生活動： 

(一) 11 月 14 日蘇克保主任支援赴桃園陽明高中招生宣講活動。 

(二) 11 月 15 日蘇克保主任支援西松高中蒞校參訪活動。 

(三) 11 月 17 日蘇克保主任及林蔚榕老師支援赴大直高中招生宣講活動。 

(四) 11 月 21 日蘇克保主任支援赴華江高中招生宣講活動。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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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11 月 19 日吳美嬅老師支援舉辦永平高中日本文化一日體驗營。 

八、11 月 23 日與生涯發展中心合辦「大三學生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團測」。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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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語言與文化之

日語教育-」，共邀請 5 位專題演講者、3 位邀請發表者、9 篇論文、3 篇壁報發表及 3

場日語教育論壇。 

十、11 月 29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議教師申請休假案。 

十一、 其他行政業務： 

(一) 辦理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自評。 

(二) 辦理學業關懷作業。 

(三) 籌辦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精進方案「日文系課程實務實踐計畫」演講活動。 

(四) 辦理 12 月 19~23 日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學生教育實習相關事務。 

德文系 

一、11 月 16 日系務會議：討論學系師資問題、同意向奧地利學術交流總署申請計畫教師。 

二、11 月 21 日 2017 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年會及國際研討會籌備會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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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1 月 16 日德國生活文化講座「淺談瑞士德語區文化」（林素蘭老師）。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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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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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德語教學演練」例會：105 年 11 月 4 日討論基礎德語教材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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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11 月 19 日舉辦「永平高中德國文化一日體驗營」，計有 33 名在高中修習第二外語（德

語）學生至本校進行德國文化體驗活動。 

九、重要行政事務： 

(一) 碩士班甄試。 

(二) 協助教師進行學業關懷作業。 

(三) 學碩一貫開放申請。 

(四) 「既壽獎學金」開放申請。 

(五) 結合生涯中心分別針對 3 年級及 4 年級進行 UCAN 施測。 

(六) 支援招生活動：11 月 15 日西松高中學生來訪。 

(七) 大一外文統一考試試務。 

(八) 協助導師進行班級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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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填報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成果及自評。 

語言教學中心 

一、「104-106 學年度『提升英語文能力計畫』執行成果填報及異動調查表」交外語學院。 

二、提報 104 學年校務發展計畫自評表。 

三、11 月 4 日派員參加楊其銑校長感恩追思會工作人員會議，並於 11 月 6 日負責接待工作。 

四、11 月 7 日召開教評會初審本中心 1 名專任教師教師評鑑案；11 月 9 日上午召開兼任教師

續聘評估會議，中午召開中心事務會議。 

五、11 月 3 日派員參加 105 學年第 2 學期選課註冊作業會議；11 月 9 日上午派員參加評鑑組

至學院說明 KPI 及重要計畫等作業，下午派員參加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11 月 16 日

本中心專任教職員報名參加人事室舉辦退撫儲金增額提撥說明會，另派員參加選課檢核條

件系統說明會；11 月 24 日上午派員參加研究發展處和會計室舉辦之 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

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 

六、11月 30日下午於雙溪校區G102語言教室舉辦實用英語學程講座，邀請 90級企管系校友，

目前任職於 JAKINID 全球客服部黃萱桓資深經理主講”海外工作停看聽—從新出發”。 

七、辦理課務工作： 

(一) 11 月 5 日下午於雙溪校區舉行學士班「英文（一）」統一考試。 

(二) 設計「英文（一）」、「英文（二）」課程規劃問卷，請本中心專兼任教師上線填寫。 

八、辦理外語自學活動： 

(一) 105年10月份外語自學室兩校區開放220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1,565，

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425，合計 1,990 人次。10 月線上軟體使用人次如下：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5,114、《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27、《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力測驗評量》：2,427。 

(二) 雙溪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英、日語學習訊息貼文 11 篇，總瀏覽次數：36,413。 

(三) 外語自學室教材處理情形統計（統計期間 105/10/1-10/31）：點收二校區到貨資料 63

筆；雙溪教材編目上架 45 筆。 

(四) 雙溪外語自學室提供英、日語諮詢服務。 

(五) 11 月 16、30 日舉辦 2 場雙溪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日檢 N2 模擬試作會」和「日

檢 N1 模擬試作會」；11 月 23、24 日舉辦 2 場雙溪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自學通過

日檢」經驗分享會，以及「11 月多益模擬試作會」；11 月 29 日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

資源體驗會(231)：多益聽力應試技巧訓練第 1 次課程。 

(六) 第 29 期雙溪第 1 梯次小組長繳交自學成品，11 月 21 日起第 29 期第 2 梯次外語自學

小組開始自學活動。 

(七) 編目英語教材和英、日語雜誌，「英文（二）」教材上架，並更新外語自學室公布欄

互動英語專欄。 

九、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一) 11 月 1 日配合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實地考評派員留守辦公室。 

(二) 11 月 14 日起「英語文加強班」第 2 期課程開始。 

(三) 第 28 期外語自學手札出刊。 

(四) 發送 105 學年「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至各學系及大一導師，合計 134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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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十二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11 月 23 日，召開本學期特殊學科教評會，審議理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兼任教師新

聘案。 

二、環安衛業務 

1.11 月 16 日，與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管理組合辦化學系有關毒化物、職安衛自主管理相

關表格填報說明。 

2.11 月 22 日，與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管理組合辦物理學系有關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相

關表格填報說明。 

3.11 月 24 日，與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管理組合辦微生物學系有關毒化物、職安衛與生物

安全相關表格填報說明。 

 

【數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演講 

（一） 【金融模型導論】業師課程講座系列 

1.  11 月 10 日，邀請林承諺先生(專職投資人)，講題｢交易風險管理與總體經濟事

件分析」。 

2.  11 月 24 日，邀請許繼元先生(CMoney 軟體開發、行銷部主編)，講題｢籌碼分

析與量化交易入門」。 

（二） 【高等應用統計】業師課程講座系列 

1.  11 月 23 日，邀請林佳賢先生(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圖表編輯)，講題｢

我如何用 R 進行資料分析」。 

2.  11 月 30 日，邀請江淑娥總經理(以斯帖統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講題｢巨量資

料於生命科學的應用」。 

（三） 11 月 8 日，邀請劉筱凡博士(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演講，講題為

｢The Geometry of Nonlinear Schrödinger equ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四） 11 月 17 日，邀請高子盛教授(美國國防醫學大學醫學院預防醫學系)演講，講題

為｢Statistical Issues for Study on Health Behaviors Associated with Use of Body 

Building, Weight Loss, and Performance Enhancing Supplements」。 

二、 會議 

（一） 11 月 16 日召開數學系教評會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審議本系朱啟

平教授申請休假案。 

（二） 11 月 23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論數學系總結

性課程數學思通成果發表會實施辦法及獎勵並修訂「東吳大學理學院數學系教師評

審辦法」部分條文。 

（三） 11 月 23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2 次招生會議，會中討論 106 學年度學士班甄

選入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面試相關事宜。 

三、 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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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 月 14~23 日，辦理｢106 學年度數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招生考試｣，並於

11 月 23 日舉行面試。 

（二） 11 月 23、30 日，與物理系共同辦理「3D 建模工作坊」。 

 

 

【物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學術活動 

(一)11 月 2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博士後研究杜蕙慈博士演講，講題：Supernovae and 

Gamma-ray bursts as high-energy particle physics laboratories: probing dark radiation 

particles from the early universe。 

(二) 11 月 9 日，邀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張宜仁教授演講，講題：挖掘細胞分裂時的生

物物理。 

(三)11 月 16 日，邀請國立交通大學物理學系羅志偉教授演講，講題：超快光學的發展與應

用。 

(四) 10 月 31-11 月 18 日，上海復旦大學場論及粒子物理中心項人宗副研究員來訪，與成立

之「重力、宇宙學研究討論」進行討論。 

(五) 11 月 23 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例會，黃雍熙副教授報告：「Critique and 

correction of the currently accepted solution of the infinite spherical well in quantum 

mechanics」 

(六)11 月 19 日，陳秋民老師應翰林出版社邀請，於「105 學年度國小自然科教師成長營」

活動，以「科學好好玩」進行講述，演示物理在生活中的 DIY 創作，以激發教師在自

然科學教學的創意。 

二、行政業務 

(一)會議 

1、11 月 9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教師評鑑學系初評。 

2、11 月 23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報告學系運作以及討論有關

實驗室安全、遠見評比後學系相關因應建議，修訂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辦法等相關議題。 

3、11 月 22 日，召開環安衛委員會實驗室小組及生物安全會表格填報說明會議。 

4、11 月 15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獎勵委員會議，甄選系友獎學金，

有陳亮亦等四名獲獎名單，以及學系系友助學金，資助曾川澤等四位同學。 

5、11 月 18 日，召開「辦理第五屆數位化科學實驗研習會」第二次籌備作業會議。 

(二)輔導 

1、11月17日，徐小燕秘書功能導師導生聚，共有延修學生以及轉學生、交換生等17人參

與，主要為了解延修生的上課情形，並與學生心分享樂在學習的經歷。 

2、11月12日，辦理由「教學研發中心」規劃「3D列印建模工作坊」第一梯次活動，共

計6小時活動。邀請皇芯全球國際公司李皇德總經理擔任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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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月18日，與健康與心理諮商中心合作，辦理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活動，以了

解新生需求，以作為輔導依據。 

4、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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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月23日，與生涯發展中心合作，辦理大三同學「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活動，

以為同學規劃職涯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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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辦理 105 學年度系友獎學金，呂坤全系友獎學金由物理四陳亮亦同學獲得，游輝文系

友獎學金由物理三張予謙、黃禹傑以及物理二吳穆昊同學獲得，各得 5000 元獎學金。

葉清昆學長以及蔡清雯學長的助學金，亦有多位同學申請，選出急需者四名提供 5000

元，助其安心求學。 

(三)其他 

1、招生活動 

11 月 8 日，復興高中師生一行 30 餘人至本學系參訪，由陳秋民老師演示「警報器的

原理及製作」，獲得學生極熱情的回應。 

11 月 18 日，巫俊賢主任至桃園高中進行招生活動。 

2、支援高中教師成長活動 

辦理 12 月 3 日「辦理第五屆數位化科學實驗研習會」，實驗操作前置作業。 

3、校務發計畫以及計畫管考、教學卓越計畫成果以及 106 年度提報、學業關懷作業以及

評鑑改善報告、語音檢核等相關工作執行。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1 月 8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報告近期系務執行事項。 

(二)、11 月 8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審議 105 學年度教師評鑑受

評教師資料。。 

二、教學及研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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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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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2 月 3-4 日本系何美霖主任、傅明仁教授、王志傑教授、呂世伊教授、王榮輝助理

教授及實驗室研究生專題生，同赴中興大學參加 2016 年中國化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

會並發表多篇研究成果壁報論文。 

三、招生及學生學習輔導活動 

(一)、自 11 月 7 日起進行第一學期期中學業關懷作業，由各科任課教師對學生學習狀況做

關懷建議與提醒並於 11 月 28 日提送需受關懷、輔導之學生名單。 

(二)、11 月 9 日四年級導師舉辦化四導生活動，強化輔導應屆畢業同學未來的職涯及生涯

規劃。 

(三)、11 月 11 日與心理諮商中心合作共同辦理本學年度「大一入學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測

驗，協助學系、老師及學生分析、瞭解學生學習及入學後的調適情形。 

(四)、11 月 21 日本系謝伊婷老師代表理學院，赴基隆女中進行招生宣導活動。 

(五)、11 月 22 日辦理本系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書面審查作業。由本系審查教師詳細

審閱申請同學對未來的學習及研究規劃，討論、評選提送第二階段參與面試的名單。 

(六)、11 月 24 日辦理本系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作業，本次共有 18 位應試同學

獲第一階段書面審查通過並參與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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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1 月 29 日二年級導師舉辦化二導生活動，輔導同學對本系核心課程「專題研究」的

選習規劃。 

(八)、11 月 30 日辦理本系四年級同學「UCAN 職能發展」檢測、輔導作業。 

四、行政業務 

(一)、11 月 8 日配合科技部辦理 105 年度科研採購實地查核作業。 

(二)、11 月 16 日學系秘書、助教及各實驗室資料填報人員共同出席「環安及職安作業表格

填報說明會」瞭解相關作業法規及資料提送注意事項。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1. 11 月 1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討論後決議事項如下： 

(1) 討論本系學士班課程分流並檢討學士班課程。 

(2) 討論本系學士班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3) 審議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感染性生物材料保全及操作規範。 

(4) 討論與普渡大學雙聯學制本系科目修讀建議表。 

(5) 討論 106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微生物研究法(一) 」、「微生物研究法(二) 」授

課內容。 

(6) 討論 106 學年碩士班選修課程新開科目申請表及授課計劃表。 

(7) 討論 106 學年度博士班課程新生必選修科目表。 

2. 11 月 15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一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 106 學年度教師休假案及

兼任教師新聘案。 

3. 11 月 22 日完成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執行單位自評作業。 

二、教學 

1. 11 月 3 日舉辦碩士班論文宣讀，本學期預計 3 位碩士班研究生參加學位考試。 

2. 本系生化專業社群，於 11 月 8 日舉辦第三場研討會，主持人為張怡塘主任，會中並

邀請台大農化系徐駿森教授出席，分享生物化學課堂教學及實驗教學及進行交流。 

3. 配合執行 105 學年第一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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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 月 8 日舉辦本學期第二次學系學術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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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配合執行 105 學年第一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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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辦理環境精密儀器講習與使用訓練，11 月 17 日舉辦原子吸收光

譜儀講習與使用訓練，共計 15 人參加並取得使用核可；11 月 24 日舉辦離子層析儀

講習與使用訓練，共計 16 人參加並取得使用核可。  

5. 完成 105 學年第 2 期選課條件設定及小班教學課程預選作業。 

三、研究 

1. 本系張怡塘教授於 105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0 日前往高雄參加科技部計畫補助之

CESE 2016 國際研討會，會中發表 2 篇論文，題目如下: 

(1) Bacterial community analysis and the related response of functional genes during 

microcystin-LR biodegradation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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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acterial community analysis and the related response of functional genes during 

microcystin-LR biodegradation. (海報發表)  

2. 11 月 18 日日張怡塘老師率領大學部論文生莊仲薇、陳欣妤、張芸瑄前往嘉南藥理大

學參加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口頭發表論文。 

(1) 莊仲薇同學於 2016 土壤與地下水研討會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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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陳欣妤同學於 2016 土壤與地下水研討會發表發表「結合紫外光解與生物分解土

壤/水系統中之多溴聯苯醚」。 

(3) 張芸瑄同學於 2016 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發表「微生物燃料電池處理醫療用藥物

廢水及菌相分析」。 

3. 劉佩珊老師執行葡萄王委託東吳大學的計畫「猴頭菇對 P2R 及小鼠痛覺影響試驗」

之專利「具降低疼痛功效的猴頭萜、猴頭菇菌絲體活性物質、其製備方法、及含其之

醫藥組合物」獲得 IIIC 國際創新發明競賽銀牌獎及 2016 年首爾發明展的特別獎。 

四、學生輔導 

1. 11 月 22 日舉辦生涯輔導座談，特別邀請生物科技領域有實務經驗的四位系友(顏瑞

宏/美國印第安那州州立大學微生物免疫系助理教授、藍心婕/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

學科暨研究所助理教授、吳柏宏/牛記蘭園負責人及博醫生技創辦人、鍾成晏/博醫生

技創辦人)進行座談，介紹目前生技產業趨勢及發展方向，使高年級學生瞭解未來就

業市場，有助於學生學習及就業生涯之規劃。 

2. 11 月 22 日舉辦微一導生會議，並由健康暨諮商中心協助進行「大一身心適應問卷」

施測。 

3. 11 月 22 日舉辦微三導生會議，並進行「選修大學論文及研究室研究方向」的介紹。 

4. 11 月 29 日進行大三、大四學生「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活動。 

五、招生 

11 月 23 日舉辦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報名人數為 10 人。 

六、實驗室安全： 

1. 11 月 10 日由趙副校長召開之 105 學年度生物安全會議。決議微生物學系生物實驗

室安全等級、審議感染性性生物材料清單及通過二年級以上之研究生納入明年的體

檢(進行血液檢查)，經費由學系支付。 

2. 完成實驗室自動檢查表。 

3. 因應本校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通過，學系完成 M312 內部監視攝影系統，將用

於後續 RG2 菌株之管理。 

4. 微生物學系實驗室相關人員共 32 人於 11 月 24 日參加由理學院舉辦之「『學術機構

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感染性生物材料管制辦法』相

關作業與表格填報說明會」。 

 

【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05 年 11 月 1 日（二）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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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 年 11 月 1 日（二）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二、研究及學術 

（一）105 年 11 月 16 日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講題為「創傷與成長」，由張建妤老師

主持，講者為本系曾幼涵老師，地點：G101 會議室，參與人數約 41 人。 

（二）105 年 11 月 19 日（六）於普仁堂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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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數約 152 人。 

（三）105 年 11 月 25 日至 30 日邀請浙江理工大學心理學系的葛列眾教授與李宏汀教授

來台演講、交流（「東吳之友基金會-愛默生氏化學獎」獎助），並於 105 年 11 月

26 日（六）於國際會議廳舉辦「2016 應用心理學與實務研討會- UX Next」，由汪

曼穎老師主持，參與人數約 130 人。 

（四）105 年 11 月 30 日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講題為「腦的人生經歷：生死簿」，由

楊牧貞老師主持，講者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神經內科詹金烈主任，地點：

哲生樓 H210 教室，參與人數約 39 人。 

三、教學及輔導 

（一）曾幼涵老師獲得 104 學年度優良導師。 

（二）與生涯發展中心合作辦理「大三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時間：105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地點：B509(電腦教室)，參與人數共 45 人。 

（三）105 年 11 月 15 日（二）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作辦理「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

參與人數共 70 人。 

（四）105 年 11 月 15 日（二）於 G101 會議室舉辦大三導生會，由林朱燕老師主持，進

行影片欣賞活動，透過觀賞心理學相關影片與觀後感分享，凝聚師生情感也促進

學生對專業上的認識，參與人數共 35 人。 

（五）105 年 11 月 21 日（一）於 F201 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實習委員會，共有 3 位

實習委員出席，並邀請修慧蘭老師列席參加。 

（六）105 年 11 月 22 日（二）於 R0313 教室舉辦群育演講「愛，能夠多靠近–親密關係

的互動技巧」，參與人數共 30 人。 

四、招生 

（一）105 年 11 月 25 日及 27 日進行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面試：甲組 33 人報考（3 人

缺考）、乙組 31 人報考（3 人缺考）。 

（二）11 月份教師支援招生宣傳活動共計 3 場： 

時間 地點 支援教師 說明 

105/11/02(三)16:00-17:00 新莊高中（新莊） 徐儷瑜 社會心理學群介紹 

105/11/11(五)14:00-15:00 桃園高中（桃園） 曾幼涵 心理學系介紹 

105/11/22(二)12:00-13:00 基隆女中（基隆） 邱耀初 社會心理學群介紹 

 

【鑑識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一、105 年 11 月 2 日鑑識科學學程課程「鑑識科學導論」兼任教師，警察專科學校曾春僑助

理教授，邀請英國倫敦都會大學視覺藝術創作哲學博士、墨海樓國際藝術研究機構創辦

人葉國新先生蒞校課堂講座：「翰墨薈萃~中國書畫藝術鑑定」。 

二、105 年 11 月 22 日鑑識科學學程課程「微量分析」兼任教師，法務部調查局鑑識科學處

王鐘鋒調查官，帶領修課學生參訪法務部調查局以及檢驗分析實驗室。 

三、105 年 11 月 23 日鑑識科學學程課程「鑑識科學導論」兼任教師，警察專科學校曾春僑

助理教授，邀請曾任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隊肅竊組偵小隊長王連成教官蒞校課堂講座：「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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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鑑價與贓車辨識」。 

四、105 年 11 月 29 日鑑識科學學程課程「微量分析」兼任教師，法務部調查局鑑識科學處

王鐘鋒調查官，邀請法務部調查局鑑識科學處生物鑑識科調查專員吳芳親博士蒞校課堂

講座：「微量分析於 DNA 鑑識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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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十二月 

一、對外交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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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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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2 月 28 日中午 12 時 10 分城中 2123 會議室舉辦本學期「大陸交流師生

歡送會」。 

二、學務活動 

（一）11 月 16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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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1 月 16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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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2 月 7 日（三）下午 15 時 30 分，1104 會議室舉辦「法學院導師會議」。 

三、學術活動 

（一）11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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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1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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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2月 9日(五)上午 9時於城中 5211會議室舉辦「第七屆稅務實務研討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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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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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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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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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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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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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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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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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十二月 

[商學院] 

一、 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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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及實地訪評，於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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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辦公室與法學院實習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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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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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並安排相關學術交流及參訪活動。 

三、 《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11 月 4 日沈大白主任及蔡宗榮執行長與寶碩財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振芳協理、凱基銀

行敬永康協理、IFE Group 楊太樂 CEO 洽談 FinTech 未來趨勢及資料庫運用。 

(二)11 月 8 日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研究團隊、富蘭克林投顧公司與

TradingValley 團隊共同召開機器人理財顧問諮詢會，了解機器人理財服務產品。 

(三)11 月 8 日蔡宗榮執行長台灣經濟研究院舉辦之 Findit 中小企業領航計畫專案會議。 

(四)11 月 18 日蔡宗榮執行長擔任台灣省商業會舉辦「台灣金融科技未來發展研討會」之與談

人，講題：「台灣金融科技未來發展與願景」。 

(五)11 月 19 日蔡宗榮執行長擔任「FinTech 金融科技論壇」與談人，講題：「FinTech 商機與

創新」。 

(六)11月 23日蔡宗榮執行長邀請宏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呂國維總經理來分享區塊鏈的應用技

術。 

(七)11 月 24 日蔡宗榮執行長與台灣經濟新報文化事業(股)公司錢素英總經理洽談大數據及資

料庫使用。 

(八)11 月 25 日傅祖壇院長、沈大白主任、蔡宗榮執行長和富蘭克林屈亞欣副總經理、游能堅

經理進行雙邊會議，討論開發中心組織架構規劃、合約及專案計畫調整及創業競賽的合

作。 

四、 辦理《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份有限公司與東吳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期間：105/2/1

～106/1/31），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11 月份課程 

日期 課程主題 講師 

11 月 04 日 債券評價與債券投資決策(I) 東吳大學財精系洪明欽老師 

11 月 11 日 債券評價與債券投資決策(II)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余冠廷資深副理 

11 月 18 日 投資組合管理概論 東吳大學經濟系郭嘉祥老師 

11 月 25 日 基金市場與基金介紹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邱良弼副總 

（二）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企業參訪事宜。。 

（三）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富蘭克林實習事宜。 

（四）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投資模擬競賽事宜。 

（五）辦理每堂課之課後問卷暨統計分析事宜。 

（六）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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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院教育部《跨域創新：經營管理與社會人文的科際整合綜效》計畫，11 月份執行進度

如下： 

（一） 參加專利研討會，內容紀錄。 

（二） 採訪淡江大學黃哲盛教授。 

（三）台灣吧謝政豪執行長。 

（四）角川出版陳正益編輯。 

（五）工研院產經中心吳彥寬。 

（六）辦理教育部訪視事宜。 

（七）辦理第 2 期撥付事宜。 

（八）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六、 本院 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商學院推動課程創新與實務接軌計畫》，11 月份執行進度

如下： 

（一）持續執行計畫內容。 

（二）辦理院內學生證照補助事宜。 

（三）辦理教學卓越網活動刊登事宜。 

（四）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七、 有關籌劃「服務創新育成中心」，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蒐集城中校區空間使用狀況。 

（二） 持續協調育成中心空間使用事宜。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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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辦理經費核銷暨結案事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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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 日來台事宜，全團原預定於 11 月 29 日參訪東

吳大學，後來臨時更改為 12 月 2 日上午來訪，雙方將加強兩岸高等教育和職業

教育交流合作。 

序號 姓名 職稱 

1 黃紅武 福建省教育廳廳長 

2 林海峰 福建省教育廳對外處處長 

3 戴 穎 福建省教育廳財務處處長 

4 林清泉 福建省教育廳高等教育處處長 

5 楊振坦 福建省教育廳教師工作處處長 

6 范 菁 福建省教育評估研究中心副主任 

7 黃松青 福建省高等學校師資培訓中心常務副主任 

8 詹友基 福建工程學院教師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9 朱水湧 廈門大學教師發展中心常務副主任 

10 彭彥卿 廈門理工學院人事處副處長 

11 郭立新 遼寧財貿學院黨委書記 

12 馬鵬巍 遼寧財貿學院董事長 

13 徐  嘉 遼寧財貿學院院長助理 

14 高  嵩 中華海峽兩岸科教文交流學會名譽理事長 

 

九、 規劃本院年終餐敘相關事宜： 

（一）日期：106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中午 

（二）地點：台北花園酒店二樓國際廳 

（三）12 月 12 日召開工作會議 

十、 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弱勢學生教學助理補助補助計畫」11 月份收據及簽到表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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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十一、 辦理及彙整本院各學系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及 KPI 相關事宜。 

十二、 辦理教育部強化產學合作之產業實驗園區計畫內容提報事宜，後續將轉提教學卓越計

畫。 

十三、 辦理群益金鼎證券實習申請事宜。 

十四、 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11 月份第九期出刊事宜。 

十五、 有關院級雙聯學制及交換事宜： 

(一)彙整 106 學年度院級海外交換申請文件，預計於 12 月中辦理甄選。 

(二)籌備 12 月 26 日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學位申請說明會事宜。 

(三)與韓國又松商學院聯繫學生交換協議內容更新事宜，對方代表預計於 1/5 來院拜訪。 

(四)辦理東密西根大學商學院課程對應事宜。 

[跨領域學程] 

一、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選課檢核條件設定。 

二、105 年 11 月 30 日辦理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參訪活動。 

三、協助商學院 AACSB 認證實地訪評及 2016 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事宜。 

 

[國際商管學程] 

一、辦理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外國學生春季班入學書審事宜。 

二、11 月 25-28 日「海外企業專題」海外參訪。 

三、配合人事室「推動增進行政效能措施事宜」撰寫工作執行說明書。 

四、撰寫 104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 KPI、105-1 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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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A 班] 

一、 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系列演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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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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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班「商務溝通」課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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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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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1 月 17 日晚上 7 時假 2123 會議室舉辦 106 學年度 EMBA 第一場招生說明會，包含報

名來賓、EMBA 學生及系友約 70 人參加。 

四、  
五、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工作事項報告： 

(一) 臺北市東吳大學EMBA服務與成長協會於 11月 15日發行EMBA第 72期電子報，

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協會於 11 月 4 日下午 7 時假 2127 會議室召開活動組組長會議，討論 106 年活動

規劃及預算。 

(三) 協會於 11 月 10 日下午 7 時假 2123 會議室舉辦第 33 場讀書會「文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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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持續辦理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五) 辦理協會電子報系統更新事宜。 

(六) 持續辦理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七)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預告： 

1. 12 月 3 日(六) 上午 9 時有 30 位選手參與東吳超馬接力賽，理事長曾子若、王

國強主秘、單玉華副主秘、執秘陳彥文與會員將一同前往會場為選手加油。 

2. 12 月 10 日(六)下午 2 時假 5117 國際會議廳舉辦新價值高峰論壇第六場盛會「虛

擬經濟與數位經濟的新價值」。 

3. 12 月 14 日(三)下午 6 時 30 分假西雅圖延吉店舉行秘書組例會。 

4. 12 月 28 日(三)下午 7 時假凱薩大飯店舉行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會。 

[經濟學系] 

一、 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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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經濟學系 11 月 4 日邀請邀請山東大學經濟學系丁言強教授演講「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

理論研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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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系友隊七度蟬聯團體總冠軍，勇奪七連霸! 

四、 經濟學系第 2 期電子報 11 月 8 日出刊。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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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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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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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0 日召開大一導師會議。 

八、 經濟學系 11 月 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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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經濟學系派員參加 11 月 17 日研發處評鑑組召開之 105¬¬-106 年校務發展計畫 KPI及重

要計畫之作業說明會。23 日參加校務發展計畫填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 

十、 經濟學系 11 月 17 日進行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委員會會前會議，審查書面資料並

討論面試相關事項。25 日進行碩士班甄試面試。 

十一、 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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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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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經濟學系 11 月 18 日召開學生事務小組會議，審核 105 學年度系友會各項獎學金。 

十三、 經濟學系 105 學年度移地教學活動，預計明年 3 月到中國天津南開大學與北京。11

月進行大三、大四年級班級宣傳，並於 11 月 21 日舉辦說明會。本次活動招收 30 名，

學生反應熱烈，第二天報名即額滿，顯見本系過去連續兩年來舉辦移地教學活動的成

功，頗獲學生的肯定。 

十四、 經濟學系 111 月 21 日汰舊換新研究生研讀室椅子 30 張。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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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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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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11 月 24 日召開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電子報第 2 期檢討會議。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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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6 組 26 位同學報名參加。 

十八、 經濟學系 11 月 30 日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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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學系] 

一、重要會議及活動： 

(一) 配合本院申請國際商學認證（AACSB），協助 AACSB 訪評委員(Peer-review Team, 

PRT) 於 11 月 13 日至 16 日蒞校訪評相關作業。 

(二) 完成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自評作業。 

(三) 提交系所評鑑「自我改善執行成果報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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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於 R2615 研討室聽取由謝永明主任主持之簡報，

並與會計學系多位專任教師舉行座談。 

(五) 11 月 24 日舉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審議專任教師評鑑案及專任

教師申請休假案。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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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同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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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近 60

位師生及系友報名參加。 

(七) 11 月 16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書面審查會議，並於 11 月 23

日辦理招生面試，總計 30 位考生。 

(八) 11 月 18 日與圖書館共同舉辦 TEJ 資料庫說明會，以協助研究生瞭解資料庫之操作

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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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學系研究生碩士論文計畫書進行審查作業，本學期總計 58 位同學提繳計畫書，

其中含碩士班 26 位、碩專班 26 位，預計於 12 月底完成審查。 

(十一) 會計學系 11 月份總計舉行五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 

1. 11 月 11 日邀請證期局張振山副局長蒞臨演講，講題為「從公司治理談"金融

與美好社會"」。 

2. 11 月 18 日邀請濟南大學會計學系劉毅主任蒞臨演講，講題為「中國資本市

場發展問題與前瞻」。 

3. 11 月 23 日邀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棠妮副總會計師蒞臨演講，講

題為「反避稅目前的進展」。 

4. 11 月 30 日邀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怡文會計師蒞臨演講，講題為

「常見集團組織重組方式之分割及換股實務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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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 月 30 日邀請遠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張世宗總經理蒞臨演講，講題為「企

業併購評價及實際案例」及「如何解讀鑑價報告」。 

二、教務： 

(一) 11 月 6 日及 13 日舉行會計學各科期中考統一考試。 

(二) 辦理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關懷事宜。 

(三) 確認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課資料。 

(四) 提醒老師辦理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教材上網事宜。 

(五) 通知教師上網填寫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授課計畫表。 

三、學生事務： 

(一) 協助心理諮商中心於11月16日進行一年級四個班級「大一新生身心適應度調查」，

瞭解同學大學生活適應狀況。 

(二) 通知各授課教師於統一作業期間，透過學業關懷系統進行登錄期中關懷名單，提

供學生經由電子郵件及化校園系統查詢相關訊息。 

(三) 提報教育部 106 年度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計畫經費申請。 

四、系友會務： 

(一) 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學聯誼會文教基金會於 11 月 17 日召開第十一屆第

六次董事會議，會中通過： 

1. 民國 105 年 9 月 30 日及 104 年 9 月 30 日之比較資產負債表； 

2. 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第三季之比較收支餘絀表； 

3. 民國 106 年度工作計畫書暨經費收支預算表； 

4. 董事辭聘及改聘案。 

(二) 為聯繫系友感情，並提供運動健身之機會，本系第四屆系友盃男籃比賽於 105 年

11 月 27 日假士林運動中心舉行，計有近 70 位系友及在校同學參與。 

五、佳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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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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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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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理學系] 

一、11 月 2 日「作業與供應鏈管理」小組召開課程規劃小組會議，討論本系課程規劃事宜。 

二、召開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11 月 9 日舉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

會會議。 

三、11 月 15 日協助東吳 EMBA 聯誼會舉辦名人講堂，邀請羅珮琳中醫師主講「健康養生的

成功策略」。 

四、召開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11 月 23 日舉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教師評審委

員會會議。 

五、11 月 26 日舉行 106 學年度東吳企管系碩士班甄試面試。 

六、 11 月 30 日舉辦「東吳企管財經講堂」第二季，第二場次主題是《數位匯流造就媒體界

Uber：OTT 網路電視悄悄獵殺有線電視？》，由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陳冲擔任主持人、

歐素華教授擔任引言人，邀請清華大學科法所（前 NCC 委員）彭心儀教授、愛奇藝台灣

站楊鳴總經理，以及年代網際世紀（股）公司常立欣副總經理擔任與談人。討論自 2016

年起，台灣有線電視台將進入全面數位化時代。但對有線電視業者而言，數位化也意味

著競爭場域的網路化、消費者服務的多元化、與串媒體平台的匯流化。Apple TV、Android 

TV 已準備好進攻客廳娛樂平台，Netflix、Line TV、愛奇藝、樂視網等跨國網路影音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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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是來勢洶洶。國內原有有線電視業者面對數位新生態該如何自處？台灣現有 OTT 業

者又有何競爭策略與創新服務模式因應？另一方面，在版權保護的議題下，政府該如何

協助台灣業者爭取更好的後台支援以保護合法？這些都是需要嚴肅面對之議題。 

七、11 月 30 日舉辦企管系 HAPPY HOUR，邀請瀚奎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劉開國總經理主講「教

學技巧精進研究」。 

八、協助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舉行相關活動： 

(一) 11 月 11 日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第六屆第九次董事會。 

(二) 11 月 11 日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第七屆第一次董事會。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 11 月 4 日中午 12：00~13：30，假 2123 會議室，出席 AACSB AOL 講習會議。 

二、 11 月 4 日中午 13：30~16：30，假 2127 會議室，出席 AACSB 會議，討論正式訪評(11

月 14 日、11 月 15 日)相關事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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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1 月 10 日下午 15:30～17:00，假 G101，出席 105 學年度新生第一哩定向輔導活動檢討

會。 

五、 11 月 14 日下午 13:30～14:30，假 2315 電腦教室，出席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選課檢

核條件設定說明會。 

六、 11 月 22 日上午 9:00，假 5211 會議室，參加商學院舉辦的「2016 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

研討會—金融科技與產業創新」。 

七、 提報學群導航規劃調查表、104 學年度校發計畫管考本文及附件、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八、 11 月 23 日上午 9:00，假 5211 會議室，參加「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

說明會」。 

九、 11 月 1 日提報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班及碩專班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名單。 

十、 11 月 15 日提報研究生資格考核申請表及考核委員資料表。 

十一、 11 月 17 日下午 15：00，假 5117 會議室，出席評鑑組進行 kpi 及重要計畫等作業說

明會。 

十二、 11 月 17 日中午 12:30~13:30，假 5617 教室，溫福星老師舉辦貿四 A 導生會。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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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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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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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11 月 28 日中午 12:00~13:00，假 5513 教室，謝效昭老師舉辦貿一 A 導生會。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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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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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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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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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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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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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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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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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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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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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芸均。 

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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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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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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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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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 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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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本系梁恕老師、張大成老師、蔣成老師榮獲 104 學年度熱心導師。 

三十一、 11 月 2 日中午 12：10，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

會議，議題內容如下： 

(一) 確認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會議紀錄。 

(二) 審查鍾俊文副教授申請 106 學年度休假案。 

(三) 審查蔣成副教授申請 106 學年度休假案。 

(四) 審查溫福星教授申請 106 學年度休假案。 

(五) 審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陳金盛專任助理教授續聘案。 

三十二、 11 月 2 日中午 12:30，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議題內容如下： 

(一) 確認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議紀錄。 

(二) 確認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及第 2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會議紀錄。 

(三) 討論 106 學年度新聘二位專任教師相關事宜。 

(四) 修訂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碩士班研究生進修與管理要點事宜。 

(五) 討論客座教授授聘任事宜。 

三十三、 11 月 2 日下午 14：00，假 R2227 會議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

議，議題內容為：討論導師輔導學生相關事宜。 

三十四、 11 月 16 日中午 12：10，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招生委員

會會議，議題內容為：討論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相關事宜。 

三十五、 1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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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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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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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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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1 月 16 日召開系務會議，審核各項奬學金獲獎名單、修訂「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

數學系傑出系友遴選辦法」，討論本校各系自行開設資訊能力檢核認證課程是否認列為

本系畢業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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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 月 16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核邱于芬助理教授教師評鑑案、討論徵聘教師案、106 學

年度教師休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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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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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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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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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本系舉辦學術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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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理學系] 

一、 召開各類會議： 

(一) 11 月 17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 

(二) 11 月 17 日、11 月 24 日召開學士班課程調整討論會。 

二、 舉辦 14 場專題演講/課堂演講： 

時 間 主 講 人 職 稱 講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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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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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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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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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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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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舉辦學生活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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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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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榮譽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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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黃心怡老師升等副教授。 

五、 辦理 AACSB 商管評鑑實地訪評。 

六、 協助商學院辦理 2016 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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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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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11 月 24 日辦理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面試。 

十、 辦理教師專業社群計畫提報。 

十一、進行機房伺服器及環境重整，架設虛擬伺服器平台。 

十二、更新資管專業教室及認證輔導教室電腦。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11 月份進行班級輔導及教學講演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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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日由會計學系柯瓊鳳老師帶隊，科管、財金學程秘書及商進班助教陪同，

帶領科管、財金學程與商進班學生至南僑企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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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中考開始執行學業關懷措施，本學期有 254 位學生，開課 36 科，學業關懷措施計有

31 科授課教師執行，有關懷名單者 24 科，被關懷之學生共 164 位。  

三、與各授課教師確認期末課堂反應問卷施測時間。 

四、協助課務組校對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資料，以配合選課註冊作業手冊之編印；執行

課程檢核設定。 

五、協助舉行 2016 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相關事宜。 

六、協助 AACSB 訪視委員來訪相關事宜。 

七、填寫並送交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自評作業。 

八、其他辦理：學生畢業離校及休、退學手續、經費核銷、106 校發計畫預算編列方式說明

會、課程檢核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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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十二月 

一、 院務行政  

（一）辦理 105 學年度學院暨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 

1. 105 年 11 月 2 日：討論各學制 106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學分表，決議碩士班畢業學

分為 36 學分，其中必修學分為 15 學分。 

2. 105 年 11 月 11 日：通過提案本院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士班新增課程「巨量資

料與科技金融(Big Data & Fintech) 」。 

（二）辦理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自評作業。 

（三）11 月 23 日辦理 106 學年度碩士學位學程甄試面試作業，共 13 名考生應試。 

（四）11 月 25 日辦理約聘助教面試作業，奉核錄取者預定 12 月 1 日到任。 

（五）11 月 24 日院長召集全院教師及行政同仁，針對 105 年 9 月遠見雜誌公布國內大學評

比報導，討論本學院因應策略，會中院長期勉教師每年維持一定的研究產出，並加

速推動國際化，包括與境外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合作及學生參與國際交流。 

（六）辦理 11 月份工讀生薪資結報作業。 

（七）參加教育訓練： 

1. 11/15、11/17 參加電算中心辦理之教育訓練課程。 

2. 11/16 參加教務處辦理之選課檢核系統說明會。 

3. 11/22 參加研發處評鑑組辦理之 105-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KPI 說明會。 

4. 11/24 參加研發處主辦之 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 

二、 教學與學生輔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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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一一拜會各學院，研議各學院與本院在課程規劃及學術研究合作之可行性。目

前已與人社院(11/23)及法學院(11/29)師長座談。 

（二）11 月 28 日測試校外「東吳大學畢業標準檢核系統」，確認鍵入資料。 

（三）完成本學院 105 學年度課程外審課程結構規劃書及報告書(學士及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11 月 30 日提送教務處辦理審查作業。 

（四）草擬 106 學年度秋季班外國學生新生暨轉學生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分則。 

（五）辦理「105 學年度第 1 次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前置作業。 

（六）辦理專題演講： 

 

時間 地點 講者 講題 參與人數 

105.11.5 

09：10-12：00 

5614 教室 周保羅博士 物聯網趨勢與創

新應用-II 

39 人 

105.11.12 

09：10-12：00 

5614 教室 王可言博士 金融科技區塊鏈

與創新應用 

22 人 

105.11.19 

09：10-12：00 

5614 教室 王可言博士 巨量資料與創新

應用思維 

24 人 

 

三、 學術交流與合作 

（一）11 月 3 日，許晉雄副院長與于仁陵總經理討論合作教育大數據。 

（二）11 月 10 日，許晉雄副院長與數位百商阮冠翰總經理及 MIC 周樹林組長討論合作事

宜，項目為大數據創新與金融科技，擬以成立協會的方式，整合產官學的資源提供

學生實習與就業機會。 

（三）11 月 17 日，本院與中華 R 協會討論合作舉辦「2016 Taiwan R 研討會」，本會議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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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5 年 12 月 23 日在本校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舉行。會中邀請兩岸學者專家分享

R 軟體的應用。研討會主題包含以下領域： 

1. 經濟、金融與保險 

2. 智能製造 

3. 自然語言處理與文字探勘 

4. 社群網路分析 

5. 心理測驗模式與方法 

6. 生態與環境資料分析 

7. 貝式推論統計 

8. 穩健統計方法 

9. 空間統計 

10. 時空資料處理與分析 

11. 時間序列分析 

12. 藥物動力學與生化資料分析 

13. 醫學影像與臨床試驗分析 

14. 計量化學與計算物理 

15. 視覺化與圖形 

16. 最佳化與數值方法 

17. 基因系統演化學 

18. 高效能與平行運算 

 

（四）11 月 22 日，許晉雄副院長代表學院至亞東技術學院資管系擔任評審，並與該系教授

進行交流。 

（五）11 月 30 日，本院胡筱薇老師至美國出席 IEEE Big data conference，並且與 Standard 

University 及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討論 Data Lab 合作事宜。 

（六）11 月 30 日，許晉雄副院長參加由經濟部技術處支持，資策會數據科技與應用研究所

(大數據所)主辦之第六屆「2016 前瞻趨勢國際論壇」，探討巨量資料前瞻技術及產

業應用案例。本次論壇邀請國際級產業領袖代表包括: Microsoft 微軟資料技術長 Dr. 

Raghu Ramakrishnan (CTO for Data)、全球三大 Hadoop 開源大數據軟體提供商之一

MapR technologies 工程副總裁Mr. Kiran Mehta、美國群眾外包配送平台公司 Instacart

資料科學副總裁 Mr. Jeremy Stanley、美國 IBM 愛曼登研究中心經理 Mr. Howard Ho、

本校張善政榮譽院長、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會長張榮顯等傑出講者，暢談巨量資料

最新趨勢、應用服務及實際導入經驗，激盪大數據創新應用新面貌。 

 

  



70 

人事室 
十二月 

[第一組] 

1. 於 105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8 日自行至「宏恩醫院」辦理 105 年度教職員工定期健康

檢查者，合計有 8 人，其健康檢查報告預定於 12 月中旬發送，截至目前為止年度到檢率

為 68%。 

2. 於 105 年 12 月 5 日召開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任務小組第四次會議，會中針對教師評鑑辦

法重要修訂項目進行討論。 

3. 彙整 105 學年度休假返校教師之休假成果報告，並預定提送校教評會 105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2 次會議備查。 

4. 於 105 年 11 月 18 日舉辦 U9 聯盟人事人員交流座談會，會中討論未具本職兼任教師適用

勞基法、職安護理人員配置等人事議題進行討論。 

5. 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邀請總務處、學務處主管及同仁討論職安人員配置相關事宜。 

6. 研擬調整鼓勵行政人員提升英語能力措施。 

7. 研擬調整紙本教職員工名錄之印製方式。 

8. 函請各教學單位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兼課徵詢作業。 

9. 為配合教育部補助計畫經費年度結算，先行辦理輔導創新工作計畫、大專校院聘用專兼

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及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所進用之專任職員、教學卓

越計畫所進用之專任助理及獲教師彈性薪資專任教師之 105 年年終工作獎金相關事宜。 

10. 持續辦理專任職員、工友及計畫人員聘任作業。 

11. 辦理工友加班費、校安人員值勤費及教職員差旅費審核作業。 

12. 辦理兼任教師資格審查作業。 

 

[第二組] 

1. 教職員工 105 年 12 月份薪資已作業完成，並已於 12 月 5 日發放。另產學合作等計畫專

任助理 11 月份人事費已於 11 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05 年 10 月人事費亦已於 105

年 11 月 25 日發放。 

2. 辦理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9~12 週專、兼任教師之鐘點費（含超鐘點），於 12 月 5 日發

放。 

3. 辦理教職員工公保、勞保、健保、團保等相關異動作業。 

4. 辦理工讀生及學生兼任助理勞保、勞退金及職災保險異動作業，並核算 105 年 11 月份個

人應繳之保費及各單位應負擔之勞保費及勞退金。 

5. 製發 105 年 10 月份研究計畫各項保費分擔表及補充保費核定表。 

6. 辦理各類保險（含公保、勞保、健保、補充保費、團保）及退休金（含編制內退撫儲金、

工友退休準備金、非編制內人員勞退金）之繳費核銷作業。 

7. 辦理公保、勞保、團保等各項保險給付申請，以及退休人員 105 年 11 月公保超額年金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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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作業。 

8. 辦理 7 位教職員工退休金及離職給與申請案。 

9. 11 月 16、17 日於兩校區辦理「退撫儲金及增額提撥說明會」，使同仁瞭解學校美意及

相關規定，已有 104 位同仁提出增額提撥申請作業。 

10. 於 11 月 3 日辦理員工職場安全教育訓練—邀請姚淑文主任主講「職場風險評估與安全防

護策略」。就校園內常見之潛藏危機，以實例喚起同仁對環境的觀察及注意。出席人數

計有 32 人，並於課後將上課講義放置人事網頁，以供參閱。 

11. 協助研究事務組配合科技部 11 月 8 日到校查核工作，並支援研究事務組 11 月 9 日「教

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針對人事約用、保險、支薪及核銷各流程細節作說明。 

12. 賡續辦理知行營相關安排。為進行會議內容議題規劃，於 11 月 23 日由主秘召集教務處、

人事室開會討論議題。但為因應遠見雜誌評鑑尋求提升教師研究能力之方法，決議下次

會議再邀請研究發展處參與討論。 

13. 行政人員為提升英語能力，報名參與推廣部英文課程。194 期課程於 11 月底陸續結束，

共計 10 人全勤完成研習。195 期已有 8 人次完成報名。 

14. 辦理福委會下列事務： 

A. 簽訂 13 家特約廠商之優惠合約，並彙整現有優惠案及社團資料。 

B. 協助福委會發函辦理社團補助經費申請及收件。 

C. 支援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辦理同仁健檢補助，計 7 人提出申請。 

D. 辦理福委會年終餐敘禮品之自行採購請准作業。 

E. 協助福委會連絡旅行社規劃明年 4 月及 6 月旅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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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十二月 

第一組 

一、本校105年7月份及105年8至10月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104學年度及105年8至10月人

事費明細表，於105年11月15日函送教育部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二、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及北一區區域中心計畫105年11月份經費執行情形表，於105年11月30

日陳副校長核閱。 

三、本校105年10月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得明細資料會計科目分析表及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

得明細資料，於105年11月29日送人事室酌參。 

四、本校104學年度決算案業經105年11月9日董事會第26屆第9次會議審議通過，於11月29日

函送教育部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五、完成填報教育部「私立大專校院財務資料庫平臺」104學年度決算資料。 

六、科技部於105年11月8日蒞校，抽查104學年度該單位補助計畫之財務收支情形，經整理並

提供計畫原始憑證冊、金融機構轉帳相關證明文件及管理費支出憑證冊等資料備查。 

七、完成104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自評作業並送交研發處。 

八、編製「106學年度學雜費調漲指標評估資料」之102至104學年度資訊，於105年11月15日

送研發處。 

九、於研發處於11月26日辦理本校「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中，負責會計業務說明。 

十、105年11月份傳票編製共計2,384張。 

十一、 辦理學生就學補助基金專戶提存作業。 

十二、 完成編製產學合作計畫及補助案經費收支明細表如下： 

序號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收支明細表

送計畫主持

人覆核日期 

1 政治系 

科技部之「平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度

實踐 —以反族群、性別、階級與身心障礙

歧視為中心－(子計畫八)不平等的教育、不

平等的公民：交織分析途徑下的公民身分

探究」計畫 

105年12月5

日 

2 社會系 

科技部之「平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度

實踐 —以反族群、性別、階級與身心障礙

歧視為中心－(子計畫十三)不同福利國家

模式下的庇護工場政策與身心障礙歧視論

述：瑞典、德國、美國、日本與臺灣的比

較分析」計畫面對老年的不確定性--衰弱、

尊嚴、智慧兼具的老化－(子計畫八)台灣高

齡者認知功能的測量與提昇 

105年12月5

日 

3 心理系 

科技部之「面對老年的不確定性--衰弱、尊

嚴、智慧兼具的老化－(子計畫八)台灣高齡

者認知功能的測量與提昇」計畫 

105年12月5

日 

4 資管系 
科技部之「通路限定產品對消費者偏好之

影響：作用機制與時機」計畫 

105 年 11 月

21日 

5 資管系 
科技部之「一般化DEMATEL及中心度衡

量」計畫 

105 年 11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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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一、完成「106學年度支出預算項目及支用原則表」修訂及陳核。 

二、105年11月23、24日分別於兩校區辦理「106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

本室負責「106學年度預算編列注意事項說明」。 

三、 完成104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自評作業並送交至研發處。 

四、 完成105年10月份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執行狀況表，並送研究發

展處。 

五、 完成105學年度10月份計畫預算執行表，並發送各計畫單位。 

六、 完成105年10月份固定及非固定薪資所得扣繳申報。 

七、 提供105年10月所得類別50申報金額統計報表予人事室，以利辦理申報學校應負擔之補

充保費計算。 

八、 配合校外機構各類型補助案納入校發計畫規定，105年11月份申請新增及異動之計畫如

下： 

編號 
單位 

代碼 
單位名稱 子策略編號 子策略名稱 

01 6101 法律學系 105-B-01-6101-5-10 合群方案 

02 6101 法律學系 105-A-01-6101-4-10 強化學生未來發展與競爭力 

03 1401 
國際事務中

心 
105-C-04-1401-5-04 落實推動境外生輔導機制 

04 5502 
日本語文學

系 
105-A-04-5502-5-03 建立特色研究領域 

05 1606 

校友服務暨

資源拓展中

心 

105-D-04-1606-5-01 活絡校友聯繫與服務 

06 6406 
資訊管理學

系 
105-A-01-6406-5-01 強化學生未來發展競爭力 

07 3100 
教學資源中

心 
105-D-02-3100-4-01 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 

08 5203 哲學系 105-C-01-5203-5-11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及招

生 

09 4101 

巨量資料管

理學院學位

學程 

105-C-01-4101-5-10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及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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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十二月 
【圖書館】 

一、 11月1日(二)教育部訪視委員蒞校進行「第3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總考評實地訪視」，

本館報告 105 年教學卓越計畫「增加認識世界文化的經驗及培養學生具備職場軟實力」

計畫執行成果。 

二、 11 月 14 日(一)召開本學年度第 7 次主管會議，討論本學期圖委會提案內容、97-102 學年

度國科會（科技部）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紙本）書目資料回溯建檔流程、資料庫校外連

線問題及 105 學年度圖書館工讀生訓練研習會等事宜。 

三、 11 月 18 日(五)館長出席於實踐大學召開之 105 年度第 2 次「八芝連館長座談會議」，會

議決議 423 世界書香日或圖書館週舉辦八芝連聯合主題書展，各館自訂書展主題，並互

相支援館藏，此舉不僅可以提升圖書資料借閱率，亦可提高八芝連館際合作見光度。 

四、 11 月 30 日(三)召開本學年度第 8 次主管會議，修訂「東吳大學圖書館圖書借閱規則」及

討論城區分館閱覽室長期佔位物品處理方式等事宜。 

五、 辦理本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行政庶務事宜。 

六、 辦理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自評作業及撰寫「工作執行說明書（含 SOP）」。 

七、 「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搜尋引擎升級暨系統整合」專案已於 11 月 24 日(四)完成驗

收，將於 12 月底前安排時間正式啟用。 

八、 規劃 105 年 12 月 9 日(五)召開「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台 104-105 年

度第 3 次夥伴校會議」。 

九、 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館際合作統計 

項    目 時     間 數    量 

網頁瀏覽人次 98 年 10 月 8 日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 430 萬 3,800 人次 

聯合目錄(匯入) 98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 746 萬 9,920 筆 

圖書代借代還 
104-105 年度計畫 

104 年 11 月 16 日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 

(13 校) 

總處理量：34,190 件 

線上申請 

館際借書證 

104-105 年度計畫 

104 年 8 月 1 日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 

(15 校) 

總處理件：6,480 人次 

北一區館合證 

(臺大圖書館提供) 

105 年 11 月 1 日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當

月小計 

進館量/88 人次 

借書量/76 本 

100 年 10月 12 日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累

計 

進館量/4,303 人次  

借書量/4,068 本   

十、 協助夥伴學校館員及讀者排解相關問題統計（統計期間：105.11.1-105.11.30） 

類  型 件數 

系統服務 8 

館員服務 22 

讀者服務 6 

聯合目錄 0 

貨運服務 2 

合  計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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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組】 

一、組務： 

(一) 回覆 Concert2017 年資料庫第二次訂購調查確認函。 

(二) 回覆 OCLC 自籌款結餘款退款回覆，待師大通知是否完成退款。 

(三) 進行第四次到刊查驗及館長挑刊準備作業。 

(四) 參與科技部計畫說明會，說明圖書採購作業。 

(五) 填覆科技部部計畫說明會提問說明資料。 

(六) 進行圖書館週購書節宣傳活動。 

(七) 整理圖委會提案資料。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105 學年度圖書館統籌經費執行進度(截至 105.11.28)： 

經常門 17,000,000 元，支用 16,288,617 元，執行率 95.81%。 

資本門 33,260,000 元，支用 24,565,930 元，執行率 73.86%。 

(二) 發送 10 月份圖書經費支用報表。 

(三) 完成美商博科、九如江記兩家廠商，共 4 個資料庫之限制性招標。 

(四) OCLC 書目上傳 1,330 筆。 

(五) 配合科技部計畫查帳事宜。 

三、 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5/10/27-105/11/28） 

(一) 購案核銷與採編維護 

購案 核銷 

96 件 34 件 

系統訂購檔 購書移送 贈書移送 

2,213 筆 884 冊 1,955 冊 

期刊編目 期刊驗收 期刊催缺 

206 筆 349 筆 65 筆 

(二) 其他業務處理統計 

項目 數量 

教師新書公告 3 件 

贈書處理（公文、謝函/贈書清冊） 
公文 4 份 

謝函/清冊 5 件 

學報寄送處理（含加工、打包） 3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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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組】 

一、 11 月 1 日(二)配合進行「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總考評實地訪視」相關作業。 

二、 11 月 6 日（日）配合「楊故校長其銑紀念追思會」於安素堂舉辦紀念照片展，並於兩校

區圖書館大廳舉辦「楊故校長其銑紀念照片展」，展示至 11 月 30 日（三），讓更多年

輕學子們認識這位親切愛校的前校長。 

三、 感謝秘書室、總務處與校內各單位協助，城區分館各項工程進度報告如次： 

(一) 「增設城區分館 6-7 樓內部樓梯」於 11 月 11 日（五）下午 3 點 30 分驗收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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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城區第一閱覽室整體改善工程」於 11 月 22 日（二）下午 2 點 30 分驗收合格，

並於 11 月 24 日（四）置物櫃遷移定位完成後，正式開放師生使用，改善詬病多年

之第一閱覽室空氣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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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感謝秘書室聯繫校園記者採訪製作第一閱覽室影音報導，並透過各管道宣傳播放，

讓全校師生了解閱覽室新穎空間與服務方式。 

四、 配合期中考試進行兩校區劃位措施與閱覽室 24 小時開放服務，本學年林筑玉專員接手城

區分館參考櫃台之後，主動自行研發城區分館七樓劃位系統，大幅節省參考櫃台人力與

時間，有效提升劃位服務品質與效率。 

五、 製作 104 學年圖書借閱百大排行榜海報、網頁及電郵宣傳，期能提升閱讀興趣與風氣。 

六、 11 月 14 日（一）至 28 日（一）舉辦臺灣圖書館行動展覽館活動。 

七、 籌備 12 月份圖書館週系列活動，由美育中心、英文系與圖書館共同舉辦，活動如次： 

(一) 「品．莎翁」：舉辦莎翁主題書展，歡迎全校師生寫下並張貼自己最喜愛的莎士比

亞名言或對話於圖書館，分享傳遞愛與人生。 

(二) 「劇．莎翁」：精選莎士比亞相關影音資料，提供師生一窺莎士比亞的戲劇世界。 

(三) 「尋．莎翁」：圖書館典藏各類型圖書資源，歡迎師生踴躍前來探索莎翁文獻。 

(四) 莎翁知多少：透過線上闖關活動，增進學生了解莎士比亞相關知識，同時配合教育

部政策宣導智慧財產權觀念，合法合理使用圖書館相關資源。 

(五) 專題演講：英文系將於 12 月 13 日（二）邀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林璄南助理教

授蒞臨演講，講題為「《哈姆雷特》的人性困境與藝術設計」。 

(六) 美育中心美力 X 莎士比亞專文分享：音樂世界的莎士比亞、從名畫讀懂莎士比亞經

典劇作，共計 12 篇。 

八、 進行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自評作業。 

九、 配合人事室，大幅改版現行工作手冊為「工作執行說明書（含 SOP）」。 

十、 讀者服務組各項業務月統計資料： 

(一)讀者服務組各項業務月統計資料（整合兩校區數據）： 

借書、還書、續借、預約等(含非書資料)統計資料每學期陳報一次。 

新收 

中文書(冊) 

新收 

西文書(冊) 

新收非書資

料(件) 
參考諮詢 

淘汰處理 

(冊/件) 

圖書修護 

、裝訂(冊) 
證件核發 

2,515 140 75 1,470 0 14 21 

總 館 調 借

分館(冊/件) 

分館調借

總館(冊/件) 

長期借閱 

(設定冊數) 

指定用書
(使用册次) 

學位論文 

收件 
賠書處理 代收款 

299 655 47 293 5 
賠書:5 

賠款:0 

246 筆 

33,61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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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離校 

(休退畢) 

教職員 

離職 

館合申請件

處理 

圖書館 

進館人次 

研究小間

使用人次 

研討室 

使用人次 
 

98 2 44 
本校 59,886 

校外 509 
194 1,806  

團映室 

使用人次 

會議室 

借用次數 

校史室 

參觀人次 
導覽場次 館舍維修 期刊裝訂  

56 13 135 
5 場 

122 人 
7 354  

(二)北一區圖書資源月服務量統計： 

代借代還 虛擬借書證 

申請件 受理件 東吳借他館證 他館借東吳證 

369 290 56 人次 37 人次 

【數位與系統組】 

一、進行研發處研究事務組移交 97-102 學年度國科會（科技部）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紙本)之

書目資料回溯建檔。 

二、進行近三年電子期刊使用統計及各學院系使用資料庫統計。 

三、持續進行端木校長之相關檔案進行簡易目錄建檔。 

四、配合電算中心於 11/16、11/27 到館，現場評估館內讀者使用個人電腦設備相關事項。 

五、進行年度清點館內現有單機版及內聯網(Intranet)版資料庫，包括 4 個單機版和 20 個內聯

網版。依據資料庫性質和使用狀況，評估升級 web 版之可行性。 

六、進行加強各級單位的校史紀要資料內容，委請電算中心協助轉出 102、103 學年度現有校

史資料並以人工方式進行清點，擬發函提醒各單位上線登錄資料。 

七、配合教務處進行 2017 年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請購案。 

八、進行 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事宜。 

九、出席本學年度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 

十、辦理工讀生相關勞保之加/退保、工讀時數線上登錄等相關事項。 

十一、 十一月份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計 12 場，計 133 人次參加。 

（一）中正圖書館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2016/11/02 14:30~15:30 西文期刊文獻資源蒐集 2 

2016/11/03 15:30~17:20 英文系電子資源介紹/英文三 23 

2016/11/10 15:30~17:00 書目工具介紹 EndNote X7 2 

2016/11/22 08:30~10:00 博碩士學位論文資源蒐集 2 

2016/11/30 10:00~12:00 書目工具介紹 EndNote X7/社工碩二 3 

（二）城區分館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2016/10/29 09:00-12:00 TEJ 資料庫利用講習/國貿碩二、國貿專二 33 

2016/11/01 19:00-21:00 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講習/企碩專一 20 

2016/11/04 13:30-15:00 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X7/企碩二 6 

2016/11/10 10:00-12:00 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X7/企碩二 2 

2016/11/16 14:30-16:30 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X7 8 

2016/11/18 18:40-22:40 TEJ 資料庫利用講習/會碩專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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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2016/11/23 14:30-15:30 博碩士學位論文蒐集 2 

十、業務統計 

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電子資源 [電子期刊]修正電子期刊管理系統之電子期刊

連結網址。 
種 21 

[資料庫]更新 Aremos 單機版 個 1 

[資料庫試用]  

經典人文學刊庫、古今圖書集成資料庫、

JSTOR 四個 Collection 開放試用、 

Medici.tv 麥迪西 TV《現場直播音樂會》、四

庫系列數據庫、動腦雜誌知識庫、MGG 

Online、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 

種 8 

博碩士學位論

文 

審核(退件、申請變更、新增帳號、使用諮詢

及紙本論文授權異動狀況) 

件 

12 

書目資料由學位論文系統轉出 ISO 2709 格式 23 

論文系統上傳相關問題諮詢 4 

郵寄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國家圖書館 88 

機構典藏系統上傳微生物系、財精系、音樂

系、資管系博碩士論文計 92 筆；電子檔案權

限異動計 78 筆；上傳中文系國科會研究計畫

書目計 24 筆。  

 194 

電子資源 

推廣教育 

資料庫、電子書、電子期刊等圖書館利用指引

課程 

場次 12 

人次 133 

網頁建置 

與維護 

更新本館網頁：首頁動態 banner、館務紀要與

業務執掌、利用講習、各項統計資訊等。 
件 10 

圖書館 

自動化 

書評審核(0) 

件 43 客服問題(7) 

WebPAC 維護-書影圖檔(36) 

電腦維護 

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7) 

件 11 

軟體更新、安裝及檢測(2) 

印表機(0)、掃描器(0) 

主機及周邊設備(2) 

機房管理(0) 

網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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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十二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精進暨教師專業社群補助，均已截止申請，依規定執行計

畫未完成結案者，暫停計畫申請資格，目前教師組已陸續與成果報告有問題之計畫

執行單位聯繫，請各執行單位儘早完成修正，俾利後續新計畫之核定作業可順利進

行。 

(二)為配合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年度結案期程，進行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精進暨教師

專業社群經費執行狀況調查，以掌握餘款數額並統一處理 12 月 15 日後核銷專簽，

加快 12 月下旬核銷辦理速度。 

二、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依教育部 105 年 10 月 13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50126383 號函示，第 3 期區域教學資

源整合分享計畫原定執行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延長執行期至 106 年 12 月。105 年

度總考評報告已於 11 月完成報部審查，作為 106 年經費核配之參考依據，後續擬依

審查結果，決議是否邀集區域召集學校及夥伴學校到部進行簡報說明與報告審查。 

(二)本期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執行至 12 月 31 日止，相關經費結案期程已函知各執

行單位。 

(三)完成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 104 學年度執行成

果報告」報部。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理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 105 年 11 月 14 日函請相關單位，於 12 月 15 日前至本校教學卓越管理平台填報 106

年度新子計畫。 

(二)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 11 月共上傳計畫相關最新消息 7 則、成果 20 則。 

(三)截至 12 月 6 日東吳教學卓越計畫網站瀏覽人次達 4,035,475 人次，最新消息與成果

分享訊息分別為 1,620 則、675 則。 

(四)「東吳教卓 fb」上傳最新消息與成果分享訊息共 34 則，截止 12 月 5 日粉絲專頁按

讚總數達 1,027 人次。 

(五)協助子計畫「綠色科學與永續發展等環境教育課程之整合、推動與執行」製作環保

酵素洗碗精之標示貼紙，藉以宣傳教學卓越計畫之執行成果。 

二、隨堂教學助理 

(一)11 月 24、29 日於兩校區辦理「10 個可具體執行的時間管理技巧」講座，共計 174

人參與，整體講座滿意度達 93%。 

(二)隨堂教學助理成效滿意度問卷施測，自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2 日止統計結果，教師對

助理整體滿意度達 92%、學生對助理整體滿意度達 80%，助理自評滿意度尚統計中。 

(三)11 月 28 日開放 105 學年第 2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補助計畫申請，共開放 197 個課程名

額，教師申請階段截至 12 月 19 日止。 

三、語文學習 

(一)多國語言學習角 11 月份參與人次共 280 人次。 

(二)英文 E-Mail 批改 11 月份批改 11 篇文章。 

(三) 11 月 17 日辦理多國語言學習講座，邀請校外講師褚士瑩以「語言的力量」為題演講，

參與人次 64 人，滿意度達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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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務資料分析中心相關事務 

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召開第二階段校級問卷整合會議，討論下一階段之工作項目及進

度。 

五、其他 

(一)11 月份各空間累計使用人次統計：城中校區 5615 室 336 人次；雙溪校區 D509 室 685

人次、R210 Lounge 室 283 人次、R210 電腦共 1,947 人次。 

(二)11 月份各空間場地滿意度：城中校區 5615 室滿意度 99.8%；雙溪校區 D509 室滿意

度 98.3%、R210 Lounge 室滿意度 97.2%。 

(三)起飛計畫教學助理因教育部補助之經費刪減，確定補助至本學期 105 年 12 月底止，

且下學期不再補助。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建立全方位數位教材製作服務方案 

(一) 教學資源器材借用：外借使用 25 人次、借用數量(含配件) 254 件。 

(二) D0507 數位教學實驗室：錄製影片共 9 支、使用時數 5.5 小時。 

二、推廣數位學習應用方案  

「東吳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目前有 796 位教師已上傳教材，師

生共 15,4162 人已上線使用；自 9 月 12 日起至 12 月 6 日止，平台上線人次共 123,606

人，瀏覽量達 3,335,689 人次；Moodle 諮詢共 24 案。 

三、維護數位教學與行政系統 

網站/平台/系統 作業說明 

影音資訊站系統 1.影音資訊站系統 11/7~12/6 申請統計共計 48 件。 

2.11/24、11/25、11/28 電視牆連線異常處理。 

EXALEAD 巨量系統 1. EXALEAD 第二期學務、社資資訊智能專案 

(1)健諮模組已開發完成，已於 11/17 與健諮中心

使用者進行討論。 

(2)UCAN 模組已開發完成，debug 發現些許問題，

進行修正中。 

(3)德育模組開發中，預計 12 月中旬完成。 

(4)群育 SPEC v0.0.1 完成 90%撰寫，預計 12 月中

旬進行開發。 

(5)捐款系統與住宿 SPEC 規劃中。 

2.11 月 8 日前往城中安裝 EXALEAD 兩台主機之

RAM 以及排插。 

3.11/11 XALEAD 巨量學務兩台主機初驗完成。 

4.11/24 與 IBM 原廠更換 D0405 主機之故障風扇。 

北一區管考平台 新增修改北一區管考平台 106 年度新計畫填寫、以

及 104R 表程式修改。 

黑快馬網站平台 11/21 協助國際處表單誤刪處理。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 1.Moodle 點名模組程式修正。 

2.11/16 修改 Moodle 首頁版面。 

3.11/24 修改 Moodle gzip 設定。 

4.11/25 備份網路學園主機之教材資料。 

5.11/28 日文系 Moodle 進階功能教學。。 

6.11/29 安裝兩台 Proware 備份陣列，供 Moodle 備份



81 

使用。 

7.12/2 Moodle 主機 01（163.14.19.70）擴充記憶體至

256GB，預計 12/8 擴充 Moodle 主機 02。 

 

四、遠距視訊庶務 

(一)U9 聯盟遠距系統測試：12 月 5 日校長二級主管會議中指示與 U9 聯盟學校先期進行

遠距視訊連線測試，確認各校均可以連線。經與教務處提供上次 U9 聯盟開會會議紀錄，

顯示主導學校淡江大學將於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結束前三週開始進行相關工作。未來將

主動配合淡江大學相關作業，進行各種連線測試。 

(二)11 月 21 日支援人社院普仁堂活動錄影。 

(三)11 月 23 日二教研遠距推播連線流量測試。 

(四)11 月 30 日協助馬前總統演講講座轉播。 

五、遠距教學及磨課師計畫 

(一)11 月 8 日協助與淡江遠距教學連線。 

(二)11 月 10 日磨課師管考會議。 

(二)11 月 16、17 日遠距課程流程圖討論。 

六、未來先進教室及遠距教室 

(一)11 月 29 日城中 5614 設備問題處理。 

七、其他行政業務 

(一)校務資料匯入平台程式更新。 

(二)協助教資中心所有代管主機之系統安全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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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十二月 

一、 韓國釜山外國語大學 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7 年 1 月 15 日之四週華語研習團相關作

業事宜現正進行中，目前該團報名人數確定達 25 人，本中心已向總務處採保組保留東

桂、東荊床位，並依對方需求安排規劃課程，同時將安排華語小老師協助進行主題式語

言交流。 

二、 為讓交換學生有更多機會可以認識台灣在地文化與了解台灣歷史，華語小老師志工團隊

於 11 月 19 日帶領境外學生至淡水遊古蹟，過程中由小老師解說介紹雲門舞集、小白宮

等相關資訊，並預約專業導覽解說淡水紅毛城、滬尾炮台等古蹟之歷史，最後安排於老

街進行華語相關活動，共有 19 位學生報名。 

三、 本中心於 11 月 22 日在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舉辦秋季班華語成果發表會，由交換學生及華

語學生一同參加。由於本次為首次在開放空間進行發表，故有許多經過的學生駐足聆聽

觀賞學生們的表演內容，也增加為本中心曝光的機會。 

四、 2016 正期制冬季班課程於 105 年 12 月 5 日至 2017 年 2 月 17 日開班，授課總時數為 135

小時。本期學員除領取教育部華語獎學金學生和前期續讀學員外，另有來自韓國、德國、

越南之學生報名參加合計共 27 人，較去年同期增加了 17 人，足見本中心學生人數之成

長。配合學生學習程度，開設視聽華語第 1~5 冊。 

五、 為促進交流學生體驗中華文化，華語志工團隊預計於 12 月 16 日舉辦書法體驗活動，目

前已有 10 名學生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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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十二月 

一、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一) 持續進行選註冊協調會後，各項選課相關問題修訂。 

(二) 持續進行東吳大學 APP 系統第二階段界接 API 開發與測試。 

(三) 持續進行推廣部系統新官網整合界接電子化校園 API 開發與測試。 

(四) 持續進行 106 招生系統及學雜費相關程式修訂。 

(五) 完成畢業能力檢核系統上線。 

(六) 協助完成東吳大學各項需進行直播之會議與課程。 

(七) 持續進行電子化校園系統虛擬化網路基礎架構建置。 

(八) 協助處理 APP 相關問題與協助各單位解決公文相關問題。 

(九) 持續進行人會總採購系統開發訪談相關事務。 

(十) 完成完成公文系統副本與附件觀看權限問題修正。 

(十一) 持續進行 OS/2 舊教務系統改版- (教務處系統-學籍系統-新生、轉學生入

學作業，學號編列)。 

(十二) 持續進行 OS/2 舊教務系統改版- (教務處系統-課務系統)。 

二、全校網路設備與相關系統說明 

(一) 完成垃圾郵件防禦系統驗收。 

(二) 完成垃圾郵件防禦系統使用說明撰寫。 

(三) 完成雙溪校區 DNS 維護請購。 

(四) 完成城中校區 4 大樓骨幹網路交換器更新建置。 

(五) 完成資安每季網路統計報告。 

(六) 完成全校性防火牆暨內網防禦系統維護請購。 

(七) 完成城中校區 5 大樓無線網路交換器更換與 6 大樓網路交換器建置。 

(八) 完成崇基樓 B1 閱覽室與鑄秋大樓 B1 無線橋接器安裝建置。 

(九) 完成戴氏基金會新增無線網路橋接器。 

(十) 完成普仁堂及戴氏基金會新增網點。 

(十一) 完成綜合大樓,愛徒樓,70-47,心理系,文化樓,寵惠堂部份網路交換器更

新。 

(十二) 進行校務行政系統防火牆新購相關測試。 

(十三) 進行新英文單位網站系統改版升級及測試作業。 

三、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完成 104 學年度畢業退學生帳號刪除。 

(二) 11 月份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Word 2016 文書處理基礎」、「Excel 2016

試算表基礎」，教職員共計 62 人次報名參加。 

四、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完成協助資訊管理系及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考試環境設定。 

(二) 完成配合經濟系考試電腦教室網路斷線事宜。 

(三) 完成協助教資中心新增 2 台代管主機安裝與驗收事宜。 

(四) 完成協助商學院 AACSB 訪評臨時網點架設事宜。 

(五) 完成總務處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智取櫃新增網點。 

五、詳細電算中心業務報告請至下列網址查閱：http://www.scu.edu.tw/cc/ →[工作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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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十二月  

【體育教學組】 

一、11 月 2 日召開第 1 次「體育室課程委員會」，修訂「東吳大學體育室課程委員會設置辦

法」及討論 105 學年第二學期排課原則。11 月 16 日召開第 2 次「體育室課程委員會」

審查 105 學年度第二期體育課程表及 106 學年體育課程。 

二、教育部體育署第 1050001749 號函請本校偕同大專體總共同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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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時間:105 年 11 月 26-27 日（星期

六、日）研習地點:本校城中校區（臺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56 號） 

三、11 月 23 日體育室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專題講座，邀請臺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現任勁緻

物理治療所邱炫瑋院長做專題演講。講題：筋膜的世界。 

四、第十一週(11/21)至十四週(12/16)實施體適能加強班，輔導未通過體適能檢測同學。 

 

【體育活動組】 

一、2016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於 12 月 4 日圓滿落幕，並於 12 月 7 假 B013 室召開賽後檢討

會議，其成果報告如下: 

（一）媒體曝光部分:（媒體曝光資料另由秘書室彙整提供）。 

          本年最大吸引記者亮點為馬英九前總統來參與 30 分鐘名人賽，賽後慈善公益活動

至漸凍人帳棚蓋手印並簽名，同時與中信兄弟職棒球星合影，共同支持公益。 

另外東吳視障學生沈柏鴻在鐵人隊姚君翰的陪跑下，首度完成 30 分鐘跑，也為本

賽事公益活動創下新猷。 

（二）24 小時馬拉松競賽成績部分： 

          1、男子組冠軍：中國選手趙紫玉 236.990 公里 

                   亞軍：香港選手林家禧 235.200 公里 

                   季軍：台灣選手康庭瑞 231.149 公里 

          2、女子組冠軍：中國選手單盈 241.334 公里  

                   亞軍：美國選手凱特琳‧娜姬 203.449 公里 

                   季軍：台灣選手黃筱純 202.448 公里 

此次達到國際金牌賽事標準的選手僅有中國的單盈，並首度由女性選手獲得總排

名第一的成績。因此今年東吳 24 小時國際超馬，是 24 小時賽的銀牌賽事。 

★金牌賽事標準：男子 240km 以上、女子 220km 以上跑者共 5 位。 

★銀牌賽事標準：男子 220km 以上，女子 200km 以上跑者共 5 位；本次達銀牌賽

事標準。 

二、明年校慶運動會業已展開報名作業，懇請各位師長鼓勵師生同仁踴躍參與，增添校園活

力光彩。 

三、105 學年度教職工桌球賽於 11 月 19 日雙溪校區體育館圓滿落幕，共計 64 人參與，其成

績 

如下： 

   (一)男子團體賽:冠軍-總務處、亞軍-人社院樂活健康隊、季軍-外語學院、殿軍-法學院 

   (二)女子團體賽：冠軍-研教隊、亞軍-人社院樂活青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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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人單打首長及主管組：冠軍-余啟民、亞軍-王志傑  

   (四)個人雙打男子組：冠軍-林聰敏/張立勳、亞軍-王慶隆/李德智、季軍-許來旺/施富盛、 

 殿軍-周 全/王祥齡 

   (五)個人雙打女子組：冠軍-蘇英華/王蓉貞、亞軍-林遵遠/許寶瑜、季軍-鄭秀涼/鍾玉蘭、 

 殿軍-何美霖/陳伶鯉 

   (六)趣味競賽 

 1、同心協力：冠軍-人社院樂活青春隊、亞軍-外語學院 

 2、鑼聲響起：冠軍-法學院、亞軍-人社院樂活健康隊 

 

  



86 

校牧室 
十二月 

一、例行聚會 

1. 溪區每週一晚上有同工禱告會。 

2. 雙溪校區每週三、四、五有學生午餐聚會，每次約 30 人參加。 

3. 雙溪團契大聚會於每週三晚間舉行，安排一系列專題分享，每次約 40 人參加。 

4. 本學期溪區團契開循道班 4 班，一對一陪讀 14 班，分別由黃牧師、黃師母、王光玉傳

道、李泳恩姊妹、吳逸民弟兄帶領。 

5. 城中校牧室每週一、二、四、五傍晚固定聚會，由張瑾瑜師母帶領，週三晚上為大聚

會為一系列專題分享，由姚敏康傳道帶領。 

6. 英文自學小組有 5 位學生參加；英文自學空中英語團體班自 11 月 15 日開課，共有 8

人參加。。 

7. 本學期校牧室試推音樂研習班，由音樂系學生及校牧室輔導指導對音樂（鋼琴、小提

琴）有興趣的學生，共 14 位學生報名參加。 

 

二、營會 

1. 11/2-3 校牧室同工參加在台北真理堂舉辦的啟發課程。 

2. 11/19-20 兩校區團契在陽明山福音園舉辦退修會，共 52 名學生參加。 

 

三、教職員團契 

1. 城中教職團契週四晚上英文查經聚會。 

2. 溪區教職團契,剛完成新約「使徒行傳」的查經，12 月開始閱讀「詩篇」，歡迎同仁加

入週四午間 1210-1320 的聚會，地點在安素堂會議室。 

 

四、其他 

1. 11/13 頒發東吳團契獎學金，雙溪、城中團契各 5 名學生得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