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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三月 

【教務長室】 

一、綠色科學與永續發展學程 106年 2月 21日中午 12時，於雙溪校區寵惠堂 A302會議室，

舉辦「105學年度第一次綠色科學與永續發展學程作業小組會議」。 

【註冊課務組】 
一、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輔導選課截至 2 月 15 日止，學生透過導師進行選課輔導之比率，

學士班 11.69％及碩士班 1.94％。 

二、106 年 1 月 25 日及 2 月 7 日寄發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因素退學

通知，共計 75 名；2 月 8 日寄發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逾期未復學退學通知，共計 144 名。 

三、近三年第 1 學期因學業因素退學學生人數： 

學業因素

退學人數 

學士班 進學班 

連續 (累計 )

雙 1/2 人數 
2/3 人數 合計 

連續(累計)

雙 1/2 人數 
2/3 人數 合計 

103-1 16 71 87 3 37 40 

104-1 18 47 65 1 38 39 

105-1 12 47 59 2 14 16 

 

四、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校成績遲交共計 56 科，遲交科目經聯絡授課教師後已陸續提交，

目前已全數提交完畢。 

五、辦理 106 學年度轉系作業相關事宜，106 年 2 月 20 日起可至註冊課務組領取申請表或自

行上網下載，受理申請日期為 3 月 13 日至 16 日。 

六、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士班申請提前畢業學生共計 4 名、進修學士班共計 4 名。 

七、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新生申請提前於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入學生，截至目前為止共 11

名（104 學年度為 20 名）。 

八、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授課計畫上傳。截至 2 月 20 日，尚有 20 科尚未上傳公布（哲學 1

科；音樂系 2 科；英文 6 科；日文系 1 科；法律系 8 科；會計系 1 科；巨量 1 科）。仍持

續通知學系敦促教師盡速上網完成填寫。 

九、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初選後教室異動，共計 23 筆(雙溪 14 筆、城中 9 筆)，並進行教

室異動公告及課表之公布。開學後因應教師及學系需求陸續受理教室調整相關事宜。 

十、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業務申請人數統計：論文指導教授 博士班 8 人；碩士班 267

人；碩專班 218 人。資格考核 博士班 9 人；碩士班 192 人；碩專班 164 人。學位考試 博

士班 1 人；碩士班 48 人；碩專班 26 人。 

十一、106 年 2 月 16 日由教務長主持，邀請會計室、德育中心、電算中心業務承辦單位同仁

召開「105 學年度退、補費作業協調會」，針對就學貸款學生溢貸處理方式進行協調溝通。 

 

【招生組】 

一、106 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報考人數共計 2,168 人（較去年 2,309 人減少 141 人）

。分別為：碩士班 1,495 人（去年 1,606 人、前年 1,673 人）；碩士在職專班 673 人（去年

703 人、前年 746 人）。依本校招生簡章規定，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統一於 2 月 28 日（

週二）筆試，試場一律集中城中校區。訂於 2 月 25 日至 2 月 28 日入闈印題。共設 33 間

試場（碩士班筆試考生 1,495 人，碩士在職專班筆試考生 143 人）。預計 3 月 15 日下午召

開第三次招生委員會議，3 月 16 日公告初試合格及正、備取錄取名單。有複試學系將於

3 月 25 日至 26 日分別舉行面試，預定 4 月 8 日公告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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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 106 學年度共有 22 學系學程（23 系組）參加「繁星推薦」（音樂系不參加），提供繁

星招生名額 507 人，佔總招生比例 18.38%（去年 14.53%）。3 月 7 日公告繁星推薦錄取

名單。另，有關「繁星推薦」外加原住民部份，計有 12 學系提撥 22 名原住民名額（去年

16 名）。 

三、本校 106 學年度共有 23 學系學程（24 系組）參加「個人申請」，提供 1,469 名招生名額，

佔總招生比例 53.24%（去年 49.98%）。另，「個人申請」外加原住民部份，計有 17 學系

提供 37 名原住民名額。預計 3 月 16 日公告通過倍率篩選名單。考生應於 3 月 17 日至 23

日晚上 10 前上傳書面審查資料並繳交第二階段報名費，同時段受理考生調整預排面試時

段。預計於 3 月 28 日下午 2 時網頁公告報名第二階段考生名單，並於 3 月 31 日公告最

後確定面試時間表。4 月 8、9 日（週六、日）分兩校區分系辦理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預定 4 月 19 日召開第四次招生委員會議，4 月 20 日榜示錄取名單。 

四、為因應 106 學年度甄選入學開放第二階段考生得以自行選擇面試時段的重大變革，業於

105 年 9 月 30 日召開「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面試試務作業說明會議」，並於 106 年

1 月 11 日舉行面試學系「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面試試務作業說明會議」，請各學系

於 3 月 9 日至 3 月 13 日，上系統預設面試時段及容量，以期能順利達到開放考生自行調

整面試時段之變革，強化考生服務。 

五、分析今年學測總報名人數僅 12 萬 8,000 餘人，較去年減少 6,000 人左右，各大學

申請名額又有增加，而 3 倍率規則並未放寬，因此，可預期的是大學的重榜情形會更為

嚴峻。如何爭取通過篩選考生報名第二階段，及參加本校二階預錄後，深化對學系之認

同，把志願序提前，是校系必須一起努力的方向。 

六、為因應少子化高教威脅，前經奉示，全校各院系皆應積極把握申請入學第二階段考生及

家長到校時間，從細節到整體，優化甄試之相關服務舉措與宣導契機，具體建立考生及

家長良好印象。因此，招委會甄選入學試務組業已函請各學系就規畫內容填具「宣導服

務措施調查表」，並規畫於 3 月 9 日上午召開「106 學年度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線上書審作

業暨第二階段試務作業說明會議」，分別就 106 學年度甄委會資訊系統與第二階段實務

作業流程簡報說明，並交換意見；請各系詳加規畫第二階段甄試試務作業，綜以強化本

校招生成效為目標。 

七、106 年 2 月 15 日召開「106 學年度甄選入學業務協調會議」，議定甄選入學重要日程、招

生經費預算表草案，並協調各組試務工作內容。 

八、修訂研製個人申請各學系指定項目甄試通知單及面試時間調整申請表等相關資料，3 月

10 日先行分系上網公告，提醒考生預作準備；並辦理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甄試相關試

務作業。 

九、函送各學院系重申辦理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審查暨面試等試務作業注意事項，建請學

系建立複審機制，強調面試召集人應檢查委員評分，針對差異過大或不合理情形進行處

置，以建構招生試務之公平與公正，避免外界疑慮。 

十、函請各學系修訂轉學生招生簡章分則草案，並請教務處填報招收二、三年級轉學生缺額，

俾提報第四次招生委員會議審定。 

十一、教育部業已核定本校 106 學年度辦理「巨量資料分析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刻正彙製招生簡章草案，擬提案送 106 學年度第三次招生委員會議（106 年 3 月 15

日）審議。預計 4 月 10 日至 5 月 10 日開放考生網路報名並繳寄書審資料，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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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面試，6 月 26 日公告錄取榜單。 

十二、海外聯招會轉送 106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報名本校表件共 492 件（學士班 463

件；碩士班 29 件；博士班 0 件）。經函送學系審查結果：學士班合格人數 410 人，不

合格 53 人；碩士班合格人數 21 人，不合格人數 8 人。海聯會預計 3 月 10 日公告錄

取名單。 

十三、本校 105 學年起參與招收國軍退除役官兵就讀大學校院進修部/在職專班，106 學年度

援例辦理。前經函請各學院系進修學士班提報建議招生名額，經彙整共計招生 13 名(去

年 15 名)，分別為：中進學 5 名、英進學 4 名、日進學 2 名及商進學 2 名（去年商進

學 4 名）。業依規定於 106 年 2 月 23 日下午 5 時前確認送出，擬於招生委員會提出報

告案，俾符程序。 

十四、彙製招生情況相關統計，併案函請學系提報 107 學年度各學制各管道招生名額，俾提

報第四次招生委員會議審定。 

十五、訂於 3 月 17 日下午邀集學院系學位學程，召開「研商辦理 107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來

臺就學單獨招生相關事宜」，旨在研議 2018 年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事宜，除說明單

招相關試務作業規定及海外招生宣導事宜外，冀能瞭解學系提供名額辦理意願。 

十六、陸生聯招會預訂於 2 月下旬開放碩博士班報名，4 月上旬截止碩博士班收件，並將於

4 月中旬彙整考生書面備審資料後，分送各校進行審查；各校應於 5 月 12 日前上傳審

查結果（名次及分配名額），5 月 16 日公告預分發結果，5 月 22 日至 24 日受理正式分

發網路登記志願（5 個志願），陸聯會將於 5 月 26 日公告正式分發結果。 

十七、教育部業於 106 年 2 月 21 日函請各大學校院提報 106 學年度(2017 年)學士班招收大

陸地區學生招生計畫；業已併案函請學院學程建議修訂意見，將依陸聯會規定，於 3

月 16 日前將填報完成之計畫書備文報部。本校各學系學士班陸生原則上維持以「一

本線」為報考資格。去年起陸生聯招會變更學士班招生方式，改以大陸高考共同考科

語文、外語及數學三科之採計加權方式進行排名，再以加權總分自高而低排名，同分

時再參酌校系自訂比序順序排名，取代往年依總分相對值高低順序錄取之作業模式。

106 學年度仍援前例辦理。此外，因應陸聯會招生變革，在綜合考量招生效益與校系

發展等因素下，本校 105 學年度各學系學程皆分文理兩組提報招生計畫，惟檢視 105

學年經陸聯會實際分發本校 55 名陸生名單後，發現 45 個招生系組中，計有歷史、哲

學、政治、社工、物理等 16 個系組分發 0 人，其缺額雖可流用至其他系組，然而，

被媒體誇大報導報名缺額，難免影響學校整體聲譽，因此有關 106 學年度是否仍開放

各學系皆得分文史及理工兩組招生，將以去年報名人數為基準，並考量名額分配，再

案簽請核決議定。 

十八、「第三屆認識東吳營」於 1 月 23 日至 26 日假雙溪校區舉行，由招生組與招生服務團

共同主辦。「生活引航」第一梯次共 150 人報名，參加 114 人，報到率 76%；第二梯

次共 147 人報名，參加 120 人，報到率 81.6%，合計 75 所高中學生報名，報名人數

297 人，參加人數 234 人，報到率 79%。另，第三天的「學群導航」共報名 334 人，

參加 263 人，報到率 78.7%。三天活動圓滿結束，檢討報告將俟完成回饋量表後，另

案陳核，並作為下次活動規畫調整之依據。 

十九、第十屆招生服務團業於 1 月 15 日於外雙溪校區辦理團員寒假訓練，訓練活動參與人數

24 人，內容涵蓋團員考核筆試、即席發表以及校園導覽等，由本組組長及同仁擔任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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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指導學生即席分享技巧。此外，隔日 1 月 16 日社團規劃社遊活動增進團體情誼，

參與人數約 20 人，活動費用由第十屆團費支出。另，第十屆招生服務團規畫於 3 月 12

日舉行期初社員大會，簡介本學期社課、1 次社遊及 2 項專案(送舊活動及向日葵傳情

週) 活動內容；另訂於 4 月底遴選新任團長；預計於學期末規劃辦理暑期幹訓活動，

培訓新任幹部及營隊營本，俾增進領導知能及確立未來活動目標。 

二十、第二屆大學開門活動於 3 月 4 日及 5 日，假外雙溪校區普仁講堂舉行。預計將有來自

近 20 所本校策略聯盟及招生重點學校，計 200 餘名學生參與。活動目標旨在由大學端

教師及學生角度，分享個人申請備審及面試重點。為提供更優質的課程品質，本屆特

分兩天舉辦，藉以降低單場參與人數，裨益學員與講師間能有更好的交流。計有 6 學

院 12 人次教師大力支援，擔任講師，謹此深致謝忱。 

廿一、嘉義市政府第三屆大學博覽會（委請南華大學承辦），訂於 3 月 4 日假嘉義市東區體

育館舉行。預計共 80 餘所大學及技職校院參展。招生組援例調派同仁及招服團學生前

往擺台解說。 

廿二、三月份進行宣導者計有：3/1 國立內壢高中全校簡介及申請備審面試提醒（招生組黃昭

明）；3/10 赴高雄左營高中全校簡介及申請備審面試提醒（招生組黃昭明）；3/15 桃園

市立永豐高中全校簡介及申請備審面試提醒（招生組黃昭明）；3/17 國立鳳山高中申請

備審面試提醒（會計系李坤璋）、桃園國立陽明高中全校簡介及申請備審面試提醒（招

生組黃昭明）、新北市南山高中申請備審面試提醒（招生組黃昭明）；3/23 臺北市立百

齡高中申請備審面試提醒（會計系謝永明）。 

【教務行政組】 

一、東吳英檢及多益校園考試： 

（一）本學年度多益校園考試將於 5 月 7 日於外雙溪校區舉行，即日起至 3 月 31 日截止

報名。 

（二）繳交 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報告書 

（三）填覆 106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東吳英檢考試日期。 

二、高中先修課程： 

（一）聯絡本次高中先修課程授課教師，繳交先修課程授課計畫表。 

（二）製作先修課程相關文宣及借用教室等開課事宜。 

三、支援本校 115 周年校慶印務相關事宜 

（一）設計印製邀請函。 

（二）印製特別來賓邀請函 

（三）各類文書、典禮及相關慶祝活動程序表製作。 

四、畢業典禮 

（一）函發相關單位辦理活動所需相關場地租借事宜。 

（二）排定各場籌備會及檢討會召開時間，並租借會議場地。 

（三）籌備召開本學年畢業典禮第一次(105/3/14(二) 上午 10:00)籌備會。 

【通識教育中心】 

一、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中心規劃開設之通識講座及同步遠距課程資料： 

開課

班級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組別 

人數 

上限 

授課教師 

(畫底線為主持教師) 
星期 節次 教室 

類

別 

溪通

識一 

BDC706A

1 

人性需求與

自我發展 

特色 

講座 
210 

姚淑文、蔡志賢、張郁梓 

王佳玲、高松景、陳奕融 
二 1、2 R0101 6 



6 

開課

班級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組別 

人數 

上限 

授課教師 

(畫底線為主持教師) 
星期 節次 教室 

類

別 

薛峪霖、張宏美、陳寶芳 

李柏賢 

溪通

識一 

BDC663B

1 

生物技術、

法律與倫理 

(主播) 

跨領域 

講座 
210 趙維良、邱玟惠、楊奕華 五 1、2 R0101 6 

溪通

識一 

BDC727B

2 
道德思維 

特色 

講座 
120 

朱建民、沈享民、王志輝 

吳澤玫、米建國、劉世慶 

錢永祥 

五 1、2 B015 6 

溪通

識二 

BDC6552

1 

健身運動與

全人健康 

跨領域 

講座 
210 

東方介德、黃奕仁、 

劉義群、劉佩珊、張本聖、

鄒桂禎 

一 1、2 R0101 5 

城通

識二 

BDC6556

1 

健身運動與

全人健康 

跨領域 

講座 
110 

東方介德、黃奕仁、 

劉義群、劉佩珊、張本聖、

鄒桂禎 

五 7、8 2413 5 

城通

識二 

BDC6586

1 

醫學基礎概

論 

特色 

講座 
110 

王世和、潘懷宗、林明村 

彭成康、唐德成、胡啟民 

廖文輝、任一安、傅中玲 

林佩玉、高怡宣、高偉峰 

黃志賢、李定達 

五 7、8 2512 5 

溪通

識一 

BDC747A

1 

悅樂之道  

(原「快樂之

道」) 

特色 

講座 
120 

翁  霓、陳淑娥、陳玟秀 

莊聲和、徐崇仁、李建模 
二 1、2 B015 6 

溪通

識三 

BDC7304

1 

說唱與戲曲

表演藝術 

特色 

講座 
120 

楊振良、張士能、朱德剛 

林  明、劉越逖、謝小玲 

林文彬、吳佩凌、葉怡均 

黃逸豪、陳元鴻、蔡孟珍 

一 3、4 B015 2 

城通

識三 

BDC6598

1 
作家論佳作 

特色 

講座 
150 

鹿憶鹿、廖玉蕙、廖輝英 

駱以軍、向  陽、劉克襄 
五 5、6 1705 2 

溪通

識三 

BDC6734

1 

當代精英的

責任與關懷 

廣達 

大師 

講座 

210 

王世和、黃俊傑、周功鑫 

陳長文、王育敏、李克明 

呂桔誠、黎建球、潘懷宗 

錢  復、楊志良、李家維 

黃光國、孫維新、廖輝英 

一 3、4 R0101 6  

溪通

識三 

BDC7464

1 
幸福生命學 

名師 

講座 
120 駱政廉 一 3、4 H304 6 

城通

識二 

BDC6436

1 

工程與人類

文明的生與

死 

名師 

講座 
150 洪如江 五 7、8 1705 3  

遠距

通識 

BDC663R

1 

生物技術、

法律與倫理

(收播) 

同步遠

距 
70 趙維良、邱玟惠、楊奕華 五 1、2 5213 6 

遠距

通識 

BDC744R

2 

中國傳統啟

蒙經典教材

(收播) 

同步 

遠距 
70 楊振良 二 1、2 5213 1 

遠距

通識 

BDC745R

2 

社會未來 (收

播) 

同步 

遠距 
50 陳瑞貴(淡江大學副教授) 二 3、4 

D05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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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

班級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組別 

人數 

上限 

授課教師 

(畫底線為主持教師) 
星期 節次 教室 

類

別 

全校

選修 

課程 

BSP95401 

新服務人才

—職涯探索

自我發展(II) 

(雙溪) 

講座課程 42 莊永丞 二 789 B707 
選

修 

 

二、105學年度第 2學期(106/2/22 前)書面審查通過「美育活動畢業標準」認證活動如下表：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主講人 

/表演人 
地點 

活動 

類型 

主辦 

單位 

通 過

日期 
備註 

106/02/01(三)00:00 至 

106/03/18(六)12:00 

東吳大學第 37 屆雙溪

現代文學獎徵文活動─

散文組 

無 

雙溪校區 競賽 中文系 02/20 此為

系列

活

動，

參與

者僅

可擇

一認

抵 

東吳大學第 37 屆雙溪

現代文學獎徵文活動─

現代詩組 

無 

雙溪校區 競賽 中文系 02/20 

東吳大學第 37 屆雙溪

現代文學獎徵文活動─

短篇小說組 

無 

雙溪校區 競賽 中文系 02/20 

106/02/20(一)09:00 至 

106/04/30(日)17:00 

2017 東吳‧微旅行—手

機圖文創作比賽 
賴原 

兩校區 競賽 美 育 中

心 

02/15  

106/03/03(五) 

12:10~13:20 

雛祭り─日本七層女兒

節娃娃展示暨祝福茶

會 

吳美嬅 

雙溪校區 

日本文化

教室 

導覽 日文系 02/14  

106/03/08(三) 

13:30~14:30 

藝文小旅行∣錢穆故

居沐春風 錢穆故居 

何彥儒老師 

雙溪校區 

錢穆故居 

導覽 美 育 中

心 

02/15  

106/03/24(五) 

19:30~21:30 

首爾到台北，愛樂沒有

距離！ 

鋼琴 / Soyoung 

Yoon 

中提琴/ Dale Kim 

小提琴/ 朱育佑 

大提琴/ 謝宜璇 

單簧管/ 曾素玲 

雙溪校區 

D 棟松怡

廳 

表演 美 育 中

心 

02/15  

106/03/26(日) 

10:00~12:00 

微型駐校藝術家∣手

機攝影工作坊 I─手機

攝影入門 
王秀玲老師 

城中校區 

遊藝廣場 

演講 美 育 中

心 

02/15  

106/03/26(日) 

13:00~16:00 

微型駐校藝術家∣手

機攝影工作坊 II─手機

攝影實作 
王秀玲老師 

兩校區 實作 

體驗 

美 育 中

心 

02/15  

106/03/26(日) 

17:00~19:00 

微型駐校藝術家∣手

機攝影工作坊 III─手機

攝影進階與檢討 
王秀玲老師 

雙溪校區 演講 美 育 中

心 

02/15  

 

三、函送各開課單位辦理共通課程及畢業標準相關函件及截止日期： 

公文文號 主旨及內容 截止收件日期 

東教通字第 1050402088 號 

(106.1.5 發函) 

檢送 106 學年度通識暨全校性選修課程開課相關

函件 
105.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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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文號 主旨及內容 截止收件日期 

東教通字第 1060400137 號 

(106.02.14 發函) 

函送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美育活動畢業標準」活

動認證申請相關表件，並敬請全校各單位踴躍申

請，以提供學生參與。 

106.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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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三月  

【德育中心】 
一、 就學貸款：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就學貸款申請，收件至教務處核准補註冊日期。2/17

起辦理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學生加貸金額學校先行墊撥作業。 

二、 就學優待減免：本學期申請教育部就學優待減免申請者，截至 2/16 已完成 742 人，減免

學雜費 2,218 萬 7,119 元，預定於 3/3 申請截止。3/14 前上傳申請學生資料進行所得查

核，所有減免學生資料將於 4/14 以前於教育部系統彙報完畢。 

三、 學生獎懲：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功過以下獎懲定期提報作業及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

校學生操行成績計算。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獎懲統計：嘉獎 2304 人（3409 人次）、小功

176 人（177 人次）、大功 1 人(1 人次)、申誡 8 人（12 人次）、小過 1 人(1 人次)。 

四、 生活助學金：106 年 2 月份生活助學金已於 2/14 撥款入帳，本次撥款金額共 522,000 元，

撥款人數為 87 人。因應下學期部份同學以成績與服務方式折抵，本中心將視經費狀況，

酌以遞補學生人數。 

五、 清寒弱勢學生餐費補助:經德育中心申請後審查，兩校區共計 225 人符合資格，已於 2/22-

3/3 開放領取 3 月~6 月餐券；5/23 至 6/8 領取 9 月~隔年 1 月餐券，逾期未領取者，將視

同放棄。 

六、 遺失物事宜：函送外雙溪校區 1 月份遺失物至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公告招領，500

元以上 1 件、500 元以下 152 件，合計 153 件；函送城中校區 1 月份遺失物至台北市政

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公告招領，500 元以上 0 件、500 元以下 45 件，合計 45 件。另

依「東吳大學拾獲物品處理辦法」處理兩校區 12 月份逾公告招領期限遺失物（500 元以

下）共 319 件。 

七、 辦公室搬遷:因應學務處籌設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相關事宜，學務處德育中心、住宿中

心已於 2/13 辦理辦公室搬遷事宜，搬遷後將先於綜合大樓 B210 室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

源中心籌備處。 

八、 電梯禮讓宣導:自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將於電梯使用尖峰時刻，配合管制時段（10：

00-10：15；13：20-13：35），增設電梯禮讓宣導服務同學，於電梯內進行搭乘人數控管

及協助師長、行動不便者優先搭乘電梯。 

九、 品德活動： 

（一）微笑有品志工：志工主要任務為推廣品德活動幫手，期待志工們能在協辦各項

活動中學習品德及服務的真諦，進而能影響他人，本學期將於 3/4 進行期初大會暨培

訓活動，除增進彼此情誼，也對新學期律定行事曆及進行任務分組討論。 

（二）與群育中心跨單位合作活動：（1）帶著品格力去環島~探訪東吳人的學習典範，活

動日期：3/25-4/5，以「挑戰在一起」及「用品德力實踐公益」為設計宗旨，規劃

「關懷公益」活動，上學期完成三階段認證訓練，這學期預計 3/19 進行騎乘訓練，

3/24 為行前準備日，全員住校。（2）實踐到底的行動力挑戰~一日雙城，活動日期：

3/9-3/10。台北、高雄距離 380 公里，參與者勇敢挑戰長距離騎乘，過程中彼此輪

流擔任破風手，參與者們除了挑戰自我也懂得尊重及照顧別人，上學期完成 3 階段

認證活動，錄取 17 人，2/15-3/5，進行自主的肌耐力訓練，預計 3/4-5 進行行前場

勘。 

【群育中心】 

一、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聯課活動）：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帶動中小學社

團發展計畫服務國小共有東園國小、雙溪國小及碧湖國小，2/22 於城中校區辦理助理教

師說明會，計有基層文化服務團、舞蹈研習社及親善民族爵士舞團等 3 社團參與。2/23 於

外雙溪校區辦理助理教師說明會，計有松勁樓生活勵進會、音樂劇表演社、熱舞社、塔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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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社、社服團、魔術社及幼幼社等 7 社團參與。會中將說明服務學習的歷程，籌備期、

期中執行及課程結束後該注意的事項，也特別叮嚀社團夥伴不要破壞老師原訂的生活常

規，尤其要守時，不要遲到等。 

二、教育部全國社團評鑑及全國學生會成果競賽：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活動及

學生會成果競賽於 3/25-26 分別於中正大學和嘉義大學蘭潭校區辦理。本校除了學生會參

與成果競賽之外，亦推派服務性基層文化服務團、藝術性音樂劇表演社參加社團評鑑，

親善民族爵士舞團參加社團特色活動評選。目前皆已報名完畢，後續進行相關培訓。 

三、第十三屆學生自治團體三合一選舉：本次學生自治團體選舉活動預計將於 5/9-11 辦理，

目前正籌組選委會成員，將選出第 61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29 屆學生議會、各系系學生會

正副會長，3/20 開始開放候選人登記。 

四、協助接待新春團拜五峰國小表演團體：新竹縣五峰國小陶笛團受校長邀請於 2/7 至本校

新春團拜表演。自 1/28 起由王淑芳主任秘書召開接待籌備會議，本中心及竹友會 5 位同

學負責兩天參觀行程。2/6 上午 10 時由五峰國小葉惠雯校長帶領該校師生、家長抵達台

北市並參觀總統府，王主秘亦隨同參觀，隨即由台北市校友會陳惠貴會長招待於三軍軍

官俱樂部用午餐，並於大稻埕碼頭搭乘船隻至淡水，再由淡水搭乘捷運回士林逛夜市。

2/7 上午於本校普仁堂表演，深獲好評，下午搭乘遊覽車參觀凱達格蘭文化館、北投圖書

館及北投溫泉博物館並至鄰近公園處泡腳，滿載而歸。 

【健康暨諮商中心】 

一、境外生體檢：本學期境外交換生新生共 181 名，目前收到外籍校級交換生報告 61 份，已

審核完畢，有疑問者已請國際處協助通知至本中心會談。餘 120 份報告尚在收集中，將於

收件後盡速審核，如有未檢查或未注射疫苗者，將通知於期限內完成補檢或補種疫苗，以

維護學生及校園健康。 

二、學生團體保險：105/08-106/01，統計共申請 284 件，以車禍 95 件最多，意外 68 件次之，

其次為疾病醫療 63 件。 

三、餐飲承商衛生督導： 

(一)為加強禽流感防疫，已宣導各櫃商配合採取以下措施並且提供相關屠宰合格證明或申

明書，將於 106/2/24 日完成督查。 

1. 請選購合格禽肉及蛋品，並留存供售紀錄及至校園食材登錄平臺（網址為

https://fatraceschool.moe.gov.tw）確實登錄：請選購具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

禽肉、具認、驗證標章之蛋品或洗選蛋，並至校園食材登錄平臺確實登錄食材供應

商及產品資訊。 

2. 禽肉及蛋品均要熟食：禽流感病毒不耐熱，56℃加熱 3小時、60℃加熱 30分鐘或

100℃加熱 1分鐘即可殺滅，禽肉及蛋品均要熟食；料理生鮮禽畜肉品及蛋類後應

立即洗手，刀具、砧板也要澈底清洗後才能再度使用 

3. 如有雞隻供應商暫停送貨的就不勉強販售，以衛生安全優先。 

(二)關於地餐使用美耐皿筷子，將於本學期承商督導小組進行提報並討論後續相關配合事

項。 

四、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個別晤談總計 2655 人次，501 人，相較 104 學年第 1 學期晤談總計

2550 人次，412 人，學生諮商需求明顯提高。來談問題類型前五高依序為「情緒困擾」、

「家庭困擾」、「人際困擾」、「感情困擾」、及「自我成長」。結案晤談回饋部分：服務整體

滿意度平均為 4.56（5 分量表）。 

五、105 學年度僑、陸、外籍參與施測人數共 177 人，佔全校大一僑、陸、外籍學生人數 85.37

％（203 人）；其中願意填答者共 175 人，拒絕填答者 2 人，拒填率 0.1％；願意填答者中，

拒絕關懷者 14 人，拒絕關懷率 8％。願意填 175 人中，有效問卷共 134 份，無效問卷 41

份，有效填答率 76.6％。參與施測者之僑、陸、外籍學生列為高危險及高關懷等高困擾學

生共計 17 位，皆由所屬學系之系諮商心理師完成追蹤及安排後續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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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關懷個案期初關懷作業：全校 735 位高關懷學生個案，各學院系諮商心理師將於 3/16

前重新檢索瀏覽每位高關懷個案之課業及休復學狀況，重新評估危機等級高低後，再分別

修正對應以電子郵件、簡訊、電話或面談的輔導關懷模式。 

七、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依大專校院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簡稱鑑

輔會）工作時程，將於 3/22 前完成大專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申請作業。  

八、3/10 前將寄發身心障礙學生需要個別協助課輔或諮商轉介者予任課教師。 

【學生住宿中心】 

一、 學生宿舍部份 

（一）宿舍同儕幹部能力成長訓練：2/17 於雙溪校區舉辦「學生宿舍同儕幹部能力成

長營」，總計 143 人參與。本活動針對第 1 學期活動方案執行狀況，設計以提升幹部多

元能力之課程，例如「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解析」、「團隊領導力」、「團隊激勵與合作」、

「問題意識與解決」、「投入宿舍服務之優勢」等項目，期使宿舍同儕幹部團隊更加進

步，提升自我能力並強化服務住宿生之熱忱。 

（二）宿舍嘉年華規劃：配合本校 117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學生住宿中心將舉辦宿舍

多元文化嘉年華會，宿舍援往例開放參觀，本次宿舍同儕團隊選擇以「神怪文化」為

主題，挑選中國聊齋、歐美鬼怪、日本百鬼夜行等具代表性的神怪故事為背景，探討

神怪與人類之間關係及其所反映出的社會狀態與藝術文化，再藉由闖關遊戲、文字介

紹以及宿舍內精美的佈置，營造出引人入勝的氣氛，使參觀來賓能夠如入其境，並藉

由認識神怪所映照出的文化性反思人類的情緒以及相關的社會議題。 

二、 校外宿舍近況： 

（一）新店國際學舍 

1. 專車協調會議：學生住宿中心於 2/15 召開專車協調會，邀請國際處兩岸事務中心、

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組、法律系及微生物系相關承辦同仁與會，進行第 2 學期專

車時刻表訂定。預計於 3/2 選課結果確認前，先以暫定時刻表試行，並持續觀察

學生搭乘狀況。 

2. 105-2 學期進住事宜：福州專班學生及隨隊老師共計 111 名師生，已於 2/18 完成

返宿報到手續。 

3. 住民大會：為了讓住宿生認識宿舍生活規範，提供住宿生向學校反應意見與建議

之管道，建立師生之間良好的雙向溝通模式，將於 3/8、3/9 晚間舉辦住民大會。 

（二）合楓學舍續約案：契約書公證用印一案業奉鈞長核准在案，下週將由總務處採

購保管組協助進行契約書公證事宜。 

三、 宿舍輔導個案：合楓學舍國貿系陳生：因人格特質敏感多疑，對室友情感依賴度極高，且

容易解讀錯誤室友之言行，導致情緒崩潰失控，出現自傷之念頭。本學期已協助更換寢

室，期能改善相關情形，另，健康暨諮商中心並將持續安排心理師進行晤談。 

四、 校外租賃輔導部分 

（一）與大一租賃新鮮人有約座談會：預計 3 月起至 5 月底學生住宿中心將進行全校

大一各班級租賃生訪談，後續將依各班預定時程執行，進入各班級宣導租屋安全注意

事項。 

（二）租賃生租屋適應滿意度暨安全狀況調查問卷：本學期校外租賃生租屋適應滿意

度問卷調查，預計於 4 月中旬開始施測調查，6 月底完成相關數據統計分析。 

五、 辦公室搬遷： 

配合學務處內部空間規劃，雙溪校區學生住宿中心與德育中心於2/13進行辦公室調換，

學生住宿中心已更換至 B220 室。 

【軍訓室】 

一、 校園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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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系何至維同學因運動導致腦血管破裂，經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急救，不幸於

2/11 往生，並於 2/23 下午在第二殯儀館公祭，由胡瑞麟教官代表前往公祭。 

（二）2/14 接獲英文系何生母親來電表示何生遭前男友糾纏，請校方留意何生安全，

本室已將男友資料交由保全，加強注意可疑人員進出。 

二、 學生生活輔導： 

(一) 雙溪校區：計有 18件次(校安維護 2件及其他事件 16件)。 

(二) 城中校區：計有 15件次(校安維護 1件及其他事件 14件)。 

三、 學生兵役業務、軍訓課役期折抵：截至 2/22，協助同學辦理兵役緩、儘召業務計 1225 人

次、協助同學辦理出國進修作業計 15 人次，軍訓課程折抵役期 198 人次。 

四、 校慶籌備：2/22 召開本校 117 周年校慶籌備會第 3 次會議，會中討論校慶活動進程及各

單位配合事項，預訂於 3/8、3/10 中午實施校慶預演。 

五、 承商督導：寒假期間承商單位均能配合學校確實營業，並於 3/8 召開 105 學年度第 2 學

期期初承商督導會議，本次會議重點為新增、漲價商品審議及學術交流週營業時間等事

宜。 

六、 近期工作重點： 

(一)117周年校慶相關預演、整備事宜。 

(二) 召開 105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承商督導會議。 

(三) 支援東吳第三哩百人單車環島活動。 

(四) 賡續校園安全維護、學生生活輔導及承商督導等業務推展。 

  



13 

總務處 
三月 

一、 辦理各類採購案 

(一) 2 月份計辦理財物 49 件、勞務 20 件、工程 1 件、圖書 4 件議比價作業，合計 74

件，其中逾 50 萬元之採購案如後（統計日期 106.01.19-106.02.22)。 

1. 國貿系「Datastream Service 資料庫」(共同供應契約)。 

2. 國貿系「S&P’s Compustat 資料庫」(共同供應契約)。 

3. 事務組「兩校區暨校外學舍警衛安全、環境清潔」案評選及議約、議價。 

(二) 逾 50 萬元之公開驗收案： 

1. 數位與系統組「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2. 行政諮詢組「微軟大專院校大量授權-學生版」第 2 期驗收。 

3. 系統組「校務行政系統儲存設備擴充」。 

(三) 106 年 2 月份完成各類購案發包累計節約金額 18 萬 1,482 元，議減率 0.17﹪（因

保全、清潔案稀釋了議減比率）。 

(四) 105 學年（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22 日）完成購案發包累計節約金額為 1,017

萬 4,376 元，議減率 4.01﹪。 

二、 校園環境維護及其他事務 

(一)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1 月份資源回收量及廚餘量。 

(二)完成 1 月份 57,000 公斤垃圾（含樹枝、木板、寢具等雜物）、7,371 公斤資源回收及

2,981 公斤廚餘清運。 

(三)1 月份本校校車及公務車用油量使用情況：汽油 298 公升，柴油 1095 公升。 

(四)1 月份兩校區汽機車收入金額為 24 萬 4,345 元。 

(五)完成小額採購刻印章、更換玻璃、窗簾及換鎖共 68 件。 

(六)配合 117 周年校慶，進行兩校區花木修剪及盆栽養護。 

(七)配合勞基法一例一休新制施行，完成圖書館及一般場地值班工友人力整合，調整假

日兩校區值班人力。 

(八)開學前事務性工作： 

1. 完成開學前各教室、會議室及公共空間之環境清潔及硬體設備總巡檢。 

2. 完成兩校區戶外環境消毒、水塔清洗作業及合江、合楓學舍及城區第五大樓污

水池清理。 

3. 完成第一教研大樓、哲生樓及 5 棟學生宿舍大清潔、城區各大樓周邊地磚、地

板及木棧道等清洗。 

4. 完成第一教學研究大樓停車場車道鋪面維修。 

5. 完成傳賢堂室內地毯污漬清除。 

6. 完成第二、五大樓共 32 間教室黑板粉刷。 

7. 完成第二大樓南北側小葉欖仁等植栽修剪。 

8. 完成兩校區廁所已腐蝕鏡子更換，共計 46 面。 

9. 完成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兩校區空堂自習教室安排及公告。 

三、 健康衛生及校園安全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1 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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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完成 1 月份密封射源狀態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作業。 

(三) 完成 1 月份向勞動部職安署職業災害系統通報，計有 1 件通勤交通事故之職業災

害，實驗室無災害發生。 

(四) 完成化學系實驗室廢棄物集中送 M002 儲存室。 

(五)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二批公告場所」，本校

雙溪校區圖書館總館納入列管範圍，已發函環境保護局辦理本校專責人員報請備

查作業並依公告內容賡續辦理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及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

理計畫等事項。 

(六) 2 月 14 日完成理學院教職員生 33 人(化學系 15 名、微生物學系 18 名)「化學品平

台線上填報系統操作」教育訓練及超庸館緊急應變區隊編組教育訓練，並進行大樓

人員緊急疏散實際演練及災害應變訓練。 

四、 各類人力支援服務及停車管理部分 

(一) 人力支援服務 

1. 支援各單位申請搬運物品、器材、場地佈置等共 96 人次。 

2. 支援公務車派遣共 19 車次。 

3. 支援新春團拜各場地佈置、物品搬運、接駁公務車及行政人力共 19 人次。 

4. 支援各單位辦理課程、演講、座談等之場管配合及協助，共計 82 場次。 

5. 支援校長室及副校長室盆栽養護之環境維護人力共 12 人次。 

6. 支援教務處辦理碩士班入學考試闈場及考場教室場地庶務共 28 人次。 

(二) 停車管理與接待服務 

1. 支援並安排國會學術研究群講座會議、東吳羽球校友盃羽球賽、校友資料庫建

置討論會議、法學院及商學院各系辦理學術研討會等活動，外賓來校停車 93 輛

次。 

2. 完成兩校區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兼任老師儲值時數、通行證製發等，共 34 個單

位、420 位教師提出申請，計儲值約 4 萬小時。 

五、 保全清潔業務整合案 

(一) 本校兩校區警衛安全、環境清潔及校外學舍環境清潔工作，自 106 年 3 月 1 日起

算 30 個月期間，委託專業廠商負責統籌規劃執行；2 月 14 日辦理評選會議，由美

地綜合建築物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保潔國際物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東和公寓

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及力群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四家公司依序進行

現場簡報及詢答，經委員評審並表決同意由保潔國際物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為優

勝廠商，獲得優先議約權。 

(二) 2 月 15 日與保潔公司進行議約，除評選時所提報之工項，另增列雙溪校區廁所清

潔間數、兩校區汽機車停車場年度清掃、兩校區各大樓周邊戶外消毒及城中校區例

行滅鼠等事項，賡續由校安中心、採購保管組及環安衛暨事務組辦理後續簽約、交

接及勤務督導相關事宜。 

六、 重要設備維管 

(一) 電梯設備維護 

1. 106 年 2 月份電梯故障計雙溪校區 2 件，城中校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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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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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本校東芝電梯系統故障、異常頻率過高，已於 106 年 2 月 16-18 日委請專

業技師公會實施系統鑑定，確保電梯使用安全。 

(二) 完成兩校區列管中大型不斷電系統(10KVA 以上)保養 24 台（雙溪 11 台、城中 13

台），因電池年限將屆或耗損，本學期預計汰換城中校區 4 台，其餘逐年規劃預算

汰換。 

(三) 已分別於 1 月 26 日及 2 月 6 日完成兩校區高低壓電氣設備停電檢測，計雙溪校區

2 只電容跳脫器故障、城中校區第六大樓自動復閉器故障，後續完成修繕作業，另

雙溪校區松勁樓高壓配電盤負載斷路器(2座)絕緣老化，將申編 107學年預算汰換。 

(四) 飲（開）水設備維護：全校飲（開）水設備 153 台，2 月份已於 20 日前完成保養；

故障緊急叫修 7 次（雙溪校區 5 次、城中校區 2 次），承商皆按契約規定時間派員

完成維修。1 月份飲水機水質檢驗共 20 台（雙溪校區 12 台、城中校區 8 台），檢

驗結果均合格，水質檢驗報告並張貼於各該檢查飲水機上。3 月份飲水機水質檢驗

規劃實施 26 台。 

(五) 熱水鍋爐維護 

1. 完成雙溪校區榕華樓年度保養、柚芳樓及合江學舍鍋爐 2 月份例行維護保養。

承商依契約規定完成保養。 

2. 松勁樓鍋爐更新已於 2 月 9 日安裝完成，目前使用狀況良好。 

七、 設施維護工程 

(一) 2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 253 件(雙溪 197、城中 56)，其中完成自力修繕案件 80 件、

委商修繕案件 80 件，其餘 93 件尚在進行中。重點項目摘要如後： 

雙溪校區： 

1. 綜合大樓大排演室設置三合一門工程。 

2. 教師研究一樓前樓梯與敬熙路交叉口地坪及路緣整修工程。 

3. 合江學舍大門坡道坡面止滑工程。 

4. 東桂學廬值勤室裝修工程。 

5. 楓雅學苑寢室牆面整修工程。 

6. 柚芳樓走廊及浴廁輕鋼架天花板整修工程。 

7. 松勁樓 2 樓廁所漏水修繕。 

8. 第一教研大樓 R0108 室牆面粉刷。 

9. 第二教研大樓 D0123 琴房門把斷裂修繕。 

城中校區： 

1. 城中校區 2222 辦公室整修工程。 

2. 崇基樓閱覽室天花板滲水檢修。 

3. 電算中心 2316 電腦教室門片故障檢修。 

4. 財精系 2324、2325 辦公室門片更新。 

5. 法學院長室矮櫃製作及檯面玻璃案。 

6. 崇基樓 3-4 樓廁所管線破裂漏水整修。 

7. 完成崇基樓地閱法學院儲藏室隔間。 

(二) 校內外學生宿舍設施、設備游修作業：利用寒假學生離宿期間，編組至宿舍集中游

修，共受理 238 件(木工 116 件、油漆 99 件、水電 18 件、土木 5 件)，其中已於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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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完成自力修繕 182 件、委商修繕 13 件；其餘 39 件屬公共區域，因範圍及數

量龐大且不影響學生生活，持續完成中。 

八、 105 年重大工程、財物採購執行 

(一) 超庸館電力系統第二階段改善工程：騰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1,218 萬元承攬，105

年 12 月 12 日開工，承商已完成主要幹線設置及變壓器安裝作業，後續依規劃期

程施做各實驗室線路更新工程，預定 106 年 8 月 31 日完工。 

(二) 電信總機更新工程：已於春節連續假期間 2 月 3-5 日進行兩校區電話交換機系統更

新，並於 2 月 7-9 日舉辦相關操作教育訓練，共出席 126 人，後續受理各單位提出

問題，協助排除中。 

(三) 體育室「球場設備採購案」：銓運體育用品事業有限公司以 144 萬元承攬，承商於

106 年 1 月 16 日完工，體育室 106 年 1 月 24 日完工查驗，106 年 2 月 16 日本處

初驗合格，106 年 2 月 23 日正式驗收合格，後續辦理結報付款。 

(四) 寵惠堂辦公室調整裝修工程，A209、A210 已於 106 年 2 月 15 日前初步完成，全

案於 106 年 2 月 28 日前完工。 

(五) 雙溪校區宿舍類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維安公司於 106 年 1 月 24 日完成檢查，缺

失僅：東桂學廬樓梯間裝飾壁板非防火材料乙項，待另案委商塗刷防火漆改善後，

即請維安公司依規定向臺北市政府提出申報。 

九、 兩校區水電用量檢討 

(一) 用電部分 

1. 106 年 2 月(106 年 1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電比較：本期兩校區使用日數與去年

皆為 31 天，總用電度數為 90 萬 7,700 度，與去年相比增加 3 萬 7,900 度(成長

4.4％)；總電費支出 242 萬 528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12 萬 7,782 元(減少 5％)。

兩校區日均用電度數比例增加 4.36%(雙溪增加 3.3%，城中增加 6.3%)。 

2. 106 年 1 月兩校區總用電度與去年同期相比呈現正成長，但其中仍有 5 棟校舍

負成長：Q 棟教師研究二樓、松勁樓、P 棟雷德樓、職工宿舍、L 棟心理系。用

電成長前五名：六大樓、哲生樓、寵惠堂、學生宿舍柚芳樓、學生宿舍榕華樓。 

(二) 用水部分： 

106 年 2 月(106 年 1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水比較：本期兩校區使用日數 31 天，與

去年同。總用水度數為 1 萬 4,039 度，與去年相比增加 1,498 度(成長 11.94％)；總

水費支出 33 萬 7,734 元，較去年增加 16 萬 3,737 元(成長 94.1％)(台北自來水處自

105 年 3 月 1 日起調漲水費，調漲幅度約 1 倍)。兩校區日均用水度數比例增加

11.94%(雙溪增加 11.93%，城中增加 11.99%)。 

(三) 本期兩校區用電、用水量、水費增加，研判其中因素如下： 

1. 106 年 1 月底適逢農曆春節(105 年農曆春節時間為 2 月)，配合連假前校區環境

清潔打掃所需，兩校區主要大樓用水皆呈現成長。 

2. 學生社團寒假營隊期間申請留校住宿案，於 1 月中旬後共有 9 天，使用 101 間

教室作為活動籌備驗收，增加水電用量。 

3. 106 年 1 月兩校區教室場地使用量微幅增加 2％。 

4. 台北市自來水處自 105 年 3 月起調整用水累進計價調整，以本校各水表度數，

每月用水度數達第五級(千度以上)，用水費用按累進金額計算後與同期相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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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額度幾乎達 1 倍以上。 

十、 2017 境外生報到提供校徽寢具販售與租用服務 

2017 推廣部自費研修生與部分外籍交換生，已於 106 年 2 月 16 日進住校內宿舍，配合

學員住宿寢具需求，援例於戴氏基金會會議室擺台提供校徽寢具租售服務，總計出售 57

套、出租 83 套。 

十一、 兩校區校舍空間門鎖備用鑰匙各使用\管理單位自主開鎖測試 

依「東吳大學校舍空間備用鑰匙使用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各校舍空間使用單位/人或

管理單位/人，應於每年 1 至 3 月期間主動派員至兩校區採購保管組、校安中心，領取備

用鑰匙實施自主開鎖測試。本學年度已於 106 年 1 月 25 日發出通知，惟因本案為第 1

次作業，故最後完成時間延至 106 年 5 月底。 

十二、 106 年 2 月份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一) 財產管理：1/19-2/22 兩校區新增財產共 17 筆（金額 116 萬 403 元），財產報廢共

49 筆（金額 155 萬 9,167 元），財產移轉共 24 筆。 

(二) 場地管理：1/20-2/20 兩校區會議場館共申請 107 場次，雙溪校區 72 次，城中 35

次；一般教室由採購保管組登錄共 316 次，其中雙溪校區 157 次，城中校區 159

次。 

(三) 消耗品倉儲管理：1/20-2/20 兩校區文具紙張發放 69 筆，清潔用品發放 31 筆，電

腦耗材發放 2 筆。 

(四) 學位服借用：1/20-2/20 兩校區共計個人借用借出學士服 3 套，其中雙溪校區 1 套，

城中校區學士服 2 套。 

(五) 招待所住宿：2/1-2/28 東荊、東桂兩學廬安排 41 次住宿申請，東荊學廬住房率為

26%，東桂學廬住房率為 11%。原有眷招待所安排 3 次住宿申請，住房率為 33%；

另，配合新春團拜邀訪五峰國小陶笛隊 44 人表演，入住東荊、東桂學廬房務整備

圓滿達成。 

十三、 出納服務業務統計(106 年 1 月 24 日至 106 年 2 月 22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106 年 1 月 24 日至 106 年 2 月 22 日止現金及銀行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11 億

7,767 萬 6,078 元，支出 9 億 6,434 萬 7,574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行政程

序。 

(二) 依據 106 年 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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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8%、支票存款 2.75%、定期存款 59.71%、政府公債 4.88%、證券投資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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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三月 

【研究事務組】  

一、研究計畫類 

(一) 科技部 106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案，本校共計提出 108件申請案（另有 5件為他

校教授指導本校學生），去年為 88 件申請案，通過補助 45 件（其中，2 件因學生提早

畢業而事後註銷）。 

(二) 科技部 106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案，本校提出 1件申請案。 

(三) 辦理函復科技部秘書處採購科 10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採購查核結果通知之回復表相關

事宜。  

(四) 簽請辦理本校 105學年度第 1梯次研究計畫案之獎勵金撥付事宜。  

二、產學合作計畫類 

(一) 辦理本校教師/學術單位與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之產學合作計畫簽約案 3件。 

(二) 辦理本校教師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之投標/議價/提案申請案 1件。 

(三) 科技部工程司「資安前瞻創新研發專案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研究團隊於 106

年 3月 21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請學系於 3月 22日前將主管簽章之申請名冊 1份

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四) 科技部工程司「前瞻通訊網路技術開發與應用專案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或研

究團隊於 106年 4月 25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請學系於 4月 26日前將主管簽章之

申請名冊 1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五) 科技部工程司「學研合作 5G 產業技術開發專案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6

年 4月 25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請學系於 4月 26日中午前將主管簽章之申請名冊

1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六) 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 106 年度「建立以婦幼醫學為主軸的精準醫療專案計畫」

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研究團隊於 106 年 3 月 24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請學系

於 3月 27日前將主管簽章之申請名冊 1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七) 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106年度「產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推升

計畫－學研協助產業園區」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6年 3月 1日前，填具「教師

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投標/議價/提案申請表」並檢附提案計畫書及簡報各 1 式 15 份，擲

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八)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106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6 年 3

月 27 日前，填具「教師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投標/議價/提案申請表」並檢附合作計畫書

及過往合作經驗等相關文件各 1式 3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九)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推動參與式預算的借鏡與體制磨合之研究」及「1999

臺北市民當家熱線提升服務效能及創新發展之研究」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6年

3 月 9 日前，填具「教師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投標/議價/提案申請表」並檢附申請文件，

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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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數位時代下地方民意探索之挑戰與回應委託研究」案，

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6 年 3 月 10 日前，填具「教師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投標/議價/

提案申請表」檢附申請文件，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十一) 客家委員會修正「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有關獎助金撥付及核

銷之規定，計畫申請時間為前一年度 9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並敬請有意申請之教

師於 9 月 27 日前，填具本校「教師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投標/議價/提案申請表」並檢

附相關資料，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三、校外獎補助類 

(一) 臺中市政府「市政發展研究論文獎助」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6年 9月 30日前，

將相關資料逕寄：40701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文心樓 6 樓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研究發展組)收，並請註明申請「市政發展研究論文」獎助計畫。 

(二) 教育部「優良家庭教育推廣方案實施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師生於 106 年 3 月 10

日前(以郵戳為憑)，將申請資料逕寄國立臺灣圖書館參考特藏組(23574 新北市中和區

中安街 85號)，信封上需註明「優良家庭教育推廣方案設計徵選」。 

(三) 辦理科技部「106 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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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份獎勵金」撥付事宜。 

四、校內獎補助類 

(一) 受理 105 學年度本校「倪氏學術獎助」案，申請時間為 106 年 1 月 12 日至 3 月 3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2 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3 件補助案及「戴氏基金

補助教師交換研究及邀請學者講學」1件補助案。 

【校務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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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2月，辦理德育中心、健康暨諮商中心、人事室、校長室等單位共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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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2 月 21 日，完成本校首頁「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專區有關校務基本資料及

學雜費調整之內容更新。 

2. 106年 2月 23日，規劃完成 106-108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 

3. 106年 2月 24日，於 G101會議室召開 106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小組會議，審查

106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 

二、105、106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一) 106 年 1 月 24 日，教育部來函公告修訂版「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

點」，該要點自 106年 1月 1日起實施，已轉知與本次修正條文相關單位校長室、教務

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秘書室、人事室及會計室。 

(二) 106年 1月 25日，函送教育部「105年度使用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

費辦理採購案之彙整表」，本表為執行教育部私校獎補助計畫每年度例行性報部資料。 

(三) 106年 2月 20日，函送教育部本校 105年度使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

因廠商履約延遲衍生之退罰款收入新臺幣 1萬 6,8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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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6年 1月，追蹤 106年 1-7月（105學年度第 2學期）私校獎補助計畫經費執行狀況，

依會計室截至 1月底統計結果，獎補助經費之總執行率為 8.45%；另依據「東吳大學執

行及控管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作業原則」，發函籲請計畫執行單

位執行 106 年 1-7 月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應於 106 年 2 月 15 日前提

出請購申請。 

三、高等教育校務發展政策 

(一) 106年 2月 7日，校務發展組派員出席教育部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舉辦之「私立大專校

院轉型及退場條例公聽會」北區場。 

【評鑑組】  

一、校務資訊應用平台 

(一)完成第 1期初驗，天方科技交付本校「校務資訊平台建置專案」工作計畫書(內容包括：

校務資訊平台入口網站、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雲端檔案管理系統、Analyzer 商業

智慧系統、資料倉儲、維度及量值、關鍵績效指標)。 

(二)依專案工作計畫書規劃時程，於 7月 31日完成 30％重要表單設計，2月已先進行研發處

業務相關表單訪談(包括：教師紀事、KPI、教師研究等項目)，預計於 3月開始進行教務

處及社資處業務相關表單訪談。 

二、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 

(一) 已完成管考委員審查費撥款。 

(二) 進行校務發展計畫成績登錄、分類及統計作業。 

三、QS University Rankings 

(一) 調查時間點為 106 年 2 月 3 日及 3 月 7 日二階段，已將學者專家推薦名單、企業雇主

推薦名單、校內師生結構、學校與企業連結情形等數據如期提供。 

(二) 第二階段將進行學校營運及辦學情況統計資料系統填報。 

(三) 完成本校 QS University Rankings 調查現況簡報。 

四、2016 UI GreenMetric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Result 

(一) 本校受邀參加印尼大學 UNIVERSITAS INDONESIA(簡稱 UI)2016年綠色永續發展大學排

名，2016年共計 74 個國家、516所大學參與本次調查。 

(二) 本校全球排名為 264 名；以亞洲為範圍，94 所大學中本校位於第 40 名；台灣參加本

次調查共計 24 所，本校為全台第 13 名；優九聯盟共計 3 所大學參與調查，本校為優

九聯盟第 1。(詳細排名網址：http://greenmetric.ui.ac.id/overall-ranking-2016/) 

五、教育部校務資料庫 

(一) 106 年 03 期本校需填報表單共計 37 份，已發函調查各表冊負責人異動情況，並由評

鑑組進行各表冊權限設定。 

(二) 本期校務資料庫基本資料 1、2、3、6、7填報時間為 106年 2月 20日至 3月 3日，其

他表冊填報時間為 106 年 3月 1日至 5月 1日止。 

六、教師教學獎勵 

(一) 已完成召開 105 學年度「教師教學獎勵遴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正式確認「教師教

學獎勵遴選細則」、「遴選作業時間表」、「候選人推薦表」以及「候選人教學佐證資

料」等表件。 

(二) 本年度「教師教學獎勵」遴選活動將於 106年 3月 1日至 31日期間受理推薦。 

七、教學評量 

(一)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教學評量共有 2,625科目施測，未達校訂門檻之科目計 59科。 

(二) 已排定 106年 3月 1 日召開教學資料分析小組會議，以儘快公布期末教學評量結果。 

八、105學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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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已請電算中心協助進行全校校務發展計畫資料備份。 

(二) 預計於備份後開始分批進行 105 學年度共同關鍵績效指標修正，完成後另函通知各學

術單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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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三月 

一、 辦理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活動等相關事宜： 

(一) 106 年 2 月 20 日於普仁堂舉辦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交換生歡迎會，當日潘維大

校長、董保城副校長、阮金祥總務長、人文社會學院黃秀端院長、外國語文學院林

茂松院長、法學院洪家殷院長、商學院陳惠芳副院長、福州大學吳美田老師、西北

政法大學朱風翔老師、姚思遠國際長、國際事務中心黃心怡主任、兩岸事務中心王

玉梅主任共 10 多位師長出席與會，共同歡迎來自歐、美、日、韓及大陸等地逾 300

位的交換生。 

(二) 106 學年度校級赴外交換生共 183 人前往 58 校，106 年 3 月 1 日及 3 月 4 日將分別

於兩校區舉辦行前說明會。 

(三) 106 年 3 月 6 日至 11 日於兩校區舉辦國際週，包含赴外/陸交換資訊擺台、異國美食

擺台、海外研修專題與交換生分享會及校慶境外生健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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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所： 

(一)  華東政法大學(學生交流) 

(二)  浙江財經大學(校級) 

(三)  澳洲昆士蘭大學(校級) 

(四)  美國東密西根大學(校級) 

(五)  上海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換) 

(六)  比利時阿德維德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換) 

(七)  法國尼姆大學(校級) 

(八)  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學生交換) 

(九)  武漢大學(學生交換) 

 

二、 接待外賓蒞校參訪： 

(一) 106年 3月 1日法國雷恩商學院台灣負責人Quentin Chassine與助理Aurélien Blanchet

來訪，安排與商學院陳惠芳副院長洽談雙聯事宜並和國際中心黃心怡主任會面。 

(二) 106 年 3 月 2 日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代表 Mr. Yang Li 來訪，安排與國際中心黃心

怡主任會面及會後校園導覽。 

(三) 106 年 3 月 3 日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英語中心行銷專員 Rena Fowler 來訪，安排與英

語系王安琪系主任會面並參訪圖書館與華語中心。 

(四) 106 年 3 月 6 日傅爾布萊學術交流基金會帶領 11 位國際長或國際教育專員來訪，安

排與姚思遠國際長和國際中心黃心怡主任會面，會後參訪華語中心。。 

(五) 107 年 3 月 6 日煙臺大學學生處姜麗岳副處長及港澳台辦吳宏軍處長助理來訪。 

(六) 106 年 3 月 13 日至 17 日日本山口大學人文學部瀧野正二郎老師及 6 位學生來訪安

排接送機及接待志工協助，並至語言中心、英文系觀摩課程。 

(七) 106 年 3 月 16 日泰國宋卡王子大學來訪。 

(八) 106 年 3 月 16 日荷蘭方提斯商學院代表 Ms. Arian van Hulsel 來訪，安排舉辦方提斯

商學講座並和即將前往該校交換之學生見面，講座後安排與國際中心黃心怡主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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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九) 106 年 3 月 17 日德國柏林經濟與法律應用科學大學代表 Ms. Ingrid Sperber 來訪，與

商學院討論雙聯學位合作事宜，會後安排與即將前往該校交換之學生一同用餐。 

(十) 106 年 3 月 20 日荷蘭海牙應用科技大學代表 Dr. Busser 和 drs. Jacob R. Laas,來訪，

安排與商學院陳惠芳副院長會談並參觀圖書館與華語中心。 

(十一) 106 年 3 月 21 日澳洲西雪梨大學正副校長等六人來訪，與本校法學院簽署雙聯

學位協議，並討論華語夏令營及外語學院雙聯學位合作可能性。 

(十二) 107 年 3 月 23 日上海大學龔副校長一行 4 人來訪。 

(十三) 106 年 3 月 23 日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代表 Anders Folkmann 來訪。 

(十四) 106 年 3 月 25 日遼寧大學徐平副校長一行 4 人及瀋陽師範大學賈玉明黨委 

副書記一行 4 人晚宴。 

(十五) 106 年 3 月 28 日英國伯明罕城市大學代表 Junying Kirk 來訪，安排和國際中心黃

心怡主任會面，會後參觀圖書館與華語中心。。 

(十六) 106 年 3 月 28 日日本留學支援中心高中生及家長(約 80 位)來訪，將安排校園導

覽及招生講座。 

 

三、 國際組織活動、參加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 106 年 3 月 20 日至 23 日「2017 亞太教育者年會」將於高雄展覽館舉行，由國際事

務中心黃心怡主任、劉尚怡組員代表參加，董保城副校長將出席 3 月 22 日於中山大

學舉辦之校長論壇；3 月 24 日於外雙溪校區舉辦 Partner Day 活動。 

(二) 106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1 日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參加台灣教育中心主辦之馬來

西亞教育展，將至吉打、檳城、適耕莊、哥打峇魯等中學進行招生宣傳。 

 

四、 各項獎助學金及計畫、營隊活動申請： 

(一) 106 年 2 月 9 日公告辦理「2017 體驗西政短期課程」申請。 

(二) 106 年 2 月 20 日公告辦理「2017 香港浸會大學暑期課程」申請。 

(三) 106 年 2 月 20 日公告辦理「韓國全南大學暑期課程」申請。 

(四) 106 年 2 月 20 日公告辦理「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東吳大學學生境外交換研修獎補助」

申請。 

(五) 106 年 2 月 20 日公告辦理「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優秀陸生獎學金」申請。 

(六) 106 年 2 月 20 日公告辦理「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博士班陸生學術研究獎助」申請。 

(七) 106 年 2 月 21 日公告辦理「106 年度教育部『學海飛颺』選送學生出國研修獎助」

申請。 

(八) 106 年 2 月 21 日公告辦理「106 年度教育部『學海惜珠』計畫選送學生出國研修獎

助」申請。 

(九) 106 年 2 月 21 日公告辦理「106 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鼓勵大學校院海外專業實

習獎助」申請。 

(十) 106 年 2 月 21 日公告辦理「106 年度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鼓勵大學校院海外

專業實習獎助」申請。 

(十一) 106 年 2 月 21 日公告辦理「2017 北京之春台灣學生『北京外國語大學外語教學

研習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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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06 年 2 月 21 日公告辦理「2017 武漢大學『珞珈夏令營』活動」申請。 

(十三) 106 年 3 月 1 日公告辦理「2017 海外研修專題」暑期課程報名。 

 

五、其他會議及業務： 

(一) 106 年 2 月 16 日至僑務委員會參加「106 年度全國北區『僑生春季活動』第一次籌

備會議」。 

(二) 106 年 2 月 24 日召開「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三) 106 年 3 月 2 日參加「2017 亞洲教育者年會第 2 次籌備會議」。 

(四) 106 年 3 月 10 日至逢甲大學參加「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承辦人員知能研習

會」。 

(五) 106 年 3 月 17 日召開「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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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三月 

一、捐款業務：106.02.01-106.02.21 捐款金額共計新台幣 283 萬 3,132 元，捐款人數 53 人，

最高捐款用途為學生事務處-新店國際學舍交通接駁專用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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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吉人 2,017,770 
學生事務處-新店國際學舍交通接駁專用

款 

社團法人台北市國際貿易

協會 
141,882 國貿系-兼任組員相關費用(半年) 

林天送 100,000 企管系專用款 

陳浚昇 100,000 企管系專用款 

李明山 100,000 德蔭學子計畫 

二、捐款回饋致謝： 

（一）2 月寄發謝函共計 30 張，捐款收據共計 38 張。 

（二）2 月寄發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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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07-02.22 共

計服務 34 人。 

四、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106.02.07-02.20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 8 萬 4,899 元（含預開未收款 4

萬 7,730 元）。 

五、校友活動： 

（一）規劃與校友總會共同舉辦建校 117 年校慶系列校友活動。規劃行程如下：上午 8 時 30

分校系友會繞場、10 時捐款人榮敬典禮、中午 12 時 30 分假大直典華飯店與商學院

EMBA 合辦感恩餐會。 

（二）台北市校友會 106.02.26-02.28 舉行阿朗壹健走步道三日遊活動，本活動參與人數共計

42 人。 

六、 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 

（一）畢業滿一年、畢業滿三年之校友調查報告已完成初稿，將加入全校性統計分析供學

系參考，預計三月底前完成。 

（二）規劃本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預計七月份展開，本次調查將與各學系合作進行，請

各學系協助派遣電訪工讀生，藉由學長姐與學弟妹的關係，提高受訪成功率。 

七、 CVHS 大一學生生涯輔導普測： 

（一）106.2.20 發文邀請學系和生涯發展中心合作辦理大一學生 CVHS 生涯發展輔導普測，

內容包含職業興趣測驗、工作價值觀測驗以及大一生涯規劃書撰寫，期能協助大一學

生了解個人特質及如何給合學系未來發展出路，積極規畫大學時期之學習。 

（二）為提升測驗實施效益及深化學生生涯輔導工作，本次測驗結果後續運用如下： 

1、將於徵得學生同意原則下，提供其測驗結果予導師作為學生職涯輔導參考。 

2、提供學生於測驗結束後，立即於網頁查看結果。 

3、彙整學系及班級測驗報告，提供學系作為團體輔導參考。 

4、視測驗結果，主動邀請有高度需要者，進行後續生涯個別諮商輔導。 

 （三）為協助更多學生接觸生涯探索資源，並獲得較佳的學生發展情形分析，請學系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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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出席率較高的時段並鼓勵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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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及企管系等學系合作，進行學生 UCAN 測驗長期施測與分析。本學期合作學

系之大一及大二班級，將實施 UCAN 興趣及共通職能測驗，以取得學生之長期連續

測驗資料。 

八、 證照獎勵申請暨考照課程： 

關於共通性證照課程，本學期於城中校區開設 IPMA 專案管理證照課程，已於電子化校

園系統宣傳並張貼海報。另，調整與學系合作辦理專業性證照課程方式，以更符合學系

需求。 

九、 企業實習： 

（一）106.2.24 辦理日本王子大飯店海外實習簽約暨媒合面試。 

（二）寄送實習計劃內容予校友企業，邀請校友企業提供實習機會。 

（三）因應目前企業對實習的需求皆需 6-12 個月左右，故調整過去安排於暑期實習的做法，

重新規劃長期的實習方案，朝向與企業進行業師合作開課的未來發展方向，預計三

月底完成實習計畫辦法與製作相關文件表格。 

十、 就業博覽會： 

2017 就業博覽會 106.03.22 舉行，截至 106.02.23 止，共計 60 家企業申請，錄取 45 家企

業。刻正進行攤位暨場地規劃、文宣品設計、活動內容設計等事宜。 

十一、 網路就業博覽會： 

與國貿系吳承鴻學長合作，採用吳學長公司開發之「學生實習就業流向管理系統」，

系統功能包含就業、實習、工讀等機會的提供，並媒合有意願的學生。第一階段配合

106.03.22 辦理之實體就業博覽會，同步進行網路就業博覽會活動。 

十二、 徵才說明會： 

2017 徵才說明會預計於 106.03.01-03.31 於兩校區辦理。截至目前共計 20 家企業申請，

包含吉富中國投資、長榮航空、IBM、中國信託、宜得利家居…等。 

十三、樂動雙溪： 

      106.03.24 辦理「首爾到台北，愛樂沒有距離！」，由台韓五位音樂家，五種不同的樂器，

五種不同的顏色組成不一樣的室內樂團。由東吳大學單簧管副教授曾素玲、首爾漢陽

大學鋼琴教授 Soyoung Yoon、輔仁大學小提琴助理教授朱育佑、首爾愛樂中提琴家 Dale 

Kim、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大提琴家謝宜璇五位歐巴歐妮的古典與浪漫的闡釋，各聲部間

的平衡交織以及彼此之間的對話默契，帶來不一樣的音樂感動。 

十四、藝文小旅行： 

（一）106.03.08 於錢穆故居舉辦「錢穆故居沐春風」，帶領師生重新認識影響中國至鉅的國學

大師，除作為自身學習的典範外，並透過名人故居的環境設計、生活態度與學術的堅

持，都足以讓師生沐浴其春風之中，提升對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都與美育息

息相關密不可分。 

（二）106.03.26 辦理「創意圖文製作工作坊」，鼓勵師生利用手機攝影功能，重新認識校園。

因手機已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 3C 產品，善用手機攝影功能，增添生活樂趣，並提升

對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 

十五、戲劇演出： 

（一）106.03.17 辦理演摩莎劇團《凡尼亞舅舅》讀劇示範演出。該劇乍看是愛情故事，實際

是在描繪人們面對現實的掙扎與失落。演摩莎劇團選用「讀劇演出」Staged Reading 的

形式演出，是希望讓觀眾在去除舞台布景、燈光變化或音樂設計等戲劇效果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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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劇本和演員所帶來的真實感受。 

（二）106.3.23 辦理吳兆南相聲劇社《不可能的相聲》，相聲裡有某些特意賣弄功力的段子，

有些是無敵語速、有些是超級歌喉、有些是神似模仿、有些是特殊才藝，於是有了「貫

口」、「怯口」、「柳活」等術語。《不可能的相聲》藉由這些手法以及對於字句、方法、

對象或目的等限制，製作話題、引起內、外行觀眾的注意與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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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三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本院中國研究室規劃於 106 年 3 月 9 日邀請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楊憲宏理事長專題演

講，題目為「由難民法看從”價格與利益”到”價值與正義”的兩岸關係必然變動」。 

二、本院為提昇本院教師學術研究能量，將於 106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五）於辦理「如何成功

投稿學術期刊工作坊」，三個子題為(1)提昇學術研究品質及論文寫作、(2)學術期刊投稿

策略與技巧、以及(3)期刊投稿經驗分享。 

三、本院與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之院級交流，三位院級交換生於 2 月 16 日抵台，協助辦

理註冊、選課及住宿作業。 

四、補助師生參與國際暨兩岸學術活動：二月份補助社會系何撒娜老師出席巴黎”Scales of 

Alimentation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Connections, Syncretism, Fusions”發表論

文生活費、核定補助政治系蔡承霖研究生出席四川「2017第三屆天健論壇」發表論文機票

費。 

五、籌辦本院與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合辦之「2017東吳大學 華東政法大學 兩岸青年學術論壇」，

論壇主題為【文化記憶•良政•善治】，院內由社會系及社工系協助，2月工作包括， 

(一)為安排參訪及旅遊行程聯繫飯店與旅行社，評估進行方式及預算規劃。 

(二)申請華東政法大學外事副校長林燕萍、研究生院副書記周莉、人文學院范玉吉院長、

社會發展學院易益典院長、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任勇副院長、助理研究員闕天舒及

15位研究生入台手續。 

(三)彙整論壇議事組及所有活動細節與經費預算。 

六、持續辦理「教育部跨域應用培育計畫」，本案雖未獲教育部補助，但考量學院發展仍將擇

適合項目自行辦理，2 月 23 日邀請相關師長討論後續辦理重點及工作項目，會議決議(1)

成立 FB社團，建立師長課程資訊共享平台(2)提供師長士林區活動規劃一覽表及窗口俾利

師長課程需求聯繫之用(3)定期舉辦教學分享會(4)製作專屬背心，俾便未來課程師生參與

社區活動與踏查服務使用。 

七、會議辦理 

(一) 2 月 15 日辦理人社院 105 學年度第 7 次主管會議，主要針對學院未來招生、設立

「人文社會學院知識創新整合學位學程」及設置全英語學分學程等發展相關議題充

分腦力激盪及討論。 

(二) 2月 22日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評會議 

(三)預計 3月 15日召開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院務會議，議程包括審議院際交流協議及相

關辦法修訂案。 

(四)預計 3月 22日辦理人社院 105學年度第 8次主管會議。 

(五)預計 3 月 23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程包括：(1)審議 106 學年度

各單位開課案(2)審議音樂系 105學年度課程外審案(3)各單位課程補審案。 

八、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一)106學年度兩學程實習機構合作意願確認。 

(二)105-2學期選課提醒。 

(三)105-2學期兩學程人工加選作業。 

(四)106學年度兩學程與各學系合班開課確認。 

(五)105-2學期課堂活動申請及說明。 

(六)105學年度第二次兩學程作業小組會議規劃。 

九、持續辦理及結案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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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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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 
一、雙溪文學獎 2月 1日-3 月 18日徵稿。 

二、2月 9日安徵師大項念東客座副教授蒞系講學。 

三、2月 13日-3月 2日中文系研究所辦理 105學年度下學期校際選課、跨部選修與人工加選

等工作。 

四、2 月 15 日中文系交換生復旦大學中文系浦健來台，預計 106 年 6 月 28 日(三)離台，將

進行一學期交換。 

五、2月 15日安徵師大楊瑾瑜講師蒞系訪學。 

六、2月 15日申請科技部 106 年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計 2件。 

七、2月 20日辦理國際交換生、自費研修生選課輔導事宜。 

八、2月 22日第十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九、2月 24日舉行第 195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題目：論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對

的世界」，主持人：鍾正道主任，發表人：陳慷玲老師，講評人：簡文志老師，會議地

點：D0713教室。 

十、「第十二屆有鳳初鳴–漢學多元化領域之探索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投稿論文審查意

見書回傳 106 年 2 月 27 日截止日，預計於 3 月 3 日(五)公告錄取名單，3 月 24 日(五)

於本校正式發表。 

十一、 科技部 105年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游喬茵：論《子不語》中的鬼神世界於 2月

28日結案。 

◎歷史系： 

一、系務工作： 

    (一)持續 2017年溪城講堂宣傳事宜。 

(二)規劃 2017年史學營籌辦事宜。 

(三)籌劃 105學年度碩士班學術研討會事宜。 

(四)籌組《史轍》第十三期編輯委員會， 

(五)規劃第十一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事宜。 

(六) 2月 22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 

(七) 2月 23日召開系務會議及系教評會。 

二、2 月 18-19 日，本系與「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舉辦「2017 白鷺鷥創意寫作故

事坊」。「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是由青年歷史學人組成的網站，期望匯集眾人之力推

廣公眾歷史。目前網站已突破 1,450萬點閱人次，並有超過 12萬名的粉絲。本次活動共

規劃 5堂創作及寫作課，授課內容採深入淺出的引導說故事及活潑生動的對談交流形式，

讓學員對創作及業界實務有所瞭解，並願意嘗試寫作。 

◎哲學系： 

一、學術活動：教師讀書會 

（一）2月 19日本系王志輝老師所組之「柏拉圖讀書會」，於下午 13：30～15：30邀請

校外學者專家何畫瑰老師（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蔡佳慧小姐（台大歷史學士、

將赴英進修埃及學）與鄭依書小姐（東吳哲學碩士）等，對柏拉圖《智者篇》進行

第 3次的研讀。 

二、學報事務： 

（一）1月 3日至 25日《東吳哲學學報》第 35期進行校稿及印製之準備工作。 

三、例行行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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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月7日至16日協助辦理本系黃崇修老師與馬愷之老師離職後課程開設相關事宜，

並進行科技部 10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轉移相關作業。 

（二）2月 7日持續製作工作執行說明書。 

（三）2月 8日召開大學部事務委員會議完成港澳生入學資料審查。 

（四）2月 13日完成申請入學相關表件資料填報。 

（五）2 月 15 日本系蔡政宏老師指導本系大學部三年級邵智恆同學以「證詞證成的二元

論進路：傳統化約論和非化約論以外的一個選擇」，申請科技部 106 年度大專學生

研究計畫案。 

（六）2月 13日~16協助通識課程「道德思維」課程安排相關事宜。 

（七）2 月 20 日本校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統籌辦理 105 學年第 2 學期來校短期研

習之大陸學生，本系協助輔導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周毅，由學系秘書協助選課等相關

事宜。 

（八）2月 21日至 3月 3日辦理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大學部及碩士班課程加退選作業。 

（九）2月 21日至 3月 10日完成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導師編聘、功能導師編聘及導生設

定等相關作業。 

四、重要業務： 

(一)2 月 28 日《東吳哲學學報》第 35 期出版，由《東吳哲學學報》編輯委員會共同編

製，編輯委員為方萬全教授、林正弘教授、莊錦章教授、馮耀明教授、吳俊業教授、

林維杰教授、耿晴教授、蔡政宏教授，主編為蔡政宏教授，編輯助理為楊雅婷助教。

本期共收錄四篇研究論文、一篇書評及一篇作者回應。 

◎政治系： 

一、2 月 20 日舉辦碩士班陸生交換生選課說明會，由陳鶴齡秘書主講，介紹系所並說明選課

方式/安排研究室座位等事誼，共有師生 7 人參加。 

二、2 月 20 日舉辦學士班陸生交換生選課說明會，由張薰琳秘書主講，進行學系簡介、課程

說明、選課方式說明等，共有師生 5 人參加。 

三、2 月 21 日政治學系都會治理研究中心邀請 ICLEI(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 副秘書長

EMANI KUMAR 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後巴黎協議議程：都市治理與永續發展（Urban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st Paris Agreement Agenda ) 」。ICLEL，《地

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是以永續發展議題為目標的國際組織，組織由世界各地、區域

性的地方政府於 1990 年在紐約建立而成，於 ICLEI 任職副秘書長 Emani Kumar 教授從後

巴黎協定議題設定為中心，說明在各時間軸裡地方政府如何討論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環境、災害對於世界的影響，同時也表達了氣候政治對於全球的影響，以及這

些議題如何帶動城市治理以及永續發展的經營。主持人：陳立剛主任，共有師生 23 人參

加。 

四、2 月 23 日召開政治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中討論 106

學年度東吳大學端木愷校長講座教授推薦案、106 學年度新聘教師討論案。 

五、2 月 28 日擧辦 106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筆試) 

六、3 月 1 日全球化研究中心邀請 Dr. Philip Streich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saka University)專題演講講題：「WTO 農業談判介紹與經驗分享」，主持人：湯智貿老

師。 

◎社會系： 

一、召開會議（含教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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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系與輔仁大學社會學系、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合辦之《社

會分析》學刊，於2月16日，假佛光大學德香樓B310會議室，召開第十四期編輯委

員會會議。 

（二）本系於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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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討論本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徵聘106學年度專任教

師徵才啟事，以及是否試辦107學年度大學入學特殊選才招生事項等議案。 

（三）本系於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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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期第一次系教評會，討論本系徵聘106學年度專任教師作業時程。 

（四）本系於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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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期第一次「新世代」教學研究會議，確認第五代新世代抽樣架構與抽樣名單

、修訂問卷、問卷倫理審查相關事宜與時程，以及研究成果發表會相關事宜等議案

。 

二、國際學術交流：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本系計有來自哈爾濱工業大學社會學系二年級學生

周楊、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二年級研究生阮夢瑤，以及上海師範大學社會學系碩士

班二年級研究生章詩瑤等三位大陸交換生及自費研修生，前來本校系進行研習、修習學

分，本系並於 2月 20 日向研習學生說明相關選課規定，以進行輔導選課。 

◎社工系： 

一、召開會議 

(一)2 月 21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教評會，討論新聘專任教師初審案及兼任教師改聘案。 

(二)2 月 21 日召開 106 學年甄選入學甄選委員會會議，討論 106 學年個人申請入學第二

階段指定項目面試程序及其規畫之相關事宜。 

二、學生事務及學生活動 

(一)2 月 20 日辦理本學期來校短期研習之陸生選課輔導活動，會中除了由學系學、碩士

班秘書提供輔導與諮詢外，本系主任並與學生進行座談，會後並辦理有關學伴及導

師之安排等相關事宜，以及安排方案實習課群第 7 梯兼任助理於 22 日下午與學士班

研習生說明各組方案內容等相關訊息，做為學生選課之參考。 

(二)本系 106 年暑期高中營隊名稱「社工與他們的產地-社會工作體驗營」，預計辦理時

間 106 年 7 月 5 日-8 日為期四天。 

三、學生實習業務 

(一)調查 106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機構修正/詢問表及實習公文，彙整至 Moodle 數位學習

平台，以提供 106 年度實習生參考，並更新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即時訊息。 

(二)辦理方案實習兼任助理及輔導員工讀金支用、核銷及勞保加保相關事項。 

(三)辦理 106 學年實習生申請資料彙整收件、寄件、再分發及依機構要求通知體檢等相

關事項。 

(四)2 月 1 日至 23 日受理研究生本學期期中實習課程及實地實習申請作業，包括實習機

構、學校督導老師、實習計畫書與申請表、加退選前選課，以及公文等申請相關作

業事宜，協助學生順利選課與學習。 

四、系友聯繫與活動 

(一)2 月 17 日於城中校區 1308 教室舉辦東吳社工老中青第 64 次聚會，本次主題為「社

區，關於我與我們的生命劇本」，談主為系友余亭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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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6 年 2 月系友故事之受訪系友為黃建智學長(98 級系友/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公職社工師)，歸類刊登於政府單位類。 

五、其他：(1)籌劃及研商本系與安徽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本學期及未來學術交流活動。(2)

籌辦推廣部高階培訓課程及人社院 2017 兩岸青年論壇相關事項。(3)協助大課堂教室借

用、研究法訪談發文等事項。(4)辦理教師授課計畫表印製、人工加選及選課輔導等事項。

(5)撰寫個人業務工作執行說明書。(6)辦理 106年度社會工作學系系友大會相關籌備事宜，

本次配合校慶日期 106 年 03 月 11 日(六)13:00-16:00 辦理芳療紓壓體驗團體及系友聯誼

活動。(7)更新及維護本系網頁、更新社群網站(FACEBOOK)訊息及寄送求職、活動訊息。

(8)辦理學生英檢畢業標準檢核認證作業。(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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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辦理徵聘專任教師相關作業，包括收件之回覆、初審

未過之通知、初審通過之後續事項等相關事宜。(11)辦理起飛計畫教學助理聘用等相關事

宜。(12)辦理導師編聘作業。 

◎音樂系： 

一、人事異動： 

(一)2月 1日起彭廣林專任教授接任學系主任一職。 

(二)2月 20日起王儷璇約聘助教離職，2月 21日起新聘林奕承約聘助教接任其職務。 

二、系務會議： 

2 月 22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一) 本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二) 修訂本學系 106學年度招考轉學生簡章內容。(三) 本學系學士班

增設非學位課群事宜。(四) 協助本學系專兼任教師於本校松怡廳辦理音樂會事宜。(五) 

D0207、D02011、D0214 等三間教師研究室空間使用相關管理事宜。 

三、召集人暨課程委員會： 

2月 13日召開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召集人暨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一) 審查

本學系 106 學年度學士班及碩士班海外僑生或港澳生申請入學資料。(二) 本學系學士

班增設非學位課群事宜。(三) 持續推動本學系學士班全額獎學金籌募之具體執行方案。

(四) 審議本學系 106 學年度學士班開課相關事宜。(五) 本學系 105學年度課程外審審

查意見回應表暨改善計畫。(六)協助本學系專兼任教師於本校松怡廳辦理音樂會事宜。

(七)本學系學生期末術科考試曲目不符規定之後續處理方式。 

◎師資培育中心： 
一、實習見習業務： 

（一）發函 38 所實習合作學校，請求提供 105 學年第 2 學期國文、英文、數學、輔導、

音樂、日文等科目教育實習觀課見習名額。 

（二）發函教育部申請 106年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計畫經費。 

（三）發函教育部陳報 105年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計畫成果報告書。 

二、演講、參訪與增能課程： 

（一）與至善國中、蘭州國中、興福國中、福安國中、天母國中及雙園國中等校合作補教

教學事宜，共有十六位師資生至各校授課。 

（二）申請 106年史懷哲計畫，與至善國中、萬里國中簽訂合作同意書。 

◎人權學程： 

一、行政、學生事務 

(一) 2月 13日至 17日學程助教張君瑋參與個人資訊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訓練課程。 

(二) 2月 22日召開人權學程實習委員會暨實習、田野調查行前面談。 

(三) 2 月 28 日於城中校區舉辦人權碩士學位學程考試入學筆試及面試，共 5 位學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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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四) 開學準備：公告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獎學金申請事宜、研究生行政助學金申請事宜、

辦理人工加退選、籌備 106學年度開課規劃。 

(五) 學生事務：辦理人權碩班學生畢業離校事宜、安排學生本學期實習合約及保險事宜。 

二、辦理活動 

(一) 2月 25日至 26日於富邦文教基金會舉辦人權與法治教育教學策略與培訓工作坊。 

三、國際交流 

(一) 研議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與大阪市立大學人權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MOU）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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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三月 

院長室 

1. 2月 7日林茂松院長率院內主管與同仁參加新春團拜。 

2. 2月 8-10日林茂松院長出席校內主管知行營。 

3. 2月 9日指派日文系郭華修秘書為第一教研大樓安全委員會代表，參加 2月 14日校園

防災研習。 

4. 2月 13-17日陳盈盈秘書參與電算中心主辦之個資稽核主導員培訓課程。 

5. 2月 20日於一級主管午餐會議中報告與 ETS進行之產學合作（檢測）計畫，以外語學

院與商學院為合作對象；商學院部分，以國貿系三年級商用英文必修課程為合作課程，

選修本門課的四組學生在本學期加退選後參加多益前測，再根據前測結果與相關因素，

選出一班（50名）為合作對象，此合作班組學生可在期末參加多益後測，並獲頒正式

成績證書。外語學院以英文系大三全體學生為對象參加前測，再選出一班參與計畫參

加後測。此計畫之前後測測驗費用全部由 ETS 贊助，ETS 並將提供職場英文教學諮詢

服務。本計畫由外語學院擔任對外聯繫與校內協商之窗口。 

6. 2月 20日林茂松院長出席國際處主辦之境外生歡迎會。 

7. 2月 21日處理學院信箱遭駭事宜（密碼更換、掃毒與檔案備份處理）。 

8. 高中招生活動： 

(1) 2月 7日蘇克保主任代表學院前往金陵女中進行外語學群招生宣傳。 

(2) 2月 23日蘇克保主任代表學院前往竹林高中進行外語學群招生宣傳。 

(3) 規劃 4月 14日中正高中英資班體驗課程及各系教師協助策略聯盟高中進行模擬面

試事宜。 

9. 重要行政事務： 

(1) 第 43期東吳外語學報論文審查結果通知，通過 2篇刊登、5篇退稿。 

(2) 配合校務發展組填寫 103-108學年度校定 KPI指標達成率及目標值。 

(3) 處理名古屋大學國際言語文化研究科更名後之學術交流協定事宜。 

(4) 秘書出席：2/7電話分機使用說明會。 

(5) 處理 2017 優九聯盟「優譯盃」中英口筆譯大賽新聞稿事宜。 

(6) 籌備「謝東閔人文社會講座」重啟事宜。 

(7) 籌備 3月中旬鼎泰豐徵才活動。 

(8) 籌備本學期國貿大會考檢定輔導班及會展人才培訓課程。 

(9) 規劃一教研大樓安委會安全編組事項，預定召開會議進行討論。 

(10) 盤點辦公室管理鑰匙，配合總務處來文進行管理空間備份鑰匙測試與繳交至採保

組。 

英文系 

1. 2 月 8-10 日王安琪主任出席校內主管知行營。 

2. 2 月 20 日辦理第二學期大陸交換學生、自費研修生選課輔導（本學期共 5 位同學）。 

3. 2 月 21-3 月 2 日處理學生選課各項事務。 

4. 2 月 22 日舉行系教評會議，審議緊急聘任、延長服務等案由。 

5. 2 月 23 日接待 52 級畢業系友岳文儀自美來訪。 

6. 其他重要行政作業 

(1) 處理教師成績更正、學生報告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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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續辦理 2017 年英才盃台滬英語專業大學生演講與辯論比賽事宜，辦理入台證、

經費籌募、報名表等。 

(3) 辦理學生選課輔導以及協助大四學生檢核畢業學分。 

(4) 處理招生事宜：106 學年甄選入選考試委員名單、僑生書面審查。 

(5) 辦理交換學生第二學期學分抵免。 

(6)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館教師指定參考資料蒐集。 

(7) 協助大四戲劇畢業公演場務、企劃書修改、贊助聯繫等事項。 

(8) 協助教師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案：美國 KIPP 中學教育實習。 

(9) 辦理優九聯盟優譯盃口筆譯大賽初審題目、網站、宣傳等事宜。 

(10) 安排學系弱勢教學助理工讀生班表與協調師長時間。 

(11) 辦理學生成績申覆事宜。 

(12) 繳交「東吳之友基金會」105 學年度贊助講座教授補助款之中、英成果報告書。 

(13) 辦理 105-2 緊急聘任相關業務。 

(14) 協助遠距教學課程所需之語料庫請購。 

(15) 協助規劃 117 週年校慶系友活動。 

(16) 協助規劃下學年舉辦之「2018 專業英語文學術研討會」。 

(17) 持續籌辦 2017 年英國牛津大學哈特福學院研習團，報名、說明、安排行程等事

項。 

日文系 

1. 2月 7日蘇克保主任支援赴金陵女中招生宣講活動。 

2. 2月 8日~2月 10日蘇克保主任出席主管知行營。 

3. 2 月 13 日召開學術及出版委員會，討論『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 48 期編輯事宜及第

49期徵稿簡約。 

4. 2月 13日~2月 17日秘書參加個人資訊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訓練課程。 

5. 2月 22日召開碩博士委員會，討論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博士生資格考核初審事宜。 

6. 2月 22日召開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審查教師留職帶薪申請案及修訂

本系教師評審辦法。 

7. 2月 22日明治學院大學社會學科師生來訪交流。 

8. 2月 23日蘇克保主任支援赴竹林高中招生宣講活動。 

德文系 

1. 2 月 23 日系教評會：審議 106 新聘專任/專案教師案、討論向 OeAD 申請交換教師案。 

2. 2017 年德語文教師協會年會及國際研討會：徵稿收件。 

3. 2 月 13~17 日參加個人資訊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訓練課程。 

4. 處理文理講座教授本學期來台行程。 

5. 協助處理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作業。 

6. 境外生輔導選課。 

7. 處理學生選課事務。 

語言教學中心 

1. 2月 15日舉辦兩校區語言教室設備說明會。 

2. 填寫校務發展計畫 105 至 108學年外語學習相關活動之 KPI。 

3. 測試本中心兩校區辦公室等管理空間和研究室備用鑰匙，並另複製鑰匙，以利交給校安

中心和採購保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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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月 7 日主任和本中心行政同仁參加新春團拜；2 月 8 日派員參加總務處舉辦之「電話

交換機系統更新主機說明會」；2 月 13 至 17 日派員參加電算中心舉辦之「個資主導稽

核員第二梯次訓練課程」；2月 14日派員參加校安中心舉辦之「校園災害防護研習」。 

5. 辦理課務工作： 

(1) 簽辦由本中心負責承辦之本學期二次多益英文會考事宜。 

(2) 彙整 106學年度本中心專兼任教師排課問卷。 

(3) 2月 20、22日舉辦重補修生「英文(二)」分班測驗。 

(4) 處理學生成績複查和放棄實用英語學程資格事宜。 

(5) 回答學生詢問選課問題和辦理加退選。 

6. 辦理外語自學活動： 

(1) 106 年 1 月份外語自學室兩校區開放 129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366，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139，合計 505人次。1月線上軟體使用人次

如下：《SOSA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2,880、《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

15、《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力測驗評量》：1,900。 

(2) 雙溪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英、日語學習訊息貼文 7 篇，總瀏覽次數：

16,534。 

(3) 外語自學室教材處理情形統計（統計期間 106/1/1-1/31）：處理二校區外語自學

室教材請購（核銷）案 4 件；點收二校區到貨資料 70 筆；雙溪教材編目上架 44

筆。 

(4) 編目上架新到英、日語雜誌和 DVD教材。 

(5) 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106至 108年英日語雜誌之編目貼紙及上架目錄表。 

(6) 2月 16日舉辦城中外語自學室工讀團隊培訓。 

(7) 彙整雙溪第 30期第 1梯次外語自學小組資料，製作文宣及報名表，並開始辦理報

名。 

7. 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1) 105年度卓越計畫報告上傳至中心網頁並更新 106年度卓越計畫資料。 

(2) 「英語文加強班」第 1期課程活動宣傳並開始辦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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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三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2月 20日，召開本學期第 1次院教評會，審議學系教師延長服務案。 

二、2月 23日，宋宏紅院長往竹林高中進行招生宣導。 

二、環安衛業務 

（一）2 月 9 日，與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組共同舉辦『實驗室消防安全演習編組人員教育訓

練課程』，由微生物學系及化學系同仁助教依消防自衛任務編組，參與學院講解『編組

執掌介紹』、『緊急防護衣穿脫演練』及『生物防護衣穿脫演練』等項目教育訓練。 

（二）2月 14日，與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組共同舉辦『化學品線上填報系統操作教育訓練課

程』，將微生物學系及化學系負責化學品採購、管理之教職生集合，參與教育部主導之

『化學品線上填報系統操作教育訓練課程』，提升實驗室教職員工生對化學品線上填報

系統之熟悉度及應用，便於推動業務之範疇，以達化學品源頭管理之法令目的。 

（三）2月 14日，與校安中心、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組共同進行『年度實驗室緊急疏散演練

及校園災害簡介與防護教育訓練課程』，由學院及超庸館所在學系教職員生進行實際消

防疏散演練。 
【數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學術 

（一） 2 月 15 日，完成科技部補助 106 年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作業，計有 3 位學

士班學生申請。 

二、 行政 

（一） 進行 106 學年度開課作業。 

（二） 安排工讀生於寒假期間進行系友電訪，更新資料。 

三、 學生事務 

（一） 2 月 23 日，公告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數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金」、

「數學系郭鄭賢女士清寒獎學金」申請作業，申請期限至 3 月 15 日截止。 

（二）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數學系微積分諮詢預計於 3 月 1 日起開始啟動。每星期一至

五中午 12:30 至 13:20 在 R0211 有專人負責回答全校學生微積分相關問題。 

【物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2 月 7-15 日，巫俊賢主任前往日本福井大學，拜訪 Masafumi Seriu 教授，討論學生交流

與合作相關事宜。 

二、2 月 16 日提送「106 年度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今年度學系有陳師瑜、劉雅定、

林澤耀與周爰誼等 4 位同學提出申請。 

三、2 月 20 日為本學期 2 位來自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自費延修生進行選課輔導。 

四、106 學年度開課、通識課程開課，以及教師聘任等作業及其他交辦事項。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教學、研究 

(一) 2 月 14 日學系各實驗室承辦同仁、同學共同出席由本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依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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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環境保護署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105 學年度化學品線上填報系統操作教育訓練課

程」。 

(二) 2 月 15 日提送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106 年度化學系共計提出五件：王志傑教授指

導林佳儀同學「金屬配位聚合物在結構拓撲與功能性應用上的分析與探討」、王志傑教

授指導廖國亨同學「混配基金屬配位聚合物之合成、結構多變性、熱穩定性分析與溶

劑吸脫附性質的測定」、何美霖教授指導孫甯媯同學「以銀奈米粒子捕抓尿液中生物硫

醇分子（biothiols）於 DART、DESI 及 PS 質譜法的分析」、何美霖教授指導潘正邦同

學「試紙型亞硝酸鹽感測器的開發」及謝伊婷助理教授指導李昇同學「利用深共熔溶

劑製備鈀石墨烯複合材料電極」。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一) 2 月 15 日召開校外實習課程委員會，討論產學實習、產業實習(一)(二)的學分數更

改及實習課程相關問卷。 

(二) 2 月 16 日召開認證實驗室工作小組會議，會中邀請豐技公司討論合作事宜。 

(三) 2 月 21 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完成 106 學年度課程建議案。 

二、教學 

(一) 完成 106 學年度通識課程開課申請作業。 

(二) 學系於 2 月 21 日至 23 日進行東福專班補考事宜。 

三、 招生： 

(一) 進行 106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個人申請」書面資料審查作業，共 3 人申請。 

(二) 東福海洋生技專班 52 名學生於 2 月 18 日搭船抵台，本學期福州大學隨隊老師為吳

美田老師。 

(三) 南開大學陶文韜同學本學期前來本系進行交換一學期，學系於 2 月 20 日進行選課

輔導。 

四、 學術研究及成果 

(一) 完成科技部大專生參與研究計畫申請作業，本系共計 7 位大學部論文學生申請。 

(二) 本系通過本校綠色海水專業社群申請，主持人為應靜雯老師。 

(三) 本系綠色海水專業社群，主持人應靜雯老師於 2 月 21 日召開第一次討論會，討論執

行進度、經費使用及未來各老師之間實驗的合作方式。 
【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06年 2月 21日（二）召開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 

二、研究及學術 

（一）輔導並完成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案 4件。 

三、教學及輔導 

（一）106 年 2 月 20 日（一）辦理大陸交換生及自費研修生輔導選課，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有交換生 1名（華東師範大學應用心理學）、自費研修生 4 名（蘇州科技

大學教育與公共管理學院應用心理學 2名、福建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心理學系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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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6年 2月 22日於 J203會議室召開研究生會議，共 25位研究生參加，進行輔導

選課，並討論學生事務相關事宜。 

四、招生 
（一）完成 106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個人申請』書審（大學部 59件、碩士班 7件）。 

【鑑識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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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三月 

一、對外交流 

（一）本學期法學院大陸交流師生，院級交流生有 9 人、教師有 4 人、校級交流生 6 人、自

費研修生 20 人，共 39 人，於 2 月 15 日起陸續抵臺，進行相關課程、生活輔導等。 

2 月 20 日（周一）上午 10 時於城中 1104 會議室舉辦「陸生報到及相見歡」。 

3 月 2 日（周四）中午 12 時 10 分於城中 1104 會議室舉辦「法學院大陸交流師生歡迎

會」。 

（二）2 月 22 日上午 9 時起，東吳大學法學院與上海靜安區法律人才實踐基地簽約與座談（地

點 2227 會議室、1104 會議室）。 

（三）本院與大陸國外學校簽訂交流合作協定等事宜。 

3 月 3 日（周五）上午 10 時 30 分於城中 1106 會議室舉辦與日本熊本大學法學院簽

約。 

3 月 14 日（周二）上午 10 時 30 分於城中 1105 會議室舉辦與日本同治社大學雙聯學

制協議簽約。 

3 月 21 日（周二）上午 10 時於城中 1104 會議室舉辦與澳洲西雪梨大學雙聯學制協

議簽約。 

（四）3 月 6 日（周一）上午 9 時於城中 1104 會議室 WTO 人事處處長 Christian DAHOU 一

行來訪座談。 

（五） 3 月 16 日-19 日洪家殷院長前往海南大學法學院簽訂學術交流約定與擔任講座。 

二、4 月 12 日（周三）下午 15 時 30 分，1104 會議室舉辦「法學院導師會議」，此次學務處

邀請吳家碩心理師來院，以「美夢成真~如何做好睡眠自我管理」為專題演講。 

三、學術活動 

（一） 2 月 22 日（周三）上午 9 時起於 5117 會議室與刑事法學會舉辦「刑法研討會」，主

題為刑事法學者有關人民參審意見座談會。 

（二） 3 月 17 日(周五)下午 14 時 30 分於城中 5211 會議室舉辦「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第

三十八回】，講者為林明鏘老師，主題為消失的行政審查責任：評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

度判字第 795 號判決。 

（三） 3 月 17 日(周五)下午 15 時 30 分於城中 1104 會議室舉辦「民事法研討會」。 

（四） 3 月 22 日(周三)下午 14-16 時於溪區普仁堂舉辦「嚴家淦法學講座教授馬英九教授演

講」。 

（五） 3 月 22 日(周三)上午 9 時 30 分於 5117 會議室舉辦「醫事法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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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三月 

商學院 
一、 《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2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2 月 7 日北京亞迪瑞特投資有限公司屠世明總裁與蔡宗榮執行長商談創投公司投資

FinTech 未來建立國泰金長期合作管道、規劃未來和老師搭配的合作方向。 

(二) 2 月 13 日傅祖壇院長、沈大白主任、蔡宗榮執行長，和富蘭克林投顧(股)公司屈亞欣副總

經理、莊千瑢經理，針對雙方產學合作合約書進行討論。 

(三) 2 月 14 日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張善政院長與金融科技開發中心蔡宗榮執行長，開會討論關

於洗錢防治系統建立。 

(四) 2 月 15 日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副院長與金融科技開發中心蔡宗榮執行長，商談金管

會「洗錢防制計畫」相關事宜。 

(五) 2 月 16 日中研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鍾偉和副研究員、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林澤副

教授與蔡宗榮執行長商討「數位經濟前瞻技術研發與應用專案計畫」。主要想針以 machine 

learning 的相關方法應用在客戶行銷最適化的分析，目標在最適當的時機、事件下提供投

資者最適合的行銷產品。期望能組成一個合作團隊，藉由整合不同領域的專業技術，對台

灣金融產業在 FinTech 的衝擊下的轉型，盡一份心力。 

(六) 2 月 21 日蔡宗榮執行長邀請資管系鄭麗珍副教授一同開會討論關於「數位經濟前瞻技術

研發與應用專案計畫」相關事宜。 

(七) 2 月 21 日美商賽仕電腦軟體(SAS)台灣區陳愷新總經理、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林澤副教

授及其清大研究團隊，邀請蔡宗榮執行長一同開會討論「數位經濟前瞻技術研發與應用專

案計畫」之合作。 

(八) 2 月 22 日緯育股份有限公司課程專案經理 Michael 與蔡宗榮執行長商談未來合作可能；

緯育公司期望透過科技，實現知識共享的理念，近期希望開設 Fintech 與區塊鏈線上課程，

目前正在積極尋求合作夥伴以及開課講師。 

(九) 2 月 22 日傅祖壇院長與蔡宗榮執行長討論關於 FinTech 學程相關課程與師資安排事宜。 

(十) 2 月 24 日辦理「金融科技系列創新講座」採購案議價事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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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1

～107/1/31），2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辦理 106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合約及計畫書內容。 

（二） 編列 106 年度產學合作預算表及執行進度供富蘭克林確認。 

（三） 辦理 106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簽約事宜。 

（四） 確認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資格。 

（五） 設計並印製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海報，並張貼及郵件公告。 

（六） 徵選課堂助教及工讀生，並辦理勞保加保事宜。 

（七） 確認每週授課主題及授課教師。 

（八） 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預選事宜。 

（九） 公布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預選結果，並進行人工加選。 

（十） 確認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規章。 

（十一） 上傳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上課主題及師資、課堂規章、心得報告格式及上課講義至

Moodle 系統。 

（十二） 上課前印製講義、製作授課講師簡介、授權同意書。 

（十三） 2 月 13 日安排富蘭克林、寶碩與林忠機主任商談投資模擬競賽規則及投資標的。 

（十四） 2 月份課程 

日期 課程主題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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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24 課程簡介、投資學基礎與實務 東吳大學蔡宗榮講座教授 

 
（十五） 2 月 17 日舉辦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講師餐敘座談。 

三、 辦理科技部 106 年度計畫提報事宜： 

（一）科技部 106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標竿計畫說明會：屬個別型計畫，需整合校內各

單位內既有團隊。計畫主持人需曾獲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或有極為傑出研究表

現，且經本校依相關學術審查程序審查後推薦之傑出研究學者。本案由學院負責

規劃，需於 106 年 3 月 20 日前繳交計畫書等書面資料。 

（二）科技部人文司 106 年度「新興科技創新營運模式研究中心設立與維運計畫」：限

整合型計畫，以人文社會科學與商管研究為基礎，提出符合台灣文化內涵的「五

+2 創新產業」之新興科技創新營運模式。已於 106 年 2 月 13 日前將計畫構想書

傳送至科技部人文司，審查結果將於 3 月 3 日（含）前通知。 

（三）科技部人文司 106 年度「東協及南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計畫」：屬個別型計畫及

多項子計畫整合型計畫，為鼓勵並優先補助「跨學門整合型計畫」，並需至少包

含 2 個以上學門領域。需於 106 年 3 月 6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本計畫已於 2 月 16

日召開討論會議，將由經濟系邱永和教授擔任總計畫主持人，並邀集人文社會學

院黃秀端院長、社會系鄭德興老師、政治系湯智賢老師、傅祖壇院長、企管系王

昱凱老師及鄭鈞云老師、經濟系孫嘉宏老師共同參與。 

（四）科技部工程司 106 年度「數位經濟前瞻技術研發與應用專案計畫」：徵求計畫之

研究重點分為四大領域：人工智慧、大數據、金融科技與區塊鏈、虛擬實境與擴

充實境。本計畫除人工智慧領域外，其餘計畫均須以單一整合型計畫提出，計畫

書總計畫及所有子計畫全部書寫於一份計畫書，每一整合型計畫需含總計畫與至

少 3 個子計畫，總計畫主持人需同時主持 1 項子計畫。每年申請經費以不超過 800

萬元為原則。需於 106 年 3 月 20 日中午前，將計畫構想申請書以電子檔方式傳

送至科技部工程司。審查結果將於 3 月 27 日（含）前通知。本計畫已於 2 月 17

日召開第 1 次討論會議，預計擬整合商學院與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共同申請。 

四、 2 月 8 日參加電話交換機系統教育訓練。 

五、 2 月 14 日參加軍訓室防護演習，並抽籤排序鑄秋大樓訂於 112 學年度辦理防護演習。 

六、 2 月 24 日協助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富邦金控與東吳大學建教合作課程「巨量資料與科

技金融」課程加選宣導事宜，開放商學院大四及研究所學生 20 個名額。同學可持選課查

對表，統一於 3 月 2 日 13:30-17:00 在城中校區 R4107 辦公室辦理加選。 

七、 辦理商學院 EMBA 十週年慶規劃相關事宜。 

八、 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106 年 2 月份第十二期出刊事宜。 

九、 有關院級雙聯學制及交換事宜： 

(一) 確認東密西根大學商學院課程對應與簽約流程。 

(二) 辦理 106 學年度院級交換第二次甄選。 

(三) 協助安排 4 月份學院師長赴美拜訪 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Houston 行程。 

(四) 連繫美國 Wisconsin La-Crosse 簽約事宜。 

(五) 連繫韓國又松大學國際交流副主任 Lynn Yang 洽談合約更新事宜。 

(六) 2 月 25 日召開第二次商學院商學英語學程籌備小組會議。 

(七) 安排 3 月 1 日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代表來院洽談學術合作事宜。 

跨領域學程 
一、協助學程學生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及學分抵免等相關事宜。 

二、建立學程業務工作執行說明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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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管學程 
一、宣傳 106 學年度外籍生秋季班碩士班申請招生資訊。 

二、辦理學生選課輔導、加退選事宜。 

三、撰寫申請戴氏基金會邀請國外學者來台講學補助計畫。 

四、更新 ESIT 教育部菁英來台網站招生資訊。 

EMBA 班 

一、 2 月 1 日起由經濟系邱永和教授接任 EMBA 主任一職。 

二、 2 月 13 日於城中校區 2614 教室，結合論文計畫書書面審查舉辦論文計畫書發表會。 

三、 辦理 106 學年度 EMBA 招生書面資料審查作業。 

四、 辦理 EMBA 十週年慶籌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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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3 日發行 EMBA 第 75 期電子

報，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2 月 11 日(六)下午 2 時 30 分假西雅圖世貿旗艦店舉行 Coffee Time，本次主題為

「品牌推手 94 狂」。首先由第九屆王芷逸(瑞智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核心講師) 

介紹「品牌價值的傳遞」，消費者如何感知一個品牌? 除了形象廣告、品牌代言人、

活動與行動外最重要的就是在第一線的銷售人員，而所有的教育訓練都要用才有

用。且不論遇到什麼事情都要保持 3A「Above、Ample、Advance」讓自我內在提

升，工作上的困難自然能迎刃而解。接著由第一屆李河泉(澤鈺智庫/總經理)跟大

家講述「主管品牌建立，從領導部門氛圍做起」，主要有三大重點:1.塑造部門文化

2.掌握老闆需求 3.探索世代差異。並從歷史故事的商鞅變法帶出「立法從寬，執

法從嚴」的重要性，並具備忠誠度和配合度。最後跟大家分享如何帶領新世代的

員工，由於世代差異，要領導新世代就需要了解他們要的是什麼，以下是觀察統

計後的新世代員工 5F「Fun、Future、Free、Fast、Fair」特質。聽完這場精采的

Coffee Time，相信大家對於領導多了一套武功秘笈，特別感謝今天謝子仁老師和

沈大白老師前來參與，也於會中分享他們的寶貴經驗，整個活動也順利圓滿，謝

謝會員們的支持與參與。 

（三） 持續辦理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四） 持續辦理協會 GROUP365 社團通訊軟體經營與訊息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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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1 日(六)慶祝 EMBA 十週年慶活動，各屆系友一同參與校慶運動會創意

繞場並組隊參加趣味競賽-軟式棒球擲準，接著進行校園巡禮，最後搭乘遊覽

車至大直典華旗艦館 5樓似錦廳參加「東吳大學商學院EMB十週年慶餐會」。 

2. 4 月 28 日(五)~29 日(六)參訪臺東縣霧鹿國小，這次臺東縣霧鹿國小參訪特別

要去霧鹿參加布農族一年一度的射耳祭，已報名完成有翁望回老師和鄧泗堂

老師及 18 位學長姊共襄盛舉。 

經濟學系 
一、 經濟學系 2 月 16 日上午 10:00~11:30 召開會議討論大學部招生宣傳影片，由陶宏麟主任

主持，袁國芝老師、三位秘書、江美玲助教與陳詩涵助教共同討論，提供意見，請江美

玲助教規劃腳本與拍攝細節。請王秘聯絡連導加拍碩士班宣傳影片的可能性與經費需求，

請袁國芝老師詢問影片中引用雜誌封面與報導的適法性。 

二、 經濟學系 2 月 16 日下午 2:00~3:30 召開校外實習工作會議，由陶宏麟主任主持，郭嘉祥

老師與賴志芳老師出席，宋鳳笙秘書、鄒淑芳秘書與陳詩涵助教列席，共同討論並通過

經濟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計畫、新開科目申請表與教師授課計畫表送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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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三、 經濟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3 位自費研修生與 6 位大陸交換生 2 月 20 日上午 10:00

到系辦公室報到，由秘書做學系介紹與選課說明，另安排陳彧夏老師擔任導師，陳詩涵

助教與吳士豪助教擔任輔導助教。 

四、 經濟學系 2 月 22 日下午 1:30~2:30 召開徵才小組會議，討論審核 106 學年度新聘專任教

師案，有林沁雄教授、樊沁萍教授、曹添旺教授出席，陶宏麟主任列席。 

五、 經濟學系 2 月 24 日下午 1:30~2:00 召開系務發展委員會，審議經濟學系博士生陳翔赴國

外研習申請補助案。 

六、 經濟學系博士班陳翔於 2 月 22 日至 4 月 26 日到西班牙巴塞隆納自治大學商學系，進行

本系與該校簽約的博士生交換研習計畫，與 Prof. Emili Grifell 研習效率與生產力之議題。 

七、 2 月 24 日邀請中山大學經濟研究所楊淑珺教授演講「Fiscal Consolidation with Public Wage 

Reductions」。 

八、 郭嘉祥老師自 105 年 12 月起擔任財團法人中國財稅金融文教基金會顧問。 

九、 經濟系二年級史巧慈同學榮獲教育部 106 年赴巴拿馬研習西班牙語文獎學金甄選正取

生。 

十、 106 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共 3 件： 

(一) 經四王歆惠申請大專生研究計畫「全般刑案與幸福指數之關聯─台灣實證研究」，

指導教授：樊沁萍老師。 

(二) 經三陳昱憲申請大專生研究計畫「Reassessment of CAPM on Taiwan stock index: With 

the method of quantile regression」，指導教授：米克里斯多斯老師。 

(三) 經三王成嘉申請大專生研究計畫「內生化時點與民營化程度」，指導教授：孫嘉宏

老師。 

十一、 系友活動： 

(一) 東吳經濟系高爾夫球隊二月例賽 2 月 12 日（日）於東興球場舉行，總計 12 位隊

員參賽，最後由陳春來學長奪得總杆冠軍，李詩煒會長獲得淨桿冠軍。當日春酒晚

宴由張煌義學長招待，學長們邊用餐邊討論著當天擊球心得，席間陳明嘉學長也帶

紅酒來跟其他隊員分享，用餐氣氛十分愉快。 

(二) 3 月份經濟系系友高爾夫球隊將於 3 月 11、12 兩日到台南進行兩天一夜的擊球，

歡迎有興趣的系友加入球隊。 

會計學系 

一、系務： 

(一) 洪聖閔老師及李坤璋老師升等為副教授。 

(二) 2 月 15 日召開會計學系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會中研議 106 學

年度學士班課程調整事宜。 

(三) 2 月 15 日透過圖書館邀請系統廠商舉行「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說明會」，幫助本

系教師瞭解該系統之操作方式及注意事項，計有 18 位教師出席。 

(四) 2 月 20 日召開會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06 學年度招生考試書審會議。 

(五) 配合本校招生政策，會計學系吳幸蓁老師於 2 月 23 日前往本校策略聯盟學校竹林

中學進行商學院簡介。 

(六) 科技部 106 年度「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會計學系計有鄭哲惠副教授及葛俊佑

助理教授指導會計系學生提出 2 件申請案。 

(七) 會計學系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建教合作，共同辦理第 28 期「會

計師專業課程學分班」，籌辦簽約相關事宜。本期開設「初級會計學」、「中級會計

學」、「成本會計學」、「管理會計學」、「高等會計學」、「審計學」及「稅務法規」等

學分班。 

(八) 會計學系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計有 3 位交換生與 2 位自費研修生蒞臨研習。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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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中央財經大學杜睿同學及臧一凡同學、北京科技大學楊媛棋同學；自費研修生

為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鄭菁華同學及揚州大學商學院碩士班蔣匯川同學。 

(九) 配合本院因應 AACSB 後續取得認證資格之維繫，並更新、改進及追蹤學生學習成

效結果，函請相關科目之任課教師協助填報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習保證

(Assurance of Learning, 簡稱 AoL)表單，並蒐集各項佐證資料。 

(十) 辦理專兼任助教及研究生第二學期值班安排事宜。 

(十一) 會計學系 105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獲四大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安永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錄取總人數約達 458 人次，如僅計入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就

業機會，平均每位應屆畢業同學約有 2 個就業機會。 

(十二) 會計學系安排 10 位同學於 1 月 16 日至 2 月 10 日至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參與

工讀，透過寒假前往事務所進行相關實習，促使學生專業技能的未來發展能與產

業現實所需更加緊密結合。 

二、教務： 

(一) 審核語音選課結果、檢討語音選課之設定、辦理人工加退選事宜。 

(二) 規劃安排 106 學年度課程。 

(三) 辦理第二學期專題講座課程經費申請事宜。 

(四) 106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書面審查於 2 月 20 日至 3 月 2 日舉行。 

企業管理學系 
一、 辦理 106 學年度招生考試相關事宜： 

(一) 2 月 28 日辦理碩士班招生入學筆試。 

(二) 3 月 4 日辦理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入學面試。 

二、 2 月 16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上內部行政會議，討論 105 學年度第 2 學

期各項活動時間安排事宜。 

三、 2 月 20 日舉行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陸自費研修生及交換生座談會，由胡凱傑主任主

持，邀請大陸各學校至企管系交流學習之學生進行座談，說明選課輔導，由本系助教協

助，以一問一答的方式讓同學了解選課內容、學分抵免等問題，解決選課方面的困擾，

本學期共計有 8 位自費研修生、6 位交換生。 

四、 2 月 22 日舉辦海外研習課程說明會暨人工選課。 

五、 2 月 24 日舉行山東大學馮文娜教授歡迎餐會。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 辦理 106 年大專生申請科技部計畫彙整，共計 9 件申請案，6 位老師指導。 

二、 2 月 14 日下午 15:00，假 R2127 商學院會議室，出席 AACSB 會議。 

三、 2 月 23 日中午 12:00，假 R2621，舉辦經濟部國貿局「106 年度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

院選送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系內學生面試甄選，共計 5 隊同學參加甄選，

獲選前二名隊伍，即可參加實習計畫。 

四、 辦理 106 學年度新聘教師應徵資料彙整。 

五、 辦理在校生、雙輔系生、自費研修生及交換學生選課事宜。 

六、 2 月 20 日中午 12:10，召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討論 106 學年

度大學推甄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書面資料審查事宜。 

七、 2 月 20 日中午 12:40，召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議題內容如下： 

(一) 確認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會議紀錄。 

(二) 確認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三) 討論 106 學年度國貿系設置輔系科目學分表、雙主修申請條件、外校學生申請輔

系條件、外校學生申請雙主修條件事宜。 

(四) 討論「106 學年度招考轉學生招生簡章學系分則修訂意見調查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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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討論是否降低碩專班畢業學分事宜。 

(六) 討論「移地教學」是否課程學分化事宜。 

(七) 討論 106 學年度新聘教師應徵者資料審查事宜。 

(八) 討論是否啟動鄭宗松老師資遣事宜。 

八、 2 月 22 日中午 12：00，假沾美西餐廳，舉辦春酒暨客座教授歡迎會。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 2 月 15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論輔系科目學分表、雙主修申請修件、各學制新生入學學分

表、新開課程、遠距教學、英語課程、實務課程、總結性課程、新訂專案教師評量辦法、

推舉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委員、轉學考招生簡章分則。 

二、 2 月 15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討論課程外審審查意見回應暨改善計畫，以及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課程。 

三、 2 月 22 日召開系教評會，修訂升等審查作業要點，並進行徵聘教師第一階段審查作業。 

資訊管理學系 
一、2月 23日召開招生委員會，修訂 106學年度轉學考招生考試招生簡章。 

二、辦理 106學年度年度開課相關事宜。 

三、辦理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選課相關事宜。 

四、科技部「106年度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本系楊欣哲、鄭麗珍、朱蕙君、黃心怡等四

位老師指導學生共提出六件計畫。 

五、辦理碩專班招生資格審查及書面審查。 

六、資管專業教室環境重新規劃，配合新增座位進行地板、網路及電源施工，電腦重新安裝

作業系統及軟體。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2 月 15 日舉行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議，討論 106 學年度開課事宜等議題，結

論將提送班務會議議決。 

二、續辦理學生選課事務及檢視選課相關設定。 

三、處理 106 學年度排課及授課教師課程異動事宜。 

四、辦理 106 學年度開課及委請他學系代聘與輔系、雙主修申請條件事宜。 

五、轉知並鼓勵學生踴躍報名校慶運動會學生組競賽。 

六、截至 2 月計有 14 位同學考取證照並辦理獎勵事宜。 

七、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班級導師編聘及轉致「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事務。 

八、規劃企業參訪等活動作業。 

九、其他辦理：期末退修手續、休、退學手續、經費核銷。 

  



47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三月 

一、 院務行政  

（一）辦理 106 學年度專任教師徵聘作業。本次徵聘於 106 年 2 月 15 日截止收件。後續作

業程序擬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二）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會計學助教及工讀生薪資計算並加保。 

（三）參加教育訓練： 

1. 2 月 8 日參加總務處營繕組舉辦之「電話交換機系統教育訓練」。 

2. 2 月 13-17 日參加電算中心主辦之「個人資料主導稽核員認證教育訓練課程」。 

二、 教學與學生輔導 

（一）2 月 20 日完成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功能編聘，及導生設定。 

（二）2 月 20 日~3 月 2 日協助學生選課、辦理人工加選作業。 

（三）2 月 7-16 日協助處理大專學生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共 8 件。 

（四）辦理 106 學年度碩士學位學程及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招生考試，書面審查作業相關事

務。 

（五）填報 106 學年度學士班新生必選修科目表、輔系科目學分表暨雙主修申請條件表。 

（六）草擬課程外審審查意見回應表暨具體改善計畫。 

（七）辦理 2 月 24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學程事務會議，會中擬討論 106 學年度本院各學制

(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巨量資料分析學分學程、碩士學位學程、學士

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之新生必、選修科目表及課程規劃。 

三、 學術交流與合作 

（一） 2 月 15 日，本學院許晉雄副院長與商學院金融科技中心主任蔡宗榮講座教授討論

提出大數據創新與金融科技整合之計畫的可行性。 

（二）2 月 14 日，許晉雄副院長代表本學院出席台灣資管學會專家會議，研議與貴州大學

合辦「華人大數據論壇」。另規劃於今年五月中出訪貴陽，參加大數據博覽會，與大

陸大數據產官學專家一起討論全球技術資源整合問題。 

（三）2 月 17 日，許晉雄副院長與資策會蘇偉仁博士討論「農業大數據」，並與業者討論

如何藉由大數據分析技術來改善農產品。 

（四）2 月 17 日，許晉雄副院長帶領黃福銘及葉向原兩位助理教授與實踐家教育集團討論

「教育大數據分析」，主題先就該公司所做人格特質 DISC 量表，提出合作計畫。 

（五）2 月 17 日，許晉雄副院長帶領黃福銘及葉向原兩位助理教授與商學院院長暨教師，

研議提出「數位經濟」合作計畫，研究主題為「洗錢防治」，該項合作計畫擬向科技

部申請經費。 

（六）2 月 20 日，許晉雄副院長與學院教師接待西北政法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朱鳳翔博士。

朱博士於本學期蒞校進行為期 4 個月的研究訪問，本學院將協助其進行「文化資安」

方面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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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三月 

第一組 

1. 為因應新修訂之勞動基準法，與環安衛暨事務管理組、軍訓室及學生住宿中心單位主管

研議適用人員排班及休假等配套措施。 

2. 配合最新修訂之東吳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修訂「東吳大學審查人推薦

名單」及新增「東吳大學兼任專業技術人員改聘審查表」。 

3. 受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申請升等作業，共有 7 名專任教師提出申請。 

4. 製作教職員工紙本名錄，並預定於 3 月上旬發送。 

5. 辦理 106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審查作業。 

6. 陳報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聘任之編制

內專任教職員名冊。 

7. 公告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行政單位主管名單及教職員工人數統計表。 

8. 受理教職員暨子女學費減免作業。 

9. 持續辦理專任職員、工友及計畫人員聘任作業。 

10. 持續辦理教師聘僱許可及校外兼課徵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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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組 

1. 教職員工 106 年 3 月份薪資已作業完成，並已於 106 年 3 月 5 日發放。另產學合作等計

畫專任助理 106 年 2 月份人事費已於當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06 年 1 月人事費亦

已於 106 年 2 月 25 日發放。 

2. 辦理教職員工公保、勞保、健保、團保等相關異動作業。 

3. 辦理工讀生及學生兼任助理勞保、勞退金及職災保險異動作業，並核算 106 年 2 月份個

人應繳之保費及各單位應負擔之勞保費及勞退金。 

4. 製發 106 年 1 月份研究計畫各項保費分擔表及補充保費核定表。 

5. 辦理各類保險（含公保、勞保、健保、補充保費、團保）及退休金（含編制內退撫儲金、

增額儲金、工友退休準備金、非編制內人員勞退金）之繳費核銷作業。 

6. 辦理公保、勞保、團保等各項保險給付申請，以及退休人員 106 年 2 月公保超額年金定

發及 5 名 106 年 2 月 1 日退休同仁之首撥作業。 

7. 請頒 106 年 2 月 1 日退休教師之行政院服務獎章，計有特等服務獎章 1 名、一等服務獎

章 2 名、二等服務獎章 1 名，共計 4 名。 

8. 105 學年度學術暨行政主管知行營活動，已於 2/8-2/10 在雲林劍湖山王子飯店順利落幕。

此次活動結合福智基金會「關懷大地，守護環境」的主題概念，參訪南投欣隆休閒農場及

古坑慈心農場，實地瞭解農民在有機耕種及生態保育的努力，也品嚐在地農產品的美味。

3 天 2 夜的會議中，邀請巨量學院林偉賢講座教授演講，並有副校長、教務處、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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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資處的重要業務報告及學系學院的經驗分享，引起大家熱烈討論並於會後時間，充份

進行意見溝通。整體知行營活動兼具工作及心靈的成長，深獲興會師長好評。 

9. 知行營活動中採購保管組謝傳仁組長受傷事件，相關理賠工作包括：校內團體保險、此

次旅遊平安險及劍湖山樂園的旅客平安險，本室將協助各項申請工作，並密切關注後續

追踪。 

10. 行政人員為提升英語能力，報名參與推廣部英文課程，196 期報名人次已達 20 人，預計

3 月 5 日起陸續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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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三月 
第一組 

一、本校106年1月份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及105年8至106年1月人事費明細表，於106年2月

15日函送教育部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二、本校106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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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2月21日送人事室酌參。 

三、106年2月份傳票編製共計1,086張。 

四、辦理學生就學補助基金專戶提存作業。 

五、依私立學校法第46條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計賸餘款計算原則」規定，應於教育部同

意學年度決算書備查後調整累積賸餘款，業於106年2月14日奉校長核定，調整「指定用

途權益基金」及「賸餘款權益基金」金額。 

六、完成編製產學合作計畫及補助案經費收支明細表如下： 

序號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收支明細表送計畫

主持人覆核日期 

1 哲學系 
科技部之「統一性的概念從德行倫理學到

道德完善論」計畫 
106年2月22日 

2 哲學系 
科技部之「宋代「中正」概念的計程與轉型

-以周敦儀與張載之說為核心」計畫 
106年 2月 22日 

3 政治系 
科技部之「德國能源政策中的公民參與：價

值創造、發展與實踐」計畫 
106年 2月 22日 

4 歷史系 
科技部之「政學、藝學與史學─近代中國歷

史知識的轉型」計畫 
106年 2月 22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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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2月22日 

6 社工系 社會局之「台北市遊民生活狀況調查」計畫 106年2月8日 

7 化學系 
科技部之「推動「建置與管理『貴重儀器開

放共同管理平台』」之規劃計畫」計畫 
106年2月15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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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2月15日 

9 心理系 
科技部之「描述性與經驗性決策差距之探

討:以愛荷華賭局作業為例」計畫 
106年 2月 21日 

10 
研究事務

組 

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

施 
106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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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一、完成105學年度第1學期單位計畫預算執行狀況，陳核校長後，發送預算小組、校務會議

預算委員會及研究發展處參考。 

二、完成106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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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完成105學年度1月份計畫預算執行表，並發送各計畫執行單位。 

四、 完成106年1月份固定及非固定薪資所得扣繳申報。 

五、 提供106年1月所得類別50申報金額統計報表予人事室，以利辦理申報學校應負擔之補充

保費計算。 

六、 配合校外機構各類型補助案納入校發計畫規定，106年2月份申請新增及異動之計畫如下： 

序

號 
單位代碼 單位名稱 子策略編號 子策略名稱 

1 0710 健康暨諮商中心 105-D-03-0710-2-01 提升行政服務品質 

2 2202 人事室第二組 105-D-01-2202-3-01 
例行性統籌預算-必要性

人事成本預算 

3 0100 校長室 105-D-03-0100-3-01 預備費及校長辦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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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三月 
【圖書館】 

一、本館參與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 3 期第 2 階段(104-105 年度)區域教學資源整

合分享計畫」所屬子計畫「圖書資源服務平台」綜合評鑑表(R)審查結果為「極優」。 

二、2 月 13 日(一)館長召集專委及各組組長共同研議討論有關校務發展組來文請本館修

正 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之「特殊館藏建立」、「圖書資源共享」、「圖書館空

間設備改善」及「與盟校圖書資源共享」關鍵績效指標、執行策略內容與預期效益

等事宜。 

三、2 月 16 日(四)召開本學年度第 14 次主管會議，續討論圖委會建議之經費執行預警方

案措施、電子資源刪續訂評估要項及優九聯盟圖書館會議提案內容等事宜。 

四、編輯圖書館第 43 期館訊電子報及核銷圖書館辦公費。 

五、辦理優九聯盟圖書館館長聯席會、圖書館委員會開會時程事宜。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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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2 月 22 日 435 萬 9,191 人次 

聯合目錄(匯入) 98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22 日 749 萬 9,329 筆 

圖書代借代還 106 年度計畫待教育部經費核定 服務暫停 

線上申請 

館際借書證 

106 年度計畫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22 日 

(15 校) 

總處理件：294 人次 

北一區館合證 

(臺大圖書館提供) 

106 年 2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22 日當月小

計 

進館量/53 人次 

借書量/74 本 

100 年 10 月 12 日至 106 年 2 月 22 日累計 
進館量/4,462 人次  

借書量/4,265 本   

 

七、協助夥伴學校館員及讀者排解相關問題統計（統計期間：106.2.7-106.2.22） 

類  型 件數 

系統服務 3 

館員服務 9 

讀者服務 1 

聯合目錄 0 

貨運服務 1 

合  計 14 

 

【技術服務組】 

一、組務： 

(一) 完成與 Wiley 的 EAL 會員簽署。 

(二) 修改「G-05 圖書資源優化」之「5-2 圖書資源共享」之關鍵績效指標。 

(三) 商借 423 世界書香日兩校區書展場地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準備 2017 年西文期刊與 ACS 電子期刊初驗事宜。 

(二) 整理完成學系圖書資源網數據交數位與系統組。 

(三) 面談 Springer 與 Sage 出版商有關優九圖書館共同採購提案。 

(四) 提供採購保管組科技部教師購書財產清單。 

三、 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6/01/26-10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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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購案核銷與採編維護 

購案 核銷 

39 件 26 件 

系統訂購檔 購書移送 贈書移送 

2,083 筆 954 冊 924 冊 

期刊編目 期刊驗收 期刊催缺 

143 筆 211 筆 10 筆 

 

(二) 其他業務處理統計 

項目 數量 

教師新書公告 0 件 

贈書處理（公文、謝函/贈書清冊） 
公文 0 份 

謝函/清冊 4 件 

學報寄送處理（含加工、打包） 0 本 

 

【讀者服務組】 

一、 2 月 7 日(二)協助接待新竹五峰國小表演嘉賓參訪圖書館。 

二、 2 月 15 日(三)完成館內書車車輪更換及密集書庫電動書櫃底座感應器維修事宜，以維護

全體師生與工作人員使用安全，配合書櫃維修共計下架與歸位 6,000 餘冊西文圖書。 

三、 配合國際處、推廣部、人文社會學院、法學院、華語中心、東福專班、自費研修生，完

成交流學生與學員建檔事宜。 

四、 舉辦台北國際書展得獎新書展，推廣閱讀。 

五、 籌備 423 世界書香日系列活動事宜。 

六、 籌備「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周年活動」事宜。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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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8 327 52 286 549 6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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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354 47 23 52 
賠書:4 

賠款:0 

131 筆 

25497 元 

學生離校 

(休退畢) 

教職員 

離職 

館合申請件

處理 

圖書館 

進館人次 

研究小間

使用人次 

研討室 

使用人次 
 

618 9 24 
本校 8,611 

校外   24 
12 105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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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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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7 6 
4 場 

151 人 
6 190  

 

(二) 北一區圖書資源月服務量統計： 

計畫於 105 年底到期，暫停「代借代還」服務，「虛擬借書證」服務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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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13 人次 8 人次 

 

八、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學系學生圖書資料借閱狀況如下（105/8/1 至 106/1/31）： 

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 法學院 
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學系 中文 歷史 哲學 政治 社會 社工 音樂 英文 日文 德文 法律 

學士學位 /

碩 士 在 職

學位學程 

圖書借閱冊數 11,961 3,499 2,373 4,561 3,410 3,912 3,168 6,489 10,191 2,318 17,475 627 

圖書借閱人次 3,304 1,379 148 1,512 1,022 1,139 628 1,938 2,789 754 5,858 105 

非書借閱件數 759 283 203 425 417 871 282 1,376 925 198 1,489 167 

非書借閱人次 471 189 141 285 305 580 182 935 650 129 1,038 128 

學生總數 1,067 289 290 549 571 627 345 1,064 1,466 286 2,240 215 

 
學院 理學院 商學院 

學系 數學 物理 化學 微生物 心理 經濟 會計 企管 國貿 財精 資訊 
商 學 進
修班 

EMBA 
高階經營
碩專班 

圖書借閱冊數 580 528 330 511 2,715 2,576 3,829 3,450 2,204 1,548 1,393 267 3 

圖書借閱人次 147 193 78 189 921 671 1,172 941 683 432 286 134 3 

非書借閱件數 123 125 31 110 279 777 913 885 528 525 625 8 
0 

非書借閱人次 99 105 30 86 190 526 625 635 396 376 467 6 
0 

學生總數 251 221 216 249 386 817 1173 1221 690 790 573 254 45 

備註： 

（一） 各系資料借閱人數含大學部、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進修部。 

（二） 學生人數參考資料依據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處提供之網路統計數據。 

九、105 學年度與 104 學年度各學院學生圖書借閱量比較表 

(一） 各學院學生圖書借閱量比較表 

  學年度 

 

 

學院別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生 

人數 

借閱 

人次 

借閱 

冊數 

平均 

借閱 

冊數 

平均借閱冊數 

與 104 學年第一

學期比較 

學生 

人數 

借閱 

人次 

借閱 

冊數 

平均 

借閱 

冊數 

人社學院 3,738 9,132 32,884 8.80 -0.63 3,765 3,686 35,497 9.43 

外語學院 2,816 5,481 18,998 6.75 -0.25 2,767 1,811 19,371 7 

理學院 1,323 1,528 4,664 3.53 -0.05 1,304 428 4,671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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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學院別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生 

人數 

借閱 

人次 

借閱 

冊數 

平均 

借閱 

冊數 

平均借閱冊數 

與 104 學年第一

學期比較 

學生 

人數 

借閱 

人次 

借閱 

冊數 

平均 

借閱 

冊數 

法學院 2,240 5,858 17,475 7.80 -1.41 2,214 2,215 20,402 9.21 

商學院 5,518 4,319 15,267 2.77 -0.54 5,564 2,141 18,444 3.31 

巨資學院 215 105 627 2.92 -0.25 109 28 346 3.17 

 

(二） 各學院學生非書資料借閱量比較表 

學年度 

 

 

學院別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生 

人數 

借閱 

人次 

借閱 

件數 

平均 

借閱 

件數 

平均借閱件數 

與 104 學年第一

學期比較 

學生 

人數 

借閱 

人次 

借閱 

件數 

平均 

借閱 

件數 

人社學院 3,38 2153 3240 0.87 -0.34 3765 1485 4573 1.21 

外語學院 2816 1714 2499 0.89 -0.47 2767 1050 3753 1.36 

理學院 1323 510 668 0.50 -0.61 1304 421 1446 1.11 

法學院 2240 1038 1489 0.66 -0.43 2214 782 2418 1.09 

商學院 5518 3031 4261 0.77 -0.23 5564 1918 5590 1 

巨資學院 215 128 167 0.78 -0.33 109 70 121 1.11 

 

(三）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v.s.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平均借閱冊數」比較表 

 
(四）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v.s.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非書平均借閱件數」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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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 各系資料借閱人數含大學部、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進修部。 

(二) 學生人數參考係依據教務處提供之網路統計數據。 

 

【數位與系統組】 

一、 進行各資訊系統維護事項，進行 2 月份讀者檔轉檔作業。 

二、 辦理工讀生相關勞保之加/退保、工讀時數線上登錄等相關事項。 

三、 持續進行端木校長之相關檔案進行簡易目錄建檔。 

四、 配合電算中心通知，草擬圖書館服務 APP 相關隱私權政策內容。。 

五、 進行館藏目錄系統之台北國際書展的系統資料連結作業。 

六、 進行 2016 年圖書館訂購資料庫、電子期刊的使用統計。102~104 學年度圖書流通率統計

作業。 

七、 整理並更新圖書館各項服務辦法相關資料與圖檔，商請秘書室協助進行本校官網「東吳

大學法規彙編」之圖書相關連結。 

八、 二月份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計 1 場，計 20 人次參加。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2017/2/15 11:00~12:00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會計系 20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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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KI 相關教育與社會科學專

輯之電子期刊 SFX 連結網址。 
種 164 

[資料庫]更新 Aremos 單機版、2017 年資料庫

續訂清單（ERM） 
個 2 

[資料庫試用]  

中國近代報刊--大公報 (1902-1949)、自由中國

資料庫、自由時代週刊電子版資料庫、文淵閣

四庫全書網上版 

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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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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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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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郵寄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國家圖書館 21 

機構典藏系統上傳法律系學位論文計 77 筆；

電子檔案權限異動計 53 筆。  
筆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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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次 20 

網頁建置 

與維護 

更新本館網頁：首頁動態 banner、圖書館利用

講習、開放時間等。 
件 4 

圖書館 

自動化 

書評審核(0) 

件 350 客服問題(3) 

WebPAC 維護-書影圖檔(347) 

電腦維護 

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0) 

件 53 

軟體更新、安裝及檢測(48) 

印表機(2)、掃描器(0) 

主機及周邊設備(1) 

機房管理(0) 

網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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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三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規劃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精進系列聯合講座議題，本次議題規劃以具綜效性及

掌握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為原則，後續擬將議題規劃結果函送各院系進行活動需求調

查，以確保資源之投入可符應教師需求。 

(二)進行 105學年度新進教師教學需求訪談，本學年度預計訪談新進教師共 13位，已陸

續由專人約訪。 

(三)「中文素養檢核暨提升機制」計畫業已完成 105、106年度各類科國考及 105學年度

學科能力測驗之國文選擇試題更新。本學期預計自 3 月 1 日起於大一國文課程進行

線上施測作業。 

  二、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 

(一) 業已於 106年 1月 16日完成教育部「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申請，本次共送出「大

家來練著作權」、「MVP 夢工場-籃球技術訓練」及「【玩轉交易】：牧清華的Ｒ語言金

融資料分析」三門課程參加徵件，目前計畫尚在審查中。 

(二)於 2月 15、16日在 D0520及 R0210辦理「數位教材工作坊」，內容包含 PPT視覺化、

攝影棚器材操作及 Camtasia軟體教學與實作，共計校內師生 16人參與。 

三、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為提供本校教師教學實務研究論文發表管道，教師教學發展組與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合作舉辦 「2017年雙溪教育論壇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投稿注意事項已於 2月 15

日函知本校各學術一、二級單位。 

(二)「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論壇及成果發表會」結案 2 月 6 日教育部函覆

同意核結。 

(三)辦理 104-105年度子計畫綜合考評複審事宜。 

(四)辦理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提供多媒體線上即時互動系統」計畫 105-2 學期

雲端即時反饋系統 ZUVIO 帳號申請及請購事宜，北一區共計採購 12 校 86 個帳號，

本校共有 9位老師申請使用帳號。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理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106 年 2 月 24 日函送教育部 105 年度結案所需相關文件。 

(二) 106 年 2 月 24 日函請管考委員於 3 月 20 日前依分組完成「105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綜

合評鑑表(R)」審查。 

(三)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 106 年 2 月共上傳計畫相關最新消息 8 則、成果 2

則。 

(四)截至 106 年 2 月 22 日東吳教學卓越計畫網站瀏覽人次達 4,475,616 人次，最新消息

與成果分享訊息分別為 1,713 則、737 則。 

(五)至「東吳教卓 fb」上傳最新消息和成果分享訊息，共 9 則，截止於 2 月 22 日粉絲

專頁按讚總數達 1,163 人次。 

  二、隨堂教學助理 

(一) 106 年 2 月 21 日辦理 105-2 教學助理期初說明會，共計 100 位教學助理參與，對說

明會的整體平均滿意度達 90%。其餘未能參與實體說明會之教學助理，則需於 3 月

3 日前透過教學助理期初說明會 Moocs 完成補培訓作業。 

(二) 本學期隨堂教學助理期中培訓講座，已完成規劃四大主題 7 個場次。 

(三)為配合政府法令，修訂教學助理勞動契約書之工時、出勤日等相關事項，並知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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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與授課教師。 

(四)規劃辦理教學助理臉書日誌投稿活動，預計於 3 月初開放投稿。 

  三、語文學習 
(一) 105 學年第 2 學期多國語言學習角、多語習得集訓班、多益英語證照班、東吳 E-Mail

英文批改、多語神人講座的海報業已製作完畢。 

(二)多語神人講座預計於 3/3(五)、3/10(五)，分別於雙溪、城中舉辦，已發佈公告、郵件

通知，並張貼海報宣傳；多語習得集訓班以及多益英語證照班，預計於 3/8、3/9，分

別於雙溪及城中辦理報名事宜。 

  四、其他 

(一)2月份各空間累計使用人次統計:雙溪校區電腦共 174人次。 

(二)營繕組技工於 2月 16日、20日油漆 D509學生學習進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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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次、借用數量(含配件) 17件。 

(二)D0507虛擬攝影棚:錄製影片共 2支、使用時數 3小時。 

  二、推廣數位學習應用方案： 

104學年度起網路學園僅提供師生查閱資料使用，共 0件網路學園諮詢。「東吳 Moodle數

位學習平台」，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目前有 205 教師已上傳教材，教材上網率 18.2%，自

2月 20日起至 2月 23 日止，平台上線人次共 10,118人，瀏覽量達 128,546 次。Moodle

諮詢共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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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份申請統計(1/26~2/23) 共累計 

24件申請案。 

2.2月 20日電視牆推播開始。  

EXALEAD巨量系統 1.EXALEAD第二期學務、社資資訊智能專案 

(1) 已完成第一輪六個模組(健諮、UCAN、德育、群育、

捐款、住宿)開發，待系統測試完成，會與各單位進行討

論修正。 

2.EXALEAD第一期教務資訊智能專案 

(1) 協助經濟系陶老師教卓專案分析所需校務資料 

3.校友捐款系統 BUG修正 

4.驗證校友捐款系統-模組測試 

5.UCAN系統 BUG修正 

6.開發自動測試主機狀態程式 

7.驗證住宿狀況分析系統-模組測試 

Moodle數位學習平台 1. 106/2/7~2/12 Moodle 停機維護更新，施作項目如

下： 

(1)Moodle Mysql 資料庫，將 Log 與備份資料庫之 Log

合併，並完整轉移至備份資料庫。並將正式機資料庫之

Log Table資料清空。  

(2)Moodle平台版本由 2.9.7升級至 3.1.4+，並更新

所有模組以及客製化之程式碼。 

(3)匯入課程清單、授課教師與學生清單、授課計畫大

綱、出缺席模組及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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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平台/系統 作業說明 

(4)主機 Linux系統安全性更新。 

2.開學後每日進行學生加退選名單更新。 

3. 2/22 Moodle AP主機安裝 Goole analytics search 

console。 

4. 2/13 日文系老師教學，2/20 會計系老師教學，2/22

日文系老師教學 

 

  四、遠距視訊庶務 

(一)2月 13日城中普仁堂遠距連線測試。 

(二)2月 15日 R棟貴賓室會勘遠距設備施工方案。 

  五、遠距教學 

(一)2月 9日與文化大學連線測試。 

(二)2月 13日 通識中心助理連線教育訓練。 

(三)2月 15、16日舉辦數位教材工作坊活動。 

  六、未來新進教室 

(一) 2月 20、21、22 日舉辦雙溪 R205設備教學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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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三月 

一、 2017 年正期制春季班於 2 月 20 日至 5 月 12 日開課，除續讀之舊生外，亦有新增加之越

南、韓國、德國、日本等 17 位新生報名春季班課程，本中心華語學生人數持續成長中。 

二、 日本拓殖大學將於 3 月 5 日至 11 日組團至本中心參與為期一週之臺灣文化課程，課程

含括台北簡介、近代台灣史、故宮博物館參觀導覽，並安排至在台灣創業的日本公司參

訪，課程師資委由日文系協助安排。 

三、 本中心與臺灣戲曲學院、中推會、華測會、臺北大學共同執行獲教育部通過之開拓海外

華語市場八年計畫。本中心已提供暑期營隊課程及報價予中推會參考，加拿大地區預計

將於 3 月初舉辦留學遊學教育展，屆時將藉機宣傳本次營隊活動。 

四、 目前仍有多個單位在接洽暑期華語營隊，包含美國奧克拉荷馬城市大學、泰國及美東中

文學校，現正進行聯繫與接洽事宜，惟因暑假期間床位供不應求，成為是否可承接之變

數，中心現亦尋覓校外合適之住宿場所，以備不時之需。 

五、 本中心於 2 月下旬派員參加 2 場由全球華語文教育專案辦公室舉辦有關推廣海外華語教

育策略分享活動，增加自身發展營運的新思維與新視角，進而擴大招生成效。 

六、 106 年 2 月 21 日至 23 日舉辦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華語小老師志工招募面試活動，共計

有約 20 位同學參加面試。 

七、 楓雅學苑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楓雅學苑宿舍規範說明會，已於 2 月 21 日進行，藉機宣

導讓住宿生了解住宿期間需遵守之規範，同時亦安排宿舍環境導覽，說明宿舍各項設施

使用規定。 
 

 

  

http://gme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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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三月 

一、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一) 完成 105 學年第 2 學期開學後專業課程登記分發作業。 

(二) 完成東吳大學行動版系統界接 API 開發。相關說明文件並已轉交廠商進

行 APP 界接。 

(三) 持續進行因應雙輔跨規則修訂，資料庫欄位調整相關規劃與轉檔。 

(四) 完成學系線上人工加選程式開發。 

(五) 持續進行 106 招生面試安排系統程式修訂，已完成學系端作業開發，學

生端進行中。 

(六) 持續進行推廣部官網改版界接電子化校園推廣部系統程式開發。 

(七) 持續開發學士第二專長入學系統開發。 

(八) 持續進行就學貸款申請系統，限制溢貸功能開發。 

(九) 完成 V5030 磁碟陣列櫃驗收。 

(十) 處理推廣部系統各項問題，如刷卡機、製卡、帳務等相關程式修訂與調整。

並持續進行相關 API 開發。 

(十一) 協助處理 APP 相關問題與協助各單位解決公文相關問題。 

(十二) 持續進行人會總採購系統開發訪談相關事務（會計、預算、決算、出納

等）。 

(十三) 完成人事、會計、總務系統與評鑑組校務資訊分析填報平台，各系統虛擬

機、開發、測試環境建置。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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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持續進行 OS/2 舊教務系統改版- (教務處系統-課務系統)。 

(十六) 協助完成 105 第 2 學期 moodle 點名系統資料匯出匯入作業。 

(十七) 完成選課編號核對功能開發，持續進行選課系統分發程式各項功能修訂。 

二、全校網路設備與相關系統說明 

(一) 完成雙溪校區資安設備上線測試建置。 

(二) 完成超庸館及雷德樓網路架構調整。 

(三) 進行校務行政系統防火牆新購測試。 

(四) 完成網路設備資安稽核每季報告。 

(五) 配合總務處高壓電檢測之相關設備開關機。 

(六) 完成英文官方網站主機流量統計。 

(七) 進行英文單位開站無障礙標章申請。 

三、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完成兩校區電腦教室軟體更新。 

(二) 辦理第二梯次個資主導稽核員認證課程，共計 25 人參加。 

四、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完成副校長室及秘書室庫房新增網點建置。 

(二) 完成校長室網點遷移調整。 

(三) 完成協助資管系 4311 新增網點。 

(四) 完成配合註冊課務組、招生組及行政諮詢組申請修改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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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  

【體育教學組】 

一、依校訂選課作業時間，順利完成兩校區體育選課等相關作業。 

二、體育室開授必修體育、全校性選修及通識課程。預計 3月 7日提交通識中心。 

三、本學年推廣部樂齡大學‚體育室開授體育課程名稱為：活力人生運動。授課教師：黃奕仁

教授及陳怨教授。 

四、為推動教職員休閒活動，特邀請「中華民國高智爾運動協會」於 3月 15日下午兩點至本

校舉辦「Wiser Ball研習營」‚歡迎全校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體育活動組】 

一、運動代表隊概況報告：  

（一）2 月 20 日完成「106 年大專運動會」報名，代表參賽有桌球隊、羽球隊、男子網球

隊、女子網球隊、鐵人三項隊、體操、柔道社、擊劍社、跆拳道社、空手道社，總計

全體隊職員 19人、運動員 99人參賽。 

（二）桌球代表隊參加「106 年全大運羽球分區錦標賽」抽籤會議訂於 3 月 1 日（三）10

時，假體育聯合辦公大樓 13樓會長室舉行。 

（三）男、女子網球代表隊參加「106年大運會網球分區錦標賽」抽籤會議訂於 106年 3月

1日(三)13時，地點假大專體總會長室舉行。 

（四）羽球代表隊參加「106 年全大運羽球分區錦標賽」抽籤會議訂於 3 月 1 日（三）15

時 30分，假體育聯合辦公大樓 13樓會長室舉行。 

（五）男子籃球代表隊晉級「105學年度籃球聯賽」北一區分區排名賽，訂於 3月 7日至 3

月 10日於醒吾科大及輔仁大學舉行。 

（六）女子籃球代表隊晉級「105學年度籃球聯賽」北一區分區排名賽，訂於 3月 6日至 3

月 8日於國防醫學院舉行。 

（七）女子排球代表隊晉級「105 學年度排球聯賽」複賽，訂於 3 月 3 日至 3 月 5 日於暨

南大學舉行。 

（八）男子排球代表隊晉級「105 學年度排球聯賽」複賽，訂於 3 月 7 日至 3 月 9 日於中

央大學舉行。 

二、2月 22日完成召開「建校 117周年校慶運動會」第三次籌備會。 

三、辦理「建校 117周年校慶運動會」領隊會議，外雙溪校區：3月 7日、城中校區：3月 6

日及教職工領隊會議：3月 8日召開。 

四、辦理「105 學年度系際盃球類競賽」活動，訂於 106 年 4 月 10 日至 5 月 21 日於兩校區

運動場館舉行，舉辦項目為：男籃、女籃、男排、女排、桌球、羽球、網球、棒球，共八

項競賽。 

五、體育室與 NIKE公司合辦「Nike+ Run Club」，105學年第 1學期已完成 4 次跑步訓練活

動，成效良好。本學期持續合作辦理，活動時程為 3月 8日至 6月 28日每週三 20：00-

22：00於外雙溪校區田徑場舉行，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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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行聚會 

（一）雙溪東吳團契 

1. 2/20（週一）17：45-16：20團契同工禱告會。 

2. 週三、四、五小家聚會開始，中午 12：10-13：20，在馬可房舉行。 

3. 2/22週三晚間大聚會 17：30-20：00，本週由陳思豪牧師分享「愛情三部曲」，

有 25位學生參加。 

（二）城中東吳團契 

1. 2/17-18（五-六）學前退修會，在陽明山福音園舉行，共 17位契友參加。 

2. 2/20（一）禱告會及造就開始。 

二、其他 

（一）2/7-8分別有華人衛理公會教育委員會及傳播委員會至安素堂開會，2/6-8入住東

荊學盧，感謝總務處同仁親切熱誠的服務；教育委員們受邀參加東吳新春團拜，並

至校史室參訪，感謝圖書館同仁的接待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