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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四月 

【教務長室】 

一、本學期聘任三位講座教授擔任通識課程之教授，歡迎茶會安排如下時間，歡迎同仁與會。 

(一)劉兆玄講座教授歡迎茶會：106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城中 2123 會議室。 

(二)陳履安講座教授歡迎茶會：10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城中 2123 會議室。 

(三)謝孟雄講座教授歡迎茶會：106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城中 2123 會議室。 
【註冊課務組】 

一、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博士班學生成績應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前上網提交完成，截至目前

尚有法律系一科尚未繳交，遲交共計 11 科（碩士班 6 科，碩專班 4 科），本組已於 8 月

14 日發函通知各學系遲交及未交科目清單，請各學系轉知教師務必改進，並請系主任就

本次遲交科目說明延誤原因及處理作為。 

二、105 學年度研究生業務相關統計數據：申請論文指導教授博士班 14 人；碩士班 348 人；

碩專班 261 人。資格考核 博士班 16 人；碩士班 280 人；碩專班 238 人。學位考試 博士

班 9 人；碩士班 291 人；碩專班 246 人。 

三、106 學年度學士班新生分發人數總計 2981 人，8 月 9 日(星期二)假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

彙整並寄發大一新生入學須知及註冊選課相關資料。 

四、8 月 4 日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轉學新生正取生報到，8 月 14 日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轉學

新生備取生報到，截至目前為止： 

學士班二年級轉學新生報到率 96.00%（錄取 125 人,含外加 2 人，報到人數 120 人） 

學士班三年級轉學新生報到率 90.70％（錄取 129 人，含外加 1 人,報到 117 人數人）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轉學新生報到率 85.71％（錄取 42 人，報到人數 36 人） 

進修學士班三年級轉學新生報到率 100.00％（錄取 25 人，報到人數 25 人）。 

五、截至目前為止： 

博士班新生報到率 93.33％（錄取 15 人，報到人數 14 人） 

碩士班新生報到率 92.37％（錄取 459 人，報到人數 424 人） 

碩專班新生報到率 93.06％（錄取 389 人，報到人數 362 人） 

六、學士班新生註冊時間：9 月 12 日雙溪各學系、9 月 13 日城中各學系，學士班新生初選日

期為 9 月 12 下午 1：30 至 9 月 14 日中午 12：00 止，初選結果將 mail 至學生信箱供參。 

七、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計畫，截至 8 月 28 日之全校上網率為 98.86%，仍有 37 科未上

傳（中文 12 科；政治 1 科；音樂 1 科；英文 8 科；日文 4 科；德文 1 科；法律 3 科；財

精 1 科；巨資學院 2 科；國際學術 4 科），已再次通知學系轉知任課教師知悉。 

八、簽請核發 105 學年度暑修教師 7 月鐘點費之核銷作業，經與出納組確認於 8 月 28 日撥款

授課教師及助教。 

九、東吳英檢考試擬於 9 月 23 日(三)舉辦，報名日期自 8/3 至 9/6 日截止，截止 8/29(二)己有

272 人報名。 

十、處理各單位一般教學與行政單位資料印製及膠裝： 

線上申請印件共 134 件共 81,010 張，自費印件 12 件。 

外雙溪校區：線上申請印件共 72 件，其中自費印件 4 件。 

城中校區：線上申請印件共 62 件，其中自費印件共 8 件。 

 

【招生組】 

一、經查教育部核定本校明年(107 學年度)招收各學制新生名額總量為：學士班 2,759 名、進

修學士班 274 名、碩士班 459 名、碩士在職專班 398 名、博士班 16 名，合計 3,906 名



3 

(較去年減少 1 名)。 

二、有關教育部統一核減博士班名額比例案，本校 107 學年度博士班原應減招 2 名，惟經奉

核陳報經濟系博士班申請回復 1 名，業奉教育部核定通過。 

三、本校 107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班組學位學程經教育部核定如下：(一) 同意「英文學

系碩士班」更名為「英文學系翻譯碩士班」；（二）同意法律學系「公法與公共政策組」更

名為「公法組」;（三）同意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四、各學制各管道招生名額分配業於 8 月 14 日陳報教育部。有關學士班招生情形規畫如下：

107 學年計有 22 學系學位學程（23 系組）參加繁星推薦（音樂系不參加）、23 學系學位

學程（24 系組）參加個人申請。統計甄選名額共 1,995 名，佔總招生名額（2,759 人）

72.31%（去年 71.62%）；其中「繁星推薦」492 名，佔總招生比例 17.83 %（去年 18.38%）；

「個人申請」1,503 名，佔總招生比率 54.48%（去年 53.24%）。另，「個人申請」外加原

住民部分，有 17 學系提供 38 名原住民名額（去年 37）；而「繁星推薦」則有 12 學系提

撥 22 名原住民外加名額（同去年）。 

五、本校 107 學年度招收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審名額共計 10 名(同去年)，分別為：中文系 2

名（桌球、鐵人三項各 1）、哲學系 1 名（籃球）、政治系 1 名（桌球）、社會系 2 名（籃

球、鐵人三項各 1）、社工系、會計系各 1 名（皆為籃球）、資管系 2 名（籃球、桌球各

1）。 

六、107 學年度招收身心障礙學生共 17 名(同去年)，分別為：中文系 4 名（腦麻、自閉、視

障、其他各 1）、哲學系 2 名（腦麻、自閉各 1）、社會系 1 名（聽障）、社工系 2 名（腦

麻）、英文系 3 名（其他 3）、物理系 1 名（自閉）、心理系 1 名（聽障）、法律系 1 名（視

障）、國貿系 2 名（自閉、聽障各 1），有關學系分則將於 9 月 20 日前上網登錄，並提案

送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審定議決；如有異動，將於校正時再案修訂。 

七、107 學年度例由日文系提撥 10 名招生名額參加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 

八、107 學年度招收僑生名額分別為：學士班聯合分發 125 名（去年 139 名）、學士班申請入

學 119 名（去年 134 名）、學士班單獨招生 40 名（107 學年度開始招生）、碩士班 46 名

(去年 49 名)、博士班 3 名（與去年同）。 

九、本校 107 學年度招收外國學生名額共 208 名（去年 212 名），分別為：學士班 147 名（去

年 147 名）、碩士班 57 名（去年 60 名）、博士班 4 名（去年 5 名）。 

十、彙製「107 學年度碩、博士班研究生各管道招生簡章草案修訂意見調查表」，函送各學院

系，俾籌製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碩士班、博士班等招生簡章草案，擬分別提案送第

一次及第二次招生委員會議審定。 

十一、函請各學系修訂有關 107 學年度甄選入學(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及考試分發入學招生

簡章分則，彙製草案，續依規定時程上網登錄，並提報招生委員會議審定。 

十二、研擬製作「107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學士班申請入學單獨招生簡章」草案，規畫辦理首

屆僑生單招，招生名額共 40 名。 

十三、完成本校「最近三學年度各學系錄取考生最低錄取標準一覽表」、「最近兩學年度各學

系新生前三志願人數統計表」（共計 67 位：以本校系為第一志願者 26 位，第二志願者

11 位，第三志願者 30 位；去年第一志願 25 位、第二志願 21 位、第三志願 19 位）、

「105~106 學年度考試分發各學院系採計指定科目平均分數一覽表（含全國指定科目考

試各科五標分數表）」、「參考資料：106 學年度全國指考 70 種組合分數累計人數總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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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數統計表」等，並製作「105~106 學年度考試分發入學各學系錄取考生原始總分全

國累計人數百分比分析表」等相關統計數據，業於 106 年 8 月 14 日以東教招生字第

1060401333 號函送各學系院，俾就其屬性自行比較分析。 

十四、本校 106 學年度考試分發管道核定 969 名，經統計甄選回流名額 241 名（去年 251 名），

合計分發名額共 1,210 名（去年 1,240 名）。8 月 8 日經聯合分發委員會分發錄取 1,225

名(含退伍軍人及原住民身分等外加名額分發 15 名）。 

十五、為積極瞭解本校指考分發錄取學生程度變化，彙製各學系分發新生還原總分後累計百

分比近三年(104 至 106)成績位移情形，函送學院系參考，並函請提報檢討建議。分析

考生程度普遍有向下位移趨勢，建議各學系學程應積極推動補救教學相關機制與作為。 

十六、有關近兩年各學制招生情形，擬於新生註冊結束，俟註課組統計完成後，另案簽核，

函送各學院系、秘書室、註冊課務組與校務發展組參考。 

十七、106 學年度僑生招生情形如下（本表註冊率：實際註冊人數/錄取分發人數）： 

學制 學年度 
招生 

名額 

聯合分

發名額 

申請入

學名額 

申請 

人數 

審查合

格人數 

實際分

發人數 

註冊 

人數 

註冊率 

（註冊÷分發

） 

學士班 
106 學年度 273 139 134 463 410 142 統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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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 
106 學年度 49 × 49 29 21 4 統計中 

105 學年度 47 × 47 19 17 5 4 80% 

博士班 
106 學年度 3 × 0 0 0 0 0 * 

105 學年度 3 × 0 0 0 0 0 * 

僑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分發人數

） 

106 學年度 統計中 

105 學年度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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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發 0 名（去年 0 名）。 

十八、106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情形如下（本表註冊率：實際註冊人數/榜單錄取人

數）： 

學制 學年度 招生名額 申請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註冊人數 註冊率 

學士班 
106 學年度 147 61 53 86.89% 統計中 

105 學年度 144 53 45 84.91% 17 37.78% 

學制 學年度 招生名額 申請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註冊人數 註冊率 

轉學生

二年級 

106 學年度 127 0 0 * * * 

105 學年度 134 2 1 50% 1 100% 

轉學生 

三年級 

106 學年度 134 4 4 100% 統計中 

105 學年度 92 1 1 100%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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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106 學年度 60 16 14 87.5% 統計中 

105 學年度 60 20 18 90% 8 44.44% 

博士班 
106 學年度 5 3 3 100% 統計中 

105 學年度 3 4 3 75% 3 100% 

外國學生總錄取率 

（錄取人數÷申請人數） 

106 學年度 統計中 

105 學年度 85% 

外國學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錄取人數） 

106 學年度 統計中 

105 學年度 44.12% 

十九、106 學年度招收大陸地區學生如下（本表註冊率：實際註冊人數/正式分發人數）： 

學制 學年度 
招生 

學系數 

招生

名額 

申請

人次 

通過審

核人次 

預錄 

正取人數 

預錄 

備取人數 

正式 

分發人數 

註冊

人數 

註冊 

率 

學 

士 

班 

106 學年 

26 
(13 學系 

學程) 
26 1144 1103 26 700 26 統計中 

105 學年 

45 
(23 學系 

學程) 
55 1884 1829 

56 
(會計增額) 

801 55 55 100% 

碩 

士 

班 

106 學年 22 22 131 117 22 3 21 統計中 

105 學年 23 23 103 94 16 10 16 16 100% 

博 

士 

班 

106 學年 5 5 21 15 4 0 4 統計中 

105 學年 6 8 14 7 3 0 3 3 100% 

陸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 

核定名額） 

106 學年度 統計中 

105 學年度 100% 

二十、106 學年度日文系招收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10 名，錄取 10 名；招收身心障礙學生 17 名，

錄取分發 14 名。註冊人數及名額使用率將於註課組作業完成後提報彙整。 

廿一、106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附帶決議(105 年 10 月 5 日)，略以：(1)考量辦理暑

假轉學考後，仍有退學學生，因此，二、三年級總招生名額尚有部分缺額，請招生單位

研議規畫辦理寒假轉學考試。(2)各學系辦理「寒轉」，招生方式應以書面審查為原則。

業已函請學系填報招生分則，刻正彙製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寒假轉學考試招生簡章，

規畫提報第一次招生委員會審議，預定 11 月受理報名。 

廿二、第十一屆招生服務團甄選及第四屆認識東吳營服務員招募活動，訂於 9 月 18 日起至 9

月 22 日進行招新擺台，並於 10 月 2 日至 6 日舉行面試甄選，錄取名單將公告於社團

粉絲專頁，並舉行期初社員大會，向全體團員報告年度活動規劃。另規畫於 12 月假石

門山勞工育樂中心辦理招生服務研習營，預計參加人數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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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106 學年度「東吳大學進路·近路－認識大學校系暨生涯分享專案」（即年度各高中宣導

活動需求調查），援例依宣導重點之評估，分為 ABC 三級，共 161 所高中（職），前於

8 月 29 日分別發函宣導對象學校，將依回覆情形，妥處安排本學年度招生宣導相關行

事曆。 

廿四、配合學務處住宿中心洽談租賃十信高中宿舍事宜，研擬策略聯盟合作協議書草案陳核，

擬於奉核後與該校規畫進行高中策略聯盟簽約相關事宜。 

【通識教育中心】 

一、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本中心開設之通識講座課程異動： 

因授課教師健康因素，停開課程資訊如下： 
開課 

班級 

選課 

編號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組

別 
學分數 

授課 

教師 

星

期 
節次 教室 

溪通識三 7646 BDC64331 

工程與人類

文明的生與

死 

名師

講座 
2/0 洪如江 一 3、4 H304 

二、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各系(學程)申請「運算思維及程式設計課程」補助至106年9月5日前

截止收件： 

(一)因應數位經濟的教學需求，並配合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高教深耕、創新

教學─全面推動跨領域程式設計教學計畫」辦理本項補助，以期增進學生對邏輯運

算思維及程式設計之基本認知，並提升資訊能力為目標。 

(二)凡於106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資訊能力或運算思維及程式設計相關課程(含學士班及

進學班)之專、兼任教師請踴躍申請。 

(三)相關表單亦可自本中心網頁點選上方「表單下載」，再點選左方「學系與教師參考

資料」項目下之「106學年度運算思維及程式設計課程補助原則相關函件」。 

(四)審核結果預定於106年9月中以專函通知。其中補助教學助理項目，將於審核通過後

轉知申請教師，協助辦理教學助理聘任後續相關事宜。 

(五)相關問題，請洽本案承辦人：通識教育中心李冠潔助理，電話：2881-9471轉分機

6095。 

三、通識教育中心人事異動： 

本中心為執行 106 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 NEW『高教深耕、創新教學』--全面推動跨領域

程式設計教學計畫，自 106 年 9 月 4 日至 106 月 12 月 31 日聘任李冠潔女士擔任此項計

畫之專案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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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四月  

【德育中心】 

一、獎助學金與安心就學計畫： 

（一）就學貸款：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申請作業，銀行已於 8/1 開始受理對保申請，

學校同時辦理申請收件至註冊截止日。另德育中心分別於 8/1、8/8、8/22、8/29 於城區

2123 會議室輔導進修學士班新生正取生、備取生辦理就學貸款申請。 

（二）「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辦法修訂內容初稿已經先

送富蘭克林公司承辦人；待該公司同意後，再簽文函送。 

（三）就學優待減免：已分別於 8/1、8/8、8/22、8/29 輔導進修學士班新生、轉學新生辦理減

免，目前持續受理學士班暨博碩士班新生及舊生完成減免，預定至開學後二週（9/29）

截止受理。 

（四）生活助學金：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活助學金目前已經開放申請，至 9/22 截止，凡經

錄取者，每月須執行生活服務學習時數 30 小時，執行期為 10 個月，每月發放 6000 元

生活助學金。 

（五）校內工讀申請：106 學年度工讀時數分配已經 105-2 獎助學金暨優秀學生甄選委員會審

核通過，共分配工讀時數 18 萬 3,700 小時，整體較去年減少 7,800 小時，原因為時薪

提高至 133 元/時及勞保費率提高 0.05%所致，另 106 學年度新生工讀申請自即日起至

9/20 止，並將於 10 月初完成分配。 

二、 106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 

活動將於 9/11~14 舉行，已於 8/3、8/7 與學務同仁及學生籌備團隊進行活動細流推演，

同時至 8/28 已完成學生服務員的三次輔訓作業，9/5、9/6 與學生服務員進行沙盤推演及

綵排，並於 9/9、9/10 進行行前工作日。新生放榜後，第 1 哩團隊已於 8/9~8/13 完成新

生電訪工作；大型場地佈置、第１哩成功學習手冊、文宣品等均已辦理採購及印製相關

作業。另本活動對象採學士班大一新生強制參與，轉學生、進修學士班、學士後第二專

長學士學位學程自由參加方式辦理。凡新生於活動中點名超過三堂課未到者，將於開學

後安排補訓，如補訓仍未參與者，將提供名單給各學系作為輔導參考。 

三、扶助攻頂計畫提報 

提報 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弱勢學生輔導方案（扶助攻頂計畫），規劃內容包含「學系特

色輔導課程」、「職能達人培訓方案」、「企業實習補助方案」、「弱勢學生兼任助理」、「弱

勢學生獎勵助學金」、建立「弱勢生募款基金」等。計畫經費總計編列 700 萬元整（補助

款 350 萬元、校內自籌款 350 萬元），藉以提供弱勢生全方位之協助。 

四、專車協調會議 

已於 8/14 與軍訓室、住宿中心、中興巴士代表召開專車協調會議，會中特別針對第 1 哩

期間及 106 學年上課時間微調後的班次數量與時間，進行討論與調整。 

五、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 

105 學年度獲得教育部補助 14 萬 0,400 元，順利辦理完成，並於 8/31 結案報部；另 4/28

提出 106 學年度申請案，教育部 8/30 來函通知審查通過，核定補助 14 萬 2,182 元，需

於 9/28 前備文檢附領據及修正表件辦理撥款事宜。 

六、獎懲事項： 



8 

（一）完成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功過以下獎懲定期提報作業及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校學

生操行成績計算。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獎懲統計：嘉獎 2229 人（3383 人次）、小功 176

人（186 人次）、大功 3 人（3 人次）、申誡 7 人（10 人次）、小過 3 人（5 人次）、大過

1 人（1 人次）、定期察看 1 人（1 人次）。 

（二）辦理 106/6/13-/7/31 期間拾獲遺失物學生獎勵案，共 47 人次。 

（三）辦理范生等 7 人「違反選課規定」懲處核定及銷過申請事宜。 
【群育暨美育中心】 

一、暑假國內服務隊出隊 

暑假期間計有基層文化服務團定一隊及定二隊、原住民課業輔導社松浦隊、社會服務團春

日隊、宜蘭地區返鄉服務隊、法治播種服務隊法治夏令營等 6 支國內服務隊，超過 150 位

同學至國內各地進行兒童育樂營及社區服務，皆已順利完成服務工作，共計服務 192 小

時。群美中心預計於開學後的第二週舉辦服務隊聯合成果展，並於 9/21 召開暑假服務隊

反思會議。 

二、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聯課活動） 

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106 學年度參與學校為雙溪國小、碧湖國小及東

園國小等 3 所小學，參與社團計有幼幼社、魔術社、舞蹈研習社、松勁樓生活勵進會、基

層文化服務團、音樂劇表演社、熱舞社、親善民族爵士舞團、體適能有氧社、塔羅牌社、

社會服務團、吉他社共 12 個社團，期盼社團夥伴在服務中學習成長。 

另外，本中心將於 9/18、9/20 分別於兩校區舉辦聯課活動助理教師說明會，會中將特別提

醒同學授課相關注意事項及務必投保相關保險，以獲得自身權益的保障。 

三、社團負責人研習會 

第三十八屆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於 7/31 至 8/2 在本校及桃園復興青年活動中心舉行，共計

89 位學員、16 位服務員熱情投入參與。當天董保城副校長向同學勉勵大學生涯除了課業

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團活動及社團經營，希望各位寫下青春特別的一頁，為自己留下難

忘的回憶。 

本次的社團負責人研習會以「SINGAL」為營標，象徵「從過去的經驗、現今的轉變中找

尋反思問題與足以改變未來的信號」。此次研習邀請到了盧昱超老師來與社團負責人一同

討論自我管理與時間管理，也邀請曾培祐老師來教導大家如何打造有感凝聚力。 

而社研做為社團人交流的平台，今年的同性質社團討論時間不僅讓服務員帶領各屬性社

團人探討社團界的現況與處境，也邀請到了在六個屬性社團中擁有豐富經驗的學長姐回

來進行社團經驗分享。 

四、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社團器材設備請購 

本中心今年以獎補助款請購社團器材共計有 13 案（社團個別需求器材 8 筆，社團公用器

材 5 筆）。分別為蘇州攝影社（單眼相機 1 台）、溪城攝影學會（單眼相機 1 台）、東吳

一箭入魂社（反曲弓比賽弓套組 1 組）、管樂社（長號 1 把）、竹韻流羽國樂社（大阮 1

個）、溪城奮進童軍團（屋式複式帳 1 頂）、心意六合拳社（拳腳靶 2 組）、西洋擊劍社

（西洋劍褲 3 件）；社團教室投影機 4 台（C110、C113、C201、C109 教室投影機各 1

台）、社團公用電腦桌機 7 台、筆電 2 台、帳篷 4 頂，概約使用新台幣 55 萬元，現正辦

理請購等相關作業中。 

五、9 月份美育活動 

配合第 1 哩新生定向活動於 9/12 至 9/13 晚上分別在雙溪校區傳賢堂與松怡廳舉辦「人聲

驚豔-織樂+藍色警報」阿卡貝拉與「LivePerformanceV.S.Youtube-認識管弦樂團家族」音

樂饗宴，其中「織樂」以最原始而單純的素材─人聲為臺灣 ACappella 編織動人樂章；「藍

色警報」的創意、熱情、活力將帶領您進入不一樣的音樂國度。另東吳大學的第一堂音樂

課則由音樂大夫彭廣林老師導聆，打破 Youtube=LivePerformance 的網路迷思，在松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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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比國家音樂廳還棒的現場聲響。另 9/8 至 9/15 於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一樓大廳舉

辦「敘利亞難民兒童畫作台灣展覽」，分別有兩場導覽，希望能喚起大眾對難民兒童議題

的關心，甚至是對國際時事的關注。目前報名人數「人聲驚豔-織樂+藍色警報」阿卡貝拉

計有 787 人，「LivePerformanceV.S.Youtube-認識管弦樂團家族」計有 326 人，敘利亞

難民兒童畫作台灣展覽」計有 200 人報名。 

另外，教師研究二樓左側「有容角落」校園景觀將於 8 月底完工，內含老榕樹、萬葉歌碑、

生命之櫸三個景點的整合及說明牌建置與休憩椅修繕，感謝秘書室翻譯文稿修訂及總務

處工程等協助，歡迎師生多加利用。 

六、106 學年度社團招新活動 

群美中心為讓新生瞭解本校各社團，安排社團迎新擺台，在 9/12 至 9/13 於外雙溪校區配

合第 1 哩新生定向活動，9/18 至 9/22 則在兩校區辦理。擺台期間中午時段進行社團表演

活動，時間、地點如下：雙溪社團 9/13 在外雙溪傳賢堂，9/19 至 9/20 於望星廣場表演；

城中社團 9/21 及 9/22 於城中綠地籃球場表演。本次活動總計有擺台 173 攤位及社團表演

5 場次，可供新生及本校在學學生瞭解各類社團特性及活動內容，作為新學期參加社團之

參考，表演活動精彩可期，屆時歡迎師長蒞臨觀賞指導。 

【健康暨諮商中心】 

一、106 學年度第 1 次衛生委員會於 8/31 召開，通過教育部 107 年度健康促進計畫申請案。

計畫仍延續健康體位、性教育及菸害防制等三大主題，主要重點內容包含：推廣學生健

康自主管理，標舉出「健康 APP，自主管理 321」的口號目標，於校區中增設血壓測量

站，在各大樓入口牆面增設「熱量計算機」轉盤，以及 APP 自主管理活動訊息及下載 QR 

Code，使師生能知道自己每日應攝入的熱量及飲食分量，並據以採取健康飲食與運動。 

二、105 學年度衛生保健服務統計：兩校區共 13,300 人次（外雙溪 7,910 人次，城中 5,390 人

次），使用醫師門診諮詢服務兩校區共 1,868 人次（外雙溪 1,286 次，城中 582 人次）。105

學年共回收 500 份滿意度調查表，整體回饋 4.67 分（5 點量表）。 

三、105 學年心理諮商服務人次統計共計 5334 次，相較 104 學年度 4894 人次，服務人次持

續成長，顯示學生在專業諮商需求與主動求助意願皆高。來談問題類型前四高依序為「情

緒困擾」、「家庭困擾」、「人際困擾」、「感情困擾」。結案晤談回饋：其中諮商滿意度平均

為 4.59（5 分量表）；行政滿意度為 4.58（5 分量表） 

四、個案轉銜輔導 

（一）轉出：105 學年第 2 學期已召開 8 場共 9 案評估會議，其中 6 案決議轉銜，皆已於 5 月

份上傳教育部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本學期已召開 1 場 1 案評估會議決議轉

銜，已於 8 月上傳系統；另有 1 案將於 9/15 召開。 

（二）轉入：本學期轉入之新生，截至 8/31 共有 8 案，所屬學系系諮商師已陸續與高中端輔

導中心聯繫瞭解學生狀況，另將於開學第 1 週進行新生轉銜資料之媒合，確認是否有

其他轉入之新生。 

五、自殺防治推廣講座：8/31 於雙溪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自殺防治中心秘書長鄭宇明醫師

主講「珍愛生命希望無限—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計有各學系秘書、助教及各單位行政

人員等參加人數 70 人（生理男 12 人、生理女 58 人），整體回饋 4.74（5 分量表），質性

回饋中參與者表示能分辨自殺和自傷的差別，藉由實例增進很多日常、工作上之助益，

獲益良多。 

六、資源教室輔導之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截至 8/31 總計 135 人（包含休學 6 人），其中 106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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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新生計 23 人，包含身心障礙甄試入學者 11 人及一般管道入學者 12 人，人數將在開

學後因學生申請身障補助而調整。 

七、本校 106 年度特殊教育中心到校資源教室訪視座談已於 8/31 辦理結束，本次輔導委員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柯惠菁委員及潘正宸委員，委員表示本校在行政及校風

上皆很包容及支持資教生，整體方向正確，給予很好的評價，整體無特別需改進處，未

來希望邀請本校至師大進行經驗分享。另，本校所辦理之活動十分多元，對於學生增能

賦權的部份是個好的典範，希望也能分享給其他學校。 

【學生住宿中心】 

一、學生宿舍部分 

（一）暑期宿舍修繕工程：宿舍於暑假期間，進行多項大型修繕工程，包括本校新成立之合

樂學舍內部整修工程、松勁樓風扇更新工程、合江及合楓學舍 B1 交誼廳地板維護、各

棟宿舍油漆修整，以及宿舍清潔打蠟工程，修繕刻正進行中，過程中感謝總務處支援

與配合。 

（二）2017 暑期營隊與溪城講堂留宿 

1. 高中營隊：計有 11 支營隊共 780 人入住，營期間計有中文、日文 2 支營隊服務員發

生讓異性進入寢室及至異性樓層盥洗事件，值夜輔導員已於事發當下和違規者及營隊

負責人晤談，也於事後知會推廣部，未來將加強事前與各營隊之溝通及宿舍相關告示。 

2. 溪城講堂：7/17 至 8/15 為期 30 天，共計 193 位學員。本次報到第一日為團體接機，

學員多能集中報到。學員住宿期間大多表現良好，惟課程結束後有 2 名學員不假外宿、

部分課群學員安排至外地旅遊導致錯過門禁時間等，違規部分已填寫生活輔導單轉交

國際處，預計於檢討會上提出相關建議。離宿期間為 8/14 至 8/15，因事前加強宣導

寢具回收、垃圾分類等事項，學員多能配合，離宿秩序良好。 

（三）106 學年度本地新生床位分配概況 

1. 大一新生（含轉學新生、特個生）床位分配概況： 

學 年 度 非設籍雙北市人數 性別 申請人數 獲分配人數 獲分配百分比 

105 學年度 1,394 人 （49%） 
男 468 

1,221 
287 

817 
61% 

67% 
女 753 530 70.3% 

106 學年度 1,379 人 （49%） 
男 397 

1,161 
372 

1,127 
93.7% 

97.1% 
女 764 755 98.8% 

2. 106 學年度一般本地生床位分配，男生獲分配至新竹及宜蘭（含）地區以南皆可滿足，

桃園地區抽籤；女生則分配至基隆（含）地區以南皆可滿足，總配宿率約為 97.1%。 

（四）學士班新生宿舍床位候補作業：第一階段床位候補作業以電話或親洽辦公室登記，開

放登記時間為 8/21 至 9/6，第二階段為 9/7 至 9/14 下午 4 時止，如獲分配床位者放棄

床位，學生住宿中心將依設籍地區距離學校遠近順序進行床位遞補作業（惟設籍應滿

6 個月以上）。截至 8/30 止，計有女生 6 人、男生 9 人，共 15 人登記候補。 

（五）106 學年度新生特殊個案審查作業 

1. 新生特殊個案審查作業已於 8/16 舉行完畢，會議由謝蕎卉主任主持，參與人員有易

煒程組員、榕華樓輔導員李秀芳、柚芳樓輔導員吳亦羚、松勁樓輔導員黃聖峰、合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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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舍輔導員張翊婷、合江學舍輔導員陳伊君、合樂學舍輔導員薛渝瑾及校內 3 棟宿舍

勵進會正、副會長共同審核。 

2. 本次新生特殊個案申請與審查結果：截至 8/28 止，特殊個案計 35 件，其中 31 件通

過審查獲床位分配，通過比率約為 89%。本次審查結束後，陸續接獲 3 件資料尚待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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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力，進而建立起對宿舍、校園的認同感，學生住宿中心將於 9/8 至 9/19 舉辦「宿

舍新生週」系列活動。 

（七）校外宿舍近況 

1. 合樂學舍揭牌儀式：已於 9/7 舉辦完成，感謝校長、副校長等師長蒞臨，本次並安排

師長參觀學舍設施環境。 

2. 新店國際學舍住宿生報到與迎新活動：福州大學微生物系及法律系專班同學共計 100

人（含隨隊老師 1 名）預計於 9/15 抵達學舍辦理進住手續。學生住宿中心規劃於 9/16、

9/17 進行宿舍周邊環境導覽、家樂福採購等活動，刻正緊密籌備中。 

二、校外租賃輔導部分 

（一）寄居蟹服務隊：為協助未獲床位分配之大一及轉學新生尋找安全合適之租賃處，學生

住宿中心招募學生志工成立「寄居蟹服務隊」，本將於 8/25 至 8/27 出隊協助新生陪同

尋屋、看屋與簽約事宜，惟本次因新成立合樂學舍，本地新生床位分配情形良好，故

無學生報名參加活動。 

（二）大型宿舍探勘： 

1. 十信高中案：於 7/25、8/9 探勘北投十信高中全新建物，現況為毛胚屋，目前初步規

劃 1、2、4 人套房寢室，約可提供 617 床，相關評估作業刻正進行中。 

2. 福林路案：於 8/15、8/23 探勘士林區福林路建物，會同合作廠商勘查並繪製平面圖，

初估 176 床（含輔導員 1 床），目前建物有天井增建、陽台外推之情形，尚待確認是

否符合建物改裝相關法規。 

三、其他 

（一）宿舍參訪：8/10 香港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蒞校參訪，由學生住宿中心黃聖峰組員協

助帶領師生共 20 名，參訪學生宿舍榕華樓。 

（二）由於新成立合樂學舍，原雙溪校區租賃業務承辦人薛渝瑾轉任合樂學舍輔導員一職，

新聘任周汝育組員擔任雙溪租賃業務承辦人。 

【軍訓室】 

一、校園安全維護： 

（一）8 月 10 日夜間 19 時許於士林區承德路發生火警，經查本校政治系外籍生麥伊妲不幸

身亡，經國際處、政治系及輔導教官楊繼祖協助處理，聯繫外交部亞太司陳科員告知

家屬 8 月 18 日晚間抵台，學校後續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二）協助 9 月 9 及 10 日新生入宿家長交通停車引導，並分別於 9 月 10 日 10-15 時及 9 月

19 日 20-22 時夜間辦理 106 學年度新生宿舍複合式防災逃生演練。 

（三）兩校區地震防災演練影片已製作完成並於 8 月行政會議撥放，規劃開學後於兩校區電

視牆推播並放置 YouTube 網站供師生瀏覽。 

二、 學生生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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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校區：計有 18 件次（協助車禍協處 3 件、送醫 3 件、校安維護 2 件及其他事件 12 件）。 

城中校區：城中校區：計有 16 件次（協助送醫 2 件、校安維護 1 件及其他事件 13 件）。 

三、學生兵役業務、軍訓課役期折抵： 

本學年至 8/31 止，辦理本學期各學制在學役男兵役緩徵、儘召業務計 25 人次、協助同學

辦理出國進修作業計 2 人次，軍訓課程折抵役期 19 人次。 

四、近期工作重點： 

（一）開學後恢復每日 0730 時至 0830 時士林捷運站專車督導及 17-18 時望星橋路口交通導

護。 

（二）協助辦理 106 年新生第 1 哩活動及交通管制相關事宜。 

（三）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承商督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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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四月 

一、辦理各類採購案 

（一）8 月份合計辦理 55 件採購案議比價作業（財物 28 件、勞務 20 件、工程 7 件，統計日

期 106.7.21-106.8.10），其中逾 50 萬元案件如後： 

1. 微生物系「GC 質譜儀一台」 

2. 網路暨維修組「租用網路數據專線 1 年」 

3. 生涯發展中心「畢業生流向問卷系統平台」 

4. 營繕組「雙溪校區哲生樓 H312 研究生室裝修工程」 

5. 營繕組「城中校區第二閱覽室整修工程」 

6. 營繕組「城中校區第二閱覽室空調整修工程」 

7. 營繕組「雙溪校區 52-54 號宿舍旁邊坡防護工程」 

8. 營繕組「第二教研大樓一樓琴房隔音改善工程」 

9. 營繕組「雙溪校區網球場整修工程」 

10. 營繕組「雙溪校區緊急求救鈕及監控系統改善」 

11. 營繕組「106 學年度兩校區電氣設備檢驗維護」 

12. 營繕組「雙溪校區 45、76 號宿舍整修工程」 

13. 營繕組「城中校區第二大樓一樓性別友善廁所及貴賓接待室整修工程」 

14. 營繕組「106 學年度兩校區東芝電梯設備維護保養」 

15. 環安衛暨事務組「106-107 學年度教職員專車租賃」 

16. 環安衛暨事務組「定期水溝疏通及大樓屋頂清潔維護案」 

17. 語言教學中心「雙溪校區 B611 教室語言教學設備更新」 

（三）逾 50 萬元之公開驗收案 

1. 電算中心系統組「行動網站系統」 

2. 註冊課務組暨推廣部「悠遊卡學生證(裸卡)6,000 張」 

3. 華語教學中心「線上報名系統」 

 

（三）106 年 8 月份完成各類購案發包累計節約金額 200 萬 6,326 元，議減率 6.74%。 

（四）105 學年度各單位採購作業違規記點情形 

違規單位 
記 點

總數 

違規內容 備註 
1 萬元以上自行採購（含

餐飲類 10 萬元以上） 

逾期 

請購 

向非集中採

購廠商購買 

法律學系 7 5 2   

中國文學系 4 3 1   

社會工作學系 4 4    

數學系 3 1 1 1  

兩岸事務中心 3 1 2   

資訊管理學系 3 3    

英文學系 2 2    

日本語文學系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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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單位 
記 點

總數 

違規內容 備註 
1 萬元以上自行採購（含

餐飲類 10 萬元以上） 

逾期 

請購 

向非集中採

購廠商購買 

心理學系 2 1  1  

校友服務暨資源

拓展中心 
2 1 1   

教師教學發展組 2 1  1  

企業管理學系 2 2    

會計學系 2 2    

另有 24 個單位違規記點 1 次 

二、校園環境維護及其他事務 

（一）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7 月份資源回收量及廚餘量。 

（二）完成 7 月份 59,400 公斤垃圾（含樹枝、木板、寢具等雜物）、11,168 公斤資源回收及

8,022 公斤廚餘清運。 

（三）7 月份本校校車及公務車用油量使用情況：汽油 330 公升，柴油 495 公升。 

（四）7 月份兩校區汽機車收入金額為 53 萬 1,270 元。 

（五）完成小額採購刻印印章、更換玻璃、窗簾及換鎖，共 17 件。 

（六）完成兩校區置物櫃 105 學年度同學清櫃作業、圖書館閱覽室移櫃作業及 106 學年度租

用續約作業，另配合圖書館第二閱覽室整修工程，完成置物櫃清櫃事宜。 

（七）暑期事務性工作： 

（八）配合 106 學年度第 1 哩活動，完成兩校區花木修剪及盆栽養護。 

（九）完成雙溪校區 4 個保全哨亭中英文標示牌更新。 

（十）完成雙溪校區新舊書局交接，新招商之神捷電子有限公司（東吳數位生活城）9 月 7 日

起試營運。 

（十一）完成文化樓、寵惠堂防水閘門裝設及清運回收場無人認領之廢棄腳踏車。 

（十二）完成 106 學年度雙溪校區屋頂及水溝清淤、教職員上下班專車勞務合約請購及 106-

107 學年度學生專車招商議約作業。 

三、健康衛生及校園安全 

（一）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7 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量。 

（二）完成 7 月份密封射源狀態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作業。 

（三）完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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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與人事室共同辦理 8 月 30 日於普仁講堂舉辦之 106 學年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上

午場「職工身心保護」課程計 225 人參與，下午場「校園電氣危害與預防」課程計 144

人參與。 

（五）8 月 10 日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次生物安全會議，會中通過微生物學系於 106 年 2~7 月

間感染性生物材料異動申請、修正生物安全會組織及審議 106 年生物安全查核自評表

及準備工作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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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人次。 

2. 支援公務車派遣共 17 車次。 



15 

3. 支援各單位辦理課程、演講、座談等活動之場管配合及協助共計 127 場次。 

4. 支援溪城講堂會場布置及各處室盆花養護之環境維護人力共 18 人次。 

5. 完成進修部新生、轉學生報到場地布置、復原及清潔。 

(二) 停車管理與接待服務 

1. 支援安排文舍明日聚場、政治學系國會研究學群會議、國際中心雙溪華語學堂、教

師組磨課平台參訪、暑假廠商施工、設備、法學院及商學院各系辦理學術研討會等

活動，外賓來校停車約 127 輛次。 

2. 完成雙溪校區機車停車場 B2 及 B3 層身障車位調整之塗銷重畫工程。 

3. 完成 106 學年度汽機車通行證製發作業。 

五、重要設備維管 

（一）電梯設備維護：106 年 8 月份電梯無故障停俥情形。 

（二）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樓發電機：已於 8 月 16 日完成年度大保養（配合需量卸載，8 月

份增作一次）。 

（三）飲（開）水設備維護：全校飲（開）水設備 154 台，8 月份已於 30 日前完成保養；故

障緊急叫修 7 次（雙溪校區 6 次、城中校區 1 次），承商皆按契約規定時間派員完成維

修。 

（四）熱水鍋爐維護： 

1. 完成雙溪校區榕華、柚芳、松勁樓及合江學舍鍋爐 8 月份例行維護保養。承商依契

約規定完成保養。另柚芳樓不銹鋼熱水儲水槽些微滲水但不影響使用，目前持續觀

察中。 

2. 106 學年新增合樂學舍 2 台鍋爐保養，經檢修其中一台點火器故障，已於 9 月 1 日

修復。 

六、消防安全作業 

（一）8 月份高樓層校舍頂樓出入口電磁鎖連動消防系統門禁控制測試，雙溪、城中校區已於

106 年 8 月 22 日完成，均採偵煙、偵熱方式實施（打火機、煙罐），門禁控制在模擬火

警發生狀況下均可自動解除。 

（二）8 月份高樓層校舍火警移報測試，雙溪、城中校區已於 106 年 8 月 22 日完成，均採偵

煙、偵熱方式實施（打火機、煙罐），移報系統在模擬火警發生狀況下，均可正常移報

至校安中心與 A 哨。日前測試時查出文化樓與超庸館火警發報時無法移報，於 106 年

9 月 5 日修復。 

（三）兩校區暨校外學舍 106 學年度消防保養案已發包育鼎公司施作，目前已於 9 月 1 日完

成雙溪校區動態測試、9 月 2 日完成合江與合樂學舍消防動態與靜態測試、9 月 4 日完

成城中校區動態測試。 

七、合樂學舍整修工程 

修繕工程已於 106 年 8 月 30 日完工，管制承商於 106 年 9 月 8 日前完成缺失改善及環

境清潔工作。 

八、雙溪校區邊坡安全監測 

長碩公司 106 年度第 4 次巡勘監測作業，已於 106 年 8 月 16 日、23 日分別實施監測及

巡勘，初步結論目前邊坡擋土牆尚屬穩定狀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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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設施、設備維護工程 

(一) 8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 235 件(雙溪 192、城中 43)，其中完成自力修繕案件 13 件、委商

修繕案件 44 件，其餘 178 件尚在進行中。重點項目摘要如後： 

1. 雙溪校區 

(1) 柚芳樓外牆磁磚剝落修繕 

(2) 哲生樓 H312 研究生室、H314 教室天花板、牆面漏水及壁癌修繕 

(3) 第二教研大樓屋頂消防管線周邊防漏處理 

(4) 綜合大樓海音咖啡廳前地磚隆起修繕 

(5) 第 70-82 號教職員宿舍天花板漏水及牆面壁癌修繕 

(6) 合江學舍交誼廳、自修室、廚房及櫃臺等處地板局部修 

(7) 校內外宿舍寢室壁癌處理、刷漆 

(8) 楓雅學苑 3 間寢室發霉壁紙撕除，施作防水、刷漆 

(9) 圖書館前行政區入口水溝整修工程 

(10) 松勁樓後方排水豎井擋水牆整修工程 

(11) 綜合大樓吸煙區入口地坪整修工程 

(12) 雙溪校區操場電源改善 

(13) 楓雅學苑至松勁樓發電機電源迴路施作 

2. 城中校區 

(1) 崇基樓一樓大廳整修工程 

(2) 崇基樓騎樓加設圓桌椅工程 

(3) 第二大樓友善廁所改建工程 

(4) 第三大樓屋頂及外牆防水及相關附屬設施整修工程 

(5) 圖書館第二閱覽室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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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受理 297 件(木工 95 件、油漆 162 件、水電 30 件、土木 10 件)，其中已於開學前完成

自力修繕 265 件；轉北大處理結構性漏水修繕案 21 件，其餘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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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105、106 學年重大工程、財物採購執行 

(一) 超庸館電力系統第二階段改善工程：配合各實驗室時間已於 106 年 8 月 31 日完工，後續

配合辦理驗收作業。 

(二) 文舍旁邊坡擋土牆整建工程：委請長碩工程顧問公司規劃設計，已於 8 月 15 日開工，工

程進度 15%，全案預定 10 月 31 日完工。 

(三) 兩校區戶外樓梯設置止滑條與扶手、廁所洗手台與小便斗安裝扶手工程：已於 8 月 20 日

完工，9 月 4 日辦理初驗。 

(四) 寵惠堂 2F、3F 廁所整修工程：已於 8 月 27 日完工，後續辦理缺失改善及驗收事宜。 

(五) 城中校區第五大樓第二閱覽室整修工程：已於 8 月 15 日開工，工程進度 30%，預定 9 月

8 日完工。 

(六) 城中校區第二大樓友善廁所及接待室整修工程：已於 7 月 28 日開工，工程進度 45%，預

定 9 月 30 日完工。 

(七) 超庸舘 M205 整修工程：已於 8 月 10 日完工，並於 106 年 8 月 31 日會同理學院辦理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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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計有 5 項缺失，預定 106 年 9 月 17 日完成缺失改善。 

(八) 籃球場整修工程：106 年 7 月 18 日開標，銓運公司以 379 萬元承攬，因球場面層為進口

商品，預計 106 年 10 月 23 日才進口到貨，已通知體育室配合調整上課相關作業。 

(九) 網球場整修工程：已於 8 月 15 日開工，工程進度 35%，預定 9 月 17 日完工。 

(十) 國際會議廳無障礙坡道工程：已於 106 年 8 月 27 日完工。 

(十一) 雙溪校區監視求救系統增設及汰換工程：已於 106 年 8 月 31 日完工。 

(十二) 汰換雙溪學生宿舍（榕華樓、柚芳樓、松勁樓）LED 燈管：已於 106 年 8 月 20 日完

工，後續辦理驗收事宜。 

十一、兩校區水電用量檢討 

(一) 用電部分【106 年 8 月(106 年 7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電比較】 

1. 本期使用日數為 31 天，總用電度數為 137 萬 1,900 度，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 萬 3,100

度(正成長 1.71％)；總電費支出 435 萬 9,202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7 萬 4,672 元(正成長

1.74％)。兩校區日均用電度數較前期增加 1.71%(雙溪正成長 0.59%，城中正成長 3.68%)。 

2. 106 年 8 月份雙溪校區 E 機車停車場、M 棟超庸館、城中校區二大樓電表故障及城中校

區四大樓前期因施工電表統計數據不完整，無法得到全月實際用電結果，故本期暫不列

入採計，兩校區用電總數不受影響。 

3. 其他大樓用電正成長排名前五名有：城中校區三大樓、雙溪校區哲生樓、D 棟松怡廳、

G 棟戴蓀堂及楓雅學苑並列第三、城中校區六大樓、雙溪校區愛徒樓。 

負成長校舍排名前五名：雙溪校區 Q 棟教師研究二樓、F 棟文化大樓、榕華樓、P 棟雷德

樓、職工宿舍。 

(二) 用水部分【106 年 8 月(106 年 7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水比較】 

1. 本期使用日數為 31 天，總用水度數為 1 萬 5,637 度，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5,139 度(正成

長 48.9％)；總水費支出 37 萬 7,204 元，較去年增加 13 萬 510 元(正成長 52.9％)。 

2. 兩校區日均用水度數與前期相比呈正成長 48.9%(雙溪正成長 74.6%，城中正成長 1.41%)。 

(三) 本期為暑假期間無一般上課使用，但兩校區各空間仍有各式活動進行，包含學生社團籌

備營隊過夜使用教室、推廣部承辦學系高中營隊活動、國際處 2017 溪城講堂、暑修課程

等，統計本期場地使用情形共 1,541 次，其中雙溪校區一般教室共 802 次，城中校區一

般教室共 512 次，較前期減少 27.9%；雙溪校區會議場館共 153 次，城中校區會議場館

共 74 次，較前期 201 次增加 12.9%。 

(四) 依據中央氣象局統計資料，106 年 7 月份台北市士林區月均溫度為 30.9℃，前期月均溫

為 30.8℃，增加 0.1℃。而降雨天數本期有 7 日，月降雨量共 90.5mm，前期則有 11 日，

月降雨量 148.5 mm，與前期相比氣候溫度上升、月降雨量減少，研判為影響本期校區用

電、用水增加主因。 

(五) 為改善整體校園環境，暑假期間進行多項整修工程，如：城中校區三大樓防水與內外部

空間整新工程、城中校區五大樓圖書館第二閱覽室設施改善工程施作，水電成本相對亦

有成長。 

(六) 有關雙溪校區用水度數正成長，本組已聯繫自來水事業處協助檢測雙溪校區用水設備，

巡查是否有管線漏水情形。 

十二、教職員宿舍維護費收費標準調整 

本校教師職員宿舍維護費收費標準，依 102 年 5 月 28 日校長核定，援 87 學年度第 5 次



18 

行政會議決議，以「每兩學年度按政府公告物價指數調整」辦理。106 學年度收費標準以

106 年 6 月物價指數 105.83 為基準完成彙算，並公函通知住戶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調漲 1.92%。 

十三、105 學年度全校各單位財產盤點作業 

(一) 7 月 24 日至 8 月 7 日全校各單位進行初盤，本處於 8 月 8 日至 9 月 29 日期間執行複盤。

請財產保管人預先註記財產放置地點，以加速盤點作業。 

(二) 檢查項目如下列： 

1. 財產使用及保管維護狀況。 

2. 財產名稱、規格、保管單位及保管人等資料是否相符。 

3. 財產標籤是否清楚黏貼妥當。 

4. 財產外借時備有「財產特殊使用狀況申請表」以為證明。 

十四、106 年 8 月份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一) 財產管理：7/20-8/14 兩校區新增財產共 121 筆（金額 1,098 萬 7,171 元），財產報廢共 177

筆（金額 433 萬 6,721 元），財產移轉共 795 筆。 

(二) 場地管理：7/21-8/20 兩校區會議場館共申請 127 場次，雙溪校區 71 次，城中 56 次；一

般教室由採購保管組登錄共 606 次，其中雙溪校區 405 次，城中校區 201 次。另，松怡

廳場地租借：7/1-7/30 共租借彩排 14 時段，演出 20 時段。 

(三) 消耗品倉儲管理：7/21-8/20 兩校區文具紙張發放 85 筆，清潔用品發放 15 筆，電腦耗材

發放 4 筆。 

(四) 學位服借用個人借用：7/21-8/20 兩校區共計借出學士服 5 套，其中雙溪校區學士服 2 套，

城中校區學士服 3 套。 

(五) 招待所住宿：8/1-8/31 東荊、東桂兩學廬安排 10 次住宿申請，東荊學廬住房率為 17%，

東桂學廬住房率為 18%。原有眷招待所安排 1 次住宿申請，住房率為 52%。 

十五、出納服務業務統計(106 年 7 月 27 日至 106 年 8 月 31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106 年 7 月 27 日至 106 年 8 月 31 日止現金及銀行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5 億 6,446 萬

5,972 元，支出 4 億 9,129 萬 7,690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行政程序。 

(二) 依據 106年 8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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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

支票存款 2.44%、定期存款 66.96%、政府公債 4.86%、證券投資 3.84%、短期票券 4.80%。 

(三)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委託台北富邦銀行代收學雜費，繳費期間自 106 年 7 月 24 日至 9 月

29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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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四月 
【研究事務組】  

一、 研究計畫類 

(一) 截至106年8月本校獲科技部核定之各類計畫共計98件，並陸續辦理簽約領款事宜。 

(二) 本校有4位學生獲得「105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名單如下： 

學生 

學系 

學生 

姓名 
計畫名稱 

指導教授 

學系 

指導教授 

姓名 

指導教授 

職稱 

法律系 周耘任 

從1978附加機制規則與

OPIC案談臺灣運用ICSID爭

端解決機制的可能性 

法律系 李貴英 教授 

法律系 歐苡均 
他愛他，她愛她，我們結婚

吧！論同性婚姻合法化 
法律系 范文清 副教授 

資管系 王琳 

結合穿戴裝置生理感測訊號

與自律學習機制之行動睡眠

醫療輔助APP 

資管系 朱蕙君 副教授 

資管系 洪慈吟 

提升程式邏輯及問題解決能

力之3D程式設計情境遊戲式

學習系統 

資管系 朱蕙君 副教授 

(三) 科技部107年度「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案，本校提出1件申請案。 

(四) 科技部2018年「歐盟大型儀器培訓計畫（HERCULES）」國內學員申請」案，敬請有意

申請之博士生或博士後研究人員，於106年8月28日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

並檢附相關資料，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五) 科技部107年度「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構想書」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

於106年8月31日前將相關資料電子檔以電子郵件逕寄人文司承辦人。 

(六) 科技部106年度「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與出版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6年9月10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七) 科技部107年度「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年9月20日前

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八) 科技部106年度「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案，敬請有意申請者參考相關遴選作業要

點，並於106年9月21日前完成線上申請。 

(九) 科技部2018年度「台日雙邊協議三項合作專題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

年9月25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 科技部107年度「奈米科技創新應用主軸計畫」案，即日起公開徵求計畫構想書，敬請有

意申請之教師於106年10月2日前完成線上上傳構想書作業。 

(十一) 科技部107年度「推動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NEP-II）」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

師於106年10月4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二) 科技部106年度「傑出研究獎」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6年10月5日前完成

線上申請作業。 

(十三) 教育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集」案，本次徵件為

「編纂主題性論文集」，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年10月11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並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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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連同計畫申請書及相關資料(一式三份)連同電子檔光碟

一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十四) 辦理本校105學年度因延長執行期限之30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管理費提撥相關事

宜。 

二、產學合作計畫類 

(一) 教育部106年「大專校院社會責任在地實踐試辦計畫」案，本校獲核定1件(社工系萬心蕊

副教授)。 

(二) 辦理本校教師/學術單位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案1件(博醫股份有限公司)。 

(三) 科技部107年度「產學研發聯盟合作計畫－半導體領域試辦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

師於106年9月25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並請學系於106年9月26日前確認送出後列印名冊1

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四) 科技部107年度「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年10月24日前完成線

上申請作業，並請學系於106年10月25日前確認送出後列印名冊1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

理後續事宜。 

(五)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大巨蛋i-Voting前期之公民參與程序委託計畫」案，敬

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年9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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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106年「智慧機械聯網平台專案第二階段計畫」案，敬請有意申

請之教師研究團隊請於106年8月18日前，將「帳號申請表」回傳至計畫辦公室

iomplatform@itrc.narl.org.tw以取得登入帳號及預設密碼，再於106年8月28日前，將符合

本計畫徵求範圍之內容撰寫成「夥伴徵求完整計畫書」，上傳至計畫網站

(http://iomplatform.stpi.narl.org.tw)以完成申請作業。 

(七) 提醒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履約期限計有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衛生福利部、

交通部觀光局共3件。 

三、校外獎補助類 

(一) 福岡亞洲文化獎委員會「第 29 屆及第 30 屆福岡亞洲文化獎」，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6 年 9 月 19 日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並備妥相關文件，擲交研究事務組

辦理後續事宜。 

(二) IEEE 電腦學會台北支會「2018 年輕學者最佳論文獎」，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7 年

1 月 31 日前，將相關申請資料，電子檔寄送 yslin@iis.sinica.edu.tw，紙本寄送 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資訊所 何建明研究員收。 

(三) 教育部 106 年度「獎勵績優運動產業專題研究」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6 年 9

月 9 日前，將相關申請資料寄送教育部體育署運動服務業專責辦公室。 

(四) 辦理科技部「106 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 8 月份獎勵金」撥付事宜。 

四、校內獎補助類 

(一)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8 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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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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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6 年 8 月，辦理學生住宿中心、營繕組、教學資源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法律學

系等單位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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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1. 106 年 8 月 10 日，函請各相關單位提供 107 學年度各項費用收費標準及辦公費基準，

及 107 學年度統籌項目作業規範及支用標準。 

2. 106 年 8 月，辦理群育暨美育中心、健康暨諮商中心、教學資源中心、法律學系共 7

案 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子策略新增、異動及預算配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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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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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底統計結果，獎補助經費之總執行率為 75.42%，並籲請尚未完成核

銷之計畫執行單位儘速辦理經費保留及核銷。 

三、 第二週期校務評鑑業務 

(一) 106 年 8 月 31 日，撰寫完成第二週期校務評鑑自評報告書核心指標檢核重點填報表「1-

1 學校自我定位下之校務發展計畫與特色規畫」、「1-2 學校確保校務治理品質之機制與

作法」、「2-1 學校落實校務發展計畫之資源規畫」、「3-3 學校向互動關係人之資訊公開成

效」、「4-1 學校內外部評鑑結果（含上一週期校務評鑑與系所評鑑）之使用、檢討及改

善作法」、「4-4 學校確保財務永續之機制與作法」之承辦單位填報內容。 

 

【評鑑組】 

一、 校務資訊應用平台 

校務資訊平台廠商天方來函，因訪談過程中新增部分功能，故要求第一期程展延 60 日曆

天，至 9 月底完成。 

二、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共計 582 筆，除未核定計畫編號、校外經費不列管考及無需管

考之計畫 30 筆外，餘 552 筆進入管考作業流程，已完成管考表冊，規劃於 8 月底函請各

單位開始自評。 

三、 第二週期校務評鑑 

配合各單位填報「東吳大學第二週期校務評鑑自評報告書」之核心指標檢核重點內容需

要，計有註課組、招生組、國際處、生涯發展中心四單位提出資料需求清單，業已函請

相關單位依需求表單提供資料，並於 8 月 14 日彙整後轉交需求單位。 

四、 校務資料庫 

(一) 10610 期校庫表冊填報說明會於 106 年 8 月 18 日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舉行，本校計有

教務處、學務處、國際處及本組派員與會。 

(二) 校庫來信通知 10610 期基本資料開放填報時間為 8 月 15 日至 31 日，已通知招生組及人

事室至校庫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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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四月 

一、 辦理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活動等相關事宜： 

(一)  106 年 9 月 6~8 日辦理 106 學年度境外學位生接機及入學輔導 

(二)  106 年 9 月 12~13 日開設 106 學年度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選修課程「東吳國際 Go，

世界做朋友」，與新生分享各樣赴境外交流資訊 

(三)  106 年 9 月 14~15 日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境外交流生接機及入學輔導，18 日辦

理歡迎會 

二、 辦理與海外大學簽訂校級協議、陳報教育部事宜： 

簽署中協議單位，共 7 所： 

(一)  浙江財經大學(校級) 

(二)  美國東密西根大學(校級) 

(三)  法國尼姆大學(校級) 

(四)  美國普渡大學西北校區(校級) 

(五)  日本高千穗大學(校級) 

(六)  土耳其中東科技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七)  日本福井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三、 接待外賓蒞校參訪： 

(一) 106 年 9 月 14 日 韓國代辦機構團來訪 

(二) 106 年 9 月 14 日至 107 年 1 月 13 日西北政法大學劉倩副教授於本校企管系訪學 

(三) 106 年 9 月 14 日至 107 年 1 月 13 日西北政法大學馮穎老師於本校經濟系訪學 

(四) 106 年 9 月 18 日至 107 年 1 月 28 日首都經貿大學宋克勤教授於本校企管系訪學 

(五) 106 年 9 月 19 日 日本沖繩大學來訪 

四、 國際組織活動、參加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 106 年 9 月 12~15 日國際事務中心歐素華主任與劉尚怡組員前往西班牙塞維亞，參

加「2017 歐洲教育者年會」 

(二) 106 年 9 月 23~24 日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前往澳門參加「2017 澳門教育展」 

五、 各項獎助學金及計畫、營隊活動申請： 

(一) 106 年 8 月 24 日公告受理「東吳大學 106 學年度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 

(二) 106 年 8 月 29 日公告受理「106 年度教學創新試辦計畫『東吳大學境外移地教學補

助』、『東吳大學補助邀請國外菁英學者短期學術交流』、『東吳大學學生赴外參加國

際競賽及會議發表文章補助』」申請 

六、 其他會議及業務： 

(一) 106 年 9 月 4 日至屏東科技大學參加「2017 泰國台灣高等教育展」行前說明會 

七、2017 溪城講堂各課群學員回饋量表統計結果 

總體說明： 

一、2017 溪城講堂自 7 月 17 日報到，於 8 月 13 日舉行結業典禮，在 8 月 14 日及 15 日國際

處完成 193 位學員及 5 位帶隊老師送機作業，當日 815 全台大停電，所幸近 200 百位師

生皆順利離台，圓滿落幕，感謝所有參與的學術單位及行政單位。尤其今年在兩岸關係冷

和，但國際處仍依時完成宣傳、報名以及 200 多位師生的入台証作業，各單位所有前置作

業亦都能依進度進行，誠屬不易。所以，特別感謝所有師長及同仁的合作和支援。本次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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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講堂總收入約 1,100 餘萬元，扣除旅遊費用約 300 萬元，本校各參與單位總收入為 800

餘萬元。 

二、2017 溪城講堂開設 3 學分 30 天（2016 年 3 學分 30 天；2015 年 3 學分 26 天；2014 年 4

學分 31 天；2013 年 5 學分 37 天）；因兩岸關係日趨緊張，今年報名總人數 216 人，報到

193 人，人數雖比去年少 74 人，但報到率高達 89%，超過預期，最後開課結果為 4 學系

開設 5 課群 6 個班（2016 年為 6 學系 8 課群 9 個班）。 

三、2017 溪城講堂創下幾項紀錄： 

  （一）首度遇到雙颱登陸，但全程沒有因為天候取消任何活動。 

  （二）首度開設名師講座，邀請馬英九講座教授演講。 

  （三）首度嘗試由各課群自行安排旅遊住宿及車次安排，效果頗佳。 

  （四）首度全程沒有同學提前離開或更改行程，193 人皆如期來台及離台。 

  （五）首度有老師（北師大）遺失大通証，且時間急迫，幸好該校積極處理，國際處從旁

協助，總算及時補辦，順利離台。 

四、2017 溪城講堂順利開展，圓滿落幕，感謝全校各學術及行政單位共同努力，謹代表國際

處深致謝忱！各項回饋量表－總體評量、5 天 4 夜旅遊、鐵馬等業已統計如后頁，回饋量

表紙本及統計結果（含文字意見部分）將分送各課群存參。2017 溪城講堂檢討會議及 2018

籌備會議預計 11 月上旬召開，敬請各單位繼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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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四月 

一、捐款業務：106.08.09-106.09.04 捐款總金額共計新台幣 248 萬 6,535 元，捐款人數 207 人，

最高捐款用途為哲學系學術發展專款。 

二、捐款回饋致謝： 

（一）8 月寄發謝函共計 275 張，捐款收據共計 286 張。 

（二）8 月寄發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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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8.09-09.04

共計服務 51 人次。 

四、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 

（一）106.08.09-08.31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 7 萬 6,436 元（含預開未收款 4 萬 2,895 元）。 

（二）中秋佳節將至，刻正與廠商洽談中秋禮盒以供單位送禮使用，敬請支持。 

五、校友活動：106.08.19-21 台北市東吳大學校友會綠島三日遊，本次校友及眷屬總計 63 人

報名，潘維大校長及王淑芳社資長亦熱情參與，活動圓滿順利！ 

六、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目前僅剩畢一學士班（77.08%；尚需 82 份問卷）、畢五博士班（42.86%；

尚需 2 份問卷）未達目標，其餘畢一碩博士班、畢三學士與碩博士班及畢五學士、碩士

班皆已達標，感謝各系協助；針對未達標的部分，擬於九月份針對低於 105 年教育部全

國各大學校院平均有效調查率 75.74%之學系：日文系(61.9%)、英文系(63.6%)、國貿系

(68.6%)、法律系(71.7%)、企管系(74.27%)與中文系(74.27%)進行拜訪，惠請學系繼續協

助。 

七、企業雇主滿意度調查：為使調查結果能確實提供各學系參考，本年度起將請各學系與本

中心一起進行企業雇主調查，相關細節將於 9 月下旬召開會議與學系進行協調。 

八、東吳實踐家：在游藝廣場 2 樓場地重新規劃部分，9 月初已與兩家廠商進行現場會勘並

丈量與報價，預計 9/4~9/8 廠商將提供新的報價單與規劃圖，9/11~9/15 決定廠商後開始

施工，預估完工時間為 9 月底到 10 月初。 

九、游藝廣場：生涯發展中心城中辦公室業已完成搬遷至原美育辦公室，二樓學生學習空間

也搬遷至一樓完成布置，於新學期開學即可讓同學進行使用。 

十、企業實習：今年暑期實習人數總計 215 人，相較於去年 123 人，成長 74.8%。因應實習

人數較往年提升，本學期也將擴大實習心得分享會場次，因應 E 節中午休息時間縮短，

故城中場預計於 10/24(二)、10/26(四)各辦理國內與海外實習分享會；雙溪場則預計於

10/31(二)、11/02(四)辦理。另全面以「東吳人就業實習平台」公告實習、徵才與工讀等資

訊，並將於 9 月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活動中宣傳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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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四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討論、規劃及辦理院內 106 學年度各項活動及相關事務如豐富及調整學院網頁、電子報

內容、人社院全英語學程、辦理教師交流工作坊、整合擬定校務相關計畫等。 

二、8 月 3 日公告本院 106 學年度補助教師學生出席國際暨兩岸學術會議與學術活動差旅費

自即日起申請。 

三、8月 3日公告本院 106學年度補助教師研究計畫申請案審查結果及核定經費，106學年度

本院總計補助八件研究計畫(總計新台幣 49 萬元)，計畫執行期間為 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7 年 7 月 31 日止，後續將於開學後 10 月上旬召開計畫說明會，說明計畫執行時程與

經費等注意事項。 

四、106 學年度本院共有 6 學系新聘 9 位教師，為提昇院內新進教師教學交流與研究發展能

量，訂於 9月 12日舉辦「人文社會學院新進教師交流會」，規劃由學院經費補助新進教

師提出研究計畫，藉此鼓勵其學術精進，後續將進行聯繫邀請事宜。 

五、配合承辦單位收集校務評鑑自我評鑑報告資料，聯繫通知各學系提供相關資料，彙整後

於規定時間繳交。 

六、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一)完成教育部創新試辦計畫上線修訂與丁表的修改。 

(二)學生實習狀況追蹤。 

(三)寄發實習成績考核表給實習機構（暑期）。 

(四)撰寫第二周期校務評鑑自我評鑑報告書。 

(五)上線填報教學卓越計畫『106C204跨領域課程與實務接軌』E表和行動方案具體成果。 

(六)完成英文網頁教師資料的編輯。 

【中文系】 

一、106 年 8 月，本系溪城講堂「鵬飛萬里──2017 台灣人文采風」、「台灣影劇與流行文化」

課群賡續授課並規畫課程參訪。8 月 1 日鵬飛組前往國立故宮博物院；8 月 2 日鵬飛組、

影劇組由鍾正道主任帶隊，赴野柳地質公園、九份、金瓜石，解說九份人文風物；8 月 4

日鵬飛組進行學員成果展演、影劇組由謝靜國老師帶隊拜訪咖啡廳，實地了解飲食文化

課題；8 月 5 日鵬飛組前往中山堂欣賞國光劇團表演；8 月 6~10 日，國際處規劃「青春

之旅」，本系靶耐‧歐兒助教支援。8 月 13 日舉辦結業典禮，授予修業證書、成績單、贈

送紀念禮物。學員分別於 8 月 14~15 日由系上專人送機離台。課群學員均對課程、活動

安排及台灣風土人情留下深刻印象。 

 

【歷史系】 

一、系務工作：106 年 8 月 3 日召開本學年第一次系教評會。 

二、碩士班論文口試：106 年 8 月 10 日(四)舉行碩三黃文顥同學論文口試。該生由林美莉老

師指導，碩士論文題目為「中國近代公司公積制度的引進與實踐」。除指導教授外，亦邀

請輔仁大學法學院黃盛源老師及歷史學系劉文賓老師擔任口試委員。 

 

【哲學系】 

一、學術活動（教師出訪）： 

（一）8 月 1 日至 4 日本系蕭銘源老師前往澳門，參加由中國知識論學會規劃、港專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協辦、澳門中國哲學會主辦之「中國知識論學會第四屆學術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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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 月 8 日至 16 日本系米建國老師受邀前往日本北海道大學，於 8 月 9 日及 10 日在

該校哲學系進行學術演講（8 月 9 日講題為：「Reflection and Memory」，8 月 10

日講題為：「Agency, Knowledge and Action」），又於 8 月 10 日至 15 日進行與

「知識與行動」議題相關之哲學研究，並收集相關資料。期間並與邀請人 Tomoyuki 

Yamada 教授進行多次討論。 

二、學報事務： 

（一）8 月 31 日《東吳哲學學報》第 36 期出版，由《東吳哲學學報》編輯委員會共同編

製。學報編輯委員為方萬全教授、吳俊業教授、林正弘教授、林維杰教授、耿晴教

授、莊錦章教授、馮耀明教授、蔡政宏教授，主編為蔡政宏教授，編輯助理楊雅婷

助教。本期共收錄四篇研究論文、一篇書評及一篇作者回應。 

三、例行行政業務： 

（一）8 月 1 日至 10 日填報校務評鑑自我評鑑報告所需資料，以利準時提交學校彙整。 

（二）8 月 28 日至 31 日續填報校務評鑑自我評鑑報告所需資料，以利準時提交學校彙

整。 

（三）8 月 30 日 9：00~12：00 派員參加法令課程-人事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

生法中勞工之權利與義務。 

（四）8 月 31 日 10：00~12：00 派員參加健康暨諮商中心「珍愛生命希望無限」教職員

自殺防治守門人講座。 

（五）辦理轉學生抵免相關事宜。 

（六）協助系學會辦理 9 月 9 日迎新茶會，安排新生第一哩 9 月 12 日學系輔導相關事

宜。 

 

【政治系】 

一、在國際交流活動方面 

     7 月 24 日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游國龍副教授來訪進行學術交流，為

期一年。 

二、其他行政業務方面 

（一）7 月 12 日召開系辦行政會議，會中討論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要活動、會議行事

曆。 

（二）7 月 26 日邀請審計部相關官員，討論 TASPAA 參與方案。由陳立剛主任主持。 

（三）8 月 30 日召開系辦行政會議，會中討論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要活動、會議行事

曆。 

 

【社會系】 

一、學術研究：106 學年度本系計有二位教師通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名單如下： 

石計生老師：「歌流傳社會學：『洄流迴路」』與台灣流行歌」專書寫作計畫（二年期） 

周怡君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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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期、整合型

研究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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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開會議：本系於 8 月 3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會議，研擬第一學期各項行政工作、會議與活動時程與進度，

並說明 106 學年度系務發展計畫暨預算執行規劃。 

三、其他： 

（一）本系為讓新進專任教師瞭解本校系重要規定，於8月1日向其說明相關規定，並提供

到職重要須知書面資料供教師留意參閱。 

（二）為讓新進專任助教瞭解本校系重要規定、工作須知，以及本系106學年度校務發展

計畫執行內容，本系於8月3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823社會學系辦公室

向新進助教說明相關規定，提供在職注意事項書面資料供其留意，以縮短行政業務

適應時間。 

 

【社工系】 

一、8 月 12 日（六）下午 14：00 辦理王行老師懷念展：<微笑說念想>追思會，考量空間規

劃的意義性及靜態展的持續性，活動地點選在王老師經常用來上課或者辦理小型活動的

D0901，當天出席者包括校內師生、畢業系友、他校學生/系友，以及實務界人士等約七

十餘人。這是一個沒有拘泥形式的追思活動，開放大家能夠藉此說一說、唱一唱對王行

老師的念想，雖然知道微笑著祝福是讓老師心無罣礙的最好表現，可是大家還是忍不住

的哭了！老師帶給我們的一切，陪伴我們走過的點滴，我們會緬懷於心，我們會帶著這

些成長，努力在我們的生活與工作當中實踐，老師，謝謝您！ 

二、學生實習業務 

(一)調查 106 學年第 1 學期第 7 梯方案輔導員資料，俾據以辦理勞保加保事宜。 

(二)協助各教師借用機構實習督導場地，以及 106 學年第 1 學期方案實習所需會議場地

及合班授課教室。 

(三)轉知台北市府社會局等實習單位之實習生期末成果發表來函訊息予學校督導老師，

並提醒準時參加。 

(四)寄發 106 年「實習成績考核表」、「實習證明書」及「實習機構督導聯絡表」，以及

印製期中實習機構督導聘函及實習機構感謝狀。 

三、其他業務 

(一)學報編務：(1)辦理東吳社工學報第 33 期稿件送審事宜，新進稿件 1 篇，審查中稿件

2 篇，再審稿件 2 篇，退稿 3 篇，確認刊登 1 篇。(2)辦理東吳社工學報第 33 期實務

研究專題之座談會相關事前行政庶務工作，本次「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實務研究專題

座談會」預計於 106 年 9 月 02 日(六)下午 14:00-17:00 城中校區 1204 教室舉辦，共

計發表 3 篇實務研究專題。 

(二)教務：辦理轉學（系）生學分抵免申請表擬稿作業，並為當日無法參加之轉學生於 8

月 28 日進行選課輔導。 

(三)研究庶務：(1)通知研究計畫經費結報期限及結案相關事宜。(2)辦理王行老師研究計

畫註銷事宜。(3)協助教師執行 105 學年度研究計畫庶務。 

(四)其他：(1)填寫及彙整校務評鑑所需各項資料。(2)本系 106 學年第 1 學期各項會議及

活動行事曆安排作業。(3)辦理各類經費核銷作業，包括學報費用及學校督導老師社

會工作實習機構訪視之國內差旅費及交通費。(4)辦理 106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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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相關事宜，更新 Moodle 即時訊息。(5)填覆端木愷講座教授成果報告及服務學

習調查資料。(6)更新學士班、碩士班學生手冊資料。(7)辦理應屆畢業生離校作業。

(8)籌備學士班轉學新生/大一新生選課輔導、碩士班新生座談會。(9)辦理各項招生管

道招生名額調查暨簡章分則資料回覆事宜。(10)網頁、系友社群 FB 及系友資料更新

與維護。 

 

【師資培育中心】 

一、演講、參訪與增能課程： 

辦理「106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共有 19 名師資生

參與，分至至善國中與八里國中進行偏鄉中學教育服務。至善國中共計 13 名同學，服

務時間為 7 月 17~8 月 4 日；八里國中共計 6 名同學，服務時間為 7 月 24 日~8 月 11

日。 

二、榮譽事蹟： 

1.本中心第二屆校友許嘉齡（日文系 87 級），榮獲 106 年度教育部師鐸獎。 

2. 本中心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歷史科實習學生林昀禛，榮獲教育部 106 年度實習績優

獎「中教組楷模獎第 4 名」、英文科實習學生張文馨榮獲教育部實習績優獎「實習學生

優良獎」。 

 

【人權學程】 

一、行政、學生事務 

(一) 哲學系陳瑤華教授於 106 年 8 月 1 日起，接任人權學程主任一職。 

(二) 106-1 碩班必俢課「人權哲學專題」，原授課教師陳俊宏申請留職停薪，無法授課，

故本課程將改由陳瑤華老師代課。 

(三) 籌備 9 月開學事項，包含學生手冊編輯、獎學金公告、研究生座位申請公告等。 

(四) 籌備 9/14-9/15 人權知能營活動，主題：海上的人─台灣漁工的勞動困境與難題。 

二、辦理活動 

(一) 7 月 24 日 8 月 4 日辦理「2017 社會運動與人權宣導工作坊」，內容包含人權景點參

訪與座談、社會運動的國際經驗與教訓、國家暴力下的心理創傷防禦、台灣社會運

動經驗等，共 24 位學員參與，其中包含 15 位中國學員、7 位台灣學員。 

(二) 8 月 12 日、8 月 13 日，辦理「跨界工作坊─台灣前導活動」，邀請台灣在環境、性

別、勞工三個領域的組織工作者，盤點台灣人權議題的發展、及未來展望，共 17 名

學員報名參加。 

三、國際交流 

 (一) 8 月 10 日 10:00 接待美國亞利桑那州大學猶太研究中心學者 Leonard Hammer，並與

學程主任陳瑤華、學程教師雷敦龢進行交流座談，並商討未來國際課程合作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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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四月 

【院長室】 

一、8月28日行政會議中林茂松院長奉校長指示進行共同英文課程之多益會考成績分析報告。 

二、8 月下旬奉示籌辦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東吳文理講座教授及謝東閔人文社會講座教授聘

任事宜。 

三、8 月中旬經院內主管討論及同意，本院全體助教自 106 年 9 月 1 日起納入電子化校園系

統簽到退及請假管理，以利落實職務代理制度及年度考核作業。 

四、8 月中旬辦理 106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經費依審核通過金額進行調整之作業，後續辦理計

畫工讀生聘任及口譯設備（接收器）請購事宜。 

五、8 月下旬完成 106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E 表填報與管考作業。 

六、8 月下旬第 44 期東吳外語學報退稿通知、通過刊登論文兩篇排版通知及出版授權事宜。 

七、8 月下旬寄送 105-2 多益專班測驗成績單予國貿系商用英文課程 28 名受測學生，並請英

文系辦公室轉發 52 位英文系受測學生。 

八、重要行政工作： 

（一）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五百大企業人事主管講座籌備事宜。 

（二）106 學年度院級委員會委員聘函製作，預定開學當週發送。 

（三）配合校務評鑑工作填報及提供學院成果資料。 

（四）第一教研大樓安全委員會業務、檔案交接。 

（五）東吳文理講座教授審查委員會業務、檔案交接。 

（六）學院管理空間清潔作業（R0802、R0812、R0813、R0814）。 

（七）學院網頁資料更新。 

 

【英文系】 

一、7 月 17 日-8 月 15 日辦理 2017 年溪城講堂英文課群：「跨文化英語溝通--聽說讀寫譯起

來」，學員共 12 位，授課教師王建輝、戚建華與歐冠宇等 3 位，後續辦理 2017 溪城講堂

英文課群課程、活動、參訪、結案等事宜。 

二、主任 8 月 9-15 日帶隊參加復旦大學「2017 臺灣大學生江南行夏令營」活動。 

三、重要行政工作： 

（一）完成 106 學年度系行事曆。 

（二）統計並申請兼任老師計時停車抵用卷。 

（三）籌備新生第一哩相關事務（選課輔導、學系時間、家長座談會、簡報）。 

（四）編聘導師名單及安排導生名單。 

（五）辦理 106 學年度新增圖書館教師指定參考資料。 

（六）辦理 106 學年度圖書薦購（圖書館、語言教學中心）。 

（七）完成 105 學年度校發計畫經費核銷。 

（八）輔導系學會迎新宿營活動。 

（九）協助教師訂購下學期用書、講義印製。 

（十）設定、調整選課檢核條件(選課條件、人數等)。 

（十一）辦理 105 學年第二學期交換學生課程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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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填報 105 學年校史紀要。 

（十三）處理兼任老師臨時辭聘課程之師資安排相關事宜。 

（十四）辦理 107 學年度招生事宜：身心障礙學生名額與簡章內容修訂、個人申請入學學系

「逕予錄取」事宜、春季班外國學生招生簡章修訂等。 

（十五）完成 106 年度學系財產初盤。 

（十六）ESP 專業英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事宜：完成網站架設、聯繫專題演講講員、發

送論文發表接受通知。 

（十七）協助老師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核銷事宜。 

（十八）提供校務評鑑自我評鑑報告所需資料。 

【日文系】 

一、8 月 7 日舉辦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赴日本拓殖大學、明海大學、同志社大學、同志社女

子大學團體研修生行前說明會。 

二、8 月 23 日蘇克保主任赴日本廣島王子大飯店進行實習訪視。 

三、8 月 28 日日本沖繩縣大學生來訪交流會。 

四、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赴日交換學生學分抵免作業。 

五、辦理「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 49 期編輯出版事宜。 

六、本系、圖書館及公益財團法人渥美國際交流財團共同主辦之「第八屆臺日亞洲未來論壇 

暨 東吳大學動漫畫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始徵稿，摘要收件截稿日為 9 月 4 日。 

七、辦理「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 49 期投稿論文送審事宜。 

八、其他行政業務： 

九、協助賴錦雀老師、王世和老師、羅濟立老師、劉怡伶老師、陳美玲老師、陳相州老師科

技部研究計畫核銷結案。 

十、辦理 106 學年度樂齡大學「日本文化體驗課程」課程及教師安排。 

十一、處理 106-1 選課相關事務。 

十二、籌備 10 月「第 19 屆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事宜。 

十三、系網頁資料更新。 

 

【德文系】 

一、「實習」課程：暑期計有 12 名三升四年級學生分別至 7 個校外單位進行職場實習；學生

實習期間，指導老師至各實習機構進行訪視，了解學生實習狀況。 

二、106 學年度學生團體赴德進修：8 月 7 日由林聰敏老師帶領 20 名二年級學生出發前往德

國明斯特大學。學生於 8 月 14 日在明斯特大學進行語言檢定測驗。 

三、協助處理學生翻譯書籍出版事務：「近代歐美經典教育人物」。 

四、重要行政事務： 

（一）申請奧地利學術交流總署交換教師工作證。協助教師來台後居留事務。 

（二）106 課務異動及選課作業。 

（三）訂購 106 學年教材及協助處理教師教學軟體安裝。 

（四）與電算中心商議安排 106 學年上課教室使用之教學軟體安裝時間。 

（五）製作與寄發新生手冊。 

（六）填報校務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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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處理新聘教師研究室相關庶務。 

（八）安排 106-1 德國生活文化講座。 

（九）第一哩活動籌備。 

（十）系網頁資料更新。 

 

【語言教學中心】 

一、更新雙溪校區 B611 語言教室設備，8 月 31 日完工。 

二、修訂 106 學年度本中心行事曆。 

三、提報第二週期校務評鑑時程規劃及自我評鑑報告書本中心須填覆之填報表。 

四、處理「補助學術研習營」申請案相關事宜。 

五、8 月 9 日召開 106 學年「英文（一）」切分點會議。 

六、8 月 30 日派員參加 106 學年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法中勞工之權利與義

務」，8 月 31 日派員參加「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珍愛生命希望無限」講座。 

七、辦理課務工作： 

（一）根據 106 學年「英文（一）」切分點會議訂定之標準，完成 106 學年新生「英文（一）」

初、中、高級之分班作業，學生資料交註冊課務組。 

（二）處理暑期班相關事務。 

（三）回答學生詢問「英文（一）」、「英文（二）」、「深耕英文 I、II」及實用英語學程選課問

題。 

（四）處理學生放棄實用英語學程資格事宜。 

（五）與相關單位聯繫本學年兩次「英文（一）」和「英文（二）」多益英文會考時間。 

八、辦理外語自學活動： 

（一） 106 年 7 月份外語自學室兩校區開放 110.5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224，

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33，合計 257 人次。7 月線上軟體使用人次如下：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5,085、《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15、《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力測驗評量》：673。 

（二）雙溪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英語學習訊息貼文 9 篇，總瀏覽次數：57,022。 

（三）外語自學室教材處理情形統計（統計期間 106/7/1-7/31）：處理二校區外語自學室教材

請購（核銷）案 7 件；點收二校區到貨資料 81 筆；雙溪教材編目上架 31 筆。 

（四）利用暑假進行 106 學年外語自學室雙溪校區新進工讀生暑期一對一 7 日課程培訓。 

（五）盤點外語自學室教材。 

（六）英日語雜誌、日德語教材、日檢教材編目上架並更新網頁目錄，整理雙溪外語自學室

西班牙語教材目錄。 

（七）修訂「106 學年第 1 哩資源挖挖挖」本中心相關資源簡報資料及外語自學室宣傳影片

寄交健諮中心承辦同仁。 

（八）發函英、日、德三學系及本中心薦購教材小組代表，提出 106 學年度外語自學室語言

自學教材薦購單，並提供影片清單或網站供其參考。 

九、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一）撰寫卓越計畫 E 表及 E 表附檔。 

（二）編修 106 學年「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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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四月 

【院長室】 

一、8 月 17 日~20 日，汪曼穎院長受邀前往上海出席中國唐碩設計舉辦之「體驗峰會」。 

二、環安衛業務 

（一）8 月 14 日，參與教育部舉辦之『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作暨實務研習營』；職

業安全衛生法於 103 年公布施行並擴大適用對象為各業，因此各級學校（教育

業）目前均適用職安法，以保障校內教職員工之安全及健康。 

（二）8 月 30 日，與人事室、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管理組舉辦年度「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課程。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

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為符合法規規定，增進本校

教、職、工及實驗室人員安全衛生知識與技能，避免發生職業傷害，特辦理本次

教育訓練。 

【數學系】 

一、 學術 

（一） 學術交流 

8 月 14 至 16 日，本系林惠文副教授前往日本大阪出席 201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ISEAS），並發表論文 Two-

Stage Calibration Regression Models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sthma and 

Croup Childhood。 

（二） 研究計畫 

本系 5 位專任老師獲 5 件科技部 10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二、 人事、行政 

8 月 1 日，新聘助教陳虹霈到任。 

【物理學系】 

一、學術活動 

8 月 24-26 日，陳秋民老師參與「2017 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並於會中發表專題

講演：「自製一台點焊機及其應用--以行動電源 DIY 為例」。 

二、行政業務 

（一）會議 

1、8 月 8 日及 29 日召開「陳國鎮教授紀念研討會」籌備會議，紀念研討會將於 9 月

24 日舉行，分以「緬懷與追思」、「學問與修行」，追述陳國鎮老師對物理學系的

奉獻與研究的貢獻。 

2、8 月 16 日，召開「第六屆數位化科學研討會籌備會」，確認議程與專利諮詢等相

關事宜，活動訂於 11 月 18 日星期六辦理，屆時，陳秋民老師等有專題講演，同

時學系有數個工作坊提供中等學校自然科教師參與。 

（二）輔導 

1、8月14日，新生第一哩活動，演說、學系選課輔導資料等相關作業底定。 

2、8 月 14 日，完成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社團導生」公告資料，本學期社團共有

「葳蕤社」、「出走社」、「鏢箭社」、「愛樂社」、「五五會」以及「English ClimbCo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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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個社團，除了一年級新生外，各年級同學可於 9 月 20 日起，領取姓名貼自

行選擇導師。 

3、8 月 15 日，進行 3D 印表機教育訓練，由國航科技技術人員指導「新型材料 TPE

使用與列印」，學系由曾銘誌技士、塗婉瑜及林憲儀助教帶領同學一起研習。 

（三）其他 

「2017 物理學史研習會」、「第六屆自然領域數位化科學演示教學」活動籌備事宜。 

 

【化學系】 

一、教學、研究 

（一）7 月 23 日~7 月 28 日傅明仁教授赴澳洲參加 17th Asia Chemical Congress/RACI 

Centenary Congress 2017 研討會並發表壁報論文。 

（二）7 月 23 日~7 月 28 日王志傑教授赴澳洲參加 6th Asian Conference on Coordination 

Chemistry （ACCC6）研討會並發表壁報論文。 

（三）8 月 28 日提送本系新進教師申請科技部 106-107 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續審資

料。 

二、學生學習及輔導活動 

8 月 30 日完成新學期入學新生學習手冊資料更新及編印並於新生入學輔導活動中提供

一年級新生修業學習及課程規劃參考。 

 

【微生物學系】 

一、系務 

（一）完成檢驗中心核心實驗室 M205 改建工程。 

（二）8 月 1 日新聘專任助教蔣信。 

（三）進行 106 學年度實驗所需之各項儀器及藥品採購。 

二、教學及輔導 

完成 105 學年度暑期實習學生狀況及實習單位訪視。 

三、研究相關 

（一）完成本年度各項國科會研究計畫結案作業。 

（二）本系 106 學年度獲理學院獎勵大學部學生研究計畫 2 案 

計畫名稱 指導老師 學生 

腸炎弧菌抗過氧化物基因對低溫存活的影響 黃顯宗教授 陳方儀 

蝦子餵食添加菇類太空包菌絲粉末的飼料後之抗病力 宋宏紅教授 蔡佳芳 

（三）新獲產學合作計畫 4 案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執行期間 核定金額 

建構抗菌胜肽細胞工廠及其

衍生相關研究 
宋宏紅教授 2017/08/01~2018/07/31  

具有產業應用性台灣本土微

生物之篩選 
李重義副教授 2017/07/01~2018/06/30 4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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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執行期間 核定金額 

猴頭菇暨蟬花對神經型受器

P1R 及 P2R 之作用 
劉佩珊教授 2017/02/01~2017/12/31 500,000 元 

蘭花萃取液對皮膚細胞生長

與抗發炎之功效測試 
應靜雯教授 2017/08/31~2018/08/30 300,000 元 

四、實驗安全相關 

完成本季公共危險物品填報作業。 

【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研究及學術 

106 年 8 月 26 日～106 年 8 月 28 日，王叢桂老師至奧克蘭出席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Auckland 2017 Conference 會議，並發表論文 ” Ren-qing Shi-ku (Chinese 

indigenous social wisdom) training for young generation”乙篇。 

二、學士班新生輔導 

（一）大學聯招考試放榜後由系主任及系秘書主動聯繫新生，以提升就讀意願。 

（二）完成 106 學年度大學部選課規劃參考手冊之修訂及印製。 

三、碩士班新生輔導 

（一）邀請未參加碩士班新生座談會新生來校個別輔導。 

（二）E-mail 聯繫碩士班僑生及外國學生，了解需要協助事項。 

四、進行系網頁資訊更新。 

 

【鑑識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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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四月 

一、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法學院大陸交流師生 48 人，於 9 月 6 日起陸續抵臺，進行相關課

程、生活輔導等。 

本年 9 月 18 日（周一）上午 10 時於城中 1104 會議室舉辦陸生報到及相見歡。9 月 27 日

（周三）中午 12 時 10 分於 2123 會議室舉辦「法學院大陸交流師生歡迎會」。 

二、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福法律專班」計有同學 48 人，於 9 月 15 日抵臺，進行相關課

程、生活輔導等。 

本年 9 月 18 日（周一）中午 12 時 10 分東福法律專班歡迎會，城中 2123 會議室。 

三、迎新 

9 月 4 日（週一）上午 9 時，1104 會議室舉辦「博士班迎新」。 

9 月 4 日（週一）上午 10 時，1104 會議室舉辦「碩士班總迎新」。 

9 月 9 日（週六）上午 10 時，1705 會議室舉辦「法律專業碩士班迎新」。 

四、2017 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訂於 9 月 16 日（週六）上午 9 時至 17 時舉辦「賽務研習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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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四月 

【商學院】 

一、 8 月 1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系主管會議，討論商學院 50 週年院慶籌備

事宜，活動依國際化、學生學習、體育活動、校友活動及院級中心等五大主題分類，並

協調本院及相關學系舉辦院慶系列活動。 

二、 8 月 1 日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來訪洽談舉辦徵才活動相關事宜。 

三、 《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8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8 月 2 日針對 FinTech 中心與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第二年度專案計畫討論

會前會，出席人員：傅祖壇院長、沈大白主任、蔡宗榮執行長、詹芳書副執行

長。 

（二） 8 月 2 日針對 FinTech 中心與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第一年度專案計畫執行

成果會前會，出席人員：傅祖壇院長、沈大白主任、蔡宗榮執行長、林聰武教

授。 

（三） 8 月 2 日蔡宗榮執行長與蘊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文玲執行長、巨量資料管理

學院葉向原教授及學生楊碧菁討論兩大主題。1.反欺詐主題：以結合社群及個人

資料，定義出反欺詐的 checking rules，並與傳統銀行做比較；2.違約管理主題：

結合 google 知識圖譜方法，建立信用模型及違約催收管理方法，並與傳統銀行

做比較。 

（四） 8 月 3 日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林錦宏助理教授針對「台灣 KYC-風險承受度量

表與客戶風險屬性分類及其信效度之建立」做小型座談，出席人員：沈大白主

任、邱耀初教授、高立翰教授、温福星教授、屈亞欣副總經理、陳詩舜副總經

理、袁祖平資深協理、莊千瑢經理、游能堅經理。 

（五） 8 月 3 日針對 FinTech 中心與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第二年度專案計畫第一

次開會討論，出席人員：傅祖壇院長、沈大白主任、蔡宗榮執行長、詹芳書副執

行長、林忠機教授、林聰武教授、何煒華教授、温福星教授、屈亞欣副總經理、

陳詩舜副總經理、袁祖平資深協理、莊千瑢經理、游能堅經理。 

（六） 8 月 4 日蔡宗榮執行長受邀參加「中華金融科技產業促進會籌備會議」。 

（七） 8 月 8 日針對「2017 Google 雲端金融科技論壇」執行暨規劃相關事宜進行討論，

出席人員：FinTech 中心蔡宗榮執行長、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屈亞欣副總

經理、莊千瑢經理，及 CloudMile 劉永信執行長、高斌桓營運長、周蘋客戶經

理、許芸綺品牌公關經理。 

（八） 8 月 9 日創健預防醫學機構張正勳負責人、FinTech 中心蔡宗榮執行長與巨量資

料管理學院丁德天助理教授，洽談健診中心資料大數據分析事宜。 

（九） 8 月 10 日蔡宗榮執行長與推廣部吳吉政主任、林美珍專員，和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周樹林產業顧問兼主任、林秀眉專案經理、陳亭安規劃師共同討論

未來 FinTech 課程合作及證書相關事宜。 

（十） 8 月 10 日蔡宗榮執行長與心理系邱耀初教授針對 FinTech 中心第二年度專案計

畫研究進行討論。 

（十一） 8 月 22 日針對「2017 Google 雲端金融科技論壇」晚宴安排相關事宜進行討

論，出席人員：FinTech 中心蔡宗榮執行長、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屈亞

欣副總經理、莊千瑢經理，及 CloudMile 劉永信執行長、許芸綺品牌公關經

理。 

（十二） 8 月 23 日針對 FinTech 中心與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第二年度專案計畫

第二次開會討論，出席人員：傅祖壇院長、沈大白主任、蔡宗榮執行長、林

聰武教授、何煒華教授、高立翰教授、邱耀初教授、王煦棋教授、屈亞欣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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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陳詩舜副總經理、袁祖平資深協理、莊千瑢經理。 

（十三） 8 月 23 日 FinTech 中心與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進行第二年度專案計畫

遴選會議，出席人員：傅祖壇院長、蔡宗榮執行長、屈亞欣副總經理、陳詩

舜副總經理、袁祖平資深協理、莊千瑢經理。 

（十四） 8 月 28 日 FinTech 中心與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進行第二年度計畫預算

討論會議，出席人員：傅祖壇院長、沈大白主任、蔡宗榮執行長、詹芳書副

執行長、屈亞欣副總經理、陳詩舜副總經理、莊千瑢經理。 

（十五） 8 月 29 日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邀請蔡宗榮執行長擔任「金融科技

(FinTech)之發展趨勢及企業因應之道(台中班)」演講人。 

（十六） 8 月 30 日上午 Google 亞太區法遵負責人 Aruna P Withane 率領 Google Cloud 

台灣區業務總監田哲禹，及 CloudMile 執行長劉永信、客戶經理周蘋蒞臨本

校與潘維大校長、傅祖壇院長、沈大白主任、蔡宗榮執行長、詹芳書副執行

長，及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屈亞欣副總經理、陳詩舜副總經理、莊千瑢

經理訪談，並致贈感謝狀，感謝東吳大學及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對於論

壇活動的協助和參與。 

（十七） 8 月 30 日下午 Google Cloud 的國際團隊擧辦「2017 Google 雲端金融科技論

壇」，CloudMile 與 FinTech 中心為共同執行單位、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

司為協辦單位，邀請到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張善政榮譽院長及金管會

金融科技辦公室蔡福隆執行秘書致詞，並特別安排 Google Cloud 北亞區董事

總經理 Kathy Lee、全球首席科學家 Reza Rokni、亞太區法遵負責人 Aruna P 

Withane，以及 KPMG、CloudMile 等專家進行專業演講。 

（十八） 8 月 30 日晚上 Google Cloud 的國際團隊擧辦「Google 雲端金融科技論壇 VIP

晚宴」，金融業貴賓冠蓋雲集，共襄盛舉；CloudMile 與 FinTech 中心為共同

執行單位、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為協辦單位，並請金管會鄭貞茂副主

委、東吳大學潘維大校長、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劉吉人創辦人致詞。 

（十九） 8 月 31 日 Google Cloud 的國際團隊希望藉由此次來台機會，與主管機關金管

會對於雲端服務的法令規定及金融科技相關法規進行交流，經由 FinTech 中

心蔡宗榮執行長協助安排並陪同拜會；由鄭貞茂副主委主持，金融科技辦公

室蔡福隆執行秘書及銀行局王立群副局長等官員陪同，雙方有熱烈融洽的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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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1

～107/1/31），8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辦理暑期至富蘭克林實習事宜。 

（二） 辦理實習週誌及心得繳交事宜。 

（三） 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事宜。 

（四） 辦理期中執行成果報告事宜。 

（五）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五、 本院 106 年度核定之教學卓越計畫為《商學院推動課程創新與實務接軌計畫》及《規

劃產業實驗園區，實踐教育創新之先導研究計畫》，8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辦理子計畫執行進度評估表 E 表及行動方案具體成果填報事宜。 

（二） 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活動規劃事宜。 

（二）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六、 辦理 106 年度教學創新試辦計畫： 

   （一）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活動規劃事宜。 

（二）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七、 辦理《東吳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8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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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評估中心輔導「紅藜專案」之可行性。 

（二） 安排 8 月 27 日赴台東縣土坂部落進行紅藜專案田野調查，並參訪部落中的唯一

學校：土坂國小，參與師長及會員包括：邱永和主任（EMBA 及尤努斯社會企

業中心主任）、李元和老師（前農糧署副處長）、翁望回老師（EMBA 兼任老

師）、林廣成（第 9 屆班代及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執行長）、單玉華（商學院秘

書兼協會副主任秘書）、蕭漢平（EMBA 第 8 屆班代）、陳玉慧（EMBA 第 10

屆班代）及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社服組張順永執行長一同參與。 

八、 協助辦理本院國貿管理全英語學程及財經全英語學程 2 個英語學程網站申請及維護事

宜。 

九、 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8 月份第十八期出刊事宜。 

十、 參加人事室於 8 月 30 日舉辦之 106 學年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一、 有關院級雙聯學制、交換暨相關交流事宜： 

（一） 安排南開大學兩名院級交換生住宿、接機事宜。 

（二） 辦理西南財經大學師長台證申請事宜。 

（三） 與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A 聯繫 MBA 1+1 雙聯學制簽約事宜。 

（四） 與 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 聯繫院級雙聯合約擬定事宜。 

（五） 與 University of Siena 聯繫交換學生協議簽訂事宜。 

（六） 與 Tohoku University 聯繫交換學生協議到期續約事宜。 

（七） 與 Tokai Gakuen University, Artevelde University College 確認 107 學年度交換學

生甄選條件。 

【國際商管學程】 

一、 辦理「管理經濟學」、「財務會計」暑期課程。 

二、 協助外籍新生進行新生基本資料登錄。 

三、 確認本學期「行銷管理」密集課辦理時程。 

四、 籌備「財經全英語學程」、「國貿管理全英語學程」招生說明會事宜。 

五、 協助 AACSB Collaboration Survey 問卷填報資料蒐集事宜。 

六、 8 月 30 日參加「職業安全衛生法中勞工之權利與義務」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MBA 班】 

一、 本班暑期「巨量資料應用專題」課程於 8 月 5 日、12 日邀請 Frost & Sullivan 高級資深

顧問、KYC Global 執行長周光宇老師演講。 

二、 8 月 26 日由 EMBA 第十屆同學主辦 2017 迎新送舊晚宴，活動於徐州路二號庭園會館舉

辦，邀請師長、第九屆畢業生、歷屆學長姊、第十一屆新生及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

務與成長協會理監事共 110 人參與。 

三、 8 月 28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1 次招生會議，邱永和主任邀請 EMBA 學生代表、

系友代表及協會理事長、主任秘書共同討論 107 學年度招生宣傳規劃及時程安排。預計

於 11 月及 12 月中旬各舉辦一場招生說明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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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7 日發行 EMBA 第 81 期電子

報，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8 月 4-7 日曾子若理事長、單玉華副主任秘書及公關組林廣成執行長代表參加

「東吳大學校友總會 2017 馬來西亞全球校友年會」。 

（三） 8 月 12 日協會秘書組與社會服務組開會討論各捐助單位及明年度規劃事宜。 

（四） 8 月 19 日舉辦企業參訪，參觀華德包裝服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參訪會員

們瞭解到原來印刷不單單只有印刷，還可以加入科技元素！ 數位化時代的來臨，

印刷品的數位化經營模式的金流、物流、資訊流和服務流的設計，利用多年生產

經驗及數位化管理能力，將 IT 技術結合數位印刷，將虛擬網路結合印刷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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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出印刷業電子化營運模式；在傳統印刷領域中開出藍海，將印刷製程與 IT 雲

端結合，發展出全新營運模式。這爆炸性的發展不僅徹底地顛覆我們傳統的商業

營運方式、更提供了安心的履約保證。本次華德公司特別由謝子仁董事長及龐開

堅執行長親自解說，帶領會員們參觀作業流程，並分享他們的寶貴經驗。 

（五） 協會配合學校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於 8 月 27 日赴台東縣土坂部落進行紅藜專

案田野調查，並參訪部落中的唯一學校：土坂國小。 

（六） 持續辦理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七） 持續辦理協會 GROUP365 社團通訊軟體經營與訊息發佈。 

（八） 持續辦理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九）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預告： 

1. 9 月 3 日下午 2 點假西雅圖咖分世貿店舉辦第九場咖啡時間「Pink Ladies」，本

次邀請到第五屆簡宜真學姊(馥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西雅圖極品咖啡)執行副

總)和第八屆陳靜雯學姊(麵本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大甲本家有限公司執行

副總)擔任與談人。 

2. 9 月 10 日假京站威秀影城舉辦電影欣賞會「老師，你會不會回來」，這是真人

真事故事改編成電影，主角王政忠被分派到爽文國中實習，他一心想逃離偏鄉

回到都市，成為補教名師，一直到 921 大地震，震垮了校園、震碎學生的心，

學生一句「老師，你會不會回來」，改變王政忠的心，從此留在南投爽文國中，

協助學生走出震後傷痛。他強調，他的夢想是當個好老師，用教育讓偏鄉小朋

友成功「翻轉」人生。 

3. 9 月 16 日校友總會邀請協會與各屆班代 ECO 餐敘，商談未來產業合作事宜。 

4. 9 月 17 日上午 8 點 20 分於關渡宮集合舉辦「揪一起來騎單車吧」，適合全家

大小一同來參加。 

5. 9 月 26 日下午 7 時假台北世貿聯誼社舉辦<106 學年度第一次協會發展會議>，

本會的宗旨在於加強會員間的聯繫，進而提供會員更即時的服務與直接溝通的

管道。 

 

【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 8 月 1 日舉行專任助教會議。 

二、經濟學系陶宏麟主任 8 月 10 日前往南山人壽與富邦人壽訪視實習生，郭嘉祥老師 7 月

27 日前往群益期貨與華南永昌訪視實習生，賴志芳老師 8 月 15 日前往國泰人壽、8 月 14

日前往板信商業銀行訪視實習生。 

三、經濟學系 8 月 30 日上午 10:00~11:00 於主任室召開學碩士ㄧ貫學程資格審查會議，經延

A 王彥翔、經延 C 張育瑄、經四 A 邱芳郁與經四 B 陳萱通過審查。 

四、經濟學系編製完成 106 學年度轉學生手冊、大一新生學習手冊、碩士班新生學習手冊、

碩專班新生學習手冊與博士班新生學習手冊。 

五、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到經濟學系自費研讀有揚州大學金融學系碩士生趙藝、北京工業大

學耿丹學院財管系馬鍇、江南大學金融學系張玉亭與蘇州大學經濟學系李苑。 

六、經濟學系為促進國際化及加強學生英語能力，開設全英語授課之「個體經濟學」、「總體

經濟學」、「統計學」課程，東吳經濟系校友基金會為鼓勵本系學生修讀此課程，特設置

「全英語授課課程獎學金」。每一課程取學年成績平均前 3 名，第一名 5000 元、第 2 名

3000 元、第三名 2000 元。總獎金 30000 元，若分數相同則獎金平分，自 106 學年起頒

發獎學金。 

七、經濟學系教師擔任 106學年度商學院院級單位主管:邱永和教授擔任東吳大學尤努斯社會

企業中心主任、蔡宗榮講座教授擔任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執行長、謝智

源教授擔任商學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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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學系】 

一、系務： 

(一) 8 月 1 日及 2 日分別召開專任助教會議及專兼任助教會議，除歡迎新任助教外，並於

會中詳盡說明助教工作執掌及各項應注意事項，另發給每一位助教「助教手冊」作為

依循，以確保全部專任助教熟悉並精進助教工作。 

(二) 8 月 30 日由李坤璋主任召開行政會議，研擬本學期各項重點工作進度。 

(三) 李坤璋老師獲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委託執行「航空公司國內航線統一成本會計研究」，執

行期間：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年底。 

(四) 吳幸蓁老師、洪聖閔老師於 2017 年 8 月 5 日至 9 日赴美國聖地牙哥市參加

2017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AA) Annual Meeting，並分別於會中發表論文。

該研討會是美國會計學學會(AAA)所舉辦的年會，其主要目的在於討論與會計有關的

相關議題及學術性文章，目前固定於每年八月份舉行，為全世界最大型的會計學者的

年度聚會。 

(五) 彙整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專任教師課表。 

(六) 辦理專兼任教職員汽車、機車通行證。 

(七) 安排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助教值班表。 

(八) 彙整 105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著作。 

(九) 彙整 105 學年度學術交流活動記錄及校史紀要。 

二、教務： 

(一)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會計學各科暑修期中考、期末考統一會考分別於 8 月 3 日及 8 月

31 日舉行。 

(二) 辦理「轉系生」、「轉學生」學分抵免。 

(三) 安排暑修期末考場地、座位表、監考、通知暑修班老師命題。 

(四) 整理新學年度各科參考用書，洽書商索取新學年用書並發給教師與助教。 

(五) 籌辦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合辦第二十九期「會計師專業學分班」

產學合作案。本期學分班於九月中上旬陸續開課，開班課程包含「初級會計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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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七科，以提供有志於終身學習之人士，並進一步落實社會服務，並培植優秀之會計

人才之理念。 

(六) 辦理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離校事宜。 

(七) 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畢業論文彙整編目上架。 

三、學生事務： 

(一) 協助系學會籌辦 106 學年度迎新座談。 

(二) 籌辦 106 學年度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迎新座談。 

(三) 籌備「106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活動」。 

(四) 籌備 10 月 22 日於雙溪校區舉辦「會計學系嘉年華會暨校園徵才活動」。 

【企業管理學系】 

一、8 月 1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議題討論： 

(一) 討論 106 學年度各項活動時間安排。 

(二) 討論及協調各行政人員之工作執掌及進行流程。 

二、規劃 106 學年度新生、轉學生入學輔導相關事宜： 

(一) 辦理大學部二、三年級轉學生學分抵免學系審查部分，並於 09 月 05 日進行選課輔

導。 

(二) 配合學務處 106 學年度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活動，規劃本系學系時間之內容，並準

備新生入學資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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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8 月 29 日中午 12：00，假 2339 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2017 研究所招生宣傳活動會議，議

題內容：招生活動宣傳預演。 

二、8 月 31 日中午 12：00，赴偉文補習班舉辦研究所招生宣傳活動，宣傳人員分別為貿碩企

二竇瑋甄、貿碩企二吳恩伃、貿碩金二鍾尚宇、貿碩金二吳修沅等 4 位同學。 

三、辦理「優九聯盟」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東吳大學各學系(學程)承認畢業學分之調查表、通

識課程暨全校性選修課程承認學分調查表。 

四、辦理 106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量、質化資料填報。 

五、辦理 107 校務評鑑資料填報。 

六、辦理 106 學年度轉學生學分抵免。 

七、辦理 106 學年度(2018)春季班外國學生新生及轉學生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分則調查表。 

八、辦理 106 學年度寒假轉學生招生簡章學系分則調查表。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 詹芳書副教授榮升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系主任。 

二、 林忠機教授 106 學年度起休假一年。 

三、 新聘專任教師黃雅文副教授、專任專案教師湯美玲助理教授。  

四、 8 月 1 日召開助教工作說明會議，以及本系成立五十週年系慶第一次工作會議。 

五、 8 月 10 日召開本系成立五十週年系慶第二次工作會議。 

六、 8 月 10 日拜訪 69 級系友陳煌隆學長。 

七、 8 月 22 日拜訪 70 級系友林元輝學長。 

八、 本系 63 級陳燦煌系友榮獲保險「終身成就卓越獎」，陳燦煌系友目前為富邦產險董事

長暨產險公會理事長，並為本系第一屆傑出系友。本系兼任老師曾玉瓊副教授榮獲保險

信望愛「終身成就獎」，曾老師目前為金融評議中心董事、保險安定基金董事，前為金

管會保險局局長、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董事長，對保險業的發展與監理制度貢獻良多。 

【資訊管理學系】 

一、8 月 1 日本系新聘專任助教及約聘組員到職。 

二、排定 106 學年度專、兼任助教課程。 

三、8 月 30 日召開系招生委員會。 

四、辦理年度新增財產盤點。 

五、辦理畢業生追蹤調查問卷。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106 學年度大一新生第一階段甄審有 37 人申請甄審，錄取 32 人，第二階段以指考(A 組)

及統測(B 組)成績申請入學，分別有 60 及 36 人報考，指考(A 組)正取 20 名、備取 20 名；

統測(B 組)正取 12 名、備取 6 名；另外，轉入二年級學生計錄取 5 人，三年級錄取 4 人

完成報到手續； 

二、配合 106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規劃大一新生及轉學生迎新活動與選課

輔導事務，預計分別於 9 月 13 日及 9 月 14 日選課輔導說明會時帶領大一新生與轉學新

生之進行選課。 

三、辦理新生與轉學生學分抵免相關業務，並聯絡大一及轉學新學生繳交學分抵免之相關表

件及確認作業。 

四、與老師聯絡是否接受推廣部學生之隨班附讀，共 3 位學生、7 位老師。 

五、徵詢各授課教師擔任學程導師之意願。 

六、協助學校校務評鑑資料蒐集、參與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健康暨諮

商中心：自殺防治守門人講座等會議。 

七、持續與校友聯繫，協助商學進修學士班系友會活動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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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辦理其他事宜：學生畢業離校及休、退學手續、暑修、經費核銷、學生入學與選課洽詢

等事務、新生報到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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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四月 

一、 院務行政  

（一）106 學年度新聘丁德天、呂明穎兩位專案助理教授。依學校分配之研究室，協助兩位

老師進駐。 

（二）配合總務處公告完成 105 學年度財產盤點作業。 

（三）完成本學院於城中校區委託電算中心代管之主機，系統升級維護、相關網站移機及復

原等作業。 

（四）哲生樓 H312 碩士班研究生室改造工程發包、施工。本案預訂 9 月 5 日前完工，截

至 8 月底已陸續完成空間樓地板、管線等硬體改造，然電腦尚未到貨。開學在即，將

持續追蹤電腦到貨及安裝等進度。 

（五）完成填報 106 年度 1-6 月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執行進度評估表（E 表）。 

（六）籌辦 106 年 6 月 9 日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七）填報第二期程校務評鑑教學單位相關資料。 

（八）辦理經費核銷、工讀生時數登錄、公文分派及簽辦、更新學院網站資訊、彙整報表回

覆等行政庶務。 

（九）參加教育訓練： 

1. 8 月 30 日，參加總務處主辦之「106 年度衛生安全教育訓練」。 

2. 8 月 31 日，參加學生事務處主辦之「真愛生命希望無限自殺防治守門人」講座。 

二、 教學與學生輔導 

（一）8 月 10 日，以學程主任名義寄發 106 學年度大一新生歡迎信函；發送指考新生歡迎

簡訊。 

（二）協助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畢業班學生辦理論文修改審定及離校等相關事務。 

 

三、 學術交流與合作  

（一）8 月 3 日，本校潘維大校長帶領兩位副校長、主任秘書與本學院許晉雄副院長，拜訪

新北市衛生局，針對精準醫療與長期照護等方向，討論雙方產學合作之可行性。 

（二）8 月 4 日，本學院許晉雄副院長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周光宇博士討論合作議題，內容為

收集中小企業大數據案例並規劃集結成冊。 

（三）8 月 7 日及 8 月 31 日，本學院許晉雄副院長與本學院黃福銘老師、數學系吳牧恩老

師討論年底由本學院主辦之「2017 R Taiwan」研討會之相關籌備事宜。  

（四）8 月 22 日，本校潘維大校長帶領兩位副校長、主任秘書與本學院許晉雄副院長，拜

訪台北市聯合醫院，討論雙方的產學合作與教育訓練合作機會。合作內容除了鼓勵聯

合醫院同仁至本學院就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亦期互相合作共同提出科技部專案計

畫。本案後續進一步於 8 月 30 日由趙副校長召開會議，討論具體合作細節。 

（五）8 月 25 日，本學院許晉雄副院長擔任資策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標案計

畫外部審查會議」委員，主要討論的議題為如何收集農業大數據並做加值服務。 

（六）8 月 28 日，本學院許晉雄副院長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周光宇博士，至遠傳公司討論產

學合作，主要針對如何運用遠傳公司累積之實務資料，申請科技部專案計畫，並討論

合作開設實務課程及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8 月 31 日，本學院許晉雄副院長代表本學院出席華南金控主辦之「金融科技全國大專院校競

賽」記者會，並於會中與華南金控管理階層，商討金融大數據之培訓及雙方共同執行研

究計畫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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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四月 

【第一組】 

一、完成 105 學年度職工成績考核作業，並已於 106 年 8 月 10 日通知專任職工年度考核結

果。  

二、完成 105 學年度職員升等推薦作業，共有 19 名職員獲准升等，並已於 106 年 8 月 28 日

函告核定結果。 

三、彙整暑假連續十天假期各單位主管聯絡方式，並函送校長室、副校長室、一級單位及校

安中心，以供緊急聯絡使用。 

四、公告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行政單位主管名單及教職員工人數統計表。 

五、受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申請升等作業，共有 8 名專任教師提出申請。 

六、配合 106 學年度之主管異動，辦理第一屆勞資會議資方代表改派作業。 

七、更新專任教職員工（含助教）於私校退撫儲金管理委員會系統相關資料。 

八、陳報 9 月份匯報主管機關名冊。 

九、籌辦 106 學年度全校性健康檢查相關事宜。 

十、持續辦理 106 學年度專任助教、約聘（僱）人員及兼任人員續聘事宜。 

十一、辦理教師校外兼課徵詢作業。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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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辦理他校敘薪審查作業。 

 

【第二組】 

一、教職員工 106 年 9 月份薪資已作業完成，並已於 106 年 9 月 5 日發放。另產學合作等計

畫專任助理 106 年 8 月份人事費已於當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06 年 7 月人事費亦

已於 106 年 8 月 25 日發放。 

二、辦理教職員工公保、勞保、健保、團保等相關異動作業。 

三、辦理工讀生及學生兼任助理勞保、勞退金及職災保險異動作業，並核算 106 年 8 月份個

人應繳之保費及各單位應負擔之勞保費及勞退金。 

四、辦理學習型助理之團保作業，並核銷自團保開辦以來到 106 年 7 月之單據。 

五、製發 106 年 7 月份研究計畫各項保費分擔表及補充保費核定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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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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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公保超額年金核

發作業。 

八、辦理兼任教師 106 年 8 月 1 日投保勞保及提撥勞退金相關事宜。 

九、發函公告新修訂「東吳大學兼任教師請假辦法」。 

十、彙整並公告各單位 106 學年度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課程，以利同仁規劃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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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四月 

【第一組】 

一、 本校106年7月份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105年8至106年7月人事費明細表及105年7月

份投資基金增減變動月報表，於106年8月31日函送教育部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二、 截至106年8月31日止，7月31日傳票共計1,466張，106年8月份傳票共計513張。 

三、 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及北一區區域中心計畫106年8月份經費執行情形表，於106年8月30

日陳副校長核閱。 

四、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正興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6年8月9日至本校查核105年度林語堂

故居財務收支情形，本室整理並提供原始憑證冊、金融機構轉帳相關證明文件及明細

分類帳等資料備查。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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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系 
科技部之「日語條件表現 (Ⅱ)「となると」

「となれば」「となったら」」計畫 
106年8月31日 

2 數學系 
科技部之「資金管理與動能效應在金融市

場之研究：理論與實務」計畫 
106年8月31日 

3 資管系 
科技部之「產學合作計畫－包裝產業之商

業智慧系統導入與雛型」計畫 
106年8月28日 

 

【第二組】 

一、 完成106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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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完成105學年度7月份計畫預算執行表，並發送各計畫執行單位。 

三、 完成106年7月份固定及非固定薪資所得扣繳申報。 

四、 提供106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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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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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配合校外機構各類型補助案納入校發計畫規定，106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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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1 教師教學發展組 105-D-02-3101-4-01 

102-104 教育部第 3 期獎

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

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2 6404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105-A-02-6404-5-11 學生生涯發展輔導 

3 0706 學生住宿中心 105-D-03-0706-4-02 提升營隊服務品質 

4 3100 教學資源中心 105-A-03-3100-5-01 
教師教學增能及教學成

果 

5 6101 法律系 105-B-01-6101-5-10 合群方案 

6 6101 法律系 105-A-01-6101-4-01 
強化學生未來發展與競

爭力 

7 0408 註冊課務組 106-G-06-0408-5-06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

之基本開銷 

8 5504 語言教學中心 106-G-06-5504-5-03 
各類基礎課程維持運作

之基本開銷 

9 0710 健康暨諮商中心 106-G-06-0710-2-01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

之基本開銷 

10 0710 健康暨諮商中心 106-C-01-0710-5-01 學涯輔導機制推展 

11 0702 群育暨美育中心 106-C-02-0702-5-02 自主學習能力培養 

12 3100 教學資源中心 106-G-07-3100-4-01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及北一區

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13 6404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106-G-06-6404-5-02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

之基本開銷 

14 6101 法律系 106-G-06-6101-5-01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

之基本開銷 

15 6101 法律系 106-G-06-6101-5-02 
各類基礎課程維持運作

之基本開銷 

16 0710 健康暨諮商中心 106-C-01-0710-5-04 學涯輔導機制推展 

17 5201 中國文學系 106-G-06-5201-5-01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

之基本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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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四月 

【圖書館】 

一、8 月 7 日(一)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次主管會議，報告「第八屆台日亞洲未來論壇暨東

吳大學動漫畫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徵稿進度、「城中校區第二閱覽室整修工

程」流標改善補救方案及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新年度維護合約問題等事宜。 

二、8 月 28 日(一)召開 106 學年度第 2 次主管會議，報告優九聯盟圖書委員會「自動化

系統」合作項目廠商展示說明會時間及「城中校區第二閱覽室整修工程」流標改善

補救方案進度與改善方案衍生預算不足，建議支應預算項目來源等事宜。 

三、編輯及宣傳中、日文版「第八屆台日亞洲未來論壇暨東吳大學動漫畫文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徵稿啟事海報。 

四、撰寫 106 學年度「校務評鑑自評報告書--核心指標檢核重點填報表」內容。 

五、編輯及彙整 106 年度圖書館行事曆。 

六、「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英文版網頁」購案於 106 年 8 月 8 日決標，預算金額 18

萬元，決標金額 18 萬元。 

七、「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刪除讀者檔專案」購案於 106 年 8 月 28 日決標，預算

金額：15 萬 7,500 元，決標金額 15 萬 7 千元。 

八、「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線上主題書展」購案於 106 年 8 月 28 日決標，預算金

額 32 萬元，決標金額 31 萬 5 千元。 

九、協助解決夥伴學校館員及讀者線上申請館際借書證相關問題。 

十、協助排解夥伴學校各項平台系統操作問題。 

十一、 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館際合作統計 

項    目 時     間 數    量 

網頁瀏覽人次 98 年 10 月 8 日至 106 年 8 月 31 日 448 萬 84 人次 

聯合目錄(匯入) 98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8 月 31 日 753 萬 9,492 筆 

圖書代借代還 
106 年度計畫 

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8 月 31 日 

(12 校) 

總處理件:1,074 筆 

線上申請 

館際借書證 

106 年度計畫 

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8 月 31 日 

(13 校) 

總處理件：312 人次 

北一區館合證 

(臺大圖書館提供) 

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8 月 31 日 
進館量/13 人次 

借書量/21 本 

100 年 10 月 12 日至 106 年 8 月 31 日 
進館量/4,744 人次  

借書量/4,619 本   

十二、 協助夥伴學校館員及讀者排解相關問題統計（統計期間：106.8.1-106.8.31） 

類  型 件數 

系統服務 10 

館員服務 29 

讀者服務 6 

聯合目錄 3 

貨運服務 3 

合  計 51 

 

【技術服務組】 

一、組務： 

(一) 完成 106 學年技服組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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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孫沛君育嬰假職務代理聘任人員。 

(三) 公告 105 學年度教師新著。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完成 2017 年西文期刊與 ACS 電子期刊第二次到刊查驗。 

(二) 完成 2016 年 ACS 電子期刊結案驗收。 

(三) 更新圖書統籌經費預算編號及薦購表單。 

三、 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6/07/31-106/08/28） 

(一) 購案核銷與採編維護 

購案 核銷 

12 件 1 件 

系統訂購檔 購書移送 贈書移送 

430 筆 1,002 冊 372 冊 

期刊編目 期刊驗收 期刊催缺 

2 筆 181 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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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件 

學報寄送處理（含加工、打包） 學報 150 本 

 

【讀者服務組】 

一、 106 年 7 月 20 日（四）「城中校區第二閱覽室整修工程」開標，其中空調設備因建築師

委託之空調技師報價與各家投標廠商報價最低者，差額約 265 萬元導致流標，經請教校

務發展組，建議圖書館待各項工程標案底定後，重新上簽申請計畫異動。感謝總務處協

助進行流標後補救方案，目前進度報告如次： 

(一)土木標案：8 月 9 日（三）開標，由爵咖欣業公司以 1,268,061 元得標。 

(二)空調標案：8 月 10 日（四）開標，由伸富公司以 3,000,000 元得標。 

(三)門禁與網路設備標案：8 月 3 日（四）協調電算中心網路組、金撰廠商與城區分館，

三方當面確認網路設備需求，以利辦理後續第三標案事宜。 

(四)8 月 15 日（二）發現建築師圖面、地坪、預算書部份內容計算錯誤，需追加三項小

工程，同時記取去年第一閱覽室工程經驗，擬將強化玻璃改為防火耐燃鋼絲玻璃，

以符合消防安檢要求，維護師生安全並避免浪費學校經費。預算不足差額約 186,786

元，擬由「圖書館共享空間捐款、門禁網路設備減項施作、校發計畫預算」三方面

流用支應。 

二、 配合國際交流生、院級交流生、自費研修生、華語中心學員短期交流建檔事宜。 

三、 106 學年度新生活動將於 9 月 18 日（一）至 10 月 17 日（二）舉辦，共有「進擊的圖書

館」實體空間闖關活動、「資源 17go!」線上闖關活動、「閱讀即戰力」新生書展以及「專

題演講二場」，共計四項活動，透過實體虛擬與動靜態活動內容，加深新生對圖書館服

務之認識，進而善用圖書館空間資源，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 

四、 籌備 10 月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紀念活動、12 月圖書館週結合超馬活動。 

五、 配合提供 105 學年度各項統計數據。 

六、 讀者服務組各項業務月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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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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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239 949 563 0 58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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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304 240 0 87 
賠書:1 

賠款:1 

101 筆 

3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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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47 58 
本校 8,247 

校外 423 
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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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0 
3 場 

54 人 
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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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56 12 人次 15 人次 

七、 105 學年度各學系學生圖書資料借閱狀況如下（105/8/1 至 10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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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

在職學位

學程 

圖書借閱 
冊數 25,311 6,961 5,026 8,461 6,896 7,564 5,804 13,607 20,995 4,638 35,421 1,018 

圖書借閱 
人次 8,269 3,077 1,977 3,842 3,131 3,701 1,381 6,877 7,883 2,020 14,856 735 

非書借閱 
件數 1,453 511 405 756 821 1,425 371 2,854 1,674 419 2,642 262 

非書借閱 
人次 858 332 268 495 566 969 242 1,836 1,109 257 1,778 208 

學生總數 1,008 279 275 528 558 610 333 1,016 1,408 274 2,16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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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 1,235 589 1,093 5,577 5,258 7,580 6,218 4,817 5,026 2,619 631 6 

圖書借閱 510 707 424 664 2,507 2,924 4,332 3,670 2,504 1,855 1,562 33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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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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次 

非書借閱 
件數 271 326 72 263 653 1,307 1,580 1,420 910 826 999 62 0 

非書借閱 
人次 223 217 64 207 423 877 1,085 1,007 631 598 720 35 0 

學生總數 237 207 207 236 379 795 1,142 1,179 666 754 543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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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教務處提供之網路統計數據。 

八、 105學年度及 104學年度各學院學生圖書與非書借閱狀況比較表如下： 

【各學院學生圖書借閱量比較表】 

  學年度 

 

 

 

學院別 

105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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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1 25,378 66,023 18.39 -0.28 3,618 20,900 67,548 18.67 

外語學院 2,698 16,780 39,240 14.54 -0.13 2,670 11,358 39,165 14.67 

理學院 1,266 4,812 9,420 7.44 0.54 1,258 2,904 8,677 6.90 

法學院 2,161 14,856 35,421 16.39 -1.2 2,137 12,944 37,595 17.59 

商學院 5,350 17,189 32,155 6.01 -0.13 5,406 11,383 33,203 6.14 

巨資學院 211 735 1,018 4.82 -0.93 105 149 604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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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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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1 3,730 5,742 1.60 -1.11 3,618 6,089 9,821 2.71 

外語學院 2,698 3,202 4,947 1.83 -0.62 2,670 4,451 6,543 2.45 

理學院 1,266 1,134 1,585 1.25 -0.68 1,258 1,773 2,432 1.93 

法學院 2,161 1,778 2,642 1.22 -0.76 2,137 2,932 4,241 1.98 

商學院 5,350 4,953 7,104 1.34 -0.52 5,406 6,754 10,067 1.86 

巨資學院 211 208 262 1.24 -0.9 105 173 225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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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 v.s. 104 學年度「圖書平均借閱冊數」比較表】 

 

【105 學年度 v.s. 104 學年度「非書平均借閱件數」比較表】 

 

 

【數位與系統組】 

一、 辦理工讀生加退保、工讀時數登錄與管理。 

二、 辦理圖書館自動化年度維護合約請購案。由無系統廠商刻正進行業務重整，故配合廠商

簽訂短期的系統維護合約（合約起迄為 106 年 8~10 月）。 

三、 徵集 105 學年度單位校史資料，發函提醒一、二級單位上網填寫校史紀要系統。 

四、 更新圖書館網頁，包括 105 學年度各類館藏統計、館際服務與借閱量等相關統計數據。 

五、 配合優九聯盟圖書委員會「自動化系統」合作項目，淡江大學圖書館舉辦「優九聯盟共

建共享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廠商簡報會/Alma 動化系統展示會(8/8)，計有東吳、文化、世

新、淡江、實踐、臺北醫學、輔仁與銘傳大學圖書館等，共計 22 位館員參加。 

六、 辦理 2017 年本校官網「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專區」之「學校沿革」內容之簽呈事宜。 

七、 進行 105 學年度圖書館電子資源相關業務統計作業。 

八、 八月份城區分館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計 1 場，計 5 人次參加。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2017/8/3 10:00~12:00 Standard & Poor’s Compustat Research Insight 資料庫說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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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 ACS 電子期刊及 Emerald 之 SFX 連結 種 67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105學年度

104學年度

0

0.5

1

1.5

2

2.5

3

105學年度

104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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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設定。 

[資料庫]更新 Aremos 單機版資料庫。 個 1 

[電子書]上載中西文電子書至 ERM 電子資源管理系統，

計 359 筆。 
筆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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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書目資料由學位論文系統轉出 ISO 2709 格式 75 

論文系統上傳相關問題諮詢 22 

郵寄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國家圖書館 26 

機構典藏系統上傳 EMBA 學位論文 21 筆，電子檔案權

限異動計 15 筆。建檔並上傳《溪城》雙週刊復刊第 1-5

期及 5-51 期各版標題，計 210 筆。 

筆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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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網頁建置 

與維護 

更新本館網頁：首頁動態 banner、各項統計資訊、「資訊

一指通」及新生活動網頁。 
件 11 

圖書館 

自動化 

書評審核(0) 

件 352 客服問題(2) 

WebPAC 維護-書影圖檔(350) 

電腦維護 

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3) 

件 8 

軟體更新、安裝及檢測(4) 

印表機(0)、掃描器(0) 

主機及周邊設備(0) 

機房管理(0) 

網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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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四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本校教學精進補助辦法及教師專業社群補助辦法經 8 月 28 日行政會議討論，決議修

正後通過。刻正依據當日會議討論內容進行修改，修改內容擬於陳核校長通過後，儘

早公告及開放申請，以利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申請案之執行。 

(二)持續進行 106 年 9 月 6、7 日於宜蘭礁溪舉辦之「106 學年度新進教師暨教學創新系

列研習活動」籌備作業，本次活動目前校內已有 35 位教師報名參加(含 18 位新進教

師)，校外有 23 位教師參加。 

(三)完成 106 學年度教學資源手冊編製，經需求調查後，本學年擬印製 100 本，預計於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期間發送至各系辦，委請系辦轉發有需求之教師。 

(四)「中文素養檢核暨提升機制」106 學年度上學期大一國文施測之試卷均已上傳平臺並

測試無誤，擬於開學後第三週開始進行施測。持續進行「鬥智中國」遊戲網頁功能測

試修正及新增遊戲題庫。  

  二、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 

(一)8 月 3 日舉行磨課師跨校系列課程啟動會議，邀請輔仁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及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 3 所合作學校與臺灣師範大學教師及同仁參與，研討未來各校合作模式

及課程規劃走向。 

(二)8 月 7 日於雙溪校區第二教學研究大樓 5 樓 D0507 室辦理【磨課師數位教材系列工

作坊－課程錄製與肢體表現】，邀請臺科大胡家紋老師講授「磨課製作破解版/實作-

手機自拍錄磨課」及「要臉不要臉-聲音與肢體展演/實作-影棚錄影體驗」課程。因場

地限制本研習僅開放 12 位名額，活動當日共有 10 人與會，除本校教師外，另有 1 校

(淡江)教師跨校參與。 

(三) 8 月 9 日完成 106 磨課師系列課程『【全面瘋運動：健康人生】－球類專項運動』及

『老有所養－老福政策與照顧技術職人養成』修正計畫書上傳，目前經費表尚在教育

部審核中，俟審核通過後，將另發函至逢甲大學請領第一期補助款。 

三、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依 106 年 8 月 3 日與共同召集學校政治大學召開「106 年度計畫總主持人第 2 次會

議」行前會決議，8 月 8 日函請執行「教學增能計畫」夥伴學校臺北藝術大學、真理

大學、臺北市立大學等 3 校，於 9 月 8 日前完成「教學增能計畫」期中評估表(E 表)

填寫暨自評。預計於 9 月中旬，由召集/共同召集學校、攜手成長諮詢夥伴學校接續

辦理複審作業。 

(二)106 年 8 月 8 日下午於中國文化大學召開「106 年度計畫總主持人第 2 次會議」，通

過 106 年度計畫「期中執行進度評估表(E)」線上管考作業，改以每 3 個月填報「教

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呈現累計成果方式替代，各參與執行計畫學校定期

審視所屬方案推動情形並提供執行成果，交付召集學校計畫辦公室統一彙整上傳前

述網站。 

(三)106 年 8 月 14 日「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106 年度延續性計畫第 1 期補助款

經費，轉撥夥伴學校作業完畢。 

(四)106 年 8 月請購「106(1)學期北一區 Zuvio 雲端即時回饋系統帳號」77 門 (含 15 校教

師提出續用 47 門、新申請 30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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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理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本校「106 年度教學創新試辦計畫」於 106 年 7 月 19 日獲教育部核定補助新臺幣

2,500 萬元，並於 8 月 9 完成完整版計畫書報部；「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初步構

想規劃書」亦依教育部規定，於 8 月 30 日完成報部流程。 

(二) 106 年 7 月 26 日函請各子計畫承辦人於 8 月 31 日前上線填報「進度評估表(E 表)」，

並由各分項計畫主持人於 9 月 14 日前完成審核。 

(三)截至 106 年 8 月 31 日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共上傳計畫成果 128 則，最

新消息 64 則。  

(四)截至 106 年 8 月 29 日東吳教學卓越計畫網站瀏覽人次達 5,556,961 人次，最新消息

與成果分享訊息分別為 1,990 則、885 則。  

(五)至「東吳教卓 fb」上傳最新消息和成果分享訊息，共 5 則，截止於 8 月 14 日粉絲專

頁按讚總數達 1,435 人次。 

(六)106 年 8 月 31 日參加教育部舉辦之「107 年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申請說明

會」，以利了解 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社會責

任實踐計畫」之申請與填報相關規範。 

  二、隨堂教學助理 

106 學年第 1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計畫共補助 188 門課程(含新進教師一門)，新進

教師申請期限為 9 月 11 日。另，為能如期完成助理加保作業，助理資料填報期限為

9 月 11 日，助理勞動契約書繳交期限為 10 月 6 日。 

  三、語文學習 

(一)辦理 105-2 多益英語證照班保證金退費，共有 39 人符合資格，退 78,000 元。 

(二)進行新學期「多益英文證照班」、「多國語言角」、「英文習得戲劇班」之前置宣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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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件。 

(二)D0507 虛擬攝影棚:錄製影片共 23 支、使用時數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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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目前有 642 位教師已上傳教材，教

材上網率 69.5%，自 2 月 20 日起至 8 月 28 日止，平台上線人次共 163,732 人，瀏覽量達

4,626,200 次。Moodle 諮詢共 5 案。 

  三、維護數位教學與行政系統 

網站/平台/系統 作業說明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 1.8 月 28 日將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授課大綱、點名模組以及成績

匯入模組匯入至東吳 Moodle 平台。 

2. 撰寫推播訊息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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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四月 

一、 本中心 2017 年暑期華語夏令營報名人數達 37 人，包含來自日本獨協大學、學習院大學、

韓國檀國大學等校以及來自比利時、美國的散客，成果結業式於 8 月 25 日圓滿結束，

中心於 8 月 26 日至 8 月 27 日期間安排送機。 

二、 本次暑期華語營隊分級特與國家華語測驗委員會合作，採用該單位最新開發之線上適性

分級測驗系統，為學生進行程度分班。 

三、 韓國釜山外國語大學近日來信詢問有關 2017 年 12 月寒假華語營隊相關事宜，該校師長

表示目前已有多名學生向其詢問華語營隊事宜，將盡速提供營隊報價及課程資訊給他。 

四、 2017 年正期制秋季班，將於 9 月 18 日至 12 月 5 日開班，本次開班計有 17 位續讀舊生

及新報名 21 位新生共 38 人，目前仍持續有學生報名。 

五、 本中心設計開發之線上報名系統，已於 8 月 28 日完成初驗，將持續與系統廠商針對細

節微調修改，以期能使系統更加完備。 

六、 為使境外學生盡速適應臺灣生活，華語小老師將於 9 月 21 日晚間舉辦 106-1 歡迎派對，

邀請境外學生一同參加。 

七、 楓雅學苑宿舍法規說明會將於 9 月 19 日晚間舉行，會議中將向住宿學生說明有關宿舍

各項設備環境、法規規範及安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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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四月 

一、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一) 完成「東吳大學 APP」第三階段系統組內部資料彙整與討論。 

(二) 完成 106 第 1 學期開學前即時選課作業。 

(三) 完成 106 第 1 學期新生預選選課作業。 

(四) 完成推廣部系統改版班別、班類 API 撰寫，持續進行學生資料查詢、修

課記錄查詢   API 撰寫。  

(五) 完成東吳大學電子報訂閱系統。 

(六) 完成系統需求單管理系統測試與細節修正作業，預計九月召開全校教育

訓練。 

(七) 完成東吳大學 APP 第三階段與東吳人資料庫 APP 版上線及相關修正。 

(八) 完成第一階段僑生招生報名系統開發。 

(九) 完成生涯諮商教職員亦可使用之相關調整，並進行測試中。 

(十) 完成因應 106.組織異動，相關預算設定調整作業。 

(十一) 持續與廣達電腦公司就合作項目，撰寫同步程式，建置伺服器、及進行

相關討論。 

(十二) 持續進行選課分發程式改寫作業。 

(十三) 持續進行學務 e 關懷與學業關懷各項程式修訂需求。 

(十四) 持續進行 OS/2 舊教務系統改版- (教務處系統-學籍系統-修正學籍新生入

檔)整理修正測試、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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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處理 APP 相關問題與協助各單位解決公文相關問題。 

二、全校網路設備與相關系統說明 

(一) 進行電算中心雙溪校區機房環控及門禁工程。 

(二) 進行中研院至外雙溪校區專線線路建置。 

(三) 進行資安防火牆更新工程。 

(四) 進行廣達 Qcall 及 CAMP 專案建置測試。 

(五) 完成每季資安網路設備報告。 

(六) 完成提供資訊安全營運衡量指標查核月報表資料。 

(七) 進行全校性入侵偵測防禦系統參數調教。 

(八) 完成虛擬主機主機建置。 

(九) 完成系統組網站弱掃與滲透測試報告確認。 

三、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完成校區 2206 及 2219 電腦教室電腦汰舊換新。 

(二) 完成兩校區多媒體教室軟體更新。 

(三) 完成個資主導稽核員第三梯次教育訓練。 

四、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完成法務部調查局高雄處來函回復。 

(二) 完成群育中心及學生住宿中心新增網點。 

(三) 完成配合秘書室、推廣部、健康暨諮詢中心、註冊課務組及系統組申請

修改防火牆。 

(四) 完成協助營繕組 5411 與 5412 網點施佈與 1208 網點跳線。 

(五) 進行協助營繕組鑄秋大樓 1 樓貴賓室網點施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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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體育教學組】 

一、「106 學年度東吳大學體育教學研討會」訂於 9 月 12 日（二）14：00-16：30 假外雙溪校

區 G101 會議室舉行，本次會議邀請體育室所有專、兼任教師與會；會議中除報告體育室

未來展望與體育教學及各項體育活動宣導事宜外，並邀請國立台灣大學體育室主任康正

男教授演講，講題：「台灣運動產業發展趨勢」。此外，為落實體育室 106~108 校務發展

計畫中有關學生體適能提升，體育室已修訂「東吳大學學生運動核心能力檢定辦法」並

於本次體育教學研討會中說明實施細則。 

二、規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體育室課程委員會預訂於 9 月 27 日（三）召開。 

三、配合開學學生選課及課務相關作業，完成各運動場地使用公告、辦理轉學生體育抵免等。 

四、6 月 2 日強降雨致使本校網球場嚴重受損，已於暑假招商整修，預計 9 月 17 日整修完成。

籃球場面層翻修工程合約原定開學前完成，但承包廠商因進口船期延宕原料無法按時進

場，目前先暫停施工，預計最晚下學期開學前完成整修。 

五、新增「Total Resistance Exercise( TRX)」硬體設備已完成裝設於 B301 教室，預計十月中

商請專家來校介紹各位老師實際操作。 

六、城中校區體育館全面完成改裝無極燈，原球場平均亮度為 402.83LUX 目前球場平均亮度

為 679.97LUX；另舞蹈教室漏水問題已由總務處經費支付提出整修，預計十月底前施工

完成；城中校區桌球室地板翻修預計寒假整修。  

【體育活動組】 

一、本校與上海復旦大學共同辦理「2017 第四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台大學生運動交流賽」於 8

月 9 日至 14 日舉行，共有 31 所大專院校、55 支運動代表隊參賽，參賽選手、教練、裁

判及志工共計 897 人，為歷屆舉辦規模最為盛大。透過體育活動達到友誼與競技的交流，

此屆本校榮獲得男籃-第六名、女籃-第五名、女排-第四名。 

二、完成規劃「106 學年度各項體育活動時間表」及籌備相關事務。 

三、體育活動推展委員會訂於 9 月 12 日(星期二)10：00 假外雙溪校區體適能檢測中心召開，

討論 106 學年度體育活動規劃（田徑錦標賽、教職工高智爾球聯誼賽、校慶運動會）。 

四、運動代表隊教練聯席會訂於 9 月 12 日(星期二)16：30 假外雙溪校區Ｇ101 會議室召開，

邀請各隊教練出席，共同討論並訂定年度目標。 

五、運動代表隊後援會會員大會訂於 9 月 15 日(星期五)18：30 假美之宴會館（台北市士林區

前港街 21 號）召開，邀請各隊教練及校友會會長出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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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四月 

105 學年推廣部年度辦理情形報告如列： 

一、經常班 

１、開課期間為 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招生狀況如下： 

◎ 日文班 105 學年報名人次 16662 人，總收入為 64,235,086 元。 

104 學年報名人次 16680 人，總收入為 64,558,405 元。 

◎ 韓文班 105 學年報名人次 1778 人，總收入為 6,632,823 元。 

104 學年報名人次 1265 人，總收入為 4,837,981 元。 

◎ 東協語文班 105 學年報名人次 150 人，總收入為 502,119 元。 

104 學年未辦理。 

◎ 英文班 105 學年報名人次 2956 人，總收入為 11,590,886 元。 

104 學年報名人次 3181 人，總收入為 12,407,451 元。 

◎ 德文班 105 學年報名人次 373 人，總收入為 1,580,495 元。 

104 學年報名人次 396 人，總收入為 1,708,733 元。 

◎ 法文班 105 學年未辦理。 

104 學年報名人次 81 人，總收入為 376,152 元。 

◎ 西班牙文班 105 學年報名人次 434 人，總收入為 1,903,652 元。 

104 學年報名人次 423 人，總收入為 1,823,258 元。 

◎ 數位人才學苑 105 學年報名人次 1020 人，總收入為 6,084,214 元。 

104 學年報名人次 1762 人，總收入為 6,555,607 元。 

◎ 企貿班 105 學年報名人次 498 人，總收入為 3,029,983 元。 

104 學年報名人次 526 人，總收入為 3,365,581 元。 

◎ 文化班 105 學年報名人次 1539 人，總收入為 3,898,311 元。 

104 學年報名人次 1654 人，總收入為 3,945,887。   

◎ 雙溪學苑 105 學年報名人次 486 人，總收入為 1,421,884 元。 

104 學年報名人次 390 人，總收入為 1,147,231 元。 

◎ 週日學苑 105 學年報名人次 312 人，總收入為 1,428,835 元。 

104 學年未辦理。 

 

【105 學年經常班年度報名總人次 26208 名；總收入為 102,308,288 元。 

104 學年經常班年度報名總人次 26358 名；總收入為 100,726,286 元。】 

 

二、學分班 

◎ 105 學年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1376 人；總收入 12,106,065 元。 

104 學年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1185 人；總收入 10,616,6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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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推廣部自行開設學分專班未辦理。 

104 學年推廣部自行開設學分專班人次 46 名；總收入 325,560 元。 

 【105 學年學分班總人次 1376 名；總收入為 12,106,065 元。 

104 學年學分班總人次 1231 名；總收入為 10,942,161 元。】 
 

三、委訓、合作、補助課程 

◎ 105 學年境外自費研修生(隨班附讀)總人次 144 名；總收入 8,600,886 元。 

104 學年境外自費研修生(隨班附讀)總人次 269 名；總收入 16,078,982 元。   

◎ 105 學年境外自費專班研修生（東福海洋）總人次 104 名；總收入 5,822,960 元。 

104 學年境外自費專班研修生（東福海洋）總人次 54 名；總收入 3,023,460 元。 

◎ 105 學年境外自費專班研修生（東福法律）總人次 116 名；總收入 5,610,920 元。 

104 學年未辦理。 

◎ 105 學年產業人才投資學分專班總人次 153 名；總收入 1,055,880 元。 

104 學年產業人才投資學分專班總人次 307 名；總收入 2,303,064 元。 

◎ 105 學年充電起飛學分專班未辦理。 

   104 學年充電起飛學分專班總人次 24 名；總收入 89,600 元。 

◎ 105 學年 PMP 專案管理師總人次 373 名；總收入 11,397,282 元。 

104 學年 PMP 專案管理師總人次 480 名；總收入 14,392,600 元。 

◎ 105 學年樂齡大學總人次 52 名；總收入 475,750 元。 

104 學年樂齡大學總人次 45 名；總收入 446,000 元。 

◎ 105 學年高中營隊總人次 531 名；總收入 2,482,240 元。 

104 學年高中營隊總人次 635 名；總收入 1,942,401 元。 

◎ 105 學年企業包班(高端培訓班)總人次 617 名；總收入 8,096,824 元。 

104 學年企業包班（高端培訓班）總人次 442 名；總收入 1,439,000 元。 

◎ 105 學年退輔會委訓學分專班未辦理。 

104 學年退輔會委訓學分專班總人次 27 名，總收入 222,300 元 

◎ 105 學年列計溪城講堂人次 253 名；收入 12,675,492 元。 

2016 溪城講堂列計 105 學年人次 206 名；收入 10,297,232 元； 

2017 溪城講堂列計 105 學年人次 47 名；收入 2,378,260 元。 

104 學年列計溪城講堂人次 314 名；收入 13,953,765 元。 

2015 溪城講堂列計 104 學年人次 253 名；收入 11,628,991 元； 

2016 溪城講堂列計 104 學年人次 61 名；收入 2,324,774 元。 

◎ 105 學年遊學團總人次 6 名；總收入 60,000 元。 

◎ 105 學年，線上課程、音樂班、雜項收入，總人次 0 名；總收入 1,540 元。 

104 學年，線上課程、音樂班、雜項收入，總人次 12 名；總收入 64,2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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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委訓、合作、補助課程總人次 2349 名；總收入為 56,279,774 元。 

104 學年委訓、合作、補助課程總人次 2609 名；總收入為 53,955,462 元。】 

 

四、台北市政府建教合作課程 
◎ 105 學年應列計總人次 338 名；應列計收入 1,880,600 元。 

104 學年應列計總人次 277 名；應列計收入 1,536,700 元。 

    

 

以上班別 

【105 學年目標收入 169,340,000 元， 

總人次 30271 人，總收入$172,574,727 元，目標達成率約 101.91％ 

104 學年目標收入 145,440,000 元， 

總人次 30475 人，總收入 167,160,609 元，目標達成率約 114.93％】 

 

 

 



61 

校牧室 
四月 

一、8/13 溪城講堂結業式，黃校牧為參與師生祝福禱告。 

二、8/25-8/30 校牧偕同安素堂詩班赴馬來西亞詩歌交流，8/27 在沙巴救恩堂主日講道並推介

東吳大學。 

三、溪區教職員團契於每週四午休時間進行，目前閱讀詩篇，人數 6-9 人，9 月起聚會改為每

週二中午在馬可房，歡迎大家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