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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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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6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於城中 2123 會

議室順利舉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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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各學制新生註冊率如下： 

(一)學士班大一新生核定招生名額共 2759 人，1 人保留入學資格，2672 人註冊(含報告延

遲註冊)，註冊率為 96.88%，若含境外生、外加名額計 2980 人，註冊 2829 人，註冊率

94.93%。 

(二)學士班二年級轉學生錄取 123 人，註冊 118 人，註冊率 95.93%。(另，退伍軍人外加，

中文系及日文系各錄取 1 名，均已報到註冊) 。 

(三)學士班三年級轉學生錄取 128 人，註冊 115 人，註冊率 89.84 %。 

(另，政治系 1 名雙聯學制學生及經濟系 1 名外國學生均已報到註冊，退伍軍人外加社工

系錄取 1 名，但未報到)。 

(四)進學班二年級轉學生錄取 42 人，註冊 34 人，註冊率 80.95%。 

(五)進學班三年級轉學生錄取 25 人，註冊 23 人，註冊率 92.00%。 

(六)進修學士班一年級新生甄審加申請共招收 274 人，註冊 218 人，註冊率 79.56%。 

(七)碩士班新生(核定名額 459 人)報到 423 人，註冊 401 人，註冊率 94.80%。 

(八)碩士在職專班新生(核定名額 398 人)錄取 389 人，註冊 347 人，註冊 89.20%。 

(九)博士班新生(核定名額 17 人)錄取 15 人，註冊 14 人，註冊率 93.33%。 

二、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因學業因素（連續兩學期學期成績 1/2 學分不及格、學期成績 2/3 學

分不及格、延長修業年限屆滿仍未畢業、研究生修業年限屆滿仍未畢業）退學人數（以

106 年 9 月 29 日轉檔資料計算）：學士班 78 人；碩士班 19 人；博士班 2 人；進修學士

班 13 人；碩士在職專班 17 人。 

三、106 學年度學士班及碩、博士班優秀新生名單已於 9 月 25 日送至德育中心辦理後續相關

退費事宜。 

四、9 月 18 日起開放各任課教師上網列印初選點名計分簿；自 10 月 2 日起上網列印點名計

分簿。 

五、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際選課事宜，包含國際交換生 42 校 84 人、大陸來台學生 38

校 77 人，含校級交換生 62 名、院級交換 8 校 15 名(人文社會學院 4 人、法學院 9 人、

商學院 2 人)、系級交換生中文系 1 名。9 月 18 日至 9 月 27 日協助交換生、國際生、外

校生加退選，並於 10 月 02 日至 10 月 05 日將選課清單交至國際處並協助確認。 

六、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堂反應教學評量問卷施測業已讀卡完畢，依「課堂反應問卷統計

分析小組」結議，辦理簽核發送各單位授課教師施測結果，函知各授課教師上網讀卡結

果，非聘期內教師隨函與施測結果郵寄教師收執。 

七、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計畫上傳，上傳截止日為 106 年 10 月 6 日，經列印系統報表，

計有 7 科未完成上傳公布（中文*2、哲學*1、英文*3、企管*1）。 

八、發函各任課教師及學系，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使用說明會」，

兩校區各 2 個場次，合計共 4 場（9/18、9/19、9/21、9/22）83 人次參加，較往年熱絡許

多。 

九、本學年度第一次東吳英檢於 9/23(六)舉行，報名人數 686 人，實際到考人數 563 人(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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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9 人)，通過人數 319 人（通過率：56.66％）。 

十、調查各學系辦理填報「106 年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獎勵計畫」相關資料。包含有意

參選「課程教案」、「績優教師」二項申請項目之意願調查;105 至 106 學年度開設服務學

習課程相關資料之填報，以作為申請「績優學校」填報之依據。 

 

【招生組】 

一、依據「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107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由潘維大校長

擔任主任委員、詹乾隆教務長擔任執行長，另由兩位副校長、學術交流長及各學院院長擔

任當然委員，並由主任委員遴聘中文系林伯謙、社會系張家銘、日文系陳淑娟、數學系簡

茂丁、會計系蘇裕惠、企管系王超弘等 6 位教師，共 16 人組成。業於 9 月 27 日召開第

一次會議，期能藉由招生委員會之成立，使本校招生之規劃與執行，更完善且更具前瞻性

。 

二、107 學年度考試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分則草案經函請各學系建議修訂後，依分發委員會（

成功大學）規定時程，於 106 年 09 月 20 日前上網登錄，並提案送 107 學年度第一次招

生委員會議審定議決在案。 

三、107 學年度繁星推薦暨個人申請招生簡章校系分則草案經函請各學系建議修訂後，依甄

選委員會規定時程，於 106 年 9 月 19 日前上網登錄，9 月 27 日再函請學系進行一校，

並提案送 107 學年度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審定議決在案。 

四、107 學年度計有 22 學系學程（音樂系除外），共 35 系組學程參加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有關開放同等學力及國外學歷報考情形，除人權學程與化學系修訂為開放同等學力及國

外大學報考資格外，其餘各系規定與去年同（中、歷、哲、社、人權、英、數、化、微、

企碩乙（國際商管）、貿等 11 學系組開放同等學力及國外學歷報考；政、日及巨資學程

只開放持國外大學學歷報名）。至於開放各學系碩甄錄取生申請提前入學者有：中、歷、

哲、政、社、工、人權、英、德、化、微、經、企、貿、財精、資管、巨資共 17 學系組

學程。預訂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07 日受理網路填表後郵寄報名；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6 日

各學系辦理面試；12 月 08 日公告錄取名單。 

五、為照顧經濟弱勢學生升學應試權益，經本校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106/09/27)通過，107學

年度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考生參加本校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援往例維持免繳報名費作法；

至於各項自辦考試，除低收入戶免收報名費外，中低收入戶則援例減免60%報名費。 

六、107 學年度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業於 106 年 09 月 27 日召開，會中除討論本學年度預定招

委會議日期與議程內容、審定碩士班甄試簡章草案、甄選入學及考試分發入學簡章校系

分則草案、僑生單招簡章外，同時議決各項重要自辦招生考試日期如下（相關資訊將另案

函送全校各學院系及行政單位參照，並提請預為籌劃因應）： 

（一）碩士班甄試— 106 年 11 月 20 日至 26 日，分兩校區舉行面試(無筆試)。 

（二）寒假轉學考招生—106 年 12 月中、下旬報名，招生方式採書面審查為主，部分學系

得辦理面試(如術科)。 

（三）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筆試—107 年 02 月 04 日（週日），集中城中校區舉行。   

（四）博士班—107 年 5 月 27、28 日（週日、一），筆試集中城區，面試分兩校區舉行 

（五）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甄試—107 年 04 月 21、22 日（週六、日），兩校區

舉行(法商於 4 月 22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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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夜學制轉學生—預定 107 年 7 月 22 日(週日)，集中城中校區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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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入學採計指考或統測成績。 

七、有關本校 106 學年度招生情況表列如下： 

（一）近兩學年名額內各學制招生情形（本表百分比：註冊人數÷核定招生名額 

※依教育部統計處定義，新生註冊率指「新生實際註冊人數（不含各類外加名額人

數、保留入學資格者及退學者）／核定招生名額（不含各類外加名額人數、保留入學

資格人數）」【校庫學 24 計算：註冊人數 / (招生名額-保留入學)】 

部別 學年度 學士班 二年級轉學生 三年級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日間

學制 

106 學年度 96.88 % 95.93 % 75.16 % 87.36 % 8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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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別 學年度 進修學士班 進學班二年級 進學班三年級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

學制 

106 學年度 79.20 % 70.83 % 63.89 % 87.19 % 

105 學年度 88.69% 100% 76.20% 87.94% 

備 

註 

說 

明 

※學士班新生另包含退伍軍人、原住民、派外子女等特種身分考生外加名額，

詳加分析其註冊率（註冊人數÷分發錄取人數）： 

 —含僑生、外國學生、身障生等外加名額之註冊率 94.93 %（去年 94.94%） 

               ● 教育部核定名額內註冊率 96.88 %（去年 96.85 %） 

※身障甄試錄取 14 名、放棄 3 名、註冊 11 名（去年錄取 34 名，註冊 29 名） 

（二）近兩學年學士班各管道招生情形分析(繁星及申請之分發皆扣除放棄) 

入學 

管道 
學年度 

核定

名額 

分發

名額 

註冊

人數 

註冊人數/ 

錄取分發名額 

註冊人數/ 

核定名額 

繁星 

推薦 

106 學年度 507 445 434 97.53 % 85.60 % 

105 學年度 401 370 363 98.11% 90.52% 

個人 

申請 

106 學年度 1469 1240 1226 98.87 % 83.46 % 

105 學年度 1379 1169 1143 97.78% 82.89% 

考試 

分發 

106 學年度 773 1063 1002 94.26 % 129.62 % 

105 學年度 969 1210 1156 95.54% 119.30%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106 學年度 10 10 10 100% 100% 

105 學年度 10 10 10 100% 100% 

（三）統計本校學士班入學新生高中學歷，依人數排序分別為： 

入學

新生

人數 

106 學年 1.景美女中 2.新店高中 3.內湖高中 3.中和高中 5.中正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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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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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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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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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大一新生戶籍所在地佔全部入學新生百分比分析，台北市由 25.09%成長至

26.99%，而臺中市則由 7.82%成長至 8.00%：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高雄市 

106 學年  26.99 %  24.57 % 9.08 % 8.00 %  5.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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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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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106 年 9 月 20 日名額內學士班已註冊人數統計。 

（五）近兩年外加名額各管道招生情形分析（本表註冊率：註冊人數÷錄取分發人數） 

僑生、外國學生、陸生等外加名額，因僅有全校外加上限規範，因此仍採以註冊人數除以

實際錄取或分發名額為基準，俾掌握招生實況。 

【僑生】（本表百分比：實際註冊人數/榜單錄取人數）： 

學制 學年度 
招生

名額 

聯合分

發名額 

申請入

學名額 

申請 

人數 

審核錄

取人數 

實際 

分發人數 

(申請+聯分) 

註冊 

人數 

註冊人數 

 /分發名額 

學士班 
106 學年度 273 139 134 463 410 87+55 80 56.34% 

105 學年度 270 138 132 494 460 94+101 129 66.15% 

碩士班 
106 學年度 49 x 49 29 21 4 3 75.00 % 

105 學年度 47 x 47 19 17 5 4 80.00% 

博士班 
106 學年度 3 x 3 0 0 0 0 * 

105 學年度 3 x 0 0 0 0 0 * 

僑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分發人數

） 

106 學年度 56.85 % 

105 學年度 66.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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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際分發 0 名（去年錄取 1 名、分發 0 名）。 

【外國學生】（本表百分比：實際註冊人數/榜單錄取人數）： 

學制 學年度 招生名額 申請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註冊人數 
註冊人數 

/錄取名額 

學士班 
106 學年度 147 61 53 86.89% 12 22.64 % 

105 學年度 144 53 45 84.91% 17 37.78% 

轉學考 

106 學年度 

二年級 122 0 0 * * * 

三年級 132 4 4 100% 1 25% 

105 學年度 



6 

二年級 134 2 1 50.00% 1 100% 

三年級 92 1 1 100% 1 100% 

學制 學年度 招生名額 申請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註冊人數 
註冊人數 

/錄取名額 

碩士班 
106 學年度 60 16 14 87.5% 8 57.14 % 

105 學年度 60 20 18 90.00% 7 38.89% 

博士班 
106 學年度 5 3 3 100% 2 66.67 % 

105 學年度 3 4 3 75.00% 3 100% 

外國學生總錄取率 

（錄取人數÷申請人數） 

106 學年度 88.10 % 

105 學年度 85.00 % 

外國學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錄取人數） 

106 學年度 31.08 % 

105 學年度 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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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生】（本表百分比：實際註冊人數/正式分發人數）： 

學 

制 
學年度 

招生 

系組數 

招生

名額 

申請

人次 

通過審

核人次 

預錄 

正取人數 

預錄 

備取人數 

正式 

分發人數 

註冊

人數 

註冊人數 

/分發名額 

學 

士 

班 

106 學年 

26 

(13 學系 

學程) 

26 1,144 1,103 26 700 26 25 96.15 % 

105 學年 

45 

(23 學系 

學程) 

55 1,884 1,829 
56 

(會計增額) 
801 55 55 100 % 

碩 

士班 

106 學年 22 22 131 117 22 3 21 18 85.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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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0 % 

105 學年 6 8 14 7 3 0 3 3 100 % 

陸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 

分發人數） 

106 學年度     92.16 % 

105 學年度      100 % 

八、教育部核定本校 107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為：日間學制學

士班 2,759 人、碩士班 459 人、博士班 16 人（較去年 17 人減招 1 人），合計日間學制學

生 3,234 人；進修學士班學生 274 人、碩士在職專班 398 人，合計夜間學制學生 672 人。

總計日夜招生總量 3,906 人。復依部函規定，各學系各管道招生名額業於 8 月 14 日再案

陳報教育部在案。將俟教育部核定後，另案函送各學院系知照。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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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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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育部核定本校 107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班組學位學程如下：(一)同意英文學系更名

為「英文學系翻譯碩士班」；(二)同意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籍分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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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另案函送全校各一二

級單位知照。 

十一、本校 107 學年度名額內學士班各管道招生比率為： 

【繁星不得低於 15%、申請最高 55%】 

十二、本校 107 學年度外加名額各管道招生人數為： 

註：107 學年度—僑生申請入學招生名額共 119 名、聯合分發 125 名、僑生單招 40 名。

各學制外國學生招生名額、身心障礙學生甄試與運動績優甄審名額，前經函請各學系提

報建議，並經招生委員會議決在案。 

十三、有關本校 107 學年度招收陸生計畫，將俟教育部來函後依規定期限提報，並於招委會

提出報告案。 

十四、研擬 107 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如：海外僑生（含港澳生）、身心障礙甄試、四技二專

甄選、外國學生春季班申請入學等簡章分則草案，分別依試務時程簽核後上網登錄。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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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送招生委

員會審議，規畫辦理首屆僑生單招，招生名額共 40 名。 

十六、填報登錄本校轉學生退伍軍人加分優待錄取考生資料，106 學年度共正取 3 人次。 

十七、填報登錄本校運動績優轉學(插班)考試加分錄取名單及考生報到情形資料，106 學年度

共正取 1 人次。 

十八、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東吳英檢業於 106 年 9 月 23 日於外雙溪校區舉行，此次報名教職

員生共 393 人，合計安排 7 間試場(含特殊考場 1 間)，計有 13 位監試人員協助完成此

次試務工作。 

十九、彙整填報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06 年度 10 月表冊所需相關數據。招生組負責填

報校庫資料有基本資料 1、2、3、6；學 24、學 24-1、學 24-2；職 6。 

入學

管道 

107學年度 106學年度 

學系 

學程 

招生 

系組 
核定名額 

學系 

學程 

招生 

系組 
核定名額 

繁星

推薦 
22 23 492 17.83% 

72.31% 

22 23 507 18.38% 

71.62% 
個人

申請 
23 24 1503 54.48% 23 24 1469 53.24% 

考試

分發 
23 24 754 27.33% 23 24 773 28.02% 

四技

二專 
1 1 10 0.36% 1 1 10 0.36% 

學年度 
僑生 外國學生 原住民生 

(甄選) 

身心 

障礙生 

運動 

績優生 學士 碩士 博士 學士 碩士 博士 

107 284 46 3 147 57 5 繁 22 申 38 17 10 

106 273 49 3 147 60 6 繁 22 申 37 1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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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預計 106 年 10 月下旬召開 107 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考試各組業務協調會議，將依會

議決議修訂「107 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經費預算表」，陳主任委員核定後，併同試務工

進度表函送各任務編組。 

廿一、第十一屆招生服務團甄選招募活動刻正進行甄選面試，統計兩校區共 40 人報名，訂於

10 月 9 日招服團臉書粉絲專頁公告錄取名單。新進團員預定於 10 月 13 日(五)晚間於

外雙溪校區舉行「期初社員大會」，期能藉以凝聚共識，增進招生活動知能；另規畫於

12 月 9 日至 10 日假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辦理兩天一夜招生服務研習營。 

廿二、「東吳 life—大學升了沒 ?」(原名「認識東吳營」)預定於 106 年 1 月 23 日至 24 日（週

一~週二）在外雙溪校區舉行，規畫分兩梯次進行「大學生活導航」；另接續於 1 月 25

日進行一日「學群引航」活動。日前已完成營期服務員甄選，共計 28 人報名，錄取 22

人。此外，將另案函請學系支援學群講座，講題方向建議可包含：師長介紹（例如說明

特色發展方向、提供諮詢問答，旨在瞭解如何選擇校系）及系學會學生或系友分享（例

如大學生活規劃、未來出路等，亦可安排特色展演活動，加深高中生印象）。                      

廿三、規畫 107 年 3 月初（暫訂）舉辦「大學 open」(原名「大學開門」)研習活動，預計邀

請本校各學院系參與申請入學業務經驗豐富之教師擔任主講人；並搭配個人申請管道

入學學生現身說法。規畫邀請參與對象以高三學生、家長及高中輔導老師為主。 

廿四、9 月份宣導共赴 5 所高中進行（6 場）招生宣導，計有：9/25 私立道明中學 (法律系胡

博硯、巨資學院呂明頴)；9/26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資管系曾修宜）；9/29 私立復旦高中

（法律系陳芊諭）；私立崇光女中（英文系戚建華）；私立景文高中（經濟系孫嘉宏）。

截至 9 月 29 日止，統計本學年高中校系學群宣導已排定 57 場次、高中到訪 5 場（含

一般參訪 3 場；領航人學術專題課程 2 場）、高中博覽會 3 場。場次仍將陸續增加。 

廿五、有關學生住宿中心租賃十信高中宿舍事宜， 10 月 5 日由董副校長率同學務長、招生

組、註課組、教資中心學習組三組組長及學生住宿中心主任，共同參訪十信高中，洽談

策略聯盟合作等相關事宜。 

【通識教育中心】 

一、106 學年度教務處聘任 2 位及外語學院聘任 1 位講座教授，並擔任本中心於第一學期開

設之「當代精英的責任與關懷」大師通識講座課程其中三場專題講座，授課時間及內容

分別如下： 

 本中心同仁亦支援以上三位大師三場(10/3、10/31及 11/21)歡迎茶會之舉辦。 

 

二、通識中心主辦兩場「五育孕完人」系列活動：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地點

(城中校區) 

五(5.6) 1705 

課程主題內容  聘任單位 

陳履安老師 

(王紹育講座教授) 
106/11/10 

對內心世界的關懷：從腦科學到

自我意識   
教務處 

謝孟雄老師 

(謝東閔講座教授) 
106/12/08 

文化關懷：歐洲文明的啟示與關

懷 
外語學院 

劉兆玄老師 

(王紹育講座教授) 
107/01/12 

知識分子的責任與關懷：王道文

化與 21 世紀的永續發展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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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

屬性 
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地點 主講人/演奏者 

智育 
跨領域程式設計

競賽 

1.繳件：106年 10月 13日(五)前將紙本

企劃書連同切結書擲交至通識教育中心李

冠潔助理，企劃書電子檔另傳送至 E-

mail:06000133@scu.edu.tw。 

2. 初賽：報名截止後進入書面審查程

序，依各隊企劃書內容選出前十名之隊伍

進入複賽。初賽結果將於 10月 27日(五)

公布於通識教育中心官網之「學生公

告」。 

3.複賽:時間：106年 12月 16日(六)上

午 09:00-下午 16:30於東吳大學戴氏基

金會會議室 

 

美育 
跟著陶笛與烏克

麗麗去旅行 

106年 10月 18日 (週三)13:30~15:00 於

松怡廳 (雙溪校區 D棟 2樓) 

陶笛演奏家游

學志先生、烏克

麗麗演奏家陳

信源先生 

  

三、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通課程開課未達最低人數下限之停開科目共計 16 門。  

 

四、舉辦中心會議： 

會議名稱 時間/地點 重要決議或議程 

106學年度第一

學期第一次通

識教育中心會

議 

106 年 9 月 27 日(三) 

15：10 ~ 17：15 

地點：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B013 研討室 

1. 審查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單位申請作為本校「美

育活動」畢業標準列抵活動 

2. 「生活科技資訊」課程不通過列抵為資訊能力畢業

標準第一階段認證「高中修習 4 學分(含)以上之資

訊相關課程」。 

3. 同意以資管系開設之必修課程「專題實驗（一）」

(必修 3 學分)、「專題實驗（二）」(必修 3 學分)；

及巨資學程開設之必修課程「計算機概論」(必修 3

學分)、「程式設計」(必修 3 學分)等四門課程作為

學生資訊能力畢業標準認抵課程。 

106學年度第一

學期第一次通

識教育中心課

程委員會會議 

106 年 10 月 20 日(五) 

上午 9：30 起 

地點：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 

1. 補審 106 學年度共通課程。 

2. 研擬 107 學年度共通課程架構及實施內容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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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十月  

【德育中心】 

一. 就學貸款：本學期辦理就學貸款學生，收件至 9/25 統計共 2232 名申請，後續與銀行比

對申請筆數與金額後，將於 10/11 進行貸款學生家庭年所得查核作業。 

二. 就學減免：106 學年第 1 學期就學優待減免受理申請結束，目前初步符合減免資格者共

計 806 人，減免金額合計 2,431 萬 1,285 元整。現已發文向教育部申請提撥本學期減免預

撥款 1,202 萬 2,669 元，餘款將依規定於 12/15 前辦理核結請撥。10/13 前匯送身障類減

免所得查核資料，10/28 前完成匯送低收入戶等其他類全部減免資料至教育部系統。 

三. 生活助學金：106 學年度生活助學金申請已於 9/22 截止收件，彙整後已進行媒合分配，

並公布申請結果與分配單位，且以簡訊和 e-mail 通知申請學生分配結果，自 10/1 開始執

行至 107/7/31/止，共計 10 個月，每月發放每名學生 6000 元生活助學金。 

四. 校內工讀：106 學年度新生校內工讀，已於 9/20 申請截止，共計收件 194 件（低收 14 人、

中低收入戶生 3 人、弱勢生 20 人、一般生 157 人），並於 10/3 分配完成。另為培養同

學良好工讀態度及對相關勞動法規有所認識，以保障自身權益，將於 10/22 辦理工讀態

度訓練營。 

五. 原住民學生大專校院獎助學金：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原住民學生大專校院獎助學金已於

9/7 開放線上申請，申請期限至 10/18 止。獎學金資訊已 email 予本校符合申請資格之原

住民學生，提醒並鼓勵其踴躍申請。 

六. 研究生獎助學金：本校 106 學年度預計支用 1,500 萬元，扣除教學助學金（已核定全學

年額度為 383 萬 7,000 元整）後，再扣除 106 學年度預估提撥雇主負擔勞保保費 180 萬

後，第 1 學期之獎學金、行政助學金及研究助學金預計支用 468 萬 1,500 元整（9,363,000

元/2 學期）。已於 9/15 註冊截止日後，依各系研究生註冊人數比例計算分配獎助學金，

並行文通知各學系獲分配金額及請其辦理申請及發放事宜。 

七. 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起飛計畫）：已於 9/25 將本校 105 學年度起飛計畫經費收

支結算表備文報部，統計經費 2,700,920 元（含教育部補助款 2,400,000 元及校內配合款

300,920 元）全數執行完畢，執行率 100%。教育部於 9/15 來函回復起飛計畫 104-105 學

年度審查意見，並核定 106 學年度補助經費 200 萬元，另已依教育部審查意見修訂 104-

105 學年度成果報告書，並已依核定金額重新提報 106 年度經費申請表備文報部，同時

開始辦理本學年度起飛計畫各項輔導措施。 

八. 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活動：106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活動 9/11-9/14 舉行，本次活

動首次啟用學生擔任正副召集人與籌備團隊，且增設選修課程及夜間活動，感謝全校各

處室、各單位、各學系同仁協助，使活動順利進行，刻正進行相關各項出席率、回饋滿

意度統計、活動成果及檢討中。 

九. 博碩士班新生入學座談會：106 學年度博碩士班新生入學座談會，9/7 於外雙溪校區國際

會議廳舉行，會中安排學務處、教務處、教資中心及圖書館簡介，並由校長主持意見交

流座談，六學院共 120 名博碩士班新生參加。 

十. 班級及家族幹部：通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班級及家族幹部之建立與審查作業時程，請

各學系於 9/22 前完成 1.各班班代資料建立。2.家族導師幹部資料建立 3.轉知各班班代於

10/2 前完成班級幹部資料之建立。另於 10/23 前請各學系完成各班幹部資料正確查核作

業。 

十一. 獎懲委員會：辦理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移送校園性別事件第 1060508 案之行為人

懲處案。 



11 

十二. 遺失物處理：「東吳大學拾獲物品處理辦法」修正案已於日前奉校長核定，本次主要修

正義賣所得捐贈對象，原條文義賣所得捐贈對象為慈善機構，增加本校清寒急難學生。

另，增列悠遊卡等電子票證送發卡單位退費後，所退金額作為本校處理遺失物之經費。 

十三. 深耕品德教育系列活動：為深耕品德教育、擴大品德教育活動之深度與廣度，辦理品德

系列活動，本學期持續與士林國小合作「大手牽小手─品德養成計畫」、SCU 誠實商店、

微笑有品校園、品德講堂、品德教育微電影…等，已於第 1 哩活動期間招募品德同儕服

務團隊，其主要任務為推廣品德活動幫手，期待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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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10/22 進行期初大會暨培訓活動，除增進彼此情

誼，也律定新學期行事曆及進行任務分組討論。 

【群美中心】 

一. 社團例會：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組織幹部訓練暨期初社團例會，已於 10/1 在雙溪校區

普仁堂召開。此次整合學生事務處各單位，進行學生組織幹部訓練，鏈結校長的治校理念，

強調五育的橫向連結，讓五育教育的推動不再是單一、個別的功能。同時透過社團幹部及

班代的管道，讓訊息可以「傳到」、學生可以「知道」、需要者可以「用到」之目的。上午

安排兩場專題演講，其一，邀請王淑芳主任秘書傳達東吳大學推動五育教育之理念；其二，

邀請銘傳大學課外活動組吳振邦老師，從學生組織談團隊經營與領導。另為促進社團夥伴

知能，增加社團間彼此交流機會，同時拉近屬性老師與社團夥伴間的距離，群育暨美育中

心整學期預計舉行三次與社團夥伴的交流會議，會議中讓社團夥伴在角色任務上有更清楚

的認知，期待學生社團真正發揮組織運作與自治功能，體認服務概念，期待對未來活動的

合作模式提出建議，規劃行事曆、團隊目標以及建立共識，於下午例會中特別提醒期初登

錄作業、經費、場地、聯課活動、寒暑假服務隊、獎學金、美育活動認證、智慧財產權以

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內容，並再次叮嚀社團幹部轉知所有社團夥伴。 

二. 服務隊成果發表：106 年暑假服務隊計有 10 支國內隊遍及台灣各地區進行服務，社團同學

以實際行動關懷社會弱勢，從服務及反思過程中，體驗人生的意義。經過半年的籌備，10

支國內服務隊皆順利完成服務，並已於 9/26-9/27 舉行聯合服務隊成果展舉辦完畢，各服

務隊以不同的形式呈現服務過成中的酸甜苦辣。隨著動態成果發表會的進行，同時也會以

「提姆沃克特快車」包裝靜態成果展示於群美中心外牆上，除了讓同學們更加了解服務隊，

也為自己的服務隊留下一個美好的紀錄。本活動透過動態發表會及靜態展演述說其感動與

服務經驗，藉此完成服務學習最後反思與慶賀歷程。 

三. 國際志工服務分享會：106 年暑假國際志工社共組 3 支自組隊，分別為泰國清邁隊，出隊

時間 8/5-8/27；印尼西帝汶隊，出隊時間為 8/5-8/21，菲律賓馬尼拉隊，出隊時間為 8/7-

8/13，進行兒童中英語教學計畫、環境保護計畫、社區發展計畫、建築計畫等。3 隊聯合

分享會已於 9/25 在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及 10/2 在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完畢。 

四. UB 社區方案：群美中心為推動「校園與社區合作計畫」，已向 UB（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in Asia）申請相關經費，希望可以藉由社區服務學習計畫的推展，

讓本校同學從校園走進社區，協助社區發展並能向社區學習，共創學校、學生與社區三贏

的榮景。本計畫已進入第 2 年，今年推出士林官邸社區公益展演、獨居老人生命故事書撰

寫計畫、獨居老人送餐計畫、外雙溪環境保護計畫、漸凍人送暖計畫等 5 項社區服務學習

計畫，提高同學興趣及參與度，達到服務社區的目的。 

五. 群育教育-東吳第 2 哩雙溪大露營：第 2 哩雙溪大露營將於 10/28-10/29 在雙溪校區辦理，

本活動從露營中融入群體生活，透過團隊合作完成各項任務，讓同學更能瞭解東吳的環境、

歷史、文化、特色，增進彼此交流，練習以沉著理性的思考、面對事情穩重的態度、不放

棄堅持的信念，建立對東吳的歸屬感。報名時間為自即日起至 10/13 止，8 人 1 隊體驗不

同的東吳生活。 

六. 9 月份至 10 月份美育活動（美育認證）：「人聲驚豔-織樂+藍色警報」阿卡貝拉已於 9/12

在傳賢堂舉辦完畢，參加人次計 679人次；「LivePerformanceV.S.Youtube-認識管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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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已於 9/13 在松怡廳辦理完畢，共計 240 人次；「社團之夜」已於 9/13 在傳賢堂舉

辦完畢，共計 648人次；「敘利亞難民兒童畫作台灣展」已於 9/12、13在第二教研大樓一

樓大廳辦理導覽完畢，共計 108人次；「錢穆故居導覽」已於 9/12、13辦理導覽完畢，共

計 108 人次；「藝動群星-106 學年度社團招新表演活動」已於 9/19、20 在兩校區舉辦完

畢，共計有 597人次；故第一批通過美育認證總計有 2,380人次。第二批通過美育活動畢

業標準活動計有「大地藝術節系列講座」3場、「親善民族爵士舞團年度舞展《墨舞魂》」、

「喝咖啡聊狂想∣跟劇場設計師學創意」、「晚餐談狂想∣如何做一齣戲」與「書法的日常」

講座共計 7件。目前申請中有「走吧！我的日本進行式！」、「琴挑西班牙∣古斯塔夫鋼琴

獨奏音樂會」、「二分之三（3/2）：1、+、1/2」、「全心全意愛我∣奇岩室內樂團 2017年度

公演」與 12/21「政治之夜」計 5件。 

 

【健康暨諮商中心】 

一、新生體檢：已於 9/12、9/13〈外雙溪〉辦理完畢，共 3,378 人受檢，目前持續回收外檢報

告送啟新診所建檔，以便統計。結算至 9/26 各種異常人數如下： 

（一） 重大異常名單：於 9/19 下午收到，共 10 人〈X 光異常者 2 名；血液、尿液異常共

8 人〉，兩校區護理人員已開始進行追蹤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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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人〈雙溪 99 人、城中 71 人〉，已轉請夜班同仁協助分配時段進行電訪與衛教。 

（三） 體育課關懷名單：僅大學部學生，含癌症、心臟病、癲癇、氣喘及罕見疾病等不宜

突然劇烈運動學生，共 101 人，已提供體育室參考。 

（四） 心理疾病名單：疾病自述者 19 人，已提供本中心心理師參考。 

二、 新生體檢後續作業：體檢報告預計於 10 月中旬轉發學生，領取時針對體檢報告異常學

生進行衛教，發放衛教單，包含各項異常自我照護資訊及學校服務資源。相關體檢數據

統計預計於 10/30 前完成，並依時限登錄至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系統。 

三、 國際交流生健檢：針對國際交流生，依留台時間長短進行不同項目檢查。停留時間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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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月以上學生增加皮膚病、漢生病及梅毒血清檢查。經本中心檢核後依作業流程進行存

檔或通知補交、補檢及補接種等處理，以確保校園健康。 

（一） 國際交流生：共 79 名，共收到 78 份。7 名缺麻疹或德國麻疹之接種證明、1 名缺

X 光，持續追蹤中。 

（二） 東福專班：法律專班學生共 48 名，共收到 48 份，均合格。 

（三） 微生物專班學生共 51 名，共收到 51 份，均合格。 

（四） 自費研修生：共 68 名，收到 68 份，均合格。 

（五） 公費交換生：共 60 名，收到 60 份，均合格。 

（六） 法學院院級交換生：共 8 名，均合格。 

（七） 商學院交流生：共 9 名，均合格。 

（八） 人社院交流生：共 1 名，均合格。 

四、 「健康管理大師」APP 健康自主管理活動：運用學生喜愛使用 3C 產品之習慣，運用健

康手環提供個人 E 化健康自主管理 APP 服務，活動期間內累積達成 30 天「健康自主管

理 321」的目標，包含每週至少 3 次每日行走 1 萬步、每餐至少吃 2 份蔬菜並登錄於 i-

CareAPP、每晚至少睡眠 7 個小時，進而培養健康自主管理能力，並能在活動結束後持

續關心自己的健康。於兩校區健康暨諮商中心設置健康自主管理站，結合體脂計、血壓

計藍芽傳輸功能，測量指數即時上傳雲端，可監測自己的健康指標，打造專屬於個人的

健康智慧小幫手。訂於 10/16（一）、10/17（二）於兩校區舉辦說明會，活動時間為 10/16

至 12/22，共 10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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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健康職場認證：由衛服部國健署主辦，每次認證有效期為 3 年，本校曾於 101 年度

成功申請，今年預計於 10 月底前送件，申請資料包括基本資格、基本資料、自評表、職

場推動特色等資料。 

六、 開學後即展開高關懷個案期初關懷，由各學系系諮商師重新檢索瀏覽每位高關懷個案之

課業及休復學狀況，重新評估危機等級高低後，再分別修正對應以電子郵件、簡訊、電

話或面談的輔導關懷模式。處遇介入程度是指依據其高關懷學生處遇複雜性及系統連結

程度做別區分，分別有密集介入、中度介入、輕度介入方式。統計資料將於 10/16（一）

函發各學系、導師及相關輔導單位，同時提供中心系諮商師名單、精神科醫師駐診時間

及睡眠諮詢時段供參考，如需輔導協助之學生，請轉介本中心適時介入處理。 

七、 本學期至 9/26 止，身心障礙學生共 24 名新生（甄試 11 名，一般管道 13 名），包含學

士班 20 名、進修學士班 2 名，碩士班 2 名。另從學雜費減免名單篩出 11 名，包含 6 名

待聯繫及確認身分、5 位疑似生待鑑定。 

八、 進行首次資源教室畢業流向調查，調查時間為 7/20-8/20，對象為 97 至 105 學年度之畢

業生，共計 110 名。本次調查完成填答共計 55 人，填答率 50%；未填答 55 人中，拒絕

填答者 15 人（13.63%）、聯繫不到者 40 人（36.36%）。將依調查結果及校友反應意見

安排於相關的輔導事務，內容摘要如下： 

（一） 畢業生 3 年以下總計 25 人（佔總人數 45.45%），畢業 4 至 5 年計 13 人（佔總人數

23.63%），畢業 6 年以上為 10 人（佔總人數 18.18%）。 

（二） 全職工作者 33 人（佔總人數 86.84%）、兼職工作者 5 人（佔總人數 13.16%）、就學

1 人（佔總人數 2.56%）、待業中 15 人（佔總人數 27.27%）、準備考研究所 1 人（佔

總人數 2.56%）。全職、兼職、學生身分共計 39 人，就業率為 70.91%，待業者 15 人

及準備研究所考試 1 人，未就業人數佔總人數之 29.09%。 

（三） 就業者工作類別第一名為軍公教 9 人（佔就業人數 23.08%）、第二名為行政秘書（佔

就業人數 15.38%）、第三名專業人員為（佔就業人數 12.82%）。 

（四） 16 位目前未就業之身心障礙畢業生未就業原因（此為複選題）第一名為「參加國家考

試或選擇繼續升學」、第二名為「自信心不足，影響求職積極度」、「履歷撰寫或面

試技巧不佳」。 

（五） 身心障礙畢業生求職時所遇到的困難（此為複選題），第一名為「不清楚自己的困難」，

第二名為「自信心不足，影響求職積極度」，第三名為「工作選擇不多」及「履歷撰

寫技巧或面試技巧不佳」；身心障礙畢業生認為在求職或工作上擁有的優勢能力（此

為複選題），第一名為「持續學習」及「問題解決」能力，第二名及第三名分別為「工

作責任及紀律」、「人際互動」能力。 

【學生住宿中心】 

一、 學生宿舍部分 

（一） 宿舍床位候補作業：開學迄今，陸續有部份學生因另有租屋處放棄床位，加上部分

僑外生未報到的床位釋出，後續候補新生男生 12 名、女生 5 名；8/29~9/12 舊生女

生候補共 13 名；9/14 起，開放設籍於台北市地區外之學生（含學士班、碩博士班

及進修學士班）登記候補，截至 9/29 候補男生 2 名、女生 16 名。 

（二） 宿舍床位互換作業：於 9/25~9/29 開放申請期間可至兩校區學生住宿中心辦理，並

請同學於 10/3 前完成床位互換手續。截至 9/29 止共有 9 名登記辦理床位更換作

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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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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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宿舍新生週」系列活動並圓滿完成，於 10/2 召開活動總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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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已完成甄選作業。兩團隊錄取者須於 10/14、10/15 進行幹部及工作職前訓練，

並參與 10/21 之急救訓練後方可成為正式宿舍服務幹部。 

二、 校外租賃輔導部分 

（一） 租賃生義工推舉暨通訊資料寄發意願調查：現階段正簽文進行各班級租賃義工推

舉作業，並在尊重同學意願下，彙整租賃生通訊資料寄發警政單位，同時實施自我

屋況檢核調查，促使租賃生審視自身租屋環境安全，如於檢視後需學校派員訪視者，

將進行後續聯繫作業。 

（二） 租屋糾紛協調：開學初學生住宿中心陸續接獲租賃生諮詢租屋問題，每學期初為租

屋糾紛顯現時期，學生住宿中心將在學期中透過班級租賃義工、租屋相關問卷、座

談會等方式，宣導租屋安全、相關法律常識等，以期降低租屋糾紛情事。 

三、 大型宿舍探勘： 

（一） 評估會議：於 9/14 召開會議，針對日勝生三重社會青年住宅案、士林福林路案、

十信高中案進行評估，決議三重、士林二案暫不考慮承租，持續與十信高中接洽

並進行後續評估。 

（二） 台糖土地案：位於萬華區大理街之土地開發案，距城中校區約 8 分鐘車程，預計

建設地上 11 層、地下 3 層之建物，每層面積約 190 坪，台糖規劃之房型為 1~2

人房，約可提供 200 床。本校曾提出床位需求與相關規劃，台糖公司目前正進行

相關評估，傾向整棟出租方式合作。 

四、  其他：中秋節前夕，學生住宿中心援往例拜訪校外宿舍房東（合江、合楓、合樂及

國際學舍）與本校合作房東等，感謝其對本校學生之照顧與支援。 

【軍訓室】 

一、 校園安全維護： 

（一）9/14-1610 時接獲理學院技正卓志銘先生通知第一教研大樓七樓走廊有猴子亂竄，軍訓

室同仁立即前往處理。至現場後先將誘導隔離至地下三樓停車場，後經台北市動保處

人員將其捕獲帶回。 

（二）9/20 校牧室 0930 時發現右側彩色玻璃遭人丟石塊打破，經調閱監視器發現為法律系退

學學生林思靜所為，因該生過去為健諮中心列管個案，請校牧室與健諮中心後續輔導。 

（三）9/25政二B蘇郁珊同學騎乘機車於望星橋待轉區起步時遭至善路上ㄧ闖紅燈機車擦撞。

經值班教官和交通員警處理後，由學生住宿中心張翊婷老師陪同就醫（僅手腳擦傷，

餘狀況良好）後返回宿舍休息，相關理賠情事後續協處。 

二、學生生活輔導： 

（一）雙溪校區：計有 27 件次（協助車禍協處 1 件、送醫 1 件、校安維護 3 件及其他事件 22

件）。 

（二）城中校區：計有 19 件次（協助車禍處理 1 件、送醫 2 件、校安維護 1 件及其他事件 16

件）。 

三、學生兵役業務、軍訓課役期折抵：本學年至 10/3 止，辦理本學期各學制在學役男兵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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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儘召業務計 1215 人次、協助同學辦理出國進修作業計 4 人次，軍訓課程折抵役期

25 人次。 

四、承商督導：軍訓室於 10/3 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承商督導會議，會議重點協調雙

十節連續假期營業時間及新增承商及商品等審核，另因 11 月將有大專院校餐飲衛生訪

視，健諮中心將先行督檢並提醒全家管理部及各承商加強衛生安全管理及整潔維護。 

五、近期工作重點： 

（一）10/28 新生家長座談會交通管制、10/28、10/29 東吳第二哩雙溪大露營活動相關安全維

護事項。 

（二）賡續校園安全維護、學生生活輔導及承商督導等業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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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十月 

一、 辦理各類採購案 

(一) 9 月份合計辦理 140 件採購案議比價作業（財物 102 件、勞務 33 件、工程 4 件、

圖書 1 件，統計日期 106.8.11-106.9.27），其中逾 50 萬元案件如後： 

1. 營繕組「雙溪校區 52-54 號宿舍旁邊坡防護工程」 

2. 營繕組「雙溪校區網球場整修工程」 

3. 營繕組「第二教研大樓一樓琴房隔音改善工程」 

4. 註冊課務組「雙色無版油墨印刷機 1 台」 

5. 化學系「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 1 套(ICP-OES)」 

6. 化學系「電化學分析儀一套」 

7. 網路暨維修組「網路檢測系統一台」 

(二) 逾 50 萬元之公開驗收案 

1. 電算中心行政諮詢組「微軟大專院校大量授權-學生版」第 1 期驗收 

2. 電算中心行政諮詢組「微軟 CA 校園授權方案-教職員授權」第 1 期驗收 

3. 電算中心網路暨維修組「無線網路設備」 

4. 語言教學中心「外雙溪校區 B611 語言教室設備更新」 

5. 註冊課務組「雙色無版油墨印刷機 1 台」 

(三) 106 年 9 月份完成各類購案發包累計節約金額 153 萬 3,971 元，議減率 6.56%。 

(四) 106 年學年（106.8.1-9.27）完成購案發包累計議減金額 212 萬 6,508 元，議減率

5.11%。 

二、 校園環境維護及其他事務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8 月份資源回收量及廚餘量。 

(二) 完成 8 月份 58,000 公斤垃圾（含樹枝、木板、寢具等雜物）、7,783.5 公斤資源回收

及 8,430 公斤廚餘清運。 

(三) 8 月份本校校車及公務車用油量：汽油 330 公升，柴油 495 公升。 

(四) 8 月份兩校區汽機車收入金額為 46 萬 2,410 元。 

(五) 完成小額採購刻印印章、門牌製作、更換玻璃、窗簾及換鎖，共 76 件。 

(六) 完成城中校區污水池、自來水池、水塔等清洗。 

(七) 完成楓雅學苑前得褐根病之楓香清除作業及文舍、Q 棟前櫻花區白蟻病蟲害防治。 

(八) 配合 10 月中旬環保署現勘本校資源回收狀況，檢視並調整資源回收桶標示以利區

分。 

(九) 本學年度學生置物櫃除調整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4 樓及第一閱覽室部分位置外，另

配合城中校區第二閱覽室整修工程再增加 10 個置物櫃，調整後學生置物櫃數量雙

溪校區為 244 個，城中校區為 558 個。已陸續完成租用申請、登記、繳費及候補作

業。 

三、 健康衛生及校園安全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8 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量。 

(二) 完成 8 月份密封射源狀態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作業。 

(三) 完成 8 月份向勞動部職安署職業災害系統通報實驗室無災害發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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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完成 106 年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管理資料向勞動部職安署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

申報作業。 

(五) 完成 106 年教育部學校安全衛生資訊網之「學校單位基本資料」、「安全衛生基線

資料」、「危險機械設備管理系統」等資訊更新。 

(六) 完成 9 月份化學系及微生物學系實驗室有害廢棄物及廢液集中暫存放 M002 室。 

(七) 9 月 7 日進行化學系、微生物學系研究型實驗室環境監測採樣及微生物學系 M312

實驗室生物安全查核。 

(八) 9 月 27 日進行微生物學系 F401、F403、M204、M210、M214、M313、M315 實驗

室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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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人次。 

2. 支援公務車派遣共 27 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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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場次。 

4. 支援松校內宿舍、東荊學廬、楓雅學苑周邊花木修剪、各處室盆栽維養周邊花

木修剪之環境維護人力共 18 人次。 

(二)停車管理與接待服務 

1. 支援安排第 1 哩新生健檢、陳國鎮教授紀念研討會、蘇州羽球邀請賽、基礎語

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畫、中東歐論壇、明日聚場記者會、法學院及商學院

各系辦理學術研討會等，外賓來校停車約 213 輛次。 

2. 完成 106 學年度教職員工通行證換發雙溪汽車 295 台及機車 86 台。 

3. 完成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老師通行證及儲值雙溪汽車 442 台及機車 30 台。 

五、 校車班次及路線調整 

(一) 班次調整：106 學年起配合 E 節調整及彈性上下班，部分校車時間與 105 學年度略

有不同，為符合實際需求，開學迄今已彙整並參考相關建議，於 10 月中旬重新調

整下班車及第 9 節班車時間。 

(二) 公館線調整為行天宮線 

1. 公館線校車行駛路線須經高架路段，依法高架路段不得有站立之乘客，故長久

以來以 42 人座巴士接載；本校承攬業者中興巴士 106 年 9 月 25 日下午緊急通

知，接獲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處公函，依函示，本校原行駛公館線車輛以 42

人座巴士行駛有違法令，故自 106 年 9 月 26 日起將改以低底盤公車行駛。 

2. 為符合法令，且考量捷運網暢通，自 9 月 26 日下班起取消公館線，該路線調整

為行天宮線，該線除行經原大直各站外，亦經捷運中山國中站（文湖線）、捷運

行天宮站（中和新蘆線）及行天宮站，以便利同仁轉乘。 

(三) 上述調整同時以校園公告、郵件公告及現場告知之方式週知。 

六、 重要設備維管 

(一) 電梯設備維護：106 年 9 月份電梯故障停俥計 1 件(雙溪校區)，崇友公司依規定完

成檢修。 

(二) 兩校區高低壓電氣設備及配電盤、供電線路不停電檢驗（紅外線檢測），已於 10 月

6 日全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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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樂學舍地下室發電機故障案，台北大學已進行請修作業委商修復中。總務處將持

續追蹤管制維修進度。 

(四) 飲（開）水設備維護：全校飲（開）水設備 154 台，9 月份已於 20 日前完成保養

與濾心更換；故障緊急叫修 11 次（雙溪 6 次、城中 5 次），承商皆按契約規定時間

派員完成維修。9 月份飲水機水質檢驗共檢驗 33 台（校區 23 台、校區 5 台、校外

宿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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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熱水鍋爐維護：承商依契約完成雙溪校區榕華、柚芳、松勁樓及合江學舍鍋爐 9 月

份例行維護保養。另柚芳樓不銹鋼熱水儲水槽些微滲水但不影響使用，持續觀察中。

合樂學舍鍋爐 1 台故障，已於 9 月 1 日修復。 

七、 消防安全作業 

(一) 兩校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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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6

年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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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校區 9 月份高樓層校舍火警移報測試已於 106 年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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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6 學年度消防保養作業動態測試，雙溪校區靜態保養已於 10 月 5 日、6 日完成

保養；城中校區靜態保養預定於 10 月 12、13 日完成。 

八、 雙溪校區邊坡安全監測 

長碩公司 106 年度第 5 次巡勘監測作業，已於 106 年 9 月 18 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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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設備維護工程 

9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 546 件(雙溪 432、城中 114)，其中完成自力修繕案件 294 件、委

商修繕案件 81 件，其餘 171 件尚在進行中。重點項目摘要如後： 

(一) 雙溪校區： 

1. 綜合大樓便利商店前地磚隆起修繕 

2. 綜合大樓 B719 教室窗框四周牆面滲水及壁癌修繕 

3. 綜合大樓體育館屋頂採光罩漏水檢修 

4. 綜合大樓傳賢堂各大門檢修 

5. 70-46 號招待所廚房地板滲水修繕 

6. 松勁樓 R201 寢室天花板及 2 樓樓梯間牆面混凝土剝落修復 

7. 第一教研大樓 R0524 研究室牆面壁癌處理 

8. 第二教研大樓社工系 D0910 研討室牆面壁癌處理 

9. 合樂學舍 6 樓遮雨棚更新 

(二) 城中校區 

1. 電算中心 2208 電腦教室高架地板檢修 

2. 國貿系 2302 教師研究室牆面壁癌檢修工程 

3. 崇基樓一樓大廳整修工程 

4. 崇基樓騎樓加設高圓桌工程 

5. 崇基樓一樓女廁蹲式馬桶給水管路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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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二大樓六樓男廁蹲式馬桶及沖水閥檢修更新 

7. 二大樓東女廁壁磚檢修 

8. 法律系 1607-1 教師研究室牆面除霉油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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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1 日初驗，計有 17 項缺失，改善後，配合辦理驗收作業。 

(二) 文舍旁邊坡擋土牆整建工程：已於 106 年 8 月 15 日開工，工程進度 63%，主要施

作土釘及橫向排水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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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8 月 20 日完工，9 月 22 日驗收合格。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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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調體育室，同意調整至寒

假施工。 

(五) 網球場整修工程：已於 8 月 15 日開工，9 月 22 日完工，9 月 26 日會同體育室初

驗，計有 6 項缺失，改善後，配合辦理驗收作業。 

(六) 雙溪校區 70、73 號宿舍整修工程：已於 106 年 8 月 31 日完工，106 年 9 月 18 日

辦理初驗，承商缺失改善完成後即辦理正試驗收。 

(七) 合樂學舍整修工程：已於 106 年 8 月 30 日完工，106 年 9 月 7 日驗收合格。 

(八) 雙溪校區大型廢棄物放置區、垃圾場圍籬及大門整修工程：已於 106 年 8 月 30 日

完工，106 年 9 月 27 日驗收合格。 

(九) 城中校區第五大樓第二閱覽室整修工程：已於 106 年 9 月 10 日完工，9 月 11 日會

同圖書館初驗，計有 6 項缺失，已完成缺失改善，於 106 年 10 月 11 日辦理正式

驗收。 

(十) 城中校區第二大樓友善廁所及接待室整修工程：已於 106 年 7 月 28 日開工，9 月

30 日完工，於 10 月 6 日辦理初驗。 

(十一) 城中校區第三大樓整修工程：已於 106 年 9 月 24 日完工，10 月 3 日辦理初驗，

承商缺失改善完成後即辦理正式驗收。 

(十二) 雙溪校區綜合大樓電算中心 B514、B515 空間調整裝修工程：已於 106 年 8 月

30 日完工，106 年 10 月 5 日驗收合格。 

(十三) 雙溪校區哲生樓 H312 研究生室裝修工程：已於 106 年 8 月 31 日完工，9 月 19

日辦理初驗，承商缺失改善完成後即辦理正式驗收。 

(十四) 第二教研大樓一樓琴房隔音改善工程：已於 106 年 9 月 5 日完工，承商現配合

音樂系無償增加補強工項，待音樂系認可後，即辦理正式驗收。 

(十五) 寵惠堂 2F、3F 廁所整修工程：已於 106 年 8 月 27 日完工，9 月 19 日驗收合格。 

(十六) 超庸舘 M205 整修工程：已於 106 年 8 月 10 日完工，並於 8 月 31 日會同理學

院辦理初驗，計有 5 項缺失，已完成缺失改善，於 10 月 13 日辦理正式驗收。 

(十七) 國際會議廳無障礙坡道工程：已於 106 年 8 月 27 日完工及驗收合格。 

(十八) 雙溪校區有容角落工程：已於 106 年 9 月 19 日完工及驗收合格。 

十一、 兩校區水電用量檢討 

(一) 用電部分【106 年 9 月(106 年 8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電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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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期使用日數為 31 天，總用電度數為 123 萬 5,900 度，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 2

萬 7,600 度(負成長 2.18％)；總電費支出 404 萬 3,509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12 萬

8,885 元(負成長 3.09％)。兩校區日均用電度數較前期減少 2.18%(雙溪負成長

2.73%，城中負成長 1.22%)。 

2. 雙溪校區 E 機車停車場、M 棟超庸館、城中校區二大樓分電表故障無讀數，已

於 9 月 22 日召商請修。城中校區三大樓(與四大樓共用電表)及四大樓前期因施

工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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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 D 棟松怡廳、城中一大樓、R 棟第一

教研大樓、L 棟心理系、D 棟第二教研大樓。 

負成長校舍排名前五名：楓雅學苑、職工宿舍、榕華樓、F 棟文化大樓、松勁樓。 

(二) 用水部分【106 年 9 月(106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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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5度，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7,457

度(正成長 75.2％)；總水費支出 43 萬 3,705 元，較去年增加 18 萬 9,577 元(正成

長 77.7％)。 

2. 兩校區日均用水度數與前期相比呈正成長 75.2%(雙溪正成長 88.4%，城中正成

長 22%)。 

(三) 綜合分析： 

1. 本期為暑假後半時段，各場地使用次數較去年同期減少，研判為用電減少原因

之一。統計本期場地使用情形，一般教室共 1,050 次(雙溪 408 次，城中 526 次)，

較前期 1,348 次減少 30.7%；會議場館共 116 次(雙溪 67 次，城中 49 次)，較前

期 107 次增加 8.4%。 

2. 本期用水增加，研判除暑假期間進行多項整修工程，如：文舍旁邊坡擋土牆整

建、70、73 號宿舍整修工程等，另外近期查察 106 年 1-6 月用水度數增加，發

現本校自來水管線老舊破損漏水嚴重，經查修 5 處後，目前每日用水量減少約

200 噸，為本期用水量增加之主要原因。 

十二、 106-1 學期境外交流生報到提供寢具租售服務 

106-1 學期 141 位境外交流生，已於 9 月 14 日分梯進住校內宿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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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選擇服務。合計租、售件數為 137

套。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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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應完成時間為 106 年 5 月底，目前已有 112 個單位完成作業，施測中計 3 個單位，

尚有 34 個單位未測試。 

十四、 105 學年度全校各單位財產盤點作業 

(一) 全校各單位已完成初盤作業，本處預計於 10 月份完成複盤作業。 

(二) 檢查項目：財產使用及保管維護狀況、財產名稱、規格、保管單位及保管人等資料

是否相符、財產標籤是否清楚黏貼妥當、財產外借時備有「財產特殊使用狀況申請

表」以為證明。 

十五、 106 年 9 月份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一) 財產管理：9/1-9/27 兩校區新增財產共 43 筆（金額 610 萬 5,935 元），財產報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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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筆（金額 261 萬 9,067 元），財產移轉共 204 筆。 

(二) 場地管理：8/21-9/20 兩校區會議場館共申請 186 場次，雙溪校區 117 次，城中 69

次；一般教室由採購保管組登錄共 405 次，其中雙溪校區 304 次，城中校區 101

次。松怡廳場地租借：8/1-8/31 共租借彩排 3 時段，演出 1 時段。 

(三) 消耗品倉儲管理：8/21-9/20 兩校區文具紙張發放 96 筆，清潔用品發放 41 筆，電

腦耗材發放 10 筆。 

(四) 學位服借用個人借用：8/21-9/20 兩校區共計借出學士服 11 套、碩士服 1 套。 

(五) 招待所住宿：9/1-9/30 東荊、東桂兩學廬安排 23 次住宿申請，東荊學廬住房率為

61%，東桂學廬住房率為 40%。原有眷招待所安排 3 次住宿申請，住房率為 100%。 

十六、 出納服務業務統計(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6 年 9 月 30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6 年 9 月 30 日止現金及銀行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10 億 1,377

萬 3,193 元，支出 6 億 8,555 萬 1,143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行政程序。 

(二) 依據 106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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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7%、支票存款 2.97%、定期存款 64.79%、政府公債 4.17%、證券投資 3.29%、

短期票券 4.11%。 

(三)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出納組服務時間，配合註冊課務組稍作調整，開學第一週至 20

時 30 分止，第二週至 20 時止，第三週起維持至 19 時 30 分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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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十月 

【研究事務組】  

一、 研究計畫類 

(一) 科技部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覆」案，本校共計提出5件申請案。 

(二) 科技部106年度「台波（MOST-PAS）國際合作人員交流PPP計畫」案，本校提出1件申請

案。 

(三) 科技部107年度「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計畫」案，本校提出1件申請案。 

(四) 本校教師執行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持續辦理經費結案事宜，截至9月底已完成17件計

畫之經費結案，另105年度1件科技部客座教授及4件科技部博士後研究人員補助經費亦

已完成結案。 

(五) 科技部生科司推動「尖端科學研究計畫」及「卓越團隊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

教師於106年9月20日前完成線上上傳構想書。 

(六) 科技部2018-2019年度「臺英(MOST-RS)雙邊科技合作人員交流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

之教師於106年10月10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七) 科技部「兩岸生態農業技術領域共同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年10月11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八) 科技部生科司推動「以疾病為導向之腦與心智科學專案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

教師於106年10月12日前完成線上上傳構想書。 

(九) 科技部「PM2.5空品分析及預報模式專案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年10月16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年10月19日

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一) 科技部2018-2019年度「與德國教育及研究部(MOST-BMBF)共同徵求臺德雙邊科技策

略合作人員交流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年10月25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

業。 

(十二) 科技部2018年度「臺英(MOST-BA)人文社會科學合作人員交流計畫」案，敬請有意申

請之教師於106年10月29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三) 科技部2018-2019年度「臺灣與英國在生命科學領域之國際夥伴關係建立暨交流計畫

(IPA)與雙邊學術研討會」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年11月13日前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 

(十四) 科技部107年度規劃推動「愛因斯坦培植計畫」暨「哥倫布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

之教師於106年11月14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五) 科技部107年度「卓越領航研究計畫」，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年11月26日前完成

線上申請作業。 

(十六)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07度「補助研究生進行專題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

研究生於106年11月10日前逕送達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十七)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107度「補助研究生進行專題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研

究生於106年11月30日前逕送達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十八) 科技部106年度第2期「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後研究人員」案，敬請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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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6年10月31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

申請表」，檢附簡要研究計畫書及申請書等資料，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十九) 依相關單位之意見修訂完成本校106學年度研究計畫作業手冊（電子版），並函送各

學院、學系等轉致所屬執行計畫之教師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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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三項獎補助申請案之摘要介紹予各

學院、學系轉致及鼓勵所屬師生踴躍提出申請。 

(二十一) 簽請辦理106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 

二、產學合作計畫類 

(一) 辦理本校教師/學術單位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案共5件包括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瑞士開放社會基金會、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臺灣智慧航空城產業聯盟等。 

(二) 本校教師辦理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國立臺灣美術館之投標/議價

/提案申請案計3件。 

(三) 教育部107年「一般大學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簡稱USR計畫)」案，提案機制： 

1. 依106年9月12日本校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整合說明會會議結論，原提高教深耕計畫－

「善盡社會責任」方案經整合後之計畫主持人，敬請於106年11月17日前將計畫摘要

(以500字為限）及計畫申請書等電子檔傳送至s2200@scu.edu.tw。 

2. 申請期限：未提高教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方案而有意申請之教師，敬請於

106年9月25日前先電洽研究事務組劉秀娟編纂(分機：5224)，並於10月13日前提供所

提計畫之「對焦解決區域社會實踐議題、需求分析與影響評估」（以2,000字為限）

1份，擲交研究事務組，如有2件以上適合個別提案者，將進行校內初審會議。 

(四) 科技部工程司107年度「智慧終端辦半導體製程與晶片系統研發專案計畫」案，敬請有意

申請之教師或研究團隊於106年11月14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請學系於11月15日前

列印申請名冊1份，經學系主任簽章後，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五)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7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補助研究及模場試驗」案，敬請

有意申請之教師應於106年9月25日前，填具「教師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投標/議價/提案申

請表」並檢附書面資料含構想書及簡報1式15份及電子檔，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並於

規定時間進行面談；構想書審查通過後，應於規定期限內提交計畫書。 

(六)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7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年9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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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檢附投標資料，

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七)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政策與實務研討會」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6

年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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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提醒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履約期限1件(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三、校外獎補助類 

(一) 科技部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案，本校共計申請補助經費

新臺幣 94 萬 1,042 元。 

(二) 中央研究院 107 年度第 1 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案，敬請有意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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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師，於 105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並請在 10 月 18 日前填具本校「辦理

研究庶務申請表」併同相關資料，擲交研究事務組，俾便辦理後續事宜。 

(三)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2018 年度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招聘活動」

案，請有意申請者將附件相關資料填妥後，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前逕寄日本台灣交流

協會台北事務所文化室辦理(10547 臺北市慶城街 28 號通泰商業大樓，電話：02-2713-

8000，分機 2411)。 

(四) 四、「臺中市政府市政發展研究論文獎助」案，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7 年 4 月 1 日

至 107 年 9 月 30 日，將相關資料寄送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組鄒小

姐收。 

(五) 辦理科技部「106 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 9 月份獎勵金」撥付事宜。 

四、校內獎補助類 

106學年度第1學期9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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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審作業 

(一) 106 年 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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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提供 107 學年度統籌項目作業規範及支用標準。 

(二) 106 年 9 月 7 日，配合 106 學年度組織異動，進行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線上調整作業，

並函知相關單位。 

(三) 106 年 9 月 20 日，「107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審作業」陳報校長核定。 

(四) 106 年 9 月 26、27 日，分別於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及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

「從 0 到 1 的價值-談校務發展計畫與教育部獎補助計畫(107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

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教育訓練，本次教育訓練為行政職能課程，訓練時數為 2 小時。 

(五) 106 年 9 月，辦理德育中心、健康暨諮商中心、生涯發展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德國文

化學系、化學系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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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6 日，蘇英華組長、劉思怡專員及吳純蓉組員出席教育部於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億光大樓 2 樓感恩廳舉辦之「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說

明會」。 

(二) 106 年 9 月 18 日，因應圖書館技術服務組原規劃獎補助經費提前支用，重新規劃並專

案簽陳辦理 106 年度私校獎補助計畫經費調整案。 

(三) 106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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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會計室統計結果，經常門落後約 0.01%；資本門則落後約 55%（金額約$1,600 萬

元），主要原因係期刊之第三、四次到刊查驗尚待下半年度完成（金額約$1,100 萬元）。 

三、 第二週期校務評鑑業務 

(一) 106 年 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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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學校確保財務永續

之機制與作法」之彙整單位填報內容。 

四、 高等教育校務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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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9 月 27 日，於寵惠堂 A111 會議室，由趙維良副校長召開本校實施「以學院為核心教

學單位」可行性評估小組第二次會議。 

【評鑑組】 

一、 校務資訊應用平台 

校務資訊平台有關 KPI 及 30%校庫表冊填報系統之建置已初步完成，擬於 9 月 25 及 27

日針對承辦單位舉辦系統操作說明會，以確認系統功能是否完善，待確認後，再召開全

校性之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二、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552 筆進入管考作業流程，相關管考表冊於 9 月 21 日函請各

單位開始自評。 

三、 校務資料庫 

校庫 106 年 10 期資料開放填報時間為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各表冊數據需求已彙整

完成，於 9 月 22 日函知各單位，請各單位於 106 年 10 月 13 日前回報相關數據及佐證

資料予各表冊承辦人，以利資料能如期彙整後線上填報。 

四、 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問卷已於 106 年 9 月 11 日「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活動」中完成調

查，目前正進行問卷整理暨讀卡作業。 

(二) 106 學年度大二及大三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分別發出 2,890 份及 2,887 份問卷，預

定於 10 月 16 日回收後進行讀卡作業。 

五、 教學評量作業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教學評量結果計有 2,601 科目施測，未達校定標準之科目計 55

科次。教學資料分析小組已於 106 年 9 月 14 日召開會議確認讀卡結果，並同意通知各

教學單位所屬教師上網查詢，以及通知評量結果未達校定門檻教師及所屬學系，建請各

教學單位主管協助溝通與輔導。 

六、 綠色永續發展大學排名調查 

2017 綠色永續發展大學排名調查資料，已彙整業務相關單位回覆，預計於 10 月 15 日前登入

印尼大學 UNIVERSITAS INDONESIA「2017 綠色永續發展大學排名調查」問卷平台，完成本

校收錄資料之更新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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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十月 

一、 辦理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活動等相關事宜： 

(一)  107 學年度赴國外校級交換學生第一次徵選開跑，申請時間為 106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6 日。 

(二)  最暖中秋在東吳，中秋佳節將至，國際處特別準備月餅與境外學生分享，讓學生體

驗台灣特色節慶，並感受到學校溫暖關懷。 

(三)  106 年 10 月 22 日辦理雙溪獨木舟逍遙遊，帶領境外生欣賞自然美景，下午前往九 

份黃金博物館體驗淘金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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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日荷蘭方提斯商學院 Ms. Arian van Hulsel 及 Ms. Sarah de Ponti 來

訪。 

(二) 106 年 10 月 16 日蘇州科技大學校總會計師陳煥娣女士等一行六人。 

(三) 106 年 10-12 月印度 American College, Dr. Samuel Anbu Selvan 至本校財精系訪學

(UB Fellows Program) 。 

(四) 規劃上海商學院翁德瑋副校長一行 5 人來訪。 

(五) 規劃遼東學院蔡若松副校長一行來訪。 

 

四、 國際組織活動、參加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 106 年 10 月 1~5 日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與賈喬亘組員前往泰國曼谷，參加

「2017 泰國台灣高等教育展」。 

(二) 106 年 10 月 11~14 日胡凱傑學術交流長、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兩岸事務中心王

玉梅主任前往華東師範大學參加「兩岸高校科技創新論壇」。 

(三) 106 年 10 月 13 日前往國立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參加教育展。 

(四) 106 年 10 月 19~23 日兩岸事務中心王玉梅主任與魏嘉慧專員前往四川大學參加

「第二屆海峽兩岸及港澳研修生專案工作研討會」。 

(五) 規劃 10 月底前往香港及澳門中學宣講，並參加 10 月 27~28 日香港台灣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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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項獎助學金及計畫、營隊活動申請： 

(一) 106 年 9 月 11 日公告受理「教學創新試辦計畫補助專案」申請。 

(二) 106 年 9 月 19 日公告受理「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外國學生助學金』」申

請。 

(三) 106 年 9 月 19 日公告受理「台北天母扶輪社清寒優秀外籍生助學金」申請。 

(四) 106 年 9 月 19 日公告受理「106 年度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僑生獎學金」申請。 

(五) 106 年 9 月 19 日公告受理「106 學年度華僑協會總會獎學金暨助學金」申請。 

(六) 106 年 9 月 19 日公告受理「106 年度僑務委員會獎勵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申請。 

(七) 106 年 9 月 21 日公告受理「106 年度第二期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外研習補助」

申請。 

(八) 106 年 10 月 3 日公告受理「哈爾濱工業大學—第十四屆小衛星學者計畫活動」申

請。 

六、 其他會議及業務： 

(一) 106 年 10 月 2 日國際事務中心王筠蕙專員參加「台灣獎學金新生說明暨歡迎會」。 

(二) 106 年 10 月 6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國際交流委員會。 

(三) 106 年 10 月 11 日董保城副校長及國際事務中心歐素華主任參加「2017 國際事務

主管會議」。 

(四) 106 年 10 月 19 日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參加港澳生資格審查作業暨身分查核

通報系統操作說明會。 

(五) 106 年 10 月 26 日董保城副校長與國際事務中心王筠蕙專員參加「2017 臺北大阪

高等教育會議」。 

七、其他會議及業務： 

(一) 106 年 10 月 6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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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十月 

一、捐款業務：106.09.05-106.10.03 捐款總金額共計新台幣 2,898 萬 9,746 元，捐款人數 263

人，最高捐款用途為卓鑫淼先生資訊教育獎助學金。 

二、捐款回饋致謝：9 月寄發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61 張。10 月寄發共計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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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05-10.05  

    共計服務 77 人次。 

四、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 

    106.09.01-09.30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 15 萬 4,431 元（含預開未收款 9 萬 9,300 元）。 

五、校友活動： 

(一) 106.09.01-106.10.05 分別有「東吳大學網球代表隊校友會」、「財團法人台台北市國際

貿易協會」及「東吳社服團文教協會」等 3 個校友組織團體申請活動經費補助，共計

126 名校友報名參與。 

(二) 「東吳社服團文教協會」舉辦 40 周年團聚活動，於雙溪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舉辦，王淑

芳社資長與校友資拓中心莊琬琳主任亦熱情參與，近百名校友及眷屬共襄盛舉活動圓

滿順利。 

(三) 106.10.20-10.26 為加強聯繫校友情誼、凝聚校友向心力，本處與校友總會安排訪問美

國加州行程。潘維大校長與校友總會劉吉人理事長邀集王淑芳社資長、劉詩聖顧問及

校友資拓中心同仁訪問加州，預計 21 日參加「南加州校友會會長交接年會」，22 日參

加「北加州校友會交接典禮」與「北美地區校友會聚會活動」，並安排與校友聯誼歡聚。 

(四) 106.10.27-10.31 美國東吳之友基金會會長 Mr. Edward Rada 偕林蕙瑛董事、唐孝先董事

訪校，本校將召開東吳之友基金會暨戴氏基金會捐款執行報告會議，說明各項獎助使用

狀況及成果，並於 10.31 晚間由潘校長假天母金蓬萊餐廳設宴請接待東吳之友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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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標，擬針對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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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畢業生流向後續調查執行說明會，惠請學系繼續協助，預計於 10

月 30 日前完成所有畢業生流向調查。 

七、企業雇主滿意度調查：將委請學系提供有產學合作之企業名單，中心電訪調查時間預計

於 10 月 23 日開始，在不打擾企業的前提下，以線上問卷填寫為主要調查方式，另針對

近ㄧ年畢業生之雇主，電訪詢問企業是否有意願填寫問卷，待其同意，再寄發線上問卷

網址，以 500 份問卷回收為目標，預計於 11 月 15 日完成企業雇主滿意度調查。 

八、東吳實踐家共創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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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會勘並丈量報價，9 月底已統整經費總需求，完成 3D 規劃示意圖，目前已提報實踐家

教育集團，預計於 10 月中採購招標後施工，完工時間為 11 月底。 

九、游藝廣場：游藝廣場二樓因移做東吳實踐家共創基地，原本二樓學生學習空間搬遷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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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供學生閱覽，也繼續提供給校內外與學生社團辦理活動使用。 

十、企業實習： 

(一) 今年暑期實習人數總計 215 人，相較於去年 123 人，成長 74.8%。為了鼓勵學系辦理

實習課程，106 學年度開辦學系辦理選修實習課程訪視經費補助，提供督導教師訪視資

源，完善實習學生照顧。 

(二) 因應實習人數較往年提升和 E 節時間調整，本學期也擴大實習心得分享會場次，雙溪

場預計於 11/29(三)、11/30(四)辦理；城中場預計於 12/05(二)、12/06(三)辦理。另「東

吳人就業實習平台」公告實習、徵才與工讀等資訊系統已上線，並搭配生涯發展中心

各項徵才業務等進行整合。 

十ㄧ、大三學生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發文邀請各學系合作，共同舉辦大三學生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測驗結果除提供學生個人做為未來職涯規劃參考外，

將與學系共同召開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提供學生之個人測驗結果、及班級學系之

整體測驗結果，做為導師輔導學生與安排班級職涯輔導活動之參考。 

十二、班級生涯輔導：為鼓勵學系辦理職涯活動，已完成學系班級生涯輔導補助計畫，開放

學系班級申請，每班補助 2000 元，內容主題與生涯主題相關，活動形式不拘，預計於

10 月中旬發文至各學系，惠請學系協助。 

十三、志工及工讀生管理：本學年度調整志工及工讀生組織架構，增加各類專案工作小組，

讓每位志工在學期初依據個人興趣選擇參與業務執行，因應中心業務職掌分工，分別

設立班級團測與導師會議、班級輔導與職涯座談、最後ㄧ哩與專題講演、校友追蹤與

雇主調查、校園徵才與線上系統、機構實習與業師規劃、創新育成與典範學習等專案

小組，將於 10 月 14 日進行志工及工讀生迎新暨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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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十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激勵院內教師學術研究相關事宜： 

(一)106 學年度本院總計補助八件教師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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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日召開計畫說明會，同時

邀請本院研究中心主任及新進教師，說明未來計畫執行時程與經費等注意事項。 

(二)106 學年度本院各學系新聘多位教師，為提昇本院新進教師教學交流與研究發展能

量，9 月 12 日舉辦「人文社會學院新進教師交流會」，規劃由學院溪城講堂結餘款與

辦公費補助新進教師提出研究計畫，藉此鼓勵其學術精進，9 月 27 日公告核定結果，

本次每位新進教師各補助新台幣 3 萬元，合計 27 萬元。 

(三)9 月 26 日公告受理 107 學年度本院補助教師研究計畫申請案，申請截止日為 11 月 6

日。 

二、補助師生參與國際暨兩岸學術活動：9 月份核定補助中文系沈惠如老師出席「韓國全南

大學張愛玲與中外自傳文學和成長小說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之機票費；補助社會系林

恩羽同學赴上海同濟大學交換一學期之機票費；補助中文系鍾正道老師出席「韓國全南

大學張愛玲與中外自傳文學和成長小說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之機票費；核定補助社會

系黃紹謙赴捷克查理大學交換一學期之機票費；核定補助師培中心古正欣助理教授出席

2017 美國 AECT 國際研討會發比論文之機票費；核定補助中文系沈心慧老師赴大陸出席

「中國近代詩詞研究高層論壇」發表論文之機票費；核定補助中文系羅麗容老師赴大陸

參加「第七屆國際南戲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之機票費。 

三、院級研究單位工作規劃與辦法修訂： 

(一)為提昇本院中國研究室研究能量與未來發展，草擬中國研究室設置辦法，並提送 9 月

13 日院主管會議討論通過，後續擬由院長聘任社會系鄭得興副教授兼任研究室主任

一職，協助推動研究室業務，設置辦法 9 月 19 日公佈實施。 

(二)為提昇本院東亞研究中心研究能量與未來發展，9 月 14 日邀請本院政治系林瓊珠副

教授、蔡韻竹助理教授、社會系何撒娜助理教授、以及中文系陳逸文助理教授參與討

論，並草擬東亞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該辦法預計提送 10 月院主管會議討論。 

(三)人社院 GIS 中心於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規劃舉辦「士林無障礙環境調查競賽 」，即

是希望落實社會關懷的精神，針對我們所熟悉的士林區店家進行無障礙環境調查，將

蒐集到的相關資訊以 GIS 技術加以處理，呈現於應用地圖「Wheelmap」之上 ，活動

報名自即日起至 9 月 29 日止，調查為期兩個月（10-11 月）。 

四、招生宣傳： 

(一)9 月 6 日協助聯繫本院於 10 月 25 日台北市立復興高中招生宣導文史哲學群代表教

師 1 名，中文系推薦林宜陵老師代表參加介紹。 

(二)10 月 13 日配合文德女中來訪，安排學系推派代表師長進行招生宣導介紹，文史哲學

系由中文系叢培凱老師代表、社會/社工學系由許凱翔老師代表、政治學系由一名老

師代表。 

五、學院開課事宜: 

(一)「人文社會學院的一堂課」辦理宣傳、開課及行政助理聘任作業。 

(二)本院第一次開設之全英語課程「」 

六、配合學校相關行政事務 

(一)配合學校辦理校務自我評鑑，九月初完成彙整及提送學院自我評鑑相關資料。 

(二)參加 107 學年度校發計畫預算編列說明會，配合研發處函文進行本院 107 學年度校

發計畫提報作業，並轉知本院所屬各單位配合辦理，預計 11 月 7 日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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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研發處函文填報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表冊需求數據及資料，預計 10 月 13

日前提送業務相關單位。 

(四)配合總務處函文調查各單位 107 學年度總務處統籌預算編列需求，預計 10 月 13 日

前有關音樂系樂器維護費提送總務處。 

(五)配合研發處函文說明自即日起辦理 105 學年度校發計畫自評作業並轉知本院所屬單

位配合填報，預計 10 月 30 日前提送評鑑組。 

七、會議辦理 

(一)9 月 13 日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次院主管會議，會中討論提升院內各但位教師研究能

量相關作法並通過辦法修訂案。 

(二)9 月 26 日與人權學程陳瑤華主任及人事室謝組長開會討論修訂本院特殊學科教評會

相關辦法，後續提送 10 月人社院務會議複審。 

(三)9 月 27 日辦院內本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會中討論通過教師聘任、延長服

務等案。會後提送校教評會決審。 

八、國際交流 

(一) 9 月 6 日愛知大學西岡千穗同學接機，協助選課與入學輔導作業。 

(二) 9 月 14 日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葛開勇等三位同學接機，協助選課與入學輔導作

業。 

(三)人社院中國研究室於 9 月 25 日邀請大陸民運人士王希哲主講「二十年來兩岸關係的

演變與發展」，當天計有 38 位師生報名參加。 

九、活動辦理： 

(一)規劃辦理人社院全英語授課經驗分享與專家學者演講，第一場將於 10 月 12 日辦理，

邀請中原大學林慧茹助理教授主講【全英語授課的教與學：如何使用英語教授專業科

目】。 

(二)持續規劃辦理本學期教師交流工作坊及英語教學交流演講活動。 

十、9 月 29 日發送本院第七期電子報，寄發對象包括院內師生及院系友總計約 15000 份，本

期特別報導介紹本院新進教師九位，未來歡迎各學系及師生持續踴躍投稿，共同豐富刊

物內容。 

十一、 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一)9 月 14 日舉辦 106 學年度教師教學工作坊，本次工作坊除了創意人文學程和非營利

組織管理學程的老師參加外，也另邀請人社院的老師參加。 

(二)9 月 18 日至 9 月 27 日辦理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程學生人工加選作業。 

(三)9 月 19 日參加東吳大學新進同仁教育訓練講座，並於 9 月 28 日完成心得報告撰寫，

紙本經主管簽章後送交人事室。 

(四)寄發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協同教學與校外參訪之申請表給學程授課老師。 

(五)寄發學生實習考核表給協助實習課程的機構督導，並提醒完成暑期實習的學生繳交

實習總心  得報告和實習周誌。 

(六)兩學程期中實習情況追蹤。 

 

【中文系】 

一、學術交流 

(一) 106 年 9 月 1 日，閩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王照年副教授、西南大學文學院李金鳳講師

蒞校訪學。 

(二) 106 年 9 月 4 日，本學期客座學者蘇州大學文學院楊旭輝副教授蒞校。 

(三) 106 年 9 月 14 日，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研究生單徐紫薇來本系交換一學期。 

(四) 鹿憶鹿老師於 9 月 20~22 日前往江蘇常熟，參加中國社科院舉辦之學術會議。 

(五) 連文萍老師於 9 月 21~28 日前往武漢及上海進行移地研究，並參加武漢大學主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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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科舉與人生幸福──以明代女詩人鄒賽貞

的科舉詩為例。復受邀至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演講，講題：讀中文系的人──臺灣中

文系所的教學研究及未來展望。 

(六) 沈心慧老師於 9 月 23~24 日代表中華民國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台灣漸凍人協

會）出席於北京舉行的「2017 年亞太地區運動神經元疾病研討會暨第二屆中國漸凍

人病友大會」，9 月 28 日參與「陝西省漸凍人關愛互助協會與台灣漸凍人協會交流

活動」。 

二、重要會議 

(一) 106 年 9 月 20 日於 D0733 室召開本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系課程委員會。 

(二) 106 年 9 月 27 日於 D0733 室召開本學期第 1 次系學術委員會。 

三、系務活動 

(一) 106 年 9 月 5 日於 D0731 教室辦理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轉學新生學分抵免及選課輔

導。 

(二) 106 年 9 月 7 日於 D0716 研究生研究室辦理「106 學年度博碩士班新生選課輔導說

明會」，由卓伯翰秘書向本學年度入學新生介紹本系選課規則與畢業流程；106 年 9

月 11 日於 D0731 教室辦理進修學士班新生選課輔導；106 年 9 月 12 日於安素堂辦

理學士班新生選課輔導。 

(三) 106 年 9 月 14 日於 D0733 教室辦理徵聘約聘助理面試，計正取 1 名，備取 3 名。

106 年 9 月 20 日，黃雯鈺約聘助教到職。 

(四) 106 年 9 月 18 日，106 學年度中國文學系整合型研究計畫受理截止，計有 3 件申請

案。 

(五) 106 年 9 月 20 日於 D0716 研究生研究室辦理「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生╱碩專生

座談會」，由林宜陵老師主持，沈心慧老師、叢培凱老師、陳逸文老師、賴信宏老師、

楊旭輝老師、王照年老師、李金鳳老師及研究生暨交換生 20 餘名參加。除介紹本系

發展方向與老師學術專長外，並就研究生相關事務聽取學生意見及交流。 

(六) 106 年 9 月 21 日於 D0716 研究生研究室擧辦「106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座談

會」，由林宜陵老師主持，邀請畢業學長靳青霖先生傳授經驗談，並由卓伯翰秘書介

紹選課規則與畢業流程。 

(七) 106 年 9 月 30 日，《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 39 期出刊，本期共收錄方諾、林季

芸、彭心怡、彭珮貞、黃鶴仁發表之 5 篇論文。 

 

【歷史系】 

一、本系於 106 年 9 月 7 日上午十點卅分舉行碩士班新生座談會，盧令北主任代表全系師生

歡迎碩一新生。座談會中除介紹碩士班課程、課業規劃及畢業相關規定，亦邀請學長姐

分享自身的學習經驗。黃兆強、蔣武雄、李聖光及傅揚老師亦出席參加。 

二、本系系學會於 106 年 9 月 10 日舉辦迎新茶會，其目的在於使新生更快速的認識身旁的同

學以及融入東吳歷史大家庭。系學會一開始先針對東吳大學歷史系學會作了簡單介紹，

也說明未來系學會舉辦的活動。活動的主軸是藉由遊戲讓新生認識身旁的同學們和學長

姐。期望新生經過本次活動，能增加對系學會的向心力。 

三、本系配合「106 學年度第一哩新生定向入學輔導系列活動」，於 106 年 9 月 12 日下午，

進行學系選課輔導暨學長姐經驗分享。首先由魏雅瑜助教針對歷史系畢業學分、課程結

構、課程設計等進行說明，並使用校務行政資訊系統實際操作選課步驟，講解本系選課

原則與規定。接著由本系盧令北主任代表全系師生歡迎大一新生們的到來，盧主任幽默

風趣的口吻，以及親切的互動交流，化解新生們的緊張情緒。最後則分別由歷史四周軒

萍及歷史延劉羿同學進行學習經驗分享，介紹風傳媒實習經驗與交換生申請經驗。另安

排歷史二楊惟寧、黃勝宏、歷史三夏雨萱及歷史四唐嘉鴻同學與新生進行分組選課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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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驗分享，以利於大一學弟妹能對未來的課業學習有初步的認識，並協助他們順利轉

換至大學生活，開展學習發展。 

四、106 年 9 月 7 日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盛文沁博士蒞校展開學術

研究交流；並於 9 月 27 日下午 13：10 受邀以「功利主義者與近代英國社會改革─從 Jeremy 

Bentham 到 J. S. M ill 1776-1873」為題，進行專題演講。本系師生出席踴躍、會中討論熱

烈，圓滿達成學術交流。 

五、會議辦理： 

（一）9 月 14 日辦理本系 106 學年度第 2 次系教評會。 

（二）9 月 21 日辦理本系 106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 

 

【哲學系】 

一、學術活動（校外來訪）： 

（一）9 月 2 日香港中文大學張錦青教授兼系主任與王啟義副教授、盧傑雄高級講師及黃

勇教授等 4 位老師來訪，於 9 月 2 日由本系方萬全客座教授商談學術交流相關事

宜。 

二、學術活動（教師出訪）： 

（一）9 月 22 日至 25 日本系方萬全客座教授受邀前往中國大陸上海復旦大學，於 9 月

23 日至 24 日參加由該校上海儒學院、哲學學院與清華大學國學院主辦之「儒學與

時代──復旦大學上海儒學院首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題目：

Choice and the Analects—On Herbert Fingarette’s View）。 

三、學術活動：讀書會 

（一）9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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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次的研讀。 

四、學術活動：演講 

（一）9月29日本系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李明書老師至本系進行演講，

講題為：「佛教是否教人禁欲？──佛教面對慾望的處理態度與方法」。 

五、學報事務： 

（一）9 月 7 日寄發《東吳哲學學報》第 36 期暨第 37 期邀稿函予國內外各大學院校之哲

學系所及哲學人士。 

（二）9 月 25 日至 29 日辦理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106 年度期刊編輯費用

之經費變更與變更主編申請。 

六、例行行政業務： 

（一）9 月 12 日中午 12：00～14：30，於 D0501 教室舉行 106 學年度新生輔導定向活動

學系時間。由米建國主任及系上老師共同參與，向新生介紹本系教師、學士班課程

及各項獎助學金等相關事項，共計約有 60 位新生參加。 

（二）9 月 19 日~27 日辦理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加退選相關事宜，於 26~27 日辦理哲學

系課程線上人工加選。 

（三）9 月 19 日進行大二學生學習成效問卷施測，9 月 21 日進行大三學生學習成效問卷

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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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 月 22 日至 10 月 13 日填報與製作本系有關「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之相

關表格資料，以利準時提交學校進行彙整。 

（五）9 月 5 日辦理轉學新生學分抵免及選課輔導。 

（六）辦理轉系生、交換生學分抵免相關事宜。 

（七）與心理諮商中心配合提供學生相關輔導協助。 

（八）協助各年級訂購教科書等相關事宜。 

七、學生相關事務（系學會）： 

（一）9 月 9 日下午 14:00~16:15 哲學系學會於 G101 舉辦迎新茶會，秘書、助教也參加

活動歡迎大一新生，並由系辦提供茶點接待新生；活動內容為師長介紹、系學會幹

部介紹、系隊招生、新生自我介紹、團康遊戲及迎新活動宣傳等等，藉此活動幫助

新生認識學長姐。 

（二）9 月 23 日 9:30~20:30 哲學系學會於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樓舉辦正式的

大一迎新活動，上午邀請了哲學新媒體進行哲學桌遊活動，同學能夠在過程當中更

認識彼此且加深對哲學的了解；下午邀請了《哲學哲學雞蛋糕》的作者 ---- 朱家

安先生進行講座分享，主題是：「如何靠哲學過活」，讓同學知道哲學是有用之學，

使學生能在此園地用心學習，毋須迷惘；講座分享氣氛熱烈，給予同學一劑強心針。

講座結束後於傍晚安排獨立音樂人，本系系友江松霖學姐舉行音樂會，讓大家沈浸

在音樂的饗宴中，過程中松霖學姐也分享了自己修讀哲學系的心得，也讓同學能多

一個參考，了解哲學對人生所能提供的養分，一整天的活動安排，藉由遊戲、演講

與音樂欣賞提供大一同學一個哲學為有用之學的視角，希望同學能在此環境努力

學習。 

八、學生相關事務（陸生）： 

（一）西安交通大學外國哲學碩士生三年級張強強同學以交換生身份至本系進行一學期

的短期研習。 

（二）西南政法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哲學系三年級張歐同學以交換生身份至本系進行一學

期的短期研習。 

（三）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二年級任昱霖同學以自費研習至本系進行一學期的短期研

習。 

（四）蘭州大學哲學萃英學院哲學系三年級惠蘇璇同學以自費研習至本系進行一學期的

短期研習。 

 

【政治系】 

一、在國際交流活動方面 

(一) 9 月 25 日~12 月 28 日安徽師範大學政治學院郭理副教授來訪進行學術交流，為期 3

個月。 

二、學生輔導活動方面 

(一) 9 月 9 日擧辦北部迎新茶會。共有師生 

(二) 9 月 12 日擧辦新生入學輔導，活動主題：系務介紹、老師介紹、師生座談會、導師

時間、選課輔導，共有，活動主題：系務介紹、老師介紹、師生座談會、導師時間、

選課輔導，共有陳立剛主任、黃秀端院長、劉書彬老師、王輝煌老師、蔡秀涓老師、

沈筱綺老師、左宜恩老師、林月珠老師、張薰琳秘書、張榮發秘書、李冠樺助教、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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倢羽助教等 12 位老師以及新生共 110 人。 

(三) 9 月 14-15 日擧辦第 13 屆研究生知能營，邀請到政治系傑出系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

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的袁鶴齡教授來替新生講授「開發學術熱情-如何探索研究興趣與

方向？」，替新生開展激發學術熱情。我們亦邀請兩位新進教師左宜恩老師講授「學

術倫理」，沈筱綺老師講授「文獻檢閱與撰寫課堂研究報告」，以及吳俊德兼任老

師講授「文獻蒐集、資料庫檢索以及文獻管理軟體操作」，期能替新生更快融入研

究所生活。共有師生 20 人參加。 

(四) 9 月 18 日擧辦碩士班外籍交換生選課輔導，會中進行外籍交換生選課輔導、認識環

境。共有師生 6 人參加。 

(五) 9 月 18-29 日擧辦政治系博碩士班研究生選課諮商，由領域召集人、指導教師進行選

課輔導與論文指導。共有師生 59 人參加。 

(六) 9 月 18 日擧辦學士班外籍交換生選課輔導，進行外籍交換生選課輔導、認識環境。

共有師生 6 人參加。 

三、其他行政業務方面 

(一) 9 月 14 日召開政治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中討論

106 學年度課程異動補審(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107 學年度新聘教師討論案。

共有師生 7 人參加。 

(二) 9 月 21 日召開政治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中討論

政治學系 106 學年度李冠成助理教授兼任教師初聘審查案、陳蓉怡助理教授兼任教

師初聘審查案、蘇世岳講師兼任教師續聘審查案、張元祥講師兼任教師續聘審查案、

林瓊珠副教授免接受 106 學年度教師評鑑、107 學年度新聘教師討論案、陳俊宏老

師升等教授審查案、蔡秀涓老師升等教授審查案。共有教師 11 人參加。 

(三) 9 月 21 日召開政治學系大學部招生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中討

論 107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招生簡章修訂案、106 學年度寒假轉學生招生

簡章討論案。共有教師 11 人參加。 

 

【社會系】 

一、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為協助本系學士班轉學新生瞭解課程規劃與選課相關規定，本系於9月5日，在本校

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勉齋研討室，舉辦「轉學新生學分抵免暨選課輔導說

明會」，除說明學分抵免、教育目標、專業能力指標、課程架構、課程學習與職涯

規劃進路及選課相關規定外，亦向轉學新生介紹本系教學環境與師長助教，計有5

位轉學新生出席聆聽。 

（二）為協助本系學士班大一新生認識學長姐及系學生會活動，本系系學生會於9月10日

，在本校雙溪校區D0201及D0202教室，舉辦大一新生迎新茶會，由系學生會及各

組幹部向新生宣傳迎新、年度學會學術與體育等各項活動，歡迎新生加入社會學系

大家庭。 

（三）為協助本系學士班大一新生認識學長姐及系學生會活動，本系系學生會於9月11日

，結合本校106學年度「第1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在城中校區舉辦迎新午餐

會，由本系系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各組幹部向新生宣傳迎新、年度學會學術與體育

等各項活動，以歡迎並鼓勵新生積極參與，計有120位新生出席。 

（四）為協助本系學士班大一新生瞭解教育目標、課程規劃、專業能力指標、選課及課程

學習與職涯發展，並認識本系主任、班導師、秘書及助教，本系於9月12日，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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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6學年度「第1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在本校雙溪校區哲生樓Ｈ304教室

，舉辦「大一新生學系迎新、導師時間暨課程地圖及選課輔導說明會」，除讓新生

認識系主任、ＡＢ兩班行政導師（班導師）、秘書及助教，發放學生手冊、必選修

科目表等課程相關資料，說明學系教育目標、課程架構、畢業標準、選課規定與課

程學習暨職涯地圖外，亦實際操作選課系統及介紹學系網頁資訊供新生選課及課

業學習之參考，共有122位新生到場參與。 

（五）為讓本系學士班大一新生儘早適應大學生活與進行學習與生涯規劃，本系於9月12

日，結合本校106學年度「第1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在本校雙溪校區哲生樓

Ｈ304教室，舉辦「學習與生涯規劃分享會」，邀請本系周怡君副教授及學士班四年

級陳昱勳學生分享學習經驗與歷程。 

（六）為使本系106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專班新生明瞭本系課程規劃及修業相關規定，分別

於9月12日下午與晚上，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815教學研討室，舉辦「

106學年度社會學系碩士班、碩專班新生修業暨選課輔導說明會」。 

（七）本系於9月19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勉齋研討室，舉辦「106學年

度第37屆碩士班暨第17屆碩士在職專班聯合迎新茶會」，由石計生主任主持，邀請

專任教師及學長姐出席，歡迎本系106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專班新生加入，增進師生

間相互認識，約40位師生出席。 

（八）本系系學生會於9月22日晚上至9月24日，假新北市坪林青山農場，舉辦「106學年

度迎新宿營活動」，計有72位新舊生參與。 

（九）本系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專題讀書會與專題研究組織補助金於9月18日至10月6

日開放申請。 

（十）106學年度第一學期本系計有來自四川大學新聞傳播學類廣告系三年級學生雷昕同

、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學生三年級學生毛雯、哈爾濱工業大學社會學系三年級學

生葛一峰及賴宇琛等四位大陸交換生，前來本校系進行研習、修習學分。此四位大

陸交換生已於9月18日至本系報到，本系並向學生說明相關選課規定進行輔導選課

。 

二、召開會議（含教學會議）： 

（一）本系分別於9月4日、19日、22日，召開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二、三次研究生

助學金委員會（第一次及第三次為通訊會議，第二次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Ｄ0813勉齋研討室舉行），確認本系106學年度各類研究生助理之薪資標準及分配

方式、討論本系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各類研究生助理之工作內容、徵任公告內容與

時程，以及審議本系106學年度各類研究生教學助理、研究助理、行政助理錄取名

單等議案。 

（二）本系於9月6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814社會發展研究室，召開106學

年度辦理蔡明哲教授榮退活動第一次籌備會議，討論出版紀念刊物及辦理榮退活

動相關事宜。 

（三）本系於9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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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教評會，討論本系審議張君玫副教授申請升等教授案教授職級

委員人數不足之委員推舉方式與建議名單。 

（四）本系於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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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第一次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小組委員會議，討論107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指定項目面

試辦理方式、招生簡則及相關法規修訂等議案。 

（五）本系分別於9月20日、22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5教學研討室，舉

辦「研究生各類助理職前說明會」，除各類錄取之教學、研究、行政助理出席外，

所屬各課程之專任助教亦出席會議，告知並協調工作注意事項。 

（六）本系於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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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追認本系學士班106學年度必選修科目表異動案、審議

本系名譽教授推薦表、討論本系碩士在職專班開放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第6、7條報考資格之招生名額、再議本系107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及

繁星推薦招生簡則內容、討論本系甄選入學招生小組作業要點及甄選入學指定項

目甄試辦法修訂案、本系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以及本系擬徵聘之專任教師資格與

條件等議案。 

三、課程相關教學活動：本系於 9 月 1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

室，舉辦 106 學年度學士班「論文寫作說明會」，由本系鄭得興副教授向學士班學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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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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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修讀並瞭解論文課程修課相關規定，積極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計有 10 位

欲修讀學士班論文課程之學生到場聆聽。 

四、其他： 

（一）本系學生可申請之106學年度楊懋春貞德紀念基金會獎學金，於9月4日至9月26日開

放申請，計有25位學士班學生提出申請。 

（二）本系106學年度功能導師選填自9月18日至9月29日止，預計10月3日會公告本學期導

生名單。 

（三）106學年度本系大二暨大三學生之學生學習成效問卷，已於9月19日至9月25日間施

測完畢。 

 

【社工系】 

一、召開會議 

(一)9 月 19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教評會，主要審議教師升等案、教師徵聘事宜，以及兼

任教師辦理教師證書申請案。 

(二)9 月 26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論本系專案教師評量辦法制訂案、教

師徵聘事宜、寒假轉學生招生事宜、學報主編推選案、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 

二、辦理教學活動：9 月 26 日（週二）13：00-15：00 假國際會議廳舉辦「106 學年度社會工

作實習成果發表會注意事項說明會」，針對大四實習生說明實習成果發表會流程注意事

項及發予資料。 

三、學術活動：舉辦東吳社工學報第 33 期實務研究專題座談會：「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實務研

究專題座談會」於 9 月 2 日（週六）下午 14:00-17:00 城中校區 1204 教室舉辦，共發表

3 篇實務研究專題。 

四、於 9 月 26 日舉辦第 2 場王行老師追思會，主要對象為本系在學學生。 

五、學生事務及學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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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 月 5 日辦理轉學新生及轉系生選課輔導。 

(二)9 月 7 日中午 12:00-14:00 在 D0905 研究生共同研究室辦理 106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新

生座談會，由本系萬心蕊主任主持，與會學生包括碩二學長姐及碩一新生，會中除

了提供新生社工系碩士班入學須知手冊外，並介紹本系師資，教學與課程，以及學

系學習軟硬體資源、導師制、學長姐制，期以促進彼此情感連結與研究生涯學習生

活認知，反應熱烈。 

(三)9 月 12 日辦理大一新生選課輔導，並邀請陳俊賢系友於新生選課輔導活動結束後，

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大學學習生活，起步走」。 

(四)9 月 18 日辦理本學期陸生研習生選課輔導座談會，本學期總計有 5 位研修生，其中

有 3 位來自江南大學，各有 1 位分別來自西南大學及蘇州科技大學。 

(五)辦理未註冊、未選課之學生聯繫事宜與本系導師編聘、導生安排作業，並於線上系

統輸入導師生分配資料 

(六)辦理學士班二、三年級學生學習長期追蹤問卷調查事宜。 

(七)本系學生會於 9 月 15 日（週五）13:20-17:00 於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B405 教室舉辦迎

新茶會，並於 9 月 18 日至 27 日每日 9:00-17:00 於第二教研大樓九樓進行擺台服務，

供加入系學生會之學生套量及領取系服。 

(八)本系學生會於 9 月 23 日至 24 日假桃園九斗村農場舉辦迎新宿營，此次主題為【OMG

╳神的見習生】，活動順利，圓滿落幕。 

(九)本系學生會進行第二屆雁飛營偏鄉服務隊服務員招募，9 月 26 日-10 月 8 日期間開

放報名。 

六、學生實習業務 

(一)辦理第 7 梯次方案實習課群助理及方案輔導員工作內容注意事項說明及工讀金支用、

勞保自付額等相關事宜。 

(二)辦理 106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機構實習）相關事宜及更新 Moodle 即時訊息。 

(三)籌備 11 月份實習成果發表會，以及協助實習小組討論教室之借用。 

(四)彙整 106 學年度實習生機構實習成績及發還實習證明書。 

七、學報編務 

(一)辦理東吳社工學報第 33 期稿件送審事宜，審查中稿件 2 篇，退稿 1 篇，作者修改中

2 篇。 

(二)協助辦理「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實務研究專題座談會」課後社工師積分申請相關作業。 

八、系友聯繫與活動：9 月 15 日（週五）18:30-22:00 於城中校區 1306 教室，舉辦東吳社工

老中青第 70 次聚會，本次主題為「以廟為家的時光縫隙-廟二代的歷史之旅」，談主為本

系范文千系友。 

九、其他業務 

(一)教務：(1)印製教師授課計畫表。(2)辦理轉學新生及大一新生學分抵免、英文及資訊

等畢業能力標準檢核資料輸入，以及人工加選資料輸入作業。 

(二)研究及產學合作庶務：(1)通知相關教師有關科技部主計處於 11 月 7 日來校查核研

究計畫經費憑證事宜。(2)協助教師執行 106 學年度研究計畫庶務。(3)辦理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專任助理約用、兼任助理與工讀生勞保加保，以及區民活動場地申請

使用發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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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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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應屆畢業生離校及系友資料維

護作業。(5)網頁、系友社群 FB 及系友資料更新與維護。(6)協助教師名片排版及寄

送廠商印製。(7)辦理本學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獎學金、行政/研究助學金分配。(8)辦

理 106 學年度圖書經費非書資料、中文、文書籍資料薦購。(9)依據海外聯合招生委

員會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 106 年 8 月 11 日港局聯字第 10600007650 號

函辦理有關香港註冊社工事宜之資料回覆。 

 

【音樂系】 

一、系務會議： 

9 月 13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1)修訂本學系 107 學年度學

士班甄選入學（個人申請）及考試分發招生簡章分則。(2)修訂 107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

招生簡章內容。(3)106 學年度寒假轉學生招生簡章學系分則內容。(4)本學系 106 學年第

1 學期行事曆。(5)修訂本學系研究生示範講習會論文/學位論文之封面格式。(6)檢視是否

修訂本學系教師評鑑辦法之各項評鑑標準。(7)本學系與美國波士頓 Longy School of Music

合作事宜。(8)檢視是否重新修訂本學系專案教師評量辦法。(9)本學系增聘專任師資之方

向與優先順序。(10) 2018 年辦理盧炎老師逝世 10 周年紀念活動。(11) 106 學年第 2 學期

辦理「音樂週」活動。 

二、系教評會： 

9 月 13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審議 106 學年度緊急聘任聲樂組兼

任教師事宜。 

三、大師班/講座： 

(一) 9 月 20 日邀請 TOEIC / TOEIC Bridge 英語師資培訓課程講師羽角俊之於 D0130 舉

辦托福講座，由曾素玲副教授主持，約 120 名學生參加。 

(二) 9 月 27 日邀請美國聖地牙哥交響樂團大提琴副首席簡嘉琳於 D0130 舉辦大提琴大師

班，由曾素玲副教授主持，約 100 名學生參加。 

 

【師資培育中心】 

一、教學與課程： 

(一)導師會議 

9 月 27 日召開導師會議，會中討論本學年導生分配及針對師資生近況進行討論，並

針對各班學習成效不佳之師資生進行追蹤輔導，以確實執行學習預警制度。 

(二)教師專業社群會議 

9 月 27 日進行中心教師專業社群集會，會中討論本學期進行模式及每月分享教師。 

(三)中心專任教師會議 

9 月 27 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會中針對「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教師評鑑辦法」進行修訂、鼓勵師資生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教

育部推動「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是否納入畢業門檻或實習條件，及 106 學年度人文

社會學院教卓創新計畫（原橋接計畫）後續執行事宜。 

    (四)補救教學會議： 

        9 月 20 日星期三辦理補救教學期初會議，由補救舊師資生為新手說明注意事項並分

享補救教學心得。濮世緯老師亦向同學提醒如何與中學老師、學生維護關係、如何

備課等重點。本學期合作學校有：天母國中、興福國中、至善國中、忠孝國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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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園國中。 

二、實習見習業務： 

(一)實習生返校座談： 

9 月 15 日，舉辦 106 學年度實習學生第 1 次返校座談，計有 84 位實習生參加，2 人

請假。上午邀請臺北市私立東山高中許志榮老師分享私立學校教學需注意事項；下

午邀請臺北市立明湖國中莊志明校長演講：順遂的教學生涯就從實習開始。 

    (二)106 學年度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會議： 

        9 月 15 日中午 12 時 10 分於雙溪校區 D0510 教室，舉辦 106 學年度教育實習指導教

師會議，會中除說明本學年教育實習訪視與相關行政事務外，並討論實習指導重點

項目，並請分享過往經驗，以作為今年教育實習指導借鏡。 

(三)辦理 107 學年教育實習申請事宜： 

107 學年教育實習申請時間自 106 年 9 月 18 日至 10 月 5 日為 107 學年度自覓教育

實習申請期限；若採取分發則期限至 10 月 20 日止，透過電子信箱、中心網站、公

布欄與臉書發佈申請訊息；並將於 10 月 11 日舉辦自覓教育實習資格審查會議。 

三、演講、參訪與潛在課程： 

9 月 11 日起開放 106 學年度上學期志工服務申請。志工合作對象有至善國中輔導室、麗

山國中輔導室等單位提出。 

四、榮譽事蹟： 

    (一)本中心 87 級校友許嘉齡（日文系）榮獲 106 年度師鐸獎。 

(二)本中心 105 級教育實習生歷史科林昀禛榮獲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中教組楷模獎第

4 名；英文科李文馨榮獲實習績優獎優良獎。 

(三)畢業校友流向調查截至 106 年 9 月 30 日，105 年應屆畢業生與校友考取公私立正式

教職人數為 25 位。 

 

【人權學程】 

一、 行政事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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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9 月 9 日 13:30-16:30 人權學程李元薇助教參與人事室新進人員培訓課程：「從柯 P

語錄『公務員被說好乖是可恥的』談新進同仁在東吳的生存法則」。 

(三) 9 月 27 日 10:00-12:00 人權學程李元薇助教參與校發組講座：「從 0 到 1 的價值-談

校務發展計畫與教育部獎補助計畫」，瞭解如何編列校務發展計劃預算。 

(四) 9 月 8 日 與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戲劇系陳世杰副教授開會，籌劃今年 12 月張佛泉人

權系列講座，決定以人權與影劇為主軸，主題定為：「2017 張佛泉人權講座－人權無

障礙」。 

(五) 籌備召開 10/5 人權學程學程委員會、課程委員會。 

二、 學生事務 

(一) 9 月 22 日 16:00 辦理碩班新生座談會，由學程助教解說學程修業、論文規定，並請

學程陳瑤華主任、舊生、畢業校友交流就讀碩士學位學程的想法與心得，共 13 人參

加。 

三、 辦理活動 

(一)  9 月 1 日-9 月 8 日 辦理「跨界工作坊」，邀請兩岸環境、性別、勞工三個領域的組

織工作者進行交流學習。 

四、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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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 月 18 日與 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 (ICNC)機構進行線上會議，討

論未來與人權學程及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作辦理非暴力運動培訓課程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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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十月 

【院長室】 

一、9 月 7 日召開 106 學年度「東吳文理講座」教授審查委員會，通過政治學系提聘林碧炤先

生為講座教授，會後上簽陳請校長核聘。 

二、9 月 21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推選 106 學年度「謝東閔人文

社會講座」教授審查委員會教授代表、廢止「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教師及學生向政府

機關申請專案計畫獎勵細則」、「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補助院內專任教師參與國內外學

術研討（習）會施行細則」、「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補助院內研究生參與國內外學術研

討（習）會施行細則」、「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補助院內專任教師投稿國內外學術刊物

之審查費施行細則」、「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補助院內研究生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習）

會施行細則」。、通過「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學術獎勵及補助辦法」，並針對本院（含

學系、中心）教師評鑑辦法如何修訂進行意見交換。 

三、9 月 25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教評會，通過兼任教師緊急聘任案、專任教

師續聘案、專任教師延長服務案，並針對本院（含學系、中心）教師評鑑辦法如何修訂

進行意見交換。 

四、9 月 29 日召開 106 學年度「謝東閔人文社會講座」教授審查委員會，通過通識教育中心

提聘謝孟雄先生為講座教授，會後上簽陳請校長核聘。 

五、9 月 30 日出版第 44 期東吳外語學報，第 45 期截稿。 

六、協助安排本學期招生組轉介高中招生及學院系參訪活動： 

（一）9/29 崇光女中外語學群簡介。 

（二）10/13 文德女中來院參訪。 

（三）10/23 竹北高中來院體驗課程。 

（四）10/23 桃園陽明高中外語學群簡介。 

（五）10/30 新北高中外語學群簡介。 

（六）10/31 復興高中外語學群簡介。 

（七）11/10 桃園高中外語學群簡介。 

（八）11/22 恆毅高中來院參訪。 

七、重要行政事務： 

（一）協商並規範本院助教自 9 月 1 日起納入電子化校園系統管理出缺勤事宜。 

（二）製發 106 學年度本院各委員會委員聘函。 

（三）函知學院學術獎勵辦法並受理申請 106 學年度研究績效獎勵案。 

（四）學院網頁更新、院系簡介更新、外語學群招生簡介檔案更新。 

（五）106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期中管考、經費執行說明。 

（六）確認 106 學年度單位電腦及印表機維護資料、安排個資稽核面談場地。 

（七）提報 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提報 107 學年度校發計畫與經費。 

（八）填覆校務評鑑 KPI 執行情形、處理 105 學年度校發計畫自評。 

（九）籌備 10 月 18 日院導師研習會議、11 月 1 日全院專任教師座談會。 

 

 



43 

【英文系】 

一、9 月 5 日王安琪主任參加「如何提昇本校學術研究成績」座談會。 

二、9 月 5 日輔導 106 年轉學新生選課及學分、抵免說明（轉學新生學士班 18 人，進修部 21

人。） 

三、9 月 5-11 日轉學生、新生學分抵免，資訊、英檢能力登錄。 

四、9 月 9-30 日大二、大三學期成效長期追蹤問卷施測。 

五、9 月 11 日輔導 106 年三年級轉學新生選課及學分、抵免說明（三年級 6 人。） 

六、9 月 11 日至 14 日辦理新生第一哩活動，協助新生選課輔導、學系簡介、學會介紹。 

七、9 月 11-29 日協助新進教師授課大綱、校務與其他系統等系統使用方法，協助身心障礙學

生教室與授課老師教室異動事宜。 

八、9 月 12 日回覆招生組 106 學年度各項招生簡章調查。 

九、輔導英文系學會辦理 9 月 15、16 日於苗栗舉辦新生營宿，共 60 位新生參加。 

十、9 月 18 日大陸自費研修生、交換學生輔導（共 9 位）。 

十一、9 月 19-27 日處理學生加退選事宜。 

十二、9 月 20 日舉行碩士班新生座談會。 

十三、9 月 20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議緊急聘任、延長服務等案由）。 

十四、9 月 27 日召開期初系務會。 

十五、9 月 29 日戚建華老師至崇光女中做本校外語學群簡介與宣導。 

十六、重要行政事務： 

（一）提報未來攬才計畫書、辦理緊急聘任作業。 

（二）修訂外語學院招生宣傳簡報學系資料、繳交院務會議學系年度工作重點報告。 

（三）回覆人事室「教師授課使用語言調查」、填報校務評鑑各項資料。 

（四）籌辦 11 月舉行之「2017 專業英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受理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 

（六）協助安排韓靜與蔡基剛兩位海外學者 11 月 2 日之專題演講。 

（七）協助聯繫日本神奈川縣有馬高校師生來校交流事宜。 

（八）辦理全系(日間部、進修部、碩士班)學生之導師編排作業。 

（九）協助聯繫、辦理 10 月 7 日 66 級系友回娘家事宜。 

（十）協助安排 10 月 14 日外語學院「會展人才初階證照考試考前總複習」課程。 

（十一）辦理學系老師向圖書館、語言中心薦購書籍等事宜。 

（十二）辦理學系教職員新學期汽機車通行事宜。 

（十三）調查學系專任教師課輔時間。 

（十四）辦理實習課程選課輔導、實習機構成果報告、課程成果發表等事宜。 

 

【日文系】 

一、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團體研修生赴日： 

（一）蘇克保老師率領 7 名同學於 9 月 4 日啟程前往明海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留學。 

（二）羅濟立老師率領 10 名學生於 9 月 4 日啟程前往拓殖大學，進行為期半年（2 名）或一

年（8 名）的留學。 

（三）陳美玲老師率領 5 名同學於 9 月 6 日啟程前往同志社大學，進行為期半年的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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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賴雲莊老師率領 5 名同學於 9 月 11 日啟程前往同志社女子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留

學。 

二、9 月 16 日於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舉辦 106 學年度日本語文學系專兼任教師會議，除新學年

度之系務報告外，教師們並分科目討論教學相關事宜。 

三、第 19 屆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報名已於 9 月 18 日截止，今年共 19 校 34 名學生

報名，9 月 27 日舉行初賽，由城戶康成、高橋恭子、後藤晃、辻本祐子等 4 位老師擔任

評審，選出 15 名學生參加 10 月 14 日於普仁講堂舉行的決賽。 

四、9 月 22 日大阪大學師生來訪交流。 

五、9 月 27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六、日籍客座教授定延利之、白川博之、真田信治三位教授分別於 9 月 13 日、9 月 22 日及 9

月 29 日來台，進行為期 4~8 天的講學。 

七、其他行政業務： 

（一）辦理及支援新生第一哩各項活動。 

（二）處理新聘專任教師研究室相關事宜。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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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辦理選課相關事務、辦理新生、轉學新生選課輔導、學分抵免。 

（五）系網頁年度資訊更新、系簡介更新。 

（六）籌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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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系】 

一、9 月 12 日新生第一哩學系時間：選課輔導、認識導師、認識一年級上課教師。 

二、9 月 12、13 日支援第一哩活動開放「德國文化教室」。 

三、9 月 5 日「1 年級德語課程教師會議」、「2 年級德語課程教師會議」、「3、4 年級德語課程

教師會議」：討論各課程間銜接之進度 

四、9 月 20 日「系務會議」：決定 106 學年院系會議委員、107 學年度學、碩士班招生簡章、

學生團體赴德進修事務 

五、9 月 20 日大一系會。 

六、9 月 20 日「德語學習平台」技術人員說明新增功能 

七、9 月 20 日教育部「分科教材教法專書編輯（德語）」計畫小組會議。 

八、9 月 27 日大一發音技巧課程。 

九、「實習」課程：11 名學生於暑假期間至校外機構完成實習工作，1 名學生於 9 月起進行實

習工作，預計至 12 月底完成。 

十、重要行政事務： 

（一）籌辦 2017 年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年會暨研討會：發表論文交稿、工作人員募集、海

報製作、線上報名系統設立、寄發邀請函等籌備工作。協助奧地利學術交流總署交換

教師申請居留證及其他事務 

（二）106 學年度校發計畫異動申請。 

（三）106 學年度課務異動及選課作業。 

（四）處理新聘教師研究室相關庶務。 

（五）安排 106-1 德國生活文化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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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新生資訊科目及共通英文抵免、英檢證明登錄、德檢證明登錄。 

（七）一、二年級教學助理 TA 輔導時間教室借用。 

（八）線上進行班級幹部編聘作業、線上填報導生名單編聘。 

【語言教學中心】 

一、9 月 6 日舉辦語言教室設備說明會；9 月 7 日驗收 B611 語言教室。 

二、9 月 12 日及 13 日配合 106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校園導覽」，雙溪外語

自學室工讀團隊負責解說導覽。 

三、宣傳 10 月 18 日「補助學術研習營」。 

四、彙整本中心專任教師提供有關「如何提升單位之學術研究成績」之意見。 

五、9 月 6 日召開 106 學年新進教師說明會，9 月 20 日召開中心事務會議。 

六、9 月 5、7 日派員至轉學生社團和境外生說明會解說英文修課規定。 

七、辦理課務工作： 

（一）分 4 梯次舉辦「英文（一）」和「英文（二）」分級測驗，首次於開學前為境外新生辦

理「英文（一）」分級測驗。 

（二）辦理「英文（一）」、「英文（二）」、「深耕英文 I、II」及實用英語學程加退選業務，共

1,113 人次。 

（三）通知授課教師「英文（一）」和「英文（二）」共同教材繳費及領書相關事項。 

（四）處理學生放棄實用英語學程資格事宜。 

八、辦理外語自學活動： 

（一）106 年 8 月份外語自學室兩校區開放 71.5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176，

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19，合計 195 人次。8 月線上軟體使用人次如下：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5,495、《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22、《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力測驗評量》：1,007。 

（二）雙溪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外語學習訊息貼文 4 篇，總瀏覽次數：6,505。 

（三）外語自學室教材處理情形統計（統計期間 106/8/1-8/31）：處理二校區外語自學室教材

請購（核銷）案 1 件；點收二校區到貨資料 56 筆；雙溪教材編目上架 48 筆。 

（四）9 月 15 日舉行 106 學年第一學期雙溪外語自學室工讀團隊職前培訓。 

（五）9 月 27 日舉行雙溪外語自學室學習加油站(94)：「認識外語自學室&外語自學小組活動

說明會」。 

（六）編目外語自學室英文、德文教材。 

（七）更新雙溪外語自學室公布欄互動英語專欄。 

九、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一）宣傳「英語文加強班」第 1 期課程。 

（二）編修 106 學年「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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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十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業務。 

一、9 月 12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 1 次院行政會議，審查本學年度理學院教師教學創新計畫申

請案。 

二、9 月 20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審議教師聘任及教師延長服務等案。 

三、9 月 28 日，協助微生物學系舉辦東福專班年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配合東福專

班來臺時程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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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計畫推動業務。 

一、 學生事務 

（一） 9 月 12 日，配合學務處新生第一哩活動，舉辦「大一新生選課輔導」，由林惠文

主任介紹學系選課注意事項。 

（二） 9 月 12 日，配合學務處新生第一哩活動，邀請數三陳冠霖同學、數四藍弘森同學

與大一學弟妹分享讀書方法與社團經驗，並邀請學士班系友黃建文學長暢談數學

系的未來規劃。 

（三） 9 月 13 日，舉行碩士班新生座談會，由系主任主持，本系專任教師及碩一新生參

加。 

（四） 9 月 19 日，公告「數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金」及「數學系系友會獎學金」

開始接受申請，截止日期為 10 月 3 日。 

（五） 9 月 18 日，與校牧中心為大一新生合辦一場專題演講，由校牧黃寬裕牧師主講，

講題為：「精彩的大學生活規劃」。 

（六） 數學系學生會於 9 月 22 至 24 日假汐止天峰谷農場舉辦兩天一夜的大一迎新宿營

活動。 

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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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助理分享教學、輔導與行政等相關經驗。 

（二） 數學系微積分諮詢於 9 月 18 日起開始啟動，每星期一、二、四、五中午 13:10 至

14:00，本系專任助教將輪流在 R0211 負責為全校學生進行微積分輔導。 

三、 會議 

（一） 9 月 13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本系 106 學年聘任兼任

教師劉彥緯助理教授案暨專任教師簡茂丁教授申請延長服務案。 

（二） 9 月 13 日，召開數學系 107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會中討論本系 107 學

年度碩士班、學士班招生事宜及學士班辦理 106 學年度寒假轉學生招生事宜。 

（三） 9 月 26 日，召開數學系新聘教師座談會，會中篩選出 8 位徵試者安排面試試教。 

（四） 9 月 27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本系教師評鑑辦法。 

 

 



47 

【物理學系】依計畫推動業務。 

一、學術活動 

(一)9 月 27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吳建宏教授演講，講題：Seeing the hot Big Bang with 

3K photons(由 3K 光子看大爆炸宇宙論)。 

(二)9 月 26 日，陳秋民副教授應邀至師大附中辦理之「這節沒課來當 MAKER」設群活動主

講：流體力學─馬德寶半球實做。 

(三)9 月 20 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例會，劉源俊教授報告：「大四「物理學

精要」教材編製心得（二）」。 

(四)9 月 24 日，辦理「陳國鎮教授紀念研討會」，以「緬懷與追思」分別邀請劉源俊教授談

陳國鎮教授與東吳物理系，體育室黃景耀教授談開設氣功教學以及系友的回顧與緬懷。

以「學問與修行」，邀請陳昌祈、盧忠治、梅長生等師長以陳國鎮教授從物理學角度對經

絡研究、水的研究提出見解，並闡述其中啟示與貢獻。 

二、行政業務 

(一)會議 

1、9 月 13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報告系務運作、討論教師評鑑

辦法、107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考試分發入學簡章分則等。 

2、9 月 13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討論教師改聘事

宜。 

3、9 月 7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助教會議，安排 106 學年度協助課程及年

級輔導助教事宜，以及 106 學年度各項活動規劃工作分配。 

4、9 月 6 日及 21 日，召開「2017 第六屆數位化科學實驗研討會」籌備會議，討論邀請演

講與會人員以及工作分配等事宜。 

(二)輔導 

1、9月5日，辦理轉學新生選課輔導，並協助了解學校各項可利用資源及相關規定。 

2、9月12日，辦理新生第一哩活動，學系時間由學系任慶運主任進行學系簡介、導師相

見歡，另由徐小燕秘書進行選課輔導，塗婉瑜助教協助大一同學了解學系課程規劃。 

3、9月12日，邀請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王銀國教授「跟自己過意不去的求學之路」為

題講演，王教授為83級系友，以其自身學習物理的過程，以及發展寫作、編劇、導演

的興趣並實現理想與同學們分享，學習物理的眼界無限寬廣。 

4、9月12日至22日，辦理新生學分抵免，以及資訊能力抵免相關事宜。 

5、9月13日，辦理「新生師長見面會」，由系學生會吳庭萱同學主持，介紹師長，認識

全系教職同仁，希望透過近距離的接觸，使新生認識全系教師、助教及行政人員，以

此引導新生做學習及生活之規劃及循求解決的方式。 

6、9 月 20 日至 30 日，分別針對二、三年級同學進行施測作業，完成 105 學年度「學生

學習成效問卷」調查。 

7、9 月 20 日，辦理「自傳寫作範例解析與面試模擬」，協助大四同學進行研究所推甄，

以及就業所需之自傳撰寫。由徐小燕秘書教學，同學可以自傳、讀書計畫之撰寫得到

後續修改而得知自己能力。本次活動共有各年級學生約 40 人參與。 

8、9 月 22 日，辦理新生「實驗室衛生安全講習」，由曾銘誌技士講解實驗室應注意之安

全事項以及相關規定，使同學能充分了解，藉以展開物理學實驗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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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月 20 至 26 日，辦理導生社團登記，由導師成立社團，二年級至延修同學，每個人

可以自行選擇導師及社團，依導師安排之時間進行課間活動。本學期社團共有愛樂社、

五五會、葳蕤社、出走社、鏢箭社以及 English Climb Corps 等。 

10、9 月 25 日，辦理「給新生家長的一封信」，郵寄「物理學系選課手冊」、「給新生家長

的建議」等相關資料，提供家長了解學系運作，以及學生學習相關內容，藉以建立起

良好的雙向溝通，且能督導學生課業學習，避免因學業問題而遭退學；同時邀請家長

參與 106 學年度（10 月 28 日）新生家長座談會。 

11、9 月 25 日，辦理學系系友獎學金以及系友助學金申請事宜。 

12、9 月 26 日，更新並公告 105 學年度碩士班榜單，應屆畢業生共有陳一德等 18 人進入

臺灣大學等國立研究所就讀，104 學年度亦有 3 位系友再接再厲錄取碩士班，另有 2

人申請至美國大學研修。 

13、9 月 27 日起，劉源俊老師的「物理英文」固定於星期三下午 13：30 開始，協助同學

進入物理世界，如何掌握物理。 

14、9 月 30 日，完成導師、功能導師編聘作業，並配合健康暨諮商中心辦理「班級導師輔

導計畫」，申請 10 項師生團體互動計畫。 

15、9 月 30 日，辦理「2017 廣州中山大學物理芙蘭節兩岸學術交流活動」甄選相關事宜。 

(三)計畫執行： 

1、9 月 1 日，辦理偏鄉服務活動，前往新北市石門區乾華國小進行科學演示活動，

邀請許兆芳講師，學系有林莉容等 3 位協助同學一同前往。該活動約有 40 位

學生及老師參與。王淑玲校長非常支持此一活動，希望我們每年都能維持到該

校與小朋友一起活動，提供新資訊。 

2、9 月 27 日，辦理實習課程「感測器的創作」成果分享會，共有 50 餘人參與成

果發表，並由授課夏君樑老師說明該課程進行的方式與同學們修習時應注意事

項，鼓勵同學實做。 

3、9 月 29 日，辦理「106 3D 列印」第一梯次活動，由皇芯科技李皇德經理主講，

有 6 位同學參與。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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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錄、公告導生社團名單、導生輔導制度介紹等事宜。 

2、資料填報：105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資料、學系大事紀要、教育部資料庫填報事宜。 

3、「2017 物理學史研習會（九）」講者邀請及相關前置作業。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業務。 

一、會議 

(一)、9 月 19 日舉行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 106 學年度課程相關

事宜。 

(二)、9 月 19 日舉行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本系「教師評鑑辦法」及

「教師評鑑表」、審核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課程料並報告近期系務執行事項。 

二、教學、研究 

(一)、9 月 5 日學系主任出席由校長主持因應 2017 遠見雜誌評比資料，召開之「如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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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術研究成績座談會」並報告學系學術研究現況。 

(二)、9 月 6 日王榮輝老師申請「理學院創新教學計畫」補助並於 9 月 12 日院行政會議獲

核定通過執行。 

(三)、9 月 6 ~7 日教學資源中心舉辦「106 學年教學創新暨新進跨校系列研習」活動本系王

榮輝老師受邀出席，分享「特色教學-翻轉教學」之教學經驗。 

(四)、9 月 25 日「產業論壇」課程，邀請台灣經濟研究院羅凱禎分析師，分享：化學產業

的發展趨勢。 

三、學生學習及輔導活動 

(一)、王榮輝老師榮獲 105 學年度「績優導師」。 

(二)、9 月 5 日辦理 105 學年度學系轉學生修業、學分抵免及選課輔導。 

(三)、9 月 7 日辦理 105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修業及選課輔導。 

(四)、9 月 12 日新生第 1 哩學系輔導活動由一年級導師、學系助教及系學會同學，共同協

助引導新生熟悉學校級系學習環境。 

四、行政業務 

(一)、9 月 18 日提送研發處「學系未來三年攬才規劃」資料。 

(二)、9 月 19 日提報 106 年第三季消防安全及公共危險物品資料。 

(三)、9 月 27 日學系秘書出席由研發處辦理之「107 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審作業說

明會」瞭解作業時程及規劃。 

(四)、9 月 27 日辦理 9 月份實驗廢棄物清儲運作業。 

(五)、10 月 3 日進行「106 學年度實驗室人員特殊健康檢查」。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業務。 

一、系務 

1. 9 月 26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論事項如下： 

(1)  討論本系教師評鑑辦法。 

(2) 審查本系大學部論文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資格。 

(3)  修訂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感染性生物材料保全及操作規範。 

(4) 審議微生物學系感染性生物材料保全操作流程。 

2. 9 月 26 日召開招生策略小組會議，討論如何提高本系碩士班報考及註冊率。 

二、教學及輔導 

1.  9 月 5 日辦理學系轉學生選課輔導，並完成轉學生學分抵免作業。 

2. 配合本校 106 學年度新生第一哩活動，本系於 9 月 12 日上午進行學系簡介、導師介紹

及說明修習課程規定，並安排學長姐現身說法，分享大學生活經驗及本系課程選修心

得，當天中午同時與導師聚餐相見歡。 

3. 9 月 21 日上午舉辦東福海洋專班 51 位學生及 1 位隨行老師之迎新會，本系進行學系

簡介、導師介紹、趙維良老師介紹本系科技部私校發展特色計畫與導師聚餐相見歡。9

月 26 日下午進行雙溪校區導覽及各老師研究室及實驗室參觀。 

4. 9 月 19 日進行大學部總結性課程-書報討論課前問卷施測。 

5. 完成本學期導師編聘作業及班級幹部維護作業。   

6. 系學生會於 9 月 22 日至 24 日舉辦迎新宿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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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4 學年各項招生入學狀況  

1. 大一新生共計 56 名(含繁星入學 14 名、申請入學 27 名(1 人休學)、指考入學 17 名(2

人休學)、1 位港澳生)。 

2. 二年級轉系生 1 名及轉學生 4 名。 

3. 三年級轉系生 3 名。 

4. 碩士班新生 2 名。 

四、學術研究及交流 

1. 張怡塘主任於 9 月 23 日受邀參加福州大學開學典禮及福州大學海洋學院閩台高校聯

合培養人才研討會。 

2. 張碧芬老師於 9 月 8 日參加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舉辦的 106 年度台灣微生物生態學會

年會暨會員大會，擔任評審委員。 

五、實驗安全 

1. 9 月 6 日完成微生物學系 BSL-2(M312)實驗室校內查核。 

2. 9 月 12 日架設完成 BSL-2(M312)滅菌鍋監視攝影機。 

3. 9 月 14 日完成成公共危險物品填報，資料交予理學院。 

4.  9 月 21 日完成微生物學系實驗室自動檢查表查核。 

5. 9 月 22 日完成微生物學系實驗室感染性生物材料調查，資料送至理學由專人至該署「實

驗室生物安全管理資訊系統」進行品項及保存數量之更新維護。 

6. 9 月 27 日完成實驗室廢棄物移送至 M002 作業。 

7. 9 月 27、28 日完成 2 座大型滅菌鍋安裝竣工作業。 

8. 9 月 27 日完成 F401、F403、M204、M210、M214、M313、M315 等 7 間生物性實驗室

安全查核。 

六、人員教育訓練 

9 月 28 日東福海洋生物專班學生參加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所舉辦之實驗室安全教

育訓練。 

 

【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06 年 9 月 5 日（二）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 

（二）106 年 9 月 19 日（二）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二、研究及學術 

（一）106 年 9 月 23 日(六)於第一教學研究大樓 R0201 教室舉辦「2017 工商心理實務工

作坊」，由汪曼穎教授主持，校內外共有 39 位同學參與。 

三、教學及輔導 

（一）106 年 9 月 5 日進行轉學生及轉系生選課輔導。 

（二）106 年 9 月 9 日（六）由系學會主辦迎新茶會，於第一教研大樓 R0312 教室舉辦，

大一新生共有 34 人出席參加。 

（三）106 年 9 月 12 日（三）於戴氏基金會辦理學士班新生入學學系輔導，介紹學系概

況、輔導選課，並安排學長姐分享國際交流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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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6 年 9 月 13 日(三)於 J203 會議室辦理研究生會議，由助教輔導同學選課及學生

事務相關事宜。 

（三）106 年 9 月 19 日（二）系學會於第一教研大樓普仁堂舉行系員大會，共有 143 人

出席參加。 

（四）舉辦「主任有約」活動，由系主任與大一新生、轉學生及轉系生分組進行晤談，以

瞭解學生狀況及需求。 

（五）106 年 10 月 2 日中午徐儷瑜主任邀請本學期自費研修生及交換生餐敘，並瞭解學

生於學習、生活等各方面的適應狀況。 

四、招生宣傳 

（一）106 年 9 月 30 日（六）林朱燕老師代表本系赴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參加工商心理研究所

聯合招生說明會。 

五、106 年第 2 次專技高考專技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於 106 年 9 月 25 日放榜，此次共有

4 名碩士班系友通過臨床心理師考試，1 名碩士班系友、1 名大學部系友及 2 名推廣部隨

班附讀生通過諮商心理師考試。 

 

【鑑識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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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十月 

一、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法學院大陸交流師生 48 人，陸續進行相關課程、生活輔導等。 

（一）9 月 25 日（周一）上午 11 時 30 分，城中 1104 會議室舉辦本學期「大陸交流生選課

輔導及加退選」。 

（二）9 月 27 日（周三）中午 12 時，城中 2123 會議室舉辦本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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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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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進行相關課程、生活輔導等。 

三、學術交流 

（一）9 月 16 日下午 2 時起於 5211 會議室舉辦「2017 台灣年金改革-軍人」研討會(與台灣行

政法學會合辦)。 

（二）9 月 19 日上午 10 時-12 時於 1704 會議室邀請日本大阪大學高橋名男教授演講「行政

行為資訊公開在日本之現況」。 

（三）9 月 23 日上午 9 時 30 分-16 時 30 分於 1705 會議室舉辦「大法官解釋一年的回顧」研

討會(與中華民國憲法學會合辦)。 

（四）10 月 2 日上午 10 時 2127 會議室由國際處國際中心歐素華主任與何婉君老師一同接待

澳洲邦德大學國際處代表 Ms. Rachel Lu, International Regional Manager。 

（五）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自 9 月 18 日起陸續舉辦 13~15 次專題講座。 

四、2017 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 9 月 16 日「賽務研習營」圓滿順利結束，將於 10 月 23 日-

28 日間舉辦賽事，預計 14 校組隊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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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十月 

【商學院】 

一、 9 月 5 日商談商學研究發展中心網頁建置及教材建置教研成果及案例資料庫平台事宜，

並完成後續請購事宜。 

二、 商學院 9 月 27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106 學年度第

2 次專任教師續聘案、106 學年度第 2 次兼任教師改聘案、106 學年度第 3 次客座教授

聘任案及複審「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教師評審辦法」及「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教師升等審查

作業要點」修訂案等議題。 

三、 《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9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9 月 1 日蔡宗榮執行長受邀至財政部 106 年度「公股事業機構高階人才培訓

班」，進行「金融科技之創新與衝擊」專題演講。 

（二） 9 月 5 日蔡宗榮執行長、FinTech 風險管理實驗室團隊高立翰老師、邱耀初老

師開會討論修改調整專案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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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向。 

（三） 9 月 5 日蔡宗榮執行長、國票綜合證券營業處呂麗真業務副總、許書瑜業務

副理及中國文化大學財務金融系王偉耀副教授，討論未來 FinTech 合作事宜。 

（四） 9 月 5 日蔡宗榮執行長、企業管理系遲淑華助理教授暨兩位碩士研究生，討

論「股權式群眾募資對台灣新創企業融資管道之影響」之議題。 

（五） 9 月 6 日傅祖壇院長、沈大白主任、蔡宗榮執行長、林聰武老師、何煒華老

師、溫福星老師、林忠機老師、林昱慧助理，一同前往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

司進行第一年度專案計畫期末報告，當天與會人員：黃琡珺執行副總、屈亞欣

副總、羅尤美副總、陳詩舜副總、袁祖平資深協理、莊千瑢經理。 

（六） 9 月 7 日蔡宗榮執行長受邀至審計部進行「金融科技面面觀」之專題演講。 

（七） 9 月 8 日假遠企飯店，資策會 MIC 舉行「30th MIC Forum - 大智移雲 精采時

代」系列研討會，蔡宗榮執行長及 FinTech 團隊劉宗哲老師、趙景明老師一同參

加「金融創新大未來-菁英論壇」場次。 

（八） 9 月 8 日 FinTech 中心與資策會大數據所合辦 FinTechBase 金融科技創新講

座，邀請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詹芳書主任進行「保險科技與財產保險商品創

新」專題演講；本課程內容從財產保險商品的市場發展與潛在需求來探討金融

科技創新的未來應用。主要課題包含全球財產保險市場新創商品調查與分析，

及保險科技在財產保險市場的主流應用。課程並規劃以車聯網汽車保險為案例，

分析其設計概念與未來的發展。 

（九） 9 月 13 日遠見雜誌十月號專題「Fintech 大調查」採訪蔡宗榮執行長，探討

「Fintech 人才困境與培育」議題。 

（十） 9 月 14 日蔡宗榮執行長與蘊奇科技(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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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欺詐、違約管理兩大主題，及未來合作之可

行性。 

（十一） 9 月 15 日蔡宗榮執行長、詹芳書副執行長、首耀科技(股)公司陳源謙總經理，

討論 FinTech 中心官方網站架設事宜。 

（十二） 9 月 22 日 FinTech 中心與資策會大數據所合辦 FinTechBase 金融科技創新講

座，邀請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詹芳書主任進行「保險科技與人身保險商品

創新」專題演講；本課程重點為人身保險商品的市場發展與潛在需求來探討

金融科技創新的未來應用。主要課題包含全球人身保險市場新創商品調查與

分析，及保險科技在人身保險市場的主流應用。課程並規劃以具外溢效果的

人身保險為案例，分析其設計概念與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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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9 月 26 日蔡宗榮執行長參加「中華金融科技產業促進會」之會員大會。 

（十四） 9 月 27 日蔡宗榮執行長受參加 Tixguru 唐吉軻德金融科技(股)公司成立酒會。 

（十五） 9 月 30 日假金管會證券期貨局，蔡宗榮執行長受邀擔任證期局投資抵減案之

審查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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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預選，並進行人工加退選事宜。 

（二） 辦理實習週誌及心得繳交事宜。 

（三） 繳交期中執行成果報告。 

（四） 上傳 106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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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上課前印製講義及課程問卷、製作授課講師簡介、授權同意書。 

（六）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七） 9 月份課程 

日期 課程主題 講師 

106.09.22 課程簡介、投資學基礎與實務 東吳大學蔡宗榮講座教授 

106309.29 共同基金實務與入門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馮美珍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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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0 月 2 日由院長召集陳惠芳副院長、企管系劉美纓主任、企管系遲淑華助

理教授、財精系劉文彬助理教授、資管系何煒華主任、企業創新育成中心沈大白

主任、企業創新育成中心樊學良執行長、金融科技開發中心蔡宗榮執行長開會討

論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舉辦創意競賽及明年 50 週年慶競賽活動相關事宜。 

（二） 辦理 10 月 18 日三創教育啟航系列活動第一場「創意沙龍」活動。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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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商學院三創系列活動第一場「創業沙龍」文宣、場地借用、

報名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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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連繫拜會台灣尤努斯基金會事宜，並確定於 10 月 12 日拜會台灣尤努斯基金

會。 

（二） 辦理申請中心單位章及主管職章事宜。 

八、 配合提報聯合醫院合作計畫內容。 

九、 本院與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訂於 10 月 24-27 日共同籌辦 2017 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

會，此一系列研討會自 1997 年開始舉辦，今年為第 21 屆，本次主軸為「大數據背景下

經濟與管理創新」，辦理事宜如下： 

（一） 彙整與會教師名單。 

（二） 辦理機位、證件、保險相關事宜。 

（三） 彙整中英文摘要、論文全文事宜。 

十、 辦理 10 月 6 日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徵才事宜。 

十一、 辦理商學院 50 週年慶相關事宜。 

十二、 辦理 107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上線事宜。 

十三、 籌組 2017 東吳超馬商學院師長參賽隊伍，由傅祖壇院長率領會計系李坤璋主任、經

濟系孫嘉宏教授、國貿系吳宜蓁助理教授、會計系謝永明教授、資管系何煒華主任、

商學進修學士班柯瓊鳳主任、推廣部吳吉政主任、財精系湯美玲助理教授、企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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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中心樊學良執行長參賽，希望藉此展現商學院主管及師長們的活力。 

十四、 確認 106 學年度商學院年終餐敘日期及場地。 

十五、 辦理本院申請境外專班相關事宜。 

十六、 協助統計 AACSB 學生學習成效中有關 105 學年度商學院碩(專)班論文口試審查學習品

質評核表。 

十七、 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9 月份第十九期出刊事宜。 

十八、 參加學校 9 月 27 日所舉辦「從 0 到 1 的價值-談校務發展計畫與教育部獎補助計畫」。 

十九、 有關院級雙聯學制、交換暨相關交流事宜： 

（一） 協助法國 IESEG AACSB reaccreditation process 填報資料蒐集事宜。 

（二） 公告 107 學年度院級交換生甄選資訊。 

（三） 9 月 18 日辦理南開大學院級交換生入學輔導。 

【跨領域學程】 

一、 協助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金融科技學程學生辦理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選課輔

導及學分抵免相關事宜。 

二、 9 月 27 日召開商學院跨領域學程作業小組會議，討論 106 學年度金融科技學程、財務

金融學程新增選修課程事宜，及財經全英語學程、國貿管理全英語學程必選修科目表異

動事宜。 

【國際商管學程】 

一、 辦理南京財經大學師長台證申請事宜。 

二、 填報 105 學年度校發計畫管考成果報告。 

三、 9 月 11 日英國 University of Kent 來院洽談建立雙聯學位與學生交換合作事宜。 

四、 9 月 13 日辦理國際商管學程新生入學輔導、校園導覽。 

五、 9 月 19 日召開「商學院全英語學程補助說明會」。 

六、 9 月 21 日辦理「財經全英語學程」、「國貿管理全英語學程」招生說明會，共計 88 名

學生參與。 

七、 9 月 26 日參加「從 0 到 1 的價值-談校務發展計畫與教育部獎補助計畫」說明會。 

八、 9 月 27 日參加「商學院學程作業小組會議」，修訂「財經全英語學程」、「國貿管理全

英語學程」必選修科目表。 

【EMBA 班】 

一、 本班「財經政策與論壇」課程演講，邀請國內財經產官學專精人士，就當前台灣面臨的

國際經濟情勢及財經重大課題，提出精闢的分析，讓學生了解財經決策之多面向及複雜

性，除了了解政策決定之重要因子外，並學習如何分析財經政策對產業、企業及大眾之

影響。 

(一) 9 月 2 日上午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吳中書院長演講，主題：國內外經濟現況與發

展，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 

(二) 9 月 2 日下午邀請前中央銀行副總裁許嘉棟講座教授演講，主題：兩岸的匯率與人

民幣國計畫 ，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 

(三) 9 月 9 日上午邀請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副主委邱永和主任演講，主題：合縱連橫與競

爭規範，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 

(四) 9 月 9 日下午邀請馬來西亞理科大學徐國鋒老師演講，主題：馬來西亞經濟發展經

驗之借鏡，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 

(五) 9 月 16 日上午邀請前海基會副董事長高孔廉講座教授演講，主題：務實看待兩岸

關係，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 

(六) 9 月 16 日下午邀請前財政部長張盛和講座教授演講，主題：財政政策回顧與前瞻，

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 

二、 9 月 18 日下午 6 時召開 EMBA 107 學年度招生會議，討論今年度招生宣傳及活動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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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三、 9 月 26-27 日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人工加退選作業。 

四、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工作事項報告： 

（一） 9 月 11 日發行第 82 期電子報，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9 月 3 日假西雅圖咖分世貿店舉辦第九場咖啡時間「Pink Ladies」，感謝三位美

麗的紅粉佳人（Pink Ladies）：第一屆曾子若、第五屆簡宜真及第八屆陳靜雯，分

享多年的創業及投資經驗，充份展現了女性的聰慧與毅力。同時，感謝謝子仁老

師蒞臨指導，相信所有出席的會員都一同享受了美好的粉紅派對，有個豐收的週

末午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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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若理事

長和傅祖壇院長及許多師長還有 2 百多位會員及眷屬共同參與，看到王政忠老師

和理念相同的老師校長們，一起帶著孩子們從地震中重新站起來，老師們對教育

的熱情與付出深深的感動我們。 

（四） 9 月 17 日舉辦「917 揪一起單車遊」，在溫暖和珣的陽光下，從關渡宮出發，經

關渡大橋、媽媽嘴咖啡、八里老街，最後是十三行博物館，全程大約 10 公里，非

常適合全家大小騎乘，全員也都平安順利的騎完全程。 

（五） 9 月 26 日假台北世貿聯誼社舉辦<106 學年度第一次協會發展會議>，各活動組

執行長報告今年已舉辦的活動成果以及 106 年下半年各組活動舉辦的時間及內

容： 

1. 讀書會組預計於 10 月 12 日舉辦第 35 場「讀書會」。 

2. 活力運動組預計於 11 月 25-26 日參加全國 EMBA 馬拉松，12 月 2 日參加東吳

國際超級馬拉松。 

3. 企業參訪及論壇組預計於 10 月 28 日舉辦關懷宜蘭文化之旅，12 月 16 日配合

招生舉辦一場大型論壇。 

（六） 9 月 26 日下午 9 時假台北世貿聯誼社召開<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七） 持續辦理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八） 持續辦理協會 GROUP365 社團通訊軟體經營與訊息發佈。 

（九） 持續辦理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十）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預告： 

1. 10 月 12 日舉行第 35 場讀書會「經營者養成筆記」很榮幸邀請翁望回老師主

持並導讀，研讀書籍為「經營者養成筆記」，本書作者為日本迅銷集團董事長，

也是大家熟悉全球三大休閒服飾公司「優衣庫」CEO“柳井正＂自身經驗之談，

並邀請第五屆王琳、第十屆陳玉慧與談，相信對經營者應具備能力之養成獲益

良多！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2. 10 月 28 日舉辦企業參訪-關懷宜蘭文化之旅，歡迎會員攜家帶眷一起參與。名

額 80 位，報名相當的踴躍，開放報名隔日上午即秒殺，感謝大家熱情參與! 

【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 9 月 2 日舉行碩士在職專班迎新活動，上午先由秘書介紹本系課程、選課與論

文等相關規定，中午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餐會。此次比較特別的是，除陶宏麟主任、

林沁雄老師與米克里斯多斯老師出席外，也邀請在碩專班上課之兼任教師李文宏老師、

詹維玲老師與黃勤文老師，與碩專一、二學生以輕鬆熱鬧之聊天方式互相認識。透過師

長課程介紹，學長姐學習經驗分享，希給新生更多的鼓勵與瞭解並順利融入碩專班的學

習環境。 

二、經濟學系陶宏麟主任 9 月 4 日上午 11:00 與兼任助教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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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學系 9 月 5 日上午 8:30 於 R2524 舉辦「轉學生抵免與選課輔導」，由秘書說明本系

抵免與選課相關規定，助教與轉聯會張鳳軒副會長協助輔導，另安排二、三年級班代與

轉學新生見面。 

四、經濟學系 9 月 6 日上午 10 :00~12:00 進行大一助教會議，說明新生選課相關事宜。 

五、經濟系系學生會於 9 月 8 日下午 1 點舉行學士班「新生茶會」，歡迎大一新生入學，介紹

城中校區環境。 

六、經濟學系 9 月 11~14 日配合德育中心舉辦 106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9

月 11 日下午辦理大一新生「學系時間暨選課輔導」，由陶宏麟主任主持介紹學系，邀請

一年級導師謝智源老師、邱永和老師與孫嘉宏老師歡迎新生加入本系，輔導助教許紘睿

助教、吳士豪助教與陳秋萍助教介紹本系各項相關規定。另邀請系友施民乾學長、向勇

學長、劉珉睿學長、王凱平學長返校經驗分享，並介紹求職經驗、未來可能就業發展與

出路。9 月 14 日下午輔導助教許紘睿助教、吳士豪助教與陳秋萍助教返回雙溪校區參加

班級活動競賽鼓舞新生，晚上導師謝智源老師、邱永和老師與孫嘉宏老師參加結業式為

新生加油。 

七、經濟學系於 9 月 15 日上午於 R2501 召開「總結性課程活動」小組工作會議，討論總結性

課程實施方式、訂定評比標準與回饋調整機制。 

八、西北政法大學資源衝突與利用研究所馮穎副所長 9 月 14 日~107 年 1 月 13 到經濟學系研

究訪問，研究方向：資源經濟與環境管理。 

九、訪問學者西北政法大學馮穎老師 9 月 15 日上午先拜會院長與主任，中午於弈香咖啡與經

濟系、企管系老師餐敘，包含陶宏麟主任、謝智源老師、陳彧夏老師、袁國芝老師、張

民忠老師、企管系劉敏熙副主任、西北政法大學劉倩老師。 

十、經濟學系 9 月 15 日下午 3:00~5:00 於 R2621 召開統計課程會議，由統計學 4 班教師與助

教組成統計教學社群，由樊沁萍老師擔任召集人，目前已決議在演習課統一教導學生 R

語言，並編寫講義。 

十一、 經濟學系在 9 月 18 日及 9 月 22 日舉行碩士班與博士班迎新，分別以座談或餐會方

式舉行，邀請師長及學長姐與會，以輕鬆熱鬧的聊天方式互相認識。 

十二、 經濟學系 9 月 25 日上午 10:30~12:00 於 R2501 召開系務發展委員會，討論「東吳大

學經濟學系教師評鑑辦法」之修訂。 

十三、 經濟學系 9 月 27 日經濟論壇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陳中舜助研究員主講，講題「習以

為常的電價，還是習焉不察的風險？」。 

十四、 經濟學系 9 月 29 日中午 12:10 於 R2227 召開系務會議，議題:討論 107 學年度新聘專

任專案教師、討論「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70 級 B 班校友獎助學金辦法」、討論「東吳大

學經濟學系教師評鑑辦法」、修訂 107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簡章分則、修訂「東吳大

學經濟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十五、 經濟學系 9 月 29 日下午 2:30 於 R2227 舉辦「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說明會」。 

十六、 經濟學系孫嘉宏老師 9 月 29 日 15:20~16:10 前往私立景文高中做宣傳介紹。 

【會計學系】 

一、重要會議及活動： 

(一) 9 月 11 日下午 1：10 舉辦大一新生學系輔導，進行學系介紹、選課輔導並由導師主持

班級時間進行班級輔導。 

(二) 會計學系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產學合作，共同辦理第 29 期「會計

師專業課程學分班」，籌辦簽約相關事宜。本期開設「初級會計學」、「中級會計學」、

「成本會計學」、「高等會計學」、「審計學」、「管理會計學」及「稅務法規」等學分班。 

(三) 9 月 14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論系務工作分配、會計學各科期中期末

統一考試時間、106 學年度大學甄試與考試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內容、107 學年度碩士班

甄試簡章內容等議題。 



58 

(四) 9 月 14 日下午 4：00 及晚上 6：30 分別舉行碩士班及碩專班新生座談會，本學期碩士

班新生 31 人（含 1 位陸生，1 位僑生），休學 1 人。碩專班新生 31 人，休學 1 人。 

(五) 9 月 20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碩士班會議，會中通過本系碩士在職專班 107 學年度碩士

在職專班報考資格修訂及招生分組草案。 

(六) 9 月 27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會中通過 107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

生簡章內容。 

(七) 本學期本系招收 2 位大陸交換生（繳交大陸學校學費，來台研習一學期）：東南大學會

計學系馮心悅、東南大學會計學系劉晨。 

(八) 本學期碩士班招收 1 位境外自費研修生（研修一學期）：揚州大學李竹欣。 

(九) 本學年本系招收陸生至學士班就讀 4 年（境外學位生），會一 A 1 名，會一 B 1 名；碩

士生招收 1 名陸生（境外學位生）。 

二、系務： 

(一) 本系將於 10月 22日假雙溪校區傳賢堂舉辦「2017東吳會計嘉年華暨校園徵才活動」，

活動分為兩大主軸，主軸之一是於傳賢堂舉行的大一創意舞蹈比賽及企業徵才簡報，

另一個主軸就是在綜合大樓二樓舉行的企業擺台及創意闖關活動。本次活動不但有新

生創意舞蹈比賽，另為輔導畢業同學發揮所長，也為協助各行各業發掘人才，會計學

系與各大會計師事務所共同舉辦徵才活動，期望透過企業廠商於現場與學生面對面交

流，盡速媒合就業，提升學生瞭解就業市場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以及所需具備之特

質條件與專業職能，儘早做好職涯發展之妥善規劃。 

(二) 因應 AACSB 持續認證作業並定期分析檢視學生學習成效，函請相關課程授課教師填

報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AOL（學生學習成效）線上表單並提交相關佐證資料。 

(三) 協助新學年用書訂購、安排負責助教、規劃放置地點與發放書籍等事宜。 

三、教務： 

(一) 9 月 19 日至 27 日辦理學生加退選。審核語音選課結果、檢討語音選課條件之設定。 

(二) 彙整 106 學年第 1 學期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相關資料，提報教

務處辦理聘任指導教授相關事宜。本學期計有碩士班 29 人、碩專班 28 人提交。 

(三) 辦理「106 學士班新生」、「轉系生」、及「轉學生」之學分抵免。 

四、佳訊： 

「2017 第七屆資誠盃邀請賽」於 9 月 23 日至 9 月 24 日於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及台灣大

學醫學院體育館舉辦，全國共有 11 所大學會計系與資誠聯隊派隊參加，本系男排隊榮獲

亞軍，名列參賽大學中首位。 

【企業管理學系】 

一、辦理 106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入學輔導、迎新相關事宜： 

(一) 9 月 3 日舉辦「106 學年度企業管理學系第 30 屆碩士班暨第 18 屆碩士在職專班新

生迎新座談會」介紹本系師長及召開新生班會。 

(二) 辦理新生資料建檔，包括個人資料表、通訊資料及個人相片。 

(三) 辦理新生學分抵免事宜。 

(四) 將碩士班及碩專班新生學生證交由城區管理組完成開放門禁卡權限使用，以利學生

方便進出本大樓研究室。 

二、9 月 6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議題討論： 

(一) 推舉系教評會委員與召集人共同推舉專任教師升等－「研究著作」外審委員案。 

(二) 審查 106 學年度專任教師續聘案。 

(三) 審查兼任助理教授改聘兼任副教授案。 

三、9 月 6 日舉行 106 學年度企管系助教研習活動，並辦理新進人員電子郵件帳號、電子化

校園系統-公文系統登錄、辦公室鑰匙移轉等事務。 

四、9 月 13 日橫濱市立大學國際管理系至本系學術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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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9 月 18 日舉行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自費研修生及交換生座談會。 

六、9 月 27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議題討論： 

(一) 106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成立事宜。 

(二) 107 學年度大學部各方式入學招生簡章及指考科目修訂事宜。 

(三) 107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各管道招生簡章草案修訂事宜。 

(四) 專任老師聘任事宜。 

七、9 月 27 日舉辦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場「Happy Hour」教師聯誼活動，邀請蘇雄義老

師分享個人休假期間的收獲成果(包含研究、進修或學術交流)，作為老師間之經驗交流分

享。 

八、獎助學金申請： 

(一) 財團法人紀念李建成先生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提供 10 名獎助名額，接受申請期限至

9 月 29 日。 

(二) 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學生獎助學金，接受申請期限至 10 月 14 日。 

(三) 財團法人台北市志松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獎學金提供 7 名獎助名額，接受申請期限

至 10 月 20 日。 

(四) 白氏麗志雙學位獎學金，接受申請期限至 10 月 20 日。 

(五) 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學生獎助學金-急難救助需求，凡有急難救助需求者得

隨時申請。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9 月 11 日下午 13：10~16:30，假 2123 會議室，舉辦「106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第一哩活動

學系時間」。 

二、9 月 13 日下午 18：30，假 2123 會議室，舉辦「106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迎新

座談會」。 

三、9 月 18 日下午 19：20，假 2524 教室，陳宏易主任舉辦「貿碩專一導生會」。 

四、9 月 20 日中午 12：10，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議

題內容如下： 

(一) 確認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會議紀錄。 

(二) 審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余振客座教授聘任事宜。 

五、9 月 20 日中午 12：20，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議

題內容如下： 

(一) 確認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會議紀錄。 

(二) 確認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三) 確認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會議紀錄。 

(四) 修訂「東吳大學國貿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考試程序準則」事宜。 

(五) 討論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碩士班考試及碩專班招生簡章事宜。 

(六) 討論 107 學年度新聘專任教師相關事宜。 

(七) 討論移地教學活動相關事宜。 

六、9 月 20 日下午 14：30，假 2227 會議室，舉辦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師教學經驗

分享座談會，議題內容如下： 

(一) 張大成老師分享休假成果發表。 

(二) 謝文雀老師分享休假成果發表。 

七、9 月 26 日下午 15:00，假 5211 會議室，出席從 0 到 1 的價值-談校務發展計畫與教育部

獎補助計畫(107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 

八、9 月 27 日中午 12：00，假極品軒餐廳，系友會楊良學理事長為感謝各位老師們的辛勞，

特舉辦教師節謝師餐會。 

九、9 月 27 日下午 14：00，假極品軒餐廳，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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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題內容如下： 

(一) 審查 106 學年度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獎學金事宜。 

(二) 審查 74 級系友工讀助學金事宜。 

(三) 討論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辦法事宜。 

十、9 月 23 日舉辦 2017 國貿系師生系友聯誼郊遊活動，地點：台中新社莊園。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 本系鄭宏文助理教授於 9 月 1 日至 7 日出席「Japanese 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 2017」研

討會，並於會中發表論文「Multistep Prediction Errors in Integrated Autoregressive Processes 

with Polynomial Time Trends」 

二、 9 月 2 日舉辦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座談說明會，並進行新生餐敘。 

三、 本系鄭宏文助理教授於 9 月 13 日至 20 日出席「Northern Fina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2017」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論文「Jump Variance Risk: Evidence from Option 

Valuation and Stock Returns」。 

四、 系學生會迎新宿營服務團隊於 9 月 9 日舉辦迎新茶會，並於 106 年 9 月 15 日至 17 日假

梅林親水岸度假村舉辦迎新宿營。 

五、 9 月 13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論研究生論文指導聲明書修訂案、107 學年度各學制(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內容、身心障礙學生招生名額及分則內容、寒

假轉學生招生簡章、確認各學制(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士班)新生入學手冊、提升

學術研究能量相關措施案。 

六、 9 月 18 日舉辦第一場 50 週年系慶活動，邀請富邦產物保險公司陳燦煌董事長(63 級畢

業系友)回系，進行系友經驗分享，為學弟妹提供許多良好的求學與就業經驗參考。會後

並與學系教師餐敘，針對保險精算教育及業界動態進行交流。 

七、 9 月 23 日分別舉辦本系財工人碩士系友聯誼餐敘，以及保精人碩士系友聯誼餐敘。 

八、 9 月 27 日召開獎學金委員會，討論研究生獎助學金分配案。 

【資訊管理學系】 

一、辦理轉學生選課輔導、學分抵免申請。 

二、辦理學士班、碩士班新生學分抵免申請。 

三、籌備 105 學年度業界實習、專業實習。 

四、9 月 11 日下午大一新生第一哩活動，辦理學系介紹、選課輔導、導生互動及系學會迎新

活動。 

五、9 月 21 日召開系務會議。 

六、9 月 23、24 日舉辦大一新生迎新宿營，系主任與系學會指導老師鄭麗珍前往宿營會場探

訪。 

七、9 月 26 日曾修宜老師至中和高中進行招生說明會。 

八、設置「卓鑫淼先生資訊教育獎助學金」：9 月 7 日上午卓鑫淼先生之家人偕同公司同仁前

來城中校區拜會本校潘維大校長，王淑芳社資長、資管系何煒華主任、林娟娟教授陪同

出席。資管系林娟娟教授居中促成二千萬元捐款，讓資管系設置「卓鑫淼先生資訊教育

獎助學金」，本獎助學金之宗旨為獎勵優秀學生與幫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由潘校長代表

接受該筆捐款，並致贈校園紀念品給捐款人。校長向卓先生之家人說明東吳大學辦學情

形，並閒聊台北市的都市發展。資管系全體師生感謝捐款人的支持與貢獻。 

九、成立 VR/AR Center：本系於 106 年 9 月購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與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的軟硬體設備，成立 VR/AR Center。VR 虛擬實境的目的為建立

一個模擬真實情境的世界，讓使用者有身處於此情境，彷彿見到的是現實世界一般。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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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則是藉由手機、平板或穿戴式眼鏡等裝置，將虛擬的數位化資訊，疊加到使用

者眼前的真實世界與真實物件當中。因此，VR 強調的是在虛擬世界中沈浸與感受，AR

強調的是在真實世界中擴增資訊與服務。本中心期望在行動應用的基礎導入 AR 技術，

並在虛擬的 VR 世界中導入新的應用服務。未來的規劃是安排系內學生實際體驗 VR 與

AR 設備，讓學生瞭解創新科技為生活帶來的好處，希望藉此激發學生更深層的創意與思

維；同時，也將設計 VR/AR 的課程供學生修習，輔導學生於各個領域實際開發新型態的

應用服務。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以電子郵件致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授課教師相關事務如下：(一)106 學年第 1 學期選課

方式及選課結果查詢。(二)期中預警(學業關懷)。(三)指派課代。(四)教學活動補助。(五)

兼任教師請假辦法。(六)填報擬辦理活動之申請。(七)學期行事摘要。 

二、委請經濟、會計、企管及財精各系推薦商學進修學士班之課程委員會代表。 

三、9 月 11~14 日商進班舉辦一系列新生第一哩活動因遇颱風，9 月 14 日轉學生網路選課諮

詢與 9 月 13 日與新生選課諮詢調至 9 月 12 日，在 2219 電腦教室辦理 106 學年度大一

新生選課輔導活動，當日亦有熱心的大二以上數位同學在場協助新生操作，拉進彼此距

離。說明會歷時約兩小時。 

四、9 月 11 日舉辦 106 學年度大一新生暨轉學新生迎新說明會，除由商進班班主任致詞開場

外，教務處註課組組長亦到場為新生介紹選課須知及相關注意事項。 

五、9 月 12 日學務處及軍訓室為新生介紹學校資源合校園規範與安全須知。 

六、9 月 13 日由商進班在學之學長姐引領新生導覽各相關單位，以利未來洽辦各項事務時有

所認識。 

七、填報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自評作業。 

八、106 學年度上學期共有 5 門課選課人數不足 10 人：商用英文、商業會計法、財務會計準

則專題、休閒與餐飲行銷管理、金融機構專題，其中後兩門人數較多，為商進班這學期

特例開班之課程。 

九、9 月 15 日至 27 日辦理學生選課業務，聯絡未註冊、未選課學生及選課輔導，106 學年開

始，最後人工加選由商進班辦理系統無法處理之加選。 

十、規劃期中專題講演及參訪活動，並請各學程導師申請本學期各項班級活動之補助。 

十一、 辦理其他事宜：學生畢業離校及休、退學手續、選課輔導、經費核銷、班級幹部資料

建置、學生開學與選課洽詢、教科書訂購接收、第 1 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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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十月 

一、院務行政 
（一）9 月 6 日，召開本學院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

審查 106 學年度兼任教師聘任案。 

（二）9 月 12 日，召開本學院暨學位學程聯席會議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會議，討論： 

1. 本學院特殊學科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草案。 

2. 本學院特殊學科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 

3. 本學院學位學程 107 學年度各學制招生簡章分則修訂案。 

4. 本學院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寒假轉學考辦理事宜。 

5. 本學院學位學程研究生獎助學金施行細則草案。 

（三）9 月 20 日，召開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會中通過

106 學年度兼任教師聘任案、本學院特殊學科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草案及本學院

特殊學科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 

（四）9 月 27 日，召開本學院學位學程事務會議，討論碩專班課程規劃及調整、教師延攬

規劃、實習課程規劃等議題。 

（五）填報第二期程校務評鑑各項目 104、105 學年度量化及質性資料。 

（六）編印新版學院簡介。 

（七）辦理經費核銷、工讀生報到及時數登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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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參加教育訓練： 

1. 9 月 19 日，參加人事室主辦之柯 P 語錄「公務員被說好乖是可恥的」談新進同

仁的生存法則。 

2. 9 月 27 日，參加研發處主辦之「從 0 到 1 的價值-談校務發展計畫與教育部獎

補助計畫」說明會。 

二、教學與學生輔導 

（一） 哲生樓 H312 碩士班研究生室除校內電話佈線尚未完成外，餘軟、硬體工程均已建置

完成。 

（二） 學士學位學程： 

1. 編印大一新生手冊。 

2. 辦理新生第一哩迎新活動（9 月 11 日）及選課輔導（9 月 12 日）。 

3. 9 月 14 日辦理轉學生座談會。 

4. 協助系學會辦理 9 月 15、16 日迎新宿營活動 

5. 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檢核條件設定、學生加退選、轉學及轉系生學分抵

免及上課教室調整等作業。 

6. 辦理會計學及機率與統計課程隨堂助教申請、勞保加保及其他各項相關業務。 

（三） 碩士及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1. 協助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畢業生辦理論文付印及離校相關事務、休學生辦理復學及

註冊、選課。 

2. 編印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新生學習手冊。 

3. 9 月 20 日辦理碩士學位學程迎新會；9 月 23 日辦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新生座談會。 

三、學術交流與合作 

（一） 9 月 5 日，許晉雄副院長拜訪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簡禎富講座教授，除邀請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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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蒞院演講，並論及未來合作方向及具體項目主要聚焦在「智慧製造」。 

（二） 本學院接受審計部委託，協助其內部教育訓練「巨量資料分析研習營議程」課程規劃

及師資。本案由張善政榮譽院長領軍，參與教師包括林蔚君講座教授、蔡宗榮講座教

授、許晉雄副院長及胡筱薇助理教授。為期二日之研習營已於 9 月 7、8 日辦理完畢。

議程如下： 

日期 講題 講者 

9 月 7 日 巨量資料介紹 

 

林蔚君/ 

東吳大學辜濂松先生紀念講座教授 

金融科技面面觀 

 

蔡宗榮/ 

東吳大學唐松章校友講座教授 

9 月 8 日 社群大數據－輿情觀測

及分析應用 

胡筱薇／ 

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專題演講： 

政府推動開放資料與大數據

的經驗與心得 

張善政／ 

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榮譽院長 

綜合座談： 

巨量資料分析在審計機關之

運用與發展 

主持人：張善政榮譽院長、林審計長 

報告人：李順保廳長 

與談人：胡筱薇助理教授 

 

（三） 9 月 14 日，許晉雄副院長協同本學院鄭江宇老師與校友企業洽談電商平台網購資料

分析合作計畫，本合作案主要藉由本學院專業，協助該公司對顧客購物行為，做出更

精確的預測分析。 

（四） 9 月 15 日，許晉雄副院長與睿致企管公司李品睿總經理洽談合作議題，包括商業及

金融大數據分析，另討論提出產學合作專案計畫的可能性。 

（五） 9 月 22 日，許晉雄副院長與本學院黃福銘老師、台北科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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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規劃如下： 

會議宗旨 Big Data 是近年來熱門的話題之一，R 仍然高居資料解析、資料探勘與

資料科學主要語言的首位。2017 R&P Taiwan 從雲端、產業根基(製造業)

與解析技術等開始談起，結合實務經驗豐富的業界專家們進行分享討

論，期使 R 軟體發揮槓桿作用，讓各行各業能從彈性的開源工具中取得

資料加值的競爭優勢。 

會議主軸 資料融合、分析與應用 (不限定 R 語言)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中華 R 軟體學會、臺灣資料科學與商業應

用協會、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合辦單位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資訊與決策科學研究所 

會議時間 2017/12/14(研討會前導課程)、2017/12/15(研討會主議程) 

會議地點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211 演講廳、5117 教室、2123 教室 

 

（六） 9 月 26 日，許晉雄副院長與實踐家教育集團討論「教育大數據」合作議題。 

（七） 9 月 28 日，許晉雄副院長與北祥科技公司代表討論 R-Web 版的合作議題，內容主要

是利用 R 為開發工具，將其應用在教學與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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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十月 

【第一組】 

一、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辦理本校聘用之專、

兼職人員定期查閱作業。 

二、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辦理本校聘任之專、兼任教師定期查

閱作業。 

三、於 106 年 9 月 5 日辦理「如何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成績座談會」，由校長親自主持，邀請

副校長、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學術單位主管與副主管，不僅由相關行政單位提出改善計

畫，並安排學術單位主管提供建議，集思廣益，為本校聲譽及未來發展共同努力。 

四、於 106 年 10 月 3 日舉辦 106 學年度健康檢查，本次應受檢總人數為 123 人，實際到校

受檢者有 83 人，到檢率為 67%，並預定於 11 月上旬發送檢查報告。 

五、於 106 年 9 月 13 日以電子郵件函告專、兼任教職員工，有關二校區設置哺（集）乳室相

關事宜。 

六、於 106 年 9 月 14 日發函提醒休假期滿之教師，應依規定於返校三個月內，將休假期間

所從事研究、進修或學術交流成果於系內公開發表，並提送校教評會備查。 

七、彙編 106 學年度教職員工紙本名錄，並預定於 10 月中旬發送。 

八、於 106 年 9 月 19 日函知各單位有關政府推動年金改革相關事宜 

九、為利於提案彙整，增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案單，提供各院級教評會提案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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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兼任教師資格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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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份薪資已作業完成，並已於 106 年 10 月 5 日發放。另產學合作等

計畫專任助理 106 年 9 月份人事費已於當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06 年 9 月人事

費亦已於 106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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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個

人應繳之保費及各單位應負擔之勞保費及勞退金。 

四、製發 106 年 8 月份研究計畫各項保費分擔表及補充保費核定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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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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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公保超額年金核

發作業。 

七、辦理校級委員會委員獎勵簽文，並核發教師休假點數獎勵通知及職員敘獎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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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函請 106 年 11 月至 107 年 2 月 6 名屆齡退休人員提供申請退休金之相關資料。 

九、發函公告新修訂之「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請假辦法」。 

十、簽辦 106 學年度主管知行營規劃事宜。 

十一、辦理教育部核發 11 名退休教師之服務獎章相關事宜。 

十二、本學期第 1 場教育訓練課程於 9 月 19 日下午在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蔡志

賢專門委員主講「從柯 P 語錄『公務員被說好乖是可恥的』談新進同仁在東吳的生存

法則」，並請 105 年度 6 位服務傑出職員分享其工作經驗，共計有 64 位新進職員、助

教及助理參加。 

十三、行政人員為提升英語能力，報名參與推廣部英文課程， 198 期課程於 9 月中旬陸續

結束，共計 5 人全勤完成研習。199 期截止報名共計 14 人。 

十四、辦理校級各委員會聘函製發作業。 

十五、辦理 106 年總統秋節慰問金申請，由各院推薦具有教育貢獻，且生活困苦或罹患重病

亟需濟助之退休教師，本校共提出 3 位教師，皆順利審核通過，且教育部已發函請各

校核發款項。 

十六、為慶祝 106 年度教師節，協助福委會發放全校教職員工敬師卡，兩校區總共發放 1,07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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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十月 

【第一組】 

一、 本校106年8月份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人事費明細表及投資基金增減變動月報表，

於106年9月14日函送教育部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二、 本校106年8月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得明細資料會計科目分析表及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

得明細資料，於106年9月19日送人事室酌參。 

三、 截至106年10月3日止，7月31日傳票共計139張，106年9月份傳票共計1,497張。 

四、 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及北一區區域中心計畫106年9月份經費執行情形表，於106年9月29

日陳副校長核閱。 

五、 105學年度決算作業，辦理年度結帳，調整預收、預付、應收及應付事項；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於106年9月11日蒞校進行查帳作業。 

六、 辦理學生就學補助基金專戶提存作業。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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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系 
科技部之「地方調查與近代中國地方概念

的建構」計畫 
106年9月12日 

2 歷史系 
科技部之「歷史如何教？文本閱讀與證據

推論」計畫 
106年9月15日 

3 哲學系 
科技部之「智能行動--實踐智慧之混合技

能模型」計畫 
106年9月7日 

4 哲學系 科技部之「知識與行動－知識與行動」計畫 106年9月12日 

5 哲學系 
科技部之「王陽明致良知哲學的知識問題」

計畫 
106年9月12日 

6 哲學系 

科技部之「東西方哲學之宗教向度：存有

學、主體論與詮釋學－「敘事神學」：當代

西方詮釋學的宗教向度研究」計畫 

106年9月15日 

7 哲學系 
科技部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客座教授」計

畫 
106年9月18日 

8 政治系 科技部之「政治知識的實驗與測量」計畫 106年9月18日 

9 政治系 

科技部之「德國城鄉再生能源發展與使用

之研究—規劃、實踐、評估與台灣的省思」

計畫 

106年9月18日 

10 政治系 
科技部之「空間分析於選舉地理及政治學

研究之應用」計畫 
106年9月19日 

11 政治系 
科技部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博士後研

究」計畫 
106年9月21日 

12 政治系 
科技部之「台灣公民團體的變遷與持續

(2/2)」計畫 
106年9月26日 

13 社會系 
科技部之「王者流行之聲：文夏台灣歌謠跨

界/跨語翻唱曲的社會文化意義探究」計畫 
106年9月6日 

14 社工系 
科技部之「『長期照護保險論：德、日、韓

制度模型比較分析』專書寫作計畫」計畫 
106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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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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社工系 
科技部之「整合性社區照顧體系的建構與

實踐之研究:台、日比較分析」計畫 
106年9月15日 

16 
師資培育

中心 

科技部之「以「實踐社群理論」觀察「學習

共同體」教學環境下的學生學習」計畫 
106年9月7日 

17 英文系 科技部之「後跨文化戲劇(II-II)」計畫 106年9月26日 

18 日文系 
科技部之「從認知語言學看日語形容詞的

使用差異」計畫 
106年9月6日 

19 日文系 
科技部之「探討非言語要素的談話機能」計

畫 
106年9月6日 

20 日文系 
科技部之「台灣日語學習者在口語中日語

連接關係之應用與習得研究」計畫 
106年9月6日 

21 日文系 

科技部之「探討以中文為母語之日語學習

者在日語意見文寫作上的動詞詞彙產出：

以語料庫為本的研究」計畫 

106年9月6日 

22 數學系 
科技部之「以數學軟體提升大學數學建模

課程的教材與教法之研究」計畫 
106年9月6日 

23 數學系 
科技部之「數值域產生的非原本龐賽列曲

線」計畫 
106年9月12日 

24 物理系 
科技部之「雷射與奈米材料之高速動力學

及非線性光學效應之研究」計畫 
106年9月19日 

25 物理系 

科技部之「可量測溫度，磁化率，T2，並且

抑制脂肪信號的全新磁共振導航技術之開

發：應用於聚焦超音波熱治療」計畫 

106年9月21日 

26 化學系 
科技部之「拓展試紙型醣類感測範圍材料

的開發(1/2)」計畫 
106年9月12日 

27 化學系 
科技部之「溶液相π共軛有機分子的電子

激發態性質的溶合效應研究」計畫 
106年9月14日 

28 化學系 
科技部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博士後研

究」計畫 
106年9月18日 

29 化學系 
科技部之「以軟性模板在離子液體中製備

奈米金屬合金材料及其應用」計畫 
106年9月21日 

30 化學系 

科技部之「新穎金屬有機骨架材料合成、分

析及應用－新穎金屬有機骨架材料合成、

分析及應用」計畫 

106年9月26日 

31 微生物系 

科技部之「綠色海水養殖環境微生物製劑

之開發與應用－綠色海水養殖環境微生物

製劑之開發與應用(2/3)」計畫 

106年9月12日 

32 微生物系 

科技部之「利用菇類栽培後基質廢棄太空

包對磺胺類抗生素及乙醯胺酚等新興汙染

物物質去除之探討」計畫 

106年9月12日 

33 微生物系 
科技部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博士後研

究」計畫 
106年9月19日 

34 法律系 科技部之「稅捐稽徵法與行政執行法上稅 106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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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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保全之研究」計畫 

35 法律系 

科技部之「兩岸智慧財產權訴訟事件之審

判管轄及判決承認與執行問題之探討」計

畫 

106年9月21日 

36 法律系 
科技部之「論委託私人行使公權力作為法

規範制定之模式」計畫 
106年9月21日 

37 法律系 
科技部之「德國股權性質群眾集資規範對

我國法之啟示」計畫 
106年9月22日 

38 法律系 

科技部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TPP)投資專章關於徵收條款之解釋與

適用」計畫 

106年9月22日 

39 法律系 
科技部之「危機或轉機?從船旗國自願性準

則檢視台灣漁業法制的角色與定位」計畫 
106年9月25日 

40 法律系 
科技部之「公司之財務預測與證券詐欺行

為交錯之研究」計畫 
106年9月25日 

41 法律系 
科技部之「英國夫妻財產分配原則於我國

剩餘財產分配調整權之啟示」計畫 
106年9月26日 

42 法律系 
科技部之「抵押物租金債權處分之效力與

民法第864條抵押權效力競合之研究」計畫 
106年9月26日 

43 法律系 

科技部之「國際稅法問題之研究---(一)居

民稅收管轄權之探討、(二)跨國投資所得

之課稅問題、(三)財產課稅問題」計畫 

106年10月2日 

44 法律系 

科技部之「以規範手段研究檢視三級品管

下食品安全標章制度之爭議 – 以食品

GMP到TQF（台灣優良食品）之轉變為例」計

畫 

106年10月3日 

45 經濟系 
科技部之「消費、污染與最適政策：一個兩

部門的成長模型」計畫 
106年9月14日 

46 經濟系 

科技部之「內生化進入市場時點的直線型

城市空間差別定價  －  Bertrand 與 

Cournot」計畫 

106年9月15日 

47 經濟系 
科技部之「消費外部性、生育率與人力資本

累積」計畫 
106年9月20日 

48 經濟系 科技部之「姓名筆劃數與運勢」計畫 106年9月21日 

49 經濟系 
科技部之「台灣生產力與成長KLEMS模式及

資料庫建立暨其國際比較研究」計畫 
106年10月2日 

50 企管系 

科技部之「以UTAUT模式探討航空公司行動

服務接受度之影響因素：以APP訂票為例」

計畫 

106年9月21日 

51 企管系 
科技部之「從行為理論觀念探討家族企業

的風險接受」計畫 
106年9月26日 

52 企管系 
科技部之「員工會使用企業社交媒體嗎？

社交媒體之社會資本與任務需求適配之影
106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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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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計畫 

53 企管系 
科技部之「複合創新：從經營模式到組織變

革」計畫 
106年9月29日 

54 企管系 
科技部之「複合創新：從經營模式到組織變

革」計畫 
106年9月29日 

55 企管系 

科技部之「經理人過度自信、國際化速度、

及極端績效：以董事警覺性為調節效果」計

畫 

106年10月2日 

56 企管系 
科技部之「從不確定性管理觀點建構禮物

消費共同決策之一般性理論模型」計畫 
106年10月2日 

57 會計系 
科技部之「建構建築產業之綠色決策評估

模式」計畫 
106年10月3日 

58 國貿系 
科技部之「達成最低採購門檻卻因勉強而

不悅？決策相關變數之角色」計畫 
106年9月15日 

59 國貿系 
科技部之「從需求不確定性和成本不對稱

下討論關稅簡化的福利效果」計畫 
106年9月25日 

60 國貿系 
科技部之「平行貿易、品質差異內生化選擇

與福利分析」計畫 
106年9月26日 

61 財精系 
科技部之「推廣Black與Scholes模型於破

產風險下之界限選擇權定價問題」計畫 
106年9月29日 

62 資管系 
科技部之「以意見探勘技術挖掘社群媒體

的群眾智慧」計畫 
106年9月15日 

63 資管系 

科技部之「揭開共享經濟時代下Airbnb成

功模式的面紗: 產品解譯、網站解析、與關

係鞏固觀點」計畫 

106年9月15日 

64 資管系 

科技部之「以社會資本理論與社群關係探

討行動商務消費者對虛實商品之購買意

圖」計畫 

106年9月15日 

65 資管系 
科技部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博士後研究」

計畫 
106年9月19日 

66 資管系 
科技部之「移動資料平滑曲線設計與視覺

資料即時展現之研究」計畫 
106年9月29日 

67 資管系 
科技部之「運用多元方法來探索線上消費

者之衝動購買行為」計畫 
106年9月29日 

68 資管系 
科技部之「雲端環境下設計改良式DDoS防

禦機制之研究」計畫 
106年9月29日 

69 海量中心 
凌群電腦公司之「A1A2事故資料與M3公路

監理資料數據分析」計畫 
106年9月11日 

70 海量中心 
交通部運研所之「10kph超速容許值是否合

宜公聽會(東區)」計畫 
106年10月2日 

71 海量中心 
公路總局之「105年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專

案推動規劃-台東縣延平鄉研究案」計畫 
106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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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一、106學年度預算案，7月19日函報教育部備查(東會字第1060001315號函)，教育部於9月

14日函復原則同意備查(臺教會(二)字第1060105458號函)。教育部核定版預算書，已

於會計室網頁完整公告，並於圖書館公開陳列。 

二、完成106學年度8月份計畫預算執行表，並發送各計畫執行單位。 

三、 完成106年8月份固定及非固定薪資所得扣繳申報。 

四、 提供106年8月所得類別50申報金額統計報表予人事室，以利辦理申報學校應負擔之補

充保費計算。 

五、依本校預算制度規定，105學年度單位預算執行狀況，業已呈校長核閱，於106年9月11

日發送預算小組、預算委員會及研究發展處參考。 

六、106年9月26、27日分研究發展處分別於兩校區辦理「107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

算編列說明會」，本室負責修訂「107學年度支出預算項目及支用原則表」作為編列107

學年度預算之依據，並提供「107學年度預算編列注意事項說明」。 

七、 配合本校第二週期校務評鑑時程規劃，於8月31日完成承辦單位「核心指標檢核重點填

報表」填寫並移交各彙整人；9月22日完成彙整單位「核心指標檢核重點填報表」彙整

並移交評鑑組。 

八、 配合校外機構各類型補助案納入校發計畫規定，106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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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8 師資培育中心 106-G-06-5208-5-01 各類基礎課程維持運

作之基本開銷 

2 0701 德育中心 106-C-01-0701-2-03 學涯輔導機制推展 

3 0701 德育中心 106-C-01-0701-4-01 教育部大專校院助學

措施 

4 1605 生涯發展中心 106-C-01-1605-5-01 生涯發展輔導規劃 

5 5503 德國文化學系 106-G-06-5503-5-02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

作之基本開銷 

6 5503 德國文化學系 106-G-06-5503-5-01 各類基礎課程維持運

作之基本開銷 

7 5803 化學系 106-G-06-5803-5-01 各類基礎課程維持運

作之基本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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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十月 

【圖書館】 

一、9 月 11 日(一)召開 106 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議，報告「城中校區第二閱覽室整修工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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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課程地圖」注意事項，及討論發函各學系徵集

教師著作與 106 學年度閱讀推廣活動購書經費等事宜。 

二、9 月 12 日(二)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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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籌備會議，決議：發送第二次徵稿啟事，摘要收件截稿日期延至 107 年

10 月 10 日(二)。10 月 13 日(五)下午 3 點將進行第 3 次籌備會議，審議投稿者摘要、

討論專題演講者、主持人名單、規劃研討會議程以利申請經費等事宜。 

三、9 月 25 日(一)召開 106 學年度第 4 次主管會議，報告 107 學年度圖書經費預算除依

照往年圖書館自提經費保持 3,158,600 元之外，將由圖書統籌經費 5,0960,000 元撥出

10%予圖書館統籌運用、「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自評作業」及教育部第二週期校

務評鑑作業圖書館加入「晤談組」事項，修訂「東吳大學請購書籍資料執行細則」

及「校史室文物管理作業」、圖書館納入「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法」及討論校外人士

使用資訊檢索區電腦使用規範及是否刪訂 LN-Academic 等事宜。 

四、出席 9 月 27 日(三)「從 0 到 1 的價值—談校務發展計畫與教育部獎補助計畫（107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 

五、編輯及發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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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次徵稿啟事及聯絡國內專題演講者等庶務事宜。 

六、新夥伴學校－文化大學、臺北市立大學於 106 年 9 月 20 日(三)正式啟動北一區圖書

資源服務平台服務，康寧大學預計 10 月上旬啟動。 

七、106 年 10 月 24 日(二)將召開「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台 106 年度

第一次夥伴校會議」。 

八、106 年 10 月 2 日(一)接獲教資中心來信提及「107 年 1 月起，高教政策即將轉型高

教深耕計畫，現階段各單位主持之「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即將於年底結

束」(教育部尚未正式發函)。圖書平台後續規劃，將提案至 10 月 24 日(二)夥伴會議

進行討論。 

項    目 時     間 數    量 

網頁瀏覽人次 98 年 10 月 8 日至 106 年 9 月 30 日 435 萬 7,035 人次 

聯合目錄(匯入) 98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9 月 30 日 816 萬 9,892 筆 

圖書代借代還 
106 年度計畫 

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6 年 9 月 30 日 

(14 校) 

總處理件:2,408 筆 

線上申請 

館際借書證 

106 年度計畫 

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6 年 9 月 30 日 

(15 校) 

總處理件：584 人次 

北一區館合證 

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6 年 9 月 30 日 
進館量/20 人次、 

借書量/31 本 

100 年 10 月 12 日至 106 年 9 月 30 日 
進館量/4,764 人次  

借書量/4,650 本   

 

九、協助夥伴學校館員及讀者排解相關問題統計（統計期間：106.9.1-106.9.30） 

類  型 件數 

系統服務 15 

館員服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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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件數 

讀者服務 4 

聯合目錄 3 

貨運服務 5 

合  計 42 

 

【技術服務組】 

一、組務： 

(一) 完成 106 學年度組務行事曆。 

(二) 提交 107 學年支出預算項目修訂意見予會計室。 

(三) 完成申請聘任孫沛君之職務代理人林芷瑄，並修訂同仁業務執掌。 

(四) 通知各學系 106 學年度圖書經費分配額度。 

(五) 規劃 106 學年閱讀推廣活動購書經費需求。 

(六) 申請借用 106 年圖書館週圖書採購節活動場地。 

(七) 確認遠見雜誌調查之 TCI-HSS 資料庫統計收錄來源與範圍。 

(八) 討論及規劃採購文件存放結報作業準則及存放方式。 

(九) 協助採保組與會計師現場查帳。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上傳四個月(2017/5/1~2017/8/31)書目資料 5,580 筆至 NBINet 分享。東方語言 3,987

筆，西方語言 1,593 筆。 

(二) 完成全國期刊聯合目錄線上更新系統修改期刊館藏紀錄共 4,644 筆。 

(三) 更新 106 學年圖書統籌預算編號及書籍資料薦購表單。 

三、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6/08/29-106/09/26) 

(一) 購案核銷與採編維護 

購案 核銷 

44 件 4 件 

系統訂購檔 購書移送 贈書移送 

1,049 筆 1,290 冊 766 冊 

期刊編目 期刊驗收 期刊催缺 

64 筆 496 筆 85 筆 

(二) 其他業務處理統計 

項目 數量 

教師新書公告 1 件 

贈書處理（公文、謝函/贈書清冊） 
 公文 4 份 

謝函/清冊 5 件 

學報寄送處理（含加工、打包） 英文法律學報 125 本 

【讀者服務組】 

一、 感謝總務處協助「城中校區第二閱覽室整修工程」，開學次日初驗通過後隨即開
放使用城中校區第二閱覽室，以滿足城區學生讀書需求。預訂於 10 月 11 日（三）
早上 10 點驗收土木部分，10 點 30 分驗收空調，門禁系統與網路設備工程請修案
即將於近期完工並擇期驗收。 

二、 配合營繕組專業規劃中正圖書館空氣品質改善工程事宜，以利 107 學年度校務發
展計畫事宜。 

三、 106 學年度新生活動於 9 月 18 日（一）至 10 月 17 日（二）舉辦，共有「進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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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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歡迎全校師生踴躍
參與。 

四、 籌備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紀念活動，由校牧室、圖書館、德文系及音樂系
共同舉辦，活動內容共計三大主軸： 
(一)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紀念展，展期為 10 月 27 日（五）至 11 月 6

日（一），地點於安素堂。 
(二)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紀念音樂會，日期為 10 月 27 日（五）晚間，

地點於松怡廳。 
(三)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周年」學術研討會，日期為 10 月 28 日（六）日間，

地點於普仁堂。 
五、 完成全校教職員生自動化系統、門禁系統、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讀者檔更新

事宜，以及東福生物專班、東福法律專班辦證建檔事宜，俾利刷卡入館借書。 
六、 完成教科書區與教師指定參考用書更新事宜，截至目前為止兩校區共計設定

1,65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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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 332 99 1,397 0 1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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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603 61 145 160 
賠書:6 

賠款:0 

196 筆 

4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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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 7 75 
本校 33,278 

校外 1,215 
9 397  

團映室 

使用人次 

會議室 

借用次數 
導覽場次 館舍維修 期刊裝訂   

159 7 
6 場 

238 人 
9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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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124 67 人次 3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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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2018 年中、日文紙本期刊薦購單作業，並提送技術服務組進行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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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成 106 學年度電腦暨印表機維護調查作業。 

四、 完成兩校區圖書館讀者使用之掃描器設備請購與安裝作業。 

五、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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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BLUEcloud 自動化系統展示會(9/4)及/Sierra

自動化系統展示會(9/26)。 

六、 配合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舉辦 2017 年「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教師版教育訓練兩

校區活動場次，包括：第一場：城中校區場次，日期：106 年 10 月 5 日（三）時間：14：

30～15：30，地點：2227 會議室。第二場：雙溪校區場次，日期：106 年 10 月 17 日（二）

時間：14：30～15：30，地點：中正圖書館 2F 數位學習室。 

七、 測試 Windows10 環境之自動化流通模組的讀者資料轉檔作業。 

八、 完成「馬丁路德-宗教改革 500 周年紀念活動」相關網頁建置作業。 

九、 配合國際處外籍生與新生第一哩活動參觀校史室，九月份累計人次為 215 人次。並配合

法學院和文舍，提供相關文物照片資料以為業務使用。 

十、 九月份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計 10 場，計 232 人次參加。 

(一) 中正圖書館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2017/9/20 14:00~15:00 如何利用圖書館 7 

2017/9/21 08:00~10:00 圖書館導覽及電子資源介紹/社會系一 B 70 

2017/9/26 12:20~13:20 Turnitin 教育訓練(教師版)/社工系 15 

2017/9/27 08:30~10:00 社會系相關電子資料庫介紹 32 

2017/9/27 14:00~15:00 如何利用圖書館 10 

(二) 城區分館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2017/8/28 18:30~21:30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和 EndNote X8 介紹 35 

2017/9/20 10:30~12:00 法學相關資料庫介紹/法碩 11 

2017/9/26 13:00~15:00 法學相關資料庫介紹/法碩 26 

2017/9/27 10:00~12:00 WestlawNext 法律資料庫介紹 11 

2017/9/29 14:30~15:30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介紹/經濟系 15 

十一、 業務統計 

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電子資源 

[電子期刊]測試並更正電子期刊 Microbiology Society

及 Kluwer 及 Project Euclid 之 SFX 連結設定。 
種 21 

[資料庫]更新 Aremos/Cimpustat 單機版資料庫。 個 2 

[資料庫試用]World ebook Library 電子書圖書資料庫、

SkillPort 自我學習平台及 Statista 線上綜合資料聚合

平台。 

種 3 

[電子書]上載中西文電子書至 ERM 電子資源管理系

統，計 373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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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書目資料由學位論文系統轉出 ISO 2709 格式 214 

論文系統上傳相關問題諮詢 88 

郵寄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國家圖書館 175 

處理中文系、社會系、政治系相關教師研究計畫之資 筆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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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料建檔，並上傳至機構典藏系統，計 313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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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次 232 

網頁建置 

與維護 

更新本館網頁：組織及業務職掌、學科服務、相關統

計資訊、資料庫講習課程及館務紀要。 
件 7 

圖書館 

自動化 

書評審核(0) 

件 
      

23 
客服問題(4) 

WebPAC 維護-書影圖檔(19) 

電腦維護 

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9) 

件 19 

軟體更新、安裝及檢測(5) 

印表機(0)、掃描器(0) 

主機及周邊設備(1) 

機房管理(0) 

網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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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十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106年 9月 6日、7日於外雙溪校區及宜蘭礁溪中冠大飯店舉行「106學年度教學創

新暨新進跨校系列研習」，研習內容聚焦於教師同儕社群經營及創新教學議題探討，

並首次與國立高雄大學合作，帶動教師跨校跨領域之合作氛圍。活動總參與人數有

78人，東吳與會師長共 40人，包含 18位新進教師及 22位校內師長，活動回饋滿意

度達 95%。 

(二)因應教育趨勢改變，修訂本校教師社群及教學精進補助辦法，條訂案業經 106 年 9

月 25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為增進教師對新辦法之瞭解，以利後續申請流程之進行，

訂於 106 年 10 月 6 日於兩校區舉辦說明會，相關訊息除已於 9 月 29 日函知各學系

外，擬另發送電子郵件轉知校內專兼任教師。 

(三)「中文素養檢核暨提升機制」106學年度上學期大一國文施測業於 10月 2日開始進

行施測。並進行線上自學講義編製與競賽規劃。  

  二、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 

(一)9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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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a key，為何老 key 不乾淨？！】邀請范書銘導播擔任講師教導如何拍

攝、棚內棚外在拍攝上需注意的事項等，並讓學生們分組實際操作。因場地限制僅開

放 12人報名，實際參與 10人，活動滿意度達 97.86%。 

(二)9月 26日教育部及磨課師計畫辦公室至本校進行 106年度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諮詢

會議，並安排攝影棚參訪，與會者有：教育部資科司李如璇資料管理師、磨課師分項

計畫協同主持人王履梅主任及國立宜蘭大學黃朝曦教授等，本校由潘維大校長及趙

維良副校長共同出席。會後已針對委員提出之建議進行討論及修改。 

(三)10月 7日本校第一批磨課師課程「大家來練著作拳(權)！」及「MVP夢工場 - 籃球

技術訓練」將分別於「中華開放教育平台」及「TaiwanLife 臺灣全民學習平臺」上

線開課，目前兩門課的選課人數為 150人及 69人，請各單位協助宣傳推廣。 

三、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截至 106 年 8 月底，本年度計畫第 1 款執行率達 83.67％，9 月 19 日備文函報教育

部申請第 2 期款，同日另函夥伴學校辦理掣據撥款作業，9 月 27 日教育部函復轉辦

撥款作業。 

(二)9 月 11 日下午於城中校區舉辦「ZUVIO 即時互動教學工作坊」，內容涵蓋：系統介

紹、實機操作、交流討論等，合計 23人參加(含跨校參與 6人)。 

(三)9月13日函請政治大學、輔仁大學及本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分別複審臺北市立大學、

臺北藝術大學、真理大學等 3校「教學增能計畫」期中評估表(E)複審，預計 10月 6

日完成 3校計畫 E表審查，簽請副校長核定後，函轉各計畫執行學校參考。 

(四) 9月 19日 email夥伴學校填覆累計 1-9月份「106年度區域計畫 KPI」，預計 10月

中旬彙整完畢，上傳「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 

(五)9月 27日參加「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教育訓練，會後 email夥伴學

校，提供網站「帳號申請」、「最新消息」、「成果報導」等資料操作方式；並陸續進行

「106年度區域計畫經費執行數」、「106年度區域計畫質量化關鍵績效指標」等資料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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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理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依教育部時程規劃，106 年 11 月 27 日前須參照委員初審審查意見，修改並繳交「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完整版計畫書。為求時效，106 年 9 月 25 日業已函請各單

位進行線上申請作業，並擬於教育部提供相關資訊後，函知各子計畫進行滾動式修

正。 

(二)106 年 9 月 12 日由副校長主持，邀請於 107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構想書提報社會責任

實踐相關計畫案之教師，共同召開本校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討論會議。 

(三)截至 106 年 9 月 29 日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共上傳計畫成果 138 則，最

新消息 69 則。  

(四)截至 106 年 9 月 25 日東吳教學卓越計畫網站瀏覽人次達 5,706,676 人次，最新消息

與成果分享訊息分別為 2,020 則、903 則。  

(五)至「東吳教卓 fb」上傳最新消息和成果分享訊息，共 14 則，截止於 9 月 26 日粉絲

專頁按讚總數達 1,472人次。 

(六)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東吳日常進行式 100 種視角體驗」，分別於 106 年 9

月 18日至 10月 3日在雙溪校區，106年 10月 11至 27日在城中校區。 

  二、隨堂教學助理 

(一) 106 學年第 1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計畫案，截至 9 月 15 日截止新進教師申請，

合計共補助 200 門課程，其中新進教師申請 14 門課程，共計聘任 205 位教學助理。 

(二) 9 月 19 日辦理 106 學年第 1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期初說明會，共 120 位助理參與，活

動整體滿意度達 90%。 

  三、語文學習 

(一) 辦理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多益英文證照班」、「自然習得英語口說訓練班」宣傳及

報名相關工作，預計開放「多益英文證照班」共 160個名額，「自然習得英語口說訓

練班」共 40個名額。 

(二) 製作「說外語變成自然反應」、「美語別給人家黑白講」海報、電視牆圖片、小型宣

傳單，同時以郵件公告、校園公告、臉書公告等方式宣傳。 

(三) 9/25、26 分別於雙溪、城中辦理「說外語變成自然反應」演講，共有 83 人參與活動。 

(四)多國語言學習角本學期共聘用 12 名小老師，語種有英語、印尼語、德語、日語、粵

語、泰語。 

  四、其他 

9 月份各空間累計使用人次統計: 城中校區 5615室共 2人次﹔雙溪校區 D509室共 23

人次、R210 Lounge 室共 4人次、R210電腦共 23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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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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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次、借用數量(含配件)68件。 

(二)D0507虛擬攝影棚:錄製影片共 52支、使用時數 18小時。 

  二、推廣數位學習應用方案： 

「東吳 Moodle數位學習平台」，1自 9月 18日起至 10月 2日止，平台上線人次共 40,913

人，瀏覽量達 861,470次。Moodle諮詢共 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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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東吳 Moodle平台施作，匯入 1061授課大綱、點名

模組、成績匯入模組、Moodle app功能導入。 

2.9月 18、19、21、22日進行城中與雙溪四場 Moodle說明會，

共有 83位老師與助理參加，反應良好。 

影音資訊站系統 1.9月 1日電視牆開放申請。 

2.支援推播申請共計 5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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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十月 

一、 2017 正期制秋季班於 106 年 9 月 12 日至 106 年 12 月 5 日開課，合計共 29 人，較去年

同期增加了 8 人。 

二、 原與韓國釜山外國語大學接洽有關 2017 年 12 月寒假華語營隊相關事宜，經提供課程內

容與報價後，該校因預算限制，故今年取消來台計畫。 

三、 現正與美國國際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s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接洽有關 2018

年暑期合作營隊相關事宜。 

四、 為協助境外學生適應臺灣生活，華語小老師於 9 月 21 日晚間舉辦 106-1 歡迎派對，共計

有 37 人參與該次活動，現場氣氛熱絡溫馨。 

五、 楓雅學苑宿舍法規說明會於 9 月 19 日晚間舉行，會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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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安排宿舍幹部於學期間定期至寢室關心住宿生適應

狀況。 

六、 華語中心營運初期投入之楓雅學苑營運整修費用，至 105 學年度已全數歸墊繳環學校，

本中心 102 學年至 105 學年學生成長人數暨開班營收結餘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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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十月 

一、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一) 完成「東吳大學 APP」第三階段說明會資料彙整與討論。 

(二) 完成 106 第 1 學期開學後登記加退選與人工選課作業。 

(三) 完成 VB 教務系統學生信件通知功能改寫，改透過 API 發送信件。 

(四) 完成東吳人資料庫行動版界接 API 相關異動與修正。  

(五) 完成推廣部新官網與報名系統學員與課程資料 API 界接。 

(六) 完成天方人事系統 DEMO。 

(七) 完成學系人工加退選附屬課程衝堂問題修正。 

(八) 完成第一階段僑生招生報名系統開發，進行測試中。 

(九) 完成研究生獎助學金系統因應巨資學院相關修正。 

(十) 討論研究招生系統介面改寫為響應式排版之可行性，並安排相關教育訓練之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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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第三季入侵偵測防禦系統定期維護。 

(二) 完成雙溪 DNS 與 IP Whatsup 第三季維護。 

(三) 完成英文網站維護請購。 

(四) 進行雙溪及城中校區資安設備上線建置及測試。 

(五) 進行 SSLVPN 上線建置及測試。 

(六) 進行城中校區對外及兩校區間的電路租賃採購。 

(七) 進行廣達 Q Call 及 CAMP 專案建置測試。 

三、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完成教育部上半年郵件社交工程演練結果寄送(一級主管及個人)。 

(二) 完成 SAS、微軟 CA 校園版、微軟學生版及 Mathematica 軟體租賃合約簽訂。 

四、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完成巨資學院 H312 教室有線及無線網路安裝建置及測試。 

(二) 完成配合人權學程、推廣部、人事室、生涯發展中心、校友資拓中心及系統組申請修改

防火牆。 

(三) 完成配合資訊管理學系考試及上課修改骨幹網路交換器。 

(四) 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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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  

【體育教學組】 

一、課務 

（一）106 學年第一學期選課加退選、改選作業依選課期程至 9 月 27 日截止。必修體育

計有足球、棒球基本技術、高爾夫球競技運動等 3 班未達開課人數停開；通識課

程計有運動組織與賽會、體適能與運動處方、棒球比賽之體驗與欣賞、太極拳與

養生等 4 班未達開課人數停開。 

（二）10 月 18 日下午將舉辦體育教學工作坊，會中安排劉義群副教授報告休假研究心

得；另商請洪一全老師就介紹「Total Resistance Exercise」(TRX)並實際操作。 

二、場地器材 

（一）網球場整修工程經過初驗後已於 10 月 2 日開放供全校使用，驗收缺失河邊擋網全

數不合規格，預計 10 月 7~10 日於國慶假日連休期間改正。 

（二）雙溪校區籃球場整修工程因承包商延誤改至寒假施工。  

【體育活動組】 

一、「106 學年度田徑錦標賽」訂於 11 月 4 日（六）假外雙溪校區田徑場舉行： 

（一）學生組：田賽（跳遠、鉛球）、徑賽（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1500 公尺、

5000 公尺、4×100 公尺接力） 

（二）教職員工組：徑賽（女子 800 公尺、男子 1500 公尺、5000 公尺） 

即日起報名至 106 年 10 月 13 日(五)17:00 止，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參賽。 

二、「106 學年度新生盃」各項活動已開始報名，籃球賽及籃球裁判研習會於 10 月 13 日報名

截止；排球賽、桌球賽、羽球賽於 10 月 27 日報名截止，歡迎大一新生踴躍參加。 

三、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運動代表隊後援會清寒獎助金」於 9 月 29 日申請截止，計有羽球

隊 4 人、女排隊 1 人，共計 5 人。 

四、本校男子籃球代表隊、女子籃球代表隊、男子排球代表隊、女子排球代表隊及棒球代表

隊已完成「106 學年度大專聯賽」報名參賽，目前各隊積極招募生力軍備戰，期許能挑戰

自我、榮耀東吳。 

 



82 

校牧室 
十月 

一、新生事工 

（一）9/7由校牧率領契友及輔導共 15人在境外生入學輔導說明會上獻詩，歡迎境外生

加入東吳大家庭。 

（二）9/9 大一新生群英會：共有 80 餘名新生參加，同工人數近 30 名；由下午 2 點開

始，晚間 8點半結束，經由闖關遊戲、分組座談，模擬註冊、上課情境，並邀請

畢契返校與新生學弟妹分享大學之路，讓新生更快融入東吳校園環境；更感謝安

素堂會友為百多人預備豐盛晚餐。 

（三）9/12-13協助新生註冊：共有契友 34人次，在註冊現場提供免費影印、證件資料

確認、檢查疏漏之處等服務，使新生首次註冊更順暢完成。 

二、雙溪東吳團契：9/18開學週，各小家聚會開始： 

（一）週三中午小家 48人：晚間大聚會 40人； 

（二）週四中午小家 65人； 

（三）週五中午小家 50人 

（四）大學達人講座分別在 9/20、9/27、10/11舉辦，主題為：大學"新鮮"好滋味、大

學必修"5"學分及嚐嚐安素"糖"，東吳與安素的美麗邂逅。共約 90人次參加。 

三、城區東吳團契： 

（一）9/18-20、9/22 舉辦「城中辦桌」：邀請新生免費吃便當，並介紹團契生活，每場

次約 20人參加。 

（二）9/25-27、9/29團契小組迎新。 

四、教職工團契 

（一） 雙溪每週二中午（1200-1255）在校牧室有雙溪快樂讀經班，成員 8-12人，目前

閱讀「詩篇」，下期預備讀「士師記」。 

（二）城區每週四下午（1710-1830）在 2507辦公室，查考「啟示錄」，約 6-8 位同仁參

加，兩校區都非常歡迎同仁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