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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八月 

【教務長室】 

一、正常運作。 
【註冊課務組】 

一、106 學年度暑修報名因颱風因素，除於 7 月 10 日城中校區現場報名，另開放 7 月 11 日

臨櫃辦理報名。 

(一)一般暑修班共開設 33 班，其中 8 班報名人數不達 15 人：4 班停開，2 班經選課同學

補繳最低開班費用差額後續開，2 班保留至上期課程結束後確認。 

(二)會計課程開 6 班（去年 7 班），修課人數 187 人（去年 172 人）。 

(三)業於 7 月 23 日簽請核發 106 學年度暑修教師 7 月份鐘點費。 

(四)實際開班數及修課人數說明如下： 

項目 

年度 

一般暑修 

班數 

一般班 

修課人數 

專案暑修 

班數 

專案班 

修課人數 

總開課 

班數 

總修課 

人數 

外校生 

修課人數 

停開 

班數 

103 學年度 21 642 25 286 46 928 37 14 

104 學年度 36 976 14 146 50 1,122 88 4 

105 學年度 35 818 21 171 56 989 61 5 

106 學年度 33 827 18 89 51 916 67 4 

二、截至 7 月 30 日止，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因連續兩次 1/2 退學學生人數共 44 人，2/3 退學

學生人數共 68 人，累計兩學期學期成績２／３學分不及格共 8 人，退學人數共計 120 人，

並於 7 月 18 日寄發因學業因素退學通知單。 

因學業因素

退學人數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雙 1/2 退

學人數總

計 

2/3 退學

人數總計 

因學業因素

退學人數總

計 學年期 
雙 1/2 

退學 
2/3 退學 

雙 2/3 

退學 
共計 

雙 1/2 

退學 
2/3 退學 共計 

106-2 31 57 8 96 13 11 24 44 76 120 

105-2 40 25 3 68 7 4 11 47 32 79 

104-2 17 40  57 4 4 8 21 44 65 

三、學士班成績單業於 7 月 19 日寄發，碩士班成績提交截止日至 7 月 31 日，預訂於 8 月 1

日寄發成績單，同學亦可同時利用網路查詢已到之科目成績。 

四、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學生成績應於 106 年 7 月 9 日前上網提交完成，截至 7 月 30

日止學士班及進學班己全數提交完畢，學士班遲交共計 55 科(畢業班 16 科；非畢業班 39

科)，進學班遲交 5 科，本組業已發函通知各學系授課教師遲交及未交科目清單，請各學

系轉知教師務必改進，並請系主任就本次遲交科目說明延誤原因及處理作為。 

五、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計畫上傳開放填寫、公布自 107 年 05 月 22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止。至 6 月 30 日截止日之上網率為 96.6%，業已發函各開課單位知悉。 

截至 7 月 30 日仍有 40 科尚未公布（通識 2 科、中文 2 科、歷史 1 科、社工 1 科、音樂

1 科、英文 14 科、日文 2 科、法律 14 科、巨量 2 科、國際處 1 科）將再敦促學系通知

教師儘早上網公布授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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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截至 7 月 23 日，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Moodle 數位平台之教材上網率：學士班為 68.5%；

各學制加總為 64%，均較前一學期略微降低(106.1 學士班 69.7%；全校各學制加總為 66%)，

學士班比例仍未達 80%。 

七、本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已於 7 月 5 日將兩校區卡片送至評鑑組進行讀卡作業，讀卡結

果將於下學期初由評鑑組送至相關開課院系存參。 
【招生組】 

一、107學年度招收日夜學制二、三年級轉學生，合計報考人數 1,656人（較去年 1,958人

減少 302人）。分別為：日間學制 1,546人（去年 1,837人、前年 1,448人）；進修學

士班 110人（去年 121人、前年 133人）。業於 7月 22日（週日）假城中校區舉行考

試，共設置 32個試場。經統計缺考人數 241人，缺考率 14.55%（去年缺考率 10.67%、

前年 11.83%）。訂於 8 月 1 日上午召開第五次招生委員會議，議決最低錄取標準及正

、備取名額；8月 2日公告錄取名單，寄發成績單。統計日夜學制二、三年級招生情形

如下(正備取公告人數於會議當天提報)： 

系  級 
招生名額 

報名人數 錄 取 率 缺考人數 缺 考 率 
名額內 名額外 

二 年 級 129 2 1,231 10.48% 178 14.46% 

三 年 級 128 1 315 40.63% 45 14.29% 

二 年 級 

（進學

班） 

80 82 97.56% 14 17.07% 

三 年 級 

（進學

班） 

43 28 153.57% 4 14.29% 

合  計 380 3 1,656 22.95% 241 14.55% 

二、本校 107 及 106 最近兩學年度各學制陸生招生情形說明如下： 

學制 學年度 
核定 

學系組數 

核定 

名額 

報名 

人次 

可排名 

人次 

預錄分發名額 正式分發名

額 正取 備取 

學士班 

107 
13 學系學程 

22 系組 
22 774 753 22 388 22 

106 
13 學系學程 

26 系組 
26 1,144 1,103 26 700 26 

碩士班 
107 23 24 148 119 24 18 24 

106 22 22 131 117 22 3 21 

博士班 
107 6 6 23 19 6 0 5 

106 5 5 21 15 4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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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分析學士班正式分發錄取生省市分析：福建 6 人、廣東 1 人、浙江 7 人、江蘇 1

人、上海 1 人、北京 1 人、遼寧 5 人(湖北 0 人)。 

註 2：比較本校近兩年學士班陸生招生情形：招生名額由 26 名減為 22 名(降幅 15.38%) 

；報名人次由 1,144 人次減少為 774 人次(減少 370 人次，降幅 32.34%)；可排名

人次由 1,103 人次減少為 753 人次(減少 350 人次，降幅 31.73%)。以第 1 至第 5

志願序錄取本校各招生系組陸生，佔招生總額比例 31.82% (去年約 50%)。 

三、本校 107 學年度招收陸生轉學生，中文系三年級及會計系二年級各 1 名，並於 7 月 2 日

至 16 日受理報名，計有中文系三年級 5 名及會計系二年級 13 名陸生完成報名，考生書

面資料業於 7 月 19 日函送相關學系進行審查，預計 8 月 14 日公告錄取榜單。 

四、本校 107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採行甄審入學及申請入學兩種招生管道。統計甄審入學填報

志願考生共 216 人次、報名人數 180 人。相較去年(填報 196 人次，報名 156 人）略有成

長。業於 6 月 23 日公告錄取名單，共計正取 140 名、備取 45 名，甄審招生不足額數得

流用至 8 月以指考及統測成績逕行分發之申請入學(流用缺額分別為：中文系 13 名、英

文系 15 名)。依招生簡章規定，申請入學管道 A 組採計指考、B 組採計四技二專統測之

成績提出申請，A 組於 7 月 16 至月 8 月 8 日受理報名、B 組於 7 月 16 至月 8 月 1 日受

理報名，預計 8 月 15 日公告錄取名單。 

五、本校 107 學年度考試分發入學原核定 754 名，統計回流名額共 325 名（去年回流 291 名

），分別為：繁星推薦回流 25 名(佔該管道核定名額比例為 5.08%，去年 12.23%)、個人

申請回流 300 名（佔比 19.96%，去年 15.59%)、四技二專甄選無回流。合計回流名額後

，考試分發總招生名額為 1,079 名(去年 1,064 名)，佔核定新生總額(2,759)之比例為

39.11%(去年 38.56%)。預計 8 月 7 日上午八時至聯分員會網頁接收新生榜單，送交註課

組寄發入學通知。 

六、辦理日文系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試成績登錄、複查與放榜等相關試務。經查通

過統測篩選考生 20 名；報名第二階段考生 18 名；業於 6 月 20 日舉行二階甄試，並於 7

月 3 日公告預錄正取 10 名、備取 8 名；甄委會於 7 月 11 日依考生就讀志願序公告統一

分發 10 名；7 月 13 日下午 5 時前受理錄取生就讀意願傳真確認，經查所有考生均已完

成報到。 

七、辦理 107 學年度碩博士班及甄選入學招生試務經費收支結報相關事宜。 

八、107 學年度「學士後巨量資料分析學士學位學程」共 28 人報考。6 月 9 日舉行面試，業

於 6 月 23 日公告錄取榜單，共計正取 27 名，未設備取。訂於 8 月 1 日正取生報到註冊

。 

九、107 學年度國軍退除役官兵就讀大學校院進修部/在職專班招生管道，本校共提撥 10 個招

生名額，分別為：中文系及英文系進學班各 3 名、日文系及商進班各 2 名。統計共有 5

位考生報名，經本校書面審查評定合格後，續由委員會進行分發，7 月 3 日公告錄取 4 人

，分別為：中文系、英文系各 1 人、日文系 2 人；目前 4 人皆已表達就讀意願。 

十、完成接收海外聯招會五梯次僑生分發資料，轉送註課組及國際處續辦通知入學與後續輔

導相關事宜。統計分發人數分別為：第一梯次 4 人、第二梯次 1 人、第三梯次 14 人、第

四梯次 2 人、第五梯次 10 人；相較去年 (106 學年) 第一梯次 8 人、第二梯次 4 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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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梯次 19 人、第四梯次 11 人、第五梯次 13 人，皆呈現明顯降幅。 

十一、教育部核定 108 學年度全校各學制招生總量後，各校必須於 8 月中旬進總量系統填報

各學系各管道名額分配；考量全校休假行事曆，前已先行以電子郵件再次寄送招委會

後名額分配及歷年註冊率統計等資料，轉請學系重新思考各管道名額配置，於 8 月 13

日中午 12 時前填具調查表，擲送教務處招生組。如擬異動，將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

核定 (凡增與減皆須在全校總量內調整，亦即須有學系建議酌減，始得有學系酌增)。 

十二、108 學年度多元入學重要變革為大學校系學科能力測驗參採科目至多四科，經查甄選

委員會業於 6 月 12 日網頁公告「108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校系參採『學

科能力測驗科目』一覽表」。分析本校參加繁星推薦共 23 系組，參採學測兩科者有 7

個系組、3 科者有 15 個系組、4 科者有 1 個系組。個人申請共 24 系組，參採學測兩科

者有 5 個系組、3 科者有 14 個系組、4 科者有 5 個系組。教務處業於 107 年 7 月 17 日

函請各學系學程儘速查核競爭校系參採情形，並詳加規畫分則檢定、篩選、採計等細

則，俾因應簡章分則修訂作業相關期程。 

十三、考量實質成效與高教發展趨勢，前經奉准以寒假北中高三場次大學博覽會為主軸重心

，不另參加暑期博覽會，但維持以考場報進行媒體文宣（本次考場報刊登聯合及爽報

考場報 7 月 1 日~7 月 3 日於全國各考場派發）。本屆大學博覽會，考量效益持續下降

，奉示援去年前例不參展在案。本屆高雄場亦因參與學校數量過少，主辦單位於籌辦

期間宣布取消辦理；台北場實際參與學校亦不多，國內大學共 16 所（優久大學聯盟有

銘傳及大同兩校參加），其餘為少數國外大學及廠商，實質效益確實不彰。 

十四、招生服務團「暑期幹部訓練營」業於 7 月 18 日至 20 日假陽明山苗圃營地順利辦理完

竣。參加人數(含工作人員)共計 20 人，另有老夥伴薪傳參與人數約 15 人，活動中分別

外聘「就是晴天」及「康輔協會」專業講師進行課程，並安排招生組、卸任幹部營本進

行深入討論及經驗傳承。 

十五、前奉校長指示，為積極掌握宣導契機，允諾全力協辦招聯會「108 學年度多元入學方案

高中種子教師研習會議—北區場次」，該活動訂於 8 月 13 日(週一)假傳賢堂舉行，工

作計畫草案業於 7 月 12 日經校長核可；預計 8 月 9 日進行場布與行前訓練。各學院系

得利用茶敘或午餐時間，安排人員至會場，接受高中教師可能之詢問，並掌握宣導行

銷機會。 

十六、7 月份進行宣導者有：7 月 25 日十信高中到校參訪。 

【通識教育中心】 

一、本中心於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之通識講座課程共計 10 門，其中「認識世界」分別

如下： 

項次 
選課 

編號 
科目代碼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學 

期 

修 

選 

別 

授課教師 

(主持教師) 

1 7659 BDC670B1 溪通識一 
性別互動與愛情     

(類別六特色講座) 
2/0 單 必 林蕙瑛 

2 7740 BDC746A1 溪通識一 
幸福生命學     

(類別六名師講座) 
2/0 單 必 駱政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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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650 BDC65511 溪通識二 
健身運動與全人健康     

(類別五跨領域講座) 
2/0 單 必 

東方介德  劉義群 

  張本聖  劉佩珊 

   黃奕仁  鄒桂禎 

4 7652 BDC65751 城通識二 
故宮文物賞析 

(類別二特色講座) 
2/0 單 必 盧素芬 

5 7648 BDC64331 溪通識三 

工程與人類文明的生與

死 

(類別三講座) 

2/0 單 必 洪如江 

6 7654 BDC65931 溪通識三 
作家論佳作     

(類別二特色講座) 
2/0 單 必 蘇淑芬 

7 7660 BDC67231 溪通識三 
音樂面面觀 

(類別二特色講座) 
2/0 單 必 孫清吉 

8 7658 BDC67071 城通識三 
性別互動與愛情 

(類別六特色講座) 
2/0 單 必 林蕙瑛 

9 7662 BDC67371 城通識三 
當代精英的責任與關懷 

(類別六廣達大師講座) 
2 單 必 李宗禾 

10 7747 BDC75271 城通識三 
認識世界* 

(類別四特色講座) 
2 單 必 歐素華 

 

二、107 學年度學士班「資訊能力」檢核機制及配套措施內容』調整說明： 

配合本校「東吳大學資訊能力檢核機制及配套措施實施辦法」法規之調整，各適用學年

度的標準詳如下表 
 

 

 

 
 

 

入學年度     

檢核項目 

適用 103-106 學年度入學學士

班學生說明 

適用 107 學年度入學學士班

學生說明 

凡申請以高中修習4學分

(含)或 72 課時以上之資

訊等相關課程且成績及

格或等第合格、或學分通

過者，申辦截止期限。 

仍維持入學第一學期前提出申

請。 

最遲在入學就讀後第三學期

截止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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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修習由學系自行規劃

或開設於全校性選修課

程，且經相關會議審核

通過之「資訊」相關課

程作為資訊能力認抵

者。 

學生可修讀以下不限學分之任

一門資訊課程： 

1. 可修讀 103~106 學年度通

過之「資訊」列抵課程，課

程列表請至通識教育中心

網頁上方點選「畢業標準」

再點選「資訊能力」查詢。 

2. 可修讀107學年度起通過之

「資訊」(須內含運算思維

及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應修讀 107 學年度認證通過

之「資訊」(須內含運算思維

及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2 學

分(含)以上，成績及格者始

可認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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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八月  

【德育中心】 

一、 獎助學金與安心就學計畫 

(一) 就學貸款：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申請作業，銀行訂於 8/1 開始受理對保申

請，學校同時辦理申請收件至註冊截止日。另本中心將分別於 8/1、8/6、8/9、

8/21、8/28 於城區 2123 會議室輔導轉學生及進修學士班新生正取生、備取生辦理就

學貸款申請。 

(二) 弱勢學生助學金：107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金自 10/1 起至 10/20 受理申請，欲申請

者需由【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線上申請後，印出申請表，檢附相關資料，於期限內

繳交至兩校區德育中心。 

(三) 「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符合續領資格同學共計

76 名，通知渠等至德育中心網頁最新消息下載「續領資格審查表」，並於 9/14 前繳

回德育中心。依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辦法規定，於 10/31 前函送富蘭克

林公司初審核結果。 

(四) 研究生獎助學金、工讀助學金：6 月份研究生獎助學金總計核發 197 萬 3,784 元

整；工讀助學金共計核銷 3,642,496 元整，已於 7/25 撥款入學生帳戶。 

二、 高教深耕-扶助攻頂計畫 

(一) 吳孕良品學習助學金截至七月執行人數達 231 人次；扶助學習助學金截至七月執行

人數達 322 人次，共計核發助學金 3,087,000 元整。 

(二) 吳孕良品學習助學金八月預計執行 112 位學生；扶助學習助學金八月預計執行 36

位學生；預計核發助學金 776,000 元整。 

(三) 跨域學習獎勵、課業輔導參與獎勵、活動參與獎勵截至七月達 78 人次，總計核發

獎勵金 271,630 元整。 

(四) 已於 7/10 召開高教深耕弱勢學生輔導機制第 2 次討論會議，召集相關單位共同檢

視各項執行計畫進度及內容，並請兩位副校長及與會師長們協助計畫執行方向之建

議。 

三、 起飛計畫 

106 學年度起飛計畫至今年七月底已全數結束，經費規劃(補助款及配合款)共 2,300,000

元已全部執行完畢；7 月份核發教學助理獎勵、活動參與獎勵、學業成績進步獎勵及校

外實習獎勵共計 26 位弱勢學生，核發金額 135,000 元整；7 月份工讀金共計 24 位同

學，核發金額 124,273 元整。 

四、 道德思維課程服務學習方案： 

德育中心與哲學系開設道德思維通識課程，為讓課堂理論知識透過學生自己動手執行

的過程，將品德印象概念深植內化，真實理解品德的內涵，提出品德服務學習方案，

本學期共計 100 人修課，5/16-6/6 提案執行、6/8 與 6/15 進行期末方案成果報告，德育

中心負責之服務學習方案佔該科通識課程成績 30%，已將成績繳交予哲學系。 

五、 原資中心： 

(一) 已於 6/6 召開諮詢委員會議，敬邀委員至本中心針對執行業務提供相關建議。 

(二) 本學期辦理 4/12「泰雅族原織手作坊」、5/2「原住民族文化藝術探索」、5/14「布農

族語及文化饗宴」、6/5「原舞在一起」，共計 60 人次參與。 

(三) 6/21 辦理原住民族學生期末座談會，以直接了解原住民籍同學對於原資中心業務的

想法與意見，並結合諮詢委員相關建議作為未來執行策略之參考。 

六、 獎懲事項： 

(一) 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則第 21 條第 4 款，各班級、一般性社團幹部、自治性社團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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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及協助本校各單位推展行政業務之義工學生獎懲建議案，由德育中心於學期結束

前統一調查彙辦。第 1 階段共核定中文系羅宛儀等 602 筆獎勵建議，已於 6/15 完

成畢業生操行成績計算。第 2 階段共核定中文系吳曜宇等 2304 筆獎勵建議，預計

於 7/9 前核定並計算在校生操行成績。 

(二) 6/7 召開本學期第 2 次學生獎懲委員會審理法律系學生廖 OO 期中考作弊案。 

(三) 辦理邱 OO、許 OO 銷過申請事宜。 

(四) 辦理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截至 6/18 拾獲遺失物學生共 288 人次獎勵事宜。 

七、 畢業典禮支援事宜： 

106 學年度畢業典禮於 6/16-17 辦理，德育中心援例安排免費接駁專車往返士林捷

運站及外雙溪校區間，本次兩天共計安排了 69 班車，約有 3200 人次搭乘，平均每

班搭乘人數約 46 人，德育中心並於畢業典禮，在士林捷運站及校內協助督導與維

持乘車排隊秩序。 

八、 品德系列活動： 

(一) 第 4 哩典範學習-職場品德力講座：6/4、6/5 於兩校區舉辦講座，邀請於職場表現出

色的職人，分享其動人的人生故事，談如何在困境中學習、如何克服困難...，最後

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並願意回饋社會，共計 50 人參與。 

(二) 「愛地球的一百種方法」環保杯套提袋手作坊活動：帶領全校師生動手製作環保杯

套提袋，取代一次性使用塑膠袋的消耗與浪費，鼓勵師生減少使用塑膠製品，加入

減塑，踏入無塑生活的第一步，落實愛護地球，環境保育，6/6、6/7 於兩校區舉辦

手作坊，共計 110 人參與。 

(三) 「舊鞋救命」募鞋活動：在沒有鞋子穿的非洲貧窮地區，易產生沙蚤病，「沙蚤」

寄生於人腳，讓雙腳紅腫潰爛，嚴重甚至會致命，本學期與道明中學合作募鞋活

動，募鞋時間 6/1~7/5，目前約募集 200 雙鞋，活動結束後會將鞋子交由「舊鞋救命

step30」非營利組織送至非洲。 

九、 遺失物事宜 

(一) 6/12-6/14 辦理外雙溪校區遺失物義賣，共收入 15,408 元，已全數捐給財團法人博幼

社會福利基金會，並已於德育中心公布欄及 TALK 版公告，以昭公信。 

(二) 函送外雙溪校區 5 月份價值 500 元以上遺失物共 5 件至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

公告招領；函送城中校區 5 月份價值 500 元以上遺失物共 1 件至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公告招領。 

(三) 截至 6/25 止，6 月遺失物招領情形統計如下： 

 

 

 

【群美中心】 

一、第 29 屆蘇州盃全國高中職辯論錦標賽 

7/10 至 7/15 由正言社主辦之「第二十九屆蘇州盃全國高中職辯論錦標賽」於雙溪校區舉

行，共計 61 所高中 340 位左右的高中職學生參加，經過六天的激戰，總共進行了 78 場

辯論比賽。本次比賽主要由高一與高二的辯論選手參與，透過討論我國應成立博奕特區

以及傳統文化商業化有助於/有害於文化傳承，一方面可理解社會議題，另一方面增進自

己的口語表達能力。最後獲勝隊伍名單為：冠軍：武陵高中、亞軍：建國中學、季軍：麗

山高中、鳳新高中。 

二、第 39 屆社團負責人研習會 

第 39 屆社團負責人研習會即將於 8/13 至 8/15 在外雙溪校區舉行，本次幹部、服務員、

參與學員總計 88 人。透過三天的課程及活動，帶領新任社團負責人建立基本職能，運用

 
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 

受理 領回 未領回 受理 領回 未領回 

6 月 256 106 150 95 3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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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的方式學習一般社團行政的能力，也邀請業界知名講師講授專門課程。另外優秀學

長姐也是社團重要的資產，他們將分享自己的經驗讓新負責人能夠更加上手，使社團蓬

勃發展。 

三、107 年暑假國際志工服務隊 

本校 107 年暑假計 3 支國際志工服務隊： 

(一) 菲律賓馬尼拉服務隊  

服務地點：菲律賓馬尼拉近郊社區；服務時間：8/3 至 8/17；參與學生計 11 人；服務

內容：1、國際學術交流：與菲律賓馬尼拉「Ateneo(雅典耀)大學」 學生志工服務議

題之交流。2、兒童教案：到馬尼拉貧窮地區的托兒所以及孤兒院，以兒童科學、桌

遊和繪本的形式來進行兒童教案，希望透過不同類型的桌遊訓練兒童的反應力、專注

力以及理解力，以陪伴為其中一種服務。3、社區環境服務：與當地社會組織「Gawad  

Kalinga」合作，希望以「垃圾不落地、打噴嚏時以衣袖遮掩口鼻」等基本觀念進行強

化，使學員從小養成正確衛生觀念，並影響更多身邊的人。 

(二) 印尼西帝汶服務隊 

    服務地點：印尼古邦市；服務時間：8/4 至 8/18；參與學生計 7 人； 

    活動內容： 1、兒童英語教學：除了提升當地孩子們對英語學習的熱情，同時亦宣

導衛生教育，使孩子注重環境品質及健康維護；透過親手實作，融合英語學習，更

是寓教於樂。2、募書、協助興建書架：在台灣與相關的廠商進行接洽，募集英語圖

畫書，提供當地孩童認識基礎的英語，進而提升對英語學習的熱情。另外協助當地

在教堂興建書架，提供當地居民閱讀的空間。3、大學交流：將前往公立大學，藉由

與同性質社團的大學生做交流，傳遞我們的理念以及計劃，希望透過大學交流讓雙

方更認識彼此，並期待能藉此帶給當地大學生服務的觀念，期許在未來計畫能夠由

大學生們接手延續完成，向「終止服務」邁進。 

(三) 泰國清邁服務隊 

     服務地點：泰國清邁省大谷地地區；服務時間：8/18 至 9/4；參與學生計 8 人； 

     服務內容：1、國際學術交流：延續和 Payap 大學的交流，以多元的方式增進互動，

使兩國學生能夠在台泰文化上相互交流外，也增進雙方關係，鞏固東吳大學與 

Payap 大學之間的聯繫與情誼。2、兒童中英文教學：到清邁服務的據點進行中英

文教學服務。3、淨街環境教育：藉由清掃學校周遭環境、垃圾分類的方式，加深

孩子對於環境整潔和永續經營的觀念，學習如何維護健康的生活環境，並從中培養

其自身對於大地的認同。 

 

四、東吳第 2 哩-雙溪大露營籌備情形 

東吳第 2 哩百人大露營活動，是規劃在新生入學第 1 哩之後，以第 2 哩強化人際關係為

主軸，活動設計結合社區風情，辦理 2 天 1 夜在操場的露營活動。透過遊戲闖關、任務分

組、意志力考驗等，學習到生活實務技巧及認識校園及社區環境。辦理時間為 11/17-11/18，

預計 250 人次參加活動。 

 

五、107 學年度社團招新活動 

群美中心為讓新生瞭解本校各社團，安排社團迎新擺台，在 9/4-9/5 於外雙溪校區配合第

1 哩新生定向活動，9/10-9/14 則在兩校區辦理。擺台期間中午時段進行社團表演活動，時

間、地點如下：雙溪社團 9/5 在外雙溪傳賢堂，9/12-9/13 於望星廣場表演；城中社團 9/10-

9/11 於城中綠地籃球場表演。本次活動總計有擺台 145 攤位及社團表演 39 場次，可供新

生及本校在學學生瞭解各類社團特性及活動內容，作為新學期參加社團之參考，表演活動

精彩可期，屆時歡迎師長蒞臨觀賞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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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7 學年度學生會費代收進度報告 

學生會會費繳費單目前將完成最後樣版設計，完成後於 7 月底印製完成。後續將合併出

納組學雜費及秘書室校長信內容寄出，預計 8/1 裝袋。新生部份將於 8 月中與註課組共同

裝袋。 

【健康暨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 教育部為讓各大專校院諮商輔導單位主管熟悉教育部學生輔導工作政策，並針對當前校

園的重大議題及輔導工作困境，進行相互交流與集思廣益創新之道，每年辦理全國輔導

主任會議。今年教育部委託由本中心承辦，訂於 8/30、8/31 於沃田旅店舉辦，會議內容

包含：「校園親密關係暴力之安全防護網建構與實施」專題演講、另四個分組座談主題為

「學生轉銜輔導法實施現況與問題」、「學輔中心於性平事件處理程序中對兩造當事人的

輔導議題」、「校園藥物濫用之跨單位輔導合作機制」、「協助境外精神疾患學生就學之輔

導策略」，綜合座談主題為「社會安全網建置及教育系統合作內涵」，邀請教育部學生事

務及特殊教育司鄭乃文司長、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諶立中司長、衛福部保護服務司

林維言副司長與會。預計將有 160 名輔導主任參加。 

(二) 配合教務處發送本學期學業退學通知信函，一併發送致家長及學生關懷信函及輔導文宣

共計 100 封；另 106 學年度退學生總共 795 人，其中 45 位高關懷、10 位資教學生，已

針對高關懷及資源教室學生進行關懷輔導。 

(三) 各學院系諮商心理師進行高關懷學生個案系統登錄，將進行諮商人次統計，並彙整需再

安排諮商之名單，將於下學期優先排案。 

(四) 全校導師輔導研習會議已於 7/2 上午辦理，參加人數為 120 人。本次新增學務處顧單位

主任報告，有助導師了解學校所提供的各項資源，對輔導學生有幫助，而專題演講「多

元文化議題的輔導策略與處遇」，整體回饋平均滿意度為 4.4 分（5 分量表）。根據回饋

統計建議下次會議主題前 3 名為師生互動與班級經營、紓壓放鬆及身心保健議題、自殺

防治辨識及轉介，將作為規劃參考。 

二、 衛生保健 

(一)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於 7/17 通過「東吳大學預防不法侵害計畫」，對工作者於執行

職務時因他人行為而遭受含肢體、心理、語言及性騷擾等職場暴力，妥為規劃並採取

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加以預防、保護及提供事後處遇措施。 

(二) 統計 106 學年度執行餐飲工作環境、食品及人員衛生督導共 114 次、自助餐廳營養評

估 11 次、餐飲衛生督導 114 次、衛生局稽查次數 3 次、抽查各承商油炸用油 11 次、

檢測食材過氧化氫殘留 6 次、餐飲衛生宣導與通知公告事項 7 次，違規事項開立警告

單共 14 張、罰單共 7 張，餐飲客訴較多，已再次加強餐飲人員衛生教育，以確保全

校師生飲食衛生。 

 

三、 資源教室： 

107 學年度身障甄試新生確定報到共計 11 名，已完成 9 名甄試新生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

另 2 名配合學生及家長時間將於 8 月底前完成。 

【學生住宿中心】 

一、 學生宿舍部份 

(一) 學生宿舍同儕幹部 

1. 106 學年度工作檢討：各宿舍同儕幹部之期末工作檢討、送舊、薪傳與交接活動均已舉辦

完畢。 

2. 107 學年度學生同儕團隊培訓：於 7/9 至 7/13 期間完成同儕團隊暑假第一階段培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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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同儕體驗營已於 8/1、8/2 舉辦完畢。 

(二) 107 學年度碩博士班新生床位申請：於 6/4 至 7/5 開放紙本申請作業，申請結果已於 7/11

公告，共計 19 人獲分配床位（男生 10 人、女生 9 人）。 

(三) 2018 年溪城講堂：學員於 7/21 報到進住，本次課程自 7/21 至 8/15，為期 26 天，共計

有 100 位學員，開放松勁樓提供男女學員分層住宿。住宿安全設備說明暨逃生演練事宜，

已於 7/25 晚間於松勁樓進行，由本中心同仁與值勤校安同仁協助逃生要領說明與指導。 

二、 校外租賃輔導部分 

(一) 房東座談會：於 7/4 在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舉辦房東座談會，邀請崔媽媽基金會法務部

曹筱筠主任擔任講師，針對新上路之租賃專法進行解說，搭配實際案例分析，給予房東

相關知識，以維護租賃雙方公平和諧，出席人數 38 人，活動滿意度 4.56 分（5 分量表） 

(二) 大型宿舍探勘 

1. 十信高中宿舍案：相關承租協議刻正洽談中。 

台糖土地案：目前規劃可出租面積約為 2,019 坪（不含汽、機車位面積），為地上 10 層、

地下 2 層建築，台糖公司欲採「以租代售」模式出租，開發期間預計為 108~110 年，共

計 3 年。相關承租評估刻正進行中。 

【軍訓室】 

一、校園安全維護： 

7/13（五）早上 8 時校安中心接獲警察通知，本校經三 C 梁仲文及日三 C 方學嘉同學於 6 時

在士林官邸公車站附近機車不慎摔車狀況嚴重新光醫院急救中，連絡家屬後（均住台南），

值班教官、日文系主任及會計系主任到院協處（經濟系主任出國，由會計系李坤璋主任代

理），梁生診斷昏迷指數 3 至下午 14 時許因多重器官出血急救無效，方生脾臟破裂、胸部撞

傷鎖骨及左手骨折無生命危險，住院治療。梁生於 7 月 24 日出殯（由經濟系主任等到台南

致意並致贈學校慰問金），方生目前出院在家休養（醫囑需半年時間復健），家屬提出學校能

否提供宿舍下舖床位，方便方生學習使用，現由住宿中心處理中，後續輔導及學生保險理賠

事宜由健諮中心後續協助，雙方家屬感謝校方提供協助。 

二、學生生活輔導： 

(一) 雙溪校區：計 27 件次(校安維護 2 件、車禍協處 1 件、協助送醫 1 件及其他事件 23

件)。 

(二) 城中校區：計 16 件次(校安維護 1 件及其他事件 15 件)。 

三、學生兵役業務、軍訓課役期折抵： 

本學年至 7/25 止，辦理本學期各學制在學役男兵役緩徵、儘召業務計 1465 人次，助同學辦

理出國進修作業計 35 人次，軍訓課程折抵役期 164 人次。 

四、近期工作重點： 

(一) 7/27 支援溪城講堂淡水腳踏車活動安全維護事宜。 

8/13 協助教務處「大學多元入學方案高中種子教師研習會」相關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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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八月 

一、 一、辦理各類採購案 

(一) 7 月份合計辦理 149 件採購案議比價作業（財物 95 件、勞務 41 件、工程 12 件、

圖書 1 件，統計日期 107.6.22-107.7.23），其中逾 50 萬元案件如後： 

1. 採購保管組「107 學年度東吳大學火災保險(含附加險)及公共意外險、雇主責任

險」 

2. 營繕組「雙溪校區哲生樓及雷德樓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3. 營繕組「合樂學舍寢室床組爬梯更新」。 

4. 營繕組「107、108 學年度兩校區日立電梯維護保養」 

5. 營繕組「107、108 學年度兩校區電氣設備檢驗維護」 

6. 營繕組「雙溪校區文舍屋頂整修工程」 

7. 營繕組「戴蓀堂防火避難暨無障礙設施整建工程」 

8. 營繕組「雙溪校區安素堂邊坡防護工程」 

9. 營繕組「三菱電梯設備維護保養」 

10. 營繕組「東芝電梯設備維護保養」 

11. 環安衛暨事務組「雙溪校區定期水溝疏通及大樓屋頂清潔維護」 

12. 語言教學中心「G402 語言教室設備更新」 

13. 行政諮詢組「107 學年度微軟 CA 校園教職員版授權」 

14. 網路暨維修組「無線網路維護一批」 

15. 網路暨維修組「垃圾郵件防禦系統軟體暨網域名稱伺服器維護」 

16. 網路暨維修組「全校有線網路交換器維護」 

(二) 逾 50 萬元之公開驗收案 

1. 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東吳校友 APP 暨校友管理平台」 

(三) 107 年 7 月份完成各類購案發包累計節約金額 232 萬 9,264 元，議減率 5.01%。 

(四) 106 學年（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7 年 7 月 23 日）完成購案發包累計議減金額 1,173

萬 2,510 元，議減率 4.57%。 

二、 校園環境維護及其他事務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6 月份資源回收量及廚餘量。 

(二) 完成 6 月份 64,500 公斤垃圾（含樹枝、木板、寢具等雜物）、14,320 公斤資源回收

及 13,322 公斤廚餘清運。 

(三) 6 月份本校校車及公務車用油量使用情況：汽油 548 公升，柴油 2,162 公升。 

(四) 6 月份兩校區汽機車收入金額為 121 萬 9,180 元。 

(五) 完成小額採購刻印印章、更換玻璃、窗簾及換鎖，共 27 件。 

(六) 完成城中校區第四大樓 1~4 樓樓層 5 面逃生指示圖及兩校區 10 面校區位置圖更

新。 

(七) 完成 107 學年度雙溪校區屋頂及水溝清淤請購及兩校區樹木修剪（含教職員宿舍

區）、盆花養護。 

(八) 完成綜合大樓、哲生樓教室黑板粉刷及各大樓教室、公共空間桌椅及設備檢查與維

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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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07 年 7 月 13 日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士林區健康中心至雙溪校區進行登革熱防治宣

導及訪查，結果教職宿舍區多處積水容器，隨即進行改善作業；7 月 23 日該單位

到校複查，相關缺失皆已完成改善，複查通過。 

三、 健康衛生及校園安全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6 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量。 

(二) 完成 6 月份密封射源狀態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作業。 

(三) 完成 6 月份向勞動部職安署職業災害系統通報實驗室無災害發生作業。 

(四) 完成 107 年第 2 季毒性化學物質申報及土壤及地下水整治費申報作業。 

(五) 完成 107 年第 2 季感性生物材料與生物實驗室基本資料申報及確認實驗室生物滅

菌設備確效作業。 

(六) 完成實驗室固態廢棄物 3,230 公斤送交水美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清運暨委託處

理作業。 

(七) 107 年 7 月 3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次環安衛委員會職安暨綠色校園小組會議。 

(八) 107 年 7 月 17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4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會中通過「東

吳大學環境安全衛生暨災害防救政策」、「東吳大學環境安全衛生暨災害防救政策」、

「東吳大學噪音管制辦法」及「東吳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等提案。 

(九) 107 年 7 月 26 日辦理工友職業安全教育訓練，說明合梯、移動梯使用注意事項及

安全規範。 

(十) 環安衛管理系統建置部分，依認證標準制訂系統運作程序文件草案 16 件，並完成

本校規章制度與相關法規符合度盤查與討論，包含職安衛法規70件及環保法規231

件，另完成環安衛暨防災防救政策修訂草案、增修環安衛規章草案 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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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人次。 

2. 支援公務車派遣共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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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場次。 

4. 支援校長室、副校長室盆花養護之環境維護人力共 6 人次。 

(二)停車管理與接待服務 

1. 支援安排美軍團華語課、2018 東吳大學校友總會飛鵬盃籃球賽、107 第 1 哩輔

訓、理學院 2018 數據科學研討會、2018 全球校友年會、虛擬攝影採購評選、法

學院及商學院各系辦理學術研討會等活動，外賓來校停車約 271 輛次。 

2. 完成計費讀卡機故障維修及機車停車場投幣機更新。 

3. 辦理 107 學年度汽機車通行證製發作業及機車年繳系統更新作業。 

支援事項 
派工支援 

(人次) 

公務車派

遣(人次) 

活動支援 

(場次) 

花木養護 

(人次) 

停車服務 

(輛次) 

107年7月 206 25 273 6 271 

五、 重要設備維管 

(一) 電梯設備維護：107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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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開）水設備維護：全校飲（開）水設備 160 台，故障緊急叫修 7 次（雙溪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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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 3 次），承商皆按契約規定時間派員完成維修。7 月份飲水機水質檢驗共 21 台

（雙溪 10 台、城中 8 台、校外學舍 3 台），水質檢驗報告張貼於各該檢查飲水機

上，9 月份飲水機水質檢驗共規劃檢驗 30 台。 

(三) 熱水鍋爐維護 

1. 完成雙溪校區榕華、柚芳、松勁樓及合江、合樂學舍鍋爐 7 月份例行維護保養，

承商依契約規定完成保養。 

2. 柚芳樓不銹鋼熱水儲水槽更新案，已發包訂製完成，原與學生住宿中心協調於 7

月 18 至 20 日施工安裝，因第一教研大樓與圖書館連接空橋刷漆工程搭設鷹架，

吊車無法通過，待鷹架拆除後再協調於不影響學生使用，進場安裝。 

六、 消防安全作業 

(一) 兩校區 7 月份高樓層校舍頂樓出入口電磁鎖連動消防系統門禁控制測試，雙溪、

城中校區已於 7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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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份高樓層校舍火警移報測試，雙溪、城中校區已於 7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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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三季消防缺失已改善完畢，管制第四季缺失改進。 

七、 安全設備 

(一) 監視系統(含監視主機 71 台：雙溪 50 台、城中 21 台；攝影機 810 台：雙溪 540

台、城中 270 台；求救鈕 856 個：雙溪 456 個、城中 400 個)：7 月份實施監視畫

面檢查，雙溪合計 18 次、城中合計 22 次，設備故障報修合計 2 次。 

(二) 門禁系統(總計 34 處：雙溪 13 處、城中 21 處)：故障報修合計 4 次。 

(三) 反針孔攝影偵測(總計 237 處：雙溪 140 處、城中 97 處)：結果無異狀。 

(四) 電話系統：故障報修合計 10 次。 

八、 雙溪校區邊坡安全監測 

長碩公司 107 年度第 2 次巡勘、監測作業，已於 107 年 7 月 19 日、26 日分別實施監測

及巡勘，目前邊坡擋土牆尚屬穩定狀態。 

九、 設施、設備維護工程 

7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 292 件(雙溪 238、城中 54)，其中完成自力修繕案件 68 件、委商

修繕案件 29 件，其餘 195 件尚在進行中。重點項目摘要如後： 

(一) 雙溪校區 

1. 哲生樓門禁管制系統故障修繕。 

2. 第二教研大樓 50 號停車位牆面止漏工程。 

3. 臨溪路道路、水溝蓋、柚芳樓邊坡等修補工程。 

4. 圖書館西側樓梯旁水溝整修工程。 

5. 綜合大樓大階梯旁地磚隆起整修工程。 

6. 安素堂旁無障礙坡道扶手固定工程。 

7. 柚芳樓外牆磁磚隆起修繕。 

8. 榕華樓鍋爐間外牆磁磚及一樓西側地磚隆起修繕。 

9. 第二教研大樓 DB115 琴房門把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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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職工宿舍屋頂防水修繕。 

11. 第一教研大樓 R0927 教師研究室牆面滲水、壁癌修繕。 

(二) 城中校區 

1. 第五大樓桌球教室地板更新工程。 

2. 第五大樓五樓走廊天花板側牆線槽整修。 

3. 第六大樓東側水溝格柵加鋪不銹鋼網。 

4. 第五大樓 5615 教室窗戶檢修。 

5. 會計系 3424 教師研究室牆面龜裂披土油漆。 

十、 106 學年重大工程、財物採購執行概況 

(一) 綜合大樓邊坡防護工程：107 年 5 月 11 日開標，由仁德工程有限公司承攬，已於

7 月 1 日開工，管制 107 年 8 月 19 日完工。 

(二) 安素堂邊坡防護工程：由仁德工程有限公司承攬，已於 7 月 1 日開工，管制 107 年

9 月 30 日完工。 

(三) 心理系 L 棟戶外增設樓梯工程：由知驥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承攬，已於 107 年 7

月 16 日開工，管制 107 年 8 月 10 日完工。 

(四) 綜合大樓樓梯間刷漆工程：由邑品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承攬，已於 107 年 6 月 30 日

施工，管制 107 年 8 月 15 日完工。 

(五) 圖書館連接第一教研大樓空橋刷漆工程：由統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已於 107 年 7

月 1 日施工，管制 107 年 8 月 5 日完工。 

(六) 城中校區第二大樓空調系統節能績效保證統包工程：本案由承隆科技公司得標，已

於 107 年 6 月 12 日進行基準線量測，並完成 7 樓及 4 樓二通閥安裝。 

(七) 學生宿舍及綜合大樓屋頂刷隔熱漆工程：由中太工程行承攬，已於 107 年 7 月 16

日完工，已於 107 年 7 月 24 日驗收合格。 

(八) 戴蓀堂防火避難暨無障礙設施整建工程：於 107 年 6 月 28 日開標，由邑品公司承

攬，管制 107 年 8 月 31 日完工。 

(九) 合樂學舍寢室床組爬梯更新工程：於 107 年 7 月 5 日開標，由繼揚公司承攬，目

前施工中。 

(十) 哲生樓與雷德樓屋頂防水整修工程：於 107 年 6 月 28 日開標，由和鼎公司承攬，

目前施工中。 

(十一) 文舍屋頂整修工程：於 107 年 7 月 16 日開標，由威僑公司承攬，現由廠商繪製

木構架施工詳圖，交設計單位審查後訂製，預訂 11 月進場施工。 

十一、 兩校區水電用量檢討 

(一) 用電部分【107 年 7 月(107 年 6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電比較】 

1. 本期使用日數為 30 天，總用電度數為 164 萬 6,000 度，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7

萬 1,200 度(正成長 4.5％)；總電費支出 558 萬 2,209 元整，較去年同期增加 32

萬 6,668 元(正成長 6.2％)。兩校區日均用電度數較去年前期增加 4.5%(外雙溪校

區日均用電度數正成長 3.6%，城中校區日均用電度數正成長 6.3%)。 

2. 各棟校舍用電正成長排名前五名為：外雙溪校區 M 棟超庸館(含 I 棟光道廳)、

外雙溪校區 N 棟中正圖書館、外雙溪校區松怡廳、外雙溪校區 L 棟心理系、外

雙溪校區 H 棟哲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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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成長排名前五名：外雙溪校區楓雅學苑、外雙溪校區職工宿舍、外雙溪校區

榕華樓、外雙溪校區 F 棟文化大樓、外雙溪校區柚芳樓。 

(二) 用水部分【107 年 7 月(106 年 6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水比較】 

1. 本期使用日數為 30天，總用水度數為 1萬 7,020度，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 3,600

度(負成長 17.5％)；總水費支出 42 萬 4,593 元整，較去年同期減少 9 萬 1,800

元整(負成長 17.8％)。 

2. 兩校區本期日均用水度數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 120 度、負成長 17.5%(外雙溪校

區日均用水度數負成長 22.5%，城中校區日均用水度數正成長 8.5%)。 

(三) 綜合分析影響用電、用水因素 

1. 依據中央氣象局網站，107 年 6 月份氣象站觀測統計資料如下： 

 

 

 

 

 

 

由上表比較可得知，本期月均溫及當月最高溫數據皆微幅高於去年同期，整體

氣候溫度仍為上升趨勢，參考相關研究，若溫度上升 1 度，耗電增加比例介於 

2.06% ~ 2.53% 之間。 

2. 107 年 6 月份兩校區一般教室使用共 1,196 次(雙溪 698 次，城中 498 次)，較去

年同期 1,677 次負成長 28.7%；兩校區會議場館使用共 377 次(雙溪 231 次，城

中 146 次)，較去年同期 352 次正成長 7.1%。整體而言，本期場地使用次數共

1,573 次，雖較去年同期總次數減少，但兩校區大型場館使用次數正成長，會議

場館設備耗電，研判亦為影響總用電量因素之一。 

3. 本期 4 座電號皆有超出契約容量之附加費產生，外雙溪校區電號超約附加費為

16 萬 1,059 元，與去年同期 23 萬 4,311 元相比，減少 7 萬 3,252 元整（負成長

31.3%）；城中校區 3 座電號超約附加費共 11 萬 2,930 元，與去年同期 5 萬 3,470

元相比，增加 5 萬 9,460 元整（正成長 111.2%），再參考 6 月份氣象觀測數據，

城中校區最高溫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2.2℃，溫度造成瞬間用電量增加，研判為

城中校區超約附加費大幅成長原因。 

4. 目前外雙溪校區設有發電機同時投入校區用電管控，在用電量接近契約容量時，

即啟動發電機供電，而城中校區則無此機制。為隨時掌控用電情形，預計於 107

學年度開學(9 月)用電尖峰前完成電力監控警示系統，若當日用電需量超過契約

容量，系統將發出警示，後續適時執行相關用電卸載措施，冀望減少超約情形

發生。 

十二、 新修訂「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法」 

(一) 本校場地使用辦法經 106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107 年 6 月 25 日）修訂通過，

並於 7 月 22 日簽奉校長核定，自 107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二) 重點摘要如後： 

1. 使用辦法附件—「場地收費標準表」，授權總務處未來得視場地設施、設備維護

士林地區 城中地區 

月均溫 當月最高溫 月均溫 當月最高溫 

106 年 107 年 106 年 107 年 106 年 107 年 106 年 107 年 

27.9℃ 28.3℃ 35.4℃ 35.8℃ 28℃ 28.5℃ 35.6℃ 37.8℃ 

上升 0.4℃ 上升 0.4℃ 上升 0.5℃ 上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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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需要，經簽陳校長核定後修訂公布，保障場地設施狀況妥善。 

2. 校內單位收費原則，增加教職員工以個人名義或所屬團體使用場地收費優惠折

扣項目，透過不同優惠折扣，與校內單位會同校外其他立案團體合辦活動時作

區別。 

3. 兩校區有關場地外借使用收費實屬低廉，酌予調升優惠折扣反映成本。城中校

區位處臺北市精華地區、交通便利，場地外借使用需求量甚大，惟目前一般教

室收費標準與雙溪校區相同，實不合理，故調高場地費用。 

4. 增列校外公司行號以校友名義申請場地時，須檢附校友「在職佐證資料」，以提

升校友實質就業機會。 

十三、 107-1 學期兩校區教師研究室分配使用情形 

(一) 依「教師研究室分配暨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本校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得分配使用研究室。106-2 學期受理各學系申請分配研究室狀況如後： 

1. 雙溪校區：社會系*2、歷史系*1、哲學系*2、政治系*1、社工系*1、音樂系*3、

德文系*1、日文系*1、心理系*3、巨資學院*2、人權學程*1，合計需求 18 間教

師研究室。 

2. 城中校區：法律系*3、經濟系*2、企管系*2、國貿系*1、財精系*3，合計需求 11

間教師研究室。 

(二) 兩校區目前計有 438 間教師研究室（溪 257、城 181），城中研究室已不敷分配使

用，雙溪研究室控餘可分配數量亦甚拮据。106-2 學期教師研究室管理委員會議律

定，兩校區可分配之研究室（或座位），優先提供各學系編制內「出缺補實」新聘

教師，若有餘數再分配「預聘（增聘）」教師。 

(三) 106-2 學期離退教師研究室、總務處控管研究室合計 23 間，加上 4108 室共用 2 個

座位後，可提供 25 位老師使用。按分配暨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及「學系集中」、

「優先缺補」等原則審核，由採購保管組簽請總務長核可後，直接分配各學系自行

決定提供 107 學年新聘專任教師使用。 

(四) 本次有分配研究室之學系，須自行確定新聘教師分配使用研究室位置，並填具「教

師研究室使用/異動申請單」送採購保管組，俾利安排教師名牌製作與教師入住前

之室內整體環境清潔作業。 

(五) 因之前經濟系預聘教師，已先使用財精系等退休老師之研究室，故 106-2 經濟系張

時應老師退休，其研究室由財精系新聘老師遞補。經濟系本次新聘 2 位老師，仍屬

預聘員額，礙於城中校區已無可分配之研究室，故本次經濟系 2 位預聘老師研究

室使用需求，只能請經濟系自行安置。 

(六) 法律系本次新聘 3 位老師，其中有 2 位老師屬增聘員額。礙於城中校區已無可分

配之研究室，故本次法律系 2 位增聘老師研究室使用需求，只能請法律系自行安

置。 

十四、 107 年 6 月份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一) 財產管理：7/1/-7/19 兩校區新增財產共 55 筆（金額 113 萬 5,194 元），財產報廢共

53 筆（金額 98 萬 1,033 元）。 

(二) 場地管理： 

1. 兩校區會議場館：6/21-7/20 共申請 79 場次，雙溪校區 39 次，城中 4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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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兩校區一般教室：6/21-7/20 採購保管組登錄共 1,053 次，其中雙溪校區 928 次，

城中校區 125 次。 

3. 雙溪校區松怡廳：7/1-7/31 校內借用彩排 7 時段、演出 4 時段，外租錄音 4 時

段、彩排 12 時段、演出 9 時段。 

(三) 消耗品倉儲管理：6/21-7/20 兩校區文具紙張發放 113 筆，清潔用品發放 20 筆，電

腦耗材發放 11 筆。 

(四) 學位服個人借用：6/21-7/20 兩校區共計借出學士服 52 套、碩士服 2 套，其中雙溪

校區學士服 11 套、碩士服 2 套，城中校區學士服 41 套。 

(五) 招待所住宿：7/1-7/31 東荊、東桂兩學廬安排 17 次住宿申請，東荊住房率為 44%，

東桂住房率為 62%。原有眷招待所無新住宿申請，住房率為 32%。 

十五、 出納服務業務統計(107 年 6 月 28 日至 106 年 7 月 26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107年 6月 28日至 106 年 7月 26 日止現金及銀行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6億 4,644

萬 4,017 元，支出 6 億 4,514 萬 4,175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行政程序。 

(二) 依據 107 年 7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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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支票存款 1.46%、定期存款 79.60%、政府公債 4.93%、證券投資 3.91%。 

(三) 106 學年度第 4 次資金運用指導委員會會議於 107 年 7 月 17 日召開完畢。 

(四) 107 學年第 1 學期繳費單，於 107 年 8 月 1 日前完成寄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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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八月 

【研究事務組】  

一、研究計畫類 

(一)科技部107學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本校共計提出142件計畫申請案（其中138件為106年12月

提出申請、1件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3件分年多年期計畫），截至目前（107.7.24）已核定

68件（含2件分年多年期計畫），未獲通過61件，尚有13件未核定，另前年度已核定多年期

計畫將於107學年度執行第二或第三年計畫計有24件，相關核定情形陸續公布於研究事務

組首頁。 

(二)科技部108年度與國防部共同推動之「國防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案，即日起公開徵求

計畫構想書，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7年7月19日前完成線上上傳構想書作業。 

(三)科技部107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覆案，請有意申覆之教師於107年8月12日前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 

(四)科技部「推動設置海外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中心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7

年8月12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五)科技部「推動設置全球事務與科學發展中心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7年

8月26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六)科技部2019-2020年度「與中歐三國（波蘭、匈牙利及保加利亞）科學院共同徵求國際合

作計畫人員交流PPP計畫」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7年8月27日前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 

(七)科技部108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國內訪問研究計畫」案，各單位如有推薦人選，

請被推薦教師於107年8月28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八)科技部「2019年臺德（MOST-DAAD）博士候選人赴德研修（三明治計畫）」案，敬請有

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7年9月9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九)函請本校各執行「科技部私校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提供106學年度執行

是項計畫之研究成果發表情形，俾便進行成效追蹤評估。 

二、產學合作計畫類 

(一)本校商學院申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農村再生新農業示範計畫」，107年度獲核定補助

150萬元，本校並提撥總經費10%（15萬元）之配合款。 

(二)本校法學院李貴英教授以「設置東吳大學法學院莫內講座計畫」，獲得歐盟未來三年（2018-

2021年）的補助經費共3萬4,056歐元（折合新臺幣約126萬元），本校並提撥補助經費三分

之一之配合款1萬1,352歐元（折合新臺幣約42萬元）。 

(三)辦理本校教師/學術單位承接產學合作計畫簽約案，計有法務部、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3件）、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長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The U.S. Grassroots 

Diplomacy Council，共7件。 

(四)辦理本校教師產學合作計畫投標/議價/提案申請案，計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共1

件。 

(五)文化部公告「文化部推動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補助作業要點」，請有意申請之教師先電詢

（分機：5224，劉編纂）確認本校申請或執行情況，再於文化部系統上傳文件後，填具本

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檢附計畫書1式5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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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徵求「108年補助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創新及研究發展計畫」案，

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7年8月31日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檢附申請文件及計

畫書10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 

(七)提醒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履約期限，計有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保險

事業發展中心，共2件。 

三、校外獎補助類 

中研院2019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案，敬請有意提出申請之教師，於107年10月1日前逕

至中研院線上系統提出申請。 

四、校內獎補助類 

(一)106學年度第2學期7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5件補助案。 

(二)辦理本校106學年度第2梯次研究計畫案之獎勵金撥付入帳事宜。 

(三)辦理發放107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107年8月）獎勵金。 

(四)辦理發放107年度高教深耕獎勵學士班學生「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金，共計57

名。 

五、其他類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於107年7月28日、29日假台灣大學舉辦「2018大學社會實踐博

覽會」，本校由人社院黃秀端院長、理學院汪曼穎院長及社工系萬心蕊主任帶隊參加，研究發

展處由研究事務組謝明秀組長及王韋翰行政助理參加。 

【校務發展組】 

一、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審作業 

(一)107 年 7 月 2 日，提報 107 學年度行政人員訓練課程調查表之「整體校務發展計畫討論」

課程規劃。 

(二)107 年 7 月，辦理註冊課務組、學生事務處、德育中心、群育暨美育中心、校務發展組、

國際事務中心、華語中心、政治學系、師資培育中心、日本語言學系、法律學系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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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7 年 7 月 24 日，函知全校各單位核定 107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預算。 

二、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一)107 年 7 月 2 日，函送教育部 106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書面審

查暨實地訪視資料。 

(二)107 年 7 月 10 日，函請相關單位填報 107 年度整體校務發展計畫內容及經費。 

(三)107 年 7 月 12 日，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教育部委辦單位雲林科技大學私立大學校院獎補

助作業小組「調升教師學術研究加給補助經費專款專用之完備程序調查表」及相關佐證

文件。 

(四)107 年 7 月 17 日，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核撥結果，重新規劃並專案簽陳辦理 107 年度

暨 107 學年度私校獎補助計畫經費調整案。 

(五)107 年 7 月，辦理 107、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校務發展年度

經費支用修正計畫書作業，須於 8 月 10 日前報教育部。 

(六)107 年 7 月，追蹤 107 年度私校獎補助計畫經費執行狀況，依會計室截至 6 月底統計結

果，獎補助經費之總執行率為 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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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組】 

一、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 

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共計 251 筆，除未核定計畫編號、校外經費不列管考及無需管考之

計畫 36 筆外，餘 215 筆進入管考作業流程，規劃於 8 月底前發送各單位自評，10 月完成自

評。 

二、校務資訊平台 

第 2 期程為建置 52 張校庫表冊，由各負責單位承辦人員進行測試中。 

三、校務評鑑 

彙整各單位增修之評鑑報告書內容及補充 106 學年度相關數據，於 8 月 31 日前上傳至高教評

鑑中心網站。 

四、教學評量作業 

已完成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課堂反應教學評量問卷」讀卡與原始資料(Raw Data)匯入作

業，擬儘快召開教學資料分析小組會議，以公布期末教學評量結果。 

五、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目前正進行問卷回收讀卡作業，預定於 8 月底完成描述性

統計報告撰寫後，即發送各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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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八月 

一、 辦理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活動等相關事宜： 

(一) 107-1 計有來自 12 國 40 校 99 名外籍生至本校交換。 

(二) 107-1 計有來自 28 校 52 名陸生至本校公費交換。 

(三) 107-1 計有來自 11 校 38 名陸生至本校自費研修。 

(四) 107-1 計有 50 名福州大學海洋學院學生至本校法律系跟微生物系進行專班研修。 

(五) 107-1 計有 108 名本校學生赴國外校級協議學校交換。 

(六) 107-1 計有 53 名本校學生赴大陸校級協議學校交換。 

(七) 107 年 07 月 02-03 日於桃園復興青年活動中心舉辦「陸生聯誼會幹部研習營」，計

有 16 名陸生幹部參加。 

(八) 107 年 07 月 02 日於雙溪校區舉辦「107 學年度志工教育訓練暨志工大會」，計有 60

名志工參加。 

(九) 107 年 07 月 02 日於雙溪校區舉辦「境外生三社社團幹部研習會」，計有 13 名僑聯、

13 名港澳及 3 名馬來西亞幹部等參加。 

(十) 107 年 07 月 05 日於雙溪校區舉辦「106 學年度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業務教育訓練」，

計有 63 名教職同仁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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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所： 

(一)  大陸鄭州大學(學生交換) 

(二)  美國普渡大學西北校區(校級) 

(三)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波莫納分校(校級) 

(四)  法國尼姆大學(校級) 

(五)  法國圖盧茲商學院(校級+學生交換) 

(六)  法國達文西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七)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自費研修) 

(八)  德國路德維希港應用科學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九)  臺美高教聯盟(校級) 

(十)  日本多摩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十一)  泰國商會大學(校級) 

(十二)  UMAP 亞太大學交流會(校級+學生交換) 

(十三)  義大利錫耶納大學(校級) 

(十四)  菲律賓德拉薩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十五)  荷蘭蒂爾堡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三、 接待外賓蒞校參訪： 

(一) 107 年 02 月 22 日至 08 月 20 日福建師範大學彭思彬老師於本校帶隊兼訪學。 

(二) 107 年 02 月 25 日至 08 月 23 日福州大學段曉彥老師於本校帶隊兼訪學。 

(三) 107 年 03 月 15 日至 08 月 27 日西南大學馬濤老師於本校法學院訪學。 

(四) 107 年 06 月 24 日至 07 月 03 日西北政法大學姜皙黨委書記於本校帶隊及交流。 

(五) 107 年 07 月 02 日香港德貞女子中學師生參訪團等一行 33 人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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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7 年 07 月 03 日美國東密西根大學校長等一行 3 人來訪。 

(七) 107 年 07 月 05 日香港神召會康樂中學師生參訪團等一行 38 人來訪。 

(八) 107 年 07 月 05 日越南王丁善理先生紀念基金會等一行 7 人來訪。 

(九) 107年 07月 23日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國際教育支援協會事業部次長等一行 3人來訪。 

(十) 107 年 07 月 31 日印尼詩都阿佐伊斯蘭教士聯合會大學學生來校參觀。 

四、 國際組織活動、參加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 107 年 07 月 12-17 日兩岸事務中心王玉梅主任前往北京參加「清華大學大陸高等教

育管理工作研究課程」，18-21 日參加「第七屆兩岸和平發展法學論壇暨兩岸法學交

流合作 30 週年紀念研討會」。 

(二) 107 年 07 月 14-20 日國際事務中心歐素華主任陪同 7 名學生前往 加拿大英屬哥倫

比亞大學參加海外暑期研習課程。 

(三) 107 年 07 月 21-26 日國際處黃敏淳助理秘書陪同 13 名學生前往澳洲昆士蘭大學參

加海外暑期研習課程。 

(四) 107 年 07 月 22 日至 08 月 01 日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前往馬來西亞參加「海外

聯招會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展」。 

五、 各項獎助學金及計畫、營隊活動申請： 

(一) 2018 年「海外研修專題 -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7/13 - 8/14）暑期課程」，計有

7 名學生成團，持續處理機票、簽證、課程、住宿、補助等事宜。 

(二) 2018 年「海外研修專題 - 澳洲昆士蘭大學（7/22 - 8/26）暑期課程」，計有 13 名學

生成團，持續處理機票、簽證、課程、寄宿家庭、補助等事宜。 

(三) 107 年 7 月 25 日公告受理「UB Fellows Program 訪問學者計畫」申請，截止日至 8

月 30 日止。 

(四) 107 年 7 月 26 日公告受理「2019-2020 UB 育竹獎助計畫(Bamboo Grants Program)」

申請，截止日至 108 年 2 月 27 日止。 

(五) 107 年 07 月 26 日公告受理「2019-2020 UB Faculty Scholarship Program 教職員獎學

金計畫」申請，截止日至 09 月 28 日止。 

(六) 公告受理「107 年度高教深耕 – 東吳啟航，寰宇翱翔」等六項計畫補助，截至 07 月

05 日止，計有教師全英語授課海外培訓 1 件、境外移地教學 8 件、學生赴外研習 25

件、學生赴外參加國際競賽及會議發表文章 19 件、邀請國外菁英學者來台 3 件；另

有教師全英語授課在地培訓 12 件；持續宣傳收件及辦理核銷。 

(七) 106-2 補助本校 2 名教師前往「匈牙利布達佩斯考文紐斯大學」進行海外研究中心

駐點研究。 

(八) 完成 107 年 1-6 月僑委會學習扶助金結案，共發出 273,571 元學習扶助金予 64 名學

生。 

六、 其他會議及業務： 

(一) 107 年 07 月 03 日國際處黃敏淳助理秘書前往東海大學參加「2018 臺灣印尼高等教

育展」行前說明會。 

七、 2018 東吳「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 

(一) 2018 年溪城講堂舉辦日期為 07 月 21 日至 08 年 15 日，本校共計 3 個單位開設 5 個

課群，計有來自 16 校 100 名陸生及 5 位帶隊師長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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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7 年 07 月 21 日辦理接機、22 日始業典禮、23 日帶隊老師晚宴、26 日劉維公老師

演講、帶隊教師座談會、27 日與潘校長騎鐵馬至淡水、30 日馬英九老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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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八月 

一、捐款業務：107.06.30-107.07.30 捐款總金額共計新台幣 749 萬 6,827 元，捐款人數 218 人，

最高捐款用途為總務處專用款-國際學舍專車。 

二、捐款回饋致謝： 

（一）7 月寄發謝函共計 62 張，捐款收據共計 75 張。 

（二）7 月寄發 8 月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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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7.01-07.31

共計服務 83 人次。 

四、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107.07.01-07.30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 31 萬 7,255 元（公務販售 25 萬

7,038 元、非公務販售 6 萬 217 元）。 

五、校友活動： 

（一）107 年 7 月份校友活動： 

1、107.06.28-07.08 進行金門縣校友會網路投票選舉會長事宜，於 07.09 公告由社會系

74 級葉肅科學長當選會長，將於 08.05 於金門舉辦「2018 金門縣校友會會員大會」。 

2、107.07.21-07.25 支援校友總會與台北市校友會主辦之「2018 全球校友年會活動」，

共計 420 位校友來賓出席，舉辦系列活動如次： 

(1) 07.21 海外校友接風晚宴。 

(2) 07.22 校友組織工作坊、校友總會會員大會、兩校區校園導覽、校友餐敘、校友聯

歡晚會。 

(3) 07.23-25 三日旅遊。 

3、107.07.28 支援並出席財精系 50 周年慶活動。 

（二）107.07.16 以校長與社資長名義致贈花禮，祝賀本校法律系 66 級蔡清祥學長榮任法

務部長，祝賀本校經濟系 72 級蘇建榮學長榮任財政部長。 

六、校友刊物：《東吳校訊》311 期已全數寄出；312 期預計 9 月中寄出。 

七、生涯諮商輔導：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生涯諮商來談個案，共計 495 人，針對第二專長，中心刻正規劃選

課輔導方案，與職涯種子導師培訓案規劃，希冀能提供更校園完善的生涯輔導。  

八、畢業生流向調查： 

 感謝各學系協助推廣校友填寫問卷，自 7 月 7 日至目前為止，達標狀況如下： 

(1) 目前畢業 1、3、5 年達標學系有：物理學系、心理學系、微生物學系、音樂學系、

化學系、社會工作學系、歷史學系、資訊管理學系共 8 個學系。 

(2) 目前畢業 1、5 年達標學系有：數學系。 

(3) 目前畢業 3、5 年達標學系有：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社會學系。 

(4) 目前畢業 5 年達標學系有：EMBA、中國文學系、英文學系、政治學系、德國文化

學系、日本語文學系、經濟學系共 7 個學系。 

目前問卷調查已進入中後期聯繫較為困難時期，期盼藉由學系於社群平台或通信群組上

協助宣傳，共同協助學系電訪員一起提高問卷回收率。 

九、班級輔導活動： 

106 學年度共辦理 46 場班級輔導，2,126 人參與，平均滿意度為 4.47(5 分量表)。針對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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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依據學系回饋，將提高補助金額以利師資講者邀請，屆時敬請個學系踴躍申請辦理。 

十、證照獎勵： 

106 學年度截止目前(107.6.30)已受理 489 件申請，440 件獲得補助，補助率 90%。 

十一、 東吳實踐家創創基地： 

（一）大一新生辦理「翻轉舊思維：大學新鮮人第一堂創意課」兩日實作課程，已 

      籌備完成，將於 09.15 登場。 

（二）基地預計於八月下旬開始招募進駐團隊，並於九月初確認審查通過之進駐 

      團隊。 

（三）預計於 10 月、11 月、12 月舉辦三場兩日工作坊，及六次的週三創創小聚。 

十二、 文舍明日聚場： 

（一）「東吳心之旅」AR 校園導覽 APP 已完成，並進入細修和宣傳階段，陸陸續續製作相

關文宣品；自媒體平台內容持續運作中，且每週更新一次趨勢探索文章。 

（二）文舍與人文創意學程合作舉辦學生成果展－「夏日創聚展˙恭喜你長大十八歲」參

觀人數逾百人，且於 07.06 正式閉展。 

（三）趨勢報告書《大開眼界》共完成印製三百本，並送達文舍。 

（四）踩集街區工作營於 07.02-09 舉行，共計 28 名學員參與，目前已將學員成品送交平

面設計師進行彙整與美工。 

（五）文舍與胡氏藝術於 07.10 舉行「參與式藝術創作工作營」，共計 17 名學員參與，並

邀請兩位藝術家與學員互動、動手創作藝術品。 

（六）實境藝術節與東吳心之旅校園導覽活動已進入籌備階段，預計於 9 月初登場。 

十三、 企業實習： 

（一）全校性選修實習課「職場實習與能力養成」正於暑假期間進行中，課程除搭配完善

督導資源外，也將在學生實習結束後帶領小組反思，幫助學生內化實習經驗。 

（二）中心於新學年度也將開發全學期實習課程，同時積極拓展實習職缺並與目標學系合

作推動，配合同學大四下學分規劃，使同學能進行一整學期之實習工作，利於畢業

後直接轉銜職場、無縫接軌。 

（三）新年度在無學分實習推動上，將重新設計獎補助標準與計畫，以利提供學生更多資

源，同時多方開發各式合作計畫，積極增加國際實習機會，也特別申請戴氏基金會

補助，協助有意投入國際職場但受制於經費的學子。 

十四、 最後一哩職場活動： 

106 學年度與台北張老師基金會和花旗基金會合作辦理最後一哩，開創出新的轉銜職場

課程模式，107 學年將與此二單位深化合作外，另將加入救國團教育探索中心進行合作，

預計 8 月份招開第一次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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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八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人文社會學院成立 50 周年院慶活動規劃：精神標語第一階段票選於 6 月 15 日截止，共

有本院師生和畢業院系友 258 人投票，經過票選統計入選前 10 名於 7 月 19 日院主管會

議進行第二階段票選，獲獎名單為第一名：<人社五十，堅如磐石>、第二名：<點滴心頭

化育英才，人社 50 放眼未來>、第三名：<五十風雨人社院，万千桃李東吳人>，其餘七

名為佳作，後續於相關網頁公告並逐一通知獲獎者；進行院史資料蒐集彙整並請圖書館

校史室共同協助；7 月 22 日邀請歷任院長提供院慶紀念特刊文稿。 

二、本院於 7 月 9 日至 14 日辦理【2018 兩岸青年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壇】，本案獲科技部補

助 19 萬元整。活動行程包括 7 月 10 日至 11 日與上海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傳播學院

等單位合辦論壇，黃院長及社工系萬心蕊主任、政治系王輝煌老師、社會系鄭得興老師、

社工系鍾道詮老師及中文系謝靜國等 5 位教師主持會議或評論，院內共有 16 位研究生於

會中報告論文；7 月 11 日參訪上海大學、7 月 13 日至蘇州大學參訪與交流，學生深受啟

發且紛紛表示交流過程獲益良多。活動結束後辦理核銷及成果報告事宜。 

三、本院黃秀端院長主持之「留住歷史的記憶-士林眷村社區資料庫與展望」計畫獲教育部 USR

計畫核定補助新台幣 120 萬元，七月工作進度如下：7 月 2 日至 6 日開設暑期小學期課

程—威權統治在台灣：蔣介石與情治機構；7 月 17 日統籌辦理校外及校內 USR 計畫主

持人分享會議；7 月 27 日計畫成員口訪退休軍事人員顏嘉德老先生；7 月 28 日參訪教育

部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博覽會。 

四、7 月補助師生參與國際暨兩岸學術活動：補助本院赴華東政法大學參與兩岸青年學者論

壇師生之機票費與生活費。 

五、國內及國際交流 

（一）愛知大學預定今年 8 月 1 日至 10 日來台進行為期 10 天現地調查研究，參與成員包括

觀光班與農村班總計 19 位師生，配合此次活動愛知大學川井 伸一校長將於 8 月 9 日

來訪東吳並參加 8 月 10 日於雙溪校區舉辦的報告會，本院將統籌規劃並邀集政治系、

日文系同學共同協助接待與安排參訪行程。 

（二）6 月 30 日本院黃秀端院長赴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參加「東亞的媒體、歷史與政治」國際

學術研討會，參與師長另包括政治系林瓊珠老師、政治系蔡韻竹老師、中文系沈惠如

老師以及中文系謝靜國老師。 

六、本院第 15 期電子報 7 月 4 日發行，寄送對象包括院內師生及院系友總計約 15000 份。 

八、院級研究中心/研究室業務推動 

（一）中華文明研究中心預計 8 月 7 日召開諮詢委員會議，會中將推舉 107 學年度中心主任。 

九、例行會議 

（一）7 月 03 日參加第二教學研究大樓安全委員會。 

（二）7 月 16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畢業典禮工作檢討會議。 

（三）7 月 19 日辦理本學年第 11 次主管會議，討論審查鄭州大學歷史學院馬偉華副教授申

請訪問學術交流案；審議人社院慶標語競賽；討論本院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調

整案；學院「第二專長」課程模組等四案。 

十、彙整資料提送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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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 月 17 日發函邀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周惠民教授、以及中研院社會所楊文山教授

擔任本院 107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之校外委員，並已獲兩位教授允諾同意。 

（二）7 月 19 日配合評鑑組來信提供本院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調整結果。 

十一、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一)教學行政： 

1、完成 107 學年度『文化創意產業實習』及『非營利組織機構實習』之暑期實習同學的保險

事宜。 

2、協助學校實習督導老師前往實習機構訪視的聯繫事宜。 

3、學生實習狀況追蹤並與實習機構確認實習合作契約書是否送達、用印完成寄回。 

4、與支援學程合班開課之學系秘書，確認 107-1 人工加選之名額與方式。 

5、上傳兩學程 107-1 的選課注意事項至學程網頁，供學生參閱。 

6、107 年 7 月 25 日舉辦人社院 107 年教師教學工作坊，本次工作坊規劃有兩個部分：上午

走訪北投中心新村，由眷村心文化協會帶領導覽，認識眷村活化與在地連結之實務運作；

下午進行以跨領域課程、創新教學為主題的教師教學分享與討論。共計有 9 位師長參與。 

7、教育部校外實習合作機構概況與名冊填報。（彙整 105 學年度、106 學年度學生參與校內

外實習的概況） 

8、辦理「非營利組織管理概論」課程－蘇景輝老師的停車時數申請。 

(二)協辦院務活動： 

  1、規劃、聯繫愛知大學中國學部農村調查班來台田野調查之活動日程安排、聯繫踏查地點、

接洽當地接待等相關事宜。農村調查班將於 8/1-8/6 前往高雄市美濃地區進行農業發展和

客家族群的深度調查研究。並由東吳大學人社院熊秘書與三位學生隨團南下，提供調查

期間的協助。於 8/10 假東吳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調查成果報告會。 

  2、協助中文系林宜陵老師執行「教育部：大學校院協助各級學校推動戶外教育計畫」－『雙

溪詩詞戲曲表演營』。營隊時間為 8/1－8/4，共計招收 30 名全國國中與高中學生。 

  3、「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成立 50 周年慶標語競賽」活動–第二輪決選之討論，已於 7 月

19 日的主管會議上完成討論和投票。最終將依票數頒發獎金和獎狀給前三高票的標語投

稿人，依序以降的作品將獲選為佳作，提供標語投稿人紀念品和獎狀。 

【中文系】 

一、教學行政： 

（一）完成 107 學年度『文化創意產業實習』及『非營利組織機構實習』之暑期實習同學的

保險事宜。 

（二）協助學校實習督導老師前往實習機構訪視的聯繫事宜。 

（三）學生實習狀況追蹤並與實習機構確認實習合作契約書是否送達、用印完成寄回。 

（四）與支援學程合班開課之學系秘書，確認 107-1 人工加選之名額與方式。 

（五）上傳兩學程 107-1 的選課注意事項至學程網頁，供學生參閱。 

（六）107 年 7 月 25 日舉辦人社院 107 年教師教學工作坊，本次工作坊規劃有兩個部分：上

午走訪北投中心新村，由眷村心文化協會帶領導覽，認識眷村活化與在地連結之實務

運作；下午進行以跨領域課程、創新教學為主題的教師教學分享與討論。共計有 9 位

師長參與。 

（七）教育部校外實習合作機構概況與名冊填報。（彙整 105 學年度、106 學年度學生參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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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實習的概況） 

（八）辦理「非營利組織管理概論」課程－蘇景輝老師的停車時數申請。 

二、院務支援： 

（一）規劃、聯繫愛知大學中國學部農村調查班來台田野調查之活動日程安排、聯繫踏查地

點、接洽當地接待等相關事宜。農村調查班將於 8/1-8/6 前往高雄市美濃地區進行農業

發展和客家族群的深度調查研究。並由東吳大學人社院熊秘書與三位學生隨團南下，

提供調查期間的協助。於 8/10 假東吳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調查成果報告會。 

（二）協助中文系林宜陵老師執行「教育部：大學校院協助各級學校推動戶外教育計畫」－

『雙溪詩詞戲曲表演營』。營隊時間為 8/1－8/4，共計招收 30 名全國國中與高中學生。 

（三）「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成立 50 周年慶標語競賽」活動–第二輪決選之討論，已於 7

月 19 日的主管會議上完成討論和投票。最終將依票數頒發獎金和獎狀給前三高票的標

語投稿人，依序以降的作品將獲選為佳作，致贈投稿人本院紀念品和獎狀。 

【歷史系】 

一、學術研究與交流： 

(一)黃兆強教授、劉龍心副教授於 107 年 7 月 7 日至 8 日赴大陸天津市參加南開大學舉辦「中

國史學史研究的反思與展望暨紀念楊翼驤先生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

學術論文。 

(二)本系專任老師 107 學年度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如下： 

1、盧令北老師：計畫名稱-1832 年「拒絕執行聯邦法案宣言」與內戰前美國南方主權論的

發展。 

2、林慈淑老師：計畫名稱-歷史教育的轉向？「歷史素養」觀點及其意義之研究，2 年期

計畫。 

3、劉龍心老師：計畫名稱-地質知識與近代中國空間觀念的形塑。 

4、傅揚老師：計畫名稱-戰國晚期至西漢的生計、貧富觀念和社會經濟論述，3 年期計畫。 

(三)楊俊峰老師通過申請「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持續辦理畢業生「應屆畢業生學習成效調查問卷」調查。 

三、行政事務：辦理 107 學年甄選入學新生電話聯繫作業。                                

四、完成「東吳歷史學報」卅八期及研究生論文集「史轍」出版。 

【哲學系】 

一、學術活動（校內外教師出訪）：7 月 8 日至 12 日本系沈享民老師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補助前往中國大陸山東濟南，至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進行移地研究。 

二、學術活動：（演講、研討、讀書會）：7 月 24 日本系執行科技部「知識與行動」整合型研

究計畫案，舉辦「知識與行動」工作坊系列活動：「哲學家講堂」，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哲

學系張錦青教授兼主任擔任講者，講題為：「What is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about?」；7 月

21 日本系王志輝老師所組之「柏拉圖讀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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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次的研讀。 

三、學報事務：7 月 1 日至 31 日進行《東吳哲學學報》第 38 期校稿及印製工作。 

四、例行行政業務： 

（一）7 月 2 月至 19 日進行 106 學年度財產盤點初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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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7 月 5 日參加國際處舉辦「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業務教育訓練課程」。 

（三）7 月 5 日至科技部網站申請「知識與行動」整合型研究計畫延長執行期限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並在 7 月 9 日獲得科技部回函同意。 

（四）7 月 11 日下午 14 時，於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參加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知行座談」。 

（五）7 月 16 日完成 106 學年度自行承辦之獎助學金作業事宜。 

（六）7 月 23 日至 9 月 7 日進行 106 學年度財產盤點複盤。 

（七）辦理蔡政宏教授所執行之兩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辦理計畫移轉至中研院歐美所繼

續執行。 

（八）辦理各項經費核銷事宜。 

（九）辦理兩位新聘專案教師應聘後相關事宜。 

五、重要事務：米建國教授自 107 學年度至 111 學年度獲本校聘為特聘教授。 

六、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辦理碩士班研究生大綱及論文口試相關事宜。 

【政治系】 

一、在國際交流活動方面 

 (一)107 年 6 月 30 日～12 月 30 日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吳莉婭副教授來訪進行學術

交流，為期 6 個月。 

二、其他行政業務方面 

 (一)7 月 5 日總結性課程成果發表會，共分四場次，總計有 60 人分為 38 組進行發表。 

 (二)7 月 24 日召開系辦行政會議，會中討論系主任交接相關事宜。 

 (三)7 月 31 日舉行 107 學年度政治學系卸任與新任主任交接典禮，共有 18 位師生與行政同

仁參加。 

【社會系】 

一、招生宣傳活動：本系於 7 月 15 日至 7 月 1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舉辦為期三天的「第七

屆東吳社會營」。本次營隊計有 10 位高中生報名參加、14 位本系學生參與，活動邀請本

系劉維公副教授、范綱華副教授及吳明燁教授等三位，分別以「Sociology of exploration」、

「另類，眼光，凡人」及「社會問題-誰的問題」為主題舉辦三場課程，並帶領學員前往

西門町進行校外參訪活動。 

二、召開會議： 

（一）本系於 7 月 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七月份行政

業務報告會議，討論七月份重要行政工作事項、報告本系 106 學年度各項系務發展計

畫預算暨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以及討論籌辦本系 45 週年系慶學術研討會行政作業

時程規劃事項。 

（二）本系於 7 月 3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7 學年

度第一學期行事曆會議，研擬第一學期各項行政工作、會議與活動時程與進度。 

三、課程相關教學活動：為鼓勵學生主動認識「新世代」的各種議題，配合學士班「社會研

究方法」課程及「新世代」特色領域研究計畫之執行，本系於 7 月 3 日，在本校雙溪校

區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2018 年「新世代」暨「社會研究方法」學習成果發表會，

會中不僅公布今年度新世代研究主題―新世代大學生社會參與及友誼關係的貫時性分析，

並有家庭互動、消費正義、東南亞籍人士偏見、打工交友等五項學生專題研究計畫之成

果發表與競賽。活動邀請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廖培珊副研究員與全國公信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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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調查公司高世垣總經理兩位校外專家蒞系擔任評審委員，本系石計生主任為開幕式致

詞，由本系吳明燁教授擔任主持人，共計約 88 位師生參與。另外，本次發表會的競賽結

果，以探討大學生對東南亞籍人士偏見的「大學生文化之本對東南亞籍人士偏見之形塑-

以媒體接觸類行為中介變項」榮獲第一名，探討大學生家庭互動的「家庭中的情緒勒索

對同儕關係的影響」獲第二名，探討大學生打工交友的「校園裡的隱形人:探討工讀對大

學生校園疏離感之影響」，以及研究大學生偏差行為的「大學生依附關係與內向性偏差行

為之研究」並列第三名，而研究大學生消費正義的「從道德認同與同儕壓力看消費者實

踐消費正義-以抵制行為為例」則獲第四名獎項。 

四、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一）捷克馬薩里克大學呂維倫助理教授及該校 14 位大學生，於 7 月份與本校華語教學中心

合作進行華語學習課程之際，本系於 7 月 16 日舉辦歡迎座談會，除與本系石計生主

任、鄭得興老師進行交流，安排本系 14 位學生與該校來訪 14 位學生進行互動交流，

雙方學生進行午餐餐敘外，並進行本校系簡介介紹、參觀本校校園及大稻埕等地導覽

活動。 

（二）捷克 Palacky 大學 Jaroslava Kubatova 教授及其夫婿 Ales Kubat 博士，於 7 月 17 至 7 月

30 日蒞臨本系進行交流訪問，除於 7 月 18 日拜會本系石計生主任外，並探訪今年 5 月

31 日至本系短期訪學之捷克 Pardubice 大學社會與文化學系系主任 Adam HORÁ LEK

助理教授。 

五、其他： 

（一）本系於 7 月 3 日，假故宮晶華餐廳，舉辦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餐敘活動。 

（二）為提升本系研究生研讀動力，凝聚向心，本系研究生研究室及電腦室於 7 月 26 日進行

重新裝 

【社工系】 

一、學術活動：本系研究生鄭筱舢等六位研究生於 7 月 9 日至 7 月 18 日前往上海參加第五屆

「東吳大學華東政法大學 兩岸青年人文社會學術論壇」，有關帶隊前往事宜由本校人社

院主辦，本系帶隊教師為萬心蕊主任及鍾道詮老師。 

二、學生事務及學生活動 

 (一)因應瑪利亞颱風警報及考量學員人身安全，原訂 7/11-7/14（四天三夜）舉辦之社工營改

為 7/12-7/14（三天兩夜）舉辦。 

 (二)7 月 17 及 7 月 18 日日針對本系身心障礙學生與健康暨心理諮商中心召開 107 學年度身

心障礙甄試新生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 

三、學生實習業務 

 (一)辦理第 7 梯方案實習助理及輔導員工讀金支用及勞保自付額核銷，以及調查第 8 梯方案

實習課群輔導員資料，俾以辦理勞保加保事宜。 

 (二)辦理碩士班實習生加保、退保及教師差旅費核銷等相關事宜。 

 (三)各組各次實習團體督導教室之借用。 

 (四)辦理與實習單位簽訂實習合約書事宜。 

 (五)更新 Moodle 系統即時訊息。 

 (六)套印實習督導聘函及機構感謝狀，並委請本系學校督導教師於暑期訪視機構時代表致贈。 

 (七)提醒本學期研究生實習單位寄回實習機構成績與實習時數證明系，以便彙整成績送任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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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順利上傳本學期碩士班成績 

四、其他業務 

 (一)教務：1、提醒本學期學、碩士班任課教師上傳學期成績。2、提醒異動之任課教師上傳

授課計畫表。3、學生英檢畢業標準資料輸入作業。4、辦理研究生資格考論文計畫與學

位論文口試活動。5、辦理科目異動。6、協助學士班學生辦理畢業、休學、退學程序。 

 (二)研究及產學合作庶務：1、協助教師執行 106 學年度研究計畫庶務。2、大學社會責任實

踐計畫專任助理約用及經費核銷事宜。 

 (三)預算及經費相關事務：1、辦理各類經費核銷作業，包括學報、校發計畫、辦公費、社工

營、大社盃補助款等。2、協助兼任教師主持之教學精進計畫辦理經費核銷及工讀生勞保

加保事宜。 

 (四)其他：1、應屆畢業生學習問卷施測公告及辦理。2 有關畢業生流向調查之問卷調查訊息

之傳達。 

【音樂系】 

一、大師工作坊： 

    7 月 30 日至 8 月 1 日於本學系 D0130 演奏教室舉辦「2018 國際大師在東吳—弓的藝術，

秦嶸（Yung Chin）大師工作坊」，邀請前美國製琴與製弓聯盟理事長—秦嶸（Yung Chin）

擔任此次工作坊主講人。活動期間於 7 月 31 日晚間於本校松怡廳舉辦「弓的藝術大師工

作坊，晚間音樂會」由旅美小提琴演奏家曾耿元教授小與鋼琴陳韻安老師共同演出。此

次三天五場的工作坊，Yung Chin 除了會講述弓的歷史與其演變過程外，還有現場即席示

範如何挑選弓毛/更換弓毛；如何將拉歪的弓桿子扳直（recamber- straighten）…等等弓的

關鍵維修保養技術，到如何檢驗買賣提琴/弓所附的證書，傾囊相授毫不保留。在 7 月 31

日的晚上，特別設計安排了一場小提琴獨奏會，邀請旅美世界級的小提琴名家曾耿元教

授，用不同時期的弓，示範演奏同一首樂段，比較不同時期的弓拉奏出來的琴聲是如何

的不同，真正體驗認識不同時代聲音風格的差異在那裡！ 

二、交流參訪： 

    7 月 5 日香港神召會康樂中學由境外交流組岑漢明主任等 4 名教師，帶領學生 34 名來校

參訪，本學系邀請 107 學年度新聘之聲樂組黃莉錦專任專案助理教授為該校師生於本學

系 D0108 教室舉辦聲樂及藝術工作坊，由黃老師進行聲樂訓練及樂曲處理指導。工作坊

結束後，由本校國際事務中心歐素華主任、招生組陳雅蓉組長及本學系彭廣林主任與該

校師生進行座談。 

【師資培育中心】 

一、演講、參訪與潛在課程： 

    辦理史懷哲計畫，本學年獲得教育部補助，7/3~7/5 進行培訓課程。有 17 名同學將於暑

假期間至至善國中、八里國中及萬里國中進行課輔服務。 

【人權學程】 

一、行政與學生事務 

 (一)人權碩士學位學程學碩一貫開放申請。 

 (二)籌備 9 月人權知能營活動。 

 (三)籌備 10 月 5 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工作坊。 

 (四)7 月 16 日 16:00 召開學程委員會，討論 107 學年度課程補審、下學期學程活動規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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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博物館實習合作及回應「校友對母校暨就業滿意度調查」結果。 

二、學生輔導 

 (一)7 月 25 日 18:30 辦理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討論會，由人權碩班學生蕭逸民、李元

薇擔任報告人，並由陳瑤華主任、廖福特教授、林沛君博士擔任評論老師。 

三、辦理活動 

 (一)7 月 28 日 14:00-16:00 於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辦理多元博物館系列

講座「我在快樂的另一邊長大—白色恐怖的兒童受難者」，講者為文史工作者李禎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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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八月 

【院長室】 

一、 6 月 28 日陳盈盈秘書與日文系葉憶瑾助教、德文系林佑澄助教與會計室第二組洽談團

體研修學生助學金經費核銷與借支程序，以及該助學金免稅應增設操行成績一事，後

續將於兩學系系務會議討論。 

二、 本院 R0812 研討會經校空間規劃委員會決議，轉心理系使用；7 月中旬完成空間清潔

與整理，保留部分課桌椅與鐵櫃亦移轉心理系續用，門鑰交心理系秘書。 

三、 107 年度 3-7 月份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與會計室進行對帳，院內各單位請購資本門項目，

剩餘資本門經費全數支用於口譯教室設備。 

四、 7 月 26 日本院主管及同仁出席人事室辦理之一級主管聯合交接典禮。本院院長交接，

林茂松院長卸任，新任院長由張上冠教授兼任。 

五、 重要行政工作： 

（一） 秘書出席：7/3 教師聘任說明會、7/4 公文檔案分類討論會議、7/10 新公文系統專

案會議、7/23 秘書列席第一教研大樓安全委員會、7/26 主管聯合交接儀式。 

（二） 處理 106 學年度新增財產盤點、學年度經費核銷作業。 

（三） 107-108 年校發計畫審查意見回覆；校務資訊平台試填及使用情形與評鑑組承辦

同仁回覆。 

（四） 配合電算中心來文，有關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續階實施計畫

執行情形調查表回覆及上傳學院網頁各項表格 ODS 格式。 

（五） 院辦公室輕隔間施工；請繼揚公司進行口譯教室施工繪圖與估價。 

（六） 籌備 8/1 學院餐敘與語言教學中心主管交接儀式（通知、紅布條、外燴、禮品、

場地、印信、訂花）。 

（七） 彙整 106 學年度學院學術獎勵獲獎清冊。 

【英文系】 

一、 7 月 17-18 日，107 學年度入學身心障礙新生面談。 

二、 7 月 17 日、31 日，暑期赴休士頓教育實習學生開會。（師培中心李逢堅老師、戚建華

老師、學生：政治系張宏詣、江育融、張維平、郭宣妤等共 4 名。） 

三、 7 月 10 日至城中校區受理暑修報名。 

四、 重要行政工作： 

（一） 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各項經費核銷、導生聚活動結案與核銷、工讀生薪資表

結算、年度財產盤點之初盤作業。 

（二） 協助辦理學生離校手續、督促應屆畢業生學習成效調查問卷填寫、協助辦理 102、

104、106 級畢業生流向調查。 

（三） 輔導英文系系學會會長與副會長改選以及交接，107 學年度新任會長與副會長

為：英二 A 梁懿文、英二 A 張乃元。 

（四） 107 學年度新生第一哩學系活動安排與籌備、輔導系學會籌備迎新宿營活動。 

（五） 協助與西雪梨大學 1+1 雙聯學制合約簽約事宜。 

（六） 協助全國研發狀況調查資料增補。 

（七） 協助辦理薛帝逢兼任助理教授聘僱許可、辦理 107 學年度課程調整與師資安排、

協助教師授課相關事項（協助授課計畫上網、教師訂書、講義等）。 

（八） 辦理 107 學年專兼任教師停車事宜。 

（九） 辦理 107-1 學年度學生實習課程，協助實習生連絡公司企業、安排實習時間等。 

（十） 繳交第 40 期外語學院通訊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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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 

一、 7 月 23 日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國際教育支援協會蒞臨本校參訪，本系蘇克保主任及陳若

婷助理教授協助國際處接待。 

二、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赴拓殖、明海、同志社、同志社女子大學團體研修生赴日行

前相關事宜。 

三、 7 月份舉辦 3 場學位考試，2 名碩士班研究生、1 名碩專班研究生通過學位考試。 

四、 辦理暑修專案班開課事宜。 

五、 辦理「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 51 期投稿論文送審事宜。 

六、 蘇克保主任於 7 月 26 日至 31 日赴日本進行「日本職場實習」課程實習訪視。 

七、 其他行政業務： 

（一） 辦理年度新增財產盤點。 

（二） 辦理兼任外籍教師聘僱許可。 

（三） 協助賴錦雀老師、王世和老師、羅濟立老師、劉怡伶老師、陳世娟老師、李宗禾

老師、陳相州老師科技部研究計畫核銷結案。 

（四） 協助教師專業社群經費核銷及結案、106 學年度年度各項計畫經費結報核銷。 

（五） 選課相關事務、協助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赴日團體研修生學分抵免及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事宜。 

（六） 籌備第 20 屆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 

（七） 進行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 

【德文系】 

一、 「實習」課程：暑期計有 11 名 3 升 4 年級學生分別至 6 個校外單位進行職場實習；學

生實習期間，指導老師至各實習機構進行訪視，了解學生實習狀況。 

二、 107 學年度學生團體赴德進修：7 月 4 日舉辦家長說明會；7 月 10 日至德國在台協會

辦理簽證，7 月 25 日行前說明會。處理學生相關費用繳付作業。 

三、 7 月 2 日系務會議：制訂課程模組、決定畢業公演指導老師、修訂赴德進修助學金補助

標準 

四、 7 月 3 日系教評會：新聘黃逸龍 Ilong Huang 為兼任講師。 

五、 協助處理學生翻譯書籍出版事務、請書商處理新一期翻譯書籍版權取得。 

六、 協助執行 107 高教深耕計畫「外國語文學院學生總結力與跨域力前導第一階段計畫」

之德語學習平台教學影片錄製及汰換文化教室投影機。 

七、 協助執行廖揆祥老師主持之教育部補助「多國語文與文化連結課程計畫」。 

八、 製作電子報。 

九、 重要行政事務： 

（一） 107 課務異動及選課作業、訂購 107 學年教材。 

（二） 彙整 106-2 批改費登錄。 

（三） 年度經費核銷作業、年度財產初盤。 

（四） 與電算中心商議 107 學年上課教室使用之教學軟體安裝時間。 

（五） 請各位導師繳交 106-2 導師輔導記錄。 

（六） 協助進行畢業生流向調查、應屆畢業生學習成效調查問卷。 

（七） 參加人事室教師聘任作業說明會、國際交流事務教育訓練。 

【語言教學中心】 

一、 一、本中心 G402 語言教室施工和兩校區外語自學室更新案進行招標作業。 

二、 準備本中心主任交接相關事宜；7 月 31 日上午本中心鮑芃綺編審和李秀貞編審進行業

務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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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填覆「大學校院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措施調查表--配套措施：『學生學習成效追蹤輔導措

施』」，以及提供 107 學年度東吳大學校長致家長信函之附件「提升外語能力」。 

四、 7 月 5 日派員參加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業務教育訓練課程；7 月 11 日秘書參加知行座

談；7 月 12 日上午主任和秘書參加「107 學年度東吳大學校長致家長信函工作小組會

議」。 

五、 辦理課務工作： 

（一） 7 月 10 和 11 日派員至城中校區辦理 106 學年度暑修報名，並於暑假期間代售

英文暑修教材暨相關事宜。 

（二） 學期補考負責監考，並將補考試卷交至註課組。 

（三） 處理「英文（一）」和「英文（二）」兼任教師課程異動。 

（四） 與註冊課務組和德文系助教協同處理學生至德國明斯特大學交換，修讀「英文

（二）」課程之學分承認相關事宜。 

（五） 答覆學生詢問「英文(一)」、「英文(二)」及「深耕英文 I、II」暑修和新學期選

課相關問題。 

（六） 處理學生放棄實用英語學程資格事宜。 

（七） 彙整本中心專任教師於 7 月 23 日前回覆 107 學年第 1 學期「英語文加強班」課

程調查。 

六、 辦理外語自學活動： 

（一） 107 年 6 月份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開放 200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

次為 988，城中校區開放 180 小時，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245，合計 1,233 人

次。線上軟體使用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6,229、《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7、《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力測驗評量》：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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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8。 

（三） 至【電子化校園系統】審閱 1 篇學生參加 6 月 6 日「日檢 N2 模擬試作會」心得

筆記。 

（四） 外語自學室教材處理情形統計（統計期間 107/6/1-6/30）：處理二校區外語自學

室教材請購（核銷）案 2 件；點收二校區到貨資料 67 筆；雙溪教材編目上架 30

筆。 

（五） 德語教材、英語雜誌和多益教材編目，並更新紙本及網頁目錄。 

（六） 盤點雙溪外語自學室教材並調整英、日語雜誌櫃位。 

（七） 整理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並打包以配合暑假施工。 

（八） 面試應徵雙溪外語自學室工讀學生並安排暑期第一階段培訓日期。 

（九） 7 月 2 日舉行第 32 期雙溪外語自學小組期末成果互評會。 

（一〇） 彙整第 32 期雙溪外語自學小組長服務心得問卷結果。 

（一一） 彙整 106 學年外語自學活動辦理情形，並統計外語自學講座活動人數及活動滿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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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八月 

【院長室】 

一、7 月 5 日，辦理本學期教學創新成果分享工作坊，當日與會教師同仁約 45 位。本次藉由

邀請新創 Snapask 公司分享其產品的運用，與本院進行創新教學的教師進行對話。同日下

午舉行學院導師會議，邀請中央大學專任諮商心理師謝秀貞，演講「校園自殺防治辨識與

轉介流程」。 

二、7 月 18 日，召開「106 理學院暨巨量資料管理學院畢業典禮檢討會」，會中決議：明年提

前召開院級籌備會，並邀請學生代表一同參與。 

三、7 月 23 日，召開第一大樓安全委員會，會中決議：請總務處協助於第一教研大樓第六、

七、八、九樓中庭公共空間加裝噪音計，讓同學於中庭活動時注意音量，避免影響教學區

及研究室干擾。 

四、7 月 31 日，遷出 Q121 鑑識科學學程辦公室內公物，將空間交總務處管理。 

【數學系】 

一、會議 

（一）6 月 27 日下午 13:30，召開數學系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委員會，會議中討

論本系課程外審具體改善計畫執行成果與成效事宜、以及學士班專業課程「模組化」

事宜。 

（二）6 月 27 日下午 14:30，召開數學系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會中討論導

師以及各委員會之分組相關事宜、校友對母校滿意度調查等相關事宜。 

二、學術交流 

（一）6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蕭志如教授前往日本沖繩參加「2018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二）7 月 9 日至 7 月 13 日，林惠文老師前往日本東京參加「2018 Global Engineering & Applied 

Science Conference (GCEAS)」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三、 演講與座談會 

（一）【座談會】7 月 5 日，數學系洪斌哲老師、連祥昀組員、王伶云助教、陳虹霈助教、蔡

承恩助教、林韋廷助教參加理學院上午場「教學創新座談」。講者：新創 Snapask 公司。

數學系洪斌哲老師參加理學院下午場「理學院分享交流座談暨導師會議」 

（二）【學術演講】7 月 2 日，數學系舉辦 2018 數據科學研討會，研討會中程毅豪教授以帶狀

皰疹與精準治療說明實驗成效與統計上的差異；黃旭明教授由健檢、臨床、健保建構

智慧醫療；余承叡博士建大數據即時分析、預測式的製造，使得建模及預測動態化、

彈性化、自動化；彭智楹博士座數位廣告與電子商務的預測模型；酆士昌 CEO 利用金

融大數據做程式交易，並提出智慧理財的展望。 

四、 學生事務 

研究生論文口試：6 月 23 日，吳世權、葉又菁、郭冠佑等三位研究生於本月 23 日舉行

畢業論文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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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系】 

一、學術活動 

(一) 7 月 1 日，陳秋民副教授應哈爾濱工業大學邀請至深圳校區演示教學。 

(二) 7 月 25 日，教師研習活動「縱橫悟理 Physics & Beyond」例會，由吳恭德助理教授報告

「縱橫物理之奇門遁甲（I）---一些教學研究心得」 

(三)7 月 9 日-12 日，辦理「實驗室的宇宙─廣義相對論暑期研習營」，活動約有 30 餘位高中、

大學學生參與，以介紹宇宙學、彎曲時空、黑洞、相變以及重力波等課題為主，並兼具展

示實驗室中可進行的相關模擬及演示。 

二、行政業務 

(一)會議 

1、7 月 24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課程委員會，討論學系第二專長領域課程模

組事宜。 

2、7 月 24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報告系務運作以及討論第二專長

課程模組、書報討論修習須知等。 

2、7 月 24 日，召開 106 學年度普通物理教學改進小組會議，請各教授「普通物理」科目之教

師分享這個學年教學的心得，以及後續教科書使用之相關事宜。 

(二)輔導 

1、學生實習情形： 

(1)廣盛科技公司，徵選三年級吳庭萱、李祺玟等二名同學，參與暑假期間實習。 

(2)高雄美環能公司，徵選二年級莊清文、林逸群等二名同學，參與暑假實習。 

2、7 月 12 日完成 107 學年度社團導師資訊。除新生固定導師外，107 學年度共有愛樂社等 6

個社團，提供 2 年級至延修學生選擇導師。 

3、7 月 16 日，完成 107 學年度新生輔導手冊製作。手冊內容有「學系簡介」、「大學物理學生

應該具備哪些素養」、「學系選課流程及須知」、「新生必選修科目表」、「如何選課」等內容，

另外有教師專長介紹、師長祝福等，將提供新生及其家長參考。並為 107 學年度新生選課

輔導作業暖身。 

4、7 月 16 日，學系主任與秘書與 107 學年度入學身心障礙學生訪談，了解學生需求，以因應

開學會之相關適應問題。 

(三)其他 

1、招生 

7 月 16 日-19 日，與數學系一同辦理暑期舉辦第四屆「高中數物營─數理潛能開發營：mp 聯

盟」。此次營隊完全由物理系與數學系學生會籌畫辦理， 

設計諸多實驗遊戲與闖關活動，除輔導員必須動腦設計，收穫豐富外，學員也獲益匪淺。 

2、物理學系教學研發中心活動：籌備「2018 物理學史研習會」、「2018 第七屆數位化科學實

驗研討會」。 

3、核銷作業以及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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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 

一、教學、研究 

(一)、7 月 3 日傅明仁教授、王志傑教授、何美霖教授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

校長核定，獲「特聘教授」榮譽。 

(二)、7 月 19 日謝伊婷老師指導三年級許哲叡同學進行之「利用深共熔溶劑及石墨烯合成奈

米粒子並應用在 Heck reaction 上」學士班學生研究專題，獲理學院獎勵學士班學生研究

計畫經費支持，鼓勵學生積極發展研究學習。 

(三)、7 月 23 日 107 學年度科技部研究計畫，化學系計有傅明仁老師「離子液體高分子液相

層析整體管柱之製備與應用研究(2/3)」、王志傑老師「藉由外變因素刺激誘導軟彈性孔

洞配位聚合物的結構轉變與客體分子吸附性質分析」、呂世伊老師「π-共軛有機分子的

超額電性性質研究」、何美霖老師「高靈敏度及專一性亞硝酸鹽感測試紙的開發(1/2)」、

謝伊謝伊婷老師「在深共熔溶劑中微包的形成和以微包作為軟性模板電化學製備奈米材

料及其在奈米電極之應用(1/3)」、等五項計畫獲核經費補助。 

(四)、7 月 24 日~7 月 27 日傅明仁教授赴赴 Richland,Washington,USA 參加美國化學會西北區

會議(NORM 2018-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Northwest Regional Meeting)並發表壁報論

文「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vinylimidazole-base polymeric monolithic stationary 

phase for reversed-phase LC and hydrophilic interaction LC」。 

(五)、7 月 30 日~8 月 4 日王志傑教授赴日本仙台參加赴日本仙台參加 The 4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ordination Chemistry (ICCC 2018)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壁報論文。 

二、招生、學生學習及輔導活動 

107 年 7 月 17 日及 24 日舉行-「出神入化」暑期實驗活動，來自於中壢高商、武陵高

中、桃園市陽明高中、台北市陽明高中、內湖高中、復興高中、北大高中、永春高中、

新莊高中、華江高中、板橋高中、海山高中、育成高中及中崙高中等多所學校之學生參

加。活動目的在讓學生認識化學系實驗室，並培養正確的實驗態度。實驗操作過程皆有

老師從旁指導和受過專業訓練之專任助教教學，以及擁有兩年實作經驗之大三學長姐協

助。會後由小組負責老師頒發活動參與證書。 

三、行政業務 

 7 月 19 日完成 107 年第 2 季各實驗室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資料填報。 

【微生物學系】 

一、系務： 

1. 7 月 18 日李重義老師召開學系職員行政工作討論會。 

2. 7 月 31 日系秘書工作交接。 

3. 7 月 31 日系主任交接，由理學院長監交。 

二、教學 

1. 完成碩士班學位論文口試，106-2 學期共有碩士班 4 人畢業。 

2. 完成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東吳大學專業社群補助計畫」-大學部課程檢討與課群模

組規劃結案報告、成果報告及成果海報。 

3. 修習 107 學年度學士班「產學實習」之 12 位同學自 7 月 2 日起分赴不同企業或學術

單位，展開為期兩個月(共 320 小時)實習；指導老師(本系由修課學生之導師擔任)自

7 月 23 日開始陸續前往各單位進行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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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7 學年度共 12 位學生修習本系學士班新開「醫學微生物檢驗實習」2 學分(暑期提

前授課)，自 7 月 9 日起至 8 月 31 日分 4 個梯次，前往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實習，授課教師林珮菁醫師於 6 月 25 日為修課學生舉辦實習行前說明會。 

三、學生輔導 

1. 完成 107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選擇指導教授作業，並進行新生選課輔導。 

四、研究 

1. 107 學年度科技部計畫已通過 3 案，詳細計畫名稱及核定金費如下，合計經費為新

台幣 3,168,000 元。 

計畫主持人 計畫題目 計畫編號 經費 

張碧芬 

特聘教授 

利用生物處理技術去

除新興藥物及個人保

健用品之研究 

MOST 

107-2313-B-031-002 

950,000 

黃顯宗 

教授 

腸炎弧菌抗氧化因子

影響其存活的研究 
MOST 

107-2313-B-031-001 

1,150,000 

張怡塘 

教授 

利用天然抗菌材料包

覆奈米氧化鋅並應用

於處理台灣傳統市場

生物氣膠(2/2) 

MOST 

106-2221-E-031-001-MY2 

1,068,000 

2. 本系張怡塘、張碧芬、應靜雯、楊鉅文及趙維良等老師帶領研究生參加 107 年 7 月

17 至 7 月 21 日於高雄義守大學舉辦之「第四屆水資源與環境國際研討會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ate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WRE2018)」，並發表下列

論文： 

(1) 張怡塘老師口頭發表論文「Enhanced Degradation of Decabromodiphenyl Ether by 

Biodegradation Combined with a Fenton Reaction in the Soil/water System」 

(2) 張碧芬老師海報發表論文「Biodegradation of tetrabromobisphenol-A in mangrove 

sediments」 

(3) 楊鉅文老師海報發表論文「Investigation of biodegradation of  sulfonamides in fish 

culture pond sediment and associated microbial community」 

(4) 應靜雯老師、趙維良老師帶領熊耀筠、張曼容和林亞貞三位研究生口頭發表論文

「Effects of simultaneou s supplementation of photosynthetic bacteria Marichromatium 

purpuratum RuA2 and Rhodovulum sulfidophilum on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nitrogen 

cycle and fish production of marine aquaculture systems」 

(5) 應靜雯老師帶領張曼容和林亞貞二位碩士班研究生發表海報論文「Photosynthetic 

bacteria affect multiple parameters of marine aquaculture systems in southwestern Taiwan」 

六、實驗室安全： 

1. 7 月 5 日寄回輻射配章至清華大學原科中心劑量實驗室，進行劑量檢測。 

2. 7 月 12 日檢驗研究中心核心實驗室新購監視系統並安裝完工。 

3. 7 月 17 日完成本季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填報作業，送至環安事務組承辦人處，進

行匯整。 

4. 7 月 26 日完成實驗室自動檢查表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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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研究及學術： 

（一）107 學年度申請通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共計 3 件： 

教師姓名 職稱 執行時間 計畫名稱 

邱耀初 教授 107/08/01~108/07/31 
訊息回饋與獎賞/懲罰型態對決策行為之影響-以愛

荷華賭局作業為例 

曾幼涵 助理教授 107/08/01~108/07/31 
家屬對於腦死患者器官捐贈意願及其影響因素之

探討 

林朱燕 助理教授 107/08/01~108/07/31 
心理資本對工作績效的影響：心理資本與人力資本

的交互作用及社會資本的中介 

（二）107 年 7 月 3 日（二）上午 9:30～12:00，於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行 107 學年

度碩士班新生座談會，共有 43 位師生出席（21 位新生）。 

（三）107 年 6 月 27 日～107 年 7 月 1 日，王叢桂老師至南京出席「第三屆兩岸人權研

討會：兩岸性別平等權的保障」會議，並發表論文「兩性平權與家庭與工作平衡：

華人父母親職責信念與價值觀的影響」乙篇。 

二、教學及輔導： 

（一）107 年 7 月共 10 位學生（含碩士生 2 名、大學部有 8 名）於校外實習。 

（二）107 年 7 月 10 日至月 13 日辦理全國高中生心理營，共計 52 名學員參加。 

（三）107 年 7 月 12 日曾幼涵老師與第 29 屆心理系學生會商討 107 學年度 30 週年系慶

學生相關活動事宜。 

（四）107 年 7 月 22 日系辦公室與第 11 屆系友會正副會長，商討 107 學年度 30 週年系

慶系系友相關活動事宜。 

三、107 年 7 月 19 日舉行期末暨張本聖老師榮退餐敘，並致贈紀念酒，感謝張老師多年來對

本系之貢獻。 

四、107 年 7 月 31 日舉行系主任交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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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八月 

一、7 月 18 日-21 日師長們前往北京參加本院與中國法學會合辦「兩岸法學交流與合

作 30 周年紀念研討會」。 

二、7 月 6-9 日法律服務社舉辦「第 59 回外縣市法律服務」，地點：嘉義縣番路鄉、

朴子市、民雄鄉、水上鄉、東石鄉、布袋鎮、竹崎鄉、中埔鄉。 

三、理律學堂 7/9-8/13 每週一晚上 1830-2030 於 5117 會議室舉辦 《數據科學導論與

應用》系列演講：1.數據科學簡介。2.機器學習入門。3.人工智慧發展。4.教育方

面應用。5.社會領域應用。6.生物醫學應用。 

四、7 月 14 日-17 日於台南市培文國小舉辦「第 19 屆高中生法律營」。 

五、8 月 11 日下午 13 時於 5117 會議室本院與台灣本土法學雜誌舉辦「從規則制定權

走向大法庭制度」學術研討會。 

六、8 月 13 日上午 9 時溪城講堂全校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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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八月 
商學院 

一、  本院 107 學年度簽請單位主管如下： 

（一）副院長由企管系劉宗哲教授兼任 

（二）國際商管程主任由詹乾隆教務長兼任 

（三）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主任由經濟系邱永和教授兼任； 

（四）商學進修學士班主任由會計系柯瓊鳳副教授兼任 

（五）商學研究發展中心召集人由傅祖壇院長兼任；主任由經濟系謝智源教授兼任；執

行長由經濟系楊仁維助理教授兼任；副執行長由企管系樊學良助理教授兼任 

（六）商學院創新育成中心主任由會計系沈大白教授兼任；執行長由企管系樊學良助理

教授兼任 

（七）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主任由會計系沈大白教授兼任；執行長由蔡

宗榮講座教授兼任；副執行長商學院 EMBA 第由財精系詹芳書副教授兼任 

（八）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主任由經濟系邱永和教授兼任；執行長由商學院 EMBA 第四

屆王祥鑫學長擔任 

（九）商學院 AACSB 辦公室執行長由企管系林建州助理教授兼任 

二、 本院獲聘東吳大學特聘教授共計有 11 位，分別為：經濟系傅祖壇教授(商學院院長)、經

濟系邱永和教授(EMBA 主任)、經濟系陶宏麟教授(經濟系主任)、經濟系謝智源教授(商學

研究發展中心主任)、會計系蘇裕惠教授、企管系尚榮安教授、企管系陳禹辰教授、企管

系胡凱傑教授、國貿系顧萱萱教授、國貿系張大成教授、資管系林娟娟教授，聘期 5 年

(已逾 60 歲者，聘期至屆滿 65 歲之學期止)。. 

三、 本院 7 月 2 日召開法商講座審查委員會，審議 107 學年度東吳法商講座教授續聘案（陳

冲講座教授及張盛和講座教授）。 

四、 7 月 3 日美國東密西根大學校長 Dr. James Smith 率領該校 4 名師長來訪，並與本校潘維

大校長共同完成學士級雙聯學制 2+2 協議簽署事宜，會後雙方針對未來合作與國際化推

展項目進行商討及意見交流。 

五、 7月 4~6日本院傅祖壇院長赴韓國首爾大學參加「2018 Asia-Pacific Productivity Conference」

並發表論文，同時帶領兩位經濟系博士班學生陳浩宗與陳翔與會發表論文 

六、 本院與經濟學系、台灣效率與生產力學會等單位於 7 月 9~10 日假城中校區，共同舉辦

「2018 生產力與效率研討會暨會前高階演講系列」，此會議邀請國際著名生產力及效率

學者： Finn R. Førsund (University of Oslo)、 Cliff J. Huang ( Vanderbilt University)、Emili 

Grifell -Tatjé  (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Hung-Jen Wang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及 Kok Fong See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來訪，並進行專題演講及意見交

流；另亦有國內多位專家學者發表最新研究成果，並由上述國際知名學者提供深入評論。

藉由此次會議，希望促進台灣及國際相關領域學者的交流。 

七、 本院 7 月 12 日召開東吳商學管理講座審查委員會，審議 107 學年度東吳商學管理講座

教授續聘案（高孔廉講座教授及李述德講座教授）。 

八、 辦理 2018 福建師範大學「福建省人文社科類師資聯合培養合作計畫」事宜，7 月份執行

進度如下： 

（一）2018 年 8 月共舉辦二梯次培訓專班： 

      第一梯次：2018 年 8 月 1 日～8 月 14 日，含帶隊老師 30 人 

      第二梯次：2018 年 8 月 2 日～8 月 15 日，含帶隊老師 32 人 

       另有一位福建師範大學阮連明老師於 8 月 5 日～8 月 12 日抵台 

（二）安排二個梯次住宿飯店挑選及簽約相關事宜。 

（三）安排二個梯次課程及授課老師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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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排二個梯次培訓期間午、晚餐相關事宜。 

（五）安排二個梯次接送機、工讀生安排及加保相關事宜。 

（六）辦理二個梯次始業式、結業式、歡迎宴、歡送宴相關事宜。 

（七）辦理二個梯次上課教室協調、無線網路帳號申請、圖書館閱覽證申請等相關事

宜。 

（八）辦理二個梯次預算規劃暨經費借支相關事宜。 

（九）辦理二個梯次學員手冊編製相關事宜。 

（十）辦理二個梯次學員保險事宜。 

九、 本院 107 學年度提前於暑假授課課程： 

(一) 海外研習（I）：將於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安排拜訪泰國商會大學（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College），並由商會大學教授對參與海

外研習學員英文授課，授課主題為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business class、拜訪朱拉隆功大學、參訪泰國企業-Ichitan Group Public Company、參

訪台商企業-泰國南僑集團、泰達電（台達電關係企業），最後會進行海外研習心

得總結報告。 

(二) 為提高學生國際競爭力，增加學生在國際學術及職埸上之自信及表達力，特別從

英文的多層面來加強英文之聽說讀寫能力，使學生更進一步成為國際社會之精英

份子，以符合本院深化國際化之具體作法。本課程屬暑假小學期之 4 周密集性課

程，上課時間為每日 6 小時，共 19 日。此外，每日早上上課前有多益小考或模擬

考，下午亦安排 1 小時之課程複習，由助教負責執行。課程內容包括 4 大項：口

說與聽力、多益單字課、句型閲讀、國際溝通英語。四周上課完畢立刻參加多益

測驗，檢驗學習成效。為驗收本次修課同學口語表達與上台演說技巧，本課程於

於 7 月 27 日特舉辦「高級國際溝通英文結訓典禮」，並於結訓典禮當日同步辦理

英文簡報競賽，由修課同學以組隊方式，向台下師長及與會貴賓以英文行銷自訂

的商品及其特色。當天簡報報告比賽各組表現水準超乎預期，同學們台上自信、

沉穩、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有技巧的將報告表現出來，獲得師長諸多讚賞。 

十、 本院《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7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7 月 2 日 FinTech 中心蔡宗榮執行長與行為財務人工智能實驗室林忠機教授，討論

專案計畫執行之相關事宜。 

(二) 7 月 3 日 FinTech 中心蔡宗榮執行長與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韵執行副總經

理等人，討論未來合作之相關事宜。 

(三) 7 月 4 日 FinTech 中心蔡宗榮執行長與 Tixguru 唐吉軻德金融科技(股)公司呂麗雯

合夥人，討論未來合作之可能。 

(四) 7 月 6 日 FinTech 中心蔡宗榮執行長與余宛如委員、歐付寶電子支付林一泓董事

長，討論成立區塊練應用及發展研究所籌備會。 

(五) 7 月 10 日今周刊數位內容中心記者林韋伶採訪 FinTech 中心蔡宗榮執行長關於台

灣開放純網銀相關議題。（已於 7 月 30 日刊出部份訪談內容） 

(六) 7 月 13 日 FinTech 中心舉辦第二年下半年度第四次工作會議，傅祖壇院長、沈大

白主任、蔡宗榮執行長、林忠機教授，以及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屈亞欣顧問、

羅尤美副總、即時科研集團莊千瑢資深協理出席。 

(七) 7 月 16 日假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風險管理實驗室邱耀初教授帶領研究團

隊報告專案計畫期中進度。 

(八) 7 月 18 日 FinTech 中心舉辦「Fintechs，走出去」論壇活動，由 FinTech 中心蔡宗

榮執行長擔任主持人，邀請到瀛睿律師事務所創始合夥人、兩岸暨跨境創業創新

交流協會理事長簡榮宗律師擔任主講人，台灣新佳聯(新聯在線)公司陳育澍董事總

經理、Tixguru 唐吉軻德金融科技(股)公司呂麗雯合夥人、CloudMile 萬里雲科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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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郭正華技術長擔任與談人，分享 Fintechs 因何、如何走出去，以及海外發展成

功經驗談。 

(九) 7 月 19 日假和平東路科技大樓，FinTech 中心蔡宗榮執行長受邀參加工研院創新

公司投資案審查會。 

(十) 7 月 20 日假喬安網路平台(股)公司，FinTech 中心蔡宗榮執行長拜訪 P2P Lending 業

者，討論未來合作之可能。 

(十一) 7 月 23 日假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與余宛如委員、歐付寶電子支付林一泓

董事長，討論成立區塊練應用及發展研究所成立大會相關事宜。 

(十二) 7 月 27 日遠見雜誌網路版記者沈瑜電話專訪 FinTech 中心蔡宗榮執行長，採訪

有關純網銀相關議題，訪談內容於同日晚間刊於遠見雜誌網路版。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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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1～108/1/31），7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6 月 29 日投資模擬競賽成果發表事宜。每位同學額度為基金及股票各 500 萬，

第一階段初賽：2018/04/16 ~ 2018/06/15 (9 週)，2018/04/16 當天一定要下單(基

金、股票)，盤後開始違規懲處。藉由投資的模擬實際操作，驗證理論學習，瞭

解金融商品投資交易實務及投資風險，最後從修課同學中挑選出操作績效前 20

名的同學進行簡報。當天評審委員為富蘭克林林大鈞協理、富蘭克林馮美珍協

理、東吳大學財精系林忠機教授、經濟系郭嘉祥副教授，最後競賽成績出爐： 

名次 獎金 系級 姓名 

第一名 $20,000 會計系 曾珮瑜 

第二名 $15,000 國貿系 宋楠楠 

第三名 $10,000 經濟系 李坤明 

第四名 $5,000 會計系 華語柔 

第五名 $5,000 財精系 施亭竹 

優勝 $1,000 國貿系 林倢希 

優勝 $1,000 財精系 洪翌瑄 

優勝 $1,000 會計系 張潔心 

優勝 $1,000 國貿系 謝聖闐 

優勝 $1,000 企管系 施宜彣 

優勝 $1,000 會計系 謝宜汝 

優勝 $1,000 國貿系 游雅婷 

優勝 $1,000 會計系 張永霖 

優勝 $1,000 企管系 李宥霖 

優勝 $1,000 財精系 謝昕澔 

優勝 $1,000 國貿系 林佳蓉 

優勝 $1,000 國貿系 駱昱君 

優勝 $1,000 經濟系 陳穎萱 

優勝 $1,000 經濟系 王思皓 

優勝 $1,000 會計系 黃詩媛 

(二) 辦理暑期至富蘭克林實習面試、實習生加保、106 學年度「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實習合約書

簽約相關事宜。 

(三) 辦理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富蘭克林講座-金融投資與資產管理」上課主題

及教師安排相關事宜。 

(四)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計畫表上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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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Google 表單預選課程相關事宜。 

(六) 辦理期末課堂教學意見回饋調查事宜。 

(七)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十二、 107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7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在全球瘋 AI 的熱潮中，台灣只是不甘落後、去湊熱鬧，還是能為自己構築未來的

競爭力？AI 如何能為台灣的產業接地氣？7 月 30 日本院與東吳大學實踐家創創基

地、創河塾、中華民國崇智協會共同邀請劉詩平先生（Intel District Manager）針對

「台灣各產業如何因應 AI」進行專題演講，主持人為政大科智所溫肇東教授（同

時為創河塾塾長）。 

(二) 辦理成果彙整及經費核銷事宜。 

十三、 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商學院 8 個專業社群及研究社群執行事宜： 

(一) 7 月 4 日風險管理與會計資訊學術研究社群邀請李志文老師進行專題演講。 

(二) 7 月 5 日邀請 iThome 電腦報資安召集人黃彥棻資深記者針對「十大資安威脅趨

勢」進行專題演講。 

(三) 進行商學院專業社群及研究社群經費核銷及專業社群成果報告事宜。 

十四、  本院與彰化田中鎮農會進行輔導暨相關合作計畫： 

(一) 辦理農委會農村再生新農業示範計畫後續修正事宜，計畫名稱：「六及產業振興

計畫-以田中鎮農村與農會為產學示範槓桿」，7 月 6 日收到農委會函送審查通知，

於 7 月 10 日下午舉辦修正案討論會議，於 7 月 16 日回覆委員意見自我檢核表，

目前仍在審查當中。 

(二) 7 月 25 日赴田中鎮農會舉辦農村再生新農業示範計畫之「發展田中農旅－共識營

說明會」，邀請宜蘭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柯銳杰總幹事分享宜蘭休閒農業發展經

驗，宣傳 8/27-8/28 宜蘭共識營活動，初步共有 21 位農友報名參加。 

十五、 辦理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4109 辦公室整修事宜。參加總務長 7 月日召開之協調會

議，並負責協調海量中心規劃 4109 辦公室、上簽彙整相關整修經費、辦理整修案請購

等事宜。 

十六、 持續進行 AACSB-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學系各科佐證資料收集、各科教師問卷填寫

之整理與分析。 

十七、 7 月 31 日繳交 106 學年度「戴氏基金會」計畫成果報告-AACSB 國際商管認證計畫、

商學院學生赴美國雷鳥全球管理學院獎助學金計畫。 

十八、 辦理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第 96 期出刊暨寄送事宜。 

十九、 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107 年 7 月份第二十九期出刊事宜。 

二十、 辦理 106 學年度財產盤點作業-單位自行初盤作業。 

二十一、 辦理 107 年「扶助攻頂計畫–吳孕良品學習助學金」7 月份收據及簽到表彙整事宜。 

二十二、 持續經營商學院 LINE@及 FB 粉絲團經營事宜。 

二十三、 有關院級雙聯學制、交換暨相關交流事宜： 

(一) 確認日本東海學園大學 Study Abroad Program 學生來台入學繳費、選課事宜。 

(二) 7 月 3 日完成與美國東密西根大學校長簽屬 2+2 雙聯學制與 4+2 協議。 

跨領域學程 

一、財務金融學程於 106 學年度暑期開設經濟學（上）、經濟學(下)各 3 學分之課程，並辦理

暑期班報名事宜。 

二、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金融科技學程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優秀學生獎勵事

宜。 

三、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金融科技學程網頁資料更新事宜。 

國際商管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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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學程「管理經濟學」、「財務會計」暑期授課相關作業。 

二、 提報「行銷管理」邀請國外菁英學者短期學術交流補助計畫書。 

三、 撰寫 AACSB AoL (Assurance of Learning) Assessment 報告資料。 

四、 確認日本東海學園大學 Study Abroad Program 學生來台入學繳費、選課事宜。 

五、 翻譯「財經全英語學程」、「國貿管理全英語學程」英文版簡介。 

六、 7 月 4 日參加「東吳大學*丁善理紀念基金會參訪」並簡介本校全英文學位學程暨全英

語學分學程。 

七、 7 月 2-27 日辦理商學院「高階商業溝通英文」課程教材統整、學生滿意度問卷施測、

期末結業暨簡報競賽相關事宜。 

EMBA 班 

一、7 月 21 日及 22 日由邱永和主任及沈大白老師帶領 EMBA 新生及專二、專三同學共 31 人，

移師桃園大溪笠復威斯汀度假酒店舉辦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團隊發展」、「團隊領導

與管理」課程。由沈大白老師講述團隊課程、今年的個案研討邀請到美商 MoBagel Inc.共

同創辦人暨執行長鍾哲民帶領同學探討「企業導入 AI 分析的挑戰與分享」，並由謝子仁

老師專題演講「為什麼要念 EMBA?」。在碩二同學精心規劃下，安排團隊破冰及團隊合

作尋寶活動，並前往侏羅紀寶石博物館參訪，由李承倫總經理分享經營理念，經過二天

一夜充實的課程洗禮，也幫助新生熟悉彼此相互認識，快速適應重返校園的生活。 

二、107 年 7 月 24 日辦理 EMBA 研究生學位考試。 

三、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工作事項報告： 

(一)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於 7 月 10 日發行 EMBA 第 92 期電子報，報

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協會於 7 月 3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3 次協會發展會議，討論議題包括：新生推廣活

動相關事宜、協會影片製作事宜、協會發展會議代表事宜。 

(三) 7 月 21-22 日(六-日)為系上團隊發展課程，協會參與的會務人員、理監事及活動組

執行長有農嵂茗主任秘書、吳雪鈴理事、鄭智元理事、王祥鑫理事、黃千芳理事、

林源祥理事、黃彥瑋理事、陳靜雯理事、洪子淳理事、曾子若監事、曾昭琪執行

長、李智芬執行長、執行秘書陳彥文，將透過課程活動中與新生互動讓新生對協會

有所了解。 

(四) 7 月 22 日下午理監事參加校友總會會員大會，本會當選校友總會第六屆理事。 

(五) 7 月 26 日召開第五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議題包括：協會新增「企業輔導

諮詢服務組」事宜、「企業輔導諮詢服務組」107 年度增額預算事宜、新生推廣活

動相關事宜、協會發展會議代表事宜、協會入會費事宜等。 

(六) 7 月 28 日假台北世貿聯誼社舉辦「第 10 屆畢業祝福餐會」，這次的主題是卡通

風，第 10 屆學長姐也精心裝扮有:帥氣的雷神索爾也有可愛小魔女琪琪，也有超吸

睛的黑魔女和無臉男等。理事長魯亮君、主秘農嵂茗、副主秘單玉華及 10 位理監

事合演一齣現代白雪公主祝福第 10 屆學長姐順利畢業，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是您

畢業後一輩子的好朋友，好夥伴，一定要來參加活動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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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辦理協會 LINE@經營與訊息發佈。 

(十) 持續辦理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十一)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預告： 

1. 8 月 11~12 日社會服務組與企業參訪組合辦兩天一夜<雲林婦女保護會、樹合

苑、范特喜微創文化>參訪。 

2. 8 月 18 日由活力運動組主辦的滾球大賽，歡迎會員及眷屬闔家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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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 107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截至目前為止已審核通過 9 件，有曹添旺老師、

陶宏麟老師、邱永和老師、傅祖壇老師、謝智源老師、孫嘉宏老師、賴志芳老師楊怡雯

老師與楊仁維老師等 9 位。另有 1 件尚在審核中。 

二、經濟學系 7 月 3 日上午於 2621 教室舉行總結性課程活動小組召集人會議，檢討結果送下

學期課程委員會討論。 

三、7 月 3 日經濟學系在新東南海鮮餐廳迎新送舊餐敘。張時應老師於今年 7 月 31 日 70 歲

退休，許紘睿助教與葉連佑助教離職。107 學年度歡迎新力軍顏廣杰老師與邱詩詠老師

兩位專案助理教授，陳雯雅助教與趙汝凱助教加入經濟系。 

四、2018 Asia-Pacific Productivity Conference 於 7 月 4~6 日在韓國首爾大學舉行，本系傅祖壇

教授除自己發表論文外，同時帶領博士班兩位學生陳浩宗與陳翔與會發表論文。傅祖壇

教授發表《Does signaling theory play role on efficiency performance of colleges of business 

in Taiwan? - An application of stochastic metafrontier approach》，陳浩宗發表《Source of 

growth analysis at industry-level for selected Asian economies using DEA malmquist and Asia 

KLEMS data bases》，陳翔發表《Decomposition of the profit difference: application in Chinese 

city banks and Taiwanese banks within exchange rate》。博士班同學由系上酌予補助機票費。 

五、7 月 9、10 日在東吳大學城中校區舉辦 2018 生產力與效率學術研討會暨會前高階演講系

列，由台灣效率與生產力學會與東吳大學商學院主辦，東吳經濟學系合辦。會中邀請國

際知名學者 Prof. Finn R. Forsund, Prof. Cliff Huang, 以及 Prof. Emili Grifell-Tatje 於 7 月

10 日發表專題演講。同時於 7 月 9 日進行系列會前演講，教授高階之分析方法及其應用。

研討會中亦有生產力成長或生產效率相關之理論與實證論文發表。本系碩士班張善博及

洪瑋辰、博士班魯亮君及藤翔宇亦在會中發表論文。 

六、經濟學系與商學院 7 月 9 日於 2608 教室舉行高級國際溝通英文開訓典禮，院長主持，邀

請系友會方嘉男會長鼓勵同學精進英文。 

七、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電子報第 9 期於 107 年 7 月 9 日出刊。 

八、7 月 12~16 日經濟學系日本福岡自由行。 

九、經濟學系 106 學年度博碩士論文口試結束，碩士班 16 位、碩專班 6 位，共有 22 位研究

生口試通過。 

十、 2018 東吳大學全球校友年會於 7 月 21 日至 25 日在台北舉行，經濟系由海外歸國參與

盛會的有 53 級張知惠學姊(美東校友會)、64 級胡季祺學長(北加州校友會副會長)、77 級

鄒偉民學長(香港校友會監事)、82 級邢益智學長(馬來西亞校友會副會長)，還有在台灣各

系級的學長姐參加，經濟系系友會方嘉男董事長和張義鵬學長擔任 7 月 22 日全球校友聯

歡晚會的系旗舉旗代表，64 級胡季祺學長及 77 級鄒偉民學長在校友歡唱大接力上台高

歌，獲得滿堂喝采。2019 由泰國校友會主辦，大家期許明年全球校友會再相見。 

會計學系 

一、  系務 

(一) 會計學系為協助系友持續掌握各項會計新知並完善因應議題所帶來的變動，於

2018 年 7 月 11 日至 12 日舉行一系列之充電班課程，邀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江美艷會計師、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洪嘉謙副總、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謝

淑美會計師分別就「租賃會計的變革與衝擊－IFRS 16 探討」、「企業會計準則最新

修訂」、及「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反避稅新法介紹」為探討主題，並從實務

運用角度，針對各項疑問作一釐清，以利了解該準則規範之運用，共有本系師生及

系友總計近 160 人次參加。 

(二) 葛俊佑老師帶領會二 B 溫自晴、會二 B 林采婕、會二 B 許佳期、會二 B 招詠苓、

會二 B 莊欣慈、會二 B 紀泓昇等 6 位同學於 7 月 8 日至 7 月 15 日赴吉林大學參

加第四屆臺灣學生北國風情暑期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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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李坤璋老師、吳幸蓁老師及洪聖閔老師獲科技部 107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四) 辦理 106 學年度專任助教離校事宜，並準備新學年度專任助教工作分配及職前訓

練事宜。 

(五) 專任助教暑期上班及值班規劃。 

(六) 辦理學校經費核銷。 

(七) 會計學系系友電子報第 37 期於 7 月 31 日出刊。 

二、教務 

(一) 7 月 10 日辦理暑修班報名事宜，本次開設之課程為會計學系會計學（一）下 2 班、

會計學（三）下 1 班。商學院會計學（上）、（下）各 1 班及商學進修學士班會計學

（下）1 班。 

(二) 提醒任課教師於期限內提交學期總成績。 

(三) 安排暑修期中考場地、座位表、監考人員、通知任課教師命題。 

(四) 整理新學年度各科參考用書。 

三、學生事務 

(一) 登錄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自行承辦之獎助學金資料。 

四、佳訊 

(一) 蘇裕惠老師獲聘為東吳大學特聘教授。 

(二) 會三 C 余佳玟、梁家玥、劉晏岑、邱姿閔等 4 人在楊葉承老師指導下，組隊參加

「2018 勤業眾信稅務達人挑戰賽」，榮獲達人獎。「勤業眾信稅務達人挑戰賽」舉

辦至今邁入第七屆，本次比賽集結全台相關科系所，組成 18 支隊伍。7 月 6 日進

行稅務競答初賽，7 月 7 日進行個案分析決賽，在為期兩天的精彩賽事中，除了比

賽正規項目外，財政部、國稅局專家和勤業眾信稅務部會計師評審團也於比賽會後，

向參賽者說明個案解題建議，參賽者獲得專業面向砥礪之餘，傳承稅務達人的經驗，

更是別具深意的珍貴收穫。 

企業管理學系 

一、7 月 4 日舉辦東吳企管財經講堂第三季系列論壇第五場「人人都是李麥克？無人車與智

慧運輸帶動的產業劇變」，由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陳冲擔任主持人，企管系林建州教

授擔任引言人，邀請工研院暨資策會李世光董事長、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黃隆洲

總經理、微軟台灣 AI 研發中心張仁炯執行長、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杜奕瑾創辦人擔任與

談人。 

二、舉辦系友聯絡人聯誼餐會： 

(一) 7 月 12 日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 50 周年系慶例會。 

(二) 7 月 21 日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暨系友會日舉辦「東吳企管班級聯絡人聚首聯誼會」。 

三、辦理助教報到及業務交接事宜： 7 月 31 日舉辦 107 學年度新到任助教報到及新舊助教

財產、業務交接事宜。 

四、7 月 31 日召開第二屆傑出系友遴選委員會。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7 月 2 日假城中區 2127 會議室，參加教師升等說明會。 

二、7 月 5 日假雙溪校區普仁堂，參加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業務教育訓練課程。 

三、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授相關科目之教師，填寫 AACSB(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學

生學習成效線上表單及繳交評量項目佐證資料。 

四、7 月 3 日東密西根大學校長來訪，陳宏易主任、張大成老師出席雙聯學制簽約儀式。 

五、7 月 7 日第三屆校友總會飛鵬盃籃球賽開幕，國貿系系友齊聚雙溪校區體育館參與盛會，

本屆援例有青年組、友誼組兩隊參賽。 

六、7 月 17 日訪視魏伯翰同學暑期實習情形，實習公司：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訪視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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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績慶資深協理，並致贈紀念品予實習公司。 

七、7 月 31 日假國貿系辦公室，舉行國貿系新舊主任交接儀式，陳宏易主任卸任，溫福星教

授接任。 

八、107 學年度國貿系專任教師通過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件數共計 5 件，總金額合計＄

3,364,000，詳述如下： 

(一) 陳宏易，企業社會責任、耐久財、市場結構與最適汙染稅及進口政策(2/2)，計畫金

額：＄898,000。 

(二) 顧萱萱，質疑性說服：作用時機與機制(2/1)，計畫金額：＄792,000。 

(三) 溫福星，台灣 PISA2012 學校環境變項、班級氛圍、學生數學相關態度對數學素養

之影響及與東南亞五國的比較(2/2)，計畫金額：＄386,000。 

(四) 陳金盛，技術外溢、知識保護與要素價格政策(2/2)，計畫金額：＄619,000。 

(五) 吳宜臻，金融語全球化，計畫金額：＄669,000。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 本系舉辦「保險商品與精算實作工作坊」，邀請陳正賢學長自 7 月 11 日至 7 月 25 日，

每週進行二小時實作，師生共計 25 人參與。 

二、 詹芳書老師於 7 月 15 日至 18 日出席 2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IME 2018)，並於會中擔任主持人及發表論文。 

三、 7 月 28 日舉辦 50 週年系慶系列活動，邀請歷任系主任、教師、傑出系友、畢業學長姐

們回到母系，首先登場的是「系辦找回憶」，學長姐們回到母系與師長們敘舊話當年，

緊接著舉辦「系慶大會」，由詹主任報告系務回顧、未來發展及需要，讓系友們了解 50

年來在歷任系主任之帶領下，學系之成長及茁壯，最後在溫馨的「系慶晚宴」中共同舉

杯祝賀學系生日快樂，未來將繼續攜手共同努力，持續追求卓越。 

資訊管理學系 

一、 7 月 2 日舉行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程式設計能力檢定考試。 

二、 7 月 5 日至 7 月 16 日何煒華主任帶領學士班史沛豪、林姵妤、陳宜謙、巫沚臻等四

位同學前往西南財經大學經濟信息工程學院參訪。 

三、 7 月 31 日辦理學系主任交接。 

四、 辦理碩士班/碩專班研究生資格考核及學位考試。 

五、 辦理 107 學年度專任助教徵聘。 

六、 年度經費預算核銷。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106 學年度暑假課程計開設一般班：會計學(下)、微積分；亦有少數未開或衝堂課

程學生申請他校修讀。 

二、處理暑修報名事宜及學生暑修輔導之說明溝通。 

三、配合 107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規劃大一新生及轉學新生迎新選

課輔導事務，如選課輔導、學分抵免等。 

四、協助畢業生流向調查，除一位學生支援外並連絡畢業系友，望予以協助。 

五、轉學生人數、錄取分數填列事宜。 

六、聯絡部分教師授課計畫表補寫事宜。 

七、106 學年度財產盤點、執行申請、核銷及維護作業。 

八、協助商學院「福建省人文社科類師資聯合培養合作—人文社科類」辦理入台證申請、

校內無線網路申請、15 天晚餐餐廳安排、始業式流程活動規劃、其餘相關業務活

動。 

九、其他事務：學生畢業離校及休、退學、經費核銷、選課輔導；辦理他校暑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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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八月 

一、院務行政  

1. 本學院 107 學年度新聘吳政隆、李佳蓉兩位專案助理教授，分別配置研究室 D0213（吳

老師）、D0214（李老師）。 

2. 本學院蘇峰毅技正 107 年 8 月 1 日起調任總務處，微生物學系曾淑晶秘書同日調任本學

院學位學程、學位學程江敏志助教 107 年 8 月 1 日起離職。配合前述人員異動，完成業

務、檔案及保管財產交接作業。 

3. H310 研討室桌椅汰舊換新。 

4. 辦理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申請停車位、本學年度經費結報、公文分派及簽辦、工讀

生年度考核及薪資結報、研究生教學及行政助學金結報及更新學院網站資訊等行政庶務。 

5. 參加教育訓練： 

7 月 3 日(二)參加人事室舉辦之「教師聘任及資格審查作業說明會」。 

7 月 5 日(四)參加國際處舉辦之「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業務教育訓練課程」。 

二、教學與學生輔導 

（一）招生 

1. 填報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優久聯盟開放跨校選課課程調查表予註課組。 

2. 填報 108 學年度各學制僑生招生名額暨簡章分則草案、108 學年度各學制各管道招生名

額分配調查表、108 學年度甄選入學簡章分則予招生組。 

（二）學生輔導 

1. 辦理本院學生至校外實習相關作業： 

(1) 辦理學生校外實習旅行平安險保險事宜。 

(2) 規劃外實習督導老師、各項報告繳交時間、學生實習採認日期、例外提早實習原則等。 

(3) 行文至警察廣播電台，惠請同意本學院藍子軒同學至該單位實習。 

(4) 本學院 107 學年度「巨量資料專題實作」修課概況如下表： 

修課方式 實習人數 

至校外實習 67(含雙主修) 

做專題 38 

尚未確定 7 

2. 辦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學位論文口試及後續核銷等相關作業。 

3. 7 月 23、24 日辦理 107 學年度碩士學位學程迎新工作坊，主題包括「未來的新世紀語 I」、

「未來的新世紀語言 II(資料統整)」、「視覺化你的資料」、「誰是老大？社群網路的應用」，

共計 16 位碩士班學生參加。 

4. 籌辦 8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新生迎新活動。 

三、學術交流與合作  

（一）康橋高中 

7 月 3 日，康橋高中徐文淞校長來訪，與許晉雄副院長討論本學院與康橋國際學校合

作項如下： 

1. 東吳大學教授協助指導康橋學生專題研究。 

2. 東吳大學研究生至康橋開設社團課程之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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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培育之相關事項。 

（二）2018 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應用研討會 

7 月 12 日，與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資訊與決策科學研究所楊東育教授及國立台北科技大

學資訊與財金管理系吳牧恩助理教授討論合作舉辦本研討會，相關規劃如下： 

會議名稱：2018 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應用研討會 

會議主軸：資料科學與 AI 應用於金融科技、智慧製造、商業應用與人工智慧，以及 Open Data

分析競賽 

會議時間：2018/12/07 (五) – 2018/12/08 (六) 

會議場地：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211 演講廳、5117 教室、2123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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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家教育集團 

合辦單位：台北市商用數學發展協會、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

學系、科技部「IC 產業同盟」暨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資料科學應用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AIMS)、東吳大學推廣部 

指導單位：科技部工業工程與管理學門 

參加人數：100 人 

邀請貴賓：兩岸講者、國內專家、學者、政府官員、企業廠商、校內師長 

議程 

（三）2018 Open Data 分析競賽（配合前述研討會同步舉辦） 

活動宗旨： 

為推廣「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相關技術於開放資料(open data)的分析與應用，本競賽活

動廣邀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利用 AI 技術與資料科學分析進行創意發想與實作，用以培育人工智

慧與資料科學分析之優秀大專院校學生。 

參賽資格 

以國內大專及技職校院以上之相關科系全職(full time)在學學生為參賽對象，須為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之在校學生，以 1 至 5 名學生組成團隊報名參加，不限科系年級。報名參賽學生可

跨校或跨系所，每人僅限參加一組隊伍，可跨校組隊，報名及決賽時須檢附學生在學證明。

每一團隊最多僅限 1 名指導老師，單一指導老師只能指導單一團隊，且不列入團隊名額。 

（三）SAS 公司 

7 月 13 日， SAS 業務經理 Marybeth 鄒來訪，與本學院由許晉雄副院長及葉向原老師討論 AI

專題的相關合作，主要討論 SAS-Viya 的應用。雙方討論合作方式包括共同舉辦工作坊、研討

會及產學合作等，希望能夠培養本學院教師在 AI 應用上的實力。 

（四）天下雜誌 

7 月 26 日，於城中校區游藝廣場辦理本校與天下雜誌產學合作簽約儀式，本校潘校長及天下

雜誌吳迎春社長代表簽訂合作協議書，天下雜誌代表及本校學術、行政一、二級主管計約 40

人出席簽約儀式。 

本本案本學院參與合作項目為線上 10 堂課與四次實體課程，課程名稱為：「打造大數據的能

力」、「社群大數據的魅力」、「新零售大數據的威力」及「人工智慧的奧妙」，本院透過與天下

雜誌之緊密合作，共創雙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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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八月 

【第一組】 

一、107 年 7 月 2、3 日分別於二校區舉辦「教師升等說明會」及「辦理教師聘任及資格審查

作業說明會」，宣導教師資格審查、教師聘任及教師升等相關規定，合計有 17 位教師及

32 位同仁與會。 

二、於 107 年 7 月 5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次講座審議委員會，會中審查擬新設講座之設置

要點草案。 

三、於 107 年 7 月 11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知行座談，會中邀請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及社會資源長報告 107 學年度業務執行重點。 

四、107 年 7 月 26 日於游藝廣場「東吳實踐家創創基地」舉辦聯合交接典禮，邀請一級單位

異動主管參與，並由校長親自監交。 

五、106 學年度職工服務成績考核已完成獎金基數分配作業，預定於 8 月中旬通知職工考核

結果。 

六、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有 3 名教師通過升等，其中 1 人通過升等為教授，2 人通過升等

為副教授。 

七、辦理教育部教職員員額編制表調整作業。 

八、辦理 107 學年度職員升等推薦作業，預定於 8 月中旬通知核定結果。 

九、辦理 107 學年度專任教職員工及助教晉薪作業。 

十、辦理 107 學年度學術及行政單位主管聘任事宜。 

十一、辦理 107 學年度專任助教、約聘（僱）人員及兼任人員續聘事宜。 

十二、辦理教師聘僱許可及校外兼課徵詢作業。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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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辦理他校敘薪審查作業。 

十五、轉知專、兼任教師他校多元升等研討訊息。 

 

【第二組】 

一、教職員工 107 年 8 月份薪資已作業完成，並已於 107 年 8 月 5 日發放。另產學合作等計

畫專任助理 107 年 7 月份人事費已於當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07 年 6 月人事費

亦已於 107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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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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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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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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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公保、勞保、團保等各項保險給付申請，以及退休人員 107 年 7 月公保超額年金核

發作業。 

七、簽陳並發函公告新修正之「東吳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及「東吳大學專

任教師請假辦法」。 

八、於 7 月 9 日行政會議公開表揚 106 考核年度職員因累積獎勵達大功以上之同仁。 

九、辦理 2 名職員 8 月份自行申請退休案相關事宜。 

十、彙整全校各委員會委員及會議代表之推舉作業，並辦理後續二階段投票及簽請校長指派

部分委員事宜。 

十一、發函通知 106 學年度授課不足老師，應依規定在未補足時數前，不得在校外兼課。 

十二、彙整各單位 107 學年度辦理之教育訓練課程，將連同本室規劃之課程公告周知。 

十三、辦理不定期契約之約聘職員及助教不再續聘，核發資遣費相關事宜。 

十四、辦理天下創新學院線上平台各項設定及課程規劃簽文事宜。 

十五、函請辦理 106 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獎勵建議事宜。 

十六、進行人會總系統人事資料測試，並確定教師請假系統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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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八月 

【第一組】 

一、本校107年6月份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及投資基金增減變動月報表，106年8月至107

年6月人事費明細表，於107年7月10日函送教育部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二、本校107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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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7月19日送人事室酌參。 

三、本校教育部補助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107年6月份經費執行情形表，於107年7月5日陳

副校長核閱。 

四、截至107年7月30日止，7月份傳票編製共計2,639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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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 
科技部之「萬曆丁丑科庶吉士詩文著述研

究」計畫 
107年7月16日 

2 企管系 
科技部之「當創新遇上機構：數位科技的服

務創新變革與挑戰」計畫 
107年7月24日 

【第二組】 

一、完成106學年度6月份計畫預算執行表，並發送各計畫執行單位。 

二、完成107年6月份固定及非固定薪資所得扣繳申報。 

三、完成107年6月份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執行表，並送研究發展處。 

四、完成教育部「107年度整體校務發展計畫內容及經費」表填報，並於107年7月25日函送

校務發展組。 

五、提供107年6月所得類別50申報金額統計報表予人事室，以利辦理申報學校應負擔之補

充保費計算。 

六、107學年度預算案於7月10日完成報部、上網公告及公開陳列等事宜。 

七、配合校外機構各類型補助案納入校發計畫規定，107年6月份申請新增及異動之計畫如

下： 

序號 單位名稱 子策略編號 子策略名稱 

1 學生事務處 106-G-01-0700-5-01 行政人力優化 

2 日本語文學系 106-G-06-5502-5-02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

之基本開銷 

3 註冊課務組 106-B-01-0408-5-05 推動線上課程 

4 資訊管理學系 106-G-06-6406-5-02 
各類基礎課程維持運作

之基本開銷 

5 人文社會學院 106-G-06-5200-5-02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

之基本開銷 

6 法律學系 106-G-06-6101-5-01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

之基本開銷 

7 華語教學中心 106-D-04-3500-4-06 
2018 捷克大學組團來台

華語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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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子策略編號 子策略名稱 

8 群育中心 106-C-02-0702-5-02 自主學習能力培養 

9 政治學系 106-G-06-5204-5-02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

之基本開銷 

10 法律學系 106-G-06-6101-5-01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

之基本開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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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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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八月 

【圖書館】 

一、 7 月 9 日(一)10 時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9 次主管會議討論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結

果改善事宜、推廣「天下創新學院」等事宜。 

二、 7 月 9 日(一)11 時 30 分召開 106 學年度第 2 次中正圖書館安全委員會討論中正圖書館建

置逃生緩降梯之可行性、密集書庫逃生門及中正圖書館防火逃生門安全鎖等事宜。 

三、 7 月 10 日(二)12 時召開 106 學年度第 4 次館務會議，票選 107 學年度「圖書館人員職務

輪調審議委員會」五名委員代表與進行讀者服務組城區分館專題報告等事宜。 

四、 7 月 23 日(一)10 時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9 次主管會議討論 107 學年第 1 學期圖書館開放

時間及提升圖書館同仁圖資專業知能，補助校外研習進修及參訪經費等事宜。 

五、 7 月 26 日(四)14 時林聰敏館長、張慧雯組長、支嘉立組長及陳育菁專員出席於本校城中

校區游藝廣場一樓舉行之「東吳大學與天下雜誌產學合作簽約記者會」。 

六、 發行第 45 期圖書館館訊電子報。 

【技術服務組】 

一、一、組務： 

(一) 填報 106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書面審查相關文件表單。 

(二) 增修本校「107 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報告書」有關圖書經費部分。 

(三) 填報 106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風險評估事宜。 

(四) 寄送 61 冊本校教師著作予蘇大典藏。 

(五) 配合修訂科技部計畫作業手冊內容。 

(六) 與中文系討論與中文系教學研究相關贈書轉贈中文系事宜。 

(七) 發函「圖書期刊經費優化方案」，徵求各學系意見。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準備 2018 年西文期刊第二次到刊查驗資料。 

三、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7/6/27-107/7/25) 

(一) 購案核銷與採編維護 

購案 核銷 

6 件 68 件 

系統訂購檔 購書移送 贈書移送 

730 筆 1817 冊 286 冊 

期刊編目 期刊驗收 期刊催缺 

120 筆 639 筆 40 筆 

(二) 其他業務處理統計 

項目 數量 

教師新書公告 0 件 

贈書處理（公文、謝函/贈書清冊） 
公文 1 份 

謝函/清冊 3 件 

學報寄送處理（含加工、打包） 
政治學報 170 冊 

歷史學報 114 冊 

【讀者服務組】 

一、 暑假期間，中正圖書館 6B~8B 書庫進行移架，920 至 990 類圖書將從 6B 移到 7B。原 6B

樓層類號 900~910 移架，估算約移架 2,30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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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線裝書區位於 6B，為紓解該樓層語文和藝術圖書典藏空間，將線裝書區移置 4B，共

計移架及修改標籤 4,771 冊。 

三、 漫讀區移架，估算約移架 15,000 冊。更新漫讀區配置圖及標示。漫畫大書區之漫畫書均

於書背下方貼上黃色小圓點標籤以資識別，協助工讀同學歸架時辨識。 

四、 東吳書房原地上有許多插座，常被閱覽椅壓壞，尤其是長型沙發，椅腳下恰好都有插座，

已數次維修，今將此沙發搬置 5 樓期刊區，另搬兩座單人沙發到東吳書房。 

五、 7 月 12 日(四)至 7 月 16 日(一)分館七樓進行空調溫控設置，調整原有的空調開關改以大

區域單一開關為主，空調開關由 35 座縮減為 12 座。空調改設後，冷度及出風不足，經

營繕組及廠商勘察有出風口堵住，營繕組緊急協調廠商清洗 8 台出風機具設備。 

六、 總務處臨時通知，7 月 20 日(五)、21 日(六)兩天，城中校區第二大樓進行空調系統節能

工程，需全棟大樓停止供應冷氣。因此，7/20、7/21 城區分館閉館，暫停服務。 

七、 107 學年度新生活動企畫已定案，活動日期為 9 月 10 日(一)至 9 月 30 日(日)，主題為

「圖書館的區塊鏈」一共有三項活動：認識圖書館環境的「圖書館密碼」、電子資源使

用介紹的線上活動「ishare」及新生書展「斜槓閱讀」。 

八、 接待韓國釜山國際處代表與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國際教育支援協會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國際

教育支援協會事業部次長田代典子、總務部會計課係長三上貴博、事業部國際交流課交

流係主任滝田祥子貴賓。 

九、 持續盤點與書目查核儲藏室及團映室堆積 VHS 共 154 件，整理授權書，掃描與建檔共

287 件。 

十、 協助哲學系蔡政宏老師和蔡文瑞老師歸還之長期借閱圖書。 

十一、 讀者服務組 7 月份兩校區各項業務整合統計數據： 

借書、還書、續借、預約等(含非書資料)統計資料每學期陳報一次。 

新收中文書

(冊) 

新收 

西文書

(冊) 

新收非書 

資料(件) 
參考諮詢 

淘汰處理 

(冊/件) 

圖書修護、

裝訂(冊) 
證件核發 

1,601 603 395 477 0 1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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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743 70 45 112 
賠書:3 

賠款:2 

326 筆/ 

7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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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覽室使

用人次 

研究小間 

使用人次 

研討室 

使用人次 

1,880 26 79 

本校

15,369 

校外 303 

79,671 9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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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3 
4 場 

96 人 
9 409   

【數位與系統組】 

一、組務報告： 

(一) Spydus 自動化 

1.進行圖書館自動化維護費經費保留申請及經費核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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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優久聯盟圖書館自動化工作小組 106 學年度第 7 次會議」廠商針對「優久聯盟

校際圖書館資源共享建議書」提出說明。 

(二) 期刊及資料庫 

進行驗收電子書作業，包括：Cengage、HyRead ebook 中文電子書 EBSCO 西文電子

書及 DDC 數位化論文第二批電子書作業。 

(三)  機構典藏、數位典藏及校史室 

1.端木校長紀念網工作進度 

(1)協助端木大小姐複印 Otto 撰寫之端木校長傳長 AT SOOCHOW OLD CHINA 

MEETS NEW CHINESE 一書，及有關此傳記產生之相關書信內容之整理以及寄

送回美國信函之文字稿繕打。 

(2)端木校長珍本戲曲館藏掃描完成 36 頁(新增，累計總計 1,525 頁)。 

2.校史室： 

(1)協助歷史系何宛倩老師『編寫石超庸校長傳記』及相關資料蒐集。 

(2)提供蔣武雄老師『校史大事紀』85 年及 86 年紙本資料。 

(3)協助『東吳文舍明日聚場』：提供錢穆故居約在民國 79 年外觀照片；民國 74 年

釣魚台照片；民國 72 年前學生活動中心(綜合大樓)照片；民國 67 年學生經情人

道把書本運至圖書館狀況或是 67 年情人道照片；愛徙樓 67 年以前外觀或圖書館

內部照片；第一教學研究大樓 2008 年建置照片；民國 72 年望星廣場照片(包含師

生在該處活動之照片)，另進一步提供釣魚台沿革及相關佐證資料。 

(4)協助『人社學院 50 周年慶』提供所需之歷史沿革資料及老照片：掃瞄年刊及找尋

早期東吳校訊中與人社院有關之資料。 

(四)其他 

1.進行『天下創新學院』相關推廣文宣作業與天下雜誌社聯繫 20 組帳號開通事宜、

海報文宣之廠商聯繫與報價及草擬線上問卷、QRcode 等以及相關圖檔、發佈圖書

館最新消息公告、張貼海報。 

2.Cheers 雜誌來函邀請大學圖書館提出申請免費使用該公司推出之 2018 

MasterCheers 影音課程。 

二、圖書館服務統計 

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電子資源 

進行 HyRead 電子書轉檔至 ERM 電子資源管理系統 
筆 

72 

處理「中國學位論文資料庫」中「法律類」全文數量統計 20,672 

進行驗收電子書作業，包括：HyRead ebook 中文電子書及 EBSCO

西文電子書 Cengage 電子書、DDC 數位化論文第二批電子書作

業。 

本 297 

[資料庫試用]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Online(RGG) 

理察華格納線上資料庫(Richard Wagner Online) 

海牙國際法學院演講集在線 

外國法律指南(Foreign Law Guide Online) 

GlobalExam 全球語文檢定系統(歐美華語檢定) 

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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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論文電子檔案上傳諮詢 
件 227 

送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給國家圖書館 

筆 

15 

轉論文 ISO 書目檔交技服組 51 

論文電子檔變更申請處理及紙本論文抽換處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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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機構典藏 

東吳校園頭條之老師最新發表期刊論文建檔 

筆 

4 

法律系 105 學年博碩士論文上傳暨電子檔開放時間設定。 52 

東吳校訊更正電子檔之使用範圍 66 

電子資源 

推廣教育 
資料庫、電子書、電子期刊等圖書館利用指引課程 

場次 1 

人次 15 

網頁建置

與維護 

新本館網頁：組織與職掌、館務紀要、第 45 期館訊、首頁動態 banner

等 
件 1 

圖書館 

自動化 

書評審核(1) 

件 365 客服問題(3) 

WebPAC 維護-書影圖檔上傳(361) 

電腦維護 

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10 ) 

件 10 

軟體更新、安裝及檢測( ) 

印表機(0)、掃描器( ) 

主機及周邊設備( ) 

機房管理( ) 

網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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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八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專業社群暨教學精進補助申請於 7 月 15 日截止。「教師專業

社群補助」申請類型件數分別為課程模組社群 17 件、主題式社群 7 件，共計 24 件。

目前已進入外審階段，預計於下學期期初公告審查結果。「教學精進補助計畫」申請

全學年案件 2 件、單學期案件 31 件。目前已進入外審階段，預計於下學期期初公告

審查結果。 

(二)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專業社群暨教學精進補助執行至 6 月 30 日止，刻正進各計

畫成果報告與成果展海報催繳，以利 9 月 10 日至 21 日「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

精進補助計畫」期末成果籌備作業之進行。 

(三)「ZUVIO 系統全校授權、單向串接方案」請購，業經簽准。協助本校電算中心及學

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事宜與作業進度跟催。 

(四)7 月 24 日教育部公告「107 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核定結果，本校教師共申請

「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2 案，通過 6 件，核定補助總

額新臺幣 186 萬 1,000 元。 

(五) 持續進行「107 學年度新進教師暨跨校教學創新研習」活動籌備工作。目前本校共

有 22 位專兼任教師（含新進教師）報名參加，為表達學校對推動教學創新之重視，

本次活動邀請合辦學校 4 位副校長聯袂出席，並藉由邀集各校不同領域具教學特色

之教師辦理實作型工作坊，協助本校教師掌握教育趨勢及提升教學能量。 

(六)「中文素養檢核暨提升機制」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中文素養系列競賽「我思，故我撰

─『雙城．日常』圖文創作競賽」人氣作品票選業於 7 月 20 日截止，總投票數為 154

票。得票數最高之前 5 件作品將製成明信片並於 9 月 10 日起開放索取。 

  二、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 

(一) 7 月 2 日接到國立空中大學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機構通知，本校兩門磨課師課程「大

家來練著作拳(權)！」及「全民瘋運動─MVP 夢工場 - 籃球技術訓練」申請認證通

過。 

(二) 7 月 10 日起「老有所養系列課程─老人社會工作實務」於 TaiwanLife 臺灣全民學習

平臺開課，目前選修人數為 59 人。 

(三) 為提升本校磨課師系列課程修課人數，特與宜蘭大學、大葉大學等學校合作，於今

年度宜蘭童玩節擺設宣傳攤位。本次宣傳活動自 7 月 7 日開始，截至 7 月 22 日統計

兩系列課程共增加修課人次達 570 人。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理高教深耕計畫相關事務 

(一) 107 年 7 月 17 日函請各子計畫承辦人於 9 月 3 日前上線填報「進度評估表(E 表)」，

並由各分項計畫主持人於 9 月 17 日前完成審核。 

(二)107 年 7 月 17 日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計畫」第 2期經費請領事宜。 

(三)高教深耕計畫網站截至 107 年 7 月 23 日網站瀏覽人次達 738 萬 2,625 人次，最新消

息與成果分享訊息分別為 2,610 則、1,255 則。  

(四)至「東吳高教深耕 fb」上傳最新消息和成果分享訊息，共 13 則，截止於 7 月 26 日

粉絲專頁按讚總數達 1,810 人次。 

  二、隨堂教學助理 

(一) 7 月 2 日辦理 106 學年第 2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期末成果發表會，共 85 位教學助理參

與，並從 6 位上台發表的優良教學助理中，遴選出前 3 位特優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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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7 學年第 1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共核定 198 門課程，另，新進專任教師申請截至 9 月

3 日止，目前僅 2 名提出。 

  三、自主學習 

(一)進行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自主學習社群之網頁資訊更新、說明會簡報製作、講座課

程安排、海報文宣設計等前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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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次、借用數量(含配件)65 件。 

(二)D0507 虛擬攝影棚:錄製影片共 76 支、使用時數 66 小時。 

  二、推廣數位學習應用方案： 

「東吳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自 107 年 2 月 26 日至 107 年 7 月 23 日止，106 學年度

第二學期之教材上網率為 68.5%，共 654 位老師上傳教材，平台上線人次共 18 萬 6,190

人，瀏覽量達 601 萬 8,82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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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月 17 日至 19 日 Moodle 停機維護： 

(1)匯入 1071 課程、教師與學生修課名單。 

(2)匯入 1071 授課大綱、成績匯出模組以及點名模組。 

(3)備份 Moodle 系統資料庫。 

影音資訊站系統 7 月 22 日 協助招生組電視牆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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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八月 

一、 2018 美國要塞軍校客製化華語營隊課程於 7 月 16 日順利結束，除了讓學員們在成果發

表會上展現學習的成果之外，本次結業式亦邀請國際中心同仁參與，向學員們介紹本校

的國際學生交換制度及課程，期能吸引學生再次來本校學習。 

二、 2018 捷克馬薩里克大學、查理大學學生共計 14 人來本中心參與為期四週的研習課程，

7 月 16 日安排與本校社會系學生交流座談、認識校園及陪同學生前往大稻埕；7 月 21 日

則帶領捷克學生前往野柳、九份感受台灣特殊自然地景及懷舊山城的魅力。 

三、 因應本中心辦理暑期捷克馬薩里克、查理大學華語營隊，董副校長兼中心主任特別宴請

本次營隊帶隊呂老師以及本校社會系石計生主任、鄭得興老師及中東歐研究中心張家銘

老師，期望藉此機會，增進本校與中東歐國家大學間更多的互動與交流。 

四、 2018 年暑期夏令營將於 8 月 6 日至 8 月 24 日進行，共有 39 人報名，現正安排課程及校

外教學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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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八月 

一、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一) 完成 107-1 初選分發。 

(二) 協助修改外籍生中文姓名並增加欄位長度。 

(三) 持續協助進行新公文系統軟硬體環境建置與串接人會總系統相關討論。 

(四) 持續進行東吳點餐系統進行討論與建置。 

(五) 持續進行畢業論文管理系統線上化系統訪談與建置，完成報表引擎建置。 

(六) 持續進行推廣部收據項目寫入與虛擬化建置中。 

(七) 持續就人事會計總務管理系統上線，進行相關會議討論與協調會議。 

(八) 持續進行現行會計預算系統相關資料異動與調整需求。 

(九) 持續進行選課分發程式改寫作業。 

(十) 持續進行 OS/2 舊教務系統改版-學籍系統-開發作業與修正測試、安裝。 

(十一) 持續配合教務處進行 OS/2 舊教務系統改版-課務系統測試與修訂作業。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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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城中校區入侵偵測防禦系統紀錄器燈號異常問題檢修。 

(二) 完成全校性垃圾郵件伺服器暨雙溪網域名稱伺服器維護採購作業。 

(三) 完成備份系統硬碟及磁帶備份。 

(四) 進行城中校區入侵偵測防禦系統新購測試(Arbor 及 Radware)。 

(五) 進行個人網頁伺服器、電子郵件系統及垃圾郵件防禦系統網路調整前置作業。 

(六) 進行入侵偵測防禦系統離峰時間封包延遲問題排除。 

(七) 進行 1705 實習法庭與第三大樓 1 樓無線 AP 更換事宜。 

三、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完成資安教育訓練。 

(二) 完成社交工程自行演練。 

(三) 進行雙溪校區 B509 及 B610 電腦教室電腦汰舊換新。 

(四) 進行兩校區電腦教室軟體更新。 

四、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完成配合秘書室申請修改網域名稱伺服器。 

(二) 完成配合資訊管理學系考試申請修改骨幹交換器。 

(三) 完成協助推廣部 3308 與 3308 電腦教室 PC 對拷網路環境架設。 

(四) 完成 106 學年度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覆教育部。 

(五) 完成校內系統及網站支援 ODF 之執行情況調查表覆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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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體育教學組】 

一、107 學年度黃景耀組長卸任，由劉義群副教授接任。 

二、室外籃球場於學期初整修完成開放使用，唯球場劃線重大瑕疵要求原廠商暑假中重新劃

線，並已於 7 月 13 日完成。 

三、7 月 15 日前已提出 106 學期第 2 學期，體育教師專業社群成果報告及 107 學年第 1 學期

體育教師專業社之申請。 

四、城中校區桌球教室 7 月 5 日完成更換地板。 

五、7 月中旬完成雙溪校區體育館冷氣設備年度清洗保養。  

【體育活動組】 

一、擬辦 107 學年度體育週新生盃球類項目、田徑錦標賽、建校 119 周年校慶運動會及教職

工桌球賽競賽規程草擬。 

二、體育室持續與 NIKE 公司辦理產學合作「自主跑步訓練課程」，於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週

三晚上 8：00-9：30 在外雙溪操場舉辦，共 12 場 NRC 課程；另配合提升學生體適能，

辦理兩校區各 4 場專屬東吳師生 NRC 及 NTC 課程，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三、辦理棒球隊「106 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隊參賽及培訓經費補助實施計畫」成果報告事宜。 

四、各運動代表隊進行暑期訓練，全面提升體能與加強運動項目技能及基礎，備戰大專聯賽

及大運會。 

五、增購雙溪校區田徑場電子看板，利於公告體育相關活動訊息及體適能中心電子講桌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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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八月 

一、暑期營隊 

（一）7/1-7/9 校牧室暑期偏鄉短宣服務隊，由東吳團契學生、安素堂青少年團契共 19 位

組成，在黃師母、王傳道及學生輔導帶領下，與屏東縣獅子鄉竹坑循理教會配搭，

主要以課輔、家庭探訪關懷排灣族原民國小學生及家庭，並盼望明後年仍然到同

一地點服務。感謝學校深耕計畫經費的支持，使學生有機會走出舒適圈，學習付

出與關懷在有需要者的身上。 

（二）7/5-11 東吳團契多位契友參與由音樂系林舉嫻老師所領隊的青年合唱團，前往山

東交流演出。 

（三）7/16-18 華人校牧協會在桃園聖方濟園區舉辦「同工避靜靈修會」，黃校牧及泳恩

組員報名與會。 

二、工程： 

安素堂邊坡防護自 7/1 動工，預計 9 月底結束，願上帝保護施工期間人員安全，工期順

利。 

三、7/22「溪城講堂」始業式，黃牧師前往為與會師生祝禱。 

四、教職工團契 

（一）雙溪：每週二中午（1200-1300）在校牧室有雙溪快樂讀經班，成員 8-12 位，目

前閱讀「路得記」，備有午餐，歡迎同仁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