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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十二月
【教務長室】
一、107 年 11 月 21 日(三)召開教務會議，審議七案。
【註冊課務組】
一、學業關懷作業進度說明：
(一)10 月 8 日(一)發文至各學術單位說明本學期學業關懷實行對象及日期等相關事項。
(二)10 月 31 日(二)發文至全校專、兼任教師說明教師端作業方式、施行日期及操作手冊。
(三)11 月 5 日(一)發放宣傳海報張貼於校園、學系及教室內公佈欄，並於校園影音平台進
行推撥宣導，另郵件寄發關懷說明至學士班及進學班學生信箱。
(四)11 月 5 日(一)至 11 月 26 日(一)為全校統一作業期間，請授課學士班及進學班各科目
教師提報學生關懷名單。
(五)11 月 27 日(二)至 12 月 4 日(二)學系依彙整後之學生學業關懷資料，對學生提送學系
之關懷名單並視情況寄發家長信函。
(六)12 月 4 日(二)至 12 月 10 日(一)導師依學系提出的關懷名單進行輔導。
二、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授課計畫上傳，截至 11 月 27 日(二)仍有 13 科尚未公布（政治系 1
科、英文系 7 科、日文系 1 科、法律 1 科、巨量 1 科、國際處 2 科）將再敦促學系通知
教師儘早上網公布授課計畫。
三、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材上網截至 11 月 27 日(二)之全校各學制上網率為 63%（學士班
66.8%）。
四、彙整各學系提供優久聯盟開放跨校選課課程，共計 89 門科目（含全英語課程 7 門；遠距
教學課程 3 門），將於優久聯盟跨校選課平台開放後上傳。
五、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一外文期中統一考試業於 11 月 3 日(六)舉行，計有英文 70 組（2,417
人）、日文 11 組（405 人）、德文 4 組（161 人），試務人員共支援 56 人（含接駁車司
機），以及使用 53 間教室作為試場。
【招生組】
一、本校 108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業於 11 月 14 日(三)召開第二次會議，完成碩士班、法律專業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107 學年度寒假轉學考試等招生簡章、「東吳大學外國
學生招生規定」部分條文及招收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招生經費預算草案之審議。
二、108 學年計有 22 學系學程、共 34 系組辦理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僅音樂系不辦理；另，
法律碩乙組主修刑事法停招），招生名額 211 名，統計報名人數共 398 人（較去年增加
8 人）。11 月 12 日(一)至 18 日(日)進行面試，業於 11 月 28 日(三)公告錄取名單。
三、本校 108 學年度碩士班、法律專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草案業於第二次招生
委員會議(107 年 11 月 14 日)審議通過，前經函送學系複核後，業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
(五)網路公告。訂於 107 年 12 月 29 日(六)至 108 年 1 月 14 日(一)開放網路報名及郵寄書
面審查資料；2 月 28 日(四)舉行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筆試，筆試地點一律集中城區。
為爭取在校生報名，將援例寄送招生資訊至各系班組應屆畢業學生電子郵件，並申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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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系統公告，也請各學系鼓勵所屬應屆學生踴躍報考。
四、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訂於 108 年 1 月 25、26 日(五、六)舉行，本校援例支援
銘傳大學主辦台北第三考區百齡高中分區巡視及監試，共提供 41 間試場，84 名監試(含
預備)及 4 位巡視人員。前經函送「監試意願調查表」，並排定監試人員在案。銘傳將於
108 年 1 月 21 日(一)至本校舉行監試人員座談會，說明巡監試注意事項。
五、108 學年度辦理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招生名額共 53 名。10 月 20 日(六)至
11 月 30 日(五)受理網路填表後郵寄書審資料申請。統計扣除重覆填表考生後填表人數共
39 名，接收郵寄表件 15 份。將於完成報考資格初審後，函送學系學程進行實質審查，並
同步報送僑務主管機關及教育部，據以認定考生之僑生及港澳生身分。預計 108 年 1 月
11 日(五)網路公告錄取名單。
六、107 學年度外國學生春季班招收各學制新生(107-2 入學)，援例採網路填表後郵寄申請。
申請時間自 107 年 9 月 27 日(四)起至 10 月 31 日(三)止。經統計，本年度無人報名申請。
七、經查「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簡稱總量標準)」之修正案目前尚未公
告，惟教育部已先就草案中學碩博之增設調整須一律報部之修正規定，於 11 月 23 日(五)
函示各大學，說明有關 109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之提報時程異動：
原訂每年 11 月底提報之特殊項目申請及隔年 5 月底提報之一般系所增設調整申請案，一
律必須調整至 108 年 1 月底提報。經查本校目前 109 學年度尚未有提出增設或更名、整
併等調整之申請案。
八、經查教育部前已函示廢止「大學校院辦理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審核作業要點」；
復於 11 月 15 日(四)以臺教技通字第 1070189595 號函告各大學校院得申辦「學士後多元
專長培力課程」專班及隨班附讀。茲有巨資學院規畫增設「巨量資料分析學士後多元專
長培力課程專班」，其計畫書擬提案送臨時校務發展委員會議 (12 月 5 日)審議；如獲通
過，續由教務長向校務會議 (12 月 12 日)提案；經校務會議議決後，將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一)函報教育部申請計畫書 1 式 5 份及招生規定，奉核定後進行 108 學年度招生。
九、彙製 108 學年度多元入學方案學系分則一覽表（含去年 107 學年度個人申請通過篩選最
低級分及繁星推薦最低錄取標準），並繪製招生學系班別、多元管道等基本資料之學士
班宣傳 DM（含進修學士班），印製紙本手冊，提供招生宣導活動參考使用。
十、提報 108 學年度招生試務經費預估收入、校務發展計畫及各項預算細目規畫。
十一、107 年 10 月 30 日(二)以東教招生字第 1079008847 號函送相關單位，說明有關教育部
核定本校 108 學年度各學制各管道招生名額分配情形。
十二、辦理有關 107 學年度招生經費結餘款提撥與異動校發計畫子策略相關事宜。
十三、107 年 8 月 14 日(二)函報教育部修訂「東吳大學外國學生招生規定」部分條文，教育
部於 8 月 17 日(五)函覆本校應依說明事項修正後再案報核。招生組乃依函示說明修訂
相關條文，並提報 108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107 年 11 月 14 日)審議通過，
擬再案報部核定。
十四、函請各學系學程修訂 108 學年度招收碩博士班陸生特色優勢， 11 月 26 日(一)向教育
部函報招生計畫書，申請 23 系組學程招收碩士班陸生、5 系班組招收博士班陸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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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預定 12 月底公布審查結果。
十五、配合陸生聯招會時程，函請各學系學程分別就有關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必繳與選繳
表件等細則，填報本校 2019 年陸生研究生招生簡章學系分則；續依招委會授權，簽奉
核可後於 12 月 14 日(五)報送陸生聯招會。另，委請國際處及各學系提報陸生獎助學
金，將於 12 月 14 日(五)彙報至陸聯會優秀陸生獎助學金專區。
十六、「認識東吳營」預定 108 年 1 月 28 日至 29 日(一至二)分兩梯次在外雙溪校區進行「大
學生活引航」，另接續於 1 月 30 日(三)辦理一日「學群導航」活動。日前已另案函請
學系支援學群講座。本活動開放高中策略聯盟學校及新生人數前 30 名高中團體報名，
並函送全國各公私立高中。籌備團隊業於 11 月 11 日(日)及 11 月 25 日(日)進行第二次
及第三次輔訓課程動，冀以凝聚團隊情誼，提升合作效能。
十七、教務長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一)邀集學術單位一、二級主管研商「大學高中協力精進計
畫暨第二專長課程相關事宜座談會」，分別就兩項議題交換意見；續於 11 月 22 日(四)
以東教招生字第 1070401975 號函送「大學高中協力精進計畫建議調查表」，函請學院
系研議跨域課程模組或增能精進套裝課程，於 12 月 26 日(三)回覆開課意願，以為後
續規畫參考。
十八、教務處 107 年 11 月 20 日(二)上午，由詹乾隆教務長併同王淑芳主任秘書及招生組組
長與業務同仁共同赴泰北高中，就「大學高中協力精進計畫」相關合作事宜進行意見
交流。經彙整雙方座談內容及合作事項紀要陳核後，將據以進行後續高中策略聯盟簽
約事宜。
十九、107 年 11 月 19 日(一)以東教招生字第 1070401980 號函送本校「108 學年度各學系進
修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草案修訂意見調查表」，擬於 12 月 21 日(五)彙整修訂意見後
彙製簡章草案，依程序提送招生委員會議決。
二十、第十二屆招生服務團業於 11 月 17 日(六)進行第二次社課（科系介紹二），原訂於 11
月 25 日(日)第三次社課（校園導覽）因團員請假人數過多，調整延期至 12 月 9 日辦
理；此外，12 月 15 日(六)至 16 日(日)規畫於雙溪校區辦理兩天一夜招生服務研習營；
12 月 28 日(五)援例辦理聖誕期末社員大會，藉以培養新進團員認識學校資源，進而增
進宣講能力。
廿一、統計 11 月份招生宣導場次計有：
(一)赴高中學群講座：
1、11 月 2 日(五)：私立薇閣高中會計系李坤璋；
2、11 月 5 日(一)：桃園市立桃園高中日文系蘇克保、新北市立新莊高中法律系樓
一琳、國立屏東女中巨資學院吳政隆、新竹市私立磐石高中化學系王榮輝；
3、11 月 6 日(二)：新北市立中和高中法律系胡博硯、臺中市立惠文高中招生組黃
昭明；
4、11 月 7 日(三)：桃園市立內壢高中法律系樓一琳、台南市立家齊高中法律系胡
博硯；
5、11 月 8 日(四)：國立彰化高中法律系胡博硯、臺北市立松山高中法律系洪令家、
桃園市立桃園高中會計系鄭哲惠、臺北市立明倫高中心理系葉芸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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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月 9 日(五)：新竹市立建功高中法律系陳重陽、桃園市立陽明高中企管系王
昱凱、國立豐原高中會計系謝永明、國立屏東女中會計系李坤璋；
7、11 月 12 日(一)：臺北市立景美女中巨資學院李佳蓉、國立基隆女中德文系黃
靖時、桃園市立桃園高中社工系洪惠芬；
8、11 月 13 日(二)：高雄市立左營高中巨資學院鄭江宇；
9、11 月 14 日(三)：桃園市立陽明高中法律系樓一琳；
10、11 月 15 日(四)：國立基隆女中中文系鍾正道、台北市私立延平高中巨資學院
許晉雄、臺北市立陽明高中法律系洪令家、臺北市立永春高中英文系曾泰元；
11、11 月 16 日(五)：國立竹東高中經濟系林佑貞、臺中市立長億高中日文系葉懿
萱、國立彰化高中社工系李佳儒；
12、11 月 19 日(一)：新北市私立裕德雙語實驗高中企管系遲淑華、新北市立新莊
高中日文系林蔚榕；
13、11 月 20 日(二)：臺北市立景美女中國貿系溫福星；
14、11 月 21 日(三)：國立竹南高中英文系歐冠宇、會計系李春成、法律系胡博硯；
15、11 月 23 日(五)：私立東山高中心理系徐儷瑜、新北市立樹林高中財精系詹芳
書、新北市立三民高中社工系李婉萍；
16、11 月 27 日(二)：國立華僑高中法律系李智峰、巨資學院葉向原；
17、11 月 29 日(四)：雲林縣私立維多利亞雙語學校哲學系米建國；
18、11 月 30 日(五)：國立金門高中社會系鄭得興、法律系胡博硯，計 43 場，為
歷年最多單月場次。
(二)赴高中博覽會擺台：
1、11 月 7 日(三)：臺中市私立華盛頓高中；
2、11 月 10 日(六)：國立高師大附中；
3、11 月 16 日(五)：台北市私立泰北高中；
4、11 月 23 日(五)：桃園市私立新興高中。
(三)接待高中參訪：
1、11 月 30 日(五)：台北市私立金甌女中、台北市私立大同高中。
【通識教育中心】
一、通識教育中心主辦之智育活動執行成果
邀請臺北醫學大學反思寫作教學團隊舉辦反思寫作工作坊，進行反思寫作引導及教學，
共 20 人參加。
主題：反思，煩死了!?─教你如何聰明地寫微型工作坊
講師：林文琪副教授（臺北醫學大學反思寫作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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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7 年 11 月 23 日(五)10:00~12:00
地點：第一教研大樓 R0205 未來教室
二、通識教育中心主辦之美育活動執行成果
演奏會：文藝復興到現代的吉他音樂
主奏者：王百祿老師（德明科技大學專任講師）
協奏者：方銘健老師（臺北教育大學音樂系教授）
雙溪場：107 年 11 月 28 日(三)13:15~14:45、松怡廳，共 125 人參加。
城中場：107 年 11 月 30 日(六)10:15~11:45、5211 會議室，共 67 人參加。
三、舉辦通識教育中心會議
會議名稱
時間/地點
重要決議或議程
107 學年度第一 107 年 11 月 2 日（五） 討論 108 學年度「跨文化溝通與表達」
學 期 跨 文 化 溝 上午 10:00 起
課程開課方式、內容規劃與考評方式。
通 與 表 達 課 程 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
討論會

樓 R1010-4 研討室

107 學年度第一
學期第 1 次通識
教育中心教師
初審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6 日（二） 審查通過新聘通識教育中心 107 學年度
上午 9:00 起
及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兼任老師案。
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
樓 D0635 研討室

107 學年度第一 107 年 11 月 13-16 日 補審通過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新開設之
學期第 2 次通識 (二至五)
「華語文教學」、「華語口語與表達」
教育中心課程
2 門全校性選修課程。
委員會書面審
查
107 學年度第一 107 年 11 月 19-22 日 複審通過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新開設之
學期第 1 次共通 (一至四)
「華語文教學」、「華語口語與表達」
教育委員會書
2 門全校性選修課程。
面審查
107 學年度第 1
次「生命關懷」
共通課程討論
會

107 年 11 月 21 日（三） 1.107 學年度「生命關懷」全校性選修試
下午 15:30 起
辦課程學習成效檢討。
城 中 校 區 第 五 大 樓 2.108 學年度「生命關懷」共同課程規劃
5215 會議室
及實施方式。
3.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續開全校性選修
「生命關懷」試辦課程。

107 學年度第一
學期第 2 次通識
教育中心教師
初審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26 日（一） 審查新聘通識教育中心 107 學年度第二
上午 9:30 起
學期兼任老師案。
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
樓 D0635 研討室

107 學年度第 1 107 年 11 月 28 日（三） 1.107 學年度「思維方法」全校性選修試
次「思維方法」 上午 10:10 起
辦課程學習成效檢討。
共 通 課 程 討 論 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 2.108 學年度「思維方法」共同課程之實
6

會議名稱
會

時間/地點
樓 D0635 會議室

重要決議或議程
施方式及教學內容規劃。
3.因應 108 學年度起「思維方法」為共
同必修課程，108 學年度停開與「思
維方法」相近之通識課程。
4.由哲學系評估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是
否續開全校性選修「思維方法」試辦
課程。

四、通識教育中心業務宣導
通識教育中心於註冊課務組舉辦之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
訓練」，對各學院系行政同仁進行業務宣導，介紹資訊能力列抵、美育活動、108 學年
度共通課程架構調整、交換生抵免通識課程之作業方式。雙溪場 107 年 11 月 20 日
(二)10:00-12:00 於綜合大樓 B608 電腦教室舉行；城中場 107 年 11 月 22 日(四)10:0012:00 於第二大樓 2208 電腦教室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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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十二月
 德育中心
一、【就學貸款】：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家庭年所得查核結果計 237 件不合格，不
合格件之同學補件辦理期限至 11/23 止，後續已進行彙整及報送作業。
二、【就學減免】:107 學年第 1 學期就學優待減免申請作業，11/20 公告第一次減免比對結
果，計 5 人重複辦理機關補助，1 人註銷減免資格。符合減免資格者共計 808 人，減免
金額合計 2,623 萬 9,914 元整。
三、【弱勢助學金】：教育部於 11/9 公布弱勢學生助學金所得查核結果，本校原報送 418
名，合格者計 365 名。此 365 名再經本校學業成績複核，及受理學生申覆、重覆申請教
育部各項助學措施比對後，本學年度本校符合弱勢學生助學金請領資格者共計 360 名。
四、【生活助學金】：11 月生活助學金共計核發 86 人，核發 51 萬 6,000 元，已於 11/15 撥
款入學生帳戶。
五、【研究生獎助學金及工讀金】：10 月份研究生獎助學金共計核銷 195 萬 5,831 元整、工
讀助學金共計核銷 299 萬 4,745 元整，已於 11/24 撥款入學生帳戶。
六、【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專校院原住民獎助學金本校獲增補名
額 2 名，已簽核推薦法律系王 O 晏等 2 名同學申領，並安排其 48 小時服務學習事宜。
七、【獎助學金】:
107 學年第 1 學期獎助學金暨優秀學生甄選委員會已於 11/9 順利召開。
107 學年第 1 學期申請學雜費分期付款者共 15 人；申請住宿費分期付款共 2 人。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博士新生獎勵：「東吳大學吳舜文獎勵基金」共 3 人獲獎，每人核發 5 萬
元，共計核發 15 萬元；「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優秀碩士新生獎勵」共 12 人獲獎，每人核發
5 萬元，共計核發 60 萬元；「東吳大學碩博士班優秀新生獎勵」共 82 人獲獎，每人核發等同
學費金額之獎勵金，共計核發 333 萬 9,620 元。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公司來函通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續獎勵
複審結果，60 名學生全數通過複審，總計發給獎學金新台幣 235 萬元整，獎學金已於 11/20
入帳，並簡訊通知獲獎者。
八、【高教深耕-扶助攻頂計畫】:
(一) 截至 11 月各項助學金執行人數達 1,459 人次，共計核發 798 萬 9,510 元整。
(二) 各項獎勵金截至 11 月達 265 人次，總計核發獎勵金 101 萬 6,984 元整。
(三) 11/14 教育部召開高教深耕弱勢學生輔助機制工作坊，德育中心將參考各校執行計畫做
法，以納入本校 108 年度計畫提報內容。
九、【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本學期辦理東吳原民月系列活動：（一）針對台灣原住民
族議題辦理主題講座，12/19「原民講堂-玫瑰少年的教師」，邀請瑪達拉˙達努巴克分享
自己如何面對因原住民身分所受到的不友善對待。（二）主題相關展覽：《原。鄉。
情》部落相片展、原住民文化介紹，以徵稿送獎金方式，募集在校生(不限原民生)心目
中的對部落的情感，以相片搭配文字說明，評選後進行展示。（三）另透過為期一週擺
臺互動，以搗麻糬體驗、欣賞原民生製作之各族簡介微電影、販售傳統美食等多元方
式，推廣原住民文化，藉活動增進本校原住民學生對自我族群之認同，並增進全校師生
對原住民文化的認識與尊重。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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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中心於 11/9 函請校內各單位提報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功（過）以下學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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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資料，各單位需於 12/20 前完成所有獎懲提報作業，德育中心需於期末考後 8 天內（1/21
前）完成第 1 學期學生操行成績計算。
(二) 辦理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移送校園性別事件第 1070620、1070724 案之行為人懲處
案。
十一、 11 月份遺失物事宜：
(一) 函送外雙溪校區 10 月份價值 500 元以上遺失物共 4 件至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公
告招領；城中校區 10 月份價值 500 元以上遺失物 3 件。餘 500 元以下遺失物外雙溪校區
共 373 件、城中校區共 61 件，預計在兩校區德育中心招領至 11/30 止。
(二) 截至 11/22 止，11 月遺失物招領情形統計如下：
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
受理
領回
受理 領回
11 月
365
138
227
104
40
64
十二、 法治及品德教育活動：
(一) 東吳好書交換日活動：107 學年度好書交換日活動已於 12/5 舉辦完畢，透過本校師生交
換書籍的活動方式，提升東吳閱讀風氣，推廣資源分享重展圖書生命力；並讓全校師生
重視智慧財產權，推廣使用正版書籍之概念。
橡實手繪工作坊~活出個人天賦講座：目前的教育方向，強調的是知識及智力至上，然而透過考試
卻考不出品德、責任心、榮譽感、領導力、使命感…面對多變的未來，自由不受限的天賦，
是提升競爭力與幸福指標的關鍵，每個人都有獨特性的天賦，對數字、文字、音樂、肢體的
敏感度都不一樣，透過體驗禪繞畫（11/27、11/29）與和諧粉彩（11/20、11/21）簡單的藝術
方式，培養欣賞自己和他人的良好自我品德，鼓勵尊重才智的多元化，同時療癒參與者，穩
定情緒，將這份美好傳遞給更多人，讓校園更溫暖友善。
大手牽小手─品德養成計畫：11/29、12/6 至士林國小進行團體課程，以「感恩你我他」為活動主
軸，齊心設計一系列活動，帶領小朋友認識感恩節，並讓小朋友在遊戲中學習感恩身旁的人
事物，並將感恩行動落實於生活中。
品德講堂：12/10、12/13 於兩校區舉辦「你今天失禮了嗎？」~禮貌講座，介紹生活及職場禮儀，
增進同學的內在及外在品德展現，成為有禮、有品的東吳人。
電梯禮讓宣導：由於綜合大樓電梯僅有一部，德育中心先前以易拉展方式進行電梯禮讓宣導，但
效果有限。近日以安排學生現場進行宣導，期讓電梯搭乘更有次序，沒排班時段，亦希望學
生養成禮讓行動不便及師長優先搭乘的習慣。
 群美中心
一、 第 62 屆學生會代理會長結果:學生議會已於 11/27 召開 11 月大會，目前已通過新代理人
事案，12 月後由政碩二張曾傑代理。後續將討論團隊架構並推派兩校區副會長代理
人。
二、 群育教育活動-第 3 哩-單車環島籌備:本次共有 204 位同學報名認證活動。第一次認證於
10/21 進行，內容為單車基本概念介以及從東吳大學雙溪校區出發到溪山國小折返;第二
次認證於 11/25 進行，內容為長途騎乘訓練，由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騎乘至桃園竹圍漁
港。第三次認證於 12/9 進行。
三、 社團指輔導老師研習會:為提升社團指輔導老師的輔導知能，並交換輔導心得，了解群
美中心相關業務及資訊，進彼此經驗交流，舉辦此研習會議，研習會已於 11/13 中午在
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行完畢，共計 39 名老師參加，整體回饋平均分數 4.86 分（5
分量表），會議中致贈感恩禮品及聘書予社團指輔導老師，並有各屬性社團指輔導老師
問題交流，以利提升輔導知能。
四、107 年度社團檔案競賽暨主題式展演活動: 107 年度社團檔案競賽暨主題式展演活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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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日)在外雙溪校區戴氏會議室及普仁堂辦理，社團夥伴可選擇紙本的檔案競賽及動
態型的主題式展演進行社團年度成果呈現。若不參加之社團需另繳交年度成果紀錄冊做
為社團基本傳承之檔案。
五、社區公益展演活動：士林官邸公益展演活動於 12/9 辦理，靜態社團擺台計有：學生住宿
中心、中國醫藥學社、神秘塔羅牌社、咖啡愛好社、東吳命理研究社、圓桌塔羅社、搖
尾巴社、戀．咖啡社、United Board 團隊共 9 個社團。動態表演社團計有竹韻流羽國樂
社、音樂劇表演社、停雲詩社、體適能有氧社、親善民族爵士舞團、蘇州吉他社、雙溪
世界民族舞蹈社、蘇州國樂社共 8 個社團。本活動充分展現東吳社團人之熱情及服務精
神，無論是表演社團或擺台社團，同學們在服務的過程中，展現課業之外的興趣與專業，
讓現場民眾對東吳大學的學生有不同層面的認識，也能感受其用心經營的成果。
六、支援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活動: 配合體育室「2018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活動，群美中
心學生社團已於 12/1 晚上由管樂社、親善民族爵士舞團、停雲詩社、蘇州吉他社、熱
音社、音樂劇表演社、體適能有氧社與兩校區國樂社等 9 個社團共計 105 人次參與協助
晚會演出，為選手加油，過程順利，圓滿成功，達到帶領與會人員並增進活動氣氛之目
的。
七、美育活動座談【Cosplay 之光與影】及【第二屆 Cosplay 暨攝影大賽】:今年首次辦理與
Cosplay 相關之座談活動，已於 11/29 下午假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完畢，活動中安排
1 場專題演講及 3 場議題討論，藉由實務與學術界的交流對話，探究 Cosplay 在流行文化
中所產生的意義與價值，當日共 80 人與會。12/1 於外雙溪校區松怡廳辦理完畢「第二屆
COSPLAY 暨攝影大賽」
，估計有 300 人次參加。得獎隊伍分別如下:第一名花貝兒、第二
名拍子～BSG～、第三名將將將狗、優選有 Camellia 及小瑜兒 Emma 二隊。另外，攝影
大賽的部分，以本校特色景點，如外雙溪景觀步道、錢穆故居、安素堂等地，作為 COSER
重現角色人物的背景，於 12/17 公布得獎結果。
八、12 月份美育活動: 12/06（四）12：00 於雙溪 B211 舉辦「禪繞畫」手作體驗課程，不需
要高深的繪畫技巧，幾乎是人人可做的一種繪畫活動，透過 1 小時的手作體驗，除可增
添生活情趣外，有興趣的同學未來可繼續學習較複雜的藝術表現方式。12/08（六）
09：30 於城中游藝廣場一樓展覽廳舉辦「線裝書工作坊」，透過手作，了解線裝書的歷
史、材質與實作能力，增進對美的體驗。12/10~13 與中東歐中心、電癮社合辦「2018
年歐洲魅影」活動，邀請 4 位老師分別於映後分享電影所述的相關歐洲文化點滴。
12/20（四）19：30 於雙溪松怡廳舉辦「無疆之二∣德意志─室內弦話四重奏」；室內弦
話緣起於 2008 年，由鋼琴家翁重華邀請校內系上老師，以及在國內各大樂團任職的音
樂家們，在每一年的兩個學期中，以鋼琴室內樂的重奏形式，加上不同的主題搭配，探
索作曲家們內心最親密也最細膩的部分。繼 2016 年無疆系列的東歐主題之後，今年帶
著大家回到音樂重鎮的德國，以十九世紀前後的孟德爾頌和史特勞斯兩位作曲家早期的
鋼琴四重奏，重返心靈上的年輕與活力。12/26（三）15：10 於雙溪錢穆故居舉辦「藝
文小旅行」；透過參觀名人故居，認識校園裡距離最近的大師，可增進對美的另一層體
驗。
 健康暨諮詢中心
一、107 學年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一) 總受檢人數：842 人(受檢率 89.1%)，異常總比率主要健康問題依序為血脂肪 54.66%
（膽固醇 46.07%、低密度膽固醇 35.67%、三酸甘油脂 20.56%）、身體質量指數
45.90%(過重 25.66%、肥胖 20.24%)、腰圍 29.76%(男≧90cm、女≧80cm)、血壓
21.93%(收縮壓異常 19.64%，舒張壓異常 12.17%)、尿蛋白 21.86%及血糖 15.24%等六
項。在性別、異常項目交叉比對發現，除腰圍一項男女異常比率差不多之外，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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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男性多於女性，尤其血壓及血糖兩項男性異常比率為女性的 2 倍。針對檢查結果異
常之同仁持續追蹤衛教。
(二) 「肌肉骨骼可能危害風險」問卷調查共有 803 人，其中 102 名疑似有危害者，將給予衛
生教育並辦理相關健康促進活動。「工作過負荷」問卷調查有 828 人，其中達三級有
22 人，四級有 3 人，均已寄發通知及衛教信件，將協助安排本校職安醫師面談並提供
後續服務。
二、「性福要．不要」-世界愛滋病日系列活動:為關懷愛滋病感染者，配合 12/1「世界愛滋
病日」加強宣傳，11/26(一)~30(五)分別於兩校區辦理愛滋裝置藝術靜態展-保險套小
樹，不僅增加活動趣味性與曝光度亦提醒安全性行為的重要性。另
11/29(四)12:00~13:10 擺台，由護理師率領性教育種子志工講解愛滋小常識及愛滋病毒
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等知能，另邀請師生於造型樹葉卡寫下鼓勵語並掛在保險套小
樹上，以行動支持、尊重愛滋病患者。
三、學生平安保險：依 10/31 註冊課務組提供在學人數 15,628 人（日間部 13,394 人、進修
部 2,234 人），內含貸款生 2,304 人、低收入戶生 146 人、其它減免學雜費及原住民身
份 226 人；另加休學加保生 457 人（日間部 321 人、進修部 136 人）及實習教師 44
人；扣除退保 1 人、重複投保 3 人後，本學期加保學生人數共計 16,125 人次，應繳交
保費金額為 459 萬 5,625 元整，進行報部事宜。
四、大一新生普測：已於 11/20 至 11/29 全面實施，共計 58 場次，藉由測驗篩檢出高困擾學
生，共篩檢出 154 名高關懷，其中 23 名高危險（有自我傷害意念）學生，系諮商師皆
已傳訊與學生約晤談時間，以進行後續處遇安排。針對高關懷學生拒絕系諮商關懷，以
及未施測學生，轉請導師優先關懷。將於 12/18 至 108/1/10 與各學系召開導師會議，報
告施測情形以及高關懷輔導情形，針對後續學生輔導建立共識。
五、資教之夜「閃耀資星，源夢之夜」資教達人 show：於 11/27（二）晚上於外雙溪校區望
星廣場舉行，本次活動除以音樂表演，加入身障同學的生命故事分享與戲劇表演，讓參
加者感受身障同學對生命的熱愛，並勉勵大家不要因為外表去評斷人，也不要因為別人
的一句話而否定自己，勇敢面對挫折與接納自己，同時感謝周遭的師長同學的關照。與
會者很受感動與激勵。參加者與共計 184 人，含學生 107 人、外賓 4 人、表演者及工作
人員 63 人、教職員 10 人。
 學生住宿中心
一、學生宿舍部分
(一) 低收入戶學生免住宿費：配合教育部共同助學措施--「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政策，經
查本學期共計有 39 名學生提出申請並符合申請資格，補助金額共計 331,500 元。
(二) 2018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場邊加油活動：配合體育室活動，本中心與各棟宿舍同儕幹部
團隊共同規劃籌備，將於超馬活動當晚帶來熱力四射的宿舍聯合表演；並招募住宿生組
成「螢光 Dress Code」陪跑團，預計將有 80 名住宿生參與夜間 5 小時陪跑賽，用宿舍學
生的熱情與活力為超馬選手加油打氣、陪伴選手們創造佳績！
(三) 宿舍掃灰活動：為提升住宿生對於居住環境清潔維護之意識，減少蚊蠅、螞蟻出現及降
低疾病傳播機率、以維持健康、乾淨之住宿品質，本中心與宿舍幹部於 11/19 至 11/23 舉
辦「宿舍掃灰－內務清潔抽檢」活動，後續各棟宿舍將擇優取分數較高寢室，全寢人員
記予嘉獎乙支，以茲鼓勵。
二、校外租賃輔導部分
(一) 租賃生成長系列活動：為加強學校與校外租賃生間的互動與了解，增強租賃生生活自主
與安全知識，本中心規劃舉辦系列活動，活動內容包含修繕 DIY 教學（11/13、11/14）、
防身術教學（11/27、11/29）、租屋安全講座（12/4、12/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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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租賃生社區服務方案：為建立學校與社區間正向互動關係，本中心將於 12/9 在士林官邸
舉辦「租屋常識用心答，安全守護你的家」活動，並邀請校外租賃生向社區民眾推廣居
家安全及租賃法律相關常識，相關活動規劃籌備進行中。
(三) 大型宿舍探勘：
1. 十信高中案：針對公共區域相關設計與預算費用，與總務處營繕組及設計公司召開相
關討論會議，刻正準備發包裝修工程等作業。
2. 台糖土地案：已提供本校宿舍套房基本空間大小、家具尺寸等，將由台糖公司請建築
師規劃最佳圖面配置，以計算可容納人數、收費與成本等相關評估作業。
三、 其他
(一) 宿舍參訪：11/14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共計 15 名師生參訪柚芳樓，由本中心吳亦
羚組員接待，進行宿舍環境導覽及提問回覆，整體參訪行程順利。
 軍訓室
一、學生生活輔導：
(一) 雙溪校區：計 26 件次(校安維護 7 件、車禍協處 1 件、協助送醫 3 件及其他事件 15 件)。
(二) 城中校區：計 12 件次(校安維護 4 件、其他事件 8 件)。
二、學生兵役業務、軍訓課役期折抵：本學年至 11/30 止，辦理各學制在學役男兵役緩徵、儘
召業務計 1359 人次，助同學辦理出國進修作業計 8 人次，軍訓課程折抵役期 61 人次。
三、 校長餐敘：本學期「校長餐敘」預訂於 12/3、12/14 於城中校區、雙溪校區、分兩場次辦
理，此次會議由各學系班級代表及學生會、學生議會代表參加，敬請與會代表預先蒐集
校務相關問題並踴躍出席。
四、 119 周年校慶：建校 119 周年校慶精神標語為「東吳 119，青春恆長久」，請各單位參考
運用，並請至「東吳大學校慶活動登錄系統」，登錄 108 年 3 月至 4 月間預計舉辦之慶
祝活動(包含場館開放參觀，如校史館、圖書館、音樂會等)。
五、 近期工作重點：
(一) 12/15 支援國際處單車活動相關安全維護事宜。
(二) 12/20 日馬英九先生城中校區講座安全維護事宜。
(三) 12/26 期末承商督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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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十二月
一、 辦理各類採購案
(一) 11 月份合計辦理 125 件採購案議比價作業（財物 65 件、勞務 35 件、工程 3 件、
圖書 22 件，統計日期 107.10.26-107.11.28），其中逾 50 萬元案件如後：
1. 技術服務組「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及「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2. 技術服務組「月旦知識庫」
3. 技術服務組「EconLit with Full Text 資料庫」及「MLA Int’l Bibliography 資料庫」
4. 技術服務組「S&P’s Compustat 資料庫」
5. 技術服務組「2019 年 Westlaw Next 資料庫」
6. 技術服務組「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暨平台服務」及「CETD 中文碩博士論
文資料庫暨平台服務」
7. 技術服務組「Eikon with Datastream for Office 資料庫」
8. 技術服務組「ABI/Inform Complete 資料庫」
9. 技術服務組「2019 年 ACS CPC PACKAGE 電子期刊」
10.技術服務組「108 年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授權」
11.營繕組「榕華樓冷氣機 65 台汰換安裝」
12.科技推廣組「108 年兩校區遠距&未來教室設備維護案」
(二) 逾 50 萬元之公開驗收案
1.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SAS Advanced Analytics for Education(on SAS Viya)授權一
年」
2. 資訊管理學系「電腦主機 36 台」
(三) 107 年 11 月份完成各類購案發包累計議減金額 138 萬 9,305 元，議減率 5.79%。
(四) 107 年學年（107 年 8 月 1 日至 107 年 11 月 28 日）完成購案發包累計議減金額
512 萬 7,110 元，議減率 5.40%。
二、 校園環境維護及其他事務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10 月份資源回收量及廚餘量。
(二) 完成 10 月份 68,400 公斤垃圾（含樹枝、木板、寢具等雜物）、10,603 公斤資源回
收及 6,048 公斤廚餘清運。
(三) 10 月份本校校車及公務車用油量使用情況：汽油 382 公升，柴油 1,772 公升。
(四) 10 月份兩校區汽機車收入金額為 62 萬 8,240 元。
(五) 完成設備維護、小額採購刻印印章、更換玻璃、窗簾及換鎖，共 29 件。
(六) 配合 12 月 1 至 2 日超級馬拉松及 12 月 6 至 7 日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加強兩校區
環境綠美化及環境清潔整理。
(七) 兩校區聖誕布置援例由花工及工友團隊執行，雙溪校區利用本校後山竹子搭出 5 米
高骨架，加以松針及燈飾裝飾而成；城中校區善用各項現有資源減少支出，歷年使
用之燈飾及裝飾品亦保存延續使用。
(八) 11 月 23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2 次招商委員會，會中確認雙溪校區餐飲統包招商契
約內容及規格，賡續案移採購保管組辦理招商評選事宜。
(九) 完成愛徒樓 C113 舞蹈室白蟻防治及普仁堂、戴氏基金會會議室及 R0108 貴賓室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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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補漆及地毯更新。
三、 健康衛生及校園安全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10 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量。
(二) 完成 10 月份密封射源狀態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作業。
(三) 完成 10 月份向勞動部職安署職業災害系統通報實驗室無災害發生作業。
(四) 完成實驗室廢棄玻璃 8 箱、其他固態廢棄物 27 箱、廢液 24 桶清理清運暨委託處
理作業。
(五) 完成微生物學系 M210 實驗室氣相層析儀放射性物質偵測及洩漏擦拭。
(六) 11 月 1 日接受「教育部 107 年學校安全衛生管理認可輔導」第二階段現場輔導訪
視作業，委員針對本校安全衛生規章檢視提出改善建議：
1. 安全衛生政策：於「環境安全衛生暨災害防救政策」增加對教職員職場危害預
防及健康保護之承諾。
2. 安全衛生人員及組織：完成向台北市勞動檢查處報備作業（二類事業報備甲種
業務主管 1 名，三類事業報備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2 名)。
3. 安全衛生管理制度：修訂「東吳大學危害通識計畫書」、「作業環境檢測管理辦
法」等文件及辦法，以確實執行。
(七) 107 年 11 月 8 日辦理 107 學年第 1 次環安衛委員會職安暨綠色校園小組會議，會
中通過「東吳大學環境安全衛生暨災害防救政策」、「東吳大學承攬商安全衛生環
境管理辦法」修訂案，賡續提報環安衛委員會審議。
(八) 107 年 11 月 30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中除各工作小組
及環安衛管理系統（ISO14001＆45001）建置重點報告外，另討論及審議「環安衛
管理系統管理審查會」委員組成暨授權管理代表案、「東吳大學個人防護具暨緊急
應變器材使用管理辦法」草案、「東吳大學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草案、「東吳大學
108 年度自動檢查計畫」草案與修訂「東吳大學環境安全衛生暨災害防救政策」、
「東吳大學承攬商安全衛生環境管理辦法」、「東吳大學安全衛生管理規章」、「東
吳大學危害通識計畫書」、「東吳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辦法」、「東吳大學
毒性化學物質緊急應變計畫書」、「東吳大學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東
吳大學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管理要點」、「東吳大學作業環境檢測管理辦法」。
(九) 配合環安衛管理系統建置工作如下：
1. 彙整 107 學年度環安衛管理系統內部稽核結果，賡續送各受稽單位提出改善及
提報管理審查會議審議。
2. 107 年 11 月 12 日邀集理學院、人事室、健諮中心、校安中心、營繕組、採購保
管組、環安衛暨事務組等與各環安衛法規直接承辦部門，說明法規鑑別方式暨
注意事項，並對目前已鑑別之法規確認。
3. 向 SGS 公司確認及協調外部稽核時程、計畫，並規劃初評、資料審查及正評等
外部稽核作業事項。
(十) 107 年 11 月 23 日接受臺北市勞動檢查處無預警之職業衛生檢查及監督輔導，本次
抽查化學系 M302 及微生物學系 M102 兩間實驗室化學品運作及管理，提出化學品
標示缺危害成分、警語及廠商資料之限期改善事項 1 件。
四、 各類人力支援服務及停車管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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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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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人次。
2. 支援公務車派遣共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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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場次。
4. 支援校長室、副校長室盆花養護之環境維護人力共 8 人次。
(二) 停車管理與接待服務
1. 配合 2018 東吳超級馬拉松，協助進行雙溪校區停車規劃與管制措施。
2. 支援安排 2018 TMA 臺灣國際魔術大會、各單位外賓來訪，理學院、人社院及
外語學院各系辦理學術研討會、會議或演講、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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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輛次。
3. 完成雙溪校區大樹下美食 T 字路口道安反射鏡裝設。
4. 完成城中 5 大樓汽車停車場出入口柵欄橫桿，加裝「減速慢行」警示帆布。
派工支援 公務車派
活動支援 花木養護 停車服務
支援事項
(人次)
遣(人次)
(場次)
(人次)
(輛次)
107年11月

133

32

351

8

409

五、 重要設備維管
(一) 電梯設備維護：107 年 11 月份電梯故障停俥計雙溪校區 2 件(東芝 2)，崇友公司均
依規定完成檢修。
(二) 飲（開）水設備維護：全校飲（開）水設備 159 台，11 月份故障緊急叫修 5 次（雙
溪校區 1 次、城中校區 4 次），承商皆按契約規定時間派員完成維修。11 月份飲
水機水質檢驗共檢驗 29 台（雙溪校區 19 台、城中校區 9 台、校外學舍 1 台），檢
驗結果均合格，且已將水質檢驗報告張貼於各該檢查飲水機上，108 年 1 月份飲水
機水質檢驗共規劃檢驗 24 台。
(三) 熱水鍋爐維護：完成雙溪校區榕華、柚芳、松勁樓及合江、合樂學舍鍋爐 11 月份
例行維護保養，承商依契約規定完成保養。
六、 消防安全作業
(一) 兩校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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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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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份高樓層校舍火警移報測試，雙溪、城中校區已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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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消防第二季動態測試日期：雙溪校區 12 月 24 日；城中校區 12 月 25
日；校外學舍 12 月 26 日(校外學舍動、靜態同時施作)。
(四) 107 學年度消防第二季靜態保養日期：雙溪校區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13 日、城中校
區 12 月 14 日。
七、 視聽、電話、安全設備維護
(一) 多媒體設備、電視牆
1. 一般教室 153 間多媒體設備(含遠距設備)、11 處會議場館、15 處電視牆，11 月
份清潔消毒及啟動測試，雙溪合計 265 人次；城中合計 27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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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溪校區故障報修計 41 次(使用不當所致計 17 次，零件屆期所致計 24 次)；城
中校區合計 71 次(使用不當所致計 11 次，零件屆期所致計 60 次)。
(二) 安全設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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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實施監視
畫面檢查，雙溪校區合計 22 次、城中校區合計 26 次，設備故障報修合計 8 次。
2. 門禁系統(總計 34 處：雙溪 13 處、城中 21 處)：故障報修合計 1 次。
3. 反針孔攝影偵測(總計 237 處：雙溪 140 處、城中 97 處)：結果無異狀。
4. 電話系統：故障報修合計 11 次。
八、 雙溪校區邊坡安全監測
長碩公司 107 年度第 5 次巡勘、監測作業，已於 107 年 11 月 21 日、30 日分別實施監測
及巡勘，目前邊坡擋土牆屬穩定狀態。
九、 設施、設備維護工程
11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 357 件(雙溪 300 件、城中 20 件、校外學舍 37 件)，其中完成自
力修繕案件 208 件、委商修繕案件 98 件，其餘 51 件尚在進行中。重點項目摘要如後：
(一) 雙溪校區
1. 機車停車場發電機修繕。
2. 機停電梯入口地毯。
3. 職工宿舍前地下涵管及地層下陷整修工程。
4. 榕華樓等道路損壞整修工程。
5. 楓雅學苑前地磚整修工程。
6. 圖書館 9 樓書庫天花板及牆面滲水、壁癌檢修。
7. 綜合大樓體育館活動百葉檢修。
8. 戴蓀堂及教師研究一樓樓梯側板裝設橡膠保護套。
9. 戴蓀堂無障礙通道、停車場增設無障礙服務鈴及指示牌。
10.柚芳樓 106 寢室 6 床牆面滲水修繕。
11.綜合大樓體育館屋頂漏水檢修。
12.楓雅學苑 S310 寢室天花板漏水檢修。
13.楓雅學苑 S206 寢室漏水及壁癌修繕。
14.楓雅學苑外牆壁磚隆起修繕。
15.愛徒樓 C113 社團教室練習鏡背板及鏡面局部更新。
16.超庸館 1 樓鐵捲門故障及 2 樓東側門水泥地板隆起修繕。
17.圖書館 5 樓期刊區牆面壁癌處理。
(二) 城中校區
1. 第二大樓三樓西女廁天花板檢修。
2. 第五大樓一樓南側拱門大理石邊框及崇基樓 1201 室花崗石窗框脫落檢修。
3. 木工完成城中校區校園各處木棧道腐朽木板更新。
(三) 校外學舍
1. 合江學舍 106 寢室 5、6 床間爬杆修繕。
2. 合楓學舍 R609 寢室浴廁門片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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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樂學舍 R606 寢室 1 床天花板漏水及壁癌修繕。
4. 合樂學舍 2 樓交誼廳牆角破裂及 R403 寢室 5 床欄杆脫落修繕。
十、 本校行動平台 APP「我要反映」處理情形
11 月份本校師生透過 APP 反映問題到總務處信箱共 37 件(雙溪 19、城中 18)，包含視聽
設備 4 件、水電設施 20 件、木工作業 8 件、其他 5 件，除 1203 教室電風扇故障將再找
空堂更換，其餘皆已處理完畢並回覆給反映者。
十一、
107 學年重大工程、財物採購執行概況
(一) D501 虛擬攝影棚建置工程：由眾雲科技有限公司承攬，107 年 8 月 15 日開工，已
於 107 年 9 月 27 日完工，並於 107 年 11 月 29 日驗收合格結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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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6 日完成 2 部冰水主機及各樓層二通閥安裝，11 月 30 日完成改善
後節能績效量測，現由廠商撰擬報告送綠基會及能源局審查。
(三) 哲生樓與雷德樓屋頂防水整修工程：由和鼎公司承攬，107 年 11 月 23 日驗收合
格。
(四) 文舍屋頂整修工程：於 107 年 7 月 16 日開標，由威僑公司承攬，已於 10 月 21 日
進場施工，木作桁架已進口並完成加工，11 月 29 日進場吊裝，預訂 108 年 1 月中
完工。
(五) 安素堂邊坡防護工程：由仁德工程有限公司承攬，107 年 7 月 1 日開工，已於 107
年 9 月 30 日完工，於 107 年 10 月 23 日辦理初驗，計有 15 項缺失，限 107 年 11
月 23 日完成，已完成缺失改進，預計 12 月上旬辦理正式驗收。
十二、
兩校區水電用量檢討
(一) 用電部分【107 年 11 月(107 年 10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電比較】
1. 本期使用日數為 31 天，總用電度數為 127 萬 4,700 度，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 15
萬 9,100 度(負成長 11.09％)；總電費支出 342 萬 1,600 元整，較去年同期較少
48 萬 917 元(負成長 12.32％)。兩校區日均用電度數較去年同期減少 11.10%(外
雙溪校區日均用電度數負成長 11.09%，城中校區日均用電度數負成長 12.32%)。
2. 各棟校舍用電正成長排名前五名為：外雙溪 D 棟松怡廳、城中第一大樓、外雙
溪 E 機車停車場，外雙溪 D 棟第二教研大樓、城中第六大樓。
負成長排名前五名：外雙溪 F 棟文化大樓、外雙溪榕華樓、外雙溪松勁樓，城
中第二大樓、城中第三大樓。
(二) 用水部分【107 年 11 月(107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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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2 度，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05
度(正成長 0.65％)；總水費支出 40 萬 8,324 元整，較去年同期增加 2,678 元整
(正成長 0.66％)。
2. 兩校區本期日均用水度數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3.39 度、正成長 0.65%(外雙溪日
均用水度數負成長 0.45%，城中日均用水度數正成長 4.90％)。
(三) 綜合分析影響用電、用水因素
1. 依據中央氣象局網站，分別查詢天母氣象站及台北氣象站 10 月份觀測統計資料
如下，比較本校兩校區的氣候溫度因素，其平均值結果顯示整體氣候與去年同
期相比為舒適不炎熱，大氣溫度下降連帶影響高耗電量空調主機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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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地區

士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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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23.1℃

36.1℃

29.5℃

25.6

23.5℃

36.8℃

31.2℃

下降2.3℃

下降6.6℃

下降2.1℃

下降5.6℃

2. 107 年 10 月份兩校區一般教室使用共 996 次(外雙溪 584 次，城中 412 次)，較
去年同期 1,001 次減少 5 次，負成長 0.45%；兩校區會議場館使用共 340 次(外
雙溪 186 次，城中 154 次)，較去年同期 289 次增加 51 次，正成長 17.65%。本
期場地使用次數共 1,336 次，較去年同期 1,290 次正成長 3.57％。整體而言場地
空間使用次數微增加，但因整體平均氣溫降低，因此未造成用電量增加。
3. 107 年 10 月份外雙溪校區用水微幅負成長，城中校區則為正成長，本期為 106
年 9 月份外雙溪校區大量漏水處理後，首次比較實際用水數據。
4. 有關城中校區用水未達節約目標，則請營繕組城中校區同仁持續觀察記錄每日
用水是否異常。
十三、 人會總系統-採購保管組業管部分進度
目前請、採購系統及財產作業系統訪談已全部完成，目前測試中。尚未訪談項目：財
產-閒置財產、財產-廢品標售、財產-各單位消耗品倉儲管理、學位服借用、場地借用、
招待所借用、文具及清潔用品領用系統。
十四、 雙溪校區教師職員宿舍分配情形
(一) 經採購保管組再次公告有空餘之教職員宿舍區可提供申請，70-45 號 2 間雅房案經
簽奉校長核定，已分別於 11 月 1 日與 12 月 1 日完成入住。
(二) 宿舍區目前尚有三房型 70 號整戶完成整修待分配。若有住宿需求之專任教師職員
提出入住申請，採購保管組將隨時配合安排現勘。經確定申請者資格符合並正式填
表申請，再配合召開委員會審查分配。
十五、 「林語堂故居」餐飲承商－夥伴咖啡陳情調降租金案協調結果
(一) 依臺北市應曉薇議員 107 年 3 月 22 日協調，夥伴咖啡 107 年 5 月至 10 月（六個
月）空間租金由 3 萬 5,000 元調降至 2 萬元。夥伴咖啡於 107 年 11 月 2 日向本校
陳情，希望能夠申請繼續調降租金。
(二) 依故居管理處所提意見，採購保管組 107 年 11 月 19 日與夥伴咖啡完成協調，雙
方協議事項如後：
1. 自 108 年 1 月至 108 年 6 月，調降夥伴咖啡租金為每月 2 萬 5,000 元，惟 107 年
11 月及 12 月份，夥伴咖啡仍應依原合約規定，每月繳納租金 3 萬 5,000 元。
2. 後續履約若有執行問題必須協調，夥伴咖啡最遲應於標的日前 45 天提出書面申
請。
3. 因本案陳情作業，夥伴咖啡 11 月份租金已於 11 月 19 日方完成繳付，同意免計
逾期滯納金。（合約規定每月 10 日前繳付）
十六、 107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辦理學位服團體借用
(一)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將於 108 年 6 月 1、2 日（星期六、日）分場舉行。依本校「學
位服借用辦法」，公告租用時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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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統一領取期程：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自 107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20 日止。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自 108 年 1 月 2 日起至 108 年 1
月 11 日止。（團借期間暫停個人借用）。
2. 領取作業流程：以「班級」為單位，發給各學系名冊轉交班代表。畢業班應先完
成名冊填寫及繳費，將收據及名冊送至學系所屬校區採購保管組登記，並預約
時間推派代表統一領取。博士班以個人借用方式辦理。
3. 學士班、碩士班學位服如遇尺碼不合者，以與其他同儕相互調換為原則。領取
後若發現有瑕疵或毀損，採購保管組「一週內」提供更換服務。畢業典禮結束後
至 108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前，由借用者個人自行負責歸還。
(二) 未配合團體作業程序、時段完成借用而有學位服使用需求者，依本校「學位服借用
辦法」個人借用規定，先至採購保管組出示學生證並持繳費單到出納組繳納費用，
再持繳款收據回採購保管組領取，並依借用期限自行負責歸還。
十七、 庫儲除帳堪用廢品處理
(一) 採購保管組整理有帳閒置暨除帳尚堪用報廢品一批計 22 項 107 件，辦理 107 學年
度第二次公務領用公告。至 11 月 26 日截止日，共有 8 單位合計領走 2 項 3 件有
帳閒置財產、6 項 17 件報廢品，使庫儲品剩餘價值有效再利用，並減輕庫儲空間
壓力。
(二) 目前尚有 10 項 62 件無公務領用需求之報廢品，將賡續登載本校 APP 之「報廢品
標售平台」標售。另採購保管組公開標售三次庫存報廢「棉被胎」等 23 項 611 件，
合計已售出 12 項 353 件。兩次標售均無人出價者，再以資源回收物逕行處理。
十八、 107 年 11 月份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一) 財產管理：10/26-11/27 兩校區財產增加共 470 筆（金額 1,413 萬 6,079 元），財產
報廢共 283 筆（金額 229 萬 2,886 元），財產移轉共 425 筆。
(二) 場地管理：
1. 兩校區會議場館：10/21-11/20 共申請 79 場次，雙溪 45 次，城中 34 次。
2. 兩校區一般教室：10/21-11/20 採購保管組登錄共 336 次，其中雙溪校區 260 次，
城中校區 76 次。
3. 雙溪校區松怡廳：11/1-1/30 校內借用彩排 3 時段、演出 15 時段、上課 17 時段，
外租彩排 7 時段、錄音 2 時段、演出 6 時段。
(三) 消耗品倉儲管理：10/21-11/20 兩校區文具紙張發放 165 筆，清潔用品發放 21 筆，
電腦耗材發放 13 筆。
(四) 學位服個人借用：10/21-11/20 兩校區共計借出博士服 1 套、學士服 20 套，其中雙
溪校區學士服 11 套，城中校區博士服 1 套、學士服 9 套。
(五) 招待所住宿：11/1-11/30 東荊、東桂兩學廬安排 22 次住宿申請，東荊學廬住房率
為 59.6%，東桂學廬住房率為 39%。原有眷招待所安排 1 次住宿申請，住房率為
100%。
十九、 出納服務業務統計(107 年 11 月 01 日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107 年 11 月 01 日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止現金及銀行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5 億
1,206 萬 7,961 元，支出 6 億 2,488 萬 7,429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行政程
序。
19

(二) 依據 107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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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支票存款 2.09%、定期存款 72.53%、政府公債 4.59%、證券投資 3.65%。
(三)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中退補費作業已完成資料建檔核對，補費部分照例委託台北
富邦銀行代收，補費資料檔已傳送至銀行進行設定，依公告之補費期間為 107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28 日；退費檔案亦已完成測試，有郵局帳局號之學生將統一於
107 年 12 月 3 日撥入帳戶，未填寫郵局帳號資料之學生須持證件及印章至本組領
取現金。
(四) 有關 107 學年度第 1 次資金運用指導委員會會議決議，目前已取得董事長同意，
將新增申請原證券公司電子交易方式，所有申辦程序完成後開始執行決議事項購
入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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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十二月
【研究事務組】
一、 研究計畫類
（一） 科技部「AI創新研究中心專案108年度新增研究計畫」案，本校共計提出2件申請案。
（二） 科技部108年度「哥倫布計畫」補助案，本校共計提出1件申請案。
（三） 科技部108年度「臺英(MOST-BA)人文社會科學小型合作研究計畫」補助案，本校共
計提出1件申請案。
（四） 科技部108年度「科普活動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7年11月28日前完成線
上申請作業。
（五） 科技部108年度「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案，受理對象包括正研究

（六）
（七）
（八）

（九）

學者、副研究學者、助理研究學者及獨立博士後研究學者（非本校專任教師），各學
系須自訂學術審查會議，進行申請案之學術審查，敬請有意申請人於107年12月16日
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107度「補(捐)助研究生專題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研究
生於107年12月31日前逕送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108度「補(捐)助研究生專題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研
究生於107年12月31日前逕送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科技部108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特約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人
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
「防災科技學門專題研究計畫」
、
「永續發展整
合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8年1月2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08度「補(捐)助研究生專題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研究

生於108年1月16日前逕送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十） 科技部2019年度「臺灣與蘇格蘭地區雙邊合作計畫（Joint Projects Scheme, JPS）」案，
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8年3月24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十一） 科技部主計處於107年11月6日赴本校查核105年度專題計畫憑證，本次查核會計憑證
計有9位教師執行之9件計畫，並依科技部主計處要求補充相關資料。
（十二） 107年11月7日於外雙溪校區舉辦「107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
由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圖書館、研發處報告執行計畫相關事項，並就本校執
行研究計畫之相關行政業務進行討論溝通，約計80餘人與會。
二、教育部計畫類
（一） 辦理本校教師接受教育部委辦研究計畫之簽約案1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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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案，計有長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麥
格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社團法人台北市國際貿易協會、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紐約國際管理顧問公司，共5件。
（二） 辦理本校教師/學術單位承接產學合作計畫補助案，計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
學物質局1件。
（三） 本校獲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1件：資訊管理學系鄭麗珍副教授與大數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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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合作計畫案，補助經費為42萬9,000元，合作企業配合款為20萬840元。
（四）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徵求108年度二項委託研究計畫案，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7年11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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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檢附申請文件，
送達研究事務組辦理。
（五） 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徵求「107年度台中市后里區、大雅區及港區空氣污染物健康
風險－環境污染調查計畫」
，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7年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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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檢附申請文件，送達研究事務組辦理。
（六）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徵求108年度「台灣地區預防吸毒家庭技巧訓練方案－教材設計與
方案試行計畫」
，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7年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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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檢附投標文件，送達研究事務組辦理。
（七） 文化部辦理「2019臺灣文化創意設計博覽會」徵件活動，請有意報名之師生於107年
11月30日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並檢附參展品廣告DM(含品項圖及說明)
及著作權聲明，擲交研究事務組彙辦，電子檔另傳至s2200@scu.edu.tw。
（八）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徵求108年度「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
，
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7年12月3日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並檢附計畫申
請書1式2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
（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徵求108年度創新研究計畫補助案，請教師完成線上申
請作業，於107年12月17日中午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並檢附計畫書6份
(自系統編製)，送達研究事務組彙辦。
（十） 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徵求「台灣特定疾病臨床試驗合作聯盟專案計畫」，請有
意申請之教師於107年12月27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請學系於12月28日中午前將
學系主任簽章之申請名冊1份，送達研究事務組彙辦。
（十一） 提醒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履約期限，計有內政部、中選會、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共3件。
四、校外獎補助類
（一） 辦理發放 107 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107 年 12 月份）獎勵金。
（二） 提報 106 學年度戴氏基金會期末成果報告。
五、校內獎補助類
（一） 彙整 107 學年度「教師學術研究獎助」
、
「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
、
「胡筆江
先生紀念專款」
、
「東吳之友基金會捐贈基金學術獎助」
、
「教師學術研究社群補助」申
請案，並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召開第二次學術研究委員會，審議各項校內獎補助之申
請案。
（二）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11 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10 件補助案及「戴
氏基金會補助教師交換研究及邀請學者講學」1 件補助案。
六、研發成果管理與運用類
（一） 本校中國文學系林宜陵副教授研發成果《東吳大學國文選》出版授權案，辦理收取版
稅共1萬5,300元。
（二） 辦理本校微生物系宋宏紅教授研發成果「梅奇酵母菌株、含有該菌株之組合物及該菌
株之用途」發明專利之技轉授權簽約案1件，技轉授權金計10萬元。
（三） 107年11月23日參加在淡江大學舉辦「2018優久聯盟研發暨產學合作成果展」
，展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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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發成果得獎發明及特色發展成果。
七、綜合類
（一） 協助檢核東吳大學教師申請休假審查表。
（二） 彙整「107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研究2.合格專任教師研究、進
修補助明細表」之相關文件，並於107年11月12日完成上傳校務發展計畫填報系統。
（三） 參加教育部於107年11月16日舉辦107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計畫)執行成效評
核作業說明會，並攜回會議資料1份。
（四） 統籌辦理107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晤談暨問卷組]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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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1 月 5 日，提報校務發展組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計畫名稱為「各類行
政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執行策略包括預算編審及校務發展計畫控管、教育部
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提升、「學雜費收費標準」運作健全。
（二） 107 年 11 月 7 日函請會計室辦理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列檢核。校務發展
組辦理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編列檢核作業。
（三） 107 年 11 月 8 日簽請校長同意通過本校預算編審作業要點修訂案。
（四） 107 年 11 月 13 日，完成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各項收入預估作業。
（五） 107 年 11 月，辦理以下校務發展計畫異動：招生組、德育中心、評鑑組、體育活動組
及法律學系共 6 案 107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子策略新增、異動及預算配置事宜。
二、107、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一） 追蹤 107 年度 8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私校獎補助計畫經費執行狀況，依會計室截至
10 月底統計結果，本學期獎補助經費之總執行率為 42.95%。另於 107 年 11 月 8 日
函知各業管單位經費執行狀況，以利經費執行進度控管。
（二） 依規定期程，函告各業管單位於 11 月 12 日至 13 日完成量化基本資料表相關規定上
傳至教育部校務發展計畫系統，經檢視核對後，各項目均已於期限前完成上傳作業。
後續另配合雲科大作業小組提供所需之補充佐證資料
（三） 依規定期程，協助本校人事室完成 10 或 11 月之薪資帳冊及異動教師名單寄送至雲
科大計畫專案辦公室。
（四） 彙整各業管單位提供資料，完成本校私校校務計畫經費審查之「106 年度書面審查意
見(初稿)」回應表撰寫，完成之表單與佐證資料已於 11 月 9 日函文寄送至高教評鑑
中心。
三、第二週期校務評鑑業務
107 年 11 月 12 日，由資料工作小組調查各組推動校務評鑑所需各式識別證、海報及座
位牌需求，以進行印製。
【評鑑組】
一、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
（一） 進行基礎維運計畫成績及 KPI 執行結果登錄。
（二） 預計 12 月中下旬召開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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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務評鑑
（一） 於 11 月 6 日函請各相關單位確認校務評鑑簡報內容及相關數據，並於 11 月 16 日確
認完畢。
（二） 預計於 11 月 27 日舉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說明會」，向全校教職員生說明校務評鑑
相關注意事項；於 12 月 3 日進行實地訪評預演。
三、 系所自辦品質保證認定
業於 107 年 11 月 16 日舉辦「系所自辦品質保證認定」說明會，邀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品質保證處林劭仁處長與本校乾隆教務長擔任主講，分別針對大學自辦品質保證
認定機制、本校系所評鑑作業時程與指標進行說明。
四、 校務資料庫
校庫 107 年 10 期表冊資料填報已於 10 月 31 日完成，11 月初相關數據產出轉各部會單
位使用，並回報異常情況，經確認後，需修正之表冊數據配合校庫統一修正期（11 月 2
日上午 8 時至 11 月 16 日下午 5 時止）提出申請並修正、檢核完畢，預計於 12 月 14 日
規定時程內完成檢核及報部作業。
五、 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一） 已完成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問卷」描述性統計報告，並函送各單位參考。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大二學生」與「大三學生」三類調查問卷已完成讀卡作業，目前
正進行資料統計與報告撰寫，完成後即檢送各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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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十二月
一、 辦理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活動等相關事宜：
(一) 107 年 11 月 12 日及 16 日分別於城中校區及外雙溪校區辦理僑外生期中座談會，
共計 35 名學生參加。
(二) 107 年 11 月 15 日於外雙溪戴氏基金會議室舉辦外籍交換生期中座談會，共計 25
名學生參加。
(三) 107 年 11 月 20 日及 21 日於兩校區分別辦理陸生赴外交換分享會，共計 18 名學生
參加。
(四) 107 年 11 月 20 日及 22 日分別於兩校區辦理國際與兩岸事務志工培訓講座，共計
54 名學生參加。
(五) 107 年 11 月 21 日於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辦理 2018 秋季班短期交流生座談會，
共計 44 名參加。
(六)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及大陸來校交換生申請收件及後續院系接待意願調查
事宜，大陸地區預計共計 9 校 87 名自費研修生(含福建師範、東福專班)及 27 校 52
名交換生將來校研修。同時進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赴國外及大陸交換學生申請件
送出，預計 96 名學生將赴國外 55 所協議校交換及 52 名學生將赴大陸 27 所協議校
交換(共計 148 名)。
(七) 108 學年度赴國外交換申請甄選於 107 年 11 月 5 日截止申請，共計 190 名同學申
請，分別包括人社院 10 件、外語學院 87 件、理學院 8 件、巨資學院 1 件、法學院
11 件及商學院 73 件。
二、 辦理與海外大學簽訂校級協議、陳報教育部事宜：
完成簽署協議單位，共 3 所：
(一) 107 年 10 月 1 日完成與印度國立法科大學協議校內流程(校級)。
(二) 107 年 10 月 11 日完成與菲律賓德拉薩大學簽署協議(校級+學生交換)。
(三) 107 年 11 月 8 日完成與泰國商會大學簽署協議(校級)。
簽署中協議單位，共 21 所：
(一) 鄭州大學(學生交換)
(二) 美國普渡大學西北校區(校級)
(三) 美國休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校級)
(四) 法國尼姆大學(校級)
(五)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自費研修)
(六) 日本多摩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七) 日本琉球大學
(八) 青海大學(校級+學生交流+學生交換)
(九) 廣東財經大學(校級+學生交流)
(十) 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校級+學生交流)
(十一) 華南理工大學(學生交換)
(十二) 南京工業大學(校級+學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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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捷克奧斯特拉瓦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十四) 愛沙尼亞商業學校(校級+學生交換)
(十五) 羅馬尼亞美國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十六) 土耳其安卡拉社會科學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十七) 韓國東亞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十八) 日本廣島大學(校級+自費研修)
(十九) 韓國外國語大學(校級)
(二十) 法國雷恩第一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二十一) 荷蘭海牙應用科學大學(學生交換)
三、 接待外賓及訪問學者蒞校參訪：
(一) 107 年 11 月 19 日至 108 年 3 月 28 日上海電力學院王森波老師將於本校法學院訪
學。
(二) 107 年 11 月 1 日陝西教育參訪團西安科技大學張威虎副校長一行 6 人來訪，由董
保城副校長主持接待。
(三) 107 年 11 月 1 日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副校長 Shigeki Takeo 來訪，由趙維良副校長主
持接待。
(四) 107 年 11 月 6 日印度管理學院卡斯希普爾分校代表來訪，由國際事務中心施富盛
主任主持接待。
(五) 107 年 11 月 12 日福州大學海洋學院李明常務副院長一行 4 人來訪，由趙維良副校
長、莊永丞副院長分別主持微生物系、法學院座談交流。
(六) 107 年 11 月 13 日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代表來訪，
洽談暑期研習事宜。
(七) 107 年 11 月 14 日波蘭華沙大學副校長及中國法律及經濟學院代表來訪，由董保城
副校長主持接待。
(八) 107 年 11 月 14 日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共計 17 名師生來訪，除參訪校園外
另外與社工系進行座談。
(九) 107 年 11 月 23 日日本廣島經濟大學國際中心 George R. Harada 主任來訪，由國際
事務中心施富盛主任主持接待。
(十) 107 年 11 月 27 日澳洲西雪梨大學學術副校長 Denise Kirpatrick 教授和國際副校長
藍易振教授一行 11 人來訪，由潘維大校長主持接待。
四、 國際組織活動、參加教育展或會議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 107 年 11 月 8 日至 10 日王世和學術交流長及國際事務中心施富盛主任前往日本關
西地區拜訪關西大學及立命館大學，討論校級合作及協議簽署事宜。
(二) 107 年 11 月 12 日至 15 日兩岸事務中心王玉梅主任及魏嘉慧專員出席逢甲大學主
辦之「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名校兩岸事務負責人研討會」，與會單位除教育部及陸委
會外，校院包括臺灣 11 校 28 人及大陸 23 校 38 人參與。整體而言，與會代表都同
意兩岸學術交流不受政治氛圍影響，應該持續進行；在學生交流人數不平衡方面，
透過暑期營隊、暑期學校(課程)吸引臺灣同學參加之外，亦可透過辦理移地教學讓
台灣同學至大陸高校交流學習。後續將持續與參加學校中非協議校的中南大學及合
肥工業大學連繫討論簽署協議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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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項獎助學金及計畫、營隊活動申請：
(一) 辦理高教深耕 11 月份計畫申請件審核，包括邀請國外菁英學者短期學術交流 2 件
申請案及赴國外參加國際競賽及會議發表文章 1 件申請案。3 件申請案已於 107 年
11 月 19 日第 3 次國際交流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2019 第一期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申請於 107 年 10 月 30 日送出，本校共計推
薦 5 名學生，經日本交流協會初審合格者共計 4 名。
(三) 107 年 11 月 8 日公告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戴氏基金會「東吳優秀國際人才」
培育計畫獎助學金，申請截止日至 11 月 30 日止。
(四) 107 年 11 月 12 日公告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外國學生助學金」申
請，申請截止日至 11 月 27 日止。
(五) 107 年 11 月 12 日公告辦理「東吳大學核發教育部博、碩士優秀僑生獎學金」申
請，申請截止日至 11 月 16 日止，共計 1 名學生申請。
(六) 107 年 11 月 20 日公告辦理「東吳大學優秀僑生獎學金」申請，申請截止日至 12
月 4 日止。
(七) 107 年 11 月 22 日公告 107 學年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學生赴陸港澳地區研習及學術
交流補助」獲獎名單，共計 53 名學生獲補助。
(八) 107 年 11 月 26 日及 30 日於城中校區及外雙溪校區辦理 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教
師全英語授課培訓分享會」。分別邀請本校林建州老師、林沁雄老師、馬蕾老師、
蘇鈺恩老師、樊學良老師、彭思遠老師、陳立剛老師、施文欽老師、蔡佩如老師、
白秋石老師及李淑容老師進行參加海外(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及在地培訓(British
Council)課程之心得分享。
(九) 辦理 107 年度教育部「學海逐夢計畫」核結事宜。
(十)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學生境外交換研修獎補助」，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至 15 日開放申請，共計 45 名一般生申請件，2 名清寒生申請件，申請案並於
107 年 11 月 19 日第 3 次國際交流委員會審議通過，全數獲獎。
(十一) 辦理「東吳大學學士班優秀僑生、港澳生暨外國學生獎學金」發放事宜，共計
發放單獨招生 5 名、個人申請 6 名及外國學生個人申請 1 名，共計 12 名。
六、 其他會議及業務：
(一) 107 年 11 月 19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國際交流委員會，討論議案包括
本校與日本關西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與大陸地區閩南師範大學簽訂學術及
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自費研修推
薦、審議 107 學年度「東吳大學學士班優秀僑生、港澳生暨外國學生入學獎學
金」、審議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學生境外交換研修獎補助」申請、審議
107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補助 11 月申請及審議 107 學年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學生赴陸
港澳地區研習及學術交流補助申請共計 7 案。
(二) 107 年 11 月 23 日於外雙溪校區 G101 召開「2018 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檢討會及
2019 開班第一次籌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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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十二月
一、捐款業務：107.11.01-107.11.21 捐款總金額共計新台幣 430 萬 1,358 元，捐款人數 99 人，
最高捐款用途為「財精系發展專用款」。
二、捐款回饋致謝：
(一) 11 月 1 日至 11 月 21 日寄發謝函共計 62 張，捐款收據共計 64 張。
(二) 11 月寄發 12 月傑出校友、中、大額捐款人及校系友會幹部生日卡共計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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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01-11.21 共
計服務 59 人次。
四、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107.11.01-11.20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 17 萬 6,094 元（公務販售 13 萬
1,410 元、非公務販售 4 萬 4,684 元）。
五、協助校友組織辦理校友活動並宣傳，107 年 11 月校友活動如下：
(一) 107.11.02 校友總會辦理「企業參訪：資策會」活動，共計 25 位校友參與。
(二) 107.11.02 王淑芳社資長及同仁出席屏東「大樹冊店」開幕活動，本活動由本校第四
屆傑出校友曾文衍學長（84 級德文系)贊助規劃，本校為響應曾文衍學長的公益計畫，
德育中心於校內發起「讓好書再次去旅行~大樹冊店募書公益活動」，獲得校內師生
及校友們的大力迴響，共募集了 1 千多本書籍，送到大樹冊店，支持校友公益活動。
(三) 107.11.02 社資處與國際處同仁接待馬來西亞校友會黃志成會長，感謝黃會長長年為
本校在馬來西亞協助招生及校友服務。
(四) 107.11.03 企管系辦理 50 周年系慶，並表揚第二屆企管系傑出系友，共 12 位。當天
晚宴席開 100 桌，約有 1,000 位校友出席。
(五) 107.11.03 南加州校友會舉行 2018 年會，約有 50 位校友出席，校友中心提供校園紀
念品予校友們抽獎，與校友們同樂。
(六) 107.11.04 校友總會辦理「明日講座系列：手機攝影課程」活動，共計 20 位校友參
與。
(七) 107.11.17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辦理專題演講，邀請李河泉學長主講「人生就是一
場談判」，約有 120 位校友出席。
(八) 107.11.17 國貿系系友會辦理系友「鶯歌三峽一日遊」活動，聯繫校友情誼，共有 42
位校友及眷屬參加。
(九) 107.11.17 新竹市校友會為提倡校友健康養生，特舉辦「桃園大溪養生一日遊」活動，
約 30 位校友參加。
(一〇) 107.11.23 校友總會辦理「東吳校友競爭力強化系列：區塊鏈與未來金融」課程，
共有 75 位校友參加。
六、107.11.24-12.2 美國東吳之友基金會會長 Mr. Edward Rada 偕同 Rober Ohler 董事、林蕙瑛
董事及唐孝先董事訪校，於 11.26 召開「東吳之友基金會 107 年度第 2 次獎助交流座談
會」，說明各項獎助使用狀況及成果，並於晚間由潘校長與校內師長於瓦城泰式餐廳宴
請接待東吳之友貴賓及楊石平旦及楊如楨女士。另邀請東吳之友基金會董事們出席 11.27
「楊其銑校長紀念集新書發表會」及 11.30~12.2 超馬活動，Mr. Edward Rada 亦將於 11.30
超馬記者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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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7.11.27 下午舉行「楊其銑校長紀念集新書發表會」，邀請楊校長夫人楊石平旦女士及
女兒楊如楨女士返台參加，該紀念集由校史研究指導委員會蔣武雄主編，共收錄 39 篇文
稿、6 篇附錄，記錄楊故校長的治校事蹟、文章、壁記及對他的追思致詞、座談、口訪與
回憶等，以表追思與感謝之意，也希望讓楊故校長的治校精神和貢獻，永遠銘刻於每位
東吳人的心中。新書發表會約有校內師長同仁、校友及楊校長故舊及友人 110 人參加。
八、107.11.01 本校第一屆傑出校友查良鏞(金庸)(法律系 48 級)10.30 於香港逝世，享壽 94 歲，
潘校長撰文追悼，並委請香港校友會賀曾慶會長代表學校向家屬致意。為紀念金庸校友
在文學上的貢獻，中文系與社資處訂於 12/18 舉辦「溪城論劍—傑出校友金庸紀念論壇」
。
九、107.11.13 以潘校長名義致贈壽桃，祝賀法律系程家瑞老師 83 歲生日快樂。
十、校友刊物：《東吳校訊》313 期預計 12 月中寄出。
十一、 生涯輔導：大三 UCAN 普測已於 9 月起陸續施測中，施測班級至目前共完成 45 班，
施測人數 1,336 人，導師會議預計進行 20 場，至目前已完成 12 場次。
十二、 企業雇主滿意度調查：感謝各學系提供合作企業與系友企業名單，目前已陸續發送企
業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預計 12 月完成調查。
十三、 班級輔導活動：107 學年度班級輔導活動補助已發函至各學系，惠請各學系踴躍申請
辦理，目前提交回覆學系計 37 場次，已完成 12 場次，參加學生人數 559 人。
十四、 東吳大學國際生涯發展諮詢師認證課程補助：為落實生涯輔導，刻正訂定「東吳大學
國際生涯發展諮詢師認證課程補助辦法」，以提供學系與行政單位同仁參與學習生涯輔
導，增進職涯知能與輔導技巧，並了解職場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充實培育本校生涯輔
導人才；本國際認證課程預計 108 年寒假期間授課，屆時惠請各學系鼓勵老師與行政同
仁報名參與課程。
十五、 多元學習課程：將與推廣部進行多元學習課程合作，以大四（五）同學為目標，提供
職場相關課程優惠補助，鼓勵同學參與多元學習，培養職場軟硬實力。
十六、 企業實習：
(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生涯發展中心將開設「全學期實習課程」，目前已進入資料審
核、企業媒合面試階段，108 年 1 月 14 日至 16 日將辦理「校外實習-職場倫理」課
程，內容設計有培訓職業素養、建立職場態度，並透過業師教學及課程帶領，進而
培養職涯適應能力，歡迎各學系鼓勵學生參加。
(二) 學生參與實習補助：為鼓勵學生參與實習，生涯發展中心補助選修實習課程獎學金
及無學分實習學生分享激勵金，另搭配德育中心高教深耕扶助攻頂計畫，提供弱勢
同學相關獎補助金。
(三) 教師訪視補助：提供選修實習課程教師訪視費補助金（依訪視地區而定），辦法刻
正修訂中，擬於近期發函給各學術單位。
十七、 東吳實踐家創創基地：
(一) 108 年 1 月 26 日將辦理「實踐家之星全國大專院校創意競賽」決賽，徵件時間至 12
月 16 日止，主題分為地方創生、Fintech、快樂或孤獨產業。惠請各學系鼓勵學生參
加。
(二) 創創小聚目前已舉辦 4 場，共計 272 人次參與，活動滿意度達 4.64 分(5 分量表)。
十八、 文舍明日聚場：
(一) 於 10 月 31 日起開始本學期的系列講座與影像製作工作坊，至 11 月 20 日止，已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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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兩場講座、兩堂影像製作工作坊課程，共計 93 人次參與。
(二) 目前正在籌備開發「東吳實境教材 APP」，為求 APP 之優良品質，定期舉行開發討
論會議，並加入學生、文舍同仁、老師及開發廠商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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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十二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人文社會學院成立 50 周年院慶：
(一) 11 月 9 日於舉辦「人文及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論壇」
，邀請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暨南
國際大學、元智大學、世新大學、銘傳大學等校社會科學院或人文社會學院院長蒞
臨，針對指導。
(二) 11 月起，校內張貼主視覺背板及海報，擴大宣傳。
(三) 紀念專刊資料收集彙整編排作業中，11 月中旬校稿，預計 12 月出刊。
(四) 院慶紀錄片製作中，11 月中旬討論內容初稿，預計 12 月完成。
(五) 籌辦 12 月 22 日院慶音樂會。
二、國內及國際交流
(一)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赴捷克馬薩里克大學與查理大學院級交換申請，經社會系鄭得
興與施富盛老師面試，結果由政治系林希晏與社會系曾郁涵同學獲推薦至查理大學
交換，馬薩里克大學由英文系兩位同學獲推薦，11 月 10 日簽會教務處與相關單位。
(二) 為增進兩岸學術交流，本院與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簽署學術交流與合作約定書，該
案依程序已於 11 月 28 日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續進行簽核流程。
(三) 透過中東歐研究中心引薦，本院與斯洛伐克考門斯基大學文學院簽訂學生交換協議
與備忘錄，該案依程序已經 11 月 28 日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四) 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有二位同學申請獲准至本院政治系交
換，後續辦理入台作業。
(五) 11 月 20 日院長及政治系師長與華中師範大學座談交流及晚宴。
三、例行會議
(一) 11 月 22 日辦理本學期第 3 次主管會議，討論本院系之第二專長課程模組規劃案及
「2019 年兩岸青年人文社會科學論壇」規劃案。
(二) 11 月 28 日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會中討論通過本院與斯洛伐
克考門斯基文學院(Faculty of Arts, Comenius University in Bratislava, Slovakia) 簽訂
學術交流協議與備忘錄、與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此二案
後續完成校內簽核程序；修訂《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及修訂《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師評審辦法》，此二案後續提送校教評會備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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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工作進度如下：11 月 08 日口訪雨農山莊社區居民
楊靜雯女士、11 月 09 日舉辦人文及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論壇、11 月 12 日口訪忠勇教會蔡
忠梅牧師、11 月 15 日舉辦第八次口述歷史工作會議、11 月 16 日參加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 107 執行成效評核作業說明會、 11 月 26 日口訪雨農山莊居民徐碧芬女士。預計 12
月 15 日舉辦本年度成果展並舉辦雨農盃卡拉 OK 大賽。
五、108 學年度人社院補助教師研究計畫申請至 11 月 6 日截止，院內總計 10 位教師申請，
後續進行校外審查聯繫作業，預計 12 月下旬召開學術發展委員會審查教師研究計畫申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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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清寒獎助學金」及「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優秀學生獎學金」
107 學年度總計 31 位同學申請，依實施辦法由院長召集三人小組於 11 月 20 日進行討論
並決定獲獎名單，本次總計 14 位同學獲獎（優秀獎學金 8 位、清寒助學金 6 位），預計
12 月 11 日舉辦頒獎餐敘，獲獎名單與獎助明細如下：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姓名
張○○
廖○○
賴○○
許○○
李○○
洪○○
歐○○
游○○
鄭○○
魏○○
吳○○
佟○○
李○○
吳○○

學系
中文系
歷史系
政治系
政治系
政治系
社會系
社會系
社工系
哲學系
政治系
政治系
政治系
政治系
政治系

獎助金額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類別
優秀獎學金
優秀獎學金
優秀獎學金
優秀獎學金
優秀獎學金
優秀獎學金
優秀獎學金
優秀獎學金
清寒助學金
清寒助學金
清寒助學金
清寒助學金
清寒助學金
清寒助學金

七、為瞭解教師輔導需求、增進教師情感交流，本院與健康暨諮商中心 11 月 29 日於雙溪校
區 G101 會議室，共同舉辦「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人社院導師研習活動」，活動邀請張立
人醫師主講《在工作中自我療癒》，當天計有 42 位教師同仁參加。
八、討論彙整資料提報
(一) 配合研發處來函辦理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11 月 6 日彙整提送研發處。
(二) 配合教務處規劃學院第二專長，目前學院將提出 10 個模組課程，並依規定時程彙整
撰寫課程計畫書提送教務處。
(三) 配合學務處函選舉及提送本院之【東吳大學中正圖書館銅像處理委員會】教師代表
為社會系張家銘教授。
(四) 配合總務處辦理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相關說明會及內部稽核作業。
(五) 依據教資中心函辦理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計畫」相關作業，
預計 12 月完成申請後進行學院初審作業。
(六) 依據研發處函協助辦理 107 年度校務評鑑相關事宜。
九、本院第 19 期電子報 11 月 30 日發行，寄送對象包括院內師生及院系友總計約 15000 份。
十、11 月核定補助：11 月 10 日核定補助中文系沈惠如老師出席「連台本戲《西遊記》劇本
探究-以《富連成藏戲曲文獻彙刊》本」發表論文之機票費。
十一、
院級研究中心/研究室業務推動：
(一) GIS 中心：「士林無障礙環境調查競賽」預計於 12 月 7 日舉辦。
(二) 東亞研究中心：11 月 1 日邀請檳州研究院黃進發教授以「變天後馬來西亞國會改革
的前景」為題進行專題演講，活動由政治系林瓊珠老師主持。於 11 月 8 日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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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 of Asia Centre 主席 James Gomez 以「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 Civil Society Perspectives」為題進行全英語演講，活動由人權學程林
沛君老師主持。11 月 21 日邀請查理大學社會所 Adam Horalek 教授以「Nationalism,
Internet and Glocality」為題進行全英語演講，活動由社會系何撒娜老師主持。
十一、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一) 教學行政：
1. 11 月 17 日、18 日舉辦學生實務工作坊–「Google Analytics 密集培訓營」，邀請資策
會培
訓講師陳建夆先生擔任講師，兩天的課程計約 37 位學生報名參加。
2.與政治系共同籌辦「2018 影像敘事工作坊」
，將於 12 月 8 日、9 日安排相關課程，並
於 12 月
22 日舉行學生實際拍攝、製作的影片作品成果發表會。
3.籌辦兩學程實習成果發表會相關事宜：擇訂於 12 月 13 日舉辦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實習成果
發表會；12 月 26 日舉辦創意人文學程李聖光老師組實習成果發表會；12 月 27 日舉
辦創意人
文學程劉維公老師組實習成果發表會。
4. 辦理協同教學與校外參訪之執行相關事宜。
5. 107 年創意人文學程、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學生期中實習機構聯繫，與實習狀況追
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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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教學行政：
1. 課堂協同教學：11 月 19 日音樂系黃莉翔老師『當代展演世界概論』課堂舉辦協同
教學，邀
請 amba 意舍酒店及度假村公關副理周弘智先生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展演世界
裡的設計
旅店 2」
。11 月 20 日中文系鍾正道老師『文學與電影』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平
面暨動態
攝影師賀文胤先生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賀美西的攝影美學」
。11 月 20 日社工系
莊惠玲老
師『社會服務』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居服員邱皓庭先生
蒞校演講，
演講主題為「照顧工作者～障礙者與老人的貼身支柱」
。11 月 21 日哲學系黃筱慧老
師『符號
與敘事』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台灣芝寶公司副總經理李思慧女士蒞校演講，演
講主題為
「義大利、符號與行銷」。
2. 校外參訪教學：11 月 26 日音樂系黃莉翔老師『當代世界展演概論』課堂舉辦校外
參訪，前
往位於敦化南路一段附近的「八方新氣–新氣藝廊」進行參訪與文創藝廊經營的教
學。
◎中文系：
一、學術交流
(一) 107 年 11 月 2 日於 D0713 教室，舉辦本系第 207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謝成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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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發表〈〈劉壽增年譜簡表〉補正〉
。特約討論人：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李蕙如助
理教授。
(二) 107 年 11 月 2 日～3 日，林宜陵老師於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之「中國文哲
之當代詮釋國際學術研會」，發表〈杜甫詩歌中「胡」字運用探論〉。
(三) 107 年 11 月 10 日於濂松廳，與臺灣中文學會合辦 107 年度年會暨第四屆第二次會
員大會。
(四) 107 年 11 月 15 日～16 日，沈惠如、侯淑娟老師於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主辦
之「2018‧影像‧印象──戲曲傳播在當代媒體之回顧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紹劇電影《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在猴戲演變中的意義〉
、
〈《西遊記》折子之明清散
選與今存崑劇舞臺影像輯選〉。
(五) 107 年 11 月 18 日～19 日，沈惠如赴北京外國語大學參加「富連成戲曲國際學術論
壇」
，發表〈連台本戲《西遊記》劇本探究──以《富連成藏戲曲文獻彙刊》本為例〉
。
(六) 107 年 11 月 30 日，沈惠如、鍾正道、謝成豪老師於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儒學中心主辦之「儒學與語文學術研討會」
，發表〈中日「獻子成忠」故事比較研究
──以《菅原傳授手習鑑》
、
《趙氏孤兒》為論述中心〉
、
〈論張愛玲的記性〉
、
〈陸九淵
史傳文獻之研究〉。
(七) 107 年 11 月 30 日，賴信宏老師於明道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辦之「2018 唐宋小說學
術研討會」，發表〈《稽古堂群書秘簡》所見唐宋小說考〉。
二、專題演講
(一) 107 年 11 月 5 日於人社院會議室，舉辦「國學講座」，邀請本校端木愷（字鑄秋）
校長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曾永義院士主講：戲曲腳色概說。主持人：侯淑娟老師。
(二) 107 年 11 月 14 日於 D0618 教室，邀請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劉向仁
講師主講：動畫天王們未完的夢。主持人：沈惠如老師。
(三) 107 年 11 月 20 日於 B013 研討室，執行「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計畫」
，邀請本校端木
愷（字鑄秋）校長講座教授、考試院考試委員何寄澎教授主講：唐宋文人典範──
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主持人：林宜陵老師。
(四) 107 年 11 月 20 日於 B707 教室，邀請攝影師賀文胤主講：捕捉瞬間的靈光──賀美
西的基礎攝影入門課程。主持人：鍾正道主任。
(五) 107 年 11 月 27 日於 D0618 教室，邀請時報出版公司編輯總監曾文娟學姐主講：
鳥瞰臺海兩岸的出版界與發表平臺。主持人：連文萍老師。
(六) 107 年 11 月 28 日於 D0314 教室，邀請影評人劉文翼主講：書寫光影──電影裡的
生命軌跡。主持人：沈惠如老師。
(七) 107 年 11 月 30 日於 D0618 教室，邀請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黃璿璋主
講：清宮三調──看清宮劇的三種攻略。主持人：鍾正道主任。
三、重要會議
(一) 107 年 11 月 22 日於 D0733 室，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二) 107 年 11 月 27 日於 D0733 室，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
會議。
(三) 107 年 11 月 28 日於 D0716 研究生研究室，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
會議及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導師會議。
四、師生獲獎
(一) 107 年 11 月 2 日，學生事務處函知叢培凱老師榮獲本校 106 學年度「熱心導師」
。
(二) 107 年 11 月 7 日，頒發第六屆「雙溪金劇本獎」得獎獎狀，第一名：葉詠琪；第
二名：尤巧玲；第三名：陳政宏；佳作：蔡梓暄、韋欣怡、張喬婷、張鑫城、潘玟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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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務活動
(一) 107 年 11 月 5 日～26 日，提醒本系專兼任教師提交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中考
後，學生學業關懷機制之學習情況欠佳者名單。
(二) 107 年 11 月 11 日～21 日，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辦「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普測」
，
以瞭解同學們適應大學生活情況。
(三) 107 年 11 月 12 日於 D0731 教室，沈惠如老師舉辦中進一導生班級輔導活動。
(四) 107 年 11 月 14 日於 D0733 室，舉辦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面試，共有
13 名考生應試。
(五) 107 年 11 月 14 日於第二教研大樓 1 樓咖啡廳，林宜陵、謝靜國功能老師舉辦本學
期導生聚會，計有 9 位同學參加。
(六) 107 年 11 月 14 日於 D0731 教室，陳逸文老師舉辦中二 C 導生班級聯誼餐敘及學
系班級生涯輔導之「中文系畢業生涯規劃」活動，輔導同學課業及職涯規畫。
(七) 107 年 11 月 20 日於 D0634 教室，舉辦 107 學年度「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班
學生專題研究競賽說明暨經驗分享座談」
，邀請碩士班江鎧安同學（曾執行科技部
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分享論文撰寫經驗。
(八) 107 年 11 月 20 日～12 月 31 日，本系「第五屆東吳文謅謅影展：仍有光的所在──
東亞文學改編電影」影評競賽徵稿。
(九) 107 年 11 月 23 日，本系 108 學年度徵聘專案教師受理截止，計有 22 位教師送件。
(十) 107 年 11 月 26 日在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鍾正道主任及卓伯翰秘書於東吳之友
基金會 107 年度第 2 次獎助交流座談會中，由本系博士生陳勁甫擔任翻譯，報告
「東吳大學劉光義教授紀念獎學金」與「東吳大學中文系劉光義教授紀念專題講座」
執行情況。
(十一) 107 年 11 月，《東吳中文學報》第 36 期出刊。
(十二) 107 年 11 月，公告「林炯陽先生紀念獎學金」
、
「徐公起先生獎學金」、
「徐貞齋
女士獎學金」、「王兆綱先生勵志獎學金」申請結果。
六、其他
(一) 107 年 11 月 14 日，鍾正道主任前往師大附中演講。
(二) 107 年 11 月 15 日，鍾正道主任前往基隆女中招生宣傳。
◎歷史系：
一、學術研究與交流：
(一) 11 月 15-17 日，本系傅揚老師出席 Early Medieval China Group 在西班牙德里舉辦
之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Emperor Wen of Sui and the Fengshan Sacrifice: A
Glimpse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Late Sixth Century.”。
(二) 11 月 28 日舉辦研究生錢仲安論文初稿口試，題目：明代山西大同鎮五堡兵變的
研究，指導教授為本系蔣武雄教授，另請黃兆強教授擔任評論人。
(三) 完成與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簽訂報部作業，現正進行
雙方簽約事宜。
二、教學與演講活動：
(一) 11 月 1 日，邀請上海對外經貿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庚向芳副教授，主講「北平社
會調查所對清代經濟史研究的貢獻」。
(二) 11 月 7 日，邀請中山女中退休教師彭裕峰老師，主講「一位歷史老師的經驗分
享」。
(三) 11 月 14 日，邀請本系系友民視採訪中心記者劉俐均小姐，主講「歷史系→當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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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四) 11 月 17 日假基隆市和平島，辦理本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史蹟導覽活動，主題
為：討海的人—基隆和平島史蹟參訪。
(五) 11 月 21 日，邀請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徐成講師，主講「內外防禁與內朝體
制：唐樞密使沿革探賾」。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一) 11 月 7 日 13：00-14：00，辦理本系「三年級總結性課程說明會」，由盧令北主任
主持主講 108 學年度總結性課程之調整與異動。
(二) 11 月 20 日 19：00-21：00，系學會與本校「外交事務研究社」合作邀請中研院近
代史研究所林泉忠副研究員蒞校演講，主講「明治維新 150 週年相關與未來中日
臺關係走向」。
(三) 11 月 28 日 13:10-14:00，辦理本系「四年級選課輔導」說明會，會中置重點於畢
業條件之檢覈。
(四) 11 月 28 日 14:00-15:00，辦理「學碩士一貫說明會」，鼓勵大學部學生申請至本系
研究所就讀。
(五) 11 月 29 日 12：00-13：00，舉辦大一師生座談會議，由盧令北主任主持。
四、行政事務：
(一) 11 月 15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論：「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歷史學系教師評審辦法」、「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學位考試
辦法」案、成立本系 109 年「品保評鑑工作小組」案及審議「上海對外經貿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部庾向芳副教授申請來台學術交流案」。
(二) 11 月 15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會中討論「107 學年度
(三)
(四)

(五)
(六)

教師休假申請案」及「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兼任教師改聘案」。
11 月 15 日上午 10:30-12:00 辦理碩士班推薦甄試試務。
11 月 29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中討論「第二專
長跨域學習」新開科目審查案、本系「必選修科目表」修正案及 107 學年度雙主
修「必選修科目表」修正案。
持續辦理《東吳歷史學報》第 39 期徵稿、審稿作業。
辨理 108 年高中生寒假史學營-服務同學招募。

◎哲學系：
一、學術活動（校外來訪）：
（一）11 月 22 日本系邀請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英國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高等研究員
Dorothy Edgington 教授 (FBA, 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至本系進行
演講，講題為：Three Theories of Conditionals（條件句的三種理論）。
二、學術活動（教師出訪）：
（一）11 月 1 日至 5 日本系黃筱慧老師前往美國洛杉磯參加 11 月 2 日至 4 日由呂格爾學
會所舉辦的 2018 年度國際研討會 (2018 SRS Los Angeles conference) 並發表論文。
（二）11 月 2 日至 11 日米建國主任帶領知識論研究團隊共六位老師（方萬全老師、沈享
民老師、蕭銘源老師、張峰賓老師及林璿之老師）前往中國大陸至蘇州大學政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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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哲學系進行參訪，米主任再於 11 月
8 日至 11 日前往上海復旦大學哲學院科學哲學與邏輯學系進行學術演講，並參與
復旦大學哲學院科學哲學與邏輯學系成立大會暨科學哲學與邏輯學國際研討會。
（三）11 月 10 日至 11 日本系王志輝老師、蕭銘源老師、張峰賓老師及林璿之老師參加
臺灣哲學學會於 11 月 10 日至 11 日假國立政治大學所舉辦的「臺灣哲學學會 2018
年學術研討會」，分別擔任會議主持人、評論人或發表人。
三、學術活動：哲學講座
（一）11 月 28 日本系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鄧敦民助理教授進行哲學講座，講題為：
「可能性與必然性」。
四、學術活動：學術研究
（一）11 月 12 日本系米建國教授獲科技部補助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張錦青教授，於
107 年 12 月 11 日至 30 日至本系進行「迷你課程」第八號：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
論叢，獲補助張老師在台生活費、來回經濟艙機票費及健保補充保費，合計金額為
149,968 元。
五、學報事務：（出版品）
（一）11 月 1 日至 30 日處理《東吳哲學學報》第 39 期審稿意見書等事宜。
六、例行行政業務：
（一）11 月 5 日至 26 日進行學業關懷系統相關作業。
（二）11 月 9 日至 12 月 20 日辦理 107 學年學度第一學期學生獎懲名單作業。
（三）11 月 13 日下午 15：10~16：00 於 B405 協助健康暨諮商中心進行大一身心適應問
卷施測，由課堂助理呂雅婷及大一班代林曉彤協助心諮中心問卷施測人員進行施
測，以瞭解大一新生入學後，對於大學新生活身心適應狀況。
（四）11 月 15 日進行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本系研究生諮詢輔導 (advising) 與學習評估
機制，與研究生個別約期討論學習狀況與修業進程，以詢求意見或解決方法。
（五）11 月 16 日參加研究發展處舉辦之「系所自辦品質保證認定說明會」。
（六）11 月 18 日舉辦本系 108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面試，面試開始時間為上午
10:00，於本系 D0810 研討室舉行。
（七）11 月 20 日上午 10:00~12:00 於 B608 電腦教室參加由教務處舉辦之 107 學年度第
二學期「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訓練」。
（八）11 月 27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及第 1 次導師會議，
邀請諮商中心前來說明本系學生特殊個案情形。
（九）本系分別於 11 月 20 日、22 日、28 日及 29 日由各班級導師舉辦大一至大四導師
班級聯誼活動。
（十）11 月 29 日辦理迷你課程學者來訪相關事宜。
（十一） 11 月 30 日完成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導系統學系問卷調查系統資料填報。
（十二） 11 月 30 日參加人文社會學院成立 50 週年院慶音樂餐會工作會議。
（十三） 協助 107 年度校務評鑑時實地訪評相關聯絡事宜。
七、系友返校活動：
（一）11 月 21 日舉辦系友返校座談，邀請李思慧學姐（92 級）返校演講，主題為：義大
利、符號與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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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 月 21 日與系學會合辦哲學電影講座，邀請徐國益學長（碩士班 104 級）返校座
談。
八、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本系分別於 11 月 20 日、22 日、28 日及 29 日由各班級導師舉辦大一至大四導師
班級聯誼活動，以午餐餐敘形式安排，以關心學生學業及生活相關情形。
（二）11 月 9 日下午 13：00~16：00 系辦邀請大陸交換生廈門大學、陝西蘭州大學等四
位同學進行午餐餐敘，關心他們在校的各方面狀況。
九、學生相關事務（系學會）：
（一）10 月 31 日下午 15：10~17：00 系學會於 D0419 舉辦大一課業討論會，邀請 4 位
學長姐協助，共有 15 位一年級同學參與。
（二）11 月 21 日下午 12：30~15：00 系學會於 D0419 舉辦哲學電影講座，主題為「瘋
狂麥斯：憤怒道」，邀請到系友徐國益學長擔任主講人，剖析電影內涵、討論哲學，
引起同學們的熱烈討論，當日參與人數約 20 人。
◎政治系：
一、國際與兩岸交流活動方面共 2 場：
(一) 10 月 11-18 日吳雨蒼老師受邀擔任農委會漁業署我國談判代表團法律顧問，赴法國
屬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參加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會議。
(二) 10 月 26-28 日與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合辦第四屆城市發展論壇，本研討會
由東吳大學政治學系與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合作舉辦，此次會議輪到由蘇
大主辦。由劉書彬主任帶領陳立剛老師、左宜恩老師、政碩二陳奕如、政四 A 賴怡
蓁、政四 A 許庭瑜、政三 B 葉怡彤等共七位師生前往與會，並與蘇州大學政治與公
共管理學院洽談交流合作事宜。
(三) 11 月 1 日邀請馬來西亞檳城州政府智库檳州研究院研究員、首相署選舉改革委員會
委員黃進發博士專題演講，講題：「變天後馬來西亞國會改革的前景」。並與學系
洽談海外實習相關事宜，將提供實習機會。
二、為擴展學生視野共舉辦 10 場專題演講
(一) 10 月 3 日本系與外交事務研究社合作舉辦，邀請社會民主黨市議員參選人劉仕傑先
生專題演講，講題：「青年外交官-從洛杉磯及帛琉談台灣的外交與困境」。
(二) 10 月 4 日本系與政治系學生會合作舉辦，邀請自由記者林育立先生專題演講，講題：
「德國媒體如何因應網路和假新聞的挑戰」。
(三) 10 月 5 日本系與跳馬社合作舉辦，邀請社子島居民自救會李世勳先生專題演講，講
題：「誰的生態社子島？ 尋找土地正義的下一個天亮」。
(四) 10 月 8 日本系與中國研究室合作舉辦台海兩岸交流專題演講，邀請上海尤里卡律師
事務所徐年駿律師專題演講，講題：
「台商台青台幹台勞台流之實務經驗分享—台灣
年輕人的上海經驗」。
(五) 10 月 18
日本系與學生會合作舉辦，邀請台灣大學社會系范雲副教授專題演講，
講題：「學生會由你／妳來定義：學生自治的範疇、困境、展望」。
(六) 10 月 22
日本系與中國研究室合作舉辦台海兩岸交流專題演講，邀請大林國際企
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林育瑾董事長專題演講，講題：
「裸進大陸－非二代的大陸行」
。
(七) 10 月 24 日本系與逆思新聞研究社合作舉辦，邀請寶島新聲廣播電台李惠仁導演專
題演講，講題：「媒體環境思辨與媒體識讀」。
(八) 10 月 25 日本系與政治系學生會合作舉辦，邀請曾任教育部"學生自治及公民教育實
踐政策諮詢小組召集人"林少軒先生專題演講，講題：「學生會由你／妳來定義：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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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生自治的世界」。
(九) 10 月 25 日舉辦教師成果發表會 Bown bag，邀請東吳大學政治系謝政諭教授專題演
講，講題：
「漂泊的心靈－當代中、西學人的「離」與「歸」」
。由謝政諭老師分享過
去一年訪問的經驗與心得。
(一〇) 10 月 31 日本系與政治系學生會合作舉辦，邀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明居正 教
授專題演講，講題：「《中美貿易戰與兩岸關係》—習近平的下一步」。
三、舉辦與籌備研討會 2 場活動
(一) 10 月 26-28 日與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合辦第四屆城市發展論壇，本研討會
由東吳大學政治學系與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合作舉辦，此次會議輪到由蘇
大主辦，地點在蘇州大學獨墅湖校區 6317 會議室，研討會共分四場次共有 17 位師
生發表 16 篇論文，討論非常熱烈。由陳進華院長、劉書彬主任主持，參加師生共 50
人。
(二) 10 月 24 日本系國會研究中心召開第 11 屆國會研討會籌備會，會中討論明年度第 11
屆國會研討會主題、徵稿時程、會議子題、辦理日期等。
四、舉辦新生與教學輔導活動
(一) 10 月 20 日舉辦 107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本次活動主題主要有系務簡介、學生
學習狀況座談會，共有劉書彬主任、黃秀端老師、林月珠老師、王輝煌老師、許雅
棠老師等 5 位老師、2 位學生及 9 位家長參加。主持人：劉書彬主任，參加老師、學
生與家長共有 17 人，會中家長以正面態度歡喜其子弟進入東吳政治學系。
(二) 11 月 1 日舉辦暑期實習成果發表會，主持人為蔡韻竹老師、左宜恩老師，由實習委
員會推選出七位優秀同學分享暑期實習成果，透過同學們分享實習經驗及學習到的
課題，讓在場同學更能啟發自己的興趣。
五、其他行政業務方面
召開多次課程委員會和相關會議，因應第二專長、課程外審以及 109 上學年的學系
自評進程。

◎社會系：
一、招生宣傳活動：
（一）本系於11月12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813勉齋研討室，召開108學年度
碩士班甄試書面審查會議。
（二）本系於11月13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815教學研討室，辦理108學年度
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面試。
（三）本系透過本校招生組轉介與合作，由本系鄭得興老師於11月30日前往金門高中，進
行招生宣傳活動。本場活動透過招生簡報向高中生簡述社心學群相關科系並介紹
社會學系。
二、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本系黃朗文老師於11月20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一樓夢屋咖啡，舉辦導
生餐敘，共計18名師生參加。
（二）本系劉維公老師於11月20日，假一號糧倉舉辦導生餐敘，共計31名師生參加。
（三）本系於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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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學期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報告107學年度本系大三學生職業興趣與職能測
驗結果。
（四）本系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關懷作業自11月5日起至11月26日止，由各科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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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提報學生關懷名單後，各班行政導師則將於12月10日前發送關懷訊息進行輔
導作業。
（五）本系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清寒暨急難助學金」申請期限自11月5日至11月23日截止
。
（六）本系與本校健康暨諮商中心合作，針對大一學生進行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一年
級A、B兩班皆已於11月22日施測完畢。
三、召開會議（含教學會議）：
（一）本系於11月7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勉齋研討室，召開十一月份
行政業務報告會議，討論十一月份重要行政工作事項與進度，並說明學系設立發展
史資料之繳交時程及分工方式。
（二）本系於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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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第一學期第五次系教評會，審議本系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新聘專案教師及吳明燁
教授申請教師休假等議案。
（三）本系於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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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討論南京大學陳剛副教授蒞系訪學計畫、審議本系「
趨勢分析」第二專長外審計畫書草案、推選本系第三週期系所自辦品保評鑑「系所
評鑑工作小組」委員、討論本系學士班必修課程分組授課規劃事項、本系就本校校
務研究成果建議，針對提昇學生「自主學習」
、
「校園認同」及「課程教學」之研擬
規劃方案與成效評估作法，以及本系針對本校推動「大學高中協力精進合作計畫」
之研擬規劃作法等議案。
（四）本系於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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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第一次評鑑工作小組會議，說明本校系所自辦品保評鑑時程規劃及本系因應評
鑑進度報告。
四、課程相關教學活動：
（一）本系於11月26日，配合社二AB「階級、族群與性別不平等」課程授課計畫，在本
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731教室，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翁志遠副教授兼系主任，以「債務與健康不平等」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高郁
惠助理教授主持，共計45位師生參與。
（二）本系於11月28日，配合社三AB「當代台灣社會變遷」課程授課計畫，在本校雙溪
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101教室，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波蘭學者Jakub Jakobowski
先生，以「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Belt and the Road and the 16+1
Strategy- Comment from Europe 台灣在一帶一路，及，中國大陸16+1中歐政策下
的國際地位：來自歐洲的觀點」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施富盛助理教授主持，
共計39位師生參與。
（三）本系學士班社四AB「海外華人與移民社會」及碩專班「歷史社會學專題討論」兩
門課程授課教師鄭得興副教授，配合課程需要，於11月16日至11月20日，帶領修課
學生前往新加坡進行境外移地教學活動，計有本系24位學生參與。
（四）本系學士班社一A「社會學」課程配合授課需要，於11月29日，運用「社會學輔導
課」上課時間，在本校雙溪校區綜合大樓B407教室，函向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申
請非營利使用授權放映「面對台灣的真相」影片，藉以讓修課學生能藉由影片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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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了解台灣天災之狀況。
五、教育部 107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活動：
（一）本系於11月15日，配合執行教育部107年度高教深耕計畫，以及社三AB「比較公共
政策」課程授課計畫，在本校雙溪校區哲生樓H109教室，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施世駿教授，以「隨收隨付或是基金積累？借鏡德國年金
改革」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葉崇揚助理教授主持，共計34位師生參與。
（二）本系於11月16日，配合執行教育部107年度高教深耕計畫，以及社碩專班「社會學
理論」課程授課計畫，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815教學研討室，舉辦課堂
講座活動，邀請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尹慶紅助理研究員，以「民歌、展演
與審美認同：以廣西黑衣壯為例」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石計生主任主持，共
計7位師生參與。
（三）本系於11月23日，配合執行教育部107年度高教深耕計畫，以及社二AB「城市文化
與社會空間：全球案例探究」課程授課計畫，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418
教室，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捷克Pardubice大學社會與文化學系Adam Horálek助
理教授兼系主任、東吳大學社會學系107學年度訪問學者，以「Aging Taiwan: what
are the specifics of Taiwan's aging population compared to its neighbors? 高齡化台灣
：和鄰國相較，台灣高齡化人口有何特殊性？」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石計生
主任主持，共計38位師生參與。
（四）本系於11月30日，配合執行教育部107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
研大樓D0813勉齋研討室、第二教研大樓八樓梯廳，舉辦2018「跨文化」學生學習
成果發表會。本次活動分成「論文發表」及「Poster海報展」兩項目供學生報名參
賽發表學習成果，前者計有7組學生以團體組隊方式報名參賽，後者則有16組學生
以團體組隊方式參賽，並且所設計的海報已於11月26日至30日進行為期一週的展
出。
六、學術活動：
（一）本系於11月14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419教室，舉辦107學年度第一學
期勉齋社會論壇系列演講第三場，邀請本系107學年度新進專任教師高郁惠助理教
授演講，主題為「我的學思歷程」
，由本系范綱華副教授擔任主持人，共計約8位學
生參與。
（二）本系「中東歐教學研究專業成長沙龍-中東歐城市與文化第七篇」
，於11月15日，在
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813勉齋研討室，舉辦本學期第三場中東歐沙龍，邀
請斯洛伐克誇美紐斯大學斯洛伐克語博士梁晨博士擔任主講人，以「斯洛伐克人和
華人在語言行爲上的民族文化特點」為題進行專題演講，由本系張家銘教授主持，
共計有10位師生與會。
（三）本系「社會政策教師社群」
，於11月21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綜合大樓B607教室，邀
請輔仁聖博敏神學院講師韋薇修女，以「台灣國際移工的社會保障」為題進行專題
演講，由本系周怡君副教授主持。
七、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本系於 11 月 15 日至 18 日，邀請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尹慶
紅助理研究員蒞系訪問。來訪期間除拜會本系石計生主任外，並以「民歌、展演與審美
認同：以廣西黑衣壯為例」為題發表專題演講，共計 7 位師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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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本系系學生會於 11 月 15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201 教室，舉辦專
案講座，邀請東海大學社會學碩士黃詠梅小姐，主講「成為一個女人──這個時代的女性主義」
，
探討現代社會備受關注的女性主義議題，計有 20 位學生參與。

◎社工系
一、召開會議
（一）11 月 6 日、13 日分別召開本學期第 5、6 次教評會，主要審議兼任教師初聘案及教
師休假申請案。
（二）11 月 13 日召開本系本學期學術發展委員會，會中主要討論審核本次 107 學年度本
系學士班專題研究競賽甄選相關事宜。
二、召開教學會議及舉辦教學活動
（一）11 月 15 日 15：00-17：00 於 D0911 研討室召開「第 8 梯次方案實習課群 107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2 次例行會議」
。由召集人羅國英老師主持，出席人員為本系第 8 梯
次方案實習課群之教學團隊及課群助教。討論議題包括：督導老師經驗交流、現有
排課時間課堂分配意見討論、教師團督及個督進行方式，以及各組別現況說明，並
針對和學生期待有落差的實習進行方式做討論。
（二）11 月 3 日 8：30-17：50 假國際會議廳舉辦「107 學年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會-專
題研討會」
，由大四實習生李承擔任專題主持人，實習總督導莊秀美教授及萬心蕊
主任全程參與，由在場實習生結合學校所學與實習之實務經驗，對學校教育與機構
實務工作的整合提出分析與評論，並針對其實習內容所引發的議題作更深入的專
題研討，參與師長及與會學生總計 150 人次，會場座無虛席。
（三）針對大一至大三學弟妹舉辦「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會-薪傳會」
，為期兩週，於 11
月 19-30 日(週一至週五)晚上 18：30-20：00 及 11 月 20、27 日(週二)13：10-14：
40 等 12 個不同時段分組進行，透過實習生當場的解說及實習經驗傳承分享，除增
加實習生彼此相互觀摩的機會外，亦使本系尚未實習的大一至大三學生對實習機
構有更多的認識及瞭解。
三、兩岸學術交流活動：由本系萬心蕊主任帶領兼任教師余亭儀講師、學士班及碩士班共 6
名學生，一行 8 人於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至大陸進行學術交流。此行係南京工業大
學法學院社會工作與管理學系童宗斌主任蒞校訪學期間，童主任表達本系辦學認真態度、
教師教學與課程規劃值得學習與令人感佩之意，並期待未來兩系能持續創造更多合作管
道，包含協議簽署、師生交流等，以促進兩岸社會工作學術交流及發展多元文化視野，
故兩系規劃於今（107）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進行首場學術交流活動，奠基於以往交流
基礎，此行亦將同時受邀於 12 月 1 日至常州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進行學術交流。
四、學術活動
（一）11 月 15 日 10：10-12：00 假國際會議廳舉辦方案實習課群第八梯次專題講座，由
馬宗潔老師主持，台灣小丑醫生創辦人沙丁龐客劇團團長馬照琪主講，演講主題為
「打開病房大門，讓陽光進來」，沙丁龐客劇團（法語：Theatre De La Sardine）是
一個台灣劇團，於 2005 年 3 月成立，是由從法國賈克樂寇國際戲劇學校學成歸國
的團長－馬照琪所組成的劇團，期間不斷努力將戲劇表演推展至所有人都能欣賞
的戲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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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 月 27 日 12：00 起辦理社工論壇暨 107 學年度學士班專題研究甄選優等學生發
表會，由本系鍾道詮副教授主持，地點為 D0910，發表者為本系兼任教師范文千講
師及兩篇學士班專題研究競賽獲選為優等之同學。
（三）11 月 27 日邀請社團法人基隆市生命線李昌萬主任主講「NPO 營運與管理-基隆市
生命線模組」，由莊秀美教授主持。
（四）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與本系共同主辦「我們所不知道的都市原住民」系列
講座，第一場於 11 月 28 日 19：30-21：00 假成中校區 5117 會議室舉辦，主題為
「為什麼我們要關心都市原住民？」
，由藝人江振愷主持，至善基金會洪智杰執行
長、本系李明政教授、華視新聞雜誌製作人陳汎瑜、快樂大掃講師林金勳、社工吉
他手陳建宏、阿美族頭目張廣安與談。
五、學生事務及學生活動
（一）11 月 13 日 13：10-15：00 與健康暨心理諮商中心共同辦理大一身心適應問卷調查，
地點為 D0618 教室。
（二）11 月 20 日 12:00-14:00 於雙溪校區 B702 教室舉辦僑生及外籍生餐敘，出席人員包
括本系主任、僑生功能導師及僑生、外籍生。
（三）11 月 26 日 10:00-12:00 辦理本學期來校交換及研修陸生與系主任座談會，地點在
第二教研大樓一樓咖啡廳，由萬心蕊主任主持，出席人員包括 4 位短期研習陸生、
1 位碩士學位陸生，以及秘書、助教各 1 位。
（四）提醒任課教師提報學業關懷名單，整體檢視後於 11 月 28 日提出學系學業關懷重
點名單，並提醒導師於 12 月 7 日前瞭解學生學習狀況及輔導。
六、學生實習業務
（一）辦理本系第 8 梯次兼任助理及方案輔導員 10 月份工讀金支用、勞保自付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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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 8 梯次方案實習
課群機構督導專家諮詢費核銷事宜。
（二）辦理 107 年度實習成果發表會（含專題研討會及薪傳會）相關事宜，包含協助實習
小組討論教室之借用，以及彙整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會各組專題大綱並協助宣
傳。
（三）催收社會工作實習(機構實習)之問卷，並輸入資料，以利量化資料分析。
（四）彙整學生申請開發實習新機構之相關資料，及辦理 2019 年僑生暑假實習志願發函、
108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機構資料建立/修正詢問表調查及資料上傳 moodle 教學平台
等相關事宜。
（五）撰寫「社會工作學系 105 及 106 學年度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書」。
七、其他業務
（一）教務：(1)進行 107 學年第 2 學期排課資料校正及修課人數上限之確認。(2)大考中
心「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相關資料之撰擬及上網 。(3)辦理碩士班
甄試入學書審及 11 月 17 日面試相關作業。(4)辦理第一期課程外審改善事項及第
二期程課程外審規劃書撰寫之相關事宜。(5)調查與聯繫教師出席本學期「生命關
懷」共通課程討論會，會議召開時間及地點為：11 月 21 日下午 15：30 在城中校
區 5215 會議室，後續將配合辦理試辦課程續開及 108 學年開課事宜。
（二）研究、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1)協助教師執行 107 學年度研究計畫庶務。(2)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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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經費核銷事宜。(3)提供 107 學年第 2 學期自費研修生課程資料。
（三）預算及經費相關事務：辦理各類經費核銷，核銷經費包括學報、校發計畫、辦公費、
高教深耕計畫、指定捐款等。
（四）籌辦學術活動：籌辦 12 月徐震教授學術追思述評研討會活動，包括經費募款、海
報及文宣品製作等。
（五）學報編務：進行東吳社工學報第 35 期學報校稿與排版，並辦理東吳社工學報第 36
期稿件送審事宜，作者修改中 3 篇。
（六）校務評鑑：辦理校務評鑑師生問卷及晤談正、備取名單聯繫及回報等相關事宜。
（七）其他：(1)網頁、系友社群 FB 及系友資料更新與維護。(2)配合招生組作業安排至高
中與高中來校參訪進行學群介紹之講師人選。(3)徐震教授資料展平台資料之蒐集
與數位化。(4)辦理 D0901 改善工程提出及執行、驗收事宜。(5)辦理兼任教師申請
講師證書之外審程序作業。(6)辦理校長餐敘學生出席及用餐情形調查與回報。(6)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師生一行 15 人於 11 月 14 日 09:30-11:30 來校參訪，由
本校國際事務中心、招生組與本系共同接待，本系由廖美蓮老師主持及介紹社會工
作的學科屬性，本系學士班澳門僑生廖旭威、碩士班香港僑生郭施恩與談。
◎音樂系：
一、系務會議暨課程委員會：
11 月 7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暨課程委員會：(1) 討論本學系計算
個別指導鐘點費調整方案。(2) 討論本學系 107 學年度學士班寒假轉學考招生樂器別及
名額。(3) 討論是否接受學士班寒轉生申請轉系。(4) 討論推舉本校系所自辦品保評鑑（第
三週期「系所評鑑」）系內評鑑工作小組教師代表。(5) 討論是否修訂碩士班暨碩士在職
專班研究生相關畢業規定條文與流程。(6)討論本學系專業課程「模組化」及第二專長跨
領域學習規劃。
二、系教評會：
11 月 7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1) 審議本學系 107 學年度教師休
假申請案。(2) 討論新聘兼任師資事宜。
三、大師班、講座：
(一) 11 月 7 日邀請身兼攝影師與調音師的系友鄒昌銘舉辦職涯講座，講題為「鋼琴調音
與十二平均律─順便談談畢業後的生涯規劃」
，由曾素玲副教授主持，約有 70 位學生
參加。
(二) 11 月 14 日邀請現任昇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的 92 級系友黃惠琪舉辦職
涯講座，講題為「音樂人的求職筆記」
，由曾素玲副教授主持，約有 70 位學生參加。
(三) 11 月 26 日邀請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 Nicholas Carthy 教授兼歌劇導演舉辦聲
樂大師班，由黃莉錦專案助理教授主持，約有 20 位學生參加並接受指導。
(四) 11 月 27 日邀請波蘭蕭邦音樂學院鍵盤組主任 Andrzej Dutkiewicz 教授舉辦鋼琴大師
班，由蔡明叡助理教授主持，共有 3 位學生接受指導，約有 20 位師生參加。
(五) 11 月 28 日邀請美國新英格蘭音樂院林慧美教授與 Peter Seidenberg 教授於松怡廳舉
辦鋼琴大提琴二重奏音樂會，約有 50 位校內外人士及學生參加。
(六) 11 月 28 日邀請美國新英格蘭音樂院林慧美教授舉辦鋼琴大師班，由陳俐慧講師主
持，共有 2 位學生接受指導，約有 20 位學生參加。
(七) 11 月 28 日邀請美國新英格蘭音樂院 Peter Seidenberg 教授舉辦大提琴大師班，由侯
柔安專案助理教授主持，共有 2 位學生接受指導，約有 20 位學生參加。
(八) 11 月 28 日邀請法國國立里昂高等音樂學院 Romain Leleu 教授舉辦小號大師班，由
曾素玲副教授主持、黃莉錦專案助理教授擔任翻譯，共有 2 位學生接受指導，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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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位校內外師生參加。
(九) 11 月 29 日邀請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音樂學院 Corey Hamm 教授舉辦鋼琴大師
班，由蔡瀚儀助理教授主持，共有 3 位學生接受指導，約有 20 位學生參加。
四、校際學生作品交流暨招生宣導：
11 月 20 至 22 日舉辦「中南部校際學生作品交流音樂會」與「招生宣導」
，由本學系彭廣
林主任、各組召集人與本學系作曲組及演奏組學生，前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及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等三校進行演奏座談與學生作品交流音樂會。本次結合校
際作品交流活動，由教師組成招生宣導小組將至臺中二中、彰化藝術高中及高雄中學等
三所高中音樂班進行招生宣導暨示範教學，以吸引優秀學生報考本校系，並藉以瞭解時
下高中學生進入大學在學習上及未來就業上之所需為何。
五、音樂會：
11 月 9 日於本校松怡廳舉辦「貝多芬 250 歲生日獻禮—九大交響曲系列 2 雙溪樂饗—音
樂學系管弦樂團音樂會」
，由本學系江靖波兼任助理教授指揮管弦樂團，演出貝多芬第三
號、第八號交響曲。
六、學生協奏曲比賽：
本學系依系內各演奏（唱）組主修組別，隔年辦理學生協奏曲比賽，107 學年辦理鋼琴及
弦樂等二組之學生協奏曲。比賽將經由分組初賽與混合決賽等二階段方式抉選出優秀學
生，與學系管弦樂團合作演出協奏曲。11 月 29 日至 12 月 4 日舉行 107 學年度學生協奏
曲比賽，11 月 29 日為弦樂組初賽，計有 21 名弦樂學生報名參加，邀請多位他校老師或
任職樂團之首席或團員擔任評審。
◎師資培育中心：
一、教學與課程
(一)教師專業社群會議：10 月 31 日進行中心教師專業社群集會，討論本學期課程中學生
使用本中心素養導向教案格式，是否有需調整或修改處，進行意見交流。
(二)中心專任教師會議：10 月 31 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會中針對「108 學年度「分
科教材教法」及「分科教學實習」授課教師推薦名單」，進行討論。
(三)中心課程委員會議：10 月 16 日舉行中心課程委員會，會中針對「108 學年度中等學
校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必選修科目表」、「107-2 學期新開華語教學相關課程」及
「本中心第二專長課程模組規劃」，進行討論。
(四)中心會議：10 月 17 日舉行中心會議，會中除審議本中心課程委員會提案外，並針對
本中心 107 學年度中心主任遴選委員會委員名單，進行討論推薦。
(五)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10 月 17 日舉行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會中針對本中心 107 學
年度林品馨兼任教師初聘案進行審查。
二、實習見習業務：
(一)實習生返校座談：10 月 5 日，舉辦 107 學年度實習學生第 2 次返校座談，計有 51 位
實習生參加。上午邀請蔡瑋（103 級）以及顧芳聿（106 級）兩位校友分享教育實習
應有態度以及教檢、教甄準備心得；下午邀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科
學教育與數位學習組特聘教授-侯惠澤老師，講題：素養導向遊戲化教學設計: 微翻
轉卡簡單遊戲化教學模組。
(二)108 學年度教育實習分發說明會：10 月 19 日舉辦 108 學年度教育實習分發說明會，
會中除說明提供本中心 108 學年度教育實習類科與名額學校外，並說明相關文件的
填寫。
三、演講、參訪與潛在課程：
(一)10 月 6 日辦理教師資格檢定衝刺班，共有 85 位實習生同學及在校師資生上課。
(二)10 月 6 日辦理 2018 年全國師培學生多元選修／特色課程徵件競賽頒獎典禮。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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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共有 21 組個人或團隊參加，除本校外，尚有政治大學、成功大學及文化大學
等各校師培同學參與，經五位評審委員評審後，特優及優等獎等三組得獎作品，皆
為本校師培同學。
(三)10 月 18 日辦理補救教學定期會議。
(四)10 月 23 日邀請國台北大學師培中心宋佩芬副教授蒞臨演講，講題為：「12 年國教
社會領域課綱解析」。
(五)10 月 24 日辦理 107 學年第 1 學期師培中心聯合導生會，除邀請詹政道老師說明特
教志工服務，同時邀請易理玉老師演講，講解國文作文獲得高分之秘訣。
(六)10 月 27 日辦理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教案設計」增能工作坊，開設國文、數學、
英文、日文、歷史、音樂、輔導等領域/學科共 7 個班次，邀請呂金霙、曾政清、
鄭怡賢、陳思圻、戈伯元、方美琪、蔡惠青等中學教師授課，教授師資生如何撰寫
優質的教案，合計 44 位師資生及實習生同學參加。
◎人權學程：
一、行政事務
(一) 新聘助教：於 107 年 11 月 1 日聘用新助教，完成工作交接。
(二) 108 年度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甄試入學面試於 11 月 17 日上午舉行，共五位學生報
名。.
(三) 籌備人權碩士學位學程考試招生宣傳。
二、學生事務
(一) 學生獎學金：本學期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獎學金共 5 人申請，分別有 1 位碩一新生申
請 2 萬元獎學金、4 位碩二學生申請優秀獎學金每名 5000 元。待學程委員會審查。
(二) 11 月 14 日 18:30 辦理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討論會，由林儀珏、鍾宜耘同學擔
任報告人並由陳瑤華主任、廖福特教授、林沛君助理教授擔任評論老師。
(三) 11 月 28 日 18:30 辦理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討論會，由林瑞姿、蕭逸民同學擔
任報告人並由陳瑤華主任、林沛君助理教授、許玉秀教授擔任評論老師。
三、辦理活動
(一) 11 月 3 日 1300-1630 於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辦理 CRPD 無
障礙工作坊，希望透過身障朋友前來園區進行導覽活動等，檢視景美人權園區內
的無障礙空間，來促進國家人權博物館內的人權保障。
(二) 11 月 13 日 1310-1500「人權理論與實踐」課堂演講，講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 CEDAW 引進到國內的經過與影響」；演講者：曾昭媛資深研究員
（婦女新知基金會）；授課老師：黃默 教授
(三) 11 月 14 日 1310-1500「國際人權保護：亞洲」課堂演講，講題：「中國人權與西
藏」；演講者：夏明 紐約市立大學教授；授課老師：黃默 教授
(四) 11 月 17 日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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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所勞動大不同」，講者為蔡金鏗、簡中生和張常美（白色恐怖政
治受難者）；主持人為曹欽榮（文史工作者、鄭南榕基金會董事）。
(五) 11 月 27 日 1310-1500「人權理論與實踐」課堂演講，講題：「台灣的人權實踐
之路：人權教育概論」；演講者：李仰桓（國家教育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授課
老師：黃默 教授。
(六) 11 月 27 日 1310-1500「論文寫作」課堂演講，講題「行動研究」；演講者：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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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政治大學社工所副教授）；授課老師：林沛君 助理教授
四、國際交流
11 月 26 日至 29 日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特別委派中心諮詢委員，輔仁大學雷敦龢副教
授帶領四位人權碩士學位學程、一位哲學碩士研究生組成代表團赴澳洲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參加第九屆國際人權教育會議(ichre)，五人發表題目將分別從歧視的意義、性少
數、性別、勞工、醫療教育等面探索人權教育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出席今年年會，也深化人
權學程和人權中心與國際人權教育聯盟的交流並推展模擬亞洲人權法院計畫。
◎創意人文學程、非營利組織學程：
一、教學行政：
（一）於 11 月 17 日（六）和 11 月 18 日（日）舉辦學生實務工作坊–「Google
Analytics 密集培訓營」，邀請資策會培訓講師陳建夆先生擔任講師，兩天的課程
計約 37 位學生報名參加。
（二）與政治系共同籌辦「2018 影像敘事工作坊」，規畫於 12 月 8 日（六）和 12 月 9
日（日）安排相關課程，並於 12 月 22 日（六）上午舉行學生實際拍攝、製作的
影片作品成果發表會。
（三）籌辦兩學程實習成果發表會相關事宜：擇訂於 12 月 13 日舉辦非營利組織管理學
程實習成果發表會；12 月 26 日舉辦創意人文學程李聖光老師組實習成果發表
會；12 月 27 日舉辦創意人文學程劉維公老師組實習成果發表會。
（四）辦理協同教學與校外參訪之執行相關事宜。
（五）107 年創意人文學程、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學生期中實習機構聯繫，與實習狀況
追蹤。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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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協同教學：
（一）課堂協同教學：11 月 19 日音樂系黃莉翔老師『當代展演世界概論』課堂舉辦協
同教學，邀請 amba 意舍酒店及度假村公關副理周弘智先生蒞校演講，演講主題
為「展演世界裡的設計旅店 2」。11 月 20 日中文系鍾正道老師『文學與電影』課
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平面暨動態攝影師賀文胤先生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賀
美西的攝影美學」。11 月 20 日社工系莊惠玲老師『社會服務』課堂舉辦協同教
學，邀請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居服員邱皓庭先生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照顧
工作者～障礙者與老人的貼身支柱」。11 月 21 日哲學系黃筱慧老師『符號與敘
事』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台灣芝寶公司副總經理李思慧女士蒞校演講，演講
主題為「義大利、符號與行銷」。
（二）校外參訪教學：11 月 26 日音樂系黃莉翔老師『當代世界展演概論』課堂舉辦校
外參訪，前往位於敦化南路一段附近的「八方新氣–新氣藝廊」進行參訪與文創
藝廊經營的教學。
院業務：
（一）協助「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成立 50 周年音樂餐會」相關籌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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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十二月
【院長室】
一、 11 月 2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討論 108 學年度起「東吳外語學
報」免收本院專任（案）教師及博士班在學學生審稿費事宜、複審本院各單位 108 學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討論 2019 年建院 35 周年紀念活動規劃案、討論「東吳大
學外國語文學院外語菁英選拔辦法」草案、討論「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學術獎勵及
補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二、 11 月 1-14 日辦理「東吳大學中正圖書館銅像處理委員會」之本院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互
選作業，經紙本匿名投票過半同意，推選日文系朱廣興教授擔任。
三、 11 月 28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二次院課程委員會，討論本院三學系提出「第二專長」課
程規劃案、複審東吳大學「德文」課程抵免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複審「東吳大學日本
語文學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
點」、「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四、 院長重要行程紀要：
（一） 11 月上旬為德文系創系 45 周年紀念文集提序。
（二） 11 月上旬協助邀請「紀念傑出校友金庸國際學術論壇」發表者。
（三） 11 月 24 日於英文系承辦第八屆兒童文學研究學會國際會議致詞。
（四） 11 月 26 日出席東吳之友基金會 107 年度第 2 次獎助交流座談會報告本院學生
赴國外學校團體研修助學金使用情形及參加晚宴。
（五） 11 月 27 日出席「楊其銑校長紀念集新書發表會」，並擔任口譯。
（六）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獲邀於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舉辦之「國家翻譯實踐
與對外化與體系建構高層論壇」進行發表。
五、 協助招生組轉介高中外語學群外派講師宣傳與高中生來院系參訪接待：
（一） 11/05（一）1200-1300/桃園市立桃園高中/日文系蘇克保老師
（二） 11/12（一）1200-1250/基隆女中/德文系黃靖時老師
（三） 11/15（四）1220-1300/台北市永春高中/英文系曾泰元老師
（四） 11/16（五）1230-1400/台中市長億高中/日文系葉懿萱老師
（五） 11/19（一）1600-1700/新北市立新莊高中/日文系林蔚榕老師
（六） 11/21（三）1350-1440/國立竹南高中/英文系歐冠宇老師
（七） 11/30（五）1315-1610/大同高中社會組 4 個班來院參訪三學系
（八） 12/14（五）1300-1400/國立新竹高中/日文系蘇克保老師
六、 重要行政工作：
（一） 秘書參加教育訓練或會議：11/1 人會總系統工讀生系統出勤問題討論、11/21 校
務評鑑接待組工作會議、11/27 校務評鑑說明會、11/29 校務評鑑工作人員會議。
（二）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初審、修正及收入預估提報。
（三） 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執行成果及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績效填報。
（四）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升等著作外審徵詢與寄送 15 人次。
（五） 第 46 期東吳外語學報論文外審徵詢與寄送 11 人次。
（六） 日語領隊導遊課程研習證書製作。
（七）
撰寫單位發展史、預定建院 35 周年餐會場地、紀念品製作事宜。
（八） 確認國際處彙整之 107-2 院級赴外交換生名單、確認 107 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
評簡報內容及相關數據、回覆校務評鑑待釐清問題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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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
一、 11 月 1 日-27 日進行教師學業關懷作業，全系教師共發出 404 筆學業關懷通知；11 月
27-12 月 4 日進行學系期中關懷作業。
二、 11 月 2、16、30 日舉行翻譯系列講座，分別由蔡嘉瑩老師、廖柏森老師（台師大翻譯
所）、張嘉倩老師（台大外文系）主講，講題分別為「姓名漢譯: 詮釋的權利/力」、
「翻譯實徵研究方法的特質與展望」、「口譯學習者的外語學習需求」，出席人數分
別為 26 人、34 人。
三、 11 月 8-11 日台滬英語專業演講辯論交流賽「2018 第三屆英才盃英語演講辯論比賽」
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舉行，本系由艾倫達老師帶領 4 位學生參加，其中兩位同學王俐
文和羅際東分別獲得特別獎。
四、 11 月 8 日辦理移地教學「2019 暑期牛津大學遊學」第一次說明會，英國牛津大學哈特
福學院國際長 Andrew Hemingway 來訪，與會老師 4 位，學生 19 位。
五、 11 月 8 日召開系辦會議，歡迎新助教並討論行政、職務等問題。
六、 11 月 9 日，美國阿拉巴馬大學知名應用語言學家暨外語教育專家劉迪麟教授蒞臨本系
演講，講題為「Using corpora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約 20 位師生參加。
七、 11 月 12、13、15 日進行一年級新生身心適應普測。
八、 11 月 14 日舉行 108 學年度研究生甄試入學面試，計有 5 位考生參加面試。
九、 11 月 14 日召開本系「寫作與翻譯教學小組」會議，出席的老師 5 位，會中討論寫作課
程的內容與銜接、辦理全校英文寫作比賽相關事宜。
十、 11 月 15、21 日曽泰元與歐冠宇老師分別赴永春高中、竹南高中做外語學群招生宣導、
11 月 30 日大同高中參訪，曽泰元老師介紹英文學系。
十一、11 月 16 日辦理系友職涯演講，由李映嫻學姐（104 級）主講，講題為「我在路上想著
這樣算是在路上了嗎」，出席學生 38 人。
十二、11 月 20 日辦理英美文化推廣—感恩餐會，師、生共約 110 人參與。
十三、11 月 24 日與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學會聯合主辦「2018 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
會」。本屆會議以「翻譯與兒童及青少年文學（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為大會主題，並邀請英國羅漢普頓大學（University of Roehampton）榮
譽資深研究員吉莉安‧萊希博士（Dr. Gillian Lathey）擔任主題演講，講題為「『只要英
文書』：抗拒效益下的童書翻譯（“Only English books”: 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books
in a resistant economy）。」會議另有來自美國、日本、印尼、香港等國內外 24 位學者
共襄盛舉，前來參加會議的來賓計 103 位。
十四、11 月 24、25 日本系艾倫達老師帶領 4 位學生到日本宮崎大學參加 5 天 4 夜全英語交
流活動：第二屆綾町英語研習營。
十五、11 月 26 日協助招生組規劃 107 學年寒假學群導航日－高中生體驗營課程。
十六、11 月 26 日王建輝老師代表學系參加「東吳之友基金捐款執行成果」會議並做報告。
十七、11 月 27 日協助「《楊其銑校長紀念集》新書發表會」。
十八、11 月 27 日主任與林茂松老師參加澳洲西雪梨大學的學術副校長 Denise Kirkpatrick 及
國際發展副校長來校訪問座談會。
十九、11 月 28 日召開系教評會（教師評鑑、延長服務、第二學期兼任老師聘任等案由）。
二十、重要行政事務：
（一） 派員出席教育訓練：10 月 8 日校務發展計畫說明會、10 月 3 日校史紀要工作坊。
（二） 進行 2018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英文司儀及口譯組培訓，本系學生共計約 30 位學
生參與典禮組及國際選手接待組。
（三）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期中考、學業、等各項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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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核銷與經費申請：英才盃演講辯論比賽經費申請、2018 兒童文學研究學會國際學
術研討會經費核銷、辦理 107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核銷、學生實習保險核銷、宮
崎大學英語營宿經費。
（五） 教務事宜：填報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繳交第二專長課程表與計畫書、處
理進修部同學申訴被霸凌之事、統計學生教育實習調查表之平均率、辦理本系翻譯
碩士班甄試入學書面審查、協助發送老師下學期課表、時程異動、回覆進修推廣部
107-2 隨班附讀課程、回覆優久聯盟跨校選課調查表、回覆招生組 108 學年度秋季
班外國學生招生簡章。
（六） 庶務：年終餐敘邀請專任教職員事宜、R0913 投影機裝設事宜。
【日文系】
一、會議：
（一） 11 月 7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討論開設第二專長跨領域課程事宜。
（二） 11 月 27 日召開本學期第四次系教評會：審議專任教師休假案、評鑑案，以及兼任
教師申請教師證書案。
（三） 11 月 29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碩博士班委員會：討論本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狀況不
佳之檢討改進方案與策略。
二、本系與宮崎市役所觀光戰略課、宮崎市觀光協會合辦之宮崎旅遊行程設計日語競賽，於
11 月 10 日在普仁堂舉行決賽。共有 6 支隊伍參賽。比賽結果由本系日三 C 學生楊淳雅、
洪鈺晴、蔡宜、董仲豪組成的隊伍獲得第一名。
三、本系承辦之拓殖明海華語班 6 名學生於 11 月 3 日參加華語文能力測驗、4 名學生參加 11
月 6 日舉辦之「2018 年外籍學生華語文演講比賽」。
四、執行高教深耕計畫：
（一） 107 學年度 N1 日語能力檢定輔導班於 11 月 14 日舉辦模擬測驗。
（二） 「外語學院日語領隊導遊實務課程」於 11 月 28 日舉辦結業式，共有 18 名學員完
成課程取得研習證明。
（三） 總結性課程業師講座：
1. 11 月 13 日邀請瑞蘭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王愿琦學姊主講「我在日文學習與語
言出版這條路上」。
2. 11 月 13 日邀請台灣微告股份有限公司郭懿心學姊主講「網路廣告市場」。
3. 11 月 20 日邀請大阪大學博士陳冠霖學長主講「日本留學與生活―去日本居住
之前必須要知道的 10 件事―」。
4. 11 月 21 日邀請資深媒體人崔立潔小姐主講「充滿魅力的日語文采表達技巧」。
五、國際交流活動：
（一） 11 月 1 日/中央大學經濟學科師生來訪。
（二） 11 月 1 日/明治學院大學副校長蒞校訪問。
（三） 11 月 5 日/目白大學來訪，與本系洽談簽訂院級協議事宜。
（四） 11 月 14 日/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客座教授/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系名譽教授砂川有
里子教授來訪。
六、支援招生活動：
（一） 11 月 5 日蘇克保主任支援赴桃園高中招生宣講活動。
（二） 11 月 16 日葉懿萱老師支援赴台中長億高中招生宣講活動。
（三） 11 月 19 日林蔚榕老師支援赴新莊高中招生宣講活動。
（四） 11 月 30 日蘇克保主任支援大同高中蒞校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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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1 月 28 日舉辦企業參訪活動，由本系山本卓司老師率領 6 名學生赴台灣丸紅股份有限
公司參訪。
八、重要行政事務：
（一） 辦理學業關懷：共有 233 科提報關懷名單或無關懷科目；學系共發出 56 筆重點
關懷、寄出 55 封家長信函。
（二） 填報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問卷。
（三） 蘇啟誠學長追思會籌備事宜。
（四） 同仁參與會議/教育訓練：11 月 7 日/107 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
會、11 月 13 日/著作權之認識與實務運用、11 月 16 日/系所自辦品質保證認定
說明會、11 月 20 日/107-2 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訓練、11 月 23 日/溪
城講堂檢討會議暨籌備會議。
【德文系】
一、 11 月 3 日辦理「創系主任齊馬蕙蘭博士追思會」：當日有劉源俊前校長、本系教師、
退休教師、第 1-6 屆畢業校友與嘉賓共約 50 名齊聚一堂，分享、訴說著當年與齊博
士間難忘的回憶及德文系的羈絆。
二、 協助執行外語學院高教深耕計畫「德語教學平台」B1 級教學影片錄製，共計錄製 12 部
影片。
三、 11 月 7 日舉辦本學期教師研究分享「Die Grenzen meiner Fragen sind die Grenzen meiner
Welt." Ü berlegungen zum Konzept "Fragekompetenz 提問技巧」，由石斌宏老師主講。
四、 11 月 7 日三年級導師會議：三年級 UCAN 施測結果分析。
五、 一年級德語資訊概論業師授課，講授「程式設計 I-Android Studio」。
六、 三年級德語口譯入門業師授課，講授口譯實務經驗與技巧。
七、 11 月 13 日碩士班小組會議：討論招生情況及改善計劃。
八、 11 月 14 日系務發展委員會：討論未來師資問題。
九、 11 月 14 日「德國生活文化講座」：「德語文學學什麼」（萬壹遵老師）。
十、 11 月 20 日 106 學年度赴德進修學生返國檢討會。
十一、11 月 28 日職涯講座「留學奧地利」由奧地利學術交流總署教師馬蕾老師（Rebecca
Madlener）主講。
十二、重要行政業務
（一） 107-1「學士班學生學碩五年一貫」作業
（二） 辦理曾文衍系友捐贈獎學金
（三） 協助教師進行學業關懷作業、學系進行學業關懷並寄發家長信
（四） 107-1 既壽獎學金作業
（五） 11 月 12 日配合招生組由黃靖時主任至基隆女中進行招生宣傳
（六） 11 月 13 日參加教育訓練課程「著作權之認識與實務運用」
（七） 11 月 16 日進行 108 碩士班甄試面試
（八） 11 月 16 日參加「評鑑說明會」
（九） 11 月 20 日參加「107-2 選課作業說明會」
（十） 11 月 23 日參加「溪城講堂說明會」
（十一） 11 月 27 日參加「實地訪評說明會」
（十二） 11 月 30 日協助招生組進行招生宣傳：大同高中約 160 名學生來訪
（十三） 填報 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51

【語言教學中心】
一、 線上送出 108 學年本中心校務發展計畫 3 項子計畫。
二、 11 月 13 日召開戴蓀堂大樓安全委員會，由本中心主任主持並派員出席。
三、 11 月 21 日召開本中心教學委員會。
四、 11 月 29 日驗收兩校區外語自學室電腦及耳機。
五、 進行 108 至 110 年全校英語比賽活動規劃。
六、 處理並填寫 107 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相關事宜。
七、 撰寫本中心發展史。
八、 11 月 7 日派員參加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11 月 8 日派員參加第 2 學期選
課註冊會議；11 月 13 日上午派員參加電算中心舉辦教職員訓練「著作權之認識與實務
運用」，下午派員參加秘書室舉辦教育訓練課程「內部控制制度與風險評估」；11 月 20
日派員參加第 2 學期「檢核條件設定說明會」；11 月 20、22 日派員參加電算中心舉辦
ODF 教育訓練課程「Libre office(writer)辦公室實用技巧」；11 月 23 日派員參加人事室
舉辦性別平等教育訓練「邁向大性別世界（性別界限—談性騷擾與性侵害）」；11 月 27
日派員參加 107 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說明會。
九、 辦理課務工作：
（一） 11 月 3 日下午於雙溪校區舉行「英文(一)」統一會考。
（二） 與相關單位聯繫 108 學年共同英文進修學士班之開班數，以及實用英語學程開
課相關事宜。
（三） 與忠欣公司確認第 2 學期「英文（二）」多益英文會考舉辦日期，並進行初步
作業。
（四） 請本中心專兼任教師準時提報學業關懷作業。
（五） 11 月 30 日於城中校區 5312 語言教室舉辦第 1 學期實用英語學程講座「展翅上
騰—翱翔天際的機師生涯」，共計 32 位出席。
十、 辦理外語自學活動：
（一） 107 年 10 月份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開放 220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
次為 1,617，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開放 198 小時，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711 人
次，合計 2,328 人次。線上軟體使用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
16,359、《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18、《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力測驗
評量》：4,137。
（二） Facebook 粉絲專頁外語學習訊息貼文 11 篇，總瀏覽次數：9,779。
（三） 外語自學室教材處理情形統計（統計期間 107/10/1-1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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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筆；雙溪教材編目上架
28 筆。
（四） 11 月 15、22、29 日舉辦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多益聽力應試技巧
訓練」3 次課程；11 月 21、28 日舉辦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 3 場:「11
月多益模擬試作會」、「日檢 N2 模擬試作會」和「日檢 N1 模擬試作會」。
（五） 11 月 14、23、30 日城中校區舉辦「新制多益模擬測驗」活動 3 場。
（六） 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英、日語雜誌上架，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編目上架英語教
材並更新目錄。
（七） 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提供外語諮詢服務。
（八） 更新外語自學室公布欄互動英語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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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十二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11 月 13 日，舉辦 11 月份「理學院創二小聚」，邀請數學系洪斌哲助理教授分享，講
題：「上帝的計算機」。
二、11 月 27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審議學院第二專長規劃案，計有 8 案。
三、鑑識科學學程加強課堂學習與實務之鏈結，11 月份安排 3 場實務界專家至課堂演講。
(一) 11 月 15 日，邀請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視察劉邦乾視察，講題：「我國海洋走私查緝
方式與貨品鑑識作業」，增進學生認識海巡署組織與鑑識工作業務及海上物品查緝
要領與鑑識工作之限制。
(二) 11 月 20 日，邀請法務部調查局鑑識科學處生物鑑識科 調查專員吳芳親博士擔任
專題講座，講題：「微量分析於 DNA 鑑識之應用」，增進學生對基本ＤＮＡ檢驗技
術及熟悉微量分析應用於生物鑑識之實際案例的認識。
(三) 11 月 22 日，邀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王連成教官，講題：「汽車竊盜查緝與鑑定技
術」，增進學生認識竊車竊盜手段、贓車市場的供需法則與鑑識注意事項及其他奢
侈品之初步辨識技術等。
四、11 月 30 日，參與教育部舉辦『107 年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知能提升暨風險評估觀摩研討
會』。職業安全衛生法於 103 年公布施行並擴大保障各行業所有工作者安全與健康，各
級學校（教育業）適法範圍由原本的實驗（習）場所擴大至全校，適用對象也由勞工擴
大至工作者，為協助學校承辦校園職業安全衛生之人員熟知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及提
升校園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管理能力，教育部特辦理本次研討會。
【數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會議
(一)、11 月 21 日星期三數學系召開系導師會議，會議中討論學生學業關懷事宜。
(二)、11 月 21 日星期三數學系召開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系務會議，會議中討論第二專
長、課程外審規畫書等相關事宜。
二、演講
(一)、【學術演講---高教深耕系列】
11 月 26 日，講者：陳建豪博士，講題：SEM 結構式方程模型的理論與實戰。時
間：09:10-12:00，R0707。
(二)、【學術演講】
11 月 13 日，講者：Dr. Stephan Weis,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Portugal，講題：
Kippenhahn's Theorem。時間：13:10-14:40，R0701。
11 月 28 日，講者：Professor Ryosuke Takahashi,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講題：Introduction of Jones Polynomials and Witten’s
Conjecture。時間：14:10-16:00，R0701。
三、教師增能
(ㄧ)、11 月 13 日，UCAN 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林惠文老師、蕭志如老師、蕭如閔
助教出席。
(二)、11 月 14 日，數學系蕭志如老師辦理「數學建模融入課程與國內外數學建模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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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研習營北部場，時間：13:30-16:50，地點：本校 R0205 室。
(三)、11 月 21 日，數學系蕭志如老師辦理「數學建模融入課程與國內外數學建模競賽
分享」研習營南部場，時間：13:30-16:50，地點：高雄中學綜合大樓四樓數學科資
源教室。
四、系務
(一)、11 月 7 日，數學系辦理助教增能研習(II)，主題：MATLAB 安裝、啟動等教學，
蕭如閔助教、呂昊軒助教、蔡承恩助教、葉又菁助教、連祥昀組員參加。
(二)、11 月 14 日，數學系辦理碩士班甄試。
(三)、11 月 15 日下午 15:10~16:00，B607，大一問卷 CVHS 施測。
五、招生
11 月 30 日，私立大同高中劉瑛玫主任帶領學生約 250 人(社會組 4 班；自然組 2 班)參
訪，本系林惠文老師出席並進行招生簡介。
【物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學術活動
(一)11 月 14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李湘楠教授演講，講題：「漫談強作用力」。
(二)11 月 6 日、11 月 20 日，陳秋民副教授應邀參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所辦理之
「資優教育適性課程專業社群實施計畫」設群活動「這節沒課來當「Maker」」於演喻教
室演示「非破壞性檢測（一）、（二）」。
(三)11 月 28 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例會，黃雍熙教授報告，題目：
「On the
Foundations of NRT and EGR」。
(四)11 月 17 日，辦理辦理「2018 第七屆數位化科學實驗-互動式探究與實作量測研討會」。
研討會由梅長生老師主持，上午場次由梅長生以及陳秋民老師做特邀講演與演示，下午
共安排由張有毅、齊祖康老師，學系教學研發中心，以及何佩芸、陳慕潔老師等四個工
作坊以及「綜合討論」。本活動每一屆都引入不同的主題來配合整體國內自科學科領域
的教學環境方法。此次則配合 108 課綱中之電磁現象，以所提出的探究與實作課程為例，
帶領與會老師藉更深入的動手與實作，深入淺出的學習，使日後在課堂教學中，能夠有
更豐富的經驗和創意。在實際的定性與半定量量測及分析中，強化師生互動式探究與實
作的課程設計理念。藉以提昇教師教學能量。教具準備從選材、製作到測試、確定，耗
費兩、三月時間，活動迎來大學、國高中教師等 70 餘位共同參與，而相關的教具設計
已有商品化之構思，將陸續執行。
二、行政業務
(一)會議
1、11 月 7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專任教師改聘以及
教師評鑑等事宜。
2、11 月 7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物理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議被推薦人資格，
以及後續遞補遴選委員等事宜。11 月 28 日召開第三次會議，遴選學系主任候選人。
3、11 月 8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臨時系務會議，遞補「物理學系主任遴選
委員會」委員。
4、11 月 13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討論學系跨領域第二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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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審計畫書。
5、11 月 14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報告系務運作以及課程委員
會決議案。
6、11 月 28 日，召開「第六十次演喻教學工作小組會議」
，討論教學研發中心設計製造之
演喻教具商品化事宜以及 2019 數位化科學實驗研討會活動名稱。
(二)輔導
1、11月16日，辦理大一新生身心普測，藉此了解新生需求，以作為輔導依據。
2、11月16日，陳秋民老師「鏢箭社」導生聚，與學生分享射箭技巧以及開放練習。
3、11月19日，梅長生老師「English Climb Corps」導生聚，邀請104人力銀行職涯發展志
工傅文進先分享：「探索人生的無限可能」。
4、11 月 17 日-22 日，由任慶運主任帶領，大四郭于嘉、李岷錡、劉諭庭、謝子喬，以及
三年級張家豪，二年級鄭佰佑、吳順吉、沈頌哲等 8 位同學至廣州中山大學參與「2018
年第十九屆物理芙蘭節之海峽兩岸大學生科技文化交流活動」。活動內容中「學術演
講邀請賽」，學系有四年級劉諭庭、謝子喬以及郭于嘉、李岷錡等三組同學專題研究
報告，
「實驗競賽」為即興抽題，需考驗同學平日操作實驗的能力，
「文化交流」則體
現兩岸不同的特色，經由競爭、分享與合作等關係，學習截長補短，同學此行收穫匪
淺。
5、製作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選課注意事項單張，及相關前置作業，於 12 月 19 日辦理選
課輔導活動。
(三)招生
1、「2018 第七屆數位化科學實驗研習活動」高中老師報名熱烈，競相爭取。
2、11 月 30 日，大同高中師生來院參訪，學系由張有毅老師進行學系簡介。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1 月 6 日舉行「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書面資料審查」會議。
(二)、11 月 13 日舉行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107 學年度課程
外審結構計畫書及第二專長跨域學習課程外審資料」。
(三)、11 月 13 日舉行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複議「107 學年度課程外審
結構計畫書及第二專長跨域學習課程外審資料」並報告近期執行系務。
(四)、11 月 14 日舉行「108 學年度第 1 次新聘教師遴選委員」會議，審查申請人書面資
料並決議邀請專業演講人選及場次。
二、教學、研究
(一)、11 月 3 日化學系與科技部自然司化學推動中心分析化學小組共同舉辦「2018 秋季
研討會」分享分析化學研究成果並增加與國內外分析化學技術相關人員進行學術交
流合作之機會，積極提升分析化學研究的能量。
(二)、鼓勵學生參加國內學術會議，11 月 22~24 日謝伊婷及其實驗室專題生同赴國立成功
大學參加「2018 綠色電化學科技國際研討會暨 2018 台灣電化學學會年會」，並發
表研究成果壁報。
三、學生學習、招生及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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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 月 5 日王榮輝老師偕同招生組同仁，前往新竹盤石高中招生宣導「數理化學群」
介紹。
(二)、11 月 8 日提送一位大學部學生「全學期校外實習修課申請」資料。
(三)、11 月 16 日舉行「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共有 10 位學生參加，預計錄
取 6 名。
(四)、11 月 20 日第四場「五年一貫加值就業-業師講座」邀請台美檢驗公司蔡岳廷經理，
分享：檢驗產業的發展趨勢及台美簡介。
(五)、郭鳳珠老師、王榮輝老師同獲本校「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評選為「106 學年度熱
心導師」。
(六)、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關懷，各科教師自 11 月 10 日至 18 日提出受關懷學生名
單。
(七)、11 月 27 日第五場「五年一貫加值就業-業師講座」邀請台耀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劉善珍，分享：化學科技產業發展及台耀化學公司簡介。
(八)、11 月 30 日私立大同高中師生參訪，化學系由何美霖主任分享「實驗實作學習環境
及宣導化學系寒假實驗營隊活動」。
四、行政業務
(一)、11 月 1 日配合 107 年教育部「校園安全衛生管理輔導與認可」第二階段輔導作業，
M301 實驗室接受輔導並由實驗室負責教師陪檢。
(二)、11 月 2 日完成本學期實驗室固體廢棄物貯存箱及廢液收集桶購置作業。
(三)、11 月 30 日辦理 11 月份實驗廢棄物清儲運作業。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1. 11 月 1 日完成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
2. 11 月 13 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討論專業社群會議規劃的第二專長課程及根據學生學
習成效長期追蹤統計報告討論學系課程調整或對應措施。
3. 11 月 20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一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 108 學年度教師休假案及
107 學年度下學期兼任教師新聘案。
二、教學
1. 11 月 1 日舉辦碩士班論文宣讀，共有 4 位碩士班研究生參加學位考試。
2. 11 月 13 日博士生魏大鈞完成論文研究計劃口試。
3. 11 月 6 日及 11 月 8 日召開專業社群會議，規劃學系第二專長課程「現代健康生活
基礎能力」。
4.

11 月 27 日舉辦本學期第三次學系學術演講，講員為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研究
所孟孟孝教授，講題為「竹嵌紋病毒複製酶與相關寄主因子的功能分析」。
完成 107 學年第 2 學期選課條件設定及小班教學課程預選作業。

5.
三、研究
1. 張怡塘教授之博士班學生魏大鈞於 107 年 11 月 4 日至 11 月 8 日前往泰國曼谷參加
「Challeng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ESE-2018) 國際研討會」
，發
表論文，題目為「Analysis of bac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oor bioaerosol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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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Market」。
張怡塘教授與博士班學生魏大鈞於 107 年 11 月 17 日前往成功大學參加中華民國環
境工程年會發表論文二篇，題目為「結合幾丁聚醣與奈米光觸媒新型材料之抑菌特
性研究」及「台灣北部大型漁產批發市場之生物氣膠及其污染源調查」。
四、學生輔導
1. 11 月 6 日召開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由生涯發展中心說明三年級及四年級學生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結果分析。
2. 11 月 20 日由健康暨諮商中心協助進行「大一身心適應問卷」施測。
五、招生
1. 11 月 14 日舉辦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報名人數為 5 人。
2. 11 月 30 日私立大同高中同學至本校參訪，由李重義主任進行學系介紹。
3. 11 月 30 日完成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學系調查問卷填報。
2.

六、學術交流
1. 11 月 12 日中國福州大學李明院長等四位教師前來本校，參觀「東福生物專班」學生
學習及生活環境，並與及本系教師進行座談。
2. 本系自 107 學年度起與中研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開辦「產學實習」課程及「微
生物學系研究生人才培育計畫」
。為增進本系學生對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的瞭解，
11 月 16 日本系師生共 20 人前往中研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進行參訪。
七、實驗室安全
1. 11 月 5 日寄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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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系內部稽核人員完成化學系 9 間實驗室內部稽核報告，送至理學院卓志銘技正處
彙整。
3.
4.
5.
6.
7.

11 月 21 日完成 9、10 月各實驗室衛生安全查核表主管簽核。
11 月 23 日完成學系 13 座全熱交換器清洗保養作業。
11 月 23 日台北市勞動檢查處抽查 M102 實驗室設備、藥品標示及實驗室與第一種
壓力容器相關查核表。
11 月 30 日移送實驗室廢棄物至 M002 室儲放，其中含 23 箱固體廢棄物、16 桶廢
液，共 39 件實驗室廢棄物。
11 月 30 日採購盛裝實驗室廢棄物容器，固廢箱 30 組、廢桶 30 個，由各實驗室領
取，剩餘存放在 F307。

【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07 年 11 月 6 日（二）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
（二）107 年 11 月 6 日（二）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
（三）107 年 11 月 6 日（二）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二、研究及學術
（一）107 年 11 月 14 日於哲生樓 H110 教室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講題為「自我傷害
行為的探討」，由張建妤老師主持，講者為本系新進教師葉芸芝老師，共 35 人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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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 年 11 月 28 日於哲生樓 H110 教室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講題為「癌末安寧
緩和現場」，由楊牧貞主任主持，講者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血液腫瘤科
黃俊登醫師，共 30 人參與。
（三）王韋婷老師、葉芸芝老師、陳俊宏老師榮獲理學院專任教師研究補助。
三、教學及輔導
（一）107 年 11 月 12 日（一）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作於 R0313 辦理「大一新生身心適
應調查」，共計 80 人參與。
（二）107 年 11 月 25 日(日)系學會於戴氏基金會舉辦阿瓦隆大賽，共有 51 人參加。透
過趣味桌遊競賽，增進同學間的認識和情誼。
（三）107 年 11 月 27 日（二）於戴氏基金會辦理心理系全系導生會暨師生，由楊牧貞主
任主持，參加老師有陳俊宏老師及葉芸芝老師，共計 33 人出席參加。
（四）曾幼涵老師榮獲本校 106 學年度熱心導師。
四、支援招生宣傳活動
時間
地點
支援教師
說明
107/11/08（四）12：20~13：00
107/11/23（五）10：00-12：00
107/11/30（五）15：30-15：50

明倫高中（台北）
東山高中（台北）
大同高中（東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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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芸芝
徐儷瑜
楊牧貞

心理學系介紹
心理學系介紹
心理學系介紹

法學院
十二月
(一)對外交流
1. 推薦學生赴外交換已完成以下學校：
神戶大學 3 名—財法四 許嘉珊、法四 B 梁舒瑋、法三 B 謝平
廈門大學 1 名—法四 A 謝佳媗
上海交通大學 2 名—法三 A 李婕瑜、法三 A 廖敏華
京清華大學 2 名—法三 A 曾之筠、法三 B 黃星頤
大阪大學 1 名—博士三–閆曉玥
待進行-日本同志社大學 2019 秋季交換生名額
2. 12 月 18 日(二)上午 9:00，於 1106 會議室接待西北大學梁星亮教授等 6 人。
(二)學術活動
1. 11 月 7 日(三)下午 2-5 點於 5117 會議室舉辦 2018 梁鋆立國際法研究中心研討會，主辦單
位：東吳大學法學院梁鋆立國際法研究中心、東吳大學邊境管理法制研究中心。
2. 本院與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於 11 月 17 日(六)，遊藝廣場一樓展覽廳舉辦兩岸公法圓桌論
壇。
3. 11 月 22 日至 24 日於 5211 會議室舉辦國際法暨比較法研討會。
4. 11 月 23 日(五)本院於 1104 會議室舉辦第六十回東吳公法論壇，由陳衍任助理教授發表「反
避稅的國際趨勢，台灣跟上腳步了嗎？—談美國 IT 集團對歐盟稅制的衝擊與變革」。
5. 12 月 5 日(二)10:10 馬英九教授於 1705 模擬法庭演講，主題為：69 年來的兩岸關係—今後
何去何從？
6. 12 月 4 日(二)15:10，賴英照教授於 1705 模擬法庭演講，主題為：我的學思歷程。
7. 12 月 14 日(五)，法學院於 5211 會議室舉辦「第一回法理學研討會暨楊奕華教授榮退研討
會」。
8. 12 月 21 日(五)14:00~17:00 於 1104 舉辦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第 45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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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事項
1.107 學年度高中招生宣講，共計 19 所高中，列表如下：
日期

高中

主講人

日期

高中

主講人

10/03

宜蘭縣國立蘭陽女中

洪令家老師

11/09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

陳重陽老師

10/04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胡博硯老師

11/13

台北市立華江高中

胡博硯老師

10/17

台北市國立政大附中

樓一琳老師

11/14

桃園市市立陽明高中

樓一琳老師

10/26

新北市私立光仁高中

陳重陽老師

11/15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洪令家老師

11/05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樓一琳老師

11/30

連江縣金門高中

胡博硯老師

11/06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胡博硯老師

11/27

新北市國立華僑高中

李志峰老師

11/07

桃園市立內壢高中

樓一琳老師

11/21

苗栗縣國立竹南高中

胡博硯老師

11/07

台南市國立家齊高中

胡博硯老師

12/17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樓一琳老師

11/08

彰化縣國立彰化高中

胡博硯老師

12/14

新竹市國立新竹高中

陳芊諭秘書

11/08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洪令家老師

(四)學院活動
1. 本院於 10 月 22 日至 27 日舉辦全國理律盃模擬法庭競賽，賽務團隊將於 12 月 3 日至 9 日
前往北京觀摩及交流。
2. 理律文教基金會自 2015 年開始組織「理律盃公民行動方案競賽」，將活動從法律系所延伸
至大學非法律的院系，藉以協助提升學生發展跨領域知識、批判與創意思考、團隊合作、
探索問題、決策行動、尋求解決的能力，以彌補學校偏重「讀」而缺少「行動」的教學內
涵。理律文教基金會並於 2018 年 10 月與本院簽署合作備忘錄，2019-2021 年「理律盃大
學校際公民行動方案競賽」由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
金會與東吳大學法學院共同主辦。
3. 11 月 12 日(一)11:00-13:00，福州大學法學院院長李明等一行人來台，於 1104 會議室與東
福法律專班師生座談，關心上課及生活狀況。
4. 11 月 23 日(五)法學院舉辦大陸師生一日遊。
5. 12 月 5 日(三)15:10，於 1104 召開導師會議，主題：滑進你的心坎裡─談與滑世代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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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十二月
【商學院】
一、 本院傅祖壇院長 10 月 29 日~11 月 7 日赴日本名古屋參加 AACSB 亞洲年會，並至新潟
大學參加「中小企業知識網路中心國際研討會」
，會後轉赴京都拜訪同志社大學、京都大
學及關西學院大學等校洽談合作交流事宜。
二、 11 月 1 日參與人事室工讀生出勤討論會議。
三、 11 月 1 日辦理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整修驗收事宜。
四、 11 月 8 日西南財經大學信息與工程學院王宇副院長、楊城主任、熊永根主任、張正軍輔
導員一行來訪，與本院及資訊管理學系商談合作事宜，並同時簽署業經教育部核准之協
議書。
五、 本院 11 月 19 日假城中校區游藝廣場，舉行「東吳大學與台灣尤努斯基金會簽約記者會
暨 2018 東吳大學商學院社會企業論壇」
，由本校潘維大校長及台灣尤努斯基金會蔡慧玲
董事長共同簽署合作協議書。記者會結束後，接續召開社會企業論壇，此論壇除安排台
灣尤努斯基金會報告，另有本校法律系林桓副教授、社工系萬心蕊主任及尤努斯社會企
業中心王祥鑫執行長就相關議題進行發表及意見交流。
六、 本院 11 月 19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編輯委員會，邀請學報主編
及編輯委員共同與會及餐敘，也藉此會議頒發新年度主編、編輯委員聘函，並討論學報
97 期出刊文稿、「邁向永續：行銷策略與消費者行為角色」專刊徵稿及未來學報邀稿及
推廣等事宜。
七、 本院 11 月 22 日召開「校務研究分析結果解說會議」，邀請校務資料分析中心資料分析
及決策組王千文組長就校務分析資料結果(如：學生認同感模組分析)進行說明，並與學
系主任及教師意見交流，俾便後續學院依校務研究成果，向學校提出規劃方案及後續成
效評估作法建議。
八、 本院 11 月 23 日舉辦院辦公室感恩餐敘，除了慰勞平日辛勞的工作同仁外，也藉此聯繫
彼此情誼。
九、 寶碩財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辦，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康和綜合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萬寶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萬寶週刊)、財團法人寶來文教基金會等協
辦之『2018 全國證期權虛擬投資競賽』已圓滿結束競賽。此次『2018 全國證期權虛擬
投資競賽』競賽期間為期將近一個月，並以「寶碩智慧金融雲平台」進行虛擬投資競賽，
集結各校與各領域投資好手一同角逐投資競賽。此次參賽者包括業界專業人士、學生及
一般投資大眾等，而其交易策略流程及分析決定依據等對於大家來說更是彌足珍貴！
『2018 全國證期權虛擬投資競賽』已於 11 月 23 日在台北晶華酒店舉行頒獎典禮，並邀
請多位得獎者，前來分享參賽的經驗及得獎感言，藉由這次機會，讓這些投資高手得以
分享其交易攻略外，還可彼此進行切磋交流，而主、協辦單位也可藉此從中尋找適合之
人才。
十、 本院今年第二次由傅祖壇院長帶隊參加 12 月 1 日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 5 小時接力賽，
成員除院長外尚包括（依棒次列名）
：劉宗哲副院長、資管系鄭為民主任、商學研究發展
中心楊仁維執行長、國貿系吳宜臻老師、經濟系顏廣杰老師、經濟系邱詩詠老師、國貿
系吳志英老師、會計系高立翰老師、商學進修學士班柯瓊鳳主任。
十一、
辦理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及一級單位計畫審查事宜。
十二、
依據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表檢核結果，提出檢核意見回應說明並增補、修
訂計畫相關資訊。
十三、
本院《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1 月 2 日假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風險管理實驗室邱耀初授、高立翰助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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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高醫大林錦宏助理教授進行專案計畫之期末報告。
(二) 11 月 22 日傅祖壇院長與李坤璋教授、詹芳書教授、林忠機教授、李宜熹教授，討
論關於 FinTech 中心第三年度執行計畫目標及方向。
(三) 11 月 23 日假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公司，傅祖壇院長、李坤璋教授和富蘭克林證
券投顧(股)公司黃書明總經理、黃琡珺執行副總，共同討論未來合作相關事宜。
(四) 11 月 29 日傅祖壇院長與李坤璋教授、詹芳書教授、沈大白教授、林忠機教授、李
宜熹教授、邱耀初教授，討論關於 FinTech 中心第三年度執行計畫目標及方向調整。
十四、
本院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1 月 15 日及 11 月 22 日金融科技專業社群邀請安永金融科技公司舉辦 GOSU 聊
天機器人講座，除了中心成員外，亦有學生一同參與，在電腦教室實際操作，了
解聊天記器人設計流程與執行。
(二) 近幾年 SSCI 經濟類期刊越來越多，為了國內學者升等審查等參考依據，科技部
再次為 SSCI 的經濟學類期刊排名。科技部總共排了北中南三場說明會，北場說
明會由東吳大學商學研究中心於 11 月 16 日協辦，除了向國內專家學者說明排序
方式，也詢問各方的意見，期能納入考量依據，使排名更佳完善。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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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企業參訪事宜。
(二)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投資模擬競賽事宜。
(三)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富蘭克林實習事宜。
(四) 陸續上傳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每週上課講義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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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報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科目、人員及時間。
(七) 辦理 108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續約事宜。
(八) 11 月 22 日參加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教育訓練。
(九)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十) 107 年 11 月份課程：
日期
課程主題
講師
東吳大學財精系洪明欽老師
107.11.02 債券評價與債券投資決策(I)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余冠廷資深副理
107.11.09 債券評價與債券投資決策(II)
富蘭克林投顧邱良弼副總經理
107.11.16 基金市場與基金介紹
東吳大學財精系林忠機老師
107.11.23 投資模擬競賽解析
東吳大學經濟系郭嘉祥老師
107.11.30 投資組合管理概論
十六、
107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辦理 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專任助理續聘事宜。
(二) 辦理成果彙整及經費核銷事宜。
十七、
辦理農委會水保局《六級產業振興計畫-以田中鎮農村與農會為產學示範槓桿》
計畫（執行期間：107/07/05～107/12/31），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1 月 6 日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企業輔導諮詢服務組的成員們：王祥
鑫、陳靜雯、蘇怡萱及林欣君助理，前往彰化縣田中鎮，進行輔導產業點-田中農
會之實地訪視調查與輔導，並針對田中農會-台稉九號館之空間規劃討論。
(二) 11 月 19 日進行田中農旅行程路線規劃會議，會議地點於彰化縣田中鎮農會台梗
九號館，與會名單：傅祖壇院長、逢甲大學楊明憲教授、田中鎮農會曾招英總幹
事、嶺東科技大學符逸群老師、EMBA 王祥鑫學長、EMBA 陳靜雯學姊、EMBA
蘇怡萱學姊、林欣君助理以及田中農會同仁，進行田中農旅計畫之農旅行程(2 條
路線)規畫及台稉九號館之場域規劃。
62

(三) 11 月 26 日舉行初次的田中農旅行程推薦會，由傅祖壇院長、EMBA 陳靜雯學姊、
EMBA 蘇怡萱學姊、林欣君助理、田中農會三位代表及輔導產業點人員，前往南
港展覽館針對旅行社人員進行田中農旅行程推薦!現場受邀前來會談之旅行社代
表，對於田中農旅行程表示認同，並給予許多相關的資訊與可再改進之處。
(四) 11 月 28 日水保局召開六級產業振興計畫_-以田中鎮農村與農會為產學示範槓桿
之期末審查會議，會議地點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與會名單：傅祖壇
院長、逢甲大學楊明憲教授、田中鎮農會曾招英總幹事、EMBA 王祥鑫學長、
EMBA 陳靜雯學姊、EMBA 蘇怡萱學姊、林欣君助理以及田中農會三位同仁，
會議報告田中農旅計畫之執行期末成果及 108 年度計畫內容規劃。
十八、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商學院「創意產業經營專題與實務」課程事宜。11 月份執
行進度如下：
(一) 11 月 6 日邀請台南在地「優雅農夫藝文農場」負責人魏婉如進行專題演講，分享
台南市後壁土溝社區的農創品牌經營甘苦，如何將農村打造成美術館，是地方
創生的一個成功案例。
(二) 11 月 13 日邀請「金瓜三號」負責人吳姝嫻進行專題演講，分享其在坪林推行的
農食設計與在地體驗，結合當地的二代茶農，串聯新茶勢力的崛起，舉辦各種
在地體驗活動，包括：迴游坪碇趣、矇眼品嚐、溪邊野餐、fun 慢坪林…等。
(三) 11 月 27 日邀請「穀稻秋聲草地音樂節」主辦人鍾雨恩分享連續舉辦四年草地音
樂節之經驗與過程，並跟同學們分享各種農創行銷的作法與需要注意的事物。
十九、 持續進行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事宜：
(一) 本院資管系鄭為民主任及經濟系林佑貞老師於 11 月 1 日~11 月 2 日代表商學院
赴日本名古屋參加 AACSB Assurance of Learning Seminar，藉由參加此會議更進
一步了解商學院撰寫學生學習成效(Assurance of Learning)時所需之內容及注意
事項，在會議中不僅了解商學院未來發展，在學生學習課程上、課程設計、商學
教育創新、課程內容管理等等議題亦學習良多，各項內容由其他國際學校多位大
學教授詳細說明，並藉由會議中與其他國家學校交流，了解其他學校實際操作，
學習其優點和長處。
(二) 通知各系秘書 107-1 AoL 委員會議決議：大學 6 科+碩士財務管理共 7 科跨系科
目，每一科目全部授課教師們成立一個 AoL 學習品質保證小組，每科推選一位
召集人(商學院(科目名)AoL 召集人)，定期召開各科目會議，國貿系負責商用英
文、會計系:會計學、資管系:統計學、財精系:微積分/碩士班財務管理、企管系:
管理學、經濟系:經濟學。碩士班研討課程、論文、專業課程、經濟系博士班是由
各系自行招開討論。
(三) 依據本院 AACSB 小組收集之前一學期 AoL 資料與結果，於會議中分享與討論
前學期教學經驗及 AoL 資料收集結果，並提出未來課程改善建議或行動共識，
以達到持續增進本科目教學之目的，達成 AoL 流程中的 closing the loop 步驟。
並請各系於 12 月 28 日前提出招集人名單。
(四) 新進商進班秘書於 11 月 27 日到職，原負責人藍文馨與新秘書交接商進班及
AACSB 業務與代辦事項，並同林建州老師詳細說明 AACSB 年度流程、目前至
訪視期間相關事務與流程、召開 AACSB 各科小組會議計畫、收集教師履歷等交
辦。
(五) 其他：提供 10 月底與 11 月初參加研討會與年會核銷資料、後續聯絡各系秘書各
科小組招集人、AoL 佐證資料收集及再通知表單填寫等。
二十、
辦理本學期教師升等外審事宜。
二十一、 辦理商學院課程學業關懷事宜。
二十二、 辦理新光人壽實習徵才收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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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辦理本院跨領域整合是創新課程回覆事宜。
二十四、 協助本院 EMBA 招生事宜，包括文宣製作、訊息發佈、社資處與校友總會、媒體聯
繫、校長專訪等，並討論商業生態系平台招募事宜。
二十五、 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107 年 11 月份第三十三期出刊事宜。
二十六、 辦理 107 年「扶助攻頂計畫–吳孕良品學習助學金」11 月份收據及簽到表彙整事宜。
二十七、 持續經營商學院 LINE@及 FB 粉絲團經營事宜。
國際商管學程
一、辦理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宣傳 12 月份碩士班招生考試事宜。
二、規劃 12 月份師生赴日拜訪九州大學、西南學院大學與參訪當地企業事宜。
三、配合撰寫高教深耕計畫全英語學程執行成果。
四、辦理 108 學年度院級交換甄選書審事宜；12 月 7 日進行面試。
五、聯繫日本埼玉大學延長交換學生協議相關事宜。
六、辦理德國柏林經濟與法律大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碩士雙聯課程對應事宜。
七、辦理明治學院大學 108 學年度秋季班 Study Abroad Program 協議附件更新簽署事宜。
八、辦理河海大學企業管理學院師生、南開大學交換生來院交流入台證事宜。
九、辦理 107 學年度學海逐夢-海外實習計畫結案事宜。
一、11 月 13 日、11 月 15 日海外交換暨全英語修課經驗分享，共計 110 名學生參加。
EMBA 班
一、 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演講：
（一） 11 月 11 日邀請引雅珠寶張智超董事長演講，地點：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二） 11 月 25 日邀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徐明景教授演講，地點：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二、 本班「商務溝通」課程演講：11 月 10 日舉辦「兩岸人工智能法治研討會」，地點：台灣
大學霖澤館。
三、 本班「金融科技創新與實務」課程演講：11 月 3 日邀請 Alpha Loan 黃亮銓創辦人講座，
主題：P2P Lending；黃絜律師講座，主題：金融科技法律。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四、 11 月 14 日假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廳舉辦「玄奘之路-第 14 屆商學院戈壁挑戰賽-戈 14 啟
動說明會」。
五、 11 月 17-18 日由 EMBA 學生及系友組隊參加於東海大學舉辦之【第七屆全國 EMBA 馬
拉松接力賽】。
六、 11 月 29 日召開 EMBA 108 學年度招生會議，討論今年度招生宣傳及活動之規劃。
七、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 12 月份工作事項報告：
（一）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於 11 月 12 日發行 EMBA 第 96 期電子
報，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協會於 11 月 6 日召開 107 年第 3 次活動組執行長會議，討論 108 年的活動規
劃及預算。
（三） 協會於 11 月 17 日企業參訪及論壇組舉辦第八場新價值高峰論壇-<人生就是一
場談判~如何從容不迫地掌握人生>。
（四） 協會於 11 月 22 日召開 107 年第 4 次活動組執行長會議，討論 108 年的活動規
劃及預算，並確認活動組成員名單及及各活動預計舉辦時間。
（五） 持續辦理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六） 持續辦理協會 GROUP365 社團通訊軟體經營與訊息發佈。
（七） 持續辦理協會 LINE@經營與訊息發佈。
（八） 持續辦理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九）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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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1 月 25 日及 12 月 9 日社會服務組與碩一「CSR 企業社會責任課程」合辦<沃
畝(元沛農坊)> 社會企業研討及參訪。
12 月 26 日召開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108 年 1 月 5 日假花園酒店三樓牡丹廳舉辦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跨領域學程
一、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金融科技學程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安排事宜。
二、11 月 21 日邀請元大金控陳述仁銀行協理專題演講，講題為「匯率波動對企業與金融市
場的影響及風險管理」。
三、11 月 21 日協辦「基金投資的掌握原則」專題演講。
四、填報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金融科技學程 106 學年度校史紀要。
五、籌辦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金融科技學程之企業參訪及演講事宜。
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林佑貞副教授於 11 月 1~2 日代表商學院參加 AACSB「Assurance of Learning
Seminar」，藉由參加此會議更進一步了解學院相關共同科目於撰寫學生學習成效
(Assurance of Learning)時所需之內容及注意事項，並與其他學校進行意見交流。商學院於
106 年 2 月通過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簡稱 AACSB)認證，評鑑成為全世界前 5%頂尖商管學院。經濟學系未參加第
一期程評鑑，將於第二期程加入評鑑。
二、經濟學系楊仁維助理教授、顏廣杰助理教授與江美玲助教帶領本系學生於 11 月 2 日前往
華南永昌參訪。
三、經濟學系 11 月 2 日邀請真理大學經濟學系柯慈儀副教授演講「Energy Efficiency of APEC
Members – Applied Dynamic SBM Model」。
四、經濟學系於 11 月 7 日獲准 108 學年度增聘具博士學位助理教授級以上專任或專案教師
貳名，專長領域為總體、貨幣、國際金融、計量經濟、產業經濟、公共經濟或具研究潛
能者。並在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教育部全國大專教師人才網、科技部、台灣
經濟學會、本校人事室及本系網頁公開徵才。
五、經濟學系林沁雄教授與林佑貞副教授為執行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本校 107 年度子計畫
「EMI 與 COIL 在全英語教學之應用:經驗傳承與國際合作」，11 月 8~11 日赴日本訪問
關西大學，針對 EMI 與 COIL 教學方法，進行教學觀摩，並參加工作坊。
六、經濟學系邱永和教授 11 月 9~16 日前往四川大學講學並交流。
七、11 月 9 日召開 2019 經濟學系高中生營隊第一次工作會議，由陶宏麟主任主持，邀請楊
仁維老師、顏廣杰老師與陳瑞崇老師共同討論舉辦的可行性。11 月 19 日召開第二次工
作會議由陶宏麟主任主持，邀請楊仁維老師、顏廣杰老師、陳瑞崇老師、楊國群老師、
鄒淑芳秘書、江美玲助教、隊輔員與學會代表討論活動日程安排。
八、經濟學系與生涯發展中心 11 月 9 日共同舉辦「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會中說明「大
三學生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報告，由陶宏麟主任與生涯發展中心王俊雯主
任共同主持，大三導師賴志芳老師、陳碧綉老師、郭嘉祥老師、黃佩淋助教、陳雯雅助
教、江美玲助教與石麗君老師參加，共同交流職涯輔導經驗。
九、經濟學系 11 月 10 日舉辦股票投資模擬競賽實務課程。
十、經濟學系外匯模擬投資競賽 11 月 12~21 日受理報名，11 月 23 日舉辦操作說明會，由群
益期貨吳建成學長講解如何操作與競賽規則。
十一、
經濟學系經濟論壇 11 月 14 日由許嘉棟講座與孫嘉宏老師共同主持，邀請中華經濟
研究院前院長蕭代基教授演講「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與地理：甚麼是國家興衰的主要
因素？」。
十二、
經濟學系 11 月 14 日核定「張豐胤先生清寒優秀獎學金」得獎名單，3 名，每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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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十三、
經濟學系 11 月 15 日召開第 2 次課程外審工作會議，審核課程外審報告初稿、第二
專長計畫書初稿。
十四、
11 月 15 日進行經濟學系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書面審查會議。
十五、
經濟學系秘書參加 11 月 16 日系所自辦品質保證認定說明會。
十六、
11 月 16 日請大三助教提醒 105 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新生迄今未通過總結性課程畢
業標準之同學紙本簽名確認，了解需於離校前辦理通過經濟學系畢業標準之認抵。
十七、
11 月 16 日由薛琦講座教授與江美玲助教帶領經濟學系 10 位學生到臺灣證券交易
所參訪。
十八、
經濟學系與大陸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山東大學經濟學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日本
神戶大學組成「東亞五校學術論壇」。11 月 16~18 日由山東大學主辦，主題是「世界
貿易摩擦與創新經濟體系的構建」，本系由吳秀玲老師與楊怡雯老師與會發表論文。
十九、
經濟學系林佑貞老師 11 月 16 日前往竹東高中宣傳「財經學群」。
二十、
經濟學系 11 月 16 日邀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王健合副教授演講「Does the Kyoto
Protocol have carbon reduction effects? A panel data rolling regression analysis」。
二十一、 11 月 16 日舉辦「經濟學系校外實習說明會」由陶宏麟主任主持，群益期貨、台灣
企銀、上海商銀、國泰世華銀行、富邦期貨 、南山人壽、富邦人壽與國泰人壽等 8
家企業派代表蒞臨現場說明，共有 43 位學生參加。
二十二、 11 月 16 日經濟學系與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及東吳大學商學研究發展中心合辦科
技部經濟學門學術期刊評比更新計畫說明會，由謝智源教授主持，曹添旺教授(東吳
經濟系)、張俊仁教授(中研院經濟所)、林明仁教授(台大經濟系)及楊浩彥教授(台北
商業大學財金系)為報告人。
二十三、 11 月 19 日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電子報第 10 期出刊。
二十四、 經濟學系 11 月 19 日召開 2019 年 8 月明治大學學生團來訪上課交流第 1 次工作會
議，由陶宏麟主任主持，邀請楊怡雯老師、袁國芝老師、楊仁維老師、顏廣杰老師
與林沁雄老師共同討論合作的可能性。11 月 28 日召開第 2 次工作會議，由楊怡雯
老師主持，袁國芝老師、秘書與助教共同討論。
二十五、 11 月 20 日召開經濟學系校外實習委員會，由陶宏麟主任主持，郭嘉祥老師、賴志
芳老師、邱詩詠老師、顏廣杰老師出席共同討論「106 學年度經濟學系校外實習績
效自評報告書」。
二十六、 經濟系系友顏文隆中信金控董事長 11 月 22 日「2018 台灣企業永續獎」中獲頒象徵
個人獎項最高榮譽「企業永續傑出人物獎」。顏文隆自 2012 年起擔任中信金董事
長，也曾於 2016 年獲亞洲企業商會（Enterprise Asia）頒發的「負責任商業領袖獎」
（Responsible Business Leadership）。
二十七、 11 月 22 日經濟學系秘書與助教參加網路選課條件檢核設定說明會。
二十八、 11 月 23 日召開經濟學系課程委員會，會中確認「總結性課程活動小組」工作會議
決議、學群會議紀錄、四個學制課程外審報告、第二專長計畫書與校外實習自評報
告。
二十九、 11 月 23 日本廣島經濟大學國際長 George Harada 教授，拜訪商學院傅祖壇院長、經
濟學系陶宏麟主任與經濟系老師，於奕香咖啡共進下午茶。
三十、 11 月 27 日至 29 日經濟學系楊仁維助理教授前往日本大阪參加「The 6th Annu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由科技部補助〈計畫名稱：一般化
風險值極小化之期貨避險比率：考量實體風險與風險容忍度〉出席國際研討會並發
表論文。
三十一、 經濟學系經濟論壇 11 月 28 日邀請永豐金控資深副總經理陳松興演講「淺談極端氣
候及其影響」，由許嘉棟講座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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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11 月 28 日舉行經濟學系學生事務小組會議，審核 107 學年度各項獎學金，核定獎
項有：顏文隆系友獎學金、盧錫洋系友紀念獎學金、廖勝國系友獎學金、余德培教
授紀念獎學金、賀其燊教授紀念獎學金、經濟系 70 級 B 班系友獎學金、黃健杰教
授紀念獎學金、麗川紀念獎學金、全英語授課課程獎學金及經研所碩博士班優秀獎
學金，以上共 35 人得獎，共計獎金 49 萬元。
三十三、 107 學年「方嘉男系友快樂獎學金」共 10 位同學提出申請，由方嘉男學長自行審核，
有 6 名獲獎，每名獎學金 1 萬元。「譚宸泰系友社團獎學金」共 4 位同學提出申請，
4 名皆獲獎，每名獎學金 5000 元。
三十四、 經濟學系 11 月 30 日邀請逢甲大學經濟學系陳依依助理教授演講「Mutual Learning
in Teamwork: A Field Experimental Study」。
三十五、 11 月 30 日召開經濟學系系教評會，審議續聘案及林佑貞副教授教師評鑑案。
三十六、 經濟學系 11 月 30 日前上網填答「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問卷相關事宜。
三十七、 經濟學系配合教務處進行 107 學年第 1 學期學士班課程學業關懷: 11 月 19 至 26 日
由任課教師關懷提醒學生，11 月 21 日學系稽催尚未執行學業關懷之任課教師，11
月 27 日至 12 月 4 日學系依據任課教師所提醒之學生資料，對重點學生提出關懷督
促訊息。：12 月 4 至 10 日請導師依學系提出之關懷名單進行協同輔導，並請繳交
輔導關懷紀錄給學系。12 月 5 至 14 日由學系寄發重點關懷學生之家長信函。
三十八、 經濟學系安排課堂反映問卷施測時間，通知專兼任教師。
三十九、 經濟學系提醒經濟學系尚未教材上網之專兼任教師。
四十、 東北師範大學─2018 海峽兩岸大學生「未來教育者研習營」活動錄取經三 A 盧芷婕
同學。
四十一、 經濟學系侯鈞宸同學、葉赫同學、呂杰達同學、蔡孝岳同學、蕭孟勳同學、劉恆邑
同學參加 107 年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大專生證券菁英種子培育營」北區第二梯次競
賽(9 月 13 日)榮獲特別獎。
四十二、 經濟學系訂於 2019 年 5 月辦理天津南開大學移地教學活動，由陶宏麟主任與楊仁
維老師至三、四年級各班做活動宣傳，於 12 月 3 日開始受理報名。
會計學系
一、系務
一、11 月 6 日舉行徵聘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案教師面試作業。
二、11 月 13 日辦理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面試，總計 22 位考生。
三、11 月 15 日舉行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審議專案教師初聘案、兼任
教師初聘及專任教師評鑑案。
四、由大陸中央財經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上海國家會計學院、安徽財經大學、山
東財經大學、哈爾濱商業大學、廈門國家會計學院、長沙理工大學、雲南大學、銅
陵學院等校師生組成之訪問團一行 13 人（含教師 10 人、博士生 3 人）於 11 月 21
日蒞臨會計學系交流訪問。來賓於 R2227 會議室聽取由李坤璋主任主持之簡報，
並與會計學系教師舉行座談。
五、11 月 16 日於 2512 教室舉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課程「專業實習」修課說明
會，由學系說明實習注意事項，並邀請會計師事務所介紹實習內容。
六、11 月 28 日舉行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會中通過 1.本系學士
班專業課程模組化方案、2.本系開設第二專長課程事宜、3.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
士班新開課程案。並提送系務會議決議。
七、11 月 28 日舉行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會中通過 1.本系學士班專業
課程模組化方案、2.本系開設第二專長課程事宜、3.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士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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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程案、4.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專案教師評量辦法。
八、11 月 28 日舉行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導師會議，會中向導師報告超過二分之一學分
被關懷的各班導生統計人數，請導師進行學業關懷輔導。
九、會計學系研究生碩士論文計畫書進行審查作業，本學期總計 56 位同學提繳計畫
書，其中含碩士班 29 位、碩專班 27 位，預計於 12 月底完成審查。
十、會計學系 11 月份總計舉行 6 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
(一) 11 月 12 日邀請 KY-華勝公司朱中平財務長與上海商銀中山分行林傳發經理進行職涯經驗分
享。
(二) 11 月 14 日邀請寶利徠光學科技公司宋一新董事長蒞臨演講，講題分別為「您準備好了
嗎？」。
(三) 11 月 15 日及 22 日邀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陳玉政股長蒞臨演講，講題分別為「贈與稅相關
法令及查核實務」及「遺產稅法令及節稅實務」。
(四) 11 月 21 日邀請耶魯大學研究學者 Dr. N. Mark Lam 蒞臨演講，講題為「In-Depth Discussion
on Sustainability」。
(五) 11 月 29 日邀請財政部賦稅署財政部賦稅署葉珮穎專員蒞臨演講，講題為「受控外國企業
（CFC）及實際管理處所（PEM）制度」。
十一、 會計學系為招收具有潛力之學生，並配合本校招生組之招生政策，由本系專任
教師組成宣傳團隊，以積極主動方式進入各地高中進行宣傳。11 月計有李坤璋
主任、鄭哲惠老師、謝永明老師、李春成老師分別支援私立薇閣中學及屏東女
中、桃園高中、豐原高中、竹南高中等 5 所學校。
二、教務
一、11 月 11 日舉行會計學各科期中考統一考試。
二、辦理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關懷事宜。
三、確認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課資料。
四、提醒老師辦理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教材上網事宜。
五、通知教師上網填寫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授課計畫表。
三、學生事務
(一) 協助心理諮商中心於 11 月 21 日進行一年級四個班級「大一新生身心適應度調
查」，瞭解同學大學生活適應狀況。
(二) 通知各授課教師於統一作業期間，透過學業關懷系統進行登錄期中關懷名單，提供
學生經由電子郵件及化校園系統查詢相關訊息。
四、系友會務
(一) 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會計系所同學聯誼會文教基金會於 107 年 11 月 13 日召開第十二
屆第四次董事會議，會中通過：（一）民國 107 年 9 月 30 日及 106 年 9 月 30 日之
比較資產負債表暨第三季之比較收支餘絀表；（二）民國 108 年度工作計畫書暨經
費收支預算表。
企業管理學系
一、舉辦企管系 50 週年系慶餐會：11 月 3 日於小巨蛋囍宴軒舉辦企管系 50 週年系慶餐會，
邀請大學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歷屆系友共襄盛舉，近千名師長及系友出席。當天
頒發東吳企管第二屆傑出系友獎項、傑出班級獎項，並特別致贈謝子仁學長「無私奉獻
獎」，感謝學長多年來對系上的支持與奉獻。
二、海外參訪課程：11 月 5-9 日由阮金祥老師、胡凱傑老師帶領碩士班 12 位同學前往日本東
京移地教學，拜訪日本大學、上智大學兩間學校，以及惠佑會元山醫院、羽田物流中心、
橫濱未來港、KIRIN 啤酒工廠等，並訂於 11 月 28 日舉辦課程成果發表。
三、舉辦東吳企管財經講堂：11 月 14 日舉辦東吳企管財經講堂第四季第一場，主題「美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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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舉的夢醒時分？世界經貿新秩序、台灣產業新生機」
，由陳冲講座教授主持、沈筱玲
教授引言，邀請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杜紫軍會策顧問、台灣金融研訓院吳中書
董事長、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黃鯤雄董事長、財經自媒體-王伯達觀點王伯達創辦人擔
任與談。
四、舉辦 108 學年度碩士甄試入學考試：11 月 16 日舉辦碩士甄試面試，本學年度計 53 人報
考。
五、接待交流訪問學者：
(一) 南開大學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劉秉廉院長、李蘭冰教授、肖建華教授、李響副教授、
鄭瀅副教授一行來台參與本系系慶，11 月 1 日於遠東飯店舉行接待晚宴，11 月 3
日參與本系系慶餐會。
(二) 11 月 7-20 日接待德國巴伐利亞合作協會經濟顧問 Dr. Sebastian Lang 來台交流，期
間舉辦訪問學者與本系教師座談會、以及進行專題演講。
六、11 月 21 日舉行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11 月 5 日舉辦「UCAN 就業職能」問卷施測結果報告。
二、11 月 5 日舉辦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針對 UCAN 職涯測驗結果進行分析討論，參加人
員：温福星主任、三 A 梁恕導師、三 B 陳宏易導師。
三、11 月 7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議題內容：討論 108 學年度
碩士班甄試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相關事宜。
四、11 月 9 日謝效昭老師邀請舉辦專題演講，講題：服務產業的國際技術導入，講員：吳東
峯，三商行外食事業部總經理室專案經理。
五、謝文雀老師榮獲 106 學年度熱心導師。
六、李維與蔡博宇同學，獲得經濟部國貿局「107 年度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新
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補助，暑假赴泰國經寶精密控股公司實習，實習結束後，台北市
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並進行實習專題競賽，該團隊獲得團體獎第三
名，其中李維同學更獲得個人心得獎優等。
七、11 月 13 日、11 月 15 日張南薰老師舉辦陸生、轉學生導生會。
八、11 月 14 日舉辦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
九、11 月 14 日謝效昭老師舉辦教師專業社群，講題：行動支付在台灣的發展與挑戰，講員：
蔡季綾，PChome Pi 拍錢包產品發展部總監。
十、11 月 14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會議，議題內容：審查昌盛
教育基金會清寒助學金、游健昱清寒助學金、郭滄海清寒助學金、蘇錦彬清寒助學金、
恩吉實業清寒助學金、侯門文教基金會獎學金事宜。
十一、
11 月 15 日吳宜臻老師帶領學生一行 60 人赴台灣證券交易所參觀。
十二、
11 月 15 日温福星主任舉辦貿延 AB 導生會。
十三、
11 月 15 日、11 月 16 日、11 月 22 日、11 月 29 日梁恕老師舉辦貿三 A 多場次導生
會。
十四、
11 月 15 日提報研究生資格考核申請表及考核委員資料表。
十五、
11 月 19 日陳宏易老師舉辦貿三 B 導生會。
十六、
11 月 20 日温福星主任赴景美女中，進行招生宣傳活動。
十七、
11 月 20 日謝文雀老師、謝效昭老師舉辦 2 場專題演講，講題：擁抱 AI 創造金融
新樣貌，講員：姚木川，普匯金融科技公司 CEO；講題：時尚內衣與行銷，講員：趙
建維，衣芮時尚內衣公司總經理。
十八、
11 月 21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會議，議題內容如下：
(一) 確認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會議紀錄。
(二) 審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林德怡兼任助理教授新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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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練惠琪兼任講師新聘案。
(四) 審查陳宏易教授申請 109 學年度休假案。
(五) 審查梁恕副教授教師評鑑事宜。
十九、
11 月 21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議題內容如下：
(一) 確認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議紀錄。
(二) 確認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及第 2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會議紀錄。
(三) 確認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四) 確認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五) 討論 108 學年度各學制「全球經營專題研討」開課相關事宜。
(六) 108 學年度起碩士班「貿易金融書報討論 I、II、III、IV、V」及「國際企業書報
討論 I、II、III、IV、V」等十門課程，檢討存廢問題。
二十、
11 月 22 日參加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訓練」。
二十一、 填報 108 學年度秋季班外國學生新生暨轉學生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分則調查表。
二十二、 填報 108 學年度法、商學院各學系ㄧ年級新生至雙溪校區上課時間調查表。
二十三、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久聯盟開放跨校選課課程調查表。
二十四、 辦理學業關懷作業。
二十五、 辦理校長餐敘活動出席班代名單。
二十六、 辦理畢業班班級聯絡人事宜。
二十七、 辦理跨領域學習(第二專長)課程表、計畫書撰寫及審查事宜。
二十八、 11 月 26 日陳金盛老師舉辦貿一 B 導生會。
二十九、 11 月 27 日顧萱萱老師舉辦專題演講，講題：從消費性電子產品談產品創新與行銷，
講員：楊雅惠，香港商亞洲愛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全球產品管理資深經理。
三十、 11 月 27 日謝文雀老師舉辦貿二 A 導生會。
三十一、 11 月 27 日張大成老師舉辦貿二 B 導生會。
三十二、 11 月 27 日温福星主任舉辦國際經營與貿易課群模組專業社群。
三十三、 11 月 28 日温福星主任舉辦國際經營與貿易課群模組專業社群。
三十四、 11 月 29 日舉辦研究所升學座談會，講員：洪瑄如、沈哲宇，107 級畢業系友，就讀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研究所。
三十五、 11 月 30 日謝效昭老師舉辦專題演講，講題：關鍵科技 創新未來，講員：詹文男，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所長。
三十六、 11 月 2 日拜訪 79 級王琇治學姐，洽談行銷競賽捐助事宜。參加人員：溫主任、呂
秘書、王琇治學姐、梁碧芬學姐、陳美芳學姐。
三十七、 11 月 10 日 77 級學長姐回娘家，參觀潘志奇教授紀念教室；午宴設於玉喜飯店，邀
請貴賓關玲玲老師、華凱蘋老師，77 級學長姐共有 20 人參加，場面溫馨愉快。
三十八、 11 月 17 日系友會舉辦郊遊，光臨位於鶯歌同時也是 91 級吳佳樺學姐經營的新旺集
瓷公司，體驗手拉坯實作；下午參觀位於桃園八德的宏亞巧克力共和國。
三十九、 11 月 17 日舉行第 13 回系友盃羽球聯誼賽。
四十、 11 月 18 日舉行第 24 回系友盃排球聯誼賽。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 11 月 7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討論第二專長、各學制學分表、學士班課程檢討、美國精算
學會認證課程等議案。
二、 11 月 14 日召開大三導師會議，由生涯發展中心針對大三學生 UCAN 職涯測驗進行整體
施測報告，以及職涯領域分佈說明。
三、 11 月 14 日舉辦校園講座，邀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數位金融處 Richart 金融部許家蓉女
士，及人力資源處 Early win，主講「數位金融趨勢」及「HR 實習介紹」。
四、 11 月 21 日召開獎學金會議，審核各項奬學金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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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系詹芳書主任於 107 年 11 月 23 日赴新北市立樹林高中進行招生宣傳，本次針對備審
資料進行之準備進行說明。
六、 11 月 28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查教師休假申請案，以及教師申訴案。
七、 11 月 28 日召開系務會議，審核各項奬學金獲獎名單、第二專長課程、學士班課程修訂
案、美國精算學會認證課程等案。
八、 南山人壽「2018 南山菁英領袖獎學金-合作學系組」
，本系獲獎同學為陳廷威同學、林佩
儀同學、江祐宏同學、林宗瑩同學、李家豪同學、黃資喻同學。
九、 林廖慧女士設立「商用數學發展協會獎助學金—林廖慧女士獎助金」
，另與「財務工程與
精算數學系發展專款──精算考試獎學金」，共同獎補助本系參加 SOA 精算考試同學，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計核發 40 人，獎補助金 150,000 元。
資訊管理學系
一、
11 月 8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
二、 11 月 15 日召開 107 學年度大三導師會議。
三、 11 月 22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
四、 11 月 22 日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洪志鵬-funP 集團行銷長，講題：數位廣告的
力量。
五、 11 月 16 日舉辦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
六、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6 日鄭為民主任隨同商學院傅院長參加 AACSB AOL 研討會
並參訪關西學院大學。
七、 鄭麗珍副教授、朱蕙君副教授榮獲 106 學年度熱心導師。
八、 本系洪永城、楊欣哲、郭育政、連志誠、鄭麗珍、朱蕙君、林勝為、黃心怡等八
位教師帶領學士班同學參加 2018 第 23 屆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共十
二組同學入圍決賽，11 月 3 日於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進行決賽，共有郭育政、鄭
麗珍、朱蕙君等三位教師五組同學榮獲第一名、第三名、佳作等獎項。
九、 11 月 13 日晚上於城中校區 R4201 舉辦系友協會「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
會」。
十、 11 月 20 日金融界系友聯誼餐敘。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列。
二、12 月份移地教學行程安排，11 月 27 日舉辦行程說明會。
三、辦理 3 場導師生活動。
四、商學進修學士班秘書人事異動。
五、安排期末課堂反應問卷時段。
六、規劃 108 學年度商進班 20 周年活動。
七、學業關懷提報彙整相關業務。
八、11 月 21 日舉辦金融演講，主題：基金投資的掌握原則。
九、11 月 21 日舉辦金融演講，主題：臺灣海洋經濟之發展與評估。
十、規劃 12 月 5 日與跨領域學程合辦永慶房屋參訪。
十一、

確認寒假轉學相關事宜。

十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時間異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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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十二月
一、院務行政
1.
2.
3.

4.

5.
6.
7.
8.

11 月 2 日由許晉雄副院長主持，召開系所自辦品保評鑑會議。
11 月 12 日召開巨量資料管理學院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107 學年度第 1 次
會議，由許晉雄副院長主持，會中討論新聘兼任教師案。
11 月 14 日召開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暨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 107 學年度第 2 次會
議，由許晉雄副院長主持，會中討論修訂 108 學年度學士學位學程必選修科目
表、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課程及學士班第二專長模組課程等三項提案。
11 月 23 日召開學院暨學位學程聯席會議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由
趙維良副校長兼院長主持，會中討論向教育部申請增設「巨量資料分析學士後
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專班」及本學院與復旦大學大數據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合作約
定書草案。
11 月 30 日召開巨量資料管理學院獎學金委員會 107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會議
由許晉雄副院長主持，審查本學院文華獎學金 107 學年度申請案。
配合 12 月 6、7 日本校接受教育部第二期程校務評鑑實地訪評，聯繫、確認本
學院參與實地訪評問卷填答及晤談之教師與學生名單。
依研發處公告本學院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表檢核結果，增補、修訂計
畫預算編列相關資訊，並針對檢核意見逐項填覆回應說明送交研發處。
參加教育訓練
(1) 11 月 7 日，研發處舉辦之「107 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
會」。
(2) 11 月 12 日，招生組舉辦之「研商大學高中協力精進暨第二專長課程」。
(3) 11 月 16 日，研發處舉辦之「系所自辦品質保證認定」說明會。
(4) 11 月 20 日，註課組舉辦之「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
統教育訓練」。
(5) 11 月 20 日，電算中心舉辦之「Libre office(writer)辦公室實用技巧-熟悉
writer 文書處理」教育訓練課程。
(6) 11 月 22 日，電算中心舉辦之「Libre office(writer)辦公室實用技巧-熟悉文件
編輯技巧」教育訓練課程。
(7) 11 月 23 日，國際處舉辦之 2018 東吳大學「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檢討暨
2019 年開班籌辦討論會議。
(8) 11 月 27 日，評鑑組舉辦之「107 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說明會」。

二、教學與學生輔導
1.

2.

教務行政配合事項
(1) 提供 107 年 10 月需他系支援開課資料（招生組）。
(2) 繳交「107 學年度各學系承認為畢業學分之全校性選修課程調查表」（通識中
心）。
(3) 繳交「108 秋季班外國學生簡章分則調查表」（招生組）。
(4) 繳交「107 學年度本院業師名單調查表」（註課組）。
(5) 繳交 108 碩士在職專班簡章分則及表格資料（招生組）。
學生輔導
(1) 11 月 14 日(三)配合健康暨諮商中心，辦理大一身心適應測驗。
(2) 11 月 28 日(三)配合生涯發展中心召開「107 學年大三學生 UCAN 職業興趣
與職能評估普測計畫」導師會議，本學年度大四學生亦有參加施測，故與
72

3.

4.

5.

會人員包含學位學程主任及大三、大四導師。
(3) 11 月 29 日(四)進行 107-1 學期學業關懷作業，共送出 26 筆關懷名單。
師生獲獎-2018 IBM 教授獎助金計畫（IBM Faculty Awards）
本學院黃福銘助理教授以近年來在人工智慧與金融科技之研究發展與人才培育
上的持續投入，榮獲 2018 年「IBM 教授獎助金計畫（IBM Faculty Awards）」。
該計畫係全球性競爭激烈之獎助計畫，旨在促進全球頂尖大學教授與 IBM 之
間的協同合作。
招生活動
11 月 30 日，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師生共計 33 人來訪，由許晉雄副院
長接待、簡介學院概況，並與師生交流互動。
辦理講習活動
(1) 11 月 8 日、15 日，邀請意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蕭玉中副總經理蒞校演講，
主題為「輿情分析的基本概念」、「輿情分析在資料科學的應用」，總計約
242 人次參加。
(2) 11 月 10 日，碩專一「巨量資料商業模式創新應用課程」邀請台大管理學院
與京都大學兼任教授陳玠甫教授於城中校區 5614 室演講，講題為「創新與
創業(II)」。
(3) 11 月 10 日，碩專一「巨量資料商業模式創新應用課程」邀請臺灣金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李漢超副總經理於城中校區 5614 室演講，講題為「區塊鏈全
產業創新機會」。
(4) 11 月 14 日， 邀請宜蘭大學資工系吳政瑋助理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大
數據型樣探勘技術與創新應用」。
(5) 11 月 21 日，舉辦 AI 應用演講，講者為 SAS Taiwan 資深顧問分析師林育
宏先生，講題為「實現 AI 驅動創新以各國金融業與跨界創新應用為例」。

三、學術交流與合作
1.

辦理 2018 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應用研討會及 Open Data 分析競賽
本研討會及競賽活動預訂於 107 年 12 月 7、8 日於城中校區舉行。研討會主題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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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Data 競賽活動則廣邀大專院校學生利用 AI 技術與資料科學分析進行創意
發想與實作。
截至 11 月底報名參加研討會人數約 150 人、10 隊入圍 Open Data 競賽決賽。

2.

佳音電台
11 月 1 日，許晉雄副院長參加李大華先生所主持的電台節目，分享大數據技術
與趨勢，並於節目中宣傳本學院之相關招生活動。

3.

天下雜誌
11 月 2 日，天下雜誌江逸之資深總編與黃碧慧副總來訪，與許副院長及胡筱薇
老師討論第二階段的合作，主題設定為「社群分析」，擬透過本次課程設計做
更深入的專題介紹。除了實體課程外，也規劃在網路上開發新的主題，進一步
合作出書。

4.

中強光電
11 月 2 日，許副院長與中強光電資深處長葉坤杰先生洽談產學合作事宜。中強
光電於 1992 年 6 月 30 日設立於新竹科學園區，是台灣第一家液晶背光模組製
造商，並且率先開發量產全球最小、最輕之 VGA 單片液晶投影機及 XGA DLP
投影機，整合光、機、電、熱、材料及精密模具製程等技術，開啟了台灣顯示
系統的新時代，奠定日後企業發展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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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討論雙方合作內容包括企業參訪、專題製作、職涯分享、學生實習、產學
合作等。
5.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 月 7 日，許副院長與胡筱薇老師與大聯大團隊洽談產學合作示意開會。大聯
大控股開創產業控股平台，主要提供需求創造（Demand Creation）、交鑰匙解
決方案 （Turnkey Solution）、技術支持、倉儲物流與電子商務等加值型服
務，滿足原始設備製造商（OEM）、原始設計製造商（ODM）、電子製造服
務商（EMS）及中小型企業等不同客戶需求。
本次討論雙方希望在產學合作、學生實習及課程合作方面建立合作關係。

6.

華梵大學
11 月 15 日，許副院長受邀至華梵大學工程與管理學院，分享大數據趨勢與進
行成立巨資學院過程的心得分享。

7.

經濟部
11 月 19 日，許副院長受邀擔任「AI 智慧應用人才培育計畫」計畫技術審查委
員。此計畫為經濟部工業局以 5+2 產業及服務業創新需求為導向，且因應行政
院「臺灣 AI 行動計畫」：未來將全力發展我國具利基市場的 AI 應用領域，期
能塑造臺灣成為全球智慧科技創新重要樞紐。
此次規劃「產業出題 x 人才解題」機制，提供 AI 人才場域試煉機會，亦同步
於實作中培養 AI 應用技能之人才，以解決產學落差與 AI 技術缺口等問題，進
而加速推動企業發展創新應用服務與產業 AI 化轉型。台灣 AI 行動計畫整體推
動架構為:【AI 人才衝刺】培育我國 AI 核心人才瞄準大學、企業、第二專長養
成， 加速培育國內 AI 實務應用人才。

8.

SAS
11 月 20 日，許副院長與 SAS 團隊討論 12 月 19 日雙方的簽約活動。隨著人工
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逐漸在全球為各早期採用者創造獲利成長、改善
流程、提高生產力與降低誤判成本，機器智能的價值愈趨浮現。AI 為組織帶來
的價值在協助或部分取代『高重複性』及『高運算量』的人類工作，而法律業
務涵蓋面向複雜，如能結合 AI 技術，透過自動化提高效率，將可助於法律組
織與從業人員，發揮更高效的判斷實踐與資源分配價值。
本學院協助本校成立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以來，旨在促進產學界運用 AI 技
術創新公眾利益，近日已攜手全球數據分析領導者 SAS、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
金會，共同投入 AI 於法律扶助應用面向的探索。應用 AI「自然語言處理」技
術，從申請人屬性、案件區域覆蓋率、律師心力指數、案件描述等大量結構化
與非結構化資料，結合人類與機器的互動判斷，擷取出派案與判斷訴訟程序的
關鍵洞察，加速「判決程序預測」與「扶助資源分配」。

9.

內湖高中
11 月 21 日，許副院長接待內湖高中莊健祥老師等一行五人來訪。會中許副院
長分享數學與大數據之間的關聯性，內容包括數學在科學、技術、工程中，應
用十分廣泛。特別在網路時代，網路加密、電腦運算、影像壓縮，甚至網頁和
應用程式的自動排版都得用到數學。希望協助該校數學老師進行大數據教學。

10. 鴻海
11 月 24 日，許副院長與鴻海資訊長胡智深先生討論產學合作事宜。鴻海科技
集團是全球 3C(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代工領域規模最大、成長最快、評價
最高的國際集團，該集團多年來致力於研發創新，以核心技術為中心，包括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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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技術、環保製程技術、平面顯示器技術、無線通訊技術、精密模具技術、伺
服器技術、光電 /光通訊技術材料與應用技術及網路技術等。本次討論希望在
產學合作、學生實習與就業輔導及課程合作等方面建立合作關係。

四、 支援校級人工智慧(AI)應用研究中心行政業務
1.
2.

中心計畫辦公室人員徵聘
辦理 AI 應用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及行政助理面試及進用作業。
推動人工智慧運用研究計畫
（1） 完成 107 學年度各子計畫暨經費規劃審查作業，於 107 年 11 月 22 日發
文通知各子計畫主持人計畫預算核定結果及經費執行配合事項。107 學
年度共核定 8 個子計畫，AI 應用領域包括法律科技、智慧金融、智慧製
造與生產、社會人文心理及醫療健康科技等五大面向，全校六個學院均
有教師投入相關之課題研究。
（2） 107 年 11 月 28 日發文各教學一、二單位，公告籌組院、系級人工智慧
研究中心申請 107 學年度經費補助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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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十二月
第一組
1.

辦理職員、助教、專任計畫人員及約聘（僱）人員聘任事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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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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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本校各單位聘用
之專、兼職人員(含社團指導老師推廣部老師等)定期查閱作業。

4.

函請各教學單位辦理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兼課徵詢作業。（11 月 21 日發）

5.

受理教師休假申請作業，共有 24 名專任教師提出申請。

6.

彙整休假後於本學期返校教師之成果報告，並預定提送校教評會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備查。

7.

提報教育部 107 年度本國籍新進教師國外學歷。

8.

辦理他校敘薪審查作業。

9.

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專函通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之薪級核
敘結果。

10. 提案修正「東吳大學教職員工暨其子女就讀本校獎勵辦法」。
11. 申請修正「授權代判暨分層負責明細」教師兼課徵求與同意決行層級。
12. 配合 108 高教深耕計畫助理續聘作業。
13. 檢核提報 108 年度教育部私校獎補助計畫經費之相關量化基本資料表冊數據。
14. 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實施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經費申請案。
15. 依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函，彙整本校兼任教師使用校內相關教學資源情形。

第二組
1.

教職員工 107 年 12 月份薪資已作業完成，並已於 107 年 12 月 5 日發放。另產學合作等
計畫專任助理 107 年 11 月份人事費已於當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07 年 10 月人事
費亦已於 107 年 11 月 25 日發放。

2.

辦理 107 學年第 1 學期第 9~12 週專、兼任教師之鐘點費（含超鐘點），已於 12 月 5 日
發放。

3.

辦理教職員工公保、勞保、健保、團保等相關異動作業。

4.

辦理工讀生及學生兼任助理勞保、勞退金及職災保險異動作業，並核算 107 年 11 月份個
人應繳之保費及各單位應負擔之勞保費及勞退金。

5.

製發 107 年 10 月份研究計畫各項保費分擔表及補充保費核定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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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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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公保超額年金核
發作業。

8.

11 月 23 日下午在雙溪校區舉行性平教育法令規範課程邀請丁介陶講師「性騷擾防治-邁
向一個大性別世界」，共計有 45 位同仁參加。

9.

公告天下創新學院線上學習平台 8-10 月使用狀況。

10. 辦理「107 學年度學術暨行政主管知行營」細部行程規劃及出席調查資料事宜。
11. 辦理新聘教職員退撫儲金專戶網路查詢服務事宜。
12. 辦理 106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獎勵金核發事宜。
13. 辦理各單位主管參加玉山主峰登峰活動規劃及函發意願調查表。
14. 規劃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第二梯次證照複訓，預計將於 108 年 1 月下旬辦理。
15. 辦理 2 名教職員申請自願退休所需填繳之相關資料。
16. 申辦林旭陽老師撫卹金事宜。
17. 提案修正「東吳大學職員獎懲辦法」。
18. 提案修正「東吳大學性別工作平等暨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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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十二月
第一組
一、本校107年7月份及107年8至10月份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106學年度及107年8至10
月人事費明細表及107年7月份與107年10月份投資基金增減變動月報表，於107年11
月14日函送教育部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二、107年11月份傳票共計2,497張。
三、本校教育部補助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107年10月份經費執行情形表，於107年11月7日
陳副校長核閱，惟該執行率未達70%，不符合申請撥款之規定，爰重編至107年11月8
日經費執行情形表，於107年11月13日送教資中心，以利申請經費撥款。
四、本校107年10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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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送人事室酌參。
五、本校106學年度決算案業經107年11月20日董事會第27屆第4次會議審議通過，於11月
29日函送教育部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六、科技部於107年11月6日蒞校，抽查106學年度該單位補助計畫之財務收支情形，經整
理並提供計畫原始憑證冊、金融機構轉帳相關證明文件及管理費支出憑證冊等資料
備查。
七、研發處於107年11月7日辦理本校「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負責會計業務作業說
明。
八、編製「東吳大學校務及資訊公開內容」之「近3年學校收入分析」、「近3年學校支出
分析」、「學校及各學院每生平均教學成本」、「學校及各學院學雜費標準占平均每生
教學成本比率」、「在校生申請獎助學金之金額、人數及比率」、「學雜費使用情況」
等資訊，於107年11月30日送秘書室。
九、完成編製產學合作計畫及補助案經費收支明細表如下：
收支明細表送
序號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覆
核日期
宇京公司之「字魂遊戲開發產學合
中文系
107年11月20日
1
作」計畫
科技部之「戴震的自然主義倫理學建
哲學系
107年11月20日
2
構」計畫
科技部之「室內學生餐廳不同粒徑生
微生物系 物氣膠菌相組成及感染性微生物分
107年11月27日
3
析」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聖約翰科技大學之「具無線傳輸資料
法律系
功能甲烷氣體雷射偵測系統之侵權分 107年11月14日
4
析與專利申請」計畫
科技部之「行動式公民身分：移民工
法律系
107年11月14日
5
之在地民主實踐」計畫
科技部之「董事任期多樣化與國際購
企管系
併績效之探討:以董事所有權及CEO
107年11月14日
6
權利為調節變數」計畫
科技部之「跨國企業指定執行長接班
企管系
107年11月26日
7
人之前因與後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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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執行單位

8

經濟系

9

會計系

10

會計系

11

國貿系

12

資管系

計畫名稱
科技部之「一般化風險值極小化之期
貨避險比率：考量實體風險與風險容
忍度」計畫
科技部之「股價暴跌，董事連結與會
計師主動請辭」計畫
科技部之「基層員工薪酬與權益資金
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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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之「適合爆炸性流量之連續法
團式非同步多通道跳頻省電群播協定
製作」計畫

79

收支明細表送
計畫主持人覆
核日期
107年11月8日
107年11月13日
107年11月20日
107年11月17日

107年11月7日

第二組
一、完成107學年度10月份計畫預算執行表，並發送各計畫執行單位。
二、完成107年10月份固定及非固定薪資所得扣繳申報。
三、完成107年10月份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執行表，並送研究發展
處。
四、提供107年10月所得類別50申報金額統計報表予人事室，以利辦理申報學校應負擔之
補充保費計算。
五、107年11月7日至11月21日進行「108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列檢核作業—第1次
檢核」作業，檢核結果於11月22日函送校務發展組。
六、配合校外機構各類型補助案納入校發計畫規定，107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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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學資源中心

107-G-07-3100-5-01

2

語言教學中心

107-G-06-5504-5-02

3

法律學系

107-G-06-6101-5-01

4

註冊課務組

107-G-06-0408-5-05

5

德育中心

107-C-01-0701-5-02

6

體育活動組

107-G-06-4002-5-01

7

學生住宿中心

107-G-04-0706-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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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策略名稱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各類基礎課程維持運作之
基本開銷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之
基本開銷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之
基本開銷
學涯輔導機制推展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之
基本開銷
校園安全完善

圖書館
十二月
【圖書館】
一、11 月 5 日(一)13 時黃淑珍秘書出席個資稽核員內稽教育訓練，以因應 107 學年度起本校
行政單位內部稽核工作由各單位個資稽核員擔任，律師及顧問陪同協助稽核。
二、11 月 12 日(一)10 時召開 107 學年度第 7 次主管會議討論報告圖委會有關「107 學年度資
料庫(2019 年)刪訂狀況」及提案「圖書館發函各院系徵詢及彙整圖書期刊經費優化方案之
建議修改內容」等事宜。
三、11 月月 12 日(一)15 時承辦規劃 107 學年度年終餐敘表演節目之單位主管，體育室東方
介德主任、推廣部吳吉政主任、校牧室黃寬裕主任、圖書館林聰敏館長及聯絡人第 1 次
討論年終尾牙節目相關事宜。
四、11 月 13 日(二)黃淑珍秘書出席秘書室舉辦之內部控制教育訓練。
五、11 月 23 日(五)14 時林聰敏館長出席 107 學年度校史研究指導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六、11 月 26 日(一)10 時召開 107 學年度第 8 次主管會議討論有關邀請山東大學圖書館文獻
中心編目部業務主任歐育新副研究館員蒞館進行館員交流內容與規劃行程表及 107 學年
度年終餐敘表演節目等事宜。
七、11 月 26 日(一)15 時林聰敏館長出席「FOS 座談會」
，報告圖書館透過「東吳之友基金會」
及「圖書館動能推升計畫」兩項捐款，購置兩臺公共耳機紫外線除菌機，配置於兩校區
非書資料室之執行情形
八、11 月 28 日(三)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報告「107 學年度資料庫(2019 年)刪
訂狀況」及提案「圖書館發函各院系徵詢及彙整圖書期刊經費優化方案之建議修改內容」
等事宜。
九、11 月 29 日(四)9 時圖書館 11 位同仁出席 107 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校務評鑑全體工
作人員會議」及「晤談暨問卷組」第 2 次工作會議。
十、彙整撰寫 107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圖書館重要業務報告。
十一、
編輯第 46 期圖書館館訊電子報。
【技術服務組】
一、組務：
(一) 優久大學聯盟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書目整併會議，成立種子成員，並討論相關書目整
併議題。
(二) 人會總系統圖書採購流程說明會，開始上線測試。
(三) 進行圖書館週圖書採購節海報與宣傳。
(四) 完成 107 學年上學期圖委會報告與提案內容。
(五) 參與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
(六) 填報並送出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七) 修改校務自評委員提問回應意見。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陸續完成各學院及圖書館額度內之資料庫採購，並將視餘額進行原額度外學院排
序之資料庫採購。
(二) 完成 107 年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會費 170 萬驗收與核銷。
(三) 參與兩校區超星期刊廠商說明會，評估與 CNKI 平台的差異。
(四) 發送各學院系 11 月份圖書經費優化方案預警統計報表。
三、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7/10/30-107/11/27)
(一) 購案核銷與採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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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案
79 件
系統訂購檔

核銷
55 件
贈書移送

購書移送
332 冊(5113)
189 冊(5114)
期刊驗收
270 筆

2747 筆
期刊編目
6筆

726 冊(5116)
期刊催缺
35 筆

(二) 其他業務處理統計
項目

數量
1 件

教師新書公告

公文 2 份
謝函/清冊 5 件

贈書處理（公文、謝函/贈書清冊）

學報 0 冊

學報寄送處理（含加工、打包）

【讀者服務組】
一、 2018 圖書館週【閱讀 X 跨世紀】12 月 3 日(一)至 12 月 28 日(五)舉行，有三項活動：跨
世紀閱讀主題書展、角落閱讀之罕用書借閱抽獎及圖書採購節。
二、 107 年 11 月 3 日(六)起中正圖書館研討室開放週六日使用，11 月 2 日(五)上網公告。
三、 11 月 23 日(五)兩校區非書資料室各新進耳機清潔機 1 台，先分區清潔耳機，並提供讀者
使用。
四、 11 月 23 日(五)14 時老照片說故事小組成員第二次開會，挑選 60~70 年代校史室典藏照
片。
五、 新增「金庸系列書展」之 WebPAC 書展連結。
六、 漫讀區增加 8 座 3 層角鋼木書櫃並移架，及更新漫讀區配置圖及架號標示。
七、 計算和規劃分館西文商學合訂本期刊異地典藏事宜。
八、 配合分館館藏空間調整，加強館藏淘汰作業，將陸續將淘汰清單行文各學系審核，再行
淘汰。
九、 為了符合消防法規，城中校區第二閱覽室利用工程結餘款，進行消防排煙改善，預計寒
假期間施工。
十、 讀者服務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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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收
新收非書
(冊)
西文書(冊) 資料(件)
613

273

920

參考諮詢

淘汰處理
(冊/件)

909

0

分館調借
總館調借分館
長期借閱 指定用書 學位論文
總館(冊/
(冊/件)
(設定冊數) (使用册次)
收件
件)
261

589

學生離校
(休退畢)

教職員
離職

39

161

2

館合申請件 圖書館 閱覽室使用
處理
進館人次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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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修護、
證件核發
裝訂(冊)
4

35

賠書處理

代收款

賠書:0
賠款:0
研究小間
使用人次

266 筆/
33,737 元
研討室
使用人次

本校
50,212
校外 621

88

5

94

11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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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9

3場
33 人

19

37

20

1,148

【數位與系統組】
一、 工作報告：
(一) Spydus 自動化
1.11 月 5 日(一)下午支嘉立組長與林聰敏館長至淡江大學圖書館出席「優久大學聯
盟圖書委員會自動化工作小組 107 學年度第 4 次成員館館長會議」。
2.11 月 16 日(五)張素卿專員參加由臺灣大學圖書館舉辦的「新世代自動化圖書管理
與加值服務研討會」。
3.11 月 20 日(二)下午支嘉立組長與張素卿專員出席在東吳大學圖書館舉辦的「優久
大學聯盟圖書委員會自動化工作小組 107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
4.11 月 21 日(三)送出 108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5.持續討論優久大學聯盟 Alma 建置案採購相關問題。
(二)期刊、電子書及資料庫
1.11 月份兩校區圖書館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計 6 場，共計 33 人次參加。
2.提供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系列期刊 2016-2018 各年度期刊使用統計次數。
(三)機構典藏、數位典藏及校史室
1.處理企管、經濟、國貿等系紙本延後公開之博碩士論文計 29 本、掃描延後公開申
請書計 29 筆。
2.機構典藏系統掃描溪城雙月刊電子檔計 66 筆；上傳溪城雙月刊電子檔暨設定公開
權限計 49 筆。
3.端木校長英文書信整理計 20 封
4.校史室：
(1)端木校長照片檔案整理，掃瞄及分類計 756 張。
(2)蒐集檔管局及國史館有關東吳大學早期珍貴照片計 6 張。
(3)提供秘書室校友查良鏞(金庸)於 86.2.25 來訪東吳大學計 26 張照片。
(4)因應楊其銑校長新書發表會所需，交秘書室楊康皓秘書 30 本「端木校長紀念
集」，後只利用 1 本，返還 29 本。
(5)提供劉前校長源俊有關楊校長之照片計 3 張。
(6)蒐集及掃瞄尼克林總統於 1964.11.25 來東吳之照片 2 張。
(7)蒐集各校校史室網站第一及第二層網頁內容，供「校史室網站」討論及參考。
(8)蒐集紀念網站第一及第二層網頁，以供「端木校長紀念網站」之參考。
(四)網頁
1.製作圖書館週網頁。
2.討論東吳人物志及校史室網站事宜。
(五)其他
1.送出 108 年校務發展計畫提報表。
2.協助「校史室擴建」相關事項。
3.11 月 6 日(二)張雲燕專員參加研發處舉辦「107 學年教師研究計畫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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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月 22 日(四)下午張雲燕專員及張裕鳳組員參與東吳 120 週年校慶活動_老照片
徵集活動之小組第三次會議，會議後篩選照片 103 張，進行掃瞄及整理供下次會
議討論。
5.11 月 29 日(四)上午 9 時至 11 時陳慧倫專員、張素卿專員、黃雯琪技正及張裕鳳
組員參加教育部實地訪評之工作會議。
6.兩校區資訊檢索區之電腦汰舊更新(46 台)。
7.「天下創新學院」舊帆布(W390*H245cm)重新懸掛於雙溪校區綜合大樓的中庭(紅
布條 2、4 區場地)，申請懸掛起訖為 11 月 12 日~23 日，若無其他單位申請，將可
持續懸掛。
二、服務統計
(一)各項作業統計
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電子資源

博碩士學位
論文

[電子書]
4. 進行 ERM 電子書轉檔作業，包括：CBO_PeterLang_UPO (134
筆)、Wiley On Line 西文電子書(928 冊)、IGP_ProQuest_TAEBDC
擴充案(95 筆)。
[資料庫試用]
瀚堂典藏古籍數據庫、瀚堂近代報刊數據庫、Brill 經典法學類資料
庫、Practical Law 實務法律資料庫、超星期刊、讀秀中文學術搜尋、
想享學知識館、刷刷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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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1,157

種

8

件

11
86

送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給國家圖書館
轉論文 ISO 書目檔交技服組

筆

論文電子檔變更申請處理及紙本論文抽換處理

(二) 11 月份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統計
1.中正圖書館，計 2 場，計 5 人次參加。
場次
日期
時間
內容
1
2018/11/14 14:10~16:00 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 X9
2
2018/11/28 14:00~16:00 常用西文期刊文獻資源蒐集
2.城區分館，計 4 場，計 28 人次參加。
場次
日期
時間
內容
1
2018/11/2
15:00~16:00 超星期刊及讀秀中文學術搜索說明會
2
2018/11/12 15:00~16:00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學生版)
3
2018/11/21 15:00~17:00 Datastream
4
2018/11/28 15:00~17:00 Compu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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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4

人次
4
1
人次
6
2
13
7

教學資源中心
十二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教師專業社群、教學精進補助計畫：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補助案執行期程至 12 月 15
日止，經費核銷期限依本校 107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經費結案規定辦理，12 月 30 日前
應完成計畫成果報告上傳「東吳大學教學補助計畫作業平台」
，並提供成果海報電子
檔；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案，訂於 12 月初至 108 年 1 月 15 日開放線上申請，
以上內容將另行函知學系及教師。
(二)課程單場「校外教學教學、實務講座」補助：修正「東吳大學補助課程辦理校外教學
及講座經費作業要點」，經本校 107 學年度第 8 次(107 年 11 月 26 日)行政會議討論
通過，俟會議紀錄公告後，另案簽請校長核定公告。
(三) 新進教師需求訪談，11 月份邀約並完成訪談教師 12 位，整理訪談結果瞭解受訪教
師在職涯面向所屬類型--6 位在本科專業領域的研究關注更甚於教學。此外持續追蹤
其他尚未回覆之教師；傑出優良教師訪談，規劃邀請獲 106 學年度傑優教師 5 位接
受訪談參考推廌表，預計 12 月中撰寫邀請函初稿。
(四)東吳讚老師系列活動--明信卡傳遞：11 月初開始進行線上活動宣傳，19 日起往返兩
校區進行巡櫃補貨，並於活動結束後，12 月 10 日開始寄發明信卡。
(五)教學資源資料庫【創意教學加油站】
：新增教學工具網，內容包含免費教學素材圖庫、
網路教學資源，並持續討論從教師需求端出發，增加更新相關內容。
(六)中文素養檢核暨提升機制：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一國文班級施測於 9 月 26 日至 11
月 16 日完成全數班級施測及補考程序，總計 51 班級 2,607 位學生參與施測，到考
率約 95%，施測結果報告刻正分析中，各班成績於 11 月 27 日寄發予各授課教師。
(七)教師專業成長活動：預計於 108 年 1 月 15 日於戴氏基金會會議室（R0112）舉辦「107
學年寒假創新教學系列研習」，刻進行活動講者邀請確認事宜。
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一) 11 月 14 日完成「東吳大學教學補助計畫作業平台」首頁「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區
建置，經測試無誤後，上掛教育部及本校有關計畫辦法、表單，提供申請教師下載
使用。
(二)依法規制訂層級標準修正「東吳大學教學實踐研究補助實施要點」為「東吳大學教學
實踐研究補助辦法」，經本校 107 學年度第 8 次(107 年 11 月 26 日)行政會議討論通
過，俟會議紀錄公告後，另案簽請校長核定公告。
(三) 108 年度教育部補助計畫徵件：原定校內徵件自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11 日截止，因故
延長至 11 月 14 日止，申請案共 10 件；11 月 15 日至 21 日辦理校內審查，23 日匯
整校內審查意見、經費修正明細表提供各計畫申請教師。依「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申請系統」自 21 日起開放，本校受理教師註冊、上傳計畫書期限至 12 月 10 日
止，續依規定於 12 月 20 日前辦理備文函報教育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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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理高教深耕計畫相關事務
(一)107 年 11 月 16 日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份主冊計畫」第 3 期款請款相關事
宜。
(二)107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期中執行進度評估表(E 表)業已彙整成冊。107 年 11 月 29 日
函送各分項計畫主持人及管考委員乙冊存參，並函知各子計畫主持人至計畫管理平
台查閱審查結果。
(三)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校內申請共計 41 案，業已完成計畫書初步彙整，擬俟教育部
來函後，依據來函規定進行滾動式修正。
(四)108 年度專任助理續聘名單業於 107 年 11 月 23 日陳校長核定，本組業以公文及 Mail
方式，通知各子計畫主持人於 12 月 20 日前完成約用流程。
(五)依 107 年 11 月 19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70200563 號函，本校須於 108 年 1 月
15 日前繳交本年度執行成果報告。本組業於 107 年 11 月 22 日發函通知各子計畫於
12 月 12 日前繳交成果撰寫所需資料，擬於各子計畫繳交後進行彙整，並依規定於期
限前完成報部流程。
(六)高教深耕計畫網站截至 107 年 11 月 23 日，最新消息與成果分享訊息分別為 2,790
則、1,347 則，平均每日最新消息與成果分享發佈則數為 4 至 6 則。
(七)至「東吳高教深耕 fb」上傳最新消息和成果分享訊息，共 20 則，截止於 11 月 99 日
粉絲專頁按讚總數達 1,878 人次。
二、隨堂教學助理
(一)11 月 16 日於靜宜大學主辦之校務研究研討會，發表主題「誰掌控 TA 成效？從教學
助理 UCAN 職能看影響教學成效之因素」論文。
(二) 107 學年第一學期隨堂教學助理執行成效評量問卷自 11 月 19 日開始施測，截至 12
月 7 日前需完成所有 TA 問卷評量。
(三) 11 月 20 日辦理教學助理期中培訓講座，主題為「Power Your Point」共計 128 位教
學助理及教職員生們參與，兩校區在問卷回饋上，其「講座內容」
、
「學習效果」
、
「TA
教學應用」各方面的同意度(加總選填有點同意、同意與非常同意者)均達 98%。
三、自主學習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期英語課程，雙溪多益英語證照進階班共 12 人參與；城中自
然習得英語口說班共 13 人參與。
四、空間使用
空間名稱
城中 5615 室
雙溪 D0509 室
雙溪 R0210 之 Lounge 室
雙溪 R0210 之電腦區

使用人次
204
1,459
466
991

86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建立全方位數位教材製作服務方案
教學資源器材借用：外借使用 23 人次、借用數量(含配件)89 件。
二、推廣數位學習應用方案
「東吳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11 月份，平台上線計 6 萬 5,911 人次，瀏覽量達 159 萬
703 次。Moodle 問題回報數共計 14 件。遠距助理申請數共計 19 件，遠距課程教材製作
補助申請共 16 件。
三、磨課師課程計畫
(一) 11 月 12 日非正規教育認證課程「大家來練著作拳(權)！」實地訪視，訪視結果為合
格通過。
(二)11 月 19 日非正規教育認證課程「MVP 夢工場-籃球技術訓練」實地訪視，訪視結果
為合格通過。
(三)11 月 19 日辦理「錄影彩妝培訓」工作坊，培訓教師錄製數位教材時，協助教師妝髮
的學生及助理，參與人數 6 人，活動滿意度達 92.14%。
(四)11 月 23 日完成 106 年度磨課師系列課程計畫期末考核意見回復，「全民瘋運動」及
「老有所養」兩系列課程複檢結果皆為通過，刻正準備進行第三期補助款請撥。
(五)11 月 25 日辦理「Adobe Ai+Ps 實用基礎課程」工作坊，邀請藍色設計工作室楊淑雅
老師，針對 Illustrator 及 Photoshop 兩套軟體的進行講授與實際上機操作，參與人數
23 人，活動滿意度達 87.14%。
三、維護數位教學與行政系統
(一)兩校區電視牆播放累積申請件數達 154 件。
(二)城中伺服器硬碟出現異常警告，已通知廠商於 11 月 28 日進行更換，後續持續追蹤測
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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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十二月
一、 尼加拉瓜你好華語文中心於 11 月 22 日至本中心拜訪，商談有關派送華語教學師資至尼
加拉瓜教學或實習相關事宜。
二、 11 月 22 日捷克馬薩里克大學中文系杜尚主任由本校社會系鄭得興老師陪同前來華語中
心參訪，杜尚主任對於本中心設置有學伴協學機制，感到相當滿意。
三、 2018 冬季正期班於 12 月 3 日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開課，本期課程，含續讀舊生共計有
四、 中心現正與韓國留學機構洽談有關 1 月至 3 月來本中心學華語的課程，預將有 6 名學生
參與本次課程。
五、 配合推廣部辦理冬日學校課程，本中心將協助安排三天華語課及文化體驗活動，目前正
在協助接洽師資。
六、 美國華語教學權威顧百里教授應本中心的邀請，預計於 2019 年 1 月 11 日舉辦專題演
講，屆時將邀請其他華語教學中心教師一同共襄盛舉，同時亦將安排本校學生與威廉學
院學生交流互動，期待能讓該校學生對台灣產生更佳的印象。
七、 繼 2018 年暑假本中心首次與捷克馬薩里克、查理大學合作舉辦營隊後，現正與對方接
洽 2019 年暑期營隊課程，相關細節尚在確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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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十二月
一、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一) 完成推廣部測驗系統修復轉移與虛擬化建立。
(二) 完成 VB 學務系統權限異動作業。
(三) 完成召開兩校區檢核條件說明會。
(四) 完成修課抵認畢業標準多人或多科匯入功能建置。
(五) 持續進行請採購整合流程測試與展示。
(六) 持續進行校友資料庫轉檔作業。
(七) 持續進行外國學生僑生單招開發。
(八) 持續協助進行新公文系統串接人會總系統相關作業。
(九) 持續進行現行會計預算系統相關資料異動與調整需求。
(十) 持續進行選課分發程式改寫作業。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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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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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協助處理 APP 相關問題與協助各單位解決公文相關問題。
(十四) 持續宣導東吳 APP 及網頁版網址並製作相關海報與貼紙張貼於學系。
二、全校網路設備與相關系統說明
(一) 完成城中校區一大樓、五大樓、對外交換器及 HA 交換器設備建置。
(二) 完成兩校區入侵偵測防禦系統暨紀錄器建置。
(三) 完成城中校區鑄秋大樓 5 樓與第四大樓 3 樓無線網路橋接器更新建置
(四) 完成雙溪校區 DNS 作業系統版本升級。
(五) 進行資安每季網路設備相關紀錄彙整報告。
(六) 進行網路管理系統建置（Cisco DNA）。
三、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資安委員會邀請經濟部智慧財產權服務團章忠信教授演講-「著作權之
認識與實務運用」，教職員生共計 77 名報名參加。
(二) 10 月份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Libre office 辦公室實用技巧」，教職員
共計 53 人報名參加。
(三) 辦理個資稽核員內稽教育訓練，行政單位稽核員共計 41 人報名參加。
四、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完成配合教學資源中心、系統組及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申請修改
防火牆。
(二) 完成配合推廣部申請修改網域名稱伺服器及 IP 管理系統。
(三) 完成協助系統組確認與富邦連線之網路問題。
(四) 完成配合資訊管理學系及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考試申請修改骨幹交換
器。
(五) 完成物理系、數學系、資管系、企管系、經濟系考試環境建置及測試。
(六) 完成日文系新增網點。
(七) 完成協助國際處虛擬主機代管主機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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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體育室
十二月
【體育教學組】
一、107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29 日於兩校區開設「Do more, Gain more」課程共 25 堂，其中
兩堂因故取消(天候、人數因素)，實開 23 堂，共有 380 人次參加。
二、107 年 10 月 24 日 在外雙溪舞蹈教室舉辦第二場體育室課群專業社群，邀請新興運動健
身領域筋肌膜整合宋亭萱老師帶領「筋膜整合手法與運動—放鬆與強化」實務操作課程，
有 16 位教師參加。
三、107 年 10 月 31 日室務會議提案討論專任教師未來在每學期教師進修會研究報告的輪流
順序。
四、107 年 11 月 19 日 13：30-15：00 在外雙溪舞蹈教室舉辦第三場體育室課群專業社群，
邀請 NIKE 健身教練謝宇衡老師，帶領做肌肉強化之徒手操作實務，共 15 位教師參加。
五、107 年 11 月 14 日、29 日兩次外雙溪健身室器材維護、11 月 30 日城中健身室器材維護。
六、107 年 11 月 26 日購置駕駛式割草機乙部，用以提高操場草皮的美觀維護。
七、107 年 11 月 27 日有學生上體育課錢包和隨身物品遺失，學生並在網路上表達意見，體
育室在 11 月 28 日立即通報所有教師授課提醒學生隨身物品安全，並立即於所有運動場
館做警示宣導，並於 11 月 30 日邀學生當面關懷。
【體育活動組】
一、「2018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暨 IAU 24 小時亞洲錦標賽」於 12 月 1、2 日圓滿落幕，並
於 12 月 12 日在雙溪校區 B013 會議室召開賽後檢討會議；今年共有 5 位選手成績達國
際超級馬拉松總會（IAU）金牌賽事認證標準，各項成績報告如下：
（一）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賽
﹝男子組﹞
﹝女子組﹞
1.西班牙 伊凡羅培茲 258.890 公里
1. 日本 松本尤里 219.112 公里
2.日本 石川佳彥 253.420 公里
2. 澳洲 蒂亞瓊斯 218.177 公里
3.日本 高橋伸幸 252.301 公里
3. 日本 兼松藍子 212.700 公里
4.印度 烏拉斯賀澤利納拉納 250.371 公
4. 紐西蘭 菲奧娜海維斯 202.320 公里
里
5. 紐西蘭 唐塔法里 202.041 公里
5.日本 楢木十士郎 246.753 公里
6. 中華台北 黃筱純 197.835 公里
6.澳洲 伊文霍斯布魯格 235.771 公里
7. 蒙古 森圖雅甘巴塔爾 196.273 公里
7.澳洲 邁克爾瑞茲 231.371 公里
8. 澳洲 堂娜厄克特 194.532 公里
8.中華台北 汪道遠 218.664 公里
（二）IAU 24 小時亞洲錦標賽
﹝男子團體賽(各隊最佳 3 人成績加總)﹞
1.日本 752.474 公里
2.澳洲 675.354 公里
3.印度 645.93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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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團體賽(各隊最佳 3 人成績加總)﹞
1.日本 620.818 公里
2.澳洲 599.654 公里
3.紐西蘭 563.443 公里

﹝男子個人賽﹞

﹝女子個人賽﹞

1.日本 石川佳彥 253.420 公里
1.日本 松本尤里 219.112 公里
2.日本 高橋伸幸 252.301 公里
2.澳洲 蒂亞瓊斯 218.177 公里
3.印度 烏拉斯賀澤利納拉納 250.371 公
3.日本 兼松藍子 212.700 公里
里
二、119 校慶運動會於 11/19-12/14 日展開報名作業，懇請各位師長鼓勵師生同仁踴躍參與，
增添校園活力光彩，展現校慶嘉年華會氣氛。
三、「107學年度新生盃排球賽」於11月25日圓滿落幕，謝謝各系熱情參與，恭喜以下得獎隊
伍：
男子組：冠軍-資管系、亞軍-財精系、季軍-經濟系、殿軍-巨資學位學程
女子組：冠軍-英文系、亞軍-資管系、季軍-微生物系、殿軍-社工系
四、規劃辦理「107學年度教職工桌球聯誼賽」，訂於12月22日（六）在雙溪校區體育館舉行。
五、本校男子籃球代表隊於 107 年 11 月 18 日至 23 日參加「107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一般男
生組，榮獲預賽分組第一，晉級複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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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質特色講座：邀請校園團契同工、世界各地宣教士、神學院教師、教會牧者或是業界
專精學長姊回校演講。城中東吳團契在每週三中午，約 15-16 位學生參加：雙溪東吳團
契則在每週三晚間舉辦，人數約 18 位。
二、英語自學小組：邀請空中英語外籍老師，以空英教材與學生面對面交談互動，使學生不
怕與外國人對話，並提升自動學習能力，有 9 位學員參與。
三、常態性團契：每週三至週五中午都有小家聚會，由學生輔導帶著有空堂的學生為聚會的
學生預備飯食，來聚會的學生一下課就有熱騰騰的 50 元午餐可吃，經濟健康又免於擁
擠排隊買飯，並且可和同儕團契交流，很像大家庭一般。參加人數分別約為 15、23、25
人。
四、教職工團契
（一）雙溪：每週二中午（1200-1300）校牧室有雙溪快樂讀經班，成員 12-15 位，目前
閱讀「路加福音」，備有午餐，歡迎同仁參加。
（二）城中：每週四下午（1710-1830）在 2507 辦公室舉行，本學期查考「羅馬書」，
約 6-8 位同仁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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