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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十二月 

【教務長室】 

一、108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召開教務會議討論 11 件提案。 

二、108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二)召開端木愷(字鑄秋)校長講座教授審查委員會，審查 1 件提

案。 

 

【註冊課務組】 

一、辦理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訓練（城中校區：11 月 19 日、雙

溪校區：11 月 21 日），由電算中心同仁向與會的開課單位承辦人說明檢核條件設定及學

系選課系統操作方式，註冊課務組組長說明下學期選課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並宣導第

二專長、系所評鑑等事宜。 

二、學業關懷作業進度說明： 

(一)10 月 1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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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發文至全校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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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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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至 11 月 2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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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至 12 月 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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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至 12 月 9 日導師依學系提出的關懷名單進行輔導。 

三、109 學年度轉系各項作業進度表及轉系作業要點業於 11 月 29 日公告，轉系申請預計於

109 年 3 月 9 日至 12 日受理。 

四、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計畫上網，截至 11 月 27 日尚有 6 門科目尚未公布(英文系 1 科、

法律系 5 科)，惟系統業於 9 月 28 日關閉上網填寫，已多次請學系提供授課計畫電子檔，

並協助其上傳至授課計畫系統。 

五、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材上網截至 11 月 27 日之全校各學制上網率為 63.5%（學士班

68.8%）。 

六、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中考試業於 11 月 4 日至 9 日舉行完畢，雙溪校區教師送印考題計

有 503 科次（較去年同期減少 104 科次）；城中校區 489 科次（較去年減少 2 科數）。 

七、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校園多益，共計 230 人報名考試，並於 11 月 24 日假城中校區

舉行測驗。 

八、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一外文期中統一考試業於 11 月 2 日舉行，計有英文 69 組（2,302 人）、

日文 12 組（370 人）、德文 4 組（99 人），試務人員共支援 53 人（含接駁車司機），

以及使用 56 間教室作為試場。 

九、於 11 月 8 日函送教學單位最新修訂之學生海外實習合作協議書中英文範本。 

十、規劃及請購兩校區教室輔助教學設施機櫃式數位講桌(7 式)、擴大器及喇叭汰換(32 間)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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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09 學年度院系新設第二專長需由三位外審委員進行審查，檢附作業流程函請學院推

薦外審委員名單，預計 109 年 2 月底前彙整外審委員意見供院系進行第二專長計畫書修

正與回應，修正後計畫書及回應說明需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並提案送校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 

十二、為俾利學系訪評順利進行，製作「自辦品保實地訪評受評單位工作手冊」已於 11 月 18

日函送系所、學位學程進行實地訪評及後續作業之參考。 

 

【招生組】 

一、本校 109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業於 11 月 8 日召開第二次會議，完成碩士班、法律專業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108 學年度寒假轉學考試等招生簡章及招收 110 學年度入

學新生招生經費預算草案之審議。 

二、109 學年計有 22 學系學程、共 33 系組辦理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僅音樂系不辦理；另，

法律系乙組主修刑事法及法律系戊組財經法組停招），招生名額 209 名，統計報名人數

共 410 人（較去年增加 12 人）。11 月 11 日至 17 日進行面試，業於 11 月 30 日公告錄

取名單；計有正取 196 名、備取 118 名。 

三、本校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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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1 月 8 日)審議通過，前經函送學系複核後，於 108 年 11 月 22 日網路

公告。訂於 108 年 12 月 11 日至 108 年 12 月 26 日開放網路報名後上傳審查資料；2 月

14 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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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申請公播系統公告，也請各

學系鼓勵所屬應屆學生踴躍報考。 

四、本(108)學年度起，外國學生除援例採網路報名外，並已開發考生全面上傳作業系統，考

生審查資料將以電子檔案方式存入隨身碟後送學系審查。108 學年度外國學生春季班招

收各學制新生業於 108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31 日受理報名，共計 4 人提出申請，分別

為：學士班一年級會計系新生 1 人、碩士班國際商管學程 3 人(另有財精系碩士班考生 1 名，

於報名期間提出放棄)、博士班 0 人。業於 108 年 11 月 29 日網路公告錄取名單，計錄取

碩士班國際商管學程正取 3 名。錄取新生將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入學。 

五、108 學年度寒假轉學考以書面審查為原則，另有社工系辦理面試、會計系二年級維持筆

試。依試務時程，108 年 12 月 11 日至 26 日受理報名、109 年 1 月初書面審查、1 月 13

日分別進行筆面試、1 月 21 日放榜。 

六、本校 109 學年度首次辦理特殊選才招生，經奉核定化學系招生 6 名。訂於 108 年 11 月 5

日至 26 日受理報名，12 月 13 日面試，預定 12 月 31 日公告錄取名單。經統計共有 7 名

考生報名繳費，其中 1 名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不同教育資歷考生，1 名為新住民子女。 

七、教育部及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於 11 月中函請各校系重新檢視「111 學年度高中學習歷程

核心資料(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並應依其規定修正。經發函各學系調

查後，本校並無前述三項皆不參採者；惟分析原不參採「課程學習成果」之德文系、數學

系、經濟系、企管系、國貿系及財精系，經 6 學系再次重行檢視，仍維持不參採者計有：

德文系、企管系、國貿系、財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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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09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招生名額共 58 名(學士班 51 名、碩士班 7

名)，訂於 108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30 日採網路填表後郵寄報名方式受理申請。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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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 月 13 日網路公告錄取名單，1 月 21

日錄取生線上填報就讀意願、2 月 28 日前函報海外聯招會確定錄取及報到名單，海聯

會將不再就單招已錄取僑生進行分發。 

九、108 年 11 月 12 日以東教招生字第 1080201837 號函送本校「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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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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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函請各學系學程修訂 109 學年度招收碩博士班陸生特色優勢， 11 月 25 日向教育部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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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預定

12 月底公布審查結果。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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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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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報送陸生聯招會。另，委請國際處及各學系提報陸生獎助學金，

將於 12 月 13 日彙報至陸聯會優秀陸生獎助學金專區。 

十二、本校依規定提報教育部「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108 年 11 月 7 日已奉教育

部核定補助；並於 11 月 25 日前，依委員審查綜合意見暨共通提醒注意事項陳報修正

計畫書在案。為順利進行系統之建置或改寫，108 年 11 月 19 日由計畫主持人趙副校

長召開「研商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評分暨輔助系統相關事宜會議」，研議與全國甄選

委員會系統及麗臺作業模組輔助系統之介接。此外，前經函請試辦前導 9 學系擬具評

分尺規初稿後，規畫 12 月 4 日及 12 月 5 日，分兩校區舉行工作坊，種子教師及學系

主任可擇定其中 1 場次參加。會中審閱參與試辦學系評量尺規初稿，並說明計畫執行

作業細則與進度期程，冀能順利於 109 年 1 月 10 日前提交「個人申請入學管道招生

作業辦理規劃書」。 

十三、彙製 109 學年度多元入學方案學系分則一覽表（含去年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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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製作招生學系班別、多元管道等基本資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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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提報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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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108 年 11 月 20 日以東教招生字第 1080201918 號函送相關單位，說明有關教育部核定

本校 109 學年度各學制各管道招生名額分配情形。 

十六、辦理有關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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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8

年 11 月 4 日以東教招生字第 1080201811 號函示提撥招生經費結餘款補助各學系學士

班及學士學位學程招生宣導 1 萬元，期能藉由實質經費挹注，積極提升招生質量。 

十七、為盤整瞭解各學系(學程)在招生策略方面之作為與未來規畫，108 年 11 月 27 日以東教

招生字第 1080201938 號函請學院系提報「招生宣導活動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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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認識東吳營」預定 109 年 1 月 20 至 21 日（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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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週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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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活引航兩梯次皆已報名額滿，向隅學員

開放備取候補登記；另於 12 月 9 日視缺額進行「學群導航」課程報名。籌備團隊業於

11 月 10 日及 11 月 24 日進行第二次及第三次輔訓課程活動，冀以凝聚團隊情誼，提

升合作效能。 

十九、招生服務團業於 11 月 16 日進行第二次社課（擺台實戰）；另於 11 月 30 日及 12 月 1

日於雙溪校區及陽明山福音園辦理兩天一夜「第 13 屆招生服務團暨第 6 屆認識東吳

營招生服務研習營」，藉以培養新進團員認識學校資源，進而增進宣講能力。 

二十、11 月 27 日國立澎湖科大招生中心組員率該校 4 位招生社團幹部與本校招生組及招生

服務團幹部進行交流，就招生社團運作及現況實務進行分享。 

廿一、108 年 11 月 30 日下午，協助企管系系運活動系友回娘家雙溪校區校園導覽。 

廿二、統計 11 月份招生宣導場次計有： 

赴高中學群講座：11/4 桃園高中心理系徐儷瑜、11/5 桃園高中日文系陳相州、11/5 南

崁高中米建國、11/6 振聲高中英文系謝瑤玲、11/6 南湖高中心理系王韋婷、11/11

永平高中經濟系楊仁維、11/12 新莊高中企管系鄭鈞云、11/12 中和高中企管系林

智偉、11/13 斗六高中國貿系吳智英、日文系陳若婷、11/13 蘭陽女中法律系林彣

鴻、會計系李坤璋、11/14 鳳新高中社會系葉崇揚、11/14 林口高中外語學院陳盈

盈、11/14 南山高中財精系周世偉、11/14 竹東高中社會系范綱華、11/15 延平高中

招生組黃昭明、11/18 永春高中財精系劉文彬、11/18 桃園陽明高中會計系李坤璋、

11/19 萬芳高中招生組黃昭明、11/19 內壢高中法律系范秀羽、11/19 景美女中法律

系法思齊、11/20 桃園陽明高中日文系葉懿萱、11/22 北市復興高中國貿系謝效昭、

招生組黃昭明、11/27 國立華僑高中法律系黃心怡、英文系蘇秋華、11/28 左營高

中財精系李宜熹、國貿系張大成、11/28 桃園高中經濟系林沁雄，共計 30 場次。 

赴高中博覽會擺台：11/15 私立泰北高中；11/16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11/28 臺中市立惠

文高中，共計 3 場次。 

接待高中參訪：11/14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11/15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11/26 私立金甌女

中，共計 3 場次。 

領航人課程體驗：11/01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11/04 私立幼華高中、11/21 私立金甌女中，

共計 3 場次。 

 

【通識教育中心】 

一、通識教育相關會議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地點 重要議案 

108學年度第3次

研商共通課程改

進方案會議 

108 年 11 月 6 日(三) 

下午 15 時 10 分至 16 時 20 分 

第二教研大樓 D1005 人文社會

學院會議室 

討論本校共通課程規劃再調整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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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地點 重要議案 

108學年度第1學

期「思維方法」課

程教材教法暨學

習成效研習會 

108 年 11 月 15 日(五) 

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6 時 10 分 

第二教研大樓 D0825 研討室 

1.「思維方法」課程前、後自評調查

分析報告。 

2.討論「思維方法」共通課程教學目

標暨課程綱要事宜。 

3.討論「思維方法」課程前、後自評

表題目事宜。 

4.「思維方法」課程教材教法及教學

經驗分享。 

108學年度第1學

期「生命關懷」課

程教材教法暨學

習成效研習會 

108 年 11 月 29 日(五) 

晚上 18 時至 20 時 

綜合大樓小洋葱餐廳 

1.「生命關懷」課程前、後自評調

查分析報告。 

2.討論「生命關懷」共通課程教學目

標暨課程綱要事宜。 

3.討論「生命關懷」課程前、後自評

表題目事宜。 

4.「生命關懷」課程教材教法及教

學經驗分享。 

二、共同課程「思維方法」、「生命關懷」前 9 週課程前、後自評調查分析報告：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共同課程「思維方法」、「生命關懷」正式授課，由哲學系、社工系、心理系

支援開課。為初步瞭解學生學習成效，通識教育中心進行前 9 週課程前、後自評問卷施

測。調查分析結果如下： 

(一)「思維方法」課程：以平均數觀之，後測比前測分數高，推測課程對學生推理的能力

有幫助。以各系個別前、後測進步程度觀之，推測修讀課程對學生的分析能力、判

斷能力、推理能力皆有影響力。 

(二)「生命關懷」課程：以平均數觀之，後測比前測分數高，推測課程對學生個人自我瞭

解程度有幫助。以各系個別前、後測進步程度觀之，推測修讀課程對學生自我探索

與自我照顧、社會與人文關懷、生命意義與靈性關懷之能力均有影響力。 

三、「故宮文物賞析與創新應用」第二專長課程：通識教育中心於 108 學年度推動「故宮文

物賞析與創新應用」第二專長，「文物鑑識與科學研究」課程於 108 年 11 月 1 日(五)、

11 月 15 日(五)邀請專業水墨畫家黃振庭老師演講，講題為「經典書畫與拍賣市場介紹──

以蘇軾、顏真卿、王羲之為例」、「創作風格與人生經歷──以宋徽宗、齊白石為例」；

108 年 11 月 29 日(五)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陳東和副研究員演講，講題為「文

物科學研析在故宮」。「博物館公關與媒體」課程 108 年 11 月 15 日(五)邀請國立故宮博

物院南院處賴芷儀助理研究員演講，講題為「博物館策展與媒體公關實務」。 

四、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自辦品保評鑑作業：通識教育中心於 108 年 11 月完成通識教育中心

自我評鑑報告書面審查作業，並於 11 月 27 日(四)提交「自評報告書審意見回應表」及

「實地訪評日期、場地使用情形調查表」，預計於 109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辦理自我

評鑑實地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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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9-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通識教育中心於 108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提報 109-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共提出「營造通識教育園地」、「基本能力與素養提升」、「各類

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三項子策略。 

六、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久聯盟開放跨校選課課程：基於優久聯盟互惠互享，通識教育中

心於 108 年 11 月 25 日(一)提報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久聯盟開放跨校選課課程，包括

「西遊記與團體政治」、「中國傳統啟蒙經典教材」、「策展與多媒材運用」、「圖書文

獻巡禮」、「當代精英的責任與關懷」、「化學與人生」6 門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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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十二月 

 德育中心 

一、 【就學貸款】：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家庭年所得查核結果計 257 件不合格，不合

格件之同學補件辦理期限至 11/29 止，後續將進行彙整及報送作業。 

二、 【就學減免】：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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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皆保留減免。符合減免資格者共計 832 人，減免金額

合計 2,708 萬 1,554 元整。 

三、 【弱勢助學金】：教育部於 11/12 公布弱勢學生助學金所得查核結果，本校原報送 408 名，

合格者計 362 名。此 362 名再經本校學業成績複核，計 2 名上學期學業成績未達 60 分，

故初步總計 360 名符合申領資格，較上學期少 1 名。後續受理學生申覆至 11/27 止，目

前計有 1 位學生申覆成功。另，11/21 查詢弱勢學生助學金第 1 次比對結果（重複申請），

共有 8 位學生重複申請教育部各項助學措施，後續將詢問申請者領取類別。截至 11/22

止，本校符合弱勢學生助學金請領資格者共計 361 名 。 

四、 【生活助學金】： 11 月生活助學金共計核發 92 人，核發 57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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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萬 2,269 元整、工

讀助學金共計核銷 321 萬 4,231 元整，已於 11/23 撥款入學生帳戶。 

六、 【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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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已簽核推薦日二 C 黃 O 恩等 4 名同學申領，並安排其 48 小時服務學習事宜。 

七、 【獎助學金】： 

（一）108 學年第 1 學期獎助學金暨優秀學生甄選委員會已於 11/6 順利召開。 

（二）108 學年第 1 學期申請學雜費分期付款者共 10 人；申請住宿費分期付款共 3 人。 

（三）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博士新生獎勵： 

1.「東吳大學吳舜文獎勵基金」共 6 人獲獎，每人核發 5 萬元，共計核發 30 萬元。 

2.「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優秀碩士新生獎勵」共 10 人獲獎，每人核發 5 萬元，共

計核發 50 萬元。 

3.「東吳大學碩博士班優秀新生獎勵」共 70 人獲獎，每人核發等同學費金額之獎

勵金，共計核發 283 萬 5,380 元。 

（四）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公司來函通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富蘭克林雙學位獎

學金」續獎勵複審結果，80 名學生通過複審，總計發給獎學金新台幣 352 萬 5,000

元整，獎學金簽辦中。另，來文明訂「因修課數不足申請保留獎學金者，得保留至

延修第 1 年結束前取得雙主修學位畢業一併發給。」相關訊息將通知獲獎學生及公

告於德育中心網頁。 

八、 【高教深耕-扶助攻頂計畫】: 

（一） 11 月扶助攻頂計畫助學金(吳孕良品、扶助學習)執行 199 位同學，助學金共核撥 108

萬 8,000 元整。 



9 

（二） 教育部函知 109 年度高教深耕-扶助攻頂計畫申請案須於 12/11 前備文報部；本中心

預計提報 C1 基本補助 318 萬、C2 外部募款 350 萬、C3 獎勵補助 350 萬，共計 1,018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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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台灣原住民運動的變遷與抗爭、12/12【美

育活動畢業標準】魯凱族服飾紙藝 DIY、12/16 原住民職涯講座：創業規劃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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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辦理原資中心期中座談會，促進原住民學生與學系的互動，進一步了解原住民

學生的需求，落實原資中心輔導功能。 

（四）12/12-12/13 至國立臺東大學參與全國原資中心主管聯席會議，以掌握重要法規政策，

汲取各校實務經驗，強化原資中心組織功能，以提供更貼近原住民學生需求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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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於 11/5 函請校內各單位提報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功（過）以下學生

獎懲資料，各單位需於 12/19 前完成所有獎懲提報作業，德育中心需於期末考後 8 天內

（109/1/20 前）完成第 1 學期學生操行成績計算。 

（二） 於 11/22 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 1.商學進修學士班黃 OO 與財精系學生古 OO 肢

體衝突案。2.企管學系學生田 OO 參加「管理會計」期中考，攜帶小抄懲處案。 

十一、 11 月份遺失物事宜： 

（一） 函送城中校區 10 月份價值 500 元以上遺失物 1 件，至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

分局公告招領。餘 500 元以下遺失物外雙溪校區共 259 件、城中校區共 45 件，預計在

兩校區德育中心招領至 11/30 止。 

（二） 截至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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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領回 受理 領回 未領回 

11 月 352 149 203 69 27 42 

十二、 法治及品德教育活動： 

（一） 東吳好書交換日活動：108 學年度好書交換日活動將於 12/17 舉辦，期望透過本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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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友善環境工作坊－竹編手作：活動規劃於 12/15 進行，帶領學生至坪林親水公園，進

入竹林，認識動物生態、植物群相...一起鋸下竹子，現場取竹子、處理竹子、製作竹片

（竹篾）體驗，下午竹編手作~圓形竹簍子，期待藉由此工作坊的推動，讓學生省思與體

驗，深刻體悟人與自己、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的各種關係，養成減

少用塑膠的生活態度，活動最後帶領學生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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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手牽小手─品德養成計畫：將於 12/19、12/26 至士林國小進行團體課程，以「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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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感恩行動落實於生活中。 

（四） 誠實商店：於 11/11-12/6 辦理，於舜文廳設置無人商店，擺放校內過招領期限拾得人

授權本校處理之遺失物供師生自由進出採買，最終實際收入將捐款於社福機構，除可聚

集校園內每個人的愛心，同時也可透過此方案培養誠實的態度。 

（五） 品德講座：配合年終的到來，12/3、12/9 於兩校區舉辦「品德講座－感恩蠟燭 DIY」，

帶學生回顧這一年來最想感恩的對象，或許是老師或是身旁友好的同學、朋友，再將感

恩化作行動，親手製作感恩蠟燭送給對方，營造溫馨友善、有品的校園。 

（六） 電梯禮讓宣導：持續安排學生進行宣導，維持電梯搭乘之次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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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培養學生禮讓的美德。 

 群美中心 

一、 群育教育活動-第 3 哩-單車環島籌備:109/3/21 出發單車騎乘環台 13 天，於 4/2 日回到東吳

大學。每年環島皆有 3 次認證供同學訓練騎乘，本次共有 198 位同學報名認證活動。第二

次認證已於 11/17 順利結束，內容為一日長時間、長距離騎乘，學生自雙溪校區出發到桃

園竹圍漁港附近籃球場折返，來回里程約 70 公里。第三次認證將於 12/8 進行。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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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彼此經驗交流，舉辦此研習會議，研習會已於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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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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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8 年度社團檔案競賽暨主題式展演活動:108 年度社團檔案競賽暨主題式展演訂於 12/8 於

城中校區體育館舉行，本次活動分為靜態的檔案競賽及動態的主題式展演活動，共有 26 組

社團報名角逐檔案競賽活動名次；主題式展演活動則分別有 6 組社團報名社團特色活動，3

組參加社團經營成效。期待社團藉由活動校外評審的協助，檢視社團檔案內容，進而達到有

效傳承的目標；另藉由主題式展演的活動，讓社團能夠展現特色，提升社團能見度。 

四、社區公益展演活動：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服務團隊將於 12/1(日)13:30-17:00 於士林官邸菊

展露天舞台辦理「士林官邸社區公益展演」，動態表演社團有 10 個：世界民族舞蹈社、竹韻

流羽國樂社、親善民族爵士舞團、停雲詩社、城中熱音社、體適能有氧社、熱舞社、蘇州吉

他社、音樂劇表演社、吉他社。靜態擺台社團與團體計有 7 攤 : 中國醫藥學社、戀咖啡社、

咖啡愛好社、命理研究社、圓桌塔羅牌社、UB 團隊、住宿中心，活絡本校學生與社區民眾

之情誼。 

五、120 週年校慶專書進度: 2020 年正逢母校 120 週年校慶，中心負責編輯《東吳人的青春日

記》專書，紀錄 1990 年後至今的社團風華，日前邀請 34 位曾任各屬性社團之負責人且曾

獲取社團獎學金等社團風雲人物撰稿，並專訪了 20 位校內外來自各屬性社團指標性的學長

姐們， 已全數回傳作者及採訪者確稿後上傳更新商周雲端資料，預計配合編輯進度於 12 月

初進行校對、1 月送印，希冀能將記憶化為文字，銘留後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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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三屆 COSPLAY 大賽籌備：11/16 公布參賽隊伍順序，計有個人 19 組、團體 14 組，總計

33 組參與競演。11/26 辦理與郵寄相關申請簽證保證書給墨西哥籍表演團體。11/27 召開第

一次活動執行團隊籌備會議。11/29 發送紙本與電子郵件邀請卡給台北市文化局局長與本校

一、二級單位主管。 

七、超馬社團表演：本次超馬社團表演將於 12/14(六)晚上 18:30 於雙溪校區熱鬧登場，本次有

東吳管樂社、竹韻流羽國樂社、音樂劇表演社、東吳吉他社、親善民族爵士舞團、熱音社、

體適能有氧社 7 個社團參與表演。  

八、12 月份美育活動: 12/05 於雙溪校區傳賢堂邀請相聲瓦舍演出「十五萬大軍直取西城而來」，

目前報名人數計 870 人，擬透過戲劇表演，讓全校師生享受舞台劇的魅力，可增進對美的另

一層體驗。12/19 於城中校區舉辦「關於演員：你不知道的幾件小事」講座；讓劇場演員，

同時也是許多影像演員的表演指導的陳佳穗老師來為大家解謎，帶領我們揭開演員光鮮亮

麗的神秘面紗，一窺娛樂藝文產業的真實面貌。12/20 假校外至善藝文中心舉辦「絕對的光

與亮─賴純純的世界」藝文小旅行；透過現場導覽人員解說與親身欣賞畫作，認識藝術家賴

純純 40 餘年來以藝術實踐人生的創作脈絡，以增進藝文美學的涵養。 

 健康暨諮商中心  

一、 大一新生普測：共計施測 56 場次，篩選出大一高關懷人數為 148 名（含高危險 29 人），

另有非大一學生 6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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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 至 109/1/10

與各學系召開導師會議，共計 24 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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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礙的狂想曲‧資教之夜：11/26（二）18:30-20:00 於城中校區游藝廣場舉行，共 7 組表演，

包含視障生、情障生、自閉症生及一般生共同演出，表演內容有合唱、獨唱、吉他、古箏、

電子琴伴奏等。表演者除克服困難加強練習，並分享選擇曲目的用意與心情，克服自卑勇

敢面對挫折與接納自己，同時感謝周遭的師長同學的關照。參加者共計 117 人。 

三、 響應 123 國際身障人權日，帶領身障學生於 12/3(二)11:00 在士林捷運站舉辦傳愛快閃活

動，共 23 名學生參與，將表演「自卑」和「讓愛無限存在」二首歌，傳達身心障礙學生內

心的困境，傳愛行動可以改變社會的看法，身障者可以拾起自卑心情，讓愛無限存在。 

四、 資源教室與校長有約餐敘：將於 12/9(一)12:00-13:00 在城中 2123 會議室辦理，目前報名

人數共 12 人(中文系 1 名、哲學系 1 名、音樂系 1 名、英文系 2 名、法律系 4 名、企管系

1 名、經濟系 1 名、國貿系 1 名) 

五、 108-1 急救訓練已於 11/19 辦理完畢，共計參加 70 人，活動整理滿意度：4.57，學習成效

從 47％提升至 98％，學員問卷回饋反應熱烈，表示更了解急救相關知識；充份練習可增

強遇到事件時的穩定；過程訓練地很充實，學到不少知識。 

六、 「我們與健康的距離」血壓周活動：12/3 至 12/5 此三日中午 12:00~13:00 於雙溪校區綜合

大樓 2 樓群美中心前、城中校區第二大樓 1 樓電視牆前辦理，測量血壓即有機會帶走精美

好禮，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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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不可不知的失智症」講座：預訂 12/2(一)13:00~15:00（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與中正區

老人服務中心合作辦理，針對失智症的成因、預防以及資源進行演講，如何辨識失智與健

忘的差別以及如何在生活中預防失智發生等。同時，將進行整合性社會資源的說明，協助

有需要的民眾，能得到適切的協助。 

八、 108 學年度大專院校餐飲衛生訪視於 12/12 上午 9 點進行，所需文件及佐證資料已備齊，

自助餐地板濕滑積水之修繕也已於 11/18 完成，另各櫃位的現場衛生操作定位、自助餐衛

生標示及食材庫房等定位尚未完成，持續加強監督作業及現場評估。 

 學生住宿中心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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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名學生提出申請並符合申請資格，補助金額共計 30 萬 6,000 元。 

二、宿舍床位候補作業：開學迄今陸續有學生休、轉學或因故放棄床位，按順序陸續開放候

補大一新生、設籍雙北以外之舊生、全校學生（不設限）登記申請，截至 11/26 校內及合

江區宿舍尚有 10 床、泉思學舍 27 床（含 1 人房）可供候補。 

三、學生住宿基金：本次線上申請人數共 111 人，實際遞交紙本文件者共 107 人，經審查計

有 66 人通過，獎學金已完成核發至學生郵局帳戶。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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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 至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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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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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提供 100 個住

宿生名額，組成「聖誕 Dress Code」陪跑團，參與夜間 5 小時陪跑接力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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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校外租賃輔導部分 

一、 榮獲「108 年大專校院績優賃居服務工作」績優學校組優等：本校參選教育部績優賃居表

揚實施計畫，繼民國 101 年榮獲績優學校組特優獎項後，再添殊榮，獲優等獎！本中心

代表本校於 11/14 全國賃居輔導工作研討會中受獎。 

二、 租賃生成長系列活動：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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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身術教學、居家收納省電講座、租屋安全講座等。 

三、 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精進措施－校外租金補貼：配合計畫開放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或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之學生，本次共計 18 人提出申請，17 人

通過審核，後續將依教育部來文規定提供相關清冊表單，並進行請款、發放與經費核結

事宜。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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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舉辦「租屋

常識用心答，安全守護你的家」活動，同時搭配群美中心士林官邸社區公益展演活動，

於園遊會擺放帳篷攤位，邀請校外租賃生以寓教於樂的遊戲方式，向社區民眾推廣居家

安全及租賃法律相關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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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訓室 

ㄧ、學生生活輔導： 

（一）雙溪校區：計 35 件次(校安維護 7 件、車禍協處 2 件、疾病送醫 8 件及其他事件 19 件)。 

（二）城中校區：計 19 件次(校安維護 2 件、疾病送醫 2 件及其他事件 15 件)。 

二、承商督導：本學期期中承商督導會議於 11/12 召開，本次會議重點在兩校區承商新品申請及

元旦連假營業時間協議，經協調承商均能配合學校要求。 

三、校長餐敘：本學期「校長餐敘」於 11/26、11/28 辦理完畢，此次會議各學系班級代表及學

生會、學生議會代表均踴躍出席並針對各項校務事項踴躍建言。 

四、全民國防教育參訪：本學期於 11/19 辦理全民國防教育參訪，訪問陸軍機步二六九旅，師生

ㄧ行約計 120 人，參訪主要內容為任務簡報、甲車操演及模擬射擊操作等。 

五、近期工作重點： 

（一）支援體育室 12/14、12/15 東吳超馬活動安全維護。 

（二）109/1/15 辦理雙溪校區複合型防災演練。 

（三）109/1/6 辦理 108 年校園安全災害防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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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十二月 

一、 辦理各類採購案 

(一) 108.10.21-108.11.17 合計辦理 106 件採購案議比價作業（財物 72 件、勞務 26 件、

工程 2 件、圖書 6 件），其中逾 50 萬元案件如後：  

1. 化學系「熱分析設備及冷卻系統一套」。 

2.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機架伺服器及運算卡一套」。 

3. 資管系「電腦 29 套」。 

4. 行政諮詢組「個人電腦 75 套」。 

5. 系統組「Moodle 數位憑證建置及伺服器一台」。 

6. 營繕組「超庸館 3 樓不斷電系統更新」。 

7. 營繕組「城中校區六大樓商場結構補強、菜梯及室內整修工程」。 

8. 圖書館與營繕組「東吳大學數位校史館建置」。 

(二) 逾 50 萬元之公開驗收案 

1. 物理系「雷射切割機」。 

2. 化學系「叢集系統」。 

3. 音樂系「KAWAI 鋼琴一台」、「YAMAHA 鋼琴一台」。 

4. 社會資源處「鈦御璽 17,000 套」。 

5. 註冊課務組「D314,R202 互動教室」。 

6. 兩校區網路暨維修組「有線認證閘道器一批」。 

(三) 108.10.21-108.11.17完成各類購案發包累計節約金額457萬1,087元，議減率8.95%。 

(四) 108 學年（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8 年 11 月 17 日）完成購案發包累計議減金額 714

萬 5,616 元，議減率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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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一般垃圾 5 萬 7,730 公斤、大型垃圾（含樹枝、木板、寢具等雜物）

1 萬 1,800 公斤、資源回收 1 萬 0,906.5 公斤及廚餘 8,453 公斤等清運作業。 

(三) 完成設備維護、小額採購刻印印章、更換玻璃、窗簾及換鎖，共 58 件。 

(四) 完成 10 月各承商回饋金結算（含校車咖啡、雙溪校區書局-推廣部代購書籍部分、

兩校區和範公司列影印）。 

(五) 10 月份本校校車及公務車用油量使用情況：汽油 502 公升，柴油 1,151 公升。 

(六) 10 月份兩校區汽機車收入金額為 63 萬 9,230 元。 

(七) 配合 12 月 14~15 日超級馬拉松，加強兩校區環境綠美化、環境清潔整理，並完成

當日人員配置、器材調查整備前置作業。 

(八) 本校自 89 年 1 月 1 日起認養雙溪校區校門「東吳綠地」(編號：士林 143 號綠地)，

至 113 年 9 月 14 日止。本校負責草皮植栽修剪、除草、灌木叢枝葉修整及扶正等

事項，植栽如需修剪、砍除依規定先通報公園路燈管理處園藝所評估後，並安排工

班進行相關處置，另該分隊委外園藝廠商每月會至綠地進行除草 1 次；王寵惠墓

園維管部分，每週持續清理並予以記錄，且不定期清理親山步道雜草及巡查繩索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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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兩校區聖誕布置援例由花工及工友團隊執行，配合校史館工程，雙溪校區首度將聖

誕樹移至綜合大樓西側樓梯前方空地，援例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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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樹周邊利用倒樹樹幹布置出圍籬，加上三隻麋鹿家族，

更顯聖誕氣氛，該區已於 11 月 26 日完成並點燈（燈光開放時間為 17 時至 22 時

30 分）；城中校區聖誕樹援例布置於二、五大樓中間空地，另配合第六大樓工程，

原去年二大樓木棧道之燈廊布置，今年將取消，校區以簡約風格營造聖誕氣氛；執

行過程中仍善用既有資源以減少支出，歷年使用之燈飾及裝飾品亦保存延續使用。 

(十) 完成 108 學年度第 2 次各單位個資資料集中及聯繫內湖焚化廠進場銷毀工作，銷

毀數量共 2,600 公斤。 

(十一) 完成第二教研大樓 B1、B2 樓層蚊蟲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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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002 有害事業廢棄物儲存室每月設備(沖淋器、排風機)定期檢查，及暫存量

盤點作業。 

(五)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108 年第 3 季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作業。 

(六) 完成化學系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粉末 X 光機(登設字 2001448 號)向原子能委員會

申請永久停用暨學校基本資料聯絡人變更作業。 

(七) 完成微生物學系 M312 實驗室感染性生物材料「大腸桿菌」1 株異動，校內核備程

序。 

(八) 完成化學系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微生物學系含射源設備年度擦拭檢測作業。 

(九) 完成圖書館 A 棟樓梯安全防墜網設置。 

(十) 完成化學系廢棄玻璃 2 箱、固態廢棄物 7 箱、廢液 9 桶；微生物學系廢棄藥品 1

箱；企管系學生會廢棄藥品 1 箱；送 M002 有害事業廢棄物儲存室暫存作業。 

(十一) 完成 M002 有害事業廢棄物儲存室廢棄藥品 10 箱 74 公斤清運暨委託處理作業。 

(十二) 11 月 5 日、12 日分別進行城中校區商場整修及雙溪校區校史館施工，安全衛生

情形巡檢，所發現缺失已請營繕組通知完成改善。 

(十三) 11 月 15 日參加教育部「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研商公

聽會。 

(十四) 環安衛管理系統通過 ISO 14001、ISO 45001 三年期認證，108 年 11 月 25 日於

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辦理授證典禮，由 SGS 公司謝禎濤總監頒發雙證予潘維大

校長。 

四、 各類人力支援服務及停車管理部分 

(一)人力支援服務 

1. 支援各單位申請搬運物品、器材、場地佈置等共 109 人次。 

2. 支援公務車派遣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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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場次。 

4. 支援校長室、副校長室盆花養護之環境維護人力共 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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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停車管理與接待服務 

1. 支援安排 TMA 臺灣國際魔術大會、德育中心品德教育觀摩及表揚大會、各院

系及行政單位辦理研討會、演講、工作坊、會議或校友返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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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輛次。 

2.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公告全校師生請勿佔用身心障礙者專用汽機車停車位。 

支援事項 
派工支援 

(人次) 

公務車派

遣(人次) 

活動支援 

(場次) 

花木養護 

(人次) 

停車服務 

(輛次) 

108年11月 109 21 354 2 259 

五、 重要設備維管 

(一) 電梯設備維護 

1. 108 年 11 月份電梯故障停俥計雙溪校區 3 件(東芝)，崇友公司均依規定完成檢

修。 

2. 為宣導搭乘電梯安全，減少因不慎而發生意外，製作「東吳大學電梯搭乘安全

須知」影片，11 月 15 日至 22 日間於兩校區影音推播平台輪播，以提醒加強師

生安全觀念。 

(二) 飲（開）水設備維護 

1. 飲（開）水設備維護：全校飲（開）水設備 170 台，11 月份故障緊急叫修 7 次

（雙溪校區 5 次、城中校區 2 次），承商皆按契約規定時間派員完成維修。 

2. 11 月份飲水機水質檢驗共檢驗 28 台（雙溪校區 15 台、城中校區 10 台、校外學

舍 3 台），檢驗結果均合格，水質檢驗報告張貼於各該檢查飲水機上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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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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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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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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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二季消防靜態保養，雙溪校區、城中校區已保養完畢，動態測試依排

程測試。 

(四) 12 月底前預計完成第一教研各教室內緩降機支架移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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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處會議場館、14 處電視牆，11 月份

清潔消毒及啟動測試，雙溪校區合計 273 人次；城中校區合計 233 人次。 

2. 雙溪校區故障報修計 31 次(使用不當所致計 14 次，零件屆期所致計 17 次)；城

中校區合計 53 次(使用不當所致計 1 次，零件屆期所致計 5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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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全設備： 

1. 監視系統 

(1) 兩校區設備數量如下：校安中心監控系統伺服電腦 4 台(雙溪 2 台、城中 2

台)；監控錄影主機 86 台(雙溪 60 台、城中 26 台)；攝影機 938 具(雙溪 607

具、城中 271 具、合江學舍 23 具、合樂學舍 28 具、泉思學舍 9 具)；求救

鈕 1,264 處(雙溪 842 處、城中 401 處、合江學舍 6 處、泉思學舍 4 處、無

線求救按鈕 11 處)。 

(2) 11 月份實施監視畫面檢查，雙溪校區合計 16 次、城中校區合計 19 次，設

備故障報修合計 8 次。 

2. 門禁系統(總計 39 處：雙溪 18 處、城中 21 處)：故障報修合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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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次。 

八、 雙溪校區邊坡安全監測 

108 年度第 4 次監測、巡勘作業已於 11 月 13 日、11 月 21 日施作，目前邊坡、擋土牆

正常穩定中，第 5 次監測、巡勘作業預計 109 年 5 月執行。 

九、 設施、設備維護工程 

11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 298 件(雙溪 220 件、城中 19 件、校外學舍 59 件)，其中完成自

力修繕案 156 件、委商修繕案 70 件，其餘尚餘 72 件在進行中。重點項目摘要如後： 

(一) 雙溪校區 

1. 雙溪校區第一、二教研 6 部客梯零件(調速機)更新。 

2. 超庸館 3 樓不斷電系統更新。 

3. 綜合大樓一樓插座迴路斷線修復。 

4. 第二教研大樓 1F 露臺地磚整修工程。 

5. 楓雅學苑及教師研究一樓地磚整修工程。 

6. 寵惠堂前給水管整修工程。 

7. 寵惠堂八角亭周邊地磚止滑工程。 

8. 光道廳旁地磚整修工程。 

9. 松勁樓 R302、R310 寢室門片更新。 

10. 愛徒樓 C113 教室牆面修繕、壁癌處理及刷漆。 

11. 圖書館鐵捲門故障修繕。 

(二) 城中校區 

1. 第五大樓 B1 舞蹈教室天窗漏水檢修。 

2. 崇基樓 3 部電梯鋼索更新。 

3. 第三大樓 3104 資源教室分離式冷氣故障檢修。 

4. 崇基樓 1308 教室空調送風機馬達故障檢修。 

5. 圖書館不斷電系統電池年限已屆，故障檢修。 

6. 游藝廣場展覽廳冷氣送風機馬達故障檢修。 

7. 崇基樓冰水主機冰水循環泵漏水檢修。 

8. 游藝廣場 2F 創創基地冷氣馬達故障檢修。 

9. 5512、2513、5417、5612 教室單槍投影機燈泡故障。 

10. 第六大樓 6101 與 6105 空間冷氣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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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外學舍 

1. 泉思學舍自來水總表安裝。 

2. 合江學舍 604 寢室床組欄杆、302 寢室冷氣機空隙及 504 寢室鞋櫃門修繕。 

(四) 11 月份空調設備請修單總計 13 件，區分委商處理及自力維修兩類： 

1. 委商處理 9 件： 

(1) 空間調整 2 件：為第六大樓空間調整，軍訓室新設一台分離式冷氣及舊有

設備保養。 

(2) 設備老舊、電器零件損壞 7 件：城中崇基樓冰水泵漏水維修占大部分費用，

其餘更換馬達等小額零件。 

2. 自力維修 4 件，多為機體不潔，及既有設備安裝問題。 

十、 107 及 108 學年重大工程、財物採購執行概況 

(一) 城中校區第六大樓使用執照用途變更作業：本案 108 年 10 月 25 日廖建築師完成

彙整送審，台北市都發局 11 月 12 日同意不用再辦理都市計畫審查作業。目前配

合商場裝修材質調整圖說，預計 11 月 29 日前送聯審建築師複審，俟同意後，再由

北市府建管處審查核定。賡續管制掌握辦理情形。 

(二) 校史館整修工程：本案 108 年 11 月 13 日完成招標，由扶茂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

司承攬，108 年 11 月 14 日開工，預計 109 年 2 月 10 日完工。工程進度 1％，主

要工項為工地安全圍籬、室內天花板、櫃子、地板敲除及運棄等。 

(三) 雙溪校區楓雅學苑、綜合大樓等邊坡防護工程：108 年 11 月 29 日辦理招標作業，

規劃 109 年 6 月 22 日至 109 年 8 月 31 日施工，管制 109 學年開學前完工。 

(四) 城中校區六大樓結構補強、菜梯及室內裝修工程：本案 108 年 10 月 31 日完成招

標作業，108 年 11 月 1 日開工，管制 109 年 1 月 31 日前完工。目前工程進度 51

％，主要工項為樓版結構補強、菜梯及校安中心、健康暨諮商中心保健室空間復原

等。 

(五) 城中校區六大樓商場消防系統、瓦斯管路工程招標作業：本案已完成規劃設計，預

計 12 月上旬完成招標作業，管制於 109 年 1 月 31 日完工。 

十一、 兩校區水電用量檢討 

(一) 用電部分【108 年 11 月(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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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萬 1,700 度，與去年同期度數 127

萬 4,700 度相比，增加 6 萬 7,000 度(正成長 5.26％)；總電費支出 363 萬 9,187

元整，較去年同期 342 萬 1,600 元相比，增加 21 萬 7,587 元(正成長 6.36％)。 

2. 兩校區日均用電度數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161 度，正成長 5.26％（外雙溪日均

用電度數正成長 4.46%，城中日均用電度數正成長 6.77%)。 

3. 各棟校舍用電正成長排名前五名為：外雙溪職工宿舍、外雙溪 L 棟心理系、外

雙溪 F 棟文化大樓與松勁樓並列第三、外雙溪 D 棟松怡廳。 

4. 各棟校舍用電負成長排名前五名：外雙溪楓雅學苑、外雙溪 A 棟寵惠堂、外雙

溪榕華樓、外雙溪 P 棟雷德樓、外雙溪柚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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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水部分【108 年 11 月(108 年 10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電比較】 

1. 本期使用日數為 31 天，總用水度數為 1 萬 5,672 度，與去年同期 1 萬 6,382 度

相比減少 710 度(負成長 4.33％)；總水費支出 39 萬 218 元整，較去年同期 40 萬

8,324 元相比減少 1 萬 8,106 元(負成長 4.43％)。 

2. 本期兩校區日均用水度數 505.55 度與去年同期 528.45 度相比減少 22.9 度、負

成長 4.33％(外雙溪校區日均用水度數負成長 5.19%，城中校區日均用水度數負

成長 1.17％)。 

(三) 綜合分析影響用電、用水因素： 

1. 依據中央氣象局網站觀測統計數據，鄰近兩校區之氣象站本期帳單月份(108 年

11 月)平均結果如下： 

實際使用-108年10月份 

天母觀測站(外雙溪校區) 台北觀測站(城中校區) 

月均溫 當月最高溫 月均溫 當月最高溫 

108年 107年 108年 107年 108年 107年 108年 107年 

24.7℃ 23.1℃ 33.2℃ 29.5℃ 25.3℃ 23.3℃ 34.8℃ 31.2℃ 

上升1.6℃ 上升3.7℃ 上升2℃ 上升3.6℃ 

參考 10 月份兩年氣象站觀測資料，本期大氣溫度在均溫與當月最高溫上有顯著

上升趨勢，氣溫暖和影響空調等大型耗電設備使用需求增加，其結果即會反映

在當月電能度數上。 

2. 兩校區場地使用次數比較：108 年 10 月份兩校區一般教室使用共 1,071 次(外雙

溪 630 次，城中 441 次)，較去年同期 996 次增加 75 次，正成長 7.53%；兩校區

會議場館使用共 359 次(外雙溪 193 次，城中 166 次)，較去年同期 340 次增加

19 次，正成長 5.59%。本期場地使用次數共 1,430 次，較去年同期 1,336 次增加

94 次，正成長 7.04％。場地空間使用次數正成長，各空間需支付成本隨之增加。 

3. 108年 10月份來訪賓客住宿之招待所住宿人次共 48人次(原有眷招待所 8人次，

東荊學廬 14 人次，東桂學廬 26 人次)，較去年同期 40 人次增加 8 人次，正成

長 20％，亦影響用電增加。 

十二、 本校採購辦法第 20 條第 4 項指商規定運用說明 

(一) 只有經過「公平比較」程序產生決標結果的採購案，才是最貼近市場行情，且對本

校最有利的採購案。凡屬「不宜以價格高低作為指定廠商或廠牌唯一條件」之購案，

為使各單位指定廠商作業符合採購辦法第 20 條第 4 項規定，採購保管組研擬「公

開徵求或指名邀請廠商提供服務建議書範本」，提供各單位參考。 

(二) 第一階段範本製作，包含團體旅遊、影片拍攝、空間裝修、購置財物等 4 項。其中

團體旅遊、影片拍攝部分已完成並發出通告，各單位可先參考範本製作「需求說明

暨評選須知」，發給兩家以上廠商提出服務建議書，經單位內部至少 5 人組成委員

會，評選出最優勝廠商後，再行申請指定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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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中文系 2 位老師暫借 D0234 教學研究室歸還音樂系 

(一) 雙溪校區現有 257 間研究室，依人事室公布 107-2 學期末教師離退、遞補狀況，經

「教師研究室管理委員會」討論分配後，尚有兩位中文系教師無研究室可用。感謝

音樂系大力支持，同意於 108 年 8 月 1 日暫借 D0234 教學研究室使用，電子公文

已上陳校長於 108.07.22 核定在案。 

(二) 音樂系因應新成立「音樂與跨領域藝術中心」空間使用需要，通知將收回 D0234 教

學研究室。總務處於 11 月 6 日召開空間協調會，請人社院檢討全院現有空間運用

狀況及教師研究室使用情形，是否可以調整出空間作為臨時研究室，以安置中文系

2 位教師。（加計中文系 108-2 學期奉准再增聘 1 位教師，合計 3 位） 

(三) 案經中文系檢討目前管有空間使用情形回復，同意配合調整 D0716 研究生研究室

局部空間（約三分之一面積）作為臨時研究室，安置所屬 3 位教師。採購保管組已

協助洽請專業廠商，配合中文系提列需求辦理規劃設計。有關裝修工程費用，將由

總務處檢討統籌經費支應。 

十四、 108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辦理學位服團體借用 

(一) 108 學年度畢業典禮將於 108 年 6 月 6、7 日(六、日)分場舉行。依本校「學位服借

用辦法」，有關學生學位服「團體借用」作業，採購保管組已發出通告，重點摘要

如後： 

1. 統一領取期程：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自 108 年 12 月 9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20 日止。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自 108 年 12 月 23 日起至 109 年

1 月 7 日止。（團借期間暫停個人借用）。 

2. 領取作業流程：以「班級」為單位製作借用名冊，發給各學系轉交班代表。畢業

班應先完成名冊填寫及使用費繳納，將繳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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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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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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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108 學年第 1 次有再利用價值之報廢品處理情形 

(一) 本校 2 輛中型客車（校車）報廢除帳，經兩度於「東吳大學 APP」之標售平台公開

標售，無人出價買回。案經採購保管組綜合評估最有利於學校之條件，洽請「壹裕

汽車廠」以市價行情 13 萬 2,000 元收購，完成執行兩輛報廢校車處理作業。 

(二) 採購保管組整理除帳尚堪用之庫儲報廢品計 34 項 138 件，自 108 年 10 月 30 日起

公告開放各單位申請公務領用，至 108 年 11 月 22 日止，共計有 10 個單位領走 14

項 27 件報廢品，有效減輕庫儲負擔。 

十六、 108 年 11 月份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一) 財產管理：10/25-11/22 兩校區財產增加共 233 筆（金額 1,746 萬 145 元），財產報

廢共 297 筆（金額 1,412 萬 4,091 元），財產移轉共 15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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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場地管理： 

1. 兩校區會議場館：10/21-11/20 共申請 357 場次，雙溪 194 次，城中 163 次。 

2. 兩校區一般教室：10/21-11/20 採購保管組登錄共 553 次，其中雙溪校區 360 次，

城中校區 193 次。 

3. 雙溪校區松怡廳：11/01-11/30 校內借用 34 時段，外租彩排 12 時段、演出 8 時

段。 

(三) 消耗品倉儲管理：10/21-11/20 兩校區文具紙張發放 221 筆，清潔用品發放 21 筆，

電腦耗材發放 14 筆。 

(四) 學位服個人借用：10/21-11/20 兩校區共計借出學士服 28 套，其中雙溪校區學士服

11 套、城中校區學士服 17 套。 

(五) 招待所住宿：11/1-11/31 東荊、東桂兩學廬安排 25 次住宿申請，11 月份東荊學廬

住房率為 64%，東桂學廬住房率為 48%。原有眷招待所安排 1 次住宿申請，11 月

份住房率為 70%。 

十七、 出納服務業務統計(108 年 10 月 31 日至 108 年 11 月 28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自 108 年 10 月 31 日至 108 年 11 月 28 日，現金及銀行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4

億 7,570 萬 3,340 元，支出 6 億 3,204 萬 6,745 元，已逐筆登錄入帳，並依規定完

成程序。 

(二) 依據 108 年 11 月 28 日結存日報表分析，本校資金配置明細如下：銀行活期存款

10.56%、支票存款 1.62%、定期存款 69.84%、政府公債 4.53%、基金短票 0.13%、

證券投資 13.32%。 

(三)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中退補費作業已完成資料建檔核對，補費部分援例委託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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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27 日；退費檔案亦已完成測試，有郵局帳局號之學生將統一於

108 年 12 月 3 日撥入帳戶，未於系統填寫郵局帳號資料之學生須持證件至出納組

領取現金。 

(四) 依 108 學年度第 1 次資金運用指導委員會會議決議，於 108 年 11 月間出售部分台

積電股票，獲利約為新台幣 620 萬元，報酬率約為 28%；另出售部分國泰金股票

以增資方式取得價格較低之股票。另執行會議決議於 108 年 11 月 8 日之董事會提

案擬請增加投資額度乙案，業經董事會議通過，增加之額度將待 109 年大選後，政

經情勢明朗穩定後再進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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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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十大科學研究之破壞性創新論文選拔」案，即日起公開徵求，本案由各

學院負責推薦，學院如有意願推薦，敬請於108年12月5日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

申請表」並檢附推薦資料等資料，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二) 科技部108年度「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研究獎」案，敬請有意申請者參考相關遴選作業

要點，並於108年12月5日前完成線上申請。 

(三)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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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前逕送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四) 四、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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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月8日前逕送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五) 科技部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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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整合研究」、「防災科學與技

術研究學門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9年1月1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六) 科技部生科司推動109年度「創新轉譯研究主軸推動計畫」案，即日起公開徵求計畫構

想書，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9年1月19日前完成線上上傳構想書作業。 

(七) 科技部參與2020年度「歐盟奈米醫學計畫(ENMIII)」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9年

1月21日前自行與歐洲組隊並由1位我國或歐洲的Project Coordinator上傳Pre-

Proposal構想申請書至ENMIII線上計畫申請系統，並同步E-mail構想計畫書至科技部

本案承辦人備查。 

(八) 辦理2位專任新進教師申請科技部10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初稿預審相關事宜。 

(九) 科技部主計處於108年11月15日來校查核107年度本校專案稽核辦理情形及專題研究計

畫憑證，本次查核會計憑證計有10位教師執行之10件計畫，並依科技部主計處要求補

充相關資料。 

二、教育部計畫類 

教育部第二期(109-111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本校4件申請案，計有3件計畫進入

簡報審查階段。簡報審查於108年11月13日在國立臺北大學舉行，本校出席人員有趙副校

長、研發長、各計畫團隊及研究事務組，共13人，由趙副校長簡報本校校務支持度，3位

計畫主持人分別簡報計畫內容，並進行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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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全英國際法律事務所、Lazada、

社團法人臺北市國際貿易協會、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共4件。 

(二) 本校獲科技部補助108年度第2期創新營運模式產學合作計畫專案2件：1.巨量資料管理

學院胡筱薇副教授，科技部補助經費計22萬元，合作企業有麥格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

家，合作企業配合款計20萬5,132元。2.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葉向原助理教授，科技部補

助經費計63萬6,000元，合作企業有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1家，合作企業配合款計

23萬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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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彰化縣文化局徵求「《新修彰化縣志·藝術志》〈美術與書法篇〉纂修計畫」，請有意

申請之教師於108年11月15日前填具「教師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投標/議價/提案申請表」

檢附申請文件，送達研究事務組辦理。 

(四) 金門縣政府公告「金門縣109年度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委託研究案」第二次

招標，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8年11月27日中午前填具「教師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投標/議

價/提案申請表」檢附申請文件，送達研究事務組辦理。 

(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徵求109年度創新研究計畫補助案，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8年12月1日前完成線上研提(網址：https://project.swcb.gov.tw/)並填具「辦理研究庶務

申請表」檢附申請文件1份，送達研究事務組辦理。 

(六)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徵求109年度「工務建設科學研究創新計畫」，請有意申請之教師填

具「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檢附計畫申請書1份，於108年12月5日前送達研究事務組辦

理用印；並於108年12月9日前完成線上上傳申請文件(網址：http://pwdap.gov.taipei/)。 

(七) 提醒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履約期限，計有大陸委員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共2

件。 

四、校外獎補助類 

    辦理科技部「107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6月份獎勵金」撥付事宜。 

五、校內獎補助類 

(一) 彙整108學年度「學術優秀人才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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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學術研究社群補助」申請案，並將

於108年12月6日召開第二次學術研究委員會，審議各項獎補助之申請案。 

(二) 108學年度第1學期11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1件補助案。 

(三) 108學年度第1學期11月份核定通過「學術交流基金」1件補助案。 

六、研發成果管理與運用類 

本校中國文學系林宜陵副教授接受教育部補助「全校型中文閱讀書寫課程革新推動計畫

-B類人文精神傳承與創新－東吳大學全校型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畫」之研發成果

《東吳大學國文選》出版授權案之四版版稅收入，共計1萬8,900元。 

七、綜合類 

(一) 研發處與圖書館共同於108年10月22日(二)及108年11月6日(五)分別在兩校區舉辦

「Web of Science學術創新講座」，邀請研究發展長王志傑特聘教授、企業管理學系胡

凱傑特聘教授及科睿唯安官欣瑩顧問分享「期刊投稿經驗及看清掠奪性期刊/會議的陷

阱」相關議題，以提升本校研究能量，並協助師生防範掠奪性期刊及會議。 

(二) 參加東海大學108年10月25日(五)舉辦之「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共同培力活動(七)

－大學社會實踐的中長期評估」，並攜回會議資料。 

(三) 參加中原大學108年10月30日(三)舉辦之「107-108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果發表

會」，並攜回會議資料一冊。 

(四) 108年10月30日(三)於城中校區第五大樓5211會議室舉辦「108學年度學術誠信暨研究倫

理研習會」邀請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范建得教授主講「學術出版倫理之內涵

與法律實務」及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醫學系社會醫學科黃漢忠助理教授主講「社

會行為科學研究倫理審查之原則與實務：以問卷、訪談及網路研究為例」，共有教師、

研究生及行政同仁等48人與會，核發47份研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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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8年11月5日(二)於雙溪校區舉辦「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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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就執行研究計

畫相關行政作業進行討論溝通；會後將函送「108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

明會問題與討論紀錄」予各學系轉致所屬研究計畫主持教師、研究助理及業務承辦同

仁參考。 

(六) 108 年 11 月 18 日(一)於雙溪校區舉辦「建校 120 年校慶教研成果展」第 1 次工作會

議，由趙副校長主持，研發處簡報整體規劃，協助各參展單位了解活動內容及如何準

備參展工作。 

(七) 協助檢核東吳大學教師申請休假審查表。 

(八) 統計「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相關資料予人事室彙整。 

 

【校務發展組】 

一、 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審作業 

(一) 106-108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108 年 11 月，辦理招生組、德育中心、國際事務中心、人事室第一組、華語教學中心

及日本語文學系共 9 案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子策略新增、異動及預算配置事宜。 

(二) 109-111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1. 108 年 11 月 4 日，提報校務發展組 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計畫名稱為「循證式

校務決策文化塑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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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健全及學生教學成本分析等。 

2. 108 年 11 月 11 日函請會計室辦理 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列檢核。 

3. 108 年 11 月 11~22 日辦理 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編列檢核作業，本次共提

報 259 個子策略、1681 筆預算項目，經檢核後共計退還單位修正 107 個子策略及

184 筆預算。 

二、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一) 追蹤 10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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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

經費之總執行率為 66.91%。執行率統計結果已另案函知各業管單位，目前總執行率偏

低，因結案在即，已逐一與執行單位確認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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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至教育

部校務發展計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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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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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函文寄送至高教評鑑中心。 

三、 學雜費收費標準（本項目不對外提報，存研發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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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組】 

一、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與全校性關鍵績效指標 

(一) 107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各執行單位已完成自評及複評，總計畫數為225筆，重點計畫

94筆、基本計畫數102筆、無需管考計畫數29筆。 

(二) 校務發展計畫重點計畫為94筆，佔總計畫41.77％。目前由副校長、教務長、研究發展

長、主任秘書及各學院推薦之26名管考委員代表組成教學、研究、行政管考小組，著

手進行計畫審查作業。其中，教學類計畫佔42筆、研究類計畫佔24筆、行政類計畫佔

28筆。執行成果優異單位預計於108學年度第2學期行政會議公開頒發獎牌。 

(三) 配合109-111學年度新一期程推動，調整校務發展計畫管考方式，以關鍵成果及執行目

標的聚焦方式，讓各單位在提報新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時，更清楚單位執行的項目在

全校發展策略的定位及角色，以達到集中能量推動學校發展的目的。調整後之管考方

式，已於109-111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說明會中簡報說明。 

(四) 為訂定109學年度共同關鍵績效指標，評鑑組參考校發計畫目標、高教深耕計畫指標、

QS及遠見大學排名指標，並針對各單位近3年各單位實際執行成效進行全面性檢視，扣

除極端值後，檢視學院/學系平均數進行檢討，微調部分指標上、下標值，以符合各單

位發展狀況，調整後之指標及標準，亦函知各學術單位參考。 

二、 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 

(一) 校庫 108 年 10 期表冊資料填報業於 10 月 31 日完成，11 月初第 1 次資料產出轉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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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上午 8 時至 11 月 15 日下午 5 時止）提出申請並修正、檢核完畢。 

(二) 11 月 18 日第 2 次資料產出轉各部會單位使用，若經相關單位回報有異常者，需於 11

月 28 至 29 日完成資料修正，並於規定時程內完成檢核及報部作業。 

三、 第三週期系所評鑑 

(一) 高教評鑑中心於 11 月 1 日來信通知本校「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審查回應說明檢核」

審查結果，核定本校檢核項目全數修正完成。 

(二) 修正系所評鑑系統功能，包括：系所評鑑線上申復程序、系所評鑑線上管考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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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十二月 

一、  2019「第四屆海峽兩岸及澳洲高等教育論壇」：108 年 11 月 7 日於外雙溪校區國際會

議廳舉辦「2019 海峽兩岸及澳洲高等教育論壇」，邀請來自澳洲西雪梨大學、澳洲天主

教大學、大陸蘇州大學、香港浸會大學，以及台灣優久大學聯盟會員校多校代表，包含

實踐大學、大同大學、淡江大學、銘傳大學、文化大學、靜宜大學等師長蒞臨參與及發

表。本屆論壇為建校 120 年校慶系列活動之一，而同根同源的大陸蘇州大學也預計配合

該校 120 週年校慶，將於 109 年 5 月接續主辦第 5 屆「2020 海峽兩岸及澳洲高等教育論

壇」。 

二、 辦理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活動等相關事宜： 

(一) 108 年 11 月 12 日於外雙溪校區辦理國外短期交流生期中座談會，共計 10 名出席。 

(二) 108 年 11 月 14 日於外雙溪校區辦理大陸短期交流生期中座談會，共計 67 名及 5 名

帶隊老師出席。 

(三) 108 年 11 月 18 日及 22 日於外雙溪及城中校區辦理陸生期中座談會，共計 4 場次 52  

人出席參加。 

(四) 108 年 11 月 21 日及 22 日分別於外雙溪及城中校區辦理僑外生期中座談會，共計 24

人出席參加。 

(五) 108 年 11 月 23 日辦理「與校長有約-水岸鐵馬樂秋遊活動」，共計 108 名境外生、

師長 16 名及工作人員 31 名，總計 155 名參加。。 

(六) 108 年 11 月 26 日及 29 日於外雙溪及城中校區各辦理一場國際與兩岸事務志工培訓

講座-【文案這樣寫】，邀請講師為蕭蕙青老師。 

(七) 108 年 11 月 30 日辦理國際與兩岸事務志工一日遊活動。 

(八) 開始辦理 108-2 短期交流生及自費研修生前置作業。 

(九) 109 學年度校級赴外交換申請於 108 年 11 月 4 日受理申請截止，本次申請件數共計

244 件(108 學年度 190 件)，本次可分配員額估計約 395 名。各學院系分布如下：人

文社會學院 20 件、外語學院 120 件、理學院 4 件、巨資學院 2 件、法學院 6 件及商

學院 92 件。 

三、 辦理與海外大學及中學簽訂校級協議、陳報教育部事宜： 

完成簽署協議單位： 

(一)108年 8月 30日完成與北京理工大學簽署協議(校級+學生交換+學生交流)。 

(二)108年 9月 18日印度基督大學(校級) 

(三)108年 9月 18日荷蘭海牙應用科學大學(學生交換) 

(四)108年 9月 18日美國漢弗萊斯大學(校級) 

(五)108年 9月 18日印度管理學院卡斯希普爾分校(校級+學生交換) 

(六)108年 9月 18日德國雷根斯堡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七)108年 9月 18日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校級) 

(八)108年 9月 20日完成與福建師範大學簽署協議（師資聯合培養）。 

(九)108年 10月 22日波蘭歐洲學院(校級) 

(十)108年 10月 24日日本新潟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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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08年 11月 18 日韓國明知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十二) 108年 11月 18 日美國查普曼大學(學生交換) 

簽署中協議單位，共 25 所：  

(一)  美國普渡大學西北校區(校級) 

(二)  愛沙尼亞商業學校(校級+學生交換) 

(三)  土耳其安卡拉社會科學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四)  日本廣島大學(校級+自費研修) 

(五)  美國巴德大學隆基音樂學院(校級) 

(六)  加拿大三一西方大學(校級) 

(七)  印度德里大學(校級) 

(八)  印度亞米提大學(校級) 

(九)  復旦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十)  澳洲科廷大學(校級) 

(十一)  土耳其伊斯坦堡文化大學(校級) 

(十二)  日本京都外國語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十三)  德國康斯坦茲應用科學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十四)  南非夸祖魯納塔爾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十五)  孟加拉水仙國際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十六)  法國雷恩商學院(學生交換) 

(十七)  美國聖路易斯大學(短期交流) 

(十八)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校級+學生交換+學生交流) 

(十九)  泰國曼谷亞洲理工學院(校級) 

(二十)  澳洲南十字星大學(校級) 

(二十一)  斯洛維尼亞盧布爾雅那大學(校級) 

(二十二)  韓國全北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二十三)  韓國釜慶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二十四)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校級) 

(二十五)  西北師範大學(校級+學生交換+學生交流) 

四、 接待外賓及訪問學者蒞校參訪： 

(一)108年 11月 4日接待法國勃根地商學院國際事務中心。 

(二)108年 11月 13日接待鄭州大學歷史系 4名教師來訪。 

(三)108年 11月 14日由中文系安排接待韓國安山大學中國語科許仙瑛教授(本校中文

系校友)並洽談未來可能合作性。 

(四)108年 11月 18日接待美國南美以美大學校長、法學院師長及國際處主管來訪，由

潘校長主持接待並安排與法學院師長座談及參訪高等法院。 

(五)108年 11月 20日澳洲西雪梨大學副校長一行 9人來訪，由趙維良副校長主持座談

接待，洽談與本校可能合作之方案以及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合作之可能性，會後由

潘校長接待晚宴。 

(六)108年 11月 21日鄭州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師長一行 8人來訪，由董副校長主

持座談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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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8年 11月 22日德國康斯坦茨大學國際事務中心主任來訪。 

(八)108年 11月 29日香港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110名師生來訪，安排校園導覽及學

系座談。 

五、 出席國際會議及海外招生業務： 

籌備安排 12 月潘校長及各院系代表前往雲南行程及第十四屆海峽兩岸名校兩岸事務部

門負責人研討會 

六、短期營隊及學生獎助學金業務： 

(一) 108 年 11 月 5 日公告辦理雲南大學於 2019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30 日舉辦首屆海

外台生「雲南民族文化體驗營」活動，邀請本校 10 名學生至該校參加，校內申請截

止日期至 11 月 12 日止。 

(二) 108 年 11 月 5 日公告辦理重慶大學於 2019 年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6 日舉辦 2019 渝

台大學生巴蜀文化冬令營活動，邀請本校 8 名學生至該校參加，校內申請截止日期

至 11 月 18 日止。 

(三) 完成 108 年「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結案作業。 

(四) 完成申請 109 年度「僑生輔導實施計畫」輔導經費補助申請作業。 

(五) 完成申請「教育部 109 學年度新南向培英專案」，以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印

尼為招收受獎生之主要國別申請。 

七、其它業務及出席相關會議： 

(一) 108 年 11 月 28 日召開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3 次會議。  

(二) 與日本琉球大學共同辦理日本高中生華語演講比賽，報名時間為 108 年 9 月 9 日至

10 月 23 日，共計 14 名高中生及 10 名大學生報名。決賽將於 108 年 11 月 30 日在

日本琉球大學千原校區辦理。 

(三) 108 年 11 月 29 日國際事務中心陳語婕助理出席世新大學辦理之「2019 年僑外生就

業履歷及面試技巧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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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十二月 

一、捐款業務：11/01-11/30 捐款總金額共計新台幣 504 萬 9,517 元，捐款人數 255 人，最高捐

款用途為「建校 120 年校慶暨校史館整新經費」。 

二、捐款回饋致謝： 

(一) 11 月寄發謝函共計 150 封，捐款收據共計 154 張。 

(二) 11 月寄發 12 月傑出校友暨大額捐款人、中額捐款人、校友組織幹部及校內一、二級

行政主管生日卡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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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申請校內 Wi-

Fi 及 Gmail 校友帳號，11/1-11/30 共計服務 78 人次。 

四、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11/1-11/30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 28 萬 7,339 元（公務販售 21 萬 2,560

元、非公務販售 7 萬 4,779 元）。 

五、協助辦理校友活動及關係經營： 

(一) 11/1 董副校長率領王淑芳社資長和體育室等校內師長參加蘇州大學與本校的「同根同

源同奔跑、兩校共迎雙甲子」校園馬拉松，上海神州校友會及大陸地區校友會共 40 多

位校友亦到場同樂。 

(二) 11/5-11/21 董保城副校長率領校友資拓中心莊琬琳主任及華語教學中心王建輝副主任

一行出訪美國： 

1. 11/8 透過美東地區聯絡顧問戴松昌學長(資管系 68 級)安排，首站來到紐約駐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拜會教育部駐紐約教育組楊敏玲主任，推廣本校國際學術交

流及華語教學業務。 

2. 11/9 中午出席美東校友會校友餐會，紐約華僑文教中心黃正杰主任亦受邀出席，

董副校長並頒發感謝狀予美東校友會會長胡師功學長(經濟系 64 級)及副會長金

蓉生學姐(政治系 53 級)，近 20 位校友齊聚一堂；下午參加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

「華語文數位教學研習與座談」，向梅山、普林斯頓、新海等 11 中文學校，約

30 餘名中文教師推廣本校華語教學中心的特色。 

3. 11/10 中午出席大華府校友會聚餐，董副校長頒贈證書予新任會長賴月雲(德文系

71 級)與副會長江如幸(會計系 77 級)，以及感謝狀給前會長李錫銘(資管系 71 級)

及 6 位理事，超過 40 人出席同樂。大華府學長姐已集資新台幣 12 萬，以大華府

校友會名義認捐校史館重塑計畫，另有白越珠學姐(經濟系 64 級)個人捐款 1 萬

美金。 

4. 11/16 在亞特蘭大舉行美東南校友會成立大會，邱培堯學長(法律系 75 級)當選美

東南校友會首任會長，董副校長頒發當選證書予邱培堯會長及授贈美東南校友會

會旗。邱會長並立即組織幹部群，宣布第一副會長江美慧學姐(75 級德文系)、第

二副會長仲偉真學長(75 級企管系)、總幹事沈書妤學妹(105 級企管系)及顧問潘

雯鈴學姐(75 級歷史系)。邱培堯會長及夫人潘雯鈴顧問捐助校史館重塑計畫 1 萬

2,000 元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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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17 南加州校友會舉辦 2019 年會，董副校長頒發會長當選證書予順利連任的孫

善泰會長(法律系 70級)及兩位新任馬文綺副會長及鄭耀鈸副會長(會計系 69級)，

同時頒贈感謝狀給 29 位南加州校友會理事。南加州學長姐已集資新台幣 12 萬，

以南加州校友會名義認捐校史館重塑計畫，並有 5-6 位校友個人捐贈達新台幣 12

萬元以上。 

6. 11/20 北加州校友會陳思如會長(政治系 93 級)安排晚間與北加州校友會理事聚餐，

校友資拓中心莊琬琳主任於會中說明母校校史館重塑一事，並邀請明年組團返校

參加 120 年校慶系列活動。在陳思如會長的號召下，北加州校友會的校友正集資

捐助校史館重塑計畫。 

(三) 11/15 王淑芳社資長與社資處同仁出席會計系舉辦蔡炳輝學長(會計系 71 級)環島助老

餐敘，為蔡學長的善舉加油打氣。 

(四) 11/16 王淑芳社資長帶領校拓中心同仁出席於城中校區游藝廣場舉辦的「進商之道，

與你同行—商學進修學士班 20 周年校友回娘家」活動，約 70 位校友及眷屬參與。 

(五) 11/30 王淑芳社資長率校拓中心同仁到場支持企管系「第五十屆系運動大會×外雙溪健

行」，與 50 位校友及師長歡聚。 

(六) 11/30 王淑芳社資長出席數學系舉辦「東吳數學 傳承五十」活動，會中並改選系友會

會長，由 72 級盧亞屏學姐當選新任會長，當日共 100 多位校友返校慶祝數學系 50 歲

生日。 

(七) 以校長名義致贈大額捐款或傑出校友賀歲壽桃：11/2 恭賀 63 級會計系王金山學長 70

歲生日；11/14 祝賀 49 級法律系程家瑞老師 83 歲生日。 

六、 召開澎湖校友會籌備會議：11/14 王淑芳社資長及社資處同仁與多位澎湖校友討論組織章

程草案、會長候選人選舉及舉辦成立大會相關事宜。 

七、 參加實踐大學舉辦「私立大學校院社會資源拓展與經營工作坊」：11/14 王淑芳社資長帶

領社資處同仁出席，國內 6 所私校分享校友會經營及開發校友資源等經驗。 

八、 建校 120 慶祝活動籌備事宜： 

(一) 11/15 王淑芳社資長率社資處同仁，與校友總會劉詩聖總顧問及同仁至老爺酒店進行

校慶餐會試菜，下午於城中校區遊藝廣場共同召開校慶籌備會議，討論合作及分工事

宜。 

(二) 11/28 社資處與秘書室出席 Accupass 報名系統簡報會議，討論校慶活動報名及網站建

置。 

(三) 11/29 社資處與學務處召開校慶慶典共識會議，協調校慶慶典流程及分工。 

九、 生涯輔導：108 學年度生涯諮商開學至今預約 223 人次，相較 106 學年度同時期 187 人，

105 學年度同時期 95 人次，諮商人次持續成長中，顯示同學對於生涯資源、課程學習的

需求日漸提高並能善用學校資源，本學年度申請勞動部青年職涯發展中心二位業師進駐，

並增加實習心理師二個時段及國際生涯諮詢師一個時段，提供兩校區同學生涯諮商及職

涯諮詢多元時段與師資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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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班級輔導活動： 

(一) 本學期班級輔導已收件截止，開學至今共 172 場申請，其中 90 場為 UCAN 施測，82

場為職涯輔導講座與企業參訪，目前已完成 90 場 UCAN，班級輔導完成 52 場，尚需

辦理 30 場。 

(二) 本學期 UCAN 施測，全校 23 學系（含中文進修學士班）皆參與大三普測，為本校

UCAN 大三普測以來首次全校各系所共同參與，感謝各系所支持與協助；本學期施測

亦同步開放大二學生進行施測，目前企管、經濟、財精、商學進修學士班、物理、化

學、數學、心理、微生物、德文、日文、政治、中文、哲學、音樂、社工、社會、歷

史、巨資與法律等 20 個學系皆有參與大二施測，希冀藉由施測人數的累積，能提供

學系更多學生學習歷程的數據資料，以提供更有助益的生涯輔導策略。 

十一、 多元學習課程與證照考照補助：本學年持續辦理多元學習課程補助，開學至今共計

有 256 人次申請，證照考試報名費補助共計 96 件申請，證照獎勵計 188 件申請。 

十二、 企業實習：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生涯發展中心將開設「全學期實習課程」，為符合教

育部所制定實習學分數規定，目前共開設三門課合計 9 學分，提供已修滿畢業學分或僅

剩 9 個選修學分以下之大四(大五)、延修生同學進行修課。學生選修課程申請資料將收件

至 12/20，惠請各學系撥冗協助宣傳。 

十三、 東吳實踐家創創基地：本學期至今已舉辦 5 場創創小聚講座，共計 225 人參加，對

小聚之平均受益度為 4.82 分(5 分量表)，平均滿意度達 4.88 分(5 分量表)。 

十四、 文舍明日聚場： 

(一) 第三季實境藝術節宣傳片及宣傳輕小說陸續製作中，預計於 12 月上線。 

(二) 本學期文化基因實驗室推出一系列影像相關活動，包含 Youtuber 講堂、電影沙龍、

Photoshop 實作工作坊及 IG 影像後製工作坊等活動，活動已於 11/19 開始，11 月已

完成舉辦 1 場 Youtuber 講堂、1 場電影沙龍、2 堂 Photoshop 實作工作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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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十二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108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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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31 位同學申請，依實施辦法由院長於 11 月 28 日召集審查審查，總計 16 名同學獲獎，每名

同學獎助金額為新台幣 5 千元，名單如下： 

序號 姓名 學系 序號 姓名 學系 

1 周琤瑜 中四 B 9 陳佩愉 歷史四 

2 賴昱誠 哲學四 10 王曉琳 哲學四 

3 吳秀伶 政四 A 11 佟怡萱 政四 B 

4 王嬿善 政四 B 12 羅浿瑜 政四 B 

5 杜純瑩 社四 A 13 林暐晨 政四 B 

6 楊書夢 工四 B 14 許茵茵 工二 A 

7 林念澄 工三 B 15 周  睿 工四 B 

8 胡維國 中二 C 16 賴嘉欣 工四 A 

二、 109 學年度人社院補助教師研究計畫申請至 11 月 5 日截止，院內總計 13 位教師申請，11 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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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1 月補助師生參與國際暨兩岸學術活動：核定補助師培中心巫淑華老師赴美國參加「夏威夷國際

教育會議」發表論文之機票費；核定補助黃秀端院長、政治系謝政諭老師、政治系劉書彬主任、

中文系沈惠如老師、以及中文系謝靜國老師等 5 位赴愛知大學參加「東亞文明的傳承與發展國際

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之機票費。 

四、國內及國際交流 

(一)「International Corner」11月 1日邀請法國外籍生 Sandy Hudes以「有關法國慶典」為

題進行交流分享，當天計有 15位同學報名參加。 

(二)11月 5日宴請本學期致人社院交流的大陸學者。 

(三)11 月 15 日至 17 日黃秀端院長與政治系謝政諭教授、政治系劉書彬主任、中文系沈惠如副

教授、以及中文系謝靜國助理教授飛赴日本愛知大學參加「東亞文明的傳承與發展」國際學

術研討會，與會還包括來自廈門大學及金門大學的學者，明年研討會將移師至東吳大學舉辦。 

(四)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曾子芮同學申請獲准至本院中文系交換，11 月已

完成入台作業。 

(五)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蘇心怡同學申請獲准至本院歷史所交換，11月

已完成入台作業。 

(六)11月 26日經商學院轉介，寧夏大學回族研究生院希與本院合作，推派 6名研究生於 2020秋

季學期至本院進行訪學研修，本案目前規劃由人社院統籌，政治所、社會所、以及社工所協

辦，課程與經費規劃案已提供予寧夏大學。 

(七)協助辦理日本山口大學師生於 109年 3月來訪行程及交流事宜。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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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員 11 月工作進度如下：11 月 5 日口述歷史訪談：補訪陳玉芬女士。 

11 月 16 日社區活動：手作皮革 DIY，製作手工皮革零錢包。11 月 17 日口述歷史訪談：補訪熊

媽媽女兒。11 月 18 日 120 周年校慶教研成果展會議，討論人社院 USR 策展相關資訊。11 月 20

日大學社會責任成果展 EXPO 網站內容會議。11 月 25 日【眷村裡的女人】書籍校稿會議：討論

書籍內文教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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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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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2 月 5 日於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共同舉辦「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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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世代的網路交友與網路霸凌現象》，截至目前計有 22 位教師同仁報名參加。 

七、本院第 28 期電子報 11 月 28 日發行，寄送對象包括院內師生及院系友總計約 15000 份。 

八、辦理 109 學年度校發計畫編列提報作業，於 11 月 10 日經院長審查作業完成後提送研發處。 

九、配合本校 2019 年個資管理稽核計畫，於 11 月 28 日配合完成單位稽核與受稽訪談與訪查作業。 

十、例行會議 

(一)11月 6日召開學術倫理審查會議。 

(二)11 月 12 日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召開第一次中心委員會議，會中推舉社工系洪惠芬教授為

中心主任，並討論由各委員推薦適合人文 AI 研究專題講者名單，預計每月舉辦一次專題講

座活動。 

(三)11月 27日院務會議討論相關辦法修訂案。 

十一、 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一）教學行政： 

1. 提報 109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子策略提報表(含預算編列)。 

2. 舉辦學生實務工作坊： 

      11月 16日—「108廣告 WORKSHOP：找到自己的創意路徑–以廣告自我測試」。 

      11月 30日、12 月 1日—「2019影像敘事工作坊」。 

3. 11月 18日中午舉辦 108學年度兩學程第一次作業小組會議。 

4. 規劃 12月 12日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實習成果發表會、12月 18日創意人文學程李聖光

老師組實習成果發表會、109 年 1 月 2 日創意人文學程劉維公老師組實習成果發表會等相關

事項。 

5. 偕同創意人文學程學生成果展策展小組籌備學生成果展。 

6. 108年創意人文學程學生期中實習狀況追蹤。 

7. 提醒實習機構督導擲回學生實習成績考核表，並提醒完成暑期實習的學生繳交實習總心

得報告和實習週誌。 

（二）協同教學：  

11 月 13 日哲學系黃筱慧老師『符號與敘事』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 Dothink2c 數位行

銷公司張怡琪董事長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新科技與廣告創意：役物而不役於物」。11月

18日中文系沈惠如老師『影視劇本寫作』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影音平台製作人朱挈儂

女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影集劇本怎麼寫？故事的架構與脈絡」。11 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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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el 行銷經理周弘志先

生校演講，演講主題為「手機攝影與社群之展演經營」。 

（三）校外參訪： 

11月 1日社工系范文千老師『社會服務』舉辦校外參訪，前往策展於萬華剝皮寮歷史街區

的「2019貧窮人台北展」，反轉學生對貧窮的誤解，進而正確認識、理解貧窮人。 

 

◎中文系： 

一、人事組織規章 

(一) 108 年 11 月 23 日，系教評會進行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專案教師試教及面試。 

二、教學活動 

(一) 108 年 11 月 13 日，謝靜國老師「臺灣文學史」課程，帶領 26 名學生前往文訊雜誌社「文

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參訪。 

(二) 108 年 11 月 20 日，舉辦 108 學年度「東吳中文系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競賽說明暨經驗分享

座談會」，邀請 103 級系友李佳陵學姐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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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活動 

(一) 108 年 11 月 8 日〜11 日，連文萍老師赴深圳參加深圳大學主辦、香港浸會大學協辦之「明

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馮琦的翰苑經歷與館課書寫──兼談萬曆丁丑科館選與教

習〉並擔任主持人。 

(二) 108 年 11 月 13 日〜14 日，沈心慧老師於赴蘇州市參加「南社成立 110 周年紀念會暨學術研

討會」，發表〈胡樸安文獻整理及出版芻議〉並點評 6 篇論文。 

(三) 108 年 11 月 16 日，沈惠如、謝靜國老師參加愛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辦，東吳大學人文

社會學院、金門大學、廈門大學合辦之「東亞文明的傳承與發展研討會」，分別發表〈東亞

戲劇傳承的合縱與連橫──以崑劇與能劇的合作為例〉、〈東亞語境下李昂小說的台日中三角

情結〉。 

(四) 108 年 11 月 21 日，陳逸文老師赴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主講：靈龜輓歌──甲骨文字的占卜

世界。 

(五) 108 年 11 月 22 日，舉辦國學講座，邀請曲阜師範大學曹春茹副教授主講：中國文化在東亞

的傳播與影響。主持人：謝靜國老師。 

(六) 108 年 11 月 23 日，賴信宏老師參加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之「與時俱進──古典文學的

傳承與新變學術研討會」，發表〈明傳奇文對賈似道形象之藝術編造與歷史想像──以〈綠

衣人傳〉、〈木棉庵記〉為中心〉。 

(七) 108 年 11 月 25 日，舉辦第 213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由林季芸講師發表〈老子「心」論探

析〉。特約討論人：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吳肇嘉副教授。 

(八) 108 年 11 月 29 日，舉辦劉光義教授紀念專題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黃一農院士主講：曹雪

芹佚失的著作《廢藝齋集稿》。主持人：鍾正道主任。  

(九) 108 年 11 月 30 日，沈惠如老師出席臺灣中文學會主辦、臺灣大學學務處職涯中心合辦之

「新書精讀計畫之二十九──研而優則編：曾永義新書發表會及座談會」，擔任精讀會與談人。 

四、學術成果 

(一) 108 年 11 月，《東吳中文學報》第 38 期出刊。 

五、重要業務活動 

(一) 108 年 11 月 12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專案教師面試人

選。 

(二) 108 年 11 月 22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2 次學系自評委員會，推薦實地訪評委員、決定訪評

時間、地點。 

(三) 108 年 11 月 23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專案教師聘任人

選。 

(四) 108 年 11 月 26 日，中文系學生會邀請知名作家任明信主講：滄海桑田── 與任明信淺談

生活中的閱讀。 

(五) 108 年 11 月 27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專案教師聘任。 

(六) 108 年 11 月 27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討論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新開課程、補審 104〜108 學年度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設置輔系科目學分表。 

六、例行業務活動 

(一) 108 年 11 月 13 日，中三 B 蘇淑芬導師；中二 C 陳逸文、謝君讚導師執行「導生班級輔導補

助計畫」及「學系班級生涯輔導活動補助計畫」，分別主講：如何找到適當的工作？中文系

畢業生涯規劃。 

(二) 108 年 11 月 13 日，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辦中一 C；108 年 11 月 20 日，中一 B；108 年 11

月 21 日，中進一；108 年 11 月 22 日，中一 A「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普測」，瞭解同學們

適應大學生活情況。 

(三) 108 年 11 月 20 日，中四 B 叢培凱導師；108 年 11 月 21 日，中四 C 叢培凱導師執行「導生

班級輔導補助計畫」，藉此提高導師與導生互動，增進班級同學彼此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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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要來賓訪客 

(一) 108 年 11 月 13 日〜17 日，邀請韓國安山大學中國語科許仙瑛主任短期交流，與教師座談並

於 11 月 14 日主講：漢代瓦當。 

(二) 108 年 11 月 16 日，曲阜師範大學雷傳平副教授結束訪學離校。 

(三) 108 年 11 月 20 日〜24 日，邀請泰國法政大學比裡‧帕儂榮國際學院馮忠芳老師短期交流，

與教師座談並於 11 月 21 日主講：泰國漢語教學發展新動態及其動力機制。 

◎歷史系： 

一、學術研究與交流： 

(一)11 月 1 日至 3 日，楊俊峰副教授應北京大學中國古代研究中心之邀，參加「第二次資訊溝通

與國家秩序國際會議」及「菊生論壇暨議題調整與跨域對話：南宋史研究新的可能性工作坊」。 

(二)11 月 13 日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許俊平副處長、張研主任、陳帥副主任蒞校訪視並與該校交流

生進行座談。 

(三)11 月 22-26 日劉龍心教授應中國社科院中國史研究院歷史理論研事所與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

化與旅游學院之邀，參加「新時代中國史學史研究與中國史學的體系建構」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文。 

(四)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傅揚老師應華中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之邀，參加「譯

者之道：海外中國研究學術譯者工作坊」擔任講座。 

二、教學與演講活動： 

(一)11 月 13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李佩蓁助研究員，主講「異人足跡─19 世紀末來

台的通商口岸洋人群像」。 

(二)11 月 13 日，邀請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張亮講師，主講「西周金文所見祼禮考——兼論商周祼

禮的演變」。 

(三)11 月 14 日，邀請國立台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講「唐代法制史料介紹」。 

(四)11 月 16 日，辦理大陸專班史蹟導覽「遁入田野覓歷史：北投溫泉史蹟的踏查」活動，邀請

故事工作坊吳亮衡老師擔任導覽解說講師。 

(五)11 月 20、27 日，辦理 GIS 工作坊(一)、(二)。11 月 13 日 13:10-15:00，辦理多元學習講座「西

周金文所見祼禮考——兼論商周祼禮的演變」。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一)辦理期中考相關作業。 

(二)11 月 14 日，辦理碩士班推薦甄試作業。 

(三)11 月 18 日 9:10-10:00，辦理一年級學生身心適應調查問卷施測 10 月 23 日 13:30-15:00，辦

理「三、四年級學生畢業選課輔導暨『學、碩士一貫學程』說明會」。 

四、行政事務： 

(一)11 月 21 日召開本系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會中討論「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課程」

及「本系第二專長課程檢討與建議案」等案。 

(二)11 月 28 日召開本系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論本系｢教師赴外學術交流機票補助案

｣、｢各類獎學金得獎人案｣、｢學生赴外交換學分抵免規定｣、｢歷史學報主編人選｣、｢總結性

課程『歷史研究與呈現』調整案｣、｢課程結構檢討分組案｣及審議「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

課程」、「第二專長課程檢討與建議」等案。 

(三)辦理系所評鑑自評書面審查作業及 108-2 課程外審作業。 

(四)11 月 19 日召開歷史學報編輯委員會。 

(五)辦理本系《歷史學報》科技部 109 年期刊補助申請，並持續辦理第 40 期徵稿、審稿事宜。 

 
◎哲學系：一、學術活動（教師出訪、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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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本系方萬全老師受邀前往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進行演講。 

11 月 9 日至 10 日本系王志輝老師、蕭銘源老師及林璿之老師參加臺灣哲學學會於 11 月 9 日

至 10 日假國立清華大學所舉辦的「臺灣哲學學會 2019 年學術研討會」，分別擔任會議主持人、

評論人或發表人。 

11 月 20 日至 24 日本系米建國主任受邀前往澳門大學哲學及宗教學課程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11 月 27 日至 28 日本系蕭銘源老師前往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參加讀書會，並收集研究資料以

進行相關學術交流。 

11 月 3 日至 9 日邀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郁鋒副教授來訪，進行學術交流相關事宜。 

二、學術活動（演講、座談會、工作坊）： 

11 月 13 日本系邀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林映彤助理教授於 D0825 研討室進行哲學講座。 

11 月 15 日下午 13:30 於 D0825 研討室舉行哲學系校共同課程「思維方法」課程諮詢及教材教

法研討工作坊，邀請授課之專兼任教師出席參與研討。 

11 月 26 日上午 10：10~12：00 本系邀請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歷史、哲學與宗教研究學系

Shane Ryan 助理教授於 D0308 舉行課堂講座。 

11 月 28 日上午 9：00~12：00 本系邀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曾昭旭榮譽教授於 D0810 舉行

課堂講座。 

三、學術交流活動： 

辦理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1 月來訪相關事宜。 

辦理蘇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明年 3 月初來訪進行第七屆兩岸蘇州論壇相關事宜。 

四、學報事務： 

11 月 1 日至 30 日處理《東吳哲學學報》第 41 期審稿意見書等事宜。 

11 月 29 日對外發佈《東吳哲學學報》第 42 期邀稿函及投稿簡約。 

五、例行行政業務： 

11 月 1 日確認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哲學系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時間表。 

11 月 4 日至 12 月 3 日進行學業關懷系統相關作業並進行提報重點學生相關作業。 

11 月 6 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及第二次系務會議。 

11 月 9 日至 12 月 20 日協助辦理 108 學年學度第 1 學期學生獎懲名單線上作業。 

11 月 17 日舉辦本系 109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面試。 

11 月 20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 10 分本校電算中心人員陪同律師及資安顧問至本系實地訪

談及審查，進行本年度個資內部稽核作業。 

11 月 22 日中午 12：10~13：00 於 B407 協助健康暨諮商中心進行大一身心適應問卷施測，以

瞭解大一新生入學後對於大學新生活身心適應狀況。 

11 月 22 日中午 12：10~13：30 於 D1005 會議室參加人文社會學院 108 學年度年終餐敘第 1 次

籌備會議。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0 日進行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本系研究生諮詢輔導 (advising) 與學習評估

機制。 

六、重要業務： 

11 月 4 日至 8 日本系辦理第八屆「東吳國際哲學講座：大師系列」，獲科技部補助邀請國際知

名學者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與德國科隆大學 Sven Bernecker 教授於 11 月 3 日~10 日來台訪

問，科技部補助生活費、機票費及健保補充保費共 241,184 元。講座安排於 108 年 11 月 4 日

（星期一）、6 日（星期三）及 8 日（星期五）每日下午 18: 00 ~20: 00 在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

廳舉行，講座主題為：「Explaining Knowledge」（解釋知識）。Sven Bernecker 教授為「知識論」、

「記憶哲學」與「形上學」領域中最著名的國際學者之一，有許多重要的哲學代表著作與成果。

講座開放大眾參與，演講後預留 30 分鐘供參與者提問與討論；全程參與三場次之師生與社會

大眾，皆可獲得國際哲學大師親手簽名之結業證書。講座內容將以東吳哲學講座的名義，由普

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及聯經出版社在國際與兩岸三地同步出版。 

辦理評鑑書審委員意見回應及安排實地訪評相關空間安排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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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輔導相關活動： 

11 月 20 日中午 12：00〜13：00 本系申請健康暨諮商中心經費補助於 D0314 由導師沈享民老

師舉辦大三導生活動。 

11 月 27 日中午 12：00〜13：00 本系申請健康暨諮商中心經費補助於 B711 由導師蕭銘源老

師、林璿之老師舉辦大一導生活動。 

11 月 27 日中午 12：00〜13：00 本系申請健康暨諮商中心經費補助於 D0731 由導師王志輝老

師、劉保禧老師舉辦大四導生活動。 

11 月 30 日本系申請健康暨諮商中心經費補助，由導師張峰賓老師舉辦大二導生活動。 

 

◎社會系： 

一、系所自辦品保評鑑事項：本系於 11 月 1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

召開 108 學年度第三次評鑑工作小組會議暨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聯席會議，研議本系自辦品

保評鑑預評委員實地訪評所提建議之回應及改善方案，以及討論本系 109 年度實地訪評受評日

期、場地規劃及進行流程等議案。 

二、招生宣傳活動： 

（一）本系透過本校招生組轉介與合作，由本系范綱華老師於11月14日前往竹東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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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透過本校招生組轉介與合作，由本系葉崇揚老師於11月14日前往鳳新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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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系於11月15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815教學研討室，辦理109學年度碩士班

研究生甄試入學面試。 

三、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本系於11月12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綜合大樓B0607教室，舉辦「聯合導生餐敘」活動，參與

教師包含張家銘、林素雯、鄭得興、范綱華、陳伯偉及高郁惠等位教師，共計30名師生參

加。 

（二）本系葉崇揚老師於11月13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633教室舉辦導生餐敘，共計

41名師生參加。 

（三）本系與系學生會於11月21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樓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舉辦「社

會學知識競賽」。活動共有五組學生報名參賽，題目包含社會學、社會統計、文化人類學及

中東歐等相關知識，透過五組參賽學生搶答方式進行競賽。 

（四）本系於11月26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301教室，舉辦「社會學實踐在職場」系

列講座，邀請本系學士班98級畢業系友，現任職於華山基金會內湖站站長的蔡依珊小姐進

行職場經驗分享，講座主題為「公益玩甚麼?公益團體介紹及工作經驗分享」，由本系陳伯

偉副教授擔任主持人。 

（五）本系配合學校作業流程，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關懷作業自11月4日起至11月25日止由教

師開始提報學生關懷名單，而各班行政導師則須於12月9日前發送關懷訊息，共同輔導/提

醒學生課業方面的學習。 

（六）本系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清寒暨急難助學金」申請期限自11月5日起至11月25日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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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兩班學

生皆已於11月18日施測完畢。 

（八）本系11月份學生記者獎勵金，計有2位學生投稿3篇稿件提出申請，除共獲得900元獎勵金外

，其報導的「社會學學術資源與當代社會理論發展」學術論壇、「108學年度迎新茶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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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桌遊大賽-GAME」等活動稿件，將刊登在本系系網頁及「東吳社會電子報」上。 

四、召開會議（含教學會議）： 

（一）本系於11月5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勉齋研討室，召開108學年度支援大

直高中開授課程討論會議，討論109學年度支援大直高中開授課程事項。 

（二）本系於1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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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十一月份重要行政工作事項與進度規劃，以及本系108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暨預算（含關鍵績效指標）需執行計畫項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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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一學

期第四次系教評會，審議本系張君玫教授申請教師休假、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專案教師陳伯

偉副教授評量暨108學年度第二學期聘任，以及108學年度專任教師黃朗文副教授及何撒娜

助理教授等兩位教師評鑑等議案。 

（四）本系於11月19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813勉齋研討室，召開108學年度第三次

評鑑工作小組會議暨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聯席會議，討論本系學士班109學年度必修

課程調整、碩專班109學年度必修課程調整、本系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本系補助教師申請國

際期刊潤稿費暨科技部研究計畫倫理審查費辦法修訂、本系碩士班碩士學位候選人學位考

試辦法修訂、研議本系自辦品保評鑑預評委員實地訪評所提建議之回應及改善方案、討論

本系109年度實地訪評受評日期、場地規劃及進行流程、108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校外學者

專家遞補名單、108學年度第二專長課程檢討及改善措施、111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

生參採高中學習歷程項目內容、碩士班暨碩專班開課原則與課程輪教機制、碩士班暨碩專

班開授專題討論課程事項、碩士班暨碩專班課程評量機制、碩士班加速畢業之獎勵機制、

碩士班課程精進及畢業生職涯進路事項、本系系所必修課程輪開原則，以及本系籌設AI社

會研究中心等議案。 

（五）本系於11月26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813勉齋研討室，召開108學年度第一學

期「區域研究與社會政策」特色課群小組會議，討論本系106學年度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針對

課程議題所提建議及本課群學士班109學年度開課方向，以及本系109學年度碩士班輪教教

師於本課群所提之課程等議案。 

五、課程相關教學活動： 

（一）本系學士班社四AB「海外華人與移民社會」及碩士班暨碩專班「歷史社會學與中東歐專題

」兩門課程授課教師鄭得興副教授，配合課程需要，於11月15日至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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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位學生參與。 

（二）本系於11月18日，配合社一B「社會學」課程授課計畫，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402

教室，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張烽益理事長，以「體制內

外的社會改革之路」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周怡君教授主持，共計73位師生參與。 

（三）本系於11月26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314教室，舉辦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士

班「社會學實習」課程實習成果發表會，由本學期修讀該課程之社延B張得容及社三A王秉

程兩位同學，發表暑假期間前往財團法人慈林教育基金會，以及台灣創意經濟促進會實習

之成果與心得。本場活動劉維公、范綱華兩位學生學系督導老師及機構督導許宛民小姐皆

蒞臨與會，並擔任評論人。 

 

六、學術活動： 

（一）為展現本系特色課群與特色研究教研與交流成果，並深化本系與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之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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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情誼，本系與該院合作，於2019年11月1日，在本校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

社會學學術資源與當代社會理論發展」學術論壇，邀請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成伯清院長、周

曉虹教授、汪和建教授、鄭震教授、楊德睿教授、楊渝東副教授等六位來台出席會議並發

表學術論文，亦邀請合計17位校內外學者專家與會擔任主持、引言或與談人，總計共發表

16篇學術論文，220位校內外師生及各界人士報名到場聆聽。 

（二）本系於11月12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418教室，舉辦108學年度第二場「勉齋

社會論壇」活動，邀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陳琇惠教授，以「台灣農民需要何種

型態的老年所得保障」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施富盛助理教授主持，共計有20位學生

參加。 

（三）本系「中東歐文化饗宴系列沙龍」，於11月20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D0814社會

發展研究室，舉辦本學期第三場中東歐沙龍，邀請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洪文卿先生擔任

主講人，以「布拉格遇見-慕夏的新藝術與斯拉夫史詩」進行專題演講，由本系張家銘教授

擔任主持人兼與談人。 

七、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本系與本校人文社會學院東亞研究中心合作，於 11 月 28 日，在本校雙溪校

區第二教研大樓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共同舉辦「東亞社會與文化脈絡下的食品安全」工作坊，

邀請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人文社會科學部門 Claude Fischler 研究員，以「Contemporary European 

Mistrust in Food」為題發表主題演講。 

八、其他：本系系學生會於 11 月 2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201 教室，舉辦紀錄片講

座，播放「樂生劫運」並邀請本系施富盛助理教授擔任映後座談分享主講教師，進行映後討論分

享會。 

 

◎社工系 

一、召開會議 

（一）11 月 4 日上午 10：00 召開東吳社會工作學報第 37 期編輯委員會，討論學報未來發展方向

及第 37 期出刊事宜。 

（二）11 月 5 日 12：10-15：00 召開本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暨(擴大)課程委員會，主要討論 109

學年轉系作業要點、本系教師研究經費補助辦法條文是否修訂、新增「碩士班修業辦法」、

碩士班專業能力指標修訂案、自評報告書審意見回應表辦理事宜、專案教師或專任教師徵

聘事宜、系友捐贈物資處理事宜、本系空間管理因應、第二專長檢討案、學報發展及實習

時數規定等案。 

（三）11 月 12 日 12：30-14：00 召開本系發展委員會，討論本學期本系教師研究補助申請審查，

學士班專題競賽甄選活動審查及招生檢討案。 

（四）11 月 12 日 14：10-15：00 召開本學期第 3 次教評會，討論新聘教師資格審查案、兼任教

師初聘案、109 學年專案教師或專任教師徵聘案，以及教師評鑑案。 

（五）11 月 18 日 10：00-12：00 召開本系評鑑召集人會議，討論自評報告書審意見回應表填覆

及自評報告修訂事宜。 

（六）11 月 19 日 12：30 召開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會中邀請班代餐敘，瞭解各班學生學習現況

及對於課程教學之需求。 

 

二、召開教學會議及舉辦教學活動 

（一）11 月 2 日(週六)8：30-17：10 假國際會議廳舉辦「108 學年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會-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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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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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參與師長

及與會學生達 130 人次以上，座無虛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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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11

月 18-28日(週一至週五)晚上 18：30-20：00及 108年 11月 19、26日(週二)13：10-14：

40 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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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社會工作中的冒險治療」課程執行高教深耕補助計畫，於 11 月 6 日(週六) 

9：00-16：00 辦理軍艦岩步道踏青與垂降體驗。 

三、學術活動 

（一） 11 月 7 日辦理專題講座，邀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兼任教師陳宜珍老

師主講，講題為「兒少保護工作樣貌與個案需求」，由廖美蓮副教授主持。 

（二） 11 月 14 日舉辦專題講座，邀請現代婦女基金會展心復原中心林芮璿社工師主講，講題為

「性暴力倖存者樣貌、創傷復原歷程」，由廖美蓮副教授主持。 

（三） 11 月 19 日舉辦專題講座，邀請國立體育大學彭筱琦兼任講師主講，講題為「闖：冒險工

作者的生命歷程分享」，由虞立莉助理教授主持。 

（四） 11 月 21 日舉辦專題講座，邀請現代婦女基金會劉容任督導、黃傳馨社工主講，講題為

「LOVE IS RESPECT 愛尊重方案分享」。 

（五） 11 月 26 日舉辦本學期第 2 次社工論壇：108 學年度學士班專題競賽頒獎及發表會，由鍾

道詮副教授主持。 

四、學生相關事務及學生活動：(1)11 月 18 日舉辦陸生研習生與主任餐敘座談會，由本系莊秀美主任

主持。(2)11 月 19 日 12：30-15：00 於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辦理本學期大一新生演講活動，邀

請王美恩老師主講，講題為「讀社會組比較遜嗎？」。(3)11 月 5 日及 11 月 19 日 15：10-16：00

舉辦本系大三學生 UCAN 職涯測驗普測活動。(4)本系學生會於 11 月 18 日至 22 日於外雙溪校區

擺台，進行「二手市集 買你老物」義賣活動。 

六、學生實習業務 

（一）辦理第 9 梯方案實習課群兼任助理及方案輔導員工讀金支用、勞保自付額核銷等相關事宜。 

（二）辦理教師訪視實習機構之差旅費與交通費核銷。 

（三）催收 108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課程學生之機構實習成績及實習時數證明書並彙整。 

（四）辦理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會（含專題研討及薪傳會）及教師評分成績之彙整。 

七、其他業務 

（一）教務：(1)辦理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碩士班研究生招生考試、學士班轉系等招生簡章分則修

訂案。(2)11 月 16 日辦理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活動。(3)協助教師印製課程講義及期中考題。

(4)協助學生辦理畢業離校、休學程序。(5)借用學生實習專題討論等各項教學活動教室。(6)

提醒教師上傳授課計畫表。(7)提醒及協助專兼任教師提報學業關懷名單，並彙整提報重點

關懷學生，請導師進行關懷及輔導。(8)11 月 29 日參與通識教育中心召開之 108 學年度「生

命關懷」課程教材教法暨學習成效研習會。(9)學生畢業標準資料登錄。 

 

（二）研究及產學合作庶務：(1)通知有關 108 年科技部來校查核 107 年計畫等經費相關事宜。(2)

協助教師執行 108 學年度研究計畫庶務。(3)辦理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經費核銷及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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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等相關事宜。(4)辦理 2020 年衛福部研討會投標案所需文件之申請及計畫書印製。 

（三）預算及經費相關事務：(1)辦理各類經費核銷作業，包括高教深耕補助計畫、校發計畫、辦

公費、捐款等。(2)辦理 109 學年校發計畫提報事宜。 

（四）學報編務：辦理東吳社工學報第 37 期稿件送審事宜，審查中稿件 2 篇，作者修改中 4 篇，

確定可刊登於第 37 期學報 1 篇，退稿 1 篇。 

（五）其他：(1)辦理 108 學年度圖書經費非書資料、中文、文書籍資料薦購。(2)網頁、IG、系友

社群 FB 及系友資料更新與維護。(3)辦理推廣部學分班招生簡章分則修訂。(4)11 月 4 日辦

理伊甸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洽商產學合作可行方案。(5)辦理學生獎懲建議名單提報事宜。

(6)填報受贈捐款使用情形並擲覆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7)11 月 28 日辦理個資稽核及

受稽事項。(8)辦理兼任教師聘期異動。(9)協助安排 11 月 29 日「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來訪之學系介紹行程。 

◎音樂系： 

一、系務會議暨課程委員會： 

11 月 20 日召開本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暨課程委員會，討論：(1) 請討論本學系增聘專任師資事

宜，依系務會議之決議，將是否成立系級「音樂與跨領域藝術中心」，增設碩士班「音樂與科技

組」（暫定）與「音樂藝術行政管理組」，及增聘碩士班「音樂與科技組」（暫定）與「音樂藝術行

政管理組」所需之專任師資名額等三項標的採包裹式投票表決。後依投票結果，未達通過門檻，

因此不予執行。(2) 討論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專長課程檢討事宜。 

二、召集人會議： 

11 月 13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召集人會議，討論：(1)檢視是否修訂本學系導師制度。(2) 請討論

本學系增聘專任師資事宜。兩案均再提送系務會議討論。 

三、主任續任： 

本學系主任續任案，依 10 月 23 日本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暨課程委員會決議，採無記名投票方式

表決，經投票通過彭廣林教授續任主任案，送院長陳報，11 月 6 奉校長核定發聘。 

四、大師班暨演講： 

(一)11 月 6 日邀請中信金控藝術基金會於 D0130 演奏教室舉辦 2019 新舞臺藝術節─《樂躍不已》

校園專題演講，由曾素玲老師專任副教授主持，約有 50 位學生參加。 

(二)11 月 6 日邀請本學系系友郭旻憲於 D0130 演奏教室舉辦系友專題分享講座：《人生轉個彎，

世界大不同》從音樂到料理、從譜架到餐桌的人生哲學，由曾素玲老師專任副教授主持，約

有 50 位學生參加。 

(三)11 月 13 日於 D0130 演奏教室舉辦「音樂與科技—如何培養音樂跨領域的能力系列講座」第

2 場講座，分別依「錄音工程」、「電腦應用音樂製作」、「數位音樂與流行音樂應用」之領域，

邀請本學系宋文勝兼任副教授講授《夢想在柏林愛樂廳演奏 (演奏與音場的跨界關係)》、櫻

井弘二兼任助理教授講授《跨領域工作實例 2：流行音樂唱片製作》、陳哲聖兼任講師講授

《數位音樂對古典音樂的影響》，由彭廣林專任教授兼主任主持，約有系內外 150 位師生參

加。 

(四)11 月 20 日邀請本學系系友蔡懷恩於 D0130 演奏教室舉辦系友專題分享講座：《國外留學的

逆境求生術》用長號取得美國傑出人才綠卡，由曾素玲老師專任副教授主持，約有 100 位學

生參加。 

(五)11 月 25 日邀請現任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美籍聲樂教授 Nicholas Carthy 於 D0130 演

奏教室舉辦聲樂大師班暨音樂會，由黃莉錦專任助理教授主持，約有 50 位學生參加。 

 

 

(六)11 月 27 日邀請系友余曉怡及楊艾琳於安素堂，分別以《執著的堅持，展現器宇非凡：與管

風琴最重要的一哩路》、《中國樂團工作經驗談：用長笛取得樂團首席之位》，舉辦系友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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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講座，由曾素玲專任副教授主持，約有 50 位學生參加。 

五、音樂會演出： 

(一)11 月 1 日邀請美國北德州大學鋼琴副教授 Gustavo Romero 於松怡廳舉辦《貝多芬 250 生日

快樂—古斯塔夫羅梅洛演奏貝多芬鋼琴作品全集獨奏會》系列第 4 場，入場人數約 160 人

次。 

(二)11 月 20 日本學系黃維明專任副教授於松怡廳舉辦《貝多芬之夜—黃維明小提琴獨奏會》，演

出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奏鳴曲第一號〉0p.12、小提琴奏鳴曲第五號〈春〉op.24、小提琴奏

鳴曲第九號〈克羅采〉op.47，入場人數約 16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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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辦理聲樂、管樂及

敲擊樂等三組之學生協奏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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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22 日舉行分組比賽，分別有 13 名聲樂組學生、21

名管樂組學生及 1 名敲擊樂組學生報名參加；11 月 26 日於松怡廳舉行決賽，邀請多位他校老師

或任職樂團之首席或團員擔任評審。本次決賽優勝者共 4 位，分別為鄭云柔（學士班三年級聲樂

主修生）、賴奕衡（學士班四年級單簧管主修生）、朱耘禾（學士班四年級薩氏管主修生）、陳語

恩（學士班二年級雙簧管主修生），將安排第 2 學期於本校松怡廳與本學系管弦樂團演出。 

七、校際學生作品交流音樂會與招生宣導： 

11 月 27 至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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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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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小組將至彰化藝術高中、高雄新莊高中、高雄中學、臺中二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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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培育中心： 

一、教學與課程： 

（一）中心會議 

108 年 11 月 6 日舉行中心會議，會中針對「東吳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東吳大學修

習教育學程學生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辦法」、「東吳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實施要點」、「東吳大學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隨班附讀作業要點」，及「東吳大

學人文社會學院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鑑辦法」，進行討論修正。 

（二）教師專業社群會議 

108 年 11 月 22 日舉行中心教師專業社群集會，會中針對素養導向教案及教師社群專題演講

進行分享討論。 

（三）中心專任教師會議 

108 年 11 月 22 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會中針對「東吳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與教育實習

及國際史懷哲計畫選送學生評選要點（草案）」，及確認本校 108 學年度教育專業課程及 11 科

專門課程新舊課程學分對照表，進行討論。 

二、實習見習業務： 

（一）實習生返校座談： 

11 月 1 日，舉辦 108 學年度實習學生第 3 次返校座談，計有 65 位實習生參加。上午邀請國

立花蓮高中王清平老師（本校中文系校友）演講，講題為「以心智圖提升教學品質—以國文

科為例」，下午邀請臺北市立南湖高中黃健綸老師以「跨領域閱讀、思辨、表達的多元設計與

實踐」為題，分享實際課程設計與教授經驗。 

 

（二）108 學年度教育實習輔導教師會議： 

11 月 28 日下午 3 時 30 於第二教研大樓 D0507 室，舉辦 108 學年度教育實習輔導教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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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專任教師全數出席，夥伴學校出席師長有中正高中林嘉音組長、萬芳高中黃俞勛組

長、靜修女中王念慈組長、樹林高中古沁平老師、大安國中姚呈慈主任、至善國中呂美蓮主

任、重慶國中黃順盈主任、新北市立中正國中黃政建主任、麗山國中許淳超組長、中和國中

李岱螢組長、士林國中何錦紋老師等共十一所學校師長與會，會中達成本學期教育實習成績

送交期限以及提供評量行事曆等共識，也分享各校輔導實習學生的作法。 

三、演講、參訪與潛在課程： 

（一）11 月 20 日辦理 108-1 第二次教育專業知能暨國語文能力測驗，本次共 22 人報名，目前

正評審中。 

（二）11 月 20、21 日辦理 108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板書比賽，本次共 46 名同學參加，目前正

送評審老師評審中。 

（三）11 月 27 日辦理 108 學年第 1 學期聯合導生會，總計師生 48 人參加，本次除由中心專任

教師勉勵師資生外，另邀請詹政道老師說明特教志工申請與服務事宜、桃園市立清溪國

民中學許綉敏老師演講十二年國教課綱教學設計。 

（四）辦理 108 學年第 1 學期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本學期檢測項目為「教案設計」，初審

共有 109 名師資生參加，經「教材教法」授課教師初審評審後，共有 83 人通過，取得參

加正式檢測資格，目前正受理同學報名中，將於 12 月 7 日（週六）舉行正式檢測。 

（五）本中心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進入社區高國中校外參訪與觀課見習事宜，本學期各科皆已

完成第 1 次參訪行程並正陸續繳交觀察心得。已完成參訪行程分別為： 

國文科：11 月 14 日，丹鳳高中歐陽立中老師 

英文科：11 月 21 日明倫高中陳建州老師 

數學科：11 月中山女中洪瑞英老師、吳汀菱老師、陳啟文老師 

公民科：11 月 19 日、22 日永春高中陳柔娟老師 

歷史科：11 月 13 日中正高中何亞宜老師、許孝誠老師 

輔導科：11 月 14 日中崙高中國中部吳惠倩老師、林俞君老師 

音樂科：11 月 14 日百齡國中陳品穎老師 

日文科：10 月 23 日、11 月 1 日衛理女中山本麻未老師 

德文科：11 月 21 日幼華國中黃靖時老師 

四、其他事項： 

     11 月 14 日至臺北市立士林國中舉辦 108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邀請南湖高中國

文科團隊以「跨領域閱讀、思辯、表達課程的多元設計與實踐」為題舉辦工作坊，共計 20

位士林國中師長與會。 

◎人權學程： 

一、行政事務 

(一) 提交 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編列。 

(二) 辦理 109 學年度人權碩班甄試入學書面審查及面試：正取五位，備取兩位。 

(三) 籌備 109 學年度人權碩班考試入學宣傳。 

(四) 籌備 12 月份東吳人權週「兒童權利公約 CRC」展覽以及主題講座。 

(五) 召開人權學程 108-1 第二次學程委員會(11/19)。 

(六) 提交系所評鑑預評書審委員意見回覆表，學程預計於 109/3/24 辦理實地訪評。 

 

二、學生事務 

(一) 籌備辦理 108 學年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訂於 12/20。 

(二) 於 11 月 13 日辦理公告寒假以及 108-2 學期間學生實習申請。 

 

三、辦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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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於 11 月 14 日 1800-2000 舉辦 2019 女性影展校園巡迴場《漂流廚房 Homesick Tongue》，映

後座談：陳惠萍導演，地點：雙溪哲生樓 H203。 

(二) 於 11 月 20 日 1800-2000 舉辦 2019 女性影展校園巡迴場《台灣短片輯３Taiwan Shorts 3》，

地點：雙溪哲生樓 H303。 

(三) 於 11 月 21 日 1800-2000 舉辦 2019 女性影展校園巡迴場《同境相憐 A Thousand Girls Like 

Me》，映後座談：范情老師(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曾任女性影像學會理事長)，

地點：城中 5117 會議室。 

(四) 於 11 月 28 日 1800-2000 舉辦 2019 女性影展校園巡迴場《歐娜的抉擇 Working Woman》，映

後座談：秦季芳老師(玄奘大學法律系兼任講師，前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地點：雙溪哲

生樓 H203。 

(五) 教師社群「人權研究方法教學策略和技巧分享與討論」，於 11 月 5 日 1800-2000 辦理，社群

成員：林瓊珠主任、陳瑤華老師、林沛君老師；分享教師：鍾道詮老師、陳伯偉老師；研究

生有 10 位參加。 

(六) 教師社群「人權研究方法教學策略和技巧分享與討論」，於 11 月 18 日 1800-2000 辦理，社

群成員：林瓊珠主任、陳瑤華老師、林沛君老師；分享教師：劉紹華老師(中研院民族所、人

權中心委員)；研究生有 10 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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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十二月 

【院長室】 

一、 11 月 1 日受理 108 學年度學院學術績效獎，獲獎名單及獎勵內容如下： 

（一） 專任教師： 

1. 特優獎，獎勵金新台幣壹萬元及獎狀乙紙：英文學系戴雅雯教授、日本語文學系賴

錦雀教授。 

2. 優等獎，獎勵金新台幣伍仟元及獎狀乙紙：日本語文學系阮文雅副教授。 

（二） 三年內新進專任教師： 

1. 特優獎，獎勵金新台幣貳萬元及獎狀乙紙：德國文化學系萬壹遵助理教授。 

2. 優等獎，獎勵金新台幣壹萬元及獎狀乙紙：德國文化學系鄭欣怡助理教授。 

二、 11 月 6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審查 109 學年度院內各單位提報校

務發展計畫、「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學術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東吳外語菁英

國際交流獎補助施行細則」草案、「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與（中國）**大學大外國語文

學院學術交流合作協定書」制式版本內容與 108-113 學年度舉辦院級學術研討會時程與

院內單位輪辦事宜。 

三、 11 月 6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導師研習會議，主講人：梁宵萍心理師（吾心

文教基金會特約臨床心理師）；講題：談 e 世代網路霸凌現象及輔導策略 ，計有 35 名院

內教師出席參與。 

四、 11 月 12 日召開「翻譯工作室」第一次討論會，研商 2020 年 10 月份發行翻譯期刊與舉辦

學術論壇事宜。 

五、 10 月 2 日至 11 月 13 日「2019 第二屆日語領隊導遊實務課程」計有 20 位日文系學士班

與進修學士班學生報名參加培訓，11 月 20 日舉辦結業式計有 14 名學員出席時數符合規

定獲頒研習證明。 

六、 11 月 27 日舉辦「智庫智酷工作坊」第二場，邀請本校生涯發展中心王俊雯主任及實踐大

學公關室薛宗仁主任主講有關國際實習業務之拓展，計有 34 位師生及行政同仁出席參與。 

七、 11 月 29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依教務處來函要求檢討學系開設第二專

長課程及學院是否持續開設全校性選修外文（三）（四）。 

八、 安排招生組轉介高中外語學群介紹及來訪，請學系派員支援： 

（一） 11 月 1 日陽明高中外語（日語、德語）體驗課程。 

（二） 11 月 5 日桃園高中外語學群簡介/日文系陳相州老師支援。 

（三） 11 月 6 日振聲高中外語學群簡介/英文系謝瑤玲老師支援。 

（四） 11 月 13 日雲林斗六高中外語學群簡介/日文系陳若婷老師支援。 

（五） 11 月 14 日林口高中外語學群簡介/陳盈盈秘書支援。 

（六） 11 月 14 日基隆暖暖高中師生來訪，安排學系參訪簡介。 

（七） 11 月 15 日復興高中師生來訪，安排學系參訪簡介。 

（八） 11 月 20 日桃園陽明高中外語學群簡介/日文系葉懿萱老師支援。 

（九） 11 月 21 日金甌女中日文科高二參訪日文系，由阮文雅老師簡介。 

（十） 11 月 26 日金甌女中普通科師生來訪/日文系劉怡伶老師支援簡介。 

（十一） 11 月 27 日華僑中學外語學群簡介/英文系蘇秋華老師支援。 

（十二） 12 月 4 日彰化高中外語學群簡介/日文系彭思遠老師支援。 

（十三） 12 月 6 日桃園平鎮高中外語學群簡介/英文系許嘉書老師支援。 

（十四） 12 月 6 日協助由新店高中發起之「東吳大學參訪暨第二外語課程分享會」，邀請日

文系陳淑娟老師及德文系黃靖時主任分享高中第二外語教學技巧與經驗談。 

（十五） 12 月 27 日大同高中外語學群簡介/德文系廖揆祥老師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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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院長重要行程紀要： 

（一） 11 月 1 日出席主持分科教材教法北區研討會本院教師發表場次。 

（二） 11 月 7 日出席本校國際處「2019 海峽兩岸及澳洲高等教育論壇」。 

（三） 11 月 20 日出席澳洲西雪梨大學的學術副校長 Denise Kirkpatrick 及國際發展副校長

藍易振來訪座談與晚宴。 

十、 重要行政事務： 

（一） 籌備「東吳英檢工作小組」：發函請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協助提供東吳英檢試題，12

月 17 日預定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 

（二） 口譯教室持續施工及協商細節，11 月底竣工。 

（三） 第 48 期東吳外語學報投稿論文外審作業。 

 

【英文系】 

一、 11 月 4-25 日協助教師學習關懷；11 月 26 日至 12 月 3 日學系學習關懷；12 月 3-9 日導

師學習關懷。 

二、 11 月 6 日辦理英國牛津大學哈特福學院國際長來訪事宜與暑期研習團第一次說明會。

與會人員有 Caroline Rice、Andrew Hemingway、Fatjon Alliaj、英文系王安琪老師、孫克

強老師、歐冠宇老師、陳聿寬老師及 10 位學生。 

三、 11 月 6 日口語閱讀小組會議，召集人：艾倫達老師、出席教師：王建輝老師、許嘉書老

師、戴雅雯老師、孫克強老師、高林老師、林思果老師、魏美瑤老師。討論下學期 culture 

week 活動。 

四、 11 月 12 日辦理大三 UCAN 測驗，共三場，總參加人數 86 位學生。 

五、 「2019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英文司儀/中英口譯培訓自本月開始。 

六、 11 月 12、14、18、21 日，辦理大一新生身心適應測驗。 

七、 11 月 12 日召開文學組老師會議，討論課程規劃事宜。 

八、 11 月 13 日辦理碩士班甄試面試，共 5 位考生到考。 

九、 11 月 14 日辦理宮崎大學英語營行前說明會。與會人員有艾倫達老師及參加此活動的 6

位同學。 

十、 11 月 20 日辦理英美文化推廣—感恩節活動，參加人數 100 人。 

十一、11 月 20 日召開系教評會，案由：辦理 4 位教師評鑑、延長服務。 

十二、2019 年「第四屆英才盃英語演講辯論比賽」於 11 月 22-26 日由華東師範大學主辦，本

系由艾倫達老師帶隊，參賽學生 3 位。 

十三、辦理 109 學年翻譯系列講座「中英口筆譯專題」，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各安排六場，邀

請國內知名口筆譯專家學者來校演講。11 月份 3 場： 

（一） 11 月 12 日范堯寬老師（專業口譯員，本系兼任講師），講題：逐步口譯與筆記：

方法與觀念，出席人數 42 人。 

（二） 11 月 15 日李振清教授（世新大學英語學系榮譽教授），講題：翻譯的語言精進與

文化承接：挑戰與實例，出席人數 31 人。 

（三） 11 月 29 日黃致潔老師（專業口譯員，曾獲海峽兩岸口譯大賽第一名）講題：跨界

溝通譯出精彩人生，出席人數 32 人。 

十四、本系編輯之袁鶴翔講座教授八秩晉五榮退紀念文集《文化傳承：文學與語言》，於 2019

年 11 月底付梓出版。 

十五、袁鶴翔講座教授11月出版主編之比較文學書籍《Reflections：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十六、11 月 27 日王安琪教授代表本系於本校 AI 人工智慧研討會報告所屬人工智慧翻譯研究

中心成果。 

十七、11 月 28 日進行學系個資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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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其他重要業務： 

（一）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期中考、學業、等各項輔導。 

（二） 協助本系師生參與「英才盃」演講辯論比賽經費申請。 

（三） 辦理 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核銷。 

（四） 填報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 

（五） 協助 2019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活動籌備。 

（六） 繳交第二專長改善措施調查表。 

（七） 辦理學生實習保險核銷。 

（八） 辦理年終餐敘邀請專任教職員事宜。 

（九） 向國際處申請經費並辦理宮崎大學英語營宿事宜。 

（十） 辦理本系翻譯碩士班甄試入學書面審查。 

（十一） 繳交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十二） 協助發送老師下學期課表、時程異動。 

 

【日文系】 

一、 11 月 1 日日本鳥取縣米子北斗國中同學蒞校拜訪，並與本系學生交流。 

二、 11 月 2 日李維斌同學、林晏瑋同學參加「108 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聯

合成果研討會」並發表實務報告。 

三、 11 月 5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次碩博士班委員會，確認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核初審結果及審查 108 學年度濱木綿獎學金申請案事宜。 

四、 11 月 7 日關西大學國際部來訪，討論「海外推廣教育課程」事宜。 

五、 11 月 12 日舉辦總結性課程業師講座，邀請田中優子女士主講「地熱資源與林內企業」。 

六、 支援招生活動： 

（一） 11 月 1 日台北市立陽明高中同學蒞系進行日語課程體驗活動，由林蔚榕助理教授主

持。 

（二） 11 月 14 日基隆市立暖暖高中同學蒞系訪問，由賴雲莊副教授介紹本系。 

（三） 11 月 15 日台北市立復興高中同學蒞系參訪，由阮文雅副教授介紹本系。 

（四） 11 月 21 日金甌女中應日科同學蒞系參訪體驗日本文化課程，由林蔚榕助理教授主

持。 

（五） 11 月 26 日金甌女中普通科同學蒞系參訪，由劉怡伶教授介紹本系。 

七、 學術活動： 

（一） 11 月 2 日賴錦雀特聘教授、羅濟立教授、劉怡伶教授、陳美玲副教授、阮文雅副教

授、賴雲莊副教授、張桂娥副教授、葉懿萱副教授、林蔚榕助理教授參加「東アジ

ア日本研究者協議会第 4 回国際学術大会」並發表論文。 

（二） 11 月 5 日~10 日賴錦雀特聘教授參加吉林大學外語學院「2019 海峽兩岸外語教學研

討會」，並獲邀演講。 

（三） 11 月 9 日~10 日與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合辦「第 33 回 NINJAL チュートリアル」

講習會。國立國語研究所木部暢子教授以「日本の言語の多様性」為題，宇佐美ま

ゆみ教授以「日本語の自然会話とディスコース・ポライトネス理論」為題進行講

座。 

（四） 11 月 27 日陳相州副教授、陳若婷助理教授參加「東吳大學 AI 應用研究研討會」，

並報告本系人工智慧日語研究中心 107 學年成果及 108 學年預定工作項目。 

（五） 11 月 27 日舉行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第 177 次例會，由高橋恭子講師發表「小論文

添削の課題と提言」。 

（六） 11 月 30 日賴錦雀特聘教授、博士生城戶秀則參加「2019 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

シンポジウム」並發表論文，賴錦雀特聘教授另參加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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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1 月 13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討論本系開設第二專長「實用

日本語文」、108 學年度辦理課程外審、「畢業生對母校暨就業滿意度調查成果報告」

等事宜。 

九、 11 月 20 日舉辦「日語領隊導遊實務課程」結業式，共有 15 名學生完成課程，取得研習

證明。 

十、 11 月 21 日召開東吳大學自辦外部評鑑日本語文學系評鑑工作小組第四次會議，討論評

鑑報告修訂和實地訪評相關事宜。 

十一、11 月 25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 108 學年度教師休假

申請案以及 108 學年度教師評鑑初評事宜。 

十二、11 月 26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討論鄭壹芬老師勵學獎學

金甄選案、學生關懷專案助學金申請案、蔡惠玲女士清寒學生獎助學金甄選案等事宜。 

十三、11月 26日王世和教授、羅濟立主任參加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新代表泉裕泰先生就任餐會。 

十四、11 月 28 日辦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謝碧齡學位考試。 

十五、11 月 30 日系學生會於傳賢堂舉辦日文系卡拉 OK 大賽。 

十六、其他行政業務： 

（一） 辦理系所評鑑自評報告書面審查及意見回應事宜。 

（二） 辦理學業關懷：共有 276 科提報關懷名單或無關懷科目；學系共發出 35 筆重點關

懷。 

（三） 11 月 28 日辦理個資內部稽核。 

（四） 頒發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前三名優秀學生獎狀。 

（五） 辦理 109 學年度院級赴日交換生及系級團體研修生招募事宜。 

（六） 同仁參與會議/教育訓練：11 月 21 日/108-2 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訓練。 

 

【德文系】 

一、 11 月 4 日碩士班甄試委員會議：討論甄試面試事務。11 月 15 日進行碩士班甄試面

試。 

二、 校外教學活動： 

（一） 11 月 6 日嚴家仁老師帶領 3 年級「觀光德語」課程學生至故宮進行課外教學。 

（二） 11 月 13 日張國達老師帶領 3、4 年級學生至華儲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參訪，實地了

解貨物通關流程。 

（三） 11 月 20 日嚴家仁老師帶領 3 年級「觀光德語」課程學生至龍山寺進行課外教學。 

三、 11 月 13 日舉辦德國文化講座「梅克爾時代德國政治板塊的位移」，主講人為許友芳

老師。 

四、 11 月 14 日系教評會：審議 108-2 專任專案教師新聘案、108 學年教師休假申請案 

五、 11 月 18 日 2020 年全國大專校院萊茵盃籌備會議：討論競賽項目、各項時程。 

六、 11 月 20 日大二、大三導師會議：二、三年級學生 UCAN 問卷分析。 

七、 11 月 27 日「系務會議」：討論第二專長改善、修訂德文系教師評鑑辦法 

八、 11 月 27 日教師研究分享「知識的內在與超驗性 Immanenz und Transzendent」，由萬

壹遵老師主講。 

九、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外國語文學院學生總結力與跨域力前導第一階段計畫」：錄製

12 部德語教學影片。 

十、 重要行政事務： 

（一） 108 評鑑：11 月 13 日評鑑小組會議，討論書審意見回應。 

（二） 11 月 4 日參加「大學考招變革與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專題講座 

（三） 11 月 6 日參加「校慶籌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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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 月 19 日大一身心適應問卷調查 

（五） 11 月 20 日參加「第一哩與新生家長座談會檢討會」 

（六） 11 月 21 日參加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訓練」 

（七） 11 月 22 日中正高中德語班學生來校參訪 

（八） 108-1「學士班學生學碩五年一貫」作業 

（九） 辦理曾文衍系友捐贈獎學金 

（十） 協助教師進行學業關懷作業、學系進行學業關懷 

（十一） 進行 108-2 選課檢核條件設定、課程時間調整 

（十二） 108-1 既壽獎學金作業 

（十三） 11 月 28 日個資內部稽核作業 

（十四） 108-2 專任教師聘任學位論文外審作業 

 

【語言教學中心】 

一、 籌辦建校 120 年舉辦「2020 年東吳外語菁英論壇--迎接外語教育新時代」相關事宜。 

二、 辦理徵聘韓文教師事宜。 

三、 11 月 5 日中午召開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四、 11 月 26 日中午於雙溪校區 G301 語言教室舉辦實用英語學程講座，邀請潘蘇悅老師主

講「商務通訊禮儀」，14 位教職員生出席；11 月 27 日下午於雙溪校區 G203 語言教室

舉辦實用英語學程教學工作坊，共計 10 位專兼任教師出席分享教學經驗。 

五、 配合 11 月 28 日上午電算中心主辦 2019 年個資內部稽核，由律師、顧問和德文系楊淑

卿秘書至本中心雙溪校區稽核。 

六、 11 月 4 日派員參加第 2 學期選課註冊作業協調會議；11 月 5 日派員參加研究事務組舉

辦 108 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11 月 21 日參加第 2 學期檢核條件設

定說明會；11 月 27 日派員參加電算中心「著作權法及相關案例介紹」演講。 

七、 辦理課務工作： 

（一） 11 月 2 日於雙溪校區舉行「英文（一）」期中統一會考。 

（二） 11 月 29 日進行「英文（二）」期末考聽力考題錄音。 

（三） 依校方規定時間請本中心專兼任授課教師完成學生學業關懷。 

（四） 提供註冊課務組修訂後之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註冊作業手冊及時間表。 

八、 辦理外語自學活動： 

（一） 108 年 10 月份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室開放 210 小時，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1,380；

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開放 189 小時，使用人次為 929，合計 2,309 人次。線上軟體使

用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6,956 人次、《SAMMI 英語互動學

習資源網》：29 人次、《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力測驗評量》：5,594 人次。 

（二） Facebook 粉絲專頁英、日、德語學習訊息貼文 8 篇，總瀏覽次數：9,625。 

（三） 外語自學室教材處理情形統計（統計期間 108/10/1-10/31）：處理二校區外語自學室

教材請購（核銷）案 4 件；點收二校區到貨資料 59 筆；雙溪教材編目上架 34 筆。 

（四） 處理外語自學室新到英、日語雜誌編目上架。 

（五） 11 月 20、22 日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日檢 N2 模擬試作會」和「11 月

多益模擬試作會」。 

（六） 11 月 27、29 日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舉辦「新制多益聽力模擬測驗」和「新制多益

模擬測驗」活動。 

（七） 更新雙溪外語自學室公布欄生活英語專欄。 

（八） 雙溪外語自學室提供英語諮詢服務。 

（九） 外語自學小組第 35 期第二梯次活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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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執行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108A200 深耕學院優勢、培養趨勢 π 型人才」計畫： 

（一） 規劃本學期「英文(二)」學生自主學習問卷施測時程及問卷表微調異動。 

（二） 第 2 期「英語文加強班」活動 11 月 18 日開始，12 月 20 日結束。 

十、 其他：「外語學院建院 35 周年系列活動 2019 英語微電影競賽」活動，11 月 7 至 30 日

網路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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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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參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舉辦『危害性化學品暴露評估』教育訓練，

提升單位人員對於危害性化學品暴露評估之知能與實務經驗。 

二、11 月 21 日，召開特殊學科教評會，審議鑑識學程兼任教師初聘案。 

三、11 月 29 日，辦理理學院校務發展計畫分享會，教學創新計畫分享人為物理學系梅長生主

任、化學系王榮輝老師，新進教師研究計畫分享人為心理學系陳俊宏老師。 

四、鑑識科學學程為加強課堂學習與實務之鏈結，11 月 28 日邀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王連成教

官，講題：「贓車與毒品現場鑑識」，增進學生對竊車竊盜手段、贓車市場的供需法則與鑑

識、海關與機場毒品現場辨識實務等的認識與了解。 

五、USR 計畫 

（一）11 月 13 日，都會五色鳥計畫，由計畫主持人汪曼穎院長率領計畫協同主持人心理

學系曾幼涵助理教授及鐘竣功助理，前往台北大學參加 109~111 新計畫複審簡報。 

（二）獲 UB 補助之 USR 計畫－認知促進運動方案：本方案協同主持人巨資學院丁德天助

理教授帶領學生，分析參與本方案之熟齡族期初 Inbody、手環數據等資料，11 月 28

日邀請參與本方案體育室譚彥教授、課堂 TA及參與活動熟齡族，於本校哲生樓 H312

成果發表會。 

（三）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汪曼穎院長帶領心理學系及巨資學院學生，參與於高雄舉辦

之 2019 USR EXPO 展覽，參加海報展及夢想舞台、快閃活動二項動態成果展，並獲

得「USR 最佳實踐海報獎」。 

 

【數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友活動 

（一） 11 月 3 日，第一屆系友回娘家，50 年的同學會，40 幾位的老同學相聚在校園，林

惠婷主任、簡茂丁老師、葉麗娜老師參與招待。 

（二） 11 月 30 日，辦理「東吳數學、傳承五十」數學系 50 周年系慶與 108 年系友會。

籌備活動自 8 月啟動，短短四個月邀集了約 150 位系友及在校師生參與。會中並

推選 11 屆 72 級盧亞屏學姐出任新系友會會長。 

二、會議 

（一） 11 月 13 日，召開評鑑工作小組第 7 次會議，討論書面審查委員意見回應暨修訂本

系自評報告相關事宜。 

（二） 11 月 27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會中就本學期各任課教師提報本系學生

之學業關懷名單，商討後續相關事宜。 

三、招生 

（一） 11 月 14 日，暖暖高中約 50 位師生到院參訪，數學系由葉麗娜老師負責接待與學

系介紹。 

（二） 11 月 15 日，復興高中約 40 位師生到院參訪，數學系由林惠婷主任負責接待與學

系介紹、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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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演講 

（一） 【機器學習與應用】高教深耕業師講座系列 

11 月 14 日，邀請盧林俊博士(資策會數位轉型研究所) 主講，講題：Tensor Flow 

- Keras 深度學習人工智慧實務應用」。 

（二） 【高等應用統計】高教深耕業師講座系列 

11 月 11 日，邀請溫啟仲教授(淡江數學系)主講，講題：｢機器學習相關應用」。 

（三） 【資料探勘與分析】高教深耕業師講座系列 

11 月 12 日，邀請程毅豪教授(中研院統計科學所)主講，講題：｢競爭風險的統

計分析」 

（四） 【生物統計】高教深耕業師講座系列 

1. 11 月 5 日，邀請陳建豪先生(以斯帖統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統計分析師) 主

講，講題：｢存活分析實務」。 

2. 11 月 12 日，邀請黃明哲博士(華碩電腦資深工程師) 主講，講題：「深度學習程

式實作」。 

（五） 11 月 20 日，邀請陳昰宇博士(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演講，講題： 

｢L-FUNCTIONS AND THEIR SPECIAL VALUES」。 

 

【物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學術活動 

(一)11 月 20 日，邀請國立海洋大學光電科學研究所周祥順教授演講，講題：「The missing piece 

of the jigsaw puzzle: probability conservation as a consequence of time-reversal symmetry」。 

(二)11 月 27 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例會，黃雍熙教授報告，題目：「Re-Visit 

of Relativistic Thermodynamics and Relativistic (Quantum) Statistic    Mechanics」。 

(三) 11 月 16 日，辦理辦理「2019 第八屆數位化暨科學實驗-108 課綱物理演喻與教學研討

會」。研討會由梅長生主任主持，上午場次由中央研究院物理所陳洋元教授以及陳秋民老

師做特邀講演與演示，下午共安排由張有毅、齊祖康、林之淵老師，學系教學研發中心等

四個工作坊以及「反饋與檢討」。本活動已經邁入第八屆，為了推動國內自然科學教學的

多元化，並善用多種數位科技技術來激發學生學習自然科學的興趣，我們每一屆的活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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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強

調「探究與實作」的精神，期待帶領與會老師通過實作幾項課綱的實驗，進行深入淺出的

學習，期使日後在課堂教學中，能夠有更豐富的經驗和創意。此次活動從教具準備、製作

到測試、確定，耗時耗力，老師、學生全心投入，活動迎來大學、國高中教師等 70 餘位

共同參與。 

二、行政業務 

(一)會議 

1、11 月 6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檢討學系「課程模組化」

並修訂「課程外審結構規劃書」。 

2、11 月 6 日，召開評鑑工作小組第六次會議，請評鑑報告書各單元撰寫人依學系針對自

我評鑑書審委員意見以及討論後之回應修訂報告書。同時訂於 11 月 26 日召開第七次會

議，確認報告書修訂內容。 

3、11 月 12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學系第二專長課程改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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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及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 

4、11 月 28 日，召開 50 年系慶地四次籌備會議，討論推薦傑出系友名單以及相關頒獎事

宜。 

(二)輔導 

1、11月1日，辦理廣州中山大學物理芙蘭節行程說明會。 

2、11月13日，辦理「新生師長見面會」，期中考週後，與新生了解生活適應，學習問題。

透過介紹與互動，讓新生更能融入物理大家庭。 

3、11月21日，林之淵老師「Coffee with TED」社團導生聚，與學生分享與暢談學習的樂

趣。 

4、1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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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月 16 日-21 日，由徐小燕秘書帶領三年級袁惜真、張家綾、鄭儒伶等 8 位同學至廣

州中山大學參與「2019 年第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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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年級袁惜真同學以「人工智能聽診器」參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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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互動中學習溝通，交換心得，懂得截長補短，獲益良多。 

6、11 月 27 日，與生涯發展中心辦理「大二、三導師會議」，針對 UCAN 施測後，學系同

學的職涯性向，以為「應用進路」輔導的參考。 

7、107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在 42 位畢業生中，有 52%的學生分別在國內各國立大學

碩士班繼續深造；24%學生選擇就業，目前亦已投入職場；12%的學生服役；12%則規

劃其他進修。 

8、製作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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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辦理選

課輔導活動。 

(三)招生 

1、11 月 16 日，「2019 第八屆數位化科學實驗研習活動」高中老師報名熱烈，競相爭取工

作坊。透過與高中老師的接觸，營造招生機會。 

2、11 月 14 日，暖暖高中，11 月 15 日，復興高中來校參訪，學系部分由梅長生主任負責

介紹學系梗概。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1 月 27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討論導師輔導學生 108 學年度

第二學期選課事宜。 

(二)、11 月 27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108 學年度第二學

期課程」及「第二專長」相關事宜。 

(三)、11 月 27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審核經課程委員會通過，提報

系務會議之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及第二專長相關事宜。 

(四)、11 月 27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審議何美霖老師申請 110 學年

度休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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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研究 

(一)、11 月 20 日何美霖教授出席由教學資源中心辦理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會」

提供成果海報展示並交流計畫執行經驗。 

(二)、11 月 27 日本校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舉辦「AI 應用研究研討會」本系呂世伊教授受

邀出席，分享「機器學習在化學中的應用」議題的心得。 

(三)、11 月 29 日理學院教學創新校務計畫，本系王榮輝老師受邀分享「產業論壇與質能發

展」課程的教學經驗。 

三、招生、學生學習及輔導活動 

(一)、11 月 4 日參與學系招生宣導之王榮輝及謝伊婷老師與學系秘書共同出席「大學考招

變革與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講座活動，瞭解新的招生資料審核機制。 

(二)、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關懷，各科教師自 11 月 4 日至 25 日提出受關懷學生名單再

由學系以掛號郵件通知家長學生在校學習狀況。 

(三)、11 月 14 日基隆市立暖暖高中自然組學生參訪本系由王榮輝老師為學生作化學系學習

環境及課程介紹。 

(四)、11 月 14 日與心理諮商中心合作辦理「大一新生身心適應普測」活動。 

(五)、11 月 15 日臺北市立復興高中學生參訪本系由王榮輝老師為學生作學習及職涯發展介

紹。 

(六)、11 月 27 日舉行獲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讀學士學位優秀學生獎學金」學生頒獎活

動。 

四、行政業務 

(一)、11 月 8 日環安事務組協助依規範委請專業廠商進行 M401 儀器分析實驗室 X 光機五

年一度定期游離輻射檢測。 

(二)、11 月 22 日辦理實驗室實驗廢棄物清、儲運作業。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1. 11 月 19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一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專任教師免接受評鑑申請案

及 108 學年度下學期兼任教師續聘及改聘案。 

2. 11 月 5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論 108 學年度專案教師候選人及 109 學年度新聘教師公

告。 

3. 11 月 21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論事項如下： 

(1) 系所評鑑書審回應表及成立實地訪評小組。 

(2) 各學制課程外審資料。 

(3) 第二專長課程改善措施。 

二、教學 

1. 108 學年度修習「環境檢驗分析實習」共 12 位同學於 11 月 3 日參加全國技術士技能

檢定「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水質檢驗」筆試。 

2. 11 月 7 日舉辦碩士班論文宣讀。 

3. 11 月 12 日舉辦本學期第三次學系學術演講，講員為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呂美曄研

究副技師，講題為「次世代高通量定序、新技術發展與微生物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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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 月 13 日由劉秀美老師帶領東福生物專班 36 名學生前往「上引水產」實地參觀海洋

生物及水產養殖情形。 

5. 11 月 30 日由朱宇敏老師帶領大二修習「真菌學」約 20 名同學，前往台中霧峰戴養菌

園農場，參訪金針菇生產工廠及菇類博物館。 

6. 完成 108 學年第 2 學期選課條件設定及小班教學課程預選作業。 

三、學生輔導 

1. 11 月 5 日召開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由生涯發展中心說明二年級及三年級學生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結果分析。 

2. 11 月 8 日舉辦職涯活動-企業參訪，由楊鉅文老師及宋昕如秘書帶領 20 位同學前往金

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探索生醫產業結構與發展走向。 

3. 11 月 12 日健康暨諮商中心協助進行大一身心適應問卷施測。 

4. 11 月 25 日舉辦職涯經驗分享座談，講員為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范主熙學長，

講題為「微生物學在產業界的多元發展」。 

四、招生 

1. 11 月 13 日舉辦 109 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報名人數為 6 人。 

2. 11 月 14 日基隆市暖暖高中同學至本校參訪，由左開名助教及研究生進行學系介紹及

實驗室參訪。 

3. 11 月 15 日台北市立復興高中同學至本校參訪，由宋昕如秘書及學系高年級同學針對

招生進行學系介紹。 

4. 11 月 18 日李重義主任與宋昕如秘書前往漢霖生技公司洽談碩士班產業合作事宜。 

五、實驗室安全 

1. 1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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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完成人員

體外輻射劑量監測紀錄表主管簽章。 

2. 11 月 4 日完成 3 座第一種壓力容器(大型滅菌鍋)及 3 座公共沖淋設備自動檢查表主任

簽核。 

3. 11 月 20 日完成學系 13 座全熱交換器清洗保養作業。 

4. 11 月 23 日完成 9、10 月各實驗室衛生安全查核表主管簽核。 

 

【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08 年 11 月 5 日（二）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 

（二）108 年 11 月 5 日（二）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系務會議。 

（三）108 年 11 月 8 日（五）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工作會議。 

（四）108 年 11 月 19 日（五）召開 108 學年度第 3 次系所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五）108 年 11 月 26 日（二）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實習委員會議。 

二、研究及學術 

（一）108 年 11 月 2 至 3 日本系師生赴高雄醫學大學參加台灣心理學年會並發表論文。 

（二）108 年 11 月 27 日(三)於哲生樓 H110 教室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講題為「電腦適性

測驗的實務議題與應用」，由陳俊宏老師主持，講者為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博

士後研究員趙秀怡老師，共 27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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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8 年 11 月 29 日（五）陳俊宏老師於「理學院校務計畫成果分享會」中分享研究成

果。 

三、教學及輔導 

（一）108 年 11 月 11 日（一）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作於 R0411 教室辦理「大一新生身心適

應調查」。 

（二）108 年 11 月 13 日（三）於 D0309 教室辦理心理系二年級導生會，由劉惠琴老師主

持，共有 34 人出席參加。 

（三）108 年 11 月 18 日（一）於 R0812 會議室辦理心理系四年級導生會，由曾幼涵老師主

持，共有 24 人出席參加。 

（四）1108 年 11 月 19 日(二)下午於 B013 會議室舉辦工商實習發表會，由王叢桂老師主持，

會中安排今年至企業實習的 1 位碩士班學生及 5 位學士班學生分享實習相關經驗，

並邀請汪曼穎老師及林朱燕老師參與講評。 

（五）108 年 11 月 21 日（四）與生涯發展中心合作於 J201 辦理「大三 UCAN 職業興趣與

職能評估普測」及大三導師會議，參與人數共 9 人。 

（六）108 年 11 月 26 日（二）於 G101 會議室舉辦系友返校演講，講題為「貫徹心理魂的

業務人生」，邀請學士班第 13 屆系友粘哲豪學長主講（現任南山人壽區經理）。 

四、完成系所評鑑書審委員意見之回應表。 

五、支援招生宣傳活動： 

日期 地點 支援教師 說明 

108/11/4（一） 桃園高中（桃園） 徐儷瑜 社會心理學群介紹 

108/11/6（三） 南湖高中（台北） 王韋婷 社會心理學群介紹 

108/11/8（四） 東山高中（台北） 徐儷瑜 社會心理學群介紹 

108/11/14（四） 暖暖高中（東吳） 曾幼涵 心理學系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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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十二月 

一、學術活動 

 

(一)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吳漢東前校長於 10 月 16 日(三)抵台，於我校訪問研究及授課，

於 11 月 1 日(三)離台。10 月 21 日(一)晚上於 5117 演講廳開設講座，講題為「人工

智能時代的風險與法律」。 

(二) 10 月 23 日(三)晚上於 5117 演講廳，舉辦「第一回財政法研討會-地方政府預算編

制及執行問題探討」。 

(三) 10 月 30 日(三)晚上於 5117 演講廳，舉辦「第二回財政法研討會-預算法上特種基

金的制度及運作實踐」。 

(四) 11 月 15 日(五)10：10 至 12：00，於 1705 辦理「嚴家淦法學講座教授演講」，主講

人：馬英九講座教授，主題：「陳同佳殺人案與臺港、兩岸司法互助」。 

(五) 11 月 18 日下午 13 時城中 1705 會議室舉辦「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座談會」，講者

為 Dr.Mogana Sunthari Subramaniam，講題為 Multi religious society of Malaysia and it's 

Family Law issues。 

(六) 11 月 22 日(五)於 5211 會議室第十屆稅務實務問題研討會。 

(七) 11 月 26 日(二)18:20 於 1705 會議室舉辦「第三回財政法研討會-我國中央政府預算

問題」。 

(八) 11 月 29 日(五)下午 13 時城中 1104 會議室舉辦「公法論壇第 64 回」，講者為孫銘

宗博士，講題為「中國大陸「健康權」研究之發展：以食品安全行政為核心」。 

 

二、對外交流 

 

(一) 11 月 16 日(六)-22 日(五)接待海峽兩岸第六屆法律文化節、西北政法大學師生共計

22 人。 

(二) 11 月 21 日-25 日，鄭冠宇院長、黃心怡副系主任(24 日回)、陳汝吟老師、陳芊諭秘

書、溫靜逸助教至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及中國計量大學法

學院座談及討論合作協議。 

 

三、學院活動 

    (一) 11 月 6 日(三)下午 15 時 10 分城中 1104 會議室辦理「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法學院導

師會議」，講師為張世華老師(現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副教授)，

講題為「談 e 世代的網路霸凌現象及輔導策略」。 

    (二)11 月高中來訊邀請本院學群講座情形如下： 

108 學年度高中宣講安排(法學院) 

日期 時間 宣講學校 地址 宣講人 

11/13(三) 14：20~15：20 蘭陽女中 60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二段 355 號 林彣鴻老師 

11/19(二) 12：00~13：00 景美女中 116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 312 號 法思齊老師 

11/19(二) 12：00~13：00 內壢高中 320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四街 120 號 范秀羽老師 

11/27(三) 14：00~15：00 華僑高中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 32 號 黃心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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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十二月 

商學院 

一、 本院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自 11 月 1 日起由企管系蘇雄義教授擔任該中心主任，由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第四屆校友王祥鑫擔任該中心執行長。 

二、 本院與福建師範大學共同辦理 2019「福建省人文社科類財經商貿專業教師培訓」，11 月

份共舉辦二梯次培訓專班：第一梯次： 11 月 4 日〜11 月 10 日，含帶隊老師 30 人、第

二梯次： 11 月 5 日〜11 月 11 日，含帶隊老師 33 人。 

三、 11 月 8~10 日本院傅祖壇院長帶領台灣效率與生產力學會成員，包括嶺東科技大學楊永

列副校長、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胡均立教授、海洋大學運輸科學系游明敏特聘教授、

致理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張民忠教授、明道大學行銷與物流學系林村基兼任副教授、嶺

東科技大學行政教師張千雲等人，赴大陸福州參加「2019 年兩岸效率與生產力學術研討

會」。 

四、 11 月 12 日 鄭州大學黃慧敏帶隊老師來訪，就鄭州金融專班學生上課相關事宜與本院師

長進行意見交流，並進行餐敘。 

五、 11 月 18~19 日本院劉宗哲副院長赴福建師範大學及福州相關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及宣講

招生事宜。 

六、 11 月 19 日由傅祖壇院長及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蘇雄義主任參加台灣尤努斯基金會舉辦

之「第二屆社會型企業東亞年會」，並由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彭仁鴻執行長參與分場論壇

報告。 

七、 11 月 21 日鄭州大學商學院秦建偉副院長率 6 位師長至本院參訪，與本院院長、副院長

及各學系主任進行交流座談，並藉此機會赴鄭州大學金融專班上課教室勉勵及關心學生

在台上課情形，會後本院安排餐敘及參觀 101 觀景台等接待事宜。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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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 FinTech 中心李坤璋執行長、林昱慧助理和普匯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姚木川執行長討論未來 FinTech 中心和 AI 金融科技聯盟之合作可能。 

(二) 11 月 6 日 FinTech 中心林昱慧助理和巨資學院蔡芸琤助理教授和未來計畫執行團

隊 CJ Chiang、司福民，針對產學合作第四年的研究計畫「富蘭克林基金推薦平台

規劃」做計畫內容調整討論。 

(三) 11 月 20 日 FinTech 中心李坤璋執行長、林昱慧助理和巨資學院蔡芸琤助理教授和

未來計畫執行團隊司福民，向富蘭克林投顧(股)公司邱良弼副總經理報告更新後的

第四年研究計畫「Vision 智能投資秘書平台開發」。 

(四) 11 月 27 日 FinTech 中心李坤璋執行長、巨資學院蔡芸琤助理教授、林昱慧助理，

以及富蘭克林投顧(股)公司黃書明總經理、陳詩舜副總經理、邱良弼副總經理、袁

祖平資深協理、王瑋汾副理，針對更新後的第四年研究計畫「Vision 智能投資秘書

平台開發」做提案報告。 

九、 本院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由企業管理學系尚榮安特聘教授擔任中心主任。 

(二) 11 月 6 日多樣教學比較法專業社群舉行「多樣教學專題講座」之研討活動，討論關

於將傳統教學課程利用輔助軟體同步的主題。 

(三) 完成商學研究發展中心網站 11 月份更新作業，如：中心成員與簡介的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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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院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1 月 15 日與「地方創生主題專業社群」及「在地經營行動實踐與探索社群」共同

邀請台灣觀光地方創生協會施景耀秘書長及花蓮牛犁社區社造組楊富民組長，分別

以「台灣觀光地方創生發展契機與挑戰」及「從地方消滅視角談地方創生」進行專

題演講。 

(二) 11 月 20 日與「地方創生主題專業社群」及「在地經營行動實踐與探索社群」共同

邀請新竹大山北月莊凱詠創辦人及新北石碇螢火蟲書屋葉家豪創辦人進行分享。 

(三) 11 月 22 日與「地方創生主題專業社群」及「在地經營行動實踐與探索社群」共同

邀請天下雜誌張涵青記者、新南向旅行社陳佩玲創辦人進行分享。 

(四) 執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8 年 Young 飛全球行動計劃」：近年來，許多社會議題

逐漸受到民眾關注，並進一步形成公民行動，14 組臺灣青年團隊觀察臺灣的社會

問題後，透過教育部青年發展署「Young 飛全球行動計畫」，踏訪 15 國、176 個國

際組織，學習海外經驗，回臺以實際行動解決社會問題。本院 Young 飛團隊「洄

鄉」於 11 月 23 日在華山文創園區參加青年署舉辦的「我的 style 星光大道競賽暨

成果展」，呈現團隊近一年來從創新思維到具體實踐。Young 飛計畫今年以「教育

創新」及「地方創生」為題，透過「提案培訓、審查輔導、國際聯結、在地行動」

四階段，讓青年組隊自主提案，赴海外參訪了解國際趨勢，回國後付諸行動，實踐

自我提案內容。「洄鄉」團隊以推廣地方創生為核心，前往日本第二創意城市-神山

町進行交流，深度了解神山町如何以創意發想，為山間小鎮注入活力，並藉此重新

檢視臺灣現狀，於校園展開系列分享會及「家鄉有人地圖」活動，幫助學生拓展更

多回鄉工作的想像。 

(五) 執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8 年青年壯遊點 DNA 計畫」。 

(六) 協助執行 108 年度社會實踐計畫—「全球視野、在地深耕—地方創生與國際友善

小鎮的在地實踐」。 

十一、 辦理《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份有限公司與東吳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期間：

108/2/1〜109/1/31），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辦理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企業參訪事宜。 

(二) 辦理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投資模擬競賽事宜。 

(三) 辦理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富蘭克林實習事宜。 

(四) 填報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科目、人員及時間。 

(五) 陸續上傳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每週上課講義至 Moodle 系統。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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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辦理 109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續約事宜。 

(八)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九) 108 年 11 月份課程： 

日期 課程主題 講師 

108.11.01 投資模擬競賽系統介紹  東吳大學財精系 林忠機 教授 

108.11.08 基金市場與基金介紹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邱良弼 副總經理 

108.11.22 
債券評價與債券投資決策  (I) 

(講授理論部分)  
東吳大學財精系 洪明欽 教授 

108.11.29 
債券評價與債券投資決策  (II) 

(講授實務部分)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 余冠廷 資深副理 

十二、 執行農委會「田中優質農旅之規劃及產學合作」案，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1 月 1 日及 11 月 3 日田中計畫輔導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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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彰化縣田中鎮，進行 108 年度田中

輔導產業點實地訪視調查與輔導並將田中產業點實地訪查資料彙整成診斷建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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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協助安排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影片錄製學生代表事宜。 

(二)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十四、 本院與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於 12 月 6 日共同主辦「中小企業創新融資、地方創生與

產學實踐國際研討會」。由於各國近來逐漸重視中小企業所帶來的影響，金融政策也開

始由政府進行規劃，以冀能達成各項滿足中小企業資本市場的融資需求與目標。而地

方創生，與大學之產學實踐議題亦倍受重視，當中的主要推動力量即來自於中小企業。

因此，中小企業如何獲得穩定資金與資源，達成創業、創新與創生的目標，是目前各

國產官學界亟欲瞭解的工作。中小企業所擁有的智慧資產與經驗，並不亞於大型企業

的表現，但囿於經營資源與資訊交換的平台有限，致使中小企業無法達成有效的國際

合作。因此本院希望建立起一個以中小企業為主要討論對象的跨國性平台，藉由各地

區機關或大學機構的合作下，將有助於深化產官學金網路，並提高中小企業的國際展

開的機會。本次國際研討會邀請到台日韓中小企業金融專家、地方創生及大學產學實

踐傑出團隊以及產官學專家進行演講與討論，包括：日本 NIIGATA  VENTURE

 CAPITAL 永瀨俊彦執行長、日本新潟大學經濟學部伊藤龍史副教授、日本新潟大學經濟

學部張文婷講師、韓國企業育成協會 Director Hyeon-jun Jeong、韓國 Hanbat National 

University, Won-il Lee 教授、洄遊吧黃紋綺創辦人、甘樂文創林峻丞創辦人、靜宜大學

任立中副校長、崑山科技大學企管系楊泰和助理教授等，更邀請到日本地域創生大師

INSPIRE「谷中修吾」代表理事進行專題演講。 

(一) 確認會議議程、邀請主講者、主持人及貴賓事宜、寄發邀請函及報名公告事宜。 

(二) 工作分配、進行會場場勘及相關設備籌備事宜。 

(三) 辦理經費規劃事宜。 

(四) 簡報檔案、會議相關人員介紹及大會手冊製作事宜。 

十五、 持續進行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事宜： 

(一) 11 月 1 日召開 AACSB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AoL 課程委員會會議，說明 107-2 

AoL 各科數據分析、老師填寫 Google 表單情形以及各科小組會議召開之目的與

進行方式，另外亦說明下一學期收集教師履歷資料之期程和方式。 

(二) 建構 AoL Google 表單資料分析方法，匯入 106-1、106-2、107-1、107-2 Excel 數

據並建立其分析樞紐。 

(三) 有鑑於評鑑日期接近以及 AoL 各科教師更新，AACSB 小組於 11 月 29 日舉辦商

學院 AoL 講習，說明 AoL 目的、內容與表單填寫方式，並說明各科小組會議召

開之目標及改進方式。 

(四) 根據 AoL 課程委員會議之結論，寄信通知各科小組招集人及秘書招開小組會議，

預備並附件會議議程、該科 AoL 分析資料等，預計於期末前完成會議。 

(五) 因目前 Standards 更新為 2020 版(第一次訪評使用的 Standards 為 2013 版)，寄信

詢問 AACSB 總部東吳大學商學院於第二次訪評時應使用舊或新版的 Standards、

表格、分析標準等，AACSB 回覆可自行選擇。 

十六、 辦理「108 學年度商學院年終餐敘」相關籌備事宜： 

(一) 11 月 25 日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確認各組執掌，此次餐敘活動組由經濟系及財

精系主辦，並訂於 12 月 16 日繳交各學系節目單、參加餐敘名單及各學系繳交贊

助費用等事宜。 

(二) 辦理貴賓邀請卡製作及寄送事宜。 

十七、 辦理 108 年「扶助攻頂計畫–吳孕良品學習助學金」工讀生事宜。 

十八、 11 月 19 日參加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教育訓練。 

十九、 辦理及完成本院內部稽核查檢相關事宜。 

二十、 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108 年 11 月份第四十五期出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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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持續經營商學院 LINE@及 FB 粉絲團經營事宜。 

跨領域學程 

一、11 月 12 日協辦「創業無國界--踏上 Ocean 的金融科技之旅」專題演講。 

二、11 月 13 日辦理【春池玻璃實業有限公司】企業參訪活動。 

三、11 月 20 日邀請天逸金融集團陳逸玲副總經理專題演講，講題為「如何利用資產負債表

控制企業風險」。 

四、11 月 22 日協辦「以色列」專題演講。 

五、11 月 26 日協辦「經濟分析與金融交易實務」專題演講。 

六、辦理商學院【創新經營管理】第二專長 108(1)課程檢討事宜。 

七、辦理商學院跨領域學程個資內部稽核作業。 

國際商管學程 

一、宣傳 109 學年度企管系碩士班 E 組(國際商管)招生考試事宜。 

二、辦理 108 學年度外國學生春季班申請入學審查作業，共錄取 3 名。 

三、籌備 12 月 2-6 日「海外企業專題」課程師生赴日參訪相關事宜。 

四、調查國貿管理全英語學程、財經全英語學程必選修科目合班意願。 

五、更新 109 學年度日本明治學院大學 Study Abroad Program 自費研修協議。 

六、與澳洲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聯繫合作事宜。 

七、辦理 109 學年度院級交換生甄選作業。 

八、協助安排 109 年 3 月份拓殖大學文化班交流事宜。 

九、11 月 18 日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校長、副校長等師長來院洽談雙方學術合作交

流事宜。 

十、11 月 19 日參加「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訓練」。 

十一、 11 月 20 日辦理「學術單位個資內部稽核」。 

十二、 11 月 26 日參加「東吳大學單位校史填報暨查詢系統」教育訓練。 

十三、 11 月 29 日參加「AACSB AoL」講習。 

EMBA 班 

一、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演講： 

(一) 11 月 3 日邀請音樂系彭廣林主任演講，主題：古典音樂，地點：城中校區 2609 教

室。 

(二) 11 月 17 日邀請引雅珠寶張智超董事長演講，主題：從珠寶首飾談起，地點：城中校

區 2609 教室。 

二、本班「商務溝通」課程演講： 

(一) 11 月 3 日邀請熊誦梅法官(台灣智慧財產法院法官/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法學博士)、

曾韵(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副總)講座，主題：區塊鏈存證面面觀，地點：城中

校區 5117 演講廳。 

(二) 11 月 9 日邀請張冠群教授(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

授/台灣保險法學會理事兼秘書長)講座，主題：人工智慧與保險法制，地點：城中校

區 5117 演講廳。 

(三) 11月 16日邀請張冠群教授(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

授/台灣保險法學會理事兼秘書長)講座，主題：人工智慧的風險管理，地點：城中校

區 5117 演講廳。 

(四) 11 月 30 日邀請孫欣律師(安侯法律事務所執行顧問/金融法遵服務主持人/美國波士

頓大學金融法碩士/美國紐約州律師)講座，主題：GDPR 與資料經濟，地點：城中校

區 5117 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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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 月 23 日假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辦 109 學年度招生說明會。包含報名來賓、EMBA

學生及系友約 70 人參加。 

四、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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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發行 EMBA 第 108 期電子報，

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11 月 9 日舉辦第 13 場咖啡時間<愛傳承 愛分享>活動。由第九屆屈穎學姊(國際漸

凍人協會聯盟 理事/中華民國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 國際事務總監)介紹因為先

生陳大謀而認識到漸凍人這種疾病，進而為這群人發聲，促進台灣的醫學去研究認

識這種疾病。並積極參加國際漸凍人協會取得更新的醫學資訊，幫助台灣的漸凍人

有更好的生活幫助。 

接著由第一屆盧文彥學長(中華民國螢火蟲助學計畫協會 理事)介紹嚕啦啦車隊如

何透過旅行結合公益，把愛分享出去。他們主要以幫助偏遠地區的貧困兒童就學為

主，許多偏遠山區的孩子，因為家庭經濟因素，在國中畢業後，即使還想再升學，

卻常心有餘而力不足，失去唸書的機會。由學校推薦學生，從國中至高中，長期支

持學費及生活費，存簿由導師保管讓錢真的花在孩童就學上，也有一對一的專屬天

使陪伴，了解生活及學習狀況。也會不定期的透過旅行去拜訪幫忙的孩子，給予關

心。 

溫福星老師(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台北二團親子團導引員野山豬)為我們介紹什

麼是荒野保護協會，荒野親子團這是個志工團體，因為愛，易子而教、愛著這環境、

讓我們去守護地球。小朋友的可塑性很高、潛能無窮、希望這樣的環境教育可以對

他們未來長大後，對人、對事、對物可以有正面的影響。現在環保問題日益嚴重，

如果從小大家與大自然有緊密的接觸，一定會更有心來守護地球達到永續發展。 

最後由第 1 屆梁琪涓學姊介紹協會 10 年來在社會服務這方面做了哪些事情，並說明

往後會以行動社服的方向去進行，歡迎大家多多參與，一起做公益，讓愛無所不在。 

(三) 109 年 1 月 4 日假海霸王餐廳舉行會員大會，會中將進行第六屆理監事選舉。 

(四) 持續辦理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五) 持續辦理協會 LINE 經營與訊息發佈。 

(六) 持續辦理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七)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預告： 

(一) 12 月 8 日郊山之旅-大溝溪溪畔步道，歡迎有空的會員、眷屬和親友一起熱情

參與!報名網址 https://embascu981109.kktix.cc/events/1081208 。 

(二) 12 月 15 日(日) 社服組和企業社會責任課程合作，邀請 IMPCT Coffee 社企創

辦人，到學校做專題分享。歡迎會員一起來

https://embascu981109.kktix.cc/events/1081215。 

經濟學系 

一、經濟系系友會各項獎學金於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1 日受理申請，本系學生事務小組於 11

月 15 日進行審議，本次核定經研所及大學部獎學金共 13 個獎項，獎學金計 64 萬元。 

二、11 月 1 日召開「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系所評鑑項目召集人會議」，孫嘉宏主任、陶宏麟

老師、樊沁萍老師與 3 位秘書參加，討論有關書面審查意見的回應與評鑑報告內容的修

改。 

三、11 月 2 日孫嘉宏主任、陶宏麟老師、林維垣老師、袁國芝老師與宋鳳笙秘書與碩專一 10

位同學在輝煌餐廳聚餐，除了師生互相聯誼外，亦同時瞭解學生對課程設計、指導教授、

上課時間等問題進行交換意見，作為系上日後調整的參考。 

四、11 月 5 日林巧涵助理教授首次申請新進人員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https://embascu981109.kktix.cc/events/1081208
https://embascu981109.kktix.cc/events/10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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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 月 8~11 日傅祖壇教授赴福州閩江學院參加 2019 年兩岸效率與生產力研討會，擔任分

場主持人、評論人，同時發表論文「Source of Growth Analysis at industry-level for selected 

Asian Economies using DEA Malmquist and Asia KLEMS data bases 」。 

六、經濟學系與華南永昌共同舉辦『2019 華南永昌股神盃股票投資模擬競賽』，11 月 9 日舉

辦 2 場實務課程包括「模擬操作實習」與「交易員經驗分享」。11 月 11 日~12 月 6 日進

行競賽交易。完整參加實務課程，且至少有一筆交易紀錄者，12 月 11 日 17:00 前繳交書

面報告，由評審委員決定是否「通過」總結性課程畢業標準。12 月 18 日 15:30~18:30 舉

辦股票投資模擬競賽口頭報告，12 月 20 日晚上頒獎。 

七、11 月 11 日楊仁維老師前往永和永平高中介紹財經學群。 

八、11 月 12 日薛琦講座教授與江美玲助教帶領約 40 位學生參訪證交所。 

九、11 月 13 日舉行校外實習說明會，由孫嘉宏主任主持，近 50 位學生全程參與說明會。 

十、11 月 13 日進行 109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書面審查會議。 

十一、11 月 13 日經濟論壇由曹添旺教授主持，邀請中經院陳思寬院長演講「2019 年第四季

國內外總體經濟情勢展望」。 

十二、11月15日邀請大華銀投信公司楊斯淵投資長演講「投信業投資流程與研究實例分享」。 

十三、11 月 15 日召開學生事務小組會議，審查 108 學年度系友基金會獎學金及修訂東吳大

學經濟系校友基金會碩博士班獎補助學金辦法等事宜。 

十四、11 月 18 日舉行「第二專長課程檢討會議」，由孫嘉宏主任主持，陶宏麟老師、邱永和

老師、林沁雄老師、袁國芝老師、楊怡雯老師一同參與討論，決定 109 學年度新設第

二專長「經濟與應用」。 

十五、108 年度個資內部稽核對象為全校學術單位，經濟學系於 11 月 19 日配合辦理個資內

部稽核，由律師、顧問及稽核員到經濟系辦公室實地訪談及審查。 

十六、11 月 19 日宋鳳笙秘書與鄒淑芳秘書參加網路選課條件檢核設定說明會。 

十七、11 月 20 日鄒淑芳秘書參加 108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暨「新生家

長座談會」檢討會議。 

十八、「譚宸泰系友獎學金」於 11 月 20 日由譚宸泰學長在本系進行面談，核定得獎學生 6

名，每名 5000 元。 

十九、邱永和教授 11 月 19 至 24 日赴常州河海大學進行 EMBA 學術合作交流與講學。 

二十、袁國芝助理教授 108 年 11 月 20 至 23 日赴澳門大學訪問進行學術研究合作交流。 

二十一、11 月 22 日召開「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論(1)本系「自評報

告書審意見回應表」、(2)實地訪評資料呈現方式、(3)修訂「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師

升等審查作業要點」、(4)確認「108 學年度第二專長課程改善措施調查表」、(5)討

論總結性課程補救措施。 

二十二、11 月 25 日向總務處提出教師研究室需求：經濟學系於 109 年 2 月 1 日起有 2 位專

任教師屆齡退休，108 學年尚有二名新聘專任教師(鄭輝培、林巧涵)未分配研究室，

故提出申請。 

二十三、11 月 26 日博士班魯亮君舉行博士論文大綱口試。 

二十四、11 月 27 日經濟論壇邀請許嘉棟講座教授演講「台灣的貨幣與匯率政策」。 

二十五、11 月 28 日林沁雄老師前往桃園高中介紹財經學群。 

二十六、本系老師與秘書參加 11 月 29 日召開商學院 AACSB-AoL 科目講習會。 

二十七、11 月 29 日召開「大二、大三導師會議」，瞭解本系學生 Ucan 問卷施測結果。 

二十八、11 月 29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議樊沁萍教授教師休假申請案及吳秀玲副教授教師評

鑑案。 

二十九、11 月 29 日召開招生小組會議，由孫嘉宏主任召集，邀請邱永和老師、陶宏麟老師、

林沁雄老師、樊沁萍老師、吳秀玲老師、林佑貞老師、袁國芝老師、楊仁維老師、

楊怡雯老師、顏廣杰老師、邱詩詠老師共同討論109學年度碩士班與碩專班招生策略事宜。 



64 

三十、11 月 30 日於 2502 教室舉行「世界經濟展望競賽」。 

三十一、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電子報第十四期 11 月 22 日出刊！網址

如:https://us19.campaignarchive.com/?u=9638c206fdb5e696aff41e910&id=b823b16c59

。 

三十二、109 學年度碩士班與碩專班招生文宣海報，11 月寄發電子郵件、紙本或公布東吳經

濟系系友聯誼會臉書社群。 

三十三、經濟學系 11 月更新設備：研究所 2621 教室數位講桌及購買筆記型電腦一部。 

三十四、經濟學系 11 月提報電算中心 109 年度個人電腦及印表機年度維護資料。 

三十五、經濟學系推薦漢儒基金會獎學金，共有 6 名獲獎，每名一萬元。 

會計學系 

一、會計學系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及中華公司治理協會於 11 月 6 日在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共同舉辦「洗錢防制與內部控制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結合產官學界，就國際重要趨勢，

同時也是我國應予關注的防制洗錢特定議題，邀請專家學者共同研討，以增進實務界的

深入瞭解。研討會由會計學系李坤璋主任、臺北地方檢察署邢泰釗檢察長、中華民國公

司治理協會劉文正理事長共同主持開幕式，潘維大校長、馬君梅前代理校長、證期局張

振山副局長、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執行秘書許永欽檢察官等貴賓皆蒞臨參加，總計吸

引檢察官、各大金融機構、各公民營機構高階主管等逾百人參加。 

二、會計學系與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 11 月 14 日在東吳大學城中校區舉辦「共同培

育智能審計人才計畫」簽約典禮暨說明會，以系統化方式培育優秀的專業人才，期望透

過企業與學校的合作方式，從在校時期開始培養新的審計觀念，與事務所合作緊扣產業

技能，協力訓練新一代的審計專業人才。 

三、11月 11日舉行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大三導師會議，會中生涯發展中心向導師報告「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施測」，班級測驗分析結果，作為導師進行學生職涯輔導參考。 

四、11 月 12 日辦理 109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面試，總計 22 位考生。 

五、11 月 14 日舉行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審議專案教師初聘案、專任教師

評鑑案及休假案。 

六、本系於 11 月 20 日配合本校辦理個資內部稽核作業，接受由律師、資安顧問及各單位稽

核員到場實地訪談及審查。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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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位同學提繳計畫書，其中

含碩士班 29 位、碩專班 17 位，預計於 12 月底完成審查。 

八、會計學系 11 月份總計舉行 2 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 

(一) 11 月 27 日邀請陳永清學長(聯合勸募協會理事長/前味全董事長/前資誠副所長) 蒞

臨演講，講題為「Vision, Mission and Strategic Planning」。 

(二) 11 月 27 日邀請中美冠科生技公司何家甄經理蒞臨演講，講題為「我的未來不是夢

-工作和生活齊頭並進的求生法則」。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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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李坤璋主任前往

蘭陽女中及桃園市立陽明高中進行科系簡介。 

十、會計學系系友電子報第 42 期出刊。 

企業管理學系 

一、海外參訪課程：11月11-15日由阮金祥老師、歐素華老師帶領碩士班15位同學前往新加坡

移地教學，拜訪新加坡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兩間學校，以及樟宜機場、吳寶春麵

包店、BREAD TALK總部、3D列印工廠。 

二、舉辦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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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人報考。 

三、11月26日舉辦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系週會，邀請阮金祥老師主講出國交換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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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月27日舉行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五、11月30日舉辦第五十屆系運動大會X外雙溪健行。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11 月 11 日假 2523 教室，蕭義棋老師舉辦貿一 A 導生會。 

二、11 月 12 日假 2511 教室，陳宏易老師舉辦貿四 B 導生會。 

三、11 月 14 日假 2339 會議室，温福星主任舉辦貿延 AB 導生會。 

四、11 月 12 日假 2208 教室，舉辦 AI 金融科技創新創意大賽說明會。 

五、11 月 14 日假 5512 教室，舉辦 AI 金融科技創新創意大賽說明會。 

六、11 月 19 日假 2511 教室，舉辦「研究所升學座談會」演講活動，主講人：徐若庭，108 級

畢業系友，就讀國立臺灣大學會計研究所。 

七、11 月 19 日假 2511 教室，陳金盛老師舉辦貿二 B 導生會。 

八、11 月 15 日於奕香咖啡廳，梁恕老師舉辦貿四 A 導生會。 

九、11 月 21 日於 2511 教室，吳宜臻老師舉辦外籍生、港澳生、僑生導生會。 

十、11 月 26 日於 2511 教室，吳志英老師舉辦貿二 A 導生會。 

十一、11 月 22 日於系辦公室，由生涯發展中心向大三導師進行 UCAN 施測結果報告。 

十二、11 月 18 日假 2524 教室，温福星老師舉辦演講活動，講題：如何破除 AI 迷思，主講

人：蔡芸琤，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十三、11 月 27 日假 2524 教室，謝文雀老師舉辦演講活動，講題：新零售餐飲運營模式交流

分享，主講人：詹淵盛，六角集團營運長。 

十四、11 月 13 日吳志英老師赴斗六高中，進行招生宣傳活動。 

十五、11 月 22 日謝效昭老師赴復興高中，進行招生宣傳活動。 

十六、11 月 28 日張大成老師赴左營高中，進行招生宣傳活動。 

十七、11 月 12 日假 R2219，參加開放文件格式 Libreoffice 軟體教育訓練課程。 

十八、11 月 14 日假 R2315，參加開放文件格式 Libreoffice 軟體教育訓練課程。 

十九、11 月 19 日假 R2208，參加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訓練」。 

二十、11 月 20 日假 G601，參加 108 學年度「第 1 哩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暨新生家長座談會」

檢討會。 

二十一、11 月 26 日假 R2208，參加東吳大學單位校史填報暨查詢系統教育訓練。 

二十二、辦理 111 學年度各人申請招生參採高中學習歷程項目內容修正表。 

二十三、辦理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長餐敘事宜。 

二十四、辦理優久聯盟開放跨校選課課程調查表。 

二十五、辦理本校參與 2020/21 年 QS 大學排名調查所需資料。 

二十六、辦理 120 年校慶活動外賓邀請名單填報。 

二十七、辦理畢業班班級聯絡人事宜。 

二十八、辦理學校年終餐敘參加名單事宜。 

二十九、辦理商學院期末餐敘參加名單事宜。 

三十、11 月 13 日假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R2524、R2523、R2513，舉辦 109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

入學面試。 

三十一、11 月 19 日配合辦理個資內部稽核作業。 

三十二、11 月 15 日提報研究生資格考核申請表及考核委員資料表。 

三十三、11 月 25 日假 2123 會議室，出席「108 學年度年終餐敘工作會議」。 

三十四、11 月 27 日假 2123 會議室，本系與 EMBA 舉辦碩專班招生說明會。 

三十五、11 月 29 日假 5613 教室，參加 AACSB AOL 講習活動。 

三十六、辦理 109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專班招生海報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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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11 月 6 日假 2339 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

議題內容如下： 

(一) 討論 109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相關事宜。 

三十八、11 月 19 日假 2339 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

會議，議題內容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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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11 月 27 日假 2339 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會議，

議題內容如下： 

(一) 確認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會議紀錄。 

(二) 審查孫效孔兼任副教授改聘兼任教授事宜。 

(三) 審查顧萱萱教授申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休假案。 

(四) 審查温福星教授申請 110 學年度休假案。 

四十、11 月 9 日於雙溪校區體育館舉辦 24 屆系友盃籃球聯誼賽。 

(一) 11 月 9 日於城中校區體育館舉辦 15 屆系友盃羽球聯誼賽。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 本系公開徵選，由學士班及碩士班同學組成「東吳財精戰隊」於 11 月 1 日至 3 日前往北

京，參加北京人民大學所舉辦「第十屆中國風險管理與精算論壇」之「大學部保險設計

競賽」及「研究生風險管理競賽」。經教師審查各隊之報告，評選學士班 2 隊、碩士班 2

隊參賽，於數十隊參賽隊伍中，碩士班 2 隊分別榮獲二等獎、三等獎，學士班 2 隊皆榮

獲三等獎，成果豐碩。 

二、 11 月 6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查兼任教師林建華講師申請教師證書案、修訂東吳大學財務

工程與精算數學系教師評鑑辦法。 

三、 11 月 7 日經遴選委員會遴選推薦第三屆傑出系友，共計 12 位榮獲推薦當選，訂於 12 月

14 日舉辦表揚大會暨晚宴進行頒獎表揚。 

四、 11 月 9 日至 10 日由劉文彬老師隨隊與鄭州大學國際金融專班 30 位同學前往阿里山及日

月潭二日遊。 

五、 本系周世偉老師於 11 月 14 日前往南山高中進行招生宣傳，主講「財經學群」。 

六、 11 月 15 日復興高中學來參訪本校，本校由人社院及商學院進行靜態介紹，另安排校園

環境參觀（含外語學院文化教室參觀），商學院介紹部份由本系詹芳書主任主講。 

七、 本系劉文彬老師於 11 月 18 日前往永春高中進行招生宣傳，主講「東吳財經學群簡介-財

精系、商學院(資管除外)」。 

八、 11 月 20 日召開獎學金委員會，審查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項獎學金獲獎名單。 

九、 11 月 20 日召開系務會議，審查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項獎學金獲獎名單、外國學生暨

轉學生招生簡章分則、1111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招生參採學習歷程項目、研擬審查評量

尺規、修訂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教師評鑑辦法、檢討 108 學年度第二專長及

109 學年度第二專長規劃等案。 

十、 11 月 21 日鄭州大學商學院秦建偉院長 一行 8 位教師來訪，出席本校商學院安排之座談

會及晚宴，其中秦院長及羅敬黨書記特前往教室給予鄭州大學同學勉勵，本系則由劉文

彬老師於座談會中針對本學期開設鄭大國際金融專班進行簡報，並參與座談會討論及晚

宴。 

十一、 11 月 22 日大二、大三導師會議，由生涯發展中心同學說明 UCAN 施測結果。 

十二、 詹芳書老師於 11 月 25 日參加東亞保險論壇，並於會中擔任主持人。 

十三、 11 月 26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富邦投信指數暨量化投資部襄理洪珮甄基金經理人，

主講「經濟分析與金融交易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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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英國精算師協會北京代表處李文立女士與張婧女士於 11 月 27 日來訪本系與學系教師

進行交流，研議英國精算學會免試認證課程相關事宜，另與學生進行座談，主講「IFOA

的介紹與問答」，會後與教師進行晚宴交流。 

十五、 本系李宜熹老師於 11 月 28 日前往左營高中進行招生宣傳，主講「財務工程與精算數

學系」。 

十六、 「南山人壽菁英培育獎學金」由南山人壽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每年 100 萬元，連續三年，

獎勵本系學士班優秀同學繼續深造，每年 10 個名額。本學年度首次頒發，共 10 位同

學獲獎，訂於 11 月 29 日於南山人壽總公司舉辦頒獎典禮。 

十七、 「新光精算師養成獎學金-SOA 精算考試獎助學金」由新光人壽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每年上限 100 萬元，每年核發 2 次。連續提供三年。本次計有 25 人次申請，共計頒

發獎助學金 17 萬 8 仟元整。 

資訊管理學系 

一、 11 月 8 日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 

二、 11 月 28 日召開 108 學年度大三導師會議。 

三、 11 月 21 日召開系教評會。 

四、 11 月 17 日新聘教師面談。 

五、 11 月 14 日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李庚-奕智鏈結科技 CEO，講題：渾沌世界與資訊機

會。 

六、 11 月 21 日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呂俊宏-物聯雲副總經理，講題：那些學校來不及教

的事--管理/資訊的一些視野分享。 

七、 11 月 28 日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黃誌緯-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深經理、羅珊-安永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組長，講題：電腦審計與當前及未來的科技風險、電腦審計與資管

系之關聯。 

八、 11 月 14 日舉辦 109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 

九、 本系學士班江佳蓉等 13 名同學參加 2019 第 24 屆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榮

獲產學合作組第三組第一名、產學合作組第四組第三名、鈦坦敏捷開發特別獎佳作、台

灣生活好便利創新應用組第二名。 

十、 本系學士班陳柔廷等 3 名同學參加 2019 大專校院智慧創新暨跨領域整合創作競賽體感

互動科技組值得注目獎。 

十一、辦理 108 學年度學生實習，本年度有中國信託、永豐商銀、叡揚資訊、富邦人壽、新光

人壽、人工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經濟新報、前進國際、鴻揚科技、新光三越、寬聯

資訊、和泰產險、金財通、精誠資訊等 14 家公司提供本系學生實習職缺。 

十二、11 月 27 日系友協會舉辦企業參訪活動，系友會曾純浩會長等共 25 位系友參訪程曦資

訊整合股份有限公司，並由張榮貴 程曦集團共同創辦人暨總經理(77 級系友)主講企業

數位轉型與創新服務。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11 月 1 日召開商學院 AACSB 學生學習品保委員會。 

二、11 月 4–10 日與商學院合辦「福建省人文社科類財經商貿專業教師培訓專班」。 

三、11 月 13 日與商學院跨領域學程合辦「春池綠能玻璃觀光工廠」企業參訪。 

四、11 月 15 日辦理「人工智慧」專題講座。 

五、11 月 16 日辦理商進班 20 周年系友返校座談暨餐會。 

六、11 月 22 日與商學院跨領域學程合辦「以色列」專題講座。 

七、11 月 26 日支援招生組辦理金甌女中來校參訪之招生座談。 

八、11 月 29 日辦理商學院 AACSB 學生學習品保各科授課老師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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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十二月 

一、 院務行政  

(一)召開院、系級會議 

11 月 4 日，召開本學院特殊學科教評會，審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專任教師新

聘案。通過初試之應徵者，於 12 月內分批到院發表專題演講。 

(二)系所評鑑 

本學院學位學程 109 年度自辦品保評鑑實地訪評日期排定於 109 年 3 月 26 及

27 日。自評報告初稿於 10 月 2 日寄送書審委員審閱，10 月底前收回委員審查

意見。11 月 25 日召開評鑑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審查意見並據以修訂自評報告。 

(三)依研發發處通知 109 學年度校發計畫檢核結果，提出回應說明並依檢核意見修

訂相關子計畫之預算編列。 

(四)11 月 19 日，配合電算中心時程規劃，完成個人資料保護查核及資安檢查。 

(五)持續進行學院官網改版。已陸續完成網站地圖架構、首頁風格設定，12 月初起

進行內部分頁設計確認及各頁面功能開發。本案預計年底前完成。 

(六)參加教育訓練： 

(1) 11 月 4 日，招生組舉辦之「大學考招變革與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專題講座。 

(2) 11 月 5 日，研究發展事務組舉辦之「108 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

畫說明會」。 

(3) 11 月 21 日，註課組舉辦之「108-2 學期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訓練」。 

(4) 11 月 27 日，電算中心舉辦之「著作權法及相關案例介紹演講活動」。 

(5) 11 月 28 日，秘書室與圖書館合辦之「東吳大學單位校史填報暨查詢系 統」

教育訓練。 

二、 教學與學生輔導 

(一)招生 

(1) 11 月 11 日，辦理 109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甄選面試，計有 16 位學生參加面

試。 

(2) 11 月 29 日，下午 7:00 在城中遊藝廣場一樓展覽廳，舉辦「思維破局講堂-數

位人才轉型暨 109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說明會」。 

(3) 《東吳巨資學院》臉書社群，11 月分觸及成長率 159%、互動率成長 357%、

粉絲專頁按讚次數成長 483%。並於 11 月 13 日系週會進行臉書直播活動獲

得大量關注。 

(4) 推出新版學院招生網頁 https://www.apply-bigdata.info/ ，作為社群與網路招

生入口。更新版網頁增加畢業生見證與說明會宣傳等頁面，提升學院專業與

活潑形象。  

(5) 製作學院廣宣素材，包括錄製傑出大四學生及學院教師採訪影片。 

(6) 參與招生組規劃，推薦傑出大四學生接受 IOH（開放個人經驗開放平台）培

訓，錄製學院介紹影片，預計 109 年 2 月上檔。 

(二)系週會 

11 月 13 日舉辦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巨資系週會活動。參與對象為全院師生，總

人數約 300 人。活動內容包括院長致詞、胡筱薇主任報告學位學程發展規劃與

願景、優秀師生頒獎。會中並邀請好萊塢幕後工作者陳煒智老師，以「娛樂圈的

商業模式，以紐約百老匯音樂劇的蛻變為主」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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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獎學金 

(1) 辦理研究生獎助學金 10 月份獎助學金申請。 

(2) 11 月 22 日召開本學院「文華獎學金」108 學年度審查會議。會中提出 108 學

年度獎學金得獎者推薦名單，續送學院暨學位學程聯席會議審議。 

(3) 協助辦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學生申領主財軍官獎學金收據簽收事宜，並通知

王董事長秘書進行後續獎學金撥付事宜。 

(四)系學會培訓 

為培育系學會成為學系的工作伙伴並凝聚學院系與系學會之關係，本學年針對

系學會幹部規劃系列培訓課程包含行銷、影片拍攝與活動企劃等。11 月份舉辦

以下兩項課程為： 

(1) 108.11.27 0-1Growth marketing 成長行銷 

(2) 108.10.30 社群銷基礎課程 

(五)辦理專題演講 

日期 地點 班級/課程 講者 講題 

108.11.2 城中校區

5213 室 

碩專一 

巨量資料商業

模式創新應用 

臺灣金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李漢超副

總經理 

區塊練 X 代幣經濟-全產創

新機會 

108.11.17 雙溪校區

H311 室 

碩士班 

書報討論 

希奇資本共同創辦

人陳琪龍先生 

Fintech in Taiwan: an 

insider's perspectives  

108.11.09 城中校區

5614 室 

碩專二 

書報討論 

碩網科技邱仁鈿

總經理 

台灣大數據與 AI 應用

趨勢 - 產業界觀點 

108.11.09 城中校區 

5213 室 

碩專一 

資料科學導論 

意藍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蕭玉中副

總經理 

大數據在市場行銷的機

會與應用 

108.11.16 城中校區 

5213 室 

碩專一 

巨量資料商業

模式創新應用 

資策會蘇偉仁協

理 

智慧農業 

108.11.23 城中校區

5213 室 

碩專一 

資料科學導論 

雲象科技-資料科

學家楊証琨先生 

資料科學、人工智慧的

實務應用 

(六)教務及學生輔導行政配合事項 

(1) 受理碩士班畢業班指導教授申請共 16 位。 

(2) 11 月 20 日出席德育中心舉辦之「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暨「新生

家長座談會」檢討會。 

(3) 11 月 20 日出席生涯發展中心舉辦之「大三導師會議」，聽取生涯發展中心報

告本學院大二、大三 Ucan 施測結果。 

(4) 繳交「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學系審查評量尺規與審查評分表（招生組）。 

(5) 繳交「108-2 優久聯盟開放跨校選課課程調查表」（註課組）。 

(6) 繳交「111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參採高中學習歷程項目修正調查表」

（招生組）。 

(7) 繳交「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表檢核結果」予校發組。 

(8) 確認 108-2 學期各學制授課科目、授課教師與時間。 

(9) 完成 108-1 學期學業關懷作業，共送出 20 筆關懷名單。 

(10) 確認回覆學分班 108-2 學分班開課調查（推廣部）。 

(11) 通知教師「期中課堂問卷施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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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術交流與合作 

(一) 產業界 

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天下雜誌 許晉雄院長 11 月 21 日 本學院擬於天下雜誌合作於 109 年 5

月舉辦教育論壇。本論壇為本校建校

120周年校慶系列活動，規劃邀請產、

官、學人工智慧(AI)專家代表發表專

題演講。受邀出席者包括大陸交流學

校復旦大學大數據學院、蘇州大學電

腦科學與技術學院及國內各大專校

院教師，並開放學生報名。11 月 21

日雙方工作會議完成活動企劃，預定

12 月 31 日向學校正式提案。 

SAS 胡筱薇主任 11 月 27 日 與該公司代表 Marylyn 進行課程合

作以及捐款與公同開發教材之討論。 

鄉林集團 胡筱薇主任 11 月 1 日 與鄉林集團數位轉型執行長於線上

進行「舌尖大數據」啟動案討論。 

麥格納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胡筱薇主任 11 月 1 日 接受該公司委託執行「輿情走向及

社群輪廓分析系統研發計畫」

(108/11/01~109/10/31） 

洛碁飯店集團 鄭江宇老師 11 月 6 日 接待該集團資訊處經理與網路行銷

部主任來訪，洽談學生專業實習事

宜。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葉向原老師 11 月 1 日 接受該公司委託執行「基於階層式銷

售數據分析來解讀消費者行為模式」

產 學 合 作 計 畫  

(108/11/01~109/10/31）。 

野村投信- 

「鼓勵境外基

金 深 耕 計 畫

(108 年)」 

蔡芸琤老師 持續執行 接受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石百達

老師邀請，擔任該計畫協同主持人，

負責帶領團隊，透過自然語言處理技

術，完成系統中之金融機構反洗錢監

控名單的自動化建立系統。 

富蘭克林華美

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蔡芸琤老師 11 月 27 日 接受該公司邀請，協助規劃東吳大學

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 109 年

至 110 年之發展方向，負責建立研發

團隊，為雙方開發出動態資產配置平

台  – 智能投資秘書。為東吳大學

FinTech 中心預計孵化商轉的第一個

典範計畫。11 月 27 正式向該公司提

案，並獲通過。 

國泰世紀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黃福銘老師 持續執行 接受國泰產險公司委託執行「要保書

影像辨識系統研發」產學合作計畫

（108/10/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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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界 

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美國華盛頓大

學（西雅圖區） 

胡筱薇主任 11 月 9 日 前往 W Hotel，參加美國華盛頓大學

一年一度的全球校友會，並於會中進

行專題演講，演講主題：IF AI THEN 

WHAT。 

東吳大學商學

院 

胡筱薇主任 11 月 8 日 支援商學院針對中國福州區的大學

教師進行學術演講。 

資策會 胡筱薇主任 11 月 6 日 受邀出席 ATD 人才發展協會亞太年

會，了解全球人才培育趨勢 

中研院台灣人

工智慧學校 

胡筱薇主任 11 月 9 日 受邀前往專題演講，同時宣傳本學院

碩士在職專班的招生事宜，鼓勵在職

進修。 

本校推廣部 鄭江宇老師 11 月 24 日 開設網站流量分析課程並邀請校外

學員報考本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公務人力發展

學院 

鄭江宇老師 11 月 28 日 擔任流量分析研習講師並向在場學

院推廣本院碩士在職專班。 

財團法人商業

發展研究院 

呂明頴老師 11 月 13 日 

 

受邀接受該院李孟蓁研究員訪問，並

討論未來在行銷與物流相關議題合

作之可行性。 

Computational 

Science Initiative,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NPL） 

蔡芸琤老師 持續執行 與 BNL 研究員陳彥奇博士共同進行

下一代的可解釋性人工智慧（XAI）、

對 抗 例 特 定 攻 擊 （ Adversarial 

Attacks ） 演 算 法 導 入 金 融 視 覺

（Financial Vision）之系列知識架構

研發與規劃，為台灣在世界之

FinTech 建立學術領先之地位。 

中央氣象局 黃福銘老師 11 月 8 日 與該局程副局長及相關同仁商討未

來欲合作之網路氣象輿情分析服務

案。 

 

(三) 醫療院所 

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臺大醫院家庭

醫學部 

蔡芸琤老師 持續執行 接受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黃獻樑醫

師邀請，協助該部研究團隊運用資料

探勘及機器學習，融入心理諮商及運

動訓練，建構最適之輔助戒菸模型。 

台北榮民總醫

院 

丁德天老師 11 月 18 日 受邀至該院演講、進行學術交流，講

題為「你相信因果嗎？如何應用ＭＬ

實踐因果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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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府機構 

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教育部 胡筱薇主任 11 月 21 日 出席推動大學程式設計教學計畫會

議並討論後續教材編寫之事宜。 

交通部觀光局 呂明頴老師 11 月 14 日 出席觀光局 2019 臺灣旅館業國際

發展趨勢論壇，並於會後討論數據

合作相關議題。 

新北市教育局-

「創新教育加

速器計畫（108-

111 年）」 

蔡芸琤老師 持續執行 擔任該計畫顧問，輔導新北市丹鳳

高中等校進行高中職旗艦計畫轉型

新北創新教育加速器計畫，落實並

提升在地就學。 

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防災中心-

「智慧應答機

器人研發計畫

(108 年)」 

蔡芸琤老師 持續執行 接受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蔡孟

涵老師邀請，擔任該計畫之協同主

持人，負責帶領團隊，完成系統中

之自然語言技術，應用於智慧防災

應答機器人精進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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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十二月 

第一組 

1. 辦理職員、助教、計畫人員及約聘（僱）人員聘任、離職、資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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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專函通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之薪級核

敘結果。 

4. 陳報 107 學年度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實施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執行情形。 

5. 辦理 108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實施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經費申請案。 

6. 辦理 108 學年度 17 名教師申請休假之休假點數檢核作業，經彙整相關行政單位檢核意見

後逕送各學系循三級教評會審議。 

7. 彙整休假後返校服務之教師成果報告，並預定提送校教評會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

會議備查。 

8. 函知各教學單位本校因應軍公教年金改革大法官釋字第 781、782 與 783 號解釋之相關事

宜。 

9. 彙整行政單位就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建議，並陳請校長核定後，預計於 12 月 9 日召集相關

一級主管討論，以凝聚共識。 

10. 為推動「職員生涯發展自我規劃」方案，研擬修正「東吳大學職員轉調作業要點」及「東

吳大學職員聘任辦法」相關條文，並經 108 年 11 月 25 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11. 為使本校教師職工了解學校相關規範，繼更新本室「教師手冊」網頁資料後，再彙整營

繕組、語言中心、推廣部、體育室等單位所提供之資料，完成更新本室「新進職工手冊」

網頁資料。 

12. 完成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職工評審委員會事前準備，將於 12 月 4 日會議中進行傑

出職工評選及在職進修案審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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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函請各教學單位辦理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兼課徵詢作業。 

15. 設計 109 年度教職員工生日電子賀卡。 

16. 辦理本校編制內同仁敘薪審查作業及他校敘薪審查作業。 

17. 持續進行人會總 E 化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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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1. 教職員工 108 年 12 月份薪資已作業完成，將於 108 年 12 月 5 日發放。另產學合作等計

畫專任助理 108 年 11 月份人事費已於當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08 年 10 月人事費

亦已於 108 年 11 月 25 日發放。 

2. 辦理 108 學年第 1 學期第 9~12 週專、兼任教師之鐘點費（含超鐘點），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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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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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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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辦理公保、勞保、團保等各項保險給付申請，以及退休人員 108 年 10 月公保超額年金核

發作業。 

8. 辦理 109 年退休教師領受總統春節慰問金申請，經各院推薦具有教育貢獻，且生活困苦

或罹患重病亟需濟助之退休教師，本次推薦 1 位教師。 

9. 申請大專校院教學助理納保補助，計核准補助款新臺幣 123 萬 9,008 元，並已撥入學校

帳戶。 

10. 核發 108 學年度公、自費團體保險保險證。 

11. 辦理 108 學年度創新學院線上學習書卷獎，並公告 10 月份新增學習證照最多前 20 名同

仁，可以獲得高鐵車票五折券或超商禮物卡；累積學習證照數最多前 10 名，可以獲得超

商禮物卡。此外，12 月份再加碼辦理以單位競賽方式之書卷獎活動，希望能提高及培養

同仁參與線上學習的動力。 

12. 行文周知受理編制內教職員申請增額提撥儲金。 

13. 規劃新進人員教育訓練措施，經校長核定後，自 108 年 12 月 1 日起試行「新進人員訓練

課程檢核表」，對象為新進全職之職員及行政助理。 

14. 辦理新聘教職員退撫儲金專戶網路查詢服務事宜。 

15. 辦理 3 名教職員申請自願退休所需填繳之相關資料。 

16. 協助辦理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及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開會事宜。 

17. 持續進行人會總 E 化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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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十二月 

第一組 

一、本校107學年度決算案業經108年11月8日董事會第27屆第7次會議審議通過，於11月22日

函送教育部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二、科技部於108年11月15日蒞校，抽查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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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108年7月份及108年8至10月份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107學年度及108年8至10月

人事費明細表與108年10月份投資基金增減變動月報表，於108年11月13日函送教育部核

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四、本校教育部補助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108年10月份經費執行情形表，於108年11月7日陳

副校長核閱。 

五、本校108年10月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得明細資料會計科目分析表及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

得明細資料，分別於108年11月19日送人事室酌參。 

六、依本校各業務單位需求，編製之會計報告如下： 

(一) 編製「107學年度全校性統籌受贈款辦理情形表」，於108年11月15日送 

社資處。 

(二) 編製「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受贈款學校代墊款明細表」，於108年11

月29日送政治系。 

(三) 編製「德蔭學子計畫之外部募款收入明細表」，於108年11月29日送學務處。 

七、研發處於108年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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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1月份傳票共計2,513張。 

九、 完成編製產學合作計畫及補助案經費收支明細表如下： 

序號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收支明細表送計畫

主持人覆核日期 

1 中文系 
科技部之「萬曆丁丑科庶吉士詩文著述研

究」計畫 
108 年 11 月 29 日 

2 哲學系 科技部之「亞理斯多德快樂理論」計畫 108 年 11 月 29 日 

3 哲學系 科技部之「胡適的名學方法」計畫 108 年 11 月 29 日 

4 政治系 
科技部之「余英時先生思想蠡識─「新人文

主義」的觀點」計畫 
108 年 11 月 13 日 

5 人權學程 

科技部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評

鑑制度－現況檢視與未來變革暨模擬評

鑑」計畫 

108 年 11 月 29 日 

6 物理系 

科技部之「自動導正焦點位置的磁共振導

航技術：應用於高能聚焦超音波原發性震

顫手術」計畫 

108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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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收支明細表送計畫

主持人覆核日期 

7 化學系 

科技部之「藉由外變因素刺激誘導軟彈性

孔洞配位聚合物的結構轉變與客體分子吸

附性質分析」計畫 

108 年 11 月 22 日 

8 微生物系 

科技部之「利用天然抗菌材料包覆奈米氧

化鋅並應用於處理台灣傳統市場生物氣

膠」計畫 

108 年 11 月 8 日 

9 法律系 
科技部之「行動式公民身分：移民工之在

地民主實踐」計畫 
108 年 12 月 2 日 

10 法律系 
全英國際法律事務所之「鑑定107年度上

字第968號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案」計畫 
108 年 12 月 3 日 

11 經濟系 
科技部之「金錢獎勵對教師教學影響的實

證分析」計畫 
108 年 12 月 2 日 

12 財精系 

科技部之「隨機利率下退休金計畫之動態

最適規劃與績效改善：不動產資產的應

用」計畫 

108 年 11 月 13 日 

13 財精系 
科技部之「亞式利率選擇權之評價與避險

應用」計畫 
108 年 11 月 27 日 

14 財精系 
科技部之「使用量為本保險之評價：目標

損失率法」計畫 
108 年 11 月 28 日 

15 資管系 

科技部之「兩階層自我解釋及注意力線索

提示策略對遠距多媒體影音學習成效之影

響」計畫 

108 年 11 月 13 日 

 

 

第二組 

一、完成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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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份固定及非固定薪資所得扣繳申報。 

三、完成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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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所得類別50申報金額統計報表予人事室，以利計算學校應負擔之補充保

費。 

五、108年11月11日至11月22日進行「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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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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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策略名稱 

1 德育中心 108-C-01-0701-2-03 學涯輔導機制推展 

2 國際事務中心 108-D-02-1401-5-02 國際學術交流 

3 華語教學中心 108-D-04-3500-4-04 
107 年華語文教育機構(實體研習

華語招生績效)獎勵金運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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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子策略編號 子策略名稱 

4 人事室第一組 108-G-01-2201-2-03 專任師資優化 

5 人事室第一組 108-G-06-2201-2-02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

銷 

6 體育教學組 108-G-06-4001-5-01 
各類基礎課程維持運作之基本開

銷 

7 教學資源中心 108-G-07-3100-5-01 政府部門補助計畫配合款 

8 德育中心 108-C-01-0701-5-01 學涯輔導機制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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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十二月 

【圖書館】 

一、 11 月 11 日(一)10 時召開 108 學年度第 7 次主管會議，討論「東吳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

借閱規則」修正案、108 年圖書館週活動企劃書及有關「美國戴氏基金會」2020 年捐助

本校美金 70 萬元執行「改善學校校舍計畫」-建置「數位校史館」等事宜。 

二、 11 月 21 日(四)10 時林聰敏館長、支嘉立組長出席「優久大學聯盟圖書館自動化統籌中

心第 6 次會議」，討論統籌中心執行長權責、統籌中心架構及 Primo 聯盟首頁等事宜。 

三、 11 月 25 日(一)10 時召開 108 學年度第 8 次主管會議，進行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Alma 上線

前，各項作業時程討論及報告圖書館週活動進度及討論本校建校 120 年系列活動，圖書

館建議邀請之貴賓名單等事宜。 

四、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次圖委會會議行政庶務。 

五、 編輯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圖書館報告。 

【技術服務組】 

一、組務： 

(一) 發送圖書經費每月支用報表，統計日期為 8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二) 11 月 5 日(二)參加研究事務組主持之「108 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

會」，報告科技部書籍資料採購流程及注意事項，並進行現場 Q&A 提問。 

(三) 11 月 12 日(二)參加人會總校發系統「調撥協調會」，討論跨單位經費調撥問題。 

(四) 11 月 15 日(五)下午參加科技部 107 年度計畫稽核簡報會議。 

(五) 11 月 29 日(五)於臺大圖書館參加「臺灣 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本校獲

頒「107 年度第 4 級原編上傳成長量」第一名。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10 月 29 日(二)及 11 月 6 日(三)分別參加 Alma 薦購系統教育訓練及系統上線前教育

訓練。 

(二) 10 月 31 日(四)及 11 月 1 日(五)於飛資得公司參加 Alma 工作坊。 

(三) 11 月 7 日(四)於淡江大學參加「優久大學聯盟圖書館自動化書目與採購任務小組 108

學年第 4 次會議」，討論己購及新購電子資源處理方式、書目上傳方式及原則、合作

編目要點、自訂欄位…等議題。 

(四) 配合 Alma 系統時程，11 月 13 日(三)暫停於 S8 上傳或編輯書目，本組同仁趕在

Cutover 前將近期到館之新書編目並移送閱覽。 

(五) 11 月 20 日(三)參加 2020 年西文期刊(買斷及非買斷)及 ACS 開標作業。 

(六) 11 月 21 日(四)參加 Alma 專案月會，並於下午同時進行紙本資料及電子資源兩場跨

組工作流程演練，會後協調如何調整工作流程細節。 

(七) 11 月 26 日(二)參加 PsycARTICLES 資料庫開標作業。 

(八) 11 月 27 日(三)進行紙本期刊跨組工作流程演練，並完成跨組流程圖初稿。 

(九) 11 月 28 日(四)參加 TEJ(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開標作業。 

(十) 持續進行 2020 年期刊、資料庫詢價及採購業務，並陸續進行 2019 年「臺灣學術電

子書暨資料庫聯盟」（TAEBDC）電子書之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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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8/10/26-108/11/25) 

(一)購案核銷與採編維護 

購案 核銷 

76 件 50 件 

系統訂購檔 購書移送 贈書移送 

414 筆 512 冊 88 冊 

期刊編目 期刊驗收 期刊催缺 

394 筆 172 筆 12 筆 

(二)其他業務處理統計 

項目 數量 

教師新書公告 4 件 

贈書處理（公文、謝函/贈書清冊） 
 公文 4 份 

謝函/清冊 3 件 

NBINET 書目上傳 
中文 680 筆 

西文 218 筆 

學報寄送處理（含加工、打包） 
東吳法律學報 97 冊 

東吳政治學報 156 冊 

【讀者服務組】 

一、11 月 11 日(一)賈主秘轉達東京審判榮譽展相關事宜，大陸展出約 250 塊展版將運回佈

展，另蘇州大學展覽電子檔也轉交圖書館，正進行後續展覽設計。此次活動預計 109 年

3 月 12 日(四)至 3 月 25 日(三)在游藝廣場展出，開幕當天法學院將辦一場研討會。 

二、數位校史館整新工程已於 11 月 13 日(三)完成議價，工期自 11 月 14 日(四)至 109 年 2 月

10 日(一)。 

三、原預計 11 月 21 日(四)至 11 月 25 日(一)在中正圖書館第二閱覽室辦理「文同源．心相連

-2019 鄭州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案暨書畫作品交流展」，11 月 13 日(三)歷史系通知因大陸學

者無法來台而取消。 

四、108 學年度圖書館週活動名稱為【我不在圖書館，就是在前往圖書館的路上】，內容包括

圖書館日常和與書的相遇-選書師桌遊兩部分。 

五、城區分館閱覽室劃位管理系統，讀者選位完成後，再至讀卡機刷卡啟動門鎖，因校內學

生證來源為不同廠商製卡，導致目前讀卡機在讀取卡片時，前 6 碼會有重複現象（一般

市面讀卡機判讀多為 6 碼讀取），在判別讀者身分時會出現問題。解決方式為更換讀卡機

(可判讀 6 碼以上的機型)，現廠商願意協助無償更換讀卡機，將安排於寒假農曆年過後施

工。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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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冊) 

新收 

西文書(冊) 

新收非書 

資料(件) 
參考諮詢 

淘汰處理 

(冊/件) 

圖書修護、

裝訂(冊) 
證件核發 

397 213 615 278 0 1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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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館調借分館

(冊/件) 

分館調借

總館(冊/

件) 

長期借閱 

(設定冊數) 

指定用書

(使用册次) 

學位論文 

收件 
賠書處理 代收款 

190 378 0 73 4 
賠書:3 

賠款:0 

268 筆/ 

30,572 元 

學生離校 

(休退畢) 

教職員 

離職 

館合申請件

處理 

圖書館 

進館人次 

閱覽室使用

人次 

研究小間 

使用人次 

研討室 

使用人次 

83 8 93 

本校

45,333 

校外 711 

123,013 20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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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點收 

校史室 

參觀 

105 4 
5 場 

156 人 
18 0 221 — 

【數位與系統組】 

一、工作報告： 

(一)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1. Alma 線上任務週會 

日期 時間 主題 

11 月 05 日(二) 09:00~10:30 

Basecamp 問題回覆 11 月 12 日(二) 09:00~10:30 

11 月 26 日(二) 09:00~10:30 

2. 廠商(飛資得公司)人員駐館服務 

日期 時間 主題 

11 月 21 日(四) 13:30~17:00 圖書及電子資源流程 

11 月 27 日(三) 09:00~17:00 期刊(上午)、流通(下午) 

3. Alma 中文教育訓練 

日期 時間 主題 

11 月 06 日(三) 09:00~17:00 
Alma 總複習教育訓練 

11 月 13 日(三) 09:00~17:00 

4. 11 月 1 日(五) 9:30-17:00 至飛資得公司參加 Alma 第 2 次 Functional Workshop。 

5. 11 月 21 日(四)上午 9:30-12:00 參加 Alma 11 月份月會。 

6. 持續測試並調整 Alma 參數。 

7.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讀者介面 Primo 發佈設定檔及期刊 Collection 勾選確認。 

(二)期刊及資料庫 

1. 11 月 6 日(三)城中校區 Web of Science(WOS)學術創新講座：期刊投稿經驗分享-看

清掠奪性期刊/會議的陷阱。 

2. 悅讀聯盟分享趣活動核銷與 TAEBDC 結案報告。 

3. 電子資源管理系統(ERM)資料庫校外讀者登入 Https 認證請購。 

(三)網頁及校史網站 

1. 更新本館網頁：資料庫講習、首頁 banner、第 48 期館訊、業務職掌等網頁。 

2. 11 月 8 日(五)與體育室黃奕仁老師洽談校史網站中有關「東吳超馬」相關事宜。 

3. 11 月 20 日(三)與廠商洽談單位校史填報暨查詢系統、校史網、端木愷校長網站等

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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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 月 26 日(二)、11 月 28 日(四)「單位校史填報暨查詢系統」兩校區教育訓練。 

(四)其他 

1. 109-111 學年度校發計畫內容修改。 

2. 120 週年校慶活動-老照片說故事，照片搜集、整理與分類。 

3. 開放取用資源(Open Access)宣傳海報製作。 

4. 盤點單位財產。 

5. 更新本組主要業務職掌及個人職掌細項。 

6. 天下創新學院： 

(1) 每月統計數據。 

(2) 規劃 2019 年 12 月「我們領證去！」閱讀獎勵活動及相關宣傳事宜。 

7. 天下全閱讀： 

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申請者數量統計如下： 

 

二、圖書館利用講習 

(一) 中正圖書館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 1 場，計 5 人。 

(二) 城區分館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 7 場，計 95 人。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2019/11/07(四) 15:00~16:00 Turnitin 論文比對 5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2019/11/01(五) 15:00~17:00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學生版) 

95 

2019/11/14(四) 13:00~15:00 Datastream 全球股票經濟資料庫 

2019/11/20(三) 15:00~17:00 Lawsnote 法學資料庫 

2019/11/21(四) 13:00~15:00 
Standard & Poor's Compustat Research Insight 

企業財務分析資料庫 

2019/11/27(三) 15:00~17:00 TKC LAW LIBRARY 法律資料庫(日文) 

2019/11/27(三) 13:00~14:00 期刊論文資料查詢(法碩班) 

2019/11/28(四) 13:00~15:00 台灣經濟新報 TEJ Pro (新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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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統計 

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

位 
數量 

電子資源 

[電子書]  

電子資源管理系統(ERM)新增、刪除、修改電子書。 
筆 797 

[電子書]  

TAEBDC 電子書驗收。 
件 3 

[資料庫試用]  

1. Compustat on S&P Capital IQ 企業財務金融資料庫 

2. 臺灣文獻叢刊續編 

3. 標點古今圖書集成 

4. 韓國資料庫:燕行錄叢刊增補版 

筆 4 

[資料庫]  

Turnitin 帳號新增 
筆 2 

[資料庫]  

電子資源管理系統(ERM)帳號新增 
筆 80 

博碩士 

學位論文 

審核(退件、申請變更、新增帳號、使用諮詢及紙本論文

授權異動狀況)及論文電子檔案上傳諮詢 
件 3 

轉論文 ISO 書目檔給技服組 筆 6 

機構典藏 新增 IR 資料-教師期刊論文發表 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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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十二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辦理高教深耕計畫相關事務 

(一)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1. 108 學年度暑期新進教師暨教學創新研習影音，10 月 30 日公告於教師教學發

展組單位網頁(連結)，歡迎學校教師以東吳大學 Google 帳號登入觀看。 

2.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13 日於外雙溪校區第二教學研究大樓 1 樓大廳展示 107 學

年度第二學期教師專業社群(10 案)、教學精進計畫(20 案)成果海報，歡迎全校

師生蒞臨參觀，掃描展版 QRCode 選出喜歡的教學設計及教學活動。 

3. 2 月 11 日上午 11 時至下午 3 時於外雙溪校區舉辦本學期「教學創新系列研習

活動」，上午 11 時邀請前期教師專業社群、教學精進計畫執行教師及校外學者

專家出席成果海報發表交流會，將評選優良頒發獎狀；下午 1 時邀請致理科技

大學多媒體設計系張淑萍技術級副教授分享「給你帶著走的數位教學能力—多

元應用與實務講座」。歡迎各校教師 12 月 8 日前上線報名(連結)。 

(二) 東吳讚老師系列-明信片傳遞活動：公告活動宣傳單、設置明信片陳列及投遞展臺

於第一、二教學研究大樓、綜合大樓及鑄秋大樓 1 樓，歡迎全校學生於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2 日投入想寄予老師的話語，或掃描展版 QRCode 線上送出。 

(三) 特色教師教學影片拍攝：德文系廖揆祥副教授(榮獲 106 學年教學優良獎)課堂教

學示範影片，11 月 5 日公告於教師教學發展組單位網頁(連結)歡迎瀏覽。 

(四) 107 學年度新進教師訪談：依受訪教師 13 人提出需求歸納為教師研習活動、課堂

反映問卷、課堂教室(校內硬體)、資訊相關問題、教學制度、教師升遷制度、教師

面臨之困境等 7 項，刻請相關業務單位提供回應。 

(五) 課程單場實務講座、校外教學補助計畫：補助校外教學活動 13 案、實務運用講座

40 案，總計 29 萬 5,414 元。已完成結案計 25 案 12 萬 7,442 元，參與學生 863 人

次。 

(六) 中文素養檢核暨提升機制 

1. 11 月 15 日完成大一國文 51 班級中文素養施測，刻進行施測結果報告彙整作

業。 

2. 10 月 7 日至 11 月 27 日下午 5 時【我思，故我撰-你知道嗎？我們東吳…】圖

文創作競賽作品徵件，截至 11 月 25 日收訖 40 件參賽作品(含二行詩組 27 件、

短文組 13 件)。 

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一) 11 月 5 日下午 3 時至 4 時 50 分城中校區游藝廣場 2 樓會議室，邀請臺灣科技大

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黃國禎講座教授主講「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規劃

與撰寫」專題講座。校內外與會師長 22 人(含校內教師 7 人、校外教師 15 人)。 

(二) 11 月 20 日下午 13 時 10 分至 4 時 30 分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邀請臺南大學數

位學習科技學系林豪鏘教授主講「從審查角度談教學實踐研究設計」專題講座，

以及 107 年度計畫主持教師成果發表(詳如下表)。校內外與會師長及行政人員共

http://web-ch.scu.edu.tw/td/web_page/9500
https://bit.ly/34B3RJ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qIetAMiJY8&feature=youtu.be&list=PLmevtpPwGN7niMjWpHyUcIVaP6R_17L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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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含校內教師 15 人、校外教師 7 人)。 

學門 服務學系 姓名 職稱 發表形式 

人文藝術及設計

學門 
歷史系 楊俊峰 副教授 口頭報告 

商業及管理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溫福星 教授 口頭報告+海報發表 

商業及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歐素華 副教授 口頭報告 

生技醫護 心理學系 徐儷瑜 副教授 海報發表 

數理 化學系 何美霖 教授 口頭報告+海報發表 

教育 師培中心 濮世緯 副教授 口頭報告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理高教深耕計畫相關事務 

(一) 108 年 11 月 12 日「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期中進度評估表(E 表)」手冊簽請趙副

校長核定，並印製 24 份發送各分項計畫主持人及審查委員。 

(二) 108 年 11 月 18 日發函向教育部申請 108 年度深耕計畫第三期款，因教育部 108 年

5 月 8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80632551L 號函附件 4 第三期款核定金額誤植，擬依

108 年 11 月 21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80167270 號函附件 1-各期經費撥付額度（修

正版）表中之第三期款核定金額，於 108 年 11 月 25 日重新辦理第三期款請撥作

業。 

(三) 108 年 11 月 19 日通知各子計畫本校 108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結案期限及

年底核銷作業流程。 

(四) 108 年 11 月 22 日簽辦本校 109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人事續聘公文。108 年 10

月 31 日完成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平台相關資料（含經費執行情形、KPI、

計畫內容、計畫成果、計畫亮點等）填報。 

(五) 108 年 11 月 27 日參與教育部辦理之 109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後續管考暨關鍵績

效指標說明會。 

(六) 高教深耕計畫網站截至 108 年 11 月 22 日，最新消息與成果分享訊息累計分別為

3,320 則、1,614 則。 

(七) 「東吳高教深耕 fb」上傳最新消息和成果分享訊息，共 19 則，截止於 11 月 25 日

粉絲專頁按讚總數達 2,213 人次。 

(八) 「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分別於 12 月 2 日至 13 日在城中校區第六大樓 1

樓展覽區舉行；12 月 16 日至 27 日在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1 樓舉行。 

二、隨堂教學助理 

(一)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TA 問卷施測期間為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6 日。 

(二) 108 年 11 月 29 日辦理教學助理期中培訓，主題「AI 於教育上的應用」，目前報名

人數兩校區合計 140 名。 

三、自主學習社群暨課程 

(一) 108 年 11 月 6 日及 11 月 8 日於雙溪校區辦理學生自主學習焦點座談，4 名學生參

與。目前訪談逐字稿繕打中，將統整做為未來社群走向參考。 

(二) 108 年 11 月 13 日於城中校區辦理「贏在職涯起跑點，全方位產品開發概念思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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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涯地圖」，共計 29 名學生參與，參與者對於講座目標的明確性、內容質量、

難易度，以及實用性等方面的同意度達 98%；認為講座有實質幫助、可獲得專業

技術或知識、內容易瞭解與吸收之同意度達 94%（問卷回收計 12 份）。 

(三) 108 年 10 月 29 日及 10 月 30 日分別於雙溪校區及城中校區受理 108 學年度第二

學期微課程報名，計有 56 名學生完成報名，11 月 19 日起陸續開課。 

四、空間使用 

(一) 各空間使用人次： 

1. D0509：1267 人次。 

2. R0210 電腦區：786 人次。 

3. R0210 Lounge 室：689 人次。 

(二) 108 年 10 月 16 日、10 月 17 日、11 月 14 日配合教務處招生組高中參訪活動，分

別對新北市立錦和高中、新北市立中和高中及基隆市立暖暖高中進行 R210 導覽。 

(三) 108 年 10 月 26 日配合學務處新生家長座談會安排校園導覽(包含 D0509、R0210)。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數位課程推廣與服務 

(一)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遠距教學課程補助共計 22 位教師提出申請，總補助金額為 30

萬元(含教材異動 12 人、新開課申請 8 人、數位學習課程認證送審 2 人)。 

(二)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數位教材製作申請案業於 108 年 10 月 24 日由註冊課務組發

函受理，本組將於申請期限截止後，賡續辦理相關事宜。 

(三)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遠距課程，期末課堂反應問卷施測方式業與註冊課務組共同

確認，並已進行 Moodle 線上問卷設定，本組擬於第 13 週寄發電子郵件提醒授課

教師周知選課學生。 

(四) 協助法律學系章忠信老師「大家來練商標拳(權)！」撰寫磨課師新制課程計畫書，

並於 108 年 11 月 15 日完成徵件報部。 

(五) 協助體育室蔡書涵老師「MVP 夢工場－排球技術訓練」磨課師課程，撰寫非正規

教育課程認證申請書，並於 11/27 申請完畢。 

(六) 學生自主學習課程目前共計上架 20 門課程，自 9 月課程上線以來，瀏覽人次達

2,614 人。 

(七) 教育部 108 年度大專校院數位學習課程實施成效檢核作業報告，本校書面檢核結

果為「通過」，無須實地訪評；後續將依委員建議，作為本校改善之目標。 

二、數位平台諮詢與維運 

(一) 「東吳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統計自 108 年 11 月 01 日至 11 月 27 日止，瀏覽

量達 168 萬 3,731 次。 

(二) 協助排除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使用狀況：14 件。 

(三) 協助排除校園版 G-Suite 使用狀況：16 件。 

(四)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在校使用率高達 80%以上，吸引北美最大教學平台 CANVAS

廠商的注意，經由財精系詹主任引見，本組亦於 108 年 11 月 11 日兩名同仁出席，

並偕同電算中心 Moodle 系統維運同仁與廠商進行教學平台推廣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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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科技諮詢與服務 

(一) 協助教學資源器材借用：外借使用 56 人次，借用數量(含配件)：603 件。 

(二) 校園影音資訊站累積申請件數：160 件。 

(三) 教學應用軟體諮詢及借用件數：2 件。 

(四) 11 月 04 日協助一級主管午餐會報遠距設備架設。 

(五) 11 月 05 日支援會計室預算審查會議遠距設備架設。 

(六) 11 月 06 日協助國際中心參觀虛擬攝影棚。 

(七) 11 月 15 日協助馬英九教授專題演講設備架設與轉播。 

四、數位空間服務與支援 

(一) D0501 虛擬攝影棚：錄製影片共 2 支，錄製時數 4 小時。 

(二) 11 月 01 日檢測 D0507 會議室設備。 

(三) 11 月 07 日協助國際中心海峽兩岸及澳洲高等教育論壇，帶領外賓參觀虛擬攝影

棚。 

(四) 11 月 13 日協助秘書室拍攝校園記者影片。 

五、數位庶務執行與辦理 

(一) 預約專人服務累積件數：20 件，結案率 100%。 

(二) 服務意見回饋累積件數：9 件，服務意見回饋滿意度總分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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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十二月 

一、 新加坡大學客製化營隊課程，於 12 月 9 日至 12 月 21 日進行，計有 4 名學員參與。 

二、 2019 年正期制冬季班於 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2020 年 2 月 18 日開課，包含秋季班續讀學

員，本期學員人數達近 70 人，創本中心成立以來最多人數。 

三、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7 日、3 月 8 日至 14 日將分別辦理日本拓殖大學、山口大學一週之

文化課程，預計將安排與商學院、人社院學生交流。 

四、 結合校友資源，董保城副校長兼中心主任與王建輝副主任於 11 月 7 日至 20 日前往美國

南卡羅來納州拜訪要塞軍校及馬里蘭州拜訪美國海軍官校及校友們經營之中文學校一

行收穫滿載。未來華語中心期望能以華語課程做為銜接國外高中、大學與本校之間的媒

介。 

五、 現正與國際中心一同規劃如何協助增進外籍學位生中文能力及專業科目學習，希望讓外

籍學位學生在第一年入學期間，能更良好的適應正式的求學生活。 

六、 透過在社群媒體 Instagram 上發布中心自製的華語圖文字卡，希望能增加中心曝光度，

以及提供華語學生課堂外的學習資訊。 

七、 華語小老師於 11 月 23 日舉辦新竹一日遊活動，帶外籍學生體驗製作柿餅，感受有別於

台北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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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十二月 

一、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一) 108 年 11 月完成入學身分別擴增欄位內部討論。 

(二) 108 年 11 月完成校友資料轉檔作業。 

(三) 108 年 11 月完成教務系統相關修正異動作業。 

(四) 108 年 11 月協助完成招生專業化可行性評估及任務分配。 

(五) 108 年 11 月完成選課初選改寫，目前進行單元測試中，預計於 109 年 1 月進

行選課初選的平行測試，規劃進行相關測試之修正後，如果順利則將於 109 學

年上線使用。 

二、全校網路設備與相關系統說明 

(一) 108 年 11 月完成城中校區骨幹網路交換器更新建置。 

(二) 108 年 11 月完成城中校區電腦教室 2208/2219/2315 連線線路頻寬升級(1Gbps-

>10Gbps) 。 

(三) 108 年 11 月完成城中校區 L3 交換器網路流量圖(MRTG)及網路架構圖更新。 

(四) 108 年 11 月完成城中校區入侵偵測防禦器作業系統版本升級。 

(五) 108 年 11 月完成兩校區有線認證閘道器驗收。 

(六) 108 年 11 月完成城中校區機房環控系統驗收。 

(七) 108 年 11 月完成第六大樓 1~2 樓無線基地台拆除。 

(八) 108 年 11 月完成雙溪校區哲生樓無線網路更新工程。 

(九) 108 年 11 月完成雙溪校區入侵防禦系統憑證更新。 

三、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108 年 11 月完成學術單位個資內部稽核。 

(二) 108年11月完成教職員電腦課程「LibreOffice(CALC試算表)辦公室實用技巧」

教育訓練，教職員共計 58 人報名參加。 

(三) 108 年 11 月完成辦理「著作權法與相關案例介紹」演講，教職員生共計 67 人

報名參加。 

(四) 108 年 11 月進行新年度全校性已過保固之個人電腦及印表機維護調查。 

(五) 108 年 11 月完成中文單位網站 https 憑證及加密設定。 

四、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108 年 11 月完成協助嚴家淦講座直播測試與監看。 

(二) 108 年 11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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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路交換器。 

(三) 108 年 11 月完成配合化學系、系統組、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會計學系及

華語教學中心網頁主機申請修改防火牆。 

(四) 108 年 11 月配合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申請修改 IP 管理系統。 

(五) 108 年 11 月配合化學系申請修改 IP 管理系統及網域名稱伺服器。 

(六) 108 年 11 月完成協助資管系、政治系、日文系、數學系及物理系電腦教室考

試網路環境架設。 

(七) 108 年 11 月完成協助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虛擬主機代管架設事宜。 

(八) 108 年 11 月進行協助巨量資料管理學院主機代管申請事宜。 

(九) 108 年 11 月完成協助教務處於中文官方網站首頁放置「協助在台港生專案」

連結。 

五、詳細電算中心業務報告請至下列網址查閱：http://www.scu.edu.tw/cc/ →[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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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十二月 

【體育教學組】 

一、108 學年第 1 學期體適能輔導課程為 10 月 21 日起至 11 月 22 日止，包含 TRX、飛輪、伸展

瑜珈、皮拉提斯、NTC 多功能訓練課程等，報名體適能課程共 750 人次，檢定未通過參與自

主運動學生共 178 人。 

二、108 年 11 月 4-25 日依校定時間完成學業關懷作業。 

三、108 年 11 月 20 日 13：30-15：10 在外雙溪校區舞蹈教室舉辦體育室「健康體適能教與學專業

社群」工作坊第三場次，邀請臺北市立大學兼任講師、美國國家肌力與體能協會個人教練俞齊

親老師蒞校指導「健康體適能課程設計-下肢力量與心肺耐力訓練編排實作」，出席教師計 15

名。 

四、108 年 12 月 4 日下午 1：30-3：00 在外雙溪校區 B013 會議室舉辦體育室「健康體適能教與學

專業社群」工作坊第四場次，邀請臺北市立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侯建文教授分享運動營養科研

新知。 

五、11 月份完成採購運動代表隊及教學使用器材兩批。 

六、108 年 11 月 21-23 日完成外雙溪網球場局部整修，11 月 26 日完成操場 9 面擋網整修。 

 

【體育活動組】 

一、「108 學年度新生盃」參加隊伍：男女籃球共 41 隊、男女排球共 39 隊、羽球 21 隊、桌球 10

隊，各系熱情參與，如火如荼展開競技。 

二、「2019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賽」訂於 12 月 14、15 日於外雙溪校區田徑場舉行，今年報名結

果如下：24 小時 40 人、30 分鐘體驗賽 76 人、60 分鐘體驗賽 62 人、5 小時超馬接力賽 107 隊

1,070 人，總計 1,248 人參賽。 

三、「2019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賽」於 12 月 11 日（三）舉行志工誓師大會。地點：普仁堂。 

四、建校 120 年校慶運動會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12 月 13 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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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08 學年度新生盃羽球賽」於 11 月 23 日（六）圓滿落幕，謝謝各系熱情參與，恭喜以下得

獎隊伍：冠軍-會計系 A 隊、亞軍-財精系 B 隊、季軍-經濟系 A 隊、殿軍-心理系。 

六、東吳大學班級盃 10 人 11 腳、拔河競賽，參賽隊伍共有：城中校區：10 人 11 腳 60 隊(男子 22

隊/女子 38 隊)、拔河 52 隊(男子 25 隊/女子 27 隊)。雙溪校區：10 人 11 腳 97 隊(男子 38 隊/

女子 59 隊)、拔河 92 隊(男子 46 隊/女子 46 隊)。在各班激烈競爭下圓滿結束。 

七、本校男子、女子籃球代表隊、男子、女子排球代表隊、棒球代表隊於 12 月參加「中華民國大

專校院 108 學年度籃球、排球、棒球運動聯賽」預賽，積極為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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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十二月 

一、週間常態性團契 

（一）雙溪東吳團契週三至週五共約 80 人參加聚會。 

（二）城區東吳團契週一至週五各小組共 34 人參與聚會。 

二、畢業標準美育活動工作坊 

（一）溪區：11/30 下午 2 時半在安素堂舉辦「聖誕節將臨」管風琴室內樂音樂會，由

音樂系夏善慧老師/管風琴，音樂系學生賴奕衡/單簧管，音樂系系友吳逸民/小提

琴共同演出，共約 60 位參與。 

（二）城區：11/22 晚上 7 時至 8 時半，共 40 人參加「巧克力聖誕圈製作工作坊」。 

三、團契助學金頒發：共有 10 位團契同工契友獲獎，在 11/17 主日由黃校牧頒發。 

四、教職工團契：雙溪每週二中午讀經「路加福音」約 14-17 人；城區每週四英文查考「羅馬

書」，約 4 位同仁參與，也歡迎大家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