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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教務長室】 

一、接辦暑假期間校長致新舊生家長紙本信函業務，以校長名義落款，並隨信附加本校重點

發展現況。寒假期間則以教務、學務二長署名寄致函給學生家長。 

二、109 年 11 月 25 日(星期三)召開教務會議，審查 6 件提案。 

 

【註冊課務組】 

一、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因學業因素（連續兩學期學期成績 1/2 學分不及格、學期成績 2/3 學

分不及格、延長修業年限屆滿仍未畢業、研究生修業年限屆滿仍未畢業、研究生資格考

核重考不及格）退學人數：學士班 42 人；碩士班 17 人；博士班 4 人；進修學士班 13 人；

碩士在職專班 19 人。 

二、辦理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際選課相關事宜，包含一般校際生 53 名、優久校際生 24 名、

優久交換生 3 名、優久雙輔生 5 名及國際交換生 5 名。 

三、108 學年度研究生業務相關統計數據：申請論文指導教授博士班 15 人；碩士班 367 人；

碩專班 254 人。資格考核博士班 27 人；碩士班 300 人；碩專班 225 人。學位考試博士班

12 人；碩士班 309 人；碩專班 225 人。 

四、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業關懷作業時程及注意事項說明於 10 月 13 日發文至各學系，包

含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業關懷統計表。宣傳海報業已完成印製並張貼於校園、學系及

教室內公佈欄，另針對學士班及進學班同學發送學業關懷之郵件宣導，10 月底前發文各

專、兼任教師作業時程及相關事宜。 

五、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授課計畫上網(上網截止日為 109 年 7 月 4 日)，截至 11 月 17 日仍有

13 科未上傳公布(音樂系*2，人權碩*1，法律系*7，資管系*1，巨資*2 科)。另 109 學年

度第 2 學期授課計畫填寫通知已發函各任課教師，請教師於 109 年 11 月 16 日至 110 年

1 月 8 日期間完成填寫與公布，逾時未公布即為遲繳。 

六、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結果於 10 月 5 日發函各教學單位，並發送電子郵

件通知專、兼任教師上網查詢施測結果；10 月 12 日函發專、兼任教師期中課堂問卷相關

事宜；10 月 12 日函請教學單位上網登錄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人員與

施測時間；本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預計於 12 月 18 日至 110 年 1 月 8 日舉行。 

七、109 學年度持續加強第二專長之宣導： 

(一)配合教務宣導，於 109 年 8 月 27 日辦理教學單位第二專長作業規畫說明會， 110 學

年度將推動各學院所屬雙班以上學系各提出 16 學分，統由學院規劃開設多個第二專

長模組課程，授課教師由學系教師支援。 

(二)109 年 9 月 7 日、9 日新生入學輔導第一哩活動中加強跨領域學習介紹，鼓勵學生參

考學系提供之學習進路圖，自主規劃修課方向，並利用學系承認外系選修學分修讀第

二專長，共計講授 37 場。 

(三)赴各地區校友會新生行前座談會（109 年 7 月 6 日）、第一哩新生輔導員講習會（109

年 8 月 12 日）及多元學習分享會（109 年 9 月 18 日）中介紹跨領域學習，鼓勵學生

進行多元領域探索學習，共計 3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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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9 年 9 月 8 日、9 日針對兩校區大一新生舉辦 2 場「東吳大學第 1 哩選修課程-跨

域學習-提升能量」說明會，積極宣導跨領域學習對未來就業能力養成之重要性。 

(五)針對學士班學生於 109 年 9 月 29 日及 30 日假兩校區辦理 2 場第二專長跨域學習修

讀優勢、課程開設、申請方式、取得與放棄限制、系統登記及選課時間等之宣導與

溝通。 

八、彙整 109 學年第 1 學期第二專長各科修課人數、登記第二專長人數及作業時程，函請院

系檢討停開課程改善事宜。第二專長合班共 61 科計 3,093 人修讀（第二專長 109 人），

獨立開課共 30 科計 1,286 人修讀（第二專長 651 人），停開 37 科計 343 人選課（第二

專長 225 人）。 

 

【招生組(含招生委員會)】 

一、本校 109 學年度考試分發入學原核定 765 名(27.61%)，統計缺額回流名額共 159 名（去

年回流 170 名），分別為：繁星推薦回流 32 名(佔該管道名額比例 6.52%；去年 8.54%)、

個人申請回流 125 名（佔 8.35%；去年 8.31%)、四技甄選無回流(同去年)、特殊選才回流

1 名（佔 16.67%；去年無)、其他-青年儲蓄帳戶回流 1 名(佔 50.00%；去年 100%)。合計

回流名額後，考試分發總招生名額為 924 名(去年 908 名)，佔核定新生總額(2,771) 之比

例為 33.35% (去年 32.91%)。8 月 7 日上午八時聯分會公告新生分發錄取榜單，共計分發

錄取 930 名，分別為：名額內分發 923 名(音樂系缺額 1 名)、名額外分發原住民 7 名。 

二、有關本校 109 學年度各學制招生情形表列如下： 

(一)近兩學年名額內各學制招生情形（本表百分比：註冊人數÷核定招生名額） 

※依教育部統計處定義，新生註冊率指「新生實際註冊人數（不含各類外加名額人數、

保留入學資格者及退學者）／核定招生名額（不含各類外加名額人數、保留入學資

格人數）」【校庫學 24 計算：註冊人數 / (招生名額-保留入學)】 

部別 學年度 學士班 二年級轉學生 三年級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日間

學制 

109 學年度 97.50% 98.04% 70.06% 90.85% 88.24% 

108 學年度 97.28% 94.57% 57.56% 84.65% 91.67% 

夜間

學制 

109 學年度 78.47% 88.89% 28.07% 86.18% x 

108 學年度 98.18% 54.69% 26.87% 91.21% x 

備 

註 

說 

明 

★註冊人數以 109 年 10 月 15 日數字為基準。 

※學士班新生另包含退伍軍人、原住民、派外子女等特種身分考生外加名額

；依教育年度部函，陳報註冊率時分子分母皆應加入境外生(僑外港澳陸，

爰外加學生之分子分母相同)。 

※身障甄試錄取 12 名、放棄 4 名、註冊 8 名（去年錄取 15 名，註冊 9 名）。 

※不含境外生之未註冊學士班學生共計 82 人，分別為：保留入學 1 人、重考

8 人、放棄 49 人、聯絡不上 24 人。 

(二)近兩學年學士班各管道招生情形分析(繁星及申請之分發皆扣除放棄) 

入學管道 學年度 
核定 

名額 

分發 

名額 

註冊

人數 

註冊人數/ 

錄取分發名額 

註冊人數/ 

核定名額 

繁星推薦 
109 學年度 491 459 455 99.13% 92.67% 

108 學年度 492 450 442 98.22% 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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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申請 
109 學年度 1,497 1,372 1,351 98.47% 90.25% 

108 學年度 1,517 1,391 1,378 99.28% 91.02% 

考試分發 
109 學年度 765 923 865 93.72% 113.07% 

108 學年度 738 908 847 93.28% 114.77%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109 學年度 10 10 10 100% 100% 

108 學年度 10 10 10 100% 100% 

特殊選才 109 學年度 6 5 5 100% 83.33% 

青年儲蓄

專戶 

109 學年度 2 1 1 100% 50% 

108 學年度 2 0 0 x x 

(三)統計本校學士班入學新生高中學歷，依人數排序分別為： 

入學

新生

人數 

109 學年 1.景美女中 2.中和高中 3 內湖高中 4.中正高中 

5.五所高中

同人數(詳下

) 

108 學年 1.景美女中 2.中和高中 3.中正高中 4.板橋高中 4.新店高中 

107 學年 1.景美女中 2.內湖高中 3.中正高中 3.南湖高中 5.中山女高 

在校

學生

總數 

109 學年 1.景美女中 2.內湖高中 3.中和高中 4.中正高中 5.新店高中 

108 學年 1.景美女中 2.內湖高中 3.中正高中 4.中和高中 5.新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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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新生來源第五名共 5 校，分別為：中山女高、南湖高中、板橋高中、新莊高中、內

壢高中，均為 38 人。 

(四)以大一新生戶籍所在地佔全部入學新生百分比分析，新北市由 27.95%減少至 24.21%；

惟仍連續三年超越台北市： 

學年度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高雄市 

109 學年 22.71% 24.21% 10.84% 8.62% 6.58% 

108 學年 23.93%  27.95% 8.46% 7.61% 6.27% 

107 學年  24.60 %  26.50 % 9.10 % 7.70 %  6.70 % 

※依 109 年 9 月 15 日名額內學士班人數統計 

(五)109 學年度轉學生(暑假轉學考)招生情形分析： 

學 制 班 別 

招生名額 名額內

外 

總報考 

人數 

錄取人數 

註冊 

人數 

名額內外 

總錄取率 

（錄取÷報

名） 

註冊人數/ 

核定名額 
名額

內 

外加 

名額 

名額內 外加名額 

正 

取 

備 

取 

正 

取 

備 

取 

學士班二年級 102 1 1,622 102 291 1 0 101 6.35% 
98.04% 

（去年 94.57%） 

學士班三年級 157 1 373 132 78 0 0 110 35.39% 
70.06% 

（去年 57.56%） 

學士班合計 259 2 1,995 234 369 1 0 211 11.78% 
81.08% 

（去年 7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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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班二年級 18 59 18 22 X 16  30.51% 
88.89% 

（去年 54.69%） 

進學班三年級 57 31 22 0 X 16 70.97%. 
28.07% 

（去年 26.87%） 

進學班合計 75 90 40 22 X 32 44.44% 
42.67% 

（去年 40.46%) 

(六)近兩年外加名額(境外生)各管道招生情形分析(本表註冊率：註冊人數 / 錄取分發人數) 

※僑生、外國學生、陸生等外加名額，因僅有全校外加上限規範，因此仍採以註冊人

數除以實際錄取或分發名額為基準，俾掌握招生實況。 

【僑生及港澳生】（本表註冊率：註冊人數/實際錄取分發人數）： 

學 

 制 
學年度 

招生 

名額 

總計 

各管道招生名額 
申請(報名

)人數 

審查合格 

人數 

實際分發 

(錄取) 人數 
合計 

註冊 

人數 

註冊率 

（註冊÷ 

分發） 
申請

名額 

分發 

名額 

單招 

名額 

申請 

人數 

單招 

人數 

申請 

合格 

單招 

合格 

申 

請 

分 

發 

單 

招 

學 

士 

班 

109 學

年 
275 123 101 51 228 54 167 45 50 33 45 

6

1 
47.66% 

108 學

年 
289 125 117 47 192 20 152 20 38 23 20 55  67.90% 

碩 

士 

班 

109 學

年 
45 38 × 7 15 7 14 5 2 × 5 5 71.43% 

108 學

年 
51 46 × 5 18 0 12 0 8 7 87.5％ 

博 

士 

班 

109 學

年 
1 1 × 0 0 0 0 0 0 * * 

108 學

年 
4 3 × 1 0 0 0 0 0 * * 

僑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 

分發人數） 

109 學年度 48.89%【學碩博各學制合計 66 人】 

108 學年度 69.66%【學碩博各學制合計 62 人】 

※另有派外人員子女返國申請就讀學士班申請 1 名（去年 3 名）、錄取 1 名、實際分發 0（

同去年） 

【外國學生】（本表註冊率：註冊人數 / 榜單錄取人數）: 

學制 學年度 招生名額 申請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註冊人數 註冊率 

學士班 
109 學年度 153 46 45 97.83％ 17 37.78％ 

108 學年度 145 86 78 90.70％ 32 41.03％ 

轉學生

二年級 

109 學年度 112 1 1 100％ 1 100％ 

108 學年度 137 2 1 50％  0 0 

轉學生 

三年級 

109 學年度 137 0 0 0 0 0 

108 學年度 135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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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109 學年度 51 13 13 100% 4 30.77％ 

108 學年度 57 13 13 100% 6 46.15% 

博士班 
109 學年度 2 1 1 100％ 1 100％ 

108 學年度 4 5 4 80％ 3 75% 

外國學生總錄取率 

（錄取人數÷申請人數

） 

109 學年度 98.36％ 

108 學年度 90.57％ 

外國學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錄取人數

） 

109 學年度 38.33%【學碩博各學制合計 23 人】 

108 學年度 42.71%【學碩博各學制合計 4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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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生】（本表註冊率：註冊人數 / 正式分發人數）：  

學

制 
學年度 

招生 

學系數 

招生

名額 

申請

人次 

通過審

核人次 

預錄 

正取人數 

預錄 

備取人數 

正式分

發人數 

註冊 

人數 
註冊率 

學 

士 

班 

109 學年 因應疫情，未開放學士班陸生招生名額 

108 學年 

23 

(13 學

系 

學程) 

23 961 909 23 483 23 22 95.65% 

碩 

士 

班 

109 學年 23 26 64 55 13 0 13 13 100% 

108 學年 23 26 198 179 26 47 26 23 88.46% 

博 

士 

班 

109 學年 5 6 0 0 0 0 0 0 0 

108 學年 5 5 45 31 5 12 5 5 100% 

陸生總註冊率 

（註冊人數÷ 

分發人數） 

109 學年度 100％ 

108 學年度 92.59% 

※補充說明： 

1、依規定，109 學年度僅碩博士班得以招收陸生，且必須是 2020 年臺灣大專院校之應

屆畢業陸生，並設籍京、滬、蘇、浙、閩、粵、鄂、遼八省市始能提出申請。 

2、本校 108 學年度學士班陸生計有德文系一名未完成註冊，因此缺額 1 名得招收 109

學年度二年級陸生轉學生。依本校 109 學年度第四次招生委員會（109.05.05）審定

通過，陸生轉學生招生學系及名額分別為：企業管理學系二年級 1 名。經統計有 2

人報名；正取 1 名、備取 1 名；正取生業已完成報到。 

三、有關本校 110 學年度各學制各管道招生名額提報暨核定情形如下： 

(一)本校 110 學年度提報「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位學程（學士、碩士、碩士在職）」停招

案暨「資料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新增案，業經教育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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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二)經查教育部核定本校明年 (110 學年度) 招收各學制新生名額總量為：學士班 2,777

名(原 2,759 名，加計擴增半導體 AI 及機械名額之資管系 12 名、物理系 6 名)、碩

士班 463 名(原 459 名，加計擴增之資管系名額 4 名)、博士班 16 名、進修學士班

274 名、碩士在職專班 402 名(原 398 名，加計擴增之資管系名額 4 名)。 

(三)學士班 

1、經查教育部此次核定各學系個人申請管道名額，係參酌以下兩點原則進行分配：  

(1)110 學年度半導體、AI、機械領域擴充學系，按擴充名額（超過 4 名者）比例調整部

分個人申請名額至考試入學分發管道(4 名以下不調整)。 

(2)109 學年度「個人申請招生缺額」回流「考試入學分發」管道情形(缺額高者調減個申

名額)。 

(3)爰教育部調整本校社工等共 7 個學系個人申請及考試分發名額如下（其餘學系概依陳

報名額核定）： 

A.社工系個人申請由 60 名調減為 59 名；考試分發由 38 名調增為 39 名。 

B.數學系個人申請由 32 名調減為 31 名；考試分發由 11 名調增為 12 名。 

C.物理系個人申請由 33 名調減為 31 名；考試分發由 14 名調增為 16 名。 

D.化學系個人申請由 26 名調減為 25 名；考試分發由 11 名調增為 12 名。 

E.經濟系個人申請由 85 名調減為 84 名；考試分發由 64 名調增為 65 名。 

F.國貿系個人申請由 60 名調減為 59 名；考試分發由 43 名調增為 44 名。 

G.資管系個人申請由 85 名調減為 81 名；考試分發由 23 名調增為 27 名。 

(4)綜上，本校原申請考分名額共 765 名，佔比 27.55%，個人申請名額共 1,506 名，佔比

54.23%。經教育部核定後，考試分發調增為 776 名(27.94%)，個人申請調減為 1,495

名(53.84%)。 

(5)綜整教育部合計調減本校 110 學年度學士班個人申請 11 名至考試分發。考量 109 學

年起，少子化日趨嚴竣，各學系學程宜儘早規畫，避免申請入學統一分發缺額，致回

流考分比例過大，影響收生程度。 

(6)110 學年奉核定援例由本校日文系 10 名參加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7)本校 109 學年度第四次會議(109.05.05)決議，110 學年度「青年儲蓄」專案同意比照

去年，提供招生名額 2 名，並以參加「四技二專—特殊選才—青年儲蓄帳戶組」進

行招生；至於參與學系，改由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及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資料科學系

各提撥 1 名名額參與；如有招生缺額將流用至考試分發補足。經奉教育部核定在案。 

(四)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本校陳報 110 學年度碩博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名額為：碩士班 463 名（含半導體、AI

及機械領域擴充名額 4 名）、博士班 16 名、碩士在職專班 402 名（含半導體、AI 及

機械領域擴充名額 4 名）。教育部 109 年 10 月 23 日照案核定。  

(五)綜上，表列110學年度名額內學、碩、博士班各管道招生名額核定情形如下： 

★ 學 士 班《108 學年總量為 2,759 名》 

《109 學年度擴增資通訊名額 12 名，招生總量以 2,771 名計》 

《110 學年度擴增半導體 AI 及機械名額 18 名，招生總量以 2,777 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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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管道 
110 學年度 109 學年度 

學系學程 核定名額 學系學程 核定名額 

繁星推薦 22 (22 系組) 491 (17.68%) 
71.52 

% 

22 (23 系組) 491 (17.72%) 
71.74 

% 個人申請 
23 (23 系

組) 
1,495 (53.84%) 23 (24 系組) 1,497 (54.02%) 

考試分發 
23 (23 系

組) 
776 (27.94%) 23 (24 系組) 765 (27.61%) 

四技二專 1 (日文系) 10 (0.36%) 1 (日文系) 10 (0.36%) 

青儲專戶 2 (政、資科) 2 (0.07%) 2 (英、法) 2 (0.07%) 

特殊選才 1 (物) 3 (0.11%) 1（化） 6 (0.22%) 

原住民 

(外加) 

繁星 13 (13 系組) 24 12 (12 系組) 22 

申請 17 (17 系組) 36 17 (18 系組) 38 

考分 
23 (23 系

組) 
29 (援去年) 23 (24 系組) 29 

★ 碩 士 班《108 學年總量為 459 名》 

  《109 學年度擴增資通訊名額 4 名，招生總量以 463 名計》 

  《110 學年度擴增半導體 AI 及機械名額 4 名，招生總量以 463 名計》 

碩士班甄試 22 (23 系組) 217 (46.87%) 22 (23 系組) 209 (45.14%) 

碩士班考試 23 (24 系組) 246 (53.13%) 23 (24 系組) 254 (54.86%) 

★ 碩 士 在 職 專 班《108 學年總量為 398 名》 

  《109 學年度擴增資通訊名額 3 名，招生總量以 401 名計》 

  《110 學年度擴增半導體 AI 及機械名額 4 名，招生總量以 402 名計》 

碩士 

在職專班 
12 (17 系組) 402(100%) 12 (17 系組) 401 (100%) 

★ 博 士 班《110 學年度招生總量以 16 名計，同去年》 

博士班甄試 0 0 0 0 

博士班考試 5 (5 系組) 16 (100%) 5 (5 系組) 16 (100%) 

★進修學士班《110 學年度招生總量以 274 名計，同去年》 

(六)110 學年度各管道外加招生名額核定情形說明如下： 

1、僑生暨港澳學生 

本校前依招生委員會通過決議，陳報 110 學年度僑生及港澳生招生名額總量為：學士班

275 名、碩士班 45 名、博士班 1 名。經查教育部於 109 年 8 月 11 日照案核定(同去年，

即各學制外加 10% )。 

2、外國學生(經查外國學生名額例來皆以總量呈現，俟報名後再機動調整錄取名額) 

(1)本校陳報 110 外國學生招生名額總量：學士班 150 名、碩士班 56 名、博士班 3

名；超出教育部規定 10%比例部份，概援去年前例，申請班別間名額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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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部原規定僑港澳及外國學生名額皆得以班別間流用、本地生缺額流用及增

量申請等方式調整，惟自 109 學年度起，教育部不再援往例照案核准，改以衡

酌各校外國生招生情形核定。 

(2)經查教育部原規定僑港澳及外國學生名額皆得以班別間流用、本地生缺額流用

及增量申請等方式調整，惟 110 學年度教育部不再援往例照案核准，改以衡酌

各校外國生招生情形核定。 

(3)109 年 11 月 2 日教育部函示核定本校外國學生招生名額如下表：  

110 學年度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109 招生總量 2759 459 16 

上限核定 10% 275 45 1 

本校申請 150 56 3 

申請班別間流用 -13 名 (學士班流用 11 名到碩士班、2 名到博士班) 

教育部核定 

161 45 3 

班別間只准流用 2 名到博士班，碩士班一概不予流

用；爰學士班必須增加 11 名；碩士班必須減 11 名 

(4)依教育部規定，各大學皆必須依核定名額招生，不得增減；因此本校必須增減

名額：學士班需增招 11 名、碩士班減招 11 名、博士班 3 名無調整。前經行政

程序簽奉核可，綜合考量近三年（107-109）外國學生報名及註冊情形，調整各

系名額如下【110 學年度法律系學士班及音樂系碩班皆維持不招收外生】： 

A.學士班→去年報名人數除以原申請名額大於 50%以上者皆予以調增： 

●社工、英文、德文、微生物、企管、財精各酌增 1 名； 

社會系酌增 2 名；國貿系酌增 3 名【共增 11 名】。 

B.碩士班→去年無人報名且招生名額大於 1 者，以及錄取率(去年報名人數除

以原申請名額)大於 30%者，各調減 1 名： 

●中文、歷史、哲學、社工、日文、數學、會計、企管、國貿、 

財精、資管各酌減 1 名【共減 11 名】。 

C、博士班：教育部依本校申請核定，分別為：政治系、日文系、法律系各 1 名，

共計 3 名，無須調整。 

3、其他外加名額：概依本校申請核定： 

(1)原住民—繁星推薦 24 名、個人申請 36 名(去年繁星 22、申請 38)。 

(2)身心障礙甄試—16 名(同去年)。 

(3)運動績優甄審—10 名(同去年)。 

四、本校業於 107 學年度首次辦理第一階段學士班僑生單招，並於 108 學年度同步開放碩博

士班僑生單獨招生，110 學年度援例辦理。前經調查 110 學年度辦理學士班僑生單招者

有：中文、歷史、哲學、政治、社會、社工、音樂、數學、化學、微生物、經濟、會計、

企管、國貿、資管等系；辦理碩士班單招者有：歷史、社工、英文、心理、經濟、企管系

（含國際商管學程）、資料科學系；博士班則無學系辦理單招。招生名額共 59 名(學士班

51 名、碩士班 8 名)，訂於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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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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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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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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校前於 109 年 7 月 31 日提報 108 年度執行教育部「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成果報告

及新期程 109-111 年度計畫書到部審查。依教育部規劃，新期程所有招生學系(學程)皆必須參與

計畫。教育部預計 11 月底核定計畫及經費補助，各學系應及早啟動高中諮詢與評量尺規之研議，

並依進度辦理模擬試評與 110 學年度個人申請之實際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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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新生前三志願人數統計表」（去年共計 36 位，今年增為 65 位：以本校系為第一志願

者 20 位，第二志願者 17 位，第三志願者 28 位；去年第一志願 9 位、第二志願 12 位、

第三志願 15 位）、「108~109 學年度考試分發各學院系採計指定科目平均分數一覽表（含

全國指定科目考試各科五標分數表）」、「參考資料：109 學年度全國指考 76 種組合分

數累計人數總表及校系數統計表」、「108~109 學年度考試分發入學各學系錄取考生原始

總分全國累計人數百分比分析表」等相關統計數據，業於 9 月初函送各學院系參考，俾

利其就系別屬性自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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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累計百分比近四學年 (106 至 109) 成績位移情形，8 月底已將分析圖表函送各學院

系參考。今年最低錄取新生程度，分析在該採計群組之累計百分比值後發現，各學系普

遍較去年後移，顯示考生程度較去年退步。 

八、彙製 109 學年度各項自辦考試（碩士班、碩士班甄試、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進修學

士班、轉學生、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等）近三學年度（107～109）招生概況，上傳「招生資

訊網」下「招生統計圖表」更新，俾利各系所及考生查詢。 

九、依據「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110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由潘維大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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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當然委員，並由主任委員遴聘社會系張家銘、日文系賴錦雀、法律系洪家殷、法律

系姚思遠、會計系馬嘉應、財精系喬治華等 6 位教師，共 17 人組成。業於 9 月 23 日召

開第一次會議，期能藉由招生委員會之成立，使本校招生之規劃與執行，更完善且更具

前瞻性。 

十、110 學年度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業於 109 年 09 月 23 日召開，會中除討論本學年度預定

招生工作、歷次會議日期與議程內容、審定碩士班甄試簡章草案及甄選入學簡章校系分

則草案外，同時議決各項自辦招生考試日期如下（相關資訊於 109 年 9 月 25 日以東教招

生字第 1090201282 號函送各學院系及行政單位參照，並提請預為籌劃因應）： 

(一)碩士班甄試— 109 年 11 月 16 日至 22 日，分兩校區舉行面試 (不另舉行筆試)。 

(二)寒假轉學生—109 年 12 月 28 日至 110 年 1 月 7 日報名、1 月 18 日筆面試、1 月 26 日

放榜。招生方式以書面審查為主，部分學系得辦理筆面試。 

(三)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筆試—110 年 3 月 1 日（週一），集中城中校區舉行。 

《一階段學系面試日期預定 2 月 20 日至 3 月 1 日擇一；二階段學系面試日期預定 3 月

20 日至 3 月 21 日擇一。如有學系規畫提前或延後，務請妥處教室安排並應配合放榜

時程》。 

(四)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110 年 4 月 17、18 日（週六、日），分

兩校區舉行《面試學系一律週、六日連續舉行兩天；雙溪僅筆試學系集中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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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區僅筆試學系集中 4 月 18 日》。 

(五)博士班—110 年 5 月 23、24 日（週日、一），筆試集中城區，面試分兩校區舉行 

(六)暑假轉學生—預定 110 年 7 月 11 日(週日)，集中城中校區舉行。 

(七)進修學士班新生招生方式維持：(1)甄審入學採計資料審查(得檢附學測成績參考)； 

(2)申請入學採計指考或統測成績。 

(八)學科能力測驗（大考中心辦理）—110 年 1 月 22、23 日(週五、六)。 

(九)聯合術科考試（音樂組）大考中心辦理—110 年 2 月 1 日(一)~ 2 月 4 日(四)。 

(十)指定科目考試（大考中心辦理）—110 年 7 月 1 日~ 3 日(週四 ~ 六)。 

十一、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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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去年同），招生名額 217 名，統計報名人數共 466 人（較去年增加 56 人）。業於 11

月 16 日至 22 日進行面試，訂於 12 月 5 日公告錄取名單。 

十二、110 學年度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招生簡章分則業已核校定案，依循教育部強制規定，本

校招生委員會業已作成決議，申請入學第二階段面試學系一律援去年以 4 月 17、18 日

兩天舉行。此一作法勢將影響學系既有面試作業流程，請各系提早綢繆因應。 

十三、108 學年度起，外國學生除援例採網路報名外，已開發考生全面上傳作業系統，考生審

查資料將上傳雲端後，轉請學系下載審查。109 學年度外國學生春季班招收各學制新

生業於 109 年 9 月 30 日至 11 月 2 日受理報名，共計 11 人提出申請，分別為：學士班

一年級哲學系 1 人、會計系 1 人、資管系 5 人；碩士班中碩 2 人、企管系碩士班國際

商管學程 2 人 (另有國際商管學程考生 3 名，於報名期間提出放棄)；博士班 0 人。預

計 109 年 12 月 7 日網路公告錄取名單，錄取新生將於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入學。 

十四、110 學年度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訂於 110 年 1 月 22、23 日（週五、六）舉

行，銘傳大學業已來函邀請本校援例支援北三考區百齡高中分區巡視及監試，預計需

求人力除 1 位領隊外，尚需 84 位監試與 3 位巡視。「監試意願調查表」業於 109 年 9

月 23 日函送各單位。銘傳大學將援往例，於學測舉行前至本校辦理監試人員座談會。 

十五、依教育部函示，考量境外地區疫情狀況仍未趨緩，經評估境外臺生仍有返臺修讀學位

需求，爰接續啟動專案計畫 2.0。依規定，申請名額數以 109 學年度量內(含資通訊) 核

定名額外加 2%計。經查本校 109 學年度含資通訊量內名額為：學士班 2,771 名、碩士

班 463 名、博士班 16 名 ，因此得申請專案名額為：學士班 56 名、碩士班 10 名、博

士班 1 名。由於本次專案錄取生必須於第二學期入學，前經調查，有部分學系基於課

程銜接等專業考量，不參與第二梯次專案計畫。考量碩博名額恐無法滿足有意願招生

學系班組需求，前經奉核將部分學士班名額流用至碩博士班；流用後報部申請並經核

定：學士班 47 名 、碩士班 15 名、博士班 5 名(維持總名額 67 名陳報)。業於 11 月 4

日公告招生簡章，訂於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7 日報名、110 年 1 月 27 日放榜。 

十六、本校 109 學年支援策略聯盟高中開課情形說明如下： 

高中 課程名稱 學分 開設年級 
開課 

學期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所屬院系 

台北市立

大直高中 

商業概論 2 高一 一 週一上午 會計系 

會計學概論 2 高二 一 週二下午 會計系 

社會學好好玩 2 高二 一 週二下午 社會系 

台北市立 探索未來的 AI 世界 2 高一 一 週四上午 巨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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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高中 
商學專題導論 2 高一 二 

經濟系 

企管系 

新北市立 

新莊高中 
探索未來的 AI 世界 2 高二 一 週三上午 巨資學院 

新北市立

新店高中 

第二外語—德語課程 2 高二 一 週三上午 德文系 

第二外語—日語課程 2 高二 一 週三上午 日文系 

臺北市立

百齡高中 
商業概論 2 高一 一 週四上午 會計系 

十七、為增進大學對於高中課程之了解，透過現場交流結合大學選才及高中育才之需求，招

生專業化計畫辦公室特辦理高中觀議課活動，促進大學端與高中端對話。考量高中課

程，如：自然探究實作、社會探究、自主學習等皆為高中課綱新增課程，為提供大學

端得以認識與瞭解課堂進行模式，以為招生參考，前經函送北一區及北二區觀課場次，

邀請學術二級單位踴躍報名參加。 

十八、「自主學習」是實施 108 課綱後的重要變革，亦是大學參採學習歷程重點涵蓋範圍之

一。高中課程每週多 2-3 小時「彈性學習時間」，鼓勵高中生自主學習與探索興趣，培

養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素養精神。為具體掌握此項重大變革，本校與宜蘭大學、

東華大學、臺北藝術大學、靜宜大學及聯合大學六校規畫於 110 年 1 月 28 日共同辦理

「大學招生專業化論壇—高中自主學習與大學選才」活動，期能透過論壇對話分享與

雙向交流，促進高中與大學在人才養成與招生選才的順利銜接。 

十九、109 學年度全校系組簡介，依據去(108)年改版規畫（內頁略做精簡），函請各學系修訂

最新文稿內容，11 月中旬編印完成，提供各項高中宣導活動及大學博覽會使用。 

二十、為拓展招收實驗教育學生之可能，建立與實驗教育機構良好關係，本校主動寄發邀請

信函給「羽白群學」等 16 間實驗教育機構，洽商進一步合作空間。109 年 10 月 26 日

邀請臺北市無界塾實驗教育機構葉丙成塾長、行政總監及教務長等蒞校訪問，由潘校

長親自主持座談會，與會者有：趙維良副校長、詹乾隆教務長、英文系鄭惠雯老師、

日文系羅濟立主任、社會系范綱華老師及校務發展組蘇英華組長、招生組陳雅蓉組長

等，共同洽談合作方案。 

廿一、109 年暑假開設四門線上及一門實體高中先修課程，已完成 60 分以上修課學生名單及

成績轉載，轉送註課組，續由註課組提供抵免根碼予通識中心，逕行辦理學分抵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姓名 

選課人數

(A) 

取得成績人數  

(0 分以上) 

(B) 

及格人數 

(60 分以上) 

(C) 

及格人數

百分比 

(C / A) 

問卷填寫

人數 

程式邏輯基礎 江清水 94 74 60 63.83% 49 

程式思維與撰寫從

頭學  
張彥之 141 127 87 61.70% 75 

用程式邏輯解決生

活大小事  
秦裕國 204 175 146 71.57%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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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與 MySQL 資

料庫程式初探 
黃朝鍵 73 51 44 60.27% 48 

影視劇本寫作 沈惠如 35 29 29 82.86% 30 

合計 x 547 456 366 66.91% 292 

廿二、第七屆「認識東吳—與高中生對話」預定110年1月26日至28日（週二~週四）在外雙溪

校區舉行。援去年前例，規畫1月26日及27日分兩梯次進行「大學生活導航」後，另接

續於1月28日(週四) 假哲生樓辦理一日「學群導航」，本屆將援去年前例分四大領域課

程及職涯分享內容，依現行上課節次，開放學生得依學群分類，於一天內選擇7堂課程，

以協助高中生更清楚認識不同領域學系及學程，並提前體驗大學上課情境。前已函請

學系支援學群講座，提報「規劃調查表」，講題方向建議可包含：師長介紹（如說明特

色發展方向、提供諮詢問答，旨在瞭解如何選擇校系）及系學會學生或系友分享（如

大學生活規劃、未來出路等，亦可安排特色展演活動，加深高中生印象）。 

廿三、規畫 110 年 3 月 20 日(週六) 舉辦「大學開門 —輕鬆打開申請入學之門」研習活動，

預計邀請本校各學院系參與申請入學業務經驗豐富之教師擔任主講人；並搭配個人申

請管道入學學生現身說法。規畫邀請參與對象以高三學生、家長及高中輔導老師為主；

本學年擬擴大規模，假傳賢堂辦理，合併兩梯次為一天。 

廿四、2021 年全國大學博覽會訂於 110 年 2 月 27 日至 2 月 28 日（週六、週日）於臺北、臺

中、高雄同時舉行。衡酌目前招生宣導重點已轉移至個人申請入學，並為兼顧中南部

招生宣導，奉示參與臺北、臺中、高雄三場，刻正進行學生培訓及相關規畫作業。 

廿五、招生宣導部份，本學期自 8 月至 12 月，或已進行、或已排定之宣導計有：8 月赴 1 場

次高中學群講座。9 月赴 4 場次高中學群講座。10 月赴 15 場次高中學群講座、4 所高

中到校參訪、3 所高中博覽會。11 月赴 16 場次高中學群講座、2 所高中到校參訪、2

所高中博覽會擺台。12 月預定赴 14 場次高中學群講座、3 所高中到校參訪、2 所高中

博覽會。 

 

 

【通識教育中心】 

一、通識教育相關會議 

會議名稱 時間/地點 重要決議或議程 

109 學年度第 1 學

期第 1 次共通教育

委員會會議 

109 年 08 月 03 日（星

期一）下午 15 時至 15

時 45 分 

鑄秋大樓 2227 會議室 

審議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開設之全

校性選修「數位自主學習」課程。 

109 學年度第 1 學

期第 1 次通識教育

中心會議 

109 年 10 月 22 日(四)

中午 12 時至 13 時 

寵惠堂 A111 會議室 

1.推選 109 學年度「通識教育中心課程

委員會」委員。 

2.推舉 109 學年度「東吳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教師初審委員會」委員。 

3.討論「東吳大學通識課程開課辦法」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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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時間/地點 重要決議或議程 

109 學年度大一國

文改進說明會 

109 年 10 月 27 日(星期

二)下午 15 時 10 分至

17 時 

戴蓀堂 G101 會議室 

討論 110 學年度「國文」共同課程學

分數及授課內容調整事宜。 

109 學年度第 1 學

期第 1 次通識教育

中心課程委員會

會議 

109 年 10 月 29 日(星期

四)上午 10 時至 12 時

30 分 

綜合大樓 B013 會議室 

1.初審 110 學年度入學新生共通課程架

構及實施內容(草案)。 

2.討論「東吳大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畢

業標準」修改為「東吳大學學士班學

生外文能力畢業標準」建議案。 

3.初審通識教育中心 109 學年度「課程

外審審查意見回應表暨具體改善計

畫」案。 

4.討論本校預定與德國柏林經濟與法律

應用大學簽訂學、碩士雙聯學制，提

請辦理共通課程學分抵免相關事宜。 

5.初審有關境外生修讀本校各單位課程

抵免通識課程事宜。 

6.請審議 109 學年度第二學期擬開設之

共通課程。 

109 學年度第 1 學

期第 2 次共通教育

委員會會議 

109 年 11 月 2 日(星期

一)中午 12 時至 13 時

10 分 

綜合大樓 B013 會議室 

1.複審 110 學年度入學新生共通課程架

構及實施內容(草案)。 

2.複審通識教育中心 109 學年度「課程

外審審查意見回應表暨具體改善計

畫」案。 

3.討論本校預定與德國柏林經濟與法律

應用大學簽訂學、碩士雙聯學制，提

請辦理共通課程學分抵免相關事宜。 

4.複審有關境外生修讀本校各單位課程

抵免通識課程事宜。 

5.複審 109 學年度第二學期擬開設之共

通課程。 

109 學年度第 1 學

期第 1 次通識教育

中心教師初審委

員會會議 

109 年 11 月 16 日（星

期一）上午 11 時至 11

時 20 分 

寵惠堂 A111 會議室 

審查通識教育中心 109 學年度第 2 學

期新聘兼任助理教授案。 

二、畢業標準執行情形 

103 學年度起學士班入學學生需通過三項「畢業標準」，截至 109 年 10 月 19 日止，通

過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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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標準 年級(入學年度) 通過人數 在校人數 在校生通過率 未通過人數 

英文能力 

大一(109 入學) 156 2,796 5.6% 2,640 

大二(108 入學) 378 2,738 13.8% 2,360 

大三(107 入學) 689 2,676 25.7% 1,987 

大四(106 入學) 1,834 2,672 68.6% 838 

法五及延修 

(105 前入學) 
397 596 66.6% 199 

資訊能力 

大一(109 入學) 173 2,796 6.2% 2,623 

大二(108 入學) 1,118 2,738 40.8% 1,620 

大三(107 入學) 1,764 2,676 65.9% 912 

大四(106 入學) 2,253 2,672 84.3% 419 

法五及延修 

(105 前入學) 
522 596 87.6% 74 

美育活動 

大一(109 入學) 7 2,796 0.3% 2,789 

大二(108 入學) 378 2,738 13.8% 2,360 

大三(107 入學) 1,029 2,676 38.5% 1,647 

大四(106 入學) 1,705 2,672 63.8% 967 

法五及延修 

(105 前入學) 
325 596 54.5% 271 

三、程式設計課程修讀情形 

109 年 10 月提報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學 29.學生修讀程式設計課程情形」數

據，本校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程式設計課程修讀率為 62.48%。 

四、第二期程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外審作業 

109 年 6 月 29 日（星期一）通識教育中心編撰完成《109 學年度課程外審共通教育課

程結構規劃書》，送交 3 位校外委員進行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二期程課程外審。審

查結果，依「109 年度第 1 學期課程外審審查委員意見彙整表」，六大項目皆獲得通

過，並對共通課程提出具體建議事項。109 年 9 月 30 日（星期三）通識教育中心擬訂

「課程外審審查意見回應表暨具體改善計畫」，經三級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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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資訊教師增能工作坊」 

通識教育中心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推動跨領域程式設計教學計畫」，舉

辦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資訊教師增能工作坊」，邀請美國史丹佛大學材料科學與工

程碩士廖揚鴻老師主講，協助現任教師精進程式設計領域相關教學能量。 

場次 時間/地點 講題 

1 

109 年 12 月 22 日（星期二）12 時 30 分

至 15 時 

雙溪校區戴蓀堂 G101 會議室 

史丹佛超強程式入門（上） 

2 

109 年 12 月 29 日（星期二）12 時 30 分

至 15 時 

雙溪校區戴蓀堂 G101 會議室 

史丹佛超強程式入門（下） 

3 

109 年 12 月 23 日（星期三）12 時 30 分

至 15 時 

城中校區第五大樓 5211 會議室 

史丹佛超強程式入門（上） 

4 

109 年 12 月 30 日（星期三）12 時 30 分

至 15 時 

城中校區第五大樓 5211 會議室 

史丹佛超強程式入門（下） 

六、109 學年度「廣達大師講座學習成果展」 

通識教育中心 109 年 9 月 7 日（星期一）至 9 月 18 日（星期五），於雙溪校區第二教

研大樓一樓川堂舉辦 109 學年度廣達大師講座「當代精英的責任與關懷」繼往開來學習

成果展，以廣達大師講座 16 位授課教師照片展現大師風範，並擇優展出課程中學生效

法典範大師之特質，讓自己成長為未來大師之學習歷程紀錄單，另舉辦特色講座學習成

果展。潘維大校長、謝孟雄教授、廖榮鑫教授、廖輝英教授均親臨觀展，全校諸多教職

員生亦共同參與。109 年 5 月編印完成《108 學年度廣達大師講座「當代精英的責任與

關懷」學習成果展活動紀實》書冊，為「廣達大師講座學習成果展」保留珍貴紀錄。 

七、「五育孕完人」系列活動 

活動名稱 時間地點 演講者 講題 

【智育】109

學年度第 1 學

期程式設計講

座 

109 年 10 月 20 日

（星期二）13 時至

15 時 

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 

臺灣圖靈鏈股份有限公

司胡耀傑創辦人暨執行

長 

區塊鏈如何翻轉教

育與數位認證 

【美育】109

學年度第 1 學

期美育活動畢

業標準 

109 年 10 月 21 日

（星期三）13 時至

15 時 

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 

47 食樂天地經營者李世

琪老師 

窺探美食光和影：

IG 從 0 到 15 萬的

軌跡 

【美育】東吳

大學建校 120

年校慶系列活

動 

109 年 10 月 24 日

（星期六）9 時至 12

時 

第一教研大樓戴氏基

金會會議室 

音樂學系彭廣林教授、

哲學系王志輝教授、德

國文化學系石斌宏副教

授 

饗閱德國：哲學．

文學．音樂．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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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時間地點 演講者 講題 

【美育】109

學年度第 1 學

期美育活動畢

業標準 

109 年 11 月 30 日

（星期一）13 時至

15 時 

第二大樓 2123 會議

室 

謝文心老師（中文系

105 級校友） 

禪繞藝世界：手繪

袋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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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德育中心】 

一、本學期各項安定就學措施提供學生經濟協助辦理情形如下： 

(一) 急難紓困金：為協助本校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遭受影響之學生安心就學，設置「東吳

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學生急難紓困金」，通過審核者，每人補助金額 5,000 至

1 萬元不等；108 學年第 2 學期共 150 人次通過審查，總計補助金額 96 萬 5,000 元。

本學期紓困金自 9/17 至 10/16 公告受理第 1 梯次申請，共有 18 人通過審查，補助金

額為 10 萬 2,500 元，後續將視國內疫情及經費狀況，再開放梯次辦理。 

(二) 就學貸款：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就學貸款家庭年所得經初步查核結果計 2,157 件合格，

325 件不合格，另已於 11/14 撥發本學期貸款合格生加貸金額（書籍費、校外住宿費、

生活費），共 633 人，金額總計 1,983 萬 1,196 元整。 

(三) 就學減免：109 學年第 1 學期就學優待減免申請作業，11/16 公告第一次減免比對結

果，本校無重複申請者。符合減免資格者共計 800 人，減免金額合計 2,678 萬 4,481

元整。 

(四) 弱勢學生助學金：本學年弱勢助學計畫助學金申請（資格為：家庭年收入未超過 70

萬，不動產價值未超過 650 萬，利息所得未超過 2 萬元，學業成績總平均 60 分以上），

申請至 10/20 截止，共計 438 位學生提出申請並已上傳教育部查核財產資料。 

(五) 生活助學金：本學年生活助學金（申請資格為：家庭年收入 30 萬元以下，每月發予

6,000 元生活助學金，每月須服務學習時數 30 小時）共計 64 名學生符合資格，並已

分發相關單位進行服務學習。 

(六) 校內工讀助學金：本（109）學年度，透過德育中心分配之校內工讀生共計 652 人，

分配以弱勢學生為優先。 

(七) 學雜費及住宿費分期付款：合計 15 人次申請。 

二、各類獎助學金辦理情形如下： 

(一) 109 學年第 1 學期獎助學金暨優秀學生甄選委員會已於 11/23 召開。 

(二) 109 學年第 1 學期碩博士新生獎勵：「東吳大學吳舜文獎勵基金」續獎勵 7 名，共計

核發 35 萬元。 

(三) 學碩士一貫學程優秀碩士新生獎勵：續獎勵 9 名，共計核發 45 萬元。 

(四) 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續獎勵，初審共

核定 97 名學生，總金額新台幣 357 萬 5,000 元整。 

三、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及新生家長座談會： 

本學年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已於 9/7 至 9/10 順利舉行，本次活動經公開徵選學

生擔任正副召集人與籌備團隊，且增設選修課程及夜間活動，4 天最高出席人數為 2,581

人，整體活動滿意度平均 4.5 分(5 分量表)，同時相當多數同學透過質性文字回饋，肯定

活動對其幫助及表達對學校、老師及學長姐的感謝。新生家長座談會部分，本學期舉行兩

場次新生家長座談，期初場 400 多人次出席，期中場出席上午學系場兩校區計 300 人，

下午全校場計 102 人，感謝各院院長與各系師長同仁出席及協助，特別感謝期初場音樂

系彭廣林主任與碩班江任元同學以小提琴和鋼琴二重奏演出作為開場表演，活動整體回

饋滿意度達 4.7（5 分量表）。上述活動感謝各學院系、教務處、總務處、國際處、社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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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等相關單位支援及校友總會的贊助，共同完成此次重大任務，跨單位檢討會議已於

11/23 召開，相關建議將作為明年度辦理參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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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臺推廣：以原住民各族傳統服飾為主題，辦理

擺臺活動，透過趣味遊戲互動，增進本校師生對原住民族文化之認識。（二）主題相關展

覽：《烙在你心上的故事》部落相片展、原住民文化介紹，以徵稿方式，募集在校生(不

限原民生)心目中對部落的情感，以相片搭配文字說明，評選後進行展示。（三）部落學

習活動：將於 12/20 帶領師生(不限原民生)至桃園復興區羅浮部落探索其農作發展，及當

地特色，帶師生體會部落的人文風情，增加對文化之尊重與理解。（四）12/9 辦理原資中

心期中座談會，了解原住民族學生的需求，落實原資中心輔導功能。 

五、品德教育活動： 

(一) 工讀生教育訓練：為培養同學良好工讀態度及對相關勞動法規認識，以瞭解自身權益

與義務，於 10/18 辦理工讀教育訓練，共有 191 位學生參加。 

(二) 東吳好書交換日活動：活動於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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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品德講堂：「愛與勇氣，生命無懼」由蘇惠娟老師講授，已於 10/22-10/23 辦理完畢，

二校區共計 58 人參加，活動整體滿意度 4.85(五分量表)，透過講座希望可以給予與

會的師生了解愛與勇氣可以戰勝人的一生中所面臨的困境，生命其實有無限的可能

性。 

(四) 友善環境工作坊：活動規劃於 11/30-12/1 於兩校區進行，講師分享減少用塑膠的生活

態度，讓使用過的物品回到自然界時，不會變成很難分解的垃圾，減少讓塑膠用品帶

來的環境荷爾蒙與慢性毒害，並帶領學生創意發想，製作環保杯套提袋，也培養學生

美的創作力。 

(五) 為湛而戰--為湛藍的大海奮戰：活動於 11/23、11/26 在兩校區進行，邀請「第 14 屆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得主社團法人臺灣湛藍海洋聯盟陳思穎執行長分享

「為湛而戰」達到保護海洋生態，人與環境共存的美好願景及「湛」工作室團隊如何

突破困境、堅持初衷、勇於實現夢想，永不放棄的精神為台灣環境保育貢獻心力。 

(六) 三鐵生命勇士，勇敢追夢、永不放棄：12/7、12/8 於兩校區進行，獨腳鐵人簡子祥老

師分享他歷經 20 多場大小手術，但從不放棄熱愛運動奔放的心，如何克服腳截肢的

限制，勇敢接受不同性質的運動賽事三鐵挑戰，以堅毅、永不放棄的精神成為生命鬥

士，用他的雙腳，勇敢的走出自己的故事，其堅持與堅定的淬鍊之路希望鼓勵更多的

東吳學子勇敢面對生命中更多的困境與挑戰。 

(七) 大手牽小手─品德養成計畫：已於 10/12 至碧湖國小服務完畢，服務對象小四學生共

計 5 班約 140 人，主題為交通安全品德教育宣導以自律、同理心、禮讓及負責任等

品德宣導為活動主軸。 

(八) 誠實商店：於 10/1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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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0 元已捐款財團法

人無國界醫生基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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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電梯禮讓宣導：德育中心長期安排服務學習學生進行綜合大樓電梯宣導，維持電梯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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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之次序，自 12 月份起落實電梯管制時段，優先禮讓持電梯卡之師長及身障學生搭

乘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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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育暨美育中心】 

一、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社團榮譽 

(一) 正言社：榮獲「109 年度統一發票盃大專租稅辯論比賽」季軍、殿軍，參與學生包括

卓佑先(法律延)、李尚宏(哲學四)、姚博翔(哲學四)、劉晴瑄(政治四)、王佳諭(資管二)、

謝博沅(社會二)、黃湘婷(政治二)、魏郡慧(法律二) 。 

(二) 正言社：榮獲「第一屆交通盃辯論賽」冠軍及季軍，參與學生包括李承哲(法碩乙一)

胡善詠(哲學延)、李尚宏(哲學四)、姚博翔(哲學四)、劉晴瑄(政治四)、王佳諭(資管二)、

謝博沅(社會二) 。 

(三) 正言社：榮獲「第十四屆廉政盃辯論賽」亞軍，參與學生包括胡善詠(哲學延)、李尚

宏(哲學四)、姚博翔(哲學四)、黃湘婷(政治二)、王佳諭(資管二)、謝博沅(社會二) 。 

(四) 西洋擊劍社：榮獲 109 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擊劍個人組及團體組第二名，參與學生

包括梁耀文(法碩一)、侯明芳(法碩四)、張峰銘(涉外碩五)、紀柏丞(法五 B)。 

二、 城中二大樓社團空間啟用典禮 

本中心於 10/20 舉辦城中二大樓社團空間啟用典禮。潘維大校長、李坤璋學務長、莊媖

琁總務長、學務處蔡志賢專門委員、學務處各單位同仁以及社團同學們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一同迎接嶄新的社團空間，並於典禮中頒發 108 學年度社團搬遷規劃屬性代表服

務證書，感謝同學們貢獻心力。 

三、 兩校區社辦管理工作小組空間檢查與環境評核 

為維護兩校區社辦空間整潔，自 109 學年度期初例會通過【社團辦公室管理規則暨環境

清潔要點】，兩校區各由六大屬性代表及學生代表所組成之 7 人管理小組，進行社辦環

境清潔維護評核，本學期已於 11 月初完成兩校區社辦環境試評核，並於 11 月(第 11 週)

及 12 月(第 14 週)進行兩次社辦環境評核。 

四、 群育教育活動 

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群育教育活動於 12/12 至 13 兩日舉行，活動預計至宜蘭南澳鄉進行

兩天一夜露營體驗及文化探訪，報名學員人數計 108 人。本次活動故事主題為「山屋裡

的小腳印」，以六人一組，在過程中學習團隊力及體會自然，以及認識當地文化，讓參

與的學生在兩天一夜的活動中體會合群教育。 

五、 121 單車環島籌備 

109 年東吳 120 百人單車環島活動因受新冠肺炎影響，將原先 13 天行程改為 1 日北海岸

騎乘，自東吳大學雙溪校區出發，於中午抵達富貴角燈塔後折返。騎乘雖縮減，但同學

們把握騎乘的每個時刻，相互扶持，同儕間情感難而可貴。121 單車環島活動將改由學

務處統籌，整合學校資源(社資處、校友總會、招生組...等)，擴大辦理。本次將於寒假騎

乘，擬於 110/1/23-2/3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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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United Board 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方案 

本中心「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方案」，持續藉由社區服務學習計畫的推展，讓本校同學

從校園走進社區，協助社區發展並能向社區學習，共創學校、學生與社區三贏的榮景。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辦理士林社區公益展演、獨居老人送餐暨生命故事計畫、「孩想在一

起」幼兒陪伴活動計畫、漸凍人送暖計畫等 4 項社區服務學習計畫，分別和兒童新樂園、

大直婦女基金會及漸凍人協會等單位合作，於 10 至 12 月辦理。 

七、 110 年度寒假服務隊(含服學營系列活動) 

110 年度寒假服務隊共有 13 隊，其中國內 11 隊，分別是基服團定一隊、竹友返鄉服務

隊、嘉雲返鄉服務隊、法治播種服務隊、社服團春日隊、吉他社音樂服務團、桃聯返鄉

服務隊、社工系雁飛營、曦晨瑪莎露返鄉服務隊、蘭友返鄉服務隊、國際志工台灣隊；

國外 2 隊，分別是國際志工緬甸抹谷服務隊、國際志工泰國清邁隊。為提升服務隊隊長

及服務員的領導知能，於期初、期中、期末辦理 3 場次「服務隊隊長會議」，分別提醒

行政事務、社團尋求外部資源注意事項、核銷注意事項及營隊結案注意事項；另辦理「服

務學習營」系列活動，包含「團隊領導力-幹部訓練工作坊」、「服務隊團隊訓練」及「透

過服務學習養成你的軟實力」等講座培訓服務員，目前已辦理完成幹部訓練工作坊及講

座一場，加強服務隊幹部與團員常遇到的「溝通能力」、「反思」與「服務觀」等議題。

本學期活動預計 200 位服務員參與。 

八、 國際志工 

110 年寒假國際志工服務隊，預計有泰國清邁隊、緬甸抹谷隊及台灣隊，共計 30 人參與。

除透過服務過程培養學生就業能力外，並與當地大學生交流，感受不同的歷史、文化、

語言及風俗習慣，學習接受多元，包容差異及提升國際觀。惟考量服務國家(泰國、緬甸)

之新冠肺炎疫情，本處於 11/25 與該社輔導老師、正副社長及正副隊長討論，並決定是

否暫停服務。 

九、 社團例會 

為促進社團夥伴知能，增加社團間彼此交流機會，同時拉近屬性老師與社團夥伴間的距

離，中心本學期擬舉行三次與社團夥伴的交流會議，會議中讓社團夥伴在角色任務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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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活動的合作模式提出建議，規劃行事曆、團隊目標以及建立共識。109 學年度第 1 學

期學生期初社團例會，已於 9/20 上午於外雙溪校區戴氏會議室舉行，會議中提醒社團同

學相關事項，包括：期初登錄作業、經費、場地使用、聯課活動、寒暑假服務隊、獎學

金、美育活動認證、智慧財產權、城中社辦搬遷事宜、學生會社輔金等相關內容，並再

次叮嚀社團幹部，轉知所有社團例會所通知的相關訊息。本次例會共出席 111 名同學，

順利通過「東吳大學學生社團辦公室管理規則暨環境清潔要點」，希望社團同學一同維

護社辦空間整潔。另期中例會已於 11 月由各屬性老師召開；期末例會於 12/8、12/9 在

兩校區舉辦。 

 



東吳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次 (1091216) 校務會議工作重點報告                  22 

十、 109 學年度學生會會費繳費狀況 

總繳款人數為 3,298 人，學生會專款已於 10/18 完成轉入學生會專帳。 

十一、 社團檔案競賽暨主題式展演 

根據社團競賽檔案辦法，本中心登記在案社團每年均需繳交成果紀錄冊或參加檔案競賽，

若超過兩個學期未繳交，則須收回社辦。本年度群美中心於 11/20 前受理社團成果紀錄

冊繳交，並於 12/22 於雙溪校區望星廣場辦理「110 年全社評校內檔案徵選暨社團特色活

動競賽」活動，共計 30 個社團報名檔案徵選、7 個社團參加特色活動競賽。 

十二、 第四屆 COSPLAY 大賽 

12/5 下午一點至五點雙溪校區傳賢堂舉辦，並聘請專業 COSER 來擔任比賽評審，也廣

邀大專院校及社會人士愛好 COSPLAY 的玩家一同來共襄盛舉。10/1 至 10/31 為宣傳及

開放報名時間，共計報名 31 組、獲選參賽 19 組，本次比賽評審老師為席珍老師、Mr.G

老師、究極老師、郭嘉儀老師、創夢雜誌影繪編輯長共 5 位；本次擬與本校圖書館合作，

擇出參賽者扮演之角色來源作品，於當日賽場外展出該作品，並請參賽者現場與作品合

影後打卡留念。 

十三、 美育活動 

9~11 月群美中心舉辦美育活動計 12 場，美育認證人數計 1,120 人次。學生社團辦理美

育活動計 19 場(4 場尚未繳會簽到表)，美育認證人數計 1,049 人次。 

 

【健康暨諮商中心】 

壹、衛生保健 

一、新生體檢：109學年新生體檢兩日共 3,242人完成檢查、共 76人暈針，分述如下： 

（一） 體檢重大異常：共篩出 11案(雙溪 6案、城中 5案)，各類異常如下:肝腎異常

4案、胸部 X光異常 1案、血液異常 6案(含血糖、白血球、血色素、三酸甘油

脂等)，以上重大異常個案皆已通知本人並完成相關衛教、發送異常追蹤單並

協助轉診掛號，待後續追蹤。 

（二） 體檢特殊疾病： 

1. 各學制新生自填癌症、心臟病、癲癇、氣喘及罕見疾病等共 329人〈雙溪

200人、城中 129人〉，已依疾病嚴重度進行階段式電訪及疾病相關衛教。 

2. 自陳有精神及心理疾病名冊：40人(雙溪 34人、城中 6人)，由系諮商心理

師進行聯繫關懷，瞭解狀況並協助安排輔導處遇。 

3. 不適劇烈運動名冊：僅學士班學生，含心臟病、癲癇、氣喘、蹲踞困難等不

宜突然劇烈運動學生共 136人(雙溪 84人、城中 52人)，已提供體育室。 

二、學生保險理賠申辦作業：兩校區分別提供每週 1 次保險服務人員到校服務，辦理保險

理賠收件及諮詢等相關業務，108 學年學生團保共理賠 803 萬 4,572 元(108 學年共匯

繳保費 1,161 萬 9,000 元)，理賠率約為 69.2%。理賠件數共 536 件，包含意外(車禍及

運動傷害)352 件、疾病 176 件、初次罹癌 5 件、身故 3 件；理賠案數意外(車禍及運動

傷害)佔 65.7%、疾病佔 32.8%、初次罹癌佔 0.9%、身故佔 0.6%。理賠金額意外(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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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運動傷害)佔 24.0%、疾病佔 27.4%、癌症佔 11.2%、身故佔 37.3%。（108 學年學生

自付保險額每學期 325 元） 

三、台北市勞動檢查處臨場輔導檢查：本中心於 10/30〈五〉14：00~17：00 通過受稽重

點，包含四大計畫執行狀況及記錄、職業健康服務醫師執行紀錄、職護設置與執業狀

況、員工健康檢查情形及人員教育訓練狀況等 

四、母性健康保護計畫修訂：職安署修訂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包含修正是用

母性健康保護之事業單位及新增、修改表單等，將審視本校母性健康保護計畫並配合

修訂，再經環安衛會議通過後實施。 

五、健康促進職場認證：本校 106~109 年健康促進職場認證將於 109/12/31 到期，已於

10/24 將 110~112 年認證申請資料填送國健署，預計 109 年 12 月公布審核結果。 

貳、心理諮商 

一、108 學年度諮商輔導人次共計 7959，較 107 學年（7302 人次）成長。服務人次量逐年

成長，顯示學生對專業諮商的服務持更正向且開放之態度，主動尋求諮商意願高。來談

問題類型：前四高依序為「情緒困擾」(3331 人次；30.4%)、「家庭困擾」(1525 人次；

13.9%)、「人際困擾」(1325 人次；12.1%)及「感情困擾」(982 人次；9%)。 

二、高關懷個案期初關懷：109 學年度起新增「高關懷學生結案標準」，若學生情形符合以

下狀態，則進行該個案管理輔導歷程結案： 

（一）個別事件處理完畢，評估無危機及服務必要，同意結案。 

（二）轉介校內外機構，該資源提供穩定之服務，協助問題緩解。 

（三）介入週邊支持系統，然個案無意願接受服務且不願諮商中心任何形式接觸。 

（四）強制輔導案件，經輔導後，問題已獲改善。 

故重新檢索瀏覽每位高關懷學生之課業及休復學狀況，並評估危機等級，依據其處遇複

雜性及系統連結程度區分介入頻率與強度，計有 588名高關懷個案，包含本地學生 555

名、境外生 33名，其中密集關懷者有 35名，中度介入程度者有 279名，以信件關懷者

有 274名；結案 297名。 

三、轉銜輔導：本學期新生有 24 名學生轉入，其中 4 名與健檢自陳有精神或心理疾病學生

名單重複；另有 2 名高中端已結案，教育部系統雖無法下載完整資料，但仍列為輔導個

案。系諮商心理師已於 10/16 完成追蹤及個案紀錄。 

四、大一新生普測：於 11/16-11/30進行，共計施測 56場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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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21-110/01/15召開，本校 24學系皆參與，報告施測

情形以及高關懷複檢情形，針對後續學生輔導建立共識。 

五、導師業務 

（一）本學期編聘各學院、學系主任導師 31 位，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及碩博士班導師

共 325 位，功能導師 39 位，已由學系轉發聘函。導師津貼發放以擔任學士班、

碩士班一、二年級、師資培育中心之導師，以及輔導境外生及轉學生之功能導師

為對象，導師費於 10/27 匯款至各導師帳戶。 

（二）院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本學期主題為「師生關係的經營與互動技巧:活動設計的

體驗與理念」，人社學院於 12/3(四 )12:10-14:00 辦理；外語學院於

12/30(三)13:30-15:00辦理，其他學院另於下學期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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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校導師會議：110/1/18(一)09:00-12:00 於雙溪普仁堂舉辦，主題為「淺談創

傷知情概念與身心調節技巧」，輔導的個案，不少學生曾有暴露在創傷壓力之下

的經驗，這些創傷壓力可能來至於忽略、霸凌與排擠、兒時遭遇不適當的管教等，

因此特地邀請華人創傷知情團隊的專業講師，帶領大家理解什麼是創傷、創傷對

個人與系統帶來的影響與穩定身心的技巧。 

參、身心障礙輔導 

一、 截至本學期 10/15 止，資源教室輔導服務學生為 137 人（含休學生 19 人），另有待鑑定

者 3 人、自願放棄特教身分者 25 人及外籍生 2 人（此 30 人不納入 137 人統計）。障礙

別包含自閉症 37 人、情緒行為障礙 28 人、視覺障礙 23 人、腦性麻痺 18 人、肢體障礙

14 人、聽覺障礙 9 人、身體病弱 4 人、多重障礙 2 人、學習障礙 2 人。各學院人數：

人社學院 63 人、外語學院 21 人、理學院 14 人、法學院 17 人、商學院 19 人及巨量資

料管理學院 3 人。 

二、追夢資星‧資教之夜：11/25（三）18:30-20:00於外雙溪校區望星廣場舉行，共 7組表

演，包含視障生、情障生、自閉症生、腦性麻痺生及一般生共同演出，表演內容有主持、

古箏、電鋼琴伴奏、吉他、貝斯、獨唱、合唱等。表演者透過表演分享選擇曲目的用意

與心境，克服自身障礙困難、展現長才，勇敢面對挫折並建立自信心；表演結束後亦安

排資源教室應屆畢業生們憶往並分享感言，感謝大學期間受到許多師長及同學的關愛及

扶持，令現場師生動容；活動最後邀請現場師生全體大合唱，氛圍溫暖人心，參加者共

計 110人。 

 

【學生住宿中心】 

一、2020 暑期營隊：本次開放學生宿舍柚芳樓、松勁樓，供高中營隊留宿，共 788 人入

住。 

二、109 學年度新生床位分配概況 

(一) 大一新生(含轉學新生、特個生)床位分配概況：  

學 年 度 非設籍雙北市人數 性別 申請人數 獲分配人數 獲分配百分比 

108 學年度 1,367 人 (48%) 
男 437 

1,172 
371 

1,023 
84.8% 

87.2% 
女 735 652 88.7% 

109 學年度 

(含僑外生) 
1,540 人 (53%) 

男 455 
1,297 

455 
1,297 

100% 
100% 

女 842 842 100% 

(二) 109 學年度本地生床位分配，除設籍台北市與新北市以外，男生、女生提出申請者

全數獲分配宿舍床位。 

三、宿舍新生週活動：為使大一住宿新生儘快適應環境，建立起對宿舍、校園的認同感，本

中心於 9/4 至 9/17 舉辦「宿舍新生週」系列活動，10/21 召開活動總分享會。「宿舍新

生週必修活動」滿意度問卷共發放 1,308 份，回收 1,032 份，回收率 79%，整體活動滿

意度總平均為 4.3 分（5 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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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宿舍學生同儕輔導：自暑假起針對同儕學生幹部展開一系列培訓活動，以協助學生幹部

增進助人知能。本學期新任宿舍同儕幹部，已進行 2 階段培訓，第 1 階段工作研習於

10/17、10/18 舉行完畢，含籌備幹部共計 176 人參與；第 2 階段急救訓練於 10/26 舉

辦，邀請中華民國急救技能推廣協會教練授課，共計 74 位幹部參與，全數通過基本救

命術合格證書。 

五、學生住宿基金：本次符合資格之遞案者共計 165 人，與前一學期相比申請人數成長 7%，

考量本次家庭經濟困難確需補助者眾，且學生住宿基金沒有名額限制，故全數核給，補

助金額為每學期 1 萬元，已完成核發至學生帳戶。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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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租賃學生申請，補助金額為每月

1,600 元（新北市租屋）、1,800（台北市租屋），共補貼 6 個月。本次共 29 人提交申請，

相較前一學期成長 53%。 

【軍訓室】 

一、校園安全維護： 

鑒於長榮大學發生學生意外事件，校安中心在董副校長、學務長及主秘指導下就兩校區

校園安全再次檢視，並增強相關維護措施及作為。分述如下： 

(一) 夜間安全伴隨：考量夜間視線昏暗，兩校區提供安全伴隨服務，同學如有需要，特

別是雙溪 C 哨到故宮路公車站之路線，可向教官或保全提出，協助陪同至公車站。 

(二) 檢視校園死角、增加監視、照明範圍：校安中心與總務處再度檢視校園及校外宿舍

死角及視線不良地區，增加監視器、照明設備，並函文台北市政府協助學校周邊會

勘裝設照明及監視器。 

(三) 強化警局聯防：協調轄區文林、翠山及介壽派出所，在警方巡邏時，於校外周遭增

設巡邏熱點並列入巡邏路線。 

(四) 校園巡查：學校每日早中晚三次由教官實施校園安全巡查﹝自 11/2 起，夜間 21 時

巡查路線延長到故宮路公車站﹞，保全於夜間加強巡查點;住宿教職平安小組﹝教

職員組成﹞，自 11/9 日起每晚 2030 時到 2230 時，擴大巡查範圍。 

(五) 加強安全宣導：11/9 學校網頁發布校園安全維護相關公告並以電子信函寄發全校

師生，宣導自身安全防護措施及學校安全維護作為。 

二、學生生活輔導 

（一）生活輔導（9/1 至 11/23） 

1.雙溪校區：計有 232 件次(疾病照顧送醫 13 件、車禍協處 6 件、安全維護處理 14 件

及其他事件 199 件)。 

2.城中校區：計有 135 件次(疾病照顧送醫 3 件、車禍協處 1 件、安全維護處理 9 件、

其他事件 122 件)。 

 （二）兵役業務：本學年至 11/23 止，辦理本學期各學制在學役男兵役緩徵、儘召業務計 1621

人次、協助同學辦理出國進修作業計 29 人次，軍訓課程折抵役期 95 人次。 

 （三）校長餐敘：本學期「校長餐敘」於 11/24、12/3 日於城中校區、雙溪校區，分兩場次

辦理，此次會議由各學系學生代表及學生會、學生議會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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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一、 招商業務 

(一)兩校區餐飲 

1. 雙溪校區 

(1)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兩校區餐飲承商，僅雙溪校區增加「丼步哩」櫃位（原

「武吉家」）、「突厥」櫃位（原「小洋葱」）其餘無更動情況。 

(2) 109 年 9 月 11 日完成綜合大樓 4 樓平台 2 台智販機設置，販售三明治、泡

麵、餅乾、甜品等食物，以滿足第一教研大樓上課學生及住宿生使用需求。 

2. 城中校區：餐飲空間移至六大樓迄今超過ㄧ學期，1 樓的 7-11 超商、海音咖啡、

沐達早餐，常常大排長龍；2 樓的奕香咖啡、姜江將醬韓廚、一品滷味、甜心水

果，3 樓的御喜自助餐和 QQ 麵麵食館用餐時間也有大量師生用餐，城區師生已

逐漸習慣新餐飲空間的使用。 

(二)校車咖啡 

1. 雙溪校區校車咖啡契約於 109 年 7 月 31 日到期；合約中載明「契約期滿前，由

甲方承商督導小組就乙方履約期間之經營管理、服務品質、經營項目、品質控制

等履約績效進行評審，評審通過，雙方得協議續約 3 年。」，經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初承商督導委員會決議不再續約。 

2. 經 109 年 5 月 7 日召開之 108 學年度第 1 次招商委員會中，決議校車咖啡採公開

招商，會中並確認招商時程、契約內容、招商需求說明書及招商規格；自 109 年

5 月 22 日至 6 月 11 日公告招標，至截標時間止，共 1 家廠商投標（校車咖啡股

份有限公司），6 月 12 日完成廠商資格審查，7 月 3 日由招商委員會評選決議由

「校車咖啡股份有限公司」承攬，並於 109 年 7 月 15 日進行招商議約，並由營

繕組、採購保管組及承商督導小組辦理施工督導、財產設備移交及營業相關督導

等事宜，於 109 學年度開學（109 年 9 月 14 日）正式營業。 

3. 校車咖啡以全新面貌「校車聚場」為名，正式營業後，除汰換抽風設備、定期除

蟲、每日進行境清潔外，亦配合線上點餐服務、摸彩活動、提供社團表演空間(吉

他社駐唱、塔羅牌占卜)，提供師生更優質之用餐環境。 

(三)兩校區全錄股份有限公司：函發及協助該公司繳交學年度租賃虛擬主機費用事宜。 

二、 環境維護及美化 

(一)校園環境維護-登革熱防治、水溝清理、消毒作業 

1. 暑假期間完成兩校區環境病蟲害消毒、水塔清洗作業及合江、合楓、合樂、泉思

學舍及城區第五大樓污水池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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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教職工住宿區、東荊、東桂學廬、雷德樓、綜合大樓、寵惠堂、語言中心、

文化樓、圖書館及 Q 棟校區各主要通道周遭及階梯青苔沖洗作業。 

3. 為免屋頂排水孔及校區水溝阻塞導致淹水，平日工友即定期維護，具危險性之屋

頂落水孔及雙溪校區水溝，委商定期進行屋頂清潔及水溝疏通作業，期間進行屋

頂清潔 4 次，校區水溝疏通 2 次，並於 109 年 6 月 1 日汛期來臨前，完成校區沉

沙池清淤作業。 

4. 9 月 13 日(日)中午外雙溪上游降下急驟雨，導致雙溪校區瞬間溪水暴漲，造成網

球場淹水；水退後，網球場充斥大量雜物與泥土，為不影響 9 月 14 日開學，本

處緊急動員同仁及工友於當日下午全力投入復原工作，完成網球場清洗工作，場

地交回體育室俾利正常上課使用。 

5. 登革熱防治作業，依例由清潔承商人員及工友依巡、倒、清、刷方式辦理校內孳

生源清除之環境清潔工作，並於 109 年 5 月 15 日以東總事務字第 1090400279 號

函，函送「校園環境防治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環境自主檢查表」予全校一二級單

位，請各單位就所轄空間配合辦理自主檢查，並加強環境清潔。 

6. 109 年 8 月 5 日、9 月 22 日台北市士林衛生局至雙溪校區進行登革熱防治宣導及訪

查，結果於教職宿舍區發現積水容器，隨即進行改善作業，其餘區域無發現重大缺

失；9 月 2 日台北市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至城中校區進行登革熱防治宣導及檢查，結

果於校園中發現一鋁箔包及一盆栽下有水盤等積水容器(檢查後皆無孑孓)，隨即進行

改善，其餘區域無發現重大缺失。 

(二)校園綠美化 

1. 兩校區例行性花木修剪及盆栽養護。 

2. 完成向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檢送本校認養王寵惠墓園每半年（108 年 11 月至 109

年 4 月）定期檢核紀錄表。 

3. 完成雙溪校區哲生樓大王椰子葉鞘固定工程及松勁樓後方倒樹清除。 

4. 完成雙溪校區語言教學中心及榕華樓周邊花木維養。 

5. Q 棟旁有容角落之大榕樹因感染褐根病多年，根部已腐朽斷裂，雖定期施作褐根

病藥劑澆灌，但 109 年 7 月 16 月上午 7 時 33 分，該榕樹側株仍由根部斷裂並傾

倒於 Q 棟側邊草坪上。相關執行措施如下： 

(1) 109 年 7 月 16 日為確保通行者之安全，現暫以警示帶圍起並張貼告示請行

人繞道通行，後續處置措施，將另行評估後公告周知；另已請保全加強該區

之巡邏，如有任何狀況，也請師生隨時通報。 

(2) 委請林務局推薦技轉「樹木褐根病防治檢驗流程及檢體檢驗標誌之製作」之

北區廠商-霖園實業社，承攬項目含該區榕樹褐根病評估報告書、移除大榕樹

病樹及土壤消毒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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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項目： 

A. 病樹移除：109 年 8 月 15 日伐倒大榕樹病樹，且將病根送至焚化爐燒毀。 

B. 土壤薰蒸作業：109 年 8 月 16 日至 9 月 14 日進行薰蒸作業（需持續 28

天以上）。完成區域範圍警示圍界、全區翻耘土層及人工撿除病根、挖掘

阻斷溝渠、膠布圍界阻隔、拌合燻蒸「邁隆 Basamid 98%微粒劑」、回填

土方澆灌、整平區域表土、放置 146 個檢測試體、覆蓋黑色膠布、噴殺菌

劑善後等 11 個執行項目，豎立警示帶，並於每 20 公尺至少穿綁 1 面告

示牌。 

C. 109 年 9 月 14 日由霖園公司移走塑膠布，並會同本校承辦同仁將檢體小

心挖掘取出，以封口袋包妥後送驗，送第三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

驗所檢驗。 

D. 109 年 9 月 28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檢函知本組霖園實業社送

驗之「褐根病防治工程檢體檢測結果單」，檢測結果為 146 株檢體皆為

無褐根病菌。 

E. 俟霖園實業社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含施工前、中、後照片）、施工要項紀

錄及成果報告書，即可完成本案驗收。 

6. 109 年 7 月 2 日下午 3 時 45 分，城中校區第三大樓東側薜荔突然整片掉落，所

幸當時無人經過，並將現場封鎖，隔日（7 月 3 日）一早請專業園藝公司進行修

剪及清除工程，初步研判該植物因日照因素，位於上方植物生長茂盛，加上當

日下午雨勢過大，導致重心不穩植物剝離牆面，經修剪後，現維持海報欄位上

約一公尺高度，可持續生長。 

7. 城中校區五大樓旁行道樹樹穴由花工自力圍砌百碎磚並完成自動澆灌系統建置

及麒麟花補植。 

8. 配合法學院進行城中校區一大樓前正義女神雕塑二側放置六盆植栽，美化周邊環

境。 

三、 事務管理及校園服務 

(一)停車管理 

1. 停車安排：支援安排畢業典禮、120 校慶、期中及期初新生家長座談會、新生入

住、外校參訪、校友合唱團排演、知行座談、各學院學系或行政單位辦理演講、

工作坊或學術研討會、法學院及商學院各系辦理學術研討會等活動，外賓來校停

車約 1,132 輛次。 

2. 停車相關設備維護：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全自動繳費機更新、機車停車場 B3

燈管維修、城中校區第五大樓汽車停車場顯示器壓克力板更換、停車場主機讀卡

機維修、E 棟停車場、第一、二教研大樓停車場出入口坡道填補工程、機車停車

場前減速墊維修、機車停車場滿車位警示燈故障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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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校校車即時查詢 APP 系統更新，教職員專車除了目前所在位置及所需等候時

間外，另新增客滿告知功能，可提前得知欲乘車輛之載客狀況。 

4. 為便利兩校區本校教職員生辦理汽、機車停車費儲值，本處已於 108 學年度於雙

溪校區綜合大樓一樓公共用餐區增設汽、機車繳費儲值機乙部，使用狀況良好；

城中校區儲值機設置於五大樓一樓大門入口旁，於 109 年 9 月 7 日正式啟用。 

5. 例行性停車庶務 

(1) 完成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兼任教師通行證及停車點數撥給作業。 

(2) 完成 109 學年度暑假及第 1 學期校車時刻表公告事宜。 

(3) 配合校慶，進行雙溪校區停車規劃與管制措施，規劃當日 E 棟 B1 停車場及

第二教研停車場，提供停放校友車輛；另函發週知全校校慶當天校車與交通

接駁車班次。 

(4) 557 及 300 公車智慧站牌經臺北市公共運輸處、中興巴士及校內相關單位於

外雙溪校區勘查後，已於 109 年 9 月 9 日設置完成並正式啟用。 

(5) 依本校機車停車管理辦法第九條，學年一次繳費制停車不限次數，但不保證

有車位；本學期可能受新冠肺炎影響，很多學生不搭公共交通工具改騎機車，

間接造成城中校區機車停車場客滿狀況；因應城中校區機車停車場僅 325 個

車位，為避免辦理年繳者無車位可停，公告於 109 年 11 月 30 日前，開放已

申請 109 學年度年繳費方案者可辦理退費或全數調整為計次儲值感應方式，

截至 11 月 26 日止，有 3 位學生辦理退費、10 位學生調整為儲值。 

(二)各類人力支援統計 

1. 支援各單位申請搬運物品、器材、場地佈置等共 923 人次。 

2. 支援公務車派遣共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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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5 場次。 

4. 支援校長室、副校長室盆花養護之環境維護人力共 5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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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年5月 139 14 316 6 182 

109年6月 91 15 316 8 401 

109年7月 121 22 345 6 220 

109年8月 141 12 151 10 109 

109年9月 207 10 174 9 66 

109年10月 224 21 353 14 154 

總   計 923 94 1,655 53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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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廁所環境維護 

1. 配合新冠肺炎防疫工作及環保局社區防疫公共環境消毒指引，請保潔公司加強廁

所人員會接觸之任何表面，以次氯酸水擦拭如水龍頭、廁所門把、馬桶蓋及沖水

握把的廁所門把及洗手枱等，以降低接觸感染的風險。 

2. 配合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清潔同仁每日加強早、晚兩次廁所環境消毒，避免接觸

感染；另外，清潔過程發現問題也會立即提出修繕需求。 

3. 廁所清潔目前委外由保潔人員一天進行多次之清理，但部分使用者之衛生習慣仍

有待加強，雖已加強各廁間之文宣宣導，但仍需提升同學自覺及習慣，才能維持

廁所之清潔。 

(四)校園標示改善  

1. 本學期更新腳踏車停車處標示牌 1 面、教室門牌 4 面、教師研究室門牌 24 面及

第二教研大樓旁木棧道「請勿奔跑」警示。 

2. 持續更新汰換雙溪校區智慧站牌公佈欄、寵惠堂一樓平面圖、綜合大樓電梯樓層

圖及城中校區六大樓平面圖。 

(五)空堂自習教室 

1.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參照前學期使用情形及本學期排課狀況，經與註冊課務組協

調後，兩校區自習教室於開學前安排完成，於 9 月 11 日公告並於 9 月 14 日實

施。 

2. 空堂自習教室安排原則同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仍持續統計使用人數，作為日後

安排之參考依據。 

四、 配合新冠肺炎防疫工作 

(一) 設置酒精消毒液：於兩校區各樓層出入口設置 75%酒精消毒液（每層樓至少一處），

兩校區事務組或所屬大樓管理室隨時進行補充。 

(二) 隨時補充各大樓洗手乳、馬桶消毒液及洗碗精，以確保充裕。 

(三) 每日進行教室（含門把、開關面板及桌面等）持續進行消毒。 

(四) 各會議室除例行清潔外，每日進行門把、開關面板及桌面等消毒，無人使用時，亦

會搭配臭氧機進行全空間消毒；受限於人力，會議室每日僅能進行一次消毒，期間

若有消毒需求，由借用單位自行擦拭消毒（管理工友處備有酒精）。 

(五) 完成兩校區電梯按鈕貼膜及進行每日早、中、晚三次之消毒排程。 

(六) 持續要求餐飲廠商進行環境例行清潔，每日使用酒精擦拭公用區餐桌椅並提供消

毒液供擦拭（含販賣機按鈕面板）。 

(七) 完成 109 年 7 月 12 日轉學考後兩校區實施防疫消毒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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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配合健諮中心水痘防治，10 月 20 日完成 D0309、D0317、D0414、R0412 及國際會

議廳等空間之緊急消毒作業。 

五、 重要設施工程執行情形 

(一)外雙溪校區楓雅學苑、綜合大樓等擋土牆防護工程：綜合大樓南側擋土牆部分排水

孔排水不良，經專業顧問公司評估及規劃，設置 3 排橫向排水管（由下而上，分別

48 孔 15M、45 孔 10M、10 孔 2M）；另外楓雅學苑第一階擋土牆為舊有漿砌卵石結

構，規劃施作土釘、造型模版混凝土擋土牆，工程已於 109 年 8 月 31 日完工，並經

專業顧問公司定期監測，目前擋土牆持續穩定中。 

(二)綜合大樓 1、2樓天花板壁癌處理、粉刷及體育館窗框防水工程： 

1. 綜合大樓 1 樓及望星廣場為本校舉辦重要慶典、活動主要場所，然天花板久未粉

刷，整體髒污且部分面漆剝落，局部滲水導致壁癌嚴重。 

2. 案經評估檢討，為維施工安全及效率，綜合大樓 1 樓及望星廣場皆全面搭設高層

施工鷹架，進行天花板重新粉刷及滲水、壁癌修繕。全案工程已於 109 年 8 月完

工驗收。 

(三)綜合大樓體育館屋頂及採光罩防水工程： 

1. 綜合大樓自 82 年啟用迄今，四樓體育館屋頂防水層多處隆起、龜裂、剝落，採光

罩亦老化破裂，導致滲水頻生，雖多次委商抓漏檢修，仍無法成效，影響球場木

質地板壽命及師生活動安全。 

2. 案經爭取，於 109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編列預算修繕，將老舊防水層及採光罩拆除

更新，根治滲水問題。全案工程已於 109 年 11 月完工驗收。 

(四) 外雙溪校區懷恩數位校史館整建案： 

1. 外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1F 原書局空間，經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空間規劃委員會審

議通過，調整為本校「數位校史館」，室內規劃 10 個主題空間，計有「東吳精

神」、「歷史足跡」、「歌頌東吳」、「展現東吳」、「東吳之最」、「聲音森

林」、「校園留聲機」、「東吳隨堂考」、「古今校園」及「回憶東吳」等，並

設置本校紀念品販賣區，空間整體以「實體歷史文物展示」與「科技數位互動」

等方式展現東吳歷史。 

2. 全案於 109 年 9 月 30 日完成建置，並配合於 109 年 10 月 9 日「120 年校慶」慶

祝活動時開幕，開放校友參觀。 

(五) 城中校區資安戰情中心整建工程：108 年「資通安全法管理法」生效後，對於資訊安

全人力需求大增，為因應本校開課所需，預劃於兩校區設置資安戰情教室，城中校

區經檢討，於崇基樓 6 樓設置。本案於 109 年 5 月完成評選議約，並於 109 年 11 月

完成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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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外雙溪校區資安卓越中心建置工程：為滿足本校資安教學需求，規劃於雙溪校區綜

合大樓五樓（校史館舊址）設置資安卓越中心。已於 109 年 11 月 30 日完工，目前

驗結中。 

(七) 城中校區菁英講堂整建工程： 

1. 菁英講堂基本精神係仿照哈佛大學個案教室設計規劃，配置先進的數位互動與影

音設備（含遠距教學、視訊會議、活動錄播等），讓老師和學生在上課過程中可

隨時進行案例實務情境互動，提高學習成效。期盼優質的學習環境，成為國內菁

英人才最具深度的全球管理知識交流平台。 

2. 案經檢討，規劃將城中校區五大樓 5216、5217 教室現有隔間拆除（室內面積約

56.2 坪），重新裝修為菁英講堂。本案已於 109 年 9 月完成評選議約，並於 109

年 11 月底完工。 

(八) 城中校區五大樓空調系統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統包工程： 

1. 第五大樓中央空調配合課程需求，全年長時間運轉，冰水主機自 89 年安裝迄今

已 20 年，老舊耗能，經委請綠基會協助量測評估，建議更新。 

2. 經評估檢討，規劃冰水主機(1 台)及泵浦更新（加裝變頻器）、建置遠端監控系統、

汰換地下閱覽室冷風機(34 台)，全案經費概估 525 萬元。經申請經濟部能源局審

查，獲同意循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補助 157 萬 5 仟元（全案經費 30％），餘款

367 萬 5 仟元由校務經費編列辦理。 

3. 本案已於 109 年 7 月完成發包訂約，10 月完成閱覽室送風機安裝，冰水主機及遠

端監控系統預訂於 12 月中旬完成安裝、建置，改善後節能率預估可達 43.3%以

上，每年約可節省 238,508 度電，節約 76 萬餘元電費。 

(九) 城中校區第二大樓無障礙坡道工程：第二大樓進出入口皆為階梯，僅西側出入口設

置無障礙坡道，因二大樓為教學大樓，人員進出頻繁，為改善大樓無障礙環境，規

劃於北、南側出入口增置無障礙坡道，本案經爭取已獲教育部補助經費（98 萬元），

工程已於 109 年 8 月 25 日完工，並會同健諮中心人員現勘查驗，符合使用需求，目

前正常使用中。 

(十) 城中校區 2416、2523 互動教室整建工程：本案依據註課組需求，將城中校區 2416、

2523 整修為互動教室。109 年 7 月 13 日完成招標，由吉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攬，

8 月 27 日完工。主要施作項目為安裝電容式黑板、鋼化玻璃防護手寫黑板、6000 流

明雷射液晶投影機及 120 吋電動布幕等。 

(十一) 兩校區機櫃型數位講桌汰換工程：本案依據註課組需求，更換兩校區共計 10 間

教室之機櫃。更換後之機櫃具有比之前使用機櫃體型小、便於移動與維修以及操

作簡便等優勢。本案於 109 年 7 月 13 日完成招標，由吉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

攬，8 月 27 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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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兩校區教室「擴大機更新」及「擴音設備線材改善更新」案：兩案依據註課組需

求，更新兩校區共 58 間教室 60 組擴大機，併同進行教室擴音設備線材(含 VGA、

HDMI 訊號線)改善，109 年 8 月 27 日完工，提供師生適當、優質的教學音域及

方便且安全的使用操作介面。 

(十三) 雙溪校區監視系統改善工程：本年度兩校區監視系統改善依照校安中心年度整體

規劃，逐年改善替換老舊設備，施作內容包含雙溪及城中校區部分區域監視主機

新增及汰換、新增監視攝影機及求救系統工程，全案於 109 年 8 月 3 日動工，依

約合議於 109 年 9 月 30 日前完工。 

(十四) 雙溪校區小型冷氣機清洗保養工程：兩校區分年輪流清洗各類型冷氣機，109 學

年度輪為雙溪校區之教室、學生宿舍及辦公室進行冷氣機保養，本案於 7 月 14 日

至 9 月 11 日施做完成，總計清洗 713 分離式冷氣、窗型冷氣、送風機，並於 109

年 11 月 11 日驗收完成。 

六、 採購作業 

(一)學年購案執行統計：109 學年至 109 年 10 月 31 日止，執行各類採購案計 362 件（未

逾 10 萬元 223 案、逾 10 萬元未達 50 萬元 104 案、達 50 萬元或以上 35 案），累計

議減金額為 425 萬 6,502 元，議減率 6.41%。 

(二)購案違規記點情形：109 學年至 109 年 10 月 31 日止，校內採購計有 6 單位 6 案違

規遭記點。主要原因為「非自行採購內額度，單位自行採購」及「自行變更付款方

式」。有關改善作為均已向各單位承辦人員詳細說明，避免採購違規情事再生。 

七、 空間管理 

(一)教師研究室分配管理 

1. 雙溪校區現有研究室 257 間，目前空出專用研究室 2 間（哲學系、心理系各 1）、

非學系專用研究室 2 間，無新聘教師候補研究室。城中校區現有研究室 180 間，

尚有 3 位新聘教師候補研究室。 

2. 鑄秋大樓六樓於 108 年 9 月新增 6 間教師研究室，原預定納入 108-2 學期研究室

委員會審議分配。配合城中校區六大樓空間整體運用調整，改作健康暨諮商中心

辦公室使用，故城中校區無新增研究室。 

3. 城中體育室原有 4 間體育教師專用研究室，配合第六大樓建置城中餐飲商場有關

使用執照變更送審，減少 1 間研究室，藉以擴大通道寬度、符合逃生要求，故城

中校區研究室由 181 間減為 180 間。 

(二)校舍空間分配管理 

1. 變更文舍部分空間為校園夜間及假日安全編組指揮官宿舍：學校非上班時間，立

即可用人力與資源薄弱。因應加強校園整體安全管理、學生緊急狀況處理、住校

交流貴賓接待及極端天候動員減災需要，校安中心專簽校長同意，請董副校長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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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校園夜間及假日安全任務編組指揮官，並專案調撥位於文舍東側 1至 2樓空間，

作為副校長駐校宿舍，就近指導校安中心遂行整體校安工作。 

2. 校舍空間應朝共享方向規劃調整：城中校區寸土寸金，房地價均遠高於雙溪校區。

各系所仍有各種專屬會議室、小型教室、電腦教室及研究中心，應朝共享空間方

向規劃調整，才能解決目前校舍空間不足之困境。有關空間如若可調整為共享使

用，空間內的裝潢及桌椅、教具等設備，由總務處依照使用年限負責汰換、更新。

仍屬系所之專用空間，則應自行籌措經費汰舊換新。 

(三)教職員宿舍分配管理 

1. 雙溪校區教職員宿舍原有 27 戶（2 室家居房 11 戶、3 室家居房 16 戶），其中 2

室 5 戶、3 室 10 戶有教職員住用中。近年退休人數日益增多，目前已有 2 室 6

戶、3 室 6 戶合計 12 戶空置。（76 號 2 室家居房奉准分配群美中心職員於 12 月

入住，空置數減為 11 戶）。 

2. 教職員宿舍使用年久，加上校區環境潮濕，屋況普遍欠佳（壁癌滲漏、飾材剝落、

門窗變形…）。受限於學校財力狀況，本處已完成管理辦法修訂，開放有意入住

教職員以「提前整筆繳交維護費」方式，搭配學校預算支付「固定設施」整修費

用，以加速推動老舊宿舍翻修。 

3. 目前宿舍有 6 人以「納入校園夜間及假日安全任務編組」資格入住，每月維護費

優惠 50％。本處依管理辦法制訂「東吳大學居住宿舍安全維護小組協防校園安全

作業要點」，並經校長核定發佈。將透過定期評鑑值勤成效，確保安全維護小組

功能有效發揮。 

(四)校區場地借用營運：自 109 年 4 月 28 日至 11 月 9 日止，兩校區會議場館接獲申請

合計 1,822 場次，其中雙溪 1,078 次，城中 744 次；一般教室由採購保管組登錄共

4,357 次，其中雙溪 3,057 次，城中 1,300 次。與去年同期相較，兩校區會議場館減

少 93 場，一般教室增加 807 場。 

(五)松怡廳借用管理 

109 學年至 10/30 止可租借 173 個時段，使用 62 個時段，使用率 35.84%：（晚間

及假日時段使用率 28.70%） 

1. 平日外租：彩排 1 時段，演出 1 時段，錄音 2 時段。 

2. 假日外租：彩排 7 時段，演出 6 時段。 

3. 校內單位：付費 0 時段，免費 13 時段。 

4. 音樂學系：付費 10 時段，樂團練習、大師班考試及彩排 23 時段，演出 1 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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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待所住用營運 

1. 8/1-10/31 招待所共安排 16 次住宿，收入合計 12 萬 5,629 元（按實際入住計算）

與 108 年同期比較，住宿收入銳減 116 萬 961 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際交

流全面停擺，招待所僅有國內師生短期住宿，以致住房率與收入大幅減少。 

2. 新冠肺炎在疫苗發展成熟前，國際交流勢必難以恢復。為能有效拓展住宿客源、

提高收入，採購保管組研採改善措施如後： 

(1) 放寬家長及教職員住宿限制：學生家長、教職員工臨時住宿由連續 3 日延長

至連續 7 日，寒暑假期間開放住宿，時間長短不限制。另學生家長住宿費亦

提供九折優待（第三晚開始），有關住宿服務資訊，已納入新生家長座談會

手冊公告知悉。 

(2) 開放借用場地單位預約住宿：租借場館舉辦活動之校外團體或個人，可於六

個月內預約包含使用期間之前後三日床位臨時住宿，並提供九折住宿費優待

（前兩晚按原價，第三晚開始優惠），藉以吸引有遠程參與人員之主辦單位，

多多租用兩校區會議場館。 

(3) 加強學廬優質住宿環境宣傳：雙溪兩處招待所內外裝修雖不豪華，但環境清

幽、設施完備且服務親切，深獲住宿賓客肯定。未來結合新修辦法與環境現

況，完成住宿指南重新編修，將透過臉書、PTT 電子布告欄等的多元管道加

強宣傳，持續擴大開拓校友及學生家長客源。 

八、 財產管理 

(一)畢業班團體借用學位服通知：109 學年度畢業典禮將於 110 年 6 月 12、13 日(六、

日)分場舉行，有關學位服團體借用、歸還事宜，本處已請所有學系、學程、專班協

助轉知所屬畢業班代表，重點摘要如後： 

1. 團體借用作業 

(1) 統一領取期程：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自 109 年 12 月 7 日起至 109 年 12

月 18 日止。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自 109 年 12 月 21 日起至

110 年 1 月 6 日止。 

(2) 本處按「班級」製作借用名冊，發給各單位轉交畢業班代表。請先完成名冊

填寫及費用繳納，將繳款收據及名冊送至學系所在校區採購保管組登記，並

預約時間推派代表統一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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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領取學位服後若發現有瑕疵或毀損，採購保管組於一週內（代表領回當

天起算 5 個上班日）提供更換服務。 

2. 個人借用作業：未依前揭程序、時段完成借用而仍有學位服使用需求者，請依辦

法規定申請個人借用。應先至採購保管組出示學生證後，持繳費單到出納組繳納

費用，再持收據回採購保管組領取學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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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歸還作業 

(1) 畢業典禮結束當天，無論學位服係團體借用或個人借用，可直接至雙溪校區

安素堂 1樓採購保管組辦公室辦理歸還。6月 12日服務時間為 09:00～18:00。

6 月 13 日服務時間為 09:00～14:00。 

(2) 團體借用學位服最後歸還期限為 110 年 6 月 30 日(三)：（學期間上班日

08:30~12:00 及 13:00~16:30，暑假期間上班日：8:30～12:00 及 13:00～15:30） 

A. 雙溪校區：安素堂 1 樓採購保管組辦公室。 

B. 城中校區：110/6/21-110/6/30 期間請至鑄秋大樓 2123 會議室，其餘時間

在鑄秋大樓總務處聯合辦公室 2102 室。 

(3) 畢業生未歸還學位服前，均屬「未完成離校程序」。 

(二)境外交流生寢具床墊更新 

1. 採購保管組負責整備提供境外交流生租用寢具。原有寢具組使用床墊為海綿材質，

無法清洗亦不能高溫消毒，只能指派工友逐一檢視清除毛髮，無法保證床墊衛生

安全，並對採購保管組形成沈重勤務負擔。 

2. 採購保管組已將海綿床墊 3 百餘床報廢運棄，另行採購棉質床墊 330 床（天然棉

50％、聚酯纖維 50％）。日後境外交流生租用寢具收回後，立即送請專業廠商清

洗及高溫消毒，以保障後續借用者之衛生安全。 

(三)學校財產盤點作業 

1. 採購保管組指派專人於 109 年 7 月 27 日至 9 月 11 日期間，就全校各單位於 108

年 6 月 1 日至 109 年 5 月 31 日期間新增財產共計 2,945 項進行盤點。計有 128 項

財產未貼財產標籤，無盤虧財產。 

2. 抽盤兩校區各 1 個教學單位（雙溪→政治系，城中→商學進修學士班）、各 1 個

行政單位（雙溪→雙溪體育活動組，城中→城中註冊課務組）全部財產，預計 109

年 11 月底完成作業。 

(四)庫儲報廢品處理 

1. 閒置有帳暨庫儲除帳尚堪用報廢品處理：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至 11 月 10 日止，

提供兩校區公務領用閒置有帳財產 50 件、除帳堪用報廢品計 58 件。剩餘報廢堪

用品計 12 項 45 件，將於 109 年 11 月 18 日(三)8 時起，於東吳大學 APP 之「報

廢品標售平台」公開標售。 

2. 空碳粉匣回收處理：108 學年度由臺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回收 126 支碳粉匣

及 120 支墨水匣；中華民國星光身心障礙者服務協會回收 281 支碳粉匣。109 學

年度至 11 月 10 日止，由中華民國星光身心障礙者服務協會回收 38 支碳粉匣及

70 支墨水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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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保管其他業務 

(一)校舍空間備用鑰匙自主開鎖測試：依「校舍空間備用鑰匙使用管理辦法」第 3 條規

定，為保障學校公共安全，及時處理臨時狀況或緊急事故，校舍空間使用單位/人或

管理單位/人，應於每年 1 至 3 月期間主動派員至兩校區採購保管組、校安中心，領

取備用鑰匙自主開鎖測試。109 學年作業通告將於 110 年 1 月發佈，請校舍空間使

用單位/人或管理單位/人配合辦理。 

(二)本校防疫物資供應體系建立運作：因應「新冠肺炎」防疫需要，採購保管組統籌防

疫物資獲得、庫儲及分發。截至 109 年 11 月 10 日止，累計籌集口罩等 19 項防疫物

資 46 筆，來源包含教育部分配、校友捐贈及自行籌購等三大類；凡校內各單位配合

公務推動之第一線人員防護需要，均可向採購保管組申領防疫物資；採購保管組仍

將持續關注疫情變化，提前籌購各項所需防疫物資。 

十、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配合延繳學雜費措施：本學期因配合政府政策，外籍學生回台後須

先完成檢疫 14 日，同學向註冊課務組提出延後繳費註冊申請，完成審核後，繳費日期延

至 109 年 10 月 14 日。 

十一、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應補、應退學雜費事宜 

(一)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中退費訂於 109 年 12 月 1 日辦理，系統中留有同學郵局帳號

資料者，將於是日撥入學生帳戶，如系統無帳號資料者，須請同學持學生證至兩校

區出納組櫃台進行領款作業；如同學不便至出納組領取現金，亦可提供學生本人之

帳戶資料，出納組將另行以匯款方式撥款，唯如提供非郵局之帳戶，銀行匯款手續

費(新台幣 30 元)將由款項中扣除。 

(二)期中補費期間訂為 109 年 12 月 2 日至 12 月 31 日止，援例委託台北富邦銀行代收，

繳費單除可由校務行政系統中下載印出外，亦可使用「東吳 APP」連結信用卡 i 繳

費平台或直接手機下載條碼顯示至超商進行繳費。 

十二、 積極宣導停車儲值服務：事務組自 108 學年度起於雙溪校區設置停車儲值機後，出納

組配合積極向使用者宣導，利用儲值機即可一次完成繳費及設定程序，使用者不需至

兩單位辦理儲值事宜，儲值作業簡化，提高儲值效率，效果良好；城中校區 109 學年

度起亦設置停車儲值機，提供更優質停車儲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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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研究事務組】 

一、科技部研究計畫類 

(一) 科技部 109 學年度「專題研究計畫」，本校共 176 件計畫申請案，獲核定 88 件，未通

過 88 件，通過率 50%(108 學年為 49%)，原核定多年期計畫於 108 學年度執行第二或

第三年計有 39 件，共計目前執行科技部之計畫共 127 件(108 學年同期為 102 件)。 

(二) 科技部 109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本校教師指導之 137 位學生提出申請(108 學

年為 138 件)，獲核定通過 61 位教師指導 61 位學生，通過比例為 44.5％(108 年度為

45%)，高於全國通過率 39%。 

(三) 科技部主計處於 109 年 11 月 2 日來校查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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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位教師執行之 6 件計畫，並依科技部主計處要

求補充相關資料。 

二、產學合作計畫類 

(一) 科技部 108 年度「創新營運模式產學合作專案計畫」獲補助 4 件，109 年度產學合作研

究計畫獲補助 1 件： 

年度 計畫主持人 合作企業 
合作企業 

配合款 

科技部 

補助經費 
總經費 

108 

企管系 

歐素華副教授 
臺灣柔冠有限公司 27 萬 9,107 元 

58 萬 3,000

元 

86 萬 2,107

元 

巨資學院 

胡筱薇副教授 

麥格納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20 萬 5,132 元 22 萬元 

44 萬 5,132

元 

巨資學院 

葉向原助理教

授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23 萬 7,000 元 

63 萬 6,000

元 

87 萬 3,000

元 

巨資學院 

金凱儀副教授 

天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50 萬元 86 萬元 136 萬 

109 
巨資學院 

胡筱薇副教授 

涵碧樓大飯店 

股份有限公司 
86 萬 8,446 元 30 萬元 

116 萬 8,446

元 

(二) 108 學年度獲校外單位委辦之計畫，共計 52 件，總經費 3,341 萬 7,293 元： 

1. 政府資助：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法

務部、勞動部、衛生福利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交通部航港局、經濟部國貿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教育部青年發展署、臺北市公共運輸處(2 件)、臺北市

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臺東地方法院、國立台灣文學館，共 19 件。 

2. 企業資助：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 件)、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2 件）、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富邦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大自然生機股

份有限公司(2 件)、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2 件)、Lazada、Clover Pte. Ltd.、元

嵩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前進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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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攸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脫普聚益股份有限公司、沃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鴻辰通訊股份有限公司、金益世股份有限公司、天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共 24 件。 

3. 其他單位資助：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2 件)、社團法人臺北市國際

貿易協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財團法人保險事

業發展中心、歐洲聯盟、亞東紀念醫院、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共計 9 件。 

(三) 109 學年度獲校外單位委辦之計畫(至 109.11.20 止)，共計 12 件，總經費 419 萬 4,878

元： 

1. 政府資助：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

員會，共 3 件。 

2. 企業資助：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鴻辰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共 4 件。 

3. 其他單位資助：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社團法人臺北市國際貿易

協會、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歐洲聯盟，共 5 件。 

三、社會責任實踐類 

(一) 109 年度教育部補助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3 件，核定金額共計 950 萬，學校配

合款共計 300 萬： 

總主持人 計畫名稱 核定金額 學校配合款 

社工系 萬心蕊副教授 老士林新共生－跨世代社區慢老計畫 350 萬 100 萬 

心理系 汪曼穎教授 都會五色鳥計畫－熟齡族自主性培力 350 萬 100 萬 

人社院 黃秀端院長 前世與今生－再現士林昔日百年風華 250 萬 100 萬 

(二) 109 年度高教深耕補助之「教師社會責任實踐計畫」6 件，核定金額共計 120 萬： 

主持人 計畫名稱 核定金額 

社會系施富盛助理教授 
在地發聲與地方傳統產業再生－「士林街角館」

可行性初探 
10 萬 

社會系何撒娜助理教授 食品安全、地方創生、與永續發展 10 萬 

日文系賴雲莊副教授 
結合日語教育之北投溫泉歷史與觀光資源認識及

創生：以新北投地區為中心 
20 萬 

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彰化縣田中鎮農旅實踐協助計畫 30 萬 

商學院劉宗哲主任 
In Toucheng－頭城生活資訊協作與旅遊一站式服

務平台建構計畫 
30 萬 

文舍明日聚場劉維公副教

授 
地方生活學創生計畫－只有生命力共好 20 萬 

(三) 109 年度高教深耕補助之「USR-HUB 種子型計畫」6 件，核定金額共計 14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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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計畫名稱 核定金額 

人社院黃秀端院長 八芝蘭的根與緣－民間故事採集與鄉土教學培育 10 萬 

社工系萬心蕊副教授 
編織社會安全網-從社區工作者的群體營造與實踐知

識產出開始 
10 萬 

心理系汪曼穎教授 「你的健康」個人健康管理系統 10 萬 

商學院彭仁鴻執行長 
東吳師生設計思維行動培力計畫—建立頭城國際友

善小鎮之實踐 
20 萬 

海量中心呂明頴助理教

授 

「共行」、「出行」、「行」：從社會照顧觀點探

討與建構共乘運輸系統之實踐 
50 萬 

巨資學院金凱儀副教授 翻轉偏鄉文化與資訊教育，共創地方永續計畫 45 萬 

四、研究成果管理與運用類 

(一) 本校教師研發成果提出專利申請案，如下： 

學年度 研發成果創作人 屬地/專利類型/件數 

108 
物理系 張有毅助理教授 臺灣/新型/1 件 

物理系 梅長生副教授 臺灣/發明/1 件 

109 

（至 109.11.20 止） 

物理系 陳秋民副教授 臺灣/新型/2 件 

體育室 李昶弘副教授 臺灣/新型/2 件 

(二) 本校教師研發成果獲專利權，如下： 

學年度 研發成果創作人 屬地/專利類型/件數 

108 
物理系 𡍼婉瑜助教 

臺灣/設計/1 件 

臺灣/新型/1 件 

中國/新型/1 件 

物理系 張有毅助理教授 臺灣/新型/1 件 

109 

（至 109.11.20 止） 

物理系 梅長生副教授 臺灣/發明專利/1 件 

化學系 何美霖教授 臺灣/發明專利/1 件 

微生物系 趙維良教授、應靜

雯教授、張怡塘教授 
臺灣/發明專利/1 件 

(三) 108 學年度本校辦理技轉授權簽約案 4 件，智財收入含授權金 3 筆及衍生利益金(版稅)8

筆，共計 32 萬 5,180 元，109 學年度（至 109.11.20 止）智財收入含衍生利益金(版稅)2

筆，共計 1 萬 4,126 元。 

(四) 108 學年度參加研發成果實體展覽及發明競賽共 2 場： 



東吳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次 (1091216) 校務會議工作重點報告                  41 

1. 108 年 9 月 26 日至 28 日參加在臺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舉辦之「2019 臺灣創新技術

博覽會」，共展出兩項專利(化學系何美霖特聘教授及其研究團隊研發的「一種與行

動裝置結合的可攜式螢光檢測儀」及體育室李昶弘副教授自行研發的「乒乓球打擊

練習器」)，其中何教授研發團隊的發明專利榮獲銀牌獎。 

2. 108 年 11 月 29 日參加輔仁大學舉辦「優久大學聯盟產學合作研發成果發表會」，

發表三項教學器材相關之專利(𡍼婉瑜助教自行研發「曲徑流珠裝置」及體育室李昶

弘副教授自行研發的「乒乓球打擊練習器」、「撿球器」)，並作實體展示。 

(五) 109 學年度（至 109.11.20 止）參加研發成果實體展覽及發明競賽共 1 場：109 年 9 月

24 日至 26 日參加在臺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舉辦之「2020 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共

展出兩項專利（物理系張有毅助理教授自行研發「電磁波實驗教具」及𡍼婉瑜助教自

行研發「曲徑流珠裝置」），其中「曲徑流珠裝置」新型專利榮獲銅牌獎。 

五、校外獎補助類 

(一) 本校專案獲科技部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情形：108 學年度受疫情影響，計有哲學系黃

筱慧副教授 1 人次。 

(二) 科技部 108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本校獲核定補助 361 萬 5,770 元，依校

內申請審查規定及程序，並經校長核定，通過 41 位教師之申請案，獎勵金總金額為 455

萬 5,377 元(含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其中 93 萬 9,607 元由本校撥補。 

(三) 本校獲校外單位補助延攬優秀學術人才蒞校講學及來臺短期訪問情形： 

學年度 性質 學系 邀請學者 補助單位 

108 訪問 
哲學系 美國 Irvine Sven Bernecker 教授 科技部 

英文系 香港 Longxi Zhang 講座教授 科技部 

(四) 本校 2 位學士班學生之計畫成果經評審優良且具創意，獲選為科技部 108 年度大專學

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為本校師生連續 7 年獲此獎項肯定。本次得獎者為： 

獲獎學生 指導老師 研究主題 

心理系 

陳彥儒同學 
心理系汪曼穎教授 光陰似箭-喚起與趨近動機對於時間知覺的影響 

法律系 

林妍君同學 
法律系何婉君助理教授 論武裝衝突下私人軍事公司的地位及法律問題 

(五) 本校各學術單位獲校外單位補助舉辦研討會情形如下： 

學年度 單位 研討會名稱 補助單位 

108 

中文系 

2020 第十八屆國際暨第三十八屆全國聲韻學學

術研討會 
（包括：科技

部、教育部、

中華民國對外

貿易發展協

會、台灣民主

第五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政治系 
第十二屆國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國會、新趨

勢、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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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 單位 研討會名稱 補助單位 

日文系 

第七次東亞日本語文學論壇國際研討會 
基金會等） 

2019 年台灣日本語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

本語學‧日本文學研究之人文知識與社會知識 

財精系 2019 台灣風險與保險年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109 

（截至 109 年

11 月 20 日止） 

中文系 
2020 第十八屆國際暨第三十八屆全國聲韻學學

術研討會 

(包括：科技

部、教育部、

中央研究院） 

(六) 「東吳之友－戴氏基金會」2021 年度捐助本校美金 70 萬元，項目如下： 

1. 國際化校園環境建構計畫 

建置國際標準運動場館及周邊設施：美金 22 萬元(體育室)。 

2. 教師教學研究協力激發計畫 

購置電子資料庫，豐富教學與研究資源：美金 16 萬元(圖書館) 

法學院教師交換及研究計畫：美金 5 萬元(法學院) 

商學院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計畫：美金 2 萬 5,000 元(商學院) 

3. 學生全球移動力補助獎勵計畫 

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協助機制：美金 5 萬元(學生事務處) 

傑出學生職涯發展補助機制：美金 10 萬元(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8 萬 5,000

元/生涯發展中心 1 萬 5,000 元) 

美國雷鳥全球管理學院獎助學金補助機制：美金 5 萬 5,000 元(商學院) 

Mentor 師友計畫：美金 4 萬元(社會資源處) 

六、校內獎補助類 

(一) 依本校「產學合作作業要點」，108 學年度獎勵金撥付情形：計畫主持人獎勵金 244 萬

9,322元(得視需要將部分或全額獎勵金做為執行計畫之辦公費)、學院辦公費22萬9,190

元、學系辦公費 148 萬 9,452 元，共計 416 萬 7,964 元。 

(二) 依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辦法」、「胡筆

江先生紀念專款辦法」、「教師學術研究社群補助辦法」，學術研究委員會於 108 年

11 月 30 日審議 108 學年度各項獎補助申請案，並經 108 年 1 月 8 日校長核定後執行，

結果如下：  

1. 「教師學術研究獎助」共計 193 人次教師獲獎，包括「研究論著獎勵」獎勵 139 人

次、「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獎勵 49 人次、「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補助 24

人次及「發明專利獎勵」獎勵 4 人次。 

2. 「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共計通過 54 位教師之申請案，將於 109 學年度辦理

相關減授事宜，其中日文系羅濟立教授、數學系簡茂丁教授、林惠文教授、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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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黃顯宗教授、張碧芬教授、劉佩珊教授、楊鉅文教授、法律系李貴英教授、經濟

系傅祖壇教授、謝智源教授、孫嘉宏教授、企管系胡凱傑教授、國貿系温福星教授

及資管系林娟娟教授等獲連續三學年減授時數。 

3. 「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通過補助 5 件論文出版費。 

4. 「教師學術研究社群補助」通過補助 4 位教師之申請案。 

(三) 108 學年度「孫哲生先生紀念專款」，經核定獎助政治系蔡秀涓教授 1 萬 4,000 元。 

(四) 108 學年度「端木愷(字鑄秋)校長法學研究基金」獎助情形如下： 

1. 獎助「東吳法律學報」(第 32 卷第 2、3 期)出版經費 25 萬 6,968 元整。 

2. 獎助「東吳英文法律學報」(第 16 卷第 1、2 期)出版經費 9 萬 5,938 元整。 

3. 獎助「中國法制比較研究論文集：2020 年兩岸四地民法論壇─第十八屆民法典學術

研討會」出版經費 2 萬 9,351 元整。 

(五) 「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之獎補助情形如下： 

1. 108 學年度補助出版優良期刊論文 10 件，共計 7 萬 3,813 元；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 7 件，共計 18 萬 8,524 元。 

2. 109 學年度(截至 109 年 11 月 20 日止)補助出版優良期刊論文 3 件，共計 3 萬 5,386

元。 

(六) 2019 年「東吳之友基金會」捐贈基金之獎補助情形如下： 

補助項目 件數 補助總金額 

羅愛徒英美文學及創作獎 1 美金 2,000 元 

愛默生氏化學獎 1 美金 3,043 元 

楊氏財經獎 2 美金 2,727 元 

雷德青年學者獎 1 美金 2,850 元 

(七) 依本校「高教深耕獎勵學士班學生研究作業要點」，獎勵學生執行科技部大專學生研

究計畫，每一計畫最高獎勵 5 千元。109 年度獎勵 61 件，共計 30 萬 5,000 元。 

七、活動類 

(一) 109 年 6 月 23 日(二)於外雙溪校區圖書館數位學習室舉辦 InCites 教育訓練，邀請科睿

唯安官欣瑩顧問主講「從數據剖析研究趨勢與學術競爭力」，共有研究事務組、評鑑

組、校務資料分析中心及圖書館，計 11 位同仁參加。 

(二) 「建校 120 年校慶系列活動－『東吳全開展 五力新視現』教學研究成果展」，分別於

109 年 3 月 9 日至 16 日在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樓戴氏基金會會議室以及 109 年 9 月

21 日至 25 日在城中校區第六大樓游藝廣場舉辦，並於各首日辦理開幕式，展出內容

包括：研究發展力、跨域學習力、前瞻創新力、社會實踐力及校務分析力；蒞臨參觀之

教師、學生、同仁及校外人士(含高中生家長)分別為 220 餘人次與 330 餘人次。 

(三) 109 年 11 月 11 日(三)於雙溪校區舉辦「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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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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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相關行政作業進行討論溝通；會後將函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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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籌備 109 年 12 月 14、15 日「109 年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計社會責任實踐暨校務研究

成果分享會」，由教學資源中心主辦，研究發展處、校務資料分析中心、八芝蘭社會責

任及地方創生推動辦公室協辦。邀請 3 所外校執行 USR 計畫教師經驗分享，分別為：

台北醫學大學周貴如院長、中原大學李明彥主任、淡江大學林彥伶主任。 

 

【校務發展組】 

一、 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審作業 

(一) 109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審作業 

1、 109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規劃於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進入審查階段，除由校

務發展計畫審查小組會議、預算小組會議審查外，再經 109 年 5 月 12 日預算委員

會、6 月 10 日校務會議、7 月 6 日董事會審議通過，並於 7 月 30 日公告 109 學年

度校務發展計畫核定預算。 

2、 109 年 8-11 月，辦理各學術及行政單位共 38 案 109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子策略新

增、異動及預算配置事宜。 

(二) 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審作業 

1、 前置作業規劃 

啟動「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審作業」，於 109 年 9 月 15 日、9 月 22 日，

經校長指派，由趙副校長召開「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審查暨預算規劃小組會

議」討論計畫預算編審作業之目標、預算編審作業程序。依規劃，本校 110 學年

度預算編審作業流程規劃自 109 年 8 月前置作業規劃起至 110 年 6 月預算書報教

育部止，歷時約 11 個月。 

2、 收入預估作業 

執行 110 學年度收入預估作業，109 年 9 月 2 日，由相關單位提供 110 學年度各

項費用收費標準。109 年 10 月 5 日至 11 月 6 日，各預估單位依據收費標準提報

110 學年度各項收入預估金額。完成 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各項收入預估作業，

後續再進行收入預估彙整及分析作業。 

3、 支出計畫作業 

執行 110 學年度支出計畫提報作業，108 年 9 月 2 日，由相關單位提供 109 學年

度統籌項目作業規範及支用標準。10 月 5、6 日，於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及外雙

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從 0 到 1 的價值-談校務發展計畫與教育部獎補助計畫

（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教育訓練。10 月 5 日，由

全校各單位提報 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經費規劃。11 月 6 日，完成計畫提報

及一級單位審查作業。 

4、 計畫預算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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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1 月 9-25 日，由研究發展處及會計室執行 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綜合

性檢核及預算編列檢核。11 月 26 日至 12 月 3 日，由計畫提報單位依檢核意見提

出回應說明並增補修訂計畫。後續再進行預算配置及預算審查等程序。 

二、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作業 

(一) 107、108 年度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作業 

109 年 10 月 14 日，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派員至本校進行「108 年度教育

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書面審查暨實地訪視」。預計於 12 月 4 日，函

送教育部書面審查意見（初稿）回應表及佐證資料。 

(二) 109、110 年度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作業 

1、 109年6月30日，函送教育部「108年度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

書面審查暨實地訪視」資料。 

2、 109年8月13日，陳報教育部本校「109、110年度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

展計畫之校務發展年度經費支用修正計畫書」 

3、 109年9月1日，於中央聯合大樓舉辦「110年度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

計畫說明會」、10月23日，於臺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舉辦之「110年度教育部獎勵

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系統說明會」，由校務發展組及會計室派員出席。 

三、 學雜費收費標準 

109 年 5 月 20 日，公告「109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標準一覽表」於本校首頁「學雜費專

區」及「校務財務資訊公開」，並函知各一級、二級學術及行政單位。 

 

【評鑑組】 

一、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與全校性關鍵成果 

(一) 彙整 108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清單，本次校務發展計畫共計 215 筆，其中因經費涉及校

外補助款，列為無需管考為 25 筆(佔全數計畫 11.6%)；另依計畫內容及性質，歸為重點

計畫為 95 筆(佔全數計畫 44.2%)，基本計畫為 95 筆(佔全數計畫 44.2%)。 

(二) 108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部分成果表現，已調

整表單提供成果提報單位陳述未達預計成果之因素說明。 

(三) 各單位計畫成果提報已於 9 月 30 日完成，並函請管考委員自即日起至 12 月 18 日止進

行計畫審查，各項計畫評分及建議匯整後，預計 110 年 1 月由召集人召開第一次總評會

議。 

(四) 依據「109~110 年度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獎勵審查簡報會議之審查

意見，將共同關鍵績效指標（KPI）修正為關鍵成果(KR)。原上、下標值檢核方式刪除，

改採以單一關鍵成果數值檢視單位是否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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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務評鑑管考作業&系所評鑑管考作業 

(一) 校務評鑑管考作業：評鑑管考委員會 108 學年度第 2 次會議於 109 年 7 月 23 日至 8 月

11 日以書審方式召開完畢，本次議案為「審議本校 107 年度校務評鑑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再追蹤項目辦理情形」，建議事項共 4 項，未來發展建議事項共 1 項，全數通過解除管

制；相關改善情形已於 8 月底函送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二) 系所評鑑管考作業：目前已更新管考委員名單並登錄系統完成管考權限設定，預計 12 月

31 日前函請各受評單位線上填報待改善項目執行進度及成果。 

三、 教學評量與教師教學獎勵事宜 

(一) 108 學年度教師教學獎勵活動，遴選出「教學傑出」獎 2 名、「教學優良」獎 19 名，共

21 名教師獲獎。業於「校園頭條」公告遴選結果，後續進行獎金撥款與獎牌製作。 

(二)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末課堂反映問卷計施測 2,543 科次，問卷讀卡結果計有 2,538 科

次，未達校定標準(3.5 分)之科目計 55 科次，已函請註冊課務組通知各教學單位所屬教

師上網查詢。 

(三)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末課堂反應問卷教學評量結果，居全校前 25%教師之感謝狀，已

分送各學系(單位)，請代為轉頒相關教師(前 10%以校長名義核發感謝狀，共 105 名；前

11-25%以教務長名義核發感謝狀，共 162 名)。 

四、 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一) 完成 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大二及大三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及讀卡作業。 

(二) 刻正進行數據檢核及統計分析，統計報告預計於 109 年 12 月底前函送各學系及相關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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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109 年 6 月 1 日至 109 年 11 月 30 日止） 

一、疫情影響應變措施及境外生開放返台作業： 

(一) 教育部開放境外生返台，第一波(6/11)優先開放 11 個低風險國家/地區之應屆畢業生

(未含陸生)，109/6/12 開始調查 310 位無法返台港澳同學返校意願，以 15 天為一梯

次進行安排。之後於 7/8、7/22 及 8/5 陸續開放 19 個中低風險地區/國家舊生、新生

入境以及 19 個中低風險地區/國家以外之應屆畢業生返台(含陸生)；8/24 全面開放陸

生及所有地區國家舊生及新生入境。 

(二) 自首日 6/26 起，國際處共 69 人次赴機場執行機場櫃檯輪值及接機任務，接機航班

達 104 班。另有 79 人次同仁(國際處 39 人次+院系 40 人次)赴檢疫旅館輪值協助 299

位學生入住並轉達衛教須知及每日上系統登錄健康狀況。 

(三) 應變措施包含暫緩 109-1 赴境外交換及境外生來校交換研習配套措施、接洽協議學

校安排陸生同學就近交換、建立同學群及家長群即時溝通及彙收訊息、關懷湖北省

協議學校、發函校長關懷信、協助推動及測試遠距教學、建立國際處疫情專屬區、協

助處理有關住宿及暫放行李及其他相關事項、辦理 109-1 線上開學典禮、建請校長

錄製致無法返台陸港澳畢業生祝福影片、規劃協助辦理離校手續及領取畢業證書流

程。 

(四) 僑外生返台情形：已入境共計185人(含應屆畢業生14人、舊生82人、新生73人及原已

在台新生16人) 

(五) 陸生返台情形：已入境共計136人(含108-2應屆畢業生8人、舊生114人、新生10人、

轉學生1人、一般生管道入學3人)。 

(六) 防疫旅館補助：國際事務中心預計補助僑外生共計158名、118萬5,000元整；兩岸事

務中心預計補助陸生共計138名、103萬5,000元整，共計補助296名境外生、合計222

萬元整。 

二、本校簽訂之校級學術協議單位： 鼓勵各院系開設專班及洽談簽署雙聯學制，完成簽署：共

計 10 份協議 

(一) 國際事務中心：韓國釜慶大學(校級+學生交換)、日本沖繩大學(校級+學生交換)共 4

份。 

(二) 兩岸事務中心：西北師範大學(校級+學生交換+學生交流)、雲南民族大學(校級)、雲

南師範大學(校級)共 5 份。 

(三) 雙聯學制：美國加州理工大學(學碩 3+1) 

三、線上教育招生展及參與國際性會議： 

共計出席 11 會議。因疫情影響，境外招生展及國際會議皆採取線上直播方式或是視訊方

式展出，藉出席國際會議及參與招生展，推薦本校特色課程及學生輔導就學措施、提升

本校參與人員國際視野及專業知識，並緊密連結本校與其他學校之交流情誼，出席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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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2020 東吳大學馬來西亞線上座談會、印尼泗水台灣教育中心線上直播教育展、港

澳暨僑外新生線上座談會、MISEN 線上會議兩場、2021 臺灣高等教育線上博覽會、2020

年越南線上教育展、海外聯招會辦理各校院直播教育展講座、高教基金會舉辦之「疫情

時代-大學校院國際事務鏈結及校園抗疫經驗交流工作坊」、2020 年日本線上教育展及

2020 年泰國線上教育展等。 

四、境外生及學生活動等業務： 

(一) 共計 14 場次學生活動，辦理各項學生活動以提升行政輔導及教學輔導功能，並透過

舉辦校園國際化活動增加境外生與本校學生互動之機會，達到建立在地國際化、校

園多元化之友善校園之目標。包括：端午節發放粽子活動、108-2 短期境外交流生期

末歡送會、109 學年度國際與兩岸事務志工大會、僑外生三社社團會議、中秋節送月

餅活動、陸生「好久不見，歡迎餐會」、國際與兩岸事務志工培訓課程 5 場、僑外

生期中座談 2 場、與校長有約-水岸鐵馬樂秋遊活動。 

(二) 鼓勵本校學生赴國外及大陸進行短期研修： 

1. 109 年 9 月 14 日至 109 年 11 月 11 日止受理 110 學年度赴國外交換申請。共計辦理

3 場說明會，校級赴國際/大陸交換經驗分享會 7 場，出席人數共計 605 人。 

2. 109-1 赴外交換：原有 118 位學生至 14 個國家、63 所學校進行交換。計 43 名放棄、

64 名延至 109-2，11 名學生如期進行；赴外國家為韓國、捷克、匈牙利及丹麥，其中

1 名(韓國西江大學)於境內線上修課。 

3. 109-2 赴外交換：預計選送 138 名(含延後交換 64 名)至 14 個國家、63 所協議學校，

截至 10 月共計 27 名放棄。 

4. 109-1 赴陸交換：原獲推薦 26 名，8 名放棄，14 名延至 109-2，4 位陸生留陸交換。 

5. 109-2 赴陸交換：預計提名 30 名學生前往 13 所協議學校，截至 10 月共計 7 名學生

放棄。 

五、獎學金及助學金業務： 

共計辦理 15 項獎助學金審查公告，持續積極爭取校外相關獎助，紓解師生赴國外交流之

經費負擔、擴展其國際視野及提高赴外研修之意願及動機，逐年增列獎助學金獎勵優秀

境外學生來校就讀，提升報到率及續讀之意願，以鼓勵專心向學。各項獎助學金包括： 

109 學年度赴韓國研習韓語文交換獎學金、109 學年度赴俄羅斯研習俄國語文交換獎學

金、109 學年度華僑協會總會獎學金暨助學金、109 年度僑務委員會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

及績優僑生獎學金、109 學年僑聯文教基金會僑生獎學金、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碩博士班

陸生學術研究獎學金、東吳大學-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獎學金、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

東吳大學馬來西亞優秀學生助學金、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優秀僑生獎學金、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外國學生助學金、109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學生赴外研習、東吳

大學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清寒僑生助學金、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赴陸港澳地區研習

及學術交流補助、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學生境外交換研修獎補助、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學士班優秀陸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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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業務： 

(一) 於外雙溪國際會議廳辦理 108 學年度國際處教職員員工教育訓練 1 場。 

(二) 召開新生第一哩活動辦理「東吳國際 go，世界做朋友」選修課程，兩天共計 431 人

出席參加。 

(三) 國際交流委員會共計 2 場：審議各項協議、獎助學金及辦法修正案。 

(四) 申請 109 年教育部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績優學校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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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一、捐款作業：109.05.01 至 11.20 止，捐款總金額共計 4,392 萬 5,276 元，捐款人數共 557 人。 

二、校友活動與關係經營： 

(一) 校友組織活動： 

1. 109.06.27 神州東吳上海校友聯誼會進行會長改選交接，由林宏叡學長(心理系 90

級)榮任新會長，本處將持續聯繫校友情誼，為校友服務。 

2. 109.09.15 興趣型校友組織「錦繡東吳校友會」成立，由朱清成學長(英文系 73 級)

出任會長、沈恒德學長(法律系 71 級)擔任副會長兼法律顧問、邵介鈺學長(國貿系

80 級)擔任副會長兼秘書長、吳蓓欣學姐(經濟系 99 級)擔任財務總監。 

3. 109.09.19 王淑芳社資長率校拓中心同仁參加微生物學系 40 週年系慶，與近百位系

友及貴賓共襄盛舉。 

4. 109.09.26 於城中校區游藝廣場舉辦第 1-5 屆傑出校友同學會，含辦理東吳菁英(五)

新書發表及錄製 10.09 校慶祝賀影片，傑出校友們一同共襄盛舉，並祝賀母校生日。 

5. 109.10.09 王淑芳社資長率社資處同仁，參加物理學系 50 周年系慶及英文系系友茶

會，當天兩場活動計有超過百位校友共襄盛舉。 

6. 109.10.17 王淑芳社資長率校拓中心同仁，參加校友總會於林口美麗華高爾夫鄉村

俱樂部主辦「2020 揮桿同樂校友盃高爾夫球賽」，計有超過百位校友一同下場切

磋球技、聯誼同歡。 

7. 109.11.07 王淑芳社資長率校拓中心同仁，參加社會學系系友大會，當天活動計有

30 位校友、師長共襄盛舉。 

(二) 籌備「東吳傑英會」傑出校友組織：109.09.13、09.26 和 11.14 三日，由王淑芳社資

長率校拓中心同仁參加「東吳傑英會」傑出校友組織發起籌備會議，會議中定調組

織任務方向及相關章程內容，同時預定於 109.12.20 召開成立暨第一次會員大會。 

(三) 關係經營： 

1. 109.05.29 因疫情關係致使全球經濟受到嚴重衝擊，為與校友共體時艱，校拓中心

透過電郵、Line 及微信群組協助廣發「潘校長給東吳校友的一封信」，關心校友

如定期定額捐助有困難，可調整額度，並提供母校進修專案，可先上課後付費，一

同攜手度過難關。 

2. 109.06.01 王淑芳社資長與校拓中心同仁出席「優久大學聯盟 108 學年度校友委員

會會議」，社資長代表分享本校校友服務、活動及建立組織制度等特色，並與其他

優久大學進行交流。 

3. 109.07-109.08 社資處、國際處及校友總會攜手合作，準備校長祝福卡及畢業禮物，

一併寄送給 108 學年度因安心就學方案無法回台的 82 位境外畢業生，同時介紹當

地校友會聯繫資訊。 

4. 109.08.18 王淑芳社資長率社資處同仁拜訪廖勝國學長(經濟系 53 級)，參訪「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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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洽談後續就業、實習管道職缺。 

5. 109.08.21 潘校長率社資長及校內同仁拜訪陳鼎鍾學長(英文系 69 級)，討論實物捐

贈及義賣相關事宜，陳鼎鍾學長亦於本年 08.27、10.26 和 11.19 三日來校回訪。 

三、 建校 120 慶祝活動事宜： 

(一) 東吳校友線上 120K 挑戰賽：為慶祝母校 120 校慶並聯繫校友情感，校友總會舉辦

「東吳校友線上 120K 挑戰賽」，讓各地校友不受地域限制，既完善防疫又能共襄盛

舉。本次賽事共計 165 隊 657 人參加。潘校長帶領校內單位組成「SU120 東吳走跑

團」，共 30 隊 144 人參與，並於 109.08.26 在雙溪校區舉辦誓師大會，端木愷講座

教授劉忠賢學長(企管系 66 級)及林鵬良學長(英文系 66 級)、賀木堂董事長蔡木霖學

長(經濟系 66 級)以及協眾國際副董事長戴淑姝學姐(企管系 76 級)也一同與會參加。 

(二) 東吳懷恩數位校史館校慶記者會：109.10.05秘書室特別邀請臺大特聘教授劉如熹（化

學系 70 級）、氣象主播王淑麗（德文系 83 級）和新生代饒舌歌手婁峻碩（國貿系

107 級）等校友參與揭幕，現場共有上百位師生觀禮、熱鬧非凡。 

(三) 東吳懷恩數位校史館開幕啟用典禮：109.10.09 上午由王紹堉董事長、潘維大校長、

校友總會劉吉人理事長、協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林光清董事長和東吳之友基金會常

務董事 Robert Oehler 共同剪綵，開幕當天計有超過 800 人次參觀。 

(四) 校慶典禮活動：109.10.09 上午於雙溪校區傳賢堂舉辦捐款人榮敬頒獎及表揚第五屆

傑出校友，分別感謝 45 位歷年累積捐款 500 萬以上及 34 位 2019 年捐款達 100 萬以

上的企業團體與捐款人，當日近 800 位校友、眷屬及師生到場共襄盛舉，典禮並邀

請衛理公會龐君華會督祝禱及詩班獻詩。 

(五) 校慶慶生餐會：校友總會於 109.10.09 中午在大直典華席開 150 桌，為母校 120 歲慶

生，逾 1,500 位校友共襄盛舉，餐會中邀請到 100 對東吳夫妻齊聚一堂。 

(六) 校慶音樂會：109.10.09 晚上於國家音樂廳舉辦校慶音樂會，由音樂系主辦、社資處

協辦。音樂系管弦樂團暨合唱團、校友合唱團和系友合唱團共同演出，入場人數達

1,579 人，座無虛席，安可曲為音樂系改編之交響樂版校歌，溫馨隆重。 

四、 校史館校友數位影像資料庫相關會議暨工作重點： 

(一) 畢業年刊數位化 

1. 109.05.29 由宜誠資訊公司得標，協助本校畢業年刊數位化建檔並建立資料檢索系

統。 

2. 109.09.01、109.09.03與宜誠資訊公司開會確認畢業年刊查詢系統版面等相關事宜。 

3. 109.09.30 與宜誠資訊公司討論「畢業年刊數位化建檔」專案驗收事宜。 

(二) 校史館校友數位影像資料庫 

1. 109.06.02 召開「東吳懷恩數位校史館」校友數位影像資料庫需求規格會議，邀請

宏思科技公司就 RFP 及手機端流程等詳細探討。 

2. 109.06.05、06.15 和 06.30 與校內各行政單位及 13 行、宏思公司開會確認校史館內

「東吳之最」與「古今校園」各主題之版型、內容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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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06.10 出席「東吳懷恩數位校史館」工作進度報告會議，討論「東吳精神」動

畫、配樂及迎賓畫面等事項。 

4. 109.06.19 於兩校區召開「恩師風采」、「校園風光」編寫會議，分別和學系及行

政單位說明相關文稿撰寫重點及範例。 

5. 109.07.21 召開「新校友資料庫及影像資料庫介接會議」，與廠商天方實業及宏思

科技討論串接需求及工作期程。 

6. 109.07.23 王淑芳社資長與電算中心系統組秦裕國組長、數位與系統組支嘉立組長

討論校史館主機伺服器與校方資料庫連結更新、參觀者身分認證機制。 

7. 109.08.11 與宏思科技、電算中心系統組秦裕國組長召開線上會議，商討校史館手

機端系統需求及流程。 

8. 109.09.25 與總務處、扶茂及十三行廠商召開校史館系統第 2 階段修訂及可執行程

式功能驗收會議。 

9. 109.10.05-10.09 與宏思及十三行廠商一同更新校史館影像系統等資訊。 

10. 109.10.26 與宏思科技討論校史館內校友數位影像資料庫、手機版、系統端等開發

進度及報價。 

五、 東吳校訊：109.01.01-11.20 出版 318 至 322 期，共 5 期東吳校訊，寄送給本校董監事、

傑出校友、校友會組織、捐款人和各大專院校校長室及校內單位，約 7,500 多份，並同步

以 E-mail 方式廣發電子版予校友和家長；322 期已於 11 月出刊(郵寄 1,587 份、電郵 87,139

封)。 

六、校園紀念品經營：109.05.01 至 11.20 止，販售總金額為新台幣 394 萬 6,027 元。 

七、校友代辦服務：109.05.01 至 11.20 止，協助校友申請成績單、學位證明，並提供申請校

內 WiFi 及 Gmail 校友帳號等資料，總計服務校友共計 451 人次。 

八、 畢業生流向調查及企業雇主滿意度調查： 

(一) 109 年畢業生流向調查，畢業滿 1 年回收率 85.77%，相較於去年本校回收率 81.14%，

成長 4.63%。畢業滿 3年回收率 78.79%，相較於去年本校回收率 72.67%，成長 6.12%。

畢業滿 5 年回收率 72.21%，相較於去年本校回收率 67.04%，成長 5.17%。本項調查

除超越全國平均回收率外，皆已達成校訂目標。另中心已開始進行資料整理與撰寫

調查報告。針對推廣部面對疫情之課程優惠，畢業 1 年共 603 位、畢業 3 年共 575

位、畢業 5 年共 460 位校友索取優惠課程資訊。 

(二) 本校歷年成長之績效，亦獲外界肯定，於本學年度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之邀，於「109

年全國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平臺填報暨系統操作說明會」分享本校經驗。 

(三) 109 年企業雇主滿意度調查目前進行中，預計 12 月底完成調查。 

九、生涯輔導： 

(一) 生涯輔導：9 月開學至今，現場約談者計 200 人次，其中談「未來工作發展方向」佔

65.96%，「自我了解-個性」佔 59.09%，「認識行業」佔 53.33%為前三高。生涯發

展中心協助同學理解情緒及穩定面對考試的焦慮，除個別諮商諮詢外，並辦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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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方向盤-生涯探索與抉擇團體」，鼓勵同學參加，讓這段期間能穩定面對考試焦慮，

妥善運用時間，自我管理並提升生涯準備。 

(二) 班級輔導活動：為鼓勵學生了解個人相關專業職場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引導學生

為個人之生涯、職涯發展積極準備，以班級團體輔導方式，針對各年級學生規劃適

時適性之生涯或職涯活動方案。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計有 14 學系參與，目前兩校區

申請 63 場次。 

十、 企業實習計畫： 

生涯發展中心自 108 學年度起於每學年下學期持續開設「職場倫理與實作」、「職場實作

與學習」和「職場實作與反思」三門 9 學分全學期實習課程。109 學年度亦積極推廣，於

10 月辦理兩場實習說明會，截至目前已有 37 名學生申請，其中有 3 位申請境外企業實

習；海外實習部分將以明年 01.15 衛福部疾管局針對境外地區旅遊警示為準，決定是否正

常辦理。 

十一、 企業徵才說明會： 

本學年度預計於 110.03~110.05 辦理網路就業博覽會暨企業說明會及聯合徵才面試

會，目前刻正規劃邀請企業中。 

十二、 多元培力計畫： 

(一) 多元學習課程報名費補助：為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厚植職場就業力，與推廣部合作

推出 296 門職涯培力課程與 16 門英語提升能力課程，108 學年度計有 512 人次申

請，本學年持續辦理，惠請各學系轉知學生，踴躍報名課程，積累未來就業競爭力。 

(二) 證照/檢定考報名費補助暨證照獎勵：為鼓勵學生考取證照為未來就業奠基，生涯發

展中心提供各項證照考試報名費補助及證照獎勵，108 學年度計有 707 人次申請；

本學年度另與教資中心合作，針對微軟 Azure Fundamentals 證照提供 200 名學生補

助，以鼓勵學生學習雲端技術，因應未來 AI 發展趨勢。 

十三、 文舍明日聚場： 

(一) 109.11.12 推出「職業診療室」系列活動，包含 1 場 6*6 職人講堂、3 場電影沙龍、

2 場企業參訪。截至 11.19 為止，共舉行 1 場 6*6 職人講堂及 1 場電影沙龍，計有 40

人次參與。 

(二) 109 年 11 月第四季實境藝術節將舉行第一波宣傳活動，於 11.11 由亞洲藝術新聞記

者採訪潘維大校長與劉維公執行長；並將於 11.26 進展作品《回歸》，該作品將設置

於校徽牆前大階梯處，歡迎全校教職員生踴躍前往欣賞。 

十四、 東吳實踐家創創基地： 

(一) 為培育學生創意創新思考，鼓勵建構創業思維與能力，於 109.09.09 至 09.16 辦理「東

吳創意週」，期間辦理〈體驗失敗經歷，顛覆害怕心理〉展覽及多場系列講座活動。

創創基地導師擔任陪伴與指導角色，整體活動則放手讓學生動手企劃與實作。本次

東吳創意週期間，展覽共計 433 人次參與，滿意度為 4.68；4 場系列講座共計 268 人

次參與，平均滿意度為 4.8。 

(二) 本學年共招募 18 組團隊(81 人)進駐創創基地，日前進行導師配對，由 9 位校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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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專業人士擔任創創業師輔導學生，針對進駐團隊已於 10.24 及 10.31 舉辦初階工

作坊及多場創創小聚講座活動，積極培養學生創新創意思考，鼓勵建構創業思維與

能力。 

(三) 與本校 USR 計畫「東吳大學都會五色鳥計畫」合作辦理「2020 銀光生活設計提案競

賽」，提案參賽隊伍共 7 隊(4 隊社區組、3 隊)，並已於 11.08 辦理工作坊，預計於

11.28 辦理決賽暨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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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一、 人事組織規章：本院各研究中心主任：GIS 中心由黃秀端院長兼任主任、社工系許凱翔助

理教授擔任副主任。中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由哲學系黃筱慧副教授續擔任主任。人工智

慧應用研究中心主任為社工系洪惠芬教授，中文系賴位政助理教授及社會系劉育成副教

授為執行長。中國研究室主任與執行長分別由社會系鄭得興副教授、政治系左宜恩助理

教授續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由政治系謝政諭教授續任，社會系葉崇揚老師為執行長。 

二、 本學期新進專任教師為中文系林盈翔老師、歷史系王一樵老師、哲學系林斯諺老師、社

會系劉育成老師、社工系張雄盛老師及李孟蓉老師等 6 位。為增進新進教師聯絡交流與

研究能量，9 月 7 日辦理「109 學年度新進教師交流會」，援例補助每位新進教師 3 萬元

小型研究計畫經費，期增進新進教師之創新教學研究能量。 

三、 為提升院內各碩士班招生成效，申請本院各系學、碩士一貫學程，通過並於 109 學年度

註冊入學者，提供每位新台幣 5 萬元(分兩學期撥付)獎學金。11 月 13 日舉辦 109 學年度

學、碩士一貫學程獎學金頒獎餐敘活動，本次有中文所 4 位、哲學所 3 位及社會所 2 位，

共 9 位同學獲獎學金。 

四、 院長與哲學系張峰賓老師；政治系劉書彬主任、蔡韻竹老師及左宜恩老師；社會系劉育

成老師、葉崇揚老師及何撒娜老師、社工系洪惠芬老師及廖美蓮老師；師培中心古正欣

老師及人權學程林沛君老師共同討論提出『AI 人文 2.0：理論、實務與教學精進』計畫，

獲研發處 109 學年度補助整合型先導研究計畫補助 375000 元，計畫期程自 109 年 10 月

1 日至 110 年 7 月 31 日止。 

五、 為提供學院系最新資訊，本院電子報迄今已發行 38 期，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自 8 月起至

12 月分別發送第 35~39 期，對象包括校內教職員生及院系友，每期發行量約 15000 份。 

六、 辦理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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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 69 位同學申請，依辦法進行審查後核定 23 位同學獲獎助，每位

同學獲獎助新台幣 5 千元。 

七、 為持續提升教師研究能量，縮短未來教師提出與執行研究計畫之時程，本學期完成修訂

「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研究計畫補助作業要點」程序後，於 11 月 5 日公告實施。 

八、 由黃秀端院長主持教育部 USR 計畫「前世與今生—再現士林昔日百年風華」，109 學年

度第一學期重點工作概述如下： 

(一)【宮廟系列活動】：辦理士林舊街「有應公媽廟」普渡活動紀錄、舉辦「神農宮聽故

事系列講座：來聽民俗專家講風俗」、士林「石牌角」輪值慶讚中元活動儀式活動紀錄、

「談台灣傳統糕餅及郭元益的故事」邀請台灣糕餅專家張尊禎分享、「留住城市的記憶：

從城市到島內散步」邀請島內散步邱翊執行長專題演講、「北管?! 亂彈?!－台灣的傳統

搖滾音樂」邀請北管音樂研究者黃勃翰先生分享傳統民俗音樂。  

(二)【培力課程系列】：「口述歷史工作坊—如何整稿」（東華大學歷史系陳進金副教授）、

「我與尖石鄉的邂逅：淺談田野調查的分寸和技巧」（政治系余孟哲助理教授）、團隊成

員參訪板橋林家花園、團隊成員參訪陽明山美軍宿舍、參加教育部 USR 計畫共同培力系

列線上活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跨界學習心想像、參訪士林官邸並拜訪官邸管理處

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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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述歷史訪談】：訪談對象包括前情報局職員許玉富、呂發瑞壇壇主—呂紹浤先生、

士林潘家古宅監工徐源宏先生、士林區江慶輝區長、台灣糕餅專家及士林在地居民張尊禎、

陽明高中蔡哲銘校長、北管音樂表演及研究者黃勃翰先生、泰北高中陳建佑校長及資深歷

史科翟老師、前干城四村梅仁老先生、前干城四村謝志德老先生、早年曾參與士林官邸及

圓山飯店的花藝佈景設計的周英戀女士、士林義信里陳中和里長、衛理女中周麗修校長、

慈諴宮江運永主委。 

(四)【在地文化與社區活動】：辦理「士林文化資產保存研習與論壇」、舉辦「環境、生態、

歷史、人文：東吳老教授的外雙溪影像記事」沙龍，由微生物系黃顯宗老師介紹雙溪流域

的自然和歷史人文、參加雨農山莊中秋聯歡晚會。 

(五)【教學課程整合】：中文系林宜陵副教授「大一國文」課程內容融入士林飲食文化特色

商圈發展採訪與寫作、中文系連文萍教授「兒童文學及習作」課程內容融入士林場域民間

故事的改編與繪本製作 

(六)【計畫成果展】：參與東吳大學「建校 120 年校慶系列活動－東吳全開展 五力新視現」

教學研究成果展，及「飛躍東吳．舞動深耕－東吳大學 109 年度高教深耕暨 USR 成果分享

展」。 

九、 本院院級研究中心與學術研究室持續推動各項業務，除例行及規劃中活動外，GIS 研究

中心本學期推動辦理「無障礙走踏士林旅遊指引活動」。 

十、 國際暨兩岸交流事務： 

(一) 公告 2021 年本院與愛知大學中國研究科跨國雙博士學位制合作招生資訊，然今年可

能因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無人申請。 

(二) 先行規劃本院例行與華東政法大學合辦之【兩岸青年論壇】於 2021 年 7 月在華東政

法大學舉辦。 

十一、 提升人文社會學院跨領域教學能量計畫： 

(一) 創意人文學程：本學期召開 1 次作業小組會議，舉辦 7 場協同教學、1 場學生實務

工作坊。預計還將完成 2 場協同教學、校外機構參訪、實習成果發表會及實習委員

會會議各 1 場次。 

(二) 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本學期召開 1 次作業小組會議，舉辦 6 場協同教學、1 場學生

實務工作坊。預計還將舉辦校外機構參訪、實習成果發表會、及實習委員會會議。 

(三) 舉辦 109 年人社院教師教學交流活動，師長助理們共 17 人前往林家花園與三落舊大

厝進行深度導覽與參訪，藉此觀摩導覽及教學技巧，認識古宅建築蘊含之美與意義，

以及早期台北城之文化歷史發展。 

(四) 舉辦學生實務工作坊：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及 11 月 14 日舉辦兩天半的「2020 影

像敘事工作坊」， 共計 10 位同學參與並完成 2 部微電影。 

(五) 參與【躍·動–飛躍東吳，舞動深耕  東吳大學 109 年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暨社會責

任實踐暨校務研究成果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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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系】 

一、學習創新能力激發：頒發 109 年「具研究潛力優秀學生獎勵」，由王妍惇、陳佳謙、黃

意涵等 3 位同學獲獎。 

二、教材教法精進與創新 

(一) 9 月 10 日舉辦 109 學年度大一國文教師研習會。 

(二) 10 月 14 日舉辦教師教學研習，邀請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曾守正特聘教授主講：

未來的想像──108 課綱與中文系人才培育。 

三、研究獎補助制度：學術委員會通過補助陳慷玲副教授主持之「臺灣族群文學與文化之教

學與研究」與陳逸文助理教授主持之「109 年雙溪文字學增能研究計畫」共 2 件跨校性學

系整合型研究計畫。 

四、 推動特色研究 

(一)《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9 月出刊第 51 期出刊、109 年 12 月出刊第 52 期。 

(二) 11 月《東吳中文學報》（THCI）第 40 期出刊。 

(三) 11 月 19 日～20 日，舉辦「第六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四) 11 月 28 日～29 日，舉辦「2020 第十八屆國際暨第三十八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

會」。 

(五) 常態性學術研討會╱臨溪論學 

1. 9 月 30 日，舉辦臨溪論學，主題：研究初登板——期刊、計畫與專書，主講人：

鹿憶鹿老師〈異域、異人、異獸——《山海經在明代》〉、賴位政老師〈問題意

識的形成——從學術菜鳥的科技部計畫初體驗談起〉、謝君讚老師〈核心期刊的

撰寫原則與投稿策略淺談〉。主持人：侯淑娟主任。 

2. 10 月 21 日，舉辦臨溪論學，主題：跨界——文史研究的跨領域思維，主講人：

連文萍老師〈論文選題的跨界思維〉、賴信宏老師〈小說與文獻的跨界視域〉、

陳逸文老師〈人文與數位——從學科的合作模式談起〉。主持人：侯淑娟主任。 

(六) 常態性學術研討會╱臨溪論學 

1. 東吳大學中文系劉光義教授紀念專題講座：11 月 17 日由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

系王安祈講座教授主講：靈魂的靈魂深處——向內凝視閻羅夢。主持人：鍾正道

副教授。 

2. 東吳大學端木愷（字鑄秋）校長講座：12 月 8 日邀請東吳大學端木愷（字鑄秋）

校長講座教授林慶彰老師主講「利用民國時期經學著作的途徑」。主持人：陳恆

嵩教授。 

【歷史學系】 

一、 多元學習講座與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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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 月 14 日，邀請系友林秉寬、廖偉辰，主講「跳脫文科生職場窠臼」、「現實與

國考之路」職涯分享座談會。 

(二) 10 月 28 日邀請中研院王明珂院士，主講「人類原初社群與歷史記憶」。 

(三) 11 月 04 日邀請公視前總經理邱海嶽先生，主講「導覽、導遊的敘事藝術」。 

(四) 11 月 18 日邀請靜宜大學日文系陳羿秀助理教授，主講「文化認同與眾道」。 

(五) 11 月 25 日邀請珠海中山大學歷史系黃麗君副研究員，主講「清代內務府與宮廷政

治」。 

(六) 12 月 02 日邀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副教授，主講「從小米田、香菇寮到水蜜

桃園：看泰雅族文化地景的變遷與意涵」。 

(七) 12 月 09 日辦理 109-1 實習成果發表會。 

(八) 12 月 11 日邀請金馬影展聞天祥執行長，主講「三人三色：李安、侯孝賢與蔡明亮

的「家庭」電影」。 

(九) 12 月 21 日邀請臺灣花蓮法院粘柏富法官，主講「照步來：認識運用故宮授權資

源」。 

(十) 12 月 23 日邀請清華大學歷史所陳麗華助理教授，主講「鄉村、都市與海外：臺灣

客家人的跨域流動與認同」。 

(十一) 12 月 28 日辦理「109-1 史蹟導覽活動-苗栗山線 傳統產業之旅」。 

(十二) 12 月 30 日辦理「109-2 實習行前說明會」。 

二、 研討會、講座與學生輔導： 

(一) 辦理「陳文音獎學金」、「余知浩同學紀念獎學金」及「李楊寶玉獎助學金」等獎

助學金申請與核發。 

(二)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08 日舉辦「聯經書房 X 東吳歷史」微型圖書展。 

(三) 11 月 28 日舉辦《史轍》學術研討會。 

(四) 110 年 01 月 16 日舉辦「陶晉生院士歷史講座」。 

(五) 本學期開始實施實習制度。 

三、 招生：11 月 19 日舉辦 110 學年度本系碩士班甄試口試。 

四、 系友聯繫部份：  

(一) 號召系友參加「120 校慶系友回娘家」餐會活動，系友反應熱烈， 50 位出席。 

(二) 透過電子郵件、臉書粉專辦理歷史系舊照片徵集及系友聯絡清單整理與核對。  

(三) 辦理歷史學系系友會電子報編撰及發布。 

五、 其他 

(一) 辦理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聘專案教師徵聘作業。 

(二) 辦理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增開課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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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營歷史學系網頁、粉絲專頁與相關訊息公告。 

(四) 持續辦理《東吳歷史學報》第 40 期徵稿、審稿及出刊事宜。 

 

【哲學系】 

一、 本系教師 109 年度執行科技部計畫案，總計 8 件，補助總金額為參佰伍拾柒萬元：： 

（一）新申請通過之研究計畫案，計有 5 件，金額為 2,020,000 元： 

王志輝老師：柏拉圖與亞理斯多德論詩（兩年期） 

沈享民老師：唐君毅論朱子之言「理先氣後」：當然之理與存在之理 

黃筱慧老師：結構、敘事、與符號的迂迴 

――Johann Michel 之「詮釋之中的人」與詮釋學的轉形 

張峰賓老師：柯思嘉的兩種規範性：自然主義的分析（兩年期） 

劉保禧老師：胡適與英語學界的儒學研究（因離職註銷計畫）。 

（二）延續性之多年期研究計畫案，計有 3 件，金額為 1,550,000 元： 

米建國老師：記憶與忘記：一個知識論的探究 (3/3) 

林璿之老師：關係的本性與順序 (2/2) 

林斯諺老師：分析詮釋學與其相關議題 (2/3) 

二、 學術活動：演講 

（一）「東吳中國哲學系列講壇」： 

1、10 月 16 日邀請政治大學哲學系馬愷之副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如何研究中

國哲學？一些方法論的反思」。 

2、10 月 23 日邀請沈享民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勞思光批判戴震哲學的批判：

檢視與重估」。 

3、10 月 30 日邀請朱建民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哲學的學術研究之路」。 

4、11 月 6 日邀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副院長李賢中老師進行演講，講題

為：「欲善其事，先利其器──談中國哲學的研究」。 

5、11 月 13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呂政倚助研究員進行演講，講題為：

「韓國儒學概說：研究現況、問題與方法」。 

6、11 月 20 日邀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高柏園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韓非思

想的特色與限制──兼論儒法之爭」。 

7、11 月 27 日邀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榮譽教授曾昭旭老師進行演講，講題為：

「中國美學、日本美學與西方美學的時間定位」。 

8、12 月 4 日邀請莊錦章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Some Implications of 物化 in 

Zhuangzi’s Philosophy」。 

9、12 月 11 日邀請方萬全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道德知覺與莊子哲學」。 

10、12 月 18 日邀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林明照老師進行演講，講題為：

「《莊子》的語言反思」。 

（二）「哲學講座」： 

1、11 月 25 日邀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簡士傑先生進行演講，講題為：「Do we have 

a reason to do what we desire to do?」。 

2、12 月 9 日邀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斐婷副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亞里斯

多德論空間之不變動性」。 

3、12 月 23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陳湘韻助研究員進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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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術活動：交流活動 

（一）9 月 17 日至 19 日沈享民老師前往中正大學參加「判斷、動機與行動：宋明理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擔任研討會系列演講的講者並擔任會議主持人及發表論文。 

（二）11 月 5 日王志輝老師受邀前往東海大學哲學系進行專題演講。 

（三）11 月 13 日蕭銘源老師和林斯諺老師參加由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主辦、科技部人文

司哲學學門協辦之「後設哲學工作坊(二)」，分別擔任主持人及評論人。 

（四）11 月 16 日方萬全老師受邀參與由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舉辦之「華人

傳統類思維研究工作坊」暨「政大華人文化講座 VI：思維現象學第一場次」並擔任

評論人。 

（五）11 月 20 日黃筱慧老師參加由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中央大學詮釋學與文化際哲學

研究室主辦，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與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協辦之「神觀、

倫理、實踐——第五屆東西方哲學之宗教向度圓桌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六）11 月 28 日至 29 日沈享民老師及黃筱慧老師參加由臺灣大學哲學系與中國哲學會主

辦之「台灣社會的多元發展與融合」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哲學會 2020 年會員大

會，分別擔任主持人。 

（七）12 月 26 日至 28 日朱建民老師受邀前往中央大學及東海大學，參加由財團法人東方

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鵝湖月刊社、中央大學文學院儒學研究中心與東海大學哲學系

共同主辦之「當代新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國際學術會議並擔任主持人。 

四、 學術活動：讀書會 

（一）米建國老師所組之「知識論專題讀書會—證詞」，於每星期二舉行。成員為鄭俊憲

博士（臺灣大學哲學博士）、許媛雅同學（哲碩四）、陳庭軒同學（哲碩一）與徐

家琦（哲四），對 Lackey, Jennifer(2010). Learning from Words: Testimony as a Source 

of Knowledge 與 Greco John(2020).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進行研讀。 

五、 《東吳哲學學報》事務： 

本系《東吳哲學學報》於 109 年 10 月 27 日依申請作業程序，備妥相關文件向科技部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提出申請 110 年度「補助期刊編輯費用」。本學期進行第 43 期編

務，預定於 2021 年 2 月出版。 

六、 系週會活動： 

預計於 12 月 23 日舉辦系週會活動，舉辦方式採自由形式，未安排正式嚴肅的師長談

話，以輕鬆之氛圍，使師生得以無拘束交談，建立師生情誼，並於會中頒發大學部優秀

學生獎狀，藉由公開之頒獎以鼓勵學生用心於課業表現，以凝聚本系向心力。 

七、 學生活動： 

（一）由一年級羅正澤、林子傑、李芮瑄、陳妙溱和李恩雨等 5 位同學組成「手把手帶你

學現代日文」自主學習社群，於每星期二進行自主學習。 

八、 系友活動： 

（一）系友返校座談會： 

9 月 8 日安排田雨騰系友（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生）、林益政系友（臺灣大學哲

學碩士）返校與一年級新生進行座談，講題為：「哲學入門與未來發展」，幫助

新生瞭解大學生活與對自我的認識。 

（二）40 週年系友活動： 

預計 12 月 12 日舉辦 40 週年系友活動，中午於至善路大豐花園餐廳進行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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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返回學校聚會，增進系友與學系之互動。 

 

【政治學系】 

一、「東吳政治學報」出刊 

9 月出版第 38 卷第 1 期，本期共有 3 篇，「戰後日本天皇論的起點：丸山真男與津田左

右吉的天皇戰爭責任論」、「影響政策學習效果因素之研究：臺灣地方政府成立騎警隊

之分析」、「政治興趣、網路政治參與以及傳統政治參與」，預計 12 月出版第 38 卷第

2 期。 

二、專題演講已舉辦 7 場，未來還規劃於 12 月月舉辦數場活動。 

(一)10 月舉辦演講活動共 3 場：「國會學術撰寫工作坊」/10.22、「Facebook 在網路治

理中的角色與分析–以 2020 選舉為例」/10.27 及「後 COVID-19 智慧政府的推動」

/10.28，另 10 月 22 日舉辦教師成果發表會，主講人陳睿耆教授，題目為：「民選總

統就職演說，真的？假的？」。 

(二)11 月舉辦演講活動共 6 場：「以巴和平的挑戰與展望」/11.5、「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pproach in Climate Change:A Practical Experience」/11.10、「政策價值的衝突與辯

證:新加玻案例分析」/11.19、「臺灣健保何去何從」/11.19、「從 IPE 看美中關係與

臺灣因應之道」/11.27 及「德國的發展路徑與前瞻議題」11/30。 

(三)11 月 26 日舉辦「全民外交研習營」，主講者為外交部禮賓處呂志堅副參事。 

(四)12 月 3 日於國際會議廳「實習成果發表會」，本次活動請 109 年暑假期間參與實習

課程的學生來進行成果發表。本次共有六位學生，分別前往司改會、新北法扶、時

代力量智庫、北市府研考會、國際氣候智庫、立法委員周春米辦公室。藉由同學的

發表，也可以給未來想要餐與實習課程的同學相關經驗。 

四、舉辦教學與輔導活動共 7 場  

(一) 9 月學生輔導活動共 5 場：轉學生、大一新生、博碩士班研究生選課諮商內容流程

輔導。 9 月 10 日進行第 16 屆研究生知能營，9 月 11 日系學會主辦學士班新生迎

新茶會，由 15 位系學會同學做為工作人員，共有 77 位新生參加，系主任及黃默老

師到場給予同學鼓勵，系學會學長姊帶領新生一同了解政治學系的文化。 

(二) 10 月 24 日舉辦期中新生家長座談會，會中共有 13 為家長參與，由黃秀端院長主

持，參與老師有許雅棠老師、沈筱綺老師及吳雨蒼老師。院長詳細的簡介，及系上

老師們熱情的回應，當日家長座談會非常熱絡。 

(三)12 月將舉辦兩場：10 日「大二大三導師會議」活動，討論內容為大二大三職涯施測

結果分析。31 日「大一導師會議」活動，內容為大一身心適應施測結果分析討論。 

五、招生活動共 4 場 

(一)10 月 16 日位於台南家齊高中舉辦「法政學群招生講座」，代表學系教師為劉書彬

主任。 

(二)11 月 27 日位於新北高中舉辦「法政學群招生講座以及學系介紹」，代表學系教師

為左宜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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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 月 16 日舉辦「110 學年度政治系碩士班推甄面試」。 

(四)1 月 28 日舉辦「認識東吳營隊-學群導航日」，代表學系教師為左宜恩老師。 

六、系友活動 1 場 

11 月 19 日舉辦系友座談會，「金融保險業與政治系」，主講人為系友游建烽及曾妙娟，

為兆豐產險總經理/南山人壽主任，政治系不少畢業生就業之後，會轉往金融保險領域發

展。因此，本次邀請到兩位學長姊，從各自不同的觀點來和學弟妹分享。 

七、其他行政業務 

(一)7 月 26~27 日召開系務前瞻會議，會中討論「因為少子化與未來發展社會發展趨勢，

並回應在學學生和 108 學年之評鑑委員建議之需求。透過系務會議委任籌備會與系

辦籌備，邀請系友代表、校外委員與學生代表商討未來十年關鍵發展與轉型突破之

重要議題:學系定位、課程改善、學碩博班招生提升與研究能量提升等前瞻議題，進

而延伸至教師增補等議題」。後續前瞻作業小組開立三次會議，彙整前瞻會議之共

識-學系定位、課程改善、三學制招生、研究能量提升。 

(二)課程改革部分透過系務前瞻會議、本學期三次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討論，課程改

善-「課程結構」、「課程精實」，討論學分數及結構內容調整相關議題。 

(三)10 月重要會議如「第 13 屆國會研討會籌備會」，討論明年度第 13 屆國會研討會主

題、徵稿時程、會議子題、辦理日期等。主題訂為變局中的國會角色與動能。將於

110 年 6 月 5-6 日兩天舉辦。另有實習委員會，討論實習發表會形式及未來實習推

展方式，討論以連結系友的方式拓展實習機構的可能性。10 月 22 日召開傅正講座

委員會，會中推選第四屆傅正講座得獎人。本屆得獎人為政大文學院院長薛化元教

授。 

 

【社會學系】 

一、舉辦「韋伯逝世百週年系慶學術研討會」—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的對話：本系與人文

社會學院、人權研究中心於 12 月 5 日，共同合辦韋伯逝世百週年紀念研討會，除邀請德

國學者 Wolfgang Schluchter 教授線上視訊演講外，邀請國內外 21 位學者專家與會擔任主

持、引言或與談人。 

二、運用教育部 109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舉辦教學活動︰結合本系執行教育部 109 年度高

教深耕計畫內容，本系於本學期舉辦 11 場以上專題演講或課堂講座，邀請國內外專業人

士講演或蒞臨課程配合課程授課要求進行專題講授外，並於 11 月 27 日舉辦「社會學調

查的學與用」工作坊。 

三、持續檢討並精進本系招生宣傳策略：109 學年度本系持續與本校招生組合作，推派教師前

往高中進行學群招生宣傳介紹外，亦持續舉辦碩士班暨學、碩一貫學程說明會，召開招

生策略小組委員會，討論有利本系碩士班暨碩專班招生之系所發展及精進策略，考量曝

效益已停辦「東吳社會電子報」，以及經營本系臉書官方粉絲專頁「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並新增 Instagram，以提升本系曝光率。 

四、強化課程教學之革新與再造：舉辦教學座談會，討論本系學士班必修課程分組授課執行

狀況與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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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協助本系教師籌組教師專業社群，深化教研能量：本系教師於本學期籌組並獲通過之計

畫共有「中東歐教學研究專業成長沙龍」及「新社會學」讀書會，邀請校內外教授相關

領域之學術同儕定期舉辦主題報告、專題演講，透過教師之間單一主題深度對話與討論，

提升專業知能。 

 

【社會工作學系】 

一、辦理實習教學相關活動 

(一)辦理 3 場社會工作實習相關之教學活動：(1)說明會：「109 學年度社會工作實習成果

發表會注意事項說明會」/9.15。(2)演講：「申請實習機構錄取的成功秘訣系列(一)：

撰寫實習申請書面資料及實習機構面談準備」/王淇助教/12.8。(3)說明會：「社會工作

實習(機構實習)申請注意事項暨網路平台使用說明會」/12.29。 

(二)持續結合理論與實務相關課群之教學模式，本學期第 10 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教學團隊

召開 3 次教學團隊會議。 

二、 辦理教學及實習成果發表會：(1)11 月 7 日舉辦「109 學年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會-專

題研討會」，由在場實習生結合學校所學與實習之實務經驗，對學校教育與機構實務工

作的整合提出分析與評論，並針對其實習內容所引發的議題作更深入的專題研討，參與

師長及與會學生約計 130 人次。(2)針對大一至大三學弟妹舉辦「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

會-薪傳會」，為期兩週，於 11 月 16-27 日及 11 月 17、24 日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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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月 15 日舉

行，結合本系學士班一年級「生涯發展與規劃」課程，舉辦「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社會

工作實習期中實習成果發表會」，共計 16 位學生進行薪傳發表。 

三、學術及美育活動 

(一)辦理 3 場專題演講/講座：(1)「從方案看見社工價值的實踐」/雷麒社工師(彰化家扶中

心)/11.12。(2)「李明政教授專題講座」後疫情時代社會工作/白秀雄教授/11.24。(3)新

方案發想與經營：台灣後山動物輔療中心創設經驗分享/廖守恩(基督教門諾會花蓮黎

明機構黎明向陽園輔療服務組組長)/12.3。 

(二)辦理 2 場社工論壇：(1)10 月 6 日辦理本學期第一次社工論壇，由李淑容教授分享教師

留職帶薪返校成果，由本系鍾道詮副教授主持，當天與會專任教師計有 13 位。(2)11

月 24 日辦理本學期第二次社工論壇，邀請白秀雄教授與本系教師進行交流座談。 

(三)辦理 2 場研究論文/構想發表會：(1)12 月 1 日，辦理本系 109 學年度學士班專題競賽

頒獎與發表會，並邀請指導教授觀禮，主持人莊秀美系主任。(2)12 月 29 日辦理本系

第 2 屆碩士班研究生論文構想發表會。 

(四)辦理 3 場美育活動：(1)玩出創意：與老社區對話的 N 個遊戲工作坊/蘇彥哲(愛上學工

作室創辦人)/9.26。(2)洲美屈原宮工作坊-社區介紹與楹聯傳拓/郭琬琤業師/10.24。(3)

山‧河‧老房子—尋找老城五味說在/黃飛霖(舒喜巷負責人)/11.16。 

(五)東吳社會工作學報第 39 期預計於 12 月出刊。 

四、學生輔導活動：(1)大一新生定向演講：青年四個大夢如何實現/校牧室黃寬裕主任/9.29。

(2)10 月 14 日舉辦莊秀美主任、功能導師廖美蓮老師與僑生餐敘暨座談，師生與會人數

計有 22 位，學生共 19 位（含碩士班 1 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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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系】 

一、 課程外審： 

本學系將於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辦理第二期程課程外審，受審班制包括學士班與碩士班。

本學期進入準備期，除撰寫課程結構書，亦盤點第一期程具體改善計畫執行成果，依「東

吳大學課程外審辦法」第 5 條規定，送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二、 人事案： 

本學系進行專任助教 1 名懸缺之徵聘作業，共計對外進行 4 次公開徵聘，收件達 33 件，

並於 109 年 11 月底完成聘任。 

三、 學生學習―「2020 國際大師班在東吳」： 

本學期至 110 年 1 月底已邀請國內外知名演奏家或教授，舉辦大師班/講座共 12 場次，其

中包括管樂 1 場、弦樂 5 場、樂團片段講座 1 場、室內樂 1 場、作曲 1 場、系友講座 1

場、專題講座 2 場。 

雖全球仍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際交流大受影響，本學系為培養學生寬廣的國際視

野、深厚的人文素養和堅實的音樂專業訓練，本學期仍規劃「2020 國際大師班在東吳」

系列活動，邀請國際級演奏家蒞校指導，藉由大師班、講座、工作坊及簡易音樂會之舉

行，增加學生與國際傑出音樂家接觸之機會，期使學生能在其專業科目上得以勵煉，並提

升學生演奏能力。邀請來校之演奏家包括：錢汶（小提琴演奏家，現任美國紐約大都會歌

劇院樂團副首席、紐約曼尼斯音樂學院小提琴教授，曾任曼尼斯音樂學院董事會顧問、

William Lincer 基金會副會長和紐約州立藝術委員會委員）、辛明峰（指揮暨小提琴演奏

家，曾任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樂團第一小提琴）、林昭亮（馳名國際臺裔美籍小提琴演

奏家，現任美國萊斯大學小提琴教授）、曾耿元（小提琴演奏家，現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

大學琵琶第音樂院小提琴教授，曾獲俄國柴可夫斯基國際音樂比賽小提琴最佳新作品詮

釋獎、比利時伊莉莎白女王大賽銀牌）及現任美國林肯中心室內樂協會聯合藝術總監的

70 級系友吳菡女士，率領目前國際樂壇最受推崇的室內樂組織林肯中心室內樂協會成員

共 7 位參與。 

四、 學生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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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辦理鋼琴及

弦樂等兩組之學生協奏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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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1 月 24 日、26 日舉行分組比賽，分別有

12 名鋼琴組學生、28 名弦樂組學生報名參加；12 月 1 日舉行決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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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安排第 2 學期於本校松怡廳與

本學系管弦樂團演出。 

五、 學生實習―音樂會： 

本學期安排各合唱/奏課程及教師音樂會於本校松怡廳之演出 9場、國家音樂廳演出 1場。

其中校慶音樂會籌備兩年，原訂 109 年 3 月 16 日舉行，因疫情緣故，延至 10 月 9 日於

臺北國家音樂廳舉行，在全場高唱東吳校歌歌聲中，感動落幕。校慶音樂會由本校主辦，

音樂學系承辦、社會資源處協辦，約有 1600 餘位來自海內外東吳之校友、師長、學生與

各界嘉賓蒞臨觀賞。音樂會演出曲目為十九世紀德奧樂派作曲家布拉姆斯〈遊子吟〉、

德沃札克〈念故鄉〉與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合唱》（最後一樂章是著名的〈快樂頌〉！）。

演出人員包括：指揮江靖波老師、合唱團總指導陳雲紅老師、音樂學系合唱團與系友合

唱團指導林舉嫻老師，〈快樂頌〉女高音獨唱黃莉錦老師、次女高音獨唱鄭海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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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高音獨唱方偉臣老師、男低音獨唱羅俊穎老師，東吳大學音樂學系管弦樂團/ 樂團首席

黃維明老師/ 單簧管首席曾素玲老師、東吳大學音樂學系合唱團、東吳大學音樂學系系友

合唱團與東吳校友合唱團，音樂會導聆由音樂學系主任彭廣林教授擔綱。演出人員管弦

樂團 90 人、合唱團三團 132 人，加上四位獨唱老師與音樂會導聆共 227 人參與。 

這場演出，除了臺上演出人員令人驚艷的表現之外，幕後的行政工作團隊所展現的任勞

任怨、高效率的工作效能，更是可圈可點！除了音樂學系行政同仁與工讀生們日以繼夜

的加班工作外，更有社資處同仁與王淑芳社資長全力的協助支援，促成此一成功圓滿的

校級活動，充份展現東吳大學行政與學術跨單位團隊整合的能力。 

為慶祝紀念今年樂聖貝多芬 250 歲生日，音樂學系自三年前開始演出貝多芬九大交響曲

系列音樂會，並結合東吳 120 年校慶，為本系列劃下完美句點。其間雖經歷許多的挑戰，

但在全體師生、校友、系友與行政同仁通力合作之下，在 10 月 9 日東吳雙甲子校慶音樂

會這一天圓滿完成，為東吳譜下一頁令人振奮的歷史。 

六、校際學生作品交流音樂會與招生宣導： 

109 年 12 月 9 至 10 日舉辦「中南部校際學生作品交流音樂會」，由本學系作曲組專任教

師及演奏組學生，前往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等校進行演奏

座談與學生作品交流音樂會。本學年度因疫情影響，「校際學生作品交流音樂會」與「招

生宣導」分路進行，「招生宣導」由本學系彭廣林主任、各組召集人與專任教師採單點方

式至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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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榜 

（一） 109 年教師資格考試全國通過率為 59.87%，本中心應屆畢業生通過率為 88.7%。 

（二） 本中心賴光真老師依本校教學及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

自 109 年 8 月起獲得績優加給獎勵。 

（三） 本中心巫淑華老師榮獲 108 學年度教學優良教師。 

（四） 本中心李政達師資生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舉辦 109 年度「運用 Cool 

English 網站資源‧融入英語課程教學」教案徵稿比賽榮獲中學師資生組第三名。 

二、 師資培育中心評鑑 

7 月 1 日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林劭仁教務長，亦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兼任研究    

員，蒞校針對師培評鑑進行分享會議。 

三、師培中心課程規劃 

    2 月 19 日召開教學實習課程授課教師課程討論與共識會議，會議中針對 108 學年度下學

期修課學生至中學見習與參加教學實務能力檢測等事務進行討論並達成共識。 

四、 教育學程新生甄選 

（一）3 月 11 日召開 109 學年度教育學程新生甄選招生委員會，會中討論 109 學年度教

育學程新生甄選簡章與報名表格、工作時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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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行 109 學年度教育學程新生甄選工作： 

1. 6 月 10 日公布 109 學年度教育學程新生甄選名單，共計錄取 120 位（含原

住民籍學生），訂於 6 月 12 日舉行報到暨說明會。 

2. 6 月 12 日舉行報到暨說明會，會中為新生說明未來修習教程的方向，以及

未來教職規劃。 

3. 校園公告：3 月 25 日布置操場旁宣傳旗、學校網站首頁與校園電視牆宣

傳。每週固定推出海報搭配臉書進行宣傳。 

（三）舉辦新生宣誓大會： 

109 學年度教育學程新生宣誓大會，預計 9 月 25 日，本中心 4 位專任教師與黃寬

裕校牧蒞臨出席，期勉 109 學年度師資新生努力培植未來教學專業職能，並兼定

完成教師職前培育教育。 

五、辦理「教育實習指導相關活動」 

（一）6 月 29 日舉辦 109 學年度教育實習職前說明會：董副校長蒞臨並以低下頭、彎

下腰做事，把每一次做事都當作學習機會勉勵所有即將前去實習的同學，除董副

校長的勉勵外，本中心專任教師也再三叮嚀同學要認真學習、拿出該有的態度，

隨後由臺北市立士林國中林凱瓊校長進行專題演講，劉校長以「假如我現在是一

位實習教師」為題進行演講，分享實習應有的態度與現前教育現場的狀況與未來

教育潮流。 

（二）109 學年度教育實習生已於 8 月 1 日至各實習學校報到，開始為期半年的教育實

習事宜，109 學年度共計有 67 位同學至 40 所中學進行為期半年之教育實習。並

與 40 所教育實習夥伴學校簽訂教育實習合作契約。 

（三） 教育實習返校座談： 

1. 第 1 次返校座談已於 9 月 18 日舉辦，上午邀請今年通過教師甄選的任教新北市

立鶯歌商工涂維欣老師以及臺中市立光德國中邱奕婷老師（皆為本中心校友）

以「教師甄選及教育實習應有之態度」為題演講；下午邀請本校教學資源中心

朱蕙君主任以「行動科技輔助翻轉教室之教學策略」為題，進行演講。 

2. 10 月 16 日，舉辦第 2 次返校座談，計有 65 位實習生參加。邀請本校健諮中心

姚淑文主任以「校園性別平等、性騷擾與性侵害的輔導與防制措施」為題進行

分享；下午由臺北市立南湖高中黃健倫老師帶領教育實習生實際操作「跨領域

閱讀、思辨與表達」的課程設計，增進未來教學專業能力。 

3. 11 月 13 日舉辦第 3 次返校座談，計有 60 位實習生參加。邀請明湖國中高抬主

老師以「數位教學到數學的數位教學為題」，帶領教育實習生實際操作數位教

學；下午邀請國家教育研究院張堯清老師以「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教學實踐」

為題，分享 108 課綱的精神與課程設計技巧。 

（四）召開實習指導教師討論會 

9 月 18 日，召開 109 學年度教育實習指導教師第 1 次會議，會議中提醒相關實習

事務外，並提醒教育實習指導教師需至「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台」進行並紀錄相關

實習輔導活動，亦於會中達成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育實習評量成績需於 109 年 1

月 8 日前完成，俾便後續提報教育部製作教師證（已通過檢定考試）或由本中心製

作修畢職前教育證書（未通過檢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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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召開教育實習輔導教師會議 

11 月 18 日舉辦 109 學年度教育實習輔導教師會議，共計有 10 所實習夥伴學校師

長出席，會議中就本學期教育實習評量時間，與各校實習輔導措施進行討論並達成

共識。 

（六）辦理 110 學年度教育實習申請 

110 學年度教育實習開始接受申請，截至 9 月 21 日共計有 52 位師資生申請；並於

9 月 30 日前發函實習夥伴學校共計 38 所，調查可提供教育實習之名額與科別。 

六、辦理一系列「潛在課程」，強化正式課程的學習 

（一）舉辦各式教學增能比賽或訓練 

1. 108 學年度第二學期師資生教學實務能檢測，總計 33 人報名參加，19 人通         

            過，通過同學核發由校長用印之通過證書。 

2. 6 月 24 日舉辦補救教學師資新手甄選以及期末檢討會議，今年總計甄選 3 名

新手。 

3. 6 月 4 日「英文教學實習」課程，邀請新北市江翠國中吳芳蕙老師蒞校演

講，講題：國際教育。 

   （二）辦理補救教學事宜 

9 月 21 日、10 月 27 日召開補救教學月會，針對補救教學師資生教課之觀課進行 

討論與意見交流。 

（三）輔導師資生進行「服務學習」及「志工服務」活動 

1. 與臺北市立復興高中、士林國中輔導室、至善國中輔導室、圖書館合作服務

學習業務，引介本校師資生至上述學校進行課業輔導、認輔志工或服務學習

事項，共計至復興高中進行課輔同學有 3 位、士林國中輔導室服務有 1 位、

圖書館 1 位，共計 5 位同學。 

2. 9 月 21 日辦理補救教學期初會議，由補救舊師資生為新手說明注意事項並分

享補救教學心得。濮世緯老師亦向同學提醒如何與中學老師、受輔學生建立

良好互動關係、如何備課等重點。本學期合作學校有：至善國中、福安國

中、雙園國中、螢橋國中以及天母國中。 

   （四）辦理全國師培生多元選修/特色課程徵件競賽頒獎典禮 

10 月 6 日辦理 2019 年全國師培學生多元選修／特色課程徵件競賽頒獎典禮。本

次全國共有 12 組個人或團隊參加，除本校外，尚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團隊參與，經五位評審委員評審後，優等獎四組得獎，佳作獎三組得

獎，參加獎五組得獎。 

   （五）辦理教學實務能力檢測說明會 

10 月 15 日辦理本學期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說明會，由濮世緯主任主講，共

計 29 人參加。 

七、教師專業社群 

為提升本中心教學及研究成效，提供本中心專任教師交換教學與研究經驗、整合教學與研

究內容之機會，成立「精進教師教學及研究社群」每月定期集會，並依社群老師研究或教

學需求每學期至少舉辦一場工作坊，以期透過教師間之交流， 中心教師互相分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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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心得，以提升教師教學及研究成果。 

八、執行教育部各項計畫 

   （一）6 月 4 日、18 日於臺北市立南湖高中舉辦教育部 108 學年度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南湖高中場活動，共計有 43 人次中學教師參加。。 

   （二）7 月 20~8 月 14 日共計 21 名優秀師資生前往至善國中、萬里國中及石碇國中進行

教育部史懷哲服務計畫，由師資生規劃課程並實際教學；9 月 10 日函送教育部 109

年度史懷哲計畫服務師資生名冊。後續教育部將寄發該群師資生服務證書，以資

表揚；9 月 23、24、29 日辦理三場 109 史懷哲計畫之服務團隊檢討會，及各團隊

分享會，俾分享團隊之經營經驗等予本校師資生。 

   （三）申請 109 學年度教育部各項工作計畫經費補助： 

1. 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計畫，獲得教育部補助 84 萬 4,200 元。 

2. 教育地方輔導工作計畫，獲得教育部補助 5 萬 5000 元。 

3. 教育實習清寒助學金，獲得教育部補助 6 萬元。 

4. 獲教育部核定 109 學年度受領師資培育獎學金名額共 8 名，每名得受領 9 萬

6,000 元，本中心將於 7 月 30 日進行面試。 

5. 7 月 15 日，於辦公室參加彰師大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台線上說明會。 

6. 申請辦理「109 年度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計畫申請書

--吉隆坡臺灣學校海外見習計畫」，計畫書於 8 月 14 日送至主辦學校國立屏東

大學，目前已獲通知，本計畫依教育部評審意見修正後，將獲得通過經費補助。 

九、發行雙溪教育論壇期刊： 

    2020 雙溪教育論壇期刊，有七篇論文通過評審匿名審查，預計 12 月發刊。 

 

【人權學程】 

一、行政事務 

(一) 辦理人權學程及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主任交接，由卸任主任政治系林瓊珠老師交棒

給新任主任社會學系周怡君老師。 

(二) 辦理人權學程 109 學年度「學碩一貫」申請，加強宣傳並鼓勵大三、大四同學跨領

域學程學生修讀人權研究所。 

(三) 完成本校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系所評鑑結果認定檢核表與待釐清問題。 

(四) 完成本校 108 學年度校務發展管考自評，並提出 110 學年度新期程校發計畫。 

(五) 完成 110 年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填報送出。 

(六) 辦理人權碩士學位學程 110 學年度甄試入學及考試入學招生。 

(七) 辦理人權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事宜。 

(八) 辦理 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系列講座、人權知能營、東吳人權週 ICMW 移工公約等活

動。 

二、學生事務 

(一) 學生獎學金：本學期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獎學金共 9 人申請，分別有 7 位碩一新生申

請 2 萬元獎學金、3 位碩二學生申請優秀獎學金每名 5000 元。學程委員會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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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生輔導活動：9 月 15 日辦理人權碩班迎新午餐，讓研究生與老師彼此相互認識，

以及選課修讀說明。 

(三) 人權所研究生「論文互助會」，於 10 月 20 日舉辦，每次安排 2-3 人報告，並有學

程主任、老師們出席評論給予意見。 

(四) 辦理人權碩班導師導生分配，並協助導生聚活動，積極輔導學程學生。 

(五) 辦理人權學程校外實習申請，鼓勵同學們藉由實習增強實務工作能力，並舉辦實習

成果發表會。 

 

三、活動記錄 

(一) 9 月 7 日至 8 日辦理人權知能營「川中島清流部落：賽德克族生活文化體驗」。地

點：南投縣仁愛鄉。參與成員：學程教師、人權所學生以及大學部人權學程學生，

共 20 人。 

(二) 9 月 15 日辦理人權碩班【選課與修讀說明午餐會】。 

(三) 10 月 13 日「2020 台灣國際人權影展東吳聚落放映《帝國餘瘧》」，映後座談人：

嚴宏洋老師(中研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退休研究員)。 

(四) 10 月 20 日辦理人權碩班【論文互助會】。 

(五) 10 月 22 日「Covid-19 疫情與人權論壇」，主持人：陳瑤華老師，與談人：周怡君

老師、巫彥德先生、周冠汝專員。 

(六) 10 月 24 日「2020 尋找共同點國際研討會 疫情、國際大局改變中， 看中國對西藏、

新疆、蒙古與香港的政策」。 

(七) 11 月 05 日與學生會共同辦理 2020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逃跑的人》映後座談講者：

曾文珍。 

(八) 11 月 17 日與學生會共同辦理 2020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一伴》映後座談講者：洪辰

嫣。 

(九) 11 月 19 日與學生會共同辦理 2020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部落地圖》映後座談講者：

Sayun Simung。 

(十) 11 月 24 日辦理人權碩班研究生論文互助會。 

(十一) 11 月 27 日辦理人權暨碩士學位學程實習成果發表會。 

(十二) 12 月 1 日專題演講醫療與人權【全球健康一體? 新冠病毒與台灣生物民族主義的

國際競賽】。 

(十三) 12 月 5 日【韋伯逝世百年紀念研討會—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的對話】，特別場

次「韋伯與香港民主與人權」。 

(十二) 12 月 5 日赴國家人權博物館參與 2020 年人權藝術生活節，人權市集擺臺活動。 

(十三) 12 月 9 日【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紀錄片放映與座談。 

(十四) 12 月 11 日東吳人權週 ICMW 公約，講座一：認識 ICMW 移工公約在臺灣的重要

性。 

(十五) 12 月 15 日東吳人權週 ICMW 公約，講座二：移工子女在臺灣的處境與權利。 

(十六) 12 月 17 日【審判王信福】影片放映與座談。 

(十七) 12 月 23 日人權歲末聖誕晚會，邀請畢業校友回校共襄盛舉。 

 

四、國際交流 

(一) 9 月 4 日至 5 日人權學程陳瑤華老師代表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參加 AHRI Conference 

and Annual Assembly 線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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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 月 2 日至 12 月 7 日人權學程陳瑤華老師、林沛君老師代表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參 

加 The 4th Regional Meeting o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線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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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院長室】 

一、研究事務： 

（一） 108 學年度「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專任教師教學績優獎勵」受理申請，經 108 學年

度第二學期第三次院教評會審查後，於 109 年 8 月上旬公告結果： 

1. 「教學特優」獎（2 名）：得獎人為日本語文學系陳相州副教授及德國文化學系

白秋石助理教授，各頒發獎勵金新台幣壹萬元與獎狀乙紙。 

2. 「教學績優」獎（2 名）：得獎人為日本語文學系賴雲莊副教授及德國文化學系

萬壹遵助理教授，各頒發獎勵金新台幣伍仟元與獎狀乙紙。 

（二） 109 年 9 月 1 日舉辦本院 109 學年度「AR 數位媒體製作研習營 2.」，邀請元智大學

張韶宸助理教授主講「AR 擴增實境概念入門」，包含上下午各 3 小時課程，引導與

會研習者在不需要太多背景知識的狀況下，順利進入 AR 的世界，未來期待透過對

AR 的瞭解，逐步發展或尋出可輔助教學的工具與方法。本場次計有來自人文社會學

院、外國語文學院、理學院、圖書館等單位教職員 25 人參與 

（三） 109 年 9 月 30 日出版第 49 期東吳外語學報，並設定為建校 120 年校慶紀念專刊 II，

刊登外審稿件 5 篇；第 50 期東吳外語學報截稿，合計收得 5 篇投稿，於 11-12 月進

行論文外審。第 49 期刊登論文如下： 

1. 洪心怡/台灣日語學習者對日語撥音之時長控制 

2. 劉怡伶/日語複合接續詞”dattara”與”naraba” 

3. 簡  潔/小花兒大作用：比較杜柏林之中篇小說〈謀殺蒲公英〉與 

博爾修爾特之短篇小說〈蒲公英〉 

4. 漢駿緯/近幾世紀無智者—彼得．斯勞特戴克所探討的中心主題 

5. 黃士元/文字與圖像的活現生動：關於萊辛的《拉奧孔》 

（四） 109 年 10 月 6 日提報 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討論之「本校編制內教師

實施學術研究加給分級制建議案」提案予研究事務組續辦。 

（五） 109 年 10 月 8 日發函公告 109 學年度「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學術獎勵」受理申請，

各項申請表單及院務會議修改後法規於學院網頁更新。 

（六） 109 年 11 月 21 日配合本校建校 120 年慶祝活動，舉辦「2020 東吳外語菁英論壇」，

主題為「迎接外語教育新時代」，論壇議題涵蓋全球社會變遷下外國文學、語言、

文化教育的挑戰與變革，以及系友於外語教育領域自我修煉的心路歷程回顧與反思，

邀請包含文化大學校長徐興慶、台師大英語系蘇子中教授、東吳日文系賴錦雀教授、

淡大德文系吳萬寶院長、政大英文系主任招靜琪等 25 位學者進行演講和與談，本校

潘維大校長、董保城副校長、王淑芳社資長、林鵬良講座教授亦出席聆聽，當日計

有 180 位校內外師生參與。 

（七） 「翻譯」工作小組籌備進度： 

1. 自 108 學年度起召集院內從事翻譯教學與研究的教師成立翻譯工作室，歷經一

年的努力，終於在 109 年 10 月 30 日正式出版東吳翻譯學報創刊號（國際期刊

號 ISSN 2709-3468），其中文刊名為《譒》，英文刊名 BO；每年 4 月及 10 日

出版，內容刊登英、日、德、韓語種之翻譯類研究論文、教學實務報告、譯作、

評論、書評、譯評、譯註。《譒》創刊號收錄了 3 篇大陸學者所撰寫的學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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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另有 4 篇學者稿件來自賴錦雀特聘教授、萬壹遵助理教授、張忠安助理教

授、鄭惠雯助理教授，德文系也因適逢學系翻譯書籍計畫邁入第 15 年而邀請廖

揆祥副教授撰寫專題成果報導，此外，蘇正隆和曾泰元兩位教授分別撰寫了「譯

海神遊」及「譯海游思」專欄，為《譒》的創刊更添光彩。 

2. 109 年 11 月 18 日舉辦「東吳翻譯學報《譒》創刊暨論文發表研討會」，張上冠

院長首先說明創刊的緣起與期許，並為三篇特邀稿進行評介，日文系賴錦雀特

聘教授、德文系萬壹遵助理教授、英文系張忠安助理教授及鄭惠雯助理教授亦

口頭發表論文，此外，本次活動特邀請為《譒》撰寫專欄的蘇正隆老師與曾泰

元老師致詞」並致贈感謝狀；當日計有院內師生 50 人出席。 

3. 《譒》第二期即日起開始徵稿，截稿期限為 110 年 1 月 4 日。 

二、會議： 

（一） 109 年 9 月 2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學院擴大行政會議，全院主管與行

政同仁均出席參加，會議地點首次安排於林語堂故居。會中邀請王世和國際長說明

有關本校招收境外國際學生相關事宜，針對「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學術獎勵及補

助辦法」、110 學年度起本校通識課程外文架構異動後之相關配套措施、新聘編制內

教師學術研究加給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與專書出版等同項目」建議案進行意見交

流。 

（二） 109 年 9 月 30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討論「東吳大學外國語

文學院學術獎勵及補助辦法部份條文」修正案、110 學年度「外國語文學院統籌團修

助學金支用規範」、110 學年度起本校通識課程外文架構異動後配套措施、「東吳大

學共同課程英文（一）抵免細則」及歷年實施成效及討論是否維持或異動現有規定，

並同步檢視本院各學系同類抵免或免修制度執行成效、「東吳大學英文能力畢業標

準」異動為「東吳大學外文能力畢業標準」、「新聘編制內教師學術研究加給之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與專書出版等同項目」建議案、《東吳日語教育學報》提案納入

本校「外語學門獎勵名單」事宜、「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與日本一橋大學言語社

會研究科交流協議」續約案及本院新增招收國際學生之二級學術單位事宜。 

（三） 109 年 10 月 5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兼任教師初

聘案、兼任教師改聘案與專任教師延長服務案，會後續送校教評會。 

（四） 109 年 10 月 21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討論：英文系及

德文系課程外審意見回應及具體改善計畫、語言教學中心開設「實用韓國語文」第

二專長課程之外審意見及回應內容、110 學年度全校非主修日文、德文、韓文能力畢

業標準建議案、110 學年度共同外文（一）（二）之英文、日文及德文課程原統一授

課與測驗措施異動案、「東吳大學共同課程「日文」抵免細則」草案、「東吳大學

『德文』課程抵免細則」部份條文修正案、110 學年度本院新開設第二專長之課程方

向。續於 109 年 10 月 21 日提交共通教育委員會提案：110 學年度起新生共同課程

架構之外文領域實施內容建議案、本校「東吳大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修

改為「東吳大學學士班學生外文能力畢業標準」建議案、10 月 25 日上簽陳報 110 學

年度共同外文（一）（二）之英文、日文及德文課程原統一授課與測驗措施異動案

（未獲准）；續於 109 年 11 月 30 日由詹乾隆教務長召開專案會議，邀請本院相關

單位主管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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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9 年 11 月 2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複審本院各單位 110 學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請討論「日本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案、「東吳

大學外國語文學院專任教師『教學績優』獎勵辦法」部份條文修正案、增設『跨領

域國際菁英學士班』（國際班）  Global Elite Program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GEPIS）；相關案件均依法定程序續送相關會議程序討論中。 

三、「東吳英檢試題更新」小組工作進度：109 年 6-9 月間邀請 15 位命題委員協助新增題庫。

每組題組新增字彙題（共 100 題）、克漏字（5 篇共 25 題）、短篇閱讀（2 篇共 6 題）、

長篇閱讀（2 篇共 10 題），並同步檢視舊題庫翻新試題。109 年 12 月下旬預定召開 109

學年度第一次工作會議。 

四、招生組轉介高中外語學群簡介及來院參訪事宜安排： 

（一） 9 月 21 日本校與中和高中簽約，後續接待中和高中校長長一行參訪本院英文系、日

文系及德文系。 

（二） 10 月 14 日汐止秀峰高中來訪，安排三學系簡介與參觀。 

（三） 10 月 15 日錦和高中來訪，安排三學系簡介與參觀。 

（四） 10 月 21 日桃園陽明高中外語學群簡介/日文系陳冠霖老師支援。 

（五） 10 月 23 日南港高中外語學院簡介/日文系羅濟立主任支援。 

（六） 10 月 28 日基隆女中外語學群簡介/英文系許嘉書老師支援。 

（七） 10 月 30 日基隆女中來訪，安排三學系簡介與參觀。 

（八） 11 月 20 日永平高中外語學群簡介/日文系陳若婷老師支援。 

（九） 11 月 20 日基隆暖暖高中來訪，安排英文系及日文系簡介與參觀。 

（十） 11 月 27 日新店高中來訪，安排三學系簡介與外語體驗課程。 

（十一） 12 月 9 日苗栗建台高中來訪，外語學群簡介/日文系羅濟立主任支援。 

（十二） 12 月 11 日苗栗大同高中來訪，安排三學系簡介與參觀。 

（十三） 12 月 11 日新店高中來訪，安排三學系簡介與外語體驗課程。 

 

【英文系】 

一、人事 

（一） 109 學年度講座教授：張上冠（端木愷校長講座）；張老師並獲選為本屆傑出校友，另一位

傑出校友為 52 級盧博一教授。 

（二） 魏美瑤老師因擔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20 次以上，成就優異，獲學校「特聘教授」之

榮銜，聘期 5 年。 

（三） 王建輝老師（109 學年度本系由專改兼，現為華語中心副主任）榮獲 108 學年度「教學傑出」

獎（全校 2 名）。 

二、教學、實習、展演及競賽活動 

（一） 109 年 11 月 18 日外語學院舉辦「東吳大學翻譯學報《譒》創刊號暨論文發表研討會」，本

系曾泰元與蘇正隆副教授為特邀嘉賓，特邀稿綜合評介為張上冠教授/院長；蔡佳瑾主任主持

鄭惠雯助理教授、張忠安助理教授兩場次之發表，王安琪教授與張上冠教授參加綜合座談 

（二） 109 年 11 月 21 日外語學院舉辦「東吳外語菁英論壇—迎接外語教育新時代」，會中本系系

友蘇子中（台師大英語系優聘教授）、許麗媛（政大英語系副教授）、黃淑真（政大外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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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特聘教授）、崔正芳（政大外文中心助理教授）、吳佩如（中興學外文系助理教授）進行

特別演講。 

三、籌辦微學分課程、系列翻譯研究系列講座 

（一） 9/18 劉素勳老師（金門大學英文系副教授）主講：武俠小說英譯面面觀。 

（二） 10/16 呂巧婕老師（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中英口譯教師＆美國醫療口譯認證口譯員）主講：

北美醫療口譯現況與經驗分享。 

（三） 10/21 陳家倩老師（輔大＆台大字幕翻譯課教師/輔大比較文學博士）主講：電影字幕翻譯產

業與實務。 

（四） 10/30 蔡明秀老師（逢甲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主講：口譯實務與學習。 

（五） 11/20 王啟安老師（台大外文系口筆譯教師）主講：運動科學口筆譯、肌力訓練、實務經驗

分享。 

（六） 11/27 盧怡君老師（專業中英雙語主持＆配音員）主講：充足準備，才能華麗登場：口譯、中

英雙語主持及專業配音員的日常。  

（七） 12/04 徐昊老師（台大外文系口筆譯教師）主講：我的電玩「翻」轉人生：影視翻譯與電玩在

地化。 

（八） 12/18 汝明麗老師（師大翻譯研究所副教授＆國際口譯員協會 AIIC 會員）主講：專業口譯員

的養成之路。 

四、服務與輔導事項 

（一） 支援境外學生入住防疫旅館事宜，並協助學生隔離期間遠距課程；協助港澳僑生辦理休學等

學籍相關事宜。 

（二） 9 月 7-10 日新生第一哩活動，協助新生選課輔導、學系簡介、學會介紹、班級競賽活動等。

邀請王建輝老師分享求學及求職經驗。 

（三） 9 月 8 日進修部新生輔導座談會。 

（四） 9 月 15 日舉行碩士班新生選課輔導，協助系學會辦理迎新茶會。 

（五） 協助媒合研究生於 9 月 29 日前往外貿協會為線上商會提供口譯服務。 

（六） 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申請，計 3 名大四學生申請。 

（七） 高中生來校參觀，學系簡介：10 月 14 日汐止秀峰高中，10 月 15 日新北錦和高中，10 月 30

日基隆女中。 

五、活動  

（一） 8 月 10、11 日高中生研習營－英文系面面觀，共有 28 位報名，邀請艾倫達老師、蘇秋華老

師、歐冠宇老師、沈碁恕老師開課。 

（二） 9 月 16 日淡江大學蔡瑞敏老師主講「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分享。 

（三） 9 月 18 日起至 11 月 20 日辦理全校英文寫作比賽—新詩、小說。 

（四） 9 月 27-28 日輔導系學會迎新宿營相關事宜（地點：百香農場，約 75 人參加）。 

（五） 10 月 24 日 109 學年度新生家長座談會，出席：蔡佳瑾主任、許嘉書老師、陳品如老師、屈

一婷助教、簡菁彣助教；出席家長共 35 位。 

（六） 10 月 28 日輔導系學會辦理萬聖節活動「貳零惡靈」，參加人數約 60 人。 

（七） 11 月 25 日辦理「感恩節」活動。 

（八） 辦理系友演講「火種講堂」 

1. 11 月 24 日 85 級詹妍玲主講（現任馬偕醫學院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2. 12 月 2 日 83 級姜建男主講（現任中華航空正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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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月 9 日 100 級李孟安主講（現任 People search consultant（新加坡商人力顧問公司 / 

獵頭公司）。 

4. 12 月 16 日 75 級齊永強主講（現任外交部國際傳播司副司長）。 

六、國際交流與暑期研習 

（一）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1 日協助受理 110 學年度赴外交換學生申請。 

（二） 11 月 24 日邀請西雪梨大學北亞招生部經理 Stacey Liu 女士透過 ZOOM 視訊會議為學生說明

西雪梨大學雙聯學制的申請細節 

七、系友會業務 

（一） 協助 120 週年校慶各項活動：分派 30 位學生代表參加校慶慶祝典禮、支援慶祝典禮櫃台接

待、辦理系友回娘家活動、協助餐會接待等。 

（二） 10 月 16 日主任與系友會林鵬良會長開會討論「火種講堂」辦理事宜。 

（三） 10 月 26 日辦理「69 級陳鼎鍾學長捐款會」，出席：校長、王淑芳社資長、外語學院張上冠

院長、英文系蔡佳瑾主任、英文系林鵬良系友會會長、華語中心王建輝副主任以及德育中心

兩位代表等。 

八、會議與行政業務 

（一） 8 月 12 日召開「教學研究增能」第二次討論會，出席老師：主任、林茂松名譽教授、魏美瑤

特聘教授、歐冠宇老師、王建輝老師及兩位系秘書。討論案由：如何提升教師教學研究能量、

如何調整課程使更跟上時代潮流與趨勢。 

（二） 9 月 16 日召開系務會議，訂定「教師教學研究增能相關辦法」。 

（三） 9 月 16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議 109 學年第二學期葉卓爾教授延長服務與 110 學年戴雅雯教授

延長服務等案。 

（四） 9 月 23 日召開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討論 109 學年度課程外審審查意見回應、英文系課程外

審具體改善計畫、108 學年度畢業生流向調查回饋意見、108 學年度總結性課程檢討報告等。 

（五） 安排大三生「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測驗時段：10 月 27、29 日與 11 月 16 日，

預計測驗人數為 133 人。 

（六） 規劃 109 學年度寒假「密集英語精進營」活動。 

（七） 申請 109-110 學年度人工智慧研究計畫。 

（八） 籌備 109 學年度英文學系微電影比賽。 

 

日文系 

一、國際交流： 

（一） 大學部學生團體研修：大學部學生團體研修：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無法辦理。 

（二） 109 年 12 月 22 日與日本富山高等專門學校以視訊方式進行交流。 

二、學術活動： 

（一）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本系教師共組成兩個教師專業社群：「日本文學教材分析與研究

社群」及「日語研究與日語教學教師成長會」。 

（二） 109 學年度本系專任教師共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5 件。 

（三） 109 年 9 月 1 日本系與外國語文學院共同主辦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 「AR 數位媒體製

作研習營 2」，由元智大學張韶宸助理教授主講「AR 數位擴增實境概念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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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9 年 9 月 16 日舉辦人工智慧日語研究中心成果發表會。賴錦雀特聘教授以「日本

語教育における AI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為題，陳相州副教授以「AI スピー

カーを用いた初級日本語文法に関する一考察―動詞受身形を例に―」為題，  林蔚

榕  助理教授以「人工智慧與日語學習―以智慧喇叭『Google Home Hub』的測試為

例―」為題，  陳若婷助理教授以「スマートスピーカーを通じたイマ―ジョン教育」

為題，  陳冠霖助理教授以「人工智慧音箱「Google Home Hub」與 CILL 的結合」為

題進行發表。 

（五） 109 年 9 月 23 日舉辦日文系特別演講會「日本の外務省で働いて」，邀請日本台灣

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廣報文化部村嶋郁代部長主講。 

1. 本系與外語學院共同主辦「憶猶未盡-從北投出發，尋找台灣的日本記憶」系列

講座： 

（1） 109 年 9 月 23 日/北投溫泉博物館鍾兆佳館長/北投溫泉發展與日本在台

治理的影響軌跡。 

（2） 109 年 9 月 30 日/北投溫泉博物館首任館長陳林頌先生/北投與天母的文

化資產及台灣水道保存運動。 

（3） 109 年 10 月 7 日/國家電影及影視文化中心前研究員蘇致亨先生/臺灣有

個好萊塢：從日治到戰後的臺語電影夢。 

（4） 109 年 10 月 12 日/靜宜大學日文系邱若山教授兼系主任/溫泉與文學。 

（5） 109 年 10 月 21 日/建築文資工作者凌宗魁先生/漫談台北近代建築。 

（6） 109 年 10 月 28 日/北投文物館副館長洪侃先生/北投陶瓷產業歷史與北投

燒。 

（7） 109 年 11 月 4 日/聚珍台灣總監王子碩先生/臺灣古寫真上色-找回北投記

憶的顏色。 

（8） 109 年 11 月 18 日/日勝生加賀屋董事德光重人先生/日本の温泉文化とお

もてなしの心。 

（9） 109 年 12 月 2 日/歷史知識型 Youtuber Cheap （本名鄭才暐；日文系 100

級）/讓台灣更美好-那些年，為台灣付出貢獻的日本人。 

2. 109 年 10 月 14 日舉辦特別演講會，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魏聰哲

主任主講，講題為：「因應未來社會問題的 AI 機器人科技發展策略」。 

3. 109 年 10 月 17 日本系與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合辦台灣日本語文學會第 339 次例

會-「佐藤春夫台灣旅行 100 年紀念講演」，邀請靜宜大學日文系教授兼主任邱

若山老師蒞臨演講。 

4. 舉辦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 

（1） 109 年 10 月 21 日舉辦第 181 次例會，由陳亭佑、曾哲宏同學發表，主題

為：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成果發表與經驗分享。 

（2） 109 年 11 月 4 日舉辦第 182 次例會，由劉怡伶教授發表「『総結日本語

文』での取り組み：『学際的な学習』に向けた予備的検討」；蘇克保副

教授發表「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発音指導について－日本語母語話者の

聴覚許容度を中心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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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 年 12 月 30 日舉辦第 183 次例會，由吳映璇兼任助理教授發表「日本

語学習者を対象とした日本語教育についての探求」；中村直孝兼任助

理教授發表「博士論文奮闘記：博論提出までのストラテジー」。 

5. 109 年 12 月 12 日將舉辦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成立 40 週年紀念「2020 年台灣日

本語文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日本語文學研究的境界線」。 

三、會議： 

（一） 109 年 9 月 12 日碩博士班委員會：討論本系 109 學年度學士班學生修讀學、碩士一

貫學程申請事宜，博士班學生資格考核初審事宜，以及本系 110 學年度碩、博士班研

究生各管道招生簡章草案修訂意見調查表事宜。 

（二） 109 年 9 月 12 日於日語教育多功能教室舉辦 198 學年度日本語文學系專兼任教師會

議，除新學年度之系務報告外，教師們並分科目討論教學相關事宜。 

（三） 109 年 10 月 15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討論 110 學年度共同外文架構改變之相關配套措

施及訂定「東吳大學共同課程『日文』抵免細則」草案、本校學生日文畢業標準建議

案。 

（四） 109 年 10 月 28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討論 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預算及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事宜。 

（五） 109 年 10 月 29 日召開碩博士班委員會，討論 110 學年度碩博士班招生簡章及確認研

究生資格考核初審結果。 

（六） 109 年 11 月 12 日召開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查 109 學年度本系自行承辦獎助學金申請

案。 

（七） 109 年 11 月 19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討論第二專長課程檢討及新開第二個第二專長課

程事宜。 

（八） 109 年 11 月 26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議教師休假案、評鑑案。 

（九） 109 年 12 月 17 日大二大三導師會議：UCAN 生涯團測結果分析報告。 

（十） 110 年 1 月 4 日大一導師會議：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結果分析報告。 

四、教學、輔導活動 

（一） 109 學年度新生第一哩活動邀請保聖那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曾安立學長返校分享「日文

系畢業生未來職涯發展」。 

（二） 109 年 9 月 30 日舉辦升學就業輔導座談會，邀請張皓學長（106 級）主講「語言路上

的燈火闌珊處：從學日語到教華語」。 

（三） 109 學年度 N1、N2 日語能力檢定輔導班，分別於 10 月 7 日及 10 月 14 日開課，連

續 4 週於本系系會時間上課，並於輔導課程結束後，分別於 11 月 4 日及 11 月 18 日

進行模擬測驗。 

（四） 本系承辦外語學院「日語領隊導遊實務課程」，共有 27 名學生報名參加，10 月 14 日

舉辦始業式，本次邀請廖紋淑、葉思薇、石井郁江等校外專家學者授課，並與「憶猶

未盡-從北投出發，尋找台灣的日本記憶」系列講座合作兩堂跨計畫的合同講座，共進

行 24 小時課程，預定於 12 月 16 日結業。 

（五） 高教深耕計畫講座： 

1. 109 年 11 月 19 日，蘇致亨先生（國家電影及影視文化中心前研究員）主講「臺

語片研究與非虛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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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 年 11 月 25 日，陳志杰先生（清華大學資工系自然語言處理實驗室博士生）

主講「『Linggle』實機操作」。 

3. 109 年 12 月 14 日，張容瑄學姐（日文系 107 級/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

士班三年級）主講（講題未定）。 

（六） 109 年 12 月 9 日舉辦「日文系輔系雙主修申請經驗分享會」，由日四 B 高嫚君同學

（經濟系外匯模擬交易競賽第一名）主講。 

（七） 109 年 12 月 9 日舉辦實習經驗分享座談會「インターンあるある」，邀請 108 級系

友陳妍蓁學姐返校分享在王子飯店的實習經驗。 

五、學生活動： 

（一） 舉辦各項日語文競賽： 

1. 109 年 12 月 16 日舉辦日語翻譯比賽。 

2. 110 年 1 月 25 日舉辦專題研究成果發表競賽。 

3. 第 2 學期預計將舉辦日語辯論比賽、日語聽力比賽、日語演講比賽及日語朗讀比

賽。 

（二） 10 月份受理以下獎助學金申請： 

1. 東吳大學鄭壹芬老師勵學獎學金。 

2. 日文系學生關懷專案助學金。 

3. 日本語能力測驗獎勵。 

4. 東吳大學蔡惠玲女士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三） 日文系學生會於 109 年 10 月 31 日舉辦系運動會、12 月 19 日舉辦日文歌唱比賽。 

（四） 持續舉辦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第 22 屆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於 10 月

17 日於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舉辦決賽。比賽結果由稻江護家吳令晴同學以「新型冠狀

肺炎帶來的啟示」獲得第一名。 

（五） 舉辦日本文化活動：109 年 11 月 25 日與群美中心共同主辦日本文物講座，由日本銃

炮刀劍研究會北京分會會長許耀華先生主講「日本文物藝術實務鑑賞：金工與蒔繪」。 

 

德文系 

一、教學與研究： 

（一） 德文書籍翻譯計畫： 

1. 109 年 11 月 18 日「新書出版暨學生翻譯成果發表會」，此次共計發表 3 本翻

譯書籍，分別為「近代歐美經典教育人物」、「德意志歷史上最重要的 101 個

人物」以及「德語的 101 個問題」。開幕特邀請 DAAD 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

中心金郁夫 Dr. Josef Goldberger 主任蒞臨致詞，活動前半部活動邀請退休教師

林聰敏教授、嚴家仁副教授以及本系廖揆祥老師與陳姿君老師共同介紹與推薦，

後半部則邀請參與翻譯計畫的同學進行翻譯經驗的分享 

2. 109 學年度至 111 學年度由萬壹遵老師負責指導學、碩士班學生，進行「Die 101 

wichtigsten Fragen: Deutsche Literatur（德語文學的 101 個問題）」翻譯。 

（二） 109 年 10 月 27 日書籍翻譯實務工作坊專題講座：翻譯實務經驗談—林硯芬系友。 

（三） 109 年 9 月 23 日「德國傳統飲食文化與發展」--黃逸龍 Ilon Huang 講師（中央廣播

電台主播兼記者） 

（四） 職涯輔導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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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9 年 10 月 5 日「自由譯者時間—管理與學習策略」馮筱芹講師。 

2. 109 年 10 月 21 日「我學以致用德一條路—菜鳥系友分享」106 級德文系系友高

嘉伶（德國經濟辦事處展覽服務處經理）。 

3. 109 年 11 月 25 日「知識 VS 姿勢 VS 滋事—東吳德文啟發我的創新想像」德文

系 87 級系友林崇偉（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研究員、众社企股份有限公司

（众社會企業）創辦人兼執行長） 

4. 109 年 12 月 9 日「貿易實務人才關鍵力」85 級德文系系友葉守峰（龍星企業集

團總裁） 

（五） 109 年 11 月 11 日舉辦本學期教師研究分享「日本漫畫《名偵探柯南》德文譯本中

幫助理解的翻譯策略」，由鄭欣怡老師主講。 

（六） 「1、2 年級語言教師社群」：由 1、2 年級德語課程教師組成，針對 1、2 年級基礎

德語課程教學內容進行相關討論與溝通。預計進行 3 次會議及 1 次教學工作坊，其

中工作坊的部分，主題為「腦神經與教學」特地邀請德國圖賓根 Tübingen 大學心理

學博士，現任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教師洪川茹助理教授與德國比勒

費爾得 Bielefeld 大學語言學博士，現任淡江德文系教師顏徽玲助理教授主講，與系

上教師共同探討腦神經與教學之關連性。 

（七） 109 年 8、9 月至 109 學年上課教室安裝德語課程教學之教學軟體。 

（八） 110 年 1 月 6 日總結性課程「德國文化專題」成果展演。 

（九） 校外參訪與教學活動： 

1. 109 年 12 月 9 日一年級學生至中央廣播電台參訪，瞭解電台運作及與外語學院

學生職涯之相關性 

2. 109 年 12 月 16 日張國達老師帶領 4 年級國貿實務課程學生至龍星企業參訪，實

地瞭解貿易公司運作 

3. 觀光旅遊德語課程教師嚴家仁老師計畫帶領學生至龍山寺與故宮博物院實地進

行課程教學。 

（十） 109 年學生暑期校外實習計畫：與生涯中心課程結合，暑期計有 7 名學生分別至 5 個

校外單位進行職場實習；3 名指導老師於學生實習期間分別至實習機構進行訪視，

了解學生實習狀況。10 月 28 日舉辦實習分享。當日並召開實習小組會議，實習指導

老師就今年實習訪視狀況進行討論。 

（十一）109 年 11~109 年 1 月協助教師進行教材上網。 

二、國際交流與學生活動： 

（一） 2021 年由本系承辦萊茵盃活動，活動日程預定於 110 年 5 月 1、2 日，目前每月定

期開會進行活動籌備。 

（二） 109 年 9 月 26、27 日系學會「新生宿營活動」，地點「新竹萬瑞園區」，透過各種

團隊活動，讓新生更了解彼此，並拉近與學長姐的距離，凝聚向心力、109 年 10 月

28 日舉辦「Oktoberfest 德國啤酒節」。 

（三） 109 年 11 月辦理「學士班學生學碩五年一貫」作業。 

（四） 109 學年度因疫情，學生無法於 8 月赴德國進修，原規劃 109-2 學生寒假團體赴德進

修，經開放報名後，因報名人數過少，故亦停辦。 

（五） 110 學年度學生團體赴德進修：12 月 2 日舉辦第一次說明會。 

（六） 德國文化部落格工作小組：石斌宏老師主持，指導學生進行部落格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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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活動： 

（一） 109 年 9 月 5 日、10 月 24 日新生家長座談會。 

（二） 109 年 9 月 9 日系主任與系學會開會，討論本學期活動。 

（三） 109 年 10 月 13 日 108 學年度赴德進修學生返國檢討會。 

（四） 109 年 10 月結合生涯中心，針對二、三年級學生進行職涯 UCAN 測驗施測。 

（五） 109 年 11 月結合心諮中心與評鑑組進行「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一年級身心

適應調查」、「二、三年級學習成效問卷調查」。 

（六） 109 年 11、12 月協助教師進行 E 關懷系統之學業關懷。此外並針對 1、2 年級德文

課程預警學生進行課後輔導。 

（七） 109 年 12 月 2 日「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分享」德文三趙子雅（指導老師：萬壹遵

老師）。 

（八） 110 年 1 月 7 日由系主任主持，進行碩士班師生餐敘，瞭解學生修業進度、蒐集學

生相關建議。 

四、會議： 

（一） 109 年 9 月 16 日、9 月 23 日、10 月 28 日、12 月 23 日系務會議：決定 109 學年學、

碩士班招生簡章、決定本學年度教師研究分享及德語教學實務工作坊、決定 110 校

發計畫與經費、討論萊茵盃活動、修訂中等師資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德語專長課

程表、討論 109-2 學生團體赴德進修事務、修改東吳大學「德文」課程抵免細則、針

對非德文主修學生制訂外語（德語）能力畢業標準、討論 110 學年度起「共通外文-

德文」課程相關事宜、討論總結性課程「德國文化專題」執行相關議題。 

（二） 109 年 9 月 23 日、10 月 14 日課程委員會：課程外審回應與改善計畫、修改東吳大

學「德文」課程抵免細則、針對非德文主修學生制訂外語（德語）能力畢業標準、討

論 110 學年度起「共通外文-德文」課程相關事宜。 

（三） 109 年 10 月 7 日碩士班小組會議：依外部評鑑與課程外審委員意見，討論調整課程

名稱。審議 109-1 研究生論文獎學金、研究助理分配。 

（四） 109 年 10 月 22 日「系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110 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五） 109 年 11 月 9 日碩士班甄選委員會會議：討論書審及面試標準及面試命題事務。 

（六） 109 年 12 月 2 日系教評會：審議專任專案教師續聘案、專任教師評鑑案。 

（七） 109 年 12 月 16 日大二、大三導師會議：職涯輔導「二、三年級 UCAN」問卷結果

分析。 

（八） 108 年 12 月 31 日大一導師會議：「一年級身心適應調查」問卷結果分析。 

五、系友及推廣服務： 

（一） 辦理系友捐贈「既壽獎學金」申請案甄選作業。 

（二） 修訂「齊馬蕙蘭博士獎學金辦法」與「曾文衍系友獎學金條例」。 

（三） 支援招生組： 

1. 10 月 14 日汐止秀峰高中學生來校參訪 

2. 10 月 15 日中和錦和高中學生課程體驗 

3. 10 月 30 日基隆女中學生課程體驗 

4. 11 月 27 日、12 月 11 日新店高中學生課程體驗 

5. 11 月 26 日金甌中學生來校參訪 

6. 12 月 9 日苗栗建台高中學生來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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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 月 11 日苗栗大同高中學生來校參訪、新店高中學生課程體驗 

六、其他 

（一） 支援陸港澳生來台事務。 

（二） 109 年 9 月 16 日環安衛系統內部稽核活動。 

（三） 協助辦理 10 月 9 日校慶活動：校史館開幕、校慶典禮、校友慶祝餐會。 

（四） 協助 10 月 24 日辦理「饗閱德國」活動。 

（五） 協助辦理 11 月 21 日「外語學院外語菁英論壇」活動。 

（六） 提供校史館「恩師風采」「書刊剪影」「班級同窗」稿件。 

（七） 至其他大專院校德文系進行碩士班招生宣傳：10 月 13 日淡江德文系、政大歐語系、

高科大應用德語系、10 月 14 日輔大德文系 

（八） 109 年 11 月 20 日碩士班甄試面試。 

 

語言教學中心 

一、 提報 108 學年校務發展計畫管考 3 項子計畫本中心自評表和附件，以及於校務資訊平

台填報 KPI。 

二、 於本校電子化校園系統和人會總系統提報 110 學年度本中心校務發展計畫 2 項子策略

提報表：「C-02 社會競爭力增加：2-2 基本能力與素養提升」和「G-08 基本維運開銷：

8-1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三、 配合學生事務處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校園導覽，9 月 8、9 日雙溪校區外

語自學室延長開放至 17:00，並向新生解說外語自學室資源。 

四、 109 年 11 月 21 日舉辦東吳大學建校 120 年「東吳外語菁英論壇--迎接外語教育新時

代」，由本中心承辦，邀請英、日、德三學系在學術界服務的十多位系友返校分享，

議題涵蓋全球社會變遷下外國文學、語言、文化教育的挑戰與變革，以及系友於外語

教育領域自我修煉的心路歷程回顧與反思。 

五、 本中心負責開設全校共同英文課程和「深耕英文 I、II」補救課程之外，繼 99 學年新

增實用英語學程之後，配合本校 108 學年起新增第二專長，考量近年全校性選修課程

韓文深受學生喜愛，選課經常爆滿，109 學年本中心首次規劃並開設「實用韓國語文」

第二專長課程，登記人數達 312 名，居第二專長之冠。109 學年新聘一名韓文專任教

師曾天富教授，續聘原於通識教育中心擔任韓文課程之兩名兼任教師梁允禎助理教授

和金家絃講師，以及合聘社會系何撒娜助理教授，未來將視選課狀況增加韓文師資。 

六、 配合副校長召開「研商降低人事費及鐘點費事宜」2 次會議（109 年 4 月 29 日和 7 月

23 日），以及教務長主持「研商教學相關議題」2 次會議（109 年 8 月 27 日和 9 月

16 日），與本中心專任教職員商討 110 學年共同英文課程架構調整方案本中心因應

對策，並回覆通識教育中心「110 學年度共同課程『英文（一）』授課規劃書」。 

七、 「英語文加強班」每學期分 2 期進行，每一期由本中心專任教師 4 位，利用午休或其

他時段，提供 5 次輔導活動，第一期活動時間為 10 月 5 日至 11 月 6 日，第二期為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23 日。 

八、 辦理第 37 期外語自學相關活動。 

九、 外語自學活動本學期第一梯次於第 3 週開始（9 月 29 日起），第二梯次於第 11 週開

始（11 月 23 日起），鼓勵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自學外語。 

十、 本中心外語自學室提供全校教職員生多元化的外語學習環境，學期間安排外語聊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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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諮詢服務，舉辦學習加油站和資源體驗會。 

十一、 召開會議：8 月 11 日召開 109 學年「英文（一）」切分點會議；9 月 9 日召開韓文教

師會議；9 月 23 日、10 月 21 日和 11 月 4 日召開中心事務會議；9 月 24 日和 11 月

12 日召開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10 月 7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中午舉辦線上教材介

紹及使用說明會；10 月 14 日召開實用英語學程教師會議。 

十二、 為使本中心授課教師熟悉遠距教學軟體操作，11 月 11 日下午 1:00 於雙溪校區 B509

教室舉辦實用英語學程教學工作坊，主題為「Microsoft teams遠距教學軟體操作方式」。 

十三、 於高教深耕計畫「深耕學院優勢、培養趨勢 π 型人才」分項計畫之子計畫「A-2 外國

語文學院學生跨域、實務與國際力養成計畫」，本中心除新購置 iBT 托福模擬測驗題

庫和 TOEIC 模擬測驗新制題庫，新增課程輔導機制輔助英文程度較弱學生增加英文

能力，於「深耕英文 I」課程實施英文測驗之前後測，並新增一份單字表之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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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理學院】 

一、 109 學年度，卸任主管-汪曼穎院長、數學系林惠婷主任、化學系傅明仁主任，新任主管

-張碧芬院長、數學系林惠文主任、化學系呂世伊主任。 

二、 理學院為加強招生工作，開發「校園實境遊戲」，期能貼近高中生的興趣，達到認識本

校校系的目的，並於暑假期間辦理「校園實境解迷-學伴遊戲」體驗賽，開放院內師生

同仁組隊參加，並特別邀請校長、副校長、招生組蒞臨指導。 

三、 理學院 50 周年院慶因新冠肺炎疫情從 3 月延期至 11 月 28 日辦理，當日校內師長、系

友、在校同學 140 多位與會，透過影像，歷屆院長細數往日經營學院的辛酸甘苦，見證

學院 50 年歷史；各系系友代表獻上祝福，也提出他們對學校、院系的期望，對學弟妹

的建議與期許；院系主管提出願景，協心期盼共創更璀璨的未來。典禮最後，物理學系

陳秋民老師設計的生日火焰與天燈登場，展示科學的應用，也代表無限的希望與祝福。 

四、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配合理學院 50 周年院慶，於戴氏基金會議室辦理「理學院教

學研發成果展」，展示內容含括各系研究成果、科學教具、專利成果、校友企業產品

等。展示期間提供免費適用產品，包括微生物學系劉佩珊老師的專利「靈芝錠」、微生

物學系系友企業的金針菇、益生菌、引藻等，增添活動之趣味。 

五、 會議 

（一） 9月 24日，召開本學期第 1次院教評會，審議教師聘任、教師免評鑑及延長

服務等案。 

（二） 9月 30日，召開院務會議討論本院教師學術研究加給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之計畫案件」及「專書」採認之『等同標準』建議案。 

（三） 10月 14日，召開 110學年度學院校務發展計畫計預算會議，討論議定 110學

年度學院、學系總務處統籌預算需求排序、環安衛經費及整體經費配置。 

（四） 10月 20日，召開課程委員會，審議遠距課程申請案、新開科目及 109學年度

新開第二專長課程外審意見回應表。 

（五） 11月 16日，討論理學院提報 110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六、環安衛業務 

（一）8月 4日，派員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舉辦『109年度「北區聯防組織訓練」研

討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協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加強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安全管理防護措施，並於災害發生時能具有緊急應變能力，特辦理旨揭

聯防組織訓練研討會，提升聯防成員之本質學能，強化救災技術與效率。 

（二）9 月 8 日，參與教育部舉辦『109 年學校化學品管理及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

內容包括：介紹如何透過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進行化學品管理與毒化物

申報之流程、介紹安全資料表個別欄位的內容與重要性、宣導勞動檢查重點，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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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助學校全面掌握各部會對化學品管理的最新法規動向資訊與申報、報備等系

統操作。 

（三）9 月 11 日，與人事室、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管理組共同舉辦年度「安全衛生暨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教育訓練」課程，增進本校教、職、工及實驗室人

員安全衛生知識與技能，避免發生職業傷害。 

七、鑑識科學學程業務 

學程為加強課堂學習與實務之鏈結，本學期安排 4 場講座，邀請實務界專家演講。 

(一) 11 月 5 日，邀請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視察劉邦乾視察，講題「我國海洋走私查緝與貨

品鑑識工作」，增進學生認識海巡署組織與鑑識工作業務及海上物品查緝要領與鑑

識工作之限制。 

(二) 11 月 23 日，邀請法務部調查局鑑識科學處黃振峯調查官，講題「人貌比對與身分

識別」，介紹人貌比對原理、最新數位影像身分識別技術與實案討論，以瞭解數位

影像領域的鑑識技術與實務方法。 

(三) 12 月 3 日，邀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程志強股長，講題「刑案現場處理

與血跡型態分析」，讓同學了解我國刑案現場處理程序與概況、各種血跡型態與應

用，未來從事各項執法、犯罪預防、法律、或保險理賠等工作時，甚至生活中，能

有相關刑案現場處理概念知識。 

(四) 12 月 7 日，邀請法務部調查局鑑識科學處生物鑑識科陳爾濬調查官，講題「DNA

技術於鑑識科學之應用」，從 DNA 鑑定基本原理談起，討論實務上 DNA 鑑定實際

運用方式、統計分析以及相關案件探討經參與之 DNA 鑑定相關案件探討。 

八、109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情形 

（一）教師教學創新及研究獎勵計畫-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計有 1 位教師申請通過教學

創新計畫，2 位教師申請通過研究獎勵。 

（二）獎勵學士班學生研究計畫-為鼓勵本院學士班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

畫」，提升學生執行研究計畫及實驗、實作能力，辦理「理學院獎勵大學部學生

研究計畫」，109 學年度共計 12 名同學提出申請並通過審核。 

 

【數學系】 

一、 完善教學設備 

（一） 本系碩士班研討室、計算科學實驗室之雷射投影機、教學講桌已使用十餘年，

均於本學期進行汰舊換新，以提升教師授課品質。 

（二） 計算科學實驗室電腦設備更新 7 台，提供學生較佳的學習設備。 

二、 開設實務課程 

本系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設專業實務課程計有電腦繪圖、生物統計、機器學習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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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建模概論(一)、人工智慧應用實務(一)、高等應用統計、作業研究、資料探勘與分析

共 8 門。 

三、 提升教師教研能量 

（一） 本系 4 位專任老師獲 4 件科技部 109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其中 2 件為 2 年

期計畫。 

（二） 8 月 20 至 21 日，本系簡茂丁教授、林惠文教授前往中正大學出席第 29 屆南區

統計研討會暨 2020 中華機率統計學會年會及學術研討會。 

（三） 持續加入「中華民國數學學會」及「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團體會員。 

（四） 9 月 9-11 日，本系洪斌哲助理教授前往清華大學出席由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的「The Taiwan Number Theory Symposium」並以「On the derivatives of 

anticyclotomic p-adic L-functions for Hilbert modular forms」為題發表論文。 

（五） 9 月 9 日，本系舉辦「數學系助教(理)增能研習會」，邀請本系專任助教及兼任

教學助理分享教學、輔導與行政等相關經驗。 

（六） 9 月 14 日，與校牧中心為大一新生合辦一場專題演講，由校牧黃寬裕牧師主講，

講題為：「精彩的大學生活規劃」。 

（七） 【機器學習與應用】高教深耕業師講座系列 

1. 9 月 17 日，邀請蘇育萱小姐(趨勢科技)主講，講題：「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

簡介」。 

2. 12 月 3 日，邀請劉禹農先生(鈦思科技)主講，講題：｢MATLAB 機器學習於

資料分析的應用」。 

3. 12 月 10 日，邀請劉禹農先生(鈦思科技)主講，講題：｢MATLAB 機器學習

於訊號處理的應用」。 

（八） 【生物統計】高教深耕業師講座系列 

1. 10 月 20 日，邀請以斯帖統計顧問公司資深統計分析師陳建豪博士主講，講

題：「存活分析與 R 語言實例探討」。 

2. 10 月 27 日，邀請中研院統計科學所程毅豪教授主講，講題：「生物統計實

例探討」。 

（九） 10 月 21 日，邀請鄭硯仁博士(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演講，講題：

｢Determinant of a matrix」。 

（十） 11 月 4 日，邀請林濬璈博士(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

員)演講，講題：｢Approxim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self-test」。 

（十一） 11 月 16 日，邀請彭彥璁助理教授(政大資訊科學系)演講，講題：｢Image 

Restoration: Traditional Image Processing vs. Deep Neural Network-based 

Methods」。 

（十二） 11 月 18 日，與生涯發展中心合辦「109 學年度大二及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

由學系主任、4 位導師、2 位輔導助教與秘書共同參與，藉由檢視本系二、三

年級學生 UCAN 測驗結果討論學生職涯輔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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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動各項學生活動以進行學生輔導、強化學生競爭力 

（一） 9 月 8 日，配合新生第一哩活動，舉辦「學系相見歡時間」，由林惠文主任主持，

介紹學系課程、成員、環境及選課注意事項。另邀請林惠婷老師進行美育活動

「摺紙欣賞與幾何立體實作」，數四林凌豪同學、簡冠程同學、數三賴昱婷同學

與大一學弟妹分享「樂在數學」。 

（二） 9 月 9 日，舉行碩士班新生座談會，由系主任主持，本系專任教師及碩一新生參

加。 

（三） 9 月 11 日，公告「數學系商學暨外語獎學金」、「數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

獎學金」及「數學系系友會獎學金」開始接受申請，截止日期為 10 月 25 日。 

（四） 本學期數學系「數學加油讚」自 9 月 21 日開始，邀請成績優異高年級同學協助

學弟妹組成讀書會，進行課業輔導、補救教學。 

（五） 數學系學生會於 9 月 25 至 27 日假竹南崎頂新樂園舉辦三天兩夜的大一迎新宿

營活動。 

（六） 10 月 14 日，辦理「數學系 109 學年度系友座談會」邀請就讀正在攻讀碩士的系

友李培煜(東吳數學所)、楊庭瑄(中央數學所)、羅怡軒(台大應力所)及陳家華(東

吳法律所)回校與學弟妹分享考前的準備工作及念碩士班的甘苦談。 

（七） 10 月 23 日，辦理「大手牽小手，當我們愛(AI)在一起」，由林惠文主任與洪斌

哲老師主講，凝聚大一對系上的認同感，也請系學會參與座談。 

（八） 11 月 18 日，與生涯發展中心合作辦理班級生涯輔導，邀請周守恩老師(東吳大

學生涯發展中心專員)主講「履歷自傳及面試」，傳授高年級同學面試技巧及履

歷自傳的寫作方式。 

五、 提升招生成效 

（一） 10 月 14 日、15 日，分別有汐止秀峰高中約 45 位師生、新北錦和高中約 36 位

師生到院參訪，數學系由林惠文主任負責接待與學系介紹。 

（二） 10 月 24 日，舉辦「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由林惠文主任主持，數一導師洪斌

哲老師，數一輔導助教萬育瑄助教、蔡承恩助教、連祥昀助教與 8 位新生共計

11 位家長參與。 

（三） 11 月 19 日，基隆暖暖高中師生 100 位到院參訪，數學系由林惠文主任負責接

待與學系介紹。 

（四） 11 月 28 日，辦理 109 學年度數學系高中教師座談會，邀請二十幾位在高中任

教的系友回母系，就 108 課綱、110 招生專業化與系上教師進行對談。 

六、 活絡系友聯繫與服務 

（一） 「數學系系友 LINE 群」轉由系友會管理，目前群組內約有 200 位系友。另有

「東吳大學數學系 FB 社團」目前系友成員約 600 名。 

（二） 經由 LINE 群組號召系友出席 10 月 9 日「東吳 120 校慶餐會」，約 40 人出席；

11 月 28 日理學院 50 周年慶，約 10 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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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系】 

一、課程檢核機制，課程之檢討與強化 

（一）推動課程再造與永續發展：強化課程委員會機制，定期召開課程委員會，規劃與調整

學系課程架構，執行並檢討實務課程」與「總結性課程」之成效。 

1、持續安排之實務科目「半導體物理」、「奈米科技」、「應用光學」、「物理研究

與產業趨勢」，同時規劃有微學分「物理創意實務專題」提供學生於暑假期間修習，

並洽談後續實習合作。另檢討實習課程開課不佳者，改與理學院合作第二專長，以

Python、AI、深度學習等方向，強化物理系的訓練為主，使學生於直接進入職場時亦

能應用的技能。持續檢討學系「第二專長馬蓋先的物理」開課情形以及改善措施。 

2、12 月 30 日，辦理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總結性課程「書報討論及專題研究」優秀學

生期末發表，並訂於 110 年 3 月 31 日辦理「書報討論」壁報展示及觀摩學習活動。 

（二）強化學生未來發展競爭力：完成實驗設備更新並強化實驗室功能，增進學生學習能力。 

1、配合 ISO 認證，整理各實驗室，同時於 10 月底前完成各實驗設備汰舊更新作業，以

及實驗室儀器設備整修，空間調整等，以營造良好的實驗操作環境。 

2、礙於疫情影響，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停辦廣州中山大學物理芙蘭節兩岸學術交流活

動。但相關之哈佛醫學院暑期研習等，預計於 110 年 3 月 10 日辦理說明會。 

二、培基教育，強化輔導 

（一）學術進路 

1、持續辦理「五午會」，每星期五中午，由劉源俊老師與同學討論各類物理問題，並接受生

涯規劃諮詢。另不定期與學生做戶外教學，除健康身心，同時討論人生的疑難雜症。 

2、巫俊賢邀請高年級同學協助輔導「普通物理」、齊祖康老師「電磁學」，於每星期二、

四晚間進行「課業輔導」，另黃依萍老師的光學，亦有教學助理協助。 

3、每星期三辦理「數理培基-物理英文」，使學生能夠建立穩定的基礎，加強課業。 

（二）應用進路 

1、11 月 18 日，「示波器的操作與應用」演示，使學生理解「示波器」的構造與使用方式。 

2、「教學研發中心」培訓小老師，自行設計與創作教具，用以協助各類演示活動以及偏

鄉服務、高中招生等，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3、12 月 5 日，辦理「第九屆數位化暨科學實驗研討會─疫情下生活科技的物理之探究與

實作」共訓練志工，擔任工作坊小老師，使學生於理論與實驗操作得到實務學習。 

（三）學術演講，關心研究發展：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邀請國立宜蘭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黃

朝曦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張宜仁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博士後研究

員林夏玉博士以及劉源俊名譽教授演講。 

（四）職涯講座，分析產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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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月 11 日，由曾銘誌技士帶領大四同學前往南港展覽館參觀台北國際電子產業科技

展。共有 24 位同學參與。藉由參訪，以了解「光電」相關課程所學。 

2、12 月 24 日辦理「企業參訪─新竹一日行」，以新竹台積電以及科學園區為目的地。

約計師生 40 人參與，期以透過活動，了解產業最新發展。 

（五）規劃全英語授課，增加英語授課科目：持續鼓勵並開設多元外與授課課程：開設「理

論物理導論（一）」與「生醫物理與工程專題」，並增設「書報討論（一）、（二）」

有一組，為全英語授課科目。 

（六）12 月 23 日辦理「選課輔導」，宣導第二專長修課、講解選課應注意事項以及解答學

生選課之各項問題。 

三、鼓勵學生學術交流，規劃生涯發展 

（一）學術進路：提供學術演講與參與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 

1、110 年 1 月起陸續辦理學術交流甄選說明會，有哈佛醫學院、佛塔茲大學宇宙學研

究中心之研習，將甄選 3 名同學，由學系補助機票費用，參與暑期研習。 

2、10 月 28 日邀請林夏玉博士後研究員（86 級系友），以「學以為自在，勤以補蹉跎」

為題講演，闡述一位歷經產官學三種職場經驗的物理人的生命學習之旅。 

（二）應用進路：提供相關參訪及實務訓練。 

1、11 月 11 及 25 日與生涯發展中心合作，分別完成大二及大三同學「職業興趣與職能

評估」測驗，於 12 月 2 日完成大三導師會議，了解學生施測結果與分析建議。 

2、11 月 18 日，陳秋民老師以「示波器的操作及應用」演示，教學的目的是要使學生理

解「示波器」構造與使用方式，俾便在實驗操作中，更為得心應手。 

3、安排大四學生參與台北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以及每學年一次校外參訪：12 月 24 日安

排至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參訪。 

4、12 月 5 日，辦理「2020 第九屆數位化暨科學實驗研討會」，工作坊需要大量學生人力，

以訓練學生成為指導小老師，協助各工作坊進行量測、實驗等操作，是為學生理論與實

務驗證的最佳管道。 

四、增向教學能量，改進教學教法與評量 

（一）教師教學增能及教學成果 

1、辦理「縱橫悟理」教師研究例會，每月舉行一次，由專兼任老師依序發表。109 學年

度第 1 學期發表人依序為林之淵、劉源俊、梅長生、張有毅、黃雍熙等五位老師。 

2、10 月 26 日，邀請化學系何美霖教授至學系分享「如何有效申請教學實踐計畫」。 

3、「教學研發中心研究團隊」，於 12 月 5 日，辦理「2020 第九屆數位化暨科學實驗研

討會」，在特邀講演暨演示專題中，邀請台北市立大學應用物理暨化學系古建國教授

專題講演：「從葡萄到自動感應酒精噴霧機」，學系陳秋民老師「防疫物資的物理和

演示」以及 3 場分別由齊祖康、林之淵、張有毅老師以及教學研發中心主持之「探究

與實作平行」場次工作坊。此次以時事話題「COVID-19」需求之口罩、酒精等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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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主題，切合生活中處處見物理，強化物理「實作與探索」教學。 

4、定期召開「演喻教學工作小組」會議，分享演喻教學心得，或示範設計之教具等。目

前除「微波實驗」、「曲徑流珠」兩項教具獲得專利，尚有相關專利申請中。 

（二）強化教學評量與獎勵 

1、108 學年度學系無教學評量不佳之教師。另「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課堂反應問卷」

有梅長生老師或校長的感謝狀，巫俊賢老師獲教務長感謝狀，均於系務會議中頒發感

謝狀以致校、系對師長付出的敬意。 

2、巫俊賢副教授獲 108 學年度績優導師，陳秋民副教授、吳恭德、張有毅助理教授獲熱

心導師獎勵。陳秋民副教授獲得「教學優良」獎勵。 

（三）獎勵教師學術研究：除學校現有之相關獎助外，學系發展專款辦法中也訂有相關補助

項目提供教師參與學術研討會、物理教育年會等。 

（四）提升學生研究能力：學系設有「專題研究獎勵辦法」，提供學生有利的學習資源，表現

良好者，可引介至相關實驗單位進行研究，有助於將來升學的延伸或就業的進階。 

五、開拓社會資源，活絡校友聯繫與服務 

（一）10 月 9 日，辦理 50 週年系慶活動，共有 300 餘位系友，以及好朋友蒞臨。系友回娘

家同時與校慶慶祝活動熱鬧進行。活動得系友慷慨解囊，圓滿成功。另學系相關之學

生急難救助等相關資助均由系友捐款始能達成，如呂坤全、游輝文系友獎學金；葉清

昆、蔡清雯學長助學金；陳枝城、陳雄、王仁宏等學長等長期支援學系各項活動經費。 

（二）邀請系友演講與辦理各項活動，以課堂的學習與職場的經歷，於活動間與學生分享；

提供企業參訪、實習機會，而系友也能了解學系運作與缺乏，適時提供協助。 

（三）建校 120 週年，傑出校友推薦，學系有戚正怡、葉清昆、林清泉、林恭如學長榮獲「東

吳大學第五屆傑出校友」，並於 10 月 9 日校慶典禮接受頒獎。 

六、推展招生業務，建立與高中接觸管道 

（一）實驗活動：12 月 5 日，辦理「2020 第九屆數位化暨科學實驗研討會」，活動配合潮流話題，

「疫情下生活科技的物理之探究與實作」，讓高中老師得以親自實驗，增進教學知能。 

（二）招生活動：參與規劃評量尺規等相關會議外，辦理相關招生活動，或高中學長座談等活

動。或由學校規劃，以演示接待秀峰高中、錦和高中、暖暖高中、苗栗大同高中等。 

（三）規劃於 110 年 2 月 3-4 日辦理「高中生研習營」，以此「防疫物資的物理探究和演示」主

軸，提供學生探究與實作，分享創意。同時有學習歷程檔案實戰，提升競爭力。 

 

【化學系】 

一、推動特色研究 

(一) 進行特色研究規劃，發展強項研究領域，帶動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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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年度執行科技部計畫，計有傅明仁教授「高分子整體微管柱液相層析串聯質譜

術於食品添加物檢測研究(1/2)」、王志傑教授「金屬有機骨架的水吸附及其共伴性

質分析應用於水收集的研究(2/3)」、何美霖教授「試紙材料開發於血液及人體呼氣

分子之檢測(1/3)」、謝伊婷副教授「在深共熔溶劑中微包的形成和以微包作為軟性

模板電化學製備奈米材料及其在奈米電極之應用(3/3)」等五項。 

2、購置專題研究用「比表面積與孔隙度分析儀」、「螢光光譜儀」、「厭氧操作箱」、

「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儀」、「UV 紫外可見光譜儀」、「電分析儀」等重要研究設

備，強化研究實驗能量。 

3、購置「教學實驗課程」、「專研究實驗課程」實驗耗材，提供實作實驗訓練使用。 

(二) 積極爭取校外資源，推動研發特色並由資深教師帶領新進教師，提升研究能量： 

1、109 學年度由王志傑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呂世伊教授、謝伊婷副教授合作，獲科

技部通過共同執行「配位聚合物在電化學感測器的應用-實驗與理論的研究(1/3)」整

合型計畫。 

2、本系 109 年度新聘教師林彥多助理教授獲核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開發免添加劑之

電洞傳輸層材料應用在鈣鈦礦太陽能電池(1/2)」。 

3、協助新聘教師林彥多助理教授提送中央研究院「110 年度第 1 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

期來院訪問研究」申請。 

二、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一) 加強學生核心實驗能力 

1、購置專題研究及教學實驗用「酸鹼度測定儀」、「水流抽氣幫浦」、「冰水機」、

「訂製實驗桌」等強化實驗教學設施。 

2、購置「教學實驗課程」、「專研究實驗課程」實驗耗材，落實實作實驗訓練。 

(二) 提升宏觀視野 

1、提升學生宏觀學習視野並強化務實研究能力，化學系教師依專長領域，分組指導大

學部「專題研究」課程學生，實施完整的實驗養成教育，培養學生學習及研究之專

業能力。 

(1) 經指導老師推薦，109 年度共有李夏安、潘韋中、洪子喬 3 位修習「專題研究」

課程同學獲科技部大專生計畫補助，進行「結合近紅外光區銥(Ⅲ)金屬配位聚合

物於葡萄糖感測上的應用」、「金屬配位聚合物合成、結構解析、熱穩定性及應

用於溶劑與氣體吸附之研究」、「在深共熔溶劑中利用賈法尼置換反應製備銀-鈀

修飾電極並應用於呋喃妥因與聯胺的偵測」等三項研究探討學習。 

(2) 獲核 4 件 109 學年度理學院獎勵學士班學生研究計畫，包括：何美霖老師指導

曾暐婷同學「同型半胱胺酸(Homocystein, Hcys) 試紙檢測方法的開發」、王志

傑老師指導黃姿綾同學「利用長鏈狀雙吡啶配位基建構具不同維度之配位聚合

物探討其氣體吸附的性質」、謝伊婷老師指導葉旻瑜同學「利用深共熔溶劑製

備金銀修飾電極應用在呋喃西林的檢測」、王榮輝老師指導詹洛瀅同學「應用

於甲醇重組產氫催化之銅鈷金屬協同作用探討」等多項領域的研究學習。 

2、辦理學術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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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月 30 日，邀請國立中興大學生醫工程所賴千蕙助理教授，講題：「Synthesis 

Glyco-Arylboronate Derivative on Gold Nano particle for Visual Detection of 

H2O2」。 

(2) 10 月 28 日，邀請國立中央大學化學系吳春桂教授，講題：「鈣鈦礦太陽能電

池」。 

(3) 11 月 4 日，邀請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李偉鵬助理教授，講題：「A 

Great Place Where Microbial Electrochemistry Meets Nanomedicine」。 

(4) 11 月 25 日，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林文偉教授，講題：「Recent 

Development on Phosphine-mediated or catalyzed Reactions：Diversity-Oriented 

Synthesis of Heterocycles」。 

 (三) 增加學系知名度 

1、109 年度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案，化學系共計推薦傅明仁教授、王志傑

教授、何美霖教授等 3 件「研究傑出」及呂世伊教授、謝伊婷副教授等 2 件「研究

優良」申請案。 

2、109 年度東吳大學學術研究獎助，化學系共提送「第 1 類研究論著獎勵」7 篇、「指

導大專生研究計畫獎勵」2 件及「減授鐘點」1 件。 

3、教師參與專業學會：學系教師已加入專業學會計有 ACS 美國化學會、台灣質譜學

會、台灣層析及分離科技學會、台灣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中國化學會、台灣電化

學會。 

4、教師學術交流 

(1) 9 月 3 日傅明仁教授赴嘉義大學參加 2020 年第十七屆台灣質譜學會年會暨學術

研討會。 

(2) 11 月 21 日何美霖教授、謝伊婷副教授赴國立成功大學參加「109 年度科技部自

然司化學學門分析小組秋季會議」。 

(3) 11 月 21 日謝伊婷副教授赴台中東海大學參加「綠色電化學科技國際研討會暨台

灣電化學學會年會」。 

(四) 整合學生學習資源 

1、持續開設學系特色課程「專題研究」，109 學年度大學部計有三年級 29 位、四年級

22 位學生修習。 

2、王榮輝老師「材料鑑定方法」課程，獲本校遠距教學小組核定為「109 學年度遠距

教學課程」、「產業論壇與職能發展」課程獲「109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補助，邀請

業師提供職場經歷分享與職涯發展分析，為學生提供多元的學習與探究。 

3、舉辦本系「大一學生與全系教師座談」活動。由化一導師郭鳳珠老師安排大一同學

與全系老師進行分組座談，並預先收集同學的提問請老師解答，既幫助同學更瞭解

老師們的學術專長與研究領域，更讓同學們對未來的學習規劃與修課能有更周全的

準備。 

(五) 強化教學行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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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 11 日學系職員、助教、研究生、助理及專題生等實驗室人員共同出席由理學院

與總務處共同舉辦之「109 學年度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訓練項目包括：「東吳

職安知多少」、「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CCB)」。 

2、完成各實驗室 22 座抽氣櫃活性碳濾網定期更換及抽氣功能檢測及購置實驗廢棄物

清、儲運用廢液桶、固廢箱，強化實驗室師、生安全維護設施。 

(六) 提升招生能量 

1、於 8 月份完成系、所簡介更新，提供年度整體招生宣導活動最新資訊。 

2、8 月 5、6 日結合東吳大學 2020 年暑假高中生研習營(學習歷程多元表現)，王榮輝

老師及助教共同指導學員進行實驗實作並獲 25 份學習回饋資料，作為學系招生宣導

活動分析參考。 

3、10 月 14 日新北市秀峰高中自然組 43 位師生來訪，本系由王榮輝老師安排學系學

習環境介紹。 

4、10 月 15 日新北市錦和高中 36 位師生來訪，本系由王榮輝老師安排作學系學習資

訊介紹。 

5、11 月 20 日基隆暖暖高中師生參訪活動，學系由何美霖老師作學生專題實驗學習及

研究成果介紹。 

 

【微生物學系】 

一、課程檢討 

(一) 9 月進行大學部書報討論課前問卷施測。12 月進行大學部及碩博士班書報討論期末

問卷施測，測驗結果作為總結性課程-書報討論實施方式檢討之參考。 

(二) 9 月進行大學部二年級及三年級學生學習成效問卷施測，施測結果作為大學部課程

改進之參考。 

二、 學生輔導與活動 

(一) 8 月完成 109 年度暑期產學實習學生狀況及實習單位訪視。 

(二) 109 學年首度試辦檢驗研究中心暑期實習計畫，共 36 名同學申請，經過面談徵選錄

取 6 名實習生，自 7 月 8 日至 8 月 10 日共 6 名實習生完成檢驗研究中心暑期實

習。 

(三) 109 學年度「環境檢驗分析實習」共 13 位同學於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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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 月 20 日大三導生會，介紹全系教師研究方向，方便修習大學論文之大三學生選

擇指導教授。 

(五) 10 月 13 日舉辦本學期學術演講，講員為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馮騰永

博士，講題為「微生物對人類社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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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 月 27 日舉辦職涯活動-企業參訪，由應靜雯老師帶領約 50 位大三同學前往台康

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認識哺乳動物細胞與微生物 cGMP 生技藥品工廠及如何開發具

商業化之高品質及符合經濟效益的生物製劑產品。 

(七) 11 月 3 日及 11 月 10 日二年級及三年級學生分別進行「(UCAN)職業興趣與職能評

估」普測，預計於 110 年 1 月 12 日召開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由生涯發展中心

說明施測結果分析。 

(八) 11 月 17 日健康暨諮商中心協助進行大一身心適應問卷施測，預計於 110 年 1 月 12

日召開大一導師輔導會議，由健康暨諮商中心說明統計分析結果。 

(九) 11 月 24 日大四導生會，由畢業學長姐分享研究所進修及生技市場就業經驗。 

(十) 12 月 15 日舉辦全系聯合導生會，增進師生互動，加強學生對學系認同度，提高就

學穩定率。 

(十一) 預計於 12 月 22 日舉辦全系學生選課輔導，說明課程規定，關懷學生學習情況。 

三、 獎勵教師學術研究及提升學生研究能力 

(一) 科技部補助 109 年度「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本系黃顯宗教授、張碧芬教授、

張怡塘教授共 3 位教師獲得研究傑出獎勵推薦。 

(二) 109 學年度全系教師共執行 9 件研究計畫(含科技部計畫 4 件與產學計畫 5 件)，總經

費為 755 萬 2,000 元。 

(三) 109 學年度大學部陳楷淇學生獲得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補助共計 4 萬 8,000 元。 

(四)  張怡塘教授於 108 學年度教師休假期間，以訪問學者身分前往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MSU)-植物、土壤與微生物科學系(Dept. of Plant, Soil and 

Microbial Sciences)進行一年短期研究與學術交流，並執行 108 年科技部短期訪問學

者計畫。研究期滿成果豐碩，除建立未來學術交流管道，並與該系 Professor Boyd, 

S.A.與 Professor Li, H.共同發表三篇 SCI 論文。 

四、 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合作及招生 

(一) 本校與福州大學以 3+1 模式聯合培養人才專案，第六屆東福生物專班學生因新冠肺

炎疫情無法來台，109 學年第 1 學期東福生物專班課程辦理停開。 

五、 確保本系實驗室之環境安全與衛生 

(一) 9 月 11 日本系師生參加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所舉辦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東吳職安知多少」及實驗室安全教育訓練「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 

(二) 11 月 30 日學系相關人員完成實驗室生物安全數位學習課程，並繳交訓練時數證

明。 

六、 提升招生成效 

(一) 7 月 18 日至 21 日舉辦第 19 屆微生物夏令營，共計 36 名學員及 20 名工作人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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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二) 8 月 12 日至 13 日舉辦第 1 屆外雙溪微生物生態探索研習營，共計 28 名高中生及 9

名工作人員參與活動。 

(三) 新北市汐止高中同學及錦和高中同學於 10 月 14 日及 10 月 15 日分別至本系參訪，

由李重義主任進行學系介紹及實驗室參訪。 

(四) 基隆暖暖高中於 11 月 20 日及苗栗大同高中於 12 月 11 日分別至本校參訪，由宋昕

如秘書及學系高年級同學針對招生進行學系介紹。 

(五) 11 月 18 日「書面審查評量尺規－高中諮詢座談會」，本次諮詢會議邀請該高中畢業

學生在校人數較多者之 8 所高中與理學院各系座談，就尺規初稿提出修訂建議。 

(六) 11 月 20 日與 1111 人力銀行合作「大學網」招生宣傳，完成學系資料。 

七、 系務 

(一) 學系人事異動：專任教師林俊銘教授及路光予副教授退休；新聘專案教師陳宜龍助

理教授；李淑蘭助教轉任專任二等技正。 

(二) 9 月 19 日學系 40 週年慶祝活動，上午舉辦檢驗研究中心揭牌、授證暨「食品安全

與檢驗」研討會，下午辦理系慶典禮及系友交流活動。 

(三) 7 月 28 日及 10 月 29 日舉辦系友座談會討論學系發展方向。 

 

【心理學系】 

一、重要事項暨會議 

(一)本學期共計召開 5 次系務會議，本學期主要討論各管道招生相關事宜。 

(二)本學期共計召開 2 次系教評會，本學期審查教師休假、教師評鑑及教師續聘等案。 

(三)本學期共計召開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補審新開課程。 

(四)本學期共計召開 1 次實習委員會議。 

二、推動課程再造與永續發展 

(一)持續開設應用領域實習課程 

1、諮商心理學領域：安排 5 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和 1 名學士班四年級學生，進行一

學期的「諮商兼職實習」。安排 9 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進行全時的「諮商全職實

習」。安排 14 位學士班三年級學生、1 位學士班四年級學生及 1 位學士班延畢

生，進行每週半天(或一天)的「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臨床心理學領域：安排 15 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進行每週半天的「臨床心理兼職

實習」。安排 4 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進行全時的「兒童臨床心理全職實習」。安

排 7 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進行全時的「成人臨床心理全職實習」。安排 8 位學士

班三年級學生及 9 位學士班四年級學生，進行每週半天的「臨床心理見習」。 

3、工商心理學領域：108 年 1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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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位碩士班學生及 4 位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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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享實習相關經驗，並邀請汪曼穎老師、林朱燕老師及陳俊宏老師參與講評。 

(二) 配合本校政策，開設「數據分析+：網路聲量與行為分析」及「50+ :由了解高齡到產

業創新」二個第二專長課程。 

(三) 參與理學院 109 學年度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A-3 理學院教學三創精進計畫」，持

續辦理各領域實習及講座課程，培育學生應用心理學創新與深耕實作力。 

(四) 教師執行教育部 USR 計畫 1 件；本校 109 年度「高教深耕 USR-HUB」補助 1 件；

本校教學改進計畫 1 件。 

三、建立特色研究領域，並提升學生研究能力 

(一)教師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 4 件；亞東醫院產學合作計畫 1 件；指導大專生研究計畫 6

件、指導東吳大學理學院獎勵學士班學生研究計畫 2 件。 

(二)師生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1、109 年 10 月 16 至 17 日本系師生參加中國測驗學會年會並口頭發表論文 2 篇。 

2、109 年 10 月 17 日至 18 日本系師生參與台灣心理學會第五十九屆年會，並發表口

頭論文 2 篇、壁報論文 1 篇。陳俊宏助理教授獲頒「2020 年度中華心理學刊青年

學者獎」。系友溫修涵獲頒台灣心理學會蘇薌雨論文獎（碩士），指導教授為本

系曾幼涵老師，論文題目為「社群網路使用行為模式與成年初顯期族群之心理適

應：自我落差的中介效果」。 

 (三)舉辦學術活動 

1、109 年 11 月 7 日舉辦「2020 應用心理學與實務研討會-人本智能論壇」，召集人

為本系汪曼穎老師，地點為普仁堂，共計 149 名人員參與。 

2、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舉辦 5 場專題演講及 2 場碩士班論文發表會。 

四、學生生涯發展及輔導 

(一)繼續施行雙軌導師制度，由系主任擔任功能導師，109 年 9 月 21 日(一)及 23 日(三)舉

辦「主任有約」，針對大學部新生及轉學轉系生，以每次約 7 人一組進行半小時團體

晤談輔導活動，提供新生在課業、生涯及個人適應等多方面的討論及探索，總計 56

人。 

(二)與本校心理諮商中心合作舉辦各類輔導活動，含大學部各班導生會 3 場、全系導生活

動 1 場及大一導師會議。 

(三)109 年 9 月 30 日(三)與生涯發展中心合作舉辦「大二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

測」及「大三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 

(四)109 年 10 月 24 日(六)於 R0201 教室辦理新生家長座談會，由張建妤主任簡報系所現

況，大一導師陳俊宏老師、林淑靜秘書及陳宣齊助教陪同進行家長座談，當日共有 6

位家長參加。 

(五)109 年 12 月 22 日與生涯發展中心合作舉辦大二及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 

(六)輔導系學生會及舉辦各類活動，包括迎新茶會（109.9.5）、系員大會（109.9.15）、

系炒活動（109.9.18）、主任與系學生會幹部餐敘（109.9.29）、迎新宿營活動

（109.10.9-11）、阿瓦隆大賽（109.10.25）、系烤活動（109.11.21）、心理週

（109.12.7-11）、舞會（109.12.24）。 

(五)碩士班輔導 

1、109 年 7 月 7 日(二)於 G101 會議室舉行 109 學年度碩士班新生座談會。 

2、109 年 9 月 8 日(二)召開研究生會議，推舉研究生及研究室室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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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9 年第 2 次專技高考專技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於 108 年 9 月 25 日放榜，此次共

有 6 名碩士班系友通過臨床心理師考試，8 名碩士班系友、1 名學士班系友通過諮商心

理師考試。 

六、教師努力投入招生宣傳活動，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支援招生宣傳活動多達 16 場次。 

七、活絡校友聯繫與服務 

(一)持續經營「東吳心傳-東吳心理系友返校分享平台」，提供各類講座及工作機會供系

友參考，並透過本平台徵求各領域業師，提供在學同學支援與輔導。 

(二)109 年 10 月 27 日(二)舉辦系友返校演講活動，主題為「我不要當魯蛇—人生履

歷」，主講人為粘哲豪學長（南山人壽區經理/心理系學士班第 13 屆系友）。 

(三)109 年 12 月 8 日(二)舉辦系友返校演講活動，主題為「禪繞畫」，主講人為余佳容學

姐（諮商心理師/心理系學士班第 13 屆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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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暨法律學系 

一、學術活動 

 

舉辦時間 地點/會議室 會議名稱/資料 

109 年 9 月 23 日 1105 公法博士生生說明會研究成果發表會 

109 年 9 月 23 日 1705 憲法研究會【第三回】 

109 年 9 月 25 日 1104 第七回法理學研討會 

109 年 10 月 7 日 1705 東吳人與「遠東國際軍事審判」研討會 

109 年 10 月 7 日 1104 新聘教師論文發表會 

109 年 10 月 14 日 1705 鄧衍森老師榮退研討會 

109 年 10 月 16 日 5211 比例原則於刑事制裁之應用—以釋字第 791 號為例 

109 年 10 月 17 日 1705 【東吳 X 理律─公益法律實踐學生實習計畫】成果發表會 

109 年 10 月 24 日 1104 【公害糾紛座談會】 

109 年 10 月 24 日 2123 109 學年度法律學系新生家長座談會 

109 年 10 月 25 日 臥龍 第七屆兩岸法律文化節 

109 年 10 月 30 日 5211 第一季(第二講)東吳數金論壇 x 工商大師講堂 

109 年 10 月 30 日 5117 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第四十八回】 

109 年 10 月 31 日 1705 第十七屆公法研討會 

109 年 11 月 3 日 1104 論文寫作三部曲 

109 年 11 月 7 日 1705 
環境治理與地方自治學術研討會 

以空氣品質管理為中心 

109 年 11 月 11 日 1705 
第六回：財政法研討會 

主題：審計監督的實務經驗分享 

109 年 11 月 13 日 5117 
稅法沙龍第 13 回：稅法裁判研討會 

優良稅法裁判與大法庭稅法裁判評析 

109 年 11 月 16 日 1104 
公共議題與法律論壇 

【第一回】藝術與法律的交錯 

109 年 11 月 20 日 1404 財稅法組班會暨生涯及學術講座論文寫作心法 

109 年 11 月 23 日 1104 公共議題與法律論壇【第二回】 

109 年 11 月 23 日 1705 第十一屆稅務實務問題研討會 

109 年 11 月 28 日 1104 
法律與宗教座談會 

刑事訴訟法與金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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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時間 地點/會議室 會議名稱/資料 

109 年 12 月 3 日 5211 
邊境法制中心研討會 

【第九回】後新冠肺炎時代全球電子化通關作業之挑戰 

109 年 12 月 7 日 5211 
第一回 納稅者權利保護相關議題研討會 

主題：行政執行與納稅者權利保護 

109 年 12 月 9 日 1104 
公共議題與法律論壇第三回 

食品安全管理-以食品添加物為例：聚焦於瘦肉精相關議題 

109 年 12 月 9 日 1106 工程法律座談會【第十八回】民法場次 

109 年 12 月 11 日 2123 紀念梁鋆立教授國際法研討會 

109 年 12 月 11 日 5117 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第四十九回】 

109 年 12 月 14 日 1705 【何文雄律師事務所系列研討會第三回】 

109 年 12 月 14 日 1104 第七回法律與宗教研討會 

109 年 12 月 16 日 1104 東吳公法論壇【第六十三回】 

109 年 12 月 17 日 1705 東吳大學法學院暨法律學系英美法學術教育研討會 

109 年 12 月 19 日 5117 中國大陸法律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論文發表研討會 

109 年 12 月 23 日 5117 民事法學術座談會 

 

 

 

二、對外交流 

    (一)與大連海事大學續簽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 

    (二)與澳門大學洽談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與學生交換備忘錄。 

     

三、學院活動 

(一) 法律服務社預計於 1/22(五)~1/25(一)至彰化縣各鄉鎮舉行第 64 屆法律諮詢服務。 

(二) 法治播種服務隊於 1/27(三)-1/30(六)於雲林縣口湖鄉下崙國小舉行第 59 屆兒童法治

冬令營。 

(三) 高中生研習營第一梯次於 1/27(三)-28(四)於 1705 實習法庭舉行。 

(四) 東吳大學第 22 屆全國高中生法律營預計 7 月間於城中校區舉辦。 

(五) 本學期招生宣講情形如下： 

 

場次 日期 時間 宣講學校 宣講師長 

1 109/8/14（五）  18:00-21:30 台北市中山女高 莊永丞副院長 

2 109/9/18（五）  13:30-15:20 斗六市正心中學 樓一琳老師 

3 109/10/14（三） 12:00-13:00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李志峰老師 

4 109/10/19（一） 12:30-13:10 台中二中 蕭宏宜老師 

5 109/10/22（四） 12:10-13:00 新北市中和高中 法思齊老師 

6 109/10/22（四） 13.10-15:00 新北市裕德高中 胡博硯老師 

7 109/10/23（五）    17:00-17:30 台北市光仁高中 盧子陽老師 

8 109/10/26（一） 12:30-15:20 高雄市鳳新高中 林書楷老師 

9 109/10/28（三） 12:00-13:00 桃園市陽明高中 范秀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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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日期 時間 宣講學校 宣講師長 

10 109/10/29（四） 12:00-13:00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范文清老師 

李志峰老師 

11 109/11/16（一） 16:10-17:00 新北市新莊高中 陳重陽老師 

12 109/11/18（三） 12:10-14:00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洪秀芬老師 

13 109/11/25（三）    14:00-16:00 國立華僑高中 宮文祥老師 

14 109/12/11（五） 12:00-13:00 台北市景美女中 何佳芳老師 

15 109/12/21（一） 12:00-13:00 桃園市內壢高中 林育廷老師 

16 109/12/23（三） 12:30-13:10 國立員林高中 蕭宏宜老師 

 

高中至本校參訪 

日期 時間 來訪高中 活動 支援老師 

108/10/17(四) 14:30~16:30 苗栗建台高中高中 
參訪本校雙溪校區

(人社、法、商學院) 
黃心怡老師 

 

四、學院殊榮 

 

(一) 本院碩士生榮獲 2020 年 9 月份出版之「Cheers 快樂工作人 ：2021 最佳研究所指南」

中企業最愛碩士生調查，法政/社會/經濟學群東吳榮獲全國第三。 

(二) 2020 年 10 月 24 日本院舉辦 2020 年理律盃校際模擬法庭辯論賽決賽暨頒獎典禮。本

院賽務團隊榮獲書狀佳作(被告方)，孫若茗同學榮獲傑辯士獎項。(資料來源：

http://www.leeandli.org.tw/cup_2020_001.html) 

(三) 2020 年 11 月 21 至 22 日由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合辦「第 11 屆國際人道法模擬法庭競賽」，在中

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舉行，經過 2 天 4 場激烈的攻防後，本校法學院代表隊陳黎

瑋、張筱淩和黃柏荏同學獲得亞軍殊榮、傑出訴狀獎，隊員張筱淩同學奪得傑出辯

士獎。(資料來源：

https://www.redcross.org.tw/home.jsp?pageno=201205070020&acttype=view&dataserno

=2020112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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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商學院 

一、 商學院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人事異動調整： 

(一) 本院智能商業研究中心 109 學年度新聘溫福星教授擔任該中心主任。 

(二) 本院自 2020 年 9 月 14 日起由企管系胡凱傑特聘教授擔任商學院副院長一職。 

二、 本院推薦繳交「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申請案，共推薦 17 位教師；其中有 8 位教師

為研究傑出（陶宏麟特聘教授、胡凱傑特聘教授、吳吉政特聘教授、林娟娟特聘教授、

朱蕙君特聘教授、溫福星教授、黃日鉦教授、歐素華副教授）、8 位教師為研究優良（邱

永和特聘教授、謝智源特聘教授、顧萱萱特聘教授、吳幸蓁教授、洪聖閔教授、劉敏熙

副教授、陳金盛副教授、黃心怡副教授）、1 位教師為獎勵新聘(鄭輝培助理教授)。 

三、 10 月 14 日邀請 UXTesting 黃彥嘉執行長針對「後疫情時代之工作型態」進行專題演講，

黃執行長畢業於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曾任職於法律事務所、電信業及網路產業後

自行創業 UXTesting，協助開發者在 APP 上市前的測試階段，透過臉部情緒辨識、點擊、

及使用者頁面轉換停留等數據，分析受測者的滿意度，大獲成功。並於 2015 年從一千

多份來自世界各地的新創團隊申請書中脫穎而出，爭取到全球僅 1%的機會，成為第一

支全臺灣人組成的團隊獲得美國頂尖創業加速器 Techstars 錄取，並獲得 13 億美金的資

金挹注。黃執行長先就「遠距工作」的定義、工作型態、跨國公司使用之遠距軟體進行

分享，並提醒同學們遠距工作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以及如何與跨國團隊進行溝通，特別是

創業過程中失敗的經驗分享，讓同學們有深刻的體會。 

四、 10 月 21 日舉辦第一場「後疫情時代的新工作型態」台日交流論壇，第一場論壇主題為：

「線上創意行銷，拯救線下通路危機—住宿不必 Check-in Online 就行！」，同時邀請到

日本和歌山線 Why Kumano 民宿負責人後呂孝哉及臺灣 N JOY 青年旅館負責人吳冠霖

進行視訊演講及交流。從後呂先生的介紹中瞭解，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的情況下，

「線上住宿」的策略讓危機變成轉機，客人不必親自來到旅館，雖然無法體驗到實際的

住宿氛圍，但只要有網路便能待在電腦螢幕前談天，即使不出門也能體驗到交友樂趣。

而從吳冠霖的思旅概念同樣可以學習到，如何藉由這次的疫情，將臺灣的旅遊業進行轉

化，多加入一些傳統文化傳承的體驗或者結合當地人文特色的輕旅行，都能讓整個住宿

過程中加入人與人互動的溫度。 

五、 10 月 27 日以視訊方式與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共同舉辦「2020 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

會–後疫情時代之商學發展新趨勢」，由東吳大學潘維大校長、蘇州大學熊思東校長、

本院傅祖壇院長及蘇大東吳商學院馮博院長進行開幕致詞，致詞結束後，兩院與會師長

以視訊鏡頭併排方式進行合影，這可說是研討會舉辦多年以來非常特殊的經驗。本次研

討會分別由本院經濟系邱永和特聘教授及蘇大管理系李銳教授 2 篇論文進行專題演講，

另有 31 篇論文分 6 個場次發表及評論，各場次論文發表結束後隨即舉行閉幕典禮，本

院傅院長也在閉幕典禮後率本院胡副院長及相關學系主任，就兩院後續之交流合作與蘇

大東吳商學院進行洽談，希望兩院延續多年合作及交流情誼，於未來有更多實質的合作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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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 月 28 日舉辦第二場「後疫情時代的新工作型態」台日交流論壇，第二場論壇主題為：

「離開都市不是夢，再創理想新生活」，同時邀請到日本靜岡移住計畫創辦人森田陸及

臺灣山海屯社會企業許明揚進行視訊演講及交流。森田陸先生曾來過臺灣八次，靜岡移

住計畫提供了「地方的生活像」的入口網站，網站內容包括：移住人的心得、移住的可

能性、實際移住的人可以參與的計畫、移住的居住環境等，最後更提出地方創生能夠成

功的關鍵因素。山海屯創辦人許明揚先生研究所畢業後，原本留在學校工作，帶領學生

做社區營造，之後開始以志工角色進入地方服務，進而將新化歷史的老屋及街區形成一

個有創意及特色的空間，用博物館的角度看待歷史街區的發展。最後雙方更提出臺灣和

日本可以共同分享的課題與解決方法，期許在地方創生的領域中繼續前進。 

七、 本院預計於 110 年 1 月 12 日舉辦「商學院 109 學年度歲末餐敘」。 

八、 本院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提前於暑假授課課程： 

(一) 高級國際溝通英文：7 月 6 日至 7 月 24 日，修課人數共計 48 人，選修課程 3 學分。

為提高學生國際競爭力，增加學生在國際學術及職埸上之自信及表達力，特別從英

文的多層面來加強英文之聽說讀寫能力，使學生更進一步成為國際社會之精英份子，

以符合本院深化國際化之具體作法。 

(二) 在地經理人實作場域見學：8 月 26 至 27 日微學分課程 1 學分，授課教師：彭仁鴻

執行長，共計 69 人選課，包括經濟系、會計系、企管系、國貿系、財精系、資管系、

心理系、日文系、巨資學院學士學位學程、法律系、政治系、英文系及數學系等 13

個學系 6 個學院。8 月 26 日課程中邀請到新竹大山北月莊凱詠創辦人(主題：故事力

和資源整合力)、度度客群募平台共同創辦人李美宜(主題：專案力及實作演練)及木

酢達人陳偉誠(主題：在地經理人創生事業案例分享)進行分享及實作演練。8 月 27

日則進行赴金山汪汪地瓜園及宜蘭頭城進行實地見學，分別由賴家華創辦人及彭仁

鴻老師進行分享，課程最後由老師代領同學進行回饋交流。 

九、 辦理及執行商學院 AACSB 維持認證相關事宜： 

(一) 8 月 4 日召開 AACSB 再認證（Continuous Improvement Review）工作會議，主旨為

討論正式評鑑採用之標準版本、商學院 Mission 及相關策略研擬、及隔週中原大學

來院座談之相關籌備工作。 

(二) 為進一步籌備明年度 AACSB 再認證評鑑工作，本院於 8 月 12 日舉辦東吳–中原

AACSB 評鑑分享交流座談會，邀請中原大學商學院林志浩執行長及專案經理蒞院

演說，該院於今年底亦將迎來再認證作業，由於同為私立學校及其師資結構組成與

本院近似，故藉此契機分享中原之相關經驗予院系承辦秘書同仁實為周全各單位準

備工作之難得機會。 

(三) 9 月 9 日召開商學院未來發展暨任務架構會議，討論商學院任務目標等修正事宜、

參照外國學校評鑑報告架構、更新訪評委員資訊等。 

(四) 9 月 17 日召開商學院 AACSB 工作會議，盤點並分配撰寫評鑑報告前置工作、修訂

師資結構計算之參數及權重等。 

(五) 10 月 5 日~10 月 7 日參加 AACSB 亞太區學習品保（基礎）工作坊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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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 月 8 日召開商學院 AACSB 工作會議，盤點並分配撰寫評鑑報告前置工作、分享

參加視訊會議相關成果。 

(七) 10 月 12 日~10 月 13 日參加 AACSB 亞太區師資標準結構工作坊視訊會議。 

(八) 10 月 19 日~10 月 22 日參加 AACSB 亞太區年會視訊會議，為符合 2021 年 AACSB

正式評鑑標準並便利本院及轄下各學系調整師資及課程內容，商學院於 10 月份出

席 AACSB 亞太區年會及工作坊數場，藉視訊形式同官方及海外高教機構院系主管

相互交流，瞭解他校認證成果並拓展關係。本院將持續深化專兼任教師研究成果及

校內外服務項等產出，輔以系統化品保工作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本次年會及工作坊

由院長、副院長、企管系林建州老師、經濟系林佑貞老師、邱詩詠老師與會。 

(九) 10 月 26 日~10 月 28 日參加 AACSB 亞太區學習品保（資料收集、決策、持續認證）

工作坊視訊會議。 

(十) 11 月 6 日召開商學院 AACSB 工作會議，討論同步評鑑報告各章節撰寫進度，確認

所需補充之材料。 

(十一) 11 月 12 日召開商學院 AACSB 工作會議，彙整商學院 105~109 學年度商學院各

學科學習品保數據。 

(十二) 11 月 19 日召開商學院 AACSB 工作會議，研擬新版商學院學習品保報告之內容

架構。 

(十三) 11 月 26 日召開商學院 AACSB 工作會議，確認新版商學院學習品保報告版型，

決議後將納入各學年學科品保數據並撰寫。 

(十四) 11 月 27 日參加台灣商管學院聯合會年會，主要參與議程含括 AACSB 亞太區執

行長 Geoff Perry 與各學院院長會談、策略創新管理專題演講、學習成就與 AoL

（Assurance of Learning）表格掌握專題演講、思維領導力與 IC（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表格專題演講等，本次年會由副院長代表與會。 

(十五) 12 月 4 日召開商學院 AACSB 工作會議，同步評鑑報告各章節撰寫進度，確認所

需補充之材料。 

十、 本院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執行計畫及活動相關事宜： 

(一) 8 月 12 日詹芳書執行長邀請中心研究員至本中心，針對第五年發展方針及規劃進

行討論。 

(二) 8 月 13 日詹芳書執行長與林聖倫精算師商討開設附保證投資型保險商品分析課程

之可行性，主題為附保證投資型保險商品的基礎、連結基金對於商品定價的影響及

相關避險策略的介紹。中心也預計聘任林精算師為商品創新諮詢顧問。 

(三) 8月25日詹芳書執行長邀請中心研究員針對第五年發展方針及規劃舉行共識會議。

會中針對第五年中心研究發展方向：理財機器人概念及理財教育之校園推廣、附保

證投資型保險商品之避險設計規劃、附保證投資型保險商品工作坊及課程之規劃、

整合基金投資與保險保障購買的後續規劃、與新創業者之合作及與政大金融科技

中心跨校合作等作討論及規劃。 

(四) 9 月 8 日、9 月 9 日配合東吳大學第一哩的新生活動，本中心執行長偕同兩位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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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東吳大學校本部擺台，推廣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及國民理財機

器人之概念，並以 FinTech FinTag 作為活動標語，引導新生認識本中心。透過此活

動傳達金融科技教育概念，兩天共計有 300 名新生參與推廣活動，參與同學反饋

熱烈。 

(五) 9 月 14 日中午舉行本中心內部會議，針對中心形象 LOGO 做討論及設計以強化日

後中心各項活動的宣傳效果及紀念品製作。 

(六) 9 月 21 日舉行中心內部會議，會中針對本中心第 4 年各項活動、各會議後續執行

情形、年度營運績效指標及未來展望作討論。 

(七) 9 月 30 日與財精系共同舉辦 GMXB 保險商品發展研討，邀請林聖倫精算師蒞臨演

講與指導。 

(八) 10 月 7 日本中心執行長偕同兩位助理至富蘭克林公司進行第四年度結案報告暨第

五年度營運計畫及預算編列，討論未來一年之預計執行企劃與目標，尤其針對

GMDB 商品之風險管理、東吳大學校內宣傳計畫有較深入的討論。 

(九) 10 月 12 日本中心執行長至金管會保險局投標「開放純網路保險公司設立之可行性

研究」一案，當日下午即開標。 

(十) 10 月 15 日本中心執行長偕同張冠群研究員至金管會保險局進行「開放純網路保險

公司設立之可行性研究」一案之簡報，報告此研究案之預計執行方向及作法。 

(十一) 10 月 21 日本中心執行長至金管會保險局簽約「開放純網路保險公司設立之可

行性研究」一案。 

(十二) 10 月 23 日本中心執行長邀請林聖倫精算師至富蘭克林公司討論 GMDB 動態避

險可行性評估第一次會議，針對 GMDB 現行避險方法及未來變革做討論，並討

論未來合作可能性及方法。 

十一、 本院商學研究發展中心執行計畫及活動相關事宜： 

(一) 8 月 11 日由執行長所舉辦的師生研習會。餐與者包含商學院的研究生及大學部學

生一起探討本中心的發展以及網站架設的優缺點，並共同討論出改善方式。藉由這

次的餐敘活動，讓師生們更了解本中心的運作以及對於研究方向、協調性更有幫助。 

(二) 整理舊的商學研究發展中心網站上的資料，並建立新的商學研究發展中心網站。 

(三) 9 月 30 日本中心舉辦「109 學年度期初社群聚會與迎新活動」，邀請社群教師與商

學院新進教師參加，並備有豐富的午餐。此活動除了感謝參與社群的老師們對於商

學研究中心的幫忙外，也透過中心成員的介紹、社群召集人簡介社群以及最後的交

流時間，協助今年商學院新進教師了解社群運作，並邀請其加入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的社群。 

(四) 向研發處申請 2021 年商學院大學部專題研究競賽經費補助，並獲補助金額 100,000

元整。 

(五) 建立完善的社群名單，109 學年度共有 14 個學群，社群成員大多為 3-5 人，透過

建立各式型態的社群，使中心社群越來越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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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本院企業創新育成中心相關活動執行進度如下： 

(一) 執行教育部青年發展署「109 年青年壯遊點 DNA 計畫」。 

(二) 協助執行 109 年度社會實踐計畫—「In Toucheng-頭城生活資訊協作與旅遊一站

式服務平台建構計劃」。 

十三、 執行農委會「田中優質農旅之規劃及產學合作」案， 相關執行進度如下： 

(一) 8 月 19 日召開田中農旅規劃會議，彰化田中鎮農會農旅部高美貞主任特別前來

東吳大學，拜訪商學院傅祖壇院長及田中計畫輔導團隊，並與田中計畫輔導團

隊討論田中地區農業旅遊未來發展。 

(二) 8 月 28 日召開田中農旅組織專家會議，東吳大學商學院執行田中農旅計畫至第

三年，今年目標將協助田中地區產業點組成田中農旅推廣組織。為規劃符合田

中在地組織，邀請專家學者與計畫團隊進行討論，透過專家的分享以及團隊的

輔導經驗，規劃出最適合田中地區組織發展之方案。 

(三) 9 月 1 日召開田中農旅組織專家會議，本院執行田中農旅計畫至第三年，今年目

標將協助田中地區產業點組成田中農旅推廣組織。為規劃符合田中在地組織，

邀請宜蘭休閒農業協會前總幹事-柯銳杰先生，與計畫團隊分享地方組織經驗及

討論，透過專家的分享以及團隊的輔導經驗，規劃出最適合田中地區組織發展

之方案。 

(四) 9 月 4 日舉辦田中農旅共學會，本院田中農旅計畫團隊不畏疫情持續輔導田中

農旅計畫之潛力產業點，今年從二月開始，每月安排一次共學會議，目的為使

田中農旅的各產業點能相互了解進而相互扶持，每月的共學會地點均於不同產

業點之場域，除了可以進行共同學習外，也可以讓產業點們介紹及了解其他產

業點的場域、產品及經營理念。九月的共學會地點位於彰化田中的畯富農場，

除了計畫團隊輔導老師外，商學院傅祖壇院長也特地抽空前往參與共學會及給

予各產業點鼓勵，現場氣氛融洽。 

(五) 10 月 12 日召開「田中農旅輔導專家會議-官田烏金社區合作社」，本院執行田

中農旅計畫，團隊為規劃最符合田中在地農旅發展方向，特別邀請崑山科技大

學-楊泰和副教授前來商學院，與計畫團隊分享其帶領的台南官田烏金團隊，如

何成功將「菱角殼」炭化成符合歐州生物炭認證（EBC）＆國際生物炭倡議組織

（IBI）規範的「菱殼炭」，並協助建立地方組織及將研發成果商品化行銷之經

驗。官田烏金團隊結合了產業、政府、學校及社會投入，大力提倡實踐友善環

境、建立循環經濟品牌，以「廢物再利用，垃圾變烏金！」之概念有效展現循環

經濟的核心價值。楊副教授不但傾囊相授自身輔導陪伴在地產業之經驗，亦帶

來官田烏金之文創品與田中計畫團隊分享交流，計畫團隊於本次專家會議受益

良多。透過專家的分享以及團隊的輔導經驗，定可規劃出最適合田中地區組織

及農業旅遊發展之方案。 

(六) 11 月 21 日舉辦彰化「田中農旅」DIY 體驗參訪，很榮幸集結的各屆師生齊聚，

一同驗收最新營運模式。 

十四、 本院東吳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於 10 月 28 日與卡內基教育訓練、台灣尤努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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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企管系於城中校區 2424 哲名講堂共同舉辦「大賢者青年公益講座-發展全方位人

才」，此講座由本院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蘇雄義主任主持，邀請卡內基資深講師孫彬

啟老師，講授：「科技的影響和衝擊、成功三角形的三面向、全方位人才需要的能力」。 

十五、 辦理《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份有限公司與東吳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期間：108/2/1

～109/1/31）： 

(一) 辦理新增實習生楊勛(應屆畢業生)相關事宜，實習期間 109/09/14-10/13。 

(二) 辦理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預選事宜。 

(三) 繳交 109 年度富蘭克林產學合作計畫期中報告。 

(四) 辦理投資模擬競賽虛擬帳號請購事宜。 

(五) 辦理富蘭克林講座調課事宜。 

(六) 辦理第二期款撥付事宜。 

十六、 執行農委會「田中優質農旅之規劃及產學合作」案： 

(一) 8 月 24 日彰化田中農旅計畫之執行，田中計畫團隊針對田中農旅案輔導之五家

產業點，設計了專屬產業點的體驗活動。由計畫顧問-逢甲大學楊明憲教授召集

35 位社區及里民，前往田中進行一日田中之旅。 

(二) 9 月 7 日「田中農旅產業點活動測試-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彰化田中農旅

計畫之執行，田中計畫團隊針對田中農旅案輔導之五家產業點，設計了專屬產

業點的體驗活動。由傅祖壇院長、企管系歐素華老師、會計系沈大白老師以及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的 42 位協會成員與眷屬組團前往田中，進行田中一日農

村體驗之旅。 

(三) 9 月 11 日「田中鎮農旅特色培訓課程」：為發展田中農會休閒農業之旅遊模式，

商學院延續 8 月 31 日在台中東勢舉辦「田中鎮農旅共識營課程」，於 9 月 11

日由田中計畫輔導員(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企業輔導諮詢服務組)：王祥鑫、陳

靜雯、蘇怡萱以及宜蘭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總幹事柯銳杰先生，前往彰化縣田

中鎮農會台梗九號體驗館舉辦「田中鎮農旅特色培訓課程」，活動邀請柯銳杰

總幹事擔任主講師，向農友講授規劃農旅行程與執行農旅的各項重點，現場約

有二十多位農友及田中鎮農會成員參加。主要帶領業者從宜蘭經驗學習農業旅

遊發展共識，整合田中農會休閒農業旅遊相關商品並著手進行田中農旅建設之

規劃。 

(四) 9 月 28 日「田中農旅產業點活動測試-台北都會區旅客團」：彰化田中農旅計畫

之執行，於 9 月 28 再次帶團前往田中，進行產業點輔導成效測試，本次活動參

與為 24 人，旅客團組成為台北都會區居民，至彰化田中地區進行一日農村體驗

之旅。 

(五) 10 月 15 日召開 108 年度田中農旅輔導產業點評選會議，與會名單：傅祖壇院

長、逢甲大學楊明憲老師、EMBA 協會王祥鑫學長、蘇怡萱學姊、陳靜雯學姊、

農政中心孔維新研究員、田中鎮農會曾招英總幹事、田中鎮農會推廣部吳淑哖

主任、蘇伯鈴主任、宜蘭休閒農業發展協會柯銳杰總幹事、林欣君助理以及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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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文同學。 

十七、 繳交 109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社會實踐計畫、USR HUB 計畫期末成果展海報。 

十八、 提報教育部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109 年度執行成果報告書事宜。 

十九、 辦理 109 年第 1 學期「扶助攻頂計畫–吳孕良品學習助學金」收據及簽到表彙整事宜。 

二十、 辦理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升等審查作業。 

二十一、 辦理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編輯相關事宜： 

(一) 辦理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申請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期刊編輯費用」

申請事宜。 

(二) 11 月 23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報編輯委員會，討論學報出刊事宜。 

(三) 辦理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第 101 期(109.12)出刊事宜。 

二十二、 辦理 108 學年度管考事宜。 

二十三、 辦理學院編制內教師實施學術研究加給分級制提案作業。 

二十四、 辦理商學院 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增額計畫、總務處統籌預算提報事宜。 

二十五、 辦理 109 學年度「東吳大學補助整合型先導研究計畫」申請事宜。 

二十六、 辦理 108 學年度「東吳大學補助整合型先導研究計畫」結案事宜。 

二十七、 確認東吳大學 108 學年度報告書中有關商學院 108 學年度重要學術成果及執行社會

企業責任計畫之相關內容修改及增補事宜。 

二十八、 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109 年 8 月份(第五十四期)-110 年 1 月份(第五十九

期)出刊事宜。 

二十九、 持續經營商學院 LINE@及 FB 粉絲團經營事宜。 

跨領域學程 

一、辦理商學院跨領域學程 8 場專題演講、2 場企業參訪及學程期末座談會等活動。 

二、9 月 10 日召開商學院跨領域學程作業小組會議。 

三、辦理商學院 109 學年度【創新經營管理】第二專長課程宣傳事宜。 

四、辦理商學院跨領域學程及第二專長 108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 

五、辦理 109 學年度商學院第二專長「創新經營管理」課程外審意見回應等事宜。 

六、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金融科技學程 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 

七、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金融科技學程及商學院「創新經營管理」第二專長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程安排及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設定等事宜。 

八、10 月 27 日協助「2020 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事宜。 

九、提報申請商學院第二專長課程計畫之「110 年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編列事宜。 

十、辦理商學院 109 學年度【創新經營管理】第二專長課程檢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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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辦理財務金融學程 109 學年度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作業。 

國際商管學程 

一、 國際商管學程 

(一) 辦理 110 學年度碩士甄試書審暨面試、109 春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審查事宜。 

(二) 3 名學程學生通過美國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雷鳥全球管理學院入學申請。 

(三) 辦理學程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程「財務會計」、「管理經濟學」、商學院「高級

國際溝通英文」提前授課。 

(四) 99 辦理學程新生座談會。 

二、 國貿管理全英語學程、財經全英語學程 

(一)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設 16 門全英語授課課程。 

(二) 辦理「國貿管理全英語學程」新增全英文授課計畫補助申請。 

(三) 9 月 10 日召開「商學院跨領域學程 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作業小組會議」。 

(四) 10 月 22 日辦理 Marketing vs Expat Life 專題演講，共計 78 名學生參加。 

(五) 11 月 19 日辦理 Public Speaking and Confidence 專題演講，共計 77 名學生參加。 

(六) 11 月 24 日辦理「畢業準備好，就業機會『多益』成」專題演講，共計 56 名學生

參加。 

三、 海外學術交流、合作與活動辦理情形： 

(一) 辦理 110 學年度院級交換生申請。 

(二) 彙整製作「東吳大學商學院國際化事務辦理概況」簡報。 

(三) 辦理日本明治學院大學經濟學部 Study Abroad Program 自費研修協議續約事宜。 

(四) 完成與澳洲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碩士課程比對，著手草擬雙聯協議附約內容。  

(五) 辦理美國 Cal Poly Pomona 3+1+1 協議學碩雙聯課程對應事宜。 

(六) 7 月 16 日與系友討論與美國紐約理工大學辦理學術合作之辦理方向。 

(七) 11 月 23 日參與由董副校長召開「雙聯學制外籍生校訂共同必修暨專業課程討論會

議」。 

EMBA 班 

一、9 月 22 至 23 日辦理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選課人工加退選作業。 

二、10 月 19 日舉行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 EMBA 課程委員會議及學務發展會議，審議 109 學

年度第 2 學期新開課程及討論學務相關建議事項。 

三、9 月 23 日、10 月 6 日、10 月 13 日、10 月 22 日、11 月 4 日、11 月 13 日、12 月 1 日召

開 110 學年度 EMBA 招生會議，聯合會計、企管、國貿三系碩專班進行 110 學年度招生

宣傳及活動規劃。 

四、9 月 13 日至 16 日本班「跨國企業研究專題」課程由邱永和老師帶隊，率 EMBA 23 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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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往高雄及台南進行企業參訪。至高雄 Kosmos 體感科技園區基地，與樂齡製造、嵐創

互動實境、哇哇科技、雄感動、傑睿資訊、點子行動、立捷數據整合、旺沛大數據等多

家廠商交流，並實際透過遊戲體驗 AR、VR 的應用。參觀全聯實業集團岡山物流園區、

嘉信遊艇、萬國通路，並與暉華工業盧福淇董事長、義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李樑堅教授、

全聯實業胡長熹協理、中鋼楊岳崑財務副總經理(高捷公司董事長)、萬國通路謝明振董事

長座談。 

五、本班「財經政策與論壇」課程系列演講： 

(一) 8 月 1 日邀請前行政院長毛治國榮譽教授演講，主題：因緣成果論執行，地點：城

中校區 5213 教室。 

(二) 8 月 15 日邀請海洋委員會莊慶達副主任委員演講，主題：我國海洋政策之現況與

展望，地點：城中校區 5213 教室。 

(三) 8 月 29 日邀請台灣金融研訓院吳中書董事長演講，主題：疫情下的經濟情勢展望，

地點：城中校區 5213 教室。 

(四) 9 月 5 日邀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邱俊榮教授演講，講題：全球經濟劇變下的台灣產

業發展策略，地點：城中校區 5213 教室。 

(五) 9 月 12 日邀請曾巨威講座教授演講，講題：財經政策與創意改革，地點：城中校

區 5213 教室。 

六、本班「經營者身心健康風險管理」課程演講： 

(一) 9 月 24 日邀請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暨營養學院韓柏檉教授演講，主題：抗衰逆

齡防癌的餐桌，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二) 10 月 8 日邀請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暨營養學院韓柏檉教授演講，主題：放鬆紓

壓與情緒管理的秘訣，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三) 10 月 15 日邀請中醫博士邱顯凱(生物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董事)演講，主題：癌症

的各種療法發展與選擇，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四) 10 月 22 日邀請體育室黃奕仁教授演講，主題：運動與大腦認知功能，地點：城中

校區 5B101 體適能教室。 

(五) 10 月 29 日、11 月 5 日、11 月 12 日、11 月 19 日、11 月 26 日、12 月 3 日晚上邀

請中華民國超級馬拉松運動協會郭豐州理事長演講，主題：運動與大腦認知功能，

地點：城中籃球場、中正紀念堂。 

(六) 預計 12 月 17 日邀請台大醫院心臟內科張博淵教授演講，主題：冠心病與心臟保

健，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七) 預計 12 月 31 日、110 年 1 月 7 日邀請法律系林東茂教授演講，主題：養生是整體

生命的觀照，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七、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系列演講： 

(一) 10 月 18 日邀請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盛業信助理教授演講，主題：法

國米其林美食與葡萄酒的美味關係，地點：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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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 月 1 日邀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何一梵助理教授演講，主題：好好說話：莎劇

的時代與表演，地點：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三) 11 月 15 日邀請音樂系彭廣林主任演講，主題：培養人生認知與感知的能力，地點：

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四)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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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預計 12 月 13 日邀請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徐明景教授演講，主題：數位攝

影面面觀，地點：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六) 預計 12 月 20 日邀請讚炭工房負責人劉得劭演講，主題：工藝設計，地點：城中校

區 2609 教室。 

(七) 預計 110 年 1 月 10 日邀請青田音樂林隆璇總經理演講，主題：如何打造一個明星，

地點：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八) 預計 110 年 1 月 17 日邀請宜蘭餅食品有限公司林聖凱企劃總監演講，主題：永不

過時的老東西-傳統美學裡的創意，地點：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八、本班「企業經營管理專題」課程演講： 

(一) 10 月 18 日邀請國合精密股份有限公司羅美浩副董事長演講，主題：認識文化差異

提升企業管理能力，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二) 11 月 1 日邀請經濟系陳瑞崇講師演講，題目：如何從事股票投資，投資股票要面

面觀，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三) 11 月 15 日邀請兩岸人力資源管理專家林娟演講，主題：人才策略，決戰企業成長

速度，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四) 預計 12 月 13 日邀請法國巴黎人壽戴朝暉總經理演講，主題：保險公司的管理與

發展策略，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五) 預計 110 年 1 月 10 日邀請台灣人壽鄭林經董事演講，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九、本班「商務溝通」課程系列演講： 

(一) 9 月 19 日邀請乾唐軒創辦人于春明董事長，講題：日用陶瓷的創新與立體行銷，

地點：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二) 10 月 17 日邀請理律法律事務所熊全迪律師講座，主題：數位經濟時代與新興科技

應用的重要法律議題，地點：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三) 10 月 31 日邀請外貿協會企劃財務處李惠玲處長講座，主題：數位行銷成功關鍵，

地點：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四) 11 月 7 日邀請世新大學法律學院鄭婷嫻副教授(世新大學財經法中心主任)演講，

主題：談證券型虛擬通貨發行後的證券法規與監理制度，地點：城中校區 5117 演

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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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1 月 14 日邀請經濟部工業局陳國軒副組長演講，主題：產業加值，數位轉型，地

點：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六) 11 月 28 日邀請全家便利商店 E-Retail 事業本部長簡維國 (精藤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演講，主題：流通業的數位創新，地點：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十、本班「金融科技創新與實務」課程演講： 

(一) 10 月 24 日邀請 KPMG 許益誠協理演講，講題：金融科技的創新，地點：城中校

區 2614 教室。 

(二) 11 月 7 日邀請台灣區塊鏈愛好者協會陳鼎元秘書長演講，主題：區塊鏈。邀請

AlphaLoan 黃亮銓產品經理演講，主題：P2P 的發展，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十一、 本班「管理會計與決策分析」課程演講： 

(一) 10 月 30 日邀請崇友實業創辦人唐松章董事長演講，地點：城中校區 2227 會議

室。 

十二、 本班「國際行銷與品牌」課程演講： 

(一) 10 月 17 日邀請圓山飯店林育生董事長演講，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二) 10 月 31 日邀請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黃文姬副總經理演講，地點：城中

校區 2614 教室。 

十三、 本班「綠色經濟學」課程企業參訪 

(一) 10 月 31 日由簡慧貞老師帶領碩一班 13 位同學前往中央氣象局參訪，並由鄭明

典局長親自導覽介紹，與大家座談。 

(二) 預計 110 年 1 月 9 日前往參訪桃園機場。 

十四、 辦理 EMBA110 學年度招生宣傳─商學院 EMBA、會計、企管、國貿碩專聯合招生說

明會： 

(一) 11 月 19 日晚上 6 點 30 分假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行。 

(二) 12 月 5 日上午 9 點假格萊天漾飯店舉行。 

十五、 10 月 28 日舉辦「第十六屆商學院戈壁挑戰賽」說明會，由參與過之學長姐及師長致

詞與經驗分享。 

十六、 8 月 15 日 EMBA 第十二屆同學設席寒舍艾美酒店軒轅廳(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8 號)

舉辦謝師宴，感謝師長的指導與教誨。 

十七、 預計於 110 年 1 月結合論文計畫書書面審查舉辦論文實務性研討會。 

十八、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之業務及舉辦活動： 

(一)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於 109 年 8 月~110 年 1 月發行 EMBA

第 117~122 期電子報，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8 月 9 日於信義威秀舉辦電影欣賞<萬萬沒想到>，傅祖壇院長、劉宗哲副院長

/EMBA 主任、溫福星老師、羅燦慶老師、校友總會劉詩聖顧問、黃彥瑋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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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農嵂茗副主秘及很多會員都帶家人一同來欣賞。 

(三) 8 月 15 日於寒舍艾美酒店第 12 屆學長姊舉辦謝師宴，黃彥瑋理事長及農嵂茗

副主任秘書一同參與。 

(四) 8 月 23 日舉辦巴巴坑道休閒礦場一日遊。 

(五) 9 月 5 日假台北花園大酒店舉辦東吳 EMBA 迎新送舊校友返校同樂晚會。 

(六) 9 月 15 日召開第 6 屆第 3 次理監事會議。 

(七) 10 月 22 日舉辦第 41 場讀書會《圖解失敗的科學：敗部復活生存手冊》。 

(八) 11 月 21 日舉辦彰化「田中農旅」DIY 體驗參訪 

(九) 11 月 29 日舉辦社企專題分享<多扶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在這 2020 不平靜的一

年，協會再一次與 CSR 課程合作，持續關注社會議題與社會企業，並首次將觸

角延伸到無障礙生活支持服務業。你知道什麼是「無障礙生活支持服務」？想

知道為什麼「多扶接送」和「多扶假期」將與未來的我們習習相關？ 

(十) 110 年 1 月 9 日假六福萬怡酒店舉行舉辦第 6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十一) 持續辦理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十二) 持續辦理協會 LINE 經營與訊息發佈。 

(十三) 持續辦理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經濟學系 

一、 推動課程再造 

(一) 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1. 陶宏麟教授 8 月 17 日訪視富邦期貨與國泰人壽暑期實習生。 

2. 孫嘉宏主任 8 月 25 日訪視台新銀行暑期實習生，8 月 26 日訪視群益證券暑期實

習生。 

3.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 10 月 22 日於 2501 教室舉行，邀請兼任

教師林宗耀老師、郭振鶴老師列席，會中同意暑期校外實習學生可先確定成績是

否通過，以登錄總結性課程畢業標準。 

(二) 持續聘任傑出學者擔任講座 

1. 持續聘請曹添旺教授為名譽教授。 

2. 持續聘請薛琦講座教授、許嘉棟講座教授與朱雲鵬講座教授至本系授課。 

(三)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舉辦 23 場專題演講 

1. 9 月 16 日許嘉棟講座教授演講，講題:台灣的經濟成長、國內投資與總體政策。 

2. 9 月 23 日曾巨威講座教授演講，講題:我如何幫臺灣規劃賦稅改革。 

3. 10 月 7 日中華經濟研究院王健全副院長演講，講題：臺灣的優勢、挑戰與青年

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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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 月 14 日前中央銀行經研處處長、政治大學財政系施燕(兼任)副教授演講，講

題：央行的決策機制與貨幣政策工具。 

5. 10 月 21 日向記食品有限公司向勇總經理（東吳經濟 90 級系友）演講，講題：

"心之所向‧勇往直前"--向記食品 10 年創業歷程分享。 

6. 10 月 23 日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楊子霆助理研究員演講，講題:Do People Have 

Children When They Become Rich? Evidence from Lottery Winners in Taiwan。 

7. 10 月 28 日前中央銀行理事、台灣大學經濟系吳聰敏(兼任)教授演講，講題：臺

灣的貨幣與匯率政策。 

8. 10 月 30 日中央大學經濟學系鄭保志副教授演講，講題:遊戲教學的成效分析:市

場供需與政府政策。 

9. 11 月 4 日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劉孟俊所長演講，講題:疫情後大陸產業發

展現況及未來布局建議。 

10. 11 月 6 日淡江大學產經系林佩蒨教授演講，講題:Can Macroeconomic Stabilizing 

Policies Stabilize Export Volatility ? 

11. 11 月 11 日許嘉棟講座教授演講，講題:台灣中央銀行的發展、政策與職能。 

12. 11 月 13 日中研院人社中心于若蓉研究員演講，講題:Domestic Work, Relative 

Resources, and Subsequent Childbearing of Married Couples in Taiwan: Findings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13. 11 月 18 日中央大學梁啟源講座教授演講，講題：負油價的成因、影響與投資

展望。 

14. 11 月 20 日政治大學財政系林其昂教授演講，講題: Will the Circular Economy 

Prevail? A DSGE Analysis。 

15. 11 月 25 日許嘉棟講座教授演講，講題:臺灣的金融體制與發展。 

16. 12 月 2 日磐合家族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張煌義董事長(東吳經濟 82 級系友)

演講，講題：皇冠上的明珠－家族辦公室。 

17. 12 月 4 日中研院經濟所簡錦漢研究員演講。 

18. 12 月 9 日前兆豐金控副總經理與永豐銀行資深副總經理陳松興演講，講題：中

國大陸的貨幣政策與金融市場。 

19. 12 月 16 日本系李宗穎兼任助理教授演講，講題：AI and Fintech。 

20. 12 月 18 日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林世昌教授兼系主任演講。 

21. 12 月 23 日許嘉棟講座教授演講，講題:兩岸匯率的過去與未來。 

22. 12 月 30 日富邦證券吳松儒協理(東吳經濟 91 級系友)，講題：社會新鮮人必備

技巧—職涯規劃能力及職場生存術。 

23. 110 年 1 月 6 日前兆豐金控副總經理與永豐銀行資深副總經理陳松興演講，講

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 



東吳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次 (1091216) 校務會議工作重點報告                  113 

二、 專業多元學習活動 

(一) 孫嘉宏主任、楊仁維老師與顏廣杰老師 9 月 9 日論本系 109 學年度舉辦股票投資模

擬競賽、期貨與選擇權模擬競賽相關事宜。 

(二) 孫嘉宏主任與賴志芳老師、鄭輝培老師、曾中信老師 9 月 17 日討論 109 學年度舉辦

大學生論文比賽相關事宜。 

(三) 10 月 12 日孫嘉宏主任與群益金鼎證券賈中道總經理討論股票投資模擬競賽合作事

宜。 

(四) 12 月 5 日於 2219 電腦教室舉辦「2020 東吳經濟資料分析競賽」。 

三、 加強國際交流合作 

(一) 陶宏麟老師與鄭輝培老師參加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與民族研究所 9 月

24~26 日聯合舉辦「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ging Family Life in East Asia」

國際研討會，參加學者除來自台灣外，還包括香港、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新加

坡等。受疫情影響，國外學者都以遠距連線發表。陶宏麟與鄭輝培老師於 9 月 24 日

發表論文。 

(二) 10 月 27 日商學院與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主辦「2020 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

採視訊會議方式進行。本系邱永和特聘教授專題演講「資料包絡分析(DEA)方法擴展

與應用」，賴志芳老師、顏廣杰老師發表論文並擔任評論人，袁國芝老師也擔任研

討會評論人。 

(三) 11 月 2~4 日楊仁維老師於苗栗縣享沐時光度假莊園酒店參加「第 15 屆 NTU 經濟金

融會計國際研討會」擔任與談人和發表論文。 

四、 學生生涯發展輔導 

(一) 9 月 1 日召開轉學生、轉系生入學輔導暨學分抵免，由秘書介紹學系並說明本系相

關規定，助教協助輔導。 

(二) 9 月 5 日舉辦經濟系學會 109 學年度迎新茶會，16 位隊輔帶領參加茶會的 70 位大

一新鮮人，在各項校園探索活動與益智挑戰中，享受初次踏進東吳經濟大家庭的新

鮮與溫暖。 

(三) 9 月 5 日舉行 109 學年度碩專班迎新，上午先由主任與秘書在教室進行學系師資介

紹與選課或相關規定說明，中午在餐廳進行餐敘。 

(四) 9 月 7 日召開大一新生「學系時間暨選課輔導」，由孫嘉宏主任主持介紹學系，邀

請一年級導師與輔導助教參加，歡迎新生加入本系。另邀請 91 級吳松儒學長、96

級林泓翰學長與 104 級陳琪學長返校經驗分享，介紹求職經驗、未來可能就業發展

與出路。 

(五) 9 月 14 日舉行 109 學年度碩士班迎新，以座談方式舉行，邀請 10 位師長及碩二學

長姐與會。 

(六) 109 學年度為博士班新生分階段性輔導，孫嘉宏主任為博士班新生個別進行課業輔

導及研究方向的指導。9 月 14 日由秘書說明學校及系上相關規定。9 月 18 日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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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餐會。 

(七) 10 月 24 日於 2609 教室舉辦學士班「期中新生家長座談會」，由孫嘉宏主任介紹學

系，大一導師、秘書、4 位專任助教參與，回答家長提問，共有 17 位新生家長參加，

了解大一新生的學習狀況與環境。 

(八) 11 月 18 日於 2414 教室舉辦校外實習說明會，由孫嘉宏主任主持，除邀請實習單位

派員至本系介紹實習內容外，也邀請表現優異的實習生分享實習心得，招募 109 學

年度第 2 學期實習生。 

五、 教師教學增能 

(一) 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8 月 12 日於 5213 教室召開「東吳-中原 AACSB 評鑑分享座談

會」，林佑貞老師、邱詩詠老師與鄒淑芳秘書代表本系參加會議。 

(二) 10 月 30 日邀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鄭保志副教授演講，講題:遊戲教學的成效分析:市

場供需與政府政策，與本系教師交流，討論如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六、 鼓勵師生研究機制 

(一) 薛琦講座教授捐贈股票，其孳息作為 110 學年度以後之經濟系碩士論文獎學金。並

設立東吳大學薛杜功英女士最佳碩士論文獎學金實施辦法，7 月經校長核定。10 月

薛琦講座教授捐款 109 學年度經濟學系碩士論文獎 5 萬元整。本年度有 3 篇碩士論

文參加甄選最佳碩士論文獎，由孫嘉宏主任與陶宏麟教授擔任審查委員。 

(二) 經濟學系學生事務小組於 10 月 7 日開會討論：審核 109 第 1 學期研究生工讀生工讀

人選、推薦最佳碩士論文獎 2 位審查委員及檢討評鑑改善計畫以英文撰寫博碩士論

文是否獎勵措施。 

(三) 碩士班畢業生彭思靈榮獲台灣經濟學會 2020 年最佳碩士論文獎【人力資源學門】佳

作，論文題目:大學科系與學生人生目標及能力特質的關係--以東吳大學資料為例，

指導教授：陶宏麟教授。 

七、 招生宣傳活動 

(一) 10 月 29 日林沁雄老師前往國立基隆女中宣傳財經學群。 

(二) 11 月 17 日顏廣杰老師前往南湖高中宣傳財經學群。 

(三) 110 年 1 月 28 日鄭輝培老師參加招生組舉辦第七屆認識東吳營，介紹經濟學系。 

八、 改善教學設備 

(一) 9 月 1 日經濟系主任室、辦公室與所辦公室完成整修。 

(二) 11 月購買 DEA Solver 軟體，提供老師教學使用。 

九、 系務運作 

(一) 109 學年度新聘專任教師曾中信專案助理教授與專任助教羅佳真女士。 

(二) 8 月 5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經濟系辦公室秘書暨助教工作會議。 

(三) 9 月 25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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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 月 16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 

(五) 11 月 27 日召開 109 學年度大二、大三導師會議。 

(六) 12 月 4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七) 12 月 4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 

(八) 12 月 29 日召開 109 學年度舉辦獎學金頒獎典禮。 

(九) 110 年 1 月 5 日召開 109 學年度大一導師會議。 

十、 110 年 1 月 8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暨導師會議。 

會計學系 

一、 重要系務及活動 

甲、會計學系李坤璋主任於 109 年 7 月 31 日任期屆滿，經遴選委員會徵選並由校長核聘，

由高立翰副教授榮膺新任系主任，任期自 109 年 8 月 1 日起至 112 年 7 月 31 日止。 

乙、由於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及顧問服務對於智能審計及稅務服務科技化的發展日趨茁壯，

預期未來將對具備相關能力的人才的需求勢必更形增加。為回應會計專業的發展需

求，會計學系 109 學年度碩士班增設「智能審計組」，以落實培養新一代審計人才的

目標。109 學年度會計學系碩士班招收 42 名，其中 A 組（會計）招收 30 名，B 組

（智能審計）招生 12 名。 

丙、會計系學生會為加強與各大會計師事務所聯誼，並互相切磋球技，於 8 月 30 日在雙溪

校區體育館舉行「2020 年東吳盃會計師事務所排球邀請賽」，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與東吳會計系共 9 隊參與賽事，1. 冠軍為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B 隊、亞軍為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B 隊、季軍為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A 隊、殿軍為勤眾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 A 隊。 

丁、東吳會計系學會羽球隊於 9 月 13 日於雙溪體育館舉行「第六屆蘇州盃羽球邀請賽」，

邀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東吳會計系共 9 隊參與賽事，冠軍為勤業眾信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B 隊、亞軍為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A 隊、季軍為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A

隊。 

戊、109 學年度本校禮聘朱立倫教授為「東吳大學嚴家淦法學講座教授」，並將於第二學

期在會計學系授課。會計學系於 9 月 21 日假大三元酒樓舉行「東吳大學嚴家淦法學講

座禮聘朱立倫教授歡迎餐會」。 

己、會計學系舉辦「2020 東吳會計 Career 校園徵才活動」，9 月 23 日邀請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及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校園徵才說明會。9 月 30 日邀請資誠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校園徵才說明會，兩場次各約有 200

位應屆畢業生報名參加。會計學系與各大會計師事務所共同舉辦徵才活動，期望透過

與學生面對面交流，盡速媒合就業，提升學生瞭解就業市場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以

及所需具備之特質條件與專業職能，儘早做好職涯發展之妥善規劃。 



東吳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次 (1091216) 校務會議工作重點報告                  116 

庚、會計學系與西北政法大學於 10 月 25 日共同舉辦「第三屆海峽兩岸法治會計及財務審

計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原訂於西北政法大學舉行，因疫情影響採用線上會議模

式進行，邀集西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甘肅政法大學、中國海洋大學、西安財

經大學等校學者參與，就會計法治理論與實務、舞弊審計與風險管理、會計資訊與資

本市場、審計監督與國家治理、財務管理與公司決策等議題進行討論。 

辛、會計學系於 10 月 24 日在 2608 教室舉行 109 學年度會計學系新生家長座談會，會計學

系有 6 位教師出席，計有 37 位家長與會。 

壬、會計學系為招收具有潛力之學生，並配合本校招生組之招生政策，由會計學系專任教

師組成宣傳團隊，以積極主動方式進入各地高中進行宣傳。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先後

前往私立啟英、台北市會計師公會、私立建台中學等學校/單位進行宣傳。 

癸、會計學系與 EMBA、國貿系、企管系於本學期舉行碩專班聯合招生，並於 11 月 17 日

及 12 月 5 日分別於城中校區及台北市格萊天漾大飯店舉行 2 場說明會。 

11、 會計學系為使青年學子提昇自我成長過程及增進畢業後適應社會之能力，特邀各領

域之學者專家蒞臨演講，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舉辦 24 場專題演講。 

12、 因應 AACSB 持續認證作業並定期分析檢視學生學習成效，函請相關課程授課教師

填報 108 學年度第二學期 AOL（學生學習成效）線上表單並提交相關佐證資料。 

13、 會計學系與中華會計教育學會於 11 月 26、27 日假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共同舉辦

「2020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年會暨研討會」。每年由中華會計教育學會與國內各大

學會計系共同主辦之「中華會計教育學會年會」是國內外會計界之年度盛事。由於

2020 年的開始，全球資本市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劇烈動盪，因此在「劇變衝

擊下會計新思維與挑戰」的會議主軸下，所有獲推薦發表之 63 篇論文分成 19 個場

次，以五軌平行發表的方式進行。大會亦安排了兩場專題演講、五場實務演講及一

場實務座談。本屆大會特邀臺灣大學會計系杜榮瑞教授及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戚務君

教授兩位國內重量級學者擔任開幕特邀演講者（Keynote Speaker）。今年由於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響，研討會採用現場與遠端視訊會議等方式合併進行，邀請來自國內

外的講者和發表者一起參與兩天會期，與會來賓針對會計、審計、金融、稅務、公

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及人工智慧與會計大數據等相關議題進行研討，期能藉由

集結海內外產官學專家之心得，提供學術界暨實務界未來發展的方向，以協助我國

在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競爭力的提升。本次研討會吸引超過 400 位來賓參加，堪稱順

利圓滿。 

14、 會計學系系友電子報第 46 期於 109 年 10 月 31 日出刊，另第 17 期亦將於 110 年 1

月出刊。 

15、 會計學系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產學合作，共同辦理 35 期「會

計師專業學分班」產學合作案。本期學分班於九月中上旬陸續開課，開班課程包含

「初級會計學」、「中級會計學」、「成本會計學」、「高等會計學」、「財務報

表分析」、「審計學」及「稅務法規」等七科，以提供有志於終身學習之人士，並

進一步落實社會服務，並培植優秀之會計人才之理念。 

二、 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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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會計學系辯論隊參加 10 月 17 日至 18 日於會計師研究發展基金會舉行之「第 32 屆會

計菁英盃辯論比賽」榮獲團體獎優勝，參賽同學為會三 B 張碩凡、會三 B 梁斯雅、

會二 B 鄭毓璇、會二 B 林亞璇。 

乙、會計學系高瑞伯同學榮獲【2020 年安永校園之星計畫】商業案例挑戰最佳創意獎。 

丙、會計學系李迎霞學姐 (日 60 級)、劉文正學長 (日 61 級)、李峰春學長 (日 65 級)、賴

冠仲學長 (研 75 級)、陳鳳玲學姐 (日 76 級)獲選為第五屆傑出校友。 

企業管理學系 

一、 召開各項會議： 

(一) 系務會議： 

1. 9 月 23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2. 110 年 1 月 6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二) 系教師評審會議：11 月 18 日召開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

議。 

(三) 課程規劃相關會議： 

1. 10 月 21 日召開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2. 11 月 9 日-11 月 30 日本系課程規劃小組分別召開小組會議。 

3. 規劃於 12 月中旬，召開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 

(四) 導師會議： 

1. 11 月 3 日召開 109 學年度大二、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 

2. 規劃於 110 年 1 月 7 日召開 109 學年度大一導師會議。 

二、 辦理新生入學輔導及迎新活動： 

(一) 9 月 7 日-9 月 10 日配合第一哩新生入學輔導活動，辦理 109 學年度大學部轉學生、

新生入學輔導迎新活動。 

(二) 9 月 5 日舉辦「109 學年度企業管理學系 32 屆碩士班暨第 20 屆碩士在職專班新生迎

新座談會」。 

三、 辦理 109 學年度教師學術研究獎勵申請。 

四、 辦理 109 學年度碩士班入學甄試事宜。 

五、 辦理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計有 8 項獎助學金、41 名額供學生提出申

請。 

六、 規劃辦理本系專題演講：教師依授課需求，邀請實務界專業人士進行專題演講，以達教

學實務並重，「行銷管理」、「社群與網路行銷」、「企業概論」、「策略管理」、「供

應鏈管理」、「行銷專題研討」、「文創產業專題」、「門市與流通服務管理實務」及

「職涯管理與發展」課程舉辦專題講座。 

七、 協助系學會辦理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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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 月 11 日東吳企管 51 屆迎新茶會。 

(二) 9 月 26-27 日舉行第 51 屆企管系系學會迎新宿營。 

(三) 10 月 15 日《咪企貿貿屋》企管 x 國貿聯合系烤。 

(四) 11 月 14-12 月 20 日班際盃籃球、羽球、排球賽。 

(五) 12 月企管月（傳情餅乾、甜點、系服、原創商品）。 

(六) 12 月 20 日東吳企管 51 屆系運動大會。 

(七) 12 月 21 日《有你，聖過千言萬語》 四校五系聯合耶誕舞會。 

八、 辦理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相關事宜： 

(一) 9 月 16 日召開 109 年度教師教學獎補助審查會議。 

(二) 9 月 23 日與創創基地合辦講座，邀請高嘉良(藝起逛工作室創辦人)、黃適上(艋舺

在地文史工作者，主講「環遊各國：把大英博物館搬到你們面前」。 

(三) 10 月 19 日與創創基地合辦講座，邀請溫肇東(創河塾塾長)、劉詩平(Intel District 

Manager 副總裁特助)、魏明皓(明碁 BenQ)，主講「國際移動力」。 

(四) 10 月 21 日召開 109 年度學術研究獎勵審查會議。 

(五) 11 月 6 日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第八屆第 3 次董事會。 

(六) 規劃於 110 年 4 月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第八屆第 4 次董事會。 

九、 協助東吳 EMBA 聯誼會， 10 月 25 日舉辦舉辦第 14 屆會員大會，舉辦第 14 屆理監事

改選，並由新任理監事投票選任碩專第七屆金國華學長擔任會長。當天本系師長、貴賓、

系友約 130 人出席盛會。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導生活動 

(一) 9 月 7 日舉辦國貿系新生第一哩輔導活動，由梁恕主任為大一新生簡報，讓同學們

更加了解國貿系，並由呂鴻玲秘書講解選課須知，另外，也邀請貿一 A 張南薰導師

和貿一 B 鄭博耕導師出席勉勵新生，計有 106 位新生參加，最後由系友會吳佳樺理

事長的精彩演講為第一哩活動畫下句點。 

(二) 9 月 9 日舉辦「109 學年度碩士班暨碩專班迎新座談會」，由梁恕主任為新生做簡報，

當日有梁恕主任、張大成老師、温福星老師、黃寶玉老師、謝效昭老師、陳金盛老

師、吳宜臻老師、吳志英老師、蕭義棋老師、鄭博耕老師，共計 10 位老師出席，會

中師長們勉勵新生、團體合照、新生資料暨相關規定解說、學長姐致歡迎詞與經驗

分享，及相互交流，希望能藉由本次活動，幫助學生了解選課相關規定及各項校務

資訊，並創造未來優質的學習生活。 

(三) 10 月 24 日舉辦 109 學年度國貿系新生家長座談會，梁恕系主任、貿一 A 張南薰導

師及貿一 B 吳志英導師分別簡報國貿系師生活動及教育理念，接著和新生家長們分

組座談，討論大一新鮮人面臨的課業、時間管理、身心適應及如何規劃未來大學生

活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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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 月 17 日蕭義棋老師舉辦貿二 A 導生會。 

(五) 11 月 19 日黃寶玉老師舉辦貿二 B 導生會。 

(六) 11 月 26 日梁恕主任舉辦貿碩金一導生會。 

(七) 11 月 30 日吳志英老師舉辦貿一 B 導生會。 

(八) 11 月 30 日張南薰老師舉辦貿一 A 導生會。 

(九) 12 月 1 日謝文雀老師舉辦貿三 A 導生會（場次一）。 

(十) 12 月 8 日謝文雀老師舉辦貿三 A 導生會（場次二）。 

二、 演講活動 

(一) 11 月 3 日吳志英老師舉辦演講活動，講題:後疫情時代的人資局勢，主講人:吳劭珮，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高級專員。 

(二) 11 月 3 日陳金盛老師舉辦講座活動，講題：智慧物流的發展趨勢 ，主講人：黃郁琮

博士，嘉里快遞（股）公司總經理。 

(三) 11 月 10 日顧萱萱老師舉辦演講活動，講題:善用數據，優化行銷，主講人: 蘇建勳，

Verizon Media 國際消費者洞察暨數據分析部總監。 

(四) 11 月 16 日蕭義棋老師舉辦演講活動，講題:銀行企業金融實務，主講人: 林一鋒，

王道銀行執行副總經理暨企業金融事業執行長。 

(五) 11 月 17 日謝效昭老師舉辦講座活動，講題：企業海外經營與行銷 ，主講人：廖瑞

星，前味丹企業中國區總經理。 

(六) 11 月 23 日舉辦研究所升學座談會，講員：徐晣彧（109 級畢業系友，就讀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邱振豪（109 級畢業系友，就讀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 

三、 企業參訪活動 

(一) 11 月 19 日吳宜臻老師帶領師生一行 40 餘人前往股票博物館參訪，深入瞭解股票發

展歷史以及股票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四、 招生宣傳活動 

(一) 8 月 29 日赴北一補習班舉辦研究所招生宣傳活動，宣傳人員為貿碩二羅振泓、郭騰

智、邱思妤等 3 位同學。 

(二) 11 月 19 日本系與 EMBA、企管系及會計系，四個學系聯合舉辦碩專班招生說明會。 

(三) 12 月 5 日本系與 EMBA、會計系及企管系，四個學系聯合舉辦碩專班招生說明會。 

(四) 12 月 18 日吳志英老師赴平鎮高中，進行招生宣傳活動。 

(五) 110 年 1 月 28 日張南薰老師至雙溪校區，擔任第七屆認識東吳營-學群導航講師，對

高中生進行學系簡介及問題解答。 

五、 9 月 19、20 日於貢寮龍門露營地，舉辦大一新生迎新宿營活動，藉由活動設計，展現青

春活力，讓同學們更加認識彼此，凝聚班上向心力，參與人數達 80 人之多，活動順利

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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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9 月 17 日向二年級同學進行學習成效問卷填寫，問卷內容為「學生適應與發展」，計有

113 位同學完成問卷。 

七、 9 月 17 日向三年級同學進行學習成效問卷填寫，問卷內容為「學生活動參與」，計有 75

位同學完成問卷。 

八、 9 月 21 日三年級同學進行 UCAN 就業職能平台施測，施測內容為「職業興趣探索與職

能診斷」，計有 38 位同學參加。 

九、 9 月 23 日三年級同學進行 UCAN 就業職能平台施測，施測內容為「職業興趣探索與職

能診斷」，計有 38 位同學參加。 

十、 辦理 10 月 9 日東吳 120 校慶餐會事宜，募集 5 桌共 50 餘位系友共襄盛舉，慶祝東吳大

學 120 歲生日快樂。 

十一、 12 月 14 日舉行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 

十二、 12 月 28 日舉行大一導師會議。 

十三、 12 月 29 日舉辦國貿 KTV 大賽。 

十四、 辦理 108 學年度校務計畫管考作業。 

十五、 辦理學生學業關作業。 

十六、 辦理 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列。 

十七、 10 月 9 日東吳雙甲子校慶典禮於雙溪校區傳賢堂盛大舉行，典禮中頒獎表揚第五屆

傑出校友，國貿系 69 級陳貴雅學長獲頒此殊榮；另系友會(社團法人台北市國際貿易

協會)長期捐助學校款項，由系友會吳佳樺理事長代表接受榮敬受獎。典禮結束後的

午宴於大直典華餐廳開席，系友會號召了第一屆至第三屆的大學長學姊們齊聚，師長

級系友亦熱烈參與。 

十八、 10 月 24 日舉辦 109 學年度國貿系新生家長座談會，梁恕系主任、貿一 A 張南薰導師

及貿一 B 吳志英導師分別簡報國貿系師生活動及教育理念，接著和新生家長們分組

座談，討論大一新鮮人面臨的課業、時間管理、身心適應及如何規劃未來大學生活等

問題。 

十九、 10 月 27 日商學院舉辦「2020 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協助議程組相關工作事

宜。 

二十、 109 學年度本系與社團法人台北市國際貿易協會進行產學合作，計畫名稱:國際商展設

計與實作競賽，計畫期間:109 年 8 月 1 日至 110 年 7 月 31 日，計畫金額:$200,000。 

二十一、 12 月 30 日舉辦國際商展設計與實作競賽第 1 階段審查。 

二十二、 辦理系友捐贈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及獲獎名單： 

(一) 郭滄海清寒助學金：貿四 A 黃金鳳 

(二) 游健昱清寒助學金：貿四 A 李宜庭 

(三)  蘇錦彬清寒助學金：貿四 A 吳承洧 

(四) 恩吉實業清寒助學金：貿二 B 魏佐軒、貿三 B 陳璟佳、貿四 A 李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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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財團法人侯門文教基金會：貿四 A 李佳耘 

(六) 74 級工讀助學金：貿四 A 李宜庭、貿四 A 阮氏春、貿四 A 蔡翊洋、貿三 B 陳

璟佳 

二十三、 師生獲獎與成績表現 

(一) 國貿系第三屆陳貴雅學長榮獲東吳大學第五屆傑出校友。 

(二) 109 學年度國貿系專任教師通過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件數共計 7 件，總金額合

計＄4,552,000，詳述如下： 

1. 顧萱萱，疑問式廣告訊息魔力：干擾因子與影響路徑分析(3/1)，計畫金額：

＄900,000。 

2. 温福星，組內共識指標研究：窮盡、模擬、實證分析三部曲，計畫金額：

＄656,000。 

3. 温福星，TIMSS 的數學成就診斷與檢驗-兼論四國的比較，計畫金額：＄

472,000。 

4. 陳金盛，多國及廠商的國外投資模式及區位選擇，國際生產分割與連續寡

占模型(2/2)，計畫金額：＄700,000。 

5. 吳宜臻，貿易開放程度與環境政策嚴格性，計畫金額：＄884,000。 

6. 吳志英，競爭性假性出席：以工作要求資源模式探討，計畫金額：＄940,000。 

7. 蕭義棋，先進者能減緩地主國經濟政策不確定衝擊？台灣製造業廠商對大

陸投資之實證研究，計畫金額：＄656,000。 

二十四、 國貿系為增進與系友間之聯繫，加強系友會執行功能，舉辦下列活動： 

(一) 8 月 14 日召開系友會理監事會議，討論議題：東吳 120 年校慶餐會國貿系包

桌、規劃 109 學年系友會活動、確認 109 年系友大會日期等事宜。 

(二) 11 月 1 日系友會舉辦 27 屆系友盃排球聯誼賽。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詹芳書副教授續任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學系主任。 

二、洪明欽教授 109 學年度起休假一年。 

三、黃雅文副教授 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育嬰留職停薪，將於 109 學年度第二學期復職。 

四、辦理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新生迎新座談餐敘活動、學位考試說明會；大一新生迎新茶

會、迎新宿營、新生入學輔導及家長座談會、轉學生入學輔導等相關活動，另針對大一

新生進行身心適應調查、大二、大三學生進行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召開相

關導師會議。 

五、審議「東吳大學商用數學系系友會獎學金」、「財團法人唐德晉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商用數學系謝志雄教授紀念獎學金」、「商用數學系王郁芬系友紀念獎學金」、「東

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澤霖助學金】」等獎助學金之獲獎名單及研究生獎助學

金核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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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8 月 3 日召開 109 學年度助教工作會議，並於 8 月 25 日至 9 月 3 日進行助教教學觀摩

會。 

七、9 月 14 日於格來天漾大飯店舉辦「精算人餐敘」聯誼活動，另於 9 月 27 日於滿穗台菜

餐廳舉辦「財工人餐敘」聯誼活動，用以促進本系財工人及精算人之交流與互動。 

八、109 年 10 月 9 日舉辦 120 周年校慶活動，本系 64 級蔡雄繼學長榮獲傑出校友殊榮，於

榮敬典禮獲頒獎牌。數位校史館並於當天開幕，本系有多位系友大名皆榮登捐贈感謝牆，

感謝系友對學校長期的支持。中午並由校友總會發起 120 周年慶祝餐會，本系與系友會

共同認領 5 桌席位，及多位自行認領之系友，齊聚一堂為母校慶生。 

九、企業合作及獎學金 

(一) 109 學年度本系與經濟系、會計系及國貿系合開「資本市場與實務」課程，與群益證

券合作，由群益提供講師，針對各主題進行教學與指導。109 年 9 月 3 日召開課程

會議，由四系主任共同討論每週課程內容、學生分組、作業、期末報告等安排及評

分方式。另 109 年 9 月 28 日舉辦「東吳大學-群益證券敬師餐會」，邀請群益證券

王濬智董事長、賈中道總經理、張嘉紋執行副總裁，以及東吳大學傅祖壇院長、許

嘉棟講座教授、劉宗哲執行長、孫嘉宏主任、高立翰立任、梁恕主任、詹芳書主任、

顏廣杰老師、劉文彬老師等師長一同出席午宴，並商討未來合作事宜。 

(二) 9 月 25 日舉辦「南山菁英培育獎學金說明會」，鼓勵學生提出申請，本系共有 7 位

同學獲獎，109 年 10 月 29 日於南山人壽創業達人館舉辦「2020 南山人壽保險菁英

培育獎學金頒獎典禮」，由學系詹芳書主任帶領李柏彥、朱羽鳯、鄭宇舜、洪斌豪、

魏彣鈞、陳悠祈、陳世杰等 7 位同學出席領獎，學系李宜熹老師、蕭維政老師、周

世偉老師、吳政訓老師、邱于芬老師及洪明欽老師等一同出席觀禮。南山人壽副董

事長尹崇堯先生及總經理范文瑋先生更親自出席頒獎典禮，顯示南山人壽對此培育

人才的重視。 

(三) 為提升財精系師生之研究能量，接軌國際精算實務發展，財精系與英國 RNA 

Analytics 洽商共同培育人才計畫，簽訂合約，以象徵性代價 10 美元，提供 10 套精

算軟體予本系使用。學系於 11 月 26 日舉辦「RNA 精算軟體安裝說明會」，本次會

議主要係指導參與「RNA 精算工作坊」之師生，安裝精算軟體，本系預計於 12 月

及 1 月，各舉辦三場工作坊，教授軟體之使用方式、如何撰寫程式、解讀報表，以

及後續延伸之應用等相關議題，另安排四場由學系教師帶領學生進行實作分析討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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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人次申請，共計頒

發獎助學金 23 萬 4 仟元整。 

(五) 本系李宜熹老師提供 AFMA 證照考試獎學金，本次由謝宜潔同學獲取此獎勵。 

(六) 協助南山人壽辦理「南山菁英領袖夢想金-合作學系組」，本系計有李艾琳、謝秉霖、

楊心瑜、游哲豪、高睿駿及徐宜廷等 6 位同學獲得獎學金。 

十、學術演講 

(一) 9 月 30 日與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共同舉辦超前佈署系列第二季(1)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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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為預備退休世代的投資型保險-VA+GMDB，主講人為林聖倫精算師。活動出席

人員包含業界人士及學、碩士班學生。 

(二) 10 月 28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GIS 專題中心/詹

大千副研究員，主講「結合空間資訊與健康數據之應用」。 

(三) 10 月 16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士傑教授，主講「IFRS、

利率與匯率對保險公司的影響」。 

(四) 11 月 4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曾毓英助理教授，主講

「安定基金、匯率風險與監理」。 

(五) 11 月 11 日舉辧學術演講，邀請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業務部/鍾孟鈴經理，主講「保

險資本標準(ICS)簡介」。 

十一、 招生宣傳 

(一) 本系邱于芬老師於 11 月 3 日至麗山高中，主講「東吳財經學群簡介」，介紹重

點有財經學群課程內容？財經學群在學些甚麼? 什麼樣特質的學生適合唸財經

學群? 

(二) 本系吳政訓老師於 12 月 4 日至台北市大同高中，進行本系之招生宣傳，針對財

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課程內容？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在學些甚麼? 什麼樣特

質的學生適合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學生未來的發

展出路等主題進行說明。 

(三) 木系詹芳書主任於 12 月 11 日至新店高中進行招生宣傳。 

(四) 本系詹芳書主任於 12 月 16 日至崇光高中進行招生宣傳。 

(五) 本系蕭維政老師於 12 月 18 日至基隆市立中山高中進行財經學群招生宣傳。 

(六) 本系詹芳書主任及劉文彬老師於 12 月 29 日出席「中和高中高二學術型營隊」，

課程主要從商學院的基礎課程(經濟、會計及微積分等)入門，引領同學從零開始

認識商學院。另藉由與高中數學科及社會科課程的連結，使同學了解商學人才

培育目標、課程設計、實務應用及就業發展，分別以投資精算與退休規劃等兩

個主題，帶領同學認識社會大眾都需要正視的財務問題，並一同思考可能的解

決方案。 

資訊管理學系 

一、召開學系各類會議： 

(一) 9 月 10 日召開系教評會、招生委員會。 

(二) 9 月 17 日召開獎助學金委員會、系務會議。 

(三) 9 月 24 日召開系教評會。 

(四) 10 月 15 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 

(五) 10 月 18 日召開系教評會。 

(六) 10 月 22 日召開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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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 月 26 日召開系務發展委員會。 

(八) 11 月 19 日召開系教評會。 

(九) 11 月 26 日召開大二、大三導師會議。 

(十) 12 月 3 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 

(十一) 12 月 4 日召開系招生委員會。 

(十二) 12 月 10 日召開系務會議。 

(十三) 12 月 10 日召開系導師會議。 

(十四) 12 月 10 日召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十五) 預計 12 月 31 日召開系教評會。 

(十六) 預計 110 年 1 月 6 日召開大一導師會議。 

二、舉辦專題演講： 

時 間 主 講 人 職 稱 講   題 

109/10/08 趙涵捷 東華大學校長 如何發展成為 SDG 大學 

109/10/15 夏至賢 宜蘭大學資工系教授 AI 在智慧城市的創新思維 

109/10/22 張志勇 淡江資工系特聘教授 
人工智慧 (AI) 創新應用與產

業案例分享 

109/11/26 吳家齊 淡江管理科學系助理教授 社群分析與使用者輪廓描述 

109/12/03 毛敬豪 資安所所長 台灣資安產業與技術研發趨勢 

109/12/10 張郁婷 
臺灣科技大學資通安全研究

與教學中心 研究員 
創新科技產品探索和開發 

109/12/31 陳詳翰 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長 待定 

110/01/07 沈舉三 台北市電腦公會資深總監 ITC 創業投資 

 

三、舉辦課堂專家演講： 

時 間 主 講 人 職 稱 講   題 

109/10/15 吳孟倫 國立臺科大資工系 博士後研究員 
如何找尋適合自己的學位

論文題目 

109/10/20 陳勇君 創穩資云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白抓黑、白擋黑：雲端資

安防禦新趨勢 

109/10/22 吳孟倫 國立臺科大資工系 博士後研究員 
如何找尋適合自己的學位

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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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02 經純渝 
香港商群邑台灣分公司數據分析

經理 

媒體行銷:讓我們從消費者

洞察開始 

109/11/04 陳宗堯 Acer 新創部門主任 AI & Data Mining 

109/11/05 溫丹瑋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系助理教授 碩士論文如何開始 

109/11/06 鄭宏毅 安瀚科技創意長 區塊鏈的過去與未來 

109/09/18 盧俊諺 米菲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VR 系統教學 

109/11/13 曾健准 瑞士洛桑大學研究員 碩士論文停看聽 

109/11/19 林嘉盈 茁思科技專案經理 Beacon 商務行銷 

109/11/28 鄭宏毅 安瀚科技創意長 區塊鏈的過去與未來 

109/12/03 枋志深 資策會巨量資料分析師 資料庫維運實務 

109/12/05 姜里陽 廣義行銷總經理 
網路行銷直播節目的人機

介面 

109/12/07 李俊德 
IxDA Taiwan 台灣互動設計協會理

事長 
物聯網商務應用專題 Part 1 

109/12/14 李俊德 
IxDA Taiwan 台灣互動設計協會理

事長 
物聯網商務應用專題 Part 2 

109/12/14 張冠中 Kayak 亞太區助理客戶主任 
流量是最大的武器：旅行

電商實戰 

109/12/28 陳相宇 碩達系統公司總經理 待定 

 

四、榮譽榜 

(一) 朱蕙君特聘教授榮獲 109 年資訊月傑出資訊人才獎。 

(二) 黃心怡副教授榮獲 108 學年度教學績優教師。 

(三) 林娟娟特聘教授、黃心怡副教授期刊論文榮登高被引論文。 

(四) 本系張家綸、吳依珉兩位同學參加 2020 APP 移動應用創新競賽榮獲佳作第一名。 

(五) 本系同學參加 2020 第 25 屆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榮獲佳績。學生得獎

名單如下： 

             「2020 第 25 屆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得獎名單 

組別 名次 專題名稱 指導教授 學生 

資訊應用組 第一名 
Dialog Pupae 蛹敢說 

互動式語言學習 APP 
劉譯閎 

張家綸、陳佳妤、葉俊

甫、簡子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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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名次 專題名稱 指導教授 學生 

陳川仁 

資訊應用組 佳作 
食薦計畫-健康飲食管

理與推薦系統 
郭育政 

徐筱涵、張少綺、王羽

萱、吳家慶、陳彥廷 

臺北生活好便

利創新應用組 
佳作 遊「里」真好 黃心怡 

林怡萱、洪子栩、謝理

心、郭權毅 

 

五、軟硬體設備更新： 

(一) 資管專業教室更新電腦設備、電腦桌、研討桌。 

(二) 採購人工智慧開發套件。 

(三) 碩士班實驗室更新事務機。 

(四) 採購 iMAC、GPU 電腦。 

(五) 辦理垃圾郵件維護採購事宜。 

(六) 採購 Adobe CC for Temas 教育版、MS SQL Server、Visual Studio。 

六、9 月 7 日大一新生第一哩活動，辦理學系介紹、選課輔導、導生互動及系學會迎新活動。 

七、9 月 7 日舉辦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程式設計能力檢定考試。 

八、9 月 1 日辦理 109 學年度轉學生選課輔導及學分抵免。 

九、10 月 24 日辦理 109 學年度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 

十、12 月 17 日舉辦 109 學年度專題實驗成果競賽暨成果展示。 

十一、 110 年 1 月 18 日舉辦 109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程式設計能力檢定考試。 

十二、 12 月 23 日鄭為民主任前往光復高中進行招生宣導。 

十三、 辦理新聘教師徵聘、面試等相關事宜。 

十四、 辦理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校外實習廠商聯繫及學生媒合相關事宜。 

十五、 辦理大二、大三 UCAN 職涯測驗。 

十六、 辦理大一身心適應調查。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會議： 

(一) 9 月 30 日：商進班課程委員會。 

(二) 11 月 9 日：商學院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活動： 

(一) 9 月 8 日：商進班新生第一哩「樂高認真玩」生涯講座。 

(二) 本學年期初商進班舉辦新生第一哩「樂高認真玩」生涯講座，邀請大同大學經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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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樂高講師來班舉辦創意管理專題活動，藉引領學生在樂高拼裝遊戲中探索皆俱可

能性的生涯發展方向，同時鼓勵以正向態度妥善處理日常中的大小壓力，於大學生

活的起跑點培養良好的生活與學習態度。 

(三) 9 月 9 日：商進班新生第一哩選課輔導說明會。 

(四) 9 月 22 日：商進班大一新生圖書館利用講習。 

(五) 10 月 24 日：商進班新生家長座談會。 

(六) 10 月 30 日：量化寬鬆下的信評發展–IRB 新挑戰研討會。 

(七) 商進班與台灣信用評等協會於本月份合辦 IRB 新挑戰研討會，藉聚集國內風控、信

評等從業人員及學者專家與會研討國際信評機構與市場之前瞻性、信用風險內部評

等法規等相關議題，會間亦緬懷金融經濟學者沈中華教授及其貢獻於信用評等研究

之豐碩成果。本次研討會特邀沈中華教授夫人王儷容女士、許嘉棟講座教授、傅祖

壇院長等嘉賓與會。 

(八) 11 月 12 日：商進班三年級工商組導生聚。 

(九) 11 月 17 日：商進班一年級導生聚。 

(十) 11 月 27 日：商進班二年級導生聚、商進班四年級工商組導生聚。 

(十一) 11 月 28 日：商進班三年級會計組導生聚。 

三、專題演講： 

(一) 11 月 27 日：商進班策略管理課程「電商人的生涯規劃」專題演講。 

(二) 11 月 27 日：商進班統計學課程專題演講。 

(三) 12 月 1 日：商進班微積分課程「金融交易職涯發展」專題演講。 

四、企業參訪： 

(一) 11 月 20 日：「霹靂國際多媒體」企業參訪。 

(二) 12 月 18 日：「華德包裝服務科技」企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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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一、 學院發展 

(一) 109 學年度新生註冊率 

1. 學士學位學程：註冊人數 54 人、註冊率 93.33% 

2.  碩士學位學程：註冊人數 15 人、註冊率 100% 

3.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註冊人數 48 人、註冊率 100% 

(二) 108 學年度人事異動 

1. 新聘金凱儀副教授、陳宏仁專案助理教授及蘇明祥專案助理教授。 

2. 葉向原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 

3. 葉向原副教授任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位學程主任。 

4. 新聘葉又菁、古力尹、謝宜君助教。 

(三) 系所調整 

1. 教育部 109 年 8 月 24 日通過本學院 110 學年度停招學士、碩士、碩士在職學

位學程並新增資料科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2. 110 學年度起停招巨量資料分析學分學程。本案先後經本學院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院系聯席會議(109.06.24)、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

(109.10.23)及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109.11.11)通過。 

(四) 增設學院委員會 

因應學院發展，109 學年度增設本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學術研究發展委員

會」、「經費規劃委員會」及「招生試務委員會」。四個委員會之設置辦法經 109 年

6 月 24 日學院暨學位學程聯席會議通過。 

(五) 增修訂辦法 

1. 修訂「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文華獎學金頒發辦法」。 

2. 訂定「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3. 訂定「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4. 訂定「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經費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5. 訂定「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招生事務委員會設置辦法」。 

(六) 本學院學位學程通過 109 年度系所評鑑，效期 6 年。 

(七) 108 學年度畢業典禮 

6 月 6 日下午 1：30 於雙溪校區傳賢堂舉行本學院 108 學年度畢業典禮。典禮由全

院專任教師勁歌熱舞歡送畢業生開場。張善政榮譽院長應邀出席致詞並頒贈 108 學

年度「文華獎學金」獎狀。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專班應屆畢業生總計 115 人依序上

台接受學院師長撥穗。典禮出席人數達 330 人（包括專任教師 10 人、畢業生 115 人、

畢業生親友 205 人)。 

(八) 完成 108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單位自評。 

(九) 完成 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提報作業。 

(十) 辦理 109 學年度（第三屆）文華獎學金徵件及評審作業。 

1. 本獎學金由張善政榮譽院長捐資成立。109 年 6 月 24 日學院暨學位學程聯席會

議通過修訂「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文華獎學金頒發辦法」，刪除學生「特

殊貢獻」獎，新增「教師學術研究獎勵」及「教師指導競賽獎勵」兩項。 

2. 109 年 11 月 20 日召開獎學金審查會議，會議決議後續提送學院暨學位學程聯

席會議審議後公告。 

二、 教學與研究 

(一) 109 學年度各學制新生入學輔導 

1. 9 月 3 日於哲生樓 H312 碩士班研究室舉行 109 學年度本學院碩士班新生座談暨

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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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月 8 日上午辦理 109 學年度新生第一哩學系時間暨選課輔導，活動內容包括

院長、學程主任致詞，學院簡介、課程介紹及說明選課注意事項及導生時間等，

約 70 名新生參加。 

3. 9 月 19 日於城中校區 1208 教室舉行 109 學年度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新生座談，

共 42 位同學出席。 

(二) 招生 

1. 高中生招生宣導 

(1) 推動本學年度招生專案。擬聯繫雙北、桃園及新竹共 19 所高中輔導室，

目前已有內湖麗山高中等得八所學校接受本學院到該校進行招生宣導。宣

導時間為 109 年 10-12 月以及 110 年 3 月。 

(2) 本學院應金歐女中邀請以大數據為主題，規劃體驗課程，透過課程啟發學

生對大數據學習的興趣。課程辦理時間於 12 月 16 日(三) 13:30~15:30，

由鄭江宇老師主講。 

(3) 109 年 10 月 15 日接待內湖高中周寤珍校長及許修輔教務主任來訪。因應

108 課綱的轉變，該校擬邀請本學院協助規劃微型或整學期的課程，讓高

中生了解資料科學的未來發展與人工智慧的趨勢。 

2. 110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入學/報名日期 109/10/19~11/2；考試入學/報名日期

109/12/28~110/1/11。 

3. 110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報名日期 109/12/28~110/1/11。 

(三) 課程規劃 

110 學年度擬與人社院合作開設第二專長課程，本學院協助開設以下模組課程: 

1. 幸福工程模組/互動科技 

2. 在地經營模組/故事設計與創作、數位導覽實務 

3.  社會創新與永續模組/創新科技應用、微型創新創業 

4.  美學智能模組/設計思考美學 

5.  資訊科技與人文社會模組/資料挖挖哇、GA 應用與網站數據分析 

由本學院統籌之第二專長模組為「網紅經濟與社群行銷」模組，邀請人社院協助開

設相關課程如下: 

1. 行動內容創作(2 學分)/本學院資科系 

2. 社群媒體行銷(2 學分)/本學院資科系 

3. 社群文案與社會創新(2 學分)/人社院中文系 

4. AI 創新治理(2 學分)/人社院政治系 

5. 網路政治學(2 學分)/人社院政治系 

6. 多媒體與網頁設計(2 學分)/本學院資科系 

7. AI 與社會學(3 學分)/社會系 

 

(四) 109 學年度教師執行研究計畫情形 

教師姓名 計畫名稱 核定金額 補助單位 執行期間 

丁德天 

助理教授 

發展機器學習之因果推論：

建構甲狀腺之細胞學檢查常

模資料庫與細胞學診斷辨識

技術之開發 

1,000,000 科技部 2019/10/1~ 

20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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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穎 

助理教授 

1999 市民熱線導入 AI 人工

智慧最適方案評估研究(海量

資料分析研究中心) 

1,350,360 台北市政府研

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 

2020/6/8~ 

2021/4/7 

呂明頴 

助理教授 

基於創新擴散理論探討科技

就緒度對自動駕駛使用意願

之影響：訴求型態、心理模

擬、處理策略、調節焦點和

旅次目的之交互作用(1/2) 

594,000 科技部 2019/9/1~ 

2020/8/31 

金凱儀 

副教授 

客製化共享行動服務之創新

體驗與行銷流程改善機制 

1,360,000 科技部 

天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9/8/1~ 

2020/10/31 

金凱儀 

副教授 

結合深度學習技術與適性化

學習模式的穿戴式導覽系統

之建置、應用與成效分析 

604,000 科技部 2019/8/1~ 

2021/7/31 

胡筱薇 

副教授 

大大通產學合作計畫第二期 930,120 大聯大投資控

股股份有限公

司 

2020/7/1~ 

2020/12/31 

胡筱薇 

副教授 

產學合作計畫－輿情走向及

社群輪廓分析系統研發計畫 

425,132 科技部 

麥格納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2019/11/1~ 

2020/10/31 

陳宏仁 

助理教授 

內視鏡手術訓練之眼動軌跡

模式研究 

490,000 科技部 2019/8/1~ 

2020/10/31 

黃福銘 

助理教授 

前沿人工智慧科研成果轉

化：轉譯、呈現、與評估-總

計畫(含子計畫一)：人工智慧

成果影響評估與轉譯及人工

智慧知識圖譜之生成(2/3) 

1,838,000 科技部 2019/7/1~ 

2020/9/30 

黃福銘 

助理教授 

前沿人工智慧科研成果轉

化：轉譯、呈現、與評估-總

計畫(含子計畫一)：人工智慧

成果影響評估與轉譯及人工

智慧知識圖譜之生成(3/3) 

1,405,000 科技部 2020/7/1~ 

2021/6/30 

葉向原 

副教授 

產學合作計畫－基於消費者

行為模式與深度學習模型來

建構智慧點餐推 薦系統 

873,000 科技部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2019/11/1~ 

2020/10/31 

葉向原 

副教授 

產學合作計畫－基於消費者

行為模式與深度學習模型來

建構智慧點餐推薦系統 

237,000 

 

2019/11/1~ 

202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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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向原 

副教授 

Context-adaptive nutriion 

programs for the risk reduction 

of inflammation using 

reinforcement learing methods 

360,000 Genecare Sdn 

Bhd 

2020/3/1~ 

2020/8/31 

 

(五) 獲科技部補助執行 109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執行期間：109.7.1-110.2.28） 

學生姓名 班級 計畫名稱 指導教師 

藍子軒 學士班 4B 
以多層次分析模型探索「定期健康檢查」

與「年長 者之失智風險」之關聯模式 

丁德天 

助理教授 

增鈺婷 學士班 4A 
建構混合式語意與情感詞向量表達深度學

習模型來 偵測真假評論 

葉向原 

副教授 

鄭安傑 學士班 4B 
整合異質社群平台資訊強化餐廳推薦系統

之研發 

黃福銘 

助理教授 

 

(六) 學生參加校外競賽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競賽日期 參賽主題 學生團隊 指導老師 

智在家鄉 

 

聯發科技 2020.11.14 餓猴退散- AIoT 超

音波驅趕神器 

巨資二 A

卓大一 

李重諺 

吳東儒 

鄭江宇 

助理教授 

監理科技黑

客松 

金管會 2020.12.18

（複賽） 

希望的種子 巨資碩一

王怡人 

蔡芸琤 

助理教授 

*智在他鄉 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about 

 本學院團隊獲選入圍取得參與決賽資格，並獲得「最強地氣獎」第一名。 

*監理黑客松  

https://www.fintechspace.com.tw/zh-hant/activity/taiwan-regtech-challenge2020/ 

本學院參賽學生獲選入圍取得參與複賽資格 

三、 學術交流與合作 

(一) 院級合作案 

1. 天下雜誌 

109 年 10 月 17 日在雙溪校區松怡廳本校與天下雜誌合作舉辦「未來大人物跨界論

壇-後 AI 時代的創新人才」。此為慶祝本校建校 120 年系列學術活動之一。本學院

為承辦單位。本論壇議程如下： 

主辦單位致詞   潘校長‧天下雜誌吳琬瑜總編輯 

演講 

講題一：迎向 AI 的挑戰與機會  杜奕瑾/台灣 AI 實驗室創辦人 

講題二：法律人+AI 迸發的創新人才  郭榮彥/Lawsnote 創辦人兼執行長 

講題三：人工智慧翻轉未來  潘先國/台灣微軟公共業務事業群總經理 

座談    

主持人/吳琬瑜總編輯 

與談人/張善政講座教授、三位講師 

本次活動系統報名人數達 630 人，當日實際出席者約 400 人。大同大學何明果校長、

實踐大學丁斌首校長、天下雜誌吳迎春社長以貴賓身分應邀出席。為提升活動效益，

延伸議題的討論熱度，本次論壇之精華內容將於 11 月陸續刊載於天下雜誌數位版

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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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710 期天下雜誌（教育專刊）。 

2. 天下創新學院 

本學院自 107 年起陸續與天下創新學院合作開設「數位轉型」類課程如下： 

課程名稱 學習主題 上線時間 講師 

109.11.30

累積閱覽

人次 

決戰 AI 大未來，智能

商務 9 堂課 

1.掌握 AI 與大數據的發

展趨勢。 

2.建立大數據與 AI 在商

務與策略應用的基礎概

念。 

3.理解企業在導入 AI

時，有哪些常見的盲點，

手把手帶你從零到一建

立最正確的應用觀念。 

109/11/3-109/12/29 許晋雄教授 

胡筱薇副教授 

吳政隆助理教授 

2,662 

搞懂 FinTech，成為未

來人才必學的 5 堂課 

1.掌握 FinTech 發展趨

勢 

2.建立 FinTech 在商務

與策略應用的基礎概念 

3.理解 FinTech 應用案

例與實務操作 

109/9/11-109/10/20 蔡芸琤助理教授 11,549 

東吳巨資學院大數據

10 堂課 

解析大數據在不同產業

的應用與發展。 

107/6/6-107/8/8 胡筱薇副教授 

葉向原副教授 

鄭江宇助理教授 

黃福銘助理教授 

47,815 

3. 台灣模擬教育協會 

本學院與該協會合作舉辦「2020 年第一屆台灣經濟學奧林匹亞競賽」，開放全國對

經濟學、財務金融與商業領域具有高度興趣之高中職學生報名參加。通過決賽者即

獲選加入國際經濟學奧林匹亞之國家代表隊。 

本活動共有 80 餘位高中生報名，初賽與決賽分別於 3 月 28 日(台北市復興高中)、5

月 9 日(本校城中校區)舉行。最終選拔出 5 位代表隊成員。代表隊選手於 109 年 7

月 27 日起於雙溪校區哲生樓進行為期兩週參與國際賽事的集訓。 

2020 國際經濟學奧林匹亞競賽業於台灣時間 109 年 9 月 14 日辦理完畢。台灣代表

隊復興高中曾蕷家等 5 位高中生表現優異，全球 29 個參賽國，台灣總成績第 8，

商業競賽排名第 5；亞太地區（不計美洲），台灣總成績第 3，次於印尼、紐西蘭，

商業競賽排名第 2，僅次於印尼。 

本學擬持續與該協會合作辦理 2021 年第二屆台灣經濟學奧林匹亞競賽，近期已展

開相關前置規劃。 

4. 台北科技大學 

本學院與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於 109 年 12 月 11 日合作舉辦「人工智慧與金融科技研

討會」。本活動邀請張善政榮譽院長擔任貴賓及致詞。研討會議程如下： 

時間 講題 講者 

9：30-10：30 機器學習於金融產業之落地應

用的現實考量 

張智星/玉山銀行科技長 

10：50-11：50 用戶流 x 商業流 x 數據流交匯 溫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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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金融場景用戶體驗 UX 設

計 

微股利創辦人 

群益期貨數位顧問 

13：10-14：00 AI 操盤手的理性與瘋狂 顧家祈/ 

hiHedge 酷奇科技創辦人暨

CEO 

14：00-15：00 智能量化交易策略設計之探討 林文修/輔仁大學資管系教授 

15：20-16：20 AI 與大數據在 Fintech 的應用-

以量化交易與設群交易為例 

曾思遠/ 

勤見資本共同創辦人/營運長 

奧索金融科技技術長 

16：20-17：20 Fintech 證券的未來 

金融交易即時數據處理 

呂正傑/永豐金證券AI投顧主

管 

楊之帆/永豐金證券 API 開發

者 

(二) 教師參與產學合作情形 

1. 產業界 

交流/合作對象 參與教師 交流/合作內容 

大聯大控股 胡筱薇副教授 第二期產學合作定期會議。 

麥格納資訊 胡筱薇副教授 討論輿情擴散計畫執行進度與後續 

鄉林集團 胡筱薇副教授 董事長會議，合作計畫進度報告。 

數位轉型執行長討論官網數據追蹤方

案。 

愛 奇 智 慧 科 技

(Ai4Kids) 

胡筱薇副教授 洽談高中 AI 課程合作事宜。 

以及教材編寫合作事宜 

OK 忠訓 胡筱薇副教授 與許院長、葉向原老師前往企業商討

產學合作案。 

多樣屋 

生 活 居 家 企 業

TAYOHYA 

胡筱薇副教授 討論學生實習、產學合作計畫及赴陸

企業參訪等合作議題。 

華邦集團 胡筱薇副教授 討論資料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urAD 胡筱薇副教授 數據整合平台討論。 

數據整合平台簽約事宜討論。 

天鏡科技公司 金凱儀副教授 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定期會議。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黃福銘助理教授 討論產學合作計畫。 

SkyREC 思凱睿克有

限公司 

黃福銘助理教授 與 SkyREC 公司討論研究計畫與課程

合作。 

雲派科技 準位科技 呂明頴助理教授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

心 

呂明頴助理教授 出席研究計畫評選會議。 

遠傳電信 呂明頴助理教授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全家便利商店 呂明頴助理教授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意藍資訊 呂明頴助理教授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IBM 呂明頴助理教授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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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陽科技 

台灣析數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 

呂明頴助理教授 討論產學合作的方向與議題。 

遠傳電信 呂明頴助理教授 討論產學合作的方向與議題。 

桃園捷運 呂明頴助理教授 討論產學合作的方向與議題。 

東方線上公司 呂明頴助理教授 與蔡鴻賢執行長討論課程合作相關事

項。 

瑞比智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CodingBar) 

蔡芸琤助理教授 新北教育加速器之程式教育線上自學

平台導入會議。 

藍星球資訊公司 蔡芸琤助理教授 參與『實告』SCOUT 商業履歷查詢系

統線上諮詢會議。 

天下雜誌 蔡芸琤助理教授 錄製金融科技線上課程五個章節。 

小鎮文創公司 蔡芸琤助理教授 帶領區塊鏈修課學生前往南投竹山進

行東吳幣與光幣跨幣換匯，驗證東吳

幣錢包之適用性。並觀摩如何使用區

塊鏈技術於地方創生的落地應用。 

台塑企業 蔡芸琤助理教授 參與台塑企業市場拓展部，規劃企業

內訓與人工智慧導入企業執行數位轉

型會議。 

2. 科研/學界 

交流/合作對象 參與教師 交流/合作內容 

國立臺北護理大學 胡筱薇副教授 受邀演講。主題：數據智能引擎驅動下

的新商務 

中央大學資管所 胡筱薇副教授 受邀中央資管所演講。主題：數據智

能引擎驅動下的新商務 

國立成功大學 金凱儀副教授 參與 2020 科技部資教學門專題研究

成果發表會,並進行專題研究計畫的

發展活動 

香港教育大學 金凱儀副教授 線上參與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0 (ICEAI 2020)國際研討會, 並於

11/10 日進行 Oral presentation 

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

究中心 

金凱儀副教授 線上參與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ICCE 2020)國際研討會, 並於 11/25

日進行 Oral presentation 

真理大學 

宜蘭大學 

金凱儀副教授 與蘇維宗教授和吳汶涓教授討論未來

USR_Hub 計畫發展智慧農業並運用

於金山香草園的走向，以及開設為三

校開設 arduino 和 pi 的培訓活動 

台南大學 金凱儀副教授 參加 2020 年科技部人文司資訊教育

學門 行動與無所不在學習 SIG 

(CUMTEL SIG) &數位合作學習與個

人化學習 SIG(CSCL&CSPL SIG)所共

同舉辦之研究生聯合培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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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石門區乾華國

小 

金凱儀副教授 辦理乾華國小暑假教師資訊能力培訓

營，協助教師學會操作樂高 EV3 教

育機器人，並將其導入至課程活動

中，培養學童的邏輯思維。 

工研院 黃福銘助理教授 出席工研院資料科學授課系列活動。 

中原大學 呂明頴助理教授 受邀擔任中原大學第二屆人工智慧與

大數據創意競賽現場評審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呂明頴助理教授 線上與 Prof. FJ Hwang 討論學術合作

的方向與議題。 

工研院/清華大學 吳政隆助理教授 討論合作開設相關 AI 課程。   

國立臺灣大學 蔡芸琤助理教授 與台大資工系廖世偉老師共組金管會

第一屆監理松競賽團隊，複賽討論會

議。 

新北市莊敬高職 蔡芸琤助理教授 擔任新北市莊敬高職的新北市教育加

速器計畫指導教授，線上會議進行計

畫書修訂輔導。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蔡芸琤助理教授 與台大資工系張智星教授、台大財金

系石百達教授、政大風管系彭金隆教

授、中央會計所盧佳琪教授，共同規

畫 109-2 學期之跨校金融科技課程進

行方式與課綱。 

新北市三重高中 蔡芸琤助理教授 擔任新北市三重高中的新北市教育教

速器計畫指導教授，線上會議進行計

畫書修訂輔導。 

東吳大學法學院 蔡芸琤助理教授 與莊永丞副院長共同規劃「東吳法律

與巨資程式社群」經營細節，發展屬

於東吳的監理科技，以分析「證券詐

欺事件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為本學

期主題。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

系暨研究所 

蔡芸琤助理教授 舉辦跨校金融科技課程成果發表會。 

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 蔡芸琤助理教授 擔任台大資工系廖世偉老師之金融科

技導論成果發表會評審。 

SEKE 2020 蔡芸琤助理教授 於 The Thirty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Knowledge Engineering (SEKE 

2020)國際會議進行線上發表。 

東吳大學心理系 陳宏仁助理教授 於「2020 應用心理學與實務研討會

人本智能科技論壇」專題演講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陳宏仁助理教授 參與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承辦

「2020 年職災原因與人因工程座談

會」，協助編撰人因工程檢核手冊草

案 

the 32nd annu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蘇明祥助理教授 擔任 bast paper session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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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Processing 

3. 政府機構 

交流/合作對象 參與教師 交流/合作內容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交通部觀光局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 

呂明頴助理教授 討論 Taiwan Pass 相關議題。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呂明頴助理教授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交通部觀光局 呂明頴助理教授 討論 Taiwan Pass 相關議題。 

交通部運研所 呂明頴助理教授 出席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期末審查

會議。 

台北市政府研考會 呂明頴助理教授 討論 1999 市民熱線導入人工智慧相

關議題。 

花蓮縣政府 呂明頴助理教授 出席花蓮公車評鑑審查會議。 

司法院 吳政隆助理教授 討論產學合作計畫。 

 

新北市教育局 蔡芸琤助理教授 擔任新北市教育加速器第二屆計畫評

審，出席計畫審查會議。 

科技部 蔡芸琤助理教授 於科技部數位經濟計畫發表成果創新

智慧應用「分散式智慧金融共享平

臺」。 

國家教育研究院 蔡芸琤助理教授 受國教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李文富

主任邀約，擔任「A9-1 普通高中課綱

實施調查研究計資料分析應用諮詢會

議」顧問。 

中央氣象局 黃福銘助理教授 與氣象局討論計畫合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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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一、為鼓勵本校教授致力於提升學術水準，爭取更高榮譽，本校特訂「東吳大學特聘教授設

置辦法」，專任教授如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獲頒本校研究傑出獎勵 5 次、或曾獲

頒本校教學傑出獎勵 3 次、或曾獲頒本校研究與教學傑出獎勵合計 4 次、或曾擔任科技

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20 次等優異成就時，得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授予「特聘教

授」之榮銜，聘期 5 年。109 學年度榮獲「特聘教授」榮銜之教師共計 3 位，特於 109

學年度第 1 次行政會議時，頒贈特聘教授聘書，以示尊崇。109 學年度特聘教授名單如

下： 

●外語學院：英文系魏美瑤 

●商 學 院：資訊管理學系江清水 

            資訊管理學系朱蕙君 

二、因應教師法 109 年 6 月 30 日公布施行，配合研擬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教師評審辦法及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並經 109 年 9 月 14 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將

提本次（10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討論。 

三、109 學年度共有 23 名專任教授或副教授申請教師休假，目前已送請教學單位依程序進行

審議，預定於 110 年 1 月 6 日由校教評會進行決審。 

四、109 年 10 月 7 日舉辦 109 學年度教職員工定期健康檢查，應檢查總人數為 141 人，實

際受檢者共有 89 人，到檢率達 63.12%，並已發送個人健康檢查報告。 

五、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計有社會系林素雯副教授、社工系羅國英教授、英文系蘇雅如講師、

英文系王建輝講師、語言教學中心邱美和講師、語言教學中心葉靜娥講師、微生物系路

光予副教授、微生物系林俊銘教授、心理系楊牧貞教授、法律系鄧衍森教授、經濟系陳

彧夏副教授、企管系林祝英副教授、國貿系鍾俊文副教授、資管系曾修宜副教授、體育

室劉義群副教授等 15 位老師於 109 年 8 月 1 日屆齡或自願退休。 

六、修正「東吳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自 109 學年度起，本校專任教師超

授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調高 7%，及配合部份學系實際需要，酌予調高兼任

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之上限，由原規定之 8 小時，調整為 10 小時，除可以滿足學系教學需

求，透過兼任教師授課時數之增加，應能略為減少兼任教師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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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第一組 

一、 本校108學年度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查核竣事，於109年11月10日經董事會審

查通過。 

二、 108學年度決算案送董事會審議之補充說明，重點如下： 

(一) 108學年度整體財務表現，經常門短絀3,643萬元，較預算結餘107萬元減少3,750萬

元，約3,517 %。 

(二) 收入總額22億7,000餘萬元，達成預算目標96.78%，較上學年度減少3.44%。 

1. 學雜費收入13億6,600餘萬元，較預算減少3.80%，5,300餘萬元，較上學年度減

少2.33%，3,200餘萬元。 

2. 推廣教育收入較預算及上學年度分別減少18.43%及8.14%，減除推廣教育支出

後，經常門結餘占收入14.34%，較預算數減少59.87%，3,100餘萬元，較上學年

度減少1,400餘萬元。 

3. 產學合作收入1億2,300餘萬元，較預算增加0.20%，24餘萬元，但較上學年度減

少12.90%，1,800餘萬元。 

4.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770餘萬元，較預算增加18.51%，120餘萬元，但較上學年度

減少17.93%，160餘萬元。 

5. 補助收入2億9,100餘萬元，較預算增加3.59%，1,000餘萬元，較上學年度增加

1.04%，290餘萬元。 

6. 受贈收入1億1,300餘萬元，較預算減少25.35%，3,800餘萬元，較上學年度減少

33.08%，5,600餘萬元。 

7. 財務收入4,200餘萬元，較預算增加43.98%，1,200餘萬元，較上學年度增加

20.49%，710餘萬元。 

8. 其他收入1億7,900餘萬元，較預算增加0.53%，95餘萬元，較上學年度增加

20.56%，3,000餘萬元。 

(三) 經常性支出總額23億690餘萬元，較預算減少2.64 %，但較上學年度增加0.86%。 

1. 支出部分主要為行政管理支及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分別占經常總支出15.80%

及64.62%，決算數各較其預算分別減少750餘萬元及7,700餘萬元，主要為費用資

本化及撙節各項支用節省支出。 

2. 獎助學金1億7,900餘萬元，較預算增加9.03 %，但較上學年度減少4.52%。依教

育部規定之助學方案計算(扣除政府補助部分)，本校實際執行金額1億2,100餘萬

元，應提撥數4,000餘萬元，其執行比例約為296.10%，執行成效良好。 

(四) 資本支出部分，不動產、房屋及設備、無形資產分別較預算增加2.59%及

122.18%，金額為430餘萬元及450餘萬元，主要為外雙溪校區數位校史館整修工

程、城中校區六大樓商場結構補強、消防系統、瓦斯管路及室內裝修工程、城中校

區法學院「資安戰情教室」裝修工程、城中校區圖書館閱覽室劃位管理系統、購置

分子模擬軟體等金額增加所致。 

(五) 至108學年度止，現金及銀行存款為12億8,400餘萬元，銀行借款金額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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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校106至108學年度收益力、安定力、活動力、成長力及生產力之財務五力分析詳

如附件一。 

1. 收益力：108學年度收益力表現較107及106學年度為差，不論純餘率、投資報酬

率、基金及餘絀報酬率皆較107及106學年度下降，主要為收入及純餘大幅減少

所致收益力表現較106學年度為佳，主要為收入及純餘明顯增加所致。 

2. 安定力：108學年度償債能力較107學年度高，較106學年度為低，主要係流動負

債減少所致，償債能力正常。 

3. 活動力：活動力(經營能力)呈現小幅下降。 

4. 成長力：成長力呈現衰退，主要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陸生及外籍生多數未

能返校，及經濟環境不佳，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及受贈收入大幅減少所

致。 

5. 生產力：108學年度每人貢獻額較107學年度減少，主要係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108學年度純餘較107學年度減少約157%的幅度，致生產力呈現衰退。 

6. 結論：整體而言，本校108學年度各項財務比率，較107及106學年度表現為弱，

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經常收支呈現短絀約3,600餘萬元，然為強化後疫情

之經營績效，茲建議如下： 

(1) 持續整合學院招生策略，提昇招生總額使用率。 

(2) 檢視各種收費標準，以增加收入總額。 

(3) 結合學院資源，積極開設符應後疫情時代之各種推廣教育課程，擴大收入來

源。 

(4) 鍊結校務發展計畫，拓展社會資源，加強募款能力，增加收入。 

(5) 加強與業界互動之產學合作，擴大收入來源。 

(6) 加強人力資源管理，提昇生產能力。 

(7) 強化校務計畫預算管理功能，增加節流能力。 

(七) 107學年度同類綜合大學比較分析 

1. 為瞭解本校經營績效及財務狀況於同類綜合大學中的相對績效，蒐集最近一年

度的東海、輔仁、淡江、文化、逢甲、中原、義守、銘傳及實踐等9所大學及本

校的財務比率，計算平均值作為比較，詳如附件二。 

2. 本校107學年度財務績效相對於同類綜合大學中的表現如下： 

(1) 本校安定力之財務結構優於平均值，顯見本校財務結構相當健全；償債能力

較平均值弱，但尚屬合理。 

(2) 活動力上，本校宜積極加強應收款項管理，以提升經營能力。 

(3) 成長力上，本校收入成長率表現優異，未來宜持續加強拓展收入；收益力及

生產力表現均較平均值為弱，除人力政策宜持續推動及管理外，校務計畫預

算宜加強控管，提升純餘能力。 

三、 教育部指派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109年11月9日至本校進行專案抽核，查核107及

108學年度會計帳務及收支運作情形，本室提供及彙集查核所需之財務報表及相關帳

冊、紀錄、契約、文件、憑證等資料備查 

四、 科技部於109年11月2日蒞校，抽查108學年度該單位補助之計畫財務收支情形，依研發

處之工作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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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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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憑證冊等資料，以供備查。 

五、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正興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109年9月9日蒞校查核108年度林語堂

故居財務收支情形，本室整理並提供原始憑證冊、金融機構轉帳相關證明文件及明細

分類帳等資料備查。 

六、 依會計制度規定，按月編製「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及「人事費明細表」送教育部

及董事會備查，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七、 配合人事室繳交雇主負擔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所需，按月提供「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

得明細資料」及「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得會計科目分析表」。 

八、 依各研究計畫結報時程，分別編製研究計畫收支報告送請計畫主持人確認後辦理結案

申請。 

九、 定期與總務處核對財產清單，針對會計帳與財產管理系統差異部分予以處理，以達到

帳物相符。 

 

第二組 

一、 109 學年度預算案，經 109 年 7 月 6 日第 27 屆董事會第 8 次會議通過，於 109 年 7 月

27 日完成報部作業(東會字第 1090900518 號函)，並於網頁公告及圖書館公開陳列。教

育部於 9 月 9 日函復同意備查(臺教會(二)字第 1090109941 號函)。 

二、 依「東吳大學預算制度」規定，本校 108 學年度之校務計畫預算執行狀況表及單位統

計表，於 109 年 9 月 1 日奉校長核定，函送預算小組、校務會議預算委員會及研究發

展處存參，另依「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捐助章程」第 20 條規定，送監察人參考。 

三、 「東吳大學 110 學年度支出預算項目及支用原則表(草案)」業經 109 年 9 月 22 日校發

計畫審查暨預算規劃小組會議通過，以作為各單位編列 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預算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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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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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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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壹、108 學年度計畫執行成果                                                

109.11.27 

一、充實圖書資源建設，建立特殊館藏 

持續充實圖書資源，以學系需求出發，發展專業核心期刊、資料庫，厚實學科

領域資源，以支援師生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圖書資源，並提供圖書期刊相關參考諮詢

及服務，密切連結師生與資源之互動，提高期刊使用及圖書流通率。購置 108 學年

度教師授課計畫表所列之指定教科書及參考圖書，以支援教學與研究，並照顧經濟

弱勢學生圖書借閱需求。建立「漫畫特色館藏」，推廣大眾文學及「第九藝術」漫畫

圖書，以支援跨界文化及翻譯等領域教學與研究。 

由 108 學年度圖書館滿意度調查報告顯示，館藏圖書（含非書）資源滿意度為

4.17，較 107 學年度 4.08 提升了 0.09。而在電子資源滿意度部分為 4.14，較 107 學

年度 4.12 提升了 0.02。108 學年度各類型採購資源統計如下表： 

圖書類型 圖書 報紙 期刊 資料庫 非書資料 

冊數（種／件） 19,324 冊 11 種 848 種 57 種 391 件 

漫畫語種 中文 日文 英文 德文 總冊數 

冊數 847 冊 739 冊 29 冊 224 冊 1,839 冊 

二、優久大學聯盟電子書合作聯盟採購，提升圖書經費使用效益 

由輔仁大學圖書館負責與電子書書商洽談採購方案，以 12 校共享為首要目標，

以集體互惠之利基，增加師生可使用之電子資源，並提升圖書經費使用效益。108 學

年度採購方案為購置 MEL 丸善雄松堂（Maruzen eBook Library）日文學術電子書。

以 85 折優惠使全校師生享有 100 冊物超所值的日文電子書，強化本館在史地、哲

學、經濟、政治等相關研究主題之電子資源。 

此外，亦持續參與「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TAEBDC（Taiwan Academic 

Electronic Book & Database Consortium）、「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DDC（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與科技部「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

（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等計畫及圖書資訊聯盟組織，

以聯盟議價方式降低採購經費，平等互惠共享各校圖書電子資源。 

三、提升館藏圖書資源使用率及精進讀者圖資素養 

辦理多項推廣閱讀活動及圖書利用講習課程，以提升館藏圖書資源使用率及精

進讀者圖資素養。然 109 年 2 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圖書館亦在做好萬全的防疫措

施下，精選重要主題活動加以推廣，包括：新生及新進教師圖書館利用導覽活動、

2019 雙城記~圖書館陪您走第一哩路—【雙城 in 神燈．不思議】、館合發展之經驗

分享座談會、圖書館週活動—我不在圖書館，就是在前往圖書館的路上、世界書香

日活動—世界那麼大，我只想借本書宅在家！楊牧文學線上作品展、郭漢辰文學線

上作品展、「閱讀韓國，與書同行」線上書展、2019 OPENBOOK 好書獎、博碩士論

文電子檔上傳說明、WestlawNext 法律資料庫、書目管理 EndNote 介紹、Turnitin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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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比對系統、Datastream 全球股票經濟資料庫等等，推廣活動及講習課程場次計 95

場，共 10,431 人參加。 

此外，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措施，考量室內公眾聚集風險，109 年 3 至 5 月間圖

書館利用講習課程改以數位教材方式提供師生使用，共計製作 20 支圖書資源利用教

材影片，不僅提供師生線上自主學習圖書資源使用方式，且提升本校圖書資源之能

見度。108 學年度電子資源檢索使用檢索次數計 2,889,935 次，較 107 學年度檢索次

數增加 304,016 次，電子資源檢索率較前學年提升 2%，顯見疫情期間增加了讀者對

圖書館電子資源之使用率。 

四、推廣「天下創新學院」，建立職場認知態度與能力 

    數位科技時代的來臨，本校推出「第二專長跨域學習計畫」，於 107 學年度與

天下雜誌所屬「天下創新學院」台灣最大數位學習平台合作。圖書館負責此線上資

源之校內平台建置與維護，另主責以學生為對象之閱讀推動，藉以培養學生跨域自

主學習能力。 

    平台啟用之初，閱讀人數始終停留在 170 人上下，未有顯著成長。為推廣此一

數位學習平台，遂企劃閱讀獎勵活動，於 108 年 12 月推出「我們領證去」活動，獎

勵該月領取學習護照前 20 名。109 年 4、5 月舉辦「領證新人王」活動，獎勵從未領

證、該月領證前三名的學生。同時舉辦「核心能力王」活動，獎勵八大核心能力領

證之冠。5 月加碼推出「學系領證王」活動，獎勵各學系領證冠軍。總計 108 學年度

吸引近千人上線閱讀，單人領證數最高衝破 600 大關，總領證數達 16,347，點閱課

程次數 43,556。 

    據 108 學年度學生使用平台結果顯示，城中校區同學比雙溪校區同學更為積極

上網閱讀，而由天下雜誌提供的同時期各產業別核心能力領證數據來分析，學生偏

好領導力、經營力、管理力與企業員工偏好相同，但產業界著重於管理力更勝領導

力、經營力。 

五、維護館藏資源與師生健康，提升服務品質 

    兩校區圖書館購置圖書紫外線除菌機各一台，提供師生消滅圖書表面之細菌，

如大腸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等。購置以來，師生使用除菌機踴躍，且 108 學年度

第 2 學期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於 109 年 2 月 26 日(三)起，圖書館主動將歸還圖書

全部放入圖書紫外線除菌機殺菌，提供讀者安心借閱，經統計 108 學年度兩校區圖

書館使用圖書滅菌機之圖書冊數已逾 2 萬餘冊。 

六、因應新冠肺炎圖書館防疫措施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圖書館配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及學校防疫小組相關防疫規範，陸續採取禁止校外人士換證入館（包括持用館合證）、

兩校區圖書館將歸還圖書全部放入圖書滅菌機殺菌、為進館讀者量測體溫、關閉總

館通往第一教學研究大樓空橋出入口、關閉城區分館位於空氣不流通之 B1 和 B2 閱

覽室，於資訊檢索區電腦及立式查詢台使用次氯酸水清潔鍵盤和滑鼠、各閱覽桌桌

面則使用次氯酸水或 75%酒精擦拭、閱覽座位採取梅花座等防疫措施。 

七、建置東吳數位典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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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統自 107 學年度開始規劃建置，包含「校史網站」、「校史填報系統」、

「端木愷校長網站」、「文物清單管理系統」均已建置完成。其中「校史網站」有關

傑出校友、名譽博士、講座教授等部分，將串連本校社會資源處之「校友數位影像

資料庫」。本系統將持續進行資料校對及上傳（含手機版）並提出修正（包括網站

前端呈現效果與後台管理），將東吳大學重要的校史資料數位化，提供不受地域時

間限制之使用環境，增加本校曝光率，展現學校特色與保留重要歷史紀錄。 

八、啟用「優久大學聯盟」圖書自動化系統 

    由東吳、淡江及銘傳 3 校率先啟動「共建共享圖書館 Alma 自動化系統」，在圖

書資源共建共享理念基礎下，108 年 2 月起 3 校即開始著手導入建置，於同年 12 月

19 日(四)以聯盟方式上線，為全國首套三校圖書館聯盟雲端自動化系統。該系統導

入雲端運算技術，超越資源型態的限制，全面管理各類型圖書資源，提供師生簡單、

快速、即時、完整檢索紙本與電子資源之平台。此外，三校師生同仁可以憑有效證

件直接至對方館借書，不必另申請館合證，提供「一卡通行、原證借書」服務，大幅

提升師生利用友館圖書資源，更有效地創造資源共享效益。 

 

九、定期且隨時檢視圖書館各項服務辦法，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 

    109 年 7 月 15 日(三)提案圖書館委員會修正「東吳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

則」，內容增加讀者類型，使準研究生得以使用圖書資源，及明訂星期六亦可免除

逾期滯還金等，使圖書館各項辦法符合及滿足讀者實際需求，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 

十、提升圖書館同仁圖書專業知能 

    109 年 2 月 14 日(五)圖書館數位與系統組同仁為拓展負責相關業務同仁對圖書

館創新服務之理念，利用寒假非上班日參訪政治大學達賢圖書館，進行標竿學習、

觀摩及交流，拓展視野並提升圖書館同仁圖書專業知能。 

貳、108 學年度獲獎紀錄 

一、108 年 11 月 29 日(五)臺灣大學圖書館舉辦「臺灣 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

會」，圖書館榮獲「107 年度第 4 級原編書目上傳成長量」第一名。 

二、109 年 7 月 27 日(五)國家圖書館發佈「臺灣各大學學術資源能量風貌」，並公布

「109 年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獲獎名單」，本校獲得的獎項分別有： 

● 學位論文傳播獎：依據 107 學年度學位論文的電子全文授權數作為評比，本校獲

得私立綜合大學組第三名。 

● 學位論文資源貢獻獎：依據 108 年各分項排名積分總分最高之大學校院，本校榮

獲私立綜合大學組第二名（六大分項評比指標：(1)學位論文全文授權數(2)全文授

權率(3)書目被點閱數(4)書目被點閱率(5)全文被下載數(6)全文被下載率）。 

●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期刊即時傳播獎」：評比依據為五年統計

期間（本次以 107 年為基準）所刊載之文獻被引用情形，本校分別在： 

○ 語言學類：由《東吳日語教育學報》榮獲第四名。 

○ 法律學類：由《東吳法律學報》榮獲第五名。 

○ 政治學類：由《東吳政治學報》榮獲第三名。 

三、109 年 8 月 20 日(四)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會員大會表揚典禮，頒發本校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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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榮獲「108 年度績效卓越獎大專校院圖書館第九名」以及「108 年度館際合作熱

心服務獎」獎項。 

參、109 學年度圖書館重點執行項目 

一、慶祝本校 120 週年校慶之相關活動 

圖書館與總務處、秘書室、社資處、法學院、人社院及校牧室個別合作規劃下列校慶活

動，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原預訂於 3 月份舉辦之大型活動延至 109 年 10 月舉行。 

(一) 舉辦『東吳人與「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圖片展』 

遠東國際軍事審判為人類史上規模最大、參與國家最多的國際審判。東京審判

對甲級戰犯的審判共歷時兩年半，由向哲濬檢察官等 10 位東吳校友，構成中國

代表團主力陣容。加上前期的戰爭罪刑調查與後期對乙級、丙級戰犯的審判，

共持續十多年，東吳大學法學校友貫穿全程，並做出了重大貢獻。今年(109)適

逢東吳大學建校 120 年，圖書館與法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及上海交通大學、

蘇州大學合作辦理『東吳人與「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圖片展』。為使展覽內容

更為豐富，並讓社會大眾了解台灣在這場歷史審判中的定位與意義，董保城副

校長、政治系謝政諭教授與圖書館李宗禾館長，前往國史館拜會陳儀深館長，

邀請國史館共同合作舉辦展覽，並於 109 年 10 月 7 日(五)於本校游藝廣場舉辦

建校 120 年校慶活動『東吳人與「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圖片展』開幕儀式，本

校嚴家淦法學講座教授馬英九先生、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先生、潘維大校長

及法學院鄭冠宇院長蒞臨現場致詞，因疫情關係，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

中心向隆萬名譽主任無法親臨現場，特錄製影片口述歷史並表祝賀。 

(二) 擴建「東吳懷恩數位校史館（Soochow University Memory Archives）」 

108 年初由秘書室、總務處、社資處及圖書館共同擘劃校史館重塑工程，將校史

館遷移至綜合大樓一樓中樞位置，期望提升學生、校友與外賓親近校史館的意

願，成為東吳人飲水思源，瞭解東吳故事的必到之處。承蒙戴氏基金會、校友

及師生同仁熱情支持與奉獻，滿載著情感溫度、現代美學與數位科技的「東吳

懷恩數位校史館」於 109 年 10 月 9 日(五)進行啟用典禮，數百位校友及貴賓雲

集，由王紹堉董事長、潘維大校長、校友總會劉吉人理事長、協眾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林光清董事長和東吳之友基金會常務董事 Robert Oehler 共同剪綵啟用。 

(三) 舉辦「老照片說故事展」 

今年(109)為東吳大學創校 120 週年，走過蓽路藍縷的艱辛復校之路，如今的東

吳在歷任校長的帶領下持續邁向一流大學的道路前進。「校史老照片說故事」

展覽於 109 年 10 月 9 日(五)開展，透過校史老照片訴說東吳光陰的故事，帶大

家回到舊日時光的美好與精彩；並期待透過老照片呈現出學校發展的歷史軌跡，

傳承東吳人的精神，藉以凝聚向心力。 

(四) 建置完成數位典藏系統 

1. 完成「東吳校史網站」及「校史文物管理」數位典藏系統，本系統建置數位典

藏校史文字及影音資料，提升數位館藏使用率及本校學術研究能量曝光率。 

2. 完成「東吳人物志―端木愷校長網站」，本系統主要以彰顯對本校有卓越貢

獻之人物故事，保存本校重要校史人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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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東吳大學校史填報暨查詢系統」，本系統目標以改善現行校史紀要填

報系統之應用與便利性。 

二、中正圖書館第一閱覽室空間改造工程 

    近年來圖書館在城中校區閱覽空間改善上，獲得師生極大的迴響與喜愛。為提供學

生研讀與思考的優質環境，本館此次持續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運用既有空間翻修，打造

具有現代感、科技化及具穿透性、有層次的專屬學習場域，誘發學生進修利用，提升空

間使用效益。 

    本次中正圖書館第一閱覽室的裝修將以學生為本，以活化空間，創造友善、舒適及

美觀的閱讀場域為主要目的，將充分運用 109 與 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圖書館單位

非例行計畫預算，於 110 年暑假進行空間改善施作工程，規劃重點如次： 

1. 內部空間（天、地、壁）美化，走向舒適化、環保化。 

2. 更新桌椅，席次至少 250 席，採用具功能性及人性化的家具，座位加裝隔板、

隔間，並備有插座、燈檯。 

3. 新增「咖啡輕食區」兼具休息、閱讀、輕飲食及討論交流的多功能空間；「臨

窗閱讀區」，納入窗外美景與自然光，創造悠閒舒適的空間氛圍。 

4. 引進門禁管理系統及座位管理系統，打造智慧的現代化閱讀空間。 

三、建置中正圖書館 3D 創意攝影棚 

網路直播用於教育領域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鑒於此，圖書館規劃將中正圖書館 5 樓

現刊區，原為微縮資料區（約 5.3 坪）空間進行改造優化，融入創新元素氛圍，運用「輕

專業、易上手」的初階攝、錄、剪輯與導播設備，培養學生做中學的媒體力。規劃於 109

年 11 月進行空間改造工程，預計於年底完成後，開始著手推廣相關活動與利用指導課

程及工作坊，提升同學媒體技能與媒體素養。本空間設備亦可作為圖書館利用講習課

程教材製播空間，讓師生可不受時空限制自主學習，認識本校圖書資源。 

四、圖書館官網改版（響應式網頁） 

將圖書館官網改版為可因應載具畫面呈現的響應式網頁，不受個人電腦顯示器或手機

等行動載具呈現限制，得到最佳畫面呈現效果，落實圖書館服務。此外亦規劃增加「特

色館藏」及「AR 導覽服務」服務項目。 

五、城區分館 7 樓導入劃位系統 

城區分館 7 樓閱覽座位，多年來因應學生期中期末考試自習需求，於考前一週，館內進

行為期兩週的座位控管。目前該空間座位控管係使用館內同仁自行開發之系統程式，採

取半自動劃位模式，同學對照實體座位圖版使用圖釘登記空位，再由工作人員刷取學生

證條碼，登錄學號至系統。有鑑於電腦作業系統不斷更新，現行系統未來恐不敷使用，

為確保同學使用館內席位的權益及公平性，規劃於 110 年寒假建置「城區分館 7 樓閱

覽座位劃位管理系統」，以期平日及考試週均能有效控管分館 7 樓閱覽座位。透過城區

分館 7 樓閱覽座位劃位系統的建置，未來在閱覽座位區的使用秩序上，將會有顯著改

變。 

六、城區分館建置「筆電優先使用區」 

自102年12月開放本校學生可外借之家用版非書資料後，讀者在館內閱覽的需求下降，

加上手機與網路普及，媒體應用不斷地推陳出新，更讓非書資料室的使用率大幅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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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城區分館空間能發揮最大效用，並解決館內無足夠的電源插座，提供攜帶筆電讀者

充電使用，計畫將非書資料室內，多人使用座位區約 8 坪空間，規劃為「筆電優先使用

區 Laptop Priority Seats」，於 110 年寒假施工建置。 

七、Lean Library 數位化參考服務 

在教師研究與學生作業繁重的情況下，圖書館致力於提供師生更快速精準的檢索服務，

以提升師生蒐集文獻資源之效率。透過 Lean Library 的擴充功能，提供師生一個簡化取

得圖書館資源的方式，師生僅需安裝一次瀏覽器擴充元件功能，經首次認證後，便可無

縫接軌連結圖書館館藏或 Open Access 公開取用資源，讓蒐集文獻更為便捷，藉由數位

參考服務展現「圖書館 7 x 24 陪你做研究」的實力。 

八、校外連線雲端服務系統與館藏統計分析 

隨著雲端服務的趨勢，校外連線產品均朝向雲端服務模式，然雲端服務模式計價無法與

目前本地端伺服器版本相提並論，若不升級至雲端模式或改用其他校外連線產品，師生

將無法依循現行單一認證方式於校外連線使用圖書館電子資源，造成師生教學與研究

諸多不便。建置「雲端模式校外連線服務系統」，不僅可單一認證方式於校外連線使

用圖書館電子資源、個資與資安層級皆較目前本地端主機伺服器高，且無資訊設備

管理問題。此外，校外連線雲端服務系統結合 LDAPs 認證機制，可了解圖書館購置

之電子資源使用統計數據，協助各學系分析並有效評估電子資源的使用效益，或可

據以彈性購置較少同時上線人數的電子資源，設定使用電子資源的讀者身分。 

肆、持續多元推廣圖書館藏並改善閱讀環境，提升學術質量及服務品質 

一、迎接大一新生，認識圖書館並多元推廣圖書館藏 

109 年 9 月 14 日(一)至 10 月 8 日(四)舉辦「青春手搖杯―特調你的大學滋味」活動，

提高大一新生與在校生對圖書館環境及圖書資源之認識，規劃活動計有： 

(一) 為自己加點料！― 新鮮人書展 

精選國際視野、健康、立志、人際及時間管理等主題圖書，於兩校區圖書館舉

辦實體與線上書展，藉此活動迎接新鮮人，藉以推廣圖書資源。 

(二) 特調練習生― 闖關活動 

針對 109 學年度新生與轉學生(含學士、碩士及博士班)舉辦「特調訓練闖關活

動」，於二校區圖書館設置八道關卡，期望藉由闖關活動認識兩校區圖書館環

境及資源。 

 

(三) 茶影時敘― 電影賞析 

精選「關鍵少數」、「奇蹟男孩」、「丹麥女孩」、「天才的禮物」電影，邀請

生涯發展中心石麗君老師賞析電影，細細品味生命的課題，並藉以推廣圖書館

非書資料。 

二、「饗閱德國：哲學·文學·音樂·漫畫」活動 

109 年 10 月 24 日(六)9 時於外雙溪校區普仁堂、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舉行建校 120 年

校慶活動「饗閱德國：哲學·文學·音樂·漫畫」活動，潘維大校長、指導贊助單位台

德交流協會理事長董保城教授（本校副校長）、DAAD 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主任 Dr. Josef Goldberger 金郁夫博士；協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長王涵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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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 Theresa Hümmer 余德莎院長蒞臨現場致詞。本年

適逢德國文化盛事音樂家貝多芬及詩人荷爾德林 250 週年誕辰紀念，透過本校音樂

系彭廣林主任音樂導聆、哲學系王志輝主任哲學講座、及德國文化學系石斌宏副教

授詩選朗讀，以及成功大學圖書館及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提供珍貴藏書

及德語漫畫合展，帶領師生一起探索德國的多樣面貌與魅力。 

三、「塵埃裡的花：紀念張愛玲百年誕辰」圖書館週活動 

被人喻為當代的曹雪芹及「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的華文女作家張愛玲，今年

適逢其誕辰百年，圖書館規劃於 109 年 12 月 16 日(三)下午 14 時至 15 時 30 分，於

外雙溪校區普仁堂舉行「古怪的女孩-張愛玲」午茶沙龍，由本校中文系鍾正道老師

主持、知名作家蔡詩萍及皇冠文化集團總編許婷婷對談，聯手打造一場充滿文學氣

息的知性饗宴。此外亦舉辦「尋找張愛玲」AR 體驗及「閱讀張愛玲」書展活動，讓

更多師生知曉其傳奇魅力及經典作品，並期望師生能透過活動參與，親近經典文學，

提升閱讀風氣與推廣圖書資源。 

四、2021 漫遊奧運在東吳 

圖書館擬搭上 2021 年東奧盛事熱潮，規劃「2021 漫遊奧運在東吳」活動，期望藉此

讓本校師生在東吳校園也可以身臨其境，感受運動賽事的激動與熱血。在活動中，

將介紹奧運的發展與歷史，並提供運動競技類相關漫畫，除可增加圖書館漫讀區的

曝光度，推廣漫讀區以增加使用率之外，亦希望參與者可在活動中瞭解各項運動的

規則、術語、戰術、精神和文化。此外，本次活動將運動元素注入遊戲中，可同時感

受「遊戲」跟「運動」結合的快樂，期望活動參與者在吸收運動知識之餘，亦可實際

操作，將所學之運動概念應用於實際情境中，親身體驗賽事氛圍，同時鼓勵大家為

成就一件事而努力，培養不逃避、積極面對問題的態度。最終希望參與活動的師生

同仁能透過漫畫與本次活動認識、瞭解、熟悉一項運動，並實際去體驗運動，讓其

對運動產生興趣，進而對其人生與未來有正向的影響。活動內容規劃有： 

(一) 圖書館大挑戰― 校慶一日活動 

規劃 109 年 3 月 13 日(六)121 周年校慶時，於外雙溪校區中正圖書館舉辦「圖

書館大挑戰-校慶一日活動」，本活動將結合奧運、運動與圖書的元素，邀請奧

運金牌選手擔任「2021 漫遊奧運在東吳」活動推廣大使，為校慶活動開場的同

時，也為「2021 漫遊奧運在東吳」活動做前期熱身，同時也展出奧運相關文物

（奧運獎牌、歷史照片）讓校友重遊圖書館的同時，也推廣奧運、運動與圖書

館漫讀區，並將活動之照片影像等作為後續活動宣傳使用。 

(二) 漫遊奧運在東吳積分賽 

109 年 4 月 23 日(五)至 5 月 14 日(五)將舉辦「漫遊奧運在東吳積分賽」系列活

動，本活動將以積分賽模式進行，視同學參與活動的投入程度，可參與不同組

別的品項抽獎，積分越高可以參與抽獎的獎項越多，期望師生同仁一同來身臨

其境地感受運動賽事的激動與熱血，並把大獎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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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一、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理 109 年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期中審查(E 表)管考，發函

子計畫上線查閱結果。籌備 109 年 12 月 14 日及 15 日在外雙溪校區普仁堂和戴氏會議

室舉行 109 年高教深耕計畫與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暨校務研究與應用成果分享會。辦理

110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申請前置作業--初審各單位提報 40 支子計畫，待教育部計畫申請

通知再修訂。 

(二)補助教師/課程：本學期校外教學 16 場及實務講座 44 場合計 33 萬 701 元、教師教學社

群 18 案 42 萬 3,045 元(含教學主題社群 4 案、單位課程模組社群 11 案、教學資源中心

主導教學策略社群 3 案連結)、教學精進 24 案 64 萬 25 元(2 案搭配課程未達開課人數，

中止執行。)、教學實踐研究 1 案 10 萬。 

(三)檢視教師教學評鑑及獎勵相關措施：提案 108 學年度第 21 次(109 年 6 月 8 日)行政會

議討論通過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建議修訂曾擔任相當於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含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十二次以上。續由人事室提案校務

會議討論。 

(四)推動東吳大學優秀教師教學社群遴選要點及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計畫獎勵評選要點：109

年 4 月及 6 月教學資源中心業務會議通過二項要點，108 學年度第二學期補助計畫結案

成果評選，物理系梅長生副教授執行 108 學年度「線上即問即答」教學精進計畫成果特

優，頒發獎狀及獎勵金 5,000 元。 

(五)109 學年度教學創新研習暨暑期新進教師輔導：109 年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外雙溪校

區舉行，介紹教學制度、觀摩教學/研究及數位教學軟體操作等，共 75 人次參與。歡迎

瀏覽教師教學發展組網頁活動影音(連結)。 

(六)中文素養檢核暨提升機制：本學期大一國文 51 班級學生 2,627 人參加中文素養施測，

到考率約 94.7%。109 年 4 月 24 日至 9 月舉辦中文素養創意劇場「共生」微電影競賽作

品報名，收訖 4 件參賽作品，邀請中文系鍾正道副教授、謝靜國助理教授評審，並邀請

拍攝講評影音，頒發最佳影片金/銀/銅獎、佳作、最佳男/女演員、最佳導演及臉書投票

最佳人氣等 8 個獎項。 

(七)隨堂教學助理：本學期隨堂教學助理補助 205 門課程(停開 2 門，新進教師申請 6 門)及

215 位教學助理。期初說明會 9 月 15 日於戴氏會議室舉行，89 位 TA 參與，滿意度達

4.35 分(5 分量表)。期中培訓講座 2 主題、4 場次(兩校區)，包含 10 月 12 日「表達影響

力」36 人參與，講座活動內容及學習效果量化回饋之同意度達 98％；11 月 17 日「Chatbot

應用-打造課程助教機器人」113 人參與，講座活動內容及學習效果量化回饋之同意度達

95％。新版 TA 問卷已完成初稿，修訂為三大構面：TA 行為態度、TA 教學協助、TA

個人特質，題數計 16 題，自本學期開始施行，施測期間為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11 日。 

(八)自主學習社群暨微課程：本學期自主學習社群核定補助 29 組 135 人參與；舉辦社群期

初說明會 9 月 14 日及 16 日兩校區 2 場 120 人參加；社群講座 3 場次，包含 10 月 16 日

「希望 10 年前就有人告訴我的職涯啟事」，19 人參與，講座活動內容及學習效果量化

回饋之同意度達 86％；11 月 18 日「以殉情 ê心講 Tâi-gí（以殉情的心講台語）」，50

人參與，講座活動內容及學習效果量化回饋之同意度達 100%；12 月 9 日「台配不簡單

-從台日配音差別出發」，至 11 月 23 日報名人數 70 人(已額滿)。微課程包含英語聽力、

https://bit.ly/33yI08b
http://web-ch.scu.edu.tw/td/web_page/1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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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說、寫作等主題，自本學期第二期起新增溝通表達能力的口說及寫作兩主題，參與學

生數第一期 39 人、第二期 66 人 

(九)學生學習空間：本學期學生/線上學習進行室使用學生達 3,743 人次；使用「學生學習諮

詢預約系統」預約空間累計 833 人次。(109 學年度城中 5615 空間提供校牧室使用，暫

無開放借用；雙溪 R0210 空間自 109 年 11 月 1 日起轉由巨量資料管理學院管理，10 月

19 日後停止借用) 

(十)數位教材及遠距教學：本學期核定數位教材 12 案，其中 8 案申請數位助理協助製作；

遠距課程 36 門，補助課程助理 33 門及教材製作 32 件，補助金額總計 37 萬 6,500 元。

7 月 27 日完成心理系王叢桂教師 109 年度第二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申請案繳件。11

月 2 日召開遠距教學小組第一次會議，進行課程補審與辦法修訂，11 月 9 日經校長核

定辦法修訂條文，發函公告周知。 

(十一)磨課師課程：109 年度於 Taiwan Life 臺灣全民學習平臺開設 1 門新課程「大家來練

商標拳(權)！」，6 月 20 日至 8 月 29 日首次開課，174 人選修、12 人通過；10 月 3 日

至 12 月 12 日第 2 次開課，192 人選修。 

(十二)東吳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109 年 5 月 1 日起至 11 月 10 日累計上線 27 萬 4,273 人

次，瀏覽量達 896 萬 5,329 次，平台諮詢 154 案。 

(十三)虛擬攝影棚：109 年 5 月 1 日起至 11 月 10 日累計錄製影片 401 支，使用時數 99 小

時，共協助 3 門課程錄製數位教材，跨單位與秘書室、國際處合作錄製校園記者及給予

大陸地區祝賀影片。 

(十四)數位教學助理：本學期度招募 4 名，規劃虛擬攝影棚導播設備操作、課程影像錄製、

影片後製剪輯、活動現場直播操作等系統式實務課程，培訓數位 TA 各項實務技術，

培養第二專長。 

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一)109 年度計畫核定：專任(案)教師申請 13 案，通過補助 5 案總金額 148 萬 8,100 元整(含

計畫補助款 129 萬 4,000 元整，行政管理費 19 萬 4,100 元整)： 

學門 系所 主持人 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商業及管理 企管系 歐素華 副教授 企業診斷與行動研究之教學實踐 158,000 

商業及管理 財精系 林忠機 教授 人工智慧金融交易策略之教學實踐 255,000 

人文藝術及設計 歷史系 楊俊峰 副教授 結合史學原典閱讀與動畫軟體的教學 289,000 

技術實作(專案) 巨量學院 蔡芸琤 助理教授 如何引導學生實踐跨領域金融科技生態系 256,000 

教育 資管系 朱蕙君 教授 

無縫式翻轉學習結合 WSQ 提問引導學習模

式對學習成就、自我導向學習、認知負荷與批

判思維之影響 

336,000 

備註：109 年度計畫未通過 8 案中，1 案申請東吳大學教學實踐研究補助辦法補助 10 萬元 

(二)110 年度計畫徵件：配合教育部計畫申請系統開放 109 年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13 日受理

專任(案)教師上線提交申請案，辦理學校初審--隨到隨審計畫書及經費編列內容，申請

教師應於 12 月 13 日前依審查意見修正後重新上傳系統；12 月 22 日前全數申請案統一

備文函報教育部審查。 

 

     



東吳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次 (1091216) 校務會議工作重點報告                  152 

華語教學中心 

一、華語教學中心開班開課情形 

（一）正期制季班（每週上課 15 小時） 

  1.本中心 2020 秋季班於 9 月 14 日至 12 月 1 日開課，共計 31 位學員，目前因政府尚

未開放華語研習生入境，故本中心 2020 秋季班課程的新生多為已在台灣的外國學生

或持打工度假簽證來台的外國人。 

  2.為協助中心華語生順利融入台灣的大學生活，於 8 月中開設先修華語課程，共計 4 位

學生報名參加，未來可持續辦理此課程。 

（二）短期華語研習營 

  現正與美國要塞軍校接洽 2021 年暑期 Project Go 客製化華語營隊課程。 

二、華語教學中心其他相關作業 

(一)為加強華語志工小老師對華語學生學習輔導時的技能，於 109 年 6 月 3 日、6 月 11 日、

7 月 2 日安排 3 場華語志工培訓講座，邀請中心老師以華語教學概論、如何教授流行語、

文化課助教注意事項等內容為主題，期待讓華語志工更能發揮協助華語生學習的功效，

也增進學生自身未來職涯能力的培養。 

(二)本中心王建輝副主任特別邀請美國華語教學權威顧百里教授於 109 年 6 月 17 日為正期

班華語生分享學好華語的技巧及方法，另外因中心有部分華語生即將成為台灣大學生，

故也請顧百里教授分享華語寫作技巧，學生們都表示獲益良多。 

(三)由董保城副校長兼中心主任、王建輝副主任與日文系長田正民老師於 109 年 6 月 18 日前

往天母日僑學校拜訪，希望能建立友好關係，達到推銷中心華語課程的目的。 

(四)考量中心多數收益來自短期營隊課程，為強化中心營隊課程教學品質，現由中心老師編

製營隊專用教材，期望未來可增添中心對授課之一貫性，也減輕老師備課的負擔。 

(五)日本觀光專門學校來本中心接洽有關未來合作華語課程計畫，已提供報價，目前正待對

方學校評估合作可行性之回覆。 

(六)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心境外學生數減少，中心規畫製作網路廣播教學節目(Podcast)，

以及錄製華語教學影片。第一支影片已完成後製剪輯，另已完成線上廣播（Podcast）第

1 至 5 集錄製。另因國際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嚴峻，本中心正著手規劃線上華語教學課程。 

(六)華語小老師於 10 月辦理萬聖節活動給在中心的華語生及本校交換生參與，配合萬聖節活

動，邀請外籍生以台灣人的裝扮為主題，進行變裝展示，並於活動中穿插奶茶盲測的趣

味遊戲。 

(七)王建輝副主任為增加本中心華語生與台灣學生交流的機會，特與蘭雅國中合作，於 11 月

讓外國學生到蘭雅國中的班級觀課並與學習外語的本地中學生交流。 

(八)董保城副校長兼中心主任協助本校中東歐研究中心與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合作於

109 年 11 月 16 日在本校松怡廳舉辦台斯友好活動在東吳。中心捷克籍同學庫龍騰出席

參加，並受邀參與隔日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在台北舉辦的捷克民主化 31 周年紀念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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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一、人事會計總務校發管理系統說明 

(一) 自 109 年 5 月 14 日至 109 年 11 月 23 日為止，進行系統功能修正以及確認的情況如

表 1。 

表 1：人事會計總務校發管理系統進度表 

11/17 

進度 

作業細

項

（A） 

[第一階段] 

功能尚未施作，未

提供畫面之子項目 

[第二階段] 

廠商即將或已經提

供承辦單位進行測

試項目 

[第三階段] 

承辦單位測試中遇

到問題，請天方

改，進入來回測試

階段 

[第四階段] 

承辦單位經測試修

正流程大致完成項

目確認（B） 

各系統整體確

認完成度 

（B/A）％ 

人事系統 425 28 39 252 106 25% 

會計系統 124 3 19 17 85 69% 

總務系統 283 10 1 48 224 79% 

校發系統 12 0 2 3 7 58% 

 
844 41 61 320 422 

 

階段比例 100% 5% 7% 38% 50% 58% 

(二) 問題處理情形：總計提出問題數量為 726 個，目前天方已處理完成 614 個問題，已

完成問題處理其中已有 460 個經電算中心與業務單位確認已完成，其餘為測試中。 

二、全校網路環境建置說明 

(一) 109 年 6 月完成鑄秋大樓 B1 無線網路建置工程。 

(二) 109 年 6 月完成協助事務組第五大樓臨時增佈網點工程。 

(三) 109 年 7 月完成雙溪校區骨幹交換器、文化樓、圖書館、寵惠堂交換器更新工程；城

中校區 2219 電腦教室、語言中心自學教室、交換器更新工程。 

(四) 109 年 7 月完成城中校區第六大樓 4 樓網路機櫃遷移與光纖熔接工程。 

(五) 109 年 8 月完成第五大樓 5B103 網路機櫃交換器更新工程。 

(六) 109 年 8 月完成 108 學年度兩校區交換器請購案驗收。 

(七) 109 年 9 月完成專線負載平衡系統請購。 

(八) 109 年 10 月完成雙溪校區新增環控系統修改(新增 UPS 監控建置)。 

(九) 109 年 10 月完成城中電算中心不斷電系統請修。 

三、校務行政系統開發說明 

(一) 109 年 6 月完成行動版退補費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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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9 年 6 月完成防疫系統專區建置。 

(三) 109 年 6 月完成選課改寫初選分發第二階段測試。 

(四) 109 年 10 月持續建置能力指標季授課計畫查詢行動版應用。 

(五) 109 年 10 月完成雙輔跨與第二專長系統程式修訂作業。 

(六) 109 年 11 月完成檢核條件系統相關程式異動作業。 

四、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109 年 6 月完成辦理智慧財產權有獎徵答活動，教職員生共計有 197 人參加。 

(二) 109 年 6 月完成 2315 電腦教室擴大機更新。 

(三) 109 年 7 月完成本年度個資適法性查驗與風險評估：11 月完成個資稽核員稽核教育

訓練及行政單位個資內部稽核。 

(四)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設有教職員電腦課程 4 門-「LibreOffice Writer 辦公室實用技

巧」、「LibreOffice CALC 試算表辦公室實用技巧」、「LibreOffice Impress 簡報辦

公室實用技巧」及「Windows10 使用及安全性設定」，教職員共計 219 人報名參加。 

(五) 109 年 7 月完成強化本校電子郵件系統安全機制(限定新帳號首次登入必須變更密

碼)。 

(六) 109 年 7 月完成協助復原使用者電子郵件備份。 

(七) 109 年 8 月完成度微軟 M365 租賃合約簽訂；8 月完成 SAS 及微軟學生版授權更新：

9 月完成 Mathematica 軟體授權更新。 

(八) 109 年 9 月新版軟硬體報修系統上線。 

(九) 109 年 9 月完成協助中文官網新橫幅上線及新增直播報導。 

(十) 109 年 10 月完成雙溪校區電算中心機房 UPS 驗收。 

(十一) 109 年 10 月完成 2208 電腦教室及 B608 電腦教室投影機汰舊換新。 

五、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109 年 6 月完成協助推廣部 o365.ext.scu.edu.tw 網域及管理權限設定。 

(二) 109 年 7 月完成協助生涯發展中心主機代管服務終止與主機撤離事宜。 

(三) 109 年 7 月完成協助華語中心虛擬主機服務終止與資料刪除事宜 

(四) 109 年 7 月完成 108 學年度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復教

育部。 

(五) 109 年 8 月完成配合生涯發展中心 D0401 臨時無線網路建置。 

(六) 109 年 8 月完成協助經濟學系系辦與碩士班辦公室網點更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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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9 年 8 月完成協助城中校區戰情中心無線基地台建置。 

(八) 109 年 9 月完成配合生涯發展中心 D0401 臨時無線網路撤除。 

(九) 109 年 9 月完成配合註冊會場臨時網點建置及撤除。 

(十) 109 年 9 月完成配合第一哩網點檢測及直播測試。 

(十一) 109 年 10 月完成配合教育部視導會場臨時網路建置及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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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一、109 學年度人事異動： 

(一)劉義群副教授 109 年 8 月 1 日屆齡退休，其體育教學組組長職務由吳慧芳助理教授

接任；體育教學組黃雅琳組員轉調體育活動組。 

(二)體育活動組陳淑月專員自 109 年 8 月 1 日轉調體育教學組；體育活動組李昶弘組長

自 109 年 10 月 1 日起卸任，由林孟賢副教授接任。 

二、兩校區健身室、飛輪教室新設自主管理門禁系統，自 109 年 8 月 1 日啟用，進出時應持

本校教職員工生證或經設定之悠遊卡感應進出；為配合新系統之建置，於 109 年 6 月 24

日本室室務會議通過並經 109 年 7 月 20 日簽請校長核准，修正「東吳大學校友申請使用

城中校區健身室要點」：更名為「東吳大學校友申請使用健身室作業要點」及借用程序，

為嘉惠本校校友，凡校友申請使用健身室一年者，得享本校圖書館永久閱覽權。 

三、感謝喬山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羅崑泉董事長及何月欣學姐再度捐贈城中校區跑步機 2

臺、雙溪校區飛輪 5 臺，嘉惠東吳學子，已於 109 年 9 月 4 日完成器材定位並開放使用。 

四、109 年 9 月 10 日下午 1:30~4:40 在雙溪校區 B015 國際會議廳舉行「109 學年度體育教學

研討會」，體育室專兼任教師共 32 名出席，會中含體育教學、體育活動與體育室綜合業

務相關事項宣達；並邀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講座教授張育愷博士蒞臨演講，講

題「體育運動教學之疫後時代：從自我與腦科學談起」，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看見體育

運動的新價值。 

五、為提升教師教學知能，辦理 109 學年第 1 學期體育室教師專業社群研習工作坊，活動時

間及主題安排如下： 

(一)時間：109 年 9 月 30 日 13:30-15:00、地點：雙溪校區 B013 研討室 

主講：台北醫學大學體育處甘乃文處長 

主題：遠距教學的課程設計實施與教學成效經驗分享和對談、出席人員：14 位 

(二)時間：109 年 10 月 28 日 13:30-15:00、地點：雙溪校區舞蹈教室 

主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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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硬式壺鈴技巧與身體活動度操作體驗、出席人員：13 位 

(三)時間：109 年 11 月 11 日 15:10-17:00、地點：雙溪校區舞蹈教室 

主講：本校兼任講師李昌榮老師 

主題：介紹 BlazePod 光動訓練/教學設備的操作在體能提升的效益、出席人員：13 位 

(四)時間：109 年 12 月 9 日 13:30-15:00、地點：雙溪校區舞蹈教室 

主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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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硬式壺鈴操作體驗與訓練課程設計 

六、109 學年第 1 學期體育室教師進修會訂於 110 年 1 月 13 日（三）下午在雙溪校區舉行。 

七、本學期學生體適能檢定執行時間為 109 年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3 日，RFID 運動紀錄器申

請時程為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3 日，檢定未通過參與自主運動學生共 220 人；體適能輔導

課程於 10 月 26 日起至 11 月 26 日止，課程包含 TRX、飛輪、伸展瑜珈、皮拉提斯、N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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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訓練課程，報名體適能課程共 1,032 人次。 

八、109 年 9 月 13 日氣象局發布台北市大雷雨訊息，外雙溪溪水暴漲，雖未造成嚴重災損，

然因雙溪校區網球場位於行水區，淹水造成淤泥沈積，當日體育室主任陳報總務長，經

總務長指示，感謝相庚祥先生立即率 4 名工友迅速支援，大致復原。 

九、為促進健康，跨出校園、走進社會，強化推動個人健康檢測，109 學年度向教育部體育署

申請成立東吳大學科技體適能檢測站。自 9 月設站以來，已舉辦五場次，分別於家樂福

大直店、迪卡儂桂林店、士林萬麗酒店、聖約翰社區中心及本校兩校區，向 23 至 64 歲

的民眾實施科技體適能檢測，總計檢測人數 399 人，有效數據共計 392 筆。 

十、本學期學業關懷統一作業本室專兼任教師執行率已達 100%完成目標。 

十一、有關建置雙溪校區國際標準運動場及週邊設施案，依董副校長指示體育室召集成立需

求規劃專案小組，體育室主任邀約體育發展委員、總務處營繕組及採保組組長共 8 人，

於 109 年 11 月 11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及 11 月 18 日召開第 2 次會議，由體育室提出運

動場整建需求，周邊景觀、排水等工程由總務處負責招標設計圖及接手後續發包事宜。 

十二、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籌備會部長會議於 109 年 7 月

1 日審慎評估活動進行之風險與預期成效，於 7 月 9 日陳報校長核定停辦一年；另奉

校長指示，籌辦 2020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線上研討會，訂於 109 年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05 日以非即時方式舉行，共計 8 名國內外講者主講，並邀請優久聯盟各校體育室專

兼任教師、體育相關科系研究生參加，至少有 300 人報名。 

十三、本校教職工籃球代表隊於 109 年 8 月 27 日至 30 日參加在中國文化大學舉辦之「中華

民國大專校院 109 年教職員工籃球錦標賽」，董副校長、總務長、社資長等多位師長

及校友特到場加油，本校榮獲丙組第七名、丁組冠軍。 

十四、109 學年度「運動代表隊教練聯席會」及「運動代表隊後援會會員大會」已於 109 年

9 月 11 日（五）17:30-20:30，在台北士林萬麗酒店召開；後援會會長、各代表隊教練

及校友會會長共計 22 人出席，當日陳惠貴會長給予各運動代表隊高度的肯定與支

持，代表隊校友會組織蓬勃發展，會中各代表隊校友會分享透過校友活動與在校同學

聯繫彼此情誼，亦期盼能透過校友會支持給予學弟妹更多的資源。 

十五、109 年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延至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於國立

高雄大學舉行，本校有桌球、羽球、網球、游泳、田徑五支代表隊及空手道、擊劍、跆

拳道、競技體操等四項運動性社團參賽，成績：桌球一般女生組單打第 2 名、一般男

生組雙打第 8 名；游泳一般女生組 2 金 1 銀 2 銅、一般男生組 200 公尺混合式第 4 名；

擊劍一般男生組鈍劍團體賽及個人賽第 2 名；跆拳道一般男生組對打第 5 名；競技體

操一般女生組個人全能第 7 名及多項個人獎。 

十六、「慶祝建校 120 年校慶─109 學年體育週新生盃球類競賽」於 109 年 10 月 16 日（五）

18：00 在外雙溪校區體育館舉行開幕儀式，蒞臨師長包括董保城副校長、李坤璋學務

長、王志傑研發長以及體育室師長同仁，計有 23 系約有 1,010 位新生參與；比賽自 10

月 16 日至 12 月 13 日期間，包含男籃、女籃、男排、女排、桌球、羽球及籃球裁判講

習等項目；「109 學年度籃球裁判研習營」於 10 月 24、25 日在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及體育館舉行，共有 63 人報名、34 人完訓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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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舉辦「慶祝建校 120 年校慶-10 人 11 腳、拔河班級競賽」，活動

已於第七週 10 月 26 日至 10 月 30 日體育課中舉行，總計 10 人 11 腳共 188 隊 1,880

人、拔河共 193 隊 2,316 人，總計 4,196 人次。 

十八、109 年 11 月 18 日﹙三﹚召開本學年度「東吳大學運動代表隊隊長餐敘」，由體育室主

任主持並聽取各運動代表隊現況與建議。 

十九、本校男籃代表隊及女籃代表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9 學年度籃球運動聯賽一般組

預賽，地點：亞東技術學院及淡江大學，日期：109 年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26 日。 

本校男排代表隊及女排代表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9 學年度排球運動聯賽一般組

預賽，地點：彰化師範大學及開南大學，日期：109 年 12 月 26 日至 12 月 27 日。 

本校棒球代表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9 學年度棒球運動聯賽一般組預賽，地點：

觀山棒球場及大都會棒球場，日期：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5 日。 

二十、11 月 29 日（六）14:00-17:00 支援社資處辦理校史館感恩茶會系列活動之健行趣。 

二十一、109 學年度教職工桌球聯誼賽訂於 12 月 19 日（六）在外雙溪校區體育館舉行，總計

約 59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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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本校推廣教育 109 學年度目前營收報告（計算期間：109 年 8 月 1 日至 109 年 10 月 31 日止） 

一、 自行辦理課程 

(一) 學分班 

含學系開設學分班等課程，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867 人，收入 752 萬 7,330 元，全年

目標收入 1,388 萬元，達成率 54.23%。 

(二) 非學分班 

含日文班、韓文班、東協語文班、英文班、德文班、法文班、西班牙文、數位資訊學

苑、企貿班、文化班、雙溪學苑、週日學苑及線上教學等課程，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9,013 人，收入 2,796 萬 7,820 元，全年目標收入 1 億 973 萬 6,000 元，達成率 25.49%。 

上述自行辦理課程 109 學年度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9,880 人，收入 3,549 萬 5,150 元，

全年目標收入 1 億 2,361 萬 6,000 元，達成率 28.71%。 

二、 委訓合作課程 

(一) 境外自費研修學分班（隨班附讀）：本學期因新冠肺炎疫情，未辦理。 

(二) 境外自費專班研修生：本學期因新冠肺炎疫情，未辦理。 

(三) 溪城講堂：本學期因新冠肺炎疫情，未辦理。  

(四) 產業新尖兵：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11 人，收入 36 萬 9,600 元。 

(五) PMP 專案管理師證照課程：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188 人，收入 572 萬 950 元。 

(六) MOS 證照考試：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24 人，收入 1 萬 7,280 元。 

(七) 教育部樂齡大學：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26 人，收入 46 萬 6,350 元。 

(八) 企業包班：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879 人，收入 69 萬 2,800 元。 

(九) 高中營隊：預計 110 年 7 月辦理 

(十) 高中生研習營：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524 人，收入 84 萬 23 元。 

(十一) 台北市政府建教合作課程：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118 人，應列收入 56 萬 1,300 元。 

(十二) 其他（列印收據及證明收入等）：收入 3 萬 6,810 元 

三、 合計上述辦理各項推廣教育課程之 109 學年度截至目前報名人次 11,650 人，收入總計

4,420 萬 263 元（含應列計台北市政府建教合作課程），109 學年目標收入 1 億 7,934 萬

6,640 元，達成率 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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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一、新生服務與學習 

(一) 協助註冊資料裝袋、2 天新生註冊現場志工服務，共 32 位契友、4 位輔導參與。 

(二) 舉辦「大一群英會」，含同工共有 85 位參加，由團契學長姐以課業、愛情、社團、

國際志工四主題進行，並穿插闖關遊戲，體驗大學生活面貌，晚餐有好吃的仙草

芋圓甜湯和義大利麵，歡迎新生參加團契大家庭。另有擺抬招募新血共計約 50 人

次參與。 

(三) 中秋節迎新活動，共 110 人參加，校牧室與東吳團契、安素堂、神愛教會青年，

在安素堂紅磚道烤肉，並歌舞聯誼、分組座談，賓主盡歡。 

(四) 舉辦大學達人及新生講座：邀請東吳師長演講，幫助新生在課業、人際、未來有長

遠落實的計畫，共約有 150 位新生參加。 

(五) 團契小組迎新：9 月迎新月，週間各小組共約有 400 位新生參與。 

二、校慶活動 

(一) 東吳建校 120 年校慶典禮，由校牧室學生團契、安素堂會友、教職團契及畢業契

友所組成的詩班共 49 位，在典禮中獻詩讚美上主，並祈求天父繼續眷顧引領東

吳大學行在天父喜悅的道路上。 

(二) 10/9-10/23 在安素堂前廳靜態展出「老照片說故事」，述說上帝在東吳復校建設上，

莫大恩典與護佑。 

三、社會能力培養：辦理英語自學小組：由空中英語外籍老師面對面與學生英文對話，使學

員勇於以英語對話，提昇流利表達能力，有 8 位學員參加。 

四、偏鄉服務營隊：校牧室東吳團契和安素堂、台北衛理堂聯合暑期服務隊，前往宜蘭羅東

衛理堂配搭服務，共 19 位青少契與輔導參與。 

五、團契活動 

(一) 10 月底雙溪 20 位契友到淡水紅毛城出遊。 

(二) 每月週間小家聚會共約有 75 位學生參加。 

六、其他服務：黃校牧主持「華人校牧協會」視訊會議，含香港在內共十餘所華人學校校牧、

同工參與會議。 

七、教職工團契：每週二中午有雙溪快樂讀經班，成員 12-18 位，目前結束「路加福音」進入

「羅馬書」讀經，備有午餐，歡迎同仁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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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委員會 

本委員會本學期召開兩次會議，討論議案及決議事項如下： 

一、 109年11月4日(三)下午1時10分，在外雙溪校區 G101會議室召開109學年度第1次會

議，討論議案及決議情形如下： 

（一）請討論日本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自111學年度起停止招生案。決議如下： 

1. 通過。日文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後，請教務處全力協助，如有必要，不受最低

開課人數之規定，使學生順利完成課程修讀。 

2. 請外國語文學院提案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請討論外國語文學院增設『跨領域國際菁英學士班』（國際班）Global Elite 

Program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GEPIS)案。決議為通過，請教務長提案送校務

會議審議。 

二、 109年12月4日(五)下午3時，在外雙溪校區 G101會議室召開109學年度第2次(臨時)

會議，審議「東吳大學圖靈人本科技智能研究中心」設置案，計畫書修正後通過，請

研究發展處提案送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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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委員會 

 本學期規章委員會於 109 年 10 月 21 日在外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B013 研討室召開 109

學年度第 1 次會議，10 位委員出席，4 位委員請假。本次會議有 1 項提案，案由及決議

如下： 

一、第一案為推選本委員會 109 學年度召集人及秘書。決議為：依推舉投開票結果，109

學年度校務會議規章委員會召集人為朱啟平委員、秘書為施宜德委員。 

 

 本學期規章委員會於 109 年 11 月 30 日在城中校區鑄秋大樓 2227 會議室召開 109 學

年度第 2 次會議，9 位委員出席，5 位委員請假。本次會議有 3 項提案，案由及決議如

下： 

一、第一案為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修正案。決議為：除第六條仍維持

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外，其餘修正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續建請業管單位

研究發展處提案行政會議討論。 

二、第二案為討論第二專長應提至教務會議討論。決議為：對本案「是否在校務會議提案

討論」進行投票結果：贊成 8 票、不贊成 0 票，故通過將本案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提案文字如下： 

案由：請討論第二專長應提至教務會議討論。(提案人：規章委員會朱啟平召集人) 

說明： 

（一）本校自 108 學年度起推動第二專長。教務處於註冊課務組網頁「跨領域學習

專區/第二專長」公告相關作業規定，其中包含 107 年 11 月 23 日公告「第二

專長跨領域學習作業細則」；教務處另於 109 年 2 月 27 日東教註課字第

1090200261 號函知各學系有關 109 學年度（第一個）第二專長課程相關事宜。

上述與學系開課相關重點摘列如下： 

1. 109 學年度起，每學系需開設 12 至 18 學分（第一個）第二專長課程；

課程均需為獨立新開科目且不可隨班附讀。 

2. 各學系新開（第一個）第二專長課程僅提供外系學生修讀，所開學分數

需計入開課總量內。 

3. 第二專長課程開課人數下限為 30 人。 

4. 學系推出之第二專長課程須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教務會議核備。 

（二）經檢視本校有關開課、修課等規章皆經過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惟前揭

牽涉到學系課程之架構、總量、審查，亦牽涉學生畢業證書之註記等規定，

並未經教務會議審議。 

（三）本案業經 109 年 11 月 30 日規章委員會 109 學年度第 2 次會議決議，考量第

二專長課程之執行，宜有統一規範，以利各院系遵循，且第二專長課程涉及

教學課程內容重大變革，應制定規章以昭慎重，故建請本校主辦單位教務處

比照跨領域設置辦法，提案於教務會議討論訂定「第二專長設置與實施辦法」，

其內容涵蓋開課重要事項，以利學術單位有關業務之執行，在法制上更臻完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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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案為討論本校預算制度【計畫、預算】執行及異動之規範。決議為：通過本案由

召集人向校務會議以報告案形式提出；並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520 號解釋意旨：「因施

政方針或重要政策變更涉及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時，則應本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憲法

意旨暨尊重立法院對國家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權，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及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十七條規定，由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適時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並備質

詢。」預算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形式上與本校規章相當。因校方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

而涉及預算之停止或變更時，應本對校務會議負責暨尊重校務會議對學校重要事項

之參與決策權，宜由有關首長適時向校務會議提出報告與溝通。爰此，本校預算編審

作業要點有關預算之「異動、保留」部分，建議宜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520 號解釋意旨

酌加修正，以保障校務會議對學校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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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委員會 

預算委員會於 109 年 11 月 25 日召開本學年度第 1 次會議，會中討論事項如下： 

 

一、推選 109 學年度校務會議預算委員會召集人及秘書。依推舉投票結果，109 學年度預算委

員會召集人由陳立剛委員擔任、秘書由蘇裕惠委員擔任。 

二、請本校各相關單位協助提供下列資料予預算委員會： 

(一) 本校 110 學年度行政單位預算編制的整體期程表。 

(二) 106、107、108 學年度，校務會議預算委員會提出之審查意見、校方答覆及執行情況。 

(三) 106、107、108 學年度之預算數及決算數。 

(四) 108 學年度預算委員會委員分組名單及其負責審查之單位。 

(五) 110 學年度校務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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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 

一、人事異動: 

109 學年度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新任主任委員由社會系何撒娜老師接任。並由委員們中

推選 4 名代表參加承商督導小組，分別為：雙溪校區何撒娜、郭鳳珠委員，城中校區吳

幸玲、陳淑月委員。 

二、經費報告： 

(一) 例行經費補助： 

1.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109 年 6 月~109 年 11 月 15 日止，申請體檢補助人數共 15

人，補助費用共計 18,884 元。 

2. 教職員增額提撥：每月支付約 1,340 元。 

3. 教職員工社團活動：108 學年第 2 學期申請社團補助共 10 個社團，每個社團補助

2,000 元，補助金額共計 20,000。 

三、活動報告: 

(一)本學年教師節援例發放「敬師卡」，對象為全校專任教職員工、董事會及校友總會工

作人員等。本案採購統一超商商品卡(東吳客製卡面額$600 元)1,100 張，製卡及面額

合計總金額 654,966 元。共發出 1087 張，餘 13 張。 

(二)為慶祝本校 120 週年，本會於 108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中決議提供全校同仁「校

慶禮」。後因新冠肺災疫情影響，原先規劃的兩次員工旅遊被迫停止辦理，且因校

慶延後至 10 月，本會於 108 學年第 2 學期第 2 次會議中決議將旅遊活動停辦之經

費併同原規劃之預算，加碼發放「校慶驚喜禮」。 

本案採購全聯商品禮券面額 660,000 (=面額$100*6 張*1,100 份)，對象為全校專任教

職員工，共發出 1062 份，尚餘面額 22,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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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委員會 

一、 本委員會於 109 年 9 月 1 日(週二)至 9 月 11 日(週五)止，進行 109 學年第 1 次會議書

面審查，審查議案如下： 

1. 推廣部 109 年 9 月起新開課程與訓練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