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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十二月 

【教務長室】 

一、109 年 11 月 25 日(週三)召開教務議。 

 

【註冊課務組】 

一、學業關懷作業進度說明： 

(一)10 月 13 日發文至各學術單位說明本學期學業關懷實行對象及日期等相關事項。 

(二)11 月 3 日發文至全校專、兼任教師說明教師端作業方式、施行日期及操作手冊。 

(三)11 月 5 日發放宣傳海報張貼於校園、學系及教室內公佈欄，並於校園影音平台進行

推撥宣導，另郵件寄發關懷說明至學士班及進學班學生信箱。 

(四)11 月 9 日至 11 月 30 日為全校統一作業期間，請授課學士班及進學班各科目教師提

報學生關懷名單。 

(五)12 月 1 日至 12 月 8 日學系依彙整後之學生學業關懷資料，對學生提送學系之關懷名

單並視情況寄發家長信函。 

(六)12 月 8 日至 12 月 14 日導師依學系提出的關懷名單進行輔導。 

二、簽核 109 學年度受評學分學程所屬學院推薦之評鑑委員名單，經教務長勾選委員優先順

序後，依序聯繫與邀約，每學程評鑑委員各需 3 名。 

三、110 學年度轉系各項作業進度表及轉系作業要點將於 11 月 23 日公告，轉系申請預計於

110 年 3 月 15 日至 18 日受理。 

四、發函各任課教師填寫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授課計畫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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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1 月 11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 學年度課程異動、110 學年

度共通課程架構、課程外審以及巨量資料分析分學程停止招生等。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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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發函調查 109 學年度城中法商一年級各班於兩校區上課時間，以利共通時段規劃。 

八、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一外文期中統一考試業於 11 月 7 日舉行，計有英文 70 組（2,410

人）、日文 11 組（285 人）、德文 4 組（96 人），試務人員共支援 56 人（含接駁車司

機），以及使用 56 間教室作為試場。 

九、請學院推薦第二專長計畫書及課程表外審委員名單，預計 109 年 2 月底前彙整外審委員

意見供院系進行第二專長計畫書修正與回應，修正後計畫書及回應說明需經系、院課程

委員會審議並提案送 4 月 28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招生組】 

一、本校 110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業於 11 月 25 日召開第二次會議，完成碩士班、法律專業碩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109 學年度寒假轉學考試等招生簡章及招收 111 學年度入

學新生招生經費預算草案、修訂境外臺生招生規定與自辦考試時間調整等議案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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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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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名額共 217 名，統計報名人數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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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 110 學年度碩士班、法律專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草案業於第二次招生

委員會議(109 年 11 月 25 日)審議通過，前經函送學系複核後，預計 109 年 12 月 5 日網

路公告。訂於 109 年 12 月 28 日至 110 年 1 月 11 日開放網路報名後上傳審查資料；3 月

1 日（週一）舉行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筆試，筆試地點一律集中城區。為爭取在校生報

名，將援例寄送招生資訊至各系班組應屆畢業學生電子郵件，並申請公播系統公告，也

請各學系鼓勵所屬應屆學生踴躍報考。 

四、108 學年度起，外國學生除援例採網路報名外，並已開發考生全面上傳作業系統。110 學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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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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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新生各 1 人、資管系 5 人；碩士班中文系 2 人、企管系

碩士班國際商管學程 2 人(另有企碩國際商管學程碩士班考生 3 名，於報名期間提出放棄

)；博士班 0 人。預計 109 年 12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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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09 學年度寒假轉學考以資料審查為原則，另有社會及社工系辦理面試、會計系二年級維

持筆試。依試務時程，109 年 12 月 28 日至 110 年 1 月 7 日受理報名、110 年 1 月中旬書

面審查、1 月 18 日分別進行筆面試、1 月 26 日放榜、2 月 1 日正取生報到註冊、2 月 3

日備取生遞補註冊。 

六、本校 110 學年度大學特殊選才招生，經奉核定物理系招生 3 名。除援例採網路報名外，

並自本學年度起開發考生資料全面上傳作業系統。本項招生訂於 109 年 11 月 16 日至 30

日受理報名，12 月 12 日面試，預定 110 年 1 月 4 日公告錄取名單。 

七、110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第一梯次），招生名額共 59 名(學士班 51

名、碩士班 8 名)，訂於 109 年 10 月 2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以網路填表後上傳審查資

料受理申請，再轉請學系至雲端下載審查。預計 110 年 1 月 13 日網路公告錄取名單，1

月 21 日前錄取生線上填報就讀意願、2 月 28 日前函報海外聯招會確定錄取及報到名單

，海聯會將不再就單招已錄取僑生進行分發。 

八、109 年 11 月 10 日以東教招生字第 1090201487 號函送本校「110 學年度各學系進修學士

班招生簡章分則草案修訂意見調查表」，擬於 12 月 14 日彙整修訂意見後彙製簡章草案，

依程序提送招生委員會議決。 

九、教育部例於每年 11 月中下旬受理大學校院上網提報碩博士班招收大陸地區學生招生計

畫，惟目前尚未收到來文。屆時教務處將函請學系學程修訂招生特色優勢，並依規定提

報本校申請招收碩、博士班陸生名額。另有關陸生獎助學金將委請國際處及各學系提報，

並依規定期程彙報至陸聯會優秀陸生獎助學金專區。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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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於 109 年 10 月 27 日同意本校招收：學士班 47 名

、碩士班 15 名、博士班 5 名，總名額 67 名。業於 11 月 3 日公告招生簡章；現正簽核函

請學系薦派審查委員，請招生學系於 11 月 23 日前擲回招生組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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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分析 109 學年註冊情形後，招生情況不符標準之教學單位有：化學碩、微生物碩及財精

系碩專班。教務處前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以東教招生字第 1090201405 號函請於 11 月 30

日前提報調整改善計畫，擬俟彙整後，另案簽核後續因應處理方案。 

十二、配合本校辦理內部控制制度改版作業，本組於 109 年 11 月 6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寵惠

堂 A111 會議室，召開「研商招生循環內控」組務會議，討論填報風險評估表、循環作

業及控制作業事宜。 

十三、為能順利銜接實施 12 年國教新課綱及大學考招新制擇才專業化發展，本校自 108 年起

參與教育部「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冀能積極瞭解高中教學現場對大學招生

管道之升學輔導或生涯進路等資源實境與運作機制。11 月份辦理之活動分別有： 

(一)為協助下一期程加入「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學系研擬評量尺規，強化大學與高中

於選才及育才之聯結，11 月 18 日辦理「書面審查評量尺規－高中諮詢校級座談會」

理學院場次，邀請學系學生人數較多之高中輔導主任及(或)教務主任，擔任諮詢專

家並分享其經驗，就學系之評量尺規初稿提供修訂建議，藉以強化評量尺規之信效

度，並務實招生目標與高中需求之聯結。學系參與場次及邀請高中名單為：本校 4

學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及高中端 8 所高中(國立華僑高中、新

北市立三重高中、新北市立中和高中、新北市立清水高中、新北市立樹林高中、臺

北市立育成高中、臺北市立南港高中、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二)為加強各學系對自主學習課程之瞭解與運用，並協助各學系公告書面審查資料準備

指引，導引高中生提出足以代表自己特質與學習的成果，順利銜接學習歷程檔案的

考招新制，辦理相關議題專題講座，冀能提升招生資料審查之品質與成效，達成適

性選才目標： 

(1)11/9 明倫高中洪金英校長談「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以明倫高中為例」。 

(2)11/26 中央大學周弘偉組長談「書審準備指引與學習歷程的銜接-以中央大學為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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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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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會前辦理多次研商會議 (10/13、11/3、1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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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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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彙製 110 學年度多元入學方案學系分則一覽表（含去年 109 學年度個人申請通過篩選

最低級分及繁星推薦最低錄取標準），並製作招生學系班別、多元管道等基本資料學士

班宣傳 DM（含進修學士班），印製紙本手冊，提供招生宣導活動參考使用。 

十五、提報 110 學年度招生試務經費預估收入、校務發展計畫及各項預算細目規畫。 

十六、辦理有關 109 學年度招生經費結餘款提撥與異動校發計畫子策略相關事宜；並於 109

年 11 月 5 日以東教招生字第 1090201444 號函示提撥招生經費結餘款補助各學系學士

班及學士學位學程招生宣導 1 萬元，期能藉由實質經費挹注，積極提升招生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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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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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活引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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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 11 月 24 日至 110 年 1 月 12 日開放報名。籌備團隊於 11 月 15 日及 11 月 29 日進

行第二次及第三次輔訓課程活動，冀以凝聚團隊情誼，提升合作效能。 

十八、招生服務團業於 10 月 25 日進行社課-科系介紹及校園導覽；另規劃於 12 月 5-6 日於

雙溪校區辦理兩天一夜「第 14 屆招生服務團研習營」，藉以強化新進團員認識學校資

源，進而增進實戰能力。 

十九、國立華僑高中教務主任，率該校各科老師一行 15 人，於 109 年 11 月 25 日赴本校參

訪，針對考招新制及學習歷程檔案、校系評量尺規等議題，與本校招生組、日文系及物

理系師長經驗交流。當日下午並安排校園導覽，包含圖書館及教學資源中心(虛擬攝影

棚)等參訪行程。 

二十、統計 11 月份招生宣導場次計有： 

赴高中學群講座：11/3 麗山高中財精系邱于芬、11/5 桃園啟英高中會計系李春成、11/9

私立泰北高中招生組黃昭明、11/10 桃園市立內壢高中巨資吳政隆、11/12 中和高中

巨資葉向原、11/12 羅東高中心理系陳俊宏、11/13 竹東高中心理系曾幼涵、11/16 新

莊高中法律系陳重陽、11/17 南湖高中經濟系顏廣杰、11/18 華江高中法律系洪秀芬、

11/19 萬芳高中招生組黃昭明、11/20 永平高中日文系陳若婷、11/20 延平高中心理

系林朱燕、11/20 明倫高中企管系林建州、11/25 國立華僑高中法律系宮文祥、11/27

新北高中政治系左宜恩，共計 16 場次。 

赴高中博覽會擺檯：11/04 臺中市華盛頓高中；11/13 私立泰北高中；11/14 新北市立樹林

高中，共計 3 場次。 

接待高中參訪：11/20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11/27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外語學院課程體驗)。 

 

【通識教育中心】 

一、通識教育相關會議：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地點 重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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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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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地點 重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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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物賞析與創新應用」第二專長課程：通識教育中心於 109 學年度推動「故宮文

物賞析與創新應用」第二專長，「博物館公關與媒體」課程 10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

邀請臺北市立美術館行銷推廣組高子衿組長演講，講題為「聚焦公關行銷，美術館對外

溝通的現場—以臺北市立美術館為例」。「文物鑑識與科學研究」課程於 109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陳東和副研究員演講，講題為「文物科學

鑑識在故宮」。 

三、優久聯盟開放跨校選課課程：基於優久聯盟學校互惠互享，108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

提報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久聯盟開放跨校選課課程，包括「中國傳統啟蒙經典教材」、

「策展與多媒材運用」、「西遊記與團體政治」、「現代文學概論」、「文學經典選讀」、

「圖書文獻巡禮」、「化學與人生」、「西方哲學人文經典選讀」8 門通識課程。 

四、校務發展計畫：109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提報 11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共提出「營

造通識教育園地」、「基本能力與素養提升」、「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三項子

策略。 

五、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109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提報 110 年度教育部高教深耕

計畫，包括「落實優質共通課程強化學生基礎知能」、「推動跨領域程式設計教學計畫」、

「新世代全人養成之共通教育革新計畫」3 項子計畫。 

六、「五育孕完人」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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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德育中心 

一、 【就學貸款】：本學期就學貸款查核合格生中計有 697 名貸款生另加貸書籍費、校外住宿

費、生活費等金額，扣除 59 位低收中低收學生於 10/12 提前撥款，及涂 O 益等 5 名學

生專簽撥款，本次核撥周 O 葳等 633 名就學貸款合格生加貸金額，共計 1,983 萬 1,196

元整，並已於 11/26 前分批入帳完畢；且已辦理報送銀行請款事宜；本學期共計 2,358 人

符合貸款資格，完成申貸，金額計 1 億 3,542 萬 5,813 元。 

二、 【就學減免】：109 學年第 1 學期就學優待減免申請作業，11/20 公告第一次減免比對結

果，計 10 人重複辦理機關補助，僅 1 人放棄減免資格，其餘皆保留。符合減免資格者共

計 794 人，減免金額合計 2,689 萬 1,569 元整。 

三、 【弱勢助學金】：教育部公布弱勢學生助學金所得查核結果，本校原報送 438 名，合格者

計 378 名，較上學期多 18 名。後續受理學生申覆至 12/5 止，計有 2 位學生申覆成功；

另有 3 名學生申請補登，符合資格，截至 12/9 止，本校符合弱勢學生助學金請領資格者

共計 383 名 。 

四、 【研究生獎助學金及工讀金】：10 月份研究生獎助學金共計核銷 207 萬 1,475 元整、工

讀助學金共計核銷 321 萬 4,231 元整，已於 11/25 撥款入學生帳戶。 

五、 【學士學位優秀學生獎學金】：108學年度第2學期優秀學生各班前三名獎學金已於 12/18

前撥款入帳，共計 669 人，金額總計 260 萬元整。 

六、 【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原住民獎助學金核發名額為獎學金 12 名、

助學金 16 名、中低收入戶助學金 2 名、低收入戶助學金 4 名，總計 34 名，核發金額共

計 67 萬 8,000 元整，現俟承辦單位來函後賡續辦理第二階段遞補事宜。 

七、 【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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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召開，會中確

定各班前三名獲獎名單。 

（二）109 學年第 1 學期申請學雜費分期付款者共 16 人；申請住宿費分期付款共 7 人。 

（三）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博士新生獎勵： 

1. 「東吳大學吳舜文獎勵基金」共 7 人獲獎，每人核發 5 萬元，總計核發 35 萬

元。 

2. 「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優秀碩士新生獎勵」共 9 人獲獎，每人核發 5 萬元，共

計核發 45 萬元。 

3. 「東吳大學碩博士班優秀新生獎勵」共 77 人獲獎，每人核發等同學費金額之

獎勵金，共計核發 312 萬 9,520 元。 

八、 【高教深耕-扶助攻頂計畫】： 

（一）12 月扶助學習助學金共執行 128 位同學，助學金共核撥 76 萬 8,000 元整。 

（二）教育部函知 110 年度高教深耕-扶助攻頂計畫申請案須於 12/31 前備文報部；已與

相關提報單位商議各單位提報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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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本學期辦理東吳原民月系列活動：（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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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徵稿送獎金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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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2/8-12/11

於綜合大樓 2F 展售區進行擺臺活動，透過遊戲帶領師生一同認識原住民文化。（三）12/9

於城中校區辦理原資中心期中座談會，促進原住民族學生間之的互動，進一步了解原住

民學生的需求，落實原資中心輔導功能。（四）12/17-12/18 至慈濟科技大學參與全國原

資中心主管聯席會議，以掌握重要法規政策，汲取各校實務經驗，強化原資中心組織功

能，以提供更貼近原住民學生需求之服務。 

十、 獎懲事項： 

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則第 21 條第 4 款，各班級、一般性社團幹部、自治性社團幹部及

協助本校各單位推展行政業務之義工學生獎懲建議案，由德育中心於學期結束前統一調

查彙辦。德育中心已於日前函請校內各單位提報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功（過）以下學

生獎懲資料，各單位需於 12/21 前完成所有獎懲提報作業，德育中心並需於期末考後 8

天內（110/1/27 前）完成第 1 學期學生操行成績計算。 

十一、 11 月份遺失物事宜： 

（一）函送兩校區 11 月份價值 500 元以上遺失物，外雙溪校區 16 件，城中校區 5 件，

分別函送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中正第一分局公告招領。餘 500 元以下遺失物，

外雙溪校區共 199 件、城中校區共 55 件，預計在兩校區德育中心招領至 12/30 止。 

（二）截至 11/30 止，11 月遺失物招領情形統計如下： 

 
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 

受理 領回 未領回 受理 領回 未領回 

11 月 403 188 215 99 39 60 

十二、 法治及品德教育活動： 

（一）東吳好書交換日活動：109 學年度好書交換日活動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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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品德講堂—為湛而戰--為湛藍的大海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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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垃圾移

除計畫發想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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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已於 11/23、11/26 兩校區舉辦完畢。 

（三）友善環境工作坊-蝶谷巴特環保杯套手作：老師引導學員體悟人與自己、人與人、

人與環境、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的各種關係，從為健康把關與愛護地球為出發點；另外

教學員製作蝶谷巴特環保杯套，讓同學減少使用塑膠提袋，環保愛地球從自身做起，活

動已於 11/30-12/01 於兩校區舉辦完畢，學生參與非常踴躍、座無虛席，兩校區共計 191

人參加。 

（四）職場品德力講座—三鐵生命勇士簡子祥，勇敢追夢、永不放棄:邀請身障鐵人三項

選手簡子祥先生來校跟同學分享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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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勇士、生命鬥士，堅持與堅定的淬

鍊之路得以鼓勵更多的東吳學子來面對生命中更多的困境與挑戰，活動已於 12/7-12/8

於兩校區舉辦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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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美中心 

一、群育教育活動-第 3 哩-單車環島籌備：110/1/23 出發騎乘單車環台 12 天，於 2/3 回到東

吳大學。目前已完成 2 次徵選日，將於 12/27 進行團隊騎乘日、1/19 進行團隊凝聚日。 

二、群育教育活動-大露營：露營活動已於 12/12 至 13 假宜蘭東澳辦理完畢，本次活動主題為

「山屋裡的小腳印」，以六人一組，本活動共計 114 人參與，在活動過程中學習架設帳篷

夜宿露營場，也透過活動方案設計讓學員能夠跟夥伴、自己以及大自然對話，並進入東澳

社區瞭解當地原民文化。讓參與的學生在兩天一夜的活動中體會合群教育的意義及培養

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社團指輔導老師研習會：為提升社團指輔導老師的輔導知能，並交換輔導心得，了解群

美中心相關業務及資訊，進行彼此經驗交流，舉辦此研習會議，研習會已於 11/5 在雙溪

校區 G101 會議室辦理，共計 43 名老師參加，整體回饋平均分數 4.93 分（5 分量表），會

議中除致贈感恩禮品及聘書予社團指輔導老師外，也有各屬性社團指輔導老師問題交流，

以利提升輔導知能。 

四、110 年全社評校內檔案徵選暨社團特色活動競賽：12/22 於雙溪校區望星廣場舉行，本次

活動分為線上的檔案徵選及動態的特色活動競賽，共有 42 組社團報名角逐檔案徵選活動

名次；社團特色活動則分別有 7 組社團報名。期待社團藉由校外評審的協助，檢視社團檔

案內容，進而達到有效傳承的目標；另藉由社團特色活動競賽，讓社團能夠展現特色，提

升社團能見度。 

五、社團動靜態成果活動：本學期於 12/14 至 12/18 舉行社團動靜態成果活動，以東吳森友會

為主題，營造社團慶典熱鬧氛圍，活動內容除社團靜態擺台，另於 12/15、12/16 及 12/22

舉行社團趣味競賽及社團動態特色競賽活動，充分展現社團的成果及活力。 

六、社區公益展演：本學期已於 11/29 在兒童新樂園舉行社區公益展演活動，以馬戲團為主

題，邀請社團進行靜態擺台及動態表演，社團參與計 118 人、參與活動民眾為 982 人，活

動滿意度為 4.7 分(5 分量表)。 

七、第四屆 COSPLAY 大賽：第四屆 COSPLAY 大賽於 11/6 公布參賽隊伍順序，計有個人 10

組、團體 8 組、原創 1 組，總計 19 組參與競演。11/19 召開第一次活動執行團隊籌備會

議。12/4 召開第二次活動執行團隊籌備會議。12/5 當日活動現場氣氛熱烈，個人組第一

名為扮演迪士尼動畫阿拉丁中茉莉公主的「小瑜兒 Emma」、團體組第一名則是由扮演變

身國王的雙人組合「貝喀漢」，另外本校法學院陳思任同學、周宛霓同學以團體名「踢路」

榮獲本次 COSPLAY 大賽優選之成績，並獲得評審及現場觀眾諸多好評。 

八、12 月份美育活動：12/03、12/10 分別於城中、雙溪兩校區舉辦「手作體驗工作坊」，邀請

不只手作工作室蒞校帶領同學進行聖誕花圈的毛線編織課程，為歲末增添一絲溫暖的氣

息。12/15 於城中、雙溪兩校區舉辦「攝影者的反思與定位」，邀請現今自由工作者林芷

湲老師前來演講，針對目前攝影已經成為隨手可得的方式，現代人該如何去看待攝影師

的定位，以及反思攝影師目前的藝術領域。想必能對未來對相關領域有興趣同學，帶來

不一樣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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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暨諮商中心 

一、大一新生普測：共計施測 2662 人，施測率為 88.35%，篩選出大一高關懷人數為 231 名

（含高危險 40 名），去年高關懷為 148 名（含高危險 29 人），增加了 83 人(增加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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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24 學系

大一導師會議師會議，報告施測情形以及高關懷輔導情形，針對後續學生輔導建立共識。 

二、資教之夜：已於 11/25，18:30-20:30 辦理完成，地點於外雙溪校區望星廣場；活動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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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結束後亦安排資源教室應屆

畢業生們憶往、分享感言及領唱歌曲「一起走到」，最後邀請現場師生全體大合唱；活動

當天參與人數共計 130 人。 

三、新生體檢第一次免費複檢：12/16(三)09：30~12：30 雙溪、12/17(四)09：30~12：30 城中，

兩校區共 530 位學生符合複檢標準，活動前一週及當週發送二次提醒。 

四、 健康促進計畫活動： 

（一） 「愛-是你是我」愛滋病防治擺台：12/01（二）~12/02(三)12：00-13：00 於兩校

區舉辦，共計 359 人參加。透過前後測問卷顯示有 99.7%表示更了解愛滋病防治

之相關資訊，從前測問題回答正確率較低的是：(1)全台一站式篩檢醫院中，哪些

是位於台北市。(2)對於空窗期之認識。活動整體滿意度為 4.87 分(5 分量表)。 

（二） 「健康玩家」健康擺台，109/11/18（三）12：00-13：00 於兩校區舉辦，共計 220

人(雙溪 114 人、城中 106 人)參與。以大富翁趣味遊戲的方式，倡導多飲用白開

水，減少含糖飲料攝取，並結合校內 AED 地圖與血壓小站地圖，辦理此次擺台

活動。衛教全校師生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計算一天所需攝取之水份量、AED 相關衛

教事項與量測血壓相關注意事項。活動滿意度調查為 4.8 分（5 分量表） 

五、 關於豬肉進口相關事項： 

（一） 「校園食材登錄平台」填報含豬肉及牛肉製品增加 「原料原產地(國)」 欄位，

要求廠商落實食材登錄，豬肉/牛肉原料原產地(國)以 屠宰地(國) 為原產地。 

（二） 校內供學生使用為主之學生餐廳，若以供應自助餐及盒餐、便當為主要樣態，

目前已跟各櫃位宣導，一律採用國產豬、牛肉 。 

（三） 其他美食街、委外經營之連鎖或獨立餐廳等依衛福部規定落實食材產地(國)標示

目前已詳列有使用豬肉/牛肉為原料的製品，陸續蒐集來源證明中。 

六、109 學年度大專院校餐飲衛生訪視於 12/23 進行，當天請櫃商停止販售快閃便當一天，專

心處理稽核事宜。 

七、防疫宣導：11/30【秋冬「新冠」蠢動，東吳師生齊動員】發佈至校園公告及脫殼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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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住宿中心 

一、 低收入戶學生免住宿費：配合教育部共同助學措施--「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政策，經

查本學期共計有 21 名學生提出申請並符合申請資格，補助金額共計 17 萬 8,500 元。 

二、 宿舍掃灰活動：為提升住宿生對於居住環境清潔維護之意識，減少蚊蠅、螞蟻出現及降

低疾病傳播機率、以維持健康、乾淨之住宿品質，本中心與宿舍幹部於 11/16 至 12/9 舉

辦「宿舍掃灰－內務清潔抽檢」活動，後續各棟宿舍將擇優取分數較高寢室，給予得獎

寢室 1 間 200 元商品卡 。 

三、 住宿費調漲相關事宜：本校校內學生宿舍住宿費自 95 學年度起即為 8,500 元，已逾 15

學年未調整，另，自 100 學年度起向台北大學承租合江學舍、101 學年度承租合楓學舍、

106 學年度承租合樂學舍，期間物價持續上漲，宿舍維護、人事、水電燃料費成本亦逐

年升高，住宿費收入不敷成本，擬於 110 學年度調漲校內及合江區學生宿舍住宿費 20%，

本案於 10/23 發公聽會公告，10/29、10/30 邀請學生會、學生議會、宿舍幹部等蒐集意

見，並於 11/4 召開公聽會，於 11/18 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床位候補：12/8 上午 10 時至 12/21 中午 12 時止，不限戶籍地（設

籍雙北市亦可）開放全校學生（學士班、進修部、碩博班）線上登記第 2 學期床位候補，

將於 12/22 電腦抽籤序號，依序遞補床位。12/23 起，可至學生住宿中心辦公室辦理人工

登記，接續抽籤號次後遞補。 

五、 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精進措施－校外租金補貼：申請已於 10/20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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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人提交申請，26 人獲審查通過，本中心已於 12/4 函報教育部請領補助經費。 

六、 危險山坡地訪視：本校外雙溪校區鄰近之臨溪路 74 巷及 100 巷為台北市士林區公所列

管之危險山坡地，故每學期均進行例行訪查作業，以掌握是否有學生於該區域租賃。本

中心已於 11/19 會同軍訓室沈靖宜教官至該區域進行例行訪視，未有學生出入，且未看

到有招租訊息。 

七、 租賃生成長系列活動：為加強學校與校外租賃生間的互動與了解，增強租賃生生活自主

與安全知識，本中心已於 11/16 至 12/2 間舉辦系列活動，包含居家修繕教學、防身術教

學、居家香氛美學、消保糾紛及租屋停看聽等主題講座等，活動參與人次共 166 人，整

體滿意度 4.8 分（5 分量表）。 

八、 租賃生社區服務方案：為建立學校與社區間正向互動關係，本中心結合群美中心「UB 校

園與社區服務學習方案」，於 11/29 在兒童新樂園舉辦「租屋常識用心答，安全守護你的

家」活動，向民眾推廣居家安全及租賃法律相關常識，共計 15 名學生擔任工作人員，服

務人次約計 604 人，相較去年成長約 89%，參與民眾整體滿意度 4.93 分（5 分量表）。 

九、 大型宿舍探勘－台糖土地開發案：  

(一) 10/27 召開校內台糖大理街土地開發案承租評估會議，由董副校長主持，學務處、

總務處相關同仁及顧問律師出席，討論開發協議書及租賃契約書草案。 

(二) 11/9 續討論台糖大理街土地開發案租賃契約書草案第 8 條內容，由董副校長主持，

學務處、總務處相關同仁出席。 

(三) 會後總結 10/27、11/9 兩次會議決議，完成東吳版開發協議書及租賃契約書草案，

並奉董副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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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24 下午 2 點由董副校長率領學務處、總務處相關同仁，赴台糖公司討論大理街

租賃合作案之合作開發協議書、租賃契約書草案，初步達成共識，後續待台糖公司

提供正式會議紀錄，雙方各經董事會通過後，將正式簽約。 

 

 軍訓室 

ㄧ、學生生活輔導： 

(一)雙溪校區：計 62 件次(校安維護 10 件、疾病送醫 5 件、車禍協處 1 件及其他事件 56

件)。 

(二)城中校區：計 55 件次(校安維護 4 件、疾病送醫 2 件、車禍協處 2 件及其他事件 49

件)。 

二、學生兵役業務、軍訓課役期折抵： 

109 學年度至 12/11 止，收辦各學制在學役男兵役緩徵、儘召業務計 1437 人次，後續協

助辦理兵役緩徵作業，另軍訓課程折抵役期 34 人次。 

三、近期工作重點： 

(一)及時掌握教育部校安中心新冠肺炎相關指示，持續協助推展校內各項防疫工作。 

(二)12/23、12/28 分於城中、雙溪校區辦理吸菸區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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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十二月 

一、辦理各類採購案 

(一) 109.8.1-109.12.4 合計辦理 513 件採購案議比價作業（財物 301 件、勞務 204 件、

工程 7 件、圖書 1 件），其中逾 50 萬元案件如後：  

1. 科技組「行動化學習管理平台」。 

2. 化學系「螢光光譜儀」、「元素分析儀系統」、「比表面積與孔隙度分析儀系

統」。 

3. 生涯發展中心「第四季實境藝術節展覽規劃」。 

4. 林語堂故居管理處「林語堂故居 109 年餐飲承商續約」。 

5. 秘書室「109 學年度年終餐敘桌菜」。 

6. 數位與系統組「圖書館 3D 創意攝影棚設備與空間裝修」。 

7. 事務組「東吳大學廢棄物清理合約三年契約加項」。 

8. 營繕組「城中校區二大樓電算中心機房空調設備更新工程」 

(二) 逾 50 萬元之公開驗收案 

1. 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120 年校慶兩校區公共區域整體布置」第二次驗

收。 

2. 電算中心行政諮詢組「UPS 不斷電系統」。 

3. 圖書館數位與系統組「數位典藏系統」、讀者服務組「校史館互動電子桌」。 

4. 秘書室「建校 120 年校慶校史系列叢書出版」第二次驗收。 

5. 教學科技推廣組「行動化學習管理平台」。 

6. 微生物學系「液相層析用光二極體檢測器」、「高效能液相層析儀」。 

7. 化學系「DSC 熱示差掃描卡分析儀一套」。 

(三) 109 學年（109.8.1 至 109.12.4）完成購案發包累計議減金額 594 萬 8,250 元，議減

率 4.9%。 

(四) 協助教學科技推廣組「行動化學習管理平台」購案增列履約保固約定事項： 

本案已於 109 年 12 月 3 日完成雙方協議，差異意見協調結果如後： 

1. 經查證確認為平台因系統漏洞（非作業系統漏洞）、Bug 因素，而導致發生之資

安事件或個人資料洩漏，其相關衍生之訴訟(含費用)與損害賠償，亦應由台灣智

園（乙方）負責，乙方並應負責更新系統之安全性修補作業。 

2. 乙方同意於保固期滿後，與甲方簽訂維護合約。維護標的與水準以不低於保固

期間服務水準為原則。維護費用按平台專案總金額 11％計算。 

二、環境維護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10 月份資源回收量及廚餘量。 

(二) 完成 10 月份一般垃圾 5 萬 2,450 公斤、資源回收 8,939 公斤及廚餘 5,983 公斤等清

運作業；10 月未進行大型垃圾清運（含樹枝、木板、寢具等雜物）。 

(三) 完成設備維護、小額採購刻印印章、更換玻璃、窗簾及換鎖，共 17 件。 

(四) 環保局函覆本校雙溪校區與麗陽股份有限公司垃圾量進焚化爐事宜，環保局同意

雙溪校區垃圾進場量為 19.48 噸及麗陽公司垃圾進場量為 7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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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完成第二教學研究大樓旁木棧道「勿奔跑追逐」標示牌設置。 

(六) 完成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單位個資資料集中及聯繫內湖焚化廠進場銷毀工作，

銷毀數量共計 6,780 公斤。 

(七) 完成城中校區鐘聲系統設備更新。 

(八)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總務會議學生委員代表提案「綜合大樓電梯管制調整案」，德

育中心於 11 月 17 日邀集提案同學、健諮中心及事務組相關同仁召開討論會議，

會中達成共識並決議「自 109 年 11 月 30 日起落實綜合大樓電梯相關時段管制措

施，德育中心不再另行安排服務學習學生協助電梯刷卡及引導事宜」。 

三、校園綠美化 

(一) 完成每週例行王寵惠墓園雜草清除與周圍環境維護。 

(二) 109 年兩校區聖誕布置援例由花工及工友團隊自力完成。雙溪聖誕樹置於綜合大

樓小洋蔥前，緊鄰以白色為主之燈海長廊，聖誕樹利用本校後山竹子搭出 5 米高

骨架，以松針、飾品及燈飾裝飾而成，主樹周邊利用倒樹樹幹加以裝飾，加上三

隻金光閃閃的麋鹿家族，更顯聖誕氣氛，已於 11 月 27 日完成並點燈（燈光開放

時間為 17 時至 22 時 30 分）；城區聖誕樹置於二、五大樓中間廣場，四週環繞

黃色、白色、粉紅色等聖誕燈飾，更凸顯主燈色彩；另首次於崇基樓大廳規畫聖

誕布置，以學校後山竹子削成短截做成圍籬，圍籬裡鋪以整片雪白鵝卵石，上頭

放置聖誕老公公、麋鹿、小熊、企鵝、松鼠、樹燈等布置，營造雪地裡的聖誕場

景，提供不同於以往之視覺享受。本年度持續以最節約方式布置，除利用往年可

堪用之燈飾裝飾外，並善用各項現有資源及廢物利用，以自力規劃之巧思及創意，

營造東吳聖誕氣氛。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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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執行措施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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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9 年 11 月 26 日完成本案驗收，

現已於該區撒草子進行土壤養護。 

四、招商業務 

(一) 完成 10 月份各承商回饋金結算（含校車咖啡、兩校區全錄公司列影印）。 

(二) 雙溪校區之「突厥」餐廳（原「小洋葱」），因營運不佳及不堪虧損情況下，於 12

月 18 日終止營業，預計由「怡客咖啡」(尚確認中)於第 2 學期接續營業。 

(三) 列影印中心合約將於 110 年 7 月 31 日到期，109 年 11 月 9 日承商督導委員會期初

會議中，經承商督導委員投票決議原廠商續約；後續將召開招商委員會辦理本校列

影印中心續約或重新招商事宜。 

五、安衛管理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10 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量。 

(二) 完成 10 月份密封射源狀態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作業。 

(三) 完成 10 月份向勞動部職安署職業災害系統通報實驗室無災害發生作業。 

(四) 完成 M002 緊急沖淋設備及換氣風機設備功能運轉情形每月定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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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完成 11 月兩校區工程承攬商施工安全巡檢及相關作業申請表存查作業；本次巡檢

未有大違規事項，日後將再加強宣導請工程需求單位於施工前務必請承商填具安

全衛生簽收表單，並告知其相關責任義務方始作業。 

(六) 10 月 22 日完成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實驗室有害廢棄物固廢共 19 箱 288 公斤、廢

液 31 桶 429 公斤；微生物學系廢棄化學藥品有機藥品共 1 箱 7 公斤、無機藥品 1

箱 3 公斤送 M002 暫存完成。 

(七) 11 月 2 日完成委託成功大學辦理液態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運 1,480 公斤，並依規定

進行後續行政院環保署線上申報及校內核銷事宜。 

(八) 11 月 25 日完成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實驗室有害廢棄物固廢共 21 箱 328 公斤、廢

液 27 桶 415 公斤；微生物學系廢棄化學藥品有機藥品共 1 瓶 0.126 公斤、不明藥

品 5 瓶 0.16 公斤送 M002 暫存完成。 

(九) 持續進行毒性化學物質核可文件整併轉換作業；因毒化物新增或註銷等變更申請

事宜將於原有核可文件整併完成後再行辦理，已於 10 月 23 日函請臺北市政府環

保局核備辦理核可文件整併轉換作業，該局於 10 月 29 日函復同意，11 月蒐集實

驗室所有毒化物變更資料，並於 11 月 30 日函請該局受理本校毒化物變更案，預

計 12 月取得更新後之毒化物核可文件。 

(十) 依職安法規化學品 SDS 安全資料表每三年需進行更新，已協同理學院完成各實驗

室使用化學品之彙整、安全資料表更新作業，並完成紙本印製及光碟燒錄，將於 12

月中旬發放各學系實驗室、並於緊急應變櫃、校安中心、理學院及事務組收存備查。 

(十一) 為使環安衛委員會各工作小組之相關文書作業得以結合本校公文管理系統，並

串連委員會之簽核流程，簽請辦理各工作小組公文身分建置暨更新事宜，經核

定後已於 11 月 30 日會同秘書室完成建置及更新，未來相關業務創寫簽函將統

一運用公文系統小組權限辦理。 

(十二) 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相關法規之修訂，已完成新增之關注性化學品一氧化

二氮（笑氣）清查作業，並函請各學系實驗室自 11 月 1 日起於「教育部化學品

管理與申報系統」進行運作登錄作業，後續將於法定時間 110 年 5 月 1 日前，

協同理學院及各實驗室完成核可文件申請、包裝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等運作資訊

更新。 

(十三) 11 月 10 日會同理學院發函辦理 110 年適用場所（含實驗室）安全衛生基本資

料作業更新，本次清查對象包含使用危險性機械設備或作業易接觸有機溶劑之

單位如營繕組、註冊課務組、環安衛事務組及含實驗室之相關學系，實驗室清

查另併同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CCB）填報作業共同進行，本年度基本資料

更新調查作業預計於 12 月中旬完成。 

(十四) 完成特殊作業人員健康檢查補檢作業，本次特殊健康檢查提報名單計 61 人，扣

除 1 人畢業、1 人退休之已離校人員，應到檢計 59 人。當日實際 56 人到檢，另

1 人自行繳交資料、2 人完成自行到院補檢作業，實到檢 59 人，到檢率為 100%。 

(十五) 完成本校緊急應變人員計 10 人呼吸防護具評估作業，相關選用評估、生理評估

及密合度測試評估結果相關表單已送健諮中心，由職醫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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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支援 

(一) 協助雙溪校區各類會議、行政會議、人會總會議、學務處會議、校慶檢討會、電算

中心會議、天方出納系統會議、承商督導會議、教師申訴委員會、學生宿舍費說明

會議、學生會-女性影展【逃跑的人】播映、學生議會、中文系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討會、中華詩詞論壇、朱宗慶打擊樂團、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109 學年度研究計畫說明會、招生專業化、第十梯方案實習課程大課堂演講、性別

互動與愛情課程、政治系專題演講、戴氏基金會捐款計畫成果報告撰寫、109-112

設施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服務採購案評選、華僑高中參訪、「意猶未盡-從北投出發，

尋找台灣的日本記憶」系列講座、全民外交研習營-青年外交論壇、基隆暖暖高中

參訪、建校 120 年東吳外語菁英論壇研討會、個資稽核員教育訓練、社會學系知識

競賽、英文學系感恩餐敘、理學院院慶、親善團招新加開場次、TA 培訓課程、數

學系系學生會-六系聯合活動會議、教育部 USR-HUB 共同培力系列活動、109 學年

第一次環安衛委員會、人會總專案會議、衛保志工訓練、108 年度私校獎補助經費

實地訪視等活動場地維管及器材借用等支援。 

(二) 協助城中校區各類會議、董事會會議、校長餐敍、教務會議、法學院公法研討會、

稅務實務問題研討會、優良稅務判決研討會、人工智能法制講座、商學院財經講堂、

會計研討會、數位貨幣與金融研究中心第一季論壇、國際事務中心境外生座談等活

動場地維管及器材借用等支援。 

七、停車管理 

(一) 10 月份兩校區汽機車收入金額為 45 萬 1,390 元。 

(二) 10 月份本校校車及公務車用油量使用情況：汽油 317 公升，柴油 1,145 公升。 

(三) 支援安排資金運用委員會、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教職員健檢、

日語領隊導遊實務課程、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國發會副主委演講、曾守正教

授演講、建校 120 系列-未來大人物跨界論壇、數據分析課堂專題演講、士林文化

資產保存研習與論壇、青年署北區職涯推動委員會、校務資料分析中心諮詢會議、

東吳哲學報編輯會議、歷史學系多元演講、謝智謀教授演講等活動，外賓來校停車

約 185 車次。 

(四) 完成二教研停車場車輪擋及指示牌燈管更新及機車停車場監視器及車位數控制器

維護。 

(五) 完成 557 公車智慧站牌公佈欄設置。 

八、各類人力支援統計 

(一) 支援各單位申請搬運物品、器材、場地佈置等共 132 人次。 

(二) 支援公務車派遣共 14 車次。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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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場次。 

(四) 支援校長室、副校長室盆花養護之環境維護人力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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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32 14 391 10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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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育訓練及相關會議 

(一) 10 月 30 日於 A111 會議室辦理教育部及職安署校園安全衛生自主管理夥伴結盟計

畫「臺北市勞動檢查處安全衛生臨場輔導檢查會議」，北市勞檢員特針對本校環安

衛管理系統及本年度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書面資料及實際執行情況進行審議，並

現場抽檢物理系實驗室及健諮中心四大計畫落實情形，本次輔導無改善建議事項，

相關會議記錄已完成簽核並送教育部計畫承辦單位海洋大學。 

(二) 11 月 16 日參與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辦理之「109 年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

操作說明會」，會中針對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申報系統進行操作教學，並講解毒化物

併證申請方式，相關主題均連結本校毒化物核可文件轉換及運作登載事宜之執行。 

(三) 11 月 25 日參與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辦理之「毒化物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章

系統功能說明會」，會議以毒管法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相關子法修訂為主，陳述緊

急應變人員、計畫及措施等業者未來應落實之事項，來年擬依法規辦理本校毒化災

緊急應變專責人員之建置及其餘事宜。 

(四) 因隔離檢疫及新增論文修習未參加 109 學年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須進入實驗室

作業學生計 4 名，完成線上自主學習及補考作業。 

十、配合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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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東吳大學防疫小組 12 月 1 日起「秋冬防疫專案」，協助於各教室、會議場

管張貼秋冬防疫宣傳海報，以配合政府政策。 

十一、重要設備維管 

(一) 電梯設備維護：109 年 11 月份電梯故障停俥計雙溪校區 1 件(東芝)、城中校區 3 件

(東芝 1、日立 2)，崇友、永大公司均依規定完成檢修。 

(二) 飲(開)水設備維護： 

1. 全校飲（開）水設備 170 台，11 月份故障緊急叫修 8 次（雙溪校區 3 次、城中

校區 4 次、校外學舍 1 次），承商皆按契約規定時間派員完成維修。 

2. 11 月份飲水機水質檢驗共 31 台（雙溪校區 15 台、城中校區 10 台、校外學舍 6

台），驗水結果均為合格，水質檢驗報告同時張貼於各該檢查飲水機上，110 年

1 月份飲水機水質檢驗共規劃檢驗 27 台。 

(三) 熱水鍋爐維護：完成雙溪校區榕華、柚芳、松勁樓及合江、合樂學舍鍋爐 109 年 10

月份例行維護保養，承商依契約規定完成保養。楓雅學苑熱泵於 11 月 11 日完成

年度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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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消防安全作業 

(一) 兩校區 11 月份高樓層校舍頂樓出入口電磁鎖連動消防系統門禁控制測試，雙溪、

城中校區已於 11 月 30 日完成，均採偵煙、偵熱方式實施（打火機、煙罐），門禁

控制在模擬火警發生狀況下均可自動解除。 

(二) 兩校區 11 月份高樓層校舍火警移報測試，雙溪、城中校區已於 11 月 30 日完成，

均採偵煙、偵熱方式實施（打火機、煙罐），移報系統在模擬火警發生狀況下，均

可正常移報至校安中心與 A 哨。 

(三) 109 學年度第一季消防設備保養缺失改善已全部完成。 

(四) 微生物學系與化學系反映超庸館探測器老舊，經常有誤報情形，營繕組已於 11 月

份全數完成更新。 

十三、視聽、電話、安全設備維護 

(一) 多媒體設備、電視牆 

1. 一般教室 153 間多媒體設備(含遠距設備)、11 處會議場館、12 處電視牆，11 月

份清潔消毒及啟動測試，雙溪校區合計 378 人次；城中校區合計 258 人次。 

2. 雙溪校區故障報修計 38 次(使用不當所致計 15 次，零件屆期所致計 16 次，設備

逾限 7 次)；城中校區合計 70 次(使用不當所致計 0 次，零件屆期所致計 70 次)。 

(二) 安全設備 

1. 監視系統：11 月份實施監視畫面檢查，雙溪校區合計 21 次、城中校區合計 25

次，設備故障報修合計 6 次。【設備明細如下：校安中心監控系統伺服電腦 4

台：雙溪 2 台、城中 2 台；監控錄影主機 87 台：雙溪 61 台、城中 26 台；攝影

機 946 具(含校外學舍)：雙溪 615 具、城中 271 具、合江學舍 23 具、合樂學舍

28 具、泉思學舍 9 具；求救鈕 1,288 處：雙溪 854 處、城中 401 處、合江學舍

6 處、泉思學舍 6 處、無線求救按鈕 21 處(寵惠堂 2 樓及城中校長室共 11 處、

健康暨諮商中心 10 處）】 

2. 門禁系統(總計 39 處：雙溪 18 處、城中 21 處)：故障報修合計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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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電話系統：故障報修合計 17 次。 

十四、雙溪校區邊坡安全監測 

109 學年度第 4 次巡勘監測作業已於 10 月 16 日監測、10 月 28 日巡勘，巡勘結論「目

前邊坡擋土牆穩定中」，下次巡勘監測為 110 年 5 月，110 年 6 月完成年度總結報告。 

十五、設施、設備維護工程 

11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 318 件(外雙溪 237 件、城中 17 件、校外學舍 64 件)，其中完成

自力修繕案 72 件、委商修繕案 140 件，其餘尚餘 106 件在進行中。重點項目摘要如後： 

(一) 雙溪校區 

1. 第一教研大樓發電機大保養施作。 

2. 圖書館 3D 攝影棚插座電源迴路施作。 

3. 健康小舖前地磚整修工程。 

4. 安素堂欄杆整修工程。 

5. 哲生樓後方腳踏車架固定工程。 

6. 第一、二教研大樓、綜合大樓停車位之車擋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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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榕華樓欄杆設置護網工程。 

8. 松勁樓 210 寢室天花板、1 樓廁所地磚、210 寢室 7 床爬梯修繕。 

9. 教師研究二樓廁所馬桶修繕。 

10. 綜合大樓 B215 空間照明燈電源迴路重配。 

11. 綜合大樓西側友善廁所烘乾機故障檢修。 

(二) 城中校區 

1. 第五大樓電梯機板專用電池老化更新工程。 

2. 第二大樓 2413 前走廊冰水管路保溫漏水維修。 

3. 第五大樓 B4 廢水池管路破裂漏水。 

4. 崇基樓 1705 儲藏室鋁窗更新及壁癌檢修。 

5. 城中校區校園各處泥水修繕。 

6. 崇基樓 1702-1、1702-2 法律系博士班研究室壁癌檢修。 

(三) 校外學舍 

1. 泉思學舍頂樓、一樓增設照明設備。 

2. 泉思學舍 1 號及 3 號電梯對講機故障及櫃台、輔導員室分機故障檢修。 

3. 泉思學舍 R902 寢室馬桶堵塞疏通。 

4. 合楓學舍 5 樓雅房區浴室天花板漏水檢修。 

5. 合江學舍 B1 飲水機故障檢修。 

6. 合江學舍 1 樓廁所天花板漏水檢修。 

7. 合樂學舍 301 寢室 3 床牆面壁癌處理。 

8. 合樂學舍 207-2、508-4 床組欄杆修繕。 

(四) 11 月份空調設備請修單總計 17 件，區分委商處理及自力維修兩類： 

1. 委商處理 11 件： 

（1） 電器零件故障 8 件：分離式冷氣電器零件損壞更換 6 件，送風機馬達更換

1 件，傳賢堂空調箱二通閥損壞 1 件。 

（2） 其他3件：實踐家創創基地游藝廣場 1樓冷氣空調面板接觸不良改善 1件，

泉思學舍冷氣有異味清理保養 2 件。 

2. 自立維修 6 件：空調排水堵塞 3 件，宿舍窗型冷氣與窗戶產生共振 1 件，窗型

冷氣異音及無法正常運轉各 1 件。 

十六、108 及 109 學年重大工程、財物採購執行概況 

(一) 城中校區第六大樓使用執照用途變更作業 

1. 本案 108 年 10 月 25 日由廖彩龍建築師完成彙整送審，經多次審查，已於 109

年 3 月 26 日獲得台北市政府都發局核發審查，同意使用執照用途變更作業。 

2. 因六大樓「申請範圍」修正辦理報備程序，已於 109 年 7 月 2 日由台北市政府

核定同意，消防審查作業已於 109 年 9 月 10 日審查同意，本案使用執照變更原

核定工程完工期限為 109 年 10 月 9 日，考量工程無法按時竣工，後續請建築師

辦理展期作業，可展延 6 個月，調整至 110 年 4 月 8 日竣工，有關六大樓菜梯

於 109 年 11 月 20 日由「台灣停車設備暨升降安全協會」檢驗合格，後續再送

北市府完成行政程序後，始可獲得升降機使用許可執照，另後續由廖彩龍建築

師彙整相關資料報請台北市政府建管處辦理「使用執照變更竣工查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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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中校區菁英講堂統包工程：本案於 109 年 9 月 10 日完成評選，由英加德公司獲

選，於 109 年 10 月 1 日開工，已於 109 年 11 月 30 日完工，現進行系統測試及驗

收作業。 

(三) 校史館整修工程：本案已於 109 年 8 月 30 日完工，109 年 9 月 10 日辦理初驗，並

限 109 年 9 月 30 日完成改善，廠商已完成基本改善，但仍須辦理優化處理。有關

優化處理部分，除「校史館壁記」、「主題文字說明壓克力字」、「人流器」及「環

控系統測試」等尚未完成，其餘部分已完成，後續優化完成後，即邀相關單位辦理

正式驗收事宜。 

(四) 城中校區五大樓空調系統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統包工程 

1. 本案獲經濟部能源局核定補助經費辦理（全案預算之 30％），規劃更新冰水主

機（1 部）、泵浦（加裝變頻器）、閱覽室送風機，並增加遠端監控系統。 

2. 工程已於 109 年 7 月 7 日決標，已於 8 月 22、23 日施作水閥及開設進入口，空

調主機於 11 月 23 日進場安裝，管制於 109 年 12 月 15 日前完工。 

(五) 城中校區二大樓電算中心機房空調設備更新工程：本案依據電算中心需求完成設

計規劃，於 109 年 12 月 1 日公開招標，由葳鼎公司獲選，預計 110 年 2 月 7 日開

工，110 年 3 月 8 日完工。 

(六) 雙溪校區資安戰情中心統包工程：本案於 109 年 8 月 6 日評選，由歐亞公司獲選，

於 109 年 8 月 26 日開工，已於 109 年 12 月 4 日完工，現正進行系統測試及驗收

作業。 

(七) 雙溪校區綜合大樓增設消防專用發電機工程：本案配合綜合大樓商場辦理使用執

照變更，由麗陽公司承攬增設消防專用發電機，台北市消防局 109 年 10 月 16 日

至雙溪校區商場完成消防設施竣工勘驗，檢查結果符合規定，全案已於 109 年 12

月 8 日驗收合格。 

(八) 雙溪校區 70-52 號教職員宿舍裝修工程：本案業於 109 年 7 月 16 日開標，由歐亞

公司承攬，109 年 7 月 24 日開工，已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完工驗收。 

十七、兩校區水電用量檢討 

(一) 用電部分【109 年 11 月(109 年 10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電比較】 

1. 本期使用日數為 31 天，總用電度數為 124 萬 9,600 度，與去年同期度數 134 萬

1,700 度相比，減少 9 萬 2,100 度(負成長 6.86％)；總電費支出 332 萬 5,431 元

整，與去年同期 363 萬 9,187 元相比，減少 31 萬 3,756 元(負成長 8.62％)。 

2. 兩校區日均用電度數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 2,970.97 度，負成長 6.86％；外雙溪

校區日均用電度數負成長 7.43%，城中校區日均用電度數負成長 5.81%。無論單

一校區用電量或是全校總用電量，與去年同期相比結果，均負成長目標。 

3. 依據兩校區電力監控系統數據顯示 

(1) 各棟校舍用電正成長排名前五名為：城中校區六大樓、外雙溪校區 D 棟第

二教研大樓、外雙溪校區榕華樓、外雙溪校區職工宿舍、外雙溪校區 M 棟

超庸館及 I 棟光道廳。 

(2) 各棟校舍用電負成長排名前五名：外雙溪校區楓雅學苑、外雙溪校區愛徒

樓、外雙溪校區 D 棟松怡廳、城中校區一大樓、外雙溪校區 R 棟第一教研

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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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水部分【109 年 11 月(109 年 10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水比較】 

1. 本期使用日數為 31 天，總用水度數為 1 萬 4,143 度，與去年同期 1 萬 5,672 度

相比，減少 1,529 度(負成長 9.76％)；總水費支出 35 萬 1,230 元整，與去年同期

39 萬 218 元相比，減少 3 萬 8,988 元(負成長 9.99％)。 

2. 本期兩校區日均用水度數 456.23 度與去年同期 505.55 度相比，減少 49.32 度、

負成長 9.76％(外雙溪校區日均用水度數負成長 11.87%，城中校區日均用水度數

負成長 2.26％)。 

(三) 綜合分析影響用電、用水因素 

1. 兩校區本期用電負成長 6.86％，其中僅有城中校區一大樓電號(一大樓、六大樓

共同使用)用電度數高於去年同期(正成長 15.85％)，主要影響因素與六大樓一至

三樓改為公共餐飲營業空間有關。用水方面，兩校區本期用水負成長 9.76％，

本期用水增加者為城中校區一大樓水號(一大樓、六大樓共同使用)，用水正成長

36.68％，正成長原因亦與大樓空間功能改變有關。以下再就各項因素試作分析。 

2. 自然天候：參考中央氣象局網站觀測統計數據，本期氣候條件與去年同期相似，

當月最高溫部分，本期雖較去年高溫，惟整體月均溫與去年同期相比改變不大，

且均溫屆於 24.5℃-24.5℃為正常舒適溫度，不增加空調使用頻率與用電。 

實際使用-109年10月份 

天母觀測站(外雙溪校區) 台北觀測站(城中校區) 

月均溫 當月最高溫 月均溫 當月最高溫 

109年 108年 109年 108年 109年 108年 109年 108年 

24.7℃ 24.8℃ 35.2℃ 33.2℃ 24.5℃ 25.3℃ 35.9℃ 34.8℃ 

下降0.1℃ 上升2℃ 上升0.2℃ 上升1.1℃ 

3. 兩校區場地及招待所使用次數比較： 

(1) 109 年 10 月份兩校區一般教室使用共 1,100 次(外雙溪 573 次，城中 527

次)，較去年同期 1,071 次增加 29 次，正成長 2.71%；兩校區會議場館使用

共 340 次(外雙溪 180 次，城中 160 次)，較去年同期 359 次減少 19 次，負

成長 5.29%。本期場地使用次數共 1,440 次，較去年同期 1,430 次增加 10

次，正成長 0.7%。 

(2) 外雙溪校區招待所本期住宿人次統計共 24 人次(原有眷招待所 1 人次，東

荊學廬 17 人次，東桂學廬 6 人次)，較去年同期 99 人次(原有眷招待所 9

人次，東荊學廬 22 人次，東桂學廬 68 人次)減少 75 人次，負成長 75.76%。

校內接待賓客人次數減少，住宿生活用水、用電需求亦大幅降低。 

十八、註銷「私立東吳大學福利社」稅籍登記案 

(一) 雙溪校區於民國 67 年 8 月 1 日辦理「私立東吳大學福利社」營業登記，資本額 4

萬元，由當時總務長許少平先生擔任商號負責人，服務全校師生。財政部臺北國稅

局來函通知，因許少平前總務長已於 109 年 6 月離世，請本校儘速向士林稽徵所

辦理稅籍變更登記，以免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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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雙溪校區餐飲服務改為招商經營，「私立東吳大學福利社」早已停止營業。因許少

平先生已離世，無法取得「私立東吳大學福利社」負責人用印。案經協調士林稽徵

所同意，以本校切結書代替。採購保管組已簽奉校長同意，填具營業人註銷登記申

請書及切結書，逕送國稅局士林稽徵所註銷稅籍登記。 

十九、擴大本校採購案件「公開招標資訊」刊登管道案 

(一) 目前政府採購案件之公開招標訊息，係透過政府採購公報（含電子網頁）每日全國

發行，資訊發布管道暢通、用戶遍及所有行業。凡有意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均可

輕易查詢到各級公務機關之購案招標資訊。 

(二) 本校適用政府採購案件，招標資訊可透過採購公報刊登。其他公開招標案件，招標

資訊以公布於採購保管組網頁為主，因登報經費有限，逾 100 萬元之採購案件，方

能同時刊登「前鋒招標日報」。 

(三) 購案招標資訊放置於採購保管組網頁，目錄多重、搜尋困難，不易形塑公平比較之

市場競爭環境。採購保管組已簽奉校長同意，會請電算中心及秘書室協助，於本校

網頁首頁增設「招標公告」連結入口，俾利有意參與本校購案之廠商迅速查找。 

(四) 為能擴大公開招標資訊刊登管道，採購保管組將配合於後續優久聯盟總務長會議

及校長會議中提案，建議於聯盟網頁首頁，增設聯盟各校之採購案件「招標公告」

連結入口，以拓展各校投標廠商來源。 

二十、辦理 109 學年第 1 次庫存有再利用價值之報廢品標售事宜 

109 學年第 1 次庫存有再利用價值之報廢品計「木椅」等 12 項合計 45 件，自 109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8 時起於「東吳大學 APP」之「報廢品標售平台」公開標售，

至 11 月 30 日截止日止，共計標售 8 項合計 39 件報廢品，餘 4 項合計 6 件報廢品，

自 109 年 12 月 9 日（星期三）8 時起於「報廢品標售平台」進行第 2 次公告標售。 

二十一、109 年 10 月份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一) 財產管理：10/16-12/3 兩校區財產增加共 458 筆（金額 2,009 萬 4,797 元），財產

報廢共 738 筆（金額 1,617 萬 3,569 元），財產移轉共 271 筆。 

(二) 場地管理： 

1. 兩校區會議場館：10/21-11/20 共申請 354 場次，雙溪校區 182 次，城中 172 次。 

2. 兩校區一般教室：10/21-11/20 採購保管組登錄共 709 次，其中雙溪校區 429 次，

城中校區 280 次。 

3. 雙溪松怡廳：11/1-11/30 校內借用 27 時段，外租彩排 7 時段、演出 9 時段，因

應新型冠狀肺炎防疫，校外取消 4 時段。 

(三) 消耗品倉儲管理：10/21-12/4 兩校區文具紙張發放 75 筆，清潔用品發放 23 筆，電

腦耗材發放 19 筆。 

(四) 學位服個人借用：10/21-11/20 雙溪校區計借出學士服 4 套、城中校區學士服 6 套。 

(五) 招待所住宿：11/1-11/30 東荊、東桂學廬安排 19 次住宿申請，東荊學廬住房率為

4%，東桂學廬住房率為 0.91%，有眷招待所住房率為 25%。 

二十二、出納服務業務統計(109 年 10 月 22 日至 109 年 12 月 8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自 109 年 10 月 22 日至 109 年 12 月 8 日，現金及銀行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12

億 6,870 萬 4,615 元，支出 14 億 5,236 萬 4,595 元，已逐筆登錄入帳，並依規定完

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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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 109 年 12 月 8 日結存日報表分析，本校資金配置明細如下：現金 0.01%，銀

行活期存款 12.26%、支票存款 2.01%、定期存款 63.48%、政府公債 4.62%、基金

短票 0.13%、證券投資 17.49%。 

(三)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中退費已於 109 年 12 月 1 日撥入學生帳戶，未提供帳戶者，

需攜帶學生證於出納組服務時間(上午 8:30 至下午 7:30)領取現金，或是提供學生

之帳戶資料進行後續撥款作業。 

(四)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中補費期間為 109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31 日，應收之補費

金額為 2,300 餘萬，截至 12 月 8 日，銀行代收之撥入款僅為 175 餘萬，逾期未繳

者，欠費款項將列入 109 學年第 2 學期學雜費繳費單內一併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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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十二月 

【研究事務組】  

一、 研究計畫類 

(一) 本校教師執行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持續辦理經費結案事宜，截至11月下旬共已完成

50件計畫之科技部經費結案，提送共23件科技部補助之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第1、2、3

年校內經費結案，共計完成73件科技部經費結報。 

(二) 辦理科技部109年度第2期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級研究人員申請事宜，共

計1件申請案(資管系朱蕙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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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科技部修正「補助愛因斯坦培植計畫試行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十四點、「科技部

補助哥倫布計畫試行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十四點，並自即日生效。 

(五) 科技部修正「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點、第二十六點，並自即日生效。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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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09年11月11日於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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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公告受理科技部各項申請案，資訊如下： 

編號 名  稱 校內截止日期 

1 110年度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計畫 109.11.23 

2 110年度「學研中心」專案計畫 109.12.15 

3 
2021臺灣-英國（MOST-ESRC）雙邊協議型擴充加值

(Add-on)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09.12.30 

4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109度「補(捐)助研究生專題研究

計畫」案 

109.12.31 

逕送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5 成功參與歐盟跨國團隊科研暨創新計畫 
110.01.01開始申請  

隨到隨審 

6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司「永續發展整合研究」110

年度研究議題說明(含110年度計畫申請說明) 
110.01.03 

7 110年度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110.01.03 

8 
科技部110年專題研究計畫-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

司防災科學與技術研究學門之徵求課題與說明 
110.01.03 

9 110年度「2030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補助案 110.01.03 

10 110年度特約研究計畫補助案 110.01.03 

11 110年度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補助案 110.01.03 



25 

12 

110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 

※凡申請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之專題研

究計畫，涉及行為科學研究者，請依規定送研究倫理審

查，並請計畫主持人於申請時一併編列研究倫理審查

費 

110.01.03 

13 
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下稱生科司)推動「創新轉譯研究

主軸推動計畫」 

110.01.19 

(線上) 

14 參與2021年度「歐盟奈米醫學計畫(ENMIII)」案 

構想計畫書 

於 2021 年 1 月 21 日

17:00時 (CET)完成線

上申請，並同步E-mail

至科技部承辦人 

15 
科技部與德國研究基金會(DFG)共同徵求2021年臺德

雙邊協議擴充加值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0.01.31 

16 2021年臺德雙邊協議擴充加值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0.01.31 

17 
科技部與德國研究基金會(DFG)共同徵求「臺德國際研

究訓練團隊計畫(IRTG)」 

【三階段】 

計畫構想書 

110.04.23 

前期計畫書 

德方110.06.23提出 

完整計畫書 

111.03.24 

二、 教育部計畫類 

提交教育部「第二期(109-111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109年度執行成果資料調查

表單及成果報告書。 

三、 產學合作計畫類 

(一) 本校獲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1件：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胡筱薇副教授與涵碧樓大

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案，總經費為116萬8,446元整，其中科技部補助30萬元，

合作企業配合款為86萬8,446元。 

(二) 辦理教師/學術單位承接產學合作計畫簽約案，計有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共2件。 

(三) 辦理教師產學合作計畫投標/議價/提案申請案，計有國家發展委員會、保險業務發展

基金管理委員會、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共3件。 

(四) 提醒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履約期限，計有大陸委員會、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共2件。 

(五) 公告徵求各項產學合作案，資訊如下： 

編號 機構 名  稱 校內截止日期 

1 僑務委員會 補助僑務學術研究計畫 隨到隨審 

2 文化部 110年臺灣漫畫研究計畫補助案 109.11.27 

https://edocap.sys.scu.edu.tw/SCUOP/opc/opc265#collapseOne
https://edocap.sys.scu.edu.tw/SCUOP/opc/opc265#collapse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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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0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補

助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 
109.12.9 

4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客家研究專題計畫」110年度2項

主題研究委託案 
109.12.10 

四、 校外獎補助類 

「東吳之友－戴氏基金會」募款計畫書(中文)彙整並送廠商翻譯。 

五、 校內獎補助類 

(一) 彙整109學年度「教師學術研究獎助」、「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胡筆

江先生紀念專款」、「教師學術研究社群補助」申請案。 

(二) 109學年度第1學期11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3件補助案。 

六、 研發成果管理與運用類 

(一) 本校研發成果專利申請案最新獲證件數，共1件： 

序號 專利名稱 研發成果創作人 專利證號 獲證日期 

1 
一種新穎紫硫菌株及其

改善水質的用途 

微生物系 

趙維良教授 

應靜雯教授 

張怡塘教授 

葉信利 

熊耀筠 

中華民國發明 

第 I708843 號 
109.11.1 

(二) 代表參加109年11月19日於中原大學舉行之「優久大學聯盟109學年度研發與產學委員

會」第一次委員會議，並參訪中原大學產學營運處、智慧製造研發中心及國際產學聯

盟。 

七、 其他類 

(一) 109年10月26日於外雙溪校區召開「東吳大學109學年度學術研究委員會」第2次會議，

議案如下： 

1. 審議「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分級審查表」各學院自訂「等同於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

計畫案件及專書」之採認標準。 

2. 審查 109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申請案。 

3. 再研議修訂「東吳大學教學研究中心設置與考核辦法」。 

4. 確認「東吳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歸屬暨分配處理要點」修訂案。 

(二) 代表參加109年11月5日於臺灣大學舉行之「臺灣北區保護研究參與者聯盟」第11次會

議」，並辦理繳交110年度本校加盟年費。 

(三) 東吳大學「109年度高教深耕暨社會責任實踐暨校務研究成果分享會」寄送邀請函，名

單至臺北醫學大學周桂如院長、中原大學李明彥主任、淡江大學林彥伶主任、國立暨

南大學江大樹副校長、國立暨南大學孫同文副校長、國立暨南大學張力亞組長、國立

暨南大學陳文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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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組】 

一、 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審作業 

(一) 109-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1. 109 年 11 月 4 日，函知全校各單位有關 109 學年度不受理校務發展計畫異動事宜。 

2. 109 年 11 月 9 日函知相關單位有關 109 學年度經費凍結事宜。 

3. 109 年 11 月 11 日至 109 年 12 月 4 日進行 11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初審。 

4. 109 年 11 月，辦理招生組、人事室第二組及國際事務中心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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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於 11 月上旬與業管單位配合，完成教育部核配 110 年度補助款所需資料填報作業如

下： 

1. 109 年 11 月 12 日前完成學校回覆異動教師名單並上傳薪資帳冊、專任教師名單與

相關規定。 

2. 109 年 11 月 12 日前完成第二次獎補助系統量化資料檢視及填報「學校公告畢業滿

一年之畢業生就業追蹤之系所比率統計表」與「日間制學生來源統計表」。 

3. 109 年 11 月 13 日前完成書審資料結果佐證資料提供，獎補助作業小組已回覆審查

結果通過。 

4. 高教評鑑中心於 109 年 11 月 20 日函送本校 108 年度私校獎補助經費實地訪視之審

查意見初稿。本組已於 11 月 23 日函知相關業管單位於 11 月 27 日前協助填覆回應

意見，俾利本組彙整後於規定期限前備文報部。 

三、 學雜費收費標準（本項目不對外提報，存研發處備查） 

 

【評鑑組】 

一、 校務資料庫 

(一) 109 年 10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統一修正期時間為 11 月 4 日至 16 日，本期共

7 張表冊申請修正，業依規定於 16 日前完成修正及檢核；另本期新增表冊學 4-3，經

交叉檢核後發現 107 至 108 學年度共 4 期學 4 表冊 1 名學生戶籍地有誤，報教育部核

准後，負責填報單位業於 11 月 19 日前完成數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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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26 日至 27 日完成資料修正，並於規定時程內完成檢核及報部作業。 

二、 QS 大學排名調查 

2022 QS 大學排名調查開始，其中「學術聲望」及「雇主聲譽」兩項指標權重共占 50%，

對本校排名之提升有重大影響，已於 11 月 19 日函請國際處、社資處及各學院系等提供

學者專家名單及雇主名單，預計於 110 年 1 月 4 日前回收名單，彙整後至 QS 網站更

新。有關畢業生及就業能力調查、亞洲大學排名調查，將另函通知。 

三、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 

(一) 完成 108 學年度教學、研究、行政三組管考小組委員資料(包括：校務發展計畫管考手

冊、計畫管考說明簡報、計畫管考建議分工表、審查費單據、各計畫成果提報表及相關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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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函請管考委員自即日起至 12 月 18 日止進行計畫審查。 

(三) 完成 11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自訂關鍵成果(KR)值檢核。 

四、 系所評鑑管考作業 

(一) 更新管考委員名單並登錄系統完成管考權限設定。 

(二) 函知各受評單位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進行線上待改善項目成果填報。 

五、 學生學習成效問卷 

完成 107~109 學年度大一新生問卷各題項數據描述性統計，刻正進行報告書撰寫。報告

書撰寫完成後，將函送各學院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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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十二月 

一、教育部109年12月10日函知本校獲選109年度「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工作績優學校」， 

本年度共計7所學校申請，3所學校(台師大、文藻及東吳)獲獎。 

 

二、辦理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交流活動等事宜： 

(一) 109年11月25日及27日於城中及外雙溪校區各辦理一場僑外生期中座談會，就保險，

工作證、工讀、獎助學金申請，學業關懷，重要活動及期末提醒等項目進行相關業務說

明，出席人數共計40人。 

(二)109年12月5日辦理109-1 「與校長有約-水岸鐵馬樂秋遊活動」，由潘維大校長帶領，

在軍訓室、健諮中心、環安衛暨事務組及志工們共同支援下，完成來回共40公里騎行，

共計47名境外生報名參加 

(三) 109-2來校外國交換：截至12月10日止，共計14國38校92位新生(法國*39、日本*15、

南韓*12、德國*8、波蘭*5、荷蘭*2、瑞士*3、印尼*2、比利時*1、義大利*1、中國香港

*1、中國大陸*1、墨西哥*1、烏干達*1) 

(四)109-2來校大陸交換/自費研修：共邀請109所大陸協議校選派學生到校交換/自費研修。

少部分學校已表示因疫情影響，考量不確定因素及異動等風險，下學期將不派出學生。

截至12月為止，共計19校57位學生申請，並已於11月27日發出錄取通知。 

(五)109-2赴國外交換：預計選送138名(含延後交換64名)至14個國家、63所學校，截至11

月26日共計43名放棄。 

(六)109-2赴陸交換：已提名23位學生赴11所學校交換，並持續聯繫錄取及入學事宜。 

(七)110學年度赴外交換：甄選申請已於109年11月11日截止申請，本次申請件共計153件。

依109學年度赴外申請數299件相較，跌幅48.83%。經國際交流委員會審議，共計推薦140

名學生並已於12月7日公告。 

(八)110學年度赴陸交換：發函調查各協議校可招收交換生名額及申請時間，預計於110年

1月15日前彙整完畢。 

(九)於109年12月11日前完成提報陸生聯招會來函有關108學年度畢業陸生流向調查。截

至12月9日回覆狀況彙整如下： 

流向\身分別 博士 碩士 學士 

升學 0 2 22 

就業 1 12 6 

未定 0 1 3 

小計 1 15 31 

升學學校計有(英)牛津大學、曼徹斯特大學、謝菲爾德大學、南安普敦大學、杜倫大學、

格拉斯哥大學、倫敦國王學院、華威大學、(美)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

威廉瑪麗學院、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中央大學、臺北

科技大學、臺灣藝術大學、東吳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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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於10月邀請本校參加「第五屆海峽兩岸大學生記者研學營」線

上營隊，活動設計以十種形式進行，共計有15所高校70多名師生報名，本校有歷史系及

社工系2名同學參賽，二位同學作品經過評比後同時獲獎，實屬不易。同學除獲得獎品外，

亦受邀參加明年7月在山東青島舉辦的「第六屆海峽兩岸大學生記者研學營」。 

(十一)預計於109年12月18日及21日，分別在兩校區辦理陸生期中座談(冬至輕鬆會)。 

 

三、辦理與海外大學及中學簽訂校級協議、陳報教育部事宜： 

(一) 陳報教育部核可中：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生交流) 

(二) 簽署中：蘭州大學(學生交換) 

 

四、學生獎助學金及教師補助業務： 

(一)109年11月6日公告「東吳大學核發教育部博、碩士優秀僑生獎學金」申請事宜，校內

截止日期為11月20日止。 

(二)109年11月19日公告與企管系共同舉辦109年度高教深耕計畫「英語教學工作坊」暨

「教案設計」徵件活動，為提升教師使用英文進行專業課程之教學技巧（包括：課程設

計、教學方法、班級經營，以及線上教學），進而提升教師從事英語教學之意願，邀請外

籍專家給予回饋並擇優給予獎勵，申請截止日為11月24日止。共計8位教師全程參與兩階

段活動，針對8位教師皆有頒發獎勵，另外也選出3位優選及3位佳作，8位教師橫跨3學院，

教案演示具多元主題，期許日後能持續辦理類似活動，並與更多學系聯合舉辦，讓更多

師長了解高教深耕計畫所提供之各項補助。 

(三)109年11月24日公告109學年度陸港澳地區移地教學補助申請，補助期間為109年8月1

日至110年7月31日，申請時間為110年4月1日至4月30日。 

(四)109年11月30日公告東吳大學陸生赴外研習及學術交流補助，補助研習期間為109年8

月1日至109年11月30日，申請時間為即日起至109年12月14日止。 

 

五、境外生招生展：8~12月份本校參與線上招生展如下 

  時間 名稱 
主/協/承辦

單位 
方式 對象 本校出席/連線人 

1 
109 年 08 月 10 日

(一) 

東吳大學國際中心& 

109 僑外新生遠距座談

會 

國際中心、

海外聯合招

生委員會 

遠距連線 
109 學年已錄取

的境外新生 

本校：王世和國際長 

      郭玟圻組員 

      葉憶瑾組員 

      黃敏淳組員 

香港：賀曾慶學長 

2 
109 年 10 月 31 日

(六) 
2020 年越南線上教育展 

越南臺灣教

育中心 

亞洲大學承

辦 

遠距連線直播 

每校 15 分鐘 
越南 

劉尚怡副主任 

越南學生 

3 
109 年 11 月 13 日

(五)全年度網站上線 

2021 臺灣高等教育線上

博覽會 

海外聯合招

生委員會 

遠距連線直播 

每校 60 分鐘 

香港、澳門、

馬來西亞為主 

黃敏淳組員 

馬港澳等地 5 位學生 

4 
109 年 11 月 14-15

日(六、日) 

2020 年台灣各大學教育

展覽 

台灣各大學

香港校友會

總會 

校友會派員現

場，本校遠距

連線、全天 

香港 

香港：賀曾慶學長 

本校：黃敏淳組員、 

      郭玟圻組員 

      葉憶瑾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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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名稱 
主/協/承辦

單位 
方式 對象 本校出席/連線人 

5 
109 年 11 月 21 日

(六) 

印尼臺灣教育中心線上

教育展 

印尼臺灣教

育中心 

亞洲大學承

辦 

遠距連線直播 

每校 15 分鐘 
印尼 

李景根組員 

印尼學生 

6 
109 年 11 月 23 日

(一) 

2020 日本臺灣留學線上

教育展 

日本臺灣教

育中心 

淡江大學承

辦 

遠距連線直播 

每校 50 分鐘 / 

2 場 

日本 
蘇克保主任 

日本+日文系學生 

7 
109 年 11 月 29 日

(日) 
泰國臺灣線上高教特展 

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 

泰國臺灣教

育中心 

遠距連線直播 

每校 5-10 分鐘

影片 

泰國 
李景根組員 

泰國學生 

8 
109 年 12 月 16 日

(三) 

西北政法大學學生出國

（境）短期交流專案 

線上教育展 

西北政法大

學港澳台辦 

線上會議發表

簡報，每校 15

分鐘 

西北政法大學

學生 

王玉梅主任 

余孟儒專員 

 

六、其他業務及出席相關會議： 

(一)109年11月17日召開國際交流委員會第1次會議。 

(二)109年11月18日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出席於台科大辦理之「110年度學海計畫申請

說明會」。 

(三)109年12月7日召開國際交流委員會第2次會議。 

(四)109年12月15日國際事務中心參與「東吳大學109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暨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暨校務研究與應用成果分享會」報告。 

(五)公告宣傳109年12月9日至11日北京清華大學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信息技術研究

所（UNESCO IITE）聯合承辦2020全球 MOOC 大會、教育部「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待

家庭專案計畫」臺灣文化體驗─梧棲土地信仰人文之旅、僑委會「SHOW 你的臺灣 2020

年僑生直播主競賽」活動、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海外青年蹲點入校短期教育研習活動、僑

委會2020年「僑舞盃創意舞蹈大賽」、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舉辦「就業創業資訊分享

會暨香港同學餐聚」活動、教育部「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畫」線上培訓課

程及海基會109年「傳承與延續」陸生團體聯誼暨「嘉義山線」文化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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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十二月 

一、捐款業務：10/23-12/14 捐款總金額共計新台幣 1,732 萬 6,686 元，捐款人數 286 人，最高

捐款用途為「學生緊急需要貸款基金」，金額為 444 萬 1,529 元。 

二、捐款回饋致謝： 

(一) 10/23-12/14 寄發謝函共計 148 封，捐款收據共計 151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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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主管生日卡共計 46 張。 

三、校友代辦文件業務：為服務校友，代為申請成績單及學位證明等資料，並提供申請校內

Wi-Fi 及 Gmail 校友帳號，10/21-12/14 共計服務 154 人次。 

四、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 

(一) 10/16-11/30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 34 萬 9,044 元（公務販售 19 萬 2,190 元、非公務販

售 15 萬 6,854 元）。 

(二) 12/8 王淑芳社資長率校拓中心同仁與木匠手作，洽談合作計畫。 

五、校友關係經營或校友組織活動： 

(一) 10/27 神州上海校友會范姜逸杰(企管系 89 級)副會長來校拜訪，邀請王淑芳社資長

及社資處同仁參加神州上海校友會期末活動。 

(二) 10/30 王淑芳社資長帶領社資處同仁至陸潤康董事長靈堂致意。 

(三) 11/1 校拓中心周守恩專員與校友總會同仁，參加桃園市校友會辦理時光留聲機音樂

饗宴，當天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全場爆滿，超過 2,000 人與會，活動計有超過百位校

友共襄盛舉。 

(四) 11/7 王淑芳社資長率校拓中心同仁，參加社會系系友大會，當天活動計有 25 位系友

參與。 

(五) 11/16 王淑芳社資長率校拓中心同仁，參加台灣斯洛伐克交流協會成立儀式，並支援

相關校友接待。 

(六) 11/17 潘維大校長率校拓中心謝蕎卉主任，拜訪廣達梁次震副董事長、楊俊烈財務長，

感謝該公司捐贈本校廣達講座案並致贈禮品。 

(七) 11/18 潘維大校長率王淑芳社資長拜訪國富文教基金會(英業達集團葉國一會長)，感

謝該會挹注本校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並致贈禮品。 

(八) 11/28 王淑芳社資長與校拓中心謝蕎卉主任，參加理學院 50 周年慶祝典禮，當天計

有百位校友一同共襄盛舉。 

(九) 11/29 社會資源處舉辦懷恩數位校史館感恩茶會，現場約 100 人參與。上午由潘維大

校長、董保城副校長致詞感謝捐款人，並由圖書館李宗禾館長帶領導覽，介紹校史

精神及館內各項設施，校友們對於校史館設置的內容，都表達了高度的肯定與滿意；

當天下午安排後山健行活動，感謝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及體育室老師們的帶領，校

友們皆給予正面的回饋與反應。 

(一〇) 12/9 王淑芳社資長率校拓同仁帶領林肯中心室內樂協會藝術總監吳菡學姐(音樂

系 70 級)參觀校史館，並出席音樂系大師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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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12/12校拓中心謝蕎卉主任與生涯發展中心王俊雯主任一同出席哲學系創系 40周

年系友餐會，計有 30 位校友一同參與。 

(一二) 12/12 潘維大校長與王淑芳社資長共同出席參加台北市校友會 120 線上路跑頒獎

典禮。 

(一三) 12/16 社資處與校牧室、音樂系合辦聖誕音樂崇拜音樂會，約 145 位衛理女中師

生、音樂系合唱團及校友一起同歡。 

六、校友資料庫建置討論會議：12/11 與天方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針對校友資料庫建構及版

面配置等功能進行討論。 

七、校史館、校友數位影像資料庫： 

(一) 11/23 王淑芳社資長率校拓中心同仁，與畢聯會會長洽談招募班級聯絡人與班級同窗

徵稿合作案。 

(二) 11/26 邀集各學系及行政單位召開校史館現場導覽暨故事呈現內容版型優化說明會

議。 

(三) 12/14 校拓中心同仁與宏思科技公司，共同討論校史館系統。 

八、121 校慶校友活動：刻正籌備 121 校慶校友系列活動。 

九、籌備東吳傑英會： 

(一) 本校共有 18 位傑出校友共同發起成立本校傑出校友專屬之東吳傑英會，號召傑出校

友貢獻心力，以好學講堂、師友計畫、好研合作、專案活動、凝聚計畫等五大面向，

回饋服務母校。 

(二) 12/7 王淑芳社資長、林鵬良學長(英文系 66 級)代表校長率校拓中心同仁拜訪第一

屆傑出校友盧仁發學長(法律系 47 級)，介紹東吳傑英會組織、策略任務並邀請學

長入會，盧學長欣然同意並願意向學弟妹分享自己精彩的人生經歷。 

(三) 截至 12/12 為止，東吳傑英會發起人共召開 4 次籌備會議，討論組織章程與五大面

向執行方式。召集人林鵬良講座教授更逐一致電傑出校友邀請其入會，目前計有 65

位傑出校友入會，名單持續增加中。 

(四) 12/20 召開東吳傑英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並票選理監事，當日會後擬

將立即召開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十、校友刊物：《東吳校訊》323 期擬於 109 年 12 月底完成，預計 110 年 1 月初完成紙本與

電子郵件寄送。 

十一、生涯輔導： 

(一) 109 學年度大三 UCAN 持續進行施測中，本學年度除大三外，亦邀請各學系鼓勵大

二學生同步參與，本校 24 學系共申請 90 場施測，至今已完成 85 場，期藉由每年連

貫性施測，可回饋學系有關學生職業興趣與共通能力之變化。 

(二) 每學年皆安排與學系主任及導師進行職涯輔導會議，報告各學系 UCAN 施測資料與

畢業生流向調查資料，與學系主任及導師共同討論該系職涯輔導策略，迄今已辦理

法律系、社會系、物理系、化學系、數學系、資管系、企管系、經濟系與國貿系等 9

場導師會議，其它學系陸續安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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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學系班級生涯輔導計畫： 

109 學年度學系班級生涯輔導計畫鼓勵學系申請辦理，幫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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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雙溪校

區申請舉辦的有中文系、政治系、師培中心、日文系、德文系、數學系、物理系、化

學系、微生物系、心理系、巨資等 11 學系申請 42 場次；城中校區有經濟、會計、企

管、法律 4 個學系申請 22 場次，目前雙溪校區已舉辦 28 場，城中校區已舉辦 12 場，

仍持續辦理中。 

十三、實習： 

(一) 109 學年度全學期實習課程申請踴躍，本學年度共有 38 位學生申請，含國內 35 位

及境外 3 位學生，現正進行資料審核及面試，預計於 12 月底完成選課；相較 108 學

年度全學期實習 15 位學生申請選讀，成長 153%。 

(二) 關於境外實習部分，將視 110/1/15 衛福部疾管局公告境外開放區域做為境外實習是

否繼續執行或停止之依據。 

十四、東吳 Mentor 師友計畫： 

東吳校友人才濟濟，為推動大手攜小手，讓學生學習傑出校友典範，規劃「東吳好學 

講堂計畫」與「東吳好師 mentor 計畫」。 

(一) 好學講堂計畫將於 109 學年第 2 學期於通識教育中心開設「百年樹人：東吳人典範

傳承」3 學分之課程，每堂課預計邀請不同的傑出校友擔任講師，分享自身職場經

驗，課堂除本校學生修課選讀外，亦開放校友參與，藉由學生與校友的互動達到「共

學」的學習成效。 

(二) 好師 mentor 計畫將邀請傑出校友擔任校友導師，每名導師帶領 3-5 名學生進行為期

10 個月的近身學習，為銜接校友導師與學生及學校行政間的溝通聯繫，也招募校內

同仁擔任行政副導師，協助計畫推展。 

十五、畢業生流向調查暨企業雇主滿意度調查： 

109 年畢業生流向調查生涯發展中心刻正進行資料整理與撰寫調查報告。企業雇主滿

意度調查進行中，預計 12 月完成調查。 

十六、東吳實踐家創創基地： 

(一) 本學年度招募 18 組團隊(80 人)進駐，為培養學生創新創意思考，鼓勵其建構創業思

維與能力，截至目前，今年共辦理 19 場講座及工作坊活動，共計 1,131 人次參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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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學生組)，歷經初審、社區投票及工作

坊，已於 11/28 的決賽圓滿結束，賽後的提案實際執行將由「都會五色鳥計畫」進行

輔導。 

(三) 12/5-12/6 創創基地與城市新聞合作辦理「2020 新世代青年城市論壇」活動，共計有

師範大學、國防醫學院、世新大學、華夏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與本校等國內大

專院校學生參與，共計 100 位學生，其中本校有 20 位學生參加；本次活動以新創藝、

新媒體、新科技、新創業、新教育等五新議題，協助參與學生了解新興領域，培養

創意創造能力及創業氛圍。



35 

十七、文舍明日聚場： 

(一) 第五屆踩集街區工作營 26 名學員共完成 6 款手冊設計，現已完成印刷作業，於 12/1-

12/31 發放給所有學員及合作店家。 

(二) 「職業診療室」系列活動於 11/18-12/2 舉辦 1 場 6*6 職人講堂（由 6 名業師輪流演講

及現場諮詢）、3 場電影沙龍及 2 場校外參訪等活動，共計 85 人次參與。 

(三) 第四季實境藝術節進行三場藝術媒體採訪，分別為 11/11 亞洲藝術新聞、11/24 Artpress、

12/3 非池中藝術網。11/27 帶領 7 位在校生參訪實境藝術節工程團隊「科碼新媒體」，

認識軟體科技產業的 PM 工作。巴豪嵐·吉嵐作品<回歸>，於 11/26 正式進展，安置

於校徽牆前大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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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十二月 

◎ 人文社會學院： 

一、為提升碩士班招生成效，凡申請本院各學系學、碩士一貫學程通過，並自 109 學年度起

註冊入學碩士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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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總計 9 位同學獲獎，名單為：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1 年級周琤瑜、鄧敦琉、葉爾筑、

涂曉君；哲學系碩士班 1 年級陳庭軒、劉慧懿、吳梓峰；社會學系碩士班 1 年級趙育杰、

吳冠霆，每位獲獎學金 5 萬元，分二學期撥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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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實施辦法由院長於 11 月 10 日召集委員進行審

查，共計 23 位同學獲獎助，每位同學獎助金額為新台幣 5 千元，並於 12 月 4 日舉辦頒

獎餐敘活動，獎助同學為 

(一) 優秀獎學金錄取 11 名：中文系 3 位、哲學系 1 位、政治系 4 位及社工系 3 位。 

(二) 清寒助學金錄取 12 名：中文系 4 位、歷史系 1 位、政治系 2 位、社會系 1 位

及社工系 4 位。 

三、本院與健康諮商中心於 12 月 3 日主辦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導師研習活動，邀請韓德彥諮

商師以<師生關係經營與互動技巧>為題進行分享，當天與會師長同仁總計 53 位。 

四、黃秀端院長主持教育部 USR 計畫：11 月 9 日完成「教育部第二期（109-111 年）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 109 年度成果評核作業」。11 月 13 日黃秀端院長、林宜陵及鄭得興老

師訪談前干城四村梅仁老先生。11 月 13 日黃秀端院長、鄭得興老師訪談前干城四村謝

志德老先生。11 月 19 日黃秀端院長、林宜陵及左宜恩老師訪談周英戀老師（早年曾參與

士林官邸及圓山飯店的花藝佈景設計，本身亦居住在芝山地區 30 多年）。11 月 20 日黃

秀端院長、林宜陵及左宜恩老師訪談士林義信里陳中和里長。11 月 20 日黃秀端院長、林

宜陵及左宜恩老師訪談士林慈諴宮江運永主委。11 月 22 日計畫團隊邀請邱顯成老師導

覽陽明山美軍宿舍群，藉此深入解其歷史背景，亦從中學習導覽技巧。11 月 26 日邀請黃

勃翰(北管音樂研究者)進行「北管!?亂彈!?台灣的傳統搖滾音樂」演講，並搭配北管音樂

演奏。12 月 1 日黃秀端院長、鄭得興及林宜陵老師拜訪士林衛理女中周麗修校長。12 月

2 日 USR 行政會議。12 月 2 日周戀英老師帶領團隊成員導覽士林官邸。 

五、學院行政事務 

(一) 11 月 4 日召開本院 109 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議，確認本院 2021 年圖書館資料庫暨期

刊續訂相關作業及有關第二專長課程。 

(二) 11 月 6 日函請人事室發送本院劉光義講座教授及陶晉生院士講座審查委員聘書。 

(三) 11 月 17 日召開本學期特殊學科教評會議，討論人權碩士學位學程及創意人文學程教

師聘任事宜。 

(四) 12 月 2 日召開本院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專兼教師初

聘、續聘、改聘、教師休假申請案、及專任教師評鑑案。 

(五) 12 月 9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4 次主管會議，會中教務長說明學校有關第二專長相關

事宜，並討論本院第二專長能力指標及修「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優秀學生獎學金實

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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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社院 109 學年度第二次課程委員會於 12 月 17 日召開，主要審議 110 學年度新開

設的第二專長課程計畫，包括「幸福工程」、「在地經營、「社會創新與永續」、以

及「美學智能」。 

(七) 12 月 29 日舉辦 English Corner，邀請社會系一年級顧宥紳同學，以<Colombia and 

Latin America : A brief overview>為題進行分享。 

六、配合校務行政事宜及資料提交 

(一) 配合研發處來函，進行 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列作業，並轉知所屬學系配

合辦理，後續依規定時程於 11 月 6 日彙整提送研發處。 

(二) 配合圖書館 2021 年圖書館資料庫暨期刊續訂規劃，回覆確認經費分配。 

(三) 配合教務處函，規劃於 110 學年度新開設四個第二專長課程模組，9 月 8 日黃院長徵

詢與收集學生會長與議長意見，另於 9 月 9 日院主管會議初步討論，後續再擇期召

開會議規劃，將依規定於 12 月彙整提送計畫書。 

(四) 配合研發處來函，辦理填寫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09 年度 10 期表冊需求數據

及資料，預計 10 月 12 日依規定時程填寫完成提送。 

七、人社院第 38 期電子報於 11 月 27 日發送，寄送對象包括院內師生及院系友總計約 15000

份。 

八、院級研究中心/研究室業務推動： 

(一) 東亞研究中心：11 月 26 日邀請崔榮峻 教授（韓國延世大學公共行政系）以［東亞

社會投資福利國家座談會-數位化時代下 ,創新與福利為什麼重要?］為題進行專題講

座，與談人為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社會系葉崇揚副教授。另將於 2021 年 5 月 14-15

日舉辦【2021 年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主題為「福利國家與社會

團結－疫情下的社會福利典範與創新」。 

(二) 中華文明研究中心：11 月 24 日召開中心諮詢委員會，討論中心年度活動規劃案。  

(三) GIS 研究中心：本學期辦理「無障礙走踏士林旅遊指引活動」，10 月舉辦活動說明

會，12 月 18 日舉辦成果分享會。 

九、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教學行政 

(一) 教學行政： 

1. 舉辦學生實務工作坊：「2020 影像敘事工作坊」。活動日期為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和 11 月 14 日，邀請藍文希導演、金磊導演、宋沛誠攝影師、劉易穎影評

人擔任講師帶領學員完成影片創作。11 月 14 日為首映會暨映後座談。 

2. 提交「東吳大學 109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暨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暨校務研究與應用成

果分享會」，人社院執行高教深耕計畫之成果海報資料、成果簡報資料。 

3. 提交人社院 110 學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申請計畫書，並於計畫管理平台進行填報。 

4. 籌備創意人文學程、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十年校友團園活動。 

5. 籌備創意人文學程學生成果展。 

6. 規劃創意人文學程、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實習成果發表會，並寄發邀請卡至各實

習機構。 

7. 追蹤期中實習之學生的實習狀況，並提醒完成暑期實習的學生繳交實習總心得報

告和實習周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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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堂協同教學 

1. 創意人文學程：11 月 2 日黃莉翔老師『當代展演世界概論』邀請可夫萊精品周

弘智行銷公關經理蒞校演講，主題為「文創園區之展演活動(華文朗讀節)個案分

析」。11 月 4 日葉言都老師『敘事的藝術與科學：從歷史到科幻』邀請資深媒體

人邱海嶽先生蒞校演講，主題為「導覽、導遊的敘事藝術」。11 月 30 日黃莉翔

老師『當代展演世界概論』邀請馥華集團總經理室行銷企劃周弘智先生蒞校演講，

主題為「展演時代的媒體溝通術」。 

2. 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11 月 12 日莊秀美老師『方案設計與評估』邀請家扶基金

會彰化分事務所(彰化家扶中心)社工雷騏女士蒞校演講，主題為「從方案看見社

工價值的實踐」。11 月 16 日范文千老師『社會服務』邀請無論如河獨立書店負

責人梁秀眉女士蒞校演講，主題為「從工會到獨立書店、居護所-護理實踐的社會

探究」。11 月 19 日蔡秀涓老師『臺灣重大公共議題入門』邀請衛生福利部張鈺

旋參事蒞校演講，主題為「台灣健保何去何從」。11 月 19 日李淑容老師『社會

問題』邀請社會住宅聯盟辦公室主任林育如女士蒞校演講，主題為「高房價與居

住正義」。11 月 23 日范文千老師『社會服務』邀請向陽會所的許雅婷社工督導

蒞校演講，主題為「看得見未來-精障社群互助的實踐歷程」。 

 

◎ 中文系： 

一、學術活動 

(一) 11 月 5 日第 16 屆「有鳳初鳴──漢學多元化領域之探索 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開始徵稿。 

(二) 11 月 6 日侯淑娟主任於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舉辦之「2020 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情義、潛探、瘋魔：論《萬壑清音》的丑行折子〉。 

(三) 11 月 7 日沈惠如老師於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舉辦之「2020 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擔任

特約討論人。 

(四) 11 月 6 日林盈翔老師於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舉辦之「實用中文寫作教學工作坊」，

主講：野良師的大學國文戰術。 

(五) 11 月 7 日林盈翔老師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之「道南論衡──2020 年全國

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擔任論文講評人。 

(六) 11 月 10 日召開《東吳中文學報》第 40 期第 2 次編輯委員會，議決可刊登論文。 

(七) 11 月 21 日陳逸文老師於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字學會合辦

之「2020 漢字文化與科技媒體研習會」，主講：甲骨文字中的農業文化。 

(八) 11 月 25 日謝靜國老師參加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比較文學所全英文視訊座談會，主講：

“Focusing on Li-ang—Feminism, Politics and Power in Taiwan”（聚焦李昂：台灣的女

性主義、政治與權力） 

(九) 11 月 28 日侯淑娟主任於「2020 第十八屆國際暨第三十八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開幕式致詞，並在第一場擔任特約討論人。 

 

二、學術成果 

(一) 11 月《東吳中文學報》第 40 期出刊，計 5 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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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 月 19 日～20 日，主辦「第六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中央研究

院兼任研究員林慶彰教授專題演講：〈古代典籍中的經學文獻〉。境外學者邀請日本

陳捷教授、韓國朴榮雨教授，中國學者有北京大學吳國武、顧永新教授、南京大學

張宗友教授、南京師範大學蘇芃教授、浙江大學許建平教授及蘇州大學楊旭輝教授，

皆以視訊連線的方式參與會議。本系教師發表論文有：林盈翔〈《史通》「《春秋》書

法」觀的承與變〉、侯淑娟〈《萬壑清音》所輯《明珠記》散齣及選集異本析論〉、連

文萍〈題畫與政治──明代翰林館課題畫詩研究〉、陳慷玲與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蔡美

惠〈蘇軾領導謀斷論探討〉、鹿憶鹿〈元末曹善手抄本《山海經》的文本補遺〉、賴

位政〈「閎肆」的成立與崩解──《總目》宋代別集的詩學史發展趨向〉、賴信宏〈稀

見文言小說周禮《湖海奇聞集》考述〉、謝成豪〈清儒劉寶楠《念樓集》詩文繫年〉。

本次研討會總計有 26 篇論文發表。 

(三) 11 月 28 日～29 日與中國民國聲韻學學會、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合辦「2020 第

十八屆國際暨第三十八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邀請中央研究院李壬癸院士專

題演講：〈少數民族語言現象有助於解決漢語史問題〉。叢培凱老師發表〈從時庸勱

《聲說》論其諧聲研究之特色──以「通」、「轉」學說為討論核心〉、碩士生張安誼

發表〈不徒識其意，尤必審其音──論張文煒《張氏音辨》之語音系統〉。計發表 32

篇論文。 

 

三、重要業務活動 

(一) 11 月 4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分組課程討論協商會議，推舉本系學術分組課

程討論召集人、討論整體課程規劃，並進行因應學院第二專長開課而需至少縮減 16

學分之討論案。 

(二) 11 月 11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確認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專任教師學術分組課程討論協商會議紀錄，110 學年度本系於人社院新開第

二專長課程之新開科目申請表，檢討第二專長停開課程改善事宜並思索提升修讀人

數因應方法，討論碩博士班、碩專班各科目整體合理學分數規劃，本系全學年科目

（含大學部、研究所）是否開放未於上學期選修的學生可在下學期選修等議案。 

(三) 11 月 16 日辦理「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計有 11 人報名，10 人應試。 

(四) 11 月 18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教師評鑑、教師

休假、教師聘任案。 

(五) 109 年 11 月討論簽訂「大一國文」課本重編之產學合作細節。 

 

四、例行業務活動 

(一) 東吳大學中文系劉光義教授紀念專題講座 

11 月 17 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王安祈名譽教授主講：靈魂的靈魂深處──向

內凝視閻羅夢。主持人：鍾正道老師。 

(二) 「導生班級聯誼餐敘」及「學系班級生涯輔導活動補助計畫」 

1. 11 月 9 日中二 C 林盈翔導師邀請桃園高中周婕敏老師主講：拔草測風向──國

文教師的學職歷程。 

2. 11 月 18 日中四 C 陳逸文導師主講：職涯規劃與履歷書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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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月 24 日中三 C 沈惠如導師邀請堉舜國際文化事業（股）公司行銷企劃部專案課

鄭順丞組長、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賴惠玲科員二位 105 級系友主講：職場停看聽。 

4. 11 月 25 日中四 B 導師叢培凱老師執行「導生班級聯誼餐敘」。 

(三) 11 月 16 日～20 日第 41 屆「雙溪現代文學獎」工作人員招募。 

 

五、輔導成果 

11 月 23 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來函，林宜陵老師榮獲教育部北一區「傑出導師獎」（北一

區共 2 人獲獎）。 

 

◎ 歷史系： 

一、學術研究與交流：11 月 28 日舉辦《史轍》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二、教學與演講活動： 

（一）11 月 04 日 15：10-17：00，邀請公視前總經理邱海嶽先生，主講「導覽、導遊的

敘事藝術」。 

（二）11 月 18 日 13：1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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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1 月 25 日 13:：1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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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一）辦理學生獎助學金申請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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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追蹤 109-1 實習同學狀況及辦理 109-2 實習申請事宜。 

（四）辦理學生期中學業關懷。 

四、行政事務： 

（一）11 月 19 日舉辦 110 學年度本系碩士班甄試口試。 

（二）11 月 23 日參加第一哩路與新生家長座談會之檢討會。 

（三）協助系上老師舉行期中考試事宜。 

（四）辦理大一身心評測事宜。 

（五）辦理期末課堂問卷施測時間調查。 

（六）經營歷史學系網頁、粉絲專頁與相關訊息公告。 

（七）持續辦理《東吳歷史學報》第 40 期徵稿、審稿事宜。  

五、系友聯繫事項： 

（一）籌辦系友回娘家相關活動。 

（二）經營系友粉絲專頁、社團維護與更新。 

 

◎ 哲學系： 

一、學術活動：（交流參訪） 

（一）11 月 5 日本系王志輝老師受邀前往東海大學哲學系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亞里

士多德《詩學》中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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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 月 13 日本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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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斯諺老師擔任主持人，而蕭銘源

老師擔任評論人（評論文章題目：思想實驗直覺判斷的正確性與內容）。 

（三）11 月 16 日本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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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文章題目：何謂 「思維模式」? 現象學方法之特徴、 語言與思維

之關係）。 

（四）11 月 20 日本系黃筱慧老師參加由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國立中央大學詮釋學

與文化際哲學研究室主辦，國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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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宗教場域內之詮釋學的實踐——Brian Gregor 之呂格爾之宗教詮

釋學）。 

（五）11 月 28 日至 29 日本系沈享民老師及黃筱慧老師參加由國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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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術活動：（演講、讀書會） 

（一）11 月 4 日邀請本系林璿之助理教授至黃筱慧老師「哲學基本問題討論」課程進行「課

堂演講」，講題為：「關係的形上學」。 

（二）11 月 6 日舉辦「東吳中國哲學系列講壇」，邀請臺灣大學哲學系兼文學院副院長李

賢中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欲善其事，先利其器──談中國哲學的研究」。 

（三）11 月 13 日舉辦「東吳中國哲學系列講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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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1 月 17 日本系米建國老師所組之「知識論專題讀書會—證詞」，邀請鄭俊憲博士（臺

灣大學哲學博士）、許媛雅同學（哲碩四）、陳庭軒同學（哲碩一）與徐家琦同學（哲

四），對 Lackey, Jennifer (2010). Learning from Words: Testimony as a Source of 

Knowledge 與 Greco John (2020).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進行第 1 次的研讀。 

（五）11 月 18 日邀請本系林斯諺助理教授至黃筱慧老師「哲學基本問題討論」課程進行

「課堂演講」，講題為：「美學的理性與感性」。 

（六）11 月 20 日舉辦「東吳中國哲學系列講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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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11 月 24 日本系米建國老師所組之「知識論專題讀書會—證詞」，邀請鄭俊憲博士（臺

灣大學哲學博士）、許媛雅同學（哲碩四）、陳庭軒同學（哲碩一）與徐家琦同學（哲

四），對 Lackey, Jennifer(2010). Learning from Words: Testimony as a Source of 

Knowledge 與 Greco John(2020).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進行第 2 次的研讀。 

（八）11 月 25 日舉辦「東吳大學哲學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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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11 月 25 日邀請本系林斯諺助理教授至黃筱慧老師「哲學基本問題討論」課程進行

「課堂演講」，講題為：「在推理小說中遇見哲學」。 

（十）11 月 27 日舉辦「東吳中國哲學系列講壇」，邀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曾昭旭榮譽

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中國美學、日本美學與西方美學的時間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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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業務： 

（一）為 12 月 12 日舉辦本系 40 週年餐敘暨返校活動，持續與系友聯繫並更新資料。 

四、例行行政業務： 

（一）11 月 4 日至 11 日協助辦理 109 學年學度第 1 學期學生獎懲名單線上作業並繳交紙

本。 

（二）11 月 5 日協助線上填報本系過保固之個人電腦及印表機維護事宜。 

（三） 11 月 6 日確認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與碩士班課程時間表交回註冊課務組。 

（四）11 月 11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第 2 次系務會議與第

2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討論學系各相關事務。 

（五）11 月 11 日參與由研究發展處舉辦之「109 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

會」。 

（六）參與由學生事務處軍訓室所舉辦之「東吳大學建校 121 年校慶第 1 次籌備會議」。 

（七）11 月 13 日人文社會學院舉行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碩士一貫學程」獎學金頒

獎餐敘，本系碩士班一年級研究生陳庭軒、劉慧懿與吳梓峰同學獲頒此獎學金。每

位同學總計頒贈新台幣 5 萬元，分 2 學期撥付。 

（八）11 月 19 日協助健康暨諮商中心進行大一身心適應問卷施測，以瞭解大一新生入學

後對於大學新生活身心適應狀況。 

（九）11 月 22 日舉辦本系 110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面試。 

（十）11 月 23 日參與由學生事務處所舉辦之 109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

暨「新生家長座談會」檢討會。 

（十一）11 月 23 日至 12 月 31 日進行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系研究生諮詢輔導 (advising) 

與學習評估機制。請研究生於這段期間主動與論文指導老師或研究生導師沈享民老

師（尚無論文指導教授者）約時間面談，談論其學習狀況與修業進程，以詢求意見

或解決方法。 

（十二）11 月 24 日參加由教務處舉辦之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

教育訓練」。 

（十三）11 月 26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碩士班事務委員會。 

（十四）11 月 26 日於懷恩數位校史館參與由社會資源處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所舉辦

之「東吳懷恩數位校史館現場導覽暨故事呈現內容版型優化說明會議」。 

五、學報事務： 

（一）10 月 27 日送出《東吳哲學學報》申請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110 年度

期刊編輯費用資料。 

（二）11 月 1 日至 30 日處理《東吳哲學學報》第 43 期審稿意見書等事宜。 

六、招生活動： 

（一）11 月 13 日中午米建國主任邀集對哲學領域有興趣之校外人士進行碩士班招生宣傳

鼓勵其報考。 

七、學生輔導相關活動： 

（一）11 月 26 日申請健康暨諮商中心「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經費，由導師米建國老

師舉辦二年級導生情感互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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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 月 30 日申請健康暨諮商中心「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經費，由導師蕭銘源老

師、林璿之老師舉辦一年級導生情感互動活動。 

八、學生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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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週二第 56 節在 D0509 教室進行，第五至六次自

主學習分別在 11 月 17 日與 24 日舉行。 

 

◎ 政治系： 

一、重要會議方面 

(一)11 月 5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本次重要議案人社院 110 學年

度第二專長課程討論、課程結構改革、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修訂、博士班學位候選

人資格考核施行辦法修訂及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書單等。 

(二)11 月 12 日中午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提案討論人社院 110 學年

度第二專長課程討論、課程結構改革、110 通識課程改革提案等。 

(三)11 月 26 舉行「109 學年度第 2 次系教評會」，將討論 1.109 學年度徐永明老師評鑑初

評審查案。2.彭睿仁兼任助理教授辦理教師證書複審案。3.110 學年度陳立剛老師休假

審查案。 

二、東吳政治學報 

    10 月 19 日第 38-1 期學報已出刊，38-2 期進稿目前進稿 7 篇，已交由編委會推薦審稿人

進行審查中。科技部人社中心期刊補助作業已完成，進行政治學報編委會委員聘任作業，

預計 109 年 12 月出版第 38 卷第 2 期。 

確認匿名審查人回覆，退稿 4 篇，修改後進稿 1 篇，預計 12 月開本學期第一次編委會。 

三、其他學術相關活動 

    11 月共舉辦了 6 場演講，時間、講題及講者分別如下： 

(一)11 月 5 日、「以巴和平的挑戰與展望」演講，主講人為外交部西亞及非洲司中亞科一

等秘書蘇育平先生。 

(二 )11 月 10 日、「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pproach in Climate Change:A Practical 

Experience」，主講人為國際氣候發展智庫趙恭岳執行長。 

(三)11 月 19 日舉辦兩場演講「政策價值的衝突與辯證:新加玻案例分析」(陳重安教授主

講)及「臺灣健保何去何從」主講者分別為衛生福利部參事張鈺旋博士。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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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1 月 27 日「從 IPE 看美中關係與臺灣因應之道」，由民進黨政策會柳嘉峰副執行長主講。 

(六)11 月 30 日於、「德國的發展路徑與前瞻議題」演講活動。 

四、系友活動 

11 月 19 日位於 G101 會議室舉辦系友座談會，「金融保險業與政治系」，由陳立剛老師

主持，主講人為系友游建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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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學生輔導活動方面 

(一)11 月 16 日位於第二教研大樓 D1012 舉辦「110 學年度政治系碩士班推甄面試」，參

與師長 5 人、學生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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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 月 20 日至陽明高中參加招生專業化社會領域研究專題課程跟客研習。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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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會系： 

一、召開會議（含教學會議）： 

（一）本系於 11 月 3 日，在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9 學年度第一學

期第二次系務會議暨系課程委員會，審議本系配合學院開設第二個第二專長開課

資料。 

（二）本系於 11 月 3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座談會，討論本系學士班必修課

程分組授課執行狀況與未來規劃。 

（三）本系於 11 月 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八樓舉辦 109 學年度系友大會，

活動內容包含有獎徵答、餐敘等。同日也在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9 學年度

系友大會會議。討論章程修訂，及副會長選舉等事項。 

（四）本系於 11 月 24 日舉辦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教評會，審議本系 109 學年

度第二學期新聘專任教師案、本系 109 學年度專任教師教師評鑑案、本系兼任助

理教授申請教師證書案之學位論文外審結果，及教師申請休假案。 

二、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本系於 11 月 2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學生生涯及職涯發展暨導師會議，報告 109 學

年度社會系大三學生職業興趣與職能測驗結果。 

（二）本系與系學生會於 11 月 2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樓戴氏會議廳舉辦「社

會學知識競賽」。活動由五組學生進行搶答，題目包含社會學、社會統計、文化

人類學及中東歐等相關知識。 

（三）本系於 11 月 26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301 教室舉辦「社會學實踐在

職場」系列講座，邀請本系學士班 68 級畢業系友林長青進行職場經驗分享，講

座主題為「社會學與商業數據分析應用」。由本系葉崇揚副教授擔任主持人。 

（四）本系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作，針對大一學生進行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A、B 兩

班預計於 11 月 26 施測完畢。 

（五）本系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關懷作業自 11 月 10 日起由教師開始提報學生關懷

名單，11 月 30 日截止。 

三、招生宣傳活動：本系於 11 月 17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5 教學研討室，

辦理 110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面試。 

四、學術活動： 

（一）本系於 11 月 10 日(二)下午 12 點 30 分至 3 點，在 D0814 社會發展研究室舉辦教

師研究經驗分享座談會，主講人為中研院 林宗弘研究員，共計有 6 位老師參加。 

（二）本系「新社會學」讀書會 ，於 2020 年 11 月 13 日，在東吳大學雙溪校區第二教

研大樓 D0815，舉辦本學期第四場「新社會學」讀書會，由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

教授黃朗文、劉維公，以及助理教授高郁惠，分享將於台灣社會學會 (TSA)發表

之內容，邀請東吳大學社會系教師參與，共計有 7 位教師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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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系「中東歐文化饗宴系列沙龍」，於 11 月 1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

樓 D0814 社會發展研究室，舉辦本學期第二場中東歐沙龍，邀請斯洛伐克代表

Martin Podstavek 先生擔任主講人，以「從絲絨革命到絲絨離婚—斯洛伐克的歷

史記憶與轉型正義」進行專題演講，由本系張家銘教授擔任主持人。 

（四）本系「中東歐中心讀書會-捷克文學與社會（二）主題 再啼：布拉格之春的反響

樂章」，於 11 月 2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4 社會發展研究室，舉

辦本學期第一場「昆德拉：「生命之重」，邀請中文所林穎芝研究生擔任導讀，由

本系教授兼本校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張家銘教授指導，執行長鄭德興副教授擔任

與談人。 

五、課程相關教學活動： 

（一）1 日、社一 AB「福利社會學」校外參訪「貧窮人的台北」展—缺席者的發聲練習，

由主辦單位窮學名策展人進行講說。 

（二）日、社二 AB「貧窮與社會政策」課程邀請報導者記者嚴文廷以「調查報導入門」

進行專題演講。 

（三）4 日、社碩專班「地方記憶與口述歷史」課程邀請洲美三王宮郭明漢總幹事以「當

代宮廟與地方連結—洲美與三王宮」進行專題演講。 

（四）13 日、社三 AB「當代社會理論」課程邀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系高榮禧副教授，

以「評德勒茲的『反伊底帕斯』一書：從精神分析與當代思潮之脈絡談起」進行

專題演講。 

（五）18 日、社三 B「社會研究方法」課程邀請本系系友、TVBS 民調中心總監王業鼎

系友，以「如何應用社會研究執行民意調查」進行專題演講。 

（六）19 日、20 日、社二 A、B 二班「社會心理學」課程邀請本系第三屆系友金克剛資

深心理 諮商師分別以「擺脫痛苦迎向光明—有效的自我諮商」、「讀大學就是要

交到真朋友—人際關係的開展與深化」進行專題演講。 

 

◎ 社工系 

一、召開會議 

(一)11 月 3 日召開「成人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國際研討會」109 學年籌備會，主要就疫情

再起及各國防疫政策對於入出境所衍生的相關問題，討論研討會辦理型式調整等議題。 

(二)11 月 3 日召開本學期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三)11 月 3 日召開本學期學系發展委員會會議，主要審議本系教師研究經費補助申請案、

專題研究競賽審查事宜、「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趙連伴女士研究生論文獎勵辦法」

審查事宜、本系招生策略發展等議案。 

(四)11 月 10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暨(擴大)課程委員會，主要討論轉系作業要點、

補審第二專長外審議件結果之回應、選舉實習委員會委員、第二個第二專長相關事宜

等議案。 

(五)11 月 16 日與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產學合作-東吳大學推廣部專班開班計畫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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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開教學會議及舉辦教學活動 

(一)11 月 12 日召開「第十梯次方案實習課群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例行會議（期初

檢討會）」，主要討論議題包括 1. 期末大課堂進行方式；2. 方案實習是否要以總結

性課程評估指標來評估同學的學習成效；3. 關於方案實習課程經費（含輔導員津貼、

督導費）之來源；4. 關於第二次例會(12/3)的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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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系「社會工作中的冒險治療」課程執行高教深耕補助計畫，於 11 月 21 日辦理軍艦

岩垂降體驗。 

三、學術與專業活動 

(一)辦理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趙連伴女士研究生論文獎勵辦法研究生申請案審理作業，

本次第一屆一位同學申請並於 11 月 30 日公告審核結果。 

(二)辦理 109 學年學士班專題競賽審查事宜，共 6 件申請案，於 11/30 公布結果。 

(三)11 月 12 日辦理方案實習專題演講，邀請彰化家扶中心雷麒社工師主講，講題「從方

案看見社工價值的實踐」，由本系鍾道詮副教授主持。 

(四)11 月 16 日辦理美育活動「山‧河‧老房子—尋找老城五味說在」，邀請舒喜巷負責人黃

飛霖主講，活動由東吳大學【空間、地方與權力教學研究社群】主辦，東吳大學教師

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在地發聲與地方傳統產業再生-「士林街角館」可行性初探】及東

吳大學 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老士林新共生--跨世

代社區慢老計劃】協辦。 

(五)11 月 24 日辦理本學期第二次社工論壇，邀請白秀雄教授主講，由本系鍾道詮副教授

擔任主持人，計有 13 位專任教師與會。 

(六)11 月 24 日辦理李明政教授專題講座，邀請社工界資深代表白秀雄教授主講，講題為

「後疫情時代社會工作」，由本系莊秀美主任主持。 

(七)11 月 29 日辦理美育活動「洲美屈原宮工作坊-楹聯傳拓實作」，邀請吳哲叡先生主講，

由東吳大學 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老士林新共生--

跨世代社區慢老計劃】主辦，屈原宮管理委員會及睿雅軒工作室協辦。 

四、學生事務及學生活動：(一)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功（過）以下學生獎懲建議提報辦理相

關事宜。(二)11 月 17 日辦理本系大二、三學生 UCAN 職涯測驗普測活動。(三)11 月 23

日及 27 日分別辦理工一 A、工一 B 大一身心適應問卷調查普測作業。 

五、學生實習業務 

(一)辦理第 10 梯方案實習課群兼任助理及方案輔導員工作內容注意事項說明及工讀金支

用、勞保自付額核銷等相關事宜。 

(二)辦理教師訪視實習機構之差旅費與交通費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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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 110 年度陽光基金會、臺大醫院實習、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成大醫院、高雄市政

府社會局、亞東醫院申請作業開始登記。 

(四)辦理 110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機構資料建立/修正詢問表調查，並彙整上傳 moodle。 

六、其他業務 

(一)教務：1. 辦理本(109)學年第 2 學期課表確認及課程異動，並據此辦理教師聘期異動。

2. 辦理研究生資格考論文計畫書口試申請及委員發函作業。3. 11 月 21 日辦理 110 學

年度本系碩士班入學甄試面試考試。4. 提醒及協助專兼任教師提報學業關懷名單，並

彙整提報重點關懷學生，請導師進行關懷及輔導。5. 辦理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碩士班

研究生招生考試、學士班轉系等招生簡章分則修訂案。6. 辦理「思維方法」期末課堂

反應問卷施測作業。7. 辦理優久聯盟開放跨校選課課程調查及回覆。 

(二)研究及產學合作庶務：1. 協助教師執行 109 學年度研究計畫庶務。2. 辦理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經費核銷事宜。3. 配合推廣部辦理樂齡計畫案開設課程，依本系師資提

供六次課程，課程時間安排約在 110/2/24-3/31 上午 09:00-12:00 時段。4. 彙整 109 學

年度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助」、「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胡筆江先

生紀念專款」、「東吳之友基金會捐贈基金學術獎助」、「教師學術研究社群補助」

等申請案件（申請截止日期：109/10/31），本年度共申請 2 件。5. 協助教師辦理研究

計畫投標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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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費、社工營等。2. 辦理教育部補助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身心障礙生經費核銷事宜。 

(四)學報編務：辦理東吳社工學報第 39 期稿件送審及校稿事宜，審查中稿件 6 篇，作者

修改中 2 篇，確定可刊登 1 篇，作者經初審後撤稿 1 篇。 

(五)其他：1. 依秘書室來函辦理 1111 人力銀行合作「大學網」之資料提供事宜。2. 網頁、

IG、系友社群 FB 及系友資料更新與維護。3. 辦理 109 學年度非書及圖書資料薦購。

4. 辦理 110 學年教師徵聘公告。5. 辦理校長餐敘出席情形調查。6. 辦理美育活動申

請。7. 辦理國際研討會籌備相關事項，包括調整辦理方式諮詢（11/18）及 RC19 研

討會觀摩。 

 

◎ 音樂系： 

一、人事異動： 

本學期進行專任助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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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8日進行第4次公開徵聘之初試，並分別於11月19、23日進行入圍者之複試，11月25日確

定擬聘人選並簽陳校長，辦理聘任作業。 

二、系教評會： 

11月11日召開本學期第3次系教評會，審議案由為審議本學系109學年度專任教師評鑑案。 

三、〈古典與流行〉音樂會籌備會議： 

11月19日召開2022年〈古典與流行〉音樂會籌備會議，邀請本學系張玉樹專任副教授、羅

珮尹專任助理教授、陳哲聖兼任講師、櫻井弘二兼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等，共商演

出曲目編曲分工一事。會後依決議，由彭主任整理並編寫音樂會整體架構，並送請與會教

師認養曲目分工編曲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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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師班/演講： 

(一)11月4日邀請低音提琴演奏家廖珮如於松怡廳舉辦低音提琴大師班，由羅珮尹專任助

理教授主持，共有3位學生接受指導，約有10位學生參加。 

(二)11月4日邀請旅德長笛演奏家劉世誠舉辦長笛大師班暨講座，講題為《長笛基本練習

與肢體運用》，大師班共有2位學生接受指導，約有70位師生參加。 

(三)11月11日「2020國際大師班在東吳」系列邀請任教於美國紐約曼尼斯音樂學院教授暨

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樂團副首席-錢汶女士舉辦小提琴大師班，由彭廣林專任教授兼主

任主持，共有2位學生接受指導，約70位師生參加。 

(四)11月18日邀請91級系友蔡懷恩博士及美國寇蒂斯音樂院作曲組陳可嘉教授舉辦大師

班暨講座，講座題目為《留學申請，如何讓自傳履歷出類拔萃》，約有70位師生參加，

會後並舉辦長號及作曲大師班，各有1位學生接受指導，各約10位師生參加。 

五、師生音樂會： 

(一) 11月6日舉辦「古典遇見爵士—長笛重奏團音樂會」，由胡志瑋兼任助理教授指導本學

系長笛重奏團演出，本場音樂會並特別邀請蔡子琪系友擔任長笛獨奏。 

(二)11月20日舉辦「室內弦話—管弦互放的光亮，系列三」教師音樂會，演出人員包括：

蔡采璇兼任雙簧管助理教授暨長榮交響樂團演奏員、胡志瑋兼任長笛助理教授、國家

交響樂團小號演奏員鄒儒吉、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黃郁婷專任小提琴助理教授、蔡

竺君兼任小提琴助理教授暨國家交響樂團演奏員、曾智弘兼任小提琴助理教授暨國家

交響樂團第一小提琴演奏員、國家交響樂團低音提琴演奏員蔡歆婕、國家交響樂團中

提琴助理首席呂昭瑩、國家交響樂團大提琴演奏員唐鶯綺、翁重華兼任鋼琴講師及鋼

琴家吳毓庭。 

六、學生協奏曲比賽： 

本學系每年舉辦協奏曲比賽，目的為提升學生具備與樂團合作演出協奏曲之能力；本學

年度於11月24、26及27日分別舉辦協奏曲比賽鋼琴及弦樂之初賽，計有鋼琴12名、小提

琴16名、中提琴3名、大提琴6名、低音提琴3名，合計40名學生報名參加，邀請國內外大

專院校及職業樂團老師擔任評審；經過初賽之評選後，計有14名學生入圍決賽，12月1日

將於松怡廳舉行決賽，優勝者安排於第2學期與本學系管弦樂團合作演出。 

七、招生宣導： 

(一)11月9日由本學系彭廣林主任、范德騰副教授及曾素玲副教授至高雄中學進行招生宣

導暨小提琴、鋼琴、單簧管示範教學與大師班。 

(二)11月13日馬公高中音樂班由林佩貞老師（系友）帶領師生一行共計12人蒞臨參訪本學

系，除認識學系概況及教學環境、至松怡廳觀摩學系管弦樂團上課，並認識學系特有

之管風琴及大鍵琴兩項樂器。目前就讀本學系碩士班之馬公高中校友，亦特地前來分

享經驗，並鼓勵學弟妹。 

(三)11月11日本校策略聯盟學校—新店高中音樂班管弦樂團來校，於松怡廳舉辦音樂會，

並於11月27日由黃郁雯老師（系友）帶領師生一行約80人蒞臨參訪本學系，除認識學

系概況及教學環境、觀摩本學系管弦樂團上課，學系並安排由本學系叢培娣專任副教

授（鋼琴）、陳俐慧專任講師（鋼琴）、彭廣林專任教授兼主任（小提琴）、曾素玲專任

副教授（單簧管）及法籍羅安娜兼任講師（聲樂）分別給予高中生術科專業之個別指

導暨大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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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生獲獎： 

11月28日本學系學生籃球隊榮膺109學年度北音盃男子組冠軍、女子組亞軍。 

 

◎ 師資培育中心： 

一、教學與課程： 

(一) 中心會議 

11 月 13 召開中心會議，會中針對「本中心 7 科專門課程表補正案」、「109 學年度第

二期課程外審審查意見回覆及改善計畫」、及「東吳大學學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收費辦法」，進行討論。 

(二) 中心專任教師會議 

11 月 4 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會中針對「本中心師資生實習檢核條件之國語文

能力是否加考作文，以及提升寫作能力之方式」、「本中心畢業生問卷調查題項及內

容適切性」、及「109 學年度本中心課程地圖」進行討論。 

(三) 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11 月 13 召開本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四) 教師專業社群會議 

11 月 4 日舉行中心教師專業社群集會。 

(五) 中心課程委員會 

10 月 14 日舉行中心課程委員會，會中針對 7 科專門課程學分表補正案，及 109 學

年度課程外審審查意見回覆及改善計畫進行討論。 

 

二、實習見習業務： 

(一) 實習生返校座談： 

11 月 13 日，舉辦 109 學年度實習學生第 3 次返校座談，計有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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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教育實習生體驗數位

教學與其教學成效；下午邀請國教院張堯清研究教師以「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教學

實踐」為題，分享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重點。 

(二) 出席 2019 年全國教育實習工作輔導會議 

        11 月 24 日至彰獅大出席本會議，除瞭解未來教育部教育實習相關規劃政策與工作

外，並與其他師培大學、提供實習機會之各級學校進行實習業務經驗交流。 

(三) 109 學年度教育部全國優質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分享研習會： 

        10 月 27 日出席教育部全國優質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分享研討會，瞭解 109 年度榮獲

優質教育實習輔導工作之師長經驗。 

(四) 進行 110 學年度教育實習分發實習學校作業： 

        11 月 19 日發函實習夥伴學校共計 34 所，提供擬至該校實習之學生名單，並請實習

伙伴回覆面試時間，以便後續擬實習學生準備事宜。  

(五) 申請 110 年度教育部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計畫，相關計畫已於 11 月 25 日寄出。 

三、演講、參訪與潛在課程： 

(一) 11 月 19 日「輔導科教學實習」課程，邀請臺北市立敦化國中魏振原老師蒞校演講，

講題：創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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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 月 27 日辦理 109 學年第 1 學期聯合導生會，總計師生 46 人參加，本次除由中心

專任教師勉勵師資生外，另邀請詹政道老師說明特教志工申請與服務事宜、臺北市

立明湖國民中學高抬主老師以「數位教學到數學的數位教學」為題演講。 

(三) 辦理 109 學年第 1 學期「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本學期檢測項目為「教案設

計」，初審共有 77 名師資生參加，經「教材教法」授課教師初審評審後，共有 58 人

通過，取得參加正式檢測資格，有 43 人報名參加將於 12 月 12 日（週六）舉行之正

式檢測。     

 

◎ 人權學程： 

一、行政事務 

(一) 提送人權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 109 學年度評鑑書面審查委員名單。 

(二) 完成繳交人權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 109 學年度評鑑書面報告資料。 

(三) 宣傳 110 學年度人權碩士學位學程考試入學招生。 

(四) 辦理 110 學年度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甄試入學面試(11/17) 

(五) 提送 11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與預算編列。 

(六) 協助學程教師期中考試業務。 

(七) 籌備辦理 12 月東吳人權週之講座與靜態展覽，以「移工公約 ICMW」為主題。 

 

二、學生事務 

(一) 辦理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11 月份論文互助會，加速同學論文撰寫時程。 

(二) 辦理人權碩班導師導生聚活動，積極輔導學程學生。 

(三) 辦理核銷發放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碩班獎學金。 

 

三、辦理活動 

(一) 11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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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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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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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1 月 24 日辦理人權碩班研究生論文互助會。 

(五) 11 月 27 日辦理人權暨碩士學位學程實習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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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十二月 

【院長室】 

一、11 月 2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本院各單位 110 學年度校務

發展計畫及預算、110 學年度「日本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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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增設『跨領域國際菁

英學士班』（國際班） Global Elite Program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GEPIS)事宜，案件

分別續送後續校內會議程序。其中，日碩專停招及增設國際班續送 11 月 4 日校務發展委

員會及 12 月 16 日校務會議通過，國際班依教育部規定刪除「菁英」兩字。 

二、11 月 4 日發函公告本院 109 學年度教師教學績效獎勵申請，並更新學院網頁法規與申請

表，申請期限為 12 月 9 日。 

三、11 月 12 日發函全國大專院校有關東吳翻譯學報《譒》第二期徵稿事宜，第二期截稿期限

為 110 年 1 月 4 日。 

四、11 月 18 日舉辦「東吳翻譯學報《譒》創刊暨論文發表研討」，包含：張上冠院長進行三

篇特邀稿評介、本院教師論文發表：賴錦雀特聘教授/〈戰士、乾杯！〉日譯剖析、萬壹

遵助理教授/《織工》（Die Weber）的方言問題與翻譯策略 、鄭惠雯助理教授/微關係：

後人類時代翻譯研究的大方向、張忠安助理教授/翻譯、科技、與技藝：一個批判性反思，

以及綜合座談「外語翻譯研究與教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邀請王安琪教授分享英文

系翻譯碩士班轉型與展望、日文系羅濟立主任說明日文系學士班口筆翻譯教學現況、德

文系廖揆祥副教授報告德文系翻譯教學計畫 15 年 10 冊翻譯書籍成果；並邀請專欄作者

蘇正隆副教授與曾泰元副教授與會致詞，計有院內師生合計 50 人出席共襄盛舉。（另發

校園頭條新聞稿） 

五、11 月 21 日配合東吳大學建校 120 年，本院於雙溪校區普仁講堂舉辦「東吳外語菁英論

壇—迎接外語教育新時代」，邀請英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及德國文化學系二十多位在

學術界服務的系友返校演講，本校潘維大校長、董保城副校長、王淑芳社會資源長、林

鵬良講座教授與校內外兩百位師生校友共同出席參與。（另發校園頭條新聞稿） 

六、11 月 30 日原訂召開 110 學年度院級交換生甄審會議，因無人申請故停開。 

七、11 月 30 日教務長召集專案會議，針對 110 學年度共同外文課程架構異動，本院提出有

關授課教室安排與共同考試事宜進行討論，邀請張上冠院長、羅濟立主任、陳姿君主任

及蔡佩如主任，與通識教育中心、註冊課務組進行研商，會後確認僅共同英文安排於語

練教室授課，其他語言共同外文均安排一般教室授課，僅共同英文（一）安排期中期末

統一考試，其他語言共同外文均不需安排統一考試。 

八、109 學年度委請日文系舉辦「日語領隊導遊培訓課程」，課程自 10 月 14 日起至 12 月 16

日合計 12 堂課程，計有 28 位同學報名參加，邀請廖紋淑老師、葉思薇老師、石井郁江

老師指導。 

九、109 學年度東吳文理講座教授審查委員會相關作業： 

（一） 10 月 29 日發函會計室徵詢 109 學年度預估可支用孳息金額。 

（二） 11 月 9 日簽陳 109 學年度「東吳文理講座設置要點」部份條文修訂事宜，11 月 11

日校長核可；聯繫秘書室及人事室，請秘書室公告修訂後法規於秘書室法規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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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 月 11 日發函外語學院、人文社會學院、理學院及其所屬學系兩件，1.新修訂之

「東吳文理講座設置要點」、2. 110 學年度「東吳文理講座教授」推薦事宜。 

十、高中招生宣傳及參訪活動： 

（一） 11 月 20 日永平高中外語學群簡介/日文系陳若婷老師支援。 

（二） 11 月 20 日基隆暖暖高中來訪，安排三學系簡介與參觀。 

（三） 11 月 27 日新店高中來訪，安排三學系簡介與外語體驗課程。 

（四） 12 月 9 日苗栗建台高中來訪，安排外語學群簡介。 

（五） 12 月 11 日苗栗大同高中來訪，安排外語學群簡介。 

（六） 12 月 11 日新店高中來訪，安排三學系簡介與外語體驗課程。 

十一、重要行政事務 

（一） 第 50 期東吳外語學報投稿論文外審作業。 

（二） 處理 109-1 校長餐敘之學生提問回覆事宜。 

（三） 提交 110 學年度開設第二專長之外審委員推薦名單。 

（四） 東吳翻譯學報《譒》創刊成品寄送各相關單位及人員，另委請圖書館進行館際交換；

張院長親贈成品予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及研發長。 

（五） 委請日文系辦理並由學院協助規劃「2021 領隊導遊考前加強班」。 

（六） 協助「德蔭學子計畫-陳鼎鍾先生奮發人生助學金實施辦法」草案有關口譯教室整新

費用事宜。 

（七） 提報及彙整 110 年本院高教深耕計畫子計畫「A-2 外國語文學院學生跨域、實務與

國際力養成計畫」。 

（八） 提報及彙整 110 學年度本院校務發展計畫新舊系統資料與一級單位審查作業。 

（九） 處理 109 年度本校高教深耕計畫之成果展與發表會之本院子計畫成果海報及簡報檔，

回覆發表授權書。 

（十） 回覆東吳外語學報續約與東吳翻譯學報新項目授權與權利金比例問卷、2021 年學報

販售目錄與金額予註課組。 

（十一） 回覆圖書館資料庫 2021 年訂閱一覽，其中因經費減少，經英文系同意將 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LRC 英美文學學術線上參考資源）改訂為 LITERATURE ONLINE 

英美文學線上資料庫。 

（十二） 協助辦理 11 月 25 日 Linggle 實機操作—「人工智慧科技於台灣日語教育之應

用」工作坊，包含場地、宣傳及新聞稿。 

（十三） 籌備 109 學年度本校年終餐敘承辦作業，包含：背版設計、流程安排、校內外

表演邀請、報到方式討論規劃、禮品風格、主持人邀請等。 

（十四） 董副校長召開專案會議，邀請相關單位討論 109 學年度寒假開設外語菁英密集

班事宜，後因時間與經費因素暫不辦理。 

 

【英文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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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本系鄭惠雯助理教授、張忠安助理教授兩場次之發表，另王安琪教授與張上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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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參加會議末之：「《譒》之展望  外語翻譯研究與教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與談。

本系行政同仁並支援外語學院翻譯學報［譒］創刊號暨論文發表研討會議。 

二、 11 月 20 日翻譯系列講座，主講人台大外文系王啟安老師，講題「運動科學口筆譯、肌

力訓練、實務經驗分享」聽眾 32 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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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發表。 

四、 11 月 24 日辦理西雪梨大學雙雙聯學制說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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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 11 人

參加。 

五、 11 月 24 日辦理「火種講堂」系友講座，主講人 85 級詹妍玲(現任馬偕醫學院聽力暨語

言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六、 11 月 25 日 109 學年度感恩節餐敘，共 12 位師長，85 位同學參加。 

七、 11 月 27 日生涯講座，主講人郭敏華教授，講題：我的生涯我創造，共約 15 位同學參

與。 

八、 11 月 27 日翻譯講座，主講人盧怡君老師（專業中英雙語主持＆配音員），講題：充足

準備，才能華麗登場：口譯、中英雙語主持及專業配音員日常。 

九、 其他重要業務： 

（一） 教務事項： 

1. 規劃招生組寒假高中生學群導航日。 

2. 排定本學期期末課堂反應問卷施測時間。 

3. 修訂轉系作業要點。 

4. 辦理優久聯盟跨校選課調查。 

5. 通知應屆畢業生未通過英檢名單。 

6. 修訂 110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簡章分則。 

7. 辦理翻譯碩士班 110 學年度甄試試務。11 月 18 日翻譯碩士班 110 學年度甄試面試，

11 位報名之考生全數到考。 

8. 協助招生參訪－11 月 20 日基隆暖暖高中、11 月 26 日新店高中。 

（二） 輔導事項： 

1. 協助辦理大一新生身心適應普測。 

2. 協助辦理 109 學年度赴外交換學生申請。 

3. 協助安排導生聚及核銷等事宜。 

4. 辦理大三生「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測驗。 

5. 11 月 9-30 日協助專、兼任教師期中學業關懷作業。 

6. 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期中考、學分；及高關懷學生事宜。 

7. 11 月 30 日繳交實習訪視補助表。 

（三） 總務與會計事項： 

1. 教學設備（資訊講桌、投影機、無線麥克風組）請購與核銷。 

2. 辦理 11 月份影印機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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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書薦購。 

4. P105 冷氣維修事宜。 

5. H101 劇場教室修繕與聚光燈採購。 

6. 工讀生月底薪資表結算。 

（四） 規劃推廣部寒假高中營課程－孫克強老師、艾倫達老師、張忠安老師、修訂推廣部 109-

2 隨班附讀簡章及課程。 

（五） 確認 109-2 校及大陸交換學生接待（共 7 名）。 

（六） 提報校長餐敘參與學生名單。 

（七） 辦理年終餐敘邀請專任教職員事宜。 

（八） 辦理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徵稿事宜。 

（九） 協助提報 110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日文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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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團隊於 10 月舉辦 4 場「憶猶未盡-從北投出發，尋找台灣的日本記憶」系列講座： 

（一） 11 月 4 日邀請聚珍台灣總監王子碩先生主講，講題為：「臺灣古寫真上色--找回北投

記憶的顏色」。 

（二） 11 月 18 日邀請日勝生加賀屋董事德光重人先生主講，講題為：「日本の温泉文化と

おもてなしの心」。 

二、 11 月 4 日舉辦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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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1 月 5 日羅濟立主任、王世和教授、陳美玲副教授出席本系與日本大學文理學部日本

語教育コース之線上會議，討論教育實習事宜。由山本卓司專案助理教授負責聯絡規

劃。 

四、 教師專業社群活動： 

（一） 11 月 7 日「日本文學教材分析與研究社群」舉辦讀書會，邀請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阮

斐娜教授主講「從日本宅男文化談當代視覺藝術的越境性及後現代性：以村上隆及會

田誠為中心」。 

（二） 11 月 11 日「日語研究與日語教學教師成長會」舉辦第 3 次工作坊，由元智大學應用

外語系吳翠華主任以及林淑璋副教授主講「AR 運用於日語會話學習」。 

（三） 11 月 11 日「日本文學教材分析與研究社群」舉辦讀書會，由本系張政傑專案助理教

授主講「日本と台湾における「1968」に関する文化表象の比較研究」。 

五、 支援招生活動： 

（一） 11 月 20 日阮文雅副教授支援基隆市暖暖高中蒞校參訪活動。 

（二） 11 月 20 日陳若婷助理教授支援赴永平高中宣傳外語學群。 

（三） 11 月 27 日林蔚榕助理教授支援新北市立新店高中蒞校參訪活動。 

六、 11 月 12 日召開學生事務委員會，討論本系學生關懷專案助學金、鄭壹芬老師勵學獎

學金、蔡惠玲女士清寒學生獎助學金之申請案。 

七、 11 月 13 日舉辦第 22 屆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賽後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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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1 月 19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討論本系 109 學年度開設第

二専長「實用日本語文」檢討事宜、本系 110 學年度開設第二個第二専長課程事宜，

以及本校學生日文畢業標準新增及「東吳大學共同課程「日文」抵免細則」修訂事宜。 

九、 11 月 19 日召開共通日文教材數位化第 1 次編輯會議。 

十、 11 月 23 日召開 50 周年慶祝活動第 3 次籌備會議，確認各組工作進度，以及討論紀念

特刊第 4 次籌備會議前各組工作進度、紀念餐會籌備事宜。 

十一、11 月 25 日本系人工智慧日語研究中心主辦人工智慧科技於台灣日語教育之應用工作

坊「「Linggle」實機操作」，邀請清華大學資工系自然語言處理實驗室博士生陳志杰

先生主講。 

十二、11 月 25 日本系與群育暨美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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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吳美嬅講師

規劃和主持。 

十三、11 月 26 日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109 學年度教師申請休假案及辦理教師評鑑初

評。 

十四、11 月 26 日召開共通日文教材數位化第 2 次編輯會議。 

十五、11 月 28 日日四 C 陳毅峰同學參加越南胡志明市師範大學日本語學院主辦之線上「日

本語トーク」比賽，由山本卓司專案助理教授指導。 

十六、其他重要行政業務： 

（一） 109 學年度專任教職員電腦、印表機汰舊換新。 

（二）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關懷作業。 

（三） 安排期末課堂反應問卷施測時間及人員。 

（四） 協助辦理「外語學院翻譯學報［譒］創刊號暨論文發表研討會」。 

（五） 協助辦理「外語學院外語菁英論壇」活動。 

（六） 協助辦理校級赴外交換學生申請及受理院系交換生、團修生申請案。 

（七） 同仁參與會議/教育訓練：11 月 11 日/109 學年度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11 月 24

日/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訓練；11 月 26/東吳懷恩數位校史館現場導覽暨故

事呈現內容版型優化說明會議。 

 

【德文系】 

一、 11 月 5 日「1、2 年級德語課程教師會議」教學意見交流 

二、 11 月 9 日碩士班甄試委員會議：討論甄試面試事務。11 月 20 日進行碩士班甄試面試。 

三、 11 月 11 日教師研究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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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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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特別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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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共同介紹與推薦，後半部則邀請參與翻譯計畫的同學

進行翻譯經驗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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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職涯輔導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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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2021 全國大專校院德文系萊茵盃活動籌備：11 月 24 日與系學會開會。 

七、 德國文化部落格工作小組：由石斌宏老師主持，每週三與小組學生成員開會討論。 

八、 重要行政事務 

（一） 協助辦理 11 月 21 日「外語學院外語菁英論壇」活動。 

（二） 支援招生組活動：11 月 26 日金甌女中學生來校參訪、11 月 27 日新店高中學生課

程體驗。 

（三） 派員參加： 

1. 11 月 9 日參加「高中自主學習演講」演講。 

2. 11 月 12 日參加「校慶籌備會」。 

3. 11 月 24 日參加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訓

練」。 

4. 11 月 26 日參加「書審指引與學習歷程銜接講座」專題講座。 

5. 11 月 26 日參加「校史館內容優化會議」。 

（四） 11 月 18 日大一身心適應問卷調查 

（五） 填報 109-1 課堂反應問卷施測時間。 

（六） 109-1「學士班學生學碩五年一貫」作業。 

（七） 協助教師進行學業關懷作業、安排 1、2 年級德語課程預警。 

（八） 109-1 既壽獎學金作業。 

（九） 線上填報 109 個人電腦及印表機維護資料。 

 

【語言教學中心】 

一、 提報 110 學年度本中心校務發展計畫。 

二、 11 月 4 日召開中心事務會議；11 月 11 日於 B509 電腦教室舉辦實用英語學程教學工

作坊，共計 10 位教職員出席；11 月 12 日召開教評會初審本中心 2 位專任教師評鑑。 

三、 11月 21日由本中心負責承辦建校 120年「東吳外語菁英論壇—迎接外語教育新時代」，

處理該論壇之前置作業及後續發佈校園頭條新聞等相關事宜。 

四、 11 月 2、16、20 日派員參加電算中心舉辦教育訓練；11 月 3 日派員參加第 2 期選課註

冊作業協調會議；11 月 11 日派員參加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11 月 17 日上午派員參加

第五大樓安全委員會會議；11 月 24 日派員參加檢核條件設定說明會。 

五、 11 月 30 日主任出席教務長主持「110 學年度起共同外文架構異動相關事宜會議」。 

六、 辦理課務工作： 

（一） 通知本中心專兼任教師配合校訂時間進行學業關懷。 

（二） 製作實用英語學程講座海報，以及聯絡講者等相關事宜。 

（三） 辦理 109 學年度實用英語學程評鑑作業。 

（四） 簽辦實用韓文第二專長第 2 學期兩校區擬增組「初級韓國語（一）」和「口說韓語

（一）」，以及安排第 2 學期課表和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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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辦理外語自學活動： 

（一） 109 年 10 月份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開放 171 小時，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827，雙溪

校區外語自學室開放 190 小時，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939，總共 1,766 人次。線上

軟體使用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3,072 人次、《SAMMI 英語

互動學習資源網》：34 人次、《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力測驗評量》：4,269 人次。 

（二） 雙溪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英、日、德、韓語學習訊息貼文 13 篇，總瀏覽次

數：7,293。 

（三） 11 月 25 日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舉辦「雅思考試新手懶人包」活動。 

（四） 進行雙溪外語自學室雅思測驗諮詢服務。 

（五） 更新雙溪外語自學室公布欄 Live 英語專欄資料。 

（六） 更新本中心網頁上外語學習資源過期之資訊。 

（七） 編修第 36 期外語自學小組學習計劃表及手札心得。 

八、 「A-2 外國語文學院學生跨域、實務與國際力養成計畫」： 

（一） 至「英語文加強班」各班拍攝活動照片。 

（二） 準備「深耕英文 I」前測試題卷及單字手冊印製。 

（三） 另提報 110 年高教深耕計畫送外語學院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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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十二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11月16日，討論理學院提報110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二、11月28日，舉辦理學院50周年院慶典禮，校內師長、系友、在校同學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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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1月28日～12月1日，配合理學院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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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微生物學系劉佩珊老師的專利「靈芝飲」試飲，及免費贈送微生物學系系友企業的產

品，增添活動之趣味與熱鬧。 

 

【數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會議 

（一） 11月23日，召開本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檢討本系第二專長停開課程改善事宜。 

二、 招生 

（一） 11月19日，基隆暖暖高中師生到院參訪，數學系由林惠文主任負責接待與學系介紹。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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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專業化進行對話。 

三、輔導與服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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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演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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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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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班級生涯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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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學術活動 

(一)11月11日，邀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張宜仁教授演講，講題：「細菌細胞內的 DNA

組織行為─從單分子生物物理的觀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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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月4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例會，由梅長生副教授報告，題目：「Improved 

PRF-based MR Thermometry for Aqueous and Adipose Tissues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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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政業務 

(一)會議 

1、11月4日，召開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系學生獎勵委員會，審核獎助學金申請事宜。 

2、11月11日，召開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系

「第二專長」課程開設以及後續改善措施回應等事宜。 

3、11月11日，召開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報告系務運作以及系慶相關後續

作業。討論第二專長課程外審審查意見，以及109年畢業生流向調查系友意見回覆等

事宜。 

4、11月11日，召開學系教具研發發展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討論有關「微波器材實驗組」

改版作業時程，以及與翰林出版公司進行「曲徑流珠」教具之推廣事宜 

5、11月16日，召開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休假、教師評鑑

等相關事宜。 

6、11月16日，召開即將於12月5日辦理之「第九屆數位化暨科學實驗研討會」學生志工

會議。安排各實驗工作坊人員以及相關實驗前置作業。 

(二)輔導 

1、11月11日、25日，分別對大二及大三學生施作職涯性向測驗，藉此讓學生理解自己的

職涯目標，同時協助教師掌握輔導的方向。 

2、11月18日，陳秋民老師以「示波器的操作及應用」演示教學，學生可自由參與。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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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辦理大一新生身心普測，藉此了解新生需求，以為輔導之依據。 

(三)招生： 

1、11月20日，基隆暖暖高中來院參訪，由梅長生主任負責學系簡介。 

2、11月25日，華僑高中來校參訪，學系由吳恭德老師參與學系座談。 

3、11月，參與招生組辦理之多場「招生專業化諮詢」活動，由梅長生主任、吳恭德老師

以及徐小燕秘書共同出席，藉以了解110學年度後辦理甄試書審相關機制，以及評量尺

規的制訂等相關資訊。 

(四)其他： 

1、110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提報作業、課堂反應問卷施測作業、學業關懷作業、語音檢核

條件、受贈捐款使用情形以及各項學生身心普測、職涯性向測驗、學生獎懲等相關作

業。 

2、支援理學院50周年院慶活動，各類教育訓練、選課輔導、生涯輔導、導師輔導等活動

之相關工作。 

3、109學年度計畫預算以及總務處統籌預算、環安預算等以及採購及經費核銷及其他交

辦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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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1月11日召開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進行系務執行報告、審查109學年度

「潘萬幸系友勵學獎學金」甄選申請案、討論「109學年度第二專長課程改善措施相

關事宜」、「書報討論及教學實驗與專題研究等課程，進行教師教學評量相關事宜」、

「辦理高中生營隊相關事宜」及「碩士班連續新生註冊人數低於標準之改進調整計畫

相關事宜」。 

(二)、11月11日召開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呂世伊教授申請

『專任教師免接受教師評鑑』」及「何美霖教授申請『專任教師免接受教師評鑑』」案。 

二、教學、研究 

(一)、10月28日第二場學術專題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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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1月4日第三場學術專題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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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1月11日本系109學年度新進專案教師林彥多助理教授及研究計畫助理共同參與研發

處辦理之「109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熟悉本校執行科技部計畫

之各項作業規範。 

(四)、11月10日提交「110年度高教深耕計畫」規劃草案並經11月16日會議確認後提送。 

(五)、11月21日本系何美霖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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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1月25日第四場學術專題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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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招生及輔導活動 

(一)、11月19日配合109學年度「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施測」計畫，學系主任、大二

及大三導師、學系秘書及助教共同出席由生涯發展中心辦理之「大二及大三導師職涯

輔導會議」，瞭解學系各班、個人「職業興趣與職能測驗結果」及職涯輔導資訊交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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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資源及環境介紹。 

(三)、11月9至25日配合109學年度第1學期學業關懷規劃，進任課教師學業關懷作業。 

四、行政業務 

(一)、11月25日辦理11月份實驗廢棄物定期清儲運作業。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一) 11月3日召開系務會議，討論109學年度第2學期專案教師候選人。 

(二) 11月14日專案教師候選人面談。 

(三) 11月19日召開本學年度第二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教師休假案、109學年度第2學

期兼任教師續聘及專案教師新聘案。



61 

二、教學及學生輔導 

(一) 109學年度修習「環境檢驗分析實習」共13名同學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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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1月12日舉辦碩士班論文宣讀。 

(三) 11月3日及11月10日，由生涯發展中心協助對大二及大三學生分別進行「UCAN 職業

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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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1月24日舉辦大四導生會，由碩一陳柏豪學長、就讀台大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楊

博丞學長及進階生物科技資深儀器產品副總呂旻錚學長分享考研及職涯經驗座談。 

(六) 11月30日修習碩一「專利與智慧財產權保護」共7名同學，前往基律科技智財有限公

司參訪，了解專利產業的現況與運作。 

三、招生 

(一) 11月18日舉辦11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報名人數為4人。 

(二) 11月20日基隆市暖暖高中同學至本校參訪，由宋昕如秘書及學系高年級同學針對招

生進行學系介紹。 

(三) 本校與1111人力銀行合作「大學網」招生宣傳，完成學系招生資料。 

四、實驗室安全 

(一) 11月2日寄送輻射配章至清華大學原科中心劑量實驗室，進行劑量檢測，並完成人員

體外輻射劑量監測紀錄表主管簽章。 

(二) 11月12日完成3座第一種壓力容器(大型滅菌鍋)及3座公共沖淋設備自動檢查表主任

簽核。 

(三) 11月23日完成9、10月各實驗室衛生安全查核表主管簽核。 

(四) 11月25日完成移置實驗室事業廢棄物，10件固體廢棄物、9桶廢液共19件，實驗室報

廢化學品6件。 

(五) 11月26日完成學系13座全熱交換器濾匣更換及17座全熱交換器清洗保養作業。 

(六) 11月30日檢驗研究中心完成品質記錄統整歸檔。 

 

【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09 年 11 月 3 日（二）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二）109 年 11 月 24 日（二）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 

（三）109 年 11 月 24 日（二）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實習委員會。 

二、研究與學術 

（一）109 年 11 月 4 日於哲生樓 H110 教室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講題為「諮商心理師

的專業歷程分享」，由葉芸芝老師主持，講者為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莊詠程諮

商心理師。 

（二）109 年 11 月 7 日於普仁堂舉辦「2020 應用心理學與實務研討會：人本智能科技論

壇」，召集人為汪曼穎老師，精心規劃四個子題：「以人為本的醫療健康服務」、「以

人為本的 AI」、「以人為本的醫療健康數據」以及「以人為本的互動」。邀請產、官、

學界的講者分享理論研究與實務的經驗及反思，共計 149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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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9 年 11 月 18 日於哲生樓 H110 教室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講題為「整合式社區

心理健康服務模式」，由曾幼涵老師主持，講者為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楊啟正副教授。 

三、教學及輔導 

（一）109 年 11 月 24 日於 B507 教室舉辦心理三導生會，由導師林朱燕老師主持。 

（二）109 年 11 月 25 日於 B507 教室舉辦心理四導生會，由導師曾幼涵老師主持。 

（三）輔導系學生會辦理活動：109 年 11 月 21 日舉辦系烤，透過烤肉活動，提供學生相互

聯絡感情的機會。 

四、招生 

（一）109 年 11 月 21 日至 22 日辦理碩士班甄試面試，共計 82 位考生報名。 

（二）支援招生宣傳活動： 

時間 地點 支援教師 說明 

109/11/13(五)12:10-12:55 竹東高中（新竹） 曾幼涵 心理學系介紹 

109/11/12(四)12:20-13:10 羅東高中（宜蘭） 陳俊宏 心理學系介紹 

109/11/20(五)12:20-12:50 延平高中（台北） 林朱燕 心理學系介紹 

109/11/20(五)10:00-12:00 東山高中（台北） 徐儷瑜 心理學系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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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十二月 

一、學術活動 

    本院 11 月份辦理學術活動及講座情形如下：   

舉辦時間 地點/會議室 會議名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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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1705 障礙者自立生活不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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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1307 企業於國際經貿規則重整下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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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1 月 28 日 5117 流通業的數位創新 

 

二、學院活動 

(一) 班會安排： 

1. 109 年 11 月 18 日(三)，12：00~14：00，法二 B，邱玟惠班導，班級會議及專題

演講「STEP Onehalf ?畢業前留學準備與多專長學習」，主講人：洪嘉翎/首爾大學

法律研究所生醫法博士候選人，1501 教室。 

2. 109 年 11 月 18 日(三)，15：00~17：00，法二 D，林利芝班導，班級會議，1207

教室。 

3. 109 年 11 月 18 日(三)7、8 節，法一 D，1303 教室，班級會議。 

4. 109 年 11 月 18 日(三)7、8 節，法四 B，1305 教室，班級會議。 

5. 109 年 11 月 25 日(三)7、8 節，法五 D，1204 教室，王蘊涵院友演講「國考...以

外的職涯探索」。 

6. 功能導師班聚，11 月 18 日（三）下五 3 時 30 分至 5 時及 11 月 25 日（三）12

時各辦理一場導生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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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院 11 月份招生宣傳場次如下： 

日期 學校 講師 

109/11/16（一） 16:10-17:00 新北市新莊高中 

109/11/18（三） 12:10-14:00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109/11/25（三） 14:00-16:00 國立華僑高中 

 

三、學院喜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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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商學院 

一、 11 月 4 日舉辦第三場「後疫情時代的新工作型態」台日交流論壇，第三場論壇主題為：

「絕佳疫情解套方案—一邊旅行、一邊工作的新生活 X 新經濟」。本場論壇同時邀請到

日本 HafH 創辦人大瀨良亮及台灣 RTM 泛旅遊創辦人鄭佑軒進行視訊演講及交流。在

疫情的影響下，旅遊業受到很大的衝擊，雖然大家無法出國旅遊，但當步調慢下來之後，

反而會更深層的思考旅遊的目的，因此能設計出療癒的行程、商品，就能夠賺錢。與其

消極的面對疫情，不如積極轉型發展在地 Stay Vacation，就能將危機化為轉機。 

二、 11 月 11 日舉辦第四場「後疫情時代的新工作型態」台日交流論壇，第四場論壇主題為：

「神山奇蹟」。本場論壇邀請到日本神山町地方創生推手、NPO Green Valley 創辦人大南

信也先生以視訊方式分享神山經驗。日本神山町是一個位居在德島縣約中央位置的偏鄉

聚落，曾經無人問津，如今，隨著日本地方創生政策的推動，這個寧靜的偏鄉聚落吸引

移住者的眼光，成為日本諸多衰敗鄉村振興的希望，獲得日本總務省「地方創生大獎」

的肯定，成為全日本力推地方創生的經典示範案例。 

三、 11 月 11 日參加由趙副校長召開之 2022 年度「東吳之友－戴氏基金會」募款計畫書撰寫

重點事宜。 

四、 11 月 23 日參加教務處舉辦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訓練」。 

五、 本院於 11 月 23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編輯委員會，討論學報第

101 期(109.12)出刊文稿確認事宜。 

六、 辦理「109 學年度商學院年終餐敘」相關籌備事宜： 

(一) 確定餐敘時間地點：110 年 1 月 12 日中午 12 時台北花園酒店 2 樓國際廳。 

(二) 分配各組執掌，109 學年度活動組為國貿系及資管系負責。 

(三) 通知各學系提供餐敘表演節目，並於 12 月 5 日繳回各學系節目單。 

(四)  辦理院內師長邀請與人數統計、貴賓邀請卡製作及寄送事宜。 

七、 本院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 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1 月 26 日本中心執行長與張冠群博士、汪信君博士、陰正邦律師三位研究員共

同討論金管會保險局委託執行之研究案。 

(二) 11 月 30 日本中心研究團隊至富蘭克林投顧公司討論 GMDB 避險研究案之執行

方式。 

八、 本院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1 月底進行商學研究發展中心網站資訊更新。 

(二) 12 月起正式將商學研究發展中心網站對外公布，以 Google Site 的方式將社群的

資訊呈現出來，方便社群教師使用以及瀏覽。 

九、 本院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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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辦理經費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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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持續進行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事宜： 

(一) 11 月 6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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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1 月 12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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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1 月 19 日召開 AACSB 工作會議，研擬新版商學院學習品保報告之內容架構。 

(四) 11 月 26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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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本院傅院長及胡副院長於 11 月 27 日赴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舉辦之台灣商管學院聯合

會年會暨商管教育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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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執行農委會「田中優質農旅之規劃及產學合作」案，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1 月 7-8 日彰化田中年度盛事「台灣米倉田中馬拉松」熱鬧開幕，現場湧入大量

人潮，田中農旅也結合地方大型活動進行擺攤行銷，藉由活動帶入的人潮，將田

中農旅的訊息散播出去，讓田中的特色產業點提高曝光率。 

(二) 11 月 21 日辦理「田中農旅產業點體驗活動輔導成效測試」活動，本次活動與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及國貿系蕭義棋老師之策略管理課程合作，當日出動三

部遊覽車，帶領 36 位學生、71 個 EMBA 學長姐及其眷屬，年齡範圍 4 歲至 83

歲進行田中農旅的活動。針對 10 家產業點進行體驗活動及場域動線測試，分別

為梁爸四季芒果、畯富農場、寶大蜜麻花、復興社區、卓乃潭農場、279 順福天

然農場、玉米娃娃工作室、信銘蜂場、禾果農園以及田中鎮農會。 

十二、 辦理《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份有限公司與東吳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期間：108/2/1

～109/1/31），11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投資模擬競賽事宜。 

(二)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富蘭克林實習事宜。 

(三) 填報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科目、人員及時間。 

(四) 辦理「科技趨勢與前瞻」課程參訪事宜。 

(五) 陸續上傳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每週上課講義至 Moodle 系統。 

(六) 上課前印製講義及課程問卷、製作授課講師簡介、授權同意書。 

(七) 辦理 110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續約事宜。 

(八)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九) 109 年 11 月份「富蘭克林講座-金融投資與資產管理」課程： 

日期 課程主題 講師 

109.11.06 投資模擬競賽系統介紹 東吳大學財精系 林忠機教授 

109.11.13 
債券評價與債券投資決策(I) 

  (講授理論部分) 
東吳大學財精系 洪明欽教授 

109.11.20 基金市場與基金介紹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 邱良弼副總經理 

109.11.27 
投資組合管理：基金投資與基金

績效分析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 邱良弼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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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提報 110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申請案。 

十四、 辦理第二專長開設事宜。 

十五、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關懷事宜。 

十六、 繳交 2022 年度「東吳之友－戴氏基金會」募款計畫書-商學院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

計畫及美國雷鳥全球管理學院獎助學金補助機制二項計畫之中、英文版募款計畫書。 

十七、 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109 年 11 月份第五十七期出刊事宜。 

十八、 持續經營商學院 LINE@及 FB 粉絲團經營事宜。 

跨領域學程 

一、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金融科技學程及商學院第二專長 109 學年度第 2 學

期課程安排事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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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1 月 4 日邀請南山人壽通訊處農嵂茗經理專題演講，講題為「因為保險、愛得以傳承―

保險與人生」。 

四、11 月 18 日邀請哲名集團謝子仁董事長專題演講，講題為「股市投資與市場風險」。 

五、11 月 20 日協辦【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參訪活動。 

六、11 月 25 日邀請 HaWooo 好物飛行江鑑城董事長專題演講，講題為「Why doing business 

in SEA(south east asia) 為何走進東南亞」。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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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商管學程 

一、辦理 109 春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審查事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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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開放受理 110 學年度院級交換生申請。 

四、撰寫並翻譯 110 年度戴氏募款計畫-雷鳥雙聯學制獎助學金項目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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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辦理學程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 

七、11 月 23 日參加課程檢核條件說明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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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11 月 25 日參加東吳啟航寰宇翱翔「英語教學工作坊」暨「教案設計」活動。 

EMBA 班 

一、  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演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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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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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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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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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班「商務溝通」課程演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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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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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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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班「金融科技創新與實務」課程演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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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四、本班「企業經營管理專題」課程演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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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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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班於 11 月 19 日假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辦 110 學年度聯合招生說明會。包含報名來

賓、EMBA 學生及系友約 120 人參加。 

六、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 11 月份工作事項報告： 

(一)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於 11 月 10 日發行 EMBA 第 120 期電子報，

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協會 11 月 11 日召開活第 6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議，討論明年預算，會議順利完成。 

(三) 協會 11 月 15 日黃彥瑋理事長、讀書會組洪子淳執行長、Coffee Time 執行長鄭美鈴

及副執行長梁琪涓利用午餐時間向第 14 屆介紹兩組的活動及組員招募，活動順利圓

滿完成。 

(四) 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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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還擔心天氣不穩定會下雨，結果彰化田中根本是夏天

的氣候，天氣非常的好。本次因為商學院輔導的產業點新增加很多，學長姐也熱情

參與，總共 70 人兩台遊覽車分頭去體驗不同的產業點，A 車前往「玉米娃娃」百變

玉米娃娃 DIY 體驗、「信銘蜂場」蜂蠟板畫 DIY 體驗和「禾果農園」紅滋滋甜蜜蜜

DIY 體驗；B 車前往「復興社區」環保樹枝蟲 DIY 體驗、「卓乃潭農場」紅珍珠粉

圓 DIY 體驗及「279 順福農場」香草花茶對對碰 DIY 體驗。 

(五) 持續辦理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六) 持續辦理協會 LINE 經營與訊息發佈。 

(七) 持續辦理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八)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預告： 

1. 110 年 1 月 9 日(六) 下午 6 時假六福萬怡酒店舉行(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

359 號)舉辦第 6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邀請所有會員一起同樂，也歡迎所有 EMBA

的學長姐加入協會這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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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 

一、108 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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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宏麟特聘教授。 

二、109級碩士畢業生楊家瑋榮獲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TAERE)2020年碩士論文獎佳作，

論文題目：有機農業補貼政策對總體經濟影響之探討，指導教授：謝智源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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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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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經濟論壇」課程，由曹添旺名譽教授主持，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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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1 月 6 日邀請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林佩蒨教授演講，講題 :Can Macroeconomic 

Stabilizing Policies Stabilize Export Volatility? 

六、11 月 9 日陶宏麟老師與邱詩詠老師參加招生組舉辦「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以明倫

高中為例」。 

七、11 月 10 日經濟學系核定張豐胤先生清寒獎學金，共 3 名，每名三萬元。 

八、11 月 11 日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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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11月 13日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于若蓉研究員演講，講題: Marital Power 

and Subsequent Birth of Married Couples in Taiwan: Findings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十、11 月 17 日顏廣杰老師前往南湖高中宣傳財經學群。 

十一、11 月 17 日於台北市松江路康華飯店舉辦「東吳經濟系校友基金會第九屆第七次董事

暨理監事會議」，由基金會董事長方嘉男擔任主席，計有 34 名系友及師長參加。 

十二、11 月 18 日下午於 2414 教室舉辦校外實習說明會，由孫嘉宏主任主持，邀請實習單位

至本系介紹，招募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生。 

十三、11 月 18 日進行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書面審查會議。 

十四、11 月 18 日「經濟論壇」課程，由曹添旺名譽教授主持，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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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11 月 20 日博士班朱原德舉行博士論文學位口試。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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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11 月 23 日宋鳳笙秘書與鄒淑芳秘書參加網路選課條件檢核設定說明會。 

十八、11 月 23 日鄒淑芳秘書參加 109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 暨「新生家

長座談會」檢討會議。 

十九、11 月 25 日邀請許嘉棟講座教授演講，講題:臺灣的金融體制與發展。 

二十、11 月 26 日陶宏麟老師與邱詩詠老師參加招生組舉辦「談書審準備指引與學習歷程的

銜接—以中央大學為例」。 

二十一、11 月 27 日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電子報第 18 期出刊。 

二十二、11 月 27 日生涯發展中心與經濟學系共同舉辦「大二及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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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進行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與大學生論文比賽兩種活動宣傳，在「統計學」(11 月 24

日)及「財政學」(11 月 26、27 日課堂上發放宣傳單及在大二與大三班級社群群組向

學生宣傳，以提升本系學生申請大專生研究計畫及參加大學生論文比賽意願。 

二十四、11 月購買 DEA Solver 軟體，提供老師教學使用。 

二十五、11 月更新教職員設備：林佑貞老師、曾中信老師及 3 名助教更新電腦，謝智源老師、

林佑貞老師、吳秀玲老師、曾中信老師、米克里斯多斯老師、宋鳳笙秘書更新印表

機。 

二十六、提報電算中心 110 年度個人電腦及印表機年度維護資料。 

二十七、填報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幹部獎懲建議名單。 

會計學系 

一、11 月 18 日辦理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面試，總計 24 位考生。 

二、11 月 23 日舉行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審議專任教師評鑑案及休假案。 

三、會計學系研究生碩士論文計畫書進行審查作業，本學期總計 49 位同學提繳計畫書，其

中含碩士班 28 位、碩專班 21 位，預計於 12 月底完成審查。 

四、11 月 17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論討論 2020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會事

宜、本系配合校院規畫第二個第二專長開課內容議題。 

五、11 月 17 日本系與 EMBA、國貿系、企管系舉行碩專班聯合招生說明會。 

六、11 月 18 日由葛俊佑老師與李孟穎助教帶領系上 21 位同學至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進

行企業參訪。 

七、本系與中華會計教育學會於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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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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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會計學系 11 月份總計舉行 8 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 

(一) 11 月 2 日邀請金管會檢查局金控公司組周鳴皋副組長蒞臨演講，講題為「銀行監

理與舞弊」。 

(二) 11 月 3 日邀請歐萊德葛望平董事長蒞臨演講，講題為「為什麼堅持要做出一瓶沒

有添加物的洗髮精」。 

(三) 11 月 9 日邀請台北地檢署陳照世檢察官蒞臨演講，講題為「你所不知道的那條線

-內線交易實務案件解析」。 

(四) 11 月 10 日邀請大伙房書院鄭惠齡院長蒞臨演講，講題為「尋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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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1 月 16 日邀請台北地檢署許文琪檢察官蒞臨演講，講題為「銀行詐貸」。 

(六) 11 月 23 日邀請櫃買中心上櫃監理部林婉蓉經理蒞臨演講，講題為「財報缺失與

不法案件」。 

(七) 11 月 27 日邀請金融科技創新園區羅至善主任蒞臨演講，講題為「開放銀行下，

創新者的機會與挑戰」。 

(八) 11 月 30 日邀請台北地檢署黃聖檢察官蒞臨演講，講題為「非法經營投信投顧」。 

九、會計學系為招收具有潛力之學生，並配合本校招生組之招生政策， 11 月 5 日李春成老

師前往桃園私立啟英高中進行科系簡介。 

十、會計學系系友電子報第 46 期出刊。 

企業管理學系 

一、辦理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相關事宜：11 月 6 日召開第 8 屆第 3 次董事會議，討論議題： 

(一) 審議「110 年度工作計劃及經費預算」相關事宜。 

(二) 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捐助章程修訂事宜。 

(三) 制訂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會計制度。 

(四) 補正「106-107 年度決算」相關事宜 

二、舉辦 109 學年度碩士甄試入學考試：11 月 16 日舉辦碩士甄試面試，本學年度計 55 人報

考。 

三、11 月 18 日舉辦《東吳企管財經講堂》第五季第一場次「從全面連網到全面監控：5G 浪

潮下的個資保護」，由陳冲講座教授主持，尚榮安教授主持，邀請資策會卓政宏執行長、

交通大學呂學錦榮譽教授、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蘇錦霞名譽董事長、洽吧智能股

份有限公司趙式隆董事長與談。 

四、11 月 18 日舉辦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系週會，邀請阮金祥老師主講出國交換申請。 

五、11 月 18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六、11 月 25 日與國際事務中心合辦東吳啟航 寰宇翱翔「英語教學工作坊」暨「教案設計」，

邀請外籍專業講師 Carol Lai Wan Hooi（前英國諾丁漢大學商學院馬來西亞分校教授）、

Dale Albanese（美國俄亥俄大學畢業，雙主修英國文學及國際學），講解與帶領活動。 

七、11 月 9-30 日本系課程規劃小組分別召開小組會議，討論本系課程規劃事宜。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填具第二專長課程改善措施調查表。 

二、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長餐敘各班班代出席調查。 

三、提報全球經貿第二專長之計畫書與課程表。 

四、辦理學業關懷作業。 

五、填寫與 1111 人力銀行合作「大學網」系所資料。 

六、11 月 23 日假 R2208 教室，參加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訓練

說明會。 

七、11 月 23 日參加 109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暨「新生家長座談會」檢

討會。 

八、11 月 4 日假 2607 研討室，出席碩士在職專班聯合招生會議。 

九、11 月 13 日假 2127 會議室，出席碩士在職專班聯合招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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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1 月 16 日假 2315 教室，參加 LobreOffice(CALC)辦公室實用技巧教育訓練課程。 

十一、11 月 16 日提報研究生資格考核申請表及考核委員資料表。 

十二、11 月 18 日假 2524 教室、2523 教室、2511 教室，舉辦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

試。 

十三、11 月 19 日假 2123 會議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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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11 月 20 日假 2315 教室，參加 LobreOffice(CALC)辦公室實用技巧教育訓練課程。 

十五、辦理 110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專班招生宣傳事宜。 

十六、辦理學系簡介更新。 

十七、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班暨碩專班研究生資格考核事宜。 

十八、11 月 3 日假 2524 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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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11 月 3 日假 2518 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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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11 月 10 日假 2608 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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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11 月 16 日假 2523 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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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11 月 17 日假 2524 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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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11 月 23 日假 2518 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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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11 月 17 日假 2523 教室，蕭義棋老師舉辦貿二 A 導生會。 

二十五、11 月 19 日假 2523 教室，黃寶玉老師舉辦貿二 B 導生會。 

二十六、11 月 30 日假 2511 教室，吳志英老師舉辦貿一 B 導生會。  

二十七、11 月 26 日假 2524 教室，梁恕主任舉辦貿碩金一導生會。 

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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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11 月 1 日於城中校區體育館，系友會舉辦 27 屆系友盃排球聯誼賽。 

三十、11 月 10 日假 2339 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會

議，議題內容如下： 

(一) 審查昌盛教育基金會清寒助學金、游健昱清寒助學金、郭滄海清寒助學金、蘇

錦彬清寒助學金、恩吉實業清寒助學金、侯門文教基金會獎學金、74 級系友工

讀助學金事宜。 

三十一、11 月 11 日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議

題內容如下： 

(一) 討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必選修科目表，刪除貿二「法文」6 學分。 

(二) 討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必選修科目表，刪除貿二「應用文及習作」2 學分。 

(三) 討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必選修科目表，刪除貿四「日文及語練(二)」6 學分。 



73 

(四) 討論 110 學年度學士班必選修科目表，刪除貿三「台灣對外直接投資」2 學分，

並將貿四「兩岸經貿問題」更名為「亞太經貿研討」 3 學分並開在大三。 

(五) 審查國貿系全球經貿第二專長計劃書。 

(六) 討論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市場實地研究」課程事宜。 

(七) 討論 110 學年度貿三「智慧財產權」選修 3 學分改為選修 2 學分事宜。提案

人：張南薰老師。 

三十二、11 月 11 日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議題內容如

下： 

(一) 確認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議紀錄。 

(二) 確認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及第 2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會議紀錄。 

(三) 確認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四) 討論 110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及陸生簡章增加「考生於錄取後不得轉組」事

宜。 

三十三、11 月 11 日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議題

內容如下： 

(一) 討論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資料審查及面試相關事宜。 

三十四、11 月 25 日假 2524 教室，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會議，議題內容

如下： 

(一) 確認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會議紀錄。 

(二) 審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黃麗均客座教授聘任案。 

(三) 審查温福星教授申請免接受教師評鑑事宜。 

(四) 審查黃寶玉教授申請 110 學年度休假案。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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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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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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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1 月 11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討論商學院開設多個第二專長學系課程、第二期程課程外

審結構規劃書。 

五、 11 月 12 日召開奬學金委員會，審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項獎學金獲獎名單。 

六、 11 月 13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論訂定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論文比對原分比、修訂碩士

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進修要點、審核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項獎學金獲獎名單、修

訂系友會獎學金辦法、討論商學院開設多個第二專長學系課程、確認各學系課程暨職涯

關係圖、以及第二期程課程外審結構規劃書內容。 

七、 11 月 25 日舉辦「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說明會」，共計有 61 位同學參與，會中由詹芳

書主任針對申請流程、如何準備、應有之態度進行說明，另提供教師之研究領域及主題，

並邀請吳政訓老師、鄭宏文老師、李宜熹老師、周世偉老師及蕭維政老師進行指導申請

之經驗分享，以鼓勵學生踴躍主動與各指導教授洽談，提出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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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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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如何解讀，以及後續如何應用延之相關議題。 

九、 本系李宜熹老師提提供 AFMA 證照考試獎學金，本次由謝宜潔同學獲取此獎勵。 

資訊管理學系 

一、 11 月 19 日召開系教評會。 

二、 11 月 26 日召開大二、大三導師會議。 

三、 11 月 26 日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吳家齊，淡江管理科學系助理教授，講題：社群分

析與使用者輪廓描述。 

四、 朱蕙君特聘教授榮獲 109 年資訊月傑出資訊人才獎。 

五、 11 月 19 日辦理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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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川仁 

張家綸、陳佳妤、葉俊

甫、簡子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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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舉辦課堂專家演講： 

時 間 主 講 人 職 稱 講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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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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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11 月 9 日召開商學院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11 月 12 日舉辦三年級工商組導生聚。 

三、11 月 17 日舉辦一年級導生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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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 月 20 日與商學院跨領域學程合辦「霹靂國際多媒體」企業參訪。 

五、11 月 27 日舉辦二年級、四年級工商組導生聚。 

六、11 月 27 日辦理策略管理課程「電商人的生涯規劃」專題演講。 

七、11 月 27 日辦理統計學課程專題演講。 

八、11 月 28 日舉辦三年級會計組導生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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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十二月 

一、院務行政 

1. 11 月 24 日召開「學院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本院兼任教師申請教師

證書案。 

2. 11 月 20 日召開本學院 109 學年度獎學金委員會會議，審查 109 學年度「文華獎

學金」申請案。 

本獎學金於 107 年由本學院張善政榮譽院長捐資設立。獎學金頒發辦法經 109

年 6 月 24 日學院暨學位學程聯席會議修訂，109 學年度起將教師納入獎勵對象，

獎項包括「教師學術研究獎勵」及「教師指導競賽獎勵」。 

本次會議審查結果，經提報 12 月 9 日學院暨學位學程聯席會議核定得獎名單。

頒獎儀式訂 109 年 12 月 30 日於雙溪校區哲生樓 H304 室舉行，張善政榮譽院長

將親臨主持並發表演講。 

3. 配合 110 學年度學院增設資料科學系（學位學程更名），進行學系 DM 及 logo 設

計。 

4. 行政同仁參加教育訓練/會議： 

(1) 11 月 2 日參加電算中心舉辦之「Libreoffice(writer)辦公室實用技巧」教育訓

練。 

(2) 11 月 4 日參加圖書館主辦之「論文原創性系統使用說明」教育訓練。 

(3) 11 月 11 日參加研究發展事務組舉辦之「109 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

計畫說明會」。 

(4) 11 月 12 日參加「東吳大學建校 121 年校慶第 1 次籌備會議」。 

(5) 11 月 16 日參加電算中心舉辦之「Libreoffice(CACL 試算表)辦公室實用技

巧」教育訓練。 

(6) 11 月 30 日參加電算中心舉辦之「Windows10 使用及安全性設定」教育訓

練。 

(7) 11 月 23 日參加註課組舉辦之 109-2「網路選課暨檢核條件系統教育訓練」。 

(8) 11 月 23 日參加德育中心舉辦之 109「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暨「新

生家長座談會」檢討會。兩場活動本院所獲平均滿意度分別為 4.47 及 4.25。 

二、教學與學生輔導 

1. 課程規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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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工程模組/互動科技 

在地經營模組/故事設計與創作、數位導覽實務 

社會創新與永續模組/創新科技應用、微型創新創業 

美學智能模組/設計思考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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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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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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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內容創作(2 學分)/本學院資科系 

社群媒體行銷(2 學分)/本學院資科系 

社群文案與社會創新(2 學分)/人社院中文系 

AI 創新治理(2 學分)/人社院政治系 

網路政治學(2 學分)/人社院政治系 

多媒體與網頁設計(2 學分)/本學院資科系 

AI 與社會學(3 學分)/社會系 

2. 學習輔導 

11 月 13 日學位學程主任與外籍學生餐敘，並安排課業輔導小老師輔導外籍學生

專業課程。 

3. 學生實習 

(1) 企業實習媒合 

為開發學生校外實習機會，主動聯繫近幾年曾與本學院有互動之企業，徵詢

該公司實習人力需求。計有天下雜誌、巨思文化、永豐銀行、捷孚凱行銷及

富邦人壽等 5 家企業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學生上傳履歷截止日期為 11/27。

彙整完畢的履歷已寄送各家企業人資部門。 

(2) 籌辦 109 學年度巨量資料專題實作期末成果發表會 

包括流程規劃、文宣品製作、工作分配等。本案預計於 110 年 1 月 15 日上

午 10 點至下午 2 點於戴氏基金會舉辦，並遴選前三名於現場公開頒獎。 

4. 招生 

(1)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11 月 18 日辦理甄選面試，計有 26 位學生報名，

23 位學生參加面試，3 位學生缺考。 

(2) 維護學院官網及學院 FB 粉絲專頁宣傳訊息。 

(3) 11 月 12、20 日赴大同高中及中和高中辦理招生宣導。 

5. 辦理專題演講 

日期 班級/課程 地點 題目 講者 

109.11.07 碩專一巨量資

料商業模式創

新應用 

城中 5213 教室 [金融科技] 王可言董事長, 臺

灣金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14 碩專一巨量資

料商業模式創

新應用 

城中 5213 教室 [健康醫療] 建立

智慧與精準醫療

生態系 

王偉仲教授,臺灣

大學應數所/MeDA 

實驗室 

109.11.21 碩專一巨量資

料商業模式創

新應用 

城中 5213 教室 [健康醫療] 建立

智慧與精準醫療

生態系 

張祐誠資訊長, 永

齡基金會 

109.11.28 碩專一巨量資

料商業模式創

新應用 

城中 5213 教室 [數位轉

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

Enterprise & 

Ecosystem 

何子明顧問, 星展

銀行; 前星展銀行

董事總經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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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務及學生輔導行政配合事項 

(1) 辦理研究生獎助學金 11 月份獎助學金申請。 

(2) 辦理 109-2 兼任教師，填寫徵詢兼任教師專職機關同意名冊。 

(3) 辦理碩士生資格考核申請。 

(4)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 

(5) 繳交 110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招生考試簡章分則修訂意見調查表（招生組）。 

(6) 11 月 9 日繳交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時間（註課組）。 

(7) 11 月 13 日繳交 110 學年度「秋季班外國學生簡章分則調查表」（招生組）。 

(8) 11 月 13 日繳交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久聯盟開放跨校選課課程調查表」

（註課組）。 

(9) 11 月 16 日繳交第七屆認識東吳營「學群導航學系規劃調查表」（招生組）。 

(10) 11 月 16 日繳交 109 學年度第二梯次境外臺生因應疫情返台就學專案審查委

員名單（招生組）。 

(11) 11 月 26 日繳交「院系第二專長課程改善措施調查表」（註課組）。 

三、學術交流與合作 

1. 產業界 

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雲派科技 

準位科技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03 日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財團法人中衛發

展中心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03 日 出席研究計畫評選會議。 

遠傳電信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05 日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全家便利商店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11 日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意藍資訊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12 日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晨光能源科技 

準位科技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13 日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安心食品公司 

安惠資訊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19 日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IBM 

敦陽科技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23 日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瑞比智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CodingBar) 

蔡芸琤老師 2020 年 11 月 17 日 新北教育加速器之程式教育線上自學平台

導入會議。 

國泰世紀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 

黃福銘老師 2020 年 11 月 01 日 

2020 年 11 月 16 日 

討論產學合作計畫。 

 

 

IBM 黃福銘老師 2020 年 11 月 03 日 討論應屆畢業生工作應徵項目。 

 

2. 科研/學界 

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ALRT 研討會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20 日 發表研究論文。 

臺北城市科大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23 日 與陳彥蘅博士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工研院/清華大學 吳政隆老師 2020 年 11 月 11 日 討論合作開設相關 AI 課程。   

國立臺灣大學 蔡芸琤老師 2020 年 11 月 3 日 

2020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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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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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7 日 

2020 年 11 月 24 日 

新北市莊敬高職 蔡芸琤老師 2020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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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三重商工 蔡芸琤老師 2020 年 11 月 17 日 擔任新北市三重商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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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芸琤老師 2020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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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 金凱儀老師 2020 年 11 月 6-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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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大學 金凱儀老師 2020 年 11 月 14 和

21 日 

開辦物聯網應用開發培訓營 

石門區乾華國小 金凱儀老師 2020 年 11 月 11 日

和 16 日 

線上討論將於 110 年 1 月 27 日至 29 日，

開辦乾華國小寒假營隊資訊課程培訓營之

事 

香港教育大學 金凱儀老師 2020 年 11 月 9-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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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凱儀老師 2020年 11月 23-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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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新北高

中 

陳宏仁老師 2020 年 11 月 13 日 資訊社團教育活動 

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 

陳宏仁老師 2020 年 11 月 05 日 

2020 年 11 月 12 日 

2020 年 11 月 19 日 

2020 年 11 月 26 日 

與工業管理學系郭人介教授共同指導碩士

班研究生 

東吳大學心理系 陳宏仁老師 2020 年 10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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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政府機構 

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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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04

日 

討論 Taiwan Pass 相關議題。 

臺南市政府交通

局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06 日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交通部觀光局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09 日 討論 Taiwan Pass 相關議題。 

交通部運研所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17 日 出席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期末審查會

議。 

交通部觀光局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19 日 出席好玩卡策略發展會議。 

行政院消費者保

護會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26 日 受邀於消費者保護國際新趨勢研討會演講

「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對消費者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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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考

會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1 月 30 日 參加 1999 導入人工智慧研究案期中審查

會。 

司法院 吳政隆老師 2020 年 11 月 11 日 討論產學合作計畫。 

新北市教育局 蔡芸琤老師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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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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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十二月 

第一組 

1. 辦理職員、助教、計畫人員及約聘（僱）人員聘任、離退等相關事宜。 

2. 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專函通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之薪級核

敘結果。 

3. 檢核 109 年度教育部私校獎補助計畫經費之相關量化基本資料表冊數據。 

4. 辦理 109 學年度 23 名教師申請休假之休假點數檢核作業，經彙整相關行政單位檢核意見

後逕送各學系循三級教評會審議。 

5.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教師資格送審。 

6. 研擬 110 學年度起實施「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加給支給辦法」後，對本校獎補助款及

學校財政影響之簽文。 

7. 調查並彙整各行政單位「教師獎勵措施」及「需教師參與事項」，作為學系訂定教師於

評量、評鑑及升等時，其教學、研究、輔導、服務等相關規定之參考。 

8. 完成 109 學年度健康檢查。本年度應受檢人數 141 人(逾 65 歲者 34 人、特殊作業人員 61

人，108 學年度未完成健檢人員 46 人)；實際受檢人數 90 人(逾 65 歲者 26 人、特殊作業

人員 58 人，108 學年度未完成健檢人員 6 人)。健康檢查報告已於 11 月 9 日起發放。 

9. 完成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職工評審委員會事前準備，將於 12 月 4 日會議中進行傑

出職工評選審查。 

10.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職場暴力調查小組會議及後續作業。 

11. 函請各教學單位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兼課徵詢作業。 

12. 公告 110 學年職員行政能力測驗考試日期並函請各單位提供更新教材。 

13. 辦理職員、助教、計畫人員及約聘（僱）人員外語能力獎勵暨補助相關事宜。 

14. 辦理工友加班費、校安人員值勤費及教職員差旅費審核作業。 

15. 辦理本校編制內同仁敘薪審查作業。 

16. 辦理內部控制風險評估作業。 

17. 辦理個人資料內部稽查，完成本室資訊設備個資各項目檢查。 

18. 填報 110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申請。 

19. 持續進行人會總 E 化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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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1. 教職員工 109 年 12 月份薪資已作業完成，將於 109 年 12 月 5 日發放。另產學合作等計

畫專任助理 109 年 11 月份人事費已於當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09 年 10 月人事費

亦已於 109 年 11 月 25 日發放。 

2. 辦理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9~12 週專、兼任教師之鐘點費（含超鐘點），將於 12 月 5 日發

放。 

3. 辦理教職員工公保、勞保、健保、團保等相關異動作業。 

4. 辦理工讀生及學生兼任助理勞保、勞退金及職災保險異動作業，並核算 109 年 10 月份個

人應繳之保費及各單位應負擔之勞保費及勞退金。 

5. 製發 109 年 10 月份研究計畫各項保費分擔表及補充保費核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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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額儲金、工友退休準備金、非編制內人員勞退金）之繳費核銷作業。 

7. 辦理公保、勞保、團保等各項保險給付申請，以及退休人員 109 年 10 月公保超額年金核

發作業。 

8. 核發 108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獎勵金，計有 9 個學系獲得，總獎勵金 172 萬 1,585

元。 

9. 辦理本校接受教育部 109 年 2 月至 7 月「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助理納保及衍生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人事費用」經費調整及核結事宜。 

10. 10 月 30 日及 11 月 11 日分別於城中校區及雙溪校區舉行本學期第 2 場及第 3 場教育訓

練課程，邀請洪文玲老師及余建翰老師分別演講性別平等教育訓練—「驚爆焦點‧從電影

識讀中看性平社會新聞」計有教職員 57 人、「高效能時間管理」計有教職員 45 人參加。 

11. 協助各單位填報教育部研究計畫及校庫之各項人事費統計報表及資料。 

12. 核發 109 學年度公、自費團體保險保險證。 

13. 行文周知受理編制內教職員申請增額提撥儲金。 

14. 辦理新聘教職員退撫儲金專戶網路查詢服務事宜。 

15. 辦理 2 名教職員申請自願退休所需填繳之相關資料。 

16. 持續進行人會總 E 化測試。 

17. 辦理福委會健檢補助及通知教職員工社團補助申請事宜。 

 
 

 

 



83 

會計室 

十二月 

第一組 

一、本校109年7月份及109年8至10月份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108學年度及109年8至10月

人事費明細表與109年10月份投資基金增減變動月報表，於109年11月11日函送教育部核

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二、本校109年11月份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投資基金增減變動月報表及人事費明細表，於

109年12月8日函送教育部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三、109年11月份傳票共計2,407張。 

四、本校教育部補助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109年10月份及11月份經費執行情形表，分別於109

年11月6日及12月4日陳副校長核閱。 

五、本校109年10月份及11月份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得明細資料會計科目分析表及研究計畫

給付薪資所得明細資料，分別於109年11月13日及12月11日送人事室酌參。 

六、本校108學年度決算案業經109年11月10日董事會第27屆第9次會議審議通過，於11月26

日函送教育部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七、科技部於109年11月2日蒞校，抽查108學年度該單位補助計畫之財務收支情形，經整理並

提供計畫原始憑證冊、金融機構轉帳相關證明文件及管理費支出憑證冊等資料備查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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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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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研發處於109年11月11日辦理之本校「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負責會計業務作業說

明。 

十一、依本校各業務單位需求，編製之會計報告如下： 

(一) 編製「108學年度全校性統籌受贈款辦理情形表」，於109年11月13日送社資處。 

(二) 「學雜費收入」之108學年度決算數，於109年11月16日送研發處。 

(三) 編製「110學年度學雜費調漲指標評估資料」之106至108學年度資訊，於109年11月

16日送研發處。 

(四) 編製「德蔭學子計畫之外部募款收入明細表」，於109年12月4日送學務處。 

十二、完成編製產學合作計畫及補助案經費收支明細表如下： 

序號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收支明細表送計畫

主持人覆核日期 

1 數學系 
科技部之「不均勻光照與具紋理影像之分

割模型與數值計算」計畫 
109年11月18日 

2 數學系 
科技部之「復發事件數據之二階段統計方

法」計畫 
109年11月30日 

3 化學系 
科技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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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計畫 
109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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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收支明細表送計畫

主持人覆核日期 

4 微生物系 

科技部之「遺傳性低溫適應致病性腸炎弧

菌食品風險之研究：篩選、生理與基因組

特性」計畫 

109年11月9日 

5 法律系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之「與電子商務相關之

貿易便捷化及關務實務議題研析委辦案契

約」計畫 

109年11月12日 

6 商學院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

「106 年度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

與東吳大學產學合作計畫」計畫 

109年11月10日 

7 商學院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

「107 年度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

與東吳大學產學合作計畫」計畫 

109年11月10日 

8 商學院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

「108 年度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

與東吳大學產學合作計畫」計畫 

109年11月10日 

9 企管系 

科技部之「社會資本與利益相關人績效關

聯性之研究:以國際策略聯盟為例(2/2)」計

畫 

109年11月10日 

10 企管系 
科技部之「新任執行長來源與國際聯盟形

成」計畫 
109年12月9日 

11 國貿系 

科技部之「從雲端跌落？國有企業海外投

資之弱正當性危害及其策略回應之研究」

計畫 

109年11月16日 

12 國貿系 

科技部之「非構形恆等下的多群體潛在類

別分析恆等性比較-新估計法與模擬研究」

計畫 

109年12月8日 

13 財精系 
科技部之「考慮隨機停止時間下的生命週

期性投資之最佳化」計畫 
109年11月18日 

14 
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科技部之「基於創新擴散理論探討就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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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109年10月30日 

15 
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科技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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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庫與細胞

學診斷辨識技術之開發」計畫 

109年10月28日 

16 
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科技部之「前沿人工智慧科研成果轉化：

轉譯、吳現、與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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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109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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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一、完成109學年度10、11月份計畫預算執行表，並發送各計畫執行單位。 

二、 完成109年10、11月份固定及非固定薪資所得扣繳申報。 

三、完成109年10、11月份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執行表，並送研究發展

處。 

四、提供109年10、11月所得類別50申報金額統計報表予人事室，以利辦理申報學校應負擔之

補充保費計算。 

五、訂定「東吳大學經常門支出預算填報要點」，經校長核定後，於109年10月27日發函全校

一二級單位，且公告於本室網頁。 

六、110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第一次檢核已全數結束，全校計75個單位提報計畫預算，預

算細目計1,814筆，需求金額計24億7,714萬5,703元，本組出具檢核意見筆數計504筆，檢

核結果已於109年12月2日完成函復研究發展處(文號：東會字1090900856號函)。 

七、配合校外機構各類型補助案納入校發計畫規定，109年10月20日至109年12月9日止申請

新增及異動之計畫共計40件，詳如下表： 

序號 單位名稱 子策略編號 子策略名稱 

1 化學系 109-G-08-5803-5-02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2 歷史學系 109-A-01-5202-5-02 院系整體教育目標品保檢核 

3 人事室第二組 109-G-03-2202-2-01 行政人力提升 

4 人事室第二組 109-G-08-2202-2-02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5 華語教學中心 109-B-02-3500-4-03」 108 年華語文教育機構（實體研
習華語招生績效）獎勵金運用計
畫 

6 國際事務中心 109-B-01-1401-5-01 國際學術交流 

7 招生組 109-G-08-0403-4-01 各類行政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
銷 

8 招生組 109-F-02-0403-5-01 招生策略精進 

9 註冊課務組 109-G-04-0408-5-12 適性化選課輔助系統設置 

10 註冊課務組 109-G-08-0408-5-03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11 人文社會學院 109-D-01-5200-5-04 教材教法精進與創新 

12 中國文學系 109-G-08-5201-5-06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13 社會學系 109-D-01-5205-5-04 教材教法精進與創新 

14 日本語文學系 109-G-08-5502-5-02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15 數學系 109-G-08-5801-5-01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16 商學院 109-A-02-6400-5-03 開設學院創新課程 

17 商學院 109-D-02-6400-5-05 推動特色研究 

18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109-G-08-6405-5-04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19 資訊管理學系 109-G-08-6406-5-03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20 經濟學系 109-D-01-6401-5-05 教材教法精進與創新 

21 數位與系統組 109-G-05-2812-5-01 參考服務數位化 

22 教學資源中心 109-D-01-3100-2-01 數位學習平臺精進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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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子策略編號 子策略名稱 

23 電子計算機中心 109-G-04-3700-2-01 精進軟硬體基礎建設 

24 師資培育中心 109-C-02-5208-5-02 基本能力與素養提升 

25 語言教學中心 109-C-02-5504-5-01 基本能力與素養提升 

26 商學院 109-A-02-6400-5-03 開設學院創新課程 

27 資訊管理學系 109-G-08-6406-5-03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28 註冊課務組 109-G-08-0408-5-03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29 生涯發展中心 109-C-02-1605-5-02 就業與生活能力精進 

30 生涯發展中心 109-G-01-1605-5-03 循證式校務決策文化塑形 

31 企業管理學系 109-G-08-6403-5-03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32 資訊管理學系 109-G-08-6406-5-03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33 日本語文學系 109-D-02-5502-5-05 推動特色研究 

34 心理學系 109-G-08-5805-5-01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35 歷史學系 109-A-01-5202-5-02 院系整體教育目標品保檢核 

36 德國文化學系 109-G-08-5503-5-01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37 數學系 109-G-08-5801-5-01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38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109-D-01-6405-5-02 教材教法精進與創新 

39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位

學程 
109-C-04-4101-5-03 資訊融合實驗室與資料實驗室 

40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位

學程 
109-G-08-4101-5-05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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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十二月 

【圖書館】 

一、11 月 2 日(一)10 時召開 109 學年度第 7 次主管會議，討論中正圖書館蔣公銅像遷移記事

陳列位置與設計，及續討論 11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圖書館非例行計畫經費規劃等事宜。 

二、11 月 3 日(二)14 時李宗禾館長出席由趙維良副校長主持之戴氏基金會 2022 年度募款計

畫討論會議；15 時出席由賈凱傑主任秘書主持之東吳大學建校 120 年校慶檢討會議。 

三、11 月 4 日(三)10 時李宗禾館長出席由潘維大校長主持之 109 學年度校史研究指導委員會

第 1 次會議。 

四、11 月 12 日(四)16 時李宗禾館長及數位與系統組與廠商宏思科技公司確認新版圖書館官

網設計內容等事宜。 

五、11 月 13 日(五)15 時李宗禾館長、李明俠專委及胡佳薇編纂與科碼新媒體(股)公司廠商

進行「中正圖書館漫讀區 AR 導覽」製作第 1 次討論會議。 

六、11 月 16 日(一)10 時召開 109 學年度第 8 次主管會議，討論 3D 創意攝影棚施工期程及期

中、期末考週是否禁止校友使用閱覽室，以保障在校師生使用權益等事宜。 

七、11 月 18 日(三)14 時李宗禾館長出席由榮民總醫院圖書館所舉辦之 109 年度八芝連館長

座談會。 

八、11 月 20 日(五)17 時 30 分李宗宗禾館長出席由讀者服務組所舉辦之『東吳人與「遠東國

際軍事審判」圖片展』導覽員經驗分享與檢討會議。 

九、11 月 23 日(一)13 時 10 分李宗禾館長出席由總務處召開之「109 至 112 學年度設施工程

委託規劃設計服務評選案」會議。 

十、11 月 25 日(三)10 時召開「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第 3 次工作小組會議，討論有關建

立漫畫品牌特色，以促進學術合作與國際交流，及辦理相關漫畫閱讀推廣活動，以促進

漫畫之加值應用等事宜。 

十一、11 月 26 日(四)圖書館配合電算中心辦理個資稽核作業，相關業務同仁就「個人資料管

理稽核查檢表」及「處理個人資料之資訊設備查核表」進行自我檢查，黃淑珍秘書擔任

圖書館稽核員查稽「數位與系統組」個資作業。 

十二、11 月 27 日(五)11 時李宗禾館長、李明俠專委及胡佳薇編纂與科碼新媒體(股)公司廠商

進行「中正圖書館漫讀區 AR 導覽」製作第 2 次討論會議。 

十三、11 月 30 日(一)10 時召開 109 學年度第 9 次主管會議，討論 EZproxy（目前的校外連

線）代理廠商續約問題，及 2021 漫遊奧運在東吳活動等事宜。 

十四、編輯及發行圖書館第 50 期館訊電子報。 

【技術服務組】 

一、組務： 

(一) 11 月 2 日(一)參加研發處主持之科技部查核簡報會議，並配合查核作業提供研究組

108 年度教師研究計畫購書清單。 

(二) 11 月 6 日(五)提交 110 學年度校發計畫提報表兩種版本（含 E 化系統及新系統）予

館長室彙整。 

(三) 11 月 11 日(三)參加教師研究計畫說明會，講解計畫用書採購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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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 月 11 日(三)13 時 30 分陳育菁同仁代表技服組參加德文系鄭欣怡老師漫畫分享

會，主題為：「日本漫畫《名偵探柯南》德文譯本中幫助理解的翻譯策略」。 

(五) 11 月 12 日(四)黃雯琪同仁參加科技部於台北科技大學舉辦之「2020 CONCERT 國

際研討會」。 

(六) 11 月 12 日(四)江敏妮同仁代理出席國家圖書館舉辦之「109 年度全國圖書書目資訊

網合作館館長會議」。 

(七) 11 月 16 日（一）填報「行政單位『教師獎勵措施』及『需教師參與事項』調查表」

予人事室彙整，提供本校科技部計畫主持人「同額補助」之優惠方案。 

(八) 11 月 17 日（二）提交 2022 年度「東吳之友－戴氏基金會」募款計畫書予研發處研

究組彙整。 

(九) 11 月 19 日（四）江敏妮同仁參加中興大學「雲端應用超前部署：圖書館服務平台

館員實務座談會」，分享主題為：「雲端採購新視界─圖書館服務平台(LSP)電子資源

採購經驗分享」。 

(十) 配合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改版作業，11 月 24 日（二）提交技服組「風險評估表」予

館長室審核。 

(十一) 11 月 26 日（四）中午完成技服組個資稽核訪談。 

(十二) 11 月 27 日（五）完成填報「東吳大學 108 年度私校實地訪視意見（初稿）回應

表」並提交校發組彙整。 

(十三) 配合本校環安衛內部稽核改善建議，向營繕組申請將圖書館 B1 走道兩側六層單

面木書架固定，以提升安全性。11 月初已全數完工。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11 月 4 日(三)讀服組彙整已註銷之待刪書單（含無效書目）予技服組，目前已完成

71 筆刪除作業。 

(二) 11 月 9 日(一)發送圖書經費每月支用報表予 33 個單位（含院、系、中心等），統計

日期為：2020/8/1~2020/10/31。 

(三) 配合城區分館 11 月 11 日(三)9:00 會計查帳作業，提供 2008 年 Elsevier 電子期刊清

單予城區分館作為備詢資料之用。 

(四) 11 月 17 日（二）上午於淡江大學圖書館參加「優久大學聯盟優三圖書館自動化統

籌中心書目與採購任務小組」109 學年第 2 次會議，討論議題包含：開設採編工作

坊、制定共同規範（如：中西文 RDA 編目工作手冊、中文考試用書著錄原則等）、

定期監測書目質量、電子資源共同採購等。 

(五) 11 月 25 日（三）與淡江大學圖書館同仁討論有關三校在 NZ 的電子書建置方式，希

望以電子書平台名稱來建立並管理電子特藏。 

(六) 陸續與數統組進行 2020 年「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TAEBDC）書面驗收

作業，目前 6,903 筆電子書已完成書目上傳，東吳、淡江、銘傳三校讀者皆可線上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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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9/10/27-109/11/30） 

(一) 購案核銷與採編維護 

購案 核銷 

79 件 48 件 

系統訂購檔 購書移送 贈書移送 

1,109 筆 798 冊 276 冊 

期刊編目 期刊驗收 期刊催缺 

45 筆 240 筆 5 筆 

(二) 其他業務處理統計 

項目 數量 

教師新書公告 6 件 

贈書處理 
公文 9 份 

謝函/贈書清冊 3 件 

問題書處理 4 件 

NBINet 書目上傳 
中文 676 筆 

西文 103 筆 

學報寄送處理（含加工、打包） 127 冊 

【讀者服務組】 

一、11 月 9 日(一)收到校安中心工作紀要，提到 10 月 6 日(二)總館 10 點關門後，有位同學

10 點 10 分利用值勤電話反映被關在圖書館裏面，經值班教官聯絡 R 哨保全協助處理。

圖書館在閉館前 5 分鐘會播放閉館音樂，提醒同學離館，工友在 10 點關閉圖書館大門

後，在逐層從上而下關閉電源及巡視是否還有讀者逗留，約在 10 點 30 分左右才會離開

圖書館，圖書館已督導提醒值班工友留意。 

二、東吳大學內部稽核委員會 11 月 10 日(二)來函，請圖書館提供東吳大學數位校史館專案

稽核資料，由承辦人員張裕鳳依規定整理表格回覆。 

三、11 月 13 日(五)下午中正圖書館 5 樓微縮資料區設備遷移至 2 樓非書資料室，原區域將整

修為虛擬攝影棚。 

四、 讀者服務組 11 月份兩校區各項業務整合統計數據： 

借書、還書、續借、預約等(含非書資料)統計資料每學期陳報一次。 

新收中文書

(冊) 

新收 

西文書(冊) 

新收非書 

資料(件) 
參考諮詢 

淘汰處理 

(冊/件) 

圖書修護、

裝訂(冊) 
證件核發 

954 9 17 354 0 25 47 

總館調借分

館(冊/件) 

分館調借總

館(冊/件) 

長期借閱 

(設定冊數) 

指定用書

(使用册次) 

學位論文 

收件 
賠書處理 代收款 

214 554 26 220 3 
賠書 2: 

賠款:0 

205 筆

/35,6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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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離校 

(休退畢) 

教職員 

離職 

館合申請件

處理 

圖書館 

進館人次 

閱覽室使用

人次 

研究小間 

使用人次 

研討室 

使用人次 

80 2 110 
本校 48,317 

校外 3 
173,939 18 499 

團映室 

使用人次 

會議室 

借用次數 
導覽場次 館舍維修 期刊裝訂 期刊點收 

校史室 

參觀 

40 21 3 場/91 人 15 0 523 — 

【數位與系統組】 

一、 工作報告： 

(一) 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1. 11 月 2 日(一) 10:00-11:30「充分利用 Alma 系統中的電子資源管理」網路研討會。 

2. 11 月 4 日(三) 14:00-15:00「DARA-資料分析與提供建議的小幫手」線上研討會。 

3. 11 月 16 日(一) 10:00-11:30「關於 Alma 的採購，你需要知道的那些事」網路研討會。 

4. 11月 26日(四) 14:00-16:30張素卿專員出席「優三流通任務小組 109學年度工作計畫」

會議。 

5. 11 月 27 日(五) 9:00-10:30 OpenAthens 管理端教育訓練。 

6. 11 月 30 日(一) 10:00-11:30「設定探索系統的一些建議」網路研討會。 

7. 11 月 30 日(一) 14:00-16:00 張素卿專員至淡江大學圖書館參加「優三系統與發展任務

小組 109 學年度工作計畫」會議。 

8. 持續進行校外連線雲端服務資源設定與介接事宜。 

9. 持續處理並追蹤 Alma 客服系統問題。 

(二) 期刊及資料庫 

1. 公告資料庫講習課程報名。 

2. 完成 2021 資料庫薦購申請表。 

3. 提供圖書館資料庫與 WOS 資料庫使用報告予技術服務組。 

4. 提交校外連線轉換時程討論報告，含模擬測試停用 EZproxy 改用 OpenAthen 的狀況說

明。 

(三) 網頁及校史網站 

1. 更新圖書館網頁：館際合作、資料庫講習、防疫專頁等。 

2. 11 月 12 日(四)、11 月 27 日(五)報告圖書館新版官網圖稿版型、圖書館立體透視圖。 

3. 依據讀者服務組規劃的「漫畫特色館藏網頁」，委請二家廠商(聖傑國際數位科技有限

公司、亞洲數位典藏)設計漫畫首頁圖稿並詢價、及自行製作六大主題網頁供參考，後

續將進行網頁設計風格及圖稿的調整。 

(四) 數位教材 

1. 新增 Lean Library 數位參考服務影片。 

(五) 其他 

1. 完成 3D 創意攝影棚及威力導演軟體請購。 

2. 草擬 3D 創意攝影棚系列活動企劃。 

3. 經淡江協助修正 Primo3 校圖檔無法顯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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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 月 11 日(三) 13:10-15:10 張素卿專員及陳慧倫專員參加人事室舉辦的「高效能時

間管理」教育訓練課程。 

5. 11 月 11 日(三) 13:30-14:30 張碧晶專員及周怡君專員參加德文系鄭欣怡老師研究分

享，講題為「日本漫畫《名偵探柯南》德文譯本中幫助理解的翻譯策略」。 

6. 11 月 16 日(一) 及 11 月 20 日(五) 13:00-16:00 張素卿專員及張碧晶專員至城區參加

「Libreoffice(Calc)辦公室實用技巧」訓練課程。 

7. 11 月 17 日(二) 填報內部控制作業風險評估表。 

8. 11 月 17 日(二) 15:00-17:00 張碧晶專員及陳慧倫專員參加教資中心舉辦之「Chatbot

應用 - 打造課程助教機器人」講座。 

9. 11 月 17 日(二)及 23 日(一) 周怡君、張碧晶及陳慧倫討論歐美日漫畫網頁風格及適

用本館網頁之版型。 

10. 11 月 25 日(三) 10:00-12:00 周怡君專員及張素卿專員參加「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

區」工作小組第 3 次會議。 

11. 11/26(四)上午 10:00 支嘉立組長及周怡君專員將與註課組討論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

請表、論文變更申請表欄位修改相關事宜。 

12. 11/26(四)下午 13:00 支嘉立組長及張碧晶專員將與註課組、通識教育中心討論數位

自主學習課程相關事宜。 

13. 11 月 26 日(四) 13:30-14:00 進行個資清查作業。 

14. 辦理博碩士論文說明會海報、PPT 及公文、郵件等相關事項。 

15. Turnitin 業務整理交接，自 109 年 11 月起由周怡君接任。 

16. 學科服務：完成德文系及政治系 11 月份新書通報郵件寄送。 

17. 天下創新學院： 

(1) 每月使用人數統計 

 

(2) 第一哩活動問卷分析報告。 

(3) 詢問教資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有關自主學習社群狀況，為 110 學年度創新學院推

廣事宜預做準備。 

(4) 10 月 27 日(二)及 11 月 6 日(五)，反應後台讀者檔異常問題。 

(5) 「數位自主學習(一)」課程，期中學習時數統計。 

(6) 提供校務資料分析中心截至 109 年 11 月 11 日統計數據。 

(7) 學系測驗王每週公布最新賽況及文宣事宜。 

(8) 製作「東吳大學圖書館的創新服務─推動數位自主學習之路」投影片。 

二、 圖書館利用講習 

(一) 中正圖書館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 3 場，計 49 人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109.11.4 15:10~16:00 Turnitin 論文比對 16 

109.11.5 10:10~11:00 社工系圖書資源 25 



92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109.11.26 15:10~17:00 書目管理軟體-EndNote X9 介紹 8 

(二) 城區分館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 11 場，計 189 人。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109.10.23 15:10~17:10 書目管理軟體-EndNote X9 介紹 18 

109.10.28 15:10~17:10 法源資料庫 13 

109.10.29 10:00~12:00 TEJ PRO 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介紹 20 

109.11.4 13:00-15:00 法律資料庫查找介紹 10 

109.11.4 15:10~17:10 
Compustat on S&P Capital IQ 企業財務金融

資料庫 
19 

109.11.10 10:00-12:00 WestlawNext 介紹 10 

109.11.12 15:10~17:10 書目管理軟體-EndNote X9 介紹 20 

109.11.18 15:10~17:10 Datastream 全球股票經濟資料庫 33 

109.11.19 10:00-12:00 TEJ PRO 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介紹 20 

109.11.20 18:30-20:30 書目管理軟體-EndNote X9 介紹 15 

109.11.25 15:10~17:10 WestlawNext 介紹 11 

三、 服務統計 

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電子資源 

[資料庫試用] 

中國近代影像資料庫、中國社會科學文庫、中時人間副刊影

像版、ACI 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 

筆 4 

[資料庫新增] 

數位全臺詩資料庫（免費資源） 
筆 1 

校外連線帳密新增 筆 27 

[電子書]  

電子資源管理系統(ERM)新增、刪除、修改電子書。 
筆 811 

[電子書] TAEBDC 電子書驗收 

1. IGP 

2. Cambridge Core_PeterLang 

3. iRead ebook 

種 3 

[電子書]  

電子書活動推廣及試用。 
筆 1 

Turnitin 新增帳號及回覆使用問題 筆 2 

全校性選修：數位自主學習(一)相關問題  件 4 

博碩士學位論

文 

審核(退件、申請變更、新增帳號、使用諮詢及紙本論文授權

異動狀況)及論文電子檔案上傳諮詢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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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十二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1 月 18 日起「教育部計畫申請系統」開放 110 年度計畫申請教師

上線註冊帳號，11 月 23 日至 12 月 13 日受理計畫申請、校內審查(含經費審查與計畫

內容外審)，受理教授 12 人、副教授 4 人、助理教授 7 人有效申請案合計 23 件，各學

系專任(案)教師申請件數統計如下表： 

學院 服務單位 職稱 學門(專案)領域 

人文社會學院 

中文系 助理教授 通識(含體育) 

哲學系 教授 人文藝術及設計 

哲學系 副教授 通識(含體育) 

政治系 助理教授 社會(含法政)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系 教授 人文藝術及設計 

英文系 助理教授 教育 

日文系 教授 教育 

日文系 教授 教育 

語言教學中心 助理教授 通識(含體育) 

理學院 數學系 教授 數理 

法學院 法律系 教授 社會(含法政) 

商學院 

經濟系 教授 商業及管理 

企管系 副教授 商業及管理 

國貿系 教授 商業及管理 

國貿系 副教授 商業及管理 

財精系 教授 商業及管理 

財精系 助理教授 數理 

資管系 教授 商業及管理 

資管系 教授 教育 

資管系 助理教授 商業及管理 

EMBA 教授 商業及管理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巨資學院 副教授 工程 

巨資學院 助理教授 [專案]技術實作 

合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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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教學社群 

(一) 教學資源中心主導教師教學策略型社群109年12月舉辦活動： 

1. PBL問題導式教學社群(12/16第3場)： 由PBL的教育目標到評量設計 

2. 翻轉學習社群(12/16第2場)：「TronClass應用工作坊」 

3. ZUVIO反饋系統結合教學社群(第3場)：12/17「ZUVIO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經驗

分享報告」 

(二) 教學資源中心主導教師教學策略型社群109年11月已辦理活動： 

1. PBL問題導式教學社群：11月18日邀請心理系汪曼穎老師主講「Nudge行為設

計」，Nudge從心理學角度出發，分享跨域執行經驗，活動透過座談方式，讓

不同領域教師們能有跨域的激發。本次參與教師9人(含社群成員2人)。 

2. ZUVIO 反饋系統結合教學社群：11 月 25 日邀請屏東科技大學王俊傑老師帶

領「ZUVIO 的課程設計實作工作坊」，從本身課程結合 ZUVIO 規劃到實際操

作，帶領教師將 ZUVIO 工具融入教學設計中，透過實機操作更熟悉在教學現

場如何使用。本次參與教師 10 人(含社群成員 2 人)。 

(三) 本學期社群回饋問卷訂於109年12月中旬統一寄送社群成員；發函並公告全校教師

109年12月至110年1月10日，受理次學期「教師教學社群」補助線上申請，相關說

明詳「教學補助計畫作業平台」首頁/教師教學社群單元公告(連結)。 

三、教學精進計畫：本學期核定 19 案中，因計畫實施課程未達開課標準終止執行 2 案，執

行期程至 109 年 12 月 19 日，已發函各計畫執行教師辦理執行經費核銷、成果結案；

並公告全校教師 109 年 12 月至 110 年 1 月 10 日，受理次學期「教學精進計畫」補助

線上申請，相關說明詳「教學補助計畫作業平台」首頁/教師教學社群單元公告(連結)。 

四、課程單場實務講座、校外教學補助計畫：截至 109 年 12 月 10 日，核定補助校外教學

17 場 13 萬 1,456 元、實務講座 48 場 22 萬 8,319 元，總計 35 萬 9,775 元。 

五、東吳讚老師系列-明信片傳遞活動：109 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11 日設置明信片陳列及

投遞展臺於第二教學研究大樓、綜合大樓及鑄秋大樓 1 樓，截至 12 月 10 日收訖約 190

餘張，接續轉送所屬單位交予收件教師及行政人員。 

六、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活動認證審核：109 年 10 月 21 日至 12 月 8 日共 42 件。 

七、中文素養檢核暨提升機制 

(一) 109年11月20日完成本學期大一國文班級中文素養施測，本學期應到人數約2,780

人，到考人數共2,658人，到考率約95%。 

(二) 109學年度【中文素養創意劇場】「共生」微電影競賽收訖有效作品計4件，12月4

日完成所有獎項頒發，詳「中文素養檢核平臺」公告得獎作品影音(連結)。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理高教深耕計畫相關事務 

(一) 109 年 11 月 16 日完成「109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期中執行進度表(E 表)」審查，11

月 20 日函送各子計畫管考結果。 

(二) 109 年 12 月 4 日通知各子計畫 12 月 28 日前至「新校務資訊系統」申請 110 年度

計畫。 

(三) 截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高教深耕計畫網站」累計最新消息 3,695 則、成果分享

1,794 則。 

(四) 「東吳高教深耕 FB」上傳最新消息和成果分享訊息，共 36 則，截至 109 年 12 月

9 日粉絲專頁按讚總數達 2,441 人次。 

 

 

http://tdd.scu.edu.tw/main/login
http://tdd.scu.edu.tw/main/login
http://chinesetest.scu.edu.tw/moodle/mod/page/view.php?id=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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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堂教學助理 

(一) 109 年 11 月 17 日辦理教學助理期中培訓，講座主題「Chatbot 應用-打造課程助教

機器人」，兩校區參與人數合計 113 名，參與者對於講座整體滿意度達 95%（加總

選填有點同意、同意與非常同意者）。 

(二) 新版隨堂教學助理執行成效問卷，自本學期開始施行，施測期間 109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11 日。 

三、自主學習社群 

(一) 109 年 11 月 18 日邀請知名 YouTube 頻道「足英台三聲道磅米芳」的賴咏華老師

以「以殉情ê心講 Tâi-gí」為題，參與學生 50 人，參與者對於講座整體滿意度達

100%（加總選填有點同意、同意與非常同意者）。 

(二) 109 年 11 月 19 日辦理自主學習專家座談，邀請臺灣大學李紋霞老師、師範大學劉

美慧教務長及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古正欣老師，共同討論自主學習社群的自主學習

能力評量指標（Rubrics）。 

(三) 本學期微課程第二期課程自 109 年 11 月 18 日起陸續開課，修課人數：英文寫作

班 4 人、全英文口說自然習得膽量班 11 人、全方位英文能力提升密集班 12 人、

口語表達養成課 16 人、創意思考的文字傳達術 18 人，合計 61 人。 

四、學生學習空間：109 年 11 月 1 日至 30 日 D509 學生學習進行室 1,585 人次。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遠距教學推廣與服務 

(一) 109 年 11 月 2 日召開遠距教學小組第一次會議，補審課程與修訂辦法；11 月 9 日

經校長核定發函公告修正辦法。 

(二) 本學期遠距教學教材製作補助 32 件（含課程異動 24 件、首次申請 6 件、數位課

程認證申請 2 件），總補助金額 37 萬 6,500 元。 

(三) 109 年 11 月 6 日邀請資管系黃心怡老師分享通過 108 年度第 2 梯次認證經驗，讓

與會者更了解申請流程、相關注意事項以及特別需要留意的指標項目。本次活動

參與對象為欲申請下一梯次課程認證之教師與教學助理，合計 5 人。 

二、數位課程推廣與服務 

(一) 109 年 11 月 21 日寄送磨課師推動成果海報至臺灣開放式課程暨教育聯盟參展。 

(二) 109 年 11 月 24 日完成遠距課程課堂反映問卷 Moodle 設定，電子郵件周知教師提

醒學生於 110 年 1 月 8 日前完前填答。 

三、磨課師課程開課推廣 

(一) 截至 11 月 30 日，TaiwanLIFE 臺灣全民學習平台開設課程及學員人數： 

課程 教師 上課時間 學員人數 

大家來練商標拳

(權)!(2020 秋季班) 法律系 

章忠信老師 
109 年 10 月 3 日

至 12 月 12 

190 人 

大家來練著作拳

(權)!(2020 秋季班) 
153 人 

MVP 夢工場 -籃球

技術訓練 (2020 秋

季班) 

體育室 

東方介德老師 
109 年 9 月 26 日

至 11 月 28 日 
140 人 

(二) 法律系章忠信老師「大家來練商標拳(權)!」109 年 11 月 20 日通過非正規教育課

程認證初審，11 月 25 日完成 108 年度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期末實施成果報告書

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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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位平台諮詢與維運 

(一) 109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30 日「東吳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瀏覽量 302 萬 3,456

次。 

(二) 問題諮詢及協助：協助排除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使用狀況 41 件； G Suit 諮詢 15

件；校園影音資訊站播放申請 23 件。 

五、數位空間服務與支援： 

(一) D501 虛擬攝影棚 109 年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30 日錄製影片 71 支、使用 19 小時；

D507 數位教學實驗室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30 日借用 32 次、使用 82.5 小時。 

(二) 10 月 19 日支援雙溪校區 R0205 未來教室設備檢修。 

(三) 10 月 20 日支援圖書館拍攝東吳人與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圖片展。 

(四) 10 月 22 日支援董保城副校長錄製法治評論空中論壇節目第二集開場影片。 

(五) 10 月 24 日支援雙溪校區 R0205 未來教室環控設備操作教學。 

(六) 10 月 26 日及 11 月 23 日支援一級主管午餐會報遠距連線操作。 

(七) 10 月 27 日支援通識課程「生活中的科技與媒體」參訪 D0501 虛擬攝影棚環境設

備介紹。 

(八) 11 月 11 日至 12 日支援中東歐研究中心拍攝及剪輯「台斯友好在東吳」宣傳影片。 

(九) 11 月 13 日至 20 日進行 D0501 虛擬攝影棚綠幕重新上漆作業工程。 

(十) 11 月 24 日支援體育室外拍器材讀稿機操作教學。 

(十一) 11 月 25 日支援國立華僑高中師長參訪 D0501 虛擬攝影棚環境設備介紹。 

(十二) 11 月 25 日支援會計室 Lifesize 遠距會議連線操作。 

(十三) 11 月 27 日支援董保城副校長拍攝及剪輯「教研人員升等與學術自由」座談會

影片。 

(十四)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進行 D0501 虛擬攝影棚設備安裝及佈線作業工程。 

六、數位教學助理(TA)培訓與支援 

(一) 10 月 21 日及 28 日「數位 TA 學習營」系列課程-教學 D0501 虛擬攝影棚導播機操

作。 

(二) 10 月 26 日及 11 月 23 日安排單位工讀生支援一級主管午餐會報遠距連線操作。 

(三) 10 月 28 日安排單位工讀生協助體育室拍攝及剪輯課程影片。 

(四) 10 月 29 日安排單位工讀生協助秘書室拍攝及剪輯「內部控制制度-風險評估循環

作業」教育訓練影片。 

(五) 10 月 31 日安排單位工讀生協助秘書室校園記者研習營操作虛擬攝影棚導播機。 

(六) 11 月 4 日進行「數位 TA 學習營」系列課程-教學 D0507 遠距會議室 Lifesize 遠距

設備教學操作。 

七、安心就學遠距學習：109 年 11 月 27 日協助中文系聲韻學學會遠距視訊疑難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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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十二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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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持續製作華語教學影片，目前已完成第 4 集之拍攝，影片正在編輯中，同時為增加影片

的多元性，也結合中心社群平台分享的單字圖卡，搭配音檔，製作成影片。另已完成線

上廣播（Podcast）第 8 集錄製，現正持續製作中，目前皆已放上網路平台。 

三、 結合聖誕祝福，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中心製作的聖誕圖卡，給中心已畢業之學員、海外

合作機構，也順便宣傳中心的線上學習資源(教學影片、Podcast) 

四、 2020 正期制冬季班自 12 月 7 日至 2021 年 2 月 5 日開課，包含續讀學生及持打工度假入

境之新生，共計 27 人。 

五、 楓雅學苑宿舍幹部於 12 月 12 日辦理「輪稻你了」活動，帶外籍學生前往大稻埕、萬華

等北部早期發源地，了解台灣歷史，共計 12 人參與活動。華語小老師將於 12 月 24 日

辦理宜蘭一日遊活動，邀請外籍學生一起到宜蘭走走。 

六、 原定 12 月中旬辦理之華語師資實務課程，因報名人數未達開班人數下限，故取消本期

開課，將重新規劃後，辦理新一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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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十二月 

一、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一) 109 年 11 月完成新課務系統，系統組內部再次測試與修正完成。 

(二) 109 年 11 月完成人會總校發管理系統中，校發系統之計畫建立與計畫審核上

線，並積極處理上線問題中。 

(三) 109 年 11 月完成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性能調校與分流優化措施，PageSpeed 

桌面版指標由調整前 72 分，重回 96 分。數位教學平使用量日益成長，須透過

調校與擴增、升級等手段維持服務順暢。除前述調校措施外，日前因疫情期間

數位教材量大增，儲存空間已不足，除清除非必要資料外，預計於 12 月中完

成採購及安裝原有兩倍容量之磁碟陣列櫃，以因應未來運作所需。 

二、全校網路設備與相關系統說明 

(一) 109 年 11 月完成網路組內控風險評估。 

(二) 109 年 11 月進行城中校區網路交換器(兩校區間備援線路、第二大樓 5 樓、入

侵偵測防禦系統及專線備援負載平衡器用之交換器)請購。 

(三) 109 年 11 月進行配合雙溪校區專線負載平衡系統建置，修改城中校區防火牆

及專線負載平衡系統。 

(四) 109 年 11 月完成 IPWhatsup 更新工程。 

(五) 109 年 11 月完成雙溪 DNS 硬體故障修復。 

(六) 109 年 11 月完成雙溪校區防火牆升版。 

(七) 109 年 11 月完成雙溪校區 FAZ 升版。 

(八) 109 年 11 月完成外雙溪校區網路流量網頁更新。 

(九) 109 年 11 月進行雙溪校區建置專線負載平衡系統。 

三、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109 年 11 月完成行政單位個資稽核作業。 

(二) 109 年 10 月、11 月完成教職員電腦課程「LibreOffice(Writer)辦公室實用技巧」、

「LibreOffice(CALC 試算表)辦公室實用技巧」、「Windows 10 使用安全設定」，

教職員共計 164 人報名參加。 

(三) 109 年 11 月進行全校性過保固之個人電腦及印表機統籌維護請購案。 

(四) 109 年 11 月完成微軟應屆畢業生方案重新啟動通知。 

(五) 109 年 11 月完成以電子郵件通知教職員，防範勒索軟體並強化個人電腦密碼

複雜度。 

四、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109 年 10、11 月完成配合營繕組、群育暨美育中心、法律學系、系統組、評鑑

組、圖書館、軍訓室、網路組、巨資學院及推廣部申請(共 16 次)，修改防火牆。 

(二) 109 年 10、11 月完成配合資訊管理學系及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考試申請(共

8 次)，修改骨幹交換器設定。 

(三) 109 年 10、11 月完成配合資訊管理學系、國貿系、財精系、物理系及數學系考

試申請(共 13 次)，建置考試環境。 

(四) 109 年 11 月完成協助社工系公用電腦改接認證網路工程。 

(五) 109 年 11 月完成協助菁英講堂網點遷移與新增工程。 

(六) 109 年 11 月完成協助秘書室更新官網防疫專區網頁資料。 

五、詳細電算中心業務報告請至下列網址查閱：http://www.scu.edu.tw/cc/ →[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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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十二月 

【體育教學組】 

一、109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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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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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功能訓練課程，報名體適能課程共 1,032 人次，檢定未通過參與自主運動學生共

220 人。 

二、109 年 10 月 28 日在外雙溪校區 B304 舞蹈教室舉行本學期第二場次教師專業社群研習工

作坊，邀請臺北市立大學兼任講師、美國國家肌力與體能協會個人教練俞齊親老師主講

「硬式壺鈴技巧與身體活動度操作體驗」，出席教師共 13 位。 

三、109 年 11 月 11 日在外雙溪校區 B304 舞蹈教室舉行第三場次教師專業社群研習工作坊，

邀請本校兼任李昌榮教授，介紹 BlazePod 光動訓練/教學設備的操作在體能提升的效益，

出席教師共 13 位。 

四、109 年 12 月 9 日在外雙溪校區 B304 舞蹈教室舉行本學期第四場次教師專業社群研習工

作坊，再次邀請臺北市立大學兼任講師、美國國家肌力與體能協會個人教練俞齊親老師

主講「硬式壺鈴技巧-盪壺（Swing）」。 

五、109 年 11 月 27 日完成 109 學年第 2 學期必修體育課程開課建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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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09 年 12 月 3 日發現城中校區 5 大樓 B1 舞蹈教室抗力球儲藏區地面積水，經總務處營

繕組與廠商進行場勘，發現天花板上方有裂縫及管線接縫處漏水，已提請修申請；廠商

告知若天花板上方處理完成，地面仍有積水，則可能為連續壁滲水。 

七、109 年 12 月 10 日前完成 109 學年第 1 學期教育部私校獎補助款之教學器材核銷。 

八、110 年 1 月 4 至 8 日止隨班實施期末課堂反映評量。 

九、預訂 110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在外雙溪校區舉辦 109 學年第 1 學期期末教師進修

會，敬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洪聰敏研究講座教授蒞臨演講。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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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宜。復經董副校

長指示，以體育室所提需求為藍本，再由董副召集邀請相關專家學者舉行諮詢會議。 

 

【體育活動組】 

一、「2020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線上研討會」於 109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5 日，邀請國內

外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主題為「超級馬拉松運動科學」和「疫情時代的健康管理」，

本次參加研討會總計 153 人，完成研習有 129 人。 

二、建校 121 年校慶運動會報名至 12 月 18 日止，項目有：創意繞場、大隊接力（6 人）、學

生全能挑戰賽（6 人）、圖書館大挑戰（3~5 人），懇請與會主管鼓勵單位的師生同仁踴

躍參與，增添校園活力光彩，展現校慶嘉年華會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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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慶祝建校 120 年校慶─109 學年度體育週新生盃」圓滿落幕，謝謝各系熱情參與，恭喜

以下得獎隊伍： 

新生盃賽事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籃球賽（男子） 社會系 資管系 歷史系/企管系  

籃球賽（女子） 經濟系 財精系 德文系/社工系  

排球賽（男子） 企管系 會計系 巨量學院 英文系 

排球賽（女子） 財精系 社工系 中文系 資管系 

羽球賽 財精系 1 隊 國貿系 巨資學位學程 社工系 

桌球賽 法律系 B 隊 法律系 A 隊 日文系 中文系 

四、本校男子、女子籃球代表隊、男子、女子排球代表隊、棒球代表隊於 12 月參加「中華民

國大專校院 109 學年度籃球、排球、棒球運動聯賽」預賽，積極為校爭光。 

五、由社會資源處辦理的「東吳懷恩數位校史館感恩茶會」健行趣活動，於 11 月 29 日（日）

下午 14 點舉行，體育室東方介德、譚彥、林孟賢、林鈺萍、蔡書涵等 5 位師長協助帶領

校友完成本校後山健行，參加人數約 50 人。 

六、「109 學年度教職工桌球賽」於 12 月 2 日完成領隊暨抽籤會議，比賽訂於 12 月 19 日（星

期六）於雙溪體育館舉行，共 61 人參加。 

七、12 月 11 日（五）支援本校招生組苗栗縣立大同高中參訪，帶領該校體育班生參觀運動場

館，介紹體育特色活動及設備。 

八、輔仁大學辦理「輔仁大學 109 學年度聖誕星光路跑」，邀請優久聯盟各校踴躍參與，本

室已於 12 月 4 日完成報名，活動訂於 12 月 18 日（五）晚上於輔大校區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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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十二月 

一、城區東吳團契於 11 月中同工聚餐；溪區於 11/26 舉辦感恩節餐會。 

二、常態團契活動： 

(一)溪區：週三中午小家及晚間大聚會約 35 位； 

週四中午小家 16 位； 

週五中午小家約 12 位學生參加； 

每日晨更約 10 位契友參與； 

英語自學小組共有 8 位學員參加。 

(二)城區：每週靈命造就、個人陪讀及週三大聚會合計約 60 人參加。 

三、教職工團契：雙溪每週二中午用餐、讀經、代禱，目前閱讀「羅馬書」，聚會人數約

12-16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