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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一月 

【教務長室】 

一、彙編講座成果報告成冊，並寄送捐款人參閱。 

 

【註冊課務組】 

一、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申請退修事宜業於 12 月 1 日公告，同時郵件通知專兼任教師及

學生相關訊息。申請退修時間為 12 月 14 日至 23 日(兩週)，學生需至校務行政資訊系統

下載個人申請表單，系統於 12 月 7 日起開放下載，申請表需親自辦理並經授課教師及系

主任簽章確認同意後繳回註冊課務組始完成手續。 

二、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輔導選課實施日期為 109 年 12 月 28 日至 110 年 1 月 26 日，學

生可於 12 月 28 日起上網列印選課輔導預選表，親洽或透過學系安排，選擇面談、電話、

網路等各種方式與導師進行選課輔導與諮詢。本組於 12 月 18 日寄發函文通知各學系導

師輔導時間及輔導選課時之相關路徑，並以電子郵件發送通知學生。 

三、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退補費作業，並於奉核後公告至兩校區公布欄及註冊課務組網

頁，且發電子郵件通知學生。寄發退補費紙本通知學生於 109 年 12 月 2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辦理補繳手續；退費者則由出納組於 12 月 1 日直接將應退金額匯入該生郵局帳

戶內。 

四、本學期學業關懷作業，任課教師業於 11 月 9 日到 11 月 30 日提報各科目關懷狀況，並請

學系稽催未執行教師，統一作業期間本學期整體執行科目數 95.98%，12 月 1 日至 12 月

8日間學系對學生發送學系的重點關懷通知，於截止日前各學系均已完成重點關懷作業，

後續由導師依學系提出之重點關懷名單進行輔導，部份學系已陸續依各系需求及狀況寄

發家長通知信函。近 3 年統一作業期間執行結果如下： 

學年期 部別 
應關懷科

目數 

關懷科目

數 

執行科目

比率 

執行教師

數 

關懷學生

人數 

學系關懷

人數 

106-1 

學士班(學系) 1,783 1,680 94.22% 777 4,753 
629 

學士班(共通) 646 608 94.12% 367 3,197 

進學班 227 195 85.90% 147 789 106 

106-2 

學士班(學系) 1,781 1,668 93.66% 762 4,912 
914 

學士班(共通) 639 589 92.18% 344 3,460 

進學班 229 199 86.90% 156 616 76 

107-1 

學士班(學系) 1,790 1,743 97.37% 824 4,810 
711 

學士班(共通) 661 623 94.25% 372 3,134 

進學班 219 189 86.30% 151 712 84 

107-2 

學士班(學系) 1,755 1,721 98.06% 821 4,623 
711 

學士班(共通) 634 601 94.79% 365 3,245 

進學班 223 197 88.34% 159 555 58 

108-1 

學士班(學系) 1,763 1,600 90.75% 784 4,374 
628 

學士班(共通) 623 608 97.59% 363 2,933 

進學班 206 151 73.30% 127 630 48 

108-2 
學士班(學系) 1,714 1,628 94.98% 780 4,244 

626 
學士班(共通) 602 584 97.01% 349 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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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班 203 178 87.68% 152 514 55 

109-1 

學士班(學系) 1,729 1,675 96.88% 816 4,204 
660 

學士班(共通) 632 608 96.20% 352 3,082 

進學班 199 174 87.44% 139 618 65 

 

五、本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預計於 109 年 12 月 21 日至 110 年 1 月 9 日舉行，期間因 12 月

24～25 日、1 月 1 日放假，該日共通課程提前至 12 月 18 日進行施測，相關施測卡片已

於 12 月 10 日分送各施測單位。目前有 25 門共通課程異動施測時間，業已通知協助施測

同仁配合老師時間進行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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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2 日法律

系仍有 7 科未提供授課計畫以供上傳公布。 

七、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填寫授課計畫截至 12 月 22 日之上網率為 34.92%（2,119 科尚未

公布），110 年 1 月 8 日為填寫與公布階段截止日，逾時未公布者將註記遲繳紀錄。 

八、109 年度全英語授課經驗分享工作坊於 12 月 22 日（二）10:00～12:00 假城中校區鑄秋大

樓 1 樓 2123 會議室舉行，邀請張錦崑等 5 位教師分享教學點滴，以提升教師英語授課之

教學方法與技巧，並邀請學系教師、秘書及同仁一起參與，更進一步瞭解全英語授課之

教學方法與技巧，期望對學系開設全英語課程有所助益。 

九、調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一外文學期統一考試監考意願暨寄發監考通知（含教師）。

預計於 110 年 1 月 9 日舉行大一外文學期統一考試，計有英文 70 組（約 2,410 人）、

日文 11 組（約 285 人）、德文 4 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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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寄送受評學分學程評鑑資料給各評鑑委員，預計 110 年元月 8 日前完成審查，並寄回審

查意見表。 

十一、109 年 12 月 4 日假雙溪校區舉辦第二專長特色說明會，由教務長主持，邀請院系師長

計 6 位為學生介紹第二專長之特色、未來發展及第二個第二專長規劃事宜。 

 

【招生組】 

一、110 學年度參加碩士班甄試招生學系計有 22 學系碩士班暨學位學程（音樂系除外），合

計有 33 系組學程招生，招生名額 217 名，統計報名人數共 466 人（較去年增加 56 人）

，其中本校生 148 名（31.76%）、外校生 318 名（68.24%）。11 月 16 日至 22 日進行面

試，業於 12 月 5 日公告錄取名單。共正取 200 名、備取 126 名。訂於 109 年 12 月 21 日

至 110 年元月 7 日受理正取生上網登記就讀意願後郵寄「就讀意願暨通訊報到同意書」

辦理通訊報到，俾減少考生往返奔波。將依序遞補至 110 年 2 月 22 日止，其後缺額概流

用至一般招生考試補足。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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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 109 年 12 月 5 日起網路

公告。預計 109 年 12 月 28 日至 110 年元月 11 日開放網路報名後上傳審查資料。預計於

元月 20 日開放列印報考證明（法專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為元月 27 日），3 月 1 日（週一）

合併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舉行筆試。筆試地點一律集中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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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9 學年度援例辦理寒假轉學考試，簡章草案前經第二次招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函送

學系複核後，於 109 年 12 月 5 日網路公告。簡章暫定日夜學制二、三年級招生名額共 229

名。預計 109 年 12 月 28 日至 110 年元月 7 日開放網路報名與上傳審查資料。預計 110 年

1 月 13 日開放考生列印報考證明，並於 1 月 17 日網頁公告各系級計入缺額後之實際招生

人數。本學年度社會系、社工系以資料審查暨面試方式辦理、會計系辦理筆試 (筆面試皆

於 1 月 18 日舉行)，其餘學系概以資料審查招生。 

四、本校 110 學年度大學特殊選才招生，辦理學系為物理學系，招生名額 3 名，報名人數 4 人

（含中低收入戶 1 人；去年首度由化學系招生，報名人數 7 人），業於 109 年 12 月 12 日面

試完畢，預定 110 年 1 月 4 日公告錄取名單。 

五、110 學年度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訂於 110 年 1 月 22、23 日（週五、六）舉行，本校援

例支援北三考區百齡高中分區巡視及監試，預計支援 43 間試場，88 位監試（含 2 位備

監）及 4 位巡視。銘傳大學訂於 1 月 19 日上午假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行監試人員座談會，

說明相關注意事項並答詢相關實務。 

六、教育部於 109 年 12 月 17 日(四)下午兩點辦理「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離島地區視

訊面試試辦計畫說明會」，並於同日下午接續辦理「新住民就讀大學辦法說明會」，本

組由組長及業管承辦同仁出席會議，除掌握確實資訊外，將俟教育部正式來函，再案調

查學系參與意願。 

七、彙製「110 學年度秋季班外國學生新生暨轉學生招生簡章」草案陳核，預計 1 月下旬上網

公告，並於 2 月上旬至 4 月 30 日止受理申請。招生名額 209 名，分別為：學士班 161 名、

碩士班 45 名、博士班 3 名；預定 5 月上旬將申請資料送交學系進行書面審查，五月底公

告錄取名單。 

八、本校招收 110 學年度第一梯次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名額共 59 名(學士班 51 名、碩士班

8 名)，業於 109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30 日採網路填表後上傳備審資料方式受理申請。

統計上網填表共 83 人次（含 2 個志願重複報名人次），完成書審資料上傳 34 人（含 2

人資料不齊取消報名資格）。依招生簡章規定，每位考生可填報 2 個志願，分析符合報

考資格考生申請各學系人次分別為：中文系 3、歷史系 6、政治系 2、社會系 5、社工系

9、音樂系 3、數學系 1、化學系 2、微生物學系 1、經濟系 1、會計系 4、企管系 5、國貿

系 2 及經濟碩 1、企管碩 1，共計 46 人次（經查有 14 人分別填報 2 個志願並完成資料上

傳）。前於 12 月 10 日函請招生學系進行書面資料審查，12 月 29 日回擲審查結果，預

計 110 年 1 月 13 日網路公告錄取名單。有關僑生(4 名)及港澳生(28 名)身分之查核認定，

業已同步函送僑委會及教育部進行資格查核。待相關單位身分查核確認後再行放榜，同

步寄發通知。 

九、本校辦理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入學之境外臺生 2.0 招生，經教育部 109 年 10 月 7 日函示

同意在案。招生名額奉核為：學士班 47 名、碩士班 15 名、博士班 5 名(皆含流用後)。招

生簡章業於 11 月 3 日公告，11 月 23 日至 12 月 7 日受理報名。統計共 16 人次報名(含

資格不符者 3 人)，爰 13 人次進入實質審查(學士班 14 人次、碩士班 2 人次)。預計 110

年 1 月 20 日前放榜。 

十、109 年 11 月 10 日以東教招生字第 1090201487 號函送學系調查 110 學年度各學系進修學

士班招生簡章分則草案修訂意見，並請學系 12 月 14 日前回擲，俟彙整後依程序提送招

生委員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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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9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90168425E 號來函通知各校「專科以上學校

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部分條文及第四條附表三修正內容，新增各院、所、

系、科與學位學程主聘專任教師學術或實務專長應與其主聘單位及任教課程領域相符；

申請停招、整併、更名之規劃階段校內應踐行的溝通程序；申請增設各學制班別有關

系、科、所擬聘專任師資起聘時程，以及不符規定時，教育部得依情節輕重調整招生

名額總量比例等項。本修正條文將作為本校 111 學年度增設調整各學制班組與學位學

程作業準據。 

十二、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10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90176564 號來函通知有關填覆 111 學年度

大學校院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保留比率調查事項。本案經奉校長核定，111 學年度各

學制招生名額保留比率，將比照去年辦理，以「依校內既定名額分配機制辦理」予以

填報。 

十三、為了解實驗教育學校課程設計內容、育才目標、學生畢業資格規定，以及對大學招生

選才的具體建議，109 年 12 月 30 日由趙維良副校長帶隊拜訪宜蘭慈心華德福高中，

與會者有：詹乾隆教務長、王志傑研究發展長、中文系侯淑娟主任、日文系陳冠霖老

師及註冊課務組陳秀珍組長、招生組陳雅蓉組長等。 
十四、為有效運用招生總量資源，強化教學與研究績效，並落實執行相關法規，統計招生狀

況不佳且未達標準學系，計有：社會碩、化學碩、微生物碩及財精碩專等 4 學系，近

日將彙整學系所提調整改善計畫，簽陳因應處理方式。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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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依規定提報教育部新一期程

計畫，109 年 11 月 26 日已奉教育部核定 109 至 110 學年度計畫補助經費 450 萬元

(80%)、學校自籌 90 萬元(20%)，核定總經費 540 萬元，並採兩期撥付，109 年第一期

270 萬元，預計 110 年度第二期 180 萬元。業於 12 月 2 日前，依委員審查綜合意見暨

共通提醒注意事項陳報修正計畫書在案。 

十六、本校執行 109 至 110 學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12 月份辦理活動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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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及 110/0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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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配合 110 年 1 月 8 日「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個人申請入學管道招生作業

辦理規劃書」報部期程，函請 22 學系推薦試評審查委員名單，預計 109 年 12 月

23 日至 110 年元月 11 日開放系統進行試評，抽選 109 學年度每系各 60 份考生書

審資料，原則分成兩組，委請審查委員以尺規初稿進行初評校準(每位委員以評核

30 份為原則)，續就老師評分結果進行標準分轉換；再就不同分組分數進行兩兩相

關比較，期能以合理的總分計算方法，達到不同組別間的分數公允，並驗證尺規

之共識情形與信效度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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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9年12月22日召開「個人申請入學審查資料模擬試評作業系統說明會議」，向

22學系宣導說明計畫內容與執行重點，並針對本校個人申請書面審查評分注意事

項與輸入介面、校級「書審差分處理系統」操作流程與作業細則作詳細說明。 

十七、「認識東吳營」預定 110 年 1 月 26 日至 27 日（週二~週三）分兩梯次在外雙溪校區進

行「大學生活引航」，另接續於 1 月 28 日（週四）辦理一日「學群導航」活動。日前

已另案函請學系支援學群講座。本活動開放高中策略聯盟學校及新生人數前 30 名高中

團體報名，並函送全國各公私立高中。統計至 12 月 16 日之報名人數，「大學生活引

航」第一梯次報名 66 人；第二梯次報名 157 人；「學群導航」共 193 人。預計活動前

二週截止報名。籌備團隊於 12 月 19 日進行本學期最後訓練課程。 

十八、第 14 屆招生服務團共 39 名團員。109 年 12 月 5-6 日假雙溪校區辦理兩天一夜「招生

服務研習營」，由招生組組長、同仁及畢業學長姐擔任講師，共計 18 名新團員參加。

此外，為獎勵無酬協助支援各項招生宣導活動團員，另於寒假規劃慶功宴，邀請協助

宣導次數較多之團員參加，俾聯繫情誼，並慰其辛勞。 

十九、為加強招生宣導，規畫 2021 甄戰大學誌內頁跨頁廣告(採購平面雜誌廣告，贈送【甄戰

落點系統各校系結果頁】之 23 個本校校系網路廣告連結)；另，援往例採購 110 學年

度學測考場報廣告文案，預計刊登聯合報考場專刊及蘋果考場報各一則，110 年 1 月

22、23 日學測當天見刊。以上廣告刻進行請購相關事宜。 

二十、12 月份招生宣導場次計有： 

赴高中宣導講座(共 19 場)：12/4 國立屏北高中招生組黃昭明、12/4 桃園高中心理系徐

儷瑜、12/4 桃園高中企管系林智偉、12/4 台北市立大同高中財精系吳政訓、12/9 中正

高中法律系邱玟惠、12/9 台東高中招生組黃昭明、12/9 台東女中招生組黃昭明、12/10

中正高中心理系陳俊宏、12/11 景美女中法律系何佳芳、12/11 百齡高中心理系葉芸芝、

12/14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心理系徐儷瑜、12/16 崇光高級中學財精系詹芳書、12/18

基隆市立中山高中財精系蕭維政、12/18 平鎮高中國貿系吳志英、12/21 桃園市立內壢

高中法律系林育廷、12/22 新北市立光復高中心理系王韋婷、12/23 新北市立光復高中

資管系鄭為民、12/23 國立員林高中蕭宏宜、12/23 桃園市立桃園高中招生組黃昭明。 

赴高中擺檯(共 5 場)：12/18 國立台南二中、新北市立錦和高中；12/21 私立稻江護家。  

高中到校參訪(共 3 場)：12/09 苗栗私立建臺高中；12/11 苗栗縣立大同高中、新北市

立新店高中。 

領航人課程體驗(共 2 場)：12/16 私立金甌女中數學式的思考技術課程班級(巨資學院)；

12/17 私立金甌女中日二(日文系)。 

 

【通識教育中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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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故宮文物」課程 109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邀

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粘柏富法官演講，講題為「照步來：如何運用故宮授權資源」。 

二、校務發展計畫：109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依 11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表檢核結

果，提出「預算編列檢核意見」回應說明，並於舊版電子化校園系統及新版校務資訊系

統完成增補、修訂計畫事宜。 

 



7 

三、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109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提交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09 年成果報告暨 110 至 111 年計畫書所需之 4 項「關鍵績效指標(KPI)」、1 項「政策

配合事項」、3 項子計畫「新校務資料系統填報」。 

四、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自辦品保評鑑作業：109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上線填報通識教育

中心自辦品保評鑑 4 項「待改善項目執行成果」。 

五、內部控制制度改版作業：配合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改版，納入風險評估及循環作業，於 109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繳交通識教育中心風險評估表。 

六、第二教學研究大樓安全委員會會議：通識教育中心盧令北主任擔任 109 學年度第二教學

研究大樓安全委員會主任委員。109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三）召開第二教學研究大樓安

全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討論本大樓區域自衛消防編組等議題。 

七、資訊增能工作坊：通識教育中心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推動跨領域程式設計教

學計畫」，109 年 12 月 22、23、29、30 日（星期二、三）中午 12 時 30 分至 15 時於兩

校區舉辦 4 場「資訊增能工作坊」，邀請 stanCode 標準程式教育機構創辦人廖揚鴻老師

主講，協助學生及教職員精進程式設計能力。 

 雙溪場次 城中場次 

時間 

地點 

主題 

109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二） 

G101 會議室 

史丹佛超強程式入門（上） 

109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三） 

5211 會議室 

史丹佛超強程式入門（上） 

時間 

地點 

主題 

109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二） 

G101 會議室 

史丹佛超強程式入門（下） 

109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三） 

5211 會議室 

史丹佛超強程式入門（下） 

八、廣達大師講座：通識教育中心編印完成《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廣達大師講座「當代精英的

責任與關懷」學習成果展活動紀實》書冊，於 109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寄送廣達電

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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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一月 

 德育中心 

一、 就學貸款：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貸款人數共計 2,358 名，貸款金額總計 1 億 3,542 萬

5,813 元整，較去年同期 2,265 人，申貸金額 1 億 1,960 萬 7,736 元整，增加 93 人，金額

增加 1,581 萬 8,077 元，已報送台北富邦銀行辦理請款作業。 

二、 就學優待減免：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 794 人完成就學優待減免申請作業，共向教育部

請撥補助款 2,689 萬 1,569 元整，已於 12/21 報教育部核結。後續將辦理低收入戶學生保

費差額補助及撥發軍公教遺族子女補助金核銷事宜。第 2 學期就學優待減免已於 12/28

開放學生申請，預計辦理至 110/2/18 截止。 

三、 弱勢助學金：教育部於 12/12 公告弱勢學生助學金同一教育階段重複請領比對結果及補

助金額，本校疑有 4 位重複請領者，刻正聯絡學生釐清中。另已下載補助金額，上傳至

學生事務資訊系統，並於最新消息公告，申請者可至校務行政系統查詢補助金額。截至

12/18 止，計 373 名符合請領資格，學校補助金額 466 萬 2,000 元整，教育部補 646 萬

1,000 元整，共計 1,112 萬 3,000 元整。 

四、 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109學年度第 1學期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第二次增補作業已完成，

共計增補助學金 4 名，金額幣 6 萬 8,000 元整。 

五、 生活助學金：12 月生活助學金共核發 61 位同學，助學金共核撥 36 萬 6,000 元整，另為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辦理緊急紓困措施，12 月發放生活助學金予 109-1 符合教育部弱勢學

生助學金資格學生，每名 4,500 元，共計核撥 166 萬 9,500 元。 

六、 研究生獎助學金及工讀金：11 月份研究生獎助學金共計核銷 235 萬 746 元整；工讀助學

金共計核銷 348 萬 8,970 元整，已於 12/24 撥款入學生帳戶。 

七、 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續領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初審函送 79

名，經富蘭克林公司複審後於 12/9 函知共 79 名通過，核發獎學金 3,57 萬 5,000 元整。 

八、 學產低收入戶助學金: 109 學年第１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助學金」共 109

名同學申請，經承辦學校審查後全數通過，每名核發 5,000 元。 

九、 高教深耕-扶助攻頂計畫：（一）109年度扶助攻頂計畫每月扶助助學金共執行 782萬 2,000

元、1,380 人次；相關輔導措施項目補助共執行 260 萬 5,456 元、458 人次；整體執行率

達 94.44％。（二）109 年度計畫執行成果須於 110/1/20 前備文報部。（三）110 年度計畫

提報亦已於 12/31 報部。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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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相片展以徵稿送獎金方式，募集在校生（不限原民生）心目中對台

灣原住民部落的情感，已徵稿完畢，作品將於評選後進行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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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資中心

期中座談會已於 12/9 在城中校區辦理完畢，會中了解原住民族學生在校狀況及需求，並

提供原住民族學生間交流的機會。（四）12/20 原資中心同仁帶領學生至桃園市復興區羅

浮部落進行泰雅族文化學習活動，除對該地區泰雅族群生活樣貌有進一步的認識，並了

解原住民族當中的文化底蘊，增加文化認同，並使各族群間相處更為和諧融洽。（五）原

資中心計畫（高教深耕計畫附錄 2）109 年執行成果及 110 年計畫書須於 110/1/15 前報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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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智財權與品德教育活動： 

（一） 東吳好書交換日活動：2020好書交換日已於 12/15在雙溪校區舜文廳辦理完成，

活動中共換書 255 本，其中用換書卡的 132 本、發票兌換的 123 本。 

（二） 友善環境工作坊：11/30、12/01 邀請周花燕老師來校教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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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人數共計 191 人，

整體回饋量表 4.72 分（5 分量表）。 

（三） 職場品德力講座：12/7、12/8 邀請三鐵生命勇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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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子來面對將來出社會後在職場中更多的困境與挑戰，參加人數共計 59 人，整體

回饋量表 4.69 分（5 分量表）。 

（四） 教育部辦理「2021 總統教育獎」遴選活動擬推薦上學期「東吳有品青年孝親獎」

得主法二 A 李雨函同學參加，其優良事蹟為大一時獨自 1 人肩負照顧母親與經濟

上的責任，其主動、積極、樂觀面對生活困境的精神，值得同儕學習與表揚，故推

薦該生參加「2021 總統教育獎」遴選。 

（五） 教育部補助 109 年品德深耕計畫之執行成果已於 12/31 前結案報部。 

十二、遺失物事宜：截至 12/18 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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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29 117 212 47 17 30 

 

 群美中心 

一、 110 年度社團檔案競賽暨主題式展演活動：110 年度全社評校內檔案徵選暨社團特色活

動競賽已於 12/22 在外雙溪校區望星廣場辦理完畢，本次有 42 組社團參與檔案徵選、7

組社團報名社團特色活動競賽。本次檔案徵選得獎名單如下： 

類別 名次 社團名稱 

公共類 
第 1 名 芳樓勵進會 

第 2 名 松勁樓勵進會 

藝術類 

第 1 名 音樂劇表演社 

第 2 名 東吳管樂社 

第 3 名 東吳圓桌塔羅社 

學術類 
第 1 名 東吳好點子研究社 

第 1 名 創意思考社 

體育類 

第 1 名 熱舞社 

第 2 名 體適能有氧社 

第 3 名 電子競技研究社 

聯誼類 
第 1 名 桃園地區學生聯誼會 

第 2 名 彰化地區校友聯誼會 

體育類 
第 1 名 熱舞社 

第 2 名 雙溪世界民族舞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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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UB 成果發表會：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方案期末成果發表會已於

12/28 在外雙溪校區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辦理完畢，本學期共有「社區公益展演」、「C 望

食譜」、「孩想在一起」及「E 漸你就心動」四大服務計畫，各計畫參與的同學於發表會

上分享這學期的服務歷程，共計 51 位學生參與，彼此交流並分享服務過程中的收穫。 

三、 寒假服務隊聯合授旗典禮：110 年度寒假服務隊聯合授旗典禮，將於 1/19(二)在外雙溪

校區傳賢堂盛大舉行。今年寒假共有 11 支服務隊 224 位服務同學，自 1/25 起至 2/6 期

間陸續至國內進行服務，服務超過 2,000 位學員，透過有計劃安排的社會服務活動與結

構化設計的反思過程，以達成服務的需求，並促進服務者的學習與成長。 

四、 社團獎學金：本學期共辦理甄選 9 項獎學金，分別為譚宸泰社團獎學金、蔡隆三、蔡李

英社團獎學金、高天福社團服務獎學金、東吳社團人獎學金、徐國華社團獎學金、夜間

部學生會獎學金、服務學習優良獎學金、102 級應屆畢業同學聯誼會獎學金、杜克國際

服務優良獎學金，評審們刻正進行評選中，獲獎同學將於 110 年度寒假服務隊聯合授旗

典禮上領取得獎證書。另甄選「110 年大專優秀青年」，校內遴選於 2/5 截止申請；前兩

名將代表本校明年青年節至總統府及臺北市政府接受表揚。 

 

 健康暨諮商中心 

一、「大一新生身心困擾普測」：共施測 24 個學系、53 個班級、58 場次(含 2 場次補測)。全

校參與施測人數共 2,666 佔全校大一學生人數 88.5%（前一年為 87.6％）；其中願意填答

者共 2,662 人，拒絕填答者 4 人，拒填率 0.1％；願意填答者中，拒絕關懷者 85 人，拒絕

關懷率 3.2％。願意填答 2662 人中有效問卷共 2,419 份，無效問卷 243 份，有效填答率

90.9％。所篩選高關懷學生共 231 人(含高危險學生 40 名)，高關懷學生比率為 8.7%，系

諮心理師已經完成複檢，目前進行各學系大一導師會議，報告學系統計結果及高關懷學

生狀況及後續輔導機制。 

二、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稽核於 12/23 完成稽核訪視，抽查如喜自助餐及金盃美而美二家，多

數項目通過審查，少數缺失將於近日改善。如喜自助餐作業區發現病媒、清潔劑未標示

專人負責及保管、食品添加物(味精)無專區管理、砧板擺放方式有交叉汙染之虞，以上於

12/26 完成改善，另天花板未密合需於 12/31 完成改善。2.金盃美而美缺失：地板不潔有

殘屑、殺蟲劑存放位置未落實、食品先進先管理未落實(分裝罐日期標示為落實)，以上於

12/26 改善完成。 

三、全校導師輔導研習會議：訂於 110/1/18 上午於雙溪校區普仁堂舉辦，本次主題為「淺談

創傷知情概念與身心調節技巧」，邀請胡美齡諮商心理師主講，促進師長對於學生因創

傷而影響的身心困境有所了解，並提供適切的協助，以提升全校導師相關輔導知能。 

四、 109-1 急救訓練：12/5 於城中 2123 會議室辦理，本次邀請中華民國急救技能推廣協會，

參與學員 38 名全數通過考試取得證照，學員表示講師非常專業也很有耐心，學習到很多

實用的救命技能，本次活動滿意度調查為 4.9 分（5 分量表）。 

五、 健康促進計畫活動「愛-是你是我」愛滋病防治擺台：12/01~12/02，12：00-13：00 於兩

校區舉辦，宣導愛滋染途徑、感染風險、認識潛伏期、空窗期，篩檢診所，以遊戲的方

式進行，填完問卷，聽解說，在玩大富翁，回答問題，因此對推廣內容能更加深印象。

共計 359 人次參加，雙溪 172 人次佔 48%、城中 187 人次佔 52%。活動整體滿意度為

4.87 分(5 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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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資源教室與校長有約：於 12/18，12:00－13:00 於雙溪校區辦理，共 36 人參與，包含學

生 14 人（自閉症 5 人、視障 3 人、肢障 2 人、腦麻 2 人、情障 1 人、聽障 1 人）及師長

22 人。師長與學生一起進行身障體驗活動，了解視障、肢障及聽覺障礙的需求及不便，

也理解可以如何協助。 

 

 學生住宿中心 

一、 109 學年寒假留宿申請：寒假期間開放營隊申請榕華樓留宿，個人留宿則住宿於松勁樓，

個人留宿申請結果已於 12/9 公告，本次共計 179 人核准通過（女生 109 人、男生 70 人）。 

二、宿舍手冊修訂會議：109 學年度宿舍手冊修訂會議已於 12/15 舉行完畢，會中針對床位申

請、安全防護、人員進出管理、網路申請使用、合楓學舍「暑假宿舍管理辦法」、「住宿

生活管理辦法」、 合江學舍「進退宿暨床位更換方法」、「宿舍網路使用申請辦法」、

「寒暑假結束宿舍關閉與管理辦法」、合樂學舍「宿舍網路使用與經費申請辦法」、「寒

暑假結束宿舍關閉與管理辦法」、泉思學舍「進退宿暨床位更換方法」、「宿舍公共設

施管理與修繕申請辦法」、「宿舍活動與經費申請相關辦法」、「住宿生活管理辦法」等

議案完成討論修訂。本次條文修法結果已經學務長核定，並將更新法規內容於本中心網

站相關法規處。 

三、 住宿費調漲相關事宜：110 學年度學生宿舍宿舍費調漲案業經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109

年 11 月 18 日）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續送校長核定後公告。為使全校師生更加瞭

解宿舍費調漲之相關資訊，故於兩校區各辦一場說明會： 

（一）城中場：109 年 12 月 21 日（一）中午 12 時，5117 會議室。未有學生出席城中場

次。 

（二）雙溪場：109 年 12 月 30 日（三）中午 12 時，望星廣場。 

四、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床位候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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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2/22 公告抽籤序號，本次共 19 人

登記候補（女生 14 人、男生 5 人）。12/23 開放人工登記，接續抽籤號遞補，截至 12/29

共 3 人登記。 

五、宿舍參訪：亞洲大學共計 38 名師生於 12/4 參訪泉思學舍，由本中心吳亦羚、侯茱釋、陳

致秀組員接待，進行宿舍環境導覽及提問回覆，整體參訪行程順利。 

六、印製合作房東問候卡片：時值歲末，本中心援往例於年節前寄發問候卡片予合作房東，

表達本校對房東長期照顧本校學生之感謝，並請其多關心同學租屋近況，建立共同輔導

機制。 

七、 大型宿舍探勘－台糖土地開發合作案：12/9 台糖公司來函檢送 11 月 24 日附台糖開會之

會議紀錄，已於 12/14 簽文經董副校長核可；合作案相關資料已於 12/23 經校長核可，同

意呈報王董事長。 
 

 軍訓室 

ㄧ、學生生活輔導： 

（一）雙溪校區：計 32 件次(校安維護 4 件、疾病送醫 2 件、車禍協處 1 件及其他事件 25 件)。 

（二）城中校區：計 23 件次(校安維護 1 件、疾病送醫 2 件、車禍協處 1 件及其他事件 1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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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兵役業務、軍訓課役期折抵： 

109 學年度至 12/23 止，收辦各學制在學役男兵役緩徵、儘召業務計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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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5 召開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承商督導會議。 

（三）110/1/18 辦理城中校區複合型防災演練，110/1/20 辦理雙溪校區複合型防災演練。（四）

校安中心發布寒假期間安全注意事項電子函件，提醒全校教職員生提高安全警覺，校

安中心值班同仁亦 24 小時待命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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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一月 

一、辦理各類採購案 

(一) 109.8.1-109.12.22 合計辦理 589 件採購案議比價作業（財物 336 件、勞務 222 件、

工程 7 件、圖書 24 件），其中逾 50 萬元案件如後：  

1. 科技組「110 年科技教室設備維護案」。 

2. 技術服務組「JSTOR-Art & Science I-VII Collection、Life Science Collection (2021

年)」。 

3. 技術服務組「IOP Science Extra Package 電子期刊」。 

4. 技術服務組「2021 年 ACS CPC Package」。 

5. 系統組「IBM V5020 擴充」。 

6. 採購保管組「109 至 112 學年設施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服務」(評選案)。 

7. 技術服務組「Compustat on S&P Capital IQ 資料庫」(共契)。 

8. 技術服務組「ABI/INFORM Collection(2021 年)」(共契) 

(二) 逾 50 萬元之公開驗收案 

1. 化學系「手套箱」。 

2. 化學系「螢光光譜儀」。 

3. 化學系「元素分析儀系統」。 

4. 行政諮詢組「109 學年度兩校區教師職員個人電腦 120 套」。 

5. 電算中心網路暨維修組「專線負載平衡系統」 

(三) 109 學年（109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22 日）完成購案發包累計議減金額 702

萬 5,019 元，議減率 5.2%。 

二、環境維護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11 月份資源回收量及廚餘量。 

(二) 完成 11 月份一般垃圾 5 萬 2,130 公斤、大型垃圾（含樹枝、木板、寢具等雜物）

9,045 公斤、資源回收 9,441 公斤及廚餘 6,663 公斤等清運作業。 

(三) 完成設備維護、小額採購刻印印章、更換玻璃、窗簾及換鎖，共 9 件。 

(四) 協助文舍明日聚場之「方寸之間 實境藝術節」第四季公共藝術，放置 3 頭「神獸」

於校徽牆前大階梯平台。 

(五) 12 月 24-25 日完成雙溪校區戴蓀堂教室 G402、G301、G302、G201、G203、G204、

G202、G202-1﹑G102 含公區走道及教師研究一、二樓年度大清潔。 

(六) 寒假事務性工作： 

1. 安排寒假兩校區辦公室及公共區域清潔時程，雙溪校區為戴蓀堂、哲生樓、第

一教研大樓、圖書館及學生宿舍；城中校區為一、二、五、六大樓，進行天花板、

牆面及地面等空間清潔打掃。 

2. 安排寒假期間兩校區及校外宿舍蚊蟲消毒、防疫消毒、清洗水塔及化糞池等事

宜。 

3. 安排兩校區會議室及教室各項設施檢查、維修及汰換零件，如板擦機（集塵套、

泡棉）、窗簾軌道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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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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兩校區聖誕布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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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下： 

1. 雙溪聖誕樹置於綜合大樓原突厥餐廳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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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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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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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進行兩校區聖誕布置滿意問卷調查，共 188 份有效問卷，滿意及非常滿意的

百分比達 95.18%以上，除瞭解師生對聖誕布置之滿意度，相關建議亦可作為

日後改善之參考。 

(三) 近日豪雨不斷，加上 109 年 12 月 10 日晚間地震頻繁，12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約 8 時，寵惠堂後方相思樹根部突然鬆落，整株樹幹伏倒於 G101 會議室旁邊坡

上，為避免影響通行，當下已先請花工修剪樹枝，以利通行；緊急委由與本校長期

合作廠商-元境有限公司於隔日（12 月 12 日）協助樹木修剪及清理。 

四、招商業務 

(一) 完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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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 2 學期接續營業。12 月 23 日完成其

設籍用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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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量。 

(二) 完成 11 月份密封射源狀態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作業。 

(三) 完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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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完成 110 年適用場所（含實驗室）安全衛生基本資料作業彙整，相關資料將提供職

醫審查，作為後續教育部安全衛生系統、優先及管制性化學品資料提報、自動檢查

作業、作業環境監測、人員健康促進基線資料。 

(六) 完成實驗室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CCB）資料彙整作業。 

(七) 12 月 9 日完成微生物學系氣象層析質譜儀內 Ni63 放射源年度汙染擦拭檢測作業，

檢測結果為正常，無洩漏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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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2月10日教育部函知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109年審查結果，

本校審查結果確認為「通過」，且環安衛及防災相關執行成效良好。另函中教育部

請本校持續落實環境保護、能源管理、職業安全衛生及災害防救等相關法令執行。 

(九) 辦理毒性化學物質核可文件變更申請，12 月 14 日臺北市政府環保局函知同意核

發，新式核可文件效期統一至 113 年 3 月 25 日。 

(十) 12 月 14 日職醫完成本校緊急應變人員呼吸防護具計畫評估審查，其中一人因密合

度檢測未通過，職醫建議變更作業項目，已依職醫建議調整。 

(十一) 109 學年度第 1 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已於 109 年 9 月 11 日辦理完畢，因時間衝

突未及參加實體課程人員計 21 人，均完成線上自主學習課程並經測驗合格，已

於 12 月 15 日會簽相關單位收存相關教育訓練資料。 

(十二) 12 月 23 日完成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實驗室有害廢棄物固廢共 20 箱 272 公斤、

廢液 22 桶 385.5 公斤送 M002 暫存完成。 

(十三) 12 月 28、29 日辦理本年度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01)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SO 45001)年度追蹤稽核查驗作業，由 GSS 派員到校辦理。 

六、活動支援 

(一) 協助雙溪校區各類會議、109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果展、美國總統大選後的兩

岸及國際走向研討會、2020 臺灣日本語文研究國際研討會、「塵埃裏的花：紀念

張愛玲百年誕辰」圖書館週活動、理學院院慶、校長餐敘、CFA 考試、東吳 USR

士林街角館計畫諮詢座談會、寒假授期典禮、第 3 哩單車環島、東吳第 4 屆 cosplay

比賽、畢聯會大會、雙溪崑曲清唱雅集、日文系卡拉 OK 大賽、全社評代表徵選、

舞蹈研習社成發會、承商督導會議、第 2 次職工評審委員會、三鐵生命勇士.勇敢

追夢講座、生涯主題會議、工商實習發表會、121 校慶運動會 2 籌、陸生期中座談、

1091126 案調查會議、校史研究第 2 次指導委員會、ISO 外稽、親善大使年末檢討

會議、校務計畫審查小組會議、第 2 教研大樓安委會、109 能源小組會議、醫療.防

疫.人權、維護學生校園安全三部曲、方案實習課群十梯大課堂演講、社會學與國

際視野-中東歐 V4 集團 30 周年回顧與展望、性別互動與愛情課程、苗栗建台高中

參訪、政治專題演講、分析國際趨勢方法、校務會議、學生會假訊息防衞守則、系

友座談會、IORG 資訊戢研究分享工作坊、109-2 社團經費申請說明會、個人申請

模擬試評系統操作說明會、宿舍多元嘉年華招募說明會、都會治理中心-屏東縣長

演講、通識講座-文藝新視界、通識講座-幸福生命、前世情人.游移之身、韋伯逝世

百周年研討會、科技部稽核、選課註冊作業協調會、校史研究指導委員會、109 學

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政治學系政治學課程期中報告、109-1 期初承商

督導會議、大一外文統一考試試務中心、人事室教育訓練、121 校慶第一次會議、

109 學年度教育實習返校座談、學習策略與創造力課程專題講座、辦理校外租賃講

座、親善團團課、校史館版型優化說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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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稅法研討會、公共研討會、邊境法座談會、人工智

能法制講座、法學基礎中心研討會、民法研討會、國際法研討會、商學院地方創生

國際論壇、資訊系專題研演講、會計系朱立倫教授專題演講、會計系系友基金會董

事會議、國貿系系友會會員大會、數位與金融研究中心第一季論壇、生涯發展中心

城市論壇、校拓中心東吳傑英會成立大會等活動場地維管及器材借用等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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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停車管理 

(一) 11 月份兩校區汽機車收入金額為 60 萬 7,935 萬元。 

(二) 11 月份本校校車及公務車用油量使用情況：汽油 429 公升，柴油 1,032 公升。 

(三) 支援安排科技部查核、日語領隊導遊實務課程、教師研究經驗分享座談會、影像敘

事工作坊、資訊科技與國會研究群、宇宙光百人大合唱、研究事務組論文發表會、

人本智能論壇、明倫高中校長來訪、社工系專題研討會、GA 應用與網站數據分析

專題、校務資料分析中心會議、士林分局經驗分享、政策價值的衝突與辯證、租賃

生成長系列活動、招生專業化書面審查會、東吳大學建校 120 年外語菁英論壇、人

工智慧科技於日語教育之應用、口語表達養成班、數學系微學分課程、法學院及商

學院各系辦理學術研討會等活動，外賓來校停車約 222 車次。 

(四) 完成 557 智慧站牌公佈欄相關訊息公佈作業。 

(五)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學術單位申請兼任教師停車時數回收、通行證、儲值

及發函作業。 

(六) 完成 109 學年度寒假校車公車時刻表發函作業。 

(七) 完成雙溪校區 E 棟停車場 B1 至 B2 燈管加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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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人次。 

(二) 支援公務車派遣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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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場次。 

(四) 支援校長室、副校長室盆花養護之環境維護人力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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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97 11 416 14 222 

九、教育訓練及相關會議 

(一) 12 月 3 日參加教育部「109 年校園環境保護暨廢棄物管理及校園空氣品質維護管

理推動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二) 12 月 28 日參加士林區擴大區務會報，本次會議本校有「請區公所協助推廣請區內

各級學校多利用林語堂故居為教學參訪對象」一項提案，林語堂故居主任共同與會，

會中區公所說明，業已發文籲請區內各級學校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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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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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重要設備維管 

(一) 電梯設備維護：109 年 12 月份電梯故障停俥計雙溪校區 3 件(東芝 2、日立 1)、城

中校區 3 件(東芝)，崇友、永大公司均依規定完成檢修。 

(二) 飲(開)水設備維護：全校飲（開）水設備 170 台，12 月份故障緊急叫修 4 次（雙溪

校區 1 次、城中校區 1 次、校外學舍 2 次），承商皆按契約規定時間派員完成維

修。 

(三) 熱水鍋爐維護：承商依契約規定完成雙溪校區榕華、柚芳、松勁樓及合江、合樂學

舍鍋爐 109 年 12 月份例行維護保養。 

十二、消防安全作業 

(一) 兩校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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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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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高樓層校舍火警移報測試，雙溪、城中校區已於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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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二季消防保養已全部完成，後續管制缺失改善完成後，進行 110 年度

消防檢修申報。 

(四) 傳賢堂偵煙探測器老舊，常有誤報情形，已於 12 月底前全部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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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份清潔消毒及啟動測試，雙溪校區合計 224 人次；城中校區合計 199 人次。 

2. 雙溪校區故障報修計 31 次(使用不當所致計 18 次，零件屆期所致計 8 次，設備

逾限 5 次)；城中校區合計 46 次(使用不當所致計 0 次，零件屆期所致計 46 次)。 

(二) 安全設備 

1. 監視系統：12 月份實施監視畫面檢查，雙溪校區合計 16 次、城中校區合計 19

次，設備故障報修合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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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台：雙溪 60 台、城中 26 台；攝影

機 938 具(含校外學舍)：雙溪 607 具、城中 271 具、合江學舍 23 具、合樂學舍

28 具、泉思學舍 9 具；求救鈕 1,264 處：雙溪 842 處、城中 401 處、合江學舍

6 處、泉思學舍 4 處、無線求救按鈕 11 處】 

2. 門禁系統(總計 39 處：雙溪 18 處、城中 21 處)：故障報修合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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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次。 

十四、設施、設備維護工程 

12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 272 件(外雙溪 212 件、城中 12 件、校外學舍 48 件)，其中完成

自力修繕案 123 件、委商修繕案 27 件，其餘尚餘 122 件在進行中。重點項目摘要如後： 

(一) 雙溪校區 

1. 圖書館 1 號電梯導滑器、門馬達更新工程。 

2. 機車停車場發電機幫浦故障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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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教研大樓松怡廳觀眾席燈故障檢修。 

4. 臨溪路道路修補工程。 

5. 第一教研大樓 10 樓西側玻璃門檢修。 

6. 第二教研大樓廁所零星修繕。 

7. 圖書館 B1 男廁天花板牆面滲水修繕。 

8. 東荊學廬室內壁癌修繕。 

9. 光道廳屋頂滲水修繕。 

10. 哲生樓 1 樓飲水機機器老舊故障更新。 

11. M102 製水機旁電箱過熱檢修。 

(二) 城中校區 

1. 第五大樓舞蹈教室天花板及牆面漏水檢修。 

2. 第五大樓 3 部電梯主鋼索更換工程。 

3. 第一大樓 6 樓男廁漏水維修。 

4. 第四大樓頂樓給水鐵管鏽蝕檢修。 

5. 第一、六大樓電梯電廂通風扇故障檢修。 

6. 圖書館城區分館 7 樓非書資料區冷氣風機量不足。 

7. 游藝廣場天地面裝飾燈、蜘蛛燈泡故障檢修。 

8. 第三大樓 3 樓溫熱飲水機故障更新。 

9. 資管系一樓電腦教室不斷電系統更新工程。 

(三) 校外學舍 

1. 合江學舍 4、5 樓浴室置物櫃及 6 樓浴室牆面修繕。 

2. 合江學舍 5 樓門禁卡機故障檢修。 

3. 泉思學舍 R313、R 323、R910、R915 寢室馬桶堵塞疏通。 

4. 泉思學舍 R524 、R516 寢室電熱水器故障。 

5. 泉思學舍 R213-2、R624-3、R1018-1 床爬梯與地面接觸的黏膠脫落。 

6. 泉思學舍 R823 寢室洗手台堵塞不通。 

7. 泉思學舍 1 樓交誼廳 B 側洗手台管線破洞漏水。 

(四) 12 月份空調設備請修單總計 9 件，區分委商處理及自力維修兩類： 

1. 委商處理 8 件： 

(1) 電器零件 4 件：窗型、分離式冷氣基板故障更換 3 件，送風機馬達更換 1

件。 

(2) 設備老舊 2 件：2219 電算中心送風機水盤及超庸館 M101 窗型冷氣底盤鏽

蝕嚴重，造成滴水 2 件。 

(3) 中央空調 1 件：1 大樓冰水主機控制盤電池、散熱風扇維修及 5 大樓散熱

水塔清洗。 

2. 自立維修 1 件：哲生樓 1 樓教師休息室分離式排水器損壞一件。 

十五、城中校區六大樓 4F-6F 及二大樓 6F（健諮中心）辦公室整體規劃 

109 年 12 月 4 日由董副校長主持會議，邀請學務處、教務處、社資處、法學院、商學

院、校牧室、推廣部及總務處等單位與會研討，後續依據結論辦理辦公室設計及施工事

宜，會議結論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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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六大樓 6F 之 6601 會議室，比照 6602 會議室格局，設置一個大型會議桌（類似寵

惠堂 A111 會議室）。 

(二) 六大樓 6F 會議室於平日 1830 時以後及假日期間，可規劃作為上課教室使用。 

(三) 六大樓「4F 教室」由教務處管理、「6F 會議室」由總務處管理。 

(四) 原核定六大樓 6504 為校牧室使用空間，請於該空間內規劃一間晤談室，由學務處

及校牧室共同使用，另學務處空間內撤除 1 間晤談室，作為學生洽公之等待空間。 

十六、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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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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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校史館整修工程：本案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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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校史館壁記」、「主題文字說明壓克力字」及「人流器」及「歌頌

東吳及紀念品櫃台上方之天花板消音工程」等尚未完成，持續管制進度，俟優化完

成後，即邀相關單位辦理正式驗收事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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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2 月 21 日完

成驗收，並於 109 年 12 月 22 日針對法商學院各學系秘書、行政及總務處同仁共

計 51 人，完成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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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主機及附屬設備已於 12 月 9 日完成安裝，

現正進行改善後節能績效量測驗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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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2 月 28 日與電算中

心召開施工前需求確認研討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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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兩校區水電用量檢討 

(一) 用電部分【109 年 12 月(109 年 11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電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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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期使用日數為 30 天，總用電度數為 120 萬 8,500 度，與去年同期度數 114 萬

1,900 度相比，增加 6 萬 6,600 度(正成長 5.83％)；總電費支出 325 萬 3,561 元

整，與去年同期 281 萬 8,200 元相比，增加 43 萬 5,361 元(正成長 15.45％)。 

2. 兩校區日均用電度數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220 度，正成長 5.83％；外雙溪校區

日均用電度數正成長 5.93%，城中校區日均用電度數正成長 5.65%。無論單一校

區日均用電或是全校總日均用電度數，與去年同期相比結果，均為正成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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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雙溪校區榕華樓、外雙溪校區綜合

大樓、外雙溪校區 D 棟第二教研大樓與 Q 棟教師研究二樓並列第三、外雙

溪校區松勁樓與城中校區二大樓並列第四、外雙溪校區 N 棟中正圖書館與

城中校區三大樓並列第五。 

(2) 各棟校舍用電負成長排名前五名：外雙溪校區 D 棟松怡廳與城中校區一大

樓並列第一、外雙溪校區 R 棟第一教研大樓、外雙溪校區 P 棟雷德樓。 

(二) 用水部分【109 年 12 月(109 年 11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水比較】 

1. 本期使用日數為 30 天，總用水度數為 1 萬 7,554 度，與去年同期 1 萬 7,792 度

相比，減少 238 度(負成長 1.34％)；總水費支出 42 萬 4,475 元整，與去年同期

43 萬 543 元相比，減少 6,068 元(負成長 1.41％)。 

2. 本期兩校區日均用水度數 585.13 度與去年同期 593.07 度相比，減少 7.94 度、

負成長 1.34％；若個別檢視單一校區，外雙溪校區日均用水度數負成長 1.60%，

城中校區日均用水度數負成長 0.78％。 

(三) 綜合分析影響用電、用水因素 

總體檢視本期能資源使用情形，兩校區用電正成長 5.83％、用水微幅負成長 1.34

％，試分析本期影響可能原因，分述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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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無論在月均溫或是當月最高溫皆有上升 1℃以上之溫差，顯示本期氣溫條件相

對來說是較高的。大氣溫度上升、用電量隨之增加。 

實際使用-109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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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21.7℃ 32.1℃ 30.2℃ 23.3℃ 22.0℃ 32.8℃ 31.1℃ 

上升1.6℃ 上升1.9℃ 上升1.3℃ 上升1.7℃ 

2. 兩校區場地及招待所使用次數比較： 

(1) 109 年 11 月份兩校區一般教室使用共 1,262 次(外雙溪 564 次，城中 698

次)，較去年同期 1,293 次減少 31 次，負成長 2.40%；兩校區會議場館使用

共 315 次(外雙溪 170 次，城中 145 次)，較去年同期 361 次減少 46 次，負

成長 12.74%。本期場地使用次數共 1,577 次，較去年同期 1,654 次減少 77

次，負成長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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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雙溪校區招待所本期住宿人次統計共 37 人次(原有眷招待所 1 人次，東

荊學廬 3 人次，東桂學廬 33 人次)，較去年同期 76 人次(原有眷招待所 14

人次，東荊學廬 20 人次，東桂學廬 42 人次)減少 39 人次，負成長 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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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場地使用與招待所接待人次皆為負成長，不影響用電增加。 

3. 兩校區校舍空間及設備更新工程：配合兩校區更新校舍空間需求，外雙溪校區

於綜合大樓有資安卓越中心及校史館優化工程持續進行；城中校區有菁英講堂

及五大樓冰水主機設備更新等工程，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型工程數量與用電設

備增加，用電量亦隨之增加。 

十八、教學科技推廣組「行動化學習管理平台」採購案申請增列契約條款協議結果 

(一) 旨揭購案因原契約條文未臻完善，教學科技推廣組為使師生資料保護與平台使用

完善無慮，申請增列契約條款。因承商－臺灣智園公司已完成履約進行驗收，無法

再修改契約，故改以協議方式辦理。採購保管組於 109 年 12 月 3 日與智園公司就

雙方有異議部分進行協商，結果摘要如後： 

1. 系統平台於保固與維護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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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智園公司負責。 

2. 智園公司同意於保固期滿後與本校簽訂維護合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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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保管組已會請電算中心另案制訂「軟體平台開發協議事項」，後續各單位請購

軟體平台開發類案，均應納入招標文件作為承攬條件，要求廠商配合辦理。 

十九、109 學年校舍空間使用單位/人或管理單位/人備用鑰匙自主開鎖測試 

(一) 為保障學校公共安全，及時處理臨時狀況或緊急事故，各校舍空間使用單位/人或

管理單位/人，應依「校舍空間備用鑰匙使用管理辦法」規定，於每年 1 至 3 月期

間至兩校區採購保管組及校安中心，領取備用鑰匙自主開鎖測試。 

(二) 配合歷年測試，兩校區備用鑰匙已建構完備。109 學年針對管理空間曾興辦設施工

程、門鎖損壞更新、業管人員異動或有使用疑慮之單位，請主動派員至兩校區採購

保管組及校安中心，領取備用鑰匙進行自主開鎖測試，並於 110 年 1 月 28 日（星

期四）前，填妥校舍空間備用鑰匙檢測清單，併同備用鑰匙送回採購保管組。 

(三) 測試發現備用鑰匙無法開啟鎖具之進出門，屬鎖具損壞因素造成者，應即向環境安

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提出請修。發現採購保管組或校安中心未保管備用鑰匙，應即

就日常使用鑰匙自行複製兩支，並貼上空間編號標籤，移交採購保管組分配存管。 

二十、新增開口式採購契約－109 至 112 學年設施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服務通告 

(一) 兩校區及校外宿舍「個案」經費逾 10 萬元至 3,000 萬元內之設施工程，依學年經

費編列、執行需要，各單位得委託本案契約廠商辦理規劃、設計（含設計問題研處、

現場問題處理、材料設備驗收、完工驗收結案），按工程「建造費用」換算技術服

務費用支付廠商。 

(二) 本案投標廠商經委員會評選結果，第 1 名為「御筆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第 2

名為「張書鳴建築師事務所」，議決服務費折扣 90％。契約廠商聯絡窗口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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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御筆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柯怡彣總監 

聯絡電話：0976-175-038；下單傳真：(07)531-6735 

2. 張書鳴建築師事務所：張書鳴建築師 

聯絡電話：(02)2511-8131；下單傳真：(02)2596-3569 

(三) 假定某案工程完工結算「建造費用」為 1,280 萬元，請購單位應支付服務費為 51

萬 7,788 元，計算說明如後： 

一. 各區段金額費率服務費用 單位 數量 價格 

1. 100 萬元以下(計 100 萬元) ％ 6 60,000 

2. 100 萬元至 500 萬元(計 400 萬元) ％ 4.73 189,200 

3. 500 萬元至 1,000 萬元(計 500 萬元) ％ 4.4 220,000 

4. 1,000 萬元至 3,000 萬元(計 280 萬元) ％ 3.79 106,120 

合計 575,320 

二. 廠商應得服務價金→57 萬 5,320 元×0.9(決標折扣率)=51 萬 7,788 元 

三. 個案技術服務費分攤： 

1. 規劃服務費 ％ 20 103,557 

2. 設計服務費 ％ 80 414,231 

合計 517,788 

(四) 各單位設施工程委託規劃、設計需求，應填寫請購單先會辦營繕組後，再向採購保

管組提出請購。案經採購保管組完成核定程序退還，請購單位即可直接傳真指定之

契約廠商，完成雙方履約之約定程序。所需服務費用由請購單位自行籌編，並配合

廠商實際推動進度核銷付款。 

(五) 各單位委辦工程執行內容，若屬「建築物裝修管理辦法」規定必須申請「室內裝修」

許可者，亦可一併委請契約廠商辦理，所需服務費用已納入契約議定。申請過程有

關公務機關規費部份，請購單位亦應自行籌編預算繳付。若有使用開口式契約需要，

各單位可派員至採購保管組借用（副本）。 

二十一、109 年 12 月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一) 財產管理：12/4-12/22 兩校區財產增加共 178 筆（金額 1,628 萬 1,331 元），財產

報廢共 229 筆（金額 1,273 萬 964 元），財產移轉共 20 筆。 

(二) 場地管理： 

1. 兩校區會議場館：11/21-12/20 共申請 349 場次，雙溪校區 193 次，城中 156 次。 

2. 兩校區一般教室：11/21-12/20 採購保管組登錄共 699 次，其中雙溪校區 453 次，

城中校區 246 次。 

3. 雙溪松怡廳：12/01-12/31 校內借用 34 時段，外租彩排 7 時段、演出 7 時段，因

應新型冠狀肺炎防疫，校外取消 2 時段。 

(三) 消耗品倉儲管理：11/21-12/20 兩校區文具紙張發放 32 筆，清潔用品發放 13 筆，

電腦耗材發放 10 筆、防疫物資 1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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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位服個人借用：11/21-12/20 兩校區借用情形如下： 

借用類別 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 

個人借用 6 套(含學士服 5 套、碩士服 1 套) 3 套學士服 

團體班級借用 1,046 套學士服 1,021 套學士服 

(五) 招待所住宿：12/1-12/30 東荊學廬、東桂學廬共計安排 12 次住宿。 

二十二、出納服務業務統計(109 年 12 月 9 日至 109 年 12 月 22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自 109 年 12 月 9 日至 109 年 12 月 22 日，現金及銀行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1 億

6,825 萬 3,272 元，支出 2 億 3,686 萬 2,770 元，已逐筆登錄入帳，並依規定完成程

序。 

(二) 依據 109 年 12 月 22 日結存日報表分析，本校資金配置明細如下：銀行活期存款

9.92%、支票存款 2%、定期存款 65.22%、政府公債 4.75%、基金短票 0.14%、證

券投資 17.97%。 

(三) 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及高教深耕計畫之結案日為 109 年 12 月 31 日，計畫所屬款項

需於 110 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撥付，故如屬上述計畫之廠商貨款，將於正常撥款規

則外增加撥款時程，俾利符合補助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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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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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共已完成

61件計畫之科技部經費結案，提送共25件科技部補助之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第1、2年

校內經費結案，共計完成86件科技部經費結報。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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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1案。(資管系

朱蕙君教授-郭凡瑞博士生)。 

(三) 科技部修正「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作業要點」第七點，

並自即日生效。 

(四) 科技部修正「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遴選作業要點」第五點，並自即日生效。 

(五) 科技部110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案，自即日起開始接受申請，本校指導教師及學

生請於110年2月16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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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訪日研究活動 逕洽110.01.11 

2 海洋委員會徵求大專校院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110.01.13 

3 110年度學術攻頂研究計畫 110.01.19 

4 110年度工程科技中堅躍升研究計畫 110.01.20 

5 前瞻資安科技專案計畫 110.01.20 

6 A世代前瞻半導體技術專案計畫 110.02.16 

7 110年度氣候變遷對台灣生態環境及社會影響之研究計畫 110.02.16 

8 110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110.02.16 

9 110年度科普活動計畫 110.02.25 

10 110年度規劃推動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卓越計畫 110.03.04 

二、 教育部計畫類 

填報 109 年度高教深耕 USR-HUB 執行成果報告。 

三、產學合作計畫類 

(一) 辦理教師/學術單位承接產學合作計畫簽約案，計有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保險業務

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件)、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共7件。 

(二) 辦理教師產學合作計畫投標/議價/提案申請案，計有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共4件。 

(三) 三、提醒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履約期限，計有企管系、巨資學院學位學程、法

律系（2位），共4位計畫主持人。 

(四) 協助教師辦理政府電子採購網電子領標，計有行政院標案1件。 

 



25 

(五) 公告徵求各項委託研究或補助案，資訊如下： 

編號 機構 名稱 校內截止日 

1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

中心 
安規檢測設備校正計畫 109.12.3 

2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

研究院 

109 年高齡健康與長照研究中心推動

計畫 
109.12.9 

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110 年度工務建設科學研究創新計畫 109.12.28 

4 文化部 
「2021 臺灣文化創意設計博覽會」徵

件 
110.1.10 

5. 

科技部 

110 年度第 1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110.1.11 

6. 
前瞻智慧互動實境顯示科技專案計

畫 
110.1.27 

7. 
110 年度補助科普產品製播推廣產學

合作計畫 
110.3.2 

四、校外獎補助類 

(一) 公告受理教育部各項申請案，資訊如下： 

編號 名  稱 校內截止日期 

1 第25屆國家講座 109.12.29 

2 第65屆學術獎 

人文及藝術領域 

109.1.14 

社會科學領域 

數學及自然科學領域 

生物及醫農科學領域 

工程及應用科學領域 

五、校內獎補助類 

(一) 109學年度「學術優秀人才獎勵」案，各學院推薦申請案共43件，業經本校109學年度

學術研究委員會第2次會議(109年10月26日)審查通過41件，其中「延攬新聘」1件、「獎

勵新聘」3件、「研究傑出」18件及「研究優良」19件，科技部核定補助經費為314萬

6,805元，本校撥補141萬3,195元，獎勵金總金額為45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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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江先生紀念專款辦法」、「教師學術研究社群補助」，學術研究委員會於109年12月

7日審議109學年度審議各項獎補助申請案，並經109年12月22日校長核定後執行，結果

如下： 

1. 「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總計 205 人次教師獲獎，包括「研究論著獎勵」獎勵 148 人

次、「指導大專學生計畫研究計畫獎勵」獎勵 45 人次及「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補

助 11 人次、「發明專利獎勵」獎勵 1 人次。 

2. 「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總計 45 位教師獲通過，將於 109 學年度辦理相關

減授事宜，其中化學系何美霖教授、經濟系陶宏麟教授、會計系洪聖閔副教授、企

管系吳吉政教授、國貿系顧萱萱教授等獲連續 3 學年減授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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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通過補助 1 件論文刊登費。 

4. 「教師學術研究社群」通過 2 件補助案。 

(三) 109學年度第1學期12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2件補助案。 

(四) 公告110年度高教深耕補助之「教師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校內徵件，自即日起開始受理

申請，至110年1月21日截止。 

六、研發成果管理與運用類 

(一) 辦理日文系教師之「實力日本語（上）（下）」之合作出版授權案簽約事宜。 

(二) 辦理中文系教師之「大學國文-中文閱讀與文字應用教材編纂」及「大學國文-中文閱讀

與口語表達教材編纂」兩本著作之出版授權案簽約事宜。 

七、其他類 

(一) 參加109年12月10至11日教育部舉辦之「大專校院智權從業人員培訓班」（初階課程），

研習包含專利優化制度、智財管理法規、技術鑑價實務及衍生新創事業等專業課程。 

(二) 協辦於109年12月14、15日在普仁堂舉辦之「109年度高教深耕暨社會責任實踐暨校務

研究成果分享會」及於109年12月14至18日在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舉辦之海報展覽。 

(三) 參加遠見雜誌於109年12月14日舉辦之「2021第二屆大學社會責任獎評選」說明會，攜

回相關資料1份，並轉知教育部USR計畫團隊及本校109年度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團隊(商

學院田中計畫)。 

(四) 為協助學士班學生順利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於109年12月16、17日在兩

校區各舉辦一場「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說明暨經驗傳承座談會」（城中場次與法學

院合辦），由研究事務組報告申請相關行政作業及注意事項，並邀請108年度獲研究創

作獎之畢業生及109年度各學院系執行計畫之學生共12位分享申請、撰寫及執行經驗，

以達同儕經驗分享及學習之效，2場次參加人數計有9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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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4~11 日函知相關單位有關 110 學年度計畫經費檢核結果，並請各單位

依檢核意見增補、修訂相關計畫。 

2. 109 年 12 月 15~21 日進行 11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第二次檢核。 

3. 109 年 12 月，辦理招生組、營繕組、中國文學系及日本語文學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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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獎補助計畫執行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結案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1. 截至 12 月 18 日，資本門執行率仍未達 80%，已於 12 月中旬開始逐一向各單位確

認核銷進度與議價後剩餘款之金額，俾便掌握經費執行狀況並能提早進行相關帳務

調整，減輕 12 月 31 日結案壓力。 

2. 本校依規定應於 1 月底前完成 109 年度獎補助經費執行績效報部，需各單位配合填

報資料之分工表已於 12 月 21 日函知各單位。 

三、 學雜費收費標準（本項目不對外提報，存研發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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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組】 

一、 校務資料庫 

(一) 經學生基本資料庫回報交叉比對有異常者，業於 11 月 26 日至 27 日完成資料修正，且

於 12 月 10 日完成 109 年 10 月期校庫表冊檢核及報部作業。 

(二) 教育部 12 月 10 日函請檢核預計於公開平台公布之 109 年度表冊，共 47 張，於當日先

以電子郵件寄送各負責填報單位進行檢核作業，並於 12 月 18 日完成各表冊數據檢核，

經校長核印後上傳教育部校務資訊公開平台，完成檢核作業。 

二、 QS 排名調查 

(一) 本校 QS 2021 亞洲世界排名為 281-290，較去年進步；且台灣共有 43 所大學校院參加

排名，今年僅有 5 所大學排名上升，本校為其中之一，其餘 4 校皆為國立大學。 

(二) QS 2022 大學排名調查資料開始，有關「亞洲大學排名調查」、「畢業生及就業能力調

查」，業於 12 月 23 日發函通知相關單位提供數據。 

三、 107 年度校務評鑑 

本校 107 年度下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建議事項共計 8 項，經高教評鑑中心檢

核，已全數依建議事項提出自我改善情形做法，完成本期程校務評鑑所有階段作業。 

四、 系所評鑑管考作業 

(一) 函請各受評單位針對系所評鑑系統登錄之待改善項目進行成果回應。 

(二) 預計 12 月底回收各單位回復結果後，函請管考委員進行線上審查。 

五、 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一) 已完成 108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問卷」描述性統計報告，並函送各單位參考。 

(二) 完成 109 學年度「新生問卷」描述性統計報告。 

六、 校務發展計畫 

(一) 110 學年度計畫完成初次、複審 KR 檢核(總計畫數為 284 筆)。 

(二) 108 學年度計畫管考委員審查結果預計月底完成回收及彙整。 

七、 教師個人檔案系統 

(一) 與廠商再次確認版型。 

(二) 教師檔案系統串接及揭露資訊項目，分別與各業務單位再討論確認。 

八、 系所評鑑管考作業 

(一) 函請各受評單位針對系所評鑑系統登錄之待改善項目進行成果回應。 

(二) 預計 12 月底回收各單位回復結果後，函請管考委員進行線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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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一月 

一、完成製作東吳大學榮獲教育部109年度大專校院境外生輔導工作績優學校電視牆推撥宣 

傳影片。 

二、辦理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交流活動等事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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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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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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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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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09年12月18日及21日，兩岸事務中心分別於兩校區辦理陸生期中座談會(冬至輕鬆

會)，時值冬至，特別準備了湯圓與同學分享，兩場次出席人數共計24位；12月21日國際

事務中心亦於兩校區辦理限量湯圓暖位暖心活動，共60位僑外生參加。 

(六)109年12月28日召開僑外生社團會議，檢討109年度所辦理活動，並請僑生社團幹部持

續協助提醒僑生新生留意辦理居留證等事項。 

(七)規劃110年1月16日境外生春節祭祖活動，並於109年12月29日辦理工作人員細流說明

會。 

(八)12月發信函溫馨提醒建議境外生寒假期間留台，非必要勿擅自返國事宜、期中退選期

限、寒假留宿申請等事項；針對尚未返台之港澳僑外生提醒有關「申請復學」資訊以及

返台防疫相關注意事項。 

三、學生獎助學金及教師補助業務：109年12月16日公告「科技部2021台德青年暑期營計 

畫」申請，校內申請期限至2月23日止。 

四、境外生招生展： 

(一)109年12月16日兩岸事務中心王玉梅主任及余孟儒專員參加西北政法大學學生出國

（境）短期交流專案線上教育展。 

(二)109年12月29日參加日本台灣留學支援中心線上留學說明會，由國際事務中心蘇克保

主任擔任主講人，並由微生物系一年級山口彩夢同學經驗分享，線上參加人數最高達102

人，場面輕鬆愉快，線上提問踴躍，互動甚佳。 

五、外賓接待：109年12月28日接待琉球大學台北辦事處來訪。 

六、其他業務及出席相關會議：109年12月18日本處王世和學術交流長、國際事務中心劉尚 

怡副主任及李景根組員出席由實踐大學辦理之「2020新南向教育交流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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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一月 

一、捐款業務：12/15-12/27 捐款總金額共計新台幣 299 萬 4,787 元，捐款人數 107 人，最高

捐款用途為「德蔭學子計畫」，金額為 118 萬 7,000 元。 

二、捐款回饋致謝： 

(一) 12/15-12/27 寄發謝函共計 21 封，捐款收據共計 25 張。 

(二) 12 月寄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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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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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12/27 共計服務 28 人次。 

四、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12/1-12/27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 26 萬 3,444 元（公務販售 14 萬 5,850

元、非公務販售 11 萬 7,594 元）。 

五、校友關係經營或校友組織活動： 

(一) 12/18 校拓中心謝蕎卉主任率同仁出席新竹市校友會歲末聯誼餐會，另有國防醫學大

學校友會一同參加，當天計有 30 位校友共襄盛舉。 

(二) 12/22 潘維大校長、趙維良副校長、董保城副校長和王淑芳社資長率校拓中心全體同

仁，一同為海外校友會拍攝聖誕暨春節祝福影片。 

(三) 12/24 王淑芳社資長與體育室、校友總會一同參訪何月欣學姐(經濟系 55 級)的喬山

科技、國貿系學生家長的明根公司。 

(四) 12/26 神州上海校友會舉辦歲末年會，受疫情影響致學校人員無法現場參與，因此社

資處提供校長等師長祝福影片於大會中播放，另致贈校園紀念品作為校友會抽獎品

項，當天活動計有近 50 位校友參與。 

(五) 12/27 王淑芳社資長參加曾文衍學長(德文系 84 級)創辦的高熊音樂教室開幕活動，

並致贈學長春風送暖獎牌、心心相輔紀念座，感謝學長對母校的捐獻及付出。 

六、校拓中心各相關系統建置案討論會議： 

(一) 12/21 與宏思科技討論校史館內校友數位影像資料庫、手機版、系統端等開發進度及

報價。 

(二) 12/22 與畢業年刊廠商確認後台系統。 

(三) 12/22 參與「人事會計總務管理系統」會議並討論捐募款系統功能事項。 

(四) 12/23 校拓中心張詒智專員支援校史館指導委員會參觀校史館，並進行技術支援。 

七、121 校慶校友活動：12/29 與圖書館、體育室及校友總會討論 121 校慶當日活動規劃及內

容。 

八、東吳傑英會： 

(一) 截至 12/20 成立大會當日，入會會員共計 82 位，持續歡迎傑出校友入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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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當日會

後召開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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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據成立大會通過之組織章程，提請通過王紹堉董事長(法律系 35 級)擔任榮譽理事

長，唐松章學長(會計系 44 級)、陳金讓學長(法律系 47 級)、盧仁發學長(法律系 47

級)和黃石城學長(法律系 47 級)擔任最高顧問。 

(四) 當天現場出席者 40 位、同步視訊者 8 位和委託出席者 11 位，共計 59 位校友與會並

參加投票，票選由林鵬良學長(英文系 66 級)等 19 位學長姐擔任理事、李憲國學長

(英文系 58 級)等 3 位學長姐擔任監事。 

(五) 隨後立即召開東吳傑英會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並進行投票，由林鵬良

學長當選理事長、李憲國學長當選常務監事。林鵬良理事長致詞時宣布由林天送會

員擔任第一屆執行長。 

(六) 預定明年 1 月上旬召開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研擬 110 年度工作計畫與年度

收支預算後，提交第二次會員大會議決。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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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輔導： 

(一) 109 學年度 UCAN 施測，除大三外，亦邀請各學系鼓勵大二學生同步參與，全校 24

學系共申請 88 場施測，已全數施測完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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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

已辦理企管系、數學系、化學系、資管系、經濟系、物理系、法律系、國貿系、德文

系、日文系、會計系、心理系、財精系、巨資系等 14 場導師會議，其餘各系導師會

議將於 1 月底前完成辦理。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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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幫助學生了解個人相關專業

職場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本學期共計 15 個學系申請 64 場次活動，其中雙溪校區 42

場次，城中校區 22 場次，截至目前共計有 2,405 人參與。 

十二、實習： 

109 學年度全學期實習課程共有 38 位學生申請，行前課程預計於 110/1/16、17 舉辦，

2/22 開始一整學期帶薪駐地實習。 

十三、證照考照補助： 

本學期與教資中心合作，針對 Microsoft AZ-900 證照進行考照補助專案，截止日前共

計 70 人獲補助；同時為鼓勵學生積極考取雲端科技及人工智能相關證照，至 110 年

1 月起，除 AZ-900 外，另加入 AI-900（Microsoft Certified: Azure AI Fundamentals）

為考照補助項目，惠請各學系轉知學生踴躍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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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東吳實踐家創創基地： 

(一) 本學年度招募 21 組團隊(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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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迄今共辦理 21 場講座及工作坊活動，共計 1,405 人次參與。 

(二) 本學期進駐團隊成果發表會擬於 110/1/16 舉辦，將由進駐團隊發表本學期成果及下

學期目標，並與出席導師及學生交流意見，有助於團隊進步成長。 

十五、文舍明日聚場： 

(一) 本月籌辦年度成果展，將三年半成果呈現於文舍 2 樓，並於 12/14 連同本校高教深

耕計畫成果展一同開展，當日共有 10 名校內外教職員參與開幕導覽活動。 

(二) 進行第四季實境藝術節宣傳活動，包含 12/21、23 校園擺台、捷運站海報張貼、2 支

影像宣傳片網路播放，以及新聞媒體露出(包含非池中藝術網、亞洲藝術新聞、La Vie

等)，並於 12/29 進行開幕記者茶會。 

(三) 109 年教師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地方生活學創生計畫－只有生命力共好」，於 12/19

帶領 37 位東吳在校生至鶯歌地區進行第二次團體田野調查活動，並預計於 12/28 產

出 5 份摺頁和 2 張海報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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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一月 

◎ 人文社會學院： 

一、12 月 4 日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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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餐敘活動，院內 69 位同學申請，經審核後獲獎助同學為(一)

優秀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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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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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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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黃秀端院長主持教育部 USR 計畫：12 月 1 日黃院長及鄭得興老師拜訪士林衛理女中周

麗修校長。12 月 2 日辦理 USR 行政會議。 12 月 2 日由周英戀老師帶領團隊成員深度導

覽士林官邸。 12 月 11 日出版「跟著老蔣遊士林」手做圖。12 月 14 日至 18 日，配合辦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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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

及說明成果。12 月 16 日拜訪士林雨聲國小楊淑惠校長。12 月 19 日參加士林神農宮建廟

280 週年出巡遶境活動並影像記錄。12 月 22 日拜訪華興中學曾騰瀧校長。12 月 30 日，

拜訪至善國中林正洲校長。12 月 31 日，邀請金鼎獎繪本作家鄭淑芬舉辦繪本工作坊(二)

「繪本的完成--關於故事角色、繪本封面與裝訂的設計」。預計 1 月 6 日舉辦「士林民間

故事採集工作團隊」面試暨說明會。 

四、學院行政事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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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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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9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於 12 月 17 日召開，本次會議主要審議 110 學年度新開

設第二專長課程計畫書、哲學系課程委員會修訂案、歷史系新開課程案、以及政治系

設置輔系必選修調整案等，以上議案全數通過，其中第二專長課程計畫書已依教務處

時程提送外審作業。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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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40 多位師生參加。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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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與調整作業，並轉知所屬

學系配合辦理，後續依規定時程於 12 月 11 日彙整提送研發處。 

(二) 配合教務處 12 月 22 日辦理全英語課程教學工作坊，請政治系陳立剛副教授代表本

院分享。 

(三) 配合教學資源中心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助理學院審核作業，彙整院內申請

資料提送 1 月主管會議初審。 

六、人社院第 39 期電子報於 12 月 30 日發送，寄送對象包括院內師生及院系友總計約 150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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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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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之 109 學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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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院執行計畫成果簡報資料。 

3. 12 月 14 日與 15 日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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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人員。 

4. 「東吳大學 109年度高教深耕計畫人社院 110 學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申請計畫書，

於新校務資訊系統進行填報。 

5. 12 月 11 日假「非營利組織管理概論」課程舉辦 109 年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實習

成果發表會。12 月 31 日假「文化創意產業概論與方法」課程舉辦 109 年創意人

文學程實習成果發表會。 

6. 寄發學生實習考核表給協助實習課程的機構督導，並提醒完成實習的學生繳交實

習總心得報告和實習周誌。 

7. 籌備創意人文學程學生成果展。 

  （二）教學活動 

1. 創意人文學程課堂協同教學：12 月 7 日黃筱慧老師『符號學與文化行銷』邀請

資深廣告人 dothink2C 數位行銷公司張怡琪董事長蒞校演講，主題為「經典與廣

告創意」。12 月 8 日連文萍老師『編輯學』邀請國史館特約美術設計師邱元昌先

生蒞校演講，主題為「匠人編輯─ 如何運用電腦軟體編輯圖書及設計封面」。12

月 15 日連文萍老師『編輯學』邀請時報出版公司編輯總監曾文娟女士蒞校演講，

主題為「跨出編輯第一步─ 兩岸創作與編輯平台的認識與職能要求」。12 月 28

日黃莉翔老師『當代展演世界概論』邀請台灣觀光地方創生協會施景耀秘書長蒞

校演講，主題為「地方展演場域的歷史脈絡與創新發展」。12 月 30 日葉言都老

師『敘事的藝術與科學：從歷史到科幻』邀請創業家周鈺庭女士蒞校演講，主題

為「後疫情時代文創產業發展-文創消費行為變化與新經濟模式」。 

2. 創意人文學程校外參訪：12 月 14 日黃莉翔老師『當代展演世界概論』課堂，前

往大稻埕永樂市場參訪文創經營的教學。12 月 23 日葉言都老師『敘事的藝術與

科學：從歷史到科幻』課堂舉辦校外參訪，前往洪建全基金會敏隆講堂、台北市

長官邸藝文沙龍進行文創和古蹟活化課程教學與參訪。 

 

◎ 中文系： 

一、教學活動 

12 月 12 日陳逸文老師帶領「甲骨文字專題研究」、「古文字選讀」修課學生至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校外教學。 

二、學術活動 

(一) 12 月 8 日舉辦東吳大學端木愷（字鑄秋）校長講座，邀請林慶彰講座教授主講：利用

民國時期經學著作的途徑。主持人陳恆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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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2月 12日陳逸文老師受邀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演講，講題：

甲骨文字的習刻與戲刻──甲骨文字的刻寫方式。 

(三) 12 月 18 日陳逸文老師參加由慈濟大學國際暨跨領域學院、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中國文字學會共同主辦之「第三十一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京

都大學綜合博物館所藏甲骨補述〉。 

(四) 12 月 18 日謝成豪老師於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舉辦之「第十八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

術研討會」，發表〈清儒劉台拱史傳文獻中的人物分類與關係〉。 

(五) 12 月 18 日鍾正道老師於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舉辦之「第十八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

術研討會」擔任特約討論人。 

(六) 12 月 19 日沈惠如、鍾正道、謝靜國老師於「閱讀的秘密」第七屆文學學學術研討會

分別發表〈視角的轉變──從佐藤春夫〈星〉到〈女誡扇綺譚〉〉、〈高更與張愛玲：蠻

荒曠野中的奢華〉、〈日治時期文青的酒樓與咖啡時光〉。鍾正道老師另擔任主持人；

沈惠如、謝靜國老師另擔任對談人。 

(七) 12 月 21 日與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蘇東坡書院）以視訊方式共同主辦「2020 兩岸青

年學者跨域學術交流論壇」。侯淑娟主任及陳志平院長擔任主持人，邀請林盈翔、賴

位政、謝君讚與德文系萬壹遵老師發表論文及近期研究成果，鹿憶鹿、林宜陵老師與

會。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蘇東坡書院）由周美華、周敏華老師發表論文。會後開放

雙方學者與研究生線上提問，並進行意見交流。 

(八) 1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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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稿截止。 

三、學術成果 

12 月 31 日《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 52 期出刊，本期共收錄何庭毅、詹詠翔、林銘

亮、林沛玟發表之 4 篇論文。 

四、重要業務活動 

(一) 12 月 2 日召開《東吳中文學報》第 40 期編務會議，由侯淑娟主編、陳恆嵩執行編輯

主持，王顗瑞老師、博士班張詠婷、碩士班張晏綾、李菁、方嘉妤同學出席，討論當

期刊登論文校對、編排等事務。 

(二) 12 月 15 日與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簽訂「大學國文──中文閱讀與文字應用教材編纂」

與「大學國文──中文閱讀與口語表達教材編纂」2 件產學合作計畫。此 2 本教材將於

110 學年度使用。 

五、例行業務活動 

(一) 12 月 16 日舉辦碩士生沈孟琳學位考試。 

(二) 12 月 16 日系學生會舉辦中文之夜「與夢之間」活動，表演舞台劇、歌唱、舞蹈與樂

器，吸引近百位同學、畢業學長姐參加。 

(三) 12 月 23 日中四 B 叢培凱導師辦理「中文系職涯講座」，邀請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江佳璐博士（90 級系友）主講：一個語言學家的數位匯流。 

(四) 12 月 23 日舉辦「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中研所研究生導生餐會」。由侯淑娟主任主持，

邀請專任教師與全體研究生、110 學年度碩士甄試錄取新生等約 50 人聚餐同歡，並

聽取研究生意見回饋，作為日後辦理研究生業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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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導生班級聯誼餐敘」及「學系班級生涯輔導活動補助計畫」 

1. 12 月 2 日中二 B 連文萍導師分享：中文系職涯規劃（高普考應考要點與升學資訊）。 

2. 12 月 9 日中一 A 鹿憶鹿導師分享：校友經驗座談；中一 C 陳恆嵩導師分享：職場

履歷的撰寫。 

3. 12 月 10 日「現代戲劇及習作」侯淑娟老師邀請獨立影像創作者陳詠清導演主講：

以鏡頭說故事──導演與編劇的實務經驗分享。 

4. 12 月 16 日功能導師沈惠如、謝靜國老師邀請在學交換生及境外學位生共 4 人餐敘，

表達關懷。 

5. 12 月 30 日中四 B 叢培凱導師邀請城邦文化紅樹林出版企劃編輯鄭兆婷主講：──你

很善良。你很聰明。你很重要──接下來，請為強大的你，備好行囊，負重前行。  

六、可喜可賀 

(一) 12 月 2 日本校研究發展處函知，鹿憶鹿、連文萍老師榮獲 109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

人才獎勵──研究優良」；謝君讚老師榮獲「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獎勵新進」。 

(二) 12 月 9 日沈心慧老師榮獲中華民國表揚好人好事運動協會頒發 109 年全國好人好事

代表「八德獎」。 

(三) 12 月 6 日停雲詩社受邀於天籟詩社「2020 天籟詩獎頒獎典禮」表演，並由指導老師

林宜陵、陳翔羚老師代表領取感謝狀。中二 B 王禹媗、張芷綾同學榮獲本屆古典詩創

作競賽青年組奬。 

七、12 月捐款芳名錄：感謝下列師長捐助本系專用款 

    賴瑩 30,000 元、王國良 20,000 元、林伯謙 20,000 元、陳詠清 4,000 元、侯淑娟 11,000 元 

 

◎ 歷史系： 

一、教學與演講活動： 

(一) 12 月 02 日邀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副教授，主講「從小米田、香菇寮到水蜜桃

園：看泰雅族文化地景的變遷與意涵」。 

(二) 12 月 11 日邀請金馬影展聞天祥執行長，主講「三人三色：李安、侯孝賢與蔡明亮的

『家庭』電影」。 

(三) 12 月 11 日邀請前海軍兩棲艦隊副艦隊長郭延平上校，主講「海軍 1871 年班之甲午

海戰」。 

(四) 12 月 21 日邀請臺灣花蓮法院粘柏富法官，主講「照步來：認識運用故宮授權資源」。 

(五) 12 月 22 日邀請本系兼任教師胡其瑞助理教授，主講「數位人文與歷史應用」。 

(六) 12 月 23 日邀請清華大學歷史所陳麗華助理教授，主講「鄉村、都市與海外：臺灣客

家人的跨域流動與認同」。 

(七) 12 月 28 日辦理「109-1 史蹟導覽活動-苗栗山線傳統產業之旅」。 

(八) 12 月 28 日邀請前漢翔公司董事長廖榮鑫將軍，主講「我國航空產業發展：以規劃暨

推動『空軍新式高教機案』為例」。 

(九) 12 月 30 日辦理「109-1 實習成果發表會暨 109-2 實習行前說明會」。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 

(一)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余知浩獎學金甄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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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3 日辦理期末退修申請事宜。 

(三) 辦理期末課堂問卷施測。 

(四) 持續追蹤 109-1 實習同學狀況及辦理 109-2 實習申請事宜。 

(五) 110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筆試相關業務辦理。 

(六) 寒假轉學考試業務辦理。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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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12 月 19、20 日學系各球隊至清華大學參加史學盃賽事。 

三、行政事務： 

(一) 12 月 10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第 4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論

本系 109 學年度重要議題；如：109 學年度新開課程審議、推舉陶晉生院士歷史講座審

查委員會校內外學者、多元學習護照施行細則修改、隨堂教學助理申請排序原則等。 

(二) 維護學系官網，開設實習專區，並增修公告、講座、研討會相關資訊。 

(三) 辦理工讀生管理業務。 

(四) 辦理圖書薦購相關事宜。 

(五) 辦理系圖書館(D0617)書籍整理事項。 

(六) 經營歷史學系網頁、粉絲專頁與相關訊息公告。 

(七) 辦理《東吳歷史學報》第 40 期出刊相關排版、編輯事宜。 

(八) 12 月 19 日發布「第一屆東吳大學陶晉生院士歷史講座」活動公告。 

(九) 聯繫校史研討會各場次講座及相關作業。 

(十) 籌辦「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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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9 日至 20 日林璿之、蕭銘源及林斯諺三位老師參加臺灣哲學學會於 12 月 19

日至 20 日假長榮大學所舉辦的「臺灣哲學學會 2020 年學術研討會」，分別擔任會

議主持人、評論人或發表人。如下：林璿之老師於 12 月 19 日發表論文（題目：

Priority Monism and Propositions）並分別於 12 月 19 日和 20 日擔任評論人（評論

文章題目：Russellian Monism and Causal Bayes Nets，指認、知識與本質）。蕭銘源

老師於 12 月 19 日發表論文（題目：實踐知識傾向論的可行性分析），並於 12 月

20 日擔任主持人。林斯諺老師於 12 月 20 日發表論文（題目：Hypothetical Authorism 

Defended）。 

（二）12 月 19 日至 20 日大學部四年級陳識閔、徐家琦與李育驊三位同學參加臺灣哲學

學會於 12 月 19 日至 20 日假長榮大學所舉辦的「臺灣哲學學會 2020 年學術研討

會」並於 12 月 20 日發表論文。陳識閔同學發表的論文題目：「Lewis 的傾向條件

句分析可行性問題研究」。徐家琦同學發表的論文題目：「證詞信念可以吻合我們

的證據嗎？」。李育驊同學發表的論文題目：「論 Cain 對其他可能性原則的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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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 月 23 日林斯諺老師受邀前往中正大學哲學系進行學術演講，講題為：「Do We 

Need the Notion of Utterance Meaning When Interpreting Literary Utterances?」。 

（四）12 月 26 日至 28 日朱建民老師受邀前往中央大學及東海大學，參加由財團法人東

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鵝湖月刊社、中央大學文學院儒學研究中心與東海大學哲

學系共同主辦之「當代新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國際學術會議並擔任主持人。 

二、學術活動：（演講、讀書會） 

（一）12 月 1 日米建國老師所組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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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的研讀。 

（二）12 月 2 日邀請張峰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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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哲學」。 

（三）12 月 4 日舉辦「東吳中國哲學系列講壇」，邀請東吳大學劉光義中國哲學講座教

授莊錦章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Some Implications of 物化  in Zhuangzi’s 

Philosophy」，並由方萬全老師擔任與談人。 

（四）12 月 8 日米建國老師所組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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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的研讀。 

（五）12 月 9 日舉辦「東吳大學哲學講座」，邀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斐婷副教授進

行演講，講題為：「亞里斯多德論空間之不變動性」。 

（六）12 月 10 日邀請元智大學前副校長王立文教授至本系進行演講，講題為：「楊定一

的理論」。 

（七）12 月 11 日舉辦「東吳中國哲學系列講壇」，邀請方萬全客座教授進行演講，講題

為：「道德知覺與莊子哲學」，同時亦邀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鄭凱元教授、

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林明照老師及本系米建國主任和莊錦章老師進行與談。 

（八）12 月 15 日米建國老師所組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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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的研讀。 

（九）12 月 18 日舉辦「東吳中國哲學系列講壇」，邀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林

明照老師進行演講，講題為：「《莊子》的語言反思」，同時亦邀請陽明大學心智

哲學研究所鄭凱元教授、本系米建國主任、方萬全老師和莊錦章老師進行與談。 

（十）12 月 22 日米建國老師所組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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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次的研讀。 

（十一）12 月 23 日舉辦「東吳大學哲學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陳湘韻助研

究員進行演講，講題為：「Ameliorating Concept and Reality: The Case of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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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2 月 23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呂政倚助研究員至黃筱慧老師「哲學

基本問題討論」課程進行「課堂演講」，講題為：「宋明理學中的人性、物性同

異之辨」。 

（十三）12 月 29 日米建國老師所組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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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的

研讀。 

（十四）12 月 30 日舉辦「東吳大學哲學講座」，邀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羅天均先

生進行演講，講題為：「A Theistic Defence of Truthmaking Maximalism」。 

（十五）12 月 30 日邀請蕭銘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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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與哲學」。 

三、重要業務： 

（一）12 月 12 日舉辦哲學系 40 週年系友回娘家活動，中午於大豐花園餐廳進行餐敘，

餐後返校參觀校園與懷恩數位校史館。 

（二）12 月 31 日前完成系所評鑑「待改善項目執行成果」線上填報作業。 

四、例行行政業務： 

（一）12 月 2 日參與由學生事務處辦理之東吳大學雙溪校區 109 學年度維護學生校園安

全法治三部曲研習。 

（二）12 月 3 日參與由人文社會學院及健康暨諮商中心辦理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人文

社會學院導師研習活動，主題為：「師生關係的經營與互動技巧：活動設計的理念

與體驗」。 

（三）12 月 4 日寄發學業關懷作業家長信函。 

（四）12 月 4 日完成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及與碩士班課程檢核條件設定。 

（五）12 月 11 日以 email 發送本系 110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入學海報、簡章及報考訊息，

委請國內各哲學系及學會等協助宣傳。 

（六）12 月 15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碩士班事務委員會，討論決定 110 學年

度本系碩士班招生考試命題暨審查委員人選，與開放招收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

認定標準」第 6、7 條之報考資格審查事宜。 

（七）12 月 18 日參加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資源教室與校長有約活動。 

（八）12 月 22 日參與由招生組辦理之「個人申請審查資料模擬試評作業說明會」。 

（九）12 月 23 日舉行本學期系週會及 110 學年度哲學系碩士班迎新座談，邀請系上師生

與碩士班甄試新生參與，並進行優秀學生頒獎儀式。 

（十）12 月 28 日~1 月 8 日進行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課堂反應問卷施測相關作業。 

（十一）12 月 30 日參與第二教學研究大樓安全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 

五、學報事務： 

（一）12 月 1 日至 30 日整理《東吳哲學學報》第 43 期審稿意見書回覆等事宜。 

（二）12 月 1 日對外發佈《東吳哲學學報》第 44 期邀稿函及投稿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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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 月 30 日召開《東吳哲學學報》第 43 期第 2 次編委會議。會中將決議學報第 43

期審查結果與刊登文章、書評等事宜。 

六、學生輔導相關活動： 

12 月 21 日申請健康暨諮商中心「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經費於 D0825 會議室，由導師

張峰賓老師舉辦三年級導生情感互動活動。 

七、學生活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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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進行，12 月份自主學習時間為 1 日、

8 日和 15 日，同時 12 月 15 日也是本學期最後一次課程時間。 

（二）12 月 26 日至 12 月 27 日於中正大學舉辦 2020 全國文教院籃球運動聯誼賽，本系

男籃與女籃分別獲得季軍殊榮。藉由體育賽事活動，促進各校相關科系之間的交流

以及加深學生間友誼，並培養學生的榮譽心及運動家精神。 

 

◎ 政治系： 

一、教學活動： 

 (一)12 月 3 日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本次活動請 109 年暑假期間參與實習課程的學生來

進行成果發表。本次共有六位學生，分別前往司改會、新北法扶、時代力量智庫、

北市府研考會、國際氣候智庫、立法委員周春米辦公室。藉由同學的發表，也可以

給未來想要餐與實習課程的同學相關經驗，也針對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實習申請

及課程做說明。 

(二)12 月 14 日舉辦科技部大專生研究生經驗傳承座談會，由 109 年科技部大專生研究

計畫執行者江恩劭同學來分享。 

(三)12 月 10 日舉辦 2020 美國總統大選後兩岸與國際情勢變化座談會，與亞太青年協會

合作，邀請了四個政黨的立委，分別是民進黨何志偉委員、國民黨陳以信委員、時

代力量王婉諭委員、民眾黨高虹安委員，以及專家學者—台大政治系包宗和教授、

東吳政治系左宜恩助理教授、彭睿仁兼任助理教授。 

(四)東吳政治學系與臺灣歐洲聯盟中心、中華民國(臺灣)歐洲研究協會舉辦「第 11 屆全

國研究生歐洲研究論文發表會」，發表會將舉辦在 2021 年 6 月 11 日，目前尚在徵

稿中。 

二、學術活動：12 月共舉辦了 10 場演講，時間、講題及講者分別如下： 

(一) 12 月 3 日舉辦「習近平的反腐鬥爭與紀委運作」演講，主講人為中研院政治學研究

所蔡文軒博士。 

(二) 12 月 5 日舉辦「如何準備及考上國考」，主講人為公務人員劉玉蘭學姊。 

(三) 12 月 9 日舉辦「培植台灣競爭與影響力-我們的壯闊台灣之路」演講，主講人為新境

界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吳怡農先生。 

(四) 12 月 10 日舉辦「前瞻中美關係」演講，主講人為華府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講座教授

林中彬先生。 

(五) 12 月 10 日舉辦「資訊戰在臺灣」，主講人為自由軟體工作者、公民記者林雨蒼先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A2%83%E7%95%8C%E6%96%87%E6%95%99%E5%9F%BA%E9%87%91%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A2%83%E7%95%8C%E6%96%87%E6%95%99%E5%9F%BA%E9%87%91%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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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2 月 14 日舉辦「政治可以用演的嗎？淺談台灣政治的發展與未來」，主講人為國際

橋牌社汪怡昕導演。 

(七) 12 月 18 日舉辦演講「多邊外交與國際組織實務」，主講人為外交部國際組織司薦任

秘書黃奕綺小姐。 

(八) 12 月 30 日舉辦兩場演講，分別為「從對政治冷感到覺得政治可以是浪漫的」及「政

治系能幹什麼？從學生到幕僚的甘苦談」，主講者為民進黨青年部陳冠穎副主任及民

進黨中央黨部社會運動部吳鎮宇組長。 

(九) 12 月 31 日舉辦「臺灣民主化與憲政改革」，主講者為政治大學莊國榮教授。 

三、東吳政治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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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匿名審查人回覆，

退稿 4 篇，修改後進稿 1 篇，目前進度為兩篇進行第三審。 

四、例行行政業務： 

(一) 12 月 17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中討論 110 學年度

新聘教師，本次應徵者有 31 位，逐一討論後邀請 16 位新聘教師試講，分為兩天進

行，屆時將邀請師生共同參與。 

(二) 12 月 17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實習委員會，會中實習委員針對 109 學

年度第 2 學期實習學生名單、實習機構及實習導師人選。 

五、傅正學術籌備活動 

(一) 傅正老師研討室重新裝修。 

(二) 傅正老師逝世三十周年紀念會籌備。 

(三) 紀念影片製作相關聯繫。 

(四) 紀念傅正相關課程-臺灣戰後民主發展講座完成開課程序。 

六、學生輔導例行業務活動 

(一) 12 月 9 日 社會資源處生涯發展中心合作進行本系大三學生 UCAN 職業興趣與職

能評估普測，協助大三學生了解個人職業興趣方向及職能發展狀況，作為其升學、

實習、就業方向及提升個人職涯知能之參考。 

(二) 「導生班級聯誼餐敘」本月執行 4 場： 

1. 12 月 11 日政治四蔡韻竹老師 

2. 12 月 17 日政治三余孟哲導師。 

3. 12 月 22 日政治三徐永明導師。 

4. 12 月 28 日政治二蔡秀涓導師。 

(三) 12 月 22 日政三 A 徐永明導師執行「學系班級生涯輔導活動補助計畫」，演講題目：

「政治系學生的職涯發展」。 

(四) 12 月 30 日政二 A 蔡秀涓導師執行「學系班級生涯輔導活動補助計畫」， 

演講題目一：「從對政治冷感到覺得政治可以是浪漫的－陳冠穎分享關於幕僚的二三

事」、演講題目二：「政治系能幹什麼？從學生到幕僚的甘苦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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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系： 

一、召開會議（含教學會議）： 

（一）12 月 15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討論修訂本系實

習作業流程及辦法及如何推動學生參與實習等議案。 

（二）12 月 22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暨系課程委員會，討論本系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審議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新增異動、學士班必

修課程取消分組授課事宜、「社會學實習」課程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修訂、全學年科

目續修及學士班三門必修科目擋修規定、社會調查師報考資格與相關課程是否調

整事宜，以及系所必修課程輪開原則等議案。 

二、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12 月 8 日舉辦「社會學實踐在職場」系列講座，邀請本系學士班 100 級畢業系友

黃婕進行職場經驗分享。由本系周怡君教授擔任主持人。 

（二）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作於 12 月 2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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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本系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

結果。 

（三）與本系學生會合作於 12 月 22 日舉辦，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師生晚會，聯絡師生感

情，共計師生 100 位出席參加。 

（四）12 月份研究生發表學術論文獎勵金申請件數共 1 件，發出 2000 元獎勵金，或刊登

之研討會為 11 月 28 日 2020 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疫起看社會：全球鉅變中的台灣

社會學」。 

三、學術活動： 

（一）「中東歐文化饗宴系列沙龍」，於 12 月 9 日及 12 月 23 日舉辦本學期第二、三場中

東歐沙龍，分別邀請 Dita Táborská（捷克副代表）及 Olimpia Kot-Giletycz（波蘭辦

事處文化組組長）擔任主講人，以「捷克/波蘭的機會－捷克/波蘭歷史、教育及工

作機會」進行專題演講，分別由本系鄭德興副教授及施富盛助理教授擔任主持人。 

（二）12 月 15 日舉辦「勉齋社會論壇」講座，主講人為阮神父，主持人為人權學程 林

沛君助理教授，主題為「移工子女在臺灣的處境與權利」，共計有 35 位同學參加。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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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2 日舉辦本學期第三場「克里瑪：「活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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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社會學」讀書會，於 12 月 11 日，舉辦本學期第六場「新社會學」讀書會，演

練將於台灣社會學會發表之內容，並研議將年會 PPT 做成電子書、連結學校網站

的延伸討論社群等提案，與會老師：范綱華、吳明燁、黃朗文、林素雯、劉維公、

高郁惠、劉育成，共計有 7 位教師與會。 

四、課程相關教學活動： 

（一）12 月 1 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士班「社會學實習」課程實習成果發表會，由

本學期修讀該課程之社三 B 劉紫芸、社四 B 鄭喬云、陳璿亦與無學分實習之社四

B 紀建名，發表暑假期間以及本學期前往各機構與企業實習之成果與心得。本場活

動由周怡君主任、范綱華副教授及葉崇揚副教授三位學系督導老師擔任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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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二 AB「貧窮與社會救助」課程，於 12 月 29 日邀請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

科陳介中專員，以「貧窮與社會救助的實務與現況」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三）社一 AB「福利社會學」，於 12 月 30 日邀請台北市立公民科教師、台灣居住正義

協會黃益中理事長，以「居住正義社區運動」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五、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為紀念 Max Weber 對人文科學的貢獻，本系與人社院於 12 月 5 日共同舉辦「韋伯逝世百

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除邀請韋伯研究的重量級德國學者 Wolfgang Schluchter 教授發

表演講，以及邀請國內外學者進行韋伯研究的論文發表，總計共發表 8 篇學術論文，以及

特別設計韋伯與香港民主與人權特別場，有兩場演講，每場次皆座無虛席，預計將在研討

會後編輯出版論文集以加強研討會的社會影響力。 

 

◎ 社工系 

一、召開會議 

(一) 12 月 1 日召開實習委員會。 

(二) 12 月 8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討論實習課程計畫書修正案、碩士班實習課程調整案、

評鑑改善計畫「精進課程與教學」之辦理事項、碩士班課程結構及必選修科目表等議

案 

(三) 12 月 29 日召開大一導師會議。 

二、召開教學會議及舉辦教學活動 

(一) 「社會工作中的冒險治療」課程執行高教深耕補助計畫，於 12 月 1 日辦理高低繩索

活動。 

(二) 舉辦 2 場實習相關之教學活動：(1)演講：「申請實習機構錄取的成功秘訣系列(一)：

撰寫實習申請書面資料及實習機構面談準備」/王淇助教/109.12.8。(3)說明會：「社會

工作實習(機構實習)申請注意事項暨網路平台使用說明會」/109.12.29。 

(三) 12 月 3 日召開「第十梯次方案實習課群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例行會議（期中

檢討會）」。 

(四) 12 月 15 日舉行結合本系學士班一年級「生涯發展與規劃」課程，舉辦「109 學年度

第 1 學期社會工作實習期中實習成果發表會」，共計 16 位學生進行薪傳發表。 

三、學術與專業活動 

(一) 12 月 1 日辦理 109 學年度學士班專題競賽頒獎與發表會，並邀請指導教授觀禮。 

(二) 邀請基督教門諾會花蓮黎明機構黎明向陽園輔療服務組廖守恩組長於 12 月 3 日蒞校

演講，講題為「新方案發想與經營：台灣後山動物輔療中心創設經驗分享」。 

(三) 12 月 29 日辦理第 2 屆碩士班研究生論文構想發表會，會中並邀請獎勵金捐款人頒發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趙連伴女士研究生論文獎勵金，本次發表會總計有 6 位研究生

發表（包含前述研究生論文獎勵金受獎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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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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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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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催收及輸入各項資料，包括(1)社會工作實習(機構實習)之問卷。(2)各機構 109 年度社

會工作實習課程學生之機構實習成績及實習時數證明書並彙整成績，提供學校督導老

師登打學校督導實習成績。(3)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會（學弟妹、實習生）問卷。 

五、其他業務 

(一) 教務：(1)辦理 109 學年第 2 學期課程異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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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學業關懷重點名單家長信函。(4)辦理 110 學年僑生及港

澳生來台就學單獨招生資料審查。(5)辦理招生專業化書審資料試評相關作業。(6)外

國學生 2021 年秋季班招生簡章分則之確認。(7)協助與輔導學生辦理期末退修。(8)選

課檢核條件之設定與確認。(9)辦理期末課堂反應問卷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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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教師辦理研究標案投標、議價申請及請款相關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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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篇，作者

修改中 2 篇，確定可刊登 1 篇。 

(五) 其他：(1)辦理系所評鑑「待改善項目執行成果」線上填報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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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年終

餐敘及是否舉辦之調查。(5)因應國際研討會調整辦理型式辦理設備諮詢及報價相關

事宜。 

 

◎ 音樂系： 

一、人事異動： 

12 月 1 日本學期專任助教 1 名之徵聘人選奉校長簽准，自 12 月 2 日起曾海欣助教到職。 

二、大師班/演講： 

(一) 12 月 1 日邀請學士班 93 級系友蔡佩娟舉辦鋼琴大師講座，講題為《鋼琴教學經驗

談》，由陳璟岳兼任助理教授擔任主持人，約有 20 位師生參加。 

(二) 12 月 2 日邀請作家劉美蓮舉辦大師講座，講題為《音樂與戰爭的迴旋-江文也的音樂

與人生》，由曾素玲專任副教授及羅珮尹專任助理教授共同主持，約有 70 位師生參

加。 

(三) 12 月 7 日「國際大師班在東吳」系列活動，邀請國際小提琴演奏家暨指揮家辛明峰

舉辦指揮大師班，由江靖波兼任助理教授老師主持，共有 2 位碩士班主修管弦樂指揮

之研究生接受指導，並由本學系管弦樂團擔綱演出，約有 100 位師生參加。 

(四) 12 月 9 日「國際大師班在東吳」系列活動，邀請華裔美籍鋼琴家吳菡及美國紐約林

肯中心室內樂協會音樂家舉辦簡易音樂會及室內樂大師班。吳菡為本學系 71級系友，

目前為林肯中心室內樂協會之聯合藝術總監，本次活動率領旗下 6 位音樂家蒞臨指

導，由彭廣林專任教授兼主任主持，吳菡細說《從東吳大學到林肯中心室內樂協會藝

術總監的歷程》，並藉由 6 位音樂家之簡易音樂會傳遞音樂的熱情。本學系有 2 組學

生組成之室內樂接受音樂家們的指導，現場約有 250 位校內外師生蒞臨聆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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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2 月 16 日「國際大師班在東吳」系列活動，邀請華裔美籍國際小提琴演奏家林昭亮

蒞校舉辦小提琴大師班，由彭廣林專任教授兼主任主持，共有 3 位學生接受指導，現

場約有 250 位校內外師生與會。 

(六) 12 月 21 日、23 日「國際大師班在東吳」系列活動，邀請國際小提琴演奏家曾耿元蒞

校舉辦 2 場小提琴工作坊，由彭廣林專任教授兼主任主持，主題分別為《探討小提琴

基本功法》與《如何藉由 Kreutzer 練習曲理解自己的樂器、這些練習曲跟演奏的曲目

有何關係》，由本學系所有主修小提琴及中提琴之學生共同接受指導，兩場工作坊分

別約有 80 及 200 位校內外師生蒞臨聆賞。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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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於松怡廳舉行決賽邀請校外專業人士及職業樂團團員擔任評審，評選出 4

位學生：學士班三年級蕭巧媺（鋼琴）、何佳芸（鋼琴）、二年級何晨安（小提琴）、四

年級許芳庭（低音提琴）為決賽優勝者，將安排於第 2 學期與本學系管弦樂團合作演出。 

四、招生宣導： 

12 月 18 日由本學系彭廣林主任前往高雄新莊高中及鳳新高中音樂班進行招生宣導暨示

範教學，各校分別約有師生 60 人、30 人參加。 

 

◎ 師資培育中心： 

一、教學與課程： 

(一) 12 月 9 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會中針對「針對本中心師資生未來甄選雙語教師

趨勢之因應與對策」及「本中心海外見習計畫進度報告」進行討論。 

(二) 12 月 9 日舉行中心教師專業社群集會，會中針對教育專業課程共備橫向連結進行分

享討論。 

二、實習見習業務： 

(一) 實習生返校座談： 

12 月 11 日，舉辦 109 學年度實習學生第 4 次返校座談，計有 63 位實習生參加。邀

請花蓮高中王清平老師以「以心智圖提升教學品質—以國文科為例」，；下午邀請臺

灣科技大學侯惠澤特聘教授演講：「素養導向遊戲化教學設計-微翻轉卡簡單遊戲化

教學模組」。  

(二) 110 學年度教育實習生至實習學校面試： 

        110 學年度教育實習分發已大至完成，110 學年接受本中心分發實習的中等學校共有

蘭雅國中、士林國中、興雅國中、中正高中、明倫高中、萬華國中、天母國中、中正

國中、士林高商、萬芳高中、北投國中、陽明高中、華僑高中、華江高中、私立大同

高中、稻江護家、百齡高中、內湖國中、三重高中、復興高中、靜修高中、大直高中

等共計 22 所中學、45 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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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講、參訪與潛在課程： 

(一) 12 月 3 日「輔導科教學實習」課程，邀請新北市立樟樹實驗高中國中部張臻萍老師

蒞校演講，講題：主題教學設計。 

(二) 12 月 3 日「英語科教學實習」課程，邀請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葉中如老師蒞

校演講，講題：國際教育。 

(三) 12 月 17 日「英語科教學實習」課程，邀請道禾實驗學校陳惠芬老師蒞校演講，講

題：未竟之路-實驗教育的英語教學。 

(四) 12 月 12 日辦理 109 學年第 1 學期「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教案設計」正式檢測，

總計 6 分科 38 名師資生參加，刻正由評審老師評審同學教案作品中。 

(五) 12 月 15 日辦理 12 月份扶助學習定期會議，由輔導員師資生主持，藉由同儕師資生

討論，精進補救教學技巧。 

(六) 12 月 16 日辦理教育電影欣賞，本次欣賞電影「天之驕子 (The emperor's club)」，總

計 50 名師資生參加。 

(七) 12 月 2、3 日舉辦教育專業暨國語文基本能力測驗，共計有 46 位同學  參加。 

(八) 12 月 16、18 日舉辦板書比賽，共計有 43 位同學參加。 

 

◎ 人權學程： 

一、行政事務 

(一) 撰寫整理人權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 109 學年度評鑑書面報告資料並於 12/11 提交。 

(二) 宣傳 110 學年度人權碩士學位學程考試入學招生，安排大四、大五本校法律系、政

治系、社會系等課堂宣傳。 

(三) 辦理 12 月份「東吳人權週」ICMW 移工公約之講座與靜態展覽。 

(四) 哲生樓無障礙空間之場勘與諮詢，提交建議書敬請總務處評估。 

(五) 協助辦理社會學系主辦之韋伯學術研討會。 

(六) 辦理 109-1 人權學程學碩一貫宣傳與申請。 

二、學生事務 

(一) 舉辦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12 月份論文互助會，加速同學論文撰寫時程。 

(二) 辦理 109-1 校外實習申請，實習期間為寒假與 109-2，於 11/30-12/11 止。 

三、辦理活動 

(一) 12 月 1 日醫療與人權【全球健康一體? 新冠病毒與台灣生物民族主義的國際競賽】，

講者：蔡友月老師(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二) 12 月 5 日 2020 人權藝術生活節【人權市集】。 

(三) 12 月 5 日辦理【韋伯逝世百年紀念研討會—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的對話】，特別

場次「韋伯與香港民主與人權」。 

(四) 12 月 9 日【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紀錄片放映與座談，映後座談：李家驊導演、陳瑤

華教授。 

(五) 12 月 10 日紀錄片《刑．暴．誌–記抗爭者》臺灣首映會，映後座談：吳叡人、林夕。 

(六) 12 月 11 日東吳人權週 ICMW 公約，講座一：認識 ICMW 移工公約在臺灣的重要

性，講者：李怡俐老師、TIWA 工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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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2 月 15 日東吳人權週 ICMW 公約，講座二：移工子女在臺灣的處境與權利，講者：

阮文雄神父。 

(八) 12 月 17 日【審判王信福】影片放映與座談。映後座談：張娟芬導演、林沛君助理

教授。 

(九) 12 月 23 日舉辦 2020 年人權歲末聖誕晚會。 

四、國際交流 

人權學程周怡君主任、陳瑤華教授與林沛君助理教授三位老師代表學程與人權中心，和

澳洲西雪梨大學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Research Centre 的 Professor Kerry Robinson

等人進行線上會議，討論未來在學術交流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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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一月 

【院長室】 

一、109 學年度委請日文系舉辦「日語領隊導遊培訓課程」，由林蔚榕助理教授協助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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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結業式計有 19 位學員之出席時數符

合規定獲頒研習證明。 

二、12 月 10 日公告「外國語文學院校園能見度提升獎勵計畫」，考量本院各單位舉辦各類活

動豐富多元，惟曝光率不高甚為可惜；為鼓勵各單位積極記錄活動並透過投稿校園新聞

提升院系能見度，自 109 學年度起試行前述計畫，根據每年 12 月下旬統計當年度 7-12

月新聞、6 月下旬統計 1-6 月新聞予以單位及同仁個人獎勵。 

三、12 月 11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東吳英檢小組會議，決議： 

（一）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完成 15 套新增命題，於 110 年 3 月底前以 3 套為一組方式送請

本校語言教學中心專兼任教師協助審查、確認難易等級及修正微調。 

（二） 現有東吳英檢題庫數量，文法閱讀部份經 3 位小組委員篩選修正後題目，基於保密原

則委請院秘書重新處理後納入新增題庫中。 

（三）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預定討論聽力題庫新增作業，建議可以請語言教學中心提供現有

能力分班或統一考試之聽力資源，將部份適用資源轉入東吳英檢聽力題庫使用。 

四、12 月 14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院教評會，通過：109 學年度本院教師教學績

優與教學特優獎審查、德文系專案助理教授評量暨續聘案、審 109 學年度本院專任教師

休假申請案及排序案及 109 學年度本院教師評鑑案；後將案件續送校教評會。 

五、12 月 15 日發函公告本院 109 學年度教學及研究獎項，並核發獎勵金： 

（一） 「專任教師研究特優獎」/獎勵金新台幣壹萬元及獎狀乙紙：英文學系戴雅雯教授、日

本語文學系賴錦雀教授、日本語文學系羅濟立教授。 

（二） 「六年內新進專任教師研究潛力特優獎」/獎勵金新台幣貳萬元及獎狀乙紙：德國文

化學系萬壹遵助理教授。 

（三） 「教學特優獎」/獎勵金新台幣壹萬貳仟元與獎狀乙紙：日本語文學系林雪星教授。 

（四） 「教學績優獎」/頒發獎勵金新台幣陸仟元與獎狀乙紙：日本語文學系陳美玲副教授、

日本語文學系賴雲莊副教授、日本語文學系陳相州副教授、德國文化學系萬壹遵助理

教授。 

六、院長重要行程出席： 

（一） 12 月 3 日出席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長餐敘。 

（二） 12 月 4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 

（三） 12 月 14 日 109 年度本校高教深耕計畫之成果展，發表本院「外國語文學院學生跨

域、實務與國際力養成計畫」成果。 

（四） 12 月 15 日 120 校慶敘獎會議。 

（五） 12 月 16 日校務會議，本院提案「日文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及「增設跨領域國際學

士班」案均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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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2 月 16-23 日本院受理「110 年領隊導遊考前輔導班」報名作業，預定招收 30 名本院預

定報考 110 年學年度各類語言之領隊導遊學生，預定於 110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6 日期間

以 8 小時課程協助進行面試練習與考古題模擬測驗與講解。 

八、高中招生宣傳及參訪活動： 

（一） 12 月 9 日苗栗建台高中來訪，安排外語學群簡介。 

（二） 12 月 11 日苗栗大同高中來訪，安排外語學群簡介。 

（三） 12 月 11 日新店高中來訪，安排三學系簡介與外語體驗課程。 

九、重要行政事務 

（一） 受理院內研究生及教師申請研究發表獎補助與加入相關學會組織會費補助，並辦理

核銷作業。 

（二） 外借口譯器材予營繕組進行城中校區菁英講堂驗收作業。 

（三） 第 50 期東吳外語學報投稿論文外審作業。 

（四） 規劃翻譯學報雙號刊特約主編合作事宜。 

（五） 於新校務系統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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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110 學年度本院校務發展計畫新舊系統資料依校發組與會計室審查意見進行調整、

修正。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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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品清單、主持人邀請等。 

 

【英文系】 

一、會議： 

（一） 12 月 2 日「口語閱讀小組教師會議」，出席教師：艾倫達老師（召集人）、孫克強

老師、魏美瑤老師、林思果老師、高林老師。會議討論 110 學年度課程調整內容、

文化週等內容。 

（二） 12 月 2 日系教評會，審議教師申請休假案、討論補聘教師相關事宜。 

（三） 12 月 23 日本學期第三次系課規會，案由：決議 110 學年為外系開設第二專長課程

相關事宜、討論本系全學年課程續修規定。 

二、系友職涯輔導-「火種講堂」： 

（一） 12 月 2 日，姜建男學長、賴世麟學長及林鵬良會長，參加人數 18 位。 

（二） 12 月 9 日，李孟安學姊，參加人數 14 位。 

（三） 12 月 16 日，齊永強學長，參加人數 17 位。 

三、翻譯系列講座： 

（一） 12 月 4 日，主講人徐昊老師（台大外文系口筆譯教師），講題「我的電玩「翻」轉

人生：電玩在地化」，38 人出席。 

（二） 12 月 11 日，主講人盧怡君老師（專業中英雙語主持、配音員），講題「盧怡君老師

（專業中英雙語主持＆配音員）」，32 人出席。 

（三） 12 月 18 日，主講人汝明麗老師（師大翻譯研究所副教授），講題「專業口譯員的

養成之路」，56 人出席。 

四、12 月 1 日辦理文化走廊聖誕節裝飾與動態簡介、12 月 7 日協助系學會辦理耶誕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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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2 月 4 日與 UKEAS 大英國協教育資訊中心英國留遊學專家討論並確定將於 110 年 1 月

6 日舉辦「打造職場軟實力—口面試實戰經驗談」講座。 

六、12 月 11 日新店高中來校參訪活動，邀請王建輝老師擔任講師。 

七、12 月 23 日公告全校創意寫作比賽徵文結果（短篇小說 第一名英四 C 郭義中 ，第二名

英四 C 林筱珺， 第三名 英二 C 張彤）、（詩第一名英四 A 林愛珈， 第二名英四 C 郭

義中，第三名 英四 A 蔡佳玲）。 

八、12 月 29 日協助健康諮商中心舉辦「英文系大一導師會議」，會議中說明「大一身心適應

普測」結果，提出普測後需關懷的學生狀況。 

九、其他重要業務： 

（一） 總務與會計事項： 

1. 完成 H101 劇場教室燈光採購案核銷。 

2. 教育部獎補助經費、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資本門設備請購、驗收及核銷。 

3. 本年度各項人事費用核銷、12 月份影印機核銷。 

（二） 輔導事項： 

1.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UCAN 導師會議。 

2. 提報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獎懲紀錄。 

3. 協助學士班畢業袍租借等事宜。 

4. 協助安排導生聚及核銷，12 月有 4 位老師舉辦導師聚會：王安琪老師、歐冠宇老師、

鄭惠雯老師、陳品如老師。 

5. 陪同資教生羅文謙同學出席 109-1「資教生與校長有約」活動。 

（三） 學術研究事項： 

1. 協助外籍教師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2. 籌備第 25 屆口筆譯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四） 教務事項： 

1. 12 月 1-8 日寄發「學系重點關懷學生」通知，1/2 以上學分被關懷學生，學系共 10

名，個別聯絡，並通知學生導師。 

2. 課程期末退修申請及輔導、期末課堂反應問卷施測。 

3. 碩士班 110 學年度入學考試招生宣傳。 

4. 修訂 110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5. 修訂大學部個人申請招生專業化書審審查內容、協助書面審查試評相關事宜。 

6. 協助申請 109-2 隨堂教學助理。 

7. 12 月 7 日發布實習課期末分享會消息，時間確定於 110 年 1 月 6 日。 

8. 12 月 29 日-1 月 2 日設定選課檢核條件。 

（五） 填報 109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含獎補助計畫）之重要執行成效。 

（六） 協助擬定「林蕙瑛博士英文學系跨領域學習獎學金實施辦法」草案。 

 

【日文系】 

一、會議： 

（一） 12 月 2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109 學年度教師評

鑑初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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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2 月 3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及出版委員會，討論第 54 期「東吳日語教育

學報」論文送審事宜，以及修正「東吳日語教育學報徵稿要點」之投稿者資格。 

（三） 共通日文教材數位化：12 月 3 日、12 月 10 日、12 月 17 日召開第 3～5 次編輯會議。 

（四） 12 月 16 日召開碩博士班委員會，討論本系 109 學年度博士班學生資格考核複審申

請、109 學年度博士班學生濱木綿獎學金申請，以及 109 學年度學生逕讀博班申請

事宜。 

（五） 12 月 23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審核各委員會決議事項，以

及討論與日本大學簽訂院級交流協議事宜。 

二、教師專業社群活動： 

（一） 12 月 2 日「日語研究與日語教學教師成長會」舉辦工作坊，邀請本校校務資料分析

中心張彥之老師主講「Moodle 測驗題應用」。 

（二） 12 月 8 日「日本文學教材分析與研究社群」舉辦讀書會，由林雪星教授主講「日本

文化人眼中的台灣：北村子兼子『新台灣行進曲』導讀」。 

三、交流活動： 

（一） 12 月 9 日昶心蒙特梭利學校蒞系體驗日本茶道，由吳美嬅講師負責接待。 

（二） 12 月 11 日朝宗廳捐款人盧錦姬教授一行 5 人蒞系參訪，由羅濟立主任、陳淑娟教

授、林雪星教授、蘇克保副教授負責接待。 

（三） 12 月 22 日本系學生 20 名與 109 學年度富山高等專門學校學生進行視訊文化交流。 

四、支援招生活動： 

（一） 12 月 9 日苗栗建台高中同學蒞系參訪，由羅濟立主任介紹外語學群。 

（二） 12 月 11 日新北市立新店高中同學來校體驗課程，由賴雲莊副教授、葉懿萱副教授

介紹本系並教授課程。 

（三） 12 月 11 日苗栗縣立大同高中蒞校參訪，由羅濟立主任介紹外語學群。 

（四） 12 月 17 日台北市金甌女中同學蒞系體驗課程，由吳美嬅講師負責。 

（五） 12 月 29 日。劉怡伶教授赴新北市立中和高中，於「高二學術性營隊」教授日語半

日課程。 

五、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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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 日舉辦最後 1 場「憶猶未盡-從北投出發，尋找台灣的日本記憶」

系列講座，邀請歷史知識型 Youtuber/東吳日文 100 級 Cheap（本名鄭才暐）先生主

講「Youtuber 跟你聊聊日治時期對台灣有貢獻的日本人」。 

（二） 12 月 12 日舉辦「2020 年台灣日本語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碩士班成立 40 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 

（三） 12 月 30 日。舉辦日語教育研究會例會第 183 次例會「学位論文提出までのロード

マップ」。講題： 日本語学習者を対象とした日本語教育についての探求（吳映璇

兼任助理教授），博士論文奮闘記：博論提出までのストラテジー（中村直孝兼任助

理教授）。 

（四） 12 月 31 日舉行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班、碩專班研究生期中發表會第 1 場次。 

六、12 月 9 日舉辦輔系雙主修申請經驗分享會，由日四 B 高嫚君學姊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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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2 月 9 日舉辦實習經驗分享座談會，由陳妍蓁學姐（日文系 108 級） 主講「インターン

あるある。2018 雫石プリンスホテルインターンシップ」。 

八、12 月 16 日。舉辦 109 學年度日文系升學就業輔導系列座談，由李牧豐學長（日文系 101

級）主講「日本與日本以外的世界：如何透過日文找到自己熱愛的工作」。 

九、舉辦日語競賽： 

（一） 12 月 16 日舉辦 109 學年度翻譯比賽。 

（二） 12 月 19 日系學生會舉辦 109 學年度日語卡拉 OK 大賽。 

十、其他重要行政業務： 

（一） 109 學年度專任教職員電腦、印表機換新安裝事宜。 

（二） 期末課堂反應問卷施測。 

（三） 系所評鑑待改善事項執行成果填報作業。 

（四） 同仁參與會議/教育訓練： 

1. 12 月 2 日/109 學年度「維護學生校園安全法治三部曲研習」法令課程 

2. 12 月 4 日/第二專長特色說明會 

3. 12 月 17 日/110 學年度外文選課方式討論會議 

4. 12 月 22/個人申請入學書面審查試評系統操作說明會議。 

 

【德文系】 

一、會議： 

（一） 12 月 2 日系教評會：審議本學年度教師評鑑案、專案教師續聘案。 

（二） 12 月 16 日「大二、大三導師會議」，由生涯中心報告學生ＵＣＡＮ施測結果。 

（三） 12 月 31 日「大一導師會議」，由心諮中心報告一年級學生身心適應問卷調查結果。 

（四） 12 月 23 日系務會議：討論總結性課程執行內容、畢業班畢業成果申請、110 甄選入

學委員。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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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2021 全國大專校院德文系萊茵盃活動籌備：12 月 15 日與系學會開會。 

二、12 月 2 日舉辦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分享，由今年度通過申請的三年級趙子雅同學進行

分享。 

三、12 月 2 日舉辦 110 學年學生團體赴德進修申請說明會：說明課程、初估費用與辦理流程。 

四、12 月 11 日德語教師德語教學工作坊--「腦神經與教學」： 

（一） 「神經教學法與外語學習」由淡江大學德文系顏徽玲助理教授主講。 

（二） 「從神經科學的視野認識學習」由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洪川茹助理教授主講。 

五、職涯輔導講座： 

（一） 12 月 9 日「國貿實務人才關鍵力」德文系 85 級系友葉守峰（龍星企業集團總裁） 

（二） 12 月 30 日「系友回娘家--畢業恐慌症」德文系 103 級系友廖子寧（薩泰爾娛樂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製作） 

六、B2 德語檢定輔導班：由魯德葳老師任教，109 年 12 月至 110 年 4 月，預計將進行 24 小

時課程，課程內容包括題型介紹、應試技巧與模擬測驗。對象為德文系二年級以上（含

碩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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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外教學： 

（一） 11 月 30 日嚴家仁老師帶領 3 年級觀光德語課程學生至龍山寺進行實地德語導覽。 

（二） 12 月 16 日張國達老師帶領四年級國貿實務課程學生至龍星企業進行參訪，讓學生實

地瞭解公司運作。 

八、重要行政事務： 

（一） 12 月 17 日出席「外文選課會議」。 

（二） 支援招生組活動：12 月 11 日新店高中學生課程體驗。 

（三） 12 月 22 日參加「個人申請入學審查資料模擬試評作業系統說明會」。協助教師進行

試評。 

（四） 學系進行學業關懷、寄發家長信，1、2 年級德語課程預警輔導。 

（五） 109-1 課堂反應問卷施測。 

（六） 修訂 110 校務發展計畫與經費編列。 

（七） 提報 109-1 學生獎懲。 

（八） 109-2 課程預選檢核條件設定及預選。 

（九） 填報系所評鑑「待改善項目執行成果」。 

（十） 109-1 學生退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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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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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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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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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12 月 22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聘任、評鑑、休假等案。 

二、12 月 23 日，教務長及教務處同仁至理學院進行第二專長座談，瞭解推動第二專長對本

院各系在專業課程推展上之影響及困難，以及本院教師對第二專長的想法。 

三、12 月 28、29 日，學院系配合環安衛管理系統進行 ISO14001 暨 ISO45001 外部稽核作業。 

 

【數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會議 

（一） 12 月 2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會中就本學期各任課教師提報本系學生

之學業關懷名單，商討後續相關事宜。 

（二） 12 月 2 日，召開本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會中針對「109 年畢業生流向調查系友

建議」討論本系之回應並確認本系課程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決

議事項。 

（三） 12 月 2 日，召開 110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3 次會議，會中討論修訂本系學士班

110 學年度招生書面審查評量尺規及訂定書審準備指引。 

二、招生 

（一） 12 月 11 日，苗栗大同高中約 60 位師生到院參訪，數學系由林惠文主任負責接待

與學系介紹。 

三、演講 

 【機器學習與應用】高教深耕業師講座系列 

（一） 12 月 3 日，邀請劉禹農先生(鈦思科技應用工程師)主講，講題：「MATLAB 機器

學習於資料分析的應用」。 

（二） 12 月 10 日，邀請劉禹農先生(鈦思科技應用工程師)主講，講題：「MATLAB 機器

學習於訊號處理的應用」。 

四、 輔導 

（一） 12 月 30 日，舉行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讀學士學位優秀學生獎學金、109 學年

度第 1 學期鄧靜華先生清寒優秀獎學金、109 學年度數學系系友獎學金、109 學

年度碩士班入學新生獎學金聯合頒獎典禮，由林惠文主任主持。 

（二） 12 月 30 日，舉行「專題暨總結性課程成果競賽說明會」，林惠文主任主持並說明

本系 109 學年度專題暨總結性課程成果競賽及理學院 2021 校園有理想競賽相關

事宜，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物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學術活動 

(一)12 月 16 日，邀請劉源俊名譽教授演講，講題：「日、月與地─說天文學與物理學的基本

知識」。  

(二)12 月 23 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例會，由邀請鄧崇林系友報告，題目：「以

多元角度探討物理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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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業務 

(一)會議 

1、12 月 9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 110 學年度開設「重

力、宇宙學」微學分課程之可行性。  

2、12 月 9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報告系務運作情形，討論總

結性課程辦理情形以及相關壁報展活動時間，教學助理申請、課程委員會討論案，110

學年度申請入學之評量尺規與書面審查建議準備指引等事宜。 

(二)輔導 

1、12月2日，與生涯發展中心辦理「大二、三導師會議」，針對UCAN施測後，學系同學

的職涯性向，以為「應用進路」輔導的參考。 

2、12月10、11日，林之淵老師「Coffee with TED」導生聚，特別是期中考後，了解學生

的學習狀況，給予鼓勵。 

3、12月14日，黃依萍老師「出走社」導生聚，與同學閒話家常，藉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

形，適時予以疏導。 

4、12月14日，辦理108學年度第2學期優秀學生頒獎，共有優秀學生吳康國、高子涵、洪

誌敬等10名。學系以餐敘方式進行頒獎，另與同學了解學習與生活各面向問題，並鼓

勵同學，互相學習，更要和群，與同儕一起進步。 

5、12月17日，物理四沈頌哲同學代表學系參與研究發展處所辦理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

計畫申請說明會暨經驗傳承座談會」經驗分享。 

6、12月18日，齊祖康老師「益智遊戲研究社」導生聚會，除日常安排的益智遊戲活動外，

特別在期中考後安排聚會，以了解同學近日生活與學習的情形，增進彼此的溝通與理

解。 

7、12月23日，辦理109學年度第2學期選課輔導，師生共計有115人參與。選課輔導為傳

達選課注意事項、宣導第二專長外，更重要提醒學生學業關懷作業後，要維持上課進

度，有問題需尋求協助，並予以後續課業不濟之解決管道。 

8、12月24日，學系新竹一日參訪，利用聖誕假期至新竹，此次行程十分豐富，參訪台灣

積體電路公司創新館、晶元光電A1廠，下午則至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以及和蓮光電，

活動由梅長生主任與林憲儀助教帶隊，共有師生等42人參與，透過校外參訪讓學生理

解所學以及其相關之應用。 

9、12月30日，與心理健康諮商中心辦理「大一導師會議」針對大一新生身心普測後結果，

提出輔導策略，學系有梅長生主任及大一巫俊賢、張有毅導師、助教與行政同仁共同

參與。 

10、12月30日，辦理109學年度第1學期「書報討論、專題研究期末發表會」，由教師推

薦優秀學生，計有四年級徐嘉儀、吳康國、胡漢霖、張家綾等五位同學發表，專題研

究則由教師推薦盧政樺同學發表。109學年度總結性課程─「書報討論」壁報展示訂於

110年3月24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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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招生 

  1、12 月 5 日，辦理「2020 第九屆數位化暨科學實驗研討會」，在特邀講演暨演示專題

中，邀請台北市立大學應用物理暨化學系古建國教授專題講演：「從葡萄到自動感應

酒精噴霧機」，學系陳秋民老師「防疫物資的物理和演示」以及 3 場分別由齊祖康、

林之淵、張有毅老師以及教學研發中心主持之「探究與實作平行」場次工作坊。此次

以時事話題「COVID-19」需求之口罩、酒精等物資作為主題，切合生活中處處見物

理，強化物理「實作與探索」教學。 

2、12 月 11 日，苗栗大同高中來校參訪，學系由梅長生老師參與學系簡介。 

3、12 月 12 日，辦理「110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首次辦理不同管道之招生活動。 

4、12 月 19 日，新北崇光高中來系參訪，由陳秋民老師負責教學演示，並簡介學系演喻

教室。 

5、12 月 29 日，於中和高中辦理「口罩靜電層物理之探究與實作」學術營活動。由齊祖

康、陳秋民老師以及塗婉瑜助教指導，以「防疫物資的實作探究」與「防疫物資、心

導管的物理演喻教學」兩部分引導學生探索物理。 

6、參與招生組辦理之「個人申請審查資料模擬試評作業說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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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辦理個人申請甄試書審相關

機制，以及評量尺規的制訂等相關資訊。 

(四)計畫執行 

   1、12 月 15 日、22 日辦理「虛擬實境融入教育：成為 VR360 創客」初階、進階活執行

高教深耕計畫，邀請阿特發互動科技有限公司林秀珊講師授課，「不需要會寫程式，

各科教師皆可應用 VR 於各科教學」、「不需要昂貴的虛擬設備，一支手機就可成為

VR360 創客」，有學生 16 位參與活動。這個工作坊，可以讓學生從熟悉硬體，實際操

作，到最後有能力動手實作。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12 月 10 日舉行舉行「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系導師會議」討論各年級學生學習及新學期學

生選課輔導事宜。 

二、教學、研究 

(一)、109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本系計有傅明仁教授、王志傑教授、何美霖教授

獲「研究傑出」獎勵，呂世伊教授、謝伊婷副教授獲「研究優良」獎勵。 

(二)、12 月 9 日全系輔導演講，邀請 70 級系友，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劉如熹教授，講題：

「東吳化學與我」。 

(三)、依配置名額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本系共計提送 5 項跨領域

共授與實作深化課程，以及 1 項創新教學課程申請。 

(四)、12 月 14 日 109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暨社會責任實踐暨校務研究成果分享會本系王

榮輝老師受邀擔任「產業論壇與質能發展」課程的教學成果分享。 

(五)、12 月 16 日本系碩士生共同出席，由圖書館舉辦之「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傳作業說

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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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2 月 17 日本校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舉辦「AI 應用研究研討會」本系呂世伊教授受

邀出席，分享「機器學習在化學中的應用」議題研究心得。 

三、學生學習、招生及輔導活動 

(一)、12 月 10 日辦理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讀學士學位優秀學生獎學金」學生頒獎活

動。 

(二)、12 月 11 日苗栗縣立大同高中參訪，由謝伊婷老師為學生作化學領域的發展與學習引

導。 

(三)、12 月 22 日謝伊婷老師與學系秘書共同出席「大學入學個人申請書審試評作業系統說

明會」，瞭解新的招生資料審核機制。 

(四)、12 月 23 日與心理諮商中心共同舉行大一導師會議，進行新生學習適應測及輔導資訊

交流。 

(五)、本系「產業論壇與職能發展」課程師生 12 人，經聯繫申請，預計 109 年 12 月 29 日

至臺北市就業服務處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參訪學習。 

四、行政業務 

(一)、12 月 7 日提報 110 年各實驗室安全衛生基本資料更新暨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 CCB

表件。 

(二)、12 月 15 日提報學系 108 年度第 4 季公共危險物品存量資料。 

(三)、12 月 23 日辦理 12 月份實驗廢棄物定期清儲運作業。 

(四)、12 月 28、29 日配合環安衛管理系統進行 ISO14001 暨 ISO45001 外部稽核作業。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一) 完成 109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二) 12 月 14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三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邱

亦涵及詹雅帆兩位專案助理教授初審。 

(三) 12 月 29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一次系課程委員會，討論 110 學年度課程規劃案。 

二、教學與研究： 

(一) 完成本學期隨堂教學助理申請。 

(二) 完成本學期大學部及碩士班書報討論學習成效問卷施測及統計。 

(三) 完成 109 學年第 2 學期選課條件設定及小班教學課程預選作業。 

(四) 109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本系黃顯宗教授、張碧芬教授、張怡塘教授獲得研

究傑出獎勵。 

(五) 12 月 6 日本系應靜雯、李重義老師帶領學生參加台灣微生物學會第二十三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發表壁報論文如下: 

1. 應靜雯老師、趙維良老師、劉世鴻、張曼容、林亞貞、陳雨睫、葉信利發表論文

「磺胺抗生素短期存在改變分離菌株中抗藥基因 sul1 的發生率」，獲得應用微生

物學組第二名。 

2. 應靜雯老師、趙維良老師、張怡塘老師、林家瑜、洪小蘋、林亞貞、張曼容、葉

信利發表論文「施用光合菌和釋氧劑對海水養殖的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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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重義老師、王浚驊發表論文「尿素酶生產菌 Sporosarcina  pasteurii  CCRC 

11596 大量培養條件之探討」。 

三、學生輔導 

(一) 完成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關懷相關作業。 

(二) 完成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獎懲提報作業。 

(三) 12 月 1 日舉辦「功能導師導生座談會」，由李瑞梅及宋昕如兩位功能導師與轉學（系）

生、僑生、陸生及延修生進行聯誼餐會，瞭解學生學習及生活困擾並提供相關協助。 

(四) 本系碩士班學生蔡晉德與中研院、海洋大學專業業師組成團隊，12 月 3、4 日參加經

濟部工業局舉辦的「109 年度 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期末競賽，

以「AI CELL : 逆轉鮭魚養殖新技術」為題，從 40 個參賽團隊中脫穎而出獲得優選。 

(五) 12 月 15 日舉辦全系選課輔導說明會，由李瑞梅秘書說明專業課程續修、擋修規定

及期末退修流程、選課注意事項。 

(六) 12 月 18 日系學生會於望星廣場舉辦「微生物之夜-微冰奇緣」，結合聖誕節活動，提

供表演舞台，展現學生不同於課業方面的才藝。 

(七) 12 月 22 日舉辦「全系聯合導生會-微生物學系家族爭霸活動」，全系師生共約 150 人

參與，藉由闖關競賽等活動，增進師生互動，加強學生對學系認同度，提高就學穩

定率。 

四、招生 

(一) 12 月 11 日苗栗市大同高中同學至本校參訪，宋昕如秘書及學系高年級同學針對招

生進行學系介紹。 

(二)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錄取人數正取 4 名。 

(三) 110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學士班申請入學單獨招生，報名本系人數 1 人，12 月 17 日

完成審查結果。 

(四) 完成招生專業化書審評量尺規、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五、實驗室安全 

(一)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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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4 日完成 3 座第一種壓力容器(大型滅菌鍋)及 3 座公共沖淋設備自動檢查表主

任簽核。 

(三) 12 月 4 日更實驗室 110 年適用場所（含實驗室）安全衛生基本資料作業更新，並將

資料送至理學院。 

(四) 12 月 4 日完成流式細胞儀教育訓練共 23 人完成訓練。 

(五) 12 月 15 日檢驗研究中心召開例行性內部會議，並完成會議記錄存於檢驗中心。 

(六) 12 月 16 日完成公共危險物品基本資料填報，送至環安事務組進行匯整。 

(七) 12 月 17 日完成學系 3 台大型滅菌鍋及 11 台小型滅菌鍋生物試劑確效，確效報告於

12 月 23 日送至生安會存查。 

(八) 12 月 18 日完成微生物學系作業場所具有健康危害之化學品分級管理清單(CCB)，並

繳交至環安事務組承辦人員處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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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2 月 21 日學校環安事務組相關人員進行外部稽核預演訓練，檢視 M102、M309 實

驗室。 

(十) 12 月 23 日完成 11 月各實驗室衛生安全查核表主管簽核。 

(十一)  12 月 23 日完成移置實驗室事業廢棄物，7 件固體廢棄物、0 桶廢液共 7 件。 

(十一) 12 月 23 日檢送 M102、M309 實驗檢查表至環安事務組進行外部稽核文件陳列彙

整。 

(十二)12 月 23 日完成生物實驗室感染材料及設備清單調查，提供實驗室相關資料，做為

辦理雙溪校區實驗室基本資料清查建檔。 

(十三)12 月 28、29 日學校進行外部稽核驗證，抽中 M102、M309 實驗室作為現場驗證場

所。 

(十四)12 月 30 日配合本校校安中心 109 學年度雙溪校區複合型防災研習實施計畫辦理實

驗室避難逃生暨緊急應變演練，提供學系區隊人員編組暨實驗室人員名單給環安

事務組承辦人員彙整。 

(十五) 12 月 30 日配合「109 學年度生物性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相關事宜，提供學

系各實驗室訓練人名單給環安事務組承辦人員彙整。 

 

【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09 年 12 月 1 日（二）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 

（二）109 年 12 月 9 日（二）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工作會議。 

二、研究與學術： 

（一）汪曼穎教授榮任台灣心理學會第 54 屆理事長，任期二年。 

（二）109 年 12 月 2 日於哲生樓 H110 教室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講題為「生涯敘說與

夜市經驗反思」，由劉惠琴老師主持，講者為本系碩士班 107 級系友翁誠君學長。 

（三）109 年 12 月 16 日於哲生樓 H110 教室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講題為「運用心理學

專業創業-笛飛兒經驗分享」，由王叢桂老師主持，講者為笛飛兒 EQ 教育楊鈺瑩創

辦人。  

三、教學及輔導： 

（一）109 年 12 月 2 日於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出席 2020 暑期高中營隊檢討會議暨 2021

年高中營隊籌備會議。 

（二）109 年 12 月 8 日於 D0308 教室舉辦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系導生會暨系友返校演講

-禪繞畫，由余佳容諮商心理師（碩士班第 13 屆系友）主講。 

（三）109 年 12 月 15 日於 B013 會議室舉辦 109 學年度工商實習發表會，由王叢桂老師主

持。 

（四）109 年 12 月 22 日於 J203 會議室舉辦 UCAN 問卷-大二及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

由生涯發展中心主持。 

（五）輔導系學生會辦理活動： 

1. 109 年 12 月 7 日至 11 日於綜合大樓 2 樓擺台處舉辦心理週活動。 

2. 109 年 12 月 24 日於 BarTwoTaipei 舉辦舞會「理性癮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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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生： 

（一）支援招生宣傳活動： 

時間 地點 支援教師 說明 

109/12/4(五)13:-00-13:50 桃園高中（桃園） 徐儷瑜 社會心理學群介紹 

109/12/10(四) 12:00-13:00 中正高中（台北） 陳俊宏 心理學系介紹 

109/12/11(五)15:10-16:00 百齡高中（台北） 葉芸芝 社會心理學群介紹 

109/12/11(五)13-35-14:30 苗栗大同高中（東吳） 林朱燕 心理學系介紹 

109/12/14(一)10:00-11:00 大園國際高中（桃園） 徐儷瑜 社會心理學群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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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一月 

一、學術活動 

    本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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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 日 1305 法四 C 班會：除了法律之外 

109 年 12 月 2 日 1203 法三 C 班會 

109 年 12 月 3 日 5211 
邊境法制中心研討會 

【第九回】後新冠肺炎時代全球電子化通關作業之挑戰 

109 年 12 月 7 日 5211 
第一回 納稅者權利保護相關議題研討會 

主題：行政執行與納稅者權利保護 

109 年 12 月 9 日 1104 
公共議題與法律論壇第三回 

食品安全管理-以食品添加物為例：聚焦於瘦肉精相關議題 

109 年 12 月 9 日 1705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法律系職涯演講活動 

職涯 PAPAGO！ 

109 年 12 月 9 日 1106 工程法律座談會【第十八回】民法場次 

109 年 12 月 10 日 1705 
第一回法理學專題講座 

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監督架構 

109 年 12 月 11 日  紀念梁鋆立教授國際法研討會 

109 年 12 月 11 日 5117 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第四十九回】 

109 年 12 月 14 日 1705 【何文雄律師事務所系列研討會第三回】 

109 年 12 月 14 日 1104 第七回法律與宗教研討會 

109 年 12 月 16 日 1104 東吳公法論壇【第六十三回】 

109 年 12 月 16 日 1705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法律系大一暨全體同學系會 

聽人說，不如自己來瞭解十大領域課程一次說給你聽 

109 年 12 月 17 日 1705 東吳大學法學院暨法律學系英美法學術教育研討會 

109 年 12 月 18 日 1104 第八回法理學研討會 

109 年 12 月 19 日 5117 109 學年度中國大陸法律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論文發表研討會 

109 年 12 月 23 日 5117 民事法學術座談會 

 

二、對外交流： 

(一) 12 月 08 日(一)19:00 本院與馬偕醫學院李居仁校長、申永順學務長、醫學系吳懿哲

主任、李朝雄副主任及鍾鏡湖教授洽談，並簽署「東吳大學法律學系與馬偕醫學院醫

學系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 

 

三、學院活動： 

1. 理律盃公民行動方案本屆競賽主題為「維護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

本次共有八隊報名，已於 12 月 5 日(六)舉行賽務說明會 

2. 法三 A 班會：已於 12 月 16 日(三)8、9 節於 1203 教室舉行，邀請炬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顏良修總經理演講，主題「斜槓法律人無極限—資訊 x 法律 x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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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學院舉辦 109 學年度論文競賽，自 10 月 1 日開放報名，12 月 28 截止登記，

共分為八組，每組第一名將獲得 8000 元獎金，第二名 5000 元，第三名 3000 元。

得獎同學本院另優先輔導申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 

4. 法學院企業、生涯及學術講座相關資訊： 

時間地點 申請人 講題 主講人 

109/12/9 

15：00-17：00 

1106 

陳汝吟老師 
淺談施工警告標誌及交
通管制措施與事故責任 

簡君珊/簡君珊交通工程師
事務所技師 

109/12/16 

15：00-17：00 

1104 

胡博硯老師 
德國政憲法的新發展：排
除政黨財務補助之刃 

黃仁俊/輔仁大學學士後法
律學系助理教授、德國慕尼
黑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二) 本院 12 月份招生宣傳場次如下： 

日期 時間 宣講學校 宣講師長 

109/12/11

（五） 
12:00-

13:00 
台北市景美女中 何佳芳老師 

109/12/21

（一） 
12:00-

13:00 
桃園市內壢高中 林育廷老師 

109/12/23

（三） 
12:30-

13:10 
國立員林高中 蕭宏宜老師 

109/12/09

（三） 
09:20-

10:00 

苗栗建台高中 

至本校參訪 
黃心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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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一月 

商學院 

一、 本院 12 月 23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升等案、109 學年度教師休假案、109 學年度第 2 次專任教師續聘案、109 學年度

第 1 次專案教師改聘編制內專任教師案、109 學年度第 1 次專案教師續聘案、109 學年

度第 2 次兼任教師改聘案、109 學年度第 2 次兼任教師改聘案、109 學年度第 2 次兼任

教師初聘案、109 學年度第 2 次教師評鑑案、109 學年度第 1 次專任教師免評鑑申請案

及複審「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專案教師評量辦法」修訂案等議題。 

二、 本院 12 月 28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審議本院經濟系 109 學年

度第 2 學期新增課程暨異動申請案及本院 110 學年度新開設 6 個第二專長(第二個)計畫

書及課程表案等 2 個議題。 

三、 109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經學校核定，本院共有 17 位教師獲獎(全校 41 位)

占全校獲獎比例 41.46%，研究表現優異，獲獎教師分別為，研究傑出：經濟系陶宏麟特

聘教授、企管系胡凱傑特聘教授、企管系吳吉政特聘教授、企管系歐素華副教授、國貿

系溫福星教授、資管系林娟娟特聘教授、資管系朱蕙君教授、資管系黃日鉦教授；研究

優良：經濟系邱永和特聘教授、經濟系謝智源特聘教授、會計系吳幸蓁教授、會計系洪

聖閔教授、企管系劉敏熙副教授、國貿系顧萱萱特聘教授、國貿系陳金盛副教授、資管

系黃心怡副教授；獎勵新聘：經濟系鄭輝培助理教授。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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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活動組由國貿系及資管系協助統籌。 

(三) 辦理及規劃餐敘表演節目。 

(四) 統計及確認各學系與會師長及貴賓人數事宜。 

(五) 辦理各學系及系友會繳交贊助摸彩禮金或禮品事宜。 

五、 本院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 12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2 月 11 日本中心詹芳書執行長與楊雅晴助理，於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

發中心辦公室與 ActuaViz 新創團隊會議，討論未來合作之方向及可行性。 

(二) 12 月 15 日本中心詹芳書執行長與張冠群博士、龍登捷研究助理至金管會保險局

進行「開放純網路保險公司設立之可行性研究」期初報告。 

(三) 12月 19日本中心詹芳書執行長與龍登捷助理、楊雅晴助理至逢甲大學參與「2020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國際研討會暨年會」。 

(四) 12 月 23 日本中心與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合辦超前佈署系列-第二季(2)

「VA+GMDB」演講。 

六、 本院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12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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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2 月底進行中心網站資訊更新。 

七、 本院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12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2 月 11 日舉辦「國際地域文化旅遊創新論壇」。 

(二) 辦理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9 年青年壯遊點 DNA 計畫」結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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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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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繳交執行成果報告。 

八、 持續進行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事宜： 

(一) 12 月 3 日召開商學院 AACSB 工作會議，本會議旨在追蹤 107-108 學年度大學部

學習品保報告製成進度，藉彙整各學期學生表現質量化數據進行不分系全院評估，

俾利提供本學期 AACSB 委員會決議相關品保事宜。 

(二) 12 月 4 日召開商學院 AACSB 工作會議，本會議旨在同步評鑑報告各章節撰寫

進度，確認所需補充之材料。 

(三) 12 月 17 日召開商學院「商用英文」學科小組會議。 

(四) 12 月 23 日召開商學院「微積分」學科小組會議。 

(五) 12 月 29 日召開商學院「經濟學」學科小組會議。 

(六) 12 月 31 日召開商學院「統計學」學科小組會議。 

九、 執行農委會「田中優質農旅之規劃及產學合作」案，12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2020 年東吳商學院田中農旅計畫團隊不畏疫情，持續輔導田中農旅計畫之潛力

產業點，今年從二月開始，每月安排一次共學會議，目的為使田中農旅的各產業

點能相互了解進而相互扶持，每月的共學會地點均於不同產業點之場域，除了可

以進行共同學習外，也可以讓產業點們介紹及了解其他產業點的場域、產品及經

營理念。今年度共學會來到第十場-禾果農園，在綠意盎然紅番茄點綴的番茄園

當中完成本年度最後一場田中農旅共學會。於共學會後田中農旅全體 11 個產業

點帶著眷屬們齊聚在 279 順福天然農場，進行一場歡樂的戶外饗宴。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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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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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實習錄取名單為：艾榮恩、

張少綺、楊蕎綺。 

(三)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事宜。 

(四) 辦理「科技趨勢與前瞻」課程參訪事宜。 

(五) 辦理退修事宜。 

(六) 陸續上傳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每週上課講義至 Moodle 系統。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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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辦理 110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續約事宜。 

(九)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十) 10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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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04 投資模組合管理概論 東吳大學企管系 劉美纓教授 

109.12.11 投資模擬競賽解析 東吳大學財精系 林忠機教授 

109.12.18 
債券投資與債券投資決策(II) 

  (講授實務部分)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 余冠廷經理 

十一、 12 月 1、8、15 日召開本院碩專班整合討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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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配合提交 109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分享會之計畫海報、簡報檔、安排解說工讀

生等事宜。 

十三、 配合填報「109 年成果報告暨 110 至 111 年計畫書」之關鍵績效指標事宜。 

十四、 提報新系統 110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申請案。 

十五、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申請事宜。 

十六、 辦理 USR HUB 執行成果繳交事宜。 

十七、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地方創生主題專業社群」執行成果報告事宜。 

十八、 辦理第二專長開設事宜。 

十九、 討論及規劃商學院大廳前數位互動牆相關事宜。 

二十、 辦理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第 101 期(109 年 12 月)出刊事宜。 

二十一、 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109 年 12 月份第五十八期出刊事宜。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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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作業。 

二、12 月 1 日配合商學進修學士班協辦國泰投信量化投資處鄭立誠副總經理專題演講，講題

為「金融交易職涯發展」。 

三、12 月 2 日邀請嘉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許峻溢創辦人專題演講，講題為「從 4P 談如何經

營跨國多品牌代理―創業經營管理經驗分享」。 

四、12 月 14 日邀請洽吧智能創辦人趙式隆董事長專題演講，講題為「從學生到新創者—我

的創業歷程」。 

五、12 月 18 日辦理「華德包裝服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參訪活動。 

六、填報 109 年高教深耕計畫共同及自訂性績效指標資料事宜。 

七、12 月 29 日辦理商學院跨領域學程「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座談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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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

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及「東吳大學學生修讀第二專長問卷調查」。 

國際商管學程 

一、宣傳 110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招生資訊。 

二、辦理 109-2 院級學生至法國 IESEG、韓國又松、日本東北、日本埼玉大學交換事宜。 

三、辦理 110 學年度院級交換生審查。 

四、12 月 3 日辦理 Life in Nigeria 文化分享活動，共計 61 名學生參加。 

五、12 月 10 日辦理 Tips for Learning English 專題演講，共計 66 名學生參加。 

六、12 月 17 日參加商學院 AACSB【商用英文】學科小組會議。 

七、12 月 18 日參加「東南亞的機會與挑戰-新南向教育交流與未來發展契機」座談會。 

八、12 月 22 日協辦「109 學年度全英語授課經驗分享工作坊」。 

九、12 月 29 日辦理商學院跨領域學程(財經全英語學程、國貿管理全英語學程)期末座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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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班 

一、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演講： 

(一) 12 月 13 日邀請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徐明景教授演講，主題：數位攝影面面

觀，地點：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二) 12 月 20 日邀請讚炭工房負責人劉得劭教授演講，主題：創意產業與美學價值，地

點：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二、本班「商務溝通」課程演講： 

(一) 12 月 12 日邀請禾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杜世綱董事長(福爾瑪蒂精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米積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兆錦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演講，講題：行銷重要！獨

資還是合資經營更為重要？地點：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二) 12 月 19 日邀請昆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林雷鈞總經理 (2020 TOP100 MVP 經理人得

主/URBANER 奧本電剪創辦人)，講題：數據與速度─奧本電剪品牌電商之路，地

點：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三、本班「企業經營管理專題」課程演講： 

(一) 12 月 13 日邀請法國巴黎人壽台灣分公司戴朝暉總經理演講，講題：保險公司的管

理與發展策略，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二) 12 月 20 日邀請環盟國際企業(股)公司徐志宏董事長演講，講題：創新與變革，地

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四、本班「經營者身心健康風險管理」課程演講： 

(一) 12 月 17 日邀請台大醫院心臟內科張博淵教授演講，主題：冠心病與心臟保健，地

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二) 12 月 31 日邀請法律系林東茂教授演講，主題：養生是整體生命的觀照，地點：城

中校區 2614 教室。 

五、12 月 5 日(六)上午於格萊天漾飯店舉辦商學院 EMBA/會計/企管/國貿聯合招生說明會，

邀請政治系劉必榮教授專題演講，主題：立勢合眾，洞悉雙贏訣竅，從商必學- 走出談

判誤區。會中由四系主任介紹 EMBA 課程特色及優勢，四系同學及系友分享就讀心

得，並在現場各系攤位解答考生們的疑惑。 

六、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 12 月份工作事項報告： 

(一)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服務與成長協會於 12月 10日發行 EMBA 第 121期電子報，

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協會 12 月 23 日召開第 6 屆第 5 次理監事會議，討論今年決算和明年預算，會議順

利完成。 

(三) 協會 11 月 29 日與系上 CSR 課程合作，持續關注社會議題與社會企業，本次邀請到

多扶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創辦人許佐夫執行長來介紹他的創業故事。 

許佐夫，Jeff，在投身無障礙服務前是紀錄片編導，在十二年的傳播製片工作中，對

無障礙服務一無所知。直到有一天，Jeff 九十多歲的客家外婆生病受傷，需以輪椅代

步後，他才赫然驚覺臺灣的環境對行動不便者非常不友善。因此，Jeff 毅然決然地投

身無障礙接送服務，成立臺灣第一家民營的復康巴士。也因為是第一個而遭遇許多

的阻礙，但 Jeff 不畏艱難努力突破各種困境。終於多扶接送對服務細節的堅持，受

到公部門的肯定，於 2012年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邀請，負責制定復康巴士操作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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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也持續與政府合作協助設置無障礙接送的相關細節，並推廣無障礙旅遊。期望

能夠真正落實多扶的理念：「只以健康人為中心的社會，絕不是個健康的社會。」、

「只有障礙的環境，沒有障礙的人。」，讓行動不便者能夠自主掌握「行的需求」，

有愛無礙，悠遊自在。 

感謝 Jeff帶來這麼棒的創業故事，相信有照顧家中長輩的學長姐一定有很深的感觸，

希望我們的無障礙設施可以完善，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良好的照顧。 

(四) 持續辦理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五) 持續辦理協會 LINE 經營與訊息發佈。 

(六) 持續辦理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七)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預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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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系 

一、109 年度本校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陶宏麟教授榮獲研究傑出，邱永和教授與謝智源

教授榮獲研究優良，鄭輝培助理教授榮獲獎勵新聘。 

二、碩 108 級張博堯榮獲台灣效率與生產力學會 109 年度碩士論文獎「佳作」，論文題目：

中國證券業之績效評估：BP-SBM Malmquist 法應用，指導教授：傅祖壇特聘教授。 

三、博 109 級魯亮君榮獲得台灣效率與生產力學會 109 年度博士論文獎「佳作」，論文題目：

Three Essays on Urban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Analysis: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指導教授：邱永和特聘教授。 

四、12 月 2 日「經濟論壇」課程，由孫嘉宏主任主持，邀請磐合家族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張煌義董事長(磐合家族辦公室 聯合創辦人及總經理，東吳經濟 82 級系友)演講「皇冠上

的明珠－家族辦公室」。 

五、12 月 4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簡錦漢研究員演講「The Health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the Elderly: Evidence from Power Plant closing in Taiwan」。 

六、12 月 4 日舉辦經濟系學生事務會議，由孫嘉宏主任主持，邀請班級導師與功能導師列席，

一同傾聽學生代表對系上還有學校各項事務與活動的想法與建議，給予協助。 

七、12 月 5 日舉行「2020 東吳經濟資料分析競賽」，共有 19 組 52 位同學報名參加，52 位

同學都通過本系總結性課程畢業標準。 

八、商學院於 12 月 1 日召開 EMBA 整合第 1 次會議，12 月 8 日召開 EMBA 整合第 2 次會

議，12 月 15 日召開 EMBA 整合第 3 次會議，由院長主持，持續與商學院各系主任討論

碩專班整合相關事宜。 

九、12 月 7 日召開經濟學系碩專班討論會議，由孫嘉宏主任主持，討論經濟系、財精系與國

貿系碩專班整合相關事宜，會中達成共識，支持經濟、國貿與財精三系整合，但希望能

保留經濟系特色課程，分潤制度要清楚，最後仍需由系務會議決定。 

十、12 月 8 日由學生事務小組審核經濟學系 109 學年度各項獎學金得獎名單。 

十一、12 月 9 日「貨幣金融專題討論」課程，由許嘉棟講座教授主持，邀請前兆豐金控副總

經理與永豐銀行資深副總經理陳松興演講「中國大陸的貨幣政策與金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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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2 月 10 日於 2501 教室舉辦本系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外實習課程-台灣中小企業銀

行面試，由授課教師孫嘉宏主任與陶宏麟老師擔任面試委員，推薦正取 10 位、備取 5

位同學。 

十三、12 月 11 召開系教評會，通過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黃美瑛兼任教授案、林佑貞副

教授教師休假案、林巧涵專案助理教授改聘專任教師案，並續提請院教評會審議。 

十四、12 月 11 日由孫嘉宏主任與陶宏麟教授進行經濟系最佳碩士論文獎審查會議，評定結

果：李承翰「民粹主義效果下的經濟制裁：Kaempfer et. al 模型之應用」獲得經濟學系

109 年度最佳碩士論文獎。 

十五、12 月 16 日「經濟論壇」課程，由曹添旺名譽教授主持，邀請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李宗穎

兼任助理教授演講「AI and Fintech」。 

十六、12 月 18 日邀請清華大學經濟系林世昌教授兼系主任演講「金錢獎勵是否可提昇大學

教師全英文授課意願?」。 

十七、12 月 21 日提報 109 學年第 1 學期學生獎懲建議名單。 

十八、12 月 22 日王恆宜秘書、黃佩淋助教參加菁英講堂說明會。 

十九、12 月 22 日賴志芳老師、顏廣杰老師與鄒淑芳秘書參加招生組於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舉辦個人申請入學審查資料模擬試評作業系統說明會。 

二十、12 月 23 日許嘉棟講座教授演講「兩岸匯率的過去與未來」。 

二十一、台灣金融研訓院 12 月 24 日於金融研訓院 501 教室舉辦許嘉棟講座新書發表會，將

許講座自 1979 年以來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評論性文章去蕪存菁後，彙整成「論經議

策」乙書，分上下兩冊。 

二十二、12 月 28 日舉辦「2020 提昇總體經濟學教學品質與學習興趣座談會」，主題式報告:

由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林其昂教授主講，講題「循環經濟在總體經濟學的應用」。 

二十三、12 月 29 日召開商學院 AACSB「經濟學」學生學習品質保證小組會議檢討經濟學科

小組採取共同行動實施後之成效及未來的共同行動。 

二十四、12 月 29 日於台北花園酒店舉辦「東吳大學經濟學系獎學金頒獎典禮」，頒發百萬獎

學金，計有 38 名系友及師長參加，得獎學生 76 名。 

二十五、12 月 30 日「經濟論壇」課程，由孫嘉宏主任主持，邀請富邦證券吳松儒協理(東吳

經濟 91 級系友)演講「社會新鮮人必備技巧—職涯規劃能力及職場生存術」。 

二十六、12 月 31 日完成經濟學系系所評鑑待改善項目執行成果線上填報。 

二十七、12 月進行碩士班與碩專班研究生論文計畫書審查資格考核。本年度有 14 位碩士班

與 11 位碩專班申請計畫書書面審查。 

二十八、林沁雄教授申請 110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會計學系 

一、12 月 2 日由高立翰主任與葛俊佑老師帶領系上 11 位同學至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進行企業參訪，瞭解事務所工作環境與工作內容，幫助學生即早進行就業規劃。 

二、12 月 4 日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東吳大學校友會邀請本系專任老師餐敘，感謝老師

教導學生，幫助同學於職場中發揮專業。 

三、12 月 5 日本系與 EMBA、國貿系、企管系於台北市格來天樣大飯店舉行碩專班聯合招

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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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計學系為提供學生課外活動機會，以培養學生敬業樂群之精神，建立健全之人格發展，

除鼓勵同學參加校內外各項活動競賽外，並於 12 月 6 日於城中校區舉辦 109 學年度系

運動大會，會中有大一四班創意舞蹈比賽與趣味競賽，並於會中頒發第 1 學期會計系各

項優秀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共計 47 位同學獲獎。長期捐助本系獎學金之唐松章學長親

臨會場頒發其捐助之獎學金，勉勵同學努力向學。 

五、 12 月 9 日舉行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碩士班會議，討論本院碩士在職專班整合方案。 

六、12 月 14 日舉行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審議兼任教師改聘案。 

七、12 月 15 日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邀請系上老師參與「事務所數位科技應用」交流會，

會中介紹事務所創新數位審計工具、專業訓連課程 E 化、數位提升計畫與稅務科技運用

四個主題，本系共有高立翰主任等 9 位老師參與，透過此交流幫助老師瞭解實務最新趨

勢，作為相關課程設計參考。 

八、12 月 18 日舉行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成立 70 週年系慶籌備委員

會及研議本院 EMBA 暨碩士在職專班整合因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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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系專任教師組成

宣傳團隊，以積極主動方式進入各地高中進行宣傳，高立翰帶領學士班楊婕瑜同學及雒

書岑同學於 12 月 5 日參加由台北市會計師公會舉辦之「會計種子營」，為台北市各校高

中生進行會計學系介紹。此外，高立翰主任亦於 12 月 9 日為前來本校參訪之私立建台

中學學生介紹商學院及會計學系。 

十、會計學系 12 月份總計舉行 6 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 

(一) 12 月 7 日邀請櫃買中心監視部陳文彬經理蒞臨演講，講題為「股票炒作監視查核

技巧」。 

(二) 12 月 11 日邀請朱立倫講座教授蒞臨演講，講題為「國際經貿環境與企業發展前

景」。 

(三) 12 月 11 日邀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黃光熙副局長蒞臨演講，講題為「從

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到開放銀行(Open Banking)」。 

(四) 12 月 14 日邀請台北地檢署黃嘉妮檢察官蒞臨演講，講題為「公開收購違約」。 

(五) 12 月 21 日邀請金管會銀行局副組長周正山蒞臨演講，講題為「新興電子支付及

監理沙盒介紹」。 

(六) 12 月 28 日邀請洗錢防制辦公室執行秘書蔡佩玲檢察官蒞臨演講，講題為「洗錢

防制與資恐規範及實務」。 

十一、 會計學系於 12 月 21 日與生涯發展中心合辦大三導師輔導會議，會中生涯發展中心向

導師報告「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施測」班級測驗分析結果，作為導師進行學生

職涯輔導參考。 

十二、 會計學系於 12 月 22 日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辦大一導師輔導會議，針對本學期本系大

一新生四班同學「大一學生身心適應狀況普查報告」結果進行說明。本系高立翰主任、

大一導師、班助教及秘書均出席參與，以利大一導師與班助教瞭解班上同學大學生活

之身心適應情形予以關懷，加強輔導功能。 

十三、 吳幸蓁老師及洪聖閔老師榮獲 109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 

十四、 葛俊佑老師指導研究生陳佳欣同學之「高薪 100 指數編製及軍公教加薪對高薪與低薪

企業薪資成長之影響差異」學位論文，榮獲「2020 穩懋當代會計碩士論文獎」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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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會計學系 109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獲四大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錄取總人數約達 468 人次，如僅計入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平均

每位應屆畢業同學約有 2 個就業機會。 

企業管理學系 

一、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資格考核事宜：本學期碩士班資格考核申請人數 26 人，

碩士在職專班資格考核申請人數 32 人。 

二、辦理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推廣事宜：為提升本系碩士班及碩專班招生資訊曝光率

以提高招生報名人數，進行招生 EDM 寄發，同時寄發本系系友，鼓勵系友回流深造，

以及引薦親友報考。 

三、12 月 9 日與國際事務中心共同舉辦「英語教學工作坊」暨「教案設計」徵件，邀請參加

教師自選主題，設計十分鐘的教案，現場試教，並邀請外籍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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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回饋，並擇優給予獎勵。 

四、12 月 16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 

五、12 月 18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討論商學院 EMBA 整合事宜。 

六、進行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專班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作業，預計將於 110

年 1 月 16 日施測完成。 

七、12 月 20 日舉辦第 51 屆系運動大會。 

八、12 月 21 日完成提報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專班班級幹部「學生獎懲」作業。 

九、12 月 23 日舉辦 109 學年第 1 學期企管系第 2 次 HAPPY HOUR 活動，邀請黃弘毅老師、

許志成老師分享管理會計課程如何結合系統軟體操作教學規劃，另邀請遲淑華老師分享

帶領同學參加競賽經驗。 

十、12 月 28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 110 學年度課程相關事

宜。 

十一、12 月 29 日與 12 月 31 日舉辦四 A、四 D 策略管理個案研究成果發表。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貿四 A 蔡承祐同學榮獲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暨中華民國貿易教育基金會，傑出國

貿人才獎學金新臺幣 10 萬元整，全國僅 10 名獎額，本系學生已連續三年獲獎，同學表

現優異，值得嘉許。 

二、109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才，温福星老師獲傑出研究獎勵，獎金$150,000。 

三、109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才，顧萱萱老師獲研究優良獎勵，獎金$60,000。 

四、109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才，陳金盛老師獲研究優良獎勵，獎金$60,000。 

五、12 月 5~6 日第 22 屆北貿盃籃球賽於元智大學舉辦，共計 14 個隊伍參加，國貿系同學榮

獲女籃比賽冠軍，男籃比賽第 4 名。北貿盃羽球賽榮獲季軍。 

六、公告本系自 109 學年開始，取消全學年科目上學期成績 50 分以上才能續修下學期的規

定。 

七、12 月 9 日假鳥以花香餐廳，舉辦系上同仁暨系友餐敘。 

八、辦理 110 學年度法商學院各學系一年學生至雙溪校區上課時間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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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不續任兼任教師名單。 

十、辦理第二個獨立開課之第二專長相關作業。 

十一、審查 110 學年度第一梯次招收僑生及港澳生來台就學單獨招生。 

十二、審查 109 學年度第二次境外台生專案招生。 

十三、寄發學業關懷名單家長信函。 

十四、填報 109 年度業務執行績效指標。 

十五、填報高教深耕計畫共同及自訂績效指標。 

十六、辦理學生退修事宜。 

十七、12 月 1 日假 2127 商學院會議室，出席碩士在職專班聯合招生會議。 

十八、12 月 5 日假格萊天漾飯店，本系與高階 EMBA、會計系及企管系，四個學系聯合舉辦

碩專班招生說明會。 

十九、12 月 7 日假 2524 教室，召開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整併說明討論會議。 

二十、12 月 17 日假 2227 會議室，召開商學院 AACSB【商用英文】學科小組會議。 

二十一、12 月 22 日假菁英講堂，五大樓 5216 教室，參加菁英講堂設備操作教育訓練。 

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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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辦理 110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專班招生宣傳事宜。 

二十四、辦理 109 學年度各年級（含延畢）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年資給東吳大學商學院 AACSB

行政辦公室。 

二十五、12 月 7 日假 2524 教室，召開碩專班整併說明討論會暨停開全球經營專題研討課程

事宜。 

二十六、12 月 11 日假 2339 辦公室，討論 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試書面資料審

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二十七、12 月 22 日個人申請入學審查資料模擬試評作業系統說明會。 

二十八、12 月 18 日吳志英老師至平鎮高中進行招生宣傳活動，簡介東吳財經商管學群、課

程內容及未來發展出路。 

二十九、12 月 28 日假 2524 教室，舉辦「平台代營運競賽」說明會。 

三十、12 月 30 日假 2524 教室，舉辦「國際商展設計與實作競賽」第一階段審查。 

三十一、12 月 30 日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招生委員會。 

三十二、12 月 23 日假 2524 教室，顧萱萱老師舉辦演講活動，講題: 網銀，學校還沒教的事，

主講人: 藍崇仁，樂天國際商業銀行放款產品經理。 

三十三、舉辦導生會： 

(一) 12 月 1 日假 2518 教室，謝文雀老師舉辦貿三 A 導生會（場次一）。 

(二) 12 月 8 日假 2518 教室，謝文雀老師舉辦貿三 A 導生會（場次二）。 

(三) 12 月 17 日假 2511 教室，温福星老師舉辦陸生、轉學生導生會。  

(四) 12 月 16 日假 2511 教室，張大成老師舉辦貿三 B 導生會。 

三十四、12 月 14 日假 2339 辦公室，由生涯發展中心向學系主任、大三導師、學系秘書召開

109 學年度「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進行學系職業興趣與職能測驗結果報告，及

職涯輔導經驗交流。舉辦大三導師職涯輔導會議。 

三十五、12 月 28 日假 2339 辦公室，舉辦大一導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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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12 月 19 日於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天空飄著小雨微涼的早晨，系友們仍熱情不減、

興高采烈地出席一年一度系友會的會員大會，理事長吳佳樺報告 113 年是國貿系創

系 50 周年，此次會議一方面號召久未連絡的系友，聯繫情感；另一方面也可為之後

的 50 周年做暖身，以「想見你」跨屆同學會做為活動主題，伴著抒情樂聲，系友們

看到一張張舊時的照片，回憶湧上心頭，歡呼聲此起彼落，似乎回到從前。這次出

席的系友級數最資深的有第三屆 69 級的學長、另不乏中生代的學長姐、還有在學學

生，長中青三代齊聚一堂。會議中進行例行性的工作報告、規劃明年度的活動，並

報告財務收支狀況；由理事長頒發學長們捐贈的獎助學金予在學學生。最後由佳樺

伉儷為大家示範餐盤貼花手作 DIY，大會在歡樂的氣氛中暫時劃下休止符，期盼日

後的活動，大家再相見！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 本系吳政訓老師於 12 月 4 日至台北市大同高中，進行本系之招生宣傳，針對財務工程

與精算數學系課程內容？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在學些甚麼? 什麼樣特質的學生適合

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學生未來的發展出路等主題進行說

明。 

二、 12 月 4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查新聘兼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案、教師休假案。 

三、 12 月 9 日召開系務會議，審核唐德晉文教基金會獎學金遞補同學、推薦商學院服務優良

教師一名、精算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續聘案、討論 110 年書面審查評量尺規與書審準備

指引、確認一年級至兩校區上課時間、討論第二專長優先選課階段是否同意開放具資格

同學選課案。 

四、 新店高中於 12 月 11 日蒞臨本校，商學院由詹芳書主任出席，進行商學院及系之介紹。 

五、 本系第 13 屆系學生會於 109 年 12 月 15 日舉辦 KTV 大賽。 

六、 本系詹芳書主任於 12 月 16 日至崇光高中進行招生宣傳，針對備審資料暨面試講座 ok

課程內容？備審資料暨面試講座在學些甚麼?什麼樣特質的學生適合唸備審資料暨面試

講座 ok?備審資料暨面試講座 ok 學生未來的發展出路?等主題進行說明。 

七、 本系蕭維政老師於 12 月 18 日至基隆市立中山高中進行財經學群招生宣傳，針對財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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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學群學生

未來的發展出路等主題進行說明。 

八、 12 月 19 日本系詹芳書主任、張智凱老師及鄭宏文老師帶領研究生 8 人參加 2020 台灣

風險與保險年會及發表論文。 

九、 12 月 23 日召開「大二大三導師會議」，針對 UCAN 施測結果進行說明及相關問題討論。 

十、 12 月 23 日召開「大一導師會議」，針對大一身心施測結果進行說問及相關問討論。 

十一、 本系與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於 12 月 23 日合辦學術演講，邀請林聖倫精算師

主講「預備退休世代的投資型保險」。 

十二、 本系受邀參與中和高中於 12 月 29 日舉辦之「高二學術性營隊」，由詹芳書主任及

劉文彬老師共同開設「前進金融領域先修營」，藉由與高中數學科及社會科課程的連結，

使同學了解商學人才培育目標、課程設計、實務應用及就業發展。再以投資精算與退

休規劃等兩個主題，帶領同學認識社會大眾都需要正視的財務問題，並一同思考可能

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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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本系暨精算大數據研究中心，自民國 109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9 日止，為期三年，各年度捐贈金額為新台幣玖拾萬元整，合計

新台幣貳佰柒拾萬元整。 

十四、 面對疫情，東吳財精與鄭州大學金融學系國際化專班開設線上專題演講單元，由本

系李宜熹教師主講金融科技相關議題、詹芳書主任主講保險科技、並邀請重量級業師

大陸銀保監會許恆瑜委員及合眾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吳逖總裁共同參與，進行演講，

共計線上教學 6 次。 

資訊管理學系 

一、 12 月 3 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 

二、 12 月 10 日召開系務會議、系導師會議及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三、 12 月 31 日召開獎助學金委員會、系課程委員會。 

四、 12 月 17 日於 R2123 舉辦專題成果競賽，分參賽組及專題展示組，每組除利用簡報介

紹專題內容外，並於城中校區第五大樓川堂設立實機展示區現場實際展示各組學生的

專題實作成果。活動中邀請目前任職於產業界之系友擔任評審，並將由參賽組別中選

出「年度優勝」、「最佳技術獎」、「最佳創意獎」、「最佳台風獎」、「佳作」等獎項。 

五、 12 月 10 日由朱蕙君、劉譯閎兩位老師辦理大一班級輔導活動，邀請圖靈鏈共同創辦

人及執行長 胡耀傑演講，講題為三次創業歷程與區塊鏈技術落地。 

六、 12 月 23 日鄭為民主任至新北市光復高中進行招生宣傳。 

七、 12 月 23 日起至 110 年 1 月 11 日止辦理高中申請入學書面審查模擬試評。 

八、 舉辦專題演講： 

時 間 主 講 人 職 稱 講   題 

109/12/03 毛敬豪 資安所所長 台灣資安產業與技術研發趨勢 

109/12/10 張郁婷 
台科大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中

心研究員 
創新科技產品探索和開發 

109/12/31 陳詳翰 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長 應用大數據：一場跨域整合的歷險 

九、 舉辦課堂專家演講： 

時 間 主 講 人 職 稱 講   題 

109/12/01 枋志深 資策會巨量資料分析師 資料庫維運實務 

109/12/07 李德俊 
IxDA Taiwan 台灣互動設計協

會 理事長 
物聯網商務應用專題 

109/12/09 羅智琛 將來銀行資訊安全部協理 資安趨勢與資安案例分享 

109/12/14 張冠中 Kayak 亞太區助理客戶主任 流量是最大的武器：旅行電商實戰 

109/12/14 曹嬿恆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服務

創新研究所 
物聯網商務應用專題 Part 2 

109/12/15 姜里陽 廣義行銷總經理 網路行銷直播節目的人機介面 

十、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程式能力檢定報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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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辦理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資格考、學位考。 

十二、 辦理 iMAC、SQL Server 等軟硬體採購。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12 月 1 日舉辦微積分課程「金融交易職涯發展」專題演講。 

二、12 月 16 日舉辦投資學課程專題演講。 

三、12 月 18 日與商學院跨領域學程合辦「華德包裝服務科技」企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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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一月 

一、 院務行政  

1. 12 月 9 日召開本學院暨學位學程聯席會議。本次會議審查本(109)學年度文華獎

學金申請案，會中核定 109 學年度文華獎學金得獎名單，包括： 

(1) 學生組：學業表現優良獎/14 名/總獎金 15 萬元、競賽表現優良獎/6 名/總獎

金 3 萬元、研究表現優良獎/1 名/獎金 5000 元。 

(2) 教師組：教師指導競賽獎勵/2 名/總獎金 4 萬元。 

2. 12 月 9 日召開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會中審查 109 學年度教師評鑑案及

本學院專案教師評量辦法修訂案。 

3. 12 月 30 日舉行 109 學年度（第三屆）文華獎學金頒獎儀式。本獎學金捐助人張

善政榮譽院長親臨主持頒獎儀式並發表演講。 

二、 教學與學生輔導 

1. 課程規劃與檢討 

(1) 配合辦理 109 學年度課程外審，將學士、碩士、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課程外審

結構規劃書，及課程外審審查意見報告書送交註課組。預計 110 年 1 月下旬

完成課程外審，提報課程外審審查意見表暨改善計畫至院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2) 完成本學院 110 學年度第二專長相關規劃。110 學年度規劃開設之兩個第二

專長模組為「網紅經濟與社群行銷」及「萌芽吧!我的跨域創新創業之路」。

開設課程如下： 

網紅經濟與社群行銷（17 學分） 萌芽吧!我的跨域創新創業之路(15

學分) 

故事設計與創作 2 學分 

社群媒體行銷 2 學分 

行動內容創作 2 學分 

GA 應用與網站數據分析 2 學分 

網路政治與治理創新 2 學分 

AI 創新治理 2 學分 

多媒體設計 2 學分 

網路社會心理學 3 學分  

社群媒體行銷 2 學分 

設計思維美學 2 學分 

數據創新服務 2 學分 

互動科技 2 學分 

GA 應用與網站數據分析 2 學分 

跨域科技應用 2 學分 

微型創新創業 3 學分 

(3) 辦理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相關事宜。 

2. 招生 

(1) 110 學年度資料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本學制報名日期自 109 年 12 月 28 日至 110 年 1 月 11 日，招生名額 48 名。

相關招生宣導包括印製招生海報、剪輯專任教授影片 4 支並配合文案發文到

本學院 FB 粉專、製作跨年報名活動網頁、陸續在 FB 粉專發文宣傳報考資訊

及傳送報考資訊至碩專各屆群組宣傳等。 

(2) 本學院應金甌女中邀請透過招生組安排於 12 月 16 日(三) 13:30~15:30，在雙

溪校區 H210 教室，舉辦以大數據為主題之體驗課程，金甌女中輔導室張文

翰老師帶領 35 位同學參加。本課程由鄭江宇老師主講「網路行為大數據」，

透過課程啟發高中生對大數據學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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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月 17 日本學院呂明頴老師赴新竹市新竹高中招生推廣。 

(4) 12 月 29 日本學院葉向原主任赴新北市中和高中招生推廣並應邀於該校學術

性營隊講授「大數據」。 

3. 學生校外競賽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競賽日期 參賽主題 學生團隊 指導老師 

智在家鄉 

 

聯發科技 2020.12.15 

（決賽） 

餓猴退散 - AIoT

超音波驅趕神器 

巨資二 A 

卓大一 

李重諺 

吳東儒 

鄭江宇 

助理教授 

監理科技黑

客松 

金管會 2020.12.18

（複賽） 

希望的種子 巨資碩一 

王怡人 

蔡芸琤 

助理教授 

*智在他鄉 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about 

本學院團隊獲選入圍取得參與決賽資格並獲得「最強地氣獎」第一名。決賽結果獲

潛力獎。 

*監理黑客松  

https://www.fintechspace.com.tw/zh-hant/activity/taiwan-regtech-challenge2020/ 

本學院參賽學生獲選入圍取得參與複賽資格。 

4. 學習輔導 

寄發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關懷家長信函，共 28 封。 

5. 學生實習 

籌辦 109 學年度巨量資料專題實作期末成果發表會。本活動預計於 110 年 1 月

15 日上午 10 點至下午 2 點於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舉行，會中遴選前三名及七名佳

作，於現場公開頒獎表揚。 

6. 辦理專題演講 

日期 班級/課程 地點 題目 講者 

109.12.05 碩專一巨量資料商業

模式創新應用 

城中 5213

教室 

[智慧製造] 余承叡經理, 資策

會智慧製造組 

109.12.12 碩專一巨量資料商業

模式創新應用 

城中 5213

教室 

[創新轉型]科技

趨動的產業轉型

與服務創新 

王可言董事長, 臺

灣金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12 碩專二書報討論 城中 5614

教室 

醫療大數據 健

康新動能 

許明暉教授 

109.12.19 碩專一巨量資料商業

模式創新應用 

城中 5213

教室 

[智慧農業] 蘇偉仁協理, 資策

會 

109.12.26 碩專二書報討論 城中 5614

教室 

網路證券投資
UX+AI 

葉力維, Fugle 富

果投資共同創辦

人暨執行長 

7. 教務及學生輔導行政配合事項 

(1) 繳交 110 學年巨資學院第二專長課程外審推薦委員名單（註課組）。 

(2) 繳交「109 寒假轉學考試委員名單」（招生組）。 

(3) 繳交「110 學年個人申請書面審查評量尺規」（招生組）。 

(4) 繳交「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進行 109 學年度考生書審資料試評委員名單

（招生組）。 

https://geniusforhome.mediatek.com/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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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報本學院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功(過)以下學生獎懲建議名單（德育中心）。 

(6) 繳交「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試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招生組）。 

(7) 繳交 110學年度新增系組之「111學年度參採高中學習歷資料調查表」（招生組）。 

(8) 繳交「109 學年度第二梯次境外臺生專案招生考生資料及審查表」（招生組）。 

(9) 提報教育部 109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關鍵績效指標達成值（教資中心）。 

(10) 12 月 31 日完成系所評鑑「待改善項目執行成果」線上填報。 

(11) 繳交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本校徵詢兼任教師專職機關同意名冊(人事室)。 

(12) 調查 2022 年 QS 大學排名調查所需學者專家及雇主名單(研發處)。 

(13) 調查 2022 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與畢業生及就業能力調查所需相關資料(研發

處)。 

(14) 填報 109 年度教育部私校獎補助計畫經費支用狀況（研發處）。 

三、 學術交流與合作  

1.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1) 參與 109 年 12 月 14、15 日教學資源中心主辦「109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暨社

會責任實踐暨校務研究成果分享會」。報告主題如下： 

分項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報告人/子計畫主持人 

深耕學院優勢、培

養趨勢兀型人才才 

透過區塊鏈教學創新實現大學社

會影響力應用服務計畫 

許晋雄院長 

蔡芸琤助理教授 

USR HUB 補助之

種子型「教師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 

翻轉偏鄉文化與資訊教育，共

創地方永續計畫 

金凱儀副教授 

「共行」、「出行」、「行」：從

社會照顧觀點探討與建構共乘

運輸系統之實踐 

呂明頴助理教授 

(2) 完成 110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透過區塊鏈與智慧聯網打造創新應用服務計畫」

新校務系統計畫提報及預算編列作業。 

2. 產業界 

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鄉林集團 胡筱薇 2020.12.1 

2020.12.16 
討論數位轉型人才組織策略 

討論 2021 數位轉型具體目標 

涵碧樓酒店 胡筱薇 2020.12.8 

2020.12.24 
討論數位行銷內容 

討論多渠道串接進度 

大聯大控股 

 

胡筱薇 

 

2020.12.4 

2020.12.5 

2020.12.18 

產學合作例行會議 

第二屆黑客松大賽評審 

產學合作專案結案會議 

盈康高科 

Tableau 

零壹科技 

呂明頴老師 2020年 12月 03日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雲派科技 呂明頴老師 2020年 12月 16日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全家便利商店 呂明頴老師 2020年 12月 19日 受邀演講。 

雲派科技 呂明頴老師 2020年 12月 30日 討論合作相關議題。 

國泰世紀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 

黃福銘老師 2020 年 12 月 7 日 

2020年 12月 22日 

2020年 12月 25日 

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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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REC 思凱睿

克股份有限公司 

黃福銘老師 2020 年 12 月 2 日 

2020年 12月 21日 

討論產學合作計畫。 

 

 

野村投信 蔡芸琤老師 2020年 12月 02日 與野村投信討論 109-2 學期之跨

校金融科技課程內容與專案主

題，以及討論應屆畢業生工作應

徵項目。 

 

3. 科研/學界 

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國家海洋研究院 許晋雄院長 

葉向原主任 

2020 年 12 月 7 日 國家海洋研究院李謁霏主任秘書

來訪洽談合作事宜。初步討論預

訂於 110 年 2 月雙方簽訂合作備

忘錄，未來合作項目規劃如下： 

1. 基於海洋地形數據輔助決策系

統 

2. 基於海洋遙感大數據的海洋影

像監測研究 

3. 多模態海洋時空檢測研究 

4. 空基-天基-地基-海基異質性資

料整合發展研究 

urAd 胡筱薇 2020.12.09 討論 CDP 建置進度 

財團法人中衛發

展中心 

呂明頴老師 2020年 12月 11日 產學合作會議。 

新竹高中 呂明頴老師 2020年 12月 17日 招生宣導與演講。 

三重高中 蔡芸琤老師 2020年 12月 01日 擔任新北市三重高中的新北市教

育加速器計畫指導教授，線上會

議進行計畫書修訂輔導。 

臺灣大學 蔡芸琤老師 2020年 12月 08日 

2020年 12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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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 蔡芸琤老師 2020年 12月 10日 於 WEDHIA 2020 國際會議發表

文章。 

新北高中 陳宏仁老師 2020年 12月 25日 資訊社團教育活動 

臺灣科技大學 陳宏仁老師 2020年 12月 10日 擔任「我國重大職業災害因子」

人因工程風險評估表開發計畫專

家顧問 

成功大學資訊工

程系 

蘇明祥老師 2020年 12月 04日 

2020年 12月 11日 

2020年 12月 18日 

與吳宗憲教授討論研究主題與合

作發表事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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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明頴老師 2020 年 12 月 10 日

2020 年 12 月 21 日 

參與 Taiwan Pass 系統座談會。 

參與 Taiwan Pass 工作會議。 

新北市教育局 蔡芸琤老師 2020 年 12 月 07 日 擔任新北市教育加速器第二屆

計畫評審，出席各校路演工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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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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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教師 109 學年度教師休假申請，共有 23 名專任教師提出申請。另彙整休假後於本學

期返校教師之成果報告，並預定提送校教評會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備查。 

3. 彙整各學院教評會提案資料，俾利 110 年 1 月 6 日召開校教評會。 

4.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教師資格送審。 

5. 109 年 12 月 1 日公告新修正之「東吳大學教職員工年終工作獎金辦法」。並陳報本校教

職員工 109 年年終工作獎金發放事宜。 

6. 109 年 12 月 4 日舉行職工評審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審議 109 年服務

傑出職工案，經委員評分並議定年度當選分數後，共計有 7 位同仁當選 

7. 109 年 12 月 8 日舉行 109 學年職員升等審議小組會議。 

8. 109 年 12 月 25 日函知全校各單位新冠肺炎防疫期間出國注意事項。 

9. 109 年 12 月 29 日辦理本校第二屆第四次勞資會議。 

10. 109 年 12 月 30 日辦理職場暴力調查小組 109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 

11. 填報高教深耕計畫 109 年度成果並至新校務系統申請 110 年度計畫。 

12. 陳報規劃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知行座談。 

13. 陳報規劃 109 學年度校長與講座教授春酒晚宴暨新春獻禮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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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助教及計畫人員外語能力獎勵暨補助相關事宜。 

16.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校外兼課徵詢與同意作業。 

17. 設計 110 度教職員工生日賀卡並完成上架作業。 

18. 更新 110 年度行政能力測驗教材。 

19.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整合本校各單位聘用

之專、兼職人員(含教師、職員、助教、助理、推廣部老師、學生社團老師、保全人員、

清潔人員等)定期查閱作業，共 2,283 人，查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紀錄。 

20. 持續進行人會總系統測試工作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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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1. 教職員工 110 年 1 月份薪資已作業完成，並於 110 年 1 月 5 日發放。另產學合作等計畫

專任助理 109 年 12 月份人事費已於當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09 年 11 月人事費亦

已於 109 年 12 月 25 日發放。 

2. 辦理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13~16 週專、兼任教師之鐘點費（含超鐘點）於 110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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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份個

人應繳之保費及各單位應負擔之勞保費及勞退金。 

5. 製發 109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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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公保超額年金核

發作業。 

8. 發函通知 110 年 1 月 1 日起基本月薪、時薪及勞保費率調整等相關事宜 

9. 為提升語言能力，行政人員報名參與推廣部第 215 期英語/第 255 期日語課程，共計 16 人

次報名研習，預計課程至 2 月中旬陸續結束。 

10. 辦理教育部「110 年退休教師領受總統春節慰問金」推薦作業。 

11. 本室於「天下創新學院」平台規劃「東吳精選課組」，提供行政人員研習經測驗取得「學

習護照」後，始可獲取該課程之學習時數，並可採計為校內教育訓練時數。 

12. 為鼓勵同仁參與微軟課程認證，自 12 月 1 日起本室除了將通過微軟認證者可納入校內教

育訓練時數，並提供認證測驗之報名費補助。 

13. 辦理兩校區新委員會系統操作說明會。 

14. 發函通知 109 年度服務傑出職工被推薦人及推薦人，職工評審委員會之評選結果，並辦

理獎金申請、獎座製作及頒發等事宜。 

15. 賡續進行人會總系統測試工作。 

16. 發函通知受理編制內教職員申請增額提撥儲金事宜。 

17. 簽辦教育部計畫 1 位專任助理資遣費之計算、核銷，並發函通知當事人。 

18. 辦理 3 名職員申請自請退休事宜。 

19. 函請 110 年 4 月 24 日 1 名屆齡退休人員提供申請退休金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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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一月 

第一組 

一、 截至109年12月22日止，12月份傳票編製共計2,464張。 

二、 依所得稅法規定，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作業應於年度結束後5個月內辦理，本校108學年

度結算申報書，於109年12月23日送達台北國稅局士林稽徵所，完成申報作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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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系 
金益世股份有限公司之「堆肥微生物菌相

及菌數分析」計畫 
109年12月22日 

2 資管系 
科技部之「探索電子商務新面貌：當直播

融合購物」計畫 
109年12月16日 

3 
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科技部之「基於消費者行為模式與深度學

習模型來建構智慧點餐推薦系統」計畫 
109年12月23日 

4 
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之「基於消費

者行為模式與深度學習模型來建構智慧點

餐推薦系統」計畫 

10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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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一、110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第2次檢核已全數結束，此次檢核係依第1次檢核退件之504

筆預算進行覆檢作業，覆檢結果表達意見109筆，檢核結果已於109年12月21日完成函復

研究發展處(文號：東會字1090900856號函)。 

二、依行政院勞動部109年9月7日勞動條2字第1090077231號函，每月基本工資自110年1月1日

起修正為24,000元，爰修訂本校「給付各類所得簽領收據(適用所得金額2萬元含以上者)」，

自110年1月1日起適用。 

三、配合基本工資修正，更新本校「各類所得稅免稅/應稅扣繳一覽表」及「各類所得扣繳申

報問答集」內容，請參酌會計室網頁「各類所得稅扣繳專區」。 

四、 配合校外機構各類型補助案納入校發計畫規定，109年12月10日至109年12月22日止申請

新增及異動之計畫共計10件，詳如下表： 

序號 單位名稱 子策略編號 子策略名稱 

1 招生組 109-F-02-0403-5-03 招生策略精進 

2 中國文學系 109-D-02-5201-5-05 推動特色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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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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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資訊管理學系 109-A-02-6406-5-01 完善理論與實務印證機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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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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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數位與系統組 109-G-05-2812-5-01 參考服務數位化 

9 商學院 109-A-02-6400-5-03 開設學院創新課程 

10 研究事務組 109-G-08-1301-2-01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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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一月 

【圖書館】 

一、12 月 4 日(五)10 時召開「漫遊奧運在東吳」第 3 次籌備會議，圖書館李宗禾館長、李明

俠專委、孫沛君專員、魏宇萱專員、郭秋香組員、曹語珊約聘組員與體育室東方介德主

任、林孟賢組長、黃雅琳組員就本校 121 年校慶運動會「圖書館大挑戰」活動與「漫遊

奧運在東吳」活動推廣大使及奧運 LOGO 圖檔相關授權問題等事宜進行討論。 

二、12 月 7 日(一)10 時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討論有關增設東吳大學外

雙溪校區自助還書箱建議案等事宜。 

三、12 月 8 日(二)李宗禾館長與讀者服務組李明俠專委及胡佳薇編纂討論有關圖書館導覽影

片修改內容等事宜。 

四、12 月 9 日(三)李宗禾館長與數位與系統組進行 Lean Library 數位參考服務系統初驗。 

五、12 月 11 日(五)10 時 10 分李宗禾館長於實踐大學就天下創新學院數位自主學習課程進行

經驗分享。 

六、12 月 12 日(六)李宗禾館長出席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6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該會邀請

成功大學圖書館王涵青館長、臺中市立圖書館張曉玲館長、DR. PAAVO ARVOLA 為會

員進行 3 場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專題演講，並舉辦學會獎助論文及身心障礙研究優良論文

的發表。 

七、12 月 15 日(二)10 時李宗禾館長出席由賈凱傑主任秘書主持之建校 120 年校慶獎勵討論

會議。 

八、12 月 16 日(三)10 時李宗禾館長與數位與系統組進行中正圖書館 3D 攝影棚初驗。 

九、12 月 18 日(五)9 時李宗禾館長主持 2020 年西文期刊第 4 次到刊驗收。 

十、12 月 18 日(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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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討論會議。 

十一、12 月 18 日(五)11 時召開「漫遊奧運在東吳」第 4 次籌備會議，圖書館李宗禾館長、李

明俠專委、孫沛君專員、魏宇萱專員、郭秋香組員、曹語珊約聘組員與體育室東方介德

主任、林孟賢組長、黃雅琳組員就本校 121 年校慶運動會「圖書館大挑戰」各關卡活動

與 3 月 13 日校慶活動等流程事宜進行討論。 

十二、12 月 21 日(一)10 時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0 次主管會議，討論 109 學年度寒假圖書館開放

時間及專任教師長期借閱圖書，系統紀錄與紙本長期借閱紀錄單不符合之處理方式等事宜。 

十三、12 月 21 日(一)15 時李宗禾館長與數位與系統組支嘉立組長及陳慧倫專員討論圖書館

漫畫網站設計規劃等事宜。 

十四、12 月 22 日(二)11 時李宗禾館長與讀者服務組李明俠專委及胡佳薇編纂討論圖書館漫

讀區 AR 導覽呈現等事宜。 

十五、1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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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會議並簡報「東吳人與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圖片」運用校史館現有設備之展出

方式。 

十六、12 月 23 日(三)14 時召開「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第 4 次工作小組會議，討論有關修

正「東吳大學圖書館漫畫採購作業要點」內容及 110 學年度舉辦以法國為主題之漫畫活

動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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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12月 28日(一)14時邀請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吳國譽副秘書長蒞館與本館李宗禾館長、

李明俠專委、孫沛君專員、魏宇萱專員、郭秋香組員、曹語珊約聘組員及體育室東方介

德主任、林孟賢組長、黃雅琳組員就本校 121 年校慶活動當日細流、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擔任指導單位、標誌授權、文字引用、圖像提供、活動推廣大使、奧運文物借展、選

手與學生互動等事宜進行討論。 

【技術服務組】 

一、組務： 

(一) 12 月 4 日(五)參加 2020 年「臺灣 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會議中學者

分享「書目鏈結資料」(bibliographic linked data)趨勢，並帶領與會者參觀台大醫學圖

書館空間改造成果。 

(二) 12 月 9 日(三)提交 110 學年度校務系統計畫初審意見回復表予館長室審核。 

(三) 12 月 22 日(二)10 時參加人會總系統會議，討論書籍資料列產及註銷等相關作業流

程及功能。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12 月 16 日(三)發送圖書經費支用報表予 33 個單位(含院、系、中心等)，統計日期：

2020/8/1~2020/11/30。 

(二) 12 月 18 日(五)進行 2020 年西文期刊第四次到刊驗收。 

(三) 12 月初向校發組申請調整 2020 年中日文紙本期刊未到刊部分(9 萬元)至校內經費。 

(四) 12月 22日(二)進行 2020版權年 SpringerLink電子書(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公開驗收作業。 

(五) 12 月 26 日(六)完成重建資料庫書目 66 筆並重設特藏參數，提交數統組做校內外連

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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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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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2 月份陸續辦理各項開標作業： 

1.12 月 8 日(二)辦理 2021 年西文期刊(買斷及非買斷)、ACS 電子期刊、IOP 電子期

刊開標作業 

2.12 月 16 日(三)辦理 2021 年西文期刊(買斷及非買斷)第二次開標作業 

3.12 月 21 日(一)辦理 2021 年 BankFocus 開標作業 

4.12 月 23 日(三)辦理 2021 年 PsycArticles 開標作業 

5.12 月 30 日(三)辦理 2021 年 Web of Science 開標作業 

三、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109/12/01-109/12/28) 

(一) 購案核銷與採編維護 

購案 核銷 

 59 件  82 件 

系統訂購檔 購書移送 贈書移送 

361 筆  675 冊 194 冊 

期刊編目 期刊驗收 期刊催缺 

  64 筆 151 筆  1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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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業務處理統計 

項目 數量 

教師新書公告    3 件 

贈書處理 
公文    1 份 

謝函/贈書清冊    1 件 

問題書處理    20 件 

NBINet 書目上傳 
   中文 498 筆 

西文 7 筆 

學報寄送處理(含加工、打包)   0 冊 

 

【讀者服務組】 

一、12 月 16 日(三)14 時至 15 時 30 分於普仁堂舉辦「古怪的女孩-張愛玲」午茶沙龍，由本

校中文系鍾正道老師主持、知名作家蔡詩萍及皇冠文化集團總編輯許婷婷對談，報名人

數為 238 人，到場人數為 182 人。張愛玲 AR 體驗，總曝光 3,557 次，總開啟 2,094 人

次，IG 的參與人數約為 FB 的 3~4 倍，也較偏向學生族群，可做為以後類似活動參考。 

二、圖書館委員會薛伃晴委員於 109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提案，建議在外雙溪校區增

設自助還書箱，使師生同仁歸還所借閱圖書更臻便利，提升閱讀風氣，經與會委員決議

通過設置。經實地勘查薛委員建議設置地點，位於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1 樓「汽機車停車

場自動儲值機」旁，該空間寬度及深度各約有 60 公分。尋訪二家圖書館設備公司，採用

可客製化還書箱，其規格為 110 公分*50 公分*50 公分，可放置於預定空間。 

三、雙溪讀者服務組同仁已依漫畫工作小組決議，撰寫本土漫畫作家個人和館藏作品介紹，

以不超過 300 字為限，作品將放上館藏封面圖片，可直接連結至 primo。第一階段將以金

漫獎得獎作家做起，預計本學期結束前完成。 

四、讀者服務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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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 207 18 486 0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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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334 64 137 3 
賠書 4 

賠款:2 

181 筆

/28,756 元 

學生離校 

(休退畢) 

教職員 

離職 

館合申請

件處理 

圖書館 

進館人次 

閱覽室使

用人次 

研究小間 

使用人次 

研討室 

使用人次 

71 2 84 
本校 

校外— 
24,652 16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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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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4 2 場/38 人 12 118 164 835 

【數位與系統組】 

一、工作報告： 

(一) 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1. 12 月 2 日(三) 14:30-16:00 Alma 及 PrimoVE 12 月份 Release Note 線上說明會議。 

2. 12 月 11 日(五) 15:00-16:00 EBSCO 資源認證單一登入雲端服務驗收。 

3. 12 月 14 日(一) 10:00-11:30「強大的 Alma 書目資源管理功能」線上研討會。 

4. 12 月 21 日(一) 10:00-11:30「如何充分利用統計分析」線上研討會。 

5. 12 月 29 日(二) 10:00-10:30 OpenAthens 線上討論會議。 

6. 優久聯盟統籌中心淡江大學圖書館因收到三館流通櫃台反應借還書速度緩慢，為日後

反應有據，希望三館(東吳、淡江及銘傳)流通櫃台能配合紀錄一周 Alma 作業速度。圖

書館兩校區借還書櫃台於 12 月 7 日(一)至 12 月 13 日(五)不同時段進行檢測，並於 12

月 14 日(一)交予淡江大學圖書館彙整。淡江大學圖書館也將彙整資料於 12 月 24 日

(四)回覆本館，後續需再提供檢測電腦系統資源的相關資訊。 

7. 為加快圖書館雲端服務自動化系統(Alma)館員端網路速度，經電算中心協助，雙溪校

區 Alma 的線路已於 12 月 7 日(一)上午 8:30 切換為中華電信，切換後同仁反應速度

有變快，但仍需持續觀察。另外，城區是於 6 月 3 日(三)切換為中華電信線路。 

8. 持續進行校外連線雲端服務資源設定介接及測試事宜。 

9. 持續處理並追蹤 Alma 客服系統問題。 

(二) 電子資源(資料庫、電子期刊及電子書) 

1. 配合代理商通知，移除電子資源管理系統(ERM)中，有版權問題之遠景繁體中文電子

書 12 冊。 

2. 配合 110 年電子資源管理系統(ERM)即將停止服務，於館藏查詢系統新增各電子書平

台全文館藏清單，並製作相關操作手冊。 

3. 因應下學期校外連線方式轉換，提請廠商修改資料庫查詢頁面並確認。 

(三) 網頁及校史網站 

1. 更新圖書館網頁：資料庫講習、第 50 期館訊、圖書館首頁 banner、表單下載(準研究

生借書申請單)、服務辦法(圖書資料借閱規則)等。 

2.  12 月 3 日(四)、12 月 22 日(二)陳慧倫專員與技術服務組張雲燕專員及讀者服務組

張裕鳳組員討論端木校長網站內容資料的蒐集。 

3. 12 月 15 日(二)陳慧倫專員與讀者服務組討論新版圖書館官網立體透視圖。 

4. 12 月 21 日(三)陳慧倫專員報告漫畫特色館藏網頁，館長指導網頁風格及內容呈現。 

5. 瀏覽漫畫相關網站設計風格，提供漫畫特色館藏網頁參考。 

(四) 數位教材 

1. 編製學系教師查詢期刊與資料庫說明，規劃於圖書館新版官網上線後再次修改。 

(五) 其他 

1. 12 月 3 日(四) 10:00 全組同仁參觀教資中心科技組攝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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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月 3 日(四) 15:30 教務長詹乾隆教授召開「學位論文延後公開審核機制討論會議」，

與會人員有註冊課務組陳秀珍組長、林玉綺編審；圖書館李宗禾館長、支嘉立組長及

周怡君專員。 

3. 12 月 14 日(一)、15(二) 支嘉立組長、張碧晶專員、陳慧倫專員、周怡君專員及張素

卿專員參加「109 年度『躍‧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暨社會責任實踐暨校務研究成果分

享會」。 

4. 12 月 16 日(三) 14:00-15:30 全組同仁參加「塵埃裡的花：紀念張愛玲百年誕辰--古怪

的女孩-張愛玲 午茶沙龍」講座。 

5. 12 月 16 日(三) 15:10~16:00 辦理博碩士論文說明會講習。 

6. 12 月 16 日(三) 10:00-11:00 及 12 月 23 日(三) 15:00-16:00 分別完成 3D 創意攝影棚初

驗及總驗。 

7. 12 月 22 日(二)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TAEBDC) SpringerLink 驗收。 

8. 12 月 23 日(三) 15:00 周怡君專員出席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開標會議。 

9. 12 月 28 日(一) 發函至各系更新「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東吳大

學學位論文紙本著作權授權書」、「東吳大學學位論文(紙本)延後公開申請書」與「東

吳大學學位論文變更申請表」。 

10. 3D 創意攝影棚活動美編設計需求與方向討論。 

11. 11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表檢核結果修改回覆。 

12. 周怡君專員參與圖書館漫讀區 AR 討論。 

13. 完成威力導演軟體核銷。 

14. 完成 Lean Library 數位參考服務驗收與核銷。 

15. 確認 3D 創意攝影棚活動企劃初稿。 

16. 學科服務：完成中文系及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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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2 月 27 日止) 

 

(2) 12 月 1 日(二)提供「數位自主學習(一)」課程學生學習時數統計。 

(3) 12 月 9 日(三)與註課組、通識中心及天下雜誌，共同討論「數位自主學習課程」

成績作業需求事宜。 

(4) 109 年 10 月 20 日至 12 月 15 日舉辧之「學系測驗王」活動，總計 371 位同學

參與，累計測驗總數為 30,305 堂課。 

A. 學士班得獎學系 

第一名：資管系 

第二名：會計系 

第三名：日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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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得獎同學名單 

i. 第一名：資管系(各得獎金 1,000 元) 

名次 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測驗總

數 

1 資一Ｂ 08156238 張宇岑 1630 

2 資一Ｂ 09156204 蔣穎蓁 1230 

3 資一Ｂ 09156221 曾蘘珺 1218 

4 資一Ｂ 09156212 陳巧玲 1050 

5 資一Ｂ 09156240 余采蓓 924 

6 資一Ｂ 09156206 黃渝涵 825 

7 資一Ｂ 09156202 徐如怡 725 

8 資一Ｂ 09156256 魏瑋伶 567 

9 資一Ｂ 09156263 吳彥鋒 463 

10 資一Ｂ 09156242 蕭力瑋 191 

11 資一Ｂ 09156246 陳藺剛 155 

12 資一Ｂ 09156252 步大千 94 

13 資延Ａ 05156150 楊曼翎 87 

14 資四Ａ 06156134 張博堯 76 

15 資四Ａ 06156122 鍾承廷 71 

ii. 第二名：會計系(各得獎金 600 元) 

名次 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測驗總

數 

1 會三Ａ 07152148 陳煜霖 715 

2 會四Ｂ 06152220 黃薇蓉 238 

3 會一Ｃ 09152314 陳意諠 224 

4 會一Ｄ 09152439 張芯瑜 198 

5 會四Ａ 06152154 林家如 170 

6 會四Ｃ 06152340 范嘉綾 123 

7 會一Ｃ 09152353 王麒信 112 

8 會四Ｂ 06152205 陳品伊 111 

9 會三Ｄ 07152411 王品云 102 

10 
會四Ｃ 06152344 黃姿菱 97 

會一Ａ 09152102 陳威丞 97 

11 會四Ｄ 06152442 林倩如 96 

12 會四Ｄ 06152427 莊雅琪 92 

13    85 

14 
會四Ｃ 06152338 賴芃君 81 

會四Ｄ 06152443 翁韻茹 81 

15 會四Ｃ 06152313 劉珈妤 77 

iii. 第三名：日文系(各得獎金 500 元) 

名次 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測驗總

數 

1 日一Ｃ  09122331 凌子婷  567 

2 日一Ｃ  09122342 張瑋玲  534 



89 

名次 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測驗總

數 

3 日一Ａ  09122123 張芯慈  406 

4 日一Ｃ  09122335 鄭家媃  310 

5 日一Ｃ  09122329 江心平  153 

6 日進四

Ａ 

06622113 張光吟 115 

7 日進五

Ａ 

05622131 王威龍 90 

8 日四Ｃ  06122323 蔡順安 84 

9 日二Ｂ  08122202 陳彥伶 73 

10 日三Ｂ  07122215 劉以涵 64 

11 日三Ｃ  07122337 許雅凡 48 

12 日二Ａ  08122136 陳威宇 37 

13 日二Ａ  08122146 鄭加宜 33 

14 日一Ｃ  09122309 余佩蓁  18 

15 日一Ｃ  09122341 黃國平  13 

C. 碩士班得獎同學名單(測驗數需達 200 堂以上) 

第一名獎金 1,000 元，第二至四名各得獎金 500 元。 

排名 學系 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測驗總數 

1 法律學系 財法碩一 09741508 郭書顯 1409 

2 法律學系 財法碩一 09741503 康雅欣 908 

3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巨資碩一 09370004 李文婷  258 

4 心理學系 心碩一 09335022 蔡孟穎 254 

(5) 「學系測驗王」相關工作： 

A. 每週公布最新賽況、郵件公告及文宣事宜。 

B. 問卷設計、公告事宜。 

C. 活動狀況統計及成績公布。 

D. 得獎學系及得獎者領獎通知事宜 

E. 印製獎狀、秘書室用印及頒獎事宜。 

二、圖書館利用講習 

(一) 中正圖書館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 1 場，計 22 人 

(二) 城區分館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 5 場，計 149 人。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109.12.16 15:10~16:00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上傳說明會 22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109.12.2 15:10~17:10 書目管理軟體-EndNote X9 介紹 19 

109.12.4 15:10~17:10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學生版) 24 

109.12.9 20:30~22:00 WestlawNext 介紹 50 

109.12.18 15:10~16:40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傳作業說明會 20 

109.12.19 13:10~15:10 WestlawNext 介紹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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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統計 

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申請帳號、問題諮詢  件 4 

[電子書]  

電子資源管理系統(ERM)新增、刪除、修改電子書。 
筆 719 

[電子書] TAEBDC 電子書驗收 

1. HyRead 

2. Wiley 

3. TNF_WorldScientific_BenthamScience 

4. ABC-Clio 及 Elsevier 增購 

5. udn 

種 5 

[電子書]  

電子書活動推廣及試用。 
筆 1 

[電子書]  

提供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可使用電子書冊數。 
冊 2,08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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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師教學社群：本學年度教學資源中心主導教師教學策略型社群「Zuvio 反饋系統結合

教學社群」、「PBL 問題導向式教學社群」、「翻轉學習社群」及「教學實踐研究共備社

群」： 

(一) 第一學期自109年10月至12月舉辦社群交流活動主題包含：教學科技輔助課堂教學、

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教學方式的改變及教學研究的共同準備，讓本校教師持續

拓展教學觀點，教與學現場持續性的改變。本學期共辦理9場教學主題活動專題講

座工作坊，總接觸55位教師，刻進行活動滿意度調查。109年12月辦理活動內容及

學校教師參與情形： 

1. PBL問題導式教學社群：12月16日邀請高雄醫學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林育志主

任主講「由PBL的教育目標到評量設計」，從每位教師會遇到的課堂設計開始

談起，活動透過座談分享方式，開放教師教學課程的交流，林主任也提供現

場教師課程安排諮詢。本次參與教師11人。 

2. 翻轉學習社群：12月16日由教學資源中心朱蕙君主任帶領認識TronClass工具，

透過 TronClass 在課程應用的介紹，進而了解翻轉教學的課程可以怎麼設計，以

利教師逐漸調整教學方式，更快適應現今的教學趨勢。本次參與教師 5 人。 

3. Zuvio 反饋系統結合教學社群：12 月 17 日邀請中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簡曉花

院長主講「Zuvio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經驗」，講者以自身申請執行教學實踐計

畫經驗為主題，提供教師對於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初步認識及如何撰寫，其

申請的學門「人文社會」亦為本校科系較多的人文社會，本次參與教師 10 人。 

(二) 第二學期透過教師們同儕間互相學習，持續建立本校教師教學共成長能量，透過

群體討論活動增加教師對於教學現場經驗交流，歡迎教師一同參與，讓教學共同

成長，在各自領域中成為教學現場的佼佼者。 

二、課程單場實務講座、校外教學補助計畫：截至 109 年 12 月 21 日，核定補助校外教學

16 場 12 萬 6,418 元、實務講座 47 場 22 萬 4,243 元，總計 35 萬 661 元。 

三、新進教師需求訪談：截至 109 年 12 月 23 日訪談 15 人（包含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1

人、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 10 人、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4 人）。 

四、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活動認證審核：109 年 12 月 9 日至 21 日共 20 件。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理高教深耕計畫相關事務 

(一) 109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於普仁堂及戴氏會議室舉辦「109 年度『躍‧動』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暨社會責任實踐暨校務研究成果分享會」，包含口頭發表及海報展示

(後者於戴氏會議室展出至 12 月 18 日)。參與人次合計 258 人次，整體滿意度達

90.73%，感謝各位師長的參與。 

(二) 109 年 12 月 14 日教育部函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 109 年成果報告

暨 110 至 111 年計畫書考評作業」，刻已通知各子計畫 12 月 28 日前繳交相關資

料，將依規定於 110 年 1 月 25 日完成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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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堂教學助理(TA) 

(一) 109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11 日進行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TA 三方教學成效問卷施

測，本次統一改為 Google 表單施測。統計結果學生問卷量化回饋 4.20、教師問卷

量化回饋 4.60、TA 自評問卷量化回饋 4.25(以上問卷採用 5 點量表)。 

(二) 109 年 12 月 28 日前，受理教師申請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助理，預計 110 年 1

月 8 日完成初審，1 月 15 日前核定公告。 

三、自主學習社群：109 年 11 月 21 日、28 日及 29 日在城中辦理微軟 AZ-900 認證課程授

課及測驗，合計修課 38 人，報名參與測驗 33 人，通過測驗 26 人(資管系 14 人，非資

管系 12 人，通過率 79%) 

四、學生學習空間：109 年 12 月 1 日至 18 日 D509 學生學習進行室 1,057 人次。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遠距教學推廣與服務：修訂 110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申請相關表單，提供註冊課務組，

並依該組通知，調整遠距教學課程線上施測科目名單及問卷設定。 

二、數位課程推廣與服務：109 年 11 月 26 日以電子郵件周知數位教材製作補助申請教師，

本學期檔案上傳截止期限暨相關事項。12 月 10 日教育部函知舉辦「110 年度第 1 梯次

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申請說明會」，業已轉知遠距課程授課教師，並報名參加線上會議。 

三、磨課師課程開課推廣 

(一) 109 年 12 月 12 日完成法律系章忠信老師「大家來練商標拳(權)!(2020 秋季班)」、

法律系章忠信老師「大家來練著作拳(權)!(2020 秋季班)」及東方介德老師「MVP

夢工場-籃球技術訓練(2020 秋季班)」3 門秋季班課程。 

(二) 109 年 12 月 18 日完成法律系章忠信老師「大家來練著作拳(權)!(2020 秋季班)」線

上登錄非正規教育課程自評表、學員評鑑表及學員名冊。 

四、數位平台諮詢與維運 

(一) 109 年 12 月 1 日至 21 日「東吳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瀏覽量 112 萬 2,776 次。 

(二) 問題諮詢及協助：協助排除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使用狀況 13 件； G Suit 諮詢 3

件；校園影音資訊站播放申請 3 件。 

(三) 109 年 12 月 3 日進行 TronClass 契約修改會議，完成行政流程；12 月 16 日完成驗

收負載平衡軟體； 12 月 18 日完成驗收伺服器儲存系統。 

五、數位空間服務與支援： 

(一) D507 數位教學實驗室 109 年 12 月 1 日至 21 日借用 3 次、使用 6 小時。 

(二) 109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0 日進行 D501 虛擬攝影棚設備安裝及佈線作業工程；

12 月 2 日支援雙溪校區 R205 未來教室機櫃線路重新配置工程；12 月 10 日進行

兩校區遠距及未來教室維護案開標會議。 

(三) 109 年 12 月 3 日支援圖書館數位與系統組參訪 D501 虛擬攝影棚環境設備介紹；

12 月 14 日支援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分享會參訪及體驗 D501 虛擬攝影棚環境設備。 

(四) 109 年 11 月 27 日支援中文系聲韻會國際會議視訊設備操作；12 月 9 日安排單位

工讀生協助體育室拍攝及剪輯課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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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一月 

一、 持續製作華語教學影片及錄製線上廣播（Podcast），目前皆已放上網路平台，將持續更

新。 

二、 華語小老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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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王建輝副主任邀請過往曾擔任華語小老師的英文系校友，為現任華語小老師分享自身經

歷。 

四、 目前已接洽 2021 年課程營隊，正在等對方回應的有以下單位：2021 年美國 Project GO、

日本觀光學院、日本關西學習院大學、日本 JTB 旅行社(英語營隊) 

五、 原定 12 月 12-13 日、12 月 19-20 日開設之華語師資實務課程，因報名人數未達開課成

本，故辦理退費並停開。預計於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再重新規劃招生。 

 

 

 



94 

電算中心 
一月 

一、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一) 109 年 12 月完成行動版能力指標與授課計畫檢索系統。 

(二) 109 年 12 月完成 Moodle 串接東吳 App 相關機制。 

(三) 109 年 12 月使用改版後的新預選分發程式，完成 109-2 預選分發作業。 

二、全校網路設備與相關系統說明 

(一) 109 年 12 月完成處理防火牆 sync 問題。 

(二) 109 年 12 月完成雙溪校區負載平衡系統建置與初驗。 

(三) 109 年 12 月完成垃圾郵件防禦系統 SSL 憑證更新。 

(四) 109 年 12 月進行城中校區交換器汰舊換新採購。 

(五) 109 年 12 月進行電子郵件伺服器升級相關事項。 

(六) 109 年 12 月完成機房環控攝影機韌體更新。 

三、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109年 12月完成教職員電腦課程「LibreOffice(Impress)辦公室實用技巧」，

教職員共計 47 人報名參加。 

(二) 109 年 12 月完成函知各單位 110 年度全校性過保固之個人電腦及印表機

維護事宜。 

(三) 109 年 12 月完成中文官方網站憑證更新。 

(四) 109 年 12 月完成 109 學年度教職員統購電腦及印表機驗收。 

四、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109 年 12 月完成配合系統組及網路組申請，修改防火牆(共 6 次)。 

(二) 109 年 12 月完成配合資訊管理學系及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考試申請，

修改骨幹交換器設定。 

(三) 109 年 12 月完成配合營繕組及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申請，修改 IP

管理系統(共 7 次)。 

(四) 109年 12月完成配合資訊管理學系考試建置電腦教室考試環境(共 3次)。 

(五) 109 年 12 月完成協助評鑑組主機代管主機上架及安裝。 

(六) 109 年 12 月完成協助事務組虛擬主機代管(汽機車停車系統)釐清連線問

題。 

(七) 109 年 12 月完成協助營繕組菁英講堂視訊主機網路測試事宜。 

(八) 109 年 12 月完成協助中文官方網站橫幅順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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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 

【體育教學組】 

一、110 年 1 月 4 至 8 日止隨班實施期末課堂反應評量。 

二、109 年 12 月 9 日在雙溪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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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教師共 15 位。 

三、預訂 110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在外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B013 研討室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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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09 年 12 月 30 日完成 109 學年第 1 學期體育室教師專業社群結案報告，110 年 1 月 10

日前完成 109 學年第 2 學期體育室教師專業社群線上申請。 

五、109 學年第 1 學期學生健康體適能檢定成績分析結果： 

(一)應測人數 6,292 人，實測人數 5,817 人，檢測率 92.45%，達到設定檢測率 90%目標。 

(二)檢定四項指標全部通過人數 4,637 人，通過率達 79.71%，達預設低標 75%高標 80%

之間。 

(三)各指標通過情形： 

1、瞬發力通過人數 4,941 人，84.94% 

2、柔軟度通過人數 5,180 人，89.05% 

3、肌耐力通過人數 4,907 人，84.36% 

4、心肺耐力通過人數 4,461 人，76.69% 

(四)各項指標成績表現與 108 學年第 1 學期相比，因 COVID-19 疫情影響，學生減少規

律運動，故體適能成績略為下滑，但皆仍達到設定目標 75%以上。 

六、依「東吳大學學生體適能檢定辦法」獎勵體適能優異學生，本學期共 245 人獲獎（金牌

44 人、銀牌 29 人、銅牌 172 人）於 109 年 12 月 28 日起至 110 年 1 月 8 日止請授課教

師於課堂中頒發體適能檢定獎狀。 

七、109 年 12 月 22 日發現雙溪校區戶外排球場及靠近 D 棟之蒙多面層多處鼓起（參閱下圖），

已於 12 月 25 日請廠商前來查看，表示係面層老化造成水解問題，預計再進行評估修繕

（約需 3-5 天）；此外，東側半圓場地亦有幾處小範圍突起，已請老師們上課時提醒同學

注意安全。 

八、109 年 12 月 23 日下午進行城中校區 5 大樓 B1 舞蹈教室抗力球儲藏區天花板止漏防水工

程。 

九、110 年 1 月 18 至 19 日進行體育教學器材盤點，2 月 4 日前提出下學期教學器材新購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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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活動組】 

一、「109 學年度教職工桌球聯誼賽」於 12 月 19 日在外雙溪校區體育館舉行，參賽選手、裁

判、工作人員共計 60 人，獲獎名單如下： 

(一)團體賽：男子組冠軍─歡樂桌球 D、亞軍─歡樂桌球 A；女子組冠軍─研發處、亞軍

─120 校慶限定隊。 

(二)個人單打首長及主管組：冠軍─陳永基、亞軍─林惠文。 

(三)個人單打：男子組冠軍─張立勳、亞軍─王慶隆、季軍─丁文城、殿軍─周全；女子組

冠軍─王蓉貞、亞軍─顏晴美。  

(四)個人雙打：男子組冠軍─林聰敏/李德智、亞軍─王祥齡/劉梅琴；女子組冠軍─許寶瑜

/蘇英華、亞軍─鍾玉蘭/雷芙英、季軍─曹心怡/ 陳伶鯉、殿軍─何美霖/張青玉。 

(五)趣味競賽─同心協力：男子組冠軍─外語學院、亞軍─歡樂桌球 D；女子組冠軍─ 120

校慶限定隊、亞軍─研發處。 

(六)趣味競賽─保齡球大賽：男子組冠軍─歡樂桌球 A、亞軍─法學院；女子組冠軍─研發

處、亞軍─120 校慶限定隊。 

二、「建校 121 年校慶運動會」於 12 月 31 日報名截止，目前報名情況如下： 

(一)創意繞場─11 個單位：6 個學系（中文、社會、德文、化學、法律、企管）及 5 個一

級行政單位（教務處、總務處、國際處、圖書館、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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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隊接力─學生女子組 1 隊、學生混合組 4 隊、教職工校友混合組 2 隊，總計 7 隊 

(三)學生全能挑戰賽─學生 12 隊。 

(四)全明星賽─籃球 48 人、排球 48 人。 

三、「109 學年度運動聯賽」各代表隊成績如下： 

(一)女子排球代表隊於12月26日至12月27日參加「109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一般女生組

預賽（WnE組），榮獲預賽分組第一名，晉級複賽。 

(二)男子排球代表隊於12月26日至12月27日參加「109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一般男生組

預賽（MnA組），不敵去年冠軍與殿軍，未能晉級複賽。 

(三)男子籃球代表隊於12月22日至12月26日參加「109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一般男生組

北二區D組預賽，榮獲預賽分組第一名，晉級北區排名賽。 

(四)女子籃球代表隊於12月12日至12月18日參加「109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一般女生組

北一區B組預賽，榮獲預賽分組第三名，晉級北區排名賽。 

(五)棒球代表隊於12月4日至110年1月7日參加「109學年度棒球運動聯賽」一般組預賽。 

四、109年12月18日已完成各運動代表隊寒訓場地協調，時間自110年1月18日起至2月21日止。 

五、中華民國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訂於110年5月13日（星期四）至5月18日（星期二），

於國立成功大學及各指定場地；線上報名時間訂於110年1月4日（星期一）起至110年3月

3日（星期三）下午5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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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一月 

一、聖誕節期活動 

（一）黃校牧於 12/1-12/4 至兩校區行政單位發將臨圈，並為師長、同仁祝福禱告。 

（二）12/5 音樂系夏善慧老師聯合盧盈豪弟兄，舉行「聖誕節將臨—管風琴與鋼琴重奏音

樂會」。 

（三）12/9-12/11 校牧室與安素堂聯合舉辦「聖誕愛心義賣」，共募得 61660 元，為屏東

沐恩之家奉獻，感謝師生熱烈參與。 

（四）12/10-12/11 城區校牧室進行「24 小時聯合禱告會」。 

（五）12/16 校牧室與社資處、東吳音樂系合唱團、衛理女中合唱團、衛理女中室內樂聯

合舉辦「聖誕崇拜音樂會」。 

（六）12/18 城區校牧室校園快閃報佳音 

（七）12/23 城區及溪區東吳團契分別舉行聖誕午會及聖誕晚會。 

（八）12/24 溪區東吳團契校園至學生、教師宿舍區、衛理女中、中央社區報佳音。 

二、常態團契活動： 

溪區： 

週三中午小家及晚間大聚會約 30 位； 

週四中午小家 14 位； 

週五中午小家約 12 位學生參加； 

每日晨更約 8 位契友參與； 

英語自學小組共有 8 位學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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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