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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十一月 

【教務長室】 

一、110 年 10 月 18 日(一)下午召開處務會議討論 111 學年度預算額度分配。 

二、110 年 11 月 2 日(二)上午召開 111 學年度校發計畫暨預算編列事宜討論會議。 

 

【註冊課務組】 

一、近三年第一學期各學制學生網路確認選課清單統計比率： 

學制＼學年度

第一學期 

110 一 109 一 108 一 

確認

人數 

確認 

比率 

總人數 確認

人數 

確認 

比率 

總人數 確認

人數 

確認 

比率 

總人數 

學士班 5,399 45.67% 11,823 4,133 35.20% 11,743 4,814 40.75% 11,813 

碩士班 543 41.42% 1,311 398 31.05% 1,282 510 40.57% 1,257 

博士班 52 40.94% 127 32 27.12% 118 43 35.25% 122 

進修學士班 395 41.62% 949 297 29.82% 996 398 37.13% 1,072 

碩士在職專班 458 37.79% 1,212 415 34.47% 1,204 499 41.90% 1,191 

二、每學期加退選截止後寄發逾期未註冊通知函，逾期未辦理註冊休學手續者，以退學處理，

有繳學雜費但修課學分數不符合學則規定者，以勒休處分。提供本學期逾期未註冊退學

人數如下表： 

學制＼學年

學期 

110.1 109.2 

110.10.13

寄發逾期未

註冊通知函 

110.10.22

因逾期未註

冊退學人數 

110.10.22 

因逾期未選課強

制休學人數 

110.3.9 寄

發逾期未註

冊通知函 

110.3.22 

因逾期未註冊

退學人數 

110.3.22 

因逾期未選課

強制休學人數 

學士班 37 22 0 28 13 4 

碩士班 11 4 0 12 8 0 

博士班 1 1 0 1 0 0 

進修學士班 7 6 0 25 12 0 

碩士在職專

班 
24 13 0 23 9 0 

學士後第 2

專長 
0 0 0 1 0 0 

合計 80 46 0 90 42 4 

三、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關懷作業時程及注意事項說明於 10 月 21 日發文至各學系，包

含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業關懷統計表。宣傳海報將於期中考前完成印製並張貼於校園、

學系及教室內公佈欄，另針對學士班及進學班同學發送學業關懷之郵件宣導，11 月初發

文各專、兼任教師作業時程及相關事宜。 

四、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數位教材製作獎助申請案業於 10 月 22 日函發各院系及專兼任教師，

受理時間至 12 月 30 日止，歡迎有興趣教師提出申請。 

五、函請各學系修訂 111 學年度轉系作業要點，並彙整「轉系作業草案」上簽，便於 11 月中

旬公告。 

六、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計畫上網，截至 10/26 尚有 5 門科目尚未公布（英文系*1、法律

系*4，）。 

七、彙整學系（學程）107～109 學年度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並規劃外審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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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10 學年第 1 學期第二專長合班共 39 科計 2,079 人修讀（含第二專長 77 人），獨立開課

共 46 科計 1,900 人修讀（含第二專長 780 人），停開 44 科計 200 人選課（含第二專長

73 人）。 

九、參與城中六大樓 4 樓 3 間新設教室設備初步驗收。另雙溪校區哲生 H304 地板翻修案進

行驗收，更新兩扇大門、教室講台及前四排階梯地板坍陷部分翻修。 

十、草擬系所自辦品保追蹤評鑑實施計畫，提送 110 年 9 月 27 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函請

政治學系依計畫內容確實進行追蹤評鑑各階段作業事項。 

十一、業於 9 月 30 舉辦第 1 次 EMI 自學小組線上聚會，由教務長主持，共有 13 位教師成員

參與，相互交流討論自學至今之心得與經驗分享。 

 

【招生組】 

一、彙製 110 學年度各項自辦考試(碩士班、碩士班甄試、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進修學士

班、轉學生、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等)招生概況，上傳「招生資訊網」下「招生統計圖表」

更新，俾利各系所及考生查詢。 

二、110 年 10 月 8 日以東教招生字第 1100201531 號函送本校 110 學年度各學制各學系學程

新生註冊率等相關統計資料供參。另於 110 年 10 月 14 日以東教招生字第 1100201536 號

函請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連續新生註冊人數低於標準之學系，提報改進調整計畫。 

三、辦理 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自評，完成撰擬 109 學年度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四、援去年前例，本校 111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管道經教育部核定社會工作學系連江公費生

1 名。衛生福利部訂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假馬祖高中辦理連江縣社會工作人力培育獎勵

計畫公費生招生說明會。經洽社工系，由鍾道詮副教授代表出席宣講，本組將協助相關

事宜。 

五、111 學年度計有 22 學系碩士班暨學位學程(音樂系除外)，合計 33 系組學程辦理碩士班

甄試。招生名額共 211 名，訂於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8 日受理報名，將於 11 月 22 日至

28 日進行面試，預訂 12 月 11 日公告錄取名單。 

六、111學年度援去年，以網路上傳審查資料模式取代往年郵寄繳件作業，俾提升服務品質與

作業效率。 

七、本校 111 學年度各項對外招生考試預定日期業經 111 學年度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110.9.29)

議決，並於 110 年 10 月 4 日以東教招生字第 1100201509 號函請各單位分就業務所管，

留意日期規畫，惠予配合。 

八、111 學年度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招生簡章分則業已核校定案，今年仍配合教育部規定，申

請入學第二階段所有面試學系一律為 4 月 21、22 日兩天分校區舉行。 

九、發函調查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簡章分則」(日文系招生 10 名)、「四技二

專特殊選才青年儲蓄帳戶招生簡章分則」(經濟系及會計系各招生 1 名)；此外，「身心障

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招生簡章分則」(招生 14 名)已完成二校。 

十、彙製 111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法律專業碩士班、寒假轉學生等五式

招生簡章草案及 111 學年度辦理(112 學年度入學各項招生)試務收入預估與各管道支出

預算表，提案送第二次招生委員會議(110 年 11 月 17 日)審定。 

十一、彙整 109 學年度辦理招生後之試務總結餘，預計於 10 月底簽核有關招生經費結餘款提

撥與異動 110 校發計畫子策略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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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研擬111學年校務發展計畫，編列各項活動項目預算，提報教務處研商會議訂定。 

十三、教育部核定本校 111 學年度學士班各學系各管道新生招生名額分配情形如下： 

(一)半導體、AI 及機械領域擴充名額概依申辦核定（數學系 6 名、物理系 6 名、化學

系 5 名、資管系 12 名，合計 29 名）。 

(二)教育部依「個人申請招生缺額」回流「考試入學分發」管道情形調整本校共 8 個學

系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名額 (缺額高者調減申請名額至分發)。 

(三)綜上，本校原申請分發入學名額共 762 名，佔比 27.33%，申請入學名額共 1,513 名，

佔比 54.27%。經教育部核定後，分發入學調增為 778 名(27.91%)，申請入學調減為

1,497 名(53.69%)；合計調減申請入學 16 名至分發入學。 

十四、111 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訂於 111 年 1 月 21~23 日(週五~日)舉行，

本校援例支援北三考區百齡高中分區巡視及監試，預計需求人力除 1 位領隊外，尚需

87 位監試(含 2 位預備監試)與 3 位巡視。「監試意願調查表」業於 110 年 9 月 15 日函

送各單位。銘傳大學將於 111 年 1 月 18 日至本校辦理監試人員座談會。 

十五、110 學年度春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自 2021 年 9 月 30 日至 11 月 5 日受理網路報名

，預計 12 月 7 日網路公告錄取名單，錄取新生將於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入學。 

十六、111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自 2021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26 日止受

理報名。援例網路填表外，110 學年度起改採全面上傳書審資料申請，預計 2022 年 1

月 13 日網路公告錄取名單。 

十七、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本校支援策略聯盟高中開課者共 6 門課程，業於 9 月全數順利開

課在案： 

(一)大直高中–探索未來的 AI 世界(資科系陳宏仁老師)、商業概論(會計系藍經堯老師)

、會計學概論(黃榆芳/劉彥余老師)； 

(二)百齡高中–商業概論(國貿系劉明孝老師)；會計學概論(會計系郭君儀老師)； 

(三)陽明高中–探索未來的 AI 世界(資科系蘇明祥老師)。 

十八、彙整填報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10 年度 10 月表冊相關數據。招生組已於 10 月

21 日前完成校庫「學 24、學 24-1、學 24-2、學 25、學 30、職 6」表冊的填報作業(其

中學 24、學 24-1、學 24-2、學 25 將彙整相關數據資料，提供註冊課務組上傳後，再

次檢核確認填報狀況)。 

十九、本學年度因應疫情開學前兩周採遠距上課，原訂 10 月 1 日於國際會議廳舉行招生服務

團多元學習分享會改為線上辦理，邀請註課組陳秀珍組長及招服團學長姊蒞臨現場遠

距分享，統計有 30 人線上同步聆聽，會議過程全程錄影，並將影片連結提供給所有報

名同學，根據參與者回饋問卷統計，活動整體滿意度在 5 點量表中達 4.95 分，獲得高

度認同與肯定。 

二十、第 15 屆招生服務團暨第 8 屆認識東吳營服務員甄選，已全部進行完畢，計有：招生服

務團兩校區共 7 人報名，7 人錄取，錄取率 100%；東吳營 9 人報名，7 人錄取(2 人未

參與面試)，錄取率 100%。錄取名單業於招生服務團臉書粉絲專頁公告周知。 

廿一、110 學年第八屆認識東吳營規畫 10 月 24 日及 10 月 30 日進行相見歡與輔訓一課程。

擬於 11 月中旬發函全國公私立高中，進行高中學生報名及相關宣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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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預見溪城-認識東吳」訂於 111 年 1 月 25 日(週二)辦理線上同步遠距課程，本屆將援

例，分四大領域課程，依現行上課節次，開放學生得於一天內選擇七堂課程，協助高

中生更清楚認識不同領域科系，並提前體驗大學上課情境。預計 11 月函請學系支援「

學群導航」課程活動，提報「規劃調查表」，期能藉以提升招生效益。 

廿三、第 15 屆招生服務團於 10 月 19 日(週二)假外雙溪校區舉行「期初社員大會」，出席人

數 16 人，藉以凝聚新舊團員共識，增進招生活動知能；此外，擬於 10 月 31 日進行第

一次社課(科系介紹及校園導覽)；另，預計 12 月 11-12 日假外雙溪校區辦理兩天一夜

招生服務研習營。 

廿四、110 學年度招生宣導知能工作坊，10 月 20 及 27 日，分別於城中、雙溪各進行一場。

邀請法律系黃心怡老師、會計系高立翰老師、財精系劉文彬老師；社會系劉育成老師、

日文系羅濟立老師、化學系王榮輝老師分享赴高中宣導之經驗、技巧與心得，共計 30

餘位學系老師及同仁參與。招生組每年舉辦宣導工作坊，希望藉由不同主題形式，提

升學系招生宣導意願、建立正確的觀念及心態，以因應少子化衝擊下的大學招生挑戰。 

廿五、十月份進行之校內外宣導活動如下： 

赴高中宣導講座：10/1 金門高中經濟系林沁雄(線上)；10/4 延平中學法律系黃心怡；

10/15 台北市立大同高中物理系梅長生；10/15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日文系陳相州；10/18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財精系李宜熹；10/19 基隆女中心理系林朱燕(線上)；10/20 蘭陽女中

法律系林彣鴻(線上)；10/20 新北高中會計系高立翰； 10/22 金門高中化學系王榮輝；

10/22 中和高中會計系楊孟萍(線上)；10/22 光仁高中法律系法思齊；10/27 中崙高中法

律系范秀羽；10/27 新店高中會計系高立翰(線上)；10/28 員林高中法律系胡博硯。合計

共 14 場次。 

高中到訪：10/14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計 1 場次。 

高中博覽會擺檯:無。 

 

 

【通識教育中心】 

一、通識教育相關會議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地點 重要議案 

110學年度第1學

期第 1 次通識教

育中心會議 

11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 

中午 12 時~12 時 30 分 

MS TEAMS 視訊會議 

1.推選 110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委

員、教師初審委員會委員。 

2.修正「東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師初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3.「東吳大學學士班學生外文能

力畢業標準實施細則」新增德

文檢定類對照表案。 

110學年度第1學

期第 1 次通識教

育中心課程委員

會 

11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 

中午 12 時 30 分~13 時 00 分 

MS TEAMS 視訊會議 

初審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通

識課程及遠距課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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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地點 重要議案 

110學年度第1學

期第 1 次共通教

育委員會書面審

查 

110 年 10 月 14 日至 110 年

10 月 18 日 

複審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通

識課程及遠距課程案。 

110學年度第1學

期第 2 次通識教

育中心課程委員

會 

110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四） 

中午 12 時~13 時 

MS TEAMS 視訊會議 

1.審議連續兩年停開之共通課

程。 

2.初審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

通識及全校性選修課程。 

3.初審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共通

課程架構及實施內容（草

案）。 

4.審議 111 學年度跨領域國際學

士班共通課程相關事宜。 

5.審議「外國語文學院跨領域國

際學士班」111 學年度起預定新

開通識課程。 

6.討論「東吳大學生涯發展中心

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修

正案。 

二、11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通識教育中心「故宮文物賞析與創新應用」第二專長邀請國

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陳東和副研究員於「文物鑑識與科學研究」課程演講，講題為

「古物揭密——文物科學鑑識在故宮」。 

三、110 年 10 月 15 日提報 110 年度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執行情形。110 年 10 月 25

日完成通識教育中心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報作業，計畫名稱「新世代全人養成

之共通教育革新二部曲」。 

四、11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二）提交教育部第二期（109-111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110

年度執行成果報告書有關學校支持 USR 之制度與措施，包含「課務發展支持措施之實

際成效」、「下年度精進做法」相關資料。 

五、11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舉辦「PODCAST 線上實作工作坊」，邀請本校微生物學系

103 級校友，現任聲鮮時采科技營運長王薇瑄學姐蒞臨本校進行直播授課，講題為

「PODCAST 從 0 到實作」，協助本校師長線上進修，學習運用多元教學媒材。 

六、110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廣達「撥雲見日放眼未來」學習成果展及「尋找、發現、

看見」通識教育中心系列活動正式開展，擇優展出修課學生受到講座課程啟發，主動關

懷社會議題，發揮創意研擬一套社會問題對策之學習歷程紀錄單。展期為期三週（110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2 日），並邀請潘維大校長於 110 年 10 月 27 日觀展。本次展覽結

合美育活動畢業標準，帶領觀展人從新的角度去「看見」關懷之美以及生命價值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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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十一月 

 德育中心 

一、 獎助學金與安心就學計畫 

（一）急難紓困金：110-1 持續辦理疫情紓困金作業，並將視疫情發展狀況及學校預算滾

動式修正各梯次申請及審查間隔，期盼透過分批次的辦理形式，盡快讓學生獲得補

助。目前已完成二個梯次的發放，共 103 人次通過，補助金額共 58 萬 5,000 元。

第三梯次申請期間為 10/6～11/15，如學生家庭主要經濟負擔者或個人經濟因疫情

影響而陷入困境者，可向德育中心提出疫情紓困金申請。 

（二）就學貸款：110-1 就學貸款家庭年所得查核作業，本校已送交 2,486 件進行查核，

後續將通知不合格學生進行補件事宜。另，低收中低收貸款加貸金額（書籍費、校

外住宿費、生活費）撥款，亦已進行核銷撥款作業。 

（三）就學優待減免：本學期減免身障類、其他類資料已依時上傳教育部平台，總計上傳

805 名，經查有 22 名同學重複申請，後續追繳期初減免金額；軍公教遺族新申請

者有 5 名，已依時函送教育部相關資料。 

（四）弱勢學生助學金：本學年度共計 420 人提出申請，相關資料已於 10/31 將家庭所得

計列人員資料上傳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平台。 

（五）研究生獎助學金與工讀助學金：9 月份研究生獎助學金共計核銷 18 萬 7,980 元整；

工讀助學金共計核銷 202 萬 6,653 元整，已於 10/25 撥款入學生帳戶。 

（六）生活助學金：110 年 10 月份生活助學金共核發 71 位同學，助學金共核撥 45 萬 3,000

元整。 

（七）原住民學生大專校院獎助學金：110-1 原住民學生大專校院獎助學金申請至 10/20

止，共計 56 位學生申請，本校第一階段獲配名額為獎學金 11 名、助學金 15 名，

已於 11/5 前完成線上初審。 

（八）優久大學聯盟「國際崇她台北二社路宋友慈獎學金」：已薦送本校兩名同學至優久

大學聯盟供評選。 

二、 高教深耕-扶助攻頂計畫 

（一）10月份扶助學習助學金共執行138人，助學金共核撥83萬4,000元。 

（二）預計於11/11召開110年高教深耕經濟不利學生輔導機制討論會議，共同檢視各項執

行計畫進度及內容，並請兩位副校長及與會師長們協助給予計畫執行方向之建議。 

三、 工讀教育訓練營：110 學年度工讀教育訓練營（線上）已於 10/17（日）辦理完畢，課程

安排有「工讀須知與工讀態度」、「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打雜累積實力，從時薪建立財

富」及「工讀單位介紹/資深工讀生的優質經驗分享」三大部分，使學生了解本校工讀實

施目的與意義，加強學生工讀時主動積極的態度，並藉由學長姐的分享，達到見賢思齊

之效，當天共計有 174 名學生出席，整體滿意度 4.5（5 分量表），同學普遍回饋收穫良

多。 

四、 新生家長座談會：「期中新生家長座談會」活動已於 10/30 舉行完畢，共計 442 位新生家

長報名參與。活動當天由各學系規劃交流及介紹學系資源，協助新生家長瞭解子女在校

的學習情形與就讀科系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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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UB 計畫部落服務學習小組： 

1. 預計於本學期間之連續假期帶領服務學習學生至所屬原鄉－花蓮縣萬榮鄉馬遠

部落執行服務學習，6 位學生將依部落需求進行規劃，活動籌備中。 

2. 預計於本學期寒假期間帶領學生團隊至屏東縣三地門鄉馬兒（Valjulu）部落進

行服務學習計畫，讓 12 位學生（含原民生與非原民生）一同學習，瞭解原住民

族文化，達到族群交流之目的。 

（二）北區原資中心夥伴學校：預計於 11/20、11/21 與文化大學、康寧大學、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共同舉辦「部落探訪暨跨校聯合服務活動」，帶領原住民族學生到宜蘭縣大

同鄉樂水部落進行跨校交流、深刻認識部落並執行服務學習，共計 56 位學生（本

校 13 位）報名參加。 

（三）迎新活動：已於 11/2 與原心社聯合辦理迎新活動，召集新舊生一同參與，讓原住

民新生認識校內環境及可用資源，包括設備、獎助學金等，亦透過活動使校內原民

生相互認識，建立互助系統，有利於其適應大學生活。 

（四）原民講堂：透過辦理原民文化相關活動，提高校園內師生對原住民族文化了解，預

計舉辦講座及手作課程兩種類活動，雙溪城中各 1 場，共計 4 場。 

六、 品德系列活動  

（一）「挑戰到底的行動力~西進武嶺活動」10/30、10/31與群美中心、單車社合辦「2021

西進武嶺單車挑戰」活動，勇敢挑戰武嶺經典山路，帶領學生用自身力量征服台灣

公路最高點，推展校園單車運動風氣，活動融入品德元素，強調「永不放棄」，培

養學生運動家精神。活動共計12人完成挑戰，相關後勤補給由單車社同學、德育中

心及群美中心師長共計6人負責。 

（二）「大手牽小手－碧湖國小服務活動」已於10/21舉辦完畢，主題為網路安全，服務國

小學童共計2班、約50位學童。 

（三）110-1「愛的手作坊—手作環保禪繞畫胚布口罩袋」活動已於10/12、10/13晚上於兩

校區辦理完畢，兩校區共計129人參加，整體滿意度4.63（5分量表）。 

（四）110-1品德講堂「愛與勇氣--一首搖滾上月球」活動已於10/19、10/21晚上於兩校區

辦理完畢，邀請2021臺北市「榮譽生命鬥士」李正德老師分享照顧罹患罕見疾病女

兒的生命故事，兩校區共計113人，整體滿意度4.58（5分量表）。 

七、 遺失物事宜 

（一）兩校區9月份無價值500元以上遺失物。餘500元以下遺失物共5件。 

（二）截至10/25止，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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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23 74 149 3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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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育暨美育中心 

一、美育活動 

110-1 美育系列活動以「遊」為主題，透過手作課程、講座、表演以及活動展演等內容，

帶領同學進行一連串藝術與美學的漫遊。10 月活動將舉辦共 4 場的錢穆故居與林語堂故

居藝文導覽，帶領同學們走訪兩處與東吳大學有淵源的大師故居，從大師的生活場域和

經典著作，昇華學生的心靈並拓寬美學眼界；除藝文導覽外，10 月至 12 月期間於兩校區

亦將辦理 4 場手作課程、1 場講座及 1 場戲劇表演活動。各項活動資訊如下： 

編號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1 繞出心靈的旅程-禪繞畫明信片創作 
10 月 27 日（三） 18:00-20:00 雙溪校區 G101 

11 月 5 日（五） 18:00-20:00 城中校區 5117 

2 成為一個浪漫的旅人－花藝手作體驗 11 月 2 日（二） 19:00-21:00 
雙溪校區 R0112 

戴氏會議廳 

3 GO TO Russia!俄羅斯刺繡課程 12 月 1 日（三） 18:00-20:00 城中校區 2B005 

4 Mika on the road－跟著謎卡去旅行 12 月 8 日（三） 19:00-21:00 
雙溪校區 R0101 

普仁堂 

5 香氣漫遊－香氛蠟燭手作體驗 
12 月 9 日（四） 18:00-20:00 城中校區 2B008 

12 月 14 日（二） 18:00-20:00 城中校區 2B009 

6 2021 東吳大學第五屆 COSPLAY 大賽 12 月 12 日（日） 13:00-17:00 雙溪校區傳賢堂 

7 
黑門山上的劇團 

《裝滿劇場魂的車－載我回家》 
12 月 16 日（四） 18:30-20:30 雙溪校區傳賢堂 

二、學生自治三合一選舉補選 

學生自治三合一補選活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已於 10/19、10/20 辦理完成，計有 3 席

學生議員及 4 系系學生會（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政治學系、企業管理學系）正副會

長當選， 1 系系學生會（英文學系）正副會長未當選，將另於系上自辦選舉。此外，學

生會正副會長部分因未有候選人登記，故第 65 屆學生會目前由政治學系魏喆鏞同學擔任

代理會長，執行會務。 

三、社團期初例會及經費核銷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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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110-1 群美中心學生社團期初例會已於 10/25 18:30～20:30 以 MS Teams 線上模式完

成舉辦，共計 128 名社團幹部出席。本次會議除中心主任給予社團夥伴的期許及勉勵外，

各屬性老師亦針對社團經費、場地使用、聯課活動、寒暑假服務隊、獎學金、美育活動認

證、智慧財產權等社團營運知能項目，做詳細說明並進行提問交流，並協助推選各屬性

社團代表擔任「學生會社輔金」及「兩校區社團辦公室環境維護」學生委員。會後，出席

社團幹部皆給予正面評價，線上回饋問卷整體評價（5 分量表）達 4.25 分。此外，群美

中心於 10/26 18:30~20:00 接續辦理「社團經費核銷說明會」，提供各項經費補助申請項目

及後續辦理經費核銷等之注意事項，以期社團能善用群美經費資源，規劃辦理具特色之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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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暨諮商中心 

一、 新生體檢：配合本校 110 學年第 1 學期防疫措施，原訂 9/22、9/24 新生健康檢查暫緩；

截至目前至合作院所健檢人數僅約 200 人。考量校園傳染病需及早發現異常個案及冬天

疫情未知風險，訂於 11/20（六）、11/21（日）於雙溪校區進行，如有特殊性則另外協

助安排。周末進行也可避免人潮聚集。確認後將於各類管道大量進行宣傳，以提高新生

到檢率。 

二、 董氏基金會受教育部委託辦理 110 年大專校院健康體位衛生教育推動計畫，為讓各校經

驗交流、激盪健康促進推動靈感，本中心將繼續參與執行健康體位推動，並一同協助需

輔導之合作學校於校內執行健康體位推動活動。預計 11 月營養諮詢活動納入「 健康吃

早餐 」 行動方案，將結合健康早餐海報及圖卡遊戲來作為本次營養諮詢主要衛教重點，

活動結束後將提出延伸版方案讓其他輔導學校參考。 

三、 諮商輔導： 

（一） 高關懷個案期初關懷作業：本學期修正結案評估標準，各系諮商已於 10/20 完成期

初關懷作業，全校共計 639 位高關懷學生，包含密集介入 42 人、中度介入 271 人、

低度介入 326 人。本學期目前兩校區專兼任心理師（含實習心理師）每週共計 175

個諮商時段，截至 10/27 止所有諮商時段皆以排滿個案，尚有 74 人在等待中（包

含高關懷學生 17 人、一般學生 57 人）。已邀請兼任心理師增加其他諮商時段，以

能緩解學生諮商需求。 

（二） 導正教育：性平入案有 2 位，其中 1 位為 109 學年度階段性完成，本學期持續諮

商；另 1 位已完成諮商尚未完成性平教育。 

四、 大一新生普測：與各學系合作於 11/22～12/4 於兩校區施行 58 場次（含 2 場次轉學生

暨補測）。將於 110/12/27～111/01/21 召開大一導師會議，報告施測結果以及高關懷學

生輔導狀況，預計進行 24 場次。 

五、 開學疫調項目含個人防疫及疫苗注射等內容，調查數據如下： 

（一） 填答人數共 8,263 人（學生 7331 人、專任教職員 579 人、兼任教職員 239 人、其

他 114 人） 

（二） 學生已接種疫苗 6,351 人，接種率約為 42.83%（1 劑 5,871 人， 2 劑 480 人） 

（三） 專任教職員已接種疫苗 445 人，接種率約為 49.66%（1 劑 362 人，2 劑 83 人） 

（四） 兼任教職員已接種疫苗者 202 人，接受 1 劑 166 人，完成 2 劑 36 人 

（五） 其他人員〈保全、清潔人員及餐飲承商〉已接種疫苗者 81 人，接受 1 劑 75 人，完

成 2 劑 6 人。 

六、 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已通過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領有教育部核發之證明者，學

生總數 121 人（含休學 9 人），包含舊生 98 人及已知新案 23 人（甄試 3 人、一般管道

20 人）。個別化支持計畫（ISP）會議預計完成人數 112 人（不含休學），目前已完成 80

人，後續將陸續召開。需求服務摘要如下 

（一） 知會信：協助 64 人寄發知會信給任課老師，說明學生障礙狀況及特教需求，包含

自閉 19 人、情障 16 人、腦麻 9 人、視障 6 人、學障 4 人、聽障 3 人、多重 2 人、

肢障 2 人、其他 2 人、病弱 1 人，共計 526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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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讀媒合：協助 10 人媒合工讀機會，包含自閉 4 人、腦麻 2 人、肢障 2 人、情障 1

人、視障 1 人。其中媒合人事室身障工讀計畫 5 人、資源教室同儕服務員 4 人、德

育中心弱勢生工讀計畫 1 人。 

（三） 輔具借用：12 人申請，包含視障 5 人、腦麻 3 人、情障 2 人、自閉 1 人、其他 1 人。

另已協助視障 2 人申請輔具維修。 

（四） 遠距教學協助：協助 18 人處理遠距教學困難，包含自閉 7 人、情障 4 人、腦麻 3

人、視障 2 人、學障 1 人、其他 1 人，共計 23 次。 

（五） 經濟協助：協助因疫情影響家中或個人經濟狀況者 3 人申請德育中心紓困金，包含

情障 1 人、學障 1 人、腦麻 1 人。 

（六） 個案聯合輔導會議：協助自閉 1 人召開 1 場個案聯合輔導會議，與學系共同討論學

生特教支持計畫。 

 

 學生住宿中心 

一、宿舍床位互換作業：為維護學生寢室和諧，宿舍於 10/19~10/26 開放床位互換申請，可申

請換至空床位或兩兩互換，申請者須至兩校區辦公室查看欲更換寢室之室規，確認同意

遵守且簽署「履行室規同意書」後，方進行更換，並於 10/28 前完成搬遷手續。 

二、 宿舍同儕幹部工作訓練：繼暑假針對續任同儕幹部進行培訓後，本學期新任宿舍同儕幹

部，亦分別舉行兩階段之培訓，第一階段分為伏石蕨工作團隊、勵進會自治團隊工作訓

練，活動說明如下；第二階段為急救訓練於 10/30 舉辦，邀請中華民國急救技能推廣協會

教練授課，共 81 位幹部參與培訓。 

（一） 10/23 伏石蕨幹部訓練：共計 101 人出席，含學生工作團隊 10 人。活動中除安排學

生宿舍教育使命與任務、伏石蕨角色扮演與共識建立、宿舍緊急事件處理等課程外，

亦安排團隊建構課程，以建立宿舍團隊工作默契及培養團隊精神。 

（二） 10/24 勵進會幹部訓練：共計 51 人出席，含勵進會工作團隊 7 人。活動中除安排學

生宿舍教育使命與任務、勵進會角色與自治實務運作及應對住宿生之技巧、宿舍活

動企劃書撰寫、宿舍緊急事件反應與處理等課程外，亦安排團隊建構課程，以增進

勵進會成員感情及培養團隊精神。 

三、 強化學生自主學習方案－K 書之夜：本學期共籌組 3 學科 3 個 K 書小組，分別為日文之

夜（15 人報名）、微積分諮詢服務、法律之夜（38 人報名），各小組於 10/27 起開始執行。 

四、通識課程－服務學習從宿舍出發：本中心開設之通識課程「服務學習從宿舍出發」，由

學務長擔任開課教師，學生住宿中心負責執行。課程將「服務學習」的理念導入學生宿

舍生活，透過講述、討論與實作等方式，引導學生從反思中學習同理心、領導力、團隊

合作、環境關懷等未來公民所需具備的正向影響力。最後於宿舍中實踐服務學習方案，

以檢核學生對於服務學習理論之轉化與應用的能力。選課人數 39 人，開學迄今已完成 4

堂遠距課程，並於 10/24 完成團體動力實體課程，順利協助 5 個小組建構團隊，為日後

執行服務學習方案奠定團隊合作的根基。 

五、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住宿基金：申請已於 10/13 收件截止。本次符合資格之遞案者共計

237 人，與前一學期（109-2）相比申請人數成長 15%，考量本次家庭經濟困難確需補助

者眾，且學生住宿基金沒有名額限制，故全數核給，已於 10/28 公告通過名單，補助金額

為每學期 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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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精進措施－校外租金補貼：申請已於 10/20 截止，配合計畫開放符

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之校外租賃學生

申請，補助金額為每月 1,600 元（新北市租屋）、1,800（台北市租屋），共補貼 6 個月。

本次共 30 人提交申請，相較前一學期成長 15%。 

 

● 軍訓室 

ㄧ、學生生活輔導： 

（一）雙溪校區：計 78 件次（校安維護 7 件、疾病送醫 2 件、車禍協處 2 件及其他事件

67 件）。 

（二）城中校區：計 44 件次（校安維護 5 件、疾病送醫 2 件、車禍協處 1 件及其他事件

36 件）。 

二、學生兵役業務、軍訓課役期折抵：110 學年度至 10/27 止，收辦各學制在學役男兵役緩徵、

儘召業務計 1,227 人次，後續協助辦理兵役緩徵作業，另軍訓課程折抵役期 18 人次。 

三、承商督導：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承商督導期中會議訂於 11/25 召開，本次會議重點在於聖

誕節、元旦假期營業時間及新增商品審核，並持續要求兩校區承商確遵防疫規定定期實施

消毒清潔作業，室內用餐防疫措施配合學校防疫會議規定辦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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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持續協助推展校內各項防疫工作。 

（二）辦理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長有約」會議意見蒐整生事宜。 

（三）辦理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其中承商督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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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十一月 

一、採購案件執行統計 

(一) 110 年 9 月 1 日至 110 年 9 月 30 日辦理 27 件採購案議比價作業（財物 8 件、勞務

15 件、工程 3 件、圖書 1 件），其中逾 50 萬元案件如後：  

1. 營繕組「城中校區二大樓商學院數位互動牆整修工程」。 

2. 商學院「XQ 全球贏家財金資訊系統」。 

3. 商學院「數位互動牆數位內容建置」。 

4. 化學系「FTIR 光譜分析儀」。 

5. 營繕組「中正圖書館第一閱覽室 2F 廁所整修工程」。 

(二) 110 年 9 月 1 日至 110 年 9 月 30 日逾 50 萬元之公開驗收案件：無 

(三) 110 學年度（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9 月 30 日）完成購案發包累計議減金額 145

萬 7,638 元，議減率 12.5%。(上述資料係以人工方式統計計算，非由人會總系統獲

取) 

二、配合防疫工作 

(一) 事務組 

1. 完成 10 月 3 日兩校區室內空間委外防疫消毒。 

2. 10 月 5 日完成外雙溪校區綜合大樓公共用餐區 50 阻隔板架設。 

3. 10 月 8 日撥交防疫隔板 400 組，提供兩校區電腦教室及外雙溪校區舜文廳公共

座位區使用。 

4. 10 月 15 日完成兩校區暨校外宿舍電梯防疫 9 宮格貼圖地貼貼設作業。 

5. 10 月 20 日購入 AI 智慧量溫組 8 組，撥交健諮中心 2 組，圖書館 3 組及外雙溪

校區會議場館 3 組使用。 

6. 10 月 21 日購入消毒噴瓶組 300 組，撥交圖書館 245 組供閱覽區座位自主清消

用，德育中心撥交 28 組提供雙溪校區舜文廳自主清消用，剩餘 27 組暫存事務

組，作為備品，隨機動支援。 

7. 持續辦理防疫作業： 

(1) 安排兩校區及校外宿舍防疫消毒時程。 

(2) 隨時補充各大樓洗手乳、馬桶消毒液及洗碗精，以確保充裕。 

(3) 隨時補充兩校區各樓層出入口設置之 75%酒精消毒液。 

(4) 進行會議室及借用教室(含門把、開關面板及桌面等)，使用前、後之清潔消

毒；無人使用時，亦會搭配臭氧機進行全空間消毒。 

(二) 採保組截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止，各項防疫物資數量統計如下： 

項目 
口罩 

(片) 

酒精 

(公升) 

額溫槍 

(支) 

耳溫槍 

(支) 

防護衣 

(件) 

護目鏡

(只) 

簡易防護

面罩(只) 

pvc手套 

(雙) 

數量 39,700 1,005 65 7 143 113 486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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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場地管理：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滾動式調整，現雖已漸漸鬆綁，但外借場地仍以最高

防疫措施規格辦理，相關防疫措施如下： 

1. 參加人員一律採「實聯制」。 

2. 入場前應量測體溫、噴灑酒精，並全程正確配戴口罩。 

3. 會場如屬固定座位，應採梅花座入座；如無固定座位，則與會人員間隔安排應

保持 1.5 米/人距離或室內最高參與人數不得超過 80 人（除藝文類活動外）。 

4. 藝文類活動依據文化部「藝文場館防疫管理措施」之規定，活動內容包括演出、

彩排、錄音、錄影、直播等。使用舞台演出時，觀眾最前排為第三排，且應與舞

台前緣保持至少 3 米距離；主辦單位應於演出活動日前 10 天，送交管理單位演

出者名單；演出者若不配戴口罩，則須提供使用日前 7 日內之篩檢陰性證明或

疫苗接種逾 14 日紀錄；有關松怡廳防疫管制執行細則另定之。 

5. 本組同仁不定期巡檢外借場地是否遵守防疫相關規定。 

(四) 配合實體上課，依防疫小組會議決議，調節兩校區大型會議室作為教室使用（雙溪

校區：國際會議廳、普仁堂、戴氏會議室，城中校區：2123 會議室、5211 會議室）。 

三、環境維護 

(一) 完成設備維護、小額採購刻印印章、更換玻璃、窗簾及換鎖，共 7 件。 

(二) 完成兩校區個資銷毀收集作業，並於 10 月 20 日進行第 1 次個資銷毀作業，共計

810 公斤。 

(三) 完成 110 學年度線上匯款繳費及現場後補繳費，置物櫃共出租 498 個（外雙溪校

區 98 個及城中校區 400 個）。 

(四) 校區廚餘去化零產出作業 

1. 10 月 14 日完成校區土壤改良單位面積所需基肥用量評估，計須 3.5 公噸，相關

數據已提供理學院及金益世公司，並確認一次進料，暫堆放於超庸館前空地，

賡續辦理進料聯繫及協調作業。 

2. 10 月 19 日金益世公司提供之小型測試設備進場，由金益世公司顧哲偉先生指

導本校黃義文及陳柏曄兩位同仁操作，每日以 10 公斤廚餘試行製肥，執行成果

一切順利，10 月 21 日產出第一批堆肥約 4 公斤，交花工於校區施用。 

四、校園綠美化 

(一) 完成每週例行王寵惠墓園及石超庸故校長墓園之雜草清除與周圍環境維護。 

(二) 城中校區 10 月 12 日二棵雀榕倾倒，隔日花工團隊協助復原。 

(三) 外雙溪校區樹木安全監控： 

編號 植栽名稱 病兆 地點 現況 處理情形 

1 榕樹 
疑 似 褐

根病 

教職員宿舍

區 70 之 70

號旁 

葉子生長

不佳 

1. 疑似得褐根病之

病樹提供受害部

位樣本，委請林

業試驗所森林保

護組疫情鑑定中

心進行疫情判定

及樹木病蟲害之

防治建議，另，擺

上警示牌提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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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植栽名稱 病兆 地點 現況 處理情形 

經住宿區教職員

請勿逗留。 

2. 持續每月澆灌 1

次褐根病藥劑，

持續監測。 

2 大王椰子 心腐病 
哲生樓西側

第 1 棵 

樹心處 2

片羽葉 

今年 8 月進行樹心

投藥防治，9 月再次

檢視樹心生長情

形，有 2 片羽葉，持

續監測。 

五、招商業務 

(一) 110 年 10 月 5 日前（學校實體開學）兩校區列影印中心完成機台更新、伺服器設

備建置及兩校區機台網路測試，正式營運。 

(二) 110 年 10 月 8 日至 9 日本校列影印中心主機，因網路無預警中斷，暫停網路列影

印服務，惟現金及悠遊卡機台不受影響，照常營運，110 年 10 月 12 日恢復營運。 

(三) 健康小舖自 107 年 3 月與本校簽約苦撐經營迄今，期間因遍訪不到願意駐場之廚

師，一直處於停滯狀態，雖經招聘廚師進駐及學校購置 1,000 張餐券提供學生用餐

優惠，欲帶動該區餐飲人氣，然用餐人數每日僅個位數，經多次協助上脫殼版宣傳，

仍無起色，廠商抱持勉強營運狀態持續經營。110 學年度實體上課前，健康小舖廚

師因事請假，負責人考量請假尋代不易，加上疫情影響，無力再經營，因此宣告即

日起停止營業；後續相關發展，俟招商會議中提報。 

六、安衛管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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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完成 110 年第 3 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申報作業，本季 7 月份送往成功大學

環資中心處理液態有害事業廢棄物，須繳交 5,173 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三) 完成實驗室有害事業廢棄物送 M002 暫存作業，合計固廢 19 箱 282 公斤及廢液共

8 桶 110 公斤。 

(四) 10 月校內危險性機械設備承攬作業共 2 筆，均完成相關申請表存查及「東吳大學

工程安全管理平台」登錄管制事宜。 

(五) 9 月 2 日委請大同環境檢驗測定研究中心完成作業環境定期監測作業，針對兩校區

中央空調空間之二氧化碳濃度及實驗室有害化學因子進行作業環境監測，測定結

果均低於法定容許暴露標準，10 月 5 日完成職安署網路申報作業，及送本校職醫

參考，10 月 19 日發函將測定結果公告全校。 

(六) 10 月 7 日函請實驗室及特殊作業相關單位提供 110 學年度特殊健康檢查暨呼吸防

護具密合度檢測人員名單，後續擬配合 12 月 22 日外雙溪校區教職員健康檢查作

業辦理相關事宜。 

(七) 辦理化學系申請新化學物質「Corannulene」運作備查，10 月 7 日行政院環保署函

復同意備查，效期至 111 年 10 月 6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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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0 月 25 日委由輻防業者華鈞公司，完成微生物學系 M214 實驗室層析儀 Ni63 射

源拆除作業，賡續將向原子能委員會辦理永久停用作業。 

七、活動支援 

(一) 協助外雙溪校區各類會議、性別互動與愛情(通識講座課程教室)、清潔工作月報-皖美

公司、劇團場勘、教師研究計畫說明會、110-1 體育室教師專業社群工作坊（一）、

政治學系系友座談會、品德講堂--品德教育推廣講座、110-1 規章委員會（兩校區視訊

測試）、110-1 學生事務會議、110 學年度規章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群美中心-與學生

代表有約、環安衛管理系統小組 110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體育室-室務會議、行政會

議、新生宿舍報到寢具販售、英文系迎新茶會活動、資料科學系系學生會迎新茶會、

「德國生活文化講座」戰後文學影展系列之一、110 宿舍伏石蕨幹部訓練、台灣國際

人權影展、文舍明日聚場 YouTuber 名人講堂等活動、明清文學週、讚老師系列-東吳

大辭典、第 17 屆學生自治三合一補行選舉之場管配合及協助等活動場地維管及器材

借用等支援。另，國際會議廳自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30 日止全面排課用。 

(二) 協助城中校區各類會議、董事長召開校外董事會議、校長室一級主管午餐會議、法學

院國際情勢分析暨談判研習營、法律系人工智能法制講座、法服面談、理律盃辯論賽、

商學院院課程委員會、商學院 AACSB 評鑑、財精系教育訓練、財精系系務會議、財

精系東吳派可合作簽約儀式、東吳群益合作簽約儀式、資管系專題講座、電算中心會

議、德育中心品德講堂、學生學習資源組垃訓講座、軍訓室親善服務團培訓、國際與

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國際交流委員會、等活動場地維管及器材借用等支援。 

(三) 配合遠距會議或課程召開，協助各場館、教室開關門及進行消毒作業。 

八、停車管理 

(一) 支援安排活動、會議等外賓來校停車共 70 車次。 

(二) 外雙溪校區違規停車情況（9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共 44 件。 

單位 件數 單位 件數 

社會系 3 體育室 1 

音樂系 1 事務組 1 

英文系 1 校友總會 1 

日文系 1 學生 4 

德文系 1 施工廠商或未登錄之訪客 29 

心理系 1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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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人次。 

(二) 支援公務車派遣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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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場次。 

(四) 支援校長室、副校長室盆花養護之環境維護人力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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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10月 87 8 230 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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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育訓練及相關會議 

(一) 10 月 15 日辦理「環安衛管理系統小組 110 年度第 3 次會議」，會議通過 2 項提

案，並針對實驗室離退教師遺留儀器、設備、藥品、器材等處置方式提請臨時動議。

後續擬依據委員建議重整稽核方式、教育訓練及績效指標相關參考資料，並函請

109 年度內部稽核未改善單位須於 11 月 15 日前矯正完成。 

(二) 10 月 25 日參與線上「110 年校園空氣品質管理宣導說明會」，課程內容包含室內

空氣品質相關法規、管理知識及新制度進行說明，提供更安全無慮的學習場所。 

(三) 10 月 25 日辦理「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110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會議通過 110 年

度內部稽核辦理成果、環安衛績效指標及實驗室離退教師遺留儀器、設備、藥品、

器材相關處置方式等 3 項提案。 

十一、重要設備維管 

(一) 電梯設備維護 

1. 110 年 10 月份電梯故障停俥計雙溪校區 3 件（東芝）、城中校區 1 件（東芝），

崇友公司均依規定完成檢修。 

2. 臺北市政府分別於 10 月 13 日、10 月 15 日委託電梯協會，隨機抽檢雙溪校區

第一教研大樓 3 號電梯及城中校區鑄秋大樓 1 號電梯維保運作狀況，檢查結果：

合格。 

(二) 飲（開）水設備維護：全校飲（開）水設備 160 台，10 月份故障緊急叫修 7 次（雙

溪校區 3 次、城中校區 4 次），承商均按契約規定時限派員完成維修。 

(三) 熱水鍋爐維護：雙溪校區榕華、柚芳、松勁樓及合樂學舍鍋爐 110 年 10 月份例行

維護保養，承商依契約規定完成保養。 

十二、消防安全作業 

(一) 兩校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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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警移

報測試，兩校區於 10 月 25 日採偵煙、偵熱方式實施（煙罐、打火機）。在模擬火

警發生狀況下，門禁控制可自動解除，亦可正常移報至校安中心與 A 哨。 

(二) 110 學年度第二季消防設備保養，雙溪校區靜態於 11 月 22 日至 11 月 26 日施作，

動態於 12 月 11 日施作；城中校區靜態於 11 月 26 日施作，動態於 11 月 27 日施

作；校外學舍動態、靜態於 11 月 29 日一併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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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清潔消毒及啟動測試，雙溪校區合計 193 人次；城中校區合計 102 人次。 

2. 10 月份教室多媒體設備故障報修，雙溪校區合計 35 次，導因於使用不當 19 次、

零件屆期 16 次；城中校區合計 54 次，導因於使用不當 3 次、零件屆期 51 次。 

(二) 安全設備 

1. 監視系統（總計校安伺服電腦 4 台、監控錄影主機 83 台、攝影機 994 具、求救

鈕 1,315 處、無線求救按鈕 24 處）10 月份實施監視畫面檢查，雙溪合計 12 人

次、城中合計 2 人次。設備故障報修合計 8 次（主因為監視器老舊或線路干擾

致畫面遺失、雜訊或斷鏈），均處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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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門禁系統（總計 44 處：雙溪 21 處、城中 21 處、合樂 1 處、泉思 1 處）：設備

故障報修合計 4 次（主因為門禁系統磁鎖接點、繼電裝置短路故障致訊號無法

順利傳輸或電源中斷），均已處理完畢。 

3. 反針孔攝影偵測（總計 221 處：雙溪 142 處、城中 79 處）：無異狀。 

4. 電話系統：故障報修合計 14 次（主因為座位端跳腺或話機本體、大樓中繼線路

端子版短路致干擾訊號傳輸），均已處理完畢。 

十四、雙溪校區邊坡安全監測 

110 學年度雙溪校區第 4 次邊坡巡勘監測作業，長碩顧問公司工程師於 10 月 26 日、29

日分別完成作業，回報目前無異常。 

十五、設施、設備維護工程 

(一) 10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 528 件（雙溪 387 件、城中 55 件、校外學舍 86 件），完

成自力修繕案 345 件、委商修繕案 49 件，退回請修人 12 件（無法正確選取預算、

選錯承辦單位），其餘 122 件尚在處理中： 

           地點 

類別 
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 校外宿舍 總計 

處理中 95 2 25 122 

自力維修 258 41 46 345 

委派廠商 26 10 13 49 

退回請修人 8 2 2 12 

合計 387 55 86 528 

(二) 重點項目摘要 

1. 雙溪校區 

(1) 網球牆面層整修。 

(2) 第一教研大樓前地坪滲水整修。 

(3) 籃球場旁採光罩整修。 

(4) 柚芳樓 314 寢室天花板滲水檢修。 

(5) 圖書館空調機房屋頂滲水檢修。 

(6) 超庸館 M418 研究室牆面整修。 

(7) 愛徒樓屋頂滲水檢修。 

(8) T315 熱水器水量變小，加壓馬達故障。 

(9) 楓雅學苑 S316、S320 寢室冷氣故障維修。 

(10) 圖書館冰水主機控制器故障維修。 

(11) M102 實驗室 2 台冷氣故障更新。 

(12) 第一教學研究大樓 6 樓西側樓梯逃生指示燈故障維修。 

2. 城中校區 

(1) 高低壓電氣設備、配電盤及供電線路不停電（紅外線）檢驗。 

(2) 第一大樓 1104 法律系會議室地板及白板更新。 

(3) 第一大樓第一閱覽室寧靜閱讀區空調送風機故障維修。 

(4) 第二大樓 4 號電梯零件（著床開關）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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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大樓一樓北門入口軌道投射燈裝設。 

(6) 第三大樓 3307 室機架型不斷電系統更換電池。 

(7) 第五大樓前後拱門校名字體 LED 燈修繕。 

3. 校外學舍 

(1) 合樂學舍寢室床組欄杆檢修。 

(2) 合樂學舍 6 樓浴室門口台階修繕。 

(3) 泉思學舍 R213 及 R214 馬桶堵塞疏通。 

(三) 泉思學舍熱水器問題處理 

1. 本校開學後，泉思學舍又陸續發生 R202、R203、R216、R409、R415、R422、

R512、R802、R821、R916 寢室熱水器故障無法加熱問題。經統計，泉思學舍

201 間浴室採用之電熱水器（鴻茂 5EH-1501TSQ 6KW 型），迄資料時間至少已

70 台（109 年 12 月 31 日保固期滿後損壞 50 台）損壞，故障率高達 34.8％。 

2. 董副校長 110 年 10 月 15 日主持住宿中心與幼華高中協調會議後，幼華高中聯

繫鴻茂公司，同意安排於 11 月初派遣技工至泉思學舍，進行寢室電熱水器全面

性檢測，以瞭解該批熱水器頻繁故障原因。 

3. 營繕組商請物理系陳秋民老師於 10 月 22 日至泉思學舍先期研究，發現疑似熱

水器控制器（relay）鏽蝕與過載，造成接點黏住無法打開所致，並非整組機板故

障（每組汰換需 2,500 元）。鴻茂公司派員檢測時將共同釐清故障原因，維護本

校權益。 

十六、本校行動平台 APP「我要反映」處理情形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本校師生透過 APP 反映問題到總務處信箱共 76 件 

(雙溪 24、城中 52)，類別與件數如下，除 1 位老師反映公務交通車的發車時間安排事務

組還在研議外，其餘皆已處理完畢並回覆給反映者。 

 視聽設備 水電設施 木工作業 其他 

雙溪 3 8 2 11 

城中 5 25 2 20 

合計 8 33 4 31 

備註：其他類別包含環境清潔、城中圖書館閱覽室開放、置物櫃使用、其他處業務反應

至總務處等。 

十七、重大項目執行概況 

(一) 城中校區六大樓 4F-6F 及二大樓 6F（健諮中心）辦公室整修：（承商：爵珈公司） 

本案 9 月 27 日總務長初驗計 16 項缺失，承商改善後於 110 年 10 月 26 日先行查

驗，仍有部分缺失必須持續精進，預定 11 月 8 日請總務長現場查驗： 

1. 教室部分：電視機下方增加完整防撞條，入口電視機調整角度，門口兩片告示

牌應集中，封閉門之把手拆除及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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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議室部分：門牌位置調整，封閉門之把手拆除及封口，86 吋螢幕操作測試等。 

另課務組要求四樓教室之「數位講桌」及黑板槽中間正下方，均須有「有線麥克風

插孔」，評估結果為「無法兼顧」。因廠商依契約送貨設備僅有一個外接孔，已延

伸至黑板中間正下方，設置 1 對 2 有線插孔，方便上課老師使用（與其他一般教室

均相同）。若需由「數位講桌」擴大器單一外接孔，再額外分接 2 個有線外接孔，

經測試會影響麥克風聲音效果。（除非更換擴大器） 

(二) 雙溪校區中正圖書館第一閱覽室整修：（承商：爵珈公司） 

本案於 7 月 16 日開工，目前進行「閱讀桌燈具、插座電力迴路配置」、「組裝閱

覽桌之桌面擋板、電燈」、「廁所搗擺、洗手台、馬桶安裝、天花板燈具、排風設

備」、「輕食區地板、櫃子洗手槽」及整體清潔等，預定 11 月 19 日完工。（含變

更設計工項） 

(三) 城中校區二大樓商學院數位互動牆整修：（承商：三煜通信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本案於 9 月 8 日開工，大廳牆面裝修已於 10 月 8 日完成。商學院要求承商整體背

版大圖要全部重新輸出更新，目前由商學院與廠商確認大圖輸出之內容及安裝時

間（仍在安排中），俟施工完成後，再進行驗收。 

(四) 哲生樓 H303 教室整修：（承商：遠璟公司） 

教室座椅使用年久、多處破損，牆面壁癌汙損、大門老舊，經檢討運用教育部高教

深耕經費辦理更新及修繕，已於 9 月 29 日決標，預訂 12 月 10 日完工。 

(五) 雙溪校區圖書館第一閱覽室 2F 廁所整修：（承商：爵珈公司） 

本案於 9 月 29 日開工，廁所內部整體更新，重新施作廁所地面、牆面及天花板、

廁間搗擺、燈具、便器及洗手台等，全案工程已於 10 月 31 日完工，後續配合圖書

館竣工確認後，辦理後續驗收事宜。 

十八、兩校區水電用量檢討－110 年 10 月（110 年 9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電比較 

(一) 用電部分 

1. 本期使用日數 30 天，總用電度數 109 萬 2,500 度，與去年同期總用電度 139 萬

6,100 度相比，減少 30 萬 3,600 度，負成長 21.75％；本期總用電費用 376 萬 17

元整，與去年同期總用電費用 489 萬 6,390 元相比，減少 113 萬 6,373 元，負成

長 23.21％。 

2. 以日均用電結果進行本期與前期比較： 

(1) 本期兩校區日均用電為 3 萬 6,416 度，與去年同期 4 萬 6,536 度相比，日均

用電減少 1 萬 120 度，負成長 21.75％；日均用電費為 12 萬 5,334 元，與去

年同期 16 萬 3,213 元相比，電費減少 3 萬 7,879 元，負成長 23.21％。 

(2) 再檢視個別校區，外雙溪校區日均用電 2 萬 4,440 度，與去年同期 3 萬 387

度相比，減少 5,947 度，負成長 19.57％；城中校區日均用電度 1 萬 1,977

度，與去年同期 1 萬 6,150 度相比，減少 4,173 度，負成長 25.84％。本期

城中校區節電率高於外雙溪校區用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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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棟松怡廳、外雙溪校區

楓雅學苑、城中校區一大樓、外雙溪校區 F 棟文化樓與外雙溪校區 M 棟超

庸館暨 I 棟光道廳、外雙溪校區 Q 棟教師研究二樓並列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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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棟校舍用電負成長排名前五名：外雙溪校區 C 棟愛徒樓、外雙溪校區 H

棟哲生樓、城中校區五大樓、外雙溪校區松勁樓、外雙溪校區 D 棟第二教

研大樓與 E 棟機車停車場並列第五。 

(二) 用水部分 

1. 本期使用日數 30 天，總用水度數 9,139 度，與去年同期總用水度數 15,471 度相

比，減少 6,332 度，負成長 40.93％；本期總用水費用 21 萬 8,763 元整，與去年

同期總用水費用 37 萬 3,157 元相比，減少 15 萬 4,394 元，負成長 41.38％。 

2. 以日均用水結果進行本期與前期比較： 

(1) 本期兩校區每日均用水為 304.63 度，與去年同期 515.70 度相比，每日用水

減少 211.07 度，負成長 40.93％；每日均用水費用為 7,292 元，與去年同期

1 萬 2,439 元相比，水費減少 5,147 元，負成長 41.38％。 

(2) 再檢視個別校區，外雙溪校區日均用水 211.93 度，與去年同期 338.63 度相

比，減少 126.70 度，負成長 37.42％；城中校區日均用水 92.7 度，與去年

同期 177.07 度相比，減少 84.37 度，負成長 47.65％。 

(三) 綜合分析影響用電、用水因素 

1. 自然天候：中央氣象局網站觀測大氣溫度統計數據整理如下表，鄰近外雙溪校

區之氣象站測得本期氣溫與去年同期相比，在月均溫與當月最高溫皆上升 2℃以

上，其天氣仍維持炎熱高溫，甚至比去年還要更高；而城中校區鄰近氣象站測

得本期溫度在月均溫上亦表現上升趨勢，最高溫則是呈現下降。若以氣候因素

來看，天氣愈熱，用電度數應隨之增加。但本期整體氣溫比去年同期增加，用電

度反呈現負成長，其中自然天候不影響本期用電結果。 

實際使用-110年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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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A） 

109年

（B） 

110年

（A） 

109年

（B） 

110年

（A） 

109年

（B） 

110年

（A） 

109年

（B） 

29.6℃ 27.5℃ 39.3℃ 37.0℃ 29.5℃ 27.8℃ 35.4℃ 37.6℃ 

上升2.1℃ 

（A）-（B） 

上升2.3℃ 

（A）-（B） 

上升1.7℃ 

（A）-（B） 

下降2.2℃ 

（A）-（B） 

2. 本期為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月份，而因新冠肺炎管制措施，開學日延至 110

年 9 月 22 日，與去年開學日訂於 109 年 9 月 14 日相比，扣除放假日後，本期

上課日共有 6 天且採用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而新生第 1 哩更配合防疫必要，首

次採用線上活動參與。；而去年同期上課日為 12 天，採正常到校上課，故本期

因減少師生進入校園進行教學使用，其結果亦影響本期水電大幅負成長。 

十九、招待所及教職員宿舍管理作業 

(一) 完成招待所網頁設計採購案。 

(二) 相關修繕作業： 

1. 東桂學廬 

(1) 完成 U104 身障坡道門刷卡機電池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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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 U105 廚房的漏電斷路器故障。 

(3) 完成全棟家電、遙控器、熱水器電池更換。 

(4) 完成全棟供電系統卡機重新設定及磁卡全面換新。 

2. 東荊學廬 

(1) 完成 T104、T105 天花板油漆脫落。 

(2) 完成 T315 廚房電源開關修繕，共換漏電斷路器 1 只。 

(3) 完成 T311 烘碗機電源基板檢修。 

(4) 完成 1 樓走廊壁燈更新 9 組。 

(5) 完成全棟家電、遙控器、熱水器電池更換。 

(6) 完成全棟供電系統卡機重新設定。 

3. 教職員宿舎 

(1) 完成 70-51 號獨立電錶安裝。 

(2) 完成 70-70 號水塔加裝黑網，以避免陽光反射。 

(3) 完成 70-71 號瓦斯熱水器冷熱水管安裝及驗收。 

(4) 完成 70-81 號熱水器汰換安裝。 

(5) 完成 70-78 號冷氣氣窗隔板修繕。 

二十、財產管理作業 

(一) 109 學年度各單位新增財產盤點作業已於 110 年 9 月完成，總計 2,620 項財產，財

標籤遺落數量計 129 件，採保組已全數提供有關單位張貼。 

(二) 持續進行抽點單位總盤作業（10/18～11/3 單位自行初盤、11/4～11/19 本處進行複

盤），名單如下： 

1. 雙溪校區：資料科學系（原巨資學位學程）、華語教學中心。 

2. 城中校區：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體育教學組。。 

二十一、採購保管其他行政事務 

(一) 完成「110 學年度集中採購作業細則」並發函週知。 

(二) 完成教育部 11010 期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 

(三) 本校第 27 屆董事任期屆滿，經 27 屆第 11 次董事會議改選第 28 屆董事；並經 28

屆第 1 次董事會議決議，推舉第 28 屆董事王紹堉董事續任董事長，辦理董事變更

登記。董事變更後法人證書影本已於 10 月 26 日函送教育部備查。 

(四) 雙溪校區自有土地「地號 760~856-1 等 54 筆」、「地號 868~887 等 19 筆」合計 73

筆地號合併為兩筆土地地號案，業經核可並辦理申請書用印事宜，已於 10 月 13 日

於至士林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複丈」及「土地登記」。 

(五) 配合衛生福利部為加強各義務採購單位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

場生產之物品及服務，函知各單位配合辦理。 

(六) 函知各單位重申於各自自管轄場地辦理校內外活動或對外出借時，應依本校場地

使用辦法辦理通報或收費事宜。 

二十二、110 年 9 月份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一) 財產管理：兩校區財產移轉共 20 筆。因新財產管理系統之財產「增加」及「減損」

申請兩項作業尚待修正系統串連問題，故尚無入帳及除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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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場地管理： 

1. 兩校區場館借用次數： 

(1) 雙溪校區：201 場次（會議場館 110 場次、教室 91 場次）。 

(2) 城中校區：153 場次（會議場館 79 場次、教室 74 場次）。 

(3) 松怡廳：12 場次（校內借用彩排 3 場次、演出 3 場次，校外借用 6 場次時

段；受疫情影響，校外取消 9 場次借用）。 

2. 兩校區場地收入共計 46 萬 9,604 元，說明如下： 

(1) 雙溪校區：0 元。 

(2) 城中校區：40 萬 9,604 元。 

(3) 松怡廳：6 萬元（場地收入 3 萬 6,000 元、樂器租借收入 2 萬 4,000 元）。 

(三) 招待所住宿： 

1. 住宿件數：東荊學廬申請住宿 82 晚、東桂學廬申請住宿 124 晚（含天方公司獲

准免費入住計 5 晚）。 

2. 9 月份招待所收入共計 1 萬 301 元（短期交流教師俟離宿計算入住天數後繳交

費用）。 

(四) 消耗品倉儲管理： 

1. 兩校區發放文具、紙張、清潔用品、電腦耗材、防疫物資等共 38 筆申請。 

2. 紙張領用單位計有秘書室、國際處、環安衛事務組、出納組、政治系、化學系及

微生物學系等單位，共領用 2 萬 4,500 張（49 包、3,765 元）。 

(五) 學位服個人借用：共借出學士服 5 套（均為雙溪校區），歸還學位服 60 套（雙溪

28 套、城中 32 套）；截至 9 月底止，總計共已歸還 2,264 套學位服（雙溪 1,148

套、城中 1,116 套）。 

二十三、出納服務業務統計(110 年 10 月 6 日至 110 年 10 月 27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依據 110 年 10 月 27 日結存日報表分析，本校資金配置明細如下：銀行活期存款

17.44%、支票存款 2.39%、定期存款 59.05%、政府公債 4.03%、基金短票 0.12%、

證券投資 16.97%。 

(二)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援例由台北富邦銀行代收，因疫情影響，部分境外生延

長繳費期限至 110 年 10 月 29 日，截至 110 年 10 月 27 日學雜費代收入帳金額約

為新台幣 5 億 5,665 萬元，另由學校代收之學生會費，由群美中心核對，會計室帳

務處理後，出納組將以據撥款至學生會帳戶。 

(三) 配合 111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任務編組人員異動，變更招委會帳戶，於 110 年 10 月

辦理 110 學年度招委會結餘款結清，並啟動 111 學年碩士班甄試報名及外國學生

春季班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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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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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10)學年度截至目前

完成57件計畫之經費結案，提送共19件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第1、2年校內經費結案，

共計完成76件經費結報。 

(二) 公告受理110學年第1學期本校「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競賽補助」申請事宜，申請時間

至10月13日，共計受理15件申請案。 

(三) 依相關單位之意見修訂完成本校110學年度研究計畫作業手冊（電子版），並函送各學

院、學系等轉致所屬執行計畫之教師參考使用。 

(四) 110年10月27日及11月2日於兩校區舉辦「110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

會」，由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圖書館、研發處報告執行計畫相關事項，並邀請電

算中心一起就執行研究計畫相關行政作業進行討論溝通；會後將函送「110學年度東吳

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問題與討論紀錄」予各學系轉致所屬研究計畫主持教師、

研究助理及業務承辦同仁參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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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航向藍海-海洋研究平面到立體，建立海洋永續利用基

石」專案計畫 
110.11.11 

2 科技部第五期「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構想申請書 110.10.25 

3 
臺灣-法國國家研究總署(MOST-ANR)」雙邊合作專題研究計畫

第1階段徵求 

110.10.28 

（以法方官網公

告為主） 

4 
2021年歐盟「生物多樣性（Biodiversa+:European Biodiversity 

Partnership）」跨國多邊合作計畫 

110.10.30 15:00 

（CET）前透過

歐盟線上申請系

統完成提案程序 

5 111年度卓越領航研究計畫 110.11.23 

6 
科技部與法國國家癌症研究院（MOST-INCa）2023年雙邊合作

研究計畫第一階段計畫構想書 

110.11.02 

（以法方官網公

告為主） 

7 111年度「奈米科技創新應用計畫」構想書 110.11.15 

8 2022年臺愛(MOST-ETAg)雙邊合作人員交流互訪計畫 11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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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告受理其他申請案，資訊如下： 

編號 名  稱 
校內 

截止日期 

1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辦理獎助研究人員赴國際學術或研

究機構從事短期研究 

111.02.28 

逕寄該基金會 

二、 USR計畫類 

(一) 教育部第二期(109-111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第二期款已於10/13來函同意撥款。 

(二) 「東吳大學110學年度社會責任及地方創生推動委員會第1次會議」相關事宜已發函通

知。 

(三) 教育部USR計畫秋季評核之資料已於10/25紙本寄出至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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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大陸委員會、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

有限公司、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共計4件。 

(二) 辦理教師產學合作計畫投標/議價/提案申請案，計有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共1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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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創新研究計畫」補助案 110.11.11 

四、校外獎補助類 

(一) 受理110學年度第1學期9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補助教師出版優良之期刊

論文」補助案，共1件。 

(二) 受理110學年度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助」、「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胡

筆江先生紀念專款」等申請事宜，110學年度申請時間為110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 

五、其他類 

(一) 以本校名義報名參加「2021年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線上數位展)，展示本校3位教師

的發明專利作品。 

(二) 本校物理系梅長生副教授以「一種具有修正核磁共振焦點誤差的燒融裝置」發明專利

參展/參賽「2021年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榮獲第六類組(醫工類)金牌獎。 

(三) 辦理本校人文社會學院黃秀端教授接受教育部補助「108年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

計畫」之「留住歷史的記憶-士林眷村文化保存與展望」衍生專書著作「眷村裡的女人」

2021年2月版稅收入計新臺幣4,34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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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告學術相關系列活動，資訊如下： 

編號 名  稱 活動日期 

1 
國立成功大學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舉辦「生醫領域學術倫

理討論會」線上課程 
110.10.13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辦理「保護研究參與者之研究倫理原則

須知及人體研究法相關規範」教育訓練視訊課程 
110.10.20 

3 
國立成功大學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舉辦「國際出版的策略

與倫理:一個人社學者的經驗談」線上演講 
110.10.28 

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體研究暨倫理委員會辦理「人體研究

暨倫理教育訓練課程」 

110.11.10 

110.11.17 

110.12.01 

5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謹訂於11月份舉辦2場

「南區研究倫理聯盟課程」線上課程 

國立中興大學場次 

110.10.1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場次 

110.10.26 

6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舉辦「GCP人體試驗

講習班」線上課程 
11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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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0 月 12 日，函知相關單位編列 111 學年度各項收入預估金額。 

2. 110 年 10 月 12 日，函知全校各單位提報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3. 110 年 10 月 13 日，函請會計室提供 109 學年度收入及支出預、決算資料。 

4. 110 年 10 月 19 日，函送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審查暨預算規劃小組第 1、2 次會

議紀錄。 

二、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一) 高教評鑑中心於 110 年 10 月 8 日函送本校 109 年度私校獎補助計畫經費書面審查意

見初稿，本單位業於 110 年 10 月 13 日依審查意見內容函知相關業管單位填報回應意

見，刻正彙整各單位提供內容中，預計可依規定於 110 年 10 月 25 日前完成報部作業。 

(二) 原訂於 110 年 10 月舉辦之 111 年度獎補助計畫系統說明會，受疫情影響改採提供線上

影音檔方式進行，教育部已依規劃於 10 月 20 日公布相關影音檔與會議手冊。教育部

公布資料中包含各校對獎補助各執行事項提問之回覆，擬於整理後，轉知相關業管單

位，藉以提升各單位對獎補助計畫執行原則與規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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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0 年度獎補助計畫執行期間為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因時值新舊系統交接，

為確保系統內獎補助經費之正確性，自十月起陸續比對預算、經費執行與規劃案數字。

同時，為避免執行單位因系統問題，延遲請採購與核銷作業，亦持續與執行單位聯繫，

提醒各單位務必於 12 月 31 日前完成核銷，後續擬進行各單位執行餘款調查，以儘早

進行調帳與結帳之規劃。 

三、 學雜費收費標準(本項目不對外提報，存研發處備查) 

 

【評鑑組】 

一、 校務資料庫 

(一) 110 年 10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填報時間為 9 月 1 日至 11 月 5 日，本期共需

填報 88 張表冊，其中 11 張需相關單位提提供填報數據及佐證資料，已於 9 月中旬函

請各單位協助提供，並請各表冊填報負責人於 10 月 21 日前完成數據填報，俾便進行

交叉檢核。 

二、 綠色大學排名調查 

(一) 2021 綠色永續發展大學排名調查資料，已彙整業務相關單位回覆並陳核校長，預計於

10 月 30 日前登入印尼大學 UNIVERSITAS INDONESIA「2021 綠色永續發展大學排名

調查」問卷平台，完成本校收錄資料之更新及維護。 

三、 台灣永續行動獎 

(一) 本校參加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辦理之 2021 首屆「TSAA 台灣永續行動

獎」，以兩件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做為參獎實踐方案，兩個方案皆獲獎，社工系萬心蕊

老師主持之「老士林新共生-跨世代社區慢老計畫」榮獲銀獎、商學院傅祖壇院長主持

之「彰化縣田中鎮農旅實踐協助計畫—群的力量」則榮獲銅獎。 

四、 泰晤士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調查 

(一) 本校今年度首次參與 2022 年泰晤士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調查，該調查以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之實踐進行排名。本組已於 10 月上旬函請各相關單位協助提供資料並於 10 月

22 日前填覆，俟資料彙整後，評估最後參與項目並登入該機構之問卷平台完成本校資

料之登錄。 

五、 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一) 110 學年度大二及大三學生學習成效調查問卷，兼採紙本與線上調查，現正進行問卷回

收資料處理作業。 

六、 109 年度系所評鑑 

(一) 完成第 2 次管考委員會議召開並審議各學系待改善追蹤項目，確認並函知會議紀錄。 

七、 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 

(一) 完成 109 學年度共同關鍵成果統計。 

(二) 彙整 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成果。 

(三) 修訂並函知 110-111 學年度共同關鍵成果指標及各獎勵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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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十一月 

一、辦理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交流活動等事宜： 

(一) 110-1港澳暨僑外生入境情形(截至10月25日止)： 

1. 在學生(持有效居留證可自由入境)：本校計有42位學生暑期返回母國，目前已有38

位已入境（1人檢疫中、37人檢疫期滿），3人辦理休學，1人欲辦理退學。 

2. 復學生(居留證已失效，須依教育部專案入境)：已辦理110-1復學計有19位，其中18

位在台灣，1名馬來西亞籍學生辦理休學。 

3. 新生(無入台證件，須依教育部專案入境)：110學年度港澳暨僑外新生12人入境檢疫

中，93人已完成檢疫，19人原已在境內，8人申請保留入學，1人辦理休學。 

(二) 110-1陸生入境情形(截至10月31日止)：應返台人數41人(含2位新生)：9/13抵台3人、

9/14抵台15人、9/15抵台5人、9/16抵台8人、9/18抵台1人，9/24抵台5人，10/8抵台

2人，計39人完成檢疫。尚餘2人因證件辦理、個人因素或無修課需求，尚未申請入

境作業。 

(三) 受理110-2國際及大陸來校短期交換生申請事宜，並將視境管規定進行後續應變措

施。 

(四) 110年10月6日公告辦理日本千葉商科大學 LANGUAGE EXCHANGE HOUR 計畫，

申請者有機會能夠配對到一位日本同學，進行語言及文化交流。於活動期間，每周

與日本同學在線上進行一次語言交換，且期末也需配合成果發表。 

(五) 辦理111學年度校級赴外交換說明會及交換生分享會共計5場，場次資訊如下： 

日期 地點 場次 

10/25（週一） 城 2608 德國雷根斯堡大學 

10/26（週二） 溪 G101 四川大學 

10/27（週三） 城 5216 德國雷根斯堡大學 

10/29（週五） 溪 G101 捷克奧斯特拉瓦大學 

10/29（週五） 城 1304 荷蘭方提斯國際商學院 

(六) 110年10月20日辦理工讀培訓及研習活動，共計18人出席參加。 

二、辦理與海外大學及中學簽訂校級協議、陳報教育部事宜： 

 ◎完成簽署協議單位： 

110年9月16日完成雲南大學簽署「學術研究與教學精進工作坊合作約定書」(校級) 

◎簽署中協議單位，共12所：  

(一) 泰國曼谷亞洲理工學院(校級) 

(二) 印度清奈 SRM 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三) 東吳大學與福建師範大學聯合培養法學人才專案合作約定書 

(四) 中國海洋大學(校級+學生交換+學生交流) 

(五) 美國薩福克大學(校級) 

(六) 韓國安山大學(校級) 

(七) 南非夸祖魯納塔爾大學(校級+學生交換) 

(八) 美國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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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秘魯應用科學大學校級(含交換) 

(十) 蘇州大學續約(校級+學生交換) 

(十一) 天津大學續約(校級) 

(十二) 挪威東南大學續約(校級含交換) 

◎辦理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國際交流專案，以學術交流長名義寄

出學術交流合作意願詢問函，共計寄出立陶宛42所、愛沙尼亞19所、拉脫維亞30所大學校

院，截至10月22日共計6所學校回覆有意願，將後續保持聯繫追蹤。6所有意願學校為下： 

1. 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希奧利艾學院、馬里揚泊列應用科技大學、維爾紐斯商學院 

2. 拉脫維亞：波羅的海國際學院 

3. 愛沙尼亞：塔林大學、塔爾圖大學 

三、獎助學金/計畫補助/線上課程/營隊業務： 

(一) 110年10月8日公告日本關西學院大學短期線上課程 JAPAN STUDIES PROGRAM 申

請，為全英語授課，校內申請日期至11月14日止。 

(二) 110年10月18日公告華中師範大學於110年11月19日至11月21日及11月27日至11月28

日舉辦「第十六屆海峽兩岸荊楚文化線上研習營」活動申請，校內申請至110年10月

27日止。 

(三) 110年10月18日公告辦理法國雷恩商學院 FOOD ECONOMICS PHD WORKSHOP 課

程申請，為免費課程並且為全英語授課，如全程參加課程，可取得6 ECTS。 

(四) 110年10月19日公告辦理法國 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寒假線上課程申請

事宜，校內申請日期至110年11月14日止。 

(五) 110年10月21日公告辦理日本武藏野大學 MUSASHINO JAPANESE STUDIES 

PROGRAM (MJSP)課程申請，報名期限至11月22日止。 

(六) 110 年 10 月 21 日公告辦理日本武藏野大學  LANGUAGE CENTER ONLINE 

SEMINAR(MULCOS): BUSINESS JAPANESE COURSE 課程申請，報名期限至11月

22日止。 

(七) 110年10月22日公告辦理110學年度第1學期「外國學生助學金」申請，申請日期至110

年11月19日止。 

(八) 110年10月25日公告日本關西大學 INTENSIVE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 報名，課程為日文授課，報名期限至11月19日止。 

(九) 110年10月27日公告辦理110學年度第1學期「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申請日期至110

年11月15日止。 

(十) 完成108年度學海飛颺計畫及109年度學海築夢計畫結案作業(本校因疫情未能執行

師生赴外實習計畫，原補助款已辦理還款)。 

(十一) 完成發函申請本校110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及「教育部博、

碩士優秀僑生獎學金」。 

四、國際組織活動、參加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 境外招生形象影片：因先前疫情暫緩拍攝，日前隨著疫情緩和，已再次著手繼續規

劃拍攝內容及與廠商接洽。 

(二) 110年9月29日參加蒙古線上教育展，由商學院國際商管學程主講及加上本校馬來西

亞2位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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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0年10月13日參加山東大學全球友好學校交流週線上宣講會與教育展，本校採用預

錄影片提供山東大學播放，由兩岸事務中心王玉梅主任進行宣講。 

(四) 110年11月5日及11月7日參加日本台灣教育中心舉辦日本線上教育展，由蘇克保主任

擔任主講介紹，並請本校3位日籍學位生分享留學經驗。 

五、其他業務及出席相關國際及兩岸交流會議： 

(一)110年10月28日召開國際交流委員會第2次會議，議案包括香港教育大學及祕魯西恩

西亞斯阿普利卡達斯大學(UPC-Peru，總約含交換)協議案、美國柏克萊自費研修申請審查

案、蘇州城市學院更名(校級+自費)協議案、西安交通大學續約(校級+交換)協議案及高教

深耕10月申請審查案。 

(二)規劃參加淮陰師範學院於11月8日至11月12日舉行第四屆兩岸大學生運河文化線上體

驗營活動，本次活動特別邀請本校共同舉辦，活動將由中文系副教授兼通識育心主任林

宜陵教授負責規劃，預計於11月9日主持東吳大學溪城講堂講座及邀聘教師講授名人故居

「錢穆、林語堂于右任 」。另外，本校停雲詩社受邀於11月8開營儀式「以詩會友」，表

演線上詩歌吟唱。 

(三) 為進一步推動兩岸高等教育的交流與合作，搭建互通平臺，共同探討兩岸高等教育

領域新焦點，北京理工大學來函邀請本校參加110年11月3日線上“2021兩岸高等教育(北

京)高峰論壇”，論壇主題為“兩岸攜手 智創未來”，本次論壇委請資訊管理學系朱蕙君主

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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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十一月 

一、捐款業務：110/10/1-110/10/25 捐款總金額共計新台幣 114 萬 2,625 元，捐款人數 66 人，

最高捐款用途為「英文系發展專款」，金額為 20 萬元。 

二、捐款回饋致謝：110/10/1-110/10/25 寄發捐款收據共計 31 張，謝函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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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帳號申請，110/10/1-110/10/25 共計服務 54 人次。 

四、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110/10/1-110/10/25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 10 萬 7,939 元(公務販售 4

萬 9,390 元、非公務販售 5 萬 8,549 元)。 

五、校友關係經營或校友組織活動： 

(一) 110/10/2 以校長名義致贈謝達仁學長(微生物系 74 級)生日蛋糕，恭賀 60 歲大壽。 

(二) 110/10/3 召集人劉忠賢學長(企管系 66 級)宴請社資處工作人員，感謝同仁對好學講

堂的付出，並給予提點及期許。 

(三) 110/10/8 以校長名義致贈陸大為學長(法律系 68 級)生日蛋糕，恭賀 70 歲大壽。 

(四) 110/10/17 王淑芳社資長與校友資拓中心彭妍華主任出席帥以仁學長(法律系 62 級)、

帥以宏學長(法律系 66 級)先慈追念聚會。 

(五) 110/10/21 以校長名義致贈蔡任意學長(經濟系 59 級)生日壽桃，恭賀學長生日。 

(六) 110/10/22 王淑芳社資長與校友資拓中心彭妍華主任出席東吳之友基金會董事陳淑華

學姐(日文系 71 級)尊翁公祭。 

(七) 110/10/30 以校長名義致贈城仲模學長(法律系 51 級)生日壽桃，恭賀學長生日。 

六、校拓中心各相關系統建置案討論會議： 

(一) 110/10/7 與天方公司研討「捐款系統功能待開發項目進度」，及以校發計畫母計畫下

開立子計畫方式，解決捐款未入帳需先行動支之需求。 

(二) 110/10/15 與天方公司研討「捐款系統功能待開發項目進度」，以及系統上線後發現

錯誤項目之解決狀況。 

(三) 110/10/22 與天方公司研討「捐款系統功能待開發項目進度」，重申董副校長指示專

案人力不應與人會總系統重疊並應加速趕上進度，另持續追蹤捐款系統錯誤項目之

解決進度。 

七、與東吳傑英會合辦好學、好師計畫： 

(一) 好學講堂： 

1. 110/10/1 邀請 Myanmar Bridgement Co., LTD 董事長曾春雲學長(企管系 75 級)

分享「從臺灣到緬甸 2,600 公里心的距離」，共吸引 84 位學生及校友線上參與。 

2. 110/10/8 邀請前安侯國際財務顧問公司董事長洪啓仁學長(會計系 70 級)分享

「我的學思歷程—趣味無窮的蹺蹺板人生」，共吸引 84 位學生及校友線上聆聽。 

3. 110/10/15 邀請中國文化大學校長徐興慶學長(日文系 72 級)分享「我的學思歷程

──從外語學習到跨領域研究」，共吸引 108 位學生及校友上線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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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0/10/22 邀請財團法人昇恆昌基金會執行董事陳銀欉學長(法律系 67 級)分享

「我的人生經驗 80/20 法則」，共吸引 90 位學生及校友線上參與。 

5. 110/10/29 邀請漢康生技董事長兼 CEO 劉世高學長分享「抗體藥物於癌症治療的

應用與其未來發展的趨勢」，共吸引 117 位學生及校友線上學習。 

(二) 好師計畫： 

1. 110/10/16 上午 9 點 30 分第 12 組李念祖導師(法律系 66 級)帶領小組成員辦理

「取法哈佛 2.0：時空交錯的哈佛法學院學思之旅」，由主持人李念祖老師、與

談人李劍非老師(法律系 95 級)、黃海寧老師(法律系 100 級)透過對談的方式分

享哈佛求學的經驗，吸引約 100 名師生及校友共同線上學習。 

2. 110/10/27 下午 3 點 40 分第 14 組陳清祥導師(會計系 68 級)偕同跨組活動任務小

組於辦理「勤業眾信參訪」，透過實地參訪的方式讓學生感受職場氛圍，了解會

計師事務所工作型態，共計 24 位計畫成員參與。 

八、校友刊物：《東吳校訊》328 期訂於 10 月底完成出刊，預計 11 月初以紙本、電子郵件寄

送。 

九、校友資料更新：110/10/1-110/10/25 自暑期線上課程【校友開講啦】更新報名校友資料、

校友文件代辦、校園 Wi-Fi 及 Gmail 申請、場地借用等資訊來源，陸續更新共計 3,411

筆。 

十、更新校史館資料：為校史館校友故事現況更新，110/10/01-110/10/25 共更新 18 筆校史館

資料。 

十一、Podcast 頻道規劃：截至 10 月底止，完成剪輯 1 集、腳本規劃 1 集。擬持續企劃累計至

10 集後，進行頻道資訊曝光與宣傳，提供校友聆聽。 

十二、生涯輔導：9 月開學至今，預約生涯諮詢使用學生多為高年級學生計 53 人次，其中談話

主題前二項為「履歷自傳面試模擬」及「未來工作發展方向」。由此可知疫情趨緩後，

企業實習及工作機會回流，生涯發展中心除協助學生穩定面對疫情下的職場現況，也鼓

勵學生妥善運用在家時間提升能力，做好職場預備。 

十三、學系班級職涯輔導補助計畫：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涯發展中心補助各系班級教師及導

師辦理「學系班級生涯輔導補助計畫」目前計有中文系、哲學系、政治系、師培中心、

日文系、德文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微生物系、心理系、資科系、法律系及財務

金融學程等計 45 個班級導師及任課教師提出申辦。10 月份已舉辦 2 場，11 月份預定舉

辦 15 場，期望透過活動，引導學生為個人之生涯、職涯發展積極準備。 

十四、多元學習培力計畫：110 年度證照獎勵登記至 110/11/30 截止，請各學系轉知所屬學生踴

躍提出申辦。 

十五、職涯錨定課程：為協助學生提早規劃職涯方向，112 學年度學校將「職涯錨定課程」列為

大三共同必修課程。本學期生涯發展中心於全校性選修進行試辦課程，目前已完成第二

次課程，期透過課程，帶領學生有系統且有計劃的累積個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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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實習業務：  

(一) 110 學年度全學期實習課程已於 110/10/14 正式開放申請，至 110/11/26 截止收件，目

前共 49 位同學申請，刻正持續推廣中。 

(二) 110/10/13-110/11/3 共計邀請 6 家公司(伊勒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洋網路整合行銷

股份有限公司、群益金鼎證券資訊部、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永豐商業銀行及 AI

人工智能公司)辦理實習職缺說明會。其中永豐商業銀行資深人資經理蒞校，除提供

實習計畫詳細說明外，亦傳授同學求職、面試技巧。 

十七、110 年畢業生流向調查：目前持續進行資料整理與撰寫調查報告。 

十八、東吳實踐家創創基地：  

(一) 創創基地進駐團隊「Formosation」，以自主研發感測牙線筆項目，入圍 110 年度教育

部青年發展署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第二階段複試，110/10/14 由陳世凱導師(財精系 90

級)及生涯發展中心謝蕎卉主任、周守恩專員率團隊成員進行複選提案，110/10/29 教

育部公佈團隊獲得新台幣 65 萬元的獎勵金。 

(二) 110/10/19 晚上辦理進駐團隊招募說明會，並邀請已進駐團隊分享，進行團隊經驗傳

承，總計 40 餘位學生與會。本學年度也優化進駐提案申請及成果報告表單，藉以引

導學生按部就班將創創構想落地，並強化導師輔導力量。 

(三) 本學期課程規劃以協助團隊能力成長及認識產業趨勢為主，將於 110/11/22 舉辦「新

媒體行銷產業認識」、110/11/29「日常開始激發創意思考」、110/12/15「商業簡報培

訓」和 110/12/29「群眾募資產業認識」等課程，期藉由各式課程的培養，提升學生創

新創意思考，並建構創業思維與能力。 

(四) 為能深化團隊輔導工作及聯繫交流，本學期將每月固定舉辦導師、學生團隊及基地行

政人員交流聚會，藉以瞭解團隊項目執行進度及回饋建議，作為優化未來活動之參考。 

十九、文舍明日聚場： 

(一) 110/10/16 舉辦實境藝術創作營，由藝術家溫孟瑜及黃蘭雅帶領 23 位學生進行本屆實

境藝術節之共同創作。 

(二) 本學期實體系列活動「飯碗特攻隊」，於 10 月至 12 月登場，包含 1 場名人講堂及 4

場實作工作坊。 

(三) 與人社院攜手合作「好士研究院」USR 計畫，期加強學校與士林的在地連結，並發揚

士林地方文化，刻正進行年底媒體記者會的籌備工作。 

(四) 為加強學生對於職涯發展、美學觀念、文化創意等領域認識，110/10/25 正式出刊《明

仔載》校園報紙，共計發行 800 份，並搭配為期一週的創刊慶祝暨宣傳擺台活動，積

極加開實體通路，如生涯發展中心、創意人文學程、校內宿舍與圖書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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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十一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10 月 19 日辦理本院 110 學年度「學、碩士一貫學程」獎學金頒獎餐敘，本學年計有 7

位同學獲新台幣五萬元獎學金(分兩學期撥付)，獲獎名單為：中文所吳 O 昱同學；哲學

所李 O 琛與徐 O 琦同學；政治所許 O 芳與林 O 維同學；社會所蘇 O 然與鄭 O 萱同學。 

二、10 月 25 日邀請 cheer 雜誌臧聲遠顧問以【人社學院對應產業與科系出路解析】為題分

享，師生共 40 人參與，有同學表示「業界講師提供最前線的就業洞悉，比系上老師的

介紹更切實際」，與會師生均表示收穫豐碩。 

三、黃秀端院長主持教育部 USR 計畫 10 月工作成果： 

(一) 例行會議：10 月 4 日 USR 行政會議、10 月 25 日 USR 行政會議。 

(二) 專題活動：10 月 8 日參與「USR HUB 深化與展望」培力活動(USR 共培系列第 8

場)。10 月 12 日-22 日，繳交 110 年度 USR 年度成果報告。10 月 20 日，辦理專

題演講-劉家孟「地方創生的哀愁與美麗故事」。10 月 27 日，辦理專題演講-黃文

詣「橘二代的返鄉一條路」。 

四、學院行政事務及會議 

(一) 10 月 6 日辦理本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社會系碩士在職專班於 112 學年

度停招。會後送教務發展委員會審議，在送校務會議決審。 

(二) 10 月 6 日辦理 10 月主管會議，討論本院各單位 2022 年資料庫續訂案排序及

討論本院鼓勵院內同學申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等相關規劃。 

(三) 10 月 20 日辦理本學期第 1 次教評會，討論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升等案外審委員

意見針對學報之後續處理情況。 

(四) 10 月 25 日辦理本院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規劃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推選社會系

劉育成副教授為中心主任，執行長由中文系賴位政助理教授擔任。會中討論通過

中心名稱修改為「人文社會學院人工智慧研究中心」。 

(五) 10 月聯繫安排校外講者蒞院分享全英語教學經驗。 

(六) 籌辦本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於 11 月 11 日召開，本次會議將審議各單位新開

或異動課程案、以及課程補審案等。 

(七) 10 月聯繫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洽談合辦 2022 兩岸青年論壇規劃。 

五、配合校務行政事宜及資料提交 

(一) 配合研發處來函轉知本院各單位並彙收整理「泰晤士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調查項

目」回復及相關佐證資料。 

(二) 110 學年度校發計畫與預算提報作業，11 月 9 日依規定時程彙整提送研發處。 

六、本院 110 學年度優秀暨清寒獎助學金申請作業於 10 月 25 日截止收件，計有 42 位同學

申請優秀獎學金、22 位同學申請清寒助學金，預計 11 月召開審查會議討論獎助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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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院級研究中心/研究室業務推動： 

(一) 中國研究室：10 月 22 日舉辦專題演講，主題為「刺猬與沙漏」的聯想：余英時新

人文主義的遺產，活動由董保城副校長主持、講者為政治系謝政諭教授、與談人

為歷史系劉龍心教授。預計 11 月 18 日邀請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王智盛助理教

授以「較勁---美中終將一戰？台海一觸即發？」為題進行主題演講，活動由研究

室執行長左宜恩助理教授主持。預計 12 月 3 日邀請世新大學國際長吳巨盟助理教

授以「中國大外宣與國家形象之建構：以戰狼外交為例」為題進行主題演講，活

動由研究室主任鄭得興副教授主持。 

(二) 東亞研究中心：10 月 29 日邀請華盛頓學院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學系 Andrew Oros

教授以「Aging Allies and Alliances in the Indo-Pacific」為題進行主講，活動由社會

系潘欣欣助理教授主持。 

八、為鼓勵院內同學申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並爭取研究創作獎，預計於 11 月 23 日舉辦

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暨傳承經驗座談會，邀請執行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之同學與指導

老師進行經驗分享，截至目前報名人數計有 65 位。 

九、人社院第 47 期電子報於 10 月 28 日發送，寄送對象包括院內師生及院系友總計約 15000

份。 

十、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一) 教學行政： 

1. 完成 110-1 學期的兩學程課程人工加退選作業、加退選後科目續開事宜。 

2. 提交創意人文學程、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107-109 學年度實習課程績效自評作

業。 

3. 提交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重點報告。 

4. 撰寫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子策略提報表(含預算編列)。 

5. 撰寫 111 年高教深耕計畫–人社院執行之子計畫，並於人會總系統提報和填列。 

6. 追蹤期中實習之學生的實習狀況，並提醒完成暑期實習的學生繳交實習總心得

報告和實習周誌。 

(二) 協同教學： 

課堂協同教學：10 月 06 日創意人文學程黃筱慧老師『符號與敘事Ⅰ』課堂舉辦協同

教學，邀請 Capsule 日商點子膠囊公司廖英志副理蒞校演講，主題為「活出你自己-

-我的廣告行銷圈故事」。10 月 25 日社工系范文千老師『社會服務』課堂舉辦協同教

學，邀請之間社企工作室的創辦人兼攀樹師許證鴻先生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跨

界共生，「企」而不捨」。 
 

◎ 中文系 

一、人事組織規章 

110 年 10 月 6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

文學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 

二、學術活動 

(一) 10 月 1 日沈惠如老師於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主辦之「2021 跨界與超越──文學藝

術中的多元書寫學術研討會」發表〈進擊的三太子：哪吒形象演變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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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 月 2 日林盈翔老師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務處共同教育委員會國文教育組主辦

之「思辨與表達──2021 國文教學創新學術研討會」發表〈問題導向的大學國文課

程設計──〈原君〉與公民意識〉；110 年 10 月 22 日赴國立東華大學於「2021 泛

太平洋大學聯盟暨東區基地教學實踐研究計劃主題研討會」報告「高教深耕：大

一國文之問題導向課程設計」；110 年 10 月 28 日於東華大學「校友卓越講座」主

講：也無風雨也無晴──中文人的二三事。 

(三) 10 月 21 日～22 日主辦「明清文學的常異與裂變──第六屆中國古典文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境外學者邀請日本瞿艷丹、韓國趙冬梅、新加坡衣若芬、中國葉曄等教

授以視訊方式參與會議。本系教師依序發表如後：鹿憶鹿〈《山海經》的瑞獸進宮

――從《集成‧禽蟲典》到《獸譜》〉；賴信宏〈籍互通與商業競合──晚明杭州、湖

州出版物的交流與影響〉；林盈翔〈與諸葛相表裡──《三國志演義》趙雲側論〉；

賴位政〈方東樹《昭昧詹言》的「漢、魏無跡」說探論〉；謝君讚〈論《莊子》與

《紅樓夢》「夢」思想的異同〉；連文萍〈權力與觀看──明太祖的題畫詩文〉；侯淑

娟〈《萬壑清音》淨腳主唱折子的流傳與變異〉。本屆會議計發表 19 篇論文。 

(四) 10 月 19 日～22 日於第二教研大樓一樓舉辦「明清文學的常異與裂變──第六屆中

國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明清週」系列活動，介紹與「明清文學」相關之

學術知識、研究成果，約有 170 名校內師生參加。 

三、學術成果 

110 年 10 月鹿憶鹿老師於《故宮學術季刊》第 39 卷第 1 期（THCI）發表〈《山海經》的

再發現──曹善抄本的文獻價值考述〉。 

四、重要業務活動 

10 月 20 日獲本校研究發展處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競賽補助」5 萬元整。 

五、例行業務活動 

(一) 10 月 1 日「具研究潛力優秀學生獎勵」受理截止，計收到 12 件投稿，通過 8 件。10

月 21 日公告獲獎名單：中四 A 吳孟杰〈由『賦詩言志』詩傳統探討『霹靂布袋戲──

繫雪衣』人物塑造〉；中四 B 周岑恩〈秦公及王姬鎛與秦公簋、鐘、鎛對讀探析〉；

中四 C 曾學杰〈羽衣型故事中沐浴情節探析〉；中三 A 周相羭〈以《雷峰塔奇傳》

和馮夢龍〈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探討法海形象〉；中三 A 廖婕妤〈試以前八十回析賈

寶玉與王熙鳳關係密切之因〉；中三 A 楊淳〈《步飛煙》和《崑崙奴》中反映唐代社

會對女性的桎梏〉；中三 A 歐以樂〈元雜劇《青衫淚》的人物形象塑造〉；中三 B 劉

雨童〈蘇東坡與《紅樓夢》茶之異同〉，每名同學可獲獎狀及獎金 1,000 元。 

(二) 10 月 5 日規劃推廣部一日文學講座「古典小說中的婚戀」課程。（線上報名：2021/10/20

～2021/11/13） 

(三) 10 月 15 日彙整本系「大一新生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 10 月 12 日、

19 日、26 日與社資處生涯發展中心合作實施 B、C、進三班「大一新生 UCAN 職業

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 

(四) 10 月 19 日中進二鍾正道導師執行「學系班級生涯輔導活動補助計畫」主講：中文系

的生涯規畫。 

(五) 10 月 20 日，彙整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系班級生涯輔導活動補助計畫」，計有 8

位老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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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 月 22 日，完成 110 學年度「大二大三學生學習成效問卷」。 

(七) 10 月 26 日公告本系「王兆綱先生勵志獎學金」申請辦法，預計於 110 年 11 月 22 截

止收件。 

(八) 10 月《東吳中文學報》申請科技部人社中心「補助期刊編輯費用」。 

(九) 會議 

(1) 10 月 4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招生暨學生事務委員會，討論進修學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停招、學系宣傳影片競賽事宜。 

(2) 10 月 5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術委員會，審核 109 學年度學系整

合型研究計畫結案報告、研究生學位論文題目是否符合本系學術專業，推薦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競賽」、110 學年度「有鳳初鳴——漢學多元化領

域之探索 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111 學年度「國文教學與教材學術研討會」

召集人及籌備事宜。 

(3) 10 月 6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確認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1 次通訊暨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110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1 次學術委員會議紀錄、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招生暨學生事務委員

會議記錄，討論「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文學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 

(4) 10 月 27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財務規劃委員會，討論 111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案。 

 

◎ 歷史系： 

一、教學與演講活動： 

(一)時間：10 月 13 日（三）13：10-15：00 

講者：李貞德老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講題：「是學術還是政治？ 中國婦女史的誕生、性別轉向及其他」。 

(二)時間：10 月 20 日（三）13：10-15：00 

講者：蔡明芳諮商心理師 

講題：性平講座：親愛的！我不是媽媽──從原生家庭看親密關係（與健諮中心合辦）。 

(三)時間：10 月 26 日（三）10：10-12：00 

講者：李如鈞老師（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助理教授） 

講題：「名未符實 : 元典章的性質 及其時代特色」。 

(四)時間：10 月 27 日（三）13：10-15：00 

講者：陳玉箴老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講題：「從糕餅到麵包：臺灣烘焙史初探」。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 

（一）輔導系學會正、副會長改選事宜。 

（二）調查大一新生 ucan、普測問卷時間事宜。 

（三）調查本學期導生聚辦理事宜。 

（四）調查本學期校外實習狀況、進度事宜。 

（五）辦理余知浩、李楊寶玉獎學金申請事宜。 

（六）10 月 6 日辦理系學會迎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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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 月 18 日辦理碩士迎新師生見面會。 

（八）10 月 27 日辦理系學會期初大會。 

（九）10 月 29 日辦理北投中心新村實習學生訪視。 

（十）10 月 30 日辦理期中家長座談會事宜。 

（十一）協助同學辦理畢業門檻抵免事宜。 

（十二）協助研究生資格考核申請事宜。 

（十三）規劃 110 學年度史學營事宜。 

（十四）規劃、申請學生專題競賽補助事宜。 

三、行政事務： 

（一）10 月 07 日(三)召開 110-1 第 3 次系務會議。 

（二）10 月 22 日(五)召開東吳大學校史教科書編撰委員會。 

（三）10 月 25 日約聘助教黃詩珮到任。 

（四）配合提報 2022 年泰晤士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影響調查。 

（五）配合提報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10 年度 10 期表冊需求數據及資料。 

（六）配合提報 110 學年度寒假轉學生招生簡章（含日間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系分

則。 

（七）配合提報實習自評。 

（八）配合進行學碩一貫獎助調查。 

（九）協助師生遠距上課。 

（十）協助系上教師申請故宮團體參訪事宜。 

（十一）經營歷史學系網頁、粉絲專頁與相關訊息公告 

（十二）辦理史學與文獻學研討會後續事宜。 

（十三）東吳歷史學報 41 期編輯事宜。 

（十四）辦理期中、期末問卷調查事宜。 

（十五）規劃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多元講座、工作坊等活動。 

（十六）規劃本系 50 周年系慶活動。 

 

◎ 哲學系 

一、 學術活動：（交流參訪） 

(一) 10 月 23 日至 24 日張峰賓老師參加由國立臺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所舉辦

的「2021 年第十七屆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線上會議），於 10 月 24 日發表論文

（題目：人生走勢假說與生命價值），並擔任「人生意義與幸福」主題之綜合座談

與談人。 

(二) 10 月 15 日雜學校蘇仰志執行長與楊逸帆教務主任來訪，與米建國主任見面會談

相關交流合作事宜。 

二、學術活動：（演講、讀書會） 

(一) 9 月 15 日林璿之老師所組之「本體論」讀書會，邀請何歡同學（哲三），對 Simons 

(1987). Parts: A Study in Ontology 一書進行第 1 次研讀（線上視訊）。 

(二) 9 月 29 日林璿之老師所組之「本體論」讀書會，邀請何歡同學（哲三），對 Simons 

(1987). Parts: A Study in Ontology 一書進行第 2 次研讀。  



39 

(三) 10 月 6 日舉辦哲學講座，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陳以森博士進行演講，講

題為：「What Is the Epistemolog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混合會議方式辦理

（實體：D0825 研討室+視訊：MS Teams 通訊軟體）。 

(四) 10 月 6 日邀請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陳奕融博士後研究員至「哲學基本問

題討論」進行課堂演講，講題為：「為什麼要遵守道德要求？」。 

(五) 10 月 8 日邀請音樂學系彭廣林主任至「美學智能」進行課堂演講，講題為：「The 

Seven Liberal Artes」。 

(六) 10 月 12 日林璿之老師所組之「本體論」讀書會，邀請何歡同學（哲三），對 Simons 

(1987). Parts: A Study in Ontology 一書進行第 3 次研讀。 

(七) 10 月 13 日邀請蕭銘源助理教授至「哲學基本問題討論」進行課堂演講，講題為：

「思想實驗與哲學」。 

(八) 10 月 14 日邀請林璿之助理教授至「福爾摩斯的推理世界」進行課堂演講，講題

為：「兩種推理模式：福爾摩斯與哲學家」。 

(九) 10 月 20 日邀請本系兼任助理教授鄭俊憲博士至「哲學基本問題討論」進行課堂

演講，講題為：「AI、心靈、科幻與哲學」。 

(十) 10 月 22 日舉辦「東吳中國哲學 2021 系列講壇」，邀請政治大學哲學系吳啟超助

理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儒家哲學中的『兩層性』問題」。以混合會議方式辦

理（實體：D0825 研討室+視訊：MS Teams 通訊軟體）。 

(十一) 10 月 22 日邀請簡單哲學實驗室創辦人朱家安先生至「美學智能」進行課堂演

講，講題為：「電玩是藝術嗎？」。 

(十二) 10 月 26 日林璿之老師所組之「本體論」讀書會，邀請何歡同學（哲三），對 Simons 

(1987). Parts: A Study in Ontology 一書進行第 4 次研讀。 

(十三) 10 月 27 日邀請范芯華助理教授至「哲學基本問題討論」進行課堂演講，講題

為：「政治哲學是什麼？」。 

(十四) 10 月 28 日邀請《伴桌趣益智桌遊》負責人兼《哲學新媒體》哲學桌遊講師李宗

憲先生至「福爾摩斯的推理世界」進行課堂演講，講題為：「邏輯推理與桌遊」。 

(十五) 10 月 29 日邀請德國文化學系鄭欣怡助理教授至「美學智能」進行課堂演講，講

題為：「以犯罪為主題的德日小說傑作選」。 

(十六) 10 月 29 日舉辦「東吳中國哲學 2021 系列講壇」，邀請本校劉光義中國哲學講

座教授陳榮灼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熊十力體用論的發展邏輯及影響」。以

混合會議方式辦理（實體：D0825 研討室+視訊：MS Teams 通訊軟體）。 

三、例行行政業務： 

（一）9 月 22 日至 10 月 29 日協助大二與大三學生進行學習成效調查問卷填寫，大二學

生填答率 91.5%、大三學生填答率為 87.5%，已達校定標準。 

（二）9 月 27 日至 10 月 12 日協助提醒 110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之推薦申請

事宜。 

（三）10 月 1 日至 12 日填報「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之相關表冊資料，並將相關

數據與資料填報於校務資訊平台。 

（四）10 月 1 日至 27 日協助提醒「教師學術研究獎助」、「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

時數」、「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等申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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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 月 7 日參與由研究發展處舉辦之「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

明會」（線上視訊會議）。 

（六）10 月 7 日提報人文社會學院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碩士一貫學程」獎學金獎

勵名單。 

（七）10 月 8 日寄出獲得 109 學年度財團法人鄭茂根文教基金會獎助學生購買原文原著

的書籍收據暨書目資料予鄭茂根文教基金會。 

（八）10 月 13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第 2 次系務會議與第 1 次系教

師評審委員會。 

（九）10 月 15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碩士班事務委員會，討論 111 學年度

本系碩士班甄試審查及面試委員相關事宜。 

（十）10 月 18 日至 21 日協助教師核對科技部 109 年度研究計畫經費收支明細報告表，

以辦理經費結案或請領下一年度經費。 

（十一）10 月 18 日完成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班級幹部建立與審查作業事宜。 

（十二）10 月 20 日回覆推廣部 2022 年寒假東吳大學各系高中生研習營調查表，預計舉

辦「美學智能」與「推理藝術」共兩個高中生研習營。 

（十三）10 月 21 日參與由電算中心舉辦之「Libreoffice(Writer)辦公室實用技巧」教育訓

練。 

（十四）10 月 25 日參與校史館第三期教育訓練 - 資料上版、資料審核、資料更新教育

訓練。(線上視訊會議)。 

（十五）10 月 26 參與 111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計畫編列會議。 

（十六）10 月 26 日邀請三年級家長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同仁討論學生狀況。 

（十七）10 月 26 日參與由電算中心舉辦之個人資料保護教育訓練。 

（十八）10 月 26 日填報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相關事宜。 

（十九）10 月 27 日參與由研究發展處舉辦之「110 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

明會」。 

（二十）10 月 27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 

（二十一）10 月 27 日配合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個資稽核作業。 

（二十二）10 月 29 參與東吳大學 110 學年度資安講習(線上視訊會議)。 

（二十三）10 月 30 日辦理「期中線上新生家長座談會」，有 10 位家長報名參加，由由米

建國主任代表出席與家長們進行交流。 

（二十四）宣傳第 1 學期學士班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將於 10 月 15 日至 30 日受理

申請事宜。 

（二十五）寄送本系 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海報、簡章及報考訊息，委請國內各哲

學系、中文系及社區大學與學會等協助宣傳。 

四、學報事務：10 月 26 日送出申請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111 年度期刊編輯費

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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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系 

一、教學輔導活動： 

(一)10 月 21 日舉辦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全系師生座談會，共計 54 位同學參與，

另有 6 位老師到場參與，分別為黃默老師、賴怡樺老師、黃秀端老師、陳方隅老師、

劉必榮老師及沈筱綺老師，主持人為系主任蔡秀涓老師。首先由蔡主任說明本次座談

會的目的在於聆聽同學們對政治系的任何建議及心聲反映，參與老師亦接續給予學

生勉勵。會中有多位同學發言，其中有關於課程改善改進、實習課程、多元學習實施

方式等建言，系辦公室將蒐集同學的意見納入系上開會討論的項目。 

(二)10 月 30 日舉辦其中新生家長座談會，本次進行方式為線上，報名的家長共計 12 位。 

二、東吳政治學報：10 月 26 日召開學報編輯委員會，討論出版第 39 卷第 1 期事宜，本期

共有 3 篇，分別為「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終審結果之解析：以死刑判決與無罪判決

為例」、「外資銀行在中國」、「誰教育的公務人員」，若會中審查順利通過，預計將於 110

年 11 月出版第 39 卷第 1 期。 

三、系友聯繫：10 月 7 日於 D0417 教室舉辦系友座談會「房仲業與政治系」，邀請 95 級

系友闕建丞學長擔任主講人，為信義房屋安康安德店經理。本次活動除了實體演講外，

系上也提供線上聽講方式讓同學們有更多元選擇，演講中建丞學長建議學弟妹應在求

學時期涉略不同的興趣與領域，培養協槓能力。藉由本次座談會，同學們從學長的分

享中獲得充實與多元領域的職涯經驗。 

四、行政會議： 

(一)10 月 14 日召開實習委員會，討論實習單位發函名單及面試流程。 

(二)10 月 26 日召開學報編輯委員會，主要為審查學報文章及出刊進度。 

(三)10 月 28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論 109 學年度關鍵成果指標、系所評鑑、特殊選才面

試等議題。 

五、其他行政事務：協助進行 110 學年度「大二學生與大三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大

二及大三填答率已達 90%。 

 

◎ 社會系 

一、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 范綱華老師於 10 月 8 日、10 月 15 日、10 月 22 日舉辦導生餐敘，共計 17 名師生參

加。 

(二) 10 月 12 日舉辦「110 學年度第 41 屆碩士班暨第 21 屆碩士在職專班聯合迎新茶會」，

由周怡君主任主持，邀請專任教師及學長姐出席，歡迎本系 110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

專班新生加入，增進師生間情感交流。 

(三) 鄭得興老師於 10 月 12 日舉辦導生餐敘，共計 31 名師生參加。 

(四) 劉育成老師於 10 月 25 日舉辦導生餐敘，共計 11 名師生參加。 

(五) 10 月 30 日舉辦「110 學年度大一新生學系家長（線上）座談會」，計有 7 位學生家

長與本系周怡君主任、社一Ａ導師范綱華老師及社一Ｂ導師鄭得興老師等位共同座

談，以瞭解本系課程設計、學生學習暨職涯安排、輔導制度、國際交流及畢業出路，

以增進新生家長認識本系辦學理念、目標與學習資源。 

(六) 110 學年度大二大三學生學習成效問卷，於 10 月間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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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開會議： 

(一) 10 月 5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暨系課程委員會聯席會議，討論

本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修訂本系教師評鑑辦法，以及追認本系有關 112 學年度

社會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與後續相關作業處理說明。 

(二) 10 月 5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一次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討論 111 大學甄選入學指定

項目「面試」之辦理辦法、111 學年度尺規。 

(三)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5 日進行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委員會通訊會議，討論本系

110 學年度圖書薦購事宜與經費使用原則。 

三、學術活動： 

(一) 「新社會學」讀書會，於 2021 年 10 月 12 日舉辦本學期第一場「新社會學」讀書

會。由劉育成老師主持，邀請東吳大學社會系教師參與，共計有 9 位教師與會，主

要討論大學生對 AI 態度調查研究問卷大綱。 

(二) 社一 AB「政治經濟學」課程，於 10 月 15 日邀請中山大學政治系楊尚儒助理教授，

以「馬克思主義」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三) 10 月 19 日舉辦「楊懋春社會學」講座，主講人為中山大學社會系 陳美華教授兼系

主任，主持人為本系 周怡君教授兼系主任，主題為「反思性的質性研究」。 

(四) 10 月 26 日舉辦「勉齋社會論壇」講座-110 休假教師成果發表會，主講人為本系吳

明燁教授及張君玫教授，講題分別為「台灣家庭教養子女的邏輯與實踐：世代觀點

下的階級差異」、「社會學與行星生命」，主持人為本系周怡君教授兼系主任。 

四、宣傳活動： 

10 月 26 日舉辦「社會學的學與用」碩士班甄試招生暨學、碩一貫學程說明會，由本系

周怡君主任、張家銘教授、范綱華副教授、副教授及潘欣欣助理教授主講，並邀請碩士

班王鼎棫、蘇恩然、陳伯彥等研究生/學碩一貫生，就其學習經驗進行分享。 

 

◎ 社工系 

一、召開會議 

(一)10 月 5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本次會議配合防疫措施，以線上會議方式舉

行，討論議案包括 111 學年繁星推薦暨個人申請、分發入學簡章分則、寒假轉學生招

生書面審查內容、「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規劃委員會委員推

舉案、本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等。 

(二)10 月 12 日召開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本系教師申請升等案。 

(三)10 月 19 日召開本學期學生事務委員會，本次會議援例邀請各班班代餐敘及座談。 

(四)10 月 19 日召開高中生研習營臨時工作小組討論會議，主要討論社工系辦理高中生研

習營的基本原則及其課程規劃方向。 

(五)10 月 26 日召開本學期導師會議，主要內容包括向本系新進教師介紹學、碩士班導師

制度，並討論學生輔導事項。 

二、辦理教學及實習成果發表會：10 月 30 日(週六)假國際會議廳舉辦「110 學年社會工作實

習成果發表會-專題研討會」，由在場實習生結合學校所學與實習之實務經驗，對學校教

育與機構實務工作的整合提出分析與評論，並針對其實習內容所引發的議題作更深入的

專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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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活動 

(一)協辦專題演講：「臺北眷村復甦術-青年返鄉創業的內功心法」/張中模(五倍創意執行總

監及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110.10.18/空間、地方與權力教學研究社群主辦，社會系及

社工系協辦。 

(二)協辦美育活動：「北投生活環境博物園區漫步」/陳心銘、陳俊佑導覽講師/110.10.25/空

間、地方與權力教學研究社群主辦，社會系及社工系協辦。 

(三)社工論壇：10 月 26 日辦理本學期第一次社工論壇，由鍾道詮副教授主持，主題為歡

迎新進教師，並邀請教師進行教學經驗分享，參加對象為本系專任教師及系行政人員。 

四、學生實習業務 

(一)經費支用及核銷：辦理本系方案實習第 11 梯次兼任助理工讀金支用、勞保自付額、教

師訪視社會工作實習機構訪視差旅費核銷，以及 110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期中）學生

保險及核銷作業。 

(二)機構實習相關作業：(1)催收實習機構評分表及學生實習證明書。(2)彙整 110 學年度實

習生機構實習成績及發還實習證明書。 

(三)完成「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107～109 學年度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書」，並於

110 年 10 月 15 繳交紙本及電子檔予註冊課務組承辦人。 

五、學生相關事務及活動 

(一)10 月 18 日辦理實體的 110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新生座談會，由莊秀美系主任主持。先

前因應疫情嚴峻，無法實體進行，110 年 9 月 18 日辦理線上新生入學須知說明會，以

幫助學生安心就學。本次實體新生座談，除了邀請新生外，並邀請碩二學長姐一起參

加交流，分享就讀碩士班經驗與心得，促進學生間情誼，發揮社工互助精神，提升研

究生學習動能。 

(二)10 月 30 日辦理期中新生家長座談會，本次座談會配合防疫措施，改採線上方式舉行，

使用 MS TEAMS，由本系莊秀美主任主持，首先進行學系簡介，其後進行分班時間，

由工一 A 導師張雄盛老師及工一 B 導師廖美蓮老師分別主持分組會議，期間發生與

會家長無法順利進入主會議室之狀況，最後終於順利上線，與導師對談，本次座談會

在中午 12 時圓滿結束。 

(三)本系學生會於 10 月 16 日辦理迎新茶會活動，地點為雙溪校區 G101。 

(四)本系學生會於 10 月 25-27 日辦理招新面試。 

六、其他業務 

(一)教務：(1)協助學生辦理畢業、休學離校手續。(2)填報並回傳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

堂反應問卷」施測人力安排及不施測報表。(3)協助因應防疫期間「家庭法」授課教室

需求協調會議室設備、更換上課地點，以及因應學生需求對調「社會工作研究法」B、

C 組上課教室。(4)辦理論文、社會工作概論課程相關庶務工作。(5)辦理 111 學年碩士

班招生簡章修訂事宜。(6)辦理本系教師產假期間代課教師安排之相關作業。(7)辦理 111

學年碩士班招生甄試宣傳事項，公告管道及對象包含本系官網、社工人、實習機構及

本系師生等。(8)辦理碩士生新生課程抵免及研究生實習課程抵免申請作業並彙整資料

後送系實習委員會議審核。(9)辦理學士班英文能力及資訊能力畢業標準認定作業。(10)

協助辦理本系師生參與 10 月 15 日連江公費生招生說明會議聯繫及經費核銷等事項。

(11)依本校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辦理大學個人申請入學評量尺規修訂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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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1)協助教師執行 109-110 學年度研究計畫庶務。(2)大學

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經費核銷事宜。(3)回覆推廣部 110 學年第 2 學期學分班隨班附讀課

程確認調查。(4)辦理 110 學年第 1 學期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競賽補助申請及公告事

項。(5)依「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師研究經費補助辦法」辦理研究經費補助公告申

請事項及受理作業。(6)辦理長期照顧人才培育計畫課程教育積分申請及教師課程授課

相關事宜。(7)辦理「成人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國際研討會後續事項，包括成果報告

彙整繳交、各項積分申請名單上傳系統、研習證明彙整及個別寄送電子郵件、經費核

銷。(8)10 月 12 日出席「2021 年全國社工系所高峰會暨社會工作教育創新共識營」籌

備會議。 

(三)預算及經費相關事務：辦理各類經費核銷，核銷經費包括學報、校發計畫、辦公費、

指定捐款。 

(四)學報編務：辦理東吳社工學報第 41 期稿件送審事宜，確定刊登 2 篇，初審審查中稿件

2 篇，再審審查中稿件 2 篇，作者修改中 3 篇，退稿 1 篇。 

(五)其他： 

1. 中英文網頁（含求職訊息）、系友社群 FB、IG 動態等資訊更新及系友資料更新與

維護。 

2. 協助教師申請使用圖書館電梯。 

3. (3)二、三年級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公告及催填。 

4. 辦理 110 年 10 月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各項指標資料調查及填寫。 

5. 辦理 110 學年度圖書經費非書資料、中文、外文書籍資料薦購。 

6. 辦理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申請資料彙整及場地借用。 

7. 辦理大一身心適應問卷調查普測及 UCAN 職涯普測時間安排及教室借用。 

8. 辦理學、碩士班導師編聘及導生分配相關作業。 

9. 辦理本（110）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經費使用規劃及學生申請作業，並

聯繫研究生說明相關規定及填寫注意申請作業事項。 

10. 辦理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趙連伴女士研究生論文獎勵研究生論文獎學金甄選及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與財團法人台北市錦綿助學基金會「錦囊妙計」助人研究

與創新設計獎學金實施辦法公告申請。 

 

◎ 音樂系 

一、演講/大師班：本學期「音樂見習與賞析」課程由彭廣林教授兼主任規劃，以人為本的初

衷，透過邀請校內外各領域傑出菁英人士，以跨領域的對話形式，探討人文的核心價值，

建構人文藝術的思維能力！本學期預計邀請 7 位講者，採一週跨領域對話、一週心得報

告分享。10 月 6 日邀請前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周惠民教授以《如何認識西方文化》為題、

10 月 27 日邀請本校歷史學系主任盧令北教授以《認識美國》為題，均由彭廣林主任擔任

主談，進行師生的跨領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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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樂會： 

(一) 本學期本學系與財團法人吉星福張振芳伉儷文教基金會於本校雙溪校區望星廣場及

城中校區游藝廣場分別舉辦 5場午間音樂會，由本學系專任教師帶領學生同台演出，

藉由耳熟能詳的古典、流行與民謠之音樂小品，透過解說式的音樂演奏方式，以獨

奏/唱、室內樂及小型重奏/唱之演出形式，讓校內師生於繁忙的會議與公務、嚴肅緊

湊的教學及繁重課業之中，在中午休息時間能輕鬆享受古典音樂之美好，增添校內

人文自然互動與音樂美學涵養，在全球疫情嚴峻紛擾的時刻，使音樂撫慰療癒人心。

10 月 18 日由本學系專任助理教授侯柔安帶領三位大提琴學生於望星廣場演出大提

琴四重奏，現場聚集許多校內師生駐足聆聽，演出獲得極大迴響。 

(二) 10 月 15 日本學系陳幼媛兼任講師偕同大提琴家孫琬玲老師、鋼琴家劉惠芝老師，

於本校松怡廳舉辦《雙溪名家—陳幼媛德法音樂會》，帶來德國法國樂派經典小提琴

獨奏及室內樂作品，本場次為美育認證場次，受疫情二級警戒表演場所降載影響，

來賓約有 200 人。 

 

◎ 師資培育中心 

一、榮譽榜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基金會提供 110 年教師資格考試本校考生通過率，本校應屆考生

通過率高達 93％（整體通過率達 84％），遠高於全國中等學校類科通過率 70.55％，今年

表現十分亮眼。 

二、110 年 10 月 6 日舉行中心會議，會中討論「110 學年度中心主任遴選委員會委員名單」。 

三、教育實習: 

(一) 110 學年度教育實習第 2 次返校座談已於 10 月 22 日於哲生樓舉行。上午邀請目前

任教於臺北市立南湖高中的楊士朋老師以「視覺化 x 遊戲化 x 科技議題思辨」為題

進行講座；下午邀請臺北市立懷生國中紀曉穎老師以「雙語趨勢下的未來教師準備

與教甄」為題演講，為 51 位教育實習生，及師資生演講，出席人數共計 72 位。 

(二) 111 學年度教育實習於 10 月 5 日前發函給實習夥伴學校共計 30 所，目前多已獲得

回覆，僅剩德語與日語科實習學校所提供的實習名額未能滿足申請名額 。 

(三) 10 月 15 日召開 110 學年度教育實習第一次指導教師會議，共計 12 位實習指導教師

出席，會中說明本學期教育實習指導注意事項與相關時程外，並對於拜訪實習學校

校長等相關師長，與對於實習學校溝通教育實習將關辦法與要點達成共識。 

(四) 10 月 19 日召開 111 學年度教育實習自覓學校審查會議，會議通過 2 位申請跨區實

習，12 位雙北地區自覓實習學校申請。 

四、潛在課程： 

(一) 10 月 13、20、27 日（週三下午 13-15 點），本中心舉辦華語教學線上研習活動，講

題為「後疫情下華語教學挑戰及資訊工具之應用工作坊」，講者為本校中文系畢業校

友高中聯老師，長期於美國加州擔任華語教學教師，本次系列活動參與人次為 132

人，對於有志於至海外任教華語之學生，有相當大的助益。 

(二) 10 月 7 日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實施說明會，由濮

世緯主任主講，共計 60 人參加。 

(三) 10 月 20 日及 10 月 21 日辦理本學期贈書活動，計有 38 名師資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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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 月 27 日召開「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分科教材教法授課教師之【專業學習社群跨校

師長會議】」，由濮世緯主任主持，共有 6 位授課教師出席，經中心說明報告及各位

教師討論後一致同意配合計畫，將包括：建立師資生學習社群、舉辦 1 場績優學習

社群相關講座、至中學見習並實施備觀議課討論，參與中心辦理之教案設計檢測等

事項等，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並提出相關問題與討論。 

(五) 10 月 8、13 日舉辦本學期板書測驗，共計有 48 位同學參加。 

五、「多元選修/特色課程」設計徵件競賽： 

10 月 16 日辦理 2021 年全國師培學生「多元選修/特色課程」設計徵件競賽頒獎典禮暨發

表會，由濮世緯主任頒發優等獎，佳作獎及指導教師獎，並邀請獲獎同學發表作品設計

理念、教學目標、歷程、評量方式以及預期教學成效等，另邀請評審委員臺中市立文華

高中李佳浤老師講評並且提供可再精進的方向與建議，相互觀摩切磋，以激發並提升多

元選修/特色課程之質與量，本次活動有得獎師資生及其親友，校內外師長及師資生約 30

餘人參加。 

六、扶助學習： 

10 月 6 日辦理本學期學習扶助期初會議，由輔導員師資生主持，為新手師資生說明注意

事項並分享學習扶助心得，並討論本學期第 1 次備觀議課進行等事宜。本學期合作學校

有：至善國中（課間班及課後班）。 

七、申請教育部補助計畫： 

10 月 28 日送交 111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學術研討會計畫案。 

 

◎ 人權學程 

一、行政事務 

(一) 執行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人權學程學術講座活動。 

(二) 撰寫提交 107-109 學年度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書。 

(三) 提報教育部 110 年度 10 期表冊資料。 

(四) 撰寫提交教育部高教深耕 111 年計畫書資料。 

(五) 協助本學程教師恢復實體授課之相關教學事宜。 

(六) 籌備規劃 2021 年人權知能營活動。 

(七) 籌備規劃東吳人權周 12 月份展覽與講座活動。 

(八) 協助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與國家人權委員會、殷海光基金會合作案之工作坊活動。 

二、學生事務 

(一) 辦理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人權研究生論文討論會。 

(二) 辦理人權學程學生實習成果發表會。 

(三) 辦理人權碩班導生聚之輔導活動。 

(四) 審查 110-1 人權碩班獎學金申請。 

三、辦理活動 

(一) 10 月 02 日在監察院禮堂辦理海光人權講堂實務工作坊「行銷人權議題：如何讓自

己關心的議題引起大眾關注？」，主講人：李昀庭｜人生百味行銷部部長、呂欣潔｜

彩虹平權大平台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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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 月 09 日在監察院禮堂辦理海光人權講堂實務工作坊「相信我之術：討論人權議

題時必須面對的溝通與衝突」，主講人：羅凱凌｜政治大學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主任、

朱家安｜作家、哲學雞蛋糕腦闆。 

(三) 10 月 21 日辦理「從香港支聯會遭遇看香港人權狀况與發展」，主講人：吳仁華老師

(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訪問學人)。 

(四) 10 月 25 日辦理 2021 年台灣國際人權影展：《未來未來+映後座談》，映後座談人：

魏揚研究員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四、國際交流：辦理與香港陳健民老師交流分享會，出席教師：周怡君主任、陳瑤華老師、

林沛君老師、黃默老師、王興中老師、吳仁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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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十一月 

【院長室】 

一、本院英文系與日文系進修學士班招生檢討事宜： 

（一） 10 月 1 日召開院內主管會議（線上會議），研商：外語學群招生缺額、進修班招生問

題、高教深耕計畫與院務發展事項。 

（二） 10 月 6 日召開英文系與日文系專任教師座談討論進修部招生改善措施（線上會議），

合計有 32 位教師出席參與，後續由學系召開會議進行具體改善事項之討論。 

（三） 10 月 13 日英文系系務會議，決議以「適度調整課程架構」為方向，交付系課程委員

會議定細節；10 月 15 日英文系課程委員會，討論「111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必選修科

目表草案」及「111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必選修科目異動對表草案」決議刪除 14 門科

目（文學、語言學）、增開職場或留學應用類英語課程為教學主軸，加強學生英文基

礎語言能力。 

（四） 10 月 8 日日文系召開進修學士班招生改善事務線上座談會。結論：減為 1 班並進行

課程改革；10 月 22 日召開日文系進修學士班課程改革線上座談會。結論：整併與刪

減部份課程。 

（五） 本院於 10 月 25 日完成改善計畫整體簡報內容，預定於 11 月 8 日校行政會議由王世

和院長進行專案報告。 

二、10 月 13、20、27 日與華語教學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合作辦理三場工作坊，主講人：中文

系校友高中聯老師，講題：「後疫情下的華語教學挑戰及資訊工具之應用」。 

三、10 月 22 日至 12 月 22 日委請日文系辦理「110 年日語領隊導遊實務暨導覽課程」，計有

22 位學生報名參加，本次課程邀請廖紋淑、葉思薇、石井郁江、藤井久美子等四位師長

授課。 

四、10 月 25 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學院主管會議，討論： 

（一） 111 年高教深耕計畫提報內容與院訂 KPI 指標。 

（二） 研商進修學士班招生改善方向與專案報告內容。 

（三） 整合院內資源組成團隊，設計共同招生海報，共同舉辦說明會。 

（四） 請語言教學中心續辦全校英語比賽活動，競賽方式與內容盡可能結合時下學子接觸之

潮流方向與多元媒體型態，並符合社會發展主題例如：聯合國永續發展各項相關內容

或指標，其經費外國語文學院校務發展計畫支應。 

五、10 月 29 日出版第 3 期東吳翻譯學報《譒》，成品發送作者、編輯委員、諮詢委員、全國

大專院校圖書館、各大學翻譯相關學系與合作之資料庫廠商。感謝本期主編英文系鄭惠

雯老師的專業指導，刊登目錄如下： 

【特邀稿】廖朝陽  譯咖的日常：班雅民與信息障礙 

【學術論文】 

張忠安  透過藝術賞析以增進譯者想像力 

張  梵  從話語分析出發探討同步口譯之策略思維  

陳佳伶  班雅民《譯者的任務》中「逾命」與「純粹語言」概念對散文翻譯策略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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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蘇正隆  「譯海神遊」談“I found myself …” 及 “saw estimated …”的中譯 

曾泰元  「譯海游思」淺談外國人名中譯：以「葛綠珂」和「杭士基」為例 

【譯 YOUNG 學生作品專區】 

管雅凡  從《趙氏孤兒》的跨國行旅看戲劇翻譯的操縱與詮釋 

陳尋真 溫予綾 梅宇含  翻譯小品集萃 

六、10 月 27 日以電子郵件周知本院全體專任/專案教師提出 111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申請期限與規定，另知會 110 年度 5 位申請計畫教師之補助金核撥事宜。 

七、10 月 28 日王世和院長出席 110 學年度年終餐敘第 1 次籌備會議，確認本院承辦節目等

事宜。 

八、10 月中旬起辦理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與預算提報事宜： 

（一） 10 月 15 日提報跨領域國際學士班之總務處統籌預算。 

（二） 10 月 15 日與院內主管研商院內校務發展計畫之各單位分配金額。 

（三） 撰寫學院系校務發展計畫，於 11 月 1 日完成彙整後續送院務會議審議。 

九、110 學年度高中外語學群招生活動： 

（一） 10 月 14 日新北市錦和高中來院參訪，日文系與德文系支援體驗課程。 

（二） 10 月 15 日新北市三民高中-日文系陳相州老師支援。 

（三） 11 月 4 日高雄鳳新高中-英文系選派教師支援。（後確認無教師可支援） 

（四） 11 月 16 日桃園平鎮高中-日文系陳若婷老師支援。 

（五） 11 月 19 日桃園高中-德文系張國達老師。 

（六） 12 月 3 日光復高中-日文系羅濟立主任。 

（七） 12 月 3 日新北市明德高中來院參訪，英文系與日文系支援體驗課程。 

（八） 12 月 15 日基隆安樂高中來院參訪，英文系支援體驗課程。 

十、重要行政事務： 

（一） 秘書出席： 

1. 10 月 7 日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說明會。 

2. 10 月 21 日蔡茂豐教授追思會籌備會議。 

3. 10 月 25 日校史室系統說明會。 

4. 10 月 29 日 110 學年度資安講習（3 小時）。 

（二） 10 月 5 日實體授課後，寄送本院「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口譯教室管理辦法」及教

室使用管理注意事項予本學期於口譯教室授課之教師與學系助教，本學期口譯教室合

計有 9 科次 19 小時授課，並每兩日安排工讀生進行清潔與消毒作業。 

（三） 10 月 6 日發函周知本院各單位有關本院「110 學年度教學績優獎」受理申請，相關表

格與法規修正後上傳網頁。 

（四） 10 月 13 日處理口譯設備採購案之移標說明、契約、三家廠商報價單等資料予採購保

管組進行投開標作業，11 月 5 日開標會議。 

（五） 10 月 15 日彙整本院 110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之推薦申請案共 6 件，續送

研究事務組。 

（六） 10 月 25 日發布本校一級秘書群組有關蔡茂豐教授追思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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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 月 25 日於系統提報 111 年度本院提報高教深耕計畫「111A200 外國語文學院跨域

人才培育計畫」。 

（八） 10 月下旬委請日文系協助辦理 111 學年度目白大學春季班交換學生甄審作業、112 學

年度秋季班院級協議之日本各協約大學秋季班交換學生甄審作業。 

（九） 回覆教學資源中心有關本院執行高教深耕計畫之 110 年度經費執行、繳交 110 年高教

深耕計畫執行同意書、進行跨領域國際學士班新增經費之系統異動申請、院長開放院

內各單位承辦同仁系統動支權限。 

（十） 回覆評鑑組 2022 年泰晤士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調查所需相關資料。 

 

【跨領域國際學士班籌備處】（111 學年度起招生） 

一、 獲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新台幣 335,400元，預定用於學生入學輔導及設備購置與改善，

已完成網路攝影機、耳機麥克風及繪圖板等請購案。 

二、 配合日本招生宣傳，於 10 月 8 日提供日文版文宣檔案給國際處招生宣傳使用。 

三、 經 11 月 4 日共通教育委員會通過，由跨領域國際學士班支援開設非華語母語學習者之

外籍生專班，包含：國文、生命關懷、思維方法、職涯錨定及通識課程等，不含外文。

規劃自 111 學年度起開設之通識課程有：漢字與語彙、認識台灣、華人世界、語言文化、

國際化、在地化與跨文化溝通等，以開設專班且不限人數的方式開課。 

 

【校級-東亞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外國語文學院兼辦業務 

一、 10 月 14 日協辦日文系特別演講活動（線上 msteams），主講人：矢板明夫先生/產經新

聞台北支局長，講題：「拜登政權與台北日關係」。 

二、 發送校內信轉知 10 月 22 日至 23 日由台大日本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學術論壇：疫情

時代下的日本研究─聚焦於人文學與社會科學」，邀請全校師生參加。 

三、 發送第一屆東亞區域發展研究中心諮詢委員聘書。 

 

【英文系】 

一、 10 月 6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查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討論補聘教師等案由。 

二、 10 月 13 日召開系務會議，修訂「英文系大一基礎英語課程抵免辦法」、討論英文系進

修學士班招生改善事務、討論 111 學年度英文系「校務發展計畫」及「高教深耕計畫」

執行方向。 

三、 10 月 13 日繳交校務會議報告。 

四、 10 月 15 日召開系課規會，討論案由：制訂「英文系進修學士班招生改善計畫」之授課

科目表、確認 111 學年度本系「校務發展計畫」及「高教深耕計畫」執行方向、討論 109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回饋意見。 

五、 10 月份翻譯系列講座（線上）：10 月 26 日張隆溪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主講

「譯之藝—淺談文學翻譯的理論和實踐」計有 32 人參加。 

六、 10 月 27 日辦理「研究日常生活工作坊」，主持人:魏美瑤老師，出席者:蘇俞文老師及林

思果老師。 

七、 10 月 30 日辦理 110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線上），出席師長：蔡佳瑾主任、許嘉書

老師、蘇俞文老師、張綺容老師、屈一婷助教、簡菁彣助教；報名家長共 3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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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重要業務： 

（一） 教務類 

1. 協助受理 111 學年度赴外交換學生申請。 

2. 規劃 110 學年度寒假「高中生研習營」課程。 

3. 進行大二、大三學習成效長期追蹤問卷。 

4. 排定期末課堂反應問卷施測時間。 

5. 協助招生業務：校對 111 考試分發簡章分則、繁星推薦及申請入學簡章分則、寒假轉

學考招生簡章。 

6. 協助同步口譯課邀請系友分享口筆譯經驗：10 月 18 日呂宜樺系友。 

7. 申請 110-111 批改費科目。 

8. 辦理研究生關詠心學位考試。 

（二） 庶務行政類 

1. 協助戴雅雯老師、蘇秋華老師、張忠安老師申請研究傑出及研究優良獎勵。 

2. 協助本系 110 學年度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申請。 

3. 協助收集、整理進修學士班招生改善計畫資料。 

4. 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宣傳。 

5. 協助外籍教授辦理退休手續。 

6. 協助遠距教學課程補助申請。 

7. 處理 10 月份影印機、辦公簡訊核銷。 

8. 籌備系友「火種講堂」職涯輔導各講座。 

9. 辦理薦購語言中心購買學系相關 DVD 事宜。 

10. 校級單位 H101 哲英廳劇場教室借用與場地管理、設備維修。 

11. 進行 H101 哲英廳劇場教室布幕請購案，已請購完成。 

（三） 學務類 

1. 安排大一新生普測時間。 

2. 受理研究生申請本學期研究生獎助金。 

3. 辦理工讀生薪資表結算。 

4. 辦理實習課學生投保相關事宜。 

5.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導生聚會相關安排。 

6. 安排大一生「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測驗時段，目前預估測驗時段

為:11/25(四)10:00-11:00，12/07(三)15:00-16:00。 

7. 輔導系學會 11 月 2 日萬聖節活動相關準備事宜。 

8. 公佈 110 學年度英文學系創意寫作比賽規則、宣傳海報、報名表等。 

（四） 資料填報 

1. 填報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2. 填報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3. 完成 107-109 年實習報告書。 

4. 填寫實習校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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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 

一、 會議 

（一） 10 月 1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 

（二） 10 月 5 日、12 日、19 日、26 日召開日文共同教材第二冊第 1～4 次編輯會議。 

（三） 10 月 8 日召開本系進修學士班招生改善事務線上座談會。 

（四） 10 月 21 日召開「蔡茂豐教授感恩追思會」線上籌備會。 

（五） 10 月 22 日召開本系進修學士班課程改革線上座談會。 

（六） 10 月 27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七） 10 月 28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碩博士班委員會。 

二、 10 月 4 日羅濟立主任與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曉婷會計師等進行線上會議，討論

「長期實習合作」內容事宜。 

三、 10 月 4 日、21 日，本系碩一洪佳妤、譚鈺憲、張芸瑄同學與京都外國語大學中國語學科

進行 2 次線上協同學習，由葉懿萱副教授指導。 

四、 10 月 10 日本系學生代表與拓殖大學國際日本語學系代表進行「東吳大學&拓殖大學線

上交流會」說明會。 

五、 學術活動： 

（一） 10 月 13 日舉行日語研究與日語教學教師成長會 110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工作坊，由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楊接期特聘教授主講「科技輔助日語教學與學習」。 

（二） 10 月 14 日舉辦線上特別演講會「拜登政權與台美日關係」，由矢板明夫先生（產經

新聞台北支局長・名新聞評論員）主講。 

（三） 10 月 16 日本系與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合辦線上特別演講會，由賴振南教授（輔仁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以「「これから」の台湾日本語教育に関する私見」為題進行演講。 

（四） 10 月 23～24 日本系與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共同舉辦線上講習會，由松本曜教授（理

論・対照研究領域）及小木曽智信教授（言語変化研究領域）主講。 

（五） 10 月 27 日舉行日本文學教材分析與研究社群 110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讀書會，由賴

雲莊副教授主講「USR と日本語教育一日本語文学科の新しい試み一」。 

（六） 10 月 30 日舉行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第 187 次例會，由許夏珮副教授及陳冠霖助理教

授分別以「ラレテイルの習得に関する研究」、「学習者から見た日本語アクセント記

号」為題發表。另邀請陳曦（早稲田大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センター助教）先生以「日

本語のアクセント単位の方言差について―東京方言と近畿方言を例に―」為題發表。 

六、 10 月 14 日新北市立錦和高中學生蒞系訪問並體驗課程，由山本卓司助理教授主持。 

七、 10 月 15 日陳相州副教授赴新北市立三民高中宣傳外語學群。 

八、 10 月 16 日舉辦第 23 屆全國高中高職線上日語演講比賽，優勝名單如下：第一名內湖高

中李翔恩；第二名光復高中劉雅典；第三名金甌女中許本瑜；優秀獎新民高中李姮緗、

常春藤高中陳品禎；獎勵獎復興實中劉丞浩、淡水商工薛輔元；敢鬪獎港明高中施嘉佑、

樹德家商陳敬衡同學。 

九、 10 月 20 日舉行 110 年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日語領隊導遊實務暨導覽課程」始業式。

本課程由林蔚榕助理教授負責規劃。 

十、 10 月 20 日陳相州副主任、林蔚榕助理教授、陳冠霖助理教授與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進

行線上會議，討論第四次作文收集時程等實施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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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0 月 27 日羅濟立教授出席本校招生宣導工作坊「招生宣導知能工作坊-工作面面觀」，

並以「專題分享那一年，我們一起衝的高中」為題分享。 

十二、 10 月 30 日舉辦期中新生家長線上座談會，羅濟立主任及一年級各班導師劉怡伶老師、

賴雲莊老師、彭思遠老師、陳若婷老師、阮文雅老師、范清昉秘書參與。 

十三、 其他重要行政業務： 

（一） 填報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表冊資料。 

（二） 申請生涯發展中心班級生涯輔導活動補助。 

（三） 申請健康暨諮商中心導師班級輔導活動補助。 

（四） 安排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及 UCAN 生涯團測。 

（五） 修訂轉系作業要點。 

（六） 111 學年度校發計畫提報及預算編列。 

（七） 安排課堂反應問卷施測時間及人員。 

（八） 日文系 50 周年紀念刊物編輯作業。 

（九） 同仁出席會議或教育訓練：10 月 7 日/111 學年度校發計畫及預算說明會；10 月 27 日

/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會；10 月 29 日/新進同仁教育訓練/資安講習。 

 

【德文系】 

一、 德國生活文化講座： 

（一）10 月 6 日「德文系不可不知的尼采」萬壹遵老師。 

（二）10 月 13 日「德國戰後文學影展系列之一」英格博格．巴赫曼、保羅．策蘭：林婕穎小

姐（映象台灣協會策展人）。 

二、 在光影之間閱讀：德國戰後文學影展系列 

（一）10 月 13 日英格博格．巴赫曼 Ingeborg Bachmann《女作家肖像：巴赫曼的多樣面》保

羅．策蘭 PaulCelan《策蘭：詩⼈的⼈道情懷》。 

（二）10 月 20 日鈞特．葛拉斯 Günter Grass《鈞特．葛拉斯：寫作直到⽣命盡頭》、海因里

希．伯爾 Heinrich Böll《德國文學的良⼼：海因里希．伯爾百年紀念》。 

三、 10 月 20 日碩士班小組會議：本學期助學金分配與決定論文獎學金獲獎同學名單。 

四、 10 月 20 日系務會議：決議不辦理 110-2 學生團體赴德進修活動、決定 111 學年本系校

務發展計畫與預算編列。 

五、 10 月 20 日系學會啤酒節 Oktoberfest 活動。 

六、 辦理既壽獎學金作業。 

七、 重要行政事務： 

（一） 10 月 7 日出席 111 學年校務發展計畫與預算填報會議。 

（二） 10 月 25 日主管出席院內主管會議。 

（三） 10 月 27 日萬壹遵老師與許友芳老師出席招生宣傳知能工作坊。 

（四） 10 月 29 日秘書與助教分別參加資安講習（線上）、新進同仁教育訓練（線上）。 

（五） 填報 111 高教深耕申請計畫、填報高等教育資料庫資料。 

（六） 支援招生組招生宣傳活動：10 月 14 日錦和高中學生參訪與課程體驗。 

（七） 10 月 30 日新生家長座談會。 

（八） 至其他大專院校德文系進行碩士班招生宣傳：10 月 26 日淡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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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協助教師申請校內各項獎補助申請。 

（十） 110 圖書薦購。 

（十一） 111 甄選入學評量尺規草擬。 

（十二） 導師編聘。 

 

【語言教學中心】 

一、 於校發計畫新系統提報 111 學年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2-2 基本能力與素養提升」和「8-

1 各類業務維持運作之基本開銷」各一項計畫。 

二、 至東吳大學校務資訊平台填寫 110 年 10 期校庫【教 1】資料。 

三、 10 月 6、27 日召開中心事務會議；10 月 20 日上午召開課程委員會，下午召開實用英語

學程教師會議。 

四、 本中心負責商學院「高級國際溝通英文」業務同仁辦理雙溪 55 名報名者退費全數處理

完畢。 

五、 編輯外語學院通訊報第 45 期本中心訊息交外語學院。 

六、 10 月 7 日派員參加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線上會議；10 月 25

日上午派員參加數位校史館系統線上教育訓練；10 月 26 日派員參加電算中心舉辦「個

人資料保護教育訓練（雙溪場次）」；10 月 27 日派員參加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

明會。 

七、 辦理課務工作： 

（一） 處理「英文(一)」學士班及「韓文(一)」進修班因人數不足而停開之班級學生轉組相關

事宜。 

（二） 協助複製「英文(一)」教材電子檔至 USB 給授課教師。 

（三） 支援部分老師在城中校區語言教室進行「英文(二)」和雙溪校區多媒體教室進行「韓

文（一）」之遠距教學。 

（四） 「英文(二)」期中考試統一聽力測驗考題錄音和剪輯。 

（五） 實用英語學程及實用韓國語文第二專長之課堂反應問卷施測日期及人員名單送註課

組。 

（六） 規劃實用英語學程停招後之配套措施及輔導學生修課等相關問題。 

（七） 答覆學生詢問「英文（一）」和「英文（二）」選課及線上上課路徑問題。 

八、 辦理外語自學活動： 

（一） 因應 COVID-19 疫情，本校全校課程實施線上遠距教學期間，9 月外語自學室不開放。 

（二） 110 年 9 月份線上軟體使用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8,425 人次、

《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24 人次、《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力測驗評量》：4,201

人次。 

（三） 統計 110 年 9 月雙溪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外語學習訊息貼文 2 篇，總瀏覽

次數：8,018。 

（四） 外語自學室教材處理情形統計（統計期間 110/9/1-30）：處理二校區外語自學室教材請

購（核銷）案 3 件；點收二校區到貨資料 37 筆；雙溪教材編目上架 19 筆。 

（五） 編目 5 月至 7 月英、日語雜誌。 

（六） 10 月 13 至 15 日城中校區工讀生及外語自學小組實體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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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學期因防疫之故，雙溪校區外語自學活動改以線上進行，第 39 期雙溪第一梯次外

語自學小組 10 月 4 日開始（第 3 週起）進行為期 5 週活動；雙溪外語自學室外語諮

詢服務亦改以線上方式進行英、日語會話相談室，10 月 15 日展開報名，並透過臉書

宣傳。 

（八） 更新雙溪外語自學室公布欄「Live 英語專欄」資料。 

九、 「A-2 外國語文學院學生跨域、實務與國際力養成計畫」：提報 111 年高教深耕計畫暨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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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十一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10 月 4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審議緊急教師聘任及法規修訂等案 

二、10 月 13 日，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院長陪同財經系校友林偉宏學長來院，研商合作

辦理高中生營隊事宜。 

三、10 月 14 日，錦和高中來訪，安排各系簡報並參觀學系實驗室。 

四、10 月 19 日，召開 111 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學院系討論會議，討論 111 學年度總務處統籌

預算需求、學院系提報重點計畫及經費分配。 

五、10 月 27 日，召開本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學系新開科目案。 

六、理學院為鼓勵新進教師積極投入研究，編列經費掖注教師，110 學年度申請案至 10 月 30

日截止，共 3 位教師提出申請，核定通過 2 位。 

 

【數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會議 

（一） 10 月 6 日，召開 111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會中持續討論修正 111 學年

度申請入學招生審查評量尺規。 

（二） 10 月 6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討論本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教師

事宜。 

（三） 10 月 27 日，召開本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本系 111 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編

列事宜，討論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聘任師資之專長、研究方向，決定 110 學年

度第 2 學期新聘教師人選及修正本系研究生論文計畫書審查事宜。 

二、 招生 

（一） 10 月 14 日，新北錦和高中約 36 位師生到院參訪，數學系由林惠文主任負責接待

與學系介紹。 

三、輔導與服務 

（一） 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數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金」評選作業，經全

系專任老師評選出洪慈妤、馮嘉琳、郭欣穎與莊舒伃 4 位學士班學生得獎，各頒

發獎學金新台幣伍仟元及獎狀一只。 

（二） 辦理 110 學年度「數學系系友會獎學金」評選作業，經全系專任老師評選出吳宣

霆、陳祉云、謝尚庭、楊千儒與王家寅 5 名學士班學生得獎。每名學生上、下學

期各頒發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及獎狀一只，獲獎同學將於 11 月 6 日數學系 110

年系友大會中接受頒獎。 

（三） 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數學系商學暨外語獎學金」評選作業，外語組于竣諺、

張均愷 25 名學士班學生得獎。各頒發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及獎狀一只。 

（四） 碩士班陳立偉同學、傅家昱同學、郭芷筠同學與蔡筑安同學入學成績優異，獲「數

學系 110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獎學金」，各頒發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將於 110 年

度系友大會中接受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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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 月 30 日，舉辦「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本學期採線上形式辦理，由林惠文主

任主持，數一導師張秀瑜老師、數一導師朱啟平老師及洪斌哲老師，數一輔導助

教蔡承恩助教、簡冠程助教、洪振皓助教熱情參與。 

四、演講 

（一） 【資料探勘與分析】高教深耕業師講座系列 

1、10 月 19 日，邀請蘇明祥助理教授(東吳大學資料科學系)主講，講題：「line 機

器人理論與實作(一)」。 

2、10 月 26 日，邀請蘇明祥助理教授(東吳大學資料科學系)主講，講題：「line 機

器人理論與實作(二)」。 

（二） 10 月 28 日，邀請李勇達助理教授(輔仁大學數學系)演講，講題：｢擬譜方法解卜

松方程介紹」。 

 

【物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學術活動 

(一)10 月 13 日，邀請文化大學光電物理系鄒忠毅主任演講，講題：「量子資訊的發展及物理

系在其中的角色」。  

(二)10 月 27 日，邀請本系劉源俊名譽教授演講，講題：「淺說物理學的演進」。  

(三)10 月 20 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例會，由劉源俊名譽教授報告，題目：

「物理學理論的易簡新門道」。  

二、行政業務 

(一)會議 

10 月 6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討論 109 年畢業生流向暨企業雇

主滿意度調查結果改善措施、推派教師指導學生參加 110 學年度理學院「校園有理想」

活動等。 

(二)輔導 

1、10月6日，辦理新生學系時間暨專題演講，學系7位老師全體出席，介紹各自背景與興

趣專長，並勉勵與叮囑新生入學後，無論學業或生活，皆歡迎與老師們切磋與互動。

專題演講則邀請劉源俊老師帶領新生認識科學與物理學。 

2、10月8日起每週五午間的五午會及10月28日起隔週四13：10-15：00培基教育「物理英

文」開始上課，由劉源俊老師引導同學探索人生方向及無償與大一同學一起用英文讀

物理。 

(三)招生 

1、10 月 14 日，新北錦和高中來系參訪，學系由梅長生主任進行物理演示。 

2、10 月 15 日，梅長生主任赴台北市立大同高中參與本校招生宣導活動。 

(四)榮譽 

研究事務組邀請本系梅長生主任及陳秋民老師代表本校參加 2021 年台灣創新技術博覽

會，雙雙進入決賽；梅長生主任「一種具有修正核磁共振焦點誤差的燒融裝置」榮獲金

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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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1、10月7日，寄出「給新生家長的一封信」，郵寄「物理學系選課手冊」、「給新生家長的

建議」等資料，俾使家長理解學系運作，學生學習相關內容，藉以督導學生課業學習，

避免因學業問題而遭退學；同時邀請家長參與110學年度線上（10月30日）新生家長座

談會，有13位家長報名。 

2、10月29日，110學年度呂坤全、游輝文系友獎學金、110學年度「郭玉蓮女士」、「華邇

街幼兒園」助學金申請截止。 

3、10月29日，科學教育博物館人員二次蒞臨本系，諮詢科普推廣教育相關事宜，洽談未

來後續合作規劃。 

4、111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填報及預算作業、課堂反應問卷施測作業、受贈捐款使用情

形以及各項學生身心普測、職涯性向測驗等資訊回覆。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10 月 6 日召開 111 學年度新聘教師遴選委員會第 2 次會議，審議應徵教師申請資料、決議

邀請面談人選。 

二、教學、研究： 

(一)、10 月 6 日林彥多老師提送 110 學年度「理學院教師研究補助」申請。 

(二)、10 月 12 日 110 年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案化學系共計推薦王志傑教授、何美霖教

授、謝伊婷副教授等 3 件「研究傑出」及林彥多助理教授 1 件「獎勵新聘」申請案。 

(三)、10 月 20 日辦理第一場學術專題演講，邀請朱建威博士，講題：「Surface Engineering 

Using Functional Polymer Nanomaterials and the Applications」。 

(四)、10 月 27 日辦理第二場學術專題演講，邀請陳勝禹博士，講題：「Metal Oxide/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Hybrid Nanomaterials for Advanced Heterogeneous Catalysts」。 

(五)、110 學年度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助，化學系提送「第一類研究論著獎勵」申請案 10

件、「指導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案 3 件及「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申請案 3 件。 

三、學生學習、招生及輔導活動 

(一)、10 月 6 日化一導師郭鳳珠老師辦理新生班會及學生輔導活動。 

(二)、10 月 14 日新北市錦和高中 36 位師生來訪，本系由謝伊婷老師安排參觀林彥多老師

及江建緯老師指導「專題研究」學生實實驗作之學習環境。 

(三)、10 月 26 日化三導師王榮輝老師辦理化三導生輔導活動。 

(四)、10 月 27 日王榮輝老師出席由招生組統一辦理之招生宣導工作坊。 

(五)、10 月 30 日本校新生家長座談會採線上會議，學系安排由系主任、大一導師、實驗助

教及秘書共同參與與家長分享新生在校的學習安排及資源。 

四、行政業務 

(一)、10 月 7 日學系秘書參加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填報線上說明會議。 

(二)、10 月 12 日提交 109 共同關鍵績效指標 KPI 執行成果統計資料。 

(三)、10 月 15 日提交 110 年 10 期教育部校務資料庫需求資料彙整表冊。 

(四)、10 月 18 日提供「管制性化學品運作」調查資料。 

(五)、10 月 20 日彙整、回覆泰晤士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調查項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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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 月 22 日彙整、回覆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110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超庸館頂樓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建置」及「實驗室離退教師遺留儀器、設備、藥品、器材處置」兩項議

題意見。 

(七)、10 月 26 日辦理 10 月份實驗廢棄物清運作業。 

(八)、10 月 29 日學系秘書出席電算中心辦理之 110 學年度資安講習線上會議。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一) 10 月 19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論 111 學年度學系「校務發展計畫」及「環安衛」

預算、修正本系教師評審辦法。 

(二) 10 月 30 日辦理學系新生家長線上座談會，共計 9 名學生家長及本系楊鉅文主任、

李重義導師、陳宜龍導師、張怡塘導師、邱亦涵導師、詹雅帆導師、李瑞梅功能

導師參加座談，家長們除聽取學系簡報，並與導師交流學生在校學習情況。 

(三) 完成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 

二、教學及學生輔導 

(一) 完成大學部二年級及三年級學生學習成效問卷施測。 

(二) 完成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微生物學系碩士班畢業狀況及期中論文宣讀調查。 

(三) 排定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課堂反應問卷施測日期及施測人員。 

(四) 10 月 12 日進行大學部總結性課程-書報討論課前問卷施測。 

(五) 10 月 12 日辦理大一導生會暨系學會迎新，介紹學系教職員，新生與導師、學長

姐相見歡。 

(六) 10 月 12 日舉辦本學期學術演講，講員為全瑩生物科技公司張瑞仁執行長，講題

為「嶄新永續的天然原料工藝：以生物合成天然蝦紅素為例」。 

(七) 10 月 26 日大三導生會議，進行「選修大學論文及研究室研究方向的介紹」暨「學

碩一貫說明會」。 

(八) 10 月 29 至 31 日系學會於桃園埔心農場舉辦迎新宿營活動。 

三、招生 

(一) 本系 111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海報製作完成，除郵寄至全國相關大專院校系所外，

並公佈於相關領域社群網站。 

(二) 10 月 14 日新北市錦和高中同學至本校參訪，由宋昕如秘書及學系高年級同學針

對招生進行學系介紹。 

四、學術研究及交流 

(一) 本校申請科技部補助 110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本系張怡塘教授、楊鉅

文教授獲得研究傑出獎勵推薦，黃顯宗教授獲得研究優良獎勵推薦，陳宜龍助理

教授獲得獎勵新聘教師推薦。 

(二) 110 學年度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申請，本系共提出研究論著獎勵 7 件，發

明專利獎勵 1 件，胡筆江先生補助出版優良期刊論文申請 1 件。 

(三) 110 學年度本校「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申請，本系張怡塘教授申請

111-113 學年度連續三年每學期減授時數 2 小時，應靜雯教授提出 111 學年度每

學期減授 1 小時申請。 



60 

(四) 10 月 14 日至 23 日趙維良教授、應靜雯教授、張怡塘教授發明專利「一種新穎紫

硫菌株及其改善水質的用途」參加「2021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線上虛擬攤位展

示，10 月 13 日參賽決審由發明人進行實體簡報及 3 分鐘 QA。 

五、實驗室安全相關 

(一) 10 月 4 日完成 2 台第一種壓力容器(大型滅菌鍋)年度定期安全閥性能測試，並完

成 2 台第一種壓力容器(大型滅菌鍋)及 1 台中型鍋之定期保養。 

(二) 10 月 12 日完成移置實驗室事業廢棄物，21 件固體廢棄物、8 桶廢液共 28 件，實

驗室報廢化學品 29 件。 

(三) 10 月 18 日完成學系本季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填報作業，相關文件送至環安事

務組彙整。。 

(四) 10 月 25 日完成 8、9 月份實驗室月檢點表；實驗室年檢點表主任簽章。 

(五) 10 月 25 日環安事物組相庚祥專員、理學院卓志銘技正協同專業技師拆除 M214

實驗室氣相層析儀(ECD)內 Ni-63 密封射源。 

(六) 10 月 25 日完成學系特殊體檢名冊，送至環安事務組陳美齡技士處彙整。 

(七) 10 月 26 日 F401 邱亦涵老師、F403 詹雅帆老師完成實驗室變更管理作業程序之

變更作業管制表及啟用前安全檢查表，送至環安事務組陳美齡技士處彙整。 

(八) 10 月 26 日更換編號 31P11M9070002 大型滅菌鍋之故障安全閥。 

(九) 10 月 28 日完成學系 17 台全熱交換器濾網清洗及保養。 

(十) 10 月 29 日因應外部稽核，環安事務組人員及協同顧問公司進行 M102、M205 現

場會勘，並提供兩間實驗室自動檢查表給環安事務組作為稽核審查文件。 

六、東吳大學檢驗研究中心 

(一) 10 月 4 日完成東吳大學檢驗研究中心環境檢測。 

(二) 10 月 12 日至 23 日工讀生薛伃停及紀順耀進行水質檢測訓練，並由技術組員翁

杰愔進行技術考核。 

(三) 10 月 18 日楊鉅文主任、李淑蘭技正參加財團法人認證基金會舉辦測試領域主管

在職訓練。 

(四) 10 月 20 日台美檢驗科技公司公布化妝品好氧性總生菌數能力測試，檢驗中心組

員翁杰愔、李淑蘭的能力測試結果為滿意。 

(五) 10 月 29 日召開檢驗中心 10 月份例會，除了 10 月工作進度報告外，並針對測試

件成本估算及檢視中心的結餘款。 

(六) 10 月 29 日因應外部稽核，檢驗研究中心作為查核實驗室，提供自動檢查表作為

稽審查文件。 

 

【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研究與學術 

（一）110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本系師生線上參與台灣心理學會第六十屆年會，並發表口

頭論文 1 篇及壁報論文 4 篇。 

（二）110 年 10 月 20 日於哲生樓 H110 教室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講題為「認知心理學

家的斜槓—成長歷程個人報告」，由陳俊宏老師主持，講者為本系 110 學年度新進教

師林思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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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0 年 10 月 26 日於哲生樓 H110 教室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講題為「諮商心理師

從事學校輔導的工作分享」，由王韋婷老師主持，講者為中山女高輔導室簡嘉貞諮商

心理師。 

二、教學及輔導 

（一）本系一年級共有 4 門課程人數超過 80 人，分別為普通心理學（99 人）、心理及教育

統計學（94 人）、生理學（106 人）及普通數學（96 人），恢復實體上課後因防疫考

量改以普仁堂、戴氏基金會等大型會議是上課，或分二間教室進行授課。 

（二）110 年 10 月 26 日（二）11:00-12:00 於 B608 協助生涯發展中心為大一進行「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施測」計劃，與同學們一同探索未來職涯。 

（三）110 年 10 月 26 日（二）13:10-15:00 於 R0413 教室舉行學士班「諮商實習說明會」，

由授課教師許曼君老師說明課程規劃，並邀請上年度實習同學分享實習經驗。 

（四）110 年 10 月 30 日（六）10：00～11:00 線上舉行 110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由張

建妤主任簡報系所現況，導師林思宏老師說明新生輔導狀況，林淑靜秘書及陳宣齊

助教提供行政支援，共有 4 位新生家長上線參與。 

（五）完成 107-109 學年度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書。 

（六）輔導系學生會辦理迎新茶會（10/9）、抽直屬（10/12）、系炒（10/15）、面試（10/19）

等活動。 

三、招生宣傳活動 

時間 地點 支援教師 說明 

110/10/14(四)15：40-15：50 新北錦和高中（東吳） 葉芸芝 心理學系介紹 

110/10/19(二)12：00-12：50 基隆女中（基隆） 林朱燕 社會心理學群介紹 

四、110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放榜，本系碩士班共 16 名畢業生

通過臨床心理師考試，5 名畢業生通過諮商心理師考試，合計 2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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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十一月 

一、 學術活動 

舉辦時間 
地點/會議

室 
會議名稱/資料 承辦人 

110 年 10 月 6 日 1705 
【稅法裁判研討會】優良稅法判決評析─林文舟法官

榮退紀念 
廖珮君 

110 年 10 月 8 日 1207 
環境法課程專題演講系列一：空污法修法與污染改善

策略 
宮文祥 

110 年 10 月 13 日 1705 【2021 東吳大學法學院財經法學術研討會】 徐欣蓉 

110 年 10 月 15 日 
台北律師 

公會 

稅法沙龍第 20 回─稅法裁判研討會」 

主題：國土保安林地的課稅問題 
廖珮君 

110 年 10 月 19 日 1104 論文寫作三部曲 張永翰 

110 年 10 月 20 日 
臥龍多媒體

應用中心 

法律學系 110 學年度新聘專任教師 

論文發表會 
郭葉偉 

110 年 10 月 21 日 1705 第十一回法理學研討會 張永翰 

110 年 10 月 29 日 1104 東吳法學院 X 國家海洋研究院【國際情勢分析課程】 陳芊諭 

二、 對外交流 

(一) 法學院於 10 月 25 日(一)上午 11:00，與 P. LEAGUE+台灣男子職業籃球聯盟於法學

院崇基樓一同揭牌，揭牌後至游藝廣場舉辦簽約記者會。 

三、 學院活動 

(一) 本院林三欽老師開設學生實習課程，於 10 月 6 日 15:00-17:30 舉辦「實習生成果發

表會」，地點為 1104 會議室。 

(二) 本院公法中心主任胡博硯老師舉辦「論文寫作三部曲」講座，日期為 10 月 19 日 19：

00-21：00，地點則於 1705 模擬法庭舉辦。 

(三) 「2021 年理律盃校際法律系所學生模擬法庭辯論賽」，由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與東吳大學法學院共同主辦，本次辯論題目為「空氣汙染管制

與中央地方權限爭議」，共計十三所學校法律院所組隊參賽。於 10 月 25 日至 10 月

30 日，於東吳大學法學院崇基樓七樓 1705 模擬法庭，舉行為期一週的競賽。本屆理

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冠軍為成功大學法律學系、亞軍為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季軍為

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殿軍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及財經法律學系。而本校代

表隊劉繕愷同學、林宗岳同學獲得傑出辯士獎項的肯定。 

(四) 本月高中招生宣講情況如下： 

日期 時間 宣講學校 宣講師長 

110.10.04 18：00-21：30 延平高中 黃心怡老師 

110.10.20 14：15-16：05 蘭陽女中 林彣鴻老師 

110.10.22 17：10-17：40 光仁高中 法思齊老師 

110.10.27 12：15-13：05 中崙高中 范秀羽老師 

110.10.28 12：30-13：05 員林高中 胡博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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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十一月 

商學院 

一、本院 10 月 1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系主管會議，討論商學院雙語計畫相關

事宜，並研議雙語化學習計畫在實務上之執行面向及辦法。 

二、本院 10 月 14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110 學年度第 2

次兼任教師初聘案、110 學年度第 2 次兼任教師改聘案、110 學年度第 2 次教師延長服務

案、「東吳大學商學院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及「東吳大學國際經營

與貿易學系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等議題。 

三、本院 10 月 22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補審議商學院、經濟系、

企管系及資管系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增課程暨必選修科目表異動申請案；審議商學院、

會計系、企管系及 EMBA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課程暨必選修科目表異動申請案；審

議本院國貿管理全英語學程「產品設計與管理」及「國際企業」課程申請全英語學程補

助事宜；審議本院企管系「東吳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事

宜等議題。 

四、本院 10 月 15 日推薦繳交 110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申請案，共推薦 16 位教師；

其中有 10 位教師為研究傑出（邱永和特聘教授、陶宏麟特聘教授、吳吉政特聘教授、顧

萱萱特聘教授、溫福星特聘教授、林娟娟特聘教授、朱蕙君特聘教授、孫嘉宏教授、黃日

鉦教授、歐素華副教授）、4 位教師為研究優良（謝智源特聘教授、郭育政特聘教授、吳幸

蓁教授、樊學良副教授）、2 位教師為獎勵新聘(曾中信助理教授、劉譯閎助理教授)。 

五、本院雙語學習推動中心 10 月份執行 110 年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重點培育學

院』事宜： 

(一) 依據《東吳大學商學院雙語學習推動中心設置辦法》，本院雙語學習推動中心下設

雙語學習推動委員會，研議雙語化學習計畫在實務上之執行辦法。 

(二) 10 月 5 日參加「雙語化學習計畫之重點培育學校及學院第 1 次工作圈會議」，由教

育部高教司召集各校、院獲選本計畫之單位代表於線上開會。提供更清楚明確之執

行方針，並回應各校提供之疑問與建議。 

(三) 10 月 12、14 日舉辦雙語學習推動說明會，與院內同仁及教師說明，討論 110 學年

計畫做法以及未來四年院內之規劃方向。本計畫執行長袁國芝老師亦特別與各系

上行政人員交流，討論本計畫在執行方法上的可行性，讓計畫書更加融合進系上教

學規劃，而不只是紙上談兵。 

(四) 10 月 19 日英國文化協會來校交流，該協會為教育部本次計畫之專業顧問，本次交

流旨在瞭解院方實際執行面狀況，並研擬合作提供院內師生英國文化協會資源的

可行方式。 

(五) 10 月 22 日邀請具有 10 年 EMI 教學經驗的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鍾智林教授至本

院分享 EMI 教學心得以及技巧，講題為：《EMI 的課程與學習評量：以證據為本的

教學實踐與研究》。鍾教授在 EMI 教學上具有豐富經驗，亦對 EMI 教學方法與學

生學習績效之評量有獨到見解—本次演講針對 EMI 影響學生英語能力、學科吸收

能力、參與程度以及教學評量的分數高低四大項進行分析，以鍾教授實際教學的數

據作為觀察樣本，給本校教職同仁作為未來雙語化教學的借鏡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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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 月 29 日完成教育部審查意見回應並送出修正計畫書，將計畫書中統計數據（如

學生人數、課程數量等）更新至本學年之數據，更加符合實際執行狀況。同時參考

教育部審查意見調整計畫執行方向，完善本院執行方法並精確本計畫之執行方向。 

六、本院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 10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0 月 14 日本中心執行長、楊雅晴研究助理、林聖倫精算師、艾米茲科技公司團

隊至富蘭克林公司報告 GMDB 避險合作案第一期結案報告及富蘭克林中心第五年

成果。 

七、本院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10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處理 110 年度教師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自慢頭城在地遊-小鎮文化創新整合計畫」

及 USR HUB「東吳師生設計思維行動培力計畫-建立頭城國際友善小鎮」，人會總

系統中建立計畫問題排除事宜。 

(二) 配合提報東吳大學推動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整體運作及校務支持成果。 

(三) 提報 111 年度「教師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構想書。 

(四) 輔導學生「洄遊創生社團」。 

(五) 執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10 年青年壯遊點 DNA 計畫」。 

(六) 協助執行 110 年度教師社會實踐計畫—「自慢頭城在地遊-小鎮文化創新整合計畫」

及 USR HUB「東吳師生設計思維行動培力計畫-建立頭城國際友善小鎮」。 

(七) 辦理經費核銷。 

八、本院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10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進行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110 學年度社群規劃與安排，以及社群新增之作業。 

(二) 完成商學研究發展中心網站 10 月份更新作業。 

九、持續進行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事宜： 

(一) 10 月 7 日赴中原大學商學院國際認證單位拜訪，了解確認 AACSB 訪評相關流程

及準備資料事宜。 

(二) 10 月 14 日與 AACSB CIR 訪評主委進行第三次視訊會議，討論委員異動事宜。 

(三) 10 月 14~18 日進行評鑑人員訓練，包含：學習品質保證工作坊、學生訪談工作坊、

專兼任教師訪談工作坊等。 

(四) 10 月 21 日與 AACSB CIR 訪評主委進行第四次視訊會議，說明行前相關事宜。 

(五) 10 月 22 日邀請輔仁大學李天行前副校長協助本院進行 AACSB CIR 預評事宜。 

(六) 10 月 24~25 日召開商學院 AACSB 工作會議，進行補充報告編修工作。 

(七) 10 月 31 日~11 月 3 日進行 AACSB CIR 視訊評鑑事宜。 

十、辦理《110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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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1～111/7/31），8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於人會總系統中建立新年度計畫。 

(二) 陸續上傳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每週上課講義至 Moodle 系統。 

(三) 上課前準備課程問卷、授課講師簡介、授權同意書。 

(四)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五) 11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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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0.01 共同基金實務與入門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馮美珍資深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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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08 經濟指標與實務介紹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馮美珍資深協理 

110.10.15 
股票評價與股票投資決策(I)  

(講授理論部分)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高立翰副教授 

110.10.22 
股票評價與股票投資決策 (II) 

(講授實務部分)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沈宏達基金經理人 

110.10.29 
債券評價與股票投資決策 (I) 

(講授理論部分) 
東吳大學財精系洪明欽教授 

十一、辦理規劃及建置商學院數位形象牆事宜： 

(一) 10 月 15 日辦理攝影師第二次拍攝城中校園取景事宜。 

(二) 10 月 27 日經濟系邀請傑出校友孫立群學長返校演講，並藉此機會展示數位形象

牆校友與榮耀的內容建置。 

(三) 持續進行後台資料測試。 

(四) 辦理數位形象牆數位內容建置案請購補上線及初驗事宜。 

(五) 確認數位形象牆使用手冊資料。 

(六) 更新數位形象牆刊登規格說明。 

(七) 辦理數位形象牆後台資料維護及訊息刊登事宜。 

十二、辦理規劃「數位金融投資實驗室」事宜： 

(一) 10 月 15 日辦理嘉實資訊「XQ 全球贏家財金資訊系統」初驗事宜。 

(二) 處理「數位金融投資實驗室」桌上型主機請購補上線、驗收及核銷事宜。 

(三) 辦理「數位金融投資實驗室」掛牌事宜。 

十三、110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10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提報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二)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十四、辦理雲南大學商旅學院「2021 年學術研究與教學精進工作坊」事宜： 

(一) 辦理 10 月 21 日與雲南大學商旅學院及授課老師視訊測試事宜。 

(二) 10 月 24 日舉行培訓班開訓典禮，雲南大學出席師長包括港澳台辦公室吳芸副主

任（兼國際合作與交流處副處長）、工商管理與旅遊管理學院趙德森副院長、工商

管理與旅遊管理學院趙書虹副院長，本院出席師長包括傅祖壇院長、胡凱傑副院

長以及培訓班的授課老師們。在開訓典禮後緊接著第一天的培訓課程，培訓主題

為會計專業認證教學方法模組，上課學員包括雲南大學會計系 15 位老師及財務

管理系 9 位老師。 

(三) 協請推廣部開立培訓班收據事宜。 

(四) 聯繫培訓班人會總系統計畫建立及經費調撥事宜。 

(五) 聯繫培訓班視訊連結、簡報檔、學院資料彙整事宜。 

(六) 辦理培訓班經費核銷。 

十五、辦理「2021 年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可續發展下全球經濟管理」研討會事宜： 

(一) 10 月 12 日前發表老師繳交論文全文。 

(二) 10 月 29 日前發表老師繳交簡報檔。 

(三) 聯繫開幕典禮出席師長名單事宜。 

十六、辦理院長遴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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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辦理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十八、填報繳交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10 年度 10 期表冊相關數據資料。 

十九、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提案事宜。 

二十、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事宜。 

二十一、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升等審查事宜。 

二十二、預訂商學院年終餐敘場地及規劃分工事宜。 

二十三、配合教育部調查各校外籍博士後研究人員之入境事宜。 

二十四、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110 年 10 月份第六十八期出刊事宜。 

二十五、持續經營商學院 LINE@及 FB 粉絲團經營事宜。 

跨領域學程 

一、因應 COVID-19 防疫措施，配合本校宣導各階段之課程教學方式暨校園防疫措施。 

二、辦理財務金融學程、金融科技學程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 

三、 提報商學院第二專長【創新經營管理】課程之「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編列事宜。 

四、配合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

程、金融科技學程任課教師進行施測之日期與節次相關事宜。 

五、籌辦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金融科技學程之專題演講及企業參訪事宜。 

國際商管學程 

一、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110 學年度外國學生春季班招生宣傳事宜。 

二、提報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三、辦理「教育部雙語計畫-精進成為重點培育學院」修正計畫書及回覆委員審查報部事宜。 

四、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商學院跨領域學程作業小組會議通訊審查「國際企業」、

「產品設計與管理」申請全英文授課補助事宜。 

五、辦理 111 學年度院級交換生甄選申請。 

六、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本埼玉大學、法國 IESEG 線上交換申請文件提報事宜。 

七、10 月 1、5、7 日辦理「商學院雙語計畫說明會」。 

八、10 月 21 日支援辦理「EMI 的課程與學習評量：以證據為本的教學實踐與研究」演講，

共計 25 人參與。 

九、10 月 28 日辦理 Build your unique set of skills imagine your future 演講，共計 76 人參與。 

EMBA 班 

一、10 月 19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 EMBA 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課程及 EMBA 整合後之分組課程規劃。 

二、10 月 19 日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務發展會議，審議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

課程、EMBA 整合後之分組課程規劃，並修訂 111 學年度 EMBA 招生簡章內容。 

三、10 月 7 日召開 110 學年度 EMBA 招生會議，進行 111 學年度招生宣傳及活動規劃。 

四、本班「經營者身心健康風險管理」課程演講： 

(一) 10 月 7 日邀請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暨營養學院韓柏檉教授演講，主題：放鬆紓壓

與情緒管理的秘訣，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二) 10 月 14 日邀請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暨營養學院韓柏檉教授演講，主題：靈界的

動感與療癒，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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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 月 21 日邀請體育室黃奕仁教授、王俊智教授演講，主題：運動與大腦認知功能，

地點：城中校區 5B101 體適能教室。 

(四) 10 月 28 日邀請中華民國超級馬拉松運動協會郭豐州理事長演講，地點：中正紀念

堂。 

五、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演講： 

(一) 10 月 17 日邀請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盛業信助理教授演講，主題：法

國米其林美食與葡萄酒的美味關係，地點：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二) 10 月 31 日邀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何一梵助理教授演講，主題：好好說話：莎劇的

時代與表演，地點：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六、本班「企業經營管理專題」課程演講： 

(一) 10 月 17 日邀請前微軟(中國)公司杜家濱總裁演講，題目：跨國市場開發與初始經營

策略，地點：城中校區 5216 菁英講堂。 

(二) 10 月 31 日(日)下午邀請藍籌亞洲資本王伯鑫副董事長演講，題目：企業經營管理的

失敗經驗，地點：城中校區 2614 教室。 

七、本班「綠色經濟學」課程於 10 月 30 日由簡慧貞老師帶領碩一班 19 位同學前往龍岡莊園

參訪綠色生態產業鏈。 

八、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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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日發行 EMBA 第 131 期電子報，

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會員通訊錄資料整理建檔。 

(三) 10 月 2 日舉辦第 16 場咖啡時間「東吳 EMBA 金流房產通」，在學長姐欲罷不能的

提問中圓滿結束，感謝所有學長姐熱情的參與。主持人第 12 屆鄭紳羽學長把兩位分

享人的簡報詳讀後做出深入簡出的介紹，吸引大家更專注於兩位分享人的簡報。最

後總結也畫龍點睛的補充了最新的 NFT 交易市場的作品所帶來的龐大商機。 

(四) 10 月 20 日召開第六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會議順利圓滿完成。 

(五) 10 月 31 日黃彥瑋理事長、梁琪涓主任祕書、陳彥文執行秘書；王祥鑫、陳靜雯、楊

淳惠和鄭美鈴等活動組執行長，一起與第 15 屆新生進行午餐約會，邀請第 15 屆一

起加入協會。 

(六) 持續辦理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七) 持續辦理協會 LINE 經營與訊息發佈。 

(八) 持續辦理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九)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預告： 

1. 11 月 6 日假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舉辦第 45 場讀書會「別逼貓啃狗骨

頭」，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報名網址：https://embascu981109.kktix.cc/events/20211106 

2. 12 月 3 日舉辦企業參訪，<旺德電通股份有限公司-從創業到 V 型反轉的變型金

剛>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報名網址：https://embascu981109.kktix.cc/events/11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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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 

一、 林沁雄教授延長服務案經三級教評會及校長核定通過，續聘一年(111.2.1-112.1.31)。 

二、10 月 1 日林沁雄老師於金門高中線上宣傳財經學群。 

三、10 月 6 日「貨幣金融專題討論（Ａ）」課程，邀請許嘉棟講座教授演講，講題「央行的

角色與質變」。 

四、10 月 7 日完成「陳謙治鄭懿琳夫婦獎學金」審核，二、三年級各 2 名同學，每名獎學金

壹萬元。 

五、10 月 13 日「經濟論壇」課程，由曹添旺講座教授主持，邀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經營管理

研究所胡均立教授演講，講題「企業永續報告書之準備與落實」。 

六、10 月 15 日「專題討論」課程，由賴志芳副教授主持，邀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蘇軒立教授

演講，講題「Income Inequality 1981-2017」。 

七、10 月 20 日審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文教基金會獎學金」，核定 2 名經研所學生，每名獎

學金五萬元；2 名大學部學生，每名獎學金三萬元。 

八、10 月 21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訊或書面面投票)，推舉本系教師

代表擔任本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九、10 月 22 日「貨幣金融專題討論（Ａ）」課程，由許嘉棟講座教授主持，邀請政治大學財

政系(兼任)施燕副教授演講，講題「央行的決策機制與貨幣政策工具」。 

十、10 月 22 日林沁雄教授辦理 EMI 課程與學習評量演講會，邀請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鍾

智林教授主講，講題「EMI 的課程與學習評量：以證據為本的教學實踐與研究(EMI Course 

Evaluation and Learning Assessment: Evidence-based Teach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十一、 10 月 26 日舉辦碩士班迎新茶會，藉由直屬學長姐和學弟妹聚會，由學長姊分享碩士

生涯中修課、寫論文等心得，更邀請師長共襄盛舉，場面溫馨隆重。 

十二、 10 月 27 日「經濟論壇」課程，由孫嘉宏主任主持，邀請臺北市立大學都會產業經營

與行銷學系孫立群教授演講(東吳經濟 73 級系友，第 4 屆傑出校友)，講題：「我國體

育發展的困境」。 

十三、 10 月 29 日「專題討論」課程，由賴志芳副教授主持，邀請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顏廣杰

助理教授演講，講題「不可不知的區塊鏈金融」。 

十四、 10 月 30 日線上舉辦學士班「期中新生家長座談會」，由孫嘉宏主任介紹學系，大一

導師、秘書、2 位班級輔導助教參與，回答家長提問，有 14 位新生家長參加，了解大

一新生的學習狀況與環境。 

十五、 提報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編列，填報高教資料庫資料。 

十六、 經濟學系 5 位教師申請 110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孫嘉宏主任、邱永和老

師、陶宏麟老師申請研究傑出獎，謝智源老師申請研究優良獎，曾中信老師申請獎勵

新聘教師。 

十七、 110 學年度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申請案，經濟學系有 6 位老師(邱永和老師、陶

宏麟老師、林佑貞老師、楊怡雯老師、鄭輝培老師、曾中信老師)申請「研究論著獎

勵」；3 位老師(謝智源老師、邱永和老師、林佑貞老師)申請減授鐘點獎勵；8 位老師

(孫嘉宏主任、樊沁萍老師、陶宏麟老師、賴志芳老師、邱詩詠老師、楊怡雯老師、鄭

輝培老師、林巧涵老師)申請「指導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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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110 學年度商學院獎助教師學術研究申請案，經濟學系有傅祖壇院長、邱永和老師提

出申請。 

十九、 啟動新聘教師作業，於學校網站、學系網站、教育部全國大專教師人才網、大專校院

高等教育人力躍升培訓及媒合平臺、科技部學術研發服務網「求才訊息」、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等管道，公告「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111 學年度徵聘專任或專案

教師 2 名」中英文訊息。 

二十、 填報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科目、人員及時間。 

二十一、 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作業展開，提報 111 學年度碩士甄試考試委員名單給招生組，

並進行招生廣宣(系網公告、實體與數位海報張貼等)。 

二十二、 10 月 4 位博士生(吳柏漢、楊智宇、林依芳、楊安棋)通過計量經濟學資格考核。 

二十三、 10 月 4 日博士班黃桂英舉行博士論文發表會，預計將於 11 月 4 日舉行博士論文學

位口試。 

二十四、 提報 110 學年度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論文題目報告單及指導教授。 

二十五、 學生事務小組討論審核 110 第 1 學期研究生工讀生工讀人選、推薦最佳碩士論文獎

2 位審查委員。 

二十六、 彙整「第一銀行實習生培育計畫」(9 位學生申請)與「國泰世華銀行 2022 國泰世華

分行 CSP 實習計畫」(10 位學生申請)學生申請履歷，分別送交實習單位，以利該單

位進行面試訪談等後續程序。 

二十七、 啟動 110 學年度校外實習機制，寄發「校外實習單位招收實習生需求表」給實習企

業填寫，籌備校外實習說明會等相關前置作業。 

二十八、 蒐集與彙整台灣經濟學會 2021 年年會自籌場次－「生產力與效率」、「經濟成長」、

「財務金融」各場次議題計畫書資料(含籌組人、主持人、評論人、發表論文題目與

摘要等)。 

二十九、 10 月 31 日-11 月 3 日支援「AACSB Continuous Improvement Review (CIR)」，實地

訪評相關事宜。 

會計學系 

一、10 月 13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議，審議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任

教師續聘案、專任教師升等案、專案教師評量案與續聘案、專案教師改聘為編制內專任

教師案。 

二、10 月 21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論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與碩士班

開設全英語課程及畢業學分承認全英語課程學分數事宜，並推選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三、10 月 28 日吳怡萱副教授以「兼顧經濟性與多重減排效益的發電技術選項評估 - 兼談碳

定價的潛在影響」為主題進行休假期滿之成果發表。 

四、10 月 30 日舉行 110 學年度線上會計學系新生家長座談會，本系有 9 位教師出席，學生

家長有 38 位報名。首先由高立翰主任進行簡報，介紹學系教學特色、學系資源、學生就

業、升學及考取證照成績等。第二階段分為各班場次，由導師與初會老師、助教與各班

家長互動，請教該子弟在學學習態度及成績表現，期能共同關心與鼓勵學生學習，增進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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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院於 2017 年 2 月通過 AACSB「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之國際評鑑認證，爾後每五

年尚須接受重新評估，以維持認證資格。為因應 AACSB 持續認證作業，本院於 110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接受由 AACSB 委派的評鑑小組進行線上訪視，本系高立翰主任、

謝永明教授、陳元保教授、洪聖閔教授、吳怡萱副教授、黃榆芳專案助理教授、兼任教

師林書伃老師、陳曉媺秘書、會碩二楊欣樺、會四 A 常百涵、會四 B 唐滋聆等師生參與

訪談行程，另邀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洪國田會計師以外部諮詢委員接受訪談。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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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份分別由本系

教師前往各高中進行財經學群及會計學系簡介。高立翰主任於 10 月 20 日赴新北高中介

紹會計學系、楊孟萍老師於 10 月 22 日以線上方式為中和高中學生介紹財經學群及會計

學系、高立翰主任於 10 月 27 日以線上方式為新店高中學生介紹財經學群及會計學系。 

七、會計學系辯論隊參加 10 月 16 日至 17 日於會計師研究發展基金會舉行之「第 33 屆會計

菁英盃辯論比賽」榮獲團體獎優勝，參賽同學為會三 B 林亞璇、會三 B 賴澤慧、會三 D

李涴婷、法延雙主修會計系莊博勛。莊博勛同學榮獲最佳辯才獎。 

企業管理學系 

一、10 月 13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專任教師歐素華副

教授升等案。 

二、10 月 20 日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召開 110 年度教師教學獎補助審查會議。 

三、10 月 30 日舉辦 110 學年度線上期中新生家長座談會，本系新生家長計有 37 位報名出

席。 

四、辦理 110 學年度碩士暨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資格考核相關事宜： 

（一）函請論文指導教授提供資格考核書審委員名單，並訂於 11 月 5 日前回傳，以辦理

書審委員聘任事宜。 

（二）通知研究生資格考核申請截止日為 12 月 10 日。 

五、辦理 111 學年度入學之碩士甄試、碩士考試及碩專考試招生宣傳事宜：設計文宣品，規

劃招生對象及彙整文宣品寄送通訊資料。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10 月 26 日假 2518 教室，陳金盛老師舉辦演講，講題: 後疫情時代的物流業發展，講員：

嘉里大榮物流（股）公司黃郁琮總監。 

二、辦理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申請。 

三、辦理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10 年度 10 期需求表冊資料填寫事宜。 

四、辦理東吳大學學術研究獎助申請。 

五、辦理商學院雙語計畫相關開課工作事項。 

六、辦理商學院 AACSB 評鑑工作事宜。 

七、辦理學生企業實習補助申請。 

八、10 月 30 日採線上視訊會議，舉辦 110 學年度國貿系新生家長座談會，參加者包括梁恕

系主任、貿一 A 張瀞文導師及貿一 B 陳宏易導師與新生家長們座談。 

九、10 月 18、19 日舉辦國貿系系學會正副會長改選事宜，第 48 屆系學會正副會長分別為三

B 李芷筠、三 A 何欣晏。 

十、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招生宣傳事宜。 



71 

十一、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班暨碩專班上課時間事宜。 

十二、辦理 AACSB _CIR 線上評鑑(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 、10 月 22 日預演及國貿系人員

參加教育訓練相關事宜。 

十三、辦理 111 學年度總務處統籌預算需求調查表事宜。 

十四、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班暨碩專班研究生向教務處提報「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

名單」事宜。 

十五、辦理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事宜。 

十六、辦理大一、大四、碩一學生英文檢定調查事宜。 

十七、10 月 6 日假 2524 教室，舉辦新聘教師面試會議。 

十八、10 月 6 日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會議。 

十九、10 月 7 日採取線上會議，參加「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明會」。 

二十、10 月 20 日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會議。 

二十一、10 月 27 日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 

二十二、10 月 27 日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 本系於 10 月 8 日召開系教評會，複審詹芳書副教授、張瑞珍副教授、湯美玲助理教授、

李宜熹助理教授升等案。 

二、 本系於 10 月 9 日舉辦碩專生新生修業說明座談會，應碩士在職專班新生要求，除了 9

月 25 日舉辦線上新生座談外，再加辦一場實體座談會，為新生說明各項修業要點及問

答。 

三、 本系於 10 月 9 日分別舉辦「碩士班論文學位考試說明會」與「碩士在職專班論文學位

考試說明會」，為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二年級同學說明論文學位考試相關事宜。 

四、 本系於 10 月 15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論本系專案教師評量辦法修訂案、審查研究生獎助學

金分配案、討論學士班、碩士班開設「全英語授課」之課程、討論專任助教出缺勤管理。 

五、 本系於 10 月 15 日召開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規劃小組會議，討論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

劃及預算分配。 

六、 本系李宜熹老師於 10 月 18 日至桃園市立陽明高中進行招生宣傳，針對財精系課程內容?

什麼樣特質的學生適合唸財精系?以及本系學生未來的發展出路等主題進行說明。 

七、 本系於 10 月 19 日承辦「東吳大學與派可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之簽約記者會，由

本系潘維大校長及派可吳德威董事長共同簽訂合作備忘錄，這是派可首度與學校進行實

質產學合作，派可並將提供虛擬貨幣與交易平台讓學生參與交易實作，投入加密貨幣量

化交易之教學與投資競賽，以由此建立學生對加密貨幣交易之專業知識與操作實務。 

八、 本系於 10 月 21 日承辦「東吳大學與群益金鼎群券簽署合作備忘錄」之簽約記者會，由

本系潘維大校長及群益金鼎群券王濬智董事長共同簽訂合作備忘錄，邀請業界精英傳授

學生最貼近實務的寶貴經驗，包括群益金鼎證券董事長跟總經理都化身老師親自授課，

創新課程「資本市場實務與操作」還能由學生實際操作零股，也成為東吳商學院的超級

搶手課。 

九、 本系與中華民國退休金協會合作於 10 月 24 日假本校城中校區辦理 RFA(退休理財規劃

顧問)測驗，當日共計 753 人應試，考試期間依據本校防疫規範，落實辦理實名制及入場

體溫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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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0 月 27 日舉辦碩士班學碩一貫學程論文學位考試說明會，為碩士班一年級具學碩一貫

學程同學說明論文學位考試相關事宜。 

十一、 10 月 30 日舉辦期中家長座談會，本次採用 MS Terms 於線上進行，由學系主任主講，

並回覆家長之提問。 

十二、 應新光人壽通知，移交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光人壽精算考試獎學金領獎資料，辦理

補發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之新光人壽精算精算考試獎學金作業。本次獲獎共計 25 人

科次，總計獎金 199,000 元。 

十三、 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光人壽精算師養成護照申請作業，本次計有 57 人申請。 

資訊管理學系 

一、 10 月 7 日召開系教評會。 

二、 10 月 25 日召開系獎助學金委員會。 

三、 10 月 25 日召開系務發展委員會。 

四、 10 月 28 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 

五、 本系林鈺倫、侯玟瑜、吳佳霖三位同學參加 2021 全國大專院校智慧創新暨跨域整合創

作競賽榮獲店商與金融科技組第一名，獎金 10 萬元。 

六、 10 月 30 日舉辦 110 學年第 2 次程式設計能力檢定考試。 

七、 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校外實習廠商聯繫及學生媒合相關事宜。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10 月 4 日召開進修學士班學生實習洽談會議。 

二、10 月 19 日召開商進班課程委員會。 

三、10 月 30 日召開商進班新生家長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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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十一月 

一、 院系務行政  

1. 10 月 13 日召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會中通過「資料科學系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辦法」等 5 項辦法。 

2. 10 月 20 日校教評會學院提出以下 7 項辦法核備案： 

(1)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2)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教師評審辦法 

(3) 資料科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4) 資料科學系教師評審辦法 

(5) 資料科學系專案教師評量辦法 

(6) 資料科學系教師評鑑辦法 

(7) 資料科學系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 

3. 10 月 27 日召開資料科學系系教評會，討論專任教師升等案。 

4. 提報 111 學年度學院校務發展計畫及經費規劃 

為編列 111 學年度預算，10 月 19 日召開學院經費規劃委員會會議，討論學院發

展方向及重點，作為 111 學年度校務計畫及經費規劃之參考。 

5. 因應成立資料科學系，辦理以下相關行政作業： 

(1) 建置法規 

「東吳大學資料科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等 5 項辦法經學院暨學系

聯席會議通過後，提送 110 月 10 月 13 日院教評會審議。 

(2) 印製全系專任教師名片、申請刻製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印章、刻製學系郵局帳

戶大章等。 

6. 10 月 30 日辦理大一新生家長期中座談(線上)，由許晉雄副院長主持並簡介，共

計 12 位家長與會。 

7. 辦理單位財產自盤，更新財標為資料科學系。 

8. 行政人員參加教育訓練/出席會議 

(1) 10 月 7 日出席研發處舉辦之「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明

會」。 

(2) 10 月 27 日出席研發處舉辦之「110 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明

會」。 

二、 教學與學生輔導 

1. 招生宣導 

(1) 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宣導 

 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報名日期 110/10/26~110/11/08；考試入學/報名日

期 110/12/23~111/01/05。 

(2) 赴高中舉辦招生講座 

11 月 16 日(二)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鄭江宇助理教授 

12 月 3 日(五) 新北市立光復高中/金凱儀副教授 

12 月 3 日(二) 台北市市立育成高中/吳政隆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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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寄送資料科學系宣傳 DM 予北中南部共 42 間高中。 

2. 11 月 3、4 日辦理張善政榮譽院長與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新生座談。 

3. 企業實習 

(1) 經由學系媒合計有永豐銀行、富邦銀行、捷孚凱行銷、天下雜誌、精誠資訊、

聯合文創、香港商果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Pinkoi)等 7 家企業提供

實習職缺。 

(2) 彙整申請前述企業實習之學生履歷寄送各企業甄選。 

4. 提報 111 年度教育部深耕計畫 

計畫名稱：A-6 跨域科技融合實踐永續應用」，子計畫主持人為許晉雄院長，葉

向原副教授及鄭江宇助理教授擔任共同計畫主持人，計畫總經費 786,000 元。 

5. 教務及學生輔導行政配合事項 

(1) 填報教育部 110 年 10 月期校務資料庫表冊數據。 

(2) 提供 2022 年泰晤士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調查所需相關資料(評鑑組)。 

(3) 辦理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問卷填寫(評鑑組)。因疫情關係，本次第一哩活動

採用線上表單調查。 

(4) 辦理大二、大三學生學習成效問卷填答(評鑑組)。 

(5) 修訂資料科學系 111 學年度申請入學審查評量尺規修訂調查表(招生組)。 

(6) 10 月 13 日回覆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實施計畫施測時間調查及大一導師會

議回覆單(健諮中心)。 

(7) 回覆高中生研習營意願調查及課程大綱(推廣部)。 

(8) 送交繁星推薦及申請入學簡章二次校對(招生組)。 

(9) 回覆 111 學年度轉系作業要點(註課組)。 

(10) 填寫 107~109 學年度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書(註課組)。 

(11) 修訂 107 招生簡介(招生組)。 

(12) 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堂反應施測相關事宜。 

(13) 建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班級及家族幹部。 

(14) 線上填報 110 學年度導生設定及導師薪酬。 

(15) 彙整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系班級生涯輔導補助計畫申請表(生涯發展中心)。 

(16) 彙整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士班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申請表(健康暨諮商

中心)。 

三、 學術交流與合作 

1. 籌辦「2021 人工智慧 x 資料科學 start up研討會」 

(1) 本研討會預訂於 110 年 12 月 17 日於城中校區舉行，採實體會議及線上會議方式

同步進行。主辦單位包括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東吳大學人工智慧應用研

究中心、中華 R 軟體協會、臺灣資料科學與商業應用協會，活動內容由本學院主

導規劃與執行。 

(2) 議程規劃，擬邀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黃國禛講座教授及中研院李祈均助理研究員

發表專題演講。下午以「智慧學習-CUMTEL」、「AI 與音樂科技」、「智慧製造」

及「AI 與 K12 教育」為題舉行四場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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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陸續完成研討會前置籌備作業，包括議程安排與講者邀請、研討會電子專刊的校

稿及研討會網站的製作，並於十月中展開活動宣傳及接受報名的工作，活動網址

https://bigdata.scu.edu.tw/aiads2021/ 

(4) 本活動亦納入東吳 AI 週(12/13-12/17)系列活動之一。 

2. 學院教師參與學術交流與合作情況 

(1) 產業界 

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微星科技 胡筱薇老師 2021 年 10 月 1 日 討論可能進行產學合作的題目以

及專題演講 

涵碧樓 胡筱薇老師 2021 年 10 月 6 日 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例行會議 

 2021 年 10 月 12 日 

2021 年 10 月 21 日 

2021 年 10 月 26 日 

大聯大集團 胡筱薇老師 2021 年 10 月 6 日 第三期產學合作計畫例行會議 

新計劃討論：人才培育計畫 

新計劃討論：產學合作計畫第四期 
2021 年 10 月 8 日 

2021 年 10 月 22 日 

2021 年 10 月 29 日 

鄉林集團 胡筱薇老師 2021 年 10 月 14 日 

2021 年 10 月 28 日 

數據策略例行會議 

 

國泰世紀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 

黃福銘老師 2021 年 10 月 04 日 

2021 年 10 月 18 日 

 

產學合作計畫例行會議 

 

 

富蘭克林證券投

資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黃福銘老師 2021 年 10 月 05 日 

2021 年 10 月 19 日 

 

產學合作計畫例行會議 

 

 

和盟電子商務股

份有限公司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0 月 1 日 討論產學合作方向 

璽秝生活創意有

限公司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0 月 13 日 

2021 年 10 月 21 日 

討論地方創生青年工作坊相關議

題（線上會議） 

全家便利商店股

份有限公司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0 月 15 日 數據分析人才培訓研討 

全家便利商店股

份有限公司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0 月 22 日 受邀演講：講題「視覺化技術在零

售的應用」 

錠嵂保險經紀人

公司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0 月 28 日 討論產學合作內容 

Appier 沛星互動

科技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0 月 9 日 討論可能進行的人才培訓方式 

台灣財金暨產業

發展協會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0 月 25 日 台灣財金暨產業發展協會會員大

會 

幻景啟動股份有

限公司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0 月 29 日 討論產學合作議題 

艾斯移動 蘇明祥老師 2021 年 10 月 18

日、25 日 

討論產學合作議題 

  

https://bigdata.scu.edu.tw/aiad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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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研/學界 

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台科大資工系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0 月 4 日 專題演講「金融創新」 

國立中央大學會

計所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0 月 4 日 科技部合作計畫例行會議 

國立中山大學政

治所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0 月 12

日、19、26 日 

教育部教育部數位人文創新人才

培育計畫 

文化大學文學院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0 月 21 日 專題演講「AI 時代的教與學」 

國立中央大學電

機系 

蘇明祥老師 2021 年 10 月 15 日 ROCLING 研討會  Session 主持

人 

(3) 政府機構 

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0 月 1 日 參與運輸中心期中審查會議 

臺北市研考會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0 月 27 日 參加 1999 臺北市民當家熱線運

用網路電話數位轉型之研究工

作會議 

交通部科技顧問

室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0 月 29 日 受邀參與 TDX 平臺永續營運暨

創新商業模式產業交流會 

新北市教育局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0 月 7 日、

13、20 日 

新北市教育加速器計畫青山國

中小例行例行輔導追蹤會議 

衛生福利部雙和

醫院 

何穗華老師 2021 年 10 月 9 日 討論院內計畫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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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十一月 

第一組 

1. 持續辦理教職員工、助教及計畫人員聘任相關事宜。 

2. 更新專任教職員工（含助教）於私校退撫儲金管理委員會系統相關資料。 

3. 填報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教師、職員、助教及博士後研究員等各類人數及薪

資概況相關表冊，並持續辦理兼任教師是否具本職身分之調查。 

4. 10 月 20 日召開 110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並俟會議紀錄確認後，函知提案單

位會議決議，並簽請校長核定，辦理後續相關庶務。 

5. 受理 110 學年度教師休假之申請。 

6. 編列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及全校教職員工薪資預算。 

7. 函知本校 110 年 10 月 5～18、19～29 日行政人員支援校園防疫輪班工作，及後續輪班同

仁之到班、調班、加班事宜。 

8. 辦理本校新聘編制內教師敘薪校外審查作業，並依規定函知敘薪結果。 

9. 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資格送審。 

10. 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之規定，專函通知 110 學年度因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

課標準，致提前終止聘約之兼任教師。 

11. 持續辦理本校教師赴外兼課、他校教師來校兼課徵詢同意作業。 

12. 規劃並填報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並回復 110 年 1-8 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經費執行狀況調查表。 

13. 110 年 10 月 12 日函送「東吳大學職員轉調作業要點修正草案」，以蒐集各教學單位意

見。 

14. 填報「泰晤士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調查」有關人事業務相關之指標說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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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持續辦理教職員工暨子女就讀本校學費補助。 

17. 協助人會總系統廠商進行計畫人員聘任系統設計作業，並持續提出修正其他人會總系統、

校務資訊平台之要求。處理差勤系統排班單位大量異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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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1. 教職員工 110 年 11 月份薪資已作業完成，並將於 110 年 11 月 5 日發放。另產學合作等

計畫專任助理 110 年 10 月份人事費已於當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10 年 9 月人事

費亦已於 110 年 10 月 25 日發放。 

2. 辦理 110 學年第 1 學期第 1~4 週及第 5~8 週專、兼任教師之鐘點費（含超鐘點），分別

於 10 月 31 日及 11 月 5 日發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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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9 月份個

人應繳之保費及各單位應負擔之勞保費及勞退金。 

4. 辦理 110 年 9 月份工讀金核銷，經由全校各類工讀單位送出時數及設定預算後、本室彙

總並計算個人補充保費。本次因各單位所登錄預算項目/科目資料不齊全，造成需逐筆以

電話連繫補齊資料，並將預算金額不足之資料拆分，並與天方工程師修正調整，使會計

室得以接收到工讀金核銷資料，完成本月工讀金作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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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辦理公保、勞保、團保等各項保險給付申請，以及退休人員 110 年 9 月公保超額年金核

發作業。 

7. 辦理 2 名職員申請 110 年 2 月 1 日及 8 日自請或屆齡退休事宜。 

8. 辦理 12 名教師 110 年 2 月 1 日屆齡退休事宜及 4 名職員離職儲金申請案。 

9. 發函受理 110 年服務傑出職工推薦至 10 月 31 日止。 

10. 辦理本校接受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提繳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勞工退休金」經費核銷及申

請事宜。 

11. 辦理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之提報及編列各項收入預估金額。 

12. 辦理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擔任校務會議或教評會代表現況調查表。 

13. 辦理內部稽核委員會進行 109 學年度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指定稽核。 

14. 發函通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課程資訊。 

15. 協助福委會申辦健檢補助金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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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十一月 

第一組 

一、 本校110年9月份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投資基金增減變動月報表及人事費明細表，於

110年10月13日函送教育部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二、 110年11月份傳票共計1,604張。 

三、 本校110年9月份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得明細資料會計項目分析表及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

得明細資料，於110年10月28日送人事室酌參。 

四、 完成填報教育部「大專校院定期公務統計報表」。 

五、 依本校各業務單位需求，編製之會計報告如下： 

(一)「各類收入」之109學年度決算數，於110年10月25日送研發處。 

(二)「學雜費收入」之109學年度決算數，於110年11月1日送研發處。 

(三)編製「111學年度學雜費調漲指標評估資料」之107至109學年度資訊，於110年11月1

日送研發處。 

(四)教育部補助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110年1月至9月份計畫收支明細帳，於110年10月29

日送教資中心。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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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系 
科技部之「余英時的學術世界與生命實

踐」計畫 
110年10月20日 

2 政治系 

科技部之「臺灣重大災害歷史事件及其

對防救災政策制訂影響之研究：清領至

當代」計畫 

110年10月20日 

3 哲學系 科技部之「關係的本性與順序」計畫 110年10月14日 

4 哲學系 
科技部之「柯思嘉的兩種規範性：自然

主義的分析」計畫 
110年10月14日 

5 哲學系 
科技部之「分析詮釋學與其相關議題」

計畫 
110年10月20日 

6 哲學系 
科技部之「柏拉圖與亞理斯多德論詩」

計畫 
110年10月20日 

7 社工系 
科技部之「臺灣社會工作督導實務運作

與專業發展經驗研究」計畫 
110年10月14日 

8 社工系 

科技部之「台灣與日本的社會工作師獨

立展業的環境條件與體系建構之比較研

究：社區整體照顧體系建構下的發展契

機探究」計畫 

110年10月21日 

9 國貿系 
科技部之「名人創業家精神：無形資產

對新創事業績效影響之實證研究」計畫 
110年10月22日 

10 會計系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之「航空公司國內線

統一成本會計研究」計畫 
11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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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收支明細表送計畫主

持人覆核日期 

11 巨資學院 
科技部之「具多重時序注意力機制之深

度學習模型於交通流量預測」計畫 
110年10月15日 

 

第二組 

一、 完成110年度10月份固定及非固定薪資所得扣繳申報。 

二、 提供人事室「110年度10月所得類別50申報金額統計報表」，以利辦理申報學校應負擔之

補充保費計算。 

三、 國稅局調閱本校107年給付邱○家君薪資所得資料，本室於110年10月21日函覆檢送相關

資料(東會字第1100007769號函)。 

四、 提供社資處「指定捐款106年7月31日前已逾期,未辦理延長用期限」及「指定捐款108年9

月30日前已逾期,但已辦理延長用期限」明細資料(東會計字第1100900741號函)。 

五、 提供社資處「超過2年以上已逾期,且未辦理延期之捐款」及「超過2年以上已逾期,但有辦

理延期之捐款」統計資料(東會計字第1100900754號函)。 

六、 提供研發處110年度1月至9月私校獎補助經費收支專帳明細表(東會計字第1100900761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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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十一月 

【圖書館】 

一、10 月 14 日(四)由淡江大學圖書館主辦，銘傳大學圖書館以及本館協辦之「第一屆臺灣

Alma 使用者會議暨雲端圖書館服務平台實務研討會」於淡江大學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李宗禾館長出席並擔任｢應用 Alma API發展 Primo 檢索之 Wiki 鏈結資料與讀者流通資料

大數據匯聚」及｢優三特色館藏發展」兩場次會議之主持人，讀者服務組支嘉立組長、鍾

菀婷組員與張青玉組員參與並協助「優三特色館藏發展」場次會議紀錄等相關作業。 

二、10 月 18 日(一)10 時召開 110 學年度第 5 次主管會議，討論圖書館館藏盤點作業修改內容、

2022 年圖書館資料庫續訂清單、報告 KMOVIE 智軒雲端公播電影網購置內容等事宜。 

三、10 月 21 日(四)10 時 30 分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朱小瑄董事長、關雅茹協理及黃智

偉總編蒞館與本館李宗禾館長、支嘉立組長及江敏妮組長討論圖書館數位典藏事宜。會

後，李宗禾館長與王淑芳社資長陪同貴賓拜會潘維大校長並參觀懷恩數位校史館。 

四、10 月 27 日(三)10 時召開 110 學年度第 3 次「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小組會議，討論

有關國內、外出版社之漫畫圖檔使用授權進度、確認演講者錄影時展示漫畫圖檔涉及之

著作權問題及報告活動海報設計等事宜。 

五、10 月 28 日(四)10 時召開 110 學年度第 2 次館務會議，由數位與系統組進行業務專題報

告、討論 109 學年度圖書館滿意度問卷調查質性建議改善內容及胡佳薇編纂簡報分享｢以

人為本的公共圖書館空間規劃與改造研習班」心得報告。 

六、彙整編輯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重要業務報告。 

 

【技術服務組】 

一、組務： 

(一) 10月 4日(一)填報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09學年度資料予讀服組張裕鳳同仁

彙整。 

(二) 10 月 5 日(二)參加淡江主持之優久大學聯盟優三圖書館自動化書目與採購任務小

組 110 學年第 1 次會議。討論議題包括：三校樂譜及音樂性資料編目政策、資料庫

書目共編問題、紙本和電子書共用書目及後分類問題、NZ 電子書與 IZ 管理特藏之

清單問題、電子資源共購議題等。 

(三) 10 月 7 日(四)參加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說明會。 

(四) 10 月 10 日(日)發送圖書經費支用報表予 33 個單位，統計日期：2021/8/1~2021/9/30。 

(五) 10 月 14 日(四)參加淡江主持之「第一屆臺灣 Alma 使用者會議暨雲端圖書館服務

平台實務研討會」，技服組負責撰寫下午第二場 13:55～14:25「Digital Innovat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integrated Library Services Platform (LSP) – Alma」之

會議紀錄。 

(六) 10 月 18 日(一)提交「東吳大學 109 年度私校書面審查意見(初稿)回應表」予校發組

彙整。 

(七) 10 月 22 日(五)16:00 參加「109 學年度決算赤字解決方案會議」。 

(八) 10 月 27 日(三)參加教師研究計畫說明會，講解計畫用書採購原則。 

二、採編有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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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 2022 年期刊及資料庫獎補助款「提前動支」線上申請；10 月 4 日(一)校發組來函告

知已完成專案簽核作業。 

(二) 由於會計系吳燕瑛老師之升等著作為中央大學企管系博士論文，論文延至 2026 年 1 月 1

日才能公開，人事室來電告知，將會針對此一個案作討論，看是否未來需配合論文公開

日期而調整教師升等著作公告時程及方式，等確認後會再通知技服組。 

(三) 10 月 5 日(二)刪除 11 筆無館藏之舊書目(館藏地皆為航太中心)。 

(四) 因應多媒體隨選視訊(MOD)新趨勢，10 月 13 日(三)購置「KMOVIE 智軒雲端公播電影

網」，供本校師生在校園內觀賞近百部主流強檔院線電影。 

(五) 巨資學院「OP View Insight 4.16 輿情觀測平台」9 月中旬即開始請購，因「逾 10 萬購案」

之圖書採購及指商等程式未寫完整，導致請購三次皆未成功；經過多次反應、溝通及前

往採保組現場討論，10 月 6 日(三)案子終於順利走完議價，目前已進入驗收階段。 

(六) 技服組在人會總系統曾建立「蝦皮」等廠商資訊，使絕版書採購得以進行；10 月 7 日(四)

突然搜尋不到「蝦皮」，致購案進退兩難；當天前往採保組與工程師調查原因，得知前一

天為了配合採保組擋掉無付款帳號之競標廠商而修改了設定，造成「蝦皮」也被擋；經

協調已改回原設定，使購案可順利進行。 

(七) 10 月 12 日(二)人會總系統發生挑選預算功能異常，造成所有圖書採購作業皆停擺；經詢

問電算中心，得知是全校性的問題。經工程師緊急搶修，晚上 6:25 預算挑選功能已恢復

正常。 

(八) 10 月 19 日(二)台師大函知辦理 2021 年「Science Direct Collection 西文電子書」財產認列

事宜。此批電子書東吳所分攤之 568,100 元是由教育部補助，但人會總系統尚未開放「不

扣款僅列產」功能；至 10 月 23 日(六)工程師告知「直接驗收」作業已可使用。後經數次

測試及程式修正，終於在 10 月 25 日(一)完成驗收作業。 

(九) 10 月 22 日(五)完成上傳 48 筆新購之 SDGs 日文電子書(KinoDen)，作為新生書展之追加

書單。 

(十) 上官鼎（劉兆玄前校長筆名）的武俠小說目前已購置 22 冊，置於城區分館供全校師生閱

覽。 

(十一) 辦理 2020 年日文期刊線上結案驗收作業、進行理學院 IOP/ACS/SIAM 三種套裝期刊

之請購。 

(十二) 進行「國文天地資料庫」驗收及 CONCERT 資料庫訂購回覆作業。 

(十三) 9 月份起陸續與數統組進行 2021 年「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TAEBDC）電子

書書面驗收作業，包含：2021 版權年 SpringerLink 7,010 冊、ABC-Clio 50 冊、Bloomsbury 

28 冊、Cambridge 68 冊、InfoSci 240 冊、IOS 16 冊、Peter Lang 37 冊、Taylor & Francis 

242 冊、Bentham Science 15 冊、DeGruyter 112 冊、World Scientific 107 冊、Wiley 128 冊、

AiritiBooks 220 冊、UDN 203 冊、ScienceDirect 734 冊、IGP 192 冊，截至 10 月 29 日(五)

止，完成測試及驗收的冊數已達 9,402 冊。 

三、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110/010/01-110/10/31） 

(一) 購案核銷與採編維護 

購案 核銷 

 24 件  17 件 

系統訂購檔 購書移送 贈書移送 

   485 筆  185 冊  169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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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編目 期刊驗收 期刊催缺 

 51 筆   193 筆   0 筆 

(二) 其他業務處理統計 

項目 數量 

教師新書公告     6 件 

贈書處理 
公文     2 份 

謝函/贈書清冊     3 件 

NBINet 書目上傳 
中文 284 筆 

西文 351 筆 

學報寄送處理（含加工、打包）    206 冊 

問題書處理    20 冊 

【讀者服務組】 

一、工作報告： 

(一)流通業務 

1.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滾動調整防疫專頁公告內容，並安排櫃台工讀生協助配合

防疫工作事項。 

2.提供非在校教職員工生讀者使用圖書館權限，包含有推廣部110樂齡大學、華語教學中心

等。 

3.城中研討室於10月19日(二)起開放師生登記預約，防疫期間仍以三人使用為限。 

(二)閱覽室相關 

1.擬東吳大學中正圖書館第一閱覽室24小時閱讀區管理要點稿。 

2.配合防疫政策鬆綁，除持續執行量溫以及實名制，考慮閱覽室容留人數，10月6日(三)起，

城中第一閱覽室開放101席，第二閱覽室開放199席，共計300席。10月19日(二)起，雙溪

第二閱覽室由早上9:00提前自8:30開放，並將28席管制座位提高至56席 (含研討室)，兩

校區同時擺放酒精，提醒同學可自行清消桌面。 

(三)參考及期刊 

1.計算容留人數，10月6日(三)至10月18日(一)總館開放108席，分館開放座位63席，提供讀

者入館查閱。 

2.配合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等校進行跨校館合證重新認證作業。 

3.NDDS 文獻傳遞服務，10月份共有38位新讀者，以及5位申請延長使用期限讀者。較過去

單月申請人數倍增許多，顯示線上申請借書與複印資料需求增加，此數字當可做為未來

改善或提供讀者新服務的參考。 

(四)推廣活動 

1.報名由 Openbook 閱讀誌專業書評網站所辦理之2021「Openbook 好書獎」參展作業，書

展時間暫訂於2022年3月。 

2.110學年度新生活動「2021圖書館陪您走第一哩路─大學生的永續生存指南」於10月13日

(三)13:00-14:30辦理「永續助攻手-必修的一堂垃圾課」線上講座，共計72人出席。10月

25日(一)10:00-16:00於寵惠堂辦理「SDGs 超前部署書展」一日快閃宣傳活動。 

3.進行三場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料庫課程: 

(1)10月15日(五)「圖書館電子資源介紹」實體課程，共計2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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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月20日(三)「法源資料庫介紹」線上課程，共計14人出席。 

(3)10月27日(三)「TEJ PRO 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線上課程，共計46人報名。 

4.10月15日(五)起於總館漫讀區展出第12屆金漫獎入圍作品，同時持續於圖書館臉書公告

書展及金漫獎相關訊息；並於兩校區圖書館漫讀區同時展出歷屆金漫獎得獎作品。 

5.「跨閱．漫讀–臺、法漫畫中的文化對話」活動，委請英文系歐冠宇老師協助漫畫活動英

文翻譯審定事宜；整理國內出版社回覆漫畫授權書；聯絡法國在臺協會，邀請並確認協

會公孫孟主任錄製開幕致詞影片以及邀請錄製影片作家名單等事宜。 

(五)其他 

1.110年10月13日(三)完成採保組要求，進行圖書館備用鑰匙比對以及更新作業。 

2.110月14日(四)由淡江大學圖書館主辦，銘傳大學圖書館以及本館協辦之「第一屆臺灣

Alma 使用者會議暨雲端圖書館服務平台實務研討會」於淡江大學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本館由李宗禾館長，以及讀者服務組支嘉立組長與鍾菀婷、張青玉同仁參與，並負責協

助講師介紹以及「優三特色館藏發展」場次會議紀錄等相關作業。 

3.10月8日(五)及10月19日(二)，提供社工系一年級新生160人，共計6梯次之導覽服務。 

4.10月21日(四)完成教育部大學校務資料庫110年度第10期數據及資料之填報。 

5.10月21日(四)RFID 小組報告，經廠商說解以及依館藏需求評估後，目前暫緩建置智慧取

書專區，先朝引進「自助借書機」及「預約取書櫃」的方向提出預算。 

6.10月26日(二)完成111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讀者服務組基本維運計畫與預算編列。 

7.提供「AR 漫讀創新服務」以及「饗閱德國國際交流推廣活動」」文稿各一篇予「110年

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以為紀錄。 

二、業務統計：       

    讀者服務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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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30 29 218 0 2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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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295 11 196 38 
賠書:5 

賠款:0 

184 筆/4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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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3 68 
本校 17,352 

校外  0 
51,857 1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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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區 7F 劃位 

0 2 
13 場 

/162 人 
3 0 299 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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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與系統組】 

一、工作報告： 

(一) 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1. 10 月 13 日(三)提報本館 Primo 9 月份使用統計予優三 Primo 任務小組，包括使用

載具分析、檢索次數、檢索詞彙。 

2. 10 月 14 日(四)張素卿專員參加「第一屆臺灣 Alma 使用者會議暨雲端圖書館服務

平台實務研討會」，並於會議中分享本館 Alma 的使用經驗。 

(二) 電子資源(資料庫、電子期刊及電子書) 

1. 處理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TAEBDC)110 年成員館自辦教育訓練經費補助

之人會總系統經費異動、子計畫新增簽核及核銷事宜。 

2. 新增資料庫： 

(1) KMOVIE 智軒雲端公播電影網 (10 月 25 日郵件公告、官網資料庫公告) 

(2) 綠色乖乖的都市傳說~2021 WOS＆JCR 有獎徵答活動(10 月 22 日官網資料庫

公告) 

3. 製作 Endnote 與 Zotero 書目管理軟體常用功能比較。 

4. 持續處理電子資源及校外連線問題。 

(三) 圖書館網頁 

1. 圖書館網頁更新：防疫專頁、表單下載、服務辦法、樓層配置、開放時間、資料

庫講習等。 

(四) 天下創新學院 

1. 每月使用人數統計(截至 2021 年 9 月) 

 

2. 發送全校學生郵件推廣公告，主題為：「縮短與英語的距離，讓創新學院陪你同

行！」 

3. 10 月 6 日(三)電算中心提供第二次全校在學學生資料。10 月 13 日(三)電算中心再

次提供篩選後有異動之學生資料。10 月 15 日(五)確認轉檔成功。 

(五) 其他 

1. 辦理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 

2. 10 月 8 日(五)、10 月 19 日(二)協助社工系大一新生導覽，約 60 人次。 

3. 10 月 12 日 (二)聯繫中文系秘書最新出版(110 年 9 月)「國文選」教材課本，10 月

20 日(三)贈送三套(共 6 冊)給圖書館，新學林出版社已提供數位檔案供圖書館數位

典藏用。 

4. 參加教育訓練課程 

4.1 校內課程 

(1) 10 月 7 日(四)張碧晶專員參加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暨預算編列說

明會。 

(2) 10 月 20 日(三)周怡君專員、陳慧倫專員參加通識教育中心舉辦之「Podcast 

從 0 到實作工作坊」。 

(3) 10 月 26 日(二)張素卿專員、陳慧倫專員參加電算中心舉辦「個人資料保護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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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 月 27 日(三) 周怡君專員參加 110 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執行研究計畫說

明會 

4.2 校外課程 

(1) 10 月 12 日(二) 14:00~16:00 周怡君專員參加漢珍數位圖書和北京書同文數

字化技術有限公司合辦「清代文史資料的利用」線上研討會。 

(2) 10 月 25 日(一) 14:00~16:30 周怡君專員參加國家圖書館舉辦「110 年臺灣

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教育訓練：雲端系統建檔與管理運用」線上會議。 

5. 10 月 27 日(三)「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工作小組會議。 

6. 協助影印室安裝 3 樓及 4 樓資檢區影印機軟體驅動程式。 

7. 詢問章忠信老師有關影片中呈現漫畫頁面版權問題。 

8. 張碧晶專員代理黃淑珍秘書請假期間公文系統、APP 問題轉發、回覆與報告彙整等

業務。 

9. 處理大一新進工讀生面談及聘任事宜。 

二、圖書館利用講習 

(一)中正圖書館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 6 場，共計 184 人。 

(二)城區分館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 2 場，共計 16 人。 

三、服務統計 

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電子資源 

[電子書]  

電子書活動推廣及試用。 
筆 1  

[電子書]  

電子書驗收： 

1. udn 

2. iRead 

3. Elsevier eBooks on ScienceDirect 

4. KinoDen 電子書。 

件 4 

[電子書]  

提供截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可使用電子書冊數。 
冊 1,399,916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10 月 7 日(四) 10:10~11:10 「圖書館資料查找快捷鍵」 23 

10 月 13 日(三) 15:10-17:00 英文系圖書資源利用線上課程 16  

10 月 14 日(四) 10:00-12:00 
歷史系劉龍心老師大一「史學導論」 

圖書資源利用課程。 
50 

10 月 19 日(二) 9:00-10:00 社會系圖書資源利用線上課程 32 

10 月 20 日(三) 9:00-10:00 社會系圖書資源利用線上課程 51 

10 月 22 日(五) 10:10-11:10 「PsycArticles 心理學全文資料庫」。 12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10 月 15 日(四) 15:10~17:00 圖書館電子資源介紹 2 

10 月 20 日(三) 15:10~17:00 法源資料庫介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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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資料庫公告] 

1. Emerald 線上講座活動 

2. DDC 認真看影片，輕鬆抽大獎！ 

3. Emerald 中文講座。 

件 3 

博碩士學位論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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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公開)及論文電子檔

案上傳諮詢 

件 8 

2. 論文點收及匯出 ISO 檔 件 240 

Turnitin 

帳號申請及使用問題回覆 件 4 

10 月 1 日(五)協助秘書室心怡秘書處理同學投訴

論文抄襲事件,並提供 Turnitin 比對結果。 
件 1 

學科服務 

1.新書通報郵件寄送：德文系、音樂系、政治

系。 
件 3 

2.德文系學科服務。 件 3 

天下創新學院 回覆天下創新學院相關問題 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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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十一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 教學實踐研究共備： 

本學期教學資源中心召集「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共備社群」、「翻轉學習社群」2 項，110 年

10 月辦理社群研習活動： 

(一) 110 年 10 月 20 日上午辦理「教學實踐研究撰寫指南與計畫書健檢」線上講座，邀請東

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巫博瀚助理教授分享計畫撰寫技巧，並提供本校教師專屬計畫書健檢

表，幫助本校教師更有條理的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本場活動 9 人參與（含本校教師

7 人、校外教師 2 人）。 

(二) 110 年 10 月 20 日下午辦理「111 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說明會」，為本校教師說明

111 年度校內徵件作業期程、計畫申請注意事項、學校提供之補助及獎勵措施等，並鼓

勵教師踴躍投件！本場活動 11 人參與（含本校教師 8 人、校外教師 2 人、助理 1 人）。 

(三) 110 年 10 月 4 日舉辦「線上教學互動課程設計撇步」：邀請大葉大學教學資源中心鄭孟

玉主任分享帶領老師設計線上課程的互動活動，透過課程活動安排與專業課程結合，使

用線上白板 Jamboard，讓與會教師從點名、自評到課程收斂及學習經驗分享，帶領老師

們學習經營線上課程的方式，讓與會教師對線上課程的經營有更加明確的想法。本活動

參與人數 25 人(包含校內教師 21 人、校外教師 4 人)。 

二、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師教學社群及教學精進補助計畫： 

(一) 111 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校內徵件期程自 110 年 11 月 22 日起至 12 月 19 日止，為利

教師把握計畫撰寫時間，已發函提供 111 年度計畫申請參考資料、相關表單，以及重要

時程，請各學系主管、秘書協助轉之專任(案)教師。重要時程說明： 

1. 計畫申請系統自 110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起，受理首次使用者帳號註冊，

與變更任職學校申請。 

2. 110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起受理計畫申請。教師應至系統填寫計畫申請

書、編列經費並上傳研究計畫內容。 

3. 110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前完成計畫書上傳及經費編列並「送出計畫」者，將由承

辦單位統一送審查委員審查。逾期送出者，只針對經費編列表進行審查，不審查計畫

內容。 

4. 承辦單位將於 12 月 16 日（星期四）前回覆審查意見，教師應於 12 月 19 日（星期日）

下午 11 時 59 分前，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內容及經費編列表，重新上傳並「送出計

畫」。 

5. 計畫申請系統於 12 月 19 日（星期日）下午 11 時 59 分關閉後將不再開啟，所有計畫

上傳、修改作業皆應於上述期限內完成。逾期者，恕無法受理計畫申請。 

6. 111 年度計畫申請最新消息及所有相關網頁、參考資料，皆公告於教師教學發展組網頁

（連結），請學校教師及各學系秘書多加利用。 

  

https://web-ch.scu.edu.tw/td/web_page/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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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配合 110 學年度啟用之「東吳校務資訊系統（即人會總系統）」，本學期核定補助之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教師教學社群及教學精進補助計畫，已逐步納入該系統/校發系統，簽核

通過並設定可動支經費人員，進行核銷作業測試，同步編寫各計畫執行注意事項簡報，

內含「東吳校務資訊系統」之工讀生管理、給付所得核銷、自行核銷等系統操作說明，

陸續於 9 月下旬至 10 月下旬分單元傳送各計畫執行教師與助理，協助掌握計畫執行、

結案與經費核銷等事宜。 

三、課程單場實務講座、校外教學補助計畫： 

本學期受理教師申請時間自 110 年 9 月 13 日至 12 月 3 日，核定補助活動請於 110 年 9

月 20 日至 12 月 17 日辦理完畢。截至 10 月 26 日核定補助校外教學 10 件 8 萬 7,600 元；

實務講座 48 件 22 萬 3,285 元，核定總金額 31 萬 885 元。 

四、 新進教師需求訪談： 

109 年度新進教師 26 人，同意受訪教師 8 人，已陸續訪問中。 

五、 讚老師系列活動： 

(一) 東吳大辭典：110 年 11 月 5 日前徵集校園內有趣的課程或授課教師，歡迎大家瀏覽「東

吳讚老師粉絲團(連結)」一起投稿趣！截至 10 月 27 日，收訖 41 則師生、行政同仁投

稿，公開分享在粉絲團，並同步於外雙溪校區綜合大樓辟記前的活動展板陳列。 

(二) 教學撇步徵文比賽：110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2 日持續徵集學生最愛老師的教學小撇

步、課程學習培養的能力/競爭力，詳細資訊請見「東吳讚老師粉絲團(連結)」。截至目

前收到 1 則學生投稿，歡迎更多學生能積極參與，用實際行動回饋用心教學的教師。 

六、中文素養檢核暨提升機制： 

(一) 本學期自 110 年 9 月 27 日開始進行大一國文修課學生中文素養線上測驗，預訂 11 月 7

日全數學生測驗完畢。截至 10 月 21 日，已測驗學生 1,284 人，施測率 45.82%。刻持續

每周通知授課教師施測進度，也將發出紙本通知書提醒部分尚未有學生施測紀錄的授課

教師，務必提醒學生在期限內完成測驗。 

(二) 「顛覆居家生活」微電影比賽徵件至 110 年 11 月 12 日，歡迎學生踴躍投稿，詳細比賽

辦法，請參閱中文素養檢核平台(連結)、東吳中文素養臉書(連結)。 

(三) 為提升學生影像製作及中文寫作之中文素養相關能力，籌劃專題講座 2 場： 

1. 首場訂於 110 年 11 月 25 日舉行，邀請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戴華萱副教授，主講「原

來故事可以這樣說--從廣告談如何敘事」 

2. 第二場規劃邀請《嚎哮排演》劇團黃建豪團長，分享微電影的創作經驗。（舉辦日期與

講座專題名稱，待訂） 

七、教學資源中心電子報： 

為向全校師生推廣教學資源中心辦理的各項活動，策劃發行「教學資源中電子報（季刊）」，

第一期報導內容包含 110 年 9 月至 12 月已辦理或即將舉辦的講座、競賽、研習活動，

按照教師資訊、學生資訊分類，歡迎瀏覽教學資源中電子報（連結）。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 辦理高教深耕計畫相關事務：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校內單位申請時間至 110 年 10 月 25 日，預計 12 月中旬

前完成計畫初審並發函各子計畫修正，俾利配合新人會總系統新年度核銷作業。 

https://www.facebook.com/%E6%9D%B1%E5%90%B3%E8%AE%9A%E8%80%81%E5%B8%AB%E7%B2%89%E7%B5%B2%E5%9C%98-118305451516917
https://www.facebook.com/%E6%9D%B1%E5%90%B3%E8%AE%9A%E8%80%81%E5%B8%AB%E7%B2%89%E7%B5%B2%E5%9C%98-118305451516917
http://chinesetest.scu.edu.tw/moodle/mod/folder/view.php?id=818
https://www.facebook.com/soochowch/
https://web-ch.scu.edu.tw/ctl/web_page/1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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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隨堂教學助理： 

(一) 110 年 10 月 21 日於兩校區舉辦「設計思考-成為最棒的 TA」期中培訓講座，60 人參與，

參與者對於講座目標的明確性、內容質量、難易度，以及實用性等方面的同意度達 98%；

認為講座有實質幫助、可獲得專業技術或知識、內容易瞭解與吸收之同意度達 97%；教

學助理認為該活動有益教學協助之同意度為 96%（加總選填有點同意、同意與非常同意

者）。 

(二) 訂於 110 年 11 月 25 日至 26 日於兩校區辦理「隨堂教學助理期中培訓」，講座主題為

「邏輯肢體表達與說服影響力」，10 月 26 起開放報名。 

三、 學生自主學習： 

(一) 本學期自主學習社群： 

1. 補助 28 組參與學生 146 人、教師 25 人，包含語言學習類 18 組 92 人、跨領域類 10 組

54 人。 

2. 110 年 10 月 22 日辦理「成就未來的你：一堂大學生必修的精準職涯課」講座，邀請人

資專家何則文進行演講，因依防疫規範，室內開放報名 30 人，活動當天出席率達 90%，

整體滿意度達 100%。 

(二) 本學期 5 門微課程，自 110 年 10 月 8 日起疫情趨緩目前皆採實體授課： 

1. 攝影入門與生活應用：報名 26 人，到課 24 人，到課率 92%。 

2. 英文寫作班：報名 26 人，到課 15 人，到課率 58%。 

3. 英文口說班：報名 31 人，到課 23 人，到課率 74%。 

4. 英文聽讀班：報名 26 人，到課 19 人，到課率 73%。 

5. 超人氣吸睛表達力：報名 16 人，到課 8 人，到課率 50%。 

(三) 本學期自主學習工作坊，規劃「LinkedIn」及「微軟證照」兩大主題： 

1. 110 年 10 月 20 日辦理「馬上使用 LinkedIn，提早為理想職涯作準備」線上工作坊，

122 人報名，78 人出席。 

2. 110 年 10 月 27 日辦理「人資主管教你用 Linkedin 建立社群履歷、打造個人求職品牌

力」線上工作坊，報名時間開放至 10 月 22 日，報名 133 人。 

3. 預計 110 年 11 月 27 日辦理「AI-900 微軟全日考照工作坊」。 

四、學生學習空間： 

110 年 10 月 6 日至 22 日外雙溪校區 D509 學生學習進行室 865 人次使用、城中校區 5615

學生學習進行 202 人次使用。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協助全校教師推動遠距教學： 

(一) 110 年 10 月統計數位學習平台承載用量 

1. 東吳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110 年 10 月 1 日至 25 日瀏覽量 139 萬 4,441 次。 

2. TronClass 行動化數位學習平台：110 年 10 月 1 日至 25 日瀏覽量 367 萬 6,082 次。 

(二) 數位空間服務： 

1. D0501 虛擬攝影棚：110 年 10 月 1 日至 25 日錄製影片 116 支、使用 13.5 小時、協助

後製剪輯影片 3 支。 

2. D0507 遠距會議室：110 年 10 月 1 日至 20 日借用 11 次、使用 41.5 小時。 

3. 校園影音資訊站播放申請，110 年 10 月 1 日至 21 日共 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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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數位教學助理招募與支援：培訓 6 人（含新招募 3 人），主要協助校內師生同仁排解資

訊設備使用操作問題、輔助教師課程進行、數位教材製作等，提供全校資訊科技方面豐

沛的支援。 

(四) 問題諮詢及協助：提供學術、行政單位教學平台及遠距連線等相關問題諮詢，共計 147

件，包含： 

1. 排除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使用狀況 45 件 

2. 排除 TronClass 行動化數位學習平台使用狀況 51 件 

3. 教學應用軟體操作諮詢與協助排除 G Suit 使用問題 51 件(教學應用軟體 27 件+G Suit 

24 件)。 

(五) 110 年 10 月 6 日舉辦【TronClass 平台線上聊聊與使用經驗 QA】，報名參加 38 人，其

中 25 人填寫回饋問卷，超過 7 成對本次小聚活動感到滿意，熱烈回饋反映，如：開學

後實際使用過平台後，再來參與討論會很有感，回答都很實用。更了解 TronClass 功能

實際操作。解開線上分組討論相關疑惑，謝謝耐心地解答並且實際操作示範。 

(六) 因應 111 年 7 月起 Google 使用政策--僅提供 100T 的集區儲存空間，校內勢必採取縮

減雲端用量措施，以維持Google教育版校園服務運作。110年 10月 6日舉行東吳 Google 

服務規則草擬會議，針對本校免費教育版用戶已達上限及 Google 對於雲端用量限縮等

問題，討論相關服務規章。10 月 25 日進行教育版 Google 用戶分析，目前雲端用量已達

1681TB，其中畢業生佔 1365TB，在校教職生佔 316TB。 

(七) 110 年 10 中旬至月底持續支援校內單位數位服務： 

服務對象 支援日期 提供數位服務內容 

數位

TA 參

與支援 

秘書室 10/04 「一級主管午餐會報」LifeSize Cloud 遠距會議連線 - 

體育室 10/06 課程影片拍攝及剪輯 V 

秘書室 10/13 「山東大學 120 周年校慶：線上全球大學校長論壇」視

訊會議設備架設及連線測試 

- 

秘書室 10/14 潘維大校長進行「山東大學 120 周年校慶：線上全球大

學校長論壇」視訊會議連線 

- 

日文系 10/01-

10/25 
「從日本文化學習最道地的日語會話」磨課師課程教材

錄製 3 次 

- 

通識中心 10/19 「生活中的科技與媒體」通識課程導覽 D0501 虛擬攝影

棚環境與設備 

- 

二、遠距教學補助推廣： 

(一) 110 年 10 月 1 日至 29 日受理本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教材製作補助申請，截至 10 月 20 日，

收訖 4 位教師申請案。 

(二) 110 年 10 月 25 日召開本學年第一次遠距教學小組會議，進行相關辦法修訂及補提開設

課程審查。 

(三) 協助 8 位遠距課程授課教師至教學平台設定期中問卷，以符合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之申請指標。並協助教師提早準備數位學習課程認證資料，於第五週依照認證指標，審

視有意申請課程的教學平台設置，並提供教師及教學助理參考建議事項。 

(四) 110 年 10 月 1 日參加「OE Global 2021 Online Conference」線上會議，由北醫及清大進

行開放式課程推動成果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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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磨課師課程開課單元拍攝： 

10 月 7 日磨課師新課程「日語會話」拍攝；8 日磨課師新課程「從武器到藝術-日本刀」

單元拍攝；17 日磨課師新課程「武士社會的武道與禮法」單元武道會館實地拍攝；20 日

磨課師新課程「日本文學與美學」單元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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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十一月 

一、 現正規劃 2022 年 2 月之線上華語課程，預計將參考 2021 年暑期線上課，安排課程內容，

目前已將課程資訊提供予京都光華女子大學參考，同時日本千葉商科大學也在詢問華語

線上課，後續亦將持續連繫接洽。 

二、 本中心已協助 10 名受領華語獎學金受獎學生辦理入境所需之各項文件，學生業於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2 日入境，中心將持續留意華獎生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之健康狀況，

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三、 王建輝副主任特別安排本中心新加坡籍、德國籍之華語學生參與英文系及德文系的課堂

活動，增加華語生與本校外語學院學生之交流。 

四、 本中心與教資中心、外語學院聯合邀請本校中文系校友高中聯學姐分享疫情之下教學的

線上講座，受到好評，本中心延伸辦理華語教學相關講座，持續推廣華語教學。 

五、 本校協議學校 Konsta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大學來信詢問有關 2022 年 3 月選

派 20 位學生來台進行華語研習事宜之可能性，本中心現正與對方確認課程需求並評估

後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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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十一月 

一、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一) 110 年 10 月持續處理與解決人事會計總務校發系統各單位使用上問題。

未來除了各群組討論之外，電算中心與廠商將採問題單管理系統進行提

報問題的修正與控管。 

(二) 110 年 10 月每週召開人事會計總務校發系統專案會議，持續追蹤待決議

問題，並將結果以公告形式告知全校各單位。 

(三) 110 年 10 月完成外國學生與僑外生招生網站內容與功能修訂。 

(四) 110 年 10 月協助完成新系統之校發計畫與研究計畫提報說明會。 

(五) 110 年 10 月完成校友資料庫轉檔。 

(六) 110 年 10 月完成 Pureflex 網路硬碟處理。 

(七) 110 年 10 月完成 f5 頻寬管理器定期保養。 

二、全校網路設備與相關系統說明 

(一) 110 年 10 月完成兩校區離職同仁帳號刪除、系統管理人密碼更新及職務

代理人帳號建立。 

(二) 110 年 10 月完成雙溪校區負載平衡系統流量設定。 

(三) 110 年 10 月完成校發經費異動申請。 

(四) 110 年 10 月進行伺服器更新案請購。 

(五) 110 年 10 月進行全校性 IntelBase 伺服器維護請購。 

(六) 110 年 10 月進行資安窗口講習。 

(七) 110 年 10 月完成 111 學年度預算編列。 

(八) 110 年 10 月完成各單位 110 上半年臺灣學術網路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

工程演練結果通知寄發。 

三、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110 年 10 月電算中心提供 30 台 Webcam 供學生於電腦教室使用。 

(二) 110 年 10 月辦理教職員個人電腦密碼複雜度調查。 

(三) 110 年 10 月完成辦理本學年度 Mathematica 軟體授權更新。 

(四) 110 年 10 月辦理 ODF LibreOffice Writer 教育訓練，共計 50 人報名參加。 

(五) 110 年 10 月辦理個資法教育訓練，2 場次共計 125 人報名參加。 

四、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110 年 9 月~10 月完成配合系統組(1 次)、網路暨維修組(10 次)、會計室

(1 次)、教學科技推廣組(1 次)修改城中校區防火牆設定(計 13 次)；配合

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3 次)、完成配合網路組(6 次)及環境安全衛

生暨事務管理組(1 次)申請修改雙溪校區防火牆(計 10 次)，兩校區計 23

次。 

(二) 110 年 10 月協助防疫網站資料更新。 

五、詳細電算中心業務報告請至下列網址查閱：http://www.scu.edu.tw/cc/ →[工作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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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十一月 

【體育教學組】 

一、本學期體育線上人工加退選於 110 年 9 月 30 日及 10 月 1 日在兩校區辦理，總計 127 人

次（雙溪 65 人，城中 62 人）。 

二、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體適能檢定執行時間為 110 年 10 月 13 日至 11 月 2 日，體適能

輔導課程於 11 月 8 日起至 12 月 9 日止，課程包含 TRX、飛輪、伸展瑜珈、皮拉提斯、

NTC 多功能訓練課程。 

三、110 年 10 月 6 日在雙溪校區 B013 研討室舉行本學期第一場次教師專業社群研習工作坊，

邀請嶺東科大視傳系廖述文老師，分享在多媒體、數位學習、翻轉教學應用、數位教材

製作等實務教學經驗，講題「體育課如何應用 1Know 影音教材遠距教學」，出席教師共

14 位。 

四、110 年 10 月 27 日在雙溪校區 B304 舞蹈教室舉行本學期第二場次教師專業社群研習工作

坊，邀請本校兼任教師陽安格老師，藉由現有的教學場地及設施，提供體育教師運動訓

練動作模板，以利增進學生之身體適能，講題「體適能增進訓練計畫」，出席教師共 14

位。 

五、預訂 110 年 11 月 10 日召開 110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體育室課程委員會議，審查 110 學

年第 2 學期體育課表及 111 學年體育課程規劃。 

六、本學期學業關懷統一作業時間為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6 日；12 月 1 日稽催尚未執行學業

關懷之任課教師，以達 100%完成之目標。 

七、110 年 10 月 28 日完成 111 學年度體育教學組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編列；另依各預算統籌

單位規定時間，完成人事室及總務處統籌預算提報。 

 

【體育活動組】 

一、110 年 10 月 27 日（三）召開「建校 122 年校慶運動會」第一次籌備會，審視競賽辦法及

各組工作確認之相關事宜。 

二、110 學年度調整系體育指導教師分配表，協助輔導各系報名建校 122 年校慶運動會、新生

盃、系際盃等各項競賽相關事宜。 

三、110 年 11 月 3 日﹙三﹚召開本學年度「東吳大學運動代表隊隊長餐敘」，體育室主任於

座談中聽取各運動代表隊現況與意見。 

四、本校男子籃球代表隊及女子籃球代表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0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比賽日期訂於 110 年 11 月 18 日起至 111 年 4 月 30 日舉行。 

五、本校男子排球代表隊及女子排球代表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0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

一般組預賽訂於 110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31 日舉行。 

六、本校棒球代表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0 學年度棒球運動聯賽，一般組預賽訂於 11 月

中旬起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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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十一月 

一、自 10 月中起東吳團契恢復實體聚會，每週雙溪、城區共約百餘位學生參加。 

二、校牧室舉辦 4 場工作坊，共約 60 位學生參與。 

三、雙溪每週二中午的教職團契，也自 10 月中開始恢復實體團契，參加人數 11 位左右，目

前閱讀羅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