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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一月 

【教務長室】 

一、110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召開本學期教務會議，討論 8 件議案。 

二、110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召開優久大學聯盟教務長會議，討論 1 件議案。 

三、110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召集院系主管，討論 111 學年度開課相關事宜。 

 

【註冊課務組】 

一、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申請退修事宜業於 12 月 2 日公告，同時郵件通知專兼任教師及

學生相關訊息。申請退修時間為 12 月 13 日至 23 日(兩週)，學生需至校務行政資訊系統

下載個人申請表單，系統於 12 月 6 日起開放下載，申請表需親自辦理並經授課教師及系

主任簽章確認同意後繳回註冊課務組始完成手續。 

二、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輔導選課實施日期為 110 年 12 月 28 日至 111 年 1 月 25 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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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等各種方式與導師進行選課輔導與諮詢。本組於 12 月 20 日寄發函文通知各學系導

師輔導時間及輔導選課時之相關路徑，並以電子郵件發送通知學生。 

三、本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預計於 111 年 1 月 3 日至 111 年 1 月 8 日舉行，期間因 110 年

12 月 24、31 日放假，該日共通課程提前至 12 月 17 日進行施測，相關施測卡片已於 12

月 14 日分送各施測單位。 

四、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填寫授課計畫，已於 11 月 26 日開放填寫，預定 111 年 1 月 14 日為

截止日。 

五、110 年度全英語授課經驗分享工作坊於 12 月 22 日（三）15:00～17:00 假城中校區第五大

樓 1 樓 5117 會議室舉行，邀請林碧炤等 5 位教師分享教學點滴，以提升教師英語授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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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方法與技巧，期望對學系開設全英語課程有所助益。 

六、110 年 11 月 30 日於城中校區舉辦全英語課程學生學習分享會，邀請企管系碩一及會計

系四年級 2 位同學分享修讀全英語課程時的經驗及趣事，期望達到推動全校學生修讀全

英語課程之風氣。 

七、110 年 12 月 1 日於雙溪校區舉辦專業領域英語授課(EMI)工作坊，邀請輔仁大學林耀南

教授及台北大學藍蕾教授分享其在 EMI 領域之教學經驗及技巧。 

八、為推動暑假小學期相關作業，於 12 月 2 日與教學科技推廣組討論暑期班遠距上課補助事

宜，另於 12 月 7 日召集系統組、會計室及出納組進行 109 學年度暑修檢討會議，並討論

110 學年度暑修報名相關事宜。 

九、依東教註課字第 1100201306、1100201458 號函，碩士、碩專班若無「資格考核」、「資

格考核」以投稿或筆試方式進行之學系，需成立「論文計畫審查委員會」進行學位論文

符合學系專業領域審核，社會系、音樂系、化學系已完成簽文備查，另已提醒中文系、

數學系、財精系須於 12 月 30 日前完成備查程序。 

十、寄送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資料給各評鑑委員，預計 111 年元月 7 日前完成審查，並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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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 6 位為學生介紹第二專長之特色、未來發展及第二個第二專長規劃事宜。 

十二、雙溪校區崇基樓 H303 教室地板及課桌椅汰換工程，已於 12 月 21 日正式驗收。 

 

【招生組】 

一、111 學年度參加碩士班甄試招生學系計有 22 學系碩士班暨學位學程(音樂系除外)，合計

有 33 系組學程招生，招生名額 211 名，統計報名人數共 588 人(較去年增加 122 人)，其

中本校生 184 名(31.29%)、外校生 404 名(68.71%)。11 月 22 日至 28 日進行面試，業於

12 月 9 日公告錄取名單。共正取 208 名、備取 209 名。訂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至 111 年

元月 6 日受理正取生上網登記就讀意願後上傳「就讀意願暨通訊報到同意書」及學歷、

身分證件辦理報到，俾減少考生往返奔波。將依序遞補至 111 年 2 月 21 日止，其後缺額

概流用至一般招生考試補足。 

二、111 學年度碩士班、法律專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業於 110 年 12 月 3 日起網路

公告。預計 110 年 12 月 23 日至 111 年元月 5 日開放網路報名後上傳審查資料。預計於元

月 12 日開放列印報考證明(法專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為元月 20 日)，2 月 27 日(週日)合併碩

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舉行筆試。筆試地點一律集中城區，如因疫情或其他特殊原因必須異

動考試地點，將於本校網頁「招生訊息」項下公告。 

三、110 學年度援例辦理寒假轉學考試，簡章草案前經第二次招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函送

學系複核後，於 110 年 12 月 3 日網路公告。簡章暫定日夜學制二、三年級招生名額共 207

名。預計 110 年 12 月 23 日至 111 年元月 3 日開放網路報名與上傳審查資料。預計 111 年

1 月 10 日開放考生列印報考證明，並於 1 月 17 日網頁公告各系級計入缺額後之實際招生

人數。本學年度各學系概以資料審查招生。 

四、本校 111 學年度參加大學特殊選才招生學系計有中文、政治、日文及物理等 4 學系，招生名

額 10 名，統計報名人數共 125 人(含低收及中低收入戶 9 人；去年僅物理系招生，報名人數

4 人)，各系已於 12 月 11 日至 16 日完成面試，預定 111 年 1 月 4 日公告錄取名單。 

五、111 學年度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訂於 111 年 1 月 21、22、23 日(週五、六、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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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備監)及 4 位巡視。銘傳大學訂於 1 月 18 日上午假本校普仁堂舉行監試人員座談會，

說明相關注意事項並答詢相關實務。 

六、甄選委員會於 110 年 12 月 15 日(三)下午兩點於台中集思會議中心辦理「111 學年度線上

書審暨總成績資訊系統說明會」，作業時程預計 111 年 2 月初開放大學測試系統，本組

將密切掌握後續資訊，再行規劃相關作業時程。。 

七、彙製「111 學年度秋季班外國學生新生暨轉學生招生簡章」草案，預計 1 月下旬上網公告

，並於 2 月上旬至 4 月 30 日止受理申請。招生名額 241 名，分別為：學士班 195 名、碩

士班 45 名、博士班 1 名；預定 5 月上旬將申請資料送交學系進行書面審查，五月底公告

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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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校招收 111 學年度第一梯次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名額共 59 名(學士班 51 名、碩士班

8 名)，業於 110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26 日採網路填表後上傳備審資料方式受理申請。

統計上網填表共 69 人次（含 2 個志願重複報名人次），完成報名程序者共計 39 人，54

人次。依招生簡章規定，每位考生可填報 2 個志願，分析符合報考資格考生申請各學系

人次分別為：歷史系 2、哲學系 1、社會系 5、社工系 9、音樂系 3、數學系 2、經濟系 2

、會計系 2、企管系 17、國貿系 5、資管系 5 及歷史碩 1，共計 54 人次（經查有 15 人分

別填報 2 個志願並完成資料上傳）。前於 12 月 6 日函請招生學系進行書面資料審查，12

月 29 日回擲審查結果，預計 111 年 1 月 13 日網路公告錄取名單。有關僑生(5 名)及港澳

生(34 名)身分之查核認定，業已同步函送僑委會及教育部進行資格查核。待相關單位身

分查核確認後再行放榜，同步寄發通知。 

九、110 年 12 月 17 日以東教招生字第 1100201903 號函送學系調查「111 學年度招收新住民

入學單獨招生簡章分則草案」修訂意見，並請學系 111 年 1 月 20 日前回擲，俟彙整後依

程序提送招生委員會議決。 

十、110 年 11 月 5 日以東教招生字第 1100201668 號函送學系調查 111 學年度各學系進修學

士班招生簡章分則草案修訂意見，並請學系 12 月 20 日前回擲，俟彙整後依程序提送招

生委員會議決。 

十一、110 年 12 月 08 日以東教招生字第 1100201872 號函送各學系調查 111 學年度暑假轉學

生(含進學班轉學生)簡章分則修訂意見，並請學系 111 年 1 月 20 日前回擲，俟彙製簡

章草案後，提報第三次招生委員會審定。預定 5 月上旬公告招生簡章，6 月上旬受理報

名，7 月 10 日(週日)假城中校區舉行考試。 

十二、為有效運用招生總量資源，強化教學與研究績效，並落實執行相關法規，統計招生狀

況不佳且未達標準學系，計有：歷史碩、數學碩及中文碩專等 3 學系，近日彙整學系

所提調整改善計畫，簽陳因應處理方式。 

十三、基隆市立安樂高中，由方保社校長率教務處同仁，以及致理科大陳超明教授，於 12 月

15 日來訪，雙方在安素堂簽署策略聯盟協議，成為本校第 29 所策略聯盟高中。安樂高

中配合教育部高中雙語班計畫，招收基隆及鄰近縣市學子成立雙語實驗班，該班有 1/3

的課程係以全英文上課。未來兩校將在 AP 課程、多元選修、及大一基礎課程等方面，

與高中密切合作。簽約儀式後，來訪雙語實驗班師生另前往英文系，體驗英文系安排

的口譯課程，在近 2 小時的體驗中，學習到逐步、同步口譯的基本知識，並實際演練

互動，老師及同學均表示獲益良多，並對未來雙語學習之路，增添更多的興趣與信心。 

十四、第八屆認識東吳營-預見溪城，認識東吳活動預定 111 年 1 月 25 日(週二)採 Teams 線

上同步視訊。本學年度因疫情尚未完全明朗，為降低風險、減少人員跨區移動，活動

將改為線上同步遠距；活動分四大領域課程。講者得自行設計主題，以學系特色課程

或生涯規畫分享等較有趣內容為主；講演方式得以分享影片、簡報呈現。復依現行上

課節次，開放學員得於一天內選擇六堂課程，協助高中生更清楚認識不同領域科系及

校園環境。前已函請學系支援學群講座。本活動相關內容業已函送全國各公私立高中。

預計活動前二週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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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第 15 屆招生服務團共 30 名團員。110 年 12 月 11-12 日假雙溪校區辦理兩天一夜「招

生服務團研習營」，邀請招生組組長、同仁及招服團學長姐共同參與指導，共計 20 名

新舊團員參加。此外，為獎勵無酬協助支援各項招生宣導活動團員，另於寒假規劃慶

功宴，邀請協助宣導次數較多之團員參加，俾聯繫情誼，並慰其辛勞。 

十六、為加強招生宣導，規畫 2022 甄戰大學誌內頁跨頁廣告(採購平面雜誌廣告，贈送【甄戰

落點系統各校系結果頁】之 23 個本校校系網路廣告連結)；已完成請購事宜。 

十七、12 月份招生宣導場次計有： 

赴高中宣導講座(共 18 場)：12/1 國立屏東高中(線上)法律系法思齊；12/3 新北市立光

復高中日文系羅濟立、資科系金凱儀；12/6 育成高中招生組朱映竹及招服團學生巫榮

申、林采蓁、陳紫彤、詹閔媗；台中惠文高中招生組黃昭明；12/7 大理高中企管系黃

弘毅、屏北高中招生組黃昭明；12/8 臺東女中經濟系林沁雄、臺東高中經濟系林沁雄、

政治系陳立剛；12/9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會計系蘇裕惠、桃園市立內壢高中資科系呂明

頴；12/10 嘉義女中中文系鹿憶鹿、百齡高中心理系趙舒禾；12/13 木柵高工中文系賴

位政、中正高中法律系何婉君；12/17 北市大同高中法律系李志峰；12/21 中正高中會

計系劉彥余。共計 18 場。 

赴高中擺檯(共 4 場)：12/10 桃園新興高中；12/20 私立稻江護家；12/23 私立金甌女中；

12/24 國立基隆女中。 

高中到校參訪(共 2 場)：12/03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12/15 基隆市立安樂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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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中心會議書面

審查 

110 年 12 月 2 日（星期四） 

至 110 年 12 月 6 日（星期

一） 

審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

課程承認為「資訊能力」畢業

標準課程事宜。 

二、110 年 1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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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故宮博物院展示服務處林國平處長於「資料科學與應用」課程演講，講題為「文化+創

新+科技=數位創新時代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新使命」。 

三、110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提交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10 年成果報告暨 111 年計

畫書所需之 5 項「關鍵績效指標(KPI)」、1 項「政策配合事項」執行成果。 

四、110 年 12 月 16 日完成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久聯盟開放跨校選課課程提報作業，本次

提報 2 門通識課程、2 門全校性選修課程。 

五、110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三）完成 111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雲端學院合作協議簽署。 

六、110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完成 111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夏季學院合作備忘錄簽署。 

七、110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二）撰寫教育部獎補助計畫 110 年度執行績效(含經費)及檢核

111-112 年度執行內容，提報推動數位自主學習、跨領域程式設計教學、建立「人權、民

主與法治」通識特色領域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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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10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三）舉辦程式設計跨領域講座，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廖峻鋒副教授

進行 Google Meet 直播演講，講題為「當程式設計成為公民素養」，分享教育部推動大學

程式設計計畫於全國推行之現狀，並提供解決困境的可能辦法及未來展望。 

九、110 年 12 月 13、20 日（星期一）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推動跨領域程式設計教

學計畫」，於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辦 2 場「資訊增能工作坊」，邀請 stanCode 標準

程式教育機構創辦人廖揚鴻老師主講，講題為「史丹佛超強程式入門（上）」、「史丹佛

超強程式入門（下）」，安排連續兩週之銜接性課程，提供本校師生跨領域進修的管道，

培養程式設計學習之興趣與動機。 

十、「五育孕完人」系列活動： 

活動名稱 時間地點 演講者 講題 

【美育】1110

學年度第 1 學

期美育活動畢

業標準 

110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三）10 時至

12 時 

Google Meet 直播演

講 

李克明老師 

中華儒道研究協會名

譽副理事長 

向經典學說話－

溝通無礙的藝術 

【美育】1110

學年度第 1 學

期美育活動畢

業標準 

110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一）13 時至

15 時 

城中校區 5211 會議

室 

羅澤生老師 

資訊工業策進會新創

育成企業輔導業師 

口語魅力培訓－

職場關鍵溝通力

工作坊 

【美育】1110

學年度第 1 學

期美育活動畢

業標準 

110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二）13 時至

15 時 

雙溪校區 G101 會議

室 

謝文心老師 

中文系 105 級校友 

手作花藝玩生活

│DIY 乾燥花燈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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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一月 

 德育中心 

一、 安心就學計畫： 

（一）就學貸款：110-1 申請貸款人數共計 2,382 名，貸款金額總計 1 億 4,296 萬 8,705 元

整，較去年同期 2,358 人、申貸金額 1 億 3,542 萬 5,813 元整，增加 24 人，金額增

加 754 萬 2,892 元。已報送台北富邦銀行辦理請款作業。 

（二）就學優待減免：110-1 計 773 人完成就學優待減免申請作業，共向教育部請撥補助

款 2,658 萬 5,526 元整，已於 12/21 報教育部核結。後續將辦理低收入戶學生保費

差額補助、期初溢繳退費、撥發軍公教遺族子女補助金等核銷事宜。第 2 學期就學

優待減免已於 12/27 開放學生申請，預計辦理至 111/2/18 截止。 

（三）弱勢學生助學金：教育部於 12/12 公告弱勢學生助學金同一教育階段重複請領比對

結果及補助金額；另已下載補助金額，上傳至學生事務資訊系統，並於最新消息公

告，申請者可至校務行政系統查詢補助金額。截至 12/21 止，計 329 名符合請領資

格，學校補助金額 399 萬 6,000 元整，教育部補 548 萬 8,000 元整，共計 948 萬

4,000 元整。 

（四）研究生獎助學金與工讀助學金：11 月份研究生獎助學金共計核銷 227 萬 5,139 元；

工讀助學金共計核銷 337 萬 4,012 元；原住民助理薪資共計核銷 12 萬 7,175 元，

均已於 12/25 撥款入學生帳戶。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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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梯次發放，共 120 人次通過，補助金額共 68 萬 2,500 元。第 4

梯次受理申請至 1/14。 

（六）生活助學金：110 年 12 月份生活助學金共核發 71 位同學，助學金共核撥 42 萬 6,000

元整。 

二、 獎助學金相關事項： 

（一）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109-2 續領富蘭克林雙學位獎學金初審函送 88 名，經富

蘭克林公司複審後刪除 1 名不符續領資格，共計 87 名通過複審，核發獎學金 375

萬元整，刻正等候富蘭克林公司函復後據以辦理核銷撥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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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增補作業

已完成，共計增補助學金 5 名，金額 8 萬 5,000 元整。 

（三）110-1「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助學金」共 99 名同學申請，經承辦學校審查

後全數通過，每名核發 5,000 元。 

（四）修讀學士學位優秀學生獎學金：109-2 提報名單經本學期獎助學金委員會審核通過

後，共計 664 人通過審核，獎學金總計 256 萬 9,000 元整，已於 12/15 撥入學生帳

戶。 

三、 高教深耕-扶助攻頂計畫： 

（一）12月扶助學習助學金共執行138位同學，助學金共核撥82萬8,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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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1法商專業培力計畫及領導力知能培育計畫已於12/14、12/16於兩校區辦理成果

發表會，學生透過各類企業探討相關社會責任研究，不侷限於課本知識，使眼界更

為開闊。 

（三）教育部函知111年度計畫須於111/1/4前備文報部申請；另110年度成果須於111/1/17

前報部核結，本中心將依時報部。 

四、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原民月擺台活動：12/6-12/17於兩校區辦理擺台活動，以有趣的遊戲進行方式，吸

引全校師生參與、共同認識原住民族文化，活動共計178人次參與，滿意度達4.8分

（5分量表）。 

（二）原民講堂：12/7、12/8分別於兩校區辦理「從我是誰，談創作。一位原住民心理師

的心路歷程」講座，共計108人次參與，滿意度為4.7分（5分量表）；12/14辦理「魯

凱族傳統技藝花環編織Bengelrai」手作活動，共計28人參與，滿意度為4.9分（5分

量表），藉活動增進原住民族學生的自我瞭解及族群認同感，並帶領師生從手作中

感受原住民文化藝術之美。 

（三）UB計畫部落服務學習小組：於12/10-12/12帶領服務學習學生至所屬原鄉－台東縣

金峰鄉嘉蘭部落執行服務學習，與當地教會合作，針對幼童進行教育宣導與服務活

動，參與人數共35位。 

（四）生涯輔導活動：12/10辦理「我的職業生涯調色盤－原青就業報報」活動，使原住

民族學生瞭解相關權益，以及求職前應做的準備、12/21辦理「都出社會了，怎麼

還在學—青年部落工作分享」活動，帶領原民生初探部落工作樣貌，活動共計19位

原民生參與，滿意度為4.8分（5分量表）。 

（五）期中座談會：由學務長主持，分於12/21、12/23在兩校區與原住民族學生面對面互

動、瞭解學生需求，同時透過活動增進原住民族學生間的交流，建立原住民族學生

在校支持系統，兩校區共計30餘名學生參與，滿意度為5分（5分量表）。 

（六）計畫成果與申請：教育部函知原資中心計畫（高教深耕計畫附錄 2）110 年執行成

果及 111 年計畫書須於 111/1/15 前報部。 

五、 智財權與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一）東吳好書交換日活動：2021好書交換日已於12/16在外雙溪校區舜文廳辦理完成，

活動中除展現資源分享重展圖書生命力亦設計智財權kahoot小遊戲邀請現場的學

生共同參與，本次共計蒐集各類書籍511本、換書209本，活動回饋4.9分(5分量表)。 

（二）教育部「2022總統教育獎」遴選活動：本中心擬推薦109年「東吳有品青年孝親獎」

得主中延B張齊顯同學參加，其優良事蹟為獨自1人肩負照顧失智的奶奶和高齡93

歲爺爺的責任，其主動、積極、樂觀面對生活困境的精神，值得同儕學習與表揚，

故推薦該生參加遴選。 

（三）教育部品德教育深耕計畫：111年新申請品德教育深耕計畫已於12/14發函送出；110

年品德深耕計畫執行成果已於12/31報部結案。 

（四）本校與台灣創價學會合作辦理「希望與行動 SDGs 的種子展」活動，雙溪校區靜態

展時間與地點為 111/3/21-3/25 於 D 棟 1 樓展出，城中校區為 111/5/9-5/13 於游藝

廣場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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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遺失物事宜：截至 12/21 止，12 月遺失物招領情形統計如下： 

 
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 

受理 領回 未領回 受理 領回 未領回 

12 月 197 67 130 75 30 45 

 

 群育暨美育中心 

一、學務處動起來！行動代號：SDGs～點亮永續之光 

2021 年末學生事務處發起了一個綠色行動，邀請本校學生一同前往北海岸淨灘並蒐集海

漂木、海玻璃等回到東吳校園，運用課餘時間齊心協力進行海廢創生。在共同合作完成

裝置藝術的過程中，帶領學生從團隊合作明白「群育教育」的定義；再藉由校園公共藝術

的設置與創作，讓本校師生在日常活動的校園環境中接觸「美感教育」，期望透過本次群

育教育、美育教育及永續發展指標之結合，培養學生「成功學習」以及厚植未來職涯的軟

實力。12/15  12:10-13:00，命名為《永續之光》的裝置藝術，啟動點燈儀式，邀請潘維

大校長、董保城副校長、李坤璋學務長及學生事務處各單位同仁、社團學生共同出席，儀

式中分別請校長與副校長啟動《永續之光》的開關與點上眼睛，裝置藝術上閃爍著的耀

眼光芒象徵透過本校師生共同努力所產生的希望，時刻提醒、指引大家朝著永續發展的

目標堅定前行，而後邀請學生社團熱舞社以活力四射之舞蹈作為宣誓，代表本校學生實

踐環境永續發展之決心，為此次的綠色行動完美作結。 

二、第 3 哩挑戰在一起─單車環島籌備 

東吳單車環島活動以強化學生團隊合作及克服困難的能力為主軸，十年有成之際，將在

既有的活動基礎之上，透過公益行動的實踐，將東吳師生愛心傳遞至環島過程中的每個

角落。環島預計於 111/3/26 校慶當天由外雙溪校區出發，111/4/5 回程，共計 11 天 10 夜。

本次活動 120 名學生參與、20 名團隊夥伴組成，於 12 月辦理 3 次單車測驗日，詳細行程

如下： 

(一)12/12(日)第一次測驗日→路線：外雙溪校區至南湖大橋往返 

(二)12/19(日)第二次測驗日→路線：雙溪校區出發，經翠山步道到聖人福德宮，最後返回

雙溪校區。 

(三)12/26(日)第三次測驗日→路線：外雙溪校區─關渡自行車租賃站─十三行博物館─竹

圍漁港─八里商港公園─關渡自行車租賃站─外雙溪校區 

三、110-1 社區公益展演 

本學期社區公益展演活動已於 12/12  10:00-16:30 在兒童新樂園完成辦理。此次展演以

「士林映象館」為主題，邀請校內 10 個社團(含學生住宿中心)及校外 2 個社區發展協會，

進行靜態擺台及動態表演，社團參與計 100 人、參與活動民眾為 481 人，活動滿意度為

4.7 分(5 分量表)。 

四、第 2 哩練習在一起─永續。原生，體驗學習 

無痕露營活動已於 12/18 至 12/19 假宜蘭東澳辦理完畢，活動回饋問卷滿意度達 4.35 (5

分量表)。此次除持續推展「五感」及「五育」並重之戶外學習方案外，亦結合永續發展

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以「自然探索」、「原民文化」、「團隊協力」

及「永續生態」等面向，傳達學習不該是單向傳授、無感背誦，而應該是探索、發現與感

動的過程，且學習關懷生命、尊重自然及同理思維，以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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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屆COSPLAY大賽 

第五屆 COSPLAY 大賽於 12/6 公布參賽隊伍順序，計有個人 12 組、團體 4 組，總計 16

組參賽者參與競演。12/12 活動當日現場氣氛熱烈，個人組第一名為扮演動畫中華一番中

反派角色李嚴的「水豚君」、團體組第一名則是扮演動漫七大罪的早安必取組團隊。其中，

更有多位參賽者手作道具，並由扮演手遊陰陽師中不知火的「月姬」，以精緻的手作佈景

及道具從眾多選手中脫穎而出，獲得手作特別獎的殊榮，此外，獲得原創角色特別獎的

參賽者「皇鬼」以白色的戰國鬼神，將自身的特色展現，獲得評審及現場觀眾諸多好評。 

六、110學年度社團嘉年華─Lumos!東吳社團人 

今年主題為「Lumos!東吳社團人」，「Lumos」是來自《哈利波特》裡的一句魔法咒語，象

徵意義是積極、正面，期盼藉由社團人展現熱情與活力的氣息讓這份正向積極的氛圍渲

染為校園內。活動辦理時程及內容如下： 

(一)特色擺台─12/14 至 12/16 外雙溪校區綜合大樓二樓及城中校區展售區，共計 29 社團

參與。 

(二)OPENDAY─12/14  12:10-13:00 外雙溪校區望星廣場，共計 4 社團參與動態表演。 

(三)社團之夜─12/16  18:10-20:30 外雙溪校區望星廣場，共計 8 社團參與動態表演。 

七、110-1學生社團期末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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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110-1 期末社團例會已於 12/13(外雙溪場次)及 12/14(城中場次)完成辦理，會議中提

醒社團同學相關事項，包括：110-1 社團經費核銷、110-1 社團經費申請、寒假場地使用

規範、智慧財產權、學生會社輔金等相關內容，並再次叮嚀社團幹部，轉知所有社團例會

所通知的相關訊息。本次活動參與社團幹部達 119 人，回饋問卷滿意度達 4.46 分(5 分量

表)。 

 

 健康暨諮商中心 

一、 大一新生普測：共計施測 2,558 人，施測率為 86%，篩選出大一高關懷人數為 195 名（含

高危險 32 名）。系諮商師皆已傳訊與學生約晤談時間，以進行後續處遇安排。針對高關

懷學生拒絕系諮商關懷，以及未施測學生，轉請導師優先關懷。將於 110/12/27-111/1/21，

進行 24 學系大一導師會議師會議，報告施測情形以及高關懷輔導情形，針對後續學生

輔導建立共識。 

二、 新生體檢：已於 11/20、11/21 於雙溪校區進行，共完成 1,704 人，重大異常共篩出 8 人

(雙溪 3、城中 5 人)，各類異常如下:肝腎異常 2 人、胸部 X 光異常 2 人、血液異常 4 人

(含血糖、白血球、血色素、三酸甘油脂等)，以上異常個案已排除傳染病，皆已通知本

人並完成相關衛教、發送異常追蹤單並協助轉診掛號，待後續追蹤。 

三、 教職員健康檢查：12/22  8:00-15:00 在外雙溪校區戴氏基金會辦理，計有 461 人受檢；

12/29  8:00-13:00 在城中校區 2123 辦理，計有 270 人受檢，合計有 731 受檢，受檢率

達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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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健康促進計畫活動 

(一) 「110-1 急救訓練」於 12/4 舉行，邀請中華民國急救技能推廣協會授課，學員均能

了解 CPR+AED 之學理和操作方式，參加者 34 人全數通過考試取得證照。學員回饋

老師上得很精采又詳細，在短時間內可以學到好多救護技術跟觀念；在進行時操作

時，也在旁邊給予幫助及意見，讓動作更加標準，也對急救觀念更了解，非常有意

義。而本次活動滿意度調查為 4.9 分(5 分量表)。 

(二) 健康飲食推廣：拍攝《我的健康餐盤—電鍋篇》、《我的健康餐盤—自助餐篇》、

《我的健康餐盤—便利商店篇》影片，將於電視牆與地餐門口電視播放，以增進學

校師生健康飲食知能。 

(三) 「營養分析報告輕鬆拿」營養諮詢活動：填寫營養分析表為 109 人，已完成諮詢 76

人，待諮詢人數 5 人。 

1. 填表者體位：過輕 14 人、正常 69 人、過重 14 人、輕度肥胖 3 人、中度肥胖 7

人、重度肥胖 2 人。 

2. 活動度低者為 85 人，適中者為 21 人，活動度高者 3 人。 

3. 飲食分析結果，鈣攝取不足佔 98％、膳食纖維攝取過低佔 78%、脂肪攝取量過

高佔 22%、蛋白質攝取偏低佔 19%、糖類攝取量過高佔 10%。將在「大專校院

健康體位衛生教育推動計畫」與健康體位推動小組中心學校會議，以本次營養

諮詢活動的數據做參考，以增加鈣質補充的宣導及蔬果的膳食纖維攝取足量達

標來做主題設計活動的發想。 

五、 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學生總數為 118 人（含休學 11 人），本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提報共計 11 人，綜合評估報告結果已於 11/30 公告在特殊教育通報網，除 1 人（身

體病弱）經綜合研判為非特教生外，其餘皆為確定障礙。此為初步研判，鑑定結果將另

行公告，如獲通過學生人數再增加。 

 

 學生住宿中心 

一、 110 學年寒假留宿申請：寒假期間開放柚芳樓做為個人留宿用宿舍，個人留宿申請結果

已於 12/14 公告，本次共計 150 人核准通過（女生 85 人、男生 65 人）。 

二、宿舍法規修訂會議：110 學年度宿舍法規修訂會議已於 12/15 舉行完畢，後續待法規核定

後更新。 

三、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床位候補：公告不限戶籍地（設籍雙北市亦可）全校學生（學士班、

進修部、碩博班）線上登記第 2 學期床位候補事宜，預計 12/27 開放登記，111/1/4 起通

知獲分配床位者。 

四、宿舍師生座談會：本學期宿舍師生座談會議已於 12/3 召開，出席人員為各棟宿舍勵進會

及伏石蕨幹部共 12 名學生，由學務長主持，邀請總務處師長列席，各棟宿舍之提案與問

題反映，均由在場師長給予回應說明，以達學校與學生間意見交流之目的。會議記錄已

於 12/9 奉學務長核可後寄送與會人員並公告在各棟宿舍公佈欄。 

五、租賃生成長系列活動：為加強學校與校外租賃生之間的互動與了解，並且提倡正確的租

賃觀念及知識，本中心規劃系列活動，內容包括香草香見歡、居家整理美化、居家簡易

修繕、租屋停看聽等主題講座，已於 11/23 至 12/6 間辦理完畢，活動參與人數共計 89 人，

整體滿意度為 4.77 分（5 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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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危險山坡地訪視：本校外雙溪校區鄰近之臨溪路 74 巷及 100 巷為台北市士林區公所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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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已於 12/20 會同軍訓室何萬駿教官至該區域進行例行訪視，未有學生出入，且未看到

有招租訊息。另經查詢本校租賃生名單，亦確認無租賃生的賃居地址位於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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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與社區服務學習方案」，於 12/12 在兒童新樂園舉辦「租屋常識用心答，安全守護你的

家」活動，向民眾推廣居家安全及租賃法律相關常識，8 名學生擔任工作人員，服務人次

約計 214 人，參與民眾整體滿意度 4.91 分（5 分量表）。 

八、租賃生自我屋況檢核暨租屋滿意度調查：本學期校外租賃生自我屋況檢核暨租屋滿意度

調查以電子方式施測，以便利學生填答，截至 12/21 共計回收 847 份，預計明年 1 月底

完成相關數據統計分析。 

九、大型宿舍探勘－台糖土地開發合作案：本中心同仁於 12/3、12/17 赴大理街查看建物工程

進度，目前建物已出土面 2~3 層樓高。 

 

 軍訓室 

ㄧ、學生生活輔導： 

（一）雙溪校區：計 82 件次(校安維護 14 件、疾病送醫 3 件、車禍協處 1 件及其他事件

64 件)。 

（二）城中校區：計 41 件次(校安維護 4 件、疾病送醫 1 件、車禍協處 1 件及其他事件 35

件)。 

二、學生兵役業務、軍訓課役期折抵：110 學年度至 12/24 止，收辦各學制在學役男兵役緩徵、

儘召業務計 1,235 人次，後續協助辦理兵役緩徵作業，另軍訓課程折抵役期 28 人次。 

三、承商督導：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承商督導期末會議訂於 111/1/5 召開，本次會議重點在於

寒假期間營業時間調整及新增商品審核，並要求兩校區承商運用寒假期間依防疫規定加

強消毒清潔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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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7 辦理 110 年度東吳大學校園安全維護檢討會議。 

（三）111/1/5 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承商督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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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一月 

一、採購案件執行統計 

(一) 110 年 11 月 1 日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共辦理 73 件採購案議比價作業（財物 62 件、

勞務 11 件、工程 0 件、圖書 0 件），其中逾 50 萬元案件如後：  

1. 心理系「眼動測定器」。 

2. 外國語文學院「口譯設備(普仁堂、戴氏基金會、菁英講堂)」。 

3.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EMBA 111 招生宣傳專案」。 

4. 科技組「智慧課堂互動工具」。 

5. 化學系「純水系統」。 

6. 營繕組「圖書館雙溪校區中正圖書館第一閱覽室整修工程之變更設計案」。 

7. 教學科技推廣組「111 年科技教室設備維護案」。 

8. 資料科學系「LEADERG ACE-38-SCU 高階人工智能工作站」。 

(二) 110 年 11 月 1 日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逾 50 萬元之公開驗收案件： 

1. 商學院「數位互動牆數位內容建置」。 

2. 商學院「XQ 全球贏家財金資訊系統租賃」。 

3.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SAS Viya 校園授權」。 

4. 數學系「電腦主機 20 台」。 

5. 化學系「可見光光譜儀」。 

6. 讀者服務組「中正圖書館第一閱覽室閱覽椅 230 張」。 

(三) 110 學年度（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完成購案發包累計議減金額

190 萬 6,402 元，議減率 5.2%。 

二、配合防疫工作 

(一) 事務組 

1. 12 月 17 日完成城中校區防疫管制增設第五大樓校園入口體溫量測設備架設及

動線安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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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防疫物資：截至 110 年 1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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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

衣(件) 

護目鏡

(只) 

防護面

罩(只) 

數量 39,124 600 80 7 143 225 110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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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場地管理：各外借場地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滾動式調整，相關防疫措施如下： 

(1) 進行人流(總量)管制，參加人員一律採「實聯制」，校外單位借用需提供入

校人員名單並由採購保管組轉交校安中心備查。 

(2) 入場前應量測體溫、噴灑酒精，並全程正確配戴口罩。 

(3) 藝文類活動依據文化部「藝文場館防疫管理措施」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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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採購保管組同仁不定期巡檢外借場地是否遵守防疫相關規定。 

三、環境維護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11 月份資源回收量及廚餘量。 

(二) 完成 11 月份一般垃圾 5 萬 1,860 公斤、大型垃圾（含樹枝、木板、寢具等雜物）

1 萬 245 公斤、資源回收 7,310 公斤及廚餘 2,145 公斤等清運作業。 

(三) 完成設備維護、小額採購刻印印章、更換玻璃、窗簾及換鎖，共 52 件。 

(四) 完成外雙溪校區第一閱覽室逃生指示圖標示牌。 

(五) 完成外雙溪校區垃圾場垃圾子車上鎖，期待減少自校外帶入校園之垃圾量。 

(六) 110 年 12 月 23 日召開第 4 次環境清潔工作會報，會中討論 12 月份各清潔場館督

導單位的問題及意見交流。 

(七) 12 月 24 日完成清潔雙溪校區 P、Q 棟教師研究樓及 G101 會議室。 

(八) 協助軍訓室完成城中校區第二大樓北側吸菸區遷移至二大西北側。 

(九) 校區廚餘去化零產出作業 

1. 12月 6~7日有容角落及健康農場分別倒入 165公斤及 78.75公斤之益菌堆肥土，

並完成採樣作業。 

2. 12 月 17 日完成超庸館肯氏南洋杉病樹根移除工程。 

3. 12 月 21 日超庸館倒入 122.5 公斤之益菌堆肥土，並完成採樣作業。 

4. 12 月 21~22 日完成榕華樓及柚芳樓前方硬鋪面移除工程。 

5. 12 月 23~24、28 日完成榕華樓及柚芳樓前方榕樹病樹根移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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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外雙溪校區文舍周邊環境樹木及城中校區期中植栽修剪、雜草清除。 

(三) 12 月 2 日完成 110 學年度城中校區聖誕布置，於第二、第五大樓中間架設聖誕樹

及其週邊九穹、玉蘭花、金露花等植栽布置聖誕燈，另協助法律系於崇基樓一樓

大廳院名牆布置聖誕景觀，共同為城區營造聖誕節歡樂氣氛。 

(四) 外雙溪校區樹木安全監控 

序 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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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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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植栽 病兆 地點 現況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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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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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11 月份各承商回饋金結算（含校車咖啡、兩校區全錄公司列影印）。 

六、安衛管理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11 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量。 

(二) 完成 11 月份向勞動部職安署職業災害系統通報實驗室無災害發生作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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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完成 110 年第 4 季緊急應變櫃物資清點作業並更換年度檢查表單。 

(五) 完成實驗室有害事業廢棄物送 M002 暫存作業，合計固廢 5 箱 82 公斤及廢液共 11

桶 207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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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審查，作為後續教育部安全衛生系統、優先及管制性化學品資料提報、自動檢查

作業、作業環境監測、人員健康促進之基線資料。 

(七) 辦理「1-萘胺」及「蘇丹黑 B」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核可文件新增微生物學系 M301

及 M315 實驗室作業場所變更申請，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 110 年 11 月 23 日

復函同意變更申請。 

(八) 11 月 25 日進行承攬商工地安全衛生巡檢，發現餐憶食堂消防設備檢測工程，使用

合梯進行 1.5 公尺以上之作業時，人員未配戴安全防護具及雙人同時站立於合梯上

等違規事項，均已告知承商現場改善完成，並請承辦人督導承商補提交承攬相關簽

收表單。 

(九) 辦理 110 學年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未通過者補訓作業，其中上午場 28 人、下

午場 38 人，計 66 人均完成線上自主學習課程並經測驗合格，相關資訊已於 11 月

30 日會簽各所屬單位完畢。 

(十) 12 月校內危險性機械設備承攬作業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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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12 月 3 日完成光道廳 I204 實驗室外應變櫃防竊改善作業，於櫃內外裝設警鈴，

訂於每季及每半年分別進行一般性自動檢查及電壓檢查，另已通知校安中心警

鈴裝設等相關注意事項，後續營繕組將協助加裝監視錄影設備。 

(十二) 12 月 15 日下午 2 點 30 分，地餐丼步哩店長端大湯鍋不慎傾倒，造成兩腿大腿

至小腿處燙傷，健諮中心先協助執行燙傷沖淋急救程序，同時校安中心聯繫 119

救護車送新光醫院急診，醫院評估燙傷面積 15%，為 2 級燙傷。同日下午 4 點

30 分通知麗陽公司應於兩週內完成事故調查報告，賡續提報環安衛委員會 110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討論。 

(十三) 12 月 22 日辦理特殊作業人員健康檢查，本次特殊健康檢查受檢對象包含實驗

室及營繕組、註冊課務組等其他從事特殊作業之相關人員計 6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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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支援 

(一) 協助外雙溪校區各類會議、遠距會議器材測試、辦理 12/11 國際人權研討會彩排、

陸生期中座談會、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職工評審委員會會議、政治系吳雨蒼老師辦

理系友座談會、UCAN 施測、性別互動與愛情(通識講座課程教室)、第 3 次學術研

究委員會、社會工作概論輔導、通識課程工作坊、施富盛老師課程使用、接待校友

合唱團、溪城奮進童軍團 48 團慶、社團嘉年華活動說明會、東吳大學社會共融與

永續發展 ESG 系列特展茶會、社工系實習演講、遠距會議有線網路測試、社會工

作概論輔導、社會工作概論輔導、講題: 政府的財務管理(主講人: 阮清華)、原民

講堂、許正弘老師邀請之李卓穎老師演講、台灣史講座、122 校運會二籌、畢聯會

第四次全員會、政治系系友座談會、謝政諭老師課堂演講、高國倫董事長演講、新

期程獎補助計畫討論會議場佈、111-112 年度獎補助計畫規劃會議、社會工作概論

輔導、辦理國際人權研討會事前場佈、辦理國際人權研討會、第 5 屆 COSPLAY 大

賽、辦理國際人權研討會、東吳第 3 哩單車環島活動認證日、2021 第七屆文謅謅

影展(戀戀東南亞)、《顛覆日常》微電影比賽 影展暨頒獎典禮&名人分享會、社工

系期中實習成果發表會、會計室室務會議、社會工作概論輔導、宿舍聯合工作會議、

2021 東吳好書交換日、大專生計畫說明會、政治學系全系師生座談會、美育活動

畢業標準:黑門山上的劇團《裝滿據長魂的車-載我回家》、學生議會 110-1 第四次

大會、通識課程性別互動宇愛情授課教室、社會工作概論輔導、東吳第 3 哩單車環

島活動認證日、課堂演講-政府數位轉型-理論與實務、第 9 次行政會議、戴氏基金

會 2023 年度募款計畫討論會議、畢聯會第五次全員會、12 月兩校區暨校外宿舍環

境清潔會議、學生社團舞蹈研習社期末成果發表會、辦理人權歲末聖誕晚會、第二

屆第八次勞資會議、不統籌辦理高中營隊暨後續相關事宜說明會、教學資源中心餐

敘活動、111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二)機構實習申請說明會、中文系學生會講座活動

--探索未來:無所畏懼的成為自己、圖書館週活動講座、身心障礙暨體育改革論壇、

高教深耕計畫暨校務分析成果分享會、高教深耕計畫暨校務分析成果分享會、美育

活動畢業標準:Mika on the road-跟著謎卡去旅行、宿舍多元文化嘉年華活動招募說

明會、英文學系感恩節餐敘、服務學習研習營講座、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知能專

業研習、110-1 學生社團期末例會、2021 第七屆文謅謅影展、學務處學輔知能研習

活動、全校教職員工健康檢查、2021 東吳實境藝術節開幕記者會等活動場地維管

及器材借用等支援。 

(二) 協助城中校區各類會議、副校長室招生專業化高中諮詢會議、商學院研討會、經濟

系台灣經濟學會年會、資管系專題講座、法律系人工智能法制講座、數位貨幣與金

融研究中心永豐學記者會及研討會、巨量資料管理學院研討會、資料科學系 AI&DS

研討會、校拓中心傑英會會員大會、生涯發展中心職涯講座、人事室全校教職員工

身體健康檢查、健諮中心急救訓練、德育中心原住民學生生涯輔導活動、教務處教

務會議等活動場地維管及器材借用等支援。 

八、停車管理 

(一) 11 月份兩校區汽機車收入金額為 53 萬 5,190 元。 

(二) 11 月份本校校車及公務車用油量使用情況：汽油 399 公升，柴油 1,159 公升。 

(三) 支援安排活動、會議等外賓來校停車共 132 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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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2 月份雙溪校區違規停車情況(110.11.16-110.12.15)：共 49 件。 

單位 件數 

體育室 5 

事務組(工友) 3 

物理系 2 

校友總會 2 

政治系 1 

英文系 1 

日文系 1 

學生機車 14 

廠商或校外車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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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人次。 

(二) 支援公務車派遣共 14 車次。 

(三) 支援各單位辦理課程、演講、座談等活動之場管配合及協助共計 334 場次。 

(四) 支援校長室、副校長室盆花養護之環境維護人力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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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97 14 334 6 132 

十、教育訓練及相關會議 

(一) 12 月 3 日參加住宿中心辦理之「宿舍師生座談會」就宿舍相關支援事項進行溝通。 

(二) 12 月 9、15 日參加校安中心辦理之兩校區吸菸區現場會勘會議，賡續將依會議結

果進行吸菸區設置位置調整硬體改善作業。 

十一、重要設備維管 

(一) 電梯設備維護：110 年 12 月份電梯運轉狀況良好，無故障停俥紀錄。 

(二) 飲（開）水設備維護：全校飲（開）水設備 160 台，12 月份故障緊急叫修 7 次（雙

溪校區 6 次、城中校區 1 次），承商皆按契約規定時間派員完成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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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商依契約規定完

成 110 年 12 月份例行維護保養。合樂學舍鍋爐 12 月 21 日夜間故障，承商展志公

司於次日完成檢修。 

十二、消防安全作業 

(一) 兩校區 12 月份高樓層校舍頂樓出入口電磁鎖連動消防系統門禁控制測試、火警移

報測試，兩校區於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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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改善，預計於 110 年 1 月 20 日前完成，後續

完成 111 年兩校區暨校外學舍消防檢修申報。 

(三) 柚芳樓、松勁樓三樓差動式火警探測器預計於 12 月 24 至 26 日更新，視安裝成效，

後續逐層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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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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間多媒體設備（含遠距設備）、17 處會議場館、12 處電視牆，12

月份清潔消毒及啟動測試，雙溪校區合計 166 人次；城中校區合計 107 人次。 

2. 12 月份教室多媒體設備故障報修，雙溪校區合計 20 次，導因於使用不當 7 次、

零件屆期 13 次；城中校區合計 30 次，導因於使用不當 1 次、零件屆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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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實施監視畫面檢查，雙溪合計 14 人

次、城中合計 13 人次。設備故障報修合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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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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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異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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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次（主因為座位端跳線或話機本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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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長碩公司於 10 月完成 110 學年度雙溪校區第 4 次巡勘監測，目前邊坡、擋土牆正

常無異狀。下次監測巡勘時間為 111 年 5 月，預計 111 年 6 月份完成年度綜合評

估報告。（委請第三公正單位複審） 

(二) 長碩公司建議優先工程改善擋土牆 3 處，其中光道廳南側擋土牆、松勁樓北側擋

土牆部分，已納入 111 學年校務計畫申編預算；教師研究二樓（Q 棟）未來可能拆

除重建，北側擋土牆部分繼續觀察暫緩辦理。 

十五、設施、設備維護工程 

(一) 12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 263 件（雙溪 181 件、城中 33 件、校外學舍 49 件），完

成自力修繕案 172 件、委商修繕案 23 件、退回請修人 8 件（現場勘查係使用方式

錯誤、支用單位預算需重新授權、無法維修建議汰換），其餘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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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1 15 60 

自力維修 119 25 28 172 

委派廠商 16 3 4 23 

退回請修人 2 4 2 8 

合計 181 33 49 263 

(二) 重點項目摘要 

1. 雙溪校區 

(1) 王寵惠墓園階梯整修。 

(2) 光道廳走道地磚整修。 

(3) 楓雅學苑樓梯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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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教研大樓停車場閘門底座整修。 

(5) 松勁樓旁擋土牆整修。 

(6) 第一教研大樓 10 樓給水管線修改。 

(7) B208 室機櫃不斷電修繕。 

(8) 資源回收場下方擋牆內水管線破裂維修。 

(9) 楓雅學苑頂樓熱泵加壓馬達故障維修。 

(10) G101 會議室冷氣故障汰換。 

(11) 東荊學廬 T312 冷氣故障汰換。 

2. 城中校區 

(1) 崇基樓地下一樓閱覽室牆面滲水壁癌整修。 

(2) 第五大樓地下一樓舞蹈及體適能教室滲水壁癌檢修。 

(3) 崇基樓 6 樓男、女廁蹲便增設倒 T 型壁掛不鏽鋼無障礙扶手。 

(4) 第一、二、六大樓廁所抽風扇故障汰換。 

(5) 游藝廣場網路機櫃不斷電系統故障維修。 

3. 校外學舍 

(1) 泉思學舍 R 402、R314 熱水器電熱管故障維修。 

(2) 泉思學舍公共空間折疊紗網破損更新。 

十六、重大請購項目執行概況 

(一) 兩校區監視系統改善：（承商：和典公司）  

本案利用汰換兩校區老舊監控設備時機，透過「公開徵求企畫書」方式，讓各家廠

商在「不影響原有系統設備運作」前提下提出整體規劃、分期汰換方案，解決原廠

設備限制且價格高昂、功能少問題。全案於 12 月 19 日竣工，27 日完成驗收辦理

結案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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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1 月 21 日完工（含變更設計部分）。110 年 12 月

10 日由圖書館館長主持，會同圖書館、電算中心、會計室、採保組及設計單位、

承商完成驗收，依程序辦理付款結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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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工程於 9 月 8 日開工，大廳牆面裝修於 10 月 8 日完成。承商依商學院要求，

於 11 月 30 日完成牆面整體背版重作木板（大圖配合更新），商學院於 12 月 3 日

初步查驗，計有缺失 10 項（如：圖面銜接縫不平整、圖面局部凸起…等），請承

商於 110 年 12 月 25 日前完成改善。後續會同商學院確認改善後，再據以辦理初

驗及正式驗收。 

(四) 哲生樓 H303 教室整修：（承商：遠璟公司）  

本案工程於 9 月 29 日決標，9 月 30 日開工，主要辦理地板、排椅及大門更新、牆

面粉刷、地板設置插座等項目，已於 12 月 10 日完工，12 月 21 日教務長主持驗收

合格，後續依程序辦理付款結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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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完工，110 年 12 月 7 日會同圖書館、採保組、

秘書室及承商辦理驗收合格，後續依程序辦理付款結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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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兩校區水電用量檢討－110 年 12 月（110 年 11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比較 

(一) 用電部分 

1. 本期使用日數 30 天，總用電 106 萬 5,100 度，與去年同期 120 萬 8,500 度相比，

減少 14 萬 3,400 度，負成長 11.87％；本期總電費 295 萬 2,883 元整，與去年同

期 325 萬 3,561 元相比，減少 30 萬 678 元，負成長 9.24％。 

2. 以日均用電比較 

(1) 本期兩校區日均用電 3萬 5,504度，與去年同期 4萬 284度相比，減少 4,780

度，負成長 11.87％。日均用電費 9 萬 8,430 元，與去年同期 10 萬 8,452 元

相比，減少 1 萬 22 元，負成長 9.24％。 

(2) 按校區個別檢視，外雙溪日均用電 2 萬 3,027 度，與去年同期 2 萬 5,707 度

相比，減少 2,680 度，負成長 10.43％；城中日均用電 1 萬 2,477 度，與去

年同期 1 萬 4,577 度相比，減少 2,100 度，負成長 14.41％。兩校區日均用

電本期與去年同期相比，顯示城中校區節電成效大於外雙溪校區。 

3. 兩校區校舍日均用電狀況 

正成長排名前四名：外雙溪校區 S 棟楓雅學苑、城中校區第二大樓、城中校區

第六大樓、外雙溪校區榕華樓。 

負成長排名前五名：城中校區第五大樓、外雙溪校區 D 棟第二教研大樓、外雙

溪校區 D 棟松怡廳、外雙溪校區 B 棟綜合大樓、外雙溪校區 N 棟中正圖書館。 

(二) 用水部分 

1. 本期使用日數 30 天，總用水 1 萬 8,370 度，與去年同期 1 萬 7,554 度相比，增

加 816 度，正成長 4.65％；本期總水費 44 萬 6,524 元整，與去年同期 42 萬 4,475

元相比，增加 2 萬 2,049 元，正成長 5.19％。 

2. 以日均用水比較 

(1) 本期兩校區每日均用水為 612.33度，與去年同期 585.13度相比，每日用水

增加 27.20度，正成長 4.65％；每日均用水費用為 1萬 4,884元整，與去年

同期 1 萬 4,149 元相比，日均水費增加 735 元，正成長 5.19％。 

(2) 再檢視個別校區，外雙溪校區日均用水 455.8 度，與去年同期 395.1 度相

比，增加 60.7 度，正成長 15.36％；城中校區日均用水 156.53 度，與去年

同期 190.03 度相比，減少 33.5 度，負成長 17.63％。 

(三) 綜合分析影響用電、用水因素 

1. 自然天候 

(1) 參考中央氣象局網站觀測大氣溫度統計數據，本期與去年同期相比，兩校

區月均溫皆有 1.5℃以上溫差，而當月最高溫差距最大為城中校區鄰近之觀

測站，本期與去年同期比較後溫差達 3.1℃，整體大氣條件為下降趨勢，根

據統計，氣溫每下降 1℃，用電量將減少 6％。 

實際使用-110年11月份 

天母觀測站（外雙溪校區） 台北觀測站（城中校區） 

月均溫 當月最高溫 月均溫 當月最高溫 

110年

（A） 

109年

（B） 

110年

（A） 

109年

（B） 

110年

（A） 

109年

（B） 

110年

（A） 

109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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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23.3℃ 30.6℃ 32.1℃ 21.2℃ 23.3℃ 29.7℃ 32.8℃ 

下降1.7℃ 
（A）-（B） 

下降1.5℃ 
（A）-（B） 

下降2.1℃ 
（A）-（B） 

下降3.1℃ 
（A）-（B） 

(2) 本期兩校區 4 座電號用電皆無超出契約容量，無加收非約定基本電費。 

2. 兩校區場地使用次數比較：因人會總系統後台仍無法匯出場地報表，本期暫無

法與去年同期場地使用比較，有關系統功能未逮部分，將填報問題單反映管制。 

3. 雙溪校區用水於 11 月份發現異常（超過日平均用量 6％以上），經持續查漏發

現，資源回收場下方擋牆內水管線破裂，考量開挖查漏費用龐大，於 12 月 24 日

以外接明管方式完成處理。校區水管老舊、滲漏狀況不斷，營繕組規劃未來全

面重佈供水系統（含每棟校舍安裝水表），以杜絕珍貴水資源漏失。 

十八、辦理兩校區土地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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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號合併案，已於 110 年 11 月 12 日合併為 760、868 地號 2 筆，並辦竣登記事宜，

雙溪土地及建物權狀已更新完成。惟後北市都發局來函表示，現有 760 地號其中包含

合併前之原翠山段二小段 790、814 及 835 地號等 3 筆土地，因涉有軍事要塞管制區

之限制，使用性質與非管制區土地有別，不宜合併。賡續依士林地政事務所之建議辦

理分割作業，將現有 760 地號 1 筆分割為 760 地號、790 地號(原 790 地號)及 835 地

號(原 814 與原 835 合併)三筆 

十九、招待所及教職員宿舍管理作業 

(一) 東桂、東荊學廬招待所網頁設計案，已進行大圖設計及第一期請款作業，預計 12

月 25 日前完成測試。 

(二) 相關修繕作業 

1. 東桂學廬 

(1) 完成 U207 陽台鋁窗滲水、U101 與 U102 間樓梯間窗戶滲水之修繕。 

(2) 完成 U103 洗衣機故障，更換主機板。 

(3) 完成 U207、U206、U211 馬桶沖水按鈕之修繕。 

(4) 完成 U104 的門禁感應器掉落之修繕。 

2. 東荊學廬 

(1) 完成 T311 烘碗機時間設定按鈕之修繕。 

(2) 完成 T315 熱水器水量變小之修繕，更換加壓馬達。 

(3) 更換 T210 後陽台頂燈。 

3. 教職員宿舎：完成 70-78 號宿舎浴室燈管更換。 

二十、學位服管理作業 

(一) 遵照教育部函示「各大專校院於離校程序中所訂事項未涉及畢業條件者，如純屬學

校與學生之債權關係，不得與涉及畢業條件或離校之相關證書或文件發放做不當

聯結」規定，配合修訂學位服借用辦法，納入保證金制度及修改部分文字以符合現

況。 

(二) 「東吳大學學位服借用辦法」於 110 年 12 月 13 日業經核定修訂通過，並自核定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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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0 學年度學位服借用預訂於 111 年 1 月 5 日開放個人借用，為使借用者更熟悉人

會總系統借用操作，訂於 111 年 2 月 15 日上午 10 時於雙溪 B015 國際會議廳辦理

團體借用實體與線上說明會，並於 111 年 2 月 21 日起開放團體借用。 

(四) 相關辦法、系統平台連結、操作手冊及借用相關訊息同步更新於採購保管組網頁

「學位服借用」專區。 

二十一、保管其他行政事務 

(一) 依私立學校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學校法人設立登記後，其不動產及重要財產

有增減者，應於學年度終了後五個月內，檢具財產變更清冊及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

報法人主管機關核轉該管法院，辦理變更登記」。109 學年度財產變更清冊經董事

會會議（110 年 11 月 15 日）通過，簽奉董事長核定，並於 110 年 12 月 9 日函送

教育部轉法院辦理變更登記事宜。 

(二) 本校承租國有土地共 33 筆，110 年 7 月至 12 月租金共 40 萬 1,784 元（原價 50 萬

2,650 元，因疫情關係減收 2 成），本案已辦理申請借支款項，以配合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之規定期限（11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繳費。 

(三) 完成城中校區臥龍多媒體應用中心、第六大樓 5 間會議室納入會議場館系統，並

自即日起開放線上借用（借用臥龍多媒體應用中心須經法學院同意）。 

二十二、110 年 11 月份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一) 財產管理：兩校區財產增加共計 276 筆（金額 814 萬 4,360 元）、財產移轉共計 38 筆。

因新財產管理系統之財產「減損」申請作業尚待修正系統串連問題，故尚無除帳資料。 

(二) 場地管理 

1. 兩校區場館借用次數： 

(1) 雙溪校區：406 場次（會議場館 183 場次、教室 223 場次）。 

(2) 城中校區：287 場次（會議場館 161 場次、教室 126 場次）。 

(3) 松怡廳：38 場次（校內借用上課彩排 15 場次、演出 12 場次，校外借用彩排

4 場次、演出 4 場次、錄音 3 場次；受疫情影響，校外取消 14 場次借用）。 

2. 兩校區場地收入共計 37 萬 6,468 元，說明如下： 

(1) 雙溪校區：3 萬 3,852 元。 

(2) 城中校區：17 萬 5,016 元。 

(3) 松怡廳：16 萬 7,600 元（場地收入 13 萬 9,600 元、樂器租借收入 2 萬 8,000

元）。 

(三) 招待所住宿： 

1. 住宿件數：東荊學廬申請住宿 61 晚、東桂學廬申請住宿 91 晚（含天方公司獲

准免費入住計 1 晚、學生住宿中心獲准免費入住計 3 晚）。 

2. 11 月份招待所收入共計 3 萬 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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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筆申請單。 

2. 紙張領用單位計有教務處、德育中心、體育室、系統組、網路暨維修組、師資培

育中心、外語學院、英文學系、資料科學系等單位，共領用 4 萬 4,500 張（89

包、5,8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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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位服借用 

1. 計借出學士服 4 套（雙溪及城區各 2 套）、碩士服 1 套（雙溪）；歸還學位服

22 套（雙溪 8 套、城中 14 套），共計已歸還 2,303 套學位服（雙溪 1,159 套、

城中 1,144 套）。 

2. 畢聯會借用學士服披肩 100 件，拍攝畢業個人照、團照。 

3. 110 學年度學位服清洗案，計已清洗學位服 2,074 套，核銷 19 萬 1,890 元。 

二十三、出納服務業務統計(110 年 11 月 26 日至 110 年 12 月 23 日完成工作事項) 

(一) 依據 110 年 12 月 23 日結存日報表分析，本校資金配置明細如下：庫存現金 0.01%、

銀行活期存款 16.59%、支票存款 2.16%、定期存款 57.12%、政府公債 4.52%、基

金短票 0.13%、證券投資 19.47%。 

(二) 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及高教深耕計畫之結案日為 110 年 12 月 31 日，故如屬上述計

畫之廠商貨款，將於正常撥款規則外增加撥款時程，俾利符合補助規定；另因系統

尚未建置完整，為配合結案日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之計畫，有關雇主負擔之勞

保、勞退、健保及補充保費，須由各計畫主持人分月核銷，待會計傳票移送本組後，

須請計畫主持人至出納組簽領及開立收據繳回作業。 

(三) 依人事室時程安排，110 年度之年終獎金將於 110 年 1 月 21 日發放，111 年 2 月

份薪資將於 111 年 1 月 28 日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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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一月 

【研究事務組】 

一、 研究計畫類 

(一) 本校教師執行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持續辦理經費結案事宜，本(110)學年度截至目前

完成65件計畫之經費結案，提送共22件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第1、2年校內經費結案，

共計完成87件經費結報。 

(二) 111年度(第60屆) 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案申請3件，通過3件。 

(三) 為協助學士班學生順利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於110年12月15日於外雙溪

校區舉辦一場「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說明暨經驗傳承座談會」，由研究事務組報告

申請相關行政作業及注意事項，並邀請109年度獲研究創作獎之畢業生及110年度各學

院系執行計畫之學生共12位分享申請、撰寫及執行經驗，以達同儕經驗分享及學習之

效，本場次參加人數計有80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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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社團

法人台北市國際貿易協會、花仙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共計3件。 

(二) 辦理教師產學合作計畫投標/議價/提案申請案，計有臺北市公共運輸處、國立台灣文學

館、司法院，共3件。 

三、USR計畫類 

(一) 11/26參加東吳大學社工系USR「老士林-新共生」成果發表會及12/16文舍明日聚場與人

社院USR 計畫團隊同仁舉辦成果記者發佈會「好士研究院 踩街巡禮計畫」。 

(二) 12/1公告徵求111年度「教師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計畫申請。 

四、校內獎補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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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江先生紀念專款辦法」、「教師學術研究社群補助」，學術研究委員會於110年12月

3日審議110學年度審議各項獎補助申請案，並經110年12月20日校長核定後執行，結果

如下： 

1. 「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總計 191 人次教師獲獎，包括「研究論著獎勵」獎勵 146 人

次、「指導大專學生計畫研究計畫獎勵」獎勵 42 人次及「發明專利獎勵」獎勵 3 人

次。 

2. 「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總計 49 位教師獲通過，將於 111 學年度辦理相關減

授事宜，其中中文系鹿憶鹿教授、英文系戴雅雯教授、日文系賴錦雀教授、化學系

謝伊婷副教授、微生物系張怡塘教授、經濟系邱永和教授、企管系歐素華副教授、

資管系朱蕙君教授等獲連續 3 學年減授時數。 

3. 「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通過補助 2 件投稿審查費、1 件外文潤稿費、1 件論文刊登

費。 

(二) 110學年度第1學期12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4件補助案。 

五、研發成果推廣類 

(一) 線上填寫台灣經濟研究院辦理之「110年學研機構產學合作及研發成果運用調查」，本

校填寫重點包括2018至2020年簽訂技轉合約共8件，研發成果實際收入共計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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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類 

(一) 110學年度「學術誠信暨研究倫理研習會（雙溪場）」，110年11月30日（星期二）

13:10~17:00於外雙溪校區綜合大樓B1國際會議室舉行，出席人數含4位教師、11位學生、

2位研究助理及5位行政同仁，共計22人。 

(二) 12/20辦理「戴氏基金會」2023年募款計畫討論會議，會議結論共提報7個項計畫。 

(三) 12/22函知繳交「戴氏基金會」2021年度成果報告與2023年度募款計畫書相關事宜。 

七、公告受理其他委託研究補助、申請案 

(一) 研究計畫類 

編號 名  稱 校內截止日期 

1 關鍵新興晶片設計研發計畫。 111.01.17 

2 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前瞻研發專案計畫。 111.01.17 

3 
與德國研究基金會(DFG)共同徵求2022-2025年臺德雙邊

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1.02.09 

4 
同步徵求2022年歐盟「個人化醫療研究（ERA PerMed）」

跨國多邊合作計畫。 

111.02.17 

17:00（CET） 

5 111年度「精準健康之新世代農業」專案計畫。 111.01.24 

6 111年度「研發台灣鋏蠓(小黑蚊)防治技術」研究計畫。 111.03.21 

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科技部人文司應用科學教育學門

—研究倫理審查申請實務分享SIG Workshop」線上會議。 
110.12.17 

8 
臺北市立大學研究發展處舉辦「110年度人體研究倫理線

上教育訓練課程I」。 
110.12.23 

9 
臺北市立大學研究發展處舉辦「110年度人體研究倫理線

上教育訓練課程II」。 
110.12.24 

1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研究倫理治理中心與教學卓越中心共

同舉辦「研究倫理工作坊（二）」線上課程。 
110.12.24 

11 
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舉辦「人體試驗研究倫理講

習班」視訊課程。 

111.01.08 

111.02.12 

11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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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學合作計畫類 

編號 機構 名  稱 校內截止日期 

1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原住民族歷史事件調查研究出版計畫 110.12.15 

(三)校內外獎補助類 

編號 機構 名  稱 校內截止日期 

1 中央研究院 2022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成果獎」 
110.12.31 前向主辦

單位申請 

2 教育部 第26屆國家講座 111.01.04 

3 教育部 第66屆學術獎 11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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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日函知各單位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初審結果並依檢核意

見填寫回應說明並增補、修訂計畫相關資訊。 

2. 110 年 12 月 9~21 日辦理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暨預算第二次檢核。 

二、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一) 奉校長於 110 年 12 月 10 日「111-112 年度私校獎補助計畫規劃討論會議」中裁示，請

趙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由研發長及 6 院代表教師組成 111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規劃委員

會暨量化指標審核小組，進行本校校務發展計畫量化指標項目與目標值審查。目前已

遴選出 6 院代表教師，預計於 110 年 1 月上旬召開第一次會議，俾利於 111 年度獎補

助計畫書報部前，完成量化指標審查作業。 

(二) 教育部獎補助作業小組 110 年 12 月 23 日郵件通知，111 至 112 年度獎補助計畫申請

書(含 110 年度績效)需於 111 年 1 月 24 日前完成報部。已函知各單位檢核 111 至 112

年度計畫執行內容並填報 110 年度執行績效，刻正彙整各單位回覆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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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學生基本資料庫回報交叉比對有異常者，業於 11 月 26-27 日完成資料修正，且於 12

月 10 日完成 109 年 10 月期校庫表冊檢核及報部作業。 

(二) 教育部 12 月 10 日函知：自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20 日請各校進行 110 學年度大專校院校

務資訊公開表冊共 51 張之檢核作業。業於 12 月 13 日以電子郵件寄送各負責填報單位，

並於 12 月 17 日完成各表冊數據檢核，並上傳教育部校務資訊公開平台，完成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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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QS 大學排名調查 

(一) 2023 QS 大學排名調查資料開始，有關「大學排名調查」、「ESG 排名調查」、「畢業

生及就業能力調查」，於 12 月 16 日發函通知相關單位提供數據，「大學排名調查」

及「ESG 排名調查」數據於 111 年 1 月 3 日回覆；「畢業生及就業能力調查」於 2 月

25 日回覆。 

三、 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一) 已完成 109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問卷」描述性統計報告，並函送各單位參考。 

四、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 

(一) 進行校級管考委員會考評結果彙整及統計，並撰寫管考總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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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一月 

一、辦理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交流活動等事宜： 

(一) 110年12月1日及2日於外雙溪及城中校區辦理陸生期中座談會，共計24名陸生出席；

12月7日辦理僑外生期中座談會，共計54名僑外生出席。 

(二) 110年12月22日舉辦冬至送境外生湯圓活動。 

(三) 110-2來校交換及自費研修生：110年12月22日正式通知協議校及學生因台灣邊境政

策及簽證尚未開放申請，故暫緩2022年春季交換學生計畫。 

(四) 110-2赴國外交換：預計有80人獲赴51所協議校交換，已完成寄發行前須知（含行前

說明簡報、國際處信函、役男緩徵辦理資訊、赴外研修資料調查表等）及函發學生

名單(含校、院、系級交換及雙聯學制生)至註課組、軍訓室、健諮中心、會計室及

本校各學院系。 

(五) 110-2赴大陸交換：共計完成提名15人赴10所協議校交換，截至12月20日已獲協議

校錄取計4校7名。 

(六) 完成111學年度赴國外交換申請審查，經國際交流委員會審查後預計151人次獲推薦

赴59校交換研修，已於12月22日公告。 

(七) 111學年度赴大陸交換作業：12月9日發送各協議校接收交換學生問卷調查郵件，共

計64所協議校，截至12月17日止已有33所學校完成問卷資料填寫。 

(八) 辦理110-1國際與兩岸事務志工培訓講座課程，培訓課程如下： 

講座場次 講座主題 講座摘要 講師 地點 

110/12/6(一) 

19:00-21:00 
剪輯師之路 

透過使用 Adobe Premiere Pro， 

教導學生基本影片剪輯技巧 

(出席人數共計 37 人) 
藍諾導演 

雙溪校區

G101 

110/12/8(三) 

19:00-21:00 

如何踏出舒

適圈 

透過講師在美國求學以及心理師

專業，分享留學期間的生活經驗

以及如何陪伴自己走過低潮、跳

脫舒適圈 

(出席人數共計 36 人) 

郭昀昕心理師 

城中校區

5216 

菁英講堂 

(九) 開始規劃110-2校慶系列活動-國際週，預計於111年3月3日至11日於兩校區舉行，共

計有6場赴外/陸交換說明暨分享會，說明赴境外交換重要資訊，並邀請返台交換生

分享求學經驗。另舉辦2場「跨境、跨域、跨文化講座」，結合國際與兩岸事務志工

培訓活動，邀請校外講師蒞校分享座談。國際週場次一覽表如下： 

赴外/陸交換說明暨分享會活動場次及內容： 

日期 時間 地點 場次 

111/3/3（四） 12：00～13：00 溪 G101 中文系王宏展：四川大學 

111/3/4（五） 12：00～13：00 城5117 法律系楊觀: 蘇州大學 

111/3/7（一） 12：00～13：00 溪 G101 哲學系陳妤庭: 南京大學 

111/3/8（二） 12：00～13：00 城5117 會計系曾子瑜: 清華大學 

111/3/9（三） 12：00～13：00 溪 G101 中文系徐鈺琪: 復旦大學 

111/3/10 (四) 12：00～13：00 待定 赴外分享 

111/3/11 (五) 12：00～13：00 待定 赴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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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跨域、跨文化講座」活動場次及內容： 

日期 時間 地點 場次 

111/3/7

（一） 

18：30～

20：30 

城中校區 

5117哲名廳 

主題：探索世界真有趣 

主講：Floriane P. Van Dijk 戴燕安，台灣法語譯

者協會會員 

111/3/9

（三） 

18：30～

20：30 

外雙溪校區

G101會議室 

主題：探索南亞多元文化 

主講：Ruby 簡如邠，政大新聞畢，資深旅遊記

者，旅遊文化書籍作者，曾入圍金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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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完成與天津大學續約(校級)。 

◎簽署中協議單位，共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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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校級) 

(八) 秘魯應用科學大學校級(含交換) 

(九) 蘇州大學續約(校級+學生交換) 

(十) 挪威東南大學續約(校級含交換) 

(十一) 香港教育大學續約(校級+學生交換) 

(十二) 蘇州城市學院(校級+學生交流) 

(十三) 西安交通大學續約(校級+學生交換) 

三、獎助學金/計畫補助/線上課程/營隊業務： 

(一) 110年12月20日公告辦理東北師範大學於2022年2月7日至2月16日舉辦「青春眼，看

吉林」沉浸式線上文化體驗活動，本校學生線上參加免學費，報名截止日期至111年

1月6日(四)中午12時止。 

(二) 提報提報111年度本校辦理教育部「高教深耕─扶助攻頂計畫」學生赴外研習補助計

畫。 

四、國際組織活動、參加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 110年12月16日參加由清大印度教育中心舉辦之印度線上教育展，本校由國際商管學

程江怡靜秘書介紹全英文國際商管學程。 

(二) 大學問升學網站香港專區：近日網站更新及擴充功能，可刊登學系介紹及照片，近

期將上線宣傳。 

(三) 110年12月15日完成2022年惠文社發行之「KBUNSHA 留學指南2021」文宣資料及網

站內容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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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業務： 

(一) 110年12月16日召開國際交流委員會第4次會議，議案包括大陸地區東北林業大學簽

訂「學術交流」及「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案、審議110學年度「東吳大學學士班優秀僑

生、港澳生暨外國學生入學獎學金」、審議110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部博碩士班優秀僑生

獎學金」申請案、審議110學年度第1學期「東吳大學外國學生助學金」、本校辦理教育部

「學海惜珠計畫」補助作業辦法修正案、本校辦理教育部「高教深耕─扶助攻頂計畫」學

生赴外研習助學金實施辦法」修正案、本校辦理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補助作業辦法

修正案、本校辦理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補助作業辦法修正案及審議111學年度

校級赴國外交換學生甄選案。 

(二) 110年12月27日海基會舉辦陸生輔導人員聯誼交流活動，由兩岸事務中心王玉梅主任

參加，並受邀在會中分享兩岸交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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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一月 

一、捐款業務：110/11/25-110/12/27 捐款總金額共計新台幣 941 萬 1,756 元，捐款人數 130 人，

最高捐款用途為「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專用款」，金額為 130 萬 5,000 元。 

二、捐款回饋致謝：110/11/25-110/12/27 寄發捐款收據共計 190 張，謝函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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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底前)，110/11/24-110/12/20 共計服務 58 人次。 

四、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110/11/24-110/12/20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 20 萬 257 元(公務販售 12

萬 9,550 元、非公務販售 7 萬 707 元)。 

五、校友關係經營或校友組織活動： 

(一) 110/11/24 王淑芳社資長及校拓中心彭妍華主任協助接待張乾琦學長(英文系 73 級)，

並由潘維大校長於英文系火種講堂中頒發第 4 屆傑出校友與榮敬獎座予學長。 

(二) 110/11/28 王淑芳社資長、校拓中心彭妍華主任出席東吳校友弦誦合唱團、東吳校友

合唱團慶功宴，慶賀 10 週年音樂會活動圓滿成功。 

(三) 110/11/28 以潘維大校長名義致贈羅淑蕾學姐(會計系 65 級)生日蛋糕，恭賀 70 歲大

壽。 

(四) 110/12/03 潘維大校長宴請南加州校友會孫善泰會長(法律系 70 級)伉儷及柯寧寧學姐

(經濟系 66 級)，社資處亦派員出席，一同感謝南加州校友致力協助母校在美招生。 

(五) 110/12/03 校拓中心彭妍華主任出席新竹市校友會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並代表潘

維大校長頒發當選證書予新任理事長林思銘學長(法律系 78 級)，以及頒贈感謝狀予

前理事長尹強生學長(法律系 71 級)，當日約 50 位校友及來賓出席同樂。 

(六) 110/12/04 國貿系系友會舉行系友大會暨理監事改選，計 72 位校友與眷屬共襄盛舉。 

(七) 110/12/04 東吳大學合唱團、東吳校友合唱團與宜蘭聲納合唱團於松怡廳舉辦聯合音

樂會「以樂會友─交流觀摩音樂會」，由校拓中心同仁協助接待。 

(八) 110/12/04 校拓中心彭妍華主任參加桃園市校友會音樂饗宴會，約 1,200 位校友及來

賓出席聆聽。 

(九) 110/12/09 高國倫學長(政治系 68 級)受謝政諭老師(社會系 68 級)之邀，返回母校演

講，由社資處辦理午餐會，潘維大校長、董保城副校長、王淑芳社資長、德育中心曾

國強主任、政治系蔡秀娟主任、溪城奮進童軍團等教職員生一同與學長餐敘。 

(一〇) 110/12/09 校拓中心彭妍華主任代表王淑芳社資長出席歷史系晚宴，與何基丞學長

(歷史系 69 級)、系友會李德維會長(歷史系 82 級)及歷史系盧令北主任討論籌備歷史

系 50 周年系慶相關事宜。 

(一一) 110/12/11 潘維大校長率校拓中心彭妍華主任及同仁，與榮譽會長洪長岸學長(法律

系 59 級)一同出席澎湖校友會餐敘，當日約 20 位校友一起同歡。 

(一二) 110/12/15 王淑芳社資長及校拓中心彭妍華主任協助接待雲林縣社會處處長林文志

學長(政治系 77 級)。 

六、校友暨捐款系統建置案會議：110/11/26、12/03、12/10 與天方公司研討「捐款系統功能待

開發項目進度」，持續檢討未完成事項執行進度，尤其是 WEB 端的功能應儘速開始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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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Google 教育版校友帳號降載規劃：為配合 Google 教育版自 2022 年 7 月儲存空間異動之

政策，自 110 年 12 月起，停止校友申請 Gmail 教育版帳號，並以電郵廣發通知

@alumni.scu.edu.tw 網域使用者後續降載方案。 

八、與東吳傑英會合辦好學、好師、好情計畫： 

(一) 好學講堂： 

1. 110/11/26 邀請政治系謝政諭老師(社會系 68 級)、劉必榮老師、理律法律事務所

所長李念祖學長(法律系 66 級)分享「典範人物與時代思潮：端木愷校長、楊其銑

校長、余英時院士的故事」，共吸引 93 位學生及校友線上參與。 

2. 110/12/3 邀請亞果生醫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謝達仁學長(微生物系 74 級)分享「你

在這裡做什麼？生命的淬鍊」，共吸引 74 位學生及校友線上聆聽。 

3. 110/12/10 邀請潘維大校長(法律系 69 級)分享「面對未來的挑戰」，共吸引 102 位

學生及校友上線學習。 

4. 110/12/17 邀請前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清添學長(財精系 66 級)分

享「台塑企業文化與經營管理」，共吸引 57 位學生及校友線上參與。 

(二) 好師計畫： 

1. 跨組活動任務小組分別於 110/12/7、12/14、12/15 晚上辦理「那些他們走過的路

－王明祥老師、林崇偉老師」、「那些他們走過的路－李念祖老師」及「從價值

創新談未來行銷人的生活與思維」等 3 場活動，計 101 名計畫成員、教職員生及

校友參與。 

2. 110/12/19 辦理好師計畫成果感恩會，會中頒發導師感謝狀、頒發學生研習證書、

分享學習心得及師生餐敘等，共 121 人出席，氣氛溫馨動人。 

(三) 好情計畫：110/11/27 由好情計畫召集人戴淑姝學姐(企管系 76 級)邀請國際級茶師舉

辦品茶會，吸引會員與校內同仁共 54 人參加。 

(四) 傑英會業務： 

1. 110/11/27 召開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研擬 111 年度工作計畫與年度收

支預算。 

2. 110/12/19 召開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報告各項計畫執行情形，並議決 111

年度工作計畫與年度收支預算。 

九、校友刊物：《東吳校訊》329 期預計 12 月底出刊，1 月初進行紙本、電子郵件寄送。 

十、校友資料更新：110/11/24-110/12/20 自校友文件代辦、校園 Wi-Fi 及 Gmail 校友帳號申請

(11 月底前)、場地借用等資訊來源，陸續更新共 182 筆。 

十一、更新校史館資料：110/11/24-110/12/20 共更新 2 筆校友故事資料。 

十二、生涯輔導：110 年 12 月生涯諮商主題聚焦在「生活適應」，人際、課業、生活環境的

適應為本月諮商的焦點，協助學生探索、尋找生活亮點，並擬定下學期及新學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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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中文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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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系及財務金融學程等 15 個學系(學

程)提出申辦。10-12 月止已舉辦 47 場次，受惠學生計 1,845 人次，期望透過是類職涯

活動，引導學生積極準備個人生涯、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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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職涯錨定課程：110/12/27 王淑芳社資長、生涯發展中心謝蕎卉主任及同仁與開課教師

呂亮震老師回顧本學期執行方式及討論後續課程方向。 

十五、實習業務：  

(一) 110 學年度全學期實習課程共 40 位學生繳交申請表件並符合修課資格，目前學生正

陸續確認實習職缺並簽訂合約書中。 

(二) 12 月舉辦 4 場次職涯系列活動：110/12/11-12/12「企劃培力實作工作坊」、110/12/14

「設計你的人生」、110/12/16「不一樣的法律人」講座皆已圓滿結束，每場報名後

之出席率皆達八成以上，且學生反饋良好。110/12/28 將辦理「文案撰寫，寫出你的

高人氣」職能講座。 

十六、徵才業務：110 學年度網路就業博覽會暨徵才說明會已有合作金庫銀行、宜得利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等 11 家企業報名，將持續邀請合作企業共同辦理

111 年 3-5 月徵才活動。 

十七、東吳實踐家創創基地：  

(一)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規劃以協助團隊能力成長及認識產業趨勢為主，分別於

110/11/29 舉辦「日常開始激發創意思考」課程，共 42 人參加；110/12/01 辦理「團

隊桌遊工作坊(二)」，共 14 人參加；110/12/15 舉辦「商業簡報培訓工作坊」課程，

共 65 人參加，每堂課程回饋皆達 4.8 分以上(5 分量表)。 

(二) 110/12/21 生涯發展中心辦理企業參訪，參訪協眾國際(瓷林)林光清董事長的「協和

慈善基金會」及「蘆竹湳古厝文化園區」，並在張清添學長(財精系 66 級)安排下，

參觀「台塑企業文物館」，帶領學生實際進入 NPO 組織及特色建築，瞭解其中運作

及組織架構宗旨，關心藝術、慈善、教育和環保等領域，共 69 位師生一同參加。 

(三) 110/12/09 邀請創創基地第一組成立公司的「Formosation」團隊，更榮獲 U-start 創新

創業計畫績優團隊及新台幣超過百萬元獎助金，團隊代表鄒柏彥(企管系 107 級)分

享在創創界的心路歷程，並提供其他團隊回饋及建議，各團隊皆派員出席，共 24 人

參加。 

十八、文舍明日聚場： 

(一) 創意教育系列活動「飯碗特攻隊」於 10-12 月登場，共舉辦 1 場 YouTuber 名人講堂、

2 堂簡報設計工作坊、2 堂廣告腳本企劃工作坊、3 堂 UX 實作工作坊，以及 3 堂行

銷企劃工作坊等活動，總計 222 人次參與。 

(二) 110 年 5 月起與人社院 USR 攜手合作「好士研究院」專案計畫，110/12/16 於士林摩

德繆斯餐酒館、胡思二手書店、瑞成百年棉被店、自愛玻璃鑲嵌工作室及郭元益總

店，進行記者會暨媒體導覽，共 4 名媒體記者、15 名校內教職員參與。 

(三) 110/12/17 正式出刊《明仔載》第二期校園報紙。截至 110/12/20 止已發放 250 份，

刻正洽談校內其他單位擺放，如林語堂故居、創意人文學程辦公室及校內宿舍等。 

(四) 110/11/29-110/12/03 於綜合大樓擺台宣傳「2021 東吳實境藝術節 ARt Traveler」，也

同步於各大捷運站張貼宣傳海報；110/12/17 舉辦專家導覽，共 12 人參與；110/12/23

舉辦開幕記者茶會，共 25 人參與；110/12/30 將舉辦 Artist Talk 和藝術家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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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一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配合教務處於兩校區舉辦第二專長說明會，12 月 6 及 15 日由黃秀端院長代表介紹人文

社會學院系推動的第二專長課程內容。 

二、推動全英語教學：12 月 22 日邀請淡江大學鍾智林教授蒞院分享全英語教學經驗與技巧

共有 20 位師生參加；12 月 22 日推派中文系謝靜國助理教授於教務處辦理之全英語教

學經驗分享； 12 月 27 日邀請華語中心的德籍學生 Jessica Volz 用英文分享德國文化共

計 40 位學生報名參加。 

三、籌辦<金廈研討會>，截至目前共有金門大學葉肅科副教授、本院中文系沈惠如副教授、

中文系謝靜國助理教授、社會系鄭得興副教授、以及社會系葉崇揚副教授等師長投稿，

將持續連繫收稿並著手議程安排。 

四、黃秀端院長主持教育部 USR 計畫 12 月工作成果： 

(一) 例行會議：12 月 8 日記者會籌備會與士林導覽營籌備會。 

(二) 專題演講：12 月 1 日王智緯「農村洄游家-勇闖青村的五項修練」、12 月 10 日湯瑪

士·瑞杰可「從捷克藝術家的異國之旅反思自我身分認同」、12 月 15 日湯瑪士·瑞杰

可「認識歐洲中世紀藝術：蛋彩畫工作坊」、12 月 15 日李瑞萍「創生新織路-大安溪

文化創意行銷共同平台」、12 月 29 日陳信宏「如何用影像說故事（理論篇）」 

(三) 社區活動：12 月 1 日訪神農宮何逸松董事長、12 月 2 日舊街走讀訓練、12 月 9 日

北淡線及新街走讀訓練、12 月 16 日好士研究院記者會、12 月 11-19 日舉辦四場士

林導覽研習營、12 月 16 日神農宮拍攝師傅雕刻與剪黏製作、12 月 11-25 日「2021 

USR 年線上博覽會」、12 月 26-28 日紀錄神農宮禮斗法會、12 月 30 日佳音廣播電台

錄廣播 

(四) 其他：籌備士林導覽營第一期、第二期活動、籌備好士研究院記者會、籌備顏爺爺

新書發表會、籌備林語堂故居春節合作活動、製作計畫文宣品。 

五、學院行政事務及會議 

(一) 12 月 1 日辦理本學期第 3 次教評會議，審議院內教師聘任、升等休假申請及辦法修

訂等案。 

(二) 12 月 2 日舉辦人社院導師研習活動，本次總計 35 位師長報名參加。 

(三) 12 月 10 日選出院務會議學生代表，由音樂系第五祖平及政治系鄭淑方同學當選。 

(四) 12 月 10 日舉辦本院優秀暨清寒獎助學金頒獎餐敘，總計 24 位同學獲獎。 

(五) 12 月 15 日召開主管會議，討論修訂「人文社會學院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辦法」。 

(六) 彙收 111 學年度東吳文理講座各單位提案及申請查覆基金孳息事宜。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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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計畫」申請及學院初審事宜。 

(三) 配合教務處函請各學系推派專任教師參與 EMI 線上自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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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院級研究中心/研究室業務推動： 

(一) 中國研究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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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邀請斯德哥爾摩大學研究員 Young-hwan Byun 以「Welfare 

Expansion without Inequality Reduction: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of Old-age Poverty in 

Korea」為題進行主講，活動由社會系葉崇揚副教授主持。 

(三) 中華文明研究中心：12 月 15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次諮詢委員會議，並由院長代

表致贈委員聘函。 

(四) AI 研究中心：12 月 21 日舉辦師長主題分享交流會。 

八、人社院第 49 期電子報 12 月 29 日發送，寄送對象包括院內師生及院系友總計約 15,000 份。 

九、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一）教學行政： 

1. 舉辦學生實務工作坊：「2021 影像敘事工作坊–用一個 IDEA 完成一部微電影」。

活動日期為 12 月 5 日、12 月 12 日，邀請楊儒強導演、蔡鎮陽攝影師、施侑

岑和任潔儷兩位表演工作者擔任講師帶領學員完成影片創作。 

2. 籌備創意人文學程、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實習成果發表會。製作宣傳海報與安

排發表細流，並寄送邀請卡廣邀各實習機構督導共同參與本次發表會，創意人

文學程發表會活動日期為 12 月 23 日；非營理組織管理學程發表會日期為 1 月

7 日。 

3. 110 年 12 月 23 日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創意人文學程實習生分享在校內及校

外實習機構之收穫與經驗，並傳承於尚未實習的學弟妹。 

4. 追蹤實習生週誌與總心得提交情況，寄送提醒通知信件與暑期實習生催繳，以

便教師評分作業。 

5. 12 月 30 日與 1 月 7 日進行兩學程課堂反映問卷施測，並協助教師回收問卷。 

6. 提交「高教深耕關鍵績效指標」，蒐集並提報人社院執行高教深耕計畫之量化

指標與達成值。 

7. 提交「高教深耕 110 年成果報告書暨 111 年計畫書」，提報人社院 110 年新開

之全英語課程與 USR 計畫之成果。 

8. 根據 111 年高教深耕計畫本院執行子計畫複審結果，於人會總系統進行提報修

正。 

9. 協助人社院各學系整理「110年專/兼任教師參與教學知能研習活動績效」，12/27

回收整理，於 1/4 號提交相關承辦人。 

（二）協同教學：12 月 7 日連文萍老師編輯學課程，協同講座「文編與美編──文字編輯

的美術設計概念與應用實務」。12 月 7 日鍾正道老師文學與電影課程，協同教學講座

「一探究竟 Netflix 選角、台灣製片及拍攝現場」。12 月 13 日謝靜國老師飲食文學課

程，協同教學講座「京都食遊散策」。12 月 16 日黃筱慧老師流行體系-羅蘭巴特之符

號學應用課程，協同教學講座「以羅蘭巴特的流行視角淺談資訊軟體服務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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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 

一、人事組織規章 

(一) 12 月 1 日張詠真助教離職。 

(二) 12 月 6 日黃于婷助教到職。 

二、教學活動 

(一) 12 月 13 日謝靜國老師「飲食文學」課堂講座，邀請作家徐銘志主講：京都飲食文

學散策；12 月 16 日「飲食文學（進）」課堂講座，邀請臺灣酒展策劃人／品酒師

施宜瑄主講：「葡萄酒裡的『文化』」。 

(二) 12 月 10 日謝靜國老師「影像敘事」課堂講座，邀請資深編劇／電影導演傅睿邨主

講：「導演與編劇的觀點與實踐」。 

(三) 12 月 13 日～17 日舉辦「第七屆東吳文謅謅影展」，主題「戀戀東南亞」，由碩士班

葉爾筑同學擔任總召，「總結性課程-電影評論與創作」全體同學協力完成。 

(四) 12 月 22 日舉辦「大一國文講座─作家面對面」，邀請作家簡媜主講：「我的祖籍：

文學」。主持人：侯淑娟主任。 

三、學術活動 

(一) 12 月 5 日林盈翔老師於一貫道天皇學院主辦之「第六屆一貫道崇華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臺灣趙雲信仰形成的經、史、文底蘊〉。 

(二) 12 月 9 日與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蘇東坡書院）合辦、本校人文社會學院協辦之

「東坡文化論壇暨人‧物‧文‧學——2021 兩岸學術研討會」以實體、視訊併行方式召

開，計發表 13 篇論文。開幕式由通識教育中心林宜陵主任主持，黃秀端院長、侯

淑娟主任致辭。會議邀請王偉勇教授主講：「談東坡的自我關懷」。本系教師依序發

表如後：林盈翔〈「時無英雄」與「時無英才」——論阮籍「廣武之嘆」的多元詮

釋〉；謝君讚〈當代學者對於嵇康「自然」概念的探索與省思〉；叢培凱〈論晚清英

文教材對於歷史吳音建構的意義〉。同時邀請鹿憶鹿、賴位政、沈惠如老師擔任主

持人；賴位政、沈惠如、謝靜國老師擔任特約討論人。 

(三) 12 月 15 日賴信宏老師於中央研究院主辦之「2021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

研討會」發表〈雜纂、類編與說稗跨類──晚明商業出版下文言筆記之取向與新變〉；

林盈翔老師擔任小組論文「清代小說『抒情、抒欲』之幻滅與焦慮」主持與評論人。 

(四) 12 月 16 日舉辦第 222 次常態性學術研討會，由陳慷玲老師發表〈蘇軾詠茶詩詞之

生活美學〉，特約討論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賴貴三主任。主持人：鹿憶

鹿老師。 

(五) 12 月 16 日舉辦「110 學年度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分享會」，由中四 C 周家

瑜、中四 C 曾學杰二位同學主講，侯淑娟主任主持，與會師生共計 24 人。 

(六) 12 月 17 日林盈翔老師於中華文化教育學會、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主辦之

「第二屆經典詮釋學術研討會」發表〈問題導向與思辨教育的大學國文──《論語》

的當代連結〉。 

(七) 12 月 21 日召開「文圖學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議，進行摘要

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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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術成果 

(一) 12 月鹿憶鹿老師於香港《人文中國學報》（THCI）第 33 期發表〈劉辰翁評點本《山

海經》考論〉。 

(二) 12 月 31 日《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 56 期出刊，本期共收錄張佳琪、陳映佐、

卓彥夆發表之 3 篇論文。 

五、重要業務活動 

(一) 12 月 10 日鹿憶鹿老師赴國立嘉義女中招生宣傳。 

(二) 12 月 13 日賴位政老師赴木柵高工學群講座，主講：「人文探問新世紀——兼說東

吳中文系的課程」。 

(三) 12 月 15 日辦理首屆特殊選才面試試務，計有 31 名考生報名。 

(四) 12 月 15 日舉辦「112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停招說明會」，計有 10 位專任教師，4 位

行政同仁出席會議。 

(五) 12 月 16 日舉辦「112 學年度碩專班停招說明會」，計有 6 位專任教師，2 位行政同

仁出席會議。 

(六) 12 月 17 日科技部函知「第七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獲補助 10 萬元。 

(七) 12 月 20 日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函知《東吳中文學報》111 年獲「補助期

刊編輯費用」6 萬元。 

六、例行業務活動 

(一) 11 月 15 日～12 月 6 日止，通知各科教師繳交期中考後「學生學業關懷機制」之

學習情況欠佳者名單，由系辦公室彙整，後續轉請各班導師加強輔導。 

(二) 12 月 15 日中文系職涯講座邀請長庚大學光亞復古社講師游均晶學姊（81 級系友）

主講：「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中醫典籍求索之路」。主持人：陳恆嵩老師。 

(三) 12 月 20 日系學生會於望星廣場舉辦「光怪路離」中文之夜活動，表演舞台劇、歌

唱、舞蹈與樂器，吸引近百位同學、畢業學長姊參加。 

(四) 12 月 29 日與健康暨諮商中心合辦大一導師會議，了解大一新生身心適應普測結

果。 

(五) 「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 

1. 12 月 3 日沈惠如、謝靜國功能導師合辦導生餐敘。 

2. 12 月 9 日中進一謝靜國導師辦理導生餐敘。 

3. 12 月 28 日中一 B 涂美雲導師辦理導生餐敘。 

(六) 「學系班級生涯輔導活動補助計畫」 

1. 12 月 1 日中二 B 連文萍導師主講：「中文人的未來」。 

2. 12 月 2 日中進三沈心慧導師邀請臺灣女性生涯發展協會陳若玲理事長主講：

「前瞻職涯發展與人生」。 

3. 12 月 7 日中三 A 陳慷玲導師主講：「《功夫熊猫》的人生哲學」。 

4. 12 月 8 日中一 C 陳恆嵩導師邀請吳明昱、王宇揚、汪博潤、尤冠捷、鄧敦

琉、黃若瑜等學長姊分享出國交換、學碩一貫等求學經驗，講題：「選課、

升學、計畫、職涯──學長姊經驗分享」。 

5. 12 月 8 日中三 B 蘇淑芬導師邀請美國希爾頓（達拉斯）飯店張曉麗總監主

講：「我的跨國跨領域求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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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 月 8 日中四 B 叢培凱導師、中四 C 陳逸文導師邀請大進文化圖書（股）有

限公司負責人呂育德主講：「提案式 VR 設計應用說明」。 

七、重要來賓訪客 

12 月 22 日「中國文字學社群」邀請本校巨資學院葉向原主任專題演講，講題：「大數據

與人工智慧」。 

八、榮譽榜 

12 月 15 日教學資源中心函知，林盈翔老師以「大一國文之問題導向課程設計」榮獲 109-

2 本校教學精進計畫獎勵「特優」。 

 

◎ 歷史系： 

一、教學與演講活動： 

(一) 12 月 1 日舉辦多元學習系列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吳景傑

老師，以「檔案中的竹塹商人與海岸社會」為題發表演講。 

(二) 12 月 4 日舉辦史蹟踏查活動，探訪北投保德宮、代天府、周氏節孝祠、北投教堂、

北投陳氏祠堂、北投老街、三合萬壽祠、畜魂碑等。 

(三) 12 月 8 日舉辦歷史研習，邀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李卓穎老師，以「時空之旅

的知識追求與公民素養的鍛鍊」為題發表演講。 

(四) 12 月 8 日舉辦台灣史系列講座（三），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

長鍾淑敏老師，以「戰俘與戰犯：台灣人的二戰經驗」為題發表演講。 

(五) 本系與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合作辦理「以海為路：海洋臺灣」工作坊，於 12

月 12 日邀請中研院莊濠賓老師、國立清華大學李毓中老師、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謝

濬澤老師、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蘇峯楠老師蒞校發表演講，並於 12 月 17 日參訪國

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六) 12 月 22 日舉辦課堂講座，邀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黃庭碩老師，以「漢傳佛教

的確立與東傳」為題發表演講。 

(七) 12 月 29 日舉辦「東吳大學陶晉生院士歷史講座」，邀請東吳大學陶晉生歷史講座

邢亦田講座教授，以「新工具與新史學──用谷歌地球尋找您不知道的長城」為題發

表演講。 

二、 學生事務與輔導： 

 (一) 12 月 17 日辦理紀州庵文學森林實習學生訪視。 

 (二) 協助規劃及宣傳 110 學年度寒假高中生史學營活動。 

 (三) 協助系學會辦理「Fun 誕不羈」活動。 

 (四) 辦理 110-1 余知浩獎學金。 

 (五) 12 月 1 日、12 月 23 日辦理研究生計畫考試。 

 (六) 辦理 110-1 期末退修課程事宜。 

 (七) 辦理 110-1 導生聚事宜。 

 (八) 辦理與十三行博物館校外實習簽約事宜。 

 (九) 與校外實習機構洽談實習合作。 

三、行政事務： 

 (一) 12 月 9 日召開 110-1 第 4 次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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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東吳歷史學報第 41 期出刊 

 (三) 12 月 22 日辦理大三學生實習說明會。 

 (四) 申請科技部 111 年出版補助。 

 (五) 辦理 110-1 校外實習補助事宜。 

 (六) 辦理圖書薦購相關事宜。 

 (七) 經營歷史學系網頁、粉絲專頁與相關訊息公告。 

四、系友聯繫事項： 

(一) 12 月 9 日辦理成立系慶籌備小組餐敘。 

(二) 12 月 11 日進行 50 周年系慶影片第一階段拍攝。 

(三) 規劃五十周年系慶影片第二階段拍攝。 

(四) 經營系友粉絲專頁、社團維護與更新。 

(五) 規劃系友相關活動。 

(六) 籌辦 111 年 3 月 26 日系友回娘家活動。 

(七) 歷史系舊照片整理。 

 

◎ 哲學系 

一、學術研究： 

（一）110 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 

1.「研究論著獎勵」第一類：米建國老師、林斯諺老師。 

2.「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米建國老師、蕭銘源老師。 

3.「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每週各減授 2 個鐘點：米建國老師。 

4.「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每週各減授 1 個鐘點：沈享民老師、王志輝老師。 

（二）12 月 18 日碩士班畢業生周金光同學以其碩士論文獲台灣哲學學會 2021 年南海碩

士論文佳作獎（論文題目：意欲、信念與行動理由，指導教授：方萬全老師）。 

二、學術活動：（交流參訪） 

（一）12 月 3 日方萬全老師及張峰賓老師參加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主辦之「2021 人

工智慧與哲學研討會」（線上會議）。方老師和張老師分別為會議主持人與主講人

（張老師講題：演算法是價值中立還是價值嵌入？）。 

（二）12 月 11 日米建國老師受福建省社會科學研究基地華僑大學生活哲學研究中心與

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邀請進行學術演講（線上），講題為：有關證言知識

的三個直覺。 

（三）12 月 13 日至 18 日林璿之老師及蕭銘源老師參加由台灣哲學學會與清華大學哲學

研究所於 12 月 13 日至 18 日所舉辦的台灣哲學學會 2021 年學術研討會「台灣哲

學與在台灣的哲學研究」（線上會議），分別擔任發表人與主持人。蕭銘源老師於

12 月 13 日發表論文（題目：PAP 與 Swenson 的「無原則差別」論證），而林璿之

老師於 12 月 13 日擔任第四場主持人並於 12 月 15 日發表論文（題目：Mereological 

Nominalism and Locationism，與大學部三年級何歡同學共同發表）。 

 

（四）12 月 13 日至 18 日碩士班一年級徐家琦同學與大學部三年級何歡同學參加由台灣

哲學學會與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於 12月 13日至 18日所舉辦的台灣哲學學會 2021



40 

年學術研討會「台灣哲學與在台灣的哲學研究」（線上會議）並於 12 月 15 日發表

論文。徐家琦同學發表的論文題目：「傳遞或生成：證言的知態地位」。何歡同學

發表的論文題目：「Mereological Nominalism and Locationism」（與本系林璿之老師

共同發表）。 

（五）12 月 15 日林斯諺老師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前往慈濟大學通識中心進行生

命教育講座演講，以精進相關研究議題的思考，講題為：「淺談生活美學」。 

三、學術活動：（演講、讀書會） 

（一）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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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性思考與系統 3」。 

（二）12 月 2 日邀請小說家林葉昇先生至「福爾摩斯的推理世界」進行課堂演講，講題

為：「推理故事的出版與影視化實務」。 

（三）12 月 3 日邀請陽明交通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楊元傑博士後研究員至「美學智能」

進行課堂演講，講題為：「文化美學」。 

（四）12 月 3 日舉辦「東吳中國哲學 2021 系列講壇」，邀請朱建民客座教授進行演講，

講題為：「關於研究中國哲學的一些想法」。以混合會議方式辦理（實體：D0825 研

討室+視訊：MS Teams 通訊軟體）。 

（五）12 月 7 日邀請趙曉傲先生至「思想實驗的推理」進行課堂演講，講題為：「剪不

斷，理還亂的情感(哲學)問題」。 

（六）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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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次研讀。 

（七）12 月 7 日蕭銘源老師所組之「責任與其他可能性原則」讀書會，邀請張勝皓同學

（哲四）、何泓劭同學（哲四）與謝卓軒同學（哲三），對「責任與其他可能性原

則」此主題相關文獻材料進行第 6 次的研讀。 

（八）12 月 8 日邀請林斯諺助理教授至「哲學基本問題討論」進行課堂演講，講題為：

「科幻電影中的哲學」。 

（九）12 月 10 日邀請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吳豐維副教授至「美學智能」進行課堂演講，

講題為：「淺談康德美學」。 

（十）12 月 10 日舉辦「東吳中國哲學 2021 系列講壇」，邀請陽明交通大學心智哲學研

究所鄭凱元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莊子論自我、死亡與救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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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4 日邀請中正大學哲學系王一奇教授至「思想實驗的推理」進行課堂演

講，講題為：「倖存者的地平線」。 

（十二）12 月 15 日邀請 dothink2C 數位行銷公司張怡琪董事長至「品牌美學」進行課堂

演講，講題為：「品牌解析與廣告美學」。 

（十三）12 月 16 日邀請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理事長許鈺祥先生至「福爾摩斯的推理世界」

進行課堂演講，講題為：「福爾摩斯的 10 個祕密與造成的影響」。 

（十四）12 月 17 日邀請哲學新媒體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與清華大學厚德書院導師蘇子

瑛小姐至「美學智能」進行課堂演講，講題為：「《詩經》中的愛情美學」。 

（十五）12 月 17 日舉辦「東吳中國哲學 2021 系列講壇」，邀請方萬全客座教授進行演

講，講題為：「「莫若以明」與「無是無非」──檢討郭象與成玄英的《齊物論》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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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以混合會議方式辦理（實體：D0825 研討室+視訊：MS Teams 通訊軟體）。 

（十六）12 月 21 日邀請張智皓先生至「思想實驗的推理」進行課堂演講，講題為：「行

為意圖在道德對錯上的不相干性：一個新的電車案例」。 

（十七）12 月 21 日邀請張智皓先生至「知識論專題」進行課堂演講，講題為：「從樂透

悖論看信念原則的合理性」。 

（十八）12 月 21 日邀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洪靖兼任助理教授至「哲學概論」進行課

堂演講，講題為：「繞著「物」思考：當代技術哲學的概念與應用」。 

（十九）12 月 22 日邀請林璿之助理教授至「哲學基本問題討論」進行課堂演講，講題

為：「Inside and Outside a Possible World」。 

（二十）12 月 22 日舉辦哲學講座，邀請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陳奕融博士後研

究員進行演講，講題為：「The causal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以混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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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例行行政業務： 

（一）12 月 1 日於系主任辦公室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碩士班事務委員會，討

論 111 學年度本系碩士班甄試最低錄取標準暨正、備取名額。 

（二）12 月 2 日參與由人文社會學院與健康暨諮商中心辦理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人文

社會學院導師研習活動，主題為：「創傷知情實作技巧」。 

（三）12 月 7 日至 111 年 1 月 7 日進行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諮詢輔導(advising)與

學習評估機制。 

（四）12 月 9 日參與 110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暨「新生家長座談會」

檢討會。 

（五）12 月 9 日完成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與碩士班課程檢核條件設定。 

（六）12 月 10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碩士班事務委員會議，討論 111 學年

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出題暨審查委員名單。 

（七）12 月 13 日至 111 年 1 月 7 日進行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課堂反應問卷施測相

關作業。 

（八）12 月 14 日參與由校務資料分析中心舉辦之 110 學年度教務資訊智能平台教育訓

練說明會。 

（九）12 月 15 日擴大舉辦系週會活動，本次邀請系友、學生家長與系上師生共同參與，

並進行優秀學生頒獎儀式。 

（十）12 月 16 日協助大一新生「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讓學生接觸職涯輔

導資源。 

（十一）12 月 17 日以 email 發送本系 111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入學海報、簡章及報考訊

息，同時郵寄紙本海報，委請國內各哲學系與學會等單位協助宣傳及張貼。 

（十二）12 月 28 日米建國主任、鄭俊憲兼任助理教授及楊逸帆碩士生協助至新北市中

和高中辦理「推理藝術與美學智能」學術型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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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報事務： 

（一）12 月 1 日至 30 日整理《東吳哲學學報》第 45 期審稿意見書等事宜。 

（二）12 月 2 日對外發佈《東吳哲學學報》第 46 期邀稿函及投稿簡約。 

（三）12 月 20 日《東吳哲學學報》獲 111 年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期刊編

輯費用 60,000 元（審查費 21,000 元，印刷費 39,000 元），以使本學報能持續穩定

的運作。 

六、系友返校活動： 

（一）12 月 15 日擴大舉辦系週會，本次邀請系友會朱建平會長、榮智明副會長及徐國益

副會長與其他系友們返校參與活動。 

（二）12 月 16 日邀請系友阪誠網通王譽捷董事長進行演講，講題為：「以羅蘭巴特的流

行視角 - 淺談資訊軟體服務之應用」。 

七、生涯講座： 

（一）12 月 1 日申請生涯發展中心「學系班級生涯輔導」補助計畫經費，由四年級導師

張峰賓老師邀請台灣大學翻譯碩士學程兼任講師與歷奇國際 A-Team 戶外冒險指

導員潘信宇先生進行演講，講題為：「哲學畢業生的生涯與職涯」。 

八、學生輔導相關活動： 

（一）12 月 1 日申請健康暨諮商中心「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經費，由四年級導師張

峰賓老師舉辦導生情感互動活動。 

（二）12 月 8 日申請健康暨諮商中心「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經費，由二年級導師范

芯華老師、林斯諺老師舉辦導生情感互動活動。 

（三）12 月 13 日申請健康暨諮商中心「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經費，由三年級導師王

志輝老師、黃筱慧老師舉辦導生情感互動活動。 

（四）12 月 29 日申請健康暨諮商中心「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經費，由一年級導師蕭

銘源老師、林璿之老師舉辦導生情感互動活動。 

 

◎ 政治系 

一、學生輔導活動： 

(一)12 月 23 日舉行政治系全系師生聖誕同歡會，系上同學有 105 人報名，由系上教師準

備聖誕小禮物，現場舉辦抽獎活動贈送給同學。本次活動在於讓同學感受到學系的

溫暖及系上教師對同學的關心，於此同時本學期已將結束，一年級新生開始對系上

有些了解，也讓系辦公室可以更加聆聽同學的心聲。 

(二)12 月 2 日及 12 月 9 日舉行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一新生「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

評估施測」。 

(三)12 月 30 日舉行政治系實習行前說明會，內容為實習保險、報告書寫作及實習時間確

認等；實習行前訓練為使得同學能在實習過程中更游刃有餘，政治學系特別舉辦實

習行前訓練。 

二、東吳政治學報： 

39-1 期已於 12/15 印刷完成，將提供樣書給學界索取並徵稿；39-2 期目前符合刊登標準

的文章共有 1 篇，外審稿件共 4 篇，再審稿件 2 篇，若有三篇符合出版標準將召開編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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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演講活動： 

(一)12 月 07 日舉辦「政府的財務管理」演講，主講者為財政部政務次長阮清華次長。 

(二)12 月 09 日舉辦「真相製造時代的穿牆與造牆者」演講，主講為《真相製造》作者、

報導者副總編輯劉致昕先生。 

(三) 12 月 10 日舉辦「成為政治強人：習近平的執政與挑戰」演講，主講者為中研院政研

所蔡文軒研究員。 

(四)12 月 13 日舉辦「設計思考及其在公共政策上的應用」演講，主講者為 DreamVok 意

集設計伍志翔技術總監。 

(五)12 月 20 日舉辦「政府數位轉型－理論與實務」演講，主講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

政學系陳敦源教授。 

(六)12 月 21 日舉辦「Design thinking your Life - 打開人生的無限可能」演講，主講者為

PwC 資誠永續服務發展公司吳宜珮小姐。 

(七)12 月 28 日舉辦「公共治理的應然與實然—以教育領域為例」演講，主講者為國立屏

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榮譽講座陳益興教授。 

四、招生活動： 

(一)12 月 8 日由本系陳立剛老師及經濟系林沁雄老師協同至台東高中及台東女中進行高

中宣導學群講座。 

(二)12 月 16 日舉行 111 年特殊選才招生面試，本次共有 36 位同學申請本系特殊選才，

面試由 6 位老師分為兩組進行，下午順利完成本次面試招生。 

五、系友演講： 

(一)12 月 02 日舉辦系友座談會，主題為「走了會遺憾，不走會後悔的政治系人生」，主

講者為中華青年企業家協會副總會長、政治學系系友陳克威學長(政治系 92 級)。 

(二)12 月 09 日舉辦系友座談會，講題分別為「企業如何選才」以及「如何取得創新及創

業資源」。主講者為天下雜誌學習事業群組經理劉鳳珍學姐(政治系 81 級)、恆昌國

際事業執行長劉恆禎學長(政治系 85 級)。 

(三)12 月 09 日舉辦「走更遠的路，是為了休息」演講，主講者為長興科技董事長、東吳

大學第四屆傑出校友高國倫學長(政治系 68 級)。 

(四)12 月 15 日舉辦「福利政治的全球在地化」演講，主講者為雲林縣政府社會處長、政

治學系系友林文志學長(政治系 77 級)。 

六、行政會議： 

(一)12 月 29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 

(二)12 月 23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實習委員會，討論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

習課程徵選面試、討論面試結果分配、實習導師分配與其他議題討論。 

七、其他行政事務：12 月 13 日至 23 日進行課程期末退修申請。 

 

◎ 社會系 

一、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12 月 21 日，舉辦社會學實踐在職場演講，邀請本系系友會李宇翔會長，主講「政

治作為一種志業？」，本場次由周怡君主任擔任主持人。 

（二）12 月 2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戴氏基金會，舉辦「社會學系聖誕師生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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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 月 22 日於本校雙溪校區第一研大樓戴氏會議廳舉辦聖誕師生聯歡晚會餐敘，預

計共 100 名師生參加。 

（四）本月份導生聚情形： 

1.本系范綱華老師於 12 月 3 日、12 月 10 日、12 月 17 日、12 月 24 日舉辦導生

餐敘，共 24 名師生參加。 

2.本系劉育成老師於 12 月 14 日舉辦導生餐敘，共計 10 名師生參加。 

3.本系葉崇揚及潘欣欣老師於 12 月 15 日舉辦導生餐敘，共計 8 名師生參加。 

4.本系何撒娜老師於 12月21日在大直夫妻韓式料理舉辦聖誕師生聯歡晚會餐敘，

預計共 15 名師生參加。 

5.本系黃朗文老師於 12 月 28 日舉辦導生餐敘，預計共 15 名師生參加。 

二、召開會議：本系於 12 月 7 日，召開系務會議暨系課程委員會。 

三、學術活動：本系於 12 月 28 日，舉辦社會學實習成果發表會。 

四、課堂相關教學活動： 

（一）本系學士班「社會心理學」課程，於 12 月 3 日邀請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心理諮

詢師陳美綺小姐，以「壓力的禮物-長出對自己的溫柔」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二）12 月 6 日，邀請陳懷恩社工師，主講「動物研究與社會學」，搭配課程：學士班「動

物與助人工作的交織」。 

（三）12 月 16 日，邀請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林惠芳秘書長，主講「誰是障礙者？無

障礙不只是障礙者的事」，搭配課程：學士班「障礙社會學」。 

（四）12 月 15 日，邀請原點工作坊李瑞萍負責人，主講「創生新織路—大安溪文化創意

行銷共同平台（苗栗泰安泰雅文化）」，搭配課程：學士班「地方創生與社區營造」。 

（五）12 月 13 日，邀請動物社會研究會陳玉敏副執行長，主講「可以加臉友嗎？談動物

與人的互動與連結」，搭配課程：學士班「動物研究與社會學」。 

（六）12 月 17 日，邀請紅色天空廣告公司 五號棚陳信宏負責人/導演，主講「質性研究

—如何用影像說故事」，搭配課程：學士班「質性研究法」。 

五、其他：東吳社會系碩專之友會，於 2021 年 12 月 16 日舉行。出席的師長有蔡明哲老師、

蔡錦昌老師、林素雯老師等退休教師，以及周怡君主任、吳明燁老師、鄭得興老師、系

友會李宇翔會長等師生共計約 30 人參加，在少子化浪潮中，本系碩專班招生現況與資

源效益已難符合校務發展目標，因此碩士在職專班將擬於 112 年度停止招生，但儘管如

此，東吳大學社會系依然隨時歡迎系友回來，並且期待未來能夠再次舉辦茶會，持續更

新各位系友及師長的近況。 

 

◎ 社工系 

一、召開會議 

(一) 12 月 7 日召開本系本學期課程委員會，討論議案包括本系 110 學年第 2 學期「社會

設計」第二專長開課案、有關 111 學年度本系碩士班課程檢討與研議因應策略案、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社會工作實習』辦法」修訂案。 

(二) 12 月 14 日召開東吳社工學報第 41 期編輯委員會議，討論第 41 期學報出刊事宜。 

(三)12 月 21 日召開本學期第 3 次(臨時)系務會議（因人數不足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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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開教學會議及舉辦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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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撰寫實習申請書面資料/王淇助教/110.12.7。2.說明會：「社會工作實習(機構實

習)申請注意事項暨網路平台使用說明會」/110.12.28。 

(二)110 年 12 月 14 日結合本系學士班一年級「生涯發展與規劃」課程於外雙溪校區國

際會議廳，舉辦「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社會工作實習期中實習成果發表會」，共計

28 位學生進行薪傳發表。 

三、學術活動 

(一)專題演講：質性研究軟體運用/林本炫教授/110.12.13。 

(二) 12 月 28 日辦理本系研究生論文構想發表會，主持人為莊秀美系主任，本次共四位

同學投稿參與發表，會中並安排 110 學年度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趙連伴女士研究

生論文獎勵甄選獲獎研究生黃聖元同學進行頒獎並參與發表，論文指導教授為林佩

瑾老師。 

(三)東吳社會工作學報第 41 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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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110 年度研究生學生實習保險及核銷作業。 

(二)機構實習相關作業：1.催收機構實習證明書。2.追蹤調查 111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機構

資料建立/修正詢問表，並彙整上傳 TronClass 平台。3.彙整 110 年度實習生成果報

告歸檔。4.辦理 111 年台大醫院、亞東醫院實習申請發函事宜。 

五、學生相關事務及活動 

(一) 於 12 月 20 日與碩士班研究生共同合作辦理期末師生聯誼餐敘交流活動。 

(二)本系學生會於 12 月 6 至 17 日進行系服發放擺台活動。 

六、其他業務 

(一)教務：1.協助學生辦理畢業離校手續。2.辦理期末研究生論文資格考與學位考審查口

試申請行政作業。3.協助辦理填覆 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建議最低錄取標準暨正、

備取名額。4.辦理學士班英文能力及資訊能力畢業標準認定作業。5.公告及協助學生

辦理本學期申請退修科目相關事宜。6.配合教務處來文調查本系研究生本學期預估

畢業名單。7.辦理學業關懷名單提報稽催暨提報學系重點關懷名單，並請導師進行

後續瞭解及輔導。8.辦理寒假轉學生審查委員徵詢及名單提報作業。9.辦理 111 學年

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書面審查資料準備指引修訂事宜。 

(二)研究、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1.協助教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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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相關庶務工作。4.辦理本

系本學期學士班專題研究競賽審查、頒獎及學生發表相關作業。5.辦理本學期研究

生論文構想發表會徵稿、議程安排等相關事宜。6.辦理長期照顧人才培育產學合作

計畫案之課程教育積分及教師課程授課聯繫通知等相關事宜。7.登錄成人藥癮者家

庭支持服務國際研討會積分認證申請學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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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計畫案，以及高教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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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報編務：1.辦理東吳社工學報第 41 期稿件送審事宜，確定刊登 4 篇，初審審查中

稿件 1 篇，再審審查中稿件 3 篇，作者修改中 2 篇，退稿 1 篇。2.辦理東吳社工學

報第 41 期學報校稿與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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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籌備校史館與院社工系合作策劃社工系系史展相關事宜。3.辦

理教師聘期異動及兼任師資聘任前置作業。4.協助學生辦理課程請假。5.辦理本學期

健康暨諮商中心導師班級輔導補助計畫社工系場地借用申請。6.辦理 110 學年度圖

書經費非書資料、中文、外文書籍資料薦購。 

 

◎ 音樂系 

一、演講/大師班： 

(一)本學期本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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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8 日邀請本校前理學院院長、心理學系汪曼穎教

授以《從佛洛依德到 Covid-19》為題，由彭廣林主任擔任主談，進行師生的跨領域

對話。 

(二)12 月 10 日邀請本學系范德騰專任副教授於本雙溪校區松怡廳舉行室內樂工作坊，

主講以「室內樂演奏」視角出發，處理布拉姆斯《C 小調詼諧曲，選自 F-A-E 奏

鳴曲》、《D 小調第三號小提琴奏鳴曲，作品 108》以及普羅高菲夫《五首旋律，作

品 35 bis》、《D 大調小提琴奏鳴曲，作品 Op. 94a》之鋼琴演奏詮釋。 

(三)12 月 22 日邀請新加坡音樂教學系統 Aureus 講師來校舉辦「校企合作系列《新加坡

音樂教學系統 Aureus 集團校企合作》講座」，由彭廣林教授兼主任主持，新加坡音

樂教學系統 Aureus 講師講述。此講座為跨國遠距講座，開放予全系同學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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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份兩場午間音樂會分別於 12 月 6 日於

城中游藝廣場由 4 位學生演出弦樂四重奏，20 日於外雙溪校區望星廣場由曾素玲

專任副教授帶領 13 位學生以木管重奏之方式演出，讓望星廣場充滿了聖誕歡樂的

氣氛，圓滿落幕。 

(二)12 月 13 日於本校外雙溪校區主辦「雙溪名家-〈雙老頭的音樂會〉范德騰室內樂音

樂會-彭廣林、范德騰與布拉姆斯、普羅高菲夫的奇遇」，由范德騰專任副教授與彭

廣林專任教授合作，帶來多首布拉姆斯、普羅高菲夫之鋼琴與小提琴室內樂作品，

由范德騰副教授導聆解說，現場約有 200 位觀眾。本場次為本校美育認證場次。 

(三)12 月 21 日於本校外雙溪校區主辦「〈搖擺聖誕〉-爵士樂團音樂會」，由本學系新聘

蔡子琪兼任講師帶領爵士樂團，演奏多首聖誕主題爵士樂曲，現場觀眾約有 200 位。

本場次為本校美育認證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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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2 月 22 日與安素堂合作舉辦本年度聖誕崇拜音樂會，由本學系林舉嫻兼任講師指

揮、許志瑜兼任助理教授鋼琴伴奏，帶領本學系合唱團聯袂衛理女中合唱團、衛理

女中室內樂團演出多首聖誕頌歌及讚美詩。本場次為本校美育認證場次。 

(五)12 月 30 日於本校外雙溪校區主辦「扣人心弦-弦樂團定期音樂會」，由黃維明專任副

教授帶領本學系弦樂團演出巴赫、布瑞登、葛利格、巴爾扥克之作品。本場次為本

校美育認證場次。 

註：原訂 12 月 5 日「震撼雙溪-系友及在校生管樂團音樂會」及 12 月 10 日「現代音樂

重奏團音樂會」因故取消。 

 

◎ 師資培育中心 

一、榮譽事蹟: 

（一）本中心 91 級德語科校友蘇縈懷校友榮獲 2021 桃園市 Super 教師高中職組 Special

教師獎。 

（二）師資培育中心獎助學金：本學年經公告遴選後共有 3 名同學獲獎，分為英文科朱

映璇、音樂科紀姵君及日文科鄭心瑜，每人各獲五千元獎助學金。 

二、教學與課程： 

（一）中心專任教師會議 

110 年 12 月 15 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會中針對「追認 110 學年度第 1 學年

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教案設計之「國文科」初審作業相關事宜、111 年度砥

礪營舉辦日期與課程，及 2022 雙溪教育論壇學術研討會辦理事宜」進行討論。 

（二）中心教師專業社群 

110 年 12 月 15 日召開中心教師專業社群會議。 

（三）中心主任遴選委員會 

110 年 12 月 14 召開中心主任遴選委員會議。 

（四）12 月 15 日召開導師會議，會中針對師資生近況進行討論，並針對各班學習成效不

佳之師資生進行追蹤輔導，以確實執行學習預警制度。 

三、實習業務： 

（一）實習生返校座談： 

12 月 17 日，舉辦 110 學年度實習學生第 4 次返校座談，計有 46 位實習生參加。

上午邀請臺北市立士林國中吳汶汶老師以「學科技思創新達未來」為題演講；下

午邀請台科大侯惠澤特聘教授，「素養導向遊戲化教學設計:微翻轉卡簡單遊戲化

教學模組」分享將遊戲融入教學之中，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二）分發 111 學年度教育實習學校 

111 學年度教育實習實習機構分發作業，已向 32 所實習夥伴學校送交擬至該校實

習同學名單與資料，並於 12 月中下旬至 111 年 1 月中旬陸續舉辦實習面試。 

（三）邀請第五次教育實習返校座談模擬試教與模擬口試評審，預計分成國、高中國文

各二組、英文一組、數學一組、社會科一組、輔導科一組共計 8 組 48 位同學參加

模擬試教；另分 5 組進行模擬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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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演講、參訪與潛在課程： 

（一）12 月 12 日辦理 110 學年第 1 學期「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教案設計」正式檢

測，總計 7 分科 30 名師資生參加，刻正由評審老師評審同學教案作品中。 

（二）12 月 19 日古正欣老師舉辦「運用 iPad 教學設計工作坊」邀請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陳泓曄老師、明湖國中高抬主老師蒞臨擔任講師，共計有 23 位師資生報名參加。 

（三）12 月 22 日濮世緯老師舉辦導生會邀請新北市佳林國中許毓如老師演講，共計 39

位師資生報名參加。 

（四）12 月 24 日濮世緯老師教學原理課程邀請新北市立文山國中程翊雯老師進班演講。 

（五）辦理 110 學年第 1 學期「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本學期檢測項目為「教案設

計」，初審共有 77 名師資生參加，經「教材教法」授課教師初審評審後，共有 54

人通過，取得參加正式檢測資格，有 33 人報名參加將於 12 月 4 日（週六）舉行

之正式檢測。 

（六）12 月 10 日辦理教育電影欣賞，本次欣賞電影「十月的天空（October Sky）」，總計

48 名師資生參加。 

（七）12 月 29 日辦理 12 月份扶助學習定期會議，由輔導員師資生主持，藉由同儕師資

生討論，精進補救教學技巧。 

 

◎ 人權學程 

一、行政事務 

(一) 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人權學程學術講座活動。 

(二) 舉辦 2021 東吳人權週：撐起一片彩虹，靜態展覽與系列講座活動。 

(三) 規劃舉辦 2021 國際迷你課程，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梁啟智老師來校

主講。 

(四) 規劃辦理 2021 人權歲末聖誕晚會暨校友回校活動，時間 12/23 星期四晚上。 

(五) 調查召開本學期人權學程實習委員會，進行實習生申請面談與指導分配。 

(六) 協助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提報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七) 協助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辦理國際人權研討會與人權生活藝術節擺台活動。 

二、學生事務 

(一) 辦理學生學業期中關懷與期末退修申請。 

(二) 通知碩士班學生期中退補費資訊。 

(三) 辦理 110-1 人權碩班獎學金核銷與發放。 

(四) 辦理碩士班學生論文計畫書口試。 

三、辦理活動 

(一) 「2021 人權週系列演講：同志人權外交」，主講人：呂欣潔｜彩虹平權大平台執行

長。時間： 12 月 02 日。 

(二) 「2021 人權週系列演講：同婚未竟之事」，主講人：鄧筑媛｜彩虹平權大平台副執

行長、朱家瑢｜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辦公室主任。時間：12 月 08 日。 

(三) 辦理《威權統治下的公民社會：行動、對話和戰略》國際研討會。時間：12 月 11 日。 

(四) 參加國家人權博物館 2021 人權生活藝術節，人權市集擺台，共有 25 個 NGO 組織

團體、出版單位等。時間：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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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權碩班課堂演講，邀請捷克 Marie Lukasová 博士，講題：「Prevention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Challenges for Detention Monitoring in Europe」，時間：12 月 16 日。 

(六) 辦理 2021 人權知能營「貢寮和禾水梯田─農業生活與田區復耕實作體驗」，時間：

12 月 17 日，地點：新北市貢寮區。 

(七) 2021 國際迷你課程：香港 2019 抗爭浪潮的例外與必然，主講人：梁啟智老師｜香

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時間：12/200 暴力抗爭作為例外、12/21 無大台抗

爭的迷思、12/23 社區深耕的想像與現實。 

(八)12/23 舉辦 2021 人權歲末聖誕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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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一月 

【院長室】 

一、110 學年度本院獲教育部獎補助款增購「口譯設備」案，於 12 月 2、3 日兩日分別於雙溪

校區普仁講堂、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與城中菁英講堂安裝與測試及初驗後，於 12 月 15、16

日兩日完備最終驗收程序，並確認城中校區購置設備將由總務處營繕組管理。 

二、12月上旬通函以電子郵件通知本院專任/專案教師踴躍申請 111年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

期限截止後確認有 9 件申請案；另辦理核撥 110 年 5 位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師之學

術獎勵金。 

三、12 月 15 日本院與社會資源處生涯發展中心聯合舉辦 110 學年度 SDGs 知能研習，主題

為「外語跨領域人才培育與企業永續發展」，邀請温弋杉先生主講，計有本院教職員生

合計 36 人參加，活動後製發電子檔研習證明。 

四、12 月 20 日發函公告本院 110 學年度教師學術研究績效獎獲獎名單： 

（一）專任教師優等獎，頒發獎勵金新台幣伍仟元及獎狀乙紙：日本語文學系羅濟立教授。 

（二）六年內新進專任/專案教師潛力特優獎，頒發獎勵金新台幣貳萬元及獎狀乙紙：日本語

文學系陳冠霖助理教授。 

五、12 月 22 日「日語領隊導遊實務暨導覽課程」結業，合計 22 位學員中有 18 位學員出席

時數符合規定獲頒研習證書；另於 12 月上旬規劃辦理本院 110 學年度「日語領隊導遊實

務暨導覽課程」第二階段課程 11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隊人員

考試加強班，與日文系林蔚榕老師討論簡章與課程，12 月 16-23 日進行報名，預定於 111

年 3 月份考試前起進行 4 堂共 8 小時的考前輔導。 

六、12 月 29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複審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英文系

專任教師續聘案、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日文系專案教師初聘案、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德文

系兼任教師初聘案、110 學年度專任教師休假申請案、110 學年度本院專任教師教學績優

獎申請案評選、110 學年度本院各學系專任教師評鑑案、日文系教師評審辦法、德文系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師評審辦法、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語言教學中心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師評審辦法、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英文系助理

教授申請升等副教授案。 

七、110 學年度高中外語學群招生活動： 

（一）12 月 3 日光復高中外語學群簡介，日文系羅濟立主任支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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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2 月 15 日基隆安樂高中來院參訪，英文系歐冠宇老師支援體驗課程。 

八、重要行政事務： 

（一）回應 111 學年度校發計畫審查意見與修改預算。 

（二）填報 110 年高教深耕計畫績效報告與 KPI；111 年高教深耕計畫配合審查意見修改與

預算調整。 

（三）填報 110 年教育部獎補助績效報告文字與 111 年計畫增添內容；申請 110 年教育部獎補

助款標餘款 16.5 萬用途異動，由語言教學中心添購教學設備，並辦理校發系統內異動。 

（四）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高教深耕計畫核銷結案、校發計畫人事費核銷。 

（五）辦理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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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第 53 期東吳學報投稿論文外審作業。 

 

【跨領域國際學士班籌備處】（111 學年度起招生） 

一、辦理「跨領域國際學士班」專案教師徵聘作業，於 12 月 16 日面試，並召開第 2 次教師

初聘會議，決議錄取人選為戴凱欣女士。後續進行教師資格審查及相關聘任程序。 

二、籌組國際班學生工作團隊，邀請本校 5 位來自台灣、韓國、日本及越南的同學組成，於

12 月 8 日辦理相見歡活動，期待了解外國學生看待東吳大學的視角及就學所需的資訊，

同時增加同學的凝聚力及向心力，進而幫助國際班之招生與學生輔導。 

三、12 月 14 日發出校內電子郵件，徵詢本校專任教師擔任 111 學年度東吳大學「跨領域國

際學士班」通識課程外國學生專班共同授課師資意願。 

四、12 月上旬起辦理本校圖書館華語學術類書籍薦購事宜，經費約為新台幣 6 萬元，由王世

和老師、巫淑華老師與戴凱欣老師聯合推薦，期逐步豐富本校華語學習資源，讓學生入

學後有足夠的圖書資源可借閱。 

五、持續優化跨領域國際學士班網站內容，新增越南語招生資訊、ppt 說明檔案及網站橫幅，

並配合本校招生組與國際事務中心之招生宣傳事項提供簡介資料與相關文字。 

【校級-東亞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外國語文學院兼辦業務 

一、預定於 111 年 1 月 7 日與外國語文學院合辦 SDGs 工作坊，主題為「2030 SDGs Games 

for Future :外語教學的新契機」，邀請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羅曉勤老師。期待具

有 2030 SDGs Game 引導師身份的曉勤老師帶給大家全新體驗。此次工作坊將介紹 SDGs

緣由，說明現下人類的環境因為經濟活動的發展伴隨的全球化的關係，全球的自然資源遭

受到過度的開發，而引發海洋垃圾、環境破壞、天侯異常、貧富不均、居住正義、廉價勞

工等全球面臨的共同問題，以及如何聚焦在不破壞、不過度耗竭、不汙染環境的同時，也

能兼顧提升社會發展，為了讓全球共同重視這些問題，聯合國於 2015 年發佈《翻轉我們

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方針》(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此一方針包含 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169 細項目標(targets)，從經濟成長、社會進步、環境保護三個永續發展面向，呼籲全球合

作並落實這些永續發展的目標。而這 17 個目標的實踐，並不是由單一國家或單一地區去

執行，須要區域或者全球的合作；因此才會有目標 17 的全球夥伴。在歷史上早就出現東

亞經濟圈的概念;在擴展到全球合作前，我們可以一起來思考如何在發展東亞經濟圈的同

時也能一同兼顧東亞的環境保護及對人的福利照顧的社會進步。先在東亞圈建立一個平

衡又豐饒的社會後再推展到全球。建立東亞圈的永續循環的概念;須要先由每個東亞人理

解何謂永續?為什麼我們須要永續?要完成東亞圈的永續世界須要什麼樣的要素?等，這些

問題皆可以藉由 2030 SDGs Game 來體驗。這是一款由日本社會企業 Imacocolab 依據系

統思考學為基礎搭配永續精神而製作出來的桌遊;曾於 2019 年於聯合國會議中被實踐;參

與此桌遊的聯合國大使們皆認為這是一款最能讓人透過體驗自己反思出為什麼人類須要

永續精神及自己和永續的關係、實踐永續所須的要素?此工作坊希望能透過 2030 SDGs 

Game 跟老師們一同思考如何帶領學生透過永續的概念發揮自己的專長一同建構東亞之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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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  

一、 12 月 1-8 日寄發「學系重點關懷學生」通知，1/2 以上學分被關懷學生，學系個別聯絡，

並通知學生導師。 

二、 12 月 15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查 110 學年度教師休假申請、討論 111 學年補聘專任教師

相關作業與流程等案由。 

三、 協助 12 月 15 日基隆安樂高中來校參訪活動，邀請歐冠宇老師擔任講師。 

四、 12 月 15 日辦理英美文學與評論線上資料庫實際操作說明會，參加人數 5 人。 

五、 12 月 20 日協助同步口譯課程系友經驗分享演講。 

六、 12 月 22 日辦理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計有 4 位研究生發表論文，並由本系碩士班教師講

評。 

七、 12 月 22 日「口語組教師會議」，出席教師：謝高林老師（召集人）、孫克強老師、魏

美瑤老師、林思果老師、艾倫達老師。討論 2022 英語文化週活動。 

八、 12 月 23 日協助接待 61 級畢業系友魏杏香自美返校拜訪。 

九、 辦理翻譯系列講座： 

（一） 12 月 7 日倪若誠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傳譯及跨文化研究系主任）講題「Museum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for an Emerging Field」，36 人參與。 

（二） 12 月 14 日梁文駿教授（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副教授）講題「當人工智能遇見傳統中

醫—以神經機器翻譯系統翻譯中醫文本」，43 人參與。 

（三） 12 月 21 日彭小妍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講題「現代中國的反啟蒙—

唯情、理性與跨文化語彙」，39 人參與。 

十、 其他重要業務： 

（一） 教務類 

1. 修設定 110-2 選課檢核條件。訂 110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簡章分則。 

2. 協助修訂申請入學招生專業化書審尺規及準備指引。 

3. 協助教師申請 110-2 隨堂教學助理。 

4. 辦理研究生吳芝安等 6 人論文指導教授聘任事宜。 

5. 協助實施期末課堂反應問卷。 

6. 辦理課程期末退修申請及輔導。 

7. 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招生宣傳。 

（二） 學務類 

1. 協助安排導生聚及核銷等等相關事宜，12 月共有兩位老師舉辦：蔡佳瑾老師，蘇俞文

老師、張忠安老師。 

2. 協助大一新生身心測驗適應調查。 

3. 安排大一新生 110-1 學期「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測驗時段，共 67 位同學

參與。 

4. 提報本學期大功(過)以下學生獎罰學生名單。 

5. 參加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知能研習教育訓練。 

（三） 庶務行政類 

1. 進行 H101 教室修繕與場地借用相關事宜。 

2. 進行感恩節相關核銷作業與工讀金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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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本年度各項給付所得核銷。 

4. 辦理 2021 英文學系創意寫作比賽，共有 16 個投稿作品，請四位評審老師協助: 葉卓

爾老師、林思果老師、戴雅雯老師、薛帝逢老師。 

5. 辦理進修部學生校外實習申訴相關事宜。 

6. 辦理本系教師徵聘公告發送事宜。 

7. 協助本系外籍教師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 

8. 協助填報教育部獎補助款績效報告、高等教育深耕執行績效等資料。 

 

【日文系】 

一、 會議： 

（一） 12 月 7 日、21 日、28 日召開日文共同教材第二冊第 10～12 次編輯會議。 

（二） 12 月 9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及出版委員會會議，討論『東吳日語教育學

報』出版事宜。 

（三） 12 月 17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碩博士班線上會議，確認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複審結果。 

二、 交流活動： 

（一） 12 月 1 日。陳淑娟教授及 10 名碩一生協助台北市士林國民小學與日本射水市金山國

小進行國際交流活動。 

（二） 12 月 16 日。陳淑娟教授及 10 名碩一生協助台北市士林國民小學與日本射水市放生

津國小進行國際交流活動。 

（三） 12 月 19 日。本系學生與拓殖大學國際日本語學系學生以「台日旅遊觀光」為題，進

行第 2 次「東吳大學&拓殖大學線上交流會」。 

（四） 12 月 27 日。羅濟立主任與日本航空東京本社國際提携部台灣事業推進總括兼日華青

少年交流協會専務理事相澤邦彦先生召開視訊會議，討論日華青少年交流研修活動事

宜。 

三、 學術活動： 

（一）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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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工作坊，

由輔仁大學日文系施列庭副教授主講「智慧型手機程式開發與日語教育之應用」。 

（二） 12 月 4 日。舉行線上第 188 次日語教育研究會例會「【文学特輯】周縁的な存在の

可視化を読む：時空間、ジェンダー、交差性」，由簡中昊助理教授（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及游書昱博士生（名古屋大學人文學研究科）分別以「「野性」の行

方：佐藤春夫と大鹿卓を例に」、「「周縁的な男性時間」を読む──現代日本文学に

描かれたイクメンの表象分析」為題發表。 

（三） 12 月 11 日。本系與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共同舉辦線上「2021 年台湾日本語・日本文学

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東呉大学日本語学科創立 50 周年記念―ポストコロナの日本

文学研究―」。 

（四） 12 月 15 日。舉辦 110 學年度日本文學教材分析與研究社群第 4 次讀書會，由黃智暉

副教授主講「文学授業の実践のについての覚書―関連文献と映像化作品の導入を中

心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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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2 月 17 日。舉辦 110 學年度日本文學教材分析與研究社群第 5 次讀書會，由輔仁大

學日本語文學系中村祥子副教授主講「「鬼滅の刃」考―鬼と人間のあわい」。 

（六） 12 月 23 日。110 學年度第 2 次特別演講會，由鍾延威先生(台灣鍾肇政文學推廣協會

理事長)以及呂函螢女士(台灣鍾肇政文學推廣協會常務理事)主講「日本情、台灣心─

鍾肇政的文學跨越之旅」。 

四、 升學就業輔導活動： 

（一） 12 月 1 日舉辦 110 學年度第 2 次升學就業輔導座談會，由吳英緩學姊(110 級，資料

科學系雙主修/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主講「日文×資料×企管 資料

科學探索女子斜槓經驗分享」。 

（二） 12 月 1 日。彭思遠助理教授班級生涯輔導活動邀請木下諄一先生（超級爺爺 SuperG）

主講 :「記憶中的影子」：1980 年代的台灣。 

（三） 12 月 3 日。張桂娥副教授總結性課程業師講座邀請福澤喬先生（日本文化觀察家、

前華視駐日特派記者）主講：「SNS とメディア応用」。 

（四） 12 月 15 日舉辦運通世界旅行社實習說明會。 

（五） 12 月 29 日張政傑專案助理教授學系班級生涯輔導補助計畫邀請林慧雯學姊（日文系

95 級、美妝雜誌《VoCE》國際中文版監修・數位日文翻譯/尖端、遠流與三民等各大

出版社專職譯者）主講「機智的譯者生活：在美妝時尚、歷史雜學與柴米油鹽中的交

錯」。 

五、 12 月 15 日舉辦 110 學年度日語翻譯比賽。 

六、 12 月 22 日舉行外國語文學院日語領隊導遊實務課程結業典禮。 

七、 榮譽： 

（一） 12 月 15 日陳若婷助理教授執行「虛擬實境運用與日語學習教材之專題製作」，以及

廖育卿兼任助理教授執行「主題式 Tandem 語言學習」教學精進計畫成果，經本校 109

年度第 2 學期教學精進計畫獎勵評選為優良。 

（二） 12 月 20 日外國語文學院 110 學年度教師學術研究績效獎獲獎名單公布，羅濟立教授

榮獲優等獎；陳冠霖助理教授榮獲潛力特優獎。 

八、 招生相關活動： 

（一） 12 月 3 日新北市立明德高中外語財經雙語實驗班師生蒞系參訪，由葉姿吟博士生主

持小型課程體驗。 

（二） 12 月 3 日羅濟立主任赴新北市立光復高中宣傳本系。 

（三） 12 月 14 日舉辦 111 學年度大學特殊選才入學面試。 

（四） 12 月 28 日劉怡伶教授赴新北市立中和高中學術型營隊，主持「和風煦煦課程」。 

九、 其他重要行政業務： 

（一） 協助教師辦理班級生涯輔導活動及導師班級輔導活動。 

（二） 協助教師申請學院教學績優獎勵。 

（三） 年終餐敘出席調查。 

（四）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選檢核條件設定。 

（五） 日文系 50 周年紀念刊物編輯作業。 

（六） 辦理學系學業關懷及家長信函寄發作業。 

（七） 辦理赴日團體研修生甄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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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10 年度獎補助計畫執行績效填報。 

（九） 同仁出席會議或教育訓練：12 月 9 日/「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暨「新生家

長座談會」檢討會；12 月 27 日/不統籌辦理高中營隊暨後續相關事宜說明會。 

 

【德文系】 

一、 12 月 1 日德國文化講座「德國文化輕旅行-文學家、日常生活與都市文化」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陳登翔博士。 

二、 12 月 8 日舉辦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分享，由今年度通過申請的李佳翰同學與張競瑜

同學進行分享。 

三、 12 月 8 日舉辦 111 學年學生團體赴德進修申請說明會：說明課程、初估費用與辦理流

程。 

四、 12 月 15 日職涯輔導講座「系友回娘家」德文系 93 級洪蔚宇系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國

際環境公約科科長）與許弘雨系友（德國在台協會綠能事務專員）擔任講者 

五、 12 月 13 日校外教學：嚴家仁老師帶領 3 年級觀光德語課程學生至龍山寺進行實地德語

導覽。 

六、 12 月 16 日碩士班餐敘：了解學生論文進度與相關建議。 

七、 12 月 23 日系上同仁聖誕聚餐。 

八、 重要行政事務： 

（一） 規劃「全校性德語文競賽活動」。 

（二） 個資內部稽核改善情形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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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評。 

（四） 新任助教聘任作業。 

（五） 學系進行學業關懷、寄發家長信，1、2 年級德語課程預警輔導。 

（六） 110-1 課堂反應問卷施測。 

（七） 修訂 111 校務發展計畫與經費編列。 

（八） 提報 110-1 學生獎懲。 

（九） 110-2 課程預選檢核條件設定及預選。 

（十） 110-1 學生退修作業。 

 

【語言教學中心】 

一、 填報 110 年度執行績效及檢核 111-112 年度執行內容，並於本校校務資訊平台填寫教師

研究資料；另彙整本中心專任教師參與校內外教學研習活動相關資料。 

二、 12 月 1 日召開中心事務會議。 

三、 12 月 14 日於雙溪校區 G402 語言教室舉辦實用英語學程講座，邀請翁子評老師主講，

講題為「玉米田歷險記─美國留學生活快易通」，57 人參加。 

四、 12 月 15 日中午劉凱莉主任於第二專長課程特色說明會雙溪場次簡報本中心「實用韓國

語文」和「實用英語」第二專長特色。 

五、 進行東吳大學 110 學年度「英語簡報比賽」前置作業。 

六、 撰寫本中心校史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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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辦理課務工作： 

（一） 編修 110 學年第 2 學期學士班暨進學班寒轉生入學須知。 

（二） 進行「英文(二)」高、中、初級班期末聽力考題錄製和剪輯，以及至語言教室安裝「英

文(二)」高級班影音教材。 

（三） 規劃「英文（一）」高級班 110 學年第 2 學期進行全英文授課及進行聽力前、後測考

試相關事宜。 

（四） 規劃「英文（一）」、「英文（二）」、「深耕英文Ⅰ、Ⅱ」統一教材選書作業。 

（五） 通知本中心專兼任教師共通課程課堂反應教學評量問卷卡施測事宜。 

（六） 教務會議通過實用英語學程自 111 學年起停招。 

（七） 提出 2 位英文教師課程異動申請表。 

（八） 協助處理本中心支援商學院「專業英文」課程開課等相關事宜。 

八、 辦理外語自學活動： 

（一） 因應疫情，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自 11 月開放 198 小時，共計 519 人次使用；統計

110 年 11 月雙溪外語自學室開放 220 小時；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560（因疫情影

響，10 月 6 日至 11 月 1 日僅開放 8 個座位，11 月 2 日起開放 15 個座位。）；總人

次為 1,079。 

（二） 110 年 11 月份線上軟體使用人次如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5,002 人

次、《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2 人次、《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力測驗評

量》：4,201 人次。 

（三） 統計 110 年 11 月雙溪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英、日語學習訊息貼文 7 篇，

總瀏覽次數：7,247。 

（四） 外語自學室教材處理情形統計（統計期間 110/11/1-30）：處理二校區外語自學室教

材請購（核銷）案 6 件；點收二校區到貨資料 50 筆；雙溪教材編目上架 37 筆。 

（五） 編目新到英文雜誌。 

（六） 本學期雙溪外語自學室諮詢及外語聊天服務因疫情改為線上英日語會話相談室，11

月 22 日至 12 月 11 日為第二梯次活動。 

（七） 本學期雙溪外語自學小組活動皆利用週一至週五晚間或週末於線上進行。 

（八） 11 月 29 日、12 月 6、13 日舉辦雙溪外語自學室「多益高效率解題講座」3 次課程。 

（九） 12 月 1、10、15 和 21 日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舉辦「澳洲留學面面觀&雅思考試大解

密」講座以及「多益聽力模擬測驗」、「新制多益模擬測驗」和「挑戰多益 100 題

的專注(聽)力」活動。 

（十） 雙溪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 12 月舉辦 3 場：12 月 1 日舉辦「日檢 N1 模擬試作會」

和「日檢 N2 模擬試作會」，12 月 15 日舉辦「12 月多益模擬試作會」。 

（十一） 更新雙溪外語自學室公布欄「Live 英語專欄」資料。 

（十二） 編輯第 38 期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小組學習計畫表及手札心得。 

九、 「A-2 外國語文學院學生跨域、實務與國際力養成計畫」： 

（一） 回覆外語學院高教深耕計畫「110 年成果報告暨 111 年計畫書」之說明。 

（二） 提出 110 年外國語文學院提報高教深耕計畫語言教室軟硬體相關設備之請購，並進

行驗收和核銷。 

（三） 進行「英文(二)」學生自主學習問卷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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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0 年 11 月 26 日至 111 年 1 月 7 日進行「英語文加強班」第 2 期活動，並製作第

1 期全勤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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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一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12 月 13 日，召開院行政會議，討論 111 學年度學校共同關鍵成果指標學院指定項目執行

案，並確認各系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助理提報科次。 

二、12 月 22 日，召開院教評會，討論通過聘任、評鑑、法規修訂等案。 

三、12 月 22 日，召開院務會議，討論修訂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院教師評審辦法。 

四、2022 年理學院校園有『理』想創意成果競賽，已於 12 月 20 日公布競賽辦法及報名表，

競賽組別有創意研究組、專利/產品研發組，期望透過此競賽平台，激發學生對科學與生

活相關議題的創意發想，並將想法轉化為實際的行動與成果。 

 

【數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會議 

（一） 12 月 1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中審議本系 110 學年度新增課程暨

總結性課程執行現況與後續開課事宜。 

（二） 12 月 1 日，召開本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會中確認本系課程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暨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討論本系碩士班連續

新生註冊人數低於標準之改進調整計畫暨本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聘任公

告。 

（三） 12 月 1 日，召開 111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3 次會議，會中討論修訂本系 111 學年

度「申請入學備審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四） 12 月 9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會議中就本學期各任課教師提報本系學

生之學業關懷名單，商討後續相關事宜。 

（五） 12 月 9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會議中審議通過本系初聘專案助理教授

及專任教師續聘案。 

二、 12 月 6 日辦理 AI 工作坊，邀請立達軟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李明達老師，介紹人

工智能程式實作快速入門。 

三、 演講 

（一） 12 月 7 日，邀請虞沛鐸助理教授(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系)蒞校專題演講，講題：

「Diffusion Phenomenon on Graphs and Beyond」。 

（二） 12 月 8 日，邀請張飛黃教授(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數學科)蒞校專題演講，講

題：「Transferable domination number ofgraphs」。 

（三） 【資料探勘與分析】高教深耕業師講座系列 

12 月 14 日，邀請彭智楹博士(Principal Data Scientist, GOGOX 公司)主講，講題：

「Forecasting Problems in the Industry」。 

（四） 12 月 15 日，邀請陳泓勳助理教授(輔仁大學人工智慧與資訊安全學位學程)蒞校

專題演講，講題：「Bas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nd the Grad-CAM metho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brain tumor prediction」。 

（五） 12 月 17 日，邀請余冠儒助理教授(高雄師範大學數學系)蒞校專題演講，講題：

「On the study of phylogenetic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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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2 月 20 日，邀請張致文助理教授(國立聯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蒞校專題演講，

講題：「AI 結合動畫特效+高速計算=？」。 

（七） 12 月 29 日，邀請王季豪博士(JOHNSON 喬山健康科技)蒞校專題演講，講題：

「Introduction to human actionrecognition」。 

 

【物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學術活動 

(一)12 月 22 日，邀請東海大學應用物理系黃靜瑜助理教授演講，講題：「機器學習在物理上

的應用」。 

(二)12 月 15 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例會，由黃雍熙老師報告，題目：「Doppler-

Broadened Absorption Line Profiles revisited」。  

二、行政業務 

(一)會議 

1、12 月 2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梅長生專任

副教授續聘 2 年案。  

2、12 月 8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報告系務運作並通過 R0505

空間暫由宇宙重力學訪問學者進行研究事務，以及由單位發展專款聘任鄭百佑兼任助

教等事宜。 

(二)輔導 

1、12月14日至31日，學系各導師辦理導生聚，林之淵老師與張有毅老師擔任大一導師，

勉勵新生珍惜光陰，積極向上；大二以上學生自行選擇的社團導師：黃依萍老師「出

走社」，與同學閒話家常，藉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適時予以疏導；吳恭德老師「葳

蕤社」，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給予鼓勵；齊祖康老師「益智遊戲研究社」，透過桌

遊拉近同學生活與學習的情形，增進彼此的溝通與理解；陳秋民老師「鏢箭社」，辦

理射箭聚會，從活動中認識物理與凝聚師生感情。 

2、12月15日，物理四劉呈泓同學代表學系參與研究發展處所辦理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

計畫申請說明會暨經驗傳承座談會」經驗分享。 

3、12月15日，為了提升設計教具實作能力，為大一新生辦理3D列印工作坊，介紹電腦建

模軟體與操作3D列印機器設備。 

4、12月16日，辦理110學年度第2學期選課輔導，師生共計有77人參與。選課輔導為傳達

選課注意事項、宣導第二專長外，更重要提醒學生學業關懷作業後，要維持上課進度，

有問題需尋求協助，並予以後續課業不濟之解決管道。 

5、12月24日，學系新竹一日參訪，利用聖誕假期至新竹，此次行程十分豐富，上午參訪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下午赴晶元光電A1廠及同步輻射中心，活動由梅長生主任與林

憲儀助教帶隊，共有師生等44人參與，透過校外參訪讓學生理解所學以及其相關之應

用。 

6、12月29日，與心理健康諮商中心辦理「大一導師會議」針對大一新生身心普測後結果，

提出輔導策略，學系有梅長生主任及大一林之淵、張有毅導師、助教與行政同仁共同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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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月29日，辦理110學年度第1學期「書報討論、專題研究期末發表會」，由教師推薦

優秀學生，計有四年級林臻、何知學、蔡宜哲、陳彥憲等四位同學發表，專題研究則

由教師推薦楊念承及吳俊緯同學發表。 

8、12月29日，辦理109學年度第2學期優秀學生頒獎，共有優秀學生林怡萱、吳熹能、楊

雅竹等9名同學。 

9、12月1日學系推出「臨溪業問」學業、事業、志業分享會第一場，邀請現為台大光電

研究所的朱盛凱系友，分享物理系生活以及如何考上研究所的心路歷程。 

 (三)招生 

  1、12 月 4 日，辦理「2021 中學教師物理探究暨演示實驗研習會」，推出五大專題課程：

陳秋民老師-生活中磁性的創意應用與演示、張有毅老師-簡易無線電望遠鏡觀測及應

用、齊祖康老師-重力波量測及宇宙學現象的演示與簡易實驗、林之淵老師-生活中的

磁性探究（磁懸浮 DIY）。本次參與者不僅限中學教師，國小及補教業之自然類科教

師也踴躍報名。 

2、12 月 11 日，辦理「111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計有 9 位考生報名，8 位報到，名額

錄取 3 位。 

3、12 月 28 日，中和高中學術營隊，由梅長生主任演講：量子、醫學、半導體：開你腦

洞的物理研究初探。 

4、1 月 26-27 日與推廣部合作，辦理【高中生研習營】宅在家的自主學物理研習營，招

生名額 30 人才開課。 

 (四)其他 

1、執行高教深耕計畫、學業關懷作業、語音檢核條件、學生獎懲等以及修正校務發展計

畫相關作業，選課輔導資料、生涯輔導活動、導師輔導等相關工作。 

2、110 學年度計畫預算以及總務處統籌預算、環安預算等以及採購及經費核銷及其他交

辦事項等。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12 月 21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導師會議，討論學生修課及生活輔導事宜。 

二、教學、研究 

(一)、12 月 8 日進行新購專題研究設備「純水系統」儀器操作教育訓練。 

(二)、110 學年度「教師學術研究」獎勵傅明仁教授-獲「減授授課時數每週 2 鐘點」；王志

傑教授-獲「研究論著」第 1 類 SCI 前 25%一項、前 50%一項、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獎勵一項；呂世伊教授-獲「研究論著」第 1 類 SCI 前 75%一項、「減授授課時數每

週 2 鐘點」；何美霖教授-獲「研究論著」第 1 類 SCI 前 25%三項、前 50%一項、指導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一項；謝伊婷副教授-獲「研究論著」第 1 類 SCI 前 50%一項、

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一項、111~113 學年「減授授課時數每週 2 鐘點」；林彥多

助理教授-獲「研究論著」第 1 類 SCI 前 25%二項、前 50%一項；江建緯助理教授-獲

「研究論著」第 1 類 SCI 前 25%一項，研究成果豐碩。 

(三)、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隨堂教學助理申請，化學系共提送 2 科次跨領域共授課程、3 科

次實作深化學習課程及 1 科次創新教學課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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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2 月 29 日辦理第四場學術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清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魯才

德副教授，講題：「Bioinorganic Engineering: an Interface among Coordination Chemistry, 

Proteins, and Solid-State Materials」。 

三、學生學習、招生及輔導活動 

(一)、12 月 1 日辦理化學系一年級導生輔導活動。 

(二)、12 月 14 日起配合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關懷作業，寄送受關懷學生的修業資料，

提供學生家長共同協助學生掌握學習規劃。 

(三)、12 月 15 日全系職涯輔導演講，邀請力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化學系第六屆 68 級

徐偉仁學長返校分享，講題：「快意人生」。 

(四)、12 月 17 日辦理化學系三年級導生輔導活動。 

(五)、12 月 21 日辦理 109 學年第 2 學期學業成績優秀學生頒獎活動。 

四、行政業務 

(一)、12 月 14 日學系秘書出席校務資料分析中心辦理之「教務資訊智能平台」年度教育訓

練。 

(二)、12 月 17 日繳交 111 年度更新實驗室安全衛生基本資料。 

(三)、12 月 20 日繳交學系教學及研究實驗室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四)、12 月 22 日配合辦理 110 學年度實驗室人員特殊健康檢查。 

(五)、12 月 28 日辦理 12 月份實驗廢棄物清運作業。 

 

【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一) 本系分別於 11 月 15 日及 12 月 02 日與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及生物多

樣性研究中心簽署「研究生人才培育合作協議書」。 

(二) 12 月 7 日召開「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之友獎助學金」審查會議，共計 7 人各獲得獎

學金 5000 元，1 人獲得助學金 10000 元。 

(三) 完成 111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提報作業。 

二、教學及學生輔導  

(一) 110 學年度修習「環境檢驗分析實習」共 11 名同學於 12 月 19 日參加全國技術士技

能檢定「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水質檢驗」筆試。 

(二) 完成本學期碩士班書報討論學習成效問卷施測及統計。 

(三) 完成 110 學年第 2 學期隨堂教學助理申請。 

(四) 完成 110 學年第 2 學期選課條件設定及小班教學課程預選作業。 

(五) 完成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關懷相關作業。 

(六) 完成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獎懲提報作業。 

(七) 12 月 14 日舉辦全系選課輔導說明會，由李瑞梅秘書說明畢業條件、110 學年課程架

構、專業課程續修、擋修規定及期末退修流程、110 學年第 2 學期選課時程及注意事

項。 

(八) 12 月 23 日系學會於望星廣場舉辦「微生物之夜」，結合聖誕節活動，提供表演舞台，

展現學生不同於課業方面的才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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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研究 

(一) 110 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研究論著獎勵」本系楊鉅文教授、張怡塘教

授獲得第一類獎勵共 6 件，應靜雯教授以「一種新穎紫硫菌株及其改善水質的用途」

獲得發明專利獎勵。 

(二) 110 學年度東吳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本系張怡塘教授通過 111、

112 及 113 學年度每學期每週各減授 2 個鐘點，應靜雯教授通過 111 學年度每學期

每週各減授 1 個鐘點。 

(三) 12 月 5 日本系應靜雯老師、李重義老師帶領學生參加台灣微生物學會第二十三屆第

三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發表壁報論文如下: 

1. 應靜雯老師、徐濟泰老師、吳晨嫣、郭雅心發表論文「表面素粗萃物對乳牛糞便腸

道菌磺胺抗藥基因的影響」，獲得應用微生物學組第二名。 

2. 應靜雯老師、徐濟泰老師、陳玟瑾、 蕭祐舜、陳依婷、陳賜隆、林立婷、蔣杰安、

端木玉甯、羅奕、張銘顯、謝丰靈、吳晨嫣、陳筱薇、發表論文「非人類靈長類動物

的腸道菌與圈養環境及性別相關之探討」，獲得應用微生物學組第三名。 

3. 李重義老師、李健瑋、顏嘉怡、洪巧宜發表論文「從嗜熱細菌菌株 Alterococcus 

agarolyticus S3PY 生產洋菜酶」。 

四、招生 

(一) 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錄取人數正取 5 名，備取 3 名。 

(二) 完成 111 學年度招生專業化書審評量尺規、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五、實驗室安全 

(一) 12 月 3 日完成 3 座第一種壓力容器(大型滅菌鍋)及 3 座公共沖淋設備自動檢查表主

任簽核。 

(二) 12 月 13 日完成公共危險物品基本資料填報，送至環安事務組進行匯整。 

(三) 12 月 13 日完成流式細胞儀教育訓練，27 人完成課程原理訓練，19 人完成樣品上機

示範訓練。 

(四) 12 月 13 日完成學系 3 台大型滅菌鍋及 11 台小型滅菌鍋生物試劑確效，確效報告於

12 月 27 日送至生安會存查。 

(五) 12 月 17 日完成學系各實驗室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文件，繳交環安衛承辦人陳美齡

技士彙整。 

(六) 12 月 20 日配合本校校安中心 110 學年度雙溪校區複合型防災研習實施計畫，辦理實

驗室避難逃生暨緊急應變演練，提供學系區隊人員編組暨實驗室人員名單交由環安

衛承辦人陳美齡技士彙整。 

(七) 12 月 21 日完成 111 年適用場所（含實驗室）安全衛生基本資料作業更新，並將資料

送至理學院卓志銘技正處彙整。 

(八) 12 月 22 日學系師生 23 人完成特殊人員體檢。 

(九) 12 月 23 日完成 11 月份各實驗室衛生安全查核表主管簽核。 

(十) 12 月 27 日完成生物實驗室感染材料及設備清單調查，提供實驗室相關資料，做為辦

理雙溪校區實驗室基本資料清查建檔。 

(十一) 12 月 28 日完成移置實驗室事業廢棄物，4 件固體廢棄物、3 桶廢液，共 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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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驗研究中心 

(一) 12 月 2 日完成東吳大學檢驗中心環境檢測。 

(二) 12 月 3 日完成花仙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委託芳香劑抑菌測試，並於 12 月 5 日完成測

試報告。 

(三) 12 月 3~5 日完成化妝品好氧性生菌數(SUQT-306)量測不確度測試。 

(四) 12 月 6 日完成花仙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合約申請文件，送至學校研發事務

組審核。 

(五) 12 月 7 日補開 11 月份例會，討論 11 月份的工作項目、內部稽核、結餘款及決定年

度管審會議日期。 

(六) 12 月 13~17 日完成水質生菌數(SUQT-301)、水質大腸桿菌群(SUQT-301) 量測不確度

測試。 

(七) 12 月 15 日與台灣現用生物科技公司，討論產學合作事宜。 

(八) 12 月 22 日回覆關於「檢驗研究中心」運營收支專帳之內控作業，主任仍在研議中，

並以此意見回覆研發事務組及校務發展組。 

(九) 12 月 28 日由陳宜龍老師擔任稽核員完成東吳大學檢驗研究中心內部稽核。 

(十) 12 月 30 日東吳大學檢驗研究中心召開年度管審會議，針對 2021 年完成項目進行討

論，並制定 2022 年實驗室檢驗項目及品管目標。 

 

【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10 年 12 月 7 日（二）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 

二、研究與學術 

（一）110 年 12 月 8 日於哲生樓 H110 教室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講題為「LIWC 字詞

分析工具的簡介與應用」，由汪曼穎老師主持，邀請中原大學心理學系林瑋芳副教授

主講。 

三、教學及輔導 

（一）舉辦各班導生會 

1、 110 年 12 月 1 日（三）12:00-13:00 於 B507 辦理大一導生會，大一導師林思宏

老師和大一同學們一同享用餐點，並瞭解新生適應狀況。 

2、 110 年 12 月 7 日至 21 日每週二 12:00-13:00 於 F201 辦理大四導生會，大四導

師王韋婷老師和大四同學們一同享用餐點，並討論學生未來生涯規劃。 

（二）舉辦主任有約活動 

1、 110 年 12 月 3 日（五）10:00-12:00 於 J203 辦理與主任有約活動，張建妤主任

與大一同學分組座談，以瞭解大一新生入學後生活、課業等各方面適應狀況及

未來生涯規劃。 

2、 110 年 12 月 7 日（二）16:00-17:00 於 J203 辦理與主任有約活動，張建妤主任

與轉學/轉系新生分組座談，以瞭解轉學/轉系新學生轉入後各方面適應狀況及未

來生涯規劃。 

（三）舉辦系友分享活動 

1、 110 年 12 月 7 日（二）及 110 年 12 月 28 日（二）13:00-15:00 使用 Google 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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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二場「線上團體生涯諮詢」，由李婯菱學姐（SCPC 國際職業策略規劃師/培

訓師英國劍橋 FTT 引導式培訓師/GCDF 全球職涯發展諮詢師、訓練師、督導/

高雄市人才與人力發展促進會總幹事/高雄張老師中心特約諮商心理師），分別

帶領大三、大四及大一、大二的同學們進行生涯相關體驗活動，並提供學生生

涯方面的諮詢。 

2、 110 年 12 月 21 日（二）13:00-15:00 於 D0307 辦理系友返校演講「心理師在睡

眠領域上的發展」，由林詩維學姐（天母愛舒眠心理治療所/石牌鄭身心醫學診所

臨床心理師）分享自己在睡眠醫學領域上的實務經驗。 

（四）110 年 12 月 14 日（二）13:00-14:00 於 J203 辦理心理學系實習委員會。 

（五）輔導系學生會辦理心理週（12/6-12/10）、耶誕晚會（12/24）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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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一月 

一、 系級或班會活動 

舉辦時間 地點/會議室 會議名稱 

110 年 12 月 01 日 1201 法三 A 班會 

110 年 12 月 01 日 1303 法二 C 班會 

110 年 12 月 01 日 1204 法二 D 班會 

110 年 12 月 01 日 1207 法三 D 班會 

110 年 12 月 01 日 1304 法五 C 班會 

110 年 12 月 08 日 1201 法一 B 班會 

110 年 12 月 15 日 1201 法一 A 班會 

110 年 12 月 15 日 1207 法一 C 班會 

110 年 12 月 15 日 1203 法四 B 班會 

110 年 12 月 22 日 1203 法四 A 班會 

二、 課程講座 

舉辦時間 地點/會議室 會議名稱/資料 

110 年 12 月 1 日 1705 課程演講：法律人生涯探索與抉擇 

110 年 12 月 2 日 1304 
國際貿易法課堂演講 

萊豬公投的經貿法問題解析 

110 年 12 月 3 日 1207 
環境法選修課程專題講座系列 6+1 

從風險評估看萊豬問題-兼論專業與民主之衝突與調和 

110 年 12 月 9 日 1205 課程演講 謀職-兼論公司法務的職涯發展 

110 年 12 月 14 日 1401 
英美契約法 A 組-課堂專題演講 

Contract, Arbitration and Beyond 

110 年 12 月 17 日 1208 專題演講：英美法學習及美國留學分享 

110 年 12 月 22 日 1201 [專題演講]生涯規劃講座--留學美國暨律師實務經驗分享 

三、 研討會 

舉辦時間 地點/會議室 會議名稱/資料 

110 年 12 月 9 日 1104 東吳公法論壇[第六十八回] 

110 年 12 月 17 日 1104 當前歐盟與中國大陸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發展趨勢 

110 年 12 月 22 日 1705 民法典之外，你須知道的中國大陸新趨勢 

110 年 12 月 22 日 1104 民事法學術座談會 

110 年 12 月 23 日 1705 東吳大學法學院暨法律學系英美法學術研討會 

四、 學系班級生涯輔導活動： 

時間地點 申請人 講題 主講人 
110/12/01 

12：00-14：00 

1304 
何佳芳老師 如果我能重念一次東吳法律 

連雅婷/台灣高等法院

法官 

110/12/11 

09：00-12：00 

5117 
王煦棋老師 勞資爭議處理面面觀 

吳虹儀/華岡興業基金

會副執行長/貳樓集團

人資處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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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 申請人 講題 主講人 
110/12/15 

15：00-17：00 

1203 
李志峰老師 

如何選擇律師專業領域-不動產律師

執業經驗分享 

劉琦富/仁永法律事務

所主持律師 

110/12/15 

15：00-17：00 

1207  
鄭瑞健老師 科技業法務職涯分享 

張威澄/帆宣矽統科技

(股)公司法務經理 

110/12/15 

15：00-17：00 

1201 
張愷致老師 學習方法與學生生活規劃分享 

賴奕霖、藍于雯、 

陳昱璇/學士班學生 

110/12/22 

15：00-17：00 

1201 
黃鼎軒老師 

生涯規劃講座-留學美國暨律師實務

經驗分享 

黃海寧/理律法律事務

所資深律師 

五、 對外交流 

（一）12 月 07 日(二)上午 11:00，與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六、 學院活動 

（一）本月高中招生宣講情況如下： 

 

 

 

 

 

 

七、 法學院喜事 

（一）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與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財稅法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財團

法人資誠教育基金會及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協辦之「2021 普華租稅法庭辯論賽」

於 12 月 17 日舉辦，東吳法學院榮獲團體賽第三名。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Chi/306932) 

 

 

 

  

日期 時間 宣講學校 宣講師長 

110.12.01 11：10-12：00 屏東高中 法思齊老師 

110.12.13 12：10-13：00 中正高中 何婉君 

110.12.17 14：10-15：00 大同高中 李志峰老師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Chi/306932


67 

商學院 
一月 

商學院 

一、本院於 12 月 6 日在城中校區鑄秋大樓一樓大廳舉辦「商學院數位形象牆啟動儀式」，邀

請潘維大校長、趙維良副校長、董保城副校長、王淑芳社資長、學校相關一級主管以及

此形象牆贊助設備、軟體之 EMBA 學長姐共襄盛舉，參與啟動儀式。儀式由財精系劉文

彬老師主持，在潘校長、傅院長及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黃彥瑋理事長簡短

致詞後，為了要展現數位互動的功能，以校長、院長及社資長共同啟用形象牆，三點連

成一線，象徵啟動成功。最後與會的貴賓及師長在形象牆前面合影，並讓師長們觸控試

用形象牆各項功能進行互動，啟動儀式也在輕鬆氣氛下，圓滿結束。 

二、本院 12 月 16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系主管會議，審議 110 學年度第 1 學

期獎助教師研究申請案，並邀請雙語學習推動中心袁國芝執行長列席，討論雙語計畫及

EMI 開課相關事宜。 

三、本院 12 月 17 日舉辦「國際新形勢下台灣經濟發展的挑戰與機會」研討會，開幕典禮邀

請董保城副校長、陳博志資政、陳冲講座教授進行開幕致詞，並邀請林建甫教授(中信金

控首席經濟學家)及蔡良文董事(財團法人王作榮、范馨香伉儷文教基金會)發表紀念王作

榮老師感言。藉此會議的舉辦，本院傅祖壇院長也介紹本院新成立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期許未來可結合本校講座教授及相關專家學者的專業知識，針對公共政策、財經、財政

及企業等各方面領域進行深入研究，公布相關研究成果，提供政府部門政策制定之參考。 

研討會主要分「貨幣金融」、「財政」及「貿易與產業」等三個主題場次： 

(一) 第一場次「貨幣金融」：由薛琦講座教授主持，吳中書董事長(台灣金融研訓院)擔任

主講人，講題：從全球經濟情勢觀金融業未來風險。並由許嘉棟講座教授、曹添旺

名譽教授及李述德講座教授擔任與談人。 

(二) 第二場次「財政」：由曾巨威講座教授主持，孫克難諮詢委員（中華經濟研究院）擔

任主講人，講題：後疫情時代的財政前景與改革建言。並由張盛和講座教授、黃耀

輝教授（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及徐仁輝客座教授（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擔任與談人。 

(三) 第三場次「貿易與產業」：由朱雲鵬講座教授主持，邱俊榮教授（中央大學經濟學

系）擔任主講人，講題：國際經貿情勢與政策下的台灣契機與挑戰，由高孔廉講座

教授及劉大年主任(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擔任與談人。 

本次研討會邀請了各領域之專家及學者，就現今台灣經濟發展進行發表及意見交換，並

另採直播方式，讓無法出席會議之校外人士也可透過 youtube 上網同步觀看，整場會議

內容充實精彩，也在與會者共同合影中，圓滿結束。 

四、 12 月 22 日舉辦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徵才說明會，本場說明會主要針對非會計系的學生進

行職務說明。現今會計師事務所所需人才多元化，非會計系的學生也可以進入會計師事

務所從事整合、公司諮詢等相關業務。 

五、12 月 22 日與凱基銀行魏寶生董事長商談產學合作事宜，本院出席的師長包括：傅祖壇

院長、胡凱傑副院長、EMBA 劉宗哲主任、國貿系梁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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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院 12 月 29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升等案、110 學年度第 2 次專任教師續聘案、110 學年度第 2 次專案教師改聘編制

內專任教師案、110 學年度第 1 次專案教師續聘案、110 學年度第 2 次專案教師初聘案、

110 學年度第 3 次兼任教師初聘案、110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評鑑案、學系教師評審辦法

修訂案及「東吳大學商學院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等議

題。 

七、本院雙語學習推動中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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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 日完成 110 學年第 1 學期「EMI 課程補助申請」審議 

1. 通過之課程： 

（一） 經濟系—米克里斯多斯：總體經濟學、基礎金融商品訂價、新式資料

分析方法－Ｒ程式之應用 

（二） 經濟系—袁國芝：個體經濟學 

（三） 企管系—林建州：產品設計與應用 

（四） 國貿系—吳志英：國際企業 

（五） 國貿系—吳宜臻：貨幣銀行學 

（六） 國貿系—陳金盛：國際貿易理論 

（七） 財經系—洪明欽：隨機過程 

（八） 財經系—詹芳書：精算財務 

（九） 資管系—許哲銓：行動商務 

2. 12 月 23 日完成核銷流程，撥付 9 月至 11 月之鐘點費獎勵金。 

3. 米克里斯多斯老師通過審議成為本學期種子教師，12 月 23 日完成核銷流程，

撥付 8 月至 11 月之種子教師津貼。 

(二) 12 月 3 日完成 110 學年第 1 學期「EMI 隨堂助教聘用補助申請」審議 

1. 通過之課程： 

（一） 阮金祥：數量方法(許筠婕) 

（二） 吳吉政：作業管理(張詠絜) 

（三） 鄭為民：管理資訊系統(廖彥霖助教) 

（四） 袁國芝：個體經濟學(高嫚君助教) 

2. 以上通過之教學助理於 12 月起聘，碩士級每月 6000 元、學士級每月 5000 元。

以工讀生管理系統進行管理級核銷。 

(三) 12 月 3 日通過以下要點之部分文字修訂： 

1. EMI 課程教學補助實施要點 

2. 線上 EMI 課程開發補助實施要點 

3. 非線上 EMI 課程開發補助實施要點 

4. 學生英語檢定獎補助實施要點 

(四) 雙語學習推動中心經費進度 

1. 教育部經費已於人會總系統完成核定，計畫核定編號：110640003-0001 

2. 校內經費已於人會總系統完成核定，計畫核定編號：110130109-0000 

 



69 

3. 將下列秘書設定為可動支人員： 

（一） 經濟系—王恆宜 

（二） 會計系—邱敏惠、廖淑敏 

（三） 企管系—林慈盈 

（四） 國貿系—呂鴻玲、胡麗香 

（五） 財經系—沈靜芝 

（六） 資管系—李雪真、魏湘芸 

(五) 12 月 13 日起開放申請學生英檢獎補助，截至 12 月 27 日有 8 位同學提交申請表。 

(六) 110 學年第 2 學期教師相關獎補助申請截止日延長至 12 月 30 日 

1. EMI 課程補助 

2. EMI 隨堂教學助理聘用補助 

3. 線上 EMI 課程開發補助 

(七) 本月本中心參與之活動： 

1. 12 月 1 日「專業領域英語授課工作坊」 

2. 12 月 2 日「疫情中跨國英語合作教學」 

3. 12 月 8 日「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4. 12 月 10 日「British Council New Direction East Asia」 

5. 12 月 22 日「110 學年度全英語授課經驗分享工作坊」 

(八) 本月本中心舉辦之活動： 

1. 12 月 1 日會計系大一 EMI、多益班說明會 

2. 12 月 7 日企管系大一 EMI、多益班說明會 

3. 12 月 13 日雙語獎金怎麼拿、打造自己成為含金量專業人才(第一場) 

4. 12 月 14 日經濟系大一 EMI、多益班說明會 

5. 12 月 17 日雙語獎金怎麼拿、打造自己成為含金量專業人才(第二場) 

(九) 各系調查大一修讀多益班意願後，與語言資源中心協調於財精系加開一班「職場

溝通英文」。 

(十) 提交院內有意報名教務處註課組辦理之線上 EMI 培訓課程「The Certificate in EMI 

Skills Online Course」，名單如下： 

1. 經濟系：傅祖壇 

2. 會計系：高立翰 

3. 企管系：吳欣蓓、陳佳雯 

4. 國貿系：張瀞文 

5. 財經系：黃雅文、林忠機、湯美玲 

6. 資管系：劉譯閎、黃日鉦 

(十一) 完成設計 EMI 課堂反映問卷，計畫於學校課堂反映問卷施測同時於 EMI 課堂

施測本問卷。 

八、本院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 12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2月 11日本中心執行長參與「2021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並發表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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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2 月 21 日本中心研究團隊至新光人壽進行「附保證給付型商品開發暨準備金適用

VM-21 研究」之模型架設。 

(三) 12 月 24 日本中心執行長與研究團隊至新光人壽進行「附保證給付型商品開發暨準

備金適用 VM-21 研究」結案報告。 

(四) 12 月 28 日本中心研究團隊至新光人壽進行「附保證給付型商品開發暨準備金適用

VM-21 研究」之模型架設。 

九、本院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12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輔導學生「洄遊創生社團」。 

(二) 辦理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10 年青年壯遊點 DNA 計畫」結案事宜。 

(三) 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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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果報告。 

(四) 辦理經費核銷。 

十、本院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12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台灣尤努斯基金會舉辦「No Going Back 疫後共善永續知識論壇」暨晚會於 12 月

10 日圓滿落幕。該論壇是基金會 6 周年慶的系列活動之一，結合合作單位長榮、

高雄、金門、屏東科大、高雄科大、東吳、臺中科大、臺北商業、中原、東華及勤

益科技等 11 所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共同舉辦。 

近年疫情肆虐，各產業莫不受到劇烈衝擊，隨之而來的潛伏性社會及環境問題也逐

漸浮出水面，凸顯出人類不應該再遵循舊有經濟及生活模式，而是需重新思索及如

何做出更好的生活選擇。此次論壇基金會邀請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及年輕創業團隊，

以自身經歷分享疫後的永續發展策略。東吳大學商學院 YSBC 執行長王祥鑫受邀

出席並於論壇上發表地方創生永續發展－田中農旅的分享。尤努斯基金會創始人

兼首席顧問、同時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格萊珉銀行創辦人暨今年東京奧運桂冠

得主尤努斯博士也特別錄製影片給予台灣尤努斯基金會 6 周年慶祝福與勉勵。 

十一、本院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12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完成商學研究發展中心網站 12 月份更新作業。 

十二、持續進行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事宜： 

(一) 12 月 17 日出席由台北科技大學主辦之台灣商管學院聯合會年會。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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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辦理學業關懷作業事宜。 

(二) 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寒假實習事宜。 

(三) 陸續上傳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每週上課講義至 Moodle 系統。 

(四) 上課前準備課程問卷、授課講師簡介、授權同意書。 

(五) 辦理本學期投資模擬競賽事宜。 

(六)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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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10 年 12 月份「富蘭克林講座-金融投資與資產管理」課程： 

日期 課程主題 講師 

110.12.03 
投資組合管理：基金投資與金

績效分析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陳柏廷副理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邱良弼副總經理 

110.12.10 投資模擬競賽解析 

富蘭克林金融科技(股)公司梁睿麟首

席量化分析師 

富蘭克林金融科技(股)公司林書懷資

深數據分析師 

110.12.17 
投資組合管理：基金投資與基

金績效分析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邱良弼副總經理 

十四、辦理規劃及建置商學院數位形象牆事宜： 

(一) 辦理數位形象牆後台資料維護及訊息刊登事宜。 

(二) 12 月 6 日辦理數位形象牆啟動儀式。 

(三) 12 月 16 日辦理數位形象牆中的 6 面顯示器複驗事宜。 

十五、辦理規劃「數位金融投資實驗室」事宜： 

(一) 辦理「數位金融投資實驗室」成果展示牆請修事宜。 

十六、110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12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2 月 17 日繳交高教深耕 USR 及 USR HUB 計畫成果報告。 

(二) 12 月 20 日配合填報 111 年成果報告暨 111 年計畫書內容。 

(三) 12 月 27 日於人會總系統針對 111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複審意見進行修改。 

(四)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十七、辦理新任院長遴選事宜。 

十八、規劃商學院寒假高中生營隊事宜。 

十九、辦理 111 年 1 月 14 日商學院年終餐敘活動規劃事宜，並寄送校內一級主管、校外師長

貴賓之邀請卡。 

二十、辦理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第 103 期出刊及學報印製事宜。 

二十一、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110 年 12 月份第七十期出刊事宜。 

二十二、持續經營商學院 LINE@及 FB 粉絲團經營事宜。 

跨領域學程 

一、12 月 17 日辦理「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參訪活動。 

二、12 月 22 日辦理「臺灣證券交易所」企業參訪活動。 

三、12 月 23 日協辦勇樹投資公司財務部王柏惟經理專題演講，講題為「期貨市場交易及股

票交易實務操作」。 

四、12 月 27 日辦理商學院跨領域學程「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座談會」。 

五、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金融科技學程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選課檢核條

件設定。 

六、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金融科技學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

測。 

  



72 

國際商管學程 

一、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宣傳事宜。 

二、辦理並公告 111 學年度院級交換生審查結果。 

三、辦理日本明治學院大學 Study Abroad Program 協議通訊審查。 

四、12 月 1 日與「2021 推動雙語國家產業論壇」。 

五、12 月 16 日於「印度臺灣高等教育展」介紹東吳商學院特色與招生資訊。 

六、12 月 17 日辦理「雙語獎金怎麼拿，打造含金量專業人才」活動，共計 65 人參與。   

七、12 月 21 日辦理「International Work Experience and How It Boosts Your Career」演講，共

計 24 人參與。 

八、12 月 22 日參加「110 學年度全英語授課經驗分享工作坊」。 

九、12 月 27 日辦理「全英語學程期末座談會」，共計 63 人參與。 

十、12 月 28 日辦理「What’s it Like to Work in China」，共計 10 人參與。 

十一、 12 月 30 日與 ASU 雷鳥全球管理學院合辦「From Taipei to Phoenix: Discover Your 

Global Careers」、「Global Business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kills」演講，目前共計

94 人報名。 

EMBA 班 

一、本班「經營者身心健康風險管理」課程演講： 

(一) 12 月 2 日邀請中華民國超級馬拉松運動協會郭豐州理事長演講，主題：加快步頻的

方法(原地跑與階梯跑)，地點：中正紀念堂。 

(二) 12 月 9 日邀請張博淵醫師演講，主題：冠心病高血壓治療之新進展，地點：城中 2614

教室。 

(三) 12 月 16 日邀請張志宗醫師演講，主題：高血脂症的預防及治療，地點：城中 2614

教室。 

(四) 12 月 23 日邀請林東茂教授演講，主題：養生是整體生命的觀照(一)，地點：城中

2614 教室。 

(五) 12 月 30 日邀請林東茂教授演講，主題：養生是整體生命的觀照(二)，地點：城中

2614 教室。 

二、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演講： 

(一) 12 月 12 日邀請徐明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演講，主題：數位攝影

-光與影的入門心法，地點：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二) 12 月 19 日邀請劉得劭教授(讚炭工房負責人)演講，主題：工藝設計，地點：城中校

區 2609 教室。 

三、本班「企業經營管理專題」課程演講： 

(一) 12 月 12 日邀請林俊宏人資長演講，主題：(一)員工態度調查-理論面、(二)員工態度

調查-實務面，地點：城中校區 5216 菁英講堂。 

(二) 12 月 19 日邀請桂竹安董事(資誠企業管理顧問公司)演講，主題：企業轉型關鍵議題

探討(一)數位轉型、(二)企業併購整合，地點：城中校區 5216 菁英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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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舉辦 111 學年度招生說明會： 

(一) 12 月 4 日(六)上午於城中校區遊藝廣場舉辦第一場招生說明會，邀請政治系劉必榮

教授專題演講，主題：國際擴張與跨文化談判。由劉宗哲主任介紹 EMBA 課程特色

及優勢，EMBA 同學及系友分享就讀心得，並現場解答考生們的疑惑。共 84 位來賓

報名，42 位出席。 

(二) 12 月 16 日(四)晚上於城中校區遊藝廣場舉辦第二場招生說明會，邀請企管系賈凱傑

副教授專題演講，主題：永續經營 ESG，韌性綠色供應鏈。由劉宗哲主任介紹 EMBA

課程特色及優勢，EMBA 同學及系友分享就讀心得，並現場解答考生們的疑惑。共

78 位來賓報名，40 位出席。 

五、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 12 月份工作事項報告： 

(一)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服務與成長協會於 12月 10日發行 EMBA 第 133期電子報，

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11 月 29 日於 Meat Up 召開活動組執行長會議，規劃 111 年活動及預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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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活動一發出報名即額滿，50多位學長姊到達旺德公司位於桃園大園的物流中心，

由第 8 屆蕭漢平學長也是旺德的總經理和第 15 屆的張義仁學長分兩組帶大家參觀

介紹整個物流中心。從貨櫃的卸貨軌道、巨型貨架、超大電梯、還有通風的電扇，

讓我們更了解到原來貨運物進到倉庫的流程及運作。 

(四) 12 月 4 日東吳 EMBA 招生說明會，協會黃彥瑋理事長、農嵂茗副主任祕書及多位理

監事以學長姊身份來擔任招生活動各桌的桌長向來賓介紹課程的角色，活動相當熱

絡，學長姊也拿出滿滿的熱情邀約大家明年見。校友總會劉詩聖顧問也特地趕場前

來支持，感謝大家共襄盛舉。 

(五) 12 月 25 日(六)下午 6 時舉辦協會第 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感謝師長及學長姐一起參

與這個盛會，本次特別邀請學校樂活社帶來精彩的太鼓表演，由校友總會劉詩聖顧

問及 EMBA 梁琪涓、許淑慈、何岱玲、鄭美鈴、李純心等學長姐與教練一同演出，

讓大會有一個充滿活力的開場。除了熱情奔放的太鼓，還有第 15 屆吳昭霆學長與樂

隊賴三洋老師一起表演小提琴合奏，優美的琴音讓大家非常陶醉。 

熱絡餐敘交流的同時，也進行投票選舉第七屆理監事人員，選舉出的團隊為： 

理事長：黃彥瑋 

常務理事：鄭智元、吳雪鈴、盧俊賢 

理事：王祥鑫、林源祥、陳志銘、 謝錦淇、陳靜雯、楊淳惠、游家瑞、 鄭美鈴、林

意珠  

候補理事：張心宜 

常務監事：傅祖壇 

監事：溫福星、賈凱傑 

候補監事：鄭紳羽 

主任秘書：梁琪涓 

副主任秘書：農嵂茗 

會計:吳琳筣 

執行秘書:陳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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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持續辦理協會 LINE 和 FB 社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七) 持續辦理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八)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預告： 

1. 12 月 9 日舉辦第 46 場線上共讀會「第二座山—當世俗成就不再滿足你，你要如

何為生命找到意義？」和「內在原力：9 個設定，活出最好的人生版本」兩本書

任選一本於 111 年 3 月 31 日前，提供 1000 字之導讀內容或 3 頁 PPT 心得分享

電子檔，由協會每月陸續刊登於 EMBA 電子報。感謝學長姐熱情支持，報名已額

滿。 

經濟學系 

一、經濟學系 110 學年度獲得學術研究獎助「研究論著獎勵」，有邱永和教授、陶宏麟教授、

楊怡雯助理教授、鄭輝培助理教授、曾中信助理教授等五位教師，共有 13 篇期刊論文獲

得獎勵。 

二、經濟學系 110 學年度獲得學術研究獎助「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有樊沁萍教授、

陶宏麟教授、孫嘉宏教授、賴志芳副教授、楊怡雯助理教授、邱詩詠助理教授、鄭輝培

助理教授與林巧涵助理教授等八位教師獲得獎勵。 

三、經濟學系 110 學年度「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獎勵，邱永和教授通過 111、112 及

113 學年度每學期每週各減授 2 個鐘點。 

四、經濟學系 110 學年度獲得商學院「獎助教師學術研究」案，有邱永和教授與傅祖壇教授

兩位教師，共 5 篇論文獲得獎助。 

五、經濟學系林維垣教授 111 年 2 月 1 日屆齡退休，陳請校長同意改聘為兼任教授。 

六、經濟學系 110 級博士班畢業生陳浩宗榮獲「110 年度台灣效率與生產力學會博士論文佳

作」，論文題目：Source of Growth Analysis at The Industry-Level for Selected Asian Economies 

Using DEA Malmquist and Asia KLEMS Database，指導教授：傅祖壇特聘教授。 

七、12 月 1 日經濟學系「貨幣金融專題討論」課程，由許嘉棟講座教授主持，邀請考試院考

試委員楊雅惠教授演講，講題：台灣金融體制之變遷。 

八、12 月 3 日舉行經濟學系秘書與助教工作會議，由孫嘉宏主任主持，說明「2021 年台灣經

濟學會年會」行政工作注意事項。 

九、12 月 6 日經四 B 學系班級生涯輔導活動共有 39 位同學參加，導師袁國芝老師邀請林威

廷系友返校分享，講題:銀行考試與實務經驗分享。 

十、12 月 8 日經四 A 學系班級生涯輔導活動共有 29 位師生參加，導師楊仁維老師邀請目前

就讀台大博士班的洪碩恩學長返校演講，講題：升學準備與面試技巧經驗分享。 

十一、12 月 8 日經濟學系「經濟論壇」課程，由曹添旺講座教授主持，邀請台北海洋科技大

學呂曜志副校長演講，講題：疫後時代台灣產業戰略佈局。 

十二、經濟學系林沁雄老師 12 月 8 日前往台東女中(13:10~13:40)及台東高中(14:50~15:20)參

加高三升學輔導活動，介紹財經學群。 

十三、經濟學系鄒淑芳秘書 12 月 8 日參加 110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 暨

「新生家長座談會」檢討會。 

十四、12 月 10 日召開 2 場 2021 年台灣經濟學會年會工作會議，由台經會沈靜宜秘書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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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由台灣經濟學會、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共同主辦的「台灣經濟學會

2021 年年會」12 月 11 日於本校城中校區舉行，研討會圓滿完成。經濟學系畢業生陳

浩宗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傅祖壇教授)，榮獲台灣經濟學會 2021 年最佳博士論文甄選【劉

大中實證經濟組】佳作。 

十六、12 月 10 日於 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國際新形勢下台灣經濟發展的挑戰與機會」研

討會工作會議，孫嘉宏主任、鄒淑芳秘書、陳雯雅秘書與江美玲助教代表經濟學系參

加。 

十七、經濟學系鄒淑芳秘書與陳雯雅秘書 12 月 15 日參加校務資料分析中心舉辦 110 學年度

教務資訊智能平台教育訓練。 

十八、12 月 15 日經濟學系「貨幣金融專題討論」課程，邀請許嘉棟講座教授演講，講題：中

國大陸的匯率政策與人民幣國際化。 

十九、12 月 16 日召開經濟學系「110 學年度第 2 次申請入學備審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工作會

議」，由孫嘉宏主任主持。 

二十、由東吳大學商學院、東吳大學經濟學系、財團法人王作榮、范馨香伉儷文教基金會共

同主辦的「國際新形勢下台灣經濟發展的挑戰與機會」研討會 12 月 17 日於本校城中

校區 5216 菁英講堂舉行，會中介紹本校商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立，由商學院傅祖

壇院長擔任中心主任，經濟學系孫嘉宏教授擔任中心執行長。本系鄒淑芳秘書、陳雯

雅秘書、江美玲助教與林書亭助教支援，擔任研討會工作人員。 

二十一、12 月 21 日提報 110 學年第 1 學期經濟學系學生獎懲建議名單。 

二十二、12 月 22 日經濟學系「經濟論壇」課程，由孫嘉宏主任主持，邀請 Tenable 公司業務

經理蔡孟廷學長(東吳資管 100 級校友)演講，講題: 外商區域經理到底在做什麼？新

鮮人應具備哪些能力？ 

二十三、12 月 29 日經濟學系「貨幣金融專題討論」課程，由許嘉棟講座教授主持，邀請台灣

金融研訓院菁英講座暨大陸業務顧問呂忠達顧問演講，講題：中共產業整改與共同

富裕政策。 

二十四、經濟學系配合學校研究事務組，製作「東吳經濟系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說明」文宣，公告於大二及大三班級 line 群組，邀請學生參加於 12 月 29 日召開

的「110 學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說明暨經驗傳承座談會」。 

二十五、12 月 30 日於台北花園酒店舉辦「東吳大學經濟學系獎學金頒獎典禮」，頒發百萬獎

學金，計有 30 名系友及師長參加，得獎學生 76 名。 

二十六、經濟學系邀請中國文化大學國際貿易學系聶瑋瑩助理教授，以錄影方式演講「CEO 

Overconfidence and Bondholder Wealth Effects: Evidence from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二十七、年 12 月進行經濟學系碩士班與碩專班研究生論文計畫書審查資格考核。本年度有

12 位碩士班與 13 位碩專班申請計畫書書面審查。 

二十八、111 學年度經濟學系碩士班與碩專班招生文宣海報，公告於教師與學生班級 line 群

組，並張貼東吳經濟系系友聯誼會臉書社群、學校電梯及學生會公布欄等處。 

二十九、經濟學系進行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業關懷作業相關事項，由學系提報重點關懷學

生 34 位，請導師進行輔導，並寄發家長信函，使家長了解學生學習狀況，與導師、

學系共同輔導重點關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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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經濟學系林維垣老師及樊沁萍老師即將退休，教師退休後研究室將由學校收回再重

新分配，本系教師研究室先進行內部調整(111 年 2 月之後)：袁國芝老師 R2507 換

到 R3202 研究室，邱詩詠老師 R3415 換到 R2528 研究室，林沁雄老師 R2531 換

到 R2507 研究室。 

三十一、經濟學系召開 110 學年度第 3 次申請入學審查評量尺規工作會議(書面)，依據高中

端意見再修訂 111 學年度評量尺規。 

會計學系 

一、12 月 8 日系會時間邀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蒞校舉辦「我 D 職場我 D 主場」，邀

請於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任職的學長姐進行經驗分享，並透過小組討論方式提供

職涯規劃建議。 

二、12 月 15 日於 5117 會議室舉辦會計系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前三名優秀學生暨本學期系友

獎助學金頒獎典禮，系友獎助學金共計 47 位同學獲獎。 

三、12 月 17 日中午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邀請本系師長餐敘聯誼，本系邀請陳盈州會

計師下午蒞校進行「ESG 與審計確信服務之間之關聯性」專題演講與師長進行交流，本

系共有高立翰主任等 11 位老師參與，透過此交流幫助老師瞭解實務最新趨勢，作為相關

課程設計參考。 

四、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採通訊投票進行，討論研議提聘張展鏡先生、吳當

傑先生與陳文宗先生擔任本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案事宜。 

五、受疫情影響，70 週年系友大會延後舉行，為慶賀本系成立 70 週年，於 12 月舉行【東吳

會計 70 週年，送上祝福抽好禮】活動，歡迎系友、師長、學生等所有東吳會計的好朋友

一起獻上祝福，展望未來。 

六、吳幸蓁老師榮獲 110 年度「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 

七、葛俊佑老師執行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中級會計學課程教學社群」教師教學社群成果，

榮獲評選優良。 

八、會計學系 110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獲四大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錄取總人數約達 521 人次，如僅計入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平均每位應

屆畢業同學約有 2 個就業機會。 

九、會計學系 12 月份總計舉行 5 專題演講，場次如下： 

(一) 12 月 3 日邀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張子敏副局長蒞臨演講，講題為「金融檢

查重要措施」。 

(二) 12 月 6 日邀請 BSOS Taiwan 黃朝秋執行長蒞臨演講，講題為「The Way of Blackchain 

to Real World--加密貨幣、去中心化金融與資產數位化」。 

(三) 12 月 17 日邀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盈州會計師蒞臨演講，講題為「ESG

與審計確信服務之間之關聯性」。 

(四) 12 月 20 日邀請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有限公司吳培源執行總監蒞臨演講，講題為

「區塊鏈在產業供應鏈的潛在應用」。 

(五) 12 月 22 日邀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怡如副總經理蒞臨演講，講題為「數

位時代審計變革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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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一、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資格考核事宜：本學期碩士班資格考核申請人數 28 人，

碩士在職專班資格考核申請人數 28 人。 

二、辦理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推廣事宜：為提升本系碩士班及碩專班招生資訊曝光率

以提高招生報名人數，進行招生 EDM 寄發，同時寄發本系系友，鼓勵系友回流深造，以

及引薦親友報考。 

三、進行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專班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作業，預計將於 110

年 1 月 14 日施測完成。 

四、12 月 7 日舉辦系週會「EMI 課程說明會」，由商學院雙語計畫中心袁國芝執行長主講。 

五、12 月 10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 110 學年度課程相關事

宜。 

六、12 月 10 日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召開第 8 屆董事會第 5 次會議。 

七、12 月 11 日舉辦第 52 屆系運動大會。 

八、12 月 19 日辦理碩專團隊發展課程。 

九、12 月 22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系教評。 

十、12 月 23 日完成提報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專班班級幹部「學生獎懲」作業。 

十一、12 月 27 日針對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普施測結果召開大一導師輔導會議。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本系貿四 A 許丹婷、貿四 B 陳璟佳同學榮獲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暨中華民國貿易

教育基金會頒發的「110 學年度傑出國貿人才獎學金」新臺幣 10 萬元整，全國僅 10 名

獎額，本系同學就獲得兩名，同時這已是本系學生連續四年獲獎，同學表現優異，值得

讚許。 

二、教師通過 110 學年度東吳大學研究論著獎勵獲獎名單： 

(一) 顧萱萱 研究論著第一類 6 萬元、第二類 3 萬元 

(二) 温福星 研究論著第一類 27 萬元 

(三) 黃寶玉 研究論著第一類 12 萬元、第二類 3 萬元 

(四) 張南薰 研究論著第二類 3 萬元 

(五) 陳金盛 研究論著第一類 2 萬元 

(六) 吳志英 研究論著第一類 5 萬元、第二類 3 萬元 

三、教師通過 111 學年度減授授課時數名單： 

(一) 顧萱萱 每學期各減授 2 個鐘點(110、111、112) 

(二) 温福星 每學期各減授 2 個鐘點(109、110、111) 

(三) 陳宏易 每學期各減授 1 個鐘點 

(四) 陳金盛 每學期各減授 1 個鐘點 

(五) 黃寶玉 每學期各減授 1 個鐘點 

四、教師指導大專生計畫研究獎勵名單： 

(一) 張大成、温福星、陳金盛老師各獲得 5 千元。 

五、舉辦導生會： 

(一) 12 月 7 日 12:00~13:00，於 2518 教室，陳金盛老師舉辦貿三 A 導生會。 

(二) 12 月 17 日中午 12:00，假 2519 教室，梁恕主任舉辦貿碩金一導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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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2 月 22 日中午 12:00，假 2514 教室，梁恕主任舉辦貿碩企一導生會。 

六、12 月 1 日梁恕主任、顧萱萱老師與呂鴻玲秘書三人拜訪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洽談學

生實習相關事宜。 

七、12 月 1 日國企組老師討論大學部及碩士班課程事宜。 

八、74 級畢業系友李玉璘在印尼經商多年，於 12 月 7 日返回母校並回饋母系捐贈清寒助學

金，嘉惠國貿系學子。 

九、12 月 9 日參加 110 學年度「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暨「新生家長座談會」檢討會。 

十、12 月 15 日梁恕主任與吳志英老師參加「書面審查評量尺規-校級高中諮詢座談會」。 

十一、辦理修訂 111 學年度「申請入學備審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十二、填具高耕計畫關鍵績效指標。 

十三、提報 110 學年度商學院歲末餐敘節目。 

十四、提報 110 學年度商學院服務優良教師名單。 

十五、辦理學生退修申請事宜。 

十六、辦理客座教授退聘及安排代課教師事宜。 

十七、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久聯盟開放跨校選課課程調查表。 

十八、辦理 111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申請入學審查事宜。 

十九、辦理 111 學年度暑假轉學生招生簡章分則修訂建議調查表。 

二十、辦理 111 學年度「新住民單獨招生」簡章各系分則修訂調查表。 

二十一、辦理專任教師 110 年度參與教學知能研習活動。 

二十二、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班暨碩專班研究生資格考核事宜。 

二十三、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專班招生宣傳事宜。 

二十四、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召開商用英文 AoL 學科小組會議事宜。 

二十五、12 月 15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 

二十六、12 月 15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二十七、12 月 4 日於 5216 菁英講堂，召開第九屆第一次系友會會員大會，會中進行會務報

告，包括工作計畫及決算報告，頒發熱心師長、學長贊助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另外

還邀請系友會小紅帽學姐與系學會幹部分享辦活動經驗。第八屆理監事留任第九屆

繼續服務系友會，為即將到來的國貿系創系五十周年規畫慶祝活動。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 12 月 10 日舉辧「科技部大專生計畫說明會」，會中由詹芳書主任針對申請流程、如何準

備、應有之態度進行說明，另提供教師之研究領域及主題，並邀請吳政訓老師、周世偉

老師及蕭維政老師進行指導申請之經驗分享，以鼓勵學生踴躍主動與各指導教授洽談，

提出計畫申請。 

二、 本系精算大數據研究中心於 12 月 16 日舉辦年度成果發表研討會「2021 東吳大學精算

大數據研究中心研討會：環境變遷下的呼吸系統風險評估」，本次採視訊方式進行，邀請

研究環境空氣與疾病關聯研究的專家，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詹大千研究員，任

職於高雄市立大同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並任教於高雄醫學大學黃虹綾醫師與會，

針對環境變遷對呼吸系統的影響進行專題演講，本系研究團隊喬治華教授、莊聲和兼任

副教授、湯美玲助理教授，以及業界先進朱柏諦先生及陳薏安女士，發表本中心所進行

環境變遷對呼吸系統的影響相關研究成果，共計有學界與業界近百人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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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2 月 30 日舉辦「110 學年南山人壽保險菁英培育獎學金頒獎典禮」。 

資訊管理學系 

一、12 月 2 日召開校外實習委員會、系教評會。 

二、12 月 27 日召開獎助學金委員會。 

三、12 月 23 日於城中校區游藝廣場舉辦專題競賽成果嘉年華，分參賽組及專題展示組，參

賽組學生除利用簡報介紹專題內容外，並於展示廳設立實機展示區現場展示各組學生

的專題實作成果。活動邀請目前任職於產業界之四位系友擔任評審，由評審於參賽組

別中選出「年度優勝金質獎」、「年度優勝銀質獎」、「年度優勝銅質獎」、「最佳技術獎」、

「最佳創意獎」、「最佳台風獎」、「最佳簡報設計獎」、「最佳實績展示獎」等獎項，此

外，今年為鼓勵全系學生參與活動，另外設立「最佳人氣獎」，由學生現場投票選出心

目中最佳的組別。 

四、 舉辦專題演講： 

時 間 主 講 人 職 稱 講   題 

110/12/02 武士戎 淡江大學學務長 人工智慧新思維 

110/12/09 吳明蔚 奧義智慧科技共同創辦人兼董事長 
十倍速創業：創新、募資、

商模、布局 

110/12/30 廖文華 
臺北商業大學資訊與決策科學研究

所教授兼所長 
人工智慧的應用與發展趨勢 

五、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程式能力檢定報名作業。 

六、辦理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資格考、學位考。 

七、辦理碩士班更新之電腦設備的驗收及核銷作業。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12 月 4 日辦理畢業系友職涯分享（會計師事務所）。 

二、12 月 17 日【永豐金控】企業參訪（學程合辦）。 

三、12 月 23 日【投資學】專題演講（學程合辦）。 

四、12 月 27 日召開高關懷學生討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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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一月 

一、 院系務行政  

1. 12 月 8 日召開學院暨學系課程委員會會議，會中通過兩門新開科目「行為經濟

學」及「巨量資料與金融科技實務」。 

2. 12 月 15 日召開本學院暨學系聯席會議，會中通過以下提案： 

(1) 110 學年度「文華獎學金」得獎名單。 

(2)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修正案。 

3. 12 月 22 日召開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會中審查教師升等、教師評鑑及聘

任等案。 

4. 辦理「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

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及「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暨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

法」等三個辦法送教務處核備。 

5. 12 月 29 日於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行 110 學年度（第四屆）文華獎學金頒獎

儀式。獎學金捐助人張善政榮譽院長親臨主持頒獎儀式。本屆總計核發 21 萬

5000 元，頒發獎項如下，： 

(1) 學生組：學業表現優良獎/13 名、競賽表現優良獎/10 名、研究表現優良獎/3

名。 

(2) 教師組：教師學術研究獎勵/1 名/獎金 2 萬元。 

張善政榮譽院長並於會中以「給科技加一點人的味道」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6. 辦理學系計畫儀器設備採購及驗收。 

7. 行政人員參加教育訓練/出席會議 

12 月 15 日參加「向經典學說話-溝通無礙的藝術」線上教育訓練。 

二、 教學與學生輔導 

1. 學系招生宣導 

(1) 111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宣導 

報名日期/110/12/23~111/01/05；考試時間/111 年 2 月 27 日 

(2)111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宣導 

報名日期/110/12/23~111/01/05；面試時間/111 年 2 月 26 日 

2. 舉辦 2021 東吳大學第一屆創新融合永續實踐競賽 

https://sites.google.com/view/bigdata2021hesp/ 

本活動為執行教育部深耕計畫而舉辦之學生競賽活動，報名時間自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12 月 22 日舉行參賽作品發表並公布得獎名單。 

競賽目的 

鼓勵青年學子，針對「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為主題，開發具創新創意且實用價值之

產品或服務。 

參賽對象及資格：本校在校學生，不限校系、年級、國籍及領域，可跨系組隊

且每隊隊伍人數至多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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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主題： 

「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為主題。 

評分標準 

主辦單位遴聘業界專家、學術單位或社群專家組成評選委員會，擔任競賽各項主

題之評審委員。競賽評分原則如下： 

設計創新性佔 25％ 

企劃實用性與完整性佔 25% 

計劃書、簡報與口頭表現佔 50％ 

得獎名單 

共有 18 組學生參與，經過書面審核，選出 8 組隊伍(共 18 位學生)進入最終競賽

發表，評審結果如下：:  

第一名(獎金 30000 元)：膝郎估陶/潘竑叡、陳首暄、王沛璇 

第二名(獎金 20000 元)：智慧化創思學習系統/林以婕、張瑞庭、高于涵 

第三名(獎金 15000 元)：Weee(聲聲相惜) /鄭雅綿、陳星儀、李汝盈 

創新構想獎(7500 元)： 3D 列印牙醫教學模型/吳耀中 

永續理念獎(7500 元)：運動 Fun 起來/李柏勳、張芷晴、詹于頡 

3. 籌辦 110 學年度巨量資料專題實作期末成果發表會 

本活動預訂於 111 年 1 月 19 日下午 1 點至下午 4 點 30 分於雙溪校區戴氏基金

會會議室舉辦。當日規劃遴選前三名及七名佳作，於現場公開頒獎表揚。 

4. 辦理研究生學位考試業務。 

5. 教務及學生輔導行政配合事項 

(1) 提交 111 學年個人申請書面審查評量尺規(招生組)。 

(2) 提交招生考試委員名單自主檢核表及 110 學年度寒假轉學考試委員名單(招

生組)。 

(3) 提交碩士/碩專生考試出題(閱卷)暨面試(審查)委員名單送審(招生組)。 

(4) 提交 111 學年度暑假轉學生招生簡章（含日間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系分

則修訂建議調查表(招生組)。 

(5) 提交 111 學年度招收新住民入學單獨招生簡章分則修訂調查表(招生組)。 

(6) 提交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久聯盟開放跨校選課課程調查表(註課組)。 

(7) 提交 111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試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

引(招生組)。 

(8) 提報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校徵詢兼任教師專職機關同意名冊(人事室)。 

(9) 提報調查 2023 年 QS 大學排名調查所需學者專家及雇主名單(研發處)。 

(10) 提供 2023 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與畢業生及就業能力調查所需相關資料(研發

處)。 

(11) 填報 110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計畫執行成效(研發處)。 

(12) 更新校務資訊平台校訂量化指標數據(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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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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黃國禎講座教授及清華大學李祈均副教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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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活動亦納入東吳 AI 週(12/13-12/17)系列活動之一。AI 週由本校巨量資料管理

學院、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及圖靈人本智能科技研究中心三個單位共同策劃舉

辦，活動內容包含論壇、工作坊、研討會及 AI 應用研究計畫成果海報展四個主

軸活動：https://bigdata.scu.edu.tw/scuaiweek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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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資料科學協

會 

胡筱薇老師 2021年 12月 13日 參與資料科學協會年度會議 

涵碧樓 胡筱薇老師 2021年 12月 17日 出席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例行會

議 

 

2021 年 12 月 3 日 

2021年 12月 10日 

2021年 12月 24日 

大聯大集團 胡筱薇老師 2021 年 12 月 1 日 主持第三期產學合作計畫例行會議 

加開產學合作討論會議 

與大聯大團隊的同步會議 
2021 年 12 月 2 日 

2021 年 12 月 3 日 

2021年 12月 17日 

鄉林集團 胡筱薇老師 2021 年 12 月 1 日 

2021 年 12 月 9 日 

出席數據策略例行會議 

出席鄉林董事長經營會議 

甚好股份有限公

司 

胡筱薇老師 2021年 12月 17日 

2021年 12月 24日 

洽談產學合作計畫新案 

光復高中 金凱儀老師 2021年 12月 03日 與高中學生交流，並講解學習方

向與職涯規劃 

中國文化大學 金凱儀老師 2021年 12月 08日 專題演講「原來數位學習可以這

樣做：從數據分析到研究實踐」 

國泰世紀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 

黃福銘老師 2021年 12月 10日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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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06日 

2021年 12月 20日 

 

出席產學合作計畫例行會議 

 

 

錠嵂保險經紀人

公司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2 月 1 日 

2021 年 12 月 2 日 

討論產學合作內容 

練習曲文創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2 月 6 日 

2021 年 12 月 7 日 

執行 USR Hub 計畫，進行交流 

鼎鼎聯合行銷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2 月 9 日 討論巨量資料與消費研究課程相

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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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全家便利商店股

份有限公司 

呂明頴老師 2021年 12月 13日 出席企業大學課程設計諮詢 

91APP 呂明頴老師 2021年 12月 17日 進行產學合作工作訪談 

中華民國圖書發

行協進會 

呂明頴老師 2021年 12月 20日 出版菁英學院課程設計諮詢 

全家便利商店股

份有限公司 

呂明頴老師 2021年 12月 22日 出席數據分析課程諮詢 

全家便利商店股

份有限公司 

呂明頴老師 2021年 12月 25日 專題演講「AI 人工智慧在流通業

的發展趨勢及應用」 

品學網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2 月 1 日 提供品學網 Web3.0 轉型方針 

KPMG & 麻布記

帳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2 月 7 日 與 KPMG 會計師及麻布記帳財務

長討論 110-2 學期合作項目 

幻景啟動股份有

限公司 

蔡芸琤老師 2021年 12月 1日、

2 日、8 日、15 日、

21 日、24 日、29 日 

執行3D裸視浮影技術導入教育元

宇宙計畫。密集進行籌畫每周線

上測試課程與 2022/01/27 於東吳

城中創創基地舉辦亮相記者會 

精誠資訊 蔡芸琤老師 2021年 12月 21日 擔任精誠資訊少年圖靈計畫專案

導師，線上出席專案指導會議 

AWS Educate 蔡芸琤老師 2021年 12月 29日 AWSome Talk 高中生職涯講座

「給十五歲的自己」 

中華電信 蘇明祥老師 2021年 12月 10日 

2021年 12月 24日 

商討研究主題 

(2) 科研/學界 

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中華科技大學 胡筱薇老師 2021年 12月 15日 擔任教育部推動程式設計教育訪

視委員 

政治大學 胡筱薇老師 2021年 12月 10日 出席教育部推動程式設計教育會

議 

台灣人工智慧學

校 

胡筱薇老師 2021年 12月 18日 演講 

中華民國運輸學

會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2 月 3 日 出席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2021 年年

會暨學術論文國際研討會進行論

文發表 

內壢高中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2 月 8 日 專題演講「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

發展趨勢」 

清華大學 呂明頴老師 2021年 12月 15日 專題演講「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的

發展：探索教育資料管理與分析」 

南華大學 呂明頴老師 2021年 12月 26日 擔任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會

計所 

蔡芸琤老師 2021年 12月 20日 出席科技部合作計畫例行會議 

國立政治大學 蔡芸琤老師 2021年 12月 17日 參與WEDHIA 國際大數據數位人

文產學研討會並發表於會議中發

表【因當日與東吳 AI+DS 研討會

衝堂，所以，以預錄影方式進行，

於 WEDHIA 會議當天撥放】 

三重高中 蔡芸琤老師 2021年 12月 24日 擔任三重高中新北市教育加速器

計畫輔導委員，線上出席提案計

畫修正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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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丹鳳高中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2 月 27

日、29 日 

擔任丹鳳高中新北市教育加速器

計畫輔導委員，線上出席提案計

畫修正會議 

國立臺灣大學資

訊工程研究所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1月 10 日 出席博士班學生論文提案口試 

成功大學 蘇明祥老師 2021年 12月 17日 

2021年 12月 24日 

投稿修改討論 

(3) 政府機構 

交流/合作對象 教師姓名 時間 交流/合作內容 

桃園市政府研考

會 

胡筱薇老師 2021 年 12 月 13 日 參與桃園市政府研考會會議 

交通部科技顧問

室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2 月 8 日 參加交通部 TDX 專案管理案期

末審查 

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 

東華大學 

呂明頴老師 2021 年 12 月 23 日 出席首長論壇進行專題演講

「公共運輸與觀光產業整合行

銷」 

水利署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2 月 9 日 出席水利署智慧防災計畫期末

審查 

新北市教育局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出席新北市教育加速器線上教

案共享平台發布會 

台北市政府 蔡芸琤老師 2021 年 12 月 14 日 授課：北市府包班課「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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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一月 

第一組 

1. 辦理職員、助教、計畫人員及約聘（僱）人員聘任、離退等相關事宜。 

2. 研擬全校行政人力員額縮編事宜，經陳請校長核定後，分別於 12 月 23 日及 12 月 28 日

邀集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及各學院院長召開說明會。 

3. 受理教師 110 學年度教師休假申請，共有 15 名專任教師提出申請。另彙整休假後於本學

期返校教師之成果報告，並預定提送校教評會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會議備查。 

4. 110 年 12 月 1 日舉行職工評審委員會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審議 110 年服務

傑出職工案，經委員評分並議定年度當選分數後，共計有 8 位同仁當選。 

5. 110 年 12 月 15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並辦理會議後續作業。另彙整各學院教

評會提案資料，俾利 111 年 1 月 12 日召開第 3 次校教評會。 

6. 辦理 111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行政助理 32 位續聘、1 位終止契約之相關事宜。 

7. 函知各單位有關 110 年 12 月 18 日全國公投日、111 年 1 月 9 日第 10 屆立法委員缺額補

選、罷免案之投票日，本校是日應到班輪值配套事宜。 

8. 配合教育部函送「111 年度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公告」及最新版「歲時祭儀常見問

題集」各 1 份，轉知本校各單位配合辦理。 

9. 職員轉調作業要點依 110 年 9 月 13 日行政會議決議，經徵詢教學單位提供意見後，提請

110 年 12 月 2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 陳報本校教職員工 110 年年終工作獎金核發比例，業經核定作為發放依據。 

11. 函知本校 110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3 日、12 月 14～27 日、12 月 28 日至 111 年 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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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陳報規劃 110 學年度校長與講座教授春酒晚宴暨新春獻禮等事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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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行政人員外語能力獎

勵暨補助相關事宜。 

14. 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校外兼課徵詢與同意作業及教師聘僱許可作業。 

15. 辦理 111 年度教職員工生日賀卡作業。 

16. 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定期整合本校各單位聘用之專、兼職人

員查閱作業，110 年 12 月 10 日查核 2,566 人，且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紀錄。 

17. 填報高教深耕計畫 110 年度成果、110 學年度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數據，並提交 111

學年度校發計畫初審檢核回應說明等資料。 

18. 提交 109 學年度收支短絀專案稽核案相關資料： 

(1) 106-110 學年度教師人數及人事成本。 

(2) 110 學年預估全校副主管人事成本。 

19. 持續進行人會總系統錯誤修正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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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1. 教職員工 111 年 1 月份薪資已作業完成，並於 111 年 1 月 5 日發放。另產學合作等計畫

專任助理 110 年 12 月份人事費已於當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10 年 11 月人事費亦

已於 110 年 12 月 25 日發放。 

2. 辦理 110 學年第 1 學期第 13~16 週專、兼任教師之鐘點費（含超鐘點）於 111 年 1 月 5 日

發放。 

3. 辦理 110 年 11 月工讀金已於 110 年 12 月 25 日發放。 

4. 辦理教職員工公保、勞保、健保、團保等相關異動作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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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份個

人應繳之保費及各單位應負擔之勞保費及勞退金。 

6. 為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必需結案之研究計畫，製發 110 年 8 月至 12 月份各項保費分擔表

及補充保費核定表，提供計畫主持人先行核銷之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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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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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公保超額年金核

發作業。 

9. 發函通知 111 年 1 月 1 日起基本月薪、時薪及勞保費率、公保費率調整等相關事宜 

10. 辦理教育部「111 年退休教師領受總統春節慰問金」推薦作業。 

11. 發函通知 110 年度服務傑出職工被推薦人及推薦人，職工評審 

12. 發函通知受理編制內教職員申請增額提撥儲金事宜。 

13. 簽辦教育部計畫 1 位專任助理資遣費之計算、核銷，並發函通知當事人。 

14. 辦理 1 名職員申請自請退休事宜。 

15. 辦理教育部補助 110 年度大專校院提繳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勞工退休金之請款事宜。 

16. 辦理本校 109 學年度收支短絀專案稽核，提供專兼任教師人事成本相關資料。 

17. 發函通知東吳大學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辦法之修正事宜。 

18. 辦理 110 學年度教職員工健康檢查活動。 

19. 發函通知各單位同仁參加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知行座談」。 

20. 協助福委會辦理 122 校慶運動新生活線上路跑活動公告及報名作業。 

21. 協助福委會辦理員工健檢補助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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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一月 

第一組 

一、本校110年11月份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投資基金增減變動月報表及人事費明細表，於

110年12月15日函送教育部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二、截至110年12月28日止，12月份傳票編製共計2,943張。 

三、本校110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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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送人事室酌參。 

四、依所得稅法規定，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作業應於年度結束後5個月內辦理，本校109學年

度結算申報書，於110年12月29日送達台北國稅局士林稽徵所，完成申報作業。 

五、教育部補助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110年11月份計畫收支明細帳，於110年12月16日送教資

中心。 

六、編製「109學年度提撥百分之三學雜費或百分之二學校總收入用於學生就學獎補助執行

成效」，於110年12月28日送學務處。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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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系 
科技部之「LARP at SCU 語料庫之線上檢

索平台建置及其應用研究(Ⅱ)」計畫 
110年12月22日 

2 數學系 
科技部之「圖的整數{k}-控制之研究」計

畫 
110年12月8日 

3 化學系 

科技部之「金屬有機骨架的水吸附及其共

伴性質分析應用於水收集的研究(2/3)」計

畫 

110年12月13日 

4 化學系 

科技部之「配位聚合物在電化學感測器的

應用-實驗與理論的研究－配位聚合物在電

化學感測器的應用-實驗與理論的研究

(1/3)」計畫 

110年12月13日 

5 微生物系 
科技部之「應用次世代定序於本土環境毒

性與臨床腸炎弧菌菌株變異的分析」計畫 
11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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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一、完成110年度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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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所得類別50申報金額統計報表」(東會計字第1100900827號函)

，以利辦理申報學校應負擔之補充保費計算。 

三、給付110年度各類所得之經費核銷期限已於110年12月8日函知全校一、二級單位(東會計

字第1100900816號函)，給付所得發生於110年12月15日前者，於110年12月20日(含)前完

成核銷，110年12月16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者，於111年1月5日中午12點前完成核銷。 

四、依行政院勞動部110年10月15日發布，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5,25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168元，爰修訂本校「各類所得稅免稅/應稅扣繳一覽表」及

「各類所得扣繳申報問答集」內容，已於110年12月20日函知全校一、二級單位(東會計

字第1100900836號函)，並於會計室網頁最新消息公告周知。 

五、111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預算第2次檢核已全數結束，此次檢核係依第1次檢核退件之422

筆預算進行覆檢作業，覆檢結果表達意見18筆，檢核結果已於110年12月27日完成函復研

究發展處(東會字1100900845號函)。 

六、提供研發處110年度12月私校獎補助經費收支專帳明細表(東會計字第110090084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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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一月 

【圖書館】 

一、 12 月 1 日(三)圖書館以「圖書館：邁向自主學習之路，以 108、109 學年度學生閱課行為

為例」為題參加 110 學年度行政單位校務研究競賽，經審查獲選為特優。12 月 8 日(三)本

校於普仁堂舉辦「東吳大學 110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暨校務研究成果分享會-東吳永續

+：從校務研究分析、落實社會責任、高教深耕計畫實踐開始」，上午議程進行參賽獲選特

優之研究主題分享，本館獲選特優之主題「圖書館：邁向自主學習之路，以 108、109 學年

度學生閱課行為為例」由李宗禾館長進行簡報分享；同時於戴式基金會展出獲選特優之主

題海報則由數位與系統組張碧晶專員進行導覽。 

二、 12 月 3 日(五)下午 2 時李宗禾館長出席於銘傳大學圖書館所舉辦之優久大學聯盟優三圖

書館自動化統籌中心 110 學年第 2 次會議，由 Primo 與使用者任務小組報告優三聯盟雲

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使用者經驗問卷調查結果之開放性問題分析及討論加入「臺灣鏈結

資源計畫」種子圖書館等事宜。 

三、 12 月 6 日(一)10 時召開 110 學年度第 9 次主管會議，由技術服務組進行 2021 圓夢計畫

「東吳大學圖書館 缺角的拼圖」徵集活動宣傳季報告與討論「東吳大學圖書館統籌非例

行計畫圖書經費結餘款運用原則」修正案及 110 學年圖書館週活動等事宜。 

四、 12 月 9 日(四)下午 2 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漫畫博物館籌備小組成員 7 人蒞館參訪，針

對本校漫畫圖書的徵集、蒐藏及管理、漫畫閱讀推廣作法及成效、未來合作可能性等議

題進行交流。 

五、 12 月 10 日(五)下午 1 時 10 分李宗禾館長出席由校長主持之 111-112 年度私校獎補助計

畫規劃討論會議。 

六、 12 月 20 日(一)10 時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0 次主管會議，討論擬提案本學期圖委會訂定

「東吳大學圖書館統籌非例行計畫圖書經費結餘款運用原則」（草案）之案由及說明內容

等事宜。 

七、 12 月 22 日(三)10 時召開 110 學年度第 5 次「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小組會議，持續

追蹤有關國內、外出版社之漫畫圖檔使用授權進度、邀請臺法兩籍作家拍攝書展宣傳影

片及名廚拍攝料理小教室影片進度，以及確認活動海報設計等事宜。 

八、 12 月 23 日(四)10 時李宗禾館長出席由校長主持之一級行政單位人力調整說明會。 

九、 12 月 30 日(四)下午 1 時 10 分召開 110 學年度第 3 次館務會議，討論「東吳大學圖書館人

員職務輪調作業要點」修正案及票選 110 學年度「圖書館人員職務輪調審議委員會」五

名委員代表等事宜。 

十、 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開會議程資料等庶務事宜。 

 

【技術服務組】 

一、 組務： 

(一) 12 月 3 日(五)參加 2021 年「臺灣 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視訊會議，研

討內容主要包含：後 MARC 時代的資料詮釋、Linked Data（鍵結資料）在圖書館

界的發展、LDT@Library（臺灣書目與權威資源鏈結系統）之開發與建置計畫等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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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2月12日(日)發送圖書經費支用報表予33個單位，統計日期：2021/8/1~2021/11/30。 

(三) 12 月 14 日(二)下午 2:00-3:30 參加 110 年教務智能平台教育訓練課程。 

(四) 配合本校內部稽核委員之實地訪查，12 月 22 日(三)上午於圖書館非書資料室之研

討室進行受查作業，本組受查之項目包含：圖書館預算規劃與控管、書籍資料採購

及驗收核銷作業。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2020 年日文期刊結案驗收在人會總系統的兩種結餘款統計數據不一致，12 月 2 日

(四)已請天方工程師協助修正。 

(二) 12 月 13 日(一)下午參加人會總系統專案線上會議，其中與圖書館有關的議題為教育

部所補助購置之 ScienceDirect 電子書一批(568,100 元)該如何以實物捐贈模式進行

線上列產及帳務管理。會計室提議請天方公司及電算中心未來能針對此類教育部補

助案研擬相關作業流程。 

(三) 12 月 15 日(三)辦理 2022 年西文期刊買斷與非買斷第一次開標作業，因廠商皆未到，

故宣布流標。12 月 27 日(一)進行第二次開標作業。 

(四) 12 月 15 日(三)上午謝政諭老師到館協助初步篩選前館長王國璋老師贈書，其中有

56 本先置於校史研究室供謝老師使用，其他已篩選之贈書目前由同仁負責複本查核

作業，無複本之贈書將納入館藏。 

(五) 12 月 17 日(五)辦理 2021 年西文期刊第三次到刊驗收及「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

聯盟」2021 版權年 SpringerLink 西文電子書公開驗收作業。 

(六) 2020 年及 2021 年期刊分次驗收部分從 10 月初測試至今，程式經過數次修改，在人

會總系統上仍無法順利執行符合會計作業之流程，已提交問題單請人會總工作小組

緊急處理，並改走紙本流程以確保年底獎補助款能執行完畢。 

(七) 科技部補助之資料庫明年 1 月 1 日就需啟用，但科技部年底才會發函通知各校補助

金額，故採保組請技服組先走紙本請購，待收到公文後再補線上流程。 

(八) 配合學校年底獎補助款之結報時程，通知各家廠商於 12 月中旬前完成交貨及發票

開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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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冊、Bloomsbury 

35 冊、Books@Ovid 54 冊、Karger 42 冊、Cambridge 79 冊、InfoSci 253 冊、IOS 19

冊、Peter Lang 40 冊、Taylor & Francis 272 冊、Bentham Science 16 冊、DeGruyter 

159 冊、World Scientific 131 冊、Wiley 166 冊、AiritiBooks 483 冊、UDN 448 冊、

HyRead 700 冊、ScienceDirect 740 冊、IGP 216 冊，截至 12 月 27 日(一)止，完成測

試及驗收的冊數已達 10,930 冊。 

三、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110/12/01-110/12/26） 

(一)購案核銷與採編維護 

購案 核銷 

  49 件  60 件 

系統訂購檔 購書移送 贈書移送 

   726 筆  570 冊  345 冊 

期刊編目 期刊驗收 期刊催缺 

 0 筆  159 筆   0 筆 



91 

(二)其他業務處理統計 

項目 數量 

教師新書公告    0 件 

贈書處理 
公文    2 份 

謝函/贈書清冊    1 件 

NBINet 書目上傳 
 中文 0  筆 

 西文 410 筆 

NDDS 期刊聯合目錄上傳    601 筆 

學報寄送處理（含加工、打包）    60 冊 

問題書處理     5 冊 

【讀者服務組】 

一、工作報告： 

(一)流通業務 

1.人會總系統上線後，流通櫃台「新增可代收費用項目」有校友閱覽證保證金、二年期轉

永久以及電梯卡保證金三項。另出納系統開立收據不時會發生無法連動到讀者姓名的狀

況，日後會無法依該生所屬的學號在人會總查詢學生過往的繳款紀錄，已聯繫電算中心

請求改善。於「校友閱覽證二年期」繳費後會有退款無法找到資料的問題，應要輸入身

分證字號連動姓名資料；開立其他收費項目收據，若系統對應不到姓名，可直接在姓名

欄位輸入讀者姓名。提供與全館同仁知悉，俾以值班時參考。 

2.為使工讀生工作不致斷層，陸續向德育中心爭取面試新工讀生，俾以於110學年度結束

後，工作得以銜接。 

3.12月1日(三)數統組針對「ALMA 系統發送逾期通知信之參數」修正。往後，有執行過續

借的逾期物件，若逾期也能順利收到逾期通知。 

4.110學年第2學期兼任教師不續聘調查：已於12月20日(一)發送公文至各單位，並請於111

年1月7日(五)前回覆本組，俾以後續作業。 

5.ALMA 寒假彈性借書政策設定完成，110學年寒假彈性借期可至111年2月25日(五)。 

(二)閱覽室相關 

1.中正圖書館第一閱覽室規劃與執行劃位門禁系統設置相關事宜，廠商於寒假期間111年

1月17日(一)進場施工，預計於111年2月28日(一)完成。 

2.城區分館防疫相關事項，每日上午8時~下午6時期間，到閱覽室進行防疫相關事項，包

括：檢查防疫隔板狀況、補充防疫酒精，提醒戴讀者口罩，並用消毒觸碰式電腦螢幕等。 

3.110年圖書館志工招募，草擬招募海報及製作線上報名表單，並製作報名網頁。 

4.12月2日(四)召開城區第一閱覽室硬體設備改善討論會，討論事項包括：評估測試劃位電

腦小主機 Windows 10 LTSC 或 Linux 版本、觸控式螢幕、讀卡機備品改採觸控螢幕非

接觸式新式感應讀卡機、切割移轉歷史資料、門禁控制器主機維持現況。 

5.配合城區分館於期中考試期間之座位管理措施，辦理第一閱覽室寧靜閱讀區實施24小時

開放使用事宜，劃位系統進行相關門禁系統設定，110年12月27日(一)至111年1月15日

(六)開放申請；111年1月3日(一)至111年1月16日(日)開放使用，同時111年1月3日(一)至

1月16日(日)此段時間暫停校友使用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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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廣活動 

1.執行110學年度「新生活動」以及「圖書館週」問卷統計報告撰寫。 

2.SDGs 超前部署書展活動於110年12月9日(四)抽獎完成，已公告得獎名單及通知得獎同

學，領獎時間自110年12月15日(三)至111年1月5日(三)。 

3.110年12月10日(五)13:00至17:30辦理【2021圖書館週專題講座-他們訴說著】講座，以「他

們訴說著-無家者：從未想過我有這麼一天」為題，與同學分享無家者議題，有38位出

席、29份回收問卷，本次活動受到關注，因此有校園記者報導之；同時參與同學大多對

講座感到滿意，且多有收獲。。 

4.金龍國小設備組温詠涵組長借用「SDGs 展覽物品」，借用時間自110年12月13日(一)至

111年1月7日(五)，借用物品包括：18片指標版、18張指標貼紙、打卡版、書後卡/袋50

份(書後卡/袋不需歸還)，用於辦理 SDGs 主題書展活動。   

5.圖書館利用講習：12月共舉辦5場線上課程： 

(1)110 年 12 月 1 日(三)下午 3:10-5:00 LexisNexis Advance 資料庫 Google Meet 線上課

程，邀請資料庫講師林庚賢授課，介紹資料庫的介面與功能，最後則實際至資料庫進

行操作。有 16 位同學出席，其中有 13 位填寫滿意度調查表。 

(2)110 年 12 月 8 日(三)下午 3:10-5:00 Compustat on S&P Capital IQ 企業財務金融資料

庫 Microsoft Teams 線上課程，課程以介紹資料庫的使用方法。有 24 位同學出席，同

學表示是對此次課程感興趣而報名，想提昇自己的研究搜尋技能。 

(3)110 年 12 月 15 日(三)下午 3:10-5:00 WestlawNext 法學資料庫 Microsoft Teams 線上課

程，課程中講師介紹資料庫的使用方法。共 7 位同學出席，僅 4 位填寫滿意度調查

表。 

(4)110 年 12 月 22 日(三)下午 3:10-4:30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Microsoft Teams 線

上課程，介紹如何使用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進行論文比對。有 48 位同學出席， 30 位填

寫滿意度調查表。 

(5)110 年 12 月 29 日(三)下午 3:10-4:00，舉辦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傳作業說明會，採

Microsoft Teams 進行線上課程，為本學期最後一場城區圖書館利用講習。 

6.110年11月30日(二)辦理「TEJ Pro 」資料庫講習，參與出席者有70位。 

7.110年12月9日(四)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漫畫博物館籌備小組7人蒞館參訪進行討論問題

回覆準備及導覽。同時因應首次對外借出相關草擬本館藏品借展說明、借展契約書及借

展品狀況單。 

(四)其他 

1.111年1月24日(一)起進行分館7樓地毯拆除作業，基於安全考量，第一天不開放讀者入館

使用，但仍可至借還書櫃檯辦理各項流通業務。1月25日(二)至27日(四)同仁改至2227會

議室辦公，分機2121，方便讀者辦理相關業務。 

2.寒假期間(1月24日至2月19日)援例進行總館與分館環境清潔與地板打蠟。2月14日(一)至

2月18日(五)，清掃本館各相關場域。分館打掃時間安排在1月26日(三)至1月27日(四)以

及2月10日(四)至2月15日(二)期間。 

3.111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初審結果，已依照檢核意見於人會總系統調整需修訂之退

件2件，修正後送出審核。 

4.提交內控制度「館藏淘汰作業」至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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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將移至 B1行政區修改之漫畫，更改系統臨時典藏地為「B1暫存區，請洽借書櫃台」，

便於讀者查詢。 

6.持續進行「限館內閱覽」漫畫破損書套拆除，及重新印製及加工條碼與書標。 

7.因應環保局要求特定場所必須提供空氣品質標章，110年12月9日(四)-10日(五)配合事務

組進行二氧化碳、甲醛、粒狀污染物(PM10)、細菌等檢測作業，12月31日前由總務處環

安衛暨事務組完成室內空氣品質法定申報作業後，後續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申請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良好級標章。 

8.「跨閱．漫讀─臺、法漫畫中的文化對話」活動，已完成｢圖檔授權書」給出版社以及作

者進行漫畫圖檔授權書簽署、聯絡法國漫畫家書展宣傳影片拍攝、確認臺籍漫畫家書展

宣傳影片拍攝，以及回覆江振誠主廚經紀人拍攝影片內容、聯絡李衣雲老師專題演講影

片檔等相關事宜。 

二、業務統計：讀者服務組各項業務月統計資料2021.12(120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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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102 52 
中正:142 

城區:82 

中正:0 

城區:0 

中正:13 

城區:0 

中正:2 

城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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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133 

非書:12 

圖書:231 

非書:12 

中正:0 

中正非書:10 

城區:0 

城區非書:0 

中正:150 

中正非書:13 

城區:0 

城區非書:0 

中正:1 

城區:1 

中正: 

賠書:0 

賠款:1 

城區: 

賠書:0 

賠款:0 

中正:91 筆
/19,622 

城區:76 筆

/4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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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正:42 

城區:26 

中正:7 

城區:0 
64 

中正: 

本校 11,253 

校外 18 

城區: 

本校 8,122 

校外 24 

中正: 

一閱 14,278 

二閱 1,114 

城區: 

一閱 30,513 

二閱 43,775 

16 
中正非書:92 

城區: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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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5 

中正: 

1 場/7 人 

城區: 

0 場/0 人 

中正:6 

城區:16 

中正:0 

城區:0 

中正:0 

城區:126 
3,415 

 

【數位與系統組】 

一、工作報告： 

(一) 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1. 12 月 1 日(三) Alma 及 PrimoVE 12 月份 Release Note 線上說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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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月 8 日(三)更新在校教職員讀者資料。 

3. 12 月 15 日(三)參加「優久大學聯盟優三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與發展任務小組」會議。 

4. 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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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完成圖書館自動化列印軟體的續訂及核銷。 

6. 進行 109 學年度各學系薦購圖書借閱狀況分析。 

(二) 電子資源(資料庫、電子期刊及電子書) 

1. 12 月 17 日(五)協助西文期驗收。 

2. 完成 Lean Library 及 EBSCO 資源認證單一登入雲端服務 2022 年的請購。 

3. 持續處理電子資源及校外連線問題，包括更新憑證問題及由 http 改為 https 等問題。 

4. 準備電子書資源講習教材 。 

5. Youtube 數位學習室頻道影片更新與調整，調整部分如下： 

(1)包括中文電子書使用說明 與【Lean Library】簡介與安裝及使用情境 1 電子書、

使用情境 2 電子期刊、使用情境 3 館際合作、使用情境 4 Google Scholar。 

(2)調整頻道影片分類清單為五項，包括「圖書館資源查詢新手入門」、「圖書館爆

報好用資源」、「圖書館活動報馬仔」、「天下創新學院」、「畢業論文上傳」。 

(3)頻道首頁原預設為以影片上傳時間排序，改為以清單分類排序影片。 

(三) 圖書館網頁 

1. 圖書館網頁更新：首頁 banner(圖書館週、SDGs)、首頁新進館藏圖檔、資料庫講習

(12 月份)、開放時間(第一閱覽室)等。 

(四) 天下創新學院 

1. 每月使用人數統計(截至 2021 年 11 月) 

 

2. 發送全校學生郵件推廣公告，主題為： 

A. SDGs 熱門課程推廣。 

B. 2021 年度熱門課程。 

(五) 3D 創意攝影棚 

1. 11 月 29 日(一)起每週一第 3、4 節支援在 3D 創意攝影棚上課之王旻老師通識「媒

體素養與社群影音創製應用」課程。 

2. 12 月 7 日(二)、12 月 9 日(四)、12 月 13 日(一)聘請巨匠電腦公司威力導演 19 講師

前來為本校師生講解軟體使用與操作。 

3. 12月 7日(二)、12月 22日(三)支援秘書室林欣秘書團隊拍攝 3D創意攝影棚影片。 

(六) 其他 

1.12 月 3 日(五) 請廠商拍攝第一閱覽室完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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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月 6 日(一) 媒體組與企劃組胡佳薇、秘書組陳育菁共同討論 111 年世界書香日「跨

閱．漫讀–臺、法漫畫中的文化對話」閱讀推廣活動海報設計的內容，請光耀設計

公司設計製作，於 12 月 21 日(二)提供海報設計樣稿，經 12 月 22 日(三)「擴大發

展圖書館漫讀區」會議決議，與光耀公司再討論另設計一款較具法式風格且活動重

點標題的海報。 

3.12 月 14 日(二)商周集團王玉婷顧問到館說明商周共學圈運作模式，並討論大學與企

業會員的差異。 

4.12 月 22 日(三)「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工作小組會議。 

5.參加教育訓練課程 

5.1 校內課程 

(1) 12 月 8 日(三) 張碧晶專員、張素卿專員、周怡君專員、陳慧倫專員參加校

務資料分析中心、教學資源中心主辦【東吳永續+成果分享會】 行政單位

校務研究成果發表、綜合座談及成果頒獎。 

5.2 校外課程 

(1) 12 月 1 日(三)周怡君專員參加國家圖書館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辦理「2021

年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盟年會」。 

(2) 12 月 8 日(三) 張素卿專員參加由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舉辦「雲端探索：數位

圖書館一站查詢服務(one-stop-search E-library service)」虛實研討會。 

(3) 12 月 10 日(五) 張素卿專員參加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與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圖書館合作舉辦「大學圖書館創新服務新紀元－從 LSP 建置的開放性應用

到研究資料管理」國際研討會。 

6.111 學年度校發計劃修訂及預算編列檢核意見回應。 

7.填報 110 年度獎補助經費執行績效。 

8.整理典藏於珍本室中端木愷校長相關檔案資料共約 5393件，已完成數位掃描共 2407

件。 

9.整理掃描「跨閱．漫讀–臺、法漫畫中的文化對話」活動書展的圖檔。 

10.協助「跨閱．漫讀–臺、法漫畫中的文化對話」活動專題演講李衣雲老師影片雜訊問

題解決。 

二、圖書館利用講習 

    (一) 中正圖書館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 5 場，共計 39 人。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12 月 06 日(二) 15:10-17:00 Turnitin 原創性論文比對 10 

12 月 07 日(二) 10:00-12:00 英文系圖書資源利用講習 10 

12 月 15 日(三) 10:10-11:10 博碩士論文相關資源 10 

12 月 21 日(二) 10:10-11:30 閱讀 e 起來—電子書資源 2 

12 月 23 日(四) 10:10~11:00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傳作業說明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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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城區分館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 4 場，共計 95 人。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12 月 01 日(三) 15:10~17:00  LexisNexis Advance 資料庫(線上課程) 16 

12 月 08 日(三) 15:10~17:00  
Compustat on S&P Capital IQ 企業財務金融

資料庫(線上課程) 
24 

12 月 15 日(三) 15:10~17:00  WestlawNext 法學資料庫(線上課程) 7 

12 月 22 日(三) 15:10~17:00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線上課程)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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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id/Karger 

2. iRead PDA  

3. HyRead ebook PDA 

4. Bentham_DeGruyter_TNF_WorldScientific_Wil

ey 

5. udn PDA 

6. World Scientific 

7. De Gruyter 和 Taylor & Francis 

件 7 

[電子書]  

提供截至 2021 年 12 月 26 日可使用電子書冊數。 
冊 1,41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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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Turnitin 

帳號申請及使用問題回覆 件 4 

辦理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 2022 年指定廠商及採

購等相關事項 
件 1 

學科服務 

1.新書通報郵件寄送：德文系。 件 1 

2. 德文系學科服務。 件 1 

天下創新學院 回覆天下創新學院相關問題 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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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一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 教學實踐研究共備： 

(一) 一對一諮詢服務：為輔導教師掌握計畫撰寫方向，並明確了解計畫內容尚可改進之處，

自 110 年 11 月 12 日起試辦「111 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諮詢服務」，邀集各領域學門專

家，與本校教師進行一對一諮詢對談。諮詢服務進行至 12 月 3 日止，本年度共有 11 位

教師申請諮詢服務，其中有 10 位教師皆提出 111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 

(二) 111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合計收訖教授 8 人、副教授 10 人、助理教授

16 人提出申請案，共 34 件，申請教師遍布 19 個系所，皆為歷年新高。其中，未曾申請

者多達 17 位，與 110 年度相比人數亦有提升，顯示在多方努力推動之下，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已逐漸為本校教師及各系院所重視。 

1. 各學系申請件數如下表所示： 

2. 107-111 年度申請件數成長趨勢： 

中國文學系 4 英文學系 5 數學系 1 法律學系 1 經濟學系 1
資料科學

系
3

歷史學系 1 日本語文學系 2 物理學系 1 會計學系 0

哲學系 0 德國文化學系 0 化學系 0 企業管理學系 1

政治學系 1 語言教學中心 2 微生物學系 1
國際經營與貿

易學系
1

社會學系 0 心理學系 1
財務工程與精

算數學系
1

社會工作學系 3 資訊管理學系 3

音樂學系 0

師資培育中心 1

小計 10 小計 9 小計 4 小計 1 小計 7 小計 3

申請

人數

巨資學

院

申請

人數

申請

人數
理學院

申請

人數
法學院

申請

人數
商學院

申請

人數
人社院 外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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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教學社群及教學精進補助： 

(一)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教學社群成果評選結果，簽請中心主任核定獎勵： 

1. 會計系葛俊佑老師與會計系教師組成「中級會計學課程教學社群」（成果優良） 

2. 社會系黃朗文老師與社會系教師組成「新社會學讀書會」（成果優良） 

(二)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精進計畫成果評選結果，簽請中心主任核定獎勵： 

1. 中文系林盈翔專任助理教授執行「大一國文之問題導向課程設計」（成果特優） 

2. 日文系廖育卿兼任助理教授執行「主題式 Tandem 語言學習」（成果優良） 

3. 化學系王榮輝專任助理教授執行「運用 MS Teams 同步協作與翻轉教室於綠色化學課

程教學」（成果優良） 

4. 日文系陳若婷專任助理教授執行「虛擬實境運用與日語學習教材之專題製作」（成果優

良） 

(三) 規劃 111 年 1 月 26 日下午 12 時至 15 時在城中校區舉辦「110 學年度教學資源中心召

集社群期末分享會」，將頒發獲獎教師獎狀一紙，相關獎勵金提前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

核銷後匯予教師；當日並邀請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鄭淑真教授--連續 10 年帶領學

生參與創意競賽獲獎，分享其教學經驗，相關活動報名，待規劃抵定後，另行公告周知。 

三、 課程單場實務講座、校外教學補助計畫： 

截至 110 年 12 月 17 日，核定補助校外教學 11 件、9 萬 9,179 元；實務講座 58 件、26 萬

5,705 元，總核定經費 36 萬 4,884 元。 

四、 特色教師訪談暨教學影片拍攝： 

邀訪 109 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學優良獲獎教師，並規劃於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進行特色

教學影片拍攝。同意受訪教師 2 人中，110 年 12 月 1 日訪問日文系劉怡伶教授，刻整

理訪談資料，待之後撰寫文章報導；物理系黃依萍教授確切訪談時間及參與次學期拍攝

工作之意願，尚待追蹤確定。 

五、 讚老師系列活動： 

110 年 10 月 12 日至 3 日「東吳大辭典」徵集學生最愛老師的教學小撇步、課程學習培

養的能力與競爭力，收訖學生投稿 22 則，12 月 21 日公布評分結果，原定僅有 3 名佳

作，但由於評選結果有 4 則投稿同分，且活動宗旨為「鼓勵學生回饋用心授課的教師」，

而非偏重「競賽」性質，因此將多名同分者並列佳作並頒發獎金，本次合計頒發特優 2

名、優等 3 名、佳作 5 名。詳細資訊請見臉書「東吳讚老師粉絲團」(連結)。 

六、 中文素養檢核暨提升機制： 

(一) 「顛覆日常」微電影比賽：人氣作品投票已於 110 年 11 月 28 日結束，總票數為 539 票，

作品「家長日常」以 224 票獲得最佳人氣獎。12 月 22 日舉辦影展暨頒獎典禮，共有 32

位校內外人士參與影展暨頒獎典禮，評審針對作品進行講評，並與 5 組入圍作品創作學

生對談，最後宣布五項獎項得主如下「組別與作品」： 

1. 最佳影片獎：嘟嘟嘴─《家長日常》 

2. 最佳顛覆獎：毒菇球 bye─《恍若》 

3. 宅家 so chill 獎：後疫情時代 studio─《疫常》 

4. 一代文豪獎：BRT─《起早》 

5. 最佳人氣獎：嘟嘟嘴─《家長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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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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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學生影像製作級中文寫作素養能力之專題講座：110 年 12 月 22 日下午邀請《嚎哮

排演》劇團黃建豪團長，主講「微~創作分享會──劇場 X 油土伯 X 微電影？」（本場

講座銜接「微電影影展暨頒獎典禮」之後舉行）。團長分享其拍攝微電影之成長經驗、

創作歷程，鼓勵學生多多創作，並以嚎哮排演之影像作品輔助說明敘事、鏡頭語言等知

識。校內外參與 24 人。 

七、 教學資源中心電子報： 

第一期電子報目前放置於教資中心官網，無法追蹤成效，經討論後，決定未來僅於教學

資源中心首頁放置電子報目錄，點擊目錄可導往每期電子報之 google 協作平台；電子報

以季報形式發刊，每學期初（2 月、9 月）固定發刊，學期中則視中心各組活動安排，另

行決定發刊的時間。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 辦理高教深耕計畫相關事務： 

(一) 110 年 12 月 1 日教育部來函通知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 110 年成果報告

暨 111 年計畫書考評作業，業請相關單位於 12 月 20 日前提交所需資料，俾利於 111 年

1 月 10 日前完成報部作業。 

(二) 110 年 12 月 3 日去函教育部請領第 3 期款，業於 12 月 16 日收到教育部回函同意撥付。 

(三) 110 年 12 月 6 日至 9 日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暨校務研究成果分享會」包含靜態海

報展及專題演講分享，合計 283 人參與，整體滿意度達 93.4%。 

(四)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校內計畫申請已完成計畫複審，各子計畫於 12 月 28 日

前進行計畫修訂。 

二、 隨堂教學助理： 

(一) 110 年 11 月 25 日至 26 日於兩校區辦理第 2 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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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8 人參與，問卷回饋整體滿意度達 97%（加總同意程度）。 

(二) 本學期 TA 教學成效三方問卷施測統計結果，回收率 70％，依 5 點量表平均：學生問卷

量化回饋 4.28、教師問卷量化回饋 4.73、TA 自評問卷量化回饋 4.33。 

三、 學生自主學習： 

(一) 本學期開設 5 門微課程： 

1. 攝影入門與生活應用、超人氣吸睛表達力：課程已於 11 月結束。 

2. 英文口說班：110 年 12 月 8 日課程結束，上課 24 人，完課 19 人(79%)，課程滿意度

6.55(7 分量表)。 

3. 英文寫作班：110 年 12 月 14 日課程結束，上課 15 人，完課 6 人(40%)，課程滿意度

6.33(7 分量表)。 

4. 英文聽讀班：110 年 12 月 23 日課程結束，上課人數 20 人。 

(二) 110 年 11 月 27 日辦理「AI-900 微軟全日考照工作坊」線上課程，參加人數 41 人，整

體滿意度達 8.54（10 點量表）。課程後完成報名證照考試者共 16 位，預計學期結束前

請學生回覆考試成績。 

四、 學生學習空間： 

110 年 12 月 1 日至 17 日外雙溪校區 D509 學生學習進行室 1,029 人次使用、城中校區

5615 學生學習進行室 281 人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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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提供全校數位科技諮詢與服務： 

(一) 110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16 日統計數位學習平台瀏覽量： 

1. 東吳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 779 萬 842 次。 

2. TronClass 行動化數位學習平台 508 萬 809 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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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件，包含： 

1. 排除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使用狀況 2 件 

2. 排除 TronClass 行動化數位學習平台使用狀況 9 件 

3. 教學應用軟體操作諮詢與協助排除 G Suit 使用問題 24 件(教學應用軟體 1 件+G Suit 23

件)。 

(三) 110 年 12 月 14 日發函公告周知辦理「本校 Google Workspace 使用服務規則與縮減雲端

用量方案」。 

(四) 110 年 12 月 15 日「智慧課堂互動工具模組」完成複驗。 

(五) 撰寫 108-109 學年「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擊補助」結案

報告。 

(六) 數位空間服務： 

1. D0501 虛擬攝影棚：110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20 日錄製影片 156 支、使用 30.5 小時、

協助後製剪輯影片 4 支。 

2. D0507 遠距會議室：110 年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16 日借用 11 次、使用 21.5 小時。 

3. 校園影音資訊站播放申請：110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6 日共 6 件。 

(七) 110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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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系 11/27 

11/28 
「2021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YouTube 頻道現場直播 - 

日文系 11/22 

-12/20 
李宗禾老師錄製「從日本文化學習最道地的日語會

話」磨課師數位課程教材（共 4 次） 

- 

通識課程 11/22 

-12/20 
指導「新聞採訪與攝影棚操作實務」修課學生體驗播

報新聞（共 2 次） 

- 

通識課程 11/22 

-12/20 
指導「媒體素養與社群影音創製應用」修課學生操作

虛擬攝影棚設備器材（共 4 次） 

- 

秘書室 11/22 潘維大校長拍攝台灣法學交流協會致詞影片 - 

秘書室 11/25 董保城副校長錄製及後製剪輯法治評論空中論壇第

三集影片 4 支，上架至 YouTube 播放（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ZXFSPbvdt34） 

V 

會計室 12/01 

12/20 
兩校區遠距會議連線操作 V 

全球華商

研究中心 

12/09 董保城副校長錄製「全球華商研究中心第四季線上論

壇影片（2 支）」並後製剪輯中 

- 

秘書室 12/13 一級主管午餐會報兩校區遠距連線操作 - 

秘書室 12/14 校園記者錄製校園主播新聞播報畫面（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JwxjeWBV6mA） 

- 

https://youtu.be/ZXFSPbvdt34
https://youtu.be/JwxjeWBV6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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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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剪 輯 後 製 SDGs 活 動 宣 傳 （ 影 片 連 結

https://youtu.be/rHDqn2FUaO4） 

V 

二、遠距教學補助推廣： 

(一) 110 年 12 月 2 日與註冊課務組討論暑期班遠距課程推動事宜。 

(二) 110 年 12 月 8 日教務會議通過「東吳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三、四條修訂案，經校

長核定於 12 月 15 日發函周知。 

(三) 110 年 12 月 10 日電子郵件周知本學期補助之遠距課程授課教師，課程自評表繳交相關

資訊。 

(四) 110 年 12 月 13 日召開遠距教學小組第四次會議，以線上書審方式，進行「東吳大學遠

距教學課程補助辦法」修訂學校推動暑期班遠距課程與加計鐘點數之補助調整計算方式。 

(五) 110 年 12 月 13 日設定本學期 30 門遠距課程，線上期末課堂反應問卷（含 Moodle 平台

18 門、TronClass 平台 12 門）。 

三、磨課師課程開課單元拍攝： 

110 年 12 月 8 日磨課師新課程「和服」單元校園外景拍攝；15 日「茶道」單元文化教室

拍攝；16 日磨課師新課程「日語會話」拍攝。 

 

 

 

  

https://youtu.be/rHDqn2FUaO4


102 

華語教學中心 
一月 

一、 2022 年 2 月線上華語課程，已將招生資訊放在中心網站上，也同步轉知過往曾經合作過

的學校，目前包含日本千葉商科大學及部分散客，已確定有 9 位學員報名參加，將持續

積極招生。 

二、 為增加線上華語課程多樣性，現正研議辦理線上正音班課程，預計採 1-4 人小班教學，

期望增進學生華語口語表達能力及能學會如何正確發音。 

三、 王建輝副主任於 12 月 16 日、12 月 23 日及 12 月 30 日分別接待匈牙利大使、英文系魏

杏香學姐與教育部國際與兩岸教育司陳幗珍副參事參觀華語中心。期望未來有進一步合

作的機會。 

四、 為提供華語生多元的生活體驗，由王建輝副主任協助安排本中心捷克籍與德國籍華語生

於 1 月 3 日至百齡高中進行英語演講分享，並在 1 月 4 日與高中生們一起參加體育課，

感受台灣高中生的生活。 

五、 為協助國際中心拍攝境外生招生影片，本中心協請 4 位華語生協助進行拍攝工作(學生國

籍分別為 2 位德國籍，1 位西班牙籍，1 位墨西哥籍)。 

六、 為讓華語生更加融入東吳校園，由王建輝副主任安排，邀請中心華語程度較好的華語生，

錄製 1-3 分鐘「給 5 年後的自己」影片，將收錄於學校數位校史館中。 

七、 華語志工於 12 月 18 日辦理帶華語生至宜蘭參觀蘭陽博物館、參與拔蔥體驗並逛羅東夜

市，讓華語生感受不同樣貌的台灣，共計有 22 位華語生一同參加，活動氣氛相當熱絡。 

八、 宿舍同儕幹部配合聖誕節氣氛，於 12月 13日晚間在楓雅學苑交誼廳舉辦交換禮物活動，

除了交換禮物之外也搭配華語相關的小遊戲，促進彼此情誼的交流及炒熱活動氣氛。也

希望讓在異鄉的境外生，感受到溫暖支持。 

九、 楓雅學苑寒假宿舍關閉日期為 1 月 29 日至 2 月 6 日，將協助有寒假校內留宿需求之住

宿生向住宿中心申請寒假個人留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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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一月 

一、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一) 110 年 12 月完成招生組/註課組聯合需求，並上線開放使用，碩博班甄選

及考試後，於新教務系統，開放正取及備取考生須上傳學歷證明、身分證

明、兩吋大頭照以利後續審核。 

(二) 110 年 12 月持續進行非自辦招生考試各管道入學資料轉檔系統開發。 

(三) 110 年 12 月完成人會總預算權限控管機制上線。 

二、全校網路設備與相關系統說明 

(一) 110 年 11 月完成城中校區入侵防禦偵測系統維護及新增遠端桌面攻擊防

禦相關設定 

(二) 110 年 11 月完成 109 學年度退學/畢業學生之電子郵件帳號、個人網頁空

間刪除。 

(三) 110 年 11 月完成資安相關來函處理。 

(四) 110 年 11 月進行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續評輔導暨驗證請購。 

(五) 110 年 11 月進行雙溪校區 Netflow 除錯，修改雙溪校區 Core Switch 設

定。 

(六) 110 年 11 月~12 月進行伺服器請購。 

(七) 110 年 12 月完成雙溪校區防火牆版本更新。 

(八) 110 年 12 月完成雙溪校區負載平衡系統維護。 

(九) 110 年 12 月完成網路組重要系統備援方案撰寫。 

(十) 110 年 12 月完成東吳大學資通安全網頁違規紀錄名單統計資料查詢程式

修正。 

(十一) 110 年 12 月完成兩校區網路交換器設備更新案初驗。 

(十二) 110 年 12 月進行無線網路之報表伺服器維修。 

三、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110 年 12 月函知各單位東吳大學資訊軟硬體與服務評估要點並辦理評估

小組委員聘任。 

(二) 110 年 12 月函請學術單位回復個資稽核未符合事項改善作業。 

(三) 110 年 12 月完成中文官方網站憑證更新。 

(四) 110 年 12 月完成 Microsoft 365 學生及校友問題回覆與密碼修改。 

四、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110 年 11 月~12 月完成配合系統組(3 次)、網路暨維修組(1 次)、行政諮詢

組(1 次)、校務資料分析中心(2 次)、營繕組(1 次)修改城中校區防火牆設

定(計 8 次)；完成配合教學科技組(2 次)、副校長室(1 次)、營繕組(1 次)

及行政諮詢組(1 次)申請修改雙溪校區防火牆(計 5 次)，兩校區計 13 次。 

(二) 110 年 11 月~12 月完成通知城中校區單位系所(資訊管理學系 1 次、財務

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1 次、系統組 1 次、生涯發展中心 1 次、推廣部 1 次、

企業管理學系 1 次、會計學系 1 次、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 1 次、法

律學系 1 次)處理異常連線或流量及回覆網路超量，共 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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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0 年 12 月完成配合營繕組申請二大樓 B1 監視機房 IP 需求，修改 IP 管

理系統。 

(四) 110 年 12 月完成配合資訊管理學系(2 次)、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2 次)

及國貿系(1 次)考試及測試申請，修改城中校區網路交換器設定，共 5 次。 

(五) 110 年 12 月完成配合群育暨美育中心電競活動會場臨時網點建置。 

(六) 110 年 12 月完成配合圖書館第一閱覽室工程驗收。 

(七) 110 年 12 月完成配合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線上會議需求，檢視 MS 

Teams 連線及監控城中校區對外網路頻寬使用情況。 

(八) 110 年 12 月協助教學資源中心處理智慧財產權校外來文。 

(九) 110 年 12 月協助秘書室中文官網橫幅順序調整及連結更改。 

五、詳細電算中心業務報告請至下列網址查閱：http://www.scu.edu.tw/cc/ →[工作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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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一月 

【體育教學組】 

一、111 年 1 月 10 至 14 日止隨班實施期末課堂反映評量。 

二、110 年 12 月 8 日在外雙溪校區 B013 研討室舉行本學期第四場次教師專業社群研習工作

坊，邀請個人運動顧問公司李振賢先生，擅長品牌經營、活動舉辦、運動員行銷，曾任

adidas, Red Bull, Nike 品牌行銷經理。擁有運動行銷 22 年經驗，透過經驗分享提升教師

點燃學生喜愛運動的熱情，講題「愛上運動-運動是生活的ㄧ部分」，出席教師共 15 位。 

三、預訂 111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在外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B013 研討室舉辦 110 學年

第 1 學期期末教師進修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蔡秀華副教授蒞臨演講。 

四、111 年 1 月 5 日前完成 110 學年第 1 學期體育室教師專業社群結案報告，並進行 110 學

年第 2 學期體育室教師專業社群規劃。 

五、110 學年第 1 學期學生健康體適能檢定成績分析結果： 

(一) 應測人數 6,519 人，實測人數 6,069 人，檢測率 93%，達到設定檢測率 90%目標。 

(二) 檢定四項指標全部通過人數 4,541 人，通過率達 75%，達到設定通過率 75%目標。 

(三) 各指標通過情形： 

1、瞬發力通過人數 5,245 人，通過率 86%。 

2、柔軟度通過人數 5,504 人，通過率 91%。 

3、肌耐力通過人數 5,161 人，通過率 85%。 

4、心肺耐力通過人數 4,615 人，通過率 76%。 

(四) 各項指標成績表現與 109 學年第 1 學期相比，瞬發力、柔軟度及肌耐力略為上升約

1%，惟心肺耐力通過率下滑約 1%，推測是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學生減少規律

運動。 

六、依「東吳大學學生體適能檢定辦法」獎勵體適能優異學生，本學期共 162 人獲獎（金牌

26 人、銀牌 40 人、銅牌 96 人）於 111 年 1 月 03 日起至 111 年 1 月 14 日止請授課教師

於課堂中頒發體適能檢定獎狀。 

七、110 年 11 月 8 至 12 日、12 月 6 至 10 日、111 年 1 月 3 至 7 日在兩校區檢測中心舉行黃

金檢測週活動，開放校內教職員工生進行身體組成分析及全面體適能量測，前兩週雙溪

校區檢測人次為 260 人，城中校區檢測人次為 279 人，合計檢測人次達 539 人，本學期

最後一週黃金檢測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參與。 

八、110 年 12 月 27 日完成兩校區健身室保全安全系統驗收，影像除了連接至校安中心亦能

透過手機即時影像瞭解場館現況；感謝總務處更新整合至新系統，在有限的預算下提升

品質與保固。 

九、111 年 1 月 17 至 21 日將進行兩校區桌球室門禁管理系統工程，寒假期間完成城中校區

室外籃球場面層畫線作業。 

十、111 年 1 月 24 至 25 日進行體育教學器材盤點，1 月 27 日前提出下學期教學器材新購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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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室以「學生體適能與身心健康相關分析」研究成果海報參與本校「110 年度行政單位

校務研究競賽」評選，於 18 個參賽單位共計 19 件研究成果中榮獲首獎「特優」殊榮。

海報由東方介德主任、林孟賢組長、吳慧芳組長、蔡書涵講師、王俊智助理教授、黃雅

琳專員以及陳思妤助理共同製作，於 110 年 12 月 8 日上午在雙溪校區樓普仁堂接受校長

頒獎，本室由主任帶領行政職同仁出席並口頭發表研究成果。 

 

【體育活動組】 

一、「東吳大學建校 122 年校慶運動會」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報名截止，請各系踴躍報名參

加。目前報名情況如下： 

(一) 創意繞場─3 個單位：社工系、化學系、企管系。 

(二) 400 公尺接力賽─學生男子組 1 隊、學生女子組 3 隊、教職工校友男子組 1 隊、教職

工校友女子組 1 隊，總計 7 隊。 

(三) 全能挑戰賽─教職工校友組 2 隊、學生 2 隊，總計 4 隊。 

(四) 全明星賽─籃球 48 人、排球 48 人。 

二、「110 學年度體育週新生盃球類競賽」於 111 年 1 月 7 日報名截止，請各系踴躍報名參

加。目前各項目報名隊伍如下： 

(一) 男籃：4 隊報名（歷史、社會、財精、資管）。 

(二) 女籃：未報名。 

(三) 男排：5 隊報名（社會、法律、企管、財精、資科）。 

(四) 女排：6 隊報名（社工、心理、法律、企管、資管、資科）。 

(五) 桌球：2 隊報名（財精 AB）。 

(六) 羽球：2 隊報名（心理、資科）。 

三、「建校 122 年校慶系列活動─運動新生活」線上路跑活動於 12 月 31 日報名截止，目前

報名學生組 365 人、教職工組 112 人、校友組 203 人，總計 680 人。 

四、「110 學年度運動聯賽」各代表隊成績如下： 

(一) 女子籃球代表隊於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14 日參加「110 學年度大專籃球運動聯賽」

一般女生組北一區 B 組預賽，榮獲預賽分組第一名，晉級北區排名賽。 

(二) 男子排球代表隊於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0 日參加「110 學年度大專排球運動聯賽」

一般男生組預賽（MnF 組），榮獲預賽分組第二名，晉級複賽。 

(三) 男子籃球代表隊於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3 日參加「110 學年度大專籃球運動聯賽」

一般男生組北二區 D 組預賽，榮獲預賽分組第二名，晉級北區排名賽。 

五、110 年 12 月 17 日已完成各運動代表隊寒訓場地協調，時間自 111 年 1 月 17 日起至 2 月

2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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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一月 

110 學年推廣部年度辦理情形報告如列： 

一、 非學分班(開課期間為 110 年 8 月至 110 年 12 月) 

(一) 日文班 

        110 學年截至目前人次 4,965 人，收入 1,705 萬 3,860 元。 

        109 學年同期人次 7,737 人，收入 2,713 萬 2,690 元。 

(二) 韓文班 

110 學年截至目前人次 651 人，收入 233 萬 3,642 元。 

109 學年同期人次 886 人，收入 300 萬 5,986 元。 

(三) 東協語文班 

110 學年截至目前人次 44 人，收入 11 萬 2,833 元。 

109 學年同期人次 153 人，收入 47 萬 6,756 元。 

(四) 英文班 

110 學年截至目前人次 615 人，收入 191 萬 2,991 元。 

        109 學年同期人次 1,551 人，收入 469 萬 6,041 元。 

(五) 德文班 

110 學年截至目前人次 85 人，收入 31 萬 9,556 元。 

109 學年同期人次 100 人，收入 36 萬 6,048 元。 

(六) 法文班 

110 學年截至目前人次 24 人，收入 7 萬 6,400 元。 

     109 學年同期人次 37 人，收入 11 萬 3,953 元。 

(七) 西班牙文班 

    110 學年截至目前人次 47 人，收入 20 萬 331 元。 

     109 學年同期人次 79 人，收入 31 萬 3,362 元。 

(八) 數位資訊學苑 

    110 學年截至目前人次 279 人，收入 92 萬 8,051 元。 

     109 學年同期人次 601 人，收入 209 萬 1,896 元。 

(九) 企貿班 

    110 學年截至目前人次 107 人，收入 48 萬 1,738 元。 

     109 學年同期人次 282 人，收入 122 萬 470 元。 

(十) 文化班 

    110 學年截至目前人次 439 人，收入 108 萬 1,643 元。 

    109 學年同期人次 1,189 人，收入 223 萬 8,139 元。  

(十一) 雙溪學苑 

     110 學年截至目前人次 66 人，收入 19 萬 1,546 元。 

     109 學年同期人次 135 人，收入 37 萬 9,7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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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線上教學 

   110 學年截至目前人次 303 人，收入 73 萬 6,187 元。 

   109 學年同期人次 202 人，收入 46 萬 1,237 元。 

    【110 學年非學分班截至目前人次 7,633 名，收入 2,544 萬 3,903 元。】 

 【109 學年非學分班同期人次 12,952 名，收入 4,249 萬 6,377 元。】 

二、學分班 

(一) 110 學年學系學分班截至目前人次 646，收入 517 萬 275 元。  

    109 學年學系學分班同期人次 874 人，收入 754 萬 8,675 元。 

(二) 110 學年推廣部自行開設學分專班截至目前人次 46 人；收入 35 萬 1,150 元。 

    109 學年推廣部自行開設學分專班同期人次 86 人，收入 72 萬 9,405 元。  

    【110 學年學系學分班截至目前人次 692 人，收入 552 萬 1,425 元。】 

    【109 學年推廣部自行開設學分班同期人次 960 人，收入 827 萬 8,080 元。】 

三、委訓、合作、補助課程 

(一) 110 學年境外自費研修生(隨班附讀)未辦理。 

    109 學年境外自費研修生(隨班附讀) 未辦理。 

(二) 110 學年境外自費研修生(專班)未辦理。 

  109 學年境外自費研修生(專班) 未辦理。 

(三) 110 學年溪城講堂未辦理。 

109 學年溪城講堂未辦理。 

(四) 110 學年產業新尖兵計畫專班尚未辦理(預計 111 年 3 月開課)。 

    109 學年產業新尖兵計畫專班未辦理。 

(五) 110 學年 PMP 專案管理師截至目前人次 134 名；收入 396 萬 7,650 元。 

    109 學年 PMP 專案管理師同期人次 197 名，收入 599 萬 6,950 元。 

(六) 110 學年樂齡大學截至目前人次 22 名；收入 8 萬 4,050 元。(未含教育部補助款 33

萬元) 

109 學年樂齡大學同期人次 37 名，收入 16 萬 4,850 元。(未含教育部補助款 33 萬元) 

(七) 110 學年企業包班截至目前人次 1,322 名；收入 87 萬 6,712 元。 

    109 學年企業包班同期人次 1,602 名，收入 153 萬 270 元。 

(八) 110 學年高中生研習營截至目前人次 296 名，收入 90 萬 2,745 元。 

109 學年高中生研習營同期人次 1,191 名，收入 319 萬 8,203 元。 

(九) 110 學年 JPT 日本語能力試驗截至目前人次 76 名，收入 11 萬 4,000 元。 

    109 學年 JPT 日本語能力試驗未辦理。 

(十) 其他收入(推廣教育證明申請、試務費等) 

  110 學年截至目前收入 4 萬 8,440 元。 

  109 學年同期收入 4 萬 8,220 元。 

     【110 學年委訓、合作、補助課程截至目前人次 1,852 名，收入為 595 萬 2,357 元。】 

    【109 學年委訓、合作、補助課程同期人次 3,188 名，收入為 1,142 萬 3,8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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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北市政府建教合作課程 

110 學年截至目前人次 246 名；收入 108 萬 1,400 元。 

109 學年同期人次 190 名，收入 91 萬 9,400 元。 

------------------------------------------------------------------------------------------------------------------------ 

以上班別 

 110 學年目標收入 149,372,000 元， 

【截至目前人次 10,423 人，收入 3,804 萬 7,525 元，目標達成率約 25.47%】 

109 學年目標收入 179,024,040 元， 

【同期人次 17,290 人，收入 6,316 萬 5,885 元，目標達成率約 35.28%】 

 

 

 

  



110 

校牧室 
一月 

一、聖誕節期活動： 

（一）12/4 音樂系夏善慧老師舉辦「聖誕節將臨管風琴獨奏會」，近百位東吳師生及社

區鄉親欣賞聆聽； 

（二）12/8-12/10 一年一度「聖誕愛心義賣」，共募得 6 萬餘元，全數為「屏東沐恩之

家」奉獻，感謝全校師生熱情參與； 

（三）12/13 城團契慶生火鍋 20 人； 

（四）12/15 東吳團契聖誕晚會，共 35 位契友參與； 

（五）12/17 城區校園報佳音 18 人，聖誕晚會 38 人； 

（六）12/22 由林舉嫻老師指揮的東吳音樂系，及衛理女中合唱團，室內樂共同演出，邀

請董副校長、音樂系彭廣林主任、衛理女中周麗修校長及衛理女中校牧秋郁瑄傳

道讀經，黃寬裕校牧主禮，將近 250 位來賓共度平安溫馨的夜晚； 

（七）12/23 東吳團契及安素堂會友組隊，由黃校牧帶隊前往教職宿舍、男女生宿舍、社

區報佳音，傳遞耶穌已降生所帶來的好消息，共 19 位參加； 

（八）12/25 舉辦「聖誕感恩聚會」，邀請近年畢業契友回娘家，探訪城區校牧室新辦公

室，有契友已結婚生子，帶著孩子參加，倍感熱鬧溫馨，共 34 位參加。 

二、雙溪每週二中午教職團契，參加人數 12 位左右，目前閱讀路得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