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 99 學年度第 1次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99.12.22 

教務處…………………………………………………………………第  1 頁

學生事務處……………………………………………………………第  3 頁

總務處…………………………………………………………………第  6 頁

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第 13 頁

發展處…………………………………………………………………第 27 頁

人文社會學院…………………………………………………………第 29 頁

外語學院………………………………………………………………第 55 頁 

理學院…………………………………………………………………第 60 頁

法學院…………………………………………………………………第 75 頁

商學院…………………………………………………………………第 86 頁

祕書室…………………………………………………………………無 

人事室…………………………………………………………………第 102 頁

會計室…………………………………………………………………第 103 頁

圖書館…………………………………………………………………第 104 頁

教學資源中心…………………………………………………………第 107 頁

通識教育中心…………………………………………………………第 113 頁

電算中心………………………………………………………………第 118 頁

體育室…………………………………………………………………第 120 頁

軍訓室…………………………………………………………………第 124 頁

推廣部…………………………………………………………………第 126 頁

校牧室…………………………………………………………………無 

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第 128 頁

經費稽核委員會………………………………………………………第 132 頁

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第 133 頁

招生委員會……………………………………………………………第 135 頁

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無 
 



-------------------------------------------------------------------------------------------------------------------------------------------
東吳大學 99 學年度第 1 次(991222)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1 

教務處 
一、本學期學生人數統計（10/15）：學士班 11,693 人；碩士班 1,307 人；博士班 89 人；進修學

士班 1,586 人，碩士在職專班 1,230 人，合計 15,905 人。 

二、大一新生分發及甄選共計錄取 2715 人，註冊 2637 人，註冊率為 97.13％， 

若含僑外生及外加名額計 2890 人，註冊 2761 人，註冊率 95.54％。 

碩士班新生錄取 468 人，註冊 441 人，註冊率 94.23％。 

博士班新生錄取 18 人，註冊 16 人，註冊率 88.89％。 

進修學士班新生錄取 360 人，註冊 352 人，註冊率為 97.78％； 

碩士在職專班新生錄取 348 位，註冊 339 位，註冊率為 97.41％。 

三、學士班二年級轉學生錄取 164 人，註冊 150 人，註冊率 91.46％。 

學士班三年級轉學生錄取 101 人，註冊 90 人，註冊率 89.11％。 

進修學士班轉學生二年級錄取 32 位，註冊 32 位，註冊率為 100％； 

進修學士班轉學生三年級錄取人數 30 位，註冊 21 位，註冊率為 70％。 

四、99 學年度核准輔系 268 人（申請 456 人）、雙主修 194 人（申請 254 人）、跨領域學程 646

人（申請 779 人）。 

五、98 學年度第二學期學生申請退修 1科次計 1,107 人，申請退修 2科次計 331 人，合計辦理

退修申請總學生數 1,438 人；退修科目共計 665 科，退修比率 29.28％(學士班開課總科次

2,271 科)。 

六、98 學年度第二學期因學業因素退學人數：學士班 109 人；碩士班 4人；博士班 2人；進修

學士班 25 名。 

七、99 學年度考試分發入學核定招生名額 2241 名，回流名額 115 名（去年 107 名），合計公告

招生名額 2356 名（去年 2401 名）。 

八、除音樂、物理及微生物三學系外，100 學年度計有 19 學系參加繁星推薦、19 學系參加個人

申請（德文、化學、心理不辦理申請）。統計甄選入學招生名額共計 664 名，佔總招生名額

（2714 人）24.47%（去年 17.24%）；其中「繁星推薦」143 名，佔總招生比例 5.27%（去年

學校推薦 7.77%）；音樂學系「個人申請」招生名額 50 名，佔該學系招生總額 83.33%（同

去年）。 

九、海外僑生聯招會共分發本校學士班僑生 110 名（去年 106 名），註冊 67 名，註冊率 60.91％

（去年 75.47%）。另，申請本校碩士班僑生共 17 名（去年 20 名），學系審核後錄取 10 名（去

年 7名），經海外僑生聯招會依志願序分發 3名（同去年）。派外人員子女返國申請就讀本校

共申請 6名（去年 14 名），實際分發 0名（去年 1名）。 

十、99 學年度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名額共 161 名（去年 162 名），分別為：學士班 99 名（去年

98 名）、碩士班 57 名（去年 58 名）、博士班 5名（去年 6名）。合計有 47 人提出申請，6

月 18 日公告錄取名單，正取 30 名、備取 6名，錄取率 63.83%（去年總申請人數 29 名，錄取

18 名，錄取率 62.07%）。註冊人數：學士班 3人、碩士班 4人、博士班 1人，共 8人，註冊

率 26.67%（去年 55.56%）。 

十一、99 學年度學士班入學新生高中學歷，分別以新店高中、景美女中、中正高中、內湖高中、

永春高中為人數最多之前五名；而目前在校學生人數最多之前五名，則依序為景美、中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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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內湖、永春五所高中。至於大一學生戶籍所在地統計，以縣市區分，台北縣、市學生佔大

一學生人數百分比為 60.6％；其次為桃園縣，百分比 7.3％，第三為台中縣、市，百分比 5.5

％。總計北北基加桃園縣學生佔大一新生比例為 69.7％（去年為 68.7%）。 

十二、100 招生學年度各項考試日期排定如下：大考中心「學科能力測驗」於 100 年 1 月 27、

28 日（週四、五）舉行。「聯合術科考試（音樂組）」於 2月 15 日至 19 日（週二至週六）

舉行。「指定科目考試」於 7月 1日至 3日舉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於 4月 2、

3日（週六、日－音樂系 4月 2日）分兩校區舉行。碩士班甄試於今年 12 月 4 日（週六）

舉行。碩士班筆試於 100 年 3 月 12 日（週六）分兩校區一天舉行。碩士在職專班筆試於 3

月 20 日（週日）集中城中校區舉行。博士班招生考試訂於 5月 29、30 日（週日、一）分兩

校區舉行。日夜學制轉學生及進修學士班新生招生考試合併於 7月 17 日（週日）集中城中

校區舉行。各項考試日期業已函送各學院系及行政單位，請預為籌劃。 

十三、本學期面臨之選課系統擁塞問題，電算中心、註冊組及綜教組研議現階段因應措施，檢討

會議紀錄經教務長核示，99 學年度第 2學期起，各階段選課改為批次作業，除依院系別分流

登記選課外，全校性加退選階段將採分年級進行登記選課，各階段登記後所需執行時間，將請

電算中心修訂程式，測試後再議。 

至於檢核條件之檢視，已與日文系開會討論檢核設定及課程安排，後續將與其他學系討論，除

各學系檢核項目外，學生上網選課需檢查的一般檢核及體育檢核亦將與電算中心再議簡化及檢

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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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一、 教育部為獎勵推動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表現卓越且成效卓著之公私立各級學校及人員，

特設立友善校園獎。本處 99 年度參與教育部 98 年度友善校園獎項評選榮獲大專校院績

優學校（全國共 7所）；生涯發展中心游艷麗主任榮獲大專校院優秀輔導人員（全國共

20 名）。 

二、 心理諮商中心榮獲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99 年度輔導工作績優學校肯定。 

三、 新生第一哩進學輔導活動已於9/6~9/10順利完成，五天活動中平均新生每日出席達1960

人，整體活動平均有效讀卡出席率達 72%。「學習促進」、「資源瞭解」、「生涯規劃」…

等六類課程活動整體滿意度平均 4分(5 分量表)，同時相當多數同學透過質性文字回饋，

肯定活動對其幫助及表達對學校、老師及學長姐的感謝。新生家長座談會部分，兩校區

場次共 406 人參與，整體滿意度為 4.3 分(5 分量表)。感謝各學系、軍訓室、教務處、

總務處等相關單位共同完成此次重大使命。 

四、 本(99)學期各項安定就學措施提供之經濟協助措施辦理情形如下：(1)學雜費暨住宿費分

期付款：共 19 人申請學雜費/住宿費分期付款；(2)就學貸款：共 2857 名同學申請，申

請資料已送財稅中心審核家庭年收入；(3)教育部失業家庭子女就學補助：共 4人完成申

請繳件；(4)弱勢助學金：至 11/11 共 762 名申請，獲教育部核准通過者，助學金將由其

第 2學期學雜費中扣除。 

五、 本(99)學年度獲校內工讀分配學生共計 635 名。其中，大一新生共 162 名(佔全體 25%)，

大二以上共 473 名(佔全體 75%)，其中屬於弱勢學生優先獲分配者共 318 名(佔全體

50%)。目前全校尚有 486 名學生等候遞補工讀。 

六、 為弘揚儒家「尊師」傳統美德，在教師節前夕辦理別出心裁的「種稻」體驗活動，藉此

也讓東吳師生關係更為凝聚。本活動於 9/24 中午在望星廣場舉辦，另今年有台南大學等

11 所大專校院響應，共同弘揚尊師重道之美。 

七、 本校與願景青年基金會合作成立 100 年寒假菲律賓生態國際志工隊，服務時間為

100/1/19 至 100/1/29（共計 11 天），計有社會三邱柏璁等 5名同學擔任服務員。另，

基層文化服務團以自行組隊方式組成柬埔寨飛夢國際志工隊，服務時間為 100/1/21 至

100/1/30（共計 10 天），計有社工三許雲雁等 8名同學擔任服務員。 

八、 原住民連心社繼去年第一次進行八八水災原鄉服務隊後，預計於 100/1/24 至 100/1/29

前往服務屏東縣潮州鄉忠誠營區，目前仍有來義鄉、泰武鄉百位居民暫居於此。本支隊

伍由隊長社工四陳昭君同學帶領 15 名同學前往服務。 

九、 2010 台北國際花卉博覽會活動，本校共計 124 位同學參與志工服務工作；另藝文演出共

計有 4個社團錄取，表演社團與時間分別為：親善民族爵士舞團（100/1/27、29、30、

31），日本茶道社（100/2/23），東吳吉他社（100/3/25），蘇州國術社（100/1/2）。 

十、 9/7、8 日辦理新生體檢，校內約 4000 人受檢，已完成報告發放。兩校區辦理新生體檢

報告說明會，說明會由醫師進行說明與解答，開放家長參加，共 91 人參加。針對體檢報

告異常者提供Ｂ型肝炎帶原、肝、腎功能異常、膽固醇等項目免費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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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健康促進活動：1.胸部 X光篩檢活動：9/28 於雙溪校區辦理 1場，共 29 人參加，全

數無異常。2.性教育講座：加強學生正確的性知識，10/14 在雙溪校區辦理 1場，共

73 人參加。3.「少年ㄟ，安啦！」事故傷害防制趣味闖關活動：10/21 在城中校區辦

理 1場，共 116 人參加。4.保健義工訓練：於 10/30 辦理，共 35 人參加。5.健康週活

動：於 11/29-12/12 兩校區同步辦理，含急救訓練（12/04）、專題演講〈運動傷害處

理 DIY〉2 場（12/02、07）、掛圖展示及量血壓、測體脂四項主要活動。 

十二、11/01 於望星廣場辦理「健康減碳樂生活，東吳師生 1起來」宣誓活動，活動內容包

含師生連署、趣味闖關、海報展示及有獎徵答等項目，師生參加非常踴躍，約兩百餘

人到場，回收問卷 208 份。98.1%參與者，認同學校提倡健康低碳與蔬食活動的努力，

99.1%的參與者願意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本活動中倡導的各種環保方法，包含多吃當地、

當季蔬食，少吃紅肉等，活動整體滿意度為 4.57 分（5分量表）。 

十三、11/15-11/26 與全校 23 學系合作大一「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53 場次，協助學生瞭解

自我之「生活、時間管理、生涯、學習、家庭、人際、感情、情緒、精神、生理」等

10 困擾面向；另搭配「台灣人憂鬱量表」，進一步掌握學生憂鬱困擾狀態。篩檢出高

困擾個案後，系諮商師將第一步進行覆檢面談、關懷追蹤與瞭解；大一導師會議自

99/12/20-100/1/11 與各學系合作辦理，彙整施測結果提供學系輔導參考運用。 

十四、本學期共編聘 354 位主任導師、導師，28 位種子導師(德文系除外)。導師費部分，除

學士班導師依照導生人數發給每位學生每學期 200 元津貼，本學期開始，已簽請校長

核定，發給碩士班一年級導師津貼每位學生每學期 200 元，碩專班、博士班等班級仍

維持現狀不發導師費，預計於 12/3 前請出納組協助匯款至各導師帳戶。本學期開始推

行「守護之星導師輔導研習」計畫，課程涵蓋「學生適應與生涯輔導」、「策略態度

與學習輔導」、「人際議題與生活輔導」、「適應困難與身心輔導」、「情感議題與

性別輔導」、「危機辨識與自殺處遇」等六大主題，課程每 2年循環一次，提供教師

有系統的參與及學習。 

十五、本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共 78 人，其中外雙溪 46 人、城中 32 人，依障礙類別分為：肢

障 29 人、多重障礙 2人、自閉症 5人、罕疾 2人、身體病弱 8人、重器障 8人、視障

2人、頑性癲癇 1人、精障 15 人、語障 2人、聽障 3人、學障 1人。已完成學生需求

調查及個案輔導。 

十六、本學期首次舉辦「業師諮詢」活動，主題包含人力資源、銀行行員、企畫、業務、出

版、翻譯、行銷公關、精品等，邀請業界資深工作者（校友）提供學生個別諮詢，共

計安排 75 個鐘點，活動將進行至 12/20。亦首次舉辦「研究所推甄資料諮詢」，提供

學生推甄資料的指導與建議，共有 15 位同學前來諮詢。 

十七、教育部方案 1-1「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計畫」第一階段計畫已於 9月 30 日結束，

教育部核定本校 344 個名額，共有 133 名校友留用。第二階段自 99 年 9 月 1 日至 100

年 5 月 31 日，教育部核定 308 名，已有 341 名校友申請本方案，依教育部規定進行「媒

合狀況調查」，統計求職狀況及詢問校友需求。另 11/12（五）假城中校區舉辦「企

業媒合活動暨求職技巧講座」，共有 48 名校友參加，14 家廠商設攤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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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99 學年新生床位分配，本學年由於申請人數眾多，男生僅獲分配至彰化地區，台中地

區抽籤；女生則分配至新竹及宜蘭（含）以南地區，桃園地區抽籤，配宿率為 77.81

％。 

設籍台北縣市以外大一新鮮人數 申請宿舍人數 獲分配住宿人數及比例 

1307 

1253 人 

（男 482，女 771）

975（77.81％） 

男 295（61.2％），女 680（88.20％） 

新生未獲床位者，如願等待床位者，經學生住宿組陸續候補，目前新生已全數滿足，

現階段進行舊生候補作業中。 

十九、為協助未獲床位分配之大一及轉學新生尋找安全合適之租賃處，學生住宿組招募彰化

以北地區校友會與轉聯會等社團成員成立「寄居蟹服務隊」，於開學前陪同新生帶看

尋屋與簽約事宜，滿意度為 4.2 分（5分量表）；另日前已經總務處同意，將雙溪校

區 47 號、47-1 號空間提供學生住宿組規劃做為學生宿舍使用，相關建物整修及內部

設備需求添購事宜，現正著手進行中。 

二十、學生宿舍現階段由以往多元教育方案逐漸調整增加服務學習方案比重，讓學生可以有

更多機會『做中學』、『學中做』。本學期除了擴大推動宿舍環境服務學習教育「小

小螢火蟲，閃亮發光體－環境認養活動」期引導學生對於宿舍及校園環境關心與重視，

並進行心得分享及帶領伙伴反思，從中得到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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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事務組： 

一、自 99 年 7 月 1 日至 99 年 11 月 25 日完成事項：  

（一）辦理各類採購案件共 551 件，總金額 46,788,614 元。 

（二）辦理電話及視聽校內自力修繕案共計完成 161 件。 

（三）支援各單位搬運物品及佈置場地計有 79 項，派出工友共計 388 人次。 

（四）完成外雙溪校園（含學生宿舍）消毒作業 11 次。 

（五）為改善雙語校園環境，將逐年換新標示牌、指示牌、路標、校園平面圖為中

英文雙語牌，本學年已完成兩校區辦公室標示牌 105 面。第一、二教研及學

生宿舍標示牌面 6面，校區平面示意圖 5面,路標 7面。 

（六）為增加校園安全增設監控系統，外雙溪校園增設監控主機 2台，攝影機 16 支，

城中校區增設監控主機 1台，攝影機 17 支。 

（七）10 月 30 日勞工安全衛生檢查處檢查實驗室安全。 

（八）配合市府工務局會勘臨溪路人行道欄杆基座破損部份，工務局將於 12 月招商

檢修。 

（九）11 月 9 日通知各單位，新修改之採購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開始施行。 

（十）配合 12 月 2 日、3日校務自評整理校園環境，圖書館天橋及樓梯邊懸吊式花

盆，花卉全部換新，人行道及樓梯瓷磚路面進行清除青苔工作。 

二、本學期預定完成工作項目： 

（一）配合體育室辦理國際馬拉松比賽。 

（二）辦理電算中心電子化校園建置採購案各階段驗收。 

（三）外雙溪校區部份樹木感染褐根病將進行防治。 

（四）本學期計有小吃 3家、美髮店、書局、餐廳（兩校區）等承商合約到期，將

於暑假辦理招商。 

營繕組： 

一、自九十九年五月迄今已完成較重要之營繕工程計 13 件，摘述如下： 

（一）戴蓀堂、榕華樓、楓雅樓耐震補強工程。 

（工程款 505 萬 1617 元） 

（二）城區污水下水道管線連接工程。 

（工程款 302 萬 37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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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溪校區校園美化整體規劃委託設計。 

（委託款 280 萬元） 

（四）雙溪校區圖書館增建電梯工程。 

（工程款 1074 萬元） 

（五）圖書館 5A、6A 空調改善工程。 

（工程款 115 萬 2230 元） 

（六）99 學年無障礙校園環境改善工程。 

（工程款 71 萬 5000 元） 

（七）城中校區餐廳及廚房整修工程。 

（工程款 412 萬 5000 元） 

（八）光道廳及 35～42 號宿舍屋頂防水工程。 

（工程款 141 萬元） 

（九）綜合大樓等防水隔熱工程。 

（工程款 550 萬元） 

（十）超庸館消防及給水管線更新工程。 

（工程款 114 萬 9000 元） 

（十一）寵惠堂等燈具更新工程。 

（工程款 446 萬 6800 元） 

（十二）圖書館 2A、3A 空調改善工程。 

（工程款 133 萬元） 

（十三）27、45、71 號招待所整修工程。 

（工程款 93 萬 3000 元） 

二、一般行政作業： 

（一）撰寫本組「內部控制」相關資料。 

（二）撰寫本組「校務評鑑」相關資料。 

（三）撰寫本組「性別平等教育訪視」相關資料。 

（四）撰寫本組「校園環境與安全管理訪視」相關資料。 

（五）完成本組「98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單位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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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完成「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有關校舍節能減碳

子計畫之彙整填報。 

保管組： 

一、98 學年度的畢業典禮，本組本於業務權責，積極參與支援協助： 

（一）兩校區共受理租借學位服約 2300 套，典禮當天，為提供畢業生行事便利，並

於會場附近定點設置服務台，現場辦理租借。 

（二）負責安排兩天各學院出席典禮的師長，學位服的換穿及場次之間的等候休息。 

（三）典禮結束當天，學生於排隊等候辦理歸還學位服手續時，本組特別安置兩台

工業電扇驅熱，並免費提供杯水解渴。 

   所有老師、家長或學生，對於上述的服務，皆持肯定態度。 

二、「東吳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於 6月 21 日經校長核定通過（如附件），

委員會亦同時正式成立。 

委員會成立後，已於 8月 26 日及 9月 15 日兩度召開會議，討論兩校區空間規劃與

利用的相關議題，運作順利，功效符合預期。 

三、6月 23 日完成內控作業項目的撰寫，除了原有的標準作業流程，重新檢討改善

外，又增加「不動產之購置、處分、設定負擔或出租」的作業流程，使得財產

管理的業務內容更臻完備。 

四、7月 15 日完成校務評鍵中「學校整體空間規劃與分配之作法」項目的效標撰寫。 

五、兩校區的年度財產盤點，經過審慎的初盤、複盤作業，耗時一個半月，於 7 月

23 日完成。計盤盈 8項，無盤虧項目。 

六、9月 16 日，會計師來校進行年度帳務查核，為期一個月，本組配合提供所有財

產相關的細目資料，並陪同會計師抽盤設備，查核結果，對本組所負責的固定

資產項目，會計師有建議事項，但無重大違失。 

七、有三戶有眷教職員宿舍的住戶先後遷出，總務處決定收回改為招待所，今年編

列預算，於暑假開始整修裝潢，已於 11 月初陸續完工驗收，正式加入運作；

對日益不敷周轉的招待所數量，助益甚鉅，也對於學校日趨頻繁的學術交流活

動，提供有力的支援。 

【附件】 

東吳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99 年 6 月 21 日校長核定通過 

第 一 條    為妥善規劃分配及管理本校空間，特設置「東吳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由總務長擔任召集人，教務處課務組、總務處營繕組、城區管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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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組組長為委員。 

第 三 條    本校現有空間，若有規劃分配之需求時，由召集人召開委員會議，開會時得請

校內相關人員列席，共同協商，並將協商結果，陳請校長裁示。 

若有新建、新購或現有空間進行重大規劃與分配時，得邀請校長主持本委員會，

並得擴大邀集相關人員出席，共同研商。 

第 四 條    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校現有空間分配及管理之研議。 

二、本校因新建、新購或現有空間進行重大規劃之研議。 

三、其他與空間分配及管理相關之議題討論。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文書組： 

一、本學期自 99 年 8 月 1 日至 99 年 11 月 30 日止，共計收文 4,015 件，其中紙本

收文為 730 件，電子收文 3,285 件，電子收文比率約為 81.8%；發文共計 1,100

件，其中紙本發文（不適用電子交換者）587 件，電子發文 513 件；電子發文

比率約為 46.6%（可電子交換比率則為 100%）。 

二、本學期自 99 年 8 月 1 日至 99 年 11 月 30 日止，寄送各類郵件共 24,384 件（計

平信 1,995 件、限時 316 件、掛號 1,163 件、限時掛號 379 件、航空 35 件、

印刷 18,914 件、其他 1,582 件），共支用郵資新台幣 25 萬 5,638 元整。 

三、本學期自 99 年 8 月 1 日至 99 年 11 月 30 日止，全校性歸檔案件共計 6,255 件

（8月份—1,112 件；9月份—1,593 件；10 月份—1,915 件；11 月份—1,635

件）。 

四、為因應本校組織規程修改，將本校校名由「私立東吳大學」修改為「東吳大學」，

於 99 年 9 月 30 日函請教育部頒發新校印及校長職章，教育部於 10 月 27 日將

新印信送達。新印信自 11 月 3 日正式啟用，舊印信亦於同日截角廢止。 

出納組： 

ㄧ、99 學年度第 1學期銀行代收之學雜費已完成入帳程序，配合薪資及廠商貨款撥

付，規劃短期定期存款。 

二、依 99 年 11 月 30 日之結存日報表分析顯示：目前本校資金配置為銀行存款

94.71%(其中定期存款佔銀行存款 88.11%)、證券投資 3.15%以及政府公債

2.15%。 

城區管理組： 

一、自 99 年 5 月 1 日至 99 年 11 月 20 日止，辦理完成例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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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區汽車停車場，累計進入停放車輛次數共 22,641 車次。 

（二）城區夜間出納業務，代收款項金額共計 2,028,618 元。 

（三）城區財產共增加 1,082 件、總金額 15,353,445 元，減損件數 1,363 件總金額

12,551,477 元。 

（四）辦理各類修繕案 112 件及採購案 311 件，總金額為 13,579,421 元，校內自力

修繕案共計完成 133 件。 

（五）寄送各單位交寄各類郵件共 4,647 件，郵資金額為 38,856 元。 

（六）辦理支援各單位借用城區各會議室場地 566 場次，收繳場地費用 69,800 元。 

（七）共維修水電設施 640 件、冷氣空調設施 59 件、電信設施 38 件，視聽教學設

施 421 件，教室器材借用 151 人次，會議廳器材使用維護 159 場次。 

（八）各項消耗品、文具用品領用登記作業發放共 502 單件、電腦耗材領用登記作

業發放共 103 單件、清潔用品登記作業發放共 138 單件及各單位紀念品領用

發放共 29 單件。 

（九）辦理支援各單位申請公差勤務 61 件。 

二、自 99 年 5 月 1 日迄今，辦理完成修繕工程及相關作業： 

（一）城區餐廳整修工程（99.10.21 完成）。 

（二）城區會計室及總務處出納組、城區管理組辦公室空間調整整修工程（99.8.24

完成）。 

（三）電算中心 2219 電腦教室高架地板鋪設工程（99.8.8 完成）。 

（四）財精系、德文系碩士班教室單槍投影機加裝工程（99.7.20 完成）。 

（五）城中校區籃球場蒙多地面整修工程（99.11.11 完成）。 

（六）城中校區體育室教師研究室隔間工程（99.8.24 完成）。 

（七）會計室辦公室整修重新配置電源插座、電話及網路線等工程（99.8.25 完成）。 

（八）購置更新 3組資源回收架及資源回收桶 20 個，改善校園資源回收設備

（99.10.14 完成）。 

（九）城區各大樓路燈、庭園及草皮燈具等裝設自動點滅器工程（99.10.22 完成）。 

（十）資管系電腦教室冷氣機更新工程（99.7.24 完成）。 

（十一）第三、四大樓共計 29 盞緊急照明燈更換為節能 LED 燈具工程（99.9.24 完

成）。 

（十二）第五、六大樓全棟樓廁所洗手檯水龍頭汰換節水龍頭工程（99.9.24 完成）。 

（十三）電算中心 2219 電腦教室網路工程（99.8.8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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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心理諮商中心城區資源教室空間調整整修工程（99.8.24 完成）。 

（十五）崇基樓 3及 7樓屋頂平台女兒牆整修工程（99.10.3 完成）。 

（十六）城區餐廳冷氣機更新工程（99.8.15 完成）。 

（十七）電算中心緊急發電機組增設工程（99.6.28 完成）。 

（十八）城區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99.8.12 完成）。 

（十九）城區各大樓共 100 具滅火器重新加壓換藥及第五大樓共 20 盞緊急照明燈汰

換工程（99.9.28 完成）。 

三、目前正進行中及預定於本學年度辦理之重要工作： 

（一）崇基樓中央系統冷氣主機汰換工程。  

（二）鑄秋大樓教師研究室共 80 台冷氣送風機清洗保養工程。 

（三）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內地毯及排椅更新。 

（四）城區汽、機車停車場車道截水溝格柵溝蓋加鋪不銹鋼網。 

（五）崇基及第五大樓西側巷道裝設夜間照明 LED 燈具工程。 

（六）崇基及鑄秋大樓教室及辦公室冷氣三速開關汰舊換新工程。 

（七）城區機車停車場防水工程。 

（八）第五大樓女廁加裝置物板工程。 

（九）鑄秋大樓中央系統空調主機冷凝器藥洗工程。 

環安組： 

一、自 99 年 09 月 28 日迄今辦理完成例行業務 

（一）建制環境安全衛生管理組籌備處辦公室及網頁。 

（二）參加勞檢處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觀摩會」、教育部「溫室氣體盤查導入

課程」、教育部「99 年大專院校環安衛主管研習會」、教育部「毒性化學物

質申報說明會」、教育部「事業廢棄物清除教育訓練」、環保署「毒性化學

物質申報說明會」六場校外教育訓練。 

（三）辦理「化學品管理評台作業」、「私人事業綠色採購」二場校內教育訓練。 

（四）辦理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99 學年度第一次會議。 

（五）修訂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六）辦理環境安全衛生自我評鑑前置作業。 

（七）配合營繕組修訂能源管理改善規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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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定本學年度辦理之重要工作 

（一）辦理 100 年校務評鑑環安評鑑。 

（二）辦理安全衛生、綠色採購、校園安全等教育訓練。 

（三）規劃溫室氣體減量計畫書。 

（四）辦理實驗室工作人員體檢。 

（五）辦理毒性化學物質核可執照更換。 

（六）推動化學品管理評台作業。 

（七）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 

（八）辦理實驗室緊急應變器材整備。 

（九）推廣校園節能減碳。 

（十）更新消防安全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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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 
【研究事務組】 

一、99 學年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本校共計提出 143 件計畫申請案，共核定 82 件，未通

過 61 件，通過率為 57.3%（98 學年為 51%），原已核定多年期計畫將於 99 學年度執行第

二或第三年計畫計有 21 件，另核定乙件國家型計畫第三年計畫、二件數位國家型科技計

畫、二件跨領域第三年計畫、乙件整合型跨領域子計畫、乙件推動規劃計畫、乙件產學

合作計畫、乙件圖書計畫及乙件節能減碳計畫，3件新進教師隨到隨審計畫，另有 6件

外校轉入之計畫及 1件計畫轉出，乙件計畫因主持人出任公職，延至 100 學年開始執行，

總計目前執行國科會之計畫計 121 件（98 學年同期為 95 件）。 

二、國科會補助 99 年度私立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申請案至 99 年 2 月 26 日截止，

是項私立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為三年期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每一整合型研

究計畫須含總計畫與三件以上子計畫，總計畫主持人須同時主持一件子計畫。每校至多

申請二件，須排列優先順序，並須提供總需求經費百分之二十配合款。經研究事務長召

集五院院長決議，是項計畫以學院為單位負責整合，針對學院研發特色整合計畫案，並

進行簡報，確認本校之申請案內容為商學院之「企業風險管理—IT 產業研究」案，並於

99 年 2 月 26 日將申請案親送國科會。是項計畫於 99 年 7 月底獲國科會補助二年經費共

計新台幣 5,561,000 元整，依國科會規定第一年經費須提供配合款至少新台幣 728,500

元整，且須優先支應於業務費、研究設備費及國外差旅費，由研務處統籌經常門 2-20-4-1

教-教學與學術發展費（核定編號：A099000223）預算支應新台幣 728,500 元整。 

三、國科會補助 100 年度私立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申請案自即日起接受申請，至

99 年 12 月 31 日下午 6時截止，是項私立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為三年期單一

整合型研究計畫，每一整合型研究計畫須含總計畫與三件以上子計畫，總計畫主人須同

時主持一件子計畫。每校至多申請二件，須排列優先順序，並須提供總需求經費百分之

二十配合款。依例由各學院負責規劃，並將於 99 年 12 月 16 日（週四）請總計畫主持人

進行計畫簡報，據以審核後，再送業務會報決定各計畫申請案之優先順序。 

四、國科會 99 年先導型產學合作計畫，本校微生物系宋宏紅教授與實創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合作之「超產重組蝦抗脂多醣因子暨設計人為廣效性之抗微生物胜肽的開發」計

畫案，獲國科會補助新台幣 100 萬元整，另核定企業配合款新台幣 44 萬 8,714 元。 

五、因應國科會 99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本校擬訂「東吳大學學術

研究優秀人才獎勵辦法」業經業務會報及行政會議通過，各學院之推薦案經本校 99 學年

度學術研究委員會第一次會議（99 年 9 月 21 日）審議，本校共計推薦 30 位教師，申請

補助新台幣 300 萬元整之獎勵經費，申請書乙式 6份已於 99 年 9 月 27 日截止日親送至

國科會。 

六、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9 年度「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本校教師指導之計畫由

23 位同學提出申請，共計有數學系簡茂丁教授、微生物系宋宏紅教授、劉佩珊教授、心

理系邱耀初副教授、法律系林三欽教授、程明修副教授、林利芝助理教授及資管系柯淑

津副教授等 8位教師指導之 9位同學獲得補助。 

七、教育部顧問室「99 年度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計畫」各項計畫申請案，本校獲教育部通

過補助 8件申請案，補助總經費為新台幣 2,868,217 元整。 

八、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 100 年度第 1期「大陸地區專業人士來臺講學及研究」補助案，本

校計有哲學系、會計系及企管系提出五位大陸學者來臺講學及研究申請案，刻正審查中。 

九、99 學年度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邱永和教授（召集人）、李賢中教授、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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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榮教授、陳淑娟教授、王志傑教授、邱耀初副教授、劉宗榮教授、林三欽教授、曹添旺

教授及蘇裕惠教授；並於 99 年 9 月 21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一次會議，審議國科會 99 年度

「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之推薦教師名單。復於 99 年 11 月 12 日召開第二次

會議，審議 99 學年度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助」、「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胡

筆江先生紀念專款」、「東吳大學之友基金會捐贈基金學術獎助」之申請案。 

十、99 學年度「端木鑄秋法學研究基金審議小組」委員名單如下：邱永和教授（召集人）、

楊奕華院長、鄭冠宇主任、林誠二教授、鄧衍森教授及李貴英教授。 

十一、98 學年度除專題研究計畫已核定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案外，本校專案獲國科會補

助（自 98 年 8 月 1 日至 99 年 7 月 31 日止）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之教師及研究生計有：社

工系趙碧華副教授、英文系戴雅雯教授、孫克強副教授、葉卓爾副教授、日文系賴錦雀教

授、李翠芳講師、化學系林淑玲博士後研究員、會計系吳幸蓁助理教授、企管系吳吉政助

理教授、財精系周彥廷碩士班研究生及資管系楊欣哲教授。99 學年度本校獲國科會補助

（自 99 年 9 月 1 日至 99 年 11 月 24 日止）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之教師計有：歷史系黃兆強

教授、社會系張家銘教授及英文系龔營助理教授。 

十二、98 學年度（自 98 年 8 月 1 日至 99 年 7 月 31 日止）本校各學術單位延攬優秀學術人才

蒞校講學情形如下：學術交流基金會獎助之傅爾布萊特美國客座教授 Dr. Malika 

Richards 至國貿系擔任訪問學者，中文系邀請大陸浙江大學許建平教授、蘇州大學汪

衛東教授及復旦大學吳兆路教授來台講學，並獲國科會補助；歷史系邀請大陸首都師

範大學李華瑞教授來台講學，並獲國科會補助；哲學系邀請大陸中國社會科學院馮時

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劉昌元教授來台講學，並獲國科會補助；哲學系邀請澳大利亞

Frank-Cameron-Jackson 教授來台短期演講，並獲國科會補助；社會系邀請日本石川晃

弘教授來台講學，並獲國科會補助；英文系邀請美國 Dr. Elliott J. Witney 校長來

台短期演講，並獲教育部補助；德文系邀請德國 Norbert—Konegen、Gerhard—Plumpe、

Anja—Mihr 及奧地利 Wynfrid--Kriegleder 教授來台短期演講，並獲國科會補助；企

管系邀請瑞典 Susanne Hertz 教授來台短期演講，並獲國科會補助；法律系邀請武漢

大學張慶麟教授來台講學，並獲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補助；企管系邀請南開大學崔勛

及山東大學張雷教授來台講學，並獲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補助；資管系邀請美國

Hsinchun--Chen 教授來台短期演講，並獲國科會補助。99 學年度（自 99 年 8 月 1 日

至 99 年 11 月 24 日止）中文系邀請復旦大學鄔國平教授來台講學，並獲國科會補助；

歷史系邀請大陸中國社會科學院定宜庄教授及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來台講學，並獲國

科會補助；哲學系邀請香港科技大學莊錦章教授來台講學，並獲國科會補助；哲學系

邀請清華大學王路教授來台講學，並獲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補助；法律系邀請集美大

學高波教授來台講學，並獲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補助。 

十三、98 學年度各學術單位獲校外單位（自 98 年 8 月 1 日至 99 年 7 月 31 日止，包括：教育

部、外交部、內政部、陸委會、國科會等）補助之研討會計有：中文系「中國古典文

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二十一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哲學系「哲學、符

號與敘事國際工作坊」、政治系「轉變中的行政與立法關係」學術研討會、英文系「第

十七屆全國英美文學學術研討會：感官與文學」、日文系「2009 年日語教學國際會議」、

德文系「2010 年第八屆德語文學暨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全球化之下的寬容與正

義」、法學院「海峽兩岸法學交流 20 周年紀念研討會」、商學院「2010 兩岸產業效率與

產業發展研討會」、國貿系「企業社會責任競爭力論壇」等 9案。99 學年度各學術單位

獲校外單位（自 99 年 8 月 1 日至 99 年 10 月 25 日止，包括：內政部、外交部、行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新聞局、財團法人

臺灣民主基金會、國科會等）補助之研討會計有：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人權理念的

傳播與實踐國際研討會」、政治系「2010 台灣政治學會年會暨『重新思考國家：五都之

後，百年前夕！』學術研討會」、法學院「2010 年第 8 屆海峽兩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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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系「各國行政法院對環境影響評估事件審查密度研討會」等 4案。 

十四、依據本校「研究計畫暨建教合作輔導辦法」第六條第三項：「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管理

費之 15%作為各執行單位之辦公費，管理費之 10%作為計畫主持人之獎勵金;國科會專

題研究計畫以外之計畫案管理費 35%作為計畫主持人之獎勵金，10%作為各執行學系之

辦公費、5%作為各執行學院之辦公費。」，辦理 97 學年第四梯次及 98 學年度第二梯次

研究計畫管理費獎勵金撥付相關事宜，主持人得自訂額度並申請將獎勵金作為執行計

畫辦公費，管理費獎勵金已於於 99 年 9 月 10 日撥入相關帳戶。 

十五、公告 99 學年度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助」、「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胡筆

江先生紀念專款」、「東吳大學之友基金會捐贈基金學術獎助」等申請事宜，99 學年度

申請時間為 99 年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十六、戴氏基金會 96、97 學年分別捐助本校美金 3萬 5,000 元整，98 學年則捐助美金 5萬元

整提供教師交換研究之補助，截至 99 年 10 月 25 日已補助 27 位教師之申請案。。 

十七、98 學年度獲校外單位委託辦理之計畫（自 98 年 8 月 1 日至 99 年 7 月 31 日止，包括：

財團法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教育部、桃園縣政府、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

研究院、農委會、勞委會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行政院衛生署、

經濟部貿易調查委員會、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內政部、司法院、行政院衛

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經建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國

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華剛茶業有限公司、台灣永德福汽車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維

京群島商永德福汽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全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定興

科技有限公司、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等）計有 32 件，委託總經費為新台

幣 35,438,325 元整。 

十八、國科會會計室於 99 年 11 月 5 日赴本校查核憑證，本次查核之憑證計有計有中文系陳

恆嵩副教授、政治系黃秀端教授、日文系阮文雅助理教授、微生物系宋宏紅教授及經

濟系謝智源助理教授等人執行之計畫，並依國科會會計室要求補充相關資料。 

 

【國際合作組】 

一、99 年 5 至 11 月簽訂之合作協議： 

日 期 協議學校 內    容 

06.16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學生交流協議 

11.09 波蘭華沙人文大學 學術交流協議 

12.06 大陸地區中山大學 學生交流協議 

二、99 年 5 至 11 月「國際學術交流活動費」，共計 7案獲得補助：  

日 期 單 位 內    容 

08.30-09.0

5 
數學系 

數學系邀請美國南加州大學航太機械工程系 Firdaus E. 

Udwadia 教授蒞校短期講學，發表學術演講，交換數學應用與

工程相關研究心得。 

10.17-10.2 哲學系 哲學系米建國主任代表學系赴中國大陸，和蘇州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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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復旦大學哲學學院進行兩岸及國際學術交流活動。 

10.20-11.0

8 

政治系邀請大陸地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陳先才蒞校學術交流及訪問。 

10.27-10.3

1 

政治系 
政治系邀請美國德州大學政治系 Harold D. Clarke 教授蒞校

舉辦專題演講。 

11.11-11.1

7 
企管系 企管系阮金祥老師、胡凱傑老師赴大陸地區浙江大學參訪。 

12.03-12.1

0 

人權 

學程 

人權學程邀請加拿大英屬哥倫比亞榮譽教授 Bill Black 蒞校

參與「人權風‧瘋人權：人權理念的傳播與落實」國際研討會

及擔任國際迷你課程講師。 

12.04-12.0

5 
政治系 

政治系邀請北海道大學 Yamaguchi Jiro 教授、東京大學綜合

文化科Kawashima Shin副教授參與2010台灣政治學會年會暨

「重新思考國家：五都之後，百年前夕！」學術研討會、蒞校

學術交流並發表論文。 

三、99 年 5 至 11 月「學術交流基金」，共計 2案獲得補助： 

日 期 單 位 內    容 

06.26-06.2

7 
體育室 

體育室教練、球員及領隊 7人參與「兩岸知名高校乒乓球邀請

賽」、「兩岸知名高校人才交流合作論壇」。 

07.30-08.0

6 
物理系 

物理系劉源俊老師、任慶運老師、蕭先雄老師、陳秋民老師赴

大陸地區參加「2010 年兩岸三地高等學校物理教育學術研討

會」。 

四、辦理學生獎補助事項： 

（一）98 年度教育部鼓勵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名單： 

編號 年級 姓名 交換學校 補助經費 

1 日進四 葉品坊 日本同志社大學 10 萬 

2 日碩二 林育民 日本新瀉大學 10 萬 

3 德二 張維方 德國明斯特大學 12 萬 

4 貿碩三 郭子瑋 瑞典苑學品大學 12 萬 

5 企四 B 鄭珺方 澳洲邦德大學 12 萬 

6 企延 高曉柔 德國明斯特大學 12 萬 

7 企碩二 王栩翎 法國里爾大學 IESEG 管理學院 12 萬 

8 企碩二 林婷英 美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 12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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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企碩二 徐嘉謙 美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 12 萬 

10 企碩二 陳睦仁 美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 12 萬 

11 企碩二 顏佑倫 瑞典苑學品大學 12 萬 

12 企碩三 雷渝鈞 法國里爾大學 IESEG 管理學院 12 萬 

13 企碩三 鍾子韶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12 萬 

14 企碩二 徐嘉謙 美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 12 萬 

（二）98 學年度教學卓越赴國外研習計畫名單如下： 

第四期 

編號 系級 姓名 編號 系級 姓名 編號 系級 姓名 

1 中三 A 吳俐伶 22 法四 B 劉玳如 43 大陸碩二 宋志鴻 

2 中三 C 蔡修竹 23 法碩一 袁崇耀 44 大陸碩二 魏大千 

3 中碩二 于千喬 24 法碩二 鄭宇衡 45 大陸碩二 田佩玉 

4 工碩一 蔡宗翰 25 法碩二 鍾旻珊 46 大陸碩二 李進晃 

5 工碩一 余亭儀 26 大陸碩二 徐佩君 47 大陸碩二 黃貞季 

6 工碩一 林依青 27 大陸碩二 郭學廉 48 大陸碩三 張毓庭 

7 
人權學程 

二年級 
王顥翰 28 大陸碩二 蔡士源 49 大陸碩三 邱欣慧 

8 
人權學程 

二年級 
陳學瑩 29 大陸碩二 黃柏齡 50 會二 B 林  彤 

9 
人權學程 

二年級 
鄒宗翰 30 大陸碩二 饒金鳳 51 會二 B 蔡佳芸 

10 英三 C 王彥涵 31 大陸碩二 張焜泰 52 會二 D 陳美琪 

11 日二 B 謝怡君 32 大陸碩二 王學璟 53 企三 B 鄭珺方 

12 日三 A 陳旻宜 33 大陸碩二 余學坤 54 企三 C 沈怡君 

13 日三 A 蘇詠淳 34 大陸碩二 王亞樵 55 貿二 B 曾敬媛 

14 日三 B 陳孟妤 35 大陸碩二 吳秀萍 56 貿二 B 李佳晏 

15 日三 C 蔡筱柔 36 大陸碩二 朱秋燕 57 財精碩二 鄭弘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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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德文二 洪靖思 37 大陸碩二 陳怡真 58 財精碩二 洪欣如 

17 德文三 林昱秀 38 大陸碩二 顏裕洲 59 財精碩二 李佩鏵 

18 法一 B 湛址傑 39 大陸碩二 林蓓珍 60 財精碩二 周彥廷 

19 法二 B 王翠鴻 40 大陸碩二 陳淑敏 61 財精碩二 陳岳駒 

20 法二 C 陳佩琪 41 大陸碩二 劉長棣 62 財精碩二 黃冠菱 

21 法三 B 雷晴惠 42 大陸碩二 張立漢    

第五期 

編號 系級 姓名 編號 系級 姓名 編號 系級 姓名 

1 社碩二 李承勳 14 英四 B 陳冠廷 27 企碩一 蘇哲民 

2 音碩二 王亭云 15 英四 B 陳品璇 28 企碩一 陳宥羽 

3 音碩三 劉光芸 16 日碩二 林思維 29 企碩一 史耀云 

4 音碩四 駱威帆 17 日碩三 廖盈茹 30 企碩一 姚伯諺 

5 音碩四 莊婷芸 18 心理四 王盈琇 31 企碩一 許鈞禹 

6 音碩四 倪嘉怡 19 會四 C 陳薏如 32 企碩一 吳承恩 

7 音專作三 陳靖滿 20 企碩一 薄凱文 33 企碩一 謝囷羽 

8 人權碩三 詹婉如 21 企碩一 陳伊君 34 企碩一 蔡毓庭 

9 英三 A 葉至剛 22 企碩一 張耀聰 35 企碩一 傅強 

10 英三 A 陳利玫 23 企碩一 劉紋伶 36 企碩 E一 吳宜軒 

11 英三 A 卓芳綺 24 企碩一 黃長泰 37 企碩 E一 劉懿羚 

12 英三 A 李豪善 25 企碩一 葉正威 38 企碩 E一 黃芝筠 

13 英進三 李明軒 26 企碩一 蔡欣霖    

五、辦理交換學生相關事項： 

（一）99 學年度第二學期赴外國外協議學校研習之校級交換學生推薦名單： 

編號 系級 姓名 赴外學校 

1 政四 A 黃詩純 美國中部田納西大學 

2 英三 A 王  琳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3 英四 B 施惠中 澳洲邦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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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四 A 張鐙尹 日本拓殖大學 

5 日進三 林愷崴 日本中央大學 

6 貿四 A 王筱瑄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7 貿四 A 洪上媛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8 企四 B 林廷庭 德國明斯特大學 

9 企四 B 鄭竹庭 德國明斯特大學 

（二）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赴國外協議學校研習之校級交換學生推薦名單： 

交換期程：一學年 

編號 系級 姓名 赴外學校 

1 中三 A 梁雅淳 韓國崇實大學 

2 音碩二 林承翰 德國明斯特大學 

3 英三 A 潘子敬 法國史特拉斯堡第三大學 

4 英三 B 吳芮雰 美國北德州大學 

5 日二 B 王仁君 日本明治學院大學 

6 日二 C 廖家敏 日本明治學院大學 

7 日三 A 林靜雯 日本中央大學 

8 日碩一 江曉茹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9 日碩專三 陳畊利 日本拓殖大學 

10 經三 C 林韋宏 德國明斯特大學 

11 企二 B 陳盈穎 瑞典苑學品大學 

12 企三 A 許庭瑜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交換期程：一學期 

編號 系級 姓名 赴外學校 

1 英三 B 許倫華 法國史特拉斯堡第三大學 

2 日碩一 楊明翰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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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理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來校交換（交流）大陸地區來校交流生總計 28 位，外籍交換

生總計 20 位，學校與人數一覽表如下： 

協議學校 人數 大陸地區協議學校 人數 

法國里昂政治學院 2 華東師範大學 2 

法國史特拉斯堡第三大學 2 廈門大學 2 

法國里爾 IESEG 天主教大學 5 天津大學 1 

德國明斯特大學 1 蘭州大學 2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3 哈爾濱工業大學 2 

瑞典苑學品大學 1 南京大學 2 

韓國崇實大學 2 復旦大學 5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1 中國人民大學 2 

日本學習院大學 1 吉林大學 2 

日本西南學院大學 1 山東大學 2 

澳洲邦德大學 1 南開大學 2 

武漢大學 2 
 

蘇州大學 2 

非協議學校 人數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1 

六、辦理校際交換生活動： 

（一）「交換生了沒？」系列活動： 

編號 日期 地點 主講學生 

1 99.06.18 
外雙溪校區 

D0308 教室 

英文系 賴宏一、饒夢鈴（赴澳洲邦德大學） 

法律系 陳炤璇（赴韓國崇實大學） 

2 99.10.12 
外雙溪校區 

D0318 教室 

日文系 孫儀姍（赴日本明治學院大學） 

日文系 韓宇玟（赴日本明治學院大學） 

英文系 陳碩彥（赴澳洲昆士蘭理工大學） 

3 99.10.13 
城中校區 

5611 教室 

企管系 高曉柔（赴德國明斯特大學） 

國貿系 李雨捷（赴荷蘭葛洛寧恩大學） 

國貿系 林聰瀚（赴日本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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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9.10.14 
外雙溪校區 

D0318 教室 

日文系 林庭羽（赴日本拓殖大學） 

日文系 卓晏羽（赴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二）99 年 8 月 30 日舉辦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國際事務志工培訓營，特邀輔仁大學暨東吳商

學院 EMBA 班羅燦慶副教授蒞校演講。 

（三）99 年 9 月舉辦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生來校交換（交流）學校說明會。說明會內容包括

學校簡介、校園導覽、行政院青輔會青年壯遊活動簡介、歡迎茶會等。 

（四）99 年 10 月 3 日辦理青輔會「青年壯遊台灣－國際青年體驗青年壯遊點」，由國合組游

晴如、陳文彥、余孟儒等 3 位同仁率國際交換學生與國際事務志工同學共計 24 位成員

參加。 

（五）99 年 10 月 13 日辦理「體驗台灣－蘭陽文化之旅」，由國合組游晴如、陳文彥 2 位同

仁率國際交換學生與國際事務志工同學共計 37 位成員參加。 

七、辦理本校學生赴大陸參加營隊事宜： 

活動期間 活動名稱 參與學生 帶隊人員 

中三 A 吳俐伶 

政三 B 楊璦倫 

工四 B 張雅涵 

德二 洪靖思 

德三 林昱秀 

法四 B 劉玳如 

經三 A 鄭  容 

會二 D 陳美琪 

07.04-12 

復旦大學「2010 年上

海世博會和江南地區

城市經濟發展考察夏

令營」 

企三 B 鄭珺方 

國際合作組 

魏嘉慧專員 

中二 C 劉祉吟 

中三 B 蔡玫君 

德三 呂欣容 

法一 B 湛址傑 

企三 C 沈怡君 

企三 C 沈遠鳳 

07.12-23 

山東大學「第十屆海

峽兩岸師生孔孟故里

尋根夏令營」 

企碩二 黃麗嬋 

國際合作組 

陳文彥助理 

07.13-22 廈門大學「第八屆海 英二 C 謝孟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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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兩岸大學生閩南文

化研習夏令營」 法二 C 陳孟琪 

中三 C 陳穎仙 

政二 A 李芃諭 

工二 B 許智偉 
07.20-22 

東北林業大學「第三

屆海峽兩岸大學生野

外生存拓展訓練營」 

日二 C 洪宜菁 

國際合作組 

游晴如組員 

社三 B 周至浩 

工三 A 林柏勳 

法二 B 王翠鴻 

貿三 A 陳又楷 

07.23-08.0

1 

上 海 交 通 大 學

「橋—2010 海峽兩岸

大學生文化夏令營」 

會三 D 黃琳媁 

 

中三 C 張暻尚 

中三 C 蔡修竹 

英二 C 陳奕寧 

日三 A 蘇詠淳 

日碩專二 陳畊利 

德三 劉佩毓 

經二 A 張碩芬 

企二 C 陳怡靜 

企二 D 梁瀚勻 

企二 D 林怡君 

07.21-28 

四川大學海峽兩岸青

年「生態與人文考察

研習營」 

資三 B 鄭婉伶 

國際合作組 

柯瓊鳳組長 

工二 廖怡鈞 

法三 黃綉雅 

會三 陳薏如 

企二 劉亞甄 

08.06-14 

蘭州大學「重走玄奘

之路─西部絲綢之路

歷史文化研習營」 

企二 林思潔 

 

歷四 盧守仁 

英二 A 金玉婷 

12.04-11 南京大學「六朝古

韻、光影金陵」海峽

兩岸大學生歷史文化

遺產尋訪之旅 法碩二 王韻涵 

國際合作組 

余孟儒專業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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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三 B 莊雅芳 

企四 B 陳書曼 

企四 B 鄭竹庭 

中延 陳怡臻 

政二 A 呂人靜 

社二 A 陳貴雲 

貿四 B 李怡蓉 

12.05-11 

天津大學「2010 海峽

兩岸青年學生領導力

論壇」 

企三 B 林惠萍 

 

政二 A 藍靜怡 

英四 C 余欣樺 

心四 王盈琇 

法三 D 郭孟鑫 

12.19-26 

吉林大學「第九屆臺

灣學生北國風情冬令

營」 

企四 D 曾惠美 

國際合作組 

柯瓊鳳組長 

中四 B 莊沂儒 

日碩二 張珮嘉 

法三 D 黃志皓 
12.21-28 

東北林業大學「第三

屆海峽兩岸大學生冰

雪之情冬令營」 

精四 C 牟中于 

 

八、99 年 6 月至 11 月外賓蒞校參訪： 

日 期 來訪人員及事由 

06.09 北京國際儒學聯合會蒞校參訪 

06.11 
日本宮崎大學前副校長及岡林稔教授、現任學生國際交流委員長平瀨清教

授蒞校參與院級交換學生協議新約儀式，並商談國際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

06.15 福建華僑大學高等教育行政管理研習團蒞校參訪 

07.12 大陸地區吉林大學師生訪問團蒞校交流參訪 

大陸地區蘇州大學師生一行 35 人蒞校座談 

07.26 日本拓殖大學山口隆正留學生別科長暨商學部教授、陳燕南台灣聯絡事務

所顧問暨台灣現地主事、廣瀨正昭日學支援中心事務部入學科長三人蒞校

參訪 

08.10 

日本筑波大學國際戰略室中國‧東亞負責人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教授 

佐藤貢悅先生、國際部國際企劃課長輔佐 安島俊宏先生蒞本校人文社會

學院，晤談兩校合作計畫 

10.04-06 東吳之友基金會 Edward. L. RADA 會長、William RADA 教授訪台蒞校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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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程，並安排隨行接待 

10.15 

印尼蘇吉甲普拉那塔天主教大學校長 Dr. Budi Widianarko、經濟學院院

長 Dr. Andreas Lako、食品科技研究碩士後研究學程主任 Dr. Lindayani、

法學院國際合作主管 Dr. Marcella Elwina 4 人蒞校參訪，晤談兩校交流

事宜 

10.22 上海復旦大學楊玉良校長一行 10 人蒞校參訪，晤談兩校交流事宜 

11.01 
美國密蘇里大學國際事務負責人 Gary Dou 先生蒞校商談雙方學術合作事

宜 

11.03 吉林大學展濤校長一行 2人蒞校交流參訪 

11.09 
接待波蘭華沙人文大學創辦人 Jadwiga Koralewicz 女士蒞校參訪，並與

本校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 

11.17 
荷蘭葛洛寧恩大學國際事務處副處長 Frans Rutten、Simon J. van der Wal

先生、荷蘭教育中心吳家良主任蒞校參訪座談 

11.20-26 愛沙尼亞塔林大學校長 Rein Raud 蒞校交流參訪 

九、本組同仁赴國內外參加業務相關會議與研習： 

日 期 參與會議及事由 

09.13-14 
柯瓊鳳組長赴歐拜會法國里爾天主教大學 IESEG 管理學院、荷蘭葛洛寧恩

大學二所協議學校，洽談兩校交流合作事宜 

09.15-19 
柯瓊鳳組長赴法國南特參加 2010 年第 22 屆歐洲教育者年會(EAIE)，拜會

包括南特大學、雪梨科技大學等多所知名歐、澳、日等大學校院 

09.24 柯瓊鳳組長赴逢甲大學參加 2010 大專院校國際事務主管交流會 

柯瓊鳳組長參加馬來西亞高等教育訪問團蒞校座談會，商談馬來西亞拉曼

大學與本校交流協議事宜 
10.04 

魏令芳編纂出席教育部主辦、馬來西亞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何國忠博士主講

之「馬來西亞高等教育發展近況」專題演講 

10.12-18 
柯瓊鳳組長赴西安交通大學參加第五屆海峽兩岸事務部門負責人研討會

議 

10.29 柯瓊鳳組長赴元智大學參加第二屆國際事務主管交流會議 

魏令芳編纂出席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辦「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北區

系統操作說明會」 
11.12 

魏嘉慧專員、蘇意秋專員及游晴如組員 3 人出席 2010 年亞太大學交流會

台灣參與校會議 

11.13 
柯瓊鳳組長、魏令芳編纂及蘇意秋專員 3 人出席 2010 台北歐洲教育展，

並拜會參展之多所歐洲高等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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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業務： 

（一）完成本校校園、院系等日文版簡介手冊校訂，並委外審閱。 

（二）開發製作 99 學年度校園紀念品。 

（三）執行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相關事宜： 

1.研擬提報 100-101 年教學卓越計畫各項國際化行動方案。 

2.撰寫 98 至 99 年教學卓越計畫國際化特色。 

3.規劃建置國際交流網路平台。 

 

【企劃組】 

一、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 

（一）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相關規劃自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展開。由研務長召集之幕

僚小組歷經十次會議討論於 99 年 9 月完成「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策略規劃報告」。

該報告提出本校未來三學年之願景、策略、發展主軸及重點計畫。 

（二）「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策略規劃報告」經送校務發展核心小組會議（99/9/23、

99/10/1）、業務會報(99/10/18、99/10/25、99/11/8)及行政會議(99.12.1)討論決議

本校新期程校務發展規劃如下： 

1.願景為「打造以卓越教學為基礎，配合特色化研究，營造具備人文氣息之一流教學大

學，以培育具有領導知能之新世紀社會中堅人才」。 

2.發展策略分「核心」與「基樁」兩部分，核心發展包括教學卓越、研究特色化及人文

氣息校園三大主軸；基樁發展包括制度鬆綁、資源整合及績效管理三大主軸。六大策

略主軸共提出 36 項重點計畫，各計畫均指定提報單位。 

（三）為達成 100 學年度預算與校務計畫結合的目標，委請會計學系教授組成小組依據本校

預算制度研擬預算編審作業要點。該要點經預算前置會議及預算小組審議通過後於

100 學年度實施。 

二、 教育部 100 年度大學校務評鑑 

（一）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於 100 年度內辦理全國 81 所大學校院校務評

鑑。評鑑項目共計五項採分項認可制。本校排入第一梯次受評，須於 99 年 2 月 28 日

前提出自我評鑑報告並於 100 年 5 月 16-17 日接受實地訪評。 

（二）本校自我評鑑自 99 年 4 月啟動截至 99 年 12 月依序完成自我評鑑報告初版並於 99 年

12 月 2-3 日辦理校務自我評鑑委員訪評。後續擬參考訪評委員之意見及建議提出改善

計畫並修訂自評報告。 

三、 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一）99.11.30 向教育部提出本校「100 年度教學、研究、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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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整體經費支用計畫書」及基本量化資料以申請 100 年度獎補助款。本計畫以推動校

務發展計畫為目標，總經費計 125,000,000 元。 

（二）辦理 99 年 12 月 10 日教育部「100 年度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基本資料查核

訪視」。 

四、 教育部高等教育資料庫 

（一）教育部為蒐集國內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建置「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該資料庫包括 78

個量化表單。由此資料庫產生之統計資料提供擬定教育政策之參考。教育部要求各校

配合定期填報與維護。 

（二）本案由研務處企劃組承辦窗口業務，負責教育部與本校各資料填報（彙整）單位之溝

通與聯繫。資料庫內各項表單則分由教務處等七個單位負責蒐集及填報。 

（三）本資料庫自 99 年 11 月開放第一梯次計 48 項表單填報。研務處企畫組擬依據教育規定

通知各表冊負責單位於期限 100 年 1 月 21 前登入系統填報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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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處 
一、99 學年度第二學期自 99.08.01 起至 99.11.30 止，捐款總金額 14,573,501 元，捐款人

數 397 位，捐款筆數 982 筆。 

二、99 年 11 月製作「教師紀念廳室」感謝牌一面，為會計系「鮑爾一教授紀念教室」。 

三、辦理2010年向戴氏基金會募款30萬美金案。企劃書於10月東吳之友基金會董事長Edward 

Rada 來訪時遞送，並於 11 月接獲戴氏基金會來函告知全額贊助。 

四、經營各校、系友會活動： 

(一) 99.08.01「校友總會第三屆第四次會員大會暨第四屆第一次理監事聯席會議」，假

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一樓咖啡廳舉行，會議當天計有 38 位理監事與會員出席，

本次會議一併公布第四屆理監事選舉結果（選出 22 位理事、8 位監事）並選舉第四

屆理事長，唐松章學長（會計系 44 級）眾望所歸當選連任。 

(二) 99.09.23 以處長名義發送各地校系友會會長問候信，其中海內外校友會會長 31 份，

系友會會長 23 份，共計 54 份。 

(三) 99.10.31「2010 揮桿同樂校友盃高爾夫球聯誼賽」於林口長庚球場舉行，共計 104

位校友參加。 

(四) 籌辦 99.12.18「南部地區校友聯誼活動」，行程包括上午愛河遊港、中午假高雄福

華飯店舉行午宴，截至 99.12.03 止，報名人數計 81 位。 

(五) 籌辦 99.12.27 「校友總會第四屆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暨會員大會」暨「東吳菁

英（三）新書發表會」，地點假台北凱薩大飯店舉行。 

五、《東吳校友》雜誌第 18 期於 99.10.28 出刊，郵寄對象包含海內外捐款者、40-50 級校

友、校系友會會長、99 級畢業生、以及有關雜誌內容之相關廠商、單位、校友等，共計

13,782 份。 

六、校友聯絡資料更新：截至 99.12.03 止，校友動向資料庫計有 107,012 筆資料，其中聯

絡筆數 83,549 筆、失聯校友筆數 22,905 筆、已逝校友筆數 588 筆，另掌握校友電子郵

件信箱筆數計 38,673 筆。 

七、辦理「東吳大學年輕校友赴海外實習計畫」： 

    (一)99.11.01~99.11.05 校友服務組陳如玉組長、秘書室黃淑暖秘書、以及《30》雜誌

記者等一行人，赴大陸上海麗嬰房、上海崇友實業、以及南京華新麗華採訪企業與實

習員，採訪報導已於《30》雜誌 12 月號出刊。 

    (二)擬訂第二年計畫書內容，預計 99.12 簽陳計畫書與經費規劃。 

八、辦理「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一) 本方案第一階段已於 99.09.30 結束，本校總計媒合 405 人次，其中 119 名實習員合

約期滿後由公司轉聘為正式員工。已動支經費總計新台幣 76,939,418 元（其中包含

實習員薪資 76,411,359 元、業務費 528,059 元），將持續辦理實習員薪資請款事宜。 

(二) 本方案第二階段（期程自 99.09.01 至 100.05.31 止）： 

1. 持續配合教育部受理實習員與實習企業申請，截至 99.12.03 止，計有 204 家企

業、318 位實習員登記，其中媒合成功 8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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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提高媒合率，於 99.11.12（星期五）舉辦課程講習暨企業媒合活動。活動當

天共有 48 位校友返校參與，並有 13 家廠商出席本次媒合活動。 

九、辦理「大專校院畢業生流向調查計畫」： 

    (一)進行 97 學年度畢業後一年流向問卷調查，截至 99.12.03 為止，各項調查填答率為：

大專填答率 21.35%，碩士填答率 30.3％，博士填答率 43.75％。 

    (二)進行 98 學年度應屆畢業生流向問卷調查，截至 99.12.03 為止，各項調查填答率為：

大專填答率 90.23％，碩士填答率 67.84 ％，博士填答率 46.67％。 

十、有關教學卓越計畫： 

(一) 校友動向暨履歷資訊系統、雇主滿意度線上調查問卷系統、東吳人求才求職就業媒    

合網等，預計 99.12.10 前完成系統總驗收。 

(二) 99.10.18 完成「東吳大學校友就業滿意度暨母校滿意度--各系所分析」報告撰寫。 

(三) 99.11.29 完成「企業雇主對東吳大學畢業生滿意度--各產業別分析」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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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一、落實人社院特色發展計畫，籌設跨領域學程：因應學校鼓勵各教學單位開設跨領域學程

之 97－99 校務發展計畫，為提供校內學生多元學習課程，以培養學生跨領域知能與多元

學習機會，本院分別於 96、97 學年度著手規劃籌設「創意人文學程」、「非營利組織管

理學程」，藉此培養本校學生發展第二專才，提升學生未來競爭力。上述兩學程業經 98

年 11 月 18 日教務會議通過，於 99 學年度正式開課。其中，創意人文學程因獲 98 年度

教育部獎勵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除了搭配相關課程舉辦七場協同教學演講活動之

外，於 11 月分別各舉辦一場「創意人文講座」與「人文大師講座」。99 學年度第一學

期各項活動情形摘要如下： 

(一) 創意人文學程：第一學期已召開 2次作業小組會議，與規劃舉辦 3場教學研議會。

活動內容摘列如下： 

1. 10 月 7 日召開創意人文學程 99 學年度第一次作業小組會議。首先由兼任學程主

任人社院莫藜藜院長報告規劃創意人文講座舉辦日期與主講人之情形、第一學期

學程開課情形、學生修讀情形，以及各學系支援學程開課之選課規則。經過作業

小組委員討論結果，各學系支援學程選修課程，目前仍以提供至少 10 名學程學生

選課為原則。此外，本學程將徵詢相關課程之授課老師是否有教學助理之需求，

以及是否有規劃協同教學、校外參訪活動等，待彙整上述需求後，將提供卓越計

畫經費予以支應。提案討論部分，討論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學研議會 10-12 月各

場次主題。最後分別由音樂系黃莉翔老師、社會系劉維公老師，以及哲學系黃筱

慧老師分別擔任引言人。 

2. 10 月 20 日舉辦創意人文學程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學研議會，由音樂系黃

莉翔老師（「藝術行政管理」授課教師）專題分享「學術與文創產業的新關係」，

共有 9名老師一同參與專題分享與交流座談。黃老師以產業界人士兼大學講師這

雙重身分的角度分享她在「藝術行政管理」課程中與學生互動的情形與教學的經

驗。並分別以（1）學校與文創產業新關係、（2）學校要培養、影響的新生代、

（3）“職場老師＂面臨的問題、（4）“職場老師＂可能協助的部分、（5）學生

實習與養成的機會、（6）授課內容與環境/市場的關聯與互動等各方面與學程老

師們進行經驗交流。由於創意人文學程是以實務導向為主的跨領域學程，未來將

會安排學生前往產業界實習。如何獲得業主青睞與爭取好的實習機會，黃老師也

提供寶貴的看法與意見，建議老師們應鼓勵學生在大學時期多多累積工作經驗與

社團經驗，透過累積多元的實務經驗，建議自己的人際關係、培養應對進退以及

公關能力、甚至服裝儀容的打扮、談吐的技巧等等都將為學生未來前往產業界實

習與工作都有莫大的幫助。 

3. 11 月 4 日召開 99 學年度創意人文學程作業小組第二次會議，本次會議主要討論

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創意人文學程實習課程修讀辦法與申請表事宜，並決議請

作業小組成員於會後一週內擲送實習機構名單，供本院規劃實習機構參考。 

4. 11 月 10 日舉辦創意人文學程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學研議會，邀請社會系

劉維公老師專題分享「台灣創意經濟之最新趨勢」，共計有 10 名學程老師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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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老師（「文化創意產業概論」授課老師）以「所有產業都需要文化內容」為開

場，分別引用國內外幾個商品實例，切入本次會議的主題，並提出台灣文化創意

產業的發展現況與優勢為「四個支柱、三座腹地、二條鍊子與一座匯流中心」，

同時強調創意是台灣經濟轉型的關鍵因素。因此，創意人文學程的課程首要讓學

生具備深厚的文化基底，讓學生了解到現在產業的競爭優勢不在於速度，而是在

於深度；不在於高度而是在於態度，將來才能運用自身所具備的條件與優勢，為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拓展版圖。演講內容十分精彩，獲得在場與會老師們彼此分享

心得與交換意見，同時也加深學程授課老師之間的凝聚力。 

5. 12 月 8 日將舉辦創意人文學程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教學研議會，邀請哲學

系黃筱慧老師（「符號與敘事」授課老師）分享：創意人文學程的願景與實踐—

東吳人的大學時光之符號與敘事篇。 

(二) 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於 10 月 27 日召開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 99 學年度第一次作

業小組會議，主要討論 99 學年度非營利學程各項活動規劃與業務推展，並討論「東

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非營利組織管理學程非營利組織機構實習課程修讀辦法」與申

請表件，以供修讀非營利學程之學生申請修讀 100 學年度實習課程使用。 

(三) 舉辦創意人文講座：本院於 11 月 3 日在國際會議廳舉辦「創意人文學程」發展計

畫─創意人文講座，邀請國立故宮博物院志工導覽員曾淑芸女士分享「穿梭時空任

意門─專 業導覽志工這條路」。主持人由本院莫藜藜院長與歷史系李聖光副教授擔

任，共計約 60 名教職員生出席。曾女士以其豐富的導覽經驗，與本校師生分享如何

擔任一名導覽人員，與觀眾的互動方式，以及如何引導覽觀眾藉由展品來認識背後

的文化意涵等，整場講座猶如置身在一場導覽盛會中。曾女士也運用其活潑的肢體

動作，同時示範如何藉由不同的方式來帶領觀眾進入參展的世界。並且實際以介紹

東吳大學為例，即席請四位在場與會的學生、師長化身為導覽員，向在場的所有師

生介紹東吳大學。曾女士雖是一名專職的家庭主婦的身分，但投入在博物館導覽志

工至今已有 18 年，為了這份志工行業，本身也投注許多心力，也和許多人一樣認真

學習，而且，在準備一場展覽的解說，事前更是要花費許多時間準備，才能上場，

因此，聽她的導覽總是意猶未盡。曾女士鼓勵學生要放膽在眾人面前盡情表演，但

是話要慢慢說，不要害怕觀眾比自己懂得多，適時要與觀眾互動，讓觀眾的焦點放

在展覽品上，導覽人的工作就是搭起觀眾與展品的橋樑，最後留一些時間讓觀眾自

行回味。曾女士最後以怡慶南宋展與大英博物館─古希臘人體之美特展為講座劃下

完美的句點。 

(四) 舉辦人文大師講座：11 月 24 日在第一教研大樓普仁堂舉辦創意人文學程發展計畫

─人文大師講座，邀請現任國泰慈善基金會董事長錢復先生，以「我的學思歷程」

為題，與本校師生分享。本次講座由本院與林語堂故居共同主辦，邀請本校黃鎮台

校長主持，介紹錢復先生豐富的學經歷背景，以及舉辦本次活動的緣由與目的，共

計有 114 名師生參加。錢復先生分別依序自求學時期、出任國家公職時期，以及現

在擔任國泰慈善基金會董事長之後，投入社會公益事業時期為分界，分享三個階段

豐富的心路歷程與個人創見。本校師生在聆聽完錢先生的演講之後，十分感佩先生

多年來為國家服務無私的精神與貢獻，以及為社會慈善事業的關注與付出。到了講

座 Q＆A時間，與會者非常積極踴躍請教先生在出任公職時期，特別是在外交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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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特別難忘的經驗與回憶。錢先生除了詳細地逐一答覆提問之外，也提供有志從

事外交工作的學生一些寶貴的建議：一是「誠」，誠實、誠懇地待人接物，才是外

交工作的重要利器；二是「語言能力」，如果沒有精準的語言能力，將會造成外交

上不必要的誤解，甚至引發爭端或問題；三是「深厚的文化常識」，現在從事外交

工作，已經無法像早期的外交官那樣，在語言能力之外，只需熟悉國際禮儀與法條

規範；而是要具備上知天文，下知地理的博學常識，才能在各種外交場合上無往不

利。本次講座帶給本校師生難忘又豐富的學習的經驗，而錢先生的風範也是現在大

學生學習效法的榜樣。 

二、籌劃第 28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本院於 9 月 23 日召開第一次主管會議討論系際研討會籌

備事宜。99 學年度仍繼續交由社會組舉辦，承辦單位為政治學系，會議主題即為本院整

合型研究計畫推動的主題之一：「知識、權力與社會實踐」。舉辦日期訂於 100 年 3 月

17 日在第二教研大樓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舉行。主要論文發表人為本院補助「知識、權

力與社會實踐」5項子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另外，截至 99 年 11 月 26 日論文摘要截稿日

止，收到 2 篇發表回函，本院預計於 12 月 30 日召開系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小組第一次會

議細部討論研討會各項業務。 

三、提供外籍生與交換生輔導與溝通管道：本院於 10 月 11 日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院長與外籍

生、交換生茶敘活動。本次共計有 16 名學生參加，另包括中文系、哲學系、政治系、社

會系以及社工系的輔導老師、秘書與助教一同參與。由於本學年度政治學系仍有五位來

自法國里昂政治學院以及史特拉斯堡第三大學之外籍交換生，因此政治系特別邀請法國

里昂政治學院高格孚副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訪問學人）參加本次活動，協助本院與法

國學生溝通、交流與互動事宜。院長除了代表全院師生歡迎外籍生與交換生，同時透過

自我介紹與分享來了解學生在東吳的生活情形與需求。學生們也紛紛表示感謝之意，同

時藉此茶敘機會彼此互相認識與交流。 

四、辦理人文社會學院 99 學年度清寒獎助學金、優秀學生獎學金申請事宜。99 學年度申請

日期自 99 年 12 月 6 日起至 12 月 27 日止。本院已於 11 月 29 日函送院內各單位，協助

公告並轉知所屬學生申請。 

中國文學系 

一、推動第二專長學習：99 年 11 月 29 日、12 月 1 日、12 月 2 日於 D0313、B602、B708 教

室舉辦「職涯升學諮詢講座」，由劉玉國、許錟輝、劉文起三位老師主持，會中邀請黃

仲達、楊珺涵、涂意敏等 3位學長姐，分別考取臺灣師範大學、東吳大學等公私立大學

不同類型之研究所，藉此分享報考研究所的心得、準備考試的方法，以及目前就學的心

得。 

二、規劃跨領域學分學程：為推動跨領域學分學程，由人社院統籌規畫的「創意人文學程」

已於 99 學年度正式招生。本系配合開設飲食文學、旅行文學、文案寫作、現代詞曲創作、

現代戲劇及習作、新聞編採及習作、兒童文學及習作、文學與電影、編輯學共 9 門課程，

落實系際教學合作機制。 

三、定期舉辦教師成果發表會：每月舉辦一場常態性研討會，本學期舉辦四場： 

(一) 99 年 10 月 20 日於綜合大樓國際會議廳由羅麗容老師發表〈民族衝突與文化融合─

從北宋磚刻雜劇人丁都賽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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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9 年 11 月 10 日於綜合大樓 B013 研討室由黃智明老師發表〈朱鶴齡《愚庵小集》

校讀記〉。 

(三) 99 年 12 月 8 日於戴蓀堂 G101 會議室由劉文起老師發表〈《荀子‧非十二子篇》楊

倞註正補〉。 

(四) 99 年 1 月 12 日由連文萍老師發表論文。 

四、鼓勵或協助教師參與國際學術合作交流活動： 

(一) 99 年 8 月 22 日~26 日鹿憶鹿老師赴雲南參加由中國社科院、雲南大學與日本亞洲

民族文化學會共同舉辦「神話與信仰民俗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於會中發表論文。 

(二) 99 年 10 月 4 日馬來西亞何國忠博士、拉曼大學蔡賢德校長、馬來西亞理工大學國

際事務處何進松教授、馬來西亞留台校友會聯合總會姚迪剛會長與教育部隨行人員

劉淑華小姐前來本校參訪。由人文社會學院莫藜藜院長與本系林伯謙主任陪同拜會

校長，並於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人社院會議進行本院簡報、座談會、馬來西亞學生

見面會等活動。 

(三) 99 年 10 月 21 日江西科技師範學院書記、院務委員會主任胡永新教授、文學院黃南

南院長、語言文字研究所黎傳緒所長抵台拜訪本系及人文社會學院莫藜藜院長，並

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與本系林主任、許錟輝老師、許清雲老師、陳素素老

師舉行「兩岸文字學學術座談會」。 

(四) 99 年 11 月 2~5 日鹿憶鹿老師應中華海峽兩岸少數族群文化交流協會邀請，參加

「2010 年雲南怒江、海峽兩岸少數民族群文化考察」。 

(五) 99 年 11 月 15~17 日連文萍老師赴南京師範大學參加由該校文學院文獻學系與中央

研究院文哲所合辦之「2010 年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會中發表論文。 

(六) 99年11月23日本系與蘇州大學文學院及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洽談簽訂學

術合作與交流協議書事宜，業經本系系務會議及人社院院務會議通過，在完成校內

行政流程後，將陳報教育部審核。 

五、鼓勵國外學者至本系任教：99 學年度第 1學期本系敦聘蘇州大學李勇教授及復旦大學鄔

國平教授蒞臨本系講學。 

六、加強交換生輔導措施：韓國成均館大學博士生金蘭花、廈門大學國際交換生方磊同學、

中國人民大學楊源泉同學、南京大學初夏同學、山東大學張越同學、蘭州大學吳志偉同

學申請 99 學年度第 1學期蒞臨本系短期研習，由林伯謙主任及卓伯翰、陳信妙助教專責

輔導，協助選課、課程適應及生活關懷等。本系除 99 年 9 月 13 日於綜合大樓餐廳貴賓

室舉辦歡迎餐會外，99 年 11 月 29 日又於第二教研大樓 D0733 會議室，舉行兩岸師生交

流餐會，促使本系曾參加「蘇州古典園林文化研習營」之沈心慧老師及 9名學生與交換

學生見面，雙方交流甚歡。 

七、保留招收外籍研究生名額：本系已於 100 學年度招生名額中保留二名碩士班、一名博士

班外籍生名額，供外國學生以書面申請方式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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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鼓勵學生修讀外語授課課程：本學期自初選至加退選期間，於系網頁放置學士班、進修

學士班選課須知，公布欄亦製作相關宣傳海報，告知學生本系承認外系課程共 16 學分為

畢業學分，並不斷鼓勵學生修讀外系之外語授課及全校性選修課程。學系輔導時間、不

定時學術演講集會活動中，均積極鼓勵學生修讀外語授課課程，又於新生選課輔導時鼓

勵新生選修。 

九、積極經營系友網絡：持續更新系友網頁資訊、系友資料和追蹤畢業生動向。 

(一) 本系每月持續發送當月重要記事與最新職場訊息提供系友參考，讓系友瞭解本系發

展，並提供系友就業資訊。 

(二) 99 年 9 月 20 日《系友通訊》第 27 期出刊，並以電子郵件發布出刊通知。 

十、舉辦系友聯誼、返校座談等活動：99 年 11 月 29 日、12 月 1 日、12 月 2 日舉辦三場「職

涯講座─升學諮詢」活動，邀請 99 級系友黃仲達、楊珺涵、涂意敏返校分享研究所考試

準備心得，學系同時進行研究所招生宣傳。 

十一、 鼓勵教師以其專長服務社會：99 年 9 月 15~16 日及 24 日，本系四位教師於市立成淵

高級中學擔任「台北市 99 年度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類）」作文、演講、

朗讀競賽複賽評審委員，為本系建立良好形象。99 年 11 月 20 日上午，本系與漸凍人

協會合辦之「為愛朗讀 書寫漸凍生命」關懷徵文活動，於台北市長官邸藝文中心舉

行發表會及頒獎典禮，本系沈心慧、張曼娟、鍾正道三位老師參與初審和決審工作，

帶領「雙溪中文志工隊」全程參與，並協助活動順利進行。 

十二、 規劃系際教學合作課程：本系與音樂系合開全學年 4學分「現代詞曲創作」課程已邁

入第二年。99 學年度課程由本系劉玉國老師、楊宗翰老師與音樂系李振聲老師共同授

課，培養學生鑑賞與創作歌詞、歌曲的能力，並實際創作詞曲。 

十三、 建置 GIS 教學平台：本系羅麗容老師及陳慷玲老師申請通過教育部人文教育革新中綱

計畫人文數位教學計畫，計畫名稱為「古典戲曲：晚明吳江派、臨川派曲家與數位地

圖典藏」計畫及「南宋詞人辛棄疾之文學地理關懷」計畫，本學期舉辦多場演講： 

(一) 99 年 10 月 27 日於 D0734 教室，邀請石計生老師（東吳社會系副教授）主講「最後

所有科學只剩下文學─從德希達格言談 GIS 的理論人文性」。 

(二) 99 年 11 月 17 日於 D0734 教室，邀請石計生老師（東吳社會系副教授）主講「怎麼

做？點、線、面就夠了？─GIS 的人文方法與應用」。 

(三) 99 年 11 月 24 日於 R0112 戴氏基金會會議室，邀請羅鳳珠老師（元智中文系講師）

主講「以 GIS 鋪展繽紛瑰麗的文學地圖」。 

(四) 99 年 11 月 29 日於 D0634 教室，邀請蔡美惠老師（國立臺北商業技術學院通識教育

中心助理教授）主講「數位地理資訊的蒐集與運用」。 

十四、 培養東吳文化創意產業人才：99 學年度新開「中文實務實習」課程，分為「電視新聞

實習」、「電腦資訊實習」、「社會公益服務實習」三大類別，分別邀請中華電視公

司新聞部林淑卿經理、湜憶電腦知訊顧問有限公司吳清輝執行長、漸凍人協會創辦人

沈心慧老師擔任授課教師，務求將中文系所學理論與實務結合，培育優秀文創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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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11 月、12 月與中華電視公司新聞部、聯合報影音內容處合作招收實習生，華視

提供 3名、聯合報提供 7名實習生名額，讓中文系同學實際體驗職場生活，將所學運

用至新聞影音採訪、剪輯、攝影棚製作實務，培育就業競爭力。 

十五、 建構東吳中文線上學術論文：本刊為季刊，採隨到隨審方式審查，分別於 3、6、9、

12 月底，於線上出刊（http://www.pch.scu.edu.tw/online-journal/index.php）。

99 學年度已收稿 18 篇：通過 1篇、不通過 4篇、審查中 13 篇。本系另一學術刊物《東

吳中文學報》今年再獲國科會人文處通過收錄於「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核心期刊（THCI 

Core）」，為「文學一」學門中唯一私立大學期刊。另申請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期

刊加入全球性引文索引資料庫」經費，獲 10 萬元補助。 

十六、 舉辦國學講座系列： 

(一) 99 年 10 月 13 日於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由李勇教授主講「從文學形象到文化

想像—毛姆《在中國屏風上》塑造中國形象的方法與機制」。 

(二) 99 年 11 月 18 日於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由鄔國平教授主講「漢魏六朝詩歌的

新變」。 

(三) 99 年 12 月 2 日於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由周鳳五教授主講「古文字學與出土文

獻學」。 

(四) 99 年 12 月 2 日於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由趙敏俐教授主講「音樂對先秦兩漢詩

歌形式的影響」。 

(五) 99 年 12 月 22 日於 D0731 教室，由魯樞元教授主講「漢字“風＂的語義場與中

國古代生態文化精神」。 

十七、開設應用中文實務講壇： 

(一) 99 年 9 月 29 日於 D0316 教室，邀請張立老師主講「報紙這一行─新聞背後的美

麗與哀愁」。 

(二) 99 年 10 月 13 日於普仁講堂，邀請王溢嘉老師主講「追尋典範與自我實現」。 

(三) 99 年 10 月 18 日於 D0415 教室，邀請本系梅蘭萍學姐主講「跳出框框的事業規

劃」。 

(四) 99 年 10 月 25 日於 D0415 教室，邀請本系蘇蘭學姐主講「從電影看人生」。 

歷史學系 

一、為迎接新生，本系於九月分別舉辦數場迎新活動： 

(一) 99 年 9 月 7 日與 9月 9日，本系配合學校「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安排

校友返校進行座談會，分為兩場次，第一場次主題為：「歷史系未來生涯發展－系

友經驗談」，首先由 87 級系友魏佳卉學姐（德屹科技創意有限公司專案經理）以「創

造我的歷史，四年探索無限可能」與同學們分享：自己在大學四年生活中，除了專

業知識的學習增長，也藉由參加社團、學生組織活動發掘並培養自身能力。接著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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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系友謝仕淵學長（國立台灣歷史博物館典藏組助理研究員）透過「面對歷史，另

類思考」的觀點，將大學所學延伸至工作職場，分享歷史與工作的連結；最後由 84

級系友饒瑞杰學長以本身豐富的工作歷練，提醒學弟妹們：不同領域的職場經驗都

可以將歷史與生活結合，並從中學習享受生活。 

第二場次「如何學歷史」則先由本系林慈淑主任帶領新生們進行「認識你我他」的

小活動，由學生扮演小記者互相訪問同學認識彼此，主任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讓大家

在認識他人的過程中，理解學習歷史之最終的目的在於學習如何認識「人」，以及

認識「自己」。其後，則由 85 級系友吳雅婷學姐（台大歷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以

「成為雙溪畔的歷史人」為主題，從史學的專業意識，談到歷史的多樣有趣，進而

分享本身的學習經驗。89 級顏杏如學姐（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則

以「讀史→理解歷史→寫史」為主軸，勉勵同學培養廣泛閱讀的習慣並且學習運用

工具書，掌握歷史知識的生產過程中注釋所扮演的重要性，以及每個歷史背後的敘

事觀點，進而建立歷史的想像力和同理心。兩場座談會已順利結束，同學們收穫豐

碩，也期待日後有機會邀請更多不同領域的學長姐返校分享、傳授經驗。 

(二) 99 年 9 月 10 日，本系配合「99 學年度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於第二教研

大樓 D0635 研討室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當天共計 6名家長參與，林慈淑主任與大

學部黃詠莉助教亦出席與家長們進行交流。 

林主任首先代表學系向家長表示歡迎，並針對學系課程規劃、發展特色以及專業能

力培養進行簡單的說明，同時也介紹導師制度、期中預警制度、系內獎學金申請等

資訊。接著以問答方式進行，家長們的提問多著重於在學期間孩子的學習與生活輔

導，以及未來發展出路，主任在聽取問題與意見後已給予適當的回應，家長對於孩

子能進入歷史系感到放心也給予學系肯定與支持。 

二、本系本學期聘請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定宜庄教授擔任本系客座教授。定宜庄教授

是著名的清史領域研究專家，本系並申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延攬中國大陸籍科技人

士，獲得通過。定宜庄教授本學期於大學部開設「清史中的婦女與社會性別」以及碩士

班「清史專題」、「清代社會史方法與史料概說」共三門課程。 

三、本系 99 學年度核定研究及教學之計畫補助如下： 

(一) 李聖光老師：人文數位教學計畫－『歷史人物數位傳記』課程。（教育部人文教育

革新中綱計畫） 

(二) 徐泓老師：明代典籍研讀會。（教育部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 

(三) 徐泓老師：明代廣東城市研究－以城市形制、空間結構、管理制度與營建活動為主。

（國科會補助） 

(四) 林慈淑老師：歷史『因果概念』之教學研究。（國科會補助，兩年期計畫） 

(五) 林慈淑老師：「檔案融滲歷史教育之研究」研究計畫，執行期間為 99 年 7 月 29 日

至 99 年 12 月 31 日。(檔案管理局委託執行) 

(六) 劉龍心老師：從六經皆史走向四部皆史－中國史學的現代追求。（國科會補助） 

(七) 傅可暢老師：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的理論與實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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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進時期）。（國科會補助） 

(八) 盧令北老師：由「必要之惡」至「全然有益」：內戰前美國擁奴思想之演變與發展。

（國科會補助） 

四、本系本學期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一) 99 年 10 月 5 日邀請南天書局總經理魏德文先生專題演講，講題為「清代臺灣番界

的考訂與人物群像」。 

(二) 99 年 10 月 12 日，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地域文化學系博士候選人暨國家圖書館訪問學

人若松大祐先生專題演講，講題為「雙重面向：1950 年代後半張學良的自敘」。 

(三) 99 年 10 月 26 日邀請國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候選人鄭文晞先生專題演講，講題

為「如何用 GPS 數化烏來的山與人」。 

(四) 99年10月28日邀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宋家復專題演講，講題為「Peter Burke

論西方歷史思想的十條綱要」 

(五) 99 年 11 月 15 日邀請北京大學歷史學系李孝聰教授演講，講題為「歷史地理與史學

研究─材料與方法的思考」 

(六) 99 年 11 月 24 日邀請首都師範大學歷史學院李華瑞教授演講，講題為「宋代自然災

害死亡人數攷」。 

(七) 99 年 12 月 9 日邀請政治大學歷史學系客座教授秦暉教授演講，講題為「從“荊軻

刺孔子＂到“荊軻頌秦王＂：1980 年代以來的中國“文化熱＂與歷史觀評述」。 

(八) 99 年 12 月 16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張廣達教授演講，講題為「面對現今資訊社會，

反省治學處事之道」。 

五、99 年 10 月 22、23 日，本系與錢穆故居合辦「錢穆研究暨當代人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

邀請國內外及大陸學者、碩博士生共 23 位發表論文。本次並邀請錢先生哲嗣錢遜先生發

表主題演講。 

哲學系 

一、本系教師 99 年度執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總計 9件，獲補助總金額為 610 萬元： 

（一） 新申請通過之研究計畫案，計有 6件，金額為 2,741,000 元： 

沈享民老師：牟宗三論格物致知的批判考察 

米建國老師：懷疑論、先驗論證、與德性知識論 (II) 

郭梨華老師：先秦儒家哲學史 (III-I) 

黃筱慧老師：西方當代詮釋學與東方漢語哲學—文化際義理理解與經典詮釋 

—子計畫二：呂格爾之時間與敘事理論研究—間際詮釋學研究 (II-I) 

蔡政宏老師：知識論中的智識主義與反智識主義（3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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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愷之老師：聖人與社群：朱熹的道德與政治遠景 

（二） 延續性之多年期研究計畫案，計有 3件，金額為 3,359,000 元： 

林正弘老師：哲學學門年輕學者培育計畫 (2/3) 

王志輝老師：亞理斯多德哲學中的自由意志問題 (2/2) 

陳瑤華老師：Auschwitz 之後哲學與倫理的「根本惡」論述 (2/2) 

（三） 本系獲國科會 99 年度補助延攬「博士後研究」古秀鈴博士參與「哲學學門年輕         

學者培育計畫」乙案（NSC 99-2811-H-031-009），補助期間自 99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獲得補助教學研究費、年終獎金、離職儲金、保險費等，合計

金額為 896,760 元。 

（四） 本系王志輝副教授因研究優良，獲本校推薦國科會 99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 

殊優秀人才，為本校人文社會學院第一位獲獎之教師。王老師每月可獲獎勵金 5,000

元，共獎勵 10 個月。 

二、蔣經國基金會補助整合型計畫：（學術交流合作）：本系與美國羅格斯大學 Ernest Sosa

教授共同合作「知識、德性、與直覺：德性知識論與中國哲學」(Knowledge, Virtue, and 

Intuition: Virtue Epistemology and Chinese Philosophy)之計畫，獲得蔣經國國際

學術交流基金會97年度國內地區獎助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類，補助金額為NT$2,800,000

元，執行期限為 3年。本系執行此整合型計畫案之教師分別為米建國老師、王志輝老師、

沈享民老師和蔡政宏老師。 

三、學術活動：演講：持續舉辦「東吳哲學講座」與「系友返校座談會」。本學期舉辦 5次

哲學講座，共計邀請 6位講者：美國庫茲城大學(Kutztown University)哲學系教授黃勇，

演講：The Self-Centeredness Objection to Virtue Ethics:  Zhu Xi＇s Neo-Confucian 

Response。北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哲學系教授王路，演講：“是＂與“真＂－兩

種哲學研究的途徑。國立陽明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傅大為，演講：

知識、權力與台灣的 STS 實踐。新加坡國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Cecilia Wee，演講：

Descartes＇s Ontological Proof of God＇s Existence。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漢學

研究所助理教授藤井倫明，演講：朱熹思想的整體結構以及「理」義。國立清華大學中

文系助理教授侯道儒(Douglas Skonicki) ，演講：“Cheng Yi＇s  Conception of 

Correlative Cosmology＂ 程頤的天人感應說。 

四、學術活動：參訪交流 

(一) 本系獲國科會 99 年度補助延攬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莊錦章客座教授來本系參與

「德性知識論與中國哲學」研究計畫案，補助期間自 99 年 9 月 1 日起至 100 年 1 月

31 日止，獲得補助教學研究費、機票費、保險費等，合計金額為 791,500 元。莊教

授夫婦於 8月 31 日入住本校招待所，夫人古正美教授受聘於歷史系教授一門課程。 

(二) 本系獲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 99 年度第 2期補助中國清華大學哲學系王路教授來本

系進行「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研究計畫，補助期間自 99 年 9 月 1 日起至 99 年 10

月 14 日止，獲得補助機票費、生活費、研究工作費等，合計金額為 128,780 元。 

(三) 9 月 28 日本系於 D0825 會議室舉行哲學講座。本次演講邀請到美國 Kutztown 

University 哲學系 Yong Huang(黃勇)教授，講座主持人為系主任米建國老師。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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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講題為: “The Self-Centeredness Objection to Virtue Ethics: Zhu Xi＇s 

Neo-Confucian Response＂。黃勇教授為復旦大學哲學博士，以及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宗教研究博士。黃教授對於中西哲學都相當熟悉。黃教授的研究關注在

跨學科間以及比較觀點下的道德議題。 

(四) 99 年 10 月 17~21 日，本系委請系主任米建國教授與李賢中教授代表學系前往蘇州

大學哲學系、復旦大學哲學學院進行兩岸及國際學術交流活動。米老師分別於 10 月

18、20 日分別在蘇州大學哲學系及復旦大學哲學大演講廳各進行一場學術演講及學

術講座；而李老師亦於 10 月 19 日在蘇州大學哲學系進行一場學術演講。。此行獲

本校國際學術交流活動補助兩位教師部分機票費，共新台幣 30,000 元。 

(五) 99 年 10 月 17~27 日，本系馬愷之教授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前往中國大陸

北京清華大學參與學術研討會，並進行相關研究工作。 

(六) 99 年 11 月 1 日中國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院長傅永軍教授(Fu Yongjun)、山東大

學文史哲研究院院長副院長宋開玉教授(Song Kaiyu)、山東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

長鄭傑文教授  (Zheng Jiewen)、山東大學文史哲學院李鵬程助理研究員(Li 

Pengcheng)、重慶師範大學海峽兩岸詩歌研究所所長黃中模教授(Huang Zhong Mo)、

重慶師範大學海峽兩岸詩歌研究所副所長鮮於煌教授(Xian yu huang)、重慶市社會

科學界聯合會部長譚大樑先生(Tandaliang)、重慶師範大學文學院易小松副教授(Yi 

Xiaosong)、南京大學歷史系胡阿祥教授(Hu A-xiang)、華南理工大學工商管理學院

晁罡副教授(Chao Gang)、佛山市愛瑞電子有限公司杜澤軍總經理至本系進行參訪。 

(七) 愛沙尼亞塔林大學校長羅德瑞(Prof. Rein RAUD) 芬蘭赫爾辛基大學日本文學博士

（1994 年）獲拉脫維亞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由外交部歐洲司邀請來台，由本校社會

系負責接待，本系亦參與接待活動，於 11 月 24 日宴請校長，並參與 25 日外交部高

副司長之午宴。 

(八) 99年11月8~11日系主任米建國副教授代表系上前往新加坡大學進行學術交流及參

訪活動。 

(九) 李賢中教授於 11 月 22~26 日至荷蘭阿姆斯特丹，參加 IIAS 舉辦「中國邏輯史」

（24-26）研討會，於 26 日發表論文「中國古代說服性推理之思想單位探析」，並

進行學術交流活動。 

(十) 99 年 11 月 29 日與大陸學者座談，主題為：兩岸認知與邏輯，邀請到鞠實兒廣州中

山大學「邏輯與認知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副所長熊明輝教授、李小五教授，中國

人民大學「現代邏輯與科學技術哲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劉曉力， 南京大學「邏輯

與應用邏輯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張建軍、潘天群教授，北京大學「邏輯、語言與認

知教研室」教授兼主任周北海，内蒙古師範大學教授兼法政學院院長陳江，內蒙古

師範大學蒙古族哲學與社會思想史研究所所長圖·烏力吉來訪。 

五、學術活動：讀書會 

(一) 本系李賢中老師之「人文專家著作研讀會」，自 99 年 3 月起至 8月邀請校內外學

者專家黃筱慧、沈享民老師、馬愷之老師、尤煌傑老師、邱建碩老師、杜保瑞老師、

蕭宏恩老師、孫長祥老師、陳振崑老師、郭朝順老師吳進安老師杜保瑞老師、劉貴

傑老師、楊秀宮老師、黃信二老師及張佑禎助理，對 Jana Rosker（羅亞娜）於 2008

年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之＂Searching for the Way—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一書進行研讀，已舉辦 12 次研讀會。 

(二) 本學期本系執行第二年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知識、德性、與直覺：德性知識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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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三年整合型研究計劃案，由執行本計畫之教師（王志輝老師、米建國老

師、蔡政宏老師與沈享民老師）及助理（蔡文煜），進行第 10~15 次讀書會。 

(三) 本學期本系陳瑤華老師執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Auschwitz 之後哲學與倫理的

「根本惡」論述 (2/2)），由本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華梵大學哲學系龔維正老

師、中央大學哲學系博士生梁奮程（博士級兼任助理）、本系碩士生蘇芳瑩助理、

張維芳同學、莊惟任同學、輔仁大學哲學系博士生高毓智、本校政治系研究助理施

逸翔同學進行第 1~6 次讀書會。 

(四) 99 年 11 月 6 日開始本系馬愷之老師所組之「德性倫理學與中國哲學」讀書會邀請

莊錦章老師、米建國老師、郭梨華老師、沈享民老師、林雅萍老師、蔡家和等校內

外學者專家與學生（楊孟衡、白崇靉、鍾曉彤），對 Stephen C. Angle 所著

之＂Sagehood＂一書進行第 1~3 次研讀會。 

六、《東吳哲學學報》：本系學報獲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入選收錄進「2009 臺灣人文學引

文索引核心期刊」名單，同時亦收錄於國際 The Philosopher＇s Index 資料庫。另，國

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委請本系《東吳哲學學報》辦理「期刊審查專書書稿」一案，核定

補助本學報業務費及審查費共 23,000 元，經費執行期限為 99 年 8 月起至 100 年 1 月止。

本學期進行第 23 期之編務，預定於民國 100 年 2 月出版。 

七、哲學營活動：11 月 20~21 日協助辦理錢穆故居舉辦高中生哲學研習營，由本系米建國主

任規劃，邀請客座教授林正弘教授、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洪裕宏教授、王文方教授

及中正大學哲學系陳瑞麟教授等五位哲學界重要學者擔任授課教授，另安排本系碩士班

四位研究生周欣怡、蔡文煜、鄭依書、林欣梅同學以及系學會會長等四位大學部同學帶

領相關課程，進行哲學問題之初步討論，啟發學員哲學思考能力，推廣哲學教育，授課

內容活潑帶動學員熱烈之學習氣氛。 

八、系週會活動：本系於 12 月 15 日系會時間舉辦本學期系週會活動，舉辦方式採自由形式，

並未安排正式嚴肅的師長談話，以輕鬆之氛圍，使師生得以無拘束交談，建立師生情誼，

並於週會時頒發大學部優秀學生獎學金，藉由公開之頒獎以鼓勵學生用心於課業表現，

近幾年來頗有成效，參加人數達全系四分之三，凝聚本系向心力。 

九、「系友返校座談會」：本系於第一學期安排 16 次系友返校座談，講者共邀請 18 人次。

由系學會及專任教師推薦適當人選，使學生擴大學術視野及瞭解產業狀況，對各校教師

研究專長及系友職場有初步之認識。舉辦「系友返校座談會」為了增進系友與學系及學

弟妹之互動，也讓系友得有機會回饋學系，邀請到高進補習班負責人汪千洋，主題：學

習我的最佳本領----認真完美的大學生活。三缺一劇團王若璠，主題：沒錯，大學就是

由你玩四年！長榮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助理教授杜嘉鈴，主題：認識哲學與規劃我的大

學生活。高進補習班負責人汪千洋，主題：哲學與我的創業。RVB 臺灣芝寶股份有限公

司副總經理李思慧，主題：身體美學與保健。富邦人壽業務經理吳孟穎，主題：哲學、

家庭與事業。安良電器有限公司採購陳佳瑩，主題：哲學、家庭與事業。翰斯整合行銷

有限公司總監林政彥，主題：哲學與我的創業。在美國就業的張雅鈴，主題：哲學與垂

直整合行銷。YAHOO 創意副理胡馨任，主題：喝！讓我們撕下創意的假面。台北縣立鶯

歌陶瓷博物館典藏展示組長莊秀鈴，主題：管理、哲學、藝術－我的生涯規畫。美商如

新華茂股份有限公司紅寶石級直銷主任張育仁，主題：身體美學與保健。台灣歐舒丹股

份有限公司企畫部副理張乃方，主題：風格與文化。廣德國際資訊有限公司副總經理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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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文，主題：哲學與我的創業。安良電器有限公司採購陳佳瑩，主題：哲學人的藍海策

略－談職場自我價值。九歌出版社專案經理魏文信，主題：不要小看每一次的學習。長

榮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助理教授杜嘉鈴，主題：看得比自己更廣。藉由系友返校將本身

經驗傳承給學弟妹，讓學生提早對於將來就業能有基本概念，也即早學習需培養之相關

能力。 

十、學術成果： 

(一) 「東吳哲學講座：國際大師系列」已正式由美國普林斯頓大學出版社於國際間出版

問世。本系獲教育部卓越計畫及學校經費補助，辦理「東吳哲學講座：國際大師系

列」，自 97 年至 99 年連續三年陸續舉辦一年一度的國際哲學講座，邀請國際知名

學者擔任講座，會後並由普林斯頓出版社出版講座系列。三個系列為： 

1. 97 年 6 月 9~13 日邀請美國知名學者 Professor Ernest Sosa(Philosophy at 

Rutgers University)主講，Sosa 教授曾任美國哲學學會會長，國際學術地

位十分崇高。講題為：The Nature and Scope of Human Knowledge（人類

知識的本質與範圍）。 

2. 98 年 6 月 8~12 日舉辦「東吳哲學講座：國際大師系列」，邀請美國知名學

者 Scott Soames 教授(美國南加大哲學系的教授兼系主任 )主講。講題為：

What Is Meaning?（什麼是意義?）。 

3. 99 年 6 月 7~11 日邀請澳洲知名學者 Professor Frank Jackson (Princeton 

University and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主講。講題為：The 

Mind-World Problem（心靈與世界的問題）。 

目前東吳大學國際哲學講座系列前兩個講座，已於普林斯頓出版社正式以 Soochow 

University Lectures in Philosophy 之系列出版，並可於普林斯頓出版社及 Amazon 線

上購買，講座之出版有助於本校之國際宣傳，提升本校之學術地位，亦十分感謝學校著

眼於學術之提升給予經費之補助。 

(二) 99 年 9 月 29 日本系王志輝副教授因研究優良，獲本校推薦國科會 99 年度補助大專

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為本校人文社會學院唯一一位獲獎之教師。王老師每月可

獲獎勵金 5,000 元，共獎勵 10 個月。 

(三) 本系米建國副教授為台灣第一人榮任美國哲學學會（APA）總會國際合作委員會委

員，美國哲學學會（APA）為國際上極重要之哲學學會組織，經由推選本系米建國副

教授被選舉為美國哲學學會（APA）總會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此乃台灣第一人，係

對米建國副教授學術能力與學術貢獻之最佳肯定，擔任委員任期為三年，自 2011 年

7 月 1 日至 2014 年 6 月 30 日止。 

政治學系 

一、「東吳政治學報」第 28 卷第 3、4期出刊：為開拓教師出版園地，自 95 年 9 月起東吳政

治學報改為季刊，99 年 9 月出版「東吳政治學報」第 28 卷第 3期，共有《為何廢棄混

合式選舉制度？－義大利、俄羅斯與泰國選制改革之研究》（蘇子喬、王業立）、《解

決或激發政治危機？檢視總理信任投票在德國行政立法關係之角色》（羅凱凌）、《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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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件與新莊捷運線制定之因果關係分析：路徑依賴觀點》（陳恆鈞、江慧萍）、《組

織精神力與工作績效之研究：以臺北市政府中高階文官為例》（李俊達、黃朝盟）等 4

篇論文。第 4期預計十二月出版。 

二、舉辦教師成果發表會 1場、教學觀摩 1場：為鼓勵系內教師研究心得交流本學期舉辦 1

場教師成果發表會，12 月中旬將邀請陳立剛老師舉辦教師成果發表會。在教學觀摩方面

則已舉辦 1場，12 月 1 日邀請陳佳慧助理教授教學觀摩分享，講題：「人權憲法領域課

程理念與數位教材經驗的分享」。未來還規劃於十二月及一月舉辦二場活動。 

三、舉辦專題演講 18 場次：為擴展學生視野政治學系規劃舉辦多場專題演講。目前已舉辦

14 場次： 

(一) 外國學者有 8場： 

1. 10 月 5 日邀請 Edward L. Rada, Jr.（President of The Music Center 

Foundation）專題演講，講題：「美國非營利組織管理(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in America)」，共有師生 20 人參加。 

2. 10 月 6 日邀請陳破空先生（旅美中國作家，於自由亞洲電台主講「陳破空專

欄」）專題演講，講題：「從民主人權看中國與台灣」，共有師生 15 人參

加。 

3. 10 月 27 日邀請 Hellmut Wollmann(德國柏林宏保退休教授) 專題演講，講

題：「近期歐洲地方政府的發展-聚合或分歧？」。 

4. 10 月 29 日邀請 Harold Clarke（美國德州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專題演講，

講題：「Does Survey Mode Matter for Modeling Political Choice? Evidence 

from the British Election Study」。 

5. 11 月 3 日邀請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所陳先才副所長專題演講，講題：「當

前兩岸關係面臨的機遇和挑戰」，參加師生約有 40 人。 

6. 11 月 4 日邀請廈門大學陳先才副所長與政治系教師與研究生座談，參加師生

約有 18 人。 

7. 11 月 11 日邀請日本中央大學政策研究學院泉川泰博副教授專題演講，講題：

「日美中三角關係與台灣」，參加師生約有 40 人。 

8. 11 月 15 日 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伊甸基金會共同舉辦專題演講，邀請賈

桂林韓森(J. Hansen)談「根除地雷、播種希望」。 

(二) 國內學者、專家共 4場： 

1. 10 月 15 日邀請張碧君助理教授專題演講，講題：「新儒家主義與中國人權

論述」。 

2. 11 月 24 日邀請施能傑教授（國立政治大學公行系教授兼系主任）專題演講，

講題：「政府有多大？多乾淨？多中立」，參加師生約有 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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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月 29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籌備處鮑彤助研究員專題演講，講題：「選

舉制度的政治影響：以 2010 年市長、市議員選舉為例」。 

4. 11 月 30 日邀請台權會組發部蘇建和主任專題演講，講題：「正義、無罪、

自由人：蘇建和談司法的人權保障」。 

5. 12 月 9 日都會治理研究中心演講：如何與『政府』和『企業』打交道-公私

部門差異性之比較！」。未來還規劃於 99 年 12 月及 100 年 1 月舉辦五場活

動。 

四、舉辦學術研討會 2場：為進行學術交流政治學系舉辦 2場研討會： 

(一) 10 月 28 日 99 學年度政治學系研究生論文發表會。由楊茹涵、許哲瑜、王文宏與潘

子頎、尹音筑、吳毅華等研究生發表 5篇論文，另外由多位老師參與評論。 

(二) 12 月 4~5 日與臺灣政治學會共同舉辦「2010 年臺灣學會年會暨『重新思考國家：

五都之後，百年前夕！』學術研討會」，共分 51 場次，有 143 篇論文發表，參與人

數共有 600 多人。 

五、舉辦教學與輔導活動 23 場： 

(一) 為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99 年共舉辦 4場教學活動： 

1. 7~8 月辦理暑假實習。 

2. 9 月 8~9 日在宜蘭旺樹園農場舉辦第六屆研究生學術知能研習營，共有師生

50 人參加。 

3. 10 月 23 日舉辦「第三屆國會助理工作坊」，共分為「大國會、小助理：國

會運作與助理職責」、「你是我的眼：法案研究、公廳會舉辦、國會文書寫

作」、「裝扮委員的手：選區經營、公關聯絡與形象塑造」、「精打細算顧

荷包：預算制度與預算審查」、「國會星光大道 PK 賽：國會文書實作演練」

等五個場次，共有師生 60 人參加。 

4. 另外本系於 12 月 10 日邀請 B. Black 教授開設國際迷你課程，講題：「加

拿大的司法制度與兩個國際人權公約」。 

(二) 校外參訪方面，舉辦 3場： 

1. 11 月 30 日 黃秀端主任帶領同學參觀立法院，並與立委座談。 

2. 11 月 4 日蔡秀涓老師帶領「政府與政策行銷」課程之學生，配合課程主題參

訪白木屋品牌文化館。 

3. 11 月 30 日劉書彬帶領「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課程之學生，配合課程主題

參訪淡水馬偕醫院安寧病房。 

(三) 實務講座方面，共舉辦 9場活動： 

1. 10 月 7 日劉書彬老師，在「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課程中邀請魏千峰教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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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講題：「國際勞工權益保障與台灣勞動權之發展」。 

2. 10 月 15 日陳俊宏老師，在「民主理論」課程中邀請林欣怡教授主講，講題：

「死刑應否廢除？審議民主公民論壇的啟發」。 

3. 10 月 18 日林瓊珠老師，在「政黨與選舉」課程中邀請劉秀專教授主講，講

題：「政黨的初選制度：理論與實務」。 

4. 10 月 25 日陳俊宏老師，在「民主理論」課程中邀請陳嘉銘教授主講，講題：

「死刑應否廢除？審議民主公民論壇的實務」。 

5. 11 月 12 日劉必榮老師，在「國際政治」課程中邀請林廷芳老師主講，講題：

「體育外交的突破與實務」。 

6. 11 月 16 日蔡秀涓老師，在「行政學」課程中邀請董鴻宗老師主講，講題：

「我國文官體制的現況與國家考試準備」。 

7. 11 月 19 日蔡秀涓老師，在「行政學」課程中邀請楊石金老師主講，講題：

「政府行政與公務人員清廉的探討」。 

8. 11 月 24 日蔡秀涓老師，在「全球政府倫理專題研究」課程中邀請施能傑老

師主講，講題：「政府有多大？多乾淨？多中立？」。 

9. 11 月 29 日林瓊珠老師，在「政黨與選舉」課程中邀請鮑彤老師主講，講題：

「選舉制度的政治影響－以 2010 年市長、市議員選舉為例」。 

(四) 在學生輔導方面共有 7場活動： 

1. 9 月 6 日辦理轉學新生入學輔導，會中進行系務介紹、學分列抵及選課輔導。 

2. 9 月 7 日舉辦政治學系新生入學輔導，會中進行系務介紹、老師介紹、選課

輔導等，共有 110 位新生以及系主任、老師及導師、祕書、助教等 15 位教

師參加。 

3. 9 月 9 日舉辦學士班新生第一哩進學輔導系列活動，邀請 Cheers 雜誌副社長

劉鳳珍小姐專題演講，講題：「如何規劃大學習與生活」，共有 70 位同學

參加。 

4. 9 月 9 日舉辦學士班新生第一哩進學輔導系列活動，邀請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羅致政副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大學生的時間管理」，共有 70 位同學參

加。 

5. 9 月 10 日舉辦學士班學士班新生家長座談會，會中進行系務簡介、Q＆A，共

有 6位家長，以及黃秀端主任、吳志中老師、蔡秀涓老師等 3位參加。 

6. 10 月 21 日系週會邀請陳景堯先生(81 級系友／匯豐銀行副總裁、實踐大學

通識中心講師) 專題演講，講題：「唸過政治系後的 100 種可能」，共有師

生 150 人參加。 

7. 11 月 25 日 在國際會議廳舉辦「系週會暨暑期實習成果發表會」，並頒獎給



-------------------------------------------------------------------------------------------------------------------------------------------
東吳大學 99 學年度第 1 次(991222)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44 

實習表現優良學生。參加師生約 100 人。 

六、舉辦學術研究活動 8場： 

(一) 9 月 11 日在傅正研討室舉辦 TEDS（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助理工作坊，共

有五場次，第一場次由黃紀老師介紹 TEDS 的緣起與工作性質、第二場次由俞振華老

師介紹抽樣理論與 TEDS 的抽樣方式、第三場次由黃信達老師介紹訪問實務、第四場

次由陳惠玲訪問過程常碰到的問題、第五場次由蕭怡靖老師介紹助理的工作與任務。 

(二) 9 月 18 日、10 月 2、16 日及 11 月 13 日，分別在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舉行「台灣

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動委員會。 

9 月 18 日於會中討論 TEDS2010C（五都選舉）抽樣架構、TEDS 訪員能力確認單、推舉問卷起

草小組；10 月 2 日則討論問卷內容、抽樣架構表；10 月 6 日繼續就問卷內容進行商討；11

月 13 日則於會中討論五都選舉的問卷內容與抽樣結果。 

(三) 11 月 25 日中午 12 時於傅正研討室（D1002）舉行「全球危機下的治理與正義」整

合型計畫第二次會議，會中由陳俊宏老師分享有關全球正義的理論與經驗。 

(四) 11 月 25 日下午在傅正研討室舉辦 TEDS（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問卷起草小組會

議，討論五都選舉之議題。 

(五) 11 月 28 日 下午在人社院會議室舉辦 TEDS（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規劃與推動

委員會。會中討論五都選舉的問卷內容、禮物的選擇以及督導會議議程。 

社會學系 

一、 強化中東歐教研特色：為持續推動本系 99 學年度校務發展自提計畫－「發展中東歐教

學與研究特色，建立本系特色品牌」，本系於本學期開設 5門與中東歐相關課程，接受

駐波蘭代表處文化組與外交部歐洲司委託，安排與接待波蘭華沙人文大學創辦人

Jadwiga Koralewicz 及愛沙尼亞塔林大學校長 Rein RAUD 兩位教授訪台行程，並於兩位

學者來訪期間，舉辦 2 場專題演講、1 場「雙邊交流與合作意向」座談會、拜會台灣各

學術機構與單位外，亦正式簽訂東吳大學–波蘭華沙人文大學校級學術交流合作協議及

交換生協議附約。 

二、 舉辦「中東歐跨領域教學系列演講」、「中東歐工作坊」及「2010 台灣中東歐論壇」活

動：如前述，為強化中東歐教學與研究特色，本學期除藉著執行「拓展全球與跨文化視

野及能力：中東歐跨領域教學計畫」教學改進方案機會，舉辦 6場「中東歐跨領域教學

系列演講」，邀請 6位國內外中東歐學者專家蒞系演講，並持續舉辦 3場「中東歐工作

坊」，邀請 3位本系赴中歐研習之學生及 1位國內中東歐專家進行經驗分享；此外，由

本系中東歐研究團隊所執行的 98 年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轉型與全球化中的地方社

會發展：捷克與斯洛伐克個案的社會學研究」，亦累積了不少研究成果，因此為將成果

進一步推向專著出版及促進台灣更多學者的合作與交流，特於99年 12月 2日舉辦「2010

台灣中東歐論壇」，除邀請三位共同研究團隊之外國學者蒞校參與，與本系研究團隊教

師共發表 5篇研究成果論文外，並以「跨世紀的民主化與社會經濟轉型：中東歐與東北

亞的對話」為主題，邀請國內外多位學者蒞臨發表與座談。 

三、 徵聘專任師資作業：為增強專任師資陣容，經校長核定，本系獲准增聘專任教師一名，

在經本學期召開 4次系教評會及舉辦新聘專任教師候選人演講暨面談會等徵選程序，預

計將於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新聘具中東歐專長之專任助理教授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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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強化招生宣傳活動：為執行本系 99 學年度校務發展自提計畫－「強化本系社會行銷，

提昇學生入學意願」，提高本系報考率，本系於 99 年 10 月 18 日前往台北市立明倫高

中舉辦招生宣傳說明會，由本系老師帶領目前正就讀本系學士班亦是明倫高中畢業校友

之在學學生及本系畢業系友進行招生宣傳，並透過招生簡報讓該校高中學生更瞭解本

系，總計有 236 位高中生參加。 

五、 舉辦「勉齋社會論壇」：配合本系特色及「勉齋研討室」之成立，本學期計舉辦 3場「勉

齋社會論壇」專題演講活動，除邀請國內學者蒞系專題演講，並針對學生學涯規劃，邀

請本校校牧及具數位履歷製作技能專長之本系學生，進行座談分享。 

六、 舉辦「兩岸交換生交流茶會」：本系為提昇學生兩岸交流與國際視野，以及瞭解交換研

習之情形，本學期藉三位大陸交換生來訪交流研習一學期的機會，除安排本系學生擔任

學伴，本系系主任與其餐敘座談外，並舉辦「兩岸交換生交流茶會」，分享學習心得及

我見我聞。 

七、 舉辦「第一屆碩士班導生會議暨餐敘」：為擴大導師輔導功能，增進導師與研究生間的

指導互動關係，本系於 99 年 12 月 28 日舉辦第一屆碩士班導生會議暨餐敘，邀請一、

二年級研究生就其學習心得及規劃逐一發言，並請總導師進行指導，以藉由本平台提供

研究生意見反應的機會，促進師生交流溝通。 

八、 開設「社會學實習」課程：為落實本系創系宗旨，提供學生於各類社會機構實習，促使

學生提早體驗職場，汲取實務經驗，增強就業能力與就業機會，本系於本學期開設「社

會學實習」課程，除召開實習課程會議、修課注意事項說明會，確立實習規定，並向實

習學生說明實習課程相關事項外，亦於 99 年 12 月 21 日舉辦實習心得發表會，讓實習

生發表實習成果與進行經驗分享。 

社會工作學系 

一、辦理或參與國際交流相關活動 

(一) 持續與日本福祉大學進行學術交流：本系趙碧華主任及莊秀美教授於 99 年 10 月 9、

10 日前往日本出席日本社會福祉學會第 58 屆秋季大會「持續的社會福利展望與課

題：經濟、環境、福利的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名古屋日本福址大學承辦，兩

位教師共同發表「台灣老人長期照顧服務提供體制與評鑑制度」論文。 

(二) 本系與新加坡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SGH）於 99 年 10 月 30 日在本校國際

會議廳合作辦理台灣醫務社會工作人才甄選活動，該醫院對台灣醫務社會工作專業

能力相當的肯定與重視，藉此機會也作為本系發展國際性交流國家可能性之參考。 

(三) 99 年 11 月 22 日邀請潘暉敯先生主講「當社工遇到 IT」，潘先生現任美國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DC Government; Division of Superintendent of Education 

DC, Office of State, U.S.; The Government of Columbia of District 等單位

IT Specialist 及 Program Analyst，主要演講內容為針對美國實務社會工作/服務

發展如何與現代化科技結合實務經驗進行分享，以作為現代社會工作教育與教學之

參考。 

(四) 99 年 12 月 21~24 日邀請日本中京大學社會學部野口典子教授、汲田千賀子、平澤

惠美、高藤真弓來台參訪，主要行程為參加研究交流座談會、參訪吉慶社區以及北

投文化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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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系賴兩陽副教授出席 99 年 12 月 10、11 日由「香港中文大學-南開大學社會政策

聯合研究中心」主辦之「華人社會福利政策比較研討會」，會中發表「從醫療模式

到社會模式：以 ICF 作為身心障礙福利及服務需求評估的可行性分析」論文。 

二、辦理實習教學相關活動 

(一) 本系獲 99 學年度第 1學期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舉辦兩場專

題座談、三場專題演講，以及兩場社會工作實習實務論壇，分述如下： 

1. 專題座談： 

(1)99 年 9 月 20 日舉辦「方案實習課群-心理衛生組」座談會，邀請清新坊長青

關懷中心、北新醫院、…等七家精神醫療領域相關機構之實務工作者，與本系

學生進行機構簡介，並與學生分享其實務工作經驗及交流。 

(2)99 年 10 月 4 日舉辦「方案實習課群-身心障礙組」座談會，邀請陳明理（行

無礙資源推廣協會工作人員）、吳泰儒（陽光社會福利基金會研究專員）、黃

小陵（工作傷害受害仁協會工作人員）主講。 

2. 專題演講： 

(1)99 年 10 月 12 日邀請楊燁（北投虹燁工作室‧社區漫畫家）主講「老照片說

北投老故事」。 

(2)99 年 10 月 18 日邀請輔仁大學心理系夏林清教授主講『「東吳社工」的開拓

性教與學的實驗』。 

(3)99 年 11 月 15 日邀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畢恆達副教授主講「人與環

境關係的探究」。 

3. 社會工作實習實務論壇：由本系實習總督導馬宗潔老師主持，第一場在 99

年 11 月 2 日舉辦，主題為「實習工作態度及工作倫理篇」、「與機構人員

相處篇」，主講人是台灣世界展望會新烏中心邱慧雯社工督導。第二場在 99

年 11 月 23 日舉辦，主題為「實習申請資料準備篇」及「實習面談技巧篇」，

主講人是兒童福利聯盟文教基金會綜合規劃組黃韻璇組長。 

(二) 持續結合理論與實務相關課群之教學模式，本學期總計召開 5次教學會議，其中有

2次是針對第一梯次教學團隊舉辦，另 3次會議則是針對第二梯次教學團隊舉辦。

此外，為促進教師教學經驗交流，99 年 11 月 16 日假 D0910 研討室召開「方案實習

課群教師經驗分享座談會」，出席者為本系專任教師計 13 名及 2名課程助教。分享

議題包括學生對課群的反應、帶領方案實習課群與教授一般課程的差異、教師在方

案實習課群中的角色、方案實習課群的重點是「實作」抑或是「自主學習」。 

三、辦理教學及實習成果發表會 

(一) 舉辦「99 學年社會工作實習心得發表會」：今年暑期共計有 123 位實習生分別申請

至 90 個社福機構實習，包括 1名香港僑生及 3名澳門僑生申請回僑居地實習。依照

實習領域分成一般醫療組、精神醫療組、…等十二組進行發表。活動包括「薪傳及

博覽會」及「專題研討會」，前者安排於 99 年 10 月 18~22 日中之六個不同時段分

組進行，旨在增加實習生彼此相互觀摩的機會外，並使本系尚未實習的大一至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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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實習機構有更多的認識及瞭解；後者安排於 99 年 10 月 23 日，在本校雙溪校

區第二教研大樓四樓教室，以「專題研討會」的型式進行發表，實習生結合學校所

學與實習之實務經驗，對學校教育與機構實務工作的整合提出分析與評論，並針對

其實習內容所引發的議題作更深入的專題研討。 

(二) 99 年 10 月 22 日於 D0910 研討室辦理「研究生海外實習心得分享會」，由本系趙碧

華主任及馬宗潔實習總督導擔任主持，發表之研究生分別為余亭儀、蔡宗翰、林依

青等 3位，與會人員包括本系師生共 20 多人，除藉此交換及探討海外實習經驗與國

內實習經驗外，並作為未來發展海外實習可行性參考。 

(三) 本系賴兩陽副教授及闕漢中副教授結合「社區工作」課程，於 99 年 11 月 24 日在

本校普仁堂舉辦「回顧與前瞻：大學與社區合作教學暨服務」論壇，本論壇主要由

學生來策劃及執行所有相關工作，藉以從中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力，受邀與會貴賓

除了本校人社院社會、政治及師資培育中心等單位師長以外，以及士林地區產官學

界代表，希冀促進本校與社子地區相關團體與機構的合作，藉由對以往活動方案的

檢討反省，共同規劃未來的合作發展方向。 

(四) 100 年 1 月 3 日在 D01005 人社院會議室辦理本學期碩士班「99 學年度研究生實習

成果發表會」，主持人為本系趙碧華主任及擔任實習總督導之馬宗潔副教授實習總

督導，參加對象為碩一及碩二研究生。 

四、研究生獲獎 

(一) 本系碩二蔡宗翰研究生參加 99 年 10 月 2 日由行政院青輔會舉辦之「99 年青年海外

實習成果分享及競賽表揚」，從眾多院校中脫穎而出獲得佳作獎，並獲獎金 1 萬元。 

(二) 本系碩士班畢業生王文君與邱怡綺參加內政部 99 年度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博碩

士論文徵選獲獎，每名得獎 5萬元，獲獎論文為：1、王文君（2009）「親密 v.s 暴

力」－受暴婦女經驗親密關係暴力之研究（指導教授：馬宗潔副教授）。2、邱怡綺

（2009）婚姻暴力受虐婦女離婚抉擇經驗（指導教授：馬宗潔副教授）。 

五、產學合作活動與服務方案 

(一) 99 年 11 月 2 日在愛徒樓 C201 教室，結合莊秀美教授所授課之高齡社會與福利服務

課程（網路教學），與弘道老人福利基金會合辦這場難得的「彭祖心、身、活—高

齡者生活體驗」活動，透過老人體驗關卡及全國唯一之體驗設備讓學生實際體驗老

人的世界。 

(二) 本學年由本系與台北士林扶輪社、台北市富安國小合作辦理台北士林扶輪社閱讀推

動計畫「富安國小夜光天使-幸福閱讀首部曲」服務方案，本方案由台北士林扶輪社

委託、本系趙碧華主任擔任督導、碩士班黃建智研究生擔任方案助理，本學期以富

安國小夜光天使 A班為服務對象，希冀透過大學生的帶領閱讀，啟蒙孩子對閱讀的

興趣與能力，培養閱讀的習慣，與了解閱讀的重要。 

六、為提昇本系教師研究能量與教學品質，增進本系教師共同合作的能量，並且結合 97 至

99 學年校務發展計畫之執行，本學期總計舉辦三場社工論壇：第 1場由本系李明政教授以「我

的社福教學經驗在玄奘」為主題進行分享、第 2 場由本系馬宗潔副教授以「親密關係殺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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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裁判書分析」為題進行分享，第 3場預定於 100 年 1 月 4 日舉辦。 

音樂學系 

一、加強學術研究之方法，定期舉辦各類音樂大師班課程、演講，增進學生技巧與涵養，期

使本學系學生於職場更具競爭力：本學期至 1月底已邀請國內外知名演奏家或教授，包

括：Vitali Berzon、Lucie Robert、丁曉雯、Pei-Shan Lee、蕭慶瑜、王雍翔、簡碧青、

Fabian Müller、曾毓忠、Patrice Bocquillon、Angéline Pondepayre、James Buswell、

陳世霖、李捷琦、Lawrence Golan、橫山幸雄、金湘、Boris Guslitser、Reid Edward

等，舉辦 3場鋼琴、6場弦樂、2場管樂、1場聲樂、1場指揮、1場室內樂大師班及 5

場作曲講座，期增加學生之專業與職場競爭力。 

二、在專業領域內舉辦音樂競賽及展演，以提升學生專業能力：99 年 11 月 24 日及 12 月 15

日分別舉辦本學年度協奏曲比賽初賽及決賽，藉由比賽達到師生互相交流觀摩，增加學

生專業之知識與學養；本學年度比賽組別為鋼琴及弦樂組，經分組初賽與決賽評選，並

邀請校外老師及任職國內管弦樂團團員擔任評審，本次決賽優勝者共 4名，將於安排下

學期於本校第二教研大樓表演藝術中心松怡廳與本學系管弦樂團演出。 

三、增加學生之舞台實習經驗：本學期安排各合唱/奏課程於國家音樂廳或本校松怡廳之定期

演出，包含管弦樂團定期音樂會 2場、管樂團音樂會 1場、合唱團音樂會 1場、現代重

奏團發表學生作品音樂會 1場。 

四、鼓勵教師發表作品與音樂會，整體提昇教師研究能量：在本校松怡廳的啟用後，本學系

透過主辦或協辦，鼓勵老師發表作品與音樂會，期整體提昇老師的研究能量，為成立博

士班的目標做更好的準備。本學期由學系主辦場不同樂器之教師個人音樂會 2場（弦樂

1場、室內樂 1場）。另，本學期於 99 年 10 月 29 日在本校外雙溪校區松怡廳及 99 年

12月 2日假台北國家音樂廳舉辦之＜雙溪樂饗—管弦樂團校園定期音樂會＞由本學系江

靖波助理教授、黃維明副教授（現任台北市立交響樂團團長）指揮，邀請彭廣林教授、

歐陽伶宜副教授分別與管弦樂團合作演出《梁祝》小提琴協奏曲及德沃札克《B小調大

提琴協奏曲》。本學系作曲組馬定一助理教授也於音樂會中分別發表《漫步冬日午後》

管弦樂作品及《第一號交響曲》，進行跨組間教師研究之整合與提昇。 

五、辦理論文發表會並鼓勵研究生發表論文，以提昇其學術創作能力與加強對學術活動之參

與度： 

(一) 99 年 11 月 1 日至 7日由孫清吉主任及作曲組馬定一助理教授率研究生 7名赴中國

上海音樂院參加＜第三屆上海國際現代音樂週＞活動，碩士班三年級劉光芸獲選於

本次研討會發表論文〈音類集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以盧炎的管弦樂作品《憶江南》

第三首為例〉。本參訪由學系主任帶隊，作曲組老師參與輔助系主任，除了帶領並

指導學生，使他們能更有效地利用此類學術活動增加自己的知識與見聞外，本系主

任及隨隊老師可以與主辦單位的作曲老師們，特別是院長許舒亞教授（專業為作曲）

與作曲系主任溫德青教授，進行系與系之間的交流與溝通，為未來兩校之音樂系建

立更深一層的合作及伙伴關係，預先舖路，並藉由此次學術活動增進兩岸的音樂研

究與教學之交流。 

(二) 99年 12月 10日於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D0130演奏教室及D0107教室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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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音樂學系研究生論文發表會＞，會中將有碩士班演奏組、作曲組及音樂學

組與碩士在職專班演奏教學組、作曲組、音樂學組研究生論文發表，共計 28 篇，並

將有 18 位老師參加主持與討論，發表論文包括巴赫作品到現代作品的探討…等。 

(三) 99 年 12 月 17、18 日獲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補助，於本校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舉行＜當代中文藝術歌曲的創作與詮釋學術研討會＞，以邀稿方式邀請九位台灣當

代知名作曲家與聲樂家，就創作者或演唱者的角度出發，對於當代中文藝術歌曲的

創作與詮釋，發表個人心得；並邀請多位對於當代中文藝術歌曲具備深厚創作基礎

與豐富演唱經驗的作曲家或聲樂家主持研討、擔任與談，從音樂和思想、文化等不

同角度，為與會作曲家、聲樂家及與會學生們，提供更寬廣的思考方向。研討會進

行的方式，除兩場專題演講外，將由七位論文發表人究其個人對中文藝術歌曲之創

作理念或詮釋方法進行扼要解說，再由研討會評論人加以評論，並開放與會學者和

學生發問、參與討論。 

六、輔導學生出國深造：本學系畢業班學生向以出國深造為優先考量，而本學系教師絕大多

數留學歐、美、日後返國服務，配合學系現行專業導師（Adviser）制度，對有興趣出國

唸書學生均能提供指引國外進修管道，並為之撰寫推薦信，協助引薦學生給國外音樂學

校與教授。並邀請剛從國外畢業之系友舉辦座談會，讓在校的學弟妹更加了解在國外求

學生活的點點滴滴，可以為出國盡早做準備。 

七、至全省各高中音樂班進行示範教學：本學期由本學系各組教師至全國高中音樂班（目前

共有 4所學校），進行招生宣導及示範教學，藉此提昇與國立大學音樂科系之競爭力，

以吸引更多優秀學生選填本系。 

師資培育中心 

一、 本中心參與教育部「99 年度《德智體群美五育理念與實踐》教材教法設計徵選」獲師資

培育大學團體獎第三名，並有 3位師資生獲獎(優選：謝舒怡、入選：范諭鈞、入選：莊

茹婷)，本中心何希慧主任及 3 位獲獎師資生於 99 年 8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出席

教育部頒獎典禮並接受領獎。 

二、 辦理一系列與實習課程有關之活動： 

(一) 99學年度中等學校教育學程61位實習學生至44所實習學校進行一年或半年之教育

實習。99 學年度上學期共舉行 5次返校座談，每月一次，邀請有豐富實務經驗之專

家學者蒞校演講，並請實習指導教師和實習學生進行分組座談。並安排每位實習學

生於實習結束前進行口試與試教演練。 

(二)  99 年 9 月辦理「學長姐返校經驗分享」，邀請畢業學長姐返校與實習學生分享實

習及教學經驗。 

(三)  99 年 10~12 月辦理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講座，針對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4門考科的準

備策略，邀請教育相關專家學者蒞臨講授，藉以提升實習學生應試能力，並協助在

校師資生盡早得知考試準備要領。 

(四) 100 年 1 月辦理實習檔案觀摩活動，於實習期間近尾聲之時，透過實習學生所提交

的檔案，瞭解實習學生的實習成果。並藉由同儕觀摩與評量，提升實習學生實習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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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品質，期以成為通過教師甄選之利器。 

(五) 預訂於寒假期間辦理教師資格檢定模擬考試，參加對象為實習生，藉著反覆練習提

升臨場應考技巧，並了解自身不足之處，以利在考試之前加強準備，順利通過考試

取得教師證書。 

(六) 為預定於 100 學年度進行教育實習的教程學生辦理「實習分發說明會」，由中等學

程學生共 64 人參加。會中除提醒與講解實習時程與相關規定外，並進行實習學校分

發志願選填與協調作業，以利進行後續分發及實習學校面談等事宜。 

(七) 於教學實習課程中，規劃參訪中等學校活動，由授課老師帶領學生實際至校園參

觀，了解校園實際運作情形，並於參觀活動中安排與該校科任教師座談，或觀摩該

校學有專精之優良教師實際教學，99 學年度上學期分別參觀台北市立龍門國中、至

善國中、興雅國中、大直高中、中正高中、中山女高、台北市私立靜修女中、衛理

女中、泰北中學與台北縣立永平高中等。 

(八)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共有 42 位中等學程學生參與志工服務活動，服務內容為國中

問題學生小團體輔導、課業輔導、親師座談工作、學校日活動等。 

三、 99 年 9 月 28 日舉辦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迎新宣誓大會」，意義在於將學長姐優良

的表現及投入教育界的熱忱傳承下去。進行宣誓則是希望更加強其對任重道遠的教職工

作之不變信念。現場除部份因上課未能到場的新生外，99 學年修讀教育學程之新生、觀

禮之學長姐及中心教職員約 80 餘人，並邀請人文社會學院莫藜藜院長到場給予新生勉

勵，期許學生未來能在教育界散發光芒。 

四、 持續辦理教育部「99 年度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劃」專案，

引導師資生前往偏遠地區及都會弱勢學校，進行國中學生課業補教教學，並藉由服務後

之自我反省或同儕回饋，增長相關實務經驗，磨合出最佳的為師之道。本學期服務學校

為臺北縣立石門國中與臺北市立至善國中。 

五、 持續與鄰近學校共同推行教育部大學生攜手課輔計畫，輔導本校師資生深入國中校園進

行課輔教學，期望參與課輔教學之師資生經由實際進行補救教學後，對中等學校學生學

習問題更能思索一套可行的改善方向，本學期合作學校為臺北市立福安國中、臺北市立

雙園國中、臺北市立蘭州國中、臺北市立至善國中。 

六、 本學期中心學生會為溝通師生情誼、增進師資生生彼此情感、及弘揚師培精神，陸續舉

辦各項提升潛在能力課程活動。9 月 28 日協助中心辦理迎新宣示大會；10 月 21 日舉辦

台北市立至善國中戶設施參訪活動；12 月 20~12 月 25 日「教育週」，舉行各項競賽、

研習活動，如：實習經驗分享、國語文能力競賽、教具製作比賽等。 

七、 持續接受教育部委辦「98~99 年持國外大學以上學歷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審查小組」兩年計畫，提供持國外大學以上學歷民眾，申請認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

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認證之管道，並嚴格把關國內師資培育之教師素質。另著手辦理

「100~101 年持國外大學以上學歷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審查小組」兩年計

畫案申請與相關規費研擬。 

人權學程 

一、 行政業務 

(一) 9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實習委員會：9月 9日於 D1011 召開，由王叢桂及葉肅科



-------------------------------------------------------------------------------------------------------------------------------------------
東吳大學 99 學年度第 1 次(991222)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51 

兩名委員進行實習導師分配、實習單位媒合，以及決定實習行前說明會的形式。 

(二) 9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學程委員會：10 月 27 日於 H311 舉行，出席人員有黃秀

端、黃默、劉惠琴、王叢桂、葉肅科、陳俊宏、薛維萩、黃曼婷、高郁文、陳柔潔。

會中討論人權學程及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的 99 學年度第 2學期課程、人權學程 100 學

年度課程，修訂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考試辦法第三條與第四條、東吳大學人

文社會學院人權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三條與第七條。 

二、 學術活動 

(一) 人權碩士學位學程期初說明會：9月 7日在 D1005 舉行，黃秀端主任主持，會中除

黃默、劉惠琴、林正弘、葉肅科等老師與在座學生相互介紹之外，亦進行實習、田

野調查課程新制修業規則說明、發研究生手冊、抽籤分配研究生室研究生座位、使

用管理規則說明、發配鑰匙等。 

(二) 實習行前說明會：9月 24 日於 D1002 舉行，與會來賓包括台灣人權促進會翁嘉宏執

行秘書、黃秀端主任、王叢桂老師、陳俊宏老師、葉肅科老師及九名學生。會中翁

執行秘書為大家介紹台權會的工作概況、當前關注的議題、以及他們對實習生的訓

練及要求，實習委員也跟大家說明基本的工作倫理與注意事項。 

(三) 人權學程暨碩士學位學程實習成果發表會：10 月 22 日在 D1005 舉行，主持人為黃

秀端主任，發表人有人權碩三詹婉如、人權碩二林季儒、人權碩一李孝濂、經四 B

洪晨晏、日延 A王仁玨，跟大家分享他們的實習、田野調查甘苦談。含黃默及陳俊

宏老師在內，約有 15 人出席。 

(四) 學生獲獎：人權碩士學位學程三年級詹婉如同學，同時也是中央廣播電台製作人，

所製作的「該『死』的一群─敲開死囚之門」系列報導，在 11 月 9 日榮獲「2010

國際廣播協會（AIB）國際傳媒優異獎」最佳廣播專題報導評審推薦獎。頒獎典禮於

英國倫敦舉行，詹婉如同學親自領獎，獲得現場熱烈的喝采與回應。詹婉如表示，

製作這個議題並非要展現特定的立場，而是希望透過不同的角度，讓聽眾能有較多

的思考空間來關心並重視這個議題。 

(五) 演講 

1. 人權饗宴：《土地正義－居住權與生存權的危機》系列演講，每場約 40 人

出席。 

(1)9 月 24 日在 B013 舉行「土地正義與國土規劃」演講，黃秀端主任主持，台北

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系廖本全教授擔任講者。廖教授主要從都市規劃的學術

背景出發，佐以其向中科三期及四期、國光石化等與政府單位陳情，以及與這

些身受其害的居民並肩作戰的親身經歷，和在座師生分享他對台灣國土規劃之

利弊得失的看法。 

(2)10 月 20 日在 D1002 舉行「農村的未來？！檢視農村再生條例」演講，主持人

為陳俊宏老師，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暨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蔡培慧教授擔任講

者，蔡教授從農村再生條例出發，談農村規劃及再生、農民、政府、產業三方

的角度，探討農村的未來。 

(3)11 月 24 日在 B013 舉行「進行中的台灣新圈地運動：土地徵收制度下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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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生存權危機」，陳中寧主持，講者為政治大學地政系徐世榮主任。徐主任

從土地徵收條例出發，並穿插相關新聞報導和評論，及其參與公聽會、上街頭

抗議等經驗，一一說明現行之土地徵收制度諸多弊病。 

(4)12 月 29 日在 B013，邀請清華大學社會所李丁讚教授演講「崛起中的台灣新農

業運動」。 

2. 其他演講 

(1)11 月 30 日在 D0308，舉行「正義、無罪、自由人：蘇建和談司法的人權保障」，

陳俊宏老師主持，講者為台灣人權促進會組織發展部蘇建和主任。會中簡介蘇

案、蘇建和本人參與司法實務的經驗及介紹台灣司法制度的變遷。 

(2)12 月 7 日在 D0618，邀請北京東珍納蘭文化傳播中心負責人李丹演講「中國愛

滋人權與 NGO 角色」，由王興中老師主持。 

(3)100 年 1 月 4 日在 D0618，邀請中國民運人士蔡陸軍演講「兩岸人權的親身經

歷」，由王興中老師主持。 

(六) 人權電影院．非要開眼界 

1. 10 月 14 日在 H203 由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台菲友好協會聯合舉

行「製糖季節影片賞析暨交流座談會」，與談人為台菲友好協會人權組召集

人陳瑤華、菲律賓移工國際在台分會主席 Dave Chang、政治系副教授陳立剛，

約有 80 人出席。本片紀錄菲律賓北呂宋路易西塔大莊園（Hacienda Luisita）

「蔗工」，如何為他們最基本的工作權與生存權奮鬥的血淚故事。 

2.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台灣廢除死刑推動

聯盟、Poster for tomorrow 及英國貿易文化辦事處，聯合舉辦期兩星期的

【東吳殺人影展】Free from Death。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展在綜合大樓

2、3樓雙溪藝廊的「Poster for Tomorrow TOP 10 世界反死刑海報展」，

接著是三場分別來自台灣、香港、印度的死刑議題相關影片：第一場 10 月

25 日在 H203 播放「島國殺人記事Ⅱ：盧正案」，主持人為黃曼婷（亦主持

第二、三場），與談人為盧菁、盧萍。第二場 10 月 26 日在 D1005 播放「等

候董建華發落」，與談人為黃默教授。第三場 10 月 29 日在 H203 播放「繫

Dor」，與談人則為交通大學社會文化所林淑芬副教授。 

3. 12 月 28 日在 H203 舉行「《姊妹，賣冬瓜！》新移民運動紀綠片暨映後座談」，

與談人為南洋姊妹會成員。 

(七) 2010 風光人權月 

1. 《人權風．瘋人權：人權理念的傳播與落實》國際研討會，由台北市立教育

大學暨人權教育研究中心、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人權學程、藝星藝術中心

合辦，12 月 3 日至 12 月 6 日在台北市立教育大學公誠樓第三會議室舉行。

會中邀請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盛治仁擔任專題演講者，亦邀請多

位國際知名學者如美國哥倫比亞大學教授 James. D. Seymour、加拿大英屬

哥倫比亞榮譽教授 Bill Black、加拿大的 Magda Seydegart、日本大阪人權

資訊中心 Osamu Shiraishi、詩人貝嶺、香港教育學院學院莊耀洸、香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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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權委員會陳潔文、香港梁恩榮、香港廖淑嫺、中國北京之春王丹、中國

東珍納蘭傳播文化沈婷婷、中國李丹、東南亞 Jefferson Plantilla、日本

Yasu Hirasawa，以及國內外藝文人士、非政府組織、國中小教師等互相交

流，以瞭解國內外人權理念落實現況。 

2. 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歷年成果展，12 月 6 日至 12 月 17 日在第二

教研大樓一樓展示。 

3. 世界 100 反死刑海報特展，12 月 6~17 日在第二教研大樓一樓展示，廢除死

刑推動聯盟協助辦理。 

4. 來來來鬧場！人權音樂趴，12 月 10 日在 H101 邀請農村武裝青年開唱。 

5. 2010 國際迷你課程Ⅱ：加拿大的司法制度與兩個國際人權公約，由加拿大

英屬哥倫比亞榮譽教授 Bill Black 授課。 

(1)第一講：兩個國際人權公約如何與加拿大的司法體制接軌，12 月 7 日，D1002。 

(2)第二講：加拿大如何施行兩個國際人權公約，12 月 8 日，D1002。 

(3)第三講：平等權在加拿大的發展，12 月 9 日，D1005。 

(4)第四講：加拿大的原住民族權利，12 月 10 日，D1005。 

6. 東南亞人權系列影展 

(1)第一場：Balibo 巴里布（東帝汶），12 月 13 日在 D1005，與談人為國立新加

坡大學東南亞區域研究訪問學人梁家恩、東吳大學哲學研究所李俊達碩士生。 

(2)第二場：Shadowplay （印尼），12 月 14 日在 D1005，與談人為國立新加坡大

學東南亞區域研究訪問學人梁家恩、國際志工協會張瓊齡副理事長。 

(3)第三場：紅色高棉殺人機器 S-21 監獄（柬埔寨），12 月 15 日在 H203，與談

人為國立新加坡大學東南亞區域研究訪問學人梁家恩、黃默教授。 

(4)第四場：Alice Lives Here（馬來西亞），12 月 16 日在 H203，與談人為國立

新加坡大學東南亞區域研究訪問學人梁家恩、政治系林瓊珠助理教授。 

7. 「學運世代的對談」座談會（與大學思潮研究社、政治系合辦），12 月 9 日

在 G101，主持人為左岸文化出版社黃秀如總編輯，與談人為清華人文社會學

院客座王丹助理教授、台大社會系范雲副教授。 

(八) 人權讀書會，8月至 11 月已舉行了 5次，12 月至 1月預計舉行 1~2 次。 

1. 8 月 13 日在 D1002，李仰桓博士生報告 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h.15、Ch.16。 

2. 9 月 10 日在 D1002，但昭偉老師主持，邱博詩碩士生報告 John Rawls.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The law of peoples pp.129-180。 

3. 9月 24日在D1002，魏千峰律師主持，陳中寧博士生報告Joshua Cohen.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awls. pp.8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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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 月 22 日在 D1002，黃嵩立老師報告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Ch.2、Ch.3。 

5. 11 月 12 日在 D1002，黃嵩立老師報告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Ch.2、Ch.3。 

(九) 人權通訊 

1. 10 月發行第 18 期。 

2. 11 月 8 日在 H204，人權通訊編輯小組訪問台灣人權促進會組織發展部蘇建

和主任。參與者有蘇建和、蘇建和友人、薛維萩、黃曼婷、蔣一心、侯希婷、

張庭瑜。訪談內容包括蘇建和敘述被逮補後的心境，及父親為他四處奔走陳

情的狀況、對 11 月 12 日蘇案宣判的看法、參加蘇案平反大隊舉辦的「自由

的界限：宣判前夕的腳踏車之旅」的感想、從事 NGO 工作的經驗分享與須具

備的特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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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院長室 

一、院務會議通過修訂「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補助院內專任教師參與國內學術研討（習）

會施行細則」及「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補助院內專任教師投稿國內外學術刊物之審查

費施行細則」，98 學年度因預算縮減因素，改以院辦公費提供補助，共計有 20 人次獲

得補助 24,000 元；99 學年度（99.11.30 止）已有 13 人次獲得 17,000 元補助。 

二、99 年 9 月 31 日出版第 31 期東吳外語學報，刊登論文 7 篇，通過刊登率為 53％；第 32

期東吳外語學報徵稿截止，共計收到新稿件 13 篇，99 年 11 月召開第一次編輯委員會初

審通過 11 篇論文續送外審。 

三、99 年 10 月 19 日～11 月 28 日與林語堂故居、人文社會學院合辦「2010 東吳大學校園導

覽大使培訓課程」；開訓典禮於 10 月 19 日 12：10 在外語學院會議室（R0814）舉行，

由林語堂故居馬健君執行長、人社院莫藜藜院長、本院賴錦雀院長及英文系王建輝老師

致詞勉勵在場 28 位受訓學員，並期待於 12 堂的課程結束後，學員們都能成為東吳大學

及林語堂故居優秀的導覽種子；11 月 28 日於第一教研大樓富蘭克林廳舉辦培訓成果展

及授證典禮，合計有 14 位學員獲頒導覽員證書。 

四、99 年 11 月經甄審程序，推薦「名古屋大學國際言語文化研究科」、「宮崎大學教育文

化學部」、「新潟大學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科」、「新潟大學國際交流中心」及「學習院

大學文學部」之院級交流協定交換學生 10 名。 

五、99 年 11 月 18～21 日賴錦雀院長受邀前往日本國立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本院之國際

交流協約單位）進行專題演講、研究生論文發表講評，並拜訪該校菅沼龍夫校長、丸山

真杉副校長、兒玉修部長、平瀨清教授、長友和彥教授等人。 

六、99 年 12 月 8 日 與學生事務處合辦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院導師研習會，於第一教研大樓

外語學院會議室（R0814）舉行，主題為分為兩部分「一、學務處輔導業務報告二、導師

輔導知能研習：自我關照與身心抒壓～從穴道按摩談起」，計有 50 位教職員同仁參加。 

七、99 年 12 月 29 日預定舉辦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學工作坊，主題為「神話、童話與兒童

文學」一書的誕生故事」，邀請中文系鹿憶鹿老師、英文系孫克強老師、日文系張桂娥

老師及德文系林愛華老師分享教學經驗與心得。 

 

英文系 

一、舉辦學術性活動與演講： 

（一）7月 5日至 30 日，本系與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合辦「跨文化理論研習營」，國內外

相關領域碩博士生共 46 位參與。 

（二）11 月 10 日辦理教師教學工作坊，講員：薛帝逢、紀澤然老師，題目：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Fusion and Distinction in Joni Mitchell and Midsummer 

Night's Dream。 

（三）11 月 20 日舉辦國際比較文學學術研討會：文學中身體的創傷，與會人數 164 人。 

（四）12 月 1 日辦理文學組教學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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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2 月 15 日辦理國科會計畫工作坊：文學領域講者：李有成（中研院歐美所特聘

研究員）語言學領域講者：陳秋蘭（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二、舉辦學生實習活動與競賽： 

（一）辦理全校性英語文競賽：「英文閱讀比賽」、「英文寫作比賽」、「英文聽力比

賽」、「英語演講比賽」初賽及複賽。 

（二）辦理「2010 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口譯組志工培訓與活動口譯。 

三、辦理服務與學生輔導之各項活動： 

（一）完成系「課程地圖及職涯進路圖」。 

（二）7月 1日辦理系導師研習營，學系主任、各班級導師共 15 人參與。 

（三）學生生涯輔導講座： 

1. 辦理英文學系傑出系友講座，講員：鄭凱駿學長（現職：Discovery Networks      

Asia-Pacific 節目製作）、吳旻潔學姐（現職：誠品集團執行副總經理）。 

2. 11 月 17 日辦理英文學系傑出系友講座：講者:黃瀞儀、王筠蕙、王姳媁，講題: 

編織異國夢：留學、生活、工作經驗分享─英、美、澳何處適合你/妳？】。 

3. 12 月 1 日辦理英文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傑出系友職涯分享講座，講者：周

安曼，講題：想像的實踐、抽象的粹練：揭開當代藝術視野。 

4. 12 月 15 日，辦理英文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傑出系友職涯分享講座，講者：

胡家榮，講題：有效率的學習，為職場生涯作準備。 

四、國際交流活動： 

（一）謝瑤玲主任赴日本進行學術參訪活動，拜會拓殖、高千穗、明治學院及中央等大

學。 

（二）本系專任教師陳嘉煥擔任隨團老師，帶領 15 位學生參加「2010 年東吳大學英文

學系英國愛丁堡大學英語文研習團」，於 7 月 22 日出發，8 月 16 日返國，10 月

11 日辦理分享。 

（三）99 年 10 月 6 日辦理「如何申請英國研究所」說明會，參與學生約 40 位。 

五、辦理英美文化推廣： 

（一）文化教室海報與音樂特展：5-6 月浪漫時期、9-10 月古典時期、11-12 月浪漫時

期。 

（二）辦理萬聖節、感恩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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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 

一、 繼續執行教學卓越計畫分項 D「外語學院語言教材開發-日、德基礎語言教材第二階段編

修計畫」、「外語學 

院舉辦全校性外語文藝競賽計畫」及「外語學院同步口譯工作坊-英、日語口譯人員培

訓及實習計畫」。 

二、 持續辦理大學部學生短期日語研修活動：99 學年度第 1 學期本系共有 21 名大學部學生

前往日本明海大學、拓殖大學及同志社大學進行一學期的短期留學。 

三、 選派研究生赴日本協議學校交換研習：99 學年度第 1學期共有 5名碩士班研究生分別在

日本名古屋大學、新潟大學及學習院大學短期留學。 

四、 99 學年度第 1學期持續進行國際交流活動： 

（一）本系接受日本高千穗大學委託辦理華語班，99 年 8 月共有高千穗大學 8名學生至

本校進行為期三週的華語研修。 

（二）本系接受日本拓殖大學、明海大學委託辦理華語班，99 學年度共有拓殖大學 3名

學生至本校進行為期 8個月的華語研修。 

（三）9 月份王世和主任、羅濟立副主任及劉怡伶副教授分別率短期留學生前往明海大

學、拓殖大學及同志社大學，順道拜訪姐妹校，洽談學術交流事宜。 

（四）10 月 23 日與拓殖大學合辦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拓殖大學常務理事佐野

幸夫先生、學務部長荒川正彥先生特於 10 月 22 日抵台，以協辦單位代表身份參

加，佐野幸夫先生並擔任決賽評審委員。 

（五）10 月 27 日學習院大學村野良子教授、金田智子教授及學生 18 名來訪，於本系進

行兩天的教學觀摩及實習。 

（六）本系賴錦雀教授、王世和副教授、彭思遠助理教授率 3名研究生於 11 月 18 日~11

月 21 日赴日參加與宮崎大學合辦之研究生期中發表，並進行專題演講。 

（七）宮崎大學教育文化學部長友和彥教授、小川さくえ教授於 12 月 16 日~26 日率 2

名研究生、3名學部生至本系進行教育實習。 

五、 舉辦各項學術活動 

（一）9 月 4 日-5 日舉辦「TAE 理論如何應用於日語教育」教學研究工作坊，邀請日本

女子體育大學得丸智子教授至本校主講。 

（二）10 月 6 日、11 月 17 日分別舉辦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會第 137、138 次例會，由本系

黃智暉助理教授、賴雲莊助理教授、盧月珠副教授及彭思遠助理教授發表。 

（三）11 月 8 日、12 日於 B502 電腦教室舉辦碩博士班研究生語料庫研習會，由本系劉

怡伶副教授主講。 

（四）本系預定於 12 月 22 日邀請日本名櫻大學伊藤孝行教授蒞臨演講。 

（五）本系將於 100 年 3 月 5 日（六）於本校第一教研大樓普仁堂及戴氏基金會會議室

舉辦「2011 年台灣日語習得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預定邀請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白井恭弘教授、早稻田大學宮崎里司教授及本校陳淑娟教授發表專題

演講，並有 14 篇論文發表。 

（六）本校外語學院主辦、本系承辦的「多語言多文化同步教/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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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0 年 3 月 27 日舉行。 

德文系 

一、學生赴德國姊妹校明斯特大學進修：大學部團體：21 名前往進修一年。 

二、「2011 年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工作：截稿、審稿、活動經費申請。 

三、「2011 年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年會及學術研討會」籌備工作：成立籌備委員

會、活動時程規劃、邀稿。 

四、「系務會議」決定 100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校系分則表、碩士班

各管道招生簡章、修訂 R0810 德文系研究生研究室及 R0815 研究生電腦教室使用規則、

同意聘請德國魯爾大學德文系 Gerhard PLUMPE 教授為本系講座教授、修訂學士班必選修

科目表、100-102 校務發展計畫「提升外語能力計畫」、落實課程委員會校外委員、決

定補聘專任教師專長、修訂教師評審辦法、成立 2011 年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年會及國

際研討會籌備委員會。 

五、「系教評會」新聘黃靖時兼任助理教授、同意 100 學年聘請德國魯爾大學德文系 Gerhard 

PLUMPE 教授為客座教授、100 學年教師休假申請案。 

六、「系務發展委員會」研議調降學士班畢業學分數至 128 學分之問題、申請 100 學年補聘

專任德語教學教師一名，其「主修為德語教學」或「副修為德語教學加上 2 年以上德語

教學經驗」。 

七、「一年級德語教師會議」與「三、四年級德語教師會議」，針對德語課程教學與德語畢

業條件執行等事務進行討論。 

八、「碩士班師生餐敘」定期瞭解學生修業進度、蒐集學生相關建議。 

九、繼續針對一、二年級學生執行預警制度，並由碩士生、教學助理、學習輔導助理進行課

後德語文法輔導。 

十、結合心諮中心進行「大一身心適應調查」。 

十一、 辦理「既壽獎學金」捐款人甄選受獎學生事宜。 

十二、 辦理演講及座談會：演講 4場、德國生活文化講座 4場、系友回娘家 3場。 

十三、 成立學生研讀小組：「德國走透透」、「德國電影賞析」。 

十四、 召開全系學生大會。 

十五、 德籍學生輔導：2 名德國明斯特大學國際交換學生以不同主題（如語言、文化）進

行德語課輔，提升本系學生德語能力。 

十六、 援例預定於 100.01.17 辦理教師教學工作坊「Schriftliche Kommunikation im 

DaF-Uniterricht」。 

 

語言教學中心 

一、提報「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計畫填表說明會」補充資料--新制語言教

室相關資料，以及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之「外語能力培育計畫」初稿。 

二、99 學年首次推出「深耕英文 I」和「深耕英文 II」課程，讓 97 學年入學但未能通過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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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英檢之學生能加強英文學習，以利其達到英文能力畢業標準；而實用英語學程亦於二

校區正式開課，共規劃 10 門單學期課程，訓練學生聽、說、讀、寫、譯之技巧。 

三、自 98 學年起，本中心每學期舉辦 2 次教學觀摩，達到分享教學技巧和經驗交流之功效；

本學期已於 10 月 20 日和 12 月 15 日舉辦，由葉靜娥老師和林香美老師分別主講＂On 
Translation: Choice of Words -- Translating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Integrated English Skills through Project-based Interview＂。 

四、「東吳學生英語學習手冊」第二版由於經費有限，本學年印製數量僅能發給修讀「英文

（一）：讀本」、「英文（一）：語練」之學生，已於 11 月下旬發給大一新生，以利同

學規劃大學 4年之英語學習計畫；外語自學手札第 16 期已於 11 月底出刊。 

五、除每學期初為授課教師舉辦多功能語言教室設備操作說明會外，本學期 12 月 2、6 日為

全校師生於二校區舉辦線上英語學習資源說明會，介紹空中英語教室系列 VOD 線上課程

學習秘訣，以及全民英檢、新多益模擬測驗平台，提供多元學習管道。 

六、繼續辦理「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利用午休或下午第 9 節，由本中心專任暨專案教

師擔任，雙溪校區之 9個主題如下：「Current Affairs English」、「閱讀與討論」、

「流利正確說英語」、「英語聊天室」、「閱讀與發音練習」、「Easy Talk」、「哈拉

英文」、「英文文法一點通」、「從翻譯學英文」；城中校區之主題有 4：「唱歌學英

語」、「發音與會話」、「英語課輔班」、「英文練習時間」。 

七、辦理第 17 期外語自學相關活動，以及安排外語聊天時間服務。 

八、本中心 98 學年開始執行之 6項教學卓越計畫：「舉辦外語自學活動計畫」、「充實外語

自學資源計畫」、「共通英文課程學習手冊第二階段編修計畫」、「共通英文補救教學

--語言教學中心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共通課程『英文（一）、（二）』能力分

班計畫」、「強化共通英文課程師資計畫」，此為期 17 個月之計畫案將於 99.12.31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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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 

【理學院】 

一、教學 

(一) 10 月 8 日於 G101 會議室舉辦理學院鑑識科學學程專題演講：我在調查局的日子，

並邀請到法務部調查局鑑識科學處吳國權學長回母校演講，吳學長此次為學弟妹完

整闡述調查局鑑識科學處的鑑識工作內容，讓與會的學弟妹對鑑識工作內容有了新

的體認與視野。 

(二) 科教館有意與理學院合作。9 月 2 日院長、劉源俊、陳秋民老師前往科教館與館長

及數位主任同仁等作初次晤談。10 月 14 日科教館人員來訪。決定先就陳秋民老師已

有的成果「火焰之舞」與科教館合作。同時準備(有興趣的)各系逐漸參與。 

(三) 為能增進同學對刑事辯護的認識學習，鑑識科學學程選修課程「刑事鑑定法律」，

於 11 月 18 日由該課程林裕順老師帶領修課同學共計 50 位，前往台灣士林地方法院

研習參訪。 

(四) 為能增進同學對刑事工作業務與鑑定實務的瞭解，鑑識科學學程選修課程「刑事鑑

定法律」，預計於 12 月 23 日由該課程林裕順老師帶領修課同學共計 50 位，前往刑

事警察局研習參訪。 

二、其他 

(一) 院網頁做部分更新。其中一項是在首頁左邊呈現各系教學、研究等相關重要活動，

並且直接連結到各系該活動頁面。 

(二) 10 月 13 日舉辦 Brown Bag Seminar 邀請心理學系汪曼穎教授介紹網路導遊 The 

museum of science, art and human perception (San Francisco)，與日本科學未

來館。 

 

【數學系】 

一、 追求教學卓越 

（一） 數學系申請本校教學改進方案補助經費，舉辦「生活數學與數學學習」系列講座。

分別於 11 月 10 日、16 日、18 日及 29 日邀請台灣大學數學系張海潮教授、義守

大學應用數學系張耀祖教授、中央研究院統計研究所蔡風順教授及交通大學電機

工程學系周志成副教授蒞班演講，讓學生了解數學在科學知識的發展扮演重要的

角色，並學習數學在實際生活中的應用，進而提升學習興趣及改進學習數學的方

法、增進學習成效。 

（二） 數學系於 11 月 30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針對東吳大學

開課辦法（草案）提出本系的修正建議。 

二、 整合研究能量 

（一） 數學系邀請美國南加州大學航太機械工程系 Professor Firdaus E. Udwadia 於 9

月 2 日下午 2:00 在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數學系研討室（R0701）舉辦學術演

講，講題為：Accelerated Runge-Kutta Sol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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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數學系邀請台灣大學數學系李秋坤教授於 10 月 20 日下午 3:30 在外雙溪校區第

一教研大樓數學系研討室（R0701）舉辦學術演講，講題為：Irreducible and 

transitive subalgebras in matrix algebras。 

三、 促進交流合作 

（一） 數學系、財務精算與工程數學系及中研院數學所於 8月 9日在本校外雙溪校區國

際會議廳舉辦「林大風教授榮退研討會」，會中邀請美國路易斯安那州立大學郭

輝雄教授、中研院許順吉教授、交通大學陳冠宇教授、本系簡茂丁教授及清華大

學曾勝滄教授主講，是日參與之學者合計約 100 人。 

（二） 數學系簡茂丁教授於 10 月 24 日至 28 日前往日本弘前（Hirosaki）大學數學系

進行研究訪問。 

四、 拓展社會資源 

（一） 99 學年度數學系微積分諮詢於 10 月 5 日起開始啟動。每星期一至五中午 12:30

至 13:20 在 R0211 有專人負責回答全校學生微積分相關問題。 

（二） 11 月 13 日，由台灣數學建模與創意學會與東吳大學數學系主辦，台灣戰略模擬

學會協辦的「全民節能減碳數學建模競賽」在東吳大學第一教研大樓進行決賽

活動。本競賽目的在於讓參加活動者，包括社會大眾，透過查詢節能減碳的相

關資料建立模型、觀察與解釋模型、猜想結論並以演繹法論證的數學建模活動

來確實感受「節能減碳活動」對個人家庭乃至於國家政治、經濟與環境生態的

影響，更進一步了解「節能減碳活動」的重要性。 

五、 其他 

（一） 數學系朱啟平老師自 99學年度起擔任理學院院長，並於 7月 28日舉辦交接典禮，

邀請黃鎮台校長監交。 

（二） 數學系學生會於 8月 25日在本校外雙溪校區 R0401 教室舉辦 99學年度北部新生

迎新茶會。 

（三） 數學系於 8 月 25 日完成「九十七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與

執行成果」報告。 

（四） 數學系於9月1日在第一教研大樓數學系研討室R0701舉辦「碩士班新生座談會」。 

（五） 數學系於 9月 7日上午 9：00 至 11：30 在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 7樓舉辦「大

一師生相見歡」活動。大一新生藉闖關活動，於充滿期待與好奇心中，認識系上

老師、助教、秘書，且熟悉數學系的環境，為日後學習奠定基礎與信心。 

（六） 數學系於 9 月 8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數學系教評會，會中通過新聘

大同大學應用數學系廖銀盛與江南波兩位教師於 99 學年度至本系兼任一案。 

（七） 數學系於 9月 9日上午 8：30 在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14 教室舉辦「如何

樂在學習」座談會，邀請賴昱瑋、洪慧娟、涂怡婷及吳彥霖四位學長姐與學弟妹

分享如何面對原文書籍及如何念好大一必修課程等相關經驗。 

（八） 數學系邀請生命鬥士李克翰先生於 9 月 9 日上午 10：00 在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

大樓 D0414 教室舉辦一場演講，講題為：120 公分的世界。 

（九） 數學系於 9月 15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會中除討論 100 學

年度本系學士班、碩士班招生事宜外，並確認由數學系簡茂丁老師、朱啟平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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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之琪老師、張秀瑜老師、蔡漢彬老師及本校物理系任慶運老師、心理系楊牧貞

老師組成「數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十） 數學系於 9 月 21 日召開第 1 次數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會中推舉簡茂丁老師為

委員會召集人，並確認遴選作業要點。遴選公告除張貼於本校人事室網頁與本系

網頁外，另以電子郵件寄送各大學數學系暨相關科系。 

（十一） 數學系 42 屆系學生會於 9 月 25 至 26 日假坪林鄉鐵馬新樂園舉辦兩天一夜的

大一迎新宿營活動。 

（十二） 數學系辦理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數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金」評選作

業，經全系專任老師評選出陳建霖、蔡承恩、張伯豪與鄭皓云四名大學部同學

得獎。 

（十三） 數學系辦理 99 學年度「數學系系友會獎學金」評選作業，經全系專任老師評

選出陳建霖、蔡承恩、張伯豪、鄭皓云與謝欣潔五名大學部同學得獎。 

（十四） 數學系於 10 月 8 日召開第 2 次數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會中以無記名方式投

票通過推薦林惠婷副教授為數學系主任建議人選。10 月 15 日，校長簽核同意

聘請林惠婷副教授兼任數學系主任。 

（十五） 數學系於 11 月 24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數學系教評會，會中通過

新聘台北商業技術學院資訊科技與管理研究所楊東育助理教授於99學年度第2

學期至本系兼任。 

（十六） 數學系於 11 月 30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請各任課老師

提出各任教科目學業成績不理想的學生名單，彙整名冊後送請各任課老師及各

班導師加強輔導。並將名冊中已有一學期 1/2 不及格紀錄或有三科以上成績不

理想者，由系主任撰寫信函予以提醒。 

（十七） 數學系於 11 月 30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會中討論本系

增聘教師相關事宜。 

 

【物理學系】 

一、教學： 

(一)落實「演喻教學」為本學系教學特色之一 

1、「演喻教學工作小組」定期於每個月召開會議，規劃及檢討發展方向。本學年工

作重點，辦理「科學夏令營」活動，透過活動不僅可讓學生對於物理演示有實際

操作的機會，同時也達到學習服務的目的。另討論「普通物理」課程適用的課堂

演喻教材、100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案所提出之相關規劃及預算概況及演喻教室聘

用工讀生支援演喻相關課程等事宜。 

2、繼續執行教學卓越計畫案：「物理學系整合型教學專案─物理演喻教學發展及其

環境之營造」（學院之子計畫）。 

3、參與由中央大學主辦之「2010 中華民國物理及教學示範研討會」，藉此以觀摩

各校物理學系演示教學活動的推展，並交換演喻教學心得。（99.08.21-22） 

（二）提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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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舉辦演講活動：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共辦理四場學術演講活動。 

2、辦理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書報討論」及「專題研究」優秀學生期末發表會。

（100.01.04） 

二、研究： 

（一）鼓勵教師參與學術服務或交流活動 

1、劉源俊、陳秋民、任慶運、蕭先雄四位老師共同出席於北京舉行之「2010 年兩岸三

地高等學校物理教育學術研討會」，此行四位老師均發表演說。劉源俊老師以「量子

物理名詞的商榷」為題，做大會演講。本活動係兩岸三地物理教學之重要平台，

藉此活動可達物理教育工作切磋交流之機會，同時對外傳達本學系對物理基礎教育的

理念及實踐的成果，並可積極爭取與大陸大學間師生交流的機會。（98.07.31-08.02） 

2、由蕭先雄副教授主持，並與輔仁大學物理學系及物理研究所、臺北市立天文科學

教育館、中央研究院物理所、聯合大學能源與資源學系共同辦理「臺灣夸克網工

作坊」，活動於輔仁大學舉行，共有理科相關高中學生和教師、大學生及研究生

等約 100 人參加，蕭先雄副教授並於會中發表「介紹 Quark Net」。（99.08.20） 

3、劉源俊教授，致力於科普教育之推廣，應台北科學教育館邀請，發表：「成人需

要怎樣的科學素養？」（99.08.13）參加「臺灣科學教育四十年研討會」，發表

〈四十年來臺灣科學教育推行機制的回顧與檢討〉（99.10.08）應科學月刊社舉

辦之「科學到民間」講演，於國立科學工業園區實驗中學，演說〈左右對稱知多

少？〉（99.10.20）及長榮及佛光大學校院之通識教育中心邀請，〈說教育要旨〉

（99.10.25）以及談〈現代青年應有的科學素養〉。（99.10.27） 

4、陳國鎮教授：將近年來生醫物理的研究做一推廣。除固定演說外，協辦「中華生

命電磁科學學會 99 年的「身、心、靈科學」秋季研討會」，陳國鎮教授發表：

「適者生存的波動觀：面對變動如何調適自己」演說。同時安排陳國鎮教授主持，

觀賞影片：宇宙科學的深度探索，簡介赫拉敏。（99.10.30） 

5、陳秋民副教授應上海同濟大學邀請，至該校進行學術交流，將對全校發表演說以

及介紹本學系演喻教學的情況，交換兩岸物理演喻教學心得。（99.10.24-29） 

6、任慶運副教授應邀出席由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所舉辦之「第一屆讀經教育

高峰論壇」，參與座談並擔任引言人。（99.11.28） 

7、辦理「縱橫悟理」（Physics & Beyond）教師研究例會，每個月舉行一次，由專

兼任老師依序發表，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發表人依序為陳昌祈、黃雍熙、林其

隆、任慶運、陳國鎮、巫俊賢等六位老師。 

三、輔導： 

（一）落實課業輔導及生活輔導，以培養學生專業知識及人格之均衡發展 

1、「數理培基會」，由劉源俊、任慶運老師分別進行課業輔導，學生可自由參加，主要

加強學生數學、物理、英文的基本能力，固定於每週一、四中午辦理。 

2、邀請陳國鎮老師於大一新生輔導發表演說，以「大學生的學習的生活」與同學分享上

大學應有的生活習慣與態度。（99.09.09） 

3、舉辦「新生師長見面會」，希望透過近距離的接觸，使新生認識全系教師、助教及行

政人員，以此引導新生做學習及生活之規劃及循求解決的方式！（99.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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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郵寄「給新生家長的一封信」，包含選課手冊、學系建議等資料，望透過主動的方式

讓新生家長能瞭解學系運作，並建立起良好之雙向溝通與迴響。（99.10.18） 

5、辦理班級團體活動，邀請楊陽學長（66級系友）演講，楊陽學長目前為PCS Associates

亞太地區負責人，講題：成功自我行銷術─面試技巧與禮儀。（99.11.03） 

6、配合心理諮商中心辦理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活動。（99.11.17） 

7、辦理九十九學年度系友獎學金評選作業，「游輝文系友獎學金」獲獎同學為物三宋欣

忠、游秩群，分別獲得伍仟元獎學金。（99.11.29） 

8、辦理班級團體活動，邀請方隆彰學長（64 級系友）演說，方隆彰學長目前於台北大

學社工系任教，講題：「聽」「說」─談傾聽與溝通技巧。（99.12.22） 

9、辦理「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優秀學生」餐敘活動。（99.12.23） 

10、辦理大一導師、種子導師座談會。（99.12.29） 

（二）協助系學生會辦理迎新送舊活動，系友座談會、舉辦各項球類競賽等 

1、於R0601教室舉行「新生師長見面會」，透過近距離的接觸，使新生認識全系教師同

仁，介紹並引導新生各項學習遇到困難時，循求解決的途徑。（99.09.10） 

2、辦理「如何經營大學四年」演講，邀請校牧室陳啟峰牧師演講，經由分享，協助新生

們適應大學生活，以及建立充滿自尊、自信的大學生涯！（99.09.15） 

3、辦理全系學生運動會，協助學生活動之推廣。（99.11.21-22） 

4、辦理「新竹科學園區參訪」，至國家研究實驗室科儀中心以及晶元光電廠。（99.12.24） 

（三）學術交流：本學系二至四年級同學計16名，前往廣州參加中山大學「芙蘭物理節」。

活動以邀請台灣地區和華南地區部分高校的師生共同參與。希望透過活動以增進粵台

學生之間的友誼，促進相互了解和合作。本學系同學準備講演以及自製演示教具等與

之交流，是一次難得交流的機會，並藉此截長補短，豐富學習生涯。（99.08.02-08.07） 

四、推廣與服務： 

（一）推廣中小學之科學教育活動 

1、 劉源俊、陳秋民老師經常受邀於各中小學，科學教育館等，辦理各類演講及科學實做。 

2、 陳秋民副教授接受國立臺灣科教館委託之大同科技公司之邀，擔任「科學教育活動顧

問」，並進行演說，除推廣科學教育外，亦有利於本學系招生推動。 

3、 台中惠文高中師生、竹北高中教師等參訪「演喻教室」（源流講堂），由陳秋民

副教授負責接待，並簡介演喻教室近期製作之相關教具，演示教學示範等。 

（二） 提昇系友服務之品質，增進系友之認同感 

1、辦理40周年慶祝活動，邀請黃鎮台校長、清華大學理學院古煥球院長、理學院朱啟

平院長擔任嘉賓；極為難得的是，此次學系邀齊復系初期的四位主任一同參加開幕

式。同時頒贈感謝狀，謝謝慷慨捐款，贊助系務的系友；還特別安排八個專題報告，

以及各行各業的各屆系友五十餘位，分依學術、教育、工業、商業及其他等四組作報

告，分享他們的經驗，忠告學棣們努力的方向與方法。（99.09.18） 

2、召開系友大會，選出楊陽學長（66級）為新任會長，范進雍學長（77級）為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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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以掌聲來慶祝，並期許物理學系系友會會務推動年年有成。（99.09.18） 

3、持續進行系友資料的更新！ 

 

【化學系】 

一、教學： 

(一)追求教學卓越： 

1、完成學系學習手冊編印並發送學生作為學生自主學習規劃之資料。 

2、完成實驗教材手冊更新並上傳至學系網頁實驗手冊專區，提供學生下載學習。 

(二)建立品牌領域：配合鑑識科學學程於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設「鑑識科學導論」課程

並規劃於第 2學期開設「鑑識化學」及「微量分析」課程。 

二、研究： 

(一)整合研究能量： 

1、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學術專題演講，引導及鼓勵學生參與具特色研究，本系於安排： 

(1)9 月 15 日舉行 98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場學術演講，邀請中研院化學所楊振宜

博士蒞系，講題：「Developments of New Molecular-Based Magnetic 

Materials」。 

(2)9 月 29 日舉行 98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場學術演講，邀請元智大學燃料電池中

心王榮輝博士中研院化學所楊振宜博士蒞系，講題：「Hydrogen Production 

from Methanol Microchannel Reformer: Catalyst Preparation, Washcoating, 

and Catalytic Performance」。 

(3)10 月 6 日舉行 98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場學術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化學所嚴

詠聖博士蒞系，講題：「Molecular Engineering of Sensitizer for Dye 

Sensitized Solar Cells」。 

(4)10 月 13 日舉行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場學術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生化所

李文泰博士蒞系，講題：「Synthesis of oxygen heterocycles from 

functionalized tungsten alkynols」。 

(5)10 月 27 日舉行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場學術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化學所

張裕昌博士蒞系，講題：「Ligand development for Catalysis and Molecular 

Design for Electronics : The Chemistry Adventure of Experiments and 

Theory」。 

(6)11 月 3 日舉行 98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6場學術演講，邀請本系兼任教師林淑玲

博士蒞系，講題：「Sample preparation in environmental analysis and 

clinical diagnosis」。 

(7)11 月 10 日舉行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7 場學術演講，邀請國立中央大學化學

系王志銘博士蒞系，講題：「New Crystalline Organic-Inorganic Framework 

Compounds」。 

2、99 學年度執行 6 件國科會計畫，包括：王志傑老師「具開放性骨架微孔洞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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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成、結構多變性、熱穩定性及氣體吸脫附性質之研究(3/3)」、傅明仁老師「微

萃取技術開發及微流液相層析質譜術分析應用研究(3/3)」、呂世伊老師「推挽式

苯甲醛苯腓衍生物的異構化及非線性光學性質之研究(2/2)」、何美霖老師「功能

性分子辨識：基理探討及技術應用(2/2)」、王志傑老師「台俄國合計劃-金屬簇錯

合物在藥物上的應用：經由配基環境強化性質（2/3）」、傅明仁老師「食品產毒

及病原性微生物快速篩檢方法之研發-微流液相層析質譜術食品分析研究(子計畫

三)(1/3)」，總經費：9,300,000 元。另 99 年度黃建和老師中科院「廢電容貴金

屬再利用之非氰系鍍銀技術開發」計畫及配合 98 年度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執行本

系所申請之教學改進計畫皆依進度執行中。 

3、教師參加學術研討會及座談會： 

(1)7 月 19 日本系王志傑教授實驗室，王彥復、宋建緯、林耿民等 3 位碩士班研

究生赴台北國際會議廳參加「參加第 24 屆國際有機金屬化學會議 2010 ICOMC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Taipei, 

July 18-23, 2010）」 

(2)7 月 20 日~24 日本系王志傑教授赴香港參加化學科學前導性國際研討會：無

機與材料化學之挑戰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Advancing the Chemical 

Sciences：Challenges in Inorganic and Materials Chemistry（ISACS3）。 

(3)7 月 29 日~31 日本系傅明仁教授赴大陸長春參加「第三屆世界華人質譜研討

會」並發表論文。 

(4)10 月 2 日本系傅明仁教授與何美霖助理教授分赴中原大學，參加 2010 年國科

會分析組秋季研討會。 

(5)10 月 31 日~11 月 3 日本系王志傑教授赴韓國釜山參加「亞洲結晶學會 2010

年大會（AsCA2010 The 10th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Crystallorgaphic 

Association）」。 

(6)10 月 31 日~11 月 7 日本系何美霖助理教授赴大陸西安參加「2010 年螢光光譜

技術研討會」。 

(7)11 月 18 日~11 月 23 日本系王志傑教授赴中國福州參加「2010 年海西物質科

學學術研討會」。 

(二)促進交流合作： 

1、鼓勵學系人員參與各項增強服務品質之相關研習活動包括： 

(1)8 月 30 日於第一教研大樓 R0101 普仁講堂，舉辦「99 學年度實驗室安全衛生

教育訓練課程」邀請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顏慶堂教授及李文亮教授

分享「化學實驗室危害認識與預防」、「從產業觀點看校園安全文化之建立」

兩項議題。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各實驗室大學部專題生、行政同仁、微生物學

系各實驗室學生、物理系技士、助教及祕書共一百多人參與學習。 

(2)9 月 9 日本系卓志銘技正赴台北科技大學，參加由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與台灣區

高壓氣體工業同業公會共同舉辦之「2010 年電子特殊氣體安全國際研討會」。 

(3)9 月 15 日本系卓志銘技正赴國立台灣大學，參加經濟部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舉辦「先驅化學品工業原料申報及檢查辦法宣導說明會」。 

(4)10 月 7 日本系卓志銘技正赴國立陽明大學，參加由台北市政府勞工局勞動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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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處、國立陽明大學與教育部共同辦理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實驗室安全衛生

觀摩宣導會」。 

三、輔導： 

(一)辦理「大一新生第 1哩定向輔導」活動 

1、9 月 7 日由大一導師郭鳳珠老師指導並邀請王志傑教授以「化學系學生未來之升學

與職場就業」為主題進行專題演講，讓參與的大一新生們，經由完整的介紹，更進

一步熟悉未來學習的環境與方向，協助新鮮人們適切地融入大學生活。 

2、9 月 9 日「大一新生第 1 哩定向輔導-選課輔導活動」本系安排學習促進演講，由

本系李悅慈、楊育瑋等 2位實驗助教以「如何寫好實驗報告及尋找相關資料」為主

題，與大一同學分享實驗課程學習的注意事項。 

3、9 月 10 日依學校規劃時間辦理「99 學年度新生家長座談會」由學系主任與家長進

行互動交流，並由出席家長協助填寫「回饋單」作為改進參考未來更符合新生家長

需求。 

(二)落實導師制度及學生輔導機制依學校規定時程，於 9月底完成導師及種子導師編聘作

業相關事宜。 

(三)11 月 18 日本系配合心理諮商中心辦理「大一新生入學身心適應調查」活動，並由助

教協助同學填寫調查問卷。 

四、社會服務： 

1、提供化學系相關儀器設備等資源，服務社區，11 月 14 日、20 日協助行政院環保署

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辦理第 99923 期「乙級廢水處理專責人員訓練」

之實驗課程。 

2、11 月 29 日呂世伊主任赴文化大學擔任「應用化學系」評鑑委員，提供專業建議。 

 

【微生物學系】 

一、 人事 

(一) 新聘林素卿專任助教，主要負責實驗課程包括微三微生物生理學實驗、細胞學研究

法、微四微生物生態學實驗及應用微生物學實驗。 

(二) 配合教學改善，新聘三名兼任教師： 

1. 為增進學生專業學科表達能力，經改進、整合並規劃大學部及碩博士班系列的

養成課程。99 學年度於於碩博士班開設「論文寫作」，並邀請台灣師範大學生

命科學系黃基礎教授開課，修課同學對於豐富實用的教學內容皆感獲益良多。 

2. 劉佩珊教授執行國科會研究計畫，新聘王卉欣博士擔任博士後研究人員及兼任

助理教授，與劉老師共同教授微三上學期選修科目「細胞學研究法」，提供修

課同學更優質的訓練。 

3. 為融入業界專家之專業技術，新聘生物技術開發中心高文一副研究員擔任碩博

士班選修科目「實驗免疫學」之兼任助教，提供學生最新研究技術之訓練。 

二、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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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9 學年各項招生入學狀況： 

大一新生共有 57 名(含僑生 1 名及復學生 3 名)；大二轉學生 9 名及轉系生 1 名；

大三轉學生 2名；碩士班新生 10 名(含 1 名復學生)；博士班新生 1名。 

(二) 配合招生組赴高中進行招生宣傳，由系主任率領助教及系友，分別於 99 年 11 月 8

日及 11 月 15 日分赴台北市復興高中及桃園縣內壢高中，簡述微生物在生命科學中

的角色和重要性，並介紹本系的教學特色與環境。 

三、 系務發展 

(一) 配合學校各項校內外計畫，完成各項計畫的成果報告及資料填報： 

1. 98 至 99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自評報告及成果。 

2. 98 學年度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學、職涯輔導及專案管理人力增能方案」(方案

八教學行政助理)成果報告。 

3. 98 學年度發展計畫單位自評報告。 

4. 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及預算編列作業。 

5. 配合本校 100~102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申請，完成相關資料之補充。 

6. 100 年校園環境與安全管理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自評報告。  

(二) 配合本系卅周年系慶，99 年 9 月舉辦系列慶祝活動： 

1. 9 月 21 日舉行「微生物教學分享研討會」，主題為「「台灣微生物學教學的回

顧與省思」。分別邀請學界（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齊肖琪教授、植物病理暨微

生物學系陳昭瑩教授、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黃雪莉主任、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劉仲康教授、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朱紀實副教授）和業界（食品

工業發展研究所廖啟成副所長、益生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陳子智總經理及上

海復宏漢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劉世高執行長）專家，分享微生物學教學變革的

成果，並提供未來發展建議。 

2. 9 月 25 日舉行「卅周年系慶活動」，邀請本校師長貴賓、本系歷年專兼任教師、

歷屆系友及本系師生總計約 250 人出席盛會，活動安排包括：在校學弟妹表演、

師長系友聯誼及經驗分享、本系文物展覽及園遊會、母校及母系環境的參觀、

及系友會重組籌備會議等。 

3. 本系曾惠中教授協助規劃及製作卅週年系慶紀念光碟，已完成「微生物教學分

享研討會」及「卅周年系慶活動」兩組光碟。 

四、 教學 

(一) 課程檢討及改進： 

完成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學部書報討論課前問卷施測及統計，以作為書報討論實

施方式檢討之參考。 

(二) 教學改善計畫： 

本系申請「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補助」獲通過，計畫名稱為「增廣微生物學系學

生職能需求的認知與修習專業課程的規劃」，針對本系核心課程相關專業領域，舉

辦四場「食品微生物之相關產、學系列演講」，以擴展學生視野、連結職場、並協

助同學提早規劃未來的自我學習與就業選擇。 



-------------------------------------------------------------------------------------------------------------------------------------------
東吳大學 99 學年度第 1 次(991222)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69 

1. 第一場於 99 年 10 月 5 日舉行，主講人是陽明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蔡英

傑教授，講題為「乳酸菌的研究與發展」。 

2. 第二場於 99 年 11 月 9 日舉行，主講人是龍昇酒業股份有限公司王廷宏科長(本

系大學部 90 級及碩士班 93 級系友)，講題為「釀啤酒的日子」。 

3. 第三場於 99 年 11 月 23 日舉行，主講人是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志

正協理，講題為「微生物對食品品質與安全之影響」。 

4. 第四場於 99 年 12 月 7 日舉行，主講人為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馮潤蘭副組長

(本系大學部第 1屆系友)，講題為「食品微生物與公務生涯」。 

(三) 配合大學部環境化學等課程的教學目標，本系師生於 99 年 12 月 9 日赴北投焚化爐

參訪。 

五、 研究及學術交流 

(一) 教師執行研究計畫及團隊合作： 

1. 99 學年度全系教師共執行 10 件研究計畫，其中國科會 8件(含 1件產學合作計

畫)、農委會計畫 1件及勞委會勞研所計畫 1件，總經費為 12,950,714 元。 

2. 針對 100 年國科會的私立大學特色研究計畫之申請，本系共有七位老師組成研

究團隊，擬以「醫療用藥品對環境的污染建立復育系統和策略」為研究主軸，

爭取學校的推薦。 

(二) 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1. 張碧芬教授於 99 年 8 月 22 至 27 日赴美國西雅圖參加第 13 屆國際微生物生態

學會(ISME13)，並發表 1篇論文。 

2. 張怡塘副教授於 99 年 9 月 14 日至 18 日赴義大利出席第 14 屆國際生物技術研

討會，並於會中發表 3篇論文。 

(三) 師生優良研究成果： 

本系張碧芬教授率領研究室助理及學生於 99 年 9 月 29 至 30 日出席「台灣微生物

生態學學會成立大會暨國際研討會」，共發表 2篇論文，榮獲壁報比賽第一名。 

(四) 學術交流及短期研究： 

1. 復旦大學生命科學院碩士班研究生喬曉京同學於99年8月至本系微生物生態研

究室進行短期研究。 

2. 蘇州大學生命科學院沈垚垚同學以交換學生身份至本校進行短期研習，因該生

主修領域為食品微生物，故分發至本系，由黃顯宗教授擔任導師。 

3. 本系於 100 年 1 月 14 日至 23 日邀請復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北京大學、清

華大學、四川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蘭州大學、雲南大學及內蒙古大學

等校共 12 位生命科學院教授來台進行學術交流，並出席 1 月 17 日由本系主辦

之第二屆「東吳大學-大陸高校生命科學教學與研究合作研討會」。 

六、 輔導 

(一) 各年級新生相關： 

1. 完成微生物學系新生手冊，以提供在學期間的社群活動紀錄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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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合本校 99 學年度新生第一哩活動，分別於 99 年 9 月 6 日、7 日及 9 日安排

學系時間多項活動，並安排種子導師演講「如何規劃大一的學習與生活」。9

月 10 日則安排各導師與家長座談會及餐敘。 

3. 99 年 9 月 6 日舉行轉學生入學輔導。 

4. 99 年 8 月 11 日舉辦碩士班新生餐敘座談，增進學生對本系的認識。 

(二) 各年級導生活動及團體輔導活動： 

1. 99 年 11 月 16 日心理諮商中心協助進行舉辦大一身心適應問卷施測，並於 100

年 1 月 11 日召開全系導生會議，由心理諮商中心說明施測結果分析。 

2. 為瞭解轉學生及轉系生的適應狀況及學習情形，於 99 年 11 月 16 日舉辦「轉學

(系)生與微生物學系的對話」導生會議。 

3. 99 年 11 月 30 日舉行微三導生會議「選修大學論文及研究室研究方向的介紹」，

由主任說明大學部論文特色，並由全系老師介紹各研究領域。 

4. 99 年 12 月 14 日與心理諮商中心共同舉辦班級團體輔導活動(職涯探索與規劃

活動類)，邀請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力資源部汪啟芳經理演講，講

題為「職場新鮮人應有的態度」，參加對象為大學部四年級及碩博士班研究生。 

5. 99 年 12月 21日舉辦耶誕聯誼茶會，參加人員包括本系教職員及各研究室學生。 

6. 99 年 12 月 28 日舉辦「99 年度暑期實習心得分享暨 100 年度實習申請說明會」，

參加對象為大學部二至四年級同學。 

 (三) 菁英教育： 

根據本系與美國普渡大學卡魯默校區簽訂之雙聯學制合約，本系大學部焦于玶及陳

柏穎兩位同學於 99 年 8 月 16 日赴普渡大學就讀，預計於 99 及 100 學年度完成課

程。 

七、 服務 

(一) 教師依專長領域提供社會服務或擔任校外委員或專家： 

1. 教育部各級學校自然或生物相關課程之教科書的審查委員。 

2.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委員、台北市政府衛生局審核委員。 

3. 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科技諮詢專家。 

4. 十餘種 SCI 國際期刊的審查委員及藥物食品分析期刊編輯委員。 

八、 系友聯絡 

(一) 積極建立系友聯絡網，並向於各界任職之系友爭取提供在校同學暑期實習的機會。

本學期至今大約完成 460 筆系友資料之更新，並提供給系友會重組籌備小組。 

(二) 99 年 9 月 25 日召開重組系友會籌備會議，推選召集人及籌備委員，進行系友會重

組相關工作。 

九、 人員訓練 

(一) 實驗室安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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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研究室學生、研究助理及助教共約 90 人於 99 年 8 月 30 日出席本校環安衛

教育訓練。 

2. 秘書、助教及各實驗室人員共 18 人於 99 年 9 月 13 日出席本校「化學藥品管理

系統訓練說明會」。 

(二) 成長學習相關： 

1. 99 年 9 月 2 日舉辦「微生物學系業務說明會」，參加人員為全系助教、研究助

理及各實驗室人員。 

2. 秘書出席圖書館於 99 年 11 月 17 日舉辦之校史紀要系統教育訓練」。 

3. 秘書出席教務處於 99 年 11 月 19 日舉辦之選課檢核條件說明會。 

4. 秘書及助教出席保健組於 99 年 12 月 1 日舉辦之「健康低碳樂生活、東吳師生

1起來」活動。 

 

【心理學系】 

一、教學方面： 

(一) 99 年 11 月 2 日及 12 月 7 日舉行系課程委員會，會中通過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程

異動申請。 

(二) 加強應用領域實習課程： 

1、 諮商心理學領域：安排 2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至「中崙諮商中心」、「新光醫

院，進行半學期的「諮商實務與實習」，學生透過實習以獲得實務經驗。安排

3 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分別至「台北縣立醫院精神科暨心理衛生中心」、「華

人心理治療研究發展基金會」、「馬偕紀念醫院」，進行全時的「諮商駐地實

習」。  

2、 臨床心理學領域：安排 3位碩士班二年級學生至「國防部三軍總醫院」，進行每

週半天的「臨床心理實務與實習」，學生可以瞭解並學習各種心理疾患診斷之

實際運用，並藉此增加更多的臨床實務經驗。安排 3位碩士班三年級學生至「台

北榮民總總醫院」進行全時的「臨床駐地實習」。 

3、 工商心理學領域：9月 24日於 B013舉行工商組碩士班研究生暑期實習心得發表，

主持人為王叢桂老師，邀請暑假期間至業界實習的 4 位工商組研究生，針對暑

期實習心得及研究做發表。 

(三) 本系獲得 10 萬元補助執行 99 學年度第 1學期「東吳大學教學改進方案」，計畫名

稱為「心理學系課程、實習及實務教學改進方案」，共有汪曼穎、王叢桂、朱錦鳳、

張本聖、邱耀初等五位教師參與，於 11 月 30 日執行完畢並提交相關成果報告。 

(四) 本系畢業學生通過 99 年第 2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情形如下： 

1、 臨床心理師：碩士班 99 級畢業生李馨兒、蕭雅文、林侑儒；大學部 90 級畢業生

周兆華。 

2、 諮商心理師：碩士班 99 級畢業生吳至祥、林淑華；大學部 93 級畢業生許曼君、

大學部 95 級畢業生陳一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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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強系網頁功能：除持續更新系上訊息並公告校園消息外，並增加「各校研究所招

生訊息」及「校外活動訊息」專區，讓同學能更方便且快速搜尋到合適的訊息。 

二、研究方面： 

(一) 專任教師申請通過之研究計畫：國科會研究計畫共 5件（其中 1件為多年期計畫）、

教育部「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人文社會科學領域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計畫」

1件、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有 2件。 

(二) 本系邱耀初老師獲得國科會延攬科技人才補助，聘請林錦宏先生擔任博士後研究

員，參與「期望值、幣值大小與輸贏頻率之軀體標記-合併原版與逆轉版愛荷華賭

局的實驗」研究計畫。 

(三) 99 年 9 月 14 日舉行 99 學年度第 1學期「心理學研究倫理審議會議」，此次會議旨

在審核心理實驗研究者是否有違反研究倫理規範準則，此次審查結果為通過：8位；

不通過：0 位。並派委員會執行助理參加第三次社會及行為科學研究倫理與審查之

工作坊，增進本系師生對研究倫理的了解與重視。11 月 2 日舉行 99 學年度第 1 學

期第 2次心理學研究倫理審議會議，此次審查結果為通過：2位；不通過：0位。 

(四) 教師積極參與國際學術活動： 

1、 8 月 17 日至 20 日汪曼穎老師赴北京參加「第七屆國際認知科學會議」（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gnitive Science）並發表論文。 

2、 9月 16日至 21日王叢桂老師赴蒙古呼和浩市參加中國社會心理學會與中國心理

學會社會心理學分會聯合舉辦之「2010 年學術年會」，並發表論文。 

(五) 本系補助學生參與學術研討會： 

1、 99 年年 8 月 27-31 日本系師生赴台北福華國際文教會館參加「亞洲健康心理學

會(ACHP)」並發表壁報論文 2篇。 

2、 99 年年 10 月 1-2 日本系師生赴國立中正大學參加「第十五屆注意力與知覺研討

會：社會與認知神經科學的交集」並發表口頭論文 1篇。 

3、 99年年 10月 21-23日本系師生赴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參加第九屆海峽兩岸心理與

教育測驗暨 2010 NAER 「永續教育發展-創新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

壁報論文 2篇。 

4、 99 年 11 月 6日至 7日本系師生赴國立中正大學參加「第 49屆台灣心理學年會」，

本屆大會主題為「心理學的基礎與應用」，本系共發表口頭論文 1 篇，壁報論

文 11 篇。 

(六) 為提升學術風氣於 99 學年度第 1學期 4場專題演講： 

1、 99 年 9 月 28 日於 B013 研討室舉行專題演講，講題：如何進入廣告行銷，主講

人：陳則端老師（達彼思廣告業務群總監）。 

2、 99 年 11 月 16 日於 J203 會議室舉行專題演講，講題「美貌之外，男人還要什麼？

由演化論與社會角色論來探討男性之長短期擇偶標準」，主講人：許功餘老師

（佛光大學心理學系副教授）。 

3、 99 年 12 月 21 日於 J203 會議室舉行專題演講，講題：「詞彙定義研究：How do 

people word a word ?」，主講人：詹妍玲老師（台北護理學院聽語障礙科學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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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9 年 12 月 28 日於 J203 會議室舉行專題演講，講題：以心理和教育譜寫生命樂

章，主講人：楊俐容老師（親職教育、社區營造專家）。 

三、輔導方面： 

(一) 繼續施行雙軌導師制度，以全系導師費聘任具諮商心理師資格的余振民老師擔任系

專業導師，針對學生生活適應及困擾提供協助。各班並另外安排一位專任老師擔任

班級導師，負責協助同學面對課業學習及生涯方面的問題。 

(二) 持續以系辦公費補助各班舉辦導生會餐費，瞭解各班同學狀況及對系上之建議。 

(三) 99 年 9 月 6 日至 10 日配合學生事務處舉辦「第一哩進學輔導活動」。 

(四) 與本校心理諮商中心合作舉辦各類輔導活動： 

1、 99 年 10 月 26 日(二)於 R0413 舉行大一導生會，讓大一同學與導師近距離接觸，

並請學長姐分享讀書技巧及考試經驗。 

2、 99 年 12 月 14 日於 J203 會議室舉行專題講座，主題：ADHD 患者之多元治療模式，

講師：王淳弘老師（臨床心理師）。 

3、 99 年 12 月 21 日於 J203 會議室舉行 99 學年度大一導師會議。 

(五) 輔導系學生會及碩士班舉辦各類活動： 

1、 99 年 8 月 14 日及 17 日於北、中、南三區，舉行新生迎新茶會。 

2、 99 年 8 月 27~29 日舉辦迎新宿營活動，地點：龍門露營度假基地。透過三天兩

夜的活動，讓新生更加熟悉彼此，並對大學生活有更進一步的了解。 

3、 99 年 9 月 17 日中午時間舉辦「系學生會幹部與主任餐敘」，主任勉勵系學會成

員要做好時間分配，不要忙於活動而荒廢了學業。  

4、 99 年 9 月 21 日於 J203 舉行「99 學年度第 1學期研究生會議」，並於會中推選

研究生代表，由卜文輝同學擔任。 

5、 99 年 9 月 21 日系學生會舉行學代會議，由各年級學代審核 99 學年第 1學期各

項活動預算，以達到監督系學會的功能。 

6、 99 年 9 月 24 日系學生會舉行系烤活動 「PSY 中秋特輯之說好的烤肉呢？」，以

增進大一新生與系上學長姐的感情。 

7、 99 年 9 月 28 日系學生會舉行系員大會，介紹系學會的功能和組織架構，並介紹

本學期活動概要。 

8、 99 年 10 月 9 日系學生會與系友會於必勝客敦南餐廳店舉辦「重溫熱力 19 歲，

相約 10 月 9 日」。 

9、 99 年 11 月 30 日（二）系學生會於系會時間舉行師生交流，邀請系上老師與同

學面對面座談，增進師生互動與聯繫。  

10、 東吳大學第六屆全國高中生心理營「心兵日記」開始報名，舉辦時間為 100 年

1 月 27 日至 1月 30 日止 ，共四天三夜，預計招收 66 名高中生。 

11、 99 年 12 月 6 日至 10 日系學生會舉辦心理週，並於 12 月 17 日舉行心理之夜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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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方面： 

(一) 教師依專長領域提供社會服務，支援各機關學校（如台北市政府、張老師基金會、

國家文官培訓所、勞工局、捷運局、宜蘭蘭馨婦幼中心、萬華婦女中心等等）所舉

辦之心理學相關專題演講、教育訓練或推廣講座。 

(二) 專任教師擔任董 、 理監事、 諮詢、顧問、委員、兼任研究員或兼任輔導員：台

灣臨床心理學會理事、中華民國臨床心理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教育訓練委員會委員、

董氏基金會心理衛生組諮詢委員、台北榮總兼任副研究員（不支薪、不占缺）、財

團法人普仁青年關懷基金會、台北市家長協會、國家科學委員會委員、本土心理學

推動委員會委員、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委員、臨床心理學刊審查委員 。 

(三) 支援招生組辦理高中宣傳活動：本系王叢桂老師分別於 10 月 22 日、10 月 28 日及

12 月 3 日前往大同高中、成淵高中及中正高中進行招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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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一、學術活動 

（一）  本院公法研究中心與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9月 10 日在城中校區崇基樓（第

一大樓）1705 實習法庭共同舉辦「各國行政法院對環境影響評估事件審查密

度」研討會，就美、德、日、法之「行政法院對環境影響評估事件審查密度」

制度進行研討。 

（二）  本院公法研究中心與台北高等行政法院於 99 年 9 月 24 日共同主辦「東吳

公法裁判研會第 12 回」，主講人為陳清秀教授，主題為「稅捐規避行為之認

定－以所得稅法第 66 修之 8 為例」，當天由黃茂榮大法官主持，盛子龍教授

（中正大學經法律學系）、范文清助理教授（東吳大學法律學系）、施博文

會計師（博智會計師事務所）、許瑞助法官（台北高等行政法院）擔任與談

人。 

（三） 9 月 28 日美國肯特法學院院長 Professor Harold J Krent（Dean, Chicago-Kent 

College of Law）及華克偉教授到院參訪，下午 1:45 並由 Professor Harold J 

Krent 在 1104 會議專題演講，主題為 1.Regulation of Data Security Online（網

上資料安全監管）；2.Introduce Chicago-Kent College of Law LLM program 

（四） 本院公法研究中心與「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共同於本年 10 月 1

日舉辦「稅務實務問題研討會」，會中邀請德國 Münster 敏斯特大學稅法教授 Prof. 

Dr. Joachim Englisch，就「營業稅法中有關營業地之認定 Ortsbestimmung im 

Mehrwertsteuerrecht Place of supply in VAT」進行專題演講（翻譯：國立成功

大學法律學系柯格鐘副教授），研討會以四個議題進行分場研討，四場議題如下：

（一）論權證之課稅—從我國稅捐實務作法與理論的差距談起；（二）所得稅法上

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之差異性探討；（三）裁罰基準參考表之法律問題；（四）稅

法上跨國關係企業之費用認列問題。 

（五） 10/15 日（五）上午 9 ：30 印尼蘇吉甲普拉那塔天主教大學（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到院參訪，楊院長親自接待，雙方相談甚歡，來訪貴賓名單

如下： 

1. Prof Dr Budi Widianarko 校長 (Rector )  

2.Dr. Andreas Lako 經濟學院院長(Dean of Economics Faculty) 

3.Dr Lindayani 食品科技研究碩士後研究學程主任(Head of Post Graduate 

Program on Food Technology ) 

4.Dr. Marcella Elwina 法學院國際合作主管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ficer of Law Faculty ) 

（六）  鄭冠宇主任於 99 年 11 月 24 日至 29 日受邀前往韓國嶺南大學參加「現代

民事法的動向與展望」。 

（七） 國際法研究中心召集人鄧衍森老師，於 99 年 11 月 5 日上午 10 時在 1505 教室舉

辦國際人權法專題講座，主題為「你不可不知的勞動法規與權益」，主講人為台灣

勞工陣線孫友聯秘書長。 

（八） 本年法律學系公法研究中心於 11 月 23 日上午 10:00 邀請德國敏斯特

（Münster）大學法學院經濟公法研究所（Institut für öffentli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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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srecht）所長、現任德意志國家法學教師協會（Die 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r, VVDStRL）主席迪克‧艾勒斯教授（Prof. Dr. Dirk 

Ehlers）到院演講，演講題目為「歐盟與德國採購法導論（Einführung in das 

europäische und deutsche Vergaberecht）」，由程明修副教授(東吳大學法律學

系）以及林明昕助理教授(台灣大學法律學院)擔任口譯。 

（九） 本年 12 月 2 日（周四）上午 9:00 在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舉行「英美法學

術研討會」，上午第一場次由成永裕副教授（東吳大學法律學系）擔任主持人，

共有 5 位報告人，分別為成永裕副教授（東吳大學法律學系）、林世宗教授（東吳

大學法律學系）、法思齊助理教授（東吳大學法律學系）、謝國廉副教授（世新大

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林利芝助理教授）（東吳大學法律學系。下午第二場次主

持人為楊奕華院長（東吳大學法學院），余啟民副教授（東吳大學法律學系）、程

法彰副教授（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財經法律研究所）、黃心怡助理教授（東吳大學法

律學系）、楊君毅助理教授（亞洲大學財經法律學系）分別提出論文報告。 

（十）  本院公法研究中心將於本年 12 月 10 日（周五）下午 2:00 在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舉行「公法裁判研究會」第 13 回，邀請中正大學法律系江嘉琪助理教

授主講，講題為「政府採購法中押標金不予發還及追繳事件之法律爭議—以行政法

院相關裁判之評析為中心」，陳春生大法官擔任主持人，陳愛娥副教授（台北大

學法律學系，保訓會委員）、程明修副教授（東吳大學法律學系，兼公法中心主任）、

陳心弘法官（臺北高等行政法院）、李元德律師（中桂法律事務所）等共同與談。 

（十一） 美國賓州州立大學 Professor Karen Bysiewicz（Director of Graduate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s；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 Skills）於本

年 12 月 22 日（周三）下午 4:30，在 1705 會議室就該校 LL.M.課程進行說明。 

（十二） 本年 12 月 31 日（周五）上午 9:00 在 2123 會議室舉行「2010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2010 年國際法暨比較法研討會)」，本次

研討會邀請 John C. Reitz 教授，Reitz 教授為美國比較法協會會長－American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aw、愛荷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owaEdward Carmody

終身榮譽法學教授（Edward Carmody Professor of Law）暨 LLM、訪問學者計劃主

任（Director of LLM Programms and Visiting Scholars）；Charles H. Norchi

教授－美國緬因大學法學院海洋法研究所教授 (Ocean Law Institute, Maine 

Unversity School of Law)；善文華教授－中國中國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院長、英

國牛津布魯克斯大學(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法學院終身教授、海牙國際比較

法科學院成員；Shahla F. Ali－香港大學助理教授；Michael Ewing-Chow－新加坡

國立大學助理教授。本院每年均舉辦國際法學術研討會，今年邀請到的 5位教授皆

為享有盛名之國際法學者，相信對本院師生掌握及了解最新國際法議題與其新趨勢

有所助益。 

二、兩岸交流 

（一）8月 12 日上午十點浙江舟山市法官協會何鑑偉會長率團來訪，楊奕華院長親自接待，

到訪名單如下： 

姓名 職稱 

何鑑偉 舟山市法官協會會長、舟山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 

金旭光 舟山市法官協會理事、舟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辦公室主任 

呂晟 舟山市法官協會理事、舟山市中級人民法院行政裝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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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裏 舟山市法官協會理事、舟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 

黃建銘 舟山市法官協會理事、舟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一庭庭長 

李東明 舟山市法官協會理事、舟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二庭庭長 

宋存國 舟山市法官協會常務理事、舟山市定海區人民法院院長 

楊海濤 舟山市法官協會常務理事、舟山市普陀區人民法院院長 

楊海航 舟山市法官協會常務理事、舟山市岱山區人民法院院長 

何勁松 舟山市法官協會常務理事、舟山市嵊泗縣人民法院院長 

（二）黃陽壽老師於 8月 28 日至 9月 5日率領大陸法律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共 40 位同學前

往煙台大學法學院研習法律專業課程。 

（三）9月 3日「第一屆海峽兩岸醫事法學術研討會」在南京泰州登場，由南京師範大學泰

州學院、中國醫藥城管委會共同主辦；東吳大學法學院及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協辦，

針對「醫藥行政監管法制比較與借鑒」、「醫藥知識產權、醫藥法熱門問題研究」等

進行二天研討，與會的台灣學者專家名單如下： 

潘維大 美國內布拉斯加州立大學法學博士、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 

王志嘉 

 

東吳大學法學碩士/博士生，台大醫學士 

三軍總醫院家庭暨社區醫學部主治醫師、國防醫學院醫學系講師 

李壽星 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中興院區)副院長 

林玉玲 東吳大學法律碩士、中聯國際專利商標事務所顧問 

陳俞沛 

 

國立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法律組博士班研究生 

署立台南醫院中醫科主任 

曾育裕 

 

東吳大學法律學系法學博士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副教授、財團法人醫學研究倫理基金會副執行長 

林萍章 

 

東吳大學法律碩士、長庚紀念醫院林口總院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系主任、長庚

大學醫學系外科教授 

林誠二 美國伊利諾州立大學法學碩士、東吳大學法律學系教授 

余啟民 美國南美以美大學法學博士、東吳法律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碩士在職專班科技法

律組召集人 

余萬能 

 

國防醫學院社會醫學研究所公共衛生碩士、東吳大學法律系法律碩士 

中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理事長、嘉南藥理科技大學兼任助理教授、中華民

國藥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常務理事 

成永裕 美國 SMU(南美以美大學)法律學博士、東吳大學法學院 副教授 

黃心怡 美國杜蘭大學法學博士；東吳大學法律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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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恆志 美國美利堅大學法學碩士、中國文化大學法律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何曜琛 美國南美以美大學法學院法律學博士、文化大學法學院教授、建業法律事務所

資深顧問 

陳俊仁 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博士、成功大學法學學系副教授 

金玉瑩 台北大學企管研究所碩士、東吳大學法學碩士、建業法律事務所資深合夥律師

兼副所長 

周綸音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碩士、寶血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 

王玉梅 東吳大學法學院秘書 

藺以雯 東吳大學法學院助理 

（四）楊奕華院長於 9 月 18 日至 21 日應中國政法大學邀請前往北京參加「首屆海峽

兩岸法學院校長論壇」，並發表「法學院人才培養模式之探討」－東吳大學比

較法學教紹述」論文。 

（五）楊奕華院長於 10 月 2 日至 6 日應中國人民大學邀請前往北京參加「第二屆世界

法學院院長和學者論壇」。 

（六）本學期共有 22 位大院師生到院研習，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校別及身份 研習時間 學術專長 指導老師 

1 李懷勝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博士生 

99/09/13-100/01/12 刑法學 林東茂 

2 樂斌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博士生 

99/09/13-100/01/12 憲法學 

行政法學 

林三欽 

3 李劼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博士生 

99/09/13-100/01/12 經濟法學 林誠二 

4 于文豪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博士生 

99/09/13-100/01/12 憲法學 

行政法學 

洪家殷 

5 宋堯璽 
廈門大學 

法學院博士生 

99/09/13-100/01/12 法理學 楊奕華 

6 謝達梅 
廈門大學 

法學院博士生 

99/09/13-100/01/12 經濟法 潘維大 

7 夏興宇 
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

博士生 

99/09/13-100/01/12 國際法學 李貴英 

8 劉明 
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

博士生 

99/09/13-100/01/12 民商法學 黃陽壽 

9 華燕 蘇州大學 99/09/13-100/01/12 憲法學 范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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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博士生 行政法學 

10 汪祥勝 
蘇州大學 

法學院博士生 

99/09/13-100/01/12 憲法學 

行政法學 

程明修 

11 張慶麟 
武漢大學 

法學院教授 

99/09/21-11/21 金融法 

投資法 

 

12 高波 
集美大學 

法學院副教授 

99//09/09-11/9 
海事行政法 

 

13 王麗莎 
北京大學 

博士生 

99//09/21-11/21 
民商法 

潘維大 

14 黄嘉璐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

院法學院講師 

99/09/13-100/01/12 憲法 

行政法學 

潘維大 

15 鄔明珠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

院法學院本科生 

99/09/13-100/01/12
本科生 

潘維大 

16 顧晶晶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

院法學院本科生 

99/09/13-100/01/12
本科生 

潘維大 

17 張玉東 煙臺大學講師 99/09/20-100/01/18 民商法學 鄭冠宇 

18 李暉 
北京大學 

博士生 

99//09/13-09/26 
經濟法學 

 

19 惲荔 
蘇州大學 

本科生 
99/09/13-100/01/15 本科生 

鄭冠宇 

20 岳陽 
復旦大學 

碩士生 
99/09/13-100/01/15 憲法與行政法 

胡博硯 

21 李媚 
吉林大學 

碩士生 
99/09/13-100/01/15 類似東吳碩乙 

林誠二 

22 馬文昌 
吉林大學 

碩士生 
99/09/13-100/01/15 類似東吳碩乙 

林誠二 

（七）「海南省法學會」一行共 13 人訂 10 月 13 日上午 9:10 到院參訪，名單如下： 

編號 姓    名 性別 現 任 職 單 位（包括官方暨民間） 職稱 

1 施文 男 
海南省委政法委 

海南省法學會 

副書記、秘書長 

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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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海燕 女 
海南省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 

海南省法學會 

檢察長 

常務理事 

3 曾繁深 
男 三亞市中級人民法院 

海南省法學會 

院長 

常務理事 

4 林榮 
男 海南省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海南省法學會 

院長 

理事 

5 李國慶 
男 海南省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海南省法學會 

副院長 

理事 

6 葉能強 
男 海南省中級人民法 

海南省法學會 

廰長 

理事 

7 姜建元 
男 海南省維委穩辦協調督辦處 

海南省法學會 

處長 

理事 

8 周維友 
男 海南省委政法委綜合處 

海南省法學會 

處長 

理事 

9 鍾廣定 
男 儋州市委政法委 

海南省法學會 

副書記 

理事 

10 林山 
男 樂東縣委政法委 

海南省法學會 

書記 

理事 

11 李龍彪 
男 瓊海市委政法委 

海南省法學會 

副書記 

理事 

12 王曉平 
男 海南省法學會 

海南省法學會 

副秘書長 

理事 

13 馮春萍 女 
海南師範大學法學院 

海南省法學會 

副院長 

理事 

（八）江蘇省法官團預訂於 10 月 11 到院參訪，參訪名單如下: 

編號 姓   名 性別  任  職  單  位 職稱 

01 李玉生 男 
江蘇省法官協會 

江蘇省高級人民法院 

副會長 

副院長、人大代表 

02 劉嫒珍 女 
江蘇省法官協會 

江蘇省女法官協會 

常務理事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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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省高級人民法院 政治部主任 

03 劉  華 男 
江蘇省法官協會 

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 

常務理事 

院長、人大代表 

04 時永才 男 
江蘇省法官協會 

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常務理事 

院長、人大代表 

05 茅仲華 男 
江蘇省法官協會 

江蘇省高級人民法院刑二庭 

常務理事 

庭長 

06 宋  健 女 
江蘇省法官協會 

江蘇省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 

常務理事 

庭長 

07 陳  琪 女 

江蘇省法官協會 

江蘇省女法官協會 

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常務理事 

副會長 

政治部主任 

08 許小瀾 女 
江蘇省法官協會 

蘇州市相城區人民法院 

常務理事 

院長、人大代表 

09 朱金生 男 
江蘇省法官協會 

江蘇省高級人民法院 

理事 

調研員 

10 鄭  元 男 
江蘇省法官協會 

江陰市人民法院 

理事 

院長、人大代表 

11 姜萬松 男 
江蘇省法官協會 

江蘇省高級人民法院 

理事 

調研員 

（九）「2010 年第 8 屆海峽兩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將於 99 年 10 月 19 日舉行，本

次研討會由中國人民大學王利明副校長率領共 22 位大陸學者專家蒞臨參加，

與會名單如下： 

1 王利明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2 楊立新 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律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3 朱岩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4 崔建遠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5 許德峰 北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6 孫憲忠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民法室主任 

7 李建華 吉林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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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李永軍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院長 

9 馬  特 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10 陳界融 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 

11 陳雲東 雲南大學法學院院長 

12 郭明瑞 煙臺大學法學院教授 

13 張  鵬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副教授 

14 程新文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 

15 劉學文 最高人民法院立案一庭庭長 

16 王  靜 廣東省高級人民法院執行庭庭長 

17 周冬冬 江蘇省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18 齊曉丹 中國人民大學蘇州國際學院辦公室主任 

◎第八屆民法典學術研討會業於 10 月 19 日圓滿閉幕，本次會議共有 18 位大陸民法領域的學

者專家與會，分別來自 11 所知名大學以及 4所人民法院，大陸方面共發表 10 篇論文，台灣

方面則發表 13 篇，一天半的研討會發言踴躍，討論熱烈，再次成功的舉辦這場民法研討會，

為更加拓展兩岸民法的討論平台，從明年起將以「兩岸民法論壇」的名稱擴大舉辦，深信對

兩岸民法領域之各項發展將發揮更重要的影響力。 

（十）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7 日本院邀請東莞法官協會一行 15 人到院參訪，名單如下： 

葉柳東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東莞市法官協會副會長 

鄺子球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委員會委員、法官 
東莞市法官協會會員 

曾超宇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委員會委員、法官 
東莞市法官協會理事 

陳東超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委員會委員、法官 
東莞市法官協會理事 

杜志強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委員會委員、法官 
東莞市法官協會理事 

張善華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審判四庭庭長、法官 
東莞市法官協會理事 

梁 聰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 

刑事審判一庭庭長、法官 
東莞市法官協會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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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宇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 

立案庭庭長、法官 
東莞市法官協會會員 

胡仕林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 

副調研員 
東莞市法官協會會員 

尹振宇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 

辦公室主任、審判員、法官 
東莞市法官協會理事 

蘇衛東 
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副院長、法官 
東莞市法官協會理事 

周國貞 
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副院長、法官 
東莞市法官協會會員 

邵沛良 
東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副院長、法官 
東莞市法官協會理事 

石明強 
貴州省銅仁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員、法官 
銅仁市法官協會理事 

胡 華 
貴州省銅仁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員、法官 
銅仁市法官協會理事 

（十一）本學期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補助之 10 位大陸交流生論文發表會訂於 11 月 4 日下午

2:00 在 1104 會議室舉行，務請各交流生的指導教授蒞臨與會，也歡迎老師鼓勵研

究生踴躍參加。 

（十二）鄭冠宇主任 99 年 11 月 4 日至 7 日受邀前往東莞參加「知識產權保護問題座

談會」。 

（十三）本年 11 月 5 日（周五）下午 3:45-5:00 重慶法官協會到院參訪，名單如下： 

編號 姓   名  任  職  單  位 職稱 

01 陳  彬 
重慶法官協會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 

副會長 

副院長 

02 唐  文 
重慶法官協會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 

理事 

庭長、審判委員 

03 陳忠東 
重慶法官協會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 

理事 

法官 

04 張仁福 
重慶法官協會 

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辦公室 

理事 

副主任 



-------------------------------------------------------------------------------------------------------------------------------------------
東吳大學 99 學年度第 1 次(991222)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84 

05 曾  毅 
重慶法官協會 

重慶市豐都縣人民法院 

理事 

院長 

06 庹德勝 
重慶法官協會 

重慶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 

理事 

副巡視員 

07 譚  衛 
重慶法官協會 

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 

理事 

執行局長 

08 梁山川 
重慶法官協會 

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監察室 

理事 

副主任 

09 王小林 
重慶法官協會 

重慶市榮昌縣人民法院 

理事 

院長、黨組書記 

10 付英強 
重慶法官協會 

重慶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人民法院 

理事 

副院長 

（十四）由江蘇省法官協會、江蘇省法學會、財團法人兩岸交流發展基金會、台灣大學法學

院及本院共同舉辦之「2010 海峽兩岸金融法制建設研討會」將於 99 年 11 月 13 日

至 20 日於南京舉行，本次研討會將以「加強 兩岸金融法制建設，共同促進兩岸經

濟發展」為主題，圍繞兩岸銀行、保險、證劵及期貨等金融領域。本院特推派潘維

大教授代表與會。 

三、重要業務 

（一）遠見雜誌調查「2010 年企業最愛研究生－法律／政治領域最佳研究所」，東吳法學院

由 2009 年全國第三名，更上層樓榮獲全國第二名，位居私校第一，僅次於政治大學，

更首次超越台灣大學，表現極為優異，全院師生同仁與有榮焉。 

學校名稱 占比（%） 2010 排名 2009 排名 

國立政治大學 41.46 1 1 

東吳大學 37.80 2 3 

國立台灣大學 35.37 3 2 

（二）本院法律學系辯論隊法四 B林沛瑩、法四 C黃昱維、法四 B張毓玲、法四 B王俐棋、

法四 B張一合等同學，參加由輔仁大學法學院主辦之「2010 年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

賽」，經過全國十二院系組隊角逐激戰後，東吳法學院於 10 月 30 日榮獲得團體組亞

軍，成績輝煌（台北大學奪冠、清華大學季軍、政治大學殿軍）。本次辯論主題為「工

程爭議仲裁」，能獲此佳績，除了歸功於參賽同學勤加準備與練習外，有數十年豐富

實務經驗的輔導老師黃楊壽教授長期且深入的指導更是功不可沒，全院師生同仁同感

光榮與驕傲~~ 

（三）99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律師考試」於 11 月 16 日放榜，本年共錄取 60

位，其中東吳畢業系友為 69 人，所佔比例為 11.5 %；司法官特考於 11 月 23 日放榜，

共錄取 146 位，東吳畢業系友為 19 位，所佔比例為 13 %（名單陸續確認中）。二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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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成績雖未能突破去年紀錄，但仍維持平穏水準，且繼 98 年司法特考本系系友

羅嘉薇同學榮登榜首之後，本年司法特考榜首再度由本院法律學系 96 級系友林于捷同

學掄元，表現優異，本院系師生同仁同感榮耀！ 

（四）本院國際法辯論隊於 99 年 11 月 28 日參加在台灣大學霖澤館模擬法庭舉行的「2010

年第二屆全國校際國際人道法模擬法庭競賽」（2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Moot, An Inter-University Competition），經過激烈競爭，繼去第贏得第一屆冠軍

後，再度蟬連冠軍，且辯士孫德華同學更獲得「最佳辯士獎」（Best Mooter）之殊榮，

可謂雙喜臨門。爲持續於校園推廣國際人道法相關專業知識，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特別

與 ICRC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共同舉辦本項賽事，比賽內容包括書

狀撰寫及言詞辯論，皆以英文進行。本次競賽共計有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東吳大學、

台北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等 5所學校代表隊伍參與，各隊實力堅強,本院代表隊成員包

含辯士孫德華（法延 C）、劉容真（法五 B）及研究員（Researcher）李宜恩（法碩一）

等同學，主辦單位台灣大學獲得第二名，本院為此次競賽之優勝隊伍，也將代表台灣

參加2011年3月在香港舉行之「第九屆亞太區國際人道法模擬法庭競賽」（9th Red Cross 

IHL Moot of 2011 for Asia-Pacific Region），未來二個月將在本院法律系李子文

教授的積極指導下，加強實力，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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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商學院 

一、 本院通過國科會提升私校研發能量專案計畫-「企業風險管理之研究- IT 產業」（二年

期計畫）。 

二、 本院 9月 17 日推薦繳交符合「國科會 99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

性薪資之教師資料，共推薦 13 位教師，其中有 7 位教師為研究傑出（邱永和教授、陶

宏麟教授、謝智源教授、林彩瑜教授、陳禹辰教授、林娟娟教授、尚榮安副教授）、6

位教師為研究優良（蔡智發教授、顧萱萱教授、陳宏易教授、張大成教授、林忠機教授、

陳惠芳副教授）。 

三、 本院 9 月 28 日舉辦商學院歡迎新進教師餐敘，邀請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98 學年度及

99 學年度新進教師及所屬學系主任，分別為會計系：詹乾隆主任、吳怡萱老師、吳幸蓁

老師，企管系：尚榮安主任、胡凱傑老師、劉敏熙老師、劉秀雯老師、吳吉政老師、王

亮云老師，財精系：許晉雄主任、詹芳書老師、張瑞珍老師，資管系：林娟娟主任、黃

日鉦老師、朱蕙君老師。 

四、 本院辦理財團法人宋作楠先生紀念基金會之「宋作楠先生紀念獎助學金」事宜，推薦企

管系三年級康晉瑛同學及財精系二年級鄭安志同學申請獎助。 

五、 本院辦理美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獎助學金獎助事宜，99 學年度共有 3 位學生獲得獎助，

分別為：國際商管學程陳睦仁同學 3萬美金、林婷英同學 3萬美金及徐嘉謙同學 1萬美

金。 

六、 11 月 3 日美國杜蘭大學教師來訪，討論兩校雙聯學制相關合作事宜。 

七、 本院 11 月 29 日與會計系白雪潔客座教授（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討論兩院

合作細節。 

八、 本院辦理與印尼 Faculty of Economics,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簽署

交流協議，協議內容包含交換學生、教師互訪研究、講學及其他相關交流合作事項。 

九、 本院通過 AACSB 前導認證，預計展開後續正式認證階段。 

十、 辦理 100 學年度教師休假及 99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師升等案外審事宜。 

十一、辦理商學院院長遴選相關事宜。 

十二、辦理本院 99 學年度研究優良及服務優良教師相關推薦申請事宜。 

十三、辦理 12 月 28 至 29 日赴蘇州大學洽談兩校研究合作事宜。 

十四、籌備 100 年 1 月 7 日「99 學年度商學院年終餐敘」相關事宜。 

十五、籌備 100 年 1 月 17 日「99 學年度東吳大學年終餐敘」相關事宜。 

國際商管學程 

一、本學程第一屆學生林冠妏同學(97 學年度入學)參與本院與美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

(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雙聯學位計劃，順利取得兩校碩士學位，

為本校第一位獲雙聯學位之學生。 

二、本學程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赴國外大學參加交換或雙聯計劃之 7位學生，各獲教育部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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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補助金額各新台幣 12 萬元整。 

(一)本校商學院與美國雷鳥全球管理學院之雙聯學制：林婷英(98353045/一年級)、徐嘉

謙(98353041/一年級)、陳睦仁(98353046/一年級)。 

(二)交換學生計畫：荷蘭葛洛寧恩大學：鍾子韶(97353037/二年級)、瑞典苑學品大學：

顏佑倫(98353043/一年級)、法國 Lille 管理學院：雷渝鈞(97353038/二年級)、王

栩翎(98353044/一年級)。 

三、阮金祥主任於 11 月 11-17 日帶領學程及企管系碩士班學生一行共 19 人赴大陸浙江大學

進行學術交流，並參訪銀江股份有限公司、百腦匯 IT 商場杭州店及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

等三間企業。 

四、邀請美國 Indiana University- South Bend 分校 Dr. Monle Lee(李孟麗博士)返台密集

教授行銷管理乙課，上課期間為 12 月 15-23 日。 

商學研究發展中心 

一、商學院執行國科會「企業風險管理之研究－IT 產業」研究： 

(一) 集結商學院、法學院及心理系等諸位教授，於 8月通過國科會提案並定期召開召集

人會議、團隊會議，本研究案以三個構面（財務、作業管理與供應鏈風險）為組織

架構，共計一個總計畫與七個子計畫，並以 IT 產業為首要研究產業目標。 

(二) 於 9月提交上年度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與教育部人才培育方案成果報告。 

(三) 本年度由國科會補助款及本校補助款聘任數名研究助理，協助本研究案之執行。 

二、協助執行民航局「航空業者之財務預警」研究計畫結案事宜。 

三、於本（99）年 8月接待浙江大學李志文商學班計 33 名菁英學生來台進行為期一個月之學

術交流與實務進修，並與本校 37 位同學舉辦為期兩天之「兩岸青年領袖高峰論壇」。 

四、上海同濟大學數學系吳遠、徐寅兩名在學碩士生與本中心進行為期五個月之學術交流。 

五、本中心與社團法人台灣信用評等協會共同邀請上海新世紀資信評估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朱

榮恩總裁與郭繼豐研發總監等兩名專業人士訪台，進行學術交流事宜。 

EMBA 班 

一、 7 月 31 日、8月 1日本班假桃園龍潭「渴望會館」舉行「團隊發展」及「團隊領導與管

理」課程，參與人數包含第一屆至第四屆學生共達 32 人。 

二、 8 月 10 日 EMBA 電子報創刊，黃鎮台校長特別題辭「服務不落人後，學習促進成長」加

以勉勵，此後每月 10 日發刊，8月起至 12 月份止共已發行五期。 

三、 8 月 14 日第三屆 EMBA 同學假華漾中崙舉辦 2010 迎新送舊晚宴，晚宴進行中場，黃鎮台

校長更特別抽空前來祝福，參與人數包含了師長及第一屆至第四屆學生共達 60 人。 

四、 本班企業參訪活動： 

(一) 9 月 5 日 EMBA 碩一班「統計與決策分析」課程前往板橋「新亞測驗評量暨技術研

究中心」參訪。 

(二) 11 月 6 日 EMBA 班前往金山「山海風情」民宿參訪。 

(三) 12 月 4 日 EMBA 班前往「法藍瓷」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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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2 月 11 日 EMBA 碩一班前往「生態綠公平貿易咖啡館」參訪。 

(五) 12 月 25 日 EMBA 碩二班前往謝子仁老師之「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參訪。 

(六) 100 年 1 月 8 日 EMBA 碩一班「綠色經濟學」課程前往「亞太燃料電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參訪。 

五、 本班專題演講活動： 

(一) 9 月 16 日黃鎮台校長親邀南聯貿易李棟樑董事長，講題：企業經營者的社會責任。 

(二) 10 月 2 日碩二國際行銷與品牌課程，謝子仁老師邀請台灣精品品牌協會秘書長張

蕙娟小姐，講題：Marketing vs. Branding。 

(三) 11 月 13 日碩一綠色經濟學課程，邱永和院長邀請國立台灣科技大學通識學科/通

識教育中心主任林瑞珠教，講題：綠色能源政策與法律。 

(四) 11 月 13 日 EMBA 碩一跨文化管理課程，羅燦慶老師邀請統一東京公司林忠生總經

理，講題：企業人生與管理哲學。 

(五) 11 月 27 日 EMBA 碩一綠色經濟學課程，邱永和院長邀請清華大學科技管理學院生

物倫理與法律中心主任范建得教授演講。 

六、 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系列演講： 

(一) 10 月 2 日邀請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盛業信教授，講題：法國創意生

活美學介紹-美酒&美食篇。 

(二) 10 月 30 日邀請 JIVA Design(樸象創意整合)創意總監劉一德，主題：「Creative, 

Design, Branding」。 

(三) 11 月 28 日邀請國立台北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劉得劭老師，講題：生活美

學與創意產業。 

(四) 12 月 12 日邀請 3M 首席科學家盧詩磊博士針對「創意與創新」進行專題演講。 

(五) 100 年 1 月 9 日邀請程憲治國際時裝公司林岱瑩總監。 

(六) 100 年 1 月 22 日邀請音樂系彭廣林教授，講題：古典看流行。 

七、 本班讀書會活動： 

(一) 10 月 14 日書籍：『UNIQLO 熱銷全球的秘密』-高寶書版出版，由沈大白老師引言

及主持，導讀人：譚怡敏(EMBA 碩二，華南永昌證券公司總公司法人專案部協理)，

與談人：王祥鑫(EMBA 碩一，大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級專員)，與談人：曹

仲賢(EMBA 碩一，中華票券金融股份公司專案經理/行銷組組長)。 

(二) 12 月 2 日書籍：『群的智慧：向螞蟻、蜜蜂、飛鳥學習組織運作絕技』-天下文化

出版，由翁望回老師引言及主持，導讀人：王國強（EMBA 碩二，磐石金融服務集

團輔訓部經理），與談人：鄭啟慧（EMBA 碩一，臺北市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組長），

與談人：蕭麗慧（EMBA 碩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監理部專

員）。 

八、 10 月 15、17 日，由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贊助營養早餐的臺東縣海端鄉

霧鹿國小師生共近 50 位，於 10 月 15-17 日北上拜訪本班。15 日晚上，由邱永和院長及

EMBA 同學於城中校區 2123 大會議室歡迎霧鹿國小來訪師生，觀賞布農族著名的「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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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音」表演。17 日 EMBA 則安排霧鹿國小師生於下午參觀國立故宮博物院，並前往必勝

客氛享屋享用晚餐，再前往美麗華百樂園搭乘摩天輪。 

九、 12 月 7 日召開「臺北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第一屆第三次理事監事聯席會

議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十、 本班 100 學年度招生活動開跑，目前已執行的宣傳廣告：天下 Cheers 雜誌廣告、經濟

日報廣告及本班海報寄送及發放，並將於 12 月 23 日舉辦招生說明會。 

十一、100 年 1 月 22 日本班結合論文計畫書書面審查舉辦論文實務性研討會。 

十二、本班論壇活動： 

(一) 10 月 16 日，EMBA 碩一鄭啟慧：企業社會責任之健康職場營造。 

(二) 10 月 16 日，EMBA 碩一李啟華：從生活挖掘出創意素材～談台灣阿公阿嬤節的推

動歷程。 

(三) 10 月 17 日，EMBA 碩一林秉葦：保險事業與宏泰人壽簡介。 

(四) 10 月 30 日，EMBA 碩一王祥鑫：銷售運作機制。 

(五) 10 月 31 日，EMBA 碩一洪東昌：資訊產業的常青樹-產業電腦(飛捷科技)。 

(六) 11 月 13 日，EMBA 碩一郭仁彰：跳躍式的成長-藉由併構成為金融百貨。 

(七) 11 月 14 日，EMBA 碩一王莉萍：ERP 企業資源規劃簡介-以 SAP 為例。 

(八) 11 月 27 日，EMBA 碩一簡先勇：電子業上下游橋樑-IC 通路業,以益登科技為例。 

(九) 11 月 28 日，EMBA 碩一張順永：不動產(如何成為億萬富翁)簡介。 

(十) 12 月 11 日，EMBA 碩一廖韻婷：電線電纜產業簡介。 

(十一) 12 月 12 日，EMBA 碩一曹仲賢：固定收益商品簡介。 

(十二) 100 年 1 月 8 日，EMBA 碩一張惠屏：銀行電腦系統轉換經驗分享。 

(十三) 100 年 1 月 9 日，EMBA 碩一蘇祈烈：發明鍊金術(用創意打造仟萬財富)。 

(十四) 100 年 1 月 15 日，EMBA 碩一蕭麗慧：監理個案分享。 

(十五) 100 年 1 月 16 日，EMBA 碩一曹治宇：群光電子簡介與產業市場資訊簡介。 

跨領域學程 

一、 規劃及辦理兩學程 7場專題演講，主講人包括：本校會計系郭佳洲教授、台灣大學財務

金融學系沈中華教授、臺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陳澤義教授、University of Groningen 

Vice Dean, Frans Rutten and International Markting Manager, Simon J. van der 

Wal、美林證券國際私人客戶部劉昭明副總裁、科見美語劉中教學主任、全國就業 e 網

求職求才公關陳彥達先生；「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企業參訪；及學程期末座談會等活動。 

二、 召開 2次商學院跨領域學程課程委員會及 1次學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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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系 

一、經濟學系 99 學年度「學、碩士一貫學程」由經三 A李智揚同學通過教學小組審核，獲准

修讀。 

二、經濟學系印製 99 學年度學士班、碩士班、碩專班與博士班新生學習手冊。 

三、經濟學系學生會 9 月 3 日舉辦北部迎新茶會，以歡迎大一新生加入本系，共有 100 多位

同學參加。 

四、經濟學系配合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9 月 6 日舉辦座談，邀請陶宏麟老師、郭

嘉祥老師與馬詠心學姐「簡介經濟學以及如何過好大學生生活」。9 月 8 日辦理大一新

生輔導選課，由蔡智發主任主持，邀請一年級導師林沁雄老師、陳碧綉老師、徐政訏老

師與輔導助教共同歡迎新生加入本校，介紹本系各項相關規定。9 月 9 日辦理新生家長

座談會，由蔡智發主任主持，讓新生家長對本系有初步的認識與了解。 

五、經濟學系 9 月 6 日舉行「碩士班迎新座談會」，本座談會有蔡智發主任、陳碧綉老師、

陳彧夏老師與謝智源老師等 4 位老師，21 位碩一新生與 24 位學長姐參與，以座談會形

式進行，師長先對本所簡介、師資與課程介紹以及對新生的期許。碩二學長姐幫忙介紹

環境，修課選擇等引導新生，以較為輕鬆、熱鬧的氣氛，讓新生很快融入本系。 

六、經濟學系 9 月 8 日舉行「碩士在職專班迎新座談會」，本座談會有蔡智發主任、林維垣

老師等 2 位老師，12 位碩專一新生與 15 位碩專二學長參與，以座談會形式進行，師長

先對本所簡介、師資與課程介紹以及對新生的期許。碩二學長姐幫忙介紹環境，修課選

擇等引導新生，讓新生很快融入本系。 

七、經濟學系 9 月 15 日舉行「博士班迎新座談會」，本次迎新以餐會進行，有蔡智發主任、

陶宏麟老師、謝智源老師、陳彧夏老師、陳碧綉老師、黃瓊玲老師與林佑貞老師等 7 位

老師，2位博一新生與 3位學長出席。 

八、經濟學系陳彧夏老師於 9月 20 日前往中崙高中參與本校招生組招生宣傳活動。 

九、經濟學系與校牧室於 9月 24 日共同舉辦演講，主講人為陳啟峰牧師，講題：『如何迎向

築夢踏實的大學生涯－青年人生大夢的尋求』，共有大一新生 70 餘人參加。 

十、「東吳經濟系校友基金會」於 9 月 27 日舉辦 2010 年經濟系友會理監事暨董事會。會中

報告 98 年基金會的收支狀況，並討論 99 年捐助經濟系的各項獎學金及補助金。 

十一、復旦大學國際金融系黃苑薇同學於 98 學年度第 1學期（99 年 9 月 6 日至 100 年 1 月

23 日）到經濟學系進行交換學生研習一學期，由陳彧夏老師擔任輔導老師，于瑞霖助

教與詹朝豐助教擔任輔導助教。 

十二、經濟學系碩士班伍巧涵、江鑑城同學 99 學年度第 1學期到中國復旦大學進行一學期交

換學生研習，並獲得學校補助機票費之百分之八十。 

十三、經濟學系學生會 10 月 9、10 日於苗栗騰龍山莊舉辦大一新生 43 屆迎新宿營活動，在

學長姐及各班輔導助教的熱心帶領之下，大一新生參與極為踴躍，活動圓滿完成。 

十四、為激勵學習興趣、訓練學生英語能力、擴展國際視野，以便培育具國際觀之經濟分析

人才，經濟學系於 10 月 23 日舉辦「2010 World Economic Outlook」活動，共有 11

隊報名 47 人參加，報名隊數與人數皆比去年增加。 

十五、經濟學系樊沁萍教授11月11至13日前往美國Arizona參加the 2010 North-American 

ESA Conference，發表論文「To bid or not to bid :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bi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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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in VCG auction」。 

十六、經濟學系三年 C 班林韋宏同學（學號：97151330）獲准 100 學年度前往德國明斯特大

學擔任校級交換學生（一學年）。 

十七、經濟學系 11 月 22 日與心理諮商中心共同舉行 99 學年度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活動。

1 月 7 日舉行「大一導師會議」，由蔡智發主任主持，邀請大一各班導師及輔導助教

參加，了解大一新生身心適應狀況。 

十八、經濟學系 11 月 22 日與心理諮商中心共同舉行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學系/班級團體輔導

活動，由郭嘉祥老師主持，針對三年級同學進行團體測驗，主題：「從測驗了解性格」，

探索自我生涯。 

十九、經濟學系於 12 月 3 日召開『經濟學系學生事務會議』，由蔡智發主任主持，邀請大學

部各班導師、研究所導師、各班班代表、研究生代表共同與會。 

二十、經濟學系系友會各項獎學金於 10 月 5 日至 11 月 5 日受理同學申請。另於 12 月 9 日舉

行獎學金頒獎典禮，頒發系友所捐助的各項獎學金。 

二十一、 經濟學系 99 本學期規劃及辦理一系列專題演講： 

甲、 10 月 15 日邀請淡江大學財金系黃河泉教授主講「Financial Volatility and 

Growth Volatility」。 

乙、 11 月 12 日邀請銘傳大學財金系高慈敏助理教授演講「台灣區域競爭力差異之

探討」。 

丙、 11 月 19 日邀請台北大學經濟系徐美教授演講「Market Segmentation and 

Fulltime and Part-time Wage Differentials in Taiwan」。 

丁、 11 月 26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張俊仁授演講「Search for a Theory of 

Organized Crimes」。 

戊、 12 月 10 日邀請嘉義大學應經系林億明教授演講。 

己、 100 年 1 月 17 日邀請高雄大學應經系蔡穎義教授演講。 

會計系 

一、會計學系 99 學年度新聘專任教師吳幸蓁助理教授，吳幸蓁老師為成功大學會計博士，學

術專長為財務會計及公司治理。 

二、會計學系為使學生充分掌握國際化及多元化之潮流，延聘國際、大陸及國內各校著名學

者任教，以加強國內外校際間交流。99 學年度第 1學期分別邀請山東大學管理學院副院

長劉洪渭教授、江西財經大學會計學院院長章衛東教授、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

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白雪潔教授及蘇州大學商學院財務與會計研究所所長羅正英教授

於本系擔任專任客座教授。於學士班任教「大陸會計審計與稅務研討」課程；碩士班及

碩士在職專班任教「大陸會計專題」課程。 

三、由大陸南京大學、廈門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江西財經大學、南京

大學、首都經濟貿易大學會計學院等校師生組成之訪問團一行 17 人於 10 月 1 日蒞臨本

系交流訪問。貴賓首先於 R2614 研討室聽取由詹乾隆主任主持之簡報，並與本系專任教

師舉行座談，雙方互動密切，場面熱絡。會後並參觀本校圖書館、本系會計專業實驗室

及碩士班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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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計學系於 11 月 4 日邀請日本東北大學經濟學研究科青木雅明教授蒞臨參訪，並以「R&D 

costs and nonfinancial indicator」為主題，發表專題演講。 

五、會計學系榮獲於 10 月 16-18 日假彰化師範大學舉行之第 22 屆會計菁英盃辯論比賽暨

2010 海峽兩岸大學會計辯論邀請賽團體組季軍，會四 A杜瑋倫同學勇奪個人獎第一名。

參賽隊伍除計有來自全台 19 所大學會計學系學生組隊參賽外，並邀請 2009 年海峽兩岸

大學會計邀請賽獲勝的二支隊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及西南財經大學來台，支支隊伍堪

稱強棒，競爭異常激烈。 

六、會計學系輔導應屆畢業同學參加年度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分別於 10 月 6 日、10 月 13

日及 12 月 15 日協辦安永、資誠、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並協助安排安

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於 11 月 22 日與 11 月 23 日至本校進行校園徵才面試活動。 

七、本系為感念前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鮑爾一教授對於學系之卓越貢獻，今年適逢鮑教授九

十歲冥誕紀念，由師長及畢業系友總計近 170 人共同捐款成立「鮑爾一教授紀念教室」，

謹誌恩師行誼及聊表崇敬懷念之忱，並訂於 12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十點三十分於城中

校區鑄秋大樓 R2608 舉行「鮑爾一教授紀念教室揭牌儀式」。 

八、為提供學生課外活動機會，以培養學生敬業樂群之精神，建立健全之人格發展。會

計學系除鼓勵同學參加校內外各項活動競賽外，訂於 12 月 19 日舉辦 99 學年度系運

動大會，會中有田徑比賽、趣味競賽及精彩的啦啦舞比賽，並於會中頒發第 1 學期會計

系各項優秀清寒學生獎助學金。 

九、會計學系為招收具有潛力之學生，並配合本校招生組之招生政策，由本系專任教師及在

校學生組成宣傳團隊，以積極主動方式進入各地高中進行宣傳。99 學年度第一學期分別

前往台北市立陽明高中、台南縣私立港明高中、國立基隆女中、私立南山高中、台北縣

立樹林高中、台北市立復興高中、國立彰化女中、台中市立東山高中、中正高中、台北

縣立清水高中、景美女中、國立基隆高中、私立大同高中等 13 所學校。 

十、會計學系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合辦第 15 期「會計師專業學分班」建

教合作案。本期學分班於九月初陸續開課，包含「中級會計學」、「成本會計學」、「高

等會計學」、「審計學」及「租稅法規」等五科課程，以提供有志於終身學習之人士進

修機會，進而落實社會服務、培植優秀會計人才之理念。 

十一、99 年高普考試本系共計 31 人上榜，其中普考會計科 5人，高考會計科 23 人，高考審

計科 3人。 

十二、會計學系陳專塗老師架設之「會計資訊系統」網站獲會計研究月刊 8 月專文報導「會

計我的最愛－必須收藏的好網站－ais.tw 內容好豐富的會計討論區」。 

十三、會計學報「第二卷第二期」及「2009 諾貝爾獎得主 Oliver Williamson 論文獎專刊」

於十月出刊。 

十四、會計學系系友電子報第六期於 10 月 31 日出刊。 

企管系 

一、辦理本系 99 學年度客座教授聘任事宜： 

(一)99 學年度第 2學期邀請山東大學張鴻萍副教授、南開大學李季副教授及南開大學武

立東教授至本系擔任客座教授，講授「全球管理專題」課程。 

(二)99 學年度邀請魏禮明博士擔任客座教授、美國印第安那大學李孟麗教授擔任兼任客

座教授，講授本系碩士班 E組國際商管學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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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理學系課程委員會相關事宜： 

(一)9 月 28 日及 10 月 20 日本系課程規劃小組分別召開小組會議。 

(二)11 月 29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討論課程規劃相關事宜。 

三、規劃舉辦導師會議： 

(一)12 月 20 日規劃辦理 99 學年度大一新生導師會議。 

(二)100 年 1 月 12 日規劃辦理 99 學年度第 1學期導師會議暨期末餐敘。 

四、辦理 99 學年度教師學術獎助申請，本系 7位教師提出 17 項獎補助申請。 

五、辦理 100 學年度碩士班入學甄試事宜。 

六、辦理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論文計畫書審查作業，並規劃於 12 月 8 日及 12 月 11 日舉辦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論文計畫書發表會。 

七、辦理本系 ERP 系統建置事宜，持續召開籌備會議，確認軟硬體設備需求、導入之個案及

系統後端支援事宜。 

八、辦理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獎助學金申請，計有 5 項獎助學金 69 人次提出申請，總獲

獎 27 人次。 

九、9 月 5 日舉辦「99 學年度碩士生論文寫作工作坊」，輔導碩士在職專班二年級同學論文

撰寫。 

十、規劃於 100 年 1 月 24 日舉行「歡送廖繼敏老師榮退暨書法個展」。 

十一、規劃及辦理本系專題演講： 

(一) 規劃舉辦 8場專題演講： 

1. 8 月 5 日邀請 3M 首席發明家盧詩磊博士主講「創意與創新」。 

2. 9 月 21 日邀請德國柏林工業大學 Professor Hans-Otto Günther 主講「供應

網路規劃與先進規劃系統」。 

3. 10 月 4 日邀請台灣精品品牌協會張蕙娟秘書長主講「品牌行銷」。 

4. 10 月 15 日邀請誠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黃丙喜董事長主講「兩岸 ECFA 後新經

濟契機-企管人應有的準備」。 

5. 11 月 8 日邀請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盛業信助理教授主講「紅酒

之道」。 

6. 規劃邀請國立政治大學司徒達賢講座教授主講「策略管理的觀念與實務座

談」。 

7. 規劃邀請聚陽公司中國廠總經理特助陳昱雯小姐主講「內化退變的競爭力-在

大陸的 8年青春歲月」。 

8. 規劃邀請波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蕭世貴總經理主講「模擬企業經營與上機操

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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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舉辦 1 場人文專題演講：12 月 16 日邀請荒野保護協會推廣講師劉峻儒召集

人主講「台灣自然生態之美」。 

(三) 舉辦1場系週會演講：9月29日邀請校牧室陳啟峰牧師主講「你願意人見人愛嗎？

人際關係的建立」。 

十二、辦理企業參訪活動： 

(一) 舉辦國內企業參訪： 

1. 10 月 13 日「供應鏈管理」課程龐開堅老師帶領修課同學前往長榮空運倉儲股

份有限公司參觀訪問。 

2. 11 月 22 日「經營管理實務講座」課程謝子仁老師帶領修課同學前往恩德科技

公司參觀訪問。 

3. 規劃辦理胡凱傑老師帶隊前往新竹工研院創意中心參觀訪問。 

4. 規劃辦理「供應鏈管理」課程龐開堅老師帶領修課同學前往林口行將企業參

觀訪問。 

(二) 辦理師生海外參訪活動：11 月 11 日至 18 日本系阮金祥老師、胡凱傑老師帶領碩

士班同學前往大陸浙江大學進行學術交流，並參訪銀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哇哈

哈公司、聚陽服裝公司嘉興廠、百腦匯公司。 

十三、協助系學會辦理 99 學年度第 1學期各項活動： 

(一) 例行專案活動： 

1. 9 月 12 日舉行企管系學生會迎新茶會。 

2. 9 月 25-26 日舉行第 41 屆企管系系學會迎新宿營「幻遊歐夢 Wonder Go!」。 

3. 12 月 24 日規劃辦理第 41 屆企管系運動會。 

(二) 企業參訪活動：12 月 8 日舉行 2 場企業參訪，訪問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養樂多股份有限公司。 

十四、辦理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相關事宜： 

(一) 11 月 3 日召開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第四屆第 6次董事會。 

(二) 邀請系友回母校舉辦 3場生涯規劃演講： 

1. 9 月 8 日安排「學習方法與經驗分享講座」，邀請日 78 級系友陳欽約學長及

日 98 級吳昀諭系友回母系，分享職場經驗及求學須知。 

2. 10 月 27 日邀請 DHL 資深業務經理胡小鳳系友（碩專第 7屆）主講「DHL 物流

致勝的關鍵因素」。 

3. 12 月 21 日規劃邀請 FreeHand 親子館創辦人車幸勳系友（日 78 級）主講「科

技新貴的人資生涯與創業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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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舉辦系友聯誼活動： 

1. 協助東吳企管高爾夫球聯誼會於 8月 15 日、10 月 3 日舉行雙月例賽。 

2. 協助日 66 級 B 班系友於 8 月 27 日舉辦同學會、9 月 11 日於高雄舉辦高爾夫

球聚。 

(四) 出版系友會刊物：「東吳企管系友電子報」於每月月底發行，分別於 8 至 11 月

發行第 45-48 期電子報，預計於 12 月發行第 49 期、100 年 1 月發行第 50 期。 

十五、協助東吳 EMBA 聯誼會舉辦活動： 

(一) 9 月 12 日協助東吳 EMBA 聯誼會會員報名「北區 EMBA 菁鷹盃高爾夫球聯誼賽」。 

(二) 10 月 12 日舉行讀書會活動，邀請企管暢銷圖書『當責』作者，現任當責顧問公

司 總 經 理 張 文 隆 先 生 主 講 「 提 升 執 行 力 與 領 導 力 的 利 器 ： 當 責

(Accountability)」。 

(三) 11 月 7 日舉辦秋季旅遊活動，由尚榮安主任及東吳 EMBA 聯誼會龐開堅會長領隊，

EMBA 聯誼會會員及眷屬約 60 名共遊台北藝術大學及琉園。 

(四) 11 月 10 日辦理第五屆年會籌備會議，商討年度大會活動計畫。 

國貿系 

一、國際交流： 

(一)99 學年度第 1 學期邀請三位客座教授，分別為天津大學陳衛東教授（99.9.13～

99.10.24）、蘇州大學孫文基教授（99.10.25～99.12.5）、南京大學韓順平教授

（99.12.6～100.1.16），授課期間分別在大學部、碩士班、碩專班開授全球經營

專題研討課程。 

(二)99 學年度國貿系外籍生為來自馬其頓的伯力司同學，除在大學部進行修課，學系並

協助生活輔導與選課事宜。 

(三)10 月 18 日至 23 日謝效昭老師赴北京首都經濟貿易大學進行學術講座。 

(四)貿三 B李怡蓉同學獲選 99 學年度第 1學期赴法國 Lille 大學管理學院交換學生。 

(五)貿碩企二郭子瑋同學獲選 99 學年度第 1學期赴瑞典苑學品大學交換學生。 

二、學生學習輔導： 

(一)協助學校舉辦「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系列活動」，如下： 

1. 9 月 6 日舉辦新生班級幹部選舉、系主任簡報、新生入學選課輔導。 

2. 9 月 6 日邀請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副總經理蔡福原作專題演講，講題：

贏在起跑點—大學師應有的生涯態度。 

3. 9 月 8 日邀請種子導師蔣成老師作專題演講，講題：如何學好外語—兼論讀原

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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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月 9 日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 

(二)9 月 8 日舉辦「99 學年度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迎新座談會」。 

(三)11 月 16 日舉辦貿碩士在職專班一年級新生座談會。 

(四)11 月 17 日舉辦碩士班一年級新生座談會暨學生學習輔導，並作專題演講，時間：

中午 13：00～15：00，城中校區 2524 教室，講題：台灣就業市場分析，講員：巨

匠電腦陳文仁講師。 

(五)11 月 22 日舉辦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施測。 

(六)11 月 22 日舉辦系主任與貿一 B新生座談會。 

(七)11 月 29 日舉辦系主任與貿一 A新生座談會暨學生學習輔導，並作專題演講，時間：

中午 12：30～12：00，城中校區 5417 教室，講題：結交跨國工作伙伴，講員：彭

濟英老師。 

(八)100 年 1 月 6 日配合心理諮商中心於 2524 教室舉辦大一導師會議。 

三、執行教學改進計畫，計畫內容如下： 

(一) 10 月 10 日至 22 日舉辦高科技產業週，活動內容如下所述，並於第二週發表學習

活動成果，展示在學系公佈欄，以供學生參閱。 

1. 10 月 13 日謝文雀老師帶領大學部同學參訪財政部台北關稅局之永儲股份有限

公司，共計 43 名學生參觀。 

2. 10 月 21 日邀請行政院大陸委員會高長副主任委員，主講：ECFA 與台灣高科技

產業之發展。 

(二) 11 月 15 日至 26 日舉辦貿易與金融服務業週，活動內容如下所述，並於 11 月 22

日至 26 日發表學習活動成果，展示在學系公佈欄，以供學生參閱。 

1. 11 月 16 日由顧萱萱主任帶領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師生一行 40 人，參訪新竹科

學園區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11 月 16 日邀請宸鴻光電科技財務會計處陳忠義協理，主講：觸控產業之現況

與發展。 

3. 11月23日由溫福星老師帶領學生一行54人赴台灣電通股份有限公司企業參訪。 

4. 11 月 24 日邀請法商東方匯理銀行王伯鑫董事總經理，主講：外商銀行在中華

市場。 

5. 11 月 24 日邀請統一期貨法人部王鳳婷經理，主講：期貨選擇權市場與實務操

作。 

6. 11月30日由溫福星老師帶領學生一行52人赴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企業參訪。 

四、國貿系持續實施成績不及格預警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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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學期開學期初主任發函給本系各科目任課教師告知其提供期中考成績給系辦，以

便統計學生成績資料。 

(二) 公告讓學生知道期中考後將發函給家長。 

(三) 期中考後系辦收集成績輸入電腦找出全系三科不及格同學，發函給其家長知道，請

其注意其子弟成績。 

五、11 月 24 日舉辦英文多益考試，共計 33 人報名考試。 

六、學生獎助學金： 

(一) 9 月 28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金委員會會議，審查 99 學年度台

北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獎學金分配事宜。 

(二) 10 月 19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獎助學金委員會會議，討論 99 學年度第

1學期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獎助學金發放辦法、審查昌盛教育基金會助學金、蔣

山清寒助學金、游健昱清寒助學金、郭滄海清寒助學金、蘇錦彬清寒助學金、侯門

文教基金會獎學金、宋作楠先生紀念獎助學金、93 級系友獎學金分配事宜。 

(三) 12 月 1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獎助學金委員會會議，討論 74 級系友工

讀助學金分配事宜。 

七、貿四 B李怡蓉同學獲天津大學「2010 海峽兩岸青年學生領導力論壇」錄取名單。 

八、國貿系加強系友會執行功能，與系友間之聯繫工作： 

(一) 8 月 18 日舉辦台北市國際貿易協會第三屆理監事聚餐，共計 8位參加。 

(二) 8 月 22 日系友會與台北科技大學假幸福高爾夫球場舉辦八月份高爾夫球球敘。 

(三) 9 月 7 日召開系友會第八次理監事會議。 

(四) 10 月 23 日假外雙溪校區體育館，舉辦國貿系第八屆系友籃球賽，系友熱烈參與，

共計約 80 人參加。 

(五) 11 月 27 日假城中校區舉辦國貿系友盃排球比賽。 

(六) 12 月 1 日假城中校區召開國貿系友會理監事會議。 

(七) 12 月 4 日於城中校區體育館舉辦第二屆國貿系友盃羽球比賽。 

(八) 12 月 11 日舉辦國貿系系友大會。 

財精系 

一、 辦理碩士班新生及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入學輔導及座談會、學位考試說明會；以及大一新

生迎新茶會、新生入學輔導及家長座談會、轉學生入學輔導等相關活動。並針對大一新

生進行身心適應調查及召開大一導師會議。 

二、 審議「東吳大學商用數學系系友會獎學金」、「財團法人唐德晉文教基金會獎學金」、

「商用數學系謝志雄教授紀念獎學金」、「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蘇秉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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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金」、「商用數學系王郁芬系友紀念獎學金」、「商用數學發展協會--廖軒晟系

友獎學金」等獎助學金之獲獎名單及研究生獎助學金核發方式。 

三、 8 月 9 日本系與數學系及中研院數研所合辦「林大風教授榮退研討會」，會中除舉辦榮

退典禮，另安排五場學術演講及晚宴，邀請多位資深教授共襄盛舉。 

四、 8 月 9 日至 9月 2日舉辦助教教學觀摩會。 

五、 10 月 8 日至 9日由商用數學發展協會陳惠貴會長，協同系友許晉雄主任、簡淑真秘書、

徐究真系友等人致增 10 組電腦至南投草嶺國小。 

六、 系學生會於 9月 11 日至 12 日於林口渡假村舉辦迎新宿營。 

七、 配合招生組招生宣傳，9 月 14 日許晉雄老師至大理高中進行招生宣傳；12 月 8 日白文

章老師至員林高中進行招生宣傳。 

八、 本學期共舉辦三場班級團體活動，分別於 11 月 25 日邀請台北市政府心理衛生中心心理

師李政達心理師，主講「大學生活的 100 種--規劃我的大學生涯」；12 月 8 日邀請三福

氣體人力資源處經理戴師勇老師(財精系 80 級系友)，主講「職場不敗心法-做個敬業樂

群的新鮮人」；12 月 2 日邀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理與諮商碩士宋佩禹心理師，主講「踏

出幸福的第一步-從生涯抉擇到達成生涯目標」。 

九、 10 月 22 日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局長顏宗明學長(64 級系友)來訪。 

十、 11 月 17 日邀請教學資源中心教學科技推廣組李國聖先生，說明「網路學園」之使用方

式，並與各教師討論使用上所遇之問題及解決方法。 

十一、規劃及辦理本系專題演講及系友生涯規劃演講共計 4場。 

十二、籌備「2011 年財務工程與精算科學研討會」，訂於 100 年 4 月 1 日至 2日召開。 

十三、系教評會通過許晉雄副教授升等教授、林忠機教授 100 學年度休假案及許智淵講師申

請教師證書案。 

十四、喬治華教授申請財團法人安定基金計畫，目前進行審查中。 

資管系 

一、本學期共規劃七場演講： 

(一)10 月 28 日，主講人：東吳大學陳啟峰牧師，講題：如何迎向築夢踏實的大學生涯-

青年人生大夢的尋求。 

(二)11 月 18 日，主講人：黃玉祥(資策會研創所協同計畫主持人)、鄒家慶(Fitto 創意

總監)、李佳憲(Hiiir 產品開發部經理)，講題：新世代網路創新發展趨勢及創業經

驗分享 

(三)11 月 25 日，主講人：銘傳大學資管系林至中主任，講題：談資訊系統架構、技術

與應用 

(四)12 月 2 日，主講人：Yahoo!奇摩購物中心 品牌業務部資深經理賴律維，講題：電

子商務如何經營品牌？ 

(五)12 月 9 日，主講人：盤古數位公司創辦人＆總經理李鐘彬，講題：2011 網路行銷 

(六)12 月 16 日，主講人：Google 公司軟體工程師陳慶雲，講題：待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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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2 月 23 日，主講人：生涯發展中心專員、美國德州理工大學工業工程碩士張彥之，

講題：E出完美自『信』~建立自己的東吳人履歷(e-portfolio) 

二、課程委員會與系務會議通過新增課程「深耕程式設計」課程大綱及授課計畫表。 

三、系務會議通過 100 學年度大學部「考試分發」、「申請入學」及「繁星推薦」招生簡章

校系分則。 

四、教評會通過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聘兼任講師苗惠茹、100 學年度增聘專任教師 1～2 名

及徵聘中英文公告、郭育政副教授升等、楊欣哲教授休假等案。 

五、9 月 7 日召開共通課程「資訊概論」期末會議，討論授課時所遭遇的問題、希望改進的

方法或分享授課心得，並介紹新學期的新作法及規定，讓授課老師瞭解並提出意見。 

六、9 月 8 日舉辦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座談會，當日除所有研究所新生參加，並邀請

本系全體專任教師與新生座談，介紹每位教師之研究領域及學術專長。9 月 9 日舉辦大

一新生家長座談會，本系新生家長熱烈參與。 

七、本學期專題實驗課程，洪永城教授指導四年級專題生林玟伶、楊惠婷、林冠宏、王星堯

四位同學以「與你香伴」為題，參加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99 年度舉辦「電子商務行銷創意

競賽」，並自各校 34 個參賽隊伍中脫穎而出，獲「佳作」獎。此競賽活動不僅是寫企劃

書紙上談兵，而是能夠讓學生們有「實戰」的經驗，同學們必須真槍實彈的投入網路行

銷環境中，使出渾身解數，爭取最高的榮譽。 

八、系會時間對全系同學舉辦認證教室使用說明會，詳盡介紹認證教室的環境與資源，同時

也將認證輔導網做一個導覽，並針對資管相關的各類證照做一個簡單說明，幫助同學更

加瞭解證照的各類資訊以及系上提供的資源。 

九、辦理新生家長座談會，讓新生家長對本系有初步的認識與了解。並辦理大一新生輔導活

動，同時亦邀請一位系友與新生暢談學習方法與經驗分享，系友苗惠茹(中央大學資管所

博士生)，主講題目為「學系課程之學習方法及經驗分享」。 

十、持續進行招生宣導：10 月 19 日曾修宜老師與朱蕙君老師赴南山高中進行本系招生宣導

活動；11 月 18 日曾修宜老師與鄭麗珍老師赴西松高中進行本系招生宣導活動。 

十一、為完成 11 月 4 日追蹤評鑑實地訪查，本系老師及同仁戮力以赴，依本系資源現況，訂

定改善方向，同時規劃配套課程與人力配置改善方案，並經為期一年的努力以達執行

之成效，完成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與「追蹤評鑑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 

十二、與心理諮商中心合作辦理學生輔導活動：（一）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活動（二）大

三電影座談「窮得只剩下錢~生命因為付出了愛，而更為富足」，由葉冠伶心理師主講。 

十三、舉辦 PloyAnalyst 教育訓練，由皮托科技的黃家祚講師講課。本次訓練課程內容除了

講述 Polyanalyst 軟體常用的功能外，也讓師生實際演練操作一些範例，參與的同學

也都踴躍發問，互動良好。相信透過這次訓練課程一定可以讓大家對 PolyAnalyst 軟

體有更進一步的認識。 

十四、12 月 9 日辦理校外參觀，參觀 Sony 公司舉辦之「Sony 3D World 異想世界」影音資訊

展校外教學。 

十五、12 月 11 日於外雙溪校區舉辦「資管系 99 年系友日活動」，活動內容：認識超馬，體

驗超馬、3 對 3 籃球比賽(籃球場)、後山健行、晚餐、摸彩、年度活動圖片，還有大

獎等你拿，表演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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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辦理「蘇秉銓資訊教育清寒獎助學金」及「張楚義系友清寒獎助學金」。 

十七、本學期辦理兩次程式設計能力檢定考試，9 月 6 日舉行本系第十次程式設計能力檢定

考試，共有 50 位同學報名，29 位同學通過考試；100 年 1 月 17 日將舉辦第十一次程

式設計能力檢定考試。 

十八、資管系電子報（http://sun.csim.scu.edu.tw/~epaper/epaper.php），每三個月出刊

一期，99 年上學期已於 9月出刊第 19 期，預計將於 12 月出刊第 20 期。 

十九、為配合系所未來發展方向以及提供學生更優質的學習環境，本系於 98 學年度針對現有

空間做一全面檢討與調整，除了完成設置「企業電子化」、「金融資管」、「數位學

習」等三個研究型實驗室，並爭取經費成立「資管專業教室」、「認證輔導教室」及

「e 化服務室」。同時，本系重新改造「專題實驗教室」及「多功能研討室」，並重

新調整空間配置、擴充軟硬體等多項設備（硬體設備如伺服器、桌上型電腦、單槍投

影機、電動螢幕等，以及資管專業軟體如 ERP 系統、商業智慧軟體、決策支援與系統

模擬等軟體），以提升學生的學習環境。 

二十、本系碩士班共計 21 部個人電腦已使用達五年以上，2 部 89 年購置之印表機亦已使用

達十年以上，99 學年度編列預算，於十月底汰換 2部印表機及 19 部個人電腦。 

進學班 

一、 9 月 4 日輔導學生會舉辦商學進修學士班迎新茶會暨商進班家族成員相見歡。在

學會幹部精心設計帶領各項活動中，讓新生和同班同學有所互動，同時讓新生認識

學長姐，緩和他們剛進入東吳的緊張心情。本次參與活動新 120 人，學會幹部與家族成

員 24 人，合計 144 人。 

二、 9 月 6 日舉辦二年級暨三年級轉學新生選課輔導，並請轉學同學確認學分抵免結

果。 

三、 9 月 7 日舉辦一年級新生選課輔導，宣導商學進修學士班相關事宜，並請系學會

成員於 19:30-10:10 協助輔導同學網路選課與召開班會，選舉班級幹部。 

四、 9 月 9 日配合學生事務處舉行新生家長座談會，商進班新生家長有 1 位家長出席，

由柯主任與新生家長進行座談與交流，讓新生家長進一步瞭解學校與商進班近

況，並介紹本班師資與學生未來升學與就業的方向。 

五、 9 月 23 日完成商進班導師聘任。 

六、 9 月 27 日完成商學進修學士班 97-99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劃中各項工作報告。 

七、 本班推動同儕學科小老師輔導活動，本學期計招募「經濟學」、「會計學」、「微

積分」小老師共 6 名，利用星期六上午與星期日的全天時間，為學弟妹進行課業

輔導。商進班班級讀書會活動，也配合小老師課輔時間舉行，同學對商進班推動

同儕學習活動給予高度肯定。 

八、 本班商學一 A、一 B、一 C 同學，為增進同學間情誼，分別於 10 月 9 日舉辦班際

烤肉活動，三班同學同時邀請學長、姐共同參與，除增進同學情誼外，亦增加學

長姐間的互動機會。 

九、 10 月 6 日邀請會計學系郭家洲老師進行「海嘯後的金融監理方向」專題演講，本

次活動參與學生 117 人，學生對「金融本國監理制度」有進一步認識與瞭解。 

十、 商進班系學生會於 10 月 16 日舉行迎新宿營活動，於新竹成豐夢幻世界舉行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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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營，在幹部伙伴精心設計的闖關活動中打破新生間陌生藩籬並凝聚新生對本班

向心力。 

十一、11 月 4 日 協 辦 會 計 學 系 主 辦 專 題 演 講 「 R&D cost and nonfinancial 

indicator」，邀請東北大學經濟學系研究科教授青木雅明老師演講。 

十二、學生事務處心理諮商中心舉辦 99 學年度大一新生身心適應調查活動，本班大一新生計

134 位新生進行普測，將於 97 年 12 月 30 日由心理諮商中心邀集大一各班導師進行測

驗數據與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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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一、本學期共安排五場行政人員訓練課程： 

（一）99 年 11 月 17 日於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邀請心理系林蕙瑛教授講授「如何談『性』

說『愛』。 

（二）99 年 11 月 24 日及 99 年 12 月 9 日於兩校區，邀請林錦川副校長講授「行政業務

要領及應注意事項」，藉以加強同仁行政及公文基本能力。 

（三）100 年 1 月 14 日於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由中華民國退休基金協會講授「迎向私

校退撫儲金新紀元－私校退撫儲金制度及退休基金投資管理運用」。 

（四）100 年 2 月 15 日於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邀請廖文福講師講授「樂在工作的職場

生存學」。 

二、配合「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捐助章程」之訂定，本校組織規程修訂條文於 99 年 7 月 15 日

經董事會通過，並於 99 年 8 月 16 日由教育部核定生效。本校正式校名為「東吳大學」，

刪除「私立」二字。 

三、為因應「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行政會議通過訂定「東

吳大學特聘教授聘任辦法」、修訂「東吳大學教師教學獎勵辦法」及「東吳大學學術研

究獎助辦法」，用以延攬學術或專業成就卓著之優秀學者專家至本校任教，並獎勵現職

教學、研究表現優異之教師，留住特殊優秀人才。 

四、參照行政院頒布之「軍公教人員年終工作獎金發給注意事項」，修訂本校教師職工年終工

作獎金發放原則，將年終獎金發放對象調整為當年度 12 月 1 日仍在職之專任教師職工，

並自 99 年度起適用。 

五、為保障本校適用勞動基準法之工友權益，本校遵照「事業單位勞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

會組織準則」規定，完成「東吳大學工友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並於

99 年 9 月 30 日推選出 99 學年度「工友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之工友代表，將配合修

訂本校工友工作規則後，一併送台北市政府勞工局核備後公布。 

六、99 學年度退休人員：第一學期計有音樂系張己任教授於 99.8.1.退休，課務組羅存修編

纂 99.8.20.身故撫卹，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劉殿敏專門委員 99.9.1.資遣。第二學期

將有社會系楊孝濚教授、音樂系邱玉蘭副教授、數學系林大風教授、會計系華凱蘋講師、

企管系廖繼敏副教授、會計室蔡芳蘭專員、事務組工友薛再發先生等七位教同仁於

100.2.1.退休。 

七、99 年 12 月 5 日本校教師職工響應 99 年度「聯合勸募」活動，合計捐款金額為新台幣 19

萬 3,300 元整。 

八、私立學校之教職員工保險業務大概是所有事業機構中最為複雜多樣之單位，包括了公保、

勞保、健保一（公保）、健保二（勞保）、以及本校自行辦理之團保。99 學年第一學期與

宏碁公司密集訪談保險作業以建置保險 e化系統。系統已於 99 年 12 月開始進行測試，

期盼能於新年度（100 年元月）上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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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1.於 99 年 11 月 25 日完成 98 學年度各單位實際支用預算控管表，並函送預算委員會、經費

稽核委員會及各單位參考。 

2.98 年度獎勵教學卓越計畫執行期限至 99 月 12 月 31 日止，全數經費預計於執行期限執行

完畢。 

3.教育部 99 年度獎勵大學校院設立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執行期限至 100 年 6 月 30 日止，

全數經費預計於執行期限執行完畢。 

4.98 學年度財務報表業經資誠會計師查核竣事，於 99 年 10 月 22 日完成簽證報告書；98 學

年度決算書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於 99 年 11 月 12 日經董事會審查通過，於 99 年 11 月 30

日陳報教育部核備。99 年 11 月 18 日於本校網站公告及 99 年 11 月 30 日於圖書館公開陳

閱規定之財務報表。 

5.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99 年 11 月 5 日蒞校，查核 98 學年度該單位研究計畫經費執行之

原始憑證。 

6.台北市政府文化局委任之永輝啟佳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於 99 年 10 月 13 日蒞校，查核錢穆故

居及林語堂故居 98 年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及 99 年 1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之營運收支及

相關財務資料。 

7.編製 100 學年度預算前置作業會議已於 99 年 10 月 18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 

8.預計 99 年 12 月 23 日完成本校 98 學年度所得結算申報書查核簽證及申報作業。 

9.教育部 99 年度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無法於 99 年 12 月 31 日完成驗收結案之

項目，於 99 年 12 月 15 日前完成申請經費保留事宜。 

10.預計 100 年 1 月 26 日完成 99 年度各類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作業及並於 2月 10 日

前寄發扣繳憑單事宜。 

11.定期核對總務處之財物清單，以達帳物相符。 

12.加強審核各項財產設備購置之預算控管、採購及驗收程序，以增加資源使用效益。 

13.蒐集東海、淡江、輔仁及文化大學等財務報表，以建立同類組大學財務指標，以檢討本校

財務資源之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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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 
一、配合電子化校園系統，教職員於圖書館自動化系統及門禁管理系統之閱覽（服務）

證號已統一改採為教職員之人事代碼。 

二、自 99 學年度第 1學期起，週六、日圖書館開放時間調整為 9:00~17:00，閱覽室開放

時間維持不變。 

三、99 年 9 月 16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 1次圖書館委員會會議，通過「99 學年度各學系圖

書經費」。 

四、8 月 25 日至 9 月 3 日北京中國國家科學院圖書館古籍部主任羅琳教授至本館參訪，

並協助檢視圖書館館藏，經仔細審定，目前確知本校館藏有 4部明代刻本。國家圖書

館知悉後，要求本館提供相關文獻，未來將列入全國善本書目資料庫中。館藏尚有乾

隆年間刻本及一部嘉慶二年的刻本，這在兩岸都是屬於極珍貴的善本。另有約 20、

30 種清刻本；此次發現使得本校圖書館在國內的大學圖書館中，因館藏內容而提升

地位。 

五、9月 2日羅琳教授講演「大陸漢文古籍著錄平臺介紹」，是日國家圖書館俞小明副館

長、國立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許媛婷助理研究員、台大中文系趙飛鵬主任、台北大

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王國良所長及中文系林伯謙主任、沈心慧老師等師生及圖書館同

仁等出席與會。 

六、自 99 年 10 月 4 日起「圖書代借代還」服務再次開跑，服務範圍擴大，北一區 13 所

學校圖書館參與，平台總圖書量達 1,500 萬冊，100 年 5 月 31 日前，校外借書完全

免費。同時可於線上辦理 13 校館際借書證，列印後持學生證或服務證正本，自行到

他館辦理借書。此次參加「圖書代借代還」服務的學校包括中國文化大學、真理大學、

陽明大學、臺北大學、臺北藝術大學、臺灣海洋大學、淡江大學、景文科技大學、實

踐大學、臺北市立教育大學、臺北市立體育學院、銘傳大學以及本校。全校師生可透

過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查詢書目及申請借閱，直接在兩校區圖書館取書。 

七、本館與林語堂故居共同舉辦「東張西望：大師走過人間— 林語堂生活展」，展出地

點於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二樓富蘭克林館川堂，展出內容以說故事的方式呈現林

語堂先生精彩的一生，內容濃縮成 10 個主題，包括其婚姻家庭生活、文學著作、發

明、在台生活等，並展出先生與孫科、蔣宋美齡等時代名人的書信往來，頗為珍貴。

10 月 25 日舉辦開幕茶會，展期至 11 月 30 日止。 

八、今年適逢國學大師錢穆先生逝世 20 周年，錢穆故居特舉辦一系列活動以茲紀念。其

一【紀念書畫邀請展】，邀得海內外名家黃兆漢教授、何懷碩教授、張克晉教授等人

展出精彩書畫作品數十餘件，於本校游藝廣場展出，頗受各界好評。99 年 12 月 3 日

至 12 月 23 日特移至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樓富蘭克林館川堂繼續展出，以響更多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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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98 學年度各學系學生圖書資料借閱狀況如下（98/8/1 至 99/7/31）： 

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 法學院

學系 中文 歷史 哲學 政治 社會 社工 音樂 英文 日文 德文 法律

圖書借閱冊數 35,173 9,840 6,972 9,343 6,588 4,991 5,890 16,239 14,254 4,994 28,601

圖書借閱人次 11,355 3,138 2,329 3,328 2,435 1,889 1,335 5,545 4,830 1,698 10,877

非書借閱件數 2,433 854 625 1,320 1,422 1,291 742 3,722 2,226 717 3,215

非書借閱人次 2,814 1,184 847 1,565 1,540 1,552 1,352 4,257 2,447 796 3,659

學生總數 1,135 300 248 569 586 592 343 1,037 1,178 278 1,966

 

 

學院 理學院 商學院 

學系 數學 物理 化學 微生物 心理 經濟 會計 企管 國貿 財精 資訊 商學進
修班

圖書借閱冊

數 
1,595 1,248 858 2,712 3,817 5,786 7,695 7,799 2,942 3,641 2,666 1,854

圖書借閱人

次 
488 585 407 802 1,448 2,433 3,260 3,468 1,379 1,684 1,173 820

非書借閱件
數 

380 391 329 553 750 1,432 2,985 2,711 1,544 1,290 516 133

非書借閱人
次 

434 414 662 633 805 1,750 3,620 3,380 2,001 1,521 168 136

學生總數 199 185 218 267 293 831 1,148 1,194 615 761 549 799

備註： 

（一）各系資料借閱人數含大學部、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進修部。 

（二）學生人數參考資料依據 98 學年度第 2學期教務處提供之網路統計數據。 

十、97 及 98 學年度各學院學生圖書借閱狀況比較表： 

98 學年度 97 學年度   學年度 

 

 

學院別 

學生 

人數 

借閱 

人次 

借閱 

冊數 

平均借

閱冊數

平均借閱冊數 

與 97 學年比較

學生 

人數 

借閱 

人次 

借閱 

冊數 

平均借

閱冊數

人社學院 3,773 36,663 87,484 23.19 + 0.45 3,725 26,921 84,698 22.74 

外語學院 2,493 19,573 42,152 16.91 + 1.67 2,493 12,944 37,993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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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 1,162 6,678 12,633 10.87 + 2.76 1,183 3,788 9,597 8.11 

法學院 1,966 14,536 31,816 16.18 + 0.24 1,932 11,983 30,797 15.94 

商學院 5,098 26,793 42,994 8.43 + 2.64 5,994 15,188 34,695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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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99學年度教學改進方案補助辦法執行至99年11月30日止，計畫結案相關事宜於公函

簽核完成後發送各學系參考，99-2學期補助案期程，需俟新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書

報部核定通過後，另發函通告。 

(二)與政治系合辦「人權與民主」課程教學工作坊。 

(三)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專區陳列之97年度計畫成果清冊、教材、98-1學期教學改進計畫

成果與98年度特色成果大圖海報更新完成。  

(四)進行經費核銷、採購登錄與套表列印功能程式撰寫。 

二、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於11月18日辦理「98-99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成果交流論壇」，全省各大

專校院共計3百餘人出席活動，刻正進行活動回饋滿意度分析作業，相關影音檔案俟

整理完畢後上網提供有興趣人士點閱。 

(二)辦理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96年度結案經費變更調整申請案。 

(三)進行第九期季刊/電子報編輯作業。 

(四)彙整夥伴學校提供之成果資料進行99年度計畫期中報告撰寫。 

(五)進行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合作辦理之「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校園大使研習

營」活動籌辦作業。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推動並執行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一)8月4日召開100-101年卓越新計畫啟動會議。 

(二)9月15日送交「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98-99年度自評報告暨100-101年度申請計畫

書」至教育部。 

(三)10月19日台灣評鑑協會於本校兩校區辦理「98-99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

師、學生、教學助理問卷調查作業。  

(四)11月20日至教育部簡報100-101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五)卓越計畫成果拍攝，共拍攝20個子計畫(含總計畫)，52場卓越計畫活動，並訪問計

畫相關分項及子計畫主持人。 

(六)截至11月29日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計畫成果共計334筆，並完成填報

7-11月份卓越計畫經費。 

二、推動教學助理制度與培訓 

(一)99-1學期教學助理申請共補助66個課程，助理人數84人。東吳TA俱樂部瀏覽人次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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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3/人次。 

(二)9月8日辦理教學助理期初培訓，共計84人參與。 

(三)11月19日辦理教學助理期中培訓，邀請臺大教學發展中心石美倫教授進行「口頭報

告技巧」演講，共計57人參與，整體滿意度91.6分。 

(四)設立跨校教學助理經驗分享專欄，共新增10篇優良助理經驗談文章。 

三、實施基礎課程補救教學、提供課後輔導服務 

(一)10月6、11日於兩校區舉辦「99-1學期課業個別學習諮詢期初說明會」，共23人參與。 

(二)10月11日開始進行諮詢輔導，於期中考後進行課程調整，共計18門課程、26位小老

師。截至11月21日止諮詢人次共達341人/次。 

(三)9月9日辦理語文補救教學課程助理試教觀摩會，共22人參與，整體滿意度達95%。補

救教學助理互動區新增16篇輔導心得及80份課程輔導教材、學習單。 

(四)99-1學期學習輔導計畫補助39門課程。10月26日舉辦學習輔導助理期初培訓，共23

人參與。 

(五)辦理兩校區語文學習角，招募5位英文、3位日文會話小老師。至12月1止活動參與人

次達511人次，兩校區學生學習進行室使用人次達3,260人/次。 

四、推動標竿學習伯樂菁英計畫 

標竿學習伯樂菁英計畫，截至 11 月 30 日共核發個人與團體組獎項共計 46 組，拍攝 46

組學生分享影片。個人組伯樂菁英學生獲獎人數為 37 人，團體組伯樂菁英學生獲獎人數

為 33 人，總計表揚人數為 70 人。 

五、整合線上學習資源，鼓勵學生主動學習與觀摩 

(一)統計至99年12月4日，線上學習資源筆數新增情形如下： 

網頁名稱 自學 

網頁 

線上 

自學通 

心得筆

記 

證照 

檢測通

Email 

批改 

學養 

快 e通 

生活 

便利通

累計筆數 647 筆 844 筆 1971 篇 505 筆 131 篇 285 筆 208 筆 

(二)「學養快e通」網頁改版，新增「名人私房書單」、調整版面及異動選單，改版作業

將於100年1月底完成。 

六、其他 

(一)完成建置「東吳大學教學卓越優質學習環境展示網」，提供雙溪及城中兩校區師生

瞭解校內各項優質空間位置與用途。連結網址：http://tew.scu.edu.tw/space。 

(二)11月24日舉辦「計畫人生、實現夢想」名人演講活動，邀請明曜百貨親子館執行長

梁旅珠執行長主講，活動參與人數為84人，滿意度達97.6%。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推廣教材上網，辦理網路教學及網路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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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各學系合作至學系辦理網路學園平台操作說明會，以提升教師應用平台之意願，

已完成中文系、師資培育中心、英文系、語言中心、日文系、財精系、資管系、軍訓

室等8場次活動辦理，參與教師人數共67位。 

(二)辦理99-1學期教師自聘短期科技助理協助建置網路學園課程教材活動，申請教師人

數達44位，並提供教師之短期助理進行一對一網路學園平台操作說明。本活動實際新

增課程教材者共42位教師，總計共新增120科次，建立2,993筆教材節點。 

(三)持續處理教師操作網路學園平台之問題，並協助進行平台功能檢測。提供25位教師

平台到府諮詢服務，實際協助教師解決平台操作問題，教師滿意度達100％(非常滿意

者達100%)。 

(四)完成99-1學期全校課程網路學園平台課程空間開課，累計至11月份，已有41％的專

任教師(約181位)應用網路學園平台，運作之網路學園平台課程數共646科次。 

二、數位教材製作服務與提供數位教學資源 

(一)依據「東吳大學教學資源中心教學科技推廣組數位教材製作服務辦法」，持續提供

十一項數位教材製作服務。99年8 -11月完成478件教材製作案、教材時數共717時。 

    1、完成478案教材包含數位教材光碟複製56案（含光碟封面製作4案、光碟複製52

案）、圖文掃描14案、數位轉檔237案（含視訊檔14案、錄影帶45案、DV帶24案、

錄音帶154案）、數位影音教材剪輯155案（視訊檔23案、音樂檔132案）、教學數

位投影片製作1案、Camstar數位內容即時全紀錄2案、EAR數位內容即時全紀錄13

案。 

    2、每案均進行滿意度調查：教師對此服務滿意度達100%（非常滿意者達99.3%、滿

意者達0.7%）。 

(二)99年8 -11月，協助校牧室陳啟峰牧師進行劉源俊教授口述歷史錄音共8次；支援微

生物系、生涯發展中心及科技組活動全程EAR、camstar錄影11場次。 

(三)發送提供數位教材製作服務宣傳DM及本組開發之東吳風樣板Ⅰ、Ⅱ、Ⅲ、及banner

特色光碟至26學系(含體育室、軍訓室)，供各學系參考運用，提升教職員善用數位科

技之意願。 

(四)提供豐富圖庫系統素材下載，統計數據以99年7月下載數量為基準，累計至99年11

月共新增下載量926次，平台總下載次數為8,518次。 

三、提供製作數位教材之空間、設備器材借用 

(一)數位教學實驗室(D507)：99年8-11月教師使用人數：已有17人次借用空間製作數位

教材、進行課程教學，使用時數共52.5小時。錄製之課程包含「社會個案工作」、「高

齡社會與福利服務」等課程。 

(二) 教師數位教材製作室(D508)：99年8-11月教師使用人數：已有58人次使用，共66

小時。教師對此服務滿意度達98.25%（非常滿意者達96.5%、滿意者達1.75%、尚可

1.75%）。教學科技推廣組同仁及教學科技助理總協助製作數位教材時數為956小時；

協助製作之教材時數總計為717小時。 

(三)教材教具製作室(D510)：99年10-11月，教材教具製作室設備借用人次共665人(師資

生382人次；課業個別諮詢者135人次；自行申請者150人次)，整體滿意度達99%。 

(四)教學資源器材借用：99年8-11月器材借用共50人次、借用數量（包含配件）總共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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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四、教學科技諮詢服務 

(一)徵募並培訓教學科技助理，以提供全校師生完善之諮詢服務。 

    1.99-1學期徵募位教學科技助理58人，包含：教師數位教材製作室教學科技助理8

人、教材製作室助理5人、城中校區教學科技助理5人、短期科技助理40人。 

    2.學期初依各項助理負責業務，進行數位教材製作、數位平台操作、軟硬體諮詢等

相關教育訓練，並完成教學科技推廣組教育訓練學習表檢核。 

    3.99年10月21日於城中學生學習進行室進行電子白板及網路學園平台教育訓練。 

(二)教學科技助理提供數位教學相關諮詢服務 

    1.教學科技助理於「教師數位教材製作室」協助製作數位教材之總協助時數為956

小時；協助製作之教材時數總計為717小時。 

    2.99年11月起開始統計「數位教材電話諮詢服務」，以電話方式回應相關技術問題。 

    3.99學年短期科技助理，以一對一方式實質協助教師製作數位教材及教材上網，總

計協助42位教師新增課程120科次，建立教材2,993筆教材。 

    4.教學科技助理提供25位教師平台到府諮詢服務，實際協助教師解決平台操作問

題，教師滿意度達100％(非常滿意達100%)。 

五、辦理教學科技相關活動 

(一)提升師生數位科技知能辦理「教材著作權與個案實務研討」著作權演講，二場次活

動參與人數共64人。 

(二)99學年11月分別於雙溪及城中校區辦理數位科技知能提升工作坊系列活動9場次。活

動內容包含：「善用word進階技巧」、「Dreamweaver + Photoshop Ⅰ」、「Dreamweaver 

+ Photoshop Ⅱ」、「活用PPT製作技巧」、「PhotoImpact教學」等，總計參與人數

209人次，滿意度達99.7％。 

(三)成果線上展示：軟體研習活動過程皆全程以Camstar圖文側錄系統錄製下來，將教師

軟體教學操作業面及教師影音作串流錄製，並後製剪輯上傳教學科技推廣組網頁供大

眾瀏覽自學；而演講活動研習，則將同步教師投影片及影音作串流錄製。活動展示網

址：http://webbuilder.scu.edu.tw/builder/web_page.php?web=213&pid=7022 

六、發行教與電子報學 

(一) 發行教與學電子報，提供教學科技參考資訊：1.定期整理中心四組教學相關資訊，

一年共發行四期電子報，以提供教師豐富之教與學參考資源，於99年10月15日已發行

「教與學」電子報第二十四期。2.本期科技領域提供多面向網路學園平台操作支援、

數位教材製作一點通：「Nero」及「Camtasia Studio」軟體製作數位教材技巧等資

訊，供全校教職員及學生參閱。 

 

教學評鑑研究組 

一、教學評鑑 

(一)持續辦理教師教學評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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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召開「教學資料分析小組」第一次會議。 

  2、會議結果以紙本密件方式將資料函送相關學系主任。 

  3、完成98-2學期教師資料蒐集及學生意見調查作業。 

(二)「教師學年度紀事系統」服務提供及功能修訂 

  1、針對教材上網、教師網頁、網路教學、授課計畫表等進行外部聯結，並新增合併

列印教師教材及授課計畫表功能。 

  2、進行「教師學年度紀事系統」與科技組「教師網頁」、「網路學園」資料共享討

論會議，新增欄位匯入網路課程及教材上網筆數。 

  3、「教師學年度紀事系統」使用者身份兼具專任教師與行政職務者，以專任教職為

登入系統之預設身份。 

(三)持續辦理教師教學獎勵作業 

  1、完成98學年度「教師教學勵遴選作業」並如期公布遴選結果及頒獎。 

  2、提案修正「教師教學獎勵辦法」(修訂「教師教學獎勵遴選委員會」委員產生方

式及提高傑出教師獎、優良教師獎獲獎獎金額度為十五萬及五萬元)。 

  3、簽請校長指定8名專任教授擔任99學年度「教師教學獎勵遴選委員會」委員。 

(四)持續進行學生課堂反應問卷調查 

  1、召開「課堂反應問卷統計分析小組」第一次會議。 

  2、公布98-2學期教師課堂反應問卷讀卡結果。 

  3、協助及回覆各學系「學生課堂反應問卷」讀卡結果統計資料。 

  4、完成98-2學期問卷結果分析。 

  5、完成99-1學期課堂反應問卷卡訂購及讀卡作業。 

  6、調查各學院學生課堂反應問卷「教學評量」權值比重問題。 

二、教學卓越計畫&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一)撰寫評鑑組98-99教學卓越計畫執行成果及自評報告內容。 

(二)辦理教學卓越計畫98-99年度自評報告填報作業，含期中審查意見回應說明、計畫執

行前後比較表及自評報告表1-表13內容撰寫整理。 

(三)完成99-1學期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刊物撰寫。 

(四)綜整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頁之典範轉移中教師評鑑、教學評鑑、教師獎勵、

自我評鑑等相關辦法法規資料，並更新網路平台檔案。 

(五)完成跨校優良教師專訪企劃，目前跨校優良教師專訪共計18所學校36名教師及18名

優良教師選拔執行人員訪問執行時為自99年11月~100年2月。 

(六)完成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期中報告撰寫整理。 

(七)完成北區第七期季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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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資料庫 

 (一)99學年度入學新生問卷編製、學生填答、回收讀卡、統計分析作業 

 (二)大一升大二等問卷編製作業 

 (三)學生學習成效資料庫系統建置作業 

四、教學型大學發展歷程暨『教與學』自評管考機制擬訂之研究 

(一)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 

(二)進行文獻整理、探討 

(三)國內教學卓越大學訪談題綱擬訂及訪談作業 

(四)國內教學卓越大學利害關係人問卷擬訂及專家諮詢 

(五)國外實地參訪學校行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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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中心 

一、共通課程規劃: 

（一）99 學年度共通教育委員會委員聘任：99 學年度任期之共通教育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除通識教育中心林遵遠主任、趙維良教務長及洪家殷學務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

分別為莫藜藜委員（人社院院長）、黃兆強委員（歷史學系教授）、許雅棠委員（政治

學系教授）、賴錦雀委員（外國語文學院院長）、余綺芳委員（語言教學中心主任）、朱

啟平委員（理學院院長）、傅明仁委員（化學系教授）、楊奕華委員（法學院院長）、成

永裕委員（法律學系副教授）、邱永和委員（商學院院長）、林祝英委員（企業管理學

系副教授）共計 14 位委員。 

 

（二）99 學年度第 1學期共通課程（包括共同課程、通識課程、體育及全校性選修課程）加

退選後，因修課人數未達本校最低開班人數下限 15 人之規定而停開之科目，學士班共

計 16 門、進學班共計 1門。 

 

（三）99 學年度通識課程所規劃開設之「名師講座」、「特色講座」與「跨領域講座」，共計 8

門課，上、下學期共開設 15 班，上學期總修課人數達 1199 人。分別如下： 

1. 名師講座：「認識星空」上、下學期共開設 2班。 

2. 特色講座：「作家論佳作」、「故宮文物賞析」、「科幻與現代文明」及「醫學基礎概論」

等上、下學期共開 5班。 

3. 跨領域講座：「健身運動與全人健康」、「生活與科學的交會」、「投資理財與租稅規

劃」、「職場倫理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時代意義」及「生物技術、法律與倫理」等上、

下學期共開設 7班。 

 

（四）承辦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98 學年度暑期通識跨校選修通識課程」開課作業： 

首次由本中心承辦此次開課申辦作業，99 年度參與北一區暑修跨校選修課程夥伴學校

共 20 所，支援開課學校有 6 所，共開設 12 門課程，總修課人數為 579 人。較暑期跨

校選修課程回饋量表之整體滿意度有 88%給予正面的評價，其中又有 46%的學生給予非

常滿意的評價，獲夥伴學校熱烈響應，開設分別如下：  

 開課學校 科目名稱 必選別 學分數 授課教師 選課人數

1 東吳大學 法學導論  必修 2 楊奕華 70 

瞭解疾病-基礎病理學  必修 2 程樹德 70 
2 陽明大學 

達爾文主義與演化心理學  必修 2 程樹德 60 

服務學習：社會關懷與道德

教育  
必修 2 徐永誠 55 3 實踐大學 

繪本欣賞與應用  必修 2 陳依萍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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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課學校 科目名稱 必選別 學分數 授課教師 選課人數

健康體適能  必修 2 楊綺儷 68 

美國文化概論  必修 2 李元錡 60 
4 銘傳大學 

媒體識讀 必修 2 闕淑茹 68 

生命科學  必修 2 
曾榮政 

吳賜猛 
30 

物理學  必修 2 江丕智 9 
5 文化大學 

國際政治與現勢 必修 2 陳信傑 8 

6 淡江大學 環境變遷與永續未來  必修 2 陳建甫 11 

 總  計     579 

本中心為推廣教學資源數位化的理念，並配合 98 學年度暑期通識跨校選課課程中包

括：陽明大學「暸解疾病-基礎病理學」、「達爾文主義與演化心理學」、實踐大學「繪

本欣賞與應用」及文化大學「生命科學」共有四堂課使用「通識學院」北區域數位學

習平台。 

 

（五）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一次共通教育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將於 99 年 12 月 30 日（週三）

下午 2：10 起召開，會議將審議 100 學年度共通課程及實施方式之規劃。各系（單位）

委請委員提案函已於 99 年 10 月 22 日發出，並於 99 年 12 月 10 日前截止送件。 

二、重要業務活動： 

（一）通識教育中心出版品： 

1、特色講座系列影音課程教材編製： 

（1）「作家論佳作」通識講座數位教材光碟教材：本中心彙輯近兩年由本校聘請國內名

作家張曼娟老師、廖輝英老師、劉克襄老師、向陽老師、鄭清文老師、李喬老師等

六位所教授之「作家論佳作」通識課後製成通識講座課程影音教材光碟教材，每一

冊共計 14 講，已於 99 年 7 月 31 日出版 150 冊。 

（2）「科幻與現代文明」通識講座課程影音教材光碟教材：目前正進行後製字幕及美工編

輯。 

2.「通識教育在東吳」簡介影音光碟編製：內容對本校通識教育有精簡之介紹，已於 99

年 3 月 1 日發行，並發送本校各學術及行政單位，及全國各大專院校通識教育中心約

150 所學校存參。 

3.「通識教育在東吳」(98 學年度版)一書編輯，將於 99 年 12 月出版 500 冊，該書詳實

介紹本校通識教育現況並收錄第二、三屆通識徵文比賽得獎作品。 

4.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共通課程宣傳Ｌ型資料夾」及「通識課程學習地圖」小冊已於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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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8月 11 日印製完成已印製完成，並於本學年度新生入學典禮發送大一新生參考，使

其對本校通識教育有充分瞭解 

（二）99 學年度第 1學期通識講座影音錄製、轉檔及上傳網路學園： 

本學期委請專業攝影公司，隨堂錄製「科幻與現代文明」、「職場倫理與中國傳統文

化的時代意義」及「投資理財與租稅規劃」通識講座課程上課影音計 41 堂影音課程，

並上傳網路學園，以協助學生課後複習。 

（三）第八期「東吳通識電子報」發行：已於 99 年 10 月 27 日發行，並以 E-MAIL 將本中心

最新的通識教育訊息傳送全校教職員生。 

（四）本中心配合本校國合組於 99 年 11 月 3 日下午 4:20 起吉林大學參訪之國際交流活動，

包括吉林大學展濤校長、國際事務處劉德斌處長、港澳台辦李筠小姐等蒞臨本中心訪

問。 

（五）本中心負責執行教育部兩項子計劃： 

1. 98-99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C：厚植全人通識專業實務課程增能計畫(課程革新面)子計

畫「完備通識教育課程暨提昇學生學習動機方案」（計畫編號：98C15601）目前正進

行計劃經費結案及成果報告撰寫。 

2. 99 學年度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主軸三：改善課程學程規劃「提升通識教育

品質與強化通識教育學習氛圍區域合作計畫」（計畫編號：10 三 A101402）目前順利

正進行教師經驗分享及交流活動之籌畫。 

（六）本中心通識講座課程除配合教務處進行期末課堂反應問卷外，在 12 月 20 日起針對所

有之通識講座課程進行「通識講座授課及教學助理制度學生滿意度調查表」之施測，

希望能讓本中心了解學生對本課程及教學助理協助教學的感受，作為未來教學成效修

訂的參考，期望藉此提升通識講座教學品質。 

（七）本中心負責執行教育部兩項子計劃： 

3. 98-99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C：厚植全人通識專業實務課程增能計畫(課程革新面)子計

畫「完備通識教育課程暨提昇學生學習動機方案」（計畫編號：98C15601）目前正進

行計劃經費結案及成果報告撰寫。 

4. 99 學年度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主軸三：改善課程學程規劃「提升通識教育

品質與強化通識教育學習氛圍區域合作計畫」（計畫編號：10 三 A101402）目前正進

行教師經驗分享及交流活動之籌畫。 

 

三、通識教育推展活動： 

（一）舉辦 99 學年度「第五屆通識講座教學助理研習會」： 

為培訓優質通識講座教學助理，本中心每學年定期於開學前針對新年度通識講座教學

助理舉辦研習會，會中對網路平台網路教學平台操作方法、通識講座教學助理行政工

作相關配合事項、兩校區相關單位位置及教室配備操作等均有詳盡之說明，希望透過

研習會使教學助理充份發揮協助通識課程教學功能。本年度於 99 年 9 月 1 日（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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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30 假雙溪校區 D0635 教室舉行，新任通識講座教學助理預計有 14 位參與。 

 

（二）舉辦「第四屆東吳通識週」」系列活動 

通識教育中心於 99 年 10 月 25 日（週一）至 10 月 29 日（週五）舉辦為期一週之「第

四屆東吳通識週」，本次活動將以「學習萬花筒、通識 fun 輕鬆」為主題，並融入了

本校通識教育六大範疇領域，希望藉由本次活動及靜態展覽，營造出繽紛多彩的內涵，

引領東吳學子進入如同萬花筒一般多彩多姿繽紛的通識學習情境，以更開闊的視野，

不斷嘗試跨領域學習，廣博涉獵，輕鬆學習。希望呈現前所未有的多元感受，使學生

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跨領域整合能力。系列活動及參與情形分別如下：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地點 主講人 參加人數

【繽紛通識】－通識

講座課程及推廣活

動靜態資料展 

99 年 10 月 25 日（週一）

至 99 年 10 月 29 日（週五）

每日 8:30-22:00 假雙溪校

區第二教研大樓一樓川堂 

 
全校 

教職員生

【卓越通識講座】生

活與科技系列活動

--化妝保養品 DIY 

99 年 10 月 26 日（週二）

中午 12：00 至 1：30  

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 

本校化學系 

郭鳳珠老師 

80 人 

(限 80 人)

【北一區通識講座】

「父後七日」--從散

文到電影 

99 年 10 月 28 日（週四）

中午 12：30-2：30  

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B015 

劉梓潔老師 

(林榮三文學獎

首獎「父後七日」

散文作者及電影

編導) 

83 人 

 

（二）舉辦「通識讀書會」相邀來讀冊系列活動 

本中心於 99 年 11 月 24 日（週三）12:30-14:00 假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辦【通識

讀書會、相邀來讀冊】系列活動，特別邀請名作家劉克襄老師引領本校教職員生從《11

元的鐵道旅行》一書細說台灣鐵路便當的故事，本次活動限 30 人（參與人數亦為 30

人），透過小巧而精緻的讀書會方式，近距離的與作者交流，探討「飲食」這個生活之

不可或缺的角色，形成了一門由經驗累積而成的文化顯學。希望藉此激發與會者在文

學、味蕾、想像空間的創意交流，達到通識教育生活化的理念。本次活動整體滿意度

達 95.71 分（滿分 100 分）。 

 

（三）舉辦 99 學年度「第四屆通識徵文比賽」 

本活動已持續舉辦第四年，除鼓勵學生思考通識教育對個人大學學習生涯的意義與重

要性外，更重要是擴展學生的知識面與觀察事物的角度，以培養對時事的觸覺和分析

力。本次徵文範圍更擴大為全校之共通課程，包括國文、外文、歷史、民主法治、資

訊、通識課程、體育皆可，投稿者須以此概念構思發想，並自定題目。本活動預計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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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2 月中旬發送徵文辦法，至 100 年 3 月 21 日截止徵稿。 

 

四、學術活動： 

（一）本中心林遵遠主任於 99 年 10 月 29 日（星期五）參與由長庚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主辦之

「教育部 99 年度北區通識課程教師研習營」，會中並參與「理念與實務之落差－各校

通識教育執行成效與困境」之分組討論。本研習營以綜合性專題與分享進行研習活動，

主要目標在於提升大專校院通識課程教師對通識教育理念之了解，建立其對通識課程

品質之期許，增進通識課程教師之專業知能。 

（二）本中心蔡瑞卿專員及蘇鈴卿行政助理參加由陽明大學為執行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計畫之子計畫「跨校特色課程之授課與資源整合」於 99 年 11 月 10 日(星期三) 13 時

30 分至 16 時假該校圖資大樓 512 室所辦理之「暑期跨校課程經驗分享工作坊」會議，

會中除邀請東吳、銘傳、實踐及文化大學於 98 學年度所開設「暑期通識跨校選修課程」

之授課教師進行授課經驗分享外，並對此次開課行政作業部份提出討論與建議。 

（三）本中心林遵遠主任於 99 年 12 月 15 日（星期三）參與由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於

國璽樓一樓國際會議廳舉辦之「第 4 屆全國通識教育發展會議暨通識教育中程綱要計

畫成果發表會」，本次會議係一年一度的全國通識教育發展會議，主要討論通識教育之

現況與未來發展；另進行經驗分享，並推廣通識教育中程綱要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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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一、電子化校園專案執行說明 

(一) 校園安全、班級幹部、課外活動、求職求才、住宿管理等 14 項學務系統已陸續上

線。 

(二) 教務系統英文能力檢測已正式上線 

(三) 完成電子化校園第四季資訊安全弱點掃描與漏洞修正。 

(四) 完成圖書館校史系統教育訓練。 

(五) 完成電子化校園學生登入壓力測試並進行效能調效作業。 

(六) 因應 100 學年度預算編列作業，進行校務發展計畫與會計預算系統增修作業 

(七) 完成 Myweb 與電子化校園 SSO 同步之群組目錄建置。 

二、卓越計畫及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相關系統進度說明 

(一) 完成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數位學習平台 MRTG Server 採購及安裝。 

(二) 完成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數位學習平台資料庫主機 RX8640 及網路設備定期保養。 

(三) 完成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數位學習平台主機代管管理辦法及相關表單修改。 

(四) 進行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數位學習平台 LMS1/LMS2/Conference 伺服器-OPEN 

PORT 弱點掃瞄問題修正及廠商待辦事項追蹤。 

(五) 進行規劃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數位學習平台 Portal 登入壓力測試時程。 

(六) 完成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數位學習平台-入口網（www.nttlrc.scu.edu.tw）備用機

上線服務，網路負載平衡需求調整，防火牆需求設定。 

(七) 持續進行 98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建構多功能之虛擬線上學習環境」之線上題庫系

統開發。 

三、全校網路環境建置說明 

(一) 完成資訊安全管理系統續評(ISMS)驗證。 

(二) 完成校務行政系統防火牆更新工程。 

(三) 完成雷德樓網路重新建置及機櫃搬遷。 

(四) 完成電算中心機房電源迴路負載平衡調整及門禁系統更換工程與機房環控設備安

裝。 

(五) 完成第三季全校伺服器主機弱點掃瞄及網路設備每季資安記錄彙整。 

(六) 完成全校網路設備維護、全校 Sun 伺服器維護、及網路監控設備(IpWhatsup)維護請

購。 

(七) 進行網路設備日誌記錄器建置。 

(八) 進行兩校區新增網路設備請購。 

(九) 進行外雙溪校區 MRTG 主機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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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完成城中校區 CISCO L2 SWITCH LOG 備份建置。 

四、校務行政系統開發說明 

(一) 完成捷成公文系統因應民國 100 年到來，網頁程式相關修改與測試。 

(二) 因應教育部計算家庭所得方式變更，完成貸款相關作業修改，修改網頁申請、作業

系統及報表。 

(三) 配合英文檢定完成修改學生校外檢定及東吳英檢考試結果，並加註於學生端及教務

處審核端畫面。 

(四) 完成圖書館自動化系統讀者資料轉檔。 

(五) 完成新增「發明專利獎勵申請及管理端維護」作業。 

(六) 完成於教師授課計畫系統增加指標資料相關作業。 

(七) 因應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選課作業新增各階段選課登記作業及選課結果查詢功能。 

(八) 完成新增授課計畫系統網路教學科目之教學計畫書上網功能。 

(九) 完成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堂反應問卷讀卡結果，共計完成 2,786 科(科目數)，卡

片數為 81,937 張。 

(十) 完成支援 99 學年度第 1學期學生選課、註冊各項相關電腦作業。 

(十一) 完成 99 學年第 1學期全校學生學雜費處理作業。 

(十二) 完成民國 100 年資料庫擴充修改事宜 

(十三) 持續進行民國 100 年系統擴充修改事宜。 

五、教職員生服務事項說明 

(一)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職員電腦課程開設有 8 門課程，截至 12 月 8 日兩校區教職員

共計 130 人次報名參加。 

(二) 完成 98 學年度畢業、退學生電子郵件帳號刪除。 

(三) 完成 99 學年度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專班新生帳號建置。 

(四) 完成新增 2219 電腦教室高架地板及網路工程；完成汰換 2219 電腦教室電腦桌。 

(五) 完成本年度全校性個人電腦及印表機維護合約簽訂。 

(六) 完成中文官方網站防火牆設備安裝及設定。 

(七) 完成協助秘書室更新本校英文網站。 

(八) 邀請經濟部智慧財產權服務團到校進行「網路著作權之合理使用」演講。 

(九) 支援東吳大學校務經營績效網頁架構及權限設定。 

(十) 撰寫並彙整本校覆教育部之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

動方案執行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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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體育教學組】 

一、本學期體育教學研討會已於 99 年 9 月 8 日（三）下午 1：30～5：00，假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行，出席人員為體育室專、兼任教師，合計 31 人；另為配合新成立的體適能

檢測中心運作，本學期體育教學觀摩會於 99 年 9 月 15 日（三）下午 2：00～4：30 假

外雙溪校區體適能檢測中心舉行檢測講習，專任教師共計 15 人出席。 

二、為加強本校在體適能推展的專業形象，本學期對外申請相關體適能 2計畫均獲通過，分

別為教育部『99 年度提升大專校院學生體適能陽光活動推廣計畫』及教育部『99 年度

大專校院體適能檢測站設置計畫』，其中適能檢測站設置計畫案北北基地區通過學校計

4所（師大、東吳、文化、淡江），本校為其中之一。 

三、十月份在外雙溪校區舉辦「身體組成檢測週」活動已完成，全校共有 606 位師生參與檢

測。 

四、本室於本學期建置體適能檢測中心，第一階段試運行，已完成 178 位修習通識運動健康

課程學生之檢測；11 月份開始邀請校內師長同仁檢測，共計 19 位教師職工參與檢測。

未來擬於寒假期間開放第二梯次檢測，歡迎更多師長同仁前來了解自我體適能概況。 

五、本學期體育選課狀況： 

（一）停開科目計 1班：雙溪校區大四選修--休閒羽球 

（二）必修體育平均人數：兩校區皆為 47 人，與 98-1 學期比較（兩校區平均人數 45 人）

提高 2人。 

（三）必修體育 30 人以下班數：雙溪 3班、城區 2班；與 98-1 學期比較（雙溪 7班、

城區 4班）明顯減少。 

六、體育室 100 年課程架構修訂計畫，已於 99 年 10 月 13 日（三）完成體育課程架構研討會，

會中邀請台灣大學體育室康世平主任，中原大學體育室陳玉英主任，台灣師大闕月清教

授共同座談，初步收集各校經驗，11 月於課程委員會中繼續進行討論，99 年 12 月 1 日

經室務會議同意修訂。 

 

【體育活動組】 

一、喬山健身器材公司何月欣學姐於本學期捐贈全新運動器材橢圓機兩部，設置於外雙溪健

身室，歡迎同仁們多加利用。 

二、由體育室和教職工福利委員會合辦之「99 學年度教職員工登山健行活動」已於 11 月 13

日（星期六）舉行，今年總計 262 位同仁及其眷屬報名參加，活動地點於內湖區大溝溪公

園及碧山岩等地。 

三、本學期體育週新生盃球類競賽已於 99 年 12 月 4 日落幕，比賽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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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子籃球團體賽  國貿系 會計系 政治系 歷史系 

女子籃球團體賽 社工系 微物系 企管系 財精系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排球團體賽 法律系 會計系 企管系 日文系 

女子排球團體賽 政治系 企管系 社工系 英文系 

羽 球 團 體 賽 經濟系 財精系 歷史系 社會系 

桌 球 團 體 賽 會計系 數學系 財精系  

男子桌球個人賽
貿一 A 

王子謙 

貿一 A 

王丞揚 

財精一 C 

林鈺堂 

化學一 

陳  鐘 

大一接力賽 冠軍 優勝 

男  子  組 
會一 C 

（2分 41 秒 51）

貿一 B、會一 D、心理一(1)、法一 A、會一

A、 

政一 A、財精一 C、貿一 A、化學一、法一 C、

政一 B、心理一(2)、物理一(1)、歷史一(1)

女  子  組 
經一 C 

（2分 54 秒 63）

數學一、企一 B、會一 C、會一 D、法一 B、

日一 B、工一 B、政一 B、資ㄧ B、政一 A、

企一 A(1)、微物一、日一 A、財精一 B 

 

四、2010 第十屆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於 12 月 11-12 日兩天舉行，感謝全校各單位師長的大

力協助，本次賽事投入人力總計教職工 79 人、學生志工及表演 564 人、報名選手 474

人、醫療團隊 101 人，共計動員 1218 人。為達到「金牌賽事」目標，本次邀請總計 7

國 30 位選手同場競技。 

五、本校男、女教職工桌球代表隊於 99 年 11 月 5-7 日至國立彰化師範大學參加「99 學年度

大專教職工桌球錦標賽」，分別由林聰敏主任及林遵遠主任領軍，報名參加女子甲組、

女子乙組及男子丙組，並榮獲女子甲組第一名、女子乙組第四名及男子丙組第二名，戰

績輝煌。 

六、本校鐵人三項代表隊參加「全國大專院校 99 學年度鐵人二項錦標賽」榮獲大專女生公開

組第一名（政一 B陳陪溫），大專女生一般組第一名（音樂三葉家含）。 

七、本學年度教職工桌球聯誼賽預定於 99 年 1 月 8 日舉行，賽制同去年，團體賽每單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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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隊數不設限，大會另設雙打賽 100 歲組，即 2人組合，年齡合計 100 歲以上均可自由

組隊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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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一、人事-- 

本室現員：冊列 18 員(教官 9員、護理教師 1員、校安組員 6員、借調教育部人員 2員)，實

有 16 員。 

二、軍護教學規畫-- 

（一）99.11.23.吳主任主持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同時召開 100 學年度軍訓課程開課科目審

議會議，100 學年度上、下學期軍訓選修及重補修課程分別預定開設 14 個班次。 

（二）99 年度第 1學期本校軍訓選修、重補修課程計開設 14 個班次，修課人數約 650 人。 

（三）賡續配合教務處辦理學生加選、退選軍訓課程作業【全學年】。 

（四）賡續辦理折抵役期作業【全學年】。 

（五）依教育部規定賡續辦理本室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活動，強化教學知能，落實教育成果。 

三、校園安全— 

（一）本學期賡續於新生輔導活動實施校園安全宣導，同時以電子郵件提醒教職員生注意防

竊相關事宜，開學迄今失竊案件已較上學期大幅減少；將持續執行宣導。另為提升防

災智識，辦理內湖防災科學教育館參訪活動，學習暨體驗災害防救相關設施與作法，

以增進災害危機處理能力。 

（二）每學期定期召開保全督導會議二次，督導兩校區保全人員值勤及校園巡邏，以維師生

安全，本學期期末會議預定於 100 年元月 11 日召開，除檢討本學期校園安全執行缺失，

並規劃寒假、春節假期期間重點要項，落實校園安全維護。 

（三）本學期配合軍訓選修課程，辦理校園安全、禁菸反毒、智慧財產權、愛滋病及 H1N1 流

感防治等專題講座，計宣教 785 人有效提升宣教成效強化校園及學生安全。 

（四）為維護本校同學安全，98 學年度積極進行之故宮路交通安全改善工程已於本學期陸續

完成。學期開學每日排定教官前往捷運站協助專車搭乘安全維護，執行迄今狀況良好。 

四、兵役、預官考選業務— 

（一）本學期辦理學生兵役緩徵申請服務計 1556 人，儘召申請服務計 220 人，開學迄今仍有

部分同學未繳交兵役相關資料，以致接獲兵役徵集令，均立即協助通知戶籍所在地兵

役課辦理暫緩徵集，及協助申請等事宜。 

（二）辦理國防部 100 年預備軍士官考選作業，日前已完成報名人數為 354 人，將於 100 年

1 月 18 日假銘傳大學舉行考選測驗。為協助參加考選同學，自 99 年 11 月 16 至 25 日

起邀請法學院長楊奕華博士等校內、外專家學者，於本校兩校區分別辦理考前輔導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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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五次，並運用軍訓室網頁架設線上考古題試測網，俾供學生作答練習。另本室將於

考試當日，於試場設置考生服務處，提供本校考生相關諮詢服務。 

 

五、學生生活輔導、服務-- 

（一）本學期迄今，辦理學生安全等事件服務計 115 件，其中財物遺失 27 件、校園安全維護

21 件、車禍意外 15 件、疾病送醫 8件等較多，本學期重大事件以會計系一年級鄭同

學於家中自我傷害已遂，除前往慰問並協助家屬完成保險申請等相關事宜。 

 （二）本校配合教育部強化藥物濫用宣導，預定於 12 月份聖誕週期間（12 月 13 日至 12 月

17 日），假雙溪及城中校區實施春暉教育宣導活動；另預定於本學期辦理吸菸人口抽

樣問卷調查，供爾後推動勸戒作法，輔導引介戒治機構尋求協助，以擴大宣教成效。

11 月 5 日同學於第一教研陽台違法吸菸而遭檢舉罰鍰，已使用大量電子郵件告知同

學，勿違法吸菸，並於每日機動前往教研大樓巡視，預吸菸同學即實施勸導。 

（三）製作交通安全宣導看板，於城中校區六大樓地下停車場懸掛；並自台北市交通大隊、

監理站取回宣導資料，加強宣導交通安全觀念。 

（四）教官服務組賡續協助學務處辦理學生生活輔導服務工作。 

六、其它— 

協助辦理 2010 東吳超級馬拉松競賽活動安全及秩序維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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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一、 城中校區非學分班（99 年 8 月 1 日～99 年 10 月 31 日止） 

(一) 99 學年度城區各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98 學年同時期比較）： 

1、日文班：總人次成長－7％；總收入成長－8％。 

2、英文班：總人次成長 6％；總收入成長 10％。 

3、德文班：總人次成長－28％；總收入成長－32％。 

4、法文班：總人次成長 15％；總收入成長 4％。 

5、西班牙文班：總人次成長 62％；總收入成長 12％。 

6、韓文班：總人次成長 47％；總收入成長 49％。 

7、義大利文班：總人次成長 77％；總收入成長 85％。 

8、數位人才學苑：總人次成長 685％；總收入成長 110％。 

＊數位人才學苑人次含報考 MOS、MOCC 證照人次 800 人。 

9、經濟部工業局等委訓：總人次成長 100％；總收入成長 100％。 

＊98 學年度未辦理工業局課程。 

10、 企貿班：總人次成長－5％；總收入成長 23％。 

11、 LCCI 國際證照課程：總人次成長 19％；總收入成長 44％。 

12、 精緻生活系列課程：總人次成長 19％；總收入成長 20％。 

13、 PMP 專案管理師：總人次成長－17％；總收入成長－13％。 

14、 長青學苑：總人次成長 13％；總收入成長 16％。 

15、 EF 遊學、留學：總人次成長 4％；總收入成長 8％。 

＊99 學年起不再辦理遊學、留學業務，此處為 98 學年暑期餘款。 

16、 大專以上人力加值計畫僅於 97、98 學年辦理，99 學年已無此項計畫。 

(二) 城中校區非學分班 99 學年較 98 學年，總人次成長 4.15％；總收入成長－14.03％。 

 

二、 雙溪校區非學分班（99 年 8 月 1 日～99 年 10 月 31 日止） 

(一) 99 學年度雙溪各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98 學年同時期比較）： 

1、 雙溪日文：總人次成長－14％；總收入成長－35％。 

2、 雙溪瑜珈：總人次成長－55％；總收入成長－56％。 

3、 雙溪韓文：總人次成長－19％；總收入成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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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雙溪校區非學分班 99 學年較 98 學年，總人次成長－20％；總收入成長－34％。 

 

三、 學分班 

(一)99學年度本校自行招生學分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98學年同時期比較）： 

1、學系開設學分班：總人次成長－12％；總收入成長－7％。 

2、不動產估價師、地政士學分專班：總人次成長 83％；總收入成長 72％。 

(二) 99 學年度政府補助學分專班，總人次及總收入成長率如下（與 98 學年同時期比較）： 

產學訓人才培訓學分專班：總人次成長－13％；總收入成長－13％。 

(三) 學分班 99 學年較 98 學年，總人次成長－8％；總收入成長－4％。 

 

四、 目標收入及目標達成率 

(一) 99 學年目標收入 1 億 2 仟 2 佰 50 萬元，  

截至目前總人次 9624 人，總收入 39,823,085 元，目標達成率 32.50％。 

(二) 98 學年目標收入 1億 2仟 2佰 50 萬元， 

同時期總人次 9480 人，總收入 45,246,415 元，目標達成率 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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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一、 執行行政院研考會「落實兩公約施行法之政策研究」計畫。由陳俊宏副教授主持，黃秀

端教授與黃默教授協同主持。經費共 1,397,941 元。執行期程：99 年 9 月 20 日至 100

年 7 月 19 日。 

 

二、 執行「99 年度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人文社會科學領域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計畫『新

興人權議題與挑戰和平與發展(Ⅱ)』」，計畫主持人：黃默教授，執行單位：張佛泉人

權研究中心，執行期程：99 年 8 月 1 日至 100 年 1 月 31 日。具體內容如下： 

(一) 演講 

1、 人權饗宴：《土地正義－居住權與生存權的危機》系列演講，每場約 40 人出席。 

(1) 9 月 24 日 12：10-13：40 在 B013 舉行「土地正義與國土規劃」演講，黃秀端

主任主持，台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系廖本全教授擔任講者。廖教授主要

從都市規劃的學術背景出發，佐以其向中科三期及四期、國光石化等與政府

單位陳情，以及與這些身受其害的居民並肩作戰的親身經歷，和在座師生分

享他對台灣國土規劃之利弊得失的看法。 

(2) 10 月 20 日 12：10-13：40 在 D1002 舉行「農村的未來？！檢視農村再生條例」

演講，主持人為陳俊宏老師，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暨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蔡

培慧教授擔任講者，蔡教授從農村再生條例出發，談農村規劃及再生、農民、

政府、產業三方的角度，探討農村的未來。 

(3) 11 月 24 日 12：30-14：30 在 B013 舉行「進行中的台灣新圈地運動：土地徵

收制度下的財產權與生存權危機」，陳中寧主持，講者為政治大學地政系徐

世榮主任。徐主任從土地徵收條例出發，並穿插相關新聞報導和評論，及其

參與公聽會、上街頭抗議等經驗，一一說明現行之土地徵收制度諸多弊病。 

(4) 12 月 29 日 12：30-14：00 在 B013，邀請清華大學社會所李丁讚教授演講「崛

起中的台灣新農業運動」。 

2、 其他演講 

(1) 11 月 15 日 12：00-14：00 在 H203，與伊甸基金會、政治系合辦「『根除地雷 

撒種希望』國際人道法及公民社會的監督機制—“地雷及集束炸彈監督報告＂

在全球人權促進中的角色」。輔仁大學學士後法律系姚孟昌助理教授主持，國

際反地雷組織(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 ICBL)「地雷監督

者」(Landmine Monitor)計畫主持人賈桂琳．韓森(Jacqueline Hansen)擔任

講者，會中談論如何帶領公民社會推動國際間人道運動。 

(2) 11 月 30 日 15：30-17：20 在 D0308，舉行「正義、無罪、自由人：蘇建和談

司法的人權保障」，陳俊宏老師主持，講者為台灣人權促進會組織發展部蘇建

和主任。會中簡介蘇案、蘇建和本人參與司法實務的經驗及介紹台灣司法制度

的變遷。 

(3) 12 月 7 日 11：00-13：00 在 D0618，邀請北京東珍納蘭文化傳播中心負責人李

丹演講「中國愛滋人權與 NGO 角色」，由王興中老師主持。 

(4) 100 年 1 月 4 日 11：00-13：00 在 D0618，邀請中國民運人士蔡陸軍演講「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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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人權的親身經歷」，由王興中老師主持。 

(二) 人權電影院．非要開眼界 

1、 10 月 14 日 18：00-20：30 在 H203 由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台菲友

好協會聯合舉行「製糖季節影片賞析暨交流座談會」，與談人為台菲友好協會

人權組召集人陳瑤華、菲律賓移工國際在台分會主席 Dave Chang、政治系副教

授陳立剛，約有 80 人出席。本片紀錄菲律賓北呂宋路易西塔大莊園（Hacienda 

Luisita）「蔗工」，如何為他們最基本的工作權與生存權奮鬥的血淚故事。 

2、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台灣廢除死刑推動聯

盟、Poster for tomorrow 及英國貿易文化辦事處，聯合舉辦期兩星期的【東

吳殺人影展】Free from Death。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展在綜合大樓 2、3樓

雙溪藝廊的「Poster for Tomorrow TOP 10 世界反死刑海報展」，接著是三場

分別來自台灣、香港、印度的死刑議題相關影片：第一場 10 月 25 日 18：00-20：

20 在 H203 播放「島國殺人記事Ⅱ：盧正案」，主持人為黃曼婷（亦主持第二、

三場），與談人為盧菁、盧萍。第二場 10 月 26 日 12：10-15：00 在 D1005 播

放「等候董建華發落」，與談人為黃默教授。第三場 10 月 29 日 12：10-15：

30 在 H203 播放「繫 Dor」，與談人則為交通大學社會文化所林淑芬副教授。 

3、 12 月 28 日 12：00-14：00 在 H203 舉行「《姊妹，賣冬瓜！》新移民運動紀綠

片暨映後座談」，與談人為南洋姊妹會成員。 

(三) 2010 風光人權月 

1、 《人權風．瘋人權：人權理念的傳播與落實》國際研討會，由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暨人權教育研究中心、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人權學程、藝星藝術中心合辦，

12 月 3 日至 12 月 6 日在台北市立教育大學公誠樓第三會議室舉行。會中邀請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盛治仁擔任專題演講者，亦邀請多位國際知名

學者如美國哥倫比亞大學教授 James. D. Seymour、加拿大英屬哥倫比亞榮譽

教授 Bill Black、加拿大的 Magda Seydegart、日本大阪人權資訊中心 Osamu 

Shiraishi、詩人貝嶺、香港教育學院學院莊耀洸、香港亞洲人權委員會陳潔文、

香港梁恩榮、香港廖淑嫺、中國北京之春王丹、中國東珍納蘭傳播文化沈婷婷、

中國李丹、東南亞 Jefferson Plantilla、日本 Yasu Hirasawa，以及國內外藝

文人士、非政府組織、國中小教師等互相交流，以瞭解國內外人權理念落實現

況。 

2、 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歷年成果展，12 月 6 日至 12 月 17 日在第二教

研大樓一樓展示。 

3、 世界 100 反死刑海報特展，12 月 6 日至 12 月 17 日在第二教研大樓一樓展示，

廢除死刑推動聯盟協助辦理。 

4、 來來來鬧場！人權音樂趴，12 月 10 日 12:15-13:00 在 H101 邀請農村武裝青年

開唱。 

5、 2010 國際迷你課程Ⅱ：加拿大的司法制度與兩個國際人權公約，由加拿大英屬

哥倫比亞榮譽教授 Bill Black 授課。 

(5)第一講：兩個國際人權公約如何與加拿大的司法體制接軌，12 月 7 日 10：

00-12：00，D1002。 

(6)第二講：加拿大如何施行兩個國際人權公約，12 月 8 日 10：00-12：00，D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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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三講：平等權在加拿大的發展，12 月 9 日 13：30-15：30，D1005。 

(8)第四講：加拿大的原住民族權利，12 月 10 日 13：30-15：30，D1005。 

6、 東南亞人權系列影展 

(3)第一場：Balibo 巴里布（東帝汶），12 月 13 日 12：10-14：30 在 D1005，與

談人為國立新加坡大學東南亞區域研究訪問學人梁家恩、東吳大學哲學研究所

李俊達碩士生。 

(4)第二場：Shadowplay （印尼），12 月 14 日 12：10-14：30 在 D1005，與談人

為國立新加坡大學東南亞區域研究訪問學人梁家恩、國際志工協會張瓊齡副理

事長。 

(5)第三場：紅色高棉殺人機器 S-21 監獄（柬埔寨），12 月 15 日 12：10-14：30

在 H203，與談人為國立新加坡大學東南亞區域研究訪問學人梁家恩、黃默教

授。 

(6)第四場：Alice Lives Here（馬來西亞），12 月 16 日 12：10-14:30 在 H203，

與談人為國立新加坡大學東南亞區域研究訪問學人梁家恩、政治系林瓊珠助理

教授。 

7、 「學運世代的對談」座談會（與大學思潮研究社、政治系合辦），12 月 9 日 18：

30-20：30 在 G101，主持人為左岸文化出版社黃秀如總編輯，與談人為清華人

文社會學院客座王丹助理教授、台大社會系范雲副教授。 

(四) 人權通訊 

1、 10 月發行第 18 期。 

2、 11 月 8 日 15：30-17：00 在 H204，人權通訊編輯小組訪問台灣人權促進會組織

發展部蘇建和主任。參與者有蘇建和、蘇建和友人、薛維萩、黃曼婷、蔣一心、

侯希婷、張庭瑜。訪談內容包括蘇建和敘述被逮補後的心境，及父親為他四處

奔走陳情的狀況、對 11 月 12 日蘇案宣判的看法、參加蘇案平反大隊舉辦的「自

由的界限：宣判前夕的腳踏車之旅」的感想、從事 NGO 工作的經驗分享與須具

備的特質等。 

 

三、 執行「99 年度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民主理論與公

共論理』經典研讀活動」，計畫主持人：黃默教授，執行單位：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執行期程：99 年 8 月 1 日至 100 年 1 月 31 日。具體內容如下： 

(一) 8 月至 11 月已舉行了 5次，12 月至 1月預計舉行 1-2 次。 

1、 8 月 13 日 18：00-21：30 在 D1002，李仰桓博士生報告 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h.15、Ch.16。 

2、 9月10日18：00-21：30在D1002，但昭偉老師主持，邱博詩碩士生報告John Rawls.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The law of peoples pp.129-180。 

3、 9 月 24 日 18：00-21：30 在 D1002，魏千峰律師主持，陳中寧博士生報告 Joshua 

Cohen.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awls. 

pp.8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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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 月 22 日 18：00-21：30 在 D1002，黃嵩立老師報告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Ch.2、Ch.3。 

5、 11 月 12 日 18：00-21：30 在 D1002，黃嵩立老師報告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Ch.2、Ch.3。 

(二) 參與人員有：黃默老師、林正弘老師、黃嵩立老師、湯梅英老師、但昭偉老師、湯

梅英老師、魏千峯律師、甘偵蓉、黃怡碧、李仰桓、陳中寧、賴競民、邱博詩、林敬

堯、薛維萩、陳博文、李盈萱、莊凱傑、蔣一心、黃曼婷、許惟豪、施逸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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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稽核委員會報告 

一、 99 學年度經費稽核委員會於 99 年 10 月 13 日舉行委員會議，公推馬嘉應委員擔任召集

人。 

 

二、 委員會第 1 次委員會議於 99 年 10 月 13 日舉行：決議擬於本學年度依本校「內部稽

核辦法」第六條、第七條及第十條之規定「固定資產之管理」、「資產採購管理」

及「材料及用品管理」等項進行稽核工作；有關之稽核作業將由諸位委員分工辦

理，並請本委員會祕書將本校有關資產之採購及管理等辦法分送各委員研參，俟

至第 2次委員會議決定委員分工事宜等。 

 

※ 本委員會祕書黃剛於 11 月 12 日奉馬召集人指示，將與經費稽核有關之六項法規電

請各位委員，俾作第一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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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 

一、 99 學年第 1 次會議於 99 年 9 月 8 日舉行，選出納組吳淑慧組長担任 99 學年及 100 學

年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主任委員。 

二、 99 學年度已轉入教職員工福利基金專戶之收入項目如下： 

(一)辦理暑假暑期教職工子女運動與生活藝文營，由體育室、校牧室及福委會共同協助

辦理，共有桌球營、籃球營及校牧室點心製作營，收入結餘為 29,014 元。 

(二)99 學年度甄試、轉學生、碩博士招生收入結餘款 10%提撥福委會基金，其金額為

404,929 元。 

(三)推廣部販售教材收入提撥 240,185 元。 

(四)兩校區變賣報廢品收入 19,970 元。 

三、 99 學年第 1學期教職員工福利基金擬支出項目如下： 

(一)劉殿敏專門委員辦理資遣，發放補助金 64,340 元。 

(二)預估 99 學年第 1 學期將撥付林大風等 7 位同仁退休及 1 位同仁資遣，其補助金約

500,000 元。 

(三)支援體育室辦理教職員工登山活動費用約 100,000 元（體育室核銷中） 

(四)99 學年第 1學期補助教職員社團活動費用約 20,000 元。 

(五)贊助 99 學年度年終餐敘摸彩獎品費用 30,000 元。 

四、 截至 99 學年第 1期結束教職員工福利基金結餘約 450,000 元。 

五、 99 學年教職員工福利委員會已提供優惠訊息如下： 

 

時間 優惠訊息內容 

99.09.16 
提供鳳梨酥、蛋黃酥、綠豆凸、咖哩綠豆凸、蜂王乳、特級龍眼花蜜、

蜂蜜醋團購優惠訊息。 

99.10.22 提供「阿瘦皮鞋」團購限定鞋款及澎湃好康包優惠事宜優惠訊息。 

99.11.09 提供「阿瘦皮鞋」提供本校 VIP 會員卡(卡號為 2002004400419)，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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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可享正價商品 9折優惠，折扣商品再享 9.5 折優惠訊息。 

99.11.11 福委會供新光三越天母店 2010 週年慶期間(11/11~11/28)優惠訊息。 

99.12.06 福委會謹提供「瑪迪滋專業烘焙」及「糖果屋爆米花」團購優惠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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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委員會 

一、依據「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二條規定，100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由黃鎮台校長

擔任主任委員、趙維良教務長擔任副主任委員，林錦川副校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

並由主任委員遴聘歷史系黃兆強、政治系黃秀端、化學系林遵遠、法律系洪家殷及企管

系劉宗哲等五位老師，共 13 人組成。業於 10 月 4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並規劃本學年度

舉行五次委員會議。期能藉由招生委員會之成立與運作，使招生試務之規劃與執行更臻

完善且更具前瞻性。 

二、本校 100 學年度各項招生考試總幹事經奉主任委員核定如下：碩博士班招生考試、轉學

考試暨進修學士班新生、外國學生申請入學之總幹事由招生組陳雅蓉組長擔任；甄選入

學（含繁星計畫及申請入學）之總幹事由招生組林正村編纂擔任。 

三、有關 100 招生學年度各項考試日期排定如下：大考中心「學科能力測驗」於 100 年 1 月

27、28 日（週四、五）舉行。「聯合術科考試（音樂組）」於明年 2月 15 日至 19 日（週

二至週六）舉行。「指定科目考試」於明年 7月 1日至 3日舉行。本校甄選入學第二階

段指定項目甄試於 4 月 2、3 日（週六、日－音樂系 4 月 2 日）分兩校區舉行。碩士班

甄試於今年 12 月 4 日（週六）舉行。碩士班筆試於 100 年 3 月 12 日（週六）分兩校區

一天舉行。碩士在職專班筆試於 3 月 20 日（週日）集中城中校區舉行。博士班招生考

試訂於 5 月 29、30 日（週日、一）分兩校區舉行。日夜學制轉學生及進修學士班新生

招生考試合併於 7 月 17 日（週日）集中城中校區舉行。各項考試日期業於 99 年 10 月

13 日以東教字第 0990401126 號函送全校各學院系及行政單位，提請預為籌劃因應在案。 

四、本校 100 學年度計有 19 學系參加繁星推薦、19 學系參加申請入學（中、歷、哲、政、

社、工、英、日、數、法、經、會、企、貿、財精、資等 16 學系同時辦理兩管道；德、

化、心僅辦理繁星推薦；音、物、微僅辦理個人申請）。統計 100 學年度甄選入學招生

名額共計 663 名，佔總招生名額（2714 人）24.43%（去年 17.24%）；其中「繁星推薦」

138 名，佔總招生比例 5.05%（去年學校推薦 7.77%）。音樂學系「個人申請」招生名

額 50 名，佔該學系招生總額 83.33%（同去年）。另，有關提撥原住民外加名額部份，

「個人申請」共 23 名、「繁星推薦」共 9學系 16 名。 

五、100 學年度計有 17 學系碩士班辦理甄試招生，分別為：中、歷、哲、政、社、工、英、

日、德、數、化、微、經、企、貿、財精、資等學系；並奉准維持碩士班甄試不開放同

等學力考生報考規定。 

六、有關招收陸生來台就學申請案，經本校 9 月 27 日業務會報討論決議，將以辦理雙聯學

制為原則，暫不提報陸生來台申請計畫。 

七、教育部於 9月 27 日核定 100 學年度本校招生名額總量，分別為：學士班：2714 人、碩

士班 459 人、博士班 19 人、進修學士班 300 人、碩士在職專班 392 人。合計本校日夜

學制招生總量為 3,884 人（日間學制碩士班經核定減招 4名；經業務會報決議，以人權

碩士學位學程減招 2 名、英文系及微生物系碩士班各減招 1 名因應）。業於 10 月 1 日

再案陳報教育部各管道招生名額分配。 

八、99 年 12 月下旬辦理兩天一夜「第四屆招生服務團研習營」（即第八屆招生義工研習營

）培訓招生義工，持續辦理高中參訪及赴高中宣導等相關事宜。 

九、統計分析各學系甄選入學生與非甄選入學生在校成績表現（含學業成績總平均暨其平均

名次百分比及等第對照表、專業科目成績對照表、學生平均名次百分比及等第說明）等

，函送各學系院系參考，以為擬定招生策略之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