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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97 學年度「多元學習」課程受認證之學術活動名單 

第一學期 

（一）本系舉辦之學術活動： 
序號 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認證標準

1 

專題演講 
講 題：波蘭社會與文化 
主講人： 
陳音卉 政大斯拉夫語文學系兼任講師

主持人：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08.10.20(一)
10:0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

校區第二教研大

樓Ｄ0301 教室 
認證 1 點

2 

專題演講－勉齋社會論壇 
講 題： 
來時路與「認同」：關於族群研究的自

傳研究方法 
主講人： 
張茂桂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

究員 
主持人：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 

2008.11.11(二)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

校區哲生樓Ｈ

303 教室 
認證 1 點

3 

專題演講 
講 題： 
「混血體質」企業文化的誕生：從中國

私有化企業的人材管理模式上論起 
主講人： 
北蕾 日本早稻田大學太平洋研究院

國際關係學研究所博士生 
主持人：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08.12.10(三)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

校區第二教研大

樓 D0634 教室 
認證 1 點

4 

專題演講 
講 題：勞工國家民營化 
主講人： 
李法憲 英國卡地夫大學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博士 
主持人：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08.12.15(一)
10:0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

校區第二教研大

樓 D0301 教室 
認證 1 點

5 

專題演講 
講 題： 
捷克後共時期的社會發展、民主化與國

家認同 
主講人： 
鄭得興 捷克查理士大學社會學系博

士候選人 
主持人： 

2008.12.22(一)
10:0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

校區第二教研大

樓 D0301 教室 
認證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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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二）校外受認證之學術活動： 

序

號 
活動名稱 舉辦日期 舉辦地點 認證標準 備註 

1 

2008 年台灣社會學年會～解嚴二十

年台灣社會的整合與分歧 
年會網站：

http://www.ios.sinica.edu.tw/tsa2008/

2008.12.13～14
（六、日） 

中央研究院 
參加 1 次

獲認證 1
點 

須取得出席

證明單才得

以認證 

2 

2009 年文化研究年會～根源與路

徑：台灣文化研究十週年 
年會網站：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 
csa2009/main.htm 

2009.1.3～4 
（六、日） 

台灣師範大學

文學院(誠正勤

樸大樓) 

參加 1 次

獲認證 1
點 

須取得出席

證明單才得

以認證 

http://www.ios.sinica.edu.tw/tsa2008/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csa2009/main.htm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csa2009/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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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 

（一）本系舉辦之學術活動： 
序號 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認證標準

1 
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第二十

六屆系際學術研討會－社會組

「全球劃下的地方社會」 
2009.03.12(四)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國際會議廳 
參加 1 場次

獲認證 1 點

2 

專題演講 
講 題：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to Northeast 
Asia 
主講人：György Széll 德國

Osnabrück 大學社會科學系 榮
譽 教授兼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石川晃弘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2009.03.05(四)
18:30-20: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Ｄ0822 研討室 

認證 1 點

3 

專題演講 
講 題：Polish society after 
1989  
主講人：Janusz L. Mucha 波

蘭 AG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社會學暨社會

人類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主持人：石川晃弘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2009.03.26(四)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Ｄ0618 教室 

認證 1 點 

4 

專題演講 
講 題：Hungarian sociology: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主講人：Dénes Némedi 匈牙

利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社
會學研究所教授兼匈牙利社會

學會副會長 
主持人：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

會學系主任  

2009.03.27(五)
10:00-11:4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Ｄ0201 教室 

認證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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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認證標準

5 

專題演講 
講 題：Managers and 
Specialists in Slovak 
work-organizations: Some 
results from a survey 2007 
主講人：Rastislav Bednárik 斯

洛伐克University of Trnava and 
Constantine the Philosopher 
University in Nitra 社會學系教

授兼斯洛伐克社會學會會長 
主持人：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

會學系主任 

2009.03.27(五)
11:40-13: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Ｄ0201 教室 

認證 1 點 

6 

專題演講 
講 題：中共識字運動的意義

和界限：「祁建華速成識字法」

始末 
主講人：三好章 日本愛知大

學現代中國學部中國研究科所

長 
主持人：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

會學系主任 

2009.03.20(五)
10:0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Ｄ0201 教室 

認證 1 點

7 

「金融海嘯下的生存與發展」

系列演講－第一場、就業篇 
講 題：金融海嘯下的就業準

備 
主講人：丁苡仟 104 人力銀

行行銷處專案經理 
主持人：林素雯 東吳大學社

會學系副教授 

2009.04.21(二)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R0112 

戴氏基金會會議室 
認證 1 點

8 

第二屆「中東毆社會週」系列

活動－專題講座 
講 題：Women on the Labour 
Market in Slovakia 
主講人：Monika Čambáliková
斯洛伐克國家科學院社會學研

究所教授 
主持人：宋國誠 政治大學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教授 

2009.05.04(一)
15:30-17: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D0318 教室 認證 1 點

9 

第二屆「中東毆社會週」系列

活動－專題講座 
講 題：Social Partners as 
Actors of the Gender Equality 
Realisation and the Working and 
Family Life Harmonisation 
主講人：Monika Čambáliková
斯洛伐克國家科學院社會學研

2009.05.05(二)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D0813 

勉齋研討室 
認證 1 點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dm98042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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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認證標準

究所教授 
主持人：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

會學系主任 

10 

第二屆「中東毆社會週」系列

活動－專題演講 
講 題： 
Economy and Management in 
the Czech Republ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ost-Communist Slovakia 
主講人： 
Aleš Danek 捷克企業公司工

程師 
柴田脩平 日本企業顧問公

司、經濟學者 
主講人：石川晃弘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2009.05.06(三)
10:1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D0813 

勉齋研討室 
認證 1 點

11 

第二屆「中東毆社會週」系列

活動－專題講座 
講 題：Corporate Cultur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s 
主講人：Monika Čambáliková
斯洛伐克國家科學院社會學研

究所教授 
主持人：石川晃弘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2009.05.07(四)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D0618 教室 認證 1 點 

12 

「金融海嘯下的生存與發展」

系列演講－第二場、觀點篇 
講 題：世界經濟困境的社會

學詮釋 
主講人：高承恕 東海大學社

會學系教授 
主持人：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

會學系主任 

2009.05.22(五)
14:00-16: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D1005 

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 
認證 1 點

13 

「金融海嘯下的生存與發展」

系列演講－第三場、社會篇 
講 題：財富管理的社會基礎

主講人：徐偉傑 東海大學社

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主持人：葉肅科 東吳大學社

會學系副教授 

2009.06.02(二)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國際會議廳 認證 1 點

14 

專題演講 
講 題：Transformations of the 
Everyday 
主講人：Tomas DVORAK 捷克

2009.06.01(一)
15:30-17: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D0318 教室 認證 1 點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dm.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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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認證標準

查理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宋國誠 政治大學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教授 

15 

專題演講 
講 題：The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s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Arts and Culture 
主講人：Tomas DVORAK 捷克

查理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石川晃弘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2009.06.03(三)
10:0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D0813 教室 認證 1 點

16 

專題演講 
講 題：Pencil of Society: 
Towards Sociological 
Technoimagination 
主講人：Tomas DVORAK 捷克

查理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石川晃弘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2009.06.04(四)
13:30-15: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D0618 教室 認證 1 點

17 

社會系教師研究成果發表會 
發表人：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

授 
劉維公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

教授 
講 題： 
色情、台商及中東毆：我的學

術之旅 
創意社會學 

2009.06.09(二)
13:00-16: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D0813 教室 認證 1 點

（二）其他單位舉辦之學術活動： 

序號 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認證

標準 
備註 

1 

專題演講 
講題：國土資訊之發展 
主講人：朱子豪   台大地

理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主持人：石計生   東吳大

學GIS技術支援中心召集

人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人文

社會學院GIS技術支援中

心 

2009.04.30(四)
14:30-16:00 

東吳大學外

雙溪校區 
D1005 

人文社會學

院會議室 

認證

1 點 
須取得出席證明單才

得以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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