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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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之學術活動： 
序號 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認證標準

1 

2009 年台灣社會學會年會－ 

「全球效應與地方反應：社會學新興議題與挑戰」 

年會專屬網站： 
http://www.ios.sinica.edu.tw/tsa2009/ 

2009.11.28~29

(六～日)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

議廳 

第二教研大樓 

1 天 無 論

參 加 場

數，皆獲認

證 1 點 

2 

專題演講－中東歐工作坊 

講   題：波蘭社會階層化的現象 

                   波蘭市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 

主講人： 

Henryk MIchał Domański  波蘭科學院哲學及社會研究

所所長 

Piotr Tadeusz  Gliński 波蘭社會學會會長 

主持人：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國科會交流計畫訪問學人 

活動DM 

2009.10.05(一)

10:1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314 教室 

認證 1 點

3 

專題演講－中東歐工作坊 

講   題： 

Do in Czech Republic as the Czechs do. 

我在中東歐遇見的人們 

Laben in Deutschland 生活在德國           

主講人： 

張郁玟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學士 

蔡建二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二年級研究生 

蔡旻憲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社延Ｂ學生 

活動DM 

2009.10.07(三)

12:20-15: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 

認證 1 點

4 

專題演講－中東歐工作坊 

講   題：全球跨文化的互動人格特質    

主講人： 

Leszek Korporowicz  波蘭華沙大學及亞捷隆大學社會

學教授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 

活動DM 

2009.10.26(一)

10:1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314 教室 

認證 1 點

5 

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演講－場次一 

講   題：做自己的主人－談大學生涯規劃與時間管理 

主講人： 

林源祥  天獅集團台灣分公司行銷處協理 

主持人： 

葉肅科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活動DM 

2009.10.27(二)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一教研大樓 

R0112 

戴氏基金會會議室 

認證 1 點

6 

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演講－場次二 

講   題：國內使用非典型工作型態之探討 

主講人： 

柯志哲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主持人： 

黃朗文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活動DM 

2009.11.17(二)

14:0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408 教室 

認證 1 點

http://www.ios.sinica.edu.tw/tsa2009/
http://www.ios.sinica.edu.tw/tsa2009/
http://www.ios.sinica.edu.tw/tsa2009/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20091005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20091005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20091005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20091007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20091007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20091007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workshop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workshop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workshop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81027dm.jpg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81027dm.jpg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81027dm.jpg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dm2.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dm2.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dm2.pdf


序號 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認證標準

7 

專題演講－中東歐工作坊 

講   題：浪漫的學術旅程--中東歐見學 

主講人：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 

活動DM 

2009.11.24(二)

12:30-14: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 

認證 1 點

8 

專題演講－中東歐工作坊 

講    題： 

Czech Stories about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主講人： 

Mgr. Kateřina Procházková   捷克國家廣播電台記者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 

活動DM 

2009.12.1(二) 

15:30-17: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822 研討室 

認證 1 點

9 

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演講－場次三 

講   題：性別放大鏡－認識多元性別 

主講人： 

許欣瑞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主任 

主持人： 

林素雯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活動DM 

2009.12.8(二)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408 教室 

認證 1 點

10 

專題演講－中東歐工作坊 

講   題：文化感性中的捷克建築 

主講人：  

辜率品  布拉格科技大學建築系博士、南華大學建築與

景觀學系助理教授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 

活動DM 

2009.12.18(五)

15:30-17: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419 教室 

認證 1 點

11 

專題演講－中東歐工作坊 

講   題：魅力領導的轉型：哈維爾(Vaclav Havel)的傳奇

主講人：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放映影片：﹝obcan Havel﹞市民哈維爾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 

備註：本場工作坊為演講及影片賞析 
活動DM 

2009.12.21(一)

10:10-12: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314 教室 

認證 1 點

12 

專題演講－中東歐工作坊 

講   題：捷克底層社會傳真：赫拉巴爾(Bohumil Hrabal)
的文學世界 

主講人：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 

活動DM 

2009.12.28(一)

10:1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314 教室 

認證 1 點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workshop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workshop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workshop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workshop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workshop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workshop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dmall.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dmall.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dmall.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workshop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workshop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workshop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200912DM.jpg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200912DM.jpg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200912DM.jpg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200912DM.jpg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200912DM.jpg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200912DM.jpg


第二學期 

（一）本系舉辦／承辦之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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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 
詳細議程 

2010.03.18(四)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國際會議廳 
1 場次認證 1 點

2 

專題演講 

講題：Max Weber Study in Japan 
主講人： 
矢野善郎(Yoshiro YANO)   日本中央大學社會學系副教

授 
主持人： 
蔡錦昌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2010.03.18(四) 

10:00-11: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會議室 
認證 1 點 

3 

專題演講 
講題：星星之火足以或難以燎原？當今中國社會的集體

抗議 
講者：陳志柔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活動DM 

2010.04.12(一) 

10:1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301 教室 

認證 1 點 

4 

專題演講 

講題：台商與中國資訊產業的發展：整合或被整合？ 

講者：王振寰    國立政治大學中國大陸研究中心主任 
活動DM 

2010.04.19(一) 

10: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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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在中國的投資與發展 

講者：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活動DM 

2010.05.03(一) 

10:1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301 教室 
認證 1 點 

6 

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演講 

講題：清高或媚俗：全球化下的華語電影 

講者：魏玓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石計生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活動DM 

2010.0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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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演講 

講題：企業家的社會新角色 

講者：翁望回    東吳大學企管系副教授兼EMBA高階經營碩

士在職專班主任 

主持人：盧政春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副教授 
活動DM 

2010.06.12(六) 

10:00-11:5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 
認證 1 點 

8 

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演講 

講題：走進真實與虛幻：文化資產再利用與歷史記憶關

係之研究 

講者：楊凱成   雲林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助理教

授 

主持人：劉維公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活動DM 

2010.06.15(二)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 
認證 1 點 

9 

專題演講 

講題：Civil Society in the Post-Communist Europe 
主講人： 
Prof. Pal Tamas  匈牙利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主持人：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 
東吳大學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 
活動DM 

2010.05.03(一) 

18:40-20: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501

教室 
認證 1 點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agenda990301.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agenda990301.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82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82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82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82speech.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82speech.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82speech.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20100503dm.pdf


序號 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認證標準 

10 

2010 第三屆「中東歐社會週」－－中東歐工作坊 

講題：中東歐學生在台灣 

主講人： 
Jakub Ridel      國立台灣大學資訊工程所博士生 

Boris Gažovič  國立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學生 

Anna Pietka      國立台灣大學 GMBA 交換生 

主持人： 
林素雯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 
東吳大學社會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會 

2010.05.25(二)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 
認證 1 點 

11 

2010 第三屆「中東歐社會週」－－名家私塾專題演講 

講題：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and Its Changes: History, 

Today and the Perspectives 

主講人： 
Alena Vali�ová 捷克 Pardubice 大學教育心理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石川晃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 
東吳大學社會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會 

2010.05.28(五)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316

教室 

認證 1 點 

12 

2010 第三屆「中東歐社會週」－－名家私塾專題演講 

講題：效率 vs.公平：波蘭、捷克之轉型觀察 

主講人： 
洪美蘭 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 
東吳大學社會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會 

2010.05.31(一) 

18:30-20: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501

教室 

認證 1 點 

13 

2010 第三屆「中東歐社會週」－－名家私塾專題演講 

講題：浪漫文學之旅—漫談捷克文學 

主講人： 
裴海燕 國立政治大學斯拉夫語文學系兼任講師 

主持人： 
鄭得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 
東吳大學社會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會 

2010.06.01(一) 

13:30-15: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 

認證 1 點 

14 

2010 第三屆「中東歐社會週」－－名家私塾專題演講 

講題：Public Opinion Research on Social Change since 

November 1989 in the Czech Republic  

主講人： 
Jiří �UBRT 捷克查理士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主持人： 
鄭得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 
東吳大學社會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會 

2010.06.02(三) 

13:30-15: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 

認證 1 點 



序號 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認證標準 

15 

2010 第三屆「中東歐社會週」－－中東歐工作坊：留學

座談 

講題：波、捷留學甘苦談 

主講人： 
鄭得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 

施富盛 波蘭 Jagiellonian 大學社會學博士 

主持人： 
盧政春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副教授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人社院中東歐研究室 
東吳大學社會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會 

2010.06.15(二) 

13:30-15: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 
認證 1 點 

16 

99 勉齋社會論壇：特色課程教學暨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

議程： 

12:50-13:00  報到 

13:30-14:30  場次一 

發表人及題目： 

生育、遷移與地方發展 (林素雯老師發表) 

飲食在地全球化：變遷與挑戰 (葉肅科老師發表) 

14:30-14:40  茶點時間 

14:40-16:10  場次二 

發表人及題目： 

三疊紀：情緒，影像，與政治經濟學的學術體檢初步報

告(裴元領老師發表) 

後殖民、賽伯格與有機體的社會學想像(張君玫老師發表)

2010.06.08(二) 

13:00-16:1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815

教學研討室 
1 場次認證 1 點

17 

名家私塾專題演講 
講題：Japanese Culture and Alcoholism 

主講人： 
Maki AMANO  日本東洋大學社會學系榮譽教授 

主持人： 
石川晃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活動DM 

2010.06.14(一) 

10:1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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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 有大用─我的求學與工作經驗分享 
主講人： 
陳翊威    華創車電股份有限公司高級製圖

工程師、本系 91 級畢業生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GIS 技術支援中心 

2010.03.23(二) 

14:00-16: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會議室 

認證 

1 點 

須取得出席證

明單才得以認

證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90614DM.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