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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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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中東歐工作坊 
講    題： 
「似曾相識，一個與台灣相像的美麗中歐國

家，我在『斯洛伐克』」––社會系碩士班研

究生赴中歐研習一年經驗分享 
主講人： 
黃齡瑩   東吳大學社會系碩士班研究生 
主持人： 
葉肅科   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2010.10.05(二)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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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專題演講－中東歐工作坊 
講    題： 
大學生赴捷克學習語言經驗分享 
主講人： 
吳佳佳   東吳大學社會系學士班四年級生 
張仲嫣   東吳大學社會系學士班三年級生 
主持人： 
吳明燁   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2010.11.26(五)
14: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401 教室 

認證 1 點 

3  

勉齋社會論壇：場次一 
講    題： 
邁向自我實現與成長的心‐‐人生目標與核心

價值的建立 
主講人： 
陳啟峰牧師   東吳大學校牧室主任 

 2010.10.12(二)
13:30‐14: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安素堂 

認證 1 點 

4  

勉齋社會論壇：場次二 
講  題： 
文化治理、文化經濟與文化行動‐‐台北的片

段考察 
主講人： 
王志弘副教授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主持人： 
劉維公副教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2010.11.23(二)
14:0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316 教室 

認證 1 點 

5  

勉齋社會論壇：場次三 
講  題： 
數位履歷製作經驗分享 
主講人： 
吳謹晅同學   東吳大學社會系社四 B 
姜守維同學   東吳大學社會系社碩一 
主持人： 
林素雯副教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2010.12.07(二)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419 教室 

認證 1 點 

6   

中東歐跨領域教學系列演講 
講  題：Polish Generation 2010 
主講人： 
Jadwiga KORALEWICZ 
波蘭華沙人文大學教授、創辦人 
主持人： 
黃兆強教授 
東吳大學歷史學系、錢穆故居執行長 
備註：英文演講 

2010.11.09(二)
13:30‐15: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國際會議廳 

認證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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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東歐跨領域教學系列演講 
講  題： 
金融危機下的經濟社會：中東歐國家之觀察

主講人： 
洪美蘭 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 
蔡錦昌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2010.1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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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東歐跨領域教學系列演講 
講  題： 
赫拉巴爾,  哈維爾與昆德拉‐‐戰後的捷克世

代 
主講人： 
林蒔慧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暨民族語

言與傳播學系助理教授 
主持人： 
黃秀端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主任 

2010.11.22(一)
10:1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樓Ｂ709 教室 

認證 1 點 

9  

中東歐跨領域教學系列演講 
講  題： 
Poland and Asia World 
主講人： 
Justyna Nakonieczna   淡江大學全球化政治

與經濟學系暨歐洲研究所助理教授 
主持人： 
鄭得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 

2010.11.2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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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中東歐跨領域教學系列演講 
講題：進入豐富的捷克國度 
主講人： 
Vladimira Bilijenkova  葉琬   師大教育心理與

輔導學系捷克籍博士生 
主持人：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10.11.29(一)
10:1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樓Ｂ709 教室 

認證 1 點 

11  

中東歐跨領域教學系列演講 
講  題： 
Who are We?‐Czech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主講人： 
Mr. Pavel SKODA(史葛達)  捷克經濟文化辦

事處副代表 
主持人：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10.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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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專題演講 
講  題： 
Secondary Modernization: A Comparative 
View‐Japan, China, Russia, Turkey 
主講人： 
Rein RAUD    愛沙尼亞塔林大學校長、教授

主持人：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10.11.25(四)
15: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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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台灣中東歐論壇－跨世紀的民主化與社會

經濟轉型：中東歐與東北亞的對話 
活動議程 

2010.12.02(四)
10:00‐17:4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戴蓀堂 G101 會議室 

1.場次 I、II 各認

證 1 點 
2.場次 III 及圓桌

論壇合計認證 1
點 

14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社會學實習」課程實習

心得發表會 
活動議程 

2010.12.21(二)
14:00‐17: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813 勉齋研討室 

無論參加次

數，僅認證 1 點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agenda.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practi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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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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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的未來？！檢視農村再生條例 

主講人： 

蔡培慧教授  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世

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人權學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

心 

 2010.10.20(三) 

12:10-13:4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

區第二教研大樓 

D1002 傅正研討室 

認證 1 點

須取得出席

證明才得以

認證 

2 

2010 台灣社會學年會暨國科會專題研

究成果發表會－「預見下一個台灣社

會？」 

承辦單位：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年會網站：

http://www.soci.fju.edu.tw/tsa2010  

2010.12.4~5 

(六、日) 
輔仁大學國璽樓 

1 天無論參

加場數，皆

認證 1 點 

須取得出席

證明單才得

以認證 

3 

專題演講 

講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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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 

賈桂琳‧韓森 Ms. Jacqueline Hansen  國

際反地雷組織「地雷監督者」計畫主持

人 

主辦單位： 

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 

活動DM 

2010.11.15(一) 

12:00-14: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

區哲生樓 H203 室 
認證 1 點

須取得出席

證明才得以

認證 

 

http://www.soci.fju.edu.tw/tsa2010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91d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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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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中國社會分析》系列演講 

講題：當代中國大陸社會思想狀況分析

主講人：江怡   北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

學學院院長 

主持人：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活動DM 

2011.03.10 (四) 

10:10-12:1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樓 B405 教室 
認證 1 點  

2 

 《當代中國社會分析》系列演講 

講題：Increasing Social Fluid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主講人：園田茂人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

化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11.03.24 (四) 

10:10-12:1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樓國際會議廳 
 認證 1 點  

3 

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活動（暨系週會）－工

讀與工作 

講題：青少年工讀權益與勞基法(九五聯

盟校園巡迴宣講) 

2011.05.18 (三)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731 教室 
認證 1 點 

4 

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活動（暨系友論壇）－

工讀與工作 

講題：跨領域，也能有一片天－當社會學

遇上生物科技 

講者：黃馨儀學姐   本系 91 級系友、96

級碩士班系友、現職優泰仕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經理 

2011.06.07 (二)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633 教室 
認證 1 點 

5 

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活動（暨系友論壇）－

我的學思歷程 

講題：研究所經驗分享：論文寫作與報考

博班暨 EndNote 論文寫作書目管理軟體教

學 

講者：魏龍達    台大社會系博士生、本系

碩士班 98 級系友 

2011.04.12 (二)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419 教室 
認證 1 點 

6 
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活動（暨系友論壇）－

我的學思歷程 

講者：裴元領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2011.05.03 (二)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419 教室 

認證 1 點 

7 
勉齋社會論壇系列活動（暨系友論壇）－

我的學思歷程 

講者：蔡錦昌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2011.06.14 (二)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419 教室 

認證 1 點 

8 

「中東歐教學研究專業成長沙龍」系列活

動 

導讀/發表人： 

鄭得興 

閱讀/參考書籍： 

《過於喧囂的孤獨》，赫拉巴爾(Bohumil 

Hrabal)著；楊樂雲譯，台北：大塊文化，

2004。 

討論主題： 

文學、歷史與記憶--解讀赫拉巴爾《過於

喧囂的孤獨》的浪漫與社會寫實 

主持人/對談人： 

主持：張家銘 

2011.04.22 (五) 

11: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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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說明： 

學生必須發言

參與討論，才

可認證。僅參

與未發言者，

無法認證。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921dm.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921d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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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林蒔慧 

活動實施計畫 

9 

「中東歐教學研究專業成長沙龍」系列活

動 

導讀/發表人： 

Ĺubica Adamčíková (斯洛伐克Pre�ov大學

博士生) 

閱讀/參考書籍： 

童話故事： 

1.The Clever Martin and Foolish People 

2.The Woman's Joke 

(報名本場將寄發故事譯文) 

討論主題：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Stereotype on 

Children-- through the Folk Fairy Tales 

主持人/對談人： 

主持：鄭得興 

對談：張君玫 

活動實施計畫 

2011.04.29 (五) 

12:30-14: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815 研討室 

認證 1 點 
  

認證說明： 

學生必須發言

參與討論，才

可認證。僅參

與未發言者，

無法認證。 

10 

「中東歐教學研究專業成長沙龍」系列活

動 

導讀/發表人： 

辜率品 

閱讀/參考書籍： 

《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諾伯舒

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著；施植明

譯，台北：田園城市，1995。 

（～著重第 4 章） 

討論主題： 

布拉格的城市學 

主持人/對談人： 

主持：劉維公(兼對談) 

對談：蔡錦昌 

活動實施計畫 

2011.05.06 (五) 

12:3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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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說明： 

學生必須發言

參與討論，才

可認證。僅參

與未發言者，

無法認證。 

11 

「中東歐教學研究專業成長沙龍」系列活

動 

導讀/發表人： 

石川晃弘 

閱讀/參考書籍： 

《斯洛伐克“熱＂》(《スロヴァキア熱

－言葉と歌と土地－》，海象社，2006)，

石川晃弘著；彭思遠、阮文雅譯，即將出

版。 

（～著重第 1、13 章） 

(報名本場將寄發 2 章之譯本) 

討論主題： 

斯洛伐克的國民與民族 

主持人/對談人： 

主持：謝政諭 

對談：彭思遠(譯者)、蔡錦昌、Boris Gaž

ovič 

活動實施計畫 

2011.05.20 (五) 

12:3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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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說明： 

學生必須發言

參與討論，才

可認證。僅參

與未發言者，

無法認證。 

12 

「中東歐教學研究專業成長沙龍」系列活

動 

導讀/發表人： 

施富盛 

2011.06.03 (五) 

12:3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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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說明： 

學生必須發言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proposal.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proposal.pdf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F%D5%A7B%B5%CE%AF%F7&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F%D5%A7B%B5%CE%AF%F7&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Christian%20Norberg-Schulz&f=author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proposal.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propos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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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參考書籍： 

《Being Góral－Identity 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in Postsocialist Poland》，

Deborah Cahalen Schneider 著，紐約：紐約

州立大學，2006。 

（～著重第 5、6 章） 

討論主題： 

1.社區、民族國家、與全球化(The 

Community, the Nation-State, and 

Globalization) 

2.政治、文化、與現代性在後社會主義的

波蘭 (Politics,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Postsocialist Poland) 

主持人/對談人： 

主持：葉卓爾(兼對談) 

對談：楊明浩 

活動實施計畫 

參與討論，才

可認證。僅參

與未發言者，

無法認證。 

13 

「中東歐教學研究專業成長沙龍」系列活

動 

導讀/發表人： 

張家銘 

閱讀/參考書籍： 

《中歐政治與社會發展》，石川晃弘、張

家銘主編，台北：書林，2010。 

（～著重第 4、6 章） 

(本書如欲購買請洽本系系辦) 

討論主題： 

全球化與地方社會轉型--中歐初探 

主持人/對談人： 

主持：黃秀端(兼對談) 

對談：洪美蘭 

活動實施計畫 

2011.06.17 (五) 

12:3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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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說明： 

學生必須發言

參與討論，才

可認證。僅參

與未發言者，

無法認證。 

14 

社會學實踐在職場 

活動名稱：社會學多元實踐 

活動流程： 

13:10-13:30 報到 

13:30-13:40 主持人引言 

13:40-14:20  

蘇恆隆學長（70 級畢業系友、書林出版

有限公司出版部經理） 

14:20-15:00 

許宗權學長（73 級畢業系友、台北市學

生社群聯盟協會副理事長） 

15:00-15:20 

茶敘時間與經驗交流 

2011.04.26 (二)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419 教室 
認證 1 點 

15

《當代中國社會分析》系列演講 

講題：從兩岸制度差異看當前中國社會衝

突及兩岸社會交往 

主講人：陳志柔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

所副研究員、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11.05.25 (三) 

13:30-15:2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309 教室 

認證 1 點 

16

專題演講 

講題：IMPACT OF EUROPEANIZATION 

UPON EAST-CENTRAL EUROPE 

講者： 

Prof. Volkmar KREISSIG 

德國 Dresden 大學工程與經濟應用科學系

2011.06.03 (五) 

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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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proposal.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propos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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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當代中國社會分析》系列演講 

講題：中國改革的轉型與憲政變遷 

主講人：李凡  北京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

長 

主持人：謝政諭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011.05.23 (一) 

09:30-12:0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1011 教室 

認證 1 點 

18 
99 學年度特色課程教學暨研究成果發表

研討會 

活動議程 

2011.05.31 (二) 

13:00-16: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419 教室 
認證 1 點 

19

《當代中國社會分析》系列演講 

講題：中國大陸的治理改革初探 

主講人：徐斯勤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

授 

主持人：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11.06.07 (二) 

13:30-15: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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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第

28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議程 

2011.03.17（四） 

08:30-17:1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樓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 
1 場次認證 1 點 

2 

「台灣歌謠數位典藏：紀

露霞與洪一峰的流行時

代」工作坊 

會議議程 

2011.04.14（四） 

13:30-17:30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樓 

國際會議廳 

認證 1 點 

須取得出席證明單才

得以認證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92act.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992agenda.pdf
http://www.scu.edu.tw/society/new/1000414workshop.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