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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接待韓國漢陽大學（한양대학교）師生12人來臺企業 ◆統計學系教師與研究生共赴北京進行「兩岸京台青少年交流」
參訪與學術交流（期間：8月2日至8月8日）。本院方院長文
上（7）月11日，由統計學系許
昌、資管所汪志堅老師、輔仁大學蘇哲仁
玉雪主任以及吳庭斌老師等，帶
老師及企管系博士生陳翔，熱情接待漢陽
領北大統研所一年級共17位同學
大學參訪團為期一週的企業參訪與學術
赴北京與對岸師生進行為期一週
交流。韓國漢陽大學趙南宰老師與李相蓉
的兩岸學術交流活動。
老師率領10位MBA學生來台北大學參訪，
期間，參加了「豐台區經
並與企管系陳達新老師、運管系蔡瓊姿老
貿大學(西區)講座參訪交流」及
師、IEMBA謝怡娟老師、台北科技大學林
「京台青少年交流活動」，以及
鳳儀老師做學術上的交流。商學院另外還
參觀天安門廣場、故宮、頤和園、
有安排4家私人企業的學術參訪(家登精密
清 華大學、恭王 府、長城、「鳥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
參加「兩岸京台青少年交流」的本系師生合影
巢」以及「水立方」等景點，瞭解
司、廣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富堡工業股
大陸地區秀麗風光和風土人情，感受其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其中，最令學生難忘的是
份有限公司)，讓韓國學生能學習到台灣中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與懷柔區人民政府在懷柔慕田峪長城舉辦「兩岸青
小企業在因應全球化的競爭態勢下，拓展 商學院方院長（後排左2）等人與韓國漢陽大學師生合影
年舞動太極聚長城」活動，由長城見證了兩岸師生此次相互交流的重要意義。
市場的成功案例，有助於幫助韓國學生瞭解當前台灣企業之生態在營運上驚人的魄力與
毅力，並能與韓國企業做實質比較。這次方院長接待韓國訪問團已有實質上的學術交流， ◆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同學參與2009國際陶瓷藝術節各項活動並實習
與本校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簽定建教實習合約的鶯歌陶瓷博物館，於今年暑
相信不久的將來雙邊學校將會有更進一步的交流與學習機會。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系上專任教師黃啟瑞助理教授榮獲勞委會「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 假(98年7月3日至8月16日，共計45天)舉行一年一度的2009國際陶瓷藝術節，推出
學程計畫：98學年理財人員學分學程計畫」之補助，本系同學以及會計系、經濟系等二十 一系列青花主題的陶藝活動，本校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一、二年級學生譚芷珉等37
位大三及大四同學，已於今年暑假七、八月
位前往實習並協助此一盛宴，親身體驗國際陶瓷
期間赴大眾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宏遠
藝術節的各項活動，活動內容有磚雕磚情、青花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與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
壓印等，帶領民眾體驗雕磚、燒陶等傳統技藝，
限公司（順序按筆畫排列）等國內知名的
並欣賞陶瓷藝術的美妙。同時，本校休閒運動與
優質上櫃證券公司進行職場實習。
管理學系主任黃永任主任帶領系上老師及助教於
三家證券公司均悉心規劃安排本校學
98年7月21日前往鶯歌陶瓷博物館參加這場國際
生學習證券實務、同學也得以驗證所學理
陶瓷饗宴並訪視學生實習情況，透過這次為期一
論。在完成職場體驗後，對同學未來的職
個多月的活動，本系學生除了增加在產業界之實
場發展與待人處世方面均有所助益。本系
務經驗外，還體會到了我國傳統技藝之美，而此
也對大眾、宏遠與康和等三家優質證券公
次陶博館的國際藝術節活動也在本系學生之協助
本系池祥麟系主任（後排中）與黃啟瑞老師訪視本校學生
司致上最誠摯的敬意和感激！
職場實習情況
運管系同學參與2009國際陶瓷藝術節活動 下於8月16日圓滿落幕。

商學院院聞

社會科學學院院訊

經濟系

◎98學年度本系共增加
4位新成員：林茂廷專任助理教授、李勝彥兼任副教
授及配合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進用之簡
蕙盈博士教師、陳宣宇教學（行政）助理。
◎本系徐美老師、郭文忠老師、王健合老師、盧佳慧老
師參加8月3日至8月5日於日本東京舉辦之2009年遠東
和南亞計量經濟學會年會，並分別發表四篇論文如下:
(1)The Dynamic Welfare Cost of Seignorage Tax and
Consumption Tax in the Growth Model。
(2)Investment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with a Jump
Process。
(3)The Dynamic Welfare Comparison of seignorage Tax
and Consumption Tax。
(4)T e s t i n g P a r a m e t e r C o n s t a n c y i n U n i t R o o t
Autoregressive Models against Multiple Continuous
Structural Changes。

社會系
● 本系舉辦98學年度碩士班迎新座談會
社會學系於6月22日（週一）中午12點整，假本校三峽
校區社會科學大樓六樓本系會議室，舉辦98學年度本系碩
士班迎新座談會。另於6月27日（週六）中午12點整，假本校
台北建國校區惠蓀南樓一樓本系碩士在職專班會議室，舉
辦98學年度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迎新座談會。
此兩次迎新座談會均由本系黃樹仁主任親自主持，
會中本系諸位師長們諄諄教誨，向本系兩班新生們提示
學習時應注意的各種重點與情況。另如遭逢學業與生活
之困難與問題時，應如何向本系與校方尋求協助之各種
管道。然後便是
新生們作自我介
紹，藉此相互認
識班上同學，建
立良好的人際關
係。
會後本系師
生便舉行聚餐，
大家在輕鬆的用
社會學系碩士班迎新座談會
餐氣氛中相互交
流。本系各班的二年級研究生亦積極參與此兩次迎新座
談會，以學長姊與過來人的身份，期勉新進的學弟妹們
砥礪學業，她們並藉此活動認識各班新生們。新生們在
認識熱情親切的學姊與學長們之同時，也能深入瞭解本
系之各項概況，得知校園與各教室設施之位置所在，並
與諸位老師請益受教。每位與會的新生們均倍感溫馨愉
悅，此兩次迎新座談會均歷時三小時左右圓滿結束。

社工系
● 本系舉辦「第三屆社工營」活動
為傳遞社工的服務精神與理念，吸引更多人加入社
工行列，並讓更多高中生認識台北大學社工系，本系於7
月27日至7月30日在三峽校區舉辦第三屆社工營。
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高中生及應屆畢業生報名參加，
從這些學生的報名動機，可以知道，這是一群對人及對社
會有關懷之心，對社會工作有興趣的青少年，這股參與的
熱忱與溫度，正是將來有志從事社會工作的必要條件。
社工系學會承襲學長、學姊的經驗，克服場地與
經費的難題，努力籌劃了這次深具意義的活動。透過活
動，傳遞了社工的知識與核心價值，透過實地的機構參
訪與互動，也讓學員更了解社會工作的內涵。
營期中精彩的活動，也讓參與的高中同學皆能滿載
而歸，將這幾天的營隊學習與訓練內化為個人的信念，
運用於生活週遭，可以對社會付出關心與愛心。
● 本系成立關懷中南部學生小組並成立88水災行動小組
此次莫拉克颱風造成中南部嚴重災情，本系於八
月十日透過電話及網路的方式，關懷居住於中南部的同
學及家庭，並提供有需要的同學相關的協助。聯絡結果
都安好。目前全系只有四位新生無法以電話、手機聯繫
上，正試用其他管道繼續聯繫。
系上老師與同學感於災情嚴重，決定發動前往災區
協助安置工作，由熱心老師與同學進行籌備工作。名稱
為「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八八水災行動小組」，
由張菁芬老師任總幹事，碩士班黃心瑜同學任執行秘
書，志工分為四組，先進行招募志工以及災區需要評估
事宜。於八月十四日清早由本系張菁芬老師帥隊正式出
發，到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部落，進行災區重建工作以
及兒童照顧關懷工作。
初期行動期間預定為八月十四日迄八月底九月初。
志願參加人員估計有31名左右。如果水災狀況與救援安
置有進一步發展需要，將透過系務會議進行擴大規模或
延長實施期間。
● 本系前往新加坡大學交流
本系於8/19~8/23共四名老師由系主任帶隊，前往新
加坡大學社工系參訪，並拜訪當地的社福機構，進行社
會工作教育與實務學術交流，交流主題以多元文化社會
及人口老化為共通課題，探索兩地社會工作界面臨的挑
戰與回應。

犯研所
◎ 論壇（2009 Emerging Leaders’ Dialogue）之代表。該
會議主題為：未來的知識經濟（Our Future knowledge
Economy）。本會議為澳洲政府主辦，獲選研究生將
可獲得澳洲政府補助，於今(2009)年底前往北京進行
訪問並發表文章。張耀中為本校財經法律系、犯罪學

研究所畢業，目前就讀於澳洲國家大學亞太研究所
法規制度研究中心（Regulatory Institutions Network，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博士班。
◎ 犯研所新聘教師林育聖博士及教學助理林尚蔚小姐，
二位生力軍加入之後能增加本所教學研究實力。
犯研所許春金教授8月1日獲聘擔任本校研究發展處研
發長，為規劃、推動及整合學術研究與校務發展，加
強建教合作功能，以及拓展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合作，
貢獻心力。
◎犯研所教
師校外兼
職及推廣
服務：警
政署來函
聘請犯研
所周愫嫻
教授擔任
「 9 8 年
度少年警
察工作研
張耀中校友（中）與犯罪學大師John Braithwaite
習班」講
（左）及其指導教授Peter Grabosky（右）
座，講授
「國中學生使用網路問題及防處策略」課程。
恭喜犯研所91級畢業校友張耀中獲選為2009年澳洲與
中國未來領袖。
◎ 犯研所周愫嫻教授將於98學年上學期（九月起）開設
「比較犯罪學」課程，深度研讀犯罪學經典R. Ericson
與P. Omalley作品。預定邀請之導讀人除本所周愫嫻
教授外，尚有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周桂田教授、清華
大學社會所吳介民教授、中正大學犯罪防治所許華孚
教授與中原大學財經法律所張天一教授。研讀課題包
括：（一）風險社會在西方國家的社會背景與理論脈
絡風險社會下對犯罪問題的「新」想像--美國與歐洲
傳統福利國家經驗；（二）犯罪學寧靜的災難：千禧
年的刑事司法走向；（三）風險、權力與犯罪預防：
英國經驗；（四）風險社會與當代國家安全：美國經
驗；（五）風險社會與當代社會福利安全；（六）
風險社會與當代企業安全：理論張力與德國經驗；（
七）風險社會、法律不確定性與社會秩序：理論張力
與的德國經驗；（八）風險台灣的犯罪預防政策？（
九）利維坦在想像的敵人中再現？台灣的反省。
◎ 犯研所邀請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所張西助理研究員
於7月20日起至9月5日止至本校進行「吸毒群體的歷
史嬗變1950－2008年」之訪問研究，將於8月31日與
本所師生進行研究成果專題討論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