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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6 次(107 年 4 月 9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7 年 4 月 23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7 年 4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10 分 

地點：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席︰潘維大校長 

出席︰趙維良副校長(巨量資料管理學院院長)、董保城副校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詹乾隆教務長、 

蕭宏宜學務長、阮金祥總務長、王志傑研發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胡凱傑學術交流長、 

人文社會學院黃秀端院長、外語學院林茂松院長、理學院汪曼穎院長、法學院洪家殷院長、 

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秘書室王淑芳主任秘書(社會資源長)、人事室林政鴻主任、會計室洪碧珠主任(陳鳯嬌組長代)、 

圖書館林聰敏館長、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推廣部吳吉政主任、 

校牧室黃寬裕主任 

列席︰哲學系王志輝主任、社會工作系萬心蕊主任、人權學程陳瑤華主任、英文系王安琪主任、 

日文系蘇克保主任、德文系黃靖時主任、語言教學中心呂信主任、數學系林惠文主任、 

微生物系張怡塘主任、心理系徐儷瑜主任、商學院劉宗哲副院長、 

會計系李坤璋主任(吳怡萱副主任代)、商學進修學士班柯瓊鳳主任、國際商管學程詹乾隆主任、 

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 

請假：無 

紀錄︰藺以雯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頒獎：頒發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通過證明予微生物系黃顯宗教授 

參、確定議程：確認 

肆、主席致詞：略 

參考本次校務自評各評鑑委員之建議，為強化本校校務資料分析中心蒐集之數據資料，

整合提供行政、學術單位進行運用，落實校務改善功效，請趙維良副校長研擬校務資料

分析中心組織及人事調整案。(列入管制事項)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陸、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洽悉 

二、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 

說明： 

（一）本行政會議 106 學年度第 16 次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業經本室

箋請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經彙整完峻（如附件）。 

（二）本次檢查 5 項，執行情形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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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報告： 

一、繁星推薦：本校繁星招生名額 492 名，實際錄取 486 名，缺額 6 名(去年缺額 46

名)。 

二、個人申請：本校個人申請報名人數 9,335 人，較去年成長 693 人；今年報名人數

增加逾 30%的學系包括：物理系、數學系、經濟系、心理系、企管系、財精系、

會計系。合計名額內外通過篩選考生共 4,912 人，將於 4 月 21、22 日舉行第二

階段甄試。 

蕭宏宜學務長報告： 

一、 學生專車班次經開學以來持續評估及學生代表討論，已於 3 月 26 日調整公布新

班次表。 

二、 第 3 哩單車環島活動將持續評估辦理下列活動：校友與學生壽卡會師、廣邀師

長陪騎參與。 

三、 學生肥皂箱活動將結合「TEDxDongWuU」社團，配合生涯發展中心 5 月份孵化

器落成活動辦理，提供同學更多元的發聲管道。 

四、 4 月 30 日將舉辦第 1 次學生法院模擬，並將相關辦法提送學生事務會議討論。 

阮金祥總務長： 

一、 教職員工宿舍申請：3 房型及 2 房型各 2 戶提供申請，申請截止為 4 月 13 日。 

二、 雙溪校區東側性別友善廁所排水管破裂，刻正維修中。原因為異物(衛生棉等)堵

塞，請各位師長協助宣導。總務處亦將持續思考造成原因並規劃張貼標語等方

式進行宣導。 

王志傑研發長： 

教育部 107 年 4 月 3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70048382 號函知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學雜

費收費基準案，經評估，由於本校近 3 年遭教育部委託之會計師事務所糾正推廣部郵

局帳戶使用、印鑑違反「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相關

規定，以及將教學事務委外辦理違反「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辦法」規定，恐難以符

合調整學雜費基準之「辦學綜合成效指標」，故本校 107 學年不提出學雜費調漲申請。 

 校長指示：3 件違規皆為推廣部業務，務請推廣部確實依照內控作業流程執行業

務，勿便宜行事。 

王淑芳社會資源長： 

一、 校友單車環島：感謝校友總會、各地校友會、學務處協及各位陪騎的師長，活動

圓滿成功。各地校友對於透過單車環島活動與學校建立聯繫均十分熱忱。 

二、 校慶「30、40、50 校友回娘家」活動檢討會，已於 4 月 9 日上午召開，感謝各

學系派員出席，給予寶貴建議，明年將續辦本活動。 

三、 生涯發展中心與花旗基金會、張老師基金會合辦最後一哩活動，針對學生未來

進入職場之工作共識進行研習，明年將持續與校外基金會合辦相關課程活動。 

四、 4、5 月份將舉辦線上就業博覽會及企業徵才說明會，請學系協助宣傳，讓大四

學生能提前在畢業前完成職涯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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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黃秀端院長： 

人社院由於學科特性， IR 校務資料分析結果所呈現之應屆畢業生回饋意見，在資料

處理上應有其他多元解讀角度，在職涯發展上未必真有學用落差。 

外語學院林茂松院長： 

本校主辦 2018 年第二屆優久大學聯盟「優譯盃」中英口筆譯大賽，於 4 月 12 日在普

仁堂舉行，本次賽事共來自 8 校 69 位同學報名參加，敬邀各位師長蒞臨指導。 

理學院汪曼穎院長： 

同意人社院黃院長觀點，IR 校務資料需進一步分析、解讀，理學院於 7 月份將舉行

小型研討會，邀請各學系主任、老師、行政同仁共同討論。 

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一、戈壁挑戰賽將於 4 月 21 日舉辦誓師大會，5 月 1 日起開始連續 4 天賽程。 

二、5 月 16 日本校與尤努斯基金會共同合作之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揭牌儀式，敬邀

各位師長出席，並請秘書室協助媒體公關聯繫。 

三、因政府政策調整，有關 7 月 1 日起本校講座教授是否持續聘任，能否儘早確認。 

 詹乾隆教務長回應：目前由教務處承辦之講座包括辜濂松先生紀念講座、端

木愷(字鑄秋)校長講座、劉吉人先生講座、唐松章校友講座、王紹堉先生講

座。有關各項講座之申請皆已公告，其決定仍待 5 月份召開講座教授審查委

員會，由捐款人與六院院長共同審議決定人選。其它各院之講座，由各院自

行審議決定。 

圖書館林聰敏館長： 

一、4 月 1~5 日赴山東大學進行圖書館館際交流，主要討論境外培訓合作，刻正進行

相關行政流程。 

二、5 月 25 日本館將與日文系及公益財團法人渥美國際交流財團舉辦動漫畫文化演

講活動，感謝日文系張桂娥老師的協助，邀請日本知名漫畫「島耕作系列」漫畫

家弘兼憲史先生蒞校演講，並同意本校錄音、錄影。請秘書室協助媒體宣傳。 

 校長指示：請圖書館蒐集完整弘兼憲史作品，當天可安排簽名儀式等活動；

為豐富館藏亦請積極蒐集本土漫畫作品。 

柒、提案討論：無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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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請討論「東吳大學財產管理辦

法」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

究社群補助辦法」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 107 學年度

行事曆草案。 

1.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維

持於校內舉辦 6 場之形

式。 

2. 107 學年度教師節(107

年 9 月 28 日)及勞動節

(108 年 5月 1 日)援例放

假 1 天。 

3. 108年 3月 2 日(星期六)

非國定假日，不調整放

假。 

4. 總務處建議增訂之兩校

區高壓電氣設備停電檢

測日，不列入行事曆。 

5. 不再統一印製紙本行事

曆。其他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公布。 

四 

請討論「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行事曆」校務會議召開日期修

改案。 

1.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

會議時間改為 107 年 5

月 30 日(三)13:10~15:00

召開。 

2. 行事曆修正案仍維持提

送行政會議討論。 

依決議執行，由教務處註課

組函知校務會議時間異動，

並公告更新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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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動議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請討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

樓加裝隱形鐵窗案。 

請總務處、健康暨諮商中心

在符合消防安全法規之前

提下，評估第一教研大樓 8

樓平台、電梯廳窗戶、教室

窗戶、高樓層陽台等地點之

安全改善方案。 

刻正研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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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 

東吳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執行情形彙整表

107.03.28 

編

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一 東吳實踐家創創基地開幕記者

會。 

【104 學年度第 23 次行政會

議校長口頭指示】 

社資處、 

秘書室 

 
1. 5 月 11 日舉辦揭牌與簽

約記者會，刻正與實踐家

教育集團討論活動內容。 

2. 當日將邀請實踐家教育

集團林偉賢董事長於茶

會後在二樓進行大師開

講，並開放全校同學參

加。 

3. 邀請貴賓名單除校內師

長外，外部貴賓部分將由

實踐家集團提供，另與校

友資拓中心研擬合適校

友貴賓進行邀請，希冀未

來有更多校友資源能投

注於創創基地。 

擬予

銷管 

二 「東吳＊天下」合作案。 

【106 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巨 資 學

院、推廣

部 

 
1. 第一期課程暫定 2018 年

6 月，一期課程共 4 次＋

1 次期末發表。後續將視

課程反應推出第二期、或

不同主題課程。 

2. 課程對象：製造業、科技

業、金融業、服務業…等

各產業中高階主管。 

3. 課程架構：線上、線下

O2O 學習+社群互動。 

4. 雙方評估期末發表的可

行性、內容與形式。時程

規劃如下： 

(1) 3 月 28 日：確認課程

錄製時間與內容。 

(2) 4 月上旬：影片。 

(3) 4 月上旬：行銷規劃 

(4) 4 月下旬：第一期開賣 

擬予

繼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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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5) 5 月下旬（6 月授課）

/6 月上旬（6 月下旬授

課）：社群運營 

(6) 6 月第一期開課 

三 校級人工智慧研究中心成立案 

【106 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巨資學院 
 

3月26日由趙副校長召開AI

應用研究中心籌備會議   

初步計畫書完成  規劃方向

為 

1. 法律科技-法學院、巨量

資料管理學院 

2. 智慧金融 -商學院、巨量

資料管理學院 

3. 社會心理科技-理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4. 醫療健康科技-理學院、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5. 智慧製造-商學院、巨量

資料管理學院 

擬予

繼續

管制 

四 大陸日前公布 31 條惠台措施，

對於法律、會計、社工等科目專

業證照取得方式均有改變，請教

務長召集小組討論對本校學生

可能造成的影響及因應。 

【106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教務處 
 

已於 3 月 15 日分別與法律

系、會計系進行討論後，針

對其中 19 項影響教學教務

問題提出分析報告。 

另外就 53 項專業技能職業

資格考試與 81 項技能人員

資格考試，待具體辦法較為

明確後，進一步分析與討論。 

擬予

繼續

管制 

五 電子化系統更新進度 

【105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每月管制 1 次】 

電算中心 

 請參閱頁 9-10。 

擬予

繼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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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開發管制事項進度表 106.3.26 

系統別 完成百分比 備註 
10%     50%    100% 

教

務

系

統 

雙輔跨管理系統(第二階段) 

106.8   
40% 

106.11  
60% 

107.01  
80% 

107.02 
90% 

107.03 107.04 

第一階段已完成，本階段預計 107.4

完成(學生申請、放棄，學系條件、

審核) 

僑生報名系統(第二階段) 
106.8  

30% 

106.11  

50% 

107.01 

60% 

107.02 

70% 

107.03   107.05 

第一階段已完成,本階段預計於 107.3

召開細節討論會議並於 107.5 完成 

OS/2 課務系統改寫 
105.1      

70% 

106.6  

90% 

107.2 

100% 

107.3 

依照課務組測試結果，持續調整，

預計 107.3 完成異動修改 

OS/2 學籍系統改寫 
106.6      

70% 

106.11 

80% 

107.2 

90% 

107.03 107.05 

U9 與作業需求配合異動 

持續配合新增異動需求 

OS/2 選課批次分發模組改寫 
106.6 

20% 

106.11 

30% 

107.1 

40% 

107.2 

50% 

107.3   107.4 107.5 107.6 
預計 107.6 完成 

Web 課堂反應問卷線上版 10% 

107.2 

20% 

107.3         

與法律系訪談並指定處理窗口，

107.3 依照會議訪談結果設計雛形 

Web 碩博士畢業論文管理

系統 10% 

107.2 

20% 

107.3         

已於一月與法律系釐清問題所在 並

於 107.3 與教務處進行架構討論 

 

人

會

總 

人事系統 
105.9     

60％ 

106.11 

70% 

107.1 

80% 

107.2 

90% 

107.3 107.8 
目前進行第三階段，如說明 1、2、3 

107.3 完成入口整合 Portal 雛形 

107.3 完成與公文系統廠商會商串接

事宜 

會計系統 
105.9    

40％ 

106.11 

50% 

107.2 

60% 

107.3 107.4 107.6 107.8 

總務系統 
105.9  

30％ 

106.11 

40% 

107.2 

50% 

107.3  107.4 107.6 107.7 107.8 

           
 

 

校

務

資

訊

平

台 

第一期：交付計劃書 
106.1         

100％ 

106.2 
1. 本案分為六期，第二期因系

統需求變更增加 KPI 資料建

立的彈性及增加審核機制，

影響原設計架構，申請展延

六十個日曆天 

2. 教師紀事已完成報價提供評

鑑組列入明年度計劃，將於

第二期驗收後,進行建置與導

入。 

第二期：入口建置/30％填

報數/25KPI/雲端檔案/SSO 

106.1        

90％ 

107.11 

100% 

107.01 

第三期：Analyzer 商業智

慧系統交付及環境建置。 106.1         

100％ 

106.8 

第四期：全部 100％填報

數/50％維度 10% 

107.1 

20% 

107.2 

30% 

107.3       107.7 

第五期：全部 100％維度 107.8         108.7 

第六期：資料倉儲/維度與

量值自動同步 107.8         108.7 

 

校

友 

校友 APP 

106.4    

50％ 

106.11 

60％

107.2     

討論存取舊資料庫的方式分析校友

批次轉檔正確性。完成學籍資料同

步。本月針對後續可能發展進行討

論。 

 

 

說明一：人事系統預計 107.01.31 完成人事基本資料、組織編制、任用系統、任免調遷與證

明書、線上簽到與差勤、考績考核上線。其餘系統於 107.04.01 至 107.08.01 完成上線。 

說明二：會計系統預計於 16.12.31 起轉入 107 校發計畫後進行測試，並於 107.08.01 完成上

線。 

說明三：總務系統預計於 107.06.30 起進行測試，並於 107.08.01 完成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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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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