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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7學年度第 13次（108年 3月 4日）行政會議紀錄 

（108年 3月 18 日，經 107學年度第 14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8年 3月 4日（星期一）下午 1時 10分 

地點：外雙溪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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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乾隆教務長、蕭宏宜學務長、 

莊媖琁總務長、王志傑研發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黃麗芬組長代）、會計室洪碧珠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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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義群組長代）、 

推廣部吳吉政主任、校牧室黃寬裕主任 

人文社會學院黃秀端院長、外國語文學院張上冠院長、理學院汪曼穎院長、 

法學院鄭冠宇院長、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列席︰中文系鍾正道主任、哲學系米建國主任、政治系劉書彬主任、社會系石計生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濮世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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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中心蔡佩如主任、 

數學系林惠文主任、物理系梅長生主任、微生物系李重義主任、 

國貿系温福星主任、商學進修學士班高立翰主任、國際商管學程詹乾隆主任 

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校長室陳秀珍專門委員、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 

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 

請假：董保城副校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秘書室王淑芳主任秘書（社會資源長） 

記錄︰楊珺涵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 

在《遠見雜誌》〈2018最佳大學排行榜〉排名中，本校在國際化方面排名較其他學校差，

究因為各校科系屬性不同，在作法上有所差異，例如淡江大學的全球發展學院，以制度

性誘因導引學生出國修習課程一年，在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數項目上佔有優勢。在國

際教師比例方面，本校採自然產生方式，亦即遇有需求時方聘任國際教師，並未刻意安

排，本校學系性質所趨，並無大量國際教師需求，因此也無須刻意聘任，在國際教師比

例方面的確不佔優勢。 

而透過排行榜的指標分析，尚見本校可更進一步努力之處有： 

國際合作論文部份，因師長們出席國際會議時有機會認識一些國際學者，相互切磋並產

出合作性議題，請研發長評估是否能從中研擬一套鼓勵機制，以鼓勵此種方式之合作。 

招攬國際學生來臺就讀部份，本校需規劃完整全英語課程作為招攬前提。因目前各系所

開之全英語課程僅為各自領域分別開立，若為求取學位而非僅研讀學程，未規劃主題架

構完整且有連貫性的學習課程，不足以吸引外國學生至本校就讀。期望國際處主導為外

國學生設計一套完整、有主題性的全英語課程，並邀請各系師長開課，以使外國學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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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值得長時間在本校研讀。例如：外國學生如何於亞洲地區從事商業活動，除需學習商

學、管理學之專業，亦須了解文化與歷史相關活動等。 

另各項指標數據，不必特意為數據好看而進行盲目的追求，畢竟各校發展領域與作法不

同，必須重視學校財務面的考量。 

肆、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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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一、3 月 6 日召開臨時教務會議，本會已順延一次，目前統計參與人數皆在可達開

會人數邊緣，務必請各院長、系主任及教務會議代表如期出席。 

二、2 月 28 日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筆試與口試剛結束，今年報考人數較過去多

400餘人，預估招生率將會超越去年，創下佳績，請各學系一同努力。 

三、招生組於本週六、日（3月 9日至 10 日）舉辦「大學開門」第二階段申請入學

說明會，感謝各院院長與師長們參與講解；此外，4 月份即將迎來申請入學第

二階段，希望大家 3、4月多加努力，因今年申請僅採計 4個學測科目，且報考

人數較以往多 7,000多人，盼可藉此提昇學士班招生成效。 

四、教育部 108 年 1 月 23 日修正發布「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

準｣，全案條文併重要調整事項業於 2 月 25日轉知一二級學術單位。其中分兩

部份：一是今年陳報 109學年度總量時必須馬上實施的保留比例機制；二是 109

學年度(審核 111學年度總量時適用)之相關改變，如境外生超過 3%以上計入學

生數、師資質量由 40調降為 35、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必須有專任師資 2 名等。

至於今年 7 月陳報總量時必須實施的保留比例，由博士班擴及學碩，分別依學

制計算：學士班 10 %、碩士班 20 %、博士班 30 %，再由各學系學程向學校申

請；經學校就國家重大政策（如：5+2 產業、AI及物聯網產業、半導體、資訊

安全、食品安全、東南亞等），以及學校發展方向審議分配後，報教育部備查。

這部份對學系影響甚劇，必須思考因應策略。 

五、大考中心「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已完成 70所一般大學學系調查，預

計 108 年 5 月上線。為確保校系資料之正確妥適，大考中心委請轉知各學系於

108年 4月 30日前進入系統確認填寫資料內容之妥適，並請補齊圖片及相關資

訊。考量本案對招生將有顯著影響，務必請各學系如期上系統進行詳實且具吸

引力的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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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宏宜學務長 

一、德育中心：前一年度執行高教深耕輔助攻頂計畫，蒙趙副校長與董副校長多次

開會指導，德育中心計畫執行率為 101%，整體執行率為 88%，成效相當好。 

二、外語學院張院長曾建議學務處，可否研究對於未達低收入戶標準學生之補助，

目前已有經費來源，尚在研擬相關辦法，待進行至一段落再向院長報告。 

三、群美中心：關於百人單車環島，師長陪騎有兩方案：一為「難如登天」，即 3月

28日中午於屏東枋寮火車站集合出發，中途經過壽卡大會師，一路騎至 3月 30

日上午 9 點 30 分至臺東火車站解散；二為「易如反掌」，4 月 2 日下午 5 時於

宜蘭礁溪火車站集合出發，隔日 4 月 3 日騎回外雙溪校區。兩個方案歡迎各位

師長自由選擇，本次活動無須付費（包含腳踏車與食、宿之費用），請各位踴躍

參與。 

四、健諮中心：107學年度第 1學期晤談人數共計有 3,667人次、673人，相較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年度，僅 3,186人次、612人，顯見諮商需求逐年攀升。目前個案

高關懷學生統計至 1 月份止，共計有 899 位，因人數眾多，姚主任正嘗試進行

處理，區分為「傳統高關懷」與「被動關懷」（以簡訊與電子郵件方式進行）2

類；身心障礙學生部份，至目前為止含休學 15 人，共計有 138 人；另 2 月 22

日學務處已處理一臺大生麻疹個案，感謝總務處的幫忙，上午接獲通知，下午

3點已於校園公告和電子郵件發送前完成區域消毒。 

五、校慶當日於綜合大樓 2 樓，健諮中心為師生服務，包含身體質量指數、身體脂

肪比例、肌肉含量、骨骼含量、基礎代謝率數值之檢測，歡迎各位師長一同參

加。 

六、住宿中心：今年住宿生滿意度調查，發出 1,700多份問卷，回收 1,500多份，滿

意度首次破 9成（91.5%），較去年同期 88%和前年同期 87%，再創新高。 

莊媖琁總務長 

一、人會總系統部份，天方公司於 1 月底提出展延，本校同意完成履約採購標的之

初驗日期為 3月 28日完成，其項目包含：教育訓練、單元測試、功能測試、系

統測試與製作相關報告。全案初驗請電算中心協同本校各承辦單位辦理，完成

後請天方公司於 7日內彙整所有資料後送電算中心審核。 

二、3 月 5 日將進行十信宿舍之議價，待十信宿舍裝修完工後，相信住宿滿意度將

再向上提昇。 

三、雙溪承商目前已公開招商，預計於 3 月 13 日進行評選，今年計有 4 家廠商投

標：統一、全家、麗陽與杏一，後續請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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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傑研發長 

一、 簡報「遠見雜誌排名--2017國際化指標分析」（資料略）。 

二、 科技部 108 學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將於 3 月 11 日截止，請各院系提醒學生

積極申請。 

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一、對於 2017大學排名國際化指標部份，本處未來可再努力之方向為以下 3點： 

（一） 在雙聯學制方面，不論是在合作學校數量或學生人數上，皆有極大成長

空間也是本處未來發展重點，之後也將發信與各院系了解其需求，若各

院系對境外學校國家、語言、對象、區塊以及合作模式等項目有興趣，

請與本處聯繫，以利未來規劃可更加貼近各院系之需求。 

（二） 在學生出國進修交流數方面，資料來源為校務資訊公開平台之學生類表

冊「學 5.日間學制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人數-以「系(所)」統計」，其

定義為與學分相關者皆列入其分類，因此不論是就讀雙聯學制、單一學

籍，或是移地教學皆列入其中，故本處未來將於計畫中編列更多預算，

以協助師長們可多加帶領學生移地教學。 

（三） 國際學生數比例方面，「國際學生」之身份特指日間部學位生，本處亦

於 107 年成立日韓交流委員會，盼日後能吸引更多日、韓籍學生就讀本

校並取得學位。 

二、自 3 月 4 日起至 3 月 15 日止為本校國際週，3 月 4 日中午 12 點於綜合大樓大

壁記前舉辦開幕儀式，後續將有為期兩週的宣傳活動。活動規劃開設 14場說明

會，目的希望學生了解各個交換機會，以及赴外學習之實質內容。 

三、據《Cheers》雜誌調查，本校赴外人數國際地區為第 6名，大陸地區為第 9名，

人數眾多，盼未來可提供學生更多優質留學機會。 

圖書館林聰敏館長 

一、因有感 2 月 22 日政大銅像事件，特請託學務長協助維護圖書館使用者權益與

安寧，所幸 228連假期間一切平安。 

二、中正圖書館第一閱覽室大玻璃，推測因熱脹冷縮之故內部破裂，所幸僅有蛛網

裂痕而非粉碎，感謝總務長率領同仁勘驗，已另請廠商檢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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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 

一、有關人會總系統進度，訂有「東吳專案管控表」，此表由天方公司負責更新，

會後將先傳「加速人會總進度」LINE群組記事本，並請天方公司儘速於本週內

完成進度更新。 

二、3 月 4 日上午經電算中心承辦同仁跟催各業管單位，彙整 2 月份系統測試執行

進度如下： 

1. 四個主系統目前各單位 80％均在測試中的階段，仍有未完成開發交由業管單

位測試的包括：校發系統的計畫變更及計畫審核；總務系統的出借子系統及

財產管理系統的廢品標售以及保證金繳交退還功能、滿意度調查功能；會計

系統的薪資核銷與拋轉。 

2. 檢視表格欄位發現僅有「調整中」與「未上線」兩填報欄位，定義模糊。已

改進為三欄位供業管單位填寫進度，分別為「測試」、「使用者已確認」（依

主秘之前指示，主要功能具備，即可填寫「已確認」，以利後續進度的展示

及交付使用）及「調整完成（等待上線）」。 

3. 本週前將由電算中心配合天方公司進行表單進度彙整後，上傳最新表格於群

組記事本中。 

三、懇請各業管單位務必於主要基本功能測試確認後，填寫「已確認」欄位，以利

後續作業完成。 

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劉義群組長代） 

3月 16日校慶運動會，請各學系主管以及師長們，協助鼓勵學生踴躍出席參加各項

相關活動。 

趙維良副校長 

一、有關雙聯學制學生繳費問題，據學校繳費規定，該制學生僅需繳交本校學費與

保險費（不含雜費），請各學院系師長一同大力推動雙聯學制。 

二、待人會總系統完成後，暑假連休 10天時間是否由現行 8月改至 7月，明（109）

年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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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立合作關係實施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考量本辦法係針對「境外」學術單位機構建立合作所訂定之相關程序，是

以依現制辦理對象與流程修訂之，並統一用字。 

二、本辦法原參考之其他法源依據或已廢止，或已更名，擬據以修訂之，另，

增訂與境外高中簽訂協議流程。 

三、檢附「東吳大學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立合作關係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

表（附件 1）及原條文（附件 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條文如資料 1。  

附註：本案附件 1、2 存卷不附。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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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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系、所、學位學程

及通識教育評鑑結果管考與

獎懲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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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與大陸地區中南大學簽

訂校級學術交流、學生交換及

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

認後，由國際處辦理報部

及後續簽約事宜。 

三 

本校與大陸地區合肥工業大

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學生交

換及學生研修交流合作約定

書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

認後，由國際處辦理報部

及後續簽約事宜。 

四 
「東吳大學教師執行教學實

踐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草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

認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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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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 

執行情形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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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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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參頁 9。 

擬予

繼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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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開發管制事項進度表 10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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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106.12 

60% 

107.01 

70% 

107.02 

80% 

107.03 

90% 

107.12 

100％

108.2 

＠第二階段已完成學生申請，學

系條件、學系審核、查詢及部分

報表功能＠完成學生端申請放棄

功能＠校際異動已於 107.12 召開

會議討論。 

OS/2 課務系統改寫 

105.1      

70% 

106.6 

測試 

調整 1 

107.1 

測試 

調整 2 

107.6 

測試 

調整 3 

108.2 

＠107.3 前所提修改事項已完成。 

＠目前正依第三次測試結果，進

行修改作業。 

OS/2 學籍系統改寫 
106.6      

70% 
107.4 

80% 
107.12 

 
 108.2 

＠U9 與作業需求配合異動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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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107.6 

70% 

107.12   108.2 

＠預選相關模組剩餘一個模組製

作中@持續進行初選模組整合製

作中。 

Web 碩博士畢業論文管理

系統 

10% 
107.2 

20% 
107.4 

30% 
107.5 

40% 
107.12      108.6 

＠已於一月與法律系釐清問題所

在 ＠107.3 與教務處進行架構討

論 ＠107.5 完成必要元件：報表

列印引擎＠預計 1 月正式開始進

行建置。 

            

僑生報名系統(第二階段) 

106.8  

30% 

106.11  

50% 

107.01 

60% 

107.02 

70% 

107.08 

80% 

107.9 

90% 

107.11 

100% 

107.12 

＠第一階段已完成,＠第二階段已

完成（含後台查詢維護、新增碩

博士，及志願序測試） 

 

校

務

資

訊

平

台 

第一、二、三期： 

交付計劃書、入口建置

/30％填報數/25KPI/雲端

檔案/SSO、Analyzer 商

業智慧系統交付及環境

建置。  
106.1        

90％ 

107.3 

100％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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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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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案目前已完成第四期程，完

成 50％的維度建置。 

＠第五第六期程，將依照評鑑組

所提需求進行建置。 

第四期：全部 100％填

報數/50％維度 10% 

107.1 

20% 

107.2 

30% 

107.3 

40% 

107.4 

50% 

107.5   

80% 

107.6  

100% 

107.7 

第五期：全部 100％維

度 107.10 107.11        108.8 

第六期：資料倉儲/維度

與量值自動同步 108.1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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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1 

東吳大學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核定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東吳大學與境外學術機構建立

合作關係實施辦法 

東吳大學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

立合作關係實施辦法 

考量本辦法僅針對境外學

術機構建立合作訂定相關

程序，是以修正辦法名

稱。 

第一條 為促進本校之發展，加

強國際教育術之交流，

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促進本校之發展，加

強國際教育學術之交

流，特參照教育部「國

內學校與外國學校建

立合作關係實施辦法」

訂定本辦法。 

經查教育部「國內學校與

外國學校建立合作關係實

施辦法」已廢止，爰配合

移除相關文字。 

第二條 凡與本校建立合作關係

之境外學術機構，應具

有相當學術地位，對本

校教育學術之發展有

所助益。雙方應本平等

互惠原則，簽訂學術交

流合作協議。 

第二條 凡與本校建立合作關係

之國內外學術機構，應

具有相當學術地位，對

本校教育學術之發展

有所助益。雙方應本平

等互惠原則，簽訂學術

交流合作協議。 

考量本辦法僅針對境外學

術機構建立合作，統一將

「國內外學術機構」修正

為「境外學術機構」。 

第三條 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

之內容得包括下列事

項：… 

第三條 學術交流合作協議之內

容得包括下列事項：… 

統一條文用字為「學術交

流合作協議書」 

第四條 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

分為校、院、系三級，

簽訂程序如下： 

 一、校級學術交流合作

協議書：由國際與兩岸

學術交流事務處負責

協商協議書內容，提國

際交流委員會審查後，

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簽請校長或其授權之

行政主管簽署協議書。

依合作協議書簽訂之

子約如學生交換（交

流）以及與境外高中之

協議書等不需經行政

第四條 學術合作協議書分為

校、院、系三級，簽訂

程序如下： 

 一、校級學術合作協議

書：由國際與兩岸學術

交流事務處負責協商

協議書內容，提國際交

流委員會審查後，經行

政會議審議通過，簽請

校長或其授權之行政

主管簽署協議書。依合

作協議書簽訂之子約

如學生交換，不需經行

政會議審議。 

 二、院、系級學術合作

1. 統一條文用字為「學

術交流合作協議書」 

2. 明訂與境外高中簽訂

協議流程，並依實際

院系簽辦公文情形明

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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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會議審議。 

 二、院、系級學術交流

合作協議書：由院、系

負責協商協議書內容，

提院、系務會議審查

後，簽送會辦國際與兩

岸學術交流事務處陳

請校長核定後，由雙方

對等代表簽署。 

協議書：由院、系負責

協商協議書內容，提

院、系務會議審查後，

簽送國際與兩岸學術

交流事務處陳請校長

核定後，由雙方對等代

表簽署。 

 

第五條 與大陸地區學校簽訂學

術合作協議，除依第四

條規定辦理外，另依教

育部頒訂之「各級學校

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

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

合作行為審查要點」於

雙方簽署前，由國際與

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向教育部申報。 

第五條 與大陸地區學校簽訂學

術合作，除依第三條辦

理外，另依教育部頒訂

之「臺灣地區各級學校

與大陸地區學校締結

聯盟或為書面約定之

合作行為」於雙方簽署

前，由國際與兩岸學術

交流事務處向教育部

申報。 

1. 與境外學校簽訂學術

合作協議參考條文，

修改參考第四條辦

理。 

2. 原條文之法規名稱異

動，爰配合更新法規

名稱。 

第六條 本校相關單位主管於互

訪期間得視實際需要，

逕行與非大陸地區學

術機構簽訂合作意願

書；爾後擬定約稿，依

第四條規定簽訂正式

合作協議書。 

第六條 本校相關單位主管於互

訪期間可視實際需要，

逕行與國內外學術機

構簽訂合作意願書；爾

後擬定約稿，依前訂程

序簽訂正式合作協議

書。 

1.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 33條之 3及

「各級學校與大陸地

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

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

審查要點」第 2點，

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

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

面約定之合作行為，

應於進行簽約 1個月

前，向教育部提出申

報，且於獲教育部同

意後，方得進行締

約。 

2. 未免違反以上規定，

故僅限定非大陸地區

方可辦理。 

3. 與境外學校簽訂學術

合作協議參考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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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修改參考第四條辦

理。 

第七條 簽訂之學術交流合作

協議書原件，送由國際

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

處留存。 

第七條 簽訂之學術合作協議書

原件，送由國際與兩岸

學術交流事務處留存。 

統一條文用字為「學術交

流合作協議書」。 

第八條 本校與境外學術機構

簽訂交流合作之有關

業務承辦單位為國際

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

處。 

第八條 本校與國外學術機構

簽訂交流合作之有關

業務承辦單位為國際

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

處。 

考量本辦法僅針對境外學

術機構建立合作，統一將

「國內外」修正為「境

外」。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報請校長發布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

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依本校秘書室原則統一文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