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0 次（109 年 5 月 25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9 年 6 月 8 日，經 108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9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10 分
地點：外雙溪校區 R0101 普仁堂
主席︰潘維大校長
出席︰趙維良副校長、董保城副校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詹乾隆教務長(國際商管學程主任)、
蕭宏宜學務長、莊媖琁總務長、王志傑研發長、王世和學術交流長、王淑芳社會資源長、
秘書室賈凱傑主任秘書、人事室林政鴻主任、會計室洪碧珠主任、圖書館李宗禾館長、
教學資源中心朱蕙君主任、電算中心謝永明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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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會學院黃秀端院長、理學院汪曼穎院長、法學院鄭冠宇院長、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院長
列席︰中文系鍾正道主任、政治系劉書彬主任、社會系石計生主任、社工系莊秀美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濮世緯主任、人權學程林瓊珠主任、語言中心蔡佩如主任、數學系林惠婷主任、
物理系梅長生主任、微生物學系李重義主任、心理系張建妤主任、
會計系李坤璋主任、國貿系温福星主任、商學進修學士班高立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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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事務組謝明秀組長
請假︰外國語文學院張上冠院長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頒

獎：表揚本校教師通過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

參、確定議程：確認
肆、主席致詞：
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之過程相當嚴謹，獲獎非常不容易，恭喜兩位獲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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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一、學測於 5 月 21 日公告統一分發名單，本校分發率約為 94%，跟去年相當。與優久大學聯
盟學校相比較，仍然優於輔大的 90.89%、淡江 85.10%、文化 91.10%。接下來 7 月份的
指考，希望學系能於 8 月放榜後積極聯繫並關懷學生，以爭取至本校就讀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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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核定 109 學年度本校陸生招生名額，碩士班陸生 26 名；博士班 6 名。陸生碩博
士班已開放自 5 月 22 至 6 月 15 日報名，依規定，今年僅碩博士班得以招收陸生，且
必須是 2020 年臺灣大專院校之應屆畢業陸生才能提出申請。請各學系協助宣傳並鼓勵
陸籍學、碩士班應屆畢業生能持續申請本校碩博士班就讀。
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本校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辦理境外臺生因應疫情返臺
就學銜接專案計畫」，教育部已核定本校名額，學士班為 39 名、碩士班 23 名、博士班
5 名，預計 6 月 5 日公告招生簡章，6 月 25 日開始受理報名，希望各學系能夠協助。
四、隨著疫情趨緩，學校畢業典禮已放寬將領證、撥穗的各系代表、個人得獎學生全部納入
傳賢堂的畢業典禮中授獎，但還是無法容納全部畢業生參加，為回應學生參加畢業典禮
的心情，鼓勵各系辦理學系專屬畢業典禮，目前已有 16 個學系將辦理畢業典禮，其餘
學系也希望可以儘快做出決定。
五、因為疫情無法返臺安心就學的應屆畢業生，學士班約 75 位、碩士班 16 位、博士班 1
位，請各學系協助這些境外學生辦理離校手續。
蕭宏宜學務長
一、5 月 20 日赴臺科大出席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紓困計畫意見蒐集會
議，本校已提前公告辦理「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學生急難紓困金」
，目前已執行第三梯次，
紓困辦理進度目前應為各校之冠，會中高教司司長亦詳細詢問本校辦理情況。
二、第 1 哩服務員招募，共計 120 位報名，經甄選後錄取 46 人，名單已公布；各系協調會
以及請各學系協助推薦班服員的開會通知與公文均已發送各學系。
三、東吳有品青年尊師獎及孝親獎之選拔，已截止收件，後續將於 6 月初由審議小組進行甄
選。
四、本學年度優秀應屆畢業生，包含「社團或志工服務優良」
、
「學系服務優良」
、
「學業優良」
、
「斐陶斐」共 183 人畢業感言及畢業照，德育中心已蒐集並校稿完畢，將於 5 月 25 日
開始張貼在雙溪藝廊，歡迎同學前往參觀。
五、5 月份社團及美育活動防疫措施辦理人數，放寬為以場地可容納人數之 50%做規劃，室
內不超過 120 人，室外不超過 250 人，皆須實名制登錄 ZUVIO 系統。
六、本校 88 個學生社團原訂 5 月底遷入城中校區二大樓地下室社辦空間，因疫情尚未結束，
恐有群聚感染風險，董副校長指示暫緩搬遷。
七、學生自治第 16 屆三合一選舉順利結束，學生會有一組候選人參選並當選，同意票計
1,210 票，超過選舉門檻 1,183 票，新任會長為政三 B 龔育婷同學、副會長為政一 A 魏
喆鏞同學及法二 A 薛伃晴同學。另，學生議員兩校區總計 12 位候選人，11 位當選。
又，12 個系學生會將各自發佈當選公告。
八、109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今年度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評審，得獎結果：本校
柚芳樓生活勵進會獲得大學組自治性甲等，管樂社獲得大學組學藝性甲等。
九、目前諮商等候人數為 72 人，微幅增加。依照 108 學年度上學期諮商人次計算，外雙溪
校區每時段應至少有 6 個諮商空間，但目前僅有 5 間諮商室，希望未來可增加 1 間穩
定的諮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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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次身心障礙學生推甄人數為 16 人，共錄取 12 位，6 月 2 日報到日後才能確認最後人
數。
十一、109 學年度學士班、碩博士班舊生候補泉思學舍抽籤作業，已於 5 月 20 日以電腦亂
數抽籤方式抽出序號，原統計有男生 28 床，女生 61 床可供候補，經擁有 1+1 續住
權學生繳交保證金確認床位後，可候補床位增加，男生中籤者 61 位，女生 95 位，目
前床位仍供不應求。住宿中心將保留本次抽籤序號，若有中籤者放棄床位資格，將依
序號以電話方式通知進行候補。我們將儘量加強各項措施，避免出現過高的空床率。
十二、109 學年度宿舍床位特殊個案申請結果，本屆學生會及議員選舉前，學生特別至住宿
中心關心特殊個案申請的作業方式，因此也跟各位師長說明本項作業，目前共計 209
案提出申請，共通過身心障礙類別計 18 案、低收及中低收入戶類別計 44 案、家庭經
濟類別計 81 案、特殊生理類別計 10 案、複合特殊生理及家庭經濟類別計 4 案、其他
類別計 52 案。整體通過件數計 195 案，通過比率為 93%。餘未通過審查者、資料不
全無法審查者，學生可於公告時限內補交資料並提交再審。
十三、台糖公司通知本校大理街建案已於 109 年 4 月 29 日掛件申請建造，相關圖面及家具
圖說，本校與建築師確認中，預計於 6 月 4 日前回覆台糖公司。另，台糖公司預計於
6 月 15 日前提供本校設備、維護清單責任歸屬，供本校釐清，董副校長將再召開校
內會議討論。6 月底，台糖公司將召開會議，由雙方確認設備、維護清單責任歸屬，
並做成會議紀錄，後續將再報告進一步的進度。
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一、5 月 20 日西安交通大學邀請大陸、台灣、港澳地區學校，共同舉辦視訊會議，主要探
討各校因應疫情的相關措施，當天共有 24 所學校參加，本校由董副校長、兩岸事務中
心王玉梅主任參加，董副校長以「如何做好疫情期間的校園防護及學生教學工作」為題
發表主題報告，介紹本校防疫舉措，包含成立防疫小組、安心就學方案以及境外生輔導
等各項因應配套措施，再次感謝董副校長。
二、為因應疫情，本處於 5 月 16 日辦理線上遠距輔導座談會，針對截至目前為止已錄取東
吳的境外新生，進行課業與生活等輔導。當天有韓國、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等四地與
本校共計約 60 位師生及家長參與，藉此方式消弭新生及家長入學前的不安，鞏固入學
報到率；這是一個新時代的輔導型態，國際處會持續思考如何利用視訊方式，達成進一
步的招生工作。
王淑芳社會資源長
一、有關 120 年校慶專案捐款部份，截至去年年底入帳及允諾捐贈金額計 35,902,762 元(不
含王董事長、校友總會劉吉人理事長捐款)，目前已入帳捐款金額為 28,558,762 元，尚
未入帳金額為 7,344,000 元，但因為疫情關係，目前已有捐款人表示，碰到一些困難，
因此剩下的七百多萬是否能如期入帳，仍有很大的變數。如允諾捐款仍有無法如期入帳
的情況，將不足以支應今年 10 月份校慶活動經費，我們會陸續整理後續的捐款情況，
必要時將向董事長報告，感謝董事長去年曾允諾，捐款補足經費不足部份，此外，社資
處也將向受到疫情影響之校友表達學校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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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期持續進行之「德蔭學子」募款專案，從民國 93 年開始迄今已累積上萬人次的捐贈，
大多數都是定期定額捐款或者是教職同仁的薪資轉帳，累積迄今捐款金額約有 3 千多
萬，目前也用以支援學務處學生紓困專案的經費。疫情發生後，幾位大學長主動來電關
心學弟妹的需求，並捐贈大筆款項，挹注德蔭學子專案募款項目，但同時我們也得知一
些校友因為疫情，工作及經濟受到影響。因此，奉校長指示，社資處將發出對校友的關
懷信，特別是受到疫情影響的定期定額捐款人，學校會進一步連繫並配合調整捐款額度。
另，為照顧工作受到影響的校友，與推廣部合作，推出進修優惠專案，包括各學系第二
專長課程，以隨班附讀方式，開放校友修讀，並可先上課後付費。
三、上週發出一封信件「東吳中正圖書館內之蔣介石銅像是東吳大學校史的一部分」，引發
學生、部分團體對社資處及個人違反行政中立的疑慮及抨擊，也在此做一些說明。社資
處因職務關係，配合數位校史館整建，編修校史資料，於整理史料過程中發現，中正圖
書館的建築執照藍圖，民國 65 年中正圖書館起建送案時，藍圖中清楚標示銅像預定地，
可以看出圖書館在建築規劃時就包含了銅像，銅像一直是圖書館的一部份，無關政治。
其次，一般建案，只有建物功能性的名字，如：活動中心建照案、體育館建照案，但本
校圖書館送案時，即已命名為中正圖書館建照案，根據這些史實，社資處於蒐集校友意
見的同時，也回應校友的詢問，故提出這樣的呼籲。社資處並非銅像處理委員會、也非
校務會議的決策單位，銅像處理一事既然公開蒐集大家的意見，每個人都可以表態說明
各自的立場，東吳一直是一個非常多元、自由開放的校園，相信在這過程中不同意見的
對話，正是多元開放校園的展現，也謝謝各位師長、同仁的關懷。


校長指示：有關圖書館蔣公銅像一事，學校已成立銅像處理委員會，將此事作為公
共性議題討論，收集各方意見，每個人都可以表達不一樣的意見想法，並可以充分
的討論，因此社資處在蒐集校史資料的過程中，提出史實的陳述，這也是一種意見
表達。不論銅像最後如何處理，希望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師生、同仁、校友都傾
聽不一樣的聲音，將這事視為個人深化民主的經歷及過程。也請學務處輔導學生社
團，討論議題時請就事論事，不要涉及人身攻擊。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各單位新聘行政人員時，往往會請新進同仁提前來校辦理交接或是參加職前訓練，目前人事
室的政策已經開放遞補人員可提早 1 週到職辦理業務交接，人事室會依提前到職時間辦理
各項保險之加保作業。近來有部份單位的新進人員提前 1 個月來校交接及參加訓練，但因為
人事室事先並不知情，因此也沒有辦理加保，在沒有保險的狀態下，萬一發生意外，學校在
法律上有很大的責任。提醒各位主管，請留意新進人員提前到職及加保的問題，各單位如有
特別的需求，請務必事先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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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李宗禾館長
一、今天是城中校區地下閱覽室階段性開放的第一天，上午使用人數不多，兩個閱覽室約 30
位學生，中間清場秩序良好。目前管制措施預計持續至 6 月 24 日期末考結束，這段時
間會持續觀察清場秩序，學生是否落實佩戴口罩等，做為評估下一階段是否放寬管制的
依據。
二、日前圖書館發函請各學院系師長提供每則約 20 字給系友的祝福話語，做為數位校史館
各學院幸運球筒內 1,000 顆扭蛋使用，目前規劃其中 100 顆為社資處提供之紀念品折價
劵、100 顆為捐贈禮品、300 顆為圖書館提供之紀念品，餘 500 顆扭蛋內則為師長提供
之祝福話語。圖書館預計 6 月初委請廠商開始製作，請院系主管協助宣傳，如師長們平
日忙於公務、教學而尚未提供者，歡迎持續提供。


校長指示：請各院院長協助宣傳推廣，希望老師們可以儘量協助。

電算中心謝永明主任
教育部自 6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進行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去年學校的演練結果並
不理想，請各位主管協助提醒同仁，不要開啟不認識的 E-mail 帳號及與業務無關的主旨郵
件，不要點擊有疑慮之超連結。另，郵件預覽視同開啟郵件，提醒各位同仁關閉郵件預覽功
能。
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
體育室場館已開始階段性開放，特別感謝校長提供工讀金，體育室可以安排工讀生協助各場
館入館量體溫等防疫措施，目前運作良好，兩個禮拜後我們會再做評估，希望屆時疫情持續
趨緩，各場館可以全面開放。
推廣部吳吉政主任
一、有關校友優惠專案部分，目前彙集 214 門專業修讀非學分班課程，提供校友 6 折優惠，
相關課程從現在開始持續辦理至今年年底，大約有三期的優惠課程。考量疫情對畢業生
的影響，將同時開放在校生以 6 折優惠修讀。
二、有關學分班部分，已彙集各學院系開放隨班附讀之第二專長學分班課程，提供 7 折優
惠，校友如果可以在學期間修讀完畢，推廣部可以開立推廣教育第二專長的學分證明，
相關的 DM 屆時請社資處協助宣傳發送，提供校友參考。
三、有關高中生營隊，日前董副校長召開會議，會中決議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範，室內集
會人數需在 100 人以下，所以各營隊都有一些因應調整。另，所有辦理營隊的學生、幹
部，都必須參加健諮中心辦理的防疫訓練，5 月 20 日已於外雙溪校區辦理第一梯次訓
練，5 月 28 日將於城中校區辦理第二梯次訓練，之後將請同學再次上傳更新的營隊活
動計畫書(包含防疫手冊)。此外，目前另規劃不含住宿之高中生研習營，兩天的活動主
要以授課為主，藉此讓高中生可以瞭解學系的教學特色，之前寒假辦理此類研習營頗受
歡迎，希望這次各學系可以多多支持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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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指示：台灣疫情雖控制得不錯，但經濟損害很大，各國疫情尚未緩解的情況下，
台灣的商品也無法銷售到國外，製造業的情況不樂觀，而且短期內無法恢復。因此，
很多的家庭經濟受到影響，學務處針對學生的紓困補助，如果還有經費，不要限制
補助次數，在疫情期間，可以給予學生第二次的補助，儘量幫助學生。此外，校友
也有工作因此受到影響，可能藉由這個時間點繼續進修充電，為接下來的職場預備，
因此我們提供了優惠課程，希望能提供校友更多的進修選項，幫助校友們在未來能
有更好的發展機會。

賈凱傑主任秘書
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對室內集會人數的規範，6 月 10 日的校務會議將在普仁堂召開，因
此今天的行政會議先測試普仁堂場地是否適用，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強準備等，感謝各位師長
的配合。
董保城副校長
由於疫情趨緩，現在包含圖書館、體育室等各場館漸進式的分階段恢復使用，明天上午會再
邀集相關主管，一起討論下個階段學校整體管制作業的開放時程規劃。這段時間感謝同仁支
援量體溫工作，也謝謝志工學生支援，迄今有 54 位志工學生加入量體溫的排班工作，同時
也請各院系師長協助宣傳，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志工學生加入支援學校量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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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案由：請討論「
『東吳之友基金會』
（Friends of Soochow）捐贈基金學術獎助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王志傑研發長
說明：
一、東吳之友基金會（Friends of Soochow）於 1963 年在美國加州成立，創辦人為雷
德教授（Edward L. Rada, Ph.D.）並擔任首任會長(1963-1997)，現任會長為愛德
華‧雷德二世（Edward L. Rada, Jr.）。
二、依社會資源處與東吳之友基金會林蕙瑛理事商議結果(公文文號：1090001299)，
請本校彙整各項申請資料後，每年一次提出申請，俾利東吳之友基金會召開會議
審查。
三、考量學院系作業期程、東吳之友基金會函知經費使用額度及例行來訪本校時間，
調整獎助案之申請時間為每年 6 月。
四、本案業經社資長洽東吳之友基金會同意(109 年 5 月 14 日)。
五、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及原辦法(附件 2)，請討論。
決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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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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行政會議決議修正，說明
如後：
1. 修正第三條條文格式。
2. 修正第九條條文內容。
3. 修正第十條條文內容：
總務處得公告宿舍整修之
標準固定設施費用，僅限於
建築結構、水電管線、基本
照明、門窗衛浴、冷暖氣機
及廚房流理檯等。開放教職
員，以提前整筆繳交固定設
施整修費用方式，申請入

一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職員宿舍
修正後通過。
分配管理辦法」修正案。

住。總務處完成整修交屋
後，再按月扣抵維護費。申
請人整筆繳費優惠條件及
中途遷離宿舍退款方式，由
總務處納入公告約定。
4. 刪除第十四條後段新增條
文：
(1)未通過「校園夜間及假
日安全任務編組」檢核
之住宿者，必須退出編
組，並按原價扣繳宿舍
維護費。若欲取得住宿
折扣優惠身份，可按第
三條規定重新提出入住
宿舍申請。
(2)第十四條後段原欲新增
之條文：「住宿者亦得修
改入住資格，填表向總
務處重新提出入住原宿
舍申請」，經檢討無新增
必要，故予刪除。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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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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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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參閱秘書室網頁）
無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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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附件 1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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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附件 2

「東吳之友基金會」（Friends of Soochow）
捐贈基金學術獎助辦法
87 年 7 月 1 日行政會議及 9 月 20 日「東吳之友基金會」理事會修正通過
90 年 9 月 12 日行政會議及 12 月 3 日「東吳之友基金會」理事會修正通過
依 97.5.13 東人事字第 0972200138 號函原「文學院」名稱修正為「人文社會學院」
103 年 4 月 14 日行政會議修正及 7 月 13 日「東吳之友基金會」理事會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為感念「東吳之友基金會」捐贈基金推動學術發展，特依據「東吳之友基金會」理事
會之規劃制定本辦法。
本捐贈基金共分六類，主要內容為：
一、雷德青年學者獎(「Edward L. Rada Award」)：為紀念「東吳之友」前會長 Dr. Rada
對東吳大學卓越之貢獻，特設立此基金。本基金不限領域，各學院富有研究潛力
之教師均可提出申請。
二、端木愷比較法學獎(「J. Twanmoh Award - Comparative Law」)：為紀念端木故校
長對東吳大學貢獻良多，特設立此基金。本基金限法學院提出申請。
三、羅愛徒英美文學及創作獎(「T. Otto Nall Award -English Literature & Creative
Writing」)：為紀念羅愛徒會督於台港設立聯合衛理教會，對東吳大學多方協助，
特設立此基金。本基金限外語學院提出申請。
四、黃安素哲學與宗教獎 (「Ralph Ward Award Philosophy & Religion」)：為紀念東
吳大學知名之台北復校者之一黃安素會督，特設立此基金。本基金限人文社會學
院提出申請。
五、楊氏財經獎(「Arthur N. Young Award -Finance」)：為紀念國際財經知名人士 Dr.
Arthur Young 對東吳大學財經方面之學術活動推動不遺餘力，特設立此基金。本
基金限商學院提出申請。
六、愛默生氏化學獎(「Gladys Emerson Award -Chemistry」)：為紀念 Professor Emerson
以遺產嘉惠東吳大學科學方面之傑出人才，特設立此基金。本基金限理學院提出
申請。
前條六類基金之經費使用額度將視捐贈收入而定，由「東吳之友基金會」每年通知本
校辦理。
本捐贈基金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獎助教師
（一）凡屬本校專任教師，以前述第一類基金為範圍，不分領域，各學院之教師
均可提出申請，每年獎助名額一位。
（二）獎助範圍：
１、已獲其他單位補助之講學或進修計畫。
２、已獲其他單位補助之研究計畫不足額部份。
３、出版學術或教學著作。
４、其他符合東吳之友基金會宗旨之學術用途。
（三）申請時間及審查：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止；申請案由學術研究委員會
負責審查，並簽請校長核定後，送「東吳之友基金會」同意後給獎。
二、獎助學術單位
（一）凡屬本校各學院之學術單位，以前述所提之六類基金為範圍，除第一類基
12

第

五

條

金不得申請外，其餘五類基金，各學術單位均可依其所屬學院之類別，經
學院核可後提出申請。
（二）獎助範圍：
１、邀請在學術上有特殊成就，至本校擔任客座或講學之海外學人。
２、其他符合東吳之友基金會宗旨之學術用途。
（三）申請時間及審查：受邀學者來台前四個月；申請案經由業務承辦單位研發
處研究事務組簽請校長核定後，送「東吳之友基金會」同意後獎助。
三、獎助學生
由學生事務處負責辦理，辦法另訂之。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東吳之友基金會」同意後核定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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