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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1 次（109 年 6 月 8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9 年 6 月 22 日，經 108 學年度第 22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9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10 分 

地點：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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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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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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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院長 

列席︰哲學系米建國主任、英文系蔡佳瑾主任、日文系羅濟立主任、德文系石斌宏主任、 

語言中心蔡佩如主任、數學系林惠婷主任、心理系張建妤主任、經濟系孫嘉宏主任、 

會計系李坤璋主任(吳怡萱副主任代)、企管系劉美纓主任、財精系詹芳書主任、 

資管系鄭為民主任、商學進修班高立翰主任、 

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 

學生會王于華副會長、學生會林柏志議長 

請假︰人文社會學院黃秀端院長、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 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 

國內疫情趨緩，陸續放寬防疫措施，學校從今天開始不用量測體溫，但學生普遍仍有戴

口罩的習慣，感謝全校師生共同努力平安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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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第 12-14 頁 

電算中心謝永明主任補充報告 

目前本案的執行委員會已連續三個禮拜定期開會追蹤進度，也給廠商一個明確的完

成期限，廠商也必須增加人力以便完成，目前規劃未來三個月內完成所有程式設計

進入測試，進度有稍微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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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蕭宏宜學務長 

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學生急難紓困金已經完成三梯次的審查撥款，目前總計補助

74 人次，核發 51 萬元；第四梯次已自 6 月 4 日至 6 月 12 公告，將持續受理申

請至經費用罄。 

二、有關本學年度優秀應屆畢業生獲獎者的電視牆播放，由於四格畫面接縫處會遮

住得獎學生眼睛部分，經廠商調整後，目前播放效果良好。 

三、因應各院系自辦畢業典禮之需求，德育中心協助安排免費接駁車，但根據 6 月

6 日及 6 月 7 日之觀察，整體搭乘人數並不多，相關統計數據將提供畢業典禮

籌備單位參考。 

四、6 月 2 日完成第 1 哩學系協調會，針對第一哩會後檢討及家長意見持續改善精

進。 

五、群美中心承辦東吳有品青年之人氣志工獎，目前有 7 位候選人，第一階段 ZUVIO

網路投票至 6 月 12 日止，後續再依票數高低由甄選小組決定 3 名得獎者，各

獲得獎牌及 6,000 元禮券，請各位師長協助宣傳，歡迎全校師生踴躍投票。 

六、6 月 2 日至 6 月 3 日於兩校區舉行社團負責人期末例會，並於會中播放城中二

大地下室接近完工之實景照片，大多數同學表示喜歡及期待，6 月 11 日總務處

進行空間驗收後，後續將再決定具體搬遷時間。 

七、合樂宿舍 3 位住宿生感染水痘事件，第三例經醫師再次證實並非感染水痘，另，

第一例與第二例相隔超過三周才發病，衛生局認為並非群聚效應，沒有群聚感

染之疑慮。 

八、本學期諮商等候人數約維持 70 人次左右，諮商等候期間，均安排實習心理師進

行追蹤關懷，如有危機也會立即協助盡速安排諮商。 

九、109 學年身心障礙學生甄試本校總計 16 個名額，5 月 14 日公告分發結果有 12

名，6 月 2 日確認報到 8 名，系級分布包含：中文系、哲學系、社會系、社工

系、英文系及國貿系。 

十、近日大學個人申請結果公布，部分高中生家長到校參觀校園時，想趁機看看宿

舍。因為疫情期間，宿舍謝絕訪客，但考量家長需求，請家長、新生配合相關

防疫措施後，參觀宿舍的公共區域。 

莊媖琁總務長 

一、城中校區規劃設置資安戰情室，已於日前完成廠商的甄選評比，由於目前教室

課程很滿，幾乎沒有完整的淨空時段可以進行拆除作業，因此協調廠商利用 6

月 7 日晚上進行拆除牆壁的作業。但因為施工時段只能從晚上 6 點到 11 點左

右，預計下週需要再安排一次拆除作業，屆時會再跟相關單位協調，原則上儘

量不影響師生上課、教學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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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中校區二大樓 B1的社團空間，已經如期於 5月 30日完工，總務處會先檢查

工程是否有缺失並請廠商修正。另，防火門等追加的工程項目，總務處會追加

預算一併完成。預計在 6月 11日辦理初驗，並請廠商針對初驗結果的缺失進行

改善後，再討論具體的搬遷時間。 

三、暑假期間兩校區將有許多重大工程進行，總務處之前已發函通知重大工程說明

會的時間，城中校區為 6月 15日，雙溪校區為 6月 17日，提醒各單位，務請

參閱總務處發函內容，如施工範圍鄰近各位的工作或教學場域，或者各單位暑

假期間已安排之活動，會因為施工受到影響的話，麻煩請務必出席重大工程說

明會，並請於會中提出討論及協調，希望儘量不要影響到大家的業務。 

四、由於防疫措施鬆綁，學校餐廳提出振興方案，印製等同現金的折價券，發送全

校教職員生，6月底前消費 50元可以折抵 10元，除 7-11便利商店及麥當勞不

適用外，其它商家皆可以使用，請各單位儘快至總務處領取。 

王志傑研發長 

108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學習成效問卷，今年大四的人數 2,658 位，目前的填答人數

1,423 位，填答率 53.5%，其中有 8 個學系的填答率不滿 50%，包括：政治系、社會

系、社工系、英文系、日文系、心理系、法律系及企管系，填答截止日期是 109 年

7 月 9 日，但由於畢業典禮已結束，畢業生很可能不會再來學校，所以請各學系協

助，努力追蹤聯繫畢業生填寫問卷。 

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一、6 月 5 日政府針對境外學生是否可以開放入境的最新說明，境內解封與邊境開

放管理分開處理，邊境開放以經貿產業、國際醫療及人道救援優先，境外生不

在解除邊境管制對象的優先順位，屬於專案性質，因此境外生解封時間、方式

與各大學的期待有很大的落差。所以 109 學年度境外生必須以線上方式輔導入

學、進行線上授課的可能性越來越高，建議各單位可以開始思考具體的實施方

式。 

二、即便境外生解封，來台順序仍以學位生優先、交換生次之，因此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交換生來校的機會不太高，至於本校校級赴外交換部分，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原計有 118 位學生至 14 個國家 63 所學校進行交換，目前已收到 4 個國家

16 所學校，取消本校學生的交換計畫。截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因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赴外交換受到影響的學生預估 46 名。(會後更新最新數據) 

三、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無法出發的學生，國際處會視各國疫情狀況，與對方學校

協商，是否能將交換名額調整至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讓學生前往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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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芳社會資源長 

一、社資處為推動年輕校友與學校建立連結，已連續三年於大四畢業生班級推動班

級聯絡人及校友 APP 下載，109 級應屆畢業生目前為止已有 2,065 人次完成校

友 APP 下載。另，今年對畢業生的祝福活動：「東吳愛你，鵬程萬里」及與東

吳小熊拍照活動，畢業生的反應都非常好。 

二、5 月 29 日發出關懷校友信函，特別關心因疫情關係工作、經濟受到影響的校友，

我們與推廣部共同合作，針對推廣部的課程，提供校友 6 折的優惠方案，也讓

一些經濟特別困難的校友，可以先上課後付費。有很多的校友陸續回饋，對母

校的照顧表示感動。有校友表示畢業這麼久了，到現在還能受到母校的照顧，

覺得非常的感動；母校以私校有限的資源，能這麼照顧校友，應該是全國唯一

了，覺得「我東吳、我驕傲」。總計 328 人次校友報名優惠進修方案，其中有 3

位校友採用先上課後付費方式。 

三、生涯發展中心有關全校暑期兩學分之實習課程，感謝教務處協助，目前已經開

放選課，特別跟學系說明，今年暑假包含學系的實習，需要辦理實習行前培訓

課程，生涯發展中心可以幫忙學系一起進行，時間為 7 月 4 日，之前亦已函知

各學系。 

四、有關 109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與雇主的滿意度調查，預計於 7 月份開始進行

109 年度畢業滿一年學生的問卷調查，請各學系幫忙推薦電訪員，現階段也請

各學系確認電訪過程中，幫學系共同詢問的問卷題目是否都已完成確認。 

圖書館李宗禾館長 

城中校區地下閱覽室，本週開始取消清場措施，6 月 15 日開始因應學生準備期末考

的需求，恢復以往的開放時間從早上 7 點 30 分到晚上 10 點，因為座位數還是 300

席左右，因此暑假開始才會開放校友入館使用。 

 校長指示：6 月 22 日行政會議結束後，請圖書館安排導覽介紹漫畫區目前

的情況。 

教學資源中心朱蕙君主任 

一 、 畢 業 典 禮 的 直 播 影 片 請 各 位 師 長 至 UVC 平 台 ( 連 結 網 址 ：

http://isu.scu.edu.tw/videos/video/1411/)觀看。點選平台後可直接觀看東吳大學的

最新視訊，第一支影片就是本校的畢業典禮直播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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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 月 12 日辦理磨課師課程訪評，訪評的課程是蔡書涵老師「MVP 夢工場-排球

技術訓練」，獲得很大的好評。該課程今年是第五次開課，上課人數為 203 位，

其中包含 186 位台灣學生、10 位中國學生與 7 位其他國家學生。自初始 30 多

人修課至本次達 200 多位修課人數，累積使用人次已達 3 千多人次。評審委員

的回饋非常正面，讚賞本校居然可以將排球、籃球這樣的術科，製作成一系列

的磨課師課程，希望未來可以推動到其他國家，包括大陸地區。本系列課程的

品質很好，東方介德主任的籃球課程去年亦曾獲獎，希望各位師長可以鼓勵本

校學生參與，修習東方主任的籃球課與蔡書涵老師的排球課，希望大家可以多

多宣傳支持這個課程。 

 校長：請圖書館說明天下創新學院目前全校的上線人數。 

圖書館李宗禾館長 

一、這學期圖書館針對天下創新學院舉辦多項競賽活動，分別是領證新人

王、學系領證王及核心能力王。根據統計，3 月份上課人次為 2,085 人

次，開始辦理活動後，4 月份上課人次成長為 4,144 人次，5 月為 8,927

人次，競賽活動將持續到 6 月中旬。介紹各項競賽活動：「領證新人

王」活動，限定過去從未上線參與課程的同學才能參加，4 月及 5 月

各選出前 3名學生，這兩個月獲獎學生的系級分布都是雙溪校區 1位、

城中校區 2 位學生獲獎；4 月同步舉辦「核心能力王」活動，針對天

下創新學院八大核心能力課程，鼓勵學生就自己感興趣的部分做深入

的閱讀學習。5 月開始舉辦「學系領證王」活動，獎勵各學系的第一

名；「核心能力王」及「學系領證王」活動均至 6 月 15 日截止。另，

我們也請天下創新學院協助統計各學系從未登入的人數資料，等學期

結束後，圖書館再做完整報告。 

二、此外，這次我們針對每位得獎同學進行訪談，希望能夠深入了解學生

的收穫及對於線上課程的回饋意見，一方面作為未來我們推廣活動的

依據，另一方面也將學生反饋意見提供天下創新學院參考。目前大部

分的同學認為線上影音課程，方便在通勤時間聆聽學習，可以做很好

的運用。受學生歡迎的活動，未來我們會持續辦理。 

三、目前各高中都在推動閱讀札根活動，如：規定高中生畢業前要閱讀 50

本書，因此，我們正在規劃針對大一新生延續閱讀習慣，是否能跟新

生第一哩活動結合，舉辦班級對抗賽等，目前還在企劃中，將再跟學

務處討論如何進行。 

 校長指示：除了班級競賽，也請參考學系規模及人數比例規劃系級競賽，

兩個月評比一次，於行政會議公開表揚頒獎，請前三名的學系系主任及該

系的系學會會長來領獎，希望各學系可以推動更多的學生參與天下創新學

院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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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吳吉政主任 

一、有關校友優惠方案的報名情況，除了社資長剛剛說明使用先登記上課後繳費的

3 位校友以外，總計有 323 位校友以 6 折優惠繳費報名上課。另，第二專長學

分班因為 6 月 15 日才開始開放登記，後續再更新資訊。 

二、感謝社資長關心，推廣部優惠方案是否會造成虧損，也跟各位師長報告，這次

323 位校友採用 6 折優惠，相較於前期及去年同期 8 折優惠的報名情況，人數

成長分別為：相較前期 190 名成長 41%，去年同期 278 名則成長 14%，因此人

數成長帶來的收入增加，應該足以支應優惠方案造成的利潤減少，請大家不用

擔心。此外，這一期在校生也享有同樣的優惠方案，這次計有 142 位以 6 折優

惠方案報名上課，相較前期 118 位、去年同期 119 位 7 折優惠的報名人數，人

數成長分別為 17%及 16%，同樣的收入面應該可以支應利潤損失的部分。整體

而言，從數據上來看，這個優惠方案應該是學校、校友還有在校生 3 贏的情況。 

董保城副校長 

學校從 6 月 7 日開始放寬防疫措施，不再量測體溫，惟 6 月 6 日畢業典禮當天，特

別感謝人事室，沒有動員其他單位同仁，由人事室主任及人事室全體同仁擔任量測

體溫工作，堅持到最後一刻，非常感謝。目前為止學校能順利平安度過這次新冠肺

炎疫情，非常感謝校安中心、健康諮商中心、學務處、總務處，也請大家留意，雖

然不再量測體溫，但萬一人員有發燒的情況，請通知健諮中心，我們仍照原來的防

疫 SOP 流程設置發燒隔離站、進行送醫、篩檢、隔離等程序。 

 校長指示：疫情期間感謝董副校長及所有參與的同仁，目前情況穩定暫告

一段落，請規劃敘獎事宜。 

董副校長補充，參與的學生已由學務處規劃獎勵事宜。 

趙維良副校長 

深耕計畫與獎補助計畫經費因疫情關係，教育部尚未核定金額，日前已先通知大家，

務請留意執行計畫時，請先不要動支資本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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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 

外語學院張上冠院長 

一、有關 6 月 10 日校務會議中，中正圖書館銅像處理議案，本次問卷調查份數 2,100 份，

雖較前次調查 1,800 份略為增加(但學生回覆人數卻變少)，相較全校目前 16,000 位學

生，加上歷年畢業校友人數，回應人數所佔比例仍偏少。個人認為銅像問題屬於政

治事件，理應由政府立法處理較佳。但即便是民主社會也並非所有議題都能透過投

票表決來決定。若不顧「情」和「理」，投票有可能淪為「合法的」多數暴力。這樣

的民主則顯粗暴，無法反映真正的民主精神。處理蔣公銅像所代表的威權象徵的議

題，如果能以 forgive and forget 的角度思考，將更有意義。希望校園是學習彼此了解

的地方，可以尊重不同的聲音，不同意見者不會在網路社群上被貼標籤攻擊。 

二、如果校務會議最後的決議是從圖書館移除銅像，我們也只能尊重民主的結果。但是

建議可以站在尊重校史的立場，將與校史相關的銅像保留於校史館內，也希望能有

更圓滿妥善的解決方案。 

 校長指示：有關圖書館蔣公銅像一事，已經處理了很長一段時間，學校也

成立銅像處理委員會，期間經過各樣調查、蒐集各種不一樣意見，最後做

出建議再提請校務會議決定。本案經過那麽複雜的過程和冗長的程序，是

因為學校是一個教育機構，本應利用各樣機會幫助學生學習。因此不論銅

像一案最後結果如何，我們的師生、同仁、校友都應該在這過程中學習傾

聽不一樣的聲音，學習面對不一樣看法時應有的態度，將這事視為個人深

化民主的經歷及過程。6 月 10 日將召開校務會議，屆時希望大家有任何的

想法，都可以不吝提出，我們可以繼續溝通討論。 

學生會王于華副會長 

有關銅像處理的時間真的非常長，有的同學反應四年前大一新生入學當時，學校就已經

開始處理銅像問題，直到今年畢業時，這個問題還在處理中。 

這次銅像處理委員會在整個問卷調查過程中，已儘量蒐集學生及校友的意見，最後做出

建議案提請校務會議討論，雖然校務會議出席代表中，學生代表相較其他教師、職員代

表人數較少，但呼籲當天的與會代表能理性討論，希望這個已經處理了這麼長一段時間

的議題，能夠在今年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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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討論「東吳大學招待所住宿管理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莊媖琁總務長 

說明： 

一、 本處於 105 年 3 月 21 日修正旨揭辦法公布實施。 

二、現檢討東荊、東桂兩處招待所實務運作結果，針對擴大住宿客源、定金退

還放寬、離宿結算費用、明定備品收費標準、調整房型定價及住逾兩日優

待等，修訂辦法，請詳參附件 1～3。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招待所收費標準表(附件 2)及東吳大學招

待所住宿管理辦法原條文(附件 3)，請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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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請討論 108 學年度「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度」第 2 次修正提案。 

提案人：賈凱傑主任秘書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頒訂「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第 22 條規定「學校法人、學校、學校之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定期檢

討及修正本制度。」 

二、108 學年度第 2 次內部控制制度修正案共計修正 34 項，新增 3 項，廢止

1 項，共計異動 38 項作業，修正之原因及單位分列如下： 

(一)配合實際工作情形進行作業修正：註冊課務組、健康暨諮商中心、學

生住宿中心、出納組、國際事務中心、華語教學中心、體育活動組、

行政諮詢組、數位與系統組。 

(二)配合法規修正而進行作業修正：學生住宿中心、軍訓室。 

(三)因稽核人員之建議進行作業修正：註冊課務組、學生住宿中心、營繕

組、採購保管組、出納組。 

(四)新增與廢止： 

1.生涯發展中心原「無學分實習補助作業」，因業務擴大至選修實習

學分課程，故擬另新增「實習激勵金補助作業」，以符合實際作業所

需，原「無學分實習補助作業」予以刪除。 

2.兩岸事務中心因陸生獎學金項目內容逐漸多元，各項規定不一，為

免影響學生權益，故新增「陸生獎學金作業」。 

3.兩岸事務中心因校外單位新增補助項目，為免影響各單位權益，故

新增「赴陸港澳移地教學補助作業」。 

三、檢附「108 學年度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度第 2 次修正提案表」如附件，敬

請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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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建議案。 

提案人：教學資源中心朱蕙君主任 

說明： 

一、 依教師教學發展組 109 年 4 月 29 日 1091100148 號簽文，於會議中提出

討論本案。 

二、擬建議將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列入「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免評

鑑條件資格之一。 

三、重點說明如下： 

(一)教學實踐研究為教育部自 106 學年度起戮力推行之一全面性計畫，

目的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落實學校辦學任務，將資源確實投注於

教學現場，教學現場做為研究場域，以提高學生在知識能力學習成

長為目標，增進教學成效，提升教學品質，有效將教師個人教學及

研究與學生學習培育連結。 

(二)本項計畫與教師獲科技部研究案皆屬研究型計畫，僅因其補助單位

不同，為使教師清楚獎勵資格，擬建議明列獲教育部補助此項計畫

教師列入免評鑑條件中，同等擔任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四、檢附教師教學發展組 109 年 4 月 29 日 1091100148 號簽文(附件 1)、「東

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2)及「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

法」(附件 3)，請討論。 

決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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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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之友基金會』

（Friends of Soochow）捐贈基金

學術獎助辦法」修正案。 

通過。 

已於 109 年 5 月 27 日請社會

資源處轉送「東吳之友基金

會」理事會，待其同意後，將

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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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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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 

擬予繼

續管制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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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管制事項開發進度表(109/05/29) 

 

新教務系統開發測試進度表 

 
註： 

1. 選課改寫部分，分為預選、初選、以及第二專長、選課介面四個部分。 

2. 其中預選及第二專長已經完成測試，第二專長選課部分，於七月初上線使用。初選測試

中，選課介面尚未進行。 

3. 教務系統 AP 版部分，目前排課與課務相關作業的修正，除報表需要微調以外，已完成，

並完成教育訓練。目前提供教務處實際測試當中，測試問題回報位置為：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VBR8cw8SzZAIqZf-

s8ZBTMfFrsokF2N0sY9jEeHZFlA/edit#gid=0 

4. 因應新課務系統上線時程，目前開發重心，將先以完成課務系統功能與程式調整為主，

以符合上線所需為主。學籍部分，則先進行新生入檔方式討論。 

5. 選課改寫部分，已完成預選與初選的分發測試，已完成預選問題修正，正持續修正初選

所發現的問題。 

6. 待初選問題修正完成後，下個階段，將開始製作學生端的選課介面，目前的選課系統雖

然適用於包含手機在內的各種瀏覽器，但介面並未針對行動裝置進行優化，下階段的目

標為製作適合行動裝置呈現的選課介面。 

7. 目前新課務已確定於下學期排課與上線使用，目前修改意見為依照承辦人設定權限部分，

系統組會全力配合修改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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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會計總務校發開發控管進度表 

 

註： 

1. 本月已召開兩次跨單位專案會議，針對天方問題處理、人力調度、時程規劃，由副校

長協助，邀集兩位校外專家共同會商診斷，並要求天方公司依照本校決議事項，規劃

未來開發、測試相關細節。 

2. 各子系統開發進度與規劃，天方已經提出草案，將於 5/29 進行審議，下次行政會議報

告，會將規劃確認內容作為附件，供大家參考。 

3. 本月已要求天方公司，提供支援服務系統做為專案測試問題管理、回報、以及審核的

依據，各單位配合填報問題，由電算中心針對問題以及修改完成項目做審查，天方公

司負責接單，以及依照時程修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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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紀錄首頁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090608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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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招待所住宿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109.05.21）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維護招待所良好使用狀

況，確保服務品質，並依使用者付

費原則，合理資源運用，特訂定本

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維護招待所良好使用狀

況，確保服務品質，並依使用者付

費原則，合理資源運用，特訂定本

管理辦法。 

無修正。 

第二條  

為配合教學研究及相關業務

推動之需要，依以下優先次序提

供人員住宿： 

一、前來本校進行短期教學、研

究、演講或出席會議之外賓

及其眷屬。 

二、校、系友會人員返校洽公或

參與校友活動經社會資源處

簽證屬實之校友及其眷屬。 

三、參與本校主辦活動之人員及

其眷屬。 

四、學生家長之臨時住宿。（以不

超過連續七日為限，寒暑假

期間不在此限） 

五、本校教職員工之臨時住宿。

（以不超過連續七日為限，

寒暑假期間不在此限） 

六、申請兩校區各類型會議場館

舉辦活動之校外團體或個人

臨時住宿。（以包含使用期間

之前後三日為限） 

七、其他經校長專案核准者。 

第二條  

為配合教學研究及相關業務

推動之需要，依以下優先次序提

供人員住宿： 

一、前來本校進行短期教學、研

究、演講或出席會議之外賓

及其眷屬。 

二、校、系友會人員返校洽公或

參與校友活動經社會資源處

簽證屬實之校友及其眷屬。 

三、參與本校主辦活動之人員及

其眷屬。 

四、學生家長之臨時住宿。（以不

超過連續3日為限） 

五、本校教職員工之臨時住宿。

（以不超過連續3日為限） 

六、其他經校長專案核准者。 

一、 兩處招待所目前除部分尖

峰時段外多未滿宿。故將學

生家長、教職員工臨時住宿

連續三日之限制取消，並於

寒暑假離峰時段開放住宿。 

二、 開放租借會議場館舉辦活

動之校外團體或個人臨時

住宿，除提高招待所住用率

外，並吸引有遠程參與人員

之活動主辦單位，多加租用

本校兩校區會議場館。 

案由一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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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招待所由總務處採購保管組

負責床位調配、設施維護、場地清

潔等事務；全校各單位應協助所

屬賓客辦理住宿申請、離宿清點、

費用或保證金代繳、住宿接待等

相關事宜。 

第三條  

招待所由總務處採購保管組

負責床位調配、設施維護、場地清

潔等事務；全校各單位應協助所

屬賓客辦理住宿申請、離宿清點、

費用或保證金代繳、住宿接待等

相關事宜。 

無修正。 

第四條  

招待所配合本校行事曆作息

安排，學校放假期間不提供服務，

相關作業程序之受理於工作日八

時至十七時辦理；非上班期間之

住宿安全或緊急事件，由校園二

十四小時值勤之校安中心支援。 

第四條  

招待所配合本校行事曆作息

安排，學校放假期間不提供服務，

相關作業程序之受理於工作日8

時至17時辦理；非上班期間之住

宿安全或緊急事件，由校園24小

時值勤之校安中心支援。 

數字依「法規訂定案參考範例」

格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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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住宿預約及申請： 

一、除教職員工本人之臨時住宿

外，招待所不受理個人直接

申請，需由負責學系或單位

填具申請書向總務處採購保

管組辦理。 

二、申請事由或人員屬第二條第

一、二、三、六、七款者，開

放申請單位於住宿日前六個

月內，繳納定金預約床位；餘

床位開放申請預約，以住宿

日前一個月內為原則。 

三、受理申請住宿至遲應於住宿

進住前兩個工作日辦理，以

便調度清潔支援事宜。 

四、凡提前於一個月以上預約者

應繳納定金，並於完成預約

後七個工作日內，向總務處

出納組繳納。因故無法住宿

且未於兩週前之工作日辦理

取消者，定金恕不退還。 

五、已核定住宿如需取消，凡於

住宿前兩個工作日辦理取消

者，住宿費全額退費；如未於

規定期限內辦理取消者，除

因不可抗力因素外，仍應繳

納申請住宿日總額百分之十

住宿費，拒不繳納者，取消該

申請者或該單位申請住宿權

利一學年。 

六、已住宿人員如欲延長住宿或

更換住宿，應依本辦法規定

重新提出申請。原房號無人

預訂或另有空房時，方得延

長住宿。 

第五條  

住宿預約及申請： 

一、除教職員工本人之臨時住宿

外，招待所不受理個人直接

申請，需由負責學系或單位

填具申請書向總務處採購保

管組辦理。 

二、申請事由或人員屬第二條第

一、二、三、六款者，開放申

請單位於住宿日前6個月內，

繳納定金預約床位；餘床位

開放申請預約，以住宿日前1

個月內為原則。 

三、受理申請住宿至遲應於住宿

進住前2個工作日辦理，以便

調度清潔支援事宜。 

四、凡提前於1個月以上預約者，

應依住宿人數繳納每人500

元定金，定金應於完成預約

後7個工作日內，向總務處出

納組繳納，因故無法住宿時，

該床位保證金恕不退還。 

五、已核定住宿如需取消，凡於

住宿前2個工作日辦理取消

者，住宿費全額退費；如未於

規定期限內辦理取消者，除

因不可抗力因素外，仍應繳

納申請住宿日總額10％之住

宿費，拒不繳納者，取消該申

請者或該單位申請住宿權利

一學年。 

六、已住宿人員如欲延長住宿，

應依前項規定重新申請，該

宿舍無人預訂時，方得延長

住宿。 

一、 租借校區會議場館舉辦活

動，主辦單位必須預留行政

準備時間。故有關臨時住宿

申請，亦開放住宿日前六個

月內可先預約。 

二、 預約招待所收取定金，不以

「人」為計算單位，金額另

於第八條規定之。 

三、 預定招待所者臨時無法住

宿，最遲應在兩週前的工作

日洽辦取消，採購保管組方

有機會再次利用，出租收取

費用。 

四、 已住宿人員申請延長住宿，

有原房間續住或更換房間

住宿兩種狀況，應予釐清。

計費方式，另於第九條規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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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六條  

進住與離宿： 

一、人員進住，住宿者或申請單

位應依總務處採購保管組通

知，最遲於申請進住當日十

三時至十七時間，領取住宿

房卡，並會同辦理進住財產

設備點交與環境設施使用說

明。 

二、住宿者或申請單位，最遲應

於離宿前一日，依採購保管

組核算住宿費用，至出納組

完成繳費，並由申請單位擔

負保證付費責任。 

三、人員離宿，住宿者或申請單

位至遲應於離宿當日八時至

十二時間，協同採購保管組

辦理財產設備點還及住宿保

證金退還事宜。 

四、進住或離宿日如遇學校非上

班日，或有特殊情形無法配

合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得

提前通知採購保管組另安排

時間辦理。 

第六條  

進住與離宿： 

一、人員進住，住宿者或申請單

位至遲應於申請進住當日13

時至17時間，憑相關費用繳

費收據向總務處採購保管組

領取住宿房卡，並會同辦理

進住財產設備點交與環境說

明。 

二、人員離宿，住宿者或申請單

位至遲應於離宿當日8時至

12時間，協同採購保管組辦

理財產設備點還及住宿保證

金退還事宜。 

三、進住或離宿日如遇學校非上

班日，或有特殊情形無法配

合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得

提前通知採購保管組另安排

時間辦理。 

一、 招待所住宿費變化因素多，

也不必然是由申請單位付

費，通常無法在賓客入住前

完成繳納。 

二、 結合現行實務操作方式，調

整為「最遲離宿前一日」繳

納，並律定由申請單位擔負

保證付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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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七條  

環境設備與清潔服務 

一、招待所提供有寢具床組（含

棉被、床單及枕頭）、書桌、

衣櫃傢俱、感應門鎖、冷氣、

電視、網路、電話、冰箱、洗

烘衣機、除濕機、微波爐、電

鍋、暖水瓶、檯燈、吹風機、

鍋碗餐具等。 

二、住宿進住提供房間備品包括

毛巾、牙刷、牙膏、刮鬍刀、

梳子、棉花棒、洗髮精、沐浴

乳、洗衣精、衛生紙、拖鞋、

衣架及針線包等一式。相關

消耗性備品約可供二至三日

使用，長期居住時應自行補

充。 

如需額外服務，住宿者或申

請單位應個案向採購保管組

提出申請。有關項目及金額

詳如收費標準表，採購保管

組得依市場價格調整，經簽

陳總務長核定後修正公布。 

三、住宿期間之水、電、瓦斯費由

學校負擔，但宿舍之清潔服

務，採居家自助方式，無每日

更換床單及室內清潔等客房

服務。 

如需額外服務，住宿者或申

請單位應個案向採購保管組

提出申請。有關項目及金額

詳如收費標準表，採購保管

組得依招待所營運管理需

要，經簽陳總務長核定後修

正公布。 

第七條  

環境設備與清潔服務 

一、招待所提供有寢具床組（含

棉被、床單及枕頭）、書桌、

衣櫃傢俱、感應門鎖、冷氣、

電視、網路、電話、冰箱、洗

烘衣機、除濕機、微波爐、電

鍋、暖水瓶、檯燈、吹風機、

鍋碗餐具等。 

二、住宿進住提供房間備品包括

毛巾、牙刷、牙膏、刮鬍刀、

梳子、棉花棒、洗髮精、沐浴

乳、洗面乳、洗衣精、衛生紙、

紙拖鞋、衣架及針線包等一

式。相關消耗性備品約可供

2-3日使用，長期居住時應自

行補充。 

三、住宿期間之水、電、瓦斯費由

學校負擔，但宿舍之清潔服

務，採居家自助方式，無每日

更換床單及室內清潔等客房

服務。如需額外服務，床單換

洗每套加收清潔費300元；二

人家居房房務清理每次清理

費500元、三人家居房每次清

理費600元。 

一、 賓客住宿招待所期間，有關

房務需求項目甚多，無法僅

以床單換洗、房務清理兩項

涵蓋。 

二、 為切合實務操作狀況，將有

關項目及金額另訂收費標

準表為附件。後續修正，均

由總務長依招待所營運需

要核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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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住宿價格 

一、東荊學廬 

(一)單人床套房：每間每晚定

價新台幣1,200元。 

提供折疊床加床服務，每

床每晚加收新台幣 300

元。 

(二)雙人床套房：每間每晚定

價新台幣1,400元。 

二、東桂學廬 

(一)雙人床家居房：每晚定價

新台幣1,600元。 

(二)兩室家居房：每間每晚定

價新台幣1,800元。 

(三)三室家居房：每間每晚定

價新台幣2,000元。 

三、住宿來賓停車，每個車位每

晚定價新台幣100元。（楓雅

學苑下方路邊停車場） 

四、預約定金 

(一)東荊學廬：每間新台幣

500元。 

(二)東桂學廬：每戶新台幣

1,000元。 

五、提醒住宿者善盡維持清潔、

愛惜公物之義務，凡申請住

宿期間達一個月以上者，另

收取保證金新台幣5,000元。

於離宿清點確認無應賠償、

扣款事項後，無息退還。 

第八條  

住宿收費標準 

一、單人套房：每間每日定價新

台幣1,200元。 

二、2室家居房：每間每日定價新

台幣1,600元。 

三、3室家居房：每間每日定價新

台幣2,000元。 

四、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校友、受

邀訪問學者、參與活動賓客

得享8折優待。 

五、本校專任教職員工之眷屬、

校友眷屬、兼任教師得享9折

優待。 

六、長期使用收費： 

(一)連續使用2個月以上者，

給予5折優待。 

(二)連續使用1個月以上者，

給予6折優待。 

(三)連續使用3週以上者，給

予7折優待。 

(四)連續使用2週以上者，給

予8折優待。 

七、前揭各項優待條件，限擇一

使用，不重複折扣。 

八、住宿期間如需加床服務，以

提供折疊床墊方式，每日每

床加收300元。 

九、為提醒住宿者善盡使用者維

持環境清潔義務，凡申請住

宿期間達1個月以上者，另收

取住宿保證金新台幣5,000

元。保證金於離宿清點後，無

息退還。 

一、 原第八條「住宿收費標準」

有關房型、定價規定，與招

待所實況有差異，故予修

正，並區分為第八條「住宿

價格」、第九條「收費標準」

重新規定之。 

二、 現行「每日」定價，實際係

以入住日至退房日的夜晚

數計價。為避免混淆，故按

實況改為「每晚」定價。 

三、 東荊學廬三個房間設雙人

大床，均以加床每日 300元

計價。配合本案修正，直接

明定為每晚 1,400 元，降價

100 元。 

四、 招待所室內空間不足，僅限

東荊學廬單人床套房，提供

折疊床之加床服務。 

五、 東桂學廬雙人床家居房未

定價。因附專屬廚房、浴廁

及生活設施，環境品質較東

荊學廬雙人床套房佳，故每

晚定價 1,600 元。 

六、 東桂學廬兩室家居房，環境

品質較雙人床家居房佳，每

間每晚原價 1,600 元，配合

雙人床家居房納入定價，每

晚酌予調漲 200 元。 

七、 鑑於開車住宿來賓日益增

多，採購保管組申請楓雅學

苑下方路邊停車場兩個車

位運用，酌收每位每晚 100

元，並納入定價。 

八、 預約住宿定金，改以每間、

每戶為計價單位，避免多人

申請東桂學廬同一戶臨時

住宿，合計定金高過住宿費

之不合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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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收費標準 

一、住宿時間未達兩週者，前兩

晚按原價收費，第三晚開始

優惠折扣如後： 

(一)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校

友、受邀訪問學者、參與

活動賓客得享八折優待。 

(二)本校專任教職員工之眷

屬、校友眷屬、兼任教師、

學生家長得享九折優待。 

(三)使用校區會議場館舉辦

活動之校外團體或個人

得享九折優待。 

二、長期住宿無前兩晚原價限

制，優惠折扣如後： 

(一)連續使用兩個月以上者，

給予五折優待。 

(二)連續使用一個月以上者，

給予六折優待。 

(三)連續使用三週以上者，給

予七折優待。 

(四)連續使用兩週以上者，給

予八折優待。 

三、前揭各項優待條件，限擇一

使用，不重複折扣。 

四、已住宿逾兩週者，於原住房

間延長住宿，適用長期住宿

優惠折扣。若更換房間，住宿

時間重新計算；配合採購保

管組調整者除外。 

五、採購保管組得視預定住宿狀

況，個案研擬特定期間、特定

對象之優惠價格，簽請總務

長核定後執行，以提升招待

所住用率。 

一、 原第八條「住宿收費標準」，

區分為第八條「住宿價格」、

第九條「收費標準」重新修

正之新增條文。 

二、 具優待身份賓客短期住宿，

收入住宿費扣除房務成本

（寢具送洗、備品補充、工

友清潔、設施維修）後幾無

盈餘。故建議住宿未達兩

週，前兩晚按原價收費，第

三晚開始才有折扣。 

三、 兩處招待所目前除部分尖

峰時段外多未滿宿。故將學

生家長臨時住宿，亦納入九

折優待。 

四、 為提高校外團體或個人來

本校租借場館舉辦活動之

意願，住宿招待所亦給予九

折優待。 

五、 賓客臨時延長住宿，若原住

房間尚有空檔可續住，住宿

時間得累計。更換房間續住

者，除因採購保管組主動調

整，因有房務成本，住宿時

間重新計算。 

六、 招待所房間閒置就是浪費。

離峰時段，為鼓勵教職員工

及學生家長、畢業校友多加

利用招待所，授權總務處個

案研擬優惠條件，以吸引賓

客申請住宿。 



23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條  

住宿規定與管理限制 

一、住宿者住宿期間對於門鎖房

卡、家具及設備之使用，應善

盡保管維護責任，除不可抗

力因素外，如有保管或使用

不當情形，住宿者或申請單

位應負損壞賠償責任。 

有關項目及金額詳如收費標

準表，採購保管組得依市場

價格調整，經簽陳總務長核

定後修正公布。 

二、個人財物或貴重物品，應自

行妥為保管，並配合門戶安

全管理，如有遺失或損壞，學

校不負賠償責任。 

三、室內清潔由住宿者自行維

護；離開住處時，應隨手關閉

電器電源設備。 

四、招待所全面禁菸，如有吸煙

需求，應至校內規定吸菸區

進行。 

五、招待所禁止賭博及放置違禁

或危險物品。 

六、不得擅自變更隔間、鑽釘牆

板或任意增設電器設備。 

七、除經核准者外，不得攜同其

他人員住宿；亦不得轉借或

轉讓他人使用。 

八、住宿期間應保持住宿安寧，

注意音量與衣著禮貌，尊重

他人居住隱私與權利。 

九、住宿離退時，應自行將個人

物品騰空並整理廢棄物，如

未清理，留置之私人物品，由

學校視同廢棄物處理。 

第九條  

住宿規定與管理限制 

一、住宿者住宿期間對於門鎖房

卡、家具及設備之使用，應善

盡保管維護責任，除不可抗

力因素外，如有保管或使用

不當情形，住宿者或申請單

位應負損壞賠償責任。 

二、個人財物或貴重物品，應自

行妥為保管，並配合門戶安

全管理，如有遺失或損壞，學

校不負賠償責任。 

三、室內清潔由住宿者自行維

護；離開住處時，應隨手關閉

電器電源設備。 

四、招待所全面禁菸，如有吸煙

需求，應至校內規定吸菸區

進行。 

五、招待所禁止賭博及放置違禁

或危險物品。 

六、不得擅自變更隔間、鑽釘牆

板或任意增設電器設備。 

七、除經核准者外，不得攜同其

他人員住宿；亦不得轉借或

轉讓他人使用。 

八、住宿期間應保持住宿安寧，

注意音量與衣著禮貌，尊重

他人居住隱私與權利。 

九、住宿離退時，應自行將個人

物品騰空並整理廢棄物，如

未清理，留置之私人物品，由

學校視同廢棄物處理。 

一、 條次變更。 

二、 招待所門鎖房卡、家具及設

備，住宿者應善盡保管維護

責任。故將有關項目及賠償

金額，另訂收費標準表為附

件。後續修正，由總務長核

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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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一、 條次變更。 

二、 結尾內容，依「法規訂定案

參考範例」格式修正。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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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招待所收費標準表 

房間備品 收費（新台幣）金額與計價方式 

備品項目 

一、大浴巾更換：50 元/條。 

二、衛生紙補充：20 元/包。 

三、洗髮精補充：每次整瓶（600 ml）100 元/瓶。 

四、沐浴乳補充：每次整瓶（600 ml）100 元/瓶。 

五、牙刷牙膏輕便包：牙膏容量（5g）20 元/包。 

六、刮鬍刀（拋棄式）：20 元/包。 

七、牙線棉花棒輕便包：20 元/包。 

八、針線包：20 元/包。 

 

房務服務 收費（新台幣）金額與計價方式 

房間清潔 

一、東荊學廬清潔（單人床套房、雙人床套房相同）－整組定價新台幣 500

元/次。個別項目定價如後： 

(一) 垃圾清理 50 元/次。 

(二) 浴廁清潔 200 元/次。 

(三) 流理台清潔 200 元/次。 

(四) 房間地板清潔 150 元/次。 

二、東桂學廬 

(一) 雙人床家居房－整組定價新台幣 600 元/次。個別項目定價如後： 

1. 垃圾清理 50 元/次。 

2. 浴廁清潔 200 元/次。 

3. 廚房清潔 300 元/次。 

4. 房間地板清潔 150 元/次。 

案由一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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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務服務 收費（新台幣）金額與計價方式 

(二) 兩室家居房－整組定價新台幣 700 元/次。個別項目定價如後： 

1. 垃圾清理 100 元/次。 

2. 浴廁清潔 200 元/次。 

3. 廚房清潔 300 元/次。 

4. 房間地板清潔 200 元/次。 

(三) 三室家居房－整組定價新台幣 800 元/次。個別項目定價如後： 

1. 垃圾清理 150 元/次。 

2. 浴廁清潔 200 元/次。 

3. 廚房清潔 300 元/次。 

4. 房間地板清潔 250 元/次。 

寢具更換 每床（包含枕頭、床包、兩用薄被被套等三件式）定價新台幣 300 元/次。 

來賓停車 每個車位新台幣 100 元/晚。（楓雅學苑下方路邊停車場） 

 

設備賠償 收費（新台幣）金額與計價方式 

家居設備 

備註：以下價格均為新品價，不當使用損壞者，按折舊殘值賠償，最低賠

償價格以定價 50％為下限。 

一、洗衣機（東荊學廬）定價 20,000 元/台，洗衣機（東桂學廬）定價 25,000

元/台。 

二、冷氣（東荊學廬）定價 45,000 元/台，冷氣（東桂學廬雙人床家居房）

定價 40,000 元/台，冷氣（東桂學廬兩室家居房）定價 100,000 元/組，

冷氣（東桂學廬三室家居房）定價 120,000 元/台。 

三、沙發組定價 30,000 元/組。 

四、書桌椅定價 20,000 元/組。 

五、電視（東荊學廬）定價 10,000 元/台，電視（東桂學廬）定價 15,000 元

/台。 

六、餐桌（含餐桌椅）定價 8,000 元/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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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賠償 收費（新台幣）金額與計價方式 

七、除濕機定價 7,000 元/台。 

八、休閒椅定價 6,000 元/張。 

九、方凳定價 5,000 元/張。 

十、辦公椅定價 3,000 元/張。 

十一、床型人形燈定價 2,800 元/台。 

十二、電風扇定價 1,500 元/台。 

十三、書桌檯燈、分機、吹風機定價 1,000 元/台。 

十四、遙控器（電視、冷氣、吊扇）定價 500 元/台。 

十五、延長線定價 300 元/條。 

十六、拖鞋（每雙）、電蚊拍（每支）定價 200 元。 

十七、點心盤、面紙盒定價 150 元/個。 

十八、垃圾桶、萬用插頭定價 100 元/個。 

廚房設備 

備註：以下價格均為新品價，不當使用損壞者，按折舊殘值賠償，最低賠

償價格以定價 50％為下限。 

一、冰箱：東荊學廬定價 15,000 元/台，東桂學廬定價 25,000 元/台。 

二、烘碗機(含碗櫃)定價 12,000 元/台。 

三、瓦斯爐定價 10,000 元/台。 

四、微波爐定價 4,000 元/台。 

五、電鍋、快煮壺定價 2,000 元/台。 

六、八角牛刀 1,000 元/把。 

七、冷水壺、平底鍋、煮鍋定價 500 元/個。 

八、湯勺(每支)、杯架(每組)、鍋鏟(每支)、砧板(每個)定價 300 元。 

九、電鍋之內鍋、中蓋碗、餐盤、湯勺定價 200 元/個。 

十、飯碗定價 100 元/個。 

十一、湯匙(每支)、筷子(每雙)、馬克杯(每個)定價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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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賠償 收費（新台幣）金額與計價方式 

衛浴用品 

備註：以下價格均為新品價，不當使用損壞者，按折舊殘值賠償，最低賠

償價格以定價 50％為下限。 

一、腳踏墊定價 300 元/張。 

二、大浴巾定價 150 元/條。 

三、洗髮精罐、沐浴乳罐定價各 100 元/罐。 

四、漱口杯、衛浴用品籃定價各 50 元/個。 

寢具設備 

備註：以下價格均為新品價，不當使用損壞者，按折舊殘值賠償，最低賠

償價格以定價 50％為下限。 

一、床墊(單人床)定價 11,000 元/組，(雙人床)定價 13,000 元/組。 

二、校徽床包組(含枕頭套、床包、兩用薄被)，枕頭套定價 300 元/個、床

包定價 700 元/件、兩用薄被定價 1,000 元/條，合計定價 2,000 元/組。 

三、冬被被胎定價 1,100 元/條。 

四、校徽枕頭定價 200 元/個。 

曬衣設備 

備註：以下價格均為新品價，不當使用損壞者，按折舊殘值賠償，最低賠

償價格以定價 50％為下限。 

一、曬衣杆定價 10,000 元/組。 

二、洗衣籃(每個)、掃具組(每組) 定價 300 元。 

其他設備 

備註：以下價格均為新品價，不當使用損壞者，按折舊殘值賠償，最低賠

償價格以定價 50％為下限。 

一、卡片套定價新台幣 150 元/個。 

二、房卡(每張)、大門鑰匙(每把)、信箱鑰匙(每把)、臥室鑰匙(每把) 定價

新台幣 100 元。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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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招待所住宿管理辦法 

87年8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 
90年11月7日行政會議修訂 

105年3月21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 一 條 為維護招待所良好使用狀況，確保服務品質，並依使用者付費原則，合理資

源運用，特訂定本管理辦法。 

第 二 條  為配合教學研究及相關業務推動之需要，依以下優先次序提供人員住宿： 

一、前來本校進行短期教學、研究、演講或出席會議之外賓及其眷屬。 

二、校、系友會人員返校洽公或參與校友活動經社會資源處簽證屬實之校友

及其眷屬。 

三、參與本校主辦活動之人員及其眷屬。 

四、學生家長之臨時住宿(以不超過連續3日為限)。 

五、本校教職員工之臨時住宿(以不超過連續3日為限)。 

六、其他經校長專案核准者。 

第 三 條  招待所由總務處採購保管組負責床位調配、設施維護、場地清潔等事務；全

校各單位應協助所屬賓客辦理住宿申請、離宿清點、費用或保證金代繳、住

宿接待等相關事宜。 

第 四 條  招待所配合本校行事曆作息安排，學校放假期間不提供服務，相關作業程序

之受理於工作日8時至17時辦理；非上班期間之住宿安全或緊急事件，由校園

24小時值勤之校安中心支援。 

第 五 條  住宿預約及申請： 

一、除教職員工本人之臨時住宿外，招待所不受理個人直接申請，需由負責

學系或單位填具申請書向總務處採購保管組辦理。 

二、申請事由或人員屬第二條第一、二、三、六款者，開放申請單位於住宿

日前6個月內，繳納定金預約床位；餘床位開放申請預約，以住宿日前1

個月內為原則。 

三、受理申請住宿至遲應於住宿進住前2個工作日辦理，以便調度清潔支援事

宜。 

四、凡提前於1個月以上預約者，應依住宿人數繳納每人500元定金，定金應

於完成預約後7個工作日內，向總務處出納組繳納，因故無法住宿時，該

床位保證金恕不退還。 

五、已核定住宿如需取消，凡於住宿前2個工作日辦理取消者，住宿費全額退

費；如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取消者，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外，仍應繳納申

請住宿日總額10％之住宿費，拒不繳納者，取消該申請者或該單位申請

住宿權利一學年。 

六、已住宿人員如欲延長住宿，應依前項規定重新申請，該宿舍無人預訂時

，方得延長住宿。 

第 六 條  進住與離宿： 

一、人員進住，住宿者或申請單位至遲應於申請進住當日13時至17時間，憑

相關費用繳費收據向總務處採購保管組領取住宿房卡，並會同辦理進住

財產設備點交與環境說明。 

案由一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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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員離宿，住宿者或申請單位至遲應於離宿當日8時至12時間，協同採購

保管組辦理財產設備點還及住宿保證金退還事宜。 

三、進住或離宿日如遇學校非上班日，或有特殊情形無法配合於規定時間內

辦理者，得提前通知採購保管組另安排時間辦理。 

第 七 條  環境設備與清潔服務 

一、招待所提供有寢具床組(含棉被、床單及枕頭)、書桌、衣櫃傢俱、感應門

鎖、冷氣、電視、網路、電話、冰箱、洗烘衣機、除濕機、微波爐、電鍋

、暖水瓶、檯燈、吹風機、鍋碗餐具等。 

二、住宿進住提供房間備品包括毛巾、牙刷、牙膏、刮鬍刀、梳子、棉花棒、

洗髮精、沐浴乳、洗面乳、洗衣精、衛生紙、紙拖鞋、衣架及針線包等一

式。相關消耗性備品約可供2-3日使用，長期居住時應自行補充。 

三、住宿期間之水、電、瓦斯費由學校負擔，但宿舍之清潔服務，採居家自

助方式，無每日更換床單及室內清潔等客房服務。如需額外服務，床單

換洗每套加收清潔費300元；二人家居房房務清理每次清理費500元、三

人家居房每次清理費600元。 

第 八 條  住宿收費標準 

一、單人套房：每間每日定價新台幣1,200元。 

二、2室家居房：每間每日定價新台幣1,600元。 

三、3室家居房：每間每日定價新台幣2,000元。 

四、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校友、受邀訪問學者、參與活動賓客得享8折優待。 

五、本校專任教職員工之眷屬、校友眷屬、兼任教師得享9折優待。 

六、長期使用收費： 

(一) 連續使用2個月以上者，給予5折優待。 

(二) 連續使用1個月以上者，給予6折優待。 

(三) 連續使用3週以上者，給予7折優待。 

(四) 連續使用2週以上者，給予8折優待。 

七、前揭各項優待條件，限擇一使用，不重複折扣。 

八、住宿期間如需加床服務，以提供折疊床墊方式，每日每床加收300元。 

九、為提醒住宿者善盡使用者維持環境清潔義務，凡申請住宿期間達1個月以

上者，另收取住宿保證金新台幣5,000元。保證金於離宿清點後，無息退

還。 

第 九 條  住宿規定與管理限制 

一、住宿者住宿期間對於門鎖房卡、家具及設備之使用，應善盡保管維護責

任，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如有保管或使用不當情形，住宿者或申請單位

應負損壞賠償責任。 

二、個人財物或貴重物品，應自行妥為保管，並配合門戶安全管理，如有遺

失或損壞，學校不負賠償責任。 

三、室內清潔由住宿者自行維護；離開住處時，應隨手關閉電器電源設備。 

四、招待所全面禁菸，如有吸煙需求，應至校內規定吸菸區進行。 

五、招待所禁止賭博及放置違禁或危險物品。 

六、不得擅自變更隔間、鑽釘牆板或任意增設電器設備。 

七、除經核准者外，不得攜同其他人員住宿；亦不得轉借或轉讓他人使用。 

八、住宿期間應保持住宿安寧，注意音量與衣著禮貌，尊重他人居住隱私與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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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住宿離退時，應自行將個人物品騰空並整理廢棄物，如未清理，留置之

私人物品，由學校視同廢棄物處理。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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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度第 2 次修正提案表 

（本附件共 131 頁，請點選此處連結以開啟附件） 

回紀錄首頁 

 

 

案由二附件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090608-2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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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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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建議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專任教師符合下列規定時，得免接受評

鑑： 

一、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曾擔任本校校長。 

三、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獲選為教育

部國家講座。 

四、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勵。 

五、曾擔任相當於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含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

十二次以上。 

六、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獎勵五次以

上。 

七、屆齡退休前三年（年滿六十三歲之

當學年起）。 

專任教師具前項各款規定資格者，應向

學系提出申請，經三級教評會評審通過

後，可免接受評鑑。但符合前項第二款

或第七款規定者，由人事室逕行查核

後，可免接受評鑑。 

通過升等之專任教師，自其升等生效日

之學期起，五年內可免接受評鑑。 

第 三 條 

專任教師符合下列規定時，得免接受評

鑑： 

一、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曾擔任本校校長。 

三、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獲選為教育

部國家講座。 

四、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勵。 

五、曾擔任相當於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十二次以上。 

 

六、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獎勵五次以

上。 

七、屆齡退休前三年（年滿六十三歲之

當學年起）。 

專任教師具前項各款規定資格者，應向

學系提出申請，經三級教評會評審通過

後，可免接受評鑑。但符合前項第二款

或第七款規定者，由人事室逕行查核

後，可免接受評鑑。 

通過升等之專任教師，自其升等生效日

之學期起，五年內可免接受評鑑。 

1.建議將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

明列於條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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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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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96年 10月 24日臨時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98年 5月 27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3條 

100年 12月 21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2、3、4、6、7、8、9、10、12條 
104年 6月 3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2、4條 

104年 12月 9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9條 
106年 5月 31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2~5、7、10條 

108年 6月 5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3條 

 

第 一 條 為檢視並提升本校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之績效，依大學法第二十一條及本

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每五學年應接受教師評鑑，評鑑內容包括教學、研究、服務及輔

導四項。 

前項五學年之計算不包括休假、留職及本辦法第四條第一、二款核准之期間。 

第 三 條  專任教師符合下列規定時，得免接受評鑑： 

一、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曾擔任本校校長。 

三、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獲選為教育部國家講座。 

四、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勵。 

五、曾擔任相當於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十二次以上。 

六、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獎勵五次以上。 

七、屆齡退休前三年（年滿六十三歲之當學年起）。 

專任教師具前項各款規定資格者，應向學系提出申請，經三級教評會評審通過後，可

免接受評鑑。但符合前項第二款或第七款規定者，由人事室逕行查核後，可免接受評

鑑。 

通過升等之專任教師，自其升等生效日之學期起，五年內可免接受評鑑。 

第 四 條 專任教師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延後接受評鑑： 

一、因本人或配偶懷孕、生產，由教師提出申請，經院系主管簽核後，得延後一年再

接受評鑑。 

二、因遭受重大變故，由教師提出申請，經系教評會同意並核予延後評鑑之年限，延

後年限以一年為原則，至多二年。 

三、因休假、留職因素未在校時，得俟休假完畢或復職返校之學年再接受評鑑。 

第 五 條 各學系應依本辦法並參考本校教師評審辦法，訂定該系之教師評鑑辦法，明訂教學、

研究、服務及輔導等項目之評鑑標準，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 六 條 教師評鑑分初評、複評及決評三階段，每學年辦理一次。 

人事室應於每學年結束前，通知次學年應接受評鑑之專任教師及所屬學系與學院。受

評教師應依所屬學系教師評鑑辦法規定，備妥評鑑相關資料，於十一月一日前送系教

評會初評；系教評會初評完畢，應於十二月一日前送院教評會複評；院教評會複評完

畢，應於次年一月一日前送校教評會決評。 

校教評會評鑑完成後，送人事室彙整後報請校長核定。 

第 七 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對教師之評鑑結果作成「通過」、「有條件通過」或「不通過」

之決議；決議為「有條件通過」或「不通過」者，應敘明具體理由，並續送上一級教

評會進行審議。 

受評教師未於規定時間提送資料接受評鑑者，視為評鑑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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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教師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者，教評會應具體載明教師應再具備之條件，並於次學年

依第六條規定之作業程序，檢視受評教師是否已符合應具備之條件。 

受評教師未能於限期內符合應具備之條件者，評鑑不通過。 

第 九 條   受評教師評鑑結果不通過者，應於接獲評鑑結果書面通知後三個月內向學系主任提

出具體之自我改善計畫，所屬學系、學院、相關行政單位應給予協助，並自該評鑑學

年起算滿三年時進行再評。 

前項教師於改善期間內，每次續聘之聘期一年，並不得晉薪及在校外兼職或兼課，如

有違反規定者，視為再評不通過。 

教師於再評仍不通過，聘期屆滿後，依教師法相關規定，不再續聘。 

第 十 條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體育室、師資培育中心、語言教學中心教師之評鑑，依東吳大學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分由所屬之各級教評會辦理初評、複評及決評。 

第 十一 條    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者，得依「東吳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

定，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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