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 108學年度第 22次（109年 6月 22日）行政會議紀錄 

（109年 7月 6 日，經 108學年度第 23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9年 6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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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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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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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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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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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系黃心怡副主任代)、商學院傅祖壇院長(劉宗哲副院長代)、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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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系莊秀美主任、師資培育中心濮世緯主任、英文系蔡佳瑾主任、日文系羅濟立主任、 

德文系石斌宏主任、語言教學中心蔡佩如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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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系黃心怡副主任、商學院劉宗哲副院長、 

經濟系孫嘉宏主任、會計系李坤璋主任、企管系劉美纓主任、國貿系温福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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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 

請假︰王淑芳社會資源長、教學資源中心朱蕙君主任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頒獎 

一、 108考核年度敘獎達大功以上同仁頒獎(人事室) 

二、 表揚 107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執行績優單位(評鑑組) 

三、 表揚 108年度高教深耕管考優良子計畫(教學資源中心) 

四、 表揚 108學年第 2學期量體溫志工(學務處) 

參、 確定議程：確認 

肆、主席致詞： 

剛才有四種頒獎，有的是恭喜，有的是感謝，這是一群默默為學校付出貢獻的師長、同仁跟學

生，在此謹代表學校對各位表達恭喜與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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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指考報名人數，比去年度減少 5,366人，今年是學生人數下降的開始，往後每

年就讀大學人數皆會減少，提醒各學院學系，特別留意新生前來本校就讀的各種管道。 

二、今年的陸生學位生僅碩、博士能招生，且限定必須是 2020年臺灣大專院校之應屆畢業陸

生，目前報名本校碩士班有 64位，55位可以參加排名，可錄取名額是 26位；博士班

目前沒有人報名。資料審查將從 6月 29日開始，請各學系幫忙招收新生。 

三、109學年度第二專長課程已開始進行選課作業，上禮拜參加人社院特別辦理的第二專長

說明會，感謝人社院協助宣導，希望各學院積極將第二專長課程介紹給學生，鼓勵學生

修讀第二專長，培養其跨領域能力，增強職場競爭力之養成。 

 校長指示： 

一、今年開始考生人數會逐年下降，少子化估計將一直持續到民國 118 年，人數

才會開始緩步成長；目前陸生受到疫情影響無法來台，政府南向政策對學校

的發展幫助也非常有限，諸多因素對學校的發展影響很大。目前國際處正在

規劃針對日本與韓國招生計畫，希望未來能有好的成果。 

二、因為疫情關係，截至目前學校收入已減少約 5 千萬，同時 1 月至 5 月捐款人

數也減少了 26%，因此，未來必須全面檢討經費的使用，任何支出都要花在

刀口上，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 

蕭宏宜學務長 

一、群美中心承辦東吳有品青年之人氣志工獎，7 位候選人經過第一階段 ZUVIO 網路投票，

全校計有 439位師生參與，後續將再交由第二階段甄選小組，由 5位委員進行資料評分，

最終結果將於本週公告。另，參與投票者將在網路進行抽獎活動。 

二、 本學期兩校區量體溫志工，將於 6月 22日及 7月 6日的行政會議公開表揚，並予以記

功嘉獎，另，致贈商品卡表達感謝。 

三、 「東吳創新事業協會」將更名為「東吳承平扶青社」，是新成立社團，社團屬性為學術

類，將由健諮中心王佳玲心理師擔任社團輔導老師。 

四、 學期末學生容易因為壓力等問題產生自傷或自殺事件，請各位系主任協助留意期末考

期間，如有未能穩定出席、或有特殊情緒的學生，請協助轉介健諮中心。 

五、 109學年度獲泉思學舍住宿權學生之床位選填已順利完成，僅 2位男同學、1位女同學

放棄床位，截至 6月 16日，男生候補至 77號（序號登記至 122號），女生候補至 121

號（序號登記至 297號）。下一波遞補作業將於 7月中旬進行，務求減少空床數。 

莊媖琁總務長 

暑假期間兩校區將進行許多重大修繕工程，上週已於兩校區召開重大工程說明會，與各單位

溝通俾便能夠錯開各單位辦理的大型活動。兩校區總共有 20項大工程，外雙溪校區有 12項，

包括：綜合大樓及楓雅樓邊坡擋土牆整修工程、綜合大樓 1樓、2樓天花板壁癌處理、體育

館窗框防水工程、以及望星廣場上方天花板進行刨除及重新油漆，這項工程需搭建鷹架施工，

屆時將影響教職員工生進出動線，餐廳也會受到一些影響，總務處會事先公告施工資訊。另，

外雙溪工程還包括教室擴大機、線材、投影機汰換、冷氣的維修工程。城中校區總共有 8項

工程，除了菁英講堂還無法確定施工時間外，其餘 7項工程包括：第二大樓無障礙坡道整修，



 

今年總務處爭取到無障礙坡道整修的經費補助，因此可以同時在二大樓北側與南側增設無障

礙坡道，屆時將會影響第二大樓進出通道，出入口將會調整位置。此外，北側第二大樓與第

五大樓中間往第三、四大樓方向的木棧道，屆時也會配合剷平，配合坡道不再有高低落差。

另，包含城中校區空調系統改善。施工期間會避開轉學考、高中營隊等相關校外人士參與之

活動時間，相關工程都盡量安排在 8月 31日前順利完工。 

王志傑研發長 

有關 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學習成效問卷各學系填答情形，目前填答率 100%的學系有物理

系及微生物學系；填答率未達 50%的學系有社工系、英文系、日文系及法律系 4個學系。本

校前一年填答率 86.0%，目前 64.5%，麻煩各學系積極聯絡畢業生填答，如果學生已經畢業

不會到學校，也可以線上填答，有關線上填答路徑，已經通知各個學系秘書，填答期限是 109

年 7月 9日，麻煩各學系協助聯絡畢業生儘量填答。 

 校長指示：請社工系、英文系、日文系及法律系多多協助。 

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一、6月 17日教育部公佈境外生返台計畫及 SOP，規範未來 3個月學生返台的具體作法，

分成畢業生、舊生、新生三階段返台，第一階段限定 11個國家地區的畢業生優先返台。

感謝董副校長 6月 18日立刻召開跨單位的協調會，討論本校因應作法。目前在第一階

段開放返台的國家中，本校的應屆港澳畢業生有 24名，經過調查，17名學生有返台意

願，另，有 2名學生正在追蹤返台意願。因此，估算返台人數最多為 19名，特別感謝

總務處幫忙協調防疫旅館事宜。但最終返台人數及日期，還是必須依學生實際機票的訂

票情況，才能確定。 

二、6 月 20 日私立大專院校協進會透過 LINE 群組聯繫，希望各校支援境外生返台機場報

到櫃檯輪值作業，本校安排輪值日為 6月 25日端午節當天，總共需要支援 9人次，另，

依相關公文內容，第一批學生很有可能端午節前即可入境返台，國際處會依據政府政策

及公文內容，來進行相關境外生返校事宜。 

三、6 月 20 日國際處辦理馬來西亞、印尼的線上招生說明會，非常感謝巨資學院呂明頴老

師老師支援招生宣講工作，相信對本校的招生工作有相當大的助益。 

 校長指示：謝謝國際處連假期間加班支援境外生返台工作，除了補休假之外，請董

副校長研議其它的鼓勵方式。除了近期的畢業生返台，之後舊生、新生陸續抵台，

所需人力非常多，不應只由國際處一個單位承擔責任，也請董副校長協調其他單位

一起支援。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今年度行政人員的年度考核目前已進行至複核階段，各二級主管應該都已經將資料送出至

一級主管處，麻煩各院長、一級主管完成本項考核作業，截止時間為 6月 24日。 

圖書館李宗禾館長 

前次行政會議校長指示今天行政會議會後，請各位師長至圖書館聆聽漫讀區簡報，麻煩各位

師長了，謝謝。 



 

 校長指示： 

一、漫畫並非不值一提、打發時間的休閒讀物而已，我們從漫畫作品中可以看出

一個國家文化的傾向，藝術風格的改變與現在科技的結合，以及人心思潮的

不同，可以成為一門學問。透過圖書館的設計規劃，希望漫讀區以後能成為

東吳大學的驕傲之一。 

二、圖書館的圖書資源應該包羅萬象、符合更多人的需求，而非只為少數人服務。

以院系薦購書籍而言，有些因研究計畫需要購置的圖書，研究計畫結束後就

沒有人借閱，使用率不高，甚為可惜。其實可以透過館際合作或使用其他公

共圖書館，取得相關的資源。因此，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應重新檢討使用

效益，避免排擠其他的需求。 

賈凱傑主任秘書 

本人以性平會執行長的身份，麻煩各學院院長及系主任，新學期開始後，請特別提醒新進專、

兼任老師及同仁，務請留意遵守性別平等法規的相關規範。 

董保城副校長 

一、 有關境外生返台，依政府規定不論是來自哪一個國家地區，抵台後一律入住校外檢疫旅

館，謝謝總務處協助尋找防疫旅館。住宿費 1天 3,000元，其中，旅館向政府申請補助

1,000 元，檢疫結束後學生可向政府申請 1,000 元的補助，另，經校長同意本校每天再

補助 500元，學生實際只需負擔 1天 500元的住宿費，目前其他學校並無類似補助，相

信本校學生的經濟負擔應該減輕許多。另，因學校不需再保留檢疫宿舍，因此暑假期間

各單位舉辦之營隊活動，如有住宿需求，可以開始規劃安排。 

二、 本校第二教研大樓旁雙溪河道，由台北市政府編列經費進行疏濬整治工程已陸續完工，

未來颱風期間本校校園防洪壓力應該會小一些。 

 校長指示：外雙溪河岸整治工程，特別謝謝董副校長，與台北市政府協調提高河道

整治規模。河道旁有一個福德洋圳古蹟，也請與農田水利會溝通設置解說告示牌，

成為校園內一個新的景點。 

趙維良副校長 

一、 今年收入因陸生無法返台，粗估將減少 5千萬，還不包括其他境外生可能造成的影響，

目前仍無法預期陸生返台時間，但已確定今年一年級新生沒有陸生，未來很有可能人數

會逐年減少，預算缺口將會持續擴大。如：福州專班已經確定今年不再招生，因此兩年

後福州專班就會結束，今年大陸方面雖已經同意福州專班學生可於 9月來台，但屆時政

府是否同意陸生入境也還未知，可以看到陸生的學費收入是越來越少，因此未來預算勢

必有所調整，請各學系提前因應準備。 

二、 今年指考報名人數減少 5,300餘人，只剩 4萬 3,000多人，其中還包括 9,000多名重考

生，這也可能使二年級在校生人數產生變化。原想估算減少的人數可能影響的層面，例

如哪些校系將受到嚴重衝擊，然而因為變數太多，實在不易估算，目前只能等 8月 8日

放榜後，才能看出收生狀況，也請學系屆時儘量留住學生。另，基於報考人數的逐年下

降，明年的招生壓力將更形嚴峻，請學院系提前思考因應方案。 



 

三、 深耕計畫預算今年獲教育部補助 9,580萬元，比去年 8,970萬元，增加大約 600多萬，

如不列計 USR計畫經費，今年深耕主計畫也大約增加了 140萬元。教學資源中心會再

通知各單位經費開始使用時間。 

四、有關會計核銷作業，相較校內經費核銷情況，每年研究計畫經費逾期核銷情況較為嚴重，

麻煩各院系主管提醒執行研究計畫的老師，請儘快確認相關單據是否都已依規定辦理

核銷。 

  



 

柒、提案討論 

案由：請討論 108 學年度經費結報期限及相關事宜。 

提案人：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說明： 

一、 依本校預算制度規定，108學年度預算支用期間為 108年 8月 1日起至 109年 7月

31日止，為彙報各單位預算實際支用數額及確實各項支用憑證歸列 108學年度決

算，以避免產生過期憑證影響本校免稅權益，而造成重大損失。茲援例規劃 108學

年度經費結報期限，以利各單位遵循辦理。 

二、依本校 109學年度行事曆、107學年度經費結報情況及會計師查核 108學年度財

務報表作業時程，建議 108學年度經費使用及結報期限如下： 

(一)除政府機關補助或委辦經費、產學合作計畫經費、指定單位使用之受贈經費

及辦公費依其經費使用期限規定外，餘於 109年 7月 31日(含)尚未發生債務

或契約責任者，應即停止支用。 

(二)經費於 109年 7月 31日前使用並完成驗收，應取得 108年 8月至 109年 7月

間之發票、收據等原始憑證及相關文件，於 109年 8月 10日(含)前完成決行

主管核決並送達會計室；逾時者，視為逾期核銷，應專案陳副校長同意後辦

理。 

(三)109 年 7 月份教師研究計畫雇主負擔之保費及勞退金核銷，應於 109 年 8 月

31日(含)前完成決行主管核決並送達會計室；逾時者，視為逾期核銷，應專案

陳副校長同意後辦理。 

(四)出差期間跨至 109學年度者，截至 109年 7月 31日(含)止已發生之差旅費，

應填寫出差旅費報告表辦理經費報核，於 109年 8月 10日(含)前完成決行主

管核決並送達會計室，其相關原始憑證及證明文件無法檢附者，併同於出差

事畢 15日內結報差旅費時檢送。 

(五)調整 108學年度已執行經費之來源類別者，應於 109年 8月 10日(含)前完成

決行主管核決並送達會計室；逾時者，應專案陳副校長同意後辦理。 

(六)於 109 年 7月 31日(含)前，包含校外補(捐)助及委辦經費等各項經費，已發

生債務關係或契約責任，但未及驗收且未預先支付款項者，應填寫經費保留

申請表(附件)，檢附契約責任相關文件，於 109 年 8 月 10 日(含)前陳校長同

意並送達會計室。 

(七)至 109年 10月 9日(含)止核決並送達會計室之逾期核銷案，經統計彙整後送

研究發展處，自 109年 10月 10日起之逾期核銷案，併入下年度統計資料。 

三、依經費結報期限，統計預算系統截至 109年 8月 10日(含)之登錄資料，彙編年度

預算控管分析表，於 8月 31日前陳核後，送本校監察人、預算小組、校務會議、

預算委員會及各直屬單位參考，逾時核銷者，維持預算系統登錄作業，年度預算

控管分析表則不修正。 



 

四、規劃 108學年度財務報表會計師查核作業期間為 109年 9月 7日至 9月 21日止，

為編製決算報表供會計師查核及提送董事會審議所需，建議 109年 9月 1日(含)

起核銷之 108學年度經費者，歸列為 109學年度支出。 

五、108學年度經費結報期限及相關事宜，於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及會議紀錄確認後，

函送各單位。 

六、檢附東吳大學經費保留申請表(附件)，請討論。 

決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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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招待所住宿管

理辦法」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待會議紀錄確

認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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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提送第 27 屆第 8 次董事

會核備。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

法」修正建議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待會議紀錄確

認後，將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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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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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紀錄首頁 

 

案由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