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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9 學年度第 5 次（109 年 10 月 19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9 年 11 月 2 日，經 109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9 年 10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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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乾隆教務長(國際商管學程主任)、李坤璋學務長(蔡志賢專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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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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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張上冠院長、理學院張碧芬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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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侯淑娟主任、音樂系彭廣林主任、英文系蔡佳瑾主任、日文系羅濟立主任、德文系陳姿君主任、 

心理系張建妤主任、經濟系孫嘉宏主任、會計系高立翰主任、企管系王昱凱主任、國貿系梁恕主任、 

財精系詹芳書主任、巨資管理學院葉向原主任 

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學生會薛伃晴副會長 

請假︰董保城副校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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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入學推甄申請從今天開始，申請期間由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2 日，建

議各學系針對大四及剛畢業的學生開始宣傳，希望可以在推甄階段就能招收足額的新生。 

 校長指示：在少子化的影響下，學校今年的新生註冊率還比去年略為增加，謝謝教

務長及教務處同仁的努力。 

詹乾隆教務長補充說明 

一、有關影響新生報到率的因素，教育部在資訊、機械、人工智慧等類別，於總量管

制外另設增額錄取名額，增額的員額人數加到分子(不列入分母)計算，因此理工

類學校的報到率提升得很快；境外生人數雖同樣為總量管制外的外加名額，但卻

是同時列入分子與分母計算，因此，如境外生人數多，亦可提升整體註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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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未來面臨的招生環境在少子化影響下，以及政府相關政策將 1,500 個弱勢

生外加名額分配給國立大學情況下，將較不利於私立學校招生。 

李坤璋學務長(蔡志賢專委代) 

10 月 24 日學務處將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這次總共有 405 位家長報名，城中場 183 位家

長，雙溪場 222 位家長，下午的場次由校長主持，上午的場次則麻煩各學系主任協助。 

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一、由於本校的外籍學位生人數非常少，為了創造更多外籍學位生來校就讀的機會，因此，

目前規劃暫定於外語學院下成立「跨領域國際學士班學位學程」，全華語授課，主要的

招生對象為日、韓，越南與印尼地區的學生。 

二、「跨領域國際學士班學位學程」概念將結合學校跨領域學習的特色，加上本校華語教學

課程，學分結構規劃為：兩年華語課程，兩年第二專長課程。大一、大二前兩年專心學

習華語及修讀通識課程，總共約 60 至 70 個學分左右，大概佔 128 個畢業學分的一半，

剩下 1/2 的畢業學分，將運用學校既有的第二專長課程的資源，希望能規劃成 3 個課

群：華人社會課群，經營管理課群及亞太專題課群（全英語課程）。外籍生可以自由選

擇修讀課群、或是修讀雙修、輔系、學程及其它第二專長的課程。 

三、目前規劃每年招收 30 名學生，四年計 120 名學生，希望能夠於 109 學年完成行政程序，

110 學年度開始招生宣傳，111 學年度開始招生。未來也希望能統籌全校的華語教學，

包括學位生、境外交換生的華語教學，以及華語夏令營、華語專班等。細節的部分，目

前仍持續與各單位溝通中。 

四、有關開課成本，師資部分依教育部規定，17 位教師中第一年必須至少有兩位專任老師

授課，其餘 15 位兼任教師則必須有授課事實。此外，另由一位秘書同仁負責行政工作。

課程部分，128 畢業學分中扣掉通識課程、以及運用現有第二專長課程，因此實際需開

設的課程約為 40 至 50 學分的華語課程。 

 校長指示： 

一、這個新設的學位學程，是一種「空白學位學程」概念，打破科系藩籬，讓狀

況不一的學生們，自己選擇感興趣的學習科目模組。因此外籍生入學時不屬

於任何科系，兩年的華語文能力訓練後，透過學校設置的不同領域的「第二

專長」課程，選擇自己感興趣專業課程修讀。 

二、外籍生招生名額為外加名額，不佔總量管制名額，能提高本校的註冊報到率。 

三、整合本校現有華語課程及運用第二專長課程，設置及開課成本低，在目前學

校無法增加新的資源下，是一個非常具有創意、且切實可行能增加收入的方

式，特別感謝國際長及外語學院張院長共同合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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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芳社資長 

一、10 月 17 日社資處與校友總會共同舉辦校友高爾夫球賽，本次有多達 120 位的校友參

加，活動順利圓滿，也謝謝商學院傅祖壇院長全程陪同接待校友。高爾夫球賽今年已經

是第 15 年舉辦了，由於校友們都有很好的回饋，因此未來仍會持續辦理。 

二、社資處負責統籌校慶系列活動的接待工作，早上的慶祝典禮，約 400 多位外賓，中午的

校慶餐會，將近 1,500 位校友參加，謝謝教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及總務處同仁的支援，

從事前幫忙紀念品裝袋、整理資料，以及當天外雙溪校區及典華餐會現場的報到工作，

非常的辛苦，特別感謝 4 個行政單位的人力支援。在此也要特別謝謝各學系的協助，

派出各系的秘書與助教接待自己的系友，因此雖然當天人數眾多，典華的餐會略有些

微忙亂，但是校友們的回饋都很正面，這是各個團隊共同合作的成果，謝謝大家的協

助。 

三、109 年度的捐款榮敬，在這次校慶慶祝典禮上，僅進行捐款金額達百萬以上的榮敬活動，

因此有非常多為校史館捐贈的校友，校慶當天我們並未能好好地接待，也沒有機會給

予榮敬表達感謝之意，學校致贈的獎牌也僅能置放於紀念品提袋中，由捐款校友自行

攜回。包括今天在場蠻多的師長同仁，也是學校校史館很重要的捐款人，因此社資處規

劃於 11 月 28 日舉辦校史館的感恩茶會，邀請捐款的老師、同仁與校友們一起返校參

加，共襄盛舉。 

四、校史館啟用後獲得很多校友的回饋與肯定，陸續有校友預約返校參觀校史館，但目前校

史館的文案部分，還需要繼續的努力，其中有關「古今校園」主題，各學系之前提供的

恩師文案資料非常少，日文系撰寫 5 位老師的文案，是提供資料最多的學系，其他各

系的恩師文案數都很少，社資處會利用 11 月份的時間，努力與各學系共同合作，希望

我們的校史館，不管是校友或老師的人物故事，都能夠更加豐富。 

 校長指示： 

一、 這次校慶活動非常的成功，是所有參與的師長、同仁，包括學生們一起共同

努力的成果，請主秘辦理敘獎事宜。 

二、 整個校慶活動期間，真的是非常辛苦，特別感謝社資長及社資處的同仁們，

也謝謝所有參與的同仁，請主秘安排校慶活動工作同仁的聚餐。 

三、校史館之後的權責單位為秘書室，待正式驗收完畢後由秘書室接管，請安排

相關業務的交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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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院張上冠院長 

一、11 月 2 日共通教育委員會開會時間與本院院務會議時間衝突，本人因而無法出席，故

在此先跟各位師長報告本院於共通教育委員會之提案內容，也希望各位師長能夠支持。 

二、因應通識教育中心來文，希望在 110 學年針對全校共同外文課程進行調整，改為多元學

習，本院在各個不同的會議當中討論，並凝聚以下共識，建議自 110 學年度起： 

（一）刪除「大一新生必修英文但凡檢具通過等同全民英檢中級聽讀證明或英文學科能

力測驗成績或指定科目考試英文科成績達頂標之新生者，可就三種語文任選一科

修習。」即刪除新生英文能力達標始得修讀英文以外第二外語之規定，開放學生

可自由選擇修讀之共同外文課程類別。 

（二）「共同外文開設英、日、德、韓四種語文。大一新生，可就四種語文任選一科修

習，惟外語學院學生不得修習主修之語言。」 

（三）「東吳大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修改為「東吳大學學士班學生外文能力

畢業標準」，適用非主修外語學系學生，增列外語畢業標準檢定等級與項目如下： 

1.日文： 

（1）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 ：N3 

（2）J.TEST 實用日本語檢定：<D 級>500 分 

（3）日語交流能力鑒定考試 JLCAT：A2 

2.德文：等同 CEFR A1 等級之各類德語檢定。 

3.韓文：TOPIK 3 級。 

巨資學院許晉雄院長 

一、巨資學院於 10 月 17 日下午於松怡廳，舉辦「未來大人物跨界論壇-後 AI 時代的創新人

才」，約有 400 位外賓參加，活動圓滿順利，感謝校長、副校長及各位師長的參與。 

二、巨資學院與天下創新學院合作開設課程，目前有「大數據」、「FinTech」兩個主題課程，

第三個主題課群-「商務智能」，預計於 11 月上架，另，目前也正與天下團隊討論第四

個課群主題，將朝人工智能方面進行課程的設計與規劃。 

 校長指示：請法學院規劃與天下創新學院合作開設「資訊安全法律」課程。 

圖書館李宗禾館長 

一、關於天下創新學院閱讀推廣事宜，圖書館將於 10 月 20 日至 12 月 15 日止，推出學系

對抗賽、以及全校碩博士生競賽。學系對抗賽前三名頒發獎狀，得名學系前 15 名參賽

者頒發獎金；碩博士生不分系，取前 10 名，頒發獎金。另，這次追加「參賽者必須通

過測驗數最低門檻 200 堂課」之新競賽規則，請各院系師長協助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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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數位校史館中的「學院幸運球」頗受在校生好評，開幕第一週，人社院球筒由 1,000

顆球到目前僅剩 100 顆，圖書館預備緊急添購第二批。感謝社資處追加提供各學院 400

份折價券，圖書館也準備提供各學院 300 份紀念品。另，餘 300 顆球還是希望依當初

規劃印製各院系師長的祝福話語，尤其目前在校生入館特別踴躍，希望各院系老師們

能共襄盛舉。 

三、目前在游藝廣場展出的「東吳人與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圖片展」，謝謝董副校長協助大力

宣傳，截至上週五，計數器顯示計有 986 人進場、768 人簽到觀展，本次展覽最難能可

貴的是導覽人員都招募自校內同學，由新一代的東吳人講述著前輩們在大時代下的故

事，本展做為校慶系列活動的一環，更具有連結與傳承的意味。在問卷調查的質性意見

中，除了對於東吳人的貢獻有所共鳴與感動外，導覽人員的解說部分均獲得好評。展期

明日即將結束，歡迎各位師長帶著學生到游藝廣場觀展一同見證歷史。 

 校長指示： 

一、「東吳人與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圖片展」於外雙溪校區繼續展出所需的經費？ 

二、請各學院師長協助提供師長祝福話語製作「學院幸運球」。 

圖書館李宗禾館長補充說明 

一、城中校區展出係首次展覽，所需費用含設計費將近 90 萬。 

二、已請廠商評估外雙溪校區目前可能的 3 個場地： 

(一)綜合大樓二樓的雙溪藝廊，因為現場有兩個柱子會影響 250 公分展板展

出，加上開放空間，燈光較暗風較大，比較不建議。 

(二)第二教研大樓的一樓，只能展出半數的展覽內容，費用約需 40 萬。 

(三)戴氏基金會會議室，除上海交大提供的原件外，可儘量納入所有的展覽內

容，費用約需 65 萬。 

三、實體展示的優勢在於觀展人容易產生共鳴，但缺點是兩個禮拜展期結束後，

就必須撤場，沒有辦法長期保存。因此，與廠商討論以數位形式展出的可能

性，包括拍攝 720 度的環景照片，展板文字內容、圖片、聲音以及雲端網域

的授權使用費，整體估算所需費用約 50 萬元。其優點是不僅文字、圖片內容，

連學生志工導覽的聲音，都可以做為紀錄、數位化長期保存，另，可以不限

場域提供海外校友線上觀展，缺點是比較沒有觀展的氛圍。 

四、今天稍晚將要與董副校長進行更細部的討論，但不論舉辦實體展覽或數位展，

經費部分需請學校支持。 

 校長指示：「東吳人與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圖片展」對學校而言是非常好、具有特殊

意義的展覽，請規劃安排展出事宜，展出方式如何進行，請再討論。 

  



 

6 

 

趙維良副校長 

一、10 月 14 日教育部高教評鑑中心來校進行獎補助經費訪視，訪視委員有非常多的建議，

其中比較大的一個問題是，過往為了方便各院系使用獎補助經費及預算，讓大家將各

類各項的需求放在基礎維運計畫裏，訪視委員認為這是一個不好的方式，希望學校未

來赴教育部提報 111 學年獎補助計畫經費報告時，需將經費需求分開，教學需求歸教

學計畫、研究需求歸研究計畫，必須非常明確。 

二、目前大家都已經在填報明年度的預算，研發處也正在研議提報獎補助經費的作法，屆時

請各位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編列獎補助經費，在計畫和經費上區隔，因此各學系編列計

畫經費時會比較瑣碎麻煩一點，請各位院長回去的時候協助轉達，由於學校必須符合

教育部的規定，還請各系所的秘書們與研發處共同配合，完成獎補助計畫的填報。 

潘維大校長 

請總務處說明菁英講堂目前的進度。 

莊媖琁總務長 

日前討論過程中，董副校長希望能增加口譯空間，因此臨時變更施工計畫增加口譯隔間，未

來菁英講堂除了中文以外，還可以有其他三國語言。原先 60 個座位，配合增設口譯空間，

調整為 54 個座位，目前廠商依此需求及修改的內容調整，此外其他規格上的需求，也都會

與法、商學院商討研議。 

潘維大校長 

請推廣部說明學校與微軟公司合作案現在的辦理情況。 

推廣部吳吉政主任 

一、推廣部已開設一系列微軟認證課程，校內師生同仁均有優惠折扣方案，社資處亦將課

程資訊提供校友參考，同樣也享有優惠折扣方案。 

二、大學部在校生可以先修讀本校的證照推動教學課程，學生修讀課程後再接著考照，可

以直接就在本校考場考照。另，生涯發展中心提供經費補助，學生於校內考照已經享

有優惠折扣，再加上生涯發展中心的補助，基本上幾乎不用花錢就可以取得證照。 

三、今年暑假 7 月份種子課程第一次啟動開課時，其實就已有教職員同仁來報名上課，然

後部分老師、同仁一次就拿了 5 張證照。 

 校長指示：微軟證照目前共有幾種？證照課程是否有學習路徑圖？ 

推廣部吳吉政主任補充說明 

一、微軟證照超過上百種，從最基礎的電腦應用，到專業的 AI 認證都有，目前推

廣部先從基礎證照開始陸續開課。課程會先分類，從非常基礎的電腦應用，到

專業的 AI 等模組課程，目前推廣部先從基礎課程開始陸續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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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會先分類，有各自主題的模組如：電腦應用、AI、大數據等，推廣部數位

資訊學苑已將相關的學習路徑圖放在推廣部的宣傳媒介上。 

趙維良副校長 

請各位師長協助宣傳，因為微軟已收購了專業社群網站 linkedin，linkedin 提供電

子名片、履歷、企業徵人資訊等等，因此，只要通過微軟證照考試，linkedin 自然

會在履歷上加註標示，所以企業端看到求職者的履歷時，就能知道所通過的微軟檢

定資料，這是蠻有利的一點，請各位鼓勵學生參與學校的微軟認證課程，未來在求

職時履歷資料會更豐富一點。 

 校長指示： 

一、請與人事室林主任研議，是否可以作為同仁的在職訓練，補助同仁取得微軟

證照。 

二、請與各學院系主管討論，將微軟證照分類，搭配各學院系的專業，設計學習路

徑圖，提供選課建議。也請各學院系師長鼓勵老師、學生、同仁學習。 

三、請推廣部設計微軟認證課程的分類及說明，規劃學習路徑圖，俾便老師、學

生、同仁能依據各自不同的需求選擇課程，甚至毫無相關資訊背景的校外人

士，也能很清楚知道如何選擇課程學習。 

陸、提案討論：無。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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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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教學研

究中心設置與考核辦法」

修正案 

請蒐集意見修正後，再提會

討論。 

提送本(109)年 10 月 26 日學術研究

委員會討論修訂後，再提送行政會

議。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學精

進補助辦法」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待會議紀錄確認後，將

簽請校長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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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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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紀錄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