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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2 次（110 年 2 月 1 日）行政會議紀錄 

（110 年 2 月 22 日，經 109 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0 年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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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坤璋學務長、王淑芳總務長(社會資源長)、王志傑研發長、王世和學術交流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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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發展組金凱儀組長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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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楊俊峰主任、政治系劉書彬主任、社會系周怡君主任(人權學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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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系陳姿君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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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系張建妤主任、巨資管理學院葉向原主任、 

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陳秀珍專門委員、莊媖琁專門委員、蔡志賢專門委員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 

介紹兩位校長室新任同仁莊媖琁專門委員、蔡志賢專門委員，負責稽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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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頁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今年寒假因疫情影響，本校多數境外生無法回到自己的家鄉，經校長指示規劃關懷行動，除

了國際處舉辦的年節節慶活動外，也請各院系、各單位從各種層面關心我們的境外生，特別

感謝人社院、巨資學院，除了所屬學系外、兩學院另安排了學院層級的關懷活動，此外，包

括住宿中心、華語教學中心等，總共有 26 個單位協助安排各樣關懷行動，總共約有 500 多

人次學生收到關心，非常感謝各院系、各單位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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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謝永明主任 

本校校園防毒軟體租賃授權自 2 月 1 日起由賽門鐵克(Symantec)改為卡巴斯基(Kaspersky)，

電算中心已發函通知全校各單位，請各位同仁連線上網更新，安裝過程如有問題，請聯繫電

算中心。另，由於賽門鐵克自 2 月 1 日起將無法更新病毒定義檔，建議大家將防毒軟體更新

為卡巴斯基。 

賈凱傑主任秘書 

年節將近隨著人員流動，增加很多群聚感染的機會，疫情似有擴大的風險，提醒大家年假期

間可以多多利用電話或手機群組拜年，外出時請記得配戴口罩、勤洗手做好個人防護。另，

例行舉辦之新春團拜，今年因防疫關係，奉校長指示停辦，活動雖停辦，但新春團拜禮品仍

將於開始上班的第一天發放。 

董保城副校長 

人會總系統預備於今年 7月 31日前上線，我們要求廠商天方公司電腦工程師於兩校區駐點，

外雙溪校區駐點位置暫時先安排在寵惠堂 A215 法商學院聯合辦公室，請法、商學院院長多

包涵，將來如果兩學院的使用率高時，我們再另外調整地點。城中校區駐點服務的時間、地

點另外公布。春節年假結束後，工程師就會到校駐點服務，請人會總系統相關單位、學系秘

書、助教，如果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現場詢問工程師。整個開發過程，也非常謝謝電算中心

謝永明主任、聯繫窗口秦裕國組長及電算中心的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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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無 

柒、臨時動議： 

案由：請審議本校與馬偕醫學院簽署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案。 

提案人：趙維良副校長 

說明： 

一、馬偕醫學院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 2009年創立的私立醫學院，是全台第 12所醫

學院。與本校同為教會學校，該校表達與本校合作之意願，為促進兩校實質交流，

因此提出本案。 

二、檢附本校與馬偕醫學院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如附件，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捌、散會（下午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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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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審議本校與日本千葉

商科大學簽署校級學術

交流協議案。 

通過。 簽署中。 

二 

請審議本校與日本筑波

大學續簽校級學術交流

協議案。 

通過。 簽署中。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專任教

師聘約」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俟會議紀錄確認後，

將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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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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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詳參頁 7-9。 
擬予繼

續管制 

二 

建置東吳大學公開資訊平台。 

【109/7/13 一級主管午餐會議討論之單

位追蹤事項，校長口頭指示改列為「行政

會議報告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 

校務資料

分析中心 
 

東吳大學公開資料平台進度報告

請詳參頁 10。 

擬予繼

續銷管 

三 

計畫實施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計畫 

【109/7/13 一級主管午餐會議討論之單

位追蹤事項，校長口頭指示改列為「行政

會議報告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 

教務處  
「計畫實施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

計畫」進度報告請詳參頁 11。 

擬予繼

續管制 

四 

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 

【109/7/13 一級主管午餐會議討論之單

位追蹤事項，校長口頭指示改列為「行政

會議報告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 

圖書館  
「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進度報

告請詳參頁 12。 

擬予繼

續管制 

五 

行政作業流程檢討優化 

【109/7/13 一級主管午餐會議討論之單

位追蹤事項，校長口頭指示改列為「行政

會議報告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 

秘書室  

目前相關單位正在進行循環作業

及內控作業討論中，預計 4 月 1

日前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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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 

教務系統 AP 版開發進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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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選課介面尚未進行開

發外，其餘已完成開發。 

2. 109 學年第一學期，新生預選階段之批次分發作業已改採新版預選分發程式進行分發，並驗證

通過。12/28 使用改版後的預選分發程式，完成 1092 預選分發作業。 

3. 完成 1091 新生、舊生初選登記分發作業的測試作業，目前正在著手測試 1092 舊生初選的分

發。預計可以在本次初選分發(110.1)採用新程式進行分發作業。 

4. 預計於開學新生初選階段後，系統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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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

適合行動裝置與電腦呈現的選課介面。 

5. 課務系統及相關功能已排定上線使用，若有任何需要修訂的地方，可用系統組需求單管理系統

進行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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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會計總務校發問題處理進度表 

 

問題單結案統計表 

 

註： 

1. 子系統在這段期間有進行重新歸類，各系統問題單數量也因此有所調整，故校發系統實際問題

數量減少，成長率亦呈現負值。(成長率公式:(本次東吳確認結案數-上次東吳確認結案數)/上次

東吳確認結案數) 

2. 自 12/22 第 15 次專會議截至 01/15，問題單增加了 24 件，結案數增加 43 件，問題結案比

率較 12/22 成 長 8.5%。  

 

相關列管追蹤事項執行情形 

1. 天方應交付單元測試、系統測試 及整合測試電算中心，電算中心於一週內完成審查報告後交

由負責審查同仁簽字，並提交大會討論。 11/23 天方所提測試問題單統計表經電算中心整理

後共有 43 項，天方公司依照程式規格書完成程式撰寫、程式測試、程式品管、單元測試報告

等相關文件，已送交電算中心完成審核。 

2. 天方公司應將人事聘任之測試規劃書納入測試時程並列入導入規劃書中並提供 39 個子系統的

甘特圖。目前執行情形為：天方已於 12/31 交付人事聘任之測試規劃書級甘特圖，電算中心已

將審核意見告知天方, 新版本於 01/19 重新交付，目前電算中心檢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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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方公司應修改校發系統中後台有關社資處捐款之計畫管理分類以及新增『其他』類別，並於

修改前與社資處、校發組確認，確認後知會電算中心。此案已於 12/25 完成建立。 

4. 全校性捐款的實際規劃，社資處、電算中心應協助確認本校需求以及實際執行方式，目前已規

劃實際運作方式，待 1/26 專案會議後邀集各單位進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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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公開資料平台進度報告 

一、目前進度 

1. 資料更新：第一期（學生類）業已完成建構，目前正依循本校各單位資料更新及校庫資料公

開期程，進行新年度資料更新；目前已更新完成者包括：本校歷年新生註冊率、

本校歷年休/退學人數、轉系/輔系/雙主修及跨領域人數、本校歷年畢業人數等。 

2. 功能微調：依據使用者建議，陸續進行版面及功能微調中。 

3. 校務類模組建構：已完成校務類之「人事」及「財務」面向模組。人事模組為專兼任教師人

數；財務模組則包括：本校近三年收入、支出分析、本校歷年財務資訊、本校私

校獎補助計畫經費、本校採購案統計概況及優久聯盟歷年財務資訊。 

 

二、平台第一期學生類模組及第二期校務類（人事、財務）模組已公開（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gm.scu.edu.tw/suodp/），並附有操作手冊及意見回饋區，敬請師長撥冗試用、

提供意見。 

 

 

回紀錄首頁 

 

  

https://sites.google.com/gm.scu.edu.tw/suo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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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實施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計畫」進度報告 

1.人社、外語、商學院及巨資學院依規畫於 12 月 28 日前將新設第二個第二專長計畫書及課程表送註

冊組彙整。截至目前法學院仍尚未繳交相關資料提供外審。 

2.教務處於 1 月 7 日將第二專長相關資料提送外審委員進行外審作業，相關審議結果將於 1 月 28 日

前將回復學校。 

3.多次至學院與院系主管進行溝通討論，期望讓第二專長運作更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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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進度報告 

一、建立品牌特色促進學術合作與國際交流 

1.重新檢視東吳大學圖書館漫畫編目政策，以利讀者能迅速查找漫畫特藏。 

2.確認圖書館漫畫官網設計，其中將提供歷年金漫獎各獎項得獎作品之出版資訊連結及介紹台

灣本土漫畫家，有利於國際友館進行藏書交換之推動及增加本校漫畫特藏曝光度。 

二、辦理閱讀推廣活動促進漫畫之加值應用 

規劃 110 學年度以法國為主題之學術活動，主軸將以漫畫為主，蒐集法式幽默、諷刺、環保議

題或歷史等主題資訊，並規劃與信鴿書店或學系合作，延請相關專家學者來解析與導讀法國漫

畫作品，以擴展漫畫研究視野及提升學術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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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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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附件 

馬 偕 醫 學 院 

東 吳 大 學 
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馬偕醫學院與東吳大學，為提昇學術及教學品質，積極推動兩校聯盟，特訂定本合作

協議書，其條款如下: 

壹、總則 

第一條  馬偕醫學院(以下簡稱甲方)暨東吳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為提昇學術合作

及交流事宜，訂定本協議書。 

第二條  甲乙雙方合作之範圍包括下列各項： 

一、學生交流。 

二、學術及教學合作。 

三、行政、圖書與學術資源之交流。 

四、研究生訓練。 

五、其他由甲乙雙方同意之合作方式。 

第三條  甲乙雙方同意在不違反原校、院、系所內相關規定情形下進行合作。 

第四條  甲乙雙方經本協議書合作之學術、教學及研究成果、由兩校共享。 

第五條  甲乙雙方如有交換機密資料之必要，將於另行簽署保密契約後，再進行機

密資料之交換，以促進雙方之合作並保障雙方之權益。 

貳、學生交流 

第六條  兩校學生得選修對方學校開設之課程(限該校該學期未開設之課程)，惟每

學期選修對方學校之學分數以不超過該生學期修習學分總數四分之一為

原則。 

第七條  雙方同意每學期互派學生至對方學校學習，交換期間以一學期為原則，必

要時得申請經雙方學校同意酌予延長，但以延長一學期為限；交換學生應

為全職且「非學位」之交換生。 

第八條  交換名額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以每學期全校 10名為原則。 

第九條  如遇任一學期有缺額情形，對方學校可視情況同意是否併入下一學期之交

換生名額。 

第十條  交換學生之條件、程序與規則由雙方自行訂定，但應以對方學校已設學系

所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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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雙方應在每年 4 月底及 10 月底前將交換生申請資料寄達對方學校，雙方

應於三十日內將審核結果通知對方學校。 

第十二條 交換學生之義務包含下列各項： 

一、交換生於各自所屬學校註冊並繳納學雜費（含學分費）、使用及代辦費

(含學生平安保險費)，除在職專班課程需另依接待校相關規定繳費外，

雙方學校不再收取交換生前項費用。 

二、交換生應自行尋找住宿，並負擔書籍費等個人相關支出費用。 

三、交換生必須遵守對方學校之校規。 

四、交換生選修課程之科目及學分上下限，悉依對方學校及系所相關規定

辦理。 

五、交換生選修之課程回到所屬學校抵免時，依各自學校學分抵免辦法辦

理。 

六、交換生於交換期間辦理休、退學者，應依雙方學校規定辦理，離校時

應辦理離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校義務包含下列各項： 

一、雙方應提供交換生學生證，並協助交換生報到、選課及使用校內設施

等相關權益事宜。 

二、雙方應盡力協助交換生在交換期間之住宿需求，並按各自學校規定辦

理宿舍申請與後補等事宜。 

三、雙方應給予交換生學期成績單，在修課學期完成後，雙方應互寄兩份

成績單至對方學校相關單位，一份供校方存查，一份給學生自行留存。 

叁、學術及教學合作 

第十四條 雙方教學設備（含教室）及課程應開放資源共享，如相互支援通識教育、

基礎學科等相關師資與課程。 

第十五條 共同舉辦學術及社團相關活動，鼓勵兩校師生參與；並共同推動雙方教師

研究計畫之合作。 

第十六條 共同推動遠距教學課程。 

第十七條 共同開設推廣教育班。 

肆、行政、圖書與學術資源交流 

第十八條 有關圖書資源項目，甲乙雙方秉持促進學術研究與文獻交流原則進行合作，

合作項目包含下列四項: 

一、館際互借、學術刊物交換、及其他資料之交流。 

二、學習資源交流互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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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舉辦圖書資源相關之研習。 

四、其他雙方同意之計畫。 

第十九條 在具體執行上述各項合作項目前，雙方應以個案方式就相關細節達成書面

協議。 

伍、研究生訓練 

第二十條 甲乙雙方為進行學術研究及培植研究生，得經由甲方系所與乙方系所商定

合作方式，並訂定計畫，由雙方合作執行之。 

陸、研究合作 

第廿一條 甲乙雙方基於研究需求擬進行之個別合作計畫案，其進行之方式及其費用

等條件，雙方應另行簽訂正式書面契約(以下簡稱「正式契約」)，未來雙

方就該個別合作計畫案之權利義務，悉以另行簽訂之「正式契約」內容為

準，以保障雙方之權益。 

柒、附則 

第廿二條 本協議書如有修正之需要時，得由雙方以書面協議之方式為之。 

第廿三條 本協議書經雙方簽署後生效。其需報請主管機關核備者，於主管機關准予

核備後生效。 

第廿四條 本協議書自簽署之日起五年內有效，期滿後自動延長五年，若任一方擬終

止本協議，必須在一年以前以書面通知對方。 

第廿五條 本協議書甲乙雙方各執正本壹份、副本兩份為憑。 

 

立協議書人 

馬偕醫學院 

校長:○○○ 

 

 

立協議書人 

東 吳 大 學 

校長: 潘維大 

 

 

簽名:             簽名: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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