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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9學年度第 16次（110年 4月 12日）行政會議紀錄 

（110年 4月 26日，經 109學年度第 17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0年 4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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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算中心謝永明主任(行政諮詢組蘇智琦組長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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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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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呂世伊主任(項庚佑秘書代)、微生物系李重義主任、心理系張建妤主任、 

經濟系孫嘉宏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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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校長室王蓉貞專門委員 

請假︰法學院鄭冠宇院長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頒獎 

一、 系所評鑑結果頒獎(評鑑組) 

二、 頒發建校 120 年校慶感謝狀(秘書室) 

參、確定議程：確認 

肆、主席致詞： 

恭喜剛才得獎的單位及個人，感謝各位師長的貢獻及努力，也謝謝今天親自來到現場領獎的各

位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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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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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請參閱第 12-18 頁 

董保城副校長補充報告 

人會總系統預計 7 月 1 日全部上線，4 月份開始部份子系統陸續上線，4、5 月亦陸續

安排教育訓練。上線前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完成，電算中心也會即時密集地開會討論追蹤進

度，廠商也全力投入配合，日前天方董事長亦已加入人會總系統的工作群組，如果有任何問

題的話，天方董事長會在第一時間收到訊息，立即回覆。 

包括系統功能、教育訓練、上線前的施測等工作項目，我們當初應在委託廠商合約開始

進行前，前端就應該跟各單位把需求說明清楚，讓雙方充分瞭解，但顯然過去的努力並不

夠。此外，現階段人會總系統相關單位如有人員異動，因職務調動新的承辦人如果提出新的

系統需求，我們原則上建議先不要提出新需求，不要因為承辦人員換人就換需求，請先以原

來既有的規劃內容完成，未來系統將來還有一年的保固期，屆時再視需求情況修改調整。 

在這裡也請各位主管幫忙拜託同仁們即使要加班也請務必幫忙完成系統的測試等相關

工作，最後一哩路，請大家一起承擔共體時艱，否則前功盡棄，受害的是學校，電算中心責

無旁貸也會負起責任，盡力扮演好資訊溝通、協調和承擔的角色。 

詹乾隆教務長補充報告 

教務處負責第二專長課程計畫，4 月份開始在兩校區將會再舉辦 4 場說明會，歡迎各位師

長、學生一起參加說明會。 

三、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一、 有關教育部目前規劃之 108課綱/111學年度考招草案的內容，說明如下： 

(一)111學年度起將繁星推薦日期延後 1個月，改於 3-4月間辦理； 

(二)學測繳交備審資料時間延後 1個月，第二階段書面審查與口試延後約 2個月，由 4

月中旬延至 6月初辦理； 

(三)指考時間從 7月初延後至 7月底辦理； 

(四)110學年度將針對目前的高二生，於今年 7月份先舉辦一次學測考試作為模擬練習。 

二、 對學校端的影響： 

(一)6月初進行書審及口試，屆時學校很有可能正在舉辦畢業典禮或期末考試，必須要

有所因應。 

(二)指考如於 8月底放榜，本校預計 9月中旬(第二週)開學，屆時放榜後的聯繫、報到、

註冊、選課等業務，時間將變得比較急促。目前仍為草案並未定案，後續將由大學

招聯會再做討論。如確定改為 8 月底放榜，屆時包含本校在內的優久大學聯盟 12

校，將針對 12校統一開學日期，於 5月份的教務長會議中討論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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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坤璋學務長 

一、 學務處於 3月 27日至 4月 4日，共計 9天的時間，順利完成東吳大學學生第三哩單車

環島活動，過程當中特別謝謝校長、董副校長、社資長及體育室東方主任，不辭辛勞地

到各縣市探訪學生加油打氣，部分路段並實際陪騎。 

二、 本次單車環島活動，去年開始籌備，從路線規劃、領騎員及服務員的訓練，第一次全部

由同仁、學生自行規劃執行及完成訓練，不假借校外廠商的力量。另，整個單車環島活

動重點在品德教育，其中包含公益元素及 USR元素，本次活動有兩位本校的全盲生全

程參與，順利完成單車環島壯舉。 

三、 謝謝社資處協助邀請校友一起加入活動，以及安排至校友企業參訪，環島過程中校友也

併入學生團隊中一起參與行程，校友與學生間互動良好，學生在當中也有許多機會向畢

業的學長姊請益，校友的分享讓學生們非常感動。 

四、 另，依董副校長指示，明年將思考透過單車環島活動，沿途進入高中端，擴大東吳大學

的招生宣傳。 

 校長指示： 

一、 這次單車環島有兩位全盲生克服生理障礙，全程參與環島一周，除了個人意

志力的先決條件外，加上學校傾全力的配合，才能順利完成這一個壯舉，展現

出東吳的價值。 

二、 另，整個活動的目的跟內容，所展現的價值已超越了過去所舉辦的活動，以前

單車環島由外面專業的腳踏車隊辦理，包括教練、領隊等，廠商非常有經驗，

我們就好像只是在辦一個活動，大家練練體力而已，但是這一次學務長帶領

學務處同仁自己籌辦活動，把整個活動真正的理念跟價值，深入到學生的心

中，訓練同學們彼此互相幫忙、團隊合作，這是品德教育也是群育教育，學務

長更是自己承擔訓練同學的責任，早在半年前就展開訓練，謝謝學務長、也謝

謝學務處同仁。 

王淑芳總務長 

一、 春假期間，城中校區承商統一超商，於 4 月 4 日當天早上 9 點發生差點釀成火災意外

的虛驚事故，起因為超商放長假前一日店員下班時，未關閉煮茶葉蛋電鍋的電源，電鍋

因此燒焦並開始冒煙，直到 4月 4日早上，保全機警發現異狀，聯繫校安中心處理，但

此時卻發現承商提供本校之備用鑰匙未落實，無法打開店門排除狀況，所幸超商店長及

時趕回處理，之後透過錄影影帶發現，店內煙霧還未達到消防啟動的狀況。這次事件，

董副校長指示召開檢討會議，學務處校安中心、總務處、承商麗陽公司及保全於 4月 9

日開會，特別針對承商每日結束營業後以及放長假前的閉店作業，加強 SOP 管理。後

續亦將針對兩校區承商其它諸如瓦斯安全、飲食安全等管理機制，持續推動承商更嚴謹

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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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某企管系校友不斷檢舉本校城中校區場域違規使用之事項，本次檢舉事項為第二大樓

與五大樓中間路段違規放置柵欄一事，總務處特別請建國里里長協助會勘，未來因守望

相助之故，前述路段學校可否彈性使用。整個處理過程非常謝謝吳志剛議員的幫忙，會

同市政府新工處、交管處、警察局與里長一起進行第二大樓側門會勘，透過路寬推算，

桃源街路寬為 11公尺，因此從貴陽大樓起算，超過 11公尺以外的地方，就不屬於臺北

市政府桃源街的路寬範圍，屬於本校可以使用的民地。確定學校擁有使用民地的管理權

後，也特別再委託吳志剛議員幫忙址界，並委請交通管制工程處劃成紅線，未來學校就

有全權自主的管理權，放置禁止停車路障及規範路面使用範圍。 

三、 城中校區第五大樓 B1舞蹈教室旁的連續壁牆面出現滲水狀況，為審慎起見，總務處特

別委請長碩工程顧問公司於長假期間進行現勘，判斷可能是自來水管破裂造成，與上一

次自來水管破裂同樣的情形，但因為這一次的地點在 B1，所以整體結構承受的安全壓

力沒有那麼大。經長碩工程公司現勘後，總務處再委請自來水公司來校現勘，確定是自

來水管漏水造成牆面滲水，只是不確定漏水的路段屬於表前還是表後，如果是表前漏水，

由自來水公司負責修復，如果是表後漏水，就由學校負責修復，屆時開挖費等處理費用

將會是一筆開銷。目前先由自來水公司針對表前路段開挖探勘，檢查水管漏水位置，如

果沒有找到漏水點，那就很有可能是屬於學校的路段水管漏水。目前雖無立即危險，但

因位於連續壁附近，長期漏水還是會有問題，仍須進行後續處理。(註：從東吳大學開

始設置水表之後，稱為表後) 

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海基會為瞭解陸生在臺灣的學習情形，特於 3月 24日中午辦理餐敘，邀請臺灣各地的陸生

參加，本校由陸生聯誼會會長中文系包伊湄同學赴會。此外，由於本校長期經營兩岸關係，

與大陸高校間交流密切，本次兩岸事務中心王玉梅主任也受邀參加，是唯一受邀參加的師長。

活動由本校校友海基會詹志宏秘書長接待，席間徵詢各校陸生意見，大多集中於希望海基會

提供實習平台以及為陸生爭取獎學金及健保等事項。餐敍結束後王玉梅主任拜訪文教處李

處長，李處長表示希望近期內能拜訪東吳大學。 

王淑芳社資長 

一、由 83位傑出校友共同組成之東吳傑英會，係本校新成立的校友社團，目前正透過知識

服務的方式協助母校發展，之前已經推動「東吳好學計畫」，由通識教育中心協助開設

3學分的課程，週五晚上在城中校區上課，每週由 1位傑出校友分享個人成功或失敗的

故事，課程除提供在校生選課外，也開放校友回校旁聽。 

二、另，社資處在戴氏基金會經費贊助下，推動東吳好師 mentor計畫，從 4月 10日開始執

行至今年 12月底止，總計有 20位傑出校友帶領 101位學生參加，共同執行 mentor計

畫，透過傑出校友的近身帶領，讓學生進行典範學習，過程中也非常謝謝各學系推薦優

秀學生參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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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朱蕙君主任 

一、 教學資源中心於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將在宜蘭綠舞國際觀光飯店辦理新進教師研

習。往年第 1天早上皆安排校內研習，由校內行政單位介紹學校行政措施。由於不少新

進老師反映，雖然在研習中聽過學校的措施，但會後想找尋學校的各項服務時，往往還

是沒有辦法及時找到資訊。因此，本次將邀請人事室、圖書館、電算中心、教務處、評

鑑組以及研究事務組等單位錄製講解影片，麻煩各組協助至科技組攝影棚拍攝。這樣我

們可請新進教師在研習開始前先觀看影片，研習當天可以用較精簡的時間進行互動。此

外，也增加精進計畫及教師社群的頒獎儀式，請各位主管協助我們完成，非常感謝大家。 

二、 本校 TronClass教學管理平台於本學期上線，截至 3月 23日止，流覽量已達 67萬人次，

在課程、教材及平臺使用數量上，許多系所都有非常好的造訪量，前五名分別是資管系、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日文系、法律系及企管系；此外，資管系郭豐州老師、朱蕙君老師，

法律系余啟民老師與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李靜平老師等 4 位老師的課程，有超過 2 萬次

的學生造訪率；也有 12位老師的課程達到超過 1萬次的學生造訪率。相較於淡江大學，

花費 3年的建置時間、3年的推動時間，本校僅花費一個月的建置時間，一學期的課程

測試即完成全校上線。本學期僅僅一個半月的推動，便可達到這樣的成績。教學資源中

心非常感謝各位老師積極協助及配合使用新的平臺，非常感謝。 

 校長指示：謝謝各位老師積極的參與，學校是否有鼓勵措施? 

教學資源中心朱蕙君主任 

我們將安排於行政會議中公開表揚，也會再思考是否有其他更積極的做法。 

賈凱傑主任秘書 

今天現場提供之遠見及 Cheers 兩本雜誌，其中有關學校的相關報導皆以 meno 貼標示，提

供各位師長參考。另，秘書室日前已舉辦學系形象形塑講習活動，未來也歡迎各學系提供素

材，秘書室整合資訊後將安排媒體採訪，增加本校在媒體的曝光度。 

董保城副校長 

一、因應去年南部某大學發生重大校園安全事件，教育部成立專責小組進行大專校院校園

安全訪視，於 3月 30日至本校訪視，除了檢視檔案資料外，也實地勘查校園角落檢視

安全。本校雖是私立學校卻投入相當多的經費在監視器等安全管理設備上，訪視委員

相當肯定本校對校園安全的重視；另，本校成立校園安全平安小組，由住宿老師依個人

意願自主加入，每晚 9:30 至 11:30 巡視校園，同時設置 line群組，一旦有狀況發生，

可以迅速透過群組聯繫排除狀況，參與平安小組的老師們都非常認真投入、盡心協助

維護校園安全，也深獲教育部肯定。訪視當天也謝謝總務處各單位、校安中心及學務處

同仁們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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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AAD臺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與臺灣科技部、德國在臺協會合作，將於 2021年 6

月 9日下午 2時舉辦（Falling Walls Lab 圍牆倒下實驗室）創新挑戰賽，請本校協助宣

傳，鼓勵年輕學者報名參加，獲得冠軍的優勝者將會代表臺灣參加 11月德國柏林舉行

的全球總決賽。宣傳海報數量有限，已先提供商學院及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參考，之後會

再將宣傳資訊提供各單位參考。 

趙維良副校長 

一、 111學年度的大學考招日程可能出現改變，目前雖然不是很確定，但請教務處留意，如

果考招日程確定變更，本校 8月長假時間需要重新考慮。 

二、 有關 110 學年度多元入學，目前多元入學辦公室推動非常多的演講、工作坊及高中參

訪活動，希望各學系系主任或負責招生的老師及同仁，能夠踴躍報名參加，透過經驗分

享及實地參觀的資訊，多多瞭解高中端的情況及需求，日後學系在招生時，有關個人資

料繳交的規劃，也比較能找到符合自己學系需求的方式。 

三、 有關 109 學年度預算，目前雖然已先凍結兩千多萬的經費使用，但整體預算可能還是

不足，所以目前經費流用有暫時性的新規定：各學院 5 萬元以上的經費流用，需經副

校長辦公室同意；行政單位因預算金額較大，所有的經費流用都需經副校長辦公室同

意。雖然會造成不便，不過還請大家共體時艱，去年預算赤字，今年預算絕不能再有赤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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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 110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 

提案人：詹乾隆教務長 

說明： 

一、 擬訂 110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詳如附件，業經相關單位確認。 

二、 每學期起訖日期，係以上課開始日起算至學期考試結束日截止，以滿 18 週為原

則，配合優久大學聯盟跨校交流業務推展，訂定統一開學日，擬訂第 1 學期開學

日為 110 年 9 月 13 日，第 2 學期開學日為 111 年 2 月 21 日。 

三、 110 學年度行事曆重要日程摘要如下： 

(一)暑假連續休假十天之假期，援例擬安排於 110 年 8 月 15 日至 8 月 24 日。 

(二)農曆春節假期，擬訂於 111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8 日。 

(三)110 學年度校慶典禮暨運動大會，擬訂於 111 年 3 月 19 日。 

(四)學術交流週，擬訂於 111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6 日。 

(五)校級 2 場畢業典禮擬訂於 111 年 6 月 11 日週六舉行： 

上午：法學院、商學院 

下午：人文社會學院、外國語文學院、理學院、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四、 依「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及「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 

(一)中秋節為 110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二)，9 月 20 日(星期一)調整放假。 

(二)國慶紀念日為 110 年 10 月 10 日(星期日)，10 月 11 日(星期一)補假一天。 

(三)開國紀念日為 111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110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補假一天。 

五、 中央選舉委員會將於 110 年 8 月 28 日辦理全國性公民投票，為維護教職員工投

票權益，擬訂該日為全國性公民投票日放假一天。 

六、 考量第 2 學期春節連假後至開學前之上班作業時程短暫，為便於各單位進行開學

準備，擬自 110 學年度起調整寒假最後一週之週五為上班日，該日之休假調整至

春節假期間補休。 

七、 111 年端午節為 6 月 3 日(星期五)，依本校排課原則，6 月 4 日(星期六)非國定假

日應為上課日，考量端午節為華人三大節日及學生預期連續放假心理，是否調整

放假，請討論。 

八、檢附 110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附件)，敬請討論。 

決議： 

一、本案通過。 

二、111 年端午節為 6 月 3 日(星期五)，6 月 4 日(星期六)配合調整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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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 

案由：請討論 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舉行方式。 

提案人：詹乾隆教務長 

說明： 

一、 考量新冠肺炎疫情之影響，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舉辦方式及時間，前經一級主管

午餐會報及 110 年 4 月 9 日教務長召開畢業典禮籌備會議討論，建議以一天舉辦

兩場方式進行授證及頒獎。 

二、 建議本校 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辦理草案如下： 

(一)舉辦地點：傳賢堂 2 場 

(二)舉辦時間：6 月 12 日（六） 

第一場上午 09:30-11:30 人社院、外語學院、理學院、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第二場下午 13:00-15:00 法學院、商學院 

(三)參與師長：校長、董事長、校友總會理事長、2 位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院長、學系主任、校牧（台上師長座位圖詳附件 1）。 

(四)參與學生：各學制學系領證代表、學業優良、斐陶斐、 特別貢獻獎、社團或

志工服務優良獎、學系服務優良獎受獎學生。 

(五)參與家長：受獎學生家長（每位受獎學生家長至多 2 位進場觀禮） 

(六)舉辦方式：現場授證頒獎，另開放體育館、國際會議廳及網路直播 

(1)典禮開始：台下參與師長、學生、家長就坐後，歡迎台上師長進場，校長、

董事長及校友總會理事長依序致詞。 

(2)授證：依學院進行授證，各學院院長推薦後，領證代表依序上台領證撥穗後

下台回坐。 

(3)頒獎：依各獎項進行頒發，學業優良、學系及社團或志工服務優良獎、特別

貢獻、品德優良受獎同學依序上台領獎後下台回坐。 

(4)斐陶斐：教務長推薦後，司儀唱名同學於台下座位起立，副校長台上就位，

全體學生宣誓，宣誓後依序上台領證，下台後回坐。 

(七)其他規範： 

(1)不邀請來賓致詞。 

(2)2 場各推派 1 位畢業生及在校生代表致詞，各學院得另錄製在校生及畢業生

致詞影片，置於畢業典禮網頁專區或校園推播。 

(3)是否開放班級代表(各班代表 10 人)參與，請討論。 

(八)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程序草稿詳附件 2、傳賢堂平面圖詳附件 3。 

(九)院系是否舉行小型畢業典禮，授權院系所主管自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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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彙整各大學舉辦畢典方式詳附件 4，另檢附 108 學年度畢典程序詳附件 5 供參，

請討論。 

決議： 

一、本案通過。 

二、考量疫情影響，不開放班級代表(各班代表 10 人)參加畢業典禮。 

三、有關 109 學年度行事曆上畢業典禮舉辦日期變更，不需另案提會討論，由註課組

逕行更新行事曆網路版。 

玖、散會（下午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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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

年度行事曆」草案。 

請蒐集意見修正後，再提會討

論。 

經蒐集意見修正後，再次提送 4

月 12 日之行政會議討論。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內部控

制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

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待會議紀錄確認後，

將簽請校長發布施行。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內部稽

核實施辦法」訂定案，並

廢止「東吳大學內部稽核

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東

吳大學內部稽核作業實

施辦法」。 

通過。 
依決議執行，待會議紀錄確認後，

將簽請校長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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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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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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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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公開資訊平台進度報告

請詳參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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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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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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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單位提案已部分繳交，待完全

繳交後，即可彙整送行政會議討

論。 

擬予繼

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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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管制事項開發進度表(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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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1091新生、舊生初選登記分發作業的測試作業，目前正持續測試 1092舊生初選的分發，

預計初選分發(110.1)將採用新程式，採平行作業方式驗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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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新教務系統之課務系統及相關功能已完成上線，相關準備工作也已完成： 

a、 新系統教育訓練 

b、 使用者權限需求調查與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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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會計總務校發問題處理進度表(截至 3/28) 

 

附註： 

1. [27]消耗品管理, [21]問卷管理, [30]招待所管理, [21]學位服管理，系統程式以符合上線要求，

但需等待 4/15 ~ 4/16 完成教育訓練後才可開放使用。 

2. [27]消耗品管理，已於 3/26完成舊資料轉檔，採保組願以新舊平行作業方式至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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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列管追蹤事項執行情形 

1. 全校性捐款的規劃與實作，已於 2/23會議邀集天方以及各單位完成需求確認。 

2. 自 2/25 起，天方工程師除了原先每天下班前都需要填寫的線上工作日誌外

(https://reurl.cc/kVrm9r)，每兩天，須請配合駐點行程的天方經理，再繳交一份【整體工作進

度】報告，以供進度、時程追蹤與檢討使用。 

3. 天方公司依照建議以及進度落後須追趕之實際需要，已提供最新人力規劃如上表，各個系

統別均採資深 SA配合工程師方式進行系統開發。 

4. 本月有諸多系統已達到可安排上線的程度，未來上線過程中，均會要求天方團隊於本校駐

點，協助於第一時間排除上線操作疑難或問題。 

5. 三月、四月份天方駐點行程排定如下 https://reurl.cc/L0Dl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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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公開資料平台進度報告 

一、新增進度：新增校務類之「圖書」模組，包括：圖書館藏書統計、讀者服務人次統計等，資料

來源為教育部大專校院資訊公開平台。 

二、平台第一期學生類模組及第二期校務類（人事、財務、圖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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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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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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及巨資學院第二個第二專長業依外審委員審議已完成回復及修正，110 學年度

新增之第二專長課程表、計畫書及外審委員審查意見等相關內容，將提送 4 月 28 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2.教務處將於 4 月 26、27 於兩校區舉辦第二專長學生說明會，邀請各學院分享其開設第二專長之特

色說明，俾便學生更清楚了解各第二專長學習宗旨及對其跨域學習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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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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精華大學於 3月 30日(二)內部開會討論與本校進行漫畫交贈業務事宜。 

二、辦理閱讀推廣活動促進漫畫之加值應用 

1. 110 學年度圖書館將以法國為主題進行漫畫推廣活動，初步規劃推廣活動的主題有城市、藝

術、文學、建築、歷史、社會、政治（諷刺）、環保、飲食等 9個主題。 

 

 

回紀錄首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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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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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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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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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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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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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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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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