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 109學年度第 22次（110年 7月 5日）行政會議紀錄 

（110年 7月 19日，經 109學年度第 23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0年 7月 5日（星期一）下午 1時 10分 

地點：MS Teams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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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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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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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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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系張建妤主任、法律系黃心怡副主任、商學院胡凱傑副院長、 

會計系高立翰主任、財精系詹芳書主任、資管系鄭為民主任、商學進修班沈大白主任、 

巨資管理學院葉向原主任、 

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莊媖琁專門委員、副校長室王蓉貞專門委員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專題演講：AI思維-數位轉型與產業變革的借鏡 

(講員：張榮貴學長/人工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參、確定議程：確認 

肆、主席致詞： 

感謝榮貴學長的分享，在數位轉型策略上，學校有哪些方面可以具體落實 AI新思維，創造新

發展，未來有機會也請學長幫忙診斷、引導思考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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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第 5-11 頁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李坤璋學務長 

目前宿舍仍維持防疫措施及管制，下禮拜開始辦理離宿作業，希望 7月 19日前學生可以

完成離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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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芳總務長 

總務處從上週開始進行城中校區第六大樓第四至第六層樓整修施工，預計 8月底完工，最

近正在進行打鑿拆除輕隔間與清運廢棄物等工項，明天也會有吊車進場進行拆裝工程，造

成整體城中校區環境上的干擾，請大家多多包涵，謝謝。 

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本學期畢業季受疫情影響，考量應屆僑外生提前返國及返校不易，國際處兩中心分別於 6

月 18日及 6月 26日舉辦線上活動來歡送應屆畢業生。 

(一)國際中心舉辦「你的心聲我們來傳達」活動，透過線上投稿方式，匯集應屆畢業生、

在校學生對彼此的祝福，之後透過影片拍攝，紀錄由同仁及僑外生代表一同分享投稿

內容以及在學期間各項回憶經歷的過程，並將影片上傳至國際處社群平台，提供學生

回顧在東吳的求學生活。 

(二)兩岸中心舉辦「陸生聯誼會畢業送舊抽獎活動」，由陸聯會幹部規劃活動內容，為畢

業的學長姐們準備精緻的紀念禮物，設計互動式的抽獎活動，藉由這個互動交流平台，

獻上學弟妹衷心的祝福。感謝社資處贈送畢業小熊、校友總會贈送水晶印章給每位參

加的學生，讓畢業送舊活動圓滿順利，學生也收穫滿滿。 

在疫情影響下，兩場活動都透過網路方式傳達本校關懷之情、也維繫境外生彼此之間的情

誼，相信對學生而言都是很好的畢業禮物。 

教學資源中心朱蕙君主任 

一、6 月 29 日舉行教學實踐工作坊效果很好，校外校內參與者各半，與會者皆希望加強

後續在質化、量化研究的評量設計。本中心將在 8月 3日至 4日再次舉辦兩天的撰寫

工作坊，這次將帶領老師們進行完整的設計，歡迎老師把握機會踴躍參加。 

二、8月 31日至 9月 1日將舉辦「東吳大學暨東華大學新進教師及創新教學研習營」，

會中除安排兩校優秀講員外，也邀請外校的講員針對教學創新、教學科技等議題進行

教學，因應未來遠距教學與教學創新的需求，除了新進教師外，也歡迎全校的老師踴

躍參加。 

董保城副校長 

有關上一年度防疫經費，其中教學資源中心剩餘款約 30多萬，教育部已發文同意學校可

以繼續延用到年底，此筆經費可以繼續支應教學資源中心規劃的遠距教學、數位教學工作

坊等相關活動所需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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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維良副校長 

有關 110學年度預算，上禮拜董事會審核預算，共刪減 4,500萬元，現在正和校發組在會

計室洪主任的協助下，努力尋找可刪減的預算項目，屆時各單位如必須減扣經費，重新提

報計畫時，請大家多多諒解。 

 校長指示：董事會刪減了 2,000萬的經常門支出、2,500萬的資本門預算，麻煩

趙副校長協助找出可以刪減的項目，謝謝。 

潘維大校長 

本校為優久大學聯盟本期(110 年 5-7 月)輪值學校，原預定召開之「校長暨綜合業務委員

會會議」，受疫情影響延遲舉辦，請主秘協助規劃安排於 7月底前舉行，因應疫情如仍維

持三級警戒，以線上會議進行，如疫情解封則進行實體會議並請安排晚宴。另，本次會議

提案及議案情形，請聯繫聯盟崔執行長。 

柒、提案討論：無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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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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收入管

理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 

1. 依行政會議決議，修改第五條

內容，修改處如紅字標記：「...

收據格式由出納組陳請校長核

定後印製及保管；以系統開立

之收據，由系統控管使用狀

態，以人工開立之收據，銷號

由會計室負責。」 

2. 待行政會議紀錄確認後，將簽

請校長公布實施。 

二 

敬請審議本校與日本京

都精華大學簽署校級學

術交流協議案。 

通過。 簽署中。 

三 

敬請審議本校與挪威東

南大學續簽校級學術交

流協議與交換學生協議

案。 

通過。 簽署中。 

四 

敬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

區天津大學、哈爾濱工業

大學、重慶大學、華東師

範大學、廈門大學、蘇州

大學以及蘭州大學續簽

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案。 

通過。 

1. 已獲教育部同意，刻正簽署中：

天津大學、重慶大學、華東師範

大學、廈門大學、蘇州大學、蘭

州大學。 

2. 教育部審核中：哈爾濱工業大

學。 

五 

敬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

區重慶大學、蘇州大學續

簽；與哈爾濱工業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廈門大學

新簽訂學生交換合作約

定書案。 

通過。 

1. 已獲教育部同意，刻正簽署中：

重慶大學、蘇州大學、華東師範

大學、廈門大學。 

2. 教育部審核中：哈爾濱工業大

學。 

六 

敬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

區福建師範大學續簽聯

合培養人才專案合作約

定書案。 

通過。 教育部審核中。 

七 
請討論 109學年度經費結

報期限及相關事宜。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後，將

函知全校各單位。 

八 
請討論調整 110學年度行

事曆。 
通過。 

已於 6 月 28 日公告全校教職員生周

知，並上網更新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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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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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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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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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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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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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過

程中發現部分資料有誤，已退相

關單位修正，待彙整完後即送內

部控制委員會討論，再送行政會

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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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6) 

教務系統 AP版開發進度說明 

1. 目前已完成行動版優化之選課相關功能介面為: 雙輔跨、第二專長、期末退修，以及暑修登記

等。 

2. 已上線的新課務系統，主要功能為開課，為選課作業的重要資料來源之一，目前已發現有開課

相關功能存在問題，影響選課作業進行，需要於程式面以及資料面分別修正。目前已修正完成，

正持續進行測試中。 

 

人事會計總務校發問題處理進度表(截至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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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6/28起，舉辦人會總校發系統教育訓練，採線上教學方式。待疫情趨緩解封，後續再行辦理

實體課程之教育訓練。 

2. 6/16 及 6/30 有為數眾多的系統上線，包含會計、出納，6/15 差勤系統開放使用，使用者陸

續回報發現的問題，全力督促天方公司就發現問題進行修正。 

3. 疫情影響，所有作業改採線上會議方式進行，包含駐點、演練與教育訓練，達成目標日期不

變。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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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公開資料平台進度報告 

一、目前進度：將陸續更新第一期學生類之「新生註冊率」、「修、退學」、「雙、輔系、雙主修及跨

領域」及「畢業生」等模組資料至最新年度。 

二、平台第一期學生類模組及第二期校務類（人事、財務、圖書、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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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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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實施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計畫」進度報告 

一、以電子郵件寄送學士班學生第二專長課程宣導海報，內含資訊總表、學生手冊、登記身分及選

課系統連結網址等相關資訊，必俾便學生選課參考。 

二、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專長優先選課時間排定於 7 月 13～14 日進行，學生得依所登記之第

二專長，優先選修第二專長課程，後續仍將於即時選課、開學後加退選時段開放全校學生選修

第二專長課程。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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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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與日本京都精華大學討論與日本京都國際漫畫博物館交贈圖書乙事，預計於 7月 1日(四)

將 150冊台灣本土作家之漫畫作品，包括《醫院也瘋狂》、《大仙術士李白》等金漫獎歷屆得獎

作品，以及《天橋上的魔術師》、《阿里山林鐵奇事》等台灣風土文化特色作品，以海運方式寄

送日本京都精華大學漫畫研究中心。 

二、辦理閱讀推廣活動促進漫畫之加值應用 

現今全球漫畫除台灣讀者熟悉的日本漫畫外，歐美漫畫也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有別於美、日

漫畫，歐洲漫畫以法國、比利時為主，隨著國內出版界陸續推出的歐洲漫畫，讓人對歐洲漫畫

內容的精緻度、色彩美感及多元的表現手法留下深刻印象。考量未來新冠疫情發展的不確定及

風險，以法國為主軸之 110學年度圖書館漫畫推廣活動將全面採線上活動方式進行，推出線上

主題書展、非同步演講影片等活動，分別從藝術、社會政治、環保及飲食等面向，來觀察台、

法文化中的獨特性與普世性，希望在漫畫分格的框線中，帶領師生領略另一個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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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05report.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