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 110學年度第 11次（111年 1月 17日）行政會議紀錄 

（111年 2月 14日，經 110學年度第 12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1年 1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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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蕭宏宜學術交流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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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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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王世和院長、理學院張怡塘院長、 

法學院鄭冠宇院長(莊永丞副院長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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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盧令北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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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教學中心劉凱莉主任、物理系梅長生主任、心理系張建妤主任、 

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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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會魏喆鏞代理會長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 

新冠肺炎疫情似乎越來越嚴峻，為了防疫關係，校內已取消幾個活動： 

一、今年尾牙確定取消，經與典華餐廳確認，預付之訂金及預訂之場地繼續保留，延至明

年辦理。 

二、國際處的「境外生祭祖聯歡餐會」，也因為疫情升溫取消辦理。 

三、前次一級主管午餐會議，原安排今天行政會議結束後，舉辦學術單位人力調整說明會，

目前決定改至各學院分場次說明，因此取消今日說明會。每個學院的情況並不完全一

樣，以單獨個別學院進行說明學校為什麼這樣做？想法是什麼？辦理的原則如何？可

能會更清楚一些，並藉以聆聽想法，與大家取得共識。除了人力調整案之外，各學院

如果還有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一起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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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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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因上週校教評會議案審查還沒有結束，會後請各學院院長繼續留下來開校教評會。 

王淑芳總務長 

一、1 月 28 日至 2 月 9 日本校春節假期，外雙溪校區水電人員每日照常值班，工友

及清潔同仁則安排部分時間到校維護環境清潔；另本次寒假無大型修繕工程，於

開學前分別進行兩校區及校外宿舍之水塔清洗及兩校區消毒事宜，相關細節已另

行公告。 

二、有關年度法定之電氣設備停電檢驗，分別安排城中校區於 2月 8日(二)上午 8時

至 17時；外雙溪校區 2月 9日(三)上午 8時至 17時。停電檢驗期間，除外雙溪

校區發電機迴路持續供電外，其餘區域將全部停電進行檢查。麻煩各單位主管提

醒所屬，預先將自有系統或貴重設備，配合提前完成關機程序，以免瞬間停復電

突波造成儀器損壞，相關細節將另行通知各單位。 

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本人即將卸任，今天是任期最後一次出席行政會議，藉此機會向校長、副校長及各位

主管表示感謝之意，感謝六年來大家的支持與包容，特別是任期間為爭取商學院權益，

加上比較不善於表達，可能造成大家困擾的部分，在此特別感謝大家的包容，未來也

希望各位師長繼續支持商學院及新任院長，再次感謝大家。 

 校長指示：感謝傅院長這六年間的貢獻，經常為了商學院的事情與校長力爭，

但以校長的立場必須顧及全校，否則對其他學院並不公平，因此在這中間我

們只能儘量折衝。傅院長真的非常善盡院長的職責，尤其最不容易的一件事，

是將商學院碩士班整合成現在EMBA的形式，今年是整合後的第一次招生，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各位擔任過主管職都知道，大部分時候做事相對而

言比較簡單，處理與人相關的事情反而很難，尤其各學系有各自的立場，傅

院長能夠成功整合商學院各學系，真的很不容易，再次感謝傅院長。 

巨資學院許晉雄院長 

巨資學院草創時期，很多地方借重商學院的師資，包括一些特色課程、活動等等，感

謝商學院傅院長的支持及協助，希望未來與商學院新任院長能夠繼續密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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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李宗禾館長 

外雙溪校區第一閱覽室今日開始進行門禁及劃位系統建置工程，暫停使用一個月左右，

已同步延長第二閱覽室開放時間到夜間 9:00 作為因應。 

 校長指示： 

一、新的 24 小時閱覽室備受讚揚，特別董副校長晚上會帶宵夜送給留在閱

覽室自修的學生，關心學生在夜間閱覽室的讀書情況，讓學生在寒冷的

夜晚能感受到溫暖，非常謝謝董副校長的用心。 

二、另，新的 24 小時閱覽室非常舒適，據了解不只外雙溪校區的學生使用

夜間閱覽室，也有部分法商學院的學生，沒有使用城中校區法學院的地

下閱覽室，反而跑到外雙溪校區使用夜間閱覽室，雖然距離相對較遠，

但學生唸整晚的書，反而認為更有效率，學生讀書的習慣跟我們想像的

不一樣，所以圖書館 24小時開放閱覽室還是有必要的。 

圖書館李宗禾館長補充說明： 

麻煩董副校長幫忙提醒學生，只能在輕食區飲食。 

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 

一、去年 10 月底電算中心發函調查個人電腦密碼複雜度，因專任教師回傳比率不太

高，所以本中心會再度發函，請專任教師協助於 1月 27日放長假前回覆。 

二、電算中心去年進行資安系統安全等級評估，依資安委員會會議決議，原預計於今

年 7 月底完成評估並請大家回傳報告，經董副校長指示本案辦理時程不宜拉太

長，故將提前於今年 4月底前辦理完成，麻煩請大家協助。 

三、去年底通過資訊軟硬體與服務評估要點，將自 2月 1日開始實施，目前已知有相

關採購案進行中，提醒大家如果有資訊軟硬體採購金額 10 萬元以上的採購案，

請依評估要點辦理，提供資料俾便進行評估。 

四、有關人會總系統延宕了比較久的時間，本人接任主任一職後，個人的觀察：(1)系

統客製比例偏高，廠商當初低估系統開發的難度，目前廠商其實已是賠錢開發系

統(2)這次重大委外案與上一次委外案相比，前次廠商與學校之間，關於系統需求

項目有非常多的拉鋸，對於系統需開發的項目錙銖必較。反觀目前廠商天方公司，

對於學校提出的需求項目則是滿口承諾，但因為這個案子已經四年多了，廠商人

員有一些流失、異動，所以雖然承諾有餘，但完成時間不如預期。另，整個系統

有一些屬於舊系統轉移，新舊系統的差異細節非常多，比如：人事系統就有新舊

的差異；比如會計科目各項目的細節都必須要到位。上週已與廠商全部談清楚，

等廠商完成最後的人力配置，期待過完農曆新年後，能夠看到財產系統、人事薪

資系統完成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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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務系統(非人會總系統)之前開發的時候，廠商以 IE作為建置基礎，隨著時間推

移，未來或許 IE 將不再是主流，目前正在評估如何移轉，這部分也需要重新規

劃人力，加上人會總系統，如果廠商真的如期完成，我們也需要接手自己維護運

作，由於電算中心有 3名人力分別留停、放假及尚未補實，目前處在降載運作的

狀態。未來為了維護前述相關系統，相關人力的招聘募集，將儘量以本校資訊系

的畢業校友為主。另，因為學校經費非常的艱困，我們也會儘量減少顧問人力，

但也希望學校能夠在人員薪資上補足與外面業界行情的差距。 

 校長指示：謝謝鄭主任，真的辛苦了，感謝。 

賈凱傑主任秘書 

今年取消尾牙後，將比照去年舉辦線上抽獎活動，待時間確定後，會儘快通知各單位。 

董保城副校長 

一、依去（110）年 10 月下旬調查，本校施打疫苗的教職員人數大概佔五成；學生人

數大約佔四成左右。雖然當時疫苗數量還不是很充足，但從這個數據來看，還有

很多努力的空間，施打疫苗對於防疫還是很重要，目前年齡稍長的老師們應該都

可以打到第三劑，防疫小組也正在考慮是不是可以建議師生於下學期開學後，至

少施打兩劑疫苗後始得入校。 

二、學務處於 12 月 24 日辦理「導師與學務人員輔導共識營」，當天本校是放假的，

感謝學務處健諮中心的同仁、學系的導師，特地於放假日參與活動，大家一起實

務與理論的交流分享，增進橫向連結，在輔導學生的工作上，有效提升校園組織

成員的凝聚力及合作默契。 

三、感謝總務處、圖書館非常用心規劃圖書館第一閱覽室具有 24 小時閱讀空間，由

於外雙溪校區宿舍是五人房或八人房，住宿生夜間自修讀書較為受限，有 24 小

時夜間閱覽室後，就不用擔心夜間自習影響他人作息，有助於提昇外雙溪校園整

體的學習氛圍。 

趙維良副校長 

111學年度的預算，經過幾次的努力，加上總務處與電算中心的大力支持，目前各項

計畫金額已經可以確定，因此學系和其他單位的預算就不再進一步做調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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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財產管理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王淑芳總務長 

說明： 

一、本校「財產管理辦法」於 109 年 3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訂公布實施迄今，因應實

際管理作業需要辦理修訂： 

(一)依據 110 年 12 月 7 日東研校發字第 1100501048 號函（如附件 1）辦理。關

於延長本校財產折舊年限，擬依各類別財產估算平均折舊年限，調整各類別

財產折舊年限如下： 

1.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類：30 年（原 25 年） 

2.機械、儀器、交通、電信設備類：7 年（原 4 年） 

3.什項設備類：8 年（原 5 年） 

4.無形資產-電腦軟體類：6 年（原 2 年） 

(二)承上，修訂辦法第二十四條：「財產『最低耐用年限』依實際使用狀況訂定

年限，為至少應使用年數，但非屆滿即可申請報廢。……」暨辦法第三十一

條：「……賠償之標準以恢復原狀為原則，或依財產剩餘價值賠償，且不得

低於原財產購置價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二、檢附：110 年 12 月 7 日東研校發字第 1100501048 號函(附件 1)、修正條文對照

表(附件 2)、東吳大學財產管理辦法原條文(附件 3)，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依董副校長意見補充財產折舊年限表)。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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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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討論調整 111學年度起

本校各開課單位開課總

量及各類課程最低開課

人數案。 

通過。另，選修課將以大班

上課，必修課因課程性質需

小班教學或個別指導等，需

經重新核准後方可開課。 

依決議執行，待會議紀錄確認後，

將併同 111 學年度開課資料函送學

系依循。 

二 

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

東北林業大學簽訂「學術

交流」及「學生交換」合

作約定書案。 

通過。 
111 年 1 月 11 日教育部來函同意簽

署，後續辦理簽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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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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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附件 1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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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附件 2 

 

東吳大學財產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草案)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  二十四  條  

財產「最低耐用年限」依

實際使用狀況訂定年限，為至

少應使用年數，但非「使用年

限」屆滿即可申請報廢。 

擬辦理報廢前，財產保管

人應審慎鑑定是否已達報廢

狀態。如屬財產遺失、毀損或

其他意外事故導致損失時，辦

理報廢須先查明責任。財產保

管人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詳

述事實經過、責任評析、報案

尋找過程及報告書（如有報案

者，附報案書）等以憑辦理。 

財產報廢在下列情況時，始可

填寫「財產減損單」提出申請： 

一、財產已達應使用年數，

且確實無法使用。 

二、財產雖達應使用年數，

但尚可使用，唯因科技

進步必須進行汰舊換

新，並經逐級簽請校長

或其授權者核准後定

案。 

三、財產因遭竊、遺失或發

生災害致不存在，經逐

級簽請校長或其授權者

核准後定案。 

四、財產雖未達使用年數，

但因教學之需，使用頻

繁致損壞無法使用或維

修費用不經濟或其他原

因等，經逐級簽請校長

或其授權者核准後定

案。 

第  二十四  條  

財產「最低耐用年限」依

行政院頒「財物標準分類」所

訂年限為準，為至少應使用年

數，但非「使用年限」屆滿即

可申請報廢。 

擬辦理報廢前，財產保管

人應審慎鑑定是否已達報廢

狀態。如屬財產遺失、毀損或

其他意外事故導致損失時，辦

理報廢須先查明責任。財產保

管人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詳

述事實經過、責任評析、報案

尋找過程及報告書（如有報案

者，附報案書）等以憑辦理。 

財產報廢在下列情況時，始可

填寫「財產減損單」提出申請： 

一、財產已達應使用年數，

且確實無法使用。 

二、財產雖達應使用年數，

但尚可使用，唯因科技

進步必須進行汰舊換

新，並經逐級簽請校長

或其授權者核准後定

案。 

三、財產因遭竊、遺失或發

生災害致不存在，經逐

級簽請校長或其授權者

核准後定案。 

四、財產雖未達使用年數，

但因教學之需，使用頻

繁致損壞無法使用或維

修費用不經濟或其他原

因等，經逐級簽請校長

一、依據 110 年 12 月 7 日東

研校發字第 1100501048

號函辦理。 

二、財產折舊年限改依實際使

用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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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五、財產早已超過應使用年

數，雖可使用，但因老舊

致有礙觀瞻時，從總務

處認定。 

或其授權者核准後定

案。 

五、財產早已超過應使用年

數，雖可使用，但因老舊

致有礙觀瞻時，從總務

處認定。 

第  三十一  條 

各單位財產保管人，對所

經管或使用之財產未盡善良

管理人應有之注意，致財產發

生損失者，應負賠償責任。 

賠償之標準以恢復原狀

為原則，或依財產剩餘價值賠

償，且不得低於原財產購置價

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第  三十一  條  

各單位財產保管人，對所

經管或使用之財產未盡善良

管理人應有之注意，致財產發

生損失者，應負賠償責任。 

賠償之標準以恢復原狀

為原則，或行政院頒布之「財

物標準分類」中「最低耐用年

限」，按所使用年數以平均法

折舊計算，且不得低於原財產

購置價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一、依據 110 年 12 月 7 日東

研校發字第 1100501048

號函辦理。 

二、財產折舊年限改依實際使

用年數計算，其賠償金額

依財產剩餘價值計算，但

不得低於原購價格之百

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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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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