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9 次（111 年 6 月 6 日）行政會議紀錄 

（111 年 6 月 20 日，經 110 學年度第 20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1 年 6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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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傑研發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蕭宏宜學術交流長、 

姚淑文社會資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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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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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牧室徐秀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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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阮金祥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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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米建國主任、政治系蔡秀涓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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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中心劉凱莉主任、數學系林惠文主任、物理系梅長生主任、 

心理系張建妤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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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朱蕙君主任、資料科學系葉向原主任、 

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蔡志賢專門委員、副校長室王蓉貞專門委員、 

學生議會劉恩圻議長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 

潘維大校長 

介紹社會資源處姚淑文社資長、校牧室徐秀蓉主任兩位新任主管。 

姚淑文社資長 

我是新任社資長姚淑文，之前在本校健康暨諮商中心擔任主任，接到這個任務實在誠惶誠

恐，與前任王社資長交接過程中，更感受到王社資長的辛苦跟壓力。但我對於校友的服務

以及學校未來的募款工作充滿熱情，未來也希望能夠獲得更多師長的支持。 

校牧室徐秀蓉主任 

校長、副校長，各位老師大家平安，我是東吳大學英文系的校友，闊別多年回到母校很開

心，接下來請各位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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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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 頁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111 年度暑假轉學考試，6 月 13 日報名結束，目前填表人數 870 人；111 學年度進修

學士班甄選入學，目前報名人數約 140 位，第二梯次於 7 月份考生以學測成績來申請

入學。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將於 6 月 9 日至 10 日選填志願，請各學系協助回答考生提

問問題，增強其對本校認同感。 

李坤璋學務長 

截至昨天為止，全校師生確診人數共 759 位，這幾天的確診人數維持個位數，大部分

為教職工回報確診訊息，學生部分因在家遠距上課直到期末，又因目前法令沒有強制

規定學生確診必須回報學校，學生即使確診也不一定回報，所以上述確診人數僅提供

各位師長參考。 

王淑芳總務長 

一、學生宿舍柚芳樓會議室地板滲水處理： 

(一)最近豪大雨期間位處柚芳樓地下室會議室地板滲水不斷。經沿側牆開鑿發現，

係地下水自地坪湧出。營繕組會同顧問公司現勘研判，大樓底部防水層年久

失效，地板結構有多年地震逐漸產生微裂縫，後山邊坡土壤含水量升高後即

滲出地面。 

(二)經與顧問公司討論決議，將規劃在柚芳樓下方邊坡鑽 25 公尺橫向排水管 7

支，後方邊坡鑽 10 公尺橫向排水管 6 支，以迅速抒解地下室滲透水壓直接

導排水。考量學生住宿安全，建議立即實施，全案概需 36 萬元，正在檢討

學年度經費，若流用勻支後尚有不足，再陳請校長室支援。 

二、臨溪路大門至 B 哨間排水渠道清淤及防洪： 

(一)本校外雙溪校區臨溪路大門至 B 哨間之地區地下排水渠道(原福德洋圳)，多

年沒有進行清淤，大量積土爛泥使溝渠喪失排水功能，每逢豪大雨山坡排水

瞬間即溢到馬路上，經常造成大門至 A 哨周邊區域淹水，影響人車進出安

全。考量該渠為區域大排水溝，故函請北市府水工處協助進行清淤。 

(二)經校友市議員王浩服務處協調幫忙，北市府水工處會同環保局多次現勘後，

環保局自 111 年 1 月 12 日起至 5 月 31 日多次派遣大型機具、車輛與人力進

場清淤，水工處亦於 111 年 5 月 20 日協助拆除溝渠內支撐架，學校也配合

加強清理臨溪路道路邊溝，5 月梅雨期間連續豪大雨，大門口周邊都沒有發

生淹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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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之後接到市政府水工處來函告知，因大溝渠係本校於民國 92 年間自行加蓋

美化，未來應由本校自行負責清淤。本處已規劃將大溝渠納入校園定期清淤

範圍，俾使外雙溪大門口淹水機率降至最低。 

(四)本處進行外雙溪河道巡察發現，目前河道岸邊雜芒草非常高大密集，已主動

協調北市府水工處同意，將在 7 月 10 日前清理外雙溪河岸腹地 2 公尺內的

高大雜芒草，提高河道排洪效率，避免洪水溢堤氾濫再生。但由於梅雨季持

續，擔心緩不濟急，故今早在董副校長指導下，已先由三位工友冒險下到河

邊排水渠道先做清除，以應急需。 

(五)補充說明雙溪網排球場為降挖滯洪區：外雙溪校區網排球場是在民國104-105

年間，納入台北市政府「雙溪(劍南橋至望星橋)河道整治規劃工作」進行降

挖，目的係為擴大外雙溪河道滯洪排水量，降低洪水溢堤淹沒兩岸之機率。

感謝眾多師長持續關心外雙溪校區網排球場是否會淹沒問題，因為球場地面

低，河道水位一旦上升，的確就有被水淹的可能，雖屬正常現象，但是會增

加球場維修費用，這是不得不的取捨問題。 

三、為解決城中校區建蔽率不足問題，本校持續不斷與臺北市政府溝通，爭取納入中

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予以放寬。經臺北市政府來函，於 111 年 5 月 11 日公告

「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第一階段」案，並自 111 年 5 月 12

日生效。該計畫變更後允許城中校區部分建物未來改建時可維持原建蔽率、原建

築容積使用，此計畫之允准，將為城中校區建築物、服務設施之整建與學校長期

發展，保留更大之彈性。 

蕭宏宜學術交流長 

一、境外生端午節慶活動配合防疫減少群聚，另，考量全校遠距教學，學生不會進入

校園，故改為發送關懷信件，節慶禮品則改為致贈無時效限制之 7-11 商品卡，

領取時間從 6 月 1 日開始至 9 月底，因校長向來很關心境外生，故也另安排加碼

活動。 

二、前任王國際長曾規劃製作多種語言的招生宣傳影片，現已完成 6 種語言，除英文

外，增加日文、韓文以及其他三種新南向國家語言：印尼、越南及印度版本，皆

已於 YouTube 上架。 

三、五月下旬參加香港教育展，感謝香港校友會賀曾慶會長協助，賀學長一直以來持

續熱心的支持協助學校的招生事務，在此也特別致謝。 

姚淑文社資長 

一、生涯發展中心即將辦理第二屆東吳好師 Mentor 計畫，並已邀請 23 位優秀的校友

擔任 Mentor 導師，上一屆導師續任的有 9 位、新任的 14 位導師中，包含成亮學

長、謝政諭老師、法學院鄭冠宇院長以及薛進坤學長等。另，6 月 9 日針對校內

導師舉辦說明會，誠摯邀請各位導師參與，也請協助大力推薦學生參加，希望招

募 60 至 100 位學生參與東吳好師 Mentor 計畫。 



4 

 

二、校友資拓中心推動「涓滴之愛  永續東吳」定期定額的長期募款計畫，在前任王

社資長的構思下，近期已於校友會群組發出募款信，希望校友們能支持這項募款

計畫，為母校盡一份心力，可以選擇單筆大額捐款或是 500 至 5,000 元的小額定

期捐款，參與 1 年至 10 年的長期捐款計畫，目前已收到 30 筆捐款。 

商學院阮金祥院長 

教育部去年公佈的大專院校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第一期補助名單中，商學院很榮幸成

為北部私校商管學院中唯一入選的重點培育學院，這段期間感謝各單位的協助和配合，

目前順利進行中，非常感激。商學院雙語學習推動中心目前正在撰寫台評會及教育部

雙語計畫自評報告書，為了更加體現全校各單位積極參與推動雙語計畫，需要向評鑑

組、語言中心、教資中心、國際處等相關單位收集統計數據，雙語學習推動中心的助

理將透過電話或 mail 聯繫相關單位，還請各單位多多協助。 

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會計室已將「月結會計作業辦法」名稱修正為「預計收支餘絀作業辦法」，並於 5 月

27 日召開說明會，謝謝趙副校長及李坤璋學務長的指導。 

華語教學中心董保城主任 

截至今天為止，目前有 55 位外國人在本校華語中心修讀華語，美軍團學員已訂好機

票將於下禮拜抵台，6 月 20 日進入校園，這個暑假總計將有近 80 位外國學生在本校

學習華語，針對這些學生我們會特別注意防疫工作。 

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 

針對 6 月 1 日校務會議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時，音訊出現斷斷續續的情況，今天準備

了專案報告(ppt 檔存卷不附)。 

一、學校目前使用的會議視訊軟體，大概以 Lifesize、MS Teams 及 Google Meet 這三

個視訊軟體為主，其中 Lifesize 是唯一一個學校付費購置的系統。 

二、過去一年接獲視訊會議品質不良的反應情況：MS Teams 發生 1 次；Lifesize 發生

兩次；Google Meet 則未接獲不良反應。 

三、視訊會議品質不良可能的原因，一是網路頻寬不夠，網路不穩定，一是我們對外

與廠商兩端對接出現狀況。 

四、上週 6 月 1 日校務會議使用 Lifesize 視訊軟體，音訊出現斷續狀況，當天電算中

心網路組有兩位同仁支援視訊會議工作，係依據廠商對外公佈的技術指引規格，

包括伺服器 IP、QoS 等設定監控網路流量情形，發現廠商對外公布的技術規格與

實際狀況有所出入，電算中心同仁在過程中無法依廠商公布目的地 IP 位址處理，

必須隨時更新，但廠商的 IP 位址持續變動且數量龐大，故造成音訊持續斷訊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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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後與廠商聯繫表示並未調整技術規格，請學校參照廠商對外公佈的技術指引規

格。電算中心同仁隔天做了壓力測試，上線人數從 32 人往上增加至 100 多人，

發現基本上人數超過 100 人就容易出狀況。 

六、簡要結論： 

(一)MS Teams 及 Google Meet 大致穩定，但因為是免費使用軟體，遠端伺服器偶

有狀況。Lifesize 因為實際使用情形與廠商公布的技術指引規格有所出入，無

法藉由網路設定提升品質，且因為廠商規格問題、目前營運方式及並非市場

上的領導品牌，所以廠商也很難回應改善需求或提供更新的規格。 

(二)優久大學聯盟各校除北醫及銘傳外購 webex 偶爾使用外，大部分都與東吳相

同，使用 MS Teams 及 Google Meet，但也偶有狀況。 

(三)人數少時各軟體大致都運作無礙，人數多的時候，因為 Lifesize 公布的技術

指引規格資訊與實際執行時有所出入，所以人數多時就不建議採用 Lifesize，

MS Teams 及 Google Meet 則相對穩定。 

(四)重要會議請事先通知電算中心確認相關設定及支援。 

王淑芳總務長 

社資處每週五晚上進行好學講堂即使用 Google Meet 軟體，因為 Google 教育版只能

100 個人同時上線，超過 100 個人就需要付費，但費用並不高，購買教育版的付費版

單一帳號每年 1,680 元，社資處總共買 3 個帳號，每個帳號視訊參與者上限為 250 人。

以使用經驗來看，每週五晚上的好學講堂除了在校生之外，還有美東、馬來西亞、泰

國、大陸校友翻牆同時上線，甚至主講人可能來自美國加州，在不同地區大家同時上

線，通訊非常穩定，沒有發生任何問題。建議學校可以統一購買數個 250 人或 500 人

的企業版，讓 100 人以上的視訊會議使用 Google Meet 軟體時能更穩定。 

 校長指示：請參考總務長建議，評估 Lifesize 是否續約。 

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 

Google Meet 等廠牌的月租、年租收費方案確實不高，如果學校目前自購廠

牌 Lifesize 沒有改善的話，之後的重要會議也許就要考慮購買 Google Meet

等廠牌的企業版，電算中心會再詳細瞭解情況。 

董保城副校長 

因為暑假仍有暑期活動及各種短期班，仍然會有許多學生住在學校，所以明天早上將

邀請學務處、華語中心、軍訓室以及體育室等相關單位開會，討論暑假的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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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案由一：敬請審議本校與印度 O.P.金達爾全球大學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

議案。 

提案人：蕭宏宜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國際交流委員會通過(111.05.12)。 

二、印度 O.P.金達爾全球大學為具有優越教學品質與教學資源之大學，透過本校師長

引薦，擬與本校建立校級協議關係。 

三、印度 O.P.金達爾全球大學為一所私立大學，在 2021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全球

前 651-700 名大學，是印度排名最高的私立大學。 

四、檢附印度 O.P.金達爾全球大學學校簡介(附件 1)、學術交流協議草案(附件 2)、學

生交換協議草案(附件 3)，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案由二：敬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中山大學簽訂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案。 

提案人：蕭宏宜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國際交流委員會通過(111.05.12) 。 

二、本校與中山大學於 2011 年 3 月 29 日簽訂校級學生交流協議，業於 2021 年到期，

為持續加強合作，故提請續簽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 

三、中山大學是大陸地區「211」和「985 工程」重點建設大學，被譽爲中國大陸「華

南第一學府」，亦為教育部認可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 

四、本案約文係依本校制式範本進行用語微調，並不影響整體內容，修改部分以紅色

字體標示。 

五、檢附中山大學學校簡介(附件 1)、學生交換約文草案(附件 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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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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東

吳大學內部控制制度」

第 2 次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待會議紀錄確認後，提

送第 28 屆第 3 次董事會核備。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月結

會計作業辦法」草案。 

本案附條件通過，請趙副校

長召集所有相關填報單位溝

通蒐整意見，如果表格有描

述不夠清楚處或有需要修改

的地方，請再修改。 

(註：會後於 111 年 5 月 27

日召開填寫「學年度收入預

算執行估計統計表」說明

會，由趙副校長主持，會議

紀錄如附件 1，會中修正辦

法部分文字及附表 2 資料，

如附件 2) 

依會議決議執行，重點說明如下： 

一、於 111 年 5 月 27 日召開填寫「學

年度收入預算執行估計統計表」

說明會，由趙副校長主持，李坤

墇學務長指導，說明會紀錄、單

位出席代表及說明範例如附件。

於 111 年 5 月 31 日寄送「學年

度收入預算執行估計統計表」，

請各單位填寫並於 111 年 6 月 7

日擲回會計室。 

二、依會議討論，東吳大學月結會

計作業辦法修正如下： 

(一)辦法名稱修正為東吳大學預計

收支餘絀作業辦法，以符應辦法

內容。(李坤墇學務長建議) 

(二)第三條各項收入估計及計算方

式，受贈收入之全校及特種基金

部分，改由會計室填寫。(社會資

源處謝蕎卉專門委員意見) 

(三)第四條各項成本與費用統計次

月 7 日止之數額，增加剔除非當

期人事費之說明；第六條文字依

行政會議規定範例文字修正。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建議) 

(四)辧法中附表二「學年度收入預算

執行估計統計表」，增加特定填

報單位設定及欄位說明。(研究

發展處王志傑研究發展長建議)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補助

課程辦理校外教學及講

座經費作業要點」修正

案。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執行，待會議紀錄確認後，

將簽請校長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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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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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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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擬予繼

續管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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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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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管制事項開發進度表(111/05) 

人事會計總務校發問題處理與系統進度 

1. 系統組同仁持續於雙溪 A215 辦公室與天方工程師一同協助解決各單位同仁使用上的問

題。每週一固定與董副校長、中心主任與各相關單位同仁，召開專案討論會議，討論每

週追蹤決議的事項。 

2. 各單位同仁反映問題的處理進度，每星期五更新，截至 5/27 為止，處理狀況如下，請各

單位接獲完工通之後，儘快測試以進行結案或退件 

 

統計日期 04/28 05/27 

問題單處理中 156 166 

退件處理中 29 30 

電算測試中 14 22 

使用者測試 29 38 

使用者已結案 290 347 

總數量 521 602 

3. 完成借支申請簽核流程與核銷流程一致修改、研究計畫簽約附件可選擇後補，以及工讀

生薪資及保險的預扣預算功能。 

4. 未來，相關通報事項，除以公文形式發送外，亦將刊登於系統組網站。 

5. 請採購有關財產與多品項相關問題，持續處理當中。 

6. 完成六月份教職員薪資計算與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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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實施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計畫」進度報告 

一、舉辦 2 場第二專長學生線上說明會，邀請各學院分享期開設第二專長之特色說明，俾便學

生更清楚瞭解各第二專長學習宗旨及對其跨域學習之重要性。 

二、積極輔導學生修讀第二專長跨域課程，製作第二專長宣導海報並寄發學生，鼓勵學生線上

登記，截至目前為止登記人數共計 2,223 人，系統將持續開放登記至 6 月 30 日。 

三、規劃第二專長各階段選課時間，另製作海報進行宣導並寄發學生周知，提醒學生依規劃時

間上網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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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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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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1 

 

印度 O.P.金達爾全球大學 

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印度 O.P.金達爾全球大學是一所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2009 年。 

三. 學生人數：8000 人。 

四. 教職員數：900 人。 

五. 規  模：  

該大學由十二所學院組成：  

 金達爾全球法學院（JGLS） 

 金達爾全球商學院 (JGBS)  

 金達爾國際事務學院 (JSIA)  

 金達爾政府與公共政策學院 (JSGP)  

 金達爾文理學院 (JSLH)  

 金達爾新聞與傳播學院 (JSJC)  

 金達爾銀行金融學院 (JSBF)  

 金達爾藝術與建築學院 (JSAA)  

 金達爾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學院 (JSES) 

 金達爾心理諮詢學院 (JSPC)  

 金達爾公共衛生與人類發展學院 (JSPH)  

 金達爾語言文學學院 (JSLL)  

六. 排  名： 

1. 該大學在 2020 年 QS 世界排名中排名 751-800，在 2021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 JGU 位列

全球前 651-700 名大學。這使 JGU 成為印度排名最高的私立大學。 

2. JGU 於 2022 年 QS 畢業生就業能力排名中躋身世界前 500 名。 

3. JGU 於 2020年被印度政府授予傑出學院的地位。 

七. 國際交流現況：JGU 與世界一流大學建立了 300 多家合作夥伴關係 

八. 參考網站： 

1. 印度 O.P.金達爾全球大學 https://jgu.edu.in/ 

2. 维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_P._Jindal_Global_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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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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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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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1 

 

 
 

回紀錄首頁 

  



21 

 

案由二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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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附件 1：「學年度收入預算執行估計統計表」說明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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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附件 2：會中修正辦法部分文字及附表 2 資料 

 

 
 

  



27 

 

 

 
 

  



28 

 

 

 

 
 

回紀錄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