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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10學年度第 21次（111年 7月 4日）行政會議紀錄 

（111年 7月 25日，經 111學年度第 22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1年 7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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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課務組陳秀珍組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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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系黃心怡副主任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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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中心巫淑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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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恭德助理教授代)、心理系張建妤主任、經濟系孫嘉宏主任、 

資料科學系葉向原主任 

校長室陳秀珍專門委員、蔡志賢專門委員、教學科技推廣組黃朝鍵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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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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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頁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註冊課務組陳秀珍組長代) 

一、教務處預計 7月 7日寄發 111學年度學士班新生入學通知（含繁星推薦、申請入

學及僑外生等），學生相關資料將轉送學系協助進行後續輔導或聯繫相關事宜。 

二、截至目前為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士班學期成績，尚有部分課程尚未上傳，相

關資訊已轉學系協助聯繫教師，教務處預計 7月 7日寄發成績單。 

三、本週日（7月 10日）將進行轉學考試，今年報名人數為 1,283人，考試後將於城

中校區 2123會議室進行教師閱卷，預計 7月 28日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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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坤璋學務長 

學務處健諮中心陳之歆專員，獲選教育部「111年度大專校院特殊教育服務與輔導人

員服務獎勵措施--服務績優個人獎」，此獎項每年獲獎的人數都相當少，今年第一次

有同仁獲獎，相當不容易，也與各位師長分享好消息。 

王淑芳總務長 

因應國際燃料價格居高不下，政府電價審議會宣布自 111 年 7 月 1 日起調漲電

價。兩校區均屬高壓用電大戶，每度平均價格將從 2.69 元調漲至 3.10 元。若以 108

學年（新冠疫情前）用電數據逕行推算，預估每學年電費將驟增 560萬元支出，加重

本校財務負擔。 

冷氣系統耗電尤其可觀，佔夏季用電量超過 50％以上。總務處已著手研擬各項

加強節約用電措施，包含更新汰換大型冰機、小機房併大機房減少小機房用電、暑期

圖書館閱覽室集中使用等，期能減少冷氣使用節約用電，也呼籲各單位師長同仁共體

時艱，外出時能關閉研究室的電源，配合總務處進行各項節電管控措施。 

 校長指示：如果一年增加 500萬電費，學校的經費負擔很大，現在本校與其

他私立大學正在努力，希望大學可以比照高中以下學校不調漲電費；此外也

會嘗試請教育部補助電費，但教育部不太可能全額補助，補助期間也不會太

長，也許就一兩年，長遠來看，本校的節電措施還是要繼續努力，麻煩總務

長規劃。 

蕭宏宜學術交流長 

一、奉校長指示，為擴大對日的招生宣傳，國際處將於 7月 26日下午，於外雙溪校

區第一教研大樓 R1012 會議室，與 JTB 世帝喜旅行社簽訂合作備忘錄，歡迎各

位師長撥冗蒞臨指導。 

二、國際處已經開始進行境外新生聯繫作業，本人上任後，特別請同仁針對入學前的

準備、相關資訊及溝通等建置 QA，強化與學生間的說明與溝通管道，也建立 line

及 wechat等相關通訊社群群組。 

三、今年僑外生的招生情況，相較過去稍微好一些，外籍生部分因為外語學院國際班

的關係，目前學士班已有 54位，碩博士目前約 20位，未來很可能還會有陸籍學

生加入，人數有可能再增加；僑生部分學士班 99位，碩博士 9位，目前校內約

有 666位境外生(含尚未辦理離校的畢業生)。 

姚淑文社資長 

社資處有關募款工作持續努力進行中；暑假實習的所有學生已經完成行前訓練；另，

東吳好師Mentor計畫也在 7月 1日正式展開，所有Mentor導師也正陸續安排相關的

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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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阮金祥院長 

商學院為了加強學生的英文能力以及提升多益測驗成績，開設的「高級國際溝通英文

班」於今天開課，這次上課的學生涵蓋全校各學院，謝董副校長的協助，也非常謝謝

語言中心、華語中心在人力上的支援，以及法學院在財務上的支持。本週課程為線上

課程，下禮拜開始實體課程，根據過去四年的經驗，實體上課比線上課程的學習效果

更好，期待明年可以再擴大開班，也期待各學院的學生能夠多多參與。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這學期總共召開 4次校教評會，最後一次會議於 6月 15日召開完畢，但因現在臨時

有提案必須加開臨時校教評會，目前會議安排在 7月 28日下午。由於過去並未在學

期末這麼晚的時間召開會議，各學院、系如果有須經校教評會審議的提案，建議可以

多利用這一次的機會。 

華語教學中心董保城主任 

美國 2022年 Project GO華語研習團學員日前赴花東三日遊，已經平安返校。接著於

7月 15日安排商學院「高級國際溝通英文班」的學生，和華語研習班的外籍學員，包

含美國軍校團的學生一起交流，屆時將邀請校長及我們的捐款人一起與同學見面，勉

勵學生。 

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 

一、近日各單位接獲會計核銷作業通知，全校各種身份別，特別是兼任助理、工讀生

等，不論使用校外經費或專案預算，都必須在最近一週完成核銷，由於人會總系

統的計畫系統來不及上線，造成一些混亂的情況。我們已規劃預計於新學年度 8月

1日將計畫系統上線，日後就不會有必須印出紙本才能進行核銷作業的困擾。另，

電算中心預計於 7月 7日進行教育訓練，俾便 7月底長假結束後可以開始使用。 

二、日前校務會議通訊狀況不佳的情況，奉校長指示，準備專案報告(PPT 檔存卷不

附)，介紹視訊會議種類、本校視訊建置及使用狀況及效能關鍵分析及結論，有關

視訊會議通訊品質一事，個人建議： 

(一)檢視使用需求、了解收費方案及評估選項：重新檢視每個單位個別的需求，配

合不同的使用情境，根據廠商提供的服務選項、收費標準，評估最適合的方案。 

(二)參考其他機構做法、尋求專業協助：參考優久大學聯盟各校做法，並與電算

中心一起討論，提昇視訊會議通訊品質。 

賈凱傑主任秘書 

因為連續兩年的校務會議以視訊方式進行都有類似的問題，希望電算中心提供專業建

議，我們的需求：(1)視訊會議進行時，老師在線上的發言能聽得清楚不斷訊(2)視訊軟

體具有投票與計票的功能，我們也會在下次校務會議開會前，先請電算中心推薦適合

的視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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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 

視訊會議品質，端視廠商雲端服務的效能是否到位，雲端電腦如果處理不好，通訊情

形就不好，電算中心能做的就只是確認網路對接與確保頻寬足夠，無法改善廠商端

codec、Transcoding等的品質，只能依實際使用經驗評估哪一個品牌的通訊軟體比較

符合需求。 

賈凱傑主任秘書 

由於全校各單位都有視訊會議的需求，希望電算中心依專業建議使用的視訊軟體品牌

及方案。 

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 

校內會議以行政會議而言，可以使用免費的視訊軟體MS Teams，如果是對外研

討會、活動等，需要購置通訊軟體，可以參考目前校內單位使用不同視訊廠牌設備的

經驗，但由於之前電算中心並沒有經手任何的評估案，因此只能建議如果要購買軟體

設備一定要謹慎評估後再作決定。 

到底應該使用哪個軟體跟方案，建議目前可以先使用免費的軟體方案，如果真的

要採購通訊軟體設備，電算中心會配合儘快評估，但個人比較不建議，因為廠商為求

利潤，購置設備後仍有後續的維護費用，會是一筆經費負擔，此外即便花錢購置，廠

商端怎麼處理雲端系統我們仍然無法掌控，只能實際使用後才知道通訊品質如何，建

議參考校內單位實際使用過的廠牌效能，再謹慎評估。 

趙維良副校長 

上禮拜舉行的董事會雖已通過本校 111學年度預算，但 111學年度僅人事室、總

務處及學務處 3個單位的預算需求，已經超過預估學雜費收入 9%，單單這 3個單位

的預算，我們的學雜費收入都沒有辦法支應。 

在討論預算案時，董事長指示，受少子化影響，學生人數會減少多少名額，董事

會、校長、副校長都沒有辦法預測，希望學校能夠針對目前不是最急需的花費先暫緩

使用，待學生註冊人數確定後，請學校提交一份報告給董事會。所以現在校發組正在

看各單位預算，如果不是絕對急需進行的項目，請大家先暫緩執行，等到學生註冊人

數更明確後，再做進一步的考量，希望影響的單位越少越好，以上先跟大家說明。 

陸、提案討論：無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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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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審議本校與日本福

井大學與比利時阿德維

德大學續簽校級學術交

流協議及校級學生交換

協議案。 

通過。 簽署中。 

二 

敬請審議本校與德國巴

登符騰堡雙元制應用科

技大學-斯圖加特分校簽

署校級學術交流及校級

學生交換協議案。 

通過。 簽署中。 

三 

敬請審議本校與法國技

能與發展網絡(Réseau 

Compétences et 

Développement)三所學校

--IDRAC商學院、ILERI

國際關係與政治學院及

3A國際商學院簽署校級

學生交換協議案。 

通過。 簽署中。 

四 
請討論「東吳大學專任教

師請假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修訂條文對照

表(附件 1)修正處以黃底標

示)。 

依決議執行，待會議紀錄確認後，將

簽請校長發布施行。 

五 
請討論「東吳大學兼任教

師請假辦法」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待會議紀錄確認後，將

簽請校長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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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六 
討論 110學年度經費結報

期限及相關事宜。 

修正後通過，保留人事室提

出有關人會總系統工讀金及

其他相關作業時間的問題，

請董副校長在今天下午的人

會總系統會議中討論相關細

節並做確定。(註：會後修

正處以紅色字體標示)。 

依會議決議執行，重點說明如下： 

1、依系統專案會議討論，建議 110學

年度經費結報期限及相關事宜修

正如下： 

(1)配合人事室規劃之 111 年 7 月

份工讀金作業時程，人會總系統

之校務計畫預算登錄功能系統

自動關閉時間，修正為 111年 8

月 5日晚間 12點。 

(2)配合人會總系統之校務計畫預

算登錄功能系統自動關閉時間

修正為 111 年 8 月 5日晚間 12

點，支出憑證紙本送達會計室及

變更預算申請作業完成簽核程

序之時間，修正為 111年 8月 10

日(含)前。 

(3)110 學年度校務計畫預算之請

購案預算保留申請，目前因人會

總系統-請採購系統功能尚在修

正中，為讓單位作業時間充裕，

修正請購案預算保留作業時間

為 111 年 8 月 5 日晚間 12 點

前，及簽核程序完成時間為 111

年 8月 10日(含)前。 

2、俟行政會議紀錄確認後，函知全

校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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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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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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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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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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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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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7 06/24 

問題單處理中 195 198 

退件處理中 30 34 

電算測試中 17 14 

使用者測試 31 22 

使用者已結案 400 412 

總數量 673 68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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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完成六月份教職員薪資計算與核銷。七月份薪資正於新系統處理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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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原先多品項無法核銷的問題，現在已可核銷，如仍有相關核銷問題，請於問題單系統回

報。多品項包含系統調整和資料追補完成後，除圖書外，如尚有補登問題將依個別案件，

採 meet方式來開會討論處理方式。 

7. 因系統轉換，折舊總計有 130360元累計折舊差額（7月期末不等於八月期初），擬由採

保組上專簽，簽請校長同意，以不動 109 決算金額為前提，調整到 110 來方式進行處

理。 

8. 6/23完成人會總校發系統上線意見討論交流會議召開。 

9. 6/23完成計畫人員系統展示，預計於 7/13展開教育訓練、7/25系統開放上線，8/1起可

於系統聘任計畫內專兼任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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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法學院新增設「非訟專業能力」第二專長模組課程，預計 7月底寄出計畫書予

校外委員審議，8月底完成外審，後續將依委員建議請法學院進行說明或調整後，再送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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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人，系統將持續開放登記至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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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04report.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