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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11學年度第 1次（111年 8月 8日）行政會議紀錄 

（111年 8月 22 日，經 111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1年 8月 8日（星期一）下午 1時 10 分 

地點：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席︰趙維良副校長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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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三欽學務長、 

王淑芳總務長、王志傑研發長、王煦棋學術交流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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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金凱儀主任、 

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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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牧室徐秀蓉主任 

人文社會學院米建國院長(哲學系主任)、外國語文學院王世和院長(跨領域國際學士班主任)、 

理學院張怡塘院長、法學院鄭冠宇院長(法學院莊永丞副院長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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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系蔡秀涓主任、社會系周怡君主任(張芳瑋秘書代)、

社工系鍾道詮主任、英文系蘇秋華主任、日文系羅濟立主任、德文系陳姿君主任、 

數學系林惠文主任、物理系梅長生主任(吳恭德助理教授代)、化學系謝伊婷主任、 

心理系簡晉龍主任、商學院詹芳書副院長(財精系主任)、會計系高立翰主任、企管系胡凱傑主任、 

資管系朱蕙君主任、 

校長室莊媖琁專門委員、蔡志賢專門委員、副校長室王蓉貞專門委員、 

學生議會甯惟軒議長 

請假︰潘維大校長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頒    獎  頒發「教育部 2022總統教育獎」奮發向上奬 

參、專案報告：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報告人：趙維良副校長) 

肆、確定議程：確認 

伍、主席致詞： 

一、校長因事請假，今日會議由本人代理主持。 

二、介紹 111學年度新任行政及學術主管。 

三、各位如果對「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有什麼想法，歡迎提出討論，需要什麼樣的

協助，我們都可以儘量來幫助大家。 

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柒、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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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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頁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111學年度截至今天為止的招生情況，說明如下： 

一、碩士班報到率 96.76%，去年註冊率 93.2%，今年請大家再努力一下，希望已經報

到的學生都能夠全數註冊；碩士在職專班今年報到率 95.27%，去年註冊率 89.2%，

如果報到的學生都來註冊，應該還可以維持；博士班去年註冊率 100%，今年因

為有 1位未報到，報到率 93.75%。 

二、暑假轉學正取生報到率約 76%，目前還在等待 8月 10日備取生報到。 

三、今年進修學士班報到率又比去年低了一些，人數還在做確實的統計，但報到率大

多呈現下降情況。 

四、大學部部分，去年學士班註冊率 98.29%，教務處待 8月 12日放榜後，再跟各學

系一起討論，希望讓來報到的學生都能夠順利註冊。 

趙維良副校長 

進修學士班今年大概會比去年再少 50 個學生，減少的速度非常快，明年可能更不樂

觀。 

林三欽學務長 

一、第一哩新生活動，請各位師長多多支持。 

二、大理街新的台糖宿舍目前硬體大致完成，預計明年 2月 1日起租，1月 1日開始

台糖會交接給本校進行相關硬體整裝。但現階段希望學校協助，加速目前台糖與

台電申請接電作業的程序，這個部份如果作業時程來不及，2月 1 日起租太勉強，

是否有可能跳過這半年，直接改由 8 月 1 日起租，後續會再密切與相關單位洽

商。 

三、北投泉思學舍啟用近三年來，一直有玻璃會不明原因爆裂的問題，且都查不出原

因。學務處曾考慮請公會專家鑑定，鑑定費用一次 5萬元，但必須剛好有玻璃爆

裂實物，最近又發生一例，本處會再跟總務處商量如何處理。 

王淑芳總務長 

一、回應學務長提到泉思學舍玻璃爆裂一事，首先先強調該玻璃係屬於安全玻璃，碎裂

時不會向外發散，而是往下垂墜，相對而言，對人身安全威脅性沒有那麼高。但學

生住在裡面，確保安全是第一優先，如果萬一正好學生倚在旁，玻璃正好該時間

點自碎，仍有其危險性。這是泉思學舍成立三年來的困擾，我們懷疑品質有瑕疵，

但幼華高中不願承擔，每次玻璃破裂時，所屬寢室學生都表示無大力關門或大力

碰撞或任何外力敲擊等情事。總務處也多次請教玻璃廠商自碎原因，廠商研判可

能一開始施工品質不良，但不被幼華高中接受也不願出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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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由於已過保固期，將由學校承擔，解決方案為在玻璃上全面黏貼膠膜，未來

一旦破裂時玻璃碎片會黏在膠膜，較為安全。據悉住宿中心已編列預算，將於新

學年度執行。後續如欲維修更換，將改用膠合玻璃，不再使用目前所謂的安全防

爆玻璃。此外，未來的台糖宿舍，也已避免不再使用任何玻璃製品，避免再生類

似狀況。 

二、有關暑假修繕期間，師生詢問或關注度比較高的幾個修繕案，說明如下： 

(一)第二教研大樓 1、2 樓(音樂教室、教學研究室、松怡廳)冷氣系統汰換： 

1.本區域的空調提供，應必須兼重隔音及減噪功能，故大樓興建時係於 6、

7及 8 樓陽台設置變頻多聯主機，再往下拉管至 1、2樓使用。 

2.由於這些主機已使用約 15年，加以許多線路暗藏於管道間，查修不易，主機

老舊故障頻繁，部分原廠零件已無庫存可供貨，遇有故障屢屢難如期修復。 

3.近期 D 棟 2樓教學研究室冷氣再因故障停機，造成師生使用困擾。但受限

於前述零件停產問題，目前僅能暫以人工每日巡檢檢查，再嘗試手動開機

復歸，狀態不穩定。 

4.本處已規劃換裝 24 台分離式變頻冷暖氣機，採最有利標評選方式採購，

因屬政府補助款，全案希望趕於 9月中旬前完工。 

(二)松勁樓邊坡防護工程： 

1.為確保水土安全，利用暑假進行擋土牆工程。目前已完成松勁樓前擋土牆

之土釘鑽設及第一次土釘混凝土灌注，還需進行一次灌注。 

2.本案因戶外施工，易受天候影響，因 7月份多次下雨，造成施工進度落後，

為利於開學前完工，是以目前不分假日全面趕工中。 

3. 住宿老師抱怨假日施工噪音，已提醒施工廠商調整每日工序，在師生休息

時段內，減少大聲響之工項噪音干擾，也請住宿師生多多包涵。 

(三)試行關閉第五大樓中央空調主機(8/5 至 8/28 日)以節電： 

1.因應政府調漲電價，本校為用電大戶，首當其衝受到影響，預估調漲電費

學校每年將增加近 600 萬元支出。為節約學校用電支出，經評估中央空調

耗電佔用電大宗，一旦啟動冰水主機就是整棟大樓空調電能消耗。因此暑

假期間不得不針對一些比較沒有使用的大樓進行節能措施。 

2.針對城中校區，總務處於 8月 1 日邀集圖書館、推廣部、註冊課務組、體

育室、軍訓室及語言中心等相關使用第五大樓空間之單位研商，試行於 8/5

至 8/28 日(學期預備週前)，減少第五大樓空調主機啟動的時段。圖書館第

二閱覽室關閉，集中學生至第一大樓第一閱覽室使用。另由事務組借用一

大樓四樓兩間教室，全天候提供同學自習使用，以紓解第一閱覽室使用人

數負載。特別感謝圖書館第一線面對學生抱怨時，能夠多做一些說明。這

兩天有一些二氧化碳檢測的問題，總務處也會加快速度排除。 

3.第五大樓因推廣部課程需使用前半小時啟動主機預冷，體育室相關教室，

則可配合推廣部課程時間，將韻律教室或重訓室對外開放使用。 

4.總務處將持續掌握空調關閉後之節電與師生反映情形，在節電管制與維持

服務品質兼顧下取得適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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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煦棋學術交流長 

一、111 學年第一學期外國交換生來校作業進度，第一批共 21 名學生(包括兩位法國

里昂大學的學生)，已於 8 月 2 日提報名單至教育部。第二批 8 名學生因資料待

補正，預計將於 8月 9日提報教育部名單，待教育部核可後，再進行後續相關事

宜。 

二、有關與土耳其基金會合作進度，感謝推廣部吳吉政主任及理學院張怡塘院長協助，

已在 8月 3日及 6日取得英文合作協定範本相關資料，本週會儘快將資料提供對

方審閱，俾進行後續合作事項安排。 

三、有關辦理本校境外學生入境情況，包括僑外生及陸生，目前都依教育部規定進行

後續作業。 

姚淑文社資長 

一、社資處今年度持續與臺北醫學大學、大同大學以及今年新加入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以促進健康為主軸議題，共同辦理國際問題解決松。這次本校總共有 70 位學生報

名，感謝各學系師長的支持，本活動邀請中文系林宜陵老師及林盈翔老師、社會系

劉維公及劉育成老師、心理系林思宏老師、資科系胡筱薇老師、企管系歐淑華老師、

國貿系謝效昭老師、財精系林忠機老師、林語堂故居蔡佳芳主任及健諮中心王佳玲

主任，共同擔任課程導師，活動時間從 8月 23日至 26日連續進行四天。 

二、本次畢業 1年、3年及 5年的畢業生流向調查，全部都已經達到教育部標準的學

系僅有數學系、化學系及心理系，其他科系的畢業生流向調查，也會持續努力與

各系合作儘量達標。 

三、社資處與校友及公益團體合作推出中秋禮盒，後續會發送商品預購 DM，希望各

單位與社資處聯繫，儘量採用本校之中秋禮盒。 

人社院米建國院長 

我想藉這個機會提出三個議題與學校溝通： 

一、 有關招生工作： 

本人擔任人社院院長，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做好招生工作，依據今天早上臉書公視

新聞網最新訊息：大學考試分發入學 12 日放榜，今年約 39,000 多個分發名額，

只有 25,000 多名考生完成登記，即使全部順利分發，仍將有 14,000 多個缺額，

與日前招生會議中招生組組長所報告的 1萬個缺額，有一段差距，當時本人雖已

反應缺額至少 12,000個，但面對此一警訊，學校並未提前因應，現在面對放榜後

高達 14,000多個缺額，也只能請學校加快腳步做好明年的準備。 

本人上次曾建議學校不管是招生組或是招生專門辦公室，在分析招生資料時，不

要只單看數字，學校單方分析研究的結果，所提出來的建議，往往令某些學系無

法應對。其實學系更瞭解自己的競爭對手，更清楚他校同科系採取的策略，另，

很多系主任與跟老師都直接面對來考試的學生與家長，也會有第一手的資訊，還

有一些是來自老師們在招生現場所聽到的一些訊息，有關自己專業的一些資訊，

這都是非常珍貴的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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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希望學校與跟各院系能夠更緊密的結合，瞭解各院系在招生時遇到的困難，

包括經費困難等。趙副校長剛剛的報告中，提到當時學校分給各系的 2萬塊招生

經費，很多學系沒有使用，但我想從今年開始，各系都已經感受到招生的壓力，

去年因為還沒有感受到這樣的壓力，在預算編列上沒有特別把招生經費列在預算

中，111 學年預算縮減，建議辦公費、特別是招生經費是否調整為過去的額度，

甚或再增加額度，是否可以有一些亡羊補牢的措施，希望學校慎重考慮。 

二、 有關國際合作部分： 

學校過去十年來新增許多協議學校，但合作模式大都由上到下，簽約後並未徵詢

學術單位意願，就將交換生等交流計畫分配學系執行，院系只能配合辦理。其實

很多國際交流、交換學生、雙聯學制等，都是基於各系發展需求進行，希望學校

主動溝通瞭解學院系的需求及困難，進而協助與各院系的具體合作，就像招生一

樣，上下一起合作的機制，應該是更令人滿意的雙贏做法。 

三、有關第二專長課程： 

第二專長課程，未來何去何從？各院系配合學校開設第一個以及第二個第二專長

課程，推動至今教務處是否進行成效評估？希望教務處更主動與各院系溝通，瞭

解各院系在推動過程中的困難，如：第二專長課程與學院現存的學程之間有無重

複？兩者間在推動上是否互相牽制？抑或相輔相成？建議學校推動政策時，需要

瞭解各院系個別的差異與困難及需要協助的地方，不要單方面由上而下要求學院

系配合推動改革，希望可以上下溝通合作。 

 趙副校長指示： 

一、謝謝米院長的建議，請教務處與國際處參考，規劃相應的措施。 

二、有關招生部分，會與院系交換意見。另，111學年度預算已經無法調整，

有關招生經費預算不足部分，日前已經發函通知放寬招生項目經費流用，

但其他項目則請先不要流用。 

三、有關招生專業化預算的配置，會再重新通知各系可使用的經費，這個部

分沒有問題。剛才的專案報告只是表達部分學系完全沒有使用經費，非

常可惜，但還是有學系則是將經費使用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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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金凱儀主任 

一、本校 111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共通過 23案，通過率為本校歷年最佳，核

定補助總額約 500多萬，較去年成長 130%，在優久大學聯盟中排名第 5，全國排

名第 17。今年人社院與外語學院，無論在申請或通過件數都創新高。從今年統計

資料來看，第一名銘傳大學 50件，第二名成大 47件、第三名淡大 40件，本校還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二、教學資源中心 8月下旬將舉行暑期新進教師輔導暨教學創新系列研習，邀請到教

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總主持人黃俊儒教授分享，之後也有一連串相關的教學實

踐計畫與數位教學應用工作坊，有些老師已經在相關的 line群組裏，8~9月份共

將辦理 6 場教學實踐與數位應用工作坊；10 月也會依往例辦理一對一的教學實

踐計畫的諮詢活動，邀請校內外經驗豐富的老師，提供一對一深度諮詢服務。會

後亦將提供各院系相關的活動訊息，請轉知所屬教師參考，提高參與度，希望明

年度通過件數可以再往上攀升。 

三、教學資源中心於 110年學年度第二學期，配合通識中心開設針對微軟的「人工智

慧國際認證導學」全校性選修課程，完成選修者共 118位學生，且以大三、大四

的學生為主，更以商學院的學生人數最多，其次為人社學院與外語學院，其中 93

位參與考照，65位取得 AI900 的國際證照。因為考照需要繳交 1,000元的費用，

所以這門課並沒有強迫學生參加認證考試，都是自願報名參加考試。本中心也在

暑假開辦兩場微軟人工智慧考照活動，總共有 97 位學生自主報名，第一場出席

率 100%，接下來的第二場是 8 月 9 日，目前報名全部額滿，以國貿系和會計系

大學生居多，參加者必須在 9月 3日前完成考照活動，並回報考照結果。從這些

統計數據來看，資訊系的學生並非最多數，反倒是吸引了非資訊領域的學生參加。

尤其是面臨畢業的大三、大四學生願意自費考取人工智慧的證照。所以接下來，

本中心也會持續推動這系列的課程和工作坊，並詢問相關學系或通識中心的意願

來開設課程，以鼓勵學生多多參與。 

四、今日與人社院社工系老師討論，與系上合作辦理資訊應用工作坊，搭配系上的課

程，提供人社院學生進行數位創作的工作坊，也會開放全校學生報名，希望能夠

讓這些非資訊領域的學生也有創作跟諮詢的機會。 

五、教資中心也正在規劃「數位跨域學分學程」，接下來也會邀請人社院一起討論，

也與通識中心討論未來給予學分的可能性。 

華語教學中心董保城主任 

一、美國 2022年 Project GO華語研習團 22 位學員來校研習兩個月，學員包括全美知

名大學的菁英，如：普林斯頓大學、紐約大學，南加大等，學習華語非常認真。

研習期間團員來台灣，最大的文化衝擊是看到台灣每個人都戴口罩，中心同仁一

再叮嚀請他們配合防疫政策，研習期間 22位團員沒有任何人染疫，7月 30日全

數平安離台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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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中心往年秋季班平均約 60位學員，今年的秋季班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 128

位外籍學生報名，但華語中心住宿的床位最多只有 110 床，以前 60 個學員時，

還能將空床位提供學務處安排本地生住宿。現在反而要將外籍華語生安排住宿於

泉思學舍等其他校內外宿舍，強化外籍生與本地生交流，希望外籍華語生能夠主

動與本地生交流或者擔任語言志工。 

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行政諮詢組蘇智綺組長代) 

電算中心已於上週函知各單位，請依「東吳大學資訊軟硬體與服務評估要點」，辦理

經費總額達新台幣 10萬元以上之資訊相關請購案。 

董保城副校長 

因為有新任主管，補充說明背景因素，老師或單位接受外單位委託研究案購置相關軟

硬體，學校為了整合這些軟硬體，所以在去年通過「資訊軟硬體與服務評估要點」，

超過 10 萬元以上採購案應經委員會評估。最主要是因為老師或行政單位承接之計畫

結束後就沒有研究經費，但設備必須持續維護，電算中心沒有多餘的經費維護，因此

邀請校內外專家來幫大家檢視評估，電算中心也比較清楚哪些軟體、硬體可以整合使

用。此一跨單位委員會之設置，並非要增加請購的困難，而是希望整合資源並共享。

如各單位有緊急請購案，委員會可隨時開會。希望大家理解電算中心資源真的很有限，

為了善用學校經費，請大家支持及協助。 

校長室蔡志賢專門委員 

一、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總結報告，已於 111 年 7 月 18 日經稽核委員會通過並校長

核定後，於今天早上送董事長及三位監察人。 

二、111學年度新任稽核委員計有會計系謝永明老師、林秀玲老師、廖素娟老師跟鄭

桓圭老師、國貿系張南薰老師、陳金盛老師，財精系白文章老師及社工系梁慧雯

老師等 8位，召集人為會計系謝永明老師。 

董保城副校長 

一、本人同時任學校防疫長，學校有一防疫群組，已邀請新任學務長、國際長等師長

參加。 

二、學校的防疫政策，如果有確診者以及確診者同寢室的密切接觸者，將暫時性安置

於學校的單人招待所(東荊、東桂學廬)隔離，之後台北市政府會很快將確診者移

轉安置於防疫所，學校不會將確診、密切接觸者安排在學生宿舍隔離，請大家放

心。隔離期間由保全人員協助送餐，生活基本上沒有問題。 

三、8 月 15 日將召開開學前的防疫會議，主要是針對開學以後可能面臨的情況，預

先討論。請各單位提供迎新活動資訊，是為了掌握各項活動地點等資訊，俾便總

務處、健諮中心準備相關必要的設備設施。日前暑假英語密集班，上課中突然有

學生有疑似狀況，學校馬上發給快篩劑，篩檢結果陽性，學生就立刻返家改為網

路上課。類似這樣的情況，學校可迅速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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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系蔡秀涓主任 

一、感謝董副校長、人社院米院長，參加今天政治系與里昂大學的簽約儀式。 

二、里昂政治學院這兩年內連續四學期都以 e-mail 表達學生來校交換之意願，但因為

疫情關係予以婉拒。這次政府宣布從 8 月 1日起允許國際生入台，里昂大學政治

學院其實早在之前就已經把交換學生申請資料送到學校，但國際處卻在 7 月 15

日發信通知對方，雖然政府從 8月 1日起允許國際生入台，但國際處因自訂的交

換作業時程限制以及全校開始放長假，不接受交換申請，這時里昂大學政治學院

的老師才告知本系。長假結束後在董副校長以及新任王國際長的協助下，學生終

於可以來校交換。國際生對學校來講有一定的重要性，過去因為沒有疫情，學校

並沒有訂定交換申請作業截止時程，近幾年受到疫情影響，才開始訂定申請作業

截止時程，但畢竟協議校並沒有放長假的情況，未來如果有類此情況，建議學校

申請作業時程能更有彈性。 

三、這次里昂大學交換案，學系並不清楚國際處與里昂大學中間的聯繫過程，為避免

類似情況再度發生，如果王國際長同意的話，建議國際處承辦同仁未來與協議校

往來郵件，同時副知相關學系，萬一中間如果有作業行程誤會的話，學系可以盡

力協調。 

四、國際生對學校而言應當不單只是一個學生而已，而是可以成為學校國際化的助力，

可以更多的運用。如，建議學校安排宿舍時，可以考慮讓國際生與本地生住在一

起，除了幫助國際生融入校園生活，本地生也可以有在地的國際化交流經驗，同

時也可以成為招生宣傳重點。 

王煦棋學術交流長 

有關這次里昂大學交換生案，中間應該有一些時程上的誤解。前兩年因為疫情因素，

政府未開放交換生簽證而無法來台，今年則因教育部臨時開放境外生入境，造成了一

些困擾。依照國際處過往的作業流程，應該是學生先取得相關簽證後再訂機票，我們

無從得知在這個過程中，為什麼里昂大學的學生會先訂了機票之後，才發現學校尚未

規劃啟動包括住宿安排等相關作業，所以在業務的協同上，的確可能有一些銜接上的

問題。我認為國際處的同仁都已經很盡心處理本案，當然未來希望我們與各院系可以

更加緊密的合作，協助相關國際生業務。另，關於郵件副知的部分，會請同仁留意配

合辦理。 

林三欽學務長 

據我瞭解，我們向來都有安排國際生與本地生住在一起，可以與本地生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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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院米建國院長 

教資中心設立學程將與社工系老師合作，但人社院並不知情，我認為這是不尊重學院

系的做法，我今天才特別跟人社院學系主管提到，如果院與學系老師合作的話，一定

會讓系主任知道，俾便學系進行人力或業務調配。同樣的道理，如果學校單位與學系

老師合作，不論是開課、研究或其他活動等，務請主動知會學院系主管，否則等到學

系主任請系上老師開課時，老師卻因協助學校開課等情況，已無餘力配合學系開課，

學系會有運作上的困難。學系老師並非不能參與協助學院執行課程計畫，但應優先以

學系的課程需求為主。 

教學資源中心金凱儀主任 

補充說明，這是兩件不同的事情，有關社工系工作坊，因是第二專長已經開設的社區

走訪課程，由於老師反映學生在數位創作上比較沒有辦法展現，教資中心如果要舉辦

工作坊的話，是不是可以考慮他們的需求？因此教資中心只是搭配現有的課程，配合

辦理工作坊，並非請老師另外開課。教資中心提出這個議題，是因為接下來將會透過

類似的模式，詢問各院系老師的想法。 

有關學程部份，目前尚需詢問通識中心合作開課意願，才能規劃完整的學程計畫。且

學程必須由學院往學系推動，目前第一階段會先詢問巨資學院，之後會再繼續詢問人

社院、外語學院的意願，並不會跳過學院來進行。 

 趙副校長指示：請各單位留意與學院系的聯繫。 

 

 

  



10 

 

捌、提案討論： 

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配合 110 年 12 月 17 日之教育部函文及實際運作需要，擬修正「東吳大學教師授

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依 110 年 12 月 17 日教育部函轉監察院對教育部之糾正函文，各大專校院

兼任教師佔教師總人數之比例過高，並表示兼任教師係補充而非取代專任

教師之性質。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資料庫，本校專任教師 422 人，

兼任教師 860 人；其中兼任教師授課時數未達 2 小時總計 52 人(未達 1 小

時 10 人)。 

（二）因應上述有關兼任教師人數過高之情形，本校已陸續執行相關政策改善，

如持續聘任專任教師、教務處進行課程總量檢討等。本次擬調整兼任教師

每週授課至少 2 小時並調高授課時數上限為 12 小時，以期再有效降低本

校兼任教師人數。 

（三）教師支領專任教師薪資，應依本校規定授足基本授課鐘點數；若所授課程

已額外獲領鐘點費用，則有重複領取鐘點費用之疑義。故明訂已額外支領

鐘點報酬之課程時數不列計於基本鐘點數。 

（四）增訂教師若基本授課時數不足，除於其他學年度補足外，得選擇改以扣除

相同時數鐘點費用抵免。 

二、檢附「東吳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東

吳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原條文(附件 2)及教育部函文(附件 3)，

敬請討論。 

決議：撤案，請蒐集意見修正後，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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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 

案由：請修正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事曆暑期時程。 

提案人：詹乾隆教務長 

說明： 

一、111 學年度行事曆原定 8 月 1 日至 9 月 3 日為暑假期間。 

二、本校往例於每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前認識東吳周辦理新生第一哩活動，本周即為

全校同仁正常上班日，故調整暑假時程為 8 月 1 日至 8 月 28 日。 

三、檢附 111 學年度修正版行事曆如附件，請討論。 

決議：通過。 

 

壹拾、散會（下午 15：16） 

  



12 

 

報告事項一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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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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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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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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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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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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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 7/28 

問題單處理中 220 225 

退件處理中 37 38 

電算測試中 13 9 

使用者測試 23 19 

使用者已結案 439 452 

總數量 732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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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月份教職員薪資計算與核銷。8月份薪資正於新系統處理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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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完成人會總校發系統上線意見討論交流會議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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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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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財產折舊計算與報表呈現部分，已委請天方公司全力配合，預計於 8/15 完成

相關計算與作業進行。 

8. 依照規劃完成計畫人員聘任系統：於 6/23 完成系統展示，於 7/13 完成教育訓練、於 7/25

完成系統上線。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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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7月 27日寄出計畫書

予校外委員審議，預計 8 月 26 前完成外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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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5日已開放平台供學生線上登記第二專長資格，系統將持續開放登記至 12月 31日，

截至 8月 2日共計 2,302 人登記。 

三、修改第二專長學生手冊，及於系統上新增承認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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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08report.pdf


17 

 

案由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專任教師未兼行政職務者，每

週授課基本鐘點數如下： 

一、教授：八小時。 

二、副教授：九小時。 

三、助理教授：九小時。 

四、講師：十小時。 

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上下學期平

均計算，超過基本鐘點數者，得另

支超鐘點費。 

超授鐘點數，上下學期平均以

四小時為限，超過者不計鐘點費。 

第一項所述之基本鐘點數不包

括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國

際商管學程、推廣部及其他已支領

鐘點費之課程時數。 

第三條 

專任教師未兼行政職務者，每

週授課基本鐘點數如下： 

一、教授：八小時。 

二、副教授：九小時。 

三、助理教授：九小時。 

四、講師：十小時。 

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上下學期平

均計算，超過基本鐘點數者，得另

支超鐘點費。 

超授鐘點數，上下學期平均以

四小時為限，超過者不計鐘點費。 

第一項所述之基本鐘點數不包

括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國

際商管學程、推廣部及暑期班之時

數。 

一、 教師支領專任

教師薪資，應

依本校規定授

足基本授課鐘

點數；若所授

課程已額外獲

領鐘點費用，

則有重複領取

鐘點費用之疑

義。故明訂已

支領鐘點報酬

之課程時數不

列計於基本鐘

點數。 

二、 調整文字。 

第五條 

各學系應安排專任教師授足基

本授課時數。 

專任教師未能依前各條規定授

足基本鐘點數時，應併計進修學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國際商管學程

之授課時數。 

併計後之碩士在職專班及國際

商管學程，不再核發特別津貼。 

前項專任教師併計時數後，仍

未達基本鐘點數，應於其他學年度

中補足時數，或得申請以扣除相同

時數鐘點費用抵免；未補足時數前，

教師不得在校外兼課。 

第五條 

各學系應安排專任教師授足基

本授課時數。 

專任教師未能依前各條規定授

足基本鐘點數時，應併計進修學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國際商管學程

之授課時數。併計後仍未達基本鐘

點數者，應於其他學年度中補足時

數，未補足時數前，教師不得在校

外兼課。 

增訂教師若基本授

課時數不足，除於

其他學年度補足

外，得選擇改以扣

除相同時數鐘點費

用抵免。 

第八條 

教師暑期班授課鐘點費，除情

形特殊經專案核准者外，依教師職

級日間鐘點標準加百分之十發給。 

推廣部、碩士在職專班及國際商管

學程之鐘點費另訂之。 

第八條 

教師暑期班授課鐘點費，除情

形特殊經專案核准者外，依教師職

級日間鐘點標準加10％發給。 

推廣部、碩士在職專班及國際

商管學程之鐘點費另訂之。 

調整文字。 

第十一條 

兼任教師每學期授課鐘點數，

第十一條 

兼任教師每學期授課鐘點數，

一、依110年12月17

日教育部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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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每週至少二小

時，但不得逾十二小時，超過者不

計鐘點費。 

前項授課鐘點數包含進修學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國際商管學程

之時數。 

每週至多以十小時為限，除有特殊

情形者外，超過者不計鐘點費。 

前項授課鐘點數包含進修學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國際商管學程

之時數。 

監察院對教育

部之糾正函

文，各大專校

院兼任教師佔

教師總人數之

比例過高，並

表示兼任教師

係補充而非取

代專任教師之

性質。 

二、查110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資料

庫，本校專任

教師422人，兼

任教師860人，

本校兼任教師

確有偏高之情

形，故修訂兼

任教師每週授

課至少2小時並

調高授課時數

上限為12小

時，以期有效

降低本校兼任

教師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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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附件 2 

 

東吳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 

 
86年4月23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7年7月1日行政會議修訂 

91年8月6日行政會議修訂 

97年3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3條 

101年1月4日行政會議修訂第3、4、5、8及9條 

101年9月24日行政會議修訂第4、6條 

102年12月2日行政會議修訂第4、11條 

104年4月13日行政會議修訂第2條 

107年6月4日行政會議修訂第4、5條 

109年8月31日行政會議修訂第2、11及12條 

 

第 一 條  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之計算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鐘點費標準詳如附表。 

本校應配合學雜費調整措施，參考國立大學標準調整鐘點費。 

第 三 條  專任教師未兼行政職務者，每週授課基本鐘點數如下： 

一、教授：八小時。 

二、副教授：九小時。 

三、助理教授：九小時。 

四、講師：十小時。 

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上下學期平均計算，超過基本鐘點數者，得另支超鐘點費。 

超授鐘點數，上下學期平均以四小時為限，超過者不計鐘點費。 

第一項所述之基本鐘點數不包括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國際商管學程、

推廣部及暑期班之時數。 

第 四 條  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每週減授基本鐘點數如下： 

一、副校長、處主管：六小時。 

二、各學院、室、館、部、中心主管：四小時。 

三、學院副院長：三小時。 

四、設有博士班或碩士班之學系主任：四小時。 

五、未設有博士班或碩士班之學系主任：二小時。 

六、學系副主任：二小時。 

七、二級行政單位主管：二小時。 

八、學位學程、商學進修學士班、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國際商管學程之主

任：二小時。 

九、校外委託經營管理單位之執行長：二小時。 

專任教師兼任二個以上行政職務者，以減授時數最高者為準。 

授課時數上下學期平均計算，超過減授後之基本鐘點數者，得另支超鐘點費。 

超授鐘點數，上下學期平均以四小時為限，超過者不計鐘點費。 

第  五  條    各學系應安排專任教師授足基本授課時數。 

專任教師未能依前各條規定授足基本鐘點數時，應併計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國際商管學程之授課時數。併計後仍未達基本鐘點數者，應於其他學年

度中補足時數，未補足時數前，教師不得在校外兼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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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專任教師超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按實際排課時數核撥，每學期以十八週計

算。 

第 七 條  授課學生人數，如超過七十人，每超過一人，鐘點費增加百分之一。該項鐘點

費在每學期結束前一次發給。 

第 八 條  教師暑期班授課鐘點費，除情形特殊經專案核准者外，依教師職級日間鐘點標

準加10％發給。 

推廣部、碩士在職專班及國際商管學程之鐘點費另訂之。 

第 九 條  留職停薪之教師仍返校授課者，得另支鐘點費；休假及留職帶薪之教師仍返校

授課者，不另支鐘點費。 

第 十 條  校長兼課以四小時為限。 

第 十一 條  兼任教師每學期授課鐘點數，每週至多以十小時為限，除有特殊情形者外，超

過者不計鐘點費。 

前項授課鐘點數包含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國際商管學程之時數。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東吳大學教師鐘點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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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 

類別 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日間 615 675 735 850 

夜間 660 710 760 890 

備註 

一、本表依據教育部(86)台高(三)字第 86120663 號函辦理鐘點費

支給標準表調高 7%辦理。 

二、夜間授課時間： 

（一）週一至週五下午 6時 25 分以後。 

（二）週六及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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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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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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