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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11學年度第 10次(111年 12月 12日)行政會議紀錄 

（111年 12月 26日，經 111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1年 12月 12日（星期一）下午 1時 10分 

地點：城中校區 5211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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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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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資源組林蕙雯組長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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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量資料學院許晉雄院長 

列席：中文系侯淑娟主任、政治系蔡秀涓主任、社工系鍾道詮主任、英文系蘇秋華主任、 

日文系羅濟立主任、商學院詹芳書副院長(財精系主任)、資料科學系葉向原主任 

副校長室王蓉貞專門委員、校長室稽核蔡志賢專門委員、 

學生議會甯惟軒議長(學生會特別代理委員會召委) 

紀錄：林箴言組員 

壹、 宣布開會 

貳、 確定議程：確定 

參、 主席致詞：(略) 

肆、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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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頁 

詹乾隆教務長 

一、上週教務處已舉行兩場「第二個第二專長計畫」說明會，採用兩校區遠距同步的

方式進行，共有近 300位學生參與，下學期會繼續辦理說明會。 

二、「第二個第二專長計畫」可以透過事前登記與事後認證兩種方式取得學分，目前

總修習人數約 4,000人，其中採取事先登記的學生約 2,300人。 

三、日後的推廣宣傳，會邀請取得第二專長認證的畢業生回校分享修讀第二專長對於

其在職場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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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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乾隆教務長 

一、教務處在 11月份共計舉行了 20場高中校內的說明會，並完成 4所高中學生來校

參訪的活動。 

二、12月 19日至 1月 3日期間為碩士班和碩專班入學考試的日程，請學院系協助積

極宣導及招生。 

三、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日間學制在學學生人數為 13,234人，相較 110學年度減少 60

人，但相比 109學年度的 13,172人增加 62人。 

四、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班休學人數共達 149人，比學士班的 144人更多；同時

碩士在職專班的休學人數也達 101位，比進修學士班的 30位高出非常多。顯示

出碩士班與碩專班招生雖然穩定，但休學人數居高不下。截至 110學年度第二學

期統計，由於學士班已經取消退學制度，因此退學人數有顯著下降，但碩士班仍

有 48 位學生退學。請各院系在積極招生的同時，也要協助輔導在校生的課業狀

況，維持教學品質，日後會與各院系討論因應對策。 

➢ 校長指示：請分析各院系學生休、退學的理由，並探究學生修、退學是否有

規律可循。 

林三欽學務長 

一、12 月 10 日至 11 日「東吳第二哩」活動於烏來福山舉行，透過露營的方式培養

學生互助合作、克服困難的精神。由於天候狀況不佳，持續降雨造成場地泥濘，

但學生仍然相當樂在其中，活動圓滿落幕。 

二、輔仁大學參訪團 30 人於上週蒞校參訪，盛讚本校的制度與設備，特別是在校安

中心就能夠監看全校安全的監視設備系統。 

三、民法修正施行成年年齡下修至 18歲的新制將於 112年 1月 1日起實施。因此，

校內若有任何辦法或表格有提及未滿 20 歲需出示家長同意書之內容應全數調整

為 18 歲。本處近日已完成盤點，會在年底前完成修訂。但仍然有入學時尚未滿

18歲的學生，大約會有半年至一年的過渡期仍需要提供家長同意書。 

王淑芳總務長 

一、目前學校開始換裝的新型監控系統，錄像儲存於伺服器陣列硬碟內，可以保存約

2個月，並且逐步汰新中，例如：城中校區的第五大樓、閱覽室、外雙溪校區溪

水的水位高低皆能夠過應用程式，於手機、電腦遙控監看。 

二、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後方新規劃的步道休憩區剛剛落成，目前正在命名中。 

➢ 校長：感謝總務長於 8年前就架設全校的監控系統，同時也特別感謝副校長

的努力，爭取到 FOS東吳之友基金會提供經費協助學校修建河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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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淑文社會資源長 

一、 社資處於 12 月 10 日下午 1 時於城中校區舉行 2022 第二屆東吳好師 Mentor 計

畫成果感恩會，本計畫圓滿落幕。明年下一屆好師 Mentor 計畫的召集人為王明

祥學長(經濟系 71級)。 

二、同日下午 3時 30分舉辦傑英會第一屆第四次會員大會，當天選出 19位理事、3

位監事，陳銀欉學長(法律系 67 級)出任常務監事，劉忠賢學長(企管系 66 級)擔

任第二屆傑英會理事長。 

三、近期大額捐款名冊： 

(一) 政治系 61級李萍萍學姐捐款 100萬作為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之助學金。 

(二) 陳清祥學長捐款 50萬元。 

(三) 張乃文學姊捐款 100萬元。 

(四) 化學系 85級楊居上學長每年捐款 2萬美金作為化學系學生進步獎學金。 

(五) 法律系袁坤祥老師辭世，家屬有意將遺產作為法律系的獎學金使用，目前仍

在接洽中。 

➢ 校長指示：有關於袁坤祥老師的資訊，務必與法學院密切交流，另請王煦棋

學術交流長協助關切有無任何本校可以提供協助的部分。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院長 

一、 12月 19日星期一於外雙溪校區將舉行「文華獎學金」頒獎典禮，「文華獎學金」

是由本學院張善政榮譽院長捐資以其父母之名設置的獎學金。張院長將親自蒞校

頒獎。 

二、 12 月 23 日星期五於城中校區 5117 哲名廳舉行專題演講「從數字的經驗到創業

的驚艷-數字王國的創新突圍」，透過中國文化大學張琦雅教授特別邀請到好萊塢

知名影視特效後製企業「數字王國」謝安執行長主講。數字王國業務包括視覺特

效、360度虛擬實境直播，具代表性的大型活動、創造電影及現實中登場的虛擬

人物等，代表作包括《鐵達尼號》、《班傑明的奇幻旅程》、《復仇者聯盟：無限之

戰》及《一級玩家》等電影。該團隊非常重視本次演講，並特地來校場勘，誠摯

邀請各位師長、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教學資源中心金凱儀主任(學生學習資源組林蕙雯組長代) 

「112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開放全校專任教師、專案教師申請至 111年 12

月 19日星期一下午 5時止。目前各院系申請總件數為 11件（分別為：人社院 1件、

外語學院 2件、理學院 1件、商學院 6件、巨資學院 1件），請各學院系專任及專案

教師把握時間，完成線上申請。如有計畫申請問題，請洽詢教師教學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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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董保城主任 

本次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首次有華語中心的外籍生組織了 4 支隊伍，共 40 名來自 7

個國家的同學參賽（立陶宛、墨西哥、泰國、日本、菲律賓、葡萄牙及台灣）。這 4支

國際隊伍一方面參加 5小時的超馬接力賽，同時也幫來自各國參加 24小時賽的選手

加油打氣。超馬會後本中心亦請參賽之外籍生向自己的母國母校及親人發送照片並介

紹東吳及超馬賽事，也鼓勵學生對外投稿。感謝體育室的努力，以及大力的協助，讓

華語中心的學生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 

本次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在 24小時馬拉松類別中其一打破 2項亞洲紀錄及 1項女子

台灣紀錄，其二為 10 年內 4 度舉行金牌賽事，今年雖然以 1.6 公里之差無緣金牌賽

事，但仍達成 7指標獲頒銀牌賽事。本次超馬活動受到國際超馬總會關注，並邀請本

校協辦明年於台灣舉行的世界盃賽事，相關細節仍在洽談中。 

潘維大校長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奪得許多世界第一，是世界唯一一場於大學內舉辦的國際認證賽

事，並且是唯一一場定點環繞而非遠距離移動之超馬賽事，並連續多年為全台唯一被

登載於國際超馬賽事網頁中的比賽，實屬東吳人的驕傲，參與其中的同學也收穫良多，

特別感謝體育室，感謝王建輝老師訓練即席口譯人才及全校各單位的積極配合，謝謝

大家。 

賈凱傑主任秘書 

一、 今年學校許多單位的校務發展計畫都加入 ESG 永續發展的規劃，秘書室彙整目

前的計畫成果舉辦「『東吳跨域∞ 攜手永續』ESG發展成果特展」，12月 13日上

午將於數位校史館前舉行開展典禮，除了數位資料、影片外，開幕當天總務處、

人社院及巨資學院擺設攤位介紹所執行的永續發展計畫成果，另，邀請校友企業

一同共襄盛舉，參展企業包括：崇越集團、華苓科技、吉祥工業、歐萊德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歡迎各位師長參加。 

二、今年 11月份美國政府主辦第二屆反勒索軟體倡議（Counter-Ransomware Initiative）

會議，邀集 37國與 13個國際企業的代表參加，討論因應勒索軟體和其他網路犯

罪日增的威脅。為因應網路資安威脅，本校資安戰情室一直與其他國際資安團隊

保持接觸，但礙於疫情的影響，遲遲未能訪台交流，本次新加坡科技工程公司（ST 

Engineering）由吳膺俊總裁與資安高級副總裁林有立博士率隊來台，於 12 月 6

日與本校資安卓越中心簽署合作協議，當天也邀請台灣知名的 TeamT5杜浦數位

安全公司、台灣資安長協會、中華資通訊法律協會等共同成立「反網路勒索攻擊

應變小組 Counter-Ransomware Task Force」，日後將致力於人才培訓並持續引進

國際情資，希望能夠一起打擊網路勒索攻擊事件。特別感謝校長、總務處和研發

處對本次活動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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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維大校長 

據非正式統計，全台灣有 70%以上的上市櫃公司曾被勒索，目前本校的資安領域人才

應為全台最多，且本校並無偏重單一領域專業，而是全方位的培養。未來期待賈凱傑

主任秘書可以帶領資安戰情室，為台灣的企業服務。 

董保城副校長 

一、 據疫情專區統計，本校自 111學年度 8月 1日起至今，共計 1,173位學生確診，

皆依規定處理。 

二、 1月 10日將舉行 111學年度年終餐敘，目前統計將有 700-800人出席，因此，健

諮中心將於 1月 4日前發放各單位教職員工每人 2劑快篩試劑，無論出席與否皆

請各位同仁留意自身健康狀況，年終餐敘詳情待秘書室彙整資料後說明。 

潘維大校長 

1月 12日召開永續發展委員會議，請各組提出負責之「ESG企業社會責任」與「ESDGs

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與目標」相關報告，互相切磋。 

陸、 提案討論：無。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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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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教師研

究室分配暨管理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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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研

究室管理委員會設置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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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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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依決議執行，待會議紀錄確認後，將

簽請校長發布施行。 

四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學精

進補助辦法」修正案暨

「東吳大學教學實踐研

究補助辦法」廢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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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學及

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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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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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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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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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人事會計總務校發問題處理與系統進度 

1. 各單位同仁反映問題的處理進度，每星期五更新，截 11/30為止，處理狀況如下，請各

單位接獲完工通知之後，儘快協助驗證確認，以確認修正結果。 

 

統計日期 11/24 12/01 

問題單處理中 285 290 

退件處理中 57 58 

電算測試中 15 19 

使用者測試中 27 29 

使用者已結案 700 709 

問題累計總數量 1089 110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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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10~111年 7月財產折舊計算已完成。 

4. 人事室與系統組共同配合進行 110年 8月至 111年 7月的計畫人員薪資，以及 110年

8月至 111年 4月的教職員薪資補登。目前進度與說明如下： 

補登類型 補登區間 核對狀況 處理情況 完成狀態 

 

教職員 

薪資  

111 年以前 比對完成 完成核銷 完成 

111.1 ~ 

111.2 
比對完成 完成核銷 完成 

111.3 比對完成 會計審核中  

111.4 比對完成 會計審核中  

教職員 

年終 
111.1 比對完成 會計審核中  

計畫人員 

薪資  

111.1 ~ 

111.2 
比對完成 會計審核中  

111.3 比對完成 
部分計畫預算選錯或預算不

足，處理中 
 

111.4 比對完成 
部分計畫預算選錯或預算不

足，先行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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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比對完成 
部分計畫預算選錯或預算不

足，先行處理中 
 

111.6 比對完成 
部分計畫預算選錯或預算不

足，先行處理中 
 

111.7 比對完成 
部分計畫預算選錯或預算不

足，先行處理中 
 

111.8 比對完成 
部分計畫預算選錯或預算不

足，先行處理中 
 

計畫人員

年終 
111.1 比對完成 人事室確認中  

• 教職員薪資應補登至 111.4 ，計畫人員薪資應補登至 111.8 發薪 

• 系統組資料比對完成後，人事室確認後逐月送會計室審核。 

• 會計室審核，若無問題，則進行核銷。 

• 待薪資類全數補登完成，系統組會繼續協助進行請採購類的補登。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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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實施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計畫 

教務處 

一、於 111年 11月 3日函送學系如擬調整 112學年度第二專長課程超過原二分之一以上學分

或 112學年度擬新增第二專長，請於 112年 1月初前將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之

第二專長計畫書及課程表送交註課組進行外審。 

二、111年 12月 6日、7日中午於城中校區辦理兩場學長姊心得分享會，雙溪校區採同步互

動直播方式進行。邀請已取得第二專長認證之學長姊回校分享其修讀第二專長的心得，

以及如何規劃與未來就業之鏈結，協助同學能更明確掌握學習目標且有系統地規劃修讀

第二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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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12report.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