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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校概況 

一、 前往東吳大學 

（一）外雙溪校區 

✈ 公車 

  
255、304、620、680、681、815、小 18、小 19、市民小巴 1、紅 30、重慶幹線【東吳

大學（錢穆故居）站】、268、645（東吳大學站）、557（東吳大學站-進入校區） 

  棕 13【外雙溪（故宮）站】 

✈ 捷運 

  

捷運淡水線至士林站，往 1 號出口（中正路），再轉搭公車 255、255 區、304 承德、304

重慶、557、620、小 18、小 19、815、市民小巴 1、紅 30、重慶幹線至【東吳大學（錢

穆故居）站】下車 

  
捷運文湖線至大直站，往 3 號出口（海基會），再轉搭公車 680 至【東吳大學（錢穆故

居）站】下車；或轉搭公車棕 13 至【外雙溪（故宮）站】下車 

  
捷運文湖線至劍南站，往 1 號出口（劍潭古寺），再轉搭公車 268、620、681、683 至【東

吳大學（錢穆故居）站】下車 

✈ 鐵路 

  

台北車站下車，轉乘捷運淡水線至士林站，往 1 號出口（中正路），再轉搭公車 557、

255、304、620、小 18、小 19、815、市民小巴 1、紅 30、重慶幹線至【東吳大學（錢

穆故居）站】下車 

✈ 自行駕車 

  
中山高速公路→重慶北路交流道（往士林方向）→重慶北路四段→百齡橋→中正路→至

善路→外雙溪校區 

  
北二高→堤頂交流道→往左至內湖路（內湖大直方向）→自強隧道→至善路→外雙溪校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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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中校區 

✈ 公車 

  38、235、270、662、663、1503【東吳大學城中校區站】 

  206、252、262、262 區、304 承德、304 重慶、604、660【捷運小南門站】 

✈ 捷運 

  捷運松山新店線至小南門站下車，往 1 號出口（小南門），步行約 5 分鐘 

  捷運板南線至西門站下車，往 2 號出口（國軍英雄館），步行約 8 分鐘 

✈ 鐵路 

  
台北車站下車，搭乘捷運板南線至西門站下車，往 2 號出口（國軍英雄館），步行約

8 分鐘 

✈ 自行駕車 

  
中山高速公路→重慶北路交流道（往台北市區方向）→重慶北路三段→重慶南路→ 

貴陽街→城中校區  

  
北二高→木柵交流道→辛亥路→羅斯福路→中山南路→凱達格蘭大道→重慶南路→貴

陽街→城中校區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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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平面圖 

（一）雙溪校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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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中校區平面圖 

 

 

 

☞  業務聯絡人：雙溪校區‧採購保管組‧倪萬鑾（分機 8405）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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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通車及停車資訊 

（一）交通車資訊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大學交通車時刻表 

外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 

城中校區→ 

外雙溪校區 

外雙溪校區→ 

士林捷運站 

士林捷運站→ 

外雙溪校區 

1 06:40 1 輛 1 07:15 1 輛 1 09:00 1 輛 1 07:35 1 輛 

2 *08:20 1 輛 2 *09:20 1 輛 2 17:15 1 輛 2 09:15 1 輛 

3 *10:20 1 輛 3 *12:15 1 輛 3 18:15 1 輛 3 17:30 1 輛 

4 *12:15 1 輛 4 *13:15 1 輛    4 18:30 1 輛 

5 
12:25 

(註 6) 
1 輛 5 *14:15 1 輛 

行天宮(捷運中山國中站) 

→外雙溪校區 

外雙溪校區→ 

行天宮(捷運中山國中站) 

6 *14:15 1 輛 6 *15:15 1 輛 1 07:30 1 輛 1 17:15 1 輛 

7 *15:15 1 輛 7 *17:15 1 輛 外雙溪校區→劍南捷運站 

8 17:15 1 輛 8 18:30 1 輛 1 18:15 1 輛    

9 *17:30 1 輛 9 19:30 1 輛 
備註: 
1. 有「*」標記者，係附有公文箱之班次。 
2. 班車僅上課期間行駛，請勿離站太遠，車

進站前 50 公尺請招手以便駕駛識別；城
中校區上下車地點在鑄秋大樓東側門口。 

3. 停車站點如後頁站名表，未列站名不予停
車，紅字表示租車行駛。 

4. 行駛路線若遇臨時交通管制，請於管制區
外就近停車站待車，不另行通知。 

5. 請共同維護校車清潔，請勿將食物、飲料
容器、口香糖、垃圾等留置車內。 

6. 10/16、11/13、12/11 行政會議加開會議專
車。 

10 18:30 1 輛 10 21:20 1 輛 

11 20:35 1 輛 11 22:45 1 輛 

12 22:15 1 輛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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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校車站名表 

外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 

仁鄰新村→何嘉仁幼兒學校正門→中山北路 5 段 453 號→ 

淡水捷運線劍潭站腳踏車停車區→大同公司-撫順公園郵筒→ 

中山北路 2 段文華西點→台北光點之家→中山南路過青島西路口→ 

中山南路過常德街口→公園路貴陽街口-外交部側門對面。 

17：15 租車行駛路線為直行福林路，不停何嘉仁幼兒學校正門、中正路

115 號前站。 

城中校區→ 

外雙溪校區 

貴陽街懷寧街口→台大醫院正門→濟南教會正門→馬可波羅麵包店正門→ 

山水閣飯店正門→中山北路五段 98 號前郵筒→北區電力公司→中正路 115

號前→泰北中學警衛室前 

07:15 由城中校區駛回外雙溪校區上班車，北區電力公司站後於官邸直行

福林路，不經中正路 115 號前、何嘉仁幼兒學校正門站。 

行天宮→ 

外雙溪校區 

UBike 捷運中山國中站(復興北路 364 號前)→捷運行天宮站 2 號出口→行天宮

圖書館→北安路安泰銀樓→北安路中華電信 

外雙溪校區→

行天宮 

北安路周胖子前→北安路 551巷口-十字路口前→UBike捷運中山國中站(復興

北路 364 號前)→捷運行天宮站 2 號出口→行天宮圖書館 

外雙溪校區→ 

士林捷運站 

09:15  17:15  18:15  (中巴士)路線 

仁鄰新村→何嘉仁幼兒學校正門→士林捷運站南側(2 號)出口 

士林捷運站→ 

外雙溪校區 

09:30  17:30  18:30  (中巴士)路線 

士林捷運站南側(2號)出口右方→士林捷運站北側(1號)出口左方(八方雲集鍋

貼店對面)→中正路 115 號前→泰北中學警衛室前→外雙溪校區 

07：35 租車行駛路線 

士林區農會大樓(文林路 338 號)→士林捷運站統一超商(中正路 227 號)前→ 

中正路 115 號前→泰北中學警衛室前→外雙溪校區 

外雙溪校區→ 

劍南捷運站 
外雙溪校區→劍南捷運站(二號出口公車轉乘處) 

 

★最新之時刻表亦可於開學前上網查詢。查詢網址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總務

處→環安衛暨事務組→相關資訊公布欄(http://www.scu.edu.tw/affair/index.htm） 

 

★最新教職員工校車暨 557 公車時刻表，亦可於開學前在東吳大學 APP 查閱：下載東吳大學

APP→「校園及交通資訊」→「交通資訊」：教職員工校車暨 557 公車時刻表。 

回目錄 

http://www.scu.edu.tw/affair/index.htm


 8 

（二）停車資訊 

回目錄 

汽車 機車 

開

放

時

間 

所付費之學年 07:00-23:00 
07:00-24:00（雙溪） 

07:00-23:00（城中） 

申

請

形

式 

汽車停車證（固定車位） 汽車通行證（計時制） 學年制 計時制 

一級主管 

（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及

城中校區 A

哨旁） 

雙溪教職工

宿舍區 

雙溪校區 E

棟 B1、平面

停車區及兩

校區身障區 

悠遊卡／ 

教職員證 
現金 

感應刷卡 

不限次數 

兩校區連線

單日計次 
可使用既

有之悠遊

卡免費登

錄並儲值 

入場時抽

取停車計

時票卡，離

場前於繳

費機前投

幣繳費 

收

費

方

式 

12,000 元 10,000 元 9,000 元 
每小時 

10 元 

每小時 

30 元 

每學年 

1,400 元 
每次 10 元 

其

他

說

明 

 申請固定收費車位人數如超出可供數

量時，以抽籤決定。 

 固定車位額滿時，實施共用停車位：

使用人得自行與中籤同仁協調，向事

務組申請。 

 至另校區計時停車，不收費。 

 悠遊卡僅讀取卡號，不

影響卡內原儲存金

額，每次最低儲值 500

元。 

 於兩校區總務處出納

組繳費後，持收據至環

安衛暨事務組辦理登

錄及儲值後始可使用。 

 兩校區連線計時，每日

累計不超過 50 元，超

過 50 元以 50 元計。 

 雙溪校區開放校外人

士臨時停車，城中校

區僅限校內師生停

車。 

 學生證或教職員證感

應扣款每次 10 元，每

次儲值最低 300 元。 

 雙溪校區出場扣款；

城中校區進場扣款。 

違

規

處

理 

違反停車規定停放者（含違規停放、逾時停放、城中校區及雙溪校區 D 棟、R 棟過夜停車等），

保全人員將開立違規通知單，具學校通行證且違規達三次者，取消校內通行證、停車證及一

學年使用權利；未具校內通行證之違規者，每次罰款 300 元，違規停車每小時以 50 元累計罰

款，逐時累計無上限。 

申

辦

單

位 

總務處‧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雙溪.鄭秀涼.分機 8104、城中.林嘉和.分機 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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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基本權利與義務 

一、 薪資規定 

（一）敘薪方式 

1. 專任職員： 

(1) 初任職員，以依學歷起敘為原則；於公私立學校服務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

務成績優良之專任職員年資，或曾於本校服務成績優良且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

之合格專任教師、助教、教官、約聘職員年資，得每滿一學年提敘一級，但受

本職最高年功薪之限制。 

(2) 前項年資之採計，不包括留職、教師休假及已辦理退休之年資。 

(3) 單位自籌經費所聘任之約聘人員得比照本校專任職員薪資標準，或依聘任單位

之規定辦理。 

2. 專任助教： 

(1) 本校初任助教，以自最低薪級起敘為原則；於公私立學校服務成績優良之專任

助教年資，或曾於本校服務成績優良之合格專任教師年資或與助教等級相當服

務成績優良之專任職員年資，得每滿一學年提敘一級，但受本職最高年功薪之

限制。 

(2) 前項年資之採計，不包括留職及教師休假期間之年資。 

(3) 約聘助教依聘任單位之規定辦理。 

3. 工友： 

(1) 本校初任工友，以依學歷起敘為原則。曾任公私立學校服務成績優良且與現職

職務等級相當之專任相關工作年資，得每滿一學年提敘一級，但受本職最高年

功餉之限制。 

(2) 前項年資之採計，不包括留職期間之年資。 

(3) 約僱工友為單一固定薪資。 

4. 專任計畫人員： 

(1) 專任研究及教學人員工作酬金應於計畫補助或委託單位核定經費額度內，參照

本校教師薪資標準辦理；如工作酬金業經計畫補助或委託單位明確核定金額者， 

不在此限。 

專任研究及教學人員得比照本校教師相關規定採計年資提敘薪級及辦理晉薪。 

(2) 專任助理工作酬金應於計畫補助或委託單位核定經費額度內，參照本校組員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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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標準辦理；如工作酬金業經計畫補助或委託單位明確核定金額者， 不在此限。 

專任研究助理如具有擔任校內外學術研究計畫之專任研究助理年資，得累計每

滿一年提敘一級薪級；擔任本校專任研究助理後連續服務滿一年得晉薪一級。 

專任行政助理得比照本校職員相關規定採計年資提敘薪級及辦理晉薪。 

（二）扣繳部分 

1. 保險費： 

(1) 專任職員、專任助教扣繳「公教人員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二種保險費。 

(2) 工友、約聘人員（含約聘助教）、專任計畫人員扣繳「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

保險」二種保險費。 

2. 自費團體保險：本校為每位專任職工加保團體保險，同仁亦可自費增加保額或為眷

屬投保。 

（三）年終工作獎金 

1. 發放對象： 

(1) 當年度 12 月 1 日仍在職之專任職工。 

(2) 當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退休、資遣或在職死亡之專任職工。 

(3) 專任計畫人員依補助、委託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核定之標準辦理。 

2. 發放日期：除依計畫執行期程及經費結案相關規定者，皆於農曆除夕前 10 日撥付。 

3. 發放原則：一個半月之全薪，但年資不滿一年者，依其到校月數比例發給獎金。 

（四）薪資發放方式 

1. 專任職工於每月 5 日發放當月份薪資，並以郵局轉帳方式入帳。 

2. 專任計畫人員於每月 25 日發放當月份薪資，並以郵局轉帳方式入帳。 

（五）薪資及年終工作獎金資料查詢 

職工可自行上網查詢及列印個人薪資資料，使用時請連結至校務行政系統，輸入個人之

人事代碼，並以身分證字號末四碼為密碼登入（無身分號碼者密碼為「9999」），再點選

「職工服務」選項下「人事薪資」之「月薪資」或「年終獎金」即可查詢。 

☞  業務聯絡人：人事室‧洪淑華（分機 5043）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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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險規定 

每位專任職工自到職日起，學校隨即辦理加保，依身分別投保不同保險： 

 專任職員、專任助教：公教人員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團體保險 

 工友、約聘人員（含約聘助教）、專任計畫人員：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團體保險 

有關上述各類保險，介紹如下： 

（一）公教人員保險 

1. 可請領之給付類別與標準： 

(1)  殘廢給付：6 至 36 個月之事故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投保俸額。 

(2)  養老給付：依法退休、資遣或繳付保費滿 15 年並年滿 55 歲離職退保者，得請

領一次養老給付或養老年金。 

A.一次養老給付：依年資最高可領 42 個月退休當月起前 10 年平均投保俸額。 

B.養老年金：月領金額＝投保年資ｘ1.3%ｘ退休當月起前 10 年平均投保俸額。 

(3)  死亡給付：因公死亡給付 36 個月之事故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投保俸額。非因公

死亡給付 30 個月之事故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投保俸額。 

(4)  生育津貼：2 個月之生產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投保俸額。 

(5)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教師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可依留職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投

保俸額之 60%，按月發給津貼，每一子女合計最長發給 6 個月。 

(6)  眷屬喪葬津貼： 

A.父、母、配偶喪亡，給付 3 個月之事故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投保俸額。 

B.年滿 12 歲未滿 25 歲之子女喪亡，給付 2 個月之事故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投

保俸額。 

C.已為出生登記未滿 12 歲之子女喪亡，給付 1 個月之事故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

投保俸額 

2. 保費 

(1)  投保金額：本薪 

(2)  費率：視臺灣銀行公告之標準 

(3)  負攤比例：本人：35%、學校：32.5%、政府：32.5%。 

(4)  每人每月保費自付部分＝投保金額ｘ費率ｘ35% 

3. 相關給付請領表格請至人事室首頁→表單下載 

4. 詳細最新內容請參閱網址：臺灣銀行首頁→公保服務→保險權利義務→現金給付篇

（http://www.bot.com.tw/GESSI/Right_obligation/Pages/default.aspx） 

☞  業務聯絡人：人事室‧黃輝麗（分機 5042） 

回目錄 

 

http://www.bot.com.tw/GESSI/Catagory/Pages/catagory_page1.aspx
http://www.bot.com.tw/GESSI/Right_obligation/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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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工保險 

1. 可請領之給付 

(1)  生育給付 

(2)  傷病給付 

(3)  失能給付 

(4)  老年給付 

(5)  保留年資 

(6)  死亡給付 

(7)  失蹤津貼 

(8)  職災醫療給付 

(9)  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 

 

※詳細內容請參閱網頁：勞工保險局首頁→勞工保險→給付業務 

2. 保費 

(1)  投保金額：全薪 

(2)  費率：視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公告之標準 

(3)  負攤比例：本人：20%、學校：70%、政府：10% 

(4)  每人每月保費自付部分＝投保金額ｘ費率ｘ20% 

☞ 業務聯絡人：人事室‧錢承楨（分機 5045） 

（三）全民健康保險 

全民健保是被保險人在發生生育、疾病、傷害事故，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醫療保健

服務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 

1. 保費 

(1)  投保金額：全薪 

(2)  費率：視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之標準 

(3)  負攤比例：本人：30%、學校：35%（或 60%）、政府：35%（或 10%） 

2. 每人每月保費自付部分＝投保金額ｘ費率ｘ30%ｘ（本人+眷屬投保人數） 

※註：付費眷口數以三口為上限 

3. 新進職工如需為其眷屬投保健保，則需自行填具「教職員工眷屬全民健康保險加退

保申請表」洽人事室辦理（表單路徑：人事室首頁→表單下載→健保）。 

☞  業務聯絡人：人事室‧黃輝麗（分機 5042） 

人事室‧錢承楨（分機 5045） 

回目錄 

http://www.bli.gov.tw/
http://www.bli.gov.tw/sub.aspx?a=iCZS3R5M6%2fI%3d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18&menu_id=679&WD_ID=732&webdata_id=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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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體保險 

1. 公費部分：本校自專任職工到職時，即為其投保團體保險，保費由本校預算支應，

其內容如下： 

(1)  定期壽險 80 萬 

(2)  重大疾病險 20 萬 

(3)  意外傷害險 100 萬 

(4)  傷害醫療險 1 萬 

(5)  全意健康住院險 2 單位 

(6)  癌症健康險 1 單位 

2. 自費部分：本校教師職工亦可提高本人投保金額或為配偶、子女及父母投保（詳見

人事室首頁→表單下載→團保→團體保險自費案加保申請書）。 

☞  業務聯絡人：人事室‧黃輝麗（分機 5042） 

回目錄 

三、 請假與申請差旅費規定 

（一）請假： 

1. 請假類別包括事假、病假、婚假、產假、產檢假、陪產假、健檢假、喪假、公傷假、

公假、公差假；須於事前至電子化校園系統（人事系統→出勤系統→請假）提出申

請，因故無法提前申請時，須於事後一週內補辦請假手續。 

2. 相關法規：東吳大學職員請假辦法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秘書室→東吳大學秘書室→東吳大學法規彙

編→人事→東吳大學職員請假辦法） 

☞  業務聯絡人：人事室‧李芳如（分機 5046） 

回目錄 
 

（二）申請差旅費： 

1. 國內出差： 

(1) 請於准予公差假後，至電子化校園系統（人事系統→出勤系統→出差→出差費用

申請單）申請交通費、住宿費或膳雜費等費用並列印。 

(2) 如搭乘高鐵，請參考：累積高鐵企業會員旅費說明 

(3) 相關法規：東吳大學教職員工出差、加班、誤餐、值勤等費支給標準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秘書室→東吳大學秘書室→東吳大學法

規彙編→人事→東吳大學教職員工出差、加班、誤餐、值勤等費支給標準） 

https://www1.ecampus.scu.edu.tw/
http://www.scu.edu.tw/personel/rules/rule41.pdf
https://www1.ecampus.scu.edu.tw/
http://web-ch.scu.edu.tw/personnel/web_page/1364
http://www.scu.edu.tw/personel/rules/rule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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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外出差： 

(1) 請於准予公差假後填寫「東吳大學教職員工差旅費申請單」辦理，並檢附「東

吳大學教職員工國外出差旅費明細表」。 

(2) 相關法規：東吳大學教職員國外出差規則 

(3) 相關表單：東吳大學教職員工差旅費申請單、東吳大學教職員工國外出差旅費

明細表。 

☞  業務聯絡人：人事室‧譚麗婷（分機 5050） 

回目錄 
 

四、 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一）為保障職工權益，本校設有「東吳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簡稱「申評會」。 

（二）本校專任職員及工友對本校有關其調職、解職、解雇及不公獎懲等不當之處分或

措施，有損害其個人權益，經當事人循正常行政程序或電子公文行政程序救濟後

仍不服者，得於知悉或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依本辦法提起申訴，逾期不予受理，

但因不可抗力三十日內致逾越期限者不在此限。 

（三）「東吳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辦法」詳文，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cu.edu.tw/personel/rules/rule33.pdf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秘書室→東吳大學秘書室→東吳大學法規

彙編→組織→11 東吳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辦法） 

☞  業務聯絡人：人事室‧黃輝麗（分機 5042） 

回目錄 

五、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在民國 94 年 8 月 1 日正式成立，設置主要目的係以教育推廣

的方式，促進性別權利平等、消除性別歧視、保障性別人權及其尊嚴、建立性別平等教

育資源與環境，以及提升全校對於性別平等意識的敏感度。除此之外，提供性騷擾、性

侵害或性霸凌事件之申訴管道、成立調查小組了解情況、追蹤輔導被害人與加害人，並

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益和提供必要協助。同時，健康暨諮商中心藉由舉辦各種演講、

座談、研討會、電影欣賞等方式推動性別平等、防治校園性騷擾及性侵害，結合社會各

種相關資源以期達到尊重多元性別及個別差異的目標和建立性別友善的校園環境。 

 性平事件申訴窗口： 

1. 學生窗口：學生事務處秘書（分機 7002） 

2. 教職員申訴窗口：人事室‧黃輝麗（分機 5042） 

回目錄

http://www.scu.edu.tw/personel/rules/rule24.pdf
http://web-ch.scu.edu.tw/storage/app/uploads/public/57e/ed1/363/57eed1363b005863898762.docx
http://web-ch.scu.edu.tw/personnel/file/1292/495
http://web-ch.scu.edu.tw/personnel/file/1292/495
http://www.scu.edu.tw/personel/rules/rule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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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職員工福利 

一、 運動健身資訊 

（一）體育館場地使用方法 

體育場館使用以「單位」為使用單位，最遲需於使用場地前一週完成申請手續。使用前

請先向體育室確認欲使用場地是否已出借，場地使用申請表可至體育室網頁自行下載，

填妥資料後送相關單位用印再送體育室，3 天後取回回覆聯即完成申請程序。 

（二）最新體育室活動訊息 

1. 體育室會於每學期初發函通知教職工各項體育社團活動時間。 

2. 中午休息及下班時間有各項教職工課外活動，詳細活動內容將另函通知各單位，訊

息亦會公告體育室網頁→最新消息→活動訊息。 

（三）身體組成分析測量 

體育室於兩校區皆設置「身體組成分析儀」，除提供體育教學使用外，定期於每學年第二

學期間舉辦二至四週的「體適能檢測服務」，歡迎本校教師於該時段參與。身體組成分析

儀可提供師生瞭解自己的身體組成、肌肉脂肪分析、肥胖診斷、肌肉平衡、身體水腫指

數、內臟脂肪面積、健康評分等多項指標，透過測出的數據來檢視個人的健康狀況。儀

器測量時間僅需五分鐘（須脫下鞋襪及手套），施測後該儀器會列印一張 A4 結果報表，

說明受測者的數值與建議健康值的差距，供受測者據以調整並規劃自己的健康計畫。 

☞  業務聯絡人：體育室‧黃雅琳（分機 5606） 

回目錄 

二、 衛生保健服務 

（一）健康暨諮商中心的衛生保健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21:30 

（寒、暑假：週一至週四 8:30-16:00） 

（二）服務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非校醫看診時間提供外傷處理與一般諮詢） 

（三）醫師門診時間：開學期間週一至週五每日 14:00~16:00，每天不同科別，包含有

腸胃科、婦產科、心臟科、泌尿外科及家醫科等。 

雙溪看診地點：綜合大樓 2 樓 B214 室；聯絡電話：(02)2881-9471 轉 7522~7525 

城中看診地點：第六大樓 1 樓 6105 室；聯絡電話：(02)2311-1531 轉 2381~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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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科別看診時間表之連結路徑： 

東吳大學首頁→教師職工→各項服務時間→門診醫療時間 

（五）電子化校園系統預約醫師門診掛號路徑： 

學務系統→衛生保健子系統→診療管理作業→預約掛號→勾選個人健康資料→存

檔（看診當日下午 15:30 前可自行預約掛號並請於 16:00 時前看診） 

（六）緊急傷病處理：提供意外傷害緊急處理，重症者立即轉介至醫院就醫。 

（七）傳染病預防及各項健康諮詢（含保健諮詢、營養諮詢等）。 

（八） 職業安全健康諮詢門診：提供教職員工職業傷病預防、診斷、健康照護管理、健

康衛生教育、疾病諮詢等服務，每個月提供 3 小時諮詢門診，地點於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 B214 室，門診時間請參考每學期電子公告或洽本中心。 

（九）本中心未開放期間，可至軍訓室尋求協助（雙溪校區專線(02)2881-7734；城中校

區專線(02)2389-0952）。 

（十）校園周邊醫療院所資訊： 

 

 

 

 

 

 

 

 

 

 

 

 

 

 

 

（十）有關衛生保健服務項目及各項活動訊息，請撥分機（雙溪 7522~7525；城中

2381~2383）或上網查詢（http://www.scu.edu.tw/hcc/） 

回目錄 

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02)2833-2211 
台北市文昌路 95 號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02)2388-9595 
台北市中華路二段 33 號 

台北榮民總醫院 
(02)2871-2121 
台北市石牌路二段 201 號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02)2312-3456 
台北市中山南路 7 號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02)2835-3456 
台北市雨聲街 105 號 

馬偕紀念醫院 
(02)2543-3535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振興醫院 

(02)2826-4400 
台北市北投區振興街 45 號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2)2552-3234 
台北市鄭州路 145 號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 
(02)2591-6681 
台北市林森北路 530 號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 
(02)2391-6470 
台北市福州街 12 號 

http://www.scu.edu.tw/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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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理諮商服務 

健康暨諮商中心的心理諮商服務是協助教職員工生解決學習、感情、家庭、人際、情緒、

壓力調適等身心困擾，心理師透過晤談方式，協助當事人了解自己、分析目前所面臨的

情況，為自己做出決定並解決問題。在諮商過程所會談的內容遵循保密原則，尊重當事

人之隱私與權益。 

（一）心理諮商服務時間、地點及連絡電話 

1. 服務時間： 

學期中：週一至週五 8:30-17:00（夜間服務時段另行公告） 

寒暑假：週一至週四 8:30-16:00 

2. 服務地點及連絡電話： 

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2 樓 B212 室；聯絡電話：(02)2881-9471 轉 7542~7546 

城中校區：第六大樓 2 樓 6205 室；聯絡電話：(02)2311-1531 轉 2391~2394 

（二）專業人員背景 

健康暨諮商中心為衛生局審核通過之心理諮商機構，專業人員背景多元，分別具有精神

科專科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等專業證照。 

（三）服務內容 

自我探索、時間管理、情緒管理、壓力調適、人際溝通、性別互動、成癮議題、悲傷與

失落議題、家庭與婚姻議題等。 

回目錄 

 

四、 優惠存款（公教人員儲蓄存款） 

編制內專任職員及專任助教可申請開立優惠存款專戶，將由每月薪資中代扣最高 1 萬元

存入專戶。公教存款每人存款最高限額為教職員 70 萬元、工友 35 萬元，利息按存款時

郵局牌告 2 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利率機動計算，超逾限額部份按活期儲蓄存款利率計息。 

參加同仁可填寫「扣款同意書」後，送人事室製作「優惠儲蓄存款通知書」後，始可持

件親自至郵局開戶。（表格下載：人事室首頁→表單下載→福利→優惠存款扣款同意書） 

☞  業務聯絡人：人事室‧洪淑華（分機 5043）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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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進修課程 

（一）免費電腦課（線上學習網） 

東吳電算中心線上教學課程給全校教職員上網學習電腦課程，內容涵蓋微軟 Office、美

工繪圖排版、互動網頁設計、數位設計、程式設計 JAVA 等系列共 179 門課程，用以提

升教職員電腦知識。 

線上課程網址：http://estudy.scu.edu.tw/（登入帳號密碼同校務行政系統帳號／密碼） 

「東吳大學線上學習網」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行政

諮詢組→其他服務項目→線上課程 

（二）推廣部課程優惠 

1. 東吳大學進修推廣部開設許多課程，供一般社會大眾研習進修之用，凡本校之教職

員報名推廣處課程可享以下優惠： 

資格 證明文件 折扣 

本校在職教職員工 
身分證明文件 

服務證 
五折 

本校在職教職員工眷屬 
（父母、配偶、子女） 

身分證明文件 

服務證 

戶籍謄本 

七折 

享折扣者逾優惠期間報名恕不折扣！（部分課程因性質特殊，採固定折扣方式；請

依各班簡章為準。） 

2. 行政人員利用非上班時間得免費參加推廣部初級、中級之英文課程。 

☞  業務聯絡人：推廣部‧李書芬（分機 2764） 

回目錄 

六、 其他福利與優惠資訊 

（一）福利委員會除不定期提供各式優惠訊息公告、電子報或 E-mail 通知外，也和相關

企業簽訂優惠合約，提供全校同仁更好的服務。詳情請見網址：人事室首頁→福利

事項→福委會優惠訊息或福委會電子報。 

1. 健康檢查： 

(1) 編制內及長期約聘僱教職員工（不含短期代理約聘人員及計畫人員）每學年度

最高補助新台幣 1,500 元；實際支出未達補助金額者，則以補助實際支出金額

為限。請於當學年度結束前檢附收據向人事室申請補助。 

http://estudy.scu.edu.tw/
http://web-ch.scu.edu.tw/personnel/web_page/1315
http://web-ch.scu.edu.tw/personnel/opinion/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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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者需先完成定期健康檢查項目，始得申請。 

(3) 申請表單：教職員工健康檢查補助申請表 

2. 社團補助： 

(1) 依本校教職員工福利辦法第五條規定：「本校教職員工社團，舉辦全校性活動

時，給予活動補助費用，但每一學期最高給予貳仟元之補助。」……，如因當年

度基金運作發生短絀或盈餘時，得經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後，酌予調整。 

(2) 有關教職員社團相關資訊，請參考福委會好康報第 105-03 期第 8-10 頁「105-2

教職員工社團補助公告及結果」。 

（二）學費（學分費）補助： 

(1) 編制內專任職員若在本校就讀，或其子女就讀本校各學系，可申請補助學費或

學分費。 

(2) 相關法規：東吳大學教職工暨其子女就讀本校獎勵辦法 

(3) 申請表單：教職工暨其子女就讀本校學費補助申請表 

☞  業務聯絡人：人事室‧福利事項及社團補助‧黃輝麗（分機 5042） 

人事室‧健康檢查‧李芳如（分機 5046） 

人事室‧學費（學分費）補助‧譚麗婷（分機 5050） 

 

回目錄 

http://web-ch.scu.edu.tw/personnel/file/1302/563
http://web-ch.scu.edu.tw/personnel/file/1302/563
http://web-ch.scu.edu.tw/storage/app/uploads/public/594/b39/610/594b396103491709350067.pdf
http://www.scu.edu.tw/personel/rules/rule19.pdf
http://web-ch.scu.edu.tw/personnel/file/1302/555


 

20 

肆、 校園生活工具 

一、 電子計算機中心資源 

服務說明 手機或平板 服務說明 手機或平板 

無線網路設定 

 

電子郵件帳號申請表 

 

TANet 無線網路漫遊

服務說明 
 

電子郵件空間變更申

請表 

 

本校電子郵件信箱

（E-mail）相關問題 
 

微軟Office 365帳號申

請表 
 

網頁電子郵件服務 

 

個人網頁空間變更申

請表 
 

如何設定 Outlook 收

發郵件 
 

VOIP 網路電話門號申

請/刪除表 
 

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電腦軟硬體暨網路故

障線上報修系統 
 

垃圾郵件防禦系統

服務 
 

垃圾郵件防禦系統使

用說明 
 

 

回目錄 

（一）無線網路設定 

1. 於本校無線網路涵蓋範圍內，利用各種符合 Wi-Fi 標準之無線上網工具（如：筆記

型電腦等），以電算中心提供之電子郵件或電子化校園系統帳號、密碼進行認證，即

可體驗本校所提供之無線上網服務。 

 

http://www.scu.edu.tw/network/wireless
http://www.scu.edu.tw/network/file/mailrequest.htm
https://roamingcenter.tanet.edu.tw/
https://roamingcenter.tanet.edu.tw/
http://www.scu.edu.tw/network/file/mailquotarequest.htm
http://www.scu.edu.tw/network/file/mailquotarequest.htm
http://www.scu.edu.tw/network/faq/aboutmail.htm
http://www.scu.edu.tw/network/faq/aboutmail.htm
http://www.scu.edu.tw/network/file/o365request.htm
http://www.scu.edu.tw/network/file/o365request.htm
https://webmail.scu.edu.tw/cgi-bin/sp_login
http://www.scu.edu.tw/network/file/mywebrequest.htm
http://www.scu.edu.tw/network/file/mywebrequest.htm
http://www.scu.edu.tw/network/faq/howoutlook.htm
http://www.scu.edu.tw/network/faq/howoutlook.htm
http://www.scu.edu.tw/network/file/voiprequest.htm
http://www.scu.edu.tw/network/file/voiprequest.htm
http://www.scu.edu.tw/network/faq/howwebmail.htm
http://www.scu.edu.tw/admin/fix/index.php
http://www.scu.edu.tw/admin/fix/index.php
https://spam-report.scu.edu.tw/symphony/
https://spam-report.scu.edu.tw/symphony/
http://www.scu.edu.tw/network/faq/spam/howspam.htm
http://www.scu.edu.tw/network/faq/spam/howspam.htm


 

21 

2. 無線網路簡易設定方法： 

 

 

 

 

 

 

※無線網路帳號密碼同電子郵件或電子化校園系統之帳號密碼 

※說明：Apple ios 僅支援 9.3 版本(含) 前 

Mac OS X 僅支援 10.10.5 版本(含) 前 

Android 僅支援 6.0.1 版本(含) 前 

Windows 10 僅支援 patch15.11 版本(含) 前 

(以網頁公告為準) 

※特別提醒：因 802.1X 服務一經設定就不用再輸入帳密（除非更改密碼或重新刷

機），所以請千萬不要設定在非私人專用的設備上 

※若設備無法設定 802.1X 之服務時，為免除重覆輸入密碼之困擾，可填具「無線網

路網卡認證申請／刪除表」申請。 

3. 無線網路涵蓋範圍及使用設定說明，請參閱以下網頁：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網路暨維修組→常見問題

→無線網路(Wireless)相關問題→無線網路使用說明) 

4.  「TANet 無線網路漫遊」機制：教師可於臺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政治大學、

臺灣科技大學、陽明大學、淡江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台北醫學大學、逢甲大學、

高雄大學、義守大學、宜蘭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海洋大學等校，輸入本校電

子郵件信箱／密碼（例如：「電子郵件帳號@scu.edu.tw」）即可使用該校所提供之無

線網路服務，相關說明請參考「TANet 無線網路漫遊服務說明」。 

5. 使用本校無線網路時，若設備無法設定 802.1x 之服務時，為免除重覆輸入密碼之困

擾，可填具「無線網路網卡認證申請/刪除表」申請。 

6. iTaiwan 漫遊服務、Taipei Free 漫遊服務涵蓋範圍及使用說明請參閱以下網頁：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網路暨維修組→常見問題

→無線網路(Wireless)相關問題→無線網路使用說明) 

☞  業務聯絡人：雙溪校區‧網路暨維修組‧郭穎慧（分機 5304） 

城中校區‧網路暨維修組‧呂怡坤（分機 2683） 

回目錄 

網路名稱（SSID） SCU Wifi New SCU 802.1X 

資料加密方式 WPA2-PSK（AES） WPA2-PSK（AES） 

網路金鑰 soochowU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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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線網路設定 

校區 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 

IP 位址 
163.14.____.____ 

（請填入系所配給您的 IP 位址，便於未來電腦系統更新維護） 

子網路遮罩 
（Subnet Mask） 

255.255.255.128 
163.14.____.____ 

255.255.255.128 
163.14.____.____ 

DNS 163.14.180.10 163.14.2.10 

NTP 163.14.180.30 163.14.2.144 

Proxy Server proxy.scu.edu.tw（port：3128） 

 

（三）電子郵件信箱設定 

1. 東吳網頁郵件服務網址： 

使用個人電腦或筆記型電腦： 

https://webmail.scu.edu.tw 

使用手機或平板等 Mobile Device： 

https://webmail.scu.edu.tw/cgi-bin/sp_login 

2. 利用收信軟體(如 outlook)收信之簡易設定資訊如下： 

(1) SMTP Server：webmail.scu.edu.tw 

(2) POP3 Server：webmail.scu.edu.tw 

(3) IMAP Server：webmail.scu.edu.tw 

詳細設定步驟，請參考[如何設定 Outlook 收發郵件] 。 

3. 若需在學校以外的電腦寄信，請使用本校電子郵件伺服器或您所屬 ISP 所提供之

SMTP 資訊。 

4. 其他電子郵件使用說明(如：修改密碼)請參閱以下網頁：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網路暨維修組→常見問題

→本校電子郵件信箱（E-mail）相關問題→電子郵件使用說明) 

☞  業務聯絡人：網路暨維修組 夏柏齡(分機 2684)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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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郵件及個人網頁說明 

名稱 校內電子郵件 個人網頁空間 微軟 365 

提供功能 ─ ─ 電子郵件、共用行事曆 

空間 
專任教職員 2GB 

兼任教職員 1GB 
10MB OneDrive 空間無上限 

申請方式 

申請制 

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

→電子計算機中心項下之

「網路暨維修組」→表單

下載→電子郵件服務申請

表→電子郵件服務申請

表。 

校內電子郵件申請時會提

供相同帳號之個人的網頁

空間。 

申請制 

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

→電子計算機中心項下之

「網路暨維修組」→表單

下載→電子郵件服務申請

表→微軟 Office 365 帳號

申請表。 

備註 

增加空間需求申請： 

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

→電子計算機中心項下之

「網路暨維修組」→表單

下載→電子郵件服務申請

表→電子郵件服務申請

表。 

增加空間需求申請： 

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

→電子計算機中心項下之

「網路暨維修組」→表單

下載→網頁服務申請表→

東吳大學個人網頁空間變

更申請表。 

─ 

☞  業務聯絡人：網路暨維修組‧夏柏齡（分機 2684） 

（五）網路維修服務        

在使用有線網路/無線網路上有任何疑問，教職員可直接登入[電腦軟硬體暨網路

故障線上報修系統]，填入問題或電洽網路組，將依報修時間之先後順序處理。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網路暨維修組→更多連

結→電腦軟硬體暨網路故障線上報修系統) 

☞  業務聯絡人：雙溪校區 網路暨維修組 郭穎慧(分機 5304) 

城中校區 網路暨維修組 呂怡坤(分機 2683) 

（六）校務行政系統服務         

校務行政系統(http://web.sys.scu.edu.tw)含教務選課系統、學生事務系統、人事薪

資系統、校務發展計畫管理系統等。 

教師以教職員工編號登入，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字號後 4 碼。 

 ☞ 業務聯絡人：電子計算機中心系統組(分機 2451～2457、2742~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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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電子化校園系統服務 

電子化校園系統(http://www.ecampus.scu.edu.tw)含公文系統、總務系統、會計系

統、人事系統、教師學年度紀事系統等。 

教師以教職員工編號登入，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字號後 4 碼。 

☞  業務聯絡人：電子計算機中心系統組(分機 2451～2457、2742~2748) 

 

（八）行動版 APP 應用 

1. 為有效發揮行動裝置便利性、普及性之優勢，本校提供行動版 APP 相關應用，彙整

各系統常用功能，供教職員生隨時使用。 

2. 行動版 APP 使用方式： 

使用系統 搜尋方法 登入方式 

iOS 

Android 

(1)APP Store 

Play Store 

→「東吳大學」 

(2)以行動裝置掃描 

QRCode 下載安裝使用  

以「電子化校園系統」 

之帳號密碼進行登入 

桌上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 

平板電腦 

以瀏覽器開啟 

https://mobile.sys.scu.edu.tw 

帳號：人事代碼 

密碼：身分證字號後 4 碼 

APP 提供公告瀏覽、行事曆、活動報名、意見反映、個人資訊查詢等相關功能 

☞  業務聯絡人：電子計算機中心系統組(分機 2454、2456、2742~2748) 

 

（九）可供使用之軟體資源 

學校軟體借用方法：請先洽詢系所秘書、助教；如果系上沒有相關軟體，再向電

算中心行政諮詢組洽詢借用。 

除微軟 CA 合約提供在家工作權，其所授權之軟體(Windows 昇級版、Office、Visual 

Studio)可於教職員家中使用，其餘軟體僅供校內授權使用。 

其他軟體資源細節，請參閱以下連結路徑網頁： 

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項下之「行政諮詢組」→其他服務項

目→電算中心統籌全校軟體 

      ☞  業務聯絡人：雙溪校區‧電算中心行政諮詢組‧吳碩儒(分機 5302) 

城中校區‧電算中心行政諮詢組‧鄭崴隆(分機 2233) 

 
 
 

https://mobile.sys.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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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電腦軟硬體維修服務        

在使用電腦軟體上有任何疑問，可洽電算中心行政諮詢組尋求協助。 

本校電腦硬體設備之硬體維修分為(1)購買時之保固、(2)電算中心所簽訂之過保固

之後續維護合約，維護合約每年於簽訂後，維護廠商會在電腦主機上貼上維修標

籤與 080 叫修電話，教職員可直接撥打維修專線或登入電算中心線上報修系統：

http://www.scu.edu.tw/admin/fix/index.php 填入問題(如無法開機、中毒等)，電算

中心將依報修時間之先後順序處理。超過購買時之保固且未列於維護合約之電腦

硬體設備，須填具總務處「公用物品請修單」進行後續硬體維修。 

   ☞  業務聯絡人：雙溪校區‧電算中心行政諮詢組‧吳碩儒(分機 5302)  

城中校區‧電算中心行政諮詢組‧鄭崴隆(分機 2233) 

 
 

（十一）開設電腦課程 

每學期電算中心開設多門電腦課程提供教職員學習。最新課程訊息請參閱以下連

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項下之「行政諮詢組」→其

他服務項目→教職員電腦教育課程→課程表。 

           ☞  業務聯絡人：電子計算機中心行政諮詢組‧王錦娟(分機 2232) 

 

（十二）線上學習網 

電子計算機中心提供線上教學課程給教職員生上網學習電腦課程，內容涵蓋微軟

Office、美工繪圖排版、互動網頁設計、數位設計、程式設計、智慧財產、資訊安

全等系列共 158 門課程，用以提升教職員生電腦知識。 

「東吳大學線上學習網」網址：http://estudy.scu.edu.tw 

登入帳號密碼同電子化校園系統帳號／密碼。 

「東吳大學線上學習網」連結路徑： 

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行政諮詢組→其他服務項目→線上

學習網         ☞  業務聯絡人：電子計算機中心行政諮詢組‧王錦娟(分機 2232)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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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書館資源 

雙溪校區有中正圖書館，設一般及密集書庫，資訊檢索、參考、期刊、學報、漫讀、非

書資料專區，以及數位學習室、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研討室、研究小間、

閱覽室等。城中校區設分館，主要典藏法商類相關文獻。全校藏書逾 87 萬冊，非書資料

逾 20 萬件，紙本期刊 1,035 種，可使用之電子書約 144 萬種、電子期刊 3 萬 6 千餘種，

資料庫 268 種，並提供 2,577 閱覽席位。全館作業自動化，並與國內、外 40 餘所學術單

位進行館際合作圖書互借或文獻傳遞服務。98 年建置「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負責整合

25 所夥伴學校圖書館館藏，建置聯合目錄，同時提供線上申請館際借書證及館際圖書代

借代還服務，提供書目逾 750 萬筆，透過視覺化單一介面，便利讀者查詢夥伴學校即時

完整館藏資訊。圖書館定期出版圖書館館訊電子報、製作各類讀者利用手冊及資料庫操

作指南，可藉由圖書館網頁(http://www.lib.scu.edu.tw)獲知圖書館最新資訊及各項活動訊

息。 

 

（一）圖書館開放時間以及各項讀者服務辦法 

1. 圖書館開放時間連結網址為 http://www.lib.scu.edu.tw。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圖書館→關於本館→開放時間） 

2. 圖書館各項讀者服務辦法，請參見圖書館網頁 http://www.lib.scu.edu.tw。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圖書館→各項服務→服務辦法） 

 

（二）館藏目錄查詢系統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MSGTRN/OPAC/BSEARCH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圖書館→館藏資源→館藏目錄） 

☞  業務聯絡人：雙溪校區‧讀者服務組（分機 5132~5133） 

城中校區‧讀者服務組（分機 2441~2447） 

回目錄 

http://www.lib.scu.edu.tw/
http://www.lib.scu.edu.tw/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MSGTRN/OPAC/B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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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語言教學中心資源  

（一）語言教室及錄音室 

1. 語言教室影音操作說明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學術單位→外語學院→語言教學中心→相關連結→語言教

室操作解說。 

2. 語言教室及錄音室借用申請表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學術單位→外語學院→語言教學中心→辦法表單會議紀錄

→行政表單下載。 

3. 語言教室及錄音室管理辦法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學術單位→外語學院→語言教學中心→辦法表單會議紀錄

→行政表單下載。 

☞  業務聯絡人：雙溪校區（分機 6462~6466） 

城中校區（分機 2652~2653） 

 

（二）外語自學室 

1. 多媒體資源目錄查詢：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學術單位→外語學院→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活動→自

學教材目錄。 

2. 開放時間查詢：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學術單位→外語學院→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活動→自

學開放時間。 

3. 外語自學室服務辦法查詢： 

連結路徑：東吳大學首頁→學術單位→外語學院→語言教學中心→辦法表單會議記錄

→行政管理辦法→外語自學室服務辦法。 

☞  業務聯絡人：雙溪校區‧施雅俐（分機 6464） 

城中校區‧簡美麗（分機 2652）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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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放空間借用資訊 

（一）衛生保健、健身室、哺（集）乳室資訊 

校區 

類別 

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 

空間號碼 分機 空間號碼 分機 

健康諮詢中心 
（衛生保健） 

B214 7521~7525 6105 2381~2382 

健身室 B309 5604 5B102 2379 

體適能檢測中心 B305 5625  

哺（集）乳室 B501 8045 3303-1 2508 

 

 

（二）雙溪校區可使用會議空間一覽表 

棟別 場地名稱 
場地 

號碼 

容納 

人數 

場地 

分機 
管理單位 備註 

A 寵惠堂 

會議室 A111 13 5429 環安衛暨事務組 

校友交誼室 A114 8 5430 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 

B 綜合大樓 

傳賢堂 B201 889 8037 環安衛暨事務組 系統登錄借用 

貴賓室(傳賢堂附屬) B104 10 8042 環安衛暨事務組 系統登錄借用 

大小排練室 B105 50~60 7403 群育中心 

國際會議廳(濂松廳) B015 120 8039 環安衛暨事務組 系統登錄借用 

研討室  B013 30 8040 環安衛暨事務組 系統登錄借用 

舜文廳 B126 150 7106 德育中心 

B209 多功能教室 B209 15 7402 群育中心 

B211 會議展覽室 B211 30 7402 群育中心 

B216 團體室 B216 15~20 7555 健康暨諮商中心資源教室 

B217 測驗室 B217 8 7555 健康暨諮商中心 

資源教室 

C 愛徒樓˙安

素堂 

安素堂 C209 200 5031 校牧室 

祈禱室 C213 8-10 5031 校牧室 

議價室 C103 12 8411 採購保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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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別 場地名稱 
場地 

號碼 

容納 

人數 

場地 

分機 
管理單位 備註 

D 第二教學

研究大樓 

松怡廳 D0219 417 5711 採購保管組 

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  D1005 32 6102 人文社會學院 系統登錄借用 

數位教學實驗室 D0507 30 5836 教學科技推廣組 

教師數位教材製作室 D0508 7 5835 教學科技推廣組 

學生學習進行室(3 間) D0509 6 5825 學生學習資源組 

科技教室 D0501 69 

課程相關：

6033 

(註冊課務組) 

活動相關：

8402 

（採購保管組） 

註冊課務組 遠距視訊設備 

F 文化樓 F103 會議室 F103 8 8107 環安衛暨事務組 

G 戴蓀堂 G101 會議室 G101 70 8038 環安衛暨事務組 系統登錄借用 

H 哲生樓 H101 劇場教室(哲英廳) H101 120 6459 英文學系 

N 中正 

圖書館 

圖書館會議室 NBF1 25 5147 

圖書館 圖書館非書研討室 3 間 N201~203 6~8 5139 

數位學習室 N204 35 5154 

R 第一教學

研究大樓 

普仁堂 R0101 321 8121 環安衛暨事務組 系統登錄借用 

戴氏基金會會議室 R0112 200 8121 環安衛暨事務組 系統登錄借用 

貴賓室暨會議室 R0108 20 8118 環安衛暨事務組 系統登錄借用 

理學院會議室  R0512 40 6658 理學院 

線上學習進行室 2 間 R0210 10 5825 學生學習資源組 

圖書館第二閱覽室研討

室 
R0209 3~6 5144 圖書館 

未來教室 R0205 50 

課程相關： 

6033 

(註冊課務組) 

活動相關：

8402 

（採購保管組） 

註冊課務組 遠距視訊設備 

外語學院會議室 R0814 36 7061 外語學院(由學系代為登錄) 

 林語堂故居閱讀研討室 無 26 
28613003 

*16 
林語堂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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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中校區可使用會議空間一覽表 

棟別 場地名稱 
場地 

號碼 

容納 

人數 

場地 

分機 
管理單位 備註 

第一大樓 

(崇基樓) 
實習法庭 1705 123 2511 法律系 

第二大樓 

(鑄秋大樓) 

2123 室 2123 150 2123 
環安衛暨事務組 

1. 系統登錄借用 

2. 遠距視訊設備 
2227 室 2227 24 2121 

圖書館研討室 2701-1 6  2449 圖書館 

第五大樓 

作楠廳 5211 120 2122 

環安衛暨事務組 系統登錄借用 
哲名廳 5117 88 2124 

5215 室 5215 14 2125 

學生學習進行室 5615 8 2921 學生學習資源組 

科技教室 5213 80 2305 註冊課務組 遠距視訊設備 

第六大樓 

6301 室 6301 35 

2342 

7403 
群育中心 

6605 室 6605 25 

6603 室 6603 25 

6604 室 6604 25 

6602 室 6602 15 

6601 室 6601 15 

游藝廣場小舞台 無 60 2332 群育中心 

校友交誼室 6022 20 2339 生涯發展中心 

回目錄 

 

五、 電話分機系統 

（一）聽取電話留言 

電話橘色燈號閃爍(表示有留言)→拿起話筒撥 7777→系統要求輸入密碼 (系統預設無

密碼，若曾更改密碼，則輸入更改後密碼)→成功聽取留言。 

 

（二）電話指定轉接至其他分機號碼 

1. 設定：話筒拿起撥打「*1」加上欲轉的分機號碼。 

2. 取消設定：話筒拿起撥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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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直出現無法進入語音信箱的密碼錯誤訊息 

請撥打以下分機，請相關人員還原密碼預設值。 

 

 ☞  業務聯絡人：雙溪校區‧營繕組‧段金平（分機 8304） 

           城中校區‧營繕組‧李照烽（分機 2471） 

 

（四）更多電話分機操作功能請至營繕組網頁(http://www.scu.edu.tw/maintain/) 

查閱：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位→總務處→營繕組→設備操作說明→東吳【類比話機】

分機功能簡易操作表  

 

（五）東吳大學 MVPN 群組 

中華電信行動電話節費方案（MVPN)：凡本校師生及直系親屬，使用中華電信門號

直接加入群組，群內互撥每秒 0.03 元，免收每月 50 元群組月租費，不綁約，不另

增加任何月租費用! 

☞  業務聯絡人：雙溪校區‧總務處營繕組‧段金平（分機 8304） 

 

★最新單位、教職員分機號碼請至環安衛暨事務組網頁查閱：東吳大學首頁→行政單

位→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組→相關資訊公布欄

（http://www.scu.edu.tw/affair/index.htm）或可至校務行政系統查詢：職工服務→教職

員工名錄查詢（http://web.sys.scu.edu.tw/） 

 

回目錄 

 

 

 

 

 

 

 

http://www.scu.edu.tw/mai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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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設備修繕及值勤服務 

(一)  雙溪校區 

時間 類別 分機/專線 
負責 

單位 

負責 

人員 
備註 

平日 

公共設施 8302 

營繕組 

陳美奐 

★值勤專線： 

2882-5410 

學期間：

17:00-22:00(365 天) 

寒暑假：

16:00-22:00(365 天) 

建物設施 8303 孫光東 

水電設施 

8322 張劉增 

8323 郭寶全 

8324 楊道偉 

8325 陳佩塘 

視聽設施 

8311 陳全能 

8312 李國聖 

8304 段金平 

清潔服務 8131 

環安衛暨 

事務組 

林素妃  

場地問題 

8012 孫淑如 綜合大樓 

8121 劉世賢 第一教研大樓 

8131 林素妃 第二教研大樓 

8103 相庚祥 其他場地 

假日 

公共設施 

2882-5410 營繕組 
值勤 

人員 

值勤地點：營繕組 

學期間： 

17:00-22:00(例假日) 

寒暑假： 

16:00-22:00(例假日) 

建物設施 

水電設施 

視聽設施 

清潔服務

及場地問

題 

0978-108-576 
#8972 

環安衛暨 

事務組 

值勤 

工友 

值勤地點：校安中心值

勤室 

 

http://www.scu.edu.tw/document/table/_private/Ge%0cn%0ceral/purchase/purchase02.j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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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中校區 

時間 類別 分機/專線 負責單位 負責人員 備註 

平日 

公共設施 
2420 

營繕組 

張周明 ★值勤專線： 

2389-0213 

學期間： 

17:00-22:00(週一至週六) 

寒暑假： 

16:00-22:00(週一至週五) 

建物設施 

水電設施 
2791 楊鼎和 

2792 呂瑞昇 

視聽設施 
2781 李照烽 

2782 張榮貴 

清潔服務 
2422 

環安衛暨 

事務組 
林嘉和  

場地問題 

假日 

公共設施 

2389-0213 營繕組 
值勤 

人員 

值勤地點：總務處聯合辦

公室 

學期間： 

17:00-22:00(週六) 

週日、國定假日及寒暑

假：未值勤 

建物設施 

水電設施 

視聽設施 

清潔服務

場地問題 
0975-257-756 

環安衛暨 

事務組 

值勤 

工友 
值勤地點：二大樓服務台 

回目錄 

七、 校園安全與學生輔導服務單位 

（一）校安中心介紹 

本中心採 24 小時值勤，主要進行： 

1. 校園安全之維護及意外緊急事故之處理 

2. 保全及校內承商督導 

3. 各系學生輔導與服務 

（二）服務地點與電話： 

1. 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1 樓校安中心（B102） 

連絡電話：(02)2881-7734、0910-270-050（洽值勤校安人員） 

2. 城中校區：第六大樓 1 樓校安中心（6101） 

連絡電話：(02)2389-0952、0910-270-060（洽值勤校安人員）           回目錄 



 

34 

八、  校園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已是全球化時代的重要議題，無論是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等，都

是性別光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臺灣社會對不同性別、性傾向者往往還有著歧視或不平

等的的待遇，近年提倡「性別平權」，在校園內，性別相關的四大議題包括： 

1. 因出生時的生理性別而產生的差別待遇，就是男女平權運動興起的原因 

2. 因性別認同與原生理性別不同，而產生的異樣處境，就是跨性別者最常面對的困境 

3. 因女生陽剛或男生陰柔等性別氣質的不同而產生的暴力，就是校園裡娘娘腔與男人婆

被欺負嘲笑的根本原因 

4. 因性傾向的不同產生的差異，則是同性戀、雙性戀的議題。 

 

上述四項議題，在偌大社會環境中，多元性別者的想法或作為不被大部分人接受，也可

能人數或力量不夠更無法引起大家的關注，因而形成所謂的「弱勢社群」，除了遭受周

遭他人異樣的眼光，還面對偏見、歧視或其他社會資源與機會的不公平對待。此外，學

校的教學環境與結構經常從主流文化的角度來考量，忽略了弱勢族群的文化與需求，而

造成多元性別背景的學生，在學習機會上受到不公平之對待。 

 

本校歷年發生之校園性平事件，曾發生幾起案例為教師任課時言詞不當，學生提出性別

歧視、性霸凌事件調查申請，或有老師教學示範過程中未經同學同意而有身體接觸行

為，造成多名同學不舒服感受，因而提出性騷擾申訴案件。因此，為增進多元性別學生

在友善校園文化的教育環境下，能獲得性別平等之對待，請師長於教學過程中，皆能摒

除性別刻板印象，同理及體恤多元性別者的困境，避免性別歧視的論述態度，例如，批

評同學的性傾向或跨性別者的打扮穿著；並建議充實並整合性別平等教育資源、創新性

別平等教育之課程設計，提升性別平等意、培養公民性別平等素養與行動力，以確實達

到性別平等友善校園的境界。 

 

（參考自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致全校教職員尊重多元性別函）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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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騷擾防治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係指事件之雙方當事人皆為校園所管轄之教職員工及

學生（不論是否為同一校）。不管是色瞇瞇的窺視或盯視、令人不舒服的黃色笑話、暴

露狂、有意無意的身體碰觸，或是其他身體侵犯行為等都包括。此外，舉凡不受歡迎的

追求、過度追求、過度邀約，甚至是情侶分手前後，一方作出違反當事人意願的行為，

就可能構成性騷擾甚至是性侵害。此外，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的性別

特徵、性別氣質、性別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就可能構成性霸凌。 

 

一個人的行為或言語究竟構不構成性騷擾，會隨著每個人的思想觀念、主觀感受，以及

當下情境與人際互動而有所差異，所以，可能即使只是輕微的動作或玩笑，但只要是不

受對方歡迎而且違反其意願的，都是性騷擾。也就是說，性騷擾之認定標準是以「接收

者的主觀感受」來定義。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舉凡校內的教職員工當知悉校內發生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不論學生是否提請申訴，均須在 24 小時之內進行責任通報，請師長聯繫校安

中心或健康暨諮商中心，以利進行相關通報與後續協助事宜；如違反將處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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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吳大學禁止工作場所性騷擾之書面聲明─105.5.1 版 

1. 本校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條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

準則第四條規定，訂定處理此類事件之申訴程序，並請本校教職員工詳閱本聲明，

且將此聲明公布於本校人事室網頁，以供本校教職員工免於性騷擾侵擾之工作環

境。為維護此承諾，本校特以書面加以聲明，絕不容忍任何本校主管、教職員工（包

括求職者）等，從事或遭受性騷擾行為。 

2. 本聲明所稱之性騷擾行為，係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規定者，包括： 

(1) 雇主（或主管）對受僱者（或求職者）所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

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

報酬、考績、陞遷、降調或獎懲之交換條件。 

(2) 任何人在受僱者執行職務時，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對她（他）造成敵意性、脅迫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她（或他）

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她（或他）工作表現。 

前述行為包括具有性意涵、性暗示及與性（或性特徵）有關之言語或動作；展示具

有性意涵或性誘惑之圖片、文字及視覺資料，以及不當之肢體碰觸等。 

3. 派遣勞工遭受本聲明所稱之性騷擾行為時，依本校「性別工作平等暨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規定」及相關規定辦理。 

4. 本校教職員工均有責任協助確保一免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如個人感覺到遭到上述

行為之侵害，或目睹及聽聞這類事件發生，應立刻通知本校人事室，以便依據本校

「性別工作平等暨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定」及相關規定，做出合適之處理。

本校絕對禁止對通報此類事件者、提出此類申訴者及協助性騷擾申訴或調查者，有

任何報復之行為。 

5. 本校將對此類事件之申訴進行深入而迅速之調查，並對申訴者、申訴內容及處理結

果儘可能採取保密措施。性騷擾行為如經調查屬實（包括誣告之情形），本校將採取

合宜之措施來處理，包括對加害人加以懲處，必要時甚至逕行解僱。 

6. 為加強教職員工對此類事件之認知與瞭解，本校將不定期舉辦相關之講習及訓練課

程，教職員工對此類課程均有參加之義務，無故拒不參加者，將依曠職方式受理。 

7. 本校鼓勵所有教職員工均能利用內部申訴處理機制處理此類糾紛，如需要額外協

助，或希望循其他管道加以解決，本校亦將盡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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