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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第 19 次(102 年 4 月 22 日)行政會議紀錄 
(101 年 5 月 1 日核定，經 101 學年度第 20 次行政會議確認) 

 
 
時間︰102 年 4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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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銘教務長、鄭冠宇學務長、王淑芳總務長、姚思遠學術交流長、 

許晉雄社資長、莫藜藜院長、賴錦雀院長、朱啟平院長、洪家殷院長、詹乾隆院長、 

謝政諭主任秘書、林政鴻主任、洪碧珠主任、謝文雀館長、王志傑主任、何煒華主任、 

劉義群主任、劉宗哲主任 

請假：邱永和研發長、王行主任、陳啟峰主任 

列席︰師資培育中心李逢堅主任、日文系王世和主任、語言教學中心陳淑芳主任、 

數學系林惠婷主任、化學系呂世伊主任、心理系朱錦鳳主任、企管系賈凱傑主任、 

EMBA 詹乾隆主任、王玉梅專門委員、物理系陳秋民老師 

記錄︰莊琬琳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肆、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照案施行 

 

伍、主席報告 

 

陸、報告事項 

學生事務處： 

一、目前本校宿舍床位仍不足，若各學院學系未來有招收境外生之計晝，請儘早告

知學務處，俾便學務處因應處理。 

總務處： 

一、本校場地借用及收費辦法尚在研議中，在該辦法未修正通過前，各項收費依現

行規定辦理，高中暑期營隊之主辦單位為學系，非屬學生社團活動，依現行規

定免收場地費。 

二、畢業生新式學士服已製作完成，將提供本屆畢業生租借。 

國際處： 

一、「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將於 5月 7日召開第三次籌備會議，開課課程及學

生人數皆已確定，將請各學系同仁協助相關行政工作。 

二、大陸Ｈ7Ｎ9疫情仍在發展中，由於參加「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的大陸學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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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多人，國際處同仁將密切關心疫情的發展，並做好相關防疫行政工作。 

秘書室： 

一、報告本校因應「H7N9 流感疫情」防疫應變計畫，詳如附件。 

二、因大陸Ｈ7Ｎ9疫情擴大，本校目前有多位在大陸的交換生，表示想返台並繼續

學業，但教務處回復，依規定若學生返台即須辦理休學。可否請教務處函請教

育部釋疑，如何保障學生之受教權。 

 校長指示：請教務處函請教育部釋疑。 

圖書館： 

一、「423 世界書香日」明日展開，本館於兩校區舉辦「一定要幸福書展」、「423

閱影展」、及「咖啡香讀書香」等活動，另 5月中亦將舉辦畢業書展歡迎師

生共襄盛舉。 

電算中心： 

一、由於日前發生校內單位借用電腦教室收費之疑義，故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中將

開 5月份召開會議研擬辦法。 

二、有關暑期高中營隊借用電腦教室是否收費一案，依往例是打五折，本次是否收

取，請校長核示。 

體育室： 

一、4月 27～5 月 1 日本校 9個運動代表隊（70 多位同學），將參加大專運動會，

全力為學校爭取佳績。 

推廣部： 

一、暑期高中營隊活動於上星期開始進行宣傳，目前已有 80 幾位同學報名。 

二、有關暑期高中營隊使用本校場地之收費事宜，依總務長之說明，場地費免收，

故推廣部希望電腦教室能否比照辦理。 

 校長指示： 

一、本校場地借用及收費辦法尚未修正前，仍依原辦法之規定辦理，本次暑期

高中營隊活動暫不收取場地費用，但未來仍應朝使用者付費、讓學生養成

節能減碳及珍惜本校資源之方向修正該辦法，請學務長邀集總務處、體育

室、電算中心、推廣部及學生社團代表儘速召開會議，達成共識，修正場

地收費辦法。 

二、本次暑期高中營隊使用電腦教室，因教務處已編列 20 萬元支應，故本次

仍依往例付費，但請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儘速研議修法。 
 

柒、專案報告 

    一、本校各學院與山東省--山東大學、煙臺大學、魯東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

分校及山東大學威海分校之交流合作計畫 

        報告人:人文社會學院莫藜藜院長 

               外國語文學院賴錦雀院長 

               理學院陳秋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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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院洪家殷院長 

               商學院詹乾隆院長 

 

    二、本校參訪山東大學、煙臺大學、魯東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分校及山東大

學威海分校等校之成果報告 

        報告人：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處王玉梅組長 

 

捌、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案。 

提案人：姚學術交流長思遠 

說明： 

一、依「東吳大學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實施辦法」，校級協議

書經國際交流委員會審查同意後提行政會議審議，本案業經本學期

國際交流委員會全數委員書面審查通過。 

二、本案計 8 份校級交流協議書，分別為「韓國中央大學」、「韓國延

世大學」、「菲律賓亞德雷歐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日本

關東學院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大陸「揚州大學」及「哈爾濱

工業大學-威海分校」。檢附各校協議內容及簡介，請詳附件一至

八。 

決議：通過。 

 

第二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學生交流協議－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案。 

提案人：姚學術交流長思遠 

說明： 

一、依「東吳大學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實施辦法」，校級協議

書經國際交流委員會審查同意後提行政會議審議，本案業經本學期

國際交流委員會全數委員書面審查通過。 

二、本案計 4份協議，分別為大陸「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分校」、「江

南大學」、「西南政法大學」及「煙台大學」。檢附該校協議內容及

簡介，請詳附件一至四。 

決議：通過。 

 

第三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班組及學位學程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邱研發長永和 

說明： 

一、 依據101學年度第18次(101年第04月08日)行政會議決議辦理。 

二、 惠請各學院及學系再次確認條文內容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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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附條文草案彙整建議表如附件，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學雜費暨學生宿舍住宿費分期付款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鄭學生事務長冠宇 

說明： 

一、因應 101 學年度本校行政組織調整及單位名稱異動，「生活輔導組」

更名為「德育中心」，擬修改「東吳大學學雜費暨學生宿舍住宿費分

期付款辦法」第四條條文中相關單位文字。 

二、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通過。 

 

第五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案。  

提案人：姚學術交流長思遠 

說明： 

一、依 102 年 3 月 25 日行政會議關於本校組織規程修訂案之決議，華

語教學中心將改隸於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惟因考量國際與

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與華語教學中心業務性質迥異，且華語教學中

心未來若規劃本國華語文之教學，與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之

業管範圍難免扞格，故建議撤銷華語教學中心改隸之決議，並維持

其原有之組織編制。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玖、臨時動議 

 

拾、散會（下午 3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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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校安中心）報告事項 

一、本校依教育部 102 年 4 月 8 日台教綜（五）字 1020052213 號函「因應大陸地區

H7N7 流感疫情，各校請成立相關防疫小組」辦理，研擬東吳大學因應「H7N9
流感疫情」防疫應變計畫，展開防疫準備工作及快速即時之校安通報作業，以維

本校教職員生身心健康與正常教學；後續則依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所公布之

H7N9 流感疫情等級，及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辦理。本校

「H7N9 流感疫情」防疫應變計畫重點工作如下: 

(一)防疫編組與通報作業： 

1. 因應「H7N9 流感疫情」，成立本校防疫應變指揮編組。 

2. 請各一級行政、學術單位督導並指定「單位連絡人」及代理人負責疫情

通報及後續追蹤與協調處理工作，並妥慎保管個人資料。(單位連絡人名

冊，彙整後，另函發送一、二級單位。) 

(二)綿密宣教及防疫整備： 

1. 流感防治先期預防宣導，由衛生保健組及校安中心針對教職員生個人應

注意事項、教師課堂宣導內容，規劃蒐集防疫宣導資訊，提供教職員生

個人、各學系(單位)參考應用；並於學校網頁、校園適當地點增設提醒

文宣，以加強師生同仁防疫觀念。 

2. 依疫情需要，於各棟大樓出入口處，增設防疫消毒液（乾洗手液），廁所

提供洗手乳。 

3. 校安學務組(學務處)，就相關防疫物品(如口罩、耳溫槍..等)作需求檢

討，適時提出請購；並加強檢查廠商使用之禽畜類、蛋類食材，必須符

合衛生及完全熟食標準。 

4. 校安總務組(總務處)，協助規畫防疫、隔離及消毒物品整備與作業。 

(三)疫情應變處理及停課作業： 

1. 教職員生如出現發燒、喉嚨痛、咳嗽等流感症狀時，應即送醫治療，並

予請假。所屬單位須主動關懷並聯繫送醫治療個案或家長；如個案已由

醫療單位安排需實施隔離(居家隔離、住院隔離)，請「單位連絡人」即

通知校安中心(軍訓室)，依甲級校安事件處理方式進行「H7N9 流感疫情

首報」。 

2. 經衛生單位通知隔離個案，判斷結果為「確定病例」或「解除隔離」，或

「確定病例死亡」時，「單位連絡人」須即以電話通知本校校安中心(軍

訓室)，俾依甲級校安事件處理「續報」方式進行通報。 

3. 有群聚感染情形時，校安中心即召開停課暨應變會議，依教育部所律定

之停課標準，處理停補課事宜。 

(四)通報暨聯絡窗口： 

1. 各級單位須妥慎保護染病師生個人資料，不得洩露于無關人員知悉。本

校相關新聞發布，統一由主任秘書(校安執行長兼發言人)發言，個人不

得私自向媒體發表意見。 

2. 本校校安中心 24 小時校安值勤專線 

外雙溪校區：分機：5513(日) 5555(緊急) 專線電話：28817734  0910270050

胡瑞麟教官 

城中校區： 分機：2353(日) 2222(緊急) 專線電話：23890952  0910270060

楊繼祖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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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因應「H7N9 流感疫情」防疫應變指揮組編組 

編 組 職 稱 現    職 姓 名 職                         掌 備  考 

召 集 人 校 長潘 維 大 指導本校因應「H7N9 流感疫情」防疫全般事宜。
兼校安中
心主任 

副 召 集 人 副 校 長趙 維 良 襄助指導因應「H7N9 流感疫情」防疫全般事宜。
兼校安中
心副主任

執 行 長 主 任 秘 書謝 政 諭 綜理全般防疫工作之督導、協調等事宜。 
兼校安中
心執行長
及發言人

教務組組長 教 務 長張 家 銘 
規畫與督導教務（停課、補課、調課、補考等）
諸般事宜。 

兼校安中
心教務組
組長 

學務組組長 學 務 長鄭 冠 宇 
規畫與督導學生事務（衛保、住宿、承商、心輔
等）諸般事宜。 

兼校安中
心學務組
組長 

總務組組長 總 務 長王 淑 芳 
規畫與督導總務（消毒、隔離、防疫物品採購等）
諸般事宜。 

兼校安中
心總務組
組長 

學 術 主 管 人社院院長莫 藜 藜 指導與執行人社學院師生防疫諸般事宜。  

學 術 主 管 外語學院長賴 錦 雀 指導與執行外語學院師生防疫諸般事宜。  

學 術 主 管 理學院院長朱 啟 平 指導與執行理學院師生防疫諸般事宜。  

學 術 主 管 法學院院長洪 家 殷 指導與執行法學院師生防疫諸般事宜。  

學 術 主 管 商學院院長詹 乾 隆 指導與執行商學院師生防疫諸般事宜。  

組 員 人事室主任林 政 鴻 
本校教職員工排班檢疫及停休、班等人事諸般事
宜。 

 

組 員 電算中心主任何 煒 華 本校疫情相關訊息製作專屬網頁事宜。  

組 員 衛保組組長黃 輝 麗 
防疫相關衛生保健物品需求檢討及請購，衛教宣
導諸般事宜。 

 

執 行 秘 書 軍訓室主任吳 添 福 
一、策訂本校「H7N9 流感疫情」因應計畫。 
二、協調、管制執行全般防疫工作。 

兼校安中
心行政組
組長 

助 理 秘 書 軍訓室組員胡 瑞 麟 
一、協助全般防疫工作之計畫與執行。 
二、任本校疫情聯絡人，負責相關協調、連絡、

通報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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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一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UNG-ANG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to enhance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students and faculty, Chung-Ang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AU, and Soochow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U, have executed this 

agreement with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I. Areas of the Cooperation 

The two institutions will encourage direct conta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ir faculty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department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Specific area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general activities 

in fields agreed by both institutions to be mutually acceptable: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for research, teaching and discussions 

 Exchange of students for study and research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Exchange of academic materials and other information 

 Special short-term academic programs 

II. Student Exchanges 

1. Number of Students: The program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a direct one-to-one 

exchange of students with tuition waiver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Each institution will 

attempt to maintain a balance in the exchange activity over a three-year perio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each institution will not exceed two (2) each semester. The 

period of each exchange will normally be for the equivalent of one (1) semester or one 

(1) academic year.  

2. Selection of Students: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me institution to nominate 

exchange students with academic and language skills that are appropriate for the 

program in which they will be enrolled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host institution has 

the right to require its minimum crieteria of the applicants’ academic competence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3. Student Programs: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permitted to enroll in all courses and 

program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which they are qualifi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courses or programs which may not be available due to enrollment limitations.  

4. Tuition and Fees: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pay regular tuition and application fees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All other fees, including miscellaneous fees levi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be paid directly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by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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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ood and housing: Each student will be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payment of his or 

her own food and housing.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appropriate assistance to 

exchange students in finding adequate housing.  

6. Travel and expenses: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ir own travel 

arrangements and associated costs. 

7. Study Program and Credits: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will receive credit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work completed.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at respective 

institution will send grades for courses completed to the other institution. 

8. General 

a. Students during the exchange period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cademic rules and 

discipline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b.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purchase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or provide proof of adequate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during their 

stay.  

c. Exchange students must possess passports and visas valid for the exchange period.  

d. Both institutions will ensure that adequate arrangements are made for the reception 

and orienta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III.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o seek out and pursue opportunities other than student 

exchanges which will enable them to assist each other in their efforts to enhance the 

education of their students, increase the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broaden the 

knowledge base of their faculties, and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people of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IV. Duration and Termination 

This agreement will be considered valid for five (5) years once signed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of each university. It shall be automatically extended for another 

term of five (5) years unless one of the universities requests in writing to withdraw from 

the Agreement. This notification must be given at least one (1) year prior to the 

termination of the five (5) year progra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ookshin Ahn         Wei-Ta Pan 

  President                        President 

  Chung-Ang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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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二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Yonsei University Wonju Campus, Korea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Purpose 
Yonsei University Wonju Campus (YUW) and Soochow University (SU) have a mutual 
interest in promoting education, training,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through joint activities. 
This agreement is designed to facilitate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i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for the purpose of enhancing their contribution to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ly. Each would like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 spirit of 
friendship, equality and mutual interest. 
Scope  
The two institutions agree to hold discussions concerning joint activities that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respective organizational missions. Possible areas of joint activity include 
(but are not necessarily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Student and faculty exchange 
 Participation in special short-term academic programs 
 Joint participation and sponsorship of conferences 
 Joi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programs 
 Joint proposals for external funding 
 Exchange of materials, article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Other such activities as may be mutually agreed upon 

It is understood that outside financing may be needed to carry out some of these activities. 
In these cases, the two institutions will collaborate closely in the search for external funds. 
Modification or Termination 
This agreement will go into effect on the date it has been signed by both parties and will be 
in effect for a period of  (to be confirmed)  years.  The agreement can be renewed for 
additional  (to be confirmed)  year periods by mutual written consent of th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Both parties reserve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upon written notice 
given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termination date becoming effectiv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For Yonsei University Wonju 
Campus  

 
                                              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Ta Pan                                    In-Sung Lee 
President                                      Chancell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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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三 

AGREEMENT ON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enter the name of university],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both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a) Exchange of students; 

b)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for research; 

c)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may be established 

when agreeing separately on each specific case; 

d)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activity mentioned above shall be separately determined 

upon consultation between both institutions. Nothing shall diminish the full autonomy of 

either institution, nor shall any constraints be imposed by either upon the o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agreement.  It is implicit then that each and every activity undertaken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at each institution and 

shall fall with ea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and fiscal constraints. 

3.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periods equal to the initial term. It may be amended with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t any time, and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with a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six months in advance.  

4.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Ta Pan  [Name of 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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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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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五 

AGREEMENT ON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KANTO GAKUIN UNIVERS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Kanto Gakuin University (Yokohama, Japan)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nd activiti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reciprocity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both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a) Exchange of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b)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for research;   

c)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may be established when 

agreeing separately on each specific case; 

d)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activity mentioned above shall be separately determined 

upon consultation between both institutions. Nothing shall diminish the full autonomy of 

either institution, nor shall any constraints be imposed by either upon the o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agreement. It implies then that each and every activity undertaken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at each institution and shall fall in 

with ea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and fiscal constraints.   

 

3.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periods equal to the initial term. It may be amended with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t any time, and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with a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six months in advance.   

 

4.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oichi Ohno                               Wei Ta Pan 

President                                   President 

Kanto Gakuin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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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學生須自行負責在接待院校的一切個人支出，包括住宿、膳食、

衣服、交通、醫療及其他學術方面的開支。 

4. 所有學生須購買旅遊保險並負責相關的費用。保險內容須包括醫療費

用、人身意外、個人責任和緊急支援。 

 

(六) 篩選､錄取及認可 

1. 雙方院校自行負責篩選學生參加學生交流活動。 

2. 每間院校派出的學生須符合接待院校所有入學要求。 

3. 原屬院校須向接待院校提供課程資料及學生個人資料，例如已知健康

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影響學生學習進度或需特別協助。 

4. 接待院校應確定學生能修讀必修課程，但入讀個別學系或選修個別課

程，則視乎學生是否符合選修該課程的要求，以及在交流期間可分配

的資源。 

5. 前往交流的學生須達到接待院校的學術要求和遵守操行規條。原屬院

校應告知學生接待院校之學術要求及文化情況。 

6. 在交流期間學生完成的作業認可工作，將由學生的原屬院校作出判

斷。 

7. 接待院校須向原屬院校提供學生成績表，顯示學生在交流期間的學術

表現。 

 

 

   

潘維大校長                         

東吳大學 

台北市士林區臨溪路 70 號 

日期: 2013 年   月   日 

 鄭燕祥署理校長 

香港教育學院 

香港新界大埔露屏路 10 號 

日期: 2013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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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七 

 
 

東吳大學與揚州大學學術交流協議書(稿) 
 

 

為促進兩校學術交流合作，經友好協商於平等互惠原則下，東吳大學與揚州大學同意建立

兩校學術交流關係，協議如下： 

 

一、交流內容： 

1. 鼓勵雙方學生短期研修與互訪交流。 

2. 互邀雙方教師、研究人員與行政人員互訪交流。 

3. 邀請與安排雙方學者進行各項研究合作、學術研討、專題演講等學術合作。 

4. 互換學術出版品與分享學術資訊。 

二、合作原則： 

1. 雙方應為互訪學者提供講學與研究之便利條件。 

2. 兩校將優先處理本協議內允許之學生交流與學者互訪之請求，並致力達成雙方滿意之

條款。 

3. 兩校各指定一單位機構負責聯絡工作與本協議之實施。 

三、本協議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年。期滿時，如雙方無異議，協議自行順延五年。

任何一方有權終止本協議，但須提前六個月書面通知對方。 

四、本協議一式兩份，雙方各執一份。兩份文本中對應表述的不同用語所含意義相同，兩份文

本具有同等效力。 

 

 

 

東吳大學  校長                               揚州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焦新安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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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与东吴大学学术交流协议书（稿） 

 

 

为促进两校学术交流合作，经友好协商于平等互惠原则下，扬州大学与东吴大学同意

建立两校学术交流关系，协议如下： 

 

一、交流内容： 

1. 鼓励双方学生短期研修与互访交流。 

2. 互邀双方教师、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互访交流。 

3. 邀请与安排双方学者进行各项研究合作、学术研讨、专题演讲等学术合作。 

4. 互换学术出版品与分享学术信息。 

二、合作原则： 

1. 双方应为互访学者提供讲学与研究之便利条件。 

2. 两校将优先处理本协议内允许之学生交流与学者互访之请求，并致力达成双方满

意之条款。 

3. 两校各指定一单位机构负责联络工作与本协议之实施。 

三、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满时，如双方无异议，协议自行顺延

五年。任何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但须提前六个月书面通知对方。 

四、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文本中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同，两

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扬州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焦新安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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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八 

    
 

東吳大學與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 
學術交流協議書 

 

為促進兩校學術交流合作，經友好協商於平等互惠原則下，東吳大學與哈爾濱工業大學

（威海）同意建立兩校學術交流關係，協議如下： 

 

一、交流內容： 

1. 鼓勵雙方學生短期研修與互訪交流。 

2. 互邀雙方教師、研究人員與行政人員互訪交流。 

3. 邀請與安排雙方學者進行各項研究合作、學術研討、專題演講等學術合作。 

4. 互換學術出版品與分享學術資訊。 

二、合作原則： 

1. 雙方應為互訪學者提供講學與研究之便利條件。 

2. 兩校將優先處理本協議內允許之學生交流與學者互訪之請求，並致力達成雙方滿意

之條款。 

3. 兩校各指定一單位機構負責聯絡工作與本協議之實施。 

三、本協議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年。期滿時，如雙方無異議，協議自行順延五

年。任何一方有權終止本協議，但須提前六個月書面通知對方。 

四、本協議一式兩份，雙方各執一份。兩份文本中對應表述的不同用語所含意義相同，兩份

文本具有同等效力。 

 

東吳大學  校長                         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馮吉才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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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与东吴大学 

学术交流协议书 
 

为促进两校学术交流合作，经友好协商于平等互惠原则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与东吴大学同意建立两校学术交流关系，协议如下： 

 

一、交流内容： 

1. 鼓励双方学生短期研修与互访交流。 

2. 互邀双方教师、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互访交流。 

3. 邀请与安排双方学者进行各项研究合作、学术研讨、专题演讲等学术合作。 

4. 互换学术出版品与分享学术信息。 

二、合作原则： 

1. 双方应为互访学者提供讲学与研究之便利条件。 

2. 两校将优先处理本协议内允许之学生交流与学者互访之请求，并致力达成双

方满意之条款。 

3. 两校各指定一单位机构负责联络工作与本协议之实施。 

三、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满时，如双方无异议，协议自行

顺延五年。任何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但须提前六个月书面通知对方。 

四、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文本中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同，

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冯吉才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27 - 
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第 19 次(102.4.22)行政會議紀錄 

第二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與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學生交流協議書(稿) 
 

東吳大學與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本於「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

則，經雙方協商，就兩校辦理「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事項達成如下協議： 
 

一、合作內容： 

（一）研修生：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期互派註冊在校，且至少已修讀一學年以上之本

科生或研究生，自費到對方學校學習一學期，並以修讀雙方均已開設之科目為

原則。 

（二）暑期研習生： 

雙方同意於每年暑假期間辦理「暑期研習班」，研習期間及參訪旅遊等內容依雙

方規劃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均無名額限制，亦不獲取接待學校之學位。 

（二）雙方於研修及暑期研習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發給「學習証明」。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習後，應依交流計劃返回原

屬學校，不得延長停留時間，接待學校亦不受理為其辦理延長停留手續之要求。 

三、選拔範圍： 

（一）雙方從各自學校就讀全日制學生中，根據學習成績、個性是否適合本項研修及

暑期研習計劃等情況，推薦至接待學校。受推薦學生應至少已在原屬學校修業

滿一年以上。 

（二）雙方各自保留審查對方推薦之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研修許可最後決定權。若有

不獲對方接受之情況，推薦方可再次遞補推薦。 

四、研習課程： 

（一）研修生得先於原屬學校選擇接待學校開授之相關課程，經接待學校同意後，至

接待學校研習。 

（二）雙方應於每年三月以前決定暑期研習班課程內容。 

五、學生管理： 

（一）雙方學生管理部門負責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研習期間之管理工作。

學生不參與院校評鑑活動，其他管理辦法應參照各自學校管理規定執行。 

（二）雙方需安排學生在學生宿舍住宿，俾利進行管理照顧及各項交流活動。 

（三）雙方有關部門或單位應儘量安排學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行各項學術交流活動，

並關心其生活起居，使交流計劃取得最大效果。 

（四）雙方學校應給予學生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員接機、安排住宿等，俾利儘

快適應新環境。 



- 28 - 
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第 19 次(102.4.22)行政會議紀錄 

（五）學生應遵守本協議書及雙方學校各項規定，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該生將停止

研修及研習，即時返回原屬學校。 

六、相關費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屬學校繳交學雜費外，應再向接待學校繳交一學期研修費。暑期

研習生收費方式由雙方學校協商後另行訂定。 

（二）學生應自行負擔往返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書籍費、證件費、簽證費、保

險費及其他個人支出等費用。 

七、組織實施： 

（一）本協議書內容在雙方主管指定兩校相應行政職能部門實施，並歸該單位管理。 

（二）雙方學生應遵守當地法律及對方學校之法規。 

（三）雙方依情況在辦理出入境手續時提供學生協助，但學生應自行負責取得相關入

境許可。學校方面會儘量配合，但不負責保證能給予入境許可等文件。 

（四）學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資料及檔案，並準時報告與

返校。 

（五）本協議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後立即生效，有效期限五年。協議到期前六個月任

何一方不提出異議，本協議將自動延長一次，有效期限五年。如任何一方擬終

止本協議，應在預定終止日期之前至少六個月，以書面形式提出終止協議書要

求。在本協議終止前已開始之交流學習活動不受協議終止影響，有關學生仍按

照原訂計劃完成在接待學校的學習。 

（六）本協議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本協議一式兩份，雙方各執一份。兩份

文本中對應表述的不同用語所含意義相同，兩份文本具有同等效力。 

 

 
 

 

東吳大學  校長               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馮吉才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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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流协议书(稿)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与东吴大学本于「平等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

则，经双方协商，就两校办理「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一）研修生： 

双方同意根据学生意愿，每学期互派注册在校，且至少已修读一学年以上之本

科生或研究生，自费到对方学校学习一学期，并以修读双方均已开设之科目为

原则。 

（二）暑期研习生： 

双方同意于每年暑假期间办理「暑期研习班」，研习期间及参访旅游等内容依双

方规划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均无名额限制，亦不获取接待学校之学位。 

（二）双方于研修及暑期研习结束后，接待学校应发给「学习证明」。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习后，应依交流计划返回原

属学校，不得延长停留时间，接待学校亦不受理为其办理延长停留手续之要求。 

三、选拔范围： 

（一）双方从各自学校就读全日制学生中，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本项研修及

暑期研习计划等情况，推荐至接待学校。受推荐学生应至少已在原属学校修业

满一年以上。 

（二）双方各自保留审查对方推荐之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研修许可最后决定权。若有

不获对方接受之情况，推荐方可再次递补推荐。 

四、研习课程： 

（一）研修生得先于原属学校选择接待学校开授之相关课程，经接待学校同意后，至

接待学校研习。 

（二）双方应于每年三月以前决定暑期研习班课程内容。 

五、学生管理： 

（一）双方学生管理部门负责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研习期间之管理工作。

学生不参与院校评鉴活动，其它管理办法应参照各自学校管理规定执行。 

（二）双方需安排学生在学生宿舍住宿，俾利进行管理照顾及各项交流活动。 

（三）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尽量安排学生与接待学校学生进行各项学术交流活动，

并关心其生活起居，使交流计划取得最大效果。 

（四）双方学校应给予学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包括派员接机、安排住宿等，俾利尽

快适应新环境。 

（五）学生应遵守本协议书及双方学校各项规定，如有违规情况严重者，该生将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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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及研习，实时返回原属学校。 

 

六、相关费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属学校缴交学杂费外，应再向接待学校缴交一学期研修费。暑期

研习生收费方式由双方学校协商后另行订定。 

（二）学生应自行负担往返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书籍费、证件费、签证费、保

险费及其它个人支出等费用。 

七、组织实施： 

（一）本协议书内容在双方主管指定两校相应行政职能部门实施，并归该单位管理。 

（二）双方学生应遵守当地法律及对方学校之法规。 

（三）双方依情况在办理出入境手续时提供学生协助，但学生应自行负责取得相关入

境许可。学校方面会尽量配合，但不负责保证能给予入境许可等文件。 

（四）学生应于指定期限内，向双方学校缴交规定之必要资料及档案，并准时报告与

返校。 

（五）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协议到期前六个月任

何一方不提出异议，本协议将自动延长一次，有效期限五年。如任何一方拟终

止本协议，应在预定终止日期之前至少六个月，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协议书要

求。在本协议终止前已开始之交流学习活动不受协议终止影响，有关学生仍按

照原订计划完成在接待学校的学习。 

（六）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

文本中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同，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冯吉才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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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二 

東吳大學與江南大學－學生交流協議書（稿） 
 

東吳大學與江南大學本於「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協商，

就兩校辦理「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事項達成如下協議： 
 

一、合作內容： 

（一）研修生：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期互派註冊在校，且至少已修讀一學年以上之本

科生或研究生，自費到對方學校學習一學期，並以修讀雙方均已開設之科目為

原則。 

（二）暑期研習生： 

雙方同意於每年暑假期間辦理「暑期研習班」，研習期間及參訪旅遊等內容依雙

方規劃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均無名額限制，亦不獲取接待學校之學位。 

（二）雙方於研修及暑期研習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發給「修讀課程成績單」，並得由雙

方學校自行審酌是否抵免。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習後，應依交流計劃返回原

屬學校，不得延長停留時間，接待學校亦不受理為其辦理延長停留手續之要求。 

三、選拔範圍： 

（一）雙方從各自學校就讀全日制學生中，根據學習成績、個性是否適合本項研修及

暑期研習計劃等情況，推薦至接待學校。受推薦學生應至少已在原屬學校修業

滿一年以上。 

（二）雙方各自保留審查對方推薦之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入學最後決定權。若有不獲

對方接受之情況，推薦方可再次遞補推薦。 

四、研習課程： 

（一）研修生得先於原屬學校選擇接待學校開授之相關課程，經接待學校同意後，至

接待學校研習。 

（二）雙方應於每年三月以前決定暑期研習班課程內容及學分數。 

五、學生管理： 

（一）雙方學生管理部門負責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研習期間之管理工作。

學生不參與院校評鑑活動，其他管理辦法應參照各自學校管理規定執行。 

（二）雙方需安排學生在學生宿舍住宿，俾利進行管理照顧及各項交流活動。 

（三）雙方有關部門或單位應儘量安排學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行各項學術交流活動，

並關心其生活起居，使交流計劃取得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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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雙方學校應給予學生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員接機、安排住宿等，俾利儘

快適應新環境。 

（五）學生應遵守本協議書及雙方學校各項規定，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該生將停止

研修及研習，即時返回原屬學校。 

 

六、相關費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屬學校繳交學雜費外，應再向接待學校繳交一學期學雜費。暑期

研習生收費方式由雙方學校協商後另行訂定。 

（二）學生應自行負擔往返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書籍費、證件費、簽證費、保

險費及其他個人支出等費用。 

七、組織實施： 

（一）本協議書內容在雙方主管指定兩校相應行政職能部門實施，並歸該單位管理。 

（二）雙方學生應遵守當地法律及對方學校之法規。 

（三）雙方依情況在辦理出入境手續時提供學生協助，但學生應自行負責取得相關入

境許可。學校方面會儘量配合，但不負責保證能給予入境許可等文件。 

（四）學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資料及檔案，並準時報告與

返校。 

（五）本協議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後立即生效，有效期限五年。協議到期前六個月任

何一方不提出異議，本協議將自動延長一次，有效期限五年。如任何一方擬終

止本協議，應在預定終止日期之前至少六個月，以書面形式提出終止協議書要

求。在本協議終止前已開始之交流學習活動不受協議終止影響，有關學生仍按

照原訂計劃完成在接待學校的學習。 

（六）本協議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本協議一式兩份，雙方各執一份。兩份

文本中對應表述的不同用語所含意義相同，兩份文本具有同等效力。 

 

 
 

 

東吳大學  校長                 江南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陳  堅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 33 - 
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第 19 次(102.4.22)行政會議紀錄 

江南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流协议书（稿） 

江南大学与东吴大学本于「平等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经双方协商，

就两校办理「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一）研修生： 

双方同意根据学生意愿，每学期互派注册在校，且至少已修读一学年以上之本

科生或研究生，自费到对方学校学习一学期，并以修读双方均已开设之科目为

原则。 

（二）暑期研习生： 

双方同意于每年暑假期间办理「暑期研习班」，研习期间及参访旅游等内容依双

方规划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均无名额限制，亦不获取接待学校之学位。 

（二）双方于研修及暑期研习结束后，接待学校应发给「修读课程成绩单」，并得由双

方学校自行审酌是否抵免。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习后，应依交流计划返回原

属学校，不得延长停留时间，接待学校亦不受理为其办理延长停留手续之要求。 

三、选拔范围： 

（一）双方从各自学校就读全日制学生中，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本项研修及

暑期研习计划等情况，推荐至接待学校。受推荐学生应至少已在原属学校修业

满一年以上。 

（二）双方各自保留审查对方推荐之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入学最后决定权。若有不获

对方接受之情况，推荐方可再次递补推荐。 

四、研习课程 

（一）研修生得先于原属学校选择接待学校开授之相关课程，经接待学校同意后，至

接待学校研习。 

（二）双方应于每年三月以前决定暑期研习班课程内容及学分数。 

五、学生管理： 

（一）双方学生管理部门负责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研习期间之管理工作。

学生不参与院校评鉴活动，其它管理办法应参照各自学校管理规定执行。 

（二）双方需安排学生在学生宿舍住宿，俾利进行管理照顾及各项交流活动。 

（三）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尽量安排学生与接待学校学生进行各项学术交流活动，

并关心其生活起居，使交流计划取得最大效果。 

（四）双方学校应给予学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包括派员接机、安排住宿等，俾利尽

快适应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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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应遵守本协议书及双方学校各项规定，如有违规情况严重者，该生将停止

研修及研习，实时返回原属学校。 

 

六、相关费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属学校缴交学杂费外，应再向接待学校缴交一学期学杂费。暑期

研习生收费方式由双方学校协商后另行订定。 

（二）学生应自行负担往返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书籍费、证件费、签证费、保

险费及其它个人支出等费用。 

七、组织实施： 

（一）本协议书内容在双方主管指定两校相应行政职能部门实施，并归该单位管理。 

（二）双方学生应遵守当地法律及对方学校之法规。 

（三）双方依情况在办理出入境手续时提供学生协助，但学生应自行负责取得相关入

境许可。学校方面会尽量配合，但不负责保证能给予入境许可等文件。 

（四）学生应于指定期限内，向双方学校缴交规定之必要资料及档案，并准时报告与

返校。 

（五）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协议到期前六个月任

何一方不提出异议，本协议将自动延长一次，有效期限五年。如任何一方拟终

止本协议，应在预定终止日期之前至少六个月，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协议书要

求。在本协议终止前已开始之交流学习活动不受协议终止影响，有关学生仍按

照原订计划完成在接待学校的学习。 

（六）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

文本中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同，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江南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陈  坚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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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三 

東吳大學與西南政法大學－學生交流協議書（稿） 
 

東吳大學與西南政法大學本於「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

協商，就兩校辦理「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事項達成如下協議： 
 

一、合作內容： 

（一）研修生：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期互派註冊在校，且至少已修讀一學年以上之本

科生或研究生，自費到對方學校學習一學期，並以修讀雙方均已開設之科目為

原則。 

（二）暑期研習生： 

雙方同意於每年暑假期間辦理「暑期研習班」，研習期間及參訪旅遊等內容依雙

方規劃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均無名額限制，亦不獲取接待學校之學位。 

（二）雙方於研修及暑期研習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發給「學習証明」。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習後，應依交流計劃返回原

屬學校，不得延長停留時間，接待學校亦不受理為其辦理延長停留手續之要求。 

三、選拔範圍： 

（一）雙方從各自學校就讀全日制學生中，根據學習成績、個性是否適合本項研修及

暑期研習計劃等情況，推薦至接待學校。受推薦學生應至少已在原屬學校修業

滿一年以上。 

（二）雙方各自保留審查對方推薦之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研修許可最後決定權。若有

不獲對方接受之情況，推薦方可再次遞補推薦。 

四、研習課程： 

（一）研修生得先於原屬學校選擇接待學校開授之相關課程，經接待學校同意後，至

接待學校研習。 

（二）雙方應於每年三月以前決定暑期研習班課程內容。 

五、學生管理： 

（一）雙方學生管理部門負責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研習期間之管理工作。

學生不參與院校評鑑活動，其他管理辦法應參照各自學校管理規定執行。 

（二）雙方需安排學生在學生宿舍住宿，俾利進行管理照顧及各項交流活動。 

（三）雙方有關部門或單位應儘量安排學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行各項學術交流活動，

並關心其生活起居，使交流計劃取得最大效果。 

（四）雙方學校應給予學生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員接機、安排住宿等，俾利儘

快適應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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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應遵守本協議書及雙方學校各項規定，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該生將停止

研修及研習，即時返回原屬學校。 

六、相關費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屬學校繳交學雜費外，應再向接待學校繳交一學期研修費。暑期

研習生收費方式由雙方學校協商後另行訂定。 

（二）學生應自行負擔往返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書籍費、證件費、簽證費、保

險費及其他個人支出等費用。 

七、組織實施： 

（一）本協議書內容在雙方主管指定兩校相應行政職能部門實施，並歸該單位管理。 

（二）雙方學生應遵守當地法律及對方學校之法規。 

（三）雙方依情況在辦理出入境手續時提供學生協助，但學生應自行負責取得相關入

境許可。學校方面會儘量配合，但不負責保證能給予入境許可等文件。 

（四）學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資料及檔案，並準時報告與

返校。 

（五）本協議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後立即生效，有效期限五年。協議到期前六個月任

何一方不提出異議，本協議將自動延長一次，有效期限五年。如任何一方擬終

止本協議，應在預定終止日期之前至少六個月，以書面形式提出終止協議書要

求。在本協議終止前已開始之交流學習活動不受協議終止影響，有關學生仍按

照原訂計劃完成在接待學校的學習。 

（六）本協議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本協議一式兩份，雙方各執一份。兩份

文本中對應表述的不同用語所含意義相同，兩份文本具有同等效力。 

 

 
 

 

東吳大學  校長               西南政法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付子堂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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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流协议书（稿） 
 

西南政法大学与东吴大学本于「平等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经双方

协商，就两校办理「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一）研修生： 

双方同意根据学生意愿，每学期互派注册在校，且至少已修读一学年以上之本

科生或研究生，自费到对方学校学习一学期，并以修读双方均已开设之科目为

原则。 

（二）暑期研习生： 

双方同意于每年暑假期间办理「暑期研习班」，研习期间及参访旅游等内容依双

方规划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均无名额限制，亦不获取接待学校之学位。 

（二）双方于研修及暑期研习结束后，接待学校应发给「学习证明」。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习后，应依交流计划返回原

属学校，不得延长停留时间，接待学校亦不受理为其办理延长停留手续之要求。 

三、选拔范围： 

（一）双方从各自学校就读全日制学生中，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本项研修及

暑期研习计划等情况，推荐至接待学校。受推荐学生应至少已在原属学校修业

满一年以上。 

（二）双方各自保留审查对方推荐之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研修许可最后决定权。若有

不获对方接受之情况，推荐方可再次递补推荐。 

四、研习课程： 

（一）研修生得先于原属学校选择接待学校开授之相关课程，经接待学校同意后，至

接待学校研习。 

（二）双方应于每年三月以前决定暑期研习班课程内容。 

五、学生管理： 

（一）双方学生管理部门负责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研习期间之管理工作。

学生不参与院校评鉴活动，其它管理办法应参照各自学校管理规定执行。 

（二）双方需安排学生在学生宿舍住宿，俾利进行管理照顾及各项交流活动。 

（三）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尽量安排学生与接待学校学生进行各项学术交流活动，

并关心其生活起居，使交流计划取得最大效果。 

（四）双方学校应给予学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包括派员接机、安排住宿等，俾利尽

快适应新环境。 

（五）学生应遵守本协议书及双方学校各项规定，如有违规情况严重者，该生将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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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及研习，实时返回原属学校。 

六、相关费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属学校缴交学杂费外，应再向接待学校缴交一学期研修费。暑期

研习生收费方式由双方学校协商后另行订定。 

（二）学生应自行负担往返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书籍费、证件费、签证费、保

险费及其它个人支出等费用。 

七、组织实施： 

（一）本协议书内容在双方主管指定两校相应行政职能部门实施，并归该单位管理。 

（二）双方学生应遵守当地法律及对方学校之法规。 

（三）双方依情况在办理出入境手续时提供学生协助，但学生应自行负责取得相关入

境许可。学校方面会尽量配合，但不负责保证能给予入境许可等文件。 

（四）学生应于指定期限内，向双方学校缴交规定之必要资料及档案，并准时报告与

返校。 

（五）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协议到期前六个月任

何一方不提出异议，本协议将自动延长一次，有效期限五年。如任何一方拟终

止本协议，应在预定终止日期之前至少六个月，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协议书要

求。在本协议终止前已开始之交流学习活动不受协议终止影响，有关学生仍按

照原订计划完成在接待学校的学习。 

（六）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

文本中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同，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西南政法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付子堂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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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四 

東吳大學與煙台大學－學生交流協議書（稿） 
 

東吳大學與煙台大學本著「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協商，

就兩校辦理「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事項達成如下協議： 

 

一、合作內容： 

（一）研修生：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期互派註冊在校，且至少已修讀一學年以上之本

科生或研究生，自費到對方學校學習一學期，並以修讀雙方均已開設之科目為

原則。 

（二）暑期研習生： 

雙方同意於每年暑假期間辦理「暑期研習班」，研習期間及參訪旅遊等內容依雙

方規劃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均無名額限制，亦不獲取接待學校之學位。 

（二）雙方於研修及暑期研習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發給「學習証明」。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習後，應依交流計劃返回原

屬學校，不得延長停留時間，接待學校亦不受理為其辦理延長停留手續之要求。 

三、選拔範圍： 

（一）雙方從各自學校就讀全日制學生中，根據學習成績、個性是否適合本項研修及

暑期研習計劃等情況，推薦至接待學校。受推薦學生應至少已在原屬學校修業

滿一年以上。 

（二）雙方各自保留審查對方推薦之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入學最後決定權。若有不獲

對方接受之情況，推薦方可再次遞補推薦。 

四、研習課程： 

（一）研修生得先於原屬學校選擇接待學校開授之相關課程，經接待學校同意後，至

接待學校研習。 

（二）雙方應於每年三月以前決定暑期研習班課程內容。 

五、學生管理： 

（一）雙方相應行政職能部門及學生所屬院系負責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研

習期間之管理工作。學生不參與院校評鑑活動，其他管理辦法應參照各自學校

管理規定執行。 

（二）雙方需安排學生在學生宿舍住宿，俾利進行管理照顧及各項交流活動。 

（三）雙方有關部門或單位應儘量安排學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行各項學術交流活動，

並關心其生活起居，使交流計劃取得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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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雙方學校應給予學生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員接機、安排住宿等，俾利儘

快適應新環境。 

（五）學生應遵守本協議書及雙方學校各項規定，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該生將停止

研修及研習，即時返回原屬學校。 

 

六、相關費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屬學校繳交學雜費外，應再向接待學校繳交一學期研修費。暑期

研習生收費方式由雙方學校協商後另行訂定。 

（二）學生應自行負擔往返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書籍費、證件費、簽注費、保

險費及其他個人支出等費用。 

七、組織實施： 

（一）本協議書內容在雙方主管指定兩校相應行政職能部門實施，並歸該單位管理。 

（二）雙方學生應遵守當地法律及對方學校之法規。 

（三）雙方依情況在辦理出入境手續時提供學生協助，但學生應自行負責取得相關入

境許可。學校方面會儘量配合，但不負責保證能給予入境許可等文件。 

（四）學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資料及檔案，並準時報告與

返校。 

（五）本協議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後立即生效，有效期限五年。協議到期前六個月任

何一方不提出異議，本協議將自動延長一次，有效期限五年。如任何一方擬終

止本協議，應在預定終止日期之前至少六個月，以書面形式提出終止協議書要

求。在本協議終止前已開始之交流學習活動不受協議終止影響，有關學生仍按

照原訂計劃完成在接待學校的學習。 

（六）本協議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本協議一式兩份，雙方各執一份。 

 

 

 

 

 

東吳大學  校長                 煙台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房紹坤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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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流协议书（稿） 

东吴大学与烟台大学本着「平等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经双方协商，

就两校办理「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一）研修生： 

双方同意根据学生意愿，每学期互派注册在校，且至少已修读一学年以上之本

科生或研究生，自费到对方学校学习一学期，并以修读双方均已开设之科目为

原则。 

（二）暑期研习生： 

双方同意于每年暑假期间办理「暑期研习班」，研习期间及参访旅游等内容依双

方规划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均无名额限制，亦不获取接待学校之学位。 

（二）双方于研修及暑期研习结束后，接待学校应发给「学习证明」。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习后，应依交流计划返回原

属学校，不得延长停留时间，接待学校亦不受理为其办理延长停留手续之要求。 

三、选拔范围： 

（一）双方从各自学校就读全日制学生中，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本项研修及

暑期研习计划等情况，推荐至接待学校。受推荐学生应至少已在原属学校修业

满一年以上。 

（二）双方各自保留审查对方推荐之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入学最后决定权。若有不获

对方接受之情况，推荐方可再次递补推荐。 

四、研习课程： 

（一）研修生得先于原属学校选择接待学校开授之相关课程，经接待学校同意后，至

接待学校研习。 

（二）双方应于每年三月以前决定暑期研习班课程内容。 

五、学生管理： 

（一）双方相应行政职能部门及学生所属院系负责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研

习期间之管理工作。学生不参与院校评鉴活动，其它管理办法应参照各自学校

管理规定执行。 

（二）双方需安排学生在学生宿舍住宿，俾利进行管理照顾及各项交流活动。 

（三）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尽量安排学生与接待学校学生进行各项学术交流活动，

并关心其生活起居，使交流计划取得最大效果。 

（四）双方学校应给予学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包括派员接机、安排住宿等，俾利尽

快适应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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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应遵守本协议书及双方学校各项规定，如有违规情况严重者，该生将停止

研修及研习，实时返回原属学校。 

 

六、相关费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属学校缴交学杂费外，应再向接待学校缴交一学期研修费。暑期

研习生收费方式由双方学校协商后另行订定。 

（二）学生应自行负担往返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书籍费、证件费、签注费、保

险费及其它个人支出等费用。 

七、组织实施： 

（一）本协议书内容在双方主管指定两校相应行政职能部门实施，并归该单位管理。 

（二）双方学生应遵守当地法律及对方学校之法规。 

（三）双方依情况在办理出入境手续时提供学生协助，但学生应自行负责取得相关入

境许可。学校方面会尽量配合，但不负责保证能给予入境许可等文件。 

（四）学生应于指定期限内，向双方学校缴交规定之必要资料及档案，并准时报告与

返校。 

（五）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协议到期前六个月任

何一方不提出异议，本协议将自动延长一次，有效期限五年。如任何一方拟终

止本协议，应在预定终止日期之前至少六个月，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协议书要

求。在本协议终止前已开始之交流学习活动不受协议终止影响，有关学生仍按

照原订计划完成在接待学校的学习。 

（六）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东吴大学  校长                 烟台大学  校长 
潘维大    教授                 房绍坤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43 - 
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第 19 次(102.4.22)行政會議紀錄 

第三案附件 

「東吳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班組及學位學程辦法」修訂條文 

建議彙整表 

擬修訂條文內容 說明 建議 

辦法名稱： 

東吳大學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辦理教學單位之增設與

調整，特依據「東吳大學自我評鑑

辦法」及教育部頒訂「專科以上學

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

規定，訂定「東吳大學增設與調整

教學單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教學單位包括學

院、學系大學部、學系碩士班、學

系博士班、單獨設立之研究所、學

位學程及師資培育中心。 

 

明訂本辦法之適

用範圍 

 

 

第三條 

為因應本校未來發展需要，有

效運用招生總量資源，強化教學與

研究績效，得依本辦法之規定提出

增設與調整案。 

 

明訂增設或調整

教學單位之目的。

 

第四條 

教學單位之調整，以教學單位新

生註冊情形與評鑑結果為主要依

據，並將教學單位之教學領域與社

會需求之契合性、發展性與教育成

效列入參考。 

教學單位連續 3 年新生註冊人

數低於下列標準之ㄧ者，得由教學

單位或研究發展處提出教學單位更

明訂本辦法之教

學單位調整之原

則與調整方式。 

 

 

建議教學單位接受外部評鑑(或本

校自辦外部評鑑)結果未通過或連

續 3年新生註冊人數低於標準者，

得由教學單位或研究發展處提出

教學單位更名、轉型或整併調整計

畫；碩士班及學士班核定招生數調

整為 2/3： 

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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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轉型或整併調整計畫： 

一、博士班核定招生數之2/3。 

二、碩士班(含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專班核定招生數之3/4。 

三、學士班(含學位學程及師資培育

中心)核定招生數之3/4。 

    教學單位連續2年新生註冊人

數低於下列標準之一者，得由教學

單位或研究發展處提出更名、轉型

或整併調整計畫： 

一、博士班核定招生數之1/2。 

二、碩士班(含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專班核定招生數之2/3。 

三、學士班(含學位學程及師資培育

中心)核定招生數之2/3。 

    學士班(含學位學程及師資培

育中心)新生註冊人數低於核定招

生數之1/2者，得由教學單位或研究

發展處提出停招調整計畫。 

    最近一次之外部評鑑(或本校

自辦外部評鑑)結果為未通過者，或

評鑑結果為待觀察或有條件通過，

經追蹤評鑑後仍為待觀察、有條件

通過或未通過者，應整併或停招。 

本條所稱評鑑指教育部、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或本校辦理之外部評

鑑。 

 

建議教學單位接受外部評鑑(或本 

校自辦外部評鑑)結果未通過或 

連續 3 年新生註冊人數低於下列 

標準之ㄧ者，得由教學單位或研 

究發展處提出教學單位減招、更 

名、轉型或整併調整計畫；碩士班

及學士班核定招生數調整為 2/3：

數學系 

 

建議若教學單位連續3年新生註冊

人數低於下列標準之一者；得由教

學單位或研究發展處提出更名、轉

型或整併調整計畫： 

社會系 

 

建議若教學單位連續2年新生註冊

人數低於下列標準之一者，提出整

併或停招調整計畫： 

社會系 

 

建議若教學單位連續3年新生註冊

人數低於下列標準之一者；得由教

學單位或研究發展處提出停招調

整計畫： 

數學系 

 

社會系： 

教學單位之調整，以教學單位

新生註冊情形與評鑑結果為主要

依據，並將教學單位之教學領域與

社會需求之契合性、發展性與教育

成效列入參考。 

教學單位接受外部評鑑(或本

校自辦外部評鑑)結果未通過或連

續3年新生註冊人數低於下列標準

之ㄧ者，得由教學單位或研究發展

處提出教學單位更名、轉型或整併

調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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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士班核定招生數之2/3。 

二、碩士班(含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專班核定招生數之

2/3。 

三、學士班(含學位學程及師資培

育中心)核定招生數之2/3。 

    若教學單位連續3年新生註冊

人數低於下列標準之一者；得由教

學單位或研究發展處提出更名、轉

型或整併調整計畫： 

一、博士班核定招生數之1/2。 

二、碩士班(含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專班核定招生數之

2/3。 

三、學士班(含學位學程及師資培

育中心)核定招生數之2/3。 

若教學單位連續2年新生註冊

人數低於下列標準之一者；得由教

學單位或研究發展處提出整併或

停招調整計畫： 

一、博士班核定招生數之1/3。 

二、碩士班(含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專班核定招生數之

1/2。 

三、學士班(含學位學程及師資培

育中心)核定招生數之 1/2。 

最近一次之外部評鑑(或本校

自辦外部評鑑)結果為未通過者，

或評鑑結果為待觀察或有條件通

過，經追蹤評鑑後仍為待觀察、有

條件通過或未通過者，應整併或停

招。 

本條所稱評鑑指教育部、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或本校辦理之外

部評鑑。 

化學系： 

請參閱附件 (附於本表之後) 

數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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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屬外部環境影響(如：少子

化)，變數非內部所能掌控，需

較長時間觀察與因應，才易立

於不敗之地。 

2.建議調整內容： 

    教學單位之調整，以教學單位

新生註冊情形與評鑑結果為主要 

依據，並將教學單位之教學領域 

與社會需求之契合性、發展性與 

教育成效列入參考。 

    教學單位接受外部評鑑(或本 

校自辦外部評鑑)結果未通過或 

連續 3 年新生註冊人數低於下列 

標準之ㄧ者，得由教學單位或研 

究發展處提出教學單位減招、更 

名、轉型或整併調整計畫： 

一、博士班核定招生數之 1/2。 

二、碩士班(含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核定招生數之 

    2/3。 

三、學士班(含學位學程及師資培 

    育中心)核定招生數之 2/3。 

    若教學單位連續3年新生註冊

人數低於下列標準之一者；得由教

學單位或研究發展處提出停招調

整計畫： 

一、博士班核定招生數之 1/3。 

二、碩士班(含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專班核定招生數之

1/2。 

三、學士班(含學位學程及師資培

育中心)核定招生數之 1/2。 

    最近一次之外部評鑑(或本校

自辦外部評鑑)結果為未通過者，

或評鑑結果為待觀察或有條件通

過，經追蹤評鑑後仍為待觀察、有

條件通過或未通過者，應整併或停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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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所稱評鑑指教育部、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或本校辦理之外部

評鑑。 

微生物系： 

1.下列所述，未明訂出年限。 

   ｢若教學單位新生註冊人數低

於下列標準之一者；得由教學單位

或研究發展處提出停招調整計畫｣ 

2.本條之條文不一致,條首為評鑑

等不過或招生情況不佳者,得提出

調整計畫(再依第六條之程序辦

理);但同一條之文字中最後卻又

註明評鑑不過者,應整併或停招 

(表示不需經第六條之程序辦理？

且無更名和轉型這兩項可能？） 

外部評鑑不通過者,校在制度上應

有相對應的輔導機制, 當輔導後

仍不適宜者,始啟動更名、轉型或

整併調整計畫。 

德文系: 

1.社會需求常有變化，本辦法只有

轉型、整併甚至停招之機制，但並

未研擬被停招後之系所在何種情

況下可再恢復招生。 

2.招生組曾研擬過碩士班「減招」

機制，建議先「減招」，再「停招」，

避免手段太激烈。 

 

第五條 

    教學單位之調整包含「更名」、

「轉型」、「整併」及「停招」。相關調

整之定義說明如下： 

一、更名：係指既有教學單位名稱

之變更，而未涉及實質組織與

教學領域之變更調整。 

二、轉型：係指變更教學單位課程結構

或其教學領域。 

三、整併：分為「原班別整併至領域

明訂本辦法之教

學單位調整定義。

建議新增「減招、增額」： 

數學系 

 

數學系： 

「減招、增額」屬於教學單位之調

整，在混沌的環境下也有一種緩衝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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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之班別」及「多個領域相關

之班別共同整併為一個新班別

(或學位學程)」等兩類。 

四、停招：係指停止辦理招生。 

    更名、轉型與整併得同時進行。 

 

第六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與調整，依下

列程序辦理： 

一、由教學單位提出者，應分別經

系務會議（或全體專任教師會

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

務發展委員會；由所屬學院提

出者，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

校務發展委員會；由研究發展

處提出者，逕送校務發展委員

會。 

二、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通過後，

委請教務長組織審查小組，進

行學術專業審查。 

三、教務長將學術專業審查意見送

校務發展委員會複審。 

四、校務發展委員會複審通過後，

由教務長向校務會議提案。 

五、校務會議議決。 

六、送董事會議決。 

七、提報教育部。 

前項審查小組由教務長邀集校

內教師 2人與校外學者專家 2人，

共五人組成之。 

審查小組委員除教務長外，校

內委員應為與待審教學單位不同學

院之教師，校外委員應為與待審教

學單位學術專長相關之學者專家。 

有關更名之調整案，經校務發

展委員會初審通過後，不須辦理學

術專業審查，由提出單位逕向校務

會議提案。 

為求嚴謹，明訂調

整案（更名案除

外）之辦理程序比

照增設案之程序

辦理（均需要辦理

外審）。 

建議調整審查小組成員比例： 

化學系 

 

化學系： 

有關審查小組組成成員, 建議與

學術單位學術專長相關之學者專

家比例應超過二分之一。如此,審

查結論方有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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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或調整案，應

檢附以下資料送審： 

一、增設或調整計畫書。 

二、增設或調整院系所班組或學位學

程資源需求暨名額調整表。 

三、調整案涉及轉型、整併或停招

者，應另檢附師生安置計畫。 

四、其他相關資料。 

 

增列有關教學單

位之調整案(轉

型、整併或停招

者)，應再檢附師

生安置計畫。 

 

第八條   

涉及實質組織之調整或領域變

更之重大改變，應列為增設案。 

 

  

第九條   

凡屬教育部「學校總量發展規模

與資源條件標準」中「特殊項目」之

增設案及博士班之調整案，應於新生

入學二個學年度前，依第七條規定

通過校務會議審查，再依教育部時程

專案報核。 

前項所稱「特殊項目」包含碩士

班、博士班、師資培育、醫學與其他

涉及政府部門訂有人才培育機制之

相關院、系、所、學位學程等。 

 

  

第十條   

不屬教育部規定特殊項目之一

般增設或調整案，應於新生入學一個

學年度前，依第七條規定通過校務

會議審查，再依教育部總量報核時程

報部核定。 

 

  

第十一條   

教育部核定本校招生總量後，必

要時得另提送招生委員會分配各學制

及各管道實際招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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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學院招生與不涉及對外招生之

學位學程增設或調整案，準用本辦

法。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校務會議

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

行，修正時亦同。 

說明立法及修法

程序。 

 

建議採用方案二： 

社會系、化學系、數學系、微生物

系 

社會系： 

建議採用方案二 

化學系： 

教學單位調整屬重大事務, 建

議＂提送校務會議，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行，

修正時亦同。＂ 

數學系： 

建議採用方案二。說明：本案涉組

織調整事項，屬校務發展重大議

案。 

微生物系：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提送校

務會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

校長核定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

同。 

化學系：第四點 

本辦法所制定的評估期太短, 而大環境的改變不易掌握, 變數很多, 一個無法預料到的事件

即可能使新生註冊率低於現行所規劃的門檻, 並非與系所的表現有關, 任一系所都可能必須

面對這樣的風險。例如當年 SARS 事件, 使一直招生狀況非常好的護理科, 註冊人數急減, 面

對極大的恐慌, 但幾年後即恢復招生狀況, 若當時也以短期間的新生註冊率為標準, 現在護

理人員恐會大量不足。若貿然實施本辦法, 對本校反將產生重大危機： 

(1) 現有師生(特別是新進教師及低年級學生)對自己所屬系所之存廢產生不安全感與無力

感, 被廢除研究所的科系將被視為無發展的科系, 本校之研究表現已不夠強, 在廢除

研究所的情況下, 研究績效更如雪上加霜, 學校將留不住優秀教師, 在學學生則將有

可能爆發轉學潮(考量志趣與專長, 他們不會只進行轉系, 而會轉入他校)。 

(2) 將影響畢業校友對系所與學校的歸屬感與向心力, 因不知何時自己的母系或研究所

會消失, 若再經媒體報導,情何以堪, 一但對系所的歸屬感消失, 更遑論對學校的感情

及回饋。 

(3) 對想進入東吳就讀的高中生及他們的家長來說, 亦會擔心系所消失之可能性,將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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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進入本校就讀的意願, 而這個影響可能是全面的, 即使具競爭力的系所也可能會

遭池魚之殃。 

然為因應大環境的巨大變化, 學校調整機制的存在實屬必要, 但需各方取得平衡, 故建議先

採取減招方式以紓緩新生註冊率偏低的危機, 待減至一定比例或名額後(例如碩士班六到八

名), 則先啟動輔導機制, 謀求改善的方式與可能, 如果三年後仍未見改善, 方才啟動調整機

制。這樣的規劃, 一來可降低系所因突發事件所產生的衝擊, 讓系所及系友有因應的時間與空

間, 可以努力來改善招生不足的困境, 共謀出路; 再來亦可考量學校的發展, 使具競爭力的

系所可以穩定發展, 不致因學生快速擴張, 短期內又不易聘得優秀教師, 使生師比無法符合

教育部的規定, 影響學校的長遠未來; 三來避免東吳貿然廢除系所引起之負面新聞影響校

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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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東吳大學學雜費暨學生宿舍住宿費分期付款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四  條    辦理流程： 

一、至德育中心

網 頁 下 載 申 請

表，並經家長簽

章、導師晤談及

系主任簽章； 

二、將申請表及

應繳文件送至德

育中心審查； 

三、德育中心依

據同學繳交文件

進行審查，必要

時得再進行晤談

或家庭訪問。 

第  四  條    辦理流程： 

一、至生活輔導組

網 頁 下 載 申 請

表，並經家長簽

章、導師晤談及系

主任簽章； 

二、將申請表及應

繳文件送至生活

輔導組審查； 

三、生活輔導組依

據同學繳交文件

進行審查，必要時

得再進行晤談或

家庭訪問。 

因應 101 學年度本

校行政組織調整及

單位名稱異動，修改

承辦單位「生活輔導

組」為「德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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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3 月 25 日行政會議通過條文 說明 

第七條     
本校置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各一人，分別主持全

校教學與學術行政事務、學生活

動與輔導行政事務、一般行政事

務。  
本校置研究發展長一人，主

持校務發展規劃與評鑑，並負責

推動研究事務與產學合作有關事

務。  
本校置學術交流長一人，主

持國際與兩岸交流合作及境外生

招生宣傳與輔導有關事務。 
本校置社會資源長一人，主

持校友服務與募集社會資源事

務，並負責推動美育教育及畢業

生生涯發展有關事務。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

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由校長聘請

教授兼任；總務長、社會資源長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任期

均為四年，得連任，以兩次為限。 

 

第七條     
本 校 置 教 務 長 、 學 生 事 務

長、總務長各一人，分別主持全

校教學與學術行政事務、學生活

動與輔導行政事務、一般行政事

務。  
本校置研究發展長一人，主

持校務發展規劃與評鑑，並負責

推動研究事務與產學合作有關事

務。  
本校置學術交流長一人，主

持國際與兩岸交流合作、推動華

語文教育及境外生之招生宣傳與

輔導有關事務。 
本校置社會資源長一人，主

持校友服務與募集社會資源事

務，並負責推動美育教育及畢業

生生涯發展有關事務。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

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由校長聘請

教授兼任；總務長、社會資源長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任期

均為四年，得連任，以兩次為限。

配合華語教學中心改組

為一級行政單位，調整

學術交流長之職掌。 

第十三條之二 
本校設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

事務處，由學術交流長主持；下

設國際事務中心、兩岸事務中

心，各置主任一人，由學術交流

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

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三條之二 
本校設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

事務處，由學術交流長主持；下

設國際事務中心、兩岸事務中

心、華語教學中心，各置主任一

人，由學術交流長提請校長聘請

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

之職員擔任。 

配合華語教學中心改組

為一級行政單位，刪除

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

務處下設華語教學中心

之規定。 

第十九條之一 

本校設華語教學中心，置中

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師兼任，負責開設外籍生

第九條之二 
人文社會學院及外國語文學

院得合設華語教學中心，開設外

籍生之華語課程，其組織及運作

辦法另定之。 

將華語教學中心改組為

一級行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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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課程及辦理華語文師資培訓

課程。 

 

第二十六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

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

師代表、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

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

各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

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學資

源中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主

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體育

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

任、語言教學中心主任、職員代

表、軍護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組

織之。……… 

 

第二十六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

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

師代表、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

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

各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

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學資

源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

任、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

校牧室主任、語言教學中心主

任、職員代表、軍護人員代表及

學生代表組織之。……… 

 

配合華語教學中心改組

為一級行政單位，增列

該中心主任為校務會議

之當然代表。 

第二十八條     
本校設行政會議，以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

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

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室

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

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主任、電

子計算機中心主任、體育室主

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任等

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論本校

重要行政事項。每月開會一至二

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二十八條     
本校設行政會議，以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

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

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室

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

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

室主任等組織之，校長為主席，

討論本校重要行政事項。每月開

會一至二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

會議。 

配合華語教學中心改組

為一級行政單位，增列

該中心主任為行政會議

應出席之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