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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第 20 次(102 年 5 月 6 日)行政會議紀錄 
(101 年 5 月 15 日核定，經 101 學年度第 21 次行政會議確認) 

 
 
時間︰102 年 5 月 6 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 分 

地點：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 

主席︰潘維大校長 

出席︰趙維良副校長、張家銘教務長、邱永和研發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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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行主任、何煒華主任、 

劉義群主任、劉宗哲主任、陳啟峰主任 

請假：鄭冠宇學務長、王淑芳總務長 

列席︰英文系孫克強主任、化學系呂世伊主任、心理系朱錦鳳主任、EMBA 詹乾隆主任、 

王玉梅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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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一、今年暑假本校學生餐廳整修，將影響暑期高中營隊學生用餐，請各學系儘早規

劃因應方案。 

 朱啟平院長（招商小組委員）：據說總務處已表示要統一代訂便當 (事後經總

務處確認指示) 。 

  社資處： 

  一、有關「校園導覽 APP」案，本處已向校友廠商提出需求計劃書，目前正持續進

行中；而「東吳校友 APP」案，社資長已和郭豐州老師聯繫，初步瞭解預算需

求和相關細節。 

  人文社會學院： 

  一、師資培育中心上星期招生，全校共 140 位同學申請。 

  秘書室： 

  一、報告Ｈ7Ｎ9疫情發展現況及本校防疫措施，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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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東吳簡介將於 7月發行新版，秘書室本週將發函予各單位，請各單位提供並更

新資料。 

  人事室： 

  一、報告本校設立公司經營教材教具之研發或經營旅行社之可能性，詳如附件。 

 校長指示： 

一、請理學院或物理系成立一個內部單位（組織），邀集相關教師，研發教材

教具，除透過目前校內紀念品銷售管道銷售外，亦創新發展新的銷售管道，

相關商務運作請商學院詹院長協助。 

二、有關成立旅行社事宜，社資處與熱心校友已成立東吳 1 號基金，未來希望

這些校友能投資成立旅行社，本校旅遊業務全部由該旅行社承作，但旅行

社組織章程中必須明訂回饋東吳的金額比率，請社資長積極與校友聯絡，

促成本案。 

 

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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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2 次會議(102.04.26)審查通過，會議紀錄(稿)請詳

附件 1。 

二、本案計 4 份校級交流協議書，分別為「荷蘭葛洛寧恩漢斯應用科

技大學」、大陸「北京交通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及「華中師範

大學」。檢附各校協議內容及簡介，請詳附件 2 至 5。 

決議：通過。 

 

第二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學生交流(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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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2 次會議(102.04.26)審查通過，會議紀錄(稿)請詳

附件 1。 

二、本案計 3 份協議，分別為「荷蘭葛洛寧恩漢斯應用科技大學」、大

陸「北京交通大學」及「上海財經大學」。檢附該校協議內容及簡

介，請詳附件 1-3。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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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依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102年4月12日東職工申字第1029700007號函辦

理。 

二、茲因「東吳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之法規名稱在形式上

僅規範「組織」性質，因此進入實質作業時，存在諸多疑慮與扞格，

徒增議事時間，建請參照「東吳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

要點」，修訂前揭辦法名稱，並調整第一、七、九、十條等條文有文

意不清易造成混淆部分，以為作業依據。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東吳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原

條文，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第一、七、九、十一條條文，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捌、臨時動議 

    案由：鼓勵本校跨領域學程申請教育部補助經費評估案，請  討論。 

提案人：張教務長家銘 

說明： 

一、教育部為鼓勵各校開設跨領域學位學程及學分學程，特訂定「教育

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跨領域學位學程及學分學程要點」（附件一）。 

二、本校多數跨領域學程修讀完成率不高（請參附件二）。為提高學生申

請、修畢各學程意願，學程之發展如能符合國家發展政策，將更有

利學生未來就業。 

三、參酌「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跨領域學位學程及學分學程要點」

後發現，本校各跨領域學程之課程與該要點中欲補助條件範圍實有

出入，但於課程調整後或可提出申請，建議申請項目彙整如附件。 

決議：通過，請本校八個學分學程提出計畫，由教務長選定三個計畫，向

教育部提出申請補助經費。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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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校安中心）報告資料： 

一、依據教育部 102 年 5 月 1 日臺教文(二)字第 1020060834D 號函示「因應 H7N9 流感

疫情注意事項」，教職員生前往境外流感病例發生地區，進行交流活動、旅遊時，

行前應先向本校校安中心（防疫應變指揮組）或教育部防疫小組登錄。交流活動

期間，應注意個人衛生，落實各項防治措施；如境外地區疫情升高，應即返國。

返國後 10 日內，須自主健康管理，若有疑似 H7N9 流感症狀，應即刻就醫，並實

施通報。 

請國際與兩岸交流事務處、學務處、人事室及各院、系，協助掌握往返兩岸學術

活動之師生，並關懷其健康狀況。 

二、目前疫情為第 3 級（病毒尚未發生人傳人及持續性社區流行），如疫情進展到第 4

級（病毒能人傳人，並發生持續性社區流行），應對相關場所（例如：教室、辦

公室、餐廳、集會場所等），及經常性接觸之物品表面（例如：鍵盤、課桌椅、

門把、教具等），使用酒精或漂白水進行消毒作業；若使用消毒劑時，人員須注

意適當防護。 

請總務處、電算中心、教務處等主要單位預作規劃及準備。 

三、中國大陸於 3 月 31 日起陸續公布人類感染 H7N9 禽流感病毒病例，截至 5 月 2 日

共確認 127 例（26 例死亡），疫情流行地區為上海市 、江蘇省、浙江省、安徽省、

北京市、河南省、山東省、江西省、福建省、湖南省。 

四、國內於 4月 24 日出現首例境外移入 H7N9 流感確定病例，截至 5 月 2 日累計共 281

例通報疑似病例，其中 1 例確定病例，13 例檢驗中，餘均排除 H7N9 感染。 

五、以上之疫情注意事項及作業原則，校安中心已函送各一、二級單位，請詳閱並配

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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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報告資料 

 
私立學校設立附屬機構之相關規定 

私立學校屬財團法人，財團法人係以捐助之財產為達成一定公益目的而設立，為

單純之財產組合，與以人為組合之社團法人（包含營利社團及公益社團）不同。財團

法人投資設立公司，等同於由財團法人透過公司形式營利，所有盈虧歸屬於財團法人，

不僅影響財團法人財務之穩定，亦違背財團法人之公益本質，並與法律所區分財團法

人與社團法人之宗旨不合。故目前私立學校應該不能設立公司從事營利行為。（請參考

附件一） 

私立學校為充實學校財源，除設立公司之考量外，得以設立附屬機構方式為之。

依私立學校法第 50 條規定（附件二），「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為增進教學效果，並充

實學校財源，於訂定章則報經學校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得設立與教

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之附屬機構。」 

教育部為審查私立學校申請設立附屬機構，於 100 年 1 月 18 日公布實施「教育部

審核私立學校申請設立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附屬機構或辦理相關事業作業要

點」（附件三），各私立學如欲申請設立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之附屬

機構，應經學校校務會議、董事會議通過，並檢具籌設計畫書、校務會議紀錄、董事

會議紀錄、經會計師簽證之學校查核報告、財務報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報教育部審議。

審議通過後再報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其中籌設計畫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設立附屬機構計畫之目的。 

（二）設立附屬機構方式及所涉之法令。 

（三）附屬機構設立、管理及監督章則。 

（四）附屬機構財務及人事規劃。 

（五）附屬機構設立期程及應辦理事項。 

（六）附屬機構有助於學校運作之影響說明。 

（七）附屬機構增進教學效果之預期效益。 

（八）附屬機構盈餘用於改善學校師資、充實設備與撥充學校基金之計畫及預期效益。 

（九）學校財團法人對於附屬機構業務及財務之監督計畫。 

（十）附屬機構擬存續期間及其停辦後續應處理事項。 

（十一）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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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行政院相關解釋 

財團法人投資設立公司以營利，與其以公益為目的之本質相抵觸 

行政院 73 年 5 月 2 日台(73)經宇第 6807 號函 

一、財團法人乃以捐助之財產為達成一定公益目的而賦予人格之目的財產，乃單純之

財產組合，與尚以人為組合之社團(包括營利社團及公益社團)有別，與日本「公

團」、韓國「公社」之性質，亦截然不同。財團法人投資設立公司，由財團法人

之代表經營公司業務，所有盈虧則歸屬於財團法人，實即由財團法人透過公司形

式營利，不僅與財團法人之本質有違，且與法律所區分財團法人與社團法人之旨

亦屬不合。 

二、財團法人因係以公益為目的，故其收入許予免稅，惟稅法所以許其基金及各項收

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於金融機構或購買公債、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

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公營專業銀行發行之

金融債券及經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上市之第一類股票、公司債，乃屬保存其財產許

為之保值行為。財團法人投資設立公司以營利，既與財團法人以公益為目的相牴

觸，自非財團法人所得為。 

三、從財團法人之社會功能而言，若財團法人得投資設立公司，則現有之私立學校、

屬於財團法人之醫院等，將均可投資設立公司以營利，所有經營上之風險均由各

該私立學校及醫院等擔負，其結果勢必影響學校、醫院等財務之穩定，進而形成

教育、醫療等設施，導致種種之社會問題，自非許由財團法人辦理教育事業及醫

療等業務所應有之現象。 

四、就本案涉之財團法人而言，「經濟部許可設立之財團法人監督規則」第 6 條：「捐

助章程已訂明，財團法人之財產得投資於相關連之事業者，在投資前，應先申報

本部核定。」所稱之「得投資於相關連之事業」，應係投資於已成立之相關連之

事業，而非投資創設新的事業。其捐助章程所定設立目的在「承辦電力、水利、

都市建設及一般土木工程等計劃之研究、規劃、勘測、設計、檢驗及施工監督管

理等事項，以配合國家經濟發展及對外技術輸出」，要無投資設立公司以營利之

意。是其將財產移轉於國外以設立公司，顯已超出該捐助章程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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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私立學校法第 50 條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為增進教學效果，並充實學校財源，於訂定章則報經學校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得設立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之附

屬機構；其以投資方式、依法接受政府機關、民營企業或私人委託、合作經營或其他法

定方式，辦理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事業者，亦同。 

前項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之財務，應與學校之財務嚴格劃分，其盈餘應用於改善師

資、充實設備及撥充學校基金，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學校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以任何

方式對特定之人給予特殊利益；停辦時所賸餘之財產，應歸屬於學校法人。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不得影響學校正常運作；其業務與財務

仍應受學校法人之監督。 

 
 

附件三：教育部審核私立學校申請設立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

相關附屬機構或辦理相關事業作業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審查私立學校（以下簡稱學校）申請辦理私立學校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五十條規定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學校，指依本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以本部為主管機關之學校。 

三、學校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設立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

之附屬機構，應經學校校務會議、董事會議通過，並檢具籌設計畫書、校務會議紀

錄、董事會議紀錄、經會計師簽證之學校查核報告、財務報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報

本部審議。 

前項申請設立附屬機構籌設計畫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設立附屬機構計畫之目的。 

（二）設立附屬機構方式及所涉之法令。 

（三）附屬機構設立、管理及監督章則。 

（四）附屬機構財務及人事規劃。 

（五）附屬機構設立期程及應辦理事項。 

（六）附屬機構有助於學校運作之影響說明。 

（七）附屬機構增進教學效果之預期效益。 

（八）附屬機構盈餘用於改善學校師資、充實設備與撥充學校基金之計畫及預期效

益。 

（九）學校財團法人對於附屬機構業務及財務之監督計畫。 

（十）附屬機構擬存續期間及其停辦後續應處理事項。 

（十一）其他相關事項。 

四、學校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以投資方式、依法接受政府機關、民營企業或私

人委託、合作經營或其他法定方式，辦理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事

業，應經學校校務會議、董事會議通過，並檢具籌設計畫書、校務會議紀錄、董事

會議紀錄、經會計師簽證之學校查核報告、財務報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報本部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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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申請辦理相關事業籌設計畫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辦理相關事業計畫之目的。 

（二）辦理相關事業之方式及所涉之法令。 

（三）相關事業財務及人事規劃。 

（四）相關事業合作契約草案。 

（五）因相關事業合作而產生之智慧財產或成果歸屬事宜。 

（六）學校管理及監督相關事業章則。 

（七）相關事業辦理期程及應辦理事項。 

（八）相關事業有助於學校運作之影響說明。 

（九）相關事業增進教學效果之預期效益。 

（十）相關事業盈餘用於改善學校師資、充實設備與撥充學校基金之計畫及預期效

益。 

（十一）學校財團法人對於相關事業業務及財務之監督計畫。 

（十二）其他相關事項。 

五、學校未經本部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前，擅自設立本法第五十條第一項所定附屬

機構或辦理同項所定相關事業者，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五十五條、第八十條及相

關法令規定處理。 

六、第三點第二項第三款、第九款及第四點第二項第六款、第十一款所定管理、監督章

則及計畫，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之會計制度、內部控制制度及稽核作

業規章辦理。 

七、第三點第二項第四款及第四點第二項第三款所定財務規劃，應載明需求經費及財源

籌措方式，並應符合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及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

制度實施辦法第五條及第十五條規定。 

八、本部依第三點、第四點規定審查籌設計畫時，得徵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機關、

學者專家之意見，並應給予學校陳述意見之機會。 

九、本部審查學校申請籌設計畫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駁回其申請： 

（一）未經核准逕行辦理本法第五十條第一項所定附屬機構或辦理同項所定相關事

業，其事後補提出申請。 

（二）依第三點、第四點規定所提資料及相關證明文件，不符本要點或相關法令規

定，經本部命學校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不完全。 

（三）依第三點、第四點規定提出申請後，於本部核准前，學校財團法人或學校有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七十條至第七十二條所定情事之一。 

（四）擬籌設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無關增進學校教學效果及充實學校財源。 

十、本部於核准學校之申請後，發現其申請資料、相關證明文件有偽造、變造、虛偽不

實或違反法令情事，得撤銷原核准處分，並公告之，同時副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相關機關。 

十一、其他各級各類學校之主管機關，於受理管轄之各該學校提出申請時，得參考本要

點之規定，以為准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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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二 
 

Format 1: General format MOU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Hanzehogeschool Groningen/ 

Hanz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roningen 

(hereafter Hanze UAS)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hereafter SU) 

 

 

1. The purpose of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s to further develop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Hanze UAS and SU in the following fields:  

   

 Business Studies 

 

2. The agreement to cooperate implies that both institutions will provide each other insight 

into their systems of 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   

 

3. The terms of the co-operation in the various fields are laid down in the appendixes of 

this Memorandum.  

 

4.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ll come into effect immediately after both 

partners have signed it and shall remain in force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after which it 

shall be subject to evaluation. 

 

5. The following signatures are affixed as acknowledgement and notification of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Hanz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ron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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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Drs. H.J. Pijlman 

Function: 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Board 

Dat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Name: 

Function: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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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三 

 

東吳大學與北京交通大學學術合作交流協議書 

 
 

為增進兩岸民間相互瞭解，東吳大學與北京交通大學共同推展教育及

學術研究合作計畫，經雙方商討而達成以下協議： 

 

一、 鼓勵雙方教師、系所及研究單位進行學術交流與合作。 

二、 相互邀請研究人員、教學人員及學生從事學術訪問、講學和研習活

動。 

三、 聯合舉辦學術研討會及其它與專業學術相關之會議。 

四、 在安全範圍內相互交流學術論文與科技資訊。 

五、 相互協助推動與對方產業界及其他部門的合作計畫。 

 

  上述實施細節將由雙方依據特定專案、年度預算及資金運用而定。每

年一月底前，雙方協商確定下個學年度之交流計畫與合作事宜。 

 

  本協議書經雙方代表簽署後生效，一式兩份，雙方各執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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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提前六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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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維大   教授     
  

          

 

北京交通大學 校長 

寧 濱    教授 

 
          

 

 

 

 

 

西元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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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与东吴大学学术合作交流协议书 
 

 

为增进两岸民间相互了解，北京交通大学与东吴大学共同推展教育及

学术研究合作计划，经双方商讨而达成以下协议： 
 

一、 鼓励双方教师、系所及研究单位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二、 相互邀请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及学生从事学术访问、讲学和研习活

动。 

三、 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及其它与专业学术相关之会议。 

四、 在安全范围内相互交流学术论文与科技信息。 

五、 相互协助推动与对方产业界及其它部门的合作计划。 
 

  上述实施细节将由双方依据特定项目、年度预算及资金运用而定。每

年一月底前，双方协商确定下个学年度之交流计划与合作事宜。 
 

  本协议书经双方代表签署后生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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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须提前六个月以书面通知对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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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交通大学 校长 

宁 滨    教授 
 
          

 

东吴大学 校长   

潘维大   教授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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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四 

 

 
 
 
 
 
 

東吳大學與上海財經大學學術交流協議書 
 

為促進兩校間交流與合作，本著平等互利原則，經友好協商，東吳大學與上海財經大學

同意建立兩校間交流與合作關係，內容如下： 

 

一、兩校鼓勵在雙方共同感興趣的領域進行交流與合作，包括： 
1、學者及管理人員的交流 
2、學生的交換與交流 
3、合作科研 
4、雙方互為邀請出席研討會和聯合舉辦學術會議 
5、學術資料和其他資訊的交流 
6、雙方協商同意進行的其他合作項目 

 
二、交流與合作根據下列原則進行： 

1、兩校對師生間的學術交流與合作活動應提供便利條件。 
2、兩校各自指定具體機構負責聯絡與協調工作。 
3、經協商同意的具體合作項目，雙方可在達成一致意見之後另行簽

訂有關實施細節的協議。 
 
三、本諒解備忘錄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年。期滿時，如雙方

沒有異議，有效期自行順延五年。任何一方有權提出終止，但須提前

六個月書面通知對方。 
 
四、本諒解備忘錄有繁體中文、簡體中文兩個文本，具有同等效力。 
 
 

東吳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日期：     年    月    日 

上海財經大學 校長 
樊麗明    教授 
 
          
 
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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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与东吴大学学术交流协议书 

 
为促进两校间交流与合作，本着平等互利原则，经友好协商，上海财经大学与东吴大学

同意建立两校间交流与合作关系，内容如下： 

 

一、两校鼓励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交流与合作，包括： 
1、学者及管理人员的交流 
2、学生的交换与交流 
3、合作科研 
4、双方互为邀请出席研讨会和联合举办学术会议 
5、学术数据和其它信息的交流 
6、双方协商同意进行的其它合作项目 

 
二、交流与合作根据下列原则进行： 

1、两校对师生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应提供便利条件。 
2、两校各自指定具体机构负责联络与协调工作。 
3、经协商同意的具体合作项目，双方可在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另行签

订有关实施细节的协议。 
 
三、本谅解备忘录经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满时，如双方

没有异议，有效期自行顺延五年。任何一方有权提出终止，但须提前

六个月书面通知对方。 
 
四、本谅解备忘录有繁体中文、简体中文两个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上海财经大学 校长 
樊丽明    教授 
 
          
 
日期：     年    月    日 
 

东吴大学 校长   
潘维大   教授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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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五 

 

 
 

東吳大學與華中師範大學學術交流協議書 
 

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合作，經友好協商於平等互惠原則下，東吳大學與華中師範

大學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協議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交換與互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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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與學者互訪之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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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中師範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楊宗凱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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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師範大學與東吳大學學學術交流協議書 
 

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合作，經友好協商於平等互惠原則下，華中師範大學與東吳

大學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協議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交換與互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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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與學者互訪之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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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中師範大學  校長                                   東吳大學  校長   

楊宗凱    教授                                       潘維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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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一 

AGREEMENT 

 

Between  

 

Hanzehogeschool Groningen/ 

Hanz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roningen, 

Groningen, the Netherlands 

(hereafter: HG)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hereafter: SU) 

 

 

HG and SU agree to co-operate upon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t in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and staff between the following departments/schools: 

 

HG:  

And 

SU:  

 

1. Defini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shall apply: 

 

host institution the institution receiving students and/or staff 

home institution the institution sending students and/or staff 

exchange student a stud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fee-paying student a student enroll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for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a degree, outside any of the 

 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staff (member) an employee participating in any form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2. Activities 

2.1.  Student exchange 

a) Each year HG and SU will agree upo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o be exchanged in the 

following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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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home institution will screen applications from its students and recommend students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invitation. The host institution must be notified of the 

recommendation at least four months prior to the intended commencement date of the 

exchange period.  

c) Each exchange student will register and pay tuition fees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gistered as such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the agreed period 

of study, and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not charge the exchange student any tuition fees for 

that period.  

d) Exchange students who wish to obtain a degree at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have to seek 

admittance to the degree programme in question and will have to register as fee-paying 

students. They will be charged the set tuition fees. 

e) Upon completion of their exchange period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the home institution with transcripts of the academic results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nd a certificate. 

f) While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exchange students will take courses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ir home institution’s academic advisors. A learning agreement will be drawn up, 

containing the details of the student’s study programme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learning agreement is drawn up and signed by the three parties involved (student, home 

institution, host institution)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exchange period.  

g)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evaluate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all exchange students 

using the same criteria used for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programme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h) In the event there is an academic appeal by the exchange student, while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programme, the academic appeal proces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apply. 

i)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make available to the exchange students those student services 

generally available to all students enrolled in its study programmes during the period of 

study under the exchange programme. 

j) Prior to departure from the home country, the home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the exchange 

student with a detailed briefing on the host institution and the host country.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the home institution with the material necessary to provide such a 

briefing. 

k) Exchange stud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securing their own accommodation. However,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incoming exchange students with assistance in making 

accommodation arrangements for the exchange period, provided all application 

procedures are fulfilled. 

l) While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programme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exchange 

student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 of travel expenses to and from the host country, 

accommodation in the host country, all books, equipment, consumables, hospitalization, 

health insurance, and other incidental expenses. The host institution bears no 

responsibility for providing funds to an exchange student for any purpose. 

m) Purchase of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through an insurance plan administer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may be a requirement for exchange students.  

2.2.  Staff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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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o welcome visiting staff members from the other institution and try to 

motivate their staff to participate in staff exchanges. 

a) The number, timing and duration of staff exchanges may vary, according to the  

 needs and wishes of the schools/departments involved.  

b) Reasonable efforts shall be made to exchange equal numbers of staff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c) The host institution shall not bear any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for visiting staff,  

 except as may be arranged and explicitly documented for specific cases. 

d) The host institution shall create adequate working conditions for visiting staff 

 members and shall assist, where needed, in finding suitable accommodation  

 and handling immigration formalities. 

 

3. Coordination 

Each institution shall appoint a coordinator for this Agreement and keep the other 

university informed of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at person. 

 

4. Duration of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ffective for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signed and is to be 

renewed for a further five year period automatically unless one of the partners gives notice 

of termination not later than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e agreement.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at any time subject to mutual written agreement by both 

parties. 

 

5. Signatures 

The following signatures are affixed as acknowledgement and notification of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Hanzehogeschool Groningen/Hanz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roningen,  

 

 

 

Name: Drs. H.J. Pijlman 

Function: 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Board 

Dat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Name:  

Function: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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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二 

東吳大學與北京交通大學－學生交流協議書 

 
東吳大學與北京交通大學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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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京交通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寧  濱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 22 - 
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第 20 次(102.5.6)行政會議紀錄 

北京交通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流协议书 

 

北京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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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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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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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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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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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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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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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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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交通大學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寧  濱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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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三 

 

 
 

 
 

 
 

東吳大學與上海財經大學  
學生交換協議  

 
東吳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同意在互利互惠的原則上開展學生交換項目。 

 
一、目的 

本協議旨在促進學生全面的尤其是在國際視野和文化認知方面的發

展。 

 
二、學生交換 

1、交換生名額：每學年交換 2 名學生，學習時間為一學期/1 人。 

2、入選要求：交換生必須是派出學校註冊在校生，必須符合接收學

校的入選要求。交換生由派出學校選拔，接收學校保留最終錄取

權。 

3、學分互認：派出學校認可學生在接收學校取得的學分。交換期滿

後，接收學校向派出學校提供交換生的正式成績單。學分互認的

有關問題最終由派出學校決定。 

4、費用安排：交換期間，交換生仍為派出學校註冊全日制學生，並

向派出學校正常繳納學費，無需向接收學校繳納學費。但交換生

應自行承擔生活費、交通費、住宿費、境外保險費和其他雜費。 

5、指導與協助：雙方為交換生提供交換學生所能獲得的協助，包括

入學指導、簽注諮詢、學術指導、住宿安排和其他支援性服務。

各校根據現行法律，簽發合適有效文件並協助交換生辦理簽注手

續。交換生應及時辦理並獲得適合其身份的簽注。 

6、交換生的權利和義務：交換生須遵守接收學校的校規校紀，同時

享有接收學校全日制學生享有的學術資源和相關服務。參加交換

的學生的身份為交換生，不具備在接收學校註冊入學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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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期、修訂、終止和續簽 

1、本協定有簡體中文、繁體中文兩個文本，均在簽署後立即生效，

並具有相同效力。本協定自簽署之日起五年內有效，如雙方在協

議期間未提出異議，到期後將自動延續，有效期仍為五年。 

2、協議期內雙方應保持交換學生的總數最終相等。 

3、對本協議的修改需經雙方書面同意方能進行。 

4、任何一方要終止本協議必須提前六個月以書面形式通知對方。該

終止不影響雙方繼續履行在此之前同意但尚未完成的義務。 
 
 

 
東吳大學  校長 
 

上海財經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樊麗明        教授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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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財 經 大 学 与 東 吳 大 学  
学 生 交 换 协 议  

 
上海財經大学和東吳大学同意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上开展学生交换项目。 

 
一、目的 

本协议旨在促进学生全面的尤其是在国际视野和文化认知方面的发

展。 

 
二、学生交换 

1、交换生名额：每学年交换 2 名学生，学习时间为一学期 1 人。 

2、入选要求：交换生必须是派出学校注册在校生，必须符合接收学

校的入选要求。交换生由派出学校选拔，接收学校保留最终录取

权。 

3、学分互认：派出学校认可学生在接收学校取得的学分。交换期满

后，接收学校向派出学校提供交换生的正式成绩单。学分互认的

有关问题最终由派出学校决定。 

4、费用安排：交换期间，交换生仍为派出学校注册全日制学生，并

向派出学校正常缴纳学费，无需向接收学校缴纳学费。但交换生

应自行承担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境外保险费和其它杂费。 

5、指导与协助：双方为交换生提供交换学生所能获得的协助，包括

入学指导、签注咨询、学术指导、住宿安排和其它支持性服务。

各校根据现行法律，签发合适有效文件并协助交换生办理签注手

续。交换生应及时办理并获得适合其身份的签注。 

6、交换生的权利和义务：交换生须遵守接收学校的校规校纪，同时

享有接收学校全日制学生享有的学术资源和相关服务。参加交换

的学生的身份为交换生，不具备在接收学校注册入学的资格。 

 
三、有效期、修订、终止和续签 

1、本协定有简体中文、繁体中文两个文本，均在签署后立即生效，



- 27 - 
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第 20 次(102.5.6)行政會議紀錄 

并具有相同效力。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五年内有效，如双方在协

议期间未提出异议，到期后将自动延续，有效期仍为五年。 

2、协议期内双方应保持交换学生的总数最终相等。 

 

 
3、对本协议的修改需经双方书面同意方能进行。 

4、任何一方要终止本协议必须提前六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该

终止不影响双方继续履行在此之前同意但尚未完成的义务。 

 
 
 
 
 

 
上海财经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樊丽明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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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東吳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建議修訂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建議修訂說明 

法規名稱： 

東吳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設置及評議辦法 

法規名稱： 

東吳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設置辦法 

原辦法名稱僅就「組

織」訂定，並未納入相

關評議程序。建請參照

「東吳大學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要點」，修訂法規名

稱，以為作業依據。 

第一條 

本辦法依東吳大學組織規程第

三十四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章程依東吳大學組織規程第

三十四條之規定訂定之。 

修改部分文字 

第七條  

    申評會收到申訴職工提出

之申訴書後，應於七日內，由申

評會召集人訂期召開申評會，決

定是否受理。 

申評會確定受理申訴案後，至遲

於評議期日前七日以書面通知

申訴職工及其他相關人員列席。 

    申評會收到申訴職工提出

之申訴書後，應於六十日內作成

評議書。 

第七條 

    申評會收到申訴職工提出

之申訴書後，應於七日內，由申

評會召集人訂期召開申評會，決

定是否受理，並至遲於評議期日

前七日以書面通知各評議委

員、申訴職工、關係人與必要之

證人出席，並邀請本校之相關主

管列席。 

    申評會收到申訴職工提出

之申訴書後，應於六十日內作成

評議書。 

明訂申評會執行程序。

第九條 

    申訴職工接獲申評會之通

知列席會議時，得委請本校教職

工或法律專業人員一人陪同，協

助說明或答辯。 

第九條 

    申訴職工得委請本校教職

工或法律專業人員一人陪同參

加評議，協助說明或答辯。 

1.釐清申訴職工對列

席評議委員會議時間

之認知。 

2.申訴職工是否應列

席評議會議，由申評會

議決，俾建立彈性裁量

空間。 

第 十一 條 

  申訴職工於申訴事件開始

評議前或評議期間，有具體事

實，足認評議委員執行職務有偏

頗之虞者，得向申評會聲請該評

第 十一 條 

  申訴職工於申訴事件開始

評議前或評議期間，有具體事

實，足認評議委員執行職務有偏

頗之虞者，得向申評會聲請該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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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委員迴避。 議委員迴避。評議委員迴避之聲

請，由申評會中未被聲請迴避之

評議委員決議應否迴避。經決議

應予迴避之評議委員，不得參與

該事件之評議。 

評議委員對申請事件有利害關

係情形，應自行迴避，不參與該

事件之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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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附件一 

法規名稱：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跨領域學位學程及學分學程要點 ( 民國 99 

年 05 月 20 日 修正 ) 
一、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各大學校院因應產業及社會需求，開設跨領
域學位學程及學分學程，培養跨領域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國內各公私立大學校院（以下簡稱各校）。 
三、經費補助範圍及額度： 
（一）補助範圍：本要點補助之經費，第一年申請者，以資本門百分之四十及經常門百
分之六十編列為限；曾獲本要點補助再申請者，以資本門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經
常門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合計編列百分之百為原則，其補助項目如下： 
1.經常門： 
（1）產學合作等行政機能之建置。 
（2）增開課程所必要增聘客座教師及兼任教師之薪資。 
（3）教師專業成長及課程開發所需經費。 
（4）學生進行實習所需之經費。 
（5）其他組織調整或系所整合所必要之經費。 
（6）辦理全國跨校性之跨領域學位學程或學分學程工作坊或研討活動等所需之經費。 
2.資本門： 
（1）教學及研究設備。 
（2）電腦軟體、硬體設備及網路設施之改善。 
（3）教學及研究圖書媒體資料之充實。 
（4）各項教學儀器設備之更新。 
（5）教學環境設施之改善。 
（6）其他亟需之行政設備。 
（二）補助額度： 
1.學位學程最高以補助新臺幣二百萬元為限。 
2.學分學程最高以補助新臺幣五十萬元為限。 
3.同一學位學程或學分學程前已依本要點規定獲補助者，學位學程最高 
以補助新臺幣一百萬元為限；學分學程最高以補助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為限。 
四、申請條件： 
（一）學位學程應符合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所定增設條件及師資質量基
準。 
（二）申請學程於同一學年度未獲本部其他相關補助。 
（三）申請補助者應為設立一年以上，或符合下列國家政策發展方向之跨領域學位學程
或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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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大新興產業：健康醫療照護、文化創意、綠色能源、生物科技、觀光旅遊及精緻農
業等。 
2.其他政策發展方向：海洋法政、科技管理服務、華語文教學研究、臺灣與亞太區域研
究、婦女研究與性別平等研究及新住民家庭經營等。 
（四）非屬國家政策發展方向之跨領域學程，其課程設計應跨二個以上學院。 
（五）申請補助設立一年以上學位學程者，學校配合款至少為補助經費之百分之五十；
申請學分學程或符合國家政策發展方向之學位學程，學校配合款至少為補助經費之百分
之二十。 
五、執行期間：補助經費執行期程為當年八月一日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 
六、申請作業： 
（一）受理時間：各校應依本部公告時間，向本部申請補助當學年度八月一日起執行之
跨領域學位學程或學分學程。 
（二）申請案數：各校申請碩士以上學位學程不限案數；學士學位學程及學士以上學分
學程至多三案。 
（三）申請資料：各校應審慎評估執行力並審酌經費收支概算，備函逕送或層轉本部，
未依規定辦理或資料未完備者，本部得不予受理。各校提出申請時，應繳附下列資料一
式五份： 
1.申請表。 
2.經費申請表：總經費應包括申請補助經費及學校配合款等二部分，其中補助經費包括
經常門及資本門，經費編列應以改進教學為優先。主持人等人事費及出國費應以學校配
合款支應。 
3.執行計畫書或提升品質計畫書：新設之跨領域學位學程或學分學程，應提具執行計畫
書；設立一年以上之跨領域學位學程或學分學程，應提具提升品質計畫書（均包括計畫
目的、參與單位、執行期間、工作內容、預定進度、師資規劃、課程架構、整體課程改
革之具體計畫、支援措施、預期效益、經費預算表及成果效益（新設者免填）等）。 
4.歷年辦理成果：已依本要點獲補助者再申請之學位學程及學分學程，應另檢具歷年辦
理成果（新設者免附）。 
5.其他有助審核之文件或資料。 
七、審查作業：由本部聘請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就申請學校之下列項目予以審查後，
決定補助與否及額度，並將審查結果通知申請學校。審查作業以受理申請截止日起二個
月內完成為原則： 
（一）課程： 
1.提供學習地圖，輔導學生選課修讀。 
2.建立完善之跨領域課程設計及整合機制。 
3.具備前瞻性與多元性之課程內容及教材教法。 
4.切合學程設立宗旨、教育目標、產業或社會需求之課程架構及內容。 
（二）學生能力： 
1.建立學程欲培養之學生跨領域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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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行學生成效追蹤，並提供學生學習及就業輔導服務。 
（三）師資： 
1.具備與所開設跨領域課程符應之教師專業能力。 
2.建立明確之教師跨院系所支援機制。 
（四）行政： 
1.具有明確之學程專責單位、組織定位及運作規範。 
2.提供完備之行政支援服務機制。 
3.建置產學合作之行政機能。 
（五）經費： 
1.編列預算之合理性。 
2.提出適當之學校配合款。 
（六）預期效益或辦理成果。 
八、經費請撥及結報：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可至網址： 
http://www.edu.tw/accounting/index.aspx下載）及下列規定辦理： 
（一）請撥：經本部核定補助之各校，應於獲本部函知核定補助後一個月內，檢送正式
領據、計畫書及經費明細表報本部。 
（二）結報：受補助之各校應於次年八月三十一日前，檢送採購明細表、收支結算表及
成果報告（包括辦理情形、效益分析等）各一式三份，備文報本部備查；其相關支出憑
證及驗收紀錄應留存學校，以備審計部查核。 
（三）成果報告：由各校提報書面執行報告，依實際執行情形，檢討計畫執行成效及缺
失，並提出改進措施或建議。成果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1.學生對於課程設計與內容、教師教學、教學資源及輔導機制等面向之滿意度。 
2.招生及學生修讀情形。 
3.行政支援、師資調度及教學資源之到位情形。 
4.綜合自評。 
九、成效考核： 
（一）受補助之各校應於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建置跨領域學位學程專屬網址，並隨時
更新執行進度及成果，俾利本部查核。 
（二）各校辦理完竣後，應辦理跨領域學位學程或學分學程成果發表會或研討會，以分
享辦理過程及經驗交流。 
（三）本部得視實際需要及各校成果報告，至受補助學校實地瞭解辦理成效，並列入是
否續予補助之重要考量。 
十、其它注意事項： 
（一）本部補助經費所採購之設備，應於設備上以標籤註記「教育部補助」字樣，並於
財產帳上列明，備供查核。 
（二）開設學位學程及學分學程已獲本部其他專案補助者，不再予以補助，如經本部發
現有重複補助之情形，應予追繳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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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補助單位經查未依計畫辦理或有違反規定情事者，本部得要求限期改善，並列
入下年度是否續予補助之重要依據，必要時，得要求繳回尚未執行或全部之經費。 
（四）本要點採部分補助，一經核定，本部不再追加補助總體計畫所涉其他費用。 
（五）受補助設置之跨領域學位學程及學分學程，不得任意變更學程名稱，如有特殊原
因，經事先提出展期申請，經本部審查同意者，得延長二個月，未經本部同意即取消學
程之設置或逾期未執行，應繳回全部補助款項並備文說明。 
（六）其他事項依本部相關公告及通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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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附件二 

 

歷年跨領域學程申請/核准/放棄/修畢人數表 

         學年度 

人數別/學程別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申

請 

科技管理學程 50 31 29 18 19 37 90 76 66 48 47 

財務金融學程 37 47 54 56 55 113 116 89 107 121 102 

人權學程 -- -- 42 25 19 31 35 18 4 7 8 

綠色科學與永續發展學程 -- -- -- -- -- 67 34 20 18 15 12 

鑑識科學學程 -- -- -- -- -- -- 41 68 59 22 22 

實用英語學程 -- -- -- -- -- -- -- -- 157 217 133 

創意人文學程 -- -- -- -- -- -- -- -- 325 145 120 

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 -- -- -- -- -- -- -- 47 28 46 

核

准 

科技管理學程 50 31 29 18 19 37 89 75 66 48 41 

財務金融學程 37 47 52 55 55 59 90 88 90 90 90 

人權學程 -- -- 41 25 19 31 35 18 0 7 8 

綠色科學與永續發展學程 -- -- -- -- -- 67 34 20 18 15 12 

鑑識科學學程 -- -- -- -- -- -- 41 68 59 22 22 

實用英語學程 -- -- -- -- -- -- -- -- 155 217 133 

創意人文學程 -- -- -- -- -- -- -- -- 211 100 120 

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 -- -- -- -- -- -- -- 47 28 46 

放

棄 

科技管理學程 13 24 21 10 21 9 14 34 42 43 20 

財務金融學程 6 17 18 22 37 31 21 52 57 60 31 

人權學程 -- -- 3 21 12 6 19 21 17 11 2 

綠色科學與永續發展學程 -- -- -- -- 1 註 21 14 35 23 20 6 

鑑識科學學程 -- -- -- -- -- -- 7 22 40 36 27 

實用英語學程 -- -- -- -- -- -- -- 2 註 28 129 101 

創意人文學程 -- -- -- -- -- -- -- -- 24 57 50 

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 -- -- -- -- -- -- -- 2 17 17 

修

畢 

科技管理學程 0 0 12 9 6 5 11 18 38 21 2 

財務金融學程 0 0 22 26 19 11 24 16 19 12 1 

人權學程 -- -- 1 10 7 2 3 1 2 2 -- 

綠色科學與永續發展學程 -- -- -- -- -- 0 5 3 4 6 -- 

鑑識科學學程 -- -- -- -- -- -- 0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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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英語學程 -- -- -- -- -- -- -- -- 0 14 -- 

創意人文學程 -- -- -- -- -- -- -- -- 0 27 2 

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 -- -- -- -- -- -- -- 0 0 -- 

◎註： 核准於次學年度開始修讀，但於申請核准當學年即又放棄修讀資格。 

◎本表數據統計至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102.3.28）  

 

 

 

臨時動議附件三 

 

建議本校各學分學程可申請項目彙整 

 

教育部補助條件  申請項目  建議本校提出申請之 

學分學程 

國家政策發展方向：六大新興

產業 

健康醫療照護  -- 

文化創意  創意人文學程 

綠色能源  綠色學程 

生物科技   

觀光旅遊  實用英語學程 

精緻農業  -- 

國家政策發展方向：其他政策

發展方向 

海洋法政  -- 

科技管理服務  科技管理學程 

華語文教學研究  -- 

台灣與亞太區域研究   

婦女研究   

性別平等研究   

新住民家庭經營   

非屬國家政策發展方向  課程設計跨二個以上學院  鑑識學程 

人權學程 

財務金融學程 

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