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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2 學年度第 5 次(102 年 10 月 21 日)行政會議紀錄 
(經 102 學年度第 6次行政會議確認) 

 
時間︰102 年 10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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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和研發長、 

姚思遠學術交流長、謝政諭院長、賴錦雀院長、應靜雯院長、洪家殷院長、詹乾隆院長、 

馬嘉應主任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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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晉雄社資長、陳啟峰主任 

列席︰中文系林伯謙主任、歷史系林慈淑主任、哲學系王志輝主任、政治系黃秀端主任、 

社會系吳明燁主任、社工系萬心蕊主任、音樂系孫清吉主任、師培中心李逢堅主任、 

英文系曾泰元主任、日文系陳美玲老師、德文系林愛華主任、語言教學中心陳淑芳主任、 

數學系葉麗娜主任、物理系陳秋民老師、化學系呂世伊主任、微生物系曾惠中主任、 

心理系朱錦鳳主任、經濟系謝智源主任、會計系蘇裕惠主任、企管系賈凱傑主任、 

國貿系陳惠芳主任、財精系白文章主任、資管系郭育政主任、商進班柯瓊鳳主任、 

EMBA 碩士在專班詹乾隆主任、王玉梅專門委員、陳雅蓉專門委員、社資處蔡志賢主任、 

校牧室王美惠組員 

記錄︰莊琬琳秘書 

 
（註：會議前，表揚哲學系蔡政宏副教授獲國科會「102 年度吳大猷先生紀念獎」）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 

 

參、主席致詞 

 

肆、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伍、報告事項 

  一、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情形一案報告，報請  鑒察 

                         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行政會議 102 學年度第 4 次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執行情形，業經本室

箋請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經彙整完峻（如附件）。 

二、本次檢查 4 項，檢查結果 3 項已辦結，擬予銷管。 

     決定：同意 3 項辦結事項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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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副校長： 

1.報告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 

 校長指示： 

1.陸生的學雜費調漲20％，自103學年度起實施。 

2.未來學雜費政策包括學雜費標準及調整，由研究發展處統籌辦理。 

3.招收陸生是本校因應少子化很重要的政策，但本校陸生名額受限於宿舍床位，

未來若增加學生宿舍，應將床位合理分配予境外生，日後有關境外生之招生，

請國際處統整協調各單位，包括教務、學務及總務，請各單位務必配合協助。 

4.請檢討日文系及德文系學生團體赴國外研修績效。 

   教務處： 

1.有關碩博士班開課總學分數，過去規劃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開課總學分數= ［
畢業學分總數］×［開課基數］。［開課基數］：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1.8，           
博士班 = 1.0，但由於學系意見分歧，此辦法尚未實施，擬於下次行政會議再提出
詳細報告。 

   2.教育部來函，為提供身障生適性升學機會，請本校法律系、國貿系及會計系提供第2

階段身障生招生名額，且對於學校第2階再提供招生名額之分配情形，將納入教育部

相關獎補助之參考。經查目前法律系已有身障生3名、國貿系身障生1名、會計沒有

身障生，經與上述三系協調，會計系願意提供1名身障生名額。 

 校長指示：請教務長再與法律、國貿及會計三學系協調，思考是否再增加身障生

名額。 

   學務處： 

   1.延續教務長報告有關身障生名額問題，本校城中校區空間有限，資源教室不敷使用，

雖預計寒假再擴充，但若身障生一直增加，城中校區將無法負荷，請學校一併考量。 

   2.有關近日大統長基食品公司食用油事件，學務處已清查校內各餐飲承商所用食用油

品，均未使用該公司相關產品，另已請廠商注意，在該公司各項油品檢驗未完成前，

全面禁用該公司油品，以確保師生飲食衛生安全。 

   3.有關媒體報導本校教室節電措施一事，學生會及學生社團並沒有特別的意見，學務

處原訂於10月23日及10月24日舉辦「教室電能管理系統」兩校區使用說明會，將如

期舉行。 

   4.臨溪路校門口道路崩塌，已派人力指揮交通，而本學期起下班放學時，都有校安中

心人員於臨溪路與至善路口協助指揮交通。 

   總務處： 

   1.上週四晚上台電電路故障，所以教務長決定當天晚上停課。 

   2.上週五媒體報導本校教室節電設施，總務處已針對媒體不實報導，發出說明稿予全

校師生，本週亦將在兩校區舉辦「教室電能管理系統」使用說明會。系統供電對老

師上課完全不受影響，總務處亦會提供空堂教室的供電管理，統一安排空堂教室，

以提供學生課間、中午或晚上研討、休息之用，無須付費，以避免少數1、2人就使

用1間教室情形，造成能源虛耗。另學生社團申借一般教室使用，於週一至週五上課



3 
東吳大學 102 學年度第 5 次(102.10.21)行政會議紀錄 

期間不插卡扣點，例假日及國定假日則須插卡扣點（1點等於1度電，1度5元）。有關

插卡點數，已由群育中心依社團活動實際需要，研定教室借用次數、使用時間合理

性，編列150萬元預算專案補助，此補助方式已先由學務處召開公聽會蒐集意見，並

依學生社團及學生會討論之分配原則定案。 

   3.校門口臨溪路道路下陷，台北市政府全力搶修，預計12月底前完成。 

   4.納莉風災後，本校進行擋土牆及水土保持改善案，已獲教育部專案補助1200萬元，

已著手進行發包作業。 

   國際處： 

      1.針對溪城講堂及大陸自費研習生招生，國際處正在進行籌備工作，溪城講堂近日將

請各學系提供開課的課群資料。而大陸自費研習生的問題非常緊急，因寒假時間非

常短，且學生必須在寒假前完成報告手續，因此下個月國際處必須將招生資料寄予

10所協議學校，對大陸自費研習生而言，他們繳交與本地生相同的學費，但如果他

們的選課條件與本地生不同的話，則學校要考量是否有不當的差別待遇，如果學校

堅持要採取這樣的差別待遇，則國際處在招生簡章中就須說明，也就是告訴他們到

學校來後，通識教育中心的共同課程他們是有可能無法選課的。此外，所謂的本地

生選課完畢，是指開學後2-3星期加退選完了，大陸自費研習生才可以人工加選嗎?

如果是這樣，對大陸生而言，他們有半個月的時間根本不知道他們能不能選到課；

另外，人數的限制絕不是只有通識教育中心的問題，當學系在幫大陸生進行人工加

選時，會不會也會堅持，因人數額滿，而不允許大陸生人工加選。國際處只是一個

橋樑，我們只是要表達這是一個故意的差別行為，對東吳大學的形象有損，而且這

不是不能解決的問題，大家都有多年教育行政經驗，無法理解通識中心為什麼不能

做。如果不能做，就授權我們簡章上說清楚，請各位師長多思考。 

 教務長說明：其實大部分的課都選的上，只有少數熱門課本地生也是搶的很厲害，

在此情形下，不可能先開放給陸生選（學系意見），但大部分的課人工加簽是沒有

問題的。教務處也同意，各系課程超過5個人，我們同意加開班，但各系願不願意

加開班，教務處也沒辦法規定。另也請推廣部思考作法，通識教育中心並沒有不

讓他們選課，通識中心的困難只在於無法增加人數及增加開班，若在人數未滿的

情況下，仍接受他們的選課。 

 國際長：其實我們只有70位大陸自費研習生學生，人數有限，把他們放到通識課

程，放到各學系，影響是微乎其微，如果不願意解決，至少要告知（簡章），否則

大陸生到了之後，將會衍生許多不必要的爭議，也會對溪城講堂及陸生招生造成

無法估計的影響。 

 推廣部主任：我覺得問題在於選課的時間點，建議：102學年第二學期招生並無本

校新生尚未選課問題，因此本校學生已先初選完畢，請教務處同意推廣部於103

年1月24日即可上網協助研修生完成初選。研修生加退選時段與本校同學相同，惟

是以學系輔導加退選課，推廣部協助人工加退選方式進行。 

 校長指示： 

1.我們是一個學校，招收大陸學生，是我們面對少子化，最重要的一環，所有與

這個最高原則衝突的時候，都要做重新的思考，而不能以各系或各單位的本位

主義去考慮，學校招收大陸生，雖增加學系的行政負擔，但學校也從學費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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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金額予學系，因此，各學系要拿出最大的誠意來解決這個問題，若人數

超過，請加開一班解決，這是全校共同的事情，故請一定要配合。 

2.在私立學校，只要選修人數超過上限，學校可以更換可容納的教室，不須各系

同意，我們當然很尊重各系及各個老師，但學校也必須要有規範，不能讓老師

決定課程的修課人數上限，或讓老師影響校務行政的推動。 

3.本案顯然各單位未達成共識，意見分歧，請教務長再開協調會，並於下次會議

提出書面報告。 

   外語學院： 

   1.感謝學校同仁的協助，上星期全國第 15 屆高中職日語演講比賽順利結束。 

理學院： 

   1.日前接到總務處電子郵件，說明各大樓頂樓安全門將實施進出管制，因今年 5月台

大也因頂樓上鎖上了媒體，本校的這項措施符合公共安全及消防法規嗎？ 

 總務長說明： 

1.本項措施符合消防及公共安全法規。 

2.本校兩校區高樓層大樓之頂樓安全門日前已加裝磁力鎖，連至該棟大樓之消防

受信總機，平日上鎖管制，消防受總機遇火警觸發警報時，將自動解除磁力鎖。 

3.安全門磁力鎖上鎖狀態時，如遇緊急狀況，仍可大力向外開啟，惟此時將觸發

警報。 

4.如因教學或公務需解除安全門之磁力鎖，請聯絡大樓管理人協助開啟。 

 物理系陳秋民老師：我常常帶學生在頂樓看天文、觀天象，也有老師帶學生在頂

樓練氣功，當初大樓規劃時，頂樓有花圃是非常漂亮的，頂樓可以有很多的用途。

我在總務會議時表達不贊成頂樓上鎖，請問大樓發生火警時，消防感測器一定偵

測的到嗎？地震感測的到嗎？磁力鎖一定安全嗎？此外，第一教研大樓有實驗室，

若實驗室瓦斯漏氣，頂樓可以鎖住嗎？我再次呼籲頂樓千萬不要上鎖。 

 校長指示：請總務處辦理學校重大事項前能事先溝通。另請總務長再聽聽理學院

師長的意見。 

   法學院： 

   1.法學院中英文網頁已更新上線，請師長指教。 

   人事室： 

   1.報告教學單位職員及助教員額配置討論方向，詳如附件。（參閱第 11 頁） 

 校長指示： 

1.人事室提出的學術單位行政人力配置考量因素，歡迎各學系再提出不同的考量

因素。 

2.請各學系針對各種因素提出應佔的百分比，及這些百分比應配置的人力，提出

規劃及建議，並思考人力如何更精簡及更有效率。 

3.請人事室再發函請各系提供建議，並統整各系提出之意見後，於下下次行政會

議提出人事室的規劃案。 

   體育室： 

   1.102 學年度教職員登山健行活動共 183 人報名參加。 

   2.今年超級馬拉松活動受理報名，感謝各單位及師長提供很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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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請學系鼓勵學生組隊報名參加超馬活動。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自辦外部評鑑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邱研發長永和 

說明： 

一、本校「自我評鑑機制」認定申請，業經教育部函復為「修正後通過」，惟

後續仍須針對審查意見，修正本校自辦外部評鑑辦法部分條文後報部。 

二、詳細修正內容，請參閱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決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系、所、學位學程及通識教育評鑑結果管考與獎懲辦

法」（草案）。 

提案人：邱研發長永和 

說明： 

一、依據本校自辦外部評鑑辦法第十條之規定，各類評鑑結果之管考與獎懲

辦法另訂之。 

二、詳細辦法內容，請參閱附件。 

      決議：修正通過。 

 

第三案案由：擬修訂「東吳大學承商督導辦法」。 

提案人：鄭學務長冠宇 

說明： 

一、為因應單位名稱更改，擬修訂「東吳大學承商督導辦法」第 2 條部份條

文，以便於執行。 

二、檢附擬修訂條文之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如附件。 

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職工獎懲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為建立公平的獎懲標準，以確實達成獎懲之目的，本室依據本校歷年來

之獎懲案例並參考其他大學相關辦法，擬修訂東吳大學職工獎懲辦法部

分條文。修訂之重點如下： 

（一）為鼓勵同仁之優秀表現，提高大功獎金額度。 

（二）明訂獎懲之辦理原則，以利各單位遵循，維持獎勵之公平性。 

（三）為方便閱讀及引述條文，將原屬於第 4 條第 1 項下之各款規定，另

立條次規範。 

（四）參考本校歷年獎懲案及他校辦法，修訂各類獎勵與懲處之標準。 

二、檢附「東吳大學職工獎懲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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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延長服務辦法」草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查「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第 17 條規定，專任教授年滿 65 歲，本校

仍需其任職，而其本人亦自願繼續服務者，應由學系比照「公立專科以

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辦理延長服務，至多

延長至屆滿 70 歲當學期為止。 

二、另查「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 16

條第 2 款規定，專科以上學校教授經學校基於教學需要，並徵得當事人

同意繼續服務者，得予以延長服務。但每次延長不得逾一年，至多延長

至屆滿七十歲當學期為止。 

三、依上述法令規定，教師是否繼續延長服務，應以學校是否需要其繼續任

教為首要考量，而非以教師是否提出申請或主動表達繼續服務意願為依

據。 

四、經檢視本校歷年來所辦理之教師延長服務案件，並未完全符合上述規定

之意旨；此外，各學系對於所依據「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

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之基本條件與特殊條件之認定，可能因學術

領域之差異或其他因素，多有不同之見解及處理，致同為東吳大學之專

任教師，可能有不同的服務年限差異，間接影響退休制度之公平性。 

五、基於維持公平之退休制度，同時促進教師之新陳代謝，有必要建立符合

法令以及本校需要之教師延長服務辦法。 

六、依 87 年 11 月 25 日第 21 屆董事會第 5 次會議之決議，本校 71 年 8 月 1

日以前到校服務現仍在職之專任教授及副教授，於屆滿 65 歲時，得選擇

依本校 67 年 10 月 18 日通過之退休辦法第 4 條規定，改以 70 歲為退休

年齡，但須先具件向私校退撫儲金管理委員會請領退休金。此等教師由

於不是依據「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

第 16 條第 2 款規定之延長服務案件，且已在 65 歲時申領退休金，故教

育部已明訂不得計入專任教師人數中，致影響本校生師比數據，少部分

學系甚至有專任教師人數不足，必須再增聘專任教師之情形。 

七、為使上述 71 年 8 月 1 日以前到校，並選擇依董事會決議方式延長服務之

教師得計入本校專任教師人數中，擬於訂定「東吳大學教師延長服務辦

法」之際，將此類教師之延長服務併入辦法規中，則此等教師將有可能

獲教育部認列為專任教師。。 

八、綜合上述考量，本室已研擬「東吳大學教師延長服務辦法」草案，提請

102 年 10 月 7 日行政會議進行初步討論。經彙整該次會議與會師長之建

議後，本室已再調整部分內容如附件，敬請討論。本案通過後，將提請

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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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再研議。 
 

第六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檔案管理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馬主任秘書嘉應 

 

說明：因應本校組織調整，文書組業務併入秘書室，擬修正「東吳大學檔案管

理辦法」，調整辦法條文中業管單位名稱，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決議：通過。 

 

第七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暨學生交換協議」案。 

提案人：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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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會議(102.10.09)審查通過，會議紀錄(稿)請詳附件。 

二、本案計 10 份校級交流協議暨學生交換協議，分別為「清華大學」及「北

京師範大學」、「匈牙利科維努思大學(Corvinus)」、「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

韋大學(HK)」、「韓國江原大學」、「韓國翰林大學」、「韓國建國大學」、「波

蘭華沙經濟學院(SGH)」、「荷蘭方提斯國際商學院」及「日本東北大學」。

檢附各校協議(稿)內容及簡介，請詳附件。 

決議：通過。 

 

第八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案。 

提案人：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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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會議(102.10.09)審查通過，會議紀錄(稿)請詳附件。 

二、本案計 10 份校級交流協議，分別為「西南交通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

「新疆大學」、「匈牙利布達佩斯商學院(BGF)」、「美國陶森大學」、「韓國

圓光大學」、「波蘭礦業冶金科技大學(AGH)」、「斯洛伐克斯拉德科維喬

沃大學(VSS)」、「美國北肯德基大學」、「捷克帕杜比采大學(Pardubice)」。

檢附各校協議(稿)內容及簡介，請詳附件。 

決議：通過。 

 

第九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校級學生交換協議」案。 

提案人：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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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會議(102.10.09)審查通過，會議紀錄(稿)請詳附件。 

二、本校與「菲律賓亞德雷歐大學」校級協議已於 101 學年度第 19 次行政會

議通過，該校希望透過簽署學生交換協議案，強化與本校之交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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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該校協議(稿)內容及簡介，請詳附件。 

決議：通過。 

 

第十案案由：敬請討論 102 學年度「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度」第一次修訂提案。 

提案人：馬主任秘書嘉應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頒訂「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第十條規定「學校法人、學校、學校之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定期檢

討及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為落實內部控制精神，有效執行內部控制稽核工作，經請各業務承辦單

位全面檢視相關內控作業，提出需修訂之內控作業計 103 項： 

（一）所遵循之法規、授權代判暨分層負責事項等增刪修訂，導致內控作

業有所異動者共 8 項； 

（二）經稽核發現提出改善意見者共 8 項； 

（三）單位業務取消、調整或作業流程改善者共 23 項； 

（四）因應組織調整或更名者共 64 項。 

三、檢附「102 學年度第 1 次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手冊修訂提案表」如附件，

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提送董事會備查。 

 

第十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為配合102年7月10日新修訂教師法第14條之規定及本校實際運作之需，

擬修訂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本次修訂重點如

下： 

（一）新增系教評會審理違反教師聘約之事項。 

（二）修正三級教評會審議教師停聘、解聘、不續聘案之通過標準。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原條文，

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第十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為配合102年7月10日新修訂教師法第14條之規定及本校實際運作之需，

擬修訂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部分條文。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調整兼任教師申辦教師證書之資格，以符實際作業情形。 

（二）配合本校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實施辦法之規定，增列校

外合聘之必要程序，以避免作業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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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教師應予解聘、停聘、不續聘之法定事由。 

（四）新增教師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一款至第十三款之情形，而

情節未達解聘、停聘、不續聘者，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情節輕

重審議懲處。 

（五）配合本校教師延長服務辦法之訂定，調整相關作業規範。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原條文、教師法第 14

條條文及「東吳大學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立合作關係實施辦法」，敬請

討論。 

決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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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2 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執行情形彙整表 
102.10.21 

編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預定完成

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一 請教務長召集會議，與各學

院系主任及同仁，針對境外

生對教務的相關問題，商議

統一的作業程序及規定。並

請教務長蒐集各校境外生選

課方式，研議明年改善措

施。 

【102 學年度第 2次行政會

議】 

教務處 102.10.21 10 月 14 日(一)已召開「自費

研修生課程開辦模式及選課

作業協調會」，針對研修生

上課及選課方式已決議在

案，報告詳如附件。 

擬予

銷管 

二 哲學系蔡政宏副教授獲國科

會「102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

念獎」一事，請研發處研議

於公開場合予以表揚。 

【102 學年度第 3次行政會

議】 

研發處 102.10.21 訂於 10 月 21 日行政會議中

表場。 
擬予

銷管 

三 請人事室發函予各學院系專

任教師，請各學院系依人事

室所提供之資料(教學單位

行政人力配置報告附件)，檢

視暸解所屬之行政人力多於

其他學校之原因，並比較其

工作內容之差異點及如何調

整，俾使各學院系之業務推

動更有效率，並請於下次行

政會議提出檢討報告。 

【102 學年度第 3次行政會

議】 

人事室 102.10.21 各學系（包含師資培育中心）

均已提供書面意見。按學系

所提之資料，如所有學系逐

一於會議中報告，必須耗用

許多時間，為避免影響會議

之進行，建議由人事室參酌

各學系之書面意見，另行研

擬具體方案。 

擬予

銷管 

四 請教務長研議訂定研究所學

生數(實收人數)，與開設課

程數之上限，並於下次行政

會議提出初步規劃。 

【102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

議】 

教務處 102.10.21 資料正蒐集彙整中，擬於 11
月 4 日第 6 次行政會議報告。

擬予

繼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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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一教務處報告自費研修生選課事宜 

 

一、教務處召開協調會議，對自費研修生的修課及選課問題，決議統一作業程序與規定。 

說明：10月14日(一)召開「自費研修生課程開辦模式及選課作業協調會」，與各學系及業

務承辦單位，針對研修生上課及選課方式進行討論，決議如下： 

(一)基於學生意願(推廣部向大陸學校調查，學生普遍喜歡和本地學生一起上課、接

觸和交流)、開授課便捷性及成本考量等因素，決議採隨班附讀方式上課。 

(二)參酌多家他校作業方式，考量本校選課系統能量、選課條件限制及學生選課權

益下，為顧及研修生權益及其選課輔導，以及配合各系選課狀況，現階段研修

生宜採人工作業完成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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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人事室： 

教學單位職員及助教員額配置討論方向 
 

一、基本原則 

（一）行政人力及教學人力應分開討論。 

（二）助教依工作性質區分為「教學助教」及「行政助教」 

（三）專案報告所提供之他校相關數據，只列為參考，不做為人力配置之依據。 

 

二、行政人力配置 

（一）討論行政人力配置之標準時，可考量以下因素： 

１、學生人數：學生人數應再包括研修生、輔系與雙主修學生、境外自費研習生、身障

生。 

２、班級數 

３、學制種類：學系是否設有進學班、進碩班、博士班等多種學制，應納入考量。 

４、學系開課時數：除本學系所開設之課程外，應再考量學系支援全校之共通課程以及

支援他系之專業課程。 

（二）行政人力包括職員及行政助教 

（三）目前各學院並沒有實質之人力資源，除院長一人外，多數僅配置一名秘書及工讀生，

故可考慮將行政人力改隸屬於學院，各學系之行政人員由學院依配置之員額，統籌調

派合適之人員至學系服務，除可增強學院之功能、發揮全院行政人力綜效，亦有等同

於行政單位職員輪調之優點。 

（四）目前多數學系內部採「系秘書」與「所秘書」之工作劃分方式是否合適，可再討論。 

（五）少部份學系因教學儀器或設施需專人管理者，除現行由學系指定人員擔任外，可考慮

依設施之性質，改由電算中心統籌管理或由學院統籌調派合適之人員擔任。此部份人

力另行討論。 

 

三、教學人力之配置 

（一）班級課表中之實驗、演習、實習等課程，應置教學人力協助。 

（二）有學分之實驗課，目前係由正課教師擔任授課教師，同時配置專任助教帶領實驗，授

課教師之鐘點則按該實驗課時數二分之一計算。此等實驗課程除可維持現狀配置助教

協助外，亦可考慮改採聘任專任助理教授或講師專門教授實驗課，唯此等教師之基本

授課時數應比一般教師高，且不再配置專任助教。此改採專任教師專門教授實驗課之

方式，所需人事費用與現行方式相當，但應可提升實驗課之教學成效，並進一歩改善

學系甚至全校之生師比。 

（三）無學分之演習及實習課程（例如微積分、會計學、經濟學、機率與統計、計算機概論、

程式設計等），由助教或研究生或大學部成績優異之高年級生擔任。 

（四）教學人力之工作量可考慮略做調整，建議參考行政人力之工作負擔，適量增加其教學

課程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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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自辦外部評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修訂說明 
依原條文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辦學績效及教育

品質，培養五育並重的學

生，配合大學法第五條第一

項及大學評鑑辦法，訂定「東

吳大學自辦外部評鑑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未修訂 

依原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所規範之評鑑類別如

下： 
一、校務評鑑：對本校教務、

學生事務、總務、研究

發展、學術交流、圖

書、資訊、人事、會計

及內部控制等校務運

作，進行整體性之評鑑

與追蹤考核。 
二、系、所、學位學程及通

識教育評鑑：對本校各

學系、所、學位學程及

通識教育中心等單

位，針對其課程設計、

教師教學與研究、學生

學習、專業表現、圖儀

設備、行政管理、辦理

成效等進行之評鑑與

追蹤考核。 
三、專案評鑑：基於特定目

的或需求進行之評鑑

與追蹤考核，例如語言

教學中心、華語教學中

心及體育室等。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評

鑑，每三至五年應辦理一

次；第三款之評鑑，得依需

要辦理之。 

未修訂 

第三條 為規劃本校自辦外部評鑑機

制、審議相關法規、督導所

有訪評事項，設置「東吳大

學自辦外部評鑑指導委員

會」(以下簡稱指導委員

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研究發展長、主任秘書

第三條 為督導、審議本校各項自辦

外部評鑑相關事宜，設置「東

吳大學自辦外部評鑑指導委

員會」(以下簡稱指導委員

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研究發展長、主任秘書

及校外委員九名，共十四名

一、參照教

育部審查意

見，具體明

訂指導委員

會的設立與

職責，以及

委員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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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修訂說明 
及校外對高等教育具研究或

實務經驗之教授或專家九

名，共十四名組成。校長為

主任委員，副校長為副主任

委員，主任秘書為執行長。

委員會運作相關事務性工作

由秘書室負責。校外委員由

校長聘任之。委員任期依評

鑑期程聘任之。 

組成。校長為主任委員，副

校長為副主任委員，主任秘

書為執行長。委員會運作相

關事務性工作由秘書室負

責。校外委員由校長聘任之。 

等。 
 

 
 

 

第四條 為落實各項自辦外部評鑑業

務，依評鑑類別分設下列各

評鑑委員會，負責統籌規劃

及推動評鑑相關事宜。各委

員會組織成員如下： 
一、校務評鑑推動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各學

院院長、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究發展

長、學術交流長、社會

資源長、主任秘書、人

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

及校長自校外學者、業

界專家中遴聘三至五人

共同組成。校長為召集

人，副校長為副召集

人，研究發展長為執行

長，負責統籌規劃、推

動校務自辦外部評鑑相

關事務等。委員會運作

相關事務性工作由研究

發展處負責。 
二、系、所、學位學程及通

識教育評鑑推動委員

會：由副校長、各學院

院長、教務長、研究發

展長、學術交流長、教

學資源中心主任、通識

教育中心主任及校長自

校外學者、業界專家中

遴聘二至三人共同組

成。副校長為召集人，

教務長為執行長，負責

統籌規劃、推動系、所、

學位學程及通識教育自

第四條 為落實各項自辦外部評鑑業

務，依評鑑類別分設下列各

評鑑委員會，負責統籌規劃

及推動評鑑相關事宜。各委

員會組織成員如下： 
一、校務評鑑推動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各學

院院長、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究發展

長、學術交流長、社會

資源長、主任秘書、人

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

及校長自校外學者、業

界專家中遴聘三至五人

共同組成之，校長為召

集人，副校長為副召集

人，研究發展長為執行

長，負責統籌規劃、推

動校務自辦外部評鑑相

關事務、績效考評及獎

勵等。委員會運作相關

事務性工作由研究發展

處負責。 
二、系、所、學位學程及通

識教育評鑑推動委員

會：由校長、副校長、

各學院院長、教務長、

研究發展長、學術交流

長、教學資源中心主

任、通識教育中心主任

及校長自校外學者、業

界專家中遴聘二至三

人共同組成之，校長為

召集人、副校長為副召

集人，教務長為執行

一、系、所、

學位學程及

通識教育評

鑑推動委員

會改由副校

長擔任召集

人。 

二、刪除原

條文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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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修訂說明 
辦外部評鑑相關事務

等。委員會運作相關事

務性工作由教務處負

責。 
三、專案評鑑推動委員會：

由副校長、教務長、學

務長、總務長、研究發

展長、主任秘書、專案

受評單位主管及校長遴

聘校內、外委員三至五

人共同組成。副校長為

召集人，執行長由校長

指定之，負責統籌規

劃、推動專案自辦外部

評鑑相關事務等。委員

會運作相關事務性工作

由各專案評鑑受評單位

負責。 

長，負責統籌規劃、推

動系、所、學位學程及

通識教育自辦外部評

鑑相關事務、績效考評

及獎勵等。委員會運作

相關事務性工作由教

務處負責。 
三、專案評鑑推動委員會：

由副校長、教務長、學

務長、總務長、研究發

展長、主任秘書、專案

受評單位主管及校長遴

聘校內、外委員三至五

人共同組成之，副校長

為召集人，執行長由校

長指定之，負責統籌規

劃、推動專案自辦外部

評鑑相關事務、績效考

評及獎勵等。委員會運

作相關事務性工作由各

專案評鑑受評單位負

責。 
第五條 為執行評鑑後續改善成效之

追蹤與考核，設置評鑑管考

委員會，由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

學術交流長、社會資源長及

校長聘任之各學院資深教授

代表一人共同組成之，副校

長為召集人，負責擬訂評鑑

結果獎懲及管考措施，並執

行評鑑後續改善成效之追蹤

與考核。委員會運作相關事

務性工作由研究發展處負

責。 

 一、參照教

育部審查意

見，新增本

條文 

第六條 為執行各項自辦外部評鑑業

務，依評鑑類別分設下列各

評鑑工作小組，負責受評單

位自辦外部評鑑整體作業規

劃。各評鑑工作小組成員如

下： 
一、校務評鑑工作小組：由

研究發展長召集相關行

政單位主管、教師及行

 一、參照教

育部審查意

見，新增本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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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修訂說明 
政人員共同組成之。 

二、系、所、學位學程及通

識教育評鑑工作小組：

（一）系、所、學位學程

評鑑工作小組由各

學系、所、學位學

程單位主管、教師

及行政人員共同組

成之。 
（二）通識教育評鑑工作

小組由教務長召集

通識教育中心主

任、其他教學單位

教師及行政人員共

同組成之。 
       三、專案評鑑工作小組：由專

案受評單位主管召集相

關人員組成之。 
第七條 各評鑑類別之評鑑內容如

下： 
一、校務評鑑：校務評鑑係本

諸本校教育理念及辦學願

景，檢核教務、學生事務、

總務、研究發展、學術交

流、圖書、資訊、人事、會

計及內部控制等校務之運

作效能。評鑑內容及相關實

施計畫參酌教育部公布之

大學校務評鑑項目及本校

特色，由校務評鑑推動委員

會制訂之。 
二、系、所、學位學程及通識

教育評鑑：系、所、學位學

程及通識教育評鑑係為檢

核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及

通識教育中心等單位，針對

其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研

究、學生學習、專業表現、

圖儀設備、行政管理、辦理

成效等。評鑑內容參酌教育

部公布之評鑑項目及本校

特色，由系、所、學位學程

及通識教育評鑑推動委員

會制訂之。 

第五條  各評鑑類別之評鑑內容如

下： 
一、校務評鑑：校務評鑑係本

諸本校教育理念及辦學願

景，檢核教務、學生事務、

總務、研究發展、學術交

流、圖書、資訊、人事、會

計及內部控制等校務之運

作效能。評鑑內容及相關實

施計畫參酌教育部公布之

大學校務評鑑項目及本校

特色，由校務評鑑推動委員

會制訂之。 
二、系、所、學位學程及通識

教育評鑑：系、所、學位學

程及通識教育評鑑係為檢

核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及

通識教育中心等單位，針對

其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研

究、學生學習、專業表現、

圖儀設備、行政管理、辦理

成效等。評鑑內容參酌教育

部公布之評鑑項目及本校

特色，由系、所、學位學程

及通識教育評鑑推動委員

會制訂之。 

條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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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修訂說明 
三、專案評鑑：專案評鑑係基

於特定目的或需求進行之

評鑑。評鑑內容參酌教育部

公布之評鑑項目及本校特

色，由該專案評鑑推動委員

會制訂之。 
前項各款之評鑑內容及相關實施計

畫，送指導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三、專案評鑑：專案評鑑係

基於特定目的或需求進行

之評鑑。評鑑內容參酌教育

部公布之評鑑項目及本校

特色，由該專案評鑑推動委

員會制訂之。 
前項各款之評鑑內容及相關實施計

畫，送指導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八條 參與自辦外部評鑑之校內相

關人員應於評鑑實施前參加

校內或校外之評鑑相關知能

研習活動至少二次。 

第六條 參與自辦外部評鑑之校內相

關人員應於評鑑實施前參加

評鑑相關知能研習活動，由

研究發展處統籌規畫辦理。 

一、條次變

更 
二、參照教

育部審查意

見，明訂評

鑑知能研習

活動最低參

加次數。 
三、刪除原

條文部分文

字。 
第九條 自辦外部評鑑方式以辦理實

地訪評為原則。實地訪評程

序包括聽取受評單位簡報、

資料查閱、設施參訪及與相

關人員晤談等。實地訪評以

一天為原則，得視情況延長。

訪評委員全數由校外人士

擔任，各類評鑑之訪評委員

專長背景及人數如下： 
一、校務評鑑：應由具高等

教育行政研究或實務經

驗之資深學者，以及對

大學事務熟稔之業界代

表組成，訪評委員人數

為十四至十六人。 
二、系、所、學位學程及通

識教育評鑑：應由具高

等教育教學與研究經驗

之學者，以及相關專業

領域之業界代表組成，

訪評委員人數為四至六

人，班級數超過二班之

系所，訪評委員人數為

五至七人。 
三、專案評鑑：應由具高等

第七條 自辦外部評鑑方式以辦理實

地訪評為原則。實地訪評程

序包括聽取受評單位簡報、

資料查閱、設施參訪及與相

關人員晤談等。實地訪評以

一天為原則，得視情況延長。 
訪評委員全數由校外人士

擔任，各類評鑑之訪評委員

專長背景及人數如下： 
一、校務評鑑：應由具高等

教育行政研究或實務經

驗之資深學者，以及對

大學事務熟稔之業界代

表組成，訪評委員人數

為十四至十六人。 
二、系、所、學位學程及通

識教育評鑑：應由具高

等教育教學與研究經驗

之學者，以及相關專業

領域之業界代表組成，

訪評委員人數為四至六

人，班級數超過二班之

系所，訪評委員人數為

五至七人。 
三、專案評鑑：應由具高等

一、條次變

更 
二、參照教

育部審查意

見，修訂訪

評委員推薦

方式並增加

推薦之管

道。 
三、刪除原

條文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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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修訂說明 
教育教學與研究經驗之

學者以及相關專業領域

之專家代表組成，訪評

委員人數為四至六人。

訪評委員名單由教務長及各

評鑑工作小組依前項原則各

推薦符合之人選，經各類評

鑑推動委員會審核，經校長

圈選聘任之。 

教育教學與研究經驗之

學者以及相關專業領域

之專家代表組成，訪評

委員人數為四至六人。 
委員遴聘須遵守利益迴避原

則，訪評委員名單由各類評

鑑委員會推薦，經校長圈選

後由承辦單位進行邀約。 

第十條 各類評鑑之訪評委員遴聘須

遵守利益迴避原則，如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應予迴避：

一、過去三年曾擔任本校受

評單位專任或兼任職

務。 
二、過去三年內曾申請本校

受評單位之專任教職。

三、最高學歷為本校受評單

位畢（結）業。 
四、曾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

學位。 
五、配偶或直系三等親為本

校受評單位之教職員

生。 
六、曾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

職之職務且有利害關係

者，例如董事會董事。

七、過去三年內與本校受評

單位有任何形式之商業

利益往來。 

 一、參照教

育部審查意

見，新增本

條文，明訂

訪評委員之

利益迴避原

則。 
 

第十一條 各類自辦外部評鑑之結果

評定分為「通過」、「有條

件通過」及「未通過」三

種，結果評定程序如下：

一、各類評鑑之訪評委

員依據自辦外部評鑑報

告內容及實地訪評情

形，於訪評結束後提出

評鑑總評報告並依前揭

三種評定結果給予評定

建議。 
二、評鑑總評報告送受

評單位，受評單位可於

十五日內提出申復需

第八條 各類自辦外部評鑑之結果評

定分為「通過」、「有條件

通過」及「未通過」三種。 
 

一、條次變

更 
二、參照教

育部審查意

見，於本條

明訂評鑑結

果之評定，

申復之申請

以及結果之

公布等作業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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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修訂說明 
求，申復申請書如附

件。各受評單位申復以

一次為限。 
三、評鑑結果評定建議

經各類評鑑推動委員

會、指導委員會確認，

於報部認可後公布於學

校網站。 
第十二條 各類評鑑結果依下列處理

方式辦理後續自我改善並

接受定期成效追蹤與考

核： 
一、通過：於評鑑結果公

布日起 50 日內，提出

自我改善計畫，定期

接受追蹤考核。 
二、有條件通過： 
（一）於評鑑結果公布

日起 50 日內，提

出自我改善計

畫，一年後接受

「追蹤評鑑」。 
（二）追蹤評鑑內容僅

針對評鑑結果所

提問題與缺失。

三、未通過： 
（一）於評鑑結果公布

日起 50 日內，提

出自我改善計

畫，一年後接受

再評鑑。 
（二）再評鑑作業根據

評鑑項目，提出

自評報告，重新

進行評鑑。 

第九條 自辦外部評鑑結果及評鑑報

告應公布於學校網站，各

類評鑑結果依下列處理方

式辦理後續自我改善並接

受定期成效追蹤與考核： 
一、通過：提出自我改善

計畫，定期接受追蹤

考核。 
二、有條件通過： 
（一）提出自我改善計

畫，一年後接受

「追蹤評鑑」。 
（二）追蹤評鑑內容僅

針對評鑑結果所

提問題與缺失。 
三、未通過： 
（一）提出自我改善計

畫，一年後接受

再評鑑。 
  （二）再評鑑作業根據

評鑑項目，提出自

評報告，重新進行

評鑑。 

一、條次變

更。 
二、參照教

育部審查意

見，於條文

內明訂評鑑

結果公布日

起 50 日內，

受評單位必

須提出改善

計畫。 
三、刪除本

條部分文

字。 

第十三條 評鑑結果及後續改善成效

由研究發展處作為校務發

展規劃之參考及資源分

配、管考與獎懲之依據。各

類評鑑結果之管考與獎懲

辦法另訂之。 

第十條  評鑑結果及後續改善成效

由研究發展處作為校務發

展規劃之參考及資源分

配、管考與獎懲之依據。各

類評鑑結果之管考與獎懲

辦法另訂之。 

條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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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修訂說明 
第十四條 各評鑑所需之經費，由各

類評鑑之事務性工作承辦

單位分別編列年度預算支

應。 

第十一條 各評鑑所需之經費，由各

類評鑑之事務性工作承辦

單位分別編列年度預算支

應。 

條次變更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報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報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條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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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東吳大學系、所、學位學程及通識教育評鑑結果管考與獎懲辦法（草案） 
 

 
102 年 10 月 21 日行政會議提案 

 

第一條 為追蹤考核系、所、學位學程及通識教育評鑑後續改善成效，特依據本校「自辦外

部評鑑辦法」第十三條之規定，訂定東吳大學系、所、學位學程及通識教育評鑑結

果管考與獎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為執行評鑑後續改善成效之追蹤與考核，設置評鑑管考委員會，由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流長、社會資源長及校長聘任之各學院資深教授

代表一人共同組成之，副校長為召集人，負責擬訂評鑑結果獎懲及管考措施，並執

行評鑑後續改善成效之追蹤與考核。評鑑管考委員會運作相關事務性工作由研究發

展處負責。 

第三條 系、所、學位學程及通識教育評鑑依下列各類評鑑結果辦理後續自我改善並接受評

鑑管考委員會定期成效 

    追蹤考核： 

一、 通過：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評鑑結果公布日起一年為改善期。 

二、 有條件通過：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評鑑結果公布日起一年為改善期，一年後接

受「追蹤評鑑」。 

三、 未通過：評鑑結果公布日起一年為改善期，依據評鑑項目，提出自我評鑑報告，

一年後接受「再評鑑」。 

第四條 系、所、學位學程及通識教育評鑑結果除作為改善校務發展規劃之依據及資源分配

外，由評鑑管考委員會依各類評鑑結果建議具體獎懲措施，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 通過：頒予改善經費或獎勵經費，獲獎勵單位，連續二年每學期提出獎勵計畫

執行成果報告，以供其他單位觀摩學習。 

二、 有條件通過：經追蹤評鑑改進者，持續自我改善；未改進者，整併或停招並調

整單位人力及資源配置。 

三、 未通過：經再評鑑通過者，提出自我改善計畫持續自我改善；未通過者，整併

或停招並調整單位人力及資源配置。   

第五條 改善經費以全校性改善項目為原則，獎助經費以促進系所特色發展為原則，獲改善

經費與獎勵經費之單位不得重覆。改善項目與獎勵單位由「系所、學位學程及通識

教育評鑑推動委員會」研議，並送「自辦外部評鑑指導委員會」議決。 

第六條 改善與獎勵經費及評鑑管考委員會運作所需經費由研究發展處編列年度預算支應。 

第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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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東吳大學承商督導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改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東吳大學承商督導辦法 東吳大學承商督導辦法  

第二條 

本小組由學生事務長、教職員工福利委

員會委員代表四人、學生代表九人（分

別由學生議會推派代表四人及學生會

推派代表五人）、學生事務處代表五人

（德育中心主任、健康暨諮商中心主

任、學生住宿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

校安中心代表）組成，共計十九人，學

生事務長擔任召集人，任期一年，均為

義務職，其業務由學生事務處組成任務

編組負責。 

第二條 

本小組由學生事務長、教職員工福利委

員會委員代表四人、學生代表九人（分

別由學生議會推派代表四人及學生會

推派代表五人）、學生事務處代表五人

（德育中心主任、衛生保健組組長、學

生住宿組組長、軍訓室主任、校安中心

代表）組成，共計十九人，學生事務長

擔任召集人，任期一年，均為義務職，

其業務由學生事務處組成任務編組負

責。 

1. 單 位

名 稱 更

改。 

 
 

  



23 
東吳大學 102 學年度第 5 次(102.10.21)行政會議紀錄 

 

第四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職工獎懲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建議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建立公平獎懲標準，激

勵工作士氣，特訂定東吳大學

職工獎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一條 

本辦法係參酌考試院公布

之「教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

教育部訂定之「公立學校教職

員成績考核辦法」，以及本校

實際作業需要而訂定。 

 

原條文所依據之部份規章業

經廢止或已不適用於私立大

學，故修正本條文。 

第二條 

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

功。嘉獎三次作為記功一次，

記功三次作為記大功一次。 

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

過。申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

記過三次作為記大過一次。 

同一考核年度之獎懲得相

互抵銷，但紀錄仍予保留。 

 

第二條 

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

功。嘉獎三次作為記功一次，

記功三次作為記大功一次。 

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

過。申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

記過三次作為記大過一次。 

同一學年之獎懲得相互抵

銷，但紀錄仍予保留。 

明訂獎勵與懲處之相抵，應

以考核年度為計算標準。 

第三條 

在同一考核年度內累積達

兩大功者發給二個月本薪獎

金，記大功者發給一個月本薪

獎金。 

在同一考核年度內累積達

兩大過者應立即解聘，記大過

者該年度不予辦理晉級。 

獎懲紀錄得作為年度服務

成績考核之計分項目。 

 

第三條 

在同一考核年度內累積達

兩大功者發給一個月本薪獎

金，記大功者發給半個月本薪

獎金。 

在同一考核年度內累積達

兩大過者應立即解聘，記大過

者該年度不予辦理晉級。 

職工之獎懲紀錄，並得作

為年度服務成績考核之計分項

目。 

為鼓勵同仁之優秀表現，提

高大功獎金額度。 

第四條 

獎懲辦理原則如下： 
一、辦理所屬單位職責內之業

務或活動，除有創新作法

或有特殊貢獻者得予獎勵

外，例行性及配合性之業

務，應納入年度成績考

核，不另敘獎。 
二、獎勵應以實際承辦人員為

主，其餘協辦人員視其績

效審慎獎勵。 

 明訂獎懲之辦理原則，以利

各單位遵循，維持獎勵之公

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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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外單位來函建議之敘獎

案，應參照本辦法辦理。 
四、已領取津貼或工作酬勞

者，除具有特殊貢獻外，

不再敘獎。 
五、除特殊原因外，獎懲案件

應於事實發生後一個月內

簽辦。 

 
第五條 

職工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給

予嘉獎： 
一、維護校園安全，有具體貢

獻。 
二、籌辦非例行性業務成績優

異或主辦業務有特殊具體

貢獻。 
三、代表學校參加各類競賽，

成績優異、名列前茅，為

校爭光。 
四、對於主辦業務提供創新方

案，經採行確具成效。 
五、服務態度良好，屢獲好評。 
六、公餘參與社會公益服務，

犧牲奉獻。 
七、其他相當於前述各款情事。 

第四條 
職工獎懲之各項標準，規

定如左： 
一、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記嘉獎：

（一）維護校園安全，有具體

貢獻者。 
（二）執行業務，負責認真，

成績優良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各類競

賽，成績優良者。 
（四）辦理全校性或校際活

動，圓滿成功，獲得好

評者。 
（五）服務態度良好，屢獲好

評者。 
（六）公餘參與社會公益服

務，犧牲奉獻者。 
（七）其他相當於前述各款情

事者。 

 

一、為方便閱讀及引述條

文，將原屬於第 4條第 1

項下之各款規定，另立

條次規範。 

二、參考本校歷年獎懲案及

他校辦法，修訂嘉獎之

標準。 

第六條 

職工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給

予記功： 
一、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變故

之發生，使學校免受損失。 
二、執行學校另行交付之重大

任務，圓滿成功，增進學

校榮譽或權益。 
三、針對主辦業務，予以革新，

有重大成效。 
四、其他相當於前述各款情事。 

二、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記功： 
（一）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變

故之發生，使學校免受

損失者。 
（二）執行學校另行交付之重

大任務，圓滿成功，增

進學校榮譽或權益者。 
（三）代表學校參加全國性重

要競賽，名列前茅，足

以為校爭光者。 
（四）承辦全國性或國際性活

動，圓滿成功，獲得好

評者。 
（五）針對主辦業務，予以革

新，有重大成效者。 
（六）其他相當於前述各款情

一、為方便閱讀及引述條

文，將原屬於第 4條第 1

項下之各款規定，另立

條次規範。 

二、參考本校歷年獎懲案及

他校辦法，修訂記功之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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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 

 
第七條 

職工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給

予記大功：  
一、冒險搶救重大災害，使學

校免遭嚴重破壞。 
二、主動爭取辦理重大任務，

圓滿成功，增進學校榮譽

或權益。 
三、承辦大型重要活動，圓滿

成功，提昇國家形象及增

進學校榮譽。 
四、針對校務，提供具體革新

建議，經採行後，有重大

成效。 
五、其他相當於上述各款情事。 

三、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記大功：

（一）冒險搶救重大災害，使

學校免遭嚴重破壞者。 
（二）主動爭取辦理重大任

務，圓滿成功，增進學

校榮譽或權益者。 
（三）代表學校參加國際性重

要競賽，名列前茅，足

以為校爭光者。 
（四）承辦大型重要活動，圓

滿成功，提昇國家形象

及增進學校榮譽者。 
（五）針對校務，提供具體革

新建議，經採行後，有

重大成效者。 
（六）其他相當於上述各款情

事者。 

 

一、為方便閱讀及引述條

文，將原屬於第 4條第 1

項下之各款規定，另立

條次規範。 

二、參考本校歷年獎懲案及

他校辦法，修訂大功之

標準。 

第八條 

職工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給

予申誡： 
一、處理業務或支援校務工作

失職，致影響校譽。 
二、違反性別平等、智慧財產

權或個人資料保護等相關

法令。 
三、工作怠慢或對交辦任務無

故延誤。 
四、行為不檢有違公序良俗。 
五、擅代他人或指使他人代行

簽核等情事。 
六、服務態度不佳，屢遭致批

評。 
七、值勤無故不到或擅離職守。 

八、其他相當於前述各款情事。 

 

四、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記申誡：

（一）處理業務失職，或督導

不週者。 
（二）檔案管理不善，遺失資

料者。 
（三）破壞公物、違反學校規

定者。 
（四）行為不檢有違公序良俗

者。 
（五）執行勤務違反相關法

規，有損校譽者。 
（六）出勤請他人讀卡或替他

人讀卡者。 
（七）值勤無故不到，或未依

規定安排代值者。 

（八）其他相當於前述各款情

事者。 

一、為方便閱讀及引述條

文，將原屬於第 4條第 1

項下之各款規定，另立

條次規範。 

二、參考本校歷年獎懲案及

他校辦法，修訂申誡之

標準。 

第九條 
職工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給

予記過： 
一、前條所列各情形之再犯或

情節嚴重。 
二、管理不善或怠忽職責使學

校遭受損失。 

五、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記過： 
（一）前款所列各情形之再犯

或情節嚴重者。 
（二）管理不善或怠忽職責使

學校有遭受損失之虞

者。 
（三）有偽造或竊用行為，但

一、為方便閱讀及引述條

文，將原屬於第 4條第 1

項下之各款規定，另立

條次規範。 

二、參考本校歷年獎懲案及

他校辦法，修訂記過之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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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謊報或偽造或竊用行為。 
四、洩漏職務上之機密。 

五、無正當理由，公然違抗主

管命令。 

六、涉性騷擾事件，經查證屬

實。 

七、其他相當於上述各款情事。 

 

情節較輕者。 
（四）謊報事由或請他人作不

實證明或為他人做偽證

者。 

（五）洩漏職務上之機密，但

情節較輕者。 
（六）在辦公處所賭博者。 
（七）其他相當於上述各款情

事者。 

 
第十條 

職工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給

予記大過或解聘： 
一、前條所列各情形之再犯或

情節嚴重。 
二、貪污瀆職、營私舞弊、挪

用公款。 
三、明知所屬人員舞弊，而刻

意隱瞞、庇護。 
四、誣告或暴力脅迫同事、長

官。 
五、在校內鬥毆或酗酒滋事。 
六、涉性侵害事件，經查證屬

實。 
七、其他相當於上述各款情事。 

六、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記大過

或解聘： 
（一）前款所列各情形之再犯

或情節嚴重者。 
（二）貪污瀆職、營私舞弊、

挪用公款者。 
（三）有偽造或竊用行為者。 
（四）明知所屬人員舞弊，而

刻意隱瞞、庇護者。 
（五）洩漏職務上之重大機密

者。 
（六）誣告或暴力脅迫同事、

長官，情節重大者。 
（七）公然抗命、羞辱上級，

行為嚴重者。 

（八）煽動造謠，意圖造成校

園動亂或對立者。 

（九）在校內鬥毆或酗酒滋事

者。 
（十）受有期徒刑一年以上判

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者。 

（十一）其他相當於上述各款

情事者。 

 

一、為方便閱讀及引述條

文，將原屬於第 4條第 1

項下之各款規定，另立

條次規範。 

二、參考本校歷年獎懲案及

他校辦法，修訂大過及

解聘之標準。 

第十一條  
記功或記過以下之獎懲，

由各單位主管填具獎懲建議表

依行政程序簽核；記大功或記

大過以上之獎懲，須經職工評

審委員會審議，並經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通過為決議。 

第五條 

記功或記過以下之獎懲，

由各單位主管依行政程序簽

核；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獎

懲，須經職工評審委員會審

議，並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之通過為決議。 

 

一、條次變更 

二、增列申請獎懲之專用表

單。 

第十二條  
職工對獎懲結果有異議

第六條 

當事人對獎懲內容有異議

一、條次變更 

二、調整職工得提起申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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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於收受或知悉獎懲結果

之次日起，依東吳大學職工申

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辦法

之規定提起申訴。 

 

時，得於獎懲公告日起一個月

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校「職

工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

訴，但以一次為限。 

文字敘述。 

第十三條  
本校職工之獎勵懲處，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

辦理。 

 

第七條 

本校職工之獎勵懲處，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

辦理。 

條次變更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

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

正時亦同。 

條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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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東吳大學檔案管理辦法修訂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第一條 為健全東吳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檔案管理，促進檔

案開放與運用，發揮檔案功

能，特訂定本辦法。 

無修訂 

第二條 凡依照公文管理程序，而歸檔

管理之文字或非文字資料及

其附件，除另有規定外，一律

送交秘書室編列檔案，集中管

理。 

第二條 凡依照公文管理程序，而歸檔

管理之文字或非文字資料及

其附件，除另有規定外，一律

送交總務處文書組編列檔

案，集中管理。 

因應文書組

業務併入秘

書室，做業

管單位名稱

調整 

 第三條 本校檔案歸檔作業悉依「東吳

大學檔案管理作業手冊」辦

理。 

無修訂 

 第四條 應行歸檔之案件，各單位承辦

人員應先加以檢查整理，歸檔

案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檔案

管理人員應退還承辦單位補

正： 

一、案件或其附件不全。 

二、案件污損或內容不清楚者。 

三、案件未經批准或漏判、漏印、漏

發、漏會者。 

四、案件未填註保存年限或分類號

者。 

五、案件未依規定編寫頁碼或頁碼編

寫有誤者。 

六、案件與歸檔清單之登載不符者。 

無修訂 

 第五條 下列物品，不得歸檔： 

一、現金、有價證券及其他貴重物

品。 

二、司法訴訟有關物證。 

三、流質、氣體、易燃品、管制物品

或其他危及人身與公共安全之

物品。 

四、易變質而不適長期保存之物品。 

無修訂 

 第六條 檔案之保存年限，應依其性質

及價值，區分為永久保存或定

期保存。 

無修訂 



29 
東吳大學 102 學年度第 5 次(102.10.21)行政會議紀錄 

 第七條 下列檔案之保存，應列為永久

保存： 

一、涉及學校或各單位重要制度、決

策及計畫者。 

二、涉及學校或各單位重要法規之制

（訂）定、修正或解釋者。 

三、涉及組織沿革及主要業務運作

者。 

四、對學校建設或政策具有重要利用

價值者。 

五、具有重要行政稽憑價值者。 

六、其他有關重要事項而具有永久保

存價值者。 

無修訂 

 第八條 定期保存之檔案，除另有規定

外，保存年限區分為三十年、

二十五年、二十年、十五年、

十年、五年、三年及一年。 

無修訂 

 第九條 本校檔案分類表係與保存年

限區分表結合編訂，稱為「東

吳大學檔案分類及保存年限

區分表」。 

檔案立案時應編訂檔號，賦予

年度號、分類號、案次號、卷

次號及目次號。 

無修訂 

 第十條 經整理、裝訂之檔案，依下列

規定存放於檔案架：  

一、永久保存與定期保存檔案得分置

存放。 

二、按檔號大小順序，小者在左，大

者在右；由左至右，由上至下直

立排列，並預留架位空間，以利

後續檔案排架。 

三、珍貴檔案或不便直立之檔案，得

予平放。 

無修訂 

 第十一條 檔案保管場所採單一出入

口門禁管制，非檔案管理人

員未經許可，不得擅自進

出。 

無修訂 

 第十二條 紙質類檔案如有破損，應

隨時修補；其修補方法得

以裱法、鑲法或其他適當

方法為之。 

檔案毀損，經鑑定結果認無

法修復者，得將其原因及已毀

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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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檔案之檔號、案名及數量等

詳細情形，報請備查後銷毀。 

 第十三條 借調檔案以與承辦業務有

關者為限。 

因業務需要，借調非主管案

件時，應送會承辦單位主管

同意，或簽請權責主管核

准。 

無修訂 

 第十四條 申請借調檔案時，應以案件

或案卷為申請單位，並由調

案人填具調案（展期）申請

單，載明下列事項，經承辦

單位主管或權責主管核准

後，送總務處文書組調取： 

一、調案人姓名及單位。 

二、檔號或文號。 

三、案由或案名。 

四、調案申請日期。 

無修訂 

 第十五條 借調或調用之檔案應妥慎

保管，不得遺失、轉借、轉

抄，或有拆散、污損、添註、

塗改、更換、抽取、增加、

圈點等破壞檔案或變更檔

案內容之情事。 

無修訂 

 第十六條 借調或調用檔案應於調案

期限內歸還。屆期如需繼續

使用，應提出展期申請，並

經單位主管或權責主管核

准後，始得為之。 

前項展期次數以三次為

限。展期次數超過三次，仍

需使用檔案者，應先行歸還

檔案後，再依規定辦理借

調。 

無修訂 

第十七條 本校人員調、離職時，人事

單位應知會秘書室，以查檢

其借調檔案情形。 

調、離職人員如有借調檔

案，應全部歸還，不得轉

借。 

第十七條 本校人員調、離職時，人事

單位應知會總務處文書

組，以查檢其借調檔案情

形。 

調、離職人員如有借調檔

案，應全部歸還，不得轉

借。 

因應文書組

業務併入秘

書室，做業

管單位名稱

調整 

 第十八條 電子影像檔案或電子公文

檔案之調閱，得採線上方式
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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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 

第十九條 已屆保存年限之檔案，由秘

書室製作檔案銷毀目錄，送

會相關業務單位表示意

見，各單位認有延長保存年

限之必要者，應簽註延長年

限及理由。 

第十九條 已屆保存年限之檔案，由總

務處文書組製作檔案銷毀

目錄，送會相關業務單位表

示意見，各單位認有延長保

存年限之必要者，應簽註延

長年限及理由。 

因應文書組

業務併入秘

書室，做業

管單位名稱

調整 

 第二十條 已銷毀之檔案，應分別於檔

案銷毀目錄及案卷目次表

等有關目錄，註記核准銷毀

之文號及銷毀之日期；其有

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

之紀錄者，並應附註其編

號。但全卷銷毀者，其案卷

目次表得免註記。 

無修訂 

 第二十一條 機密文書區分為國家機

密文書及一般公務機密

文書。 

國家機密文書區分為

「絕對機密」、「極機

密」、「機密」；一般公務

機密文書列為「密」等

級。 

無修訂 

 第二十二條 密件之保密期限或解除

機密條件，應以括弧標

示於機密等級之後。其

解密條件如下： 

一、本件於公布時解密。 

二、本件至某年某月某日解密。 

三、本件於工作完成或會議終了時解

密。 

四、附件抽存後解密(適用於附件已

完成機密等級及解密條件標示

者)。 

五、保存期限屆滿後解密。 

六、其他(其他特別條件或另行檢討

後辦理解密)。 

無修訂 

 第二十三條 機密檔案應另備保險箱

或其他具安全防護功能

之箱櫃，與一般檔案分

別存放。 

無修訂 

 第二十四條 借調機密檔案，應由調

案人親自至檔案管理單

位簽收。 

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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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調非業務主管之機密

檔案，除應會請原承辦

單位主管同意外，並應

簽奉上一級主管核准後

方可調閱。 

 第二十五條 機密檔案歸還時，調案

單位主管應在機密檔案

專用封套簽章後密封，

並加註歸還日期。 

檔案管理人員應檢視封

套是否依規定密封。如

未密封，應即通知調案

人處理。 

無修訂 

 第二十六條 機密檔案經解密後，依

一般檔案管理之。 
無修訂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

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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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與清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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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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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陳吉寧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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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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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与东吴大学

同意建立两校学术交流关系，协议如下： 

 

一、交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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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与学者互访之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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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陈吉宁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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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與清華大學學生交流協議書 
 

東吳大學與清華大學本著“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協商，就兩

校學生交流事宜達成如下協議： 

 

一、合作形式： 

1.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年互派註冊在校本科生或研究院學生（以下稱“交

換生”）到對方學校學習。 

2. 交換生以修讀雙方均已開設科目為原則。 

3. 交換生之名額，每學期以兩人為上限。但有特殊計劃，將另案討論，人數不在此

限。 

4. 一學期之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從事研究或修課，不獲取學位。如僅從事訪問研究，

不修課、不使用接待學校之資源者，得經雙方同意另行安排，不佔交換生名額。

5. 交換生課程學習可採用先於各自學校選擇課程，經對方同意後，至對方學校交流

研習。 

6. 雙方於交換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為對方交換生提供修讀課程成績單。 

7. 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完成交換後，必須按交流計劃返回原屬學校，不得延長停留時

間，接待學校不受理為其辦理延長手續之要求。 

二、選拔範圍： 

1. 雙方從各自學校就讀全日制學生中，根據學習成績、個性是否適合此項交換計劃

等情況，推薦至對方學校學習。 

2. 雙方各自保留審查對方推薦交換生入學之最後決定權。若有不獲對方接受之情

況，推薦方可再次補充推薦。 

三、學生管理： 

1. 雙方學生管理部門負責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學習、生活期間管理工作。雙方交換生

不參與院校評價、評獎活動，其他管理辦法將參照各自學校管理規定執行。 

2. 雙方需安排交換生在大學宿舍住宿，以便雙方交換生進行各項交流活動。 

3. 雙方有關部門或單位儘量安排交換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行各項學術交流活動，關

心其生活起居，使交流計劃取得最大效果。 

4. 雙方選定交換生後，接待學校應給予來校就讀交換生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

員接機、安排住宿等，使交換生能儘快適應新環境。 

5. 交換生必須遵守本合約以及雙方學校各項規定，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該生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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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交換，即時返回原屬學校，有關該名額之遞補，兩校屆時再議。 

四、費用： 

1. 交換生在各自所屬學校繳交學雜費，雙方學校不再收取交換生學雜費。 

2. 雙方派出學生必須由學生購買相關保險，在入學前提供保險證明影印本予接待學

校。 

3. 交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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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組織實施： 

1. 本協議書內容在雙方主管下指定兩校相應行政職能部門實施，並歸該單位管理。

2. 交換生必須遵守當地法律及對方學校之法規。 

3. 雙方按情況對辦理出入境手續需要的學生提供協助。交換生要自行負責取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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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簽約

中任何一方學生因無法獲得入境許可而不能成行，則該年度學生交流名額，將展

延至下一年度；另一方學生交流將繼續進行。對於協議期限內其他年度交流計

劃，將繼續執行。 

4. 交換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檔案，並準時報告與返校。

5. 本協議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起立即生效，有效期五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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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止之前開始或已經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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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協議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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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陳吉寧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37 
東吳大學 102 學年度第 5 次(102.10.21)行政會議紀錄 

清华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流协议书 
 

清华大学与东吴大学本着“平等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经双方协商，就两

校学生交流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形式： 

1. 双方同意根据学生意愿，每学年互派注册在校本科生或研究院学生（以下称“交

换生”）到对方学校学习。 

2. 交换生以修读双方均已开设科目为原则。 

3. 交换生之名额，每学期以两人为上限。但有特殊计划，将另案讨论，人数不在此

限。 

4. 一学期之交换生在接待学校从事研究或修课，不获取学位。如仅从事访问研究，

不修课、不使用接待学校之资源者，得经双方同意另行安排，不占交换生名额。

5. 交换生课程学习可采用先于各自学校选择课程，经对方同意後，至对方学校交流

研习。 

6. 双方于交换结束後，接待学校应为对方交换生提供修读课程成绩单。 

7. 交换生在接待学校完成交换后，必须按交流计划返回原属学校，不得延长停留时

间，接待学校不受理为其办理延长手续之要求。 

二、选拨范围： 

1. 双方从各自学校就读全日制学生中，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此项交换计划

等情况，推荐至对方学校学习。 

2. 双方各自保留审查对方推荐交换生入学之最后决定权。若有不获对方接受之情

况，推荐方可再次补充推荐。 

三、学生管理： 

1. 双方学生管理部门负责交换生在接待学校学习、生活期间管理工作。双方交换生

不叁与院校评价、评奖活动，其他管理办法将叁照各自学校管理规定执行。 

2. 双方需安排交换生在大学宿舍住宿，以便双方交换生进行各项交流活动。 

3. 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尽量安排交换生与接待学校学生进行各项学术交流活动，关

心其生活起居，使交流计划取得最大效果。 

4. 双方选定交换生后，接待学校应给予来校就读交换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包括派

员接机、安排住宿等，使交换生能尽快适应新环境。 

5. 交换生必须遵守本合约以及双方学校各项规定，如有违规情况严重者，该生将中

止交换，即时返回原属学校，有关该名额之递补，两校届时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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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费用： 

1. 交换生在各自所属学校缴交学杂费，双方学校不再收取交换生学杂费。 

2. 双方派出学生必须由学生购买相关保险，在入学前提供保险证明复印表予接待学

校。 

3. 交换生应自行负担往返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費、书籍费、证件费、签注费、保

险费及其它个人支出等。 

五、组织实施： 

1. 本协议书内容在双方主管下指定两校相应行政职能部门实施，并归该单位管理。

2. 交换生必须遵守当地法律及对方学校之法规。 

3. 双方按情况对办理出入境手续需要的学生提供协助。交換生要自行负责取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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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签约

中任何一方学生因无法获得入境许可而不能成行，则该年度学生交流名额，将展

延至下一年度；另一方学生交流将继续进行。对於协议期限内其他年度交流计划，

将继续执行。 

4. 交换生应於指定期限内，向双方学校缴交规定之必要档案，并准时报告与返校。

5. 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立即生效，有效期五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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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止之前开始或已经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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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後解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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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陈吉宁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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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二 
 

 
東吳大學與北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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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北京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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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提前六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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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京師範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董奇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40 
東吳大學 102 學年度第 5 次(102.10.21)行政會議紀錄 

 
北京师范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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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师范大学与东吴

大学同意建立两校学术交流关系，协议如下： 

 

一、交流內容： 

1. 鼓励双方学生短期交换与互访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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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与学者互访之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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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须提前六个月以书面通知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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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京师范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董奇          教授                               潘維大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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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北京師範大學學生交流協議書 
 

東吳大學與北京師範大學本著“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協商，就

兩校學生交流事宜達成如下協議： 

 

一、合作形式： 

1.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年互派註冊在校本科生或研究院學生（以下稱“交換

生”）到對方學校學習。 

2. 交換生以修讀雙方均已開設科目為原則。 

3. 交換生之名額，每學期以兩人為上限。但有特殊計劃，將另案討論，人數不在此限。

4. 一學期之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從事研究或修課，不獲取學位。如僅從事訪問研究，不

修課、不使用接待學校之資源者，得經雙方同意另行安排，不佔交換生名額。 

5. 交換生課程學習可採用先於各自學校選擇課程，經對方同意後，至對方學校交流研

習。 

6. 雙方於交換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為對方交換生提供修讀課程成績單。 

7. 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完成交換後，必須按交流計劃返回原屬學校，不得延長停留時

間，接待學校不受理為其辦理延長手續之要求。 

三、學生管理： 

1. 雙方學生管理部門負責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學習、生活期間管理工作。雙方交換生不

參與院校評價、評獎活動，其他管理辦法將參照各自學校管理規定執行。 

2. 雙方需安排交換生在大學宿舍住宿，以便雙方交換生進行各項交流活動。 

3. 雙方有關部門或單位儘量安排交換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行各項學術交流活動，關心

其生活起居，使交流計劃取得最大效果。 

4. 雙方選定交換生後，接待學校應給予來校就讀交換生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員

接機、安排住宿等，使交換生能儘快適應新環境。 

5. 交換生必須遵守本合約以及雙方學校各項規定，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該生將中止

交換，即時返回原屬學校，有關該名額之遞補，兩校屆時再議。 

四、費用： 

1. 交換生在各自所屬學校繳交學雜費，雙方學校不再收取交換生學雜費。 

2. 雙方派出學生必須由學生購買相關保險，在入學前提供保險證明影印本予接待學

校。 

3. 交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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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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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及其他個人支出等。 

五、組織實施： 

1. 本協議書內容在雙方主管下指定兩校相應行政職能部門實施，並歸該單位管理。 

2. 交換生必須遵守當地法律及對方學校之法規。 

3. 雙方按情況對辦理出入境手續需要的學生提供協助。交換生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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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簽約中任

何一方學生因無法獲得入境許可而不能成行，則該年度學生交流名額，將展延至下

一年度；另一方學生交流將繼續進行。對於協議期限內其他年度交流計劃，將繼續

執行。 

4. 交換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檔案，並準時報告與返校。 

5. 本協議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後立即生效，有效期五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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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開始或已經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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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協議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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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京師範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董奇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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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师范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流协议书 
 

北京师范大学与东吴大学本着“平等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经双方协商，就

两校学生交流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形式： 

1. 双方同意根据学生意愿，每学年互派注册在校本科生或研究院学生（以下称“交换

生”）到对方学校学习。 

2. 交换生以修读双方均已开设科目为原则。 

3. 交换生之名额，每学期以两人为上限。但有特殊计划，将另案讨论，人数不在此限。

4. 一学期之交换生在接待学校从事研究或修课，不获取学位。如仅从事访问研究，不

修课、不使用接待学校之资源者，得经双方同意另行安排，不占交换生名额。 

5. 交换生课程学习可采用先于各自学校选择课程，经对方同意后，至对方学校交流研

习。 

6. 双方于交换结束后，接待学校应为对方交换生提供修读课程成绩单。 

7. 交换生在接待学校完成交换后，必须按交流计划返回原属学校，不得延长停留时间，

接待学校不受理为其办理延长手续之要求。 

二、选拨范围： 

1. 双方从各自学校就读全日制学生中，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此项交换计划等

情况，推荐至对方学校学习。 

2. 双方各自保留审查对方推荐交换生入学之最后决定权。若有不获对方接受之情况，

推荐方可再次补充推荐。 

三、学生管理： 

1. 双方学生管理部门负责交换生在接待学校学习、生活期间管理工作。双方交换生不

三与院校评价、评奖活动，其它管理办法将三照各自学校管理规定执行。 

2. 双方需安排交换生在大学宿舍住宿，以便双方交换生进行各项交流活动。 

3. 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尽量安排交换生与接待学校学生进行各项学术交流活动，关心

其生活起居，使交流计划取得最大效果。 

4. 双方选定交换生后，接待学校应给予来校就读交换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包括派员

接机、安排住宿等，使交换生能尽快适应新环境。 

5. 交换生必须遵守本合约以及双方学校各项规定，如有违规情况严重者，该生将中止

交换，实时返回原属学校，有关该名额之递补，两校届时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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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费用： 

1. 交换生在各自所属学校缴交学杂费，双方学校不再收取交换生学杂费。 

2. 双方派出学生必须由学生购买相关保险，在入学前提供保险证明复印表予接待学校。

3. 交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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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组织实施： 

1. 本协议书内容在双方主管下指定两校相应行政职能部门实施，并归该单位管理。 

2. 交换生必须遵守当地法律及对方学校之法规。 

3. 双方按情况对办理出入境手续需要的学生提供协助。交换生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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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签约中任

何一方学生因无法获得入境许可而不能成行，则该年度学生交流名额，将展延至下

一年度；另一方学生交流将继续进行。对于协议期限内其它年度交流计划，将继续

执行。 

4. 交换生应于指定期限内，向双方学校缴交规定之必要档案，并准时报告与返校。 

5. 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后立即生效，有效期五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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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开始或已经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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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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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京师范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董  奇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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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三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Budapest, 
Hungary),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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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ag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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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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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solt Rostoványi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6 
東吳大學 102 學年度第 5 次(102.10.21)行政會議紀錄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AND  

SOOCHOW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Hungary”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2)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4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Memorandum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 registered students in a degree program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degree 
students, at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as ‘Special Credit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47 
東吳大學 102 學年度第 5 次(102.10.21)行政會議紀錄 

Article 6 
At the end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the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elve month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3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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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4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f however 
there are any tuition- and program- related fees to be paid to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home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assist in the collection of such fees. 
 
Article 15 
This Memora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Memorandum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Memorandu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Zsolt Rostoványi Wei-Ta Pan   

President President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Soochow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ászló Trautmann  

Dean, Faculty of Economics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ászló Csicsmann  

Dea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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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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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AND  

Soochow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Czech Republic,”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2)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4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Memorandum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 registered students in a degree program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Be in advanced standing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degree 
students, at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as ‘Special Credit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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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 
At the end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the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elve month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3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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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4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f however 
there are any tuition- and program- related fees to be paid to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home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assist in the collection of such fees. 
 
Article 15 
This Memora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Memorandum twelve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Memorandu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RNDr. Josef Hynek,MBA,Ph.D Wei-Ta Pan   

Rector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Soochow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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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五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Chuncheon, 
Republic of Korea),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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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agreed separately on 

each specific case; 
d)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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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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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Seung Ho Shin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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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may send up to two (4)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4)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4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Memorandum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 registered students in a degree program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degree 
students, at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as ‘Special Credit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Article 6 
At the end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the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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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elve month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if necessar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3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4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f however 
there are any tuition- and program- related fees to be paid to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home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assist in the collection of such fees. 
 
Article 15 
This Memora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Memorandum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Memorandu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ung Ho Shin, PhD. Wei-Ta Pan   

President President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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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六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HALLYM UNIVERSITY, KOREA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Hallym University (Chuncheon, Korea),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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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ag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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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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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ym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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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HALLYM UNIVERS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Hallym University, Korea,”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Hallym University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Hallym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2)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Hallym University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4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Memorandum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 registered students in a degree program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degree 
students, at Hallym University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Article 6 
At the end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the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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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o semester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3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4 
This Memora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Memorandum six (6)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Memorandu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President] Wei-Ta Pan   

President President 

Hallym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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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七 

 

 

 

 

AGREEMENT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KONKUK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Soochow University in Taipei, Taiwan and, Konkuk University in Seoul, South Korea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mutual academic cooperation, agree as follows. 
 
The scope of this cooperation shall cover programs offered at either institution that are deemed necessary for 
further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Such programs shall include but not be limited to: 
 

1. Faculty exchange 
2. Student exchang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3. Exchange of academic data 
4. Research 
5. Academic forums 

 
The details of a specific program shall be separately negotiated and agreed upon by both institutions prior to 
the program’s implementation, which shall depend upon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ing, the needs of both 
institutions,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  
 
This agreement shall take effect on the day when both institutions sign it and remain in effect for five (5) 
years.  It sha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unless either institution informs the other in writing of its intention 
to terminate it at least six (6) months in advance. 
 
Signed on behalf of: 
Soochow University  

Signed on behalf of:
Konkuk University    

 
 

  

     
Dr. Wei-Ta Pan  Dr. Heeyoung Song
President                         President 
Date: 9th October 2013  Date: 9th Octo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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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KONKUK UNIVERSITY 

 
 
I. INSTITUTIONS & PURPOSES 
The purpose of the Agreement is to establish an affili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U”) and Konkuk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KU”) to 
implement a university-wide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II. DEFINITION 
In this Agreement, unless the content will otherwise imply, “exchange” shall mean a one-for-one 
exchange of students from each university;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mean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implemented herein; “home institution” shall mean the university at which the student 
intends to graduate; and “host institution” shall mean the university which has agreed to receive the 
exchange students from the home institution. 
 
III. PRINCIPLES IN RECIPROCITY 

1. Exchanges shall be reciprocal and balanced over the duration of this agreement.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pay tuition and fees to their home institution while tuition will be waived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2. Each university may send up to 2 full-year students or 4 one-semester students per year, as 
the number shall be calculated in terms of “student semesters/terms” (e.g., one student for 
one academic year equals two student semesters/terms). However, this number may vary in 
any given year, provided a balance of exchanges is obtained over the term of the Agreement. 
The normal exchange period shall be one semester or one academic year.  

3. In order to encourage a more active exchange of student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students will be permit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mmer (Winter) Program (ISP) each 
institution administers for multiple weeks during summer (winter) vacations.  With a view 
to maintaining a balance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two (2)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ISP will be regarded as one (1) student for one regular 
semester. (Up to ten [8] students will be permit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am.) 

4. In the event of an anticipated imbalance, either party may suspend or reduce intake or 
outflow of students to establish the balance. 

5. Exchange students will not be charged for application or tuition fee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host institution may collect certain mandatory fees (e.g., health services) from 
incoming students, which are not required by the outgoing students. All such fees will be 
specified in advance. 

6.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accorded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regular attendance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excluding the rights to matriculate and/or earn degree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7. The exchange program shall be administered through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
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at SU and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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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APPLICATION & ADMISSION 

1. Students who wish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shall submit applica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oordinator (or other designated official) of their home institution. 

2.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nominated on the basis of criteria determined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However, all students must have completed at least two semesters of study at the 
home institution before beginning the exchange period and have demonstrated superior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meet a language proficiency requirement, defined as the 
capability for a student to succeed academically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host institution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view these students and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concerning their 
admission. 

3. The names of students undertaking the exchange, together with relevant academ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a list of classes/modules each student wishes to take, will be sent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approximately three months prior to the exchange taking place. 

4. The host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oordinator shall arrange for appropriate review 
of applications and selection of applicants, and shall notify successful candidates via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oordinator for KU no later than the third week of June for the 
fall semester/term and the third week of December for the spring semester/term; and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oordinator for SU no later than the third week of June for the 
fall semester/term and the third week of December for spring semester/term. 

5. While students nominated by their home institution will normally be accept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host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oordinator retains the right to review 
these students and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concerning their admission. Lack of 
availability of desired classes may result in denial of otherwise qualified applicants. 

6. The host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oordinator will assist in the procurement of all 
visa documents for exchange participants. 

 
V. REGISTRATION, FEES, & RECORDS 

1.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pay tuition and fees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Neither university 
shall request charges from exchange students for tuition or application. 

2. Students will receive all orientation and registration materials from their host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oordinator with instructions to go through the normal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of 
that institution, abiding by the established deadlines. While effort will be made to assist 
students in enrolling in the classes they pref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of specific classes. 

3. As for course registration,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their 
coordinator at their host university. 

4. Records will be established for exchange students as if they were regularly matriculated 
student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An official transcript of course work and grade will be 
mailed to the Registrar of the home institution at the completion of each semester of 
attendance. 

5. Any academic credit that the student receives from the host institution may be transferred 
back to the home instit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procedures determined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6. An exchange student who wishes to participate in a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 in addition to 
the courses taken during the exchange semester may do so upon payment of established 
session fees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VI.  STUDENT OBLIGATIONS 

1.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eir ow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either arranged individually or by the sending institution. Travel costs wi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exchange students.  

2. Exchange stud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securing their own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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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bears no responsibility for providing funds to an exchange student for any 
purpose. 

3. Exchange stud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securing their own o f f - c a m p u s  housing 
accommodations, but the host institution may provide assistance and support in locating 
appropriate housing. Students interested in living in university housing, if available, should 
apply to the housing office of the host campus through the host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ordinator. 

4. Exchang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be covered by health insurance valid in the host country. 
Proof of health insurance valid in the host country, or purchase of health insurance at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be required for exchange students.  

5. The obligations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under this Agreement are limited to the exchange 
students only and do not apply to partners or dependants. Expenses of accompanying 
partners/dependan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6. Each institution reserves the right to dismiss any participating student at any time for 
academic or personal misconduct in violation of establishe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and the host country. The dismissal of a participant shall not abrogate the 
agreement for the arrangements regarding other participants. Exchange students are subject 
to the sam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local students. 

7. Upon completion of the exchange period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must return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No extension of stay will be authorized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VII. PERIOD OF AGREEMENT & REVISIO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xecuted on the date of signature and remain in effect for five (5) years. It 
shall be extended automatically for an additional period of five (5) years at each expiration date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six (6) months’ advance notice in writing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Both 
SU and KU shall engage in mutual consultation and negotiation in the event(s) any major issue(s) 
arise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greement. In the case of any discrepancies arising from this 
Agreement, either institution may terminate with six (6) months’ prior notice, provided that 
exchanges in progress, or agreed to, are not interrupted. In addition articles of this Agreement may 
be revised upon mutual consultation of the both parties herein. 
 
For this purpose, the responsible parties will be the Presid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and the 
President of Konkuk University. 
 
 
Signed on behalf of: 
Soochow University 

 Signed on behalf of: 
Konkuk University 

   
 
 
 

Dr. Wei-Ta PAN  
President  

 Dr. Heeyoung SONG 
President 

Date: 9th October 2013  Date: 9th Octo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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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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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九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FONTY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Fonty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Venlo, 
the Netherlands),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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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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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Thomas Merz 

President Managing Di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Fonty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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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FONTY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AND  

SOOCHOW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Fonty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the Netherlands,”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Fonty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Fonty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2)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Fonty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4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Memorandum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 registered students in a degree program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Be in advanced standing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degree 
students, at Fonty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as ‘Special Credit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Article 6 
At the end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the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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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elve month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3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4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f however 
there are any tuition- and program- related fees to be paid to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home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assist in the collection of such fees. 
 
Article 15 
This Memora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Memorandum twelve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Memorandu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Thomas Merz Wei-Ta Pan   

Managing Director President 

Fonty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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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十 

 
AGREEMENT ON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In a mutual desire to promote furthe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gree to the following framework of academic cooperation: 
 
1. Under this agreement, each institute will make an effort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for mutual benefit in the 

following areas; 
1-1 Promotion of joint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1-2 Invitation to short-term visits of faculty members and researchers for lectures, conferences, colloquia, and 

symposia or other academic activities; 
1-3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pertinent publication in fields of interest to both universities; 
1-4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for study and research.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may be established when agreed separately on each specific case. 
 
2. The details on other necessary matters concerning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are provided separately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3. The fields of study are to be designated for each case, based on mutual interests.  The conditions for employing the 

achieved results as well as arrangements for specific visits and exchanges should be endorsed by both universities on 
each specific case. 

 
4. Both universities understand that all financial arrangements will depend upon availability of funds in each specific 

case, which may be collaboratively and/or separately sought by both universities.   
 
5. This agreement will become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of the signatures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universities and 

valid for the initial period of five years.  The agreement will be reviewed not less than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natural termination of the current agreement and may be extended or renewed in mutual accordance.  At any time,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by mutual agreement in a written notice.  

 
6. The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university with a six-month notice.  No applications shall be considered 

after this notice; however, the universities will continue to fulfill their obligations with the accepted exchange 
students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study plans. 

 
7. The agreement should be concluded in two original documents, both written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being equally 

authentic. 
 
 
Date: Date: 
 
 
  
Susumu Satomi Wei-Ta Pan 
President, Tohoku University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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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北大学と東吳大学との間における学術交流に関する協定書（訳） 
 
 文化、教育及び科学技術上の交流を一層促進しようという相互の願いに沿って、東北大学(日本

国)と东吴大学（台湾）は、学術上の交流について、次のとおり同意する。 
 
１．両者は、互恵の精神をもって、次の事項の実施と発展に努力する。 
  1-1 共同研究、共同教育の推進 
  1-2 講義、会議、討論会、シンポジウムその他の学術的活動への教員及び研究員の短期間の招

待 
  1-3 両校にとって関心ある分野での情報・刊行物の交換 
  1-4 勉学と研究のための教員、研究員及び学生の交流 
 

他の協力形態は、それぞれの特定の場合ごとに取り決める。 
 
２．学生の交流は別に定めた覚書に基づき実施する。 
 
３．対象とする学問分野は相互の関心に基づいてそれぞれの場合に示される。 

特定の訪問や交流準備、共同活動で達成された成果を活用するための条件は、それぞれの特

定の場合ごとに両者によって取り決められる。 
 
４．すべての財政上の処置は、それぞれ特定の場合ごとに両校が共同であるいは別々に求めた財源

の適合性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を、両校は了解する。 
 
５．本協定は両校の代表者による署名の日から５年間有効とする。協定は期限の６ヶ月以前に見直

され、相互の合意に従って延長あるいは更新される。いかなる時点であっても、本協定の記述

内容は、文書による相互の合意により修正される。 
 
６．本協定は、いずれの側からでも６ヶ月の予告をもって終了できる。この予告がなされた後は、

いかなる募集も行われないものとする。但し、既に受け入れた交流学生に対しては、その学業

計画が全うされるまではその責務を果たし続けるものとする。 
 
７．本協定書は英語により２通作成し、いずれも等しく正文である。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東北大学総長   東吳大学総長 
  里見 進   潘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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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as promoted by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Tohoku Univers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will be implemented as follows: 
 
1. The home university will select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and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final decision on admission for each case based on the academic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posed course 
work. 

 
2. Each university will have no more than 3(or 2) students from the other side enrolled at any time.  The actual 

number of students to be exchanged in a year will be determined each year by mutual agreement. 
 
3. The period of enrollment of the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ould not exceed 12 months.  Extension of 

the period may, in exceptional cases, be permitted by mutual agreement. 
 
4. The students will continue as candidates for degrees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will not be candidates for 

degree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5.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not be liable for travel, living, healthcare, insurance or other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students.  This does not preclude application for scholarships or financial aid from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6. The field of study for each student will be subjected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eing able to provide appropriate 

courses of study and appoint qualified supervisors when required, and provided such courses are open to 
exchange students. 

 
7.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determine the required language skills for admission in each case, in order to assure 

that the student ha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to carry out his/her studies successfully. 
 
8. The students must be enrolled in the home university as regular students and will be exempt from application, 

matriculation and tuition fee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9. The host university agrees to provide, prior to the exchange, the course plan and documentation of course 

work for the students, as well as appropriate documentation about their performance on completion.  The 
home university will determine, prior to the exchange, the appropriate number of credits to be transferred in 
each cas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ssisting students to find adequate accommodation on or near the 

host campus.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be exempt from this responsibility if the student declines the 
recommended accommodation. 

 
11. Exchange students are subjected to all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12. Each university will appoint a contact office and/or person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The appointed offices or persons will act as contact for enquiries about the program and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advertising and overseeing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program. 

 
 
 Date: Date: 
 
 
 
 Susumu Satomi Wei-Ta Pan 
 President, Tohoku University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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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北大学と東吳大学との間における学生交流に関する覚書（訳） 

 
東北大学と東吳大学との間の学術交流に関する協定に基づく学部及び大学院学生の交流は、次のと

おり行われるものとする。 
 
1. 派遣元が交流プログラムへの応募学生を選考し、その最終的な入学許可は提案された内容に求

められた学術的要件に基づいて、受け入れ先が行うものとする。 
 
2. 両校では、相手側の大学からのフルタイムに相当する学生の受け入れは年間 3 名（部局間協定

の場合は 2 名）を超えないものとする。各年毎に実際の交換学生数は、毎年両校の合意によっ

て決定するものとする。 
（学生交流数は、相互授業料等不徴収の趣旨から、派遣可能数も考慮の上、相互に交流可能

な数を設定してください。） 
 
3. 学生の受け入れ先における在学期間は、原則として、12 ヶ月を超えないものとする。在学期間

の延長は、例外的な場合に、両校の合意によって認められる。 
 
4. 学生は派遣元での学位取得資格を引き続き有し、受け入れ先での学位取得資格を有しないもの

とする。 
 
5. 渡航費、生活費、健康管理費、保険料その他の費用は学生の負担とする。このことは他機関へ

の奨学金申請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 
 
6. 学生の専門分野は、受け入れ先が適切な授業科目を提供できかつ必要に応じて的確な指導教員

を配置できる分野とする。 
 
7. 交換学生が、その勉学を遂行するために必要な語学能力を有していることを保証するために、

受け入れ先は入学に必要な語学能力をそれぞれの場合ごとに定めるものとする。 
 
8. 学生は、派遣元の正規の学生として在学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のとし、受け入れ先での検定料、

入学料及び授業料は徴収しないものとする。 
 
9. 受け入れ先は、交換に先立って、受け入れ学生の履修を証明する適切な文書は勿論のこと、授

業計画及び学業成績に関する文書を提供することに同意する。派遣元はそれぞれの場合に認定

できる適切な単位数を定めるものとする。 
 
10. 受け入れ先は、学生がキャンパス内あるいは近くに適切な宿舎を確保できるよう責任を持って

援助するものとする。その学生が斡旋された宿舎を辞退した場合には、受け入れ先はその責任

を免除されるものとする。 
 
11. 交換学生は、受け入れ先の全ての規則や規律に従うものとする。 
 
12. 各大学はその計画の実行を促進するために、連絡担当室あるいは担当者を指名するものとする。

指名された担当室あるいは担当者は、計画についての問い合わせの連絡に当たるとともに、こ

のプログラムの円滑な実行の推進や周知並びに監督の責任者になるものとする。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東北大学総長 東吳大学総長 
里見 進                             潘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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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與西南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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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西南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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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提前六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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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交通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徐飛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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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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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与东吴

大学同意建立两校学术交流关系，协议如下： 

 

一、交流内容： 

1. 鼓励双方学生短期交换与互访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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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与学者互访之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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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须提前六个月以书面通知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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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交通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徐飞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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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二 
 

東吳大學與南京中醫藥大學合作協議 
 
甲方：南京中醫藥大學 
乙方：東吳大學 
 
本合作協議旨在表述雙方的合作目標，並以此為基礎，通過進一步協商努力達

成。 
 
1、東吳大學與南京中醫藥大學一致同意通過以下交流活動促進彼此的學術往

來。 
（1） 鼓勵雙方教師交往 
（2） 促進雙方學生交往 
（3） 支持雙方科研協作 
（4） 推動雙方資源分享 
（5） 其他學術交流活動 
 

2、雙方一致認為本合作協議僅提供了合作的基礎和框架，具體合作協定將分別

另行簽署。 
 
3、雙方一致認同對本合作協議條款和具體磋商內容負有保密義務，知情權僅限

於雙方必要的員工。 
 
4、雙方一致認可一方公佈本合作協議相關資訊必須事先徵得另一方書面同意。 
 
5、雙方一致贊同本合作協議的簽署僅能見證彼此原則上的合作意願。 
 
6、雙方一致同意對本合作協議進行定期回顧，一方如欲修改或中止本合作協議，

須提前90天書面通知另一方。 
 
 
 
 
 
甲方：南京中醫藥大學 

 

 吳勉華   校長 
 
                                     

乙方：東吳大學 

 

潘維大   校長 
 
                                
  

2013年  月  日 



76 
東吳大學 102 學年度第 5 次(102.10.21)行政會議紀錄 

南京中医葯大學與東吳大學合作協議 
 
甲方：南京中医药大学 
乙方：东吴大学 
 
本合作協議旨在表述双方的合作目标，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进一步协商努力达

成。 
1、南京中医药大学和东吴大学一致同意通过以下交流活动促进彼此的学术往来。 

（1）鼓励双方教师交往 
（2）促进双方学生交往 
（3）支持双方科研协作 
（4）推动双方资源分享 
（5）其他学术交流活动 
 

2、双方一致认为本合作協議仅提供了合作的基础和框架，具体合作协议将分别

另行签署。 
 
3、双方一致认同对本合作協議条款和具体磋商内容负有保密义务，知情权仅限

于双方必要的员工。 
 
4、双方一致认可一方公布本合作協議相关信息必须事先征得另一方书面同意。 
 
5、双方一致赞同本合作協議的签署仅能见证彼此原则上的合作意愿。 
 
6、双方一致同意对本合作協議进行定期回顾，一方如欲修改或中止本合作協議，

须提前90天书面通知另一方。 
 

 
 
 

 
 
甲方：南京中医药大学 

 

 吴勉华   校长 
 
 
                                     

乙方：东吴大学 

 

潘维大   校长 
 
                                
  

2013年 6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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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三 
 

 東吳大學與新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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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新疆大學同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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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提前六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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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塔西甫拉提‧特依拜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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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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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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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双方学生短期交换与互访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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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与学者互访之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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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须提前六个月以书面通知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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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塔西甫拉提‧特依拜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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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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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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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六 
 

 
 
 

台灣東吳大學與韓國圓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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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圓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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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提前六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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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光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教授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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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WONKWANG UNIVERSITY, KOREA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Wonkwang University (Jeonbuk iksan, 
Korea),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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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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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Hyun Jeong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Wonkwang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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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WONKWANG UNIVERSITY, KOREA 

 

원광대학교(한국 익산시)와 동오대학교(대만 타이페이)는 교육과 연구에 있어 학술 교류와 협력 

프로그램의 개발을 통하여 양교의 연구와 교육의 발전에 기여할 것을 다음과 같이 합의한다. 

 
  1.  두 대학은 호혜평등과 상호존중의 원칙에 입각하여 아래와 같은 활동을 하기로 한다. 

    a)  학생 교류 

    b)  교수, 연구원 및 연구를 위해 필요한 인력 교류 

    c) 공동연구활동과 다른 형태의 협력은 사안별로 각각의 동의 하에 기획되어 진행  

    d)  학술 정보와 자료의 교환 

 
2. 위에 언급된 각 활동의 시행은 두 대학의 협의를 통해 개별적으로 결정된다. 어떠한 경우에도 

각 대학의 완전한 자치권을 약화시키지 않으며, 협약을 시행하는데 있어서 어떠한 제약도 부가하지 

않는다. 이 협약에 따른 각각의 모든 활동은 각 대학 책임자의 승인을 받아야 하며 각 대학의 학술 

및 재정적 제약에 의해 무산될 수 있다. 

 
3. 이 협약은 서명한 날로부터 5년간 유효하며 만료 시 5년간 자동으로 갱신된다. 두 대학의 

상호동의에 의해 언제든지 수정될 수 있으며, 6개월 전 서면 공지를 통해 종료될 수 있다. 

 
4. 이 협정서는 영문과 한, 중문 각 2부씩으로 작성된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Se Hyun Jeong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WonKwang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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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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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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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九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USA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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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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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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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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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附件一 
 
 

ADDENDUM TO THE ACADEMIC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1 
Under this Addendum, each semester,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2)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Adde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4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Addendum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 registered students in a degree program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Be in advanced standing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Adde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6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Addendum shall be 
twelve month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7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Adde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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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9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Adde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1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f however there are any tuition- and 
program- related fees to be paid to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home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assist 
in the collection of such fees. 
 
Article 12 
This Adde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Addendum twelve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Addendu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r. Jose Ramon T. Villarin, S.J.  Chin Chuan Lin  

President Acting President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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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NDUM TO THE ACADEMIC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Article 1 
Under this Addendum, each semester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2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Adde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4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Addendum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 registered students in a degree program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Be in advanced standing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Adde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6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Addendum shall be 
twelve month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7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Adde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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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Adde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1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f however there are any tuition- and 
program- related fees to be paid to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home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assist 
in the collection of such fees. 
 
Article 12 
This Adde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Addendum twelve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Addendu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Wei-Ta Pan Fr. Jose Ramon T. Villarin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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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案附件 
102 學年度第 1次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度手冊修訂提案表 

壹、修訂部分 
附件 內控事項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提案修訂說明 

一、 內部組織架構  秘書室 因應內部組織調整 

二、 人事事項 
「教師新聘作

業」 
人事室 

依教育部內控訪視委員及勤業公司

之建議，擬修訂。 

新增專任教師員額核定程序。 

修訂初聘專任副教授、教授如未具同

等級教師證書，以其學、經歷及專門

著作，依教師升等送審作業辦理專門

著作外審之流程。 

三、 人事事項 
「教師續聘作

業」 
人事室 

新增辦理聘僱許可之程序及控制重

點。 

四、 財務事項 
「預算之編製

作業」 
會計室 配合「東吳大學預算制度」修訂。 

五、 財務事項 

「獎補助款之

收支、管理、

執行及記錄作

業」 

會計室 配合 102 學年度組織異動。 

六、 教學事項 
「 開 排 課 作

業」 
教務處 

102 學年度起綜合教務組因單位裁

撤，原承辦業務改由註冊組及課務組

承接。 

七、 

教學事項 
「必選修科目

表作業」 

教務處 102 學年度起綜合教務組因單位裁

撤，原承辦業務改由註冊組及課務組

承接。 

八、 

教學事項 
「期中暨學期

考試作業」 

教務處 102 學年度起綜合教務組因單位裁

撤，原承辦業務改由註冊組及課務組

承接。 

九、 

教學事項 
「研究生學位

考試作業」 

教務處 102 學年度起綜合教務組因單位裁

撤，原承辦業務改由註冊組及課務組

承接。 

十、 

教學事項 
「教室借用作

業」 

教務處 102 學年度起綜合教務組因單位裁

撤，原承辦業務改由註冊組及課務組

承接。 

十一、  

教學事項 
「本校自辦招

生考試作業」
教務處 

為因應相關法規名稱或內容之修

訂，並檢討作業流程時移勢遷之現

況，乃因時制宜，修訂內部控制相關

規範。 

十二、  

教學事項 
「增設與調教

學單位作業」

教務處 為因應相關法規名稱或內容之修

訂，並檢討作業流程時移勢遷之現

況，乃因時制宜，修訂內部控制相關

規範。 
十三、  教學事項 「大學個人申 教務處 為因應相關法規名稱或內容之修



98 
東吳大學 102 學年度第 5 次(102.10.21)行政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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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入學作業」 訂，並檢討作業流程時移勢遷之現

況，乃因時制宜，修訂內部控制相關

規範。 

十四、  

教學事項 
「大學繁星推

薦入學作業」

教務處 為因應相關法規名稱或內容之修

訂，並檢討作業流程時移勢遷之現

況，乃因時制宜，修訂內部控制相關

規範。 

十五、  

教學事項 
「招生委員會

請購暨核銷作

業」 

教務處 為因應相關法規名稱或內容之修

訂，並檢討作業流程時移勢遷之現

況，乃因時制宜，修訂內部控制相關

規範。 

十六、  

教學事項 
「招收其他身

分 別 學 生 作

業」 

教務處 為因應相關法規名稱或內容之修

訂，並檢討作業流程時移勢遷之現

況，乃因時制宜，修訂內部控制相關

規範。 

十七、  

教學事項 
「招生宣導作

業」 

教務處 為因應相關法規名稱或內容之修

訂，並檢討作業流程時移勢遷之現

況，乃因時制宜，修訂內部控制相關

規範。 

十八、  

教學事項 
「共通教材印

製發售作業」
教務處 

擬配合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作業模

式，改依計畫提報方式並編列預算支

應。 

十九、  

教學事項 
「註冊相關作

業」 
教務處 

自102年8月1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

組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

業務由註冊組承接。 

二十、  

教學事項 「輔系/雙主

修/跨領域學

程申請作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二十一、 

教學事項 「轉系相關作

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二十二、 

教學事項 「休退學作

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二十三、 

教學事項 「證書採購、

印製及保管作

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二十四、 

教學事項 「更改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作

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二十五、 

教學事項 「學位證書遺

失補發申請作

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二十六、 教學事項 「學生證補換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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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作業」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二十七、 

教學事項 「外校生校際

選課作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二十八、 

教學事項 「任課教師更

改學期成績作

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二十九、 

教學事項 「編列本校年

度行事曆作

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三十、  

教學事項 「修訂教務法

規並報部作

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三十一、 

教學事項 「編製報部相

關報表作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三十二、 

教學事項 「進修學士班

新生註冊作

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三十三、 

教學事項 「進修學制學

生跨部選課作

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三十四、 
教學事項 「退補費相關

作業」 

教務處 配合稽核意見修訂退補費作業流程。

三十五、 
教學事項 「進修學制退

補費作業」 

教務處 配合稽核意見修訂退補費作業流程。

三十六、 

教學事項 「選課相關作

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三十七、 

教學事項 「成績單暨各

類證明文件申

請作業」 

教務處 102 年 8 月 1 日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併編，其相關註冊、選課及退補費業

務由註冊組承接。 

三十八、 教學事項 

「教育部獎勵

大學校院設立

區域教學資源

中心計畫申請

暨評考作業」

教學資源中

心 

依 102 年 6 月 21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20088605 號函核定本校申請第 3
期「獎勵大學校院辦理區域教學整合

分享計畫」(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管考機制之異動而修訂。 

三十九、 學生事項 
「召開學生事

務會議作業」

學生事務處
修改錯字。 

四十、  

學生事項 「教育部補助

私立大專校院

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經費申

請 及 結 報 作

學生事務處

因應教育部法規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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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四十一、 

學生事項 「學生學雜費

暨住宿費分期

付款作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稽核提出改善意見。 

四十二、 

學生事項 「弱勢學生助

學金申請暨核

撥作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稽核提出改善意見。 

四十三、 

學生事項 「學生獎助學

金申請審核暨

撥發作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稽核提出改善意見。 

四十四、 

學生事項 「訂定學生維

護東吳人資料

庫作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稽核提出改善意見。 

四十五、 

學生事項 「學士班優秀

學 生 獎 勵 作

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稽核提出改善意見。 

四十六、 
學生事項 「遺失物處理

作業」 

學生事務處
新增承辦「遺失物處理」業務。 

四十七、 

學生事項 「學生校內工

讀申請分配作

業」 

學生事務處 配合實際作業情形而修改之。 

四十八、 

學生事項 「優秀應屆畢

業 生 甄 選 作

業」 

學生事務處 配合實際作業情形而修改之。 

四十九、 
學生事項 「學生社團經

費申請作業」

學生事務處 自 101 年 8 月 1 日更名為群育中心 

五十、  
學生事項 「學生社團經

費核銷作業」

學生事務處 自 101 年 8 月 1 日更名為群育中心 

五十一、 
學生事項 「新生健康檢

查作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組織調整。 

五十二、 
學生事項 「學生團體保

險作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組織調整。 

五十三、 

學生事項 「疑似食物中

毒事件處理作

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組織調整。 

五十四、 
學生事項 「結核病個案

處理作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組織調整。 

五十五、 

學生事項 「學生危機個

案四級處理作

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組織調整。 

五十六、 

學生事項 「懲處個案強

制輔導處理作

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組織調整。 

五十七、 
學生事項 「大一新生普

測篩檢作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組織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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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 

學生事項 「學系/班級

團體輔導活動

作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組織調整。 

五十九、 
學生事項 「導師行政作

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組織調整。 

六十、  

學生事項 「教育部補助

大專校院招收

及輔導身心障

礙學生工作計

畫經費申請及

結報作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教育部法規異動。 

六十一、 
學生事項 「身心障礙學

生服務作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單位組織更名。 

六十二、 

學生事項 「性別平等事

件個案通報作

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單位組織更名。 

六十三、 

學生事項 「學生宿舍天

然災害緊急處

理作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單位組織更名。 

六十四、 

學生事項 「住宿生緊急

傷病處理作

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單位組織更名。 

六十五、 

學生事項 「學生宿舍住

宿費額度訂定

作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單位組織更名。 

六十六、 

學生事項 「學生宿舍退

宿退費簽報作

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單位組織更名。 

六十七、 

學生事項 「學生宿舍冷

氣電費收繳作

業」 

學生事務處 因應單位組織更名。 

六十八、 

學生事項 「學生宿舍保

證金管控作

業」 

學生事務處 作業流程自我改善。 

六十九、 

學生事項 「寒暑假學生

宿舍開放申請

作業」 

學生事務處 作業流程自我改善。 

七十、  
學生事項 「校內承商督

檢作業」 

學生事務處
單位業務調整。 

七十一、 研究發展事項
「管理費獎勵

金作業」 
研究發展處

配合現行相關辦法修訂，並刪除已廢

止之辦法。 

七十二、 研究發展事項

「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作

業」 

研究發展處 配合現行相關辦法修訂，並刪除已廢

止之辦法。 

七十三、 產學合作事項 「國科會補助 研究發展處 配合現行相關辦法修訂，並刪除已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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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內控事項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提案修訂說明 

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作業」 

止之辦法。 

七十四、 評鑑事項 

「教學評量暨

獎勵」 

研究發展處 配合組織調整，更正業務單位名稱，

由原教學資源中心教學評鑑研究組

正名為研究發展處評鑑組。 

七十五、 圖書事項 
「圖書館委員

會作業」 

圖書館 為符合實際作業及因應組織名稱異

動。 

七十六、 
圖書事項 「圖書館預算

規劃與控管」

圖書館 為符合實際作業及因應組織名稱異

動。 

七十七、 
圖書事項 「書籍資料採

購作業」 

圖書館 圖書館自 102 年 8 月 1 日起組織名稱

工作職掌異動異動。 

七十八、 
圖書事項 「書籍資料核

銷作業」 

圖書館 圖書館自 102 年 8 月 1 日起組織名稱

工作職掌異動異動。 

七十九、 
圖書事項 「書籍資料分

類編目作業」

圖書館 圖書館自 102 年 8 月 1 日起組織名稱

工作職掌異動異動。 

八十、  
圖書事項 「借還書作

業」 

圖書館 圖書館自 102 年 8 月 1 日起組織名稱

工作職掌異動異動。 

八十一、 
圖書事項 「圖書館閱覽

證申辦作業」

圖書館 圖書館自 102 年 8 月 1 日起組織名稱

工作職掌異動異動。 

八十二、 
圖書事項 「文獻傳遞作

業」 

圖書館 圖書館自 102 年 8 月 1 日起組織名稱

工作職掌異動異動。 

八十三、 
圖書事項 「館藏盤點作

業」 

圖書館 圖書館自 102 年 8 月 1 日起組織名稱

工作職掌異動異動。 

八十四、 
圖書事項 「館藏淘汰作

業」 

圖書館 圖書館自 102 年 8 月 1 日起組織名稱

工作職掌異動異動。 

八十五、 
圖書事項 「校史室文物

管理作業」 

圖書館 圖書館自 102 年 8 月 1 日起組織名稱

工作職掌異動異動。 

八十六、 

圖書事項 「圖書館電腦

系統與設備維

護管理作業」

圖書館 為符合圖書館自 102 年 8 月 1 日起組

織名稱異動並因應實際作業。 

八十七、 其他事項 「收文作業」 秘書室 因應單位組織調整。 
八十八、 其他事項 「發文作業」 秘書室 因應單位組織調整。 
八十九、 其他事項 「歸檔作業」 秘書室 因應單位組織調整。 

九十、  
其他事項 「檔案調閱作

業」 

秘書室 因應單位組織調整。 

九十一、 
其他事項 「印鑑管理作

業」 

秘書室 因應單位組織調整。 

九十二、 
其他事項 「印鑑繳銷作

業」 

秘書室 因應單位組織調整。 

九十三、 其他事項 「用印作業」 秘書室 因應單位組織調整。 

九十四、 
其他事項 「郵件交寄作

業」 

秘書室 因應單位組織調整。 

九十五、 
其他事項 「教職員工郵

件處理作業」

秘書室 因應單位組織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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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內控事項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提案修訂說明 

九十六、 
其他事項 「學生郵件處

理作業」 

秘書室 因應單位組織調整。 

 

貳、廢止部分 
附件 內控事項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提案廢止說明 

九十七、 學生事項 「新生輔導工

作實施作業」

學生事務處 「新生輔導工作實施作業」屬一般行

政內部作業，與學生權益、經費控管

較無相關，且作業方式時有修正，建

議從內控制度移除。 

 

參、新增部分 
附件 內控事項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提案新增說明 

九十八、 

教學事項 
「通識課程開

課作業」 

教務處 通識教育中心原為一級行政單位，相

關作業流程原均內含課務組相關作

業流程，102 年 8 月 1 日起改隸教務

處調整為二級行政單位。 

九十九、 

教學事項 
「通識教育中

心兼任教師初

審作業」 

教務處 通識教育中心原為一級行政單位，相

關作業流程原均內含課務組相關作

業流程，102 年 8 月 1 日起改隸教務

處調整為二級行政單位。 

一百、  

教學事項 
「加退選後共

通課程停開作

業」 

教務處 通識教育中心原為一級行政單位，相

關作業流程原均內含課務組相關作

業流程，102 年 8 月 1 日起改隸教務

處調整為二級行政單位。 
一百零一 學生事項 「拓展校外宿

舍作業」 
學生事務處 校外宿舍尋求過程之相關作業。 

一百零二 學生事項 「學生宿舍床

位分配作業」

學生事務處 為住宿生打造學業學習高支持、各系

課業多元互動及寢室內部作息高和

諧之住宿環境。 

一百零三 華語中心 「華語教學中

心開班相關作

業」 

華語中心 新設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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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各學系設系教評會，掌理

有關教師下列事項之初審： 

一、聘任（包括初聘、續聘及

改聘） 

二、聘期 

三、停聘 

四、解聘 

五、不續聘 

六、資遣原因 

七、評鑑 

八、升等 

九、休假 

十、延長服務 

十一、違反教師法第十七條所

列教師義務 

十二、違反教師聘約 

十三、院長或校長交議事項 

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院教評

會複審。 

 

第三條 

各學系設系教評會，掌理

有關教師下列事項之初審： 

一、聘任 

二、聘期 

三、停聘 

四、解聘 

五、不續聘 

六、資遣原因 

七、評鑑 

八、升等 

九、休假 

十、延長服務 

十一、違反教師法第十七條所

列教師義務 

十二、院長或校長交議事項 

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院教評

會複審。 

 
 

新增系教評會初審事

項，以符實際需求。 

第十八條 

各級教評會對審查案件之

表決，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為

之，並以獲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可決，方為通過。 

有關教師停聘、解聘、不

續聘之審理，應經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 

升等案之評審方式，依教

師評審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各級教評會對審查案件之

表決，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為

之，並以獲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可決，方為通過。但升等案之

評審方式，依教師評審辦法之

規定辦理。 

 

配合新修訂之教師法，

增列教師停聘、解聘、

不續聘之審理應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審議通過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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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初聘之專任教師如未具教

育部同等級教師證書，應再辦

理下列事項申請教師證書： 

一、持國外學歷者，各學系應

於召開系教評會初審前，先送

人事室辦理國外學歷查證。 

二、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規定聘任者，各學系教

評會應將教師之專門著作（學

位論文）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

查。 

三、依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至

第六款規定聘任者，各學院應

將教師之專門著作送請校外學

者專家審查。 

前項第二款專門著作（學

位論文）之外審，應由系教評

會推舉委員一人，會同召集人

共同選定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

學 者 專 家 三 人 ， 約 期 審 查 著

作。審查結果以獲二位審查人

推薦為通過。 

第一項第三款專門著作外

審作業及成績之評定，依教師

升等著作審查有關規定辦理。 

初聘之兼任教師應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國外學歷查

證；服務滿四個學期，得由學

系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之

規定辦理教師證書申請。 

 

第四條 

初聘之專任教師如未具教

育部同等級教師證書，應再辦

理下列事項申請教師證書： 

一、持國外學歷者，各學系應

於召開系教評會初審前，先送

人事室辦理國外學歷查證。 

二、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規定聘任者，各學系教

評會應將教師之專門著作（學

位論文）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

查。 

三、依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至

第六款規定聘任者，各學院應

將教師之專門著作送請校外學

者專家審查。 

前項第二款專門著作（學

位論文）之外審，應由系教評

會推舉委員一人，會同召集人

共同選定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

學者專家三人，約期審查著

作。審查結果以獲二位審查人

推薦為通過。 

第一項第三款專門著作外

審作業及成績之評定，依教師

升等著作審查有關規定辦理。 

初聘之兼任教師應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國外學歷查

證；連續服務滿四個學期或四

年者，得由學系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三款之規定辦理教師證

書申請。 

 

調整兼任教師申辦教師

證之資格，以符實際作

業情形。 
 

第五條之一 

各學系如因教學研究或未

來發展需要，得申請與本校其他

單位或校外學術機構合聘相關

專長之教師。 

校內合聘應由合聘單位之

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後，向原聘

第五條之一 
各學系如因教學研究或未

來發展需要，得申請與本校其

他單位或校外學術機構合聘相

關專長之教師。 
校內合聘應由合聘單位之

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後，向原

配合本校與國內外學術

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實

施辦法之規定，增列校

外合聘之必要程序，以

避免作業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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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提出申請，經原聘單位之教

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再送請合

聘單位之院級教評會複審及校

教評會決審通過後，報請校長核

定之。 

合聘教師之升等、評鑑、休

假及差假等應依學校及原聘單

位之規定辦理。 

校外合聘應先依「東吳大學

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立合作關

係實施辦法」之規定簽訂學術合

作協議，並經本校三級教評會審

議後，報請校長核定，再由雙方

發給合聘聘書。在本校支領專任

待遇者，由本校主聘，其權利義

務依本校專任教師之相關規定

辦理；在校外學術機構支領專任

待遇者，其權利義務依雙方合作

辦法或協議辦理。 

合聘教師聘期每次以一學

年為原則。 

 

聘單位提出申請，經原聘單位

之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再

送請合聘單位之院級教評會複

審及校教評會決審通過後，報

請校長核定之。 
合聘教師之升等、評鑑、

休假及差假等應依學校及原聘

單位之規定辦理。 
校外合聘應由雙方發給合

聘聘書，在本校支領專任待遇

者，由本校主聘，其權利義務

依本校專任教師之相關規定辦

理；在校外學術機構支領專任

待遇者，其權利義務依雙方合

作辦法或協議辦理。 
合聘教師聘期每次以一學

年為原則。 

第十五條 
專任教師聘任後如有下列

各款之一者，應予解聘、停聘

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

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

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

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

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

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

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精神病

尚未痊癒。 

八、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

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

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

第十五條 
專任教師聘任後如有下列

各款之一者，應予解聘、停聘

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

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

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

結案者。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

判刑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

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六、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

銷者。 
七、行為不檢有損師道，經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八、經合格醫師證明有精神病

者。 

配合 102 年 7 月 10 日新

修訂之教師法第 14 條

條文修訂以下內容： 
一、新增應予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之法定

事由，並調整相關

款次。 
二、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1 款至第 13
款之情事，惟情節

未達解聘、停聘、

不續聘者，應由三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依其情節輕重審議

懲處。 
三、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之

情事，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議決解聘或

不續聘者，除情節

重大者外，應併審

酌案件情節，議決

一年至四年不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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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九、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

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

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凌

行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

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

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

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

件；或偽造、變造、湮滅

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

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十一、體罰或霸凌學生，造成

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二、行為違反相關法令，經

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

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

約情節重大。 
有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二

款、第四款至第六款之情形

者，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後，陳報校長核定，並報請教

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

或不續聘。 
有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十款

情形者，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

過後，陳報校長核定，並報請

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 
有 第 一 項第七款之 情 形

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涉有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

款情形者，學校應於知悉之日

起一個月內，經校教評會審議

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

經調查屬實者，報請教育部核

准後，予以解聘。 

有第一項第十一款至第十

三款之情形者，經三級教評會

審議通過後，陳報校長核定，

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

聘、停聘或不續聘。 

有第十一款至第十三款之

情形，惟情節未達解聘、停聘、

九、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

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

約情節重大者。 
十、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

查 確 認 有 性 侵 害 行 為 屬

實。 

十一、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

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

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

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

件；或偽造、變造、湮滅

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

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有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二

款、第四款至第七款、第九款

之情形者，經系教評會初審、

院教評會複審、校教評會決審

後，陳報校長核定，並報請教

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

或不續聘。 

有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十一

款情形者，經系教評會初審、

院教評會複審、校教評會決審

後，陳報校長核定，並報請教

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 
有 第 一 項第八款之 情 形

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涉 有 第 一 項第十款情 形

者，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

月內，經校教評會審議後，予

以停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

屬實者，報請教育部核准後，

予以解聘。 
 
 
 
 
 

任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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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續聘者，應由三級教評會依

其情節輕重審議懲處。 

有第十二款之情形者，經

三級教評會議決解聘或不續聘

者，除情節重大者外，應併審

酌案件情節，議決一年至四年

不得聘任為教師。 

兼任教師聘任後，如有第

一項之情形者，經人事室或學

系主任陳報校長核定後，予以

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兼任教師未續聘者，視為

不續聘，不須再經校長核定。 

 

 
 
 
 
 
  
 
 
 
 
 
兼任教師聘任後，如有第

一項之情形者，經人事室或學

系主任陳報校長核定後，予以

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兼任教師未續聘者，視為

不續聘，不須再經校長核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