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 102 學年度第 9 次(102 年 12 月 16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2 年 12 月 30 日核定，經 102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2 年 1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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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晉雄社資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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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峰主任
列席︰中文系林伯謙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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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系陳美玲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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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系蕭先雄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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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院林三欽副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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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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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戴立明組長、研發組謝明秀組長
記錄︰莊琬琳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
參、主席致詞
今年兩校區之聖誕佈置，特別感謝總務長及總務處同仁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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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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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項，檢查結果 2 項尚未辦結，擬予繼續管制。
決定：
一、同意 1 項辦結事項予以銷管，2 項未辦結事項繼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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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碩士班開課學分數上限案，請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與與各系座談（學
系職員及助教員額案）時，同時聽取各系之意見，再提出完整建議。
三、有關將預算系統權限開放各經費統籌單位使用案，請主秘再與電算中心及會
計室協調。
二、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學務處：
一、今年年終餐敘晚會節目由學務處主辦，目前只有二個節目，希望各單位踴躍報
名。
二、日前發生陸生在宿舍被偷拍，蘋果日報登載此訊息，學務處已妥善處理本事件，
健諮中心將對事件相關人員進行輔導。
總務處：
一、城中校區配合行政單位組織整併，教師研室第 2 學期仍不足 2 間、第四大樓前
計畫道路 6 米巷道將隨台北市政府社福大樓興建而開通等因素，部分三、四大
樓行政辦公空間已進行檢討。感謝教務處各單位及校牧室的配合，現第四大樓
一樓之行政空間將全面挪至第三大樓一樓，其中教務處也將採聯合辦公室方式
進行空間內部規劃，整體釋出約 50 餘坪空間，以轉作為 2 間教師研究室及超商
營業空間使用，全案預定將於寒假期間施作調整。
 校長指示：城中校區貴陽街與延平南路口之停車場將興建為社福大樓，包含老
人安養中心及家暴中心，請社會系及社工系思考，未來與其合作的
可能性。
二、今年兩校區的聖誕樹佈置，由總務處花工及工友利用本校後山的竹子，做出聖
誕樹骨架，再上松針及其它裝飾而成，希望大家能給予他們鼓勵。
三、日前在敬熙上發生廂型車撞到石墩，石墩沿著敬熙路斜坡滾落，總務處李國聖
同仁經過，不顧安危，擋下石墩，造成手臂挫傷。如果石墩一直沿著斜坡滾到
Ｂ哨，可能會造成人車的傷害，總務處已簽請對李員之獎勵。
 校長指示：請總務處簽報花工及工友敘獎。並於下次行政會議上公開表揚李國
聖同仁、花工及工友。
研究發展處：
一、報告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詳如附件。
社會資源處：
一、本週四晚上在傳賢堂有音樂劇活動，歡迎各位師長同仁參加。
外語學院：
一、感謝學校國際性活動讓外語學院學生有許多學習的機會。
二、感謝總務處在普仁堂建置口譯間，日後各單位在普仁堂辦活動，若有需要，歡
迎各單位使用口譯設備。
法學院：
一、上週五法學院於六福皇宮為畢業 20 至 25 年的學長姊舉辦了第 77 至 82 級院友
聯誼暨募款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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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一、因應會計作業流程之簡化，經相關單位協助與確認，已完成修訂 8 項會計作業
表單，近日彙整統一公告實施，修訂表單之明細詳如附件。
電算中心：
一、東吳第一朵軟體雲已於 12 月 11 日正式上線，本校邁入雲端服務新時代。1 月
份起電算中心亦將舉辦多場教育訓練。
二、新主機除建置軟體雲外，亦提供虛擬主機代管，電算中將儘快擬訂代管規格及
收費標準。
體育室：
一、102 學年度教職工桌球比賽，歡迎同仁報名參加。
推廣部：
一、感謝上週五校長參加由推廣部舉辦之台灣大專校院推廣教育協會年會。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邱研究事務長永和
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為延攬及留任優秀教師，獎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提昇學系研究能量及確
保教學品質，擬增訂部分條文。
二、本案經 101 學年度學術研究委員會第 1 次(101 年 9 月 21 日)及第 4 次(102 年
5 月 24 日)會議研議，並與人事室林政鴻主任(102 年 8 月 8 日)討論，亦經
教學資源中心(102 年 12 月 6 日)確認相關內容。
三、另為回應 101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實地訪視(102
年 10 月 30 日)之審查意見：
「學校 99~101 學年度離職退休 50 位教師，其中
包括講師 7 位、助理教授 6 位、副教授 20 位、教授 17 位。新聘 54 位助理
教授、6 位副教授、5 位教授。資料顯示約有半數為退休，約有半數離職教
師其學術表現頗佳。就離職師資主要為副教授、教授，新聘師資則以助理
教授為主，顯示學校之師資結構呈現下降趨勢。學校宜有再檢討並制定留
任表現優異教師之機制，對新進助理教授之教學技能輔導與教學品質確保
亦宜有適當機制。」，擬修訂本辦法因應。
四、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敬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校園影音資訊站管理辦法(草案)」。
提案人：教學資源中心王主任志傑
說明：
一、為能有效管理並劃分權責，特擬訂「東吳大學校園影音資訊站管理辦法(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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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辦法如未能於102年12月16日通過施行，建議先由教學資源中心進行試
營運，俟通過後再行移交管理權限。
三、詳細辦法內容，請參閱附件。
決議：修正通過。
第三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暨學生交流協議」案。
提案人：姚學術交流長思遠
說明：
一、依「東吳大學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實施辦法」
，校級協議書經國
際交流委員會審查同意後提行政會議審議，本案業經本學期國際交流委員
會第 3 次會議(102.12.09)審查通過。
二、本案計 3 份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暨學生交流協議，分別為「廣西師範大學」、
「南京財經大學」及「印尼蘇吉甲普拉那塔天主教大學」
。檢附各校協議(稿)
內容及簡介，請詳附件。
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案。
提案人：姚學術交流長思遠
說明：
一、依「東吳大學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實施辦法」
，校級協議書經國
際交流委員會審查同意後提行政會議審議，本案業經本學期國際交流委員
會第 3 次會議(102.12.09)審查通過。
二、本案計 2 份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分別為「巴拉圭亞松森大學」及「俄羅斯
喀山國立大學」。檢附各校協議(稿)內容及簡介，請詳附件。
決議：通過。
第五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校級學生交換協議」案。
提案人：姚學術交流長思遠
說明：
一、依「東吳大學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實施辦法」
，校級協議書經國
際交流委員會審查同意後提行政會議審議，本案業經本學期國際交流委員
會第 3 次會議(102.12.09)審查通過。
二、本案計 2 份校級學生交換協議，分別為「美國北肯德基大學」及「中國人
民大學」。檢附各校協議(稿)內容及簡介，請詳附件。
決議：通過。
第六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校級學生交流協議」案。
提案人：姚學術交流長思遠
說明：
一、依「東吳大學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實施辦法」
，校級協議書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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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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會議(102.12.09)審查通過。
二、本案計 1 份校級學生交流協議，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檢附該校協議(稿)
內容及簡介，請詳附件。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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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2.16

編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預定完成
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一

請教務長研議訂定研究所學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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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1.4

於 12 月 16 日行政會議進行
報告，資料如附。

擬予
銷管

二

請電算中心將預算系統權限 電算中

102.11.07

電算中心：
待會計室回覆明確作法

擬予

開放各經費統籌單位使用。 心
【102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
議】
三

請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人事室
及人事室主任與各學系座
談，討論各學系職員及助教
員額配置標準草案。
【102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
議】

1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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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
管制

會計室：
等待電算中心「開發新介面」
之通知
已安排與各學系座談，預計 擬予
於 103 年 1 月 10 日完成 22
繼續
個學系之座談。
管制

編號一教務處報告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開課學分數上限建議方案

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開課學分數上限建議。
報告單位：教務處
說明：以基數方式計算，各系開課學分數試算詳附件。
一、給定開課學分數=畢業學分數*開課基數（1.2）
二、另考量招生分組與學習分組之因素，建議外加之分組學分數計算方
式為：
（一）學生學習皆分組者，自第二組起，每組開課基數另以 1.2 計。
（二）招生不分組而學習分組者或招生分組而學習不分組者，自第
二組起，每組開課基數皆以 0.33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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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研究發展處
院

收
費
學

標
制

準

碩士班

博士班

進
修
學
制

僑外生

人社院
48370
(音樂系:56460；另收一、主
修個別指導費 9990 元；二、
樂器選修 12650 元)
同一般生

外語學院

理學院

法學院

商學院

48370

55990

48370

49110
(資管系:55990)

同一般生

同一般生

同一般生

同一般生

58044

67188

58044

58932
(資管系:67188)

一般生

58044
(音樂系:67752；另收一、主
修個別指導費 11988 元；
二、樂器選修 15180 元)
比照學士班

比照學士班

比照學士班

比照學士班

比照學士班

僑外生

同一般生

同一般生

同一般生

同一般生

同一般生

大陸生

比照學士班大陸生

比照學士班大陸生

比照學士班大陸生

比照學士班大陸生

比照學士班大陸生

一般生

比照學士班

比照學士班

比照學士班

比照學士班

比照學士班

僑外生

同一般生

同一般生

同一般生

同一般生

同一般生

大陸生

比照學士班大陸生

比照學士班大陸生

比照學士班大陸生

比照學士班大陸生

比照學士班大陸生

學分費(每學分)
1410(含退輔基金)
學分費(每學分):
6820(含退輔基金)
音樂系:8400(含退輔基金)
雜費:10300

學分費(每學分)
1410(含退輔基金)
學分費(每學分):
6820(含退輔基
金)
雜費:10300

大陸生

日
間
學
制

正規學制學位生

別

一般生

學士班

東吳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一覽表

進修學士班

一般生

碩士在職專班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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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費(每學分)
1410(含退輔基金)
學分費(每學分):
6820(含退輔基金)
雜費:10300

學分費(每學分)
1420(含退輔基金)
學分費(每學分):
7870(含退輔基金)
EMBA:8670(含退輔基金)
雜費:15450

註：1.碩士在職專班就學期間需另外繳交論文指導費 10000 元
2.大陸生收費標準自 103 學年度起適用

東吳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一覽表
收
費
標
學

生

身

研
修
方
式
準

分

一般生

正規學制學位生
學期間團體進
修
(本校至國外)

學雜費、
平安保險費

交換生
（本校至國外）

學雜費、
平安保險費

雙聯學制

學雜費、
平安保險費
(美國雷鳥:僅繳
交 2%學費+平安

非正規學制學位生
自費前往國外
研修

休學自行前往
研修

學雜費、
平安保險費

不另收費，
但不得抵免
學分

依各學制預收
學分費、平安
保險費、作業
費

不另收費，
但不得抵免
學分

交換生
（國外至本校）

不收費

閩台專班

學期間大陸自費
來台短期研習

同日間學制

同日間學制

一般生

大陸生

保險費+作業費)

依各學制預收
學分費、平安
(含延修生、三年級
保險費、作業
以上研究生)
費
繳交學分費學生

依各學制預收學分
費、平安保險費、
作業費

依各學制預收
學分費、平安
保險費、作業
費

註：1.
2.
3.
4.

繳交學分費學生回校後依抵免學分多寡再進行退補費。
作業費為 1,500 元。
正規學制學位生都需繳交平安保險費，若簽棄保書則可免繳。
學士班延修生預收 4 學分之學分費；進學班一至五年級依年級預收該年級之學分費（延修生預收 4 學分費）；
碩專班一至二年級（法律專業組一至三年級）預收 6 學分費。
5. 交換生（本校至國外）回校時若無學分可抵免，交換當學期需補辦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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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業務報告

因應會計作業流程之簡化，經相關單位協助與確認，已完成修訂之會計作業表單，近日彙整統一
公告實施，修訂表單之明細如下：
序號
1

2

表單名稱

修訂重點說明

東吳大學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經費變更申

表單管理單位

簡化會辦會計室流程

研究發展處

簡化會辦會計室流程

研究發展處

國際學術會議、應邀出國進行學術研究申 簡化會辦會計室流程

研究發展處

請表
東吳大學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補助出版
優良之期刊論文申請表
東吳大學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補助出席
3

請表
流程分流：簡化會辦出納
4

東吳大學更改捐款收據申請表

組流程，部分會辦會計室 社會資源處
流程

5

東吳大學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聘任名
冊

簡化會辦會計室流程

人事室

6

東吳大學職員外部訓練申請表

簡化會辦會計室流程

人事室

7

東吳大學書籍資料採購專案請准單

簡化會辦會計室流程

圖書館

簡化會辦會計室流程

教學資源中心

東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專任助理聘任名
8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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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東吳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02/12/06

擬修正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說明

未修訂。
第一條
本校為延攬及留住優秀教師，依
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
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
，訂定本辦
法。
未修訂。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現職及新
聘之編制內專任教師。
第三條
未修訂。
本辦法所稱彈性薪資，係指除固
定之薪資（包括本薪、學術研究費）
外，每月另外發給之績優加給。
第四條
第四條
本校現職及新聘之專任教師在教
本校現職及新聘之專任教師在教
學、研究有具體優良成績者，得由學 學、研究有具體優良成績者，得由學
系主任推薦，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系主任推薦，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查給予績優加給及核給比例。績優 審查給予績優加給及核給比例。績優
加給給與標準如下：
加給給與標準如下：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每月支給 12 點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每月支給 12 點
績優加給。
績優加給。
二、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每月支給 二、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每月支給
10 點績優加給。
10 點績優加給。
三、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每月支給 8 三、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每月支給 8
點績優加給。
點績優加給。
四、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 四、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
研究獎：獲獎一次者，每月支給 3
研究獎：獲獎一次者，每月支給 3
點績優加給；獲獎二次者，支給 6
點績優加給；獲獎二次者，支給 6 為 留 任 特 殊 優
秀教師，鼓勵提
點績優加給，以此類推。
點績優加給，以此類推。
升學術研究水
五、曾依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
準，增訂是項績
殊優秀人才措施，獲「東吳大學學
優加給。
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之「研
條次順延。
究傑出」獎勵合計三次：每月支給
11

1 點績優加給。
六、曾獲本校教學傑出獎及教學優良 五、曾獲本校教學傑出獎或教學優良 條次順延。
獎合計三次：每月支給 1 點績優加
獎合計三次：每月支給 1 點績優加
給。
給。
七、教師具其他相當於上述各款成績 六、教師具其他相當於上述各款成績
者，得比照各該款支給績優加給。
者，得比照各該款支給績優加給。
前項加給每一點數為新臺幣壹萬元。 前項加給每一點數為新臺幣壹萬元。
未修訂。
第五條
現職及新聘績優教師審查程序如
下：
一、現職教師：學系主任應於四月一
日前將推薦人選送系教評會評
審；系教評會審查通過，應於四月
二十日前送院教評會評審；院教評
會審查通過，應於五月二十日前送
校教評會評審；校教評會應於六月
二十日前完成評審，並將審查通過
者報請校長核定。
二、新聘教師：新聘教師符合第四條
規定者，得由學系主任於該教師之
初聘案中同時提出，經三級教評會
審查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
未修訂。
第六條
績優加給給與期限二年。現職教
師之績優加給，自核定後之次學年起
按月核給；新聘教師之績優加給，自
聘期開始日起按月核給。
第七條
第七條
獲得績優加給之教師，應致力於教
獲得績優加給之教師，應致力於
學、研究成果之提升，並應於第一年 教學、研究成果之提升，並應於第一
給與期限屆滿前三個月繳交執行績效 年給與期限屆滿前三個月繳交執行績
明訂獲得績優
報告。
效報告。
加給教師之義
前項所稱執行績效係指於績優加
務。
給給與期間內，依第四條之獎勵標準
區分教學或研究類別，並執行以下相
關義務兩項以上：
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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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夥伴教師制度，至少引
領一名新進教師教學。
（二）成立或加入本校一個教師專
業社群。
（三）提供本校一套以上創新教材
或教具。
（四）接受拍攝一支以上教學示範
觀摩影片。
二、研究：
（一）與本校教師合提研究計畫。
（二）與校內外教師共同發表合乎
本校學術研究獎助辦法標準
之期刊論文。
（三）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
（四）指導本校大專學生申請國科
會研究計畫。
（五）成立或加入本校一個教師專
業社群。
（六）提升學系研究之具體事蹟。
前項執行績效報告應送三級教評會審 前項執行績效報告應送三級教評會審
查，審查通過後繼續發給第二年之加 查，審查通過後繼續發給第二年之加
給。
給。
第八條
未修訂。
支領績優加給之教師，如遇留
職停薪、離職或退休時，應停止給與；
留職停薪復職後，繼續給與至期滿為
止。
未修訂。
第九條
符合本辦法四條第一項所列各款
資格之新聘教師，除依本校相關規定
提供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外，並得
視需要專案申請優先分配教師宿舍。
未修訂。
第十條
獲績優加給之新聘專任教師，如
為國內第一次聘任者，其加給由「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支應，如
有不足，另由學校相關預算支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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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第一次聘任者，其加給由學校相
關預算支應。
獲績優加給之現職專任教師，其
加給由「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
費支應，如有不足，由學校相關預算
支應。
「東吳大學延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為鼓勵教學、研究績優之教師，獲
為鼓勵教學、研究績優之教師， 攬特殊優秀人
才獎勵辦法」於
績優加給者，得同時支領本校「學術 獲績優加給者，得同時支領本校「學
102 年 3 月 25
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延攬特殊 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學術研 日行政會議通
優秀人才獎勵辦法」、「學術研究獎助 究獎助辦法」、「教師教學獎勵辦法」 過，符合本辦法
辦法」、「教師教學獎勵辦法」之各項 之各項獎勵。
精神，一併納
入。
獎勵。
第十二條
未修訂。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
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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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校園影音資訊站管理辦法（草案）
OOO 年 OO 月 OO 日擬案

條文序號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條 為有效使用並管理本校校園影音資訊站(以下簡稱本系統)，增 目的
進校內資訊流通，發揮適時公告及宣導等功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統以校務訊息、教學卓越計畫訊息、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 推播內容規定
中心訊息、活動資訊、主題教育宣導為主，並得刊登公益廣告。
違反善良風俗或有關政黨、宗教、選舉、以及私人性質之廣告
或訊息，概不播放。
第三條 本系統播放管理單位如下：
管理單位：
一、秘書室：統籌負責校內學術、行政單位之申請、內容審核 秘書室、學務處、教
與安排播放、核給專用時段，校外單位之申請緊急推播，以及 學資源中心及總務
安排播出時段與提前下檔等相關事宜。
處等四個單位
二、教學資源中心：負責教學卓越計畫、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
中心訊息之審核及播放管理，以及本系統建置規劃及使用和教
育訓練等相關事宜。
三、學生事務處：負責受理學生團體申請、審查等事宜。
四、總務處：協助硬體管理維護。
第四條 本系統使用單位及使用方法如下：
可使用之單位及方
一、校內學術及行政單位，可申請訊息推播或專用時段。
式
二、學生團體及專案核准之校外單位，可申請訊息推播。
第五條 校內單位及學生團體訊息推播，應至預定播放日三日前（不含 校內單位及學生團
例假日）上網填寫「東吳大學校園影音資訊站播放申請表」(以 體播放申請，申請表
下簡稱申請表)並上傳推播內容檔案，經播放管理單位審核同意 為線上表單及上傳
後播放。各單位如有緊急推播之需求，得由秘書室審核同意後 推播內容檔案
播放。
第六條 校內校內學術及行政如遇特殊節慶或事件，可於乙週前申請所 特殊節慶或事件可
在地附近影音資訊站專用時段，並於該時段內自行負責內容製 申請專用時段
播。
第七條 校外單位欲申請推播訊息，須於兩週前先上網填寫申請表提出 校外單位播放申
專案申請，並提供推播內容檔案，經秘書室審核核准並完成繳 請，申請表為線上表
費後，始予播放。
單，
提供推播內容檔案
給秘書室
第八條 推播訊息可包含文字、圖片、影片等，其檔案格式另於申請表 推播訊息內容檔案
中說明。每則推播訊息時間長度以 40 秒為原則，但校務訊息、格式規定及智財權
教學卓越計畫訊息與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訊息不在此限。 規定
管理單位基於技術作業如檔案無法播放、不合規格、內容欠妥
者，得要求申請單位修改或刪除內容，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推播訊息內容應遵守「智慧財產權法」之規定，如有違反，一
切法律責任概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
第九條 本系統上線一年後，視使用情形決定校內單位是否開始收取使 一年後檢討校內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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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費，作為維護系統妥善經費。
位使用是否收費
第十條 校外單位使用本系統推播訊息，應符合第二條之規定，並須繳 校外單位收費方式
交播放費用每日新台幣 1000 元。如為緊急插案播放，至遲應
於播放前一日正午 12 時前完成送件，並另繳交插案費新台幣
500 元。
本系統播放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第十一條
7 時 40 分至下午 9 時 40 分，循環播放， 推播時間及方式
管理單位可視情況調整。非播放時間需要播放時，由申請單位
提出，秘書室審核同意後，始予播放。
寒、暑假期間及全校共同休假期間除招生宣傳、活動營隊及學
校重大訊息外，暫停播放。
每則訊息播放以不超過一星期為原則，全部訊息播放時間總
合，以半小時為原則。訊息則數過多時，秘書室得視情況延後
新申請之播放訊息，並依播放日期順序提前下檔，以調整播放
頻率。
第十二條 申請單位如欲取消播放或更改播放內容，應於預定播放前一日 推播內容修改或取
以書面通知秘書室。
消
第十三條 遇緊急重大公務或災害事件，秘書室得經主任秘書同意後，優 緊急公務或災害事
先公告校園緊急訊息，其他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件處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行，修正時亦 行政會議通過後校
同。
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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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校園影音資訊站播放申請表_1

東吳大學校園影音資訊站播放申請表_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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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校園影音資訊站播放申請表_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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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校園影音資訊站播放申請表_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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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校園影音資訊站播放申請表_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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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校園影音資訊站播放申請表_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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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一
廣西師範大學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性：師範
二． 成立時間：1932 年
三． 學生人數：26,552 人
四． 教職員人數：2,342 人
五． 規模：廣西師範大學是廣西具有博士授予權的 3 所高校之一，擁有 3 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2 個
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12 個博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22 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150 個碩士
學位授權二級學科、11 個專業碩士學位授權點和 71 個全日制普通本科專業。有 18 個廣西（高校）
重點學科，學科專業涵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管
理學、藝術學等 11 大門類，形成了學科門類較為齊全、師範與非師範性專業協調發展、教育層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次完備的人才培養體系。其院系設置如下：
文學院
2. 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4. 政治與行政學院
法學院
教育科學學院
美術學院
數學與統計學院
化學與藥學學院
環境與資源學院
體育學院
電子工程學院
設計學院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經濟管理學院
外國語學院
音樂學院
物理科學與技術學院
生命科學學院
電腦科學與資訊工程學院
電子工程學院
職業技術師範學院
灕江學院(獨立學院)

六．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3 中國大學，排名 159
七．與國際交流現狀：
學校積極拓展國際交流與合作，努力推進辦學國際化進程。截止目前，先後與 40 多個國家與地區
的約 200 多高校和機構建立了合作交流關係。積極開展師生交流交換專案，每年選派大量師生赴海外
交流學習和開展教學實習。學校留學生人數得到快速增長，近 10 年來共接收了來自 30 多個國家的長
短期留學生 10,000 餘名。學校目前是教育部「中國政府獎學金」、國家漢辦「孔子學院獎學金」、廣西
政府獎學金留學生接收單位，同時也是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學位培養院校（全國 63 所）。學校與泰
國宋卡王子大學和印尼瑪琅國立大學合作共建了 2 所孔子學院。培訓和派出志願者前往東盟國家開展
漢語教學，並為東盟國家培訓和培養漢語師資及教育管理幹部。籌建的"越南學校學校紀念館"成為了
中越人民緬懷歷史、傳承友誼的良好平臺，不斷擴大學校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

八．
1.
2.

參考網站：
廣西師範大學網站：http://www.gxnu.edu.cn/default.html
中國校友會網。2013 中國大學評價研究報告。檢自：http://www.cuaa.net/cur/2013/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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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廣西師範大學合作意向書
甲方：東吳大學
地址：臺北市臨溪路 70 號
乙方：廣西師範大學
地址：廣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號
為加強兩校間各級教育的交流與合作，推進兩校各院系和專業間教育資源分享、優勢互補、
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經平等協商，達成如下合作意向：
一、加強各級教育科學研究的合作，努力實現各級教育資源相互開放和共用，定期開展各級
教育改革發展的學術研討。
二、加強各院系和各專業間的交流，對學術發展、教學模式、和教師培養與培訓等方面的交
流與合作。
三、加強教師教育及教師隊伍建設交流與合作，以及人員互動交流。
四、進行短期互相訪問、考察、培訓、講學或長期進修學習，互享教育成果和經驗。
五、開展學生交流，通過舉辦冬、夏令營等交流活動，逐步構建兩校學生相互學習和溝通的
平臺。
六、上述意向所列僅為原則性內容，涉及協議雙方的具體交流與合作專案，本著互信互惠的
原則，由雙方在其後的合作中商定。
七、本意向書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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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意向書一式貳份，各用中文簡體和繁體字寫成，兩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簽署雙方各
執一份。

東吳大學

廣西師範大學

校長：潘維大

校長：梁

日期：2013 年

月

日

宏

日期： 2013 年

23

月

日

广西师范大学与东吴大学合作意向书
甲方：广西师范大学
地址：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乙方：东吳大学
地址：台北市临溪路 70 号
为加强两校间各级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推进两校各院系和专业间教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经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合作意向：
一、加强各级教育科学研究的合作，努力实现各级教育资源相互开放和共享，定期开展各级
教育改革发展的学术研讨。
二、加强各院系和各专业间的交流，对学术发展、教学模式、和教师培养与培训等方面的交
流与合作。
三、加强教师教育及教师队伍建设交流与合作，以及人员互动交流。
四、进行短期互相访问、考察、培训、讲学或长期进修学习，互享教育成果和经验。
五、开展学生交流，通过举办冬、夏令营等交流活动，逐步构建两校学生相互学习和沟通的
平台。
六、上述意向所列仅为原则性内容，涉及协议双方的具体交流与合作专案，本着互信互惠的
原则，由双方在其后的合作中商定。
七、本意向书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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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意向书一式贰份，各用中文简体和繁体字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签署双方各
执一份。

广西师范大学

东吴大学

校长： 梁 宏

校长： 潘维大

日期：2013 年

月

日

日期： 2013 年

24

月

日

東吳大學與廣西師範大學－學生交流協議書
東吳大學與廣西師範大學本於「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協商，就兩
校辦理「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事項達成如下協議：
一、合作內容：
（一）研修生：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期互派註冊在校，且至少已修讀一學年以上之本科生或研
究生，自費到對方學校學習一學期，並以修讀雙方均已開設之科目為原則。
（二）暑期研習生：
雙方同意於每年暑假期間辦理「暑期研習班」，研習期間及參訪旅遊等內容依雙方規劃另
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均無名額限制，亦不獲取接待學校之學位。
（二）雙方於研修及暑期研習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發給「學習證明」。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習後，應依交流計畫返回原屬學校，不
得延長停留時間，接待學校亦不受理為其辦理延長停留手續之要求。
三、選拔範圍：
（一）雙方從各自學校就讀全日制學生中，根據學習成績、個性是否適合本項研修及暑期研習計
畫等情況，推薦至接待學校。受推薦學生應至少已在原屬學校修業滿一年以上。
（二）雙方各自保留審查對方推薦之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研修許可最後決定權。若有不獲對方接
受之情況，推薦方可再次遞補推薦。
四、研習課程：
（一）研修生得先於原屬學校選擇接待學校開授之相關課程，經接待學校同意後，至接待學校研
習。
（二）雙方應於每年三月以前決定暑期研習班課程內容。
五、學生管理：
（一）雙方學生管理部門負責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研習期間之管理工作。學生不參與
院校評鑒活動，其他管理辦法應參照各自學校管理規定執行。
（二）雙方需安排學生在學生宿舍住宿，俾利進行管理照顧及各項交流活動。
（三）雙方有關部門或單位應儘量安排學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行各項學術交流活動，並關心其生
活起居，使交流計畫取得最大效果。
（四）雙方學校應給予學生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員接機、安排住宿等，俾利儘快適應新環
境。
（五）學生應遵守本協議書及雙方學校各項規定，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該生將停止研修及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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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返回原屬學校。
六、相關費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屬學校繳交學雜費外，應再向接待學校繳納一學期研修費。暑期研習生收
費方式由雙方學校協商後另行訂定。
（二）學生應自行負擔往返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書籍費、證件費、簽證費、保險費及其
它個人支出等費用。
七、組織實施：
（一）本協議書內容在雙方主管指定兩校相應行政職能部門實施，並歸該單位管理。
（二）雙方學生應遵守當地法律及對方學校之法規。
（三）雙方依情況在辦理出入境手續時提供學生協助，但學生應自行負責取得相關入境許可。學
校方面會儘量配合，但不負責保證能給予入境許可等文件。
（四）學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資料及檔案，並準時報告與返校。
（五）本協議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後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協議到期前六個月任何一方不提
出異議，本協議將自動延長一次，有效期限五年。如任何一方擬終止本協議，應在預定終
止日期之前至少六個月，以書面形式提出終止協議書要求。在本協議終止前已開始之交流
學習活動不受協議終止影響，有關學生仍按照原訂計畫完成在接待學校的學習。
（六）本協議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本協議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兩份文本中對應
表述的不同用語所含意義相同，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東吳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年

月

廣西師範大學
梁 宏

日

年

26

月

日

校長
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流协议书
广西师范大学与东吴大学本于「平等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经双方协商，就两
校办理「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一）研修生：
双方同意根据学生意愿，每学期互派注册在校，且至少已修读一学年以上之本科生或研
究生，自费到对方学校学习一学期，并以修读双方均已开设之科目为原则。
（二）暑期研习生：
双方同意于每年暑假期间办理「暑期研习班」，研习期间及参访旅游等内容依双方规划另
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均无名额限制，亦不获取接待学校之学位。
（二）双方于研修及暑期研习结束后，接待学校应发给「学习证明」。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习后，应依交流计画返回原属学校，不
得延长停留时间，接待学校亦不受理为其办理延长停留手续之要求。
三、选拔范围：
（一）双方从各自学校就读全日制学生中，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本项研修及暑期研习计
画等情况，推荐至接待学校。受推荐学生应至少已在原属学校修业满一年以上。
（二）双方各自保留审查对方推荐之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研修许可最后决定权。若有不获对方接
受之情况，推荐方可再次递补推荐。
四、研习课程
（一）研修生得先于原属学校选择接待学校开授之相关课程，经接待学校同意后，至接待学校研
习。
（二）双方应于每年三月以前决定暑期研习班课程内容。
五、学生管理：
（一）双方学生管理部门负责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研习期间之管理工作。学生不参与
院校评鉴活动，其它管理办法应参照各自学校管理规定执行。
（二）双方需安排学生在学生宿舍住宿，俾利进行管理照顾及各项交流活动。
（三）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尽量安排学生与接待学校学生进行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并关心其生
活起居，使交流计画取得最大效果。
（四）双方学校应给予学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包括派员接机、安排住宿等，俾利尽快适应新环
境。
（五）学生应遵守本协议书及双方学校各项规定，如有违规情况严重者，该生将停止研修及研习，
即时返回原属学校。
六、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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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修生除在原属学校缴交学杂费外，应再向接待学校缴交一学期研修费。暑期研习生收
费方式由双方学校协商后另行订定。
（二）学生应自行负担往返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书籍费、证件费、签证费、保险费及其
它个人支出等费用。
七、组织实施：
（一）本协议书内容在双方主管指定两校相应行政职能部门实施，并归该单位管理。
（二）双方学生应遵守当地法律及对方学校之法规。
（三）双方依情况在办理出入境手续时提供学生协助，但学生应自行负责取得相关入境许可。学
校方面会尽量配合，但不负责保证能给予入境许可等文件。
（四）学生应于指定期限内，向双方学校缴交规定之必要资料及档案，并准时报告与返校。
（五）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协议到期前六个月任何一方不提
出异议，本协议将自动延长一次，有效期限五年。如任何一方拟终止本协议，应在预定终
止日期之前至少六个月，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协议书要求。在本协议终止前已开始之交流
学习活动不受协议终止影响，有关学生仍按照原订计画完成在接待学校的学习。
（六）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文本中对应
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同，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广西师范大学
梁 宏

年

月

校长
教授

东吴大学
潘维大

日

年

28

校长
教授

月

日

第三案附件二
南京財經大學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AMICS
簡介
一． 屬性：財經
二．成立時間：2003 年
三．學生人數：14,000 餘人
四．教職員人數：2,722 人
五．規模：南京財經大學現設有經濟學院、財政與稅務學院、金融學院等 18 個教學學院（部），1 個
民辦本科學院紅山學院。共設有應用經濟學、統計學、理論經濟學、等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 11 個，
碩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 58 個，工商管理（MBA）、金融、應用統計、保險、資產評估、會計等碩士專
業學位授權點 6 個，本科專業 38 個，基本形成了經濟學類、管理學類學科齊全，法學、工學、文學、
理學類專業相互依託，支撐配套的學科專業佈局，在林立的江蘇高校中擁有明顯的結構優勢。 其院系
設置如下：

1.

經濟學院

2.

財政與稅務學院

3.

金融學院

4.

國際經貿學院

5.

會計學院

6.

工商管理學院

7.

行銷與物流管理學院

8.

公共管理學院

9.

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

10. 法學院

11. 外國語學院

12. 新聞學院

13. 藝術設計學院

14. 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

15. 信息工程學院

16. 應用數學學院

17. 馬克思主義學院

18. 體育部

19. 經濟管理實驗教學中心

20. MBA 中心

21. 國際學院

22. 繼續教育學院

23. 經理學院

24. 宿遷學院經濟貿易系

25. 紅山學院

六．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3 中國大學，排名 317
七．與國際交流現狀：
南京財經大學先後與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家以及香港、臺灣等地區的 60 餘所大
學及相關科研院所，與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建立了全方位的合作交流關係和廣泛的
學術聯繫，並與紐約州立大學合作創辦了全美首家商務孔子學院。

八．參考網站：
1.
2.

南京財經大學網站：http://www.njue.edu.cn/index.jsp
中國校友會網。2013 中國大學評價研究報告。檢自：http://www.cuaa.net/cur/2013/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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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南京財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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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南京財經
大學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協議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研修與互訪交流。
2. 互邀雙方教師、研究人員與行政人員互訪交流。
3. 邀請與安排雙方學者進行各項研究合作、學術研討、專題演講等學術合作。
4. 互換學術出版品與分享學術資訊。
二、合作原則：
1. 雙方應為互訪學者提供講學與研究之便利條件。
2. 兩校將優先處理本協議內允許之學生交流與學者互訪之請求，並致力達成雙
方滿意之條款。
3. 兩校各指定一單位機構負責聯絡工作與本協議之實施。
三、本協議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滿時，如雙方無異議，協議自行
順延五年。任何一方有權終止本協議，但須提前六個月書面通知對方。
四、本協議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兩份文本中對應表述的不同用語所含意義相同，
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東吳大學 校長

南京財經大學

書記

潘維大

陳章龍

教授

年

教授

月

日

年

30

月

日

南京财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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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与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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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学者互访之请求，并致力达成双
方满意之条款。

3.

两校各指定一单位机构负责联络工作与本协议之实施。

三、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满时，如双方无异议，协议自行
顺延五年。任何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但须提前六个月书面通知对方。
四、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文本中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同，
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南京财经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陈章龙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31

月

日

東吳大學與南京財經大學－學生交流協議書
東吳大學與南京財經大學本於「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協商，就兩
校辦理「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事項達成如下協議：
一、合作內容：
（一）研修生：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期互派註冊在校，且至少已修讀一學年以上之本科生或研
究生，自費到對方學校學習一學期，並以修讀雙方均已開設之科目為原則。
（二）暑期研習生：
雙方同意於每年暑假期間辦理「暑期研習班」，研習期間及參訪旅遊等內容依雙方規劃另
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均無名額限制，亦不獲取接待學校之學位。
（二）雙方於研修及暑期研習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發給「學習証明」。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習後，應依交流計畫返回原屬學校，不
得延長停留時間，接待學校亦不受理為其辦理延長停留手續之要求。
三、選拔範圍：
（一）雙方從各自學校就讀全日制學生中，根據學習成績、個性是否適合本項研修及暑期研習計
畫等情況，推薦至接待學校。受推薦學生應至少已在原屬學校修業滿一年以上。
（二）雙方各自保留審查對方推薦之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研修許可最後決定權。若有不獲對方接
受之情況，推薦方可再次遞補推薦。
四、研習課程：
（一）研修生得先於原屬學校選擇接待學校開授之相關課程，經接待學校同意後，至接待學校研
習。
（二）雙方應於每年三月以前決定暑期研習班課程內容。
五、學生管理：
（一）雙方學生管理部門負責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研習期間之管理工作。學生不參與
院校評鑑活動，其他管理辦法應參照各自學校管理規定執行。
（二）雙方需安排學生在學生宿舍住宿，俾利進行管理照顧及各項交流活動。
（三）雙方有關部門或單位應儘量安排學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行各項學術交流活動，並關心其生
活起居，使交流計畫取得最大效果。
（四）雙方學校應給予學生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員接機、安排住宿等，俾利儘快適應新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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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應遵守本協議書及雙方學校各項規定，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該生將停止研修及研習，
即時返回原屬學校。

六、相關費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屬學校繳交學雜費外，應再向接待學校繳交一學期研修費。暑期研習生收
費方式由雙方學校協商後另行訂定。
（二）學生應自行負擔往返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書籍費、證件費、簽證費、保險費及其
他個人支出等費用。
七、組織實施：
（一）本協議書內容在雙方主管指定兩校相應行政職能部門實施，並歸該單位管理。
（二）雙方學生應遵守當地法律及對方學校之法規。
（三）雙方依情況在辦理出入境手續時提供學生協助，但學生應自行負責取得相關入境許可。學
校方面會儘量配合，但不負責保證能給予入境許可等文件。
（四）學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資料及檔案，並準時報告與返校。
（五）本協議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後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協議到期前六個月任何一方不提
出異議，本協議將自動延長一次，有效期限五年。如任何一方擬終止本協議，應在預定終
止日期之前至少六個月，以書面形式提出終止協議書要求。在本協議終止前已開始之交流
學習活動不受協議終止影響，有關學生仍按照原訂計畫完成在接待學校的學習。
（六）本協議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本協議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兩份文本中對應
表述的不同用語所含意義相同，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東吳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年

月

南京財經大學
陳章龍

日

年

33

月

校長
教授

日

南京财经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流协议书
南京财经大学与东吴大学本于「平等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经双方协商，就两
校办理「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一）研修生：
双方同意根据学生意愿，每学期互派注册在校，且至少已修读一学年以上之本科生或研
究生，自费到对方学校学习一学期，并以修读双方均已开设之科目为原则。
（二）暑期研习生：
双方同意于每年暑假期间办理「暑期研习班」，研习期间及参访旅游等内容依双方规划另
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均无名额限制，亦不获取接待学校之学位。
（二）双方于研修及暑期研习结束后，接待学校应发给「学习证明」。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习后，应依交流计画返回原属学校，不
得延长停留时间，接待学校亦不受理为其办理延长停留手续之要求。
三、选拔范围：
（一）双方从各自学校就读全日制学生中，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本项研修及暑期研习计
画等情况，推荐至接待学校。受推荐学生应至少已在原属学校修业满一年以上。
（二）双方各自保留审查对方推荐之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研修许可最后决定权。若有不获对方接
受之情况，推荐方可再次递补推荐。
四、研习课程：
（一）研修生得先于原属学校选择接待学校开授之相关课程，经接待学校同意后，至接待学校研
习。
（二）双方应于每年三月以前决定暑期研习班课程内容。
五、学生管理：
（一）双方学生管理部门负责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研习期间之管理工作。学生不参与
院校评鉴活动，其它管理办法应参照各自学校管理规定执行。
（二）双方需安排学生在学生宿舍住宿，俾利进行管理照顾及各项交流活动。
（三）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尽量安排学生与接待学校学生进行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并关心其生
活起居，使交流计画取得最大效果。
34

（四）双方学校应给予学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包括派员接机、安排住宿等，俾利尽快适应新环
境。
（五）学生应遵守本协议书及双方学校各项规定，如有违规情况严重者，该生将停止研修及研习，
实时返回原属学校。
六、相关费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属学校缴交学杂费外，应再向接待学校缴交一学期研修費。暑期研习生收
费方式由双方学校协商后另行订定。
（二）学生应自行负担往返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书籍费、证件费、签证费、保险费及其
它个人支出等费用。
七、组织实施：
（一）本协议书内容在双方主管指定两校相应行政职能部门实施，并归该单位管理。
（二）双方学生应遵守当地法律及对方学校之法规。
（三）双方依情况在办理出入境手续时提供学生协助，但学生应自行负责取得相关入境许可。学
校方面会尽量配合，但不负责保证能给予入境许可等文件。
（四）学生应于指定期限内，向双方学校缴交规定之必要资料及档案，并准时报告与返校。
（五）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协议到期前六个月任何一方不提
出异议，本协议将自动延长一次，有效期限五年。如任何一方拟终止本协议，应在预定终
止日期之前至少六个月，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协议书要求。在本协议终止前已开始之交流
学习活动不受协议终止影响，有关学生仍按照原订计画完成在接待学校的学习。
（六）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文本中对应
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同，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南京财经大学
陈章龙

年

月

书记
教授

东吴大学
潘维大

日

年

35

月

校长
教授

日

第三案附件三

蘇吉甲普拉那塔天主教大學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學校位於三寶壟，在爪哇的北海岸，是爪哇的中心城市。 在雅加達和蘇拉巴亞
之間，雅加達東邊 480 公里和蘇拉巴亞西邊 308 公里。
二． 成立時間：1982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7500 人
四． 規

模：共 9 個學系，9 個碩士學程

學士課程

碩士課程

 建築與設計學系



管理學科學

 工程系



環境與城市的關係

 法律系



心理學科學

 經濟系



專業心理學

 心理學系



健康法

 工業工程學系



管理學

 電腦科學學系



建築工程學

 農業科技學系



食品科技

 英國文學學系

合理訴訟

五． 參考網站：
蘇吉甲普拉那塔天主教大學 http://www.unika.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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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INDONESIA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Semarang,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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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Budi Widianarko

President

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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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INDONESIA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Indonesia,”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Soochow University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Soochow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2)
students from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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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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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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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Budi Widianark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Ta Pan

Rector

President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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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一
巴拉圭亞松森大學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Asunción (UNA)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889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40,000 人
四． 規
模：亞松森大學始建於 1889 年，至今具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是國內歷史最悠久、規
模最大的高等學府。歷任總統、部長、有名的學者均出自 UNA，是培育巴國各界菁英的最
高教育機構。該校創建時期有法律、醫學、數學、藥劑業及婦產科學院等，現已具有 12 個
學院和 2 個機構在 74 種專業領域中，並為該校學生提供全面性的職業培訓。
學院列表:
․ School of Chemical Sciences

․

School of Philosophy

․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s

․

School of Agrarian Sciences

․ School of Dentistry

․

School of Veterinary Sciences

․ School of Engineering

․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School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s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Art

․ School of Economic Sciences

․

School of Exact and Natural Sciences

五． 國際交流現況：UNA 長久以來與台灣交流頻繁。在學術交流方面，我國駐巴拉圭技術團與
該校獸醫學院及農學院長期合作「養豬中心」及「蔬菜培育中心」
；我國駐巴大使館更與該
校語文中心合作開設中文課程，獲巴國各界熱烈支持；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也曾於 2004
年赴該校化學院參訪。除此之外，我國也曾捐贈電腦設備及獎學金予 UNA。目前該校在台
灣的大學中，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及台北醫學大學
有交流合作。
六． 參考資料：
1. 巴拉圭亞松森大學官方網站：
http://www.una.py/
2. 「亞松森大學--巴拉圭學術重鎮」，2004 年 9 月 1 日，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4/9/1/n6465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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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ASUNCIÓ N, PARAGUAY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Asunción (Asunción, Parag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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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dro Gerardo González

President

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Asunción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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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二
俄羅斯喀山國立大學
Kazan Federal University (KFU)
簡介
一．

屬

性：國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804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47,000 人

四．

規

模：喀山國立大學（KFU）成立於 1804 年，是俄羅斯的第二古老的大學，為國

際公認的卓越學術中心。該校排名俄羅斯前 10 大學校，具超過 2000 名教師。其中超過三成以上
的教授都是年輕的科學家、專家與講師。KFU 也擁有超過 47,000 名學生，並提供 300 種的學位
課程。該校聘請了許多科學學院成員、教授、國家獎獲獎者，以及著名科學家。其院系表列如下:

五．

國際交流現況：KFU 是為國際合作的先驅者。該校成員致力於與各國頂尖的研究中心

交流合作，每年獲得數十個國際基金會的補助。該校學生與教授積極地對外做雙邊研究和交換計
畫，合作的對象超過 35 個國家、100 多所學術機構，亞洲合作學校包含中國湖南師範大學、上
海師範大學、韓國中央大學、日本東北大學...等。
六．

參考資料：

1.俄羅斯喀山國立大學官方網站 http://kpfu.ru/main_page?p_sub=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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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一

美國北肯德基大學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NKU)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成立於 1968 年，為肯達基八個州立大學中最新的一所
三． 學生人數：約 16,000 人
四． 教職員數：約 2,000 人
五． 規
模：北肯德基大學共提供 68 個大學學位計畫、23 個碩士學位計畫。其中學院領域
主要包含(大學部) :
1.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2. Haile/US Bank College of Business
3.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Human Services
4. College of Informatics
5. College of Health Professions
6. Chase College of Law
六． 強
項：
1. 2010 年富比士雜誌評選為全美最佳大學之一。
2. 該校商學院最有特色的地方是擁有五三銀行企業家協會,該協會由眾多知名企業、銀行、公益
性組織和企業家組成, 在北美享有極大的聲譽.
3. 其 熱 門 領 域 包 含 : Business/Marketing, Health Profession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Visual & Performing Arts
七． 國際交流現況：
1. 與台灣政治大學簽有學術交流協議
2. 目前有來自 87 個國家 14,000 名學生就讀于該校
八． 參考網站：
1. 北肯德基大學：http://www.nku.edu/
2.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8%82%AF%E5%A1%94%E5%9F%BA%E5%B7%
9E%E5%A4%A7%E5%AD%B8#.E5.AD.A6.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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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FOR AN EXCHANGE PROGRAM BETWEEN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is to develop scholarly faculty and student exchanges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SU),
Taiwan, and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NKU),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U and NKU share common interes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enrichment of
culture,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amity between countries. This document represents a gener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SU and NKU and may be subject to supplemental agreements as deemed necessary by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both universities.
I.

STUDENT EXCHANGE

The following agreement is made for the mutual exchange of students to study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1.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o be exchanged is limited to 2 students per academic year, or 2 students per semester from
each university, for a total of 4 students exchanged per academic year from each university. The total
number of
mutual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about the same from each university during the term of five years. Any additional
student from SU wishing to study at NKU may do so at the in-state tuition rate.

2.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two semester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3. An exchange student should still follow the home university’s regulations with regard to registration and payment of
tuition and fees during the exchange period.
4.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directly to the home institution and exchange students a record of th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titles of classes and grades obtained). This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will be conducted in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national and local laws. The home institution recognizes the credits exchange students
have earned in the host institution.

5.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apply for admission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concerning exchange students. Each institution will select its own students to send to the receiving
institution.

6.

Incoming foreign students will bear the sam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s the official students, and will be considered as
such to all matters as permitted by law.

7.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degree students, at NKU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U as ‘Non-Degree Students.’

8.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Agreement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9.

A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included in Section VI shall give additional details to the present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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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FACULTY EXCHANGE

1.

Faculty exchanges are desirable and each University shall develop faculty exchanges.

2.

These exchanges can be of various types and duration depending upon the need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faculty member.

3.

Faculty members shall receive full rights to the use of the facilities to the same extent to which all other visiting faculty
are entitled.

4.

Exchange faculty and staff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 of their own travel, room and board. However, they will be
able to benefit from any funding available to them from their home institution by virtue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spective financial resources.

III.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1.

Mutual information will be actively exchanged; information for students such as almanac and curriculum of the
university, information of research, and study provided at the university, a list of faculty members, and fields of study,
information about papers and theses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and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any activity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and study. Any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will adher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and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IV. OFFICE IN CHARGE
1.

To carry out the exchanges under this agreement, each University will designate an office which administers the
exchange program.

2.

The offices which administer the exchange program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are:
Fax Number - +886-2-2883-9402
Dr. François LE ROY
Executive Direct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Nunn Drive, University Center 425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Highland Heights, KY 41099, USA
Telephone Number - (859) 572-7976
Fax Number - (859) 572-6650

Dr. Kai Li LIU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Cente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Soochow University
70, Linhs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Taiwan 11102
Telephone Number - +886-2-2881-9471 ext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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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THE TERM OF EXCHANGE

1.

This agreement will go into effect when the respective presidents sign the agreement.

2.

This agreement is valid for five years as of the effective date. Each university is able to cancel the agreement by
sending a document to the other university at least six months in advance of the date of its expiration. And, this
agreement is to be discussed and revised based on the mutual agreement of the universities if necessary any time
during the five years.

3.

This agreement is to be discussed six months in advance of the date of its expiration and revised if necessary, based
on the mutual agreement of the universities. If not, it will be renewed automatically for another five years.

VI.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1.

The field of study for exchange students is limited within the range of curriculum and study provid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2.

Each university shall answer any application(s) for the exchange program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consideration
can be given to the field and the level of study, as well as the basic knowledge required by the students. Also,
upon the prospective exchange student's completion of the application, a suitable advisor should be chosen for each
applicant and the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informed of the choice.

3.

Language skills requirements shall be according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NKU requires
the exchange students, for whom English is a second language, to score a minimum of 500 on the written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EFL), 173 on the computer version, or 61 on the internet-based test, or 5.5 on
the IELTS. Applicants from NKU should have a sufficient leve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fit into the program if
they choose courses conducted in Chinese. SU will provide a reasonable number of diverse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

4.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exchange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live in dormitories.

5.

With the exception of tuition and fee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expenses of the
exchange, including travel, and room and board. Students may apply for any scholarship available to them.

6.

Each instituti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handling and transfer of course credits taken in the host institution, but
they should be exchangeable with those in the home instit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and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7.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two originals and each university will retain one original.

Executed for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By

Executed for Soochow University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eoffrey Mearns, President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Ta Pan,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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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二
中國人民大學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簡介
一． 屬性：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兼有部分理工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型全國重點大學，是大陸“985 工程”
和“211 工程”重點建設的大學之一。
二． 成立時間：1937 年（前身為陝北中學、華北聯合大學及華北大學）
三． 學生人數：23,999 人
四． 教職員人數：1,827 人（專任教師）
五． 規模：現有 22 個學院、14 個跨學院研究機構，另設有體育部、繼續教育學院、培訓學院、國
際學院（蘇州研究院）及深圳研究院等。學校設有學士學位專業 66 個，第二學士學位專業 8
個，碩士學位學科點 168 個（包括自主設置的 33 個碩士點），博士學位學科點 104 個（包括
自主設置的 24 個的博士點），博士學位一級學科授權點 14 個，博士後流動站 15 個，擁有 13
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名列大陸全國高校第一。其院系設置如下：
1. 經濟學院
2. 財政金融學院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漢青經濟與金融高級研究院
法學院
社會與人口學院
教育學院
藝術學院
環境學院
商學院
勞動人事學院
統計學院
歷史學院
哲學院
物理系

繼續教育學院
體育部
國學院
深圳研究院
中國人民大學律師學院
數據工程與知識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
室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國際學院（蘇州研究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國際關係學院
新聞學院
外國語學院
信息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
訊息資源管理學院
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文學院
化學系
心理學系
網路教育學院
清史所
培訓學院
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六． 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2 中國大學，排名 13
七． 與國際交流現狀：
與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密西根大學，英國劍橋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丹麥
哥本哈根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法國巴黎第一大學等 49 個國家
和地區的 196 所大學建立了學術交流關係，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作為中方合作夥伴，學校
共參與了海外 13 所孔子學院的建設。

八． 參考網站：
1.
2.

中國人民大學網站：http://www1.ruc.edu.cn/
中國校友網大學評價課題組編著 (2012)。2012 中國大學評價研究報告。檢自：
http://cuaa.net/cur/2012/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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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學生交流協議書
東吳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本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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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特殊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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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按交流計畫返回原屬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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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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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交流計畫取得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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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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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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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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完成在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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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大學

校長

潘維大

陳雨露

教授

年

教授

月

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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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流协议书
中国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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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特殊计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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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按交流计画返回原属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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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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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交流计画取得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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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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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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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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人民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陈雨露

潘维大

教授

年

教授

月

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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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第六案附件一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簡介
一． 屬性：經濟綜合型大學
二． 成立時間：創建於 1956 年，1995 年由原北京經濟學院和原北京財貿學院合併、組建為現校。
三． 校長：王稼瓊(黨委常委、校長)
四． 學生人數：20,000 餘人(學士部 9,600 餘人、研究生 2,200 餘人、各類成人高職教育學
生 8,200 餘人)

五． 教職員人數： 2,000 餘人。
六． 地址：校區 1：北京市豐台區花鄉張家路口 121 號(本部)，郵編：100070
校區 2：北京市朝陽區金台裏 2 號(紅廟校區)，郵編：100026

七． 學院：
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經濟學院
會計學院
勞動經濟學院
文化與傳播學院
信息學院
安全與環境工程學院
財政稅務學院
法學院
金融學院
統計學院
外語系
華僑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國經濟管理學院
體育部
國際學院
繼續教育學院
八． 特色：學校重點學科建設實現歷史性跨越，勞動經濟學獲批國家級重點學科，並入選教
育部“特色重點學科專案”。以經濟學和管理學為重要特色及優勢。應用經濟學、統計學、
企業管理、會計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等 11 個學科獲批為一級或二級北市京重點學科。
九． 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2 中國學排行榜，排第 184 名
十． 榮譽：
1. 近五年來學校教研人員主編的學術專著獲省部級以上的獎項達 30 餘項。
2. 畢業生受到社會廣泛認可，就業率連續 5 年保持在 95%以上，畢業生就業滿意度不斷
提高。
3. 《中國農業保險與社會保障制度研究》、《中國企業理論五十年》、《中國少數民族人口
政策研究》
、
《公司治理結構運行與模式》
、
《博弈論應用與經濟學發展》等學術著作獲北京
市、教育部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等多個獎項。
十一． 國際交流：自 1986 年開始招收留學生，已同來自美國、英國、日本、韓國、德國、
俄羅斯、愛爾蘭、加拿大、法國等 20 多個國家的 50 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建立了合作交流關
系。每年選派兩百多名學生赴外交流，建立了中澳、中美的合作辦學項目，以及與美國克裏
夫蘭州立大學開辦孔子學院。其他友校美國波士頓大學、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美國北方
州立大學、美國派克大學、愛爾蘭都柏林城市大學、韓國嶺南大學。
十二． 參考網站：
1.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http://www.cueb.edu.cn/
2. GaoKao 高考網--2012 年中國大學排名榜：
http://www.gaokao.com/e/20120109/4f0a8e1773aa0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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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生交流協議書
東吳大學與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本於「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協
商，就兩校辦理「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事項達成如下協議：
一、合作內容：
（一）研修生：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期互派註冊在校，且至少已修讀一學年以上之本科生或
研究生，自費到對方學校學習一學期，並以修讀雙方均已開設之科目為原則。
（二）暑期研習生：
雙方同意於每年暑假期間辦理「暑期研習班」
，研習期間及參訪旅遊等內容依雙方規劃
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均無名額限制，亦不獲取接待學校之學位。
（二）雙方於研修及暑期研習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發給「學習証明」。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習後，應依交流計畫返回原屬學校，
不得延長停留時間，接待學校亦不受理為其辦理延長停留手續之要求。
三、選拔範圍：
（一）雙方從各自學校就讀全日制學生中，根據學習成績、個性是否適合本項研修及暑期研
習計畫等情況，推薦至接待學校。受推薦學生應至少已在原屬學校修業滿一年以上。
（二）雙方各自保留審查對方推薦之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入學最後決定權。若有不獲對方接
受之情況，推薦方可再次遞補推薦。
四、研習課程：
（一）研修生得先於原屬學校選擇接待學校開授之相關課程，經接待學校同意後，至接待學
校研習。
（二）雙方應於每年三月以前決定暑期研習班課程內容。
五、學生管理：
（一）雙方學生管理部門負責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研習期間之管理工作。學生不
參與院校評鑑活動，其他管理辦法應參照各自學校管理規定執行。
（二）雙方儘量安排學生在學生宿舍住宿，俾利進行管理照顧及各項交流活動。
（三）雙方有關部門或單位應儘量安排學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行各項學術交流活動，並關心
其生活起居，使交流計畫取得最大效果。
（四）雙方學校應給予學生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員接機、安排住宿等，俾利儘快適應
新環境。
（五）學生應遵守本協議書及雙方學校各項規定，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該生將停止研修及
研習，即時返回原屬學校。
六、相關費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屬學校繳交學雜費外，應再向接待學校繳交一學期研修費。暑期研習生
收費方式由雙方學校協商後另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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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應自行負擔往返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書籍費、證件費、簽證費、保險費及
其他個人支出等費用。
七、組織實施：
（一）本協議書內容在雙方主管指定兩校相應行政職能部門實施，並歸該單位管理。
（二）雙方學生應遵守當地法律及對方學校之法規。
（三）雙方依情況在辦理出入境手續時提供學生協助，但學生應自行負責取得相關入境許可。
學校方面會儘量配合，但不負責保證能給予入境許可等文件。
（四）學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資料及檔案，並準時報告與返校。
（五）本協議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後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協議到期前六個月任何一方
不提出異議，本協議將自動延長一次，有效期限五年。如任何一方擬終止本協議，應
在預定終止日期之前至少六個月，以書面形式提出終止協議書要求。在本協議終止前
已開始之交流學習活動不受協議終止影響，有關學生仍按照原訂計畫完成在接待學校
的學習。
（六）本協議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本協議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兩份文本中
對應表述的不同用語所含意義相同，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東吳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年

月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王稼瓊

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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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校長
教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流协议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东吴大学本于「平等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经双方协
商，就两校办理「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一）研修生：
双方同意根据学生意愿，每学期互派注册在校，且至少已修读一学年以上之本科生或
研究生，自费到对方学校学习一学期，并以修读双方均已开设之科目为原则。
（二）暑期研习生：
双方同意于每年暑假期间办理「暑期研习班」，研习期间及参访旅游等内容依双方规划
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均无名额限制，亦不获取接待学校之学位。
（二）双方于研修及暑期研习结束后，接待学校应发给「学习证明」。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习后，应依交流计画返回原属学校，
不得延长停留时间，接待学校亦不受理为其办理延长停留手续之要求。
三、选拔范围：
（一）双方从各自学校就读全日制学生中，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本项研修及暑期研
习计画等情况，推荐至接待学校。受推荐学生应至少已在原属学校修业满一年以上。
（二）双方各自保留审查对方推荐之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入学最后决定权。若有不获对方接
受之情况，推荐方可再次递补推荐。
四、研习课程：
（一）研修生得先于原属学校选择接待学校开授之相关课程，经接待学校同意后，至接待学
校研习。
（二）双方应于每年三月以前决定暑期研习班课程内容。
五、学生管理：
（一）双方学生管理部门负责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研习期间之管理工作。学生不
参与院校评鉴活动，其它管理办法应参照各自学校管理规定执行。
（二）双方尽量安排学生在学生宿舍住宿，俾利进行管理照顾及各项交流活动。
（三）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尽量安排学生与接待学校学生进行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并关心
其生活起居，使交流计画取得最大效果。
（四）双方学校应给予学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包括派员接机、安排住宿等，俾利尽快适应
新环境。
（五）学生应遵守本协议书及双方学校各项规定，如有违规情况严重者，该生将停止研修及
研习，实时返回原属学校。
六、相关费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属学校缴交学杂费外，应再向接待学校缴交一学期研修费。暑期研习生
收费方式由双方学校协商后另行订定。
（二）学生应自行负担往返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书籍费、证件费、签证费、保险费及
其它个人支出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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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组织实施：
（一）本协议书内容在双方主管指定两校相应行政职能部门实施，并归该单位管理。
（二）双方学生应遵守当地法律及对方学校之法规。
（三）双方依情况在办理出入境手续时提供学生协助，但学生应自行负责取得相关入境许可。
学校方面会尽量配合，但不负责保证能给予入境许可等文件。
（四）学生应于指定期限内，向双方学校缴交规定之必要资料及档案，并准时报告与返校。
（五）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协议到期前六个月任何一方
不提出异议，本协议将自动延长一次，有效期限五年。如任何一方拟终止本协议，应
在预定终止日期之前至少六个月，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协议书要求。在本协议终止前
已开始之交流学习活动不受协议终止影响，有关学生仍按照原订计画完成在接待学校
的学习。
（六）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文本中
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同，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校长
王稼琼
教授

年

月

东吴大学
潘维大

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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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
教授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