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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3 學年度第 4 次(103 年 9 月 29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3 年 10月 7日核定，經 103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3 年 9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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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和教務長、鄭冠宇學務長、王淑芳總務長、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馬嘉應研發長（兼主任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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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鴻主任、洪碧珠主任、謝文雀館長、余啟民主任、 

劉義群主任、劉宗哲主任、陳啟峰主任 

請假：王志傑主任、 

列席︰中文系鍾正道主任、歷史系林慈淑主任、哲學系米建國主任、政治系黃秀端主任、 

社會系吳明燁主任、社工系歐孟芬秘書、音樂系孫清吉主任、師資中心李逢堅主任、 

英文系曾泰元主任、日文系蘇克保主任、德文系廖揆祥主任、語言教學中心李玉華主任、 

數學系葉麗娜主任、物理系巫俊賢主任、化學系呂世伊主任、心理系朱錦鳳主任、 

經濟系傅祖壇主任、會計系謝永明主任、企管系胡凱傑主任，國貿系陳惠芳主任、 

財精系林忠機主任、商進班柯瓊鳳主任、EMBA 碩專班詹乾隆主任（兼國際商管學程主任）、 

王玉梅專門委員、陳雅蓉專門委員、研究組謝明秀組長、評鑑組陳思齊組長、 

出納組吳淑慧組長 

記錄︰莊琬琳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 

參、主席致詞 

        今天中午學務處舉辦「存開心、搬太陽」活動，以「存開心和搬太陽」的正向概念，

讓教職員和學生都能相互傳遞正向友善訊息，散發正向情緒感染機制，進而鼓勵處於情

緒低潮的同學能夠在正向情緒感染下轉念，進而發展出具有正向及解決能力的特質。 

肆、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伍、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詳如附件 

 

二、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 

說明： 

（一）本行政會議 103 學年度第 4 次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執行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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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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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檢查 5 項，1 項已辦結，擬予銷管，4 項尚未辦結，擬予繼續管

制。 

決定：同意 1 項已辦結事項，予以銷管，4 項尚未辦結事項，繼續管制。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學生事務處： 

  1、香港占中活動，本校學生有相呼應的事項，學務處將做適切的關心。 

2、本學期新生體檢已完成，發現部分學生身體狀況不好，已通知學系提醒學生儘速

就醫。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境外生在本校的人數逐年增加，開學以來，部分境外生反應了一些困擾，如老師不

允許使用簡體字應答的問題、學長姐分配的的問題、以及因境外生入學時間晚，不

及參加新生座談會的問題等，懇請各行政及學術單位務必提供境外生在學習及生活

上的協助。 

    研究發展處: 

    1、103年 8月本校專任教師執行產學合作件數共 42件，執行產學合作補助經費共

341750元，詳如附件。 

        2、本校於 103年 9月 18~21日參加由科技部、經濟部、教育部及智財局等在台北世

貿中心展覽一館舉辦之「2014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本校三項發明專利

與來自 15國、960件作品共同角逐，評選為銀牌獎及銅牌獎含微生物系張碧芬

教授（銀牌獎）、微生物系劉佩珊教授（銅牌獎）、微生物系宋宏紅教授（銅牌獎）。

展覽期間台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員對張碧芬教授之「用於去除污泥中有機毒化

物之微膠囊，其製造方法及其應用」發明表達濃厚興趣，並雙方就產學合作進一

步商討。 

       3、提供產學合作計畫徵件案共 4件，已聯繫相關單位及師長申請之意願，詳如附件。 

社會資源處： 

        1、103年 10 月 14日(星期二)10:00~12:00，於雙溪校區 G101會議室舉辦「東吳之

友基金會交流座談─關係經營與募款知能經驗分享」，本次座談特別邀請 Mr. 

Edward Rada 及董事 Mr. Robert Oehler進行募款經驗分享，內容涵括國外

募款相關作法及技巧與校友暨社會關係經營，以供與會人員更進一步認識

捐款作業及提升募款知能，期盼未來對校內單位資源募集能有實質助益，

並達到資源活化之效益，歡迎師長踴躍報名參加。 

        2、美育中心將於 10月 1日舉辦「看見東吳之美—校園公共藝術裝置」揭幕儀式。 

    3、奉校長指示，導讀「大數據」這本書，書籍將送一、二級主管，活動時間第一場

為 10月 20日(一)下午 1:30，地點外雙溪校區 G101會議室，第二場為 11月 17

日(一)下午 1:30，地點城中校區 5211會議室，歡迎有興趣的教職員撥冗參加。 

    人文社會學院: 

    本校前劉兆玄校長（中華文化總會長）近年倡導王道文化在 21世紀的實踐，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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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不同角度來推行王道文化，並陸續與國內外大學舉辦相關議題的研討會，多

位學有專精的學者從理論的觀點探討王道文化與政治秩序，王道文化與社會公義及

王道文化與經濟倫理等議題，已有兩本論文集出版。基於此，本校思考未來發展王

道文化研究中心之可能性，可以從中華文化中梳理王道的精緻內涵，王道文化與當

代社會科學的相攝相融之處及其實踐意涵，以及各國文化中與王道文化相近之處展

開對話，從這三個面向請各學院推舉相關領域專長與興趣之老師共同展開探討，逐

步成熟以作為推動成立具特色的校級研究中心作準備。 

    理學院： 

    理學院微生物系三位教師在研究方面獲得很好的成績，感謝研發處提供教師很多的

協助。 

  圖書館： 

    1、圖書館於 9月 29日~30日舉辦你挑書我買單活動，歡迎師生共襄盛舉。 

    2、中正圖書館 5樓打造「漫讀區」，此區典藏之漫畫多為由中文系周衡先生所捐贈，

共計 9136冊，圖書館將 10月 1日(三)舉辦「漫書區」啟用揭牌儀式，歡迎師長

蒞臨指導。 

    3、城中分館新闢 23席學習共享空間，適合小團體討論功課，歡迎師生預約使用。 

  體育室： 

    自本週五起、每週二、三、五，本校操場中間草皮區租借予台北國際足球社使用，

該社亦免費指導本校學生，體育室將會公告相關訊息。 

  校牧室： 

    校牧室於 10月 3日~4日，為新生舉辦飢餓三十活動，培養其品格及人道關懷，這

些同學將成為飢餓三十活動的種子學員，帶領明年校慶飢餓三十活動。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本校新設「巨量資料管理學院」一案，已於 103.9.12 奉教育部臺教高（四）

字第 1030130082 號核定設立，並自 104 學年度起招生。為使 104 學年度之

招生作業順利進行，爰於本校組織規程及相關辦法中增列各項必要之規

定。 

二、配合上述因新設巨量資料管理學院修訂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之際，擬依目前

學校實際運作需要，同時修訂其他有關之條文。修訂之主要重點如下： 

（一）考量新設立之學院尚未能組織該學院之院長遴選委員會，故建議新設學

院之首任院長得由校長指派相關學術領域之教授兼任；新設學系之首任

學系主任得由校長指派相關學術領域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二）調整教務處組織： 

１、為充分運用人力資源，避免業務之重工，將註冊組、課務組及教務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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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併為「教務行政組」。 

２、於外在相關法令鬆綁之際，整合校內教學資源，將教學資源中心併入教

務處。 

３、為襄助教務長處理事務，明訂教務處得置副教務長一人，由教務長提請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三）配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新設「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為本校一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並為利於業務之推動與減少人事費用支出，明

訂中心主任由總務長兼任；中心所置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由目前

總務處執行相關業務並具備必要證照之人員轉任，不增加職員員額。 

（四）調整總務處組織： 

１、配合新設「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將總務處「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

更名為「事務組」，以明確職責及避免外界誤解。 

２、增設「採購組」，將圖書館之圖書採購作業納入管理，專責辦理全校所需

財物、圖書、勞務及工程之採購相關作業。 

（五）整合境外學生及學習華語學員之招生與輔導資源，將華語教學中心併入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六）配合推動學生五育均衡發展，將體育室更名為體育中心，並明訂體育中

心聘任之體育教師及運動教練，應共同協助推動及辦理各項體育教學與

體育活動。 

（六）調整參加校務會議、行政會議及相關委員會應出席成員。 

（七）明訂語言教學中主任之任期比照學系主任，任期三年，得續任乙次；主

任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三、調整後本校一級行政單位由 16 個減少為 15 個；二級行政單位由 37 個減少

為 33 個，並將檢討行政單位職員人力配置。 

四、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馬研究發展長嘉應 

     說明： 

一、為因應國科會改制及法規修正而修訂本辦法部分條文，並依本校 102 學年

度第 18 次(103 年 5 月 12 日)行政會議決議，明訂本辦法適用對象包括。 

二、本案經學術研究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1 次(103 年 9 月 21 日)會議討論建議修

正。 

三、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敬請 討論。 

決議：通過。 

 

第三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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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室於 102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103 年 5 月 12 日）提送「東吳大學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經會議通過後送 102 學年度第 2 次校

務會議（103 年 5月 28日）進行討論，後經校務會議討論後決議，交付規

章委員會研議。 

二、今考量本校將於 104 學年度設立巨量資料管理學院，依規劃該學院未設置

學系，故擬比照跨領域學程、進修學士班，由「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其所屬教師有關聘任等事項。 

三、本修訂案通過後，將函請規章委員會與上述修訂案併同研議，再提送校務

會議討論。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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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職員工留職停薪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本校教職員工留職停薪辦法經實際運作，部分規則宜再調整，本次修訂之

重點如下： 

（一）調整職工可申請留職停薪之期間。 

（二）新增留職停薪教師於學期中返校時，如未能授足基本授課時數之薪資

處理方式。 

（三）明訂申請延長留職停薪期限之規定。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東吳大學教職員工留職停薪辦法」原條文，敬請

討論。 

決議：通過。 

 

第五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收入管理辦法」草案。 

提案人：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說明： 

一、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本校為財團法人私

立學校，須符合合法憑證保存及會計紀錄完備等要件，方得免納所得稅。 

二、惟國稅局於查核本校 101 年度結算申報時發現，本校某單位舉辦活動並經

由國家兩廳院收取之款項，未列於學校收入，究因係該單位未辦理陳報作

業，致使學校無該項收入之紀錄。 

三、為避免本校收入短漏報，致使學校失卻免納所得稅之資格，擬定「東吳大

學收入管理辦法」以完備會計紀錄。辦法之主要內容說明如下： 

（一）明訂收納業務之主管單位為出納組，收款管道得視實際需要，委託金

融機構代為收取，惟各單位因業務之需，得為收款窗口及領用收據之

申請。 

（二）訂定收款憑證之種類、格式及其使用、報核及管理之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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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單位間經費轉帳產生之收入，係屬績效之管制，因未增加學校之

現金實質流入，為減少行政作業成本，建議經由內部程序完成報核，

免開立收據。 

四、審視本校目前之收款窗口，實質均因業務所需必要為收款窗口，如：社會

資源處、推廣部、圖書館及招生委員會，本辦法經會議通過後，為避免增

加行政作業，建議維持為收款窗口。 

五、「東吳大學收入管理辦法」草案如附件一，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六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王總務長淑芳 

說明： 

一、為有效管理本校場地之使用，本次修訂除針對原規範不夠明確之文字做調

整外，新增如下： 

(一) 場地：新納入圖書館、美育中心游藝廣場、課務組科技教室(含遠距視訊

教學教室)、戶外及公共空間之場地收費。因此，除松怡廳、電腦教室之

場地使用辦法外，均已整合適用。 

(二) 對象：新增教職員工社團或其子女活動之收費原則。 

(三) 新增本校各空間作為新聞媒體、傳播或廣告公司、婚紗拍攝之審核與收

費標準。 

二、有關場地收費標準修訂部分，除新納入的場地外，針對體育館、安素堂等

部分場館重新檢討水電支出、設備折舊及服務維護等成本後，調整部分場

地收費價格如附表。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修正通過。 

 

第七案案由：請討論「東吳之友基金會學生五育優異獎學金辦法」草案。 

提案人：鄭學務長冠宇 

說明： 

一、東吳之友基金會（Friends of Soochow）於 1963 年在美國加州成立，創辦人

為雷德教授（Edward L. Rada, Ph.D.）並擔任首任會長(1963-1997)。現任會長

愛德華‧雷德二世（Edward L. Rada）於本次校慶期間來訪表示，將學生納

入捐贈基金之獎助對象。 

二、依據東吳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6 次（103 年 4 月 14 日）行政會議紀錄，故本

次修訂「東吳之友基金會學生五育優異獎學金辦法」草案，獎助東吳大學

在學生參加各項國際型、全國性競賽或獲選楷模為校爭光，且該項競賽或

選拔須為政府單位主辦且無提供獎金之比賽或楷模。 

決議：本案暫時撤回。 

 

柒、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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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與蘭州大學簽署「校級學生交換協議」及「校級學生交流協

議」案。 

提案人：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 次書面審查(103.09.23)通過。 

二、為拓展與該校之交流合作，提請簽訂學生交換協議及學生交流協議，學校

簡介及協議草案請詳附件。 

     決議：通過。 

 

捌、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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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教學獎

勵辦法」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

認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

施。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學評鑑作

業要點」修正案。 

通過。 本案將再提送校務會議

討論。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傑出校友遴

選辦法」修正案。 

修正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

認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

施。 

四 請討論「東吳大學職員聘任辦

法」修訂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

認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

施。 

五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升等審

查作業要點」修訂案。 

 

請人事室蒐集各學系之意

見後，再提本會討論。 
修正意見後，已再提 9/29

行政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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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 

 

東吳大學 103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 

執行情形彙整表 

103.9.29 

編

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一 請教務處研議各學系全英語授

課開課比例。 

【第 16次行政會議】 

 請教務處規劃各學系開設

全英語課之課程數及比例。 

 請國際處規劃國際學生全

英語授課課程。（103.7.7

已銷管） 

【102學年度第 20次行政會議】 

教務處 

 

103.7.21 本案提至 9月 29日行政會議

討論。 

(已納入議程第 9案) 

擬予

銷管 

二 請學務處提出全校輔導系統總

檢討。 

【第 19次行政會議】 

 請學務處持續完成全校輔

導系統總檢討。 

 請學務處針對導師制度--

班級課程 2學分事宜，於下

學期提出方案，並修正相關

法規。 

 請學務處規劃導師服務成

效之評量措施。 

 導師服務成效應做為教師

申請升等及休假之重要參

考，請人事室修訂教師升等

及休假相關辦法，將學務處

對於導師服務成效之評量

措施納入考量，並於下學期

提出建議案。 

【102學年度第 20次行政會議】 

學務處 

人事室 

 本案研議中 擬予

繼續

管制 

三 請教務處檢討並修正本校雙聯

學制法規。 

【第 22次行政會議】 

 共通課程需將雙方所列出

教務處  收集各大學之共通課程結

構，先經教務處處務會議各

組討論，10月 13日再提行

政會議報告說明。 

擬予

繼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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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應科目送共通教育委

員會審議後，由教務處依對

應科目列抵，此部分屬於課

程面向若需修正須提共通

教育委員會討論。

（103.9.15已銷管） 

 請教務處蒐集及統計各校

共同課程之科目。下學年務

必排除本校推動雙聯學制

之困難，並進行適度的修正

及改革。 

【102學年度第 23次行政會議】 

四 請研發處建置校務資料庫平

台，鼓勵學系及教師上線填報，

俾便校方統計各項研究計畫數

據。 

【103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 

研發處  「校務資料庫平台」建置，

依原訂之步驟進行，研發處

已於 9 月 24 日函請各單位協

助檢視已彙整之「校務資料

填報項目」是否有需新增或

調整之處，期使校務資料之

填報項目、內容及定義皆能

蒐集更為完整。 

擬予

繼續

管制 

五 為鼓勵教師從事教學、研究、參

與校務行政工作等多元之優良

表現，請人事室就教師升等、休

假及年終獎金等相關辦法，研議

可行之配套措施。 

【103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 

 

人事室  本案研議中 擬予

繼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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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研究發展處 
      依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2條，產學合作係指本校與合作機構辦理或受補助（委託）執 

行下列事項之一者： 

（一）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

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 

（三）其他有關本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一、產學合作件數統計圖：以校內核定簽約日為準列計產學合作案件數（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件數除外） 

0

0

0

0

1

0

1

38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10 20 30 40 50 60

中文系

歷史系

哲學系

政治系

社會系

社工系

音樂系

師培中心

英文系

日文系

德文系

語言中心

數學系

物理系

化學系

微生物系

心理系

法律系

會計系

經濟系

企管系

國貿系

財精系

資管系

體育室

專任教師執行產學合作件數（103年8月）

(人才培育類：經緯行動策略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人才培育類 財團法人台北榮星文教基金會）

（研究發展及應用類：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人才培育類：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專業基金會）

(人才培育類：經緯行動策略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人才培育類 財團法人台北榮星文教基金會）

（研究發展及應用類：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人才培育類：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專業基金會）

（人才培育類：大直高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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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學合作經費統計圖： 

 

三、研發成果推廣成效： 

    （一）本校於 103年 9月 18~21 日參加由科技部、經濟部、教育部及智財局等在

台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舉辦之「2014 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本校

三項發明專利與來自 15國、960件作品共同角逐，評選為銀牌獎及銅牌獎

含微生物系張碧芬教授（銀牌獎）、微生物系劉佩珊教授（銅牌獎）、微生

物系宋宏紅教授（銅牌獎）。 

     （二）展覽期間台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員對張碧芬教授之「用於去除污泥中有

機毒化物之微膠囊，其製造方法及其應用」發明表達濃厚興趣，並雙方就

產學合作進一步商討。 

 四、產學合作計畫徵件案： 

    （一）補助機關：科技部 

          補助計畫：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產學小聯盟） 

          校內公告：10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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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策略：專簽會請人文社會學院、理學院、商學院協商學系徵詢教 

師申請意願。 

    （二）補助機關：文化部 

          補助計畫：103-104年度獨立書店營運輔導暨訪查 

          校內公告：103/09/15 

          推動策略：聯繫企管系主任主動徵詢教師意願          

（三）補助機關：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 

          補助計畫：原臺北刑務所、光復後之臺北監獄及華光社區等文史彙整 

調查研究計畫 

          校內公告：103/09/10 

          推動策略：聯繫歷史系主任主動徵詢教師意願    

（四）補助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補助計畫：運動產業政策輔導措施補助專題研究 

          校內公告：103/09/23 

          推動策略：聯繫體育室林鈺萍老師參與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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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私立學校法

之規定及本校辦學宗旨訂定。 

本校組織於本規程未規定者，

依有關教育法令規定。 

 

未修訂 

 第二條 

本校校名為東吳大學。 

 

未修訂 

 第三條 

本校以培育人才、研究學術、

提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

展為宗旨。 

本校應保障校園內之學術自

由。 

 

未修訂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四條 

本校設董事會，其組織依捐助

章程規定辦理。 

 

未修訂 

 第五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理校務。 

本校校長之產生，應由董事會

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送

請董事會圈選後，報請教育部核准

聘任之，任期四年；任期屆滿，經

董事會同意，得連任，以兩次為限。  

前項所稱之遴選委員會，其成

員應包括教師代表、行政人員代

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其

中教師代表人數不得少於總數二分

之一，其組織及運作方式另訂，經

董事會核定後公布實施。  

前項所稱教師，指本職為教師

之人員；所稱行政人員，指本職為

教師以外之職員及技術人員。 

 

未修訂 

 第六條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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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

助校長處理校務，並推動學術研

究，由校長遴選教授，報請董事會

同意後聘請兼任之，其任期應與校

長配合。 

 

第七條 

本校置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各一人，分別主持全校教學

與學術行政事務、學生活動與輔導

行政事務、一般行政事務。 

本校置研究發展長一人，主持

校務發展規劃與評鑑，並負責推動

研究事務與產學合作有關事務。  

本校置學術交流長一人，主持

國際與兩岸交流合作事務，並負責

推動華語文教育及境外生招生宣

傳與輔導有關事務。 

本校置社會資源長一人，主持

校友服務與募集社會資源事務，並

負責推動美育教育及畢業生生涯發

展有關事務。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

展長、學術交流長由校長聘請教授

兼任；總務長、社會資源長由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

職級之職員擔任。任期均為四年，

得連任，以兩次為限。 

 

第七條 

本校置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各一人，分別主持全校教學

與學術行政事務、學生活動與輔導

行政事務、一般行政事務。 

本校置研究發展長一人，主持

校務發展規劃與評鑑，並負責推動

研究事務與產學合作有關事務。 

本校置學術交流長一人，主持

國際與兩岸交流合作及境外生招生

宣傳與輔導有關事務。 

本校置社會資源長一人，主持

校友服務與募集社會資源事務，並

負責推動美育教育及畢業生生涯發

展有關事務。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

展長、學術交流長由校長聘請教授

兼任；總務長、社會資源長由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

職級之職員擔任。任期均為四年，

得連任，以兩次為限。 

 

擬配合華語教學中心併入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

處（擬修訂條文第 14

條），調整學術交流長之職

掌。 

 

第八條 

本校分設人文社會學院、外國

語文學院、理學院、法學院、商學

院、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各置院長

一人，綜理院務，由各學院分別組

成遴選委員會就校內外教授中遴選

二至三人後，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

請兼任之，任期三年；任期屆滿，

經院務會議同意，報請校長聘任

後，得續任一次。新設立之學院，

其首任院長人選得由校長指派校

內外相關學術領域之教授兼任。 

院長於任期內如有不適任之情

事，得經該學院三分之一以上專任

教師連署，經院務會議應出席教師

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獲出席教

第八條 

本校分設人文社會學院、外國

語文學院、理學院、法學院、商學

院，各置院長一人，綜理院務，由

各學院分別組成遴選委員會就校內

外教授中遴選二至三人後，陳報校

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

年；任期屆滿，經院務會議同意，

報請校長聘任後，得續任一次。 

院長於任期內如有不適任之情

事，得經該學院三分之一以上專任

教師連署，經院務會議應出席教師

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獲出席教

師過半數同意，報請校長核定後，

免除其院長職務。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

一、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業

奉教育部 103.9.12 臺

教高四字第

1030130082 號函核

定設立，並自 104 學

年度起招生，爰明訂

於本校組織規程中。 

二、考量新設立之學院尚

未能組織該學院之院

長遴選委員會，建議

新設學院之首任院長

得由校長指派相關學

術領域之教授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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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過半數同意，報請校長核定後，

免除其院長職務。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

辦法另訂之。 

學院得置副院長，協助院長推

動院務，由院長提請校長聘請教授

兼任，續聘時亦同，其任期應與院

長配合。 

副院長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

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副

院長職務。 

 

辦法另訂之。  

學院得置副院長，協助院長推

動院務，由院長提請校長聘請教授

兼任，續聘時亦同，其任期應與院

長配合。 

副院長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

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副

院長職務。 

第九條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國文學

系、歷史學系、哲學系、政治學系、

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音樂學

系。另設師資培育中心，負責全校

教育學程，其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

之。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文學系、

日本語文學系、德國文化學系；又

為支援全校外國語言教學，另設語

言教學中心，負責全校共同外文課

程。  

理學院分設數學系、物理學

系、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心理學

系。 

法學院設法律學系。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會計學

系、企業管理學系、國際經營與貿

易學系、財務工程與精算數學系、

資訊管理學系。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規定另

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及博士班，並得分組教學。（設

置明細詳如附表：「東吳大學院系所

學位學程及學制一覽表」）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人，主

持系務，由各學系分別組織遴選委

員會就校內外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遴

選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報校長圈

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年；任

期屆滿，經系務會議同意後，送院

長報請校長聘任後，得續任一次。

新設立之學系，其首任學系主任人

第九條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國文學

系、歷史學系、哲學系、政治學系、

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音樂學

系。另設師資培育中心，負責全校

教育學程，其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

之。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文學系、

日本語文學系、德國文化學系；又

為支援全校外國語言教學，另設語

言教學中心，負責全校共同外文課

程。  

理學院分設數學系、物理學

系、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心理學

系。 

法學院設法律學系。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會計學

系、企業管理學系、國際經營與貿

易學系、財務工程與精算數學系、

資訊管理學系。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規定另

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及博士班，並得分組教學。（設

置明細詳如附表：「東吳大學院系所

學位學程及學制一覽表」）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人，主

持系務，由各學系分別組織遴選委

員會就校內外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遴

選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報校長圈

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年；任

期屆滿，經系務會議同意後，送院

長報請校長聘任後，得續任一次。 

學系主任於任期內如有不適任

一、考量新設立之學系尚

未能組織該學系之主

任遴選委員會，建議

新設學系之首任學系

主任得由校長指派相

關學術領域之副教授

以上教師兼任。 

二、明訂語言教學中主任

之任期比照學系主

任，任期三年，得續

任乙次。另，主任如

有不適任之情事，得

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

後，免除其主任職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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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得由校長指派校內外相關學術

領域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學系主任於任期內如有不適任

之情事，得經該學系三分之一以上

專任教師連署，經系務會議應出席

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獲出

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報請校長核定

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系務會

議及院務會議同意後，由院長兼任

學系主任，不須組織遴選委員會辦

理遴選。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時，

原應由學系主任參加之各項會議與

委員會，得由院長指定人員代表

之。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時，

原應由學系主任參加之各項會議與

委員會，得由院長指定人員代表

之。 

本校各單獨設立之研究所各置

所長一人，主持所務，其遴選、任

期、續聘、解聘程序適用學系主任

規定辦理。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主

持中心事務，其遴選、任期、續聘、

解聘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定辦理。  

語言教學中心置主任一人，語

言課程教師若干人；主任由院長提

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負

責全校共同外文課程之規劃與教

學、語言教學相關硬體及資源之規

劃與管理，其任期比照學系主任之

規定辦理。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

事，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

除其主任職務。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

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系所屬具有學籍之學生總數

達一千人時，得置副主任一人，協

助主任推動系務，由主任提請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續聘時

亦同，其任期應與主任配合。 

副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

由學系主任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

之情事，得經該學系三分之一以上

專任教師連署，經系務會議應出席

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獲出

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報請校長核定

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系務會

議及院務會議同意後，由院長兼任

學系主任，不須組織遴選委員會辦

理遴選。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時，

原應由學系主任參加之各項會議與

委員會，得由院長指定人員代表之。 

本校各單獨設立之研究所各置

所長一人，主持所務，其遴選、任

期、續聘、解聘程序適用學系主任

規定辦理。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主

持中心事務，其遴選、任期、續聘、

解聘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定辦理。  

語言教學中心置主任一人，語

言課程教師若干人；主任由院長提

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負

責全校共同外文課程之規劃與教

學、語言教學相關硬體及資源之規

劃與管理。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

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系所屬具有學籍之學生總數

達一千人時，得置副主任一人，協

助主任推動系務，由主任提請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續聘時

亦同，其任期應與主任配合。 

副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

由學系主任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

其副主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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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副主任職務。 

 

 第九條之一 

本校得設跨系、院之學分學程

或學位學程。 

學分學程由所屬學院院長擔任

召集人，如為跨院之學程則由相關

學院院長互推一人擔任之。 

學位學程得設主任一人，由所

屬學院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教師一

至三人，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

任之，任期三年，任期屆滿，經校

長同意後，得續任一次。 

學位學程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

事，得由所屬學院院長報請校長核

定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未修訂 

 第十條 

本校為推動教學與研究，配合

科際整合之需要，得設各種教學與

研究中心，其設置辦法另訂，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未修訂 

第十一條 

本校設教務處，由教務長主

持，並置副教務長一人，襄助教務

長處理事務，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

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下設招生

組、註冊課務組、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資源中心，各組置組長一人，

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各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副教務長兼

任或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

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

員擔任。 

 

第十一條 

本校設教務處，由教務長主

持；下設註冊組、課務組、招生組、

教務行政組、通識教育中心，各組

置組長一人，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

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

之職員擔任，通識教育中心置主任

一人，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 

 

一、為充分運用人力資源

並提供師生更為整體

之服務，將註冊組、

課務組及教務行政組

合併為「註冊課務

組」。 

二、於外在相關法令鬆綁

之際，整合校內教學

資源，將教學資源中

心併入教務處。 

三、為襄助教務長處理事

務，明訂教務處得置

副教務長一人，由教

務長提請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第十二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處，由學生事

務長主持；下設德育中心、群育中

心、健康暨諮商中心、學生住宿中

心、軍訓室；各中心置主任一人，

由學生事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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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軍訓室置主任一人，由學生事

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或

軍訓教官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

員擔任，負責維護校內安全及處理

突發事件、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

與教學，並協助辦理學生生活輔導

事項。 

 

第十三條 

本校設總務處，由總務長主

持；下設事務組、採購組、營繕組、

保管組、出納組，各置組長一人，

由總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三條 

本校設總務處，由總務長主

持；下設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

組、營繕組、保管組、出納組，各

置組長一人，由總務長提請校長聘

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

之職員擔任。 

 

一、配合「職業安全衛生

法」規定，新設「職

業安全衛生中心」為

本校一級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單位（擬修訂

條文第二十二條），爰

將總務處「環境安全

衛生暨事務管理組」

更名為「事務組」，以

明確職責及避免外界

誤解。 

二、增設「採購組」，將目

前由圖書館辦理之圖

書採購作業納入管

理，專責辦理全校所

需財物、圖書、勞務

及工程之採購相關作

業。 

 第十三條之一 

本校設研究發展處，由研究發

展長主持；下設研究事務組、校務

發展組、評鑑組，各置組長一人，

由研究發展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任。 

 

未修訂 

第十四條 

本校設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

務處，由學術交流長主持；下設國

際事務中心、兩岸事務中心、華語

教學中心，各置主任一人，由學術

交流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華

語教學中心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

之。 

 

第十三條之二  

本校設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

務處，由學術交流長主持；下設國

際事務中心、兩岸事務中心，各置

主任一人，由學術交流長提請校長

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

級之職員擔任。 

 

整合境外學生及學習華語

學員之招生宣傳與輔導資

源，將華語教學中心併入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

處。 

 

第十五條 第十四條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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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設社會資源處，由社會資

源長主持；下設校友服務暨資源拓

展中心、生涯發展中心、美育中心，

各置主任一人，由社會資源長提請

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

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本校設社會資源處，由社會資

源長主持；下設校友服務暨資源拓

展中心、生涯發展中心、美育中心，

各置主任一人，由社會資源長提請

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

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六條 

本校設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

人，秘書若干人；主任秘書由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

職級之職員擔任，襄助校長處理行

政，主持秘書室，協調各單位間之

業務，並辦理文書、公共關係、內

部控制以及秘書事務。 

 

第十五條 

本校設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

人，秘書若干人；主任秘書由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

職級之職員擔任，襄助校長處理行

政，主持秘書室，協調各單位間之

業務，並辦理文書、公共關係、內

部控制以及秘書事務。 

 

條次變更 

第十七條 

本校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

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聘任，並

分設兩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

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辦理人事

管理業務。 

 

第十六條  

本校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

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聘任，並

分設兩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

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辦理人事

管理業務。 

 

條次變更 

第十八條 

本校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

人，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聘

任，並分設兩組，各置組長一人，

由會計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

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任，辦理會計事務。 

 

第十七條  

本校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

人，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聘

任，並分設兩組，各置組長一人，

由會計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

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任，辦理會計事務。 

 

條次變更 

第十九條 

本校設圖書館，置館長一人，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負責蒐集

教學研究與學習資訊，提供圖書資

訊服務；下設技術服務組、讀者服

務組、數位與系統組，各置組長一

人，由館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

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任。 

 

第十八條  

本校設圖書館，置館長一人，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負責蒐集

教學研究與學習資訊，提供圖書資

訊服務；下設技術服務組、讀者服

務組、數位與系統組，各置組長一

人，由館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

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任。 

 

條次變更 

（刪除） 第十九條  

本校設教學資源中心，置中心

配合教學資源中心併入教

務處，刪除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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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負責全校教與學資源及

支援之整合與發展；下設教師教學

發展組、學生學習資源組、教學科

技推廣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

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刪除） 第二十條 

本校設華語教學中心，置中心

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其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

之。 

 

配合華語教學中心併入國

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

處，刪除本條文。 

第二十條 

本校設電子計算機中心，置中

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任，負責規劃、推廣、執行本校電

腦及資訊業務；下設系統組、網路

暨維修組、行政諮詢組，各置組長

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任。 

 

第二十一條 

本校設電子計算機中心，置中

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任，負責規劃、推廣、執行本校電

腦及資訊業務；下設系統組、網路

暨維修組、行政諮詢組，各置組長

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任。 

 

條次變更 

第二十一條 

本校設體育中心，置中心主任

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負責體育教學及體育活動相

關業務之規劃與執行，並置體育教

師、運動教練若干人，協助推動及

辦理各項體育教學與體育活動；下

設體育教學組及體育活動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

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第二十二條  

本校設體育室，置主任一人，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負責體育教學及體育活動相關業務

之規劃與執行，並置體育教師、運

動教練若干人；下設體育教學組及

體育活動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

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

任。 

 

一、配合推動學生五育均

衡發展，將體育室更

名為體育中心。 

二、明訂體育中心聘任之

體育教師及運動教

練，應共同協助推動

及辦理各項體育教學

與體育活動。 

第二十二條 

本校設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置

中心主任一人，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人員若干人；主任由總務長兼任，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由中心主

任依有關法令提請校長聘任，負責

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新增條文） 一、配合「職業安全衛生

法」規定，新設「職

業安全衛生中心」為

本校一級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單位。 

二、為利於業務之推動與

減少人事費用支出，

明訂中心主任由總務

長兼任；中心所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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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

員，規劃將由目前總

務處執行相關業務並

具備必要證照之人員

轉任。 

 第二十三條 

本校設推廣部，置主任一人，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辦理推廣

教育。推廣部得設分部及各類專業

推廣班。 

 

未修訂 

 第二十四條 

本校設校牧室，置主任一人，

由校長聘請具有校牧資格之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協助處

理宗教信仰事務。 

 

未修訂 

 第二十五條 

本校職員職稱如下：專門委

員、組長、編纂、秘書、專員、輔

導員、編審、組員、辦事員、技正、

技士、技佐、稀少性科技人員、營

養師、護理師、護士。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

報請教育部核定實施。 

 

 

第二十六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

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師代

表、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

源長、副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

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主

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

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

任、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主任、體育

中心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

任、語言教學中心主任、職員代表、

軍護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組織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每學

系二人（設有碩士班或博士班之學

系，另增一人）；體育中心教師二

人；師資培育中心教師一人；語言

教學中心教師一人。教師代表人數

第二十六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

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師代

表、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

源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主任秘書、人

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圖書館館

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華語教學

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

主任、語言教學中心主任、職員代

表、軍護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組織

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每學

系二人（設有碩士班或博士班之學

系，另增一人）；體育室教師二人；

師資培育中心教師一人；語言教學

配合組織架構及單位名稱

改變，調整校務會議成

員。 

校務會議成員如下： 

學術及行政主管：48人 

教師代表：69人 

職員代表：6人 

軍護人員代表：1人 

學生代表：14人 

合計共 13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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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二分之

一，其中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不得

少於教師代表人數之三分之二。  

職員代表六人，軍護人員代表

一人，應經選舉產生。  

學生代表十四人，其中學生會

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為當

然代表，其餘代表應經選舉產生。

學生代表人數不得少於全體會議成

員之十分之一。  

第二、三、四項代表之任期均

為一年，連選得連任。  

校務會議得邀請校內外有關人

員列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任主

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

會議成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臨

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

召開之。  

為配合推動校務，校務會議設

下列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校長、副

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

流長、社會資源長、副教務

長、各學院院長、校務會議之

教師及職員代表、學生會會長

所組成。提供校務規劃與發展

之指導方針，使學校健全發

展。  

二、規章委員會：由校務會議之教

師代表、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所組成。依校務會議之決議研

擬重要章則草案、研議校務會

議交付之有關事項等。 

三、預算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教師

代表所組成，審查年度預算

案、審定年度預算修正案及對

預算執行成效表示意見。  

 

以上各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成

員組成，向校務會議負責，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得設專案小組，處理

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中心教師一人。教師代表人數不得

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二分之一，其

中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不得少於教

師代表人數之三分之二。  

職員代表六人，軍護人員代表

一人，應經選舉產生。  

學生代表十四人，其中學生會

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為當

然代表，其餘代表應經選舉產生。

學生代表人數不得少於全體會議成

員之十分之一。  

第二、三、四項代表之任期均

為一年，連選得連任。  

校務會議得邀請校內外有關人

員列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任主

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

會議成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臨

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

召開之。  

為配合推動校務，校務會議設

下列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校長、副

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

流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

長、校務會議之教師及職員代

表、學生會會長所組成。提供

校務規劃與發展之指導方針，

使學校健全發展。  

二、規章委員會：由校務會議之教

師代表、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所組成。依校務會議之決議研

擬重要章則草案、研議校務會

議交付之有關事項等。 

三、預算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教師

代表所組成，審查年度預算

案、審定年度預算修正案及對

預算執行成效表示意見。  

 

以上各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成

員組成，向校務會議負責，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得設專案小組，處理

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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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列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

構之設立、變更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

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六、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

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未修訂 

第二十八條 

本校設行政會議，以校長、副

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

會資源長、副教務長、各學院院

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

室主任、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

中心主任、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主

任、體育中心主任、推廣部主任、

校牧室主任等組織之，校長為主

席，討論本校重要行政事項。每月

開會一至二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

會議。 

 

第二十八條 

本校設行政會議，以校長、副

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

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

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圖書館

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華語教

學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

任、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

牧室主任等組織之，校長為主席，

討論本校重要行政事項。每月開會

一至二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配合組織架構及單位名稱

改變，調整行政會議成

員。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三會議，分別由教務、學生事務、

總務三長召集。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學術交

流長、副教務長、各學院院

長、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

中心主任、體育中心主任、推

廣部主任、各學系主任、各學

程主任、通識教育中心主任、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華語教學

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語言教學中心主任、各學

系教師代表一人、經選舉產生

之學生代表七人（含研究生代

表一人）及有關教學業務之行

政單位主管組織之，教務長為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三會議，分別由教務、學生事務、

總務三長召集。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各學院

院長、各學系主任、各學程主

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圖書

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通識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

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華

語教學中心主任、語言教學中

心主任、各學系教師代表一

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七

人（含研究生代表一人）及有

關教學業務之行政單位主管組

織之，教務長為主席，討論教

務之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

配合組織架構及單位名稱

改變，調整各相關會議之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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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討論教務之重要事項。

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臨時會議。 教務會議下得設

相關委員會，向教務會議負

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二、學生事務會議： 以學生事務

長、學術交流長、各學院院

長、體育中心主任、推廣部主

任、校牧室主任、各學系主

任、各學程主任、華語教學中

心主任、導師代表每學系一人

（設有進修學士班之學系另增

代表一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

代表十二人（學生會會長、副

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為當然代

表）及有關學生事務業務之行

政單位主管組織之，學生事務

長為主席，討論學生事務之重

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學生事

務會議下，設獎助學金暨優秀

學生甄選委員會、學生獎懲委

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學生事

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 

三、總務會議： 以總務長、各學院

教師代表（每學院一至三人）、

學生代表四人及有關總務業務

之行政單位主管組織之，總務

長為主席，討論總務之重要事

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臨時會議。 總務會議

下，設招商委員會、教職員宿

舍分配管理委員會及其他委員

會，向總務會議負責，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  

 

研究發展處、國際與兩岸學術

交流事務處、社會資源處下得設相

關委員會，分別由研究發展長、學

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召集。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教務會議下得設相關委員會，

向教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  

二、學生事務會議： 以學生事務

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

各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校

牧室主任、導師代表每學系一

人（設有進修學士班之學系另

增代表一人）、經選舉產生之學

生代表十二人（學生會會長、

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為當然

代表）及有關學生事務業務之

行政單位主管組織之，學生事

務長為主席，討論學生事務之

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學生

事務會議下，設獎助學金暨優

秀學生甄選委員會、學生獎懲

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學生

事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

訂之。  

三、總務會議： 以總務長、各學院

教師代表（每學院一至三人）、

學生代表四人及有關總務業務

之行政單位主管組織之，總務

長為主席，討論總務之重要事

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臨時會議。 總務會議

下，設招商委員會、教職員宿

舍分配管理委員會及其他委員

會，向總務會議負責，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  

 

研究發展處、國際與兩岸學術

交流事務處、社會資源處下得設相

關委員會，分別由研究發展長、學

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召集。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條 

各學院設院務會議，以院長、

第三十條 

各學院設院務會議，以院長、

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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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系主任、各學程主任、該學院

教師代表（每學系一至三人）組織

之，由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討論

該學院教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

關院務事項。  

各學系設系務會議，以學系主

任、該學系教師組織之，由學系主

任召集並擔任主席，討論該學系教

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關系務事

項。  

院、系務會議討論與學生有關

之事務時，應邀請學生代表二至三

人出席。  

院、系務會議，每學期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各學系主任、該學院教師代表（每

學系一至三人）組織之，由院長召

集並擔任主席，討論該學院教學、

研究、推廣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  

各學系設系務會議，以學系主

任、該學系教師組織之，由學系主

任召集並擔任主席，討論該學系教

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關系務事

項。  

院、系務會議討論與學生有關

之事務時，應邀請學生代表二至三

人出席，並得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

席。  

上列院、系務會議，每學期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三十一條 

各學院、學系、學程應設課程

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未修訂 

第三十二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

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停聘、解

聘、不續聘、資遣原因、評鑑、升

等、休假、延長服務、違反教師法

第十七條所列教師義務及違反教

師聘約之評議等事項。教師評審委

員會之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另訂

之。 

 

第三十二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

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

聘、解聘、休假、延長服務、暨不

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及違反教師

法第十七條所列教師義務之評議等

事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

及運作規定另訂之。 

 

依校務會議通過之「東吳

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辦法」，各級教評會審議事

項尚包括教師「評鑑」及

教師「違反教師聘約」之

評議等事項，故配合修訂

本條文內容。 

 第三十三條 

本校各單位職員之聘任、進

修、升等、職級配置等規則，應依

有關法令訂定之。 

 

未修訂 

第三十四條 

本校為保障教師、學生及職工

權益，設下列委員會：  

一、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

關教師解聘、停聘、不續聘、

資遣及其他決定不服之申訴。  

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

關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

生自治組織不服學校之懲處或

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  

第三十四條 

本校為保障教師、學生及職工

權益，設下列委員會：  

一、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

關教師解聘、停聘、不續聘、

資遣及其他決定不服之申訴。  

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

關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

生自治組織不服學校之懲處或

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  

教育部頒布之「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已

於 101年 5月 24日修正為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防治準則」，並增列有

關性霸凌之相關規定，爰

修訂本條文部份文字。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8006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8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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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工評審委員會，負責職工獎

懲、解聘、資遣、在職進修之

審議，及模範績優職工表彰之

評議。  

四、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

關職工考核、獎懲及其他決定

不服之申訴。  

五、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性

別平等教育資源與環境之建立

及師生職工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處理。  

 

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

之。 

 

三、職工評審委員會，負責職工獎

懲、解聘、資遣、在職進修之

審議，及模範績優職工表彰之

評議。  

四、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

關職工考核、獎懲及其他決定

不服之申訴。  

五、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性

別平等教育資源與環境之建立

及師生職工性騷擾及性侵害事

件之處理。  

 

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

之。 

 

 第三十五條 

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特設置

下列委員會：  

一、圖書館委員會。  

二、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  

三、教職員工福利委員會。  

四、推廣教育委員會。  

五、輻射防護委員會。  

六、招生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

之。 

 

未修訂 

 第三十六條 

為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

治能力，本校輔導學生成立由全校

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

自治組織。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

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

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 

 

未修訂 

第三章 教師分級及聘用  

 第三十七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

理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

輔導。  

本校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置

助教協助之。  

本校教師分專任及兼任，其權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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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義務以聘約規定之。  

軍訓教官及護理教師之聘任，

由軍訓室主任填具擬聘申請建議

表，送校長聘任。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

其辦法另訂之。 

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

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

作。  

前項所稱之研究人員分研究

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研究

助理；專業技術人員之分級，依有

關規定辦理。 

 

 第三十八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

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應本

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

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初

聘、續聘期限及長期聘任資格等有

關規定，應依相關法律規定辦理。  

教師經長期聘任者，非有重大

違法失職之情事，經系務會議議

決，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裁決，

不得解聘或停聘。  

教師不服解聘或停聘處置者，

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未修訂 

 第三十八條之一 

為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

導及服務成效進行評鑑，本校建立

教師評鑑制度，作為教師升等、續

聘、長期聘任、停聘、不續聘及獎

勵之重要參考。  

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

施等規定另訂之。 

 

未修訂 

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九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董

事會審核，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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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備註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專業研究，提升

學術水準，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學術研究獎補助分為研究

論著獎勵、研究計畫獎勵、專題研

究計畫補助及發明專利獎勵等四

款： 

 

一、研究論著獎勵： 

（一）申請資格：於本校任教

滿一年(含)以上之專任

教師，提出申請之著作

應為已出版且作者欄有

任職本校字樣之學術期

刊論文或學術專書。 

 

（二）獎勵標準： 

1、刊登於名列 AHCI、

SSCI 期刊之研究論

文，每篇獎勵最高六

萬元；刊登於名列

SCI、EI 期刊之研究

論文，每篇獎勵最高

五萬元。 

2、依前一項申請以外，

刊登於名列 AHCI、

SSCI、SCI、EI 期刊之

第二篇研究論文及刊

登於名列 TSSCI 期

刊、THCI CORE 期刊

之研究論文，每篇獎勵

最高三萬元。 

3、學術性專書(不含教科

書、翻譯著作、升等著

作、譯注、論文合集、

研討會論文集)，每本

獎勵最高六萬元： 

(1)依科技部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補

助期刊審查專書書

一、研究論著獎勵： 

（一）申請資格：於本校任教

滿一年(含)以上之專任

教師，提出申請之著作

應為已出版且作者欄有

任職本校字樣之學術期

刊論文或學術專書。 

（二）獎勵標準： 

1、刊登於名列 AHCI、

SSCI 期刊之研究論

文，每篇獎勵最高六

萬元；刊登於名列

SCI、EI 期刊之研究

論文，每篇獎勵最高

五萬元。 

2、依前一項申請以外，

刊登於名列 AHCI、

SSCI、SCI、EI 期刊之

第二篇研究論文及刊

登於名列 TSSCI 期

刊、THCI CORE 期刊

之研究論文，每篇獎勵

最高三萬元。 

3、學術性專書(不含教科

書、翻譯著作、升等著

作、譯注、論文合集、

研討會論文集)，每本

獎勵最高六萬元： 

(1)依國科會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補

助期刊審查專書書

稿作業要點」審查

 

 

 

 
 

 

 

 

 

 

 

 

 

 

 

 

 

 

 

 

 

 

 

 

 

 

 

 

 

 

 

 

 

 

國科會自 103年 3

月 3日起改制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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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備註 

稿作業要點」審查

通過，或為科技部

「人文學及社會科

學學術性專書寫作

計畫」並經出版社

外審通過，公開發

行並有 ISBN 國際

標準書號之學術性

專書。 

(2)國外著名出版社或

國內公開發行並有

ISBN國際標準書號

之學術性專書，須

提出外審證明及學

術水準之佐證，並

經本校學術研究委

員會審查通過。 

獲上述獎勵之專書，不得

與本條第二款「研究計畫

獎勵」重複申請。 

（三）提出申請之著作以最近

三年內已出版且經外審

制度審核之學術性論著

為限。每一著作獎勵一

次，如為數人共同完成

者，由合著之本校專任

教師自行分配獎助款，

學術性專書之合著者須

為該完整著作整體研究

之共同參與者，如僅為

該著作中部分章節之著

作者，則不予獎勵。同

一研究論著已獲校內、

外單位獎助者，不得再

提出申請獎勵。 

（四）獎勵標準（二）之各分

項獎勵，每人每學年最

多得分別提出一件之申

請。 

通過，或為國科會

「人文學及社會科

學學術性專書寫作

計畫」並經出版社

外審通過，公開發

行並有 ISBN 國際

標準書號之學術性

專書。 

(2)國外著名出版社或

國內公開發行並有

ISBN國際標準書號

之學術性專書，須

提出外審證明及學

術水準之佐證，並

經本校學術研究委

員會審查通過。 

獲上述獎勵之專書，不得

與本條第二款「研究計畫

獎勵」重複申請。 

（三）提出申請之著作以最近

三年內已出版且經外審

制度審核之學術性論著

為限。每一著作獎勵一

次，如為數人共同完成

者，由合著之本校專任

教師自行分配獎助款，

學術性專書之合著者須

為該完整著作整體研究

之共同參與者，如僅為

該著作中部分章節之著

作者，則不予獎勵。同

一研究論著已獲校內、

外單位獎助者，不得再

提出申請獎勵。 

（四）獎勵標準（二）之各分

項獎勵，每人每學年最

多得分別提出一件之申

請。 

技部。 

 

二、研究計畫獎勵：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

師皆可提出申請。 

（二）獎勵標準： 

二、研究計畫獎勵：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

師皆可提出申請。 

（二）獎勵標準： 

 

 

 

 

國科會自 103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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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備註 

1、教師主持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每一計畫獎

勵一萬元。 

2、教師指導科技部大專

學生研究計畫，每一計

畫獎勵五千元。 

（三）本項獎勵之專題研究計

畫係指於前一學年度內

核定，於申請獎勵時已

結案之計畫。若因延長

執行期限，而無法提出

申請者，限於結案後之

次一學年度提出申請。 

（四）獎勵標準（二）之獎勵，

每人每學年最多提出二

件申請案。 

1、教師主持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每一計畫獎

勵一萬元。 

2、教師指導國科會大專

學生研究計畫，每一計

畫獎勵五千元。 

（三）本項獎勵之專題研究計

畫係指於前一學年度內

核定，於申請獎勵時已

結案之計畫。若因延長

執行期限，而無法提出

申請者，限於結案後之

次一學年度提出申請。 

（四）獎勵標準（二）之獎勵，

每人每學年最多提出二

件申請案。 

月 3日起改制為科

技部。 

 

三、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一）申請資格：優先補助新

進或初次申請科技部研

究計畫之本校專任教

師。 

（二）補助標準： 

1、本校專任教師申請科技

部專題研究計畫未獲補

助但經評審認為具潛力

之研究計畫。 

2、每案補助最高十萬元。

申請者應檢具擬執行之

研究計畫書，及科技部

計畫申請案之審查意

見，由本校學術研究委

員會審議之。每人每學

年最多提出一項申請

案。 

（三）獲本項補助之計畫主持

人應於執行期滿三個月

內提交研究成果報告，

並應於第二年再向科技

部提出專題研究計畫申

請。 

三、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一）申請資格：優先補助新

進或初次申請國科會研

究計畫之本校專任教

師。 

（二）補助標準： 

1、本校專任教師申請國科

會專題研究計畫未獲補

助但經評審認為具潛力

之研究計畫。 

2、每案補助最高十萬元。

申請者應檢具擬執行之

研究計畫書，及國科會

計畫申請案之審查意

見，由本校學術研究委

員會審議之。每人每學

年最多提出一項申請

案。 

（三）獲本項補助之計畫主持

人應於執行期滿三個月

內提交研究成果報告，

並應於第二年再向國科

會提出專題研究計畫申

 

國科會自 103年 3

月 3日起改制為科

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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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備註 

請。 

四、發明專利獎勵：    

(一)所稱發明專利，係指本校

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以

本校為所屬專利權人於

國內外發表者。 

 

 

 

  (二)每項獎勵金為新台幣二

萬元，同一項發明獲得不

同國家專利者，仍以獎勵

一次為限。 

四、發明專利獎勵：    

(一)所稱發明專利，係指本校

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以本

校為所屬專利權人於國內

外發表者；或為國科會補

助計畫之研發成果，已下

放計畫執行機關且研發成

果已申請發明專利及已獲

准發明專利者。 

(二)國科會補助計畫之研發成

果需先向國科會申請發明

專利獎勵，已獲得國科會

發明專利獎勵金之案件不

再予以獎勵。 

(三)每項獎勵金為新台幣一萬

元至五萬元，同一項發明

獲得不同國家專利者，仍

以獎勵一次為限。獎勵金

之發放參酌「國科會發明

專利獎勵金一覽表」標準

核給。 

 

 

一、因前段文字已涵

蓋本辦法獎勵

範圍，無須贅

述，故刪除。 

 

二、科技部於 100

年 6月 30日臺

會綜三字第

1000043593號

函公告修正「行

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補助學

術研發成果管

理與推廣作業

要點」，並取消

專利獲證及技

術移轉獎勵

金，故刪除相關

內容。 

三、獎勵金額參照

「科技部研發

成果權益處理

要點」第 10 條

之獎勵標準。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專任教師」包括：專

任教師、專案教師及專任客座教師。 

 一、新增條文。 

二、依本校 102學年

度第 18 次(103

年 5月 12日)行

政會議決議，明

訂本辦法適用

對象。 

第四條   

獎補助申請時間為每年十月一日至

十月三十一日。各項申請由本校學術

研究委員會負責審查後，簽請校長核

定。研發處研究事務組為業務承辦單

位。 

第三條   

獎補助申請時間為每年十月一日至

十月三十一日。各項申請由本校學術

研究委員會負責審查後，簽請校長核

定。研發處研究事務組為業務承辦單

位。 

條次順延。 

 

第五條   

核定通過之申請案若有違反本辦法

第四條   

核定通過之申請案若有違反本辦法

條次順延。 

 



33 

擬修正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備註 

相關規定者，應予撤銷。已支領之研

究獎補助費須全數繳回。 

相關規定者，應予撤銷。已支領之研

究獎補助費須全數繳回。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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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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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次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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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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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各款初審通過及第三款

至第五款初審未通過之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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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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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訂 有 關 教 師 解

聘、停聘及不續聘

案之初審未通過事

項，應送院教評會

複審（102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通

過）。 

第四條 
各學院設院教評會，掌理有關

該學院各系教評會送審事項之複

審、系教評會相關規章之審議、系

教評會初審未通過事項之申訴、院

長交議事項之審議。 

第三條第一項各款複審通過

及第三款至第五款複審未通過之

事項，應送校教評會決審。 

第四條 
各學院設院教評會，掌理有關

該學院各系教評會送審事項之複

審、系教評會相關規章之審議、系

教評會初審未通過事項之申訴、院

長交議事項之審議。 

複審通過之事項，應送校教評

會決審。 

 

明 訂 有 關 教 師 解

聘、停 

聘及不續聘案之複

審未通過事項，應送

校教評會決審（102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

會議通過）。 

 第六條 
教師解聘、停聘及不續聘案如

事證明確，而系教評會所做之決議

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

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

之。校教評會對院教評會有類此情

形者，亦同。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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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之一 
各學院未分設學系或設有跨

領域學程、進修學士班，視需要得

設「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掌理無法歸屬學系之教師有關第

三條第一項所列事項之初審。其設

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校教

評會核備。 

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初

審通過之事項，應送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複審。 

第九條之一 
各學院設有跨領域學程、進修

學士班，視需要得設「特殊學科教

師評審委員會」，掌理無法歸屬學

系之兼任教師有關第三條第一項

所列事項之初審。其設置辦法經院

務會議通過後，報校教評會核備。 

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初

審通過之事項，應送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複審。 

新增學院未分設學

系得設置「特殊學科

教師評審委員會」，

掌理其所屬教師有

關本辦法第三條第

一項所列事項之初

審。 

第二十條 
除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

五款之事項外，各級教評會審議未

通過之事項，不須再送上一級教評

會審議，但應於審議後二十日內，

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敘明具體理

由。當事人對決議有異議時，專任

教師得依「東吳大學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

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

申訴；兼任教師得於三十日內向上

一級教評會提起申訴，但同一事件

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條 
各級教評會審議未通過之事

項，不須再送上一級教評會審議，

但應於審議後二十日內，以書面通

知當事人，並敘明具體理由。當事

人對決議有異議時，專任教師得依

「東吳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向本校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兼

任教師得於三十日內向上一級教

評會提起申訴，但同一事件以一次

為限。 

 

排除教師解聘、停聘

及不續聘案無須再

送上一級教評會審

議之規定。（102 學

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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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1 年 12 月 5 日校務會議修訂 

84 年 12 月 16 日校務會議修訂 

89 年 12 月 16 日校務會議修訂 

90 年 6 月 2 日校務會議修訂 

91 年 6 月 19 日校務會議（臨時）修訂 

91 年 9 月 9 日教育部核備 

92 年 1 月 8 日校務會議(臨時)修正第 20、23 條 

93 年 2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 4、5、8、9-1、20、21 條 

94 年 5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 13、23 條 

94 年 7 月 28 日教育部核備 

95 年 3 月 8 日校務會議（臨時）修訂 

95 年 3 月 8 日校務會議（臨時）修訂通過 

96 年 12 月 26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2、3、8、8-1、9、21 條 

101 年 5 月 30 日校務會議新增第 17-1 條 

101 年 12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6、9、9-1、9-2、11、
13、17、21 條 

102 年 12 年 18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3、18 條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分下列三級： 

一、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三、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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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條  各學院設院教評會，掌理有關該學院各系教評會送審事項之複審、系教評會

相關規章之審議、系教評會初審未通過事項之申訴、院長交議事項之審議。 

複審通過之事項，應送校教評會決審。 

第 五 條  本校設校教評會，掌理有關各學院教評會送審事項之決審、系教評會及院教

評會相關規章之核備、院教評會複審未通過事項之申訴、校長交議事項之審

議 

第 六 條  教師解聘、停聘及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教評會所做之決議與法令規定

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校教評會對院教

評會有類此情形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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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各學系之系教評會，置委員五至十一人，學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

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第 八 條  本校設「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掌理師資培育中心教師有關第三

條第一項所列事項之初審。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於會

議時擔任主席。 

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人文社會學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複審。 

第八條之一  本校設「語言教學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掌理語言教學中心教師有關第三

條第一項所列事項之初審。 

語言教學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外語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複審。 

第 九 條  本校設「體育室教師初審委員會」，掌理體育室教師有關第三條第一項所列

事項之初審。體育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體育室教師初審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共通課程教師複審委員會複

審。 

第九條之一  各學院設有跨領域學程、進修學士班，視需要得設「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

會」，掌理無法歸屬學系之兼任教師有關第三條第一項所列事項之初審。其

設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校教評會核備。 

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第九條之二  本校設「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初審委員會」，掌理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師有關

第三條第一項所列事項之初審。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

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初審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共通課程教師複審委

員會」複審。 

第 十 條  院教評會置委員五至十七人，各系代表至少一人，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第 十一 條  本校設「共通課程教師複審委員會」，置委員七人，由校長指定本校教授一

人擔任召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其設置辦法由校教評會訂定。 

複審通過之事項，應送校教評會決審。 

第 十二 條  各院、系教評會委員，由該院、系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擔任，惟副

教授以上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教授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任期一年，

期滿得連任，委員人數與推舉方式，由各院、系教評會設置辦法規定。 

院、系專任教授人數不足組織該院、系教評會時，得延聘校內外相關學系之

教授擔任。 

第 十三 條  校教評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共通課程教師複審

委員會召集人為當然委員，並由每學院推舉二年內有專業著作發表之教授一

人擔任委員，超過四個學系之學院增加一人。任期一年，得連任，以一次為

限。 

教務長為校教評會召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人事室主任為秘書。 

本委員會性別比率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範，其名額由人事室建議教務

長定之。 

第 十四 條  各級教評會每學年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十五 條  各級教評會須有其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並得視需要，

邀請有關人員列席說明。 

第 十六 條  各級教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除公假外未出席三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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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取消其當學年之委員資格，除當然委員外，並由原推選單位另推選委員遞

補。 

當然委員被取消資格者，不計入應出席委員人數。 

第 十七 條  各級教評會委員如為審議事項之當事人或其配偶、三等親內血親、姻親或曾

有此親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有應迴避情形而不迴避者，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審議有偏頗之虞者，接

受審查事項之當事人得向該教評會聲請要求迴避。 

前項之聲請，聲請人應舉其原因及事實，並為適當之釋明；被聲請迴避之委

員，對於該迴避聲請得提出意見書。迴避與否，由該教評會中未被聲請迴避

之委員討論決議之。 

各級教評會委員有應迴避情形而不自行迴避，且未經審議事項當事人聲請迴

避者，得由教評會委員提請該教評會審議、決議之。 

迴避之委員不計入應出席委員人數。 

第十七條之一    院、系教評會評審教師升等案時，不可有低階高審之情形。升等助理教授之

案件，應由助理教授以上職級之委員審查；升等副教授之案件，應由副教授

以上職級之委員審查；升等教授之案件，應由教授職級之委員審查。 

前項院、系教評會之低階教師迴避後，委員人數仍需符合本辦法第七條及第

十條最低組成人數之規定。委員人數如有不足，經該教評會召集人簽請教務

長核可後，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符合前項規定職級之教師遞補為該升等案

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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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條  各學系應依據本辦法訂定該系教評會設置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院教

評會審查轉校教評會核備，由該學系公布實施。 

各學院應依據本辦法訂定該院教評會設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校教

評會核備，由該院公布實施。 

第 二十 條  各級教評會審議未通過之事項，不須再送上一級教評會審議，但應於審議後

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敘明具體理由。當事人對決議有異議時，

專任教師得依「東吳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向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兼任教師得於三十日內向上一級教評會

提起申訴，但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關於院、系教評會之規定，於體育室教師初審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

教師初審委員會、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語言教學中心教師評審委

員會、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及共通課程教師複審委員會準用之。 

第二十二條  本校教師評審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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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教職員工留職停薪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教職員工有下列情形時，得申
請留職停薪： 

一、教職員工任職滿一年後，於每
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
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
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
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
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二、教職員工本人因重大傷病需療
養者，得申請留職停薪。留職
停薪之期間以學期為單位，每
次至多二學期，必要時得延長
二學期。 

三、教職員工本人或配偶之父母年
邁、重大傷病需侍奉，或配
偶、子女重大傷病需照護時，
得申請留職停薪。留職停薪之
期間以學期為單位，每次至多
二學期，必要時得延長二學
期。任職期間申請次數以二次
為限。 

四、教師得申請留職停薪至他校擔
任客座教師。留職停薪以一學
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學
年。 

五、教師得申請留職停薪至他校擔
任校長。留職停薪以一任為
限。 

六、教師得申請留職停薪至法人機
構擔任重要職務或競選公
職。留職停薪以一學年為限，
必要時得延長一學年。 

七、教職員工服務滿十年者，得申
請留職停薪一學年，以一次為
限。 

依前項第一款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者，不受本辦法第三條限制。 

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
七款申請之職工，其留職停薪期間
得不受學期（或學年）為單位之限
制。 

第四條 

教職員工有下列情形時，得申
請留職停薪： 

一、教職員工任職滿一年後，於每
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
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
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
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
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二、教職員工本人因重大傷病需療
養者，得申請留職停薪。留職
停薪之期間以學期為單位，每
次至多二學期，必要時得延長
二學期。 

三、教職員工本人或配偶之父母年
邁、重大傷病需侍奉，或配
偶、子女重大傷病需照護時，
得申請留職停薪。留職停薪之
期間以學期為單位，每次至多
二學期，必要時得延長二學
期。任職期間申請次數以二次
為限。 

四、教師得申請留職停薪至他校擔
任客座教師。留職停薪以一學
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學
年。 

五、教師得申請留職停薪至他校擔
任校長。留職停薪以一任為
限。 

六、教師得申請留職停薪至法人機
構擔任重要職務或競選公
職。留職停薪以一學年為限，
必要時得延長一學年。 

七、教職員工服務滿十年者，得申
請留職停薪一學年，以一次為
限。 

前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不
受本辦法第三條限制。 

調整職工可申請留職
停薪之期間，以符實際
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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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教師申請留職停薪，應經系務
會議通過，由學系主任簽請院長同
意後報請校長核准。職工申請留職
停薪，應於預定留職停薪一個月前
提出，經其主管同意後，簽請校長
核准。 

第五條 

教師申請留職停薪，應經系務
會議通過，由學系主任簽請院長同
意後報請校長核准。職工申請留職
停薪，應經其主管同意後，簽請校
長核准。 

明訂職工留職停薪提出
申請期限，以利單位人
力之安排。 

第十一條 

教師擬於留職停薪期間提前
返校服務時，應先簽請核准後，於
次一學期返校。 

教師留職停薪期滿於學期中
返校服務時，如未能授足基本授課
時數，應按月於其每月薪資扣除不
足時數之鐘點費。 

職工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
之次日復職。 

第十一條 

教職員工擬於留職停薪期間
提前返校服務時，應先簽請核准
後，於次一學期返校。 

一、新增留職停薪教師
於學期中返校服務
時，未能授足基本
授課時數之薪資處
理方式。 

二、考量職工留職停薪
時，單位多以約聘
臨時人員代理其工
作，故刪除接受職
工提前返校服務申
請之規定。 

第十二條 

教職員工申請延長留職停薪
期限時，須於原留職停薪期限屆滿
一個月前提出。 

新增條文 明訂教職員工申請延長
留職停薪期限之規定。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
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
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變更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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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二 

東吳大學教職員工留職停薪辦法 
 

90年12月12日校務會議通過 

93年2月18日校務會議修正第4、6條 

98年12月23日校務會議修訂第4條 

101年5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辦法名稱及第2、3、
4、6、8、9、10、11條 

第 一 條  為促進學術與實務交流及兼顧教學品質與行政效能，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教職員工申請留職停薪，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三年以上之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 

第 四 條  教職員工有下列情形時，得申請留職停薪： 

一、 教職員工任職滿一年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二、 教職員工本人因重大傷病需療養者，得申請留職停薪。留職停薪之期間

以學期為單位，每次至多二學期，必要時得延長二學期。 

三、 教職員工本人或配偶之父母年邁、重大傷病需侍奉，或配偶、子女重大

傷病需照護時，得申請留職停薪。留職停薪之期間以學期為單位，每次

至多二學期，必要時得延長二學期。任職期間申請次數以二次為限。 

四、 教師得申請留職停薪至他校擔任客座教師。留職停薪以一學年為限，必

要時得延長一學年。 

五、 教師得申請留職停薪至他校擔任校長。留職停薪以一任為限。 

六、 教師得申請留職停薪至法人機構擔任重要職務或競選公職。留職停薪以

一學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學年。 

七、 教職員工服務滿十年者，得申請留職停薪一學年，以一次為限。 

前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不受本辦法第三條限制。 

第 五 條  教師申請留職停薪，應經系務會議通過，由學系主任簽請院長同意後報請校

長核准。職工申請留職停薪，應經其主管同意後，簽請校長核准。 

第 六 條  教職員工按本辦法或其他規定留職後返校連續服務滿三年以上時，始得再依

本辦法申請留職停薪，但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不受此限。 

前項規定及本辦法第三條所稱之連續服務滿三年，係指於留職停薪開始時，

已連續服務滿三年，留職及休假期間之年資不計入，亦不視為連續。 

第 七 條  教師留職停薪期間，其所任科目應由其他教師或另聘兼任教師代理，所屬學

系不得因此增加專任教師員額。 

職工留職停薪期間，所屬單位得約聘臨時人員代理其工作或由現職人員代理，

不得因此增加專任職工員額。 

第 八 條  教師兼各級主管者，留職停薪期間應辭去主管兼職。 

職工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七款之規定申請留職停薪，如為主管者應先轉任非主

管職務。 

職工留職停薪復職時，以回復原職或相當之職務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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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教職員工留職停薪期間不得從事與其留職停薪事由無關之專職工作。 

第 十 條  教職員工留職停薪期間之各項權利與義務，依有關之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  教職員工擬於留職停薪期間提前返校服務時，應先簽請核准後，於次一學期

返校。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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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東吳大學收入管理辦法(草案) 
第 一 條  本校係為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依法免納所得稅，若有收入短漏報，未保存合法憑

證，無完備會計紀錄等，致未能符合免納所得稅之規定，依法應繳納所得稅，造

成學校損失。為確保本校免稅權益，各項收入均能依規定登帳並全數表達，特訂

定東吳大學收入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各項收入之收納業務，以出納組為主管單位。 

出納組考量收納業務之便利，得專案陳請核准，委託金融機構代收，委託代收之

收款憑證，由出納組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之。 

各單位因業務所需，必要為收款窗口時，應專案陳請核准後，向出納組領取空白

收據。 

第 三 條  本校各項收入除以下項目外，收取時應掣發收據： 

一、金融機構代收之學雜費收入。 

二、依稅法規定應開立統一發票之收入。 

三、本校暑修之學分費收入。 

四、依本校各項收款辦法，單位以預算轉列收入者，如：場地費收入、印刷費收

入、主機代管收入、公務使用校園紀念品等。 

五、外部單位提供收據之收入。 

第 四 條  本校收據分為一般收據及特定收據，並分為人工及電子兩種方式開立。凡收取教

育勞務範疇之收入，應開立一般收據，凡申請外部及募捐款項之收入，應開立特

定收據。 

以外部單位提供收據為收款之憑證，應由出納組登記備查，並比照本校收據管理。 

第 五 條  本校收據除以「東吳大學」為名義，並具有校長及主辦出納之印章外，特定收據

應加具主辦會計之印章。收據格式由出納組陳請校長核定後印製及保管，收據開

立後之銷號由會計室負責。 

第 六 條  本校收據印製之數量及編號應編列清單送會計室，以作為收據使用銷號之依據。

校長、主辦會計及主辦出納人事異動時，收據應重新印製，印製數量及編號應送

會計室備查，未使用之收據，經專案簽核，予以銷毀。已使用擬作廢之收據，應

由申請開立收據之單位負責收回繳款聯，送出納組蓋作廢章，由出納組併同收執

聯保管備查。 

第 七 條  本校使用之統一發票，由出納組依規定向稽徵機關申購，並於申報時限前一星期，

完成銷項稅額繳納報核作業。 

第 八 條  委託金融機構或轉帳入本校銀行帳戶之款項，出納組應取得轉帳證明文件，檢附

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於銀行轉入後 5個工作日內，逐筆或統整以類別方式登入會

計資訊系統，並將委託代收編碼或收據編號或發票編號登錄於系統之「備註欄」，

連同「收入日結明細表」及相關收款憑證，於當日或次日中午前移送會計室編製

傳票。系統登入項目以類別彙整入帳時，如「備註欄」無法充分填寫，則於當日

「收入日結明細表」記載收據號碼明細。 

第 九 條  收受款項開立收據或統一發票，應按編號順序開立，不得跳號。出納組應逐筆或

統整以類別方式登入會計資訊系統；統一發票者，應分列收入及銷項稅額，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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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或發票編號登錄於系統之「備註欄」，按日結計清楚，列印「收入日結明細

表」，連同當日收款憑單，於當日或次日中午前移送會計室編製傳票。系統登入

項目以類別彙整入帳時，如「備註欄」無法充分填寫，則於當日「收入日結明細

表」記載收據號碼明細。 

第 十 條  學年度結束後兩星期內，出納組應編製尚未收款之收據清單，送會計室編製年度

調整傳票。 

第十一條  本校收款窗口收取之款項，應於當日或次日全數解繳出納組，並於兩星期內完成

報核作業。但積存金額未滿新臺幣十萬元者，最多得保管五日，如有特殊情形者，

應敘明事實陳請核准始得延長之。又各收款窗口於依限繳庫前，得應業務需要，

於金融機構或郵局設立帳戶，委託代收，其產生之孳息，應於轉入銀行帳戶後十

日繳回學校。未使用之收據，應依規定時限，至出納組解繳。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公布，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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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東吳大學場地使用辦法修訂對照表草案(103.09.18)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有效管理本校場地之使

用，加強資源有效利用，達

節能減碳之校園永續經營

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有效管理本校場地之使

用，加強資源有效利用，達

節能減碳之校園永續經營

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無修正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場地如下： 

一、 外雙溪校區：會議場

館、體育場館、圖書

館、音樂學系專用教

室、一般教室、科技教

室、社團活動場地、宿

舍及戶外及公共空間

等場地。 

二、 城中校區：會議場館、

體育場館、圖書館城區

分館、游藝廣場、一般

教室、科技教室、社團

活動及戶外及公共空

間等場地。 

三、 松怡廳、電腦教室之場

地使用辦法另訂之，其

管理單位分別為社會

資源處美育中心及電

子計算機中心。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場地如下： 

一、 外雙溪校區：會議場

館、體育場館、音樂學

系專用教室、一般教

室、社團活動場地及宿

舍等場地。 

 

二、 城中校區：會議場館、

體育場館、一般教室及

社團活動等場地。 

 

 

三、 游藝廣場、松怡廳、電

腦教室之場地使用辦

法另訂之，其管理單位

分別為社會資源處美

育中心及電子計算機

中心。 

一、 新增圖書館、

游藝廣場納入

本辦法。 

二、 新增校區戶外

空間之規範與

收費。 

第二章 空間及用途 

第  三  條 本校綜合大樓大禮堂(傳賢

堂)為提供校內外單位之集

會、演講及各類表演活動使

用。 

第二章 空間及用途 

第  三  條 本校綜合大樓大禮堂（傳賢

堂）為提供校內外社團暨機

關團體之集會、演講及各類

表演活動使用。 

修正部分文字 

第  四  條 本校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

(濂松廳 )、大講堂 (普仁

堂)、戴氏基金會會議室及

城中校區 5211會議室(作楠

廳)、5117 會議室(哲名廳)

為提供校內外單位舉辦各

項學術討論、演講、會議活

動使用；城中校區 2123 會

第  四  條 本校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

(濂松廳 )、大講堂 (普仁

堂)、戴氏基金會會議室及

城中校區5211會議室(作楠

廳)、5117教室(哲名廳)為提

供校內外單位舉辦各項學

術討論、演講、會議活動使

用；城中校區2123會議室

修正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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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室(勤業眾信會議室)為

提供校內外單位之集會演

講、茶會及各項活動使用。 

(勤業眾信會議室)為提供

校內外社團暨機關之集會

演講、各行政教學單位團體

舉行茶會及各項活動使用。 

第  五  條 本校音樂專用教室為提供

校內外單位集會、演講及各

類表演活動使用。 

第  五  條 本校音樂專用教室為提供

校內外單位及社團集會、演

講及各類表演活動使用。 

修正部分文字 

第  六  條 本校科技教室(含遠距視訊

教學教室)為提供校內外單

位遠距視訊及作為翻轉教

室課程或會議等使用。 

 新增科技教室之

空間與用途 

第  七  條 本校雙溪校區 B013 會議

室、城中校區 2227 會議室

為提供校內外單位舉行小

型會議、學術研討、會客或

接待外賓等活動使用。 

第  六  條 本校雙溪校區B013、城中

校區2227會議室為提供校

內外各單位舉行小型會

議、學術研討、會客或接待

外賓等活動使用。 

修正部分文字 

第  八  條 本校運動場地為提供校內

外單位各項相關體育活動

之使用。 

第  七  條 本校運動場地為提供校內

外各單位及社團各項相關

體育活動之使用。 

修正部分文字 

第  九  條 本校城中校區游藝廣場為

提供校內外單位藝文展

演、演講及各項活動使用。 

 新增游藝廣場之

空間與用途 

第  十  條 其他事項依各現場管理單

位之相關規定。 

第  八  條 其他事項依各現場管理單

位之相關規定。 

條次變更 

第三章 使用原則及禁止事項 

第  十一  條 使用本校場地進行有關出

售門票或商品展售等商業

行為者，應經專案核准。

有關因出售門票產生需向

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或繳付

娛樂稅等事宜，由使用單

位自行依規定辦理之。 

第三章 使用原則及禁止事項 

第  九  條 使用本校場地進行有關出

售門票或商品展售等商業

行為者，應經專案核准。 

有關因出售門票產生需向

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或繳付

娛樂稅等事宜，由使用單位 

自行依規定辦理之。 

條次變更 

第  十二  條 各項選舉(含公投)期間，

舉凡邀請候選人或舉辦助

選(含公投議題宣傳)有關

之活動，一概不提供場地

使用。 

第  十  條 各項選舉(含公投)期間，舉

凡邀請候選人或舉辦助選

(含公投議題宣傳)有關之

活動，一概不提供場地使

用。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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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條 經核准使用之場地，如學

校有特殊需要，或遇天

災、臨時緊急搶修工程及

其它不可抗力因素時，得

停止或改期使用，場地使

用費與保證金全數退還

外，學校不負任何賠償責

任。 

第  十一  條 經核准使用之場地，如學

校有特殊需要，或遇天

災、臨時緊急搶修工程及

其它不可抗力因素時，得

停止使用或改期使用，保

證金全數退還外，學校不

負任何賠償責任。 

一、條次變更 

二、新增部分文字 

第  十四  條 科技教室以排定之遠距教

學課程及一般課程為優

先，其使用須經課務組之

同意；音樂學系專用教

室、琴房之使用以音樂學

系教學為優先，其使用須

經音樂學系之同意；實習

法庭之使用以法律學系之

教學為優先，其使用須經

法律學系之同意；H101哲

英廳之使用須經英文學系

之同意；運動場地之使用

以體育教學為優先，其使

用須經體育室之同意；安

素堂之使用須經校牧室之

同意；圖書館各樓層空間

之使用以圖書館作業及師

生閱覽為優先，其使用須

經圖書館之同意；游藝廣

場各空間之使用須經美育

中心之同意；學生宿舍之

使用以學生學期住宿為優

先，其使用須經學生住宿

中心之同意。 

第  十二  條 音樂學系專用教室、琴房

之使用以音樂學系教學

為優先，其使用須經音樂

學系之同意；實習法庭之

使用以法律學系之教學

為優先，其使用須經法律

學系之同意；安素堂之使

用須經校牧室之同意；

H101(哲英廳)之使用須

經英文學系同意；運動場

地之使用以體育教學為

優先，其使用須經體育室

之同意；學生宿舍之使用

以學生學期住宿為優

先，其使用須經學生住宿

中心之同意。 

一、調次變更 

二、新 增 科 技 教

室、圖書館與

游藝廣場使用

原則。 

第  十五  條 本校場地作為新聞媒體、

傳播廣告公司或與新聞記

者會有關之使用，須經秘

書室審查；拍攝婚紗須事

先向保管組提出申請。 

上述之使用以不妨礙教

學、校園秩序為原則，並

於簽准後依場地收費標準

表收費。 

 
一、新增條文 

二、明訂傳播公司

與婚紗攝影等

之審核與收費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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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六  條 經核准使用之場地，不得

變更活動項目內容或逕行

轉讓。 

第  十三  條 經核准使用之場地，不得

變更活動項目內容或逕

行轉讓。 

條次變更 

第  十七  條 各活動進行中，音量應符

合環保署「噪音管制標

準」。 

使用外雙溪校區望星廣場

及城中校區望星劇場，其

所播放之音量由群育中心

規範之。 

第  十四  條 各活動進行中，音量應符

合環保署「噪音管制標

準」。 

使用外雙溪校區望星廣

場及城中校區望星劇

場，其所播放之音量由群

育中心規範之。 

條次變更 

第  十八  條 各項場地使用所舉行之活

動，其性質應符合各場地

之使用性質，如有爭議

時，由總務處及現場管理

單位共同判定之。 

第  十五  條 各項場地使用所舉行之

活動，其性質應符合各場

地之使用性質，如有爭議

時，由總務處及現場管理

單位共同判定之。 

條次變更 

第  十九  條 使用單位對使用場地、設

備應負維護責任。如有公

布事宜，應使用學校公布

欄或租借海報架，不得以

膠帶、雙面膠、圖釘、黏

著劑等具破壞性之方式張

貼。如需變更現有布置

時，應取得相關管理單位

同意，並於事後恢復原狀。 

第  十六  條 使用單位對使用場地、設

備應負維護責任。如有公

布事宜，應使用學校公布

欄或租借海報架，不得任

意張貼。如需變更現有布

置時，應取得相關管理單

位同意，並於事後恢復原

狀。 

一、條次變更 

二、新增部分文字 

第  二十  條 各使用場地嚴禁吸菸及嚼

食檳榔，禁止攜帶任何易

燃、爆裂物等違禁品入

內；使用者應配合個別場

地對於攜帶食品或飲料入

內之規定。 

所有場地布置、展示物

品、設備及私人物品均由

使用單位自負保管責任。 

使用者不得擅自接用電力

以避免用電超過負載影響

安全，如有額外需求者，

應於事前洽詢本校場地管

理單位。 

如有未遵守或不當使用，

情節嚴重者將予以停權使

用，如導致設備損壞時，

第  十七  條 各使用場地嚴禁吸菸及

嚼食檳榔，禁止攜帶任何

易燃、爆裂物等違禁品入

內；使用者應配合個別場

地對於攜帶食品或飲料

入內之使用規定。 

所有場地布置、展示物

品、設備及私人物品均由

使用單位自負保管責任。 

使用者不得擅自接用電

力以避免用電超過負載

影響安全，如有額外需求

者，應於事前洽詢本校場

地管理單位。 

如有未遵守或不當使

用，情節嚴重者將予以停

一、 條次變更 

二、 修正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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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賠償責任。 權使用，如導致設備損壞

時，應負賠償責任。 

第  二十一  條 各單位使用本校場地

舉辦活動，本校不提供

停車場地。 

第  十八  條 各單位使用本校場地舉

辦活動，本校不提供停車

場地。 

條次變更 

第  二十二  條 本校星期日宗教活動

播放聖樂、鐘聲，使用

單位不得干涉。 

第  十九  條 本校星期日宗教活動

播放聖樂、鐘聲，使用

單位不得干涉。 

條次變更 

第  二十三  條 寒 暑 假 期 間 場 地 使

用，以校內單位辦理全

校性活動優先使用，必

要時得由總務處協調

安排。 

第  二十  條 寒 暑 假 期 間 場 地 使

用，以校內單位辦理全

校性活動優先使用，必

要時得由總務處協調

安排。 

條次變更 

第四章 使用程序及管理單位 

第  二十四  條 本校各單位應於電子

化校園場地租借系統

中登錄完成申請；學生

團體使用場地時，須經

主管單位提出申請。 

活動如有提前、延後或

取消須事先知會管理

單位，如未如期使用且

未通知取消者，該單位

停權使用三個月。 

第四章 使用程序及管理單位 

第  二十一  條 本校各單位應於電子

化校園場地租借系統

中登錄完成申請；學生

團體使用場地時，須經

主管單位提出申請。 

活動如有提前、延後或

取消須事先知會管理

單位，如未如期使用且

未通知取消者，該單位

停權使用三個月。 

條次變更 

第  二十五  條 校外各單位使用須於

使用前三週向總務處

保管組提出申請為原

則，並應於活動辦理前

三日繳清費用完成使

用手續。 

第  二十二  條 校外各單位使用須於

使用前三週備文向總

務 處 保 管 組 提 出 申

請，並於活動辦理一週

前繳清費用完成使用

手續。 

一、 條次變更 

二、 因應實際狀況

修改成活動前

三日完成繳費

即可 

第  二十六  條 校外使用單位因故停

止使用時，須於場地使

用前三日通知申請受

理單位，經學校核可

後，退還所繳場地費用

百分之九十。未於場地

使用前三日通知停止

使用者，概不退費。 

第  二十三  條 校外使用單位因故停

止使用時，須於三日前

備文通知申請受理單

位，經學校核可後，退

還所繳場地費用百分

之九十。 

一、 條次變更 

二、 修改部分文字 

三、 訂出未於前三

日通知之處理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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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七  條 相關現場管理單位及

使用細則，詳如場地收

費標準表。 

第  二十四  條 相關現場管理單位及

使用細則，詳如場地收

費標準表。 

條次變更 

第五章 場地收費原則 

第  二十八  條 本校場地收費計費內

容包括場地使用費(含

電費、清潔費、假日工

作人員服務費)及保證

金。 

假 日 工 作 人 員 服 務

費，係指支付工友之勞

務加班或依實際使用

時數支付工讀生服務

費，並視情況負擔工讀

生勞保、勞退之雇主負

擔額度。 

所謂假日，學期間係指

周六、周日、國定假日

及 本 校 表 定 之 放 假

日；寒暑假期間，則指

學校不上班之假日。 

各類場地收費金額及

標準詳如場地收費標

準表。 

第五章 場地收費原則 

第  二十五  條 本校場地收費計費內

容包括場地使用費、電

費、清潔費、假日工作

人員服務費及保證金。 

假 日 工 作 人 員 服 務

費，係指支付工友之勞

務加班或工讀學生服

務費。 

所謂假日，學期間係指

周六、日、國定假日及

本校表定之放假日；寒

暑假期間，則指學校不

上班之假日。 

各類場地收費金額及

標準詳如場地收費標

準表。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部分文字 

第  二十九  條 場 地 收 費 除 體 育 場

館、游藝廣場展覽廳、

二校區戶外及公共空

間計費方式不同外，其

餘以 4小時為一時段

(08:00-12:00 、

13:00-17:00 、

18:00-22:00)為原則，不

滿4小時者，以4小時

計；超過4小時未滿5小

時者，場地使用費以每

小 時 所 分 擔 之 額 度

計，超過5小時者，則

以全時段計。 

保證金除校內學生團

體另有適用規定外，餘

均依使用之次數或空

間數繳交，連續使用數

第  二十六  條 場地收費以4小時為一

時 段 （ 8:00-12:00 、

13:00-17:00 、

18:00-22:00）為原則，

不滿4小時者，以4小時

計；超過4小時未滿5小

時者，場地費以每小時

所分擔之額度計，超過

5小時者，則以全時段

計。 

保證金除校內學生團

體另有適用規定外，餘

均 依 使 用 之 次 數 繳

交，連續借用數個時段

以一次使用計算。 

一、條次變更 

二、新增說明部分

場地未以 4 小

時為時段之說

明。 

三、修正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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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段以一次使用計

算。 

第  三十  條 校內單位收費原則： 

一、 校內各單位主辦活

動時，免收相關費

用。 

二、 校內單位辦理對外

收費性活動，除另訂

提列一定之場地使

用 管 理 費 比 例 者

外，場地使用費依場

地收費標準三折優

待。 

三、 校內與校外其他立

案 團 體 合 辦 活 動

時，場地使用費依場

地收費標準五折優

待。 

四、 校內同仁辦理教職

員工社團活動經相

關 單 位 簽 證 屬 實

者，除另有規定外，

免收場地使用費。 

五、 教 職 員 工 子 女 活

動，經相關單位簽證

屬實者，依校內學生

團 體 收 費 標 準 收

費；如該使用場地無

學生團體收費標準

者，場地使用費依場

地收費標準三折優

待。 

第  二十七  條 校內單位收費原則： 

一、 校內單位主辦活動

時，免收相關費用。 

二、 校內單位辦理對外

收費性活動，除另

訂提列繳付一定比

例之管理費者外，

場地費依場地使用

費標準三折優待。 

三、 校內與校外其他立

案團體合辦活動

時，場地費依場地

使用費收費標準五

折優待。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部分文字 

三、新增教職員工

與其子女社團

活 動 收 費 標

準。 

第  三十一  條 校內學生團體收費對

象： 

一、 學生團體係指學生

會、畢聯會、學生

議會、系學生會、

系運動隊、學生社

團、宿舍勵進會及

附屬各單位之志工

服務團體等，校隊

除外。 

第  二十八  條 校內學生團體收費對

象： 

一、 學生團體係指學生

會、畢聯會、學生

議會、系學生會、

學生社團、宿舍勵

進會及附屬各單位

之志工服務團體

等，校隊除外。 

二、 所謂學生活動，包

一、條次變更 

二、將系運動隊納

入學生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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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所謂學生活動，包

括各類社團表演、

學系學習成果發表

或競賽等。 

括各類社團表演、

學系學習成果發表

或競賽等。 

第  三十二  條 校內學生團體假日使

用場地，依下列收費標

準優待收費。 

一、 所使用場地，在群

育中心核定使用次

數限度內者，由群

育中心依「東吳大

學學生團體活動場

地申借審核原則及

補助辦法」之規定

給予全額優待。 

二、 超過群育中心核定

次數使用非社團專

屬活動空間時，不

收場地使用費，僅

收空調費用及工作

人員服務費；若需

使用收費性設備，

費用依場地收費標

準另計。 

三、 電費依實際使用電

錶度數或依中央空

調啟動每時段所耗

電費收取，每度收

費全年以5元計，並

逐年依台灣電力公

司電價漲跌幅度公

告調整。 

四、 工作人員服務費收

費標準以每次250

元計。同日使用場

地者，除部份特殊

場館或跨棟、跨校

區者需個別計算勞

務支出外，餘使用2

間以上場館者均以

支付1人勞務計費。 

第  二十九  條 校內學生團體假日使

用場地，依下列收費標

準優待收費。 

一、 所使用場地，在群

育中心核定使用次

數限度內者，由群

育中心依「東吳大

學學生團體活動場

地申借審核原則及

補助辦法」之規定

給予全額優待。 

二、 使用非社團專屬活

動空間時，不收場

地使用費，僅收空

調費用及工作人員

服務費。 

三、 電費依實際使用電

錶度數或依中央空

調啟動每時段所耗

電費收取，每度收

費全年以5元計，並

逐年依台灣電力公

司電價漲跌幅度公

告調整。 

四、 工作人員服務費收

費標準以每次250

元計。同日使用場

地者，除部份特殊

場館或跨棟或跨校

區者需個別計算勞

務支出外，餘使用2

間以上場館者均以

支付1人勞務計費。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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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三  條 學生團體辦理對該團

體外收費性活動時，場

地使用費依場地收費

標準三折優待。若與校

外其他團體合辦活動

時，場地費依場地使用

費收費標準五折優待。 

第  三十  條 學生團體辦理對外收

費性活動時，場地費依

場地收費標準三折優

待。 

一、條次變更 

二、 考量部分社團

對內成員之社

課、訓練活動

等有收費，故

排除此類為收

費性活動。 

三、 將合辦活動五

折收費在學生

團體收費條文

中呈現。 

第  三十四  條 校外單位收費如場地

收費標準表，相關優惠

原則及對象如下： 

一、 本校校友、衛理公 

會及政府立案之身

心障礙團體使用場

地時，場地使用費

依場地收費標準五

折優待。 

二、 本校校友舉辦校友

活動，經社會資源

處簽證屬實者，依

校內學生團體收費

標準收費；如該場

地無學生團體收費

標準者，場地使用

費依場地收費標準

三折優待。 

三、 未享任何折扣之使

用單位於假日使用

本校場館 (城中校

區不含學期間之周

六)，依場地收費標

準八折優待。 

四、 新聞採訪或記者會

等經秘書室審查同

意者，免收費；進

行商業攝影、戲劇

取景或活動使用，

依場地收費標準收

費；使用戶外及公

第  三十一  條 校外單位收費如場地

使用費收費標準表，相

關優惠原則及對象如

下： 

一、 本校校友、衛理公

會及政府立案之身

心障礙團體使用場

地時，場地費依場

地使用費收費標準

五折優待。 

二、 本校校友舉辦校友

活動，經社會資源

處簽證屬實者，依

校內學生團體收費

標準收費；如該使

用場地無學生團體

收費標準者，場地

費依場地使用費收

費標準三折優待。 

三、 未享任何折扣之使

用單位於假日使用

本校場館 (城中校

區不含學期間之周

六)，依場地使用費

收費標準八折優

待。 

一、條次變更 

二、新 增 新 聞 採

訪 、 商 業 攝

影、戲劇取景

等場地收費原

則。 

三、新增本校師生

及其子女、校

友、校外人士

拍攝婚紗取景

收費原則。 

 



54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共空間，不提供戶

外電力服務，如需

使用以專案計價收

費。 

五、 本校師生及其子

女、校友拍攝婚紗

取景，免收費；校

外人士婚紗攝影，

依場地收費標準收

費。 

第六章 保證金及損壞賠償 

第  三十五  條 保證金收取標準如場

地收費標準表所訂金

額。學生團體保證金收

費方式，另依本辦法第

37條辦理。 

使用單位於使用場地

前，應填寫檢核表與管

理單位確認點交。使用

後，應請管理單位至現

場共同檢核，雙方於檢

核表簽章。 

經管理單位檢查場地

器材等設備，確定無毀

損後予以簽證確認，依

本校程序申請退還保

證金。 

若逾時使用場地，須依

實際狀況加收相關費

用後，再辦理退還保證

金事宜。 

第六章 保證金及損壞賠償 

第  三十二  條 保證金收取標準如場

地收費標準表所訂金

額。學生團體保證金收

費方式，另依本辦法第

37條辦理。 

使用單位於使用場地

前，應填寫檢核表與管

理單位確認點交。使用

後，應請管理單位至現

場共同檢核，雙方於檢

核表簽章。 

經管理單位檢查場地

器材等設備，確定無毀

損後予以簽證確認，依

本校程序申請退還保

證金。 

若逾時使用場地，須依

實際狀況加收相關費

用後，再辦理退還保證

金事宜。 

條次變更 

第  三十六  條 校外單位違反使用規

定時，學校得依管理單

位之陳報，依情狀嚴重

程度，沒收百分之十至

五十之保證金。 

校內單位遇有以上情

狀者，除簽報學校行政

處分外，一年內禁止使

用該場地。 

學生團體每次經場地

檢核後，雙方認定有違

第  三十三  條 校外使用單位違反使

用規定時，學校得依管

理單位之陳報，依情狀

嚴重程度，沒收百分之

十至五十之保證金。 

校內各使用單位遇有

以上情狀者，除簽報學

校行政處分外，一年內

禁止使用該場地。 

學生團體每次經場地

檢核後，雙方認定有違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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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事宜者，扣保證金新

台幣 500 元。學期間保

證金全數被扣者，該學

期不得再申請使用場

地。情況嚴重者簽請校

規議處。 

規事宜者，扣保證金新

台幣500元。學期間保

證金全數被扣者，該學

期不得再申請使用場

地。情況嚴重者簽請校

規議處。 

第  三十七  條 使用單位對場地設備

如有損壞之情事時，須

負責損壞賠償或回復

原狀，本校得暫停保證

金之退還程序。 

第  三十四  條 使用單位對場地設備

如有損壞之情事時，須

負責損壞賠償或回復

原狀，本校得暫停保證

金之退還程序。 

條次變更 

第  三十八  條 使用單位若發生場地

毀損或髒亂情事，學校

得 依 管 理 單 位 之 陳

報，除沒收保證金以為

賠償外，並須負擔所有

相關衍生損失。若損壞

場地或髒亂導致場地

後續無法使用者，將按

日收取場地使用費，直

至修復或復原為止。 

第  三十五  條使用單位若發生場地毀

損或髒亂情事，學校得依

管理單位之陳報，除沒收

保證金以為賠償外，並須

負擔所有相關衍生損

失。若損壞場地或髒亂導

致場地後續無法使用

者，將按日收取場地費，

直至修復或復原為止。 

 

一、條次變更 

二、修改部分文字 

第  三十九  條 校外單位繳交保證金

之退還程序：由管理單

位確認使用單位之使

用無損壞情事或已履

行損壞賠償、回復原狀

責任，並於原申請單之

保證金退還聯簽認；使

用單位執保證金退還

聯及保證金收據(繳費

時由出納組開立)至總

務處保管組辦理保證

金退還程序後，約1週

後至總務處出納組領

款或由出納組匯款至

指定帳戶。 

第  三十六  條 校外單位繳交保證金

之退還程序：由管理單

位確認使用單位之使

用無損壞情事或已履

行損壞賠償、回復原狀

責任，並於原申請單之

保證金退還聯簽認；使

用單位執保證金退還

聯及保證金收據(繳費

時由出納組開立)至總

務處保管組辦理保證

金退還程序後，1週後

至總務處出納組領款

或由出納組匯款至指

定帳戶。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部分文字 

第  四十  條 校內學生團體繳交、退

還保證金程序如下： 

一、 保證金繳納採學期

制，每學年度第一

學期係指當學年度

第  三十七  條 校內學生團體繳交、退

還保證金程序如下： 

一、 保證金繳納採學期

制，每學年度第一

學期係指當學年度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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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一日起至隔年

一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學期指二月一

日起至七月三十一

日止；每學期新台

幣2,000元。 

二、 保證金應於學生團

體當學期第一次申

請使用場地前至出

納組繳交。學生團

體繳交之保證金如

全數未被扣除，除

可直接列轉於次學

期繼續使用者外，

餘者於該學期期末

公告期限內退還學

生團體。 

三、 學生團體使用場

地，每次經檢核認

定有違規事實者，

扣 除 新 台 幣 500

元，學期間保證金

被扣除完畢者，該

學期不得再申請使

用場地。 

四、 學生團體保證金黏

存單採一式二聯，

於當學期第一次申

請使用場地時，由

學生團體負責人填

妥後，至出納組繳

交保證金，俟取得

繳交保證金收據

後，將收據黏貼於

保證金黏存單，交

所屬輔導單位留

存，以為後續退還

保證金之憑證。 

五、 保證金以申請使用

之學生團體為負責

單位，使用者所屬

學生團體均應負申

請使用場地之相關

八月一日起至隔年

一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學期指二月一

日起至七月三十一

日止；每學期新台

幣2,000元。 

二、 保證金應於學生團

體當學期第一次申

借場地前至出納組

繳交。學生團體繳

交之保證金如全數

未被扣除，除可直

接列轉於次學期繼

續使用者外，餘者

於該學期期末公告

期限內退還學生團

體。 

三、 學生團體使用場

地，每次經檢核認

定有違規事實者，

扣 除 新 台 幣 500

元，學期間保證金

被扣除完畢者，該

學期不得再申請使

用場地。 

四、 學生團體保證金黏

存單採一式二聯，

於當學期第一次申

請使用場地時，由

學生團體負責人填

妥後，至出納組繳

交保證金，俟取得

繳交保證金收據

後，將收據黏貼於

保證金黏存單，交

所屬輔導單位留

存，以為後續退還

保證金之憑證。 

五、 保證金以申請使用

之學生團體為負責

單位，使用者所屬

學生團體均應負申

請使用場地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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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責任。 

第  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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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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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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場地收費標準表(草案 2014.09.12) 

項次 類別 場地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單位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調整說明 
場地費/時段 保證金/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員

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1 

會
議
場
館 

松怡廳 471 美育中心 另依表藝中心場地收費辦法  

2 傳賢堂 889 事務組 30,000 15,000 依電錶 250 2,000 

需繳交場地使用費之單

位、非群育中心核定次數

內使用場地之學生團體，

申請使用單槍投影機設

備，加收設備使用費：中

央大型投影機 (8000 流

明)2,000/次、左右投影機

(每台 6000 流明)各 1,000/

次，本設備費用不另有折

扣。 

 

3 普仁堂 321 事務組 28,000 1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如需使用遠距設備， 
 

4 戴氏會議廳 200 事務組 8,000 5,000 依電錶 250 2,000 
 

 

5 安素堂 300 校牧室 20,000 10,000 2,000 250 2,000 
 

原價格為 10,000/1,000，

暑假整修後重新計算收

費價格。 

6 國際會議廳 120 事務組 24,000 15,000 依電錶 250 2,000 
 

 

7 哲英廳 120 英文系 12,000 10,000 依電錶 250 2,000 

使用音控設備者，依實際

使用時數支付工讀生服務

費(每小時給付標準以學

校工讀生基本時薪為準) 

 

8 G101 會議室 70 事務組 4,000 5,000 依電錶 25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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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類別 場地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單位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調整說明 
場地費/時段 保證金/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員

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9 B013 研討室 30 事務組 4,000 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10 

體
育
場
館 

體育館 200 體育室 3,000/小時 10,000 依電錶 250 2,000 

校內學生團體不開空調，

則收設備電費 200/小時。 

對外收費原價格為 2000/

小時，調整為 3000。 

11 桌球室 40 體育室 2,000/小時 5,000 依電錶 250 2,000 
 

12 舞蹈室 50 體育室 2,000/小時 5,000 依電錶 250 2,000 
 

13 健身室 30 體育室 2,000/小時 10,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僅開放假日時段提供申

請，使用時需有專業教練

隨行。 

原保證金為 5000 元。 

14 田徑場 500 體育室 2,500/小時 15,000 0 250 2,000 
 

原為每天 20,000 元，現

改為每小時 2,500 元。 

15 網球場 50 體育室 2,000/小時 5,000 0 250 2,000 
假日晚間時段原則上不開

放申請使用，如有需要，

另以專案申請，燈光照明

費用另計。 

 

16 排球場 50 體育室 2,000/小時 5,000 0 250 2,000 
 

17 籃球場 50 體育室 2,000/小時 5,000 0 250 2,000 
 

18 

圖
書
館 

中正圖書館三
樓參考及資訊
檢索區 

120 讀者服務組 15,000 30,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19 
中正圖書館 

非書資料室 
50 讀者服務組 8,000 16,000  

 

20 
中正圖書館 

第二閱覽室 
80 讀者服務組 1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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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類別 場地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單位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調整說明 
場地費/時段 保證金/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員

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21 

音
樂
系
專
用
教
室 

D0107 教室 70 音樂系 5,000 5,000 300 250 2,000 

1.如需使用鋼琴者，另收取

鋼琴租借費，每台 3500 元

計(不含調音費)，調律師由

音樂系安排，費用另計。 

2.校內音樂性社團借用，免

收鋼琴租借費。 

3.琴房除音樂系學生外，僅

限修讀音樂系個別指導課

程的學生於平日使用。 

 

22 D0108 教室 70 音樂系 5,000 5,000 300 250 2,000 

 

23 D0129 教室 30 音樂系 5,000 5,000 200 250 2,000 

 

24 D0130 教室 150 音樂系 8,000 5,000 500 250 2,000 

 

25 琴房 1 音樂系 1,000 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26 電
腦
教
室 

小電腦教室 45 電算中心 

另依電算中心電腦教室借用及收費辦法 

 

27 大電腦教室 78 電算中心  

28 

一
般
教
室 

小教室 
60 人

以下 
課務組 1,400 5,000 依電錶 250 2,000 

 

 

29 中教室 
61 人

-80人 
課務組 2,400 5,000 依電錶 250 2,000 

 

30 大教室 
81 人

以上 
課務組 3,000 5,000 依電錶 25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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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類別 場地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單位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調整說明 
場地費/時段 保證金/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員

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31 科
技
教
室 

D0501 69 課務組 5,000 10,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依中教室收費標準再加

遠距設備折舊攤提。 

32 R0205 40 課務組 6,000 10,000  
 

33 

社
團
活
動
場
地 

望星廣場 70 群育中心 3,000 5,000 依電錶 0 2,000 
 

 

34 排演室(大、小) 40 群育中心 3,000 5,000 依電錶 0 2,000 
不開放校外單位單獨使用；如

有使用傳賢堂者不另計費。 

 

35 B211 會展室 70 群育中心 3,000 5,000 依電錶 0 2,000 

不開放校外單位使用 

 

36 B207 會議室 15 群育中心 2,400 5,000 依電錶 0 2,000  

37 B221-1 會議室 20 群育中心 2,400 5,000 依電錶 0 2,000  

38 C109 會議室 40 群育中心 3,000 5,000 依電錶 0 2,000  

39 C110 會議室 40 群育中心 3,000 5,000 依電錶 0 2,000  

40 C112 排練室 20 群育中心 2,400 5,000 依電錶 0 2,000  

41 C113 舞蹈室 30 群育中心 3,000 5,000 依電錶 0 2,000  

42 C201 會議室 40 群育中心 3,000 5,000 依電錶 0 2,000  

43 C203 會議室 20 群育中心 2,400 5,000 依電錶 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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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類別 場地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單位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調整說明 
場地費/時段 保證金/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員

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44 C207 會議室 20 群育中心 2,400 5,000 依電錶 0 2,000  

45 

宿
舍
場
地 

宿舍寢室 1 床/日 住宿中心 另依學生宿舍使用及收費辦法  

46 交誼廳 40 住宿中心 4,000 5,000 

限住宿生使用 
限住宿營隊於住宿期間使

用 

 

47 自修室 20 住宿中心 2,000 5,000  

48 電腦室 10 住宿中心 2,000 5,000  

49 研討室 20 住宿中心 2,000 5,000  

50 
餐
廳 

餐廳 300 事務組 10,000 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刪除，目前由全家便
利公司統包管理，若
提供包場使用，恐影
響店家做生意與與用
餐人使用，故不提供
外借。 

50 

公
共
空
間 

戶外及公共空

間  
保管組 2,000/小時 4,000 未對外收費性活動不收費 

除校外人士婚紗攝影以

2,000/次計價外，其餘依場

地使用收費標準收費。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場地收費標準表(草案 2014.09.12) 

項

次 
類別 場地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單位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場地費/時段 保證金/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員

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1 會 1705 實習法庭 123 法律系 23,000 1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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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類別 場地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單位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場地費/時段 保證金/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員

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2 
議 

場 

館 

2123 會議室 150 事務組 6,000 5,000 依電錶 250 2000 
 

 

3 2227 會議室 24 事務組 4,000 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4 5117 哲名廳 88 事務組 12,000 10,000 依電錶 250 2000 
 

 

5 5211 作楠廳 120 事務組 23,000 10,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6 

體
育
場
館 

東吳綠地 50 體育室 2,000/小時 5,000 0 250 2000 
 

 

7 體育館 150 體育室 2,500/小時 5,000 依電錶 250 2000 

不開空調，則收設備電費

200/小時。 

 

8 桌球室 50 體育室 2000/小時 5,000 依電錶 250 2000 
 

9 舞蹈室 50 體育室 3000/小時 5,000 依電錶 250 2000  

10 健身室 20 體育室 2000/小時 10,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僅開放假日時段提供申

請，使用時需有專業教練

隨行。 

 

11 
圖
書
館 

城區分館七樓 120 讀者服務組 15,000 30,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12 電
腦
教
室 

小電腦教室 45 電算中心 

另依電算中心電腦教室借用及收費辦法 

 

13 大電腦教室 78 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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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類別 場地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單位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場地費/時段 保證金/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員

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14 
游 
藝 
廣 
場 

展覽廳 120 美育中心 20,000/週 10,000 500 

使用影音設備

者，依實際使用

時數支付工讀生

服務費(每小時

給付標準以學校

工讀生基本時薪

為準) 

2,000 

1. 如為講座性質，至多
提供 60 張座椅可供
借用。 

2. 未享任何折扣之單
位不分平日、假日使
用游藝廣場以原價
計費。 

3. 學生社團展覽一週
2,000 元。 

 

15 小舞台 60 美育中心 5,000 5,000 500 同上 2,000   

16 校友交誼廳 20 美育中心 5,000 5,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17 

一
般
教
室 

小教室 
60 人

以下 
課務組 1400 5000 依電錶 250 2000 

 

 

18 中教室 
61 人

-80 人 
課務組 2400 5000 依電錶 250 2000 

 

19 大教室 
81 人

以上 
課務組 3000 5000 依電錶 250 2000 

 

20 

科
技
教
室 

5213 80 課務組 5,000 10,000 不開放學生團體申請使用  

 

21 
社
團

活
動

場
地 

6601 練習室 15 群育中心 2400 5000 0 0 2000 不開放校外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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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類別 場地名稱 

容納 

人數 
管理單位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校內學生團體優待標準 

備註説明 

 

場地費/時段 保證金/次 
空調電費 

/時段 

假日工作人員

服務費/次 

保證金 

/學期 

 

22 6602 練習室 15 群育中心 2400 5000 0 0 2000 
 

23 6603 練習室 25 群育中心 2400 5000 0 0 2000 
 

24 6604 練習室 25 群育中心 2400 5000 0 0 2000 
 

25 6605 練習室 25 群育中心 3000 5000 0 0 2000 
 

26 6301 會議室 35 群育中心 3000 5000 0 0 2000 
 

27 望星劇場 30 群育中心 3000 5000 0 0 2000   
 

28 

公
共
空
間 

戶外及公共空

間  
保管組 2,000/小時 4,000 未對外收費性活動不收費 

除校外人士婚紗攝影以

2,000/次計價外，其餘依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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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一 

東吳之友基金會學生五育優異獎學金辦法草案 

民國 103 年 9 月版 

第  一  條   設立宗旨：為獎助東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參加各項國際型、全國性

競賽或獲選楷模為校爭光，依據「『東吳之友基金會』（Friends of Soochow）

捐贈基金學術獎助辦法」第四條第三項，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獎助對象：參加國際型、全國性賽事或獲選楷模之本校在學學生，如為團體

賽則全體成員需為本校在學學生。 

第  三  條   獎助範圍：該項競賽或選拔須為政府單位主辦且無提供獎金之比賽或楷模。 

一、國際型比賽： 

（一）個人賽：第1名獎金20,000元，第2名獎金15,000元，第3名獎金10,000

元，佳作5,000元（4-6名，比照佳作標準發給獎金）。 

（二）團體賽：第1名獎金30,000元，第2名獎金25,000元，第3名獎金20,000

元。獎金由團體成員均分。 

二、全國型比賽： 

（一）個人賽：第1名獎金10,000元，第2名獎金8,000元，第3名獎金5,000元，

佳作3,000元（4-6名，比照佳作標準發給獎金）。 

（二）團體賽：第1名獎金20,000元，第2名獎金15,000元，第3名獎金10,000

元。獎金由團體成員均分。 

三、楷模獎：獎金5,000元至10,000元不等，實際核發金額由群育中心簽請學

務長核定。 

第  四  條   申請時間與審查：於主辦單位公布名次後一個月內，備妥競賽辦法與比賽成

績，向群育中心提出申請，並簽請 校長核定後獎助。 

第  五  條   獎助順序： 

一、本獎學金依年度申請發放，如當年度經費已發放完畢則停止辦理；如有

餘額則留用至下一年度。 

二、遇同時間申請本獎學金，以參與國際型競賽者為優先獎助對象。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東吳之友基金會」同意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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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二 

 
Draft Regulation of the Friends of Soochow Scholarship for Students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Five Areas; Virtues, Intellect, Athletics, Public Services, and Arts 

 

1. Purpose:  

To award Soochow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demonstrate excellent achievem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competitions or excel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s role models 

that honor the university, this scholarship is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 item 3 of 

"Guidelines of the Friends of Soochow Scholarship Fund". 

 

2. Eligibility:  

Students currently studying at Soochow University and have won in international or national 

competitions with excellent achievement or have been chosen as role models.            

When competing as a group, all members have to be students of Soochow University to 

qualify.  

 

3. Requirements and awards: scholarships are granted to winners in competitions or auditions 

held by governmental offices with no provision of prize money.  

Awards: 

(1) F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 Applicants who won in Individual competition: the first prize receives 20,000 NTD; the 

second prize receives 15,000 NTD; the third prize receives 10,000 NTD; and 5,000 NTD for 

those achieving good results (applies to winners of the fourth, fifth and sixth prizes).  

B. Applicants who won in group competition: the first prize receives 30,000 NTD; the second 

prize receives 25,000 NTD; the third prize receives 20,000 NTD.  The prize money is to be 

equally distributed among group members.  

(2) For national competitions:  

A. Applicants who won in Individual competition: the first prize receives 10,000 NTD; the 

second prize receives 8,000 NTD; the third prize receives 5,000 NTD; and 3,000 NTD for those 

achieving good results (applies to winners of the fourth, fifth and sixth prizes).  

B. Applicants who won in group competition: the first prize receives 20,000 NTD; the second 

prize receives 15,000 NTD; the third prize receives 10,000 NTD.   The prize money is to be 

equally distributed among group members.  

(3)Role model prize:  The prize money ranges from 5,000 to 10,000NTD.  The Community 

and Interpersonal Development Center shall submit a proposal to be approved by Dean of 

Student Affairs.  

 

4. Application submission and review:  

One month within the announcement of competition results, students can file applications by 

submitting competition regulations and results to Community and Interpersonal Development 

Center for review and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for approval.  

 

5. Order of scholarship distribution:  

(1)Applications for the scholarship begin with the calendar year.  When the yearly funding is 

exhausted, the scholarship is suspended till the following year; when there is surplus, it's 

remained for the following year.  

(2) Winn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have priority among all applications. 

 

6. The regulation shall be pass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Council meeting and implemented 

with the approval from Friends of Soochow, as shall any amendment thereto. 

http://dict.cn/%2A%20To%20be%20a%20person%20with%20all-rounded%20development%20in%20ethics%2C%20intellect%2C%20physique%2C%20social%20skills%20and%20aesthetics%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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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第一案附件 

蘭州大學 
Lanzhou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綜合 

二、成立時間：學校創建於 1909年，1945年定名為國立蘭州大學。 

三、學生人數：29,000餘人。 

四、 教職員人數：4,285人 

五、 校長：王乘 

六、 地址： 蘭州市天水南路 222號 

萃英學院 教育學院 土木工程與力學學院 

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數學與統計學院 地質科學與礦產資源學院 

新聞與傳播學院 物理科學與技術學院 藥學院 

歷史文化學院 核科學與技術學院 基礎醫學院） 

民族學研究院 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 口腔醫學院（口腔醫院 

哲學社會學院 化學化工學院 公共衛生學院 

經濟學院 草地農業科技學院 第一臨床醫學院 

管理學院 生命科學學院 第二臨床醫學院 

外國語學院 大氣科學學院 體育教研部 

法學院 文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資源環境學院  

藝術學院 西部環境與氣候變化研究院  

七、 特色： 

蘭州大學是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綜合性大學，是國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點

建設高校之一。 

蘭州大學學科門類齊全，學科特色鮮明，涵蓋了 12個學科門類。現有 8個國家重點學科，

2個國家重點培育學科，32個省級重點學科，6個省級重點培育學科。有 2個國家重點

實驗室，6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1個農業部重點開放實驗室，2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

重點研究基地，8個甘肅省重點實驗室，2個甘肅省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4個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2個甘肅省工程技術研究中心，1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中德研究中心。

蘭州大學的科學研究素以基礎研究見長，同時廣泛開展應用研究。 

八、 排名：中國校友會網2014中國大學排名榜，38名 

九、國際交流：近年來，蘭州大學積極發展國際及對港澳台交流與合作，先後與世界 39個國

家和地區的 196所高校及科研機構建立了交流合作關係，合作夥伴遍布亞、美、歐、非、

大洋洲。在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格魯吉亞建有 3所孔子學院。  

十、 參考網站：http://www.lzu.edu.cn/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0%E5%B7%9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0%E5%B7%9E%E5%B8%82
http://www.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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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蘭州大學學生交換協議書 

 

東吳大學與蘭州大學本著「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協商，就兩

校學生交換事宜達成如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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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士班以及碩、博士班學生（以下

稱「交換生」）到對方學校學習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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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對方學校交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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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按交換計畫返回原屬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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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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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之最後決定權。若有不獲對方接受之情況，

推薦方可再次補充推薦。 

三、輔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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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交換計畫取得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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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生必須遵守本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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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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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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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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細則： 

1. 本協議書內容在雙方指定相應行政部門實施，並負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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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該年度學生交換名額，將展延至下

一年度；另一方學生交換將繼續進行。對於協議期限內其他年度交換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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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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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州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王乘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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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换协议书 

 

兰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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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两校学生交换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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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对方学校学习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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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对方学校交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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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按交换计划返回原属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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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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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之最后决定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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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院校评价、评奖活动，其他管理办法将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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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交换计划取得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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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生必须遵守本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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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修前提供保险证明影印本予接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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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费、保险

费及其他个人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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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该年度学生交换名额，将展延至下

一年度；另一方学生交换将继续进行。对于协议期限内其他年度交换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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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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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王乘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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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蘭州大學－學生交流協議書 
 

 

東吳大學與蘭州大學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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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以

及碩、博士班學生，自費到對方學校學習一學期，並以修讀雙方均已開設之科目為原

則。 

（二）暑期研習生： 

雙方同意於每年暑假期間辦理「暑期研習班」，研習期間及參訪旅遊等內容依雙方規

劃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均無名額限制，亦不獲取接待學校之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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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審酌是否抵免。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習後，應依交流計畫返回原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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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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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決定權。若有不獲對方接

受之情況，推薦方可再次遞補推薦。 

四、研習課程： 

（一）研修生得先於原屬學校選擇接待學校開授之相關課程，經接待學校同意後，至接待學

校研習。 

（二）雙方應於每年三月以前決定暑期研習班課程內容及學分數。 

五、輔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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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細則： 

（一）本協議書內容在雙方指定相應行政部門實施，並負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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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州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王乘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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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流协议书 
 

兰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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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均无名额限制，亦不获取接待学校之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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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审酌是否抵免。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习后，应依交流计划返回原属学校，

不得延长停留时间，接待学校亦不受理为其办理延长停留手续之要求。 

三、选拔范围： 

（一）双方从各自学校就读全日制学生中，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本项研修及暑期研

习计划等情况，推荐至接待学校。受推荐学生应至少已在原属学校修业满一年以上。 

（二）双方各自保留审查对方推荐之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研修最后决定权。若有不获对方接

受之情况，推荐方可再次递补推荐。 

四、研习课程 

（一）研修生得先于原属学校选择接待学校开授之相关课程，经接待学校同意后，至接待学

校研习。 

（二）双方应于每年三月以前决定暑期研习班课程内容及学分数。 

五、学生管理： 

（一）双方学生管理部门负责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研习期间之管理工作。学生不

参与院校评鉴活动，其它管理办法应参照各自学校管理规定执行。 

（二）双方需安排学生在学生宿舍住宿，俾利进行管理照顾及各项交流活动。 

（三）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尽量安排学生与接待学校学生进行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并关心

其生活起居，使交流计划取得最大效果。 

（四）双方学校应给予学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包括派员接机、安排住宿等，俾利尽快适应

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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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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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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完成在接待学校

的学习。 

（六）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文本中

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同，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兰州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王乘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