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8 次(104 年 5 月 11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4 年 5 月 14 日核定，經 103 學年度第 19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4 年 5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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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教務長及華語教學中心主任）、鄭冠宇學務長、王淑芳總務長、
馬嘉應研發長、姚思遠學術交流長、顧名儀社資長、謝政諭院長、賴錦雀院長、
宋宏紅院長、洪家殷院長、謝文雀主任秘書、林政鴻主任、洪碧珠主任、林聰敏館長、
王志傑主任、余啟民主任、劉義群主任、劉宗哲主任、陳啟峰主任
請假：詹乾隆院長
列席︰巨資管理學院籌備處許晉雄主任、中文系鍾正道主任、歷史系林慈淑主任、
哲學系米建國主任、社會系吳明燁主任、社工系吳秀禎秘書（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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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呂世伊主任、微生物系曾惠中主任、
心理系徐儷瑜主任、會計系吳怡萱副主任（代）、資管系郭育政主任、陳雅蓉專門委員
記錄︰莊琬琳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
參、主席致詞
肆、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伍、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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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次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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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項，2 項尚未辦結，擬予繼續管制。
決定：同意 2 項尚未辦結事項，繼續管制。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參閱秘書室網頁)
教務處：
今天 104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統一分發放榜，本校共缺額 178 位（詳如附件），
請各學系考量未來因應策略。
 校長指示：請招生組統計本校及 8 校聯盟學校，分析以繁星、推甄及指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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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入學之學生，其在校成績之表現，並提出建議，俾便各學系擬訂或修正招
生策略。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1、今年本校大陸自費生 120 位名額已報名額滿，再加上東福專案 30 位，故下學
期大陸自費生逾 150 位，請學術及行政單位多給予學生協助。
2、5 月 4 日至 8 日本處王玉梅主任與與物理系陳秋民老師至福州中學進行宣講，
非常成功，陳秋民老師的演釋教學獲得好評，本次宣講的對象是高三學生，他
們對於如何至台灣求學的程序，困惑很多，但國際處同仁針對招生細節無法詳
細說明，所以福州幾所大學的港澳台辦建議，請本校針對招生程序編製本校升
學攻略。
 校長指示：請招生組與國際處協調，了解需求重點，完成相關升學攻略手冊。
社會資源處：
1、為加強與院系協同合作，協助應屆畢業生順利就業，本處生涯發展中心於本學
期開辦「學院就業輔導日」，以學院為單位，針對各學院之需求，規劃其就業
培訓課程。城中校區學院輔導日規劃為 5 月 15 日，外雙溪校區規劃於 5 月 23
日辦理，本月該計畫執行完畢後，本處將提出成果報告。
2、本處本週著手進行「東吳菁英人物誌」專訪，將以影音的方式呈現本校傑出校
友專訪內容。
法學院：
1、法學院百年院慶紀念雕塑揭幕儀式，訂於 5 月 20 日下午 3：00 城中校區法學
院崇基樓前舉行，歡迎師長蒞臨指導。
2、本院舉辦「世紀東吳、百年樹人」建院百週年院史展，展期為 5 月 18 日～6
月 13 日，並訂於 5 月 20 日下午 3：30 舉行開幕茶會，本次活動感謝總務處、
社資處及圖書館的協助，歡迎師長蒞臨指導。
圖書館：
圖書館於本週三（5 月 13 日）下午 12：10 假城中校區邀請省錢達人 943 蒞校演
講「花小錢環遊世界.深度體驗世界文化」，歡迎師生參加。
體育室：
1、體育室自 5 月 4 日～22 日於兩校區體適能檢測中心辦理體適能檢測服務，歡
迎師長蒞臨檢測，以了解自己的身體組成及健康體能。
2、依校長指示，復活全校慢跑氛圍，每週三下午 17:30-18:30 在外雙溪校區操場，
歡迎同仁參加長跑同好會。
林語堂故居管理處：
2015 年適逢林語堂先生 120 歲生日，今年第 8 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增設「短文獎」，
以「給林語堂先生打電話」為主題，徵求 300 字內短文，林語堂文學創作獎 6 月
開始徵件，8 月 31 日截止，歡迎各方來函賜稿，一同參與一年一度的文學盛事。
四、專案報告—中文系分享溪城講堂招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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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學改進補助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教學資源中心王主任志傑
說明：
一、
「東吳大學教學改進補助辦法」經 102 年 9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後，
已實施年餘。為符合教師需求並落實學校教學發展政策，擬重新修訂「東
吳大學教學改進補助辦法」。
二、
「東吳大學教學改進補助辦法」修訂條文草擬完成後，先於 1 月 7 日以 e-mail
方式蒐集各學系主任之意見後，並於 1 月 29 日邀請五院院長就擬修訂之
條文提供意見。
三、兩階段之修訂條文意見彙整完畢，並商請法律系楊奕華教授潤飾後，提
請 103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討論，並依決議修改部份條文。其後，依
據 4 月 21 日法學院洪院長就修訂條文提供之意見，修改成為本次修訂案
之條文內容。相關條文及說明詳如附件。
決議：修正通過。
第二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與匈牙利聖伊士特萬大學及日本櫻美林大學簽訂校級學術
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案。
提案人：姚學術交流長思遠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2 次會議審查(104.05.01)通過。
二、為加強本校與國際高校之學術及學生之交流合作，提請與兩校簽定校級
學術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學校簡介及協議草案請詳附件
決議：通過。
第三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與澳洲西雪梨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案。
提案人：姚學務交流長思遠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2 次會議審查(104.05.01)通過。
二、為加強本校與國際高校之學術交流合作，提請簽定校級學術交流協議，
學校簡介及協議草案請詳附件。
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查「東吳大學教師申請留職講學、研究或進修辦法」、「東吳大學教
師彈性薪資辦法」及「東吳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附件三）等辦
法已明訂教師評審委員會應進行相關案件之審議，茲因「相關案件」
並未明訂於教評會之職掌中，為使法規更加完備，擬修訂「東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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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新增教師評審委員會職掌包括
「其他依法令應審議事項」，以符合實際運作情形。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附件一）、「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原條文（附件二），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第五案案由：請追認本校向教育部申請「104 年度獎助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特色
主題三年中長程發展計畫」。
提案人：鄭學務長冠宇
說明：
一、依教育部103年11月24日臺教學(二)字第1030171104號函辦理。
二、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
實施要點」規定：
「學校所提特色主題三年中長程計畫及本年度特色主題
計畫，應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提報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本案為配合
教育部申請截止日（104年2月6日）
，相關資料已奉校長核定後先行報部，
並於104年3月18日經教育部審查同意獎助新台幣41萬元。
三、本計畫業於104年4月29日經學生事務會議追認通過，續提行政會議。礙
於篇幅，故僅節錄該計畫重點內容，如附件。
決議：通過。
第六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捐款使用作業規定」修訂案。
提案人：會計室洪主任碧珠
說明：
一、配合本校組織名稱修正及實際作業情形，擬修訂東吳大學捐款使用作業
規定，修訂重點如下：
(一)配合本校組織名稱調整，修正簽發「指定捐款通知單」之單位名稱。
(二)依實際作業，明訂逾兩年未使用之單位指定專款，其撥轉學校收入之
程序。
(三)本規定於 100 年 11 月經業務會報修訂通過，故修正其修訂程序。
二、檢附「東吳大學捐款使用作業規定」修訂條文對照表，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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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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之友清寒學生助
學金辦法」草案。

撤案。

依決議執行。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課輔教學助
理申請補助辦法」廢止案。

通過廢止「東吳大學課輔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 後，將簽請校長廢止該法
規。

三

敬請審議本校與中國政法大
通過。
學簽訂「校級學生交換協議」
及「學生交流協議」案。

四

五

國際處後續將本校與中國
政法大學簽訂「校級學生交
換協議」及「學生交流協
議」，提送教育部核定。
請討論「東吳大學特聘教授設 一、有關「東吳大學特聘教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置辦法」草案。
授設置辦法」草案，請 後，將簽請校長廢止「東吳
大學特聘教授聘任辦法」。
人事室彙整各師長意
見後，再提送行政會議
討論。
二、同意廢止「東吳大學特
聘教授聘任辦法」。
請討論「東吳大學職員請假辦
法」修訂案。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通過。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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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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
執行情形彙整表
10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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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學務處提出全校輔導系統總
學務處
檢討。
人事室
【102 學年度第 19 次行政會議】






本案研議中。

擬予
繼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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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校務資料庫平台分五階段
擬予
(校務、教師、學生、課務以 繼續
及其他面向)進行資料輸入
管制
介面的建立。本項作業規畫
約 10-12 週的時間完成。第
一階段校務面向表單資料輸
入介面，預計於 5 月 14 日前
完成建置。

請研發處建置校務資料庫平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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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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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教務處報告

104 學年度申請入學統一分發情形
學系

班級數

個人申請招生名額

分發名額

缺額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3

90

74

16

東吳大學

歷史學系

1

40

27

13

東吳大學

哲學系

1

37

30

7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2

48

48

0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2

60

60

0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2

60

60

0

東吳大學

音樂學系

1

48

43

5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3

70

51

19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3

70

70

0

東吳大學

德國文化學系

1

18

13

5

東吳大學

數學系

1

40

40

0

東吳大學

物理學系

1

27

24

3

東吳大學

化學系

1

40

35

5

東吳大學

微生物學系

1

36

35

1

東吳大學

心理學系

1

27

26

1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4

80

80

0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3

90

54

36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4

96

96

0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4

106

57

49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2

60

61

增額１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
系

3

100

81

19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2

75

75

0

東吳大學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士學
位學程

2

60

60

0

48

1378

1200

178

東吳大學

總計

※104 學年度（申請）：
名額內招生名額共 1,378 人；正取 1,379 人(企管同分增額)、備取 1,720 人；統一分發 1,200
人；總缺額 178 人(國貿增額 1 人)。
【分發率－87.02%】---------皆已無備取可補--------

※103 學年度（申請）：
名額內招生名額共 988 人；正取 990 人(經、會同分增額)、備取 1093 人；統一分發 791
人；總缺額 197 人；後放棄 27 人。【分發率－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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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東吳大學教學改進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98 年 10 月 16 日校長核定通過
101 年 3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9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建議修正條文
辦法名稱：
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辦法

原條文
辦法名稱：
東吳大學教學改進補助辦法

第一條 （立法目的）
第一條
東吳大學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 東吳大學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為鼓勵本校各學術單位及 本中心）為鼓勵本校各學術單位從
專任教師精進教學，提升教學品 事改進教學，以提升教學品質並促
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東 進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東吳大
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辦法」（以下 學教學改進補助辦法」（以下簡稱
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
第二條 （補助類別）
第二條
教學精進之補助，分成下列三種： 本校各學系、師資培育中心、語言
一、各學術單位每學期得結合 教學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
實務課程，整合提出之申 等教學單位每學期均可申請一項
請案，但以一件為限。
整合型計畫，並經所屬學院初審後
二、各專任教師個人或團隊每 提出，非隸屬學院之通識教育中心
學期得自選主題課程，提 與體育室則經共通教育委員會初
出之申請案，但以一件為 審後提出。
限。
三、本中心依學校教學發展政
策，以公開徵求、邀請學
術單位或個別專任教師等
方式，精進或創新教學之
計畫。

說明
依部份教師所提出
之建議修訂辦法名
稱。
1.依 法 律 系 教 授 建
議，於每條條次後
先闡明該條文目
的。
2.依 部 份 教 師 所 提
出之建議。
1. 審 查 程 序 移 至 修
訂辦法第六條詳
述。
2. 擬 將 計 畫 補 助 類
別從源頭分流，並
敘明各類別之申
請方式。
3. 保留原辦法中，歷
年以來申請最多
之與實務結合課
程項目，以符合申
請單位需求。
4. 除 鼓 勵 教 師 主 動
提案外，亦加上學
校擬拓展之教學
政策，使政策規劃
配套措施更趨周
延。

第三條 教學單位所彙整之計畫得 1.除與實務結合課程
項目已於第二條
包含下列內容：
修訂條文中敘明
一、課程之教學改進與教材編
外，擬放寬計畫補
修。
助內容限制，鼓勵
二、規劃課程結合實務或業界辦
教師依據個別需
理學生見習、實習及參訪活
求提出更具創意
動。
之計畫案，原條文
三、邀請業界具實務經驗之人員
予以刪除。
演講、辦理學生學習或職涯
2.為配合教學發展政
發展等諮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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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申請及執行期間）
前條第一款申請案，申請時間第一
學期自當年度四月一日至四月三
十日，執行期間自八月一日至十二
月十五日；第二學期自當年度十月
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執行期間自
翌年二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前條第二款及第三款申請案，得隨
時提出申請，計畫執行截止時間第
一學期為十二月十五日，第二學期
為六月三十日。

第四條 （補助經費額度）
本辦法補助經費每案額度上限，第
二條第一款申請案十萬元，第二款
申請案五萬元，第三款申請案就當
年度預算額度核定之。

四、配合全校性推動之教學政 策(如總結性課程、翻
策，實施與運用相關議題研 轉教室等)，教學資源
中心將視政策推動
討活動。
時程及補助額度，於
每期計畫申請公函
一併公告周知。
1. 各 類 申 請 補 助
第四條
案，第一學期執行
每學年度之申請時間與執行期間
期限，因應年度計
如下：
畫經費關帳結算
一、第一學期申請時間為當年度 4
時間，擬提前半個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執行期
月，以避免後續報
間為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部時間有所延誤。
二、第二學期申請時間為當年度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執行期 2. 當 教 師 有 需 求 尋
求資源以精進教
間為翌年 2 月 1 日至 6 月 30
學時，可隨時以個
日。
人名義或組團隊
三、學術單位為教學評鑑結果待加
方式提出申請。
強之專任教師進行教學改進
3. 拓 展 教 學 發 展 政
計畫者，不受申請時間之限
策部份，擬較具申
制，可隨時以專案提出申請。
請彈性，俾便能因
四、申請單位應於規定期限內以
應當年度擬推之
「教學改進計畫申請表」提出
政策，並考量預算
申請。
情形，予以通盤規
劃。
4. 因 應 原 辦 法 第 三
條條文刪除，調整
條文項次為第三
條。
1. 配合計畫分流，參
第五條
考歷年申請件數
經核定之教學改進補助經費額度
與內容，規範補助
及獎勵如下：
計畫申請經費上
一、學系、師資培育中心、語言教
限。
學中心、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
室等教學單位，每單位申請案 2. 教 材 獎 勵 金 部 份
自實施以來，僅體
補助金額以十萬元為上限。配
育室 1 位老師每
合全校性推動之教學政策，補
學期以教學輔助
助內容與經費限額，由承辦單
教具提出申請，是
位另行發函公告。
以擬予刪除。
二、為鼓勵教師編寫創新教材，申
請案含撰寫創新教材，且於執 3. 依 原 辦 法 第 三 條
條文刪除，調整條
行期間結束後 15 日內，將教
文項次為第四條。
材繳交至本校教學資源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組處者，另核發
獎勵費予教材撰寫者，每份教
材獎勵金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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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核銷依據）
動支核銷等實質及程序相關事
宜，依「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經費
編列標準表」辦理之如下：
一、計畫補助限業務費項目，不得
編列人事費、雜支及資料蒐集
費。
二、計畫經費用於業師之講座，每
案每門課不得超過五次，授課
教師應於課堂協同教學。

第六條 （審查標準）
申請案之審查標準如下：
一、課程規劃與教學目標之相
關性。
二、課 程 內 容 精 進 與 創 新 程
度。
三、計畫預期成效。
四、計畫成果轉化運用之可能
性。
五、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六、前次計畫執行情況。
第七條 （審查程序）
第二條第一款申請案由教學單位
主管具名後，提交所屬一級單位主
管初審之。
第二條第一款申請案之複審、第二
款及第三款申請案，由教務長邀請
專家學者或本中心主任，組成「教
學精進計畫審查小組」審查之。
審查結果經教務長核定通過後，公
告於本校教師教學發展組網頁。

1. 與 原 條 文 之 補 助
第六條
項目相同，以分項
計畫補助限業務費項目，不得編列
陳述方式，以求更
人事經費、雜支及資料蒐集費，有
為清楚明確。
關動支核銷等所有實質及程序之
相關事宜，應依「教育部教學卓越 2. 將 申 請 表 格 中 聘
請業師蒞班授課
計畫經費編列標準表」辦理。
之規範，明訂於辦
法中，同時規範授
課教授於邀請業
師授課時應在場
隨時輔助業師進
行課程。
3. 因 應 原 辦 法 第 三
條條文刪除，調整
條文項次為第五
條。
配合計畫分流，參考
他校相關辦法，新增
計畫審查標準，俾利
規劃申請案內容
時，符合本辦法精
神。

第七條
審查程序分為初審及複審二階段：
一、初審：教學單位於時限內提出
申請後，所屬一級單位主管或
共通教育委員會第一學期於 5
月 10 日前；第二學期於 11 月
10 日前完成初審。
二、複審：由「教學改進計畫審查
小組」審查之。審查小組由教
務長擔任召集人，並邀請專家
學者及本中心主任進行審
查，結果於5月30日及11月30
日前由教學資源中心於網頁
上公告，並另以公函轉知。
第八條 計畫之成果不得涉及有償
使用或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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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 前 審 查 流 程 之
執行無法於規定
期限內完成。擬於
不影響各計畫實
際執行之前提下
取消公告期限之
規定。
2. 因 應 法 學 院 院 系
合一及體育室為
一級單位，第二條
第一款申請案之
初審由兩單位自
提自審。
本項條文內容併入
修訂條文第十條
中，原條文予以刪
除。

第八條 （計畫成果報告）
獲得補助之單位或個人，應如期完
成計畫，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繳
交「教學精進計畫成果報告」。

1. 因 應 新 增 申 請 案
第九條
類別，個人成果部
獲得補助案之單位，應同意計畫研
份亦納入規範。
發出之教材內容及相關見習實習
之學生學習成果及影音紀錄等資 2. 依 法 律 系 教 授 建
議將第七條內容
料，公開於學校「教與學網站」及
與第八條內容交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教學
換。
網站」，以供本校及夥伴學校之教
3. 依 103 學年度第 15
師教學觀摩使用。
次( 104 年 3 月)行
政會議決議，將分
享於「北一區區域
教學資源中心教
學網站」之文字刪
除。
4. 因 應 原 辦 法 第 八
條條文刪除，調整
條文項次為第八
條。
第九條（成果展示及使用）
1. 因 應 新 增 申 請 案
第十條
獲得補助案之單位或個人，應同意 獲得補助案之單位，應如期完成計
類別，個人成果部
將計畫之成果資料，公開於學校
份亦納入規範。
畫，填寫「教學改進計畫成果報
「教與學網站」，供本校及夥伴學 告」，並檢附教材成果或相關活動 2. 因 應 原 辦 法 第 八
校教師教學觀摩使用。
條條文刪除，調整
紀錄於6月30日及12月31日計畫結
條文項次為第九
束後一個月內完成繳交。
條。
第十條 （計畫之標示及使用規定） 第十一條
1. 將 有 關 規 範成 果
研發之教材內容應遵守智慧財產
之第八、十一及十
研發之教材內容應遵循智慧財產
權規定，並標示「獲○○年度教育 權法律規範，並標示「獲○○年度
二條條文內容整
部教學卓越計畫之教學精進計畫」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之教學改進
併。
補助。
2. 因 應 原 辦 法第 八
計畫」補助。
計畫之成果不得涉及有償使用或
條條文刪除，調整
販售。
條 文 項 次 為第 十
本中心依智慧財產權規定，得基於
條。
非營利或拓展教學政策目的，享有
計畫成果之使用權。
第十二條 本中心及北一區區域教 本 條 文 內 容 已 併 入
學資源中心在符合智慧 修 訂 條 文 第 十 條
財產權規定進行非營利 中 ， 原 條 文 予 以 刪
或教學發展目的推廣之 除。
前提下，享有計畫成果之
使用權。
第十一條 （施行程序）
因應原辦法第八條
第十三條
本辦法提行政會議通過，經校長核 本辦法提行政會議通過，經校長核 及 第 十 二 條 文 刪
定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除，調整條文項次為
定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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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一

匈牙利聖伊士特萬大學
Szent István University (SZIU)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該校於 1787 年創立獸醫醫學學院，並於 2000 年正式成立聖伊士特萬大學。
三． 學生人數：約 14,000 名
四． 規
模：
聖伊士特萬大學，匈牙利最大的高等教育機構之一，成立於 2000 年。該校位於布達佩
斯，共有 6 個校區，7 個學院。學院列表如下:
1. Faculty of Applied Arts and Pedagogy

2. Facul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3. Faculty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4. Faculty of Veterinary Science

5. Faculty of Economics, Agriculture, and
Health Studies

6. YBL Miklós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7.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s

五． 國際交流現況：
聖伊士特萬大學(以下簡稱 SZIU)與全球超過 150 所學校合作，並同時進行多元計劃如
Erasmus 計劃，CEEPUS 計劃和與他校簽訂協議的交換學生計畫。在過去幾年中，SZIU
已就國際化在增加國際學生的比例在總學生，促進聯合研究項目。該校目前與台灣尚
無姊妹校，希望藉此與台灣學校建立學術交流關係。
六． 參考網站：
1.

SZIU http://sziu.hu/

2.

你好網 http://school.nihaowang.com/9859.html

3.

留學匈牙利
http://www.lincoln.com.tw/hungary/%E5%AD%B8%E6%A0%A1%E4%BB%8B%E7%B4%
B9/%E8%81%96%E4%BC%8A%E5%A3%AB%E7%89%B9%E8%90%AC%E5%9C%8B
%E7%8E%8B%E5%A4%A7%E5%AD%B8-szent-istvan-university/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Szent_Istv%c3%a1n_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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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SZENT ISTVÁ N UNIVERSITY, GÖDÖLLŐ, HUNGARY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Szent István
University (Gödöllő, Hungary),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both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a)
Exchange of students;
b)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for research;
c)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when agreed
separately on each specific case;
d)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activity mentioned above shall be separately
determined upon consultation between both institutions. Nothing shall diminish
the full autonomy of either institution, nor shall any constraints be imposed by
either upon the o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agreement. It is implicit then that each
and every activity undertaken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at each institution and shall fall with ea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and fiscal constraints.

3.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periods equal to the initial term. It may be
amended with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t any time, and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with a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six months in advance.

4.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Dr. János Tőzsér

President

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Szent István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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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János Tőzsér

President

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Szent István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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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二
日本櫻美林大學
J.F. Oberlin University
一、屬
性：私立大學
二、成立時間：1921 年
三、學生人數：大學部 8825 人，研究所 377 人
四、教職員數：1307 人
五、規
模：包括町田校區、淵野邊校區（PFC）、四谷校區，3 校區共有 44 大學群 53
項專業學科，12 個研究所課程，列表如下：
學士學位 (Undergraduate Degrees)
文理綜合學群(國際關係學、社會學、
歷史學、語言學、物理學等)
商務管理學群(國際金融業務、經營戰
略、管理、空中航線商務專業等)
健康福利學群(社會福利專業、健康科
學專業等)
藝術文化學群(表演專業、音樂專業、
造型設計專業、電影專業)

研究所學位 (Graduate Programs)
國際學研究科
經營學研究科
語言教育研究科
心理學研究科
大學行政管理研究科 (全日制課程)
大學行政管理研究科 (函授課程)
老年學研究科

六、強項與優勢：聯合國學術影響力(UN Academic Impact Member)主要成員之一，通過了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高等教育評價機構(JIHEE)評審，獲得“大學評價基準合格校”的認定，
其中在“學業、課程和資歷培養”等幾個方面獲得極高評價。
七、國際交流現況：櫻美林大學積極發展國際交流，已與 24 個國家、7 個國際組織等建立
合作關係，開發各種專案，多年來在學術和文化方面有卓越成就的大多為外籍的個人授予
名譽博士學位。合作學校包括北京大學、澳門大學、韓國梨花女子大學、韓國西江大學、
台灣東海大學、靜宜大學及美國堪薩斯大學等，海外據點辦公室包括北京、美國及蒙古及
紐西蘭。
八、參考網址:
1.大學官網：http://www.obirin.ac.jp/
2.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B%BB%E7%BE%8E%E6%9E%97%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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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J.F.OBERLIN UNIVERSITY, JAPAN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J.F. Oberlin
University, (Toky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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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ayasu Mitani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J.F. Oberlin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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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Ta P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akayasu Mitani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J.F. Oberlin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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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一
澳洲西雪梨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UWS)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89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42,000 名
四． 教職員數：約 3,000 名
五．

規
模：
該校包含多個校區，分別為帕拉馬塔、班克斯頓、彭裡斯、坎貝爾敦、霍克斯伯裡、
Nirimba（黑鎮）以及全新的利斯戈拓展校區。該校學院列表如下：
1. 商學院 School of Business

2.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3. 醫學院 School of Medicine

4. 護理和助產學校
School of Nursing and Midwifery

5. 科學與健康學院
School of Science and Health

6. 社會科學與心理學學院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sychology

7. 人文與傳播藝術學院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Arts

8. 計算機，工程和數學學院
School of Computing,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9. 教育學院 School of Education
六．

強

項：

據最新的墨爾本應用經濟和社會研究學院的排名，西雪梨大學教育學院在全澳名列前
十，在新南威爾士州排名第二，並擁有澳洲規模最大的護理教育機構。口譯和翻譯碩
士學位課程亦榮獲了澳大利亞國家翻譯口譯職業鑑定機構的認證。
七．

排
名：
該校在科學研究實力和教學方面的創新備受國際認可，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
世界年輕大學排名中，位居前 100 名之列。並於 2014-15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大學
排名為 351-400；651-700 QS 世界大學排名

八． 國際交流現況：
該校與世界各國積極發展合作交流，其中包含與墨西哥、印度、摩洛哥、越南、波蘭、
奧地利、瑞士、挪威、葡萄牙、希臘、馬耳他、愛爾蘭、捷克共和國、芬蘭、斯洛伐
克與匈牙利等國皆有交換計劃，目前與台灣國立中央大學、南台科技大學與元智大學
亦簽有學術交流協議。
九． 參考網站：
1. 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大學排名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4-15/world-ranking/region/ocea
nia
2. QS 世界大學排名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
3. 合肥出國留學簽證辦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93c7680010176bi.html
4. Home |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UWS) http://www.uw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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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第三條
第三條
各學系設系教評會，掌理
各學系設系教評會，掌理
有關教師下列事項之初審：
有關教師下列事項之初審：
一、聘任（包括初聘、續聘及 一、聘任（包括初聘、續聘及
改聘）
改聘）
二、聘期
二、聘期
三、停聘
三、停聘
四、解聘
四、解聘
五、不續聘
五、不續聘
六、資遣原因
六、資遣原因
七、評鑑
七、評鑑
八、升等
八、升等
九、休假
九、休假
十、延長服務
十、延長服務
十一、違反教師法第十七條所 十一、違反教師法第十七條所
列教師義務
列教師義務
十二、違反教師聘約
十二、違反教師聘約
十三、院長或校長交議事項
十三、院長或校長交議事項
十四、其他依法令應審議事項
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院
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院 教評會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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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評會初審未通
過事項之申訴、院長交議事
項、其他依法令應審議事項之
審議。
複審通過之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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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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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教評會複審未通過事項
之申訴、校長交議事項、其他
依法令應審議事項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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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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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查「東吳大學教師申請留
職講學、研究或進修辦
法」
、
「東吳大學教師彈性
薪資辦法」及「東吳大學
專案教師聘任辦法」等辦
法已明訂教師評審委員
會應進行相關案件之審
議，茲因「相關案件」並
未明訂於教評會之職掌
中，為使法規更加完備，
擬修訂「東吳大學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
條文，新增教師評審委員
會職掌包括「其他依法令
應審議事項」，以符合實
際運作情形。

第四案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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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2 年 17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6、9-1 條

第
第

一 條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第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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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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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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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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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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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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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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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八條之一

第

九 條

第九條之一

第九條之二

第

十 條

第 十一 條

第 十二 條

第 十三 條

第 十四 條
第 十五 條

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應由院長交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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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校長交請校教評會審議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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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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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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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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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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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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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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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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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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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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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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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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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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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六 條

第 十七 條

第十七條之一

第 十八 條

第 十九 條

第 二十 條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邀請有關人員列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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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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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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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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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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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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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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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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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教師評審辦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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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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三
東吳大學教師申請留職講學研究或進修辦法
最新修訂日期：101年5月30日

第 四 條
除情況特殊或另有規定者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外，申請人應於擬赴校外講學或國內外研
究、進修之半年前，提交申請書、研究、進修計畫及其他相關資料送所屬單位，經系務
會議通過後，送人事室陳請校長核定；但留職帶薪之申請案應送校教評會審查。

東吳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最新修訂日期：10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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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條
獲得績優加給之教師，應致力於教學、研究成果之提升，並應於第一年給與期限屆滿前三個
月繳交執行績效報告。
前項所稱執行績效係指於績優加給給與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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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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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本校大專學生科技部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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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審查通過後繼續發給第二年之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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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
最新修訂日期：101 年 12 月 17 日

第 四 條
專案教師約聘期間，各學系應評量其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各項能力，如有不適任之情
形者，應於該年約期屆滿後不再續聘；約期屆滿經學系評量通過後，得提請三級教評會審議
改聘為編制內專任教師。
前項各學系專案教師評量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院教評會審查轉校教評會核備。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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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一
104年度東吳大學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你傳愛了嗎?—建置正向樂觀及友善校園計畫」
一、 總說明（請於一百字內簡述）
有鑑於本校近年來，連續發生學生自殺案件，除了擔心負面情緒感染效應，學校也期待透過正向情緒的力量的擴展，進而鼓勵
學生面對挫折與問題時，能夠朝向問題解決模式，進而發展出「防禦性悲觀」的氣質。另外，根據 Fredrickson (1998, 2001)
的「擴展–建立理論」 (Broaden and Build Theory)，主張個人的正向情緒可以「擴展」思考行動能力，並「建立」持久的個
人資源，範圍包括身體、社交資源到智慧和心理的資源，可以增加個體在面臨挑戰或困境時可動用的儲備資源。因而，本校提
出「你傳愛了嗎?--建置正向樂觀及友善校園計畫」，以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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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強化全校師生對於身心困擾學生的同理心，促進同儕間的自助與助人的服務精
神，建構校園同理意識，營造友善校園。今年延續 103 年特色計畫的執行，繼續以正向心理學的概念，推動學生正向經驗思考
與個人正向特質營造，今年希望能擴大推動正向環境為目標，以達成校園三段五級預防之初段預防目標，致力於健康促進與特
殊保護的預防工作，讓校園成為正向與友善的全人健康環境。

二、 規劃過程（請於一百字內簡述）
本校在教育部特色主題獎助計畫下，提出「你傳愛了嗎?--建置正向樂觀及友善校園計畫」，以「存開心、搬太陽—營造校園正
向傳愛與樂觀轉念」的正向推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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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避免學生自殺的憾事。另一方案為「他不重--建置尊重多元與友善校園環境」，
透過校園同儕志工的招募與建置，在學校衛生保健、資源教室和諮商中心志工的活動宣導，以協助更多身心創傷的學生。除此，
為建構正向樂觀及友善的校園環境，更舉辦導師及同儕志工的相關訓練，並且辦理同理心體驗學習課程，讓東吳大學全校師生
除了能在正向樂觀的情緒彼此激勵，也能夠尊重多元文化的差異，而能讓心受創的學生獲得更多的友善回應。104 年為達成上
述目標的達成，以初段預防之「健康促進」與「特殊保護」的預防工作，持續建構正向校園環境。

三、經費概算與目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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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用於本計畫（包含經常門與資本門）之經費，其來源包括學校經費及教育部各項獎補助經費。】
工作項目
籌備期

現況

第一年（近 概算金額
程）目標

活動發想、設 設計精神標

申請補助:

具體措施

第二年（中 概算金額
程）目標

具體措施

第三年（長 概算金額
程）目標

具體措施

1.設計活動架 1.修正活動內 申請補助:

1.設計活動架 1.修正活動內 申請補助:

1.修正活動方

計、籌募志工 誌、完成活動 115,000 元

構

構

案

等

架構、並以第 學校自籌:

2. 設計活動 2.修正活動架 學校自籌:

2.設計活動方 2.修正活動架 學校自籌:

2.修正活動架

一年活動基礎 0 元

方案

案

構

做為來年活動

3.設計活動標 3.增加活動內

3.增加活動內

3.活動內容擴

檢討

幟等

容

展設計

認知培力期 以學校導師和 完成導師及種 申請補助:

容

100,396 元

構

0元

容

容
構

185,000 元
0元

安排種子導師 除導師與種子 申請補助:

辦理導師、同 以前二年的經 申請補助:

將活動成效及

同儕志工等實 子導師與同儕 63,400 元

級導師與同儕 導師及同儕志 90,240 元

儕志工、班級 驗調整課程內 192,000 元

相關經驗編至

施正向心理

學校自籌:

志工教育訓練 工的訓練外， 學校自籌:

代表研習或訓 容，並修正適 學校自籌:

大專院校的活

93,900 元

並增加學校各 114,347 元

練活動

動教材

志工課程

學、情緒感染
理論、多元文

處室行政人員

化等課程

的訓練

校園宣導期 從活動開辦鼓 透過各種宣導 申請補助:

合大專院校活 95,067 元
動教材

1.活動宣誓日 1.修正宣導模 申請補助:

1.正向健康操 擴大校園宣導 申請補助:

1.修正活動宣

勵同學參與到 方式，鼓勵同 117,000 元

2.導生班級活 式

設計推廣

導內容

未來可以形成 學參與

學校自籌:

動宣導

校園的文化內

0元

3.校園海報宣 行舉辦宣導

涵

行動開展期 逐年增加全校 每月登記參與 申請補助:

師生參與比例 人次，並透過 116,800 元

2.鼓勵社團自 學校自籌:
9,000 元

2.太陽屋裝置 注意，讓正向 學校自籌:

2.讓傳愛故事

藝術比賽

成為媒體關注

議題成為社會 15,000 元

3.正向代言人 議題

4.FB 宣導

徵選活動

1.營造活動氛 1.增加全校師 申請補助:

1.同理有意識 1.增加全校師 申請補助:

1.開心大使選

圍，讓師生參 生參與度

體驗活動

拔

與

師生參與度

97,000 元

2.讓活動在籌 學校自籌:

生參與度

焦點

192,000 元

2.混障表演活 2.讓活動在籌 學校自籌:

2.回饋反思研

2.設計教材讓 備期不間斷進 0 元

動

討

導師在班級鼓 行

3.同理電影院 行

3.傳愛手札編

勵學生參與

及體驗回饋牆 3.增加行動參

製

裝置藝術

評估檢討與 建立基礎資 1.了解學校師 申請補助:
接案輔 料，進行相關 生情緒指數 28,800 元

方式並讓媒體 159,360 元

導

宣導管道增加 學校自籌:
0元

85,744 元

備期不間斷進 0 元

與管道

1.進行問卷調 1.持續進行問 申請補助:

1.持續進行問 1.持續進行問 申請補助:

1.持續進行問

查

卷調查

卷調查

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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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 元

卷調查

24,120 元

導期

結案

問卷調查與觀 2.同儕志工參 學校自籌:

2.參與觀察記 2.鼓勵研究生 學校自籌:

2.相關資料比 2.鼓勵研究生 學校自籌:

2.鼓勵研究生

察紀錄

錄分析

較分析

參與研究或自

0元

參與研究或自 0 元

參與研究或自 0 元

3.會議紀錄分 發性研究

3.接受諮商輔 發性研究

發性研究

開發的學生輔 4.接受諮商輔

析

導的學生狀態 3.相關資料比

3.相關資料比

導工作

導的學生狀態

4.接受諮商輔 較分析

分析

較分析

較分析

了解

導的學生狀態 4.接受諮商輔

4.研究成果發

4.進行研究發

分析

導的學生狀態

表

表

了解

5.接受諮商輔

5.接受諮商輔

導的學生狀態

導的學生狀態

了解

分析

3.相關資料比

完成工作成果 1.完成活動辦 申請補助:

1.活動辦理成 1.完成活動辦 申請補助:

1.活動辦理成 1.完成活動辦 申請補助:

1.完成活動辦

報告與核銷工 理

果整理

果整理

理

作

承辦人：

與觀察紀錄

因方案進行而 3.會議紀錄

29,000 元

理

18,620 元

理

20,620 元

2.完成工作評 學校自籌:

2.工作評估報 2.完成工作評 學校自籌:

2.工作評估報 2.完成工作評 學校自籌:

2.完成工作評

估報告

告撰寫

告撰寫

估報告

0元

估報告

0元

估報告

0元

3.完成核銷工

3.核銷工作報 3.完成核銷工

3.核銷工作報 3.完成核銷工

3.完成核銷工

作

部

部

作

4.工作成效檢

4.活動成果檢 4.辦理檢討會

4.活動成果檢 4.辦理工作研

4.辦理工作研

討會議

討會議辦理

討會議辦理

習會

作
議

作
習會

總計：

總計：

總計：

申請補助：

申請補助：

申請補助：

470,000 元

410,000 元

773,100 元

學校自籌：

學校自籌：

學校自籌：

93,900 元

123,347 元

110,067 元

會計主任：

學務主管：

33

校長：

四、特色主題計畫內容架構：
(一) 計畫架構圖
本計畫 104 年度方案執行架構圖如下:

健康促進--存開心校園
正向傳愛與轉念
104 年度東吳大學
「你傳愛了嗎?—建
置正向樂觀及友善
校園計畫」

特殊保護--搬太陽校園
友善同理環境建構

存開心、搬太陽全年
度宣導活動

教師、同學與同儕志
工研習訓練

1.正向健康操設計與發表
2.開心舒壓包試辦
3.身心健康促進體育體驗活動
4.開心祝福--母親節、教師節、新生入
學、歲末祝福
5.存開心代言人徵選
6.太陽屋裝置藝術比賽

1.同理舞東吳-同理心活動體驗
2.體育體驗活動參與回饋
3.當我們同在一起混障綜藝表演
4.當我們凍在一起-漸凍生命服務活動
5.友善同理體驗回饋牆裝置藝術
6.同理電影院

研究評估
1.行動研究參與觀察
2.開心卡回饋分析
3.幸福感量表施測與
分析
4.研究評估研討會

1.東吳大學存開心、搬太陽傳愛 FB 活動
2.每月一周校園行動宣導活動

1.同儕志工「正向健康促進與特殊保護工作」研習訓練
2.各學院導師「正向健康促進與特殊保護工作」研習訓練
3.班級代表生命教育教育研習
4.名人正向經驗分享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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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色與重點
1. 本計畫結合三段五級預防之初級預防理論，以健康促進和特殊保護二面向進而發展行動方案。
2. 本計畫執行過程從教師、同學與同儕志工認知培力教育，做為行動方案推動種子。
3. 本計畫透過全校性的宣導活動，以及健康操和體育體驗活動，共同營造校園正向心理與友善同理之校園氛圍。
4. 本計畫逐年擴大參與傳愛的行動方式，讓傳愛的概念從知識面到行動面及文字面，讓傳愛從內隱知識成為外顯知識，並透過文字成
為知識建構及行動建構的模式。
5. 本計畫進行中活動型態可能增進學生主動參與諮商的意願，進而減少學生發生自傷或自殺危機的事件。
6. 本計畫配合相關研究，讓行動方案在評估發展下成為未來校園推動正向力量的工作模式。

(三) 運用方法及學校行政支援
1. 經費來源：除教育部補助之外，依學校行政程序由學務處處內預算提供本計畫經費，做為學校配合款。
2. 行政支援：各類活動場地、器材設備之支援，依學校一般行政作業程序尋求相關單位（如體育室、總務處、學生事務處各單位、各
學系）配合支援提供。
3. 人力支援：本計畫除由學生事務處健康暨諮商中心統籌規劃，並由學務處及其他相關單位，依照計畫進度規劃執行外，其餘相關人
力支援有：
（1） 教學單位：導師及種子導師及結合學系行政人力。
（2） 行政單位人力資源：配合各單元活動性質，結合總務處、體育室及本校學生事務處各單位人力共同合作。
（3） 學生人力：招募同儕志工支援、組織健康暨諮商中心同儕志工團，並依執行過程中等相關需求，招募本校學生共同執行。

(四) 具體執行內容
正向情感可作為個體處於壓力時的緩衝，包括正向意義的再次評估、問題導向的處理方式、以及對於事件的發生賦予樂觀的意義，此種
處理模式能提升心理上的幸福感。因此，本校提出「你傳愛了嗎?—建置正向樂觀及友善校園計畫」
104年度本計畫延續去年精神，以三段五級之初級預防概念，推動健康促進與特殊保護工作，擴展為四項方案，主要活動內容如下：
1. 「健康促進--存開心校園正向傳愛與轉念」方案：以健康促進的目標，透過各項活動將身心健康以傳愛和轉念的概念，鼓勵全校同
學傳遞快樂與幸福的感受，讓正向樂觀的情緒能夠感染他人，也讓悲觀情緒者在接受正向情緒感染後轉念，以減少自我傷害的情事。
本方案如下說明：
(1) 正向健康操設計與發表：透過正向健康操設計與推動，讓同學學習健康操並可廣泛運用於課堂或節慶上，以身體活動帶來正
向的行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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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心舒壓包試辦：透過開心舒壓包製作與分享，讓同學在生活上能夠以按壓舒壓包適時減壓，並在共同製作過程中讓同學透
過溝通以紓解壓力。
(3) 身心健康促進體育體驗活動：與體育室合作，藉由正向健康操活動與吹氣比賽等活動，讓學生練習深呼深吸等健康訓練，達
到減壓與紓壓的練習。
(4) 開心祝福-母親節、教師節、新生入學、歲末祝福：在母親節、教師節、新生入學、歲末時，透過祝福卡的表達方式，讓學生
表達對母親、老師的感謝，以及同學和自己間的鼓勵及祝福。
(5) 存開心代言人徵選：透過存開心代言人的徵選活動，讓學生在徵選過程中表達自己正向的力量，並透過代言人活動參與的方
式，讓存開心搬太陽的力量繼續發展延續。
(6) 太陽屋裝置藝術比賽：透過太陽屋的裝置藝術比賽，讓學生重新注意太陽屋存在的必要，進而鼓勵學生盡量使用太陽屋中開
心卡的力量，給予自我轉念的機會。
2. 「特殊保護—搬太陽校園友善同理環境建構」方案：以特殊保護的目標，透過同理友善的活動辦理，讓學生在同學間能體會尊重多
元與友善同理他人的重要性，使校園環境逐漸發展出一個友善同理的文化，除能減少身心障礙歧視、更能發展主動支持與協助的正
向力量。
(1) 同理舞東吳-同理心活動體驗營：在東吳建校 115 校慶當天，辦理「同理舞東吳」的體驗活動，讓學生透過對視障、肢障、外
傷及體重過重、以及正向思考等主題的同理體驗，讓學生感受身心障礙的學習困擾及身心狀態為何，透過教育與反思回饋的
活動帶領，讓學生進而學習友善同理的重要性。
(2) 體育體驗活動參與與回饋：與體育室合作，透過盲人桌球、籃球、二人合作與硫酸河等體育活動的設計，讓學生在體育課所
營造的體驗學習情境下，學習了解身障生的生活困擾，及學習如何幫助身障生的技巧。
(3) 當我們同在一起~混障綜藝表演-城中場與雙溪場：除邀請混障綜藝團至校內表演，讓學生學習身心障礙人士努力向上的精神，
並鼓勵本校身心障礙學生上台表演，讓身心障礙學生能更獲得鼓勵與支持。
(4) 當我們凍在一起~漸凍生命服務活動：與音樂系合作，讓學校同儕志工至忠孝醫院漸凍病房提供服務學習，除有音樂系學生提
供音樂表演外，也讓同儕志工組隊至各病房協助相關服務工作，並佈置存開心太陽屋，讓漸凍人及其家屬在溫暖的音樂聲與
服務中感受溫暖，使學生能了解重大身障者的困難與家屬照顧的辛苦，並透過服務學習反思活動達到教育的意義。
(5) 友善同理體驗回饋牆裝置藝術：經過體育體驗活動的學習帶領，以開心卡撰寫反思回饋，並將回饋卡布置在校園一角，讓更
多學生能在參觀閱覽過程中，得到更多學習。
(6) 同理電影院：辦理同理電影院，選擇身心障礙人士奮鬥立志的電影觀看，並帶領同學於觀看後反思回饋，讓同學除了看電影
感受人生，也形成正向力量的擴散。
3. 存開心、搬太陽正向傳愛與轉念行動宣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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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吳大學存開心、搬太陽傳愛 FB 活動：延續 103 年度東吳大學存開心搬太陽傳愛 FB 的行動，希望藉由更多活動的推動與分
享，讓按讚人數能夠突破 3000 人，鼓勵更多學生或師長能夠 PO 文發表個人正向經驗，讓正向力量能夠傳遞在每個校園和校
外角落。
(2) 每月一周校園行動宣導活動：每月安排一周的時間，讓志工服務團隊同學在校園各角落，以制服或行動看版的方式在校園走
動，以達到行動宣導的效果。
4. 教師、學生與同儕志工研習培力訓練
(1) 同儕志工「正向健康促進與特殊保護工作」研習訓練：健康暨諮商中心辦理 120 位同儕志工的研習訓練，以每學期期初訓練
和歲末檢討會議方式，一方面讓同學了解 104 年度的活動方式，也鼓勵學生參與，並且在歲末檢討會議中檢討回饋，以提出
105 年度特色主題計畫。
(2) 各學院導師「正向健康促進與特殊保護工作」研習訓練：辦理五個學院導師活動及正向心理教學的研習訓練，讓導師能夠以
正向力量教學方式，讓賞識、優點、復原力的正向心理的概念，能在學校教育中傳遞。
(3) 班級代表生命教育研習：在二校區各辦理生命教育講座，邀請各班級代表參與生命教育活動，活動中除了邀請講者傳遞正向
經驗外，也將學校年度活動說明介紹予班級代表了解，使其回至班級內傳遞訊息，期能成為同儕輔導的力量。
(4) 名人正向經驗分享講座：透過名人講座辦理，以正向經驗內容讓學生了解如何在生活中或壓力中為自己找到正向支持的力量。
5. 研究評估：以行動研究概念，除延續103年度的特色計畫成效，並且持續在104年度中繼續行動推展。活動以參與觀察、質性與量化
方式蒐集資料且加以分析，研究評估以過程評估和結果評估方式呈現方案效能，最後以研討報告方式進行，讓所有參與者能夠在專
業指導下有創新的發想與檢討改進的空間。

(五) 預期效益
1. 成長：藉由同儕輔導的訓練，了解尊重差異與多元價值，並達到自助助人的目的。
2. 分享：藉由同儕分享正向熱情與生活小事，達到教育學生傳愛的分享精神與行動力。
3. 關懷：藉由同儕關懷及秉持熱心助人的服務精神，關懷校內身心創傷的學生，並提供適當協助與支持。
4. 感恩：藉由「你傳愛了嗎?—建置正向及友善校園計畫」的活動成果編輯成傳愛手札，讓更多值得被肯定的分享與感恩的紀錄，透
過文字傳遞傳愛信念與助人價值。
上述成效，將以行動研究方式，透過質化與量化的研究方法蒐集相關資料!在量化部分，將在每年活動初期進行校內師生憂鬱量表相
關的前測檢驗，並在年終期間以同樣量表進行後測檢驗；除此，相關活動都將進行參與滿意度或學習成效的檢驗，形成總結性的結果評估，
而在質化的部分，將透過學生在FB分享及開心卡或溫馨故事的內容作相關分析，並且在活動辦理期間將進行圖像或影片及文字觀察記錄分析，
以了解其活動過程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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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東吳大學捐款使用作業規定」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第一條
為使本校接受外界捐款之使
用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規定。
第二條
捐款使用之分類如下：
一、全校性專款。
二、特種基金
三、單位發展專款。
四、指定單位專款。
第三條
全校性專款者，併入本校年
度收入，統籌使用。
第四條
特種基金者，依程序訂定基
金使用辦法，並依辦法規定使用。
第五條
單位發展專款者，依「東吳
大學各單位發展專款設立要點」
訂定管理辦法，並依辦法規定使
用。
第六條
指定單位專款者，依社會資
源處「指定捐款通知單」之捐款
性質使用。其相關規定如下：
一、依「指定捐款通知單」之發
文日期起算，每筆專款限於
兩年內使用並核銷完畢。
二、每筆專款兩年內未使用並核
銷完畢者，其處理方式如下：
(一)單位檢附執行計畫書，
敘明具體內容及執行期
限，經專案簽請校長同
意後，專款得延長使用
至計畫執行完畢。
(二)單位申請轉入單位發展
專款，並依其規定支用。
(三)單位於期限內未提延用
計畫或申請轉入單位發
展專款者，配合本校年
度預算作業，由會計室
彙整提報，移作年度預

第一條
為使本校接受外界捐款之使
用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規定。
第二條
捐款使用之分類如下：
一、全校性專款。
二、特種基金
三、單位發展專款。
四、指定單位專款。
第三條
全校性專款者，併入本校年
度收入，統籌使用。
第四條
特種基金者，依程序訂定基
金使用辦法，並依辦法規定使用。
第五條
單位發展專款者，依「東吳
大學各單位發展專款設立要點」
訂定管理辦法，並依辦法規定使
用。
第六條
指定單位專款者，依發展處
「指定捐款通知單」之捐款性質
使用。其相關規定如下：
一、依「指定捐款通知單」之發
文日期起算，每筆專款限於
兩年內使用並核銷完畢。
二、每筆專款兩年內未使用並核
銷完畢者，其處理方式如下：
(一)單位檢附執行計畫書，
敘明具體內容及執行期
限，經專案簽請校長同
意後，專款得延長使用
至計畫執行完畢。
(二)單位申請轉入單位發展
專款，並依其規定支用。
(三)單位於期限內未提延用
計畫或申請轉入單位發
展專款者，移作本校收
入，統一運用。
三、專款之預借申請，應檢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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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未修訂。

未修訂。

未修訂。

未修訂。

未修訂。

1. 配合組織名稱調
整，修正單位名稱。
2. 明訂逾兩年未使用
之指定專款，其撥轉
學校收入程序。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算收入，統一規劃運用。
費概算表，於經費需求前一
三、專款之預借申請，應檢附經
個月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撥
費概算表，於經費需求前一
付，並於執行後 2 星期內辦
個月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撥
理核銷。
付，並於執行後 2 星期內辦
理核銷。
第七條
第七條
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本規定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實施，修正時亦同。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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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修訂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