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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4 學年度第 8 次(104 年 12 月 7 日)行政會議議程 

（104 年 12月 16日核定，經 104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4 年 12 月 7 日（一）下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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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巨資學院院長及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詹乾隆教務長（兼商學院院長）、 

莊永丞學務長、王淑芳總務長、馬嘉應研發長、姚思遠學術交流長、人社院謝政諭院長、 

外語學院林茂松院長、理學院宋宏紅院長、法學院洪家殷院長、秘書室謝文雀主任秘書、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會計室洪碧珠主任、圖書館林聰敏館長、教資中心王志傑主任、 

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推廣部劉宗哲主任、校牧室黃寬裕主任 

請假：顧名儀社資長、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 

列席︰中文系鍾正道主任、歷史系林慈淑主任、社會系石計生主任、社工系萬心蕊主任、 

音樂系孫清吉主任、師培中心李逢堅主任、英文系曾泰元主任、日文系蘇克保主任、 

德文系廖揆祥主任、語言教學中心呂信主任、數學系葉麗娜主任、物理系巫賢主任、 

化學系呂世伊主任、微生物系張怡塘主任、心理系徐儷瑜主任、經濟系傅祖壇主任、 

企管系胡凱傑主任、資管系何煒華主任、商進班柯瓊鳳主任、 

EMBA 碩士在職專班詹乾隆主任、巨資管理學院學位學程許晉雄主任、 

華語教學中心鄭匡宇副主任、陳雅蓉專門委員、註課組陳秀珍組長、註課組戴立明編審、 

研究事務組謝明秀組長、環安衛事務組相庚祥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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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採購辦法部分條文，並確認通過。 

伍、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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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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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項，執行情形詳如附件。 

決定：1 項尚未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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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0412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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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1、截至今日為止，教師教材上網率已達 50％。 

  2、期中預警制度，導師進行學業關懷，執行率已超過 90％。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分享旺報電子報，兩岸徵文活動中有一篇陸生家長之投稿「一塊漂亮的迎新抺布」，

文中描寫了本校對陸生之照顧及呈現了本校各學術及行政單位在迎接陸生的用心。

http://www.want-daily.com/portal.php?mod=view&aid=134642 

  人文社會學院： 

  提供人社院今年與美國及日本四所大學合辦活動，出版兩版論文集，贈給與會師長，

敬請指教。 

圖書館： 

  上週四本校圖書館與實踐大學圖書館合辦「當台灣漫畫遇上羅浮宮」之專題演講，

獲得很大的迴響。 

  秘書室： 

  1、本週三（12/9）將召開本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本校上學期開始向老師推廣會

議無紙化，所以本次校務會議將不發書面資料，請各位師長轉知校務會議代表攜

帶筆電或平板電腦與會。 

  2、有關積壓公文之統計表，已發送予相關單位，請師長提醒相關同仁改善。 

  3、秘書室接獲家長來電反應，某學系近期活動比較多，學生常為了活動，回到家都

已經半夜 12點，沒辦法唸書，本校期中預警制度，對家長也是一種壓力，請師

長提醒學系同仁，若接獲家長來電，請善意回應。 

  4、本校與大同公司進行合作計畫，「菁英獎學金專案」已透過德育中心通知本校 10

個研究所，因所有資料的接收及審查都由大同公司獎學金審查小組辦理，請有意

申請的同學請務必於期限內提出。本校與大同公司合作的內容有五大項：企業參

訪、企業實習、產學合作、企業說明會及校園徵才，12月 9日上午大同公司將與

本校洽談協議內容，如師長還有可合作之項目，歡迎提供予秘書室。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教學資源中心王主任志傑 

說明： 

一、「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自 97 年 6 月起實施，補助各學院專任教師，

協助課前準備、課堂協助、課後輔導，並配合課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

下，帶領同學進行實習、演算、實驗及討論。 

二、修訂「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第五條條文之說明如下： 

1、依據教育部 104 年 11 月 24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153873B 號令之「教

育部補助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實施要點第

四點修正規定」，教學助理得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

http://www.want-daily.com/portal.php?mod=view&aid=13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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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支給標準表」核支。其中，大專學生每人每月支給最高以不超過 6000

元為限、碩士班研究生每人每月最高以不超過 10000 元為限。 

2、為因應教育部兼任助理費用支給之規定，本校教學助理擬於 104 學年第

二學期起，同一位教學助理，不論學制，均以協助一門課程為限。 

決議：通過。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王總務長淑芳 

說明： 

一、103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修訂委員會設置辦法，將

原生物安全會所屬之生物性實驗室安全衛生業務納入委員會下統一運作，

以減少校內委員會數量，增加行政效率，並經 104 年 4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

正通過。 

二、經將修訂後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組織架構徵詢主管機關疾病管制署，該

署於 104 年 6 月 5 日回覆不同意。主要係因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下之實驗

室安全衛生小組召集人為理學院院長，非法規規定之首長或副首長；另由

首長召集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中雖有生物安全專業代表 2 人，但與總人

數 23 人相比，在專業審核運作上有疑慮。故擬修正「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設置辦法」將辦法中有關生物安全專業審核部分刪除，恢復原環境安全衛

生委員會及生物安全會分別運作之模式，但生物性實驗室一般安全衛生業

務仍於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下運作。 

三、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已通過「東吳大學環境安全衛

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通過。 

 

第三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產學合作作業要點」修訂案。 

提案人：馬研發長嘉應 

說明： 

一、為因應產學合作計畫案執行現況，並符合鼓勵之精神，擬增訂由學術單位

執行之鼓勵措施，另為使條文更清楚，擬修訂及調整部份文字。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敬請  討論。 

     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為提升延攬國內外人才及留住教學、研究、產學合作人才等效益，教育部

104 年 11 月 9 日以臺教高字(五)字第 1040142400 號函請各校調整：來自教

育部之彈性薪資經費，以挹注於教學及產學服務之績優人才為主；另科技

部之經費以挹注於研究及產學服務人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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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茲因本校教師彈性薪資所核發之績優加給係由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

計畫」經費所支應，故研擬修訂「東吳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本次

修訂之重點如下： 

（一）調整績優加給給與標準，以獎勵教學績優人才為主。 

（二）修訂獲得績優加給教師之執行義務。 

（三）明訂獲績優加給之新聘教師，得視需要補助其居住津貼。 

三、為避免影響已獲績優加給之教師，本修訂案通過後，建議已依本辦法審核

通過獲績優加給之教師，依原核定給予期限與繼續發給之規定辦理。 

四、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東吳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原條文及教育部

104 年 11 月 9 日臺教高字(五)字第 1040142400 號函，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五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實施要點」(草案)及「東吳大 

學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草案)。 

提案人：詹教務長乾隆 

說明： 

一、為維護高等教育品質，落實學位授予法規定，教育部曾多次來函(詳附件)

建議各校針對「加強學生學術倫理觀念」、「學位論文審查機制（含教師課

責）」及「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審查機制」等面向，具體建立學位論文相

關審查機制。 

二、復為及早養成學生正確學術倫理觀念，教育部建議各大學應開設學術倫理

及智慧財產權等有關課程，並列為研究所必修或畢業條件。 

三、另在教師課責及違反學術倫理之審查機制方面，教育部函請學校積極訂定

相關辦法，規範指導教授於學生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時應付相應連帶責

任，並宜明訂全校性處理原則，以建立完善審查機制。 

四、此外，教育部業已將「學術自律」之辦理情形納入「獎勵私立大學校務發

展計畫要點」審查項目中，以期各校訂定學術倫理相關規範。 

五、為回應教育部函示規定，並完備本校學術自律規範及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

理程序，擬定「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實施要點」(草案)及「東吳大

學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六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與英國布里斯托大學與韓國釜山外國語大學簽訂校級 

學術交流協議與學生交換協議案。 

提案人：姚學術交流長思遠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學年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2 次書面審查(104.1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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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

生交換協議。 

三、其中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簽署代表層級為 Pro Vice-Chancellor International，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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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簽署層級對應，建請我校由副校長代表簽署，學校簡介及協議草案請詳

附件 1-2，其中附件 2 之韓文版協議委請翻譯社翻譯校對證明請詳附件 3。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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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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校務會議預

算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 

通過。 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採購辦法」

修正案。 

通過。 會議紀錄確認後，將簽請校

長核定，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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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 

執行情形彙整表 

104.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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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外語學院提出具體計畫，研議

如何與現有課程及資源結合，提 

升學生英語溝通能力。 

【104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 

外語學

院 

 研議中 繼續管

制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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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97 年 6 月 3 日通過 

97 年 11 月 13 日修正第三、九條 

98 年 6 月 22 日修正第五、七條 

98 年 12 月 4 日修正第七條 

99 年 6 月 15 日修正第一至十三條 

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第二至四、十、十一條 

101 年 5 月 2 日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8 月 14 日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3 月 18 日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10 月 13 日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7 月 20 日第 2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11 月 9 日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o 月 o 日第 o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為教學資源中心辦理隨堂教學助

理補助計畫，特訂定本辦法。 

無修訂。 

 第 二 條   

申請條件： 

一、申請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 

二、申請補助以修習人數 35 人以

上之課程為優先。 

無修訂。 

 第 三 條 

補助原則： 

一、以實習、演算、實驗及具討論

性質之課程為主，並以大一或

大二（法律系可至大三）之基

礎必修課程及共通課程為優

先補助對象。 

二、全學年之課程得同時申請上、

下學期補助，惟下學期補助與

否需視上學期執行成果而定。 

三、凡一年內到校之新進教師，得

依其需求並參考前述所列之

課程性質提出申請，額度以一

門為限，且不列入學院分配之

額度。 

無修訂。 

 第 四 條   

申請期限及受理單位： 

一、申請期限為每學期結束前兩個

月。 

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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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學系、師資培育中心及語言

教學中心之專任教師請至「教

學助理線上申請系統」填寫教

學助理申請資料，向所屬學院

提出申請。 

三、共通課程（外文除外）之專任

教師請至「教學助理線上申請

系統」填寫教學助理申請資

料，向通識教育中心提出申

請。 

四、新進教師得於應聘後向教學資

源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提出

申請。 

第 五 條   

隨堂教學助理之限制： 

一、隨堂教學助理由授課教師自行

遴選，限本校在學學生，且以

研究生為優先考量，若該系無

碩博士班，則以大學部最高年

級成績優秀學生為聘用條

件，惟修習該課程學生不得擔

任該課程之隨堂教學助理。 

二、同一位助理擔任隨堂教學助

理，以協助一門課程為限。 

第 五 條   

隨堂教學助理之限制： 

一、隨堂教學助理由授課教師自行

遴選，限本校在學學生，且以

研究生為優先考量，若該系無

碩博士班，則以大學部最高年

級成績優秀學生為聘用條

件，惟修習該課程學生不得擔

任該課程之隨堂教學助理。 

二、同一位助理擔任隨堂教學助

理，總計以協助兩門課程為上

限。 

第五條第二項條

文，原為「同一位

助理擔任隨堂教學

助理，總計以協助

兩門課程為上

限」，修訂為「同一

位助理擔任隨堂教

學助理，以協助一

門課程為限」。 

 第 六 條   

隨堂教學助理任務含課程準備、課

堂協助、課後輔導，並配合課程需

要，在授課教師指導下，帶領同學

進行實習、演算、實驗及討論，並

參與教學資源中心所規劃之助理

培訓活動。教師不得要求助理處理

與課程無關之行政庶務及個人研

究等工作。 

無修訂。 

 第 七 條   

隨堂教學助理經費補助： 

一、助理費用以其輔導班級數為單

位；博士生助理每班每月補助

新台幣捌仟元整，碩士生助理

每班每月補助新台幣陸仟元

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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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學士生助理每班每月補助

新台幣伍仟元整。 

二、助理補助名額依年度經費規

劃，並公告周知。 

 第 八 條   

隨堂教學助理培訓： 

一、凡獲補助之助理應參加教學資

源中心教學助理培訓課程及

期末成果發表會。 

二、助理若無法參加上述活動者，

應於三日前依規定填寫請假

單，經教學資源中心同意後，

另安排觀看培訓錄影以完成

培訓工作。未完成培訓工作

者，取消助理資格。 

三、助理參加上述活動之情形將列

入教學助理考核依據，出席率

達百分之百者，始可核發教學

助理證明書。 

無修訂。 

 第 九 條   

隨堂教學助理考核： 

一、學期進行中，授課教師需協助

進行「教學助理成效問卷調

查」，以掌握助理協助教學之

成效。 

二、授課教師應於學期結束前完成

「教學助理評量表」，以考核

其成效。 

三、學期結束前，助理需協助教師

彙整「教學助理協助教學計畫

成果報告」並提交教學資源中

心，且參與「教學助理期末成

果發表會」。 

無修訂。 

 第 十 條   

隨堂教學助理之審查依「隨堂教學

助理審查作業要點」辦理之。 

無修訂。 

 第 十一 條   

表現優異之隨堂教學助理，可獲頒

優良教學助理獎勵及獎狀，其遴選

要點另訂之。 

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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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

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無修訂。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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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二 

教育部補助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實施要點 

第四點修正規定 

四、補助基準: 

(一)以總經費之八成補助全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之大學校院辦理獎勵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其他子計畫；以總經費之二成推動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計畫。各校經費補助額度依計畫審核結果及本部預算額度定之。 

(二)除配合本部政策推動辦理之短期專案補助外，學校應提出相對應之自籌款

支應，並不得低於本部核定補助額度之百分之十。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第九條及本部與所屬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

型補助款處理原則第四點規定，本部對直轄市政府所屬學校之計畫型補助

款上限不得逾計畫總額之百分之九十，學校並應依核定補助額度提出相對

之配合款。學校配合款未依原計畫預算支出或提供者，本部得酌情刪減下

一年度之補助經費。 

(三)補助經費係供學校提昇整體教學品質並建立完善配套機制，學校得基於全

校整體性考量，聘請短期任教之教師及補強整修配合改善教學環境所需之

硬體，並得運用於聘用編制外之人員或編制內人員（不包括行政人員）除

法定給與外之各項人事費支出（例如延聘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技術人

員、博士後研究人員之薪資及延聘國內、外一流師資擔任特聘職教授）;其

用以延聘國外優異教師者，任教期間最高薪資得比照其於國外之待遇支領，

以提升教學品質。 

(四)前款經費不得用於下列情形： 

  1.新聘編制內師資。但國內第一次聘任者，不在此限。 

  2.新建校舍建築。 

(五)前二款經費之運用，學校應訂定各項人事費彈性薪資及給與要點，始得據

以實施。 

(六)因應本計畫聘用專、兼任 研究人員、行政助理及教學(研究)助理等編制

外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之待遇，依下列規定辦理: 

1.專任人員: 依學校自行訂定之標準核支。 

2.兼任人員: 得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核支；

超出本部補助經費編列基準者，應由學校自籌款勻支。 

3.各計畫所增聘專任研究人員、助理之人事費用應包括勞、健保費、勞退基

金(或離職儲金)。 

4.學生擔任本計畫兼任助理之相關權益保障，應依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校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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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辦理。學習型助理支給之獎助學金，

或僱傭型助理支給之薪資、勞健保及勞退基金(離職儲金費用)等經費，得

由補助經費支應。 

(七)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及其他子計畫必要之出國

計畫，應以學校配合款支應出國人員所需國外差旅費，不得以本部補助經

費支用之；但學校選送教師出國學習全英語授課相關專業知能者，不在此

限。學校推動計畫中有編列於招生時所提供入學之獎助學金，應由學校配

合款勻支。 

(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及第二點第三款所訂子計

畫經費之請撥、支用及核結作業，應依本要點辦理，如有未盡事宜，應依

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九)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除依前八款規定辦理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各項補助經費由中心學校保留部分統合推動之經費，其餘配合計畫分配各

夥伴學校執行，中心學校應負責經費執行之管控及核銷。 

  2.已獲得本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第二期為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及第二點第一款所定計畫經費補助之學校；其為中心學校者，本

部僅補助支應中心運作及統合所需經費；其為夥伴學校者，除該校實際執

行第二點第二款所定計畫且協助推動該計畫外，本部不再予以經費補助。 

  3.所購置之硬體設備應以可發揮跨校間合作利益為前提，缺乏跨校整合性、

綜效性之計畫，不宜納入第二點第二款所定計畫中執行。但未獲得本部發

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二期為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第

二點第一款所定計畫經費補助之學校，為執行全校性推動計畫者得納入區

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中執行。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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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三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博士班研究生 
碩士班 

研究生 

大 專 

學 生 
講師級 助教級 

未獲博士候選人資

格者 
已獲博士候選人

資格者 

 

最高以不超

過30,000元

為限 

 

 

最高以不超

過34,000元

為限 

 

 

最高以不超

過10,000 元 

為限 

 

 

最高以不超

過6,000 元 

為限 

 

6,000元 5,000元 

註：1.表列數額為每人每月支給兼任助理費用標準。 

：2.其他機關(構)提供之配合款不受本標準表限制。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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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東吳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維護校園環境品

質，防止職業災害，

保障教師、學生及職

工之工作安全，依據

「學校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要點」、「職業

安全衛生法」、「學

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辦法」、「游離

輻射防護法」、「管

制藥品管理條例」及

「政府機關及學校全

面節能減碳措施」等

規定，特訂定「東吳

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設置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為維護校園環境品

質，防止職業災害，

保障教師、學生及職

工之工作安全，依據

「學校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要點」、「職業

安全衛生法」、「學

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辦法」、「游離

輻射防護法」、「感

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

法」、「管制藥品管

理條例」及「政府機

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

碳措施」等規定，特

訂定「東吳大學環境

安全衛生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設

置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依據疾管署指示，生物安

全會專業審核部分依原

有「東吳大學生物安全會

設置辦法」獨立運作，故

刪除「感染性生物材料管

理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 23

人，其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計 8

人，分別為校

長、副校長、教

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理學院

院長、人事室主

任、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 

二、專業委員：計 7

人，分別為物理

學系主任、化學

學系主任及微生

物學系主任，及

由理學院推派具

毒性化學專業 3 

人、輻防專業 1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 23

人，其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計 8

人，分別為校

長、副校長、教

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理學院

院長、人事室主

任、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 

二、專業委員：計 7

人，分別為物理

學系主任、化學

學系主任及微生

物學系主任，及

由理學院推派具

毒性化學專業 2 

人、生物安全專

配合疾管署規定，生物安

全會專業審核部分依原

有「東吳大學生物安全會

設置辦法」獨立運作，刪

除生物安全專業代表 1

人、將代表名額重新分配

與毒性化學代表，由 2

人調整為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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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人之教師或行政

人員。 

三、教職工委員：計

8 人，分別為： 

(一)教師委員 5 人，

除理學院外，由各

學院遴選教師代

表一人。 

(二)職工委員 3 人，

由全校行政單位

遴選職員代表 2

人、工友代表 1

人。 

校長為主任委員兼召

集人。當然委員及專

業委員學系主任代表

之任期隨職務調整，

其餘委員之任期兩

年，得連任，遇缺時

則重新遴選。 

本委員會一般行政工

作由總務處環境安全

衛生暨事務管理組負

責。 

業 1 人、輻防專

業 1 人之教師或

行政人員。 

三、教職工委員：計

8 人，分別為： 

(一)教師委員 5 人，

除理學院外，由各

學院遴選教師代

表一人。 

(二)職工委員 3 人，

由全校行政單位

遴選職員代表 2

人、工友代表 1

人。 

校長為主任委員兼召

集人。當然委員及專

業委員學系主任代表

之任期隨職務調整，

其餘委員之任期兩

年，得連任，遇缺時

則重新遴選。 

本委員會一般行政工

作由總務處環境安全

衛生暨事務管理組負

責。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

下： 

一、職安暨綠色校園

方面： 

(一)研議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與規

章。 

(二)研議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練與宣

導事項。 

(三)研議校園環境保

護政策、規章。 

(四)研議校園環境教

育與宣導事項。 

(五)研議廢棄物處理

與資源回收事項。 

(六)其他有關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及環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

下： 

一、職安暨綠色校園

方面： 

(一)研議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與規

章。 

(二)研議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練與宣

導事項。 

(三)研議校園環境保

護政策、規章。 

(四)研議校園環境教

育與宣導事項。 

(五)研議廢棄物處理

與資源回收事項。 

(六)其他有關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及環

配合疾管署規定，生物安

全會專業審核部分依原

有「東吳大學生物安全會

設置辦法」獨立運作，刪

除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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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境保護事項。 

二、能資源永續利用

方面： 

(一)統籌本校節能減

碳政策規劃及相

關規章之研擬。 

(二)研議校園水、

電、燃料、用紙等

能資源永續利用

之計畫目標及相

關管理事項。 

(三)研議校園空氣、

廢水與噪音污染

防治事項。 

三、教職工健康促進

方面： 

(一)研議人員職業健

康檢查之管理與

評估事項。 

(二)研議職場健康保

護、健康促進之相

關管理計畫及規

章修訂事項。 

(三)研議人因性危

害、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及執行

職務遭受身體或

精神不法侵害預

防事項。 

四、實驗室安全衛生

方面： 

(一)實驗室職安方

面： 

1.研議實驗室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

辦法與規章。 

2.研議實驗室職

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練與宣導事

項。 

3.研議實驗室安

全衛生定期檢查

與管理暨災害調

查處理事項。 

境保護事項。 

二、能資源永續利用

方面： 

(一)統籌本校節能減

碳政策規劃及相

關規章之研擬。 

(二)研議校園水、

電、燃料、用紙等

能資源永續利用

之計畫目標及相

關管理事項。 

(三)研議校園空氣、

廢水與噪音污染

防治事項。 

三、教職工健康促進

方面： 

(一)研議人員職業健

康檢查之管理與

評估事項。 

(二)研議職場健康保

護、健康促進之相

關管理計畫及規

章修訂事項。 

(三)研議人因性危

害、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及執行

職務遭受身體或

精神不法侵害預

防事項。 

四、實驗室安全衛生

方面： 

(一)實驗室職安方

面： 

1.研議實驗室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

辦法與規章。 

2.研議實驗室職

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練與宣導事

項。 

3.研議實驗室安

全衛生定期檢查

與管理暨災害調

查處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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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毒性化學物質方

面： 

1.研議毒性化學

物質運作管理規

定與督導實施。 

2.研議毒性化學

物質危害預防及

應變計畫。 

3.審議單位運作

毒性化學物質核

可文件、登記文

件之申請。 

4.監督毒性化學

物質運作紀錄之

彙整及定期申

報。 

5.其他有關毒性

化學物質運作管

理事項。 

(三)輻射防護方面： 

1.研議輻射防護

計畫與規章。 

2.研議輻射防護

教育訓練與宣導

事項。 

3.研議輻射物

質、設備及廢棄

物之管制與處理

事項。 

4.研議輻射安全

督導及監測事

項。 

5.其他有關輻射

安全防護事項。 

(四)管制藥品方面： 

1.研議管制藥品

運作管理規定與

督導實施。 

2.其他有關管制

藥品管理事項。 

 

(二)毒性化學物質方

面： 

1.研議毒性化學

物質運作管理規

定與督導實施。 

2.研議毒性化學

物質危害預防及

應變計畫。 

3.審議單位運作

毒性化學物質核

可文件、登記文

件之申請。 

4.監督毒性化學

物質運作紀錄之

彙整及定期申

報。 

5.其他有關毒性

化學物質運作管

理事項。 

(三)輻射防護方面： 

1.研議輻射防護

計畫與規章。 

2.研議輻射防護

教育訓練與宣導

事項。 

3.研議輻射物

質、設備及廢棄

物之管制與處理

事項。 

4.研議輻射安全

督導及監測事

項。 

5.其他有關輻射

安全防護事項。 

(四)生物實驗安全方

面： 

1.審議、稽核與督

導感染性生物材

料運作管理事

項。 

2.研議生物實驗

安全教育訓練與

宣導事項。 

3.研議生物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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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安全危害預防及

緊急應變計畫。 

4.審議實驗室之

生物安全等級、

啟用或關閉與生

物安全爭議問

題。 

5.其他有關生物

實驗安全管理事

項。 

(五)管制藥品方面： 

1.研議管制藥品

運作管理規定與

督導實施。 

2.其他有關管制

藥品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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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生物安全會設置辦法 
 

103 年 9 月 15 日行政會議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確保教職員工生從事生物實驗教學及研究之安全，依衛生福利部頒布之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設置「東吳大學生物安全會」（以

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管理組織，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召集人一名，由副校長兼任。 

二、本會成員五名，由召集人就本校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主

管、實驗室或保存場所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或其他具備相關專業知識

人員聘兼之，任期兩年。 

三、本會下置幹事一名，由總務處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組人員兼任，承召集人

之命襄理會務；執行祕書一名，由理學院行政技術人員兼任，負責本會執

掌之安全管理事項的執行。 

第 三 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審核第二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或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輸

出入。 

二、審核使用第二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或生物毒素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等級。 

三、審核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 

四、審核實驗室之新建、改建、擴建、啟用或停止運作計畫。 

五、審核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爭議事項。 

六、督導每年辦理實驗室之生物安全內部稽核及缺失改善。 

七、督導實驗室人員之生物安全訓練。 

八、審核及督導其他有關感染性生物材料及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管理事項。 

九、處理、調查及報告實驗室之生物安全意外事件。 

第 四 條  本會如需召開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並視需要邀

請或指定相關人員列席或報告，以研議第三條規定之業務內容執行情形。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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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東吳大學產學合作作業要點」修訂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十二、合作計畫案之鼓勵措施 

(一)由研究發展處編列預算

支應，並於每年 3月初依

合作計畫案契約或經費

核定清單編製獎勵金撥

付明細，函請主持人辦理

相關事宜，情形特殊者得

另以專案辦理。 

(二)獎勵金依下列方式計算： 

1、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

計畫案：以管理費額度

之 20%作為主持人之

獎勵金，15%作為執行

學系之辦公費。 

2、由本校教師擔任總主

持人之整合型計畫案

或由本校教師擔任主

持人之非屬科技部之

合作計畫案：:以管理

費額度之 35%作為主

持人之獎勵金，10%作

為執行學系之辦公

費，5%作為執行學院之

辦公費。 

 3.由學術單位執行之合

作計畫案：以管理費額

度之 30%作為執行學

術單位之辦公費。 

(三)凡本校專任教師主持之

合作計畫案，應個別計算

每項計畫獎勵金；若為多

年期計畫，則應以當年度

合作計畫案經費列計獎

勵金額； 

若屬整合型計畫，則需先

扣除非本校專任教師主

十二、合作計畫案之鼓勵措施 

(一)由研究發展處編列預算

支應，並於每年 3 月初依合

作計畫案契約或經費核

定清單編製獎勵金撥付

明細，函請主持人辦理相

關事宜，情形特殊者得另

以專案辦理。 

(二)獎勵金依下列方式計算： 

1、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

計畫案：以管理費額

度之 20%作為主持人

之獎勵金，15%作為執

行學系之辦公費。 

2、執行非屬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之合作計畫

案及由本校教師擔任

總主持人之整合型計

畫案：以管理費額度

之 35%作為主持人之

獎勵金，10%作為執行

學系之辦公費，5%作

為執行學院之辦公

費。 

 

 

 

 

(三)凡本校專任教師主持之

合作計畫案，應個別計算

每項計畫獎勵金；若為多

年期計畫，則應以當年度

合作計畫案經費列計獎

勵金額； 

若屬整合型計畫，則需先

扣除非本校專任教師主

 

 

 

 

 

 

 

 

1.國科會

自 103年 3

月 3日起改

制為科技

部。  

 

2.為使條

文更清

楚，調整並

修正文字。 

 

 

 

 

 

3.增訂由

學術單位

執行之合

作計畫案

之獎勵措

施。  



22 

 

持之子計畫經費後獎勵

之。 

(四)獎勵金將於每年 3月底前

撥入主持人帳戶，並依規

定辦理扣稅事宜；主持人

得視需要選擇將部分或

全額獎勵金做為執行合

作計畫案之辦公費，辦公

費將撥入所屬學系轉

發，其支用期限得延用一

學年，並於限期內檢據辦

理核銷；各學院、系之辦

公費，依相關規定支用。 

(五)主持人如於學期中離職移

轉合作計畫案，則不撥付

獎勵金，另依契約或合作

機構規定結案如有餘款

而須繳回部分管理費

者，主持人須依比例繳回

已撥付之獎勵金或辦公

費。 

持之子計畫經費後獎勵

之。 

(四)獎勵金將於每年 3月底前

撥入主持人帳戶，並依規

定辦理扣稅事宜；主持人

得視需要選擇將部分或

全額獎勵金做為執行合

作計畫案之辦公費，辦公

費將撥入所屬學系轉

發，其支用期限得延用一

學年，並於限期內檢據辦

理核銷；各學院、系之辦

公費，依相關規定支用。 

(五)主持人如於學期中離職

移轉合作計畫案，則不撥

付獎勵金，另依契約或合

作機構規定結案如有餘

款而須繳回部分管理費

者，主持人須依比例繳回

已撥付之獎勵金或辦公

費。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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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產學合作作業要點 
102年 2月 25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有效管理產學合作計畫案，特依「東吳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契約書，應明訂下列事項：  

(一)合作計畫案名稱、內容、時程及交付項目。   

(二)合作計畫案經費、付款方式及資源。 

(三)合作機構如要求本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者，應明

訂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本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以合作計畫案實際交付經費上限

為原則。 

(四)合作計畫案產生之智慧財產或研發成果，除雙方契約或法律另有規定外，歸屬本

校所有；本校得約定將全部或部份授權合作機構使用。 

 (五)合作機構如須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明訂其授權方式、使用

方法及範圍。 

(六)相關人員如有利益衝突事項或有利益衝突之虞，應予迴避，保密條款之保密責任

及期限應明訂於契約中。 

(七)合作計畫案所購置之房屋建築物權利之歸屬，依雙方契約之規定；所購置之圖書、

期刊、儀器、設備等，除另有約定外，應依規定由本校納入校產統一管理運用。 

(八)合作雙方之執份數。 

三、行政管理費之編列與支用： 

（一）受政府或公益機構補助或委託之合作計畫案，補助或委託之經費應列 8%以上之

管理費，但補助或委託機構訂有管理費支付標準者，得依其標準。  

（二）受公、民營事業機關補助或委託之合作計畫案，補助或委託之經費應列 15%以

上之管理費，情形特殊者得專案簽准後辦理。  

（三）行政管理費由本校依合作機構之規定，統籌支用。 

（四）主持人於合作計畫案執行期間轉任他校時，管理費之 40%應歸本校，其餘 60%

依主持人執行月數比例分配。 

四、人員：  

（一）合作計畫案之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教師或專任研究人員。  

（二）主持人得聘請校內外人士擔任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人員或助理人員，

以利合作計畫案之進行。主持人並得依合作機構核定之標準與經費，將專任研

究人員請聘為本校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或研究助理；將專任助理人

員請聘為本校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並由人事室負責辦理其勞健保事宜。  

（三）在職或在學人員不得擔任專任研究人員或專任助理人員；兼任研究人員、兼任

助理人員及臨時工作人員之聘任，依合作機構核定之標準與經費由主持人決定，

其到離職日期由主持人通知人事室、會計室及圖書館，據以辦理相關事宜。 

五、經費：  

（一）合作計畫案經核定後，在經費撥付本校之前，必要時得由主持人簽請預支經費；

經費撥付本校後由會計室統籌管理，並依本校正常程序申領。其中經常費部份，

主持人於執行合作計畫案初始，得預領二萬元為零星支用，事後檢據核銷撥補，

至合作計畫案結束時繳回。會計室將負責保管合作計畫案之憑證至研究發展處

報送合作機構結案為止；如經合作機構授權憑證就地審查者，於完成校內結案

後，憑證由研究發展處轉會計室存查。合作計畫案之憑證若經合作機構退回剔

除，其經費由主持人繳回學校，以利辦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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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依契約或核定項目金額支用，如有變更，應簽請研究發展處函轉合作機構徵

得同意，或依合作機構規定經由校內行政程序核定後辦理。  

（三）人事費之發給方式及所得之扣繳，於填具相關表格後，悉依契約按月撥付。研

究人員及助理人員參加勞健保，其自付額由薪資中扣除，雇主負擔部分以合作

計畫案經費支付，惟合作計畫案未編列該項經費或因助理職級變更以致勞、健

保費不足時，由主持人籌措。 

六、合作計畫案作業：  

（一）合作計畫案如需購買物品或器材，應依政府或本校採購作業規定，委請總務處

購置，費用由編列核准之預算中撥付。  

（二）合作計畫案進行時，如需借（租）校內外場地及器材，所需費用由編列核准之

經費支付。 

（三）合作計畫案應於契約期限內依照規定辦理結案手續。  

（四）合作計畫案進度遲延或不能依約如期完成時，主持人應檢具事證說明理由，簽

請研究發展處依契約規定辦理，如因遲延履約而須繳納逾期違約金，應由主持

人負擔。  

（五）合作計畫案因特殊原因無法繼續時，主持人應提具書面說明，簽請研究發展處

依契約規定辦理契約終止，如因而導致合作機構增加支付之費用或有所損失，

應由主持人負擔。  

（六）合作計畫案結束時，得依契約規定由本校發給相關證明。  

(七) 執行合作計畫案所需申辦程序之表單、契約、憑證等已有及衍生之相關文件資

料，不論收執為正本、副本或影本，各相關單位皆應妥為存查，俾做為辦理業

務之依據，以提高處理效率。 

七、合作計畫案資產：  

（一）合作計畫案之主持人於結案時，除合作機構另有規定外，應備妥結案報告、成

果發表會論文及相關資料，依本校「機構典藏系統作業辦法」辦理保存；合作

機構訂有「研究報告」之格式者，依其格式。報告對外發表時，須註明東吳大

學。  

（二）因準備或進行合作計畫案而衍生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益，包括但不限於各項

國內外專利權（含申請權）、商標權、著作權、積體電路電路佈局權、營業秘

密及技術秘密，其歸屬應依契約或法律之規定。如依約或依法其權利屬於受補

助或受委託者，則全部歸本校所有並行使之。有關本校與主持人暨相關人員間

之利益分配，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歸屬暨分配處理要點」辦理。  

（三）合作計畫案所購置之圖書、設備等，如契約無特別規定，於結案後，應歸本校

所有，並註明經費來源，以利查考。 

八、參與合作計畫案人員之義務：  

(一)參與人員應依契約負保密義務及保管合作計畫案有關之文件、檔案或紀錄，並應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參與或協助合作計畫案之進行，不得有損及本校信譽

或權利之行為。 

(二)合作機構或本校如因申請、移轉或實施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而需特定人員出

具文件或為一定行為時，該人員應在受通知後立即配合辦理。 

九、主持人執行合作計畫案已依規定辦理結案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後之結餘款。其處理原

則：  

(一)依契約或合作機構規定結餘款須繳回者，從其規定辦理。 

(二)結餘款無須繳回者，由本校統籌運用，主持人如欲運用結餘款進行合作計畫案之

後續作業，得以專案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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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持人調離原聘單位或離職時，其合作計畫案之結餘款悉由本校統籌運用。 

十、行政管理費之用途如下： 

(一)水費、電費、電話費及瓦斯費。 

(二)協辦合作計畫案業務相關之人事費用。 

       (三)作為專任助理公提離職儲金、補充保費等所需費用。 

(四)其他與合作計畫案有關，且於執行期限內之開支。 

十一、合作計畫案結餘款之用途如下： 

(一)由本校統籌運用之結餘款，得作為管理費收入或研究發展處「計畫配合款」之

專款，由研究發展處統籌運用之。 

(二)主持人如欲運用結餘款進行計畫之後續作業，得依下列用途，以專案簽准： 

1.支應主持人相關研究計畫(須註記計畫名稱)。 

2.撥充學院或學系發展專款。 

3.其他與原合作計畫案有關之費用。 

十二、合作計畫案之鼓勵措施： 

(一)由研究發展處編列預算支應，並於每年 3月初依合作計畫案契約或經費核定清

單編製獎勵金撥付明細，函請主持人辦理相關事宜，情形特殊者得另以專案辦

理。 

(二)獎勵金依下列方式計算： 

1、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以管理費額度之 20%作為主持人之獎勵金，15%

作為執行學系之辦公費。 

2、執行非屬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合作計畫案及由本校教師擔任總主持人之

整合型計畫案：以管理費額度之 35%作為主持人之獎勵金，10%作為執行學

系之辦公費，5%作為執行學院之辦公費。 

(三)凡本校專任教師主持之合作計畫案，應個別計算每項計畫獎勵金；若為多年期

計畫，則應以當年度合作計畫案經費列計獎勵金額；若屬整合型計畫，則需先

扣除非本校專任教師主持之子計畫經費後獎勵之。 

(四)獎勵金將於每年 3月底前撥入主持人帳戶，並依規定辦理扣稅事宜；主持人得

視需要選擇將部分或全額獎勵金做為執行合作計畫案之辦公費，辦公費將撥入

所屬學系轉發，其支用期限得延用一學年，並於限期內檢據辦理核銷；各學院、

系之辦公費，依相關規定支用。 

(五)主持人如於學期中離職移轉合作計畫案，則不撥付獎勵金，另依契約或合作機

構規定結案如有餘款而須繳回部分管理費者，主持人須依比例繳回已撥付之獎

勵金或辦公費。 

十三、產學合作計畫案相關之人事、採購、經費支用及核銷等事項，依契約規定辦理，契

約無規定者，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辦理產學合作業務時，應由研究發展處統籌合作計畫案契約事宜，確認契約內容與

相關法令相符，並追蹤履約進度，處理爭端，必要時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十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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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東吳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校現職及新聘之專任教師在

學術上有具體優良成績者，得由學系

主任推薦，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查給予績優加給及核給比例。績優加

給給與標準如下：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每月支給 12

點績優加給。 

二、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每月支給

10 點績優加給。 

三、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每月支給 8

點績優加給。 

四、曾獲本校教學傑出獎合計三次：

每月支給 3 點績優加給。 

五、曾獲本校教學傑出獎及教學優良

獎合計三次：每月支給 1 點績

優加給。 

六、教師具特殊優秀教學事蹟，且提

供具體佐證資料者：每月支給 1

點績優加給。 

七、教師具其他相當於上述各款成績

者，得比照各該款支給績優加

給。 

前項加給每一點數為新臺幣壹

萬元。 

曾獲績優加給之教師，若再符

合第一項各款成績，得於審查通過後

再核給績優加給，除第一項第四款

外，其餘各款成績不得重複採計。 

 

第四條 

本校現職及新聘之專任教師在

教學、研究有具體優良成績者，得由

學系主任推薦，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查給予績優加給及核給比例。績

優加給給與標準如下：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每月支給 12

點績優加給。 

二、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每月支給

10 點績優加給。 

三、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每月支給 8

點績優加給。 

四、曾獲行政院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獲獎一次者，每月支給 3 點績

優加給；獲獎二次者，支給 6

點績優加給，以此類推。 

五、曾依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

殊優秀人才措施，獲「東吳大

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

法」之「研究傑出」獎勵合計

三次：每月支給 1 點績優加給。 

六、曾獲本校教學傑出獎及教學優良

獎合計三次：每月支給 1 點績優

加給。 

七、教師具其他相當於上述各款成績

者，得比照各該款支給績優加

給。 

前項加給每一點數為新臺幣壹

萬元。 

曾獲績優加給之教師，若再符合

第一項各款成績，得於審查通過後再

核給績優加給，惟各款成績不得重複

採計。 

調整績優加給給與標

準，以獎勵教學績優人

才為主。 

第七條 

獲得績優加給之教師，應致力於

教學成果之提升，並應於第一年給與

期限屆滿前三個月繳交執行績效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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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獲得績優加給教師

之應執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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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執行績效係指於績優

加給給與期間內，執行以下相關義務

兩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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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執行教學卓越計畫擔任計畫主持

人。 

六、其他提升教學績效之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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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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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列

各款資格之新聘教師，除依本校相關

規定提供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外，

並得視需要補助居住津貼。 

第九條 

符合本辦法四條第一項所列各

款資格之新聘教師，除依本校相關規

定提供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外，並

得視需要專案申請優先分配教師宿

舍。 

為延攬績優人才，增訂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第

一項之新聘教師，得視

需要補助居住津貼。 

第十條 

獲績優加給之新聘專任教師，如

為國內第一次聘任者，其加給由「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支應；非

國內第一次聘任者，其加給由學校相

關預算支應。 

獲績優加給之現職專任教師，其

加給由「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

費支應；獲加給教師如為公立大專校

院退休者，其加給由學校相關預算支

應。 

第十條 

獲績優加給之新聘專任教師，如

為國內第一次聘任者，其加給由「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支應，如

有不足，另由學校相關預算支應；非

國內第一次聘任者，其加給由學校相

關預算支應。 

獲績優加給之現職專任教師，其

加給由「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

費支應，如有不足或獲績優加給教師

為公立大專校院退休者，由學校相關

明確界定績優加給之經

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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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支應。 

 

第十一條 

為鼓勵教學績優之教師，獲績優

加給者，得同時支領本校「教師教學

獎勵辦法」之獎勵。 

 

第十一條 

為鼓勵教學、研究績優之教師，

獲績優加給者，得同時支領本校「學

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延攬特

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學術研究獎

助辦法」、「教師教學獎勵辦法」之各

項獎勵。 

 

調整績優加給給與標

準，改以獎勵教學績優

人才為主，故刪除有關

研究獎勵之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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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二 

 

東吳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101 年 1 月 4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8 日教育部備查 

101 年 4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4 條 
102 年 12 月 16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4、7、11 條 

103 年 6 月 3 日教育部備查 
104 年 3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4、7、10、12 條 

104 年 4 月 22 日教育部備查 
 

第 一 條  本校為延攬及留住優秀教師，依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

實施彈性薪資方案」，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現職及新聘之編制內專任教師。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彈性薪資，係指除固定之薪資（包括本薪、學術研究費）外，每

月另外發給之績優加給。 

第 四 條  本校現職及新聘之專任教師在教學、研究有具體優良成績者，得由學系主任

推薦，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給予績優加給及核給比例。績優加給給與

標準如下：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每月支給 12 點績優加給。 

二、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每月支給 10 點績優加給。 

三、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每月支給 8 點績優加給。 

四、曾獲行政院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獲獎一次者，每月支給 3 點績優加給；

獲獎二次者，支給 6 點績優加給，以此類推。 

五、曾依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獲「東吳大學學術研

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之「研究傑出」獎勵合計三次：每月支給 1 點績

優加給。 

六、曾獲本校教學傑出獎及教學優良獎合計三次：每月支給 1 點績優加給。 

七、教師具其他相當於上述各款成績者，得比照各該款支給績優加給。 

前項加給每一點數為新臺幣壹萬元。 

曾獲績優加給之教師，若再符合第一項各款成績，得於審查通過後再核給績

優加給，惟各款成績不得重複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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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條  績優加給給與期限二年。現職教師之績優加給，自核定後之次學年起按月核

給；新聘教師之績優加給，自聘期開始日起按月核給。 

第 七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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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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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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條  支領績優加給之教師，如遇留職停薪、離職或退休時，應停止給與；留職停

薪復職後，繼續給與至期滿為止。 

第 九 條  符合本辦法四條第一項所列各款資格之新聘教師，除依本校相關規定提供教

學、研究及行政支援外，並得視需要專案申請優先分配教師宿舍。 

第 十 條  獲績優加給之新聘專任教師，如為國內第一次聘任者，其加給由「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支應，如有不足，另由學校相關預算支應；非國內第一

次聘任者，其加給由學校相關預算支應。 

獲績優加給之現職專任教師，其加給由「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支應，

如有不足或獲績優加給教師為公立大專校院退休者，由學校相關預算支應。 

第 十一 條  為鼓勵教學、研究績優之教師，獲績優加給者，得同時支領本校「學術研究

優秀人才獎勵辦法」、「延攬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學術研究獎助辦法」、

「教師教學獎勵辦法」之各項獎勵。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

同。 
 



31 

 

第四案附件三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4 
聯絡人：徐聿靖 
電 話：02-77365904 

受文者：東吳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9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五)字第10401424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為提升延攬國內外人才及留住教學、研究、產學合作人才等效益，改進

各校彈性薪資核給機制，請貴校依說明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全球競才方案」及「科技部及教育部業務協調座談會103年

度第2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提升我國留才攬才效益，行政院全球競才方案明定「建立與國際及市場

薪資水準連結機制」、「調整留才攬才比重」及「研議協助解決外籍人才

來臺居住問題」之細部工作項目，將於104年12月提出辦理成效。另依據

「科技部及教育部業務協調座談會103年度第2次會議紀錄」，未來本部挹

注支應之彈性薪資經費將著重於教學或產學人才，由科技部挹注之彈性薪

資經費將著重於產學或研究人才，以提升教學及產學表現特殊優秀人才之

獎勵措施。 

三、承上，本部將依據「行政院全球競才方案」，於「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競爭型經費使用規定，明定新進人才及國際

人才聘用比率(至少10%)，以及本部經費挹注著重於教學及產學人才。 

四、依據旨揭方案及決議，請貴校依下列指標於104年12月10日前增修校內彈

性薪資支給規定，並報部備查： 

(一)明定績效導向之彈薪核給機制，包括獲補助人員之績效指標及薪資差

距。 

(二)比照國際人才於其領域及職級之國際薪資核給標準，明定相關薪資核

給規範。 

(三)明定延攬及留任人才得補助居住津貼之相關規範。 

(四)調整來自於本部之彈性薪資經費，以挹注於教學及產學服務之績優人

才為主，另科技部之經費以挹注於研究及產學服務人才為主。 
 
正本：公私立大學校院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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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實施要點（草案）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一 

本校為提升博、碩士班及學位學程學生之研究倫理素養，

具備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所需之正確倫理認知與態度，特訂

定「東吳大學學生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訂定要點目的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 104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各學系博、碩士

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與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學

生。 

實施對象 

三 

實施方式： 

(一)採網路教學方式實施。  

(二)學生須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推廣資源中心」網路

教學平台，自行修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三)學生須通過前項教學平台線上課程測驗及格標準，始

得申請學位考試。 

實施方式 

四 

各學系博、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與碩士

在職學位學程開設相關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經校課程

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學生修讀且成績及格者即可免修前條

課程。 

免修之規定 

 

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說明制訂及修

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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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二 

 

東吳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草案）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一 為確立博、碩士學位論文涉嫌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公正客

觀處理程序，本校特依據學位授予法第七之二條規定，訂

定東吳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涉嫌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要點(下稱本要點)。 

明訂法源依據 

二 本要點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事涉以下各款行為之一： 

（一）抄襲：指博、碩士學位論文援用他人資料未註明出

處。註明出處不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二）造假：指博、碩士學位論文有虛構或偽造不存在之

資料，或是論文由他人代寫。 

（三）變造：指博、碩士學位論文有不實變更資料。 

（四）博、碩士學位論文有其他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經

本校權責機關審定屬實者。 

抄襲、造假、變造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之認定，須經

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相關學院組成之學位論文違反學術

倫理審定委員會（下稱審定委員會）審定。 

定義違反學術倫

理之行為及審定

單位 

三 檢舉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者，檢舉人應以

書面載明檢舉本校某特定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

具體事實，檢附充分證據，並具署檢舉人真實姓名、聯絡

電話及地址，向本校提出，經本校自檢舉函所述事實初步

查察，確有本要點所稱違反學術倫理之嫌者，應即進入處

理程序。本校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嚴格保密。 

對於匿名檢舉之案件或其檢舉非有具體對象及未附具充

分事證等形式要件者，一概不予受理。檢舉本校博、碩士

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檢舉人未依前項規定以書面載

明，經本校通知限期補正而未補正完成者，亦同。 

受理檢舉方式及

對匿名檢舉等不

合程式或不當檢

舉之處置 

四 本校教務處為檢舉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之

受理單位；教務處於接獲檢舉案件後，教務處人員完成如

前點規定之形式要件審查後，簽核校長確認是否受理。 

因形式要件不符第三點前揭規定而不予受理者，本校以書

面通知檢舉人後結案；對於受理之檢舉案件，移請被檢舉

人所屬學院於十日內組成審定委員會，並於二個月內完成

審定，必要時得延長二個月；其程序應以秘密方式為之。 

明訂受理單位及

處理時間 

五 審定委員會之組成、開會及決議，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審定委員會由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長、系所主任、

院長遴聘之校內外專業領域公正學者及相關專家五

審定委員會之組

成 



34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至七人組成，原系所人員不超過審定委員會全體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校外委員至少一人，審定委員會

委員之名單應予保密。 

（二）審定委員會以院長為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若院長

須迴避時，召集人由教務長擔任；若院長及教務長

均須迴避時，則由副校長擔任。 

六 為維護審定之客觀性與公平性，被檢舉人學位考試之口試

委員、與被檢舉人現有或曾有論文指導師生關係、三親等

內之血親或姻親、學術合作關係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不得

擔任審定委員會委員。 

訂定迴避原則 

七 召開審定委員會時，本校教務處應事先及早以書面通知被

檢舉人提出說明或到場陳述意見，被檢舉人未於通知期限

內提出說明書或到場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審定委員會必要時得邀請被檢舉人之指導教授、被檢舉人

學位考試之口試委員及有助於釐清事實之相關人員列席

說明。 

被檢舉人陳述機

制 

八 審定委員會得視檢舉情形審查被檢舉人之博、碩士學位論

文，包含論文內容(含所附圖表數據)及結果之真實性、確

認是否由他人代寫、比對文獻引用情形及審查論文原創

性、貢獻度等，以決定是否有抄襲、造假、變造或其他違

反學術倫理行為，及其嚴重程度。 

審定委員會審查

範圍 

九 審定委員會於審定完竣後，應做成具體決議，論文違反學

術倫理認定，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出席委員過

半數同意行之，審定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任他人

代理出席及表決。審定報告書及會議記錄送交教務處簽請

校長核定後，由教務處通知檢舉人與被檢舉人審定結果。 

當事人若有異議，得於接獲通知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

列舉具體事實及理由向教務處提出申訴，逾期不予受理。 

依本要點之申訴案件由原審定委員會進行書面審理。原審

定委員會認為申訴有理由者，應重新召開審定委員會進行

審理，以一次為限。申訴經無理由駁回者，不得就同一事

件再行申訴。 

1.說明審定委員

會決議方式及結

果通知 

2.說明當事人救

濟管道 

十 檢舉案件經審定確認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情節

重大者，應予撤銷學位及退學，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

書，通知繳還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

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其涉有違反其他法令者，並應

依相關法令處理；其指導教授經移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研

議，得停止其受理擔任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一年至三年。 

檢舉案件經審定雖未達前項程度，但仍有違反學術倫理情

形者，審定委員會得限期命被檢舉人修正、公開道歉或採

明訂論文違反學

術倫理之處置

（含教師課責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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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取其他適當之處置。 

檢舉案件經審定不成立且屬誣控濫告者，依有關法令及學

校章則處理。 

十一 本要點於以創作、展演暨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等取得博、

碩士學位，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亦適用之。 

說明其他適用規

定 

十二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說明未盡規定 

十三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說明制訂及修訂

程序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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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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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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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一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University of Bristol,UK 

簡介 

一、屬 性：公立大學 

二、成立時間：1876 年 

三、學生人數：15,397 人 

四、教職員數：共 6,138 人 

五、規 模：該校於 1876 年創校，是英國「紅磚大學」之一 (「紅磚大學」是對創立於

19 世紀工業革命時期和大英帝國時期的維多利亞時代、在英格蘭六大重要工業城市成

立的私立研究及教育學院，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得到皇家特許狀的六所英國著名城

市大學（Civic Universities）的稱呼，代表著英國最頂尖的老牌名校)。其位於英格蘭

(England)西南部最大的城市-布里斯托(Bristol)。該校為世界公認具有高品質研究學院

的大學，在英國眾多大學中僅次於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與倫敦大學學院(UCL)。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擔任該校校長。學校以國際

關係和政治相關的科系聞名。由於布里斯托是英國重要的經濟貿易中心以及知名的科

技大城，匯集了世界各地的商業菁英和政界要員，對於學生來說，布里斯托大學提供

了最理想的學習環境和高品質的教學內容。該校學院列表如下： 

學院 (Faculty) 

藝術學院 Arts 

生化科學學院 Biomedical Sciences 

工程學院 Engineering 

醫學院 Health Sciences 

理學院 Science 

社會科學與法律學院 Social Sciences and Law 

六、強項與優勢： 

布里斯托大學的師資，設備，以及學校所在的城市無論在全球或英國的評比均名列前

茅，為世界百大名校之一。2014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 29，2014 年上海交通大學世界排

名 63，2014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排名 74。  

七、國際交流現況：共與超過 370 所大學合作交換學生計畫(大多為 Erusmus Program)，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大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為協議學校。本校於 2015 歐洲教育者年會，

由姚思遠學術交流長與國際事務中心黃心怡主任出訪時與該校接觸，雙方皆表達合作

意願。 

八、參考網址:  

1.學校官方網站：http://www.bristol.ac.uk/university/facts/   

2.大英國協教育資訊中心：http://www.ukeas.com.tw/uk_universities/university_of_bristol.php  

  

http://www.bristol.ac.uk/university/facts/
http://www.ukeas.com.tw/uk_universities/university_of_bristo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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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UNIVERSITY OF BRISTOL, UK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University of Bristol 
(Bristol,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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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Chinese learning courses/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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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Chao Nick Lieven 

Vice President Pro Vice-Chancellor International 

Soochow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Bristol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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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BRISTOL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University of Bristol, UK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University of Bristol may send up to three (3)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University of Bristol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hree (3)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University of Bris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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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of Bris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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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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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hom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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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Chao Nick Lieven 

Vice President Pro Vice Chancellor 

Soochow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Bristol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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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二 

 

 

韓國釜山外國語大學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Korea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81 年 

三． 學生人數：大學部約 7,800 名 

四． 教職員數：教師約 200 名 

五． 規 模：該校 1997 年被選為“國際專業人才培訓國策大學”的釜山外國語大學隊擁

有國內最佳外語教育及地區研究機關感到自豪，同時兼備尖端的外語教育器材及優秀

的教授團體。其校區分佈包含在釜山市區及南山洞校區。該校學院列表如下： 

 英日中學院 

College of English, Japanese, Chinese 

Studies 

 西方語言學院 

College of Occidental Studies 

 東方語言學院 

College of Oriental Studies 

 人文社會學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商學院 

College of Commerce &Business 

 理工學院 

College of Natural Science & 

Engineering 

六． 強 項：在韓國語種最多的外國語大學 

西方語言：除英文外，還有法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俄語、義大利語。 

東方語言：除日語和華語外，還有泰語、越南語、印度尼西亞語、馬來語、緬甸語、

印度語、阿拉伯語、中亞語系等。 

七． 國際交流現況： 

截至2009年，釜山外國語大學已經與 24個國家的 94間大學達成學術交換計劃的協定，

包含紐西蘭的懷卡託大學，美國的艾克朗大學、拜奧拉大學等。該校國際交流處處長

以及中華地區交流本部副主任於 104 年 7 月來訪，表達希望與本校建立學術交流關係。 

八． 參考網站： 

 釜山外國語大學：http://www.bufs.ac.kr/English/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87%9C%E5%B1%B1%E5%A4%96%E5%9B%BD

%E8%AF%AD%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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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KOREA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Busan, South Korea),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both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a) Exchange of students; 
b)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for research; 
c)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may be established 

when agreeing separately on each specific case; 
d)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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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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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Hae-Lin Chung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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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Korea,”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Soochow University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Soochow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2) 
students from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rticle 4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Memorandum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 registered students in a degree program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Be in advanced standing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degree students, at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s ‘Special Credit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Article 6 

At the end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the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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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Ta Pan   Hae-Lin Chung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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대만 동오대학교와 한국 부산외국어대학교 간 교육 

협력에 관한 협정서 
 

 

교육과 연구 분야에서의 학술 교류와 협력 프로그램 증진을 목적으로, 동오대학교(타이베이, 

대만)과 부산외국어대학교(부산, 한국)는 양교의 연구 및 교육 분야의 발전에 대한 강한 확신

을 가지고 다음과 같은 사항에 동의한다. 

 

1. 양교의 독립성을 위한 상호 이익 및 존중의 원칙 아래, 양교는 다음과 같은 사항을 추진한

다. 

a) 학생 교환 

b) 교수진, 연구원, 연구 활동을 위한 인원 교환 

c) 구체적인 사항에 대한 양교의 동의가 이루어졌을 때, 공동 연구 활동과 기타 공동 협력

 방안이 추진될 수 있다.  

d) 학술정보와 자료 교환 

 

2. 상술한 활동들의 시행은 양교 간 협의에 따라 별도로 결정된다. 협정 이행에 있어 어떤 것

도 각 대학의 자율성을 침해할 수 없고, 각 대학은 상대 학교에 어떤 제약도 가할 수 없다. 

이는 본 협정 아래 시행되는 모든 활동들이 적절한 대표자에 의해 승인될 것이며, 각 대학의

 학술적, 재정적인 제약을 따를 것을 내포한다. 

 

3. 본 협정은 정식 서명일로부터 5년 간 효력이 있으며, 5년이 지난 후에는 자동으로 동일한 

기간만큼 갱신된다. 본 협정은 양교의 상호 동의하에 언제든지 개정이 가능하며, 각 대학은 

협정 종료 6개월 이전에 서면 통지를 통해 협정을 종료시킬 수 있다. 

 

4. 본 협정서는 영어로 2부 작성된다. 

 

 

 

                                                                                       

 

 

부산외국어대학교 

 

   날짜                             

웨이 타 판 

총장 

동오대학교 

 

   날짜                             

 

  

附件-校級協議(韓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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동오대학교와 부산외국어대학교 간  

학생 교환에 관한 양해각서 
 

 

“대만 동오대학교와 한국 부산외국어대학교 간 교육 협력에 관한 협정서”를 바탕으로, 양교는 

학생교환에 관한 조항을 구체화하기 위해 양해각서를 체결한다. 

 

조항 1 

본 양해각서에 근거해, 매 학기, 동오대학교는 최대 2명의 학생들을 부산외국어대학교로 파견

한다. 

 

조항 2 

이에 대해, 매 학기, 동오대학교 역시 부산외국어대학교로부터 2명의 학생들의 파견을 받는

다. 

 

조항 3 

본 양해각서에 근거해, 동오대학교와 부산외국어대학교의 전체 교환 학생 수는 매 년 균형을

 유지해야 한다. 

 

조항 4 

본 양해각서의 기준에 따라, 입학을 하고자 하는 학생들은 다음과 같은 파견대학의 교한 학

생 입학 조건을 충족해야 한다. 

본교의 학위과정에 등록되어 있는 학생이어야 하며, 파견대학에서 수학하는 기간 동안 본교

에 학비를 납부해야 한다. 

본교에서의 학점이 인정되어야 한다. 

성적이 좋아야 한다. 

파견대학과 본교가 제시하는 모든 요구 조건을 충족해야 한다. 

 

조항 5 

파견대학에서 수학하는 동안, 교환 학생들은 비학위 프로그램생으로 등록이 되며, 부산외국어

대학교에서는 특별 학점교환 프로그램생으로, 동오대학교에서는 비학위 프로그램생으로 등록

이 된다. 

 

조항 6 

교환이 종료되는 시점에, 파견대학은 본교에 교환학생들의 성적표를 통해 학업 성적을 알린

다. 파견대학에서 받은 학점은 파견대학의 커리큘럼과 규정에 따라 본교에서 인정한다. 

 

조항 7 

파견대학은 본 양해각서에 근거해 교환학생들이 본교에서 등록한 학위 과정 이수를 마치기 

전까지 학위 수여를 하지 않는다. 

 

조항 8 

본 양해각서의 조항에 근거해 교환학생들이 초청대학에서 머물 수 있는 최대 기간은 12개월

이며, 최소 기간은 한 학기이다. 

 

附件 2-學生交換協議(韓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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조항 9 

본 양해각서에 따라 교환학생들은 파견대학의 학비를 면제 받는다. 본 양해각서의 조항 4에 

근거하여, 명시된 금액의 학비는 본교에 납부한다. 그러나 입학금은 파견대학과 본교 중 한 

곳에 납부하거나 양교에 모두 납부해야 할 수 있다. 

 

조항 10 

파견대학은 일부 지원자들의 입학신청을 거절할 수 있다. 

 

조항 11 

파견대학에 등록을 하게 되면, 교환프로그램에 참가하는 학생들은 파견대학의 제도와 법규를

 따라야 하며, 파견대학의 학생들과 같은 지위와 특권을 누릴 수 있다. 

 

조항 12 

본 양해각서에 근거해 파견대학은 교환프로그램에 참여하는 학생들이 교내/외 숙박을 찾는 

데 최대한의 지원을 한다. 

 

조항 13 

교환학생들은 파견대학의 지시에 따라 반드시 의료보험에 가입한다. 

 

조항 14 

파견대학의 지시에 따라 숙박비, 교통비, 교재비, 의료보험비와 기타 개인적인 비용은 학생 

개인이 부담한다. 만약 파견대학에서 학비 및 프로그램에 관련된 비용이 발생할 경우에는 본

교가 해당 비용에 대해 지원을 한다. 

 

조항 15 

본 양해각서는 5년 간 효력이 있으며, 양해각서가 만료되기 12개월 이전에 양교 중 한 학교가

 서면 상의 협정종료를 요청하거나 양해각서 개정을 요청하지 않는 한, 같은 기간으로(5년) 

자동 갱신이 된다. 

 

 

 

 

                                                                                       

 

 

부산외국어대학교 

 

   날짜                             

웨이 타 판 

총장 

동오대학교 

 

   날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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