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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0 次(105 年 1 月 4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5 年 1月 11日核定，經 104學年度第 12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5 年 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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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儀社資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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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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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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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系陳立剛主任、 

社會系石計生主任、社工系萬心蕊主任、師培中心李逢堅主任、人權學程陳俊宏主任、 

英文系曾泰元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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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謝永明主任、企管系胡凱傑主任、國貿系陳宏易主任、 

資管系何煒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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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事務組謝明秀組長 

紀錄︰莊琬琳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 

參、主席致詞 

    本校向中華電信承租三重正義學舍，原簽訂長達 15年之租賃契約，惟 104年 12

月 23日中華電信告知本校，其委託臺北市土木技師工會所作的正義學舍安全評估鑑定

結果，得知建物氯離子含量超過標準（即海砂屋），學校評估決定正義學舍已不再適宜

作為長期宿舍使用，正義學舍確定於 105年 2月 5日後關閉停用。 

    針對學生造成之權益影響，本校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及補助經費，期使同學之擔

憂、安全與權益減損到最低，配套措施如下：校內宿舍安排與租屋協助、學期住宿費補

償 2個月、交通及搬遷費補助及 104-2學期校外租屋支出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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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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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行政會議 104 學年度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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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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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校 105 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訂於 1 月 4 日至 18 日開放網路

報名，請學系把握時間，鼓勵應屆畢業生及校友報考。 

2、針對 105 學年度大學部招生，教務處在 1 月份辦理 4 項活動，請各學系予以協

助： 

(1) 1 月 11 日（週一）辦理「東吳大學高中教師研習座談會—大數據教務資訊

研究分析」。截至 12 月 31 日報名人數 21 位高中教師 

(2) 1 月 25 日及 26 日辦理「第二屆認識東吳營 SCU  CAMP」，邀請高一及高

二同學參加。 

(3) 1月 30日辦理「2016大學，開門！--協助孩子輕鬆打開申請入學之門」。目

前將近 300 位高三學生報名。 

(4) 1月 18日（週一）下午私立衛理女中 40 位教師將參訪本校。 

  學務處： 

  針對正義學舍海砂屋事件，學務處將以最大的誠意向同學說明處理方式及配套措施。

目前已先撤離正義學舍 6樓的住宿同學，安排 11位同學搬入較低樓層，23位同學

已搬入楓雅學舍，下學期在外雙溪校區將釋出 86個床位，提供給願意住宿的同學。 

  巨資管理學院： 

    巨資管理學院將於 1月 27及 28日兩天辦理高中生營隊「2016資料科學首部曲─

數據甦醒」。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草案)。 

提案人：詹教務長乾隆 

說明： 

一、依教育部104年3月26日來函（詳附件）各校辦理校外實習應與實習機構簽

訂合作契約，以規範雙方權利義務，並維護學生權益。  

二、為確實保障學生校外實習相關權益，教育部擬定「大學校院保障學生校外

實習相關權益措施及自我檢核機制表」（詳附件），建議各大學校院規劃執

行學生實習課程時應據以考量。  

三、此外，教育部業於104年10月12日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

辦法」，明訂校外實習課程績效評量項目及評量結果將作為教育部核定調

整學校發展規模及經費補助之參據。 

四、為回應教育部函示規定，擬定「東吳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草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0501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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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職工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配合104學年度起施行之「東吳大學助教聘約」及實際運作之需，研擬

修訂「東吳大學職工服務成績考核辦法」。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新增專任助教及專任行政助理為考核對象。 

（二）明訂服務成績考核期間及應辦理之對象。 

（三）明訂考核對象所適用之考核表類別及新增助教服務成績考核表。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新增之「東吳大學助教服務成績考核表」、校內

現行各類服務成績考核表及「東吳大學助教聘約」，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三案案由：請討論行政人員出勤時間調整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依東吳大學職員聘約第7條規定（附件一），職員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至

下午5時，受聘人應按時到校上班。查目前本校行政人員（包含職員、助

教及行政助理等）正常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行政人員到校上

班及下班離校時，均必須在電子化校園系統簽到及簽退。上班簽到時間

另有30分鐘之緩衝時段，行政人員於8時30分後簽到者，以遲到計。遲到

者，經其主管同意後，得改以請假取代遲到。 

二、依教務處104年12月18日東教註課字第1040401481號函（附件二），自105

學年度起學生第5節上課時間將自下午1時30分提前自1時10分開始。考量

服務需求及工作時間之一致性，研擬調整行政人員正常工作時間，規劃

方案如下： 

（一）行政人員上下班改以實行彈性上下班時間措施，同仁得於規範之時

段簽到退，每日工作時數調整為8小時，時間規劃如下： 

1.彈性上班時段：上午8時至8時30分。 

2.彈性下班時段：下午5時至5時30分。另，寒暑假期間彈性下班時段

為下午4時至4時30分。 

（二）未於上述規範之彈性上班時段簽到者，視為遲到，得於一週內辦理

請假手續；請假未獲主管同意或未辦理請假者，以遲到記錄。 

（三）行政人員中午休息時間擬配合由原中午12時至下午1時30分調整為中

午12時至下午1時。 

（四）因單位業務所需輪值其他時段為工作時間者，工作時數統一調整為8

小時。 

（五）茲因本校第一節上課時間為8時10分，各單位主管因單位業務需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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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開始前即有提供服務之需，應自行控管人力配置，安排同仁到

班，以適時提供洽公人員服務。 

三、本修訂案通過後，建議自105學年度起始正式實施，並另由本室發函周知

同仁有關出勤調整相關配套事宜。 

     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 104-106 學年度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計畫相關事宜。 

提案人：外國語文學院林院長茂松 

說明： 

一、為提升本校學生英語文能力，外國語文學院擬訂「104-106 學年度提升學

生英語文能力計畫」，詳如附件一。 

二、本計畫其中有關行政配合措施如下，提請討論。 

1、本校大一、大二共同英文課程實施前後會考，104─106 學年度入學之

學生，大一期末實施前測，大二期末實施後測，所須經費約每年新台

幣 225 萬元，由語言教學中心編入年度預算。 

2、大一、大二開設之「英文（一）」、「英文（二）」課程能力分班方

式，改採以學院為大群組之能力分班，以利配合學生專長實施教學。 

3、前後會考成績佔該學期成績之比例由語言教學中心訂定。 

4、二年級下學期舉行之後測會考成績列為本校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承認之

範圍。 

5、語言教學中心自 106~108 年辦理暑期英文密集班，採志願報名，每班

30 人為上限，所須經費約每年新台幣 60 萬元，由語言教學中心編入

年度預算。 

     決議： 

一、通過本案所提之行政配合措施。 

二、大一、大二共同英文課程實施前後會考之監考人力及場地由教務處及總務

處支援。 

三、目前本校英文能力畢業標準為多益 650 分，請外語學院研議修正，以符合

本校學生之實際狀況。 

四、針對英文補救教學，請外語學院於下次會議提出具體規劃。 

 

 

第五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與蘇州大學簽訂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協作倡議案。 

提案人：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學年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3 次會議審查(104.12.28)通過。 

二、為加強本校與蘇州大學之學術交流合作，提請簽訂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協作

倡議，學校簡介及倡議草案請詳附件 1。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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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與華中科技大學、鄭州大學、浙江財經大學、瀋陽 

師範大學、德國科布倫茨應用科學大學、日本龍谷大學、印尼諾 

門森大學及日本同志社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案。 

提案人：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學年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3 次會議審查(104.12.28)通過。 

二、為加強本校國際及大陸地區高校之學術交流合作，提請簽訂校級學術交流

合作約定，其中與日本同志社大學之交流自 2011 年由日文系系級合作提

升至校級合作，並施行交換學生計畫多年，因兩校協議效期屆滿，故提請

續簽，學校簡介及約定草案請詳附件。 

決議：通過。 

 

第七案案由：敬請審議本校與華中科技大學、德國科布倫茨應用科學大學、 

日本龍谷大學、印尼諾門森大學及日本同志社大學簽訂校級學生 

交換合作約定案。 

提案人：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學年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3 次會議審查(104.12.28)通過。 

二、為加強本校與上述高校之學生交流合作，提請簽訂校級學生交換合作約定，

約定草案請詳附件。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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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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教師及研究

人員違反學術研究倫理處理

辦法」（草案） 

修正通過。 會議紀錄確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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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 

執行情形彙整表 

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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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提請本次會議討論。 提案通

過後銷

管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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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草案）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一 東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輔導學生至校外相關單位實習，以

提升學生專業實務能力之養成，並培育學術與實務經驗兼備之人

才，特訂定「東吳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

本要點)。 

明訂校外實習實

施目標 

二 本要點所稱實習課程，指各教學單位規劃具有學分數，且對應專

業能力所進行之職場屬性實務學習課程，不包含實驗課程及實作

訓練課程。 

明訂實習課程之

定義 

三 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由本校各教學單位配合課程內容與性質自行

規劃「東吳大學 oo學系(或 oo學程)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計

畫」，提供予校外實習單位，以協助學生實習工作之分派、訓練、

指導及成績考核等事宜。本校各教學單位校外實習課程之開課、

學生選課及成績處理，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明訂校外實習實

施單位及辦理依

據 

四 本校應設東吳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另各教學單位開設校外

實習課程，須設置系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負責該教學單位學

生實習督導、成績評定、成效檢討及協調學生各項有關業務。依

據培育目標、實習課程內容等，本校各教學單位須訂定學生校外

實習相關辦法，經各系（學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另

送教務處備查。 

各教學單位需擬

定校外實習相關

辦法及校外實習

委員會之設立及

權責 

五 學生校外實習單位，包括政府機關、民間團體(機構)或法人機構，

其中民間團體(機構)或法人機構須經政府登記有案或經教學單位

認可且屬制度良好之機構；為確保學生實習安全與品質，各教學

單位應與學生校外實習單位簽訂合約書(包含實習保險之內容及

實習機構與校外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處理機制等約定事項)，並

安排該教學單位學生前往實習。 

建立校外實習機

構篩選機制及簽

訂合約內容之規

範 

六 校外實習之課程應以能結合課程理論與工作實務，並以實作驗證

課程理論為原則。本校各教學單位依本要點第三點訂定之學生校

外實習課程實施計畫，應有完整的課程規劃並明訂實習期間(學期

間或寒暑假)、時數(每周時數及該課程校外實習總時數)、學分

數、教學目標、預期成果、課程大綱、成績評定方式及該教學單

位學生校外實習管控機制等，並送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各教學單位規劃

校外實習課程及

管控機制 

七 本校各教學單位應於學生校外實習開始前，舉辦行前輔導講習，

將實習相關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詳細說明，俾使實習學生

瞭解並切實遵循，且各教學單位相關教師須進行輔導及訪視，以

了解校外實習學生實習現況，協助同學解決問題。 

各教學單位需舉

辦校外實習行前

說明會及輔導訪

視機制 

八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應接受實習單位之指導與考核，並應遵守其規 明訂學生校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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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定。 習規範 

九 校外實習學生因病或特殊事故，無法依期報到，或於實習期

間必須請假者，均應事先報經實習單位核准，並依本校學生

請假規定或依實習合約之規定辦理。 

訂定校外實習課

程學生請假原則 

十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除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外，辦理傷害保險

並得附加傷害醫療險之費用，由各教學單位自行編列經費或

依實習合約之規定支應。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所需交通費、膳

宿費及校外實習單位額外收取之實習費用，由校外實習學生

自理。                                                                      

明訂各教學單位

自行編列學生校

外實習期間加保

經費 

十一 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說明制訂及修訂

程序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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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800 

聯絡人：楊亞衡 

電 話：02-7736-6719 

受文者：東吳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26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二)字第104003849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大學校院校外實習措施自我檢核機制表（0038499A00_ATTCH4.docx，共1個電 

子檔案） 

 

主旨：檢送大學校院保障學生校外實習相關權益措施及自我檢核機制表，請 

查照。 

說明： 

一、為增加青年職場體驗機會，提升學子就業競爭力，近年本部所推動之重

大競爭型專案計畫，多將大學生實務學習列為計畫重要關鍵指標，鼓勵

各校邀集產業代表及畢業校友參與各級課程委員會，於課程規劃階段納

入產業及就業需求，拓展產學合作機會，發展產學雙贏的合作策略，減

少學用落差。 

二、另為建立技術及職業教育人才培育制度，培養國人正確職業觀念，本部

訂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並將各校辦理校外實習課程相關規定納入

法律規範保障。依據該法規定，學校辦理校外實習應與實習機構簽訂合

作契約，以規範雙方權利義務，並維護學生權益。實習合作契約應確實

載明學生實習內容、實習期間、實習薪資福利、實習保險、實習爭議處

理等事項。 

三、依上，為確保學生校外實習相關權益，本部擬定「大學校院保障學生校

外實習相關權益措施及自我檢核機制表」(如附件)，建議各大學校院規

劃執行學生實習課程時據以考量並做為檢核標準，以確實保障學生權益。 
 

正本：各公私立大學校院(不含軍警、技專)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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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保障學生校外實習相關權益措施及自我檢核機制 

序 學生校外實習流程 參考工作項目 

學校端 

教師端 學生端 

檢核面向(勾選) 

學校層級 系所層級 

機

制

規

劃 

法

規

訂

定 

落

實

推

動 
1 建立校級學生校外實習機制 校外實習課程應能培養學生核心就業力 依學生核心就業能力規

劃校外實習課程 

依學生核心就業能力規

劃校外實習課程 

     

2 實習相關作業要點 說明學校訂定之相關實習作業法規及其內涵

(如實習機構篩選與評估、書面契約檢核與確

認、實習成效評估、學生申訴處理、實習期滿

前中止實習之轉介、督導與實習機構訂定合作

計畫、其他權益保障事宜) 

訂定全校性實習辦法(原

則)，以授權各系依其性

質自定實習細則 

訂定各系所實習作業辦

法及其內涵 

了解並向學生宣導各課

程適用之作業辦法及其

內涵 

充分了解實習課程之相

關作業法規及自身應享

有之權益與義務 

   

3 成立實習委員會組織 成立實習委員會組織，以確保實習相關工作順

利進行 

成立校級實習委員會 成立系級實習委員會     

4 定義學生實習目標 結合系所發展特色及課程教學目標，擬定學生

實習目標，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工

作態度，並激發學生學習及進行未來生涯發展

規劃。 

擬定全校性實習總目標 依各實習課程制定實習

目標與核心價值 

輔導學生建立正確工作

態度，並激發學生學習及

進行未來生涯發展規劃 

了解實習工作核心價

值，並藉由職場體驗及

早規劃未來生涯發展方

向 

   

5 建立實習機構評估及篩選機

制 

訂定學校評估、篩選及確認實習機構之流程及

作法 

學校應確實進行校外實

習機構之篩選與評估，勿

由學生自行尋覓實習機

構 

周全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與實習機構建立良好聯繫

機制 

依學校提供之實習機構

名單進行選擇，勿自行

尋覓實習機構 

   

6 建立學生校外實習策略夥伴

關係 

經學校或系所評定為優良實習機構者，建立校

外實習合作夥伴關係，由學校或系所簽訂長期

實習合作契約 

與優良實習機構簽訂合作契約，建立夥伴關係      

7 校外實習課程規劃 1.校外實習課程係屬學校正式課程之一，需由

學校針對學科專業，結合學生職涯所需技能規

劃，辦理方式含暑期、學期、學年及海外實習

等 4種型態。 

2.實習課程應包括課程目標、課程大綱及學習

成效評量，實習機構需參與課程規劃 

 審核各實習課程之課程

目標、課程大綱及學習成

效評量，並確保實習機構

確實需參與課程規劃 

擬定學生校外實習課程

計畫，研擬實習內涵及課

程關聯性 

    

8 公告優良實習機構進行實習

媒合 

公告實習優良機構名單並協助實習機構與實習

生甄選面試等 

經過嚴格篩選機制，建立

實習優良機構名單 

協助實習機構與實習生甄選面試等相關媒合工作     

9 學生與實習機構簽訂校外實

習合約 

與實習機構簽訂合作契約，明確訂定實習內

容，並於實習契約書中明訂實習工作時間(校外

每日(週)實習時數、實習起迄期間等)、合約期

限、實習工作項目、實習待遇(或獎助學金)、

膳宿及保險、實習學生輔導內容及實習考核等

項目，以確保實習內容符合學科課程專業性質

及學生未來就業所需，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檢視學生校外實習合約，並協助學生與實習機構簽訂

合約 

充分瞭解合作契約之內

容，包括權利、義務及

工作時間等項目 

   

10 學生實習保險 與實習機構之契約中應敘明針對相關實習保險

之內容及對於學生之保障 

 檢視學生校外實習合約，並督促實習機構確實落實相

關保險及權益之保障 

    

11 實習機構對學生培訓及輔導

機制 

安排校內指導老師及實習機構督導進行實務指

導，培養學生核心就業力，實習機構應提供專

學生於實習單位之實習內容，應由學校針對學科課程之專業性質，結合學生未來

就業及職涯發展所需技能予以規劃，並安排校內指導老師及實習單位之輔導員共

    



12 

*備註：海外實習部分建議與海外姐妹學校共同研議，以運用海外姐妹校之資源並保障學生海外實習之權益。 

  

業指導、訓練、生活與工作輔導，並對實習生

進行定期考核。 

同進行實務指導。 

12 學校定期輔導機制 實習輔導教師應定期到實習機構輔導學生，並

保存相關訪視輔導紀錄等 

  定期追蹤輔導學生實習

情形及成效 

    

13 學生校外實習成效評估 1. 學生校外實習應有效提升其就業能力，並

作為其未來生涯規劃之重要參考 

2. 學校定期或不定期至實習機構訪視實習成

效機制（含檢核指標），並具體敘明學校至

實習機構訪視之時間及人員規劃、訪視檢

核指標 

 1. 與實習機構共同檢核並評估學生校外實習之成

效 

2. 建立實習機構訪視機制，並規劃檢核指標，作為

成效檢視及後續改進之依據 

自我檢核校外實習之學

習成效 

   

14 學生意見反饋機制 建立明確意見反饋機制及窗口  建立明確意見反饋機制

及窗口 

了解並向學生宣導意見

反饋機制及其對應之窗

口 

隨時回饋實習課程之相

關意見並了其運作之機

制 

   

15 學生實習申訴處理 建立明確申訴管道及處理流程  建立明確申訴管道及處

理流程 

了解並向學生宣導實習

相關問題之申訴管道及

處理流程 

充分了解實習相關問題

之申訴管道及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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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566379 

聯絡人：林婉雯  

電 話：02-7736-5845 

受文者：東吳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三)字第1040130890E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影本、條文（0130890EA0C_ATTCH14.pdf、 

0130890EA0C_ATTCH9.docx，共2個電子檔案） 

主旨：「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業經本部於104年10

月12日以臺教技(三)字第1040130890B號令訂定發布施行，茲檢

附發布令影本（含附件）1份，請查照。 

說明：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

（http://edu.law.moe.gov.tw）下載。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4/10/12 

15:43:25 

第 1 頁共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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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實習課程，指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依科、系、所、學程，

規劃具有學分數，且對應專業能力所進行之職場屬性實務學習課程，不包括實驗課程

及實作訓練課程。 

第三條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應就學校辦理實習課程，實施績效評量（以下簡稱評量）；

其評量項目如下： 

一、 實習機制： 

（一） 實習課程整體規劃及運作機制。 

（二） 實習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 

（三） 實習學生之安全維護。 

（四） 實習學生之不適應輔導或轉介。 

（五） 實習輔導及訪視運作機制。 

二、 實習成效： 

（一） 實習學生就業輔導成效。 

（二） 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 

三、 前次評量結果改進情形。但第一次接受評量之學校不適用之。 

實習課程為校外實習者，應增加下列評量項目： 

一、 實習機制： 

（一）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擇定及媒合機制。 

（二） 校外實習合約之簽訂及執行。 

（三） 校外實習保險之投保情形。 

（四）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商處理機制。 

二、 實習成效：  

（一） 實習學生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滿意度成效。 

（二）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 

（三）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學生滿意度成效。 

第四條  學校應就實習課程辦理情形，依前條所定評量項目進行績效自評，並於本辦法施

行後一年內，檢附績效自評報告書，送本部備查。 

本部得將實習課程評量納入學校校務評鑑，依校務評鑑程序規定辦理，或委託學

術團體或專業評量機構（以下簡稱受託機構）定期辦理評量。 

前項受託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依法設立登記或立案，且設立宗旨與教育相關之法人或團體。 

二、 有專業客觀之評量實施能力，包括足夠之評量領域學者專家、完善之評

量委員遴選與培訓制度、足夠之專（兼）任行政人員及健全之組織與會

計制度。 

第五條  受託機構應依下列原則及程序辦理評量工作： 

一、 組成評量小組，統籌整體評量事宜。 

二、 訂定評量實施計畫，包括評量項目、基準（指標）、程序、結果、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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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評量委員資格、講習、倫理、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經評量小組

通過及本部核定後，於辦理評量六個月前通知學校。 

三、 評量實施前，應辦理評量說明會，針對評量之實施，向受評量學校詳細

說明。 

四、 評量實施前，應辦理評量委員評量說明會。 

五、 評量結束後，應於三個月內完成評量報告初稿，並經評量小組通過後，

送達各受評量學校。 

六、 對評量報告初稿不服之受評量學校，應於評量報告初稿送達後十四日內，

向受託機構提出申復；受託機構應自受理申復之日起一個月內完成申復

審查；申復有理由者，評量小組應修正評量報告初稿及評量結果。 

七、 受託機構應公布評量結果，並將評量報告書送受評量學校。 

八、 對評量結果不服之受評量學校，應於結果公布一個月內，向受託機構提

出申訴；申訴有理由時，由受託機構修正評量結果。 

九、 參與評量相關人員對評量工作所獲取之各項資訊，應負保密義務，不得

公開。 

第六條  本評量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等級。 

評量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之學校，應於三個月內完成改進；本部得以評量

結果作為核定調整學校發展規模及經費補助之參據。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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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東吳大學職工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辦理本校所聘僱之專任職

員、行政助理、助教及工友（以下

簡稱職工）之服務成績考核，訂定

東吳大學職工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本「職工服務成績考核辦法」適

用對象為本校專任及約聘職工。 

敘明本辦法訂定之

目的。 

第二條 

職工服務成績考核每學年度辦

理一次，依受考核人當學年度之表現

進行評核；考核之出勤及獎懲紀錄以

每年 6 月 1 日至翌年 5 月 31 日為統

計時點。 

服務成績考核對象為當學年度 5

月 31 日在職之職工（不含留職停薪

者）。 

新增條文 一、明訂服務成績考

核期間及對象。 

二、明訂考核之出勤

及獎懲紀錄的

統計時點。 

第三條 

本校各單位主管對所屬職工之

年度服務成績考核，應確實執行；平

時對部門同仁之工作情形應充分瞭

解，以作為考核之參考。 

第二條 

本校各單位主管對所屬職工之

年度服務成績考核，應確實執行；平

時對部門同仁之工作情形應充分瞭

解，以作為考核之參考。 

變更條次。 

第四條 

年度考核依職工之工作性質分

為主管、職員、助教、工友等四類

進行考核。 

每學年結束前，由人事室將各類

成績考核表送交受考核人之主管，

並依下列程序辦理考核。考核後，

送人事室彙整，陳請校長核定。 

一、主管類： 

（一）一級單位主管，由校長考

核。 

（二）二級單位主管，由一級單位

主管考核。 

二、職員類： 

（一）職員及行政助理由二級單位

主管或學系主任辦理初

核，一級單位主管或院長複

核。 

第三條 

年度考核依職工之工作性質分

為主管、職員、工友等三類進行考

核。 

每學年結束前，由人事室將各類

成績考核表送交受考核人之主管，並

依下列程序辦理考核。考核後，送人

事室彙整，陳請校長核定。 

一、主管： 

（一）一級單位主管，由校長考

核。 

（二）二級單位主管，由一級單位

主管考核。 

二、職員： 

（一）由二級單位主管或學系主任

辦理初核，一級單位主管或

院長複核。 

（二）職員因任務需要兼任不同單

一、變更條次。 

二、配合新增專任行

政助理及助教

為考核對象，明

訂適用之考核

表類別。 

三、刪除部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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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員因任務需要兼任不同單

位之職務時，應分別由所屬

單位主管依本辦法規定辦

理考核，並以各所屬單位主

管考核成績之平均為考核

結果。 

三、助教類： 

助教由二級單位主管或學系主

任辦理初核，院長複核。 

四、工友類： 

工友由二級單位主管辦理初

核，一級單位主管複核。 

前項之複核，由複核之主管就

受考核人之整體表現酌予調整分

數。 

位之職務時，應分別由所屬

單位主管依本辦法規定辦

理考核，並以各所屬單位主

管考核成績之平均為考核

結果。 

三、工友：由二級單位主管辦理初

核，一級單位主管複核。 

前項職員、工友之複核，由複

核之主管就受考核人之整體表現酌

予調整分數。 

第五條 

年度考核等級之評核，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受考核年度內，符合下列各條

件者，評為甲等： 

（一）考核總分八十分以上者。 

（二）已請之事病假合計未超過

十四天者。 

（三）無曠職紀錄者。 

（四）未受任何刑事或行政處分

者。 

二、受考核年度內，符合下列各條

件者，評為乙等： 

（一）考核總分七十分以上者。 

（二）已請之事、病假合計未超

過四十四天者。 

（三）無曠職紀錄者。 

（四）未受任何刑事或記大過以

上之行政處分者。 

三、受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評為丙等： 

（一）考核總分六十分以上未滿

七十分者。 

（二）已請之事、病假合計超過

四十四天者。 

（三）有曠職紀錄者。 

（四）受刑事處分或記大過以上

之行政處分者。 

四、年度考核總分不滿六十分者，

評為丁等。 

第四條 

年度考核等級之評核，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受考核年度內，符合下列各條

件者，評為甲等： 

（一）考核總分八十分以上者。 

（二）已請之事病假合計未超過

十四天者。 

（三）無曠職紀錄者。 

（四）未受任何刑事或行政處分

者。 

二、受考核年度內，符合下列各條

件者，評為乙等： 

（一）考核總分七十分以上者。 

（二）已請之事、病假合計未超

過四十四天者。 

（三）無曠職紀錄者。 

（四）未受任何刑事或記大過以

上之行政處分者。 

三、受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評為丙等： 

（一）考核總分六十分以上未滿

七十分者。 

（二）已請之事、病假合計超過

四十四天者。 

（三）有曠職紀錄者。 

（四）受刑事處分或記大過以上

之行政處分者。 

四、年度考核總分不滿六十分者，評

為丁等。 

一、變更條次。 

二、參照教育部函釋

及性別工作平

等法第 15 條，

明訂職員因安

胎 休 養 之 病

假，不列計年度

考核之病假日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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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合計之病假，不包括經醫

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照

護或休養期間之病假，及因重大傷

病經校長專案核准延長之病假。 

第一項各款之行政處分得以該

考核年度內之獎勵相抵。 

前項所合計之病假，不包括職工

之產前檢查，及因重大傷病經校長

專案核准延長之病假。 

第一項各款之行政處分得以該

考核年度內之獎勵相抵。 

第六條 

職工在校任職年資至學年度終

了屆滿一年以上，或於八月份到

職，服務至該學年度終了仍在職

者，以其考核等級，依下列標準辦

理年度晉薪： 

一、年度考核甲等者，晉本薪或年

功薪一級。 

二、年度考核乙等者，晉本薪一級；

已支本職最高薪或年功薪者，不

予晉級。 

三、年度考核丙等者，留支原薪二

年。 

四、年度考核丁等者，學期結束時

予以解聘。 

第五條 

專任職工在校任職年資至學年

度終了屆滿一年以上，或於八月份到

職，服務至該學年度終了仍在職者，

以其考核等級，依下列標準辦理年度

晉薪： 

一、年度考核甲等者，晉本薪或年功

薪一級。 

二、年度考核乙等者，晉本薪一級；

已支本職最高薪或年功薪者，不

予晉級。 

三、年度考核丙等者，留支原薪二

年。 

四、年度考核丁等者，學期結束時予

以解聘。 

一、變更條次。 

二、刪除部份文字。 

第七條 

年度考核甲等，得由一級單位主

管核給至多三個基數之考核獎金。 
職員因任務需要兼任不同單位

之職務時，得分別由所屬單位主管核

給基數，並以較高之基數核發考核獎

金。 

各一級單位考核獎金總基數，由

人事室編列預算，按各一級單位受考

核人數分配。每一基數之金額另訂

之。 

第六條 

年度考核甲等者，得由一級單位

主管核給至多三個基數之考核獎金。 

職員因任務需要兼任不同單位

之職務時，得分別由所屬單位主管核

給基數，並以較高之基數核發考核獎

金。 

前項各一級單位考核獎金總基

數，由人事室編列預算，按各一級單

位受考核人數分配。每一基數之金額

另訂之。 

一、變更條次。 

二、刪除部分文字。 

第八條 

年度考核丙等者，應於接獲考核

通知後一個月內向所屬主管提出具

體之自我改善計畫，所屬主管應給予

協助，並應於次年度考核前，將改善

計畫與協助情形送人事室備查。 

第七條 

年度考核丙等者，應於接獲考核

通知後一個月內向所屬主管提出具

體之自我改善計畫，所屬主管應給予

協助，並應於次年度考核前，將改善

計畫與協助情形送人事室備查。 

變更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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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年度考核加減分之計算標準如

下： 

一、加分：嘉獎一次一分，記功一次

三分，記大功一次九分。 

二、減分：申誡一次一分，記過一次

三分，記大過一次九分。 

第八條 

年度考核加減分之計算標準如

下： 

一、加分：嘉獎一次一分，記功一次

三分，記大功一次九分。 

二、減分：申誡一次一分，記過一次

三分，記大過一次九分。 

變更條次。 

第十條 

年度考核經校長核定後，由人事

室檢附考核結果通知書（含等第及待

改進建議）送交受考核人。 

第九條 

年度考核經校長核定後，由人事

室檢附考核結果通知書（含等第及評

語）送交受考核人。 

一、變更條次。 

二、修訂條文內容，

以符實際運作

情形。 

第十一條 

年度考核結果應自次學年度第

一個月起執行。 

第十條 

年度考核結果應自次學年度第

一個月起執行。 

變更條次。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

請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

請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變更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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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學年度主管服務成績考核表  
 
 

單位：            姓名：             職稱：          到校日期：        人事代碼： 

 

※ 請依受考核人實際表現，評核您對他的服務成績。 

每一考核項目以 1-5評核，5：表現卓越、4：表現滿意、3：達到標準、2：有待改進、1：亟待加強。  

每一級分分數配置：五級 8.33 分、四級 6.67分、三級 5 分、二級 3.33 分、一級 1.67分。 

 

考核項目 考核標準 5 4 3 2 1 

1.工作效率 有效規劃單位任務，並能如期完成。      

2.工作品質 作業成果正確、品質無可挑剔。      

3.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及工作技能豐富，能活用於工作之中，對工作有重大的貢獻。      

4.分析判斷力 面對問題能周詳分析，並以正確判斷選擇最適合方案執行。      

5.創新改善 常主動發掘問題或對現況提出更佳方案，以改進工作效能。      

6.成本概念 愛惜資源，對單位所負責業務均能撙節支出。      

7.領導統御 領導能力強，同仁士氣高昂，向心力強。      

8.團隊精神 以全校整體績效為重，主動領導同仁與外單位協調合作。      

9.溝通協調 為有效完成任務，與主管、同仁及其服務對象保持有效及良好的溝通協
調。 

     

10.部門績效 相較於其他單位，部門整體表現優異，鮮少發生錯誤。      

11.自我檢討 能虛心地自我反省，對過錯能坦承，並提出改進方案以避免再犯。      

12.學習成長力 能主動吸收相關業務之新知與經驗，並積極參與各種進修。      

13.特殊項目 

（-5～+5） 

 

 

 

初核主管可就受考人足以影響考核之特殊事項，給予加分或減分（至多 5分），但需敘明具體事由。 

特殊項目核分 

 

出勤紀錄 事假       天     病假        天    事病假合計       天 

獎勵紀錄 大功       次     記功        次    嘉獎        次 獎勵加分 人事室填寫 

懲處紀錄 大過       次     記過        次    申誡        次 懲處扣分 人事室填寫 

考核總分/等第  

                                    

主 管 意 見  

評語：                          待改進建議： 

 

  

 

 

                         

103.5製 
備註：１.單位主管對所屬職員初核後，再送一級單位主管複核。 

     ２.各級主管辦理考核時，得透過和部屬面談之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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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學年度職員服務成績考核表  
 

單位：            姓名：             職稱：          到校日期：        人事代碼： 

※ 請依受考核人實際表現，評核您對他的服務成績。 

每一考核項目以 1-5評核， 5：表現卓越、4：表現滿意、3：達到標準、2：有待改進、1：亟待加強。 

每一級分分數配置：五級 6.25 分、四級 5分、三級 3.75 分、二級 2.50 分、一級 1.25分。 
                                                                 

考核項目 考核標準 5 4 3 2 1 

1.工作效率 作業迅速，各項工作均能如期完成。      

2.工作品質 作業成果正確、品質無可挑剔。      

3.溝通協調 
為有效完成任務，與主管、同仁及其服務對象保持有效及良好的溝通協
調。 

     

4.分析判斷力 面對問題能周詳分析，並以正確判斷選擇最適合方案執行。      

5.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及工作技能豐富，能活用於工作之中，對工作有重大的貢獻。      

6.成本概念 愛惜資源，對所承辦業務能撙節支出。      

7.獨立作業 對份內或臨時交派之工作皆可獨當一面。      

8.創新改善 常主動發掘問題或對現況提出更佳方案，以改進工作效能。      

9.潛能及發展性 學習及反應能力強，極具發展潛力。      

10.主動性 對工作主動積極、自動自發，無須督促提醒。      

11.責任感 勇於負責，不推卸責任，樂於承擔任務。      

12.服務態度 能以親切和善的態度對待人、事、物。      

13.團隊合作 以部門整體績效為重，樂於主動協助同事完成任務。      

14.服從意願 能服從指揮，對指派的工作均能欣然接受。      

15.自我檢討 能虛心地自我反省，對過錯能坦承，並提出改進方案以避免再犯。      

16.學習成長力 能主動吸收相關業務之新知與經驗，並積極參與各種進修。      

17.特殊項目 

（-5～+5） 

 

 

初核主管可就受考人足以影響考核之特殊事項，給予加分或減分（至多 5分），但需敘明具體事由。 

特殊項目核分 

 

出勤紀錄 事假       天     病假        天    事病假合計       天 

獎勵紀錄 大功       次     記功        次    嘉獎        次 獎勵加分 人事室填寫 

懲處紀錄 大過       次     記過        次    申誡        次 懲處扣分 人事室填寫 

初核總分  

複核主管就受考人之整體表現酌予加減分  

考核總分/等第  

 

初 核 意 見  複 核 意 見  

評語：               待改進建議： 

 

       

   

 

        

103.5製 
備註：１.單位主管對所屬職員初核後，再送一級單位主管複核。 

     ２.各級主管辦理考核時，得透過和部屬面談之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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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學年度工友服務成績考核表  
 
 

單位：            姓名：             職稱：          到校日期：        人事代碼： 

 

※ 請依受考核人實際表現，評核您對他的服務成績。 

每一考核項目以 1-5評核，5：表現卓越、4：表現滿意、3：達到標準、2：有待改進、1：亟待加強。 

每一級分分數配置：五級 11.11分、四級 8.89分、三級 6.67分、二級 4.44 分、一級 2.22分。 
                                                        

考核項目 考核標準 
5 4 3 2 1 

1.工作效率 對交代之工作能如期完成。      

2.工作品質 作業成果正確、品質無可挑剔。      

3.成本概念 愛惜公物，絕不浪費。      

4.服從意願 能服從指揮，對指派的工作均能欣然接受。      

5.團隊合作 與工作夥伴能相互配合，且樂於主動協助同事完成任務。      

6.服務態度 能以親切和善的態度對待人、事、物。      

7.品行操守 奉公守法、循規蹈矩。      

8.自我檢討 能虛心地自我反省，對過錯能坦承，並提出改進方案以避免再犯。      

9.學習成長力 能主動吸收相關業務之新知與經驗。      

10.特殊項目 

（-5～+5） 

 

 

初核主管可就受考人足以影響考核之特殊事項，給予加分或減分（至多 5分），但需敘明具體事由。 

特殊項目核分 

 

出勤紀錄 事假       天     病假        天    事病假合計       天 

獎勵紀錄 大功       次     記功        次    嘉獎        次 獎勵加分 人事室填寫 

懲處紀錄 大過       次     記過        次    申誡        次 懲處扣分 人事室填寫 

初核總分  

複核主管就受考人之整體表現酌予加減分  

考核總分/等第  

                                     

初 核 意 見  複 核 意 見  

評語：                       待改進建議： 

 

 

 

                  

 

 

 

 

     

103.5製 
備註：１.單位主管對所屬職員初核後，再送一級單位主管複核。 

     ２.各級主管辦理考核時，得透過和部屬面談之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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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學年度助教服務成績考核表 

單位：             姓名：            職稱：          到校日期：      人事代碼： 

※ 請依受考核人實際表現，評核您對他的服務成績。 
每一考核項目以 1-5評核， 5：表現卓越、4：表現滿意、3：達到標準、2：有待改進、1：亟待加強。 

考核類別：行政部份  【佔評量比例：□ 0％   □ 20％   □ 40％】 
佔 40%：每一級分分數配置：五級 8 分、四級 6.4 分、三級 4.8 分、二級 3.2 分、一級 1.6 分。 
佔 20%：每一級分分數配置：五級 4 分、四級 3.2 分、三級 2.4 分、二級 1.6 分、一級 0.8 分。 

考核項目 考 核 標 準 5 4 3 2 1 

1.工作效能 作業迅速，各項工作均能如期完成。 
     

2.工作品質 作業成果正確，品質無可挑剔。 
     

3.溝通協調 為有效完成任務，與主管、同仁及其服務對象保持有效及良好的溝通協調。 
     

4.分析判斷力 面對問題周詳分析，並以正確判斷選擇最適合方案執行。 
     

5.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及工作技能豐富，能活用於工作之中，對工作有重大貢獻。 
     

考核類別：教學部份  【佔評量比例：□ 0％   □ 20％   □ 40％】 

佔 40%：每一級分分數配置：五級 8 分、四級 6.4 分、三級 4.8 分、二級 3.2 分、一級 1.6 分。 

佔 20%：每一級分分數配置：五級 4 分、四級 3.2 分、三級 2.4 分、二級 1.6 分、一級 0.8 分。 

考核項目 考 核 標 準 5 4 3 2 1 

1.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及工作技能充足豐富，靈活運用於教學輔導之中。 
     

2.輔導品質 關懷學生學習反應與成效，及時提供實效輔導與協助。 
     

3.媒合教與學 輔助老師課程之傳授與指導，充分發揮助益教學功能。 
     

4.教學回饋 建立健全教學回饋機制，俾利協助授課教師調整適宜教學方向。 
     

5.應變處理 沈著應對學生各類突發事件與狀況，反應冷靜且處理能力強。 
     

考核類別：共同部份  【佔評量比例： 60％】 
每一級分分數配置：五級 6分、四級 4.8分、三級 3.6分、二級 2.4分、一級 1.2分。 

考核項目 考 核 標 準 5 4 3 2 1 

1.主動性 對工作主動積極、自動自發，無須督促提醒。      

2.責任感 勇於負責，不推卸責任，樂於承擔任務。      

3.服務態度 能以親切和善的態度對待人、事、物。      

4.團隊合作 以部門整體績效為重，樂於主動協助同事完成任務。      

5.服從意願 能服從指揮，對指派的工作均能欣然接受。      

6.自我檢討 能虛心地自我反省，對過錯能坦承，並提出改進方案以避免再犯。      

7.學習成長力 能主動吸收相關業務之新知與經驗，並積極參與各種進修。      

8.潛能及發展性 學習及反應能力強，極具發展潛力。      

9.創新改善 常主動發掘問題或對現況提出更佳方案，以改進工作效能。      

10.成本概念 愛惜資源，對所承辦業務能撙節支出。      

※ 特殊項目 

（-5~+5） 初核主管可就受考人足以影響考核之特殊事項，給予加分或減分（至多 5分），但需敘明具體事由。 

特殊項目核分 

 

出勤紀錄 事假       天     病假        天    事病假合計       天 

獎勵紀錄 大功       次     記功        次    嘉獎        次 獎勵加分 人事室填寫 

懲處紀錄 大過       次     記過        次    申誡        次 懲處扣分 人事室填寫 

初核總分  

複核主管就受考人之整體表現酌予加減分  

考核總分/等第  

 

初 核 意 見  複 核 意 見  

評語：               待改進建議：     

104.9 製 
備註：１.單位主管對所屬職員初核後，再送一級單位主管複核。 
     ２.各級主管辦理考核時，得透過和部屬面談之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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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助教聘約 
 
 

88年6月2日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12月22日行政會議新增第1、8、11條；修訂第
3、5、7、10、12條並變更條次 

104年10月5日行政會議新增第10條； 

修訂第12條並變更條次 
 

第 一 條    受聘人有遵守本校有關規章及議決案之義務。 

第 二 條    受聘人之薪給依本校之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受聘人應接受學系主任安排協助教學、研究、輔導學生及行政有關之工作。 

第 四 條    受聘人接到聘書後，應於應聘書簽名並於一週內將應聘書送回人事室，如不

應聘，請將聘書退還。 

第 五 條    受聘人於聘期中辭職，應於離職前一個月簽請校長核准後，再於離職前一週

內，依東吳大學行政業務移交辦法之規定辦理業務移交及離職會簽手續。 

第 六 條    受聘人應依學校辦公時間到校上班，其出勤由學系管理，但學系得依實際之

需要調整其上下班時間。 

第 七 條    受聘人之請假、獎懲及考核比照職員有關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受聘人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準則等相關規定。 

受聘人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

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第 九 條    受聘人如不能履行本聘約或違反本聘約情節重大者，得經系務會議通過後，

報請校長予以解聘。 

第 十 條    受聘人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校內相關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所承辦之

個人資料。 

第 十一 條    本校基於工作上之需要，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受聘

人之個人資料。 

第 十二 條    本聘約未規定事項，依有關法令辦理。 

第 十三 條    本聘約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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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東吳大學職員聘約 

 
82年10月6日行政會議通過 

86年5月21日行政會議修訂 

101年10月24日行政會議修訂第2、3、4、5、6、 

8、9、10、11、12、13條 

104年10月5日行政會議修訂第5、6、9、13條； 

新增第7、11條並變更條次 

 

第 一 條    受聘人有遵守本校有關規章及議決案之義務。 

第 二 條   受聘人之薪給依本校之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受聘人於職務上應遵守單位主管之督導。 

第 四 條   受聘人接到聘書後，應於應聘書中簽名並於一週內將應聘書送回人事室，如

不應聘，請將聘書退還。 

第 五 條   新聘職員應經試用，以三個月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試用。試用期間如有不

適任之情形時，得隨時中止試用，不予聘用。試用期滿合格者，經校長核准

後正式聘用。 

第 六 條   受聘人於聘期中辭職，應於離職前一個月簽請校長核准後，依本校行政業務

移交辦法規定辦理業務移交，再於離職前一週內辦妥離校手續。 

第 七 條   本校職員上班時間為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受聘人應按時到校上班。如因業

務需要，得由單位主管另行調整上下班時間。 

受聘人出勤差假依本校職員請假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受聘人於聘約期間得請調其他職務；本校亦得視實際需要適當調整受聘人之

職務。 

第 九 條   受聘人具有教師資格者，於上班時間內，經其主管同意，得在本校兼課，每

週以四小時為限，但不得在校外兼課。 

第 十 條   受聘人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準則等相關規定。 

受聘人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

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第 十一 條   受聘人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校內相關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所承辦之

個人資料。 

第 十二 條   本校基於工作上之需要，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受聘

人之個人資料。 

第 十三 條   受聘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立即解聘： 

  一、同一考核年度內累積達兩大過者。 

  二、曠職連續達七日或一學期內累計達十日者。 

第 十四 條   本聘約未規定事項，依有關法令辦理。 

第 十五 條   本聘約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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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外國語文學院「104-106 學年度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計畫」說明 

 

一、緣起： 

本校近五年進行之畢業生反應問卷、企業雇主反應問卷及104學年度系所評鑑之實地訪

評意見顯示，許多畢業生、雇主及本校師生建議本校致力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以提

高畢業生職場競爭力。因此，校長在104年7月行政會議中指示本院語言教學中心提出

全校共同英文學習成效報告及改善計畫。 

二、本院處理與協商過程： 

1. 有鑑於取得準確的學習成效報告，並據以擬訂提升教學成效計畫，必須以具有公信

力的測驗實施前後測，林茂松院長8月上任後即密集拜訪主辦多益測驗之美國ETS

台灣總代理忠欣公司，商討支援本校104學年新生實施多益測驗之可行性。104年11

月20日與忠欣公司商定104學年多益前後測方案，在本校訂定具體可行的指標性全

校英語文課程改進方案之前提下，本學年兩次測驗費將由忠欣公司贊助，本校提供

場地及支付監試人員費用。 

2. 104年08月31日行政會議通過104學年實施大一新生多益測驗前後測計畫。 

3. 104年09月03日全校2,300多名新生參加多益模擬測驗，09月14日外語學院在行政會

議報告測驗結果與分析，並將各系學生成績寄送所屬學系主任，同時交付語言教學

中心據以研擬改進教學措施。 

4. 104年10-11月進行本校新生多益測驗成績與學測、指考英文成績對應分析。 

5. 104年09-11月林院長與語言教學中心專任教師進行三次「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措施

座談」，商討調整教學內容之方向，並於11月25日行文語言教學中心，請於12月15

日前提104-106學年度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計畫。 

6. 104年12月14日一級主管會議中，校長指示專案英檢測驗（會考）次數，以前後2

次為佳，如此方可得到對照比較之數據，經費部分（每年約新台幣225萬元）則請

編入校內預算項目。 

7. 104年12月15日語言教學中心提報「104-106學年度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計畫」及預

算。12月23日外國語文學院院務會議討論後， 確定以實施前後測會考、精細能力

分組教學、調整教學內容為本計畫三大主軸。 

三、計畫內容： 

規劃之「104-106學年度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計畫」以三年為實驗期，施行對象為104-106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每屆新生實施為期二年之改進教學。新生入學時依據學測、統測

成績與「本校新生多益測驗成績與學測、指考英文成績對應分析結果」，實施精細能力

分組教學。原則上，相當於多益成績400分以下（約25%）為第一級，400- 600分（約40%）

為第二級，600分以上（約35%）為第三級。第一級之班組教學內容與方式除一般教學

外並兼顧補救教學，第三級則兼顧拔尖教學。授課內容方面，大一「英文（一）」每週

二小時閱讀課以提升學生基礎能力為主要目標，授課內容為EGP（一般英文），每隔週

二小時口語課則以國際溝通英語（EIC）為主要授課內容。大一下學期末實施會考（前

測），本次測驗目標有三：檢視大一英文教學成效、確認本校學生大一結束時之英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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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落點、測驗結果兼作大二分組教學之依據。大二「英文（二）」課程，每周二小時以

國際溝通英語與職場英語（EOP）為主要授課內容。大二下學期末實施英文能力後測，

以檢視教學成果，並據以當作開設暑期密集班招生之參考。大二結束後之暑假，開設

志願參加之暑期密集班，以進一步提升有志學習者之英語文能力。 

本計畫實施期間，語言教學中心將根據每次會考結果，定期檢討教材難易度與教學方

式，並於必要時做適當調整。 

四、擬提行政會議討論事項： 

以上規劃之提升計畫中，教學內容之調整業經外國語文學院院務會議確認。 

另配合教學改進之行政措施如下，提請行政會議討論： 

1. 實施前後會考之時間： 

A. 大一結束實施前測，大二結束實施後測（建議案）。 

B. 新生入學實施前測，大二結束實施後測。 

2. 「英文（一）」、「英文（二）」能力分班之方式： 

A. 維持原不分院之能力分班方式。 

B. 改採以學院為大群組之能力分班方式，以利配合學生專長實施教學（建議案）。 

3. 是否授權語言中心訂定前後測成績佔該學期成績之比例（10-20%）。 

4. 是否將二年級下學期舉行之後測會考（與正式多益測驗完全相同，但無正式個別成

績單）之成績列為本校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承認的範圍。 

5. 是否同意由語言教學中心承辦暑期密集班？（志願報名，每班 30 人為上限，為期

3-4 週，每一期所需經費約為新台幣 60 萬元。） 

五、附帶建議： 

1. 建議教務處研議是否調整本校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 

2. 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並非一蹴可及，需要各方面人力與資源長期投入，請各行政、

學術單位對語言教學中心在行政作業、人力與經費上給予必要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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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蘇州大學 

Soochow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综合 

二、成立時間：1900年 

三、學生人數：40,000餘名 

四、教職員人數：5,260餘名 

五、校長：朱秀林 

六、地址：蘇州市十梓街 1 號 

七、系所： 

文學院 鳳凰傳媒學院 社會學院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外國語學院 

東吳商學院（財經學院） 王健法學院 教育學院 

藝術學院 音樂學院 體育學院 

敬文書院 唐文治書院 文正學院 

    應用技術學院 海外教育學院 繼續教育學院 

金螳螂建築學院 數學科學學院 物理與光電·能源學部 

材料與化學化工學部 納米科學技術學院 電腦科學與技術學院 

電子資訊學院 機電工程學院 沙鋼鋼鐵學院 

紡織與服裝工程學院   城市軌道交通學院 醫學部 

老撾蘇州大學   

八、特色：蘇州大學是大陸地區「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2011計畫」首批認定高校，其

主要前身為創建於 1900 年的東吳大學。目前，蘇州大學已發展成為一所擁有哲學、經濟

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藝術學等十二

大學科門類，學校共有 23個學院（部），其中納米科學技術學院進入了大陸地區首批 17

所國家試點學院行列；設立了 2個書院，積極探索人才培養新模式，其中敬文書院定位

於專業教育之外的「第二課堂」，唐文治書院在「第一課堂」開展博雅教育。截至 2015

年 9月，蘇州大學化學、物理學、材料科學、臨床醫學、工程學、藥理學和毒理學、生

物學與生物化學 7個學科進入全球 ESI（基本科學指標）前 1%學科。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5 中國大學排名榜，70名，省排名 8。（為教育部承認 129所大

陸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蘇州大學先後與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德國、義大利、俄

羅斯、日本、韓國、新加坡等 20餘個國家以及香港、澳門、臺灣等地區的 150餘所高校

和研究機構建立了校際交流關係，並已與臺灣的臺灣大學、東吳大學、交通大學、臺灣

清華大學（莙政學者交流）、東華大學、中華大學、元智大學、中原大學、雲林科技大學、

嶺東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南台科技大學、中州科技學院、臺灣戲



31 

曲學院、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台中科技大學、世新大學、臺灣藝術大學、台南大學、臺

北大學簽署合作協議。 

十一、參考網站： 

蘇州大學：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5 

  

http://www.cuaa.net/cu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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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協作倡議書 

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同根同源，共同擁有百餘年的輝煌歷史，在兩岸高等教育發展史上建

立了良好的聲譽，並創造了相當豐富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資源。近二十多年以來，兩校開

展了一系列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的合作交流，取得了顯著成果。為進一步推進兩校在該

領域的協同發展，擴大東吳大學和蘇州大學在兩岸和國際學術界的影響，我們提出如下倡議： 

 

一、 建立穩定的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協作機制，由兩校校級領導共同

牽頭，組織相關專家，商討協作研究和人員交流的總體框架，以五年為一個規劃期，全

面擘畫協作方案，並負責組織實施。對於開展交流的情況，兩校相關負責人每半年通過

郵件溝通協調一次。 

二、 在蘇州大學本部校區選擇適當的、富有人文氣息的建築，營建「東吳人文交流中心」。

該中心作為兩校人文社會科學協作交流的平臺，其功能是： 

(1)設立「東吳專家工作室」，開展人文社會科學合作研究、討論、講習等活動； 

(2)設立「東吳國學院」，專題開展國學研究，定期編輯出版《東吳國學》；持之以恆，使

《東吳國學》成為兩校、兩岸學者發表傳統文化研究成果的知名刊物； 

(3)設立「東吳文獻庫」，集中兩校、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勢文獻，並進行數位化處

理，以便共同使用；在此基礎上創辦東吳文獻交流網站，擴大國際化影響； 

(4)設立「東吳學術演講廳」，該演講廳用國際化高標準建設，供東吳大學來蘇州大學訪

問交流的學者做專題演講；推介兩校相關學科前沿性研究成果； 

(5)設立「東吳大學校史館」，長期研究並永久展示東吳校史。 

「東吳人文交流中心」旨在建立實體性兩岸校際學術交流的模式，該中心建成後，將

舉辦落成儀式，分別在兩岸發佈新聞。 

三、 由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相關學科領域的著名學者領銜。確定具有重要價值和學術優

勢的課題，組織團隊，協作研究。研究項目完成後，聯合舉行新聞發佈會，共同發佈研

究成果。 

四、 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輪流舉辦年度專題學術研討會，加強相近研究成果的交流，深

化兩校合作研究；兩校在適當的條件下，聯合舉辦專題性、高層次「東吳論壇」，並力求

使「東吳論壇」在國際學術界產生影響。 

五、 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共同出版以「東吳學術叢書」命名的系列學術論文集，論文集

可分如下系列： 

(1)東吳文史哲研究叢書系列，影印或整理出版兩岸古籍珍本叢書，出版兩校學者有關研

究著作； 

(2)東吳社會科學研究叢書系列，出版兩校學者有關研究著作和翻譯社會科學名著； 

(3)東吳法學研究叢書系列，出版兩校學者有關研究著作和翻譯法學名著； 

(4)東吳商學研究叢書系列，出版兩校學者有關研究著作和翻譯商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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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聯合設立「東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獎」，頒獎範圍為兩岸人文社

會科學優秀研究成果，其中兩校相關研究成果占一定比例(不超過 20-30%)。該活動每三

年進行一次，嚴格評審，寧缺毋濫，努力打造成在兩岸有重要影響的學術品牌。 

七、 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聯合設立「東吳講座」，對外聘請國內外知名學者，每年舉辦乙

次，每次分別走訪兩校區演講一至二個月。 

八、 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聯合設立駐校「作家、藝術家」對外聘請國內外知名作家、藝

術家，每年舉辦乙次，每次分別走訪兩校區寫作、藝術指導一至二個月。 

九、 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為學術休假之學者創造接受條件，使各自學校的人文社會科學

學者於休假期間能夠便利地前往對方學校進行學術訪問交流。 

十、 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加強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學科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和碩士研究生的

定期學術交流，為半年以上的交流生配協作指導教授；兩校鼓勵本科生到對方學校進行

訪問交流。 

十一、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開闢「兩岸東吳學者交流」專欄，以訪談、對

話和論文等方式，發表兩校學者的相關學術成果，共同研究成果優先發表。 

十二、 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共同協商，開展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教學改革和科學研究

的協作。 

 

 

 

 

                       （簽名）                                 （簽名） 

東吳大學  校長                           蘇州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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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一 

華中科技大學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簡介 

一、屬性：理工 

二、成立時間：2000年 

三、學生人數：78,000餘名 

四、教職員人數：3,000餘名 

五、校長： 丁烈雲 

六、地址： 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珞喻路 1037號 

七、系所： 

機械科學與工程學院 電腦科學與技術學院 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 電氣與電子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船舶與海洋工程學院 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 自動化學院 

光學與電子信息學院 水電與數位化工程學院 軟體學院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電子資訊與通信學院 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土木工程與力學學院 化學與化工學院 

數學與統計學院 物理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 經濟學院 

管理學院 人文學院 哲學系 中文系 

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社會學系 法學院 

外國語學院 基礎醫學院 藥學院 醫藥衛生管理學院 

公共衛生學院 法醫學系 護理學系 計劃生育研究所 

第一臨床學院 第二臨床學院 第三臨床學院 遠程與繼續教育學院 

教育科學研究院 中歐清潔與可再生能源學院 歷史研究所 國學研究院 

體育部 
武漢光電國家實驗室

（籌） 

工程科學學院（國際

化示範學院） 
武漢國際微電子學院 

八、特色： 華中科技大學是大陸地區教育部直屬的重點大學，由原華中理工大學、同濟醫

科大學、武漢城市建設學院於 2000年 5月 26日合併成立，是首批列入大陸地區「211

工程」重點建設和「985 工程」建設高校之一。擁有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

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藝術學等 12大學科門類，是 21世紀

學術聯盟、中俄工科大學聯盟、中歐工程教育平臺、七校聯合辦學、國家海外高層次人

才創新創業基地等成員，是與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共建醫學院的十所院校之一，

是擁有國家實驗室和國家大科學中心的四所大學之一，是與清華大學一同被美國製造工

程師協會（SME）授予「大學領先獎」的兩所中國大學之一。入選《Nature》評出的「中

國十大科研機構」，被稱作「新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縮影」。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5 中國大學排名榜，16名，省排名第 2。（為教育部承認 129所

大陸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目前已與世界上 35個國家和地區的 100多所大學建立了良好的校際交流關

係，每年有約 1600餘人次的國（境）外專家學者來我校任教、合作科研和開展學術交流

活動。並已與臺灣的交通大學、元智大學、台中教育大學、銘傳大學、中正大學、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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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學、義守大學、成功大學、臺灣科技大學、清華大學、雲林科技大學、輔仁大學、

宜蘭大學、中原大學簽署合作協議。 

十一、參考網站： 

華中科技大學：http://www.hust.edu.cn/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5 

  

http://www.cuaa.net/cu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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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華中科技大學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稿） 
 

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合作，經友好協商於平等互惠原則下，東吳大學與華中科技

大學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約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交換與互訪交流。 

2. 互邀雙方教師、研究人員與行政人員互訪交流。 

3. 邀請與安排雙方學者進行各項研究合作、學術研討、專題演講等學術合作。 

4. 互換學術出版品與分享學術資訊。 

二、合作原則： 

1. 雙方應為互訪學者提供講學與研究之便利條件。 

2. 兩校將優先處理本約定書內允許之學生交換與學者互訪之請求，並致力達成

雙方滿意之條款。 

3. 兩校各指定一單位機構負責聯絡工作與本約定書之實施。 

三、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滿時，如雙方無異議，約定書

自行順延五年。任何一方有權終止本約定書，但須提前六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 

四、本約定書一式兩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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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中科技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丁烈雲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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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二 

鄭州大學 

Zhengzhou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綜合 

二、成立時間：1956年 

三、學生人數：71,000餘名 

四、教職員人數：6,000餘名 

五、校長：劉炯天 

六、地址：鄭州市科學大道 100號 

七、系所： 

數學與統計學院 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 物理工程學院 信息工程學院 

電氣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學院 土木工程學院 

水利與環境學院 化工與能源學院 建築學院 管理工程學院 

力學與工程科學學

院 
生命科學學院 

商學院 旅遊管理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 法學院 文學院 新聞與傳播學院 

外語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教育系 歷史學院 

資訊管理學院 體育學院(校本部) 音樂學院 美術學院 

醫學科學院 基礎醫學院 臨床醫學系 醫學檢驗系 

醫學實驗中心 實驗動物中心 河南省醫藥科學研究院 公共衛生學院 

護理學院 藥物研究院 藥學院 第一臨床學院 

第二臨床學院 第三臨床學院 口腔醫學院 第五臨床學院 

河南省資源與材料

產業協同創新中心

(河南省資源與材料工業技術

研究院) 

橡塑模具國家工程研

究中心 

產業技術研究院(大

學科技園) 

遠端教育學院(網

路管理中心) 

繼續教育學院 軟體技術學院 國際教育學院 國際學院 

西亞斯國際學院(合作辦

學) 
體育學院(合作辦學) 

  

八、特色：鄭州大學創建於 1956年，2000年 7月由原鄭州大學、鄭州工業大學、河南醫科

大學合併組建為目前的鄭州大學，是一所理、工、醫、文、史、哲、法、經、管等學科

門類齊全的綜合性大學，下設 46個院（系），9個附屬醫院，開設有 104個本科專業，

凝聚態物理、材料加工工程、中國古代史、有機化學、化學工藝、病理學與病理生理學

為國家重點（培育）學科，化學、臨床醫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科（領域）ESI排名進

入全球前 1%。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5 中國大學排名榜，74名。（為教育部承認 129所大陸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鄭州大學與美國、英國等 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80餘所知名高校建立校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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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關係，其中，與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伍倫貢大學及波蘭華沙大學、羅茲大學等國

外高校合作辦學，與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爾沃基分校、美國南伊

利諾大學、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等國外高校建立學生互派交流機制。鄭州大學每年接

待國（境）外來訪 1,000 餘人次、數百名師生出國（境）訪問交流，在印度設有孔子學

院，每年有 1,300餘名推免生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等就讀，並已與臺灣

的台東大學、台中教育大學、南華大學、銘傳大學簽署合作協議。 

十一、參考網站： 

鄭州大學：http://www.zzu.edu.cn/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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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鄭州大學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 
 

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合作，經友好協商於平等互惠原則下，東吳大學與鄭州大學

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約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交換與互訪交流。 

2. 互邀雙方教師、研究人員與行政人員互訪交流。 

3. 邀請與安排雙方學者進行各項研究合作、學術研討、專題演講等學術合作。 

4. 互換學術出版品與分享學術資訊。 

二、合作原則： 

1. 雙方應為互訪學者提供講學與研究之便利條件。 

2. 兩校將優先處理本約定書內允許之學生交換與學者互訪之請求，並致力達成

雙方滿意之條款。 

3. 兩校各指定一單位機構負責聯絡工作與本約定書之實施。 

三、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滿時，如雙方無異議，約定書

自行順延五年。任何一方有權終止本約定書，但須提前六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 

四、本約定書一式兩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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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州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劉炯天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40 

第六案附件三 

浙江財經大學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簡介 

一、屬性：財經 

二、成立時間：1974年 

三、學生人數：25,000餘名 

四、教職員人數：1,430餘名 

五、校長：李金昌 

六、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園區學源街 18號 

七、系所： 

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 會計學院 

金融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信息學院 經濟與國際貿易學院 

法學院 外國語學院 

數學與統計學院 人文學院 

藝術學院 城鄉規劃與管理學院 

體軍部 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與研究部 

MBA學院 國際學院 

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 中國政府管制研究院 

中國金融研究院 東方學院 

成人教育學院、繼續教育學院  

八、特色：浙江財經大學是一所以經濟、管理學科為主體，經、管、文、法、理、工、藝多

學科協調發展的財經類高校，前身是創建於 1974年的浙江財政銀行學校，現有 15個學

院，2個教學部，1個獨立學院，3個研究院，51個研究所，應用經濟學、理論經濟學、

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法學和統計學為一級學科碩士點，管制理論與政策研究、浙江財

經大學政府管制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為省部級重點研究基地。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5 中國大學排名榜，269名，省排名 12。 

十、國際交流：浙江財經大學現與美國、英國和日本等 23個國家和地區的 85所高校建立了

良好的校際關係，開展教師互派、學生互換、學分互認等國際交流，舉辦 ACCA、CGA、

中美市場行銷專業、中加會計學專業、中英金融學專業等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並已與臺

灣的東海大學、世新大學、健行科技大學、靜宜大學簽署合作協議。 

十一、參考網站： 

浙江財經大學：http://www.zufe.edu.cn/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5 

  



41 

 
 

東吳大學與浙江財經大學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 
 

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合作，經友好協商於平等互惠原則下，東吳大學與浙江財經

大學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約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研修與互訪交流。 

2. 互邀雙方教師、研究人員與行政人員互訪交流。 

3. 邀請與安排雙方學者進行各項研究合作、學術研討、專題演講等學術合作。 

4. 互換學術出版品與分享學術資訊。 

二、合作原則： 

1. 雙方應為互訪學者提供講學與研究之便利條件。 

2. 兩校將優先處理本約定書內允許之學生交流與學者互訪之請求，並致力達成

雙方滿意之條款。 

3. 兩校各指定一單位機構負責聯絡工作與本約定書之實施。 

三、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滿時，如雙方無異議，約定書

自行順延五年。任何一方有權終止本約定書，但須提前六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 

四、本約定書一式兩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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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財經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李金昌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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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四 
瀋陽師範大學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師範 

二、成立時間：1951年 

三、學生人數：25,300名 

四、教職員人數：近 1,600 名 

五、校長： 林群 

六、地址：瀋陽市黃河北大街 253號  

七、系所： 

國際教育學院 國際商學院 

外國語學院 軟件學院 

戲劇藝術學院 繼續教育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法學院 

社會學學院 教育科學學院 

教師專業發展學院 教育技術學院 

體育科學學院 文學院 

音樂學院 美術與設計學院 

司徒安國際雕塑學院 數學與系統科學學院 

物理科學與技術學院 化學與生命科學學院 

管理學院 旅遊管理學院 

糧食學院 學前與初等教育學院 

大學外語教學部  

八、特色：瀋陽師範大學始建於 1951年，其前身為東北教育學院，是一所涵蓋哲學、經濟

學、法學、教育學、文學、理學、工學、管理學、藝術學等九大門類的多科性大學。現

有 26個二級學院和 14個校屬館部中心及附屬機構，設有教育經濟與管理研究所、中國

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中國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延松劇場藝

術研究所、兩棲爬行動物研究所、梅蘭芳藝術研究所、能源與環境催化研究所等校屬各

類研究機構 11個。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5 中國大學排名榜，316名，省排名 19。 

十、國際交流：瀋陽師範大學先後與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俄羅斯、比利時、丹麥、

澳大利亞、韓國等國家的 58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機構簽訂了國際學術交流及合作協定，並

互派師生交流、講學，進行科研合作。 

十一、參考網站： 

瀋陽師範大學：http://www.synu.edu.cn/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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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瀋陽師範大學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 
 

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合作，經友好協商於平等互惠原則下，東吳大學與瀋陽師範

大學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約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研修與互訪交流。 

2. 互邀雙方教師、研究人員與行政人員互訪交流。 

3. 邀請與安排雙方學者進行各項研究合作、學術研討、專題演講等學術合作。 

4. 互換學術出版品與分享學術資訊。 

二、合作原則： 

1. 雙方應為互訪學者提供講學與研究之便利條件。 

2. 兩校將優先處理本約定書內允許之學生交流與學者互訪之請求，並致力達成

雙方滿意之條款。 

3. 兩校各指定一單位機構負責聯絡工作與本約定書之實施。 

三、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滿時，如雙方無異議，約定書

自行順延五年。任何一方有權終止本約定書，但須提前六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 

四、本約定書一式兩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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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瀋陽師範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林群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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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五 

德國科布倫茨應用科學大學 

Hochschule Koble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HS Koblenz) 

一． 屬 性：公立應用科技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96年 

三． 學生人數：約8,925人 

四． 教職員數：約445人 

五． 規 模：該校是德國的一所公立應用科學大學，共有三個校區Rhein Mosel Campus (位

於 Koblenz) 、 Rhein Ahr Campus ( 位 於 Remagen) 、 Wester Wald Campus ( 位 於

Höhr-Grenzhausen)。科布倫茨應用技術大學成立於1996年，設有建築學院、工程學院、

數學與技術學院、社會學院、經濟學院、社會經濟學院等。 

 

校區 Rhein Mosel Campus 

(位於 Koblenz) 

Rhein Ahr Campus 

(位於 Remagen) 

Wester Wald Campus  

(位於 Höhr-Grenzhausen) 

學院 建築學院 

工程學院 

社會學院 

經濟學院 

數學與技術學院 

社會經濟學院 

工程學院 

 

六． 強項與優勢：該校曾獲2014年Rhineland-Palatinate最佳大學排名第5名，並透過網路統計

調查獲德國境內受到學生好評的排名前10名。 

七． 國際交流現況：該校保持與世界各地的大學超過70個合作協議學校，包括美國、加拿大、

英國、日本、韓國…等等，遍及世界各國。學生可前往其他國家實習，並依自己的選擇

到合作的大學就讀、參加暑期學校的課程或其他短期交流。該校十分歡迎國際學生和學

者與他們共同營造國際化學術環境。 

八． 參考網站：  

1. 大學官網：https://www.hs-koblenz.de/en/home/ 

2. 大學官網(排名資訊)： 

https://www.hs-koblenz.de/en/rac/international-programs/rheinahrcampus-remagen-at-a-gl
ance/awards-rankings-titles/  

3. 維基百科： 

https://de.wikipedia.org/wiki/Hochschule_Koblenz 

4. 交換學校： 

http://search.hs-koblenz.de/en/suche/?id=7959&L=1&q=partner+university 

https://www.hs-koblenz.de/en/home/
https://www.hs-koblenz.de/en/rac/international-programs/rheinahrcampus-remagen-at-a-glance/awards-rankings-titles/
https://www.hs-koblenz.de/en/rac/international-programs/rheinahrcampus-remagen-at-a-glance/awards-rankings-titles/
https://de.wikipedia.org/wiki/Hochschule_Koblenz
http://search.hs-koblenz.de/en/suche/?id=7959&L=1&q=partner+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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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KOBLE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ERMANY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Koble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Koblenz,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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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 Dr. Kristian Bosselmann-Cy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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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Koble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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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六 

日本龍谷大學 

Ryukoku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佛教大學。 

二． 成立時間：1639年，以西本願寺「學習宿舍」開始。 

三． 學生人數：大學部18,528人、碩博士班1,029人、短期大學部440人。(2015年)外國學生計

有511名(2014年)，其中中國學生最多，有399名，第二高為韓國25名。 

四． 教職員數：558人 

五． 規  模：設有大宮、深草、瀨田、大阪梅田、深草町家等校區，遍布京都及大津市；

另設東京辦公室、夏威夷辦公室、校友會館、龍谷博物館、Tomoiki村及柏克萊中心。 

大宮校區 文學部、文學研究科、實踐真宗學研究科 

亞洲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現代印度研究中心、佛教文化研究所 

深草校區 文學部、經濟學部、經營學部、法學部、政策學部、國際學部、短期

大學部、經濟學研究科、經營學研究科、法學研究科、政策學研究科、

國際文化學研究科、法科大學院 

人文科學宗教綜合研究中心、人文科學宗教公開研究中心、里山學研

究中心、地區公共人才及政策開發研究中心、社會科學研究所、矯正

及保護綜合研究所 

瀨田校區 理工學部、社會學部、農學部、理工學研究科、社會學研究科 

古典數位文集研究中心、亞非多文化社會研究中心、科學技術共同研

究中心、國際社會文化研究所 

 

六． 評鑑及排名：2013年該校通過日本教育部認定之評鑑機構辦理之評鑑，認定為大學、短

期大學及法科大學。 

七． 國際交流現況：現與全球69所大學(30國)簽訂學生交換協議，包括大陸地區同濟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東海大學、長庚大學、中央大學、淡江大學(後述兩校為

2015年新簽訂)、韓國中央大學等。一般交流協議則有79所大學。2014年赴外交換生人數

為62名、來校交換生為67名，近4年來人數相當。 

八． 參考網站： 

1. 日本龍谷大學官方網站：http://www.ryukoku.ac.jp/english2/  

http://www.ryukoku.ac.jp/englis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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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Ryukoku Univers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yukoku Univers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recognizing the benefits to both institutions (or parties), 

wish to establish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through mutual assistance in the areas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agree as follows: 

Article 1: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Each institution may render services to the other for exchanging and procuring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materials and publications available on their respective campuses. 

Article 2: Personnel Collaboration 

On the exchange of personnel,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of funds and the approval of each institution’s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the host institution shall endeavour to help the visiting scholar/s by: 

A. Providing assistance with any documents relating to immigration formalities 

B. Introducing other institutions of 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 

C. Providing assistance in securing accommodation 

D. Providing office space for instructors and researchers on campus 

E. Providing coordinated assistance for research 

F. Providing access to research facilities 

Article 3: Development Potential 

Ryukoku Univers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may, in the futur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other programs relating to such matters as student exchange,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exchange. As the need arises, both institutions shall prepare separate 

agreements to implement any specific activities. 

Article 4:Renewal, Termination and Amendment 

4.1 Duration. This MoU shall remain in force for thre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 last signature.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MoU by providing 180 days’ advance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4.2 Extension and Renewal. The agreement will be re-examined by both universities every three years 

and unless either party wishes to alter the agreement, it will automatically remain in force. 

4.3 Amendment. No amendment of the terms of this MoU will be effective unless made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each party’s authorized signatory. 

 

Signed on behalf of Ryukoku University  

 

 

 Signed on behalf of Soochow University 

Tesshin Akamatsu  Wei-Ta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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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Ryukoku University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Date           /       /            

  

Date          /            /           

    Day      Month   Year         Day       Month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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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七 

 

University of HKBP Nommensen 

印尼諾門森大學 

 

一、 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54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8,300 名 

四、 教職員數：約 300 名 

五、 規 模： 

諾門森大學(Universitas HKBP Nommensen，簡稱 UHN)，於 1954 年成立之私立大學，

有兩個校區，位於北蘇門答臘省棉蘭市與先達市，是一所教會學校，隸屬於 Batak Christian 

Protestant Church。主要以大學部科系為主，包含醫學、法律、經濟、社會政治、教育、

工程、畜牧、農業、語言人文、心理，學士後研究於 2003 年成立，目前包含管理與教

育均為英語學程。 

 

棉蘭校區 

 Medicine 

 Law 

 Economics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Teachers Training and Education 

 Engineering 

 Animal Husbandry 

 Agriculture 

 Languages and Arts 

 Psychology 

 Postgraduate Studies 

先達校區 

 Teachers Training and Education  

 

六、 國際交流現況： 

與台灣多所大學簽屬合作協議，如國立清華大學(學術合作+交換)、東海大學(學術合作+

交換)、逢甲大學(學術合作+交換)等，同時為亞洲基督宗教大學協會(ACUCA)成員。 

 

七、 參考網址： 

1. 維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KBP_Nommensen_University 

2. 清華大學全球事務處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92&lang=big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KBP_Nommensen_University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92&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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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UNIVERSITY OF HKBP NOMMENSEN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University of HKBP 

Nommensen (Sumatera Utara, Indonesia) ,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both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a) Exchange of students; 

b)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for research; 

c)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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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 Sabam Malau 

President 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HKBP Nomme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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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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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八 

日本同志社大學 

Doshisha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875年 

三． 學生人數：大學部約26,733人；研究所約2,433人 

四． 教職員數：共約2,426人(專任797人；兼任1,529人) 

五． 規 模：同志社的校名意涵為「志同道合者所創之社」。校區寬廣且美麗，彷彿出現

在連續劇中的校園場景。被大自然環繞，春天有櫻花飛舞，夏天有綠樹成蔭，可以充分感受

到四季的變化。該校包含今出川校區、京田邊校區、大阪衛星校區共三個校區，學院表列如

下： 

1. 神學院（本科課程） 

2. 文學院（英語學科、哲學科、美學藝術

學科、文化史學科、日本文學科） 

3. 社會學院（社會學科、社會福祉學科、

媒體新聞與傳播學科、產學關係學科、

教育文化學科） 

4. 法學院（法學科、政治學科） 

5. 經濟學院（經濟學科） 

6. 商學院（商學科） 

7. 政策學院（政策學科） 

8. 文化資訊學院（文化資訊學科） 

 

9. 理工學院（智能資訊工程與科學科、資訊

系統設計學科、電氣工學科、電子工學

科、機械系統工學科、能源機械工學科、

功能分子與生命化學科、化學工程與材料

學科、環境系統科學科、數理系統學科） 

10. 生命醫學科學院（醫學工學科、醫學資訊

學科、醫學生命系統學科） 

11. 運動健康科學院（運動健康科學科） 

12. 心理學院（心理學科） 

13. 國際交流學院（國際交流學科） 

14. 全球地域文化學院（歐洲課程、亞太課

程、美洲課程） 

 

六． 強項與優勢： 

同志社大學是位於日本古都京都的一所知名私立大學。關西四所有名的私立大學通稱「關關

同立」，其中的「同」指的就是同志社大學。成立於 1875 年，擁有長久歷史，以基督教教義

為建學精神。在教育面最大的特徵就是現今日本最前端的產官學合作教育。 

七． 國際交流現況：同志社大學與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等台灣國內數所大學締結為姊妹校，

是一所相當親台的學校。自2009年起，本校日文系與該校建立學術交流關係，並自2011年起，

與本校建立校級學術交流協議並實施交換學生計畫。 

八． 參考網站：  

1. 同志社大學官網：https://www.doshisha.ac.jp/index.html（日文版） 

2. 同 志 社 大 學 海 外 交 換 機 構 一 覽 表 ( 亞 太 區 ) 

https://www.doshisha.ac.jp/zh-tw/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exchanges/asia.html 

3.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5%BF%97%E7%A4%BE%E5%A4%A7%E5%AD%B8 

4. 詠瑞留學資訊公司(日本精選大學介紹)： 

http://www.urwinner.net/Japan/jpu.htm  

https://www.doshisha.ac.jp/index.html
https://www.doshisha.ac.jp/zh-tw/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exchanges/asia.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5%BF%97%E7%A4%BE%E5%A4%A7%E5%AD%B8
http://www.urwinner.net/Japan/jp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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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DOSHISHA UNIVERSITY, JAPA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Doshisha University, wishing to enh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by developing closer acade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areas of education, research, and other activities, 

have agreed hereby to cooperate and work together toward the shared goa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1. The areas of cooperation will include any program offered at either institution which is felt to be desirable 

and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However, any 

specific program shall be designed and executed upon the mutual consent and approval of each institution. 

Such programs may include, but not be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1. Exchange of faculty 

2. Exchange of students 

3.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4. Joint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5. Exchange of research materials and resources. 

 

2. The specific terms of cooperation shall be discussed and agreed upon in writing by the authorized officers of 

both parties prior to the initiation of any particular program or activity. 

 

3. Soochow University designates Dean of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and 

Doshisha University designates Vice President for Global Affairs, as their respective officers responsible for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any program or activity under this agreement. 

 

4. The differing viewpoint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settled amicably by mutual 

consultation or negotiation. 

 

5. This agreement shall come into effect on the date whe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institutions affix their 

signatures to the agreement and shall continue until terminated by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A 

minimum period of six (6) months notice will be required from either party wishing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Any projects that have commenced at either institution by the date of termination may be 

completed.  The agreement may at any time be revised or modified by mutual written consent.  

 

This agreement is prepared in English and two (2) original copies of this agreement are produced. Both copies are 

authentic. As witness to their consent to this agreement,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hereunto provid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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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s. 

 

 

           Signed by             Signed by 

 

 

 

 

           Professor Wei-Ta Pan    Professor Koji Murata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Doshisha University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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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與華中科技大學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華中科技大學本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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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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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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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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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生必須遵守本約定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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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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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費用： 

1. 交換生在各自所屬學校繳交學雜費，雙方學校不再收取交換生學雜費。 

2. 雙方派出學生必須由學生購買相關保險，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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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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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約定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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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五年。約定書到期前六個月任何

一方不提出異議，本約定書將自動延長一次，有效期五年。如任何一方擬終止本約

定書，應在預定終止日期之前至少六個月，以書面形式提出終止約定書要求。在本

約定書終止之前開始或已經存在交換學習活動不受約定書終止影響。有關學生仍按

照原訂計畫完成在接待學校的學習。 

6. 本約定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 

7. 本約定書一式兩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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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中科技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丁烈雲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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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二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KOBLE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ERMANY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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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and Koble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ermany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Koble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Koble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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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ble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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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ble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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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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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A contact person will be assigned for each university. For Soochow University this will be: 

 

and for Koble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this will be: 

 

Ellen Rana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Team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Konrad-Zuse-Str 1 

56075 Koblenz 

Germany 

 

Articl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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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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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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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3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4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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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 Dr. Kristian Bosselmann-Cyran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Koble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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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三 
 

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University of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Ryukoku University, Kyoto, Japan 

 

Soochow University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SU) and Ryukoku University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RU), recognizing the benefits to be gained by both parties through Student 

Exchange, and wishing to promote scholarly activities and furthe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hereby agree on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 

Exchange student: Student wishing to study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with a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home university. 

 

1. Duration of Study at Host Institution 

 

1.1 Exchange students will stay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either one semester or one 

academic year. 

 

2.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2.1 Both institutions will accept the equivalent of two students per academic year from 

2017.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will be 

balanced over 3 years. 

 

2.2 Exchange students will pay normal tuition fees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ies of that university. Neither university will charge tuition 

or application fees from each other or the student.   

 

3. Application and Admission 

 

For students who will study abroad at SU: 

 

3.1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of SU is May 1 for fall semester and November 1 for spring 

semester. RU will forward the applications of its nominees to SU by the dea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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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SU will make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s within one month of receiving the 

applications. RU will be notified as to which students are offered admission and will 

inform each student of SU’s decision. 

 

3.3 Applicants to whom offers are made must indicate whether they wish to accept or 

decline the offer. 

 

For students who will study abroad at RU 

 

3.4 RU will inform SU of its application deadline 4 months prior to the beginning of each 

semester and SU will forward the applications of its nominees to RU by the deadline. 

 

3.5 RU will make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s within one month of receiving the 

applications. SU will be notified as to which students are offered admission and will 

inform each student of RU’s decision. 

 

3.6 Applicants to whom offers are made must indicate whether they wish to accept or 

decline the offer. 

 

4. Documentation to be submitted to the Host University 

 

All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he following documentation in order to be 

considered for the program by the Host: 

 

4.1 For students who will study abroad at SU: 

 

For Application: 

i. Application form (with a passport-size photo attached) 

ii. An official transcript from home university (all prior to the exchange) 

iii. A photocopy of passport 

iv. A study plan (statement of purpose) (within A4 size)  

v. Certification of nomination from the home university 

vi. One passport-size photo for registration procedure 

 

For entering Taiwan: 

i. An original completed Health Certificate (Valid for 3 months only before the 

entry date) 

ii. A photocopy of Medical/Accidental Insurance 

 

4.2 For students who will study abroad at 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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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pplication form 

ii.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Japanese 

iii.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detailing the student’s suitability for the program 

iv. Official Transcript of Student’s Grades (in English or Japanese) 

v. Plan of study at RU 

vi. Certificate of Health 

vii. Application for 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 

viii. 6 Passport size photos 

ix. A photocopy of passport  

  (the pages with the passport holder’s photo and passport number)  

x.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to Ryukoku University student dormitories 

 

 

5. Course/Modules Selection 

 

For students who will study abroad at SU: 

 

5.1 Exchange students are offered any classes available at SU as long as they meet 

the English, Chinese, or other language requirement and are accepted by the 

class instructor. 

 

5.2 While there is no language requirement for students from RU, a minimum score of 

TOEFL iBT 61 or equivalent is recommended for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who 

plan to register for classes offered in English. 

 

5.3 It is the student’s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the courses selected fo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are acceptable to the student’s home university.  

 

For students who will study abroad at RU: 

 

5.4 Exchange students are offered any classes available at RU as long as they meet 

the Japanese or other language requirement and are accepted by the class 

instructor. Typical requirement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placement at high 

intermediate level and above for Japanese language classes at RU. 

 

5.5 For Japanese language study at RU, students from SU will take classes in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Program in Kyoto (JEP Kyoto), which i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exchange students. While there is no minimum Japanese language 

requirement to take JEP Kyoto language class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SU 

students have 300 hours of previous Japanese language study experienc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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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ined a score of N4 on the 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in order to 

make the most of their experience. Similarly, for non-language JEP Kyoto classes 

offered in English, a minimum score of 500 TOEFL PBT or equivalent is 

recommended for students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5.6 It is the student’s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the courses selected fo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are acceptable to the student’s home university.  

 

6. Credits 

 

6.1 Any academic credits receiv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ogram may be 

transferred to the home university if they meet the criteria specifi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nd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ropriate regulation of the home 

university. 

 

7. Conditions 

 

7.1 SU accepts students from the RU granting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 Tuition fee waiver for the exchange students 

ii. Assistance in finding accommodation.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will be 

borne by the student. 

 

7.2 RU accepts students from the SU granting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 Tuition fee waiver for the exchange students 

ii. Assistance in finding accommodation.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will be 

borne by the student. 

 

7.3 All students from both institution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ir international 

travel arrangements and must bear all associated costs, including study materials, 

local transportation, student health insurance and medical care, personal 

expenses and passport/visa application fees. 

 

7.4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of students 

into the student life of the university.  

 

7.5 Student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Each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right to dismiss any student at any time for conduct in 

violation of their establish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However, the dismissal of an 

exchange student shall not abrogate the Agreement or the arrangements 

regarding other exchan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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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Upon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tudents must return to the 

home university.  No extension of stay will be authorized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cally agreed upon by both parties. 

 

 

8. Joint Responsibilities  

 

8.1  SU will appoint an exchange coordinator responsible for dealing with all academic 

matters related to the student exchange. RU will be notified of the exchange 

coordinator at the start of the Agreement. SU may change the exchange 

coordinator pending notification to RU of any such changes. 

 

8.2  RU will appoint an exchange coordinator responsible for dealing with all academic 

matters related to the student exchange. SU will be notified of the exchange 

coordinator at the start of the Agreement. RU may change the exchange 

coordinator pending notification to SU of any such changes. 

 

 

9. Entry Procedures 

 

9.1 Both institutions will assist exchange students with the necessary entry 

procedures required by each country. 

 

9.2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issue appropriate documents for visa purpo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 laws.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exchange student to obtain a visa in a timely manner. 

 

 

10. Expiration of this agreement 

 

10.1 This agreement is effective fo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signing.  

The agreement will be re-examined by both universities every three years and 

unless either party wishes to alter the agreement, it will automatically remain in 

force.  Either university may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at any time by giving six 

months notice in writing.  Regardless of termination, both universities shall 

continue to fulfil their obligations until all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the programme 

have completed the term in session at the time of 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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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ed on behalf of Soochow University 

 

 

 

 

 Signed on behalf of Ryukoku University 

Wei-Ta Pan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Tesshin Akamatsu 

President 

Ryukoku University 

 

Date                /            /            

  

Date                  /               

/           

     Day   Month   Year           Day  Month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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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四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HKBP NOMME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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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and University of HKBP Nommensen,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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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BP Nommensen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University of HKBP Nommensen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2)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University of HKBP Nomme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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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BP Nommensen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Articl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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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end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the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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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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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Ir. Sabam Malau 

President 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HKBP Nommensen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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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五 
 

AGREEMENT FOR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DOSHISHA UNIVERSITY, JAPAN 

 

 

Soochow University (SU) and Doshisha University (DU), recognizing the valu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ereby agree upon the following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Agreement for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1. NUMBER AND STATUS OF STUDENTS 

In any one year during the term of this Agreement, two (2) students from each institution may be enrolled as a 

full-time non-degree student at the other institution for a period of one academic year.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gram will continue as candidates for the degrees of their home institution. 
One student for one academic year is equivalent to two students for one academic semester.  Upon completion 

of the year or semester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exchange students must return to the home institution unless 

both institutions have approved an extension of their stay. 

To encourage the active interchange of students and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exchange, students from both 

institutions will be permitted to engage in the host institution’s other programs.  It is understood that a balance in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maintained over the term of this agreement. 

 

2. SELECTION OF PARTICIPANTS 

The program is open t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have completed at least one year of undergraduate study.  

Graduate students may also participate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elected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generally on the basis of academic merit.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host 

institution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a final decision on the admission of students nominated for the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In case the candidate is reject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any reason, the home institution 

may nominate alternative candidates for consideration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on condition that such alternative 

applications could be made early enough for the host institution to arrange visa and other procedures in time for 

their proposed semester of admission. 

Students selected for the exchange will be required to display sufficient proficiency in the language appropriate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to carry out their studies and research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3. ELIGIBLE COURSES 

Each participating student will take courses regularly offered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exchange students 

from SU will join the Center for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JLC) at DU.  They will be expected to have a 

minimum of one year’s study of Japanese at the college level.  They will be permitted to take the academic 

courses run by the appropriate faculty, if their Japanese proficiency is sufficient.  However, some courses may 

not be open to exchange students.  Any academic credit earned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may be transferred back to 

the home instit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procedures determined by the latter. 

 

4. RESPONSIBILITIES 

Each participating student will enjoy the same rights and privileges as student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and be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s and discipline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and country.  The institutions will provide each 

other with adequate inform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participating students and each institution will nominate a 

member of staff to coordinate the program. 

 

5. TU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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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student will pay the appropriate tuition and fees to his/her home institution during attendance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He/She will not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However, exchange students attending DU 

are expected to pay the Educational Support Fee required by CJLC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semester. 

 

6. ACCOMMODATION AND FINANCE 

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o help the receiving students find relevant housing accommodations.  The payment of 

such housing, together with the payment for all travel, visa, medical insurance and subsistence cost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and neither institution shall be held liable for 

such charges and arrangements.  Students selected shall satisfy the home institution that they have adequate 

funds for transportation to and from the host institution and for subsistence during their enrolment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7. HEALTH INSURANCE 

SU students attending DU are required to join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institu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DU students attending SU are required to purchase adequate medical insur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Taiwan. 

 

8. TERM OF VALIDITY, RENEWAL, AMENDMENT, AND TERMINATION 

This Agreement shall commence on the date whe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institutions affix their signatures 

and shall continue thereafter for five (5) years subject to revision or modification by mutual agreement.  Either 

institution may, by notice in writing of no less than six (6) months,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but an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ho have commenced at either institution, or whose exchange procedures have been started by the date 

of termination, may complete their courses of study.  The institutions will confer concerning the renewal of this 

Agreement six (6) months prior to its expiration. 

 

 

 

Signed for and on behalf of  Signed for and on behalf of 

Soochow University  Doshisha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Kyoto, Jap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essor                             Professor Tetsuya Taguchi 

Dean of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Vice President for Global Affairs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