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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5 次(105 年 10 月 17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5 年 10 月 21 日核定，經 105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席︰趙維良副校長 

出席︰詹乾隆教務長、莊永丞學務長、阮金祥總務(採保組謝傳仁組長代)、 

王志傑研發長(教資中心主任)、姚思遠學術交流長、人社院黃秀端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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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傅祖壇院長、秘書室王淑芳主任秘書、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會計室洪碧珠主任、圖書館林聰敏館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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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盧令北主任、哲學系米建國主任、政治系陳立剛主任、 

社會工作系萬心蕊主任(歐孟芬秘書代)、音樂系孫清吉主任、師培中心賴光真主任、 

人權學程陳俊宏主任(張君瑋代)、英文系王安琪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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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林惠文主任、物理系巫俊賢主任、化學系何美霖主任 

微生物系張怡塘主任、心理系徐儷瑜主任、商學院陳惠芳副院長、國貿系陳宏易主任、 

資管系何煒華主任、商學進修學士班詹芳書主任、國際商管學程詹乾隆主任、 

EMBA 傅祖壇主任、華語教學中心鄭匡宇副主任(王鵬順專員代)、王玉梅專門委員、 

校長室稽核楊康皓秘書 

請假：潘維大校長、顧名儀社資長 

紀錄︰藺以雯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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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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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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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項，執行情形詳如附件。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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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 

1. 105 學年起入學之碩博士班新生，必須完成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的線上課

程或修畢系上學術倫理課程方可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本週四下午邀請臺灣學術倫

理教育資源中心孫之元教授講解平台使用與學術倫理資源之運用，請各學院系主

管協助宣導，特別邀請碩博士班的秘書同仁參加。 

2. 11 月 1 日教育部將蒞校進行教學卓越計畫訪視，教材上網目前上網率已達 50%，

與去年相距不遠，請各學院系協助提高上網率。特別是兼任教師部分，教學資源

中心亦可提供教學上的協助。 

3. 為配合教育部希望能落實學生均具有撰有程式語言的能力的政策，由於本校目前

僅資管系開設 22 門課程，約 400 多位同學修習，且本校資訊能力檢定並未包括撰

寫程式語言。教育部將在 11 月 7 日召開第 2 次程式語言教學會議，並提供相關資

源(如種子教師)來推動執行，將於會後盡快召集資訊相關單位，共同研商程式語

言撰寫能力課程之推動。 

 副校長： 

1. 教育部對於學術倫理有特別的要求，請各學院系主管務必傳達這項訊息。 

2. 教育部就教材上網之下標為 80%，請各學院系主管在這兩週時間內多加提

醒兼任老師，或請老師到系辦公室、教資中心，由行政同仁協助進行。 

學務長： 

1. 新生家長座談會已於上週六圓滿結束，感謝各位師長的協助。 

2. 本學期合唱團比賽已經開始報名，第一名獎金 1 萬元，此外還備有參加獎，請各

學院系主管多鼓勵同學報名參加。 

3. 學生會正副會長補選選舉將於本週三~五舉行，本次選舉是第60屆的學生會會長，

在東吳大學學生自治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共計有兩組候選人，有勞師長們在課堂

中鼓勵同學踴躍參與投票，落實學生自治。 

外語學院林茂松院長(參閱頁 8-16) 

巨資學院趙維良院長： 

本週六巨資學院在普仁堂有一場國際研討會，歡迎各位師長出席。 

圖書館林聰敏館長： 

圖書經費每年均需於年底達成獎補助規定額度 160 萬，因有部分學系尚未達成規定三

成薦購額度，以致於目前仍缺 80 多萬的獎補助執行額度，請以下學系儘速提出書籍

薦購，以利整體圖書經費於 12 月中旬前執行達成獎補助規定執行額度。 

需儘速提出書籍薦購的學系為：中文、歷史、日文、德文、法律及巨量學院。 

教學資源中心王志傑主任： 

關於教材上網，請師長將檔案上傳到目錄的週次欄位(不用每週都上傳)，而非公佈

欄。 

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 

1. 中研院及 TANET 學術骨幹網路擴增 100G 並且給東吳校本部一條專線，這樣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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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緩目前所有流量必須轉回城區部再出去。為因應此，電算中心將於本學年度完

成配套因應，包括校本部網路連接配置、電算中心空間整體規劃等。 

2. 上週五完成各一二級單位網頁改版，未來可以因應平版介面瀏覽的 RWD 格式，

建請各單位藉此機會重新檢視頁面連結網址是否有問題，包括失效連結、錯置連

結等，電算中心會再發函提醒大家。 

3. 本週四及下週四將進行個資教育訓練課程，由於現在各單位常有輪調，為求同仁

能熟悉業務掌握個資保護，務必請各單位針對未曾上過個資教育訓練及新進同仁

鼓勵其參加此次教育訓練。 

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 

10 月 11 日姚明東吳同學會圓滿完成，不僅同學反應熱烈，亦吸引了 20 多家媒體報

導，有助於提高本校形象與曝光率。特此感謝秘書室、總務處、學務處、國際處、校

安中心、教學資源中心、電算中心及音樂系師長與同仁的鼎力相助。 

推廣部劉宗哲主任： 

推廣部總收入連續 4 年創新高，104 年達 1 億 6700 萬元，感謝各位師長的支持。 

校牧室黃寬裕主任： 

楊其銑校長的追思會時間訂於 11 月 6 日(日)下午 2 點，在外雙溪校區安素堂舉行，

讓我們一同緬懷、追思楊校長。 

王淑芳主任秘書： 

1. 開學至今辦理多場記者會，讓東吳的媒體人脈從過往的文教線拓展至政治、財經、

科技等版圖，感謝商學院、法學院、巨資學院、社資處、體育室等單位的精心策

劃。 

2. 有關遠見雜誌大學評比一事，日前已寄送校長致全校同仁的電子郵件，並於上週

召開了第 1 次一級主管會議，未來將持續邀集師長們召開改善會議，請學院系一

同共思精進之道，並於會議中提出，一起努力讓東吳大學更好。 

3. 11 月 6 日將舉辦楊其銑校長的追思會，由校牧室、秘書室、總務處、社資處、英

文系等各單位一同主辦，敬邀各位師長出席，謹說明楊校長與東吳之淵源如後： 

楊校長於民國 37 年隻身來台，是東吳大學英文系第一屆的畢業生，並以連續 4

年都是第1名的優異成績留校擔任助教。楊校長留校服務期間原有機會赴美進修，

惟因父母均不在台無法獲發簽證而作罷，石超庸校長愛才惜才，特別為楊校長作

保，楊校長以傅爾布萊特獎學金補助的身分獲得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語言學碩士。

因感念石校長的栽培及母校需才孔亟之故，楊校長放棄繼續攻讀博士的機會，毅

然返回母校服務，擔任語言中心主任、英文系系主任、教務長、副校長到校長。 

楊校長圓融而開明，任內透過校友、家長、全校學生的調查，廢除了點名制度；

更前瞻地購入城中校區三、四大樓土地，也將外雙溪校區原有的活動中心改建為

綜合大樓。由於楊校長對東吳大學貢獻卓著，楊校長卸任校長一職後，董事會特

聘楊校長為名譽校長及名譽董事。楊校長辭任名譽董事移居美國後，每逢校慶活

動均不辭奔波兼程返校，直至身體狀況不佳為止。楊校長以 91 歲高齡，於 10 月

8 日在美國加州辭世，副校長與我將出席 10 月 22 日在美國加州舉辦的追思會；

11 月 6 日在安素堂舉辦的追思會，刻正籌辦中，將發函給楊校長任內之師長、同

仁及校友，一同向楊校長表達追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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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維良副校長： 

上週赴印尼參加 ACCUCA 年度大會，會中與 1 所印尼大學、2 所日本大學商談進一

步交換得議題，希望未來在華語教學、交換生方面有更多的合作空間。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職員工出差、加班、誤餐、值勤等費支給標準」修訂

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有關本校職工加班相關規定經實際運作，部分規則宜再調整，故建請修

訂「東吳大學教職員出差、加班、誤餐、值勤等費支給標準」，本次修訂

重點如下： 

(一) 有關工友加班相關事項已另訂於「東吳大學工友工作規則」，故刪除

本辦法有關工友加班之規定，並調整辦法名稱。 

(二) 修訂本校職員於上班日申報加班之起算標準，由原累積9小時工時調

整為累積8小時工時後起算加班。 

(三) 修訂職員加班以補休方式辦理，並刪除職員支領加班費之相關規定，

以符實際運作情形。 

(四) 原訂有關例假日之加班，應僅限星期例假日及國定假日；惟，依本

校行事曆所訂之假日尚有學術交流週、寒暑長假及周五等非屬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之放假日，為符合實際執行情形，修訂職員於非上班

日得申報加班之相關規定。 

(五) 依104學年度預算小組第1次會議決議，調整值勤費率標準。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附件1)及「東吳大學教職員出差、加班、誤餐、值

勤等費支給標準」原條文(附件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之修訂，研擬修訂「東吳大學

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以符合法規及實際運作之需。本次修訂重點如

下： 

(一) 修訂教師申請升等之任教年資計算規定，以利表現優異之教師得提

前申請升等。 

(二) 修訂教師申請升等應提供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

年限及相關規範。 

(三) 基於公平原則，修正藝術類科教師以作品或演奏申請升等之審查規

定，比照以其他類別升等之外審審查規則。 

(四) 新增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通過升等者，其研究成果如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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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教評會認定，得不為公開出版

之例外情形 

二、茲因最新修訂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自106年2月1日起施

行，故建議本修訂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亦自106年2月1

日起正式實施。 

三、檢附「東吳大學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附件1)及「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件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第三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澳洲昆士蘭大學、美國東密西根大學、香港教育大學、上海

大學及山東財經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案。 

提案人：國際處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1次會議(105.10.04)通過。 

二、為加強本校與國際及大陸高校之學術交流合作，提請簽定校級學術交流

協議。學校簡介及協議草案請詳附件1-5。 

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香港教育大學、上海大學及山東財經大學簽訂校級學生交換

協議案。 

提案人：國際處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1次會議(105.10.04)通過。 

二、為加強本校與三校之學術交流合作，提請簽定校級學生交換協議，協議

草案請詳附件1-3。 

決議：通過。 

第五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山東財經大學簽訂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案。 

提案人：國際處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1次會議(105.10.04)通過。 

二、為加強本校與該校之交流與合作，提請簽訂交流合作約定，約文草案請

詳附件1。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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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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審議本校與香港地區中學

合作協議書範本。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由國際處辦理後續簽約

事宜。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磨課師

(MOOCs)課程實施要點」(草

案)。 

通過，於下次會議確認本次

會議紀錄時，確認涉及考核

部分條文之修正情況。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數位補救教

材製作獎助辦法」(草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四 
請討論「東吳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設置辦法」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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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執行情形彙整表   

10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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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與巨資學院之產學合作

記者會 

【104學年度第23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社資處 
10 月

4 日 
已於 10 月 4 日圓滿完成 

擬予

銷管 

二 

1. 實踐家與商學院之服務創

新育成中心合作記者會 

【104學年度第23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2. 由商學院傅院長召集跨單

位協商會議 

【105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社 資

處、商學

院 

 

1. 分批邀請相關單位協調場

地規劃事宜中，待場地及行政

資源整合後即可著手規劃實

踐家與商學院合作記者會。 

2. 10 月 13 日下午召開第一

次會議。 

擬予

繼續

管制 

三 

嚴家淦法學講座教授馬英九

教授演講 

【105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法學院 
9 月

26 日 
已於 9 月 26 日圓滿完成 

擬予

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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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外語學院林茂松院長 

105年6月25日

大一學生多益測驗結果

分析簡報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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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室稽核 

104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5.10.17 

單位 出納組 查核時間 105.5.17 

可精進或待改善者：1 項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投資有價證券

與其他投資之

決策、買賣及

保管及記錄作

業 

1. 部分流程標示方式

過於繁雜建議可以

合併。 

1.1.如「資金檢討小

組」的處理狀

態應可與下方

的「同意」決

策程序合併。 

1.2.提請董事會討

論與下方之

「同意」決策

程序可合併成

同一個決策程

序。 

1.3.報部教育部與

下方「同意」

決策程序可合

併成同一個決

策程序。 

2. 賸餘款是否投資之

決策程序，如果是

選「否」，應該直

接連到「結束」之

程序，無須連到洽

詢票券之取得事

宜。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

資金運用檢討

會議決議，特

此擬定本校

「資金運用指

導委員會設置

辦法草案」，

已專案簽核

中，俟辦法完

備後，有關「投

資有價證券與

其他投資之決

策、買賣及保

管及記錄作

業」內部控制

作業，將作整

體檢視，內容

再行修正及更

改作業流程圖

等事宜。 

本作業自 105年 6月

8 日管制迄今，將持

續追蹤至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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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5.10.17 

單位 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 查核時間 105.5.17~105.5.19 

可精進或待改善者：1 項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募款、收受捐

贈之決策、執

行及記錄作業 

1. 募款作業流程中有

關「陳校長核定」

之處理程序應與下

方之「同意」決策

程序屬同一步驟，

建議合併為「陳校

長核定」之決策程

序。 

2. 收受捐款及收據開

立作業： 

2.1 實物捐贈部分

中「社資長代判」

之處理程序與下方

之「同意」決策程

序屬同一步驟，建

議合併為「社資長

代判」之決策程

序。 

2.2 流程結束前之

「經費核銷及傳票

作業流程」為校內

經費支用之作業流

程與本作業無明顯

之關聯，建議予以

刪除。 

3. 預先開立捐款收據

作業：流程中有關

「填具校友服務暨

資源拓展中心繳款

清單」及「填具東

吳大學文件蓋用印

信申請表」，因屬

同一階段之工作，

建議可以合併表

示。 

4. 該內控作業中依據

及相關文件中所採

用之「東吳大學募

無 本作業自 105年 6月

8 日管制迄今，將持

續追蹤至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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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作業細則」及「東

吳大學捐款細則」

條文內容未因應組

織調整而修改，建

議儘早修正。另捐

款細則中有關收款

人之名稱及受款帳

戶名稱與實際帳戶

名不符，請儘早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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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5.10.17 

單位 註冊課務組 查核時間 105.5.25 

可精進或待改善者：1 項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證書採購、印

製及保管作業 

1. 檢視作業流程發現

該作業流程中控制

重點有未領取、錯

誤及空白證書的處

理說明，但流程圖

中卻無呈現，建議

整個流程規劃需完

整呈現。 

2. 該項內部控制制

度中，「8.1 東吳大學

公用物品申請採購作

業辦法」辦法名稱已

改為「東吳大學採購

辦法」。 

3. 空白證書之控管

未如控制重點中所

述，正確建冊管控，

易造成空白證書流出

之風險。（本學年度

承辦人為新接任，證

書尚未發放。亦查無

過去相關建冊資料） 

4. 存放證書之場所

未能上鎖管制，易造

成遺失之風險。 

已針對空白證

書領取及管控

建立內控機制

並確實執行。 

本作業自 105年 6月

3 日管制迄今，將持

續追蹤至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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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5.10.17 

單位 德育中心 查核時間 105.5.26~105.6.2 

可精進或待改善者：4 項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學生就學優待

減免申請與審

核作業 

經查流程圖設計中，如

果學生於申請完就學

優待減免後辦理休退

學，需詢問學生是否要

保留該學期減免之機

會，但流程圖中僅設計

一個處理程序，並未多

一個決策流程來判

斷。（如果要保留就要

把差額補足。如果不保

留，以後在復學時就無

法再申請該學期之學

費減免。） 

相關改進建議

事項將配合時

程進行修改。 

本作業自 105 年 6

月 8 日管制迄今，

將持續追蹤至完成

修正。 

學生獎助學金

申請審核暨撥

發作業 

本作業流程圖與實際

作業流程不符，僅呈現

弱勢助學金部分，其他

類別之獎助學金作業

流程未於流程途中呈

現。 

相關改進建議

事項將配合時

程進行修改。 

本作業自 105 年 6

月 8 日管制迄今，

將持續追蹤至完成

修正。 

學士班優秀學

生獎勵作業 

名單篩選以人工進

行，易產生疏漏之風

險。已建議承辦單位，

於之後學務系統規劃

時統一納入考量。 

相關改進建議

事項將配合時

程進行修改。 

本作業自 105 年 6

月 8 日管制迄今，

將持續追蹤至完成

修正。 

 

  



22 

104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5.10.17 

單位 學生事務處 查核時間 105.6.16~105.6.22 

可精進或待改善者：2 項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住宿生緊急傷

病處理作業 

1. 本作業流程過於簡略建議

可直接將內控重點中建立

標準作業流程之內容融入

本內控流程中，無須另外

呈現。 

2. 有關「控制重點 6.4：行政

單位是否上班。」中，行

政單位上不上班並不是該

作業項目中最重要之部

分，建議本控制重點再予

以修改。實際之內容應為

健康暨諮商中心是否有人

留值。 

預於 105 年 7

月 29 日改善。 

本作業自 105

年 7月 5日管

制迄今，將持

續追蹤至完

成修正。 

學生宿舍保證

金管控作業 

經與承辦人晤談發現本作業

程序中，需人工針對繳交保證

金名冊進行比對，易造成風險

且耗費人力。 

未來若有相關

系統開發需求

提報，將列入

優先提報項

目。 

本作業自 105

年 7月 5日管

制迄今，將持

續追蹤至完

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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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5.10.17 

單位 總務處 查核時間 105.7.4~105.7.14 

可精進或待改善者：2 項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財產盤點作業 1. 有關本作業流程圖

中，財產如果盤虧

無需賠償時，應連

至財產減損作業中

的遺失處理，該圖

示應為「已定義處

理」（財產減損作

業），不應使用「連

接」。 

2. 經查皆依規定進行

財產盤點。有關本

作業流程圖中，財

產如果盤虧無需賠

償時，應連至財產

減損作業中的遺失

處理，該圖示應為

「已定義處理」（財

產減損作業），不

應使用「連接」。 

3. 經查皆依規定進行

財產盤點。 

下次內控修改時

提出修正。 

本作業自 105 年

7月 26日管制迄

今，將持續追蹤

至完成修正。 

申請設置零用

金及零用金結

存報告作業 

1. 本內控作業中，「權

責單位 3.1.零用金

申請：各單位零金

申請保管者。」缺

字。 

2. 經訪談出納組吳淑

慧組長，自零用金

管理辦法通過後，

並無單位提出申

請。 

3. 經查現行各單位如

有零散之小額購買

需求，則以借支辦

公費或周轉金方式

進行資金使用。如

本校欲採取上述方

式進行，是否仍有

1. 發現事項 1，本

組依建議配合

學校修訂內控

作業時間提出

修訂。 

2. 本組業務為申

請設置零用金

及零用金結存

報告作業，截

至目前並無單

位提出申請，

故無法提供案

例供查核；另

發現事項 3 所

述「經查現行

各單位如有零

散之小額購買

本作業自 105 年

7月 28日管制迄

今，將持續追蹤

至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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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零用金辦法之

必要。 

需求，則以借

支辦公費或周

轉金方式進行

資金使

用…」，非本

組所提供之查

核事項，故本

組無法表示意

見。 

3. 「東吳大學零

用金管理辦

法」係依據教

育部「學校財

團法人及所設

立學校建立會

計制度實施辦

法」所訂定，

相關辦法及表

單填寫範例均

公布於本組網

頁，且辦公費

目前並非所有

單位皆有設

置，建議「東

吳大學零用金

管理辦法」仍

有設立之必

要，俾利未來

如有單位需

要，可依法提

供申請及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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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教職員出差、加班、誤餐、值勤等費支給標準 

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辦法名稱：東吳大學教職員出差、加

班、誤餐、值勤等費支給標準 

辦法名稱：東吳大學教職員工出差、加

班、誤餐、值勤等費支給標準 

調整辦法名稱。 

加班 

申請規定： 

一、職員經主管指派於非上班時間處理

公務者視為加班，並可於事後辦理

補休；補休應自加班日起3個月內

休畢。 

二、上班日加班之申報，以該日累積8

小時工時後所實際超出之工作時

數計算，並以4小時為限（以出勤

紀錄為準）。非上班日加班之申

報，以8小時為限，但有特殊情形

者，經單位主管核准，不受前述規

定限制。 

三、職員加班應事先填具加班申請單，

並經單位主管核可。 

四、加班時數採按月累計結算，以1小

時為單位，超過半小時者，以1小

時計。 

五、已支領主管加給或已因特別業務支

領特殊工作費、夜間津貼者，不得

再以同一業務另案簽報加班。 

六、職員於非上班日奉派出差，除可申

請出差相關費用外，亦得申請補

休。 

七、所稱非上班日依本校行事曆排定之

日期為準；因單位業務所需，另行

排班者，則依排定班表辦理。 

加班 

一、費率： 

（一）職員：每小時180元 

（二）技工、工友：依勞動基準法

相關規定核算 

二、申請規定： 

（一）職工經主管指派於非上班時

間處理公務者視為加班。加

班以申請補休為原則，並應

自加班日起三個月內休畢。 

（二）例假日加班之申報，以八小

時為限；平常日加班之申

報，以該日累積九小時工時

後所實際超出之工作時數

計算，並以四小時為限（以

出勤紀錄為準）。但有特殊

情形者，得專案簽請校長核

准。 

（三）職員加班應事先填具加班申

請單，並經單位主管核可。 

（四）加班時數採按月累計結算，

以一小時為單位，超過半小

時者，以一小時計。 

（五）已支領主管加給或已因特別

業務支領特殊工作費、夜間

津貼者，不得再以同一業務

另案簽報加班。 

（六）職員於例假日奉派出差，除

可申請出差相關費用外，亦

得申請補休，但不得請領加

班費。 

一、有關工友加

班已訂於

本校工友

工 作 規

則，故刪除

工友加班

相 關 規

定，並調整

辦法名稱。 

二、修訂職員於

上班日申

報加班之

起 算 標

準，由原累

積9小時工

時調整為

累積8小時

工時後起

算加班。 

三、依本校實際

運 作 情

形，調整本

校職員加

班以事後

補 休 辦

理，並刪除

職員支領

加班費之

相關規定。 

四、本校行事曆

所訂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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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七）所稱例假日係指星期例假日

及國定假日。 

日，除星期

例假日及

國定假日

外，尚有學

術 交 流

週、寒暑長

假及周五

等，故修訂

職員於非

上班日申

報加班之

相關規定。 

校安值勤 

星期一至星期五：1,000元 

星期例假日及國定假日：1,500元 

值勤 

星期一至星期五：500元 

例假日：1,000元 

依104學年度預

算小組第1次會

議決議，調整值

勤費率標準，並

做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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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教職員工出差、加班、誤餐、值勤等費支給標準 

 
85年2月7日行政會議修訂 

85年6月5日行政會議修訂 

87年1月14日行政會議修訂 

88年9月1日行政會議修訂 

89年9月6日行政會議修訂 

90年3月14日行政會議修訂 

94年4月6日行政會議修訂 

97年4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 

103年1月20日行政會議修訂 

104 年 4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訂 

 

 

 

 

出 

 

 

 

 

 

 

 

 

 

差 

 

一、費率： 

（一）住宿費： 

不分職級依憑證實報實銷，最高每日以 2,000 元為限。 

（二）膳雜費： 

依出差行程加計往返路程所需交通時間，超過八小時者，每日 400 元；八

小時以內者 200 元。如歸程時間已超過午夜十二時者，得加支一日膳雜費。 

（三）交通費：不論搭乘鐵公路或駕駛自用汽車，均按同路段台鐵自強號之票價

報支。 

二、申請規定： 

（一）已獲准公差假之專任教職員工，得依出差需要支領差旅費。教師符合本校

教師請假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款第四目、第六目及第七目之規定者，得

參照差旅費申請標準支領相關費用。 

（二）外出洽公之地點位於台北市及新北市者視為公差假之「公出」；位於台北

市及新北市以外者視為公差假之「出差」。出差同仁得請領交通、住宿、

膳雜等差旅費用；公出之同仁除因公務急要，經單位主管核准者可搭乘計

程車外，其餘僅得檢據核銷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或停車等費用。 

（三）差勤承辦單位已提供免費之住宿及交通工具往返者，可申請膳雜費。 

（四）差勤承辦單位未提供住宿或交通工具往返者，依前述費率申請住宿費、交

通費及膳雜費。 

（五）如受限於去回程時間或基於減少住宿費用之考量，可搭乘國內班機或高鐵

出差。 

 

 

 

加 

 

 

 

 

 

 

一、費率： 

（一）職員：每小時 180 元 

（二）技工、工友：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核算 

二、申請規定： 

（一）職工經主管指派於非上班時間處理公務者視為加班。加班以申請補休為原

則，並應自加班日起三個月內休畢。 

（二）例假日加班之申報，以八小時為限；平常日加班之申報，以該日累積九小

時工時後所實際超出之工作時數計算，並以四小時為限（以出勤紀錄為

準）。但有特殊情形者，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准。 

（三）職員加班應事先填具加班申請單，並經單位主管核可。 

（四）加班時數採按月累計結算，以一小時為單位，超過半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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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五）已支領主管加給或已因特別業務支領特殊工作費、夜間津貼者，不得再以

同一業務另案簽報加班。 

（六）職員於例假日奉派出差，除可申請出差相關費用外，亦得申請補休，但不

得請領加班費。 

（七）所稱例假日係指星期例假日及國定假日。 

 

誤 

餐 

費 

一、費率： 

（一）早餐：80 元 

（二）午、晚餐：120 元 

二、申請規定： 

    已申請加班費者，不得再申請誤餐費。 

值 

勤 

星期一至星期五：500 元 

例假日：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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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本校教師評

審辦法第九條及教育部有關

法令訂定之。 

未修訂。 

 第二條 

教師申請升等，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之

規定辦理。 

未修訂。 

 第三條 

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曾任講師三年，並備有

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

等為助理教授。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並

備有專門著作者，得申

請升等為副教授。 

三、曾任副教授三年，並備

有重要專門著作者，得

申請升等為教授。 

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前已獲得教育部之講師證

書、助教證書且繼續任教未

中斷者，得依下列規定申請

升等： 

一、助教獲有碩士學位或其

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

良者；或曾任助教四

年，並備有專門著作

者，得申請升等為講

師。 

二、講師或助教獲有博士學

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成績優良者；或曾任講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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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師三年，並備有專門著

作者，得申請升等為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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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前條教師申請升等之任

教年資，應符合以下規定：  

一、兼任教師升等所需任教

年資，照專任教師升等

所需年資加倍計算。 

二、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時，

應在本校連續任教二年

以上。 

三、兼任教師申請升等時，

應在本校連續任教六個

學期以上。隔年授課或

隔學期授課，視為連續

任教。 

四、任教年資之計算，不包

括留職停薪期間之年

資，但留職前後之年資

視為連續，並以歷年接

受之聘書，配合教師證

書生效日期推算之。 

五、教師申請升等時，當學

期應實際在校任教授課

滿一學分。教師經核准

留職帶薪、留職停薪或

休假期間申請升等時，

當學期亦需返校授課，

並符合上述授課規定。 

六、教師任教年資得計算至

申請升等之當學期止。 

第四條 

前條教師申請升等之任

教年資，應符合以下規定：  

一、兼任教師升等所需任教

年資，照專任教師升等

所需年資加倍計算。 

二、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時，

應在本校連續任教二年

以上。 

三、兼任教師申請升等時，

應在本校連續任教六個

學期以上。隔年授課或

隔學期授課，視為連續

任教。 

四、任教年資之計算，不包

括留職停薪期間之年

資，但留職前後之年資

視為連續，並以歷年接

受之聘書，配合教師證

書生效日期推算之。 

五、教師申請升等時，當學

期應實際在校任教授

課。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第 2 條第 1 項

第 2 款及第 3 款之

規定，增訂教師申

請升等時 (含留職

帶薪、留職停薪或

休假期間)，當學期

至少應在校任教授

課滿一學分。 

二、明訂教師任教年資

得計算至申請升等

之當學期止，使專

任教師得於所任職

級屆滿三年之當學

期，即可提出升等

申請，以利表現優

異之教師提前升

等。 

第五條 

教師申請升等所提之著

作，須符合教育部有關規

定；各學院及學系得另行訂

定相關規則，但不得違反本

條文之規定。 

一、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由

各級教評會認定）。 

第五條 

教師申請升等所提之著

作，須符合教育部有關規

定；各學院及學系得另行訂

定相關規則，但不得違反本

條文之規定。 

一、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由

各級教評會認定）。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 21～23 條修正，

調整教師申請升等

所提之專門著作應

符合之形式及規範。 

（一）增訂經出版社

或圖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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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有個人之原創性，以整

理、增刪、組合或編排

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

其他非學術性著作不得

送審。 

三、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

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

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

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

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

表。如為接受將定期發

表者，應附接受函之證

明。 

四、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

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

開發行之專書。出版公

開發行係指經出版社或

圖書公司出版公開發

行，並於版權頁載明作

者、出版者、發行人、

出版日期、定價、國際

標準書號（ISBN）及出

版品預行編目等相關資

料，並附出版社或圖書

公司開立之出版證明。 

五、於國內外具正式審查程

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

冊出版公開發行、以光

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

行之著作。送審時應檢

附該論文集之出版頁。 

六、送審著作如為學術性刊

物論文抽印本，必須載

明發表之學術性刊物名

稱、卷期及時間，如未

載明者，應附原刊封面

及目錄之影印本。 

二、有個人之原創性，以整

理、增刪、組合或編排

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

其他非學術性著作不得

送審。 

三、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

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

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

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

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

表。如為接受將定期發

表者，應附接受函之證

明。 

四、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專

書，出版公開發行係指

經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出

版公開發行，並於版權

頁載明作者、出版者、

發行人、出版日期、定

價 、 國 際 標 準 書 號

（ISBN）及出版品預行

編目等相關資料，並附

出版社或圖書公司開立

之出版證明。 

 

五、於國內外具正式審查程

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

冊出版公開發行（含以

光碟發行）之著作。送

審時應檢附該論文集之

出版頁。 

六、送審著作如為學術性刊

物論文抽印本，必須載

明發表之學術性刊物名

稱、卷期及時間，如未

載明者，應附原刊封面

及目錄之影印本。 

出具將於一

年內完成出

版之專書，

得比照學術

或專業刊物

作為專門著

作。 

（二）因應科技發

展，數位出

版已成為趨

勢，專門著

作出版形式

已呈現多樣

性，故增訂

研討會論文

得於網路公

開視為發表

之規定，以

符學術以網

路傳播、即

時發行之現

況。 

（三）為維護申請

升等教師之

權益，其專

門著作以外

文撰寫者，

如因相關領

域通曉該外

文之審查人

選難覓，爰

增列英文以

外，得要求

提供英文摘

要，以利推

薦外審審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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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七、送審著作之語文不限，

其以外文撰寫者，應附

中文提要；其以英文以

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

英文摘要代之。任教科

目為外國語文者，相關

規範由各學系自訂。 

八、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

者，應於申請升等時自

行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

著作。其屬一系列之相

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

表著作，並附相關性說

明。 

九、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

格後至申請升等前所出

版或發表者。 

 

 

 

 

 

 

十、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

著，應繳交代表著作合

著人證明，說明本人參

與之部分及比例，並由

合著者親自簽章證明。

合著之著作，僅得由一

人作為代表著作送審，

他人需放棄以該著作作

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

利，但得作為參考著作。 

十一、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

著，有下列其情形之一

者，得免繳合著人簽章

證明： 

七、送審著作之語文不限，

其以外文撰寫者，應附

中文提要。任教科目為

外國語文者，相關規範

由各學系自訂。 

 

 

八、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

者，應於申請升等時自

行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

著作。其屬一系列之相

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

表著作。 

九、代表著作應為申請人取

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

及申請升等學期前五年

內完成之著作；參考著

作應為申請人取得前一

等級教師資格後及申請

升等學期前七年內之著

作。但申請人曾於前述

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

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

年。 

十、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

著，應繳交代表著作合

著人證明，說明本人參

與之部分及比例，並由

合著者親自簽章證明。

合著之著作，僅得由一

人作為代表著作送審，

他人需放棄以該著作作

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

利，但得作為參考著作。 

新增款次 

 

 

（四）修正教師申

請升等所提

專門著作為

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

後至申請升

等學期前，

並刪除因懷

孕或生產者

得延長二年

之 但 書 規

定。 

（五）增訂代表著

作合著人因

故無法簽章

證明之處理

程序，以解

決實務運作

之困難。 

（六）新增代表著

作若為學位

論文一部分

或延續性研

究者之相關

規定。 

（七）針對教師之

研究成果以

公開出版發

行為原則，

但 涉 及 機

密、專利事

項或依法不

得公開，由

教評會認定

得不予公開

出版或於一

定期間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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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申請人為中央研

究院院士。 

（二）申請人為第一作

者或通信（訊）

作者，免繳交其

國外非第一作者

或通信（訊）作

者之合著人簽章

證明。 

（三）申請人以書面具

體說明其參與部

分，及無法取得

合著人簽章證明

之原因，並事先

經校教評會審議

同意者。 

十二、代表著作應非為學位

論文之一部分。但未曾

以該學位論文申請或屬

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

者，經申請人主動提出

說明，並經專業審查認

定具相當程度創新者，

得申請之。 

十三、符合行政院科技部補

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

譯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規定，並經該部審查通

過出版之經典譯注，得

列為參考著作。 

十四、以碩士學位取得講師

資格，或以博士學位取

得助理教授、副教授資

格者，不得再以該學位

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

部份，送審較高等級之

教師資格。 

 

 

 

 

 

 

 

 

 

 

 

 

 

新增款次 

 

 

 

 

 

 

十一、符合行政院科技部補

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

譯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規定，並經該會審查通

過出版之經典譯注，得

列為參考著作。 

十二、以碩士學位取得講師

資格，或以博士學位取

得助理教授、副教授資

格者，不得再以該學位

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

部份，送審較高等級之

教師資格。 

十三、以著作升等取得助理

教授、副教授資格者，

繼續進修取得博士學位

後，於送審較高等級之

公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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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十五、以著作升等取得助理

教授、副教授資格者，

繼續進修取得博士學位

後，於送審較高等級之

教師資格時，其學位論

文得經重新整理出版，

並述明其中屬於個人貢

獻之部分後為代表著作

送審。送審時並應檢附

學位論文，以供查核。 

十六、著作經審查不通過，

如再次以相同或相似題

目之代表作送審，必須

經相當之修改並出版公

開發行，並附前次送審

著作及新舊著作異同對

照表。 

十七、藝術、體育、應用科

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

師，得以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

著作申請升等。 

十八、教師得以教學實務報

告代替專門著作申請升

等。教學實務報告應以

教學實踐與學生學習成

效為主體，對學生學習

有正面效益，內容應含

教學分析、教學設計、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教

學實務之應用與創新及

教學成果。教學實務報

告應符合本項第八款及

第九款之規定。 

十九、以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含教學實務

報告）申請升等通過

教師資格時，其學位論

文得經重新整理出版，

並述明其中屬於個人貢

獻之部分後為代表著作

送審。送審時並應檢附

學位論文，以供查核。 

十四、著作經審查不通過，

如再次以相同或相似題

目之代表作送審，必須

經相當之修改並出版公

開發行，並附前次送審

著作及新舊著作異同對

照表。 

十五、藝術、體育、應用科

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

師，得以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

著作申請升等。 

十六、教師得以教學實務報

告代替專門著作申請升

等。教學實務報告應以

教學實踐與學生學習成

效為主體，對學生學習

有正面效益，內容應含

教學分析、教學設計、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教

學實務之應用與創新及

教學成果。教學實務報

告應符合本項第八款及

第九款之規定。 

新增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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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所提研究成果應

依規定公開出版發行。

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

或依法不得公開，申請

人應於申請升等時主動

提出說明，經三級教評

會認定後，得不予公開

出版或於一定期間不予

公開出版。 

第六條 

持前條第三款已被接受

將定期發表之證明申請升等

者，其著作應於一年內發

表，並於發表後二個月內，

將其送交人事室查核並存

檔；其因不可歸責於申請者

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

者，應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

發表原因及確定時間之證明

申請展延，經校教評會評審

通過後予以展延，並以該刊

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

內為限。 

持前條第四款將公開

出版發行之專書申請升等

者，其著作應於一年內完成

公開出版發行，並於出版後

二個月內，將其送交人事室

查核並存檔。 

未依規定期限發表並送

繳發表（或出版）之著作者，

如升等案尚在審查中，應駁

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

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由

本校報教育部撤銷其教師資

格，並追繳該等級之教師證

第六條 

持前條已被接受將定期

發表之證明申請升等者，其

著作應於一年內發表，並於

發表後二個月內，將其送交

人事室查核並存檔；其因不

可歸責於申請者之事由而未

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檢附

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

確定時間之證明申請展延，

經校教評會評審通過後予以

展延，並以該刊物出具接受

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未依規定期限發表並送

繳發表之著作者，如升等案

尚在審查中，應駁回其申

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

發給教師證書者，由本校報

教育部撤銷其教師資格，並

追繳該等級之教師證書及薪

資和鐘點費。 

明訂以出版社或圖書公

司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

發行之專書申請升等

者，應於該專書公開出版

發行後將其送交人事室

查核，以完備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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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及薪資和鐘點費。 

 第七條 

申請升等之教師除代表

著作及參考著作外，自取得

前一等級教師資格至本次申

請升等期間，所有個人在專

業或學術上之成果，得一併

自行列表作為送審之參考資

料，並擇要將資料一併附送

作為審查之參考。 

未修訂。 

第八條 

教師申請升等審查程序

如下： 

一、教師申請升等時，

應檢附著作五份，填具升等

審查履歷表，並自述歷年之

教學、研究、輔導、服務事

蹟，於第一學期九月一日前

或第二學期二月二十日前送

人事室辦理。超過期限者，

須延至下一學期辦理。 

 

二、申請人於申請時得

提出外審審查人迴避名單，

敘明不合適審查其著作之人

選至多三人，並附具體理

由。 

三、人事室應將符合申

請規定者之各項資料送系教

評會初審；不合規定者，應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於七日內

予以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應

予退件。 

四、系教評會初審時，

應就申請人之教學、研究、

第八條 

教師申請升等審查程序

如下： 

一、教師申請升等時，

應檢附著作五份（以藝術類

科送審之作品為七份），填具

升等審查履歷表，並自述歷

年之教學、研究、輔導、服

務事蹟，於第一學期九月一

日前或第二學期二月二十日

前送人事室辦理。超過期限

者，須延至下一學期辦理。 

二、申請人於申請時得

提出外審審查人迴避名單，

敘明不合適審查其著作之人

選至多三人，並附具體理

由。 

三、人事室應將符合申

請規定者之各項資料送系教

評會初審；不合規定者，應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於七日內

予以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應

予退件。 

四、系教評會初審時，

應就申請人之教學、研究、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33條及35條之規

定，基於公平原則，

以藝術作品或演奏

申請升等者，其外審

委員人數應與專門

著作、體育成就證明

及技術報告相同，爰

刪除藝術類科以作

品或演奏申請升等

之外審相關規定。 

三、明訂系教評會辦理

著作外審時，其外審

審查人擇定之方

式，以明確規範作業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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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服務事蹟等方面進行

審查，其中教學、研究、輔

導、服務等項目，分別占審

查成績之 40%、30%、15%、

15%，或 30%、40%、15%、

15%，由申請人自行選擇。

各學系應於其教師評審辦法

中訂定此四項審查項目之量

化審查標準，通過量化審查

者，再由系教評會委員以參

考點方式進行質之評審： 

(一 )每一審查項目 (教

學、研究、輔導、服務)均以

委員心目中該學系成績最佳

之教師為 18 分，成績最差之

教師為 6 分，成績居中之教

師為 12 分為參考點，由委員

在 0 至 20 分之範圍內，以上

述三個參考點作比較，給予

申請人評分。 

(二)計算每一審查項目

中所有委員評分之平均值，

將高於或低於平均值 3 分以

上之個別委員刪除，所餘之

委員評分重新計算平均值，

即為申請人之每一審查項目

分數。此分數乘以申請人所

選擇四項審查項目之評分比

重並加總後，即為該申請人

之評審成績。如達 12 分以

上，其升等即屬通過，續送

院教評會複審。 

(三)刪除之評分人數高

於委員人數三分之一時，系

教評會應重新討論及重新評

分。 

五、系教評會應於十月

輔導、服務事蹟等方面進行

審查，其中教學、研究、輔

導、服務等項目，分別占審

查成績之 40%、30%、15%、

15%，或 30%、40%、15%、

15%，由申請人自行選擇。

各學系應於其教師評審辦法

中訂定此四項審查項目之量

化審查標準，通過量化審查

者，再由系教評會委員以參

考點方式進行質之評審： 

(一 )每一審查項目 (教

學、研究、輔導、服務)均以

委員心目中該學系成績最佳

之教師為 18 分，成績最差之

教師為 6 分，成績居中之教

師為 12 分為參考點，由委員

在 0 至 20 分之範圍內，以上

述三個參考點作比較，給予

申請人評分。 

(二)計算每一審查項目

中所有委員評分之平均值，

將高於或低於平均值 3 分以

上之個別委員刪除，所餘之

委員評分重新計算平均值，

即為申請人之每一審查項目

分數。此分數乘以申請人所

選擇四項審查項目之評分比

重並加總後，即為該申請人

之評審成績。如達 12 分以

上，其升等即屬通過，續送

院教評會複審。 

(三)刪除之評分人數高

於委員人數三分之一時，系

教評會應重新討論及重新評

分。 

五、系教評會應於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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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前或四月十五日前完

成初審，並將初審合格者之

各項資料、系教評會之審查

結果送院教評會複審。 

六、院教評會複審時，

應就申請人之教學、研究、

輔導、服務事蹟等方面進行

審查，其中研究項目之審

查，應由系教評會推舉委員

一人，會同系教評會召集

人，共同推薦具有充分專業

能力之校外專家學者七至十

人連同外審審查人迴避名

單，簽請院教評會召集人圈

定五人約期審查教師之升等

著作。 

 

七、著作審查結果如有

四位審查人「推薦」升等，

則其著作外審部份即為通

過；如有二位審查人「不推

薦」升等，其升等申請即為

不通過。 

 

八、院教評會應於十二

月十五日前或五月三十日前

完成複審，並將複審合格者

之各項資料、院教評會審查

結果送校教評會決審。 

九、校教評會除非能提

出足以推翻系、院教評會審

查結果之具體事證，否則應

尊重系、院教評會之決議通

過其升等案。 

十、校教評會應於一月

十五日前或六月二十日前完

成決審，並將決審合格者送

十五日前或四月十五日前完

成初審，並將初審合格者之

各項資料、系教評會之審查

結果送院教評會複審。 

六、院教評會複審時，

應就申請人之教學、研究、

輔導、服務事蹟等方面進行

審查，其中研究項目之審

查，應由系教評會推舉委員

一人，會同系教評會召集

人，共同推薦具有充分專業

能力之校外專家學者七至十

人連同外審審查人迴避名

單，簽請院教評會召集人圈

定五人（藝術類科以作品或

演奏升等者圈定七人）約 期

審查教師之升等著作。 

七、著作審查結果如有

四位（藝術類科以作品或演

奏升等者六位）著作審查人

「推薦」升等，則其著作外

審部份即為通過；如有二位

著作審查人「不推薦」升等，

其升等申請即為不通過。 

八、院教評會應於十二

月十五日前或五月三十日前

完成複審，並將複審合格者

之各項資料、院教評會審查

結果送校教評會決審。 

九、校教評會除非能提

出足以推翻系、院教評會審

查結果之具體事證，否則應

尊重系、院教評會之決議通

過其升等案。 

十、校教評會應於一月

十五日前或六月二十日前完

成決審，並將決審合格者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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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報

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 

系教評會初審時已辦理

著作外審者，院教評會之外

審作業應以審查人數三人、

並以獲二位審查人「推薦」

為通過。 

 

 

 

前項系教評會辦理著作

外審時，應由系教評會推舉

委員一人，會同召集人，排

除外審審查人迴避名單，共

同選定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

校外學者專家三人，約期審

查著作。評審標準應以審查

人數三人，並以獲二位審查

人「推薦」為通過。 

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報

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 

系教評會初審時已辦理

著作外審者，院教評會之外

審作業應以審查人數三人、

並以獲二位審查人「推薦」

為通過（藝術類科以作品或

演奏升等者應以審查人數四

人，並以獲三位審查人「推

薦」為通過）。 

前項系教評會辦理著作

外審時，其評審標準應以審

查人數三人，並以獲二位審

查人「推薦」為通過（藝術

類科以作品或演奏升等者應

以審查人數四人，並以獲三

位審查人「推薦」為通過）。 

第九條 

依本辦法第五條第十八

款規定，以教學實務報告代

替專門著作之升等案，除應

依第八條之規定辦理初審及

決審外，院教評會複審時，

應就申請人之教學、研究、

輔導、服務事蹟等方面進行

審查，其中教學實務報告之

審查，應由系教評會推舉委

員一人，會同系教評會召集

人，共同推薦具有優異教學

實務經驗之校外專家學者七

至十人連同外審審查人迴避

名單，簽請院教評會召集人

圈定五人約期審查。申請人

其他符合第五條所規定之專

門著作，得連同教學實務報

第九條 

依本辦法第五條第十六

款規定，以教學實務報告代

替專門著作之升等案，除應

依第八條之規定辦理初審及

決審外，院教評會複審時，

應就申請人之教學、研究、

輔導、服務事蹟等方面進行

審查，其中教學實務報告之

審查，應由系教評會推舉委

員一人，會同系教評會召集

人，共同推薦具有優異教學

實務經驗之校外專家學者七

至十人連同外審審查人迴避

名單，簽請院教評會召集人

圈定五人約期審查。申請人

其他符合第五條所規定之專

門著作，得連同教學實務報

一、配合第五條之修訂，

調整款次。 

二、明訂系教評會辦理教

學實務報告外審

時，其外審審查人擇

定之方式，以明確規

範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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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一併送外審。 

審查結果如有四位外審

審查人「推薦」升等，則其

外審部份即為通過；如有二

位外審審查人「不推薦」升

等，其升等申請即為不通

過。 

系教評會初審時已辦理

外審者，院教評會之外審作

業應以審查人數三人、並以

獲二位審查人「推薦」為通

過。 

前項系教評會辦理外審

時，應由系教評會推舉委員

一人，會同召集人，排除外

審審查人迴避名單，共同選

定具有優異教學實務經驗之

校外學者專家三人，約期審

查。評審標準應以審查人數

三人，並以獲二位審查人「推

薦」為通過。 

告一併送外審。 

審查結果如有四位外審

審查人「推薦」升等，則其

外審部份即為通過；如有二

位外審審查人「不推薦」升

等，其升等申請即為不通

過。 

系教評會初審時已辦理

外審者，院教評會之外審作

業應以審查人數三人、並以

獲二位審查人「推薦」為通

過。 

前項系教評會辦理外審

時，其評審標準應以審查人

數三人，並以獲二位審查人

「推薦」為通過。 

第十條 

第八條之外審審查人，

須為申請人學術領域中具學

術地位並獲有申請升等等級

以上教師證書之教師或同等

級以上之研究人員。 

第九條之外審審查人，

須為申請人學術領域中具有

優異教學實務經驗並獲有申

請升等等級以上教師證書之

教師。 

前各項之外審審查人不

得為本校專兼任教師。 

第十條 

第八條之外審審查人，

須為申請人學術領域中具學

術地位並獲有申請升等等級

以上教師證書之教師或同等

級以上之研究人員。 

第九條之外審審查人，

須為申請人學術領域中具有

優異教學實務經驗並獲有申

請升等等級以上教師證書之

教師。 

前各項之外審審查人不

得為本校專兼任教師。審查

時，申請人之姓名得予公

開，但外審審查人姓名應予

有關升等外審審查人及

評審意見等保密規定另

訂於第 15 條第 1 款，故

刪除本條文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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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保密。 

 第十一條 

藝術、體育、應用科技

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其升

等除應按第八條審查程序辦

理外，另依教育部頒之「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之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以教學實務報告代替專

門著作申請升等之教師，其

教學實務報告應於國內外專

業刊物發表，或於校內外所

舉行之教學實務研討會發表

並經由研討會主辦單位於會

後收錄於公開發行之研討會

論文集。 

本校教學資源中心應定

期舉行教學實務研討會。 

未修訂。 

第十三條 

本要點辦理外審之各式

審查意見表由校教評會訂定

之。 

第十三條 

本要點辦理外審之各式

著作審查意見表由校教評會

訂定之。 

文字修訂。 

 第十四條 

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前已獲得教育部講師證書、

助教證書且繼續任教未中斷

者，如以博士學位申請升等

副教授，不受前各條有關申

請年資及申請期限之限制，

並僅就其研究部分進行審

查，以其博士論文為送審著

作；如有其他著作，亦可連

同博士論文一併送審。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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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前項所稱繼續任教未

中斷，係指自八十六年三月

二十一日起擔任教職未中

斷，包括經核准留職帶薪或

留職停薪者；兼任教師若每

學期均有聘書且有授課事實

者亦同。 

第十五條  

為維持評審之公正性，

升等評審過程、外審審查人

及評審意見等相關資料，應

予保密。 

辦理著作外審之教評會

應於其所辦理升等案件審查

完畢後，將著作審查人「不

推薦」之審查意見（含優、

缺點欄位內容）重新謄寫，

彙送申請人參考。 

第十五條  

辦理著作外審之教評會

應於其所辦理升等案件審查

完畢後，將著作審查人之審

查意見（含優、缺點欄位內

容）重新謄寫，彙送申請人

參考。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39 條之規定修訂。 

二、有關升等評審過程審

查人及評審意見等

相關資料應予保

密，以維持評審之公

平性。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將評審過程及

評審意見，

提供教師申

訴受理機關

及其他救濟

機關。 

（二）經評定為不及

格之評審意

見，提供予

送審人。 

故修訂本條文內容

以符有關規定。 

 第十六條 

各級教評會審查未通過

者，應述明審查未通過之具

體理由及依據，於審查完畢

後二十日內，將審查結果函

知申請人。 

當事人對決議有異議

時，專任教師得依「東吳大

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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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及評議要點」之規定，向本

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

申訴；兼任教師得於收受或

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上一級教評會提起申訴，

但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 

 第十七條  

教師升等案件尚未審理

完畢，或教師對其升等不通

過之案件已依前條規定提出

申訴，但尚未評議完畢者，

應於審理或評議完畢始可再

提出升等申請。 

未修訂。 

第十八條 

教師申請升等未通過

者，自原申請日起，一年內

不得再提出升等申請。再行

申請時，仍應依本辦法之規

定重新辦理；重新辦理所送

外審之所有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技術報告或教學實

務報告）與前次申請升等完

全相同時，則前次業經外審

及格者，不再辦理外審。 

第十八條 

教師申請升等未通過

者，自原申請日起，一年內

不得再提出升等申請。再行

申請時，仍應依本辦法之規

定重新辦理；重新辦理所送

外審之所有著作（或教學實

務報告）與前次申請升等完

全相同時，則前次業經外審

及格者，不再辦理外審。 

文字修訂。 

 第十九條 

本校教師之升等，專任

教師由本校辦理；兼任教師

未在他校兼任者，由本校辦

理，在他校兼任者，由任職

在先之學校辦理。 

未修訂。 

 第二十條 

教師升等以教育部核定

之起資日期為生效日，由人

事室逕行換發聘書，並自升

等資格生效日起，追補其合

於規定之薪資、鐘點費差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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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額。 

第二十一條 

教師升等通過之著作

（含代表及參考著作）如無

第五條第十九款但書規定情

形者，應於本校圖書館公

開、保管。 

教師升等案件之著作送

審相關資料，應列為機密檔

案，並於每學年結束前，移

送秘書室統籌保管。 

第二十一條 

教師升等案件之著作送

審相關資料，應列為機密檔

案，並於每學年結束前，移

送秘書室統籌保管。 

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 38 條規

定，增訂升等通過之研究

成果應公開典藏之規範。 

 第二十二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

正時亦同。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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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2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105 年 05 月 25 日  

   第 一 章 送審要件 

第 1 條  本辦法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四條第四項及教師法第十條

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教師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資格審定： 

一、經學校聘任，且實際任教。但已核准成立之學校，第一學年學生尚未入學前，

經學校聘任且實際到職者，得提前申請。 

二、兼任教師，已有聘書，各學期實際任教滿一學分。在國立、直轄市立空中大

學、空中大學附設專科部、空中進修學院及空中專科進修學校兼任之面授教

師，每學期已實際任教滿二學分。 

三、教師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其返校義務授課，符合前款授課時數。 

前項申請，教師應經專任服務學校為之，教師借調他校滿三年以上者，得經原服

務學校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同意，由借調學為之；無專任

服務學校者，得經由兼任服務學校為之。 

教師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其向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提出申請

送審之當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不得送審。 

第 3 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擔任教學工作，其年資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曾任某一等級教師之年資，依該等級教師證書所載年月起計。但該教師職級

證明所載年資起計之年月，後於教師證書所載年月，從該教師職級證明所載

年月起計。 

二、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或學術交流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全時進修、

研究或學術交流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一年。經核准借調，且於借調期間返校

義務授課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前項第一款教師以境外學校專任教師年資採計為送審教師資格年資者，境外學校

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編印之國外大專校院參考名冊（以下簡稱參考名冊）

所列之學校；非參考名冊所列之學校，應經本部審查認定。 

二、本部公告之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大專校院認可名冊（以下簡稱認可名冊）

所列之學校。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擔任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之年資，依服務

機關（構）正式核發之服務證明所載起迄年月計算，並由學校依本條例施行細則

相關規定，按送審人經歷自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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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已取得本部核發助教證書或

講師證書之現職人員，繼續任教未中斷者，得申請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

定，送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但審定程序，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5 條  前條所定繼續任教未中斷，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專任教師：每學期應實際任教。但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而未實際任教

者，不在此限。 

二、兼任教師：連續每學期應均有聘書，而各學期實際任教至少滿一學分。 

三、國立或直轄市立空中大學、空中大學附設專科部、空中進修學院及空中專科

進修學校兼任面授教師：每學期應至少實際任教滿二學分。 

四、專任助教：每學年應均有聘書，且協助教學及研究。 

   第 二 章 送審表件 

第 6 條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申請講師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

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及成績證

明。 

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相關服務年

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 7 條  依本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申請講師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 

歷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送

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與相關服務年資及成績證明。 

二、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送

審者：學士學位證書、助教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 8 條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規定申請助理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

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經學校聘任，且實際任教。但已核准成立之學校，第一學年學生尚未入學前，

經學校聘任且實際到職者，得提前申請。 

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

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相

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三、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三款規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

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四、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四款規定送審者：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

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 9 條  依本條例第十七條規定申請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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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相關服

務年資證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助理教授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

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 10 條  依本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申請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

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送

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

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送

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

明及專門著作。 

三、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送

審者：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 11 條  依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申請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

交下列書件： 

一、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相關服務

年資證明及其創作、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之證明或重要之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副教授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

明及重要之專門著作。 

第 12 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成績優良，除成績證明外，並得以個人其他學

術、專業成就證明文件或資料，替代或補充之。 

   第 三 章 送審類別 

第 13 條  教師得依其專業領域，以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等方式，呈現其專業理論或實務（包括教學）之研究或研發

成果送審教師資格。 

第 14 條  教師在該學術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送審。 

第 15 條 
 

應用科技類科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

發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一。 

第 16 條 
 

教師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具有創新、改進或

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

具體貢獻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二。 

第 17 條 
 

藝術類科教師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得

以作品及成就證明，並附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其類科範圍，包括美術、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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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設計及其他藝術類科；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

三。 

第 18 條 
 

體育類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

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並附競賽實務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四。 

第 19 條  依第六條第一款、第七條第一款、第八條第一款及第十條第一款規定，以學位送

審者，得以其取得學位之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以下簡稱學

位論文）替代專門著作送審。 

第 20 條  依本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在學術上有傑出貢獻，申請教師資格審定，學校應依本

辦法規定，將其專門著作送請校外該領域學者專家審查，經學校初審通過，報本

部複審者，連同其學術上傑出貢獻之證明文件，由本部審定之。 

   第 四 章 送審著作及學歷 

第 21 條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

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摘要

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學校得要求該

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其屬系列

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作升等時之代

表作。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送審人曾於境外擔任專

任教師之年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得予併計。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

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以光碟

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發行。但涉

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公開出版於一定期間

內不予公開出版。 

第 22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代表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二、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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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經送審人主動提出說明，並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作具相當程度創新者，

不在此限。 

未符前項各款規定之一者，不通過其教師資格審定。 

第 23 條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代表作係數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

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作為代表

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非第一作者或通信（訊）

作者之合著人簽章證明。 

前項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及無法

取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送審學校校級教評會審議同意者，得予免附。 

第 24 條  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之代表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曾送審之代表

作及本次代表作異同對照；其名稱或內容有變更者，亦同。 

第 25 條  持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

送審者，其代表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

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

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於一年期限屆滿前，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

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學校申請展延，經校級教評會同意後，始得為之，展延

時間，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前項專門著作經審定後，不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作者，學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本

部；其教師資格尚在本部審查者，應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

師證書者，由本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 26 條  以境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位或文憑之入學資格、畢業學校、修習課程、修

業期間及不予認定之情形，準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

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專科學校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以下合

稱採認辦法）之規定。但送審人修業期間達採認辦法所定期間三分之二以上，且

學位論文、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學校初審及本部複審合格者，

不在此限。 

前項複審程序，其屬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者，由學校為之。 

第 27 條  境外學位或文憑，應由學校依採認辦法規定辦理查證（檢覈）後採認。但該國外

及香港、澳門學校、學位名稱及相關學術水準，經本部公告者，得以驗證替代查

證（檢覈）。 

境外學校之學制或學位與文憑之名稱及屬性，與我國不同者，除準用前條規定

外，其認定原則，由本部公告之。 

學校對於送審人之境外學位或文憑認定有疑義者，應依採認辦法規定向我國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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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或相關單位查證後提校級教評會

認定。 

未列入第一項及第二項本部公告之境外學校學位或文憑，學校應函請駐外館處或

相關單位查證後，送本部審議決定；必要時，本部得就其學位論文、專門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審查認定。 

第 28 條  以就讀學校正式核發之臨時學位證明書送審者，經送審學校查證後得依其所載取

得該學位事實認定時間送審。但於取得正式學位證書後，應於一個月內送交學校

查核並影印存檔，學位證書所載畢業日期與臨時學位證明書未符者，依學位證書

所載日期認定之。 

未依前項規定送繳者，學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本部；其教師資格尚在本部審查

者，應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由本部廢止其教師

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 五 章 審查程序 

第 29 條  教師資格審定，由學校辦理初審及本部辦理複審；其屬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

自審學校）者，複審程序由本部授權學校為之。 

第 30 條  學校應訂定教師專業發展目標，規劃多元教師升等制度，並納入校內相關章則。 

學校初審作業，應針對送審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訂定明確評量、審

查程序、決定、疑義處理、申訴救濟機制等訂定規範，納入校內章則並公告。 

學校對於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評審，應兼顧質與量，建

立符合專業評量之外審程序、外審學者專家人選之決定程序、迴避原則、審查方

式及評審基準，據以遴聘該專業領域之校外學者專家評審，教評會對於外審學者

專家就研究成果之專業審查意見，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

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及正確性外，應尊重其判斷，不得僅以投票方式作成表決。 

第 31 條  本部複審作業，規定如下： 

一、以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經歷證件，依本條例、本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

理；其學位認定有疑義或學校審查未落實者，得由本部再為審議決定；必要

時，本部得就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為審查。 

二、以專門著作送審者，依所屬學術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各該領域之顧問推

薦學者專家審查。 

三、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依所屬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各該

領域具實務經驗之顧問推薦具實務經驗之教師或實務界具教師資格之專家審

查。 

本部得委由審查制度健全之學校、專業學術機構或團體（以下簡稱代審機構），

代為辦理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外審程序。 

第 32 條  本部辦理複審時，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與技術報告之評審項目及審查評定

基準，由本部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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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條  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送審者，由本部送三位學者專家審查。

審查人不得低階高審。 

第 34 條  本部辦理複審時，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審查分數以七十分為

及格，未達七十分者為不及格。 

任教學校採計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者，前項審查及格分數以七十分及學 

所報教學、服務與輔導成績及比率，換算送審人及格底線分數。但經換算後及格

底線分數低於六十五分者，以六十五分為及格底線分數。 

前項及格底線分數之換算方式，以評分總分一百分為滿分計算，學校教學、服務

及輔導成績占總成績之比率，於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範圍內，於學校章則定

之；學校得考量專任、兼任及新聘教師差異性，明定於校內章則。 

第 35 條  本部辦理複審時，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其審查結果，

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 

送審教師資格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審查或審定後認定有疑

義者，由本部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三人審查後，併同原審查意見由本部決定之。 

第 36 條  本部處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應自本部收文之日起四個月內審定完成，遇寒暑假

期得予順延。但案情複雜、涉嫌抄襲或遇有窒礙難行之情事者，其審定期間得予

延長，並通知送審人。 

本部辦理複審時，遇有需補件或說明之案件，學校應自本部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

補送或說明；屆期未補送或說明或未符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條或第二十

一條規定者，不予受理，並將原件退還。但因情形特殊，報本部核准延期者，不

在此限。 

本部複審程序尚未完成前，送審人不得再次申請同一等級教師資格審查。 

第 37 條  本部審定完成後，應以書面函復學校審定結果；學校應自收受審定結果之日起十

四日內，以書面通知送審人。 

第 38 條  本部辦理複審完畢，應選擇適當之地點，公開、保管送審人經審查通過之專門著

作、學位論文、作品、技術報告或成就證明；其經本部授權自行審查之學校複審

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情形者，應於該校圖書館公開、保管。 

第 39 條  學校與本部評審過程、審查人及評審意見等相關資料，應予保密，以維持評審之

公正性。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將評審過程及評審意見，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 

二、將評定為不及格之評審意見，提供予送審人。 

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

嚴重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定程序，及通知送審人，並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

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第 40 條 
 

本部得授權學校自行辦理教師資格部分或全部之複審；其授權基準、範圍、作業

規定及教師證書年資核計方式，由本部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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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審學校得就下列事項，自行訂定規定，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有關技術報告之審查基準。 

二、第十七條有關作品及成就證明，除附表三以外之送審範圍、類別、送繳資料

及審查基準。 

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有關送審著作件數及第二項有關專門著作之出版方

式。 

四、就曾於符合採認辦法規定之國外大學或香港、澳門大學擔任專任教授，並符

合下列資格之教師，另定其專門著作審查及教師資格審查程序；其資格如下： 

（一）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 

（二）國家級研究院院士。 

（三）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四）在其他相當於前三目資格之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傑出成就者。 

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得自行訂定較本辦法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

準。 

第 41 條  教師資格經審定合格者，發給送審等級之教師證書。 

教師證書格式，由本部定之。 

第 42 條  教師證書所列年資起算年月之核計方式如下： 

一、新聘教師依法自起聘三個月內報本部複審，經審定通過者，以聘書起聘年月

起計。 

二、升等教師自學期開始三個月內報本部複審，經審定通過者，以學期開始年月

起計。 

三、未依前二款規定期限報本部複審，其經審定通過者，依學校實際報本部複審

年月起計。但因特殊情形或新聘教師因境外學位或文憑依第二十七條及第二

十八條規定未能於起聘三個月內完成查證，經學校報本部核准延期送審，並

經審定通過者，得依前二款規定起計。 

四、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之升等教師，於學年度當學期內報本部

者，以該學期開始之年月起計。但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最低

一級教評會通過教師升等案時間晚於該學期開始之年月，而於當學期內報本

部者，其教師證書年資起計自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年月起算。 

升等教師因審查未通過提起救濟致原處分撤銷，並經重新審定通過者，其年資得

依前項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起計。 

   第 六 章 附則 

第 43 條  本部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之一，並

經本部審議確定者，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自本部審議決定之日起，依各款所

定期間，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不受理期間為五年以上者，應同時副知

各大專校院：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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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容

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一年至五年。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五年至七年。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

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七年至十年。 

前項各款審查作業及認定基準，由本部定之。 

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並經審議確定者，

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其原經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應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資格及追繳其教師

證書，並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二、其原經審定不合格者，應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

之處分。 

學校於報本部複審前，或教師資格經本部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第一

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將其認定情形及處置建議，報本部審議。 

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之送審人於送審中或其教師資格經審定後，

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準用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處理，並

依第一項各款所定期間，自學校審議決定之日起，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

請，經審議確定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本部備查。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之一情事者，不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案，仍

應依程序處理。 

第 44 條  本部依前條規定為不受理之處分後，應通知學校依本條例、教師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第 45 條  學校對經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其他救濟機關要求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仍不辦理

者，經同一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救濟機關再判定違法者，得由高一級之教評會重

為審查程序；其屬校級教評會未依相關送審法令辦理者，本部應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依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處理，學校並將另為適法處理機制，納

入校內章則並公告。 

學校教師同一案件經同一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救濟機關判定違法達二次以上

者，該教師得向本部申請代審，經本部認定有必要者，本部得委由代審機構辦理

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審查，替代學校外審程序。 

第 46 條  本部得定期評鑑學校辦理教師資格審定之績效。 

學校未依教師資格審定相關規定確實辦理審定，或有前條第一項所定屆期未改善

之情形者，應納入學校評鑑、扣減獎（補）助或行政考核之依據，並追究相關人

員責任。 

自審學校（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有前項規定情事，屆期未改善者，本部得廢

止授權其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之部分或全部，並公告之。 

第 47 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一日修正施行前，經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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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送審案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第 48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一日施行。 

. 

 

 

  



56 

第三案附件 1 

澳洲昆士蘭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09 年。 

三、 學生人數：50,830 人(學士班 37,030 人；碩士班 13,800 人) 

四、 教職員數：6,791 人 

五、 規    模： 

是澳洲最古老的學府之一，建校於昆士蘭省首府布里斯本，以頂尖的教學聲譽、

美麗的校園、絕佳的設備、還有廣大的腹地著稱。主校區 St. Lucia 距離布里斯本

市中心約 7.1 公里，校內有兩處公車站、渡輪 CityCat 終點站也位於昆士蘭大學，

交通十分便捷。昆士蘭大學 除 St. Lucia 外，昆士蘭大學還有 Ipswich、Gatton、

Herston 三個校區以及分布於昆士蘭省各地的 40 多所科學研究中心。學院列表如

下： 

 Business, Economics and Law (BEL)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AIT) 

 Health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HAB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SS) 

 Medicine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MBS) 

 Science 

六、 強    項： 

1. TIMES 泰晤士報世界大學 2015 排名，昆士蘭大學 UQ 名列世界第 46 

2. 2016 QS 世界大學排名第 51 

3. 昆士蘭大學吸引來自澳洲及全球最知名的學者，曾在 1998-99 年度被選為澳

洲年度最佳大學，且歷年來一直持續被 Good Universities Guide 年度評鑑評為昆

士蘭最佳大學。昆士蘭大學為澳洲大學教學大獎(Australian Awards for University 

Teaching)的常勝軍，它亦是澳洲知名的研究型大學，致力於打造世界級的研究中

心，從事各領域最新的研究。 

七、 國際交流現況： 

該校與世界各國皆有協議學校，其中台灣協議學校包含國立台灣大學、國立交通

大學、國立淡江大學(雙學位計畫)、義守大學等校。與本校自 104 年起與該校合

作暑期營隊計畫，並於今(105)年與本校法學院進一步討論雙聯學位合作細節。 

八、 參考資料： 

1. 學校官網：http://www.uq.edu.au/about/fast-facts  

2. YEC 國際教育中心：http://www.studyinaust.com.tw/university/qld/uq/uq.html   

http://www.uq.edu.au/about/fast-facts
http://www.studyinaust.com.tw/university/qld/uq/uq.html


 

 
 

 

 

 

ARTICULATION AGREEMENT - BLOCK CREDIT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70, Linhs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City, Taiwan, referred to as “SU” 

 

AND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BN 63 942 912 684) (through its Faculty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Law), a body corporate established under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ct 1998 (Qld), St Lucia, Brisbane, 

4072 Australia, referred to as “UQ” 

(the ‘Parties’)

 

1. Background 

   

1.1 The Parties wish to promote cooperation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of the 

respective Parties through the recognition of 

study at SU as block credit, or articulation 

credit, towards a UQ program.    

 

1.2 Block credit is granted as a specific number 

of units and may be granted on the basis of 

studies judged to be comparable to part of a 

given UQ program.  

 

1.3 The Parties acknowledge that credit transfer 

arrangements are aimed to assist SU students 

by assuring them that certain completed 

study shall be recognised and need not be 

repeated at UQ.     

 

2. Co-operation  

 

2.1 The admission or transfer of students to 

degree programs at UQ is, at all times, 

subject to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entry to 

the University, including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http://ppl.app.uq.edu.au/content/3.40.14-en

glish-language-proficiency-admission-and-c

oncurrent-support).  

 

2.2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2.2.1 the articulation of students from SU to UQ 

shall proceed on the terms, as agreed by 

the Parties in Schedule 1;  

 

2.2.2 the Parties nominated officers shall 

encourage, facilitate and receive visits by 

academic or  

administrative staff concerned with the 

Articulation arrangement. 

           

3. Administrators  

 



 

 
 

 

3.1 Each Party, shall select and nominate an 

Articulation Administrator(s) as set out in 

Schedule 1. 

 

3.2 Nominated Articulation Administra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3.2.1 preparing, assessing, reviewing, 

completing and agreeing to the matters 

listed at in Schedule 1 to this Agreement;  

 

3.2.2 communicating and advising SU or SU 

students on the details of acceptability for 

admission and credit transfer from SU 

programs to relevant UQ programs; and  

 

3.2.3 reporting on outcomes (number of students, 

and GPA’s) to the nominated officer 

referred to in clause 2 of this Agreement.        

 

3.3 Each party shall provide (and keep updated) 

the other with details of the Articulation 

Administrator(s) work address, telephone, 

facsimile and electronic mail address.   

 

3.4 Each Parties authorised officer and/or  

Articulation Administrator(s) shall keep the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Section (‘IAS’) at 

UQ, informed and up to date at all times.  

 

4. Legal Obligations  

 

4.1 The parties acknowledge that they are bound 

to follow applicable laws, rule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e.g. relevant privacy, data 

protection, defence trade controls, sanctions 

and anti-corruption laws.    

 

4.2 The parties 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s shall 

ensure that all reasonable steps are taken to 

comply with this clause. 

 

5. Conflict of Interest  

 

5.1 The Parties agree that, as at the date of 

signing this Agreement, to the best of their 

knowledg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exists or is 

likely to arise in relation to the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to cooperate under this Letter. If 

during the term of this Agreement, a conflict 

or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arises for one 

of the Parties, then that party will 

immediately notify the other Party in writing 

of that conflict or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6. Status of Agreement 

 

6.1 The Parties do not intend to be legally bound 

by this Agreement.  

 

6.2 Subject to clause 4 and 8, the Parties shall 

pursue the activities described in this 

Agreement in the interests of both. 

 

7. Duration of Agreement  

 

7.1 This Agreement will commence upon 

signatur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or 

their delegates and shall continue for three 

(3) years.     

 

7.2 Expiry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affect 

currently enrolled students who shall be 

entitled to complete their academic program 

on the terms in effect immediately prior to 

expiry.   

 

8.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8.1 Behaviour:  Each party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at its staff or students are 

informed of the expected behaviour and 

norms of the institution (e.g. code of conduct) 

and country to which they wish to travel.  

Each party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notifying 

its staff or students of the contact details for 

the relevant Embassy in-country.  

 

8.2 Disputes:  Any dispute, controversy and 

differences as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settled amicably by mutual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operation, equality and sincerity.   

 

8.3 Marketing & Publicity:  All marketing or 

publicity (including the use or placement of 

logos or trademarks) related to this 

Agreement, must be pre-approved in writing 

by each party.  

 

8.4 Privacy:  Each Party shall observe and 

maintain the confidentiality, or privacy 

rights held in respect of any personal or 

sensitive information shared by a party with 

the other,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greement.   

 

8.5 Relationship of Parties:  This Agreement 

does not create any actual or apparent 

agency,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franchise 

or relationship of employer and employee 

between the Parties.  Neither party is 

authorised to enter into or commit the other 

party to any agreements, and shall not 

represent itself as an agent or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other party.  This 

Agreement is not for the benefit of any third 

party.        

 

8.6 Risk:   Each party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at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 

(including political, financial, travel and 

health warnings) is made available to its 

staff or students, prior to any travel overseas.  

Each party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at emergency contact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for its staff or students at all times.    

 

8.7  Travel and Living Expenses:  Each party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travel and living 

expenses incurred by its employees under 

this Agreement.  

 

 

SIGNED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SOOCHOW UNIVERSITY 

 

 

 

 

  

Professor Monique Skidmore  

Vice President and Deputy Vice-Chancellor 

(International) 

 Professor Wei-Ta PAN 

President 



 

 
 

 

 

Date: 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 

   

 

 

 

 

 

  

[INSERT NAME]  [INSERT NAME] 

[WITNESS] 

 

Date: ____/____/____ 

 [WITNESS]  

 

Date: ____/____/____ 

 

 

 

 

 

 

 

 



 

 
 

 

Schedule 1 – Faculty Articulation / Block Credit between SU and UQ - LLM 

 

 

Articulation Administrators 

 For the Faculty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Law at UQ, the designated 

Articulation Administrator is as follows, 

 

Michael Chen 

International Liaison Officer 

Faculty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Law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Brisbane, QLD 4072, Australia 

Email: mchen@bel.uq.edu.au   

Tel: +617 3346 7673 

Fax: +617 3365 4788 

 

 For the School of Law at SU, the designated Articulation Administrator is 

as follows, 

 

Assistant Professor Wendy Wan-Chun Ho 

School of Law  

Soochow University 

56, Kueiyang St., Sec. 1 

Taipei, Taiwan 100 

Email: wisc@SU.edu.tw  

Tel: +886 2 2311 1531 ext. 3495 

Fax: +886 2 2375 1067 

 

 

 

 

 

 

 

 

 

English requirements 

 

The current English entry requirement to UQ LLM program is as follows: 

• Academic Module IELTS score of 6.5 overall with no individual sub-band score 

less than 6.0; or  

mailto:mchen@bel.uq.edu.au
mailto:wisc@scu.edu.tw


 

 
 

 

• Internet based TOEFL minimum total score of 87 with at least 21 in writing and 

at least 19 in speaking, listening and reading 

 

General requirements 

1. Students hold a Bachelor of Laws (LLB) degree with a cumulative GPA of 

60% (60% is pass mark with 100% as full mark) equivalent to at least 4 GPA 

on a 7 point scale at UQ.  

2.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a minimum of 1 year of study in the Master 

of Laws in International Law at SU.  

3. Students will articulate into LLM(#24) 1.5 years (Program Code: 5591) 

4. Students will be granted a maximum credit  of up to #8 units towards the 

LLM (#24) and will be required to complete a minimum of #16 units 

(approximately 1 year of full time study) at UQ. 

5. Start at UQ in Semester 1 (February or March) or 2 (July).   

 

Costs 

 

The students of the School of Law at SU, will have to assume the tuition fees related 

to the Master of Laws (UQ), as well as all the costs related to the living expenses in 

Queensland, Australia, UQ Student Services and Amenities Fee and international 

travel expenses, such as medical insurance to cover the complete studying period at 

UQ. The details of the aforementioned fees are available in UQ website 

(http://www.uq.edu.au/international-students/) 

 

Study Plan 

 

The study plan for the program which students will be awarded credits is found below.  

The full award rules for the program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uq.edu.au/study/program.html?acad_prog=5591   

 

The credits and study plan are based on the current program syllabus at both UQ and 

SU. These are subject to review and re-assessment when necessary. 

 

 

 

 

Details of UQ program 

UQ Program Name: Master of Laws 

Program Code: 5591 

 

http://www.uq.edu.au/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www.uq.edu.au/study/program.html?acad_prog=5591


 

 
 

 

Details of Partner program 

Institution Name: Soochow University 

Program Name:  Master of Laws in International Law 
 

 

Study Plan 

Semester 2 July commencement – 4 courses 

(#8) unspecified credit granted from first year 

postgraduate law studies undertaken in SU 

Semester 1 commencement - 4 courses (#8) 

unspecified credit granted from first year 

postgraduate law studies undertaken in SU 

Semester 2 (July – November) Semester 1 (February/March – July) 

LAWS7936 Fundamentals of the Common 

Law +  

 

3 courses (#6) from Parts A (other than 

LAWS7936) or B of the LLM course list 

LAWS7936 Fundamentals of the Common 

Law +  

 

3 courses (#6) from Parts A (other than 

LAWS7936) or B of the LLM course list 

Semester 1 (February/March – July) Semester 2 (July – November) 

4 courses (#8) from Parts A (other than 

LAWS7936) or B of the LLM course list 

4 courses (#8) from Parts A (other than 

LAWS7936) or B of the LLM course list 

 

 

 

Sample Part B courses: 

• LAWS7710 Principles of Global Law 

• LAWS7828 Cultural Heritage Law 

• LAWS7841 Theories in Dispute Resolution 

• LAWS7865 Maritime Law 

• LAWS7876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 LAWS7974 International Trade Finance Law 

• LAWS7987 International Law and Development 

 

Approved and signed by the following authorised officers 

 

UQ Executive Dean, Business, Economics and Law   SU Dean of Law 

…………………………………………   

    ……………………………………… 

Professor Iain Watson              Professor Chia-Yin 

Hung 

Date:                    Date 

 



 

 
 

 

第三案附件 2 

美國東密西根大學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成立於 1849 年。 

三、 學生人數：22,261 人(師生比約 18:1) 

四、 規    模： 

該校為密西根州第二古老的公立大學，校地 460 英畝，校園靠近底特律。校設有

文理學院(Arts & Sciences)、商學院(Business)、健康和人類學院(Health & Human 

Services)、科技學院(Technology)、榮譽學院(Honors)、教育學院(Education)。該校

開設超過 100 個學位學程，包括會計學、精算學和經濟學、行政管理、廣告和銷

售、非洲美洲研究、人類學、服裝、紡織品和採購、應用技術、區域研究、藝術、

藝術教育、藝術史、藝術管理、航空飛行技術、航空管理技術、雙語雙文化教育、

化學、兒童文學、古典研究、臨床實驗室科學/醫療技術、海岸環境、通信、通信

技術、電腦輔助設計、施工管理、犯罪學和刑事司法、細胞遺傳學、舞蹈、營養

學、戲劇/劇場、幼稚教育、地球科學、財經、外語及雙語學、法語、法國的商業、

地理、地質學、地球物理學、德國企業、德國語言文學等學程。 

五、 排   名：US News& World Report 全美中西部區域性大學排名 85。 

六、 強    項： 

1. AACSB Accredited 

2. Princeton Review 連續七年評鑑為美國中西部最佳學校之ㄧ，連續六年評鑑

為全美最佳商學院之ㄧ。 

七、 參考資料： 

1. EMU 官網：http://www.emich.edu/aboutemu/  

2. US News& World Report：

http://colleges.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best-colleges/eastern-michigan-u

niversity-2259 

3. 全球校院庫-留學資訊：http://school.nihaowang.com/2994.html  

  

http://www.emich.edu/cas/
http://www.emich.edu/cob/
http://www.emich.edu/chhs/
http://www.emich.edu/chhs/
http://www.emich.edu/cot/
http://www.emich.edu/honors/
http://www.emich.edu/coe/
http://www.emich.edu/aboutemu/
http://colleges.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best-colleges/eastern-michigan-university-2259
http://colleges.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best-colleges/eastern-michigan-university-2259
http://school.nihaowang.com/2994.html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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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Michiga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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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Pan James M. Smith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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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3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簡介 

一、 屬  性：香港教育大學是由教資會資助的八大高等學府之一，提供一系列學士、

碩士與博士程度的教育專業及多元學科課程。 

二、 成立時間：1881 年。 

三、 學生人數：8,815 人(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四、 教職員數：1,234 人(含全職教師 463 人)。 

五、 規  模：香港教育大學全力擴展學術範疇，鞏固人文學、社會科學及文化與創意

藝術學科。該校更建立了四所校級及十所院級研究、專業發展和資源中心，涵蓋教

育、社會科學及人文等領域。 

學院系  

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1.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 (APS)  

2. 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 (CCA)  

3. 健康與體育學系 (HPE)  

4. 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MIT)  

5. 科學與環境學系 (SES)  

6. 社會科學系 (SSC)  

7. 副學士部 (ADS)  

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 

8. 課程與教學學系 (C&I)  

9. 幼兒教育學系 (ECE)  

10. 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 (EPL)  

11. 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 (IELL)  

12. 心理研究學系 (PS)  

13. 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 (SEC)  

人文學院  

14. 語文教育中心 (CLE)  

15. 中國語言學系 (CHL)  

16. 英語教育學系 (ELE)  

17. 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LML)  

18. 文學及文化學系 (LCS)  

研究生院 (GS)  

 

六、 強  項： 

1. 香港教育大學匯聚眾多學術菁英，尤其教育及相關的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為香港

之首，也是亞太區最強大的陣容之一。 

2. 在研究實力方面，本校年輕學者在傑出青年學者計畫中亦表現突出，「心理及語言學」

和「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小組」所獲研究資助項目的數量與金額分別高居研究資助局

2012/13 年度優配研究金第一及第二位。 

3. 畢業生接近全面就業，平均月薪全港最高。 

七、 排  名：2013《全球高校網》亞洲大學中排名 13 

 

八、 國際交流現況：該校在亞太地區、歐洲及美洲, 與 20 多個國家的 100 多所高等院

校簽訂了學術合作及學生交流協議。透過學生交換計劃，學生可到內地或臺灣學習

http://www.ied.edu.hk/aps
http://www.ied.edu.hk/cca
http://www.ied.edu.hk/hpe
http://www.ied.edu.hk/mit
http://www.ied.edu.hk/ses
http://www.ied.edu.hk/ssc
http://www.ied.edu.hk/ads
http://www2.ied.edu.hk/ci/
http://www2.ied.edu.hk/ece/trad/index.asp
http://www.ied.edu.hk/epl/
http://www.ied.edu.hk/iell/
http://www.ied.edu.hk/ps/?lang=en
http://www.ied.edu.hk/sec/?lang=tc
http://cle.web.ied.edu.hk/
http://www.ied.edu.hk/chl
http://www.ied.edu.hk/ele
http://www.ied.edu.hk/lml
http://www.ied.edu.hk/lcs
http://www.ied.edu.hk/gradsch/


 

67 

 

一個學期，期間所修讀的學分，最多十五學分可獲轉移並計算於畢業所需學分內。

與台灣合作學校包含: 國立台灣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成功大

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

臺南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長榮大學、國家教育研究院、

靜宜大學、元智大學 

 

九、 參考網站： 

1. 香港教育大學 http://www.ied.edu.hk/web/index.php 

2. 大中華事務處─學術交流 http://gca.web.ied.edu.hk/tc/academicExchange.php 

3. 全球高校網 http://school.nihaowang.com/11931.html 

 

 

  

http://www.ied.edu.hk/web/index.php
http://gca.web.ied.edu.hk/tc/academicExchang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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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香港教育大學 

學術合作協議書 

為提高學術水平和傳播知識，東吳大學與香港教育大學同意簽訂本學術合作協議書，以加強

雙方瞭解、促進友好合作，以及提倡學術交流協作。其內容包括： 

一、兩所院校同意，在適用於各自校規的範圍內，並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採取下列合作措

施： 

 

1. 推動學者及研究人員交流，促進合作研究活動； 

2. 採取多種方式，合作舉辦短期專業培訓； 

3. 合作舉辦學術會議、論壇及學術研討會； 

4. 交換學術及其他刊物。 

二、根據第一條款，雙方就每一合作項目商討實施細節，並經雙方書面確認後落實執行。 

三、本協議書經雙方簽署後生效，有效期為五年，任何更改或修訂須經兩校校長書面批准。

本協議書有效期屆滿前六個月，若任何一方未收到對方關於本協議書的修訂或終止通知，

則本協議書有效期屆滿後順延五年。 

 

 

 

 

 
  

   

潘維大校長                                       

東吳大學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 

日期: 2016 年   月   日 

 張仁良校長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 

日期: 2016 年   月  日 

http://www.ntcu.edu.tw/
http://www.ntcu.edu.tw/
http://www.ntcu.edu.tw/
http://www.ntcu.edu.tw/
http://www.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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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4 

上海大學 

Shanghai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綜合 

二、成立時間：1922 年 

三、學生人數：約 35,000 名 

四、教師人數：2,862 名 

五、校長：金冬寒 

六、地址：上海市寶山區上大路 99 號 

七、系所： 

社區學院 錢偉長學院 材料基因組工程研究院 

理學院 文學院 外國語學院 

法學院（智慧財產權學院） 通信與資訊工程學院（翔英學院） 電腦工程與科學學院 

機電工程與自動化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環境與化學工程學院 

生命科學學院 美術學院 上海電影學院 

悉尼工商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中歐工程技術學院 

數碼藝術學院 管理學院 經濟學院 

社會學院 體育學院 音樂學院 

繼續教育學院（巴黎國際時

裝藝術學院） 
國際交流學院 巴士汽車學院 

土木工程系 圖書情報檔案系 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 

管理教育研究院（MBA 中

心） 
社會科學學部（籌） 

 

八、特色：上海大學是上海市屬、大陸地區「211 工程」重點建設的綜合性大學，1922 年

10 月創建，被譽為「武有黃埔、文有上大」。上海大學學科門類齊全，涵蓋哲學、經

濟學、法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管理學、藝術學等學科門類，現設有 26

個學院和 2 個校管系，71 個本科專業，為大陸教育部實施「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畫」

首批高校之一，是中宣部、教育部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畫」的首批高

校之一。上海大學建立了以學分制、選課制、短學期制為核心的特色鮮明的人才培養

模式，初步形成了以培養全面發展、終身發展的創新型人才為核心的人才培養體系。

上海大學科研能力和水準處於大陸地區高校先進行列。國際三大檢索（SCI、EI、ISTP）

收錄的學術論文數分別位於全大陸高校的 51、43、42 位，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位於

全大陸高校 42 位。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6 中國大學排名榜，75 名。*為臺灣教育部承認之 155 所大

陸地區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目前，上海大學已與34個國家和地區176所大專院校簽署校際合作協定。

在校就讀的外國留學生計4,087人，其中學位生731人,並被大陸地區教育部評為來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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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示範基地單位，現已與臺灣高雄大學、東海大學、臺灣師範大學、銘傳大學、台灣

成功大學、台灣大學、台灣宜蘭大學等學校簽署了校際友好合作交流協議。 

十一、參考網站： 

上海大學： http://en.shu.edu.cn/Default.aspx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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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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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上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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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金東寒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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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5 

山東財經大學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簡介 

一、屬性：財經 

二、成立時間：1952 年 

三、學生人數：33,100 餘名 

四、專任教師人數：1,927 名 

五、校長：卓志 

六、地址：（燕山校區）濟南市歷下區二環東路 7366 號 

（順更校區）濟南市市中區舜耕路 40 號 

（聖井校區）濟南市經十東路 18602 號 

（明水校區）濟南市經十東路東首大學路 1686 號 

七、系所： 

經濟學院 財政稅務學院 金融學院 

保險學院 國際經貿學院 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會計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 

法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體育學院（場館管理與體質

健康測試中心）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外國語學院 公共外語教學部 

數學與數量經濟學院 統計學院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 

藝術學院 國際教育學院 國際商學院（國際交流學院） 

繼續教育學院 
自學考試與社會考試服務中

心 

山東財政職工大學 

MBA 學院 MPA 學院  

八、特色：山東財經大學於 2011 年 7 月 4 日由原山東經濟學院和原山東財政學院合併組

建而成。山東經濟學院的前身山東財經學院，創建於 1952 年，由山東會計專科學校

與齊魯大學的經濟系合併組建而成，是山東省建校最早的財經類普通高校，學校共有

4 個校區，24 個教學院（部），62 個本科專業。是以經濟學、管理學為主，文、法、

理、工、藝術和教育等八個學科門類相結合的學科結構，現有 16 個山東省重點學科，

19 個校級重點學科。其中，財政學、金融學、企業管理、會計學、國際貿易學和管理

科學與工程為省級特色重點學科。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6 中國大學排名榜，268 名。*為臺灣教育部承認之 155 所大

陸地區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山東財經大學目前已與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德國、荷蘭、捷克、

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家的 100 餘所高校和教育機構在師生交流、科研合作、合作辦

學、聯合培養等方面建立交流與合作關係，並與臺灣的逢甲大學、高雄大學、暨南國

際大學、銘傳大學、世新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義守大學、金門大學等學校簽署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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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友好合作交流協議。 

十一、參考網站： 

山東財經大學：http://www.sdufe.edu.cn/index.php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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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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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山東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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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財經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卓志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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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 

東吳大學與香港教育大學 

學生交流項目協議書 

 

 

東吳大學與香港教育大學在友好交流合作的基礎上，就學生交流項目達成以下

協議。本協議書中接待院校即為接待交流學生之院校，而原屬院校則為送出交流學生

之院校。 

 

 

(一) 目的 

本協議是為東吳大學與香港教育大學合作的學士學生交流項目訂下相關規

條。 

 

(二) 協議期限 

1. 本協議自簽字該日起生效，為期五年。 

2. 協議若有任何修改，必須獲得雙方院校書面同意。 

3. 五年協議期限過後，由雙方院校評估項目執行情況，若雙方無異議，則自

動順延五年。 

4. 雙方院校保留終止本協議的權利，並須於終止協議前六個月通知對方院

校。 

 

(三) 交流時間 

學生交流活動於 2016/17 學年開始，在本協議下每次交流活動將為期一個學期

或一個學年。 

 

(四) 學生人數 

1. 除非得到雙方院校同意，每年進行交流的學生不可超過四人，學生交流時

間一般為一學期。 

2. 原則上，每次交流活動在一名學生對一名學生的對等交換基礎進行。惟若

雙方院校在每學期參加交流活動的學生人數未能達至平衡，在本協議訂定

的五年協議期限內交流學生人數亦應大致達到平衡。 

3. 在可能情況下，學生交流時間可以為一個學年。為了平衡交流學生人數，

一名學生交流一學年等同於兩名學生交流一學期。 

 

(五) 費用 

1. 雙方院校同意互相豁免來訪交流學生的學費。 

2. 所有學生須向其原屬院校繳付正常費用。 

3. 所有學生須自行負責在接待院校的一切個人支出，包括住宿、膳食、衣服、

交通、醫療及其他學術方面的開支。 

4. 所有學生須購買旅遊保險並負責相關的費用。保險內容須包括醫療費用、

人身意外、個人責任和緊急支援。 

 

(六) 篩選﹑錄取及認可 

1. 雙方院校自行負責篩選學生參加學生交流活動。 

2. 每間院校派出的學生須符合接待院校所有入學要求。 

3. 原屬院校須向接待院校提供課程資料及學生個人資料，例如已知健康問題，

http://www.ntcu.edu.tw/
http://www.ntcu.edu.tw/
http://www.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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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可能影響學生學習進度或需特別協助。 

4. 接待院校應確定學生能修讀必修課程，但入讀個別學系或選修個別課程，

則視乎學生是否符合選修該課程的要求，以及在交流期間可分配的資源。 

5. 前往交流的學生須達到接待院校的學術要求和遵守操行規條。原屬院校應

告知學生接待院校之學術要求及文化情況。 

6. 在交流期間學生完成的作業認可工作，將由學生的原屬院校作出判斷。 

7. 接待院校須向原屬院校提供學生成績表，顯示學生在交流期間的學術表

現。 

 

 

   

潘維大校長                                       

東吳大學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 

日期: 2016 年   月   日 

 張仁良校長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 

日期: 2016 年  月  日 

 

 

  

http://www.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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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2 

東吳大學與上海大學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上海大學本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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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金東寒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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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3 

東吳大學與山東財經大學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山東財經大學本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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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校長                             山東財經大學  副校長 

趙維良    教授                               聶培堯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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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1 

東吳大學與山東財經大學－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山東財經大學本於「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協商，

就兩校辦理「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事項達成如下約定： 

 

一、合作內容： 

（一）研修生：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期互派註冊在校，且至少已修讀一學年以上之學士

班以及碩、博士班學生，自費到對方學校學習一學期，並以修讀雙方均已開設之

科目為原則。 

（二）暑期研習生： 

雙方同意於每年暑假期間辦理「暑期研習班」，研習期間及參訪等內容依雙方規劃

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均無名額限制，亦不獲取接待學校之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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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學校自行審酌是否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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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不得延長停留時間，接待學校亦不受理為其辦理延長停留手續之要求。 

三、遴選方式： 

（一）雙方從各自學校就讀全日制學生中，根據學習成績、個性是否適合本項研修及暑期

研習計畫等情況，推薦至接待學校。受推薦學生應至少已在原屬學校修業滿一年以

上。 

（二）雙方各自保留審查對方推薦之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研修最後決定權。若有不獲對方

接受之情況，推薦方可再次遞補推薦。 

四、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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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研習。 

（二）雙方應於每年三月以前決定暑期研習班課程內容及學分數。 

五、輔導管理： 

（一）雙方學生管理部門負責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研習期間之管理工作。學生

不參與院校評鑑活動，其他管理辦法應參照各自學校管理規定執行。 

（二）雙方需安排學生在學生宿舍住宿，俾利進行管理照顧及各項交流活動。 

（三）雙方有關部門或單位應儘量安排學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行各項學術交流活動，並關

心其生活起居，使交流計畫取得最大效果。 

（四）雙方學校應給予學生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員接機、安排住宿等，俾利儘快適

應新環境。 

（五）學生應遵守本約定書及雙方學校各項規定，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該生將停止研修

及研習，即時返回原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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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關費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屬學校繳交學雜費外，應再向接待學校繳交一學期研修費。暑期研

習生收費方式由雙方學校協商後另行訂定。 

（二）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必須購買相關保險，在研修前或暑期研習前提供保險證明影

印本予接待學校。 

（三）學生應自行負擔往返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書籍費、證件費、簽證費、保險

費及其他個人支出等費用。 

七、施行細則： 

（一）本約定書內容在雙方指定相應行政部門實施，並負責管理。 

（二）雙方學生應遵守當地法律及對方學校之法規。 

（三）雙方依情況在辦理出入境手續時提供學生協助，但學生應自行負責取得相關入境許

可。學校方面會儘量配合，但不負責保證能給予入境許可等文件。 

（四）學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資料及檔案，並準時報告與返校。 

（五）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後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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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限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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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約定書終止前已開始之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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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約定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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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校長                             山東財經大學  副校長 

趙維良    教授                               聶培堯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