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0 次(105 年 12 月 26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6 年 1 月 9 日核定，經 105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5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 

主席︰潘維大校長 

出席︰趙維良副校長、詹乾隆教務長、莊永丞學務長、阮金祥總務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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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社會資源長)、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會計室洪碧珠主任、圖書館林聰敏館長(李明俠編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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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麗玲秘書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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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系萬心蕊主任、音樂系孫清吉主任、 

語言教學中心呂信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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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系陶宏麟主任、會計系謝永明主任(吳怡萱副主任代)、 

國貿系陳宏易主任、資管系何煒華主任、商學進修班詹芳書主任、 

國際商管學程詹乾隆主任、EMBA 傅祖壇主任、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 

校長室稽核楊康皓秘書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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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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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項，執行情形詳如附件。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校長指示： 

1. 全英語授課：參考各校關於全英語授課之補助方案，台大的方式可資參考，以課

群為單位，每開設 1 課群（20 學分）補助 60 萬元，此一方案可提供學生完整、體



2 

系化的學習。請國際處與教務處共同研商相關辦法，開課單位不僅限於學術單位，

行政單位亦可參與。 

2. 106 年度超馬可結合全國性 COSPLAY 比賽、攝影比賽，並加入 COSPLAY 接力

賽等項目，請學務長負責輔導漫畫社、攝影社完成計畫書申請學校補助活動經費，

主辦前皆活動，與體育室共同完成 106 年度超馬系列活動。也請圖書館共思相關

配合方案 

王志傑研發長： 

106 學年度科技部計畫截止日為 106 年 1 月 2 日，請各院系主管鼓勵教師踴躍申請。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為鼓勵本校教授致力於提升學術水準，爭取更高榮譽，研擬「東吳大學

特聘教授設置辦法」草案，明訂專任教授符合相關規定得授予「特聘教

授」榮銜。 

二、檢附「東吳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草案（附件1）、「東吳大學教師評審

辦法」第5條及第6條條文（附件2）、「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

法」（附件3）、「東吳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附件4）及「東吳大學教

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附件5），敬請討論。 

決議：彙整各界意見後，於下次會議重新提案。 

 

第二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日本神戶大學、法國尼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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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會議(105.12.06)通過。 

二、為加強本校與兩校之交流與合作，提請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檢附神

戶大學簡介（附件1）、神戶大學協議草案（附件2）、尼姆大學簡介（附件

3）、尼姆大學協議草案（附件4），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三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武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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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會議(105.12.06)通過。 

二、為加強本校與兩校之交流與合作，提請簽定校級學生交換協議，檢附史

特拉斯堡大學簡介（附件1）、史特拉斯堡大學協議草案（附件2）、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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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簡介（附件3）、武漢大學協議草案（附件4），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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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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審議本校與福州大學簽訂

聯合培養人才專案合作約定

書（含二補充協定）案。 

一、通過。 

二、3+1 人數如無法提升，

需調整收費以達收支

平衡，並積極尋求其他

合作學校。 

一、約文已提報教育部。 

二、2017 年東福專班將加

收 20%學費。 

三、商學院與福建師範大

學已簽訂聯合培養人

才協議，預計至 2018

年開始執行。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會計制度」

修訂案。 

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及董事

會審議。 

將提送 105-2 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續送董事會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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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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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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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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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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學院進行校內場地整

合，並與實踐家基金會洽

談合作事宜中，待確認後

可進行記者會籌備商討事

宜。 

2. 待商學院確認場地後，即

可著手規劃實踐家與商學

院合作記者會。 

擬予

繼續

管制 

二 

AACSB 認證評鑑訪視小組於

訪談中提及商學院大樓外觀

之更新，請傅院長先彙整院內

師長、同仁、學生之意見，提

出外觀更新之需求，請總務長

做實際規劃設計，由社資處訂

募款計畫，專款專用。 

【10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商學院、 

總務處、 

社資處 

暫未開始管制 

三 

就溪城講堂開課事宜，請社會

系、商學院後續評估至少開 1

個課群，共同參與。 

【105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社會系、 

商學院 
 

1. 社會系 12 月 13 日系務會

議討論本件，考量時間過

於匆促、恐將籌備不及等

因素下今年維持不開課，

明年再行思考開課規劃。

另外，建議可由國際處邀

集各系有興趣之教師協助

之開課方式，統一開辦「東

吳溪城講堂」。 

2. 由會計系開設課群。 

擬予

銷管 

四 

就教師與廠商產學合作事宜

(教師為發明人、以廠商名義參

展)，請研發處研擬獎助方案。 

【105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研發處  

1. 本校獎勵產學合作及發明

專利之辦法有「教師學術

研究獎助辦法」、「提升教

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

辦法」、「學術研究優秀人

才獎勵辦法」，以專利權歸

屬本校為獎勵標準。 

2. 經蒐集他校有關教師執行

產學合作績效及參與國際

學術活動競賽得獎相關獎

助辦法，皆以學校名義發

擬予

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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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表或參賽為原則，鑑此，建

議本案以個案簽核方式辦

理。 

3. 有關微生物系劉佩珊教授

獲校外/國外獎項一案，業

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專簽

奉核，以校長名義贈予獎

牌，並將安排於行政會議

頒發。 

五 

就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採購，為

避免資源過度傾斜，請圖書館

分析現有電子資料庫使用單

價較高者，評估是否繼續使

用，或尋求其他替代方案。 

【105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圖書館 
106 年

4 月 

圖書館擬針對下列項目研擬

預警方案，規劃於 106 年 4 月

召開 105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

館委員會會議提案討論： 

1. 圖書經費執行率低者。 

2. 購置之圖書使用率低者。 

3. 購置之資料庫使用率低

者。 

擬予

繼續

管制 

 

 



 1  

報告事項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校長室稽核 

105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5.12.26 

單位 人事室 查核時間 105.10.17~105.10.24 

查核項目 1.教師停聘、解聘、不續聘作業 

2.公保、勞保、健保作業 

3.退休撫卹離職資遣作業 

4.教職員工退休儲金提繳作業 

符合或良好者：1 項 教師停聘、解聘、不續聘作業 

可精進或待改善者：3 項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公保、勞保、

健保作業 

經訪談承辦人發現： 

一、內控作業流程設

計中「通知公教保

險部、勞保局、健

保局次月更正」之

處理程序，無須再

回到本次作業進

行之流程，流程圖

建議予以修正。 

二、本作業控制重點

6.1.「人事室第一

組提供教職員工

異動名冊是否正

確」，承辦人無法

進行查證，如作為

控制重點將無法

進行作業之控制。 

三、抽查作業資料皆

符合相關規定 

接 受 改 善 建

議，改善期限

為 105年 12月

31 日 

持續追蹤該作業改

善情形 

退休撫卹離職

資遣作業 

經訪談承辦人發現： 

一、本作業流程設計

係以身分別來作

區分，亦即分為

「教師」、「職員

及助教」與「工友」

等 3 種身分。 

二、教師部分：流程圖

中「私校儲金管理

委員會核發退撫

離職資遣函等資

料」之後的流程會

因其屬「退休」、

「撫卹」、「離職」、

接 受 改 善 建

議，改善期限

為 106 年 4 月

30 日 

持續追蹤該作業改

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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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遣」等作業而

有不同的處理方

式，但流程圖之呈

現未能明確標示，

除非對於該項工

作非常清楚者，無

法依流程圖了解

該項工作之全貌。 

三、職員及助教部分：

流程圖中「私校儲

金管理委員會核

發退撫離職資遣

函等資料」之後的

流程會因其屬「退

休」、「撫卹」、

「離職」、「資遣」

等作業而有不同

的處理方式，但流

程圖之呈現未能

明確標示，除非對

於該項工作非常

清楚者，無法依流

程圖了解該項工

作之全貌。 

四、工友部分： 

(一) 流程圖中「私

校儲金管理

委員會核發

退撫離職資

遣函等資料」

之後的流程

會因其屬「退

休」、「撫卹」、

「離職」、「資

遣」等作業而

有不同的處

理方式，但流

程圖之呈現

未能明確標

示，除非對於

該項工作非

常清楚者，無

法依流程圖

了解該項工

作之全貌。 

(二) 本流程僅呈

現舊制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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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理程序，

與現在本校

工友新舊制

勞保之並存

之情形不符。 

五、抽查作業資料皆

符合相關規定。 

教職員工退休

儲金提繳作業 

一、本作業負責單位

為人事室，但流程

圖中「人事室審核

金額無誤」應為誰

審核，未能清楚說

明。 

二、處理流程「會計室

核對預算項次後

送回人事室，人事

室印存儲金相關

資料，正本送回會

計室」，會計室符

合核對之責，故應

為決策流程。 

接 受 改 善 建

議，改善期限

為 105年 12月

31 日 

持續追蹤該作業改

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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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1 

 

東吳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草案） 

建 議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鼓勵本校教授致力於提升學術水準，爭取更高榮譽，特訂定

東吳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 

敘明訂定本辦法之目的，藉

由設置特聘教授榮銜，鼓勵

教師致力於提升本校之學術

水準，傳承學術成就培育人

才，爭取更高之榮譽。 

第二條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聘為特聘教授： 

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獲教育部國家講座。 

三、獲教育部學術獎。 

四、最近十年內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五、獲頒本校研究傑出獎勵或本校教學傑出獎勵合計三次。 

六、最近十年內在音樂、體育、應用技術成就表現傑出，獲得國家

級或國際性重要大獎。 

七、其他與上述各款規定相當者。 

明訂特聘教授之聘任資格。 

第三條 

特聘教授之聘任應由學系主任檢附被推薦人之具體學術成就

之相關證明文件，於四月一日前提請系教評會審查；系教評會審查

通過，應於四月二十日前送院教評會評審；院教評會審查通過，應

於五月二十日前送校教評會評審；校教評會應於六月二十日前完成

評審，並將審查通過者報請校長核定聘任之。 

參酌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運作情形，明訂特聘教授

之聘任審查程序。 

第四條 

特聘教授之聘期五年，已逾六十歲者，聘期則至屆滿六十五歲

之學期止。 

獲聘為特聘教授者，得不受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五條及第六條

第一項規定之限制，於獲聘特聘教授期間，配合其專任教師之聘期，

另發給專任教授聘書。 

一、明訂特聘教授之聘期，已

逾六十歲者，則聘至屆

滿六十五歲之學期止。 

二、明訂獲聘特聘教授者，得

不受專任教師續聘相關

規定之限制，另發給專

任教授之聘書。 

第五條 

獲聘之特聘教授，由校長於全校性公開活動中，頒與特聘教授

聘書。 

明訂校長於全校性活動中，

公開表揚獲得特聘教授榮譽

之教授。 

第六條 

獲聘為特聘教授者，如其所依據之資格條件未曾獲得本校學術

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或本校彈性薪資實施辦法獎勵者，另由本校

配合聘期發給特別津貼。 

前項特別津貼數額每月新臺幣壹萬元，每年發給十二個月；特

明訂特聘教授如未曾獲得本

校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

法或彈性薪資實施辦法獎勵

者，得另發給特別津貼；並明

訂特別津貼之數額及發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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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條 文 說 明 

聘教授退休或離職時，特別津貼隨即終止。 式。 

第七條 

特聘教授之聘期屆滿後，如再度符合第二條所規定之資格者，

得由學系主任依第三條規定之程序，繼續提聘為特聘教授。 

明訂特聘教授於聘期屆滿

後，如再度具備相關資格，得

由學系主任依本辦法第三條

規定，繼續提聘為特聘教授。 

第八條 

特聘教授應致力於提升本校之學術水準，傳承學術成就培育優

秀人才，爭取更高榮譽。 

明訂特聘教授之義務。希藉

由設置特聘教授榮銜，鼓勵

教師致力於提升本校之學術

水準，傳承學術成就培育人

才。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明訂本辦法訂定及修訂之程

序。 

 
  



 12 

第一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 

最新修訂日期：105年6月1日 
 

第 五 條   

專任教師之續聘，應由各學系主任填具續聘教師名冊，提交系教評會初審： 

系教評會評審通過後，簽請院長提交院教評會複審。 

院教評會評審通過後，簽請教務長提交校教評會決審。 

校教評會評審通過後，送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第 六 條   

專任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經教評會同意後每次二

年。 

應接受教師評鑑之專任教師，未能通過評鑑者，於改善期間內，每次續聘時發給一年

聘期之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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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3 

 

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 

99 年 10 月 6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0 年 6 月 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4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7 月 1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3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3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延攬研究優秀人才及鼓勵教師進行學術研究，提升學術成

果，特訂定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一、新聘教師：本校初聘第一年內且為國內第一次聘任之專任教

師，不含自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學術研究機關（構）延攬之

人員。 

二、現職教師：本校任教至少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不含自公立

大專校院及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退休之人員。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自然、生物、工程領域及人文、社會領域，由本校學術

研究委員會審查確認。獎金之經費來源為科技部，並依科技部相關

措施辦理。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發明專利、技

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期刊論文定義如下： 

       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 

         （二）申請教師為下列之一者： 

            1、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人。 

            2、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子計畫主持人

（須名列於科技部核定之研究計畫經費清單）。 

       二、產學合作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且經研發處研究事務組辦理。 

         （二）申請教師為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 

         （三）計畫總經費須達新臺幣 20萬元(含)以上。 

         （四）計畫經費須編列行政管理費。 

       三、發明專利：獲國內外發明專利權，且歸屬東吳大學。 

       四、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以本校名義完成技術或著作授權契約書

之簽訂，並有授權金。 

       五、期刊論文： 

         （一）刊登於名列 AHCI、SSCI、SCI、EI、THCI Core、TSSCI、

「東吳大學外語學門獎勵名單」之期刊(含電子期刊)論文。 

         （二）期刊論文應有日期、卷期、頁碼，作者欄並有任職本校字

樣。 

第 五 條  新聘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由所屬學院推薦申請，獎金最高新

臺幣十二萬元： 

       一、於推薦申請時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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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近五年發表期刊論文 2件(含)以

上。 

       三、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年發表期刊論文 1件(含)以上。 

第 六 條  現職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由所屬學院推薦申請： 

       一、研究傑出，獎金最高新臺幣十五萬元： 

         （一）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

研究 

            計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技術移

轉授權、完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十六件(含)以

上，且前述計畫、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計須四件

(含)以上，期刊論文亦須四件(含)以上。 

         （二）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

權、完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十四件(含)以上，

且前述計畫、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計須四件(含)

以上，期刊論文亦須四件(含)以上。 

       二、研究優良，獎金最高新臺幣六萬元： 

         （一）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技術

移轉授權、完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十件(含)以

上，且前述計畫、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計須三件

(含)以上，期刊論文亦須三件(含)以上。 

         （二）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

權、完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八件(含)以上，且

前述計畫、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計須三件(含)以

上，期刊論文亦須三件(含)以上。 

第 七 條  各項推薦申請案，經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初審，簽請校長同意後，

送科技部審查核定。業務承辦單位為研發處研究事務組。 

第 八 條  獲獎勵之教師應於獎勵期滿二個月前提交績效報告，送本校學術研

究委員會作為下一次獎勵審核之參考。 

第 九 條  對於獲獎勵之教師，本校提供必要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 

第 十 條  新聘教師僅獎勵一次。 

       獲獎勵之現職教師於次年再受推薦申請時，除須符合本辦法第六條

之規定外，須於最近一年新增一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一篇期刊

論文。 
第 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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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4 
 

東吳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 
 

95年5月3日行政會議通過 
95年6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第4條 

95年12月6日行政會議修正第3、5條 
96年3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第5、7條 

99年4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第5條 
102年4月8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條 

102年9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第6條 
103年9月15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條 

 

第 一 條  東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其在教學上的努

力與貢獻，並提升本校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教學獎勵每學年遴選一次，由校長指定八位專任教授與研究

發展長共九名委員，共同組成「教師教學獎勵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負責遴選作業，並由研究發展長擔任召集人。擔任本委員會

之委員若接受推薦為候選人，應辭去委員職務，由校長另行指定委員遞

補。 

第 三 條  獎項分為「教學優良」獎及「教學傑出」獎二類，獲獎者除公開表揚外

並頒給獎狀（牌）及獎金。「教學優良」獎獎金新台幣五萬元整；「教

學傑出」獎獎金新台幣十五萬元整。 

第 四 條  「教學優良」獎名額不得超過全校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五，獲獎次數不

限。「教學傑出」獎獲獎者全校以不超過三位為原則，獲獎後三年內不

再為「教學傑出」獎之候選人。 
第 五 條  候選人須為本校專任教師，並需符合下列四項條件： 

一、 在本校專任且聘任滿三年以上，於遴選年度近四學年有六學期任

教事實者；惟「教學傑出」獎之獲獎教師任教年資須滿五年。 

二、 有任教事實之近二學期，任教科目之期末教學評量總平均數須在

全院(室)平均數(含)以上，且沒有任何科目未達學校標準。 

三、 經各學系(室)推薦、本校師生或校友五人之連署推薦、或由本委

員會主動推薦均可。 

四、 依規定時程內繳交「教師個人檔案」及相關佐證資料。  

第 六 條  受理推薦時間為每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研究發展處評鑑組為

業務承辦單位。 

第 七 條  本委員會因遴選需要得另訂遴選細則為補充規範，並得主動蒐集候選

人教學與學生學習相關資料。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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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5 

 

東吳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101 年 1 月 4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8 日教育部備查 

101 年 4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4 條 

102 年 12 月 16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4、7、11 條 

103 年 6 月 3 日教育部備查 

104 年 3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4、7、10、12 條 

104 年 4 月 22 日教育部備查 

104 年 12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4、7、9、10、11 條 

104 年 12 月 11 日教育部備查 

 

第 一 條  本校為延攬及留住優秀教師，依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

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現職及新聘之編制內專任教師。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彈性薪資，係指除固定之薪資（包括本薪、學術研究

費）外，每月另外發給之績優加給。 

第 四 條  本校現職及新聘之專任教師在學術上有具體優良成績者，得由學系

主任推薦，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給予績優加給及核給比例。

績優加給給與標準如下：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每月支給 12 點績優加給。 

二、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每月支給 10 點績優加給。 

三、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每月支給 8 點績優加給。 

四、曾本校教學傑出獎合計三次：每月支給 3 點績優加給。 

五、曾獲本校教學傑出獎及教學優良獎合計三次：每月支給 1 點績

優加給。 

六、教師具特殊優秀教學事蹟，且提供具體佐證資料者：每月支給 1

點績優加給。 

七、教師具其他相當於上述各款成績者，得比照各該款支給績優加

給。 

前項加給每一點數為新臺幣壹萬元。 

曾獲績優加給之教師，若再符合第一項各款成績，得於審查通過後

再核給績優加給，除第一項第四款外，其餘各款成績不得重複採

計。 

第 五 條  現職及新聘績優教師審查程序如下： 

一、現職教師：學系主任應於四月一日前將推薦人選送系教評會評

審；系教評會審查通過，應於四月二十日前送院教評會評審；院

教評會審查通過，應於五月二十日前送校教評會評審；校教評會

應於六月二十日前完成評審，並將審查通過者報請校長核定。 

二、新聘教師：新聘教師符合第四條規定者，得由學系主任於該教

師之初聘案中同時提出，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報請校長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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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 六 條  績優加給給與期限二年。現職教師之績優加給，自核定後之次學年

起按月核給；新聘教師之績優加給，自聘期開始日起按月核給。 

第 七 條  獲得績優加給之教師，應致力於教學成果之提升，並應於第一年給

與期限屆滿前三個月繳交執行績效報告。 

前項所稱執行績效係指於績優加給給與期間內，執行以下相關義務

兩項以上： 

一、參與夥伴教師制度，至少引領一名新進教師教學。 

二、成立或加入本校一個教師專業社群。 

三、提供本校一套以上創新教材或教具。 

四、接受拍攝一支以上教學示範觀摩影片。 

五、執行教學卓越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六、其他提升教學績效之具體事蹟。 

前項執行績效報告應送三級教評會審查，審查通過後繼續發給第二

年之加給。 

第 八 條  支領績優加給之教師，如遇留職停薪、離職或退休時，應停止給

與；留職停薪復職後，繼續給與至期滿為止。 

第 九 條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列各款資格之新聘教師，除依本校相關

規定提供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外，並得視需要補助居住津貼。 

第 十 條  獲績優加給之新聘專任教師，如為國內第一次聘任者，其加給由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支應；非國內第一次聘任者，其加

給由學校相關預算支應。 

獲績優加給之現職專任教師，其加給由「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經費支應；獲加給教師如為公立大專校院退休者，其加給由學校相

關預算支應。 

第 十一 條  為鼓勵教學績優之教師，獲績優加給者，得同時支領本校「教師教

學獎勵辦法」之獎勵。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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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1 

神戶大學 

Kobe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國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02 

三． 學生人數：16,391 人 

四． 教職員數：3,609 人 

五． 規 模：該校共有 4 個校區，分別為六甲台地區、楠地區、名谷地區與深江地

區。大學部共 11 個學院 28 個學系，研究所共 14 個專業。學院系列表如下： 

大學部 研究所 

1. 文學部:人文學 

2. 國際文化學部:國際文化學 

3. 發達科學部:人類發展學、人類行為學、自我表現學、

人類環境學 

4. 法學部:法學 

5. 經濟學部:經濟學 

6. 經營學部:經營學 

7. 理學部: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行星學 

8. 醫學部:醫學、保健學 

9. 工學部:建築學、市民工學、電器電子工學、機械工學、

應用化學、信息智能工學 

10. 農學部:食料環境系統學、生命資源科學、生命機能科

學 

11. 海事科學部:環球運輸學、海洋安全系統學、海洋工程

學 

1. 人文學研究科 

2. 國際文化學研究科 

3. 人間發達環境學研究科 

4. 法學研究科 

5. 經濟學研究科 

6. 經營學研究科 

7. 理學研究科 

8. 醫學研究科 

9. 保健學研究科 

10. 工學研究科 

11. 系統情報學研究科 

12. 農學研究科 

13. 海事科學研究科 

14. 國際協力研究科 

六． 排名與強項：該校以是一所擁有一百年以上歷史的名校。該校以商科起家，在商

學相關領域經營已久。該校亦於世界排名表現優異： 

1. QS 世界大學排名 369 名； 

2. QS 商學領域排名，於世界各大專校院中排名 151-200； 

3. QS 亞洲大學排名 65 名； 

4. 上海交大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401-500 名。 

七． 國際交流現況：目前該校於世界各國 209 所學校簽有交換協議，其中與台灣有 7

所協議學校，包含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台北大學…等。 

八． 參考網站：  

1. 神戶大學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6%88%B7%E5%A4%A7%E5%AD%A6 

2. 神戶大學官網 

http://www.kobe-u.ac.jp/info/outline/history/nenpyo.html 

3. 上海交大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RWU) http://www.shanghairanking.cn/World-

University-Rankings/Kobe-University.html 
4. QS ranking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kobe-university#wu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6%88%B7%E5%A4%A7%E5%AD%A6
http://www.shanghairanking.cn/World-University-Rankings/Kobe-University.html
http://www.shanghairanking.cn/World-University-Rankings/Kobe-University.html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kobe-university#w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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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2 
AGREEMENT OF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Kobe University 

(draft) 

 

Soochow University and Kobe University, with the objective of foster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hereby agree as follows: 

 

1. Both parties shall encourage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in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fields 

where they have mutual interest: 

a)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b) Faculty exchange; 
c) Student exchange at the graduate and/or undergraduate level; 
d) Exchange of research results, academic publications and other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e) Other academic exchange upon which both parties agree.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program based upo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negotiated and 

agreed upon by both parties under a separate agreement prior to the initiation of the 

particular program. 

 

3. Both parties understand that all financial arrangements will have to be negotiated in 

advance and will depend on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4. This agreement will come into force upon signature from the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 

of both parties and will remain in force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This agreement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periods equal to the initial period. This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by the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both parties and may be 

terminated, with twelve (12) months prior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completion of ongoing exchange programs. 

 

5. This agreement is written in duplicate in English, and both parties retain one copy each 

of the authentic texts. 

Soochow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essor Wei-Ta Pan 

President 

 

Date:                  

Kobe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essor TAKEDA Hiroshi 

President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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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3 

尼姆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îmes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2007 

三． 學生人數：4,008 人 

四． 教職員數：199 人(包含 94 位教師與 105 位行政職員) 

五． 規 模： 

尼姆大學坐落於有著兩千年古老的歷史的尼姆市，即古老又現代，即有天主教

又有新教。歷史造就了尼姆保留了一批傑出的古建築物，包括古羅馬競技場、

方殿（Maison Carrée）、蒂安納神殿（Temple de Diane）、馬涅塔（Tour 

Magne）、嘉德水道橋（l’aqueduc du Pont du Gard）等。 

該校有三個校區：Vauban 校區、Carmes 校區與 GIS Laboratory (科學研究園

區)。目前擁有三個學院，共開設 33 個大學與碩士專業，領域包含法律、經

濟、管理、心理、文學、語言、歷史、科學與藝術等。該校亦提供交換學生英

語與法語授課課程，包括： 

 Arts 

 Bioingineering 

 Dismantling Industrial Waste 

Management 

 Foreign Languages, History & 

Literature: 

 Law  

 Local Administration 

 Life & Environmental Science 

 Psychology 

 Science of Materials & Systems 

 Textile Products & Deriv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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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際交流現況：目前該校於世界各國近 40 所學校簽有協議，與台灣尚無協

議學校。目前與該校與本校法學院商討交流合作可能。 

七． 參考網站：  

1. 尼姆大學官網 https://www.unimes.fr/fr/presentation/unimes-en-chiffres.html  

2.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1776.htm 

 

 

   

 

  

https://www.unimes.fr/fr/presentation/unimes-en-chiffres.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17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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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4 
 

AGREEMENT OF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THE UNIVERSITY of NÎM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ranco- agreements for 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Desiring to develop their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After submission of this agreement to the author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70., Linhs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City, Taiwan 11102 

Represented by its President Wei-Ta Pan 

 

 and  

 

 

THE UNIVERSITY OF NÎMES 

 

Rue du Docteur Georges Salan 

30021 Nîmes Cedex 01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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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ed by its President Emmanuel ROUX 

 

 

 agree on  the  following : 

 

 

ARTICLE 1 

 

The present agreement is intended to facilitate and to intensify the scientific exchanges 

already underway between the two contractors, in the general area of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sciences. 

 

 

ARTICLE 2 

 

The exchanges may concern all the fields of competence common to both universities. 

 

 

ARTICLE 3 

 

Both contractors agree to define and realize joi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programmes 

in the areas defined jointly between the parties, in “Special agreements” completing 

the present general Agreement. 

 

The Special agreement(s), to be signed by authorized persons of both parties, are part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They describe the goal, the content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cooperation programme, the name of the principal coordinators, and are prepared 

jointly each academic year. They specify the intellectual and industrial property rights 

linked to the results issued of the cooperation.  These programs will promote the 

codirection of theses of doctorate or of other academic works (masters,...) for which an 

agreement of codirection will be signed specifically. 

 

 

ARTICLE 4 

 

a) Both contractors may exchange documents and research materials in the areas 

defined in Special agreement(s) and under the conditions specified in the Artic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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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co-organization of summer schools, seminars, scientific meetings and 

manifestations will be encouraged. 

 

c) Each institution will do its best to allow a certain number of 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 to participate in: 

 - joint research programmes 

 - joint training programmes 

 

 

d) Both institutions will facilitate the exchange and registration of students from the 

partner institution provided that they fulfill the current registration conditions fixed 

in that University. They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s in force in the host 

University. These modalities will be specified in Special agreements.  

 

e) The professors/researchers and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joint programmes 

in the frame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 should have a health insurance during their 

stay in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an insurance covering an eventual repatriation. They 

will have to take out a personal liability insurance.  

 

 

ARTICLE 5 

 

Both institutions will do their utmost on the human level and on the financial level to 

i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 Whenever possible, they will 

apply for the award of specific funds, within the Franco- scientific cooperative 

framework.  

 

 

ARTICLE 6 

 

The two contractors will consult one another whenever necessary and will prepare an 

annual report of all actions implemented and underway. 

 

 

ARTICLE 7 

 

The implementation of joint research programmes will involve Special agreements 

specifying the rules in terms of confidentiality, publications and industrial property. In 

case of results obtain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joint research programm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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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may register a patent or exploit the results commercially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other party. 

Whenever possible, the potential patents will be jointly registered by the partner 

universities. The publication or the free exchange of scientific results jointly obtained 

cannot take place without a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partners, especially if 

the nature of the programme has been defined as confidential. 

 

 

ARTICLE 8 

 

The present agreement is valid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and is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ature. At the end of this period, it may be renewed by specific conventions 

prepared each year. 

It can be renounced by one of the contractors at any time within a six month notice.  

 

The general Agreement is signed in four original copies, two in French language and 

two in English language, the two versions being equally valid.  

 

 

Signed, o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Nîmes 

 

The Presid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 

 

Emmanuel ROUX Wei-Ta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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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1       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538 

三． 學生人數：46,627 人 

四． 教職員數：約 4,000 人以上 

五． 規 模：該校坐落於法國阿爾薩斯大區北部城市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

該校是一所多學科綜合性大學，也是在學生和教師人數方面法國最大的大

學。共有 37 個學系並分為 5 大專業學術領域，其中與本校密切合作之學系

為政治學院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IEP)，隸屬於法律、經濟、管理、政

治與社會科學領域 (Law, Economics, Managem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該校 5 大專業學術領域表列如下： 

1. Arts,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2. Law, Economics, Managem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3.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 Health 

六． 排名與強項：該校是一所多學科綜合性大學，也是在學生和教師人數方面法

國最大的大學。該校同時為全國前三大研究型大學。該校具有法國公立綜合

性大學設置的所有專業，其中尤以政治、法律、新聞、外語、管理、生化和

醫學學院著稱。該校亦於世界排名表現優異： 

1. QS 世界大學排名 260 名； 

2.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301-350； 

3. 上海交大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101-150 名。 

七． 國際交流現況：目前該校於世界 76 國 700 多所學校簽有交換協議，其中與

台灣僅 2 所協議學校，除銘傳大學(與該校管理學院合作)外，即為東吳大學。

本校與該校政治學院自 2007 年起合作學生交換計畫迄今，持續互派學生交

流，保持良好關係。該校亦表示希望與我校持續進行交流，是以提請簽訂交

換學生續約協議。 

八． 參考網站：  

1. 史特拉斯堡官方網站： 

http://www.en.unistra.fr/index.php?id=21708  

2. 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_of_Strasbourg  

  

http://www.en.unistra.fr/index.php?id=2170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_of_Strasbourg


 

 
 

 

第三案附件 2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 UNISTRA (France), 

Address: 4 rue Blaise Pascal – CS 90032, 67081 STRASBOURG Cedex - France, 

Represented by its Acting President, Michel Deneken, 

 

Acting for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IEP) 

Represented by its Director Gabriel Eckert,  

 

on the one hand 

 

AND 

 

Soochow University / (Taiwan)  

Address: 70, Linhs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City, Taiwan, 

Represented by its President, Wei-Ta Pan, 

 

on the other hand 

 

 



 

 
 

 

Given the French Education Code,  

Given the deliberation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dated the March 26, 2013, 

 

Given the deliberation of the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dated from …….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of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And 

 

Soochow University   

Decide by mutual agreement to renew the agreement for a student exchange in order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benefit from the undergraduate study programs offered by both partners in the following 

fields of study: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temporary Histo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European Studies. 

 

Article 1:  Definitions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designates “the partners” a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of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that sends students to the partner institution will be designated as the “hom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that receives these students will be designated as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2:  Exchange procedure 

 

Level and selection of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Exchange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shall have completed at least 2 years of studies when entering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Exchange students from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of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shall have completed 

at least two years of studies when registering at Soochow University. 

 

In addition,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acquired the necessary language skills to pursue their study 

program. 

 

The required level of language skills, as described in the “European Language Portfolio” 1 from the Council 

                                                 
1 Self-assessment grid : 
http://www.coe.int/t/dg4/education/elp/elp-reg/Source/assessement_grid/assessment_grid_english.pdf 

http://www.coe.int/t/dg4/education/elp/elp-reg/Source/assessement_grid/assessment_grid_english.pdf


 

 
 

 

of Europe, for candidates coming to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as part of this exchange program is level B1 in 

French. Level B2 is highly recommended for students coming to take classes taught in French. 

 

Students attest their level of French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following supporting documents, which is attached 

to their application fil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ouncil of Europe 

 
Level B1 

 

 DELF - DALF  
(Diplôme d’Etudes en 
Langue Française - 
Diplôme Approfondi 

en Langue Française) 
 
 

Level B1 

 TCF (Test de 
Connaissance du 

Français)  
 

 

Level 3 (300 - 399) 
 

Validity : 2 years 

 

 TEF (Test 
d’Evaluation de 

Français) 
 
 

Level 3 (361-540) 
 

Validity : 1 year 

 

 between 
330 and 550 

hours of 
learning 

 
Certificate 

established by 
a professor 

from the partner 
university and 
transcript of 

grades 
 

Students wishing to take classes in English should have a B2 level in English. 

Students with French skills below B1 but with B2 English skills can be accepted at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of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provided they take classes in English only.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proof is not required for students exchanging at Soochow University. However, the 

exchange students are responsible to have enough proficiency of language used in class (Chinese, English, 

or Japanese) 

 

Each host university shall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to accept the candidates selec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Exchange period: 

 

The length of the exchange can be either one semester or one university year. 

 

Number of exchange program participants: 

 

For the entire duration of this agreement, Soochow University shall send up to four (4) students for the 

substantive equivalent of one full-time academic year, i.e. eight (8) semester places to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of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unless the number is changed by mutual agreement.  

Of these, up to two (2) students per semester will be guaranteed a place in the Certificate of European 

Studies. 

 

Likewis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of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shall send up to four (4) students for the 

substantive equivalent of one full-time academic year to Soochow University. 

 

An exchange student for one university year is the equivalent to two exchange students for one semester. 



 

 
 

 

  

Registration: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exchange program must register and pay registration fees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They are exempt from paying registration fees in the host university, where they will be registered a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dents. The exchange students will receive a student car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Educational validation: 

The academic advisors identified under Article 3 shall exchange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urses 

offered in their respective universities before the application phase. They shall establish, by mutual agreement, 

a provisional learning agreement with each candidate applying in this exchange program.  

 

Upon arrival in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student will contact the academic advisor of the host University, in order 

to confirm his/her choice of course. In the case of modifications of the study program or schedule conflicts, the 

academic advisor of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its counterpart in the home University, so that in the two 

weeks follow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rse, they have to come to a final learning agreement with the student. 
The final learning agreement, duly signed by both partners’ academic advisors, is communicated to the 

mobility coordinators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identified in article 3.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transfer the hosted student’s grades hosted to the home university at the end of each 

semester as well as any additional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transpose these grad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s 

grading system. 

 

Degrees: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continue to be candidates for a degree in their home institution and shall not request 

a degree in the host university. 

 

Obligations of both partners towards the students they send in the frame of this exchange 

program (home university): 

 

- recruit, select and prepare students who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 ensure that the students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for admission in the host institution; 

- transfer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selected candidates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 register their own students in their university during the exchange program period; 

- ensure that the students have taken out the required insurance policies (health, public liability). 

 

Obligations of both partners towards the students they receive in the frame of this exchange 

program (host university): 

 

- inform the accepted students about the visa application procedure 2; 

                                                 
2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ing to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from some countries, must register on the website    

http://www.campusfrance.org in order to apply for a student visa.  
 

http://www.campusfrance.org/


 

 
 

 

- exempt the exchange students from all registration fees; 

- host and orientate the exchange students; 

- help the exchange students find housing; 

- provide support and academic advice to the exchange students; 

- transmit a transcript of the hosted student’s grad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s student exchange 

administration :  

IEP International Office for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and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Obligations of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 obtain a visa, if needed; 

- pay tuition fees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exchange period; 

- respect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 pay for room and board during the exchange period; 

- have the required insurance coverage, pay eventual medical costs and provide proof of civil liability 

insurance 3. 

 

Article 3:  Supervision of exchanges 

 

The students’ advisors for the exchange program shall be: 

 

For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of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Academic advisor : 

Dr. Caroline Lehni 

Directrice déléguée aux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 Sciences Po Strasbourg 

Maître de conférence en anglais, langue et 

civilisation britannique 

caroline.lehni@unistra.fr 

+33 (0)3 68 8 58 095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International Office 

47, avenue de la Forêt-Noire 

67082 Strasbourg, France 

 

Tel : + 33(03) 68 8 58 106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cademic advisor : 

Prof. Serena Huang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ente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aw 

 

serenah1908@gmail.com 

+886 2 2881 9471 ext.5361 

 

 

 

Soochow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70, Linhs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City, Taiwan 

11102 

 
Tel : +886 2 2881 9471 

 

                                                 
3  Exchange students under the age of 28 and attending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are required to subscribe to the French Student Health 

Care (“Sécurité Sociale Etudiante”), except in the case of exemption on presentation of proof (exemption only possible for EU national 
students, under presentation of the European Health Insurance Card (EHIC)  

mailto:caroline.lehni@unistra.fr
mailto:serenah1908@gmail.com


 

 
 

 

 

The partners will be informed of any change of advisor while this agreement is valid. 

The academic advisors will provide an assessment of the exchange program within the six (6) months prior to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This assessment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decision to when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o continue the cooperation. 

 

Article 4 :  Applicable law and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case of difficulti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r execution of this Agreement, the parties shall attempt to resolve 

their dispute amicably. Recourse to a jurisdiction will only be taken as a last resort after all other channels have 

been exhausted. In this case, the conflict shall be brought before the Defendant’s Court. 

 

 

Article 5:  Duration and validity of the Agreement 

 

Th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has been drawn up in eight (8) original copies, four (4) in French and 

four (4) in English both texts being equally authentic. 

It shall go into effect from the date of the signature by both partners and remain valid for five (5) years. It may 

be renewed only i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each partner once again approve it.  

 

The exchange program will start from the academic year 2017/2018 (September 2017). 

 

A partner requesting to modify or terminate th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must inform the other 

partner in writing six (6) months beforehand. In order to be valid, both partners must validate changes by 

means of an amendment.  

 

In case of termin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both partners must fulfill their commitments 

until the end of the academic year in progress. 

 

Both partners ensure that students who have started their academic program under this agreement at the 

termination or expiry date, will finish their program under the same framework. 

 

 

 

 

Strasbourg, le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aipei, on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ichel Deneken 

Acting President of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abriel Eckert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Wei-Ta Pan 

Presid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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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3 

武漢大學 

Wuhan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綜合 

二、成立時間：1893年 

三、學生人數：54,000餘名 

四、專任教師人數：3,700名 

五、校長：遴選中 

六、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八一路 299號 

七、系所： 

哲學學院 國學院 文學院 

外國語言文學學院 新聞與傳播學院 藝術學院 

歷史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 法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社會學系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教育科學研究院 資訊管理學院 

國際教育學院 數學與統計學院 物理科學與技術學院 

化學與分子科學學院 生命科學學院 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 

動力與機械學院 電氣工程學院 城市設計學院 

土木建築工程學院 水利水電學院 電子資訊學院 

電腦學院 國際軟體學院 測繪學院 

遙感資訊工程學院 印刷與包裝系 醫學部機關 

基礎醫學院 健康學院 第一臨床學院 

第二臨床學院 口腔醫學院 藥學院 

醫學職業技術學院   

八、特色：武漢大學是大陸教育部直屬重點綜合性大學，是「985工程」和「211工程」重

點建設大學，學科涵蓋哲、經、法、教育、文、史、理、工、農、醫、管理、藝術等 12

類，設有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理學、工學、資訊科學和醫學六大學部 35個學院

（系）。參與了三峽工程、南水北調、西電東輸等國家重點工程項目的科學研究和工程

建設，研究成果遍及南北極科學考察、重大傳染性疾病防治等科技攻關中不斷取得新的

突破，馬協型、紅蓮型雜交稻、高頻地波監測雷達、GPS全球衛星定位與導航、高性能

混合動力電池等領域等。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6中國大學排名榜，第 4名；2015年 QS世界大學排名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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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目前已与 45个国家和地区的 415所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

系，並與臺灣的東吳大學、雲林科技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東華大學、政治大學、中興

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逢甲大學、義守大學…等簽署了校際友好合作交流協議。 

十一、參考網站： 

http://philosophy.whu.edu.cn/
http://guoxue.whu.edu.cn/
http://chinese.whu.edu.cn/
http://fls.whu.edu.cn/
http://journal.whu.edu.cn/
http://art.whu.edu.cn/
http://www.history.whu.edu.cn/
http://ems.whu.edu.cn/
http://fxy.whu.edu.cn/
http://www.marx.whu.edu.cn/
http://www.marx.whu.edu.cn/
http://shxx.whu.edu.cn/
http://www.pspa.whu.edu.cn/
http://ces.whu.edu.cn/
http://sim.whu.edu.cn/
http://sie.whu.edu.cn/
http://maths.whu.edu.cn/
http://physics.whu.edu.cn/
http://www.chem.whu.edu.cn/
http://www.bio.whu.edu.cn/
http://sres.whu.edu.cn/
http://pmc.whu.edu.cn/
http://dqgcxy.whu.edu.cn/
http://sud.whu.edu.cn/
http://civ.whu.edu.cn/
http://swrh.whu.edu.cn/
http://eis.whu.edu.cn/
http://cs.whu.edu.cn/
http://iss.whu.edu.cn/
http://www.sgg.whu.edu.cn/
http://rsgis.whu.edu.cn/
http://pps.whu.edu.cn/
http://wsm70.whu.edu.cn/
http://wbm.whu.edu.cn/
http://shs.whu.edu.cn/
http://www.rmhospital.com/
http://www.znhospital.cn/
http://dentistry.whu.edu.cn/
http://pharmacy.whu.edu.cn/
http://www.whuz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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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http://www.whu.edu.cn/index.htm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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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4 

東吳大學與武漢大學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武漢大學本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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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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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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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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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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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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學校之法規。 

3. 雙方按情況對辦理出入境手續需要的學生提供協助。交換生須自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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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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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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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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大學  副校長 

趙維良    教授         李斐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