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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6 次(106 年 4 月 10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6 年 4 月 14 日核定，經 105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6 年 4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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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資學院院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董保城副校長、莊永丞學務長、 

王志傑研發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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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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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推廣部劉宗哲主任、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 

校牧室黃寬裕主任 

列席︰政治系陳立剛主任、社工系萬心蕊主任(吳秀禎秘書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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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何美霖主任、心理系徐儷瑜主任、 

商學院陳惠芳副院長、會計系謝永明主任、財精系林忠機主任、資管系何煒華主任、 

商進班詹芳書主任、校長室專門委員王玉梅主任、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 

教務處註課組陳秀珍組長 

請假：詹乾隆教務長、阮金祥總務長 

紀錄︰藺以雯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頒獎：頒發「北區技專校院總務會計主管聯誼會」對任職三年以上卸任總務長褒揚獎牌。 

參、確定議程：確認 

肆、主席致詞： 

請商學院主責，申請教育部「新南向計畫---強化與東協與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經費補

助案。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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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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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項，執行情形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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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請假，由註課組陳秀珍組長、招生組陳雅蓉組長代為報告： 

一、仍有 15 科目、12 位教師尚未上傳授課大綱，為避免影響學生學習權益及避免期

末成績爭議，請院長及學系主任協助提醒： 

（一）政治系：1 科 

（二）英文系：7 科 

（三）法律系：3 科 

（四）企管系：4 科 

二、感謝總務處及各學院、學系協助，個人申請第二階段已於 4 月 8~9 日完成筆試及

面試，刻正進行成績計算，預訂 4 月 19 日召開招生委員會，20 日公布預錄榜單，

屆時請學系主動與錄取的考生聯繫，增進選讀本校之意願。 

三、本校博士班於 4 月 6~14 日受理網路報名，4 月 15 日進行現場收件、收費，請學

系鼓勵碩士班同學踴躍報考。 

莊永丞學務長： 

一、單車百人環島活動於 3 月 25 日~4 月 5 日順利圓滿結束，感謝校長特別抽空在 4

月 4 日陪騎；感謝校友總會協助安排拜訪桃園、雲林、花蓮、台東等地校友，校

友們熱情的接待與分享，與會同學獲益良多。 

二、群育中心率本校學生社團參加教育部舉辦之全國性競賽，成果豐碩： 

（一）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本活動全國計有 258 個學生社團參加，競爭激烈，本校學生社團表現傑

出，囊括 3 獎項： 

1. 親善民族爵士舞團榮獲「年度最佳社團特色評選獎」。 

2. 基層文化服務團榮獲「大學組服務性社團特優獎」。 

3. 音樂劇表演社榮獲「大學組學術學藝性優等獎」。 

（二）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 

學生會榮獲「特殊表現—學權傑出獎」。 

三、健康暨諮商中心率資源教室同學以微電影作品「微顯，危險」，參加衛生福利部

「發揮影響力。終結性別暴力」活動，宣導避免性別暴力。100 多個企畫案中脫

穎而出，入選為第 4 名佳作。歡迎各位師長至健康暨諮商中心網站（http://web-

ch.scu.edu.tw/hcc/web_page/132）觀賞。 

 校長指示：下次行政會議授獎，並欣賞微電影。 

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陸生學位生碩博士班截至今日已有 147 人報名，較去年成長 40%。感謝各學院系的努

http://web-ch.scu.edu.tw/hcc/web_page/132
http://web-ch.scu.edu.tw/hcc/web_page/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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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才能有如此顯著的成長。若足額招生（27 人），宿舍床位將短少 7 床，屆時請學

務處及總務處予以協助。 

王淑芳社會資源長： 

校友總會將於 5 月 20 日舉辦本年度「東吳 30 校友回娘家」活動，透過活動重新凝聚

校友情感及向心力。 

一、活動概要： 

（一） 校園巡禮：上午 9 時 30 分~10 時 30 分，於兩校區分別安排校園巡禮。 

（二） 系友回娘家：上午 11 時~下午 1 時，由學系邀請 76 級畢業校友座談、聯

誼，同時將選出班級聯絡人作為未來校友服務窗口。 

（三） 東吳 30 金曲校友盃：下午 2 時~7 時，在雙溪校區傳賢堂舉辦「東吳 30

金曲校友盃」歌唱比賽，將安排接駁車，以俾城中校區校友至雙溪校區參

與活動。 

二、經費補助： 

每一班級人數達 20 人以上者，補助 1 萬元，報名至 4 月 28 日，由社會資源處統

整後向校友總會提出申請。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教育部調查學校兼任教師是否具本職一案，由於本次調查仍有餘半兼任教師未配合填

寫，故調查所示僅 30%兼任教師具本職，與實際數字顯有落差。為精確掌握人數以俾

回復教育部，請各學系主任協助判斷。 

圖書館林聰敏館長： 

經統計外雙溪校區第一閱覽室夜間使用人數約數十名，中正圖書館內提供約 500 個閱

覽席位，擬配合本校節能政策，鼓勵學生多加使用館內座位，故調整第一閱覽室開放

時間如次，各學系如獲知同學有相關建議意見，請不吝告知。 

一、週一至五：07:30 至 20:00。 

二、週六、日：16:00 至 22:00。 

三、考試期間：維持 24 小時開放。 

柒、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運動場地使用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 

說明： 

一、為維護運動場地設施及師生使用安全，擬修正「東吳大學運動場地使用

辦法」之第8條、第10條內容，明訂綜合運動場（田徑場及周邊）使用須

知，俾便管理有所依據，以符合實際使用現況。 

二、檢附「東吳大學運動場地使用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附件1）及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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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職員在職進修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為鼓勵同仁進修並配合實際作業之需要，擬調整職員在職進修相關規定，

故建請修正「東吳大學職員在職進修辦法」。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明訂職員申請在職進修之期限。 

(二) 考量職員留職停薪期間，單位多以約聘短期人員代理其職務，故刪

除接受職員提前返校服務之規定。 

(三) 為鼓勵職員在職進修提升工作知能，增列在職進修期間之上課時數，

得充抵職員在職訓練時數。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1）及「東吳大學職員在職進修辦法」原條文

（附件2），敬請討論。 

決議： 通過。 

 

第三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本室依 10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105.6.1）決議，比照教務會議、學

生事務會議及總務會議架構，研議在研究發展處、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

事務處（以下簡稱國際處）、社會資源處分別設置相關會議，並已於 105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106.3.20）提請修訂「東吳大學組織規程」部分

條文。 

二、 經參考行政會議（106.3.20）就本案之意見以及本室於會後繼續與研究發

展處、國際處及社會資源處之討論結果，基於以下考量，擬取消在此等單

位分別再設置相關會議之建議。 

(一) 各大學之教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及總務會議，係依據 94.12.28 以

前之大學法所設立。94.12.28 大學法修正後，已取消大學必須設立教

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及總務會議之規定。 

(二) 目前仍有部份大學繼續維持教務、學生事務及總務等三個會議，亦

有部份大學已取消學生事務會議或總務會議之設立，但尚未有大學

在組織規程中明訂所有處級單位均必須比照教務會議之模式設立會

議。 

(三) 目前本校各處級單位多已依業務推動之需要，分別設立相關的委員

會，且運作情形良好。如為了法規體例之一致性而規定必須另外新

增會議，恐有疊床架屋之虞，進而影響業務之推動。 

三、 另有關應全面檢視本校各委員會及會議之組成是否合適乙節，經查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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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規程所明訂列舉之各項會議及委員會中，依其是否已敘明組成之成

員，共分為以下三類： 

(一) 校務會議（第 26 條）、行政會議（第 28 條）、教務會議（第 29 條）、

學生事務會議（第 29 條）、總務會議（第 29 條）、院務會議及系務

會議（第 30 條）等 7 個會議，組織規程已明確規範此等會議之每位

成員。 

(二)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5 條）以及校務會議下設之校務發展委員會、

規章委員會、預算委員會（第 26 條）等 4 個委員會，組織規程僅規

範委員會之委員類別，但無明確的成員。 

(三) 其餘組織規程所明訂列舉之委員會，包括院長遴選委員會（第 8 條）、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第 9 條）、獎助學金暨優秀學生甄選委員會

（第 29 條）、學生獎懲委員會（第 29 條）、招商委員會（第 29 條）、

教職員宿舍分配管理委員會（第 29 條）、課程委員會（第 31 條）、

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32 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第 34 條）、學

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第 34 條）、職工評審委員會（第 34 條）、職工

申訴評議委員會（第 34 條）、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 34 條）、圖

書館委員會（第 35 條）、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第 35 條）、教職員

工福利委員會（第 35 條）、推廣教育委員會（第 35 條）、輻射防護

委員會（第 35 條）以及招生委員會（第 35 條）等 19 個委員會，其

設置辦法均為另外訂定，本校組織規程並無任何有關委員會組成之

規範。 

四、 依上述之分類，本室已重新檢視第（一）類 7 個會議之組成方式，經徵詢

各業務單位之意見後，擬針對其中之學生事務會議及總務會議提出修正

建議。其餘第（二）及第（三）類委員會之修正，因與組織規程條文之修

訂無涉，故將由各相關業務承辦單位依該委員會設置辦法所規定之修訂

程序，另案提請相關之會議修訂之。 

五、 本次修正重點除上述之說明外，另參酌相關單位之建議，調整教務處、學

生事務處及社會資源處之組織架構： 

(一) 取消社會資源處美育中心之設置。原美育中心推動學生美育活動之

業務併入學生事務處之群育中心，並將群育中心更名為群育暨美育

中心。 

(二) 取消教務處教務行政組之設置，其業務將分別併入教務處其他各組。 

六、 本案通過後將先提送規章委員會提供意見，再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七、 檢附「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訂之附表（附件 1）、「東

吳大學組織規程」原條文及附表（附件 2）。 

決議： 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日本高千穗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及大陸地區濟南大學

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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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國際處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2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6.03.17)。 

二、 日本高千穗大學及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分別與本校於 1997 年、2013 年簽

訂校級總約。協議分別於 2014 年與 2016 年到期，為持續與本校交流，

兩校分別提請續簽校級協議。 

三、 日本高千穗大學簡介如附件 1，原協議如附件 2，約文草案如附件 3；馬

來西亞拉曼大學簡介如附件 4，原協議如附件 5、6，約文草案如附件 7。 

四、 大陸地區濟南大學為臺灣教育部承認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本校

商學院與該校商學院之合作約定書內容已獲教育部同意刻正簽署中，為

擴大交流及合作層級，提請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學校簡介及

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8、9。 

決議：通過。 

 

第五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東北大學簽訂「學生交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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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2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6.03.17)。 

二、 大陸地區東北大學為大陸地區 985、211 工程高校，亦為臺灣教育部承認

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本校與其已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完成校級

學術交流協議之簽署。 

三、 為加強本校與大陸地區東北大學之交流與合作，提請簽訂學生交換及學

生交流合作約定，學校簡介如附件 1，學生交換約文草案如附件 2，學生

交流約文草案如附件 3。 

決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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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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及研究

人員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

（草案）。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學系主任遴

選辦法」及「東吳大學院長遴

選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組織規程」

修正案。 

通盤檢視各委員會之組成，

下次會議再次提案。 
本次會議再次提案。 

四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

法」修正案。 
下次會議再次提案。 

刻正請教學單位提供意見，

預計於 4 月 14 日回收意

見，4 月 21 日再次召開會

議討論，擬於第 18 次行政

會議提案(106年 5月 8日)。 

五 
請討論東吳大學 106 學年度

行事曆草案。 

一、107 年 5 月 1 日(二)調

整放假。 

二、106 年 9 月 28 日(四)調

整放假。 

四、其他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公布。 

六 

請討論「東吳大學全英語學分

學程暨學群課程補助辦法」草

案。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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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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執行情形彙整表

106.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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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主秘跨單位協商空間 

【105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校長

口頭指示】 

社資處、 

秘書室 

 

1. 實踐家與商學院合作事宜進入

場地整合協調，待場地確認後可

進行記者會籌備工作。 

2. 持續與林偉賢董事長確認相關

合適場地之可能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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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6 日與吳政聰建築師初步討

論鑄秋大學外觀重塑可行方案，並

於 3 月 29 日院務會議中進行初步

簡報，會中決議將朝鑄秋大樓入口

處意象規劃及入口大廳整修為方

向。 

擬予繼

續管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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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 日 

圖書館擬針對下列項目研擬預警

方案，規劃於 106 年 5 月 3 日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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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電子化系統更新進度 

【105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校長口

頭指示，每月管制 1 次】 

電 算 中

心 

 

1. 人事會計總務管理系統 

(1) 本專案共分為三個階段執行： 

A. 第一階段為簽約完成後天

方公司交付專案工作計畫

書於 60 天內，經校方完成

規劃項目確認，並於每月進

行專案月會。 

B. 第二階段為民國 106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維運環境建

置及指定資料之轉檔，並交

付校方相關文件。(配合校

方增加網段及網路設備設

定完成後，1 月 25 日已完

成完成維運環境建置並交

付校方相關文件，2 月 16

日配合本校辦理完成點收

確認，現由本校辦理驗收程

序中) 

(2) 各子系統實際執行現狀： 

A. 人事系統預計於 107 年 1

月上線。 

目前進度：人事系統計 18

個 子 系 統 (105/10/13 至 

106/3/15) 陸續進行 12 個

擬予繼

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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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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系統需求訪談中 

B. 會計系統預計於 107 年 4

月上線。 

目前進度：會計系統計 10

個 子 系 統 (105/11/10 至

106/3/15)陸續進行 9 個子

系統需求訪談中 

C. 總務系統預計於 107 年 8、

9 月上線。 

目前進度：總務系統計 8 個

子 系 統 (105/12/6 至 

106/3/15) 陸續進行 7 個子

系統需求訪談中 

D. 公文系統將於人會總系統

上線前進行導入。 

目前進度：積極配合秘書

室，協助尋訪符合資格之公

文系統廠商，以利後續採購

發包或評選作業進行。 

E. 配合人事系統上線時程，彈

性上班時間措施，亦延後半

年於 107 年 1 月實施。 

2. 東吳大學校務資訊填報管理

平台 

(1) 專案發包後，因為與人事會計

總務整合程度高，邀請採購單

位評鑑組同仁一同參與人事

會計總務管理系統月會討論。 

(2) 預計編列執行相關經費採購

主機硬體，可望同時支應： 

A. 校務資訊填報分析管理平

台 

B. 人事會計總務管理系統流

程引擎 

3. 社資處校友 APP 

(1) 配合校友 APP 與管理後台的

建置，協助轉出目前 e 化校友

資料庫中相關資料欄位，以供

系統建置所需。 

(2) 協助建置未來學籍轉校友自

動化機制的建立，以取代目前

每年 3 次轉檔，每次耗時約兩

天的程序，各項校友服務可以

更為即時與便利。 

(3) 其他可配合事項，如提供資訊

安全及營運管理建議、串接

API 提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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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11 

第一案附件 1 

「東吳大學運動場地使用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八 條 

    在運動場地活動者，須著

運動服裝及運動鞋，於蒙多面

層上除田徑專用釘鞋外，禁穿

任何形式之金屬材質釘鞋，如

穿著田徑專用釘鞋，釘長必須

短於 0.9 公分。綜合運動場內

禁止從事實心棒球活動，如有

違反致生意外需自負法律責

任，並嚴禁煙火、飲食、吸菸、

打赤膊、亂置雜物、溜狗、騎

自行車、直排輪、滑板等活動。 

第 八 條 

    在運動場地活動者，須著

運動服裝及運動鞋（田徑場跑

道鞋釘使用一公分以下規

格），並嚴禁煙火、飲食、吸

菸、打赤膊及亂置雜物。 

1. 明 訂 綜 合

運動場（田

徑 場 及 周

邊）使用須

知，俾使管

理 有 所 依

據。 

2. 參 考 中 華

民 國 田 徑

協 會 競 賽

辦 法 中 與

本 校 同 材

質 場 地 之

釘 鞋 使 用

規定。 

第 十 條 

    使用運動場地不得隨意

搬動附屬設備器材，嚴禁尖銳

物體於蒙多面層上戳刺，如有

損壞設備器材者，應負賠償之

責。 

第 十 條 

    使用運動場地不得隨意

搬動附屬設備器材，如有損壞

設備器材者，應負賠償之責。 

明訂綜合運動

場（田徑場及

周邊）使用須

知，俾使管理

有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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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2 

東吳大學運動場地使用辦法 

民國 88 年 06 月奉校長核准修訂 

民國 89 年 11 月 1 日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91 年 06 月奉校長核准修訂 

民國 92 年 6 月 17 日室務會議修訂第 2、9、10 條 
民國 92 年 07 月 02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5 年 04 月 19 日室務會議修訂 

民國 97 年 09 月 17 日室務會議修訂 

民國 97 年 10 月 01 日奉校長核定修訂第 17 條 

民國 100 年 09 月 08 日室務會議修訂 

民國 100 年 10 月 05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01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101 年 01 月 16 日業務會報修訂 

民國 103 年 03 月 10 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 一 條  為使本校運動場地設備之使用、管理及維護臻於妥善，並依據「東

吳大學場地使用辦法」，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場地範圍： 

一、外雙溪校區 

  1、體育館    2、舞蹈室     3、桌球室 

  4、健身室    5、室外籃球場   6、田徑場 

  7、網球場    8、室外排球場   9、體適能檢測中

心 

二、城中校區 

  1、東吳綠地   2、體育館     3、桌球室 

  4、舞蹈室    5、健身室     6、體適能檢測中

心 

第 三 條  本校體適能檢測中心管理準則另訂之。 

第 四 條  本校各運動場地，外人非經允許不得進入活動。 

第 五 條  本校外雙溪校區田徑場可提供辦理各級學生棒球運動聯賽，申請

程序悉依照本校場地使用辦法之規定。 

第 六 條  場地使用優先順序： 

一、全校性慶典活動。 

二、體育教學。 

三、校隊訓練、比賽。 

四、經核准之活動。 

五、教職員工、學生之活動。 

第 七 條  場地開放使用時間由體育室另行公告。 

第 八 條  在運動場地活動者，須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田徑場跑道鞋釘使

用一公分以下規格），並嚴禁煙火、飲食、吸菸、打赤膊及亂置

雜物。 

第 九 條  在運動場地活動，如有違反規定及不接受勸導者，各場地管理人

員（含本校保全人員）得停止其使用或勒令其離開場地。 

第 十 條  使用運動場地不得隨意搬動附屬設備器材，如有損壞設備器材者，

應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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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條  運動場地收費計費內容包括場地使用費、電費、清潔費、假日工

作人員服務費及保證金。 

       假日工作人員服務費，係指支付工友之勞務加班或工讀學生服務

費。 

       所謂假日，學期間係指周六、日、國定假日及本校表定之放假日；

寒暑假期間，則指學校不上班之假日。 

       各運動場地收費標準詳如「東吳大學運動場地收費標準表」。 

第 十二 條  場地收費以 4 小時為一時段（8:00-12:00、13:00-17:00、18:00-

22:00）為原則，不滿 4 小時者，以 4 小時計；超過 4 小時未滿 5

小時者，場地費以每小時所分擔之額度計，超過 5 小時者，則以

全時段計。 

       保證金除校內學生團體另有適用規定外，餘均依使用之次數繳交，

連續使用數個時段以一次使用計算。 

第 十三 條  電費依實際使用電錶度數或依中央空調啟動每時段所耗電費收

取，每度收費全年以 5 元計，並逐年依台灣電力公司電價漲跌幅

度公告調整。 

第 十四 條  本校各單位及學生團體使用場地，應於使用前一週至體育室填寫

「運動場地使用申請表」，並附上活動計畫書完成手續。若需申

請學期中固定時間使用，應於開學後一週內提出並完成手續。 

       學生團體舉辦全校性活動，免收場地費；含有校友活動者，以校

友使用標準收費。 

       學生團體辦理對外收費性活動時，場地費依場地收費標準三折優

待。 

第 十五 條  校外單位收費如運動場地收費標準表，相關優惠原則及對象如下： 

       一、本校校友、衛理公會及政府立案之身心障礙團體使用場地時，

場地費依場地使用收費標準五折優待。 

       二、本校校友舉辦校友活動，經社會資源處簽證屬實者，依校內

學生團體收費標準收費；如該使用場地無學生團體收費標準者，

場地費依場地使用收費標準三折優待。 

       三、未享任何折扣之使用單位於假日使用本校場館（城中校區不

含學期間之周六），依場地使用收費標準八折優待。 

第 十六 條  校外各單位使用須於使用前三週備文向總務處保管組提出申請，

並於活動辦理前繳清費用。 

第 十七 條  經核准使用場地者，不得轉讓；當日使用內容須符合計畫內容，

並有接受身分查驗之義務。 

第 十八 條  經核准使用之場地，如學校有特殊需要時，得停止使用或改期使

用。 

第 十九 條  使用場地不得有出售門票或商品展售等商業行為。 

       若校外單位違反上述規定者，依情狀之嚴重程度，沒收百分之十

至五十之保證金，並禁止該單位再使用。 

第 二十 條  使用場地所繳之場地費，除有下列各款之情形外，屆時無論使用

與否，均不得要求退費。 

       一、因故停止使用，於三日前通知者，退還百分之九十之費用。 

       二、因天候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申請單位於當日取消使用時，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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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機關團體得申請退還百分 之五十之場地費，本校各單位及學

生社團得申請退還百分之八十之場地費。 

第 二十一 條 使用完畢，經管理人員檢查場地、器材設備無損壞，且無髒亂情

形者，校外團體其保證金無息發還；校內學生團體於學期期末公

告期限內退還。 

       若發生場地、器材設備毀損及髒亂之情事，得沒收保證金以為損

壞賠償或回復原狀。 

第 二十一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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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1 

東吳大學職員在職進修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七條 

申請修習學位或選修

學分者，應填具申請書，經

單位主管同意後，應於下列

申請期限或本校辦理職員

進修獎學金申請期間送人

事室初審，初審通過後提請

職工評審委員會複審，複審

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一、預定於第一學期進

修者：申請期限為

每年 5月 31日前。 

二、預定於第二學期進

修者：申請期限為

每年 11 月 30 日

前。 

獲准在職進修之同仁

於取得入學錄取通知後，應

再填具同意書並陳報進修

期間及方式。 

同仁申請在本校修習

學位時，不得就讀與其業務

有利害關係之學系。 

第七條 

申請修習學位或選修

學分者，應填具申請書，經

單位主管同意後，於每年六

月底前或十二月底前或本

校辦理職員進修獎學金申

請期間送人事室初審。初審

通過後提請職工評審委員

會複審，複審通過後陳請校

長核定。 

 

 

 

 

 

 

獲准在職進修之同仁

於取得入學錄取通知後，應

再填具同意書並陳報進修

期間及方式。 

同仁申請在本校修習

學位時，不得就讀與其業務

有利害關係之學系。 

明訂職員申請在職進修

之期限。 

第九條 

修習學位者進修期間，

得繼續在校任職並支領原

薪或留職停薪。 

繼續在校任職並支領

原薪者，其上課時間給予公

假，每週最多以八小時為

限，至多三年，並應於每學

期上課前檢附學費繳費證

明及上課時間表，經陳報單

位主管後，向人事室登錄公

假時間。 

第九條 

修習學位者進修期間，

得繼續在校任職並支領原

薪或留職停薪。 

繼續在校任職並支領

原薪者，其上課時間給予公

假，每週最多以八小時為

限，至多三年，並應於每學

期上課前檢附學費繳費證

明及上課時間表，經陳報單

位主管後，向人事室登錄公

假時間。 

考量職員留職停薪期

間，單位多以約聘短期

人員代理其職務，故刪

除接受職員提前返校服

務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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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留職停薪者，留職停薪

期限至多二年，必要時得簽

請核准延長一年。留職停薪

期間，原單位得約聘短期人

員代理其職務。 

留職停薪者，留職停薪

期限至多二年，必要時得簽

請核准延長一年。留職停薪

期間，原單位得約聘短期人

員代理其職務。 

同仁擬於留職停薪期

間提前返校服務時，應先簽

請核准後返校。 

 

第十四條 

依本辦法申請在職進

修者，其進修期間之上課

時數，經所屬單位主管同

意後，得充抵職員年度在

職訓練時數。 

新增條文 為鼓勵職員在職進修提

升工作知能，增列在職

進修期間之上課時數，

得充抵職員在職訓練時

數。 

第十五條 

本校以教育部補助輔

導創新工作計畫所進用之

約聘人員及推廣部長期約

聘人員，準用本辦法申請

在職進修。 

新增條文 將本校長期約聘之非編

制內人員納入適用。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

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

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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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2 

東吳大學職員在職進修辦法 

 
85年6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 

86年5月14日行政會議修訂 

87年1月14日行政會議修訂 

88年12月1日行政會議修訂 

92年10月1日行政會議修正第四、七、九條 

93年6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第四、五、七、九、十二條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職員係指編制內專任職員。 

第 三 條  職員申請在職進修之內容須與其本職相關，或有助於部門業務之

推展，或能提昇未來工作知能。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之在職進修，係指使用上班時間之進修，分為修習學

位、選修學分及參加國內短期訓練研習課程。 

第 五 條   申請修習學位或選修學分者，於申請截止日時，應在校連續服務

滿三年，且近三年服務成績考核為甲等。 

如申請者服務年資已滿三年，但因特殊原因未能提供近三年之服

務成績者，得專案提請職工評審委員會審核。 

第 六 條   短期訓練研習課程，由職員提出申請，經單位主管同意後，會人

事室陳請校長核准。 

第 七 條  申請修習學位或選修學分者，應填具申請書，經單位主管同意後，

於每年六月底前或十二月底前或本校辦理職員進修獎學金申請

期間送人事室初審。初審通過後提請職工評審委員會複審，複審

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獲准在職進修之同仁於取得入學錄取通知後，應再填具同意書並

陳報進修期間及方式。 

同仁申請在本校修習學位時，不得就讀與其業務有利害關係之學

系。 

第 八 條   參加短期研習課程及選修學分者，應繼續在校任職，並得支領原

薪，其上課時間，給予公假，但選修學分者，每週最多以四小時

為限，得逐年申請。 

第 九 條   修習學位者進修期間，得繼續在校任職並支領原薪或留職停薪。 

繼續在校任職並支領原薪者，其上課時間給予公假，每週最多以

八小時為限，至多三年，並應於每學期上課前檢附學費繳費證明

及上課時間表，經陳報單位主管後，向人事室登錄公假時間。 

留職停薪者，留職停薪期限至多二年，必要時得簽請核准延長一

年。留職停薪期間，原單位得約聘短期人員代理其職務。 

同仁擬於留職停薪期間提前返校服務時，應先簽請核准後返校。 

第 十 條  繼續在校任職並支領原薪之在職進修人員，其本身之業務仍應自

行負責或覓妥職務代理人處理，並以不影響單位業務之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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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其原單位亦不得因此增加員額。 

第 十一 條   在職進修人員之名額，修習學位及選修學分者，合計以全校職員

人數之百分之五為限；國內之短期訓練研習課程，由直屬主管視

實際需要決定之。 

第 十二 條  職員經核准在職進修者，其有效期限以一年為限，逾期以棄權論；

因申請本校職員進修獎學金而獲准在職進修者，其有效期限依該

獎學金有關規定辦理。 

職員按本辦法修習學位結束或依其他辦法留職後，須先返校連續

服務滿三年，始得再依本辦法申請修習學位。 

本辦法所稱之連續服務滿三年，係指於提出申請進修時，已連續

服務滿三年，留職期間之年資不計入，亦不視為連續。 

第 十三 條   修習學位及選修學分之在職進修人員於進修期滿或取得證書後，

應即返校服務，並以其實際進修期限，繼續履行服務義務。 

繼續在校任職並支領原薪者，如未繼續留任本校服務，或服務期

間未滿而辭職者，應按未履行義務之期間比率，賠償相等於進修

期間所請公假之薪資。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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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1 

東吳大學組織規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校置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各一人，分別

主持全校教學與學術行政

事務、學生活動與輔導行政

事務、一般行政事務。  

本校置研究發展長一

人，主持校務發展規劃與評

鑑，並負責推動研究事務與

產學合作有關事務。  

本校置學術交流長一

人，主持國際與兩岸交流合

作及境外生招生宣傳與輔

導有關事務。 

本校置社會資源長一

人，主持校友服務與募集社

會資源事務，並負責推動畢

業生生涯發展有關事務。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由

校長聘請教授兼任；總務

長、社會資源長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任期

均為四年，得連任，以兩次

為限。 

第七條 

本校置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各一人，分別

主持全校教學與學術行政

事務、學生活動與輔導行政

事務、一般行政事務。  

本校置研究發展長一

人，主持校務發展規劃與評

鑑，並負責推動研究事務與

產學合作有關事務。  

本校置學術交流長一

人，主持國際與兩岸交流合

作及境外生招生宣傳與輔

導有關事務。 

本校置社會資源長一

人，主持校友服務與募集社

會資源事務，並負責推動美

育教育及畢業生生涯發展

有關事務。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由

校長聘請教授兼任；總務

長、社會資源長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任期

均為四年，得連任，以兩次

為限。 

為推動美育教育，並統

籌管理表演藝術中心、

游藝廣場及校外單位委

託經營場館之相關事

務，本校於 102 學年度

設立美育中心，做為本

項業務之專責單位。經

實際運作近3年後評估，

學生美育教育之推動與

學生事務處群育中心之

學生活動息息相關，為

充分利用各項資源，擬

將美育中心有關學生美

育教育之推動業務併入

學生事務處之群育中

心，並更名為群育暨美

育中心。原美育中心其

他業務，例如表演藝術

中心及游藝廣場等場館

之維護等，將併入總務

處現有校舍場地之管理

業務中。 

第九條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

國文學系、歷史學系、哲學

系、政治學系、社會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音樂學系。

另設師資培育中心，負責全

校教育學程，其組織及運作

辦法另訂之。  

第九條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

國文學系、歷史學系、哲學

系、政治學系、社會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音樂學系。

另設師資培育中心，負責全

校教育學程，其組織及運作

辦法另訂之。  

新增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之設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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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

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德

國文化學系；又為支援全校

外國語言教學，另設語言教

學中心，負責全校共同外文

課程。  

理學院分設數學系、物

理學系、化學系、微生物學

系、心理學系。 

法學院設法律學系。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

會計學系、企業管理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財務

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資訊管

理學系。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設

學位學程。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

規定另設進修學士班、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

班，並得分組教學。（設置

明細詳如附表：「東吳大學

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

覽表」）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

人，主持系務，由各學系分

別組織遴選委員會就校內

外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遴選

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報校

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

期三年；任期屆滿，經系務

會議同意後，送院長報請校

長聘任後，得續任一次。 

學系主任於任期內如

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經該學

系三分之一以上專任教師

連署，經系務會議應出席教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

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德

國文化學系；又為支援全校

外國語言教學，另設語言教

學中心，負責全校共同外文

課程。  

理學院分設數學系、物

理學系、化學系、微生物學

系、心理學系。 

法學院設法律學系。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

會計學系、企業管理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財務

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資訊管

理學系。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

規定另設進修學士班、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

班，並得分組教學。（設置

明細詳如附表：「東吳大學

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

覽表」）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

人，主持系務，由各學系分

別組織遴選委員會就校內

外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遴選

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報校

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

期三年；任期屆滿，經系務

會議同意後，送院長報請校

長聘任後，得續任一次。 

學系主任於任期內如

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經該學

系三分之一以上專任教師

連署，經系務會議應出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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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

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報

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

職務。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

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同意

後，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

不須組織遴選委員會辦理

遴選。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

主任時，原應由學系主任參

加之各項會議與委員會，得

由院長指定人員代表之。 

本校各單獨設立之研

究所各置所長一人，主持所

務，其遴選、任期、續聘、

解聘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

定辦理。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

一人，主持中心事務，其遴

選、任期、續聘、解聘程序

適用學系主任規定辦理。  

語言教學中心置主任

一人，語言課程教師若干

人；主任由院長提請校長聘

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負責

全校共同外文課程之規劃

與教學、語言教學相關硬體

及資源之規劃與管理，其任

期比照學系主任之規定辦

理。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

事，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

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之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系所屬具有學籍之

學生總數達一千人時，得置

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

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報

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

職務。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

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同意

後，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

不須組織遴選委員會辦理

遴選。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

主任時，原應由學系主任參

加之各項會議與委員會，得

由院長指定人員代表之。 

本校各單獨設立之研

究所各置所長一人，主持所

務，其遴選、任期、續聘、

解聘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

定辦理。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

一人，主持中心事務，其遴

選、任期、續聘、解聘程序

適用學系主任規定辦理。  

語言教學中心置主任

一人，語言課程教師若干

人；主任由院長提請校長聘

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負責

全校共同外文課程之規劃

與教學、語言教學相關硬體

及資源之規劃與管理，其任

期比照學系主任之規定辦

理。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

事，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

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之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系所屬具有學籍之

學生總數達一千人時，得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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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副主任一人，協助主任推動

系務，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續聘

時亦同，其任期應與主任配

合。 

副主任如有不適任之

情事，得由學系主任報請校

長核定後，免除其副主任職

務。 

副主任一人，協助主任推動

系務，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續聘

時亦同，其任期應與主任配

合。 

副主任如有不適任之

情事，得由學系主任報請校

長核定後，免除其副主任職

務。 

第十一條 

本校設教務處，由教務

長主持；下設註冊課務組、

招生組、通識教育中心，各

組置組長一人，由教務長提

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通識教育中心置主任

一人，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

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第十一條 

本校設教務處，由教務

長主持；下設註冊課務組、

招生組、教務行政組、通識

教育中心，各組置組長一

人，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請

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

當職級之職員擔任，通識教

育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教務

長提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 

原教務處教務行政組設

置之主要目的係為支援

教務處其他各組之行政

庶務，考量教務行政組

之支援人力有限，經評

估後，目前教務處其餘

各組可自行處理庶務，

故建議取消教務行政

組。教務行政組之各項

支援業務將由教務處其

他各組自行辦理。 

第十二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處，由

學生事務長主持；下設德育

中心、群育暨美育中心、健

康暨諮商中心、學生住宿中

心、軍訓室；各中心置主任

一人，由學生事務長提請校

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軍訓室置主任一人，由學生

事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

以上教師或軍訓教官兼任，

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負責維護校內安全及處理

突發事件、軍訓及護理課程

之規劃與教學，並協助辦理

學生生活輔導事項。 

第十二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處，由

學生事務長主持；下設德育

中心、群育中心、健康暨諮

商中心、學生住宿中心、軍

訓室；各中心置主任一人，

由學生事務長提請校長聘

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軍訓

室置主任一人，由學生事務

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

教師或軍訓教官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負責

維護校內安全及處理突發

事件、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

劃與教學，並協助辦理學生

生活輔導事項。 

為推動美育教育，並統

籌管理表演藝術中心、

游藝廣場及校外單位委

託經營場館之相關事

務，本校於 102 學年度

設立美育中心，做為本

項業務之專責單位。經

實際運作近3年後評估，

學生美育教育之推動與

學生事務處群育中心之

學生活動息息相關，為

充分利用各項資源，擬

將美育中心有關學生美

育教育之推動業務併入

學生事務處之群育中

心，並更名為群育暨美

育中心。原美育中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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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校設社會資源處，由

社會資源長主持；下設校友

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生涯

發展中心，各置主任一人，

由社會資源長提請校長聘

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四條 

本校設社會資源處，由

社會資源長主持；下設校友

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生涯

發展中心、美育中心，各置

主任一人，由社會資源長提

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 

他業務，例如表演藝術

中心及游藝廣場等場館

之維護等，將併入總務

處現有校舍場地之管理

業務中。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

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

校長、教師代表、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

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

資源長、各學院院長、各學

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華語教

學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

心主任、體育室主任、推廣

部主任、校牧室主任、語言

教學中心主任、職員代表、

軍護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組織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

生，每學系二人（設有碩士

班或博士班之學系，另增一

人）；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教

師一人；體育室教師二人；

師資培育中心教師一人；語

言教學中心教師一人。教師

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

議成員之二分之一，其中教

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少

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

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

校長、教師代表、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

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

資源長、各學院院長、各學

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華語教

學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

心主任、體育室主任、推廣

部主任、校牧室主任、語言

教學中心主任、職員代表、

軍護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組織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

生，每學系二人（設有碩士

班或博士班之學系，另增一

人）；體育室教師二人；師資

培育中心教師一人；語言教

學中心教師一人。教師代表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

員之二分之一，其中教授或

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少於教

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 

 

一、配合巨量資料管理

學院之成立，新增

其參加校務會議之

教師人數。 

二、修訂後，校務會議

代表共計 140 人，

其中教師代表 70

人、學生代表 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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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員代表六人，軍護人

員代表一人，應經選舉產

生。  

學生代表十四人，其中

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

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其餘

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學生代

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成員之十分之一。  

第二、三、四項代表之

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

任。  

校務會議得邀請校內

外有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

並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召

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成員五

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臨時

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

日內召開之。 

為配合推動校務，校務

會議設下列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

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

資源長、各學院院長、校務

會議之教師及職員代表、學

生會會長所組成。提供校務

規劃與發展之指導方針，使

學校健全發展。 

二、規章委員會：由校

務會議之教師代表、職員代

表及學生代表所組成。依校

務會議之決議研擬重要章

則草案、研議校務會議交付

 

職員代表六人，軍護人

員代表一人，應經選舉產

生。  

學生代表十四人，其中

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

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其餘

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學生代

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成員之十分之一。  

第二、三、四項代表之

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

任。  

校務會議得邀請校內

外有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

並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召

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成員五

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臨時

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

日內召開之。 

為配合推動校務，校務

會議設下列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

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

資源長、各學院院長、校務

會議之教師及職員代表、學

生會會長所組成。提供校務

規劃與發展之指導方針，使

學校健全發展。 

二、規章委員會：由校

務會議之教師代表、職員代

表及學生代表所組成。依校

務會議之決議研擬重要章

則草案、研議校務會議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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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關事項等。 

三、預算委員會：由校

務會議教師代表所組成，審

查年度預算案、審定年度預

算修正案及對預算執行成

效表示意見。 

以上各委員會，由校務

會議成員組成，向校務會議

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得設專案小

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

項。 

之有關事項等。 

三、預算委員會：由校

務會議教師代表所組成，審

查年度預算案、審定年度預

算修正案及對預算執行成

效表示意見。 

以上各委員會，由校務

會議成員組成，向校務會議

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得設專案小

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

項。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教務、學生事

務、總務三會議，分別由教

務、學生事務、總務三長召

集。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

長、學術交流長、各學院院

長、各學系主任、各學程主

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圖

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

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電

子計算機中心主任、華語教

學中心主任、語言教學中心

主任、各學系教師代表一

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七人（含研究生代表一人）

及有關教學業務之行政單

位主管組織之，教務長為主

席，討論教務之重要事項。

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臨時會議。 教務會議

下得設相關委員會，向教務

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教務、學生事

務、總務三會議，分別由教

務、學生事務、總務三長召

集。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

長、學術交流長、各學院院

長、各學系主任、各學程主

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圖

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

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電

子計算機中心主任、華語教

學中心主任、語言教學中心

主任、各學系教師代表一

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七人（含研究生代表一人）

及有關教學業務之行政單

位主管組織之，教務長為主

席，討論教務之重要事項。

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臨時會議。 教務會議

下得設相關委員會，向教務

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 

一、本校有關學生生涯

發展之業務係由社

會資源處之生涯發

展中心負責，故建

議學生事務會議成

員應增加社會資源

長。 

二、明訂總務會議之學

生代表應經由選舉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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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事務會議：以

學生事務長、學術交流長、

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

各學系主任、各學程主任、

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

校牧室主任、導師代表每學

系一人（設有進修學士班之

學系另增代表一人）、經選

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十二人

（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學

生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及

有關學生事務、境外生輔

導、學生生涯輔導業務之行

政單位主管組織之，學生事

務長為主席，討論學生事務

之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學生事務會議下，設獎

助學金暨優秀學生甄選委

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及其

他委員會，向學生事務會議

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三、總務會議：以總務

長、各學院教師代表（每學

院一至三人）、經選舉產生

之學生代表四人及有關總

務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

織之，總務長為主席，討論

總務之重要事項。每學期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

會議。總務會議下，設招商

委員會、教職員宿舍分配管

理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

總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 

研究發展處、國際與兩

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社會資

二、學生事務會議：以

學生事務長、學術交流長、

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

各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

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任、

導師代表每學系一人（設有

進修學士班之學系另增代

表一人）、經選舉產生之學

生代表十二人（學生會會

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

為當然代表）及有關學生事

務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

織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

討論學生事務之重要事項。

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臨時會議。學生事務會

議下，設獎助學金暨優秀學

生甄選委員會、學生獎懲委

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學生

事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  

 

三、總務會議：以總務

長、各學院教師代表（每學

院一至三人）、學生代表四

人及有關總務業務之行政

單位主管組織之，總務長為

主席，討論總務之重要事

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總務

會議下，設招商委員會、教

職員宿舍分配管理委員會

及其他委員會，向總務會議

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研究發展處、國際與兩

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社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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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處下得設相關委員會，分

別由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

長、社會資源長召集。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源處下得設相關委員會，分

別由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

長、社會資源長召集。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五條 

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

特設置下列委員會：  

一、圖書館委員會。  

二、電算中心指導委員

會。  

三、教職員工福利委員

會。  

四、推廣教育委員會。  

五、招生委員會。  

除前項委員會外，必要

時得另設其他委員會。 

前各項委員會之設置

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五條 

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

特設置下列委員會：  

一、圖書館委員會。  

二、電算中心指導委員

會。  

三、教職員工福利委員

會。  

四、推廣教育委員會。  

五、輻射防護委員會。 

六、招生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

辦法另訂之。  

一、本校輻射防護委員

會組織章程業經

104.12.9 校務會議

廢止，相關業務已

併入環境安全衛生

委員會，爰刪除原

第五款之輻射防護

委員會。 

二、學校運作經常需要

因應外部法令及業

務所需，配合成立

相關之委員會，例

如環境安全衛生委

員會、資訊安全委

員會、共通教育委

員會等，故建議於

本條文中敘明除組

織規程所明訂之委

員會外，必要時得

另設其他委員會，

以符合實際作業之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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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東吳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覽表 

106.8 

學院 學系 學位學程 

（含學院招生） 

學制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進修學士班 

歷史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哲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政治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社會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音樂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人權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進修學士班 

日本語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進修學士班 

德國文化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理學院 數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物理學系  學士班     

化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微生物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心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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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學系 學位學程 

（含學院招生） 

學制 

法學院 法律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法律專

業碩士

班 

博士班 碩 士 在職 專班

(法律專業組、

涉外商務談判

法律組、科技法

律組、財經法律

組、公法與公共

政策組) 

中國大陸法律碩

士在職專班 

 

商學院 經濟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會計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國際經營與貿

易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財務工程與精

算數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管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EMBA 高階經營碩

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商學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巨量資料管理

學院 

 

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

學位學程 

學士班     

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第三案附件 2 

東吳大學組織規程 

 
83年10月15日校務會議通過  

83年10月24日董事會審核通過  

84年3月4日校務會議（臨時）依教育部核復意見修訂  

84年10月14日校務會議修訂  

84年10月18日董事會審核通過  

84年11月16日教育部核備  

86年5月31日校務會議修訂第5、6、8、9、10、11、12、  

14、49、23、26、28、29、30、31、32、34、37條  

87年6月6日校務會議修訂第11條  

90年12月2日校務會議修訂第22條  

92年4月16日校務會議修訂第23條  

92年6月13日董事會議修訂第23條  

94年1月10日教育部核備  

94年3月15日教育部核備  

94年5月25日校務會議追認第9、12、20、22條  

94年6月24日董事會會議追認第9、12、20、22條  

94年12月28日校務會議通過  

95年1月26日董事會通過  

95年3月29日教育部核定  

96年5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第8、9、11、15-1、21、24、25、26條  

96年6月20日董事會通過  

96年10月31日教育部核定 

99年6月9日校務會議修訂第2、4、5、6、37條 

99年7月15日董事會議通過 

99年8月16日教育部核定 

100年6月8日校務會議修訂第26條 

100年6月17日董事會議通過 

100年12月21日校務會議修訂第9、13、24、25條 

101年5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第7、9、9-1、12、13、13-1、13-2、
14、15、15-1、15-2、20、23、24、25、26、28、29條 

101年6月19日董事會議通過 

101年8月1日教育部核定修訂第7、9-2、11~17、19~21、23~26、
28、29、39條 

101年11月12日董事會會議追認 

101年12月19日校務會議追認 

102年5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第5、7、8、9、9-1、11、12、13、13-

1、13-2、14、15、16、17、18、19、20、21、
22、23、24、26、28條 

102年6月21日董事會議通過 

102年8月1日教育部核定修訂第7~9、9-1、11~13、13-1、13-2、
14~24、26~28條 

103年10月29日臨時校務會議修訂第7、8、9、11、13、13-2、19、
20、22、26、28、29、30、32、34條 

104年6月24日董事會通過修訂第8、9、11、13、29、30、32、34條 

104年8月1日教育部核定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私立學校法之規定及本校辦學宗旨訂定。  

本校組織於本規程未規定者，依有關教育法令規定。  

第  二  條    本校校名為東吳大學。  

第  三  條    本校以培育人才、研究學術、提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本校應保障校園內之學術自由。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  四  條    本校設董事會，其組織依捐助章程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  

本校校長之產生，應由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送請董事會圈

選後，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任期四年；任期屆滿，經董事會同意，得連

任，以兩次為限。  

前項所稱之遴選委員會，其成員應包括教師代表、行政人員代表、校友代表

及社會公正人士，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二分之一，其組織及運作

方式另訂，經董事會核定後公布實施。  

前項所稱教師，指本職為教師之人員；所稱行政人員，指本職為教師以外之

職員及技術人員。 

第  六  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研究，由校長遴

選教授，報請董事會同意後聘請兼任之，其任期應與校長配合。  

第  七  條    本校置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一人，分別主持全校教學與學術行政

事務、學生活動與輔導行政事務、一般行政事務。  

本校置研究發展長一人，主持校務發展規劃與評鑑，並負責推動研究事務與

產學合作有關事務。  

本校置學術交流長一人，主持國際與兩岸交流合作及境外生招生宣傳與輔導

有關事務。 

本校置社會資源長一人，主持校友服務與募集社會資源事務，並負責推動美

育教育及畢業生生涯發展有關事務。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總務

長、社會資源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任期均為四年，得連任，以兩次為限。 

第  八  條    本校分設人文社會學院、外國語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商學院、巨量資

料管理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由各學院分別組成遴選委員會就校

內外教授中遴選二至三人後，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年；任

期屆滿，經院務會議同意，報請校長聘任後，得續任一次。新設立之學院，

其首任院長人選由校長指派校內外相關學術領域之教授兼任。 

院長於任期內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經該學院三分之一以上專任教師連署，

經院務會議應出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報

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院長職務。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院得置副院長，協助院長推動院務，由院長提請校長聘請教授兼任，續聘

時亦同，其任期應與院長配合。 

副院長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副院長職務。 

第  九  條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國文學系、歷史學系、哲學系、政治學系、社會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音樂學系。另設師資培育中心，負責全校教育學程，其組織

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德國文化學系；又為支援全校

外國語言教學，另設語言教學中心，負責全校共同外文課程。  

理學院分設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心理學系。 

法學院設法律學系。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會計學系、企業管理學系、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財

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資訊管理學系。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規定另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



 

 
 

 

班，並得分組教學。（設置明細詳如附表：「東吳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

制一覽表」）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人，主持系務，由各學系分別組織遴選委員會就校內

外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遴選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

任期三年；任期屆滿，經系務會議同意後，送院長報請校長聘任後，得續任

一次。 

學系主任於任期內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經該學系三分之一以上專任教師連

署，經系務會議應出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

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同意後，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

不須組織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時，原應由學系主任參加之各項會議與委員會，得

由院長指定人員代表之。 

本校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各置所長一人，主持所務，其遴選、任期、續聘、

解聘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定辦理。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主持中心事務，其遴選、任期、續聘、解聘程序

適用學系主任規定辦理。  

語言教學中心置主任一人，語言課程教師若干人；主任由院長提請校長聘請

講師以上教師兼任，負責全校共同外文課程之規劃與教學、語言教學相關硬

體及資源之規劃與管理，其任期比照學系主任之規定辦理。主任如有不適任

之情事，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系所屬具有學籍之學生總數達一千人時，得置副主任一人，協助主任推動

系務，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續聘時亦同，其任期應與

主任配合。 

副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由學系主任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副主任職

務。 
第九條之一   本校得設跨系、院之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學分學程由所屬學院院長擔任召集人，如為跨院之學程則由相關學院院長互

推一人擔任之。 

學位學程得設主任一人，由所屬學院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教師一至三人，陳

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年，任期屆滿，經校長同意後，得續任一

次。 

學位學程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由所屬學院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

其主任職務。  

第  十  條   本校為推動教學與研究，配合科際整合之需要，得設各種教學與研究中心，其

設置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十一 條   本校設教務處，由教務長主持；下設註冊課務組、招生組、教務行政組、通識

教育中心，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通識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第 十二 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處，由學生事務長主持；下設德育中心、群育中心、健康暨諮

商中心、學生住宿中心、軍訓室；各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學生事務長提請校長

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軍訓室置主任一人，由學

生事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或軍訓教官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負責維護校內安全及處理突發事件、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

並協助辦理學生生活輔導事項。 

第 十三 條   本校設總務處，由總務長主持；下設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營繕組、採

購保管組、出納組，各置組長一人，由總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

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三條之一 本校設研究發展處，由研究發展長主持；下設研究事務組、校務發展組、評鑑

組，各置組長一人，由研究發展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

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三條之二 本校設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由學術交流長主持；下設國際事務中心、

兩岸事務中心，各置主任一人，由學術交流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 十四 條   本校設社會資源處，由社會資源長主持；下設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生涯

發展中心、美育中心，各置主任一人，由社會資源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 十五 條   本校設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秘書若干人；主任秘書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襄助校長處理行政，主持秘書室，協調

各單位間之業務，並辦理文書、公共關係、內部控制以及秘書事務。 

第 十六 條   本校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聘任，並分設兩組，

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辦理人事管理業務。 

第 十七 條   本校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聘任，並分設兩

組，各置組長一人，由會計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

之職員擔任，辦理會計事務。 

第 十八 條   本校設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

之職員擔任，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與學習資訊，提供圖書資訊服務；下設技術服

務組、讀者服務組、數位與系統組，各置組長一人，由館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

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 十九 條   本校設教學資源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負責全校教與學資源及支援之整合與發展；下設教師教學發展組、學生學習資

源組、教學科技推廣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

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 二十 條   本校設華語教學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其

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一條   本校設電子計算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負責規劃、推廣、執行本校電腦及資訊業務；下設系

統組、網路暨維修組、行政諮詢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

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二十二條   本校設體育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負責體育教

學及體育活動相關業務之規劃與執行，並置體育教師、運動教練若干人；下設

體育教學組及體育活動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

師兼任。 

第二十三條   本校設推廣部，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

之職員擔任，辦理推廣教育。推廣部得設分部及各類專業推廣班。 

第二十四條   本校設校牧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具有校牧資格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協助處理宗教信仰事務。 



 

 
 

 

第二十五條   本校職員職稱如下：專門委員、組長、編纂、秘書、專員、輔導員、編審、組

員、辦事員、技正、技士、技佐、稀少性科技人員、營養師、護理師、護士。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實施。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

各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圖書

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體育

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任、語言教學中心主任、職員代表、軍護人員

代表及學生代表組織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每學系二人（設有碩士班或博士班之學系，另增一

人）；體育室教師二人；師資培育中心教師一人；語言教學中心教師一人。教

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二分之一，其中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不

得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  

職員代表六人，軍護人員代表一人，應經選舉產生。  

學生代表十四人，其中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其餘

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十分之一。  

第二、三、四項代表之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校務會議得邀請校內外有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成員五分

之一以上請求召開臨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為配合推動校務，校務會議設下列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

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校務會議之教師及職員

代表、學生會會長所組成。提供校務規劃與發展之指導方針，使學校健全

發展。 

二、規章委員會：由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所組成。依校

務會議之決議研擬重要章則草案、研議校務會議交付之有關事項等。  

三、預算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教師代表所組成，審查年度預算案、審定年度預

算修正案及對預算執行成效表示意見。 

以上各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成員組成，向校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得設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第二十七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二十八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

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室

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

主任、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任等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

校重要行政事項。每月開會一至二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三會議，分別由教務、學生事務、總務三長召集。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學術交流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學程主

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主

任、語言教學中心主任、各學系教師代表一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七

人（含研究生代表一人）及有關教學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織之，教務長

為主席，討論教務之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教務會議下得設相關委員會，向教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二、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學術交流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

各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任、導師代表每學系一

人（設有進修學士班之學系另增代表一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十二

人（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及有關學生事務業

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織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學生事務之重要事項。

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學生事務會議下，設獎助學

金暨優秀學生甄選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學生事務會

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三、總務會議： 以總務長、各學院教師代表（每學院一至三人）、學生代表

四人及有關總務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織之，總務長為主席，討論總務之

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總務會議下，設

招商委員會、教職員宿舍分配管理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總務會議負責，

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研究發展處、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社會資源處下得設相關委員會，

分別由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召集。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條     各學院設院務會議，以院長、各學系主任、各學程主任、該學院教師代表（每

學系一至三人）組織之，由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討論該學院教學、研究、推

廣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  

各學系設系務會議，以學系主任、該學系教師組織之，由學系主任召集並擔

任主席，討論該學系教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關系務事項。  

院、系務會議討論與學生有關之事務時，應邀請學生代表二至三人出席，並

得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上列院、系務會議，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三十一條   各學院、學系、學程應設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二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停聘、解聘、不續聘、

資遣原因、評鑑、升等、休假、延長服務、違反教師法第十七條所列教師義務

及違反教師聘約之評議等事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另訂

之。  

第三十三條   本校各單位職員之聘任、進修、升等、職級配置等規則，應依有關法令訂定

之。  

第三十四條   本校為保障教師、學生及職工權益，設下列委員會：  

一、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及其他

決定不服之申訴。  

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

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  

三、職工評審委員會，負責職工獎懲、解聘、資遣、在職進修之審議，及模

範績優職工表彰之評議。  

四、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職工考核、獎懲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訴。  



 

 
 

 

五、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性別平等教育資源與環境之建立及師生職工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處理。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五條   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特設置下列委員會：  

一、圖書館委員會。  

二、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  

三、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  

四、推廣教育委員會。  

五、輻射防護委員會。  

六、招生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六條   為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本校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

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

求代收會費。  

 

第三章  教師分級及聘用  

第三十七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  

本校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置助教協助之。  

本校教師分專任及兼任，其權利、義務以聘約規定之。  

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之聘任，由軍訓室主任填具擬聘申請建議表，送校長聘

任。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其辦法另訂之。 

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前項所稱之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專業技

術人員之分級，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八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應本公平、公正、

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初聘、續聘期限及長期

聘任資格等有關規定，應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教師經長期聘任者，非有重大違法失職之情事，經系務會議議決，並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之裁決，不得解聘或停聘。  

教師不服解聘或停聘處置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第三十八條之一為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本校建立教師評鑑制

度，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另訂之。  

  

第四章  附  則  

第三十九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董事會審核，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附表：東吳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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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學系 學位學程 

（含學院招生） 

學制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進修學

士班 

歷史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哲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政治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社會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音樂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演奏

教學與音

樂教育

組、作曲

組、音樂

學組) 

 

 人權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進修學

士班 

日本語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進修學

士班 

德國文化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理學院 數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物理學系  學士班     

化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微生物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心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學院 學系 學位學程 

（含學院招生） 

學制 

法學院 法律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法律專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法律

專業組、涉

外商務談

判法律組、

科技法律

組、財經法

律組、公法

與公共政

策組) 

中國大陸

法律碩士

在職專班 

 

商學院 經濟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會計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國際經營與貿

易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財務工程與精

算數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資訊管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EMBA 高階經營碩

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

專班 

 

 
商學進修學士班     進修學

士班 

巨量資料管理學

院 
 

學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學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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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 

日本高千穗大學 

Takachiho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50 年 

三． 學生人數：大學部約 1,790 人；研究所約 86 人 

四． 教職員數：教職員共約 143 人 

五． 規  模：該校前身為日本最早的高等商業學校「高千穗高等商業學校」，於 1950 年開設大

學教育，更名為「日本高千穗商科大學」，接著於 2001 年健全其學制並再次更名為「高千穗

大學」，當地簡稱為「高千穗大」。 現今高千穗大學設有商學部（商學科）、經營學部（經營

學科）、人類科學部（人類科學科），大學院設有經營學研究科。該校學系列表如下: 

大學部 研究所 

․ 商學 (商学部商学科) 

․ 經營學 (経営学部経営学科) 

․ 人文社會科學 

(人間科学部人間科学科，包含心理

相關科目、社會相關科目與教育相

關科目) 

․ 經營學 

 経営学研究科 (碩士) 

 経営学研究科 (博士後) 

 

六． 國際交流現況：該校與本校曾於 1997 年簽訂校級總約以及系級(日文系)學生交流協議，並選

送學生至本校日文系進行交流。其校級總約與系級協議現已過期，為持續與本校日文系進行

學生交流，該校提請簽訂校級總約，並將與日文系進一步訂定學生交流細則。目前該校與美

國馬里維爾學院（Maryville College），洪堡州立大學（Humboldt State University），費舍爾學

院（Fisher College）與大陸上海師範大學合作學生交流計畫。 

七． 參考網站：  

1. 日本高千穗大學官網 www.takachiho.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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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akachiho.jp/index.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kachiho_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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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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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第四案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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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4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2002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26,000 人 

四． 教職員數：教學職員 482 人、行政人員 418 人 

五． 規  模：拉曼大學目前擁有 2 個校區，分別是坐落在霹靂州(Perak)的金寶校區(Kampar 

Campus)以及2015年將八打靈(Petaling Jaya)、吉隆玻(Kuala Lumpur)以及雙溪龍鎮(Bandar 

Sungai Long)三個校區合併，集成現今的雙溪龍城市校區(Sungai Long Campus)。校區與

學院列表如下: 

金寶校區 (Kampar Campus) 雙溪龍城市校區 (Sungai Long Campus) 

· 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院 

· 工商與金融學院 

· 工程與綠色科技 

· 資訊與通訊科技學院 

· 理學院 

· 基礎課程中心 

· 中華研究院 

· 會計與管理學院 

· 醫學與保健科學學院 

· 理工學院 

· 創意產業學院 

· 中華研究院 

· 基礎課程中心 

· 高等教育與研究所 

· 延續教育中心 

六． 強  項： 

1. 2016 QS 亞洲大學排名 251-300 

2. 拉曼大學不僅尋求國家高等教育部的承認，更致力於擴展並爭取與國際專業學術團

體的合作及認證。該校完成會計、化學、建築估算、建築管理、精算學及商業管理

等課程之學生皆可申請成為相關專業學術團體的會員，而工程科畢業生可註冊為華

盛頓協議國下的專業工程師，榮獲赴 14 個協議國工作的資格。 

3. 師資陣容強盛。在引進講師方面，尤為重視，因此在全馬私立院校中，拉曼大學是

擁有最多碩博士級講師的一所學府。 

4. 分佈在四個不同點的拉曼大學校區，個個別具一格，既有群山環繞的寧靜幽雅、也

可體驗繁榮大城市、黃金住宅地區、以及鎮區不同程度的繁華便利。 

七． 國際交流現況：該校國際協議校共 143 所，包含台灣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交通大學、淡

江大學共 48 校。該校與本校於 2013 年簽訂校級總約，現協議已過期，該校為持續與本

校交流，提請與本校簽訂續約協議。 

八． 參考網站：  

1. 拉曼大學 http://www.utar.edu.my/cn/index.jsp?fcatid=570  

2. QS 世界大學排名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universiti-tunku-abdul-rahman-

utar#322172 

http://www.utar.edu.my/cn/index.jsp?fcatid=570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universiti-tunku-abdul-rahman-utar#322172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universiti-tunku-abdul-rahman-utar#32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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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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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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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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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8 

濟南大學 

UNIVERSITY OF JINAN  

簡介 

一、屬性：綜合 

二、成立時間：1948年 

三、學生人數：35,900餘名 

四、教師人數：2,100餘名 

五、校長：張士強 

六、地址：山東省濟南市南辛莊西路 336號 

七、系所： 

文學院 數學科學學院 

物理科學與技術學院 商學院 

外國語學院 政法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化學化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院(工訓中心) 

土木建築學院 自動化與電氣工程學院 

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 資源與環境學院 

體育學院 美術學院 

音樂學院 歷史與文化產業學院 

教育與心裡科學學院 醫學與生命科學學院 

生物科學與技術學院 繼續教育學院 

國際教育交流學院 創業學院 

八、特色：濟南大學始建於 1948年，為山東省重點建設大學，學科專業涵蓋經濟學、法

學、教育學、文學、歷史學、理學、工學、醫學、管理學和藝術學等 10個門類，其中

應用化學、材料學、眼科學、計算機應用技術為省級特色重點學科， 主辦有《濟南大

學學報（自然科學版）》、《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中國粉體技術》雜誌等，其

中《中國粉體技術》雜誌為大陸地區唯一的粉體工程專業技術期刊，為海內外人士瞭解

大陸粉體技術發展的視窗，以及大陸粉體技術走向世界的橋樑和紐帶。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7中國大學排名榜 700強排名 174。*為臺灣教育部承認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濟南大學高度重視國際交流，先後已與與美、英、德、法、加、澳、俄、

日、韓、新等國家的 74 所高校建立校際合作關係，與港澳臺地區的 13所高校建立友好

學校關係，在剛果共和國首都布拉柴維爾、美國南達科他州亞伯丁和科羅拉多州首府丹

佛市建有孔子學院 3所。 

十一、參考網站： 

濟南大學：http://www.ujn.edu.cn/ 

http://www.uj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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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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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9 

 
 

東吳大學與濟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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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濟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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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南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張士強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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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学与东吴大学学术交流合作约定书 

 

 

为促进两校学术交流合作，经友好协商于平等互惠原则下，济南大学与东吴大学

同意建立两校学术交流关系，约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励双方学生短期交换与互访交流。 

2. 互邀双方教师、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互访交流。 

3. 邀请与安排双方学者进行各项研究合作、学术研讨、专题演讲等学术合作。 

4. 互换学术出版品与分享学术信息。 

二、合作原则： 

1. 双方应为互访学者提供讲学与研究之便利条件。 

2. 两校将优先处理本约定书内允许之学生交换与学者互访之请求，并致力达成

双方满意之条款。 

3. 两校各指定一单位机构负责联络工作与本约定书之实施。 

三、本约定书经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满时，如双方无异议，约定书

自行顺延五年。任何一方有权终止本约定书，但须提前六个月以书面通知对方。 

四、本约定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文本中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

同，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济南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张士强    教授                               潘維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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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1 

東北大學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綜合 

二、成立時間：1923年 

三、學生人數：43,800餘名 

四、教師人數：2,600餘名 

五、校長：趙繼 

六、地址：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文化路三巷 11號 

七、系所： 

文法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外國語學院 藝術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理學院 

資源與土木工程學院 冶金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與自動化學院 

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院 

軟件學院 中荷生物醫學與信息工程學院 

生命科學與健康學院 江河建築學院 

國防教育學院 體育部 

八、特色：東北大學始建於 1923年 4月，是大陸地區首批「211工程」和「985 工程」重點

建設的高校，在建設時期，該校先後研發出全大陸第一台電子類比電腦、第一台陸產

CT、第一塊超級鋼，以及釩鈦磁鐵礦冶煉新技術、鋼鐵工業節能理論和技術、控軋控冷

技術、混合智慧優化控制技術等高水準科研成果，興辦了第一個大學科學園，培育了東

軟、東網等高新技術企業，2015年，東北大學高新技術產業銷售收入 123 億元，科技產

業綜合指標名列全大陸高校第三位。東北大學堅持面向新一代資訊技術、新材料、生命

健康等領域，新建雲計算科技園、新材料產業園、健康產業園，推進雲計算和大資料產

業快速發展，推動遼沈地區裝備製造業創新升級，設有秦皇島分校。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7中國大學排名榜 700強排名 25。*為臺灣教育部承認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東北大學高度重視國際交流，先後已與美國、日本、英國、法國、義大利、

澳大利亞、俄羅斯等 13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長期的學術交流，學

校正朝著綜合型、研究型、開放型、國際型的國內一流和國際知名的高水平大學發展。 

十一、參考網站： 

東北大學：http://www.neu.edu.cn/index.html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7 

 
 

http://www.neu.edu.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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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2 
 

 

 

 

 

 

 

 

 

 

 

 

 

 

 

 

 

 

 

 

 

 

 

 

 

 

 

 

 

 

 

 

 

 

 

 

  

東吳大學與東北大學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東北大學本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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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之最後決定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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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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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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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3 

東吳大學與東北大學－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東北大學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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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時間及參訪等內容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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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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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進行管理照顧及各項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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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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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儘快適應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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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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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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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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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                               東北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趙繼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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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流合作约定书 

 

东北大学与东吴大学本于「平等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经双

方协商，就两校办理「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事项达成如下约定： 

 

一、合作内容： 

（一）研修生： 

双方同意根据学生意愿，每学期互派注册在校，且至少已修读一学年以

上之本科生或研究生，自费到对方学校学习一学期，并以修读双方均已

开设之科目为原则。 

（二）暑期研习生： 

双方同意于每年暑假期间办理「暑期研习班」，研习时间及参访等内容依

双方规划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均无名额限制，亦不获取接待学校之学位。 

（二）双方于研修及暑期研习结束后，接待学校应发给「修读课程成绩证明」，

并得由双方学校自行审酌是否抵免学分。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习后，应依交流计划

返回原属学校，不得延长停留时间，接待学校亦不受理为其办理延长停

留手续之要求。 

三、选拔范围： 

（一）双方从各自学校就读全日制学生中，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本项

研修及暑期研习计划等情况，推荐至接待学校。受推荐学生应至少已在

原属学校修业满一年以上。 

（二）双方各自保留审查对方推荐之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研修最后决定权。若

有不获对方接受之情况，推荐方可再次递补推荐。 

四、研习课程 

（一）研修生得先于原属学校选择接待学校开授之相关课程，经接待学校同意

后，至接待学校研习。 

（二）双方应于每年三月以前决定暑期研习班课程内容及学分数。 

五、学生管理： 

（一）双方学生管理部门负责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研习期间之管理

工作。学生不参与院校评鉴活动，其它管理办法应参照各自学校管理规

定执行。 

（二）双方需安排学生在学生宿舍住宿，便利进行管理照顾及各项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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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尽量安排学生与接待学校学生进行各项学术交流

活动，并关心其生活起居，使交流计划取得最大效果。 

（四）双方学校应给予学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包括派员接机、安排住宿等，

便利尽快适应新环境。 

（五）学生应遵守本约定书及双方学校各项规定，如有违规情况严重者，该生

将停止研修及研习，实时返回原属学校。 

六、相关费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属学校缴交学杂费外，应再向接待学校缴交一学期研修

费。暑期研习生收费方式由双方学校协商后另行制定。 

（二）学生应自行负担往返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书籍费、证件费、签证

费、保险费及其它个人支出等费用。 

七、组织实施： 

（一）本约定书内容在双方主管指定两校相应行政职能部门实施，并归该单位

管理。 

（二）双方学生应遵守当地法律及对方学校之法规。 

（三）双方依情况在办理出入境手续时提供学生协助，但学生应自行负责取得

相关入境许可。学校方面会尽量配合，但不负责保证能给予入境许可等

文件。 

（四）学生应于指定期限内，向双方学校缴交规定之必要资料及档案，并准时

报告与返校。 

（五）本约定书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约定书到期

前六个月任何一方不提出异议，本约定书将自动延长一次，有效期限五

年。如任何一方拟终止本约定书，应在预定终止日期之前至少六个月，

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约定书要求。在本约定书终止前已开始之交流学习

活动不受约定书终止影响，有关学生仍按照原订计划完成在接待学校的

学习。 

（六）本约定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本约定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

份。两份文本中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同，两份文本具有同等

效力。 

 

 

东北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赵继      教授                                  潘維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