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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0 次(106 年 6 月 12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6 年 6 月 19 日核定，經 105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6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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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乾隆教務長、莊永丞學務長、 

阮金祥總務長、王志傑研發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姚思遠學術交流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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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盧令北主任、日文系蘇克保主任、語言教學中心呂信主任、物理系巫俊賢主任、 

微生物系張怡塘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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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系胡凱傑主任、國貿系陳宏易主任、資管系何煒華主任、國際商管學程詹乾隆主任、 

EMBA 碩士在職專班邱永和主任、校長室專門委員王玉梅主任、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 

林語堂故居管理處蔡佳芳主任、校安中心高應欽主任、採購保管組謝傳仁組長 

請假：董保城副校長、人社院黃秀端院長 

紀錄︰藺以雯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 

6 月 2 日暴雨造成雙溪校區嚴重災損，雖然各單位即時處置得宜，未擴及地下室停車場

等地之損害，復原金額需新台幣 800多萬，本校雖投保水災險，仍有 563萬元缺口，社

資處已提出募款計畫，希望各界校友協助母校。感謝總務處、體育室(以及運動代表隊的

同學)、學務處等單位同仁，以及各地校友犧牲假日義務投入清理校園志工行列，在 2日

內迅速復原，展現東吳人堅毅熱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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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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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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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乾隆教務長報告： 

一、大學特殊選才：係指招收特殊才能、或具有不同教育資歷之學生，例如境外台生、

新住民及其子女、實驗教育學生、具國外公信力大學測驗成績者…等。招生名額

1%可透過大學特殊選才招生，目前國內已有 17 所公立大學、13 所私立大學辦理

本類招生。106 學年度之招生需於 7 月初提出申請，已行文各學系卓參，如有招

生需求，請盡快提出。 

二、遠距教學：已於 6 月 9 日與六學院院長會議討論，將行文請各系協助與授課人數

80 人以上之教師(學系課程、通識教育)聯繫，邀請開設遠距課程。106 學年度目

前預計開設 38 門，較 105 學年增加 8 門。 

三、通識教育委員會已通過增開數門 app 應用及 coding 課程，請各學系評估能將其

納入承認之通識學分，以期達成教育部設定之目標。 

 校長指示：(列入管制事項) 

1. 教師評鑑辦法修正： 

教務處於校務會議所提案之教師評鑑辦法未獲通過，為能切合學術單位特色

且有效評估，請各院系檢視現行評鑑辦法，評估是否修正，以期發揮評鑑實

效，共同為教育負責。 

2. 英文畢業門檻： 

請教務長及外語學院林院長商議是否成立英文畢業門檻評估小組，避免流於

形式之門檻，而是有效提升、實質要求學生英文能力。 

阮金祥總務長： 

一、6 月 2 日暴雨成災，特別感謝校長、副校長及各單位主管、校隊同學的協助，6

月 3 日當天亦有許多同學、校友自願加入志工行列，以及承商 fufu 麵包店老闆夫

妻亦親自協助清理校園，特此致上感謝。去年 4 月份臺北市政府施做之整治工程

亦發揮極大功能，雨勢漸緩後即迅速排水。雙溪校區邊坡持續監測中，本次暴雨

幸未造成重大影響，惟安素堂後方邊坡破洞增大，目前無安全之虞。 

 校長指示：義務協助之校友、承商，以感謝狀表示謝忱；職工、學生記功表揚愛

校精神。6 月 14 日起極可能再降暴雨，為避免發生於夜間不及應變，請提早準

備、嚴防。 

二、營繕組同仁已至前揭宿舍會勘，全力執行整修作業。 

三、6 月 12、14 日在兩校區分別召開暑期工程說明會，敬請各單位派員參加。 

四、兩校區校舍空間門鎖備用鑰匙測試，原應於 5 月底完成測試及備用鑰匙之補充，

至今仍有 55 個單位尚未測試，請盡速安排。 

五、城中校區旁停車場購地案，4 月時即向董事會提出購地建議，惟董事會考量學校

財務狀況，予以緩議。經校地評估小組全盤評估：至 106 年 5 月底，本校有 11 億

可用資金，土地售價 4 億元、建築金額預估 2.1 億元，將使學校可用資金降至安

全範圍以下。且該地位於博愛特區，且屬行政區而非文教區，使用效益不佳。複

以少子化衝擊，本校部分學系招生不容樂觀，即便已大幅降低人事支出，仍有產

生赤字之風險。故，衡量現行財務情況及未來風險，對購地案仍持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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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校地評估小組由我和兩位副校長、總務長、主任秘書、沈筱玲老師、採購

保管組謝傳仁組長及倪萬鑾專員組成，本校財務實難以支應 6.1 億元龐大支出壓

力，必須改為思考其他拓展學校發展之可行性。 

王志傑研發長： 

106 年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結果已公布：本校申請件數 108 件，核定件數 55 件

為歷年新高，通過率 51%亦遠高於全國平均 39%，感謝各位師長鼓勵同學申請。 

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一、本次北美教育展，本校由黃心怡主任進行 Post Presentation 深獲好評，是唯一入

選的台灣參展大學，提升能見度，有助於全球高教評鑑。 

二、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向本校提出全球微校園計畫；本校協議學校之一的山東大學亦

提出與東吳為首的數所大學聯合學術研究、國際計畫參與等。面對競爭，未來交

流趨勢為區域整合式交流，透過跨區聯盟整合資源。 

王淑芳社資長： 

一、 社資處已於今日將「梅雨無情‧東吳人有愛」災後重建募款計畫送至全校各一、

二級單位與各地校友會，也收到來自香港校友會的第 1 筆捐款--新台幣 5 萬元。

希望各學系協助轉發各地系友，希望透過小額捐款，讓愛涓滴成河。 

二、 世界級小提琴大師海克卡薩吉昂與東吳音樂系管弦樂團，6 月 12 日在國家音樂

廳隆重演出，美育中心仍開放索票，請洽社資處。 

三、 東吳大學校友 app 已開放下載，上週末的畢業典禮亦已吸引許多畢業生下載並

對換東吳好禮。由於教育部持續推動畢業 1、3、5 年畢業生就業追蹤，校友 app

作為資料庫的前端，可提供使用者更便捷的管道可與學校即時連結。仍有部份

學系尚未推派畢業 1、3、5 年畢業生就業追蹤之代表，請盡快惠予協助。 

四、 城中校區實踐家孵化器：將於 6 月 14 日在城中校區，透過總務處暑期工程說明

會進行第 1 次公開說明，並持續於期末考週之後舉辦多次說明會，與同學溝通。

並持續與實踐家林董事長密切聯繫。 

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一、EMBA 參加第 12 屆玄奘之路商學院戈壁挑戰賽，12 人全員完賽，勇奪 3 項獎

座，戰果豐碩，吸引當地媒體爭相報導。此行同時拜訪西安交大、西南財經大學

及四川大學，持續深化西部地區學術交流。 

二、「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提供暑期赴大陸證交所、期交所、各大銀行實

習機會，本校今年報名 34 名，皆獲錄取。實習期間為期 3 週，每日提供 100 元

人民幣補助。將與社資處持續討論提升同學暑期實習安全與權益。 

圖書館林聰敏主任： 

一、陶晉生院士榮退贈書儀式將於 6 月 15 日下午舉行，敬邀各位師長出席。 

二、山東大學圖書館館長於 5 月 24 日來訪，表達希望派員至本校實習，已轉請國際

處兩岸事務中心予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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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 

畢業典禮在校生致詞提及電子化校園系統不足之處，經瞭解係針對 IE 瀏覽器之問題，

將持續與學生溝通，增進電子化校園系統之使用效能。電子化校園系統中學生常用功

能，例如活動報名、我要反應等，皆可透過 app 執行。建請各院系舉辦活動時可多加

利用 app 報名，避免使用傳統 IE 開啟電子化校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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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工友待命室、休息室、宿舍空間管理辦法」草案。 

提案人：阮金祥總務長 

說明： 

一、兩校區工友使用空間區分待命室、休息室、宿舍三類。為使空間分配、

管理有序，俾利工友勤務運作有效支持校務推展，並能兼顧校區安全維

護，故研訂本辦法。 

二、旨揭辦法區分「總則」、「待命室、休息室空間管理」、「宿舍空間管理」及

「一般規定」等四章共21條，摘要如後： 

(一) 總則： 

1. 工友使用待命室、休息室、宿舍，以一人一處為原則。有關空間

調整規劃及需求提列、分配使用、管理督導，由總務處採購保管

組、環安衛暨事務組負責辦理。 

2. 待命室、休息室、宿舍空間經分配後，使用人不得私自調換、轉

讓、轉租、分租、轉借他人進住或與他人共住，亦不得私自改建

或增建。 

(二) 待命室、休息室空間管理： 

1. 待命室提供樓管工友及委外清潔人員備勤，不設床位，使用以不

過夜為原則。休息室區分男、女使用空間，備床位及基本生活機

能，提供工友短期休息備勤。 

2. 待命室、休息室不得有外人留宿、休息。事務組負責督導、檢查，

如有違反規定，依「工友工作規則」或委外合約規定檢討議處。 

3. 若遇緊急、特殊案件，工友有必須留宿支援或第二天提早到校，

可報請事務組審查同意後，於休息室臨時住宿。 

4. 待命室、休息室人員離退時，應於兩週內自行遷出並恢復原狀。

事務組負責監督相關財產點還，收回鑰匙自行保管。 

(三) 宿舍空間管理： 

1. 本校編制工友服務滿兩年，得由當事人或相關單位代為提出宿舍

申請，總務處處務會議負責分配審查。特殊情形之住宿需求，外

加事務組專簽總務長核准程序。配住工友宿舍以五年為期限，需

延長者得重新提出申請。 

2. 工友宿舍分配，應結合平時工作推動之便利性及學校夜間、例假

日緊急狀況處理需要，並參酌申請人服務年資、附近房產、交通

距離、眷口人數決定。夜間、例假日緊急狀況處理所需人力，由

校安中心納入校園整體安全防護相關計畫律定。 

3. 工友宿舍設置管理委員會，負責宿舍公共區域管理及環境清理維

護。宿舍建築物本體與附屬固定設備、水電管線損壞，由學校安

排修復。消耗性或自行裝置設備損壞，由住戶負責修復。 

4. 工友工作調整、職務解除無配住宿舍需要或離職、退休，應於兩

個月內遷出。納編校園安全防護計畫住宿人員，學年度內未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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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緊急出勤處理狀況累計達三次，或已影響校園安全維護工作

推動，應於接獲校安中心通知後兩個月內遷出。 

5. 工友宿舍不提供家具，住戶離校遷出宿舍時，應自行負責清理廢

棄物並恢復原狀。若由學校代為處理，費用由原住戶負擔。 

(四) 一般規定：本辦法頒布及校園安全防護計畫修訂後，現住宿舍未具

配住資格者，應於接獲通知起1年內遷出。符合資格已配住者及新申

請住宿者，按月於薪資項下扣繳維護費。數額由總務處另訂，並視

物價指數及維修成本，每兩學年檢討調整。 

三、檢附東吳大學工友待命室、休息室、宿舍空間管理辦法（草案）如附件

1，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二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法國勃根地商學院、韓國啟明大學、韓國國民大學及大陸地

區東北財經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案。 

提案人：姚思遠國際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105學年度第2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4次會議審查通過

(106.05.26)。 

二、法國勃根地商學院、韓國啟明大學與韓國國民大學，分別透過2017年亞

太教育者年會(APAIE)與本校代表會面後，欲與本校建立協議校關係，並

提請與本校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書。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請詳附件1~6。 

三、考量簽約代表層級對等，法國勃根地商學院之學術交流協議擬經校長同

意後，由學術交流長代表簽署。 

四、大陸地區東北財經大學為教育部承認之155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該校津

橋商學院與本校商學院已於2001年10月11日簽署合作意向書。 

五、為加強本校與大陸地區東北財經大學之交流與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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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決議：通過。  

 

第三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法國勃根地商學院、韓國啟明大學及韓國國民大學簽訂

「校級學生交換協議」案。 

提案人：姚思遠國際交流長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4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6.05.26)。 

二、 法國勃根地商學院、韓國啟明大學及韓國國民大學為加強與本校之交流

合作，提請簽訂學生交換協議，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1~3。 

三、 考量簽約代表層級對等，法國勃根地商學院與韓國啟明大學之學生交換

協議擬經校長同意後，由學術交流長代表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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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西北政法大學簽訂「聯合培養人才專案合作約定

書」案。 

提案人：姚思遠國際交流長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4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6.05.26)。 

二、 大陸地區西北政法大學是應用型複合型法律職業人才、涉外法律人才，

和西部基層法律人才之培育基地，已與本校於 2012 年簽署校級學術交流

協議、2015 年簽署學生交流協議，自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今，每學期

選送 1~3 名學生至本校自費研修。 

三、 為加強本校與大陸地區西北政法大學之交流與合作，提請簽訂聯合培養

人才合作約定書，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1~2。 

決議：通過。 

 

第五案案由：請討論 105 學年度經費結報期限及相關事宜。 

提案人：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說明： 

一、 依本校預算制度規定，105 學年度預算支用期間為 105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7 月 31 日止，為彙報各單位預算實際支用數額及確實各項支用憑

證歸列 105 學年度決算，以避免產生過期憑證、影響本校免稅權益，而

造成重大損失。茲規劃 105 學年度經費結報期限，以利各單位遵循辦理。 

二、 105 學年度經費使用及結報期限相關規定建議如下： 

(一) 除政府機關補助或委辦經費、產學合作計畫經費、指定單位使用之受

贈經費及辦公費依其經費使用期限規定外，餘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含)

尚未發生債務或契約責任者，應即停止支用。 

(二) 經費已支用並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前驗收完成，取得 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7 月間之發票、收據等原始憑證者，應檢附相關憑證核銷，於

106 年 8 月 10 日(含)前完成決行主管核決後，於 8 月 11 日前送至會

計室；逾時者，視為逾期核銷，應專案陳校長同意後辦理。 

(三) 出差期間跨至 106 學年度者，截至 106 年 7 月 31 日(含)止已發生之

差旅費，應填寫出差旅費報告表辦理經費報核，於 106 年 8 月 10 日

(含)前完成決行主管核決後，於 8 月 11 日前送至會計室，其相關原

始憑證及證明文件無法檢附者，併同於出差事畢 15 日內結報差旅費

時檢送。 

(四) 申請調整 105 學年度已執行之經費來源類別者，應於 106 年 8 月 10

日(含)前完成決行主管核決後，於 8 月 11 日前送至會計室；逾時者，

視為逾期核銷，應專案陳校長同意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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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費已申請支用且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含)前已發生債務關係或契約

責任，但未及驗收完成者，應填寫經費保留申請表(附件)，檢附契約

責任相關文件，於 106 年 8 月 3 日(含)前陳校長同意後，於 106 年 8

月 10 日(含)前送至會計室。 

(六) 配合經費結報期限，105 學年度預算系統開放登錄至 106 年 8 月 10

日(含)，並依預算制度規定，彙編 105 學年度預算控管分析表陳校長

核可後，送預算小組、預算委員會及各直屬單位參考。 

(七) 截至 106 年 10 月 10 日(含)止核決並送至會計室之逾期核銷案，經統

計彙整後送研究發展處，自 106 年 10 月 11 日起之逾期核銷案，建議

併入下年度統計資料。 

(八) 規劃會計師查核 105 學年度財務報表作業期間為 106 年 9 月 11 日至

10 月 20 日止，為編製決算報表供會計師查核及提送董事會審議所需，

建議 106 年 9 月 11 日(含)起核銷之 105 學年度經費者，陳校長核決

同意後，歸列為 106 學年度支出。 

三、 檢附東吳大學經費保留申請表如附件 1，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106 年 6 月 26 日第 21 次行政會議確認會議紀錄時新增決議：106 年 7 月份研究計

畫雇主保費及勞退金之核銷，應於 106 年 8 月 31 日(含)前完成決行主管核決並送

至會計室。 

 

第六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職員請假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為配合相關法令及實際作業之需，擬調整職員請假辦法相關規定，故研

擬修訂「東吳大學職員請假辦法」。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茲因適用勞動基準法之編制外行政人員(含約聘職員及計畫人員等)

皆比照本校職員請假辦法辦理請假，為符合相關法令，建議依勞動部

勞動條 3 字第 1040130870 號令，修訂婚假請假之申請期間。 

(二) 修訂職員「曠職」之相關規定。 

二、 檢附「東吳大學職員請假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附件 1)、「東吳大學職員

請假辦法」原條文(附件 2)及勞動部令(附件 3)，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七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計畫人員約用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本校計畫人員之約用經實際運作，部分規則宜再調整，故研擬修訂「東吳

大學計畫人員約用辦法」，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訂本辦法所稱計畫之定義，以增加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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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訂擔任專任助理之規範，以增加進用彈性。 

(三) 調整專任人員擔任計畫兼任助理之規定，並敘明應避免於專職上班時

間內從事計畫工作。 

(四) 調整工作酬金限制，以增加計畫補助經費使用彈性及計畫執行率。 

(五) 增訂專任研究人員及教學人員校外兼課之相關規範。 

二、 檢附「東吳大學計畫人員約用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附件 1)、「東吳大學

計畫人員約用辦法」原條文(附件 2)、「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附件 3)及「東吳大學約用人員工作規則」(附件 4)，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八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服務傑出職工獎勵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本校服務傑出職工自 103 學年起開始辦理選拔，並依規定由職工評審委

員會辦理審議，經參酌委員會實際運作狀況，且為使委員會能更公平客

觀，建議服務傑出職工推薦人擔任職工評審委員會委員時，應迴避參與

該被推薦人之投票。 

二、 另，考量推薦人於提供被推薦人服務傑出具體事蹟之資料時，並無規範

推薦資料之頁數，致被推薦人之資料內容多寡不一，建議為達到重點聚

焦之效果，明訂推薦資料之頁數限制。 

三、 檢附「東吳大學服務傑出職工獎勵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原條

文(附件 2)及各單位建議之參採說明(附件 3)，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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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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增設與調整

教學單位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續送校務會議

審議。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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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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執行情形彙整表

1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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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商學院院務會議決議：

將朝鑄秋大樓入口處意象規

劃、入口大廳外觀更新、大

樓外牆清洗及補裂縫為方

向，吳政聰建築師已於 5 月

16 日完成概估整修經費，計

需 565 萬餘元，並提供商學

院參考。 

後續請商學院確認獲得預算

後，總務處配合管制辦理「建

築師規劃提報及研討」、「細

部設計及研討」、「召開公

聽會確認需求」及「工程招

標施工」等事宜。 

擬予

繼續

管制 

三 請教務處評估熱門課程，邀請授

課教師開設同步遠距課程，並規

劃相關配套，讓兩校區學生選課

能不受地域限制。 

【105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教務處 

 

教務處擬於 106 年 6 月 9 日

星期五中午，與六位院長溝

通討論熱門科目開設遠距課

程之可行性及規劃相關配套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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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附件 

擬予

繼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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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務系統相關更新、改版或改寫進度表 

藍字部分為上月已完成，紅字部分為本月新增完成事項 

預 計 完 成

學年期 

完成項目 備註 

105-2 APP界接 DB2 教務相關資料 APP 第二階段初驗完

成 

學生能力檢核系統 已上線 

甄選入學招生面試安排系統 已上線 

線上書審系統虛擬化 已上線 

家長入口、學雜費專區 持續針對每學期異動

部分微調中 

學士後學士資料庫資料整備與所有系統系別碼

異動。 

將於 106.07 前全數

完成 

學士後學士招生系統 已完成 

OS/2課務系統改寫 已完成，提交教務處

測試中 

輔系、雙主修、跨領域申請管理系統(第一階段) 已完成，申請、核准

放棄功能 

106-1 輔系、雙主修、跨領域申請管理系統(第二階段) 測試與上線 

106-2 僑生招生報名系統 測試與上線 

OS/2學籍系統改寫 測試與上線 

107-1 OS/2 選課批次分發模組改寫 測試與上線 

107-2 選課網站改版 規劃中 

二、專案管制事項： 

本月新增事項以紅字標明 

(一)人事會計總務管理系統 

1. 本專案共分為三個階段執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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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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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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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定訪談已

完成，但因應相關法規調整，目前訪談重點為一例一休、工讀生等部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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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訪談完

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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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訪談至場

地、財產租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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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挑出其

中於他校導入成果良好之三家廠商，透過說明會形式，會同秘書室一同聽取

廠商簡報，對後續採購發包或評選作業進行有正面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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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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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加開系統討論會議，討論因應一例一休教職工、工讀生出勤相關配套作法。 

(7) 討論未來鐘點費計算作法，原先規劃由現有機制電腦與人工計算後送至新系

統處理，未來改採全部系統化自動串接現有資料計算，已減輕作業負擔。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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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務資訊填報分析管理平台 

(2) 人事會計總務管理系統流程引擎 

3. 進行系統相關教育訓練，評鑑組與系統組均派員參加。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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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社資處各項需求，提供主機虛擬化規格建議與技術支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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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協助查找測試環境建置期間所發生的服務狀態問題，並協助排除釐清問題點，讓

進度不致延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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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研商系統串接東吳 SSO方式與提供範例說明。 

7. 配合會商研究系統難字問題處理方式、系統界接其他系統如未來出納系統處理方

式、APP運作測試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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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 

近期查核項目 

105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6.6.12 

單位 (專案稽核) 查核時間 106.05.10-05.15 

查核項目 105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經費使用 

符合或良好者：17 項 

本次共計抽樣 21 筆經常門、資本門核銷案，其中 17 筆符合

相關規定如下： 

1. 人事室 105/04 月份助理教授薪資 

2. 群育中心第 37 屆社團負責人研習會 

3. 德育中心 105/4 月研究生工讀金、獎學金 

4. 微生物學系氣相層析儀 

5. 微生物學系高效能液相層析儀 

6. 化學系傅立葉紅外線光譜儀 

7. 圖書館西文電子期刊(3,225,435 元) 

8. 圖書館西文電子期刊(2,821,002 元) 

9. 圖書館西文電子期刊(1,470,857 元) 

10. 電算中心無線網路橋接器 

11. 電算中心 SPSS 軟體租賃 

12. 化學系實驗室 22 台抽氣櫃活性碳濾網更換 

13. 電算中心微軟 CA 校園授權方案-全校學生授權 

14. 電算中心微軟 CA 校園授權方案-全校教職員授權 

15. 社工系薦購非書中文資料 

16. 群育中心購置大提琴 

17. 群育中心 MIDI 器材控制組 

可精進或待改善者：4 項 

 

抽樣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105/1 社團補

助-指導老師 

1. 所檢附「社團技術性指導老師

上課課堂紀錄表」，說明第 2

點提及各社團於上課前至群

育中心領取登記表，下課後交

給老師簽名，當日或隔天務必

交回群育中心。經訪談承辦人

表示，現行實際做法為紀錄表

於學期初由社團學生領回，期

1. 本學期已再次

向社團宣導每

次上課完請老

師簽名，並將

於本次核銷確

實執行並加以

輔導未能履行

的社團。 

持續追蹤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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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末時再交回承辦人。下課後當

日或隔日送回，此作法如有實

際執行困難，建議應檢討改善

措施並明訂於該紀錄表說明

中。 

2. 經查發現有多數社團所填寫

之紀錄表所有欄位為一次填

寫，並非每次上課後作紀錄並

請老師簽名，且亦有部分社團

部分欄位空白未填寫(例如授

課摘要、上課人數等)，承辦單

位核銷時並未要求社團補齊

資料。建議應要求社團學生確

實執行每次課後紀錄並請指

導老師簽名，避免予人徒具形

式之觀感，並教導學生負責任

之態度。 

2. 因本學期(105-

2)社團已領取

「社團技術性

指導老師上課

課堂紀錄表」，

擬 於 下 學 期

(106-1) 修 正

「社團技術性

指導老師上課

課堂紀錄表」

說明事項及格

式。 

理學院購置數

位顯微鏡 

1. 財務驗收報告單上請購日

期與請購單不一致，請購單

上填表日期及承辦人印章

日期為 105 年 9 月 23 日，

財務驗收報告單誤植為 105

年 9 月 20 日。 

2. 依教育部規定，使用獎補助

款購置之資本門需黏貼「○○

年度教育部校務發展獎勵、

補助經費」標籤，經實地查

看數位顯微鏡，並未張貼前

述標籤及本校財產標籤，保

管人於現場方將二張標籤

貼上。 

日後會注意日期

的一致性，並及時

黏貼相關標籤。 

予以銷管。 

電算中心電腦

設 備 HP600 

G2 SF (含螢

幕 F)154 台 

1. 合約書中以下項目採購保

管組未填寫金額： 

(1)第五條第(一)項第 1 點驗

收後付款金額 

(2)第十條保證金未填寫。 

2. 驗收紀錄表中記載履約期

即期改善。 予以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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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限為 105 年 8 月 28 日，完

成履約日期為 105年 8月 27

日。但財物驗收報告單上記

載交貨日期為 105年 8月 28

日，兩項文件日期不相符。 

總務處購置高

畫質數位錄影

主機 

依教育部規定，使用獎補助款

購置之資本門需黏貼「○○年度

教育部校務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標籤，經實地抽查三台主

機，發現一台未黏貼教育部獎

補助標籤，二台未黏貼學校財

產標籤。 

106 年 5 月 26 日

已改善。 
予以銷管。 

 

105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6.6.12 

單位 總務處 查核時間 106.05. 

查核項目 定期存款單盤點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定期存款單盤

點 

1. 106 年 3 月 27 日台北富邦銀

行外幣定期存款資料「沖帳

科目餘額表」之「摘要」欄

位沖帳號碼 10508669 所顯

示摘要資料為「1 筆 20 萬美

金定續 105/12/15-

106/12/15R=0.8%」，「餘

額」欄位換算台幣為

16,112,300 元，金額不符。

經查銀行存款明細分類帳，

實為 1 筆 20 萬及 1 筆 30 萬

美金定存之續存。 

2. 106 年 3 月 28 日郵局定期存

款資料「沖帳科目餘額表」

之「摘要」欄位，發現「摘

要」內容皆以筆數、金額及

日期顯示，未列定期存單號

1. 「沖帳科目餘

額表」之「摘

要」據實呈現

定期存款單號

碼、筆數及金

額。 

2. 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前提出以

下兩評估方

案： 

(1)於郵局開立本

校郵政綜合儲

金簿將定期存

款存於帳戶。 

(2)維持保管紙本

定期存單，並

由稽核人員每

發現事項第 3 項持續

追蹤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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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沖帳科目餘額表及明細

分類帳之「摘要」欄位應據

實呈現定期存款單號碼、筆

數及金額，以確保收支登記

保管作業之合理性與安全

性。 

3. 受大額定期存款金額調降為

每筆 500 萬元之限，本校存

於郵局定存單多達 200 張，

且皆為實體定存單，遺失風

險較高。 

三個月定期盤

點。 

 

持續追蹤事項~1 

105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6.5.8 

單位 教務處 查核時間 106.3.9~106.4.13 

查核項目 

1.註冊相關作業 

2.休退學作業 

3.進修學制退補費作業 

4.加退選後共通課程停開作業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註冊相關作業 

本作業之「使用表單」，其中

「博/碩士班遞補入學專用註冊

程序單」及「轉學新生專用註

冊程序單」二張表單實際上並

未使用，經了解，承辦人通知

遞補生辦理註冊時，未提供該

專用程序單。 

依建議事項配合

辦理。 

於 106 學年度註冊期

間進行追蹤改善。 

休退學作業 

1. 經抽樣休學申請表(104 學年

度)，發現學生於「申請休學

時間」及「曾經休學」欄位皆

有所塗改，並未要求申請學

生簽名，以證明確實為申請

人所修改。 

2. 作業程序 5.3.2.、5.3.3.需補繳

欠費學生至出納組、便利商

店或郵局繳費，「再經會計室

1.「曾經休學」為參

考資料，105 學

年度起已取消

該欄位。 

2.休學為階段性，

學生常弄不清

日期與學期關

係，故易有塗改

情形，擬修改成

1. 發現問題第 1 項

持續追蹤改善情

形。 

2. 發現問題第 2 項

予以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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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核銷」，作業有誤。 勾選方式降低

塗改比例。修正

後印出的休學

證明書才是最

後結果，現行做

法是此時才會

請學生確認休

學期限是否錯

誤，並告知復學

相關規定後，請

學生簽收。 

3.稽核人員所持流

程為 104 學年度

舊資料，105 學

年度已修改作

業程序 5.3.3，

5.3.2 係漏改，會

再修訂內控作

業。 

退補費相關作

業 

進修學制退補

費作業 

1. 權責單位 3.3.核判：依「東吳

大學一級主管代判決行暨分

層負責決行事項」為舊稱，本

作業未更新。 

2. 作業流程圖中各單位依退補

費作業日程表於系統中維護

所負責之費用，未明示各負

責單位。 

3. 本校依各種身分別及修課狀

況訂有不同收費標準，待選

課確定後須進行退補費計

算。現有退補費系統建置多

年，多數功能無法符合現況

且系統有不穩定之疑慮，導

致同仁需耗費大量時間進行

人工重算、核對工作。 

4. 退補費作業與進修學制退補

費作業流程幾近相同，可無

1. 已於 106 年 4

月 24 日提出內

控作業修訂。 

2. 系統修改須與

其他單位一起

協調配合，仍

須溝通、討論。 
1. 發現問題第 1 及 2

項予以銷管。 

2. 發現問題第 3 項

系統改善部分持

續追蹤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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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需分寫兩個控制作業。 

加退選後共通

課程停開作業 

1. 作業程序 5.1.原由註冊課務

組提供共通、全校性選修課

程加退選後選課人數資料予

通識教育中心，實際現況已

改由通識教育中心自行至教

務行政系統查詢下載。 

2. 作業程序 5.4.註冊課務組與

通識教育中心確定停開課程

後，分別進行停開作業及通

知學系教師與選課學生，流

程圖合併列示，作業程序較

不清楚。 

3. 作業程序 5.6.通識教育中心

向共通教育委員會報告完成

聘任作業，係誤植之程序。 

配合內控作業修

訂時間提出修訂。 

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持續追蹤事項~2 

105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6.5.22 

單位 教務處 查核時間 106.04.25-04.26 

查核項目 

1.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作業 

2. 招生委員會請購暨核銷作業 

3. 招生宣導作業 

4. 招收其他身分別學生作業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大學個人申請

入學作業 

控制重點 6.18.「錄取名單是否經

招生委員會或經主任委員核

定」，經檢視 105 學年度招生委

員會第四次會議紀錄，該委員會

所審議為最低錄取標準及正備

取名額，並非錄取名單，控制重

點設計不正確。 

規劃於下一學年

度(106 學年度第

一學期)提報內控

作業修訂對照表，

進行修正。 

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招生委員會請

購暨核銷作業 

1. 抽檢「105 學年度日夜學制轉

學考試入闈人員工作費暨相

關費用印領清冊」是否依「東

擬就目前實務需

求及現有勞基法

等法令規範，重行

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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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吳大學招生考試經費支用標

準(100 年 3 月 29 日修訂版)」

支給。發現支付「運送試題司

機」之費用 1,300 元，與招生

考試經費支用標準「考試當

天載運題卷(例申報 1 人)。每

人每日以 1,000 元計算」不一

致。經訪談了解，承辦單位採

納會計室主任擔任招生委員

會稽核時之建議，入闈、考試

及考完後運送試題三趟合理

費用為 2,000 元。因 105 學年

度僅考試當天載運試題至城

中校區及考試結束後載運物

品回雙溪校區，故折衷給予

1,300 元。 

依東吳大學招生考試經費支

用標準(100 年 3 月 29 日修訂

版)，「運送試題司機」之費

用標準係「考試當天載運題

卷(例申報 1 人)。每人每日以

1,000 元計算」，105 學年度

僅考試當天載運試題往返兩

校區，應依規定支付 1,000 元

費用，如欲改採趟數計算，請

修訂支用標準並明確定義以

趟數計算。另因應一例一休

制度，應檢討工友假日支援

之給付標準是否符合勞基法

規定。 

2. 作業程序 5.2.1、5.2.2、5.5 及

5.6有關請購及核銷之決行權

限，僅提及「授權額度內」或

「逾授權額度」，並未清楚說

明額度之標準，經訪談了解

係依照本校「授權代判暨分

層負責明細表」。 

檢討修訂「東吳大

學招生考試經費

支用標準」；簽奉

核可後，於下一學

年度(106 學年度

第一學期)提報內

控作業修訂對照

表，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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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請承辦單位於內控作業權責

單位 3.3.及作業程序中敘明。 

招生宣導作業 

「辦理高中生營隊」為招生宣導

作業之一部分，流程圖中以另起

作業流程標示，作業程序未寫

入。 

規劃於下一學年

度(106 學年度第

一學期)提報內控

作業修訂對照表，

進行修正。 

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招收其他身分

別學生作業 

1. 控制重點「6.1.僑生、派外人

員子女畢業證明及成績單是

否經外館驗證。」實際作業

上，僑生之畢業證明及成績

單於海外聯招會受理報名時

已先行驗證，至本校報到時

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及成績單

即可，控制重點 6.1.無須將僑

生列入控制作業中。 

2. 身心障礙學生申請放棄入學

流程未寫進單位內部標準作

業程序中。 

規劃於下一學年

度(106 學年度第

一學期)提報內控

作業修訂對照表，

進行修正。 

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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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1 

東吳大學工友待命室、休息室、宿舍空間管理辦法(草案) 

說明：兩校區工友在校使用空間，可區分為待命室、休息室、宿舍三類。為使

相關空間分配、管理有序，俾利工友勤務運作有效支持校務工作推展，

並能兼顧校區安全維護，研擬訂定「東吳大學工友待命室、休息室、宿

舍空間管理」辦法。  

 條 文 內 容 說 明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校工友值勤空間分為待命室、休息室、

宿舍三類，為使相關場所之分配、管理有

序，以發揮有限空間使用效能，支持校務

工作正常推展、維護校區安全，特依其任

務特性及使用管理需要訂定本辦法。 

說明本辦法訂定緣由。 

第 二 條 
待命室、休息室及宿舍空間調整規劃，由

總務處採購保管組（以下簡稱採購保管組）

依「東吳大學校園空間規劃及管理使用辦

法」辦理，總務處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

理組（以下簡稱事務組）負責需求提列、

分配使用及管理督導。 

待命室、休息室及宿舍以一人一處為原則，

不重複提供。於辦公區域已設有辦公座位

之人員，視業務狀況得不提供待命室及休

息室。相關空間經分配後，不得私自調換、

轉讓、轉租、分租、轉借他人進住或與他

人共住，亦不得私自改建或增建。 

說明總務處之任務分工。 

說明待命室、休息室及宿舍

分配原則。 

說明待命室、休息室及宿舍

經分配後，不得私自轉讓或

調換。 

第 二 章   

待命室、休息室空間

管理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待命室，係指校區各大樓因公

務執行需要，提供本校樓管工友及委外公

司長期派駐校區清潔人員待命備勤之處

所。待命室不設床位，使用以不過夜為原

則，且不得轉作宿舍使用。 

明確定義待命室。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休息室，係指本校工友因執行

公務時間較長，提供工友短期休息備勤之

處所。 

休息室區分男、女工友使用空間，設置簡

易床組及櫃子。室內空間得視有關建築物

環境現況，檢討配置冷氣（使用時數另定）

及公共使用之浴室、廁所、簡易廚房設備。 

明確定義休息室。 

明訂休息室應具設備。 

第 五 條 配用待命室及休息室工友，負有室內設備、

財產保管責任，如有故障需整修時，依本

校修繕作業流程申請辦理。如屬個人疏失

導致損壞，則應自行負責修復或更新。工

友私人財物應自行妥管，學校不負保管責

明訂待命室及休息室修繕

責任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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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文 內 容 說 明 

任。 

第 六 條 多人使用之待命室或休息室應互相推選一

位室長，必要時由事務組指定，負責安排

室內清潔、管理用電安全、管制違禁或危

險物品，並與其他室長共同安排室外環境

清潔維護。 

明訂待命室及休息室內、外

環境清潔維護權責。 

第 七 條 待命室僅提供工友、委外公司清潔人員使

用，休息室僅提供工友使用，不得帶外人

留宿、休息。室內禁止炊爨（休息室簡易

廚房除外）、酗酒、賭博及其他不正當行為，

亦不得聚眾嬉戲、高聲喧嘩。裡外環境應

保持清潔、整齊。事務組應定期派員督導、

檢查使用情形，配用者如有違反規定情事，

依「工友工作規則」或委外合約規定檢討

議處。 

明訂待命室及休息室管理

原則及違反規定之處理。 

第 八 條 

若遇緊急、特殊案件，工友有必須留宿支

援或第二天提早到校等任務狀況，可報請

事務組審查同意後，於休息室臨時住宿，

但不得作為長久住宿使用。 

明訂特殊狀況臨時住宿之

應變方式。 

第 九 條 

待命室及休息室有人員離退時，應於 2 週

內自行遷出並恢復原狀，並由事務組負責

監督相關財產點還，收回鑰匙自行保管。

若有廢棄物未清理乾淨，學校代為清理費

用，由原配用者負擔。 

明訂待命室及休息室遷離

時應負之責任。 

第 三 章   

宿舍空間管理 

第 十 條 

本法所稱所工友宿舍，指經空間規劃委員

會決議，調整為工友宿舍之住宿使用空間。 

明確定義工友宿舍。 

第 十一 條 
本校編制工友須服務滿兩年，始得由當事

人提出或相關單位、人員代為提出申請，

經處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得分配宿舍。 

其有特殊情形，由事務組專簽陳報總務長

核准，並經處務會議審議通過者，不受前

項限制。 

明訂可申請宿舍之條件。 

第 十二 條 
工友宿舍分配，應結合平時工作推動之便

利性及學校夜間、例假日緊急狀況處理需

要，並參酌申請人服務年資、附近房產（含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交通

距離、眷口人數（以配偶及現仍共同生活

之直系親屬為限）等因素決定之。 

學校夜間、例假日緊急狀況處理及所需人

力（含住校工友），校安中心應納入校園整

明訂工友宿舍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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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文 內 容 說 明 

體安全防護相關計畫中律定。 

第 十三 條 
工友宿舍分配、調換、遞補、收回等，毋

須協調或無所爭議時，得由事務組簽請總

務長核准後，直接處理。另校安中心於校

園整體安全防護相關計畫中律定緊急狀況

處理有關職責，事務組應監督同時完成交

接或代理。 

空餘未經分配宿舍之暫行借住，必須先經

總務長核准，並以不超過三個月期限為原

則。 

說明可逕行處理分配之條

件。 

說明空餘宿舍暫行借住之

期限。 

第 十四 條 
工友獲配住宿舍，以本人進住為條件，並

應於通知日起三十日內，偕同奉准進住眷

屬全部遷入，逾期以棄權論。若有特殊原

因，經陳報總務長核准後，得酌予延長。 

明訂工友獲配宿舍之進住

條件及遷入期限。 

第 十五 條 
工友宿舍應設置管理委員會，委員由住戶

推選擔任，必要時由事務組指定成立，負

責規劃宿舍公共區域之管理及環境清理維

護等事宜。為使本校宿舍資源得以有效利

用，工友宿舍之配住以五年為期限，但有

特殊情形需延長者，得重新提出申請，經

處務會議決議通過後始得延長。 

明訂工友宿舍管理委員會

之組織及獲配住宿之期限。 

第 十六 條 
工友宿舍不提供家具，住戶自行添置之家

具，以不損壞變更原建築為原則。工友進

住時，須填具履行宿舍相關規定同意書，

並與採購保管組點交鑰匙及各項設備，造

冊送事務組登管。 

工友宿舍每戶裝設水、電錶，依照電力、

自來水公司向本校收費標準，每兩個月由

總務處派員抄計以為依據，並於住宿者薪

資項下分別扣繳。 

工友遷出時，須將鑰匙及原有設備交還採

購保管組點收。宿舍維護費及水電費，結

算至鑰匙交還之日止。 

說明工友宿舍家具設備配

用原則。 

明訂遷出時宿舍維護費及

水電費結算責任點。 

第 十七 條 
宿舍建築物及附屬設備，住戶應負維護保

管責任。如建築物本體與附屬於建築物之

固定設備、水電管線等損壞，經查明確有

修繕必要時，由住戶通知事務組提出申請，

學校安排修復。 

屬房屋消耗性或自行裝置設備損壞，由住

戶負責修復。住戶亦可向學校提出修繕申

請，惟所需費用，由住戶負擔。其中若有

學校可自力修復之項目，住戶僅須負擔材

料費用。 

明訂宿舍修繕責任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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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文 內 容 說 明 

第 十八 條 
工友工作內容調整、職務解除無配住宿舍

之需要，或離職、退休，視同配住資格消

滅，應於兩個月內自動遷出。 

納編校園整體安全防護計畫之住宿人員，

於學校緊急狀況發生時，未能按計畫出勤

處理狀況，學年度內累計達三次，或已影

響校園安全維護工作推動，應於接獲校安

中心通知後兩個月內遷出。 

若有特殊原因，經陳報總務長核准者得酌

予延長。 

說明獲配宿舍之回收原則。 

明訂住宿人未能按計畫出

勤處理狀況之處置。 

第 十九 條 
住戶離校遷出宿舍時，應負責將添置物品

自行攜走，並恢復宿舍原狀，廢棄物亦應

自行清理乾淨。若宿舍未恢復原狀、廢棄

物未清理乾淨，則由學校代為處理，費用

由原住戶負擔。 

明訂住宿人遷離宿舍時應

負之責任。 

第 四 章  

一般規定 

第 二十 條 

本辦法頒布及校園整體安全防護計畫修訂

後，現住工友宿舍而未具配住資格者，應

於接獲通知起 1 年內自行遷出。符合資格

已配住者及新申請住宿者，依學校作業程

序按月就其薪資項下繳交宿舍維護費，其

數額由總務處另訂之；收費標準得視政府

公告物價指數及維修成本，每兩個學年度

檢討調整之。 

明訂現住工友宿舍而未具

配住資格者遷出期限。 

明訂已配住者及新住戶維

護費調整時間。 

第 二十一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公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說明辦法修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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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1 

法國勃根地商學院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簡介 

一、屬 性：獨立商管學院，其學位效力等同於法國一般大學學位。 

二、成立時間：1900 年 

三、學生人數：約 2,000 人 

四、規 模：該校位於法國第戎 (Dijon)，是創辦於 1900 年的百年名校, 屬法國

精英管理學院，為歐洲管理基金會 EFMD 和法國大學校聯盟 

(Conference des Grandes Ecoles) 成員。院校依託所在地區的資源優

勢，1988 年開設了全球第一個葡萄酒管理培訓課程。1991 年開設

了葡萄酒與烈酒國際商業碩士項目，在法國碩士專業排名 SMBG

葡萄酒類專業中名列第一。2009 年設立了葡萄酒管理學院，並增

加了英語授課的葡萄酒商務碩士項目。該校提供國際學生課程種

類如下： 

 行銷與商學 (Marketing and Business) 

 行銷與餐飲管理 (Marketing and Business Specialisation in Wine 

Tourism) 

 商學管理 (Introduction Year to Business & Management / Master 

in Management Year 1 / Year 2) 

 進階財務合作 (Advanced Corporate Finance) 

 國際行銷與溝通 (Global Marketing and Negotiation) 

 國際商學發展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velopment) 

 藝術與文化管理 (Arts and Cultural Management) 

 專業酒類管理 (Wine Management) 

五、強項與排名： 

1. 根據 Financial Times 統計，於 2016 年歐洲各校商學院中，排名 79 

2. 該校除獲得 AACSB 認證以外，亦有 EQUIS 認證 (European Quality 

Improvement System，EQUIS。該認證是針對全球商學院進行認證的制度，

強調「國際化」與「企業合作」。凡獲得認證的學校，均能提供完整的英

語學習環境、專業知識、並且與企業界有質與量兼備的合作計畫) 

六、國際交流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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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近年致力於國際化發展，與世界各國約 163 所大專校院合作包含客製化

學程、雙聯學位、學生交換等各種計劃。其中與台灣合作學校包含國立中山大

學、國立政治大學、輔仁大學、逢甲大學等校。 

七、參考資料 

1. 勃根地商學院 http://www.bsbu.eu/about-us/networks/  

2. Financial Times http://rankings.ft.com/businessschoolrankings/burgundy-school-of-

business  

3. 維基百科-EQUI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8%B3%AA%E9%87%8

F%E6%94%B9%E5%96%84%E7%B3%BB%E7%B5%B1  

 
 

  

http://www.bsbu.eu/about-us/networks/
http://rankings.ft.com/businessschoolrankings/burgundy-school-of-business
http://rankings.ft.com/businessschoolrankings/burgundy-school-of-busines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8%B3%AA%E9%87%8F%E6%94%B9%E5%96%84%E7%B3%BB%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8%B3%AA%E9%87%8F%E6%94%B9%E5%96%84%E7%B3%BB%E7%B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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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2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ESC Dijon-Bourgogne, trading as BSB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FRANCE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BSB -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Dijo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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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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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a Wain Yau Stéphan BOURCIEU 

Dean of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Dean and Director General 

Soochow University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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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3 

韓國啟明大學 

Keimyung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 性：私立大學 

二、成立時間：1954 年 

三、學生人數：25,809 人 

四、教職員數：教學職員 1,211 人，行政人員約 648 人 

五、規 模：啟明大學是韓國的一所 4 年制基督教私立大學。有三個校園大邱，

聖書，東山，校園環境優美，學生可以在享受大都市便利生活的同時

體驗田園生活的樂趣。1955 年 2 月得到建校許可，1956 年建立啟明

基督大學，2006 年將校名變更為啟明大學。其目的是為嶺南地區的

中心城市，目前學校設有 15 個學院、5 個研究生院。學院列表如下： 

大學部 研究所 

 人文國際學院 

 師範學院 

 經營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 

 自然科學學院 

 工學院 

 醫學院 

 護理學院 

 音樂表演藝術學院 

 美術學院 

 體育學院 

 KAC 

 藥學院 

 二部學院（大學夜間部） 

 教養教育學院 

 人文科學院 

 自然科學院 

 工科學院 

 藝術、體育學院 

 醫學院 

 

六、強項與排名： 

啟明大學被評為韓國 400 所大學中最美麗的“十大校園”之一，校園規模則排

名全國第九。該校自成立以來，連續數年獲得許多獎項，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

於 2011 年將該校評為“2011 年度教育實力強化支援事業”資助大學；2012 年評

為產學協力先導大學；2014 年 10 月獲韓國政府「地區先導大學計畫」補助發

展產學合作；2015 年再次入選本科教育示範高校支援計畫。 

 

七、國際交流現況： 

目前合作的國際院校囊括香港、澳門、台灣、日本、新加坡、美國、英國、紐

西蘭、澳洲、法國、義大利、德國，共約 114 所大學，其中台灣合作學校包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逢甲大學、東海大學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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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考資料 

1. 啟明大學 http://www.kmu.ac.kr/english/index.jsp 

2. 韓國留學網-啟明大學 http://www.schoolkr.com/kmu/index.asp 

3. 百度-啟明大學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AF%E6%98%8E%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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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4 
臺灣東吳大學與韓國啓明大學 

友好交流協議書 

 

臺灣東吳大學與韓國啓明大學為了促進兩校間的學術和文化交流和共同

發展，達成以下教育及研究等相關領域的合作協定。 

 

原則 

為發展兩校友好關係，須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實施相應的合作項目。通過

簽訂友好交流協定促進和啟明大學之間的學術文化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和友誼，

強化雙方友好合作關係。 

 

範圍及方法 

  經雙方校長和國際部門負責人同意後，在雙方的同意下進行下列的交流。 

1． 互派教師 

2． 互派學生 

3． 教師及學生的學術交流 

4． 共同參與合作研究專案 

5． 共同舉辦學術年會 

6． 交換學術資料和其他有關資訊 

7． 開發特定的短期學術專案 

8． 教職員培訓專案 

9． 本科生共同培養及雙學位專案 

  上述活動專案的時間和預算在實施特定的專案和活動之前，經雙方協商後以書面

形式確定。 

 

協議生效日及有效期 

  本協議有效期為 5 年，經過雙方協商，可對協定內容進行修改和補充。在協議期

滿六個月前，如任何一方未以書面形式向對方通報終止本協定，本協定將自動延長。 

  本協定有中韓兩種文字版本，具有同等效力。協定自雙方代表簽署之日起生效。 

 

 

2017 年     月    日 

 

                                                    

臺 灣 東 吳 大 學  韓 國 啓 明 大 學 

校 長 潘 維 大  校 長 申 一 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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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국 계명대학교와 대만 동오대학  
우호교류협정서 

 

한국 계명대학교와 대만 동오대학은 양교간의 학술과 문화교류 및 상호 발전을 

위하여 교육, 연구 및 기타 관련영역의 협력을 다음과 같이 합의한다. 

  

원          칙 
양 대학의 우호관계 발전을 위하여 쌍방의 협의에 따라 프로그램을 진행 할 수 

있다. 우호교류 협정의 성립에 따라 계명대학교와 대학 간의 학술과 문화교류, 

상호이해와 우의를 촉진하기 위하여 쌍방은 우호협력관계를 강화한다.  

 

범위  및  방법 
각 대학의 총장 또는 국제관련부서장의 승인을 얻은 후, 상호 합의된 아래의 

교류를 실시할 수 있다. 

1. 교수교환  

2. 학생교환  

3. 교수 및 학생 학술교류  

4. 공동연구 프로그램 참가  

5. 학술 연례회의 참가  

6. 학술자료와 기타 관련정보 교환  

7. 특정 단기 학술 프로그램 개발  

8. 교직원 개발 프로그램 

9. 학부생 공동 양성 및 공동학위 프로그램 

 

상기 활동의 기간과 예산은 특정 프로그램과 행사를 실시하기 전에 쌍방이 

논의한 후 서면 형식으로 확정한다.  

  

협정의 유효일자와 기간 
본 협정의 유효기간은 5년이며, 쌍방의 합의를 통해 내용 보충과 수정을 할 수 

있다. 협정 만기 6개월 전에 어느 일방에서 서면으로 협정의 종결을 알리지 않으면 본 

협정은 자동으로 연장된다. 

본 협정서는 한글과 중국어 두 종류로 작성되며 동등한 효력을 가진다. 본 

협정서는 쌍방이 서명하는 날로부터 그 효력을 발생한다.  

 

2017년     월     일 
 
 

                                                                  

계  명  대  학  교  국 립 동 오 대 학 

총 장  신 일 희  총 장  반 유 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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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5 

韓國國民大學 

Kookmin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 性：私立大學 

二、成立時間：1946 年 

三、學生人數：約 23,000 人 

四、教職員數：教學職員約 620 人 

五、規 模：韓國國民大學位於首爾特別市城北區貞陵洞，目前學校設有由 16

個大學部學院以及 15 個研究生院組成。學校擁有 70 年的堅實基

礎，學院列表如下： 

大學部 研究所 (研究生院) 

 文科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 

 法學院 

 經商學院 

 工科學院 

 造型學院 

 森林科學學院 

 自然科學學院 

 藝術學院 

 體育學院 

 經營學院 

 電子資訊通訊學院 

 建築學院 

 自動車融合學院 

 教養學院 

 敎職課程部 

 一般研究生 

 專門研究生(包含汽車工程學專門研究生院、

Techno 設計專門研究生院、Business-IT 專門

研究生院) 

 特殊研究生(包含教育研究生院、經營研究生

院、行政研究生院、工程學研究生院、設計研

究生院、政治研究生院、體育產業研究生院、

文藝創作研究生院、法務研究生院、綜合藝術

研究生院、國際創業研究生院) 

六、強項與排名： 

3. 國民大學是首爾學生人數最多學校中的前五名，尤其是設計類的學部更

是韓國學生爭相考取的學科。此學科不僅培育出許多有名的時尚設計師

及室內設計師，也是韓國大學中較積極吸收外國學生的學校，設立獎學金

及國際宿舍等，提供留學生完備的讀書環境。 

4. QS 亞洲大學排名 201-210 

5. QS 世界大學，藝術與設計領域排名 151-200 

七、國際交流現況： 

國民大學和 49 個國家，約 319 所學校建立協議，並且與各校進行交換學生、

教授交換項目、開辦學術研討會、進行共同研究以及情報和資料的共用。其中

與台灣共計 8 所學校簽有協議，包含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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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考資料 

1. 國民大學 http://chinese.kookmin.ac.kr/site/about_kmu/overview.htm  

2. 留學家-韓國留學資訊 http://www.ieeuc.com.tw/kookmin.ac.kr_language.html  

 

  

http://chinese.kookmin.ac.kr/site/about_kmu/overview.htm
http://www.ieeuc.com.tw/kookmin.ac.kr_langu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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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6 
 

 

General Agreement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Kookmin University, Korea 

                         
 

 Soochow University and Kookmin University agree to promote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universities as follows: 

 

1. Each University will make an effort to promote mutual cooperation in the fol

lowing activities upon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1) Exchange of academic materials and publications 

(2)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3) Conducting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rganizing symposiums 

(4) Exchange of both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5) Any other exchange issues will become effective upon approval of both p

arties 

 

2. Specific details of exchanges noted above will be negotiated between the inst

itutions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each institution. 

 

3.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activities mentioned above, detailed plans will be m

apped out upon consultation among concerned faculty and staff. 

 

4. Both institutions understand that all financial arrangements are to be negotiate

d. 

 

5.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ffective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 last signature) unless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in the form of 

a written notice submitted at least one year in advance of the proposed termi

nation. Thereafter, the agreement will be renewed automatically every year un

less one party gives the other a written notice of termination at least one ye

ar in advance of the proposed termination. A notice of termination notwithsta

nding, students already admitted or enrolled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under this 

agreement may complete their studies through the end of that academic term. 

 

Soochow University                     Kookmin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Wei Ta Pan                       Dr. Ji Soo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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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President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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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7 

東北財經大學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簡介 

一、屬性：財經 

二、成立時間：1952 年 

三、學生人數：18,000 餘名 

四、教師人數：853 名 

五、校長：吳朝暉 

六、地址：遼寧省大連市沙河口區尖山街 217 號 

七、系所： 

財政稅務學院 國際商學院 
薩里國際學院、 

旅遊與酒店管理學院 

創新創業與實驗教學中

心 

國際教育學院、留學生

辦公室 
數學學院 

財經幹部教育中心 高等職業技術學院 
社會與行為跨學科研究

中心 

法學院 金融學院 統計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MBA 教

育中心） 
經濟學院 投資工程管理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 會計學院 體育教學部 

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 
旅遊與酒店管理學院、 

薩里國際學院 
網路教育學院 

國際經濟貿易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新聞傳播學院、人文學

院 

國際商務外語學院 培訓與繼續教育學院  

八、特色：東北財經大學始建於 1952 年，以經濟學、管理學為主，涵蓋哲學、

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理學和管理學等 7 大學科門類；財政學、產

業經濟學、會計學為國家重點學科，MBA 專案曾在國務院學位辦舉行之大

陸地區 MBA 教學評估中排名第二，為大陸地區財經院校第一所正式開辦

MPA 的大學，也是大陸地區 19 個試點開辦 MPAcc 的單位之一。東北財經大

學是大陸地區首家參與並獲得「中外合作辦學品質認證」的大學，是美國特

許金融分析師協會（CFA）大學項目合作夥伴；會計學專業通過全球三大會

計師公會之一的澳洲會計師公會（CPA Australia）的全面認證；工商管理、

旅遊管理兩個雙學位專業獲得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美國 AACSB 機構的認證。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7 中國大學排名榜 700 強排名 117。*為臺灣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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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東北財經大學與世界 21 個國家和地區的 109 所高等院校、8 個

國際機構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友好合作關係，與其中 50 余所大學開展著長期

穩定的交往合作，並與台灣世新、逢甲、中華大學為協議學校。 

十一、參考網站： 

東北財經大學：http://www.dufe.edu.cn/xxgk/xxjj/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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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8 

 
 

東吳大學與東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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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東北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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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財經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夏春玉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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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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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与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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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财经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夏春玉        教授                           潘維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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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1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ESC DIJON-BOURGOGNE,  

TRADING AS BSB -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may 

send up to two (3)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3)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4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Memorandum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 registered students in a degree program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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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ered as non-degree students, at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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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Articl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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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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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andum shall be two semester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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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1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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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3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4 

This Memora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Memorandum six (6)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Memorandu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a Wain YAU Stéphan BOURCIEU 

Dean of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Dean and Director General 

Soochow University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案附件 2 

臺灣東吳大學與韓國啟明大學 

學生交換協議書 
 

按照臺灣東吳大學與韓國啟明大學於 2017 年  月簽署的校際交流協議書，經雙

方商議就交換學生專案達成以下共識： 

1. 派遣方負責選拔申請參加交換專案的學生，接收方以申請條件為原則決定最終人選。 

2. 雙方每年互派 2 名交換學生。  

3. 交換學生在接收方學習時間不得超過 12 個月。如有例外情況需要延期須得到雙方

同意。  

4. 交換生在派遣方繼續享有獲得學位的資格，在接收方不會自動享有獲得學位的資格。

如通過正常入學申請程式，而成為接收方的正規學生，接收方將為學生提供獲得學

位的資格。 

5. 接收方對於學生的旅費、生活、醫療、保險以及其他費用不承擔任何義務。由個別

學院提供的獎學金和助學金將另視情況予以補助。 

6. 每個交換學生可以選擇接受方所提供的研究科目和必修科目。 

7. 接收方將制定對申請人的語言要求，以保證學生在最低的要求下盡可能成功地完成

學習研究。 

8. 交換生須為派遣方的全日制學生，接收方將免除其學費、報名費，並免試入學。 

9. 接收方同意在交換專案開始前為申請人提供課程計畫以及相關文件，並提供學生學

習期間的表現情況。派遣方須在交換專案開始前決定學生在交換期間須修得的學分。 

10. 接收方有責任幫助學生在校園內或附近尋找合適的住宿地點，如學生拒絕所推薦的

住宿地點，接收方將免去此項責任。 

11. 交換生應遵守接收方的所有的制度和規則。 

 

 

12. 雙方應各自指定一個聯絡處或聯絡人以推動專案的執行。該聯絡處或聯絡人將起到

專案諮詢的作用，以及承擔推動、宣傳和視察專案執行情況的責任。 

13. 本協議自雙方代表簽署之日起開始生效，有效期為 5 年。本協議在有效期內，可由

任何一方至少提前六個月以書面形式通知對方提出協議的終止。如沒有協議終止的

通知，則本協議自動延長。 



 

 
 

 

14. 協議可由雙方共同更新、更改以及重新協商。協議終止或更改，雙方仍須對現行的

專案履行義務。  

15. 本協議以中文和韓文寫成，兩種文本都具有同等效力。 

 

 

 

 

 

 

 

臺灣東吳大學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韓國啟明大學 

國際處 

 處長 姚思遠   處長 金善貞 

  

  
  

  

  

日期: 2017 年   月   日   日期: 2017 年   月   日 

 

 

                         

  

 
 

  



 

 
 

 

한국 계명대학교와 대만 동오대학 

교환학생 협정서  

 

한국 계명대학교와 대만 동오대학은 2017년  월 체결한 양교간 교류협정서에 

근거하여, 쌍방의 협의를 거쳐 교환학생 프로그램에 아래와 같이 합의한다.  

1. 파견대학은 교환 프로그램에 지원한 학생들의 선발을 담당하고, 초청대학은 지원 

자격과 요건을 기준으로 최종 인원을 결정한다. 

2. 쌍방은 매년 2명의 학생을 상호 파견한다. 

3. 교환학생의 초청대학에서 수학기간은 12 개월을 초과하지 못한다. 부득이하게 

연기하여야 할 경우 쌍방의 동의를 얻어야 한다. 

4. 교환학생은 파견대학에서의 학적을 유지하며, 초청대학에서의 학위취득 자격은 

부여되지 않는다. 그러나 정상적인 입학절차를 거쳐 초청대학의 정규학생 신분이 

될 경우, 초청대학은 해당 학생에게 학위취득 자격을 부여한다. 

5. 초청대학은 학생들의 여비, 생활비, 의료비, 보험료 및 기타 비용에 대한 어떠한 

의무도 지지 않는다. 단, 개별 단과대학에서 제공하는 장학금과 보조금은 이에 

포함되지 않는다. 

6. 교환학생은 초청대학에서 제공하는 관련 연구과목 및 필수과목을 수학한다. 

7. 초청대학에서 요구하는 지원자의 어학능력 수준은 학생이 성공적으로 학업을 마칠 

수 있는 최소한의 어학수준으로 한다. 

8. 교환학생은 반드시 파견대학의 정규 학생이어야 하며, 초청대학은 등록금, 전형료, 

입학시험을 면제한다. 

9. 초청대학은 교환 프로그램이 시작되기 전에 지원자에게 개설강좌 및 관련 자료를 

제공하고, 학기 중 학교생활에 대한 정보를 제공한다. 파견대학은 교환 프로그램이 

시작되기 전에 해당 학생이 파견 기간 동안 취득해야 할 학점을 결정한다. 

10.초청대학은 교환학생이 교내 혹은 학교 주위에 숙소를 정하는데 협조할 책임을 

진다. 만일 학생이 초청대학에서 추천한 숙소를 거절할 경우, 초청대학은 협조의 

의무를 지지 않는다. 

 

 

 

11. 교환학생은 초청대학의 모든 제도와 규정을 준수해야 한다. 

12. 쌍방은 각각 담당부서 혹은 담당자를 지정하여 본 프로그램을 진행한다. 해당 

담당부서 혹은 담당자는 본 프로그램의 자문과 상담 업무를 하며, 본 프로그램의 

시행, 홍보, 진행상황 관찰 등의 책임을 진다. 

13. 본 협정서는 쌍방의 기관장이 서명 후 효력을 발생하며 유효기간은 5년이다. 본 

협정은 유효기간 내에 어느 일방이 6 개월 전에 서면으로 상대방에게 



 

 
 

 

통보함으로써 종료할 수 있으며, 협정 종료 의사가 없을 경우 본 협정은 자동으로 

연장된다. 

14. 본 협정은 쌍방이 공동으로 수정ㆍ보완하거나 다시 협의할 수 있으며, 협정이 

변경 또는 중지되더라도 쌍방은 진행 중인 프로그램에 대해서는 의무를 다한다. 

15. 본 협정서는 중국어와 한국어로 작성하며, 두 문서는 동등한 효력을 가진다.  

 

 

 

 

 

한국 계명대학교 

국제처 
  

대만 동오대학 

 

처장  김 선 정   처장요 사 원 

  

  
  

  

  

일자: 2017년   월   일   일자: 2017년   월   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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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3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Kookmin University, Korea 

 

 

Soochow University and Kookmin University agree to promote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universities as follows: 

 

6. Each University will make an effort to promote mutual cooperation in the fol

lowing activities upon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1) Exchange of academic materials and publications 

(2)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3) Conducting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rganizing symposiums 

(4) Exchange of both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5) Any other exchange issues will become effective upon approval of both p

arties 

 

7. Exchange Program 

 

(1)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Each institution may send and accept under this program no more than two (2) 

students each academic year. The institutions undertake to balance the numbers 

of students from each institution each year.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a particular year may exceed two where it 

is necessary to “balance” the numbers of exchange students in a particular year.  

Both institutions envision various methods of maintaining balance, such as 

summer programs, short exchanges, and similar brief interchanges. 

(2) Status of Exchange Students 

Each institution shall normally accept incoming exchange students as non-degree 

or graduate special students (i.e. students who do not intend to obtain a degree or 

other formal qualification from the host university during the exchange period.) 

(3) Admission Procedures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selected initially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and the host 

institution shall make the final admission decision in each case. 

(4) Academic Record and Accr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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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st institution shall evaluate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each exchange 

student according to its rules and shall send the home institution the academic 

record/transcript of each exchange student. The home institution may give credit 

to each student according to its regulations. 

(5) Tuition, Fees, and Expenses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not be required to pay admission application 

fee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and provided they have paid the 

appropriate tuition and fees to their home institution,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not be required to pay tuition fee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All other fees and costs (accommodation fee, 

international travel, health insurance, mandatory fees, books, 

supplies, meals, and other incidental expenses arising out of the 

exchange) wi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assist the exchange student to find initial 

accommodation wherever necessary. 

 

8. Specific details of exchanges noted above will be negotiated between the inst

itutions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each institution. 

 

9.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activities mentioned above, detailed plans will be m

apped out upon consultation among concerned faculty and staff. 

 

10. Both institutions understand that all financial arrangements are to be negotiate

d. 

 

11.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ffective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 last signature) unless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in the form of 

a written notice submitted at least one year in advance of the proposed termi

nation. Thereafter, the agreement will be renewed automatically every year un

less one party gives the other a written notice of termination at least one ye

ar in advance of the proposed termination. A notice of termination notwithsta

nding, students already admitted or enrolled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under this 

agreement may complete their studies through the end of that academic term. 

 

    

Soochow University 
 

 

 

Kookmin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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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Wei Ta Pan  

President 

 

 

                             

Date 

Dr. Ji Soo Yu 

President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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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 
西北政法大學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 Law 

簡介 

一、屬性：政法 

二、成立時間：1937 年 

三、學生人數：近 17,000 人 

四、 學生人數： 

五、 校長：賈宇 

六、 地址：西安市長安南路 300 號 

七、 系所： 

商學院 法律碩士教育學院 

馬克思主義教育研究院 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經濟學院 刑事法學院 

民商法學院 經濟法學院 

行政法學院 國際法學院 

外國語學院 新聞傳播學院 

公安學院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繼續教育學院 體育部 

八、 特色： 

西北政法大學是大陸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基地，承擔包括應用型複合型法律職業人才、

涉外法律人才和西部基層法律人才全部 3 個類型的卓越法律人才培養任務。西北政法大

學是西北地方法學研究的中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基地，現有法學、哲學、理論

經濟學、新聞傳播學、公共管理學 5 個一級學科，35 個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4 個

專業學位碩士授權點，10 個省級重點學科，2 個省級特色學科，1 個「服務西北地方穩

定發展與國家安全」法學專業博士授權點，形成了法學學科特色鮮明、多學科協調發展

的良好態勢。 

九、 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7 中國大學排名榜，289 名。 

十、 國際交流：與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澳大利亞、俄羅斯、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

的 40 多所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建立了校際交流與合作關係。 

十一、 參考網站： 

西北政法大學:http://www.nwupl.edu.cn/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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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2 

東吳大學與西北政法大學聯合培養人才專案合作約定書 

甲方：東吳大學 

乙方：西北政法大學 

為進一步推動海峽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達成如下協議： 

一、內容 

雙方合作辦學專業依託雙方的教育資源和辦學優勢，採用聯合培養的方

式，培養專業人才。 

二、培養模式 

採用「0.5+0.5+3」二校合作的培養模式，乙方學生在第 1 學年第 2 學期赴

甲方學習，修畢教學計畫規定的課程和學分後，甲方應出具課程學習成績

證明和修讀證明，乙方承認學生在甲方學習的學分。學生最終獲得乙方頒

發的本科畢業證書、學士學位證書。 

三、培養方案及教學計畫 

各專業培養方案及教學計畫，由雙方商定後執行。 

四、學生管理與服務 

1、 甲方負責學生在甲方研修期間的學習管理以及安排住宿等事宜，協助

學生適應學習與生活。 

2、 乙方負責學生在乙方期間的學習生活管理。 

3、 甲、乙雙方均有義務協助辦理學生赴臺學習的相關手續。 

4、 乙方若擬選派帶隊老師至甲方協助學生輔導，人數以 1 名為原則，該

名教師機票、住宿與在臺生活費等由乙方支付。 

五、收費 

1、 學生在甲方研修期間，其研修費應依甲方公告之收費標準收取。 

2、 學生在乙方就讀期間，其學費應依乙方公告之收費標準收取。 

3、 學生在甲方研修期間的研修費和住宿費及其他相關費用，以新臺幣收

取，各項收費標準如有變動應提前告知，並在協商同意後執行。 

六、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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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在甲方學習期間的研修費、住宿費、雜費等，歸甲方所有。 

2、 學生在乙方學習期間的學費、住宿費、雜費等，歸乙方所有。 

七、協商機制 

雙方得以不定期聯絡方式，協調在合作過程中相關事宜。 

八、約定書效期 

本約定書一式貳份，雙方各持壹份，具有同等效力，自雙方代表簽字之日

起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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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提前六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 

 

 

 

 

甲方：東吳大學               乙方：西北政法大學 

潘維大校長                           賈宇校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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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与东吴大学联合培养人才项目合作约

定书 

甲方：西北政法大学 

乙方：东吴大学 

为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达成如下协议： 

一、内容 

双方合作办学专业依托双方的教育资源和办学优势，采用联合

培养的方式，培养专业人才。 

二、培养模式 

采用「0.5+0.5+3」二校合作的培养模式，甲方学生在第 1 学年

第 2 学期赴乙方学习，修毕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学分后，乙

方应出具课程学习成绩证明和修读证明，甲方承认学生在乙方

学习的学分。学生最终获得甲方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

位证书。 

三、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 

各专业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由双方商定后执行。 

四、学生管理与服务 

1、甲方负责学生在甲方研修期间的学习生活管理。 

2、乙方负责学生在乙方期间的学习管理以及安排住宿等事宜，

协助学生适应学习与生活。 

3、甲、乙双方均有义务协助办理学生赴台学习的相关手续。 

4、甲方若拟选派带队老师至乙方协助学生辅导，人数以 1 名为

原则，该名教师机票、住宿与在台生活费等由甲方支付。 

五、收费 

1、学生在甲方就读期间，其学费应依甲方公告之收费标准收

取。 

2、学生在乙方研修期间，其研修费应依乙方公告之收费标准收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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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在乙方研修期间的研修费和住宿费及其他相关费用，以

新台币收取，各项收费标准如有变动应提前告知，并在协商

同意后执行。 

六、收益分配 

1、学生在甲方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杂费等，归甲方所

有。 

2、学生在乙方学习期间的研修费、住宿费、杂费等，归乙方

所有。 

七、协商机制 

双方得以不定期联络方式，协调在合作过程中相关事宜。 

八、约定书效期 

本约定书一式贰份，双方各持壹份，具有同等效力，自双方代

表签字之日起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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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提前六

个月以书面通知对方。 

 

 

 

 

甲方：西北政法大学              乙方：东吴大学 

贾宇校长                                潘维大校长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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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1 

東吳大學經費保留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各項經費之支用，於當年度 7月 31 日(含)前已發生債務關係或契約責任，但未及驗收完成者，

須填寫本表並檢附相關之請購(修)單、決標紀錄影本、合約書擇要影本等證明文件辦理經費保
留。 

二、案件序號：請依採購案一案一號逐案編列序號，其相關證明文件並依「案件序號」編列附件編
號。 

三、經費類別：請依「校內經費」、「補助經費」、「指定捐款」、「特種基金」、「研究計畫」、「教學卓越
計畫」、「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及「其他」類別填寫。 

四、「預算項目核定編號/經費項目/研究計畫編號及研究計畫名稱」依類別說明如下： 
    (一)校內經費：填寫預算系統之預算項目核定編號及專案計畫名稱，如：教育部私校獎補助計

畫、教育部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 

案件 

序號 
經費類別 

計畫預算項目核定編號/經費項目 

/研究計畫編號及研究計畫名稱 
預算細目/經費細目 

預算系統

案號 
保留金額 

      

      

      

      

      

      

合  計  

申請單位 

承辦人(分機) 計畫主持人/子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分項計畫主持人 一級主管 

預算統籌 

單    位 

 

 

 

承辦人（分機）：                 單位主管：                     一級主管： 

會 計 室 

第一組 第二組 一級主管 

經費登錄。 

合於規定。 

退回補正，說明： 

 

 

承辦人 

(分機)：           單位主管： 

經費登錄。 

合於規定。 

退回補正，說明： 

 

 

承辦人 

(分機)：           單位主管： 

 

校    長 

 



 

58 

 

 

 

    (二)補助經費：填寫補助單位及補助之內容，如：教育部-會計研討會補助經費。 
    (三)指定捐款：填寫捐款人及捐款性質。 
    (四)特種基金：填寫基金名稱及經費項目，如：胡筆江先生-出版費。 
    (五)研究計畫：填寫計畫編號及計畫名稱。 
    (六)教學卓越計畫：填寫子計畫編號及子計畫名稱。 
    (七)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填寫子計畫編號及子計畫名稱。 
    (八)其他：填寫經費性質(如：報名費收入、活動保證金、代收款...等)。 
五、預算系統案號：填寫登錄預算系統產生之案號，若經費使用之預算項目於預算系統無可登錄項

目，則不需註記案號資料。 
六、各項經費用印人員如下：(1)研究計畫者，請於承辦人、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及一級主管欄位

用印(2)卓越計畫者，請於承辦人、子計畫主持人及分項計畫主持人欄位用印(3)北一區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計畫者，請於承辦人、單位主管及一級主管欄位用印。 

七、本表陳校長同意後請送至會計室辦理帳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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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1 

東吳大學職員請假辦法修正條文對照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專任職員請假分下列十一種： 

一、事假：每考核年度（前一學年

之 6 月至當學年之 5 月止）累

計以 14 日為限。超出上述期限

之事假應按日扣除日薪。因其

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

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

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其

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 

二、病假：每考核年度累計以 30 日

為限。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

者，其治療、照護或休養期間

之病假，不列計年度考核。因

患重大傷病，得簽請校長核准

延長。延長期間以 2 年內合併

計算不得超過 1 年（含例假

日）。超出 30 日之病假及延長

病假，應按日扣除日薪之 2 分

之 1。女性職員因生理日致工

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1 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 3 日，

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請假日

數併入病假計算。 

三、婚假：10 日（不含例假日）。

因業務需要，婚假無法連續休

畢時，得依實際情形分次申請，

除因特殊事由經專案簽准者

外，應於結婚前 10 日或結婚後

3 個月內休畢。 

四、產假：女性職員分娩前後，應

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8 星

期；妊娠 3 個月以上流產者，

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流產假

第二條 

本校專任職員請假分下列十一種： 

一、事假：每考核年度（前一學年

之六月至當學年之五月止）累

計以十四日為限。超出上述期

限之事假應按日扣除日薪。因

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

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

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

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 

二、病假：每考核年度累計以三十

日為限。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

養者，其治療、照護或休養期

間之病假，不列計年度考核。

因患重大傷病，得簽請校長核

准延長。延長期間以二年內合

併計算不得超過一年（含例假

日）。超出三十日之病假及延

長病假，應按日扣除日薪之二

分之一。女性職員因生理日致

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

假一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

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請

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三、婚假：十日（不含例假日）。

因業務需要，婚假無法連續休

畢時，得依實際情形分次申請，

除因特殊事由經專案簽准者

外，應於結婚前一週或結婚後

一個月內休畢。 

四、產假：女性職員分娩前後，應

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

期；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者，

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流產假

一、依勞動條3字第

1040130870 號

令，修訂婚假請

假之申請期間。 

二、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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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4 星期；妊娠 2 個月以上未滿

3 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

作，給予流產假 1 星期；妊娠

未滿 2 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

止工作，給予流產假 5 日。產

假及流產假（含例假日）應一

次請畢，必要時得於產前申請

部分產假，並以 21 日為限，每

次請假應至少半日。 

五、產檢假：每次以半日計（不含

例假日）。  

六、陪產假：5 日（不含例假日），

應於配偶生產之當日及其前後

合計 15 日期間內，擇其中之 5

日申請。 

七、健檢假：每學年內以 2 次為限

（不含例假日）。 

八、喪假：因曾祖父母、祖父母、

外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死亡者 7 日；父母、養

父母、繼父母或配偶死亡者 21

日；配偶之父母、養父母、繼

父母死亡者 14 日；兄弟姐妹死

亡者 3 日；子女死亡者 7 日。

喪假（不含例假日）得於一年

內依民俗習慣分次申請。 

九、公傷假：因執行職務受傷必須

休養或治療，應簽請校長核准，

期限 2 年（含例假日）。 

十、公假：專任職員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給予公假： 

（一）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 

（二）參加學校各類代表隊赴校外

比賽。 

（三）赴校外從事觀摩、參訪或在

職訓練等。 

四星期；妊娠二個月以上未滿

三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

作，給予流產假一星期；妊娠

未滿二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

止工作，給予流產假五日。產

假及流產假（含例假日）應一

次請畢，必要時得於產前申請

部分產假，並以二十一日為限，

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 

五、產檢假：每次以半日計（不含

例假日）。  

六、陪產假：五日（不含例假日），

應於配偶生產之當日及其前後

合計十五日期間內，擇其中之

五日申請。 

七、健檢假：每學年內以二次為限

（不含例假日）。 

八、喪假：因曾祖父母、祖父母、

外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死亡者七日；父母、養

父母、繼父母或配偶死亡者二

十一日；配偶之父母、養父母、

繼父母死亡者十四日；兄弟姐

妹死亡者三日；子女死亡者七

日。喪假（不含例假日）得於

一年內依民俗習慣分次申請。 

九、公傷假：因執行職務受傷必須

休養或治療，應簽請校長核准，

期限二年（含例假日）。 

十、公假：專任職員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給予公假： 

（一）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 

（二）參加學校各類代表隊赴校外

比賽。 

（三）赴校外從事觀摩、參訪或在

職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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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四）經核准在職進修而外出上課。 

（五）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參

加與公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

動。 

（六）具原住民族身分之職員，遇

當年度該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十一、公差假：專任職員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給予公差假（含例

假日），並得依實際需要支領

差旅費： 

（一）因業務需要須對外洽商公務。 

（二）率領學校各類代表隊參加比

賽。 

（三）奉主管指派參加會議、交流、

巡視、慰問、訓練、講習等。 

前項所稱例假日指星期例假日

及國定假日。 

除申請事假或 3 天以下之病假

外，其餘假別之申請應檢附相關證

明。 

凡到職不滿 1 年者，依在職月

數比例計算事、病假日數。 

（四）經核准在職進修而外出上課。 

（五）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參

加與公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

動。 

（六）具原住民族身分之職員，遇

當年度該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十一、公差假：專任職員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給予公差假（含例

假日），並得依實際需要支領

差旅費： 

（一）因業務需要須對外洽商公務。 

（二）率領學校各類代表隊參加比

賽。 

（三）奉主管指派參加會議、交流、

巡視、慰問、訓練、講習等。 

前項所稱例假日指星期例假日

及國定假日。 

除申請事假或三天以下之病假

外，其餘假別之申請應檢附相關證

明。 

凡到職不滿 1 年者，依在職月

數比例計算事、病假日數。 

第六條 

職員應依本校規定之工作時間

到班，未按時出勤者，應辦理請假。 

請假須於事前提出申請，因故

無法提前申請時，應先向主管報備，

並於事後一週內(不含例假日)補辦

請假手續；未依規定完成請假簽核

程序者，以曠職論。 

前項所稱曠職以小時計算，未

滿 1 小時者以 1 小時計，累積滿 8

小時，以 1 日計；曠職者應依曠職

日(時)數扣薪。曠職連續達 7 日或

一學期內累計達 10 日者，由人事室

提報校長後，予以解聘。 

第六條 

請假須於事前提出申請，因故

無法提前申請時，須於事後一週內

補辦請假手續，逾期以曠職論。 

曠職者應依曠職天數扣除日

薪。 

曠職連續達七日或一學期內累

計達十日者，由人事室提報校長後，

予以解聘。 

修訂職員「曠職」之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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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2 
東吳大學職員請假辦法 

 
82年11月17日臨時行政會議通過 

85年12月4日行政會議修訂 

89年4月12日行政會議修訂 

90年10月3日行政會議修訂 

91年3月6日行政會議修訂 

94年10月5日行政會議修訂第二條 

97年4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第二條 

98年12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第八、九條 

101年3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第九條 

104年4月27日行政會議修正第二~九條 

 

第 一 條  本校職員之請假、休假，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專任職員請假分下列十一種： 

一、事假：每考核年度（前一學年之六月至當學年之五月止）累

計以十四日為限。超出上述期限之事假應按日扣除日

薪。因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

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其請假日

數併入事假計算。 

二、病假：每考核年度累計以三十日為限。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

養者，其治療、照護或休養期間之病假，不列計年度

考核。因患重大傷病，得簽請校長核准延長。延長期

間以二年內合併計算不得超過一年（含例假日）。超

出三十日之病假及延長病假，應按日扣除日薪之二分

之一。女性職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

生理假一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

算，其餘請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三、婚假：十日（不含例假日）。因業務需要，婚假無法連續休

畢時，得依實際情形分次申請，除因特殊事由經專案

簽准者外，應於結婚前一週或結婚後一個月內休畢。 

四、產假：女性職員分娩前後，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

期；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

流產假四星期；妊娠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流產者，

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流產假一星期；妊娠未滿二個

月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流產假五日。產假

及流產假（含例假日）應一次請畢，必要時得於產前

申請部分產假，並以二十一日為限，每次請假應至少

半日。 

五、產檢假：每次以半日計（不含例假日）。  

六、陪產假：五日（不含例假日），應於配偶生產之當日及其前

後合計十五日期間內，擇其中之五日申請。 

七、健檢假：每學年內以二次為限（不含例假日）。 

八、喪假：因曾祖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或外

file:///C:/Users/scu/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970409.doc
file:///C:/Users/scu/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97040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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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死亡者七日；父母、養父母、繼父母或配偶死

亡者二十一日；配偶之父母、養父母、繼父母死亡者

十四日；兄弟姐妹死亡者三日；子女死亡者七日。喪

假（不含例假日）得於一年內依民俗習慣分次申請。 

九、公傷假：因執行職務受傷必須休養或治療，應簽請校長核准，

期限二年（含例假日）。 

十、公假：專任職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 

（一）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 

（二）參加學校各類代表隊赴校外比賽。 

（三）赴校外從事觀摩、參訪或在職訓練等。 

（四）經核准在職進修而外出上課。 

（五）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參加與公務有關之各

項會議或活動。 

（六）具原住民族身分之職員，遇當年度該原住民族

歲時祭儀。 

十一、公差假：專任職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差假（含例

假日），並得依實際需要支領差旅費： 

（一）因業務需要須對外洽商公務。 

（二）率領學校各類代表隊參加比賽。 

（三）奉主管指派參加會議、交流、巡視、慰問、

訓練 

、講習等。 

前項所稱例假日指星期例假日及國定假日。 

除申請事假或三天以下之病假外，其餘假別之申請應檢附相關證

明。 

凡到職不滿一年者，依在職月數比例計算事、病假日數。 

第 三 條  申請延長病假或公傷假期滿仍不能銷假者，應依規定申請留職停

薪或依其服務年資辦理退休或資遣，並發給三個月全薪之醫藥補

助費。 

第 四 條  專任職員凡服務滿一年者，得休假五日；服務滿三年者，得休假

七日；服務滿五年者，得休假十日；逾此，每增加五年，各准增

加休假五日，總數以不超過二十日為限。 

第 五 條  凡本校專任職員離職後再返校服務者，其計算休假年資，應自其

新進之日重新起算；惟於離職後半年內續回本校服務者，不受此

限。 

第 六 條  請假須於事前提出申請，因故無法提前申請時，須於事後一週內

補辦請假手續，逾期以曠職論。 

曠職者應依曠職天數扣除日薪。 

曠職連續達七日或一學期內累計達十日者，由人事室提報校長後，

予以解聘。 

第 七 條  請（休）假一日以下者，由二級主管核准；逾一日者，由一級主

管核准。公差假應再經人事室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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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以一小時為單位；休假以半天為單位。 

第 八 條  請（休）假時應先商請其他同仁代理其職務。 

連續十日以上之產假、公傷假、延長病假，另由學校發給職務代

理人代理津貼，其金額另訂之。 

第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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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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1 

東吳大學計畫人員約用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計畫

分為以下三類： 

一、由教師擔任計畫

主持人接受校內外單位

補助或委託執行之計畫。 

二、由單位主管擔任

計畫主持人接受校內外

單位補助或委託執行之

計畫。 

三、由教師或單位主

管接受校內外單位補助

或委託執行之專案。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計畫

分為以下二類： 

一、由教師擔任計

畫主持人接受校內外單

位補助或委託執行之計

畫。 

二、由單位主管擔

任計畫主持人接受校內

外單位補助或委託執行

之計畫。 

修訂本辦法所稱計畫之

定義，以增加適用範圍。 

第七條 

在職或在學人員不

得擔任專任助理；若計畫

補助或委託單位未有設

限，且計畫執行確有需求

者，得聘任具碩、博士班

學生身分者擔任之。 

除教育部計畫外，本

校專任人員得擔任計畫

之兼任助理，惟應事先徵

得所屬主管同意，並避免

於專職上班時間從事計

畫工作。 

本校專任人員不得

兼任各計畫之臨時工。 

已擔任計畫人員者，

不得再擔任同一計畫之

其他類人員。 

第七條 

在職或在學人員不

得擔任專任助理。已擔任

計畫人員者，不得再擔任

同一計畫之其他類人員。 

 

計畫主持人約用本

校職員或助教擔任兼任

助理人員，應事先徵得其

主管同意。 

1. 修訂擔任專任助理之

規範，以增加進用彈

性。 

2. 調整專任人員擔任計

畫兼任助理之規定： 

(1)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

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第6條第4款

之規定，受補助機

關之人員不得支領

工作費，故本校專

任人員不得擔任教

育部計畫之兼任助

理。 

(2) 本校專任人員得擔

任兼任助理，但應

避免於專職上班時

間從事計畫工作。 

3. 依本辦法第4條第1項

第4款之規定，臨時工

係為無專職工作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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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增訂本校專任人員不

得擔任之。 

第九條 

專任研究及教學人

員工作酬金應於計畫補

助或委託單位核定經費

額度內，參照本校教師薪

資標準辦理；如工作酬金

業經計畫補助或委託單

位明確核定金額者，不在

此限。 

專任研究及教學人

員得比照本校教師相關

規定採計年資提敘薪級

及辦理晉薪。 

第九條 

專任研究及教學人

員工作酬金應於計畫補

助或委託單位核定經費

額度內，參照本校教師薪

資標準辦理。 

專任研究及教學人

員得比照本校教師相關

規定採計年資提敘薪級

及辦理晉薪。 

調整專任研究及教學人

員工作酬金之限制，以增

加計畫補助經費使用彈

性及計畫執行率。 

第十條 

專任助理工作酬金

應於計畫補助或委託單

位核定經費額度內，參照

本校組員薪資標準辦理；

如工作酬金業經計畫補

助或委託單位明確核定

金額者，不在此限。 

專任研究助理如具

有擔任校內外學術研究

計畫之專任研究助理年

資，得累計每滿一年提敘

一級薪級；擔任本校專任

研究助理後連續服務滿

一年得晉薪一級。 

專任行政助理得比

照本校職員相關規定採

計年資提敘薪級及辦理

晉薪。 

第十條 

專任助理工作酬金

應於計畫補助或委託單

位核定經費額度內，參照

本校組員薪資標準辦理。 

專任研究助理如具

有擔任校內外學術研究

計畫之專任研究助理年

資，得累計每滿一年提敘

一級薪級；擔任本校專任

研究助理後連續服務滿

一年得晉薪一級。 

專任行政助理得比

照本校職員相關規定採

計年資提敘薪級及辦理

晉薪。 

調整專任助理工作酬金

之限制，以增加計畫補助

經費使用彈性及計畫執

行率。 

第十七條 

專任計畫人員具有

第十七條 

專任計畫人員具有

依「東吳大學約用人員工

作規則」第32條第2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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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教師資格者，於上班時間

內，經其主管同意，得在

本校兼課每週以四小時

為限。 

專任研究人員及教

學人員得在他校或機關

兼課，每週以四小時為

限，須事先由他校或機關

行文本校徵得同意或自

行報准。 

教師資格者，於上班時

間內，經其主管同意，

得在本校兼課每週以四

小時為限。 

規定，增訂專任研究人員

及教學人員校外兼課之

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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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2 

東吳大學計畫人員約用辦法 

104 年 6 月 8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5 年 2 月 1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1、3~24 條 

105 年 4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2~4、9、10 及 23 條 

 

第  一  條  為使本校各類計畫人員之約用有所依據，特訂定「東吳大學計畫

人員約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計畫分為以下二類： 

一、由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接受校內外單位補助或委託執行之計

畫。 

二、由單位主管擔任計畫主持人接受校內外單位補助或委託執行

之計畫。 

第  三  條  為執行計畫得約用之計畫人員類別如下： 

一、專任研究人員：指全時間從事計畫研究工作之人員。分為博

士後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及研究員。 

二、專任教學人員：指全時間從事計畫教學工作之人員。分為約

聘講師、約聘助理教授、約聘副教授及約聘教授。 

三、專任助理：指全時間從事計畫工作之助理人員，依工作類型

分為研究助理及行政助理。協助處理研究事務者為研究助理；

協助處理行政事務者為行政助理。 

四、兼任助理：指以部份時間從事計畫工作之助理人員。分為大

專學生、碩士班研究生、博士班研究生、講師級、助教級等

級別。 

五、臨時工：指臨時或短期從事計畫工作之助理人員。 

除前項之類別外，依校外單位補助或委託執行計畫之規定，需以

特定職稱約用者，得依計畫核定之職稱進行約用。 

第  四  條  計畫人員約用資格如下： 

一、專任研究人員： 

（一）博士後研究員：具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者。 

（二）助理研究員：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

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副研究員：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

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四年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

果或專門著作者。 

（四）研究員：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

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八年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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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專門著作者。 

二、專任教學人員： 

（一）約聘講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教育部核頒講師證書者。 

2.具有國內外大學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二）約聘助理教授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教育部核頒助理教授證書者。 

2.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三）約聘副教授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教育部核頒副教授證書者。 

2.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職

業或職務四年以上者。 

（四）約聘教授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教育部核頒教授證書者。 

2.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職

業或職務八年以上者。 

三、助理人員： 

（一）專任助理：具有大學以上或同等學歷證書者。 

（二）兼任助理：與計畫性質相關學系之學生、講師、助教或相

當級職之人員。 

四、臨時工：無專職工作，符合計畫主持人執行計畫所需資格者。 

依第三條第二項所約用之計畫人員，其約用資格應符合校外單位

補助或委託執行計畫之規定。 

第  五  條  計畫人員約用程序如下： 

一、計畫主持人應於專任計畫人員到職前完成約用程序，約用完

成後始得開始工作並支薪。 

二、計畫主持人應於兼任助理及臨時工工作期間，為其辦理勞保

加保作業；計畫補助或委託單位已明訂必須另行辦理約用

之行政程序者，計畫主持人應於兼任助理及臨時工到職前

完成「兼任助理及臨時工約用申請表」之約用程序，並應與

其簽署勞動契約。 

第  六  條  計畫主持人因執行計畫需要調整兼任助理及臨時工類別時，得

逕行調整。 

第  七  條  在職或在學人員不得擔任專任助理。已擔任計畫人員者，不得再

擔任同一計畫之其他類人員。 

計畫主持人約用本校職員或助教擔任兼任助理人員，應事先徵

得其主管同意。 

第  八  條  計畫主持人應迴避進用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或四親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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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血親、三親等以內姻親為計畫人員。 

第  九  條  專任研究及教學人員工作酬金應於計畫補助或委託單位核定經

費額度內， 

參照本校教師薪資標準辦理。 

專任研究及教學人員得比照本校教師相關規定採計年資提敘薪

級及辦理晉薪。 

第  十  條  專任助理工作酬金應於計畫補助或委託單位核定經費額度內，

參照本校組員薪資標準辦理。 

專任研究助理如具有擔任校內外學術研究計畫之專任研究助理

年資，得累計每滿一年提敘一級薪級；擔任本校專任研究助理後

連續服務滿一年得晉薪一級。 

專任行政助理得比照本校職員相關規定採計年資提敘薪級及辦

理晉薪。 

第 十一 條  兼任助理每月支領之工作酬金，除計畫補助或委託單位已核定標

準外，不得超過「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人員工作酬

金支給標準表」所規定之上限，但不得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

工作時數之金額。 

同時擔任科技部多項計畫之兼任助理，每月支領工作酬金總額

不得超過「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

給標準表」之規定。 

第 十二 條  臨時工按時或按日支給臨時工資，惟時薪標準不得低於基本時薪，

並以基本時薪之 2倍為上限。日薪以每日 8小時為限。 

第 十三 條  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約用學生擔任兼任助理，並以該研究計

畫之研究成果作為學生之畢業論文或學生所修習課程及專題報

告之一部份者，得經計畫主持人及學生雙方同意簽署同意書後

擔任學習型學生助理。 

計畫主持人約用校外學生擔任兼任助理，經學生就讀之大專校院

認定屬學習範疇者，始得約用其為學習型學生助理。 

主管機關勞動檢查時，計畫主持人應提供學習型學生助理之佐證

資料及說明。勞動檢查未過而產生之罰鍰，應由計畫主持人自行

負擔。 

學習型學生助理之工作酬金以研究津貼名目發給，不投保勞保及

提撥勞工退休金。 

第 十四 條  專任計畫人員工作酬金撥付日期為當月 25日。 

兼任助理及臨時工工作酬金撥付日期為次月 25 日。計畫主持人

應依人事室每學年公告之時程，完成兼任助理及臨時工每月工

作酬金之簽核及憑證審查，俾如期將工作酬金匯入個人郵局帳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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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  專任計畫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除依各補助或委託單位核定標準外，

應按其當年度十二月之工作酬金標準及當年度於該計畫服務月

數發給至多一個半月數額之年終工作獎金。 

專任計畫人員當年度如有記過、曠職紀錄或考核丙等者，應依本

校教師職工年終工作獎金發放原則之規定減發或停發年終工作

獎金。 

第 十六 條  專任研究及教學人員之出勤及請假由計畫主持人自行管理；請假

之類別及天數比照本校教師之規定。 

助理人員之出勤及請假，除專任助理比照本校職員之規定辦理外，

兼任助理及臨時工由計畫主持人自行管理。 

第 十七 條  專任計畫人員具有教師資格者，於上班時間內，經其主管同意，

得在本校兼課每週以四小時為限。 

第 十八 條  計畫人員之獎懲，比照本校職員之規定辦理。 

第 十九 條  專任計畫人員對本校有關其不當處分或措施，有損害其個人權益

時，得比照職員申訴之規定辦理。 

兼任助理及臨時工之爭議處理應由計畫主持人或工作單位與其

先行溝通調解，處理未果再向本校「兼任計畫人員協調委員會」

提出協調申請。 

第 二十 條  計畫人員之考核，除專任行政助理比照本校職員之規定辦理外，

其餘人員由計畫主持人自行管理。 

專任行政助理之考核結果，應作為續聘及年度晉薪之依據。考核

獎金由人事室統籌編列預算支應。 

第二十一條  專任計畫人員比照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參加團體保險，團體保險經

費由人事室統籌編列預算支應。 

第二十二條  約用計畫人員所衍生之資遣費，除由計畫經費支應外，應由計畫

管理費或學校配合款之統籌單位編列預算支應。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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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3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民國 102年 08月 02日修正 

第一章 總則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加強財務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部補助及委辦各機關學校團體之經費核撥結報，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依

本要點辦理。 

三、本要點所稱補助、委辦之定義如下： 

（一）補助：指本部依所定之預算計畫對中央各機關、學校、所管基金、地方

政府、國內外團體或個人，提供經費支援，其分為下列二類： 

１、全額補助：就申請單位所提計畫經費予以全部補助。 

２、部分補助： 

（１）就申請單位所提計畫經費予以某一比率之補助。 

（２）就申請單位所提計畫經費之指定項目予以全部或某一比率之補助。 

（二）委辦：指本部處理一般公務或特定工作所需委託其他政府、機關、學校、

團體或個人等，辦理屬於本部法定職掌之相關業務。 

 

第二章 計畫申請、研擬及核定 

四、各項計畫之申請、研擬及核定，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計畫申請或研擬： 

１、各計畫申請或研擬單位應事先擬訂工作計畫、進度及計畫項目經費申

請表（格式請參考附件一之一、一之二），並檢附相關文件送本部辦理，

所送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如未經承辦單位、主（會）計單位及機關學

校首長或團體負責人簽章者，本部得不予受理。 

２、各申請單位所提計畫（不含委託研究計畫）經費之編列，應依本部補助

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附件二）規定辦理。 

３、申請補助計畫，下列經費不予補助： 

（１）人事費。但因特殊需要，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２）內部場地使用費。但內部場地有對外收費，且供辦理計畫使用者，

不在此限。 

（３）行政管理費：包括機關、學校或團體內部之水電費、電話費、燃料

費及設備維護等費用。但因配合本部政策需要者，不在此限。 

４、委辦計畫經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採購程序者，研擬方式如下： 

（１）契約之訂定：應訂定契約以確立權利義務。但執行期間在一週以內，

並為本部所轄之機關學校者，得不訂定契約，改以公文替代，以簡

化行政作業程序。 

（２）重提經費明細表：應重提經費明細表作為契約之一部分；其經費之

編列應與原招標公告內容相符且不違反採購公平原則，並於政府相

關法令規定之基準範圍內編列及執行。 

（３）追加減帳之約定：採購案得視實際需要於契約或公文內為追加減帳

之約定，有關未執行或因業務量增減項目之經費，應以追加減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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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５、委辦計畫採行政協助方式辦理者，應訂定協議書，確立雙方權利義務。 

６、委辦計畫採行政指示辦理者，應於計畫書或公文內載明雙方權利義務

關係。 

（二）計畫核定： 

１、補助計畫： 

（１）本部應通知受補助單位（計畫項目經費核定表格式請參考附件一之

一），並於核定公文中敘明「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教育部核定

（全額或部分）補助經費」；補助直轄市、準用直轄市規定之縣及

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經費者，並應敘明納入地方預

算或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 

（２）補助計畫經核定為部分補助者，除具特殊原因經本部同意者外，不

得變更為全額補助，且不得以變更為全額補助為由要求增列經費。 

２、委辦計畫：本部應通知受委辦單位（計畫項目經費核定表格式請參考

附件一之二），並於核定公文中敘明「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第三章 計畫經費撥付 

五、各計畫執行單位應儘速依下列規定，檢附領據送本部辦理撥款： 

（一）受補助之地方政府請款時，其經費如屬需納入預算辦理者，應出具納入

預算證明。但已成立附屬單位預算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得免附之。 

（二）經費撥付原則： 

１、訂有契約者，依契約議定方式辦理。 

２、以個別計畫之單一執行機關、學校或團體為計算單位： 

（１）金額於新臺幣四百萬元以下者：得一次全數撥付。 

（２）金額超過新臺幣四百萬元至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者：分二期按計畫

核定總額之百分之六十及百分之四十撥付。 

（３）金額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者：分三期按計畫之百分之四十、百分之

三十及百分之三十撥付。但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者，得視實際狀況

酌予調整。 

（４）計畫經核定後，先行請撥第一期經費，已撥經費執行率達百分之七

十以上時，得請撥次一期所需經費。請撥次一期經費時，應檢附「教

育部補助（委辦）經費請撥單」（附表一）。 

（三）各機關、學校或團體請撥經費之請款領據，應載明下列事項： 

１、領據應由機關學校首長或團體負責人、主辦會計、出納或經辦人簽名

或蓋章。 

２、受款人除地方政府、公私立大專校院及部屬館所外，應註明指定匯入

款項之金融機構（含分行別）名稱與代號、戶名（應與受款人相同）

及帳號。 

（四）各機關、學校或團體收到本部撥付之各項補助或委辦經費時，如依本部

規定須轉撥經費至其他執行單位者，應配合計畫執行進度儘速轉撥，倘

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本部得依情節輕重，酌減嗣後補助金額或停止補

助一年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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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經費支用 

六、計畫經費之支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費核銷應以計畫執行期間內所發生支出為原則。但於計畫期程前、後

一個月內所發生與計畫相關之必要支出，且該項支出無需辦理經費流用

者，得敘明原因，循其內部行政程序辦理。 

（二）經費支用不合法令或契約約定者，本部應予收回，並得視情節輕重予以

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三）本部人員除實際擔任授課講座，得依內聘講座標準支領鐘點費外，不得

支領任何酬勞及差旅費。 

（四）補助計畫之業務推動屬受補助機關、學校或團體本職工作，其人員除實

際擔任授課者，得依規定支領講座鐘點費外，不得支領出席費、稿費、

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

勞。但有延長工作時間者，得由本機關年度經費核實支領加班費。 

（五）各大專校院之科技計畫、邁向頂尖大學等專案計畫中屬研究性質者，或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列管之計畫，其出席費、稿費、審查費、計

程車資、國內出差旅費、講座鐘點費及購買郵政禮券等項目支出，得另

依本部一百零二年一月九日臺教會（三）字第一○二○○○六二一六號

函之補充說明及行政院一百零一年十月八日院臺科字第一○一○○五

八一○七號函，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附件三）。所稱「彈性經費」

之額度，係以核定計畫總額百分之二核計，且不超過新臺幣二萬五千元。

計畫執行中如有核定追（加）減經費者，彈性經費額度不予調整。 

（六）本部計畫款項之支用，除零用金限額以下之小額付款得由相關人員墊付

外，其餘均應逕付受款人，不得由計畫主持人或機關人員代領轉付，若

有特殊情況，須先行預借或墊付者，應循內部行政程序簽准後辦理。 

七、執行計畫涉及設備之採購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補助計畫：本部補助各機關、學校或團體經費所採購之設備，應於設備

上以標籤註記「教育部補助」字樣，並在財產帳上列明，備供查核。 

（二）委辦計畫： 

１、本部委辦各機關、學校或團體經費所採購之設備，屬本部財產，應列

入本部財產帳。委辦契約內應約定受委辦單位為財產代管單位，並於設

備採購完竣後，編製採購清冊詳列財產明細，送本部辦理財產產籍登

記。 

２、計畫結束後，受委辦單位如需繼續使用設備，本部得視實際狀況依相

關規定辦理贈與或移撥受委辦單位或另定財產代管契約。 

 

第五章 計畫經費之流用及勻支 

八、計畫經費之流用及勻支，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人事費除經本部同意或因政策調薪、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不敷使

用者外，不得流入。 

（二）行政管理費除經本部同意者外，不得流入。 

（三）資本門經費不得流用至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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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常門經費流用至資本門： 

１、非跨年度計畫：得由各機關、學校或團體循其內部行政程序先行辦理，

並於經費流用當年度結束前，檢附「教育部補助（委辦）計畫經常門

經費流用至資本門報告表」（附表二之一），將流用情形報本部備查。 

２、跨年度計畫：報經本部同意後，得辦理經費流用。 

３、原編列購置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之資本門項目，

如實際執行支出未達新臺幣一萬元者，仍視為資本門經費。 

（五）除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外，各計畫一級用途別項目流入未超過百分之二

十，流出未超過百分之三十者，由各機關、學校或團體循其內部行政程

序自行辦理；逾上開比例者，仍應報本部同意後辦理。 

（六）各機關、學校或團體向本部申請經費流用時，應檢附「教育部補助（委

辦）計畫經費流用申請表」（附表二之二）。 

（七）指定項目補助計畫新增本部原未核定二級用途別項目，應檢送「教育部

補助（委辦）計畫經費調整對照表」（附表三）報本部辦理。 

（八）除前款及原計畫已有規定者外，各計畫二級用途別項目間互相勻支，得

循執行單位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第六章 計畫預算規模變更 

九、因業務實際執行需要，須變更計畫預算規模者，應檢送「教育部補助（委辦）

計畫經費調整對照表」（附表三）報本部辦理。 

 

第七章 計畫產生收入及結餘款繳回 

十、各機關、學校或團體因執行本部計畫，除利息收入免予繳回外，所產生之下

列收入，應全數或按原補助比率繳回本部： 

（一）研發成果收入。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廠商違約金收入及其他衍生收入。但已實施校務基金學校與實施國立社

教機構作業基金館所及已成立附屬單位預算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得免繳

回，以納入基金方式處理。 

十一、計畫經費之結餘款，除委辦計畫經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採購程序者應依契約

約定，及未執行項目之經費，仍應全數或按原補助比率繳回外，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實施校務基金學校與實施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館所，及已成立附屬單

位預算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計畫執行結果如有結餘，以納入基金方式處

理為原則。 

（二）除前款以外之學校與館所及其他機關團體： 

１、補助計畫： 

（１）全額補助：計畫結餘款全數繳回。 

（２）部分補助：計畫結餘款按本部核定補助金額占核定計畫總額之比率

繳回。 

（３）地方政府補助計畫之結餘款未超過十萬元者，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無需繳回。 

２、委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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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採購程序者：契約未約定者，以不繳回為原則。 

（２）依行政程序法採行政協助或行政指示方式辦理者：計畫結餘款應全

數繳回。 

 

第八章 計畫結報 

十二、計畫之結報，除委辦計畫經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採購程序者，得免辦理外，

至遲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依下列情形檢附相關資料辦

理結報事宜： 

（一）經本部報經審計部同意原始憑證留存執行單位保管者：成果報告、本部

計畫項目經費核定文件、本部經費收支結算表（附表四之一、附表四之

二、附表四之三）及應繳回之計畫款項。 

（二）未經本部報經審計部同意原始憑證留存執行單位保管者：除依前款規定

外，並應檢附原始憑證。 

 

第九章 計畫憑證之保存管理及銷毀 

十三、計畫憑證之保存管理及銷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憑證之保存及管理應依會計法相關規定辦理，除受補助地方政府已納入

預算辦理之經費外，原始憑證應專冊裝訂。 

（二）經本部報經審計部同意得留存團體之原始憑證，其銷毀應依會計法規定

辦理，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本部。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

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本部。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

者，本部得依情節輕重，酌減嗣後補助金額或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第十章 附則 

十四、會計年度終了後，各計畫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契約責任，得依規定檢

附契約或證明文件並敘明保留原因，於次年一月五日前函報本部，經轉陳

行政院核定後，始得轉入下年度繼續處理。 

十五、各計畫執行單位對於本部核撥之經費，應加強收支管理作業及建立積極有

效之管控機制，本部並得派員抽查辦理情形。 

十六、本部所屬機關補助或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77 

 

 

 

第七案附件 4 

東吳大學約用人員工作規則 
104 年 11 月 9 日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核備第 1~6、8~10、 

13~16、18、20、23~24、26~28、30~36 條 

105 年 3 月 28 日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核備第 7、11、17、 

20、25、29 條 

105 年 5 月 5 日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核備第 12、19、21~22 條 

106 年 1 月 24 日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核備第 3、6、32 條 

106 年 3 月 16 日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核備第 16、18 條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校為規範勞雇雙方之權利與義務，健全管理制度，爰依據勞動

基準法第七十條規定，訂定本工作規則。 

第 二 條  本校約用人員之權利義務，除法令、勞動契約及本校規章另有規

定外，悉依本工作規則行之。 

       本校所僱用之部分時間工作人員，其權利義務除依勞動部公布之

「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外，亦應遵守勞動契約

及本規則之相關規定。 

第 三 條  本規則所稱約用人員，係指本校編制內專任職員及所有工友外，

與本校訂立勞動契約，適用勞動基準法受僱於本校從事工作獲得

工資之員工。 

 

第二章 受聘與解聘 

第 四 條  約用人員之聘任及應具備條件，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前述人員

經本校錄用後應依相關規定繳驗下列文件： 

一、本校所定履歷資料表。 

二、繳驗有關證件及國民身分證正本（核對後發還）。 

三、其他本校要求之文件。 

第 五 條  本校因業務需要，進用約用人員時，應與其簽訂定期契約或不定

期契約，契約內容得以書面或口頭訂定之。 

前項定期契約及不定期契約，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認定之。 

第 六 條  本校得與新進人員約定試用，試用期間以 3個月為原則，必要時

得由單位主管敘明理由，簽請延長試用期間。 

試用期間內，不能勝任工作或試用不合格者，本校得隨時終止試

用，並依本規則第 7、8條、勞動基準法第 16、17條及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 12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試用期間之工資發給，以開始試用至停止試用日為止。 

第 七 條  約用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校得預告終止契約： 

一、歇業或轉讓時。 

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約用人員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

安置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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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約用人員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第 八 條  約用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得不經預告終止契約： 

一、於訂立勞動契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本校誤信而有受損害

之虞。 

二、對於本校各級主管，主管家屬或其他員工及其家屬，實施暴

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 

三、違反勞動契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 

四、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

金。 

五、故意損耗儀器設備或其他本校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本校學

術、研究及校務上之秘密致本校受有損害。 

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曠職達六日者。 

第 九 條  約用人員在產假期間或職業災害期間，本校不得單方終止契約；

但本校因不可抗力之原因無法繼續僱用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後資遣，並依相關法令發給資遣費。 

第 十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不發給資遣費，約用人員亦不得請求之： 

一、依本規則第八條或勞動基準法第十五條之規定終止聘僱關係

者。 

二、自請離職核准者。 

三、定期契約期滿而離職者。 

第 十一 條  依本規則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終止勞動契約時預告期間如下： 

              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約用人員因契約期滿或經奉准離職後，應於離職前依本校規定辦

理業務移交程序，並依本校規定辦理離職相關手續。 

第 十二 條  本校因行政業務需要，在不違背勞動契約、對約用人員工資及其

他勞動條件不作不利之變更、調動後之工作為約用人員體能及技

術可以勝任、同時考量約用人員及其家庭生活利益之前題下，得

依其體能、學歷背景及專長調整職務。調動工作地點過遠，本校

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約用人員接受調任後，應於指定日期就任新職，並辦妥業務移交

手續。 

 

第三章 薪資 

第 十三 條  約用人員之薪資依契約之約定發給，且不低於中央主管機關所核

定之基本工資，並均自到職日起支，至離職日停支。 

第 十四 條  約用人員薪資計算方法，依需要得採計時制、計日制及計月制。 

第 十五 條  約用人員之薪資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依契約約定之核發時間

及給付方式支給。 

 

第四章 工作時間、請假、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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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六 條  約用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 8小時為原則，每週正常總工時為

40小時，但上、下班時間，本校得依業務需要並經約用人員同意

而調整之。 

前項工作時間，因事、病或因公外出等請假，應依本校相關規定

先行辦理請假手續。 

第 十七 條  本校基於業務需要約用人員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得延長工作時間（以下簡稱加班）。正常工作

日至多四小時，假日至多八小時，每月以四十六小時為限。 

約用人員加班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給付延長工時之酬

金，約用人員得於延長工時後選擇補休。 

第 十八 條  約用人員每 7日中應有 2日之休息，其中 1日為例假，1 日為休

息日。 

約用人員於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前開休假日，經勞資協商同

意後得依政府機關當年公告辦公日曆表，將勞動基準法所定紀念

日、節日及放假日調移於工作日。 

第 十九 條  約用人員給假分為事假、病假、婚假、產假、產檢假、陪產假、

健檢假、喪假、公傷假、公假及公差假，詳如「約用人員給假一

覽表」。 

第 二十 條  約用人員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一定期間者，每年依勞動基準法第三

十八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特別休假日期應與單位人員及主管協

調後排定之。 

 

第五章 考核及獎懲 

第二十一條  約用人員之考核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約用人員之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嘉獎三次作為記功一次，

記功三次作為記大功一次；約用人員之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

過，申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記過三次作為記大過一次。獎懲標

準如下：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給予嘉獎： 

(一)維護校園安全，有具體貢獻。 

(二)辦理重要活動，圓滿成功。 

(三)代表學校參加各類競賽，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為校爭

光。 

(四)對於主辦業務有優異表現，或提供創新方案經採行確具

成效。 

(五)服務態度良好，屢獲好評。 

(六)公餘參與社會公益服務，犧牲奉獻。 

(七)其他相當於前述各款情事。 

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給予記功： 

(一)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變故之發生，使學校免受損失。 

(二)執行學校另行交付之重大任務，圓滿成功，增進學校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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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或權益。 

(三)針對主辦業務，予以革新，有重大成效。 

(四)其他相當於前述各款情事。 

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給予記大功： 

(一)冒險搶救重大災害，使學校免遭嚴重破壞。 

(二)主動爭取辦理重大任務，圓滿成功，增進學校榮譽或權

益。 

(三)承辦大型重要活動，圓滿成功，提昇國家形象及增進學

校榮譽。 

(四)針對校務，提供具體革新建議，經採行後，有重大成效。 

(五)其他相當於上述各款情事。 

四、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給予申誡： 

(一)督導不週、處理業務失當或支援校務工作失職。 

(二)違反性別平等、智慧財產權或個人資料保護等相關法令。 

(三)工作怠慢或對交辦任務無故延誤。 

(四)行為不檢有違公序良俗。 

(五)擅代他人或指使他人代行簽核等情事。 

(六)服務態度不佳，屢遭致批評。 

(七)值勤無故不到或擅離職守。 

(八)未依規定辦理業務移交。 

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給予記過： 

(一)前條所列各情形之再犯或情節嚴重。 

(二)管理不善或怠忽職責使學校遭受損失。 

(三)有謊報或偽造或竊用行為。 

(四)洩漏職務上之機密。 

(五)無正當理由，公然違抗主管命令。 

(六)涉性騷擾事件，經查證屬實。 

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給予記大過： 

(一)前條所列各情形之再犯或情節嚴重。 

(二)貪污瀆職、營私舞弊、挪用公款。 

(三)明知所屬人員舞弊，而刻意隱瞞、庇護。 

(四)誣告或暴力脅迫同事、長官。 

(五)在校內鬥毆或酗酒滋事。 

(六)涉性侵害事件，經查證屬實。 

記功或記過以下之獎懲，由各單位主管填具獎懲建議表依行政程

序簽核；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獎懲，須經職工評審委員會審議，

並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通過為決議。 

同一考核年度之獎懲得相互抵銷，但紀錄仍予保留。獎懲紀錄得

作為年度服務成績考核之計分項目。 

 

第六章 職業災害補償與撫卹 

第二十三條  約用人員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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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

令規定，已由本校支付費用補償者，本校得予以抵充之： 

一、約用人員受傷或罹患職業病時，本校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

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二、約用人員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本校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

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

審定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本條第三款之殘廢給付標準

者，本校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

補償責任。 

三、約用人員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

存殘廢者，本校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

補償。殘廢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四、約用人員遭遇職業災害或罹患職業病而死亡時，本校除給與

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

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姐妹。 

本校依前項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

賠償金額。 

第二十四條  前條之受領補償權，自得受領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受領補償之權利，不因約用人員離職而受影響，且不得讓與、抵

銷扣押或擔保。 

第二十五條  約用人員非因職業災害死亡時，依本校教職員工喪葬補助辦法辦

理撫卹。 

 

第七章 退休與資遣 

第二十六條  約用人員之退休年齡認定，依戶籍記載自出生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七條  約用人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退休。 

一、服務十五年以上，並年滿五十五歲者。 

二、服務滿二十五年者。 

三、服務十年以上，並年滿六十歲者。 

第二十八條  約用人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命令退休，其本人不得請求

延長：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因身體殘廢或心神喪失，致不能工作者。 

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退休者，應檢附公立醫院之證明。 

第二十九條  約用人員發生退休、資遣事實時，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 

 

第八章 福利措施與安全衛生 



 

82 

 

 

 

第 三十 條  約用人員福利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  本校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法令，辦理安全衛生工作，本校約用

人員應遵照相關規定配合辦理。 

 

第九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  約用人員於工作時間內不得在校外兼職。 

計畫專任研究人員及教學人員得在他校或機關兼課，並以每週 4

小時為限，且須事先由他校或機關行文本校徵得同意或自行報准。 

第三十三條  約用人員之性騷擾申訴依本校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及申訴、

懲處要點等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約用人員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等相關規定。 

約用人員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

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第三十五條  本校基於工作需要，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

用約用人員之個人資料。 

約用人員應依同法之規定妥善處理業務相關之個人資料。 

第三十六條  本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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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服務傑出職工獎勵辦法  修正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各級單位主管辦理推

薦作業時，應填具「服務傑

出職工推薦表」並敘明符合

推薦資格之具體事蹟（至多

5 頁為限，附件或佐證資料

至多 10 頁），於十月底前

送人事室；職工評審委員會

應於十二月底前完成評選

並報請校長核定後，於年終

餐敘時公開頒獎表揚。獲評

選為服務傑出職工者，頒給

獎座及獎金三萬元。 

 

第五條 

各級單位主管辦理推

薦作業時，應填具「服務傑

出職工推薦表」，於十月底

前送人事室；職工評審委員

會應於十二月底前完成選

拔並報請校長核定後，於年

終餐敘時公開頒獎表揚。獲

評選為服務傑出職工者，頒

給獎座及獎金三萬元。 

明訂推薦資料之頁數限

制。 

第六條 

人事室依前條規定召

開職工評審委員會辦理評

選前，應將推薦表等書面資

料以密件函送委員先行審

閱。 

職工評審委員會進行

評選時，應就每一位被推薦

人進行投票，並以獲得過半

數委員同意為通過；如獲得

過半數委員同意之人數高

於第 4 條第 1 項各款所訂名

額時，應進行第二階段評

選，由委員就第一階段同意

之人選再進行優先順序之

投票，並以最優先符合名額

之人選為獲選之服務傑出

職工。 

前項各階段對被推薦

人進行投票時，其推薦人擔

任職工評審委員會委員者，

應迴避參與該被推薦人之

投票。 

 

 1. 新增條文 

2. 為利與會委員詳閱

候選人之推薦資料，

建議應於召開會議

前以密件資料提供

委員參考。 

3. 明訂職工評審委員

會評選服務傑出職

工之進行方式及迴

避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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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得獎人應由人事室安

排於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或

研習活動中，分享工作經驗

或專業知能。 

 

第六條 

得獎人應由人事室安

排於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或

研習活動中，分享工作經驗

或專業知能。 

條次變更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後，報請校長發布實施，

修訂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後，報請校長發布實施，

修訂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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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服務傑出職工獎勵辦法 

 

103年3月24日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6月08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獎勵服務傑出職工，提升行政效能與服務品質，特訂定「東

吳大學服務傑出職工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職員及工友、約聘職員及工友、專

任行政助理。 

第 三 條  職工連續服務滿三年以上、具備以下資格之一並有具體事蹟

者，得由所屬單位主管或其他各級單位主管推薦參加服務傑出

職工選拔。 

一、在本職專業上有傑出表現。 

二、極具服務熱忱，樂於為校犧牲奉獻。 

三、主動對外爭取資源，對學校有具體重大貢獻。 

四、其他特殊傑出事蹟，足資表率。 

第 四 條  服務傑出職工獎勵名額分配如下： 

一、二級主管：1名。 

二、工友：1名。 

三、其他職員及專任行政助理：6名。 

服務傑出職工由本校職工評審委員會辦理評選。已獲獎勵之職

工，三年內不再受理評選。 

第 五 條  各級單位主管辦理推薦作業時，應填具「服務傑出職工推薦

表」，於十月底前送人事室；職工評審委員會應於十二月底前

完成選拔並報請校長核定後，於年終餐敘時公開頒獎表揚。獲

評選為服務傑出職工者，頒給獎座及獎金三萬元。 

第 六 條  得獎人應由人事室安排於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或研習活動中，分

享工作經驗或專業知能。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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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 3 

各單位建議之參採說明 
106.6 

序號 意見 參採說明 

1 兩岸事務中心王玉梅主任： 

1. 建議審視職工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範之委

員組成是否有修訂必要。 

2. 建議職工評審委員會審議時，臚列歷年獲選名

單，提供委員參考。 

1. 已另納入修訂職工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之參考。 

2. 擬於委會會開會時提供近三年

獲選名單供參。 

2 研究事務組謝明秀組長： 

1. 建議｢具體事蹟｣之頁數可參考｢科技部傑出研

究獎｣至多 5 頁為限，附件或佐證資料至多 10

頁。 

2. 如｢被推薦人｣及｢推薦人｣為擔任職工評審委

員會委員，進行討論及投票時皆應迴避，以示

超然之立場。 

1. 已參採將文字納入修訂辦法中。 

2. 被推薦人如同時擔任職工評審

委員，屬當然迴避對象，應無須

於辦法中註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