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 106 學年度第 5 次(106 年 10 月 16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6 年 10 月 30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6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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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院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董保城副校長、詹乾隆教務長、
蕭宏宜學務長、阮金祥總務長、王志傑研發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胡凱傑學術交流長、
人社會學院黃秀端院長、外語學院林茂松院長、理學院汪曼穎院長、
法學院洪家殷院長(楊奕華教授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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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鳯嬌組長代)、圖書館林聰敏館長、
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系統組秦裕國組長代)、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推廣部吳吉政主任、
校牧室黃寬裕主任
列席︰歷史系盧令北主任、哲學系王志輝主任、政治系陳立剛主任、社會工作系萬心蕊主任、
音樂系彭廣林主任、師資培育中心賴光真主任、日文系蘇克保主任、德文系黃靖時主任、
語言教學中心呂信主任、數學系林惠文主任、化學系何美霖主任、心理系徐儷瑜主任、
法學院王煦棋副院長(楊奕華教授代)、法律系陳汝吟副主任(楊奕華教授代)、
經濟系陶宏麟主任、會計系李坤璋主任(吳怡萱副主任代)、企管系劉美纓主任、
國貿系陳宏易主任、資管系何煒華主任、商學進修班柯瓊鳳主任、國際商管學程詹乾隆主任、
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秘書室楊康皓秘書、
研究事務組謝明秀組長
請假：無
紀錄︰藺以雯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略
肆、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伍、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洽悉
二、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
說明：
（一）本行政會議 106 學年度第 5 次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業經本室箋
請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經彙整完峻（如附件）。
（二）本次檢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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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乾隆教務長報告：
(一) 近日將與各學系說明自 108 學年起展開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以及 107 學年起
之橋接計畫。
(二) 程式語言設計課程：仍持續與學系溝通，開設與資訊相關之基本課程時能納入
程式語言概念。感謝電算中心協助開設 3 場免費講座課程，分別於 10 月 25 日
(三)、11 月 1 日(三)、11 月 8 日(三)舉行，歡迎各位師長、同仁踴躍參加。
(三) 碩博士班學生畢業前論文檢索：10 月 17 日(二)於城中校區舉行，約 30 餘位教
師參加；雙溪校區場次則安排於 10 月 18 日(三)舉行，請學系協助鼓勵師長踴躍
參加。
蕭宏宜學務長報告：
(一) 群美中心連續第 2 年推動社區互助活動，於士林官邸舉辦公益展演、生命故事
書撰寫、送餐、及外雙溪環境維護等活動。新生第 2 哩活動將於 10 月 28、29 日
在雙溪校區操場舉辦大露營，預計有 300 位同學參與。
(二) 健諮中心推動師生進行「健康自主管理 321」〈每週 3 天日行 1 萬步，午晚餐每
餐 2 份蔬菜，每晚 1 夜好眠〉
，辦理健康管理大師活動，提供健康手環進行運動
及睡眠記錄，協助培養健康生活習慣，歡迎師長、同學至健康自主管理站了解
詳情。
(三) 十信高中宿舍案：整棟宿舍可提供 688 床位，報價仍待該校董事會討論。
阮金祥總務長：
(一) 依環保署 106 年度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考核計畫，台北市
環保局推薦三所學校擇一校進行實地查核（東吳大學、世新大學、台北海洋科
技大學），訪查前一日委員擇定東吳大學；10 月 13 日(五)環保署、環保局同仁
約二十餘人及 4 位委員蒞校指導，訪查順利完成，並感謝校長及董副校長撥冗
出席。
(二) 10 月 28 日(六)本校舉行新生家長座談會，依據本校招待所住宿管理辦法規定，
學生家長可享 8 折優惠，為便利外縣市家長之需求，學系可代為申請。
王志傑研發長：
107 年校務評鑑工作已啟動，評鑑組亦召集各單位同仁組成「東吳大學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感謝各單位主管之協助支援。
胡凱傑學術交流長：
本校於 8 月份獲校育部教學創新計畫補助，可提供教師帶領學生移地教學、補助邀請
國外專家學者及補助學生參與國外競賽獲研討會等，目前仍有可申請之經費(須於 106
年年底前支用完畢)，歡迎各學術單位向國際處提出申請。
王淑芳社會資源長：
(一) 106 學年開設選修實習課程督導訪視經費補助事宜已發函各學系。
(二) 職涯輔導經費補助：以班級為單位申請，各學系如有需求，請於 10 月底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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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一) 本院與台灣尤努斯基金會將於 11 月成立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預計 12 月舉行
揭牌儀式。


校長指示：商學院積極投入各項新創計畫，進而衍生新的空間需求，惟目前
學校在城中校區已無可釋出空間，請傅院長、總務長整合協調商學院及所
屬學系現有空間，研析可釋出之空間。

(二) 本校已取消英語授課作為 KPI 指標，但仍鼓勵開設全英語課程，似有矛盾之虞。


趙維良副校長說明：過往 KPI 指標係指每一學系至少要開始 1 門全英語課
程，現改為跨系開設全英語學程之方式，故不再要求學系，學校立場仍為鼓
勵開設全英語課程。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趙維良院長：
巨資學院目前碩專班學生人數已達 40 人，將向總務處空間規劃委員會提出需求。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學系教師評鑑辦法之修正需經院教評會及校教評會之決議，校教評會下次開會時間為
106 年 12 月 27 日(三)，請各學系、學院提前因應準備提案。
圖書館林聰敏館長主任：
(一) 圖書館與德文系、音樂系、校牧室合辦「紀念馬丁路德宗教改革 500 週年系列
活動」，訂於 10 月 27 日(五)下午 3 時，在安素堂門口進行揭幕儀式，當晚亦於
松怡廳舉辦精彩音樂會，敬邀各位師長、同仁踴躍出席。
(二) 10 月 13 日(五)召開「第八屆台日亞洲論壇暨東吳大學動漫畫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第 3 次籌備會議，現已蒐集 18 篇來自各地優秀論文，研討會預計於 107 年
5 月 26 日(六)舉行。
王淑芳主任秘書：
(一) 學校首頁新增師長最新研究成果資訊，感謝研發處提供最新即時資訊，也歡迎
各位師長查閱。
(二) 本校與市立聯合醫院合作案，目前已有 19 件合作提案，將於 10 月 18 日(三)召
開雙方討論會議，各單位若有橫向整合溝通之需求，歡迎與秘書室聯繫。
董保城副校長：
衛福部疾管署上週蒞校檢查本校，提及本校實驗室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層級疑慮，
待臺北市衛生局提供正式視察報告後，提出改善方案。
趙維良副校長：
(一) 戴氏基金會今年度增加 15 萬美金(總務處 10 萬元，國際處優秀清寒學生出國計
畫 5 萬元)之捐款。由於獎補助款中對獎助學金之限制今年已鬆綁，請國際處盡
快修改相關辦法，讓歷年累積之金額能有效執行。需特別留意國際不含大陸、
港、澳。
(二) 「東吳大學教師聘約」規定教師本薪及學術研究費比照公立大學標準，茲因政
府宣布軍公教調薪 3%，故本校自 107 學年度起將同步調薪。研發處初步試算，
預計增加 3,000 多萬之預算，為避免預算赤字，107 學年度各單位預算(除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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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之核定金額，將餘 9.5 成，辦公費餘 8 成。
(三) 請各位師長與所指導之研究生，務必抽空出席學術倫理課程，出席紀錄將作為
教育部獎補助核定之參考資料。
(四) 依據教育部 106 年 10 月 11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141900 號函說明第四點，
「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之計畫書撰寫，應包含校內學生意見，如相關公聽會及會議
之學生意見彙整，以及學生會提交之書面意見；且各校內審核計畫書之相關會
議，應有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且該會議之會議紀錄應詳實公開，並以附
件隨文報部。請各單位務必提早規劃，備妥相關佐證資料。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競賽補助辦法」草案。
提案人：王志傑研究發展長
說明：
一、為提升本校學士班學生學術研究風氣，激發大專生研究創新能力，鼓勵
各學院、學系舉辦學士班專題研究競賽或研究成果發表活動，擬訂定「東
吳大學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競賽補助辦法」（草案）。
二、本辦法（草案）業經106學年度學術研究委員會第1次（106年9月20日）
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本辦法（草案）如附件1，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王志傑研究發展長
說明：
一、為提升本校學術研究績效，研擬修訂「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
。
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 為鼓勵本校教師積極發表期刊論文及專書，取消於本校任教滿1年始
得申請之規定。
(二) 為推升本校教師學術研究之質與量，新增及調整獎勵標準及申請件
數：
1. 新增獎勵標準：刊登於Nature或Science兩期刊之論文，每篇獎勵
最高50萬元。
2. 調整獎勵標準第一類：刊登於名列SSCI、SCI期刊之研究論文，
其期刊之當年影響指數為該領域
前10%(含)者，每篇獎勵最高8萬元；
前25%(含)者，每篇獎勵最高7萬元；
前50%(含)者，每篇獎勵最高5萬元；
前75%(含)者，每篇獎勵最高3萬元；
後75%者，每篇獎勵最高2萬元。
3. 將登於名列EI之研究論文，調整至第二類，每篇獎勵最高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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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整及新增獎勵標準第三類：調整學術性專書為每本獎勵最高10
萬元；新增「翻譯或譯注專書」。
5. 調整申請件數：
(1) 刊登於Nature或Science兩期刊之論文，每人每學年申請件數
不限。
(2) 第一類及第二類，每人每學年合計最多申請5件。
(3) 第三類，每人每學年最多申請1件。
二、本案經106學年度學術研究委員會第1次(106年9月20日)會議討論建議修
訂。
三、為配合辦法修訂期程，本(106)學年度申請時間，擬由原訂之106年10月1
日至10月31日延後至106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
四、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1)，原條文(附件2)，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三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王志傑研究發展長
說明：
一、為提升本校學術研究績效，研擬修正「東吳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
授課時數辦法」。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為推升本校教師學術研究質量，鼓勵初任本校5年(含)內之助理教授
及專案教師進行學術研究，將減授措施由申請制改為自動減授：
1. 初任本校之助理教授及專案教師合計5年(含)內均應依辦法實施
減授。
2. 實施方式
(1) 每學期每週減授基本授課時數2小時。
(2) 教師減授之學年度必須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音樂學系
教師得包括申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個人展演（含全場指揮）
或作品發表。如違反規定，須繳回該學年減授之鐘點費。
(3) 教師於減授期間，如通過升等案，自升等生效日之次一學年
起，不再適用本類措施。
(二) 明訂初任本校5年(含)內之助理教授及專案教師於減授期間之超授
鐘點及校外兼課規定：
1. 不得超授鐘點（含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2. 各學系基於課程安排需要，得於其全部之減授期間內，彈性調整
每學期之授課時數，但各學期授課時數平均後，不得有超授鐘點。
3. 不得至校外兼課，但新任助理教授及專案教師之第1年，如有特
殊情形，經專案核准後，不受此限。
二、本案經106學年度學術研究委員會第1次(106年9月20日)會議討論建議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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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配合辦法修訂期程，本(106)學年度申請時間，擬由原訂之106年10月1
日至10月31日延後至106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
四、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1)，原條文(附件2)，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社群補助辦法」草案。
提案人：王志傑研究發展長
說明：
一、為凝聚本校教師研發能量，促進相互交流與合作，達到團隊共同進行學
術研究、參與研發創作、提升研發成效之目的，擬訂定「東吳大學教師
學術研究社群補助辦法」(草案)。
二、本辦法(草案)經106學年度學術研究委員會第1次(106年9月20日)會議討
論。
三、為配合辦法訂定期程，本(106)學年度申請時間，擬由原規劃之106年10月
1日至10月31日延後至106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
四、檢附辦法(草案)(附件1)，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五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教學資源中心王志傑主任
說明：
一、本校現行隨堂教學助理之經費補助來源全額由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
但107年度起教學卓越計畫將整併至高教深耕計畫中，為符合高教深耕計
畫目標，調整補助教學助理之課程類型。並為鼓勵教師開設相關課程，
申請對象不限專、兼任教師。
二、修正「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第2、3、6條之條文說明如下：
(一) 第2條：申請對象開放本校專、兼任教師。且大班課程刪除人數限制，
由各學院認定之。
(二) 第3條：為鼓勵教師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
、
「實作深化學習課程」
、
「數位科技融入教學課程」
、
「其他創新教學課程」
（其課程類型同本
校教學精進補助計畫），屬上述四大類型之課程為優先補助對象。
(三) 第6條：因應第3條補助課程類型的調整，修訂教學助理任務內容。
三、檢附東吳大學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1)，原條
文(附件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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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依據最新修正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研擬修正「東吳大
學教師評審辦法」部分條文。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調整兼任教師可申辦教師證書之資格，改以具有優異教學績效之兼
任教師，得由學系為其辦理教師證書之申請。
(二) 調整兼任教師之聘期。
(三) 新增兼任教師續聘、停止聘約執行及終止聘約等規定。
二、檢附「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1)及「東吳大學教
師評審辦法」原條文(附件2)，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第七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05年11月2日臺教人（三）字第1050142481號函釋，教師重
大事項經三級審議，應以最後層級之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定為最終確定意
見，且不僅限於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事項，始合於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之功能與目的，故研擬修正「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部分條文。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調整應以校教評會決定為最終確定意見之教師重大事項。
(二) 修正特殊學科教評會設置辦法之立法程序。
二、檢附「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1)、
「東
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原條文(附件2)及教育部105年11月2日
臺教人（三）字第1050142481號函(附件3) ，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第八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法國尼斯大學」及「德國慕尼
黑商學院」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案。
提案人：胡凱傑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 案 業 經 106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國 際 交 流 委 員 會 第 1 次 會 議 審 查 通 過
(106.10.06)。
二、本校商學院與美國雷鳥全球管理學院，自2009年起合作雙聯學制迄今。
該學院自2014年起併入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並意欲與本校持續進行
交流，是以提出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同時持續與本校商學院商討雙聯學
制細則。
三、法 國 尼 斯 大 學 與 德 國 慕 尼 黑 商 學 院 分 別 於 2017 年 亞 洲 教 育 者 年 會
7

(APAIE)及2017年美國教育者年會(NAF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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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亞利桑
那州立大學」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詳如附件1、附件2，「法國尼斯大學」
簡介及約文草案詳如附件3、附件4「德國慕尼黑商學院」簡介及約文草
案詳如附件5、附件6，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九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德國慕尼黑商學院」、「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簽訂學生交流
協議案。
提案人：胡凱傑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 案 業 經 106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國 際 交 流 委 員 會 第 1 次 會 議 審 查 通 過
(106.10.06)。
二、德國慕尼黑商學院為加強本校之交流與合作，提請簽訂學生交換協議。
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詳如附件1、附件2。
三、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於2017年亞洲教育者年會(APAIE)與本校代表會面後，
欲與本校合作自費研修計畫並提請簽協議，提供本校學生至該校短期修
讀機會。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詳如附件3、附件4，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十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日本高千穗大學簽訂合作協議案。
提案人：胡凱傑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 案 業 經 106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國 際 交 流 委 員 會 第 1 次 會 議 審 查 通 過
(106.10.06)。
二、本校華語教學中心固定於每年八月舉辦暑期華語營隊三週課程，內容包
含入門華語課程、文化課程、整日校外教學。內容精彩豐富，先前已吸
引日本數所大學與本校華語教學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例如拓殖大學、
獨協大學、學習院大學等。
三、高千穗大學在參觀華語教學中心相關設施及活動介紹後，雙方經數月協
商備忘錄內容，該校已決議通過與本校簽署合作備忘錄。學校簡介及約
文草案詳如附件1，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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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案由：請討論 106 學年度「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度」第 1 次修訂提案。
提案人：秘書室王淑芳主任秘書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頒訂「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第22條規定「學校法人、學校、學校之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
應定期檢討及修正本制度。」
二、各業務承辦單位依下列原則全面檢視相關內控作業並提出修訂案：
(一) 所遵循之法規、授權代判暨分層負責事項等增刪修訂，導致內控作
業有所異動者。
(二) 經稽核發現提出改善意見者。
(三) 教育部各項訪視、評鑑意見涉及內控作業應改善事項者。
(四) 單位業務取消、調整或作業流程改善者。
(五) 因應政府施行「個人資料保護法」，需配合修訂相關事項者。
三、經彙整各單位提出需修訂之內控作業共計37項；新增內控作業1項；廢止
內控作業6項。
四、檢附106學年度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度第1次修訂提案表如附件1，敬請討
論。
決議：通過，續送董事會核備。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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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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專案教師聘
通過。
任辦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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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兼任教師聘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約」草案。
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聘約」 第 2 條條文保留，其餘通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修正案。
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四

第 4 條條文保留，第 8 條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修正後通過，其餘通過，續
究加給支給辦法」草案。
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送校務會議審議。

五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休假辦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法」修正案。
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六

請討論「東吳大學服務學習推
動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修 通過。
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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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執行情形彙整表
106.10.11
編
號

決議(定)事項

二

三

四

預定完
成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1. 實踐家與商學院之服務創新 社資處、
育成中心合作記者會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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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原位於 2 樓之學生學習空
間，已調整至 1 樓使用

擬予
繼續
管制

AACSB 認證評鑑訪視小組於訪 商學院、
談中提及商學院大樓外觀之更 總務處、
新，請傅院長先彙整院內師長、 社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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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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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教務處評估熱門課程，邀請 教務處、
授課教師開設同步遠距課程， 教學資源
並規劃相關配套，讓兩校區學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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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請教學資源中心全力協助有
意願開設同步遠距課程教師
諮詢及資源提供。
【105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1. 為提升同步遠距課程，教
務處逐一徵詢通識兼任
教師開課意願；另規劃 4
門高中先修課程以同步
遠距方式開課，另期待各
學院 3 門補救課程可改為
同步遠距授課。

院系評估教師評鑑辦法之修正
教務處
【105 學年度第 20 次行政會議

10 月 11 日召開之校教評會
已討論部分學系所提出之教


一

承辦
單位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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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樓服務創新育成中心部
分，仍待實踐家財務長審
核捐款額度，尚未進入修
繕階段。
擬予
繼續
管制

2. 本校「鑄秋大樓」為王大
閎先生規劃設計，為尊重
原有設計風格及規劃理
念，建議由王大閎先生之
子王守正建築師負責後
續整修規劃設計，營繕組
已於多次會同王建築師
現勘，目前建築師蒐集資
料規劃中，賡續辦理委託
規劃設計事宜。

擬予
繼續
管制

2. 另將持續與各學系溝通，
將原定 1 門遠距同步課程
增加至 2~3 門。
擬予
繼續
管制

編
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執行情形

校長口頭指示】

師評鑑辦法修正。

五

評估英文畢業門檻之調整
教務處
【105 學年度第 20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近日將請外語學院林茂松院
長再次召開討論會議，教務
處將持續提供各項數據作為
佐證。

六

請研發處於本學期內提出教師 研究發展
研究獎勵辦法修正案。
處

於本次會議提出「東吳大學
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修
正案。

【106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校
長口頭指示】
七

電子化系統更新進度
電算中心
【105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每月管制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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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頁 13-18。

擬辦

擬予
繼續
管制

擬予
銷管

擬予
繼續
管制

教務系統相關更新、改版或改寫進度
藍字部分為上月已完成，紅字部分為本月新增事項
預計完
完成項目
成學年
期
105-2
APP 界接 DB2 教務相關資料
學生能力檢核系統

備註

APP 第二階段初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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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於 106.07 前全數完成已完成

學士後學士資料庫資料整備與所有系統系
別碼異動。
學士後學士招生系統
OS/2 課務系統改寫

已完成

輔系、雙主修、跨領域申請管理系統(第
一階段)

已完成，提交教務處測試中，
原訂 7 月底完成測試，因教務
業務繁忙，須往後延長測試期
間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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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端申請上傳，學系審核機
制開發中

106-1

僑生招生報名系統

持續開發中，目前完成約 95％

OS/2 學籍系統改寫

持續開發中，目前完成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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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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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時程規劃細項
教務系統相關改寫、改進及新增功能時程

項
次

1

項目名稱

學士後學士
資料庫資料
整備與所有
系統系別碼
異動

細項
部別 5 的選課規則
修訂：選課條件、
學分上下限、修業
年限、檢核條件

各階
段完
成日

106.7

累積完
成
百分比

預計
完成
日期

100％

106.7

100％

系統部別 5 資料轉
檔與搬移。

106.7

100％

106.8

90％

OS/2 課務系
統改寫

106.9

3

U9 課務系統
自動編碼


4

U9 學籍系統
自動編碼



開課課程自
動編碼
教室自動編
碼
校際選課生
學號自動編
碼

選課志願的標註




各時段選課時間表
部別 5 的選課規則(包含選課
條件、學分上下限、修業年限
等。檢核條件與部別相關的都
需上需求加部別 5)
新增學士後學士部別 5，資料
轉至 Oracle 需求，並持續查核
與開發中。



進行測試





106.7

教務系統各選單
項目修訂。

已完成，

2

備註

106.9

90％

106.8
106.1
1

100％

106.8
107.5

100％

106.1
1

1. 預計 106.7 完成測試上線
2. 日後改進要求：
 課務班級碼及名稱要有
歷年檔
 目前教室的代碼 5 碼依
現今的教室規格已不符
使用，需擴充碼數
 科目的根碼不夠，會影響
畢業審核
 因教務業務繁忙，須往後
延長測試期間一個月
 系統需求持續開發中
 匯入格式送至需求單位進行
核對確認


系統需求持續開發中



新生資料入檔(含入學文號)－

107.5

1. 新生資料入檔
2. 註冊維護及查
詢
5

OS/2 學籍系
統改寫

需與招生系統介接，新增的欄
106.8

3. 基本資料維護

106.1

1. 應屆畢業維護

計表)



2

1. 休退畢維護
2. 轉系作業(含統

位及功能需視招生系統相關

40％

106.1
0

70％

3. 所有學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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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改寫完成時程而定
因應招生多元萬變，除了入學
年外需增加入學學期、入學管
道、入學學生對應的課群組別
及保留入學資格維護…等
開發持續進行中

報表
1. 及新增各項統
計表
2. 各類學位證書

106.1
2

100％

106.5

40％

106.1
0

60％

107.1

100％

列印
3. 退補費作業
教務端申請核准
放棄與報表

6

7

8

9

輔系、雙主
修、跨領域
申請管理系
統

學生端申請
學系端審核

研究 OS/2 程式和
完 成 預 選 階 段 相 106.9.
關模組撰寫
完成初選階段相
107.1
OS/2 選課批 關模組撰寫
次分發模組 完 成 即 時 選 課 階
107.4
改寫
段相關模組撰寫
完成開學後登記
107.5
階段模組撰寫
開始進行同步測
107.6
試
響應式排版 UI 設
107.8
計
網頁版選課
107.1
資料界接
改版
0
選課模組整合
108.3
僑生登記輸入介
106.9
面
僑生自招報
名系統

報表與後台統計
功能
志願序分發功能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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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統有
關音樂系樂
器別與招生
主修科目對

招生類別加入主
修樂器

107.1



雙主修放棄改以輔系畢業，學
生申請端需判斷為最高年級
(應屆畢業生)始得以申請。若
未達畢業，審核時駁回



選課分發檢核各個模組包含：
衝堂、檔修、限修、優先等等
各模組透過分發程式呼叫使
用
模組需可提供網頁應用呼叫
進行檢核使用

107.1

20％

45％
60％


107.6

80％
100％
30％
50％



使用前項所開發的模組，製作
學生新選課系統，處理登記或
即時初選、開學登記加退選。



預計 9 月 4 日當週可開放測
試。
提交招生組測試中
僑生自招預計於 106 年 10 月
開放報名
報表與後台統計功能預計於
107.1 完成
志願序分發功能於 107.6 完成
持續進行系統開發中
音樂系碩士班較特殊，學系要
求在報名時就知道考生主修
樂器，但樂器沒有對應到招生
類別，目前處理方式是在考試

108.3

100％
70％

80％



107.6


107.6

100％

106.1
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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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2

應程式

11

招生系統與
學籍介接

12

各項招生考
試書審上傳
及線上審查
系統

1.名額內外之不同
管道入檔介接
2.招生分組及班級
關係設定
3.備取生遞補作業
可以設定由人工
或系統直接進行
遞補
4.新增招生公告文
號帶入學籍等項
目。
1. 書審資料上傳
2. 學系線上審核
評分
3. 權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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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用人工處理，出錯的
機率比較高，希望能增加在系
統上直接對應的程式。
106.10 進行討論



預計 106.10 進行討論

專案管制事項：
本月新增事項以紅字標明
1. 人事會計總務管理系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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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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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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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完成跨單位系統整合，因應訪談需協調事項知討論會議。
[9] 完成工讀管理實際作法討論會議。
[10]完成總務處工友簽到退管理機制議定
[11]9/29 完成人事系統操作與介面展示，天方於會後提供安裝檔測試，系統組
針對人事室 IP 區段進行 Oracle 資料庫防火牆存取規則的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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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資訊填報分析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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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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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 Analyzer 軟體安裝，並提供相關測試資料作為驗證使用。
[5] 完成 Analyzer 軟體安裝，依照合約完成相關需簽核事項。
[6] 完成填報平台功能展示與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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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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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研商系統串接東吳 SSO 方式與提供範例說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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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完成兩大平台 APP 上線與測試，並提供相關測試反饋需持續修改更正項目。
[8] 完成校友資料轉入後，相關欄位正確性、關連性討論會議。
[9] 預計於 7 月第一週進行初驗。
[10]完成第一階段初驗，並持續針對系統效能、資料正確性進行後續釐清與處理。
[11]完成捐款系統與未來人會總系統串接整合流程討論會議，並確認未來介接方
式。
[12]研究討論未來新校友管理平台存取舊資料庫中資料的方式。
[13]分析研究校友批次轉檔之正確性與同時具備校友與教職員身分者登入因應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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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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查核事項
105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6.10.16
單位

查核項目

研究發展處
1.
2.
3.
4.
5.
6.
7.
8.

查核時間

106.09.05~09.07

補助學術活動申請作業
校內各類基金獎補助作業
管理費獎勵金作業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校外單位委辦計畫作業
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計畫作業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作業

符合或良好者：8 項

1.
2.
3.
4.

補助學術活動申請作業
校內各類基金獎補助作業
管理費獎勵金作業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5.
6.
7.
8.

校外單位委辦計畫作業
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計畫作業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作業

可精進或待改善者：0 項
105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6.10.16
單位

查核項目

教學資源中心
1.
2.
3.
4.

查核時間

106.09.11

「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辦法」實施作業
教育部獎勵大學校院設立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申請暨評考作業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暨管考作業
遠距教學課程補助作業

符合或良好者：2 項

1. 教育部獎勵大學校院設立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申請暨評
考作業
2.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暨管考作業

可精進或待改善者：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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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1. 作業流程 5.4.以及「東吳大學教學精 教學精進補助寄
進補助辦法」第 7 條第 2 項，明定學 化之推動除個人
系整合型計畫需送教學精進補助計
畫審查小組複審。實際執行情況並未
送審查小組。經了解，近年學系所提
出之整合型計畫多為彙整系上各場
次演講之資訊為計畫內容，並非針對
教學內容精進與創新提出。過往審查
委員認為此類計畫並無審查之必要
性，故 105 學年度未組審查小組進行
審查。
2. 依據「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辦法」
第 8 條規定，教師或學系提出計畫申

提出補助外，尚
有學系整合型補
助案，考量課程
屬性差異不易整
合，影響學系補
助案品質之情
況，本單位於 106
學年度進行辦法
修訂，修訂案業
經 106 年 9 月 25
日行政會議討論

請，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 通過。主要西定
果報告。經查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事項如下：
之成果報告繳交情形，至 106.09.13 1. 以 課 程 偉 補
止，22 件計畫中尚有 7 件未繳交。
助申請單位， 本項作業將列
「東吳大學教 3. 依據「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辦法」
不 在 補 助 學 入 106 學年度
學精進補助辦
法」實施作業

第 9 條，獲補助教師應同意計畫成果
系整合案，希 稽核計畫，持
應公開於教與學網站，以供觀摩。本
冀 能 藉 此 凸 續查核作業程
校網站並未見相關成果公布，經了
顯 手 補 助 課 序執行情形。
解，因有教師不同意公開，且業務承
程之教學創
辦單位評估所繳交之成果報告品質
新程度與具
有待加強，不適宜於網站公開，故未
體執行效益，
上網公告。
落實本補助
4. 整體評估本項作業，在學系整合計畫
計畫提升教
審查程序部分，業務承辦單位因考量
學品質之宗
計畫內容不符補助辦法之精神，故未
旨。
依補助辦法執行審查作業；又，大部 2. 調 整 計 畫 執
分受補助之教師或學系所繳交成果
行及成果催
報告品質不佳且催繳不易，致承辦單
繳流程，以提
位決定不予於網站公開。本項作業補
升成果報告
助辦法基於鼓勵精進教學，提升教學
繳交品質。
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而訂，惟執 3. 辦 辦 法 修 訂
行部分仍有待檢討與落實。業務單位
擬 於 106 年
已著手進行補助辦法之修訂，建議辦
10 月 9 日前
法修訂後應確實要求計畫品質並執
提出相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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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行各項作業程序，以達成立法與補助
之效益。
1. 檢視「東吳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與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
施辦法」，發現本校網站上公布之辦
法，與教育部規定不符。經了解，「東
吳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於 105 年
5 月 17 日經教務會議通過修訂第七
條，惟承辦人於更新辦法全文時，將
未修訂之第一條誤植教育部母法名
遠距教學課程
稱，及第十條評量報告保存年限應為
補助作業
五年誤改為三年之錯誤版本上傳網
頁公告。

內控作業流
程修訂。

接受改善建議

2. 建議修訂之法規經相關會議通過後，
於更新法規全文檔案時，應再次檢視
修訂之處是否已更新無誤；上傳網頁
時，亦應再次檢視上傳檔案之正確
性，必要時可請其他同仁協助檢視，
以免上傳錯誤法規，造成法規遵循上
之問題。

105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6.10.16
單位

查核項目

總務處
1.
2.
3.
4.
5.
6.
7.
8.

查核時間

106.09.19~09.22

電話分機申請作業
外收水電費作業
水電突發事故處理作業
財產增加作業
財產減損作業
不動產之購置、處分、設定負擔、或出租作業
法人變更登記作業
消耗物品領用作業

9. 教師及職員宿舍分配會議召開作業
10. 資金調度管理作業
11. 投資有價證券與其他投資之決策、買賣及保管作業
12. 獎補助款之收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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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情形

予以銷管

13. 櫃檯收款作業
14. 付款作業
15. 廠商貨款付款作業
16. 一般公務用校園紀念品採購作業
17. 公務用大宗校園紀念品採購作業
18. 非公務校園紀念品採購作業
19. 申請營業設立登記作業
20. 變更營業登記負責人作業
1.
2.
3.
4.
5.
6.

符合或良好者：17 項

電話分機申請作業
外收水電費作業
水電突發事故處理作業
財產增加作業
不動產之購置、處分、設定負擔、或出租作業
教師及職員宿舍分配會議召開作業

7. 資金調度管理作業
8. 投資有價證券與其他投資之決策、買賣及保管作業
9. 獎補助款之收入作業
10. 櫃檯收款作業
11. 付款作業
12. 廠商貨款付款作業
13. 一般公務用校園紀念品採購作業
14. 公務用大宗校園紀念品採購作業
15. 非公務校園紀念品採購作業
16. 申請營業設立登記作業
17. 變更營業登記負責人作業

可精進或待改善者：3 項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1. 作業程序 5.1.2 以及本校財產管理辦 1. 關 於 改 善 建
法第 26 條規定，單價 50 萬元以上之
議第一項，鑑
報廢案，由校長指派會驗人員。現行
於現行作業
實際作業並未簽請校長指派會驗人
物品折舊完
員，與內控作業程序及財產管理辦法
才會報廢，為
財產減損作業
持續追蹤管制
不符。
減輕行政作
2. 請依規定辦理單價 50 萬元以上之報
業負擔，將修
廢案，由校長指派會驗人員。如考量
實際之作業，請依程序提出相關辦法
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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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東吳大學
財產管理辦
法」第 26 條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3. 為保護個資避免外洩，建議報廢系統
中，於申請人提出電腦報廢時，系統

內容，以符合
現行執行作

自動提示電腦廢品回收前，保管人應
清除所有與個資相關之檔案之告示
語。

業，預計提請
11 月行政會
議討論。
2. 關 於 改 善 建
議第二項，現
行報廢系統
無法修改，將
於新建置之
「人會總系
統」之財產報
廢系統中增
加【電腦廢品
回收前，保管
人應清除所
有與個資相
關之檔案】提

追蹤情形

示語。目前處
理模式為採
保組收回電
腦廢品時，請
保管人刪除
電腦所有資
料；若保管人
買回電腦廢
品使用，則須
簽署「切結
書」。
作業程序 5.9.「換領新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經協調教育部高
乙份及登報公告報紙，再陳教育部核
教司承辦人王健
備。」經查核此一作業程序，發現領取變
法人變更登記
如小姐，請本校
更之法人登記證書後，未進行報部核備
持續追蹤管制
作業
併同第 27 屆董監
作業。建議請依 5.9.作業程序，於領取變
事變更登記辦理
更之法人登記證書後，辦理報部核備，以
核備作業。
完備程序。
消耗物品領用 抽查稽核當日之消耗品庫存管理作業系 已於 106 年 9 月 經複查，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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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作業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統之文具用品，影印紙庫存 26 包、強力 22 日改以 excel 單位採保組已
資料夾 37 個、紅色粉筆 60 盒，實際盤 表格統計控管。 改以 excel 表
點影印紙庫存 41 包、強力資料夾 78 個、
紅色粉筆無存貨。承辦人表示消耗品領
物系統早年設計不良，所統計之庫存數
量經常浮動不準確，故無法透過系統掌
握庫存數量。建議業務單位應評估修正
消耗品領物系統或改以 excel 表格統計控
管，以有效掌控庫存數量。

格統計控管，
本項作業予以
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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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25
單位

學生事務處

查核時間

106.07.10~07.20

1. 學生急難救助作業
2. 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暨核撥作業

查核項目

3. 遺失物處理作業
4. 學生社團登山危機處理作業
5. 疑似食物中毒事件處理作業
6. 學生危機個案四級處理作業
7. 懲處個案強制輔導處理作業
8. 大一新生普測篩檢作業
9. 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作業
10. 導師行政作業
11.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申請及結報作業
12. 身心障礙學生服務作業
13. 拓展校外宿舍作業
14. 學生宿舍住宿費額度訂定作業
15. 學生宿舍退宿退費簽報作業
1. 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暨核撥作業
2. 遺失物處理作業
3. 學生危機個案四級處理作業

符合或良好者：9 項

4.
5.
6.
7.

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作業
拓展校外宿舍作業
學生宿舍住宿費額度訂定作業
學生宿舍退宿退費簽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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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生社團登山危機處理作業(查核時間範圍內無資料)
9. 疑似食物中毒事件處理作業(查核時間範圍內無資料)
可精進或待改善者：6 項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作業程序 5.3.「依據獎補助款之收支、管
理、執行及紀錄作業，請出納組….由會 配合 106 學年度
學生急難救助
計室查核。」其中所寫依據「獎補助款之 第一學期內控修
作業
收支、管理、執行及紀錄作業」與學生急 訂定作業提出
難救助作業無關，建議刪除。

持續追蹤管制

本作業為懲處個案強制輔導之處理，進
行輔導之對象皆為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 配合 106 學年度
懲處個案強制
後轉介，控制重點 6.1.及 6.2.為學生獎懲 第一學期內控修
輔導處理作業
委員會之作業程序，非本作業之控制重 訂定作業提出
點。

持續追蹤管制

1. 現行作業會將學生施測後之個別統 1. 配合 106 學年
計結果轉交導師參考，並告知保密原
度 第 一 學 期 1. 發 現 事 項
則並請導師簽訂「學生資料保密同意
內控修訂定
第 1 點持
書」，惟控制重點未將簽訂保密同意
作業提出
續追蹤管
大一新生普測
書列入。
2. 學 生 資 料 保
制。
篩檢作業
2. 請導師簽訂之「學生資料保密同意
密 同 意 書 將 2. 發 現 事 項
書」內容未將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
列入個資法
第 2 點已
範列入。
相關規範並
完成改善，
請法律顧問
予以銷管。
審閱後使用。
經查 105.10.26 經費核銷申請表，核撥一
般導師人數計 318 人，功能導師 44 人，
合計 362 人，經比對 106.07.10 查詢導師
薪酬系統中所載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之
資料，發現差異 1 人，差異之處為導師薪
酬系統中英文系林老師之導生為 0 名，
導師行政作業 依規定應無法核發導師費。經向承辦人
確認，表示辦理核銷時，系統中英文系林
老師確實有導生人數之紀錄。經現場以
電話向英文系助教確認，林老師於 105 學
年度第二學期有導生 2 名並確實於系統
中輸入正確數字後並未再異動。
導師薪酬系統出現不同時間點查詢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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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7 月 12 日填
送系統需求單，
請電算中心協助
有關導生設定及
導師薪酬關閉功
能，預計於 9 月
30 日前完成。

持續追蹤管制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據不一致，系統設計可能有漏洞。建議系
統應設定期限後關閉異動之功能，並請
電算中心協助確認系統設計是否有 漏
洞。
教育部補助大
專校院招收及
輔導身心障礙
學生工作計畫
經費申請及結
報作業

控制重點 6.2.「教育部函復計畫經費補助
之金額」，為作業程序之一，且補助金額
配合 106 學年度
為教育部核定，控制重點應改列以遵守
第一學期內控修
教育部相關規定使用補助經費為主。
訂定作業提出

現行作業與書面內控作業程序大致符
合，惟書面內控作業之流程圖繪製，「申
配合 106 學年度
身心障礙學生 請自願放棄特教身分」及「提送鑑輔會鑑
第一學期內控修
服務作業
別學生之特殊教育需求」流程需調整二
訂定作業提出
途徑表示，且部分結束流程使用圖形有
誤。

持續追蹤管制

持續追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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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7
單位

電算中心
1.
2.
3.
4.
5.
6.

查核項目

查核時間

單位網頁帳號服務申請作業
主機代管服務申請作業
電腦教室借用申請作業
軟體借用申請作業
應用系統開發、維護、支援及資料轉檔申請作業
機房與設備之安全作業

7. 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作業
8. 系統文書編製作業
9. 程式及資料之存取作業
10. 資料輸出入及處理作業
11. 檔案及設備之安全作業
12. 系統復原計畫及測試作業
13. 資訊安全之檢查作業

符合或良好者：6 項

1. 單位網頁帳號服務申請作業
2. 主機代管服務申請作業
3. 電腦教室借用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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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07~06.09

4. 應用系統開發、維護、支援及資料轉檔申請作業
5. 機房與設備之安全作業
6. 系統文書編製作業
可精進或待改善者：7 項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1. 檢查 104 學年度之「東吳大學電算中
心軟體借用登記表」，發現登記表上
有部分光碟借出後，未有歸還紀錄，
經向承辦人確認，承辦人表示因借用
人遺失光碟致無法歸還。
2. 電算中心出借之軟體光碟為全校性授
軟體借用申請
權合法軟體且為備份副本光碟，借用 106 學年度提出
作業
人未歸還雖可再備份，但在節省人力、 內控作業修訂
時間及成本考量下，建議研議提高歸
還率之方法。
3. 本校購置之軟體皆為合法軟體，拷貝
出借之光碟借用與歸還風險性極低，
建議列入單位標準作業流程或工作執

追蹤情形

持續追蹤管制

行說明，無須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中。
1. 作業程序僅寫參照東吳大學 ISO/IEC
27001 資通安全管理規範訂定之「東
吳大學資訊系統獲取、開發及維護作
業辦法」及東吳大學內控制度之「應
用系統開發、維護、支援及資料轉檔
申請作業」，未將實際作業程序及流
系統開發及程
106 年 9 月 1 日
程圖列出。
持續追蹤管制
式修改作業
提出改善
2. 本作業與「應用系統開發、維護、支
援及資料轉檔申請作業」、「程式及
資料之存取作業」及「資料輸出入及
處理作業」具有連貫性，建議通盤檢
視合併成一完整作業程序(含流程圖)
及控制重點之作業。

程式及資料之
存取作業

1. 作業程序僅寫參照東吳大學 ISO/IEC
27001 資通安全管理規範訂定之「東

106 年 9 月 1 日
吳大學資訊安全政策」、「東吳大學
持續追蹤管制
提出改善
資訊安全實施程序」、「東吳大學系
統與網路安全管理辦法」，未列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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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際作業程序及流程圖。
2. 本作業與「應用系統開發、維護、支
援及轉檔作業」、「系統開發及程式
修改作業」及「資料輸出入及處理作
業」具有連貫性，建議通盤檢視合併
成一完整作業程序(含流程圖)及控制
重點之作業。
1. 作業程序僅寫參照「資訊安全實施程
序」，但詳查該程序，並未發現有關
資料輸出入及處理相關規範。且未將
實際作業程序(含流程圖)列出。
資料輸出入及 2. 本作業與「應用系統開發、維護、支 106 年 9 月 1 日
持續追蹤管制
處理作業
援及轉檔作業」、「系統開發及程式 提出改善
修改作業」及「程式及資料存取作業」
具有連貫性，建議通盤檢視合併成一
完整作業程序(含流程圖)及控制重點
之作業。
1. 作業程序僅寫參照 ISO/IEC27001「機
房安全管理辦法」、「備份與復原辦
法」、「資安事件(故)管理辦法」及內
控制度「機房與設備之安全作業」，
未將作業程序依序條列並繪製流程
圖。
2. 控制重點 6.1.機房管理及 6.3.安全管
理與「機房與設備之安全作業」控制
檔案及設備之
106 年 9 月 1 日
重點相同，兩個作業可無須重複。
持續追蹤管制
安全作業
提出改善
3. 本項作業為「檔案及設備之安全作
業」，其中「設備」部分應改為存放
檔案之電腦設備(例如電腦主機、磁帶
機、光碟機、交換器等)，建議將電腦
設備之安全作業寫入本項作業(例如
建立自動偵測病毒機制；電腦設備報
廢應將機敏性資料及授權軟體刪除；
或實施安全性覆寫、實體破壞等)。
系統復原計畫
及測試作業

1. 作業程序僅寫參照東吳大學 ISO/IEC
106 年 9 月 1 日
27001 資通安全管理規範訂定之「東
持續追蹤管制
提出改善
吳大學業務持續管理程序」、「東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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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大學備份與復原辦法」及東吳大學內
控制度之「應用系統開發、維護、支
援及資料轉檔申請作業」，未將實際
作業程序列出。
2. 部分控制重點可列為作業程序，例
如：6.1.1.~6.1.4、6.1.6、6.2.1 及 6.2.3。
1. 作業程序僅寫參照東吳大學 ISO/IEC 1. 將 於 下 次 內
27001 資通安全管理規範訂定之「東
控作業修訂
吳大學資訊安全實施程序」、「東吳
時，將實際必
大學備份與復原辦法」、「東吳大學
要性作業程
系統與網路安全管理辦法」，未將作
序列出並繪
業程序依序條列並繪製流程圖。
製流程圖。
資訊安全之檢 2. 經抽查電子化校園系統 AP/DB 廠商 2. AP/DB 廠 商
查作業

遠端登入申請表，開放廠商王○寶登
入人會總系統之存取權限，開放時間
之起訖並未填寫，經詢問簡嘉延承辦
人表示，因人會總系統完成時間較
長，尚無法確定完成日期，故未填寫。

遠端登入申
請 表 將 自
106/08/01 起，
一律要求填
寫開放時間

持續追蹤管制

後方能開啟
所需權限。
持續追蹤事項~3
105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發現事項及追蹤情形一覽表 106.7.10
單位
查核項目

推廣部

查核時間

106.06.05

1. 推廣教育開課作業
2. 推廣教育收入作業
3. 推廣教育退補費作業

符合或良好者：1 項

推廣教育退補費作業

可精進或待改善者：2 項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推廣教育開課 推廣教育開班分為經常班、學分班及企
作業

配合內控修訂時
業委訓，其中學分班及企業委訓有以下
程，106 年 10 月
作業程序未列入：
31 日提出內控作
1. 學分班：
業修訂。
(1) 學系開設學分班之師資，如非
29

持續追蹤改善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為本校專兼任老師，學系須辦
理聘任程序之作業未列入。
(2) 學分班之收入須提撥行政管費
予學系之作業程序未列入。
2. 企業委訓：
(1)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
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一條規定，
推廣教育採校外教學方式者，
須檢具相關文件報主管機關核
定。推廣部企業委訓班多為至
委託公司上課，報部作業程序
未列入，且亦應列入控制重點。
(2) 辦理企業委訓需與委託之企業
簽訂合約，亦未列入作業程序
中。
推廣教育收入 作業程序 5.1.「……現金收入於隔一工作
作業
天存至推廣部郵局專戶，並於隔週週一 配合內控修訂時
將現金連同收據(含作廢收據)……繳至 程，106 年 10 月
城區出納組」，現金收入之繳納實際作業 31 日提出內控作
為隔一日即將現金繳至本校出納組，作 業修訂。
業程序設計不符合現況。

持續追蹤改善

持續追蹤事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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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項目

作業項目

註冊相關作業

教務處

查核時間

106.3.9~10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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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本作業之「使用表單」，其中「博/碩士

依建議事項配合 於 106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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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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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期間進行
追蹤改善。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追蹤情形

1. 經抽樣休學申請表(104 學年度)，發現 1.「曾經休學」為 1. 發 現 問 題
學生於「申請休學時間」及「曾經休
參考資料，105
第 1 項持續
學」欄位皆有所塗改，並未要求申請
學年度起已取
追蹤改善
學生簽名，以證明確實為申請人所修
消該欄位。
情形。
改。
2.休學為階段性， 2. 發 現 事 項
2. 作業程序 5.3.2.、5.3.3.需補繳欠費學
學生常弄不清
第 2 項予以
生至出納組、便利商店或郵局繳費，
日期與學期關
銷管。
「再經會計室核銷」，作業有誤。
係，故易有塗
改情形，擬修
改成勾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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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退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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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已於 106 年 4 1. 發 現 事 項
級主管代判決行暨分層負責決行事
月 24 日提出
第1及2項
項」為舊稱，本作業未更新。
內控作業修
予以銷管。
2. 作業流程圖中各單位依退補費作業
訂。
2. 發 現 事 項
日程表於系統中維護所負責之費用， 2. 系 統 修 改 須
第 3 項系
未明示各負責單位。
與其他單位
統改善部
3. 本校依各種身分別及修課狀況訂有
一起協調配
分持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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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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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仍須溝
通、討論。

追蹤情形
蹤改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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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無需分寫兩個控制
作業。
1. 作業程序 5.1.原由註冊課務組提供共 配合內控作業修 持續追蹤改善
通、全校性選修課程加退選後選課人 訂 時 間 提 出 修 情形。
數資料予通識教育中心，實際現況已 訂。
改由通識教育中心自行至教務行政
系統查詢下載。
加退選後共通 2. 作業程序 5.4.註冊課務組與通識教育
課程停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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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追蹤事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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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項目

作業項目

教務處
1.
2.
3.
4.

查核時間

106.04.25-04.26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作業
招生委員會請購暨核銷作業
招生宣導作業
招收其他身分別學生作業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控制重點 6.18.「錄取名單是否經招生委 規劃於下一學年
員會或經主任委員核定」，經檢視 105 學 度(106 學年度第

追蹤情形

大學個人申請
持續追蹤改善
年度招生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紀錄，該委 一學期)提報內控
入學作業
情形。
員會所審議為最低錄取標準及正備取名 作 業 修 訂 對 照
額，並非錄取名單，控制重點設計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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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
1. 抽檢「105 學年度日夜學制轉學考試 擬就目前實務需
入闈人員工作費暨相關費用印領清
冊」是否依「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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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委員會請
購暨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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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及現有勞基法
等法令規範，重
行檢討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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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追蹤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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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於下一學年 持續追蹤改善
部分，流程圖中以另起作業流程標示，作 度(106 學年度第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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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業程序未寫入。

追蹤情形

一學期)提報內控
作業修訂對照
表，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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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其他身分
驗證，至本校報到時繳交畢業證書影
別學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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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追蹤改善
表，進行修正。
情形。

持續追蹤事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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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項目
作業項目

105/1 社團補
助-指導老師

(專案稽核)

查核時間

106.05.10-05.15

105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經費使用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1. 所檢附「社團技術性指導老師上課課 1. 本 學 期 已 再
堂紀錄表」，說明第 2 點提及各社團
次向社團宣
於上課前至群育中心領取登記表，下
導每次上課
課後交給老師簽名，當日或隔天務必
完請老師簽
交回群育中心。經訪談承辦人表示，
名，並將於本
現行實際做法為紀錄表於學期初由社
次核銷確實
團學生領回，期末時再交回承辦人。
執行並加以
下課後當日或隔日送回，此作法如有
輔導未能履
實際執行困難，建議應檢討改善措施
行的社團。
並明訂於該紀錄表說明中。
2. 因 本 學 期
2. 經查發現有多數社團所填寫之紀錄表
(105-2) 社 團
所有欄位為一次填寫，並非每次上課
已領取「社團
後作紀錄並請老師簽名，且亦有部分
技術性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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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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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上課課
堂紀錄表」，
擬於下學期

追蹤情形

持續追蹤改善

作業項目

發現事項

受查單位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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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 修 正
「社團技術性

觀感，並教導學生負責任之態度。

指導老師上
課課堂紀錄
表」說明事項
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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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情形

第一案附件 1

東吳大學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競賽補助辦法(草案)
條次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條文內容
本校為提升學士班學生學術研究風氣，激發大學
生研究創新能力，鼓勵各學院、學系舉辦學士班
專題研究競賽或研究成果發表活動，特訂定東吳
大學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競賽補助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本辦法所稱之「專題研究競賽」包括：專題研究
競賽、研究成果發表、音樂展演及創作競賽。
本辦法之申請資格、補助標準、補助項目及申請
時間如下：
一、申請資格：本校各學院、學系。每學年以補
助一次為限。
二、補助標準：每案補助上限為學院十萬元、學
系五萬元。
三、補助項目：競賽獎金、審查費、出席費、交
通費、會議及活動餐點費、工讀費(包括雇主
負擔之勞健保費及勞退金)、文具費、紙張費、
印刷費、郵資費、雜支。
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完成經費結報，如
有餘額，應悉數繳回。
四、申請時間：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提出申請。
各學院、學系舉辦之專題研究競賽或研究成果發
表活動，須有明確公正之審核標準及辦法，明訂
名次及獎金，公開評選過程及相關學術倫理規
範，並舉辦公開頒獎儀式，頒布獲獎人員。
本辦法之業務承辦單位為研究發展處研究事務
組。由各學院、學系填具申請表並檢附活動計畫
書，送研究發展處研究事務組，簽請研究發展長
核定。
獲本項補助者，非於原訂時程前簽會研究發展處
研究事務組，陳報研究發展長核准者，不得變更
活動時間或內容。未獲核准者，廢止其補助。
獲本項補助之學院、學系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
內提交成果報告，並公開於學院、學系網站以供
觀摩使用。
未依本辦法完成競賽過程、經費核銷、提交成果
報告者，取消次學年之補助申請資格。

說明
訂定目的。

補助範圍
申請資格、補助標
準、補助項目及申
請時間。

活動須有公正、公
開之過程，並遵守
學術倫理規範。
申請方式及須事前
變更。

成果報告提交並公
布。

未依辦法辦理者，
取消次學年之申請
資格。
第八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為本校預算或教育部補助款， 經費來源及經費用
實際補助項目及金額將依據當年度經費項目及 罄之處理方式。
額度核定之，若當年度經費用罄，則不再受理申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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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請。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 未盡事宜之處理依
理。
據。
第十條 本辦法提行政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 制訂及修訂程序。
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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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專業研究，
提升學術水準，訂定本辦法。

原條文

第一條
無修正。
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專業研究，
提升學術水準，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專任教師」包括：
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及專任客座
教師。
第三條
本辦法之學術研究獎補助分為研
究論著獎勵、指導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獎勵、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及
發明專利獎勵等四款：
一、研究論著獎勵：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須為提出申請之學術期刊
論文或學術專書之最大貢
獻作者（如第一作者或第
一通訊作者等，並請自行
舉證），該著作應為已出版
(含電子期刊)且作者欄有
任職本校字樣，僅線上刊
登未正式出刊者不計。
（二）獎勵種類及標準：

１、刊登於 Nature 或 Science
兩期刊之論文，每篇獎勵
最高五十萬元。
２、第一類：
（1）刊登於名列 SSCI、SCI
期刊之研究論文，其期
刊之當年影響指數為該
領域
前 10%(含)者，每篇獎

說明

條次提前。

第二條
本辦法之學術研究獎補助分為
研究論著獎勵、指導大專學生研
究計畫獎勵、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及發明專利獎勵等四款：
一、研究論著獎勵：
（一）申請資格：於本校任教滿
一年(含)以上之專任教
師，提出申請之著作應為
已出版(含電子期刊)且作
者欄有任職本校字樣 之
學術期刊論文或學術專
書，僅線上刊登未正式出
刊者不計。

條次順延。

為鼓勵本校教師積
極發表期刊論文及
專書，取消於本校
任教滿一年始得申
請之規定。文字調
整。

（二）獎勵標準：
１、須為最大貢獻之作者（如 文 字 調 整 至 ｢ 申 請
第一作 者或第一 通訊作 資格｣。
者等，並請自行舉證）。
為推升本校教師學
術研究之質與量，
新增及調整獎勵標
２、刊登於名列 AHCI、SSCI 準及申請件數。
期刊之研究論文，每篇獎
勵最高六萬元；刊登於名
列 SCI、EI 期刊之研究論
文，每 篇獎勵最 高五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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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勵最高八萬元；
前 25%(含)者，每篇獎
勵最高七萬元；
前 50%(含)者，每篇獎
勵最高五萬元；
前 75%(含)者，每篇獎
勵最高三萬元；
後 75%者，每篇獎勵最
高二萬元。
（2）刊登於名列 AHCI 期刊
之研究論文，每篇獎勵
最高六萬元。
３、第二類：刊登於名列 EI、
TSSCI、THCI 及本校學術
研究委員會公布之「東吳
大學外語學門獎勵名單」
之研究論文，每篇獎勵最
高三萬元。

４、第三類：
（1）學術性專書：不含教科
書、翻譯著作、升等著
作、譯注、論文合集、研
討會論文集、博士論文、
再版書籍、再刷書籍，
並符合以下標準之一
者，每本獎勵最高十萬
元。
（I）依科技部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補助期刊
審查專書書稿作業要
點」審查通過，或為科
技部「人文學及社會科
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
畫」並經出版社外審通
過，公開發行有 ISBN
國際標準書號之學術
性專書。
（II）收錄於 Scopus 資料
庫，並經出版社外審通

原條文

３、依前一項申請以外，刊登
於名列 AHCI、SSCI、
SCI、EI 期刊之第二篇研
究論文及刊登於名列
TSSCI 期刊、THCI 期刊、
本校學 術研究委 員會公
布之「東吳大學外語學門
獎勵名單」之研究論文，
每篇獎勵最高三萬元。
４、學術性專書，每本獎勵最
高六萬元。本辦法所稱之
學 術性專書 ， 不含教科
書、翻譯著作、升等著作、
譯注、論文合集、研討會
論文集、博士論文、再版
書籍、再刷書籍，並符合
以下標準之一者：
（1）依科技部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補助期
刊審查專書書稿作業
要點」審查通過，或為
科技部「人文學及社
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
作計畫」並經出版社
外審通過，公開發行
並有 ISBN 國際標準
書號之學術性專書。
（2）收錄於 Scopus 資料
庫，並經出版社外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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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過，公開發行有 ISBN
通過，公開發行有
國際標準書號之學術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性專書，須提出收錄證
之學術性專書，須提
明及外審證明之佐證。
出收錄證明及外審證
（2）翻譯或譯注專書：須為
明之佐證。
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
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
並經出版社外審通過，公
開發行有 ISBN 國際標準
書號之翻譯或譯注專書，
每本獎勵最高六萬元。
（三）申請件數：
１、刊登於 Nature 或 Science 兩
期刊之論文，每人每學年
申請件數不限。
２、第一類及第二類，每人每
學年合計最多申請五件。
３、第三類，每人每學年最多
申請一件。
（四）提出申請之著作以最近三 （三）提出申請之著作以最近三
年內已出版且經外審制度
年內已出版且經外審制
審核之學術性論著為限。
度審核之學術性論著為
每一著作獎勵一次，如為
限。每一著作獎勵一次，
數人共同完成者，由合著
如為數人共同完成者，由
之本校專任教師自行分配
合著之本校專任教師自
獎助款，學術性專書之合
行分配獎助款，學術性專
著者須為該完整著作整體
書之合著者須為該完整
研究之共同參與者，如僅
著作整體研究之共同參
為該著作中部分章節之著
與者，如僅為該著作中部
作者，則不予獎勵。同一研
分章節之著作者，則不予
究論著已獲校內、外單位
獎勵。同一研究論著已獲
獎助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校內、外單位獎助者，不
獎勵。
得再提出申請獎勵。
（四）獎勵標準（二）之各分項
獎勵，每人每學年最多得
分別提出一件之申請。
二、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 二、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 無修正。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皆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可提出申請。
皆可提出申請。
（二）獎勵標準：教師指導科技部 （二）獎勵標準：教師指導科技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每一計
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每
畫獎勵五千元，每人每學年
一計畫獎勵五千元，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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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最多提出二件申請案。
（三）
本項獎勵之計畫係指前一年
度核定者。
三、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一）申請資格：優先補助新進或
初次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
之本校專任教師。
（二）補助標準：
1、 本校專任教師申請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未獲補助但
經評審認為具潛力之研究
計畫。
2、 每案補助最高十萬元。申
請者應檢具擬執行之研究
計畫書，及科技部計畫申
請案之審查意見，由本校
學術研究委員會審議之。
每人每學年最多提出一項
申請案。
（三）
獲本項補助之計畫主持人應
於執行期滿三個月內提交
研究成果報告，並應於第
二年再向科技部提出專題
研究計畫申請。
四、發明專利獎勵：
（一）所稱發明專利，係指本校專
任 教師或研究人員以本校
為所屬專利權人於國內外
發表者。
（二）每項獎勵金為新台幣二萬
元，同一項發明獲得不同
國家專利者，仍以獎勵一
次為限。

第四條
獎補助申請時間為每年十月一日
至十月三十一日。各項申請由本
校學術研究委員會負責審查後，

原條文

說明

每學年最多提出二件申請
案。
（三）本項獎勵之計畫係指前一
年度核定者。
三、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一）申請資格：優先補助新進
或初次申請科技部研究計
畫之本校專任教師。
（二）補助標準：
1、 本校專任教師申請科技部
專題研究 計畫未獲 補助
但經評審 認為具潛 力之
研究計畫。
2、 每案補助最高十萬元。申
請者應檢 具擬執行 之研
究計畫書，及科技部計畫
申請案之審查意見，由本
校學術研 究委員會 審議
之。每人每學年最多提出
一項申請案。
（三）獲本項補助之計畫主持人
應於執行期滿三個月內
提交研究成果報告，並應
於第二年再向科技部提
出專題研究計畫申請。
四、發明專利獎勵：
無修正。
（一）所稱發明專利，係指本校
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以
本校為所屬專利權人於
國內外發表者。
（二）每項獎勵金為新台幣二萬
元，同一項發明獲得不同
國家專利者，仍以獎勵一
次為限。
第三條
條次提前。
本辦法所稱之「專任教師」包括：
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及專任客座
教師。
第四條
無修正。
獎補助申請時間為每年十月一
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各項申請由
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負責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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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簽請校長核定。研發處研究事務
組為業務承辦單位。

後，簽請校長核定。研發處研究
事務組為業務承辦單位。

第五條

第五條

核定通過之申請案若有違反本辦
法相關規定者，應予撤銷，已支領
之研究獎補助費須全數繳回。

核定通過之申請案若有違反本
辦法相關規定者，應予撤銷，已
支領之研究獎補助費須全數繳
回。

第六條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說明

無修正。

無修正。

42

第二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
82 年 1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
82 年 5 月 5 日行政會議修訂
82 年 11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訂
83 年 8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訂
84 年 11 月 1 日行政會議修訂
85 年 2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訂
87 年 6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訂
87 年 1 月 4 日行政會議修訂
88 年 6 月 5 日校務會議修訂
93 年 2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 2、3、4、5 條
94 年 5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 3 條
95 年 3 月 8 日校務會議（臨時）修正程序
95 學年度第 12 次(96.07.04)行政會議修正(第 2、3 條)通過
97 學年度第 11 次(98.06.03)行政會議修正(第 2 條)通過
98 學年度第 9 次(99.04.14)行政會議修正(第 2 條)通過
102 學年度第 3 次(102.09.23)行政會議修正(第 2、3、4 條)通過
103 學年度第 4 次(103.09.29)行政會議修正(第 2、3 條)通過
103 學年度第 20 次(104.06.08)行政會議修正(第 2 條)通過
106 年 3 月 6 日行政會議修正(第 2 條)通過

第
第

一
二

條
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專業研究，提升學術水準，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之學術研究獎補助分為研究論著獎勵、指導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獎勵、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及發明專利獎勵等四款：
一、研究論著獎勵：
（一）申請資格：於本校任教滿一年(含)以上之專任教師，
提出申請之著作應為已出版(含電子期刊)且作者欄
有任職本校字樣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學術專書，僅線上
刊登未正式出刊者不計。
（二）獎勵標準：
１、須為最大貢獻之作者（如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訊作
者等，
並請自行舉證）。
２、刊登於名列 AHCI、SSCI 期刊之研究論文，每篇
獎勵最高六萬元；刊登於名列 SCI、EI 期刊之研
究論文，每篇獎勵最高五萬元。
３、依前一項申請以外，刊登於名列 AHCI、SSCI、
SCI、EI 期刊之第二篇研究論文及刊登於名列
TSSCI 期刊、THCI 期刊、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公
布之「東吳大學外語學門獎勵名單」之研究論文，
每篇獎勵最高三萬元。
４、學術性專書，每本獎勵最高六萬元。本辦法所稱
之學術性專書，不含教科書、翻譯著作、升等著
作、譯注、論文合集、研討會論文集、博士論文、
再版書籍、再刷書籍，並符合以下標準之一者：
（1）依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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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第

四

條

刊審查專書書稿作業要點」審查通過，或
為科技部「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
寫作計畫」並經出版社外審通過，公開發
行並有 ISBN 國際標準書號之學術性專書。
（2）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並經出版社外審通
過，公開發行有 ISBN 國際標準書號之學術
性專書，須提出收錄證明及外審證明之佐
證。
（三）提出申請之著作以最近三年內已出版且經外審制度
審核之學術性論著為限。每一著作獎勵一次，如為
數人共同完成者，由合著之本校專任教師自行分配
獎助款，學術性專書之合著者須為該完整著作整體
研究之共同參與者，如僅為該著作中部分章節之著
作者，則不予獎勵。同一研究論著已獲校內、外單
位獎助者，不得再提出申請獎勵。
（四）獎勵標準（二）之各分項獎勵，每人每學年最多得分
別提出一件之申請。
二、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皆可提出申請。
（二）獎勵標準：教師指導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每一
計畫獎勵五千元，每人每學年最多提出二件申請案。
（三）本項獎勵之計畫係指前一年度核定者。
三、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一）申請資格：優先補助新進或初次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
之本校專任教師。
（二）補助標準：
１、本校專任教師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未獲補
助但經評審認為具潛力之研究計畫。
２、每案補助最高十萬元。申請者應檢具擬執行之
研究計畫書，及科技部計畫申請案之審查意
見，由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審議之。每人每學
年最多提出一項申請案。
（三）獲本項補助之計畫主持人應於執行期滿三個月內提
交研究成果報告，並應於第二年再向科技部提出專
題研究計畫申請。
四、發明專利獎勵：
（一）所稱發明專利，係指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以本
校為所屬專利權人於國內外發表者。
（二）每項獎勵金為新台幣二萬元，同一項發明獲得不同
國家專利者，仍以獎勵一次為限。
本辦法所稱之「專任教師」包括：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及專任客
座教師。
獎補助申請時間為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各項申請由本
校學術研究委員會負責審查後，簽請校長核定。研發處研究事務
44

組為業務承辦單位。
第

五

條

核定通過之申請案若有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者，應予撤銷，已
支領之研究獎補助費須全數繳回。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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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進行學術研究，
提升學術成果，特訂定提升教師
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原條文
第一條
無修正。
本校為鼓勵教師進行學術研究，
提升學術成果，特訂定提升教師
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第二條
無修正。
本辦法所稱之科技部專題研究 本辦法所稱之科技部專題研究
計畫、產學合作計畫、發明專利、 計畫、產學合作計畫、發明專利、
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期刊論 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期刊論
文定義如下：
文定義如下：
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
（二）申請教師為下列之一者： （二）申請教師為下列之一者：
1、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
人。
2、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
或共同主持人/子計畫
主持人（須名列於科技
部核定之研究計畫經費
清單）。
二、產學合作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且
經研發處研究事務組辦
理。
（二）申請教師為產學合作計
畫主持人。
（三）計畫總經費須達新臺幣
20 萬元(含)以上。
（四）計畫經費須編列行政管

1、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
人。
2、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
或共同主 持人 / 子計 畫
主持人（須名列於科技
部核定之研究計畫經費
清單）。
二、產學合作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且
經研發處研究事務組辦
理。
（二）申請教師為產學合作計
畫主持人。
（三）計畫總經費須達新臺幣
20 萬元(含)以上。
（四）計畫經費須編列行政管

理費。
三、發明專利：獲國內外發明專
利權，且歸屬東吳大學。
四、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以

理費。
三、發明專利：獲國內外發明專
利權，且歸屬東吳大學。
四、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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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擬修正條文
本校名義完成技術或著作授
權契約書之簽訂，並有授權

原條文

備註

本校名義完成技術或著作授
權契約書之簽訂，並有授權

金。
金。
五、期刊論文：
五、期刊論文：
（ 一 ） 刊 登 於 名 列 AHCI 、
（ 一 ） 刊 登 於 名 列 AHCI 、
SSCI、SCI、EI、THCI、
SSCI、SCI、EI、THCI、
TSSCI、「東吳大學外語
TSSCI、「東吳大學外語
學門獎勵名單」之期刊
學門獎勵名單」之期刊
(含電子期刊)論文。
(含電子期刊)論文。
（二）期刊論文應有日期、卷
（二）期刊論文應有日期、卷
期、頁碼，作者欄並有任
期、頁碼，作者欄並有任
職本校字樣。
職本校字樣。
第三條

第三條

專任教師減授授課時數分為「助
理教授及專案教師」與「一般教
師」兩類：
一、助理教授及專案教師
（一）初任本校之助理教授及專

減授授課時數分為初任本校五
年(含)內之專任助理教授與一般
教師兩類：
一、初任本校五年(含)內之專任
助理教授

案教師合計五年(含)內均
應依本辦法實施減授。

（二）實施方式
1、每學期每週減授基本
授課時數二小時。

為推升本 校教師學 術研
究質量，鼓勵初任本校五
年(含)內之助理教授及專
案助理教 授進行學 術研
究，將減授措施由申請制

（一）減授標準：
改為自動減授。
研究成果至少符合下列
之一者：
1、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一件；音樂學系教師
得包括執行文化部、財
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
金會個人展演（含全場
指揮）或作品發表補助。
2、發表期刊論文一篇或出
版合乎本校學術研究獎
助辦法標準之專書一
本。
（二）實施方式：
1、教師得依減授標準分別
提出申請，每符合減授
標準之一者，於次學年
度每學期減授基本授課
時數一小時。次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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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一減授標準再次申
請時，須新增前二學年
2、教師減授之學年度必
須申請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音樂學系教師
得包括申請國家表演
藝術中心個人展演（含
全場指揮）或作品發
表。如違反規定，須繳
回該學年減授之鐘點
費。

內同類減授標準之研究
成果一項。
2、教師於減授期間，如通
過升等，自升等生效日
之次一學年起，不再適
用本標準。
文字調整。

3、教師於減授期間，如通
過升等案，自升等生效
日之次一學年起，不再
適用本類措施。
二、一般教師
（一）本辦法第三條第一款第 二、一般教師：
一目以外之專任教師，
近五學年內研究成果符
合申請項目及標準之一
者。
（二）申請項目及標準
1、單學年減授，減授標準
如下：
(1) 科 技 部 專 題 研 究 計
畫、產學合作計畫、發
明專利、技術移轉或
著作授權案；音樂學
系教師得包括執行文
化部、財團法人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個人
展演（含全場指揮）或
作品發表補助案合計
四件。
(2)期刊論文四篇。
2、三學年減授，減授標準

文字調整。

（一）第三條第一款所稱助理
教授以外之專任教師，
近五學年內研究成果符
合標準之一者。
（二）申請項目及標準：
1、單學年減授：
(1) 科 技 部 專 題 研 究 計
畫、產學合作計畫、發
明專利、技術移轉或
著作授權案；音樂學 文字調整。
系教師得包括執行文
化部、財團法人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個人
展演（含全場指揮）或
作品發表補助案合計
四件。
(2)期刊論文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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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自然、生物、工程領域

2、三學年減授：
(1)自然、生物、工程領域

之教師：
符合單學年減授之兩
項標準合計十四件
(含)以上，且各項至少
須四件(含)。
(2)人文、社會領域之教
師：
符合單學年減授之兩
項標準合計十二件
(含)以上，且各項至少
須四件(含)。
本辦法所稱自然、生物、
工程領域之教師及人
文、社會領域之教師，由
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審
查認定。

之教師：
符合單學年減授之兩
項標準合計十四件
(含)以上，且各項至少
須四件(含)。

備註

(2)人文、社會領域之教
師：
符合單學年減授之兩
項標準合計十二件
(含)以上，且各項至少
須四件(含)。
本辦法所稱自然、生物、
工 程 領 域 之 教 師 及 人 文字調整。
文、社會領域之教師，由
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審

（三）實施方式
1、單學年減授
符 合 申 請資 格 之 教師
得 依 標 準分 別 提 出申
請減授授課時數，每符
合申請標準之一者，於
次 學 年度 每 學 期 每週
減 授 基 本授 課 時 數一
小時。次學年度依同一
標準再次申請減授者，
須 新 增 申請 時 之 前二
學 年 內 同類 標 準 之研
究成果一項。
2、三學年減授
符 合 申 請資 格 之 教師
得 依 標 準提 出 申 請減

查認定。
（三）實施方式：
1、單學年減授：
符合申請資格之教師
得依標準分別提出申
請減授授課時數，每符
合申請標準之一者，於
次學年度每學期減授
基本授課時數一小時。 文字調整。
次學年度依同一標準
再次申請減授者，須新
增申請時之前二學年
內同類標準之研究成
果一項。
2、三學年減授：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之 教 師 調整自第四條，並依一般

授授課時數，自次學年
度 起 連 續三 學 年 每 學
期 每 週 減授 基 本 授課

得 依 標 準 提 出 申 請 減 教師之申 請標準修 正文
授授課時數，自次學年 字。
度起連續三學年每學

49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時數二小時。再次申請
時，除依前述相同標準

期減授基本授課時數
二小時。再次申請時，

提出外，應含近三學年
新增之研究成果六件。
（四）依本辦法申請減授授
課時數所提交之期刊
論文或發明專利，如為
本校專任教師多人共
同完成者，僅得由一位
教師提出申請。

除依前述相同標準提
出外，應含近三學年新
增之研究成果六件。

備註

第四條
調整至第三條。
依本辦法申請減授授課時數所
提交之期刊論文、專書或發明專
利，如為本校專任教師多人共同
完成者，僅得由一位教師提出申
請。
第四條
第五條
條次提前及文字調整。
助理教授及專案教師依本辦法 受理申請時間為每年十月一日
第三條第一款第一目實施減授， 至十月三十一日。申請案由本校
無須提出申請。一般教師申請時 學術研究委員會審查及評估後，
間為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 簽請校長核定。
一日，申請案由本校學術研究委
員會審查及評估後，簽請校長核
定。
第五條
助理教授及專案教師依本辦法
第三條第一款第一目實施減授
期間，其超授鐘點及校外兼課，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得超授鐘點（含進修學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各學系基於課程安排需要，
得於其全部之減授期間內，

明訂初任本校五年(含)內
之助理教 授 及專案 助理
教授於減 授期間之 超 授
鐘點及校外兼課規定。

彈性調整每學期之授課時
數，但各學期授課時數平均
後，不得有超授鐘點。
三、不得至校外兼課，但新任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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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授及專案教師之第一
年，如有特殊情形，經專案
核准後，不受此限。
第六條
專任教師依本辦法減授授課時
數後，於減授期間至少應講授一
門科目。

第六條
無修正。
專任教師依本辦法減授授課時
數後，於減授期間至少應講授一
門科目。

第七條
第七條
無修正。
研發處研究事務組為業務承辦 研發處研究事務組為業務承辦
單位。
單位。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第八條
無修正。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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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辦法
94 學年度第 12 次(95.07.05)行政會議通過
95 學年度第 9 次(96.04.11)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 學年度第 4 次(96.11.07)行政會議修正(第 2 條)通過
97 學年度第 11 次(98.06.03)行政會議修正(第 2 條)通過
98 學年度第 12 次(99.07.07)行政會議修正(第 2,3 條)通過
101 學年度第 4 次(101.09.24)行政會議修正(第 2,3,4,6 條)通過
102 學年度第 16 次(103.04.14)行政會議修正(第 4 條)通過
104 學年度第 14 次(105.03.07)行政會議修正(第 2,3,4,5,6,7,8 條)通過
106 年 3 月 6 日行政會議修正(第 2 條)通過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進行學術研究，提升學術成果，特訂定提升教師學術研
究減授授課時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所稱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發明專利、技術移
轉或著作授權案、期刊論文定義如下：
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
（二)申請教師為下列之一者：
1、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人。
2、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子計畫主持人（須
名列於科技部核定之研究計畫經費清單）。
二、產學合作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且經研發處研究事務組辦理。
（二）申請教師為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
（三）計畫總經費須達新臺幣 20 萬元(含)以上。
（四）計畫經費須編列行政管理費。
三、發明專利：獲國內外發明專利權，且歸屬東吳大學。
四、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以本校名義完成技術或著作授權契約書之
簽訂，並有授權金。
五、期刊論文：
（一）刊登於名列 AHCI、SSCI、SCI、EI、THCI、TSSCI、「東吳大
學外語學門獎勵名單」之期刊(含電子期刊)論文。
（二）期刊論文應有日期、卷期、頁碼，作者欄並有任職本校字樣。
減授授課時數分為初任本校五年(含)內之專任助理教授與一般教師兩類：
一、初任本校五年(含)內之專任助理教授
（一）減授標準：
研究成果至少符合下列之一者：
1、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件；音樂學系教師得包括執
行文化部、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個人展演（含
全場指揮）或作品發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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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2、發表期刊論文一篇或出版合乎本校學術研究獎助辦法標
準之專書一本。
（二）實施方式：
1、教師得依減授標準分別提出申請，每符合減授標準之一
者，於次學年度每學期減授基本授課時數一小時。次學
年度依同一減授標準再次申請時，須新增前二學年內同
類減授標準之研究成果一項。
2、教師於減授期間，如通過升等，自升等生效日之次一學
年起，不再適用本標準。
二、一般教師：
（一）第三條第一款所稱助理教授以外之專任教師，近五學年內
研究成果符合標準之一者。
（二）申請項目及標準：
1、單學年減授：
(1)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發明專利、
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音樂學系教師得包括執行
文化部、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個人展演
（含全場指揮）或作品發表補助案合計四件。
(2)期刊論文四篇。
2、三學年減授：
(1)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
符合單學年減授之兩項標準合計十四件(含)以上，
且各項至少須四件(含)。
(2)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
符合單學年減授之兩項標準合計十二件(含)以上，
且各項至少須四件(含)。
本辦法所稱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及人文、社
會領域之教師，由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審查認定。
（三）實施方式：
1、單學年減授：
符合申請資格之教師得依標準分別提出申請減授授課時
數，每符合申請標準之一者，於次學年度每學期減授基
本授課時數一小時。次學年度依同一標準再次申請減授
者，須新增申請時之前二學年內同類標準之研究成果一
項。
2、三學年減授：
符合申請資格之教師得依標準提出申請減授授課時數，
自次學年度起連續三學年每學期減授基本授課時數二小
時。再次申請時，除依前述相同標準提出外，應含近三學
年新增之研究成果六件。
依本辦法申請減授授課時數所提交之期刊論文、專書或發明專利，如
為本校專任教師多人共同完成者，僅得由一位教師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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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第
第
第

六
七
八

條
條
條

受理申請時間為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申請案由本校學術研
究委員會審查及評估後，簽請校長核定。
專任教師依本辦法減授授課時數後，於減授期間至少應講授一門科目。
研發處研究事務組為業務承辦單位。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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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社群補助辦法(草案)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第
第

六
七

條
條

本校為凝聚教師研發能量，促進相互交流與合作，達到團隊共同進行學
術研究、參與研發創作、提升研發成效之目的，特訂定東吳大學教師學
術研究社群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實施方式：
一、申請資格：本校教師可組織同領域或跨領域之教師學術研究社群，
每一社群應由三人以上組成，並推舉其中一位專任教師擔任社群召
集人，專責社群活動之規劃、聯繫及相關成果彙整。
二、進行方式：
（一）各學術研究社群應設定研究主題，並依目標規劃相關活動及具
體做法，以研討整合型計畫、專題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
論文發表、專利研發等，有助於爭取校外計畫案或提升論文、
專利數量之內容，達到預定之研究成效。
（二）於執行期限內，每月至少進行一次研討為原則，並須做成紀錄。
申請、審查與核定：
一、申請時間：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由社群召集人提出。
二、審查與核定：由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負責審查後，簽請校長核定。
三、再次申請時，須完成原核定之前案，並繳交研究成果報告後，始得
提出新申請案。
每教師學術研究社群最高補助新臺幣三萬元。
補助經費限經常門業務費，人事費不在補助項目內，社群成員並不得支
領講座鐘點費、出席費或諮詢費。
前項補助之使用應依本校支出憑證核銷規定辦理。
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應提交成果報告(含研討紀錄)。
每位社群成員有義務提升本校研究績效，於計畫結束兩年內，至少完成
以本校名義發表合乎｢東吳大學學術研究獎助辦法｣標準之期刊論文或
專書、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申請發明專利、完成
技術移轉等其中之一項目。
未達成前項要求者，不再核予補助。
研究發展處研究事務組為業務承辦單位。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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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1

東吳大學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97 年 6 月 3 日通過
97 年 11 月 13 日修正第三、九條
98 年 6 月 22 日修正第五、七條
98 年 12 月 4 日修正第七條
99 年 6 月 15 日修正第一至十三條
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第二至四、十、十一條
101 年 5 月 2 日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8 月 14 日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3 月 18 日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10 月 13 日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7 月 20 日第 2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11 月 9 日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12 月 9 日第 8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4 月 11 日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 年 oo 月 oo 日第 oo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原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為教學資源中心辦理隨堂教學助
理補助計畫，特訂定本辦法。

無修訂。

第

第二條第一項

二

條

申請條件：
申請條件：
一、申請對象為本校專、兼任教師。 一、申請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
二、申請補助以大班課程優先。
二、申請補助以修習人數 35 人以
上之課程為優先。

條文，申請對
象修訂為「專、
兼任教師」均
可提出申請。
第二條第二項
條文，原以修
習人數 35 人以
上之課程為優
先，修訂為刪
除 35 人以上之
限制，其大班
課程之修課人
數由各學院認
定之。

第 三 條
第 三 條
第三條第一項
補助原則：
補助原則：
條文，原以「實
一、以跨領域共授課程、實作深化 一、以實習、演算、實驗及具討論 習、演算、實驗
學習課程、數位科技融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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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課程、其他創新教學課程為
主，並以大一或大二（法律系

原條文

說明

性質之課程為主，並以大一 及具討論性質
或大二（法律系可至大三）之 之課程」
，修訂

可至大三）之基礎必修課程及
基礎必修課程及共通課程為 為以「跨領域
共通課程為優先補助對象。
優先補助對象。
共授課程、實
二、全學年之課程得同時申請上、
作深化學習課
下學期補助，惟下學期補助與 二、全學年之課程得同時申請上、 程、數位科技
否需視上學期執行成果而定。
下學期補助，惟下學期補助 融 入 教 學 課
與否需視上學期執行成果而 程、其他創新
三、凡一年內到校之新進教師，得
定。
教學課程」為
依其需求並參考前述所列之 三、凡一年內到校之新進教師，得 優先補助（其
課程性質提出申請，額度以一
依其需求並參考前述所列之 課程類型同本
門為限，且不列入學院分配之
課程性質提出申請，額度以 校教學精進補
額度，其若為全學年之課程僅
一門為限，且不列入學院分 助計畫）。
給予一學期補助，下一學期則
需列入一般審查程序。

配之額度，其若為全學年之
課程僅給予一學期補助，下
一學期則需列入一般審查程
序。
第 四 條
無修訂。
申請期限及受理單位：
一、申請期限為每學期結束前兩
個月。
二、各學系、師資培育中心及語言
教學中心之專任教師請至
「教學助理線上申請系統」
填
寫教學助理申請資料，向所
屬學院提出申請。
三、共通課程（外文除外）之專任
教師請至「教學助理線上申
請系統」填寫教學助理申請
資料，向通識教育中心提出
申請。
四、新進教師得於應聘後向教學
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提
出申請。
第 五 條
無修訂。
隨堂教學助理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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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隨堂教學助理由授課教師自
行遴選，限本校在學學生，且
以研究生為優先考量，若該
系無碩博士班，則以大學部
最高年級成績優秀學生為聘
用條件，惟修習該課程學生
不得擔任該課程之隨堂教學
助理。
二、同一位助理擔任隨堂教學助
理，以協助一門課程為限。
第 六 條
隨堂教學助理任務含課程準備、
課堂協助、課後輔導，並配合課程

第 六 條
隨堂教學助理任務含課程準備、
課堂協助、課後輔導，並配合課

因應第三條條
文修訂，該條
文中「實習、演

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下，帶領同
學進行跨領域學習、實作學習、數
位科技學習、其他創新思維學習
等，並參與教學資源中心所規劃
之助理培訓活動。教師不得要求

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下，帶
領同學進行實習、演算、實驗及
討論，並參與教學資源中心所規
劃之助理培訓活動。教師不得要
求助理處理與課程無關之行政庶

算、實驗及討
論」，修訂為
「跨領域學
習、實作學習、
數位科技學

助理處理與課程無關之行政庶務
及個人研究等工作。

務及個人研究等工作。

習、其他創新
思維學習等」。

第 七 條
無修訂。
隨堂教學助理經費補助：
一、助理費用以其輔導班級數為
單位；博士生助理每班每月
補助新台幣捌仟元整，碩士
生助理每班每月補助新台幣
陸仟元整，學士生助理每班
每月補助新台幣伍仟元整。
二、助理補助名額依年度經費規
劃，並公告周知。
第 八 條
無修訂。
隨堂教學助理培訓：
一、凡獲補助之助理應參加教學
資源中心教學助理培訓課程
及期末成果發表會。
二、助理若無法參加上述活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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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應於三日前依規定填寫請假
單，經教學資源中心同意後，
另安排觀看培訓錄影以完成
培訓工作。未完成培訓工作
者，取消助理資格。
三、助理參加上述活動之情形將
列入教學助理考核依據，出
席率達百分之百者，始可核
發教學助理證明書。
第 九 條
無修訂。
隨堂教學助理考核：
一、學期進行中，授課教師需協助
進行「教學助理成效問卷調
查」
，以掌握助理協助教學之
成效。
二、授課教師應於學期結束前完
成「教學助理評量表」
，以考
核其成效。
三、學期結束前，助理需協助教師
彙整「教學助理協助教學計
畫成果報告」並提交教學資
源中心，且參與「教學助理期
末成果發表會」。
第 十 條
隨堂教學助理之審查依「隨堂教
學助理審查作業要點」辦理之。

無修訂。

第 十一 條
表現優異之隨堂教學助理，可獲
頒優良教學助理獎勵及獎狀，其
遴選要點另訂之。

無修訂。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

無修訂。

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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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2

東吳大學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
97 年 6 月 3 日通過
97 年 11 月 13 日修正第三、九條
98 年 6 月 22 日修正第五、七條
98 年 12 月 4 日修正第七條
99 年 6 月 15 日修正第一至十三條
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第二至四、十、十一條
101 年 5 月 2 日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8 月 14 日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3 月 18 日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10 月 13 日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7 月 20 日第 2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11 月 9 日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12 月 9 日第 8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4 月 11 日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為教學資源中心辦理隨堂教學助理補助計畫，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申請條件：
一、申請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
二、申請補助以修習人數 35 人以上之課程為優先。

第

三

條

補助原則：
一、以實習、演算、實驗及具討論性質之課程為主，並以大一或大二（法
律系可至大三）之基礎必修課程及共通課程為優先補助對象。
二、全學年之課程得同時申請上、下學期補助，惟下學期補助與否需視
上學期執行成果而定。
三、凡一年內到校之新進教師，得依其需求並參考前述所列之課程性質
提出申請，額度以一門為限，且不列入學院分配之額度，其若為全
學年之課程僅給予一學期補助，下一學期則需列入一般審查程序。

第

四

條

申請期限及受理單位：
一、申請期限為每學期結束前兩個月。
二、各學系、師資培育中心及語言教學中心之專任教師請至「教學助理
線上申請系統」填寫教學助理申請資料，向所屬學院提出申請。
三、共通課程（外文除外）之專任教師請至「教學助理線上申請系統」
填寫教學助理申請資料，向通識教育中心提出申請。
四、新進教師得於應聘後向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提出申請。

第

五

條

隨堂教學助理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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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隨堂教學助理由授課教師自行遴選，限本校在學學生，且以研究生
為優先考量，若該系無碩博士班，則以大學部最高年級成績優秀學
生為聘用條件，惟修習該課程學生不得擔任該課程之隨堂教學助理。
二、同一位助理擔任隨堂教學助理，以協助一門課程為限。
第

六

條

隨堂教學助理任務含課程準備、課堂協助、課後輔導，並配合課程需要，
在授課教師指導下，帶領同學進行實習、演算、實驗及討論，並參與教
學資源中心所規劃之助理培訓活動。教師不得要求助理處理與課程無關
之行政庶務及個人研究等工作。

第

七

條

隨堂教學助理經費補助：
一、助理費用以其輔導班級數為單位；博士生助理每班每月補助新台幣
捌仟元整，碩士生助理每班每月補助新台幣陸仟元整，學士生助理
每班每月補助新台幣伍仟元整。
二、助理補助名額依年度經費規劃，並公告周知。

第

八

條

隨堂教學助理培訓：
一、凡獲補助之助理應參加教學資源中心教學助理培訓課程及期末成果
發表會。
二、助理若無法參加上述活動者，應於三日前依規定填寫請假單，經教
學資源中心同意後，另安排觀看培訓錄影以完成培訓工作。未完成
培訓工作者，取消助理資格。
三、助理參加上述活動之情形將列入教學助理考核依據，出席率達百分
之百者，始可核發教學助理證明書。

第

九

條

隨堂教學助理考核：
一、學期進行中，授課教師需協助進行「教學助理成效問卷調查」，以
掌握助理協助教學之成效。
二、授課教師應於學期結束前完成「教學助理評量表」，以考核其成效。
三、學期結束前，助理需協助教師彙整「教學助理協助教學計畫成果報
告」並提交教學資源中心，且參與「教學助理期末成果發表會」。

第

十

條

隨堂教學助理之審查依「隨堂教學助理審查作業要點」辦理之。

第 十一 條

表現優異之隨堂教學助理，可獲頒優良教學助理獎勵及獎狀，其遴選要
點另訂之。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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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文字修正。
第一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教師評審委
本辦法依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第 22 條之規定訂 員會設置辦法第二十二條之規
定之。
定訂定之。
第二章 聘任與聘期
第二章 聘任與聘期
文字修正。
第二條
第二條
初聘教師之等級，依下列
初聘教師之等級，依下列規
規定分別審定：
定分別審定：
一、具有教育部審定頒給之教師 一、具有教育部審定頒給之教師
證書者，得按教師證書之等
證書者，得按教師證書之等
級聘任。
級聘任。
二、具有國內外大學碩士學位或 二、具有國內外大學碩士學位或
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
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
者，得聘為講師。
者，得聘為講師。
三、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或 三、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或
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
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
良，並有專門著作者，得聘
良，並有專門著作者，得聘
為助理教授。
為助理教授。
四、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 四、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
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
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
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著有
職業或職務 4 年以上，著有
成績，並有專門著作者，得
成績，並有專門著作者，得
聘為副教授。
聘為副教授。
五、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 五、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
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
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
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有重
職業或職務 8 年以上，有重
要著作、創作或發明，在學
要著作、創作或發明，在學
術上有重要貢獻者，得聘為
術上有重要貢獻者，得聘為
教授。
教授。
六、在學術上有傑出貢獻，由教 六、在學術上有傑出貢獻，由教
評會參酌其經歷、著述或作
評會參酌其經歷、著述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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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品審定其級別，報經教育部
學術審議會通過後聘任之。
前項所稱之國內外大學校

原條文

說明

品審定其級別，報經教育部
學術審議會通過後聘任之。
前項所稱之國內外大學校

院，以經教育部認定者為限。

院，以經教育部認定者為限。

第三條之一
新設教學單位於所屬教評
會正式組成前，其教師初聘程序
依以下規定辦理：
一、新設學系初聘之教師，應由
學系主任或籌備主管邀請
校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

第三條之一
文字修正。
新設教學單位於所屬教評
會正式組成前，其教師初聘程序
依以下規定辦理：
一、新設學系初聘之教師，應由
學系主任或籌備主管邀請
校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
家五人組成評審小組初審，
評審通過後，簽請院長提交
院教評會複審。
二、新設學院初聘之教師經系教
評會初審通過後，應由學院
院長或籌備主管邀請校內
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 五

家組成 5 人評審小組初審，
評審通過後，簽請院長提交
院教評會複審。
二、新設學院初聘之教師經系教
評會初審通過後，應由學院
院長或籌備主管邀請校內
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

人組成評審小組複審，評審
成 5 人評審小組複審，評審
通過後，簽請教務長提交校
通過後，簽請教務長提交校
教評會決審。
教評會決審。
三、新設學位學程初聘之教師， 三、新設學位學程初聘之教師，
比照新設學系初聘教師之
比照新設學系初聘教師之
規定辦理。
規定辦理。
前項第一款之評審小組人
前項第 1 款之評審小組人
選，應由學系主任或籌備主管簽 選，應由學系主任或籌備主管簽
請院長核定；第 2 款之評審小組 請院長核定；第二款之評審小組
人選應由學院院長或籌備主管 人選應由學院院長或籌備主管
簽請教務長核定。
簽請教務長核定。
第四條
第四條
一、調整兼任教師可申辦
初聘之專任教師如未具教
初聘之專任教師如未具教
教師證書之資格，新
育部同等級教師證書，應再辦理 育部同等級教師證書，應再辦理
增教學績效優異經校
下列事項申請教師證書：
下列事項申請教師證書：
長核定者，得由學系
一、持國外學歷者，各學系應於 一、持國外學歷者，各學系應於
召開系教評會初審前，先送
召開系教評會初審前，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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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說明

人事室辦理國外學歷查證。

人事室辦理國外學歷查證。 二、文字修正。
二、依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 二、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規定聘任者，各學系教
第 3 款規定聘任者，各學系
教評會應將教師之專門著
評會應將教師之專門著作
作（學位論文）送請校外學
（學位論文）送請校外學者
者專家審查。
專家審查。
三、依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至 三、依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
六款規定聘任者，各學院應
第 6 款規定聘任者，各學院
應將教師之專門著作送請
將教師之專門著作送請校外
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學者專家審查。
前項第二款專門著作（學位
前項第 2 款專門著作（學位
論文）之外審，應由系教評會推 論文）之外審，應由系教評會推
舉委員 1 人，會同召集人共同選 舉委員一人，會同召集人共同選
定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校外學 定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校外學
者專家 3 人，約期審查著作。審 者專家三人，約期審查著作。審
查結果以獲 2 位審查人推薦為 查結果以獲二位審查人推薦為
通過。
通過。
第一項第 三款專門著作外
第 1 項第 3 款專門著作外
審作業及成績之評定，依教師升 審作業及成績之評定，依教師升
等著作審查有關規定辦理。
等著作審查有關規定辦理。
初聘之兼任教師應依第 一
初聘之兼任教師應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辦理國外學歷查 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國外學歷查
證；服務滿四個學期，或教學績 證；服務滿四個學期，得由學系
效優異經校長核定者，得由學系 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之規
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3 款之規 定辦理教師證書申請。
定辦理教師證書申請。
第五條
第五條
一、新增專、兼任教師續
專任教師之續聘，應由各學
專任教師之續聘，應由各學
聘相關規定。
系主任填具續聘教師名冊，提交 系主任填具續聘教師名冊，提交 二、依校教評會 85 學年
系教評會，對教師之教學、研究、 系教評會初審：
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會
服務、輔導等方面進行初審。
議之決議，明訂兼任
兼任教師之續聘，應由各學
教師聘期中斷未超
系主任填具續聘教師名冊，提交
過 2 年（含）者，得
系教評會，對教師之教學成果、
學生課堂反應問卷施測結果以
及請假、補課或代課情形等方面

視為續聘之規定。
三、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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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進行初審。
系教評會評審通過後，簽
系教評會評審通過後，簽請
請院長提交院教評會複審。
院長提交院教評會複審。
院教評會評審通過後，簽
院教評會評審通過後，簽請
請教務長提交校教評會決審。 教務長提交校教評會決審。
校教評會評審通過後，送人
校教評會評審通過後，送人
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兼任教師聘期中斷未超過
2 年（含）者，於再次聘任為同
一類別同一職級之教師時，得視
為續聘。聘期中斷超過 2 年者，
則應依初聘有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專任教師之聘期，初聘為 1
年，續聘第 1 次為 1 年，以後續
聘經教評會同意後每次 2 年。
應接受教師評鑑之專任教
師，未能通過評鑑者，於改善期

第六條
文字修正。
專任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
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
聘經教評會同意後每次二年。
應接受教師評鑑之專任教
師，未能通過評鑑者，於改善期

間內，每次續聘時發給 1 年聘期 間內，每次續聘時發給一年聘期
之聘書。
之聘書。
第七條
第七條
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
教師聘期之起迄日期，除特
教師聘期之起迄日期，除特 師聘任辦法之規定，修正
兼任教師聘期起訖日期。
殊情形外，第 1 學期之聘期自 8 殊情形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專任教師第一學期之聘
月 1 日起至 1 月 31 日止；第 2
學期自 2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 期自八月一日起至一月三十一
止。
日止；第二學期自二月一日起至
七月三十一日止。
二、兼任教師第一學期之聘
期自九月一日起至一月三十一
日止；第二學期自二月一日起至
六月三十日止。
第三章
第八條

升等

第三章
第八條

升等

教師申請升等，應符合下
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應符合
列規定：
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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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曾任講師 3 年，並備有專門 一、曾任講師三年，並備有專門
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助理
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助理
教授。
教授。
二、曾任助理教授 3 年，並備有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並備有
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
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
副教授。
副教授。
三、曾任副教授 3 年，並備有重 三、曾任副教授三年，並備有重
要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
要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
為教授。
為教授。
八十六 年三月二十一 日前
86 年 3 月 21 日前已獲得教
育部之講師證書、助教證書且繼 已獲得教育部之講師證書、助教
續任教未中斷者，得依下列規定 證書且繼續任教未中斷者，得依
申請升等：
下列規定申請升等：
一、助教獲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 一、助教獲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
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或
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或
曾任助教四年，並備有專門
曾任助教 4 年，並備有專門
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講師。
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講
師。
二、講師或助教獲有博士學位或 二、講師或助教獲有博士學位或
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
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
者；或曾任講師三年，並備
者；或曾任講師 3 年，並備
有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
有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
為副教授。
為副教授。
第九條
第九條
文字修正。
教師升等應經三級教師評
教師升等應經三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查：
審委員會審查：
一、系教評會應就教師之教學、 一、系教評會應就教師之教學、
研究、服務、輔導等方面進
研究、服務、輔導等方面進
行審查。各學系應於其教師
行審查。各學系應於其教師
評審辦法中訂此 四項審查
評審辦法中訂此 4 項審查
之具體評量標準及評分比
之具體評量標準及評分比
重。
重。
二、院教評會應就教師之教學、 二、院教評會應就教師之教學、
研究、服務、輔導等方面進
行審查，並將教師之升等著
作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研究、服務、輔導等方面進
行審查，並將教師之升等著
作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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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說明

三、校教評會審查時，除能提出 三、校教評會審查時，除能提出
足以推翻系、院教評會審查
足以推翻系、院教評會審查
結果之具體事證，否則應尊
結果之具體事證，否則應尊
重系、院教評會之決議。
重系、院教評會之決議。
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另
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另
訂之。
訂之。
第十條
教師非經本校升等通過申
請改聘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專任教師申請改聘為兼任
教師者，得經該學系主任簽
請院長、校長核定後改聘。
二、兼任教師改聘為專任教師
者，依初聘有關規定辦理。
三、教師新獲學位依學歷申請
改聘較高教師職級者，依初
聘或升等有關規定辦理。
四、兼任教師新獲相當職級申

第十條
文字修正。
教師非經本校升等通過申請
改聘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專任教師申請改聘為兼任教
師者，得經該學系主任簽請
院長、校長核定後改聘。
二、兼任教師改聘為專任教師
者，依初聘有關規定辦理。
三、教師新獲學位依學歷申請改
聘較高教師職級者，依初聘
或升等有關規定辦理。
四、兼任教師新獲相當職級申請

請改聘較高教師職級者，依
改聘較高教師職級者，依初
初聘有關規定辦理。
聘有關規定辦理。
五、兼任教師於他校新獲較高 五、兼任教師於他校新獲較高職
職級教師證書申請改聘者，
級教師證書申請改聘者，依
依初聘有關規定辦理。
初聘有關規定辦理。
前項第五款改聘之起聘日
前項第 5 款改聘之起聘日
期得配合教師證書生效日期，並 期得配合教師證書生效日期，並
溯自校教評會決議之學期開始 溯自校教評會決議之學期開始
之日。
之日。
第四章 解聘、停聘與不續聘
第十五條
教師聘任後如有下列各款
之一者，應予解聘、停聘或不續
聘：

第四章 解聘、停聘與不續聘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
第十五條
教師聘任辦法之規
專任教師聘任後如有下列
定，調整以下規定：
各款之一者，應予解聘、停聘或
（一）新增兼任教師停
不續聘：
止聘約執行之規
定。
一、受有期徒刑 1 年以上判決確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
定，未獲宣告緩刑。
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修訂兼任教師終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
止聘約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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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

說明

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三）增訂兼任教師因
未結案。
學生選課人數未
達開課標準，致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
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
無聘任需求時，
條第 1 項所定之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
判決確定。
得於聘期屆滿前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
終止聘約。
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
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 二、文字修正。
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
銷。
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
未痊癒。
未痊癒。
八、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 八、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
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
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
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九、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 九、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
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
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
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
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
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
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
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
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
犯校園毒 品危害事 件之證
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
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

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
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
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
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
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
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
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
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
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
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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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重大。
專任教師之解聘、停聘及不
續聘之處理情形如下：
一、有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
第 4 款至第 6 款之情形者，
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
陳報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
部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
或不續聘。

原條文
節重大。

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款至第六款之情形者，經三
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陳報校長
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
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有第一項第三款、第十款或
二、有第 1 項第 3 款、第 10 款
或第 11 款情形者，經三級 第十一款情形者，經三級教評會
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陳報校 審議通過後，陳報校長核定，並
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准 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
後，予以解聘。
有第一項第七款之情形者，
三、有第 1 項第 7 款之情形者，
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涉有第一 項第八款及第九
四、涉有第 1 項第 8 款及第 9 款
情形者，學校應於知悉之日 款情形者，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
起 1 個月內，經校教評會審
議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
查。經調查屬實者，報請教
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
五、有第 1 項第 12 款至第 14 款
之情形者，經三級教評會審
議通過後，陳報校長核定，
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
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六、有第 1 項第 12 款至第 14 款
之情形，惟情節未達解聘、
停聘、不續聘者，應由三級
教評會依其情節輕重審議
懲處。

一個月內，經校教評會審議後，
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
屬實者，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
以解聘。
有第一 項第十二款至第十
四款之情形者，經三級教評會審
議通過後，陳報校長核定，並報
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
有第十二 款至第十 四 款之
情形，惟情節未達解聘、停聘、
不續聘者，應由三級教評會依其
情節輕重審議懲處。

有第十三款之情形者，經三
七、有第 1 項第 13 款之情形者，
經三級教評會議決解聘或 級教評會議決解聘或不續聘者，
不續聘者，除情節重大者 除情節重大者外，應併審酌案件
外，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 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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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決 1 年至 4 年不得聘任為 為教師。
教師。
兼任教師之終止聘約、停止
兼任教師聘任後，有第一項
聘約執行及不續聘處理情形如 第八款及第九款之情形，經人事
下：
室或學系主任陳報校長核定後，
一、涉有第 1 項第 8 款及第 9 款 予以解聘。有第一項其餘各款之
之情形，學校於知悉之日起 情形，應由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一個月內，經校教評會審議 後，陳報校長核定，予以解聘。
通過後，應停止聘約之執行， 有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情形，
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 除情節重大者外，應併審酌案件
陳報校長核定後，終止聘約。 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
二、有第 1 項其餘各款之情形， 為教師。
應由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後，陳報校長核定，終止聘
約。有第 1 項第 13 款規定之
情形，除情節重大者外，應
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 1 年
至 4 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三、因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
準，致無聘任需求時，得於
聘期屆滿前終止聘約。
四、未續聘者，視為不續聘，不
兼任教師未續聘者，視為不
須再經校長核定。
續聘，不須再經校長核定。
第十五條之三
專任教師解聘、停聘或不
續聘案於教育部核准前，其聘約
期限屆滿者，應予暫時繼續聘
任。
專任教師依法停聘，於停聘
原因未消滅前聘約期限屆滿者，
仍應依規定審查是否繼續聘任。

第十五條之三
文字修正。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
於教育部核准前，其聘約期限屆
滿者，應予暫時繼續聘任。

教師依法停聘，於停聘原因
未消滅前聘約期限屆滿者，仍應
依規定審查是否繼續聘任。
依第十五條規定停聘之教
依第 15 條規定停聘之專任
教師，停聘期間應發給半數本薪 師，停聘期間應發給半數本薪
（年功薪）；停聘原因消滅後回 （年功薪）；停聘原因消滅後回
復聘任者，其本薪（年功薪）應 復聘任者，其本薪（年功薪）應
予補發。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予補發。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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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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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限：
不在此限：
一、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或 一、教師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
受罰金之 判決而易 服勞役
行或受罰金之判決而易服勞
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
（年功薪）。
二、依第 15 條第 5 項規定停聘
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
（年功薪），俟調查結果無
此事實並回復聘任者，補發
全部本薪（年功薪）。

役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
薪（年功薪）。
二、教師依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
停聘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
本薪（年功薪），俟調查結
果無此事實並回復聘任者，
補發全部本薪（年功薪）。

第五章 休假
第十六條
專任教師申請休假時，應依
據本校教師休假辦法辦理，並填
具教師申請休假審查表，於每年

第五章 休假
文字修正。
第十六條
教師申請休假時，應依據本
校教師休假辦法辦理，並填具教
師申請休假審查表，於每年之十
之 10 月底前送人事室。本校休 月底前送人事室。本校休假辦法
假辦法另訂之。
另訂之。
人事室查核教師之申請休
人事室查核教師之申請休
假審查表後，將符合申請資格教 假審查表後，將符合申請資格教
師之資料送系教評會初審。
師之資料送系教評會初審。
系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於
系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於
11 月底前提交院教評會複審。 十一月底前提交院教評會複審。
院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於
院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於
12 月底前提交校教評會複審。 十二月底前提交校教評會複審。
校教評會應於次年 一月底
校教評會應於次年 1 月底
前評審通過後，送人事室報請校 前評審通過後，送人事室報請校
長核定。
長核定。
第六章 延長服務
第十七條
專任教授年滿 65 歲，本校
仍需其任職，而其本人亦自願繼
續服務者，應由學系比照「公立
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

第六章 延長服務
文字修正。
第十七條
專任教授年滿六十五歲，本
校仍需其任職，而其本人亦自願
繼續服務者，應由學系比照「公
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

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辦理延 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辦理
長服務，至多延長至屆滿 70 歲 延長服務，至多延長至屆滿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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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當學期為止。

歲當學期為止。
人事室應於教師屆滿 六十
人事室應於教師屆滿 65 歲
之前一年開始，通知其所屬學 五歲之前一年開始，通知其所屬
系。各學系主任應將需要其任職
且符合延長服務規定並有意願
延長服務之教師，填具教師延長
服務審查表送系教評會初審。系
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提交院教
評會複審；院教評會評審通過
後，應於 3 月底前（第 1 學期屆
齡退休者）或 9 月底前（第 2 學
期屆齡退休者）提交校教評會決
審；校教評會評審通過，送人事
室報請校長核定後，准予延長服
務。
未延長服務之教師，各學系
主任或教評會應於 3 月底前（第
1 學期屆齡退休者）或 9 月底前

學系。各學系主任應將需要其任
職且符合延長服務規定並有意
願延長服務之教師，填具教師延
長服務審查表送系教評會初審。
系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提交院
教評會複審；院教評會評審通過
後，應於三月底前（第一學期屆
齡退休者）或九月底前（第二學
期屆齡退休者）提交校教評會決
審；校教評會評審通過，送人事
室報請校長核定後，准予延長服
務。
未延長服務之教師，各學系
主任或教評會應於三月底前（第
一學期屆齡退休者）或九月底前

（第 2 學期屆齡退休者）通知人 （第二學期屆齡退休者）通知人
事室，並由人事室簽報校長後， 事室，並由人事室簽報校長後，
通知教師辦理退休。
通知教師辦理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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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
81年12月5日校務會議修訂
83年10月15日臨時校務會議修訂
86年5月31日校務會議修訂
90年4月21日校務會議修訂
90年6月2日校務會議宣讀確認
91年6月19日校務會議（臨時）修訂
91年9月9日教育部核備
92年1月8日校務會議(臨時)修訂第3、6、8、9、16、
17、19、20、21條
92年5月28日校務會議修訂第9條
93年5月26日校務會議修訂第8、9條
95年12月27日校務會議修訂第3~9、11~15條
96年12月26日校務會議修訂第6、15-2、20條
99年12月22日校務會議修訂第4條
100年12月21日校務會議修訂第4、5-1、15、17條
101年5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第15、15-3、15-4條
102年12月18日校務會議修訂第4、5-1、15條
103年5月28日校務會議修訂第2、4、6、10、15、15-1、15-2、20條
103年12月17日校務會議增訂第3-1條、修訂第15條
104年12月9日校務會議刪除第15-1條、修訂第15-2條
105年6月1日校務會議修訂第6、9、15-2、17條

第一章
第 一

總則
條

第二章
第 二

聘任與聘期
條
初聘教師之等級，依下列規定分別審定：
一、 具有教育部審定頒給之教師證書者，得按教師證書之等級聘任。
二、 具有國內外大學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得聘
為講師。
三、 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
門著作者，得聘為助理教授。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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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成績，並有專門著作者，得聘為副教授。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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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著作、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者，
得聘為教授。
六、 在學術上有傑出貢獻，由教評會參酌其經歷、著述或作品審定其
級別，報經教育部學術審議會通過後聘任之。
前項所稱之國內外大學校院，以經教育部認定者為限。
條
各學系初聘教師應由學系主任填具初聘教師名冊，敘明擬擔任之科
目，並檢具下列文件提交系教評會初審：
一、畢業證書或學歷證明影本。
二、身分證或護照影本。

第

三

本辦法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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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之一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第五條之一

三、具教師資格者之教師證書影本。
四、其他足以證明資格之文件。
五、履歷表。
系教評會評審通過後，簽請院長提交院教評會複審。
院教評會評審通過後，簽請教務長提交校教評會決審。
校教評會評審通過後，送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新設教學單位於所屬教評會正式組成前，其教師初聘程序依以下規定
辦理：
一、新設學系初聘之教師，應由學系主任或籌備主管邀請校內外相關
領域之學者專家五人組成評審小組初審，評審通過後，簽請院長
提交院教評會複審。
二、新設學院初聘之教師經系教評會初審通過後，應由學院院長或籌
備主管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五人組成評審小組複審，
評審通過後，簽請教務長提交校教評會決審。
三、新設學位學程初聘之教師，比照新設學系初聘教師之規定辦理。
前項第一款之評審小組人選，應由學系主任或籌備主管簽請院長核
定；第二款之評審小組人選應由學院院長或籌備主管簽請教務長核
定。
初聘之專任教師如未具教育部同等級教師證書，應再辦理下列事項申
請教師證書：
一、持國外學歷者，各學系應於召開系教評會初審前，先送人事室辦
理國外學歷查證。
二、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聘任者，各學系教評會應將
教師之專門著作（學位論文）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三、依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聘任者，各學院應將教師之
專門著作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前項第二款專門著作（學位論文）之外審，應由系教評會推舉委員一
人，會同召集人共同選定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校外學者專家三人，約
期審查著作。審查結果以獲二位審查人推薦為通過。
第一項第三款專門著作外審作業及成績之評定，依教師升等著作審查
有關規定辦理。
初聘之兼任教師應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國外學歷查證；服務滿四
個學期，得由學系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之規定辦理教師證書申
請。
專任教師之續聘，應由各學系主任填具續聘教師名冊，提交系教評會
初審：
系教評會評審通過後，簽請院長提交院教評會複審。
院教評會評審通過後，簽請教務長提交校教評會決審。
校教評會評審通過後，送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各學系如因教學研究或未來發展需要，得申請與本校其他單位或校外
學術機構合聘相關專長之教師。
校內合聘應由合聘單位之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後，向原聘單位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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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第

七

條

第三章
第 八

升等
條

第

九

條

第

十

條

請，經原聘單位之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再送請合聘單位之院級教
評會複審及校教評會決審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之。
合聘教師之升等、評鑑、休假及差假等應依學校及原聘單位之規定辦
理。
校外合聘應先依「東吳大學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實施辦
法」之規定簽訂學術合作協議，並經本校三級教評會審議後，報請校
長核定，再由雙方發給合聘聘書。在本校支領專任待遇者，由本校主
聘，其權利義務依本校專任教師之相關規定辦理；在校外學術機構支
領專任待遇者，其權利義務依雙方合作辦法或協議辦理。
合聘教師聘期每次以一學年為原則。
專任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經教評
會同意後每次二年。
應接受教師評鑑之專任教師，未能通過評鑑者，於改善期間內，每次
續聘時發給一年聘期之聘書。
教師聘期之起迄日期，除特殊情形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專任教師第一學期之聘期自八月一日起至一月三十一日止；第二
學期自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
二、 兼任教師第一學期之聘期自九月一日起至一月三十一日止；第二
學期自二月一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止。

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曾任講師三年，並備有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助理教授。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並備有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副教授。
三、曾任副教授三年，並備有重要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教授。
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前已獲得教育部之講師證書、助教證書且繼續
任教未中斷者，得依下列規定申請升等：
一、 助教獲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或曾任助教
四年，並備有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講師。
二、 講師或助教獲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或曾
任講師三年，並備有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副教授。
教師升等應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一、 系教評會應就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等方面進行審查。
各學系應於其教師評審辦法中訂此四項審查之具體評量標準及評
分比重。
二、 院教評會應就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等方面進行審查，
並將教師之升等著作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三、 校教評會審查時，除能提出足以推翻系、院教評會審查結果之具
體事證，否則應尊重系、院教評會之決議。
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另訂之。
教師非經本校升等通過申請改聘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專任教師申請改聘為兼任教師者，得經該學系主任簽請院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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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
第
第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條
條
條
條

長核定後改聘。
二、 兼任教師改聘為專任教師者，依初聘有關規定辦理。
三、 教師新獲學位依學歷申請改聘較高教師職級者，依初聘或升等有
關規定辦理。
四、 兼任教師新獲相當職級申請改聘較高教師職級者，依初聘有關規
定辦理。
五、 兼任教師於他校新獲較高職級教師證書申請改聘者，依初聘有關
規定辦理。
前項第五款改聘之起聘日期得配合教師證書生效日期，並溯自校教評
會決議之學期開始之日。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第四章 解聘、停聘與不續聘
第 十五 條
專任教師聘任後如有下列各款之一者，應予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
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
害行為屬實。
九、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
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
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至第六款之情形者，經三級教評會
審議通過後，陳報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
或不續聘。
有第一項第三款、第十款或第十一款情形者，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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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之一
第十五條之二
第十五條之三

第十五條之四

第五章 休假
第 十六 條

後，陳報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
有第一項第七款之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涉有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情形者，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
經校教評會審議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報請教
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
有第一項第十二款至第十四款之情形者，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
陳報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有第十二款至第十四款之情形，惟情節未達解聘、停聘、不續聘者，
應由三級教評會依其情節輕重審議懲處。
有第十三款之情形者，經三級教評會議決解聘或不續聘者，除情節重
大者外，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兼任教師聘任後，有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之情形，經人事室或學系
主任陳報校長核定後，予以解聘。有第一項其餘各款之情形，應由三
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陳報校長核定，予以解聘。有第一項第十三款
規定之情形，除情節重大者外，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
不得聘任為教師。
兼任教師未續聘者，視為不續聘，不須再經校長核定。
（刪除）
應接受教師評鑑之專任教師，於再評仍不通過，聘期屆滿後，依教師
法相關規定，不再續聘。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於教育部核准前，其聘約期限屆滿者，應
予暫時繼續聘任。
教師依法停聘，於停聘原因未消滅前聘約期限屆滿者，仍應依規定審
查是否繼續聘任。
依第十五條規定停聘之教師，停聘期間應發給半數本薪（年功薪）；
停聘原因消滅後回復聘任者，其本薪（年功薪）應予補發。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教師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或受罰金之判決而易服勞役者，其
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年功薪）。
二、教師依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停聘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年
功薪），俟調查結果無此事實並回復聘任者，補發全部本薪（年
功
薪）。
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時，對仍願繼
續任教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遷調或介
聘；現職工作不適任或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者或
經公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任工作者，報經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資
遣。
教師申請休假時，應依據本校教師休假辦法辦理，並填具教師申請休
假審查表，於每年之十月底前送人事室。本校休假辦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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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查核教師之申請休假審查表後，將符合申請資格教師之資料送
系教評會初審。
系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於十一月底前提交院教評會複審。
院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於十二月底前提交校教評會複審。
校教評會應於次年一月底前評審通過後，送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
第六章 延長服務
第 十七 條
專任教授年滿六十五歲，本校仍需其任職，而其本人亦自願繼續服務
者，應由學系比照「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
件處理要點」辦理延長服務，至多延長至屆滿七十歲當學期為止。
人事室應於教師屆滿六十五歲之前一年開始，通知其所屬學系。各學
系主任應將需要其任職且符合延長服務規定並有意願延長服務之教
師，填具教師延長服務審查表送系教評會初審。系教評會評審通過
後，應提交院教評會複審；院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於三月底前（第
一學期屆齡退休者）或九月底前（第二學期屆齡退休者）提交校教評
會決審；校教評會評審通過，送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准予延長服
務。
未延長服務之教師，各學系主任或教評會應於三月底前（第一學期屆
齡退休者）或九月底前（第二學期屆齡退休者）通知人事室，並由人
事室簽報校長後，通知教師辦理退休。
第七章 附則
第 十八 條

第 十九 條

第 二十 條
第二十一條

教師依本辦法規定繳交各類「影本」時，仍須提示正本交相關承辦人
核對，經核對無誤並於影本加註「核與正本相符」字樣及簽章後，正
本發還。
各學系應依據本辦法訂定該系教師評審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
院教評會審查轉校教評會核備，由該學系公布實施。
各學院應依據本辦法訂定該院教師評審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
校教評會核備，由該院公布實施。
本辦法關於各學系之規定，於體育室、師資培育中心、語言教學中心
及通識教育中心準用之。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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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第一條
文字修正。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 20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
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32 條之規 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
定訂定之。
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三條
各學系設系教評會，掌理
有關教師下列事項之初審：
一、聘任（包括初聘、續聘、
改聘及合聘等）
二、聘期
三、停聘
四、解聘
五、不續聘
六、資遣原因之認定

第三條
文字修正。
各學系設系教評會，掌理
有關教師下列事項之初審：
一、聘任（包括初聘、續聘及
改聘）
二、聘期
三、停聘
四、解聘
五、不續聘
六、資遣原因

七、評鑑
八、升等
九、休假
十、延長服務
十一、違反教師法第 17 條所列
教師義務
十二、違反教師聘約
十三、院長或校長交議事項
十四、其他依法令應審議事項
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院
教評會複審。

七、評鑑
八、升等
九、休假
十、延長服務
十一、違反教師法第十七條所
列教師義務
十二、違反教師聘約
十三、院長或校長交議事項
十四、其他依法令應審議事項
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院
教評會複審。

第六條
第六條
有關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
教師解聘、停聘及不續聘
至第 6 款、第 11 款及第 12 款 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教評會所
之事項，如事證明確，而系教 做之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

依據教育部 105 年 11 月 2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50142481 號函釋，教師
重大事項經三級審議，應

評會所做之決議與法令規定 合或顯有不當時，應由院長交 以最後層級之教師評審委
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應由 請院教評會依規定審議變更 員 會 決 定 為 最 終 確 定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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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院長交請院教評會依規定審 之。校教評會對院教評會有類 見，且不僅限於教師解聘、
議變更之。校教評會對院教評 此情形者，應由校長交請校教 停聘或不續聘事項，始合
會有類此情形者，應由校長交 評會審議變更之。
請校教評會審議變更之。

於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之
功能與目的，故修正應以
校教評會決定為最終確定
意見之教師重大事項。

第七條
各學系之系教評會，置委
員 5 至 11 人，學系主任為當
然委員兼召集人，並於會議時
擔任主席。

第七條
文字修正。
各學系之系教評會，置委
員五至十一人，學系主任為當
然委員兼召集人，並於會議時
擔任主席。

第八條
本校設「師資培育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掌理師資培
育中心教師有關第 3 條第 1 項
所列事項之初審。師資培育中
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第八條
文字修正。
本校設「師資培育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掌理師資培
育中心教師有關第三條第一
項所列事項之初審。師資培育
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

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
人文社會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複審。

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
人文社會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複審。

第八條之一
本校設「語言教學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掌理語言教
學中心教師有關第 3 條第 1 項
所列事項之初審。
語言教學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
外語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
審。

第八條之一
文字修正。
本校設「語言教學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掌理語言教
學中心教師有關第三條第一
項所列事項之初審。
語言教學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
外語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
審。

第九條

第九條

文字修正。

本校設「體育室教師初審
本校設「體育室教師初審
委員會」，掌理體育室教師有 委員會」，掌理體育室教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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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關第 3 條第 1 項所列事項之初 關第三條第一項所列事項之
審。體育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兼 初審。體育室主任為當然委員
召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
席。
體育室教師初審委員會
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共通課
程教師複審委員會複審。

兼召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
席。
體育室教師初審委員會
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共通課
程教師複審委員會複審。

第九條之一
各學院未分設學系或設
有跨領域學程、進修學士班，
視需要得設「特殊學科教師評
審委員會」，掌理無法歸屬學
系之教師有關第 3 條第 1 項所

第九條之一
一、修正特殊學科教評會
各學院未分設學系或設
設置辦法立法程序，
有跨領域學程、進修學士班，
以符合系級教評會設
視需要得設「特殊學科教師評
置辦法立法之規範。
審委員會」，掌理無法歸屬學 二、文字修正。
系之教師有關第三條第一項

列事項之初審。其設置辦法經 所列事項之初審。其設置辦法
院教評會通過後，報校教評會 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校教評
核備。
會核備。
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
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
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院教 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第九條之二
本校設「通識教育中心教
師初審委員會」，掌理通識教
育中心兼任教師有關第 3 條第
1 項所列事項之初審。通識教
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初審
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
共通課程教師複審委員會複
審。

第九條之二
文字修正。
本校設「通識教育中心教
師初審委員會」，掌理通識教
育中心兼任教師有關第三條
第一項所列事項之初審。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兼
召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
席。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初審
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
「共通課程教師複審委員會」
複審。

第十條

第十條

文字修正。

院教評會置委員 5 至 17
院教評會置委員五至十七
人，各系代表至少 1 人，院長 人，各系代表至少一人，院長
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於會 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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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議時擔任主席。

議時擔任主席。

第十一條
本校設「共通課程教師複
審委員會」，置委員 7 人，由
校長指定本校教授 1 人擔任召
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其設置辦法由校教評會訂定。
複審通過之事項，應送校
教評會決審。

第十一條
文字修正。
本校設「共通課程教師複
審委員會」，置委員七人，由
校長指定本校教授一人擔任
召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
席。其設置辦法由校教評會訂
定。
複審通過之事項，應送校
教評會決審。

第十三條
校教評會置委員 13 人至
17 人，教務長、各學院院長、
共通課程教師複審委員會召
集人為當然委員，並由每學院

第十三條
文字修正。
校教評會置委員十三人
至十七人，教務長、各學院院
長、共通課程教師複審委員會
召集人為當然委員，並由每學

推舉 2 年內有專業著作發表之
教授 1 人擔任委員，超過 4 個
學系之學院增加 1 人。任期一
年，得連任，以 1 次為限。
教務長為校教評會召集人，並
於會議時擔任主席，人事室主
任為秘書。
本委員會性別比率應符
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範，其
名額由人事室建議教務長定
之。

院推舉二年內有專業著作發
表之教授一人擔任委員，超過
四個學系之學院增加一人。任
期一年，得連任，以一次為限。
教務長為校教評會召集人，並
於會議時擔任主席，人事室主
任為秘書。
本委員會性別比率應符
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範，其
名額由人事室建議教務長定
之。

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文字修正。
各級教評會審議未通過
各級教評會審議未通過之
之事項，不須再送上一級教評 事項，不須再送上一級教評會
會審議，但應於審議後 20 日 審議，但應於審議後二十日
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敘 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敘
明具體理由。當事人對決議有 明具體理由。當事人對決議有
異議時，專任教師得依「東吳 異議時，專任教師得依「東吳
82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 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
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向本 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向本
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
申訴；兼任教師得於 30 日內
向上一級教評會提起申訴，但
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

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
申訴；兼任教師得於三十日內
向上一級教評會提起申訴，但
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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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第七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1 年 12 月 5 日校務會議修訂
84 年 12 月 16 日校務會議修訂
89 年 12 月 16 日校務會議修訂
90 年 6 月 2 日校務會議修訂
91 年 6 月 19 日校務會議（臨時）修訂
91 年 9 月 9 日教育部核備
92 年 1 月 8 日校務會議(臨時)修正第 20、23 條
93 年 2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 4、5、8、9-1、
20、21 條
94 年 5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 13、23 條
94 年 7 月 28 日教育部核備
95 年 3 月 8 日校務會議（臨時）修訂
95 年 3 月 8 日校務會議（臨時）修訂通過
96 年 12 月 26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2、3、8、8-1、
9、21 條
101 年 5 月 30 日校務會議新增第 17-1 條
101 年 12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6、9、9-1、92、11、13、17、21 條
102 年 12 年 18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3、18 條
103 年 12 年 17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6、9-1 條
104 年 6 月 3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3、4、5 條

第
第

一
二

條
條

第

三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之規定訂定之。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分下列
三級：
一、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三、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教評會）
各學系設系教評會，掌理有關教師下列事項之初審：
一、聘任（包括初聘、續聘及改聘）
二、聘期
三、停聘
四、解聘
五、不續聘
六、資遣原因
七、評鑑
八、升等
九、休假
十、延長服務
十一、違反教師法第十七條所列教師義務
十二、違反教師聘約
十三、院長或校長交議事項
十四、其他依法令應審議事項
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院教評會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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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第

五

條

第

六

條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八條之一

第

九

條

第九條之一

第九條之二

第

十

條

第 十一 條

第 十二 條

各學院設院教評會，掌理有關該學院各系教評會送審事項之複審、系教
評會初審未通過事項之申訴、院長交議事項、其他依法令應審議事項之
審議。
複審通過之事項，應送校教評會決審。
本校設校教評會，掌理有關各學院教評會送審事項之決審、院教評會複
審未通過事項之申訴、校長交議事項、其他依法令應審議事項之審議。
教師解聘、停聘及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教評會所做之決議與法令
規定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應由院長交請院教評會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校教評會對院教評會有類此情形者，應由校長交請校教評會審議變更之。
各學系之系教評會，置委員五至十一人，學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本校設「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掌理師資培育中心教師有關
第三條第一項所列事項之初審。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人文社會學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本校設「語言教學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掌理語言教學中心教師有關
第三條第一項所列事項之初審。
語言教學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外語學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複審。
本校設「體育室教師初審委員會」，掌理體育室教師有關第三條第一項
所列事項之初審。體育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
席。
體育室教師初審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共通課程教師複審委員會
複審。
各學院未分設學系或設有跨領域學程、進修學士班，視需要得設「特殊
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掌理無法歸屬學系之教師有關第三條第一項所
列事項之初審。其設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校教評會核備。
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本校設「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初審委員會」，掌理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師
有關第三條第一項所列事項之初審。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初審委員會初審通過之事項，應送「共通課程教師複
審委員會」複審。
院教評會置委員五至十七人，各系代表至少一人，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本校設「共通課程教師複審委員會」，置委員七人，由校長指定本校教
授一人擔任召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其設置辦法由校教評會訂定。
複審通過之事項，應送校教評會決審。
各院、系教評會委員，由該院、系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擔任，
惟副教授以上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教授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任
期一年，期滿得連任，委員人數與推舉方式，由各院、系教評會設置辦
85

第 十三 條

第 十四 條
第 十五 條
第 十六 條

第 十七 條

第十七條之一

第 十八 條

第 十九 條

法規定。
院、系專任教授人數不足組織該院、系教評會時，得延聘校內外相關學
系之教授擔任。
校教評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共通課程教師
複審委員會召集人為當然委員，並由每學院推舉二年內有專業著作發表
之教授一人擔任委員，超過四個學系之學院增加一人。任期一年，得連
任，以一次為限。
教務長為校教評會召集人，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人事室主任為秘書。
本委員會性別比率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範，其名額由人事室建議
教務長定之。
各級教評會每學年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各級教評會須有其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並得視
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說明。
各級教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除公假外未出席三次
者，應取消其當學年之委員資格，除當然委員外，並由原推選單位另推
選委員遞補。
當然委員被取消資格者，不計入應出席委員人數。
各級教評會委員如為審議事項之當事人或其配偶、三等親內血親、姻親
或曾有此親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有應迴避情形而不迴避者，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審議有偏頗之虞者，
接受審查事項之當事人得向該教評會聲請要求迴避。
前項之聲請，聲請人應舉其原因及事實，並為適當之釋明；被聲請迴避
之委員，對於該迴避聲請得提出意見書。迴避與否，由該教評會中未被
聲請迴避之委員討論決議之。
各級教評會委員有應迴避情形而不自行迴避，且未經審議事項當事人聲
請迴避者，得由教評會委員提請該教評會審議、決議之。
迴避之委員不計入應出席委員人數。
院、系教評會評審教師升等案時，不可有低階高審之情形。升等助理教
授之案件，應由助理教授以上職級之委員審查；升等副教授之案件，應
由副教授以上職級之委員審查；升等教授之案件，應由教授職級之委員
審查。
前項院、系教評會之低階教師迴避後，委員人數仍需符合本辦法第七條
及第十條最低組成人數之規定。委員人數如有不足，經該教評會召集人
簽請教務長核可後，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符合前項規定職級之教師遞
補為該升等案之委員。
各級教評會對審查案件之表決，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為之，並以獲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可決，方為通過。
有關教師停聘、解聘、不續聘之審理，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
議通過。
升等案之評審方式，依教師評審辦法之規定辦理。
各學系應依據本辦法訂定該系教評會設置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
院教評會審查轉校教評會核備，由該學系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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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 條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各學院應依據本辦法訂定該院教評會設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
校教評會核備，由該院公布實施。
各級教評會審議未通過之事項，不須再送上一級教評會審議，但應於審
議後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敘明具體理由。當事人對決議有
異議時，專任教師得依「東吳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之規定，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兼任教師得於三十日內
向上一級教評會提起申訴，但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
本辦法關於院、系教評會之規定，於體育室教師初審委員會、通識教育
中心教師初審委員會、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語言教學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特殊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及共通課程教師複審委員會準
用之。
本校教師評審辦法另訂之。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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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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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 1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SU)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885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82,060 人
四． 教職員數：約 2,911 人
五． 規

模：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是美國學生人數最多的大學，現有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及職業學生 8
萬多名，分散在州府鳳凰城大都會區的 5 個校區與哈瓦蘇湖城的 1 個校區。學校共擁
有 22 個學院，每一個校區都提供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
坦佩校園區（設於坦佩，距離鳳凰城僅約 8 英
里）

鳳凰城市中心校區




文理學院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可持續發展學院 (School of Sustainability)
 赫爾貝格藝術設計學院 (Herberger College of
the Arts and Design)
 艾拉·A·富爾頓工程學院 (Ira A. Fult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桑德拉·戴·奧康納法律學院 (Sandra Day
O'Connor College of Law)
 W·P·凱瑞商學院 (W. P. Carey School of
Business)
 巴勒特榮譽學院（Barret, the Honors
College）
 研究生學院（Graduate College）
 瑪麗·盧·富爾頓教師學院 (Mary Lou Fulton
Teachers College)
西校區（設立於鳳凰城西北部）











理工校園區（設於梅薩）


瑪麗·盧·富爾頓教師學院 (Mary Lou Fulton
Teachers College)
交叉學科教育學院 (New College of
Interdisciplinary Arts an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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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特·克朗凱特新聞及大眾傳播學院
(Walter Cronki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公共服務及社區解決方案學院 (College of
Public Service and Community Solutions)
護理及醫療創新學院 (College of Nursing
and Health Innovation)
文學及科學學院 (School of Letters and
Sciences）
艾拉·A·富爾頓工程學院 (Ira A. Fult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教師教育及領導學院（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研究生學院（Graduate College）
巴勒特榮譽學院（Barret, the Honors
College）

科技與創新學院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摩理臣管理及農業經營學院 (Morriso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Agribuisness)








W·P·凱瑞商學院 (W. P. Carey School of
Business)
研究生學院（Graduate College）
巴勒特榮譽學院（Barret, the Honors
College）
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文學及科學學院 (School of Letters and
Sciences）
瑪麗·盧·富爾頓教師學院 (Mary Lou Fulton
Teachers College)
研究生學院（Graduate College）
巴勒特榮譽學院（Barret, the Honors
College）
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美奧醫學院

哈瓦蘇湖城校園區





2011 年，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與馬約診所在亞
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爾合作開辦醫學院。

六． 強

為了滿足低成本的高等教育需求，亞利桑那
州立大學在哈瓦蘇湖城建立了小型的本科學
院。

項：

1.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18 世界大學排名，該校位居世界第 126 名。
2. 學校一直位於美國研究型大學前列，被卡內基高等院校分類法歸類為「高研究
活動研究型大學（RU/VH）
」。1994 年，學校被歸類為「Research I」大學，為
美國主要新型研究型大學之一。在 2015 年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學術排名評
比為世界重要學術研究中心，全美第 47 名以及全球百強名校之一。
3.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每一個校區都提供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同時，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線上教育提供 41 個本科學位、37 個研究生學位及 14 個本
科、研究生證書，為美國最佳線上教育計劃大學前十。
七． 國際交流現況：
來自世界各地 140 多個國家的國際學生，台灣、中國、土耳其、巴西、伊朗、沙特阿
拉伯、日本、科威特、韓國、墨西哥、卡塔爾、越南、伊拉克、蒙古、德國、秘魯、
泰國、哥倫比亞等等。為當地帶來多元文化和活潑的風氣。
八． 參考網站：
1.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https://www.asu.edu/
2.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A%9E%E5%88%A9%E6%A1%91%E9%82%A3%E5%B7%9E%E7%AB%8
B%E5%A4%A7%E5%AD%B8
3. ApplyESL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http://www.applyesl.com/school.asp?sid=0109500&lid=4
4. Times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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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 2
General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框架合作協定
Between

The Arizona Board of Regents for and on behalf of
亞利桑那大學董事會謹代表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SU”)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and

Soochow University,Taiwan (“SU”)
東吳大學
Declarations
聲明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s of each institution declare that:
各機構法定代表人特此聲明：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SU”) is governed by the Arizona Board of Regents, a body
corporate established by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Arizon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oochow
University (“SU”) is a private university established by the laws of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以下簡稱“ASU”）由亞利桑那大學董事會監管，該董事會是依照美
國亞利桑那州法律設立的法人團體。東吳大學是按中華民國法律成立的一所私立大學。
Each party is an institu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ies, legally
constituted under the laws of its respective country.
各方均為大學生和研究生教學科研機構，依據各自所在國家法律合法成立。
This General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is made within a spirit of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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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apabilities, academic level,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雙方本著在能力、學術水準、權利及責任方面相互平等的精神達成本“框架合作協定”（以
下簡稱“本協議”）。
In order to encourage closer academic ties, ASU and SU intend to enter into agreements
addressing areas of interest and benefit to both institutions. This Agreement will serve as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and is intended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fic bilateral programs of collaboration.
為促進雙方更緊密的學術聯繫，ASU 與 SU 有意在雙方共同關注並有利的領域訂立相
關協議。本協議將作為雙方彼此間合作的總體框架，以促進具體雙邊合作方案的展開。
In particular, both institutions agree:
特此，雙方同意：
A.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for the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research staff.
A.尋求教師和科研人員的互換交流的機會。
B. To exchange and educate academic personnel through sabbaticals, short stays, seminars,
courses, workshops, etc.
B. 以學術假期遊學、短期逗留、研討會、課程、研習班等形式進行雙方學術人員之
間的交流和教育。
C. To jointly develop research programs and projects.
C. 聯合開發研究方案和專案。
D. To jointly develop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programs.
D. 聯合開發本科生和研究生課程。
E.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s of interest to both institutions.
E. 在雙方共同感興趣的領域交換資訊。
F. To explor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 exchange, studies and research.
F. 謀求學生互換交流、學習和研究的機會。
G. To jointly carry out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events.
G. 聯合舉辦專業和學術活動。
H. To mutually lend advice, technical support and services.
H. 相互提供建議、技術支援和服務。
I. To identify other areas of possible interest and collaboration.
I. 尋求其他可關注並開展合作的領域。
The scope of activities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determined mutually by the parties and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finances available at each institution for the types of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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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taken and by such other financial assistance as may be obtained by each institution from
external sources. Each cooperative activity undertaken by the parties hereunder shall be
preceded by detailed discussions and a written agreement (each, a “Specific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such activity, including statement of work,
duration, co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other necessary term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ctivities.
本協定項下活動範圍應由協議雙方共同決定，並以各機構開展不同類型合作中的可用財
力為依據，及各機構從外部來源可獲得的其他財務資助為依據。本協議雙方開展任一合
作事項前均須雙方詳細討論，並達成書面協定（均稱為“具體合作協定”）
，以確立此項合
作的相關資訊，如工作說明、期限、成本，智慧財產權及其他開展國際合作活動必要的
條款。
Based on the above, the parties agree to the following:
基於上述情況，雙方達成如下條款：
1. Both parties are obligated to present written specific proposals to collaborate i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which, if approved by both institutions, will be separate from the present
instrument and elevated to the category of Specific Collaboration Agreements. Each
Specific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parties.
1. 雙方有責任在共同關注的領域提交書面的具體合作建議，如經雙方共同批准，將另
於本協議書之外升級為“具體合作協定”。每一項“具體合作協定”應以書面形式經雙
方授權代表簽署而成立。
2.
2.

ASU and SU agree that:
ASU 和 SU 同意：
a. Any individual participating in any aspect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merit without regard to race, national or ethnic origin, color, religion, sex,
marital status or physical handicap.
a. 在任何方面參與此協議的任何個人的選拔應取決於個人能力，不得以其種族、民
族、人種、膚色、宗教、性別、婚姻狀況或身體殘疾為選拔標準。
b. Participants will remain bona fide students or academic staff members of their home
institution throughout the Term of this Agreement.
b. 在本協議期限內的專案參加者將保持其隸屬于母校的學生或教研人員身份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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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ll participants under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students and academic staff engaged
in study or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arising out of this Agreement, are expected to respect
and honor the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and the host country.
c. 所有本協議項下的專案參加者，包括參與本協議派生出的學習或聯合研究項目的
學
生和教研人員，應當尊重和遵守東道國和東道院校的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
d. Reasonable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have equivalent numbers of students and staff
members exchanged from each institution during the Term of this Agreement.
d. 本協議期限內雙方將盡力保證相互交流的學生和員工數量相當。
e. Each institution will undertake to encourage joint research among its own faculty
members and researchers from the other institution on mutually agreed upon projects
funded by external agencies.
e. 各機構承諾將鼓勵本院校教師與對方院校研究人員開展合作研究，開展共同商定
的由外部機構資助的專案。
f. Each institution will undertake to provide reasonable office space and other reasonable
working facilities to approved researchers from the other institution.
f. 各機構承諾為經審批的來自對方機構的研究人員提供合理的辦公空間和其他合
理的工作設施。
g. Each institution will undertake to facilitate the access of researchers from the other
institution to data sources generally available to its own researchers.
g. 各機構承諾盡力為來自對方機構的研究人員提供與本機構研究人員一般情況下
所享有的同樣的資料來源。
h. This Agreement shall take effect when signed by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institutions.
h.
本協定自雙方法定代表人簽字起生效。
3.

3.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are of this Agreement, ASU appoints Associate Vice Provost
for Graduate Education, Ajay Vinzé, and SU appoints Dean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Prof. Kai Chieh Hu. Notices shall be sent to the following
people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ASU 任命研究生院副教務長 Ajay Vinzé，SU 任命 學術交流長 胡凱傑教授,共同負
責本協議的實施和管理。相關通知將發送至下列地址及收件人：

For ASU:
Ajay Vinzé
Associate Vice Provost, Graduate Education
Associate Dean, International Programs, W. P. Carey School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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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120 S. Cady Mall, INTDS-B 285
Tempe, AZ 85287-1003
USA
Telephone: (480) 965-6685
Fax: (480) 727-0881
Email: ajay.vinze@asu.edu; iige@asu.edu

ASU 方：
Ajay Vinzé
研究生院副教務長
國際項目副院長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郵政信箱 871003
坦佩，亞利桑那州 85287-1003
美國
電話：（480）965-6685
傳真：（480）727-0881
Email: ajay.vinze@asu.edu; iige@asu.edu
For SU:
Kai Chieh Hu
Dean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Soochow University
70, Linsh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11102
Taiwan
Telephone: (886) 2-2881-9471
Fax: (886) 2-2883-9402
Email: icae@scu.edu.tw

SU 方：
胡凱傑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學術交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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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1102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
電話：(886) 2-2881-9471
傳真：(886) 2-2883-9402
Email: icae@scu.edu.tw
All notices, requests, report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s required or permitted to be given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duly given if the same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shall be delivered either (i) personally, (ii) by facsimile transmission, with a copy by regular
mail, (iii) by registered or certified mail, postage prepaid, return receipt requested or (iv) by
courier to the address written above or to such other address or facsimile number as may be
specified from time to time in a written notice given by a party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aragraph.
The parties agree to acknowledge in writing the receipt of any written notice, request, report or
other communication under this paragraph that is delivered in person.
本協議項下要求或許可的所有通知、請求、報告或其他通訊應被視為已正式發出，如同
樣內容應以書面形式發出，交付方式包括 (i) 個人親自遞交，(ii) 以傳真發送，同時有
一副本通過普通郵件發送，(iii) 以掛號郵件投遞，郵資預付，要求回執或 (iv) 通過快遞
至上述位址或協議一方依據本款以書面形式另外提供的其他位址或傳真號碼。雙方同意
以書面形式確認所收到的任何書面通知、請求、報告或依據本款由個人親自遞交的其他
通訊。

4.
4.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Marks / Information Sharing / Publication
智慧財產權及商標/資訊共用/出版物的使用
a.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is Agreement does not
constitute a grant by either party to the other of
any license or rights whatsoever to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a party that may exist at the time this
Agreement is entered. For purposes of this
Agree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all registered and common law
trademarks and service marks used in any country
by the parties, logos, business names and other
identifying property, patents (as well as all rights
of invention, patented or not), copyrights, trade
secrets, know how, courses, industrial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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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ty model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commercial or proprietary names, commercial
notices, rights archives, domain names, and all
types of proprietorship rights and forms of
industrial 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at can be
protected by corresponding laws.
a. 協定雙方同意，對於在本協議簽訂時任何
一方當事人所享有的智慧財產權，本協議
不構成任何一方對另一方在此智慧財產權
方面的許可或權利授權。在本協議中，“智
慧財產權”包括，但不限於，所有註冊和普
通法商標、雙方在任何國家使用的服務標
章、徽標、企業名稱和其他身份識別標識、
專利（以及所有發明權利，不論獲得專利與
否）、版權、商業秘密、專有技術、課程、
工業設計、公共樣板、保密資訊、商業或專
有名稱，商業通知、權利檔案、功能變數名
稱，和可受相應法律保護的所有類型的所
有者權利和所有形式的工業或智慧財產權。

b. Each party agrees that it will not use, commercialize, reveal to third parties, distribute,
give, or in any other form dispose of or disseminat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
confidential or proprietary materials or information of the other party (collectively,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othe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shall not include:
b. 協議各方同意，未經另一方事先書面同意，不得使用、商業化、透露給協力廠商、
散發、給予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處置或傳播其智慧財產權、保密或專有材料及資訊
（統稱為“保密資訊”）。“保密資訊”不應包括
i.

i.

Information that was or becomes published, known publicly, or otherwise in the
public domain without breach of this Agreement or any other obligation of
confidentiality;
已出版或即出版的資訊，為公眾普遍知悉，或在不違反本協議或任何其他
保密義務的前提下以其他方式進入公共領域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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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i.

iii.

iii.

iv.
iv.

Information that is required to be disclosed by the receiving party by law or court
order, provided that the receiving party gives the disclosing party prompt notice
prior to making such compelled disclosure so that the disclosing party may seek
a protective order or other appropriate remedy and further provided that the
receiving party discloses only that portion of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hat is
legally required to be disclosed;
依據法律或法庭命令接收方必須予以披露的資訊，前提是在做出這種被
迫披露前，接收方須及時通知披露方，使披露方可以尋求保護令或其他
適當的補救措施，並且接收方只能披露法律規定必須予以披露的保密資
訊；

Information that was lawfully known to or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receiving
party prior to the time of the disclosing party’s disclosure, as reflected in the
receiving party’s written records; or
接收方有書面記錄資訊證明，在披露方的披露時間之前合法已知或已獲
得的資訊；

Information that is disclosed lawfully to the receiving party by a third party
having the right to disclose it without an obligation of confidentiality.
在協力廠商沒有保密義務下有權合法地披露的接收方資訊。

The disclos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by one party to the
other hereunder shall not constitute or be deemed to result in the grant of any right or
license by the disclosing party to the receiving party.
協定一方依本協定披露給另一方的智慧財產權或保密資訊，不構成或被視為由
披露方授予接收方的任何權利或許可。
c. ASU and SU understand that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provided by ASU or within the
custody of ASU are subject to the Arizona Public Records Act, and the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provided by the SU to ASU are subject to the laws of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c. ASU 和 SU 均承認由 ASU 提供或屬於 ASU 保管範圍的資訊和材料須遵守《亞
利桑那州公共記錄法》，SU 提供給 ASU 的資訊和材料也必須受中華民國法律的
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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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wnership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all be as set forth below.
d.
智慧財產權的所有應依據下述條款。
i.

i.

ii.

ii.

iii.

iii.

The parties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ASU retains any and all right, title and
interest in and to any and a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ed, created, collected,
received, brought into or used solely by ASU in its performance under this
Agreement and that ASU shall have the exclusive right to copyright, publish,
distribute, disclose, use or disseminate in whole or in part any su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雙方理解並同意，本協定項下 ASU 在履約過程中對經其單方面開發、創
造、收集、接受、帶入或使用的任何及所有智慧財產權保留任何及所有權
利、所有權和權益。ASU 享有獨有的對這些智慧財產權的全部或部分取得
版權、出版、散發、批露、使用或傳播的權利
The parties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SU retains any and all right, title and
interest in and to any and a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ed, created, collected,
received, brought into or used solely by SU in its performance under this
Agreement and that SU shall have the exclusive right to copyright, publish,
distribute, disclose, use or disseminate in whole or in part any su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雙方理解並同意，本協議項下 SU 在履約過程中對經其單方面開發、創造、
收集、接受、帶入或使用的任何及所有智慧財產權保留任何及所有權利、
所有權和權益。SU 享有獨有的對這些智慧財產權的全部或部分取得版權、
出版、散發、批露、使用或傳播的權利。
The parties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any joi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eated or
developed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owned by both parties and the parties
shall work in good faith to agree which party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patent
prosecu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efforts prior to taking any action to obtain
patent protection or to commercialize su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Each party
shall have a royalty-free, non-exclusive, and irrevocable license to use (i.e.,
reproduce, distribute, display, perform and create derivative works) such joi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so long as such uses are for its own internal,
noncommercial,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purposes.
雙方理解並同意，本協定項下聯合創造或開發的任何智慧財產權將由雙方
共同享有，雙方應真誠守信，在採取任何行動對該智慧財產權獲得專利保
護或進行商業化之前，協議確定由哪一方負責專利申請和商業化的努力。
本協定各方方享有免版稅的、非排他性的、不可撤銷的許可權使用（即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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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散發、展示、表演和創作衍生作品）這些聯合智慧財產權，只要其用
途是內部的、非商業性的、用於教育和研究的。
e. Neither party may publish the results of the parties’
joint efforts without giving appropriate credit to
the other party in the publication and an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draft publication.
e. 經雙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任何一方不得在
不給予另一方信譽以及未經另一方審閱出
版物初稿的情況下發佈。

f.

The parties agree to provide each other all reasonable assistance in the application, filing,
and secur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rotections.
f. 雙方同意在申請、提交審核並獲得智慧財產權各項權利和保護過程中相互提供一
切合理協助。
g. The parties acknowledge that each is the owner of certain names, designations, trade
names, trademarks, service marks, logos, abbreviations, business names, and other
identifying property (“Marks”), which have become associated and identified with the
party. It is expressly agreed and understood that:
g. 雙方確認各自持有某些名稱、命名、商品名、商標、服務標記、徽標、縮寫、商
業名稱及其他身份識別標識 （以下簡稱“商標”）
，構成與持有者相互關聯並形成
身份認同。雙方明確約定並理解：
i.

Any use by one party of the other party’s Mark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rior
written approval of the party owning the Marks and such use shall be solely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greement. SU agrees to comply with ASU’s trademark
licensing program in connection with its use (if any) of ASU’s Marks on goods
and in relation to services. Prior to any use of an ASU Mark by SU or its
affiliates or successors or assigns, SU will submit the proposed use of the Mark
(together with a sample or specimen of the intended use) to ASU’s Trademark
Licensing Coordinator for approval. Except as expressly authorized in this
Agreement, SU is not permitted to use any ASU Mark without prior wri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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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pproval by ASU’s Trademark Licensing Coordinator. SU use of any ASU Mark
must comply with ASU’s requirements, including using the “circle R” indication
of a registered trademark.
任何一方使用另一方的商標時須經商標所有者事先書面許可，而且這些使
用應僅限於與本協定相關事務。SU 同意遵守 ASU 在其關聯產品和有關服
務方面的商標使用許可計畫。SU 及其附屬機構、承繼人或受讓人對 ASU
商標的任何使用之前，SU 須向 ASU 的商標使用許可協調員提交擬使用該
商標（與樣品或計畫使用的樣本一起）的申請，獲得批准。如未在本協議
中明確授權，SU 不得未經 ASU 的商標使用許可協調員的事先書面批准使
用任何 ASU 的商標。SU 使用 ASU 的任何商標必須遵守 ASU 的要求，包
括使用注冊商標的“圓圈 R”標誌。

ii.

ii.

iii.

iii.

iv.

iv.

Each par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monit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ing ideas
and withdraw any permission or license that it has granted to the other to use its
Marks if such use of the Marks will be contrary to the validity, preservation,
integrity, character, and dignity of that party’s Marks.
本協議各方均有權監測市場行銷理念的發展，如一方對另一方商標的使用
違背該商標的有效性，完整性，誠信度，有效特性，和身份特徵商標持有
者有權撤回已給予另一方使用其商標的任何許可或授權。
Each party waives any past or future right, title or interest in or to the Marks of
the other party that might otherwise be available beyond this Agreement and
acknowledges that upon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it shall have no further
right to use such Marks.
本協議各方放棄任何過去或未來從本協議外可能獲得的對另一方商標的
權利、所有權及權益，並確認本協議終止後，雙方均無權繼續使用另一方
的商標。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construed or interpreted to prevent either
party from granting to the other any other license for the use of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 its Marks.
本協議的任何規定不得解釋或詮釋為阻止任何一方授予另一方使用其智
慧財產權或商標的許可。

5. Relationship of the Parties
5. 協議雙方的關係
Each party is an independent contractor and is independent of the other party. This Agreement
103

does not create a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or agency relationship of any kind between the
parties. This Agreement does not create any fiduciary or other oblig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except for those obligations expressly and specifically set forth herein. Neither party shall
have any right, power or authority under this Agreement to act as a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other party, and neither party shall have any right or authority to bind or obligate the other or
make any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on behalf of the other.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all any
employees of one party be deemed the employees of the other party for any purpose. Each
part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irection and compensation of its employees. Each party
acknowledg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arties hereunder is non-exclusive.
協議雙方均為獨立于另一方的獨立締約方。雙方不因本協議建立合作關係、合資關係或
任何形式的委託代理關係。除本協議內明確、具體規定的義務之外，本協議不產生當事
人之間的任何信託或其他義務。本協議項下任何一方均不得有任何權利、權力或授權作
為另一方的法定代表人，任何一方均沒有權利或授權約束或強制另一方，或代表另一方
做聲明或保證。在任何情況下，不論出於任何目的，協定一方的任何雇員不得被視為另
一方的雇員。協議雙方各自負責各自員工的去向和薪酬。每一方均承認本協議項下雙方
的關係是非排他性的。
6. Term
6. 協議期限

a. The initial term of this Agreement (the “Term”) shall commence on the date noted below
the ASU Provost signature block of this Agreement and shall continue for a period
ending five (5) years thereafter. This Agreement shall earlier terminate:
a. 本協議初始期限 （“期限”）應從本協議的 ASU 教務長簽字區域所示日期開始，
並持續至此後五（5）年結束。如有下列情況發生，本協定將提前終止：
i.
i.

ii.

ii.

At any time if either party gives thirty (30) days prior written notice of its
intention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to the other party;
合同期限內任何時候，如有一方向另一方提前三十（30）天給出有意終止
該協議的書面通知；
In the event of a breach by either par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which
is not cured within fifteen (15) days of receipt of written notice from the nonbreaching party describing the breach;
任何一方違反本協議規定，且在收到未違約方說明其違約行為的書面通知
後十五（ 15 ）日內未予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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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ii.

Immediately if either party becomes insolvent, dissolves or makes an assignment
for the benefit of its creditors, files or has filed against it any bankruptcy or
reorganization proceeding, or becomes unable, or admits in writing its inability
to meet its obligations as they mature.
任何一方破產、解散或為其債權人利益而轉讓，申請或已被起訴破產或進
入重組程式，無力履行或以書面形式承認其無法在其義務到期時履行協議。

b.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other remedy for breach of this Agreement, upon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no party will be released from any obligations which have accrued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such termination.
b. 如因一方違約本協議終止後，並不影響其採取其它補救措施， 在協議期限規定
的有效終止日期前任何一方不得解除其義務。
7. Force Majeure
7. 不可抗力
No party shall be liable for any costs or damages resulting from its inability to perform any of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Agreement due to a natural disaster, actions of third parties or actions
or decrees of governmental bodie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ffected party (“Force Majeure
Event”). A Force Majeure Event shall not constitute a breach of this Agreement. The party so
affected shall give prompt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of the Force Majeure Event. Upon such
notice, all obligations of the affected party under this Agreement which are reasonably related
to the Force Majeure Event shall be immediately suspended, and the affected party shall do
everything reasonably possible to resume performance as soon as practicable. Notwithstanding,
if after fifteen (15) days from the Force Majeure Event the affected party cannot resume
performance, the o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with no further responsibilities.
如任何一方因自然災害、其他協力廠商的行為或受事故影響方無法控制的政府部門的規
定或行為（“不可抗力事件”）不能履行本協議項下的責任，不得承擔因此產生的費用或
損失。不可抗力事件不構成對本協議的違約。受事故影響方應就不可抗力事件即時通知
協議另一方。接獲通知後，受事故影響方在本協議下所有與不可抗力事件合理相關的責
任應立即暫停，受事故影響方須盡一切合理可能以儘快恢復履行協議。儘管如此，如不
可抗力事件十五（15）日後，受事故影響方仍無法恢復履行協議，另一方可免於進一步
責任終止本協議。

8. Dispute Resolution
8. 爭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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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ies hereby agree that, in the event of any dispute between the parties relating to this
Agreement, the parties shall first seek to resolve the dispute through informal discussions.
雙方特此同意，雙方應首先尋求通過非正式討論解決本協議當事人之間的任何爭議。
In the event any dispute cannot be resolved informally within sixty (60) days, the parties will
submit the dispute to non-binding arbitration to be conducted by mutually agreed upon
arbitrators and pursuant to mutually agreed upon rules an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Each party
shall bear its respective costs of arbitration.
如任何爭議不能於六十（60）日內以非正式形式解決，協議雙方將提交爭議至雙方共同
選定的仲裁員進行無約束力仲裁，雙方同意以英文版協議作為依據。雙方各自承擔其相
應的仲裁費用。
9. Severability
I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is held to be invalid or unenforceable, such decis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r enforceability of the Agreement or any of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如本協議的任何條款被認定為無效或不可執行，該認定將不會影響本協定及本協定內任
何其它條款的有效性與可執行性。
10. Assignment
Neither party to this agreement may assign or subcontract or otherwise transfer its rights and
duties under this Agreement and subsequent agreements arising from this Agreement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other party.
未經另一方事先書面同意，本協議任何一方不得轉讓、轉包或以其他方式轉移其在本
協定項下，及依本協定所產生的後續協定項下的權利和義務。

11. Entirety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all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its Exhibits, if any, is a complete and
exclusive statement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which supersedes all prior or
concurrent proposals and understandings in any language, whether oral or written, and all other
communications, in any language, between the parties relating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is
Agreement. Such communication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in person conversations,
telephone exchanges including any messages received or not received, email or othe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s including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s or fax, letters, memoranda, etc.
本協定，包括所有條款及其附表，構成協議雙方完整和獨有的協定，取代有關本協定
標的物的當事人之間所有之前或同時用任何語言提出的提議和理解，無論口頭、書面
或任何其他通訊形式。其他通訊形式包括但不限於當面會談、所有接聽或未接聽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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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往來、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資訊傳送如即時通訊服務或傳真、信件、備忘錄等。
12. Amendments
12. 協議的修訂
No amendments, modifications or supplements to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binding unless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all parties to this Agreement.
所有本協定的修訂、修改或補充須以書面形式並由協定雙方共同簽署。
13. State of Arizona Provisions
13. 亞利桑那州規定

a. Non-Discrimination. To the extent applicable, the parties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state and federal laws, rules, regulations and executive orders governing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including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 非歧視原則。在協議適用範圍內，雙方同意遵守所有平等的就業機會和非歧視
方面本州及聯邦法律、法規、規章和行政命令，包括美國殘疾人法案。
b. Non-Appropriation. The parties recognize that performance of this Agreement by
ASU may be dependent upon the appropriation of funds by the State Legislature of
Arizona (the “Legislature”). Should the Legislature fail to appropriate the necessary
funds, then by written notice to SU, ASU may cancel this Agreement without further
duty or obligation. SU recognizes and understands that appropriation is a legislative
act and is beyond the control of ASU.
b. 不撥款條款。雙方承認 ASU 履行本協議須取決於亞利桑那州議會（以下簡稱
“議會”）的撥款。如議會未能撥出必要的資金，ASU 將以書面形式通知 SU，取
消本協議，而免於進一步的責任或義務。SU 承認並理解，撥款是不由 ASU 控
制的立法行為。
c. Provisions in Arizona Law. Both parties recognize that as a state institution in Arizona,
ASU is bound by provisions of Arizona law, and SU is subject to provisions of the laws
of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Notice is provided of Arizona Revised Statutes, sections
12-133, 12-1518, and 38-511. Copies of these statutes are available on request.
c. 亞利桑那州的法律規定。雙方承認 ASU 作為亞利桑那州的一個公立機構，須遵
守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法律規定，SU 也同樣須遵守中華民國的法律規定。相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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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見《亞利桑那州修正法規》，第 12-133 條 、第 12-1518 條以及第 38-511 條。
可應要求提供這些法規的副本。

14. Translation
14. 翻譯

The performance of ASU’s obligations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Agreement. The performance of SU’s obligations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Agreement.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are
similar and that the provisions in both languages are in conformity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ntions of the parties.
ASU 將遵守及履行英文版協議中規定的義務及權利，SU 將遵守及履行中文版協議中規
定的義務及權利。雙方均同意英文版協定與中文版協定的內容相符，英文原件與中文
翻譯件內容具有一致性，沒有分歧。

15. Signatures
15. 簽名

After reading and having knowledge of the legal extent of this Agreement, the undersigned
parties bind themselves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as of the
effective date noted below.
雙方均已閱讀並知曉本協議法律效力，同意遵守本協議規定的條款，於如下簽署之日
起生效。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resent General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is signed in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date(s) set forth below,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present
General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is signed in Tempe, Arizona, USA on the date(s) set forth
below, and both are signed in duplicate by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terested institutions
in conformity to the content.
本協議一式兩份，英文版於如下所示日期由協議美方法定代表人在坦佩市，亞利桑那
州，美國簽署。中文版於如下所示日期由協議台方法定代表在中華民國台北市簽署。

The Arizona Board of Regents

Soochow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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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利桑那大學董事會

東吳大學

for and on behalf of

謹代表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rk Searle
University Provos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務長

東吳大學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Date Signed

簽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_

Date Signed(required):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Title
Name of Partner University

Date Signed
(required):____________________

109

第八案附件 3

法國尼斯大學
Université Nice Sophia Antipolis (UNSA)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65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25,000 人
四． 教職員數：約 2,700 人
五． 規

模：

尼斯-索菲亞·昂蒂波利斯大學（以下簡稱尼斯大學）
，前身是尼斯法律學院，早在 17 世
紀已成立。大學於 1989 年起正式使用現在的名稱，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堪稱法國最
大的多學科綜合性大學。
該校共設 9 個學院，12 個校區，主要校區集中在尼斯市；同時在索菲亞·昂蒂波利斯市
設有多個直屬分校，此外，還在坎城和芒通市擁有附屬教學機構；校區覆蓋總面積達 30
萬平方公尺。大學的行政總部及主要機構目前設在自然科學教學研究單位所在地瓦爾羅
斯公園校區內的瓦爾羅斯城堡內。
六． 強

項：

1. 2018 QS 世界大學排名 601-650；其中 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中，數學領域排名 201250
2. 2017 泰晤士世界大學排名 401-500
3. 尼斯大學擁有一批享譽世界的一流科研機構，其中包括 55 家經國家認可的研究院
所、22 家與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及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INSERM）保持
工作關係的實驗室、6 個博士學校等。全校共有 1200 多名在讀博士研究生、2 名法
國科學院院士。學校的研究領域同樣反映了其多學科的特點，領先學科包括數學、
基礎及應用物理學、藥理學、生物化學、地球學、信息科技等；此外，在法學、經
濟學及語言學等文科領域同樣擁有強大的研究隊伍。
七． 國際交流現況：
該校過去一年共有約 6,000 餘名國際學生，並與全球各校簽署超過 180 份交流協議，其
中包含 28 個雙聯學制計畫，以及多項學術合作計畫。該校除了與歐盟各國超過 290 個
大專校院有密切合作計畫以外，同時致力推動歐盟交換計畫(Erusmus + program)多年，
與巴西、俄羅斯、西伯利亞、烏克蘭、越南、大陸與台灣等非歐盟國家，亦合作推動交
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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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參考網站：
1. 尼斯大學 http://unice.fr/en/international/figures-and-indicators
2. 尼
斯
大
學
維
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_of_Nice_Sophia_Antipolis

百

3. 台灣 Wiki—尼斯大學
http://www.twwiki.com/wiki/%E5%B0%BC%E6%96%AF%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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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 4

ACCORD-CADRE DE COOPÉ RATION
PROTOCOL OF CO-OPERATION

ENTRE
BETWEEN

L'UNIVERSITE NICE SOPHIA ANTIPOLIS, Nice (FRANCE)
Nice Sophia Antipolis University, Nice (France)

ET
AND

L'UNIVERSITE SOOCHOW, Taipei (TAIWAN)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Pour promouvoir leur coopération et leurs échanges, les Universités citées ci-dessus
conviennent de ce qui suit :
In order to promote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the above mentioned Universities agree to
the following:

I
Les deux établissements cherchent à promouvoir leur coopération en encourageant
des rapports et une coopération directe entre les membres de leur corps enseignant
et leurs Unités de Formation et de Recherche, sous réserve des dispositions du
présent Protocole.
The two Institutions seek to promote academic co-operation by encouraging direct conta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ir faculty members and department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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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Les projets spécifiques de coopération feront l’objet d’addenda au présent Protocole
(voir Article V).
The details of specific projects will be determined in specific 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 (cf. Section
V).

III
Les deux établissements conviennent des modalités suivantes, sous réserve des
ressources disponibles :
a)
échange d'universitaires qui participeront à des conférences, à des
symposiums et à des colloques ;
b)
échange de documentation sur les programmes d'études et de
renseignements sur la recherche et ses applications dans les disciplines
auxquelles s'intéressent les deux établissements ;
c)
courtes visites réciproques de membres du corps enseignant et du
d)
e)

f)

personnel administratif ;
activités communes de recherche et de recherche appliquée ;
échanges d'étudiants dans des formations diplômantes, à la condition
que les critères normaux d'admission à ces programmes soient
respectés ;
échanges d'étudiants inscrits à un programme d'alternance travailétudes ou dont le programme d'études exige un stage en milieu
professionnel et qui souhaitent travailler un trimestre/semestre au
Taiwan ou en France.

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o the following general forms of co-operation, subject to available resources:
a)

Exchange of scholars to participate in conferences, symposia and seminars;

b)

Exchange of curriculum materials, research and R&D information in fields of interest to
both Institutions;

c)

Short-term exchange visits of teaching faculty members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d)

Joint research and R&D activities;

e)

Exchange of students for study in degree programs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normal admission standards for these programs are satis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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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change of students registered in a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 or for whom work
placement is a compulsory part of the curriculum and who wish to complete a work term
in Taiwan or in France.

IV
Cet accord-cadre prendra effet lorsqu'il sera doublé d'un accord spécifique détaillant
toutes les conditions et responsabilités du partenariat.
This protocol of co-operation will be effective once a specific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detailing
all condi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artners is established.

V
Les modalités de coopération et les dispositions financières et sociales relatives
notamment à une visite ou à un échange précis seront élaborées conjointement et
décrites en détail dans un addenda au présent Protocole pour chaque visite ou
échange.
Specific conditions for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the financial and social arrangements for specific
visits, exchanges, etc., will be developed jointly and spelled out in detail as addenda - one for each
specific case - to the present protocol.

VI
Ce Protocole entrera en vigueur le jour de sa signature par le Président de chaque
établissement ou par la personne qu'il aura déléguée.
This protocol will become effective upon the date of signature by the Executive Heads of the Institutions
or their delegate prox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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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Le présent Protocole est conclu pour une durée de cinq (5) années à compter de la
date de signature officielle par les deux parties. Chaque établissement peut mettre fin
au Protocole en donnant par écrit un préavis de six mois. Le Protocole peut être
prolongé pour une nouvelle période de cinq années après accord des deux universités.
The present protocol will be valid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from the date of formal signature by both
parties. Either Institution may terminate this protocol by giving six months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It
may be extended for an additional period of five years by mutual agreement.

Fait en DEUX (2) exemplaires sur TROIS (3) pages chacun, contenant HUIT (VIII) articles.
Made out in TWO (2) original copies, consistent of THREE (3) pages each, including EIGHT (VIII)
sections.

Université Nice Sophia Antipolis

Soochow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Frédérique VIDAL, Président

Prof. Wei Ta PAN, President

Lieu / Place :

Lieu / Place :

Date :

Date :

115

第八案附件 5

德國慕尼黑商學院
Munich Business School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商學院

二． 成立時間：1991 年
三． 學生人數：617（2015）
四． 教職員數：209（2015）
五． 規

模：

慕尼黑商學院（MBS, Munich Business School）作為歐洲商學院國際集團的一員，是德
國第一所著名的商科高校。其培養模式滿足國際化的發展需求，設置國際課程及著名
企業的實踐部分。學校的學科發展與市場實際需要接軌，並不斷推出新的專業，更加
增強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國際貿易專業學士（Bachel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國際貿易專業碩士（Maste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7 semester full-time program







3 semester full-time program
4 semester full-time program for a dual degree



3 semester full-time program
4 semester full-time program for a dual
degree
體育經濟和傳播碩士（Master Sport Business and 工商管理專業碩士（Master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3 semester fulltime
General Management, 4 semester part-time

工商管理專業博士（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48 months part-time program

六． 強
1.

項：
GBSAC 歐洲商學院留學申請平台報導，在最全面的多維度全球大學排名 UMultirank 榜單上，慕尼黑商學院(MBS)取得了優異的表現。在「教學質量」
方面，MBS 屬於德國最好大學的水準，在「國際化取向」方面，MBS 甚至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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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前 25 名」。
自 2014 以來，U-Multirank 排行榜就全球大學在「教學質量」，「研究聲譽」、
「知識轉化」、「國際化取向」和「區域參與合作」等方面展開了一系列評
測。目前最新的第三版排行榜就檢測了來自 90 個國家的 1300 多所大學的整
體表現，其中就有 85 家德國高等院校。

七． 排
1.
2.
3.
4.

名：
2012 德國經濟周刊「Wirtschaftswoche」和德國商業報「Handelsblatt」、求
職雜誌「Karriere」評選出的德國前十的商學院之一
2011 年德國 CHE 商科專業指標（學習狀況、課程安排、實習方法、國際交流
四項）排名德國首位
2011 年環球雜誌 Universum 評選排名德國商科第四名
2012 年印度時代雜誌排名德國第一商學院

八． 國際交流現況：
慕尼黑商學院在全世界與超過 60 所大學簽定了正式的協議學校協定，並持續擴展中。
合作項目包含交換學生、海外研修項目等。目前協議學校遍及歐洲、亞洲、澳洲、及
美洲。
九． 參考網站：
1. 慕尼黑商學院
https://www.munich-business-school.de/en/munich-business-school-study-businessadministration-in-germany.html

2. 慕尼黑商學院維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nich_Business_School#cite_note-6

3. 每日頭條—慕尼黑商學院
https://kknews.cc/zh-tw/education/amg94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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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 6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MUNICH BUSINESS SCHOOL, GERMANY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Munich Business
School (Munich, Germany),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both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a)
Exchange of students;
b)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for research;
c)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when agreed
separately on each specific case;
d)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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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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unich Business School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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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附件 1

德國慕尼黑商學院
Munich Business School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商學院

二． 成立時間：1991 年
三． 學生人數：617（2015）
四． 教職員數：209（2015）
五． 規

模：

慕尼黑商學院（MBS, Munich Business School）作為歐洲商學院國際集團的一員，是德
國第一所著名的商科高校。其培養模式滿足國際化的發展需求，設置國際課程及著名企
業的實踐部分。學校的學科發展與市場實際需要接軌，並不斷推出新的專業，更加增強
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國 際 貿 易 專 業 學 士 （ Bachelor International 國 際 貿 易 專 業 碩 士 （ Maste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usiness）


7 semester full-time program

 3 semester full-time program
 4 semester full-time program for a dual degree
體育經濟和傳播碩士（Master Sport Business and 工 商 管 理 專 業 碩 士 （ Master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dministration）



3 semester full-time program
4 semester full-time program for a dual degre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3 semester fulltime
General Management, 4 semester part-time

工 商 管 理 專 業 博 士 （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48 months part-time program

六． 強
1.

項：
GBSAC 歐洲商學院留學申請平台報導，在最全面的多維度全球大學排名 UMultirank 榜單上，慕尼黑商學院(MBS)取得了優異的表現。在「教學質量」方
面，MBS 屬於德國最好大學的水準，在「國際化取向」方面，MBS 甚至位列「全
球前 2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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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七． 排
1.
2.
3.
4.

自 2014 以來，U-Multirank 排行榜就全球大學在「教學質量」，「研究聲譽」、
「知識轉化」、「國際化取向」和「區域參與合作」等方面展開了一系列評測。
目前最新的第三版排行榜就檢測了來自 90 個國家的 1300 多所大學的整體表
現，其中就有 85 家德國高等院校。
名：
2012 德國經濟周刊「Wirtschaftswoche」和德國商業報「Handelsblatt」、求
職雜誌「Karriere」評選出的德國前十的商學院之一
2011 年德國 CHE 商科專業指標（學習狀況、課程安排、實習方法、國際交流四
項）排名德國首位
2011 年環球雜誌 Universum 評選排名德國商科第四名
2012 年印度時代雜誌排名德國第一商學院

八． 國際交流現況：
慕尼黑商學院在全世界與超過 60 所大學簽定了正式的協議學校協定，並持續擴展中。
合作項目包含交換學生、海外研修項目等。目前協議學校遍及歐洲、亞洲、澳洲、及美
洲。
九． 參考網站：
1. 慕尼黑商學院
https://www.munich-business-school.de/en/munich-business-school-study-businessadministration-in-germany.html

2. 慕尼黑商學院維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nich_Business_School#cite_note-6

3. 每日頭條—慕尼黑商學院
https://kknews.cc/zh-tw/education/amg94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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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附件 2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MUNICH BUSINESS SCHOOL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Munich Business School, Germany,”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Munich Business School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Munich Business School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2)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Munich Business School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4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Memorandum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 registered students in a degree program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degree
students, at Munich Business School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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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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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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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o semester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3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4
This Memora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Memorandum six (6)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Memorandu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Ta P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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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Munich Business School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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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附件 3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48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34,518 人
四． 教職員數：約 4,000 人
五． 規

模：

柏林自由大學（德語：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FU Berlin）成立於 1948 年 12 月 4 日，前
身為柏林大學，主校址位於柏林達雷姆（Berlin-Dahlem）
。為德國首都地區四所大學中規
模最大，也最先贏得德國精英大學的稱號的大學。柏林自由大學現有 12 個學院，表列
如下:
1.
2.
3.
4.
5.
6.
7.

生物學、化學、藥劑學院
地學院
歷史及文化學院
法學院
企業管理學及國民經濟學院
數學及計算機學院
心理學及教育學院

六． 強

8.
9.
10.
11.
12.

哲學及人文學院
政治學及社會學院
物理學院
Charité 醫學院
獸醫學院

項：

1.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18 世界大學排名，該位居世界第 88 名。
2. 2006 年 1 月，德國科學基金會（DFG）和科學委員會公布德國精英大學候選名
單，柏林自由大學位列其中。2007 年 10 月 19 日，德國首輪第二批「精英大學」
評選最終揭曉，柏林自由大學正式成為德國九所精英大學之一。2012 年，柏林
自由大學繼續當選為德國 11 所「精英大學」之一。
七． 國際交流現況：柏林自由大學有 34,518 名學生，其中 5000 名外國學生，是德國學
生人數最多的綜合性大學之一。
八． 參考網站：
1. 柏林自由大學 http://www.fu-berlin.de/en/
2. 柏 林 自 由 大 學 維 基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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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6%9F%8F%E6%9E%97%E8%87%AA%E7%94%B1%E5%A4%A7%E5%A
D%A6
3. IEEUC 留學家 -柏林自由大學 https://www.ieeuc.com.tw/fu-berlin.de.html
4. Times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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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附件 4
Agreement of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Germany

Soochow University, located in Taipei City, Taiwan (hereinafter also referred to as SU or “home
institution”) and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hereinafter also referred to as FU, FU-BEST or “host
institution”) hereby enter into a cooperative agreement concerning SU student enrollment i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s European Studies Program (hereinafter “FU-BEST”). This
Agreement encompasses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1.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is to assure that the FU-BEST program is
available to qualified students from the home institution, subject to the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Business and Academic Regulations and Code of Conduct governing
the program.
2. Non-degree admission:
a)

FU-BEST agrees to allow qualified students from SU to enroll in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 offerings during its fall and spring programs at the location
in Berlin, Germany,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of participation slots. Only students
enrolled at SU are 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b)

FU-BEST agrees to provide academic courses, advising, official transcripts
reflecting each student’s academic work, housing, and social-cultural activities
(including excursions).

c)

SU agrees that FU-BEST is under no obligation to offer a specialized or separate
academic program solely for SU students. All regular FU-BEST course offerings,
but not special programs potentially arranged by other institutions at FU-BEST,
are available to SU students under the arrangements of this agreement.

d)

SU students will have equal access,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to the course offerings at FU-BEST, whereby enrol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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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is determined on a rolling, i.e., first-applied-first-enrolled basis among
all applicants for a given semester. FU-BEST agrees to ensure that SU students
remain enrolled in a full-time course of study. While enrolled in FU-BEST, SU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cademic and student affair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f both FU-BEST and SU. At the end of the program, FU-BEST will
provide both SU as well as each SU participant with an official transcript. SU
agrees to accept all FU-BEST-approved credits on a credit transfer basis.
e)

SU students will submit completed program applications to SU. The SU staff
will verify that the students meet the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established by FUBEST, and that the applications are complete. SU will forward all SU
applications to Berlin by FU-BEST’s application deadlines. FU-BEST will
exercise final rights to selection of all students for the program, but will not deny
participation to students on the grounds of race, color, religion, national origin,
sex, gender, creed, veteran status, age, or disability. While attending the FUBEST Program, SU participants will continue to be fully matriculated SU
students, with all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derived from their status.

f)

FU-BEST will inform the SU International Affairs Center and regular SU
applicants within one week after April 1 (for fall applicants) and November 1
(for spring applicants)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been accepted into the program.
All admitted applicants will be required to notify FU-BEST of any decision to
turn down admission and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no later than one week after
receipt of their formal admission letter. Admission establishes a commitment by
the student to recognize FU-BEST’s financial regulations as stipulated in the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Business, unless an admitted student notifies
the program that admission is declined, thereby withdrawing and thus
terminating the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g)

FU-BEST will send admission letter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to students directly.
FU-BEST will make all admission letters available by e-mail to the SU
International Affairs Center, if desired. In addition, FU-BEST will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to students accepted into the program concerning academic calendar,
arrival and departure dates, office and classroom locations, and housing
information. Housing will be arranged and supervised by FU-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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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uration of studies: The duration of the SU students’ study in the FU-BEST Program
will be one or two semesters.
4.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n most of the FU-BEST
Program’s subject courses is English. Some subject courses are taught in German and
are available to qualified SU students. All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FU-BEST
program are required to take minimally 5 ECTS and maximally 7 ECTS credits of
German language training.
5. Financial Arrangements:
a)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FU-BEST and SU is subject to the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Business for the FU-BEST program, as posted on the FU-BEST website (www.fubest.org). FUBEST will annually establish the tuition and program fees and other relevant charges by January
1 at the latest for the fall session of that year and September 1 at the latest for the following
year’s spring session, and publish them on the FU-BEST website.

b)

SU will receive the invoices for its students and will transfer fee payment to FU-BE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gram’s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Business. The invoices provide
wiring or payment instructions.

c)

FU-BEST program costs include tuition for a full-time schedule of courses, course reading
materials, housing, field trips and activities, a week-long excursion, full on-site orientation,
cultural events, welcome and farewell dinners, local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access to the
program facilities at the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library, computer lab, student
restaurant/cafeteria etc.). Stud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remaining expenses, such as meals
(especially when opting for apartment housing), personal (travel) expenses, and personal
transportation to and from Berlin. Mandatory health, accident,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is added
to the invoice for each participant.

d)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invoice the home institution for program tuition and fees after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has been closed and admission letters have been issued.

6. Health Insurance: All participants in the FU-BEST Program must enroll in the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d through the program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program.
7. Facilities: All facilities that are available to matriculated students from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be available to SU students, including libraries, computer faciliti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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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mmigration: SU and FU-BEST will facilitate the acquisition of appropriate visas
and/or German residency permits for students. However, the students are ultimately
responsible for obtaining required documents and visas in compliance with all relevant
visa requirements and immigration law and any fees associated therewith.
9. Correspondence: Applications and correspondence from both parties should be sent to
the following designated individuals:

For SU: Prof. Su Hua Ou
on behalf of
Soochow University
70, Linsh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Taiwan 11102

For FU-BEST:
Dr. XXX
ERG Universitätsservice GmbH
on behalf of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European Studies Program
Malteserstraße 74-100, Haus S
D-12249 Berlin

10. The institutions agree that each of their respective employees, faculty, agents and
students will be obligated to abide by the host institution’s regulations and rules while
participating in any program or activity under the host institution’s responsibility under
this Agreement, and these individuals agree to abide by the laws of the host country
during participation in any such program or activity. The regulations of the institutions
are attached and incorporated herein by this reference. Any change in these regulations
will be forwarded to the other institution and will apply prospectively in the next
academic year to individuals participating in any program under this Agreement.
11. Terms of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is dated
and will
come into force upon signature b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institutions.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by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academic year in which it will take effect. Should this occur,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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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s agree to carry out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for any student curren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FU-BEST Program. This Agreement may be modified, amended, or
renewed by written consent of the parties signing below or by their legitimate successors.

The parties signing below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nd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hereby
warrant and represent that they have right, power, and authority to execute this Agreement
on the date signed.
This Agreement is signed in two original copies, one of which will be retained by each
institutio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Soochow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Herbert Grieshop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Kai-Chieh Hu
Dean,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Date: 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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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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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附件 1

106 學年度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度第 1 次修訂提案表
＠修訂部分
附件

內控事項

一、

教學事項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提案修訂說明

期中暨學期考
試作業

教務處註
冊課務組

原教務行政組業務併入註冊課務
組。
1.原教務行政組業務併入註冊課
務組。
2.取消紙本申請作業。

二、

教學事項

印製申請作業

教務處註
冊課務組

三、

教學事項

學報銷售作業

教務處註
冊課務組

原教務行政組業務併入註冊課務
組。

教學事項

共通教材印製
發售作業

教務處註
冊課務組

1.原教務行政組業務併入註冊課
務組。
2.更正招商承辦單位。

四、

五、

六、

七、

教學事項

教學事項

教學事項

「東吳大學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
辦法」部分條文經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106/05/31)修訂在案，

增設與調整教

教務處

學單位作業

招生組

大學個人申請

教務處
招生組

依據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復
紀錄表之意見，修訂控制重點，以
符現況試務運作內容。

教務處
招生組

依據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復
紀錄表之意見，並檢核學校採購
流程實務作業，因應修訂相關流
程。
依據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復
紀錄表之意見，寫入高中營隊作
業程序規範依據。

入學作業

招生委員會請
購暨核銷作業

內部控制制度因應調整相關作業
流程。

八、

教學事項 招生宣導作業

教務處
招生組

九、

教學事項

招收其他身分
別學生作業

教務處
招生組

依據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復
紀錄表之意見，修訂控制重點，以
符現況試務運作內容。

教學事項

推廣教育收入
作業

推廣部

1.目前推廣部郵局專戶由學校控
管。
2.修改後以符合每個工作日繳交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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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內控事項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提案修訂說明
帳務。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推廣部

敘明若招生人數未達開班人數，
後續通知退費、轉班之工作權責
人員。

教學事項

「東吳大學教
學精進補助辦
法」實施作業

教學資源
中心教師
教學發展
組

1.為聚焦課程教學創新，特修訂補
助辦法，改以實體課程之系統性
革新規劃為補助內容，並由授課
教師直接提出申請。
2.修訂辦法業經 106 年 9 月 28 日
行政會議討論通過，擬據以修改
本作業流程。

學生事項

學生社團經費
申請作業

學生事務
處群育暨
美育中心

因應組織調整修改群育中心為群
育暨美育中心。

學生事項

學生社團經費
核銷作業

學生事務
處群育暨
美育中心

因應組織調整修改群育中心為群
育暨美育中心。

學生事項

學生社團登山
危機處理作業

學生事務
處群育暨
美育中心

1.因應組織調整修改群育中心為
群育暨美育中心。
2.新增保險及登山隊伍於登山期
間定時聯絡留守人員。

學生事項

懲處個案強制
輔導作業

學生事務
處健康暨
諮商中心

修正文字及刪除非作業流程之控
制重點。

性別平等事件
個案通報作業

學生事務
處健康暨
諮商中心

因配合「東吳大學性別平等教育
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規定」修訂，更改執行收件單
位。

學生事項

大一新生普測
篩檢作業

學生事務
處健康暨
諮商中心

1.改善作業流程修訂內容。
2.因應作業流程改善控制重點及
新增使用表單。
3.因應個資法修訂內容。

學生事項

教育部補助大
專校院招收及
輔導身心障礙

學生事務
處健康暨
諮商中心

1.修正結束流程使用圖形。
2.修正控制重點。

教學事項

學生事項

推廣教育開課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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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內控事項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提案修訂說明

學生工作計畫
經費申請及結
報作業
身心障礙學生
服務作業

學生事務
處健康暨
諮商中心

1.修正結束流程使用圖形。
2.依現行實際執行內容修訂。

二十一、 學生事項

學生宿舍住宿
費額度訂定作
業

學生事務
處學生住
宿中心

1. 文字缺漏修正。
2. 依現行執行情況修正內容。

二十二、 學生事項

學生宿舍床位
分配作業

學生事務
處學生住
宿中心

依現行執行情況修正內容。

二十三、 學生事項

學生宿舍退宿
退費簽報作業

學生事務
處學生住
宿中心

1. 依現行執行情況修正內容。
2. 文字修改，以完整文意。

二十四、 學生事項

寒暑假學生宿
舍開放申請作
業

學生事務
處學生住
宿中心

依現行執行情況修正內容。

二十五、 學生事項

廠商徵才作業
修訂對照表

社會資源
處生涯發
展中心

因廠商徵才作業改於不同網站進
行，故修改作業程序及流程。

社會資源
處生涯發
展中心

1.因證照獎勵作業改為使用電子
化申請系統，故修改作業程序及
流程。
2.因應組織變革，修改核判權責單
位。

社會資源
處生涯發
展中心

1.因生涯相關測驗團體施測作業
已改變，故修改作業程序及流
程。
2.因應組織變革，修改核判權責單
位。

二十、

學生事項

二十六、 學生事項

證照獎勵作業
修訂對照表

二十七、 學生事項

生涯相關測驗
團體施測作業
修訂對照表

二十八、 學生事項

生涯活動辦理
作業

二十九、 總務事項

場地使用作業

社會資源
處生涯發
展中心
總務處採
購保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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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組織變革，修改核判權責單
位。
因應組織調整，修正：
1.松怡廳管理單位由美育中心改

附件

內控事項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提案修訂說明
為採購保管組，故刪除「美育中
心」。
2.將群育中心更名為群育暨美育
中心。

總務事項

一般公務用校
園紀念品採購
作業

社會資源
處校友服
務暨資源
拓展中心

1.因城中辦公室調整，購買地點變
更。
2.公務購買表單修改及流程調整。

三十一、 總務事項

公務用大宗校
園紀念品採購
作業修訂對照
表

社會資源
處校友服
務暨資源
拓展中心

1.因城中辦公室調整，購買地點變
更。
2.公務購買表單修改及流程調整。

三十二、 總務事項

非公務校園紀
念品採購作業
修訂對照表

社會資源
處校友服
務暨資源
拓展中心

1.因城中辦公室調整，購買地點變
更。
2.因應 POS 系統之使用，進行表
單修改。

三十三、

資訊處理
事項

資訊安全之檢
查作業

電算中心

新增流程圖。

三十四、

資訊處理
事項

系統復原計畫
及測試作業

電算中心

新增流程圖，修改作業程序，刪
除已不適用的表單。

三十五、

資訊處理
事項

檔案及設備之
安全作業

電算中心

新增流程圖，修改控制重點，增
加使用表單。

資訊處理
事項

應用系統開
發、維護、支
援及資料轉檔
申請作業

電算中心

依內控稽核建議，合併「系統開
發及程式修改作業」及「程式及
資料之存取作業」，故修訂本項
條文。

三十七、 圖書事項

校史室文物管
理作業

圖書館數
位與系統
組

因應校史室文物檔案實際借用作
業及流程，修訂「校史室文物管理
作業」。

三十、

三十六、

138

＠新增部分
附件

內控事項

三十八、 學生事項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提案修訂說明

社會資源

因應無學分實習推動為近年工作

處生涯發
展中心

重點，擬新增無學分實習補助作
業於內控項目。

負責單位

提案修訂說明

企業參訪辦理
作業

社會資源
處生涯發
展中心

因應本中心業務執行方式改變，
不再自行辦理企業參訪，擬廢止
此項作業。

工友支援作業

總務處環
境安全衛
生暨事務
管理組

本作業為單位內部標準作業流
程。

無學分實習補
助作業

＠廢止部分
附件

內控事項

三十九、 學生事項

四十、

總務事項

四十一、 總務事項

作業項目

公勤派車派工
申請作業

資訊處理
四十二、
事項

軟體借用申請
作業

資訊處理
四十三、
事項

系統開發及程
式修改作業

資訊處理
四十四、
事項

程式及資料之
存取作業

總務處環
境安全衛
生暨事務
管理組

本作業為單位內部標準作業流
程。

電算中心

依內控稽核建議，此業務並無風
險性考量，可不納入內部控制制
度，故本項予以刪除。

電算中心

依內控稽核建議，併入「應用系
統開發、維護、支援及資料轉檔
申請作業」，故本項刪除。

電算中心

依內控稽核建議，併入「應用系
統開發、維護、支援及資料轉檔
申請作業」，故本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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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期中暨學期考試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3.權責單位：
3.權責單位：
1.修 改 文 字 說 明 使
3.3核判：註冊課務組組長代判
3.3核判：教務長（或註冊課務 其更為明確
（特殊情形陳教務長
組組長代判）。
2.因 教 務 行 政 組 裁
決行）。
3.4執行：註冊課務組、教務行 撤 ， 其 業 務 併 至
3.4執行：註冊課務組。
政組。
註冊課務組。
修改文字說明使其
4.流程圖：附件一~1
4.流程圖：附件一~2
更為明確
5.作業程序：
5.作業程序：
修改文字說明使其
5.5.若 有 學 生 申 請 補 考 ， 檢 核
5.5.若 有 學 生 申 請 補 考 ， 檢 核 更為明確
請假原因及證明文件並簽
請假原因及證明文件並簽
辦意見，註冊課務組組長
辦意見，陳教務長核判（或
代判（特殊情形陳教務長
註冊課務組組長代判）。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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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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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修訂前內容
4.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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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印製申請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3.權責單位
3.權責單位
1.業務整併更改
3.2.檢核：註冊課務組。
3.2.檢核：教務行政組。
權責單位。
3.3.核判：依「東吳大學授權代判暨 3.3.核判：依「東吳大學二級主管代 2.修正「東吳大學
分層負責明細表」。
判決行暨分層負責決行 授權代判暨分
3.4.執行：出納組、註冊課務組。
事項」。
層負責明細
3.4.執行：出納組、教務行政組。
表」名稱。
5.作業程序
5.作業程序
業務整併更改權
5.2.註冊課務組於印務系統接收各 5.2.教務行政組於印務系統接收各 責單位
單位請印資料，即著手進行印
單位請印資料，即著手進行印
製作業。
製作業。
5.5.註冊課務組收到出納組已收費 5.5.教務行政組收到出納組已收費
章戳後，註銷繳費通知存查聯，
章戳後，註銷繳費通知存查聯，
如有尚未繳費情形，將再次開
如有尚未繳費情形，將再次開
立催繳單，直至費用繳清並收
立催繳單，直至費用繳清並收
到出納組蓋有收費章戳單為
到出納組蓋有收費章戳單為
止。
7.使用表單
7.1.繳費通知單。

止。
7.使用表單
7.1.印製申請表
7.2.繳費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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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紙本申請表

附件三

學報銷售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3.權責單位：
3.權責單位：
1.業務整併更改權責
3.1.申請：註冊課務組。
3.1.申請：教務行政組。
單位
3.2.檢核：會計室。
3.2.檢核：會計室。
2.修正「東吳大學授
3.3.核判：依「東吳大學授權代判 3.3.核判：依「東吳大學一級主管 權代判暨分層負責
暨分層負責明細表」。
代 判 決 行暨 分 層 負責 明細表」名稱。
3.4.執行：出版學報之學系、出納
決行事項」。
組、註冊課務組。
3.4.執行：出版學報之學系、出納
組、教務行政組。
5.作業程序：
5.作業程序：
1.業務整併更改權責
5.1.各學系提撥可銷售冊數予註 5.1.各學系提撥可銷售冊數予教 單位。
冊課務組彙整製表。
務行政組彙整製表。
2.修正「東吳大學授
5.2.註冊課務組寄發出刊通知至 5.2.教務行政組寄發出刊通知至 權代判暨分層負責
國內外訂戶。
國內外訂戶。
明細表」名稱。
5.3.國內外訂戶購書付款作業
5.3.國內外訂戶購書付款作業
5.3.1.國內訂戶至郵局辦理劃撥
5.3.1.國內訂戶至郵局辦理劃撥
手續，入帳後由出納組開
手續，入帳後由出納組開
立收據交註冊課務組。
立收據交教務行政組。
5.3.2.國外訂戶郵寄美金支票至
5.3.2.國外訂戶郵寄美金支票至
註冊課務組，註冊課務組
教務行政組，教務行政組
填報結匯申請書簽請用
填報結匯申請書簽請用
印，並會請出納組辦理美
印，並會請出納組辦理美
金結匯事宜。
金結匯事宜。
5.4.註冊課務組寄發客戶所需學 5.4.教務行政組寄發客戶所需學
報及收據。
報及收據。
5.5.註冊課務組統計每學期銷售 5.5.教務行政組統計每學期銷售
總冊數及金額，製表陳核，由
總冊數及金額，製表陳核，由
單位主管依「東吳大學授權代
單位主管依「東吳大學一級
判暨分層負責明細表」核判。
主管代判決行暨分層負責決
行事項」核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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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共通教材印製發售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3.權責單位：
3.權責單位：
1. 業 務 整 併 更 改 權
3.1.申請：註冊課務組。
3.1.申請：教務行政組。
責單位。
3.2.檢核：會計室。
3.2.檢核：會計室。
2.修正「東吳大學授
3.3.核判：依「東吳大學授權代判 3.3.核判：依「東吳大學一級主管 權 代 判 暨 分 層 負
暨分層負責明細表」。
代判決行暨分層負責決 責明細表」名稱。
3.4.執行：中國文學系、日本語文
行事項」。
學系、採購保管組、註 3.4.執行：中國文學系、日本語文
冊課務組。
學系、環安衛暨事務組、
教務行政組。
權責單位變更
4.流程圖：附件四~1
4.流程圖：附件四~2
5.作業程序：
5.1.註冊課務組於學期結束前後，
函編輯單位（中國文學系或日
本語文學系），確認下一學年
共通教材是否改版。如需改
版，由編輯單位提供改版內
容，並於招商印製時完成三次
校對作業始得付梓。計算成本
（編輯費、校稿費及印刷費用
等），據以簽核售價。
5.2.註冊課務組調查新生人數並
考量歷年購書情況，預估印製
冊數。
5.3.註冊課務組簽請印製共通教
材，核可後由採購保管組辦理
招商印製事宜。
5.4.註冊課務組製作共通教材申
購表，函請各學系轉發學生填
寫購書資料，於上課前至校內
書局購書。
5.5.註冊課務組通知印製廠商送
書日期及地點。
5.6.註冊課務組每2個月與校內書
局結算售書款，簽核後繳交出
納組。
5.7.註冊課務組每學期統計銷售
冊數及總金額製表陳核，並簽
請提撥盈收之5%予編輯單位
做為行政費用，餘款繳校。

5.作業程序：
1. 業 務 整 併 更 改 權
5.1.教務行政組於學期結束前後， 責單位
函編輯單位（中國文學系或日 2.刪除多餘文字
本語文學系），確認下一學年
共通教材是否改版。如需改
版，由編輯單位提供改版內
容，並於招商印製時完成三次
校對作業始得付梓。計算成本
（編輯費、校稿費及印刷費用
等），據以簽核售價。
5.2.教務行政組調查新生人數並
考量歷年購書情況，預估印製
冊數。
5.3教 務 行 政 組 簽請印 製 共通教
材，核可後由環安衛暨事務組
辦理招商印製事宜。
5.4.教務行政組製作共通教材申
購表，函請各學系轉發學生填
寫購書資料，於上課前至校內
書局購書。
5.5.教務行政組通知印製廠商兩
校區送書日期及地點。
5.6.教務行政組每2個月與校內書
局結算售書款，簽核後繳交出
納組。
5.7.教務行政組每學期統計銷售
冊數及總金額製表陳核，並簽
請提撥盈收之5%予編輯單位
做為行政費用，餘款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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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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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修訂前內容
4.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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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詳修訂後附件五~1)
5.2申請單位會簽教務處意見後，
提案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修訂前內容
4.流程圖(詳修訂前附件五~2)
無

修訂說明
修訂流程。
因應本校「增設與調
整教學單位辦法」之
修訂，增列教務處納
入流程，俾審議形式
要件之妥適性。

5.2申請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因應本校辦法之修
後，應委請教務長組織審查小 訂 及 內 部 稽 核 意
5.3.1 增設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
組，進行學術專業審查後，彙整 見，參酌實務現況
議通過後，由教務長邀集
審查意見送申請單位回覆。
作法，分列須經學
與教學單位學術專長相關
術專業審查之增設
之校內外教師或學者專
案與無須學術審查
家，共五人組成審查小組，
之調整案標準作業
進行學術專業審查後，彙
流程，以求周延。
整審查意見送申請單位回

5.3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通過：

覆。

2.條號遞延。

5.3.2 調整案(包含分組、更名、
整併、停招、裁撤)，無須
辦理學術專業審查，由提
出單位逕向校務會議提
案。
5.4 教務長將申請增設案之學術專 5.3 教務長將學術專業審查意見及申 1.明訂此項流程為增
業審查意見及申請單位回覆
請單位回覆意見送校務發展委員 設案( 調整 案無須
意見送校務發展委員會進行
會複審。
學術審查)。
複審。
2.條號遞延。
5.5 校務發展委員會複審通過增 5.4 校務發展委員會複審通過後，由 1.明訂此項流程為增
設案後，由教務長向校務會議
教務長向校務會議提案。
設案( 調整 案由申
提案。
請單位逕送校務會
議 5.3.2)。
2.條號遞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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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內容
刪除。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5.5有關更名之調整案，經校務發展 依本校辦法之規定，
委員會初審通過後，不須辦理學 刪除本條，改將調整
術專業審查，由提出單位逕向校 案 作 業 流 程 前 移 至
務會議提案。
5.3.2 ， 俾 求 體 例 完
整。

5.6校務會議通過後，提報教育部 5.6校務會議通過後，送董事會議議 因應本校「增設與調
審核。
決，提報教育部審核。
整教學單位辦法」流
程之修訂。
6.3 申請案應附表單是否完整。

無。

增列控制重點，檢核
表件是否完整。

9.1涉及實質組織之調整或領域變 無。
更之重大改變，應列為增設

1.依據本校「增設與
調整教學單位辦

案，並應送董事會審議。

法」流程之修訂，
新增附註說明。
2.其後條號遞延。

9.4有關碩、博士班名額之調控， 9.3有關碩、博士班名額之調整，另 1.依據本校「增設與
另依「東吳大學調整碩、博士
依「東吳大學調整碩、博士班招 調 整 教 學 單 位 辦
班招生名額審查要點」規定辦
生名額審查要點」辦理。
法」修訂，作文字
理。
調整。
2.條號遞延。
9.5學院招生與不涉及對外招生之 無。
學位學程增設或調整案，準用
本流程。

增列準用說明，以求
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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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

增設與調整教
學單位作業

不通過

申請單位會簽教務處意見後
提報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
通過

增設案
案

調整案
(包含分組、更名、整併、停招、
裁撤)

教務長組織審查小組
進行學術專業審查

申請單位回覆審查小組意見

不通過

審查意見送校務
發展委員會複審
通過
不通過

申請單位
提報校務會議議決

教務長提報校
務會議議決

通過

通過

不通過

提報教育部審查
通過
作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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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過

附件五~2：修訂前內容
4.流程圖：

增設與調整教
學單位作業

提報校務發展
委員會議審議

不通過

通過
組審查小組並進行學術專業審查

申請單位回覆審查小組之意見

審查意見送校務
發展委員會複審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提報校務會議議決
通過
不通過

送董事會議
決
通過
不通過

提報教育部
審查議決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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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結束

附件六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6.18 最低錄取標準及正備取名額 6.18 錄取名單是否經招生委員會議 依據內部稽核紀錄
是否經招生委員會議決或經
決或經主任委員核定。
表意見，修訂控制重
主任委員核定。
點，以符現況試務運
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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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招生委員會請購暨核銷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詳修訂後附件七~1)

修訂前內容
4.流程圖(詳修訂前附件七~2)

修訂說明
修訂流程。

5.2 各任務編組組長或學系主任 5.3 各任務編組組長或學系主任 依 據 核 銷 流 程 實 務
進行審核：
進行審核：
作業流程，並回 應
5.2.1 「請購暨付款申請單」送
5.3.1 「請購暨付款申請單」送 5.2 標題修訂之。
招生委員會各任務編組組
招生委員會各任務編組組
長審核，同意後，送招委
長審核，同意後，送招委會
會總務組進行採購作業；
總務組進行採購作業；不
不同意者，退回承辦人。
同意者，退回承辦人。
5.2.2 「招生委員會經費核銷申
請表」送招生委員會各任務
編組組長或學系主任審核，
經總幹事或執行長核判。通
過後，送招委會會計組進行
核銷作業；不通過，退回承
辦人。

5.2.2 「招生委員會經費核銷申請
表」送招生委員會各任務編
組組長審核，經總幹事或執
行長核判。通過後，送招委
會會計組進行核銷作業；不
通過，退回承辦人。

5.3請購案由總務處採保組承辦人 5.3請購案由總務處採保組承辦人 依據學校採購流程
依請購單進行尋商議比價後，
依請購單進行尋商議比價後， 實務作業修訂之。
由採保組組長決行，送回申請
送總務處簽核。通過者，送招委
單位，續由任務編組承辦人聯
會會計組審核；不通過者，送回
繫送貨。
申請單位。
5.4請購案應由申請單位承辦人收 5.4 招委會會計組進行核銷案審 1.依學校採購流程實
貨及驗收。通過者，簽收發票或
查：
務作業修訂之。
收據等憑證，進行核銷作業；不 5.4.1.有關請購案：招委會會計組
2.將現行 5.7 及 5.8 前
承辦人審核預算項目、項次
通過者，通知廠商進行退換貨
移至 5.4，俾周延
及金額是否符合該項預算
或總務處採保組扣款等事宜。
規定。經會計組組長簽核， 體例，並依實務現
5.5 核銷案由招委會會計組承辦人
通過者，送回總務處採保組 況調整，以符膺本
審核預算項目、項次、金額及單
轉申請單位；不通過者，送 校 現 行 採 購 辦 法
據、憑證等皆符合該項預算規
回申請單位承辦人。
之規定。
定並登錄支出號碼。經會計組
組長簽核，通過者，送招委會出 5.4.2.有關核銷案：招委會會計組
承辦人審核預算項目、項
納組；不通過者，送回申請單位
次、金額及單據、憑證等皆
補正或撤案。
符合該項預算規定並登錄
支出號碼。經會計組組長簽
核，通過者，送招委會出納
組；不通過者，送回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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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位補正或撤案。
5.7請購案簽核後，由申請單位採購
發包或通知廠商送貨。
5.8請購案應由申請單位承辦人收
貨及驗收。通過者，簽收發票或
收據等憑證，進行核銷作業；不
通過者，通知總務處採保組及廠
商進行退換貨或扣款等事宜。
總幹事或執行長審核：

5.5總幹事或執行長審核：核銷金額 依據內部稽核紀錄
於授權額度內，由總幹事核判。 表意見，清楚說明額
5.6.1 核銷金額於授權額度(2萬
通過者，送招委會會計組作業； 度 標 準 ； 並 調 整 體
元)內，由總幹事核判。通過
不通過者，送回申請單位補正
者，送招委會會計組作業；
例，以求明確。
或撤案。
不通過者，送回申請單位補

5.6

正或撤案。

5.6核銷金額逾授權額度時，總幹事
簽核後，送陳執行長核判。通過
5.6.2 核銷金額逾授權額度(2萬
者，送招委會會計組作業；不通
元)時，總幹事簽核後，送陳執
過者，送回申請單位承辦人。
行長核判。通過者，送招委會
會計組作業；不通過者，送回
申請單位補正或撤案。
5.7 招委會出納組付款後，送回招委 5.9招委會出納組付款後，送回 修訂條號。
會會計組。
招委會會計組。
5.8招委會會計組將憑證歸檔結報。 5.10

招委會會計組將憑證歸檔結 修訂條號。
報。

6.1申購之試務物品或核銷之經費 6.1申購之試務物品或核銷之經費 試務經費 預算係由
項目是否符合招生委員會核定
項目是否符合招生委員會預算 招生委員會核定，故
預算表。
規定。
依實務作 業現況修
訂之。
8.依據及相關文件：
8.1 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8.2 東吳大學預算制度
8.3 東吳大學採購辦法
8.4 東吳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規定

8.依據及相關文件：
依據本校 現行會計
8.1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相關法規 名稱修訂
8.2東吳大學預算制度
之。
8.3 東 吳 大 學 公 用 物 品 申 請 採
購作業辦法

8.5 東吳大學支出預算項目及支用 8.4東吳大學專案簽核預算變更、流
原則表
用與額度超支核判準則
8.6 東吳大學招生經費支用標準

8.5東吳大學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8.6東吳大學招生經費支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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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9.2招生委員會之請購核銷，準用 無。
「東吳大學採購辦法」規定，總

修訂說明
依據內部 稽核紀錄
表意見，並參酌本校

價未逾 2 萬元之小額採購，由
招委會總幹事核定；總價逾 2
萬元，未逾 10 萬元者，由採購
單位逕向信譽可靠廠商議價後
採購，並由招委會執行長核定。

現行採購辦法規定，
附註說明 招委會準
用之授權 額度金額
及相關規定。

9.3請購金額在10 萬元以下者， 無。

增列說明 請購決行
單位與核 銷應檢附
請購原案 正本規定
(招委會請購決行金
額多在 10 萬元以下)

應檢具廠商估價單，送採保組
議價，最後議決單位由採保組
組長決行；核銷時並應檢附
請購原案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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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1：修訂後內容

招生委員會請購暨核銷
作業
請購試務用品作業
申請經費核銷作業
各任務編組：提出請購

退回
承辦人

不通過

招委會各組或學系承辦人：
填表申請

各組組長及
總幹事審核

退回
承辦人
不通過
各組組長或學
系主任：審核

總務處採保組：尋商議價
通過

不通過

總幹事及執
行長依授權

總務處採保組
組長核判

通過
申請單位：通知送貨
不通過

會計組：審核
憑證、預算、
登錄支出號碼

廠商退換貨或採
保組扣款

通過

申請單位：
收貨驗收

出納組：付款

通過
會計組：憑證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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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過

附件七~2：修訂前內容

招生委員會請購暨核銷作業

請購試務用品作業
退回
承辦人

申請經費核銷作業
各任務編組：提出請購

不通過

招委會各組或學系承辦人：
填表申請

各組組長及
總幹事審核

退回
承辦人

通過

總務處採保組：尋商議價

不通過
各組組長或學
系主任：審核

總務處依授權額
度分層核判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通過
總幹事及執行
長依授權額度
分層核判

會計組：審
核預算項目

不通過

通過
通過
不通過

會計組：審核
憑證、預算、
登錄支出號碼

申請單位：通知送貨或發包

退換貨
或扣款

通過

申請單位：
收貨驗收

出納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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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組：憑證歸檔

通過

不通過

附件八

招生宣導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5.4 辦理高中宣導相關營隊或活 5.4 辦理「認識東吳」及「大學開 1.依據內部稽核紀錄
動：依據「辦理高中營隊標準
門」等高中宣導相關營隊或活 表意見，呼應流程
作業」辦理之。
動。
圖另起作業流程
標示，增列寫入作
業程序。
2.刪除活動名稱，增
加作業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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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招收其他身分別學生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6.1 境外學歷及成績單是否符合教 6.1 僑生、派外人員子女畢業證明 考 量 實 務 作 法 與 現
育部採認辦法之規定。
及成績單是否經外館驗證。
況，修訂控制重點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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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推廣教育收入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5. 作業程序：
5. 作業程序：
1. 目 前 推 廣 部 郵 局
5.1. 推廣教育收入因學員繳費
5.1. 推廣教育收入因學員繳費 專戶由學校控管。
方式分成現金及信用卡兩
方式分成現金及信用卡兩 2. 修 改 後 以 符 合 每
種，現金收入於隔一工作天
種，現金收入於隔一工作天 個 工 作 日 繳 交 帳
存至學校控管之推廣部郵
存至推廣部郵局專戶，並於 務。
局專戶，並於隔一工作天將
隔週一將現金連同收據（含
現金連同收據（含作廢收
作廢收據）、每日現金收款
據）、每日現金收款日結清
日結清單、總表及每日收據
單、總表及每日收據明細表
明細表繳至城區出納組，遇
繳至城區出納組，遇國定例
國定例假日則順延；刷卡入
假日則順延；刷卡入於收到
於收到刷卡手續費對帳單
刷卡手續費對帳單後十個
後十個工作天內連同收據
工作天內連同收據及每日
及每日信用卡收款日結清
信用卡收款日結清單、總表
單、總表繳至城區出納組，
繳至城區出納組，遇國定例
遇國定例假日則順延。
假日則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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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推廣教育開課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詳修訂後附件七~1)

修訂前內容
4.流程圖(詳修訂前附件七~2)

修訂說明
1.修訂流程。
2.新 增 學 分 班 行 政
管理費、工作費及
輔導津貼撥付相
關文件。
3.新 增 企 業 委 訓 開
課簽訂合約及報
教育部備查程序。

5.作業程序：
5.1.1學分班課程規劃時即由開課
學系（系主任）一併排定授
課師資，並由授課老師進行
課程細部規劃。
5.1.2學分班師資若非本校現有專
兼任師資，需由學系進行師
資初審、推廣部複核、併同
課程規劃案送推廣教育委員
會審查。若利用學系現有專
兼任師資教授學分班時，得
免再次進行師資審查。
5.3若招生人數未達開班人數，由各 5.1若招生人數未達開班人數，通知
班承辦人通知報名學員辦理退
報名學員辦理退費或轉班，並依
費或轉班，並依據「退補費作業」 據「退補費作業」辦理。
辦理。
5.3.2企業包班於確定開班後與企業
簽訂合約(合作備忘錄)。
5.3.3完成簽訂合約(合作備忘錄)後
須辦理報教育部備查。
5.4.1學分班課程另依招生人數及開
課學系收入金額，支付開課學
系行政管理費、開課學系主管
及承辦同仁工作費、及「證照
學分班」授課老師輔導津貼。
7.使用表單：
(新增表單)
7.1.1學分班學系人事工作費及行
政管理費計算表
7.1.2證照學分班教師領取輔導津
貼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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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學分班師資聘
任作業，學分班行政
管理費、工作費及輔
導津貼撥付作業。

述明該項工作權責
人員。

增列作業程序。

新增學分班師資聘
任作業，學分班行政
管理費、工作費及輔
導津貼撥付作業。
新增學分班行政管
理費、工作費及輔導
津貼撥付相關表單。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7.3.合約(合作備忘錄)
(新增表單)
7.4.附表四OO學年度依第二十條規
定開設知推廣教育班次。

新增委訓班行政管
理費、工作費及輔導
津貼撥付相關表單。

(新增文件)
8.依據及相關文件：
8.4.1東吳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各
項費用明細表

新增學分班行政管
理費、工作費及輔導
津貼撥付相關文件。

162

附件十一~1：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
推廣教育開課作業

班主任或承辦人規劃課
程

主任覆核

不同意

同意

推廣教育委員會

不通過

審查

通過
課程為企業委訓

是

否
課程招生

與企業簽訂合約

否
達開班人數

通知退費或轉班

是
退補費作業

通知開課

計算教師鐘點費

鐘點費計算表

報教育部備查

學分班學系人事
工作費及行政管
理費計算表

製作開課狀況表

證照學分班教
師領取輔導津
貼一覽表

資料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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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

開課狀況表

附件十一~2：修訂前內容
4.流程圖:
推廣教育開課作
業

班主任或承辦人規劃課
程

不同意
主任覆核

同
不通過

推廣教育委員會
審查員會
通過

課程招生

否
通知退費或轉班

達開班人數
是

退補費作業

通知開課

計算教師鐘點費

製作開課狀況表

鐘點費計算表

開課狀況
資料歸檔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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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辦法」實施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3.1申請單位:本辦法規定可提出申 因辦法修訂，變更對
請之教師或教學單位 象及審查流程
3.2:檢核單位:教學精進補助計畫審 3.2檢核單位:本辦法規定可整合提
查委員
出申請支單位所屬一
級主管單位、教學精
進補助計畫審查小組
3.3:核判單位:副校長室
3.3核判單位:教務處
3.1:申請單位:本校專、兼任教師

4.流程圖：附件十二~1

4.流程圖：附件十二~2

5.1本辦法規定補助創新課程類型， 5.1本辦法規定可提出申請之教師 為聚焦課程教學創
規劃內容符合補助類型之教師
或教學單位提出申請案。
新，特修訂補助辦
可提出申請。
法，改以實體課程
之系統性革新規劃
5.2申請教師填妥表單及線上資料 5.2申請教師或單位至申請平台填
為補助內容，並由
後，申請案傳送至教師教學發展
寫申請資料，屬單位整合提出之
授課教師直接提出
組彙整。
申請案經二級單位主管簽核後
申請。
陳一級單位主管審議。教師自選
修訂辦法業經 106
主題或教資中心徵求提出之申
年 9 月 28 日行政
請案資料傳送至教師教學發展
會議討論通過，擬
組。
據以修改本作業流
刪除
5.3學系整合提出之申請案經一級
程。
單位主管初審通過後，資料傳送
至教師教學發展組。
5.3.1一級單位主管初審未通過，
案件退回申請單位。
5.3教師教學發展組彙整後，送審查 5.4教師教學發展組彙整資料後，紙 考量時效，校外審查
委員審查。審查委員審查通過者， 本送教學精進補助計畫審查小 委員不另組成小組，
執行流程5.4，未通過者，本案終
組複審通過後，執行流程5.5。未 改 以 各 自 審 查 後 送
止。
通過者，本案終止。
交教師教學發展組
綜整方式進行審查，
故取消「教學精進補
助計畫審查小組」用
語，以便釐清。
5.4教師教學發展組彙整審查結果 5.5教學資源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 為利於全校性政策
後上線登打審查明細並撰寫公
彙整審查結果後上線登打審查 之規劃，調整代判決
函陳核副校長。
明細並撰寫公函 陳教務長。
行層級至副校長。
5.5副校長代判決行通過者，執行流 5.6教務長代判決行通過者，執行流
程5.6。未通過者，本案終止。
程5.7。未通過者，本案終止。
5.6教師教學發展組函告申請人計 5.7函告申請單位計畫核定結果與 因應計畫申請對象
畫核定結果與提供線上查詢、列
提供線上查詢、列印審查明細。 變更，調整用語。
印審查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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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5.7獲補助計畫於規定期限上線填 5.8獲補助單位於規定期限上線填
寫成果報告，並完成經費核銷事
寫成果，並完成經費核銷事宜。
附件十二~1：修訂後內容
宜。
4.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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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案

教師上線提案，
提案資料傳送至
教師教學發展組

彙整申請案
送審查委員審查

否
終止

審查委員
審查通過
是
審查結果公文

簽核

否

副校長
代判決行通過
是
函告申請人計畫核定結
果及提供線上查詢與列
印審查明細表

獲補助計畫填報
成果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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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2：修訂前內容
4.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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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案

 教師自選主題提
出申請案
 教資中心徵求提
出申請案

單位整合提出
申請案

否

否
退回申請單位

單位所屬一級主管

外審委員審查

初審通過

通過

退回申請教師或
單位

是
是

否
審查委員
複審通過
是
審查結果公文

簽核

否
退回申請單位

教務長
代判決行通過
是
函告申請單位或教師核
定結果及提供線上查詢
與列印審查明細表

獲補助計畫線上
填寫計畫成果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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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學生社團經費申請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3.權責單位：
3.2檢核：學生社團輔導老師、群育
暨美育中心屬性輔導老
師、經費審核小組
3.4執行：群育暨美育中心
5.作業程序：
5.2群育暨美育中心審核作業
5.2.1社團經費申請經六大屬性
老師初審填寫金額及意見
後交由經費審核小組複審
（由群育暨美育中心屬性
老師一名、社團指輔導老師
二名、學生會正、副會長所
組成。）
5.3.2經二級主管（群育暨美育中
心主任）
、一級主管（學生事
務長）核閱後，會辦其他單
位。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3.權責單位：
因應組織調整修改
3.2檢核：學生社團輔導老師、群育 群育中心為群育暨
中心屬性輔導老師、經費 美育中心。
審核小組
3.4執行：群育中心
5.作業程序：
因應組織調整修改
5.2群育中心審核作業
群育中心為群育暨
5.2.1社團經費申請經六大屬性老 美育中心。
師初審填寫金額及意見後交
由經費審核小組複審（由群
育中心屬性老師一名、社團
指輔導老師二名、學生會正、
副會長所組成。）
5.3.2 經 二級 主 管 （ 群 育 中 心 主
任）
、一級主管（學生事務長）
核閱後，會辦其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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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學生社團經費核銷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3.權責單位：
3.2.檢核：學生社團輔導老師、
群育暨美育中心屬性輔導老
師
3.4.執行：群育暨美育中心
4.流程圖：附件十四~1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3.權責單位：
因應組織調整修改
3.2.檢核：學生社團輔導老師、 群 群育中心為群育暨
育中心屬性輔導老師
美育中心。
3.4.執行：群育中心
4.流程圖：附件十四~2

因應組織調整修改
群育中心為群育暨
美育中心。

5.作業程序：
5.作業程序：
因應組織調整修改
5.2群育暨美育中心審核作業
5.2群育中心審核作業
群育中心為群育暨
5.3.2經二級主管（群育暨美育中 5.3.2 經 二級 主 管 （ 群 育 中 心 主 美育中心。
心主任）
、一級主管（學生事
任）
、一級主管（學生事務長）
務長）核閱後，會辦其他單
核閱後，會辦其他單位。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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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1：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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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2：修訂前內容
4.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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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學生社團登山危機處理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3.權責單位：
3.權責單位：
因應組織調整修改群
3.2.檢核：學生社團輔導老師、屬 3.2.檢核：學生社團輔導老 育中心為群育暨美育
性輔導老師、群育暨美育中
師、屬性輔導老師、群育 中心。
心
中心
3.4.執行：群育暨美育中心
3.4.執行：群育中心
4.流程圖：附件十五~1

4.流程圖：附件十五~2

新增保險及登山隊伍
於登山期間定時連絡
留守人員。
1.因應組織調整修改群
育中心為群育暨美
育中心。
2.新增辦理保險及登山
隊伍於登山期間定
時聯絡留守人員。
3.序號順延。

5.作業程序
5.作業程序
5.1 社團提出登山申請，並完成保 5.3呈報群育中心成立危機
處理小組
險事宜
5.3.1成員包括：群育中心
5.1.1.登山隊伍於登山期間定時
主任、社團指輔導老
聯
師、社長、嚮導組組
絡留守人員，回報狀況
長、留守等。
5.4呈報群育暨美育中心成立危
5.4.2成員包括：學務長、校
機處理小組
安中心、群育中心主
5.4.1成員包括：群育暨美育中
任、社團指輔導老師、
心主任、社團指輔導老師、
社長、嚮導組組長、留
社長、嚮導組組長、留守
守人員、媒體發佈負
等。
責人等。
5.5.2成員包括：學務長、校安中
心、群育暨美育中心主任、
社團指輔導老師、社長、嚮
導組組長、留守人員、媒體
發佈負責人等。
6.控制重點:
6.控制重點:
因應組織調整修改群
6.2.2回報群育暨美育中心
6.2.2回報群育中心
育中心為群育暨美育
中心。
9.附註及說明：
9.附註及說明：
因應組織調整修改群
9.2群育暨美育中心成立危機處 9.2群育中心成立危機處理 育中心為群育暨美育
理小組成員包括：群育暨美育
小組成員包括：群育中心 中心。
中心主任、社團指輔導老師、
主任、社團指輔導老師、
社長、嚮導組組長、留守等。
社長、嚮導組組長、留守
9.3校安中心召開應變會議成員
等。
包括：學務長、校安中心、群 9.3校安中心召開應變會議
育暨美育中心主任、社團指輔
成員包括：學務長、校安
導老師、社長、嚮導組組長、
中心、群育中心主任、社
留守人員、媒體發佈負責人
團指輔導老師、社長、嚮
等。
導組組長、留守人員、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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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體發佈負責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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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說明

附件十五~1：修訂後內容
4. 流程圖：
修訂後附件2-1
辦理登山保險、
定時聯絡留守人員

登山逾
山難管制時間

否

社團內部
會議研判
是

學生社團申請

社團輔導老師

二級主管簽章

一級主管核判

危機處理小組
召 開 會 議

否

校安中心
召開應變會議

是

啟動校內支援網路

建立校外支援網路

1.通知山難地區警察機關（協助
找人）與消防機關（協助救援）
2.當地警察機關成立指揮中心進行
搜救工作，學校派員加入。
3.駐守指揮中心之學校人員，隨時
向學校回報搜救狀況

1.由學校發言人或由應變會議指
定人員擔任統一發言人
2.聯絡系所、院主管及導師
3.留守人員與學校通知家長
4.可視情況辦理家長說明會

召開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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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2：修訂前內容
4. 流程圖：

登山逾山難
管制時間

否

社團內部
會議研判
是

學生社團申請

社團輔導老師

二級主管簽章

一級主管核判

危機處理小組
召 開 會 議

否
校安中心召
開應變會議

議
是

啟動校內支援網路

建立校外支援網路

1.由學校發言人或由應變會議指定
人員擔任統一發言人
2.聯絡系所、院主管及導師
3.留守人員與學校通知家長
4.可視情況辦理家長說明會

1.通知山難地區警察機關（協助找
人）與消防機關（協助救援）
2.當地警察機關成立指揮中心進行
搜救工作，學校派員加入。
3.駐守指揮中心之學校人員，隨時向
學校回報搜救狀況

召開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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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懲處個案強制輔導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5.5.1接獲違規行為或違反相關法律 5.1.1接獲違規行為或違反相關法 修 訂 文 字 以 更 明 確 意
個案，且獎懲決議學生須接受
律個案，且獎懲建議學生須 涵。
強制心理治療者，由健康暨諮
接受強制心理治療者，由健
商中心系諮商師簽收獎懲公
康暨諮商中心系諮商師簽收
文並與學生聯繫約定時間安
獎懲公文並與學生聯繫約定
排第一次面談。
時間安排第一次面談。
刪除
6.1.1是否已進入獎懲委員會處理 懲處個案強制輔導之個
案皆由獎懲委員會決議
程序。
後轉介，非本作業之控
制重點
刪除
6.1.2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是否須 已於 5.1.1 作業內容說
明，且非本作業之控制
接受強制心理輔導。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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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性別平等事件個案通報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3. 權責單位：
3.1. 申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申訴人或檢舉人
3.2. 核判：主秘、校長
3.3. 執行：秘書室、健康暨諮商中
心
4. 流程圖：附件十七~1

5. 作業程序：
5.1. 提出申訴
5.1.1. 申訴人或檢舉人以言詞或
書面方式（東吳大學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調查申請書）向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提出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申
訴或檢舉。
5.1.2. 收件窗口：申訴案件當事
人任一方為學生者，以秘
書室為收件窗口；申訴案
件當事人均非學生，以人
事室為收件窗口。
5.1.3. 秘書室性平會承辦人或人
事室於收件後立即轉知校
安中心業務承辦人進行通
報。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因配合「東吳大學性
3.1. 申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別平等教育及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性霸凌事件申訴人或檢舉人
霸凌防治規定」修
3.2. 核判：主秘、校長
訂，更改執行收件單
3.3. 執行：學務長室秘書、秘書室、 位。
健康暨諮商中心
因配合「東吳大學性
4. 流程圖：附件十七~2
別平等教育及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防治規定」修
訂，更改執行收件單
位。
因配合「東吳大學性
5. 作業程序：
別平等教育及校園
5.1. 提出申訴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5.1.1. 申訴人或檢舉人以言詞或
霸凌防治規定」修
書面方式（東吳大學校園 訂，更改執行收件單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位。
事件調查申請書）向性別
3. 權責單位：

平等教育委員會提出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申
訴或檢舉。
5.1.2. 收件窗口：申訴案件當事
人任一方為學生者，以學
生事務處為收件窗口；申
訴案件當事人均非學生，
以人事室為收件窗口。
5.1.3. 學生事務處秘書或人事室
於收件後立即轉知校安中
心業務承辦人進行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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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1：修訂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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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理

性平會於收件後
召開輪值小組會議
決議受理與否

3日

（於收件後20日內書面通知
申請人或檢舉人
是否受理）

秘書室性平會承辦人
接獲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申訴案件

受理

進入東吳大學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申訴案件調查處
理程序

性平會審議
是否成立
是

校安中心協助
電子線上通報教育部
並提供校安通報序號

移送權責單位懲處

說明：
收案後24小時
內完成線上
通報教育部及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

否
申復有理由

權責單位將懲處
結果回覆性平會

說明：
申請人或
行為人對
處理之結
果不服者
，得於收
到書面通
知次日起
20日內，
以書面具
明理由向
本校申復
。

申請人/行為人
是否提出申復
是

審議小組決議
申復有無理由
否
申復無理由

結案

函知健康暨諮商中心

181

健康暨諮商中心性平業務承辦人至
「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
事件回覆填報系統」填報相關資料並
上傳調查報告書、性平會決議會議紀
錄及會議簽到表
簽核校長、提報教育部

歸檔結案

說明：
健康暨諮商中
心性平業務承
辦人於申訴案
件結案後20個
工作日內完成
提報教育部結
案。

不受理

性平會於收件後
召開輪值小組會議
決議受理與否

3日

（於收件後20日內書面通知
申請人或檢舉人
是否受理）

學生事務處秘書接獲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申
訴案件

受理

進入東吳大學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申訴案件調查處
理程序

性平會審議
是否成立
是

校安中心協助
電子線上通報教育部
並提供校安通報序號

移送權責單位懲處

說明：
收案後24小時
內完成線上
通報教育部及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

否
申復有理由

權責單位將懲處
結果回覆性平會

說明：
申請人或
行為人對
處理之結
果不服者
，得於收
到書面通
知次日起
20日內，
以書面具
明理由向
本校申復
。

申請人/行為人
是否提出申復
是

審議小組決議
申復有無理由
否
申復無理由

結案

函知健康暨諮商中心

健康暨諮商中心性平業務承辦人至
「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
事件回覆填報系統」填報相關資料並
上傳調查報告書、性平會決議會議紀
錄及會議簽到表
簽核校長、提報教育部

歸檔結案
182

說明：
健康暨諮商中
心性平業務承
辦人於申訴案
件結案後20個
工作日內完成
提報教育部結
案。

附件十八

大一新生普測篩檢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附件十八~1

修訂前內容
4.流程圖：附件十八~2

修訂說明
因應作業流程改善，
進行內容修訂。

5.1.1.撰寫計畫書與編列預算，陳核 5.1.1.撰寫計畫書與編列預算，進行 因應作業流程改善，
活動企劃書與經費借支。
活動企劃簽核。
進行內容修訂。
5.1.2.進行測驗請購並準備各班施 5.1.2.進行經費借支及測驗請購事 因應作業流程改善，
測資料。
宜。
進行內容修訂。
5.4.5.系諮商師針對未回應者持續 5.4.5.系諮商師針對未回應者持續 因應作業流程改善，
進行電話、簡訊關懷邀請3次，
進行電話、簡訊關懷邀請3次， 進行內容修訂。
若仍未回應者則轉知導師進
若仍未回應者於期末考前、寒
行關懷輔導，系諮商並於學期
假期間寄發關懷書信。
末寄發關懷訊息。
6.5.學生資料使用是否告知個人資 6.5.學生資料使用保密性是否告知 因應個資法，進行內
與尊重。
容修訂。
料處理的目的、運用的方式、資
料保密的原則、資料的保存期
限及銷毀方式。
7.7.學生資料銷毀登記表。

無

強化資料保密性，新
增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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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1：修訂後內容

大一新生普測篩檢作業

活動企劃書呈核與經費借支申請

測驗請購與施測資料準備

調查各學系新生班級普測及大一導師會議時間

期中考後二週內實施班級普測與現場測驗解釋

針對各班級測驗結果
進行統計資料建檔、分析作業（含測謊題篩檢）

整理個人、班級、學系、學院、全校測驗統計結果

高關懷學生
(含高危機與高困擾學生)
是否完成複檢與關懷

依據測驗結果，研擬不同困擾狀態
之輔導處置建議與提供相關資源

未召開大一導師會議學
系，另與導師個別約談

是

以學系為單位，
召開大一導師會議

系諮商師安排後續輔導措
施，並撰寫複檢評估報告

否

經3次電話或簡訊關懷未
果，轉知導師共同關懷，
並於學期末寄發關懷信。

說明個人測驗結果，提供導師個別晤談輔導參考

說明班級統計結果，提供班級舉辦團體活動參考
據追蹤結果進行個案分類，依學生危急程度
設定後續不同之追蹤關懷輔導模式。
全系大一整體結果，
提供學系研擬修訂次學年度輔導計畫

建立東吳常模，比較逐年差異，
修訂次學年全校大一普測實施計畫及建構全面輔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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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2：修訂前內容

大一新生普測篩檢作業

撰寫活動計畫書、編擬預算，提請企劃書簽核

經費借支申請與測驗請購

調查各學系新生班級普測及大一導師會議時間

期中考後二週內實施班級普測與現場測驗解釋

否

針對各班級測驗結果
進行統計資料建檔、分析作業（含測謊題篩檢）

各班級高危險群學生
(自殺危機)
是否完成複檢與關懷

整理個人、班級、學系、學院、全校測驗統計結果

是

依據測驗結果，研擬不同困擾狀態
之輔導處置建議與提供相關資源

各班級高關懷群學生
(具憂鬱、精神疾病前驅症狀等)
是否完成複檢與關懷

否

是
未召開大一導師會議學
系，另與導師個別約談

以學系為單位，
召開大一導師會議

說明個人測驗結果，提供導師個別晤談輔導參考

各系諮商師進行複檢面談及安排後續輔導措施，
並撰寫複檢評估報告

針對未回應者持續進行電話、簡訊關懷邀請3次，
若仍未回應，則於期末考與寒假期間寄發關懷書信。

說明班級統計結果，提供班級舉辦團體活動參考
依據追蹤結果做個案分類，依學生危急程度
設定後續不同之追蹤關懷輔導模式。
全系大一整體結果，
提供學系研擬修訂次學年度輔導計畫

建立東吳常模，比較逐年差異，
修訂次學年全校大一普測實施計畫及建構全面輔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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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申請及結報作業修訂對照
表
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附件十九-1

修訂前內容
4.流程圖：附件十九-2

修訂說明
修正結束流程使用圖形。

6.2.依照「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6.2.教育部函覆計畫經費核定 因補助金額為教育部核定，為
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
補助之金額。
作業程序之一，同作業程序
生實施要點」及「教育部補
5.4.所列。控制重點改列遵守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教育部相關規定使用補助經
業要點」規定執行補助經
費。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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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1：修訂後內容

核對特教通報網學生名單
(11 月初)

召開經費申請相關會議

召開資本門設備會議

召開特教推行委員會會議

至特教通報網填入經費申請
相關資料
函送「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
計畫經費申請表」
至教育部
(11 月底)

教育部函覆核定金額

核定經費簽文知會相關單位
至出納組開立收據函送教育部

教育部函覆撥款

經費執行相關作業

函送經費結案相關資料至教育部

歸檔結案

187

召開交通補助費評估會議

附件十九~2：修訂前內容
核對特教通報網學生名單
(11 月初)

召開經費申請相關會議

召開資本門設備會議

召開特教推行委員會會議

至特教通報網填入經費申請
相關資料
函送「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
計畫經費申請表」
至教育部
(11 月底)

教育部函覆核定金額

核定經費簽文知會相關單位
至出納組開立收據函送教育部

教育部函覆撥款

經費執行相關作業

函送經費結案相關資料至教育部

歸檔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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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交通補助費評估會議

附件二十

身心障礙學生服務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附件二十~1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1. 修正結束流程使
用圖形。
2. 依現行實際執行
內容，修正流程
圖「申請自願放
棄特教身分」及
「提送鑑輔會鑑
別學生之特殊教
育需求」之途徑。
5.2.若學生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 修正文字說明。
冊）及鑑輔會證明，逕送鑑輔會
鑑定之「領有相關證明之個案」
，
若無，則提送「新增疑似個案」
。
4.流程圖：附件二十~2

5.2.若學生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
冊）及教育部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
（簡稱鑑輔會證明）
，經資源教
室輔導人員初步評估有特殊教
育需求，則為疑似身心障礙學
生
5.3.提送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 5.3.提送鑑輔會鑑別學生特殊教育 1. 依 現 行 實 際 執
輔導會（簡稱鑑輔會）鑑別學生
之需求，審議學生是否領有大專 行內容修訂。
特殊教育之需求，審議學生是
鑑輔會證明：若學生確認為具有 2. 修正文字說明。
否領有大專鑑輔會證明：
特殊教育之服務需求，資源教室
輔導人員則需進一步與高中
（職）輔導老師、學生本人及家
長聯繫，收集與瞭解學生相關資
料，如：基本資料、障礙狀況、
學習歷程及目前所需協助等。若
無，則轉介校內相關單位。
5.3.1.申請自願放棄特教身分：進行 無
依現行實際執行內
特殊教育通報網資料異動，轉
容修訂。
銜原因為放棄特教身分。
5.3.2.提報鑑定：若學生符合特殊教 無
育學生身分，資源教室輔導人
員則與學生擬定個別化支持
服務計畫；若不符合，則轉介
校內相關單位。

依現行實際執行內
容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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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1：修訂後內容

身心障礙學生

學生主動告知

身心障礙學生甄試

各處室轉介

特教通報網

德育中心、學生住宿中心、其他相關單位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或前教育階段鑑輔會證明

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提送鑑輔會鑑別學生之
特殊教育需求

特教通報網
資料異動

符合

申請自願放棄
特教身分

提報鑑定

不符合

轉介其他
校內單位

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生活輔導

課業輔導

心理輔導

生涯輔導

其他相關服務

1. 協助特殊個案
住宿申請
2. 群性活動
3. 無障礙環境檢
視暨活動推廣
4. 特教知能宣導
5. 活動訊息提供
6. 在校生活協助
7. 就學減免資訊
提供
8. 電梯卡申請

1. 聯繫學系及任
課老師
2. 應考協助
3. 課堂暨教材協
助
4. 課業加強
5. 學習策略輔導
6. 筆抄員服務
7. 錄音員服務
8. 同儕服務員

1. 身心適應評估
2. 個別晤談暨諮
商
3. 轉介
4. 校內外輔導資
源
5. 轉介
6. 個案聯合輔導
會議

1. 生涯轉銜會議
2. 生涯講座活動
3. 轉銜資源連結
4. 相關就業資訊
提供

1. 各類輔具借用
2. 硬體設施
3. 提供鑑定相關
資源
4. 圖書館借還書
服務
5. 獎學金資訊提
供

每學期評估及追蹤

畢業前一個月召開生涯轉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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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轉銜程序
(轉銜資料登錄)

附件二十~2：修訂前內容

身心障礙學生

學生主動告知

身心障礙學生甄試

各處室轉介

特教通報網

德育中心、學生住宿中心、其他相關單位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或前教育階段鑑輔會證明

特教通報
網資料異
動

申請自願放棄
特教身分

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不符合

提送鑑輔會鑑別學生之
特殊教育需求

轉介其
他
校內單

符合

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生活輔導

課業輔導

心理輔導

生涯輔導

其他相關服務

1.協助特殊個
案
住宿申請
2.群性活動
3.無障礙環境
檢視
暨活動推廣
4.特教知能宣
導
5.活動訊息提
供
6.在校生活協

1.聯繫學系及任
課
老師
2.應考協助
3.課堂暨教材協
助
4.課業加強
5.學習策略輔導
6.筆抄員服務
7.錄音員服務
8.同儕服務員

1.身心適應評估
2.個別晤談暨諮
商
轉介
3.校內外輔導資
源
轉介
4.個案聯合輔導
會議

1.生涯轉銜會議
2.生涯講座活動
3.轉銜資源連結
4.相關就業資訊
提供

1.各類輔具借
用
2.硬體設施
3.提供鑑定相
關
資源
4.圖書館借還
書
服務
5.獎學金資訊
提供

每學期評估及追蹤

畢業前一個月召開生涯轉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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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轉銜程序
(轉銜資料登錄)

附件二十一

學生宿舍住宿費額度訂定作業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附件二十一~1

修訂前內容
4.流程圖：附件二十一~2

修訂說明
目前宿舍成本計算
及收費額度建議案
簽文由校務發展組
統整，依現行執行情
況修正內容。

5.4.1.若住宿費收取額度變動，需召 5.4.1.若宿費收取額度變動，需召開 原條文文字缺漏，故
開公聽會告知全體住宿生；若

公聽會告知全體住宿生；若無 修正。

無變動，則不需召開公聽會。

變動，則不需召開公聽會。

5.5.將通過的宿舍成本計算及收費 5.5.將通過的宿舍成本計算及收費 目前宿舍成本計算
額度建議案簽文正本送校務發

額度建議案簽文正本送會計室 及收費額度建議案

展組作為編列預收成本參考，

作為編列預收成本參考，本中心 簽文由校務發展組

本中心影印副本存檔備查。

影印副本存檔備查。

統整，依現行執行情
況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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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一~1：修訂後內容

學生宿舍住宿費
額度訂定作業

計算宿舍成本
及收費額度建議

不同意

簽文核示

同意

住宿費收取
額度變動

住宿費收取
額度維持

召開公聽會

送校務發展組作為編列
預收成本參考，本中心
影印副本存檔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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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一~2：修訂前內容
學生宿舍住宿費
額度訂定作業

計算宿舍成本
及收費額度建議

不同意

簽文核示

同意

住宿費收取
額度變動

住宿費收取
額度維持

召開公聽會

送會計室作為編列預
收成本參考，本中心
影印副本存檔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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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二

學生宿舍床位分配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附件二十二~1

修訂前內容
4.流程圖：附件二十二~2

修訂說明
考量招生管道多元，
新生床位分配作業
不列舉身分別，修改
為以學籍區分。

5.3.1規劃非大一新生寢室，公布床 5.3.1 規劃非大一新生寢室（即大二 考量非大一新生寢
位選填作業要點、相關時程；

以上之大學部學生）
，公布床位 室床位分配對象為

另，學生可以申請接待交流學

選填作業要點、相關時程；另， 學士班及碩士班，故

生，即未來寢室裡，學生住宿

大二以上之大學部學生可以申 刪除括號內及大學

中心安插一名交流學生，除培

請接待交流學生，即未來寢室 部學生相關文字。

養本校學生多元交流外，也要

裡，學生住宿中心安插一名交

主動照顧外籍交流同學有關生

流學生，除培養本校學生多元

活適應、宿舍活動參與、交通、

交流外，也要主動照顧外籍交

民生、資訊等生活需求。

流同學有關生活適應、宿舍活
動參與、交通、民生、資訊等
生活需求。

8.依據及相關文件：學生宿舍手冊 8.依據及相關文件：學生宿舍手冊 於 106 學年度新增
第一章 行政規章法源「學生宿舍

第一章 行政規章法源「學生宿舍 合樂學舍，故新增此

輔導及管理辦法」
、學生宿舍手冊

輔導及管理辦法」
、學生宿舍手冊 條文。

第二章床位申請第一節「申請住

第二章床位申請第一節「申請住

宿辦法」
、合江學舍宿舍法規第二

宿辦法」
、合江學舍宿舍法規第二

章「進退宿暨床位更換方法」
、合

章「進退宿暨床位更換方法」
、合

楓學舍宿舍法規第二章「進退宿

楓學舍宿舍法規第二章「進退宿

暨床位更換方法」
、合樂學舍宿舍

暨床位更換方法」。

法規第二章「進退宿暨床位更換
方法」。

195

附件二十二~1：修訂後內容

學生宿舍床
位分配作業

已取得住宿權
之學生身分

校內及校外承租宿舍
學士班(含轉學生)新
生、碩博士班新生

校內及校外承租宿舍
非學士班、碩博士班
新生

彙整生活
作息差異

規劃開放寢室公布床
位選填作業要點

搭配科系分配
宿舍樓別

第一階段整間寢室上
網選填

進行新生床位分配
作業

第二階段個人床位上
網選填

公布床位
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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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二~2：修訂前內容

學生宿舍床
位分配作業

已取得住宿權
之學生身分

校內及校外承租
宿舍
大一新生、碩博
士班新生

校內及校外承租
宿舍
非大一新生、非
碩博士班新生

彙整生活
作息差異

規劃開放寢室公
布床位選填作業
要點

搭配科系分配
宿舍樓別

第一階段整間寢
室上網選填

進行新生床位分
配作業

第二階段個人床
位上網選填

公布床位
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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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三

學生宿舍退宿退費簽報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5.1.1住宿生辦理退宿退費申請。

修訂前內容
5.1.1接收住宿生退宿退費申請。

7.使用表單：
7.使用表單：
東吳大學學生宿舍退宿、退費申請 退宿退費申請三聯單
表
8.依據及相關文件：學生宿舍手冊 8.依據及相關文件：學生宿舍手冊
第一章 行政規章法源「學生宿舍 第一章 行政規章法源「學生宿舍
輔導及管理辦法」
、學生宿舍手冊 輔導及管理辦法」
、學生宿舍手冊
第二章床位申請第二節「申請退 第二章床位申請第二節「申請退
宿辦法」
、合江學舍宿舍法規第二 宿辦法」
、合江學舍宿舍法規第二
章「進退宿暨床位更換方法」
、合 章「進退宿暨床位更換方法」
、合
楓學舍宿舍法規第二章「進退宿 楓學舍宿舍法規第二章「進退宿
暨床位更換方法」
、合樂學舍宿舍 暨床位更換方法」。
法規第二章「進退宿暨床位更換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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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說明
修正文字內容。
依現行退費辦理程
序，簡化表單內容，
更換使用表單。
於 106 學年度新增
合樂學舍，故新增此
條文。

附件二十四

寒暑假學生宿舍開放申請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因應暑假高中生營
隊及溪城講堂之需
求，分別開放兩棟宿
舍作為營隊宿舍，故
個人留宿棟別目前
固定為榕華樓；寒假
期間則考量留宿人
員較少，故集中開放
榕華樓作為個人留
宿棟別。現行狀況已
較難有調整空間，故
刪除與勵進會幹部
討論此點。
5.2.2校外單位須透過總務處採購保 5.2.2校內外單位或學生團體則需透過 因 應 現 況 將 校 內 外
管組進行場地借用申請；校內
行文方式申請。
單位及學生團體申
單位及學生團體則可直接向
請宿舍方式做修正。
學生住宿中心提出申請。
5.6.2.2發放本校學生宿舍住宿注意 5.6.2.2發放本校學生宿舍住宿注意事項 依據營隊性質發放
事項給獲保留床位之校內外
給獲保留床位之校內外單位或學 鎖頭或寢室鑰匙。短
單位或學生團體，要求校內
生團體，要求校內外單位或學生 期 留 宿 之 營 隊 ( 例
外單位或學生團體負責人提
團體負責人提供校內外單位或學 如：高中生營隊)僅
供校內外單位或學生團體人
生團體人員名冊並於校內外單位 發放鎖頭；長期留宿
員名冊並於校內外單位或學
或學生團體住宿期間須遵守本校 營隊(例如：溪城講
生團體住宿期間須遵守本校
宿舍手冊相關規定。請校內外單 堂 ) 則 發 放 寢 室 鑰
宿舍手冊相關規定。請校內
位或學生團體負責人於留宿期第 匙。
外單位或學生團體負責人於
一天辦理進住財產清點手續，提
留宿期第一天辦理進住財產
供宿舍門禁感應卡及鎖頭給校內
清點手續，提供宿舍門禁感
外單位或學生團體使用。凡申請
應卡、鎖頭或寢室鑰匙給校
進住時，以學生團體為單位，每
內外單位或學生團體使用。
單位收取保證金一千元；以校內
凡申請進住時，以學生團體
行政單位或校外團體為單位，每
為單位，每單位收取保證金
梯次收取保證金三千元。於留宿
一千元；以校內行政單位或
期結束後辦理離宿財產清點，確
校外團體為單位，每梯次收
認無損壞宿舍之公物，收回宿舍
取保證金三千元。於留宿期
門禁感應卡及鎖頭，退還保證金。
結束後辦理離宿財產清點，
確認無損壞宿舍之公物，收
回宿舍門禁感應卡、鎖頭或
寢室鑰匙，退還保證金。
5.1.1掌握寒暑假期間校內宿舍硬體 5.1.1掌握寒暑假期間校內宿舍硬體設
設施維護、修繕狀況後，確認
施維護、修繕狀況後，與宿舍勵進
寒暑假開放個人留宿、校內外
會幹部討論、協商，確認寒暑假開
單位或學生團體留宿之棟別。
放個人留宿、校內外單位或學生團
體留宿之棟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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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五

廠商徵才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增加核判單位
權責單位：
3.1.申請單位：企業廠商及家教。
3.2 檢核單位：生涯發展中心。
3.3 核判單位：無。
3.4 執行單位：生涯發展中心。
4.流程圖：如附件二十五~2
因申請流程調整進
行修正。
申請流程調整修
5.1 申請作業
5.1 申請作業
5.1.1 徵才企業至生涯發展中心 5.1.1 廠商至求才求職交流網網站 正 ， 刪 除 5.1.2 、
5.1.3
網站線上填寫職缺申請單
徵才。
3.權責單位：
3.1.申請單位：企業廠商及家教。
3.2 檢核單位：生涯發展中心。
3.3 核判單位：生涯發展中心。
3.4 執行單位：生涯發展中心。
4.流程圖：如附件二十五~1

及上傳登記(立案)資料或至 5.1.2 廠商線上申請帳號，成為會
財稅局列印公司資料並蓋
員後可直接登入徵才系統。
發票章。
5.1.3 廠商線上填寫(修改)職缺申
請單及傳真所需文件及資料
至本中心以備審核。
(刪除原 5.2)
5.2 收件作業
現行作業已改為網
5.2.1 廠商傳真營利事業登記至生 路 上 傳 ， 不 需 使 用
涯發展中心。
傳真
申請流程調整修
5.2 檢核作業
5.3 檢核作業
5.2.1.檢核徵才企業所申請的公司 5.3.1 檢核廠商所申請的公司資料 正，原 5.3 調整為
5.2
資料及職缺內容。
及職缺內容。
5.2.2.檢核通過者，直接轉入徵才 5.3.2.檢核通過者，直接由系統公
系統，並由系統發送帳密給
佈至電子化校園系統並發電
徵才企業。
子郵件通知廠商。
5.2.3.檢核不過者，發送電子郵件 5.3.4 檢核不過者，發送電子郵件
通知徵才企業。
通知廠商。
徵才企業檢核條件
6.控制重點：
6. 控制重點：
6.1 徵才企業申請時，表單是否完 6.1 廠商申請時，表單是否完整確實 修正
整確實填寫。
填寫。
6.2 資料檢核時，徵才企業證明文 6.2 藉由經濟部公司登記資料庫查
件及職缺工作內容是否不清
詢申請之廠商是否已登記。
楚、錯誤、違反勞基法或可能
的職業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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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五~1：修訂後內容

徵才企業至生涯發展中心官網
徵才專區

初次申請

是

否
填寫徵才申請表
登入徵才系統

審核未過

徵才審核
新增／修改 徵才訊息

審核成功

匯入系統

公布徵才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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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五~2：修訂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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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六

證照獎勵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3. 權責單位：
4. 權責單位：
應由分項計畫主持
3.1 申請：學生及畢業一年內的校 3.1 申請：學生及畢業一年內的校 人核判。
友。
友。
3.2 檢核：生涯發展中心、會計室。 3.2 檢核：生涯發展中心、會計室。
3.3 核判：社會資源長。
3.3 核判：學生事務長。
3.4 執行：生涯發展中心、總務處出 3.4 執行：生涯發展中心、總務處
納組。
出納組。
4.流程圖：如附件二十六~1
4.流程圖：如附件二十六~2
因核判權責修正，
故修改流程圖。
修訂辦理流程，並
5.作業程序：
5.作業程序：
增加各身份別之申
5.1 申請作業
5.1 申請作業
請流程及應檢附文
5.1.1 公告每個月 1 日–5 日學生可
5.1.1.公告每個月 1 日–5 日學
件，如 5.1.3、5.1.4、
辦理申請證照獎勵事宜。
生 可 辦 理 申 請 證 照 獎 5.1.5。
5.1.2 在校生至電子化校園系統登
勵事宜。
錄申請資料並列印申請表。
5.1.2.學 生 下 載 並 填 寫 證 照 獎
5.1.3 中低收入戶學生上網至生涯
勵申請表。
發展中心網站下載證照獎
勵申請表。
5.1.4 校友上網至生涯發展中心網
站下載證照獎勵申請表。
5.1.5 依申請資料準備所需文件及
資料(申請表、證照正本及其
影印本)。
修訂辦理流程及核
5.2 收件作業
5.2 收件作業
5.2.1 學生攜帶申請表及文件資料 5.2.1 學生攜帶申請表及文件資料 判權責。
至生涯發展中心辦理申請
至生涯發展中心辦理申請
事宜。
事宜。
5.2.2 初步核對資料，核對內容為 5.2.2 初步核對資料，核對內容為
申請表格資料完整性、身份
申請表格資料完整性、身份
資格及證明文件、及證照發
資格及證明文件、及證照發
照日期。
照日期。
5.2.3 業務承辦人除再次核對上述
5.2.2.之項目外，依『東吳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專業檢定

5.2.3 業務承辦人除再次核對上述
5.2.2.之項目外，依『東吳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專業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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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暨證照分級表』核定等級。

暨證照分級表』核定等級。

5.2.4 在資料庫內進行建檔及確認
作業。

5.2.4 將申請資料建檔於資料庫。

修訂說明

增加審核作業流程
並將原 5.3 核判作
業移後至 5.4

5.3 審核作業
5.3.1 由承辦人負責依證照名稱、
日期、申請學生姓名、郵局
局帳號及是否簽名確認進行
初檢。
5.3.2 單位主管進行複檢。
5.4.核判作業
5.4.1 社會資源長核判。

5.3.核判作業
5.3.1 子計畫負責人核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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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判單位改為社會
資源長核判

附件二十六~1：修訂後內容

學生上網閱讀申請相關注意事
項

學生填寫申請表及準備相關證明文件
辦理申請

申請案件資料審查
審核通過
社會資源長

辦理經費核銷
審核未過
出納組撥款

通知學生

結案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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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六~2：修訂前內容

學生上網下載「證照
獎勵申請表」

學生填寫申請表及準備相關證
明文件辦理申請

申請案件資料審查

審核通過
一級主管核判

審核未過

辦理經費核銷

出納組撥款

通知學生

結案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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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七

生涯相關測驗團體施測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1. 應 由 社 資 長 核
3.權責單位：
3.權責單位：
判。
3.1.申請：生涯發展中心。
3.1.申請：生涯發展中心。
2. 使 用 無 需 付 費
3.2.檢核：會計室。
3.2.檢核：會計室。
之測驗系統，不
3.3.核判：社會資源長。
3.3.核判：學生事務長。
需由總務處採
3.4.執行：生涯發展中心、各學 3.4.執行：生涯發展中心、各學 購。
系。
系 、 總 務處 環 安 衛
暨事務組。
4.流程圖：如附件二十七~1
4.流程圖：如附件二十七~2
因測驗實施及後續
輔導流程修改，故
修改流程圖。
修訂作業名稱及辦
5.1 生涯發展中心辦理作業
5.1. 申請作業
5.1.1.活動前 2 個月確認測驗種
5.1.1.活動前 3 個月確認經費來 理流程，使時程符
類與實施流程。
源及測驗種類與數量，如 合實際需求，並增
加近期修改之活動
不足需辦理採購。
5.1.2.活動前 3 週完成計畫陳核， 5.1.2.活動前 1 月完成企畫案陳 辦 理 程 序 ， 如
並以公函發送調查各系辦
核，並以公函發送調查各 5.1.11 及 5.1.13。
理意願、班級、時間、地點、
系辦理意願、班級、時間、
人數及學系協辦人員等資
地點、人數及學系協辦人
訊，並請於活動前 1 週完成
員等資訊，並請於活動前 2
回覆作業。
週完成回覆作業。
5.1.3.活動前 2 週完成活動借支
5.1.3.活動前 1 月完成活動借支
申請。
申請。
5.1.4.活動前 1 週依學系回覆資
5.1.4.活動前 2 週依學系回覆資
訊排定測驗時程，並連絡
訊排定測驗時程，並連絡
安排各場次測驗解釋講
安排各場次測驗解釋講
師。
師。
5.1.5.活動前 1 週完成測驗解釋
5.1.5.活動前 1 週完成測驗解釋
標準作業程序及簡報檔
標準作業程序及簡報檔
案，並提供講師參考。完成
案，並提供講師參考。完成
生涯規畫書、活動回饋量
活動回饋量表、講師執行
表之設計及網頁連結。
紀錄表之設計及網頁連
結。
5.1.6.活動前 1 週排定各場次協
5.1.6.活動前 1 週排定各場次協
助接待講師人員，並完成
助接待講師人員，並完成
講師接待標準作業程序供
講師接待標準作業程序供
接待人員參考使用。
接待人員參考使用。
5.1.7.活動前 1 週完成參與學系
5.1.7.活動前 1 週完成參與學系
學生帳號資料匯入測驗平
學生帳號資料匯入測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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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內容
台作業。
5.1.8.各場次測驗解釋前 1 日完
成講師連絡，協調接待地
點及時間。另連絡各學系
協助人員，提醒測驗時間
及召集學生。
5.1.9.執行團測，由講師帶領學
生實施測驗並做測驗解
釋，並帶領學生填寫生涯
規畫書及活動回饋表。
5.1.10.各場次測驗解釋後，請講
師簽收領據。
5.1.11.各場次團測結束後，整理
學生個別測驗結果、班級
及學系整體測驗結果，與
學系合作辦理導師職涯
輔導會議，提供測驗結果
做為生涯職涯輔導參考。

5.1.12.整體測驗報告完成後，提
供各院系參考。
5.1.13.針 對 有 意 願 及 在 生 涯 職
涯輔導方面可能有需求的
學生，提供生涯個別諮商
資源。
5.1.14.活動結束後 2 週，完成成
果報告及辦理活動經費核
銷。
5.1.15.結案存檔。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台作業。
5.1.8.各場次測驗解釋前 1 日完
成講師連絡，協調接待地
點及時間。另連絡各學系
協助人員，提醒測驗時間
及召集學生。

5.1.9.各場次測驗解釋後，請講
師簽收領據。
5.1.10.全 部 測 驗 場 次 執 行 完 成
後１週，完成回饋量表統
計、講師執行紀錄統計，
並請量表公司（單位）製
作整體測驗報告。
5.1.11.活動結束後 1 週，完成成
果報告及辦理活動經費
核銷。
5.1.12.整體測驗報告完成後，提
供各院系參考。
5.1.13.結案存檔。

5.2 各學系辦理作業
5.2 各學系辦理作業
5.2.1 確認參加意願，並指派學系協 5.2.1 確認參加意願，並指派學系協
助人員，安排各班測驗日期
助人員，安排各班測驗日期
與時間及借用電腦教室。
與時間及借用電腦教室。
5.2.2 填寫回覆單送本中心彙整。 5.2.2 填寫回覆單送本中心彙整。
5.2.3 召集學生參與團測。
5.2.4 召開學系導師職涯輔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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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學系辦理作業
第 5.2.3 及 5.2.4，
使作業程序更完
整。

修訂後內容
(刪除原 5.3)
(刪除原 5.3.1)
5.3 檢核作業
5.3.1 會計室辦理檢核活動經
費借支申請。
5.3.2.會 計 室 辦 理 檢 核 活 動 經
費及其憑證之核銷。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因不需再辦理採購
5.3.1 環安衛暨事務組辦理量表 作業，刪除此項作
業。
採購。
修改作業編號。
5.4 檢核作業
5.3 採購作業

5.4.1 會計室辦理檢核活動經
費借支申請。
5.4.2.會 計 室 辦 理 檢 核 活 動 經
費及其憑證之核銷。

增加新表單，刪除
7.使用表單：
7.使用表單：
7.1 學生資料匯入系統格式。
7.1 學生資料匯入系統格式。 不再使用之表單。
7.2團體施測回覆單。
7.2團體施測回覆單。
7.3學 系 導 師 職 涯 輔 導 會 議 回
覆表。
7.4團 體 施 測 工 作 流 程 及 注 意 7.3團 體 施 測 工 作 流 程 及 注 意
事項(同仁版、講師版)
事項(同仁版、講師版)
7.5講師接待標準作業程序
7.4講師接待標準作業程序
7.6經費借支申請表。
7.5經費借支申請表。
7.7經費核銷申請表。
7.6經費核銷申請表。
7.8支出明細表。
7.7支出明細表。
7.9憑證黏存單。
7.8憑證黏存單。
7.10活動回饋量表。
7.9活動回饋量表。
(刪除原 7.10)
7.10講師執行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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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七~1：修訂後內容

確定生涯職涯輔導目標，選擇測驗

發文各學系調查辦理意願

學系訂定團測時間並借用電腦教室及通知學生

實施班級團測及測驗解釋

彙整學生個人測驗結果，
統計班級、學系測驗結果

針對有意願及測驗結果顯示職涯輔導
需求高的同學，進行簡訊關懷

依據測驗結果，收集整理職涯輔導資源
與建議

為有回應的同學，安排生涯諮商

與學系合作召開導師
職涯輔導會議

未回應的同學，於次一學期開始，
再次提供生涯個別諮商資源

學生個人測驗結果，
提供導師進行導生輔導參考

班級統計結果，提供班級
辦理職涯輔導活動參考

全系學生整體測驗結果，提供
學系做為職涯輔導、課程修訂參考

了解全校學生職涯發展狀況，做為全校生涯職涯輔導方案規劃參考，
興趣與職能測驗結果納入IR校務資料分析，提供全校及各學系規劃課程、
提供學習資源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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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七~2：修訂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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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八

生涯活動辦理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應由社會資源長核
3.權責單位：
3.權責單位：
判。
3.1 申請：生涯發展中心。
3.1 申請：生涯發展中心。
3.2 檢核：會計室。
3.2 檢核：會計室。
3.3 核判：社會資源長。
3.3 核判：學生事務長。
3.4 執行：生涯發展中心、總務 3.4 執行：生涯發展中心、總務
處出納組。
處出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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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九

場地使用作業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5.4.每週第一個上班日及假日前 5.4.每週第一個上班日及假日前二 因應組織調整，松怡廳
二個上班日由採購保管組整
個上班日由採購保管組整理兩 管 理 單 位 由 美 育 中 心
改為採購保管組，故將
理兩校區會議場館場地檢覈
校區會議場館場地檢覈表送現
「美育中心」刪除。
表送現場管理單位。每週放假
場管理單位。每週放假日前則
日前則彙整會議場館、一般教
彙整會議場館、一般教室、體育
室、體育場館、松怡廳、游藝
場館、美育中心松怡廳、游藝廣
廣場等假日使用後，分送校安
場等假日使用後，分送校安中
中心、假日值勤人員等相關單
心、假日值勤人員等相關單位
位備查。
備查。
9.3.校內單位如欲使用一般教室， 9.3.校內單位如欲使用一般教室，
如與課程教學、招生考試或行
如與課程教學、招生考試或行
政有關事項內容，須向註冊課
政有關事項內容，須向註冊課
務組借用；如為非與課程教
務組借用；如為非與課程教學、
學、招生考試或行政有關事項
招生考試或行政有關事項內
內容，則轉至採購保管組處
容，則轉至採購保管組處理。學
理。學生團體或學生個人申請
生團體或學生個人申請使用教
使用教室或場館，則由群育暨
室或場館，則由群育中心處理。
美育中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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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

一般公務用校園紀念品採購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3.2.販 售 ： 校 友 服 務 暨 資 源 拓 展 3.2.收 費 及 紀 念 品 出 貨 ： 校 友 服
中心(城中社資處聯合辦公
務暨資源拓展中心 (城中游藝
室)。
廣場)。
4.流程圖：附件三十~1
4.流程圖：附件三十~2

修訂說明

公務購買取消收費
改以販售統稱之及
城中地點更改。
販售地點、付款方
式及表單名稱修
改。
5.1.購 買 單 位 填 寫 東 吳 大 學 公 務 5.1.購 買 單 位 填 寫 校 園 紀 念 品 公 表單更新修改。
用校園紀念品購買暨經費核
務購買清單，由單位主管確
銷表，由單位主管確認為公
認為公務所需。
務所需。
5.2.購 買 單 位 再 至 校 友 服 務 暨 資 5.2.購 買 單 位 再 至 校 友 服 務 暨 資 販售地點修改。
源拓展中心(城中社資處聯合
源 拓 展 中 心 (游 藝 廣 場 )挑 選
辦公室)購買所需品項。
欲購買之品項及數量。
5.4.購 買 單 位 確 認 品 項 及 數 量 領 5.4.採 購 單 位 確 認 品 項 及 數 量 ， 付款方式修改，不
取無誤，校友服務暨資源拓
並 交 付 現 金 或 選 擇 使 用 預 開 再收取現金及開立
展中心確認金額。
收 據 再 直 接 撥 付 東 吳 大 學 紀 收據。
念品專戶。
5.5.校 友 服 務 暨 資 源 拓 展 中 心 彙 5.5.校 友 服 務 暨 資 源 拓 展 中 心 確 憑紀念品購買暨經
整東吳大學公務用校園紀念
認 金 額 開 立 紀 念 品 校 內 櫃 檯 費核銷表進行核銷
品購買暨經費核銷表，確認
收據
歸墊，不再收取現
銷售品項數量及金額。
金及開立收據。
5.6.登 錄 銷 售 品 項 數 量 及 金 額 ， 5.6.登錄銷售品項數量及金額。 增加表 單 送會計 室
送會計室進行核銷，款項歸
辦理核銷事宜。
墊東吳大學紀念品專戶。
6.1.確 認 各 單 位 購 買 紀 念 品 為 公 6.1.確 認 各 單 位 採 購 紀 念 品 為 公 表單更新修改。
務所用，東吳大學公務用校
務所用，購買清單需有權責主
園紀念品購買暨經費核銷表
管簽章。
需有權責主管簽章決行。
6.2. 確 認 各 單 位 購 買 品 項 及 數 6.2. 確 認 各 單 位 採 購 品 項 及 數 用詞統一。
量。
量。
6.3.確 認 東 吳 大 學 公 務 用 校 園 紀 6.3. 是 否 正 確 開 立 校 內 櫃 檯 收 表單更新修改，不
念品購買暨經費核銷表正確
據。
再開立收據。
無誤。
7.使用表單：
7.使用表單：
表單更新修改。
「 東 吳 大 學 公 務 用 校 園 紀 念 品 「東吳大學校園紀念品公務購買
購買暨經費核銷表」。
清單」、「校園紀念品每日銷售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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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1：修訂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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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2：修訂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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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一

公務用大宗校園紀念品採購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3.2.販 售 ： 校 友 服 務 暨 資 源 拓 展 3.2.收 費 及 紀 念 品 出 貨 ： 校 友 服 公務購買取消收費
中心(城中社資處聯合辦公
務暨資源拓展中心(城中游藝 改以販售統稱之及
室)。
廣場)。
城中地點更改。
4.流程圖：附件三十一~1

4.流程圖：附件三十一~2

販售地點、付款方
式及表單名稱修
改。

5.1. 訂 購 單 位 以 電 話 或 mail 告 知 5.1. 採 購 單 位 以 電 話 或 mail 告 知 用詞統一。
欲製作之品項、數量、需求日
欲製作之品項、數量、需求日
期及經費。
期及經費。
5.3.校 友 服 務 暨 資 源 拓 展 中 心 提 5.3.校 友 服 務 暨 資 源 拓 展 中 心 提 用詞統一。
供校園紀念品訂購簽核單給
供校園紀念品訂購簽核單給
訂購單位確認。
採購單位確認。
5.4.訂 購 單 位 主 管 確 認 並 回 傳 訂 5.4.採 購 單 位 主 管 確 認 並 回 傳 訂 用詞統一。
購簽核單登錄存檔。
購簽核單登錄存檔。
5.5.商 品 製 作 完 成 由 校 友 服 務 暨 5.5.商 品 製 作 完 成 由 校 友 服 務 暨
資源拓展中心負責交貨給訂
資源拓展中心負責交貨給採
購單位，訂購單位簽收並填寫
購單位，採購單位簽收並交付
東吳大學公務用校園紀念品
現金或選擇使用預開收據再
購買暨經費核銷表進行款項
直接撥付東吳大學紀念品專
歸墊。
戶。
5.6.校 友 服 務 暨 資 源 拓 展 中 心 彙 5.6.校 友 服 務 暨 資 源 拓 展 中 心 確
整東吳大學公務用校園紀念
認金額開立紀念品校內櫃檯
品購買暨經費核銷表，確認銷
收據
售品項數量及金額。

憑紀念品購買暨經
費核銷表進行核銷
歸墊，不再收取現
金及開立收據。

表單更新修改，不
再開立收據。

5.7.送 會 計 室 進 行 核 銷 ， 款 項 歸 5.7.登錄銷售品項數量及金額。 憑紀念品購買暨經
墊東吳大學紀念品專戶。
費核銷表進行核銷
歸墊。
6.1.簽 核 單 是 否 經 訂 購 單 位 主 管 6.1.簽 核 單 是 否 經 採 購 單 位 主 管 用詞統一。
簽核。
簽核。
6.3.確 認 東 吳 大 學 公 務 用 校 園 紀 6.3. 是 否 正 確 開 立 校 內 櫃 檯 收 表單更新修改，不
念品購買暨經費核銷表正確
據。
再開立收據。
無誤。
7.使用表單：
7.使用表單：
表單更新修改。
「校園紀念品訂購簽核單」、「東 「校園紀念品訂購簽核單」、「校
吳 大 學 公 務 用 校 園 紀 念 品 購 買 園紀念品每日銷售報表」。
暨經費核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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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一~1：修訂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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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一~2：修訂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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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二

非公務校園紀念品採購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3.2.販 售 ： 校 友 服 務 暨 資 源 拓 展 3.2.收 費 、 紀 念 品 出 貨 及 開 立 統 公務購買取消收費
中心(城中社資處聯合辦公
一發票：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 改以販售統稱之及
室)。
中心(城中游藝廣場)。
城中地點更改。
5.1.購 買 者 直 接 至 校 友 服 務 暨 資 5.1.購 買 者 直 接 至 校 友 服 務 暨 資 販售地點修改。
源拓展中心(城中社 資處聯合
源 拓 展 中 心 (游 藝 廣 場 )挑 選
辦 公 室 )挑選欲購買之品項及
欲購買之品項及數量。
數量。
7.使用表單：
7.使用表單：
表單更新修改。
「收銀交易明細表」。
「校園紀念品每日銷售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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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三

資訊安全之檢查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附件三十三~1

修訂前內容
4. 流程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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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說明
依內部 稽 核所提 建
議增加流程圖。

附件三十三~1:修訂後內容

提出資安輔導暨
驗證請購

進行四階文件修改

進行內部稽核

舉辦管理審查委員會
訂定可接受風險值

進行外部稽核

否
稽核通過

提出改善方案進行修正

是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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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四

系統復原計畫及測試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增加流程圖。

4.流程圖：附件三十四~1

4.流程圖：無

5.作業程序：
5.1.成立應變小組
5.2.事故範圍判定
5.3.保全事故證據
5.4.建立並執行復原計畫
5.5.事故原因分析

將實際作業程序列
5. 作業程序：
5.1. 參 照 東 吳 大 學 ISO/IEC 出。
27001 資 通 安 全 管 理 規 範
訂定之「東吳大學業務持續
管理程序」
、
「東吳大學備份
與復原辦法」及東吳大學內
控制度之「應用系統開發、
維護、支援及資料轉檔申請
作業」
刪除不適用的表
7. 使用表單：
單。
7.1.
備份測試查核表。

7. 使用表單：
7.1.
備份測試查核表。

7.2. 東吳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應
用系統作業需求表。
7.3. 應用系統作業需求處理暨確
認回函。
8. 依據及相關文件：
8.1. 東 吳 大 學 業 務 持 續 管 理 程
序。
8.2.
東吳大學備份與復原辦
法。

刪除不適用的表
8. 依據及相關文件：
8.1. 東 吳 大 學 業 務 持 續 管 理 程 單。
序。
8.2. 東吳大學備份與復原辦法。
8.3. 應用系統開發、維護、支援
及資料轉檔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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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四~1:修訂後內容

事故發生

成立應變小組

事故範圍判定

保全事故證據

是

是否已有
復原計劃

否

建立復原計劃

執行復原計劃

事故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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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附件三十五

檔案及設備之安全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4. 流程圖：附件三十五~1

修訂前內容
4. 流程圖：無

修訂說明
增加敏感性資料銷
毀流程。

1.刪除機房管理
6. 控制重點：
6. 控制重點：
2.刪除安全管理
6.1. 檔案備份：
6.1. 機房管理：
3.增 加 伺 服 器 及 媒
6.1.1. 檔案備份是否依「資訊
6.1.1. 是 否 制 定 完 整 之 電 腦
體安全管理
系統備份作業表」，是
機房管理制度。
否確實記錄於「機房主
6.1.2. 電 腦 機 房 是 否 依 據 電
機系統安全查核表」。
腦機房管理辦法妥善
6.1.2. 檔 案 備 份 作 業 發 現 異
管理。
常時，是否於「機房主
6.1.3. 電 腦 機 房 是 否 具 獨 立
機系統安全查核表」上
供電系統、自動穩定電
記錄發生原因及排除
壓及溫度控管等設備。
方法。
6.1.4. 電 腦 機 房 是 否 嚴 禁 擺
6.1.3. 檔 案 備 份 資 料 是 否 定
置易燃或爆裂物等危
期測試其回存之可用
險物品；滅火設備是否
性。
定期檢測有效使用期
伺服器及媒體安全管
間。
理：
6.1.5. 重 要 電 腦 及 通 訊 設 備
6.2.1.
設備應建立電腦病
是否特別防護；人員進
毒偵測及存取管制機
出電腦機房之控管，是
制。
否亦經核准。
6.2.2.
設備報廢時，應將機
6.1.6. 每 日 機 房 設 備 運 作 情
敏性資料及授權軟體刪
形，是否確實檢查並作
除；或實施安全性覆寫、
成紀錄。
實體破壞等。
6.2. 檔案備份：
6.2.3.
備份媒體(如磁帶)
6.2.1. 檔案備份是否依「資訊
應存放於受到安全控管
系 統 備 份 作 業 表 」， 是
的空間，報廢時應將資
否確實記錄於「機房主
料刪除；實施安全性覆
機系統安全查核表」。
寫、實體破壞等。
6.2.2. 檔 案 備 份 作 業 發 現 異
常時，是否於「機房主

6.2.

機系統安全查核表」上
記錄發生原因及排除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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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檔 案 備 份 資 料 是 否 定
期測試其回存之可用
性。
6.3. 安全管理：
6.3.1. 電 源 自 動 斷 電 功 能 是
否良好、通風及空氣調
節是否暢通。
6.3.2. 逃 生 出 口 是 否 保 持 乾
淨暢通、逃生路線是否
明確標示，並有緊急照
明裝置。
6.3.3. 是 否 設 置 二 氧 化 碳 滅
火器因應突發狀況。
6.3.4. 對 進 出 電 腦 使 用 區 域
之敏感地區是否有足
夠的管制措施。
增加敏感資料銷毀
7. 使用表單：
7. 使用表單：
7.1. 東 吳 大 學 人 員 保 密 切 結 7.1. 東吳大學人員保密切結書。 申請表。
書。
7.2. 東吳大學資訊服務申請單。
7.2. 東 吳 大 學 資 訊 服 務 申 請
單。
7.3. 東 吳 大 學 機 房 人 員 與 物 品
進出入管制登記表。
7.4. 東 吳 大 學 電 腦 機 房 門 禁 卡 /
鑰匙借用紀錄表。
7.5. 東 吳 大 學 機 房 每 週 工 作 檢
查表。
7.6. 東 吳 大 學 機 房 主 機 系 統 安
全查核表。
7.7. 東 吳 大 學 機 房 紀 錄 彙 整
表。
7.8. 東 吳 大 學 機 房 門 禁 卡 自 用
卡申請/退卡申請表。
7.9. 敏感資料銷毀申請表。

7.3. 東 吳 大 學 機 房 人 員 與 物 品
進出入管制登記表。
7.4. 東 吳 大 學 電 腦 機 房 門 禁 卡 /
鑰匙借用紀錄表。
7.5. 東 吳 大 學 機 房 每 週 工 作 檢
查表。
7.6. 東 吳 大 學 機 房 主 機 系 統 安
全查核表。
7.7. 東吳大學機房紀錄彙整表。
7.8. 東 吳 大 學 機 房 門 禁 卡 自 用
卡申請/退卡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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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五~1: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

敏感資料銷毀

填寫敏感資料銷毀申請表

資料類型

紙本

碎紙機或水銷

磁帶

磁碟

實施安全性覆寫或實體破壞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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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破壞

附件三十六

應用系統開發、維護、支援及資料轉檔申請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5.作業程序：
新增 5.1.條文，原
5. 作業程序：
5.1. 參 照 東 吳 大 學 ISO/IEC 5.1. 應 用 系 統 相 關 技 術 性 需 5.1 至 5.5 編號依序
往後順延。
27001 資通安全管理規範訂
求申請
定之「東吳大學資訊系統獲
5.1.1. 需求單位填寫『東吳大
取、開發及維護作業辦法」
。
學電子計算中心應用
5.2.應用系統相關技術性需求申
系 統 作 業 需 求 表 』， 並
請
5.2.1.需 求 單 位 填 寫 『 東 吳 大
由該單位二級主管以
學電子計算中心應用系
上簽核。
統作業需求表』
，並由該
5.1.2. 申 請 單 位 確 實 會 辦 業
單位二級主管以上簽
務相關單位，並確實告
核。
知相關注意事項。
5.2.2.申 請 單 位 確 實 會 辦 業 務
相 關 單 位 ， 並 確 實 告 知 5.2. 電算中心審查申請管理
5.2.1. 電 算 中 心 確 認 該 項 作
相關注意事項。
5.3.電算中心審查申請管理
業是否為跨單位需求，
5.3.1.電 算 中 心 確 認 該 項 作 業
且確實會辦各相關單
是否為跨單位需求，且
位。
確實會辦各相關單位。
5.2.2. 需 求 申 請 表 是 否 經 該
5.3.2.需 求 申 請 表 是 否 經 該 申
申請單位主管簽核。
請單位主管簽核。
5.2.3. 需 求 申 請 表 是 否 符 合
5.3.3.需 求 申 請 表 是 否 符 合 系
統整體架構，若不受理
系統整體架構，若不受
則退回原申請單位。
理則退回原申請單位。
5.4.電算中心處理需求單
5.3. 電算中心處理需求單
5.4.1.各 系 統 負 責 人 依 照 需 求
5.3.1. 各 系 統 負 責 人 依 照 需
進行系統獲取、開發、維
求進行系統獲取、開
護、支援或資料轉檔。
發、維護、支援或資料
5.5.電算中心回覆各單位處理狀
轉檔。
況
5.5.1.各 系 統 負 責 人 回 覆 需 求 5.4. 電 算 中 心 回 覆 各 單 位 處
單位處理完畢並請需求
理狀況
單位配合測試。
5.4.1. 各 系 統 負 責 人 回 覆 需
5.5.2.需 求 單 位 確 認 處 理 狀 況
求單位處理完畢並請
並回覆電算中心確認無
需求單位配合測試。
誤。
5.4.2. 需 求 單 位 確 認 處 理 狀
5.6.歸檔
5.6.1.需求單歸檔並記錄實際工
況並回覆電算中心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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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時，以便日後參考用。
5.5.

修訂說明

認無誤。
歸檔

5.5.1.需 求 單 歸 檔 並 記 錄 實
際工時，以便日後參考
用。
6.控制重點：
6. 控制重點：
6.1.應用系統開發、維護、支援及 6.1.應用系統開發、維護、支援及
資料轉檔作業申請條件是否
資料轉檔作業申請條件是否
符 合 [東 吳 大 學 系 統 需 求 申
符 合 [東 吳 大 學 系 統 需 求 申
請作業管理辦法]之規定。
請作業管理辦法]之規定。
6.2.系統調整或新增作業需求是 6.2.系統調整或新增作業需求是
否跨單位，若跨單位需求是
否跨單位，若跨單位需求是
否確實會各相關單位。
否確實會各相關單位。
6.3.電算中心是否依需求完成需 6.3.電算中心是否依需求完成需
求申請事宜。
求申請事宜。
6.4.資料輸出入：
6.4.電算中心是否確實回函給各
6.4.1. 資 料 輸 入 處 理 是 否 留 下
單位處理狀況及進度，各需
紀錄。
求單位是否確認回函內容並
6.4.2.輸出是否經過適當管制。
寄回中心歸檔。
6.5.外包業務管理：
6.5.1. 與 被 委 託 單 位 之 權 責 是
否劃分詳盡。
6.5.2. 委 外 開 發 系 統 是 否 經 過
品質測試確認程序。
6.6.電算中心是否確實回函給各
單位處理狀況及進度，各需
求單位是否確認回函內容並
寄回中心歸檔。
7.使用表單：
7.使用表單：
7.1.東吳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應 7.1.東吳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應
用系統作業需求表
用系統作業需求表
7.2.應用系統作業需求處理暨確 7.2.應用系統作業需求處理暨確
認回函
認回函
7.3.東吳大學人員保密切結書。
8.依據及相關文件：
8. 依據及相關文件：
8.1.東吳大學系統需求申請管理 8.1.東吳大學系統需求申請管理
辦法。
辦法。
8.2. 東 吳 大 學 資 訊 安 全 實 施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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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6.4 及 6.5 條
文，原編號 6.4 條
文順延至 6.6。

新增 7.3 條。

新增 8.2 條。

附件三十七

校史室文物管理作業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3.1.申請：申請單位。

3.1.申請：經管單位。

符合實際作業流程。

3.4.1.文物接收：數位與系統組。

3.4.1.文物點收：讀者服務組。

因應實際作業流程，
修訂「點收」為「接
收」及業務移轉。

3.4.2.文物盤點：數位與系統組。

3.4.2.文物盤點：讀者服務組。

因應業務移轉。

3.4.3.文物維護：數位與系統組。

3.4.3.文物維護：讀者服務組。

因應業務移轉。

刪除

3.4.4.請購／請修：總務處。

遵循總務處相關請
購、請修等規定辦
理。

刪除

3.4.5.入帳：會計室。

遵循總務處與會計
室相關規定辦理。

4.流程圖：附件三十七~1

4.流程圖：附件三十七~2

因應實際作業，修訂
流程圖。

5.1.1.各單位填具「校史文物贈送/ 5.1.1.各單位填具校史文物贈送單 配合表單名稱，修訂
轉送單」後，將文物及表單移
後將文物及表單移送至校史 文字。
送至校史室。
室。
5.3.1.校史室文物清冊有紀錄而無 5.3.1.盤虧：有帳無物者，在校史室 因應實際盤點作業，
實物者，在清冊內登記遺失。
文物清冊的備註欄處 修訂文字。
登記遺失。
5.3.2.校史室文物清冊無紀錄而有 5.3.2.盤盈：有物無帳者，依據接收 因應實際盤點作業，
實物者，在清冊內補登錄。
及登錄作業流程登帳 修訂文字。
入庫。
因應實際維護作業，
5.4.文物維護作業。
5.4.文物修護作業。
修訂文字。
5.5.文物借用管理作業：

5.5.文物典藏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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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文字，符合實際
作業需求。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5.5.1.所有入藏文物，除為展示、教 5.5.1.所有入藏文物，除為展示、教 文物資料典藏地除
學研究需求或因捐贈人申請
學研究之所需或因捐贈人申 校史室外，另有典藏
空間，修訂文字以符
要求或維護修繕外，皆不應
請要求及維護修繕外，皆不
合實際狀況。
離開典藏地。
應離開典藏地點(校史室)。
5.5.2.欲申請使用校史文物或資料 5.5.2.欲取用文物進行研究或相關 校史室典藏包括文
以進行研究或相關工作者，申請人
工作，應先申請，並填寫校史 物與資料，可提供申
請應用。故修訂文
室文物借用申請表以完成申
/單位需事先填具申請表以完成申
字，並修改及新增申
請程序。
請程序。
請表，以符合實際業
務程序。
新增，符合實際作
5.5.2.1.校內申請：申請人/單位需事
業。
先填寫「校史室文物借用申
請表(校內)」
，經管單位收到
申請件後，檢視文物資料狀
況，陳請審核、核定。核定
通過後，始辦理借用事宜。
新增，符合實際作
業。

5.5.2.2.校外申請：申請人/單位需來
函或填寫「校史室文物借用
申請表(校外)」
，經管單位收
到申請件後，檢視文物資料
狀況，陳請審核、核定。核
定通過後，始辦理借用事
宜。

新增，符合實際作
業。

5.5.3.文物歸還作業：文物資料歸還
時，需檢查文物資料狀況，再
入庫典藏。

6.2.「校史文物贈送／轉送單」贈送 6.2.「校史文物贈送單」贈送及接收 修訂文字，符合表單
及接收雙方是否依規定詳實填
雙方是否依規定詳實填寫？ 名稱。
寫？
6.6.盤點發現實物與校史室文物清 6.6.盤點發現有物無帳／有帳無物 修訂文字，符合作業
冊紀錄不相符時，是否更新清
是否即時登錄，更新文物清 需求。
冊？
7.1.校史室文物贈送／轉送單。

冊？
7.1.校史文物贈送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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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文字，符合表單
名稱。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說明

刪除

7.2.校史室文物代碼說明。

本項為文件資料，移
至 8.依據及相關文
件。

刪除

7.3.校史室文物清冊。

本項為文件資料，項
次移至 8.依據及相
關文件。

7.2.校史室文物借用申請表(校內)。 7.4.校史室文物借用申請表。

因應條文異動，變更
項次，並修訂申請表

7.3.校史室文物借用申請表(校外)。

新增，符合實際作
業，並新增申請表。

8.依據及相關文件：校史室文物代 8.依據及相關文件：無。
碼說明、校史室文物清冊。

修訂文字，符合表單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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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七~1：修訂後內容
4.流程圖：
校史文物
管理作業

文物借用管理

校內申請

校外申請

校史室文物借用申
請表（校內）

校外來函或
校史室文物借用申
請表（校外）

文物接收

文物盤點

校史文物贈送／轉
送單

是否有物件

否

是

核對、點收物件，
製作、黏貼標籤

檢查文物保存狀況

文物登錄
館長核定

否
否
經管單位
通知核定結果

是否需要維護
是否核可申請
是
是
進行維護
辦理文物借用

入庫
辦理文物歸還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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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遺失

附件三十七~2：修訂前內容
4.流程圖：
校史文物
管理作業

接收各單位
轉送/贈送文物

點收文物

分編類號
製作/黏貼標籤

是

登錄入庫

定期盤點

登錄遺失

是

盤虧
(有帳無物)

盤盈
(有物無帳)

否

否
檢查文物
保存狀態

是否需要
修繕維護

否

入庫典藏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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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移送專業文物
維修廠商處理

附件三十八

新增部分
◎無學分實習補助作業
1. 目的：
推動本校無學分實習工作進行，增強帶學分實習動能。
2. 範圍：
全校學生(不含碩專班)皆可進行無學分實習工作與申請補助金。
3. 權責單位：
3.1 申請：全校學生(不含碩專班)。
3.2 檢核：會計室。
3.3 核判：社會資源長。
3.4 執行：社會資源處生涯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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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程圖：

蒐集實習工作
職缺資料

拓展實習
機構據點
籌辦實習行前
相關工作

實習督導
邀約並聘任

開放中心
官網報名

辦理實習媒
合說明會

開放實習補助
申請報名

提供實習補助金

學生進行
無學分實習工作
實習督導進行
訪視
撰寫實習訪視
紀錄表

寄送實習回饋表
給企業、學生

進行實習學生
實習後訪談
(為準備分享會)

舉辦無學分實習
心得分享會

彙整實習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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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平台
資料更新

5.

6.

7.

8.

9.

作業程序：
5.1 籌備並蒐集每年實習職缺與合作企業。
5.2 每年 3 月舉辦各場次實習職缺說明會。
5.3 每年 4 月開放實習助學金申請。
5.4 每年 5 月進行實習生實習前訓練階段。
5.4.1. 查核實習簽約文件。
5.4.2. 提供實習企劃書與申請表單供申請同學填寫。
5.5 暑假 7、8 月進行學生無學分實習階段。
5.5.1. 實習獎助金分兩階段發放，第一階段為 6 月份實習前，第二階段實習結
束後發放。
5.5.2. 各實習督導於暑假期間進行實習訪視與電訪工作。
5.5.3. 實習督導完成實習訪視紀錄表。
5.6 實習成果發表
5.6.1. 實習學生於十月底前繳交成果書與實習週誌。
5.6.2. 每年 11 月辦理實習心得分享會。
5.6.3. 單位彙整實習心得分享會參與學生回饋量表。
5.6.4. 寄發並回收學生與企業實習回饋滿意度，並彙整資料。
5.7. 核判作業
5.7.1. 社會資源長核判。
5.8. 檢核作業
5.8.1. 會計室辦理檢核活動經費借支申請。
5.8.2. 會計室辦理檢核活動經費及其憑證之核銷。
控制重點
6.1 實習機構合約書是否簽訂完成。
6.2 實習獎助學金申請表是否填妥。
6.3 實習督導進行機構訪視過程與完成實習訪視紀錄表。
6.4 學生成果報告與實習週誌是否已經填妥繳回。
6.5 學生與企業滿意度回饋表填妥完成。
使用表單：
7.1 經費核銷申請表。
7.2 憑證黏存單。
7.3 支付各類所得明細表、印領清冊。
7.4 東吳大學實習合約書(海外實習/國內實習)。
7.5 東吳大學企業實習學生實習週誌。
7.6 東吳大學學生實習心得報告。
7.7 東吳大學學生個人實習獎助申請表。
7.8 東吳大學學生/企業實習回饋表。
依據及相關文件：
8.1 東吳大學會計制度。
8.2 東吳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規定。
8.3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附註及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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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九

廢止部分
◎企業參訪辦理作業
1. 目的：
訂定企業參訪辦理作業流程，以增進學生對企業運作方法、管理模式及企業文化等
之認識，及確保活動辦理之品質。
2. 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辦理企業參訪活動。
3. 權責單位：
3.1.
申請：生涯發展中心。
3.2.
檢核：會計室。
3.3.
核判：學生事務長。
3.4.
執行：生涯發展中心、總務處出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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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程圖：
企畫討論
（活動前9週）

聯絡確定參訪企業
（活動前8週）

陳文簽核及專車請購
（活動前6週）

經費借支
（活動前6週）

活動宣傳及報名作業
（活動前4週）

製做感謝牌/狀
（活動前2週）

工作人員訓練
（活動前2-3週）

舉辦行前說明會
（活動前1週）

辦理保險
（活動前3日）

訂購餐點
（活動前3日）

企業參訪

回饋統計及成果報告
（活動後1週）

保證金退費作業
（活動後1週）

完成核銷
（活動後2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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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存檔

5. 作業程序:
5.1. 申請作業
5.1.1. 活動前 9 週承辦人開始規畫。
5.1.2. 活動前 8 週確認參訪企業,並確認企業參訪申請程序。
5.1.3. 活動前 6 週完成活動企畫案及公函簽核作業,同時申請租用專車與借支經
費。
5.1.4. 活動前 4 週完成活動宣傳(海報、EDM、官網)並於電子化校園系統開放
活動報名。學生於電子化校園活動報名系統報名登記後,須下載報名表並
依規定辦理後續報名手續(繳保證金、收據影本、行前自我準備及參加說
明會等,視企畫報名方式而定)。
5.1.5. 活動前 3 週完成工作人員(義工)選定及訓練。
5.1.6. 活動前 2 週完成感謝牌製作。
5.1.7. 活動前 1 週於兩校區舉辦行前說明會,確認報名人員。
5.1.8. 活動前 3 日完成旅遊平安險保險及訂餐點(如為全日活動)。
5.1.9. 活動前 2 日完成活動細流之推演。
5.1.10. 活動前當日依活動細流排演之方式進行企業參訪活動。
5.1.11. 活動後 1 週完成保證金退費作業、回饋統計及成果報告。
5.1.12. 活動後 2 週完成核銷作業。
5.2. 租車作業
5.2.1. 辦理專車租用。
5.3. 代收保證金作業
5.3.1. 出納組辦理代收保證金。
5.4. 檢核作業
5.4.1. 會計室辦理檢核活動經費借支申請。
5.4.2. 會計室辦理檢核活動經費、保證金及其憑證之核銷。
6. 控制重點:
6.1. 活動經費申請表之預算、預算項目、預算項次、預算來源是否核對無誤。
6.2. 活動經費核銷時,各項支出是否與經費預算編列相符。
6.3. 是否依規定辦理保險。
7. 使用表單:
7.1. 經費借支申請表。
7.2. 經費核銷申請表。
7.3. 支出明細表。
7.4. 憑證黏存單。
7.5. 企業參訪活動報名表。
7.6. 企業參訪自我學習單。
7.7. 企業參訪活動回饋單。
8. 依據及相關文件:
8.1. 東吳大學會計制度。
8.2. 東吳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規定。
9. 附註及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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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十
◎工友支援作業
1.目的：
為確實完成各項事務工作，並有效支援各單位行政作業。
2.範圍：
屬學校事務、活動、財產搬遷或簽請校長核准之項目；私人財產遷移及事務不支援。
申請單位請衡量支援內容，若工作過於繁雜、工作量太大、工作時間過長或屬例行性
工作，請自行編列預算，外包處理。
3.權責單位：
3.1.申請單位：校內各一、二級單位。
3.2.承辦單位：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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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程圖：

申請工友支援

於電子化校園系統
申請「工友支援工
作派工單」

承辦單位
審查

不通過
退回

通過

總務長或
授權主管
核准

否

是

列印「工友支援工
作派工單」

交予領班
派任適當人力

「工友支援工作派工單」由申請
單位簽名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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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程序：
5.1.申請單位於校園電子化系統申請「工友支援工作派工表」送承辦單位。
5.2.承辦單位審核支援原因。
5.3 承辦單位審查通過後，列印「工友支援工作派工表」。
5.4.承辦單位將「工友支援工作派工表」交付領班派出適當人力。
5.5.完工後，「工友支援工作派工表」由申請單位簽名交回承辦單位。
6.控制重點：
6.1.申請單位是否於校園電子化系統提出申請。
6.2.所申請之支援工作，是否為公務支援範圍。
6.3.支援工作完成，「工友支援工作派工表」是否已由申請單位簽名交回。
7.使用表單：
東吳大學工友支援工作派工表。
8.依據及相關文件：
東吳大學申請工友支援範圍規範。
9.附註及說明：
9.1.工友支援作業請至電子化校園系統「總務系統」→「事務系統」→「公友支援管理」
進行。
9.2.申請工友支援，須於二個工作天前上線提出申請。屬緊急事務支援者，可先告知支
援單位承辦人，工作完成後二個工作天內補單銷案。取消、變更支援日期或內容請
於工作時間前告知。未補單或取消、變更支援日期、內容未告知者，所屬單位停權
三個月。
9.3.一般工友支援時間為上午 08:30 至 10:30，下午 13:30 至 16:00。國定、例假日及正
常工作時間以外之支援申請，須自行支付工友加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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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十一
◎公勤派車派工申請作業
1.目的：
為使車輛之派用有所依循，適時支援公務，有效使用公務車。
2.範圍：
（1）出外接洽公務或參加會議經認定有必要者。
（2）接待與公務有關之貴賓。
（3）經校長核准之團體活動。
（4）其他緊急事故。
3.權責單位：
3.1.申請單位：校內各一、二級單位。
3.2.派車單位：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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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程圖：
申請派用

公務車

用車前二日於電子化校園系統申
請「公勤派車派工單」

不通過
承辦單位
審查

退回

通過

總務長或

否

授權主管

是

列印「公勤派車
派工單」

交予公務車駕駛
1.

屬緊急事務支援者，可先告知支援
單位承辦人，工作完成後二個工作
天內補單銷案。

「公勤派車派工單」由

2.

申請單位簽名交回

取消、變更支援日期或內容請於工
作時間前告知。

3.

未補單或取消、變更支援日期、內
容未告知者，所屬單位停權三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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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程序：
5.1.申請單位於電子化校園系統填寫「公勤派車派工單」送承辦單位。
5.2.申請公務車派車，需符合以下條件：
5.2.1.出外接洽公務或參加會議者。
5.2.2.接待與公務有關之貴賓。
5.2.3.經校長核准之團體活動。
5.2.4.其他緊急事故。
5.3.環安衛暨事務組派車初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派車：
5.3.1.遠程（單程超過 160 公里者）或高海拔（700 公尺以上）山地出車。
5.3.2.公務車駕駛當日工作時間超過 12 小時。
5.3.3.夜間 10 點至早上 6 點時段。
5.4.主管核判：由總務長或總務長授權環安衛暨事務組組長核判。
5.5.公務車調度：承辦人員將核定之「公勤派車派工單」印出，送交排定之駕駛出車。
5.6.任務結束後，「公勤派車派工單」由申請單位簽名交回環安衛暨事務組。
6.控制重點：
6.1.申請單位是否於電子化校園系統提出申請。
6.2.公務車派用是否符合派車規定。
6.3.公務車派用是否已核判。
6.4.「公勤派車派工單」是否經使用人簽回。
7.使用表單：
東吳大學公勤派車派工單。
8.依據及相關文件：
東吳大學車輛派用準則。
9.附註及說明：
9.1.公務車派用是否符合派車規定。公勤派車派工作業請至電子化校園系統「總務系統」
→「事務系統」→「公勤車輛管理」進行。
9.2.申請公勤派車派工，須於二個工作天前上線提出申請。屬緊急事務支援者，可先告
知支援單位承辦人，工作完成後二個工作天內補單銷案。取消、變更支援日期或內
容請於工作時間前告知。未補單或取消、變更支援日期、內容未告知者，所屬單位
停權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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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十二
◎軟體借用申請作業
1.

目的：
制訂東吳大學電算中心軟體借用申請及審核之程序，以確保本校教職員可據其提出
申請並於審核後借用軟體。

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全校教職員申請借用電算中心統籌之全校性授權合法軟體。
3.
權責單位：
3.1.
申請：使用單位。
3.2.
審核：電算中心。
3.3.
執行：電算中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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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程圖：

使用單位提出
軟體借用申請

填寫「軟體借用
登記表」

電算中心審核
相關資訊填寫
是否完備並確認申請人
身分

否

是
交付光碟

電算中心確認
歸還光碟名稱數量
是否正確
是
中心確認簽核
是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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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5. 作業程序：
5.1.
使用單位申請作業
5.1.1. 使用單位申請人到電算中心填寫「東吳大學電算中心軟體借用登記表」。
5.2.
電算中心審核作業
5.2.1. 審核申請人填寫之「東吳大學電算中心軟體借用登記表」相關資訊是否完備
並確認申請人身分，若否，則退回申請人。
5.3.
電算中心執行作業
5.3.1. 交付申請人軟體光碟。
5.3.2. 軟體光碟歸還電算中心時，依「東吳大學電算中心軟體借用登記表」上申請
人之資料比對，若軟體名稱或數量不符，則無法確認簽核。
6. 控制重點：
6.1.
申請人是否為本校教職員。
6.2.
借用之軟體是否為全校性授權合法軟體。
6.3.
「東吳大學電算中心軟體借用登記表」相關資訊填寫是否完備。
6.4. 檢查歸還之軟體光碟其名稱及數量是否與「東吳大學電算中心軟體借用登記
表」上之資料相符。
7. 使用表單：
7.1.
東吳大學電算中心軟體借用登記表。
8. 依據及相關文件：
無
9. 附註及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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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十三

◎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作業
1.

目的：
為識別與改善東吳大學內部稽核與內部控制下資訊處理事項之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

作業，定義目前東吳大學業已進行之 ISO/IEC 27001 認證各項活動中之內部稽核與內
部控制相同活動之對應。
2.
範圍：
資訊處理事項下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作業之內部稽核與內部控制之範圍定義於
ISO/IEC 27001 各階文件下包括「東吳大學資訊系統獲取、開發及維護作業辦法」等
之文件組之對應範圍。
3.
權責單位：
3.1.
申請：使用單位。
3.2.
審核：電算中心。
3.3.
執行：電算中心。
4.
流程圖：
無
5. 作業程序：
5.1.
參照東吳大學ISO/IEC 27001資通安全管理規範訂定之「東吳大學資訊系統獲
取、開發及維護作業辦法」及東吳大學內控制度之「應用系統開發、維護、支援
及資料轉檔申請作業」。
6. 控制重點：
6.1.
應用系統開發及管理制度：
6.1.1. 系統開發策略管理制度是否完整而明確。
6.2.
系統計劃、開發及管理：
6.2.1.需求提出：開發新程式或更動原程式之前，「電腦作業需求申請單」是否經權
責主管簽核及評估。
6.2.2. 系統分析：
6.2.2.1. 是否指派專人負責進行系統分析作業；設計人員是否與相關單位人員有
充份的討論互動。
6.2.2.2. 系統分析人員是否針對開發或修改之系統功能、流程、提高管理品質等
進行評估，並向相關人員確認系統開發設計及修改方向之正確性。
6.2.2.3.
系統設計：
6.2.2.3.1.
完成系統分析後，於系統正式開發前，是否經相關主管確認。
6.2.2.3.2.
系統開發作業是否依循程式開發建議書之內容設計。
6.2.2.3.3.
系統設計是否具整體性規劃，並整合跨單位之需求。
6.3.
系統發展與測試管理：
6.3.1. 程式設計、測試過程及系統程式轉換情形是否完整記錄與保存。
6.3.2. 系統測試環境與正式作業環境轉換所發生問題是否經適當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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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程式執行異常時，是否依規定之程序回報申請修改。
6.3.4. 電子計算機中心提供之使用手冊或說明書是否完整。
6.4.
系統運作使用管理：
6.4.1.系統分析人員會同程式設計人員負責教育及訓練使用人員操作新系統，並告
知注意事項。
6.4.2.程式經測試結果如已符合使用者之需求後，是否經申請人確認；「電腦作業需
求申請單」是否亦歸檔存查。
6.5.
系統評核管理：
6.5.1. 系統啟用後，如有執行結果不當或錯誤時，是否回饋予系統分析人員。
6.5.2. 系統分析人員是否依使用者回饋訊息，執行運作不當或錯誤檢核及會設計
人員修正。
6.6.
系統之維護、組織與管理：
6.6.1.已開發使用中之系統如有修改需求，需求者是否提出修改申請，並陳相關權
責主管簽審。
6.6.2. 電子計算機中心是否對程式修改申請進行評估。
6.6.3. 系統運作使用後，如經大幅修改測試完成時，相關文件是否一併修正或定
期更新。
6.6.4. 需求單位是否將修改後程式之測試結果回饋予系統分析人員。
6.6.5.程式經測試結果如已符合使用者之需求後，是否經申請人確認；「電腦作業需
求申請單」是否亦歸檔存查。
6.7.
外包業務管理：
6.7.1. 與被委託單位之權責是否劃分詳盡。
6.7.2. 委外開發系統是否經過品質測試確認程序。
6.7.3.電子計算機中心人力及能力不足時，外包時是否與外包公司簽訂「應用系統
維護合約」。
7. 使用表單：
7.1.
東吳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應用系統作業需求表。
7.2.
應用系統作業系統處理暨確認回函。
8. 依據及相關文件：
8.1.
東吳大學系統需求申請管理辦法。
8.2.
東吳大學資訊系統獲取、開發及維護作業辦法。
9. 附註及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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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十四
◎程式及資料之存取作業
1. 目的：
為識別與改善東吳大學內部稽核與內部控制下資訊處理事項之程式及資料之存取作
業，定義目前東吳大學業已進行之 ISO/IEC 27001 認證各項活動中之內部稽核與內部
控制相同活動之對應。
2. 範圍：
資訊處理事項下程式及資料之存取作業之內部稽核與內部控制之範圍定義於 ISO/IEC
27001 各階文件下包括「東吳大學資訊安全政策」、「東吳大學資訊安全實施程序」、
「東吳大學系統與網路安全管理辦法」等之文件組之對應範圍。
3. 權責單位：
3.1.
申請：使用單位。
3.2.
審核：電算中心。
3.3.
執行：電算中心。
4. 流程圖：
無
5. 作業程序：
5.1. 參照東吳大學 ISO/IEC 27001 資通安全管理規範訂定之「東吳大學資訊安全政
策」、「東吳大學資訊安全實施程序」、「東吳大學系統與網路安全管理辦法」。
6. 控制重點：
6.1. 資訊安全規劃，是否訂定相關偵防措施及管理辦法。
6.2. 使用者權限管理：
6.2.1. 是否訂定資訊安全程序。
6.2.2. 使用者登錄系統辨識碼及使用權限之維護程序是否依規定辦理。
6.2.3. 本校人員離職或調職時，是否立即註銷或更新使用者帳號、密碼權限。
6.3. 系統資料變更管理，是否以使用者密碼限定資料之存取權限。
6.4. 程式及檔案存取：
6.4.1. 是否確實掌握教職員工及學生使用電腦系統程式及檔案之存取權限。
6.4.2. 系統維護人員之程式、檔案存取權限是否明確界定並經核准；於作業時即
依授權範圍存取之。
6.4.3. 程式、檔案之存取使用是否留下紀錄，是否定期核驗。
6.4.4. 原始程式及目的程式是否分開存放。
6.4.5. 資料存取方式是否適當，無不當之操作程序。
6.5. 程式錯誤之處理：
6.5.1. 程式各種錯誤訊息是否確實記錄。
6.5.2. 程式設計人員是否針對程式錯誤加以修改，相關之系統程式是否亦一併修
改。
6.5.3. 各種錯誤及其處理紀錄是否定期陳送主管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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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表單：
7.1. 東吳大學人員保密切結書。
7.2. 東吳大學電子化校園系統 AP/DB 廠商遠端登入申請表。
7.3. 東吳大學電子化校園系統 AP/DB 遠端登入申請表。
7.4. 東吳大學版本儲存庫存取權限異動申請表。
7.5. 東吳大學 e 化防火牆申請表。
8. 依據及相關文件：
8.1. 「東吳大學資訊安全政策」。
8.2. 「東吳大學資訊安全實施程序」。
8.3. 「東吳大學系統與網路安全管理辦法」。
9. 附註及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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