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0 次(107 年 1 月 8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7 年 1 月 22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7 年 1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10 分 

地點：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席︰潘維大校長 

出席︰董保城副校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詹乾隆教務長、 

蕭宏宜學務長(健康暨諮商中心姚淑文主任代)、阮金祥總務長、胡凱傑學術交流長、 

人文社會學院黃秀端院長、理學院汪曼穎院長、法學院洪家殷院長、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秘書室王淑芳主任秘書(社會資源長)、人事室林政鴻主任、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圖書館林聰敏館長、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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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鍾正道主任、哲學系王志輝主任、社會系石計生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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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王安琪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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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系張怡塘主任、心理系徐儷瑜主任、會計系李坤璋主任、企管系劉美纓主任、 

國際商管學程詹乾隆主任、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 

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會計室陳曉怡組長、研究事務組謝明秀組長、評鑑組王蓉貞組長、 

評鑑組鄭育青組員 

請假：趙維良副校長(巨量資料管理學院院長)、王志傑研發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外語學院林茂松院長、 

紀錄︰藺以雯秘書 

壹、 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略 

肆、確認第 8 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伍、確認第 9 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陸、報告事項 

一、第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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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行政會議 106 學年度第 10 次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業經本室箋

請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經彙整完峻（如附件）。 

（二）本次檢查 5 項，執行情形詳如附件。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報告： 

一、107 學年度碩士及碩專班報名人數均較去年減少：碩士班減少 287 人(去年 1,495

人，今年 1,208 人)；碩專班減少 96 人。受少子化影響，各國立大學報名人數大

多較往年減少約 10%，以政治大學為甚，減少 1,280 人，惟中正大學增加 204

人。優久聯盟友校因報名尚未截止，尚無從獲得數據。請學系協助提醒命題老

師注意命題合理性，出題方向應明確。 

二、107 學年度大學部招生活動亦已展開，陸續辦理招生說明會、高中生參訪團等活

動，今年學測報考人數較去年增加 7,000 多人，請各學系共同參與招生活動，期

待能維持 106 學年招生人數。進而酌增 1~2%。 

 校長指示：本校在職專班報名人數較去年減少 19.多%，絕非單一學系之責任，

實為外在環境造成的非戰之罪。為面對外在環境考驗，在教育部招生人數總量管

制之下，校內有限資源必須有效整合、合理分配。 

蕭宏宜學務長（健康暨諮商中心姚淑文主任代為報告）： 

一、 大一新生普測已經結束，即日起至 1 月 18 日止，為各系導師會議。 

二、 日前發現有學生在舜文廳外黑板上留下求救訊息，以日文書寫「救救我，眼淚

掉不停，期待來世」等文字，經調閱監視錄影器，尚無法判斷留言者身分，目前

先將留言拍照留存，並另行以海報遮蔽黑板。由於天候及期末考壓力等因素，

學生易出現情緒問題，請各位師長多加留意、關懷，並可轉介至健康暨諮商中

心輔導。。 

 校長指示：請各學系協助留意、關懷學生身心健康。日文系蘇克保主任表示「書

寫者漢字掌握度較低，不像是常年書寫漢字之人，可能是日文系僑外生」，請各

單位再多加留意，找尋可能的對象，予以支持、協助。 

阮金祥總務長： 

總務處所管理之兩校區空間目前皆已飽和，甚至教師研究室亦仍有不足，請各院系評

估招生情況及未來發展所需，思考空間利用調整。 

胡凱傑學術交流長： 

一、106 年 12 月 9 日舉辦「校長有約水岸鐵馬樂秋遊」，在校長領騎之下，共計 135

名境外生及 50 名志工同學、同仁共同參與，雖然天候不佳，但在教官協助下，

維護師生騎乘安全，活動順利結束。 

二、本校 106 年 8 月獲得教育部補助教學創新試辦計畫 500 萬元經費挹注，已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結案，共計 11 個單位申請補助，補助 100 位師生境外移地教學；

邀請 23 位國外菁英學者蒞臨交流；亦補助 5 名本校學生赴國外參加國際競賽或

研討會發表論文、獲得論文獎。感謝各學院、系的大力支持，日後將持續爭取各

項補助。全案經費 500 萬元，原保留 9 萬元作為勞健保支出，進行核銷時才發現

部份可免編列勞健保費，期待未來人會總系統上線後可以讓經費預算控管更加便

捷，達成經費 100%執行。 

三、本校申請 2 案「新南向政策冬日學校」均獲通過，共計補助 50 萬元。感謝華語

教學中心、推廣部提出課程。 



四、2018 溪城講堂：感謝 9 個單位提出 12 個課群，即將至大陸各高校進行宣傳及辦

理後續事項。 

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一、 近年來，會計事務工作量日漸繁瑣及沉重，不論是內部或外部單位，對會計資

料的索求愈來愈多。單以傳票量而言，近 3 年來，以 2 萬 1,000 張、2 萬 3,000

張、2 萬 5,300 張的每年約 10%速率成長中，業務中多有未逮之處，承蒙各位主

管及同仁的包容與見諒。 

二、 然奉核示，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會計室刪減人力 1 名，以含會計主任 15 位人

員減為 14 位營運。人力配置上，以城中校區 2 位，外雙溪校區 12 人；營運上，

以法規修正方式因應人力刪減帶來的困境。於人力刪減後，會計業務進行更顯

窘迫，懇請師長協助提醒各業務承辦人，辦理經費核銷時務必先自行檢核資料

的完整性，以避免退案補件造成會計行政耗時與結報日程延宕。 

三、 於人力及業務調整過渡期中，目前以 107 年 1 月 31 日前必須完成的 106 年度各

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申報，教學卓越計畫、教學創新試辦計畫、北一區區域教

學資源中心計畫、教育部私校獎補助計畫、教育部學輔補助經費等五大計畫之

結案及法定會計報告報部為優先，餘按序進行。 

四、 有關經費之法規、會計作業流程及表單等，詳請參閱會計室網頁。 

圖書館林聰敏館長主任： 

一、1 月 11 日(四)下午 2 時將由本館（優久聯盟圖書委員會召集館）召開「106 學年

度第 1 次優久聯盟圖書暨資訊委員會議」，討論「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

資源服務平台」轉換為「優久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案及優久聯盟設立「罕用圖書

聯合書庫」之可能性等議題。 

二、近年來，週末期間兩校區非書資料庫使用率極低，常常僅有個位數使用者，衡量

本校已大量採購家用版非書資料，使用者可提前於週間借用回家觀看，預計自寒

假起試辦周末期間非書資料庫不開放，以調節人力。 

柒、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王志傑研究發展長 

說明： 

一、 本校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依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60141900

號函(附件 1)，於 106 年 11 月 8 日召開「高教深耕構想書審查意見討論

會」，並邀請學生代表與會討論。 

二、 學生議會代表針對計畫書中有關教師教學獎勵計畫部分，提出「『教師教

學獎勵遴選委員會』之組成，應納入學生代表至少兩席，且學生代表比例

應不得低於五分之一 」之建議（附件 2），故配合修訂教師教學獎勵辦法

中有關遴選委員會組成之相關規定。 

三、 檢附東吳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3）及原條文（附

件 4），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生物安全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阮金祥總務長 

說明： 

一、 依臺北市衛生局 106 年 10 月 6 日到校進行第二等級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

全實地查核委員之建議，有關本校生物安全會執掌，建議參照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之「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增訂生物保全管理職

責、辦理相關人員知能評估及明列健康管理等事項。 

二、 檢附東吳大學生物安全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附件 1）及原條文

（附件 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三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為提升行政人員工作職能，並鼓勵同仁持續進修學習，本校已訂定「東吳

大學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辦法」，並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 

二、 「東吳大學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辦法」實施以來，同仁參加訓練課程之情

形明顯增加，確實達到鼓勵同仁進修之目的。惟部份規定執行不易，故彙

整開課單位及同仁意見後，建議修正部份條文。 

三、 檢附「東吳大學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及原

辦法（附件 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為使「東吳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所定之學校學術研究標準更為周全，

研擬修正部分條文，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新增音樂系教師得以個人展演方式，達成校訂學術研究標準。 

(二) 新增專案教師遇有特殊情形時，得延長約期。 

二、 檢附「東吳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及「東吳

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原條文（附件 2），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五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美國「威斯康辛歐克萊爾大學」及香港「嶺南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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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6.12.28)。 

二、 本校與美國威斯康辛歐克萊爾大學自 105 年起持續接觸，目前則與本校

商學院洽談雙聯學制中；是以為強化與該校交流合作，提請簽署校級總

約，學校簡介及協議草案請詳附件 1、2。 

三、 香港嶺南大學於本校代表出訪時會面，表示希望增加兩校的互動與交流，

並提請簽署校級總約，與本校建立協議校關係，學校簡介及協議草案請

詳附件 3、4，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六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香港「嶺南大學」及大陸地區「湖南大學」簽訂校級學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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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6.12.28)。 

二、 為強化本校與香港嶺南大學交流，提請簽署學生交換協議，協議草案請

詳附件 1。 

三、 湖南大學為大陸地區「985」及「211」工程高校，為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之

一，該校「化學」及「機械工程」入選「雙一流」建設學科名單，亦為教

育部承認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並於 2015 年 01 月 13 日與本校簽

署校級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為加強本校與大陸地區湖南大學之交流與

合作，提請簽訂校級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請詳附

件 2、3，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七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規定」修正案。 

提案人：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說明： 

一、 配合金融交易環境改變、所得扣繳申報所需、參考政府相關規定及實際

作業狀況，擬修正「東吳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規定」。修正重點如下： 

(一) 增列申請支付款項之申請人遵法及會計人員審核支出憑證之責任及

內容。 

(二) 配合金融交易環境改變，增訂網路交易下載憑證及電子發票憑證之處



理規定。 

(三) 參考「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行政院主計總處「支出標準及內部

審核作業手冊」，增列邀請校外人士之往返交通費應檢附單據之規定；

商店之店章已有負責人姓名者，得免另蓋負責人私章之規定。 

(四) 配合所得稅法規定，增列個人所得收據記明內容、撥款原則、核銷期

限及衍生責任之歸屬。 

(五) 增列支出證明單及支出分攤表之格式。 

(六) 依實際狀況酌作文字修正。 

二、 檢附「東吳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及原條文(附

件 2)，敬請討論。 

三、  

決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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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第 8、9 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第 8 次會議決議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請討論「東吳大學產學合作作

業要點」修正案。 
本案撤案，未討論。 

將於第 10 次行政會議重新

提案。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環境安全衛

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職員宿

舍分配管理辦法」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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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後通過，下次會議「確

認上次會議紀錄」時確認修

正文字。 

將於第 10 次行政會議確認

修正文字。 

第 9 次會議決議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請討論「東吳大學學生電腦及

網路資源使用費收退費作業

要點」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補助課程辦

理校外教學及講座經費作業

要點」草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及研究

人員違反學術研究倫理處理

辦法」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四 

請審議本校與美國亞利桑那

州立大學、法國波爾多大學與

墨西哥泛美大學簽訂校級學

術交流協議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由國際處辦理簽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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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五 

請審議本校與法國波爾多大

學與墨西哥泛美大學簽訂學

生交流協議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由國際處辦理簽約事宜。 

六 

第六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印

尼六校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

議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由國際處辦理簽約事宜。 

七 
請審議本校簽訂臺美高教聯

盟合作備忘錄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由國際處辦理簽約事宜。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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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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 

執行情形彙整表 

107.01.03 

編

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一 
1. 實踐家與商學院之服務創新

育成中心合作記者會 

【104 學年度第 23 次行政會

議校長口頭指示】 

2. 由主秘跨單位協商空間 

【105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

議校長口頭指示】 

社資處、 

秘書室 

 
1. 簽約與揭幕記者會日前

與實踐家教育集團初步

商談，今年為本校商學

院 50 周年院慶，亦是實

踐家教育集團成立 20

周年，擬結合辦理，考

量辦理時程，暫訂於 5

月舉辦，確切日期刻正

協調中。 

2. 已完成安全維護及拆除

工程，家具、輸出品也

完成採購送至城中游藝

廣場。 

3. 寒假期間將不開放游藝

廣場，進行相關管線、

門禁、監視與網點鋪設，

預計過年前完成，並於

寒假結束完成整體空間

修繕。 

4. 感謝總務處及電算中心

協助。 

擬予

繼續

管制 

二 
AACSB 認證評鑑訪視小組於訪

談中提及商學院大樓外觀之更

新，請傅院長先彙整院內師長、

同仁、學生之意見，提出外觀更

新之需求，請總務長做實際規劃

設計，由社資處訂募款計畫，專

款專用。 

【10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校

商學院、

總務處、 

社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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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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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予

繼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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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長口頭指示】 念，建議由王大閎先生之

子王守正建築師負責後

續規劃設計，經多次會同

建築師現勘，完成初步規

劃設計，為求慎重，106 年

11 月 29 日總務長會同商

學院院長現勘，請建築師

於現地說明設計理念，討

論後增加整修需求，106

年 12 月 19 日建築師重新

估價不含燈具(原燈具沿

用)計需 858 萬 9,504 元，

並已提供商學院參考，管

制辦理後續事宜。 

三 
1. 請教務處評估熱門課程，邀

請授課教師開設同步遠距課

程，並規劃相關配套，讓兩校

區學生選課能不受地域限

制。 

【105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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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教學資源

中心 

 

1. 因應未來教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型態的改變，遠距

教學勢必成為一種學生

學習趨勢，目前請各學系

開設遠距課程 2-3 門為方

向。建議學系可就下列屬

性之課程，選擇適當之課

程作為中長期或永續開

設之遠距課程： 

 (1) 學系特色課程或高人

氣（大班）課程，因為學

生修讀意願較高，成效

相對會比較好。 

 (2) 高被當課程，因應重補

修學生之需要，學系往

往選擇開設重補修班或

倒修班，增加開課的負

擔或學生選課之衝堂。 

 (3) 課程教材上網上傳檔

案及教材內容較多之科

目，教師使用數位教學

之可能性較高。 

 (4) 微學分課程，教師備課

壓力較輕，課程可規劃

擬予

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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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短期（6 週或更少）就結

束，更有利學生修課。 

2.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

教育中心將增開 9 門

coding 非同步遠距課程。

招生組於高中學生畢業

後，增開 3 門 coding 先修

課程。 

3. 請各學系排 107學年課程

時能增開 2-3 門，將提供

經費補助及 TA 協助。 

4. 通識中心已評估規劃大

師講座開設同步遠距課

程之可行性，並通知授課

師長將改為遠距課程。 

四 院系評估教師評鑑辦法之修正 

【105 學年度第 20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教務處 

 

106 學年度第 1 次(106 年 10

月 11 日)校教評會已有 3 個

學系修正；第 2 次校教評會

(106 年 12 月 27 日)共 16 個

學系提出教師評鑑辦法之修

正。加上原有數系之評鑑辦

法已較嚴謹，至此完成全校

學系教師評鑑辦法之修正。

綜合分析學系所提出之修

正，均較以往嚴謹： 

1. 修正原本過為寬鬆之處，

趨向嚴謹。 

2. 修正過易達成之情況。 

外語學院特別設有全院共同

標準指標並依各系特色增添

指標。 

擬予

銷管 

五 電子化系統更新進度 

【105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每月管制 1 次】 

電算中心 

 請參閱頁 12-13。 

擬予

繼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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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開發管制事項進度表 106.12.28 

系統別 

完成百分比 

備註 
10%     

50

% 
   100% 

1

0

7.

3

教

務

系

統 

雙輔跨管理系統(第

二階段) 106.

8   

40% 

106.

11 

50% 

106.

12   

106.

12  

107.

1 

第一階段已完

成，本階段預計

107.1 完成 

僑生報名系統(第二

階段) 106.

8  

30% 

106.

11 

40% 

106.

12  

106.

12    

107.

1 

第一階段已完成,

本階段預計 107.1

完成 

OS/2 課務系統改

寫 

105.

1      

106.

6   

100

% 

106.

12 

配合測試中，並

依測試結果調整

中，預計 106.12

完成。測試結果

如說明四。 

OS/2 學籍系統改

寫 

106.

6      

70% 

106.

11 

80% 

106.

12  

107.

3 

U9 與作業需求配

合異動，完成後

預計測試修改期

間爲三個月。 

OS/2 選課批次分

發模組改寫 106.

6 

20% 

106.

11 

30% 

106.

12   

107.

3  

107.

4 

107.

5 

107.

6 

預計 107.6 完成 

            

            

人

會

總 

人事系統 

105.

9     

60％ 

106.

11 

70% 

106.

12 

107.

3 

107.

4 

107.

8 

目前進行第三階

段，如說明 1、

2、3 

會計系統 

105.

9    

50％ 

106.

11  

107.

1 

107.

4 

107.

6 

107.

8 

總務系統 

105.

9  

30％ 

106.

11 

107.

1 

107.

2 

107.

3 

107.

4 

107.

6 

107.

7 

107.

8 

            

校

務

資

第一期：交付計劃書 

106.

1         

100

％ 

106.

1. 本案分為六

期，第二期因

系統需求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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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平

台 

2 增加 KPI 資料

建立的彈性及

增加審核機

制，影響原設

計架構，申請

展延六十個日

曆天 

2. 教師紀事已完

成報價提供評

鑑組列入明年

度計劃，將於

第二期驗收後,

進行建置與導

入。 

第二期：入口建置

/30％填報數/25KPI/

雲端檔案/SSO 106.

1        

90％ 

107.

11 

100

% 

107.

12 

第三期：Analyzer 商

業智慧系統交付及

環境建置。 106.

1         

100

％ 

106.

8 

第四期：全部 100％

填報數/50％維度 

107.

1         

107.

7 

第五期：全部 100％

維度 

107.

8         

108.

7 

第六期：資料倉儲/

維度與量值自動同

步 

107.

8         

108.

7 

校

友 

校友 APP 

106.

4    

50％ 

106.

11      

1. 討論存取舊資

料庫中資料的

方式。 

2. 分析校友批次

轉檔之正確

性。 

說明一：人事系統預計 107.01.31 完成人事基本資料、組織編制、任用系統、任免調遷與

證明書、線上簽到與差勤、考績考核上線。其餘系統於 107.04.01 至 107.08.01 完成上

線。 

說明二：會計系統預計於 16.12.31 起轉入 107 校發計畫後進行測試，並於 107.08.01 完成

上線。 

說明三：總務系統預計於 107.06.30 起進行測試，並於 107.08.01 完成上線。 

說明四：新課務系統測試反饋意見彙整如下： 

不允許重複鍵入之資料應有錯誤訊息、部份班別名稱出現�符號、「教室資料維護」缺大樓

編號說明及教室設備註記、「教室排課與空堂狀況」欄位大小及順序需調整且缺少列印鍵、

「開課基本資料維護」無法輸入合班上課之班級、「授課計畫維護」可修改欄位可以更明顯

一點、課群科目希望可以連續新增、「選課編號維護」建議鎖定權限、「教室時間轉檔」請

分權限處理、「科目教室星期節次維護」建議增加點選多筆同時修改功能、「教師暨鐘點維

護」增加教師”專兼任”、”職稱”、”開課班級”、”科目名稱” 欄位。刪除 ”所屬課程” 欄位。 

請系統自動產生 異動前後鐘點數、「排課維護」附屬課程上課時間須與正課分開、「網路選

課課表開放時間維護」名稱請刪除「選課」兩字。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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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王志傑研發長 

一、 科技部 107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本校共計提出 138 件申請案（其中，3 件為學

術性專書寫作計畫、5 件為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及 5 件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

究專案計畫）。 

二、 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案： 

(一) 自即日起受理申請，請各學系提醒有意申請之指導教師、學生及早作業，並協助檢覈

申請資料，本校線上申請截止日期為 107 年 2 月 25 日(日)。 

(二) 提醒事項： 

1. 學生上傳之歷年成績須有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成績，並蓋有註冊課務組之證明

章戳。 

2. 因逢期末考及農曆春節假期，請留意申請時程，並請儘早作業，以避免科技部系統

屆臨申請期限時之壅塞情形。 

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 

東吳大學「人事會計總務管理系統」、「校務資訊平台管理系統」專案報告（天方科技王清

寶營運長）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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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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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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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2 

高教深耕計畫學生第二次意見回應表 

2017.11.21 

學生意見及

校方回應 
內容 

學生會 

意見 

1.針對 P.29 及 P.52 及其他有關第二專長學習所提及之 16 學分機制

問題。希望注意上次學生意見書中提及之問題。績效指標→提升學

生學習自由度及專業主修彈性 

科系 系選修 承認外系選修比例 

社工系 33 48.48% 

歷史系 55 29.09% 

    以社工系來說選修為 33 學分，而承認外系選修為 16 學分，佔

了將近一半的比例；而拿歷史系來看，選修科目高達 55 學分，仍然

只承認外系 16 學分，只占約三成。這樣的差異顯示，除了各系認為

要從該系畢業至少應修畢的重要科目(也就是必修)之外，其餘仍然

有近七成共 39 學分必須選修本科系的課程，反而限制了同學去修

讀符合自己興趣的第二專長以及雙主輔跨的課程。雖然各系之必修

考慮到專業度的部分，但在積極期望同學拓展本科外的知識的前提

之下，放寬系外承認學分是種值得討論的一種方式。而放寬可能以

固定比例放寬，例如各系皆承認將近一半的學分。教務處所回覆之

遠距課程問題，似乎和上述問題較無相關，希望能再正面回應。舉

例來說以社工系 16 學分之第二專長課程只能修二門，但歷史系學

生卻有機會能修三門第二專長之課程。 

校方回應 教務處已增開遠距課程，目前各系多已開放 16 學分可提供同學跨

系選修，且此部分主導權在學系，未來亦請教務處和各學系溝通，

讓開放外系選修學分數較少之學系提供更多修課彈性，使同學能夠

培養第二專長。 

學生會 

意見 

2.針對 P60 東吳大學學生運動核心能力檢定辦法 

在這件議題上已經追蹤許久，在此提出幾點問題。 

(1)以辦法來看若一項體適能項目未達標準，及扣押其他三項成績，

除非未達標準之項目通過輔導過後才給予 4 項總成績。扣押成

績這件事情是絕對不可行的，學生立場理解也和體育室討論過

是立意良善，希望同學藉此提升運動動機，但在扣押成績這件事

情上面已經不合法，求盡快開會商討新措施。 

(2)學校每年花 40-50 萬在實測人員的費用上，為的是希望能如實計

分，將學生成績如實登記而不是像以往讓同學自行登記，增加可

信度，那更應該落實登記學生之真實分數，而不是將所有未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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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意見及

校方回應 
內容 

準同學的成績借由通過補救措施變相拉高，這樣的數據不是我

們想看到的且有欺騙之虞。 

(3)先無論 30 圈操場對於 4 項體適能之提升有無相關幫助，以現況

許多同學反應，尋求老師輔導的後續處理就是老師請你跑 30 圈

即可得到分數，無實質輔導之成效，再者補救課程的開設也與體

育室討論過，需上滿 8 小時，但課程就只開設了 8 堂課，學生只

要缺席一堂就無法通過，這樣的課堂數有失比例，需要增加。 

校方回應 運動核心能力檢定部分，請體育室主任參考同學意見，進行辦法修

訂與調整。 

學生會 

意見 

3.針對 P72 之教學評量 

內容中論述了許多對於評鑑過後的教師的輔導手段，但卻未說明輔

導成效不佳的後續處理方式，研發處的回應為:「不佳因素採取對應

輔導措施、協助教師持續改善之權責。前述教學評量結果不佳教師

於接受輔導後，多數在教學方面獲得改善,並於次學期之課堂教學評

量調查達到校訂標準」更希望是在教師適任的去留上作探討或是有

相關的措施。如上次政治系及會計系之事件都是教師評鑑制度之不

足所引發之後續問題。希望能有正面回應。 

校方回應 教學評量係針對教師教學而訂，不能單以評量優劣決定教師去留，

惟評量不佳者，需由學系進行輔導以改善教學品質，未來請各學系

多留意教師教學情況，並強化輔導機制，而學系在進行教師評鑑時，

亦請多加考量教師教學狀況。 

學生會 

意見 

4.P73 學習成效之數據分析 

同上問題，若檢測出同學對於自身主修科目有興趣不合或成效不佳

之情形發生，是否有後續輔導機制，幫助同學轉系或尋找其他第二

專長，而不是只做數據分析或是參考機制。 

校方回應 (1)目前學校的轉系門檻已相當寬鬆，且考量申請人數，故需訂定成

績標準以進行初步篩選，而同學建議的面試、書面審查等方式，

也會請教務處與各學系溝通，放寬限制。又，學校熱門科系目前

已是大班教學，如轉系人數過多恐造成開課上之困難，開設遠距

課程將可大幅增加修課人數，並增加學生選課自由度，學校現已

積極推動相關課程之開設。 

(2)生涯中心目前已於大一、大三進行性向輔導，惟考量大一時期尚

在摸索階段，大三又嫌稍晚，故請業務單位重新思考輔導時間

點。 

(3)此外，在同學三年級時，學校皆會為其進行 UCAN 職能檢測，且

有過半之班級係全班參與施測，學校亦會提供個人檢測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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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意見及

校方回應 
內容 

告知相關輔導機制。惟學生主動尋求外部協助之動力不足，故相

關措施除了業務單位加強宣導及完善機制外，尚需同學的高度

參與意願，方能有所成效。 

學生會 

意見 

5.針對 P79 降低大學退學與不及格學分比例 

文中有提到利用已建置完成的校務資料下去分析，但在計畫撰寫內

都還是以假設性為題為主，並無看到目前東吳的狀況為哪種情形，

也無提及目前遭遇到的問題需如何改善，希望以計畫的方向下去撰

寫，而不是使用「若是、假設、似乎、如果」等等……的不確定性

字眼。 

校方回應 此部分因屬分析研究，故現階段先透過假設性之提問，進行驗證與

分析，俟明年度計畫結束後，將會有明確之結果與論述。 

學生會 

意見 

6.針對英語能力討論 

以目前計畫書的方向來看英語畢業門檻似乎更為重要，但在獨尊英

語的同時，是否可以開放目前東吳所設有的外語學系(德文檢定、日

文檢定)為畢業門檻的通過，以「外語畢業門檻」方向為發展，這也

是上次和林茂松院長討論過後的方向，希望能得到學校的正面回

應。 

校方回應 針對於外語畢業標準中採計英、日、德文之檢定成績，本校持正面

態度，請外語學院進行標準之研議，惟與該外語檢定相關科系之標

準需提高，以維持公平性。 

學生會 

意見 

7.在上次提及學校應將各種詳細數據完整公告,並提供相關計算方

式,供學生參考,亦應舉辦說明會讓同學可以提問。且在資訊流通上

不應將學生排除在外,而是採取合作的態度,希望往後在資訊對等上

面能有大幅度的改善。上次回應中並無特別回應，但此項為學生代

表也非常注重的一點，希望學校能特別予以承諾。 

校方回應 同學提到的資訊已公開於網頁上，惟未放置於教育部規定之公開資

訊網頁，未來將於學校官網設置連結，方便同學查找，會後亦請同

學提供所需資訊之相關建議，以利秘書室進行規劃。 

學生議會意

見 

1.頁 52、68 

本校推行教學事務，宗旨之一為「培養跨領域專業人才」。然目前

雙輔跨申請就讀人數雖多，完成修讀者比率卻有待加強。或許，逐

漸推動兩校區及優九聯盟的遠距課程可以改善此問題，但現階段推

行仍屬不易，改善成效亦十分有限。有鑑於此，學生議會提出兩項

建議： 

(1)首先推動部份共通教育線上化，將外文(一)、(二)及資訊課程轉型

為遠距同步或是遠距非同步課程，增進同學的學習自由。同時，

亦可搭配第 69 頁之計畫，製作線上教材，使同學能反覆複習課

程內容，另外，亦可與課堂助理進行互動，增進外語能力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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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意見及

校方回應 
內容 

科技操作能力。 

(2)建議各學系盡量減少「3 學分課程拆為雙週上課」的比率，避免

3 學分的課程佔了過多的排課空間，降低學生延長修讀年限的可

能。 

校方回應 (1)學校已大力推動遠距課程並增加遠距教室數量，相信外來此類型

之課程數將大幅增加，而外語教學方面，學校已設置許多線上自

學系統提供同學使用，至若外語正式課程是否適用此種類型教

學，亦請外語學院進行評估與討論。 

(2)因學校教室空間數量不足，考量最大使用效益，故不得已需將 3

學分課程調整為單雙周上課方式，請教務處與學系溝通考量同

學之需求以及近年來逐漸風行之微學分課程，儘量將非必修課

程之學分數調整為 2 學分。又，學分數之安排或牽涉到學生修

習課程數量及教師授課科目數多寡，此部分尊重各學系之教學

規劃。 

學生議會意

見 

2.頁 62(C-3) 

該計畫提及「舉辦中文素養的前測與後測」。建議該測驗之結果除

提供授課教師之外，亦應讓學生瞭解自身測驗結果，幫助學生找到

不足之處，提供其自學補強之方向。 

校方回應 中文素養施測平台可供同學檢視作答紀錄並查閱解析，此外，亦有

雷達圖可呈現同學各檢核指標得分狀態，同學可據以加強不足之

處，且平台上有相關遊戲及自學部分可供同學自由使用，惟施測時

未詳加解釋，未來請教師及相關人員加強說明與宣導。 

學生議會意

見 

3.頁 64 

該計畫提及，教學助理必須參與期初、期中、期末之培訓活動，並

且須接受考核、繳交學期相關報告，並進行成果發表。對此，建議

如下： 

(1)上述活動之參與期間及報告準備時間，應給薪。 

(2)特優及優良教學助理有無獎勵及鼓勵辦法？請相關單位研擬。 

校方回應 (1)培訓給薪部分尚需考量到經費問題，目前因助理加保機制，致使

經費支出增加，此部分恐需等到經費核定後，在不壓縮補助課程

數及助理人數之前提下，再予考量。 

(2)而特優及優良教學助理均訂有獎勵辦法，可能是同學不了解，故

有此疑問。 

學生議會意

見 

4.頁 72(C-9) 

該計畫欲遴選教學優良教師，本會建議如下： 

(1)「教師教學獎勵遴選委員會」之組成，應納入學生代表至少兩席，

且學生代表比例應不得低於五分之一。 

(2)遴選之參酌資料應納入課堂學生質化、量化之反映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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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意見及

校方回應 
內容 

校方回應 (1)請研發處針對同學意見，進行辦法修訂並提行政會議進行審議。 

(2)優良教師因人數較多故未加入學生之質化意見，但教師送審資料

中已多有呈現；而傑出教師部分則已有納入學生質化意見為考

評依據。 

學生議會意

見 

5.頁 72(C-9) 

(1)對於期中及期末之問卷調查，務必落實無記名原則。 

(2)學生填答期末問卷時，務必請教師離場。過去確實曾發生過教師

不離場並緊盯學生填答的情形，請務必注意。 

(3)量化資料不一定能完全反映課堂情形，建議蒐集質性資料。 

校方回應 本校之期中及期末問卷調查本來就以無記名方式進行。有關教師未

配合離開者，請教務處及各學系加強宣導，實施問卷調查時，請老

師務必離場。 

學生議會意

見 

6.頁 81(E-4) 

建議在該公開網站增列本校各會議之委員會名錄，以達成校務資訊

公開之目標。 

校方回應 同學提到的資訊以公開於網頁上，惟未放置於教育部規定之公開資

訊網頁，未來將於學校官網設置連結，方便同學查找，會後亦請同

學提供所需資訊之相關建議，以利秘書室進行規劃。 

學生議會意

見 

7.頁 82(E-6) 

有關 E-6 計畫第一項第一款「宣導推廣本校當前提供校內弱勢學生

協助方案」，本會建議如下：透過 Facebook 社團宣傳有其普及率，

對加強宣傳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但務必注意弱勢學生標籤化問題。

另，亦有學生可能因為不願讓他人知悉自己的弱勢生身分，而不願

意加入社團，是以提醒相關單位，FB 社團宣傳儘量不要作為最主要

之宣傳管道。 

校方回應 感謝同學建議，相關單位皆會審慎為之，避免發生對弱勢學生標籤

化之情況。 

學生議會意

見 

8.頁 83 

有關 E-6 計畫第三項第三款「服務學習獎勵」，本會建議如下： 

(1)培養學生正向價值觀及其他面向能力的課外學習活動，絕不只有

服務學習才能夠達成。參與學生自治，擔任公共類社團幹部也是

一種服務與學習；擔任社團幹部，也可以使學生有相應程度的收

穫。這是一種群育的價值。絕不只有服務學習才能達成上述目

標。 

(2)承上述，本項獎勵應擴大範圍，不只侷限於服務學習活動，參與

學生自治及擔任各社團幹部，亦應有所獎勵。 

校方回應 (1)學務處針對社團幹部已訂有獎勵機制（請參閱「學生獎懲規則」），

未來規劃幹部之培訓課程與服務學習課程結合，使同學能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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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意見及

校方回應 
內容 

行社團服務時，同時取得學分。 

(2)服務學習之獎勵機制不限定身分別，惟有學分之服務課程及有給

薪之教學助理等，因已獲得學分或薪水，故不得申請獎勵。 

學生議會意

見 

9.頁 91 

有關「強化通識博雅教育之品質與內涵，開設優質通識講座及問題

導向式行動學習課程」之績效指標，為何僅以「優質講座課程開設

科次」做為量化目標值？此績效指標顯然失去效度，請相關單位改

正。 

校方回應 感謝同學建議，此部分會再作修訂。 

學生議會意

見 

10.頁-12- 

先前建議相關單位應研擬修正「院系課程委員會設置準則」，獲教

務處回應，表示會統一檢視各系狀況後發函請各學系說明，作為修

法之參考。獲此回應，固然可喜，但也要提醒教務處，務必加快腳

步。過去曾接到學生投訴，發生「系辦隨便挑學生，甚至是找工讀

生」去課程委員會「旁聽」，就當作是邀學生「參與」，十分荒謬。

現行之規定，使學生在一定程度上難以實質審議課程，為求儘早達

到「學生能夠實質審議」的目標，請教務處一定要加快腳步。 

校方回應 請教務處重新檢視「院系課程委員會設置準則」中，對於學生代表

身分之相關敘述，並給予明確界定。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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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3 

東吳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東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鼓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其在

教學上的努力與貢獻，並提升

本校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辦

法。 

第一條 

東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鼓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其在

教學上的努力與貢獻，並提升

本校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辦

法。 

未修訂 

第二條 

本校教師教學獎勵每學年

遴選一次，為執行遴選作業，

設置教師教學獎勵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由校長指

定專任教授八名、學生會會

長、學生議會議長及研究發展

長共同組成之，並由研究發展

長擔任召集人。 

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若接

受推薦為候選人，應辭去委員

職務，由校長另行指定委員遞

補。 

第二條 

本校教師教學獎勵每學年

遴選一次，由校長指定八位專

任教授與研究發展長共九名委

員，共同組成「教師教學獎勵

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負責遴選作業，並由研究發

展長擔任召集人。擔任本委員

會之委員若接受推薦為候選

人，應辭去委員職務，由校長

另行指定委員遞補。 

1.配合「高教深耕計

畫學生第二次意

見回應表」中學生

議會意見第四點，

於教師教學獎勵

遴選委員會中增

列學生代表二名。 

2.修正文字。 

第三條 

獎項分為「教學優良」獎及

「教學傑出」獎，獲獎者除公開

表揚外並頒給獎狀（牌）及獎金。

「教學優良」獎獎金新台幣五萬

元整；「教學傑出」獎獎金新台

幣十五萬元整。 

第三條 

獎項分為「教學優良」獎

及「教學傑出」獎二類，獲獎

者除公開表揚外並頒給獎狀

（牌）及獎金。「教學優良」

獎獎金新台幣五萬元整；「教

學傑出」獎獎金新台幣十五萬

元整。 

修正文字。 

第四條 

「教學優良」獎名額不得

超過全校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

五，獲獎次數不限。「教學傑

出」獎獲獎者全校以不超過三

位為原則，獲獎後三年內不再

為「教學傑出」獎之候選人。 

第四條 

「教學優良」獎名額不得

超過全校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

五，獲獎次數不限。「教學傑

出」獎獲獎者全校以不超過三

位為原則，獲獎後三年內不再

為「教學傑出」獎之候選人。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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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候選人須為本校專任教師，

並需符合下列四項條件： 

一、 在本校專任且聘任滿三年

以上，於遴選年度近四學

年有六學期任教事實者；

惟「教學傑出」獎之獲獎教

師任教年資須滿五年。 

二、 有任教事實之近二學期，

任教科目之期末教學評量

總平均數須在全院(室)平

均數(含)以上，且沒有任

何科目未達學校標準。 

三、 經各學系(室)推薦、本校

師生或校友五人之連署推

薦、或由本委員會主動推

薦均可。 

四、 依規定時程內繳交「教師

個人檔案」及相關佐證資

料。。 

第五條 

候選人須為本校專任教師，

並需符合下列四項條件： 

一、 在本校專任且聘任滿三年

以上，於遴選年度近四學年

有六學期任教事實者；惟

「教學傑出」獎之獲獎教師

任教年資須滿五年。 

二、 有任教事實之近二學期，任

教科目之期末教學評量總

平均數須在全院(室)平均

數(含)以上，且沒有任何科

目未達學校標準。 

三、 經各學系(室)推薦、本校師

生或校友五人之連署推薦、

或由本委員會主動推薦均

可。 

四、 依規定時程內繳交「教師個

人檔案」及相關佐證資料。 

未修訂。 

第六條 

受理推薦時間為每年三月

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研究發

展處評鑑組為業務承辦單位。 

第六條 

受理推薦時間為每年三月

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研究發

展處評鑑組為業務承辦單位。 

未修訂。 

第七條 

本委員會因遴選需要得另

訂遴選細則為補充規範，並得

主動蒐集候選人教學與學生學

習相關資料。 

第七條 

本委員會因遴選需要得另

訂遴選細則為補充規範，並得主

動蒐集候選人教學與學生學習

相關資料。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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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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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修訂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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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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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1 

東吳大學生物安全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本會職掌如下： 

一、訂定實驗室生物安

全、生物保全管理

政策及規定。 

二、審核第二級以上危

險群病原體或生物

毒素之持有、保

存、使用、處分或

輸出入。 

三、審核使用第二級以

上危險群病原體或

生物毒素之實驗室

生物安全等級。 

四、審核實驗室、保存

場所之生物安全、

生物保全緊急應變

計畫。  

五、審核實驗室、保存

場所之新建、改

建、擴建、啟用或

停止運作計畫。 

六、審核實驗室、保存

場所之生物安全、

生物保全爭議事

項。 

七、辦理每年實驗室、

保存場所之生物安

全、生物保全內部

稽核及缺失改善。 

八、辦理實驗室、保存

場所人員之生物安

全、生物保全訓

練，及人員知能評

核活動。 

九、規劃或辦理實驗

室、保存場所人員

健康檢查及建立健

康狀況異常監控機

制。 

第三條：本會職掌如下： 

 

 

 

一、審核第二級以上危

險群微生物或生物

毒素之持有、保

存、使用、處分或

輸出入。 

二、審核使用第二級以

上危險群微生物或

生物毒素實驗室之

生物安全等級。 

三、審核實驗室之生物

安全緊急應變計

畫。 

 

四、審核實驗室之新

建、改建、擴建、

啟用或停止運作計

畫。 

五、審核實驗室之生物

安全爭議事項。 

 

 

六、督導每年辦理實驗

室之生物安全內部

稽核及缺失改善。 

 

七、督導實驗室人員之

生物安全訓練。 

 

 

 

 

 

 

 

 

依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十三日公布

之感染性生物材料

管理辦法修訂生安

會執掌，本辦法配

合修訂： 

一、增訂第一款明

列生安會或生

安專責人員具

訂定生物安全

及生物保全管

理政策及規定

之權責，以下

款次遞移。 

二、第四款至第七

款、第十款及

第十一款增訂

對保存場所及

生物保全管理

職責。 

三、第八款增訂生

安會或生安專

責人員除督導

及辦理生物安

全及保全相關

訓練外，需辦

理人員知能評

估。 

四、增訂第九款明

列人員健康維

護及異常監控

機制，以下款

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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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十、審核及督導其他有

關感染性生物材

料、實驗室、保存

場所之生物安全、

生物保全管理事

項。  

十一、處理、調查及報

告實驗室、保存場

所之生物安全、生

物保全意外事件。 

八、審核及督導其他有

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及實驗室之生物安

全管理事項。 

 

 

九、處理、調查及報告

實驗室之生物安全

意外事件。 

 

回議程首頁 
  



 

 
 

 

第二案附件 2 

東吳大學生物安全會設置辦法 
民國 103 年 9 月 15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10 月 3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確保教職員工生從事生物實驗教學及研究之安全，依衛生福利部頒布之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設置「東吳大學生物安全會」（以

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管理組織，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 召集人一名，由校長或副校長兼任。 

二、 其他成員六名，除本校報備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為當然委員，其餘五

人由召集人就本校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主管、實驗室或

保存場所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或其他具備相關專業知識人員聘兼之，

任期兩年。 

三、 本會下置幹事一名，由總務處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組人員兼任，承召集人

之命襄理會務；執行秘書一名，由理學院行政技術人員兼任，負責本會執

掌之安全管理事項的執行。 

第 三 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 審核第二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或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輸

出入。 

二、 審核使用第二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或生物毒素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等級。 

三、 審核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 

四、 審核實驗室之新建、改建、擴建、啟用或停止運作計畫。 

五、 審核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爭議事項。 

六、 督導每年辦理實驗室之生物安全內部稽核及缺失改善。 

七、 督導實驗室人員之生物安全訓練。 

八、 審核及督導其他有關感染性生物材料及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管理事項。 

九、 處理、調查及報告實驗室之生物安全意外事件。 

第 四 條 本會每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必要時或三分之一以上委員連署得

召開臨時會議，並視需要邀請或指定相關人員列席或報告。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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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1 

東吳大學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新進人員到校服務後，

應依人事室之安排參加新人

導引訓練，並於 3 個月內至

本校指定平台進行新人導引

課程研習及通過線上測驗。 

新進人員未參加新人導

引研習與訓練，或未於期限

內完成研習與訓練者，其主

管應提出書面報告敘明理

由。 

第三條  

新進人員到校服務後，

應依人事室之安排參加新人

導引訓練，並於 3 個月內至

本校指定平台進行新人導引

課程研習及通過線上測驗。 

未參加新人導引研習與

訓練，或未於期限內完成研

習與訓練者，不予晉薪或納

編。 

新進人員因故未參與新人

相關課程，建議比照一般同

仁未上足訓練時數，由其主

管提出書面報告敘明理由。 

 

第七條  

各類教育訓練課程可依

課程設計與內容，以線上學

習、教材研讀、課堂學習或

參加外部機構研習或課程等

方式進行。 

參加線上學習者，應有

完整上課紀錄並通過線上測

驗。 

參加教材研讀者，應通

過筆試或口試之測驗。 

參加課堂學習者，應全

程參與，並經課堂測驗、填

寫評量問卷、分組討論等開

課單位認可之方式評量後，

由開課單位提供名單送人事

室採計訓練時數。 

 

參加外部機構研習者，

應事先申請採計時數，並於

研習結束後持該機構核發之

研習證明或撰寫受訓心得，

方予採計。 

第七條  

各類教育訓練課程可依

課程設計與內容，以線上學

習、教材研讀、課堂學習或

參加外部機構研習或課程等

方式進行。 

參加線上學習者，應有

完整上課紀錄並通過線上測

驗。 

參加教材研讀者，應通

過筆試或口試之測驗。 

參加課堂學習者，應全

程參與，並於課程結束後一

個月內撰寫學習心得，經主

管簽核後送人事室備查。未

全程參與或未於期限內完成

心得撰寫者，不採計訓練時

數。 

參加外部機構研習者，

應事先申請採計時數，並於

研習結束後持該機構核發之

研習證明或撰寫受訓心得，

方予採計。 

建議改以課堂測驗、填寫評

量問卷、分組討論、演練或

分享等方式取代課後心得

撰寫，並由開課單位提供合

格名單以為時數採計之依

據。 
 

第八條  

行政人員每學年應接受

「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課程地

圖」之訓練課程至少十二小

時。 

前項行政人員應接受之

訓練時數，得以參加專業課

第八條  

行政人員每學年應接受

「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課程地

圖」該職級規劃之訓練課程

至少 12 小時。前項行政人員

應接受之訓練時數，得以參

加專業課程時數抵免，但每

配合實務需求，建議放寬同

仁可選擇適合之課程參加，

不受職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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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程時數抵免，但每學年至多

四小時為限。 

人事室應定期辦理教育

訓練成效評估，並彙集各單

位意見，適時調整教育訓練

課程地圖。 

人事室應建置每位行政

人員參加教育訓練之相關紀

錄，並應於每學年結束時彙

整各單位行政人員之參加情

形，函送各單位主管。各單

位所屬行政人員未能完成第

一項規定之時數及課程者，

其主管應提出書面報告敘明

理由。 

學年至多 4 小時為限。 

 

人事室應定期辦理教育

訓練成效評估，並彙集各單

位意見，適時調整教育訓練

課程地圖。 

人事室應建置每位行政

人員參加教育訓練之相關紀

錄，並應於每學年結束時彙

整各單位行政人員之參加情

形，函送各單位主管。各單

位所屬行政人員未能完成第

一項規定之時數及課程者，

其主管應提出書面報告敘明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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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2 

東吳大學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辦法  
 

106年5月8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行政人員工作職能，並鼓勵同仁持續進修學習，增進自我工作品質及行

政效率，特訂定東吳大學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行政人員係指專任職員、約聘職員、行政助理及擔任行政工作之助教。 

 

第三條 新進人員到校服務後，應依人事室之安排參加新人導引訓練，並於 3 個月內至本校

指定平台進行新人導引課程研習及通過線上測驗。 

未參加新人導引研習與訓練，或未於期限內完成研習與訓練者，不予晉薪或納編。 

 

第四條  行政人員除新進人員應於到校服務時接受新人導引課程外，應再分別接受以下之課

程訓練： 

一、法令規範課程 

二、行政職能課程 

三、核心提升課程 

四、各領域專業課程 

前項課程由人事室及本校相關之行政單位共同規劃辦理。各規劃辦理單位應定期安

排各項課程之開課事宜。行政人員應接受之教育訓練課程如附件「行政人員教育訓

練課程地圖」。 

 

第五條  法令規範課程包括性別平等教育、職業安全衛生、智慧財產權、個資保護與資訊安

全等法令規定之課程。 

行政職能課程包括公文寫作、會計核銷、財物採購、計畫預算編制、秘書作業、組

織管理等與工作職能學習有關之課程。 

行政單位應於每年 3月底前將前二項課程規劃送人事室，以統籌納入次學年度之整

體課程。 

核心提升課程包括提升工作品質與行政效能、促進個人健康有關之課程，由人事室

及健康暨諮商中心分別規劃辦理。 

各領域專業課程係指各單位因執行業務需要，必須另外具備之專業技能，由各行政

單位自行於校務發展計畫中規劃訓練課程及編列預算，並應於每年 9 月將前一學年

計畫執行成果送人事室備查。 

 

第六條  除前條所列之法令課程及專業課程外，依本辦法辦理之各類行政人員教育訓練所需

經費，由人事室統籌編列預算支應。 

第七條  各類教育訓練課程可依課程設計與內容，以線上學習、教材研讀、課堂學習或參加

外部機構研習或課程等方式進行。 

參加線上學習者，應有完整上課紀錄並通過線上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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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教材研讀者，應通過筆試或口試之測驗。 

參加課堂學習者，應全程參與，並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撰寫學習心得，經主管簽

核後送人事室備查。未全程參與或未於期限內完成心得撰寫者，不採計訓練時數。 

參加外部機構研習者，應事先申請採計時數，並於研習結束後持該機構核發之研習

證明或撰寫受訓心得，方予採計。 

 

第八條  行政人員每學年應接受「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課程地圖」該職級規劃之訓練課程至少

12小時。前項行政人員應接受之訓練時數，得以參加專業課程時數抵免，但每學

年至多 4小時為限。 

人事室應定期辦理教育訓練成效評估，並彙集各單位意見，適時調整教育訓練課程

地圖。 

人事室應建置每位行政人員參加教育訓練之相關紀錄，並應於每學年結束時彙整各

單位行政人員之參加情形，函送各單位主管。各單位所屬行政人員未能完成第一項

規定之時數及課程者，其主管應提出書面報告敘明理由。 

 

第九條 行政人員參加各項教育訓練之時數與成果，得做為晉升及年度考核成績之重要參

考，其辦法另訂之。 

 

第十條 課堂學習課程之講師鐘點費依本校演講費給付標準之規定辦理，並視實際需要補助

講師交通費。由本校教職員擔任講師者，鐘點費折半計算。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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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課程地圖 

說明：  

 1.標註●者，表示該職級同仁應優先選擇參加該項課程。 

 2.【行政 22.應用軟體操作】及【核心 11.教職員工團體活動】，該項完整課程或活動採計 1 小時。 

序號 課程 課程內容 
課程 

類別 

1.組員 
2.行政助理 

3.護理師 

4.技士 

5.護士 

6.技佐 

7.辦事員 

8.助教 

1.編纂 

2.專員 

3.編審 

4.輔導員 

5.技正 

 

行政單位

秘書 

教學單位

秘書 

1.主管 

2.專門 

委員 

業務 

承辦人 

課程規劃 

辦理單位 

法令 1 校園防災研習 

依「東吳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

管理實施計畫」辦理；每學年兩校

區分別舉行一次防災研習（含消防

講師靜態講解與校舍動態演練），

以強化防災知能。 

法令 

規範 
● ● ● ● ●  校安中心 

法令 2 性別平等教育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規定，針對

教職員工，每年定期舉辦校園性別

平等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

凌防治之教育宣導 

法令 

規範 
● ● ● ● ●  人事室 

法令 3 資訊安全教育 

依教育部臺教資 (四 )1040059997

函『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分級作業規定』，每年一般使

用者與主管至少須接受 3 小時資

安宣導課程並通過課程評量 

辦理。 

每年資安人員(資訊人員)至少 1 人

次須接受 12 小時以上資安專業課

法令 

規範 
● ● ● ● ●  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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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 課程內容 
課程 

類別 

1.組員 
2.行政助理 

3.護理師 

4.技士 

5.護士 

6.技佐 

7.辦事員 

8.助教 

1.編纂 

2.專員 

3.編審 

4.輔導員 

5.技正 

 

行政單位

秘書 

教學單位

秘書 

1.主管 

2.專門 

委員 

業務 

承辦人 

課程規劃 

辦理單位 

程訓練或資安職能訓練(此類課程

為資安人員、資訊人員之專案課

程) 

法令 4 個人資料保護 

依 104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

視導-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

安全（含個資保護）訪視指標:辦理

個資保護相關法規說明及案例宣

導。 

法令 

規範 
● ● ● ● ●  電算中心 

法令 5 智慧財產權 

依 104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

視導-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

安全（含個資保護）訪視指標:辦理

智慧財產權觀念宣導之研討會、座

談會、研習。 

法令 

規範 
● ● ● ● ●  電算中心 

法令 6 
個資主導稽核

員認證課程 

依 104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

視導-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

安全（含個資保護）訪視指標，逐

年辦理個資稽核員教育訓練，全校

共計 86 個單位，每個單位培訓 1

名個資稽核員，預計於 3 年內完

成。 

法令 

規範 
     ● 電算中心 

法令 7 職業安全衛生 
一般職業安全衛生訓練課程分類

如下： 

法令 

規範 
● ● ● ● ●  

環安衛及

事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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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 課程內容 
課程 

類別 

1.組員 
2.行政助理 

3.護理師 

4.技士 

5.護士 

6.技佐 

7.辦事員 

8.助教 

1.編纂 

2.專員 

3.編審 

4.輔導員 

5.技正 

 

行政單位

秘書 

教學單位

秘書 

1.主管 

2.專門 

委員 

業務 

承辦人 

課程規劃 

辦理單位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介紹、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與執行、工作場所機電危

害預防及改善方法、危害通識介

紹、緊急應變處理、個人防護及安

全作業標準。 

組 

法令 8 急救人員訓練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本校應

置急救人員至少 68 人。人事室定

期與校外專業機構合作辦理密集

之訓練課程，本校每一教學及行政

單位均應有部份人員參加本項訓

練。 

法令 

規範 
     ● 人事室 

行政 1 
整體校務發展

計畫規劃說明 

由校長或副校長詳細說明，本校未

來發展方向與具體規劃重點，讓各

一級主管了解，其後，各一級主管

方可指示所屬二級主管或資深同

仁相關業務之規劃方向。 

行政 

職能 
    ●  

校長或 

副校長 

行政 2 
整體校務發展

計畫討論 

1. 介紹東吳大學整體發展藍圖。 

2. 各單位分享經與一級主管充份

溝通後所規劃之具體內容。 

3. 介紹計畫填寫平台 (含預算編

製)。 

4. 問題討論。 

行政 

職能 
● ● ● ●  ● 

校務發展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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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 課程內容 
課程 

類別 

1.組員 
2.行政助理 

3.護理師 

4.技士 

5.護士 

6.技佐 

7.辦事員 

8.助教 

1.編纂 

2.專員 

3.編審 

4.輔導員 

5.技正 

 

行政單位

秘書 

教學單位

秘書 

1.主管 

2.專門 

委員 

業務 

承辦人 

課程規劃 

辦理單位 

行政 3 
經費核銷作業

研習 

1.經費支用、流用及核銷相關規定

說明。 

2.會計系統操作說明。 

3.會計表單填寫說明。 

行政 

職能 
● ● ● ● ● ● 會計室 

行政 4 採購作業研習 

1.採購辦法重點說明。 

2.採購實務案例及錯誤態樣說明。 

3.採購作業實務演練。 

行政 

職能 
●  ● ●  ● 總務處 

行政 5 
公文寫作與資

料管理 

本校公文系統之操作與基礎公文

寫作之技能： 

1.公文製作的程序與格式，用字遣

詞語法…等。 

2.資料、檔案的歸納管理。 

行政 

職能 
●  ● ●   人事室 

行政 6 
選課暨檢核條

件系統說明 

每學期舉辦選課暨檢核系統說明

會，包含選課作業說明、選課檢核

條件系統及學系人工選課系統功

能教學，於教育訓練完成後，依選

課檢核相關時程進行系統實做。 

行政 

職能 
   ●  ● 註課組 

行政 7 
學術倫理教育

說明 

規範 105 學年度起入學之各學系

博、碩士生、碩士學位學程、碩士

在職專班與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學

生，須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推

廣資源中心」網路教學平台，自行

行政 

職能 
   ●  ● 註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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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 課程內容 
課程 

類別 

1.組員 
2.行政助理 

3.護理師 

4.技士 

5.護士 

6.技佐 

7.辦事員 

8.助教 

1.編纂 

2.專員 

3.編審 

4.輔導員 

5.技正 

 

行政單位

秘書 

教學單位

秘書 

1.主管 

2.專門 

委員 

業務 

承辦人 

課程規劃 

辦理單位 

修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課程測驗

及格，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行政 8 
國際與兩岸交

流行政職能 

1.協議簽署流程 

2.入台證辦理流程 

3.赴外/陸交換生配合事項 

4.來校境外生輔導 

5.英文網頁維護 

6.訪問學者 

等國際處相關業務說明 

行政 

職能 
   ●  ● 國際處 

行政 9 
學術研究工作

坊系列活動 

為提昇教師學術研究動能所舉辦之

研習活動，如研究倫理研習、學術

倫理/學術誠信研習、WOS(Web of 

Science)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使用

說明會等，學術單位業務承辦人可

藉此增進知能，進一步協助教師及

研究生提升學術研究。 

行政 

職能 
     ● 

研究事務

組 

行 政

10 

教師執行研究

計畫說明 

研發處、人事室、會計室、總務處、

圖書館報告研究計畫相關事項，並

進行討論溝通。 

行政 

職能 
     ● 

研究事務

組 

行政11 
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申請說明

學院業務承辦人及研究事務組報

告申請相關行政作業及注意事項，

行政 

職能 
     ● 

研究事務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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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 課程內容 
課程 

類別 

1.組員 
2.行政助理 

3.護理師 

4.技士 

5.護士 

6.技佐 

7.辦事員 

8.助教 

1.編纂 

2.專員 

3.編審 

4.輔導員 

5.技正 

 

行政單位

秘書 

教學單位

秘書 

1.主管 

2.專門 

委員 

業務 

承辦人 

課程規劃 

辦理單位 

暨經驗傳承座

談 

並請曾執行計畫之學生分享申請、

撰寫及執行經驗。 

行 政
12 

教師聘任及資

格審查作業研

習 

宣導辦理教師聘任及資格審查之

最新規定與注意事項。 

行政 

職能 
   ●  ● 人事室 

行 政

13 
勞動法令研習 

工讀生及約用人員之勞動契約、工

資及工時計算、勞動法令實務。 

行政 

職能 
●    ● ● 人事室 

行 政

14 

做好第一線的 

顧客服務 

學習如何在行政工作的前線，做好

服務品質，重點包括： 

1.電話禮儀、合宜的遣詞。 

2.面對面的語言表達、肢體動作。 

3.良好友善的服務態度。 

行政 

職能 
● ● ● ● ● ● 人事室 

行 政
15 

EXALEAD 校

務資訊智能平

台教育訓練 

EXALEAD 校務資訊智能平台操作

訓練，進行操作系統，進行簡單議

題分析，協助單位擬訂各項策略。 

行政 

職能 
    ● ● 

教學科技

推廣組 

行 政

16 

行政 Moodle 數

位學習平台教

育訓練 

行政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操作訓

練，了解平台功能，平台內放置各

系列課程，協助同仁觀看工作所需

課程影片，亦提供其他課程讓同仁

自主學習，提升同仁職場知能。 

行政 

職能 
● ● ● ● ● ● 

教學科技

推廣組 

行 政
17 

Google Apps 校

園版實務應用 

透過 GoogleApps 的功能介紹與應

用介紹，使學習者能夠實用於日常

行政 

職能 
● ● ● ● ● ● 

教學科技

推廣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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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 課程內容 
課程 

類別 

1.組員 
2.行政助理 

3.護理師 

4.技士 

5.護士 

6.技佐 

7.辦事員 

8.助教 

1.編纂 

2.專員 

3.編審 

4.輔導員 

5.技正 

 

行政單位

秘書 

教學單位

秘書 

1.主管 

2.專門 

委員 

業務 

承辦人 

課程規劃 

辦理單位 

業務工作中，提昇時間管理與工作

效率。  

行 政
18 

遠距系統使用

操作訓練 

透過培訓課程，培訓校內人員，嫻

熟同步遠距設備運作方式，使其具

備同步遠距設備操作能力，通過檢

定取得認證，擔任種子教師，協助

單位遠距活動之進行。 

另透過課程學習Zoom線上會議室

操作方式訓練，學習如何操作線上

會議室，並搭配 Zoom 即時錄製電

腦螢幕，結束會議後馬上可儲存至

電腦，成為會議影片紀錄。 

行政 

職能 
  ● ●  ● 

教學科技

推廣組 

行 政
19 

秘書的角色扮

演 

秘書角色定位與職涯發展、主管行

程安排與會議管理、溝通技巧、辦

公室禮儀(含電話禮儀)與公關應

對、高效率 E 化檔案管理。 

行政 

職能 
  ● ●   秘書室 

行 政

20 
媒體公關事務 

公共關係與媒體策略解析、媒體新

聞稿寫作、記者會舉行實務。 

行政 

職能 
● ● ● ● ● ● 秘書室 

行 政
21 

內部控制制度

簡介 

讓同仁瞭解內部控制制度之意涵

及重要性。 

行政 

職能 
● ● ● ● ● ● 秘書室 

行 政
22 

電腦應用軟體 增進同仁電腦應用軟體操作能力 
行政 

職能 
● ● ● ● ● ● 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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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 課程內容 
課程 

類別 

1.組員 
2.行政助理 

3.護理師 

4.技士 

5.護士 

6.技佐 

7.辦事員 

8.助教 

1.編纂 

2.專員 

3.編審 

4.輔導員 

5.技正 

 

行政單位

秘書 

教學單位

秘書 

1.主管 

2.專門 

委員 

業務 

承辦人 

課程規劃 

辦理單位 

核心 1 
管理能力發展

（一） 

自我工作管理（行政能力），重點

包括：1、時間管理與排序；2、目

標與標準設定；3、計劃與安排工

作。 

核心 

提升 
 ●   ●  人事室 

核心 2 
管理能力發展

（二） 

與人溝通協調（溝通能力），重點

包括：1、傾聽與組織訊息；2、給

予明確的訊息；3、獲得正確的訊

息。 

核心 

提升 
 ●   ●  人事室 

核心 3 
管理能力發展

（三） 

建立工作團隊（領導能力），重點

包括：1、訓練教導與授權；2、部

屬績效與評估；3、行為規範與諮

商。 

核心 

提升 
 ●   ●  人事室 

核心 4 
管理能力發展

（四） 

思考清晰縝密（認知能力），重點

包括：1、問題確認與解決；2、決

策與風險衡量；3、清晰思考與分

析。 

核心 

提升 
 ●   ●  人事室 

核心 5 

如何勇敢向下

屬說「不」並做

好下屬的績效

評估 

1、當主管無法指揮同仁，或同仁

堅持己見而產生衝突時，身為

主管者應學習如何有效溝通。 

2、主管往往礙於情面，不好意思

當面指責下屬的缺失，在考核

成績上常流於鄉愿，致使不能

核心 

提升 
    ●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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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 課程內容 
課程 

類別 

1.組員 
2.行政助理 

3.護理師 

4.技士 

5.護士 

6.技佐 

7.辦事員 

8.助教 

1.編纂 

2.專員 

3.編審 

4.輔導員 

5.技正 

 

行政單位

秘書 

教學單位

秘書 

1.主管 

2.專門 

委員 

業務 

承辦人 

課程規劃 

辦理單位 

確實呈現同仁的工作狀況，無

法在單位中有效運用人力資

源。 

核心 6 
不適任員工輔

導管理 

1、如何協助不適任員工的工作提

昇及輔導其身心平衡發展。 

2、有效管理單位內同仁的工作能

力和適才適性的分配業務，以

提高單位內的行政效能 

核心 

提升 
    ●  人事室 

核心 7 

學生、家長及其

他顧客抱怨處

理 

提高服務品質—發生問題的抱怨

處理，包括： 

1.電話應答技巧。 

2.面對面的處理態度。 

3.衝突發生時的自我保護。 

核心 

提升 
● ● ● ● ● ● 人事室 

核心 8 
部門內的衝突

管理 

瞭解衝突發生原因並學習有效溝

通與衝突處理，進而產生良性互

動，讓單位成員凝聚共識。 

核心 

提升 
 ●   ●  人事室 

核心 9 
專業提升與自

我管理 

訓練同仁如何培養工作上所需要

的專業能力、學習輔助工具的利

用，並且有效做好自我管理。 

核心 

提升 
●  ● ●   人事室 

核 心
10 

營造快樂的工

作環境 

每位工作者都期待有一個快樂的

工作環境，東吳大學已經提供了一

個非常好的工作空間與自由風氣，

核心 

提升 
● ● ● ● ●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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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 課程內容 
課程 

類別 

1.組員 
2.行政助理 

3.護理師 

4.技士 

5.護士 

6.技佐 

7.辦事員 

8.助教 

1.編纂 

2.專員 

3.編審 

4.輔導員 

5.技正 

 

行政單位

秘書 

教學單位

秘書 

1.主管 

2.專門 

委員 

業務 

承辦人 

課程規劃 

辦理單位 

同仁如何在與工作夥伴之間建立

更好的互動關係，都是營造快樂工

作環境的重要因素。 

核心11 
教職員工團體

活動 

透過舉辦教職員工的團體活動，增

加同仁互動與瞭解，有助於橫向溝

通及團隊合作。 

核心 

提升 
● ● ● ● ●  體育室 

核 心
12 

個人健康促進

系列課程 

包括個人保健、壓力抒解、情緒管

理、職業災害預防等促進個人身心

健康之相關課程。 

核心 

提升 
● ● ● ● ●  

健康暨諮

商中心 

核 心
13 

如何做好退休

規劃 

本校同仁的退撫制度，分別是適用

私校退撫儲金及勞工退休金制度；

保險部份則是公教人員保險及勞

工保險。本課程目的是讓同仁清楚

瞭解現有的制度，以及協助同仁妥

善累積個人未來的退休準備，俾能

安心的在學校服務。 

核心 

提升 

● ● ● ● ●  人事室 

新人 1 

東吳大學歷史

沿革與校園環

境介紹 

讓新進人員對於本校之歷史、沿

革、校園環境等有完整的瞭解，並

介紹學術及行政單位，使同仁了解

其單位基本業務。 

新人 

導引 
新進人員於到校三個月完成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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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 課程內容 
課程 

類別 

1.組員 
2.行政助理 

3.護理師 

4.技士 

5.護士 

6.技佐 

7.辦事員 

8.助教 

1.編纂 

2.專員 

3.編審 

4.輔導員 

5.技正 

 

行政單位

秘書 

教學單位

秘書 

1.主管 

2.專門 

委員 

業務 

承辦人 

課程規劃 

辦理單位 

新人 2 
本校重要規章

介紹 

讓新進人員先行瞭解本校人事、資

訊安全、職業安全、個資保護等重

要規定。 

新人 

導引 
新進人員於到校三個月完成 人事室 

新人 3 

公文系統操作

與基礎公文寫

作 

讓新進人員先行學習本校公文系

統之操作與基礎公文寫作之技能： 

1.公文製作的程序與格式，用字遣

詞語法…等。 

2.公文系統的電腦操作 

新人 

導引 
新進人員於到校三個月完成 人事室 

新人 4 
職場倫理與實

務 

降低新人新進入職場之焦慮及不

安定感，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幫

助新進人員儘快適應職場環境。 

新人 

導引 
依人事室於每學年排定之新人訓練時間完成 人事室 

新人 5 
內部控制制度

簡介 

讓同仁瞭解內部控制制度之意涵

及重要性。 

新人 

導引 
依人事室於每學年排定之新人訓練時間完成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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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 

東吳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各學系經核定新增或遞補

編制內專任教師時，應先以專案

教師約聘，以使聘任師資於納入

編制前予以適當之試用評估。但

擬聘任教師具有優秀學術成就

經校長專案核准者，得不受此

限。 

前項專案教師之約期每次

一年，但不得超過三年。約聘期

間因教師本人懷孕、生產或遭受

重大變故等特殊事由時，經三級

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得延長一

年。 

各學系因特殊需求經核定

後，得以募款、其他自籌或相關

預算經費約聘專案教師，其約期

以一學期或一年為原則，必要時

得逐年延長。 

第一項專案教師約聘期間

另依本校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

授授課時數辦法之規定，每週減

授基本授課時數二小時。 

 

第三條 

各學系經核定新增或遞補

編制內專任教師時，應先以專案

教師約聘，以使聘任師資於納入

編制前予以適當之試用評估。但

擬聘任教師具有優秀學術成就

經校長專案核准者，得不受此

限。 

前項專案教師之約期每次

一年，但不得超過三年。約聘期

間另依本校提升教師學術研究

減授授課時數辦法之規定，每週

減授基本授課時數 2 小時。 

 

各學系因特殊需求經核定

後，得以募款、其他自籌或相關

預算經費約聘專案教師，其約期

以一學期或一年為原則，必要時

得逐年延長。 

明訂專案教師遇有特殊

情形時，得延長約期。 

第四條 

專案教師約聘期間，各學系

應評量其教學、研究、服務及輔

導等各項能力，如有不適任之情

形者，應於該年約期屆滿後不再

續聘。 

專案教師約期期間，如有以

下情形之一者，經學系評量通

過，且學系有編制內專任教師名

額時，得優先提請三級教評會審

議改聘為編制內專任教師。 

第四條 

專案教師約聘期間，各學系

應評量其教學、研究、服務及輔

導等各項能力，如有不適任之情

形者，應於該年約期屆滿後不再

續聘。 

專案教師約期期間，獲得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

持人，或曾有刊登於名列 AHCI、

SSCI、SCI、EI、TSSCI、THCI、

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公布之「東

新增音樂系教師得以個

人展演方式達成校定學

術研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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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含執行多年期之計畫）擔

任計畫主持人。 

二、有刊登於名列 AHCI、SSCI、

SCI、EI、TSSCI、THCI、本

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公布之

「東吳大學外語學門獎勵名

單」期刊之研究論文（含刊

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者）

一篇以上。 

三、執行文化部、財團法人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個人展演

（含全場指揮或室內樂）或

作品發表補助案。 

四、獲核定於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舉辦個人展演（含全場指揮

或室內樂）或作品發表。 

前各項之學系專案教師評

量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

院教評會審查轉校教評會核備。 

吳大學外語學門獎勵名單」期刊

之研究論文 1 篇以上者，經學系

評量通過，且學系有編制內專任

教師名額時，得優先提請三級教

評會審議改聘為編制內專任教

師。 

 

 

 

 

 

 

 

 

 

 

 

前各項之學系專案教師評

量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

院教評會審查轉校教評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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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2 

東吳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 

101 年 12 月 17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6 年 9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正第 1~10 條 

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教學與研究需要，特訂定「東吳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專案教師，係指以約聘方式進用之編制外專任教師，分為專案教授、

專案副教授、專案助理教授及專案講師四級。各級專案教師之資格依本校教師評審

辦法第 2 條及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 4 條至第 7 條規定辦理。 

第三條 各學系經核定新增或遞補編制內專任教師時，應先以專案教師約聘，以使聘任師資

於納入編制前予以適當之試用評估。但擬聘任教師具有優秀學術成就經校長專案

核准者，得不受此限。 

前項專案教師之約期每次一年，但不得超過三年。約聘期間另依本校提升教師學術

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辦法之規定，每週減授基本授課時數 2 小時。 

各學系因特殊需求經核定後，得以募款、其他自籌或相關預算經費約聘專案教師，

其約期以一學期或一年為原則，必要時得逐年延長。 

第四條 專案教師約聘期間，各學系應評量其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各項能力，如有不

適任之情形者，應於該年約期屆滿後不再續聘。 

專案教師約期期間，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或曾有刊登於名列

AHCI、SSCI、SCI、EI、TSSCI、THCI、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公布之「東吳大學外

語學門獎勵名單」期刊之研究論文 1 篇以上者，經學系評量通過，且學系有編制內

專任教師名額時，得優先提請三級教評會審議改聘為編制內專任教師。 

前各項之學系專案教師評量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院教評會審查轉校教評會

核備。 

第五條 本辦法關於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包含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

人、一般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子計畫主持人、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共

同主持人，並須名列於經費核定清單，獲核定機構為東吳大學。個別型研究計畫之

共同主持人及一般整合型研究計畫子計畫之共同主持人不列計。 

第六條 專案教師之初聘及續聘程序，分別依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 3 條及第 5 條之規定辦

理。 

初聘之專案教師如未具同等級教師證書，應依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 4 條之規定辦

理教師證書。 

第七條 專案教師之薪資、升等年資、授課時數、差假、校外兼課與兼職、教學評鑑、服務、

參加會議、學生輔導等，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專案教師之退休撫

卹、保險等，比照本校約聘人員之規定辦理。其他未盡之權利與義務，依本校各該

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 各學系初聘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應比照本辦法規定先以專案教師約聘。 

第九條 本辦法關於各學系約聘專案教師之規定，於巨量資料管理學院、體育室、師資培育

中心、語言教學中心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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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回議程首頁 

  



 

50 

 

第五案附件 1 

威斯康辛大學歐克萊爾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Eau Claire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16 

三． 學生人數：11,046 

四． 教職員數：教學職員 479 人、行政人員 1,150 人 

五． 規  模：威斯康辛大學歐克萊爾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Eau Claire，亦稱：UW–Eau 

Claire、UWEC）是威斯康辛大學系統內位於美國威斯康辛州市中心的一所公立大學，被譽

為該州最美麗的校園。創立於 1916 年，是美國中西部最佳大學之一。學校以培養大學生爭

取學術榮譽、錄取優秀研究所、和得到好工作為目標。該校教學採小班制，各項研究和教學

展現十足活力，特別是商學、化學、生物工程、心理、護理、藝術、電腦、與教育專業等領

域。 

學院列表如下: 

 藝術與科學學院 

 商學院 

 教育與人文科學學院 

 護理與健康科學學院 

六． 強  項： 

1. 2017 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中。，被評為 2017 中西部區域學校第 37 名；以及中

西部區域公立學校第 5 名。 

2. 2017 年，全美前 50 名最佳中小型大學城評選中，獲得第 8 名的榮譽。 

3. 該校每年都與美國知名「傅爾布萊特法案基金(Fullbright)」密切合作，薦送大量學者

赴外進行研究。 

4. 該校商學院獲 AACSB 認證。 

七． 參考網站：  

1. 威斯康辛大學奧克萊爾分校 http://www.uwec.edu/ 

2. 威斯康辛大學奧克萊爾分校-維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_of_Wisconsin%E2%80%93Eau_Claire  

3.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https://www.usnews.com/rankings  

4. Oh!Study 留遊學教育中心 http://ohstudy.net/page_school.php?schid=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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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2 
 

                                      

 

Agreement on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Eau Claire 

and 

Soochow University 

 

 

Based on a mutual desire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Eau Clai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ochow University of Taiwa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two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this Agreement on Academic 

Exchang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Agreement”). 

 

1. The two schools will explore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urpose of the 

agreement. 

 

(1) Exchange of faculty for the purpose of lecturing, seminar, and research, 

(2) Exchange of student, 

(3) Establish mutual student collaboration on cas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gram. 

(4) Exchange of academic materials, publ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2. The activities in item one above shall be implemented through close contacts and consultations 

between the relevant institutions of the two schools.  

 

3. The Agreement shall come into effect upon signature by both schools, and remain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The Agreement may be renewed or amended upon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In addition, each school may seek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prior to the planned 

date of termination, provided six months advance notice is given to the other school. 

 

4. The Agreement is to be drawn up in two identical copies in English with both parties retaining 

one copy each of the Agreem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James C. Schmidt                     Dr. Wei-Ta Pan 

Chancellor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Eau Claire         Soochow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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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3 

香港嶺南大學 

Lingnan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888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3,013 人 

四． 教職員數：教學職員 181 人 

五． 規  模：嶺南大學，簡稱嶺大，位於香港屯門虎地，是香港唯一一所公立博雅大學，以傳

承博雅教育傳統及發展優質教學為目標。大學於 2012 年正式加入世界博雅學府聯盟，並於

2014 年成為香港首間並唯一一間為 100%本科生提供四年全宿的大學，而逾 80%本科生可以

前赴遍布約 40 個國家的 180 多所海外夥伴院校當交流生。嶺大亦採用小班教學及雙向互動

教學模式，師生比率為 1：10，致力實踐博雅教育理念。 

學院列表如下: 

文學院 商學院 社會科學院 

 文學院課程辦事處 

 中文系 

 文化研究系 

 英文系 

 歷史系 

 哲學系 

 翻譯系 

 視覺研究系 

 商學課程辦事處 

 會計學系 

 財務及保險學系 

 電腦及決策科學學系 

 管理學系 

 市場及國際企業學系 

 社會科學課程辦事處 

 應用心理學系 

 經濟學系 

 政治學系 

 社會學及社會政策學系 

 

六． 強  項： 

1. QS 2018 世界大學排名，嶺南大學位居世界第 551-600 名。 

2. QS 2018 亞洲大學排名，嶺南大學位居亞洲第 100 名。 

七． 國際交流現況： 

1. 嶺南大學與亞洲以至世界各地的大學學者合作進行研究，課題廣泛，涉及本地及國際議

題。嶺大已與不少本地及海外院校和組織合作建立研究平台，鞏固研究實力及學生的學

習體驗。其中突出的例子，是嶺大與國際夥伴院校合作成立「全球高等教育中心」。此

乃全球規模最大，專注於研究高等教育及其未來發展的機構。夥伴院校包括主導該合作

項目的倫敦大學學院教育研究院、嶺大以及其他八所位於澳洲、愛爾蘭、日本、荷蘭、

中國內地、南非及英國的大學。  

2. 嶺大學生與教學人員的國籍多元化，反映大學致力邁向國際化。在 180 多位教員中，超

過半數具有在海外接受學術培訓或研究的經驗；另外於 2014/15 年度，在嶺大就讀的海

外交換生為 334 人。大學致力在全球建立交流伙伴，現時已與分佈在約 40 個國家超過

190 所伙伴院校結盟。嶺大九成本科生有機會參加國際交流或短期暑期課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AF%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AF%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B0%88%E4%B8%8A%E6%95%99%E8%82%B2#%E9%99%A2%E6%A0%A1%E9%A1%9E%E5%88%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9%9B%85%E6%95%99%E8%82%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8D%9A%E9%9B%85%E5%AD%B8%E5%BA%9C%E8%81%AF%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9%9B%85%E6%95%99%E8%82%B2
http://www.ln.edu.hk/arts/
http://www.ln.edu.hk/progs/bbaprog/index.php
http://www.ln.edu.hk/progs/ssprog/index.php
http://www.ln.edu.hk/arts/
http://www.ln.edu.hk/chi/
http://www.ln.edu.hk/cultural/
http://www.ln.edu.hk/eng/
http://www.ln.edu.hk/history/
http://www.ln.edu.hk/philoso/
http://www.ln.edu.hk/tran/
http://www.ln.edu.hk/visual/
http://www.ln.edu.hk/progs/bbaprog/index.html
http://www.ln.edu.hk/acct/
http://www.ln.edu.hk/fin_ins/
http://cptra.ln.edu.hk/
http://www.ln.edu.hk/mgt/
http://www.ln.edu.hk/mkt/
http://www.ln.edu.hk/progs/ssprog/index.shtml
http://www.ln.edu.hk/psy/
http://www.ln.edu.hk/econ/
http://www.ln.edu.hk/polsci/
http://www.ln.edu.hk/socsp/
http://www.ln.edu.hk/cht/global-engagement/global-engagement-inter-university-research-collaborations
http://www.ln.edu.hk/cht/news/20160204/CGHE
http://www.ioe.ac.uk/
http://www.ln.edu.hk/omip/partner/index.php
http://www.ln.edu.hk/omip/partner/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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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學的學生服務中心安排多個國際實習計劃，讓學生有機會在實際環境工作，以及接觸

不同文化，獲取寶貴經驗。這些計劃包括「東盟實習計劃」、「環球實習計劃」、「美國迪

士尼世界暑期交流及工作計劃」及「大中華暑期實習計劃」等。 

八． 參考網站：  

1. 嶺南大學 http://www.ln.edu.hk/cht  

2. 嶺南大學-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6%BA%E5%8D%97%E5%A4%A7%E5%AD%B8_(%E9%A6%9

9%E6%B8%AF)  

3. QS 世界大學排名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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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n.edu.hk/cht/ssc/
http://www.ln.edu.hk/cht/ssc/career/internships
http://www.ln.edu.hk/cht/ssc/career/asean
http://www.ln.edu.hk/cht/ssc/career/global
http://www.ln.edu.hk/cht/ssc/career/disney
http://www.ln.edu.hk/cht/ssc/career/disney
http://www.ln.edu.hk/cht/ssc/career/internships
http://www.ln.edu.hk/ch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6%BA%E5%8D%97%E5%A4%A7%E5%AD%B8_(%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6%BA%E5%8D%97%E5%A4%A7%E5%AD%B8_(%E9%A6%99%E6%B8%AF)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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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4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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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 Leonard K. CHENG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Lingnan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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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1 
INTER-INSTITUTIONAL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1. Preamble 

 

1.1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are 

willing to enter into and formally establish this “Inter-institutional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AC). 
 

1.2 The purpose of this IAC is to promote and exp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and friendship as well as stimulate and support 

educational, professional and intercultural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among 

students and staff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Soochow University and Lingnan 

University), and the respective communities which support these 

institutions.  Furthermore, this IAC sets forth and describes many of 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agreement,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on the basis of a regular review of activities, the document in both its 

general and specific content may be revised with the mutual cons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and Lingnan University. 
 

1.3 Identified general activity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and concern may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s 

 faculty/staff exchange programmes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mes 

 “visiting scholars/tutors” 

 cooperative/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cooperative degree programmes 

 short term training programmes/projects/service-learning programmes 

 cooperative and exchange lectures, conferences and seminars 

 

1.4 Both institutions realize that in general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of Lingnan University is 

English and/or Chinese,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s English 

and/or Chinese. 

 

1.5 The term “host” institution refers to the university a student or staff member plans to visit.  

The term “home” institution refers to the university where a student is a full-time, degree-

seeking student or, in the case of staff members, the university where the staff member is 

regularly employed. 

 

1.6 Both institutions understand that this IAC is not exclusive and each institution is permitted to 

enter into other such agreements with othe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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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erm and Termination of the IAC 

 

 The term of this IAC shall be five academic years (2017-2018 through 2021-

2022). Each academic year shall begin with the Fall Semester and shall 

consist of the Fall (First), Spring (Second), and the Summer Session if 

available.  The IAC may be renewed for additional periods by written 

agreement of the institutions,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or his/her delegate 

of each of them, prior to the end of the initial five year term (or any 

subsequent extension of the IAC).  During the initial five year term (and 

subsequent extensions, if any), the parties shall consult at least annually 

to discuss the programme, any problems that have arisen, and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ement.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IAC at any time (during 

the initial five year period or any extension period) by giving written 

notice,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or his/her delegate of the terminating 

party, prior to January 31 of any year, with the termination taking effect 

at the end of the Spring Semester or Summer Session of that year, as 

specified in the notice. 
 

 

3. Contact Person 

 

 Because of the desirability of implementing IAC activities in a systematic manner, Soochow 

University and Lingnan University will designate a contact person assigned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ordinating IAC activities in general terms.  For Soochow University, this 

will be th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enter.  For Lingnan University, this will be the 

Director, Office of Global Education. 

 

 

4. Scope of Cooperation 

 

While a wide range of projects may be identified within the IAC,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between students and staff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re likely to comprise most of them.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two items pertaining to students and staff are addressed as specific 

items regarding procedures.  Any other programmes will be addressed under separate written 

agreement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5. Student Exchange 

 

5.1 Each institution will accept full-time students from the other institution on an approximate 

one-for-one basis for undergraduate study during the academic year, and, where feasible, 

during any of the sessions of Summer School.  Acceptance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exchange 

does not constitute admission into any academic degree programme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5.2 The selection procedure by which reciprocal exchange students are nominated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me institution.  The candidates may be either 

undergraduate or graduate student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ust have 

completed at least two semesters of full-time study at the home institution 

prior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exchang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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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The numbers of exchange students to be sent by each institution each year will be decided 

upon by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Exchange students may study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one or two semesters, depending on their needs and on the policies of 

the home institution. 

 

Each institution shall try to exchange the same number of students each year.  If either 

institution is unable to designate the full quota of qualified students during any given academic 

year, this will not affect the other institution's ability to send its exchange students. If an 

exchange imbalance occurs (during the initial five year term of this agreement or during any 

extension period), the institution having hosted the larger number of students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tify any existing imbalance by sending the appropriate number of students to the other 

campus within two years after the academic year in which the imbalance occurs.  If the 

agreement is terminated by reason of a lack of interest during the initial five year term or 

during any extension period, the imbalance shall be remedied within two years after the 

academic year in which the imbalance occurs, as described above.  However, if the agreement 

is terminated for any other reason, the institutions shall address the exchange imbalance by 

mutual agreement. 

 

5.4 Each institution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quire candidates to complete the admission 

documents required by each institution. 

 

5.5 The host institution shall normally accept students selected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However, each institution reserves the right to accept or reject any candidate for admission to 

the institution on the basis of regular academic selection criteria and to accord such student 

status as may be appropriate at the time of admission.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of each student shall be provided to the other institution within 60 day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s 

application deadline. 

 

5.6 Student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must demonstrate that they are able to perform 

successfully in university-level coursework where English is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5.7 The acceptance of exchange is conditional on obtaining the necessary 

immigration and travel clearance.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endeavor to 

assist in obtaining the proper documents and will guide each student through 

the respective immigration and admission procedures.  However, im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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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  Any permissible 

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s student 

advisor, who will also offer guidance on the types of permissible employment 

to the extent that employment is permitted.  Any resulting income tax 

obligations wi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 
 

5.8 All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same academic and disciplinary regulations and 

class performance standards as pertain to regularly enrolled student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Exchange students will have the same privileges and enjoy the same access to campus 

facilities and amenities. 

 

5.9 Exchang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meet the minimum academic "good standing" requirement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s prior to acceptance for study.  Students who are accepted for a full 

academic year must continue to be in good standing upon completion of their first semester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ost institution's academic requirements for its 

regularly enrolled students.  If such has not been achieved, the host institution may ask the 

said student to return to his/her home institution. 

 

5.10 Selected students, within reasonable limits, will attempt to represen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and country to organizations, service clubs, schools, churches and other host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by making appropriate presentations to them. 

 

5.11 Exchange students remit their current tuition, other mandatory fees to their 

respective home institution.  They pay accommodation and any miscellaneous 

fees, if any,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5.12 On Lingnan University side,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housed in the host 

institution's residence halls (double occupancy). Any students pursuing 

alternative housing arrangements on their own (e.g. guest houses, 

family/home stays, or apartments) shall do so at their own risk and expense 

and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a refund of housing costs from the home or host 

institution; on Soochow University side, Soochow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agreement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5.13 The exchange student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transportation, living expenses (housing 

arrangements as stated in 5.12) and costs involved in travel to and from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This includes travel and personal expenses (including 

vacation periods and between semesters), passport and immigration expenses, excess luggage, 

luggage storage and independent travel. 

 

5.14 The exchange student is responsible for all personal expenses such as telephone calls, books, 

etc. 

 

5.15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carry adequate health and accident insurance and to 

provide proof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prior to arrival, that their insurance will cover the cost of 

medical and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during the period of exchange. 

 

5.16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the home institution with an adequate record of the 

participa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 transcript) within 2 months of the end of the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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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  Courses completed by students at either institution will be treated as equivalent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according to each institution’s policies.  Grading will be applied according 

to the system used by each host institution.  The conversion of grades from one system to 

the other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exchange student’s home institution.  It shall be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me institution to determine how many credit units the student may 

actually receive on courses taken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5.17 Violation of host country law by the exchange student may subject him/her to withdrawal of 

immigration and academic sponsorship and expulsion from the host country.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laws of the host country. 

 

5.18 Each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on-site orientation both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and to the larger community and will designate a contact person 

assigned to address exchange students' questions or concerns regarding 

cultural or related issues. For Soochow University, this will be th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enter. For Lingnan University, this will 

be the Director, Office of Global Education. 
 

 

6. Other Possible Contractual Agreements for International Study 

 

6.1 This typ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perience may be utilized when one of the institutions 

(because of anticipated large numbers of participants or highly specialized types of 

programme) contracts with the other institution for specific kinds of education experiences 

outside of the regular and scheduled curricular offerings. 

 

6.2 In general, the total cost per student as well as the total cost of the programme are identified.  

These costs will minimally include:  course materials and course costs, food and lodging.  

Transportation may or may not be included.  Since this exchange arrangement is handled 

through a contract method, and since one cannot anticipate the many kinds of programme 

variations that may be developed, further details are not presented in this document. 

 

 

7. Faculty/Staff Exchange 

 

7.1 The faculty/staff of an institution under the terms of the IAC may participate in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at the other institution. 

 

7.2 Such activities may include faculty exchange for instructional and/or 

research activities for short term or extended periods of time; conducting 

conferences, seminars and/or lecture series; providing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s consultants on special projects within the institutions; 

exchange short term for visits for observation purposes including 

exploration of further development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developing activities with the areas of business,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the community in which the institutions are located; and other activities as 

may be identified during the term of the IAC. 
 

7.3 In general, faculty exchange activities are also implemented through a 

request/review/approval process involving the two institutions. 



 

60 

 

 

 

 

 

 

 

 

 

Prof. Leonard K. CHENG 

President 

Lingnan University 

 Prof. Wei-Ta PAN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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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2 

湖南大學 

Hunan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综合 

二、成立時間：前身為西元 976 年成立之岳麓書院，1926 年定名為湖南大學。 

三、學生人數：35,000 餘人 

四、 教職員人數：4,000 餘人 

五、 校長：段獻忠 

六、 地址：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麓山南路麓山門 

七、 系所： 

馬克思主義學院 機械與運載工程學院 

經濟與貿易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金融與統計學院 電器與信息工程學院 

法學院 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 

教育科學研究院 建築學院 

體育學院 土木工程學院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化學化工學院 

外國語與國際教育學院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新聞傳播與影視藝術學院 生物學院 

嶽麓書院 工商管理學院 

數學與計量經濟學院 設計藝術學院 

物理與微電子科學學院 經濟與貿易學院 

八、 特色：湖南大學簡稱湖大，起源於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創建於公元 976 年的嶽麓書

院，1903 年改制為湖南高等學堂，1926 年正式定名湖南大學。享有「千年學府，百年

名校」之美譽，是直屬教育部的「211 工程」、「985 工程」重點建設高校。 

湖南大學設有國家工科(化學)基礎課教學基地和國家理科（化學）基礎課程教學基地、

全國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擁有 7 個國家級教學團隊、6 門雙語教學示範課程、6

個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3 個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 

湖南大學繼承和發揚「傳道濟民、愛國務實、經世致用、相容並蓄」的優良傳統，積澱

了以校訓「實事求是、敢為人先」、校風「博學、睿思、勤勉、致知」為核心的湖大精

神，形成了「基礎扎實、思維活躍、適應能力強、綜合素質高」的人才培養特色。 

九、 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7 中國大學排名榜第 30 名，大陸地區「985」、「211」工程高

校，為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之一，該校「化學」、「機械工程」入選「雙一流」建設學科名

單。 

十、 國際交流：湖南大學現已與美國、日本、韓國、及台灣東吳、成功、東海、銘傳、實

踐、文化、中原和元智等 45 所大專院校建立了校際合作和交流關係。 

十一、參考網站：湖南大學 http://www.h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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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3 

東吳大學與湖南大學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湖南大學本著「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協商，就兩校

學生交換事宜達成如下約定： 

一、合作形式： 

1.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年互派註冊在校之學士班以及碩、博士班學生（以下

稱「交換生」）到對方學校學習。 

2. 交換生以修讀雙方均已開設科目為原則。 

3. 交換生之名額，每學期以兩人為上限。但有特殊計畫，將另案討論，人數不在此限。 

4. 一學期之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從事研究或修課，不獲取學位。如僅從事訪問研究，不

修課、不使用接待學校之資源者，得經雙方同意另行安排，不佔交換生名額。 

5. 交換生課程學習可採用先於各自學校選擇課程，經對方同意後，至對方學校交換研

習。 

6. 雙方於交換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為對方交換生提供修讀課程成績證明。 

7. 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完成交換後，必須按交換計畫返回原屬學校，不得延長停留時間，

接待學校不受理為其辦理延長手續之要求。 

二、遴選方式： 

1. 雙方從各自學校就讀全日制學生中，根據學習成績、個性是否適合此項交換計畫等

情況，推薦至對方學校學習。 

2. 雙方各自保留審查對方推薦交換生研修之最後決定權。若有不獲對方接受之情況，

推薦方可再次補充推薦。 

三、輔導管理： 

1. 雙方學生管理部門負責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學習、生活期間管理工作。雙方交換生不

參與院校評鑑、評獎活動，其他管理辦法將參照各自學校管理規定執行。 

2. 雙方需安排交換生在大學宿舍住宿，以便雙方交換生進行各項交流活動。 

3. 雙方有關部門或單位儘量安排交換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行各項學術交流活動，關心

其生活起居，使交換計畫取得最大效果。 

4. 雙方選定交換生後，接待學校應給予來校就讀交換生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員

接機、安排住宿等，使交換生能儘快適應新環境。 

5. 交換生必須遵守本約定書以及雙方學校各項規定，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該生將中

止交換，即時返回原屬學校，有關該名額之遞補，兩校屆時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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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費用： 

1. 交換生在各自所屬學校繳交學雜費，雙方學校不再收取交換生研修費。 

2. 雙方派出學生必須由學生購買相關保險，在研修前提供保險證明影印本予接待學校。 

3. 交換生應自行負擔往返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書籍費、證件費、簽證費、保險

費及其他個人支出等。 

五、施行細則： 

1. 本約定書內容在雙方指定相應行政部門實施，並負責管理。 

2. 交換生必須遵守當地法律及對方學校之法規。 

3. 雙方按情況對辦理出入境手續需要的學生提供協助。交換生要自行負責取得相關入

境許可。學校方面會儘量配合，但不負責保證能給予入境許可等文件。如簽約中任

何一方學生因無法獲得入境許可而不能成行，則該年度學生交換名額，將展延至下

一年度；另一方學生交換將繼續進行。對於約定書期限內其他年度交換計畫，將繼

續執行。 

4. 交換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文件，並準時報告與返校。 

5. 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五年。約定書到期前六個月任何

一方不提出異議，本約定書將自動延長一次，有效期五年。如任何一方擬終止本約

定書，應在預定終止日期之前至少六個月，以書面形式提出終止約定書要求。在本

約定書終止之前開始或已經存在交換學習活動不受約定書終止影響。有關學生仍按

照原訂計畫完成在接待學校的學習。 

6. 本約定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 

7. 本約定書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兩份文本中對應表述的不同用語所含意義相同，

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東吳大學  副校長        湖南大學  副校長 

董保城    教授         譚蔚泓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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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换合作约定书 

湖南大学与东吴大学本着“平等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经双方协商，就两

校学生交换事宜达成如下约定： 

一、合作形式： 

1. 双方同意根据学生意愿，每学年互派注册在校本科生或研究院学生（以下称“交换

生”）到对方学校学习。 

2. 交换生以修读双方均已开设科目为原则。 

3. 交换生之名额，每学期以两人为上限。但有特殊计划，将另案讨论，人数不在此限。 

4. 一学期之交换生在接待学校从事研究或修课，不获取学位。如仅从事访问研究，不

修课、不使用接待学校之资源者，得经双方同意另行安排，不占交换生名额。 

5. 交换生课程学习可采用先于各自学校选择课程，经对方同意后，至对方学校交换研

习。 

6. 双方于交换结束后，接待学校应为对方交换生提供修读课程成绩单证明。 

7. 交换生在接待学校完成交换后，必须按交换计划返回原属学校，不得延长停留时间，

接待学校不受理为其办理延长手续之要求。 

二、选拔范围： 

1. 双方从各自学校就读全日制学生中，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此项交换计划等情

况，推荐至对方学校学习。 

2. 双方各自保留审查对方推荐交换生研修之最后决定权。若有不获对方接受之情况，推

荐方可再次补充推荐。 

三、学生管理： 

1. 双方学生管理部门负责交换生在接待学校学习、生活期间管理工作。双方交换生不

参与院校评价、评奖活动，其他管理办法将参照各自学校管理规定执行。 

2. 双方需安排交换生在大学宿舍住宿，以便双方交换生进行各项交流活动。 

3. 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尽量安排交换生与接待学校学生进行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关心

其生活起居，使交换计画取得最大效果。 

4. 双方选定交换生后，接待学校应给予来校就读交换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包括派员

接机、安排住宿等，使交换生能尽快适应新环境。 

5. 交换生必须遵守本约定书以及双方学校各项规定，如有违规情况严重者，该生将中

止交换，实时返回原属学校，有关该名额之递补，两校届时再议。 

 

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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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换生在各自所属学校缴交学杂费，双方学校不再收取交换生学杂费。 

2. 双方派出学生必须由学生购买相关保险，在研修前提供保险证明影印本予接待学校。 

3. 交换生应自行负担往返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书籍费、证件费、签证费、保险

费及其他个人支出等。 

五、组织实施： 

1. 本约定书内容在双方主管下指定两校相应行政职能部门实施，并归该单位管理。 

2. 交换生必须遵守当地法律及对方学校之法规。 

3. 双方按情况对办理出入境手续需要的学生提供协助。交换生要自行负责取得相关入

境许可。学校方面会尽量配合，但不负责保证能给予入境许可等文件。如签约中任

何一方学生因无法获得入境许可而不能成行，则该年度学生交换名额，将展延至下

一年度；另一方学生交换将继续进行。对于约定书期限内其他年度交换计画，将继

续执行。 

4. 交换生应于指定期限内，向双方学校缴交规定之必要档案，并准时报告与返校。 

5. 本约定书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五年。约定书到期前六个月任何

一方不提出异议，本约定书将自动延长一次，有效期五年。如任何一方拟终止本约

定书，应在预定终止日期之前至少六个月，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约定书要求。在本

约定书终止之前开始或已经存在交换学习活动不受约定书终止影响。有关学生仍按

照原订计划完成在接待学校的学习。 

6. 本约定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 

7. 本约定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文本中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同，

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湖南大学  副校长        东吴大学  副校长 

谭蔚泓    教授         董保城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回議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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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1 

「 東吳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規定 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各單位支出憑證之核銷，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定辦

理。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規定所稱支出憑證，係為證

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統一

發票或相關書據。 

未修正。 

第三條 

各教職工申請支付款項，應取

得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並

本遵法及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

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

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支出憑證係透過網路下載列

印者，應由經手人簽名。 

非屬採購案之支出款項，以匯

款、轉帳或簽發禁止背書轉讓票

據支付者，取得金融機構(含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儲匯處，以

下同)支付各受款人明細之簽收或

證明文件，該文件得作為支出憑

證。 

會計人員審核各項支付款項

之事項如下： 

一、 支付款項之經費來源應

足以支應。 

二、 業經權責單位簽（章）

及核決。 

三、 原始憑證應記明事項、

金額乘算及加總正確性。 

第三條 

各教職工申請支付款項，應取

得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並

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

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

實應負相關責任。 

以匯款方式支付非屬採購案

之支出款項者，得以匯款金融機

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中華郵政公司）之簽收或證

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 

一、 修正文字。 

二、 增列支付款項

申請人應依各項法規

辦理之責任及會計人

員審核支付憑證之內

容。 

三、 依實際需要，

增列網路交易下載憑

證之處理。 

四、 修正匯款方式

之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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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收據應由其受領人簽名，並記

明下列事項： 

一、受領事由。 

二、實收數額。 

三、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暨

所得人證號。受領人如為本校

教職工，得免記其地址及其統

一編號。 

四、開立日期。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

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

細註明，並簽章證明之。 

單位支付各類所得之收據，應

依所得稅法規定，註明所得類別、

所得人戶籍地址及居住境內狀

況、工作起訖時間及工作項目等

事項；收據得分類編製成清冊。 

前項資料記載如有不明，應通

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

詳細註明，並簽章證明之。 

申請支付各類所得款項除檢

附收據或清冊外，應另檢附支付

各類所得明細表辦理；各款項以

撥付所得人帳戶為原則，若申請

單位已代墊給付者，應於代墊給

付日後三日辦理經費核銷。 

如因支付各類所得資料錯誤

或未依規定期限內完成核銷，致

衍生裁罰之款項，由申請單位負

繳納責任。 

第四條 

各單位給付各類所得時，應檢

附個人收據或印領清冊，由受領

人親自簽名或蓋章，並編製支付

各類所得明細表，以辦理所得扣

繳申報事宜。收據及印領清冊應

記明下列事項： 

一、受領事由。 

二、實收數額。 

三、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戶籍地

址暨所得人證號。受領人如為

本校教職工，得免記其地址。 

四、受領日期。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

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

細註明，並簽章證明之。 

一、 修正文字內容。 

二、 增列個人所得收據

記明內容、撥款原

則、核銷期限及衍

生責任之歸屬。 

三、 受領日期改為開立

日期，以符合實際

狀況。 

第五條 

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 

第五條 

支付款項，以索取二聯式統一

發票為原則，並記明下列事項：  

一、文字修訂。 

二、 增列電子發票憑證

之處理，以符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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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營業人之名稱、地址及其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二、品名、廠牌、規格、數量、單

價及總額。 

三、開立統一發票日期。 

四、買受人為「東吳大學」。 

五、買受人地址為「台北市士林區

臨溪路七十號」或「台北市中

正區貴陽街一段五十六號」。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

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

細註明，並簽章證明之。第二款如

僅列品名代號者，應由經手人加

註品名、廠牌及規格，並簽章證

明。第二款如以其他相關清單佐

證者，得免逐項填記。 

本校為非營利事業單位，支付

款項，以索取二聯式統一發票為

原則，若取具三聯式之收銀機或

統一發票，應輸入本校扣繳單位

統一編號「二九九零二六零五」，

並將扣抵聯及收執聯一併附上。

取具二聯式收銀機之發票，若未

輸入本校統一編號者，應請營業

人加註「東吳大學」或統一編號

「二九九零二六零五」後，加蓋統

一發票專用章。 

一、營業人之名稱、地址及其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二、採購名稱、廠牌、規格、數量、

單價及總額。 

三、開立統一發票日期。 

四、買受人為「東吳大學」。 

五、買受人地址為「台北市士林區

臨溪路 70 號」或「台北市中

正區貴陽街一段 56號」。 

收銀機及電子發票，應輸入本

校扣繳單位統一編號「29902605」，

如有扣抵聯，應一併附上。收銀機

開立之發票，若未輸入本校統一

編號者，應請營業人加註「東吳大

學」或統一編號「29902605」後，

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電子發票

未輸入本校統一編號者，應作廢

重開。 

發票如記載不明，經通知補

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

註明，並簽章證明之。採購名稱、

廠牌、規格、數量、單價及總額如

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者，得免逐

項填記。 

際狀況。 



 

69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統一發票如採電子發票開立

者，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

定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行下載

列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均得作

為支出憑證。電子發票由營業人

提供者，如未列明營業人名稱，得

免予補正。電子發票未輸入本校

統一編號者，應作廢重開。 

第七條 

免用統一發票之收據，應記明

下列事項： 

一、商店免用統一發票編號、地

址及加蓋負責人私章（店章

內未載明者）。 

二、品名、廠牌、規格、數量、

單價及總額。 

三、買受人為「東吳大學」。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

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

細註明，並簽章證明之。第二款如

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者，得免逐

項填記。 

第六條 

支付款項取得之免用統一發

票之收據，應記明下列事項： 

一、商店免用統一發票編號、地址

及加蓋負責人私章（店章內未

載明者）。 

二、採購名稱、廠牌、規格、數量、

單價及總額。 

三、買受人為「東吳大學」。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

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

細註明，並簽章證明之。 

一、文字修正。 

二、參照政府支出審核

準則，商店之店章

已有負責人姓名

者，得免另蓋負責

人私章。 

(刪除) 

 

第七條 

支付款項，索取非屬本規定之

第四條及第六條之收據，如：公用

事業、郵電事業及非營業人等收

據，應記明下列事項：  

一、立據人之名稱、地址。 

二、採購名稱、廠牌、規格、數量、

單價及總額。 

三、開立日期。 

四、買受人為「東吳大學」。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經通知

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

一、刪除。 

二、依實際狀況，分別

納入統一發票及收

據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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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細註明，並簽章證明之。第二款如

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者，得免逐

項填記。 

第七條 

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

用途者，應檢附與原本相符之影

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由經

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

並簽章。 

支出憑證及前項應檢附之影

本或文件，如因特殊情形不能取

得者，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

單(格式一)，書明不能取得原因，

據以請款。 

第八條 

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

用途者，應檢附與原本相符之影

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由經

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

並簽章。 

支出憑證及前項應檢附之影

本或文件，如因特殊情形不能取

得者，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

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據以請

款。 

一、條次變更。 

二、增列支出證明單之

格式。 

第八條 

各項支付憑證，應由下列人員

審核並簽章： 

一、 事項之單位主管(或其授

權代簽人)及經手人。 

二、主辦會計人員或其授權代

簽人。 

三、校長或其授權代簽人。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人員，除

依法送委託補助機關審核外，已

在傳票上為負責之表示者，憑證

上得免簽章。 

支出憑證黏貼於憑證黏存單

時，已在憑證黏存單上簽核者，憑

證上得免簽章。 

第九條 

各項支付憑證，應由下列人員

審核並簽章： 

一、單位主管及經手人。 

二、主辦會計人員或其授權代簽

人。 

三、校長或其授權代簽人。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人員，除

依法送委託補助機關審核外，已

在傳票上為負責之表示者，憑證

上得免簽章。 

支出憑證黏貼於憑證黏存單

時，已在憑證黏存單上簽核者，憑

證上得免簽章。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以符合實

際狀況。 

 

第九條 

支付教職工薪資、獎金及其他

給與等支出，應按給付類別編製

各類清冊，分別填明受領人之職

稱、等級、姓名、應領金額等，由

第十條 

支付教職工薪資、獎金及其他

給與等支出，應按給付類別編製

薪資清冊，分別填明受領人之職

稱、等級、姓名、應領金額等，由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訂，以符合

實際狀況。 

三、臨時雇工之收據規

範改納入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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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受領人或代理人簽名；其由金融

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代領存入各

該教職工存款戶者，應由金融機

構提供各受款人支付明細之簽收

或證明。 

教職工有新進、晉級、減俸、

月中離職或其他情事者，應在備

考欄註明或提供相關文件證明。 

各類清冊應於最後結記總數，

再由人事主任、會計主任及校長

或其授權代簽人於彙總頁分別簽

章。 

受領人或代理人簽名；其由金融

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代領存入各

該教職工存款戶者，應由金融機

構或中華郵政公司簽收。 

員工有新進、晉級、減俸、月

中離職或其他情事者，應提供相

關文件證明。臨時雇工之收據，應

書明受雇人之姓名、戶籍地址、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實際工作起

訖時間及工作項目；其他相關憑

證已記載者，得免逐項書明。 

薪資清冊應於最後結記總數，

再由人事主任、會計主任及校長

或其授權代簽人於彙總頁分別簽

章。 

 

第十條 

採購案於經費結報核銷時，應

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驗收證明

文件及其他足資證明之相關文

件；訂有契約者，應檢附契約副本

或抄本。 

無前項驗收證明文件時，應由

驗收人員於收據或統一發票上簽

章證明。 

採購案相關文件因紙張無法

久存者，應另行影印並檢附之。 

第十一條 

採購案於核銷時，應檢附收據

或統一發票、驗收證明文件及其

他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訂有契

約者，應檢附契約副本或抄本。如

無前項驗收證明文件時，應由驗

收人員於收據或統一發票上簽章

證明。 

採購案相關文件因紙張無法

久存者，應另行影印並檢附之。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文字及條例。 

 

第十一條 

本校教職工生申請交通費

之報支，機票部分，應檢附下列單

據：  

一、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二、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

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

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

付票款之文件。 

 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支

出標準及內部審核作業

手冊，新增本校教職工

生及外賓交通費之支出

憑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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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 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

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

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

證明。 

前項以外交通費之報支，

除本國境內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

要點規定辦理外，應檢附原始單

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邀請校外人士支給之往返

交通費，若搭乘飛機往返之事實

明確，但無法取得登機證者，本誠

信原則，改以受領人親自簽章之

收據核實列支。 

第十一條 

數計畫或補助單位與本校

共同分攤之支付款項，其支出憑

證不能分割者，應加具支出分攤

表(格式二)。 

第十二條 

數計畫或補助單位與本校

共同分攤之支付款項，其支出憑

證不能分割者，應加具支出分攤

表。 

增列支出分攤表之格

式。 

第十三條 

支出憑證依規定正本須送

校外機關或單位存查者，應檢附

支出憑證之影本報核，並於影本

上加註其正本送存之機關或單

位。 

第十三條 

支出憑證依規定正本須送

校外機關或單位存查者，可檢附

支出憑證之影本報核，但應於支

出憑證之影本加註其正本送存機

關或單位。 

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本校教職工因債務經由債

權人訴經法院裁定，命令強制執

行，經通知在其應領薪津項下扣

付給債權人者，應取得債權人出

具之收據，並註明該強制執行命

令文號。如透過金融機構扣付者，

得以金融機構支付各受款人明細

之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

證，免取得收據。 

第十四條 

本校教職工因債務經由債

權人訴經法院裁定，命令強制執

行，經通知在其應領薪津項下扣

付給債權人者，應取得債權人出

具之收據，並註明該強制執行命

令文號。如以匯款方式扣付給債

權人委託代收之金融機構、中華

郵政公司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

（構）者，得以匯款金融機構、中

華郵政公司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

（構）之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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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出憑證，免另開收據。 

 第十五條 

支出憑證之總數應用大寫

數字書寫，但採用機器作業及國

外憑證無法用大寫數字表示者，

不在此限。 

支出憑證之總數書寫錯誤，應

由原出具者劃線註銷更正，並於

更正處簽章證明。但統一發票書

寫錯誤者，應依統一發票使用辦

法規定另行開立。 

未修正。 

 第十六條 

支出憑證列有其他貨幣數額

者，應註明折合率，除有特殊情形

者外，應附兌換水單，或檢附以事

項發生日（如逢假日往前順推）之

臺灣銀行賣出即期外幣參考匯價

或其他匯率證明。 

未修正。 

 

 第十七條 

非本國文支出憑證，應由經手

人擇要譯註本國文。 

未修正。 

第十八條 

國外或大陸地區、香港、澳門

出具之支出憑證，如有不能完

全符合本項規定者，得依其慣

例提出相關憑證，並由申請人

或經手人加註說明，並簽章。 

 

第十八條 

國外出具之支出憑證，如有不

能完全符合本項規定者，得依

其慣例提出相關憑證，並由申

請人或經手人加註說明，並簽

章。 

向國外採購於網路完成交易，

若無法取得前項國外出具之

支出憑證，而獲有記載事項足

資證明支付事實之電子憑證

者，可由經手人列印該電子憑

證並簽章，作為報支之憑證。 

一、文字修正。 

二、新增第 19 條以網路

交易之支出憑證。 

 

第十九條  新增條次，以符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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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透過網路完成交易，須取得

統一發票者，應依第六條規

定辦理，若無法取得統一發

票者，得以獲有記載事項足

資證明支付事實之電子憑

證者，由經手人簽章，作為

報支之憑證。 

所需。 

第二十條 

支出憑證除本規定外，為應

相關單位審核或稽核需要，得通

知各單位檢送其他關係文件。 

第十九條 

支出憑證除本規定外，為應相

關單位審核或稽核需要，得通

知各單位檢送其他關係文件。 

條次變更。 

第二十一條 

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發佈施行，修訂時

亦同。 

第二十條 

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發佈施行，修訂時

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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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吳 大 學 

支 出 證 明 單 
年    月     日 

姓名或名稱 單   價 數   量 總   價 用   途 

         

合計            元 

不能取得 

單據原因 
 

經手人(簽章) 證明人 主管 

  

  

說明： 

學校支付款項，如因特殊情形無法取得領款人之收據或證明，得由經手人填具本證明單，並經有關人員證明屬
實，陳單位主管簽核後，作為原始憑證之用。 
  

格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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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支出分攤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預算或經費細目  
預算系

統案號 
 

憑證

號碼 
 金額          元 

承辦人  
單位 

主管 
 

會計

主任 
 校長  

所屬年度月份（期間）：          年度          月份 

分攤機關(計畫)名稱 分攤基準 分攤金額 說             明 

   （1）支出憑證由本校另行保存或送審

者，應加具本分攤表。 

（2）原始憑證   張，粘附於附件(支出

憑證黏存單)。 

（3）檢附憑證影本   份，原始憑證粘附

於                           計

畫憑證冊。 

（4）檢附憑證影本   份，原始憑證粘附

於   年   月   日第          號

傳票。 

   

   

   

   

   

   

合    計   

 

製表人：  
 
 

回議程首頁 

  

本分攤表代替憑證黏存單使用 
第   /   頁 

格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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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規定 

 
民國 89 年 08 月 01 日訂定 

民國 92 年 05 月 25 日修訂 

民國 103 年 07 月 21 日修訂 

 

第 一 條  本校各單位支出憑證之核銷，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本規定所稱支出憑證，係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

據。 

第 三 條  各教職工申請支付款項，應取得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並本誠信原則

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以匯款方式支付非屬採購案之支出款項者，得以匯款金融機構、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華郵政公司）之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 

第 四 條  各單位給付各類所得時，應檢附個人收據或印領清冊，由受領人親自簽名或

蓋章，並編製支付各類所得明細表，以辦理所得扣繳申報事宜。收據及印領

清冊應記明下列事項： 

一、受領事由。 

二、實收數額。 

三、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戶籍地址暨所得人證號。受領人如為本校教職工，

得免記其地址。 

四、受領日期。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

簽章證明之。 

第 五 條  支付款項，以索取二聯式統一發票為原則，並記明下列事項： 

一、營業人之名稱、地址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二、採購名稱、廠牌、規格、數量、單價及總額。 

三、開立統一發票日期。 

四、買受人為「東吳大學」。 

五、買受人地址為「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號」或「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

段 56號」。 

收銀機及電子發票，應輸入本校扣繳單位統一編號「29902605」，如有扣抵

聯，應一併附上。收銀機開立之發票，若未輸入本校統一編號者，應請營業

人加註「東吳大學」或統一編號「29902605」後，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電子

發票未輸入本校統一編號者，應作廢重開。 

發票如記載不明，經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章

證明之。採購名稱、廠牌、規格、數量、單價及總額如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

者，得免逐項填記。 

第 六 條  支付款項取得之免用統一發票之收據，應記明下列事項： 

一、商店免用統一發票編號、地址及加蓋負責人私章。 

二、採購名稱、廠牌、規格、數量、單價及總額。 

三、買受人為「東吳大學」。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

簽章證明之。 

第 七 條  支付款項，索取非屬本規定之第四條及第六條之收據，如：公用事業、郵電



 

78 

 

事業及非營業人等收據，應記明下列事項：  

一、立據人之名稱、地址。 

二、採購名稱、廠牌、規格、數量、單價及總額。 

三、開立日期。 

四、買受人為「東吳大學」。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經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

簽章證明之。第二款如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者，得免逐項填記。 

第 八 條  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應檢附與原本相符之影本，或其他可資

證明之文件，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並簽章。 

支出憑證及前項應檢附之影本或文件，如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應由經手

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據以請款。 

第 九 條  各項支付憑證，應由下列人員審核並簽章： 

一、單位主管及經手人。 

二、主辦會計人員或其授權代簽人。 

三、校長或其授權代簽人。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人員，除依法送委託補助機關審核外，已在傳票上為負

責之表示者，憑證上得免簽章。 

支出憑證黏貼於憑證黏存單時，已在憑證黏存單上簽核者，憑證上得免簽章。 

第 十 條  支付教職工薪資、獎金及其他給與等支出，應按給付類別編製薪資清冊，分

別填明受領人之職稱、等級、姓名、應領金額等，由受領人或代理人簽名；

其由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代領存入各該教職工存款戶者，應由金融機構

或中華郵政公司簽收。 

員工有新進、晉級、減俸、月中離職或其他情事者，應提供相關文件證明。

臨時雇工之收據，應書明受雇人之姓名、戶籍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

實際工作起訖時間及工作項目；其他相關憑證已記載者，得免逐項書明。 

薪資清冊應於最後結記總數，再由人事主任、會計主任及校長或其授權代簽

人於彙總頁分別簽章。 

第 十一 條  採購案於核銷時，應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驗收證明文件及其他足資證明之

相關文件；訂有契約者，應檢附契約副本或抄本。如無前項驗收證明文件時，

應由驗收人員於收據或統一發票上簽章證明。 

採購案相關文件因紙張無法久存者，應另行影印並檢附之。 

第 十二 條  數計畫或補助單位與本校共同分攤之支付款項，其支出憑證不能分割者，應

加具支出分攤表。 

第 十三 條  支出憑證依規定正本須送校外機關或單位存查者，可檢附支出憑證之影本報

核，但應於支出憑證之影本加註其正本送存機關或單位。 

第 十四 條  本校教職工因債務經由債權人訴經法院裁定，命令強制執行，經通知在其應

領薪津項下扣付給債權人者，應取得債權人出具之收據，並註明該強制執行

命令文號。如以匯款方式扣付給債權人委託代收之金融機構、中華郵政公司

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者，得以匯款金融機構、中華郵政公司或政府公

款支付機關（構）之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免另開收據。 

第 十五 條  支出憑證之總數應用大寫數字書寫，但採用機器作業及國外憑證無法用大寫

數字表示者，不在此限。 

支出憑證之總數書寫錯誤，應由原出具者劃線註銷更正，並於更正處簽章證

明。但統一發票書寫錯誤者，應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規定另行開立。 

第 十六 條  支出憑證列有其他貨幣數額者，應註明折合率，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附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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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水單，或檢附以事項發生日（如逢假日往前順推）之臺灣銀行賣出即期外

幣參考匯價或其他匯率證明。 

第 十七 條  非本國文支出憑證，應由經手人擇要譯註本國文。 

第 十八 條  國外出具之支出憑證，如有不能完全符合本項規定者，得依其慣例提出相關

憑證，並由申請人或經手人加註說明，並簽章。 

向國外採購於網路完成交易，若無法取得前項國外出具之支出憑證，而獲有

記載事項足資證明支付事實之電子憑證者，可由經手人列印該電子憑證並簽

章，作為報支之憑證。 

第 十九 條  支出憑證除本規定外，為應相關單位審核或稽核需要，得通知各單位檢送其

他關係文件。 

第 二十 條  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佈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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