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9 次(107 年 5 月 21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7 年 6 月 4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20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7 年 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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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保城副校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
詹乾隆教務長(招生組陳雅蓉組長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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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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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怡組長代)、圖書館林聰敏館長、
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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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盧令北主任、哲學系王志輝主任、政治系陳立剛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賴光真主任、日文系蘇克保主任、語言教學中心呂信主任、物理系任慶運主任、
企管系劉美纓主任、資管系何煒華主任、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
請假：外語學院林茂松院長、商學院傅祖壇院長、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
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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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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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項，執行情形詳如附件。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蕭宏宜學務長報告：
士林捷運站學生接駁專車自 5 月 21 日起由 557 路線公車取代，如此不僅可使用雙北
公共運輸定期票，尖峰時段 4~6 分鐘即發車，使師生通勤更加便捷。經初步觀察，總
班次與原來 557 與專車並行的模式相較之下，增加約 80 班次。
阮金祥總務長：
城中五大樓停車場目前關閉整修中，主因為 B4 連續壁問題，導致泥沙、水滲漏至 B4。
現已委託專業機構從今日起進行第一階段工程：在停車場入口處開始鑽孔，以快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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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灌漿，以遏止連續壁泥水滲漏。第二階段將另鑽 3 孔，對連續壁外側、停車場入口
前路面下方進行灌漿，預計 2 週完工。由於完成灌漿後仍需持續觀察後續情況，機具
需放置原地 1 週，故未來 3 週停車場仍須關閉，請各位師長改停國防部停車場。第三
階段需進行 5 週的連續壁補強，屆時仍須輪流封閉 B4、B3 數個車位，本次意外十分
緊急、突然，造成各位師長同仁與同學的不便還請海涵。


校長指示：請學系協助向師生說明，請學務處協助向學生社團說明，共體時艱，
忍耐施工期間的不便與打擾。

王志傑研發長：
科技部整合原「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及「科技部補助大專校
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訂定「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日前來
函請各校配合整併相關辦法。研發處將於 5 月 29 日學術研究委員會討論後，提送 6
月 4 日行政會議討論整併。7 月 6 日前，檢附申請書及本校之獎勵辦法，函送科技部，
預計於 107 年 8~9 月公告受理申請。
科技部 5 月 11 日於系統公布本校可申請研究獎勵之額度為 261 萬 9,941 元，獎勵人
數上限為 40 人(最終獎勵金額及人數上限須待科技部核定)。
「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重點提要：
(一) 獎勵對象為本校教學研究人員(含專案教師)，且於補助起始日前 1 年內曾執行科
技部補助研究計畫(須擔任科技部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整合型研究計畫總主
持人)。
(二) 科技部核定之獎勵人數上限為本校前 1 年度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之計畫主
持人總人數 40%。
(三) 本校得申請研究獎勵之金額，以本校前 1 年度獲科技部補助研究性質類研究計
畫之業務費、前 1 年度執行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之廠商配合款與先期技轉
金總額及獲科技部補助國際合作類研究計畫之業務費為基準，並分別採一定比
例方式計算之總額為上限。
胡凱傑學術交流長：
一、校長有約水岸鐵馬行由校長領騎、總務長陪騎，與學務處多位教官協力下，已於
5 月 19 日圓滿完成，本次活動共有 110 位境外生、50 位志工共同參與。
二、由於高教深耕計畫排除赴陸、陸生、邀請大陸學者，為強化本校學術交流能量，
自 107 學年起，以校內經費來源編列相關預算，可部份補助陸生交換、短期研修、
海外教學、競賽使用。
王淑芳社會資源長：
一、 創創基地開幕啟用儀式已於 5 月 11 日圓滿舉行，感謝各位師長共襄盛舉。創創
基地目前由企管系樊學良老師擔任執行長，將於 8 月與商學院共同舉辦兩岸四
地創新創業競賽。
二、 暑期實習學分課程將於 5 月 22、24 日在兩校區分別舉辦課程說明會，歡迎各學
系鼓勵未能對應學系實習學分課程者選修，由生涯發中心協助輔導與實習機構
三方簽約，使其可獲經費補助。尤其弱勢學生部分的生活經費、獎學金皆可由
高教深耕計畫予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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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畢業 1、3、5 年畢業生追蹤調查將再次啟動，感謝各學系在去年鼎力相助，獲
得極高回收率，提供具參考價值之分析成果。今年特別與德育中心合作，請各
學系協助推荐合適的弱勢學生擔任電訪員，由生涯發展中心統一培訓。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本學期最後 1 次校教評會召開日期為 6 月 13 日，請各學院、系把握提案時間。
圖書館林聰敏館長：
動漫畫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於 5 月 26 日(六)在普仁堂盛大舉行，島耕作系列漫畫
名師弘兼憲史先生將於 5 月 25 日(五)蒞校進行媒體聯訪、演講，目前報名人數已逾
400 人，當天演講將於戴氏基金會議室進行同步轉播。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本校與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波莫納分校及法國圖盧茲商學院簽訂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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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3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7.04.19)。
二、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波莫納分校為當地歷史悠久的公立理工名校，該校代表
透過 2018 亞洲教育者年會與本校代表會面，並表達合作意願；是以本次提
請簽訂校級總約，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1-2。
三、法國圖盧茲商學院為法國名列前茅之商學院，擁有 EQUIS、AMBA 與
AACSB 三項權威國際商學院認證；該校代表透過 2018 亞洲教育者年會與
本校代表會面，提出建立協議與合作交換學生項目，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
請詳附件 3-5。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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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請討論「東吳大學採購文件結
通過。
報存管作業細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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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學生兼任助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 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要點」修正案。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內部稽核委
通過。
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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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教師職員宿
舍分配管理辦法」第 12 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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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請討論「東吳大學組織規程」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修正案。
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六

請討論 106 學年度「東吳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第 2 次修訂提 通過，續送董事會核備。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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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提送董事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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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執行情形彙整表
107.05.16
編
號

決議(定)事項


一

承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東吳＊天下」合作案。

巨資學院

【106 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 、推廣部
校長口頭指示】

1. 巨資學院授課教師於 5 月
10 日拍攝課程相關宣傳
品。
2. 巨資學院及推廣部合作
草擬與天下之協議書，並
於 5 月 17 日討論合約事
宜。

擬予
繼續
管制

3. 推廣部已草擬本校與天
下雜誌合作協議書，將於
近日上簽文並會辦相關
單位，陳請校長核示。
二

已於 3 月 15 日分別與法律
系、會計系進行討論後，針
對其中 19 項影響教學教務
問題提出分析報告。

大陸日前公布 31 條惠台措施， 教務處
對於法律、會計、社工等科目專
業證照取得方式均有改變，請教
務長召集小組討論對本校學生
可能造成的影響及因應。

並將於近日敬邀本校相關單
位就廈門通過之惠台措施及
53 項專業技能職業資格考
試與 81 項技能人員資格考
試進行討論。

【106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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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予
繼續
管制

報告事項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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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1

加州州立大學波莫納分校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
(Cal Poly Pomona)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38
三． 學生人數：25,326 人
四． 教職員數：2,440 人
五． 規

模：

加州州立大學波莫納分校是加州州立大學系統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ystem)中歷史悠久的名校，是四年制的綜合性公立大學。前身為職業高等
學校，當時校名為加州理工學校，期間歷經數次更名，直至 1972 年更名為
現在的校名。該校也是全美少數理工大學之一，以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方式，
增進學生全方位的知識與技能。該校共有 8 個學院及 1 所推廣大學(College
of the Extended University).該校共有 48 個科系，研究所共 29 個專業。學院
列表如下：
Colleges
1.
2.
3.
4.
5.
6.
7.
8.
9.

Don B. Huntley College of Agriculture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of Education & Integrative Studies
College of Engineering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College of the Extended University
The Collins College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College of Letters, Arts &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Science

六． 排名與強項：
1. 該校為當地歷史悠久的公立理工名校，其中以商業學、工程學、建築學
等學科最為著名。
2.

USNEWS 美國西部大學大學排名 31 名

3.

USNEWS 美國西部國立大學排名 4 名

七． 參考網站：
1. 波莫納加州州立理工大學官網 http://www.cpp.edu
2. 維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lifornia_State_Polytechnic_University,_Pom
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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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SNEWS 美國大學排名
https://www.usnews.com/best-colleges/cal-poly-pomona-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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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2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 (Cal Poly Pomona) and
Soochow University both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global awareness and
competency in the world today. They also recognize that universities operate in
a global environment, and that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and perspectives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a steadily increasing number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Similarly, global understanding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life
that prepares students for the global workforce as well as to become informed
citizens in their respective communities, nations and in the world.
In this spirit, Cal Poly Pomona and Soochow University agree to cooperate in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collaboration in development of
specific programs and educational initiative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faculty and
administrators. This MOU constitutes a basis for a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entities.
Cal Poly Pomona and Soochow University look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expand their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and to promote the objectives set
forth in this MOU, which is valid for five years. While this MOU does not
impose any commitments binding on the parties, the parties enter into this
agreement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common interests and as a token of their
goodwill.

For Cal Poly Pomon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or Soochow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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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oraya M. Coley, President

Dr. Wei Ta Pan, Presid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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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3

法國圖盧茲商學院
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簡介
一．屬

性：國立商學院

二．成立時間：1903
三．學生人數：約 6,000 人
四．教職員數：約 1,417 人
五．規
模：
該校現有五個校區，分別是法國圖盧茲（分有兩小校區）、法國巴黎、英國
倫敦、西班牙巴塞羅那以及摩洛哥卡薩布蘭卡。該校具有從學士到碩士廣泛
的大學部和研究生核心課程，以法語、英語或西班牙語授課的課程，涵蓋商
業、管理、財務、市場行銷和航太管理開放，而該校亦設計英語課程，提供
全 球 交 換 學 生 至 該 校 修 讀 大 學 部 與 碩 士 班 之 管 理 課 程 (Bachelor in
Management and Master in Management programs)
法國圖盧茲作為法國西南中心文化和工業重鎮，為這一區域提供了大量的就
業機會。圖盧茲同時也以歐洲宇航中心以及法國生命科學工業中心的稱號而
聞名於世。歐洲宇航防務集團，空中客車等世界頂尖的企業均將全球總部設
立在這座美麗而古老的玫瑰之城。
六．排名與強項：
1.

一所法國老牌的名校，是法國排名前十位的精英商學院，碩士課程在歐
洲排名第十六位，擁有三項權威國際商學院教育體系認證，分別是
EQUIS(歐洲質量改善系統認證)、AMBA(工商管理碩士協會認證)及
AACSB(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認證)。

2.

2017 Financial Times 歐洲商學院排名，第51名

七．國際交流現況：
該校與世界各國約 180 所學校有學術交流合作，其中包含有 22 個雙聯學制
合作學校，目前尚無台灣合作協議校。該校透過 2018 亞洲教育者年會，與
我校代表會面並表達與我校建立協議之意願，合作交換學生等項目。
八．參考網站：
1.

官方網站 http://www.tbs-education.fr/en

2.

Financial Times 排名
http://rankings.ft.com/businessschoolrankings/esc-toul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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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合作學校官網資料
http://www.tbs-education.fr/en/programs/bachelor-program/internationalopportunities/bachelor-partner-universities

回議程首頁

12

第一案附件 4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FRANCE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Toulouse, France),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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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activity mentioned above shall be separately
determined upon consultation between both institutions. Nothing shall
diminish the full autonomy of either institution, nor shall any constraints
be imposed by either upon the o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agreement. It is
implicit then that each and every activity undertaken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at each institution and shall
fall with ea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and fiscal constraints.

3.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periods equal to the
initial term. It may be amended with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t any time, and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with a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six months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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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François BONVALET

President

Dean & General Di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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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5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France,”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Toul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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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l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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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degree students, at 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Article 6
At the end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the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o semester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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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rançois BONVALET

President

Dean & General Di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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