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0 次(107 年 6 月 4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7 年 6 月 25 日，經 106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7 年 6 月 4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10 分
地點：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席︰趙維良副校長(巨量資料管理學院院長)
出席︰董保城副校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詹乾隆教務長(註冊課務組陳秀珍組長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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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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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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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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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系陳立剛主任、社會系石計生主任、
社會工作系萬心蕊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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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系徐儷瑜主任、
經濟系陶宏麟主任、會計系李坤璋主任、商學進修學士班柯瓊鳳主任、
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
請假：潘維大校長、蕭宏宜學務長、秘書室王淑芳主任秘書(社會資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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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次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業經本室
箋請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經彙整完峻（如附件）。
（二）本次檢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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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組陳雅蓉組長代)：
6 月 19 日邀請 4 位高中輔導老師與本校學術單位負責招生同仁、種子教師座談，分
享高中對大學招生宣導之需求。本活動可登錄 2 小時教育訓練時數，請各單位踴躍參
加。
阮金祥總務長：
一、總務處於 6 月 5 日(二)上午 10 時在城中校區 5117 會議室、6 月 8 日(五)在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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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 G101 分別舉辦暑期工程說明會，目前確知至少將進行 17 項工程，請各單
位踴躍派員參加。
二、城中校區五大樓停車場連續壁補強進度：目前仍進行第一階段灌漿工程，預計於
6 月 6 日完成，再進行透地雷達掃描，預計 6 月 11 日恢復停車場使用。感謝各
位師長在施工期間的包容與諒解。
胡凱傑學術交流長：
高教深耕計畫已陸續收到各單位之申請，經國際處彙整，其中「邀請國外菁英學者(不
含港、澳、陸籍)短期學術交流補助」仍有經費可供申請，歡迎持續提出。
理學院汪曼穎院長：
理學院第 3 屆創意競賽將於 6 月 6 日舉辦壁報展(9 時開始，戴氏基金會會議室)及頒
獎典禮(11 時開始，普仁堂)，物理系將展示許多創意教材，現場並設有一台 Zenbo 機
器人與現場來賓互動，歡迎各位師長蒞臨參觀。
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商學院 50 周年院慶系列活動已於 6 月 2 日圓滿落幕，感謝各位師長給予的支持與祝
福。
華語教學中心董保城主任：
本中心近日迎來 30 位來自美國堡壘軍校的學生，進行 2 週半客製化華語課程學習。
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
6 月 11 日~29 日，自辦社交工程演練，對象為全校專兼任行政同仁，通知信已經發
出，還請留意。
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
6 月 9 日(六)舉辦教職員工羽球聯誼賽，敬邀各位師長踴躍出席。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教育部 106 年 12 月 27 日來函表示，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及教師待遇條例
等相關規定，學校應協助教師排課，教師如因基本授課時數不足，學校仍
應依教師待遇條例規定，不得調減本薪或學術加給。
二、 查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第 5 條：
「……專任教師未能依前
各條規定授足基本鐘點數時，應併計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國際商
管學程之授課時數。併計後仍未達基本鐘點數者，應自教師當學年之 7 月
份薪資中扣除不足時數之鐘點費……」此規定與教育部函釋不符，建議
修正條文。
三、 檢附東吳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原條文如附件 2 及教育部 106
年 12 月 27 日函文如附件 3，敬請討論。
決議：擬修正條文第 5 條第 3 項刪除，其餘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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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請假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依本校專任教師請假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產假係依各妊娠狀
況給予產假日數，其主要目的係給予產婦適當之休養日數，如排除計算
本校另行放假日(如學術交流週或寒暑假)，而延長其產假日數，似與原意
不合。故建議修正產假日數之計算方式。
二、 檢附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請假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東吳大學專任
教師請假辦法原辦法如附件 2、教育部教師請假規則如附件 3，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三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王志傑研發長
說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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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本處配合整併「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
獎勵辦法」及「東吳大學延攬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
二、 本案經 106 學年度學術研究委員會第 5 次(107 年 5 月 29 日)會議討論建
議修正。
三、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獎勵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並於獎勵起始日前一年內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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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
見擬修正條文第 2 條)
(二) 因應科技部核定之獎勵人數上限為本校前一年度執行科技部研究計
畫之計畫主持人總人數 40%，故增訂獎勵之名銜，於科技部核定人
數內之教師，獲獎名銜前冠名「科技部」
，超出科技部核定人數外之
教師，獲獎名銜前冠名「東吳大學」
；申請條件及獎勵金額相同。(請
詳見擬修正條文第 3 條)
(三) 為鼓勵年輕教師，並保障不同職涯階段投入研究，副教授(含)以下職
級之獎勵人數至少須占總獎勵人數之 30%。(請詳見擬修正條文第 3
條)
(四) 有關延攬新聘教師，於本校新聘任 3 年內且申請時為科技部個別型
研究計畫主持人或整合型研究計畫總主持人，依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獎勵金分別為每月最低新臺幣 8 萬元、6 萬元、3 萬元，並
依職級及獎勵金額分別訂定申請條件。(請詳見擬修正條文第 5 條)
四、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辦法(附件 3、4)，敬請討論。
五、 本辦法修正通過並發布施行後，「東吳大學延攬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
(附件 5)即行廢止。
3

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本校與國際組織(UMAP)及國際六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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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7.05.17)。
二、 亞太大學交流會（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UMAP）創立
於 1993 年，本校自 2004 年起成為該組織會員校，並合作短期學生交流
相關營隊多年。因該國際組織協議版本更新，故提請重新簽署新版協議。
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1-2。
三、 義大利錫耶納大學自 2016 年來訪本校後，持續與本校保持密切聯繫，並
於近期提請與本校建立協議校關係，並欲與本校商學院合作交換學生計
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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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商
學院合作項目持續洽談中，並預訂於近期另訂協議。
四、 法國達文西大學主動來信表示該校致力於國際化，校內設有多組英語授
課課程。本次欲提請與本校建立協議校關係與交換學生合作，學校簡介
及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5-7。
五、 菲律賓德拉薩大學為菲律賓境內名列前茅的綜合型基督教大學，與本校
過往曾有學術交流歷史。透過該校來訪，表達與本校合作意願，是以本次
提請建立協議校關係與交換學生合作，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810。
六、 日本多摩大學於近期透過代表來訪，表達合作意願。該校特別重視學生
英語能力，並且致力推動與當地各項產學合作與實習機會。因應東京奧
運，該校亦有許多與日本政府合作提供學生相關實習機會，並歡迎我校
學生至該校共同參與各項活動。是以本次提請建立協議校關係與交換學
生合作，且由對方提供草擬約文（中英雙語）
，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請詳
附件 11-13。
七、 荷蘭蒂爾堡大學與德國路德維希港應用科學大學，皆透過 2018 亞洲教育
者年會與本校代表會面後表達高度合作意願，故提請建立協議與合作交
換學生項目。兩校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14-16 及 17-19。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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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一

決議

請討論「本校與美國加州州立
大學波莫納分校及法國圖盧
通過。
茲商學院簽訂校級學術交流
協議」案。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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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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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執行情形彙整表
107.05.30
編
號

決議(定)事項


一

預定
完成
日期

承辦
單位

「東吳＊天下」合作案。

巨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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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已完成合作協議書會辦
與核示。
二、與天下雜誌協調簽約暨
始業儀式細節，預計於
7 月中舉辦。
三、天下巨資的課程如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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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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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擬辦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106 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 、推廣部
校長口頭指示】

二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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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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參頁 10-11。

擬予
繼續
管制

擬予
繼續
管制

擬予
繼續
管制

天下巨資的課程
大數據分析已經是各項新興應用領域背後的共同核心技術，舉凡物聯網、行動應用、
人工智能等，無一不與大數據相關，要展現這些應用領域的價值與實用性，必須靠資料分
析找出其行為模式與關鍵影響因素，由此可見大數據資料分析，是未來大趨勢。各式各樣
的分析應用，也逐漸在各行業展開發酵。面對這些新興應用領域所產生的多樣、複雜、大
量的資料以及各種應用面向的分析需求，資料分析往往不知從何著手，如何運用資料分析
手法，讓的人一目了然立即掌握分析結果與重點，展現大數據分析的價值，更具挑戰性。

1. 課程名稱：
一次看懂大數據—數據科學的商機與應用

2. 開課日期
2018/07/05

3. 上課時間



4 堂實體課程(2018/07/05 起，每週星期四晚上 7:00-9:30)，每堂課 2.5 個小時，合
計 10 個小時。
實體課程目標招收學員 50 名。若成效卓越，將會視情況繼續開班，續開課程方
向將視學員回饋調整。

4. 收費標準
實體課程：
 天下創新學院將支付 30,000 元線上課程費用給東吳大學推廣部，由東吳大學推廣
部支付線上影音課程鐘點費予錄製講師與校內相關行政費用。
 天下創新學院將支付 31,250 元實體課程費用給東吳大學推廣部，由東吳大學推廣
部支付實體課程鐘點費予講師與校內相關行政費用。

5. 訓練場地
東吳大學貴陽街一段 56 號(城中校區 5614 教室)

6. 授課師資
巨資學院胡筱薇老師、鄭江宇老師、葉向原老師、黃福銘老師

7. 訓練目標及預期績效


訓練目標
(1) 協助企業瞭解現有內外部各類資料/資訊，如何正確採用適當的業務技術，來發揮
業務價值。
7

(2) 如何透過應用合 Big Data 來呼應市場需求，提升企業績效，創造企業利潤。



(3) 提供企業欲導入 Big Data 時，所應注意的事項及思考重點，及清楚預期之效益，
以確保專案導入成功。
(4) 協助企業導引各層級需求，讓決策者得以強化對現況情境的理解 ，快速推理、精
準追蹤，以提升決策效能與品質。
預期績效
(1) 瞭解 Big Data 為企業解決哪些問題?
(2) 決策思維需要資料導向的資訊系
(3) 瞭解 Big Data 對企業決策的影響
(4) 掌握 Big Data 需具備的能力
(5) 瞭解 AI 的基本概念
(6) 瞭解 Big data 與 AI 應用

8. 課程大綱
 社群大數據
•從社群經營看客戶 insight
•商機分析、行為預測
•A.I.人工智慧
•必備知識
•具體應用
 商務分析-從數據到決策
•數據分析與決策判斷
•數據在運營、廣告行銷、營銷推廣上的應用
•銷量預測與庫存管理,
•顧客識別與品質檢測
 服務優化
•支付工具、Fintech 等
•流程優化、商機預測
•大數據在各領域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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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開發管制事項進度表 106.5.25
完成百分比

系統別
10%

備註

50%

100%

雙輔跨管理系統(第二階段)
40%
106.11

106.8

50%
106.12

60%
107.01

70%
107.02

50%
107.01

60%
107.02

70%
107.05

80%
107.03

90%
107.04

107.06

僑生報名系統(第二階段)
30%
106.11

106.8

107.7

OS/2 課務系統改寫
教
務

105.1

70%
106.6

測試
調整
107.1

106.6

70%
107.4

80%
107.5

OS/2 學籍系統改寫
OS/2 選課批次分發模組改寫

系
統

106.6

Web 課堂反應問卷線上版
（法學院試行版）

20%
106.11

30%
107.1

40%
107.2

50%
107.3

10%
107.2

20%
107.3

50%
107.4

10%
107.2

20%
107.3

50%
107.4

測試
調整
107.4

測試
調整
107.5

107.6

＠預計 107.6 完成預選相關模組

60%
107.5

107.6

100%
107.5

Web 課堂反應問卷線上版
(全校版)
60%
107.5

Web 碩博士畢業論文管理
系統
10%
107.2

校

第一期：交付計劃書

務

第二期：入口建置/30％填
報數/25KPI/雲端檔案/SSO

資
訊
平
台

20%
107.4

30%
107.5

108.3

100％
106.2

106.1

90％
107.3

106.1

第三期：Analyzer 商業智
慧系統交付及環境建置。
第四期：全部 100％填報
數/50％維度
第五期：全部 100％維度
第六期：資料倉儲/維度與
量值自動同步

100%
107.4

100％
106.8

106.1

10%
107.1

20%
107.2

30%
107.3

40%
107.4

107.7

107.8

108.7

107.8

108.7

人會總系統進度說明:
107.4.30 已進行系統協調整合會議
(1) 相關待決議事項需要本校進行確認（主祕 5/15）
。
(2) 系統導入上線計劃書，於 5/10 前寄發各單位。
(3) 107.3 完成入口整合 Portal 測試頁，依照主祕要求，將進行再整合，預計六月完成。
(4) 各單位測試及教育訓練將於 5/15 起陸續展開，預計於七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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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已完成學生申請，學系
條件、學系審核、查詢及部分報表
功能＠預計 107.6 完成學生端放棄
功能
＠第一階段已完成,
＠第二階段預計召開細節討論會
議後進行開發。
＠持續依照教務處測試結果，進行
調整
＠107.3 前所提修改事項已完成並
回覆使用者確認中。
＠U9 與作業需求配合異動
＠107.3 持續配合新增異動需求

＠與法律系訪談並指定處理窗口，
107.3 依照會議訪談結果設計雛
形，107.4 第一階段法律系問卷程
式設計已完成，並提交內部測試。
＠107.5 已開放畢業班先使用，並
作必要調整，並於＠預計 107.6 起
開放法律系全部專業課程使用。
＠已於一月與法律系釐清問題所
在 ＠107.3 與教務處進行架構討
論 ＠107.5 完成必要元件：報表列
印引擎

＠本案分為六期
＠第二期因系統需求變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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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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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案目前進入第四期程，並積極
依照需求建置各項維度中，預計於
107.7 月底前完成 50％的維度建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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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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第四條
專任教師兼任
行政職務者，每週
減授基本鐘點數如
下：
一、副校長、處主
管：六小時。
二、各學院、室、
館、部、中心
主管：四小
時。
三、學院副院長：
三小時。
四、設有博士班或
碩士班之學系
主任：四小
時。
五、未設有博士班
或碩士班之學
系主任：二小
時。
六、學系副主任：
二小時。
七、二級行政單位
主管：二小
時。
八、學位學程、商
學進修學士
班、高階經營
碩士在職專
班、國際商管
學程之主任：
二小時。
九、校外委託經營
管理單位之執
行長：二小
時。
專任教師兼任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將現行擔任國際商管學
專任教師兼任行政 程主任減授二小時之作
職務者，每週減授基本鐘 法明定於辦法。
點數如下：
一、副校長、處主管：六
小時。
二、各學院、室、館、部、
中心主管：四小時。
三、學院副院長：三小時。
四、設有博士班或碩士班
之學系主任：四小
時。
五、未設有博士班或碩士
班之學系主任：二小
時。
六、學系副主任：二小時。
七、二級行政單位主管：
二小時。
八、學位學程、商學進修
學士班、高階經營碩
士在職專班之主任：
二小時。
九、校外委託經營管理單
位之執行長：二小
時。
專任教師兼任二個
以上行政職務者，以減授
時數最高者為準。
授課時數上下學期
平均計算，超過減授後之
基本鐘點數者，得另支超
鐘點費。
超授鐘點數，上下學
期平均以四小時為限，超
過者不計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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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個以上行政職務
者，以減授時數最
高者為準。
授課時數上下
學期平均計算，超
過減授後之基本鐘
點數者，得另支超
鐘點費。
超授鐘點數，
上下學期平均以四
小時為限，超過者
不計鐘點費。
第五條
各學系應安排專任
教師授足基本授課時數。
專任教師未能依前
各條規定授足基本鐘點
數時，應併計進修學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國際
商管學程之授課時數。併
計後仍未達基本鐘點數
者，應於其他學年度中補
足時數，未補足時數前，
教師不得在校外兼課。
各學系近二年有專
任教師授課不足者，不得
新聘專任教師。

第五條
1. 明訂學系負有排定專
專任教師未能依前
任教師授足基本鐘點
各條規定授足基本鐘點
之責。
數時，應併計進修學士 2. 明訂專任教師基本授
班、碩士在職專班、國際
課時數不足時，教師
商管學程之授課時數。併
應於其他學年度補足
計後仍未達基本鐘點數
時數，未補足時數前
者，應自教師當學年之 7
教師不得在校外兼
月份薪資中扣除不足時
課。
數之鐘點費，並由學系將 3. 明訂各學系近二年有
教師授課不足之原因及
專任教師授課不足
改善建議陳報教務長。
者，不得新聘專任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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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
86年4月23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7年7月1日行政會議修訂
91年8月6日行政會議修訂
97年3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3條
101年1月4日行政會議修訂第3、4、5、8及9條
101年9月24日行政會議修訂第4、6條
102年12月2日行政會議修訂第4、11條
104年4月13日行政會議修訂第2條

第 一
第 二

條
條

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之計算悉依本辦法辦理。
本校教師鐘點費標準詳如附表。
本校應配合學雜費調整措施，參考國立大學標準調整鐘點費。

第 三

條

專任教師未兼行政職務者，每週授課基本鐘點數如下：
一、教授：八小時。
二、副教授：九小時。

第 四

條

三、助理教授：九小時。
四、講師：十小時。
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上下學期平均計算，超過基本鐘點數者，得另
支超鐘點費。
超授鐘點數，上下學期平均以四小時為限，超過者不計鐘點費。
第一項所述之基本鐘點數不包括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國
際商管學程、推廣部及暑期班之時數。
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每週減授基本鐘點數如下：
一、副校長、處主管：六小時。
二、各學院、室、館、部、中心主管：四小時。
三、學院副院長：三小時。
四、設有博士班或碩士班之學系主任：四小時。
五、未設有博士班或碩士班之學系主任：二小時。
六、學系副主任：二小時。
七、二級行政單位主管：二小時。
八、學位學程、商學進修學士班、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之主任：
二小時。
九、校外委託經營管理單位之執行長：二小時。

第

五

條

專任教師兼任二個以上行政職務者，以減授時數最高者為準。
授課時數上下學期平均計算，超過減授後之基本鐘點數者，得另
支超鐘點費。
超授鐘點數，上下學期平均以四小時為限，超過者不計鐘點費。
專任教師未能依前各條規定授足基本鐘點數時，應併計進修學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國際商管學程之授課時數。併計後仍未達基
14

本鐘點數者，應自教師當學年之七月份薪資中扣除不足時數之鐘
第 六

條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 九

條

第 十

條

第 十一 條

第 十二 條

點費，並由學系將教師授課不足之原因及改善建議陳報教務長。
專任教師超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按實際排課時數核撥，每學
期以十八週計算。
授課學生人數，如超過七十人，每超過一人，鐘點費增加百分之
一。該項鐘點費在每學期結束前一次發給。
教師暑期班授課鐘點費，除情形特殊經專案核准者外，依教師職
級日間鐘點標準加10％發給。
推廣部、碩士在職專班及國際商管學程之鐘點費另訂之。
留職停薪之教師仍返校授課者，得另支鐘點費；休假及留職帶薪
之教師仍返校授課者，不另支鐘點費。
校長兼課以四小時為限。
兼任教師每學期授課鐘點數，每週至多以八小時為限，除有特殊
情形者外，超過者不計鐘點費。
前項授課鐘點數包含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國際商管學程
之時數。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東吳大學教師鐘點費標準
職等

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日間

575

630

685

795

夜間

615

665

710

830

類別

備註

一、本表依據教育部(86) 台高 (三)字第 86120663 號函辦理。
二、夜間授課時間：
（一）週一至週五下午 6 時 25 分以後。
（二）週六及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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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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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1
「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請假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第二條
專任教師請假分下
列十一種：
…….
專任教師請假日數
應按上課期間之校曆上
班日計算，但申請產假
者，寒暑假上班日及本校
另行放假日應納入計算；
申請延長病假、公傷假、
公假及公差假者，星期例
假日、國定假日、寒暑假
上班日及本校另行放假
日均應納入計算。
…….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1. 依教育部教師請假規
專任教師請假分下
則第三條第一項第四
列 11 種：
款規定教師分娩後，
…….
應給娩假四十二日，
專任教師請假日數
如自行訂定日數亦應
應按上課期間之校曆上
優於規定。
班日計算，但申請延長病 2. 明定教師產假日數應
假、公傷假、公假及公差
納入寒暑假上班日及
假者，其星期例假日、國
本校另行放假日計
定假日、本校放假日及寒
算。
暑假均應納入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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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2

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請假辦法
82年9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
82年11月17日臨時行政會議修訂
86年11月5日行政會議修訂
91年3月6日行政會議修訂
93年6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條
94年5月4日行政會議修正第8條
94年10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條
97年2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條
104年3月9日行政會議修訂第2、3、4及7條
105年7月18日行政會議修訂第2條
106年4月24日行政會議修訂第2、3、4、8條
106年7月24日行政會議修訂辦法名稱及第1、2、6、7、8條

第 一
第 二

條
條

專任教師之請假，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專任教師請假分下列11種：
一、事假：每學年累計以14日為限。因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
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
照顧假，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遇有特殊情形時，
得簽請校長核准延長或留職停薪至當學期終了止。
二、病假：因疾病或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或休養期
間，得請病假，每學年准給30日，其超過規定日數者，
以事假抵銷。女性教師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其請假日
數併入病假計算。患重病或安胎經醫療機構或專科醫
師診斷非短時間所能治癒者，得簽請校長核准延長之，
其延長期間自第1次申請延長病假之首日起算，2學年
內合併計算不得超過1年（365日），但銷假上班1年以
上者，其延長病假得重行起算。
三、婚假：14日，除因特殊事由，得簽請校長核准延後給假或於
結婚前1週提前給假者外，應自結婚登記之日起1個月
內請畢。
四、產假：42日；妊娠滿5個月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42日；妊娠
3個月以上未滿5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21日；妊娠未
滿3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14日。產假及流產假應1次
請畢，必要時得於產前申請部分產假，並以21日為限。
五、產前假：8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
六、陪產假：5日，應於配偶生產之當日及其前後合計15日期間內，
擇其中之5日請假。
七、健檢假：每學年內以2次為限。
八、喪假：因曾祖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或配偶之祖父母死亡
者7日；父母、養父母、繼父母或配偶死亡者21日；配
偶之父母、養父母、繼父母死亡者14日；兄弟姐妹死
亡者3日；子女死亡者7日。喪假得於1年內依民俗習慣
分次申請。
九、公傷假：因執行職務受傷必須休養或治療，應簽請校長核准，
期限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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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第 四

條

十、公假：專任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
（一）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或奉派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
（二）參加學校各類代表隊赴校外比賽。
（三）參加學校舉辦之交流訪問團活動。
（四）奉院長或學系主任指派參加會議、交流、巡視、慰問
等。
（五）代表學校至他校教學或交換講學。
（六）配合教學科目帶領學生參加交流、訪問、表演等活動。
（七）教學單位主管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會議、學術研討會
或相關交流活動等。
（八）代表國家參加比賽或受政府機構邀請參加會議、參訪、
表演、評審等。
（九）受邀至校外擔任評鑑委員。
（十）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
（十一）經學校同意，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
（十二）基於法定義務經學校同意出席作證、答辯。
（十三）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遇當年度該原住民族歲時
祭儀。
十一、公差假：專任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差假，並得
依實際需要支領差旅費：
（一）率領學校各類代表隊參加比賽。
（二）參與學校之招生宣導活動。
（三）奉學校指派率領學校參訪團或學生從事參訪交流活動。
（四）奉校長指派參加會議、交流、巡視、慰問等。
（五）行政單位主管因職務參加相關會議。
（六）參加由學校推薦獲獎之頒獎典禮。
（七）配合執行研究計畫。
專任教師請假日數應按上課期間之校曆上班日計算，但申請延長
病假、公傷假、公假及公差假者，其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本
校放假日及寒暑假均應納入計算。
專任教師依第1項第10款第4、6、7目以及第11款規定請假時，得
依實際需要並配合計畫預算或校外補助經費支領差旅費。
除申請事假及3天以下之病假外，其餘假別之申請應檢附相關證明。
事假、病假、產前假、陪產假得以小時計，每8小時以1日計。婚
假、產前部份產假、喪假，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
教師請延長病假跨越二學年度者，其請假日數之計算應扣除各學
年度得請事、病假之日數。
前項教師於延長病假期間銷假上班，開學後再請延長病假時，其
延長病假視為未中斷，且不得扣除寒暑假之日數。但開學後即銷
假且實際上課已達一學期以上者，寒暑假之日數得予扣除。
延長病假或公傷假期滿仍不能銷假者，應依規定申請留職停薪或
依其服務年資辦理退休或資遣。
前項教師自留職停薪之日起已逾一年仍未痊癒，應依法辦理退休
或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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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第 六

條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 九

條

第一項留職停薪教師，於留職停薪期間，為辦理退休或資遣者，
得隨時申請復職，並以復職當日為退休或資遣之生效日。
教師因前各項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者，另發給三個月全薪之醫藥
補助費。
專任教師請假須於事前提出申請，如不克於事前提出，應於事後
儘速辦理請假手續。
專任教師兼行政主管請假由校長核准，其他教師除依第二條之規
定以及公差假由人事室主任核准外，請假三日(含)以下，由學系主
任核准；逾三日以上，由院長核准。
專任教師兼行政主管請假時，應先會請職務代理人簽名後，再送
校長核准；請假期間如連續一個月未能執行主管職務時，除公假、
公差假及公傷假外，其主管職務加給應轉發給職務代理人。
專任教師因請假無法到校授課，應經學系主任同意後，另行安排
時間補課或商請具教師資格之教師代課，以免影響課程進度。
學系應將教師補課或代課情形報知教務處備查。
教師請人代課所需鐘點費由請假教師自行處理，但除執行研究計
畫以外之公差假、公傷假、產假、陪產假、婚假及原住民族歲時
祭儀放假等原因請人代課時，代課之時數扣除請假教師每週超授
鐘點數後，由學校支付代課鐘點費。
產假代課鐘點費以8週為限，婚假代課鐘點費以3週為限。產前部
份產假及提前婚假，依請假日數與原假別之最高日數（產假42日、
婚假14日）之比例給付代課鐘點費。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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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3

教育部-教師請假規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04 月 22 日
第 1 條
本規則依教師法第十八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
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
軍警學校、矯正學校，於適用本規則時，以其上級機關為本規則所定之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
第 3 條
教師之請假，依下列規定：
一、因事得請事假，每學年准給七日。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
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學年准給七日，其請假日
數併入事假計算。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合計超過七日者，應按日扣除薪給，其所
遺課務代理費用應由學校支付。
二、因疾病或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或休養期間，得請病假，
每學年准給二十八日；其超過規定日數者，以事假抵銷，並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女性教師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全學年
請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二）患重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或因安胎經醫師診斷確有需要請假休養者
，於依規定核給之病假、事假及休假均請畢後，經學校核准得延長
之；其延長期間自第一次請延長病假之首日起算，二年內合併計算
不得超過一年，但銷假上班一年以上者，其延長病假得重行起算。
三、因結婚者，給婚假十四日，應自結婚登記之日前十日起三個月內請畢
。但因特殊事由經學校核准者，得於一年內請畢。
四、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
後；於分娩後，給娩假四十二日；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給流產
假四十二日；懷孕十二週以上未滿二十週流產者，給流產假二十一日
；懷孕未滿十二週流產者，給流產假十四日。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
畢，且不得扣除寒暑假之日數。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者，必要時得於
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並以二十一日為限，不限一次請畢。流產者
，其流產假應扣除先請之娩假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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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配偶分娩或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給陪產假五日，得分次申請
。但應於配偶分娩日或流產日前後合計十五日（包括例假日）內請畢
。
六、因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十五日；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
亡者，給喪假十日；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父
母、兄弟姐妹死亡者，給喪假五日。除繼父母、配偶之繼父母，以教
師或其配偶於成年前受該繼父母扶養或於該繼父母死亡前仍與共居者
為限外，其餘喪假應以原因發生時所存在之天然血親或擬制血親為限
。喪假得分次申請。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
七、因捐贈骨髓或器官者，視實際需要給假。
前項第一款所定准給事假日數，任職未滿一學年者，依在職月數比例計算
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第一項所定事假、家庭照顧假、病假、生理假、產前假及陪產假得以時計
。婚假、喪假、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
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於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所
公告之各該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得申請放假。
第 4 條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
一、奉派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
二、奉派考察或參加國際會議。
三、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
四、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
五、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定獎勵優秀教師之規定給假。
六、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必須休養或療治，其期
間在二年以內。
七、因教學或研究需要，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動薦送或指派
國內外全時進修、研究，其期間在一年以內。
八、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經學校同意。
九、參加本校舉辦之活動，經學校同意。
十、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
，或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經學校同意。
十一、因教學或研究需要，依服務學校訂定之章則或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於授課之餘利用部分辦公時間進修、研究
，每週在八小時以內。但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寒暑假期間之公假時數
得酌予延長，不受八小時之限制。
十二、寒暑假期間，於不影響教學及行政工作原則下，事先擬具出國計畫
，經服務學校核准赴國外學校或機構自費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進修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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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因校際間教學需要，經服務學校同意至支援學校兼課。
十四、專科以上學校因產學合作需要，經學校同意至相關合作事業機構兼
職或合作服務。
十五、因法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但因可歸責於
當事人事由而罹病者，不在此限。
教師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性侵害、性騷擾及霸凌事件，應給予公假。
第 5 條
教師請病假已滿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延長之期限或請公假已滿第四條第六
款之期限，仍不能銷假者，應予留職停薪或依法辦理退休或資遣。
前項教師自留職停薪之日起已逾一年仍未痊癒，應依法辦理退休或資遣。
但留職停薪係因執行職務且情況特殊者，得由學校審酌延長之；其延長以
一年為限。
第 6 條
教師經學校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核准延長病假或依前條同意留職停薪期
間聘期屆滿者，學校應予繼續聘任。
依前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病癒者，得檢具醫療機構診斷
書，向原服務學校申請復職。但為辦理退休或資遣者，得免附診斷書隨時
向服務學校申請復職，並以復職當日為退休或資遣之生效日。
第 7 條
教師請延長病假跨越二學年度者，其假期之計算應扣除各學年度得請事、
病假之日數；其兼任行政職務者，並應扣除休假之日數。
前項教師於延長病假期間銷假上班，開學後再請延長病假時，其延長病假
視為未中斷，且不得扣除寒暑假之日數。但開學後即銷假且實際上課已達
一學期以上者，寒暑假之日數得予扣除。
前項所定銷假上班，應取得醫療機構出具之診斷書。但因安胎休養者，不
在此限。
第 8 條
公立中小學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應給予休假，其專任教師年資得併計核
給，服務年資滿一學年者，自第二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七日；服務滿
三學年者，自第四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十四日；滿六學年者，自第七
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二十一日；滿九學年者，自第十學年起，每學年
應給休假二十八日；滿十四學年者，自第十五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三
十日。
初任教師於學年度開始一個月以後到職，並奉派兼任行政職務者，於次學
年續兼時，得按到職當學年在職月數比例核給休假。第三學年以後續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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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給假。
除初任教師外，於學年度中兼任行政職務未滿一學年者，當年之休假日數
依第一項規定按實際兼任行政職務月數比例核給，比例計算後未滿半日者
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私立學校及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休假，由各校自行定之
。
第 9 條
教師因介聘轉任或因退休、資遣、辭聘再任其他學校教師年資銜接者，其
兼任行政職務時之休假年資得前後併計。
因辭聘、退休、資遣、留職停薪、不續聘、停聘、解聘、撤職、休職或受
免職懲處，再任或復聘年資未銜接者，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核給休假。但侍
親、育嬰留職停薪教師復職後於學年度中兼任行政職務者，依前條第三項
規定給假，次學年度續兼者，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給假。
退伍前後任教職者，其軍職年資之併計，依前二項規定。
第 10 條
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休假應於寒暑假期間實施為原則。但在不影響教
學及校務推展情形下，各校得於學期期間視實際需要核給休假。
第 11 條
教師符合第八條休假規定者，每學年至少應休畢規定之日數；未達應休畢
規定之日數資格者，應全部休畢。休假並得酌予發給休假補助。每次休假
，應至少半日。
前項應休假日數以外之休假，確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學校核准無法休假時
，酌予獎勵，不予保留。
前二項應休畢規定之日數、休假補助或未休假獎勵之基準，由中央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定之。私立學校及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得比照上開基準另定規定
。
第 12 條
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學生寒暑假期間，除返校服務、研究與
進修等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外，得不必到校。
前項返校服務、研究與進修等活動事項及日數之實施原則，由中央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邀請全國教師會代表參與訂定，並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邀
請同級教師會協商後訂定執行規定；無地方教師會之直轄市、縣（市），
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或授權學校訂定。
前二項返校服務、研究及進修等活動之實施，教師無法配合參與時，應依
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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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單，經學校核准後，始得離開。但有急
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請娩假、流產假、陪產假、二日以上之病假、因公傷病之公假及骨髓捐贈
或器官捐贈假，應檢具醫療機構診斷書。但於分娩前先請之娩假，不在此
限。
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依第三條第四項規定放假，應檢具證明其族別之戶
籍資料證明文件，向服務學校申請。
第 14 條
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其課（職）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教師無法覓
得合適代理人時，學校應協調派員代理。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因各
該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所遺課（職）務由學校派員代理。
前項所遺課務之調課補課代課規定，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同級教師
會協商訂定；無地方教師會之直轄市、縣（市），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
行訂定。
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請假期間，其行政職務應由學校預為排定現職人員代
理順序。
第 15 條
教師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請假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
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無故缺課者，以曠課論。曠職或曠課者，
應扣除其曠職或曠課日數之薪給。
第 16 條
本規則所規定假期之核給，扣除例假日。但請延長病假或因公傷病請公假
者，例假日均不予扣除。按時請假者，以規定之出勤時間為準。
第 17 條
本規則於下列人員準用之：
一、各級公立學校校長。
二、各級學校依法聘任編制內專任人員。
三、教育部依法定資格派任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
前項第一款人員請假之程序，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18 條
各級私立學校教師之請假，除第三條家庭照顧假、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
者，其治療或休養期間之病假、生理假、婚假、娩假、流產假、產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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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產假、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及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八款
至第十款及第二項公假假別及日數之規定外，得由各校自行定之。
前項教師請婚假、娩假、流產假、產前假、陪產假及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
假期間，應由學校支應代課鐘點費，且不得扣薪。
第 19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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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1

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總說明
為落實行政院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之彈性薪資政策，科技部（以下簡稱
本部）規劃對學術、產學或跨領域研究績效傑出者之獎勵方案，俾鼓勵科研人員積極
投入各項學術研究計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及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同時達到吸引業界
共同投入資源及促進國際合作之效益，持續推升我國研發能量。爰整合本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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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要點如下：
一、

本要點訂定之目的。（第一點）

二、

申請機構資格。（第二點）

三、

獎勵對象資格、人數、金額及對延攬新進人員之保障。（第三點）

四、

申請機構支給規定制定之原則及要項。（第四點）

五、

各申請機構得申請補助額度之上限。（第五點）

六、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第六點）

七、

申請案之審查與補正。（第七點）

八、

補助期間。（第八點）

九、

補助經費之撥付及繳回。(第九點）

十、

經費結報相關作業。（第十點）

十一、 成效考核相關規範。（第十一點）

第三案附件 2

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107 年 5 月 8 日科部綜字第 1070030775B 號函訂
定

一、目的：
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行政院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之彈性
薪資政策，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機構：
（一） 公私立大專院校。
（二） 依本部受補助單位申請作業要點核定納為本部補助單位，並報經行政院
同意之公立學術研究機構，得準用之。
三、 獎勵對象資格、人數、金額及對新聘任人員之保障：
（一） 獎勵對象：申請機構內教學研究人員，且於補助起始日前一年內曾執行
本部補助研究計畫，並具備下列資格者：
1. 符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之計畫主持人，且經
申請機構審核機制認定為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之績效傑出
者，不含教學績效傑出人員、行政工作績效卓著人員及已依相關法令辦
理退休之人員。
2. 如為申請機構於補助起始日前一年八月一日後聘任之人員，須為國內第
一次聘任，不得為自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學術研究機關 （構）延攬之
人員。
（二） 獎勵人數不得逾申請機構前一年度執行本部補助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
人總人數百分之四十。
（三） 獎勵金額每人每月最高不得逾新臺幣二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五
千元。
（四） 為強化對新聘任優秀研究人員之保障，促使獎勵資源之合理分配，針對
申請機構新聘任三年內且執行本部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教授級、副
教授級、助理教授級之獎勵對象，其獎勵額度每人每月各不得低於八萬
元、六萬元、三萬元。但此類獎勵對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 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2. 於申請機構正式納編前五年間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五） 教學研究人員若依相關規定進行借調，不得於同一期間重複領取原任職
機構及借調單位之研究獎勵金。
四、 申請機構之支給規定：
申請機構提出補助案申請前，公私立大專校院應依行政程序訂定支給規定並經
校級會議通過，公立學術研究機構所訂定之支給規定應報經行政院同意實施。
支給規定應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 績效評核原則：應依各專業領域訂定研究績效評估標準，並明訂各專業
領域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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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獎勵對象之認定原則：應考量學術研究、實務應用研究、跨領域研究、
產學研究或國際合作等面向之績效。評估研究績效時，應避免過度重視
研究量化指標，或僅以研究論文發表篇數作為單一審查項目。
（三） 獎勵對象之審議流程：應經申請機構之審核機制及組成審查委員會評估
績效卓著者，方得給予獎勵。
（四） 獎勵對象之獎勵級距及核給比例：
1. 級距及比例之訂定不得以平均分配、酬庸、職務（位）
、年資或生理條件
等不具績效表現意義之項目為依據，亦不得以不定期方式給予一次性獎
勵。
2. 為鼓勵年輕研究人員，並保障不同職涯階段研究人員投入研究，申請機
構應訂定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占獎勵對象人數之最低比率。
（五） 定期評估標準。
五、 申請補助額度：
（一） 申請機構得申請研究獎勵之金額，以申請機構前一年度獲本部補助研究
性質類研究計畫之業務費、前一年度執行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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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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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總額及比例由本
部核算並通知各申請機構。
（二） 申請機構經前項公式核算之研究獎勵金額，若未達六萬元者，不予補助。
六、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 申請機構應透過本部網站線上製作申請文件，並檢附申請應備文件紙本
乙份，於申請截止前送達本部，逾期不予受理。
（二） 申請應備文件如下：
申請機構依第四點原則所訂定之支給規定。
申請機構應依本部規定之格式製作申請書，申請書應包括項目如下：
(1)
機構內部辦理研究獎勵之目標、執行方式及內容。
(2)
國際研究人才情勢分析（含各領域國際研究人才競爭情形及申請機
構留住及延攬研究人才策略）。
(3)
對新進人員所提供之長期研究支援。
(4)
預期達成之成果及績效、未來績效評估基準（例如對申請機構研究
工作之助益、對於科技發展之貢獻、對產業技術升級或研究團隊養
成之效益等）。
七、 申請案之審查與補正：
（一） 各申請案受理截止後，由本部依申請機構訂定之支給規定及依本部規定
1.
2.

所送之申請書進行審查，審查通過者予以補助。
（二） 必要時，本部得通知申請機構於一定期限內說明或檢送審查所需文件資
料。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經限期補正逾期未完成補正者，不予受理。
八、 補助期間：
自當年度八月一日起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九、 補助經費之撥付及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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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補助經費分二期撥付，依本部核定通知函規定辦理。
（二） 申請機構應建立管考機制，依奬勵金額按月撥付經審核通過之獎勵對象，
據實核支，並採專款專帳管理。
（三） 在補助期間內，獎勵對象有資格不符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第三點規定、遭本部停權或違反執行機構內部之學術倫理等規範且情節
重大者，該項補助即按停權等違規事由期間之比例繳回，情節嚴重者追
回補助款項經費。
（四） 申請機構應依會計法及會計制度等規定辦理各項會計事務處理，依所得
稅法等規定辦理所得稅及其他稅賦之扣繳事宜。
十、 經費結報：
（一） 申請機構應依下列規定，於補助期間結束後二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向本
部辦理經費結報，如有賸餘款應繳回本部：
1. 收支報告總表一式二份。
獎勵經費印領清冊一式二份。
補助經費彙總表。
補助款項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申請機構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經費結報，本部得視情節輕重降低次年度得
申請之補助額度上限。
十一、成效考核：
（一） 申請機構應於補助期間結束前二個月至線上系統繳交執行績效報告，本
部將進行考評，考評結果列為未來是否補助或補助增減之參考。
（二） 申請機構所獎勵對象如經本部發現有資格不符者，追回該不符資格者之
款項。
2.
3.
（二）
（三）

（三） 申請機構未依申請時提送之支給規定核給獎勵，或審核過於寬濫，本部
得視情節輕重降低次年度得申請之補助額度上限。
（四） 申請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定之補助，並停止
其依本要點申請補助之權利：
1. 未依規定期限繳交執行績效報告並經本部催告仍未辦理者。
2. 未按月撥付奬勵金額予受獎勵之獎勵對象。
3. 偽造文書或以不實資料申請本項補助經費。
4. 其他未依規定使用本補助款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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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3

「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之條文
第一條
本校為延攬及留住優秀研究人
才，提升學術研究績效，依科技部補
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訂定
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原條文

備註

第一條
本校為延攬研究優秀人才及鼓 增列法源依據，並
勵教師進行學術研究，提升學術成 調整文字。
果，特訂定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依「科技部補助大
專校院研究獎勵
作業要點」修訂第
二條：
1. 文字調整。

本辦法獎勵對象：
本辦法適用對象：
一、新聘教師：
一、 新聘教師：
(一)延攬新聘：本校新聘任三年內之
2. 新 增 第 一 款 第
專任教師，推薦申請時為科技部
一目延攬新聘
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整合型
教師之資格。
研究計畫總主持人，且符合下列
資格之一：
1.本校正式納編前，非曾任或非現
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
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2.於本校正式納編前五年間均任
本校初聘第一年內且為國內第
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3. 原 第 一 款 改 列
一次聘任之專任教師，不含自國
(二)獎勵新聘：本校新聘任二年內之
為第一款第二
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學術研究
專任教師，並於獎勵起始日前一
目並修訂獎勵
機關（構）延攬之人員。
年內為科技部個別型研究計畫主
新聘教師之資
持人或整合型研究計畫總主持
格。
人。其新聘任第一年，須為國內第
一次聘任之專任教師，不含自國
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學術研究機 二、現職教師：本校任教至少滿一年
關（構）延攬之人員。
以上之專任教師，不含自公立大 4. 修 訂 獎 勵 現 職
二、現職教師：本校專任教師，並於
教師之資格。
專校院及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
獎勵起始日前一年內為科技部個
退休之人員。
別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整合型研
究計畫總主持人，不含已依相關
法令辦理退休之人員。
第三條
1. 原第三條移列
本辦法所稱自然、生物、工程領
至第七條。
域及人文、社會領域，由本校學術研 2. 經費來源及法
究委員會審查確認。獎金之經費來源
源依據移列至
為科技部，並依科技部相關措施辦
原第一條及新
理。
增之第三條，
故刪除文字。
第三條
1.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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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之條文
本辦法獎勵之人數、名銜及金額
範圍：
一、科技部核定之獎勵人數上限為本
校前一年度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
計畫之計畫主持人總人數百分之
四十。
(一)符合本辦法獎勵條件排序後，於
科技部核定人數內之教師，獲獎
名銜分別為「科技部延攬新聘」、
「科技部獎勵新聘」、「科技部研
究傑出」及「科技部研究優良」，
獎勵金之經費來源為科技部及本
校自籌。
(二)符合本辦法獎勵條件排序後，超
出科技部核定人數外之教師，獲
獎名銜分別為「東吳大學延攬新
聘」
、
「東吳大學獎勵新聘」
、
「東吳
大學研究傑出」及「東吳大學研究
優良」
，獎勵金之經費來源為本校
自籌。
二、為鼓勵年輕教師，並保障不同職
涯階段投入研究，副教授(含)以下
職級之獎勵人數至少須占總獎勵
人數之百分之三十。
三、獎勵金額每人每月最高不得逾新
臺幣二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
臺幣五千元。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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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萬

原條文

備註
2. 依「科技部補
助大專校院研
究獎勵作業要
點」訂定獎勵
人數及金額範
圍。
3. 增 訂 獎 勵 名
銜。
4. 經費來源由原
第三條移列並
修訂。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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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調整。
人。
（三）計畫總經費須達新臺幣 2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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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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新聘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得由所屬學院推薦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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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依「科技部補助大
新聘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專 校 院 研 究 獎 勵
得由所屬學院推薦申請
作業要點」修訂第
五條：
一、延攬新聘：教授、副教授、助理
1. 增訂第一款。
教授發表期刊論文(並須為第一
作者或第一通訊作者)、獲得發明
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與完成
著作授權總計分別為八、六、四件
(含)以上。於次年再受推薦申請
時，須於最近一年分別新增四、 ，獎金最高新臺幣十二萬元：
三、二件(含)以上。
一、於推薦申請時為科技部專題研究 2. 已於第二條明
二、獎勵新聘：
計畫主持人。
訂獎勵對象之
資格，故刪除
第一款。
二、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 3. 原第二款及第
近五年發表期刊論文 2 件(含)以
（一）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
三款改列為第
上。
發表期刊論文、獲得發明專
二款第一目及
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與完成
第二目，並修
著作授權總計二件(含)以上。
訂推薦申請之
於次年再受推薦申請時，須於
條件。
最近一年新增二件(含)以上。
三、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年
（二）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發表
發表期刊論文 1 件(含)以上。
期刊論文、獲得發明專利、完
成技術移轉授權與完成著作
授權總計一件(含)以上。於次
年再受推薦申請時，須於最近
一年新增一件(含)以上。
新聘教師獎勵金額如下：
一、延攬新聘：依教授、副教授、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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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授，獎勵金分別為每月最低
新臺幣八萬元、六萬元、三萬元。
二、 獎勵新聘：獎勵金最高新臺幣十
二萬元。
第六條
第六條
現職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現職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得由所屬學院推薦申請：
得由所屬學院推薦申請：
一、研究傑出：
一、研究傑出，獎金最高新臺幣十五 1.獎勵金額移列至
第六條第三項，
萬元：
（一）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 （一）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 並修正文字。
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
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
明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完
明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完
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
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
計十六件(含)以上，且前述計
計十六件(含)以上，且前述計
畫、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
畫、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
合計須四件(含)以上，期刊論文
合計須四件(含)以上，期刊論文
亦須四件(含)以上。
亦須四件(含)以上。
（二）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 （二）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
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
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完成
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完成
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
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
十四件(含)以上，且前述計畫、
十四件(含)以上，且前述計畫、
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
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
計須四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
計須四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
須四件(含)以上。
須四件(含)以上。
二、研究優良：
二、研究優良，獎金最高新臺幣六萬
元：
（一）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 （一）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
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
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
明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完
明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完
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
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
計十件(含)以上，且前述計畫、
計十件(含)以上，且前述計畫、
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
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
計須三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
計須三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
須三件(含)以上。
須三件(含)以上。
（二）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 （二）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
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執
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
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完成著
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完成
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八
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 2. 由 原 第 十 條 移
件(含)以上，且前述計畫、專利、
八件(含)以上，且前述計畫、專
列，並修正文字。
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計須三
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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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須三件
須三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須
(含)以上。
三件(含)以上。
於次年依同一條件再受推薦申
請時，除須符合上述之規定外，須於
最近一年至少新增一件期刊論文。
現職教師獎勵金額如下：
一、研究傑出：獎勵金最高新臺幣十
五萬元。
二、研究優良：獎勵金最高新臺幣六
萬元。
第七條
本辦法所稱自然、生物、工程領
域及人文、社會領域，由本校學術研
究委員會審查認定。
第八條
第七條
各項推薦申請案，經本校學術研
各項推薦申請案，經本校學術研
究委員會審查後，簽請校長核定。業 究委員會初審，簽請校長同意後，送
務承辦單位為研發處研究事務組。
科技部審查核定。業務承辦單位為研
發處研究事務組。
第九條
第八條
獲獎勵之教師應於獎勵期滿二
獲獎勵之教師應於獎勵期滿二
個月前提交績效報告，送本校學術研 個月前提交績效報告，送本校學術研
究委員會作為下一次獎勵審核之參 究委員會作為下一次獎勵審核之參
考。
考。
第十條
第九條
對於獲獎勵之教師，本校提供必
對於獲獎勵之教師，本校提供必
要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
要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
第十條
新聘教師僅獎勵一次。

獲獎勵之現職教師於次年再受
推薦申請時，除須符合本辦法第六條
之規定外，須於最近一年新增一件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一篇期刊論文。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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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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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原第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移列，
並修正文字。

由原第三條移列，
並調整文字。

1.條次順延。
2.依「科技部補助
大專校院研究獎
勵作業要點」修
訂。
條次順延。

條次順延。

1. 依「科技部補
助大專校院研
究獎勵作業要
點」
，刪除第一
項。
2. 將原第十條移
列至第六條第
二項，並修正
文字。
無修正。

第三案附件 4

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
99 年 10 月 6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0 年 6 月 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4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7 月 1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3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3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3 月 6 日行政會議修正(第 4 條)通過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本校為延攬研究優秀人才及鼓勵教師進行學術研究，提升學術成
果，特訂定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適用對象：
一、新聘教師：本校初聘第一年內且為國內第一次聘任之專任教
師，不含自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學術研究機關（構）延攬之
人員。
二、現職教師：本校任教至少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不含自公立
大專校院及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退休之人員。
本辦法所稱自然、生物、工程領域及人文、社會領域，由本校學術
研究委員會審查確認。獎金之經費來源為科技部，並依科技部相關
措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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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聘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由所屬學院推薦申請，獎金最高新
臺幣十二萬元：
一、於推薦申請時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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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
第

九 條
十 條

第

十一條

二、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近五年發表期刊論文 2 件(含)以
上。
三、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年發表期刊論文 1 件(含)以上。
現職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由所屬學院推薦申請：
一、研究傑出，獎金最高新臺幣十五萬元：
（一）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技術
移轉授權、完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十六件(含)
以上，且前述計畫、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計須四
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須四件(含)以上。
（二）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
權、完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十四件(含)以上，
且前述計畫、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計須四件(含)
以上，期刊論文亦須四件(含)以上。
二、研究優良，獎金最高新臺幣六萬元：
（一）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技術
移轉授權、完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十件(含)以
上，且前述計畫、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計須三件
(含)以上，期刊論文亦須三件(含)以上。
（二）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
權、完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八件(含)以上，且
前述計畫、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計須三件(含)以
上，期刊論文亦須三件(含)以上。
各項推薦申請案，經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初審，簽請校長同意後，
送科技部審查核定。業務承辦單位為研發處研究事務組。
獲獎勵之教師應於獎勵期滿二個月前提交績效報告，送本校學術研
究委員會作為下一次獎勵審核之參考。
對於獲獎勵之教師，本校提供必要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
新聘教師僅獎勵一次。
獲獎勵之現職教師於次年再受推薦申請時，除須符合本辦法第六條
之規定外，須於最近一年新增一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一篇期刊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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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東吳大學延攬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
102年3月25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第

六 條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

九 條

第

十 條

第 十一 條

本校為延攬國內外特殊優秀人才，充實師資陣容，提升學術競爭
力，特訂定「東吳大學延攬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本辦法之延攬對象為年齡在五十五歲以下，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者：
一、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
員。
二、於本校正式納入編制內前五年間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符合第二條資格之受延攬人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由學系提出推薦
申請：
一、院士或具相當資格者。
二、曾獲重要學術獎者。
三、具有相當學術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所稱具有相當學術成就包含：
一、研究成果有重要發現，具學術貢獻。
二、論著被引用受重視，對學門領域有影響力。
三、學理創新或應用技術突破。
四、獲學術獎表揚，有具體貢獻。
本校依受延攬人之學術成就貢獻度，給予獎勵金，獎勵額度分為：
一、教授（研究員）：每月以不超過新臺幣八萬元為原則。
二、副教授（副研究員）：每月以不超過新臺幣六萬元為原則。
三、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每月以不超過新臺幣三萬元為原則。
受延攬人應依本校聘任程序受聘為專任教師，始得支領本辦法之獎
勵金，獎勵期間最長為三年。
推薦申請案經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依相關作業規範審查後，簽請校
長核定。業務承辦單位為研究發展處研究事務組，相關作業規範另
訂之。
本辦法之獎勵金來源與額度，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大專
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之款項支應。
獲核定獎勵之受延攬人，不得同時申請本校「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
勵辦法」之獎勵。
獎勵結束後一個月內，受延攬人應繳交研究表現報告，延攬之學系
應繳交績效評估報告。
受延攬人於獎勵期間內，不得中斷聘期；如因故中斷聘期，應將已
領取之獎勵金額全數歸還本校。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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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大學交流會
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UMAP
一、屬
性：國際組織
二、成立時間：西元 1993 年
三、規
模：亞太大學交流會(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UMAP)創立
於 1993 年，是由亞太地區官方與非官方高等教育組織所組成的協會，其目的在於藉
由「學生交換」及「學分承認」
，加強國內大學院校與亞太地區各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學
術研究合作以及各大學間學生與教職員的交流，同時推動雙邊、多邊以上的協議，以
期能促進亞太地區不同國家及不同地區之間文化、經濟、社會制度的相互了解。
國際秘書處為所有 UMAP 會員間交流及合作的聯絡窗口，負責日常事務運作，並配合
UMAP 理事國及理事會決議，執行會員國間交流計畫。國際秘書處於 2000 年至 2005
年設於日本，2006 年至 2010 年移交至泰國；臺灣於 2005 年當選 UMAP 主席國，之
後成功爭取到國際秘書處 2011 年至 2015 年的業務。臺灣國家秘書處自 1994 年由國
立臺灣大學承辦，隨後於 2008 年及 2010 年，分別由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擔任，2011 年至 2015 年，由天主教輔仁大學承辦 UMAP 國際秘書處暨國家秘書
處。2016 起業務移交至日本東洋大學(Toyo University)。
本計畫之主要目標，除瞭解亞太地區各國家高等教育與國際交流之優勢，加強 UMAP
會員國與會員校間的友誼、促進聯繫、加強其學術研究的合作，亦希望藉由強化各會
員國的國家秘書處，讓更多高等教育機構、大學聯合組織等成為參與校，促進雙邊、
多邊以上的協議，增進亞太地區不同國家與不同地方彼此的社會、經濟、文化及教育
制度的認識及了解。同時透過 UMAP 現有實施項目：學生線上交換計畫（UMAP Student
Connection Online, USCO）
、學分轉換系統（UMAP Credit Transfer Scheme）
、及聯合研
究計畫（UMAP Joint Study Program & Research Net），增進會員國間參與校的交流互
動。透過參與校之間的交換學生選送，及交換課程學分機制的轉換，增進亞太地區學
生的國際競爭優勢。聯合研究計畫的目的在增加參與校之間的學術研究，促進彼此師
生間的交流，達到亞太地區高等教育的提昇，進而增進國際意識。
四、參考網址:
1. 亞太大學交流會官網：http://umap.org/about/#organization
2. 輔仁大學國際及兩岸教育處：http://www.oienew.fju.edu.tw/teachingService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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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2
THE PLEDGE OF AGREEMENT
on
UMAP MULTILATER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UMAP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s a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UMAP) Multilater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UME), hereby pledges to
the UMAP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UMAP I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UMAP, that
Soochow University will agree upon the following term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changes of undergraduate or graduate studen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exchange
students”) under the UM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All participating exchange students should be currently enrolled students from
participating universities.
The selec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uthority and discretion of
each host university. The maximum number of inbound and outbound exchange
students for each university will not exceed two (2) per semester (Program A).
Regardless of Article 2 above, universities that accept more than two (2) exchange
students in a given semester will be allocated an equal number of additional quotas for
outbound exchange students. The quotas can be used from the following semester
without expiration date.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ceding two paragraphs shall not preclude bilateral agreements
made between any two (2) participating universities that hope to exchange more
students (Program B: UMAP Bilater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UB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permitted to sta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not longer than one
year.
Exchange students will not be subject to fees for examinations, admission and tuition
at the host university.
Exchange students will receive a letter of enrollment or note from the host university
to apply for VISAs for a length of time equivalent to the exchange term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 host university is located.
Soochow University shall host or participate in Program A. This shall not prevent its
students from participating in Program B and/or Super Short-Term Programs (Program
C) before the university hosts or participates in Program A.
Exchange students will comply not only with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other
requirements of the host country, but also with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Exchange students may enroll into any courses/classes offer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except courses with specific requirements determined by the university.
All participating universities agree to accept credits and to transfer credits earned by
students from the exchange program via the UMAP Credit Transfer Scheme (UCTS),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 of the respectiv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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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All participating universities shall provide exchange students with accommodation or
help them acquire their own accommodation.
Concer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UME, open and widespread participation shall be
encouraged; all details shall be discussed and agreed by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with
UMAP IS whenever necessary.
A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notification is required at least one
year earlier to the end date for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will/shall be valid from the date signed by each participating university
with UMAP IS. The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by the university giving six (6)
months’ written notice to UMAP IS. In the event of termination, the respective parties
will honor all commitments to students curren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The memorandum shall be concluded in English. Any revision or modification of the
Agreement shall be made in writing through discussion in UMAP committee and board
meetings.

(Signature)

(Signature)

Wei Ta Pan, J.D.

Makio Takemura, Ph.D.

President

Secretary General

Soochow University

UMAP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Taiwan

Tokyo, Japan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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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3

義大利錫耶納大學
University of Siena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240 年
三、 學生人數：17,237 人
四、 教職員數：812 人
五、 規
模：錫耶納大學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也是義大利的第一所公立大學。
其位於義大利托斯卡納大區的錫耶納市，也是錫耶納省的首府，也是義大利著名
旅遊景點之一。該校由經濟、法律與政治、文學與哲學、機械與數學、物理與自
然科學等十五個院系組成 ，常年致力於研究與教学、優化軟硬體，並提供完善
的獎學金制度。學院列表下:


Department of Medical
Biotechnologies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Chemistry and Pharmac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Philolog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Department of Law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and
Developmental Medicin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uman
Sciences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Department of Physical Sciences,
Earth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of Medicine, Surgery and
Neuroscienc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nd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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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排名與強項：
1. 2018 泰晤士高等教育機構，世界大學排名 401-500；藝術與人文領域排名 251300
2. 2018 QS 世界大學排名 801-1000；古代史研究領域排名 50
七、 國際交流現況：(可參考該校簡介、國際處簡介、與台灣交流現況)
八、 參考網站：
1.
2.
3.
4.

官方網站 https://en.unisi.it/
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世 界 排 名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iena
QS 世界大學排名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university-siena
維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_of_Si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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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4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UNIVERSITY OF SIENA, ITALY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University of Siena (Siena,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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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be
renewed upon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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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esco Frati

President

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iena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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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5

法國達文西大學
Pole Universitaire Leonard de Vinci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95
三． 學生人數：超過 4,600 人
四． 規
模：該校校區位在歐洲最大的商業區巴黎拉德芳斯商業區的中心,一共有四
個系所,且都只提供碩士學位以及交換學生的項目，同時與全球許多大專院校簽訂
雙學位課程協議，該校學院系列表如下：
學院
1.

2.

3.
4.

學位課程

EMLV (Business School): Master’s 1.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ogramme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
Exchange programme 商學院：商業管理
國際商業碩士學位
碩士 & 交換學生
ESILV (Engineering School): Master’s 2. MBA Digital marketing
Strategy
programme in engineering & Exchange
數位營銷策略碩士學位
programme 工程學院：工程碩士 & 交換
學生
3. MBA Business
IIM (Web Design and Multimedia School)
Transformation
網站設計及多媒體學院
業務轉型碩士學位
ILV (Executive Education School) 行政教
育學院

五． 排名與強項：該校不同院校之間緊密相連，鼓勵不同學位的學生互相學習，互相融
合。並且該校提供五年的課程獲得法國教育部的認可，在不同公司都得高度的評價，
多樣化的課程為學生做好畢業後工作充足的準備。該校在法國國內排名為 195 名，
全球排名在 6003 名（From Ranking Web of Universities）。

六． 國際交流現況： 該校鼓勵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歡迎外籍學生就讀以及擁有遍布歐、
亞、非、澳的 100 所姐妹校供校內學生選擇。校內課程以英文及法文為主。
七． 參考網站：
1. 學校官網
https://www.devinci.fr/en/
2. 維基百科
https://fr.wikipedia.org/wiki/P%C3%B4le_universitaire_L%C3%A9onard-de-Vinci
3. 大學排名
http://www.webometrics.info/en/search/Rankings/l%C3%A9onard%20type%3Ap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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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6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ASSOCIATION LÉ ONARD DE VINCI, FRANCE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Association Léonard de
Vinci (Paris La Défense, France),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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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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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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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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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Ta Pan

Pascal Brouaye

President

Executive Di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Association Léonard de Vinci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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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7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ASSOCIATION LÉ ONARD DE VINCI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Association Léonard de Vinci, France”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Association Léonard de Vinci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Association Léonard de Vi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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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ociation Léonard de Vi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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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ociation Léonard de Vinci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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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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cal Broua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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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Executive Di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Association Léonard de Vinci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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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8

菲律賓德拉薩大學
De La Salle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11 年
三． 學生人數：18,522 人
四． 規

模：

德拉薩大學創立於 1911 年，位於馬尼拉市區，是菲律賓一流的貴族基督學校。1917
年 11 月，被獲准可頒發文科大專文憑；1920 年就有了二年制的商業課程(大專)，
和文學學士與文學碩士；1930 年被允許開設教育科學學士及教育科學碩士課程。
先後在 1947 年成立大學部工學院；1953 年成立藝術與科學學院；1959 年成立教育
學系；1960 年成立企業管理研究所；1963 年成立教育研究所；1973 年成立工業技
術學院(後來合併於工學院)；1980 年成立專業發展部門；1981 年成立電腦資訊學院
等。1975 年德拉薩升格為大學，學校治學嚴謹，並與菲律賓的主要大學建立了各種
形式的交流。德拉薩大學為一所綜合型的大學，共有八個系所，提供學位領域如下：
 Business 商學院：會計、廣告管理、  Computer Studies 電腦科學：軟體科
企業管理、創業、跨領域商業、行銷
技、遊戲設計、網路工程、電腦系統
管理、財務管理等。
工程、IT 等。
 Education 教育：早期幼教、中學英  Engineering 工程：化學工程、電腦
文教育及教育學士主修生物、化學、
工程、電子工程、工業管理、機械工
物理、數學、體育。
程、製造業工程等。
 Law 法律：JD 法律學位。

 Liberal Arts 人文：美洲、歐洲、日
文、中文研究、文學、傳播藝術、哲
學、心理等。

 Science 科學：生物、數學、精算統  Economics 經濟：應用經濟、產業經
計、材料科學、醫學設備物理等。
濟及配合商學院之雙主修學位。
五． 國際交流現況：
德拉薩大學目前沒有台灣的協議學校，但和本校同樣為 UMAP(亞太大學交流會，
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UMAP)的會員國。其國際排名如下：
2018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701-750
2018 QS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 #134
六． 參考資料：
1.

德拉薩大學官方網站：http://www.dlsu.edu.ph/inside/

2.

OH!Study 留遊學教育中心：http://ohstudy.net/page_school.php?schid=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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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QS Top Universities ：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de-la-salle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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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9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DE LA SALLE UNIVERSITY, PHILIPPINES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De La Salle University
(Manila,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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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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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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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jected for approval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at each institution
and shall fall with ea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and fiscal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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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owned and/or controlled by each party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greement shall continue to be owned and/or controlled by such
party. Both parties shall discuss to determine the ownership of all or part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at are or may be created as a result of this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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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Wei Ta Pan

Br. Raymundo B. Suplido FSC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De La Salle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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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0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DE LA SALLE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De La Salle University, Philippines,”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academic year, De La Salle University may send up to four (4)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academic year, De La Salle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fou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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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La Sall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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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exchange students” De La Salle University shall refer to these students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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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academic year.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t Soochow University and one
trimester at De La Sall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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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any of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nd/or criteria for exchange was not fulfilled by the appl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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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 shall not create any legally binding obligations between parties but is intended to
facilitate discussions on its applications towards the execution of the respective MOA.
Articl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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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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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Wei Ta P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r. Raymundo B. Suplido FSC 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De La Salle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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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1
日本多摩大學
Tama University
一、屬

性：私立大學

二、成立時間：西元 1989 年
三、學生人數：1,793 人
四、規

模：校區位於東京、神奈川等各地，佔地遼闊、風景優美。多摩大學以禁止

停課、業界出身教授以及高就職率聞名。尤其在現今全球化時代，多摩大學特別重視學
生的英語能力，除了聘請英語自然母語講師來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之外，還提供學生前
往法國、美國、加拿大、韓國、中國等地留學的機會，學生在留學期間更可領取多摩大
學特設的海外留學獎金。為了來自外國留學生，多摩大學更特地加開全英語課程，讓留
學生可以無負擔地在日完成學業、學習多方知識。學院列表如下：
學院列表
1. 全球化研究學院
2. 管理與資訊科學院
五、強項與優勢：多摩大學畢業之學生具高就職率。學校建立完善的就職情報支援，其
中包括講座、實習、輔導等多樣支援活動，讓學生得以在畢業前就能被企業內定。
六、國際交流現況：台灣目前僅有一所協議學校(暨南大學)。107 年 4 月透過本校企管系
師長引薦，該校代表來訪我校，並表達強烈合作意願，提請建立協議校關係並合作交換
學生項目。
七、參考網址:
1. 多摩大學學校官網：https://www.tama.ac.jp/english/sgs_international_programs.html
2. 趴趴走遊學村日本留學網：http://japanese-study-master.com/japan_university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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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2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AMA UNIVERSITY
802 Engyo, Fujisawa, Kanagawa, Japan 252-0805
And
SOOCHOW UNIVERSITY
No. 70, Linsh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City, Taiwan 11102
, Taiwan, R.O.C

TAMA Univers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the universities”) join
in the following agreement for academic cooperation in promotion of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through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Article 1
The universities agree to encourage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spirit of reciprocal
equality:
a. Joint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mutual interest to the universities
b. Exchange of faculty, research personnel and students between the universities for research
and study
c.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staff members for participation in conferences, seminars and
workshops
d. Exchanges of materials in education,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academic information
Artic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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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ach year both universities may send up to 4 undergraduate/graduate students (2 per
semester) to be enroll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2. Exchange students who shall be enrolled as non-degree seeking students will be transferred
back to the home university.

3. The dura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up to either one or two semesters.

4. Students will be selected by their home university on the basis of academic merit and
suitability fo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tudents selected by home university will be
required to submit to the host university as to be advised.

5. The host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ject candidates, in which case additional
candidates may be proposed.
6. Transcripts of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home university.
7.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country. They will also have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all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8.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pay whatever fees required of them by their home university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am and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and academic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9. The payment for all travel, medical insurance and subsistence (room & board) cost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participant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and neither university
shall be held liable for such charges.
10. Host universities will provide appropriate assistance to exchange students in f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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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quate housing either on or off campus.

Article 3
The universities agree that specific details of cooperation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is
agreement must be negotiated with each other.

Article 4
The universities acknowledge that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upon, all expenses concerning
salaries, travels, living and allied costs will be determined at the discretion, and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visitor’s home university or participating visitor.

Article 5
This agreement shall become effective as the date of signatures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versity. The amendment or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not effective without
deliber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ities.

Article 6
The universities agree to review this agreement every five year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progres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exchange. If it is not cancelled by one of the universities
notified by a registered letter six months in advance, it will be renewed automatically for
another 5 years term; the same procedure will occur at the term period.

Article 7
The agreement will be drawn up in two copi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One copy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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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will be retained at each university.

In witness whereof, the universities hereto have offered their signatures:

For TAMA University

For SOOCHOW University

Mr. Jitsuro Terashima

Prof. Wei Ta Pan

President

President

TAMA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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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3

臺灣東吳大學與日本多摩大學之間
有關學術交流之協議書

東吳大學與多摩大學（以下簡稱“大學”）為促進彼此瞭解， 提高雙方教
育學術之水平，同意依據下列內容建立兩校之間的合作關係。

第一條
雙方大學基于平等互惠精神，推動學術交流暨合作關係。
a. 推動相關領域的共同研究計劃
b. 互派教員、研究人員或交換學生進行學術交流
c. 互派學人進行考察、參與會議及研討會
d. 交換學術信息及互贈有關圖書或資料

第二條
1.雙方每年最多可派 4 名本科生或研究生到接收大學就讀（每學期 2 名）。
2.交換學生在接收大學不得以取得接收大學學位為目的，原大學承認其在接
收大學所修得之課程或學分。
3.交換學生的學習期限為一個學期或兩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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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學依據學業成績及學校適應性進行交換學生選拔，並推薦給接收大學。
5.接收大學保有權利拒絕候選學生，在此情況下，得以再推薦其他候選學生。
6.交換學生完成學習後，接收大學應提供成績單給原大學。
7.交換學生應遵守接收大學及國家的規章制度，也同時享有接收大學學生所
享有的權利和特權。
8.交換學生應支付原大學機構所需之任何費用以便參與該項目，並免除向接
收大學支付學費。
9.所有旅行、醫療保險和生活費用（食宿費用）應由參加交換計劃的學生負
責，雙方大學不承擔這種費用。
10.接收大學將提供適當援助，為交換學生在校內外找到合適住房。

第三條
雙方大學同意，實施本協議所需的合作具體細節時必須相互協商。

第四條
雙方大學承認，除非另有約定，所有有關工資、旅行、生活費用和相關費用
將酌情決定，由原大學或參加者負責。
第五條
本協議自大學代表簽署之日起生效。本協議的脩訂或終止，未經各機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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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生效。

第六條
雙方大學同意每五年審查這一協定，以評估進展情況，並提高交流質量。欲
終止此協議，須於 6 個月前以掛號信提前通知對方。若無通知，協議自動續
訂 5 年。

第七條
本協議書以中文、英文各一版作成，雙方各執一份。

玆證明，雙方已提供簽名:
東吳大學校長

多摩大学校長

潘維大

寺島実郎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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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4

荷蘭蒂爾堡大學
Tilburg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綜合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27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13,000 餘人
四、 教職員數：約 1,600 人
五、 規
模：該校位於荷蘭第六大城市蒂爾堡，成立於 1927 年，其前身是一所經濟
學院，由於商業領域出眾，後發展為擁有五個學院的社科類綜合性大學。其五個學
院分別是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法學院、社會與行為科學學院、人文學院以及天主
教神學院。蒂爾堡市人口約 20 萬，其中 25,000 是學生，是荷蘭重要的教育中心。
該校亦將國際化視為重要發展項目，榮獲 AACSB 認證肯定。該校亦有歐洲最現代
化的圖書館，還擁有語言中心與運動中心，並且定期組織各種教育與社會活動。
該校學院列表如下:





Tilbur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lburg Law School
Tilburg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ilbur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Digital Scienc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 Culture,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Tilburg School of Catholic Theology
六、 排名與強項：
1. 2018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第 195 名
2. 2018 QS 世界大學排名第 357 名
3. 2016/2017 US News 全球最佳商科大學世界排名第 18 位 ，歐洲排名第 4 位 。
4. 2017 上海交大學術排名(ARWU)中，其工商管理專業名列全球第 5 名 ，金融學
全球第 8 位 ，管理學全球第 29 名 ，經濟學全球排名第 30 名，法學和心理學第
76 名，公共管理，統計學和教育學均進入世界百強。
七、 國際交流現況：(可參考該校簡介、國際處簡介、與台灣交流現況)
八、 參考網站：
1.
2.

官方網站 https://www.tilburguniversity.edu/#
簡介與排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3%E8%A5%BF%E5%A4%A7%E5%A
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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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5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TILBURG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Tilburg University (Tilburg,
The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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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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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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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and may be
modified by mutual consent in writing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Renewal of this Agreement
is contingent upon a review of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covered in this
Agreement. It will be reviewed by each party and a new agreement will be signed after a
confirmation of renewal is exchanged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in writing at least twelve
(12)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e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provided that one (1) year written notice is given to the other institution.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Wei Ta Pan

Prof. Koen Be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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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Tilburg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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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6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TILBURG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Tilburg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Tilburg University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Tilbur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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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lburg University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While parity in the number of exchanges is the goal, the institutions recognize that it may not
be possible in any given semester of the exchange. The liaison officers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will review the program annually to determine any imbalance in the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and adjust the numbers of students to be exchanged, to maintain a reasonable balance
in the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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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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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degree
students, at Tilburg University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Article 6
At the end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the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o semester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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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in f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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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and may be modified by mutual consent in writing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Renewal of this
Agreement is contingent upon a review of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covered in this
Agreement. It will be reviewed by each party and a new agreement will be signed after a
confirmation of renewal is exchanged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in writing at least twelve (12)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e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provided that one (1) year written notice is given to the other institution.
Article 15
Governing Law:
a) For students studying at Tilburg University, the regulations apply as stated in the Dutch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ct (WHW).
b) Tilburg University complies with the privacy legislation as stipulated in the Dutch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WBP).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ct can be found at: https://www.akd.nl/t/Documents/17-03-2016_ENG_Wet-beschermingpersoonsgegevens.pdf
The host institution is required to follow the guidelines of this Act for Dutch citizens.
c) Soochow University complies with the privacy legislation as stipulated in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ct can
be found at: https://law.moj.gov.tw/Eng/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50021
d) This agreement and any dispute or claim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it or its subject
matter or formation (including non-contractual disputes or claims) shall be governed by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Netherlands with the exception of it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e) The parties irrevocably agree that the courts of the Netherlands shall hav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to settle any dispute or claim that arises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greement
or its subject matter or formation (including non-contractual disputes or claims).
Article 16
Liaison Officers:
Each party shall designate an individual who will serve as the liaison officer for thi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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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aison officer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ng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program as
well as advising and assisting students. The designated liaison officers for this exchange
agreement are:

Ms. Elaine Liu
Agreement and
coordinator

exchange

Ms. Maud Willems
Study abroad and exchange coordinator
program  +31 13 466 4477
studyabroad@tilburguniversity.edu

 +886 2 2881 9471
icae@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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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ITNESS HEREOF, the institutions hereunto affix their signatures:
For, and on behalf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Wei-Ta P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Koen Becking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Tilburg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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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7

德國路德維希港應用科學大學
Ludwigshaf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應用技術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48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4,300 名
四、 教職員數：約 323 名
五、 規
模：該校由路德維希港經濟高等專業學院和路德維希港新教高等專業學院
於 2008 年合併而成。該校開設有多個大學和碩士專業，其優勢專業是經濟學專業、
以及社會學等。其學院列表如下：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Controlling, Healthcar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Health Care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
 Department of Services and Consulting
六、 強項與特色：該校注重發展領域包含企業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社會福利
(social and health care)等，
七、 國際交流現況：目前與台灣國立中正大學、銘傳大學…等校簽有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該校代表於 2018 年 3 月於亞洲教育者年會(APAIE)與本校代表會面，表達與我校
合作意願，並提請建立協議校關係與合作交換學生項目。
八、 參考網站：
1.
2.

官方網站 https://www.hs-lu.de/en.html

維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udwigshafen_University_of_Applied_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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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8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LUDWIGSHAF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ERMANY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Ludwigshaf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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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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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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Wei Ta Pan

Prof. Dr. Peter Mudra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Ludwigshaf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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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9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LUDWIGSHAF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Ludwigshaf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ermany,”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Ludwigshafen University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Ludwigshaf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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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dwigshaf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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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udwigshafen University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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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
At the end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the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o semester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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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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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Wei-Ta P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Dr. Peter Mudra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Ludwigshaf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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