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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6學年度第 23次(107年 7月 23日)行政會議紀錄 

(107年 8月 6日，經 107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7 年 7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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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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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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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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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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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系黃靖時主任、化學系何美霖主任、會計系李坤璋主任、企管系劉美纓主任、 

國貿系陳宏易主任、國際商管學程詹乾隆主任、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副院長、 

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 

請假：人文社會學院黃秀端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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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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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技職司於 6月函知全國各專科以上學校課程安排事宜，要求自 107 學年起：不

得密集上課、單一年級每日課程不得超過 10 節、同一門科目不得連上 4 小時課程。

上週技職司再次來函，鬆綁前揭限制：1.排課規範僅限於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不含

碩博士班；2.單一年級每日課程不得超過 10 節、同一門科目不得連上 4 小時課程之

限制不含實習課程；3暑期上課(微學分等 4週以上課程)亦獲教育部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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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有部分課程未符合單一年級每日課程不得超過 10 節與同一門科目不得連上 4

小時之規範，前揭限制刻正由註冊課務組協商處理中。 

蕭宏宜學務長： 

校內自行研發之訂便當 APP 已邀請 4 家業者參與，將於開學後提供服務，先試行 1

學期，規劃於新生第 1哩期間進行宣傳。 

阮金祥總務長： 

兩校區暑期各項工程皆依計畫實施中，對師長們造成之不便，請見諒。 

王志傑研發長： 

法律系李貴英教授榮獲歐盟莫內講座，在全球 344 位申請人中脫穎而出，共計 52 位

獲獎，全台僅 4位教授獲此殊榮(2位台大，1 位東華)。 

胡凱傑學術交流長： 

溪城講堂開幕式已於 7 月 22 日正式揭開序幕，感謝潘校長、董副校長與多位師長的

蒞臨；感謝中文系等學群協助開課。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一級主管聯合交接典禮將於 7 月 26 日(四)中午 12 時 30 分在城中校區游藝廣場創創

基地舉行，敬邀各位師長出席，會後繼續參加東吳大學 x 天下雜誌產學合作簽約儀

式，雙溪校區師長可搭乘 11時 50分發車之專車前往城中校區參加。 

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本校人會總系統於 107年 8月 1日啟用，請各位師長提醒單位各業務承辦人，106學

年度經費支用及核銷未於 107年 8月 9日前完成者，除必須陳請副校長核可外，配合

新舊系統轉換的需求，必要時，核銷單位增加新系統補登作業。 

圖書館林聰敏館長： 

關於天下創新學院推廣事宜，將透過兩校區電梯文宣、電視牆推播、校長致家長信函

等方式宣傳，7月 24 日將與天下進一步討論原有 20個帳號以外之購買方式。 

 校長指示：由圖書館評估需求，自行編列預算購買。 

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秦裕國組長代)： 

一、會計系統預計可於本週提早完成測試。 

二、將於 7月 30、31日安排兩場使用者教育訓練。 

三、天方公司於 7 月 23 日至 8 月 31 日每天派出至少 4 位同仁駐校協助，以減少上

線之不適應。 

推廣部吳吉政主任： 

敬邀各位師長出席 7 月 26 日(四)下午 2 時在游藝廣場舉辦之東吳大學 x 天下雜誌產

學合作簽約儀式。海量資料研究中心將與天下雜誌透過資料取得進行產學合作，期待

未來更多學術單位皆可善用本資源。 

趙維良副校長： 

一、CHEERS 雜誌亦提供本校圖書館 5個線上課程，鼓勵師生踴躍使用。 

二、未來生師比如採用現階段教育部較為嚴格之計算標準且須降至 1:35，本校需增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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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位專任教師(其中法律系占 11 位)，對於城中校區空間配置衝擊極大，仍待 8

月後教育部公布進一步政策。 

三、校級人工智慧中心已成立，讓校內師長透過此平台交流。現已執行中的計畫為法

學院法源計畫、會計系沈大白老師財務風險計畫及企管系吳吉政老師工學工程計

畫，其他社工、語言計畫仍在磨合中。校長已完成募款，可提供院系執行計畫使

用，請有意願的院系踴躍提出。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配合最新修正之「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研擬修正「東

吳大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獎勵新進優秀人才之法源依據。 

二、 檢附「東吳大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

及「東吳大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原條文（附件 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汽車停車管理辦法」及「東吳大學機車停車管理辦法」

修正案。 

提案人：阮金祥總務長 

說明： 

一、 為符合實際作業之需，擬調整「東吳大學汽車停車管理辦法」及「東吳大

學機車停車管理辦法」，相關修訂草案建議內容並與校安執行單位軍訓室

共同討論。 

二、 本次修訂主要內容略述如下： 

(一) 汽車部分： 

1. 增修雙溪校區停車清潔維護優惠收費規定。 

2. 修正雙溪校區固定車位抽籤、排序等部分文字以符現況。 

3. 增修電動車充電收費規定及支援緊急公務臨時停車之需求。 

(二) 機車部分： 

1. 因車位有限，明訂每人限申請一張通行證，並明訂每學年補辦以

3 次為限（含第一次申請）。 

2. 增修公務機車臨時停車之相關規定。 

3. 增修違規停車及城區過夜停車罰則。 

三、 檢附「東吳大學汽車停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東

吳大學機車停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2）、「東吳大學汽

車停車管理辦法」原條文（附件 3）、「東吳大學機車停車管理辦法」

原條文（附件 4）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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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美國休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日本琉球大學與印尼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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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5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7.06.21)。 

二、 美國休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透過師資培育中心李逢堅副教授引薦，

該校表達希望與本校建立協議校關係並合作交換學生計畫；學校簡介及

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1-3。 

三、 日本琉球大學於今(107)年 06 月 07 日臺日大學校長論壇中，與本校潘校

長會面，並表達與本校合作意願，是以本次提請簽訂校級總約與學生交

換協議，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4-6。 

四、 本校預計於今年 8 月參加 2018 印尼臺灣高等教育展，該展會第一站於

Jababeka 舉辦時將與印尼總統大學合作，該校希望藉此機會與台灣各大

專院校建立協議校關係，是以提請簽訂校級合作意向書，學校簡介及約

文草案請詳附件 7-8，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華南師範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學生交換、學

生交流合作約定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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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7.06.21)。 

二、 大陸地區華南師範大學為大陸地區 211 工程高校，該校物理學入選一流

建設學科名單，亦為教育部認可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 

三、 為加強本校與大陸地區華南師範大學之交流與合作，提請簽訂校級學術

交流、學生交換、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詳附件 1-

4，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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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請討論「東吳大學補助整合型

先導研究計畫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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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計畫人員約

用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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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日韓交流委

員會設置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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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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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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 

執行情形彙整表 
107.07.17 

編

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1.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一 「東吳＊天下」合作案。 

【106 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巨資學院 

、推廣部 

 

訂 107 年 7 月 26 日（週四）

下午 2 時於城中校區簽訂合

作協議書。雙方合作開發系

列課程之第一堂課『打造數

據的能力』於簽約當日下午

7 時於城中校區 5614 教室， 

由巨資學院黃福銘助理教授

主講。 

擬予

繼續

管制 

二 大陸日前公布 31 條惠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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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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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予

繼續

管制 

三 請校務資料分析中心利用暑假

與各單位(學術、行政)商討改善

策略或單位回饋，希望能中心提

供進一步資料，校務資料分析中

心持續管制相關討論議題及改

善成果，並於 107 學年第 4 次行

政會議(107 年 10 月 1 日)簡報成

果。 

校務資料

分析中心 

 
於 107 學年第 4 次行政會議

(107 年 10 月 1 日)簡報成果。 

擬予

繼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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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 

東吳大學 106學年度內控稽核計畫表 
 

一、稽核執行時間 

預計 107 年 7 月 16 日至 107 年 8 月 30 日至各受稽核單位書面

審查及訪談作業，並於 9月上旬完成稽核報告。 

 

二、稽核項目 

稽核時間 業務單位 內控作業 

107.07.16 

-07.18 
教務處 

1. 通識課程開課作業 

2. 學位證書遺失補發申請作業 

3. 悠遊卡學生證補換發作業 

4. 成績單暨各類證明文件申請作業 

5. 期中暨學期考試作業 

6. 研究生學位考試作業 

7. 暑期班作業 

8. 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師初審作業 

107.07.19 

-07.24 
學生事務處 

1. 學生就學優待減免申請與審核作業 

2. 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 

3. 學士班優秀學生獎勵作業 

4. 學生獎懲作業 

5. 校內承商督導作業 

6. 學生社團經費核銷作業 

7. 新生健康檢查作業 

8. 學生團體保險作業 

9. 性別平等事件個案通報作業 

10. 學生宿舍床位分配作業 

11. 校安事件狀況處置作業 

12. 召開學生事務會議作業 

13. 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暨核撥作業 

14.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

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申請及結報作業 

15. 身心障礙學生服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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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時間 業務單位 內控作業 

 

107.07.25 

-07.26 
總務處 

1. 環境設施及設備系統請修作業 

2. 機電設備外包保養維護作業 

3. 中華郵政團體撥戶作業 

4. 底價訂定作業 

5. 招待所住宿申請作業 

6. 每日結帳作業 

7. 現金及有價證券盤點 

107.07.30 研究發展處 

1. 教師學術研究獎補助作業 

2.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3.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計畫作業 

4.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訪視作業 

107.07.31 
國際與兩岸學

術交流事務處 
教育部僑生基本學科學業輔導實施作業 

107.08.01 

-08.02 
社會資源處 

1. 證照獎勵辦理作業 

2. 廠商徵才作業 

3. 生涯相關測驗團體施測作業 

4. 無學分實習補助作業 

5. 生涯活動辦理作業 

107.08.06 

-08.09 
人事室 

1. 教師新聘作業 

2. 教師續聘作業 

3. 教師改聘作業 

4. 職員新聘作業 

5. 職員轉調申請作業 

6. 助教新聘作業 

7. 研究計畫人員新聘作業 

8. 職員出勤簽到退及職工請假作業 

9. 教師請假作業 

10. 團體保險作業 

11. 薪資發放作業 

12. 研究計畫人事費發放作業 

13. 鐘點費發放作業 

14. 職工獎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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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時間 業務單位 內控作業 

107.08.27 會計室 獎補助款之收支、管理、執行及記錄作業 

107.08.28 圖書館 圖書館預算規劃與控管 

107.08.29 體育室 體育抵免作業 

107.08.30 華語教學中心 
1. 華語教學中心開班相關作業 

2. 楓雅學苑宿舍輔導及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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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1 

東吳大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獎勵金及彈性薪資給予類

別分為新進優秀人才、研究優秀

人才、教學及特殊優秀人才，審

查機制如下： 

一、新進優秀人才： 

符合「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

秀人才獎勵辦法」之規定，

並經學術研究委員會審查

通過者。 

二、研究優秀人才： 

（一）符合「東吳大學學術研究

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之

規定，並經學術研究委

員會審查通過者。 

（二）符合「東吳大學教師學

術研究獎助辦法」之規

定，並經學術研究委員

會審查通過者。 

三、教學及特殊優秀人才： 

（一）符合「東吳大學教學及

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

法」之規定，並經三級

教評會審查通過者。 

（二）符合「東吳大學教師教

學獎勵辦法」之規定，

並經教師教學獎勵遴

選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第四條 

獎勵金及彈性薪資給予類

別分為新進優秀人才、研究優秀

人才、教學及特殊優秀人才，審

查機制如下： 

一、新進優秀人才： 

符合「東吳大學延攬特殊優

秀人才獎勵辦法」之規定，

並經學術研究委員會審查

通過者。 

二、研究優秀人才： 

（一）符合「東吳大學學術研究

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之

規定，並經學術研究委

員會審查通過者。 

（二）符合「東吳大學教師學

術研究獎助辦法」之規

定，並經學術研究委員

會審查通過者。 

三、教學及特殊優秀人才： 

（一）符合「東吳大學教學及

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

法」之規定，並經三級

教評會審查通過者。 

（二）符合「東吳大學教師教

學獎勵辦法」之規定，

並經教師教學獎勵遴

選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修正獎勵新進優秀人才

之法源依據。 

第五條 

各類別獎勵金及彈性薪資

之核發標準、審查程序、績效要

求及定期評估機制，分別依「東

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

辦法」、「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

第五條 

各類別獎勵金及彈性薪資之

核發標準、審查程序、績效要求

及定期評估機制，分別依「東吳

大學延攬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

法」、「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

刪除「東吳大學延攬特

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

為獎勵之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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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獎助辦法」、「東吳大學教學及特

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及「東吳

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之規定

辦理。 

才獎勵辦法」、「東吳大學教師學

術研究獎助辦法」、「東吳大學教

學及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及

「東吳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

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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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2 

東吳大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107年 2月 26日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 3月 27日教育部備查 

 

第 一 條  本校為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以提升學術競爭力，特訂東吳大

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現職及新聘專任教師。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獎勵金及彈性薪資，係指固定薪資（包括本薪、學術研

究加給）外，以每個月發給或一年以一次發給之加給或補助。 

第 四 條  獎勵金及彈性薪資給予類別分為新進優秀人才、研究優秀人才、教

學及特殊優秀人才，審查機制如下： 

一、新進優秀人才： 

符合「東吳大學延攬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之規定，並經學

術研究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二、研究優秀人才： 

（一）符合「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之規定，

並經學術研究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二）符合「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之規定，並經

學術研究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三、教學及特殊優秀人才： 

（一）符合「東吳大學教學及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之規定，

並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者。 

（二）符合「東吳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之規定，並經教師

教學獎勵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第 五 條  各類別獎勵金及彈性薪資之核發標準、審查程序、績效要求及定期

評估機制，分別依 「東吳大學延攬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東

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

辦法」、「東吳大學教學及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及「東吳大學教

師教學獎勵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各類獎勵金及彈性薪資差距比例及核給比例如附表。 

第 七 條  本辦法獎勵金及彈性薪資所需經費來源為教育部計畫經費、科技部

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經費及本校經費支應。 

第 八 條  為鼓勵績優教師，除各獎勵（助）辦法另有規範外，得同時支領各

類別之獎勵金及彈性薪資。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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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薪資差距比例 核給比例上限 核給各職級比例 

新進優秀人才 108%~166% 

無設定上限 

副教授以下職級人數

佔全校獲獎勵人數不

低於 40% 研究優秀人才 104%~145% 

教學及特殊優秀人才 10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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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汽車停車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第 一 條 

為維護校園環境，確保校區交通

及校內汽車停車場所之秩序與安全，

特訂定本辦法。 

條文無修正 

第 二 條 

開放停車地點：  

一、外雙溪校區：  

(一)固定收費車位：教職工宿舍

區、楓雅學苑前、哲生樓旁、

綜合大樓地下一樓、E棟地下

一樓停車場。 

(二)計時收費車位：第一、二教研

大樓地下停車場。  

(三)身障及卸貨車位：於便利地點

設置。  

(四)公務及修繕工程車位：文化樓

旁及第三警衛哨旁。  

(五)校車及大型客車：寵惠堂前。 

二、城中校區：  

(一)固定收費車位：Ａ哨警衛亭

旁。 

(二)計時收費車位：第五大樓地下

停車場。  

(三)身障及卸貨車位：於便利地點

設置。  

(四)校車及大型客車：第二大樓

旁。 

第 二 條 

開放停車地點：  

一、外雙溪校區：  

(一)固定收費車位：教職工宿舍

區、楓雅樓前、教師研究二樓

前、哲生樓前、第三警衛亭

旁、綜合大樓地下一樓、E棟

地下一樓停車場。 

(二)計時收費車位：第一、二教研

大樓地下停車場。  

(三)身障及卸貨車位：於便利地點

設置。 

(四)公務及修繕工程車位：文化樓

旁及第三警衛哨旁。  

(五)校車及大型客車：寵惠堂前。  

二、城中校區：  

(一)固定收費車位：Ａ哨警衛亭

旁。  

(二)計時收費車位：第五大樓地下

停車場。  

(三)身障及卸貨車位：於便利地點

設置。  

(四)校車及大型客車：第二大樓

旁。  

修改文字並刪除

部分車位區 

第三條 

凡本校教師、職員、碩博士(專)班、

進修學士班及推廣部學員之汽車進出

校區皆須申請通行證；本校教師、職員

第三條 

凡本校教師、職員、碩博士(專)

班、進修學士班及推廣部學員之汽車

進出校區皆須申請通行證；本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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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獲分配固定車位者，另配發停車證，通

行證、停車證均應置於擋風玻璃內面右

下側明顯處，正面朝外，以資識別。相

關進出規定如下： 

一、 除警車、消防車、救護車、公車、

清運、送貨、郵務及快遞等車輛

外，其餘汽車憑通行證、學生通行

證、停車證或臨時停車證進出校

區。 

二、 使用通行證者憑已儲值之教職員

生證、悠遊卡或計時票卡停放於

計時收費停車場，使用停車證者

憑停車證停放於固定收費車位。 

三、 汽車通行證、停車證、教職員生

證、悠遊卡之儲值及計時票卡之

管理單位為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

管理組。 

四、 居住外雙溪校區內臨溪路段及瑞

明山莊居民之汽車(含賃居

者），由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

理組發給居民通行證，憑證進出

校區，但不得停放於本校停車

場。 

五、 城中校區因車位有限，助教、研

究助理、工友均不提供停車位。 

 

師、職員獲分配固定車位者，另配發

停車證，通行證、停車證均應置於擋

風玻璃內面右下側明顯處，正面朝

外，以資識別。相關進出規定如下：  

一、除警用、公車、清運、送貨、郵

務及快遞等車輛外，其餘汽車憑

通行證、學生通行證、停車證或

臨時停車證進出校區。  

二、使用通行證者憑儲值卡或計時票

卡停放於計時收費停車場，使用

停車證者憑停車證停放於固定收

費車位。  

三、汽車通行證、停車證、儲值卡登

錄及計時票卡之管理單位為環境

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 

 

四、居住外雙溪校區內臨溪路段及瑞

明山莊居民之汽車(含賃居者），

由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發

給居民通行證，憑證進出校區，

但不得停放於本校停車場。 

 

 

五、 助教、研究助理及非住宿工友均

不提供停車位。 

 

 

 

 

 

 

增列可進出校園

之車輛 

 

 

 

現停車卡皆使用

教職員生證或悠

遊卡進行儲值，

原儲值卡（白卡）

已逐年汰換停止

使用，故修正文

字。 

 

 

 

 

第四條 

申請通行證作業規定如下： 

一、 汽車通行證，以本人或配偶名下

之車輛為限，每人限申請一張。 

 

二、 填寫申請表並繳驗有效之本人駕

駛執照、行車執照(本人或配偶)

影本及教職員生證或悠遊卡，經

單位主管審核確認後，送環境安

第四條 

申請通行證作業規定如下： 

 

 

 

一、 填寫申請表並備齊申請表所列之

相關證件影本，經單位主管審核

確認後，送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

管理組辦理；申請身障車位者，

 

因停車位有限，

增加每人限申請

一張通行證等文

字 

款次調整 

調整申請流程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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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辦理；申請

身障車位者，請加附身障手冊影

本。 

三、 持已核發之通行證至出納組預繳

儲值費用，並持繳費收據、教職

員生證或悠遊卡，至環境安全衛

生暨事務管理組辦理卡號登記。 

四、 通行證、停車證如遺失，或因其

他原因(如換車等)需補(換)發時，

應按前述程序重新登錄換發。 

 

請加附身障手冊影本。 

 

 

二、 持已核發之通行證及個人教職員

證、學生證或悠遊卡，至環境安

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辦理卡號登

記，並至出納組預繳儲值點數費

用。 

三、 通行證、停車證如遺失，或因其

他原因(如換車等)需補(換)發時，

應按前述程序重新登錄換發。 

 

 

第五條 

城中校區不提供臨時停車，雙溪校

區開放臨時停車規定如下：  

一、外賓來校臨時停車，應於第一警

衛亭換發臨時通行證後，至第二

教研大樓地下計時收費停車場抽

取計時票卡進入停車。  

二、外賓停車費用由接待單位自行處

理。 

三、晨間進入校區運動人士車輛，由

保全個案處理，並須於七時前駛

離。  

四、送貨、郵務及快遞之車輛，應停

於送貨指定車位，並以二十分鐘

為限。 

五、計程車載客進入，應於乘客下車

後即駛離校區，不得逗留。若為

空車進入載客，則由保全人員個

別引導至適當地點暫停。  

六、載送傷病師生及身心障礙人士車

輛，由保全人員依個案處理，引

導停放於適當地點。 

七、 臨時停車優惠申請原則及流程如

第五條 

城中校區不提供臨時停車，雙溪校

區開放臨時停車規定如下：  

一、外賓來校臨時停車，應於第一警

衛亭換發臨時通行證後，至第二

教研大樓地下計時收費停車場抽

取計時票卡進入停車。  

二、外賓停車費用由接待單位自行處

理。 

三、晨間進入校區運動人士車輛，由

保全個案處理，並須於07:00前駛

離。  

四、送貨、郵務及快遞之車輛，應停

於送貨指定車位，並以20分鐘為

限。  

五、計程車載客進入，應於乘客下車

後即駛離校區，不得逗留。若為

空車進入載客，則由保全人員個

別引導至適當地點暫停。  

六、載送傷病師生車輛，由保全人員

依個案處理，引導停放於適當地

點。 

 

 

 

 

 

 

 

 

 

 

 

調整數字寫法 

 

 

 

 

 

 

 

 

 

 

 

增訂雙溪校區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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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下︰ 

(一) 到校參加會議、活動、演講等

公務需臨時停車優惠，應事先

提出申請。 

(二) 申請單位應於車輛來校三個工

作天前填寫「東吳大學雙溪校

區停車清潔維護費優惠申請

表」送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

理組並完成行政流程，未於規

定時間內提出申請，不提供優

惠停車。 

(三) 臨時停車位置為第二教研大樓

地下停車場或環境安全衛生暨

事務管理組規劃之停車區。其

餘校區內不開放臨時停車。 

車優惠申請規定 

第六條 

汽車停車計費方式如下： 

一、固定車位收費標準：  

(一) 一級主管之固定車位設於雙溪

校區綜合大樓地下停車場及城

中校區Ａ哨警衛亭旁，每學年

收費一萬二千元；惟綜合大樓

車位有限，如申請單位多於現

有車位時，將以學術、行政單

位順序排列，未在優先順序之

單位主管，將調整至一般固定

車位進行申請。 

(二) 住宿教師職員之固定車位安排

於教職宿舍區，每學年收費一

萬元。 

(三) 申請固定使用身障車位者，每

學年收費九千元。 

(四) 雙溪校區開放抽籤申請之固定

車位，每學年收費九千元。 

二、計時停車收費標準： 

第六條 

汽車停車計費方式如下：  

一、固定車位收費標準：  

(一) 一級主管之固定車位設於雙

溪校區綜合大樓地下停車場

及城中校區Ａ哨警衛亭旁，

每學年收費一萬二千元。  

 

 

 

 

 

(二) 住宿教師職員之固定車位安排

於教職宿舍區，每學年收費一

萬元。  

(三) 申請固定使用身障車位者，每

學年收費九千元。  

(四) 雙溪校區開放抽籤申請之固定

車位，每學年收費九千元。  

二、計時停車收費標準：  

 

 

因一級主管綜合

大樓之固定車位

有限，增加申請

人多於車位之處

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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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 兩校區計時收費停車場憑教職

員生證、悠遊卡感應收費，每

次加值最低為五百元。 

(二) 專任教師、職員停車每小時以

十元計，每日累計不超過五十

元，不滿半小時以五元計。 

 

(三) 兼任教師依每學期實際上課時

數標準，給予儲值額度，額度

用完，比照專任教職員儲值停

車收費，每小時十元，不滿半

小時以五元計。 

(四) 持學生汽車通行證者，每小時

以三十元計，不滿半小時以十

五元計。 

(五) 雙溪校區固定承攬本校民生服

務之承商持汽車通行證者，每

小時以三十元計，每日累計不

超過一百五十元，不滿半小時

以十五元計。 

(六) 臨時停車抽取計時票卡者，每

小時以三十元計，不滿半小時

以十五元計；票卡如有遺失，

則以當日七時為起算基準。 

(七) 跨校區停車，視同在單一校區

累計計費。 

三、凡有固定車位者至另一校區計費停

車場停車時，感應刷卡免收計時停

車費。 

(一) 兩校區計時收費停車場憑儲值

卡感應收費，每次加值最低為

五百元。  

(二) 專任教師、職員停車每小時以

十元計，每日累計不超過五十

元，不滿半小時以五元計。  

(三) 兼任教師依每學期實際上課時

數標準，給予儲值點數，點數

用完，即按臨時停車時數收

費，每小時卅元計，不滿半小

時以十五元計。  

(四) 持學生汽車通行證者，每小時

以卅元計，不滿半小時以十五

元計。 

(五) 雙溪校區固定承攬本校民生服

務之承商持汽車通行證者，每

小時以卅元計，每日累計不超

過一百五十元，不滿半小時以

十五元計。 

(六) 臨時停車抽取計時票卡者，每

小時以卅元計，不滿半小時以

十五元計；票卡如有遺失，則

以當日07:00為起算基準。 

(七) 跨校區停車，視同在單一校區

累計計費。  

 

三、凡有固定車位者至另一校區計費

停車場停車時，感應刷卡免收計

時停車費。 

 

 

 

 

 

 

調整兼任老師收

費比照專任教職

員儲值收費方式 

 

 

 

修正文字 

 

 

 

 

 

第七條 

汽車停車退費方式如下：  

一、教師、職工、學生等如因離職、

離校或車輛報廢等因素，無須再

使用車位時，可申請辦理退費。  

二、固定收費車位退費按日平均費率

第七條 

汽車停車退費方式如下：  

一、教師、職工、學生等如因離職、

離校或車輛報廢等因素，無須再

使用車位時，可申請辦理退費。 

二、固定收費車位退費按日平均費率

條文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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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乘以剩餘日數退費，每學年以停

車日為起始日。  

三、儲值退費以卡證登錄於停車管理

系統內之儲值點數餘額退費。  

四、辦理退費者，除需持最近一期繳

費收據外，並應將通行證撕下繳

回(以證號識別)。 

乘以剩餘日數退費，每學年以停

車日為起始日。  

三、儲值退費以卡證登錄於停車管理

系統內之儲值點數餘額退費。  

四、辦理退費者，除需持最近一期繳

費收據外，並應將通行證撕下繳

回(以證號識別)。  

第八條 

固定停車位分配方式如下：  

一、一級主管及住宿教師職員優先申

請雙溪校區固定收費停車位，剩

餘固定車位依專職教職員、助

教、約聘人員、工友及助理之順

序開放申請，申請人數如超出可

分配數量時，依抽籤方式進行分

配；未獲固定車位者，停放於計

時收費停車場。 

二、固定收費車位申請額滿時，開放

每車位與另一人實施共停，由使

用人自行與中籤者協調，依時段

區分共停方式後，以個案方式向

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申請

共用。 

三、固定車位由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

管理組編號納管，並由保全人員

負責停放管制，避免遭人佔用；

若有需更換位置或放棄車位，由

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協調

安排，勿自行更換車位或私下轉

租他人使用，違者取消次學年申

請資格。 

四、雙溪校區綜合大樓地下停車場及

城中校區第一警衛哨旁，各安排

一個固定車位供校安人員值班公

務使用，非值班同仁車輛仍須依

第八條 

固定停車位分配方式如下：  

一、一級主管及住宿教師職員優先申

請固定收費停車位，剩餘固定車

位開放雙溪校區教師職員申請，

申請人數如超出可分配數量時，

以抽籤決定之。 

 

 

 

二、固定收費車位申請額滿時，開放

每車位與另一人實施共停，由使

用人自行與中籤者協調，依時段

區分共停方式後，以個案方式向

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申請

共用。  

三、固定車位由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

管理組編號納管，並由保全人員

負責停放管制，避免遭人佔用。  

 

 

 

 

 

四、雙溪校區綜合大樓地下停車場及

城中校區第一警衛哨旁，各安排

一個固定車位供校安人員值班公

務使用。 

 

 

增加固定車位申

請對象等文字。 

 

 

 

 

 

 

 

 

 

 

 

 

增加固定車位使

用之規定。 

 

 

 

 

 

 

 

 

修改公務保留車

位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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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本辦法辦理繳費並依規定停放。 

五、雙溪校區文化樓旁安排一個固定

車位供總務單位水電工務值班使

用；其餘文化樓旁及第三警衛亭

旁之公務及工程修繕保留車位，

由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統

籌調度。 

 

 

五、雙溪校區文化樓旁安排至多三個

固定收費車位供總務單位水電工

務值班使用；其餘文化樓旁及第

三警衛亭旁之公務及工程修繕保

留車位，由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

管理組統籌調度。 

 

 

 

 

第九條 

計時收費停車場出入管理規定如

下：  

一、兩校區計時收費停車場以柵欄及

燈號管制，供感應刷卡或抽取票卡

方式進入停車，離開前以感應扣款

或至自動繳費機投幣繳費出場。  

二、停車場車位以燈號顯示於入口處，

滿車時暫停進入，應於柵欄外排隊

等候，不得阻礙交通。  

三、停車場開放時間為每日七時至二

十三時，車輛不得過夜，亦不得有

佔用情形。另 E棟地下停車場一樓

規劃之固定停車位，車輛可停放過

夜，但每日二十四時至隔天七時不

開放進出。 

四、週一至週五 十七時三十分至二十

二時三十分、例假日七時至二十三

時，開放碩博士(專)班、進修學士

班及推廣部學員持學生證感應卡

計時收費。 

五、 兩校區電動車充電區限本校教師

職工預約使用，不開放外車充電；

開放時間、收費比照計時停車收

費，每小時三十元。 

第九條 

計時收費停車場出入管理規定如

下：  

一、兩校區計時收費停車場以柵欄及

燈號管制，供感應刷卡或抽取票卡

方式進入停車，離開前以感應扣款

或至自動繳費機投幣繳費出場。  

二、停車場車位以燈號顯示於入口處，

滿車時暫停進入，應於柵欄外排隊

等候，不得阻礙交通。  

三、停車場開放時間為每日 07：00-

23:00，車輛不得過夜，亦不得有佔

用情形。另 E棟地下停車場一樓規

劃之固定停車位，車輛可停放過

夜，但每日 24:00 至隔天 07:00不

開放進出。 

四、週一至週五 17:30 至 22:30、例假

日 07:00 至 23:00，開放碩博士(專)

班、進修學士班及推廣部學員持學

生證感應卡計時收費。 

 

 

 

 

 

 

 

 

 

 

調整數字寫法 

 

 

兩校區於 106 年

11 月各增設兩組

電動車充電座，

目前先開放教職

員工預約充電使

用，暫不供外車

充電使用；俟電

動車較普級後，

再評估開放外車

充電收費之可行

性。 

第十條 

非固定承攬本校公務執行承商臨

第十條 

非固定承攬本校公務執行承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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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時停車管理規定：  

一、 申請長期臨時停車非固定承攬本

校公務執行承商欲長期停放車輛

（逾二十天），應於進場施作日

前三天，由業務執行單位向環境

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提出專案

簽核及完成繳費作業，始得進入

校區停放。 

 

二、 每車位每月收費以二千元計，承

商申請臨時停車位最多以二個車

位為原則，車位不足時，停車由

承商自理。 

三、 申請長期臨時停車位，應檢附駕

駛人駕駛執照、行車執照影本，

經業務執行單位簽證後，向環境

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提出申

請。 

 

四、 臨時進校執行緊急公務 

（一） 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

提供臨時公務停車證，支援

校區緊急修繕、水電、消

防、電梯等廠商臨時停車之

用。但，該車輛不得任意停

放以免影響交通及行人進

出。如遇大型活動或臨時需

要，環安衛暨事務組有權回

收停車證，作為他用。 

（二） 有簽訂合約之廠商如影印機

維修、網路查修、飲水機維

修保養、電梯保養等，由承

辦單位專簽附合約影本向環

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依

合約期限內之公務臨時停車

時停車管理規定：  

一、 非固定承攬本校公務執行承商應

於進場施作日前 3天，繳納停車

保證金，保證金依作業期長短，

每月以一萬元計，工期不足一個

月者以一個月計。  

 

 

 

二、 每車位每月收費以二千元計，承

商申請臨時停車位最多以 2個車

位為原則，車位不足時，停車由

承商自理。  

三、 申請臨時停車位，應檢附駕駛人

駕駛執照、行車執照影本，經業

務執行單位簽證後，向環境安全

衛生暨事務管理組提出申請。  

 

 

 

 

 

 

 

 

 

 

 

 

 

 

 

 

 

 

 

增修承商長期停

車規定 

 

 

 

 

 

 

 

 

 

 

 

 

 

 

 

 

 

新增支援緊急公

務臨時停車之需

求 

 

 

因應簽訂保養合

約之廠商，停車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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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申請。 

 

五、大型施工作業車輛(卡車、吊

車…），進出校園要求如下：  

(一) 大型施工作業車輛應事先向

業務執行單位完成申請後方

得進入，違者每車每次罰款

一千元。  

(二) 同意進入校區後，應緊臨工

區並視現地環境狀況於適當

位置停放，不得阻礙交通，

亦不可佔用固定收費車位，

違者每小時每車次罰款一千

元。  

(三) 已無使用需要之作業車輛，

應即離開校園；發現連續閒

置超過六個小時未啟動運作

時，每小時每車次罰款一千

元。 

 

六、相關罰款若未繳付者，得由承商單

位應得工程款或履約保證金中扣

抵。 

 

 

 

四、大型施工作業車輛(卡車、吊

車…），進出校園要求如下：  

(一) 大型施工作業車輛應事先向

業務執行單位完成申請後方

得進入，違者每車每次罰款

一千元。  

(二) 同意進入校區後，應緊臨工

區並視現地環境狀況於適當

位置停放，不得阻礙交通，

亦不可佔用固定收費車位，

違者每小時每車次罰款一千

元。  

(三) 已無使用需要之作業車輛，

應即離開校園；發現連續閒

置超過 6個小時未啟動運作

時，每小時每車次罰款一千

元。  

 

五、相關罰款若未繳付者，得於停車

保證金中逕行扣抵，若有不足數

額，再由承商單位應得工程款或

履約保證金中扣抵。 

 

 

款次調整 

 

 

 

 

 

 

 

 

 

 

 

 

 

調整數字寫法 

第十一條 

兩校區行車及停放安全管理要求

如下：  

一、汽車進出校區及進入停車場所，

須依速限(校內速限二十公里）、

標線及交通號誌行駛，並服從保

全人員指揮。  

二、停車場僅提供車位，對車輛及物

品不負保管責任。  

三、停車須按格線停放，一格一車，

不得違規。  

第十一條 

兩校區行車及停放安全管理要求

如下：  

一、汽車進出校區及進入停車場所，

須依速限(校內速限 20公里）、標

線及交通號誌行駛，並服從保全

人員指揮。  

二、停車場僅提供車位，對車輛及物

品不負保管責任。  

三、停車須按格線停放，一格一車，

不得違規。  

條文無修正 

 

 

 

調整數字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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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四、身障車位專供身障人士使用，其

他車輛不得違規占用；凡停放身

障車位者，應將身障手冊置於擋

風玻璃內面右下側明顯處，以利

識別。  

五、不得攜帶危險或違禁物品進入停

車場，或於停車場內從事危險行

為。  

六、不得酒後駕車、飇車或危險駕

駛。  

七、保全人員發現明顯危險駕駛情

形，應予阻攔或登記，送環境安

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逕行告發並

報警處理。 

八、停車場監視錄影及消防逃生設

備，由保全人員執行定時及不定

時巡邏。 

九、舉辦大型集會或活動(如校慶、畢業

典禮、超級馬拉松或住宿生入離宿

等)時，可視需要徵調校區內停車

位統一調度，或於必要時開放敬熙

路及臨溪路路段供臨停使用。 

四、身障車位專供身障人士使用，其

他車輛不得違規佔用；凡停放身

障車位者，應將身障手冊置於擋

風玻璃內面右下側明顯處，以利

識別。  

五、不得攜帶危險或違禁物品進入停

車場，或於停車場內從事危險行

為。  

六、不得酒後駕車、飇車或危險駕

駛。  

七、保全人員發現明顯危險駕駛情

形，應予阻攔或登記，送環境安

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逕行告發並

報警處理。 

八、停車場監視錄影及消防逃生設

備，由保全人員執行定時及不定

時巡邏。 

九、舉辦大型集會或活動(如校慶、畢

業典禮、超級馬拉松或住宿生入

離宿等)時，可視需要徵調校區內

停車位統一調度，或於必要時開

放敬熙路及臨溪路路段供臨停使

用。 

第十二條 

違規處理原則如下，情節嚴重者，

除通知所屬單位勸導改善外，並依教職

工生之獎懲規範處理：  

一、有偽造、仿冒或竊取他人通行證者，

移送法辦；轉借他人使用、逃漏繳

費者，一經發現即收回作廢，且不

予退費，一年內不得申請。  

二、校區內超速或飇車者，除吊銷通行

證及停車證外，逕送警察機關依公

共危險罪論處。  

三、違規或未按規定使用設備，造成設

第十二條 

違規處理原則如下，情節嚴重者，

除通知所屬單位勸導改善外，並依教職

工生之獎懲規範處理：  

一、有偽造、仿冒或竊取他人通行證者，

移送法辦；轉借他人使用、逃漏繳費

者，一經發現即予收回作廢，且不予

退費，一年內不得申請。  

二、校區內超速或飇車者，除吊銷通行

證及停車證外，逕送警察機關依公

共危險罪論處。  

三、違規或未按規定使用設備，造成設

 

 

 

 

 

 

 

 

 

 

 

 



24 

 

 

 

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備毀損，需負賠償責任；受傷者自

行負責。 

 

四、無牌照汽車、停放久未移動經通知

車主及張貼警告條超過三日仍未移

動、或違規停放者(含違規停放紅線

區、行人專用道、各大樓出入口、上

下坡轉彎車道、占用身障車位、逾

時停放或過夜停車…等)，保全人員

開立違規通知單，每車每次罰款三

百元，違規停車者每小時持續以五

十元累計罰款，如有不服取締或違

規停車超過一週者，必要時得報請

警察機關處理。另，該學年度內違

規停車逾達三次者（含），具學校通

行證者，收回通行證且不予退費，

自次學年度起一學年內，不得進入

校園停車；未具學校通行證者，保

全人員登記車號，自次學年度起一

學年內，該車不得再進入校區停放。 

備毀損，需負賠償責任；受傷者自行

負責。 

 

四、無牌照汽車、停放久未移動經通知

車主及張貼警告條超過三日仍未移

動、或違規停放者(含違規停放、逾

時停放或過夜停車等)，保全人員將

開立違規通知單。具學校通行證且

違規達三次者，取消通行證、停車證

且不予退費，及一學年使用權利；未

具校內通行證者，保全人員除開立

違規通知單外，每車每次罰款 300

元，違規停車者每小時持續以 50 元

累計罰款，如有不服取締或違規停

車超過一週者，必要時得報請警察

機關處理。 

 

 

 

 

增修具通行證、

停車證之違規罰

則。 

 

 

 

 

 

調整數字寫法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

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

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文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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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機車停車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維護校園環境，確保本校機車停車

場進出秩序及安全，以維持停車場正

常運作，特訂定本辦法。 

條文無修正 

 第二條 

停車地點：外雙溪校區 E棟停車

場地下二、三樓、教職員宿舍區、公

務停車區及城中校區第六大樓地下一

樓停車場。 

條文無修正 

第三條 

凡本校教師、職工、學生騎乘機

車進出校區皆須申請通行證，並貼於

機車右前側明顯處，以便識別。相關

申請規定如下： 

一、機車通行證，每人限申請一張；

若有遺失或換車需補辦通行證情

事者，每學年以三次為限（含第

一次申請）。 

二、學生申請機車通行證，請先於本

校「軍訓室/學生機車通行證」網

頁下載申請表填寫後，至出納組

繳費，再併同駕照、行照、保險

證(以上證件需於有效期限內)，

至兩校區軍訓室申請。 

 

三、教師、職工、固定承攬本校餐飲

或環境服務之承商人員申請機車

通行證，請先於本校「總務處環

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汽機車

通行證與停車相關表單」網頁下

載申請表填寫後，至出納組繳

費，再併同駕照、行照、保險證

(以上證件需於有效期限內)，至

第三條 

凡本校教師、職工、學生騎乘機

車進出校區皆須申請通行證，並貼於

機車右前側明顯處，以便識別。相關

申請規定如下： 

 

 

 

 

一、 學生申請機車通行證，請先於本

校「軍訓室/學生機車通行證」網

頁下載申請表填寫後，至出納組

繳費，再併同駕照、行照、保險

證(以上證件需於有效期限內)，

至兩校區軍訓室申請。 

二、 教師、職工、固定承攬本校餐飲或

環境服務之承商人員申請機車通

行證，請先於本校「總務處/教師職

工與承商人員機車通行證」網頁

下載申請表填寫後，至出納組繳

費，再併同駕照、行照、保險證(以

上證件需於有效期限內)，至兩校

區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申

請。 

 

 

 

 

因停車位有限，為

免影響其他車輛

停放的權益，明訂

每人限申請一張

通行證及補發之

次數。 

 

 

款次調整 

 

 

 

 

 

 

 

 

修正網頁下載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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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兩校區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

組申請。 

四、身障或傷病人士申請停放於專用

車位者，請檢附相關證明，至環

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申請。 

五、居住於外雙溪校區內臨溪路段及

瑞明山莊居民之機車(含賃居

者），由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

理組發給居民通行證憑證進出，

但不得停放於本校停車場。 

六、通行證如遺失，或有其他原因需

補(換)發時，應按前述程序重新

辦理。 

七、申請機車通行證者限車主本人所

屬車輛，車主如為申請人配偶或

直系血親者，應檢附證明文件；

其他非屬以上者，需提出切結證

明。 

 

 

三、 身障或傷病人士申請停放於專用

車位者，請檢附相關證明，至環境

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申請。 

四、 居住於外雙溪校區內臨溪路段及

瑞明山莊居民之機車(含賃居者），

由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發

給居民通行證憑證進出，但不得

停放於本校停車場。 

五、 通行證如遺失，或有其他原因需

補(換)發時，應按前述程序重新辦

理。 

六、 申請機車通行證者限車主本人所

屬車輛，車主如為申請人配偶或

直系血親者，應檢附證明文件；其

他非屬以上者，需提出切結證明。 

第四條 

城中校區不提供公務臨時停車，

雙溪校區公務機車停車及臨時停車證

申請規定如下︰ 

一、 公務機車格以支援校內緊急狀

況如安全、水電修繕、緊急搶修

及經常搬送公務物品往返之用。 

二、 配有公務機車停車證之同仁，仍

須依「東吳大學機車停車管理辦

法」繳交機車停車年費；非公務

時間，仍需將機車停至機車停車

場，不得占用公務機車車位。 

三、 其餘未配有公務機車停車證者，

若有占用公務車位之情事，將依

辦法予以開立違規通知單並予

以罰款。 

 增修公務機車臨

時停車之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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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四、 住宿區之教職工僅能停放楓雅

學苑前職工住宿專用停車區或

機車停車場。 

五、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提供

臨時公務停車證，支援緊急修繕、

水電、消防、電梯等廠商臨時停車

之用。但，該車輛不得任意停放以

免影響交通及行人進出。如遇大

型活動或臨時需要，環境安全衛

生暨事務管理組有權回收停車

證，作為他用。 

六、有簽訂合約之廠商如影印機維修、

網路查修、飲水機維修保養、電梯

保養等，由承辦單位專簽附合約

影本向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

組依合約期限內之公務臨時停車

申請。 

 

第五條 

未具本校通行證之機車臨時停放規定

如下： 

一、 送貨、郵務及快遞之機車，應停

於送貨機車指定車位，並以二十

分鐘為限。 

二、 校外人士洽公、訪客、來校參與

活動、施工修繕人員機車等，外

雙溪校區限停放於 E棟停車場，

並依臨時停車收費標準投幣繳

費；城中校區不提供臨時停車。 

三、 公務(警用)或需臨時載送傷病師

生進出之機車，由保全人員個案

處理。 

 

 

第四條 

未具本校通行證之機車臨時停放規定

如下： 

一、送貨、郵務及快遞之機車，應停

於送貨機車指定車位，並以 20分

鐘為限。 

二、校外人士洽公、訪客、來校參與

活動、施工修繕人員機車等，外

雙溪校區限停放於 E棟停車場，

並依臨時停車收費標準投幣繳

費；城中校區不提供臨時停車。 

三、公務(警用)或需臨時載送傷病師生

進出之機車，由保全人員個案處

理。 

條次調整 

 

 

 

調整數字寫法 

 

 

 

 

 

 

 

 

 

 

第六條 第五條 

機車進出校區及進入停車場所，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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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須服從保全人員之指揮，以避免肇生

交通意外事件。 

第七條 第六條 

除身障、傷病、送貨、公務或雙

溪校區住宿教師職工之機車可停放於

校區內指定停車位外，其餘機車均不

得停放於停車場外之校園區域內。 

條次調整 

第八條 

兩校區機車停車場停放規定如

下： 

一、 停車場由保全人員配合柵欄與

計數燈號實施管制。車位餘額

顯示「已無空位」時，暫停進

入，車輛於柵欄外排隊等候，

聽候保全引導再行進入。 

二、 雙溪校區停車場開放時間為每

日七時至二十四時，城中校區

停車場開放時間為每日七時至

二十三時，其餘時段柵門關

閉，不得進出。 

 

三、 機車進出停車場及於場內行進

時，應遵循地面或指標方向行

進，不得逆向。 

四、 機車須按格線停放，一格一

車，不得違規；非身障車輛禁

止占用身障車格。 

五、 城中校區機車一律由延平南路

133巷進出；並不得過夜停放。 

六、 停車場僅提供車位，對機車及

物品，學校不負保管責任。 

第七條 

兩校區機車停車場停放規定如

下： 

一、 停車場由保全人員配合柵欄與計

數燈號實施管制。車位餘額顯示

「已無空位」時，暫停進入，車

輛於柵欄外排隊等候，聽候保全

引導再行進入。 

二、 雙溪校區停車場開放時間為每日

07:00-24:00，城中校區停車場開

放時間為每日07:00-23:00，其餘

時段柵門關閉，不得進出。 

 

三、 機車進出停車場及於場內行進

時，應遵循地面或指標方向行

進，不得逆向。 

四、 機車須按格線停放，一格一車，

不得違規。 

 

五、 城中校區機車一律由延平南路

133巷進出。 

六、停車場僅提供車位，對機車及物

品，學校不負保管責任。 

條次調整 

 

 

 

 

 

 

調整數字寫法 

 

 

 

 

 

 

 

增修文字 

 

 

 

第九條 第八條 

機車停車計費方式如下： 

一、 學年一次繳費制：一學年收費一

千四百元，停車不限次數，但不保

證有車位。 

二、 儲值感應計次制：師生以學生證

或教職員證儲值，每次儲值最低

三百元。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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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 城中校區機車於進入停車場

時感應扣款，當日計次十元。 

(二) 雙溪校區機車於離開停車場

時感應扣款，當日計次十元。 

(三) 兩校區單日計次收費連線感

應，進出多次不重複扣款。 

三、 臨時停車投幣制：兩校區個別計

算收費，每次投幣二十元。 

 

第十條 第九條 

機車停車退費方式如下： 

一、 教師、職工、學生等如因離職、離

校或機車遭竊、報廢等因素，可申

請退費。 

二、 申辦儲值感應計次制者，依儲值

卡額度退費；申辦學年一次繳費

制者，二學期分別計算，參照本校

學雜費退費原則，依行事曆規定

於全校上課開始後未逾學期三分

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逾三分之

一未逾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

一；逾三分之二者，不予退還。 

三、 辦理退費者，除需持最近一期繳

費收據外，除車輛遭竊者外，應將

通行證撕下繳回(以證號識別)。 

 

條次調整 

第十一條 

停車安全規定如下： 

一、 禁止攜帶危險或違禁物品進入

停車場，或於停車場內從事危險

行為。 

二、 騎乘機車應配戴合格之安全帽，

未戴安全帽，保全人員將攔車，

改善後放行。 

三、 禁止酒後騎車。 

四、 停車場內車速限制二十公里，不

第十條 

停車安全規定如下： 

一、 禁止攜帶危險或違禁物品進入停

車場，或於停車場內從事危險行

為。 

二、 騎乘機車應配戴合格之安全帽，

未戴安全帽，保全人員將攔車，改

善後放行。 

三、 禁止酒後騎車。 

四、 停車場內車速限制 20公里，不得

條次調整 

 

 

 

 

 

 

 

 

調整數字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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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得超速或飇車，並應遵循標線或

標示方向行進，不得逆向。 

五、 停車場監視錄影及消防逃生設

備，由保全及管理人員執行定時

及不定時安全巡邏。 

 

超速或飇車，並應遵循標線或標

示方向行進，不得逆向。 

五、 停車場監視錄影及消防逃生設

備，由保全及管理人員執行定時

及不定時安全巡邏。 

 

第十二條 

違規處理原則如下，情節嚴重

者，除通知所屬單位勸導改善外，並

相關獎懲規範處理： 

一、如有偽造、仿冒或竊取他人通行

證者，移送法辦；轉借他人使用

者、逃漏繳費者，一經發現即予

以收回作廢，且不予退費，一年

內不得申請。 

二、停車場內超速或飇車者，除吊銷

通行證外，逕送警察機關依公共

危險罪論處。 

三、違規或未按規定使用設備，造成

設備毀損，需負賠償責任；受傷

者自行負責。 

 

 

四、無牌照機車、停放久未移動經通

知車主及張貼通知超過三日仍未

移動、或違規停放(含違規停放紅

線區、行人專用道、各大樓出入

口、上下坡轉彎車道、占用身障

車位、占用公務車區、逾時停放…

等)，保全人員將予鎖車並開立違

規通知單，每次罰款五十元，違

規停車逾二小時起，每小時改以

五十元累計罰款，但每日以不超

過五百元為限；城中校區過夜停

車，保全人員於隔日鎖車並開立

違規通知單，第一日罰款五十元，

第十一條 

違規處理原則如下，情節嚴重

者，除通知所屬單位勸導改善外，並

相關獎懲規範處理： 

一、如有偽造、仿冒或竊取他人通行

證者，移送法辦；轉借他人使用

者、逃漏繳費者，一經發現即予

以收回作廢，且不予退費，一年

內不得申請。 

二、停車場內超速或飇車者，除吊銷

通行證外，逕送警察機關依公共

危險罪論處。 

三、違規或未按規定使用設備，造成

設備毀損，需負賠償責任；受傷

者自行負責。 

 

 

四、無牌照機車、停放久未移動經通

知車主及張貼通知超過三日仍未

移動、或違規停放(含逾時停放或

城中校區過夜停車等)，保全人員

將予鎖車並開立違規通知單，具

學校通行證且違規達三次者，取

消當學年度校內通行證及停車權

利且不予退費；未具學校通行證

者，保全人員除予鎖車並開立違

規通知單外，每次罰款五十元，

違規停車逾 2小時起，每小時改

以五十元累計罰款，但每日以不

超過 500 元為限，如有不服取締

條次調整 

 

 

 

 

 

 

 

 

 

 

 

 

 

 

 

 

增修違規停車及

城區過夜停車罰

則 

 

 

 

 

 

 

 

 

調整數字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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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日起每日以五十元累計罰

款，但單次以不超過一千元為限，

另每日仍須繳納停車費；如有不

服取締或違規停車超過一週者，

必要時得報請警察機關協助處

理。 

五、違規者須持違規通知單，至兩校

區警衛哨申請開鎖並繳交罰款。

該學年度內違規停車逾達三次者

（含），具學校通行證者，收回通

行證且不予退費，自次學年度起

一學年內，不得進入校園停車；未

具學校通行證者，保全人員登記

車號，自次學年度起一學年內，該

車不得再進入校區停放。 

或違規停車超過一週者，必要時

得報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五、違規者須持違規通知單，至兩校

區警衛哨申請開鎖並繳交罰款。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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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3 

東吳大學汽車停車管理辦法 

95學年度第11次（96.06.06）行政會議通過  

96學年度第7次（97.02.13）行政會議修訂
通過  

102學年第23次（103.7.21）行政會議修訂
通過  

第  一  條  為維護校園環境，確保校區交通及校內汽車停車場所之秩序與安全，特訂

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開放停車地點：  

一、外雙溪校區：  

(一)固定收費車位：教師宿舍區、楓雅樓前、教師研究二樓前、哲生

樓前、第三警衛亭旁、綜合大樓地下一樓、E棟地下一樓停車場。  

(二)計時收費車位：第一、二教研大樓地下停車場。  

(三)身障及卸貨車位：於便利地點設置。  

(四)公務及修繕工程車位：文化樓旁及第三警衛哨旁。  

(五)校車及大型客車：寵惠堂前。  

二、城中校區：  

(一)固定收費車位：Ａ哨警衛亭旁。  

(二)計時收費車位：第五大樓地下停車場。  

(三)身障及卸貨車位：於便利地點設置。  

(四)校車及大型客車：第二大樓旁。  

第  三  條  凡本校教師、職員、碩博士(專)班、進修學士班及推廣部學員之汽車進出校

區皆須申請通行證；本校教師、職員獲分配固定車位者，另配發停車證，通

行證、停車證均應置於擋風玻璃內面右下側明顯處，正面朝外，以資識別。

相關進出規定如下：  

一、除警用、公車、清運、送貨、郵務及快遞等車輛外，其餘汽車憑通行

證、學生通行證、停車證或臨時停車證進出校區。  

二、使用通行證者憑儲值卡或計時票卡停放於計時收費停車場，使用停車

證者憑停車證停放於固定收費車位。  

三、汽車通行證、停車證、儲值卡登錄及計時票卡之管理單位為環境安全

衛生暨事務管理組。  

四、居住外雙溪校區內臨溪路段及瑞明山莊居民之汽車(含賃居者），由環

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發給居民通行證，憑證進出校區，但不得停

放於本校停車場。  

五、助教、研究助理及非住宿工友均不提供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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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申請通行證作業規定如下：  

一、填寫申請表並備齊申請表所列之相關證件影本，經單位主管審核確認

後，送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辦理；申請身障車位者，請加附身

障手冊影本。  

二、持已核發之通行證及個人教職員證、學生證或悠遊卡，至環境安全衛

生暨事務管理組辦理卡號登記，並至出納組預繳儲值點數費用。  

三、通行證、停車證如遺失，或因其他原因(如換車等)需補(換)發時，應按

前述程序重新登錄換發。  

第  五  條  城中校區不提供臨時停車，雙溪校區開放臨時停車規定如下：  

一、外賓來校臨時停車，應於第一警衛亭換發臨時通行證後，至第二教研

大樓地下計時收費停車場抽取計時票卡進入停車。  

二、外賓停車費用由接待單位自行處理。  

三、晨間進入校區運動人士車輛，由保全個案處理，並須於07:00前駛離。  

四、送貨、郵務及快遞之車輛，應停於送貨指定車位，並以20分鐘為限。  

五、計程車載客進入，應於乘客下車後即駛離校區，不得逗留。若為空車

進入載客，則由保全人員個別引導至適當地點暫停。  

六、載送傷病師生車輛，由保全人員依個案處理，引導停放於適當地點。  

第  六  條  汽車停車計費方式如下：  

一、固定車位收費標準：  

(一)一級主管之固定車位設於雙溪校區綜合大樓地下停車場及城中校

區Ａ哨警衛亭旁，每學年收費一萬二千元。  

(二)住宿教師職員之固定車位安排於教職宿舍區，每學年收費一萬元。  

(三)申請固定使用身障車位者，每學年收費九千元。  

(四)雙溪校區開放抽籤申請之固定車位，每學年收費九千元。  

二、計時停車收費標準：  

(一)兩校區計時收費停車場憑儲值卡感應收費，每次加值最低為五百

元。  

(二)專任教師、職員停車每小時以十元計，每日累計不超過五十元，

不滿半小時以五元計。  

(三)兼任教師依每學期實際上課時數標準，給予儲值點數，點數用完，

即按臨時停車時數收費，每小時卅元計，不滿半小時以十五元計。  

(四)持學生汽車通行證者，每小時以卅元計，不滿半小時以十五元計。 

(五)雙溪校區固定承攬本校民生服務之承商持汽車通行證者，每小時

以卅元計，每日累計不超過一百五十元，不滿半小時以十五元計。 

 (六)臨時停車抽取計時票卡者，每小時以卅元計，不滿半小時以十五

元計；票卡如有遺失，則以當日07:00為起算基準。 

(七)跨校區停車，視同在單一校區累計計費。  

三、凡有固定車位者至另一校區計費停車場停車時，感應刷卡免收計時停

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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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汽車停車退費方式如下：  

一、教師、職工、學生等如因離職、離校或車輛報廢等因素，無須再使用

車位時，可申請辦理退費。  

二、固定收費車位退費按日平均費率乘以剩餘日數退費，每學年以停車日

為起始日。  

三、儲值退費以卡證登錄於停車管理系統內之儲值點數餘額退費。  

四、辦理退費者，除需持最近一期繳費收據外，並應將通行證撕下繳回(以

證號識別)。  

第  八  條  固定停車位分配方式如下：  

一、一級主管及住宿教師職員優先申請固定收費停車位，剩餘固定車位開

放雙溪校區教師職員申請，申請人數如超出可分配數量時，以抽籤決

定之。  

二、固定收費車位申請額滿時，開放每車位與另一人實施共停，由使用人

自行與中籤者協調，依時段區分共停方式後，以個案方式向環境安全

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申請共用。  

三、固定車位由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編號納管，並由保全人員負責

停放管制，避免遭人佔用。  

四、雙溪校區綜合大樓地下停車場及城中校區第一警衛哨旁，各安排一個

固定車位供校安人員值班公務使用。  

五、雙溪校區文化樓旁安排至多三個固定收費車位供總務單位水電工務值

班使用；其餘文化樓旁及第三警衛亭旁之公務及工程修繕保留車位，

由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統籌調度。  

第  九  條  計時收費停車場出入管理規定如下：  

一、兩校區計時收費停車場以柵欄及燈號管制，供感應刷卡或抽取票卡方

式進入停車，離開前以感應扣款或至自動繳費機投幣繳費出場。  

二、停車場車位以燈號顯示於入口處，滿車時暫停進入，應於柵欄外排隊

等候，不得阻礙交通。  

三、停車場開放時間為每日07：00-23:00，車輛不得過夜，亦不得有佔用情

形。另E棟地下停車場一樓規劃之固定停車位，車輛可停放過夜，但每

日24:00至隔天07:00不開放進出。 

四、週一至週五17:30至22:30、例假日07:00至23:00，開放碩博士(專)班、進

修學士班及推廣部學員持學生證感應卡計時收費。  

第  十  條  非固定承攬本校公務執行承商臨時停車管理規定：  

一、非固定承攬本校公務執行承商應於進場施作日前3天，繳納停車保證金，

保證金依作業期長短，每月以一萬元計，工期不足一個月者以一個月

計。  

二、每車位每月收費以二千元計，承商申請臨時停車位最多以2個車位為原

則，車位不足時，停車由承商自理。  

三、申請臨時停車位，應檢附駕駛人駕駛執照、行車執照影本，經業務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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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單位簽證後，向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提出申請。  

四、大型施工作業車輛(卡車、吊車…），進出校園要求如下：  

(一)大型施工作業車輛應事先向業務執行單位完成申請後方得進入，

違者每車每次罰款一千元。  

(二)同意進入校區後，應緊臨工區並視現地環境狀況於適當位置停放，

不得阻礙交通，亦不可佔用固定收費車位，違者每小時每車次罰

款一千元。  

(三)已無使用需要之作業車輛，應即離開校園；發現連續閒置超過6個

小時未啟動運作時，每小時每車次罰款一千元。  

五、相關罰款若未繳付者，得於停車保證金中逕行扣抵，若有不足數額，

再由承商單位應得工程款或履約保證金中扣抵。  

第 十一 條  兩校區行車及停放安全管理要求如下：  

一、汽車進出校區及進入停車場所，須依速限(校內速限20公里）、標線及

交通號誌行駛，並服從保全人員指揮。  

二、停車場僅提供車位，對車輛及物品不負保管責任。  

三、停車須按格線停放，一格一車，不得違規。  

四、身障車位專供身障人士使用，其他車輛不得違規佔用；凡停放身障車

位者，應將身障手冊置於擋風玻璃內面右下側明顯處，以利識別。  

五、不得攜帶危險或違禁物品進入停車場，或於停車場內從事危險行為。  

六、不得酒後駕車、飇車或危險駕駛。  

七、保全人員發現明顯危險駕駛情形，應予阻攔或登記，送環境安全衛生

暨事務管理組逕行告發並報警處理。 

八、停車場監視錄影及消防逃生設備，由保全人員執行定時及不定時巡邏。 

九、舉辦大型集會或活動(如校慶、畢業典禮、超級馬拉松或住宿生入離宿

等)時，可視需要徵調校區內停車位統一調度，或於必要時開放敬熙路

及臨溪路路段供臨停使用。  

第 十二 條  違規處理原則如下，情節嚴重者，除通知所屬單位勸導改善外，並依教職

工生之獎懲規範處理：  

一、有偽造、仿冒或竊取他人通行證者，移送法辦；轉借他人使用、逃漏

繳費者，一經發現即予收回作廢，且不予退費，一年內不得申請。  

二、校區內超速或飇車者，除吊銷通行證及停車證外，逕送警察機關依公

共危險罪論處。  

三、違規或未按規定使用設備，造成設備毀損，需負賠償責任；受傷者自

行負責。  

四、無牌照汽車、停放久未移動經通知車主及張貼警告條超過三日仍未移

動、或違規停放者(含違規停放、逾時停放或過夜停車等)，保全人員

將開立違規通知單。具學校通行證且違規達三次者，取消通行證、停

車證且不予退費，及一學年使用權利；未具校內通行證者，保全人員

除開立違規通知單外，每車每次罰款300元，違規停車者每小時持續以

50元累計罰款，如有不服取締或違規停車超過一週者，必要時得報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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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機關處理。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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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4 

東吳大學機車停車管理辦法 

96年 1月 3日 95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98年 7月 1日 97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 8月 4日 103 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為維護校園環境，確保本校機車停車場進出秩序及安全，以維持停車場

正常運作，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停車地點：外雙溪校區 E棟停車場地下二、三樓、教職員宿舍區、公務

停車區及城中校區第六大樓地下一樓停車場。 

第 三 條  凡本校教師、職工、學生騎乘機車進出校區皆須申請通行證，並貼於機

車右前側明顯處，以便識別。相關申請規定如下： 

一、 學生申請機車通行證，請先於本校「軍訓室/學生機車通行證」網

頁下載申請表填寫後，至出納組繳費，再併同駕照、行照、保險證

(以上證件需於有效期限內)，至兩校區軍訓室申請。 

二、 教師、職工、固定承攬本校綿生或環境服務之承商人員申請機車通

行證，請先於本校「總務處/教師職工與承商人員機車通行證」網

頁下載申請表填寫後，至出納組繳費，再併同駕照、行照、保險證

(以上證件需於有效期限內)，至兩校區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

申請。 

三、 身障或傷病人士申請停放於專用車位者，請檢附相關證明，至環境

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申請。 

四、 居住於外雙溪校區內臨溪路段及瑞明山莊居民之機車(含賃居者），

由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發給居民通行證憑證進出，但不得

停放於本校停車場。 

五、 通行證如遺失，或有其他原因需補(換)發時，應按前述程序重新辦

理。 

六、 申請機車通行證者限車主本人所屬車輛，車主如為申請人配偶或

直系血親者，應檢附證明文件；其他非屬以上者，需提出切結證明。 

第 四 條  未具本校通行證之機車臨時停放規定如下： 

一、 送貨、郵務及快遞之機車，應停於送貨機車指定車位，並以 20分

鐘為限。 

二、 校外人士洽公、訪客、來校參與活動、施工修繕人員機車等，外雙

溪校區限停放於 E 棟停車場，並依臨時停車收費標準投幣繳費；

城中校區不提供臨時停車。 

三、 公務(警用)或需臨時載送傷病師生進出之機車，由保全人員個案處

理。 

第 五 條  機車進出校區及進入停車場所，須服從保全人員之指揮，以避免肇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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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意外事件。 

第 六 條  除身障、傷病、送貨、公務或雙溪校區住宿教師職工之機車可停放於校

區內指定停車位外，其餘機車均不得停放於停車場外之校園區域內。 

第 七 條  兩校區機車停車場停放規定如下： 

一、 停車場由保全人員配合柵欄與計數燈號實施管制。車位餘額顯示

「已無空位」時，暫停進入，車輛於柵欄外排隊等候，聽候保

全引導再行進入。 

二、 雙溪校區停車場開放時間為每日 07:00-24:00，城中校區停車場開

放時間為每日 07:00-23:00，其餘時段柵門關閉，不得進出。 

三、 機車進出停車場及於場內行進時，應遵循地面或指標方向行進，

不得逆向。 

四、 機車須按格線停放，一格一車，不得違規。 

五、 城中校區機車一律由延平南路 133巷進出。 

六、 停車場僅提供車位，對機車及物品，學校不負保管責任。 

第 八 條  機車停車計費方式如下： 

一、學年一次繳費制：一學年收費一千四百元，停車不限次數，但不保

證有車位。 

二、儲值感應計次制：師生以學生證或教職員證儲值，每次儲值最低三

百元。 

(一) 城中校區機車於進入停車場時感應扣款，當日計次十元。 

(二) 雙溪校區機車於離開停車場時感應扣款，當日計次十元。 

(三) 兩校區單日計次收費連線感應，進出多次不重複扣款。 

三、臨時停車投幣制：兩校區個別計算收費，每次投幣二十元。 

第 九 條  機車停車退費方式如下： 

一、教師、職工、學生等如因離職、離校或機車遭竊、報廢等因素，可

申請退費。 

二、申辦儲值感應計次制者，依儲值卡額度退費；申辦學年一次繳費制

者，二學期分別計算，參照本校學雜費退費原則，依行事曆規定於

全校上課開始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逾三分之一

未逾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逾三分之二者，不予退還。 

三、辦理退費者，除需持最近一期繳費收據外，除車輛遭竊者外，應將

通行證撕下繳回(以證號識別)。 

第 十 條  停車安全規定如下： 

一、禁止攜帶危險或違禁物品進入停車場，或於停車場內從事危險行為。 

二、騎乘機車應配戴合格之安全帽，未戴安全帽，保全人員將攔車，改

善後放行。 

三、禁止酒後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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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停車場內車速限制 20 公里，不得超速或飇車，並應遵循標線或標

示方向行進，不得逆向。 

五、停車場監視錄影及消防逃生設備，由保全及管理人員執行定時及不

定時安全巡邏。 

第 十一 條  違規處理原則如下，情節嚴重者，除通知所屬單位勸導改善外，並相關

獎懲規範處理： 

一、如有偽造、仿冒或竊取他人通行證者，移送法辦；轉借他人使用者、

逃漏繳費者，一經發現即予以收回作廢，且不予退費，一年內不得

申請。 

二、停車場內超速或飇車者，除吊銷通行證外，逕送警察機關依公共危

險罪論處。 

三、違規或未按規定使用設備，造成設備毀損，需負賠償責任；受傷者

自行負責。 

四、無牌照機車、停放久未移動經通知車主及張貼通知超過三日仍未移

動、或違規停放(含逾時停放或城中校區過夜停車等)，保全人員將

予鎖車並開立違規通知單，具學校通行證且違規達三次者，取消當

學年度校內通行證及停車權利且不予退費；未具學校通行證者，保

全人員除予鎖車並開立違規通知單外，每次罰款五十元，違規停車

逾 2 小時起，每小時改以五十元累計罰款，但每日以不超過 500元

為限，如有不服取締或違規停車超過一週者，必要時得報請警察機

關協助處理。 

五、違規者須持違規通知單，至兩校區警衛哨申請開鎖並繳交罰款。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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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1 

美國休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 

University of Houston-Victoria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73 

三、 學生人數：4,351人 

四、 規  模： 

休士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2018 QS 世界大學排名 651-700，是德州高等

教育體系中最大的綜合性大學。休斯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則隸屬於 University of 

Houston System 中的一所分校。University of Houston System 包含了 

 University of Houston 

 University of Houston - Clear Lake 

 University of Houston - Downtown 

 University of Houston - Victoria 

休斯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 (University of Houston – Victoria) 位於德克薩斯州的東

南部，是德州高等教育體系中的綜合性學府，也是休斯頓大學體系的四所大學之

一。休斯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成立於 1973年，現在是德克薩斯州高等教育體系

大學中招生規模最小的學校。該校提供約 70 個大學與碩士班學位，其學院包含

三大領域： 

 School of Arts & Sciences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Education, Health Professions & Human Development 

該校的學雜費低於其他德州的大學，並提供了多項獎學金與學生補助的機會，平

均每年發出超過 3千 5百萬美元的補助。 

五、 參考網站：  

1. 學校官網 https://www.uhv.edu/ 

2. Hotcourses https://www.hotcourses.cn/study/us-usa/school-college-university/university-of-

houston-victoria/3384/international.html  

3. University of Houston System http://www.uhsystem.edu/  

  

https://www.uhv.edu/
https://www.hotcourses.cn/study/us-usa/school-college-university/university-of-houston-victoria/3384/international.html
https://www.hotcourses.cn/study/us-usa/school-college-university/university-of-houston-victoria/3384/international.html
http://www.uhsystem.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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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3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OF HOUSTON-VICTORIA, USA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The above mentioned institutions are recognizing th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hich can 

be achieved between our two institutions, enter into this agreement to facilitate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1. Definitions 

I.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home” institution shall mean the institution in 

which a student is formally enrolled as a degree candidate.  “Host” institution shall 

mean the institution which has agreed to accept the student from the home institution 

for a period of study on a non-degree basis. 

II. Semester or academic year shall normally refer to the period relevant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III. “Faculty” shall represent the appropriate academic entity at the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2. Purpose of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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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e general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is to establish specific education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academic 

linkages and to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of the two countries concerned. 

II. The purpose of exchanges between faculty members is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ther educations developments, and to further mutual understanding. 

III. The purpose of each student exchange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enroll in subject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credit which will be applied towards their degree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3. Responsibilities of Participating Intuitions and Student 

I. Each institution shall undertake all those measures seen as reasonable to give 

maximum effects to this exchange program. 

II. Each institution agrees to accept and enroll exchange students as full-time students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exchange.  Selection of the students will be done by the home 

university. 

III.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exempt from the host institution’s tuition fees.  This 

agreement is based on reciprocity.  Each student will register and pay tuition fees at 

her/his home institution. 

IV. Each exchange student will be provided with the same academic resources and 

support services that are available to all students of the host intu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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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ach exchange student to obtain official approval from his or 

her home institution for subjects taken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VI.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ach exchange student to ensure that he or she obtains a copy 

of his or her official statement of results covering the subjects taken during the period 

of exchange.  In addition, each host institution will forward a copy of the statement 

of results to the program administrator at the home institution. 

4. Numbers of Participants and Duration 

I.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suitable candidates, each institution will send to the other up 

to five (5) students per academic year, during the period of agreement. The period of 

study for an exchange will normally be for one semester. 

5. Selection and Enrollment for Students 

I. It is expected that only highly motivated students of above-average academic quality 

will b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an exchange program.  The home institution will 

screen applications from its student body for exchang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re 

eligible to participate if they: 

i. Have completed at least two years of undergraduate study; 

ii. Are enrolled at their home and host institution for the full period of the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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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Have an enrollment proposal, approved by their home faculty and host 

institution, and are deemed academically qualified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course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Each institution will inform the relevant 

program administrator of subject availability, including enrollment limitations 

and conditions; 

iv. Have obtained agreement from their home faculty that, up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subject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full credit will be granted 

towards the degree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v. And have satisfied any language proficiency requirement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6. Transcripts of results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home institution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exchange. 

7. Finan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Exchange Students 

I.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financially responsible for: 

i. Travel to and from the host institution 

ii. Books, stationery, etc 

iii. Travel documentation, visas, etc 

iv. Accommodation and living expenses 

v. Health coverage relevant to the exchange institution and country, 



47 

 

 

 

vi. Personal travel within the host country 

8. Accommodation 

Upon admissions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student (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for on-campus 

housing for incoming students. Student (s) have the option to select a meal plan or opt out of 

the meal plan. Students have the option to live in a double room, triple room or suite style 

room.  Students do have the option to rent an apartment off-campus. International Programs 

Office at the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guidance in selecting an apartment off-campus.   

Students will also be made aware that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all costs associated with 

accommodation, including utility accounts and rental deposit. 

9. Health/Medical Insurance 

Participants in the exchange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necessary personal and health 

insurance for the time period of their exchange experience.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assist 

incoming participants in identifying available health insurance options. 

Students from UH-Victoria attending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more than three months are 

required to pay for the health insurance upon arrival.  Students may arrange for personal 

insurance to cover risks such as repatriation to the home country. 

10.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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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ther institution accepts any liability for accidents, injury or death occurring to exchange 

students, either on-campus or off-campus during the term of the exchange, nor any liability for 

debts or damages incurred by exchange students during the term of the exchange. 

11. Faculty and Staff Exchanges 

The two institutions agree in principle to the possibility of exchanges by general staff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ical) and faculty members.  The details of such arrangements will 

be negotiate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and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institutional staffing rules 

and relevant approval processes.  The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sha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private arrangements made by participating staff members concerning exchange of 

accommodation, vehicles, etc. 

12. Exchange Program Review 

Both institution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 review of the exchange program one year after the 

program is in effect and then every five years in connection with renewal of the agreement.  

Problems should not wait for a review but be dealt with when they arise.  The review is 

essential in order to make appropriate and mutually agreed modifications as may be required, 

and to identify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in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13. Period of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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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greement will come into effect from the date of signature by both parties, and will 

remain in force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five (5) years.  The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provided six months written notice is given to the other party.  In the event of 

termination,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program at such time and the students who have already 

been nominated for exchange shall be permitted to complete their activ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14. Signatures 

This agreement constitutes the entire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No amendments, 

consent or waive of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bind either party unless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both parties. 

15. To the extent any provision of this MOU is inconsistent with Texas law, or applicable 

rules or regulations, including rules or regulations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r the Texas Higher Education Coordinating Board, this MOU will be 

considered null and void. 

 

 

 
 

SOOCHOW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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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Date 

  

 

 

 

UNIVERSITY OF HOUSTON - VICTORI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Date 



51 

 

 

 

第三案附件 4 

日本琉球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50 

三、 學生人數：8,222人 

四、 教職員數：2,240人 

五、 規  模： 

琉球大学，基於當地居民以及遠居海外的琉球人的共同期望所建，於 1950 年 5月

22 日在首里城遺址開校。目前設有 7 個學院，9 所研究所，並設有醫學院附屬醫

院。 

學院列表如下︰ 

學院列表 

 法文學院  研究生院醫學專業‧醫學院 

 觀光產業學院  工學院 

 教育學院  農學院 

 理學院  

六、 排名與強項： 

1. 2018 3. U.S.News亞洲大學排名309；日本境內大學排名54。 

2. 位於日本沖繩縣的琉球群島的琉球大學，開辦許多琉球文化研究相關課程，包

括琉球民俗學、琉球語研究、琉球考古研究等，為該校一大特色。 

3. 地理環境優越，是日本研究亞熱帶島嶼生物和環境的教育研究據點。 

七、 國際交流現況： 

該校與世界各國共 84所大專院校簽有協議，2017年錄取的台灣留學生數為 16人。 

八、 參考網站：  

1. 學校官網 http://www.u-ryukyu.ac.jp/ 

2. 國際中心 http://isu.u-ryukyu.ac.jp/?lang=en 

3. U.S.News https://www.usnews.com/education/best-global-universities/university-of-

ryukyus-529099 

 

  

http://isu.u-ryukyu.ac.jp/?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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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5 

[DRAFT]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Soochow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consent to enter into a formal agreement, based on a foundation of 

mutual trust established by previous exchange programs, to promote further exchange of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in order 

to advance scientific research, education,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mutual benefi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1. The two universities shall promote the following exchange activities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needs: 

(1) Exchange of students 

(2)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staff members 

(3) Exchange of academic materials, publ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4) Joint hosting of seminars, conferences, and symposia 

(5) Joint research 

(6) Other academic exchanges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exchange based o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separately negotiated and determined by both 

universities. Exchange activities shall be carried out within the scope of each institution’s financial,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and the mutual agreement of both institutions, memoranda based on 

this agreement may be signed. 

3. Nothing shall diminish the full autonomy of either institution, nor will either party impose any constraints upon the o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agreement. 

4. This agreement is subject to revision by mutual consent. It is also understood that either institution may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at any time, although such action shall only be taken after mutual consideration in order to avoid any possible 

inconvenience to either party. 

5.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ffective whe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universities have signed the agreement and is valid 

for a term of five years. It may be renewed with consent of both faculties through exchanging of letters confirming the 

renewal within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end of the term, and will be effective for another five years. 

6. This agreement is written in English and Japanese with two copies in each language. Both English and Japanese 

versions of the document have equal valid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Hajime Oshiro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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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6 

[DRAFT] 

STUDENT EXCHANG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Soochow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shall exchang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for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under this memorandum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signed on [      date      ]. 

1.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Each university may send and accept under this memorandum not more than 2 students each academic year. 

2. Duration of Stay 

Duration of stay for exchange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in principle up to one academic year. 

3. Selec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and Acceptance Procedures 

The home university shall initially select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bu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make final admission decisions in each case. 

4. Study Program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determine a study program suitable for each student with the student’s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preference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5. Status of Exchange Students 

Each university shall accept exchange students as non-degree-seeking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6. Academic Record and Accreditation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evaluate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each student pursuant to its rules and shall send to the 

home university the academic record or transcript of each exchange student. The home university may give credit to each 

student in accordance with its requirements. 

7. Waiver of Tuition and Fees 

Each host university shall provide waiver of entrance examination fees, admission fees, and tuition for the exchange 

students. 

8.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take out comprehensive health insurance that is vali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sha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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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le for such expenses as travel, accommodations, and health care. 

9. Accommodations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do its best to secure appropriate accommodations for exchange students. 

10. This memorandum shall not ensure the availability of scholarships for exchange students, but each university shall 

endeavor to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on scholarship programs that will financially assist the students. 

11. This memorandum is subject to revision of annulment by mutual consent, although such action shall only be taken after 

mutual consultation in order to avoid any possible inconvenience to the other party. 

12.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come effective whe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universities have affixed their signatures 

hereunder and shall be effective for five years. It may be renewed with consent of both universities through exchanging 

of letters confirming the renewal within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end of the term, and will be effective for another five years. 

13. This memorandum is written in English and Japanese with two copies in each language. Both English and Japanese 

versions of the document have equal valid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Hajime Oshiro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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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7 

印尼總統大學 

President University 

簡介 

一、辦學理念：Where Tomorrow's Leaders Come Together 

二、成立時間：1997 年 9月 

三、學生人數：約為 7500 人 

四、教職員數：約 200 位 

五、規  模： 

印尼總統大學採全英語授課，計有 5個學院 14 個學系提供大學學位學程。 

(1) 學士班 

˙ 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會計學系、管理研究所、精算科學系 

˙ 人文社會學院：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資訊傳播學系、法律系、幼兒教育

學系  

˙ 工程學院：工業工程、機械工程系、電機工程系、環境工程系 

˙ 科技管理學院：資訊科技學系、業務和管理資訊系、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2) 碩士班：資訊技術科學碩士 

印尼首都雅加達郊區的 JABABEKA 市是印尼以集團 JABABEKA 為名的新市鎮，

打造這個新市鎮的幕後推手，正是 JABABEKA 集團董事長許龍川－印尼

JABABEKA & CO.集團主席、印尼臺灣經濟交流協會（ITBC）創辦人暨主席、印尼

工商總會（KADIN）臺灣委員會主席。1989年慧眼獨具的許龍川選定此郊區，從基

礎建設開始著手，如今 JABABEKA 市已成長為容納數百萬人民的新市鎮，也因為

知名外商進駐物流園區，帶來更多工作機會。目前已躍居東南亞最大的綜合工業區

之一，來自超過 30 個國家、1,700家跨國企業選擇投資在此設廠。 

在成功打造新市鎮的同時，許龍川深知成功的企業及國家前途，必須仰賴人才培育，

因此繼續在 JABABEKA 市打造教育園區，於 1997年創辦總統大學。總統大學有著

地利之便，位居此重要工業區地帶，雲集的大企業集團成為總統大學學生最佳實習

場域，這些企業包括歐萊雅、聯合利華、三星、美泰、ICI Paint 和卡夫等，為學生

提供無限的實習及在職培訓機會，使學生一畢業就具備工作經驗。同時學校廣收國

際學生，推動多語言學習，期許將總統大學打造成為印尼的國際人才培育搖籃。 

六、 國際交流現況：目前總統大學已與全球 21 個國家的 53 所大學和機構簽訂合作協

議，目的在提供全校教職員生多元的國際交流機會，以成為全球領先的學術機構為

目標。 

七、 資料來源：印尼台灣教育中心(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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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8 

 

 

 

 

 

SURAT PERNYATAAN KEHENDAK 

ANTARA 

UNIVERSITAS PRESIDEN  

DAN 

SOOCHOW UNIVERSITY 

 

 

UNIVERSITAS PRESIDEN (Indonesia) da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dengan ini 

bermaksud untuk mengadakan 

penggabungan dalam pengajaran, penelitian, 

dan pengabdian masyarakat. Sejauh ini, 

mengandalkan komunikasi dan kepentingan 

bersama, kedua universitas akan 

mengembangkan peluang untuk kerjasama 

dan pertukaran di antara staff pengajar, 

mahasiswa dan staff akademik. Jika 

disepakati, kerja sama dan pertukaran 

tersebut akan secara resmi dinyatakan dalam 

perjanjian antara kedua universitas. 

 

Tanggal : 10 Agustus 2018 

 

UNIVERSITAS PRESIDEN 

 

 

 

 

Dr. Jony Oktavian Haryanto, S.E., M.M., M.A. 

Rektor Universitas Presiden 

Tanggal: ____________________ 

LETTER OF INTENT 

BETWEEN 

PRESIDENT UNIVERS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PRESIDENT UNIVERSITY (Indonesia), hereby 

declare their intent to explore possible 

collaboration in teaching, research, and 

community service. To the extent feasible, 

depending on further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interest, both universities will 

develop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among faculty members, students, 

and academics staff. If agreed upon, such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will be formally 

declared in an Agreement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Date : 10 August 2018 

 

PRESIDENT UNIVERSITY 

 

 

 

 

Dr. Jony Oktavian Haryanto, S.E., M.M., M.A. 

Rector of  President University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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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OCHOW UNIVERSITY 

 

 

 

 

Profesor Wei Ta Pan 

Presid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Tanggal: ____________________ 

 

 

 

 

SOOCHOW UNIVERSITY 

 

 

 

 

Professor Wei Ta Pan 

Presid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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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 

華南師範大學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綜合 

二、成立時間：1933 年 

三、學生人數：35,000 餘名 

四、教職員人數：2,030 名 

五、校長：王科恩 

六、地址：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中山大道西 55 號 

七、系所： 

教育科學學院 政治與行政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歷史文化學院 

外國語言文化學院 特殊教育學院 國際文化學院 美術學院 

旅遊管理學院 教育信息技術學院 數學科學學院 生命科學學院 

地理科學學院 計算機學院 心理學院 繼續教育學院 

網絡教育學院 鳳凰國際學院 
光電子材料與技術研究

所 
生物光子學研究院 

基礎教育培訓與研究

院 

腦科學與康復醫學研究

院 

華南數學應用與交

叉研究中心 
文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 法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 體育科學學院 

音樂學院 
物理與電信工程學

院 
化學與環境學院 

信息光電子科技學

院 

華南先進光電子研究

院 
環境研究院 創業學院 城市文化學院 

國際商學院 軟件學院 職業教育學院 南海學院 

八、特色：華南師範大學始建於 1933 年，為「211 工程」重點建設大學、「世界一流

學科」建設高校，學科領域含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

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藝術學等 12 個門類，物理學獲選為“世界一流學

科”建設目標，另有教育技術學、發展與教育心理學、光學、體育人文社會學（重

點培育）4 個國家重點學科；憑藉著教育心理等學科優勢，華南師範大學強化教育

研究，全力打造南方教育高端智庫，在珠三角、粵東西北建立數個教育發展研究院

（中心），在服務港澳臺教育發展方面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和先發優勢，是最早在

香港澳門合作辦學的內地高校，被譽為澳門師資三大力量之一。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8 中國大學排名榜第 75 名，大陸地區「211」工程高校，

物理學入選「雙一流」建設學科名單，亦為台灣教育部認可之大陸地區 155 所高校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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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國際交流：華南師範大學現已與國（境）外 160 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建立了

合作關係，與荷蘭埃因霍溫理工大學、荷蘭特文特大學與瑞典隆德大學等聯合組建

的「光資訊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標誌著該校國際化科技進程邁進了新的階段，以

及與加拿大卑詩省高貴林市、法國留尼旺大學、拉脫維亞共和國拉脫維亞大學共建

了三所孔子學院，並已與臺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大

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臺北市立大學、中原大學、元智大學、義守大學、南台科

技大學、銘傳大學、等校簽署合作協議。 

十一、參考網站： 

華南師範大學：http://www.scnu.edu.cn/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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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2 

 

 
東吳大學與華南師範大學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 

 

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合作，經友好協商於平等互惠原則下，東吳大學與華南師範

大學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約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交換與互訪交流。 

2. 互邀雙方教師、研究人員與行政人員互訪交流。 

3. 邀請與安排雙方學者進行各項研究合作、學術研討、專題演講等學術合作。 

4. 互換學術出版品與分享學術資訊。 

二、合作原則： 

1. 雙方應為互訪學者提供講學與研究之便利條件。 

2. 兩校將優先處理本約定書內允許之學生交換與學者互訪之請求，並致力達成

雙方滿意之條款。 

3. 兩校各指定一單位機構負責聯絡工作與本約定書之實施。 

三、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滿時，如雙方無異議，約定書

自動延長五年。任何一方有權終止本約定書，但應提前六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 

四、本約定書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兩份文本中如有對應表述不同用語，但所含

意義相同時，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東吳大學  校長                               華南師範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王恩科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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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与东吴大学学术交流合作约定书 

 

为促进两校学术交流合作，经友好协商于平等互惠原则下，华南师范大学与东吴

大学同意建立两校学术交流关系，约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励双方学生短期交换与互访交流。 

2. 互邀双方教师、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互访交流。 

3. 邀请与安排双方学者进行各项研究合作、学术研讨、专题演讲等学术合作。 

4. 互换学术出版品与分享学术信息。 

二、合作原则： 

1. 双方应为互访学者提供讲学与研究之便利条件。 

2. 两校将优先处理本约定书内允许之学生交换与学者互访之请求，并致力达成

双方满意之条款。 

3. 两校各指定一单位机构负责联络工作与本约定书之实施。 

三、本约定书经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满时，如双方无异议，约定书

自动延长五年。任何一方有权终止本约定书，但应提前六个月以书面通知对方。 

四、本约定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文本中如有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但所

含意义相同，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华南师范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王恩科         教授                           潘維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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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3 

東吳大學與華南師範大學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華南師範大學本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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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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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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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份文本中如有對應表述不同用語，但

所含意義相同時，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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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校長         華南師範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王恩科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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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换合作约定书 

华南师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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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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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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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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文本中如有对应表述不同用语，但

所含意义相同时，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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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王恩科        教授              潘维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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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4 

東吳大學與華南師範大學－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華南師範大學本於「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

協商，就兩校辦理「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事項達成如下約定： 

 

一、合作內容： 

（一）研修生：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期互派註冊在校，且至少已修讀一學年以上之學

士班以及碩、博士班學生，自費到對方學校學習一學期，並以修讀雙方均已開

設之科目為原則。 

（二）暑期研習生： 

雙方同意於每年暑假期間辦理「暑期研習班」，研習期間及參訪等內容依雙方規

劃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均無名額限制，亦不獲取接待學校之學位。 

（二）雙方於研修及暑期研習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發給「修讀課程成績證明」，並得由

雙方學校自行審酌是否抵免。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習後，應依交流計畫返回原屬

學校，不得延長停留時間，接待學校亦不受理為其辦理延長停留手續之要求。 

三、遴選方式： 

（一）雙方從各自學校就讀全日制學生中，根據學習成績、個性是否適合本項研修及

暑期研習計畫等情況，推薦至接待學校。受推薦學生應至少已在原屬學校修業

滿一年以上。 

（二）雙方各自保留審查對方推薦之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研修最後決定權。若有不獲對

方接受之情況，推薦方可再次遞補推薦。 

四、研習課程： 

（一）研修生得先於原屬學校選擇接待學校開授之相關課程，經接待學校同意後，至

接待學校研習。 

（二）雙方應於每年三月以前決定暑期研習班課程內容及學分數。 

五、輔導管理： 

（一）雙方學生管理部門負責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研習期間之管理工作。

學生不參與院校評鑑活動，其他管理辦法應參照各自學校管理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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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方需安排學生在學生宿舍住宿，俾利進行管理照顧及各項交流活動。 

（三）雙方有關部門或單位應儘量安排學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行各項學術交流活動，

並關心其生活起居，使交流計畫取得最大效果。 

（四）雙方學校應給予學生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員接機、安排住宿等，俾利儘

快適應新環境。 

 

（五）學生應遵守本約定書及雙方學校各項規定，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該生將停止研

修及研習，即時返回原屬學校。 

六、相關費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屬學校繳交學雜費外，應再向接待學校繳交一學期研修費。暑期

研習生收費方式由雙方學校協商後另行訂定。 

（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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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七、施行細則： 

（一）本約定書內容在雙方指定相應行政部門實施，並負責管理。 

（二）雙方學生應遵守當地法律及對方學校之法規。 

（三）雙方依情況在辦理出入境手續時提供學生協助，但學生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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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資料文件，並準時報告與返

校。 

（五）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後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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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限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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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約定書終止前已開始之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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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約定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本約定書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兩

份文本中如有對應表述不同用語，但所含意義相同時，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

力。 

 

東吳大學  校長                               華南師範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王恩科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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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流合作约定书 

 

华南师范大学与东吴大学本于「平等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经双方

协商，就两校办理「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事项达成如下约定： 

 

一、合作内容： 

（一）研修生： 

双方同意根据学生意愿，每学期互派注册在校，且至少已修读一学年以上之本

科生或研究生，自费到对方学校学习一学期，并以修读双方均已开设之科目为

原则。 

（二）暑期研习生： 

双方同意于每年暑假期间办理「暑期研习班」，研習期間及參訪等內容依雙方規

劃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均无名额限制，亦不获取接待学校之学位。 

（二）双方于研修及暑期研习结束后，接待学校应发给「修读课程成绩证明」，并得由

双方学校自行审酌是否抵免。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习后，应依交流计划返回原属

学校，不得延长停留时间，接待学校亦不受理为其办理延长停留手续之要求。 

三、选拔范围： 

（一）双方从各自学校就读全日制学生中，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本项研修及

暑期研习计划等情况，推荐至接待学校。受推荐学生应至少已在原属学校修业

满一年以上。 

（二）双方各自保留审查对方推荐之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研修最后决定权。若有不获对

方接受之情况，推荐方可再次递补推荐。 

四、研习课程 

（一）研修生得先于原属学校选择接待学校开授之相关课程，经接待学校同意后，至

接待学校研习。 

（二）双方应于每年三月以前决定暑期研习班课程内容及学分数。 

五、学生管理： 

（一）双方学生管理部门负责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研习期间之管理工作。

学生不参与院校评鉴活动，其它管理办法应参照各自学校管理规定执行。 

（二）双方需安排学生在学生宿舍住宿，俾利进行管理照顾及各项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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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尽量安排学生与接待学校学生进行各项学术交流活动，

并关心其生活起居，使交流计划取得最大效果。 

（四）双方学校应给予学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包括派员接机、安排住宿等，俾利尽

快适应新环境。 

（五）学生应遵守本约定书及双方学校各项规定，如有违规情况严重者，该生将停止研

修及研习，实时返回原属学校。 

六、相关费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属学校缴交学杂费外，应再向接待学校缴交一学期研修费。暑期

研习生收费方式由双方学校协商后另行订定。 

（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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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及其它个人支出等费用。 

七、组织实施： 

（一）本约定书内容在双方主管指定两校相应行政职能部门实施，并归该单位管理。 

（二）双方学生应遵守当地法律及对方学校之法规。 

（三）双方依情况在办理出入境手续时提供学生协助，但学生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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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生应于指定期限内，向双方学校缴交规定之必要资料及档案，并准时报告与

返校。 

（五）本约定书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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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限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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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约定书终止前已开始之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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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约定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本约定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

份文本中如有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但所含意义相同时，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

力。 

 

华南师范大学  校长                              东吴大学  校长 

王恩科        教授                              潘維大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