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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7 學年度第 4 次（107 年 10 月 01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7 年 10 月 15 日，經 107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7 年 10 月 01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10 分 

地點：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 

主席︰趙維良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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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媖琁總務長、王志傑研發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人文社會學院黃秀端院長、外語學院張上冠院長、理學院汪曼穎院長（林惠文主任代）、 

法學院鄭冠宇院長（莊永丞副院長代）、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秘書室王淑芳主任秘書（社會資源長）、人事室林政鴻主任、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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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盧令北主任、哲學系米建國主任、政治系劉書彬主任、 

社會系石計生主任、師資培育中心賴光真主任、人權學程陳瑤華主任、英文系王安琪主任、 

日文系蘇克保主任、德文系黃靖時主任、語言教學中心蔡佩如主任、數學系林惠文主任、 

物理系任慶運主任、化學系何美霖主任、微生物系李重義主任、心理系楊牧貞主任、 

法學院莊永丞副院長、商學院劉宗哲副院長、經濟系陶宏麟主任、會計系李坤璋主任、 

企管系劉美纓主任、國貿系温福星主任、財精系詹芳書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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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 

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學生議會黃彥誠議長、教學科技推廣組丁后儀組長、 

教師教學發展組林珊組長 

請假：潘維大校長 

記錄︰楊珺涵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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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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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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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一、大考中心於 9 月 27 日(四)召開「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調查問卷說明

會議，10 月 15 日(一)開放各校學系填答，以協助學生未來選課方向。據會議資

料說明，此系統未來將取代傳統分布於大學的資料，對學生選擇校系影響較大。

故請各學系收到問卷時，務必協助回答，以利未來招生。 

二、上次招生委員會已向各位師長報告，108 學年度推甄第二階段將於 4 月 20 日(六)

或 4 月 21 日(日)舉辦。大考中心來文說明，若選於五、六、日舉辦口試，則須連

續舉辦 2 日，請各學系協助將面試時間安排於 4 月 20 至 21 日兩日內辦理，以利

學生選取本校。 

三、今年大部分學校招生表現呈現下降趨勢，就讀本校招生錄取率為 96.67%，仍與

去年相當，感謝各位師長協助本校招生事宜。 

四、會後將以電子郵件轉寄「跨領域學習(第二專長)規劃說明」簡報予各院、系主管

與秘書，並請系上轉知教師參考(存卷不附)。 

 趙副校長指示：請教務處研議休、退學辦理時間可否另作適當調整，並於教

務會議提出。因每學年期末學生得知成績結果時間，已晚於休退學辦理時程，

若可將休退學辦理截止日延至 7 月 31 日，學生得以由退學改為休學之狀態。 

蕭宏宜學務長： 

一、 德育中心：已向趙副校長報告高教深耕經費使用規劃，日後將依據學生問卷回

饋之訊息，妥適安排學生所需課程。 

二、 學生住宿中心：在董副校長帶領下，已於上週和十信高中董事長進行最後磋商

並將擇期訂約，後續進度持續於會中進行報告。 

三、 群美中心：感謝社資長的協助，百人單車活動將與校友總會合作、擴大參與，刻

正研擬相關細節，敬邀各位師長踴躍參與。 

莊媖琁總務長： 

一、 因應城中地餐使用規劃事宜，已於 9 月 14 日(五)委請建築師正式向臺北市政府

完成掛件申請，辦理第二、五大樓使用執照用途變更。 

二、 今年開學初已確診 1 例登革熱案例，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環保局已至本校進行

5 次巡察、消毒作業，感謝大家配合。由於稽查單位蒞校前，總務處均已透過各

樓管叮嚀各單位需多加注意積水容器與環境清潔，日後若不慎受罰，將商議請

事發單位自行辦理。 

王志傑研發長： 

恭喜本校化學系何美霖教授與體育室李昶弘副教授，其新型專利於「2018 台灣創新

技術博覽會」，榮獲金牌獎，與大家同享此份殊榮。 

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高教深耕計畫提供邀請國外菁英學者、學生赴外發表文章或國際競賽補助，現尚有 2

次申請機會，最終申請截止日為 107 年 11 月 15 日(四)17 點前，請院系主管協助鼓勵

師長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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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芳社資長： 

一、校友活動：9 月 30 日(日)於城中校區正式成立「東吳大學土風舞暨國際民俗舞蹈

校友會」；10 月 6 日(六)校友總會舉辦 2018 東吳大學「揮桿同樂」校友盃高爾夫

球聯誼活動；10 月 8 日(一)校友合唱團將於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廳舉辦「合唱趴趴

走台灣-2018 東吳校友合唱團年度音樂會」公演，歡迎師長們踴躍支持，另目前

海內外總計共 67 個校友活動組織進行中。 

二、生涯發展中心預計於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施全學期校外實習，已通過教務處通

識中心新增課程審查，預定於 10 月份召開學系說明會後公布實習職缺，11 月份

進行企業媒合，預計 12 月可開放錄取學生選課。 

法學院鄭冠宇院長（法學院莊永丞副院長代）： 

107 年 10 月 2 日(二)上午 10 點將舉辦「唐松章校友講座禮聘賴英照講座教授典禮」，

歡迎各位師長踴躍參與。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9 月 26 日(三)於城中校區，10 月 3 日(三)於外雙溪校區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舉辦 3 年

1 次教職員工健康檢查，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員工有義務須接受健康檢查，提

醒尚未健檢同仁們抽空前往受檢。 

王淑芳主任秘書： 

校史研究指導委員會訂於 10 月 3 日(三)下午 2 點，在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校

史工作坊」。為迎接 120 周年校慶，由校史研究指導委員會執行長歷史系蔣武雄教授

來介紹與說明，各教學、行政單位和學校的史實紀錄該如何撰寫與留存，盼各單位業

務承辦同仁派員參加。 

趙維良副校長： 

因 106 學年度第 22 次行政會議校長口頭指示之管制事項，簡報校務資料分析中心與

各單位商討之改善策略與回饋(存卷不附)。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莊媖琁總務長 

說明： 

一、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定，環境安全衛生委

員會之勞工代表應由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推選擔任，故修訂委員會職工委

員遴選方式。 

二、 修正條文內有關數字寫法。 

三、 本案經 107 年 7 月 17 日 106 學年度第 4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討論

通過；檢附修正對照表（附件 1）暨原條文（附件 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4 

 

第二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印度國立法科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案。 

提案人：王世和國際交流長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次會議通過（107.09.11）。 

二、 印度國立法科大學參加 2018 年臺印校長論壇，於會議中與本校董保城副

校長面談，積極表達與本校建立協議校關係之意願，檢附學校簡介及約

文草案（附件 1），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三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青海大學、廣東財經大學、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

及淮陰師範學院簽訂合作約定書案。 

提案人：王世和國際交流長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次會議通過（107.09.11）。 

二、 青海大學為大陸地區 211 工程高校，該校生態學入選一流建設學科名單，

亦為台灣教育部認可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提請簽訂校級學術交

流、學生交換及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1。 

三、 廣東財經大學是一所以法律和商科為教學特色的高等學府，為全國首批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畫高校，本案為透過本校法學院引薦，另該校

尚非教育部認可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提請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及

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2。 

四、 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為蘇州大學之獨立學院，本案為透過本校商學院

引薦，另該校尚非教育部認可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提請簽訂校

級學術交流及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學校簡介及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3。 

五、 淮陰師範學院已於 106 年 9 月 15 日與本校人文社會學院簽署院級協議，

現非教育部認可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為加強本校與淮陰師範學

院之交流與合作，提請簽訂校級學術及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學校簡介

及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4。 

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 107 學年度「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度」第 1 次修正提案。 

提案人：王淑芳主任秘書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頒訂「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第 22 條規定「學校法人、學校、學校之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

應定期檢討及修正本制度」。 

二、 107 學年度第 1 次內部控制制度修正案共計異動 11 項作業，其中包含註

冊課務組、通識教育中心、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組、出納組及校友服務暨

資源拓展中心，為配合實際工作情形進行相關作業之修正；健康暨諮商

中心、研究事務組及社會資源配合法規修正而進行作業內容修正。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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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務處及健康暨諮商中心評估其中 2 項作業，因屬例行性行政作業，

風險值低，故提案刪除。本次共計修正 9 項，刪除 2 項。 

三、 檢附「107 學年度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度第 1 次修正提案表」如附件 1，

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續送第 27 屆第 4 次董事會核備。 

第五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莊媖琁總務長 

說明： 

一、 本校空間規劃委員會，負責校園土地開發及景觀規劃、研議重大建設或

現有空間重分配、檢討調整現有空間使用狀況、協調解決現有空間使用

爭議及其他與校園空間規劃發展有關之興革事項審議，每學期至少召開

會議 1 次。 

二、 原辦法第 2 條規定，委員會置委員 13 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社會資源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各學院

院長及由校長遴聘具景觀、空間規劃或相關專業背景之校內外專家 1 人

擔任委員。 

三、 本校增設副校長後，空間規劃委員實際為 14 人。為能增加日後編制員額

變化時之作業彈性，建議空間規劃委員人數，由目前 13 人調整為 14 至

17 人。另相關專業背景之校內外專家委員，可視當時空間規劃需求決定

是否遴聘。 

四、 檢附「東吳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原條文

如附件 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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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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教學實踐研

究補助實施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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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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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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 

執行情形彙整表 
107.10.01 

編

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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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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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第 22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 

校務資料

分析中心 

 於本次行政會議簡報成果。 
擬予

銷管 

二 為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參考商學

院暑期英文專班、推廣部國際會

議英文課程之作法，規劃全校性

課程，除學生外、亦可開設校內

同仁專班。經費由學校統籌。請

王淑芳主秘跨單位協調；請外語

學院張上冠院長規劃設計（課

程、預算規劃等）；請王淑芳社

資長評估戴氏基金會捐款、

F.O.S.捐款等款項 108 學年可否

重新分配調整；請教務處協助學

分抵免事宜。 

【107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校

長口頭指示】 

秘書室、外

語學院、社

資處、教務

處 

 

秘書室訂於 107 年 10 月 2 日

召開「提升本校教職員工生

英語能力教學計畫規劃小組

會議」討論相關事宜。 

擬予

繼續

管制 

三 電子化系統更新進度 

【105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

校長口頭指示，每月管制 1 次】 

電算中心 

 詳參頁 8。 

擬予

繼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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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開發管制事項進度表 107.9.03 

系統別 完成百分比 備註 
10%     50%    100% 

教

務

系

統 

雙輔跨管理系統（第二階

段） 

106.8   

40% 

106.11 

50% 

106.12 

60% 

107.01 

70% 

107.02 

80% 

107.03 

90% 

107.08 1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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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 完成學生端放棄

功能＠校際異動以及學生端申請

放棄功能預計於 107.9 完成。 

僑生報名系統（第二階段） 

106.8  

30% 

106.11  

50% 

107.01 

60% 

107.02 

70% 

107.06 

80% 

107.8  107.9 

＠第一階段已完成, 

＠召開第二階段細節討論會議進

行開發。＠ 

OS/2 課務系統改寫 

105.1      

70% 

106.6 

測試 

調整 1 

107.1 

測試 

調整 2 

107.6 

測試 

調整 3 

107.8 

＠107.3 前所提修改事項已完成。 

＠目前正依第三次測試結果，進

行修改作業。 

OS/2 學籍系統改寫 
106.6      

70% 

107.4 

80% 

107.8 

 

 107.10 

＠U9 與作業需求配合異動 

＠107.3 持續配合新增異動需求 

OS/2 選課批次分發模組改寫 

106.6 

20% 

106.11 

30% 

107.1 

40% 

107.2 

50% 

107.3 

60% 

107.6 

70% 

107.8   107.12 

＠預計 107.9 完成預選相關模組,

目前剩餘一個模組製作中，待完

成後即可進行預選分發測試。 

Web 碩博士畢業論文管理系

統 

10% 

107.2 

20% 

107.4 

30% 

107.5 

40% 

107.8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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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作業已近完成，

待人會總上線後，即可正式開始

進行建置。 
Web 課堂反應問卷線上版 

10% 

107.2 

20% 

107.3   

50% 

107.4 

60% 

107.5    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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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務

資

訊

平

台 

第一、二、三期： 

交付計劃書、入口建置/30

％填報數/25KPI/雲端檔案

/SSO、Analyzer 商業智慧

系統交付及環境建置。  

106.1        

90％ 

107.3 

100％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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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案目前已完成第四期程，完

成 50％的維度建置。 

＠第五第六期程，將依照評鑑組

所提需求進行建置。 

第四期：全部 100％填報

數/50％維度 10% 

107.1 

20% 

107.2 

30% 

107.3 

40% 

107.4 

50% 

107.5   

80% 

107.6  

100% 

107.7 

第五期：全部 100％維度 107.8         108.8 

第六期：資料倉儲/維度與

量值自動同步 107.8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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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1 

東吳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三人，其

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計八人，分別為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理學院院長、人事室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二、專業委員：計七人，分別為物理

學系主任、化學學系主任及微

生物學系主任，及由理學院推

派具毒性化學專業三人、輻防

專業一人之教師或行政人員。 

三、教職工委員：計八人，分別為： 

（一）教師委員五人，除理學院

外，由各學院遴選教師代表

一人。 

（二）職工委員三人，由本校勞

資會議勞方代表推選擔任。 

 

校長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當

然委員及專業委員學系主任代表之

任期隨職務調整，其餘委員之任期

兩年，得連任，遇缺時則重新遴選。 

本委員會一般行政工作由總務處環

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負責。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23人，其組成如

下： 

一、當然委員：計8人，分別為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理學院院長、人事室 

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二、專業委員：計7人，分別為物理

學系主任、化學學系主任及微

生物學系主任，及由理學院推

派具毒性化學專業3人、輻防專

業1人之教師或行政人員。 

三、教職工委員：計8人，分別為： 

（一）教師委員5人，除理學院

外，由各學院遴選教師代表

一人。 

（二）職工委員3人，由全校行政

單位遴選職員代表2人、工

友代表1人。 

校長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當

然委員及專業委員學系主任代表之

任期隨職務調整，其餘委員之任期

兩年，得連任，遇缺時則重新遴選。 

本委員會一般行政工作由總務處環

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負責。 

1. 依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及

第 4 項規定，

委員會勞工代

表應由勞資會

議勞方代表推

選擔任。 

2. 修正條文內有

關數字寫法。 

第四條  

本委員會依前揭各項業務運作

需要，設置以下四個工作小組，研

議相關分組之管理計畫、規章及審

議督導該分組有關運作事宜。 

一、職安暨綠色校園小組。 

二、能資源永續利用小組。 

三、教職工健康促進小組。 

四、實驗室安全衛生小組。 

第四條   

本委員會依前揭各項業務運作

需要，設置以下4個工作小組，研議 

相關分組之管理計畫、規章及審議

督導該分組有關運作事宜。 

一、職安暨綠色校園小組。 

二、能資源永續利用小組。 

三、教職工健康促進小組。 

四、實驗室安全衛生小組。 

修正條文內有關

數字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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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各小組研議之計畫、規章及相

關運作管理建議，應送本委員會討

論後做成決議。 

各小組研議之計畫、規章及相

關運作管理建議，應送本委員會討

論後做成決議。 

第五條   

委員會各工作小組之組成如

下： 

一、職安暨綠色校園小組： 

（一）共九人，分別由教務

長、總務長、人事室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專業委員代表二人、教師

委員一人、職工委員二人

組成，總務長為小組召集

人。 

（二）本小組由總務處環境安

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負責

行政工作執行事宜。 

二、能資源永續利用小組： 

（一）共七人，分別由總務

長、專業委員二人、教師

委員二人、職工委員二人

組成，總務長為小組召集

人。 

（二）本小組由總務處營繕組

負責行政工作執行事宜。 

三、教職工健康促進小組： 

（一）共七人，分別由學務

長、總務長、人事室主

任、教師委員二人、職工

委員二人組成，學務長為

小組召集人。 

（二）本小組由學務處健康暨

諮商中心負責行政工作執

行事宜。 

第五條   

本委員會各工作小組之組成如

下： 

一、職安暨綠色校園小組： 

（一）共9人，分別由教務

長、總務長、人事室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專業委員代表2人、教師

委員1人、職工委員2人組

成，總務長為小組召集

人。 

（二）本小組由總務處環境安

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負責

行政工作執行事宜。 

二、能資源永續利用小組： 

（一）共7人，分別由總務

長、專業委員2人、教師

委員2人、職工委員2人組

成，總務長為小組召集

人。 

 

（二）本小組由總務處營繕組

負責行政工作執行事宜。 

三、教職工健康促進小組： 

（一）共7人，分別由學務

長、總務長、人事室主

任、教師委員2人、職工

委員2人組成，學務長為

小組召集人。 

（二）本小組由學務處健康暨

諮商中心負責行政工作執

修正條文內有關

數字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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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四、實驗室安全衛生小組： 

（一）共九人，分別由理學院

院長、總務長及各專業委

員組成，理學院院長為小

組召集人。 

（二）本小組由理學院負責行

政工作執行事宜。 

行事宜。 

四、實驗室安全衛生小組： 

（一）共9人，分別由理學院

院長、總務長及各專業委

員組成，理學院院長為小

組召集人。 

（二）本小組由理學院負責行

政工作執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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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2 

東吳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88年7月7日行政會議通過 

99年4月14日行政會議修訂 

99年12月7日行政會議修訂 

104年4月13日行政會議修訂 

104年12月7日行政會議修訂 

106年11月27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  一  條    為維護校園環境品質，防止職業災害，保障教師、學生及職工之

工作安全，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辦法」、「游離輻射防護法」、「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及「政府機

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碳措施」等規定，特訂定「東吳大學環境安

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23人，其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計8人，分別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理學院院長、人事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二、專業委員：計7人，分別為物理學系主任、化學學系主任及

微生物學系主任，及由理學院推派具毒性化學專業3人、輻

防專業1人之教師或行政人員。 

三、教職工委員：計8人，分別為： 

（一）教師委員5人，除理學院外，由各學院遴選教師代表1

人。 

（二）職工委員3人，由全校行政單位遴選職員代表2人、工

友代表1人。 

校長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當然委員及專業委員學系主任代表之

任期隨職務調整，其餘委員之任期兩年，得連任，遇缺時則重新

遴選。 

本委員會一般行政工作由總務處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負

責。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職安暨綠色校園方面： 

（一）研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與規章。 

（二）研議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與宣導事項。 

（三）研議校園環境保護政策、規章。 

（四） 研議校園環境教育與宣導事項。 

（五） 研議廢棄物處理與資源回收事項。 

（六） 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環境保護事項。 

二、能資源永續利用方面： 

（一）統籌本校節能減碳政策規劃及相關規章之研擬。 

（二）研議校園水、電、燃料、用紙等能資源永續利用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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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目標及相關管理事項。 

（三）研議校園空氣、廢水與噪音污染防治事項。 

三、教職工健康促進方面： 

(一) 研議人員職業健康檢查之管理與評估事項。 

(二) 研議職場健康保護、健康促進之相關管理計畫及規章修

訂事項。 

(三) 研議人因性危害、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及執行職務遭

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預防事項。 

四、實驗室安全衛生方面： 

（一）實驗室職安方面： 

1. 研議實驗室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與規章。 

2. 研議實驗室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與宣導事項。 

3. 研議實驗室安全衛生定期檢查與管理暨災害調查處

理事項。 

（二）毒性化學物質方面： 

1.研議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規定與督導實施。 

2.研議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3.審議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質核可文件、登記文件之申 

請。 

4.監督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之彙整及定期申報。 

5.其他有關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事項。 

（三）輻射防護方面： 

1.研議輻射防護計畫與規章。 

2.研議輻射防護教育訓練與宣導事項。 

3.研議輻射物質、設備及廢棄物之管制與處理事項。 

4.研議輻射安全督導及監測事項。 

5.其他有關輻射安全防護事項。 

（四） 管制藥品方面： 

1.研議管制藥品運作管理規定與督導實施。 

2.其他有關管制藥品管理事項。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依前揭各項業務運作需要，設置以下4個工作小組，研

議相關分組之管理計畫、規章及審議督導該分組有關運作事宜。 

一、職安暨綠色校園小組。 

二、能資源永續利用小組。 

三、教職工健康促進小組。 

四、實驗室安全衛生小組。 

各小組研議之計畫、規章及相關運作管理建議，應送本委員會討

論後做成決議。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各工作小組之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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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安暨綠色校園小組： 

（一）共9人，分別由教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專業委員代表2人、教師委員1人、職工

委員2人組成，總務長為小組召集人。 

（二）本小組由總務處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負責行政

工作執行事宜。 

二、能資源永續利用小組： 

（一）共7人，分別由總務長、專業委員2人、教師委員2人、

職工委員2人組成，總務長為小組召集人。 

（二）本小組由總務處營繕組負責行政工作執行事宜。 

三、教職工健康促進小組： 

（一）共7人，分別由學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教師

委員2人、職工委員2人組成，學務長為小組召集人。 

（二）本小組由學務處健康暨諮商中心負責行政工作執行事

宜。 

四、實驗室安全衛生小組： 

（一）共9人，分別由理學院院長、總務長及各專業委員組

成，理學院院長為小組召集人。 

（二）本小組由理學院負責行政工作執行事宜。 

第  六  條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由召集人或三分之一

以上委員連署，召開臨時會議。 

會議召開時，各工作小組應彙整提報該小組職司之業務項目運作

情形。 

第  七  條    本委員會及各工作小組會議應有半數以上委員出席；並以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為決議。 

第  八  條    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15 

 

第二案附件 1 

印度國立法科大學 

Rajiv Gandh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w, Punjab 

簡介 

 

一． 屬  性：國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2006 年 

三． 學生人數：約500餘人 

四． 規  模： 

印度國立法科大學，是所位於旁遮普省，提供法律教育的大學。該校設立了刑法

高級研究中心（CASCL）; 消費者保護法和宣傳中心（CCPLA）; 國際人道法高

級研究中心（CASH）; 農業法經濟學院（SALE）; RGNUL競爭考試研究所（RICE）; 

海外留學信息局（BISA）和遠程教育理事會（DODE）。這些中心的目標是獨立

或與國家或國際一級的專業機構合作，在各自的新興領域開展研究機會。 

該校法律援助診所成立於 2011 年，擁有一支由 110 名成員組成的強大的法律助

理志工隊伍，由倡導者，教師和學生組成。在 2013-2014 學年，其法律援助診所

開展了許多活動和項目，推動其在群眾中的法律意識事業。 

該校亦是新加坡亞洲法律研究所（ASLI）、英聯邦法律教育協會（CLEA）、南

亞臨床法教師論壇（FSACLT）等多個國家和國際專業組織的成員。 

五． 參考網站：  

1. 印度國立法科大學官方網站 https://rgnul.ac.in/page.aspx?page=2  

  

https://rgnul.ac.in/page.aspx?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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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RAJIV GANDH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W, PUNJAB （INDIA）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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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IV GANDH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W, PUNJAB situated at Patiala, Punjab, 

India,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situated at Taipei City, Taiwan wish to foster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to facilitate cultural exchange. Through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 Universities affirm their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ir institutions. 

 

1. The purpose of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s to promote and to facilitate 

an international and multilate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and more 

particularly: 

 

i.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their students, faculty members and 

staff between their two Universities; and 

ii.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2.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ets out the general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It will be completed by Protocols which shall 

apply to specific areas. 

 

3. The Universities will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Protocol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i. the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ii.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iii.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and programs; 

iv. the exchange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resources, including the on-

line digital library accessibility; 

v. assistance in finding internships for exchange students; 

vi.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joint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jects; 

vii. assistance in organizing visits to compani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viii. other areas that may be mutually agreed upon. 

 

The precise form of cooperation will be determined as the Universities set out in 

each Protocol. 

 

4. Pursuant to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 Institutions will facilitate 

contact between their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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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pon the agreement of both Universities,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can 

be extended to include other existing partner institutions, so that an eff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network of cooperating institutions may be formed. 

 

6. Each University shall name one academic official who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and facilitation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who shall 

be the person of record for official communication pertaining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Name         Kai-Chieh Hu 

Title  Dean 

Address        70, Linhs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Taiwan 

City  Taipei 

Postal code 11102 

Country        Taiwan 

Telephone +886-2-28819471 

Email  icae@scu.edu.tw  

 

For RAJIV GANDH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W, PUNJAB:  

Name  Gur Iqbal Singh Sandhu 

Title  Registrar 

Address        Sidhuwal, Bhadson Road,  

City  Patiala 

Province        Punjab 

Postal code 147 006 

Country    India 

Telephone +91 （0）175-239-1222 

Email  info@rgnul.ac.in or gissandhu@yahoo.com 

 

7.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ll come into effect on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and shall remain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It will then come to an end unless the 

Universities inform each other in writing no later than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date 

of its ending of their intention to renew. 

 

8. The partners i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ll consult each other as often 

as necessary, and at least once a year,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ir cooperation. Any 

mailto:icae@scu.edu.tw
mailto:info@rgnul.ac.in
mailto:gissandhu@yahoo.com


19 

 

modification to the present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ust be consented to 

by both institutions. 

 

9. Details of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ay be altered as a result of the 

experience acquired by both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ir respective 

course programs. 

 

10.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any Protocol made pursuant to it, 

is not a contract and does not create any rights or obligations including financial 

liability. 

 

11.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s made in English. 

 

 

22 of June 2018,  

 

 

For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For Rajiv Gandh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w, Punja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Prof. Wei Ta Pan Prof. （Dr.） Paramjit S. Jaswal 

President Vice-Chancellor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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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1 

青海大學 

Qinghai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综合 

二、成立時間：1983 年 

三、學生人數：27,000 餘名 

四、專任教師人數：1,400 餘名 

五、校長：王光謙 

六、地址：青海省西寧市甯大路 251 號 

七、系所： 

附屬醫院 醫學院 農牧學院 

化工學院 財經學院 機械工程學院 

水利電力學院 土木工程學院 生態環境工程學院 

昆侖學院 繼續教育學院 藏醫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地質工程系 電腦技術與應用系 

基礎部 體育部  

八、特色：青海大學前身為青海工學院，始建於1958年，現為教育部和青海省共

同建設的「211工程」大學、國家「雙一流」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國家「中

西部高校綜合實力提升工程」14所重點建設大學之一，「卓越醫生教育培養

計畫、「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畫」、「卓越農林人才教育培養計畫」改革

試點高校，「中西部高校聯盟」成員單位，中國高校傳媒聯盟理事單位之一，

「西部電腦教育提升計畫」高校之一。2001年7月，教育部指定清華大學對口

支援青海大學，目前已發展成為一所以工、農、醫、管四大學科為主，其他

學科協調發展的教學研究型大學。學科專業設置與國家和青海省著力推進的

三江源生態保護、柴達木迴圈經濟建設等緊密相關，在三江源生態保護、高

原農牧業、高原醫學、藏醫藥學、鹽湖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形成了鮮

明的學科優勢和辦學特色。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8 中國大學 700 強排名第 294，大陸地區「211」

工程高校，生態學入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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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國際交流：青海大學現已與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韓國、

臺灣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高校簽署了交流合作協定，加入了青海—猶他科

技創新聯盟，啟動了新一輪清華大學—奧克蘭大學—青海大學「三兄弟」模

式合作專案，推進了國際交流與合作。 

十一、參考網站： 

青海大學：http://www.qhu.edu.cn/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8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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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青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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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青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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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王光謙    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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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青海大學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青海大學本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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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年得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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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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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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  校長         青海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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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維大    教授         王光謙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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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青海大學－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青海大學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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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得選派註冊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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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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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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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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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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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王光謙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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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2 

廣東財經大學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簡介 

一、屬性：財經 

二、成立時間：1983 年 

三、學生人數：27,700 餘名 

四、專任教師人數：1,260 餘名 

五、校長：于海峰 

六、地址：廣州校區-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侖頭路 21 號，三水校區-廣東省佛山市

三水區雲東海旅遊經濟區 

七、系所： 

法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會計學院 

金融學院 經濟學院 財政稅務學院 

人文與傳播學院 信息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 

藝術與設計學院 外國語學院 地理與旅遊學院 

統計與數學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體育教學部 

創業教育學院 經濟與管理國家級實驗

教學示範中心（廣東財經

大學） 

工商管理碩士（MBA）教

育中心 

繼續教育學院  網路教

育學院 

國際學院 稅務幹部進修學院 

國際商學院 文化創意與旅遊學院  

八、特色：廣東財經大學於1983年建立，原名廣東財經學院，1985年改名為廣東

商學院，2013年6月19日更名為「廣東財經大學」，現由廣東省人民政府與國

家司法部共同建設，是一所以法律和商科為教學特色的高等學府，為國家教

育部《1+2+1中美人才培養計畫》定點高校之一，全國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

育培養計畫高校，「一帶一路」高校戰略聯盟成員。廣東財經大學應用經濟

學、工商管理和法學3個一級學科是省級優勢重點學科和特色重點學科，現有

57個本科專業，其中市場行銷、法學、金融學、會計學、財政學等5個國家級

特色專業；市場行銷專業為國家級綜合改革試點專業。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8 中國大學 700 強排名第 338，非台灣教育部認可

之大陸地區 155 所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廣東財經大學現已與美、英、法、澳、加等20多個國家和港澳臺

地區的近百所高等教育機構建立了友好關係，創辦了3個中外合作本科實驗

班，並創建了「廣東財經大學海外實踐教學平臺」德國基地、紐西蘭基地、

義大利基地和阿根廷基地，成為「一帶一路」高校聯盟成員院校和教育部「中

美人才培養計畫」121專案創新人才培養實驗基地。 

十一、參考網站： 



 28 

廣東財經大學：http://www.gdufe.edu.cn/main.htm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8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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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和廣東財經大學 

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地址：臺灣臺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56 號）

和廣東財經大學（廣州校區地址：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侖頭路 21 號）

經友好協商，同意根據平等互惠的原則，建立雙方學術交流合作關係，

特此約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開展短期學習與交流活動； 

2. 互邀雙方教師和行政管理人員開展互訪交流活動； 

3. 邀請和安排雙方學者就共同感興趣的學術問題開展多種形

式的合作研究活動； 

4. 分享學術資訊、互換學術出版物。 

二、合作原則： 

1. 雙方應各自指定一個校內單位負責雙方的聯絡工作和本約

定書的執行工作； 

2. 雙方應及時受理上述短期學習、互訪交流和合作研究活動的

申請，努力達成令雙方滿意的活動實施條款，為相關學生、教師和行

政管理人員提供開展短期學習、互訪交流和合作研究活動的便利條件。 

三、本約定書自雙方校長簽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為五年。本約

定書有效期滿時，若雙方均未書面提出異議，則自動延長五年。任

何一方均有權終止本約定書，但須提前至少三個月書面通知對方，

且雙方正在實施中的相關活動仍須按計畫繼續完成。 

四、本約定書用中文的正體字和簡體字寫成，兩種文本均一式兩

份，雙方各執一份。中文正體字和簡體字兩種文本中相對應的表述用

語如果含義相同，則兩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果含義不同，則由雙

方另行協商界定。 

 東吳大學  校長                                廣東財經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于海峰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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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和廣東財經大學 

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和廣東財經大學經友好協商，同意根據「平等互惠、優

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原則，共同實施「學期研修生」和「暑期研習

生」兩類學生交流計畫，並就相關事項達成如下約定。 

一、合作內容 

1. 學期研修生：根據學生本人意願，雙方互派已註冊修讀至少

一個學年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或碩士研究生，自費到對方學校學習一

個學期，修讀業經雙方共同認可的課程。 

2. 暑期研習生：雙方共同組織學生參加暑期研習班，研習時間、

地點和內容等由雙方另行商定。 

二、合作形式 

1. 學期研修生和暑期研習生交流計畫均無名額限制。 

2. 學期研修生和暑期研習生均不獲得接收學校的學歷和學位；

接收學校僅為學期研修生、暑期研習生開具學習證明。 

3. 學期研修生和暑期研習生在接收學校完成相關學習任務後，

須在專案規定的期限內返回派出學校，不得延長停留時間；接收學校

亦不受理為其辦理延長停留手續之要求。 

三、學生遴選 

1. 學期研修生和暑期研習生的遴選程式是：學生自願報名、派

出學校選拔推薦、接收學校最終確定。 

2. 學期研修生和暑期研習生的報名條件是：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或碩士研究生，已在派出學校註冊修讀至少一個學年，身心健康、成

績優良，有能力按時完成相關學習任務，並完全符合所在學校的有關

派出條件。 

3. 派出學校負責對報名申請者進行資格審查和選拔推薦，接收

學校有權最終決定是否錄取。若發生不獲對方接受之情況，派出學校

可再次推薦遞補。 

四、學習內容 

1. 學期研修生須根據本人的學業計畫和學習興趣，在行前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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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接收學校開授之相關課程，並分別報經雙方共同批准。 

2. 雙方應於每年四月底前商定暑期研習班專案的時間、地點和

內容等。 

五、學生管理 

1. 學期研修生和暑期研習生均須自行申請入境許可，雙方均應

及時指導和協助其根據實際需要準備真實、準確、完整的入境申請材

料。 

2. 學期研修生和暑期研習生均須根據派出學校的有關規定，及

時辦理離校和返校手續。 

3. 學期研修生和暑期研習生均應嚴格遵守本約定書的相關條

款、雙方的相關規定和學習所在地的法律法規。對違法違規情況嚴重

者，由接收學校終止其學習活動並及時遣返回派出學校。 

4. 接收學校應安排學期研修生和暑期研習生在本校的學生宿

舍住宿，以便於日常管理和開展相關學習活動。 

5. 接收學校應儘量安排學期研修生和暑期研習生參加學生學

術交流活動，並及時提供學習與生活方面的指導和協助，包括接機、

安排食宿、適應新環境等，使本項交流計畫取得最優效果。 

6. 雙方應根據各自的有關規定，協同做好學期研修生和暑期研

習生在接收學校學習期間的管理工作。 

六、相關費用 

1. 學期研修生須向接收學校繳納一個學期的課程學習費和住

宿費，收費標準和繳費方式由接收學校確定。暑期研習生的收費標準

和繳費方式由雙方另行商定，作為暑期研習生專案實施方案的內容之

一。 

2. 學期研修生和暑期研習生均須自行承擔證照費、簽注費、保

險費、往返交通費、住宿費、生活費、書籍費及其他個人消費等費用。 

七、其他條款 

1. 本約定書由雙方各自指定的校內單位負責執行和管理。 

2. 本約定書未盡事宜，由雙方授權代表協商解決。 

3. 本約定書自雙方校長簽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為五年。本約

定書有效期滿前三個月若雙方均未書面提出異議，則自動延長五年。

任何一方均有權終止本約定書，但須提前至少三個月書面通知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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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約定書終止前已開始實施的學期研修生和暑期研習生專案活動

不受本約定書終止影響，相關學生仍繼續按原計畫完成在接收學校的

學習活動。 

4. 本約定書用中文的正體字和簡體字寫成，兩種文本均一式兩

份，雙方各執一份。中文正體字和簡體字兩種文本中相對應的表述用

語如果含義相同，則兩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果含義不同，則由雙

方另行協商界定。 

 

東吳大學  校長                    廣東財經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于海峰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第三案附件 3 

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 

Applied Technology College of Soochow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理工（獨立學院） 

二、成立時間：1997 年 

三、學生人數：8,000 餘名 

四、校長：傅菊芬 

五、地址：江蘇蘇州昆山周莊鎮大學路一號 

六、系所： 

工學院 商學院 

時尚學院 中興通訊電信學院 

海外教育學院  

七、特色：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成立於1997年11月，2005年改制為由國家「211工程」重點

建設高校、江蘇省省屬重點綜合性大學—蘇州大學舉辦的本科層次的獨立學院。學院設有

工學院等5個學院、1個國家職業技能鑒定所、1個應用技術教育研究所，獲批江蘇省國際

服務外包人才培訓基地、江蘇省服務外包人才培養試點高校、江蘇省電子商務人才培訓基

地等。 

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以培養高層次應用型人才為宗旨，近十年，學生在國家級、省級專

業技能和學科競賽中榮獲獎項320餘項，其中全國大學生電子設計競賽等全國獎30多項。

近五年，畢業生就業率連年超過96％，協定就業率均在94%以上。 

近年來，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積極把握國家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

型的戰略機遇，以獲批加入應用技術大學聯盟、入選首批教育部—中興通訊ICT產教融合

創新基地院校、「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產教融合促進計畫試點院校以及「科學工作能

力提升計畫（百千萬工程）」首批試點院校為契機，積極配合昆山轉型升級創新發展六年

行動計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探索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的有效途徑，堅持走

應用型本科教育的發展之路。 

八、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8 中國獨立學院 300 強排名第 199，尚非台灣教育部認可之大陸

地區 155 所高校之一。 

九、國際交流：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現已與美國、英國、德國、韓國、日本等國家的高校

開展合作辦學、優秀學生出國交流、攻讀雙學位、碩士學位等專案。 

十、參考網站： 

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http://tec.suda.edu.cn/xygk1/xrld.htm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8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 

  



 

 
 

 

 

 
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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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應

用技術學院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約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研修以及進行移地教學等互訪交流。 

2. 互邀雙方教師、研究人員與行政人員進行互訪及培訓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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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與學者互訪之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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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  院長 

潘維大    教授                              傅菊芬                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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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得選派註冊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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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研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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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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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最後決定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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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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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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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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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  院長 

潘維大    教授         傅菊芬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第三案附件 4 

淮陰師範學院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師範 

二、成立時間：1958 年 

三、學生人數：20,000 餘名 

四、專任教師人數：1,200 餘名 

五、校長：焦富民 

六、地址：江蘇省淮安市長江西路 111 號 

七、系所： 

城市與環境學院 傳媒學院 法律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化學化工學院 教育科學學院 教師教育學院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 

淮安電商學院 

歷史文化旅遊學院 

美術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數學科學學院 

生命科學學院 體育學院 文學院 

外國語學院 物理與電子電氣工程學院 音樂學院 

八、特色：淮陰師範學院為1997年由1958年創辦之淮陰師範專科學校、及1959年創辦之淮陰

地區教師進修學院合併組建而成，2000年併入江蘇省淮陰師範學校、江蘇省淮安師範學

校，目前設有17個二級學院，72個普高本科專業，涵蓋理學、工學、經濟學、法學、教育

學、文學、歷史學、管理學、藝術學等九個學科門類，與南京師範大學、寧夏大學、江蘇

師範大學等省內外高校聯合培養在校研究生120餘人，建有區域現代農業與環境保護省級

協同創新中心、江蘇省環洪澤湖生態農業生物技術重點實驗室、江蘇省生物質能與酶技術

重點實驗室、江蘇省低維材料化學重點實驗室、江蘇省現代檢測技術與智慧系統重點建設

實驗室、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等33個省市級研發

平臺與基地。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8 中國大學 700 強排名第 476，非台灣教育部認可之大陸地區 155

所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淮陰師範學院現已與美國、英國、芬蘭、哈薩克、日本、韓國、臺灣等國家與

地區的40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關係，先後向境外高校派出交換生與雙學位學生等共730

餘人，接收來自老撾、印尼、吉爾吉斯斯坦與塔吉克斯坦國家的學位國際學生共25人，來

自韓國、日本等國家長期語言國際學生累計60餘人次。 

十一、參考網站： 

淮陰師範學院：http://www.hytc.edu.cn/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8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 

  



 

 
 

 

 

 
東吳大學與淮陰師範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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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淮陰師範學

院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約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研修與互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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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與學者互訪之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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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陰師範學院  院長 

潘維大    教授                               焦富民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東吳大學與淮陰師範學院－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淮陰師範學院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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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得選派註冊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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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研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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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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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最後決定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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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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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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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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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陰師範學院  院長 

潘維大    教授                                 焦富民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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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 

107 學年度東吳大學內部控制制度第 1 次修正提案表 

修正部分 

附件 內控事項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提案修正說明 

一 教學事項 
悠遊卡學生證補

換發作業 

教務處註

冊課務組 

變更鎖卡掛失流程，改由學生自行

線上鎖卡掛失，以減少損失風險。 

二 教學事項 
共通教材印製發

售作業 

教務處註

冊課務組 

因城中校區未設置書局，故修改文

字用詞。 

三 教學事項 
通識課程開課作

業 

教務處通

識教育中

心 

1.流程圖「審查各單位所欲開課之通

識課程是否符合各學年度審查資

格」應為承辦人先將各單位送件資

料進行檢視而非由承辦人審查，故

審查機制為共通教育委員會，擬將

「審查」改為「檢視」。 

2.106 年 6 月 9 日 105 學年度第二學

期第 2 次共通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設置「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設

置辦法」，該委員會負責研議、規

劃共通課程之開發、發展等，擬將

本組織列入作業流程圖及作業程

序。 

3.流程圖中加退選後人數不足 30 人

之課程停開流程屬「加退選後共通

課程停開作業」，擬刪除。 

4.原控制重點 6.3「通識課程開課範

圍須符合六大類別，每門課程皆為

單學期 2 學分」，依據「東吳大學

通識課程開課辦法」修訂後，擬更

改為「每門課程皆為單學期 1~2 學

分」。 

四 學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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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

處健康暨

諮商中心 

依教育部 107 年 6 月 22 日新修正之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及現行工

作執行狀況修正作業程序。 

五 總務事項 
環境設施及設備

系統請修作業 

總務處環

安衛暨事

務組 

依現行實際作業程序修正。 

六 總務事項 
中華郵政團體撥

戶作業 

總務處 

出納組 

1.增列臨時狀況下時向中華郵政公

司止付作業流程。 

2.依現行實際作業程序修正獎助金

及工讀金發放日期。 

七 總務事項 每日結帳作業 
總務處 

出納組 
依現行實際作業程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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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內控事項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提案修正說明 

八 
研究發展事

項 

教師學術研究獎

補助作業 

研究發展

處研究事

務組 

因應本校新定法規，故增列部分內

容。 

九 其他事項 
代辦校友成績單

或證明文件作業 

社會資源

處校友服

務暨資源

拓展中心 

1.因應組織調整修改校友服務組為

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 

2.綜合教務組已併入註冊課務組，刪

除「綜合教務組」字樣。 

3.因個資安全考量及配合註冊課務

組之規定，若校友委託本中心代為

申請各項文件，新增「檢附有相片

之身分證件影本」。 

4.本中心服務各學制畢業之校友，刪

除「日間部、夜間部」字樣。 

5.配合註冊課務組之規定，若校友為

辦理更名或補發證書，新增「檢附

申請人個人戶籍謄本影本、新式戶

口名簿影本或戶政事務所開立之

更改紀錄證明書影本（請儘量僅呈

現個人更改記事，勿呈現過多家庭

成員個人資料）」。 

6.民國 83 年前校友與其他年度校友

辦理方式相同，故刪除相關文字說

明。 

7.協助校友代辦之各項文件，已改由

本中心至郵局交寄。 

8.更新使用表單之名稱。 

 

廢止部分 

附件 內控事項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提案修正說明 

十 學生事項 
召開學生事務會

議作業 

學生 

事務處 

本作業為例行性行政作業，經評估

風險性低，擬移除該作業。 

十一 學生事項 
學系/班級團體

輔導活動作業 

學生事務

處健康暨

諮商中心 

本業務經費來源包含教學卓越計畫

及本中心學校預算。教學卓越計畫

已終止，活動調整為例行性業務辦

理，風險低，擬刪除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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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卡學生證補換發作業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4.流程圖:附件一~1 4.流程圖:附件一~2  

5.1.悠遊卡學生證遺失、損壞、更

改姓名、更換照片、條碼無法感應

者，須先於線上鎖卡掛失，再申請

補（換）發。 

5.1.悠遊卡學生證遺失、損壞、更

改姓名、更換照片、條碼無法感應

者，可至註冊課務組申請補（換）

發。 

更改作業流程 :由
學生自行上網鎖卡
後，再申請補換發
學生證。  

5.1.1.卡片掛失確認後3小時內所使

用金額之損失由學生自負，3

小時後風險由悠遊卡公司負

擔。 

5.1.2.悠遊卡公司查核卡片可用餘

額後，郵寄【悠遊卡處理結

果通知單】至指定地址或退

費至指定銀行（郵局）帳

戶。 

5.1.3.學生持身分證明及退費通知

單至捷運站辦理退費。 

 新增  

 5.6.註冊課務組鎖卡並向悠遊卡
公司掛失：  

   5.6.1.註冊課務組鎖卡後      

       email向悠遊卡公司掛  

       失。  

   5.6.2.卡片掛失確認後3小時  

       內所使用金額之損失由   

       學生自負，3小時後風險  

       由悠遊卡公司負擔。  

 

   5.6.3.悠遊卡公司查核卡片可  

       用餘額後，郵寄【悠遊  

       卡處理結果通知單】至  

       註冊課務組。  

   5.6.4.學生於申請日兩週後至  

       註冊課務組領取退費通  

       知單。  

   5.6.5.學生持身分證明及退費  

       通知單至捷運站辦理退  

       費。  

刪除  

5.6.於一個工作天後憑繳費收據
或身分證明至註冊課務組簽
名領取新證，（換照片者需3

個工作天）。  

5.7.於一個工作天後憑繳費收據
或身分證明至註冊課務組簽名
領取新證。  

調整項次順序  

新增換照者須增加
製卡工作天  

6.控制重點： 

6.1.學生是否已線上鎖卡成功。 

6.2.更改姓名者是否已檢附戶   

6.控制重點： 

6.1.更改姓名者是否已檢附戶   

      籍謄本，辦妥更名手續。 

新增 6.1:承辦人員
須先確定學生已完
成鎖卡才可受理申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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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謄本，辦妥更名手續。 

6.3.學生是否已至出納組缴交 

      工本費。 

6.4.是否為退學生或畢業生。 

6.2.學生是否已至出納組缴交 

      工本費。 

6.3.是否為退學生或畢業生。 

請。  

調整項次順序  

 7.使用表單： 

7.1.學生證補（換）發申請表。 
 7.使用表單： 

7.1.學生證補（換）發申請表。 

7.2.補（換）發悠遊卡學生證名

單。 

7.3 照片黏貼單。 

刪除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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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程圖：               

 

 
悠遊卡學生證 

補換發作業 

填寫申請表 

遺失補發 換發(含損壞、更改姓名、條
碼無法感應、更換照片) 

 

 
) 

圖書館及體育器
材室核章 

 

出納組繳費 

  申請表繳回註冊課務組 

悠遊卡公司

辦理退費 

是否完成鎖卡 

   製作悠遊卡學生證 

領取新證 
 

 

領取退費 
(郵寄退費通知或匯入指定帳戶) 

 

 

是 

否 

學生於線上鎖卡 

 

附件一〜1：修正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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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程圖：               

 

 

 

 

 

 

 

 

 

 

 

 

 

 

 

 

 

 

 

 

 

 

 

 

 

 

 

 

 

 

 

填寫申請表 

 

遺失補發 

圖書館及體育
器材室核章 

 

出納組繳費 

換發(含損壞、更改姓名、
條碼無法感應、更換照片) 
 

 
) 

申請表繳回註冊課務組 

領取退費通知單 

悠遊卡學生證補換

發作業 

註冊課務組鎖卡並向悠遊卡公司掛失 

註冊課務組製作悠遊卡學生證 悠遊卡公司辦理
退費通知單 

領取新證 

 
  

附件一〜2：修正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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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教材印製發售作業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6.控制重點：  

6.3.與學校書局確認送書日期，

俾能及時供應學生上課所

需教材。  

6.控制重點：  

6.3.確認兩校區送書日期，俾能

及時供應學生上課所需教

材。  

本校自 106 學年度
第 1 學期起城中校
區未設置書局 ;修
改文字用詞。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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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開課作業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3. 權責單位：  

3.4 審核：各開課單位等同系
級之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中
心課程委員會、共通教育委員
會、校級課程委員會、教務會
議（核備）。  

3. 權責單位：  

3.4 審核：各開課單位等同系
級之課程委員會、共通教育委
員會、校級課程委員會、教務
會議（核備）。  

105 學年度第二學
期第 2 次共通教育
委員會議通過設
置「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委員會設置
辦法」，該委員會
負責研議、規劃共
通課程之開發、發
展等，擬將本組織
列入作業流程圖
及作業程序。  

4. 流程圖：附件三~1 4. 流程圖：附件三~2 1.流程圖「審查各

單位所欲開課之

通識課程是否符

合各學年度審查

資格」應為承辦人

先將各單位送件

資料進行檢視而

非由承辦人審查，

故審查機制為共

通教育委員會，擬

將「審查」改為「檢

視」。  

2.105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 2 次共通教

育委員會議通過

設置「通識教育中

心課程委員會設

置辦法」，該委員

會負責研議、規劃

共通課程之開發、

發展等，擬將本組

織列入作業流程

圖及作業程序。  

3.流程圖中加退選

後人數不足 30 人

之課程停開流程

屬「加退選後共通

課程停開作業」，

不通過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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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擬刪除。  

5. 作業程序：  

5.3 經通識教育中心彙整各開

課單位提報申請資料，先

行核校後，送「通識教育中

心課程委員會」進行初審，

委員依據開設之課程是否

符合通識教育之理念與精

神；教師開授之課程是否

符合其教學專長或研究領

域、教學進度、教材、參考

書籍、成績評量方式等，規

劃是否完備；考量本校通

識課程六大類別於各時段

所需之開課量等原則進行

審查。通過後，送「共通教

育委員會」進行複審，並將

複審結果函轉各開課單

位。  

5.4 經各開課單位確認後，通

識教育中心再將複審結果

送交「課程委員會」（註冊

課務組主責）進行課程審

議，再送「教務會議」（教

務處主責）核備後完成開

課作業。  

5. 作業程序：  

5.3經通識教育中心彙整各開課
單位提報申請資料，先行核
校後，送共通教育委員會進
行初審，委員依據開設之課
程是否符合通識教育之理念
與精神；教師開授之課程是
否符合其教學專長或研究領
域、教學進度、教材、參考書

籍、成績評量方式等，規劃是
否完備；考量本校通識課程
六大類別於各時段所需之開
課量等原則進行審查。通過
後，將初審結果函轉各開課
單位。  

5.4經各開課單位確認後，通識教
育中心再將初審結果送交課
程委員會（註冊課務組主責）
進行課程審議，再送教務會
議（教務處主責）核備後完成
開課作業。  

105 學年度第二學
期第 2 次共通教育
委員會議通過設
置「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委員會設置
辦法」，該委員會
負責研議、規劃共
通課程之開發、發
展等，擬將本組織

列入作業流程圖
及作業程序。  

6. 控制重點：  

6.3 通識課程開課範圍須符合

六大類別，每門課程皆為

單學期 1~2 學分。課程之

開設應符合基礎性、多元

性、統整性之原則，注重

內容之深度與廣度。  

6. 控制重點：  

6.3通識課程開課範圍須符合
六大類別，每門課程皆為
單學期2學分。課程之開設

應符合基礎性、多元性、統
整性之原則，注重內容之
深度與廣度。  

原控制重點 6.3「通
識課程開課範圍
須符合六大類別，
每門課程皆為單
學期 2 學分」，依

據「東吳大學通識
課程開課辦法」修
訂後，擬更改為
「每門課程皆為
單學期 1~2 學分」。 

8. 依據及相關文件：  

8.2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設置辦法。  

8. 依據及相關文件：  

8.2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初審委

員會」。  

105 學年度第二學
期第 2 次共通教育
委員會議通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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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8.3 東吳大學共通教育委員會

設置辦法。  

8.3 共通課程教師複審委員

會。  

置「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委員會設置
辦法」，該委員會
負責研議、規劃共
通課程之開發、發
展等，擬將本組織
列入作業流程圖
及作業程序。  

 
 

  



 

51 

 

4.流程圖： 

 
 

通識課程 

開課作業 

彙整各單位繳交教師 

申請通識課程開課表 

通知各開課單位 

不通過 

通識教育中心預估下學年

各領域各時數所需班級

數，並於每年月 1月中旬

發函通識課程(含全校性

選修)相關申請表件，請

各單位支援開課。 

通過 

檢視各單位所欲開課
之通識課程是否符合 

是 

否 

退 

回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退 

回 

退 

回 

退 

回 

不通過 
送「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委員會」初審 

送「共通教育委員

會」複審 

 

校級「課程委員

會」三審 

教務會議(核備) 

通過 

由註冊課務組將課程資料 

建入教務(開排課)系統 

通過 

附件三〜1：修正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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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程圖： 

  

通識課程 

開課作業 

彙整各單位繳交教師 

申請通識課程開課表 

於開學加退選後，將停開課程

公告於網頁上，於課表查詢系

統確認學期已開班之通識課程 

通知各開課單位 

不通過 

通識教育中心預估下學年

各領域各時數所需班級

數，並於每年月 1月中旬

發函通識課程(含全校性

選修)相關申請表件，請

各單位支援開課。 

通過 

註冊課務組於系統上 

將該科目註記停開 

送「共通教育委員會」 

審查 

審查各單位所欲開課

之通識課程是否符合 

各學年度審查資格 

由註冊課務組將課程資料 

建入教務(開排課)系統 

是 

否 

退 

回 

校級課程委員會 

教務會議(核備) 

通過 

加退選後人數不足 30 人，

由通識中心彙整後陳核教

務長，發出是否停開通知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退 

回 

退 

回 

附件三〜2：修正前內容 



 

53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申請

及結報作業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4.流程圖：附件四~1 4.流程圖：附件四~2 依教育部新修正之
計畫實施要點規
定，修正會議名稱。 

5.2教育部來函經費申請說明  5.2教育部來函經費申請程序與
時程  

修正文字  

5.2.2召開招收經費說明會：邀請招

收身心障礙甄試生之學系，說明經

費申請相關規定。 

5.2.3召開交通補助費評估會議：邀

請特教專家學者、醫師或物理治療

師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審查小組進

行評估。 

5.2.2.召開經費相關會議：資本門
設備會議，邀請邀請招收身心障
礙甄試生之各學系，檢討現有設

備數量，並提出學習設備需求清
單；交通補助費評估會議，邀請
特教專家學者、醫師或物理治療
師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審查小
組進行評估。  

1. 依教育部新修正
之計畫實施要點
規定，招收經費

已 無 資 本 門 補
助。資本門設備
檢討改由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進
行討論。  

2. 將 2 個會議分點
條列。  

5.2.4.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

核學校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及檢

討現有設備數量、需求。 

 

5.2.3.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會議：審核學校年度特殊教育工
作計畫。  

原 5.2.3.，修正 5.2.4

序號及內容。  

5.2.5.至特教通報網填入經費申
請相關資料，完成經費申請程序

後，下載列印申請表。  

5.2.4.至特教通報網填入經費申
請相關資料，完成經費申請程序

後，下載列印申請表。  

修正序號。  

5.7.1.招收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
畫經費：經費確認撥付後，通知
學系得逕行使用。  

5.7.1.招收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
畫經費：經費確認撥付，需請學
系再次核對資本門經費擬採購
設備清單，確認無誤後，由資源
教室統一進行請購程序；經常門
經費由學系逕行使用。  

依教育部新修正之
計畫實施要點規
定，招收經費已無
資本門補助，故修
正文字說明。  

5.7.2.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
畫經費：經費執行依據「教育部
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
障礙學生實施要點」及當年度
「特殊教育工作計畫」辦理；經

費控管承辦人需每月定期與同
仁核對核銷細目；於7月初及12

月初向會計室、人事室承辦人相
互對帳，確認是否無誤。  

5.7.2.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
畫經費：經費執行依據「教育部
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
障礙學生實施要點」及當年度
「特殊教育工作計畫」辦理；經

費控管承辦人需每月定期與同
仁核對核銷細目；於7月初及12

月初向會計室、人事室及本中心
經費控管承辦人相互對帳，確認
是否無誤。  

依現行作業程序修
正內容。  

5.9.核結報部：承辦人於計畫核
定執行期間屆滿二個月內，函送
「成果報告」、「教育部補助經費

5.9.核結報部：承辦人於計畫核
定執行期間屆滿二個月內，函送
「成果報告」、「教育部補助經費

依教育部新修正之
計畫實施要點修正
內容。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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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收支結算表」、「工作成果摘要
表」、「交通費請領清冊影本」、當
年度經教育部核定之「教育部補
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工作計畫經費申請表影本」及當
年度核定之「身心障礙學生無法
自行上下學交通補助費申請表
影本」至教育部辦理結案。  

收支結算表」、「工作成果摘要
表」、「交通費請領清冊」、當年度
經教育部核定之「教育部補助大
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
計畫經費申請表影本」及當年度
核定之「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
上下學交通補助費申請表影本」
至教育部辦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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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程圖 

  

附件四〜1：修正後內容 

教育部函覆核定金額 

至特教通報網填入經費申請
相關資料 

核對特教通報網學生名單 
(11月初) 

召開經費申請相關會議 

召開交通補助費評估會議 召開特教推行委員會會議 

函送「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
計畫經費申請表」 

至教育部 
(11月底) 

召開招收經費說明會 

核定經費簽文知會相關單位 
至出納組開立收據函送教育部 

 

教育部函覆撥款 

經費執行相關作業 
 

函送經費結案相關資料至教育部 

歸檔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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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程圖 

 

 

 

 

 

 

 

  

 

 

  

附件四〜2：修正前內容 

 

教育部函覆核定金額 

至特教通報網填入經費申請
相關資料 

核對特教通報網學生名單 
(11月初) 

召開經費申請相關會議 

召開交通補助費評估會議 召開特教推行委員會會議 

函送「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
計畫經費申請表」 

至教育部 
(11月底) 

召開資本門設備會議 

核定經費簽文知會相關單位 
至出納組開立收據函送教育部 

 

教育部函覆撥款 

經費執行相關作業 
 

函送經費結案相關資料至教育部 

歸檔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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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施及設備系統請修作業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3.權責單位： 

3.1.申請單位：校內各一、二級單

位。 

3.2.會辦單位：環安衛暨事務組、 

營繕組。 

3.3.承辦單位：營繕組、採購保管

組。 

3.權責單位： 

3.1.申請單位：校內各一、二級單

位。 

3.2.會辦單位：環安衛暨事務組、

營繕組。 

3.3. 承辦單位：環安衛暨事務組、

營繕組、採購保管組。 

 

4.流程圖：附件五~1 4.流程圖：附件五~2 配合現行作業，整
合校舍建築、校園
設施、設備及事務、
儀器、庶務類等之

維修分工作業。  

5.作業程序： 

5.3.2.事務機器、各類儀器及

庶務等相關維修，填寫

請購單會辦事務組後，

循一般採購流程辦理。 

5.4.修繕方式： 

5.4.1.非屬事務機器、各類儀

器及庶務類請修，由營

繕組勘察是否自行維

修： 

5.4.1.1.若可自行維修，則

由維修單位維修

完畢。 

5.4.1.2.若無法自行維修，

則委商辦理。 

5.4.1.2.1.未逾 3 萬元

者，直接進入

議、比價作業。 

5.4.1.2.2.逾 3 萬未逾 10

萬元者，經總

務長核定後，

進入議、比價

作業。 

5.4.1.2.3.逾 10 萬元者，

營繕組另填寫

請購單，經總

務長核定後，

移請採購保管

組辦理議、比

價或公開招標

作業。 

5.作業程序： 

5.3.2.事務機器及各類儀器

等相關維修，填寫請購

單會辦事務組。 

5.4.修繕方式： 

5.4.1.事務機器、各類儀器類

請修，由事務組直接委

商辦理。 

5.4.1.1.未逾 3 萬元者，直

接進入議、比價作

業。 

5.4.1.2.逾 3 萬未逾 10 萬

元者，經總務長核

定後，進入議、比

價作業。 

5.4.1.3.逾 10 萬元，經總務

長核定後，移請採

購保管組辦理議、

比價或公開招標

作業。 

5.4.2.非屬事務機器、各類儀

器類請修，由營繕組勘

察是否自行維修： 

5.4.2.1.若可自行維修，則

由維修單位維修

完畢。 

5.4.2.2.若無法自行維修，

則委商辦理。 

5.4.2.2.1.未逾 3 萬元

者，直接進入

議、比價作業。 

因事務機器及各類

儀器之維修已屬採

購作業之範疇，與一

般採購流程並無二

致，故配合現行作業

流程修改。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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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5.4.2.2.2.逾 3 萬未逾 10

萬元者，經總

務長核定後，

進入議、比價

作業。 

5.4.2.2.3.逾 10 萬元者，

營繕組另填寫

請購單，經總

務長核定後，

移請採購保管

組辦理議、比

價或公開招標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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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程圖： 

環境設施及設備系統
請修作業

會辦單位主管核准

修繕方式

會辦營繕組

同意

退件不同意

自行修繕修繕完成

申請單位確認

結案

是

否

未逾3萬元 逾10萬元

營繕組
填寫請購單

議、比價及開
標作業

議、比價及開
標作業

指定廠商或廠牌
指定廠商或
廠牌作業

是

3萬以上未逾10萬

總務長核准退件或補正 不同意

否

同意

總務長核准 退件或補正不同意

委商修繕

同意

會辦事務組

填寫「請修單」

（非屬事務機器、各類儀器及庶務類）

填寫「請購單」
（事務機器、各類儀器及庶務類等）

申請採購作業

 

 
  

附件五〜1：修正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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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程圖： 

 

環境設施及設備系統
請修作業

（事務機器、各類儀器類）

填寫「請購單」

會辦單位主管核准

會辦環安衛暨事務組

退件不同意

未逾3萬元 逾10萬元

議、比價及開
標作業

議、比價及開
標作業

指定廠商或廠牌
指定廠商或
廠牌作業

是

3萬以上未逾10萬

總務長核准退件或補正 不同意

同意

請購案移送
採購保管組

同意

                                          

總務長核准

否

同意

退件或補正

不同意

附件五〜2：修正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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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施及設備系統
請修作業

（非屬事務機器及各類儀器類）

填寫「請修單」

會辦單位主管核准

修繕方式

會辦營繕組

同意

退件不同意

自行修繕修繕完成

申請單位確認

結案

是

否

未逾3萬元 逾10萬元

營繕組
填寫請購單

議、比價及開
標作業

議、比價及開
標作業

指定廠商或廠牌
指定廠商或
廠牌作業

是

3萬以上未逾10萬

總務長核准退件或補正 不同意

否

同意

總務長核准 退件或補正不同意

委商修繕

請購案移送
採購保管組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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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團體撥戶作業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9.附註及說明： 

9.2.款項必須在撥戶日前一日匯

達中華郵政。若有臨時狀況需

向中華郵政公司申請止付，承

辦單位需填妥薪資存款止付

通知單，並於薪資撥付前一日

中華郵政公司營業時間結束

前送達。 

9.附註及說明： 

9.2.款項必須在撥戶日前一日匯

達中華郵政。 

因偶有臨時狀況需
向中華郵政公司申
請止付，故將此流
程列入內控作業程
序中。  

9.附註及說明： 

9.5.研究生獎助金每月 25日撥戶，

遇假日提前。 

9.附註及說明： 

9.5.研究生獎助金每月 10 日撥戶，

遇假日提前。 

依據東吳大學獎助
金及工讀金撥款作
業時程，現行實際

做法已改為每月
25 日。  

9.附註及說明： 

9.6.工讀金每月 25日撥戶，遇假日

提前。 

9.附註及說明： 

9.6.工讀金每月 15 日撥戶，遇假日

提前。 

依據東吳大學獎助
金及工讀金撥款作
業時程，現行實際
做法已改為每月
25 日。  

 

附件六 
 



 

63 

 

每日結帳作業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5.作業程序： 

5.5.出納組長核對無誤後，依據當

日編製「現金及銀行日報表」

一式二份，會計室及出納組各

留存一份。  

5.作業程序： 

5.5.出納組長核對無誤後，依據當

日編製「現金及銀行日報表」

一式三份，會計室、稽核及出

納組各留存一份。  

現行作業已無需再
送稽核，故刪減
之。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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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學術研究獎補助作業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5.1.符合申請資格之專任教師，

填列申請表並準備相關附件

資料。  

5.1.符合申請資格之專任教師，

經由校務行政資訊系統填列

申請表並準備相關附件資

料。  

文字修正。  

6.1.1.1.申請之論著是否具備期

刊被資料庫（AHCI、

SSCI、SCI、EI、

TSSCI、THCI 期刊資料

庫）收錄證明之影本。  

6.1.1.1.申請之論著是否具備期

刊被資料庫（AHCI、

SSCI、SCI、EI、

TSSCI、THCI CORE 期

刊資料庫）收錄證明之

影本。  

科技部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自

105 年 10 月 6 日

起實施「人文及社

會期刊評比暨核

心期刊收錄」新

制，將原「THCI 

Core 」 更 名 為

「THCI」。  

6.6.教師學術研究社群補助。  無  106 年 10 月 16 日

新訂「東吳大學教

師學術研究社群

補助辦法」，故增

列。  

6.6.1.教師申請資料是否齊全。  無  106 年 10 月 16 日

新訂「東吳大學教

師學術研究社群

補助辦法」，故增

列。  

6.6.1.1.是否由三人以上組成。  無  106 年 10 月 16 日

新訂「東吳大學教

師學術研究社群

補助辦法」，故增

列。  

6.6.1.2.是否設定研究主題，並

依目標規劃相關活動及

具體做法。  

無  106 年 10 月 16 日

新訂「東吳大學教

師學術研究社群

補助辦法」，故增

列。  

6.6.1.3.經費之編列是否為經常

門業務費（不含人事

費），社群成員不得支

領講座鐘點費、出席費

或諮詢費。  

無  106 年 10 月 16 日

新訂「東吳大學教

師學術研究社群

補助辦法」，故增

列。  

7.6.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社

群補助」申請表。  

無  106 年 10 月 16 日

新訂「東吳大學教

師學術研究社群

補助辦法」，故增

列。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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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8.2.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社群

補助辦法。  

無  106 年 10 月 16 日

新訂「東吳大學教

師學術研究社群

補助辦法」，故增

列。  

8.3.東吳大學會計制度。 

 

8.2.東吳大學會計制度。 序號順延。  

8.4.東吳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規

定。  

8.3.東吳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規

定。  

序號順延。  

8.5.東吳大學授權代判暨分層負

責明細表。  

8.4.東吳大學授權代判暨分層負

責明細表。  

序號順延。  

9.2.「教師學術研究獎助 -發明專

利獎勵」及「教師學術研究

社群補助」以紙本方式申

請，其餘作業須由申請教師

登入校務行政資訊系統

（http://files.sys.scu.edu.tw）

，點選教師職工服務／研究

事務，進行申請。  

9.2.是項作業須由申請教師登入校

務行政資訊系統

（http://files.sys.scu.edu.tw），點

選教師職工服務／研究事務，

進行各項申請。 

 

依現行作業方式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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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辦校友成績單或證明文件作業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1.目的：  

為了節省校友寶貴的時間，免於
舟車勞頓之奔波，校友服務暨資
源拓展中心特別提供代辦各式
成績單、證明文件等業務服務。 

1.目的：  

為了節省校友寶貴的時間，免於
舟車勞頓之奔波，校友服務組特
別提供代辦各式成績單、證明文
件等業務服務。  

因應組織調整修改
校友服務組為校友
服務暨資源拓展中
心。  

3.權責單位：  

3.1.申請：校友本人。  

3.2.收費：出納組。  

3.3.更新校友資料：校友服務暨
資源拓展中心。 

3.4.製件：註冊課務組  

3.5.寄發：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
中心。 

3.權責單位：  

3.1.申請：校友本人。  

3.2.收費：出納組。  

3.3.更新校友資料：校友服務
組。  

3.4.製件：註冊課務組 /綜合教

務組。 

3.5.寄發：校友服務組。  

因應組織調整刪除
「綜合教務組」字
樣。  

4.流程圖：附件九~1 4.流程圖：附件九~2 1.因應組織調整，
刪除「綜合教務
組」字樣。  

2.已由本中心自行
寄出校友申請之
文件，修正流程。 

5.作業程序：  

5.1.本校校友在無法專程到東
吳大學時，可委託校友服
務暨資源拓展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代為申請或

辦理下列事項：  

5.1.1.中文成績單。  

5.1.2.英文成績單。  

5.1.3.學位證書補發。  

5.1.4.更改姓名、身分證字
號、出生日期。  

5.2.申請校友填寫表格，並檢附
有相片之身分證件影本，
以傳真、e-mail郵寄至本中
心。  

5.3.收件後，由本中心通知申請
校友繳交辦理所需費用及

匯款方式。  

5.4.更新申請校友於「校友動態
資料庫」之資料並登錄服
務紀錄表格中。  

5.5.本中心持申請校友所繳交
的申請費用至出納組繳
費。  

5.6.若校友為申請成績單或學
位證明，本中心持申請表

5.作業程序：  

5.1.本校校友在無法專程到東
吳大學時 ,可委託校友服務
組（以下簡稱本組）代為申
請或辦理下列事項: 

5.1.1.中文成績單。  

5.1.2.英文成績單。  

5.1.3.學位證書補發。  

5.1.4.更改姓名、身分證字
號、出生日期。  

5.2.申請校友填寫表格 ,並將表
格以傳真、e-mail郵寄至本
組。  

5.3.收件後，由本組通知申請校
友繳交辦理所需費用及匯
款方式。  

5.4.更新申請校友於「校友動態

資料庫」之資料並登錄服
務紀錄表格中。  

5.5.本組持申請校友所繳交的
申請費用至出納組繳費。  

5.6.若校友為申請成績單或學
位證明，本組持申請表與
繳費收據至教務處辦理。  

    5.6.1.若校友為外雙溪校區
各系日間部畢業 ,則

 

修正組織名稱。  

 

 

 

 

 

 

 

 

 

 

 

修正標點符號，配
合註冊課務組之規
定，新增需檢附之
文件。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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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與繳費收據至註冊課務組
辦理。  

5.7.若校友為辦理更名或補發
證書，請檢附申請人個人
戶籍謄本影本、新式戶口
名簿影本或戶政事務所開
立之更改紀錄證明書影本
（請儘量僅呈現個人更改
記事，勿呈現過多家庭成
員個人資料），本中心連同
申請表與繳費收據交至註
冊課務組辦理。  

5.8.本中心收到經教務處辦理

之申請文件，與申請表核
對內容及數量無誤後，至
郵局交寄。  

至外雙溪校區註冊課
務組辦理。  

    5.6.2.若校友為城中校區各
系日間部畢業 ,則至
城中校區註冊課務組
辦理。  

    5.6.3.若校友為外雙溪校區
各系夜間部或進修學
士班畢業 ,則至外雙
溪校區綜合教務組辦
理。  

    5.6.4.若校友為城中校區各
系夜間部或進修學士

班畢業 ,則至城中校
區綜合教務組辦理。  

5.7.若校友為辦理更名或補發證
書，本組持申請表與繳費收
據至教務處辦理。  

   5.7.1.若申請校友為日間部畢
業 ,則至外雙溪校區註
冊課務組辦理。  

   5.7.2.若申請校友為夜間部或
進修學士班畢業 ,則至
城中校區綜合教務組辦
理。  

5.8.若校友為辦理日間部83年之
前畢業校友英文成績單、學
位證明 ,則至城中校區註冊課

務組辦理。  

5.9.本組收到經教務處辦理之申
請文件，與申請表核對內容
及數量無誤後，送至秘書室
掛號交寄或DHL自費寄出。 

 

 

修正各項文件辦理
單位為註冊課務
組。  

 

 

 

 

 

 

 

 

 

 

 

 

 

 

 

 

 

 

 

 

民國 83 年前校友
與其他年度校友辦
理方式相同，故刪

除相關文字說明。  

調整條次。  

修正由本中心至郵
局寄出申請文件。  

7.使用表單：  

7.1.文件代辦申請表。  

7.2.學位證明書申請表〔限畢業
校友學位證書遺失（毀損）
申請補發〕  

7.3.中文學位證書補發申請表  

7.4.更改姓名、身分證字號、出
生日期申請表。  

7.使用表單：  

7.1.日間部中文成績單申請表。 

7.2.日間部英文成績或學位證
明單申請表。  

7.3.學位證書補發申請表（日、

夜間部同一表格）。  

7.4.日間部更改姓名、身分證字
號、出生日期申請表。  

7.5.夜間部中文成績單申請表。 

7.6.夜間部英文成績單或學位
證明申請表。  

7.7.夜間部更改姓名、身分證字
號、出生日期申請表。  

修正使用表單之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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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程圖： 

  

 

 

 

 

 

 

  

 

 

                                    

 

 

 

 

 

 

 

 

 

 

 

 

 

 

 

 

 

 

 

 

 

 

 

否 

註冊課務組 

受理申請文件 

送回後確認內容與數量 

至郵局交寄 

是 

2~3 天 

1~2 天 

通知校友先繳交辦理

所需費用及匯款方式 

 

繳交費用 

校友提出申請服務 

資料庫更新校友資料及 

登錄服務紀錄表格中 

出納組繳費 

送件申請 

 

申請文件寄發 

附件九〜1:修正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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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程圖： 

 

 

 

 

 

 

  

 

 

                                    

 

 

 

 

 

 

 

 

 

 

 

 

 

 

 

 

 

 

 

 

 

 

 

 

 

 

 

 

  

附件九〜2:修正前內容 

 

 

否 

城中校區 

註冊課務組或綜合教

務組 

送回後確認內容與數量 

送秘書室掛

號交寄 

DHL 自費寄

送 

是 

2~3 天 

1~2 天 

通知校友先繳交辦理

所需費用及匯款方式 

 

雙溪校區 

註冊課務組或綜合教

務組 

繳交費用 

校友提出申請服務 

資料庫更新校友資料及 

登錄服務紀錄表格中 

出納組繳費 

送件申請 
 

申請文件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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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部分  
◎召開學生事務會議作業 

1.目的： 

討論學生事務之重要事項，使學生事務推展有所依據。 

2.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召開學生事務會議作業。 

3.權責單位： 

3.1.申請：學生事務處 

3.2.核判：學生事務處、校長室 

3.3.執行：學生事務處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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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程圖： 

 

是 

否 

維護學生事務會議網

頁資料 

會前 1個月發函各單位

提供工作報告 

 
彙整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聯繫總務單位當天兩校

區交通車事宜 

 

會議前 1 週發開會議通

知、議程及提案內容 

 

各單位工作報告彙整後

連同上次會議紀錄送印 

 

召開學生事務

會議 

預借會議場地 

確定學生事務會議代表

名單 

 

會前 1個半月發函會議

代表提案事宜 

當天提前至會場布置，

會議中記錄相關事項 

 

是否制定、

修正條文 

制定、修正條文送校長

核定 

會議紀錄送學務長核定 

會議紀錄函送會議代表 修正條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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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程序： 

5.1.學生事務會議會前籌備作業 

5.1.1.學期初預借會議場地。學生事務會議每學期開會一次，依學校行事曆排定之時間

於二校區輪流召開。 

5.1.2.確定學生事務會議代表名單。學生事務會議之導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由人事室統

一請學院及群育中心推派。 

5.1.3.會前 1 個半月發函會議代表提案事宜，提案截止日約為會議前 2 星期。 

5.1.4.會前 1 個月發函學務處各單位提供工作報告，繳交截止日約為會議前 1 星期。 

5.1.5.彙整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如有未執行事項提醒相關單位儘速辦理。 

5.1.6.聯繫總務單位安排會議當天兩校區交通車事宜。 

5.1.7.會議前 1 週發送各代表開會通知、議程及提案內容。增印資料於會中備用。 

5.1.8.各單位工作報告彙整後連同上次會議紀錄及提案修正條文之原條文送印，於會

議中發送各代表。 

5.2.當天備妥相關資料，提前至會場布置。 

5.3.會議進行時錄音及文字記錄，便於會後製作會議紀錄。 

5.4.學生事務會議會後相關後續作業。 

5.4.1. 會議後 2 週內會議紀錄送學務長核定。 

5.4.2. 會議中如有修正條文依辦法規定送校長核定。俟校長核定後，修正條文以學生

事務處名義公告兩校區學生事務處公佈欄。 

5.4.3. 會議紀錄以學生事務處名義發送會議代表、校內相關單位及學生會。 

5.4.4. 維護與更新學務長室網頁之學生事務會議紀錄與相關法規資料。 

6.控制重點： 

6.1.會議場地是否借妥。 

6.2.提案函及繳交工作報告函是否提前發送。 

6.3.開會通知是否提前 1 週發送。 

6.4.會議代表如有請假是否確實登記假別（公假、事假），俾便計算法定出席人數。 

6.5.工作報告彙整後是否陳學務長核定。 

6.6.議程及提案內容是否多印於會場備用。 

6.7.是否在會議後 2 週內完成會議紀錄，會議紀錄陳學務長核定後，是否函送會議代表、校

內相關單位及學生會。 

6.8.修正條文是否依辦法規定送校長核定，核定後是否公告。 

6.9.辦法修正後是否網頁同步更新。 

7.使用表單： 

7.1.學生事務會議提案單。 

7.2.修正條文對照表格式。 

8.依據及相關文件： 

8.1.東吳大學組織規程第 29 條 

8.2.東吳大學學生事務會議提案準則 

9.附註及說明： 

學生事務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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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作業 

1.目的： 

為促進師生互動、強化班級輔導效能，透過與學系導師、主任導師合作，以師生互動與團

體輔導方式，針對各年級學生規劃適時適性之活動方案，幫助學生學習，協助學生發展。 

2.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場次之辦理。 

3.權責單位 

3.1.申請：各學系 

3.2.檢核：健康暨諮商中心、會計室 

3.3.核判：學務長 

3.4.執行：健康暨諮商中心、出納組 

 

附件十一 

 



 

74 

 

4.流程圖： 

學系/班級
團體輔導
活動作業

函送各學系計畫實施
辦法、申請表

各系導師個別申請，
並由學系彙整送出

健康暨諮商中心審核並
回覆學系是否同意補助

辦理

活動準備、辦理

是

不得辦理否

「班級共同課程」方
案由學系/健康暨諮商
中心共同規劃執行

「師生團體互動」方
案由學系規劃執行

健康暨諮商中心服務
團隊聯繫學系協助同
學告知協助事項及領

取相關表單

活動執行

活動結束後
學系協助同學

繳回活動相關資料

確認資料是否完整 通知補件否

資料無誤，核撥補助
經費

是

健康暨諮商中心
聯繫學系協助同學

告知協助事項及領取相
關表單

學系邀約講師

活動執行
健康暨諮商中心人員共
同參與並支付演講費

活動結束後
學系協助同學

繳回活動相關資料

結案

確認資料是否完整
通知補件否

健康暨諮商中心邀約
講師

擬訂計畫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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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程序： 

5.1.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方案規劃 

5.1.1.本活動分為班級共同課程（以下簡稱甲案）及師生互動（以下簡稱乙案）兩方

案。甲案之活動主題，由本中心擬訂各年級階段性輔導目標，據以實施；乙案

互動形式則由本中心負責擬定。 

5.1.2.依據不同預算經費來源，訂定申請原則。 

5.1.3.擬訂企劃書，連同經費借支申請，陳核一級主管。 

5.1.4.俟出納組通知領取借支款項後，進行相關核銷事宜。 

5.2.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申請作業 

5.2.1.函送計畫實施辦法及申請表予各學系導師、功能導師、主任導師。 

5.2.2.學系導師依各班級輔導需求提出班級申請，送主任導師/系彙整人彙整提出。 

5.2.3.健康暨諮商中心針對甲、乙案進行主題與內容審核。 

5.2.4.信件或去電回覆學系各案審核結果。 

5.2.5.持續聯繫學系補齊所有未確認的活動內容資料。 

5.3.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分工作業 

5.3.1.甲案：視學系所提場次講師需求，需健康暨諮商中心協助安排者，協助講師

邀約事宜。 

5.3.2.甲案：聯繫講師時，應注意（1）講師是否同意活動名稱與主題內容、（2）主

動告知演講薪酬、（3）與講師溝通後有修改活動方案，應再告知學系與講師

討論之結果。 

5.3.3.甲案：講師提供演講大綱或 PPT 時，應注意內容是否符合本次活動設定主題

與方向。 

5.3.4.甲、乙案：提醒申請學系應借用場地，加強宣傳，並提供出席師長、協助學

生名單。 

5.3.5.甲、乙案：確認各場活動之辦理時間、主題形式與出席人數。 

5.3.6.甲、乙案：聯繫協助同學告知協助事項及領取相關表單。 

5.4.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籌備作業 

5.4.1.開學前三周進行活動執行志工招募及志工工作訓練事宜。 

5.4.2.各學系之學系團體輔導活動申請情形確定後，請志工分配協助支援之場次。 

5.4.3.與學系確定活動場地，器材設備使用及擺放位置。 

5.4.4.甲案：活動前與學系確認講師需協助事項，例如：交通方式、活動當天接待位

置等資訊。 

5.4.5.甲案：活動前一天再次提醒講師活動時間、地點、接待地點。 

5.4.6.乙案：聯繫學系協助同學，領取相關表單並告知其協助事項，包含活動宣傳、

活動簽到、拍照、收發回饋量表、撰寫學習單等。 

5.5.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執行作業 

5.5.1.甲案：場地布置（大海報、器材）、簽到處準備、接待講師與發送回饋量表。 

5.5.2.甲案：講師簽領演講費。 

5.5.3.甲案：機動支援現場狀況、協助講師。 

5.5.4.甲案：回收當日活動資料、回饋量表，並進行場復。 

5.5.5.甲案：活動結束，視講師需求安排交通方式。 

5.5.6.甲案：回收成果資料。 

5.5.7.乙案：回收成果資料、發票/收據，並確認所有資料（含發票/收據開立方

式），核發補助款項予各學系承辦人員。 

5.6.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統計作業 

5.6.1.回饋量表統計、撰寫各場次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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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紀錄建置作業 

5.7.1.建置申請活動導師輔導紀錄與學生活動參與紀錄。 

5.8.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核銷作業 

5.8.1.填寫核銷申請表，送一級主管簽核。 

5.8.2.送會計室進行核銷作業與覆核。 

5.8.3.彙整全校性活動成果，製作成果冊供教育部備查。 

5.8.4.結案歸檔。 

6.控制重點： 

6.1.學系申請內容是否符合申請原則。 

6.2.擬定企劃書是否經一級主管核定。 

6.3.是否完成學系申請場次審核與回覆。 

6.4.是否進行講師邀約。 

6.5.講師演講內容是否符合該次活動設定之主題與方向。 

6.6.活動場次申請主題是否符合「學生課外輔導」領域。 

6.7.活動事前籌備，器材、表單等是否準備完善。 

6.8.講師費領據是否填寫、簽收無誤。 

6.9.各場活動成果撰寫資料是否無誤。 

7. 經費支用核銷作業是否無誤。使用表單： 

7.1.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核銷申請表。 

7.2.教學卓越計畫臨時工資印領清冊。 

7.3.教學卓越計畫人事費印領清冊。 

7.4.教學卓越計畫支出憑證黏存單。 

7.5.教學卓越計畫指定廠商請准單。 

7.6.教學卓越計畫請購單。 

7.7.教學卓越計畫講師費簽收領據。 

7.8.校內經費核銷申請表。 

7.9.校內經費支出明細表。 

7.10.校內經費憑證黏存單。 

7.11.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回饋量表。 

7.12.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簽到表。 

7.13.學系/班級團體輔導活動協助同學工作教戰手冊。 

8.依據及相關文件： 

8.1.大一新生身心適應普測報告。 

8.2.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8.3.東吳大學卓越計畫經費編列標準表。 

8.4.教學卓越計畫方案計畫表。 

8.5.東吳大學會計制度。 

8.6.東吳大學支出憑證核銷制度。 

9.附註及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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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1 

「東吳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四至十

七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除副

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社會資源長、主任秘書、人事室

主任、各學院院長外，另得由校

長遴聘具景觀、空間規劃或相關

專業背景之校內外專家一至二

人擔任委員。 

本委員會行政業務由總務

處採購保管組承辦。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由

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

人事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及由

校長遴聘具景觀、空間規劃或相

關專業背景之校內外專家一人

擔任委員。 

本委員會行政業務由總務

處保管組承辦。 

1. 委員人數由十

三人調整為十

四至十七人，增

加編制員額變

化時之作業彈

性。 

2. 相關專業背景

之校內外專家

委員，可視當時

空間規劃需要

決定是否遴聘。 

3. 總務處組織編

制名稱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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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2 

東吳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99 年 6 月 21 日校長核定通過 

103 年 5 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東吳大學校園空間規劃及管理使用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設置「東吳

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及由校長遴聘具景觀、空間規

劃或相關專業背景之校內外專家一人擔任委員。 

本委員會行政業務由總務處保管組承辦。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有關校園土地開發及景觀規劃相關事宜。 

二、研議因新建、新購等重大建設或現有空間重分配之重大規劃。 

三、檢討調整本校現有空間使用狀況。 

四、協調解決本校現有空間使用爭議。 

五、其他與校園空間規劃與發展有關之興革事項。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人員或增加校內外專業人員列席共

同研商。 

審議與現有空間獲分配使用者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時，應邀請當事單位或當事

人到場說明。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決議需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並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