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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7學年度第 16次（108年 4月 22日）行政會議紀錄 

（108年 5月 6 日，經 107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8年 4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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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媖琁總務長（電算中心主任）、 

王志傑研發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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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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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學院汪曼穎院長、法學院鄭冠宇院長、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列席︰歷史系盧令北主任、哲學系米建國主任、 

日文系蘇克保主任、語言教學中心蔡佩如主任、 

化學系何美霖主任、 

會計系李坤璋主任、企管系劉美纓主任、財精系詹芳書主任、資管系鄭為民主任、 

商學進修學士班高立翰主任、國際商管學程詹乾隆主任、巨資管理學院許晉雄副院長、 

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校長室陳秀珍專門委員、 

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學生議會黃彥誠議長、 

德育中心曾國強主任、德育中心林俊亨組員 

請假： 人文社會學院黃秀端院長、外國語文學院張上冠院長 

紀錄︰楊珺涵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 

中國大陸目前有所謂的 985工程（簡稱 985，即 1998年 5月提出建設若干所世界一流大

學和一批世界著名高水準研究型大學而實施的教育計畫，包含共 39所重點大學）、211工

程（簡稱 211，即面向 21世紀、重點建設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的建設

工程，自 1990年代起至今共計有 116所院校）、雙一流（2017年 9月，原 985工程正式

被納入「雙一流」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計畫，共計 42 所，其中 A 類 36 所、B

類 6所），其中「985工程」的 39所中國大陸頂尖大學全數入列雙一流大學，而「211工

程」方面，鄭州大學、雲南大學、新疆大學 3 所大學，則躋身一流大學建設 B 類名單。 

4 月 1 日至 6 日學術交流週期間前往寧夏大學與鄭州大學，此行可謂收穫豐碩。在未來

發展趨勢以及省籍區域化的考慮下，本次拜會入列雙一流大學建設 B類名單之一的鄭州

大學，其金流注入可觀，然目前與其有實質學術交流合作關係者不多，因此與此類學校

的合作與發展，是未來努力發展的重點；另寧夏大學，為寧夏回族自治區最優秀的大學，

其入注之地方資源與學術力豐厚，亦是未來前進發展的方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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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一、 4 月 20 日、21 日舉辦大學申請入學面試，感謝總務處於 4 月 19 日晚間 10 點

後協助佈置場地至近凌晨以及各學系的協助，大學申請入學面試流程順利結束，

並將於 4月 30日召開招生委員會決定名額事宜。 

二、 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簡稱「陸生聯招會」）受理陸生

碩、博士班網路報名，今年報名人數計有 243位，較去年 171 位表現良好，5月

27日將正式公告結果，故將請各學系於 5月 12日進行審查。 

三、 有關增設 108 學年度巨量資料分析學士後多元專長培育專班，教育部核定結果

為修正後通過，已請巨資學院協助修正，並將於一週內報部。 

四、 第二專長跨域學習說明會，第一階段已於期中考前 4月 10 日、11日 12點至 1

點半於兩區舉辦，同時另請校長與各院長協助錄製相關影音並於電視牆播出，

報名參與學生數近 300 位；第二階段說明會將於期中考後 5 月 7 日、9 日，分

別為學生及教職員，辦理 4場說明會，並於 5月底 6月初選課前再次辦理。 

蕭宏宜學務長 

一、群美中心參加 108 學年度大專院校社團學生評選與觀摩活動，今年派出 2 個社

團：一為公共性社團--柚芳樓生活勵進會，獲得大學自治類甲等；另一為體育性

社團--親善民族爵士舞團，獲得體育類優等。 

二、住宿中心獲得王董事長學生住宿基金捐款，開放學生申請自 3 月 25 日至 4 月

12 日截止，申請辦理方式為先於電子化校園系統報名，後繳交紙本。據統計，

線上報名人數為 91人，紙本收件為 80人，後將於 4月 26日前完成審核作業，

整體活動辦理初步達到王董事長至少 50 位學生報名申請之期盼；另特殊個案

申請將於 4 月 27 日、28 日進行審查作業，共計有 199 件申請案，陸生申請有

17件。 

莊媖琁總務長 

兩校區消防檢修申報，城中校區消防複查一切合格，外雙溪校區則因第一教研大樓

避難器具操作空間不足及其他缺失而未合格限期改善，後消防隊於 108 年 4月 15日

複查已合格通過，並同意本校第一教研大樓避難器具移位可於108學年再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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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中心王玉梅主任 

今年學術交流週（4月 2日至 9日）期間，由潘校長領軍，帶領法學院鄭冠宇院長、

商學院傅祖壇院長、歷史系盧令北主任、中文系林宜陵老師、巨資學院黃福銘老師

以及兩岸中心王玉梅主任及余孟儒組員等，首次前往寧夏大學與鄭州大學交流訪問，

謹臚列交流成果如后： 

一、拜會寧夏大學：由於該校對外合作交流處（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全力配合，除

與校長進行一般學術交流外，並安排分項交流，如政法學院、文學院、數學統

計學院、經濟管理學院等等，各分項分流內容彙整如下： 

1. 該校校長讚賞本校 IR 校務分析運作成效卓著，計畫於暑期派 15 位教師到校

訪習 8天，包括考察本校校務資料分析與應用、教務行政、學生管理等內容，

目前刻進行溝通後續作業。 

2. 該校文學院、數學統計學院、政法學院對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興趣皆高，經

宣傳後，已有 40 位同學報名 2019 溪城講堂；經濟管理學院雖對此項目意願

較低，但擬派教師至商學院，針對「績效評價學術研究」進行短期研討訪習；

數學管理學院則擬與巨資管理學院進行學期專班合作，雙方刻進行課程對接

的討論。 

二、拜會鄭州大學：該校港澳台辦積極展現和東吳大學合作的意願，也配合安排法

學院、歷史學院、文學院及資訊工程學院等，進行分場交流（歷史學院共有 120

位同學到場參加），此行共完成簽署兩校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宣傳 2019 溪城

講堂、洽談各學院系學期專班、暑期研究生專班等等。交流座談及宣講內容彙

整如下： 

1. 與該校歷史學院合作本科生及研究生學期自費專班，預計下學期推選 40人（本

科生 25人、研究生 15人）至本校歷史系研習 1學期。 

2. 與該校法學院合作本科生學期自費專班，預計下學期選派 30 人至本校法學院

研習 1學年。 

3. 該校文學院洽談和本校中文系未來學期自費專班合作可行性，已初步研議課程

對接、學分數以及大三學生到本校中文系研習 1 學期等內容，細部行政作業有

賴該校相關領導支持以及推動再進一步研商具體執行方案。 

4. 該校資訊工程學院參與學期專班與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難度較大，擬選派交換

生或自費生至巨量資料管理學院研習 1學期。 

5. 該校研究生院擬推派研究生 100 人（文科及理科各 50 人）於暑期參加溪城講

堂，並以 13 天專班方式規劃上課內容。日期訂於 7月 14日至 26日，課程內容

包含「論文寫作技巧」、「海量資料查閱技巧」、「世紀前沿科技討論」各 9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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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師講座」3小時，共 30小時。國際處將與推廣部共同合作開課，收費標準

及課程規劃已提送該校審查中。 

各院系如有各項有關兩岸交流合作項目，兩岸事務中心必全力配合支援。 

歷史系盧令北主任 

一、4月 3日赴寧夏大學宣講，宣講會由人文學院胡玉冰院長、王岩森副院長主持，

參與對象為該校歷史系、中文系學生，人數約 60多名。本系過往未曾與寧夏大

學歷史系往來，此次交流彼此留下相當好的印象，會後總計有 22位學生主動加

通訊軟體聯繫。 

二、4 月 8 日赴河南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在此之前本系已與該校歷史系對專班相關

事宜進行討論，此行會商之對象，為該院安國樓院黨委書記以及該院師長們，

本校為王玉梅主任與本人，會後並與 100 多名學生進行宣講。該校歷史學院當

時同意選派 25名學生，於 9月份至本校歷史系，以特別班方式，進行為期一學

期的學習計劃。由於此行迴響極佳，該學院於 4月 19 日表示將再加派 15名，

總計 40名學生至本系學習，其中包括 25名本科生、15名碩博士生。另本系已

與該校歷史系完成課程對接，確定的師資與課程內容，將於 6 月歷史系課程委

員會中確認。 

三、鄭州文化館李桂玲館長表示，希望本校協助該館於臺灣舉辦文物展，校長責成

歷史系負責此項展覽活動，展覽時間目前確定為 10 月 14 日至 18 日，為期 5

天，地點於第一教研(R 棟)戴氏基金會會議室，歷史系已將展覽場地內部空間規

格傳與鄭州文化館，目前正進行場佈等相關細節討論。校長曾指示，盼本活動

可得到美育活動之認證，後續將再與相關單位進行協調工作。 

四、4 月 11 日至 12 日，本人帶領系秘書與 6 位系上師長，一同回訪福建師範大學

社會歷史學院，與該院院黨委鍾興言副書記、葉青院長、孫建黨副院長、張嫻

副院長、3位系主任以及相關的師長們，針對交流議題進行會商。會後，該院同

意派 20位學生於 9月至本校，採隨班附讀方式，進行為期一學期的學習，該院

隨後表示將加派碩士生至本系碩士班修習課程，細節尚在洽談。 

哲學系米建國主任 

一、雙一流，不單指世界一流大學，亦是指一流學科專業建設。目前雙一流大學中

有「哲學」學科的學校只有 5 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山

大學、南京大學。因此除了「校」的雙一流，也需多加注意「學系」的雙一流。 

二、目前涉及兩岸交流的活動，若大陸學者需來臺不論是交流或參與學術活動，主

辦單位邀請函需特註記不涉及「一中一臺」、「兩個中國」，此與教育部法規「尊

重學術自由」相悖。若未來有更多兩岸交流活動，需特別注意雙方在邀請函上

的細節，以免致使活動參與遭中斷，甚而遭教育部嚴重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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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鄭冠宇院長 

一、本次至寧夏大學交流，至本校參與溪城講堂之政法學院學生大多選擇人社院中

文系所開設之課程，由於政法學院任軍院長強調法律系學生應修習法律相關課

程，故暑假時將特別針對法律系學生需求，於課程設計上再進行調整。 

二、鄭州大學交流部分，主要以專班課程為主，由於有該校劉炯天校長的支持，校

長特撥經費供專班使用，待後續雙方持續對應討論後，將視實際需求進行課程

設計調整，或考慮以專班/隨班附讀方式因應。若以過去和廣東財經大學交流之

經驗，倘能得到校方各方面支持與協助，在相關程序上應一切順暢。 

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一、本院 EMBA 組隊參加第 14 屆「玄奘之路商學院戈壁挑戰賽」，於 4 月 20 日舉

辦誓師大會，感謝董副校長的指導與授旗，相信本次賽程將再為過往輝煌的紀

錄，增添榮耀。 

二、本次與校長前進寧夏大學與該校經濟管理學院相互交流，過往該院曾與銘傳、

世新大學以專班方式雙方進行交流，未來本院將以工作坊形式與寧夏大學經濟

管理學院進行交流，預定暑假期間本院將舉辦績效評估學術工作坊，而寧夏大

學可能有 15 位師長至本院參加，但仍得再行確認，此種交流型態亦契合本院與

211以上大學交流之方式。 

 校長指示：已與鄭州大學高層提及並得同意與本校商學院交流意願，請院長再另

與鄭州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聯繫，也請國際處王玉梅主任多加協助。 

巨資管理學院許晉雄副院長 

本次與寧夏大學、鄭州大學交流，由本院黃福銘老師代表參加。 

寧夏大學部分，與數學統計學院馮秀芳院長進行交流，對談中提到日後將規劃隨班

附讀與暑期開設進修，亦提到日後將派 8 至 15位學生、1至 2位老師來臺交流；鄭

州大學部份，則是與信息工程學院齊林副院長和電子科學與技術侯維岩特聘教授進

行洽談，當中提到未來可合作隨班附讀並提供本校課程規劃，同時期盼本校收費門

檻可再降低。 

另外，配合推廣部規劃今年暑期為鄭州大學開設課程，本學院教師共提供 3門課程：

黃福銘老師「論文寫作技巧」（授課時數 9 小時）（理科班）、吳政隆老師「海量

資料查閱技巧」（授課時數 9 小時）、葉向原老師「世纪前沿科技討論」（授課時

數 9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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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為使研究計畫執行師長了解研究經費執行情形，本室統計截至 3月 30日止共計 168

件研究計畫經費執行現況，並於 4月中旬陸續寄發信件予各計畫主持人。 

圖書館林聰敏館長 

一、感謝總務處於本次 4月 18日地震對本館外牆及玻璃之檢視，一切無殃，書架館

藏皆無掉落。 

二、有師長反應可否對 70 歲以上之師長發放無障礙電梯卡，本館於 4 月 22日上午

召開圖書館主管會議，決議於「東吳大學中正圖書館無障礙電梯使用管理要點」

第二條內容增加年滿 65（含）歲以上之教師可申領。 

電算中心莊媖琁主任 

一、上週 4月 15 日至 19 日間，有校內師長反應遭病毒與勒索信入侵，電算中心於

4月 22日緊急發信並提醒同仁進行防護措施，在此呼籲大家： 

（一） 不要點選來路不明之電子郵件、連結或附檔； 

（二） 提高電腦密碼強度（如包含：大小寫英文字母+數字，至少 8位元以上）； 

（三） 作業系統請至 windows update進行安全性更新； 

（四） 使用遠端桌面時，注意校外連結網路之安全性； 

（五） 防毒軟體定期掃毒與更新病毒碼； 

（六） 資料一定要備份。 

若不幸檔案皆被加密，請第一時間通知本中心同仁，屆時將派員協助掃毒或重設電

腦。 

二、4月 16日召開人會總系統專案進度會議，會中討論四大系統所設列之子項目共

有 161支、下分 923項工作細項，分 4階段進行： 

（一） 功能尚未施做階段，即廠商連畫面都未有者，約有 10%； 

（二） 可測試畫面階段，及廠商提供承辦單位可施測畫面者，約有 23%； 

（三） 系統修正階段，即承辦單位已測試，並與廠商來回溝通修正者（停留現階

段項目最多），達此階段之項目約有 60%； 

（四） 完成度較高階段，即經大部分經承辦單位測試並修正者，達此階段之項

目僅 6%。 

每項皆做 4階段功能判讀，藉以了解系統完成現況為何。 

趙維良副校長 

109 深耕計畫金額已核定，本計畫已執行至第 2 年，人事經費提高，因此師長們會

感到經常門可使用經費也較過去少，另待新期程校務計畫提出後，深耕計畫將產出

新計畫時，再邀請師長們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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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詹乾隆教務長 

說明： 

一、第五條招委會職掌建議增列學位學程適用對象，並修訂文字，以落實現

行招生委員會審定各學系班組各學制招生總額與各管道名額分配之實務

作法，俾求周延。 

二、因應高教變化趨勢及招生管道之日益多元，避免列舉呈現易有疏漏，因

此建議刪除第十一條條文。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原條文（如附件 2）。 

決議：通過。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學雜費暨學生宿舍住宿費分期付款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蕭宏宜學務長 

說明： 

一、現階段執行狀況係由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持相關「繳費單」辦理分期付

款，範圍為所列項目之總金額，為使法規內容與實際狀況相符，提出修

正。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載明可辦理分期付款之項目。 

（二） 將學雜費繳費單（樣式如附件 1）、宿舍繳費單（樣式如附件 2）統

一稱為「繳費單」，以符現況。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3）、原辦法（附件 4）。 

決議：通過。 

 校長指示：會計室主任所提修改辦法第六條第三項，有關申辦分期付款學生輔

導追蹤機制之建議，請學務處後續與教務處、國際處及會計室等單位討論後再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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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美國漢弗萊斯大學、加拿大三一西方大學與印度 4 校簽訂校

級學術交流協議案。 

提案人：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107學年度第2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108.3.22）。 

二、美國漢弗萊斯該校代表於 107 年 12 月與 108 年 1 月至本校拜會，積極表

達與本校合作意願。為奠基未來與該校合作計畫，擬與該校簽訂校級學

術交流協議。（約文草案及學校簡介詳如附件 1） 

三、加拿大三一西方大學於 108 年 2 月由該校副校長帶領其「馨博合唱團

（Goodwill Choir）」來訪本校，並與本校音樂系合作安排午間演出。透過

來訪會談，讓該校印象深刻，進而於其後迅速表達合作意願，擬簽訂校級

學術交流協議。（約文草案及學校簡介詳如附件 2） 

四、本校分別於 107 年 12 月與 108 年 2 月，由王世和學術交流長領團出訪印

度並與多校會面，多校表達希望與本校合作意願。合作學校如下： 

1. 印度管理學院卡斯希普爾分校代表已於去年來訪本校，留下良好印

象，是以本次合作除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外，擬同時提請簽訂交換學生

協議（約文草案及學校簡介詳如附件 3）； 

2. 印度基督大學則與本校代表於去年國際組織會議（ACUCA）中會面，

並於本學年度規劃出訪過程確認兩校合作意願，擬簽訂校級學術交流

協議（約文草案及學校簡介詳如附件 4）； 

3. 印度德里大學位居世界排名前五百大且研究與辦學品質卓越，擬簽訂

校級學術交流協議（約文草案及學校簡介詳如附件 5）； 

4. 印度亞米提大學則為國內排名第一之私立大學，學位學程選擇繁多，

提供本校多種對接可能，是以提請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約文草案

及學校簡介詳如附件 6）。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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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案由：請同意追認本校與大陸地區鄭州大學簽訂校級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案。 

提案人：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2 次會議通過。

（108.3.22）。 

二、本校與鄭州大學已於 2016 年 3 月 14 日完成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協議，並

於 2018 年 12 月 18 日完成簽署校級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由於鄭州大學

將於 2019 秋季推派歷史學院學生 20 人到本校歷史系自費專班研習，為

此擬與本校再簽署「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以利後續作業。 

三、又，潘校長已於 108 年 4 月 2 日率團拜訪寧夏大學及鄭州大學，雙方研

商由兩校校長於現場簽署約定書，由於作業時程緊迫，且該校同意依本

校所提供之約定書範本簽署，本校先於 3 月 13 日先行報教育部，及時取

得同意，以利安排潘校長出訪鄭州大學時，現場簽署。為此，謹送本次行

政會議追認（教育部業於 3 月 18 日核備）。 

四、鄭州大學為大陸地區 211 工程及雙一流高校，亦為台灣教育部認可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其中化學、材料科學、臨床醫學、工程學、藥理學

與毒理學、生物學與生物化學 6 個學科（領域）ESI 排名全球前 1%。為

加強兩校之交流與合作，擬與鄭州大學簽署校級學生交流合作約定（約

文內容及學校簡介詳如附件 1）。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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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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運動場地使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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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東吳大學職員聘任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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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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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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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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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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議定各學系、學位學程

招收新生總額及各管

道分配名額。 

第五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議定各學系招收新生總額。 

1.增列「學位學程」，以符

實況。 

2.落實現行招生委員會審

定各學系班組各學制招

生總額與各管道名額分

配之實務作法，建議修

訂條文文字，俾求周延。 

（刪除） 

第十一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甄選入

學、四技二專申請入學、碩士

班甄試、碩博士班招生、轉學

生招生、進修學士班及各項對

外招生考試。 

因應高教變化趨勢及招

生管道之日益多元，避免

列舉呈現易有疏漏，故刪

除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

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

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1. 修正條文編號。 

2. 依「東吳大學校務會議

暨行政會議提案注意

事項」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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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86 學年度第 6次（元月份）行政會議訂定 

86 學年度第 7次（2月份）行政會議修訂 

87 學年度第 3次（10月份）行政會議修訂 

90 學年度第 10次（6月份）行政會議修訂 

92 學年度第 3次（10月份）行政會議修訂 

92 學年度第 6次（元月份）行政會議修訂 

94年 6月 1日 93學年度第 11次（6 月份）行政會議修訂 

97年 4月 9日 96學年度第 9 次（4月份）行政會議修訂 

101年 2月 1日 100 學年度第 7次（2月份）行政會議修訂 

103年 4月 28日 102學年度第 17 次（4月份）行政會議修訂 

103年 10月 13日 103學年度第 5次（10月份）行政會議修訂 

103年 12月 08日 103學年度第 9次（12月份）行政會議修訂 

104年 1月 14日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30195331 號函備查 

第 一 條  本校為辦理各項招生，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五條之規定組

成「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七人，除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術交流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

然委員外，另由校長就教師中遴聘若干人組成之，任期一年。 

第 三 條  本會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主持會務並聘請各招生學系、學位學程之出題、閱卷、審

查、面試委員。 

第 四 條  本會設執行長一人，由教務長擔任，協助主任委員處理會務；並設秘書一人，由教務

處招生組組長兼任之，依本會之決議，負責招生委員會議之文書事務、行政協調及擬

訂招生簡章等有關招生工作。 

本會得視考試類別設總幹事，由主任委員分別聘任之，負責召集有關試務工作協調會議，

綜理試務。 

招生學系、學位學程得組成「招生試務委員會」，負責擬定招生政策並協辦各項招生

試務。委員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並應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其設置辦法由學系、學位學

程訂定後提報本會備查。 

第 五 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議定各學系招收新生總額。 

二、審定本校各項招生考試簡章及有關招生章則事項。 

三、審定招生報名費之收支預算。  

四、依據各學系建議，決定最低錄取標準、增額錄取及不足額錄取等相關事項，並公

告錄取名單。 

五、裁決招生爭端及違規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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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有關招生研究改進事宜。 

七、督導招生工作，維護考試公平。 

八、其他招生工作相關事項。  

第 六 條  本會依據招生工作進度，召開招生委員會會議，並得邀請相關學系主任或校外公正人

士列席。會議須有應出席委員半數（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以多數決方式議決。 

校外公正人士得由主任委員依試務需求邀請之。 

第 七 條  本會依實際需要，以任務編組方式在總幹事下得設試務、試場、印題、電算、總務、

會計、出納等組及其他組，各組得視需要設幹事若干名，各組組長及幹事由總幹事報

請主任委員同意後任命之。 

第 八 條  前條所設各組職掌如下：  

一、試務組： 

（一）辦理簡章登報公告暨發售等事宜。 

（二）辦理報名相關作業。 

（三）主持製卷、核分、拆封、輸入、列印及登錄查核各科成績。 

（四）安排出題、閱卷等事宜，負責保管點收試卷。 

（五）答覆考生詢問事項並處理。 

（六）負責錄取公告及成績寄發、複查等事項。 

（七）其他試務相關事項。 

二、試場組： 

（一）安排試場及試務中心、公布座位。 

（二）洽請主、監試人員。 

（三）考試當天試務相關事宜。 

三、印題組： 

（一）洽請入闈工作人員。 

（二）規劃印題事宜並負責闈場機具布置等事項。 

（三）試題印製、裝訂與打包事宜。 

四、電算組： 

（一）招生程式系統測試與維護（含報名作業系統）。  

（二）招生考試之相關資訊上網路。 

（三）電話語音系統及其他電腦化之研究、改進。 

（四）電腦設備使用與場地安排。 

（五）其他有關電子計算機作業事項。 

五、總務組： 

（一）支援有關各項招生考試全般總務事宜。 

（二）開會會場、闈場、考場、閱卷及其他試務場地之布置、水電冷氣之供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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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人力之協助。 

六、會計組：預算之彙編、經費收支之審核與決算。 

七、出納組：招生經費之經收及各種款項之撥付。 

第 九 條  招生考試之出題，由出題教師親自密封加印，逕交總幹事保管，入闈印題時經主任委

員點交後付印。 

第 十 條  總幹事應擬訂經常工作費及各項試務工作酬勞金等發放標準，報請主任委員核發。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甄選入學、四技二專申請入學、碩士班甄試、碩博士班招生、轉學

生招生、進修學士班及各項對外招生考試。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 



17 

 

第二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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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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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3 

「東吳大學學雜費暨學生宿舍住宿費分期付款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東吳大學學生分期付款辦法 東吳大學學雜費暨學生宿舍住宿費

分期付款辦法 

修 改 法 規 名

稱，以符現況。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於學雜費、學生宿舍

住宿費及同列於該繳費單上之項目。 

 新增條號，說

明學生適用分

期 付 款 之 項

目。 

第四條 

欲申請分期付款者需於每學期

補註冊截止日前提出申請；申請就學

貸款者，如因申請資格審查未通過

者，可於接到就學貸款審查通知後七

個工作日內提出申請；住宿生如於學

期中進住宿舍欲申請學生宿舍住宿

費分期付款者，可於接到住宿通知後

七個工作日內提出申請。 

第三條 

欲申請分期付款者需於每學期

補註冊截止日前提出申請；申請就學

貸款者，如因申請資格審查未通過

者，可於接到就學貸款審查通知後七

個工作日內提出申請；住宿生如於學

期中進住宿舍欲申請學生宿舍住宿

費分期付款者，可於接到住宿通知後

七個工作日內提出申請。 

條號順延。 

第五條  辦理流程： 

一、至德育中心網頁下載申請表，並

經家長簽章、導師晤談及系主任

簽章； 

二、將申請表及應繳文件送至德育中

心審查； 

三、德育中心依據同學繳交文件進行

審查，必要時得再進行晤談或家

庭訪問。 

第四條  辦理流程： 

一、至德育中心網頁下載申請表，並

經家長簽章、導師晤談及系主任

簽章； 

二、將申請表及應繳文件送至德育中

心審查； 

三、德育中心依據同學繳交文件進行

審查，必要時得再進行晤談或家

庭訪問。 

條號順延。 

第六條  應繳文件： 

一、申請表。 

二、繳費單。 

三、一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僑外

生免繳）。 

四、其他有利於申請之相關文件。 

第五條  應繳文件： 

一、申請表。 

二、學雜費繳費單、學生宿舍住宿費

繳費單。 

三、一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僑外

生免繳）。 

四、其他有利於申請之相關文件。 

1.條號順延。 

2.修改繳交文

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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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分期付款方式： 

一、申請分期付款之金額以繳費單之

總金額為限。 

二、分期付款以每學期分五期為限，

第一期至少須繳交分期付款總金

額之五分之ㄧ，其餘四期還款金

額由申請人自訂之。前述第一期

係指通知審核通過後之七個工作

日內。 

 

三、收到已核決之申請表影本後按期

至出納組繳費，憑繳費收據至會

計室辦理銷帳作業。 

四、申請分期付款者，需於申請當學

期繳清，若未繳清當學期分期付

款者，不得申請次學期之分期付

款。 

五、如有特殊狀況，應於當學期結束

前申請延期付款，經核准後始得

延期至次學期之開學日；若於次

學期開學日前未能繳清，不得申

請分期付款。 

六、餘額未繳清者，如有休學、退學、

畢業之情形時，視為離校手續未

完成，不得領取休學證明書、修業

證明或學位證書。 

七、如逾期未付清者，本校保有依法

追償之權力。 

第六條  分期付款方式： 

一、申請分期付款之金額以學雜費繳

費單之總金額及住宿學期之住宿

費為限。 

二、分期付款以每學期分五期為限，

第一期至少須繳交分期付款總金

額之五分之ㄧ，其餘四期還款金

額由申請人自訂之。前述第一期

係指通知審核通過後之七個工作

日內。 

三、收到已核決之申請表影本後按期

至出納組繳費，憑繳費收據至會

計室辦理銷帳作業。 

四、申請分期付款者，需於申請當學

期繳清，若未繳清當學期分期付

款者，不得申請次學期之分期付

款。 

五、如有特殊狀況，應於當學期結束

前申請延期付款，經核准後始得

延期至次學期之開學日；若於次

學期開學日前未能繳清，不得申

請分期付款。 

六、餘額未繳清者，如有休學、退學、

畢業之情形時，視為離校手續未

完成，不得領取休學證明書、修業

證明或學位證書。 

七、如逾期未付清者，本校保有依法

追償之權力。 

1.條號順延。 

2.調整文字內

容。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公布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公布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號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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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4 

東吳大學學雜費暨學生宿舍住宿費分期付款辦法 
 

97年 07月 02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 04月 22日行政會議修訂第四條條文 

第  一  條    協助家遭變故且經濟困難之學生，使其專心向學，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

本辦法。 

第  二  條    凡本校在學學生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資格者始得申請分期付款。一、在台無

設籍之僑外生且無法一次付清學雜費者。二、家庭經濟狀況困難且不符合

就學貸款申請資格者。 

第  三  條   欲申請分期付款者需於每學期補註冊截止日前提出申請；申請就學貸款者，

如因申請資格審查未通過者，可於接到就學貸款審查通知後七個工作日內

提出申請；住宿生如於學期中進住宿舍欲申請學生宿舍住宿費分期付款者，

可於接到住宿通知後七個工作日內提出申請。 

第  四  條    辦理流程： 

一、至德育中心網頁下載申請表，並經家長簽章、導師晤談及系主任簽章； 

二、將申請表及應繳文件送至德育中心審查； 

三、德育中心依據同學繳交文件進行審查，必要時得再進行晤談或家庭訪

問。 

第  五  條    應繳文件： 

一、申請表。 

二、學雜費繳費單、學生宿舍住宿費繳費單。 

三、一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僑外生免繳）。 

四、其他有利於申請之相關文件。 

第  六  條    分期付款方式： 

一、申請分期付款之金額以學雜費繳費單之總金額及住宿學期之住宿費為

限。 

二、分期付款以每學期分五期為限，第一期至少須繳交分期付款總金額之

五分之ㄧ，其餘四期還款金額由申請人自訂之。前述第一期係指通知

審核通過後之七個工作日內。 

三、收到已核決之申請表影本後按期至出納組繳費，憑繳費收據至會計室

辦理銷帳作業。 

四、申請分期付款者，需於申請當學期繳清，若未繳清當學期分期付款者，

不得申請次學期之分期付款。 

五、如有特殊狀況，應於當學期結束前申請延期付款，經核准後始得延期

至次學期之開學日；若於次學期開學日前未能繳清，不得申請分期付

款。 

六、餘額未繳清者，如有休學、退學、畢業之情形時，視為離校手續未完

成，不得領取休學證明書、修業證明或學位證書。 

七、如逾期未付清者，本校保有依法追償之權力。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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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1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HUMPHREYS UNIVERSITY, USA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Humphreys University (Stockton, 

United States),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both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a) Exchange of students; 

b)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for research; 

c)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when agreed separately on 

each specific case; 

d)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e) Chinese learning courses/activities.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activity mentioned above shall be separately determined upon 

consultation between both institutions. Nothing shall diminish the full autonomy of either 

institution, nor shall any constraints be imposed by either upon the o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agreement.  It is implicit then that each and every activity undertaken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at each institution and shall fall with ea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and fiscal constraints. 

3.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periods equal to the initial term. It may be amended 

with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t any time, and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with a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six months in advance.  

4.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Dr. Robert G. Humphreys Jr.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Humphreys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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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漢弗萊斯大學 

Humphreys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896年 

三、 學生人數：約 4,000人 

四、 規    模： 

該校共有三校區，分別位於: 

1. 沙加緬度市 (Sacremento) :位於加州的首都，屬於公務人員居住的高級地區，治安良

好，學術風氣盛行。 

2. 斯托克頓市 (Stockton) : 是加州的農業集散中心，自 2014 年起因聯邦政府補助及景

氣復甦。該地區屬一般住宅區。 

3. 莫德斯托市 (Modesto) : 繁榮的市府，環境優美，治安頗佳，很適合居住、生活、工

作及學習的美好城市。 

漢弗萊斯大學提供學、碩、博士等 22 個學位。領域包含: 會計(Accounting)、教育(Education)、

企業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法學(Law, Legal Studies)、人文學(Liberal Studies)、早

期兒童教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社區研究(Community Studies)、法院報告(Court 

Reporting)、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等。 

五、 排名與強項： 

1. 該校於美國西岸二千餘所大學校院中排名前 50名。 

2. 2018年加州最佳大學，排名第 3 

3. 加州開設最佳刑事司法課程的大學，於全加州排名第 4 

六、 參考網站： 

1. 學校官網：https://www.twu.ca/  

2. uniRank: https://www.4icu.org/reviews/580.htm 

https://www.twu.ca/
https://www.4icu.org/reviews/580.htm


24 

 

第三案附件 2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CANADA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Vancouver, Canada),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both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a) Exchange of students; 

b)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for research; 

c)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when agreed separately on each specific 

case; 

d)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e) Chinese learning courses/activities.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activity mentioned above shall be separately determined upon consultation 

between both institutions. Nothing shall diminish the full autonomy of either institution, nor shall any 

constraints be imposed by either upon the o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agreement.  It is implicit then that each 

and every activity undertaken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at each 

institution and shall fall with ea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and fiscal constraints. 

3.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periods equal to the initial term. It may be amended with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t any time, and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with a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six months in advance.  

4.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Phiilp G. Laird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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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三一西方大學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62年 

三、 學生人數：約 4,000人 

四、 規    模： 

該校係基督教會成立之高等學府，建校迄今 52年，現有文、理、法、商等 9個學院，學生人數達

4 千人，其頒授學、碩士學位為卑詩省高教廳所認可。其地點位於溫哥華，占地 157英畝，在蘭利

堡歷史文化名城附近。三一西方大學是加拿大最大的私人資助的基督教大學。擁有廣泛的文科、

科學和專業研究課程，提供 45個本科專業和 17個研究生課程。平均班級大小為 20名學生。該校

學院(Schools & Faculties)表列如下: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Faculty of Natural & Applied Sciences 

 School of the Arts, Media + Culture 

 School of Business 

 School of Education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 

 School of Human Kinetics 

 School of Nursing 

五、 排名與強項： 

uniRank 大學評比網站中，該校於加拿大排名 61 

六、 參考網站： 

4. 學校官網：https://www.twu.ca/  

5. uniRank: https://www.4icu.org/reviews/580.htm  

https://www.twu.ca/
https://www.4icu.org/reviews/5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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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3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KASHIPUR, INDIA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Kashipur (India),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both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a) Exchange of students; 

b)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for research; 

c)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when agreed separately on each specific 

case; 

d)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e) Chinese learning courses/activities.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activity mentioned above shall be separately determined upon consultation 

between both institutions. Nothing shall diminish the full autonomy of either institution, nor shall any 

constraints be imposed by either upon the o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agreement.  It is implicit then that each 

and every activity undertaken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at each 

institution and shall fall with ea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and fiscal constraints. 

 

3.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periods equal to the initial term. It may be amended with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t any time, and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with a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six months in advance.  

 

4.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5. Themes of joint activities and conditions for utilizing the results achiev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ed, as well as arrangements for scientific visits, exchanges, and other form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ll be developed mutually for each specific case, along with any other necessary 

terms and conditions. 

 

6. The parties agree to designate, on behalf of each institution, a Coordinator whose responsibility will be to 

supervise the execution of this MoU and to propose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to be implemented under this 

MoU, setting out specific provisions and obligations concerning the exchange programs,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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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ngements, screening of applicants (students, faculty, researchers) and details of funding. 

 

7. The parties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applicable law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xport control laws. The 

Parties acknowledge that all visits or exchanges will be subject to compliance with entry and visa regulations, 

and each institution’s related policies. 

 

8. All arrangements, obligations, terms, and conditions will be negotiated for each specific case (financial and 

otherwise) as appropriate. 

 

9. Neither party may assign its rights or obligations under this MoU,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other. 

 

10.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ey are not bound exclusively by this MoU and may enter into any separate 

agreements or arrangements with any third party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other Party or this MoU.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Dr. K N Badhani 

President Director I/C 

Soochow University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Kashipur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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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KASHIPUR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Kashipur, India (IIM Kashipur)”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year, IIM Kashipur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year, IIM Kashipur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2)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IIM Kashipur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4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Memorandum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 registered students in a degree program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Students from both institutions must be enrolled on graduate level (master program, after having passed an 

examination equivalent to a bachelor) in Management;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degree students, at IIM 

Kashipur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Each institute agrees 

to accept each other’s length of the academic year, teaching methods and examinations as equivalent to their own. 

At IIM Kashipur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take 5-7 credits of courses for the term (all the courses are of 1 credit), 

each term runs from 12 to 14 weeks. 

Article 6 

At the end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the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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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The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of one term.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1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providing pre-departure material, post-arrival orientation,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to enable the exchange student to obtain the correct permit/visa, student support and advisory 

services, and with a local contact person. 

 

Article 12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Exchange students who 

arrive under terms of the agreement must be equipped with full medical insurance /travel insurance that includes 

medical cover in the event of accidents. Such insurance must be arranged and paid for by the students and suited 

to their medical needs for the whole duration of their stay at the hosting institution, commencing from their 

departure from their home country until their subsequent return. Host University will not be able to assist 

students/faculty members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or any medical event if they do not have the required insurance. 

 

Article 13 

Each partner shall remain the owner of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eld prior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co-

operation. Ownership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performed by the exchange student at 

the home university following his period of study or research at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b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y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me university, provided, however, that if such research relates 

directly to an invention or discovery that was first made or discovered in the course of research performed by the 

exchange student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n the results shall be jointly owned in equal shares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 home university, and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 home university shall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and enter into an agreement regarding the use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su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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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4 

The exchange student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use of the host institution’s facilities on the same basis as student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laws and rules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institution. 

Dependents are permitted to accompany the exchange student. However, all issues relating to airfares, 

visas/permits, accommodation, and other matters regarding the student’s dependent(s) shall become the entire 

responsibil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 

 

Article 15 

This Memora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Memorandum six (6)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Memorandum. For conditions of the exchange not 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or for problems that aris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exchange agreement, both parties agree to 

refrain from unilateral action and to consult and negotiate mutually acceptable decisions. Amendments to this 

agreement may be made at any time, by correspondence, and only when agreed upon by both parties. Any 

amendments shall be added to the terms as appendic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Dr. K N Badhani 

President Director I/C 

Soochow University IIM Kashipur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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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AND EMERGENCY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EXCHANGE AGREEMENT 

 

ADMINISTRATIVE CONTACT 

(Person responsible for the general operation of this agreement) 

 IIM KASHIPUR SOOCHOW UNIVERSITY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Center 

 

Address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Kashipur, 

Kundeshwari, Uttarakhand, 

244713, India 

No. 70, Linsh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Taiwan 11102 

Phone +91-6396-234735  +886-2-28819471 

Fax - +886-2-28839402 

Email irc@iimkashipur.ac.in icae.iac@gm.scu.edu.tw 

 

EMERGENCY CONTACT 

(First person to be contacted in the event of an emergency related to the agreement) 

 IIM KASHIPUR SOOCHOW UNIVERSITY 

Department PGP Off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Center 

Address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Kashipur, 

Kundeshwari, Uttarakhand, 

244713, India 

No. 70, Linsh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Taiwan 11102 

Phone +91-7566-768489 +886-2-28817734 

Email pgpoffice@iimkashipur.ac.in joycechia5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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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管理學院卡斯希普爾分校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Kashipur 

簡介 

 

一． 屬 性：國立 

二． 成立時間：2011年 

三． 學生人數：約 500人 

四． 規 模：印度管理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簡稱 IIMs)，是多所印度國立

自治商學院聯盟的總稱。該系統在印度各地招收學生，培養印度政治、經濟研究和管理

等頂尖人才。目前有 13 所分校。卡斯希普爾分校位於北阿坎德邦的一個城鎮。

 

 

五． 參考網站：  

1. 學校官方網站：http://www.iimkashipur.ac.in/about-institute/about-us  

2.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7%AE%A1%E7%90%86%E7%A0

%94%E7%A9%B6%E6%89%80   

http://www.iimkashipur.ac.in/about-institute/about-u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7%AE%A1%E7%90%86%E7%A0%94%E7%A9%B6%E6%89%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7%AE%A1%E7%90%86%E7%A0%94%E7%A9%B6%E6%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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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4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CHRIST (DEEMED TO BE UNIVERSITY), INDIA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CHRIST (Deemed to be University), 

Bengaluru India,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both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a) Exchange of students; 

b)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for research; 

c)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when agreed separately on 

each specific case; 

d)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e) Language learning courses/activities.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activity mentioned above shall be separately determined upon 

consultation between both institutions. Nothing shall diminish the full autonomy of either 

institution, nor shall any constraints be imposed by either upon the o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agreement except for any direction of the concerne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of the Country.  

It is implicit then that each and every activity undertaken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at each institution and shall fall with ea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and fiscal constraints. 
 

3.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periods equal to the initial term. It may be amended 

with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t any time, and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with a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six months in advance. Any such termina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continuity till its logical completion of any activity already commenced prior to such 

notice of termination. 
 

4. For the purpose of follow up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ivities under this Agreement the 

following officials shall be the Coordinator of the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Soochow University CHRIST (Deemed to be University) 

Name:------------------------------ 

Designation:--------------------- 

Department:----------------------------- 

Contact Phone:--------------------- 

Email:------------------------- 

Name:------------------------------ 

Designation:--------------------- 

Department:----------------------------- 

Contact Phone:--------------------- 

Email:------------------------- 

 

 

 

5.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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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Fr.(Dr) Abraham V M 

President Vice Chancellor 

Soochow University CHRIST (Deemed to be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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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基督大學 

Christ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69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21,000人 

四、 規    模： 

印度基督大學共有兩個校區，分別為 Bannerghatta Road Campus(法、商與人文等教學

與研究空間)與 Kengeri Campus(工程、電子與建築等教學與研究空間)。校園是來自

印度各州和大約 60個不同國家的學生和諧多元文化的典範。 

該校學術紀律嚴謹，同時也引入創新與現代的課程，在印度高等教育中努力開展不

同領域，尋求突破。印度大學教育委員會（UGC）於 2004 年授予基督學院自治權，

並於 2006年將其確定為具有潛力的機構。提供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科學，商業，

管理，工程，教育和法律博士課程。 

該校學院表列如下:  

 Business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erce and Management 

 Faculty of Engineering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chool of Law 

 Sciences 

五、 排名與強項： 

2019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 451-500、QS 印度大學排名 71-75 

六、 參考網站： 

1. 學校官網：https://christuniversity.in/ 

2. QS Ranking: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christ-deemed-be-university-bengaluru  

https://christuniversity.in/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christ-deemed-be-university-bengal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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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5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UNIVERSITY OF DELHI, DELHI, INDIA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Desiring to establish collabo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to promote friendship 

and to co-operate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association, the two institutions have agreed that : 

 
1.  The two institutions shall encourage co-operation in any discipline which is studied in both 

the institutions. 

 
2.   The two institutions shall seek to promote: 
 

 

•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academic materials that are of mutual interest 

•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relating to : 

➢  academic faculty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  research staff 

➢  visiting scholars 

➢  students 

➢  other staff mutually agreed upon 

• provision of briefing/orientation services by each institution for visitors from the 

other institution 

•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which the two institutions may jointly arrange. 

 
Details of any such activities will be subject to a subsequent detailed separate Agreement 

that will be mutually entered into and will be attached to this MoU as an annexure. 

 
3.  The two institutions shall decide through consultation the specific areas and details of co-

oper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Agreement, and shall consult from time to  time,  

at  the  request  of  either  institution,  for  the  purpose  of  reviewing  the 

operation of this Agreement. 

 
4.  The financial arrangements invol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settled through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in respect of each program  of  

co-operation  for  which  separate  Agreement  shall  be  signed  after 

obtaining appropriate approval from relevant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each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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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Agreement shall become operative on the last date indicated hereunder and shall 

remain in force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with an option to renew for similar period.  
 

6.  This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by mutual consent of the parties in writing and 

supplemented by detailed subseque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Amendments 

and or supplements will be appended as an annexure. 
 

 

7.  Either institution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by giving six (6) months prior notice in 

writing to the other institution. The rights and liabilities of the parties with respect to any 

ongoing project/training/exchanges shall remain unaffected by the termination.  The same 

shall be completed as if no such termination has taken place. For conditions not 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or for problems that aris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Agreement, both parties 

undertake to refrain from unilateral action and to consult and negotiate mutually acceptable 

decisions. 
 

8.  The  institutions  shall  confer  concerning  the  renewal  of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ix (6) months prior to the date of expiration. 
 
 
 
 
 
 
 
 
 
 

Signed for, and on behalf of, Signed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of Delhi              Soochow University 

 

 

 

 On thi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           On thi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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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德里大學 

University of Delhi 

簡介 

 

一、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22年 

三、 學生人數：約 300,000人 

四、 規    模： 

德里大學是世界最龐大的大學之一，以其高標準高質量的教學和科研成果著稱。設置了許多

本科以及以上專業課程，其中，以自然科學、經濟學、英語、印度斯坦古典音樂成就最高，

而文學系是最早和最大的系。文學系多年來保持了較高的學術水平，各學部的研究論文在國

內外受到廣泛的好評。其中為紀念佛祖釋迦牟尼誕生 2500周年而成立的佛學研究部已成為

全國研究佛教哲學和巴利文的重要基地。德里大學校園占地 448英畝，現已成為一座以行政

辦公廳為中心的大學城。 

該校現有文學、理學、社會學、法律、教育、音樂美術、數學、工程學、多學科實用理學、

管理學、醫學、阿育維達與尤納厄醫學、實用社會學與人文學 13個系，66 個學部及 70所

學院。 

五、 排名與強項： 

1. 2019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 487，QS 印度大學排名第 2 

2. 2019年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 601-800 

3. 2019年 上交大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701-800 

六、 參考網站： 

1. 學校官網：http://www.du.ac.in/du/ 

2. QS Ranking: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university-delhi 

3.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

rankings/university-delhi 

4. 迁木网: http://www.qianmu.org/ranking/904.htm 

http://www.du.ac.in/du/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university-delhi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delhi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delhi
http://www.qianmu.org/ranking/9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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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6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Amity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dia 

Soochow University and Amity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Sector 125, Noida, recognising the benefits to 

their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link, conclude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s to take effect from: ______________ 

1 The purpose of this MoU is to develop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academic institutions. 

2 This MOU signifies a statement of Intent to collaborate, but is not a legally binding document. 

3 The two academic institutions agree to develop the following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in the academic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on a basis of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Exchange of Scholars,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hort term customized courses visit by students on credit transfer/study abroad  programme 

basis 

 Conducting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Conducting lectures and organising symposia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Promoting collaboration in fields of mutual interest 

 Promoting other academic co-operation as mutually agreed 

 Dual Degree Tie-up 

 Summer Immersion Programs 

 Amity – India Immersion Programs 

4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specific activities based on this MoU will be separately 

negotiated and agreed between faculties, schools or institutes which carry out the specific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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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o carry out these activ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respective countries after full consultation and approval. 

5 Amity Universities & Institutions and Soochow University recognize the value of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o each other in promoting their programmes and activities, but any promotional 

material / activity which includes reference to concerned countries must be sent to and be approved 

by the Deans of the relevant School or any other person authorized by both the Universities before use 

and print. 

6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y of the types of co-operation stated shall depend upon 

the availability of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support at the institutions concerned. 

7 Should th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ctivities under the MoU result in any potential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th institutions shall seek an equitable and fair understanding as to ownership and other 

property interests that may arise. 

8 This MoU may be amended or modified by a written agreement signed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institutions.  

9 The MoU will be for 3 years in the first instance, and will be reviewed thereafter. Each party has the 

right to discontinue the arrangement subject to a period of 12 months’ notice being given. The 

Understanding may also be terminated at any time by mutual consent of all the parties. 

10 In any case of discontinuance, the parties will honor agreed commitments either via the accepted 

arrangement or suitable alternative negotiated at that point. 

Signatures to the Understanding 

For  :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For : Amity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dia 

Signature 

 

 

Signature  

 

 

Name : Prof. Wei Ta Pan Name : Prof. (Dr.) Gurinder Singh 

 

Designation: President Designation : Amity Group Vice Chancellor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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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亞米提大學 

Amity University 

一、屬    性：私立大學 

二、成立時間：2005年 

三、學生人數：約 150,000 人 

四、教職員數：約 4,500 人 

五、規    模： 

該校為印度最大之私立學校，設備新穎、科系完備，整體環境與臺灣學習環境幾無落

差，校園設計及科系規劃方式仿造西方先進大學。該校占地面積超過 450 萬平方英尺，

有超過 1000英畝的高科技校園。於印度境內有 8個分校，超過 150個合作機構；於國際

間亦設有 10個國際校園。具有約 300個學位學程，超過 300個政府補助研究計畫。該校

學院列表如下： 

 

 Amity Business School 

 Amity College of Commerce & Finance 

 Amity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Amity Institute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Amity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Amity Institute of Applied Sciences 

 Amity Institute of Behavioural & Allied 

Science 

 Amity Institute of Biotechnology 

 Amity Institute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Amity Institute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mity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mity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mity Institute of English Studies and 

Research 

 Amity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mity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Safety & Management 

 Amity Institute of Food Technology 

 Amity Institute of Geo Informatics & 

Remote Sensing 

 Amity Institute of Global Warming & 

 Amity Institute of Phytochemistry & Phytomedicine 

 Amity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Allied Sciences 

 Amity Institute Of Rehabilitation Sciences 

 Amity Institute of Renewable & Alternative Energy 

 Amity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mity Institute of Space Science & Technology 

 Amity Institute of Telecom Engineering & Mgmt 

 Amity Institute of Training & Development 

 Amity Institute of Travel & Tourism 

 Amity Institute Of Virology & Immunology 

 Amity Institute of Wildlife Sciences 

 Amit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Amity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ost Harvest 

Technology & Cold Chain Management 

 Amity Law School, Noida 

 Amity Law School, Noida (II) 

 Amity School of Architecture & Planning 

 Amity School of Business 

 Amity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m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mity School of Engineering 

 Amity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mity School of Fashion Technology 

 Amity School of Fin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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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Studies 

 Amity Institute of Horticulture Studies & 

Research 

 Amity Institute Of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Amity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mity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mity Institute of Microbial Biotechnology 

 Amity Institute of Microbial Technology 

 Amity Institute of Nano Technology 

 Amity Institute of Nuclear Science & 

Technology 

 Amity Institut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mity Institute of Pharmacy 

 Amity Institute Of Physiology & Allied 

Sciences 

 Amity Institute of Physiotherapy 

 Am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mity School of Hospitality 

 Amity School Of Insurance, Banking & Actuarial 

Science 

 Amity School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ity School of Performing Arts 

 Amity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 Sports 

Sciences 

 Amity Science,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 

 Directorat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RICS School of Built Environment 

 Amity Directorate of Management & Allied Areas 

 CII School of Logistics, Amity University 

 Amity Institute of Molecular Medicine & Stem Cell 

Research 

 

六、排名與強項： 

1. 印度私立大學排名第 1 

2. 2018泰晤士高等教育亞洲大學排名 301-350 

3. 2019 QS Ranking亞洲大學排名 271-280 

4. 2018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al Ranking Framework (NIRF) 評比，該校於藥學領域

全國排名 33；商學領域全國排名 48 

 

七、參考網站： 

1. 官方網站：http://www.amit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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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 

東吳大學與鄭州大學－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鄭州大學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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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相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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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相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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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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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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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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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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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州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劉炯天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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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大學 

Zhengzhou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綜合 

二、成立時間：1956年 

三、學生人數：70,000餘名 

四、 專任教師人數：5700餘名 

五、 校長：劉炯天 

六、 地址：主校區─鄭州市科學大道100號、南校區─鄭州市大學北路75號 

      北校區─鄭州市文化路97號、東校區─鄭州市大學北路40號 

七、 學院設置： 

理工類院系 人文類院系 醫學類院系 綜合院系中心 

建築學院 商學院 藥學院 國際學院 

生命科學學院 法學院 護理學院 國際教育學院 

物理工程學院 文學院 臨床醫學系 遠端教育學院 

信息工程學院 外語學院 醫學檢驗系 繼續教育學院 

土木工程學院 教育學院 醫學科學院 產業技術研究院 

管理工程學院 歷史學院 基礎醫學院 智慧城市研究院 

機械工程學院 體育學院 口腔醫學院 軟體與應用科技學院 

電氣工程學院 音樂學院 藥物研究院 橡塑模具國家工程研究中心 

水利與環境學院 美術學院 公共衛生學院 
河南省資源與材料產業協同創新

中心 

化工與能源學院 書法學院 實驗動物中心 合作辦學學院 

數學與統計學院 旅遊管理學院 第一臨床學院 體育學院 

力學與工程科學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 第二臨床學院 西亞斯國際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資訊管理學院 第三臨床學院  

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 新聞與傳播學院 第五臨床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河南省醫藥科學

研究院 
 

八、 特色：鄭州大學由河南省人民政府舉辦，為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雙一

流」（世界一流大學及一流學科建設）建設高校。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學校確立了

綜合性研究型的辦學定位，其學科門類均衡發展，形成多學科交叉、相融互補的育

人氛圍，並傳承及弘揚源遠流長的特色文化。植根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沉穩厚

重，形成鄭大人包容寬厚、奮發進取的優良品質，及多地域多民族、多文化交流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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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文化氛圍。學校設有哲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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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大學科門類，各學科門類均衡發展；其中包含

臨床醫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化學 3個一流建設學科；凝聚態物理、材料加工工

程、中國古代史、有機化學、化學工藝、病理學與病理生理學 6個國家重點（培

育）學科。學科排名方面，化學、材料科學、臨床醫學、工程學、藥理學與毒理

學、生物學與生物化學 6個學科（領域）ESI排名全球前 1％；化學、臨床醫學 ESI

全球排名前 3‰。 

    學校先後被列入國家級卓越工程師、卓越法律人才、卓越醫生教育培養高校，

被評選為「2012—2014 年度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畫實施工作先進單位」，是

國家首批深化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示範學校。擁有微納成型技術、細胞與基因治療、

低碳環保材料智慧設計、癌症化學預防、地下基礎設施非開挖技術、電子材料與系

統等 6個國家級國際聯合研究中心。學校也牽頭組建河南省國家大學科技園，鄭州

大學大學科技園被認定為河南省大學科技園。另外，鄭州大學同時推進附屬醫院集

團化發展，9家附屬醫院現有 36個國家級臨床重點專科，139個省級醫學重點（培

育）學科，2.7萬餘張開放床位，年門診量突破 1813萬人（次），成為河南省醫療行

業的「集團軍」。 

九、 排名：2019中國校友會網前700強，位居第46名；ESI學術機構全球排名第910位。 

十、 國際交流：於2017年中國大學國際化水準排行榜中名列第33位，國際交流與產學研合

作廣泛，並與美國、英國等41個國家和地區的205所知名高校建立校際合作關係。與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波蘭華沙大學、白俄羅斯國立音樂學院等

國外高校合作開展9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更在印度設立孔子學院、美國設立孔子課

堂。另也是「中俄語言文化高校聯盟」創始成員、「中俄新聞教育高校聯盟」發起成

員、「中俄醫科高校聯盟」成員，更為首批地方高校入選「國際化示範學院推進計畫

試點單位」。 

十一、 參考網站： 

鄭州大學官網: http://www.zzu.edu.cn/gaikuang.htm 

中國校友會網: http://www.cua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