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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7學年度第 17次（108年 5月 6日）行政會議紀錄 

（108年 5月 20日，經 107學年度第 18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8年 5月 6日（星期一）下午 1時 10分 

地點：外雙溪校區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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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會學院黃秀端院長、外國語文學院張上冠院長 

理學院汪曼穎院長、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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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中心濮世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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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系梅長生主任、化學系何美霖主任、微生物學系李重義主任、心理系楊牧貞主任、 

國貿系温福星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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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 

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 

招生組林正村編纂、研究事務組謝明秀組長、研究事務組劉秀娟編纂 

請假：法學院鄭冠宇院長 

紀錄︰楊珺涵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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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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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乾隆教務長 

一、5月 7日（二）及 9日（四）將於兩校區中午 12點至下午 3點，為本校教職員

生分別舉辦 4 場第二專長說明會，歡迎各院、系師生能針對此議題多方了解，

鼓勵教職員生踴躍參加。 

二、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於 4月 30日召開第四次招生委員會，本次共計正取 1,517人、

備取 2,418人。錄取學生將於 5月 9日至 10日向甄選入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

序（每生至多可有 6 個志願序），盼各學系能持續與學生、家長保持聯繫，務

必將本校排入優先志願，以爭取學生入學。 

三、有關 111 學年度起採計高中學習歷程一案，教育部將自 108 年 4 月至 109 年 4

月間，要求各大學校院逐步公佈採計學習歷程範本，提供高中教學參考。請學

系先行探究高中新課綱部定課程，研議 111 招生規畫參採的項目內容，以因應

明年 4月必須公告之時程。 

四、此外，108 學年度起各大學可能皆須納入招生專業化，本處招生組特於 6 月 10

日邀請大考中心劉兆明顧問就評量尺規議題進行專題演講，請教學單位踴躍參

加，藉以提早因應變化趨勢。 

蕭宏宜學務長 

一、群美中心：東吳大學搖尾巴社將於 5 月 10 日 12 點 15 分於愛徒樓 C201 教室，

為校犬太狼舉辦「大學長的畢業典禮-太狼追思會」，最後安葬地點經多方討論

結果，將位於松勁樓對面空地（70-48號門牌前）。 

二、5 月 7 日至 9 日連續 3 天，將舉辦第 63 屆學生會以及第 31 屆學生議會之學生

自治選舉，目前有 1組學生參選登記學生會；雙溪校區有 10位學生參選登記議

員，城中校區僅 1 位。整體而言，參選意願與人數相對較低，另由於選舉人需

達一定之子數（要超過全校學生人數 8%），且本次第 62屆學生會長為代理會

長，祈請各院、系可多加鼓勵學生踴躍投票。 

三、自 4月 30日以來，媒體諸多報導關於合樂學舍地下蓄水池一案，由於不明原因

導致蓄水池龜裂，以致水源受污，感謝主秘領導與總務處同仁多日來的辛苦，

處理狀態一切依照規劃順利進行，目前尚待可正常恢復供水時間之公佈。 

莊媖琁總務長 

合樂學舍之水質檢驗部分，自 4月 30日接獲自來水公司通報開始，本處即進行現場

勘查，並於勘查第一時間將蓄水池放水後，發現池底已有肉眼可見之污垢，當場即

進行斷水處理，並另提供學生飲用水。 

同時本處首要應變處理之方式為： 

一、 先進行蓄水池放水作業，儘速進行清理與檢查，當下即發現蓄水池壁有相當大

之裂縫，導致地下水大量滲入； 

二、 另經自來水公司協助投藥，進行 2天 3 夜水龍頭放水作業，感謝學生住宿中心

第一線同仁協助與報告每日水中紅線蟲出現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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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擔憂頂樓之水塔恐受影響，亦將其進行清洗，並預計再設置 2 座水塔，將宿

舍水質換新； 

四、 為使學生日後安心用水，在水質檢驗報告尚未完成前，除馬桶沖水外，先請學

生盥洗與清洗衣物至隔壁宿舍使用。 

由於有家長將本案投書教育部，加上自來水公司因媒體報導，兩方皆對本校進行關

切，事發至今，自來水公司亦每日進行檢驗抽查，至 5 月 6 日上午，針對水塔、蓄

水池與兩個樓層部分共做 4管檢驗，目前水中含氯程度已符合標準，需待 5月 7日

檢驗報告結果方可知水質是否可用，以期讓學生生活可儘速恢復正軌。 

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一、日前在校長帶領於寧夏大學、鄭州大學的學術交流下，在同行師長們的努力以

及院、系的鼎力配合，帶回相當豐碩的成果，締造本校在過去交流經驗中的佳

績。在校長、副校長的關心和參與，一切的起點源於過往鄭州大學師長來到本

校交流後的高滿意度，返回後積極牽線，經過雙方一連串促成，而成就此樁美

事，可謂日後交流模式的學習榜樣。 

二、日後學校發展將與跨境合作息息相關，不論是兩岸或國際的雙聯學位、學生交

換、共同研究、移地教學等，都是未來發展重點。盼各院、系在面對境外相關

合作議題時，若需協助請與本處聯繫，珍惜每一個機緣，為學校未來發展創造

更多更好的成果。 

中文系林宜陵副教授 

簡報「寧夏大學與鄭州大學訪問報告」（存卷不附）。 

理學院汪曼穎院長 

有鑑於宿舍水質一案，微生物學系檢驗研究中心現正申請「ISO /IEC 17025:2017 國

際規範檢驗認證」，作為初期認證項目，相信對於校內水質檢驗部分當能派上用場，

為表對於總務處及校內相關作業態度之積極與尊重，微生物學系檢驗研究中心亦可

提供常態性檢驗認證協助。 

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本院 EMBA 組隊參加第 14 屆「玄奘之路商學院戈壁挑戰賽」，自 5 月 2日至 5月

5 日，共計 11 位隊員（以李坤璋主任為院校領導、劉詩聖顧問為領隊，與商學院

EMBA校友陳文銅、林源祥、陳怡榛；企管系 EMBA校友彭美寶、簡芳玲、黃豐盛、

商嘉進；國貿系 EMBA 校友莊贊豪、楊舒婷）一同參與，完成 120 公里路程，並獲

得沙克爾頓獎及奮進獎 2項大獎之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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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林聰敏館長 

應東吳大學中正圖書館銅像處理委員會之邀，列席 4月 30日（二）外雙溪校區之公

聽會，另 5 月 3日（五）城中校區場次，因本人需參與 107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

書館館長聯席會，故委請同仁李明俠專委列席聆聽與提供必要資訊。 

針對 4月 30日（二）外雙溪校區之公聽會，本人僅 2項相關事實陳述：一、本校中

正圖書館於民國 67 年落成啟用，起建之原始設計即規劃以「中正」為圖書館之名，

以感念其協助東吳大學在臺復校。而其銅像則為當年（67級）夜間部學生會所捐贈；

二、本館完全尊重校務會議決議與校方決定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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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修正「東吳大學調整碩、博士班招生名額審查要點」部分條文。 

提案人：詹乾隆教務長 

說明： 

一、教育部 108 年 1 月 28 日修訂公布「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

件標準」，其中第八條第五項規定：「各學制班別核定之名額，學校應依下

列方式分配之： 

（一） 依學校前一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總量，保留一定比率名

額，由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向學校申請，經學校審議分配

後，報本部備查。 

（二） 其餘招生名額，依校內名額分配原則處理；另，同條第六項揭示：

「第三項扣除之一定比率及前項第一款保留名額之比率，由本部

公告之」。 

二、經查本校現行僅有「調整碩博士班招生名額審查要點」，為因應總量標準

發布施行，擬建請修訂條文名稱，納入學士班規範，並重行檢視修正條文

內容，以為作業依據。 

三、檢附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原條文（如附件 2）。 

決議：請重新研議後提案。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事業實施辦法」（草案）。 

提案人：王志傑研發長 

說明： 

一、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教職員工生於任職或就學期間，因利用本校資源或進

行計畫所開發衍生之研發成果，而投入新創事業之設立，以促進研發成

果產業應用效益，並回饋校務，達到永續經營校園創新創業之目標，擬訂

定「東吳大學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事業實施辦法」。 

二、 配合教育部推動「建構大學衍生新創研發服務公司之孕育機制」及「教育

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申請作業須知」辦理。 

三、 檢附「東吳大學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事業實施辦法」（草案）（附件 1），敬

請討論。 

決議：請重新研議後提案。 

 校長指示： 

一、第一條增列教育部法源依據； 

二、請研擬增加「鼓勵」角度之條文； 

三、邀請物理系、法律系師長討論後再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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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兼職或任職公民營事業機構或團體之學術回饋金收

取及分配辦法」（草案）。 

提案人：王志傑研發長 

說明： 

一、為配合產學合作並規範教師兼職或任職公民營事業機構或團體之學術回

饋金收取及分配事宜，擬訂定「東吳大學教師兼職或任職公民營事業機

構或團體之學術回饋金收取及分配辦法」。 

二、參考科技部「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及教育

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並依本校「專任教師聘約」

辦理。 

三、檢附「東吳大學教師兼職或任職公民營事業機構或團體之學術回饋金收

取及分配辦法」（草案）（附件 1）、科技部「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

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附件 2）、教育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

理原則」（附件 3）及本校「專任教師聘約」（附件 4），敬請討論。 

決議：因時間限制未及討論，延至第 18 次行政會議審議。 

備註：本案於第 18 次行政會議確認本次會議記錄時，提案人王志傑研發長提出

將與第二案重新研議後再提案。 

第四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韓國明知大學及德國雷根斯堡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及學生交

換協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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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會議通過（108.4.19）。 

二、本校曾於 1971 年與韓國明知大學締結校級交流協議，近年暫無實質交

流。108 年 3 月於馬來西亞舉辦之「亞太教育者年會」與該校代表會面，

表達欲與本校重啟交流，是以提請與本校簽署校級學術交流與交換學生

協議（約文草案及學校簡介請詳附件 1）。 

三、德國雷根斯堡大學校長於 107 年 10 月至本校參訪，奠定與本校合作意

願，並於其後持續與本校保持聯繫，確認提請與本校簽署校級學術交流

與交換學生協議（約文草案及學校簡介請詳附件 2）。 

決議：因時間限制未及討論，延至第 18 次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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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曲阜師範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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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會議通過（108.4.19）。 

二、曲阜師範大學非台灣教育部認可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其中工程

學、化學、數學 3 個學科（領域）ESI 排名為全球前 1%。另，本校法學

院與該校法學院簽訂之合作約定書內容已獲教育部同意刻正簽署中。 

三、為擴大交流及合作層級，擬與曲阜師範大學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及學生交

流合作約定（約文內容及學校簡介詳附件 1）。 

決議：因時間限制未及討論，延至第 18 次行政會議審議 

第六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河海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學生交換及學生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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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會議通過（108.4.19）。 

二、河海大學為「211 工程」建設高校，亦為台灣教育部認可之大陸地區高校

之一。另，河海大學企業管理學院於今（108）年 1 月 21 日已與本校商

學院簽署院級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 

三、為加強兩校之交流與合作，提請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學生交換及學生交

流合作約定書（約文草案及學校簡介詳附件 1）。 

決議：因時間限制未及討論，延至第 18 次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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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復旦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及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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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會議通過（108.4.19）。 

二、復旦大學為「985 工程」、「211 工程」建設高校，亦為教育部認可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該校於 97 年 12 月 18 日與本校簽訂校級學生交換

協議，協議已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到期，為延續兩校之交流與合作，擬

重新簽署校級學生交換合作約定，並提增交換生名額至 5 人，另加簽校

級學術交流合作約定。 

三、為加強本校與復旦大學之交流與合作，提請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及學生交

換合作約定書（約文草案及學校簡介詳附件 1）。 

決議：因時間限制未及討論，延至第 18 次行政會議審議。 

第八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申請留職講學、研究或進修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為符合實際作業需要，擬修正本校教師申請留職講學、研究或進修辦法。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二）國科會更名為科技部。 

（二）明訂申請留職帶薪應獲核給相當之補助金額。 

（三）明訂申請留職講學、研究或進修者，其年資條件及成果發表程序。 

二、檢附「東吳大學教師申請留職學、研究或進修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附

件 1）、「東吳大學教師申請留職學、研究或進修辦法」原條文（附件 2），

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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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出任公職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為配合實際作業需要，並參採部分學系建議，擬修正本校教師出任公職

辦法。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明訂留職停薪期間所擔任之公職若有異動，應再提出申請。 

（二） 學系在決定是否同意教師出任公職時，應先評估其對學系在教

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方面之影響。如已充分考量並同意，則

不得再以此申請增加專任教師。 

（三） 明訂教師出任公職期間擔任本校各種會議代表或委員會委員之

原則。 

二、檢附「東吳大學教師出任公職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及「東吳

大學教師出任公職辦法」原辦法（附件 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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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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

設置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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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報部備查。 

二 

「東吳大學學雜費暨學生宿

舍住宿費分期付款辦法」修正

案 

通過。 

一、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

錄確認後，將簽請校

長公布實施。 

二、 校長指示有關討論分

期付款學生輔導追蹤

機制，學務處已簽擬

相關建議作法，並會

辦相關單位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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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由國際處辦理後續簽約

事宜。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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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3月18日已於教育部核備，

並於4月8日完成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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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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 

執行情形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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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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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擬予

繼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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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開發管制事項進度表 108.4.25 

系統別 
完成百分比 

備註 
10%     50%    100% 

教

務

系

統 

雙輔跨管理系統 

106.8   

40% 

106.11 

50% 

106.12 

60% 

107.01 

70% 

107.02 

80% 

107.03 

90% 

108.4 

100％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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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學生端申請放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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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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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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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 

60% 

108.4   108.9 

＠預選相關模組已完成，進入測

試程序@持續進行初選模組整合

製作中。 

Web 碩博士畢業論文管理

系統 
10% 

107.2 

20% 

107.4 

30% 

107.5 

40% 

108.4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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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生報名系統（第二階

段） 

106.8  

30% 

106.11  

50% 

107.01 

60% 

107.02 

70% 

107.08 

80% 

107.9 

90% 

107.11 

100% 

107.12 

＠第一階段已完成,＠第二階段已

完成（含後台查詢維護、新增碩

博士，及志願序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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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 107.11   108.4     108.8 

第六期：資料倉儲/維度

與量值自動同步 108.1  108.4       108.8 

 

人事會計總務校發專案 功能開發統計表 

4/22 

進度 

作業細項  

 （A） 

【第一階段】 

功能尚未施作，

未提供畫面之子

項目 

【第二階段】 

廠商即將或已經

提供承辦單位進

行測試項目 

【第三階段】 

承辦單位測試中

遇到問題，請天

方改，進入來回

測試階段 

【第四階段】 

承辦單位經測試

修正流程大致完

成項目確認（B） 

各系統整體確

認完成度 

（B/A）％ 

人事系統 414 47 92 243 32 8% 

會計系統 140 28 112 0 0 0% 

總務系統 291 69 61 141 20 7% 

校發系統 13 9 4 0 0 0% 

 858 153 269 384 52   

階段比例 100% 18% 31% 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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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1 

「東吳大學調整碩、博士班招生名額審查要點」建議修正條文對

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東吳大學調整招生名額作業

要點」 

「東吳大學調整碩、博士班招生

名額審查要點」 

條文名稱修正。 

因應教育部總量

標準條文增訂各

學制保留名額比

率機制，建議修

訂條文名稱，納

入學士班規範，

以為作業依據。 

一、為配合國家社會需要及學校發

展需求，並因應教育部招生名

額總量管制，特依據教育部

發布「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

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訂

定「東吳大學調整招生名額

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一、依據教育部發布「專科以上

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

條件標準」訂定「東吳大學

調整研究生招生名額審查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為配合名額調整

必須擴及學士

班，以因應教育

部總量修訂，增

列立法緣由，並

修訂「審查要點」

為「作業要點」，

符應實務需求。 

二、本要點適用於授予學位各學

制班別招生名額之調整與審

查。 

前項各學制班別包括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及進修學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之各學院系

與學位學程。 

二、本要點適用於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及博士班  3 種學制

招生名額之調整與審查。 

修訂本要點適用

對象，增列第二

項包括範圍。 

三、規劃與調整招生名額，須考量本

校中長程發展目標、財務狀況

與整體教學資源，配合國家重

大政策、產業人才需求，並參酌

各學制班別辦學成效、校內外

競爭力，逐年整體檢討與調整。 

無。 增列招生名額規

畫與調整應考量

之主要原則，並

落實應逐年檢討

調整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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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四、依據「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五條職掌，本校

招生委員會得在教育部核定

總量內，依本要點之規定，

調整分配各學院系班組及學

位學程之實際招生名額；但

有關新增、分組、整併、更

名、停招、裁撤等之調整，

另依「東吳大學增設與調整

教學單位辦法」辦理。 

三、依據「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

組織章程」第五條職掌，本校

招生委員會得在教育部核

定總量內，依本要點之規

定，調整分配各學院系班組

及學位學程之實際招生名

額；但有關新增、分組、整

併、更名、停招、裁撤等之

調整，另依「東吳大學增設

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辦

理。 

修訂現行法規名

稱。 

五、本校各學制班別將依前一學年

度核定招生名額總量，保留一

定比率，由院、系、學位學程說

明返還理由，向學校提出申請

計畫。 

校級招生委員會應就國家重大

政策 （ 如 5+2 產業、AI 及

物聯網產業、半導體、資訊安

全、食品安全、東南亞等）及學

校發展方向審議申請計畫，並

議決分配後，決定返還比率。 

前項  5+2 產業包括：物聯網

（也稱為亞洲矽谷計畫）、生物

醫學、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國

防產業、新農業與循環經濟。 

第一項保留名額比率，由教育

部公告之。 

無。 1.說明教育部總量

修訂後新增之

保留機制規範。 

2.增列第二項保留

名額比率申請

返還規定及校

級招生委員會

審議原則，以為

作業依循。 

3.依教育部「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

源條件標準」第

八點第五項規

定增列「保留名

額比率，由教育

部公告之」文

字，以求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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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六、各學制班別每班名額數規定如

下： 

（一）學士班每班（組）學生數以不

超過60人為原則，碩士班及

碩士在職專班以不超過30人

為原則，博士班以不超過10

人為原則。 

（二）101學年度以後新設立之各學

制班別每班招生名額數上限

依下表辦理： 

 

學制 
新設 

第一年 

第二年

以後 

學士班 45 50 

碩士班 15 30 

博士班 3 10 

進學班 45 50 

碩 士 在

職專班 
30 30 

（三）學位學程招生名額比照相對

應之學制招生名額。 

（四）依教育部規定，各學制班別學

生人數超過上限者，應進行

分班 （組） 作業。 

（五）學士或碩士逕修讀博士之招

生名額，納入本校招生總量

內計算。 

（六）各學制班別有招生分組或學

籍分組者，概以核定總名

額計算，並得依教育部所

定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

件標準之權值比例，自行

調整各管道招生名額。 

四、調整研究生招生名額審查原

則： 

（一）酌增招生名額：最近 3 學年

度招生名額除以報考人數之

平均百分比在10 %以下，且

註冊人數除以招生名額之平

均百分比達100％，得申請酌

增招生名額。 

（二）酌減招生名額：最近 3 學年

度招生名額除以報考人數之

平均百分比在50 %以上，且

註冊人數除以招生名額之平

均百分比在80％以下，應酌

減招生名額20%。若有其中

一項達到前揭標準時，招生

委員會得酌減其招生名額。 

 

 

 

 

 

 

（三）為配合國家當前重要建設需

求或因特殊情況經專案核准

之招生名額，不受前項規定限

制。 

（四）前項增減招生名額比例之計

算，以各該學院系班組及學位

學程前一學年度教育部核定

名額為基準。 

（五）有招生分組或學籍分組者，

概以該學院系班組及學位學

程之碩、博士班核定總名額

計算，並得依教育部所定

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

標準之權值比例，自行調

整各管道招生名額。 

1.原條文僅適用

碩博士班研究

生，並不包括學

士班；復以原審

查原則之增減

幅度實未能因

應教育部保留

各學制班別名

額比率之改革

修訂。 

2.建議修正增列

教育部總量標

準附表八「各學

制班別每班招

生名額上限」，

以為作業依循。 

 

3.增列名額相關規

範，如：每班人

數超出上限應

予分班、逕攻博

名額應納入總

量計算，以及分

組招生者自行

調整各管道分

配之有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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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七、因應教育部核定招生總量結果，

或配合學校發展須求，各學制

班別招生名額調整原則如下： 

（一）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最近連續二個學年度新生註冊

率均未達百分之八十者，調整

招生名額總量至前一學年度百

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九十。 

（二）碩士班、碩在職專班、博士班： 

最近連續二個學年度新生註冊

率均未達百分之八十者，調整

招生名額總量至前一學年度百

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 

（三）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與博士

班最近一個學年度新生註冊人

數未達該學年度核定名額百分

之三十，得於每年九月二十日

前經校級招生委員會議通過

後，向教育部申請下一學年度

停招，原分配至該班別之招生

名額，得調減或分配至相同學

制班別之其他院、所、系與學位

學程。 

（四）各學制班別招生成效不佳，新

生註冊人數連續不符合本校

「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

第五條標準者，應依其規定辦

理。 

 無。 1.參考教育部「總

量發展規模與

資源條件標準」

第八點第 1項第

2、3 款規定文

字，並考量能有

及時應變處理

空間，因此註冊

率採較嚴格規

範（教育部之規

定為：全校該學

制連續二個學

年度新生註冊

率均未達百分

之七十）。 

2.第 3款係依教育

部總量標準第

八點第 1 項第 8

款文字增列教

育部修訂後新

制。 

3.第 4款說明與本

校增設調整教

學單位辦法之

適法性區隔依

據。 

 五、各學院系班組及學位學程招生名

額依前條機制調整後，若招生

名額減至 8 名即不再減招；但

若連續三年未獲改善時，應提

案送校務發展委員會檢討對

策。 

回歸本校「增設調

整教學單位辦法」

及「調整招生名額

作業要點」兩項法

規不同位階，建議

刪除本點條文，俾

增作業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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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八、教務處應依本要點之規定，於

教育部總量作業時程內，提案

校級招生委員會，議定各學制

班別招收新生總額及各管道分

配名額後，報送教育部核定。 

六、教務處得視各學院系班組及學

位學程之生師比、教學、研究

績效、評鑑結果及本校教育政

策與全校招生情況初核其名

額，送招生委員會審議。 

說明作業程序及

權責。 

 七、本校每年可增招生名額總數應

符合教育部規定。 

第 1點已說明立法

依據，爰建議刪除

之。 

 八、各學院系班組及學位學程招生

名額，應提經校級招生委員會

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 

併入建議修訂條文

第八點。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

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發布，並

於審查104學年度招生名額起

適用之。 

為建立法制化依

據，修訂立法及修

法程序，以求慎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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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2 

東吳大學調整碩、博士班招生名額審查要點 

101年9月11日校長核定通過 

106年6月28日校長核定修正第三點 

107年5月6日第17次行政會議修正 

一、依據教育部發布「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訂定「東吳大學調整研

究生招生名額審查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3種學制招生名額之調整與審查。 

三、依據「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五條職掌，本校招生委員會得在教育部核定總

量內，依本要點之規定，調整分配各學院系班組及學位學程之實際招生名額；但有關新

增、分組、整併、更名、停招、裁撤等之調整，另依「東吳大學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

法」辦理。 

四、調整研究生招生名額審查原則： 

（一）酌增招生名額：最近3學年度招生名額除以報考人數之平均百分比在10 %以下，

且註冊人數除以招生名額之平均百分比達100％，得申請酌增招生名額。 

（二）酌減招生名額：最近3學年度招生名額除以報考人數之平均百分比在50 %以上，

且註冊人數除以招生名額之平均百分比在80％以下，應酌減招生名額20%。若有

其中一項達到前揭標準時，招生委員會得酌減其招生名額。 

（三）為配合國家當前重要建設需求或因特殊情況經專案核准之招生名額，不受前項

規定限制。 

（四）前項增減招生名額比例之計算，以各該學院系班組及學位學程前一學年度教育部

核定名額為基準。 

（五）有招生分組或學籍分組者，概以該學院系班組及學位學程之碩、博士班核定總名

額計算，並得依教育部所定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權值比例，自行調整

各管道招生名額。 

五、各學院系班組及學位學程招生名額依前條機制調整後，若招生名額減至8名即不再減招；

但若連續三年未獲改善時，應提案送校務發展委員會檢討對策。 

六、教務處得視各學院系班組及學位學程之生師比、教學、研究績效、評鑑結果及本校教育

政策與全校招生情況初核其名額，送招生委員會審議。 

七、本校每年可增招生名額總數應符合教育部規定。 

八、各學院系班組及學位學程招生名額，應提經校級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 

九、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發布，並於審查104學年度招生名額起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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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1 

東吳大學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事業實施辦法（草案）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條 宗旨 

本校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教職員工生於任職或就學期間，因利用本校

資源或進行計畫所開發衍生之研發技術、專業知識或商業基礎等研發成

果，而投入新創事業之設立或發展，以促進研發成果產業應用效益，並回

饋校務，達到永續經營校園創新創業之目標，訂定本辦法。 

訂定目的 

第二條 定義 

本辦法所稱衍生新創事業，係指本校教職員工生組成之創業團隊，運

用學校資源（包括使用空間、設備、人力、研發技術、實務教學或產學合

作成果等）或進行計畫衍生研發成果為商品開發之核心技術，並以營利為

目的依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八年內）之事業（以下簡稱新創事業），

且學校可因而擁有其衍生之股權或紅利者。 

    本校新創事業分為兩類： 

一、自行創業：本校教職員工運用學術研發成果，自行出資創設企業，或

本校學生（或畢業五年內校友）運用學術研發成果，由學生自行成

立企業。 

二、合作創業：指本校教職員工生與企業合資或新技術作價投資成立之企

業。  

名詞定義 

第三條 審查與設立 

設立新創事業之申請案件，由研究發展處籌組專案委員會審查之。 

    前項專案委員會之召集人，由校長指派相關事務主管擔任，並由召集

人邀請校內外相關學者專家五至七人擔任必然委員。 

    本校相關業務負責人依需要得為該會議之列席成員。 

新創事業應自行辦理公司登記行政作業並負擔相關衍生行政規費或作業

成本，本校配合提供必要申請文件。 

新創事業之

審查與設立 

第四條 審查重點 

申請設立新創事業之審查重點如下： 

一、 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及經濟效益。 

二、 市場競爭、產品開發未來展望。 

三、 營運計畫書可行性及可塑性。 

四、 經營團隊成員之企圖心、投入時間。 

五、 提升學校教學研究之預期效益、未來產學合作相關規劃。 

六、 公司願景、回饋學校機制、未來三年財務與成長評估。 

訂定審查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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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五條 回饋機制 

新創事業所衍生之技術作價、股權、現金等相關回饋事宜，由本校依

個案性質召開專案委員會討論與決議。 

    新創事業如以技術作價，使本校持有其股份或出資額作為主要回饋

方式者，應同時配合先回饋部分現金，其額度由研究發展處核算後經本校

專案委員會決議。 

    前項現金用途含繳交資助機關、技轉授權金、作價過程所產生之相關

費用及智慧財產權之申請、登記、維護等費用。 

    新創事業聘請本校教師參與之回饋，應依本校「教師兼職或任職公民

營事業機構或團體之學術回饋金收取及分配辦法」辦理。 

訂定回饋機

制。 

 

 

第六條 出資比例 

本校於新創事業中所占出資或持股比例，含技術作價及回饋之出資

或持股，至少占其資本額 5%以上，實際提列比例及規範一定期間維持 5%

以上等其他回饋方式，應依個案性質經專案委員會討論與決議。 

明訂本校於

新創事業之

出資占比。 

第七條 進駐校園 

本校在不影響教學研究使用空間之原則下，依本辦法第二條由師生

團隊成立之新創事業得申請於本校場域辦理公司登記，經報教育部核定

後，始得辦理公司登記。 

    前項申請經教育部審查未獲核定或廢止時，相關衍生稅賦及費用應

由該新創事業自行負擔。 

    有關新創事業進駐本校場域登記公司之審查基準、管考、輔導、離駐

等，管理辦法另訂之。 

新創事業申

請以本校場

域辦理公司

登記之相關

規定。 

第八條 監管機制 

新創事業應依本校持股比例給予本校同比例之董監事席次，本校至

少應有一席董事或一席監察人，而董事及監察人選由校長指派代表人擔

任。 

明訂本校監

管新創事業

之條件。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未盡事宜之

處理依據。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制訂及修正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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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兼職或任職公民營事業機構或團體之學術回饋金收取及分配

辦法（草案）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條 宗旨 

本校為配合產學合作並規範教師兼職或任職公民營事業機

構或團體之學術回饋金收取及分配事宜，訂定本辦法。 

訂定目的 

第二條 定義 

本辦法所稱學術回饋金，係指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或產

學合作契約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本校有出資或持股之新創事

業（以下稱公民營事業），聘請本校專任教師兼職或任職該公民

營事業時，應與本校簽訂學術回饋金契約，並就本辦法第三條規

定於契約內訂定該公民營事業回饋本校運用於教學研究之費用。 

名詞定義 

第三條 學術回饋金收取標準 

一、依本校「專任教師聘約」第十二條辦理兼職者，每年收取之

學術回饋金以在兼職機構年所得之百分之十，但不低於兼職

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資（含本薪及學術研究加給）；

兼職未滿一年者，以兼職月數佔一年比例計算。 

二、依本校「教職員工留職停薪辦法」辦理留職停薪而任職於公

民營事業者，每年收取之學術回饋金以任職機構年所得之百

分之十，但不低於該教師三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資（含本薪

及學術研究加給）。 

三、學術回饋金以收取現金為原則。 

明訂學術回饋金收

取標準。 

第四條 兼任職務 

教師因研究專長領域或業務特殊需要，得事先以書面報經本

校核准兼任下列職務： 

一、新創事業主要研發技術提供者，得兼任該新創事業董事。 

二、於合作企業新創事業部門擔任非經營職務之成員。 

三、與本職研究領域相關，且非執行經營業務之科技諮詢顧問、

技術顧問。 

四、本校因出資或持股而指派擔任之董事或監察人。 

教師兼任前項職務，得領取兼職費，其兼職職務合計不得超

過四個，每週兼職時數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兼任職務之條件與

限制 

第五條 學術回饋金分配比例 

學術回饋金由本校統一收取，扣除因留職停薪而任職公民營

事業教師之原基本授課時數鐘點費後，按校方百分之五十、所屬

一級學術單位百分之二十、所屬二級學術單位百分之三十比例分

配之。 

明訂學術回饋金分

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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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六條 研究成果歸屬 

教師於兼職或任職公民營事業期間所產生之研究成果歸屬

應於學術回饋金契約中明訂之。 

    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究成果，應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歸

屬暨分配處理要點」辦理。 

明訂研究成果歸屬。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未盡事宜之處理依

據。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發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制訂及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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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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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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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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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MYONGJI UNIVERSITY,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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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Myongji University 

(Seoul/Yongin,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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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ong-Jin YOU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Myongji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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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MYONGJI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Myongji University, Korea”,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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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Myongji University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Myongji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2)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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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Myongji University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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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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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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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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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at Myongji University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Articl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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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o semester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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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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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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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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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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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Memorandum six (6)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Memorandu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Byong-Jin YOU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Myongji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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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明知大學 
Myongji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48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15,000人 

四、 教職員數：約 850人 

五、 規  模： 

明知大學一直努力地維護著其作為韓國著名私立高等院校之一的良好聲譽，一直

並將繼續保持其卓越的學術研究地位，努力將基督教價值觀貫穿於校園精神中。

該校擁有 2個校區，一個在首爾市中心，另一個在風景優美的龍仁。其校區與學

院分布表列如下： 

首爾校區 (Seoul Campus) 龍仁校區 (Yongin Campu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a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Convergence 

 Natural Science 

 Engineering 

 Arts & Physical Education 

 Architecture 

 

六、 排名與強項： 

1. 2019年 QS 韓國大學排名 45；QS 亞洲大學排名 351-400 

2. 明知大學建築學院是該校強勢專業領域，是韓國第一批被批准為五年制建築

專業的學校之一。該院 1972年建立，目標是教育和培訓未來具有藝術和技術

專長的建築師，通過全面和多元化的課程培養實踐導向型的專門人才。 

七、 國際交流現況： 

目前該校有來自國際 50 校的學生在校園中共同學習，並與全球約 150 所大專校

院合作各項計畫。其中與台灣銘傳大學、中興大學等校合作學術交流。該校曾與

本校於 1971年締約，近期於 2019年亞太教育者年會中，該校代表與本校代表會

面後表達欲更新協議並討論進一步合作可能。 

八、 參考網站：  

1. 明知大學國際處 

http://jw4.mju.ac.kr/user/abroadeng/download/Myongji%20Fact%20Sheet_2017.p

df 

2. QS Top Universities http://www.oia.nchu.edu.tw/files/02-

cooperation/03outgoing/2017_Exchange_Students/AK10-

Myongji%20University.pdf 

http://jw4.mju.ac.kr/user/abroadeng/download/Myongji%20Fact%20Sheet_2017.pdf
http://jw4.mju.ac.kr/user/abroadeng/download/Myongji%20Fact%20Sheet_2017.pdf
http://www.oia.nchu.edu.tw/files/02-cooperation/03outgoing/2017_Exchange_Students/AK10-Myongji%20University.pdf
http://www.oia.nchu.edu.tw/files/02-cooperation/03outgoing/2017_Exchange_Students/AK10-Myongji%20University.pdf
http://www.oia.nchu.edu.tw/files/02-cooperation/03outgoing/2017_Exchange_Students/AK10-Myongji%20Univers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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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2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UNIVERSITY,TAIWAN 

AND 
UNIVERSITAET REGENSBURG,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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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Universitaet Regensburg 

(Regensburg, Germany),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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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pendence, both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a) Exchange of students; 

b)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fo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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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each specific case; 

d)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e) Chinese learning courses/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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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Udo Hebel 

 

President 
 

Universitaet Regensburg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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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UNIVERSITAET REGENSBURG 

                   AND 

                     SOOCHOW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Universitaet  Regensburg,  Germany,”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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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Universitaet Regensburg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Universitaet Regen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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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aet Regen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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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in advanced standing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degre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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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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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elve month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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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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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3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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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4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f however there are any tuition- and program- related fees to be paid to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home university will be prepared to assist in the collection of such fees. 

Article 15 

This Memora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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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elve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Memorandum. 
 
 
 
 
 
 
 
 

Udo Hebel Wei Ta Pan 

President President 
 

Universitaet Regensburg Soochow University 

 

 

Date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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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雷根斯堡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Regensburg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62年 

三． 學生人數：21,000名 

四． 教職員數：1,300名 

五． 規 模： 

雷根斯堡大學是德國的一所著名的公立綜合類大學，成立於1962年。雷根斯堡大學設

有1個學院：天主教神學院、法學院、商業管理學院、哲學與藝術學院、醫學院、心

理學教育學與體育學院、語言與文學院、數學院、物理學院、生物與臨床醫學院和化

學與藥學院。雷根斯堡大學設有東歐研究院、歐洲區研究院和其他的與東歐大學合作

開設的機構形成了東歐與西歐國家文化間交流的橋樑。該校學院列表如下： 

 天主教神學院 Faculty of Catholic Theology 

 語言與文學院 Faculty of Languages,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法學院 Faculty of Law 

 數學院 Faculty of Mathematics 

 經濟學院 Faculty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物理學院 Faculty of Physics 

 醫學院 Faculty of Medicine 

 生物與臨床醫學院 Faculty of Biology and Pre-Clinical Medicine 

 哲學與藝術學院 Faculty of Philosophy, Art History, History and Humanities 

 化學與藥學院 Faculty of Chemistry and Pharmacy 

 心理學教育學與體育學院 Faculty of Psychology,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s 

六． 排名與強項： 

1. 雷根斯堡大學的優勢專業有文化學、經濟學、信息學和生命科學等專業。  

2. QS 全球排名 571-580 

七． 國際交流現況：該校於台灣的協議學校有輔仁大學及靜宜大學等校。 

八． 參考網站： 

1. 雷根斯堡大學官網：https://www.uni-regensburg.de/index.html.en 

2. 新浪教育：http://kaoshi.edu.sina.com.cn/abroad/detail.php?id=17776 

https://www.uni-regensburg.de/index.html.en
http://kaoshi.edu.sina.com.cn/abroad/detail.php?id=1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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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1 

 

東吳大學與曲阜師範大學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 

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合作，經友好協商於平等互惠原則下，東吳大學與曲阜師範大

學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約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研修與互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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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阜師範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張洪海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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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曲阜師範大學－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曲阜師範大學本於「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協

商，就兩校辦理「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事項達成如下約定： 

一、合作內容： 

（一）研修生：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期得選派註冊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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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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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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阜師範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張洪海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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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師範大學 

Qufu Normal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師範 

二、成立時間：1955年 

三、學生人數：33,000餘名 

四、 專任教師人數：2289餘名 

五、 校長：張洪海 

六、 地址：曲阜校區：曲阜市靜軒西路57號 

   日照校區：日照市煙臺北路80號 

七、 學院設置： 

文學院 歷史文化學院 外國語學院 法學院 

管理學院 物理工程學院 教育學院 工學院 

統計學院 體育科學學院 軟體學院 傳媒學院 

書法學院 繼續教育學院 美術學院 體育教學部 

經濟學院 化學與化工學院 翻譯學院 生命科學學院 

數學科學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音樂學院  

地理與旅遊學院 公共外語教學部 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中

心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院  

八、 特色：1985年 11 月，學校更名為曲阜師範大學。於 2012年，入選山東省應用型

人才培養特色名校；2014 年，入選惠普國際軟體人才及產業基地專案共建高校；

2017年，入選全國第二批創新創業教育示範高校、教育部實施卓越中學教師培養

高校；2018 年，入選全國創新創業教育典型經驗高校 50 強、山東省首屆文明校

園。學校擁有 3 個 ESI 世界前 1%學科（工程學、化學、數學），5 個山東省立項

建設一流學科（工程學、數學、中國史、化學、中國語言文學），15 個學科入選軟

科 2018“中國最好學科排名”，居全國第 107位，其中教育學學科位居全國前 10%，

在上榜高校中居第 15位。設有 11個博士一級學科，1個博士專業學位授權類別，

25個碩士一級學科，13個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類別，7個博士後流動站，87個本科

專業，形成了涵蓋文、理、工、法等 10大學科門類的綜合性學科專業體系。截至

2016年底，曲阜師範大學圖書館及資料室紙質藏書達到 70余萬種、430 萬冊，報

刊 7000餘種，古籍 10 萬餘冊，大型資料庫平臺 100個，全文電子圖書 231萬冊，

電子期刊 3.6 萬種，另有大量的光碟文獻和多媒體文獻，是山東省最重要的文獻

http://wxy.qfnu.edu.cn/
http://lsxy.qfnu.edu.cn/
http://cfl.qfnu.edu.cn/
http://fxy.qfnu.edu.cn/
http://gl.qfnu.edu.cn/
http://physics.qfnu.edu.cn/
http://jyxy.qfnu.edu.cn/
http://gxy.qfnu.edu.cn/
http://stat.qfnu.edu.cn/
http://sport.qfnu.edu.cn/
http://soft.qfnu.edu.cn/
http://cm.qfnu.edu.cn/
http://shufa.qfnu.edu.cn/
http://jxjy.qfnu.edu.cn/
http://art.qfnu.edu.cn/
http://tyjxb.qfnu.edu.cn/
http://jj.qfnu.edu.cn/
http://chem.qfnu.edu.cn/
http://sti.qfnu.edu.cn/
http://sky.qfnu.edu.cn/
http://math.qfnu.edu.cn/
http://mks.qfnu.edu.cn/
http://music.qfnu.edu.cn/
http://geo.qfnu.edu.cn/
http://gw.qfnu.edu.cn/
http://guoji.qfnu.edu.cn/
http://jyzx.qfnu.edu.cn/
http://jyzx.qfnu.edu.cn/
http://zzxy.qfnu.edu.cn/
http://it.qf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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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收藏和服務中心之一。 

九、 排名：2019中國校友會網前700強，位居第201名。 

十、 國際交流：曲阜師範學大學是教育部首批外國留學生定點招生高校。多年來，學

校相容並包，兼收並蓄的學術方針，以廣闊的胸襟，開放的眼界，廣泛吸納多元

文明成果，先後與韓國、日本、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等10多

個國家63所高校建立了校際友好關係，在聯合辦學、教師和學生互派、文化學術

交流等領域建立了廣泛而深入的合作。 

十一、 參考網站： 

曲阜師範大學官網: http://www.qfnu.edu.cn 

中國校友會網: http://www.cua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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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1 

 

東吳大學與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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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河海大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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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徐輝      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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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與河海大學本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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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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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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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相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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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相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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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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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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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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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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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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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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徐輝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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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與河海大學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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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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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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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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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徐輝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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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學 

Hohai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理工 

二、成立時間：1915年 

三、學生人數：51,499餘名 

四、 專任教師人數：3,433餘名 

五、 校長：徐輝 

六、 地址：江蘇省南京市西康路1號 

七、 學院設置： 

商學院 體育系 理學院 

法學院 環境學院 企業管理學院 

機電工程學院 海洋學院 水利水電學院 

農業工程學院 外國語學院 能源與電氣學院 

水文水資源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 力學與材料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物聯網工程學院 電腦與資訊學院 

土木與交通學院 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 港口海岸與近海工程學院 

八、 特色：河海大學是一所擁有百餘年辦學歷史，以水利為特色，工科為主，多學科協調發展的教育

部直屬全國重點大學，是實施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國家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建設、一流學科

建設以及設立研究生院的高校。河海大學是國家首批授權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的高校之一。

2 個學科入圍一流學科建設名單（水利工程、環境科學與工程）。5個學科（工程學、環境生態

學、電腦科學、材料科學、地球科學）進入 ESI世界排名前 1%。學校擁有水文水資源與水利工

程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和水資源高效利用與工程安全國家工程研究中心，9個國家級以及省部級

重點實驗室，18個國家級以及省部級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術研究中心），6個高等學校學科創

新引智基地。緊密結合三峽、黃河小浪底、南水北調、西部水電開發等重大工程建設，承擔了一

大批國家層面重點、重大研究計畫和重點、重大工程科研專案。 

九、 排名：2019中國校友會網前700強，位居第39名。 

十、國際交流：河海大學具有廣泛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是國家首批授權可授予外國留學生博士、碩士、

學士學位的學校，與美、英、法、俄、德、荷、澳、日及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70多所大學、科研

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 

十一、 參考網站： 

    河海大學官網: http://www.hhu.edu.cn 

    中國校友會網: http://www.cua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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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1  東吳大學與復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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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復旦大學同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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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事項： 

1. 宣傳及公開發佈事宜:雙方同意可在與本學生交換計畫相關的目的引用另一方的名稱

及標誌。如在其他情況下需引用另一方的名稱及標誌，則必須取得對方的書面同意。

儘管有前述的規定，如一方要求另一方停止引用其名稱及標誌時，另一方應在合理時

間內配合對方的要求。 

2. 本合作協定中之標題僅供參考之用，並不影響本合作協定任何部分之涵義及解釋。 

3. 任何人士如非本合作協定一方，不可享有本合作協定中任何條款的利益或獲得強制執

行當中任何條款的權利。 

 

東吳大學  校長                                復旦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許寧生    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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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復旦大學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復旦大學本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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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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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以五人為上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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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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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相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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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相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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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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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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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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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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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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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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事项： 

1. 宣傳及公開發佈事宜 :  雙方同意可在與本學生交換計畫相關的目的引用另一

方的名稱及標誌。如在其他情況下需引用另一方的名稱及標誌，則必須取得對

方的書面同意。儘管有前述的規定，如一方要求另一方停止引用其名稱及標誌

時，另一方應在合理時間內配合對方的要求。 

2. 本合作協定中之標題僅供參考之用，並不影響本合作協定任何部分之涵義及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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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何人士如非本合作協定一方，不可享有本合作協定中任何條款的利益或獲得

強制執行當中任何條款的權利。 

  東吳大學  校長         復旦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許寧生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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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 

Fudan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綜合 

二、成立時間：1905年 

三、學生人數：35,000餘名 

四、專任教師人數：2,859 餘名 

五、校長：許寧生 

六、地址：上海市楊浦區邯鄲路 220號 

七、系所： 

藥學院 軟體學院 電腦科學技術學院 

法學院 上海醫學院 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化學系 航空航太系 環境科學與工程系 

經濟學院 微電子學院 中國語言文學系 

物理學系 材料科學系 外國語言文學學院 

歷史學系 公共衛生學院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院 

新聞學院 生命科學學院 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

院 

哲學學院 高分子科學系 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

院 

管理學院 數學科學學院  

護理學院 核科學與技術系  

八、特色：復旦大學，舊稱復旦公學、國立復旦大學，「復旦」的字面意思是「旦復旦兮

（日復一日）」，表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力更生和勤奮。學校創建於 1905年，

是中國人自主創辦的第一所高等學校，位於上海市，名列首批「985 工程」工程、

「211工程」工程名單。現已發展成為一所國際著名的綜合性、研究型高校，目標是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學校逐漸形成了文理醫三足鼎立的學科格局，辦學實力進一步

增強，擁有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醫學、管

理學等十個學科門類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其中，哲學、倫理經濟學、中國語言文

學、新聞傳播學、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電子科學與技術、基礎醫學、中

西醫結合為國家重點學科一級學科。 

九、排名：2019年 QS世界大学排名第 44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9中國大學 700強排名

第 4，為台灣教育部認可之大陸地區 155所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復旦大學已成為國際上有影響的學術中心之一，具有廣泛緊密的國際聯

繫，學術交流活動非常活躍。復旦大學已與香港大學，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日本東京大學、

早稻田大學，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巴黎高科、蒙彼利埃大學，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 30 餘個國家和地區的 200 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建立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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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交流關係，並與美國耶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聖路易斯華盛頓大

學、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日本早稻田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

加拿大女王大學、韓國高麗大學等世界著名大學建立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是大陸

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大學。 

十一、參考網站： 

復旦大學：http://www.fudan.edu.cn/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 

 

http://www.cuaa.net/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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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申請留職講學、研究或進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專任教師連續任教滿三年並

符合以下資格者，得申請留職講

學、研究或進修： 

一、已依規定申請並獲得科技

部、教育部、著名基金會或

國內外之同等機構核可給予

相當金額補助講學、研究或

進修，得申請留職帶薪，至

多一年。 

 

 

 

二、提出講學、研究或進修計畫，

得申請留職停薪，至多一年。 

 

三、專任講師於他校進修博士學

位期間，得申請留職帶薪，

至多一年，並得視進修之需

要申請留職停薪，至多二年。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留職帶

薪之薪資，含本薪及學術研究加

給。所需經費由各項學術研究基

金或專款支應，如有不足，由學

校相關預算支應。 

第一項所稱連續任教年資，

係指於留職開始時，已連續擔任

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年資，留職及

休假期間之年資不採計，但前後

得視為連續。 

第二條 

申請資格與留職期限等相關

規定如左： 

一、已依規定申請並獲得國科

會、教育部、著名基金會或

國、內外之同等機構核可給

予補助講學、研究或進修，且

於本校連續任教滿三年者，

得申請留職帶薪，至多一年；

連續任教滿二年者，得申請

留職停薪，至多一年。 

 

二、提出研究或進修計畫，經系務

會議通過，且於本校連續任

教滿二年者，得申請留職停

薪，至多一年。 

三、專任講師於他校進修博士學

位期間，經系務會議通過後，

得申請留職帶薪，至多一年，

並得視進修之需要申請留職

停薪，至多二年。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留職帶

薪之薪資，含本薪及學術研究費。

所需經費由各項學術研究基金或

專款支應，如有不足，由學校相關

預算支應。 

一、 修正國科會名稱。 

二、 明訂申請留職帶薪應獲

核給相當金額之補助。

（依例由校教評會於審

查時認定） 

三、 明訂連續任教年資之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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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申請人應於擬赴校外講學或

國內外研究、進修之三個月前，

提交申請書及相關資料送所屬單

位，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人事

室陳請校長核定；但留職帶薪之

申請案應送校教評會審查。 

 

第四條 

除情況特殊或另有規定者得專案

簽請校長核定外，申請人應於擬

赴校外講學或國內外研究、進修

之半年前，提交申請書、研究、進

修計畫及其他相關資料送所屬單

位，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人事室

陳請校長核定；但留職帶薪之申

請案應送校教評會審查。 

配合實際作業需要，明訂教

師至遲應於赴校外講學或國

內外研究、進修之三個月前

提出申請，俾利學系因應。 

第六條 

經核准留職赴校外講學或國

內外研究、進修者，於期滿時，

應立即返校服務，並應於返校三

個月內，將從事講學、研究或進

修之成果於系內公開發表。留職

帶薪者，應另提供中英（外）文

成果報告送校教評會備查。 

前項應返校服務期間，帶薪

者為帶薪期之三倍，停薪者應與

留職期間相同。 

經核准為留職帶薪者，如有期滿

不歸或返校服務未達規定期限

者，應償還其留職期間所領之薪

資及年終工作獎金。但有不可抗

力之因素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經核准留職赴校外講學或國

內外研究、進修者，於期滿時，應

立即返校服務。返校三個月內，應

將成果提送所屬單位存查。以留

職帶薪赴國外講學或研究者，應

另提供中英（外）文成果報告送人

事室備查。 

前項應返校服務期間，帶薪

者為帶薪期之三倍，停薪者應與

留職期間相同。 

經核准為留職帶薪者，如有期滿

不歸或返校服務未達規定期限

者，應償還其留職期間所領之薪

資及年終工作獎金。但有不可抗

力之因素者，不在此限。 

調整教師講學、研究或進修

之成果發表程序。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

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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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2 東吳大學教師申請留職講學、研究或進修辦法 

73年10月20日校務會議通過 

82年5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 

83年10月15日校務會議修訂 

86年6月7日校務會議（臨時）修訂 

90年12月12日校務會議修訂 

94年2月21日校務會議修訂第2、6條 

101年5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第1、2、6條 

第 一 條  本校專任教師申請留職赴校外講學或國內外研究、進修者，除「教師休假

辦法」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處理。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 

第 二 條  申請資格與留職期限等相關規定如左： 

一、已依規定申請並獲得國科會、教育部、著名基金會或國、內外之同等

機構核可給予補助講學、研究或進修，且於本校連續任教滿三年者，

得申請留職帶薪，至多一年；連續任教滿二年者，得申請留職停薪，

至多一年。 

二、提出研究或進修計畫，經系務會議通過，且於本校連續任教滿二年者，

得申請留職停薪，至多一年。 

三、專任講師於他校進修博士學位期間，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得申請留職

帶薪，至多一年，並得視進修之需要申請留職停薪，至多二年。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留職帶薪之薪資，含本薪及學術研究費。所需經費由

各項學術研究基金或專款支應，如有不足，由學校相關預算支應。 

第  三  條   前條留職期限，不得延長。但有特殊需要者，得經系務會議通過，專案報

請校長核准後予以留職停薪。 

第 四 條    除情況特殊或另有規定者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外，申請人應於擬赴校外講

學或國內外研究、進修之半年前，提交申請書、研究、進修計畫及其他相

關資料送所屬單位，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人事室陳請校長核定；但留職

帶薪之申請案應送校教評會審查。 

第 五 條   前條核定人數，不含已核准休假之教師人數在內，每學年以每學系現有員

額計算，十二人以下者，至多一人，十三人至廿四人者，至多二人，以此

類推。但有特殊需要，且不影響教學研究工作，並經專案報准者除外。 

第 六 條    經核准留職赴校外講學或國內外研究、進修者，於期滿時，應立即返校服

務。返校三個月內，應將成果提送所屬單位存查。以留職帶薪赴國外講學

或研究者，應另提供中英（外）文成果報告送人事室備查。 

前項應返校服務期間，帶薪者為帶薪期之三倍，停薪者應與留職期間相同。 

經核准為留職帶薪者，如有期滿不歸或返校服務未達規定期限者，應償還

其留職期間所領之薪資及年終工作獎金。但有不可抗力之因素者，不在此

限。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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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出任公職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專任教師出任公職，依

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一條 

本校專任教師出任公職，依

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未修正 

第二條 

教師出任公職期間，應辦理

留職停薪。 

第二條 

教師出任公職期間，應辦理

留職停薪。 

未修正 

第三條 

教師出任公職，應經系務會

議通過，由學系主任簽請院長及

校長核准。 

前項留職停薪期間以二年為

原則，必要時至多得延長二年。其

出任之公職有明定任期者，得依

其任期，但以一任為限。 

留職停薪期間所擔任之公職

若有異動，應依第一項規定之程

序申請核准。 

第三條 

教師出任公職，應經系務會

議通過，由學系主任簽請院長及

校長核准。 

前項留職停薪期間以二年為

原則，必要時至多得延長二年。其

出任之公職有明定任期者，得依

其任期，但以一任為限。 

明訂留職停薪期間所

擔任之公職若有異動，

應重新申請留職停薪。 

第四條 

教師於休假或留職留薪期間

擬出任公職者，仍應依前條之規

定，另行申請留職停薪，並於奉准

後出任公職之時，取消其休假或

留職留薪資格。 

第四條 

教師於休假或留職留薪期間

擬出任公職者，仍應依前條之規

定，另行申請留職停薪，並於奉准

後出任公職之時，取消其休假或

留職留薪資格 

未修正 

第五條 

出任公職之教師應依學系安

排返校授課，每週至多以四小時

為限，並得支領鐘點費。 

各學系不得因教師出任公職

申請增聘專任或專案教師。 

第五條 

出任公職之教師得應學系之

需要返校授課。 

 

一、修正文字，明訂出

任公職教師有依

學系需要返校授

課之義務。 

二、依本辦法第 3條規

定，教師出任公職

必須經由系務會

務同意，是以各學

系在同意教師出

任公職時，均必須

仔細評估教師出

任公職後對學系

在教學、研究、服

務及輔導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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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之影響，再決定是

否同意之。如已經

充分考量並同意，

則不得再以此申

請增加專任或專

案教師。 

第六條 

教師出任公職期間以不參

加本校各種會議或擔任委員會委

員為原則，惟得否參加系務會議，

由各學系自行規範。 

（新增條文） 明訂教師出任公職期

間擔任本校各種會議

代表或委員會委員之

原則。 

第七條 

教師於留職停薪期間辭去公

職者，應先簽請校長核定後，於次

一學期返校服務。 

第六條 

教師於留職停薪期間辭去公

職者，應先簽請校長核定後，於次

一學期返校服務。 

條次變更 

第八條 

教師出任公職留職停薪期滿

返校服務滿二年以上，始得再提

出任公職之申請，但以一次為限。 

第七條 

教師出任公職留職停薪期滿

返校服務滿二年以上，始得再提

出任公職之申請，但以一次為限。 

條次變更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條次變更並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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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教師出任公職辦法 

 

86年5月21日行政會議（臨時）通過 

87年6月6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專任教師出任公職，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教師出任公職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 

第 三 條   教師出任公職，應經系務會議通過，由學系主任簽請院長及校長核准。 

前項留職停薪期間以二年為原則，必要時至多得延長二年。其出任之公

職有明定任期者，得依其任期，但以一任為限。 

第 四 條   教師於休假或留職留薪期間擬出任公職者，仍應依前條之規定，另行申

請留職停薪，並於奉准後出任公職之時，取消其休假或留職留薪資格。 

第 五 條   出任公職之教師得應學系之需要返校授課。 

第 六 條   教師於留職停薪期間辭去公職者，應先簽請校長核定後，於次一學期返

校服務。 

第 七 條   教師出任公職留職停薪期滿返校服務滿二年以上，始得再提出任公職之

申請，但以一次為限。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