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1 次（109 年 1 月 6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9 年 1 月 20 日，經 108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9 年 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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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保城副校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詹乾隆教務長（國際商管學程主任）、 

蕭宏宜學務長、莊媖琁總務長、王志傑研發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秘書室賈凱傑主任秘書、人事室林政鴻主任、會計室洪碧珠主任、圖書館林聰敏館長、 

電算中心謝永明主任、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推廣部吳吉政主任、校牧室黃寬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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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院鄭冠宇院長(黃心怡副主任代)、商學院傅祖壇院長、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院長 

列席︰中文系鍾正道主任、哲學系米建國主任、英文系蔡佳瑾主任、日文系羅濟立主任、 

德文系黃靖時主任、物理系梅長生主任、微生物學系李重義主任、 

法學院莊永丞副院長(黃心怡副主任代)、黃心怡副主任、經濟系孫嘉宏主任、 

會計系李坤璋主任、國貿系温福星主任、資管系鄭為民主任、商學進修班高立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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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王淑芳社會資源長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 宣布開會 

貳、 確定議程：確認 

參、 主席致詞： 

非常謝謝圖書館林館長的專案報告，雖然三個學校的圖書館主管中，只有林館長不是圖

書館專業，但是專業是為理念服務，林館長有理念、有願景、有想法，再把其他學校的

專業結合起來，成就了今天這個合作案，三校共同獲利，是非常好的合作成果，再次謝

謝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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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第 10-12 頁 

電算中心謝永明主任補充報告： 

廠商預計 2 月下旬大部分的系統都將建置完成，電算中心預計 3 月份開始進行 4 個

系統的整合性測試，但目前校發系統、人事的聘任系統還沒有完成，由於前端資料

尚未完成，將影響會計、出納系統後端的測試進度。2 月份預定召開系統整合測試

預備會議，屆時請各單位配合，一起開會討論。 



 

 校長指示：電算中心是一個很辛苦、艱困的單位，只要系統一出錯，電算

中心經常是被指責的對象，相信同仁、還有主任都承受很大的壓力，希望

3 月份可以看到好的結果。 

物理系梅長生主任：本學期於系所評鑑系統上傳系所自評資料，資料上傳

大小限制只有 25Mega-Byte，後來解決的方式為先上傳目錄檔，再提供雲

端網址連結，讓審查委員可以到雲端下載資料，是否可以請電算中心協助

擴大上傳資料大小的容量。 

 校長指示：請電算中心謝主任會後了解一下情況，再回復物理系梅主任。 

(會後電算中心回復，系所評鑑系統為評鑑組委外開發，非電算中心維護

之系統，已轉知評鑑組物理系之需求。)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一、近日即將舉行大學學測、國立大學碩士班也已截止報名準備考試，各校紛紛加

強宣傳，例：大學部錄取率全國最高、北一區錄取率最高、優久大學聯盟學校

錄取率最高等各種不同宣傳用語，本校也會針對媒體進行宣傳。為了增加各位

的信心，在此跟大家說明本校錄取率情況，108 學年度大學部(不含境外生)註冊

率為 97.23%，在優久大學聯盟學校排名第二，第一是中原大學 99.7%。因大學

部註冊率的算法，須加入境外生人數，因此境外生人數高的學校就佔了優勢，

如：逢甲、文化等學校，將近 2 千名的境外生，加總後，逢甲的排序反而在本

校前面。碩士班註冊率為 84%，包括碩專班、進修學士班，本校都有 90%以上

的註冊率，整體而言，3,906 位新生(包括學、碩、博士)註冊率，在整個私校裡

面，排除特殊情況學校，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錄取 150 位)、一貫道崇德學院

(錄取 28 位)、南華大學(近 1 千位)，本校排序在私校的最前面，跟國立大學比

較，本校與台灣大學整體註冊率都是 95.17%，我們有很好的基礎，也感謝校長、

副校長、各學院院長、系主任們的協助。面對 109 學年度大學部及碩士班招生，

希望各位師長有信心。 

二、第二學期即將開始，明天就要開放選課，目前還有 150 門課程，授課大綱還沒

有上網，請各學院、系協助，儘快將授課大綱上網。此外，教材上網，我們也

希望上網比例能夠越高越好，新學年度開始，第二專長修改部分也麻煩各學院、

系協助儘快送出，授課大綱、教材也請儘快上網，謝謝。 

  



 

蕭宏宜學務長 

一、1 月 2 日召開本學期品德服務推動期末座談會，針對過去曾經辦理的活動，如：

大手牽小手、誠實商店等活動，請相關參與學生提出具體建議，作為日後辦理

活動的參考。同時與台灣創價學會具體討論關於商借本校場地，辦理希望跟行

動種子展活動事宜。 

二、校長交辦「東吳孝親獎」、「東吳有品青年」，「尊師獎」等相關選拔活動，目前

正進行評選標準的討論。同時已完成戴氏基金會的募款計畫書。 

三、感謝總務處更新城中二大樓地下室社團辦公室的傢俱，目前各社辦的位置規劃，

仍採取原來六大屬性區域性劃分，各社團位置將在下學期期初，城中校區的例

會中進行抽籤。 

四、諮商等候人數微幅下降到 44 位，本週進入期末考週，所以只能夠儘量協助做一

次性的諮詢。1 月 13 日全校導師研習會，是全校各學系師長難得共聚一堂的機

會，請各位師長踴躍參加。同時，健諮中心當天下午將協助社資處生涯發展中

心，進行實習生的性騷擾防治訓練；另，1 月 14 日協助保全人員進行 AED 及

CPR 訓練；1 月 15 日也會協助總務處工友進行性平的訓練。 

五、1 月 2 日上午，校長、董副校長率領總務長與學務處住宿中心相關同仁，拜訪

台糖董事長，表達本校與該公司合作的強烈意願，及希望租金上能夠有具體優

惠，董副校長明天將召開會議討論相關細節。1 月 2 日當天下午，本處前往蘆

洲拜訪一個商業型建案，條件、地點都不錯，但因有其他競爭學校提供比較好

的合作條件，因此還不確定對方的意願。如果對方願意再跟我們聯繫洽談，將

再跟校長、副校長報告具體內容。 

六、軍訓室提醒，寒假即將開始，根據教育部的要求已經發布寒假期間校安活動及

公布安全注意事項校園公報，請各院系協助提醒學生寒假期間能夠注意安全。 

莊媖琁總務長 

一、城中校區 2 大樓地下樓自助餐與其他櫃商營業至 1 月 22 日後就停止營業，奕

香、海音及便利商店會照常營業提供餐點。6 大樓改為餐廳的部分，目前 7-11

已開始整修地板，並進行餐廳瓦斯管線佈線等工程，施工期程按照進度執行，

可以如期於 2 月 4 日開始營業。 

二、因應餐廳遷移到 6 大樓，6 大樓目前可供坐下用餐的座位數相當少，正在跟統

包商討論可行方案，可能會在建築物兩個女兒牆的旁邊，增加立食區，會針對

高度跟安全進行考量。另外，在一樓的開放式空間，也會增設座位區，讓學生

有多一些空間用餐。 

  



 

王志傑研發長 

一、科技部 10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本校共計提出 166 件申請案（其中，122

件為一般型專題研究計畫、30 件為新進人員專題研究計畫、1 件為學術性專書

寫作計畫、8 件為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及 5 件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

專案計畫），相較於去年度 160 件，成長 4%。 

二、科技部 109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案，已經開始受理申請，請各學系提醒有意

申請之指導教師、學生及早作業，並請協助檢覈申請資料，本校線上申請截止

日期為 109 年 2 月 23 日下午 5 點。特別提醒一事，學生上傳之歷年成績須有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成績，並蓋有註冊課務組之證明章戳。也請留意申請時

程，並請儘早作業，以避免科技部系統屆臨申請期限時之壅塞情形。 

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12 月 29 日中午，舉辦上學期最後一個大型活動，針對境外生辦理春節祭祖活動，

總共將近 400 位學生參加，一切順利圓滿。非常感謝校長蒞臨、也感謝各位師長的

參與，王淑芳社資長、林聰敏館長、外語學院張上冠院長、微生物系李重義主任、

財精系詹芳書主任、學務處住宿中心李素娟主任、健諮中心姚淑文主任、校安中心

高應欽主任、也非常感謝國際交流委會王叢桂委員、王建輝委員、謝永明委員以及

僑生國文班的劉思怡老師，感謝各位師長在百忙中抽空參加，謝謝大家。 

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商學院明天中午舉辦年終餐會，歡迎各位師長蒞臨，謝謝。 

圖書館林聰敏館長 

一、108 年第一屆第一次優久大學聯盟圖書館館長會議，由靜宜大學擔任召集館，

由於靜宜大學位於臺中，過去擔任召集館時兩次舉辦活動，都只有兩個學校圖

書館長參加，因此本次 1 月 2 日召開會議，特別商借本校城中校區場地舉辦會

議，12 校出席全員到齊，非常感謝本校圖書館同仁的協助。 

二、校長指示天下創新學院領證實質鼓勵措施，希望透過實質的獎勵，鼓勵學生能

夠把握閱讀及學習的機會， 108 年 8 月剛剛購置天下創新學院，閱讀、上課人

數都不是很多，9 月 166 人、10 月 196 人、11 月 185 人，成效不佳。12 月開始

大力推動「天下創新學院，我們領證去」閱讀獎勵活動，整個人次成長，上課

次數從原先 1 千多人次提高為 9,470 人次，領證數從百位數增加為 5,919 次，領

證數前 20 名學生名單，已經公告於圖書館網頁，各學院學生人數分布：人社院

4 名，外語學院 1 名、理學院 4 名、商學院 7 名、法學院 4 名。 

  



 

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 

本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將於 2 月開始啟動，受查單位包括：教務處、學務處、總務

處、研發處、社資處、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電算中心、圖書館、體育室、華語

教學中心等 12 個單位，共有 62 項作業，以上是例行稽核。本學年度另外還安排有

學雜費收入、授權代判、人會總系統 3 項專案稽核。以上查核作業及排程，已於上

週發函到各受查單位，內稽委員會委員實地稽核前，會另外再發出稽核通知，屆時

再請各單位協助安排查核相關事宜。 

董保城副校長 

1 月 2 日校長率領董副校長、總務長拜訪台糖公司董事長，台糖公司已於去年底將

萬華區大理街建案發包，預計規劃 440 床，未來將針對本校的需求施工。請法、商

學院負責學生輔導的同仁，協助調查學生對宿舍使用的需求及想法，未來彙整後提

供台糖公司做為施工與房間配置的參考，如果順利的話，應該是兩年內就可以完工，

屆時將能有效解決法、商學院學生的住宿需求。 

趙維良副校長 

QS 排名中有關各校的學術聲望，各校最高可以提供 400 個名單，日前統計各學系擲

回的建議人選名單大約 160 幾個，資料量偏少，對排名影響蠻大的。因此我們需要

再補強資料，本校一年 46 個班，希望每一個系每 1 個班能夠提供 8~9 個人選，請各

系老師提供瞭解本校、互動密切良好的海外學者資料，包括大陸學者，請他們接到

QS 問卷時能給予本校正面評價，研發處會再次發函請大家補強名單，拜託大家再次

檢視名單，所提供的人選是不是熟悉本校，請適當增刪名單。過往 400 個名額，本

校僅送出 160 多個人選，其中如果有人不願意回答，或者給負評的話，學術聲望這

個項目將近 50%的分數就可能不是很理想，即使研究論文成績很好，排名也會受到

影響，今年請大家務必把系上所有老師最熟悉的學者資料，包括：姓名、單位職銜、

電話、email 等資料，提供給研發處，看看我們今年 QS 會不會有比較好的表現，謝

謝。 

理學院汪曼穎院長 

個人被列在其他學校的推薦名單，對方學校以與我相熟的老師具名發信推薦，請我

支持，當下很有被拜託到的感覺，提供參考，或許學校也可以考慮這樣的作法。 

 校長：請研發長參考，各系提供名單時請加註推薦者資料，屆時與學校共

同具名發信推薦，透過推薦老師具名效果更好。哲學系、社會系、外語學

院、理學院、法學院、商學院等院系，應該認識比較多的國外學者，尤其

是商學院，請多多推薦人選。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美國薩福克大學及越南胡志明市經濟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

協議案。 

提案人：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4 次會議通過

(108.12.18)。 

二、美國薩福克大學以法學領域見長，且商學院亦獲 AACSB 認證，積極表達

與本校未來合作意願，是以本次提請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協議。 

三、越南胡志明經濟大學為經濟和工商管理領域最大的越南大學之一，也是

國內重點大學，國際交流活躍。本次透過本校師長引薦，希望建立校級協

議關係。 

四、 兩校學校簡介與協議請詳附件 1、附件 2、附件 3 及附件 4。 

決議：通過。 

第二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日本武藏野大學及澳洲臥龍崗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及學生

交換協議案。 

提案人：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4 次會議通過

(108.12.18)。 

二、日本武藏野大學與本校日文系積極洽商學位合作，並透過聯繫表達與本

校合作校級學生交換計畫。是以本次提請簽署學術交流及學生交換協議。 

三、澳洲臥龍崗大學自 2014 年起與本校建立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同時與本校

法學院合作學生交換計畫。並於其後 2015 年擴大交流，兩校合作校級學

生交換計畫迄今。本次因協議期限屆滿，故提請持續合作。 

四、 兩校學校簡介與協議請詳附件 1、附件 2、附件 3 及附件 4。 

決議：通過。 

(日文系羅濟立主任：本案附件一第六項第 2 點請修正，本系與武藏野大學之「日

語溝通學系」洽談雙聯學制，非「日本文學文化學系」。) 

校長指示：請國際處瞭解武藏野大學與武藏野音樂大學差異處。  



 

第三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山東師範大學簽訂學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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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4 次會議通過

(108.12.18)。 

二、山東師範大學有意參加本校溪城講堂暑期研習班，惟因兩校尚無協議，

故透過本校中國文學系林宜陵老師引介，達成簽署協議之共識。 

三、經查山東師範大學尚非台灣教育部認可之大陸地區高校，又該校中國現

當代文學為國家重點學科。 

四、本案兩約文均為本校制式範本，並無任何調整。 

五、 為加強兩校合作，提請簽訂校級學術及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約文草案

及學校簡介詳附件 1 及附件 2。 

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雲南民族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案。 

提案人：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4 次會議通過

(108.12.18)。 

二、 本校於雲南省僅有雲南大學 1 所協議學校，透過雲南大學牽線，與雲南

師範大學、雲南民族大學取得聯繫，均達成簽署協議之共識，108 年 12

月初潘校長並率團拜會以上學校。 

三、 經查雲南民族大學尚非台灣教育部認可之大陸地區高校，又該校以民族

學、社會學、民族語言文學、東南亞南亞語言文化為優勢特色。 

四、 本案約文為本校制式範本，並無任何調整。 

五、 為加強兩校合作，提請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約文草案及學校

簡介詳附件 1、附件 2。 

決議：通過。 

  



 

第五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行政單位主管留職赴國內外研習辦法草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為鼓勵行政單位主管持續研修學習、培養卓越管理能力，俾進一步提升

學校行政管理之品質與效率，擬新訂「東吳大學行政單位主管留職赴國

內外研習辦法」草案，提供行政單位主管以留職帶薪方式赴國內外研習。 

二、 本辦法重點說明如下： 

（一）由職員擔任或由專任教師兼任之各級行政單位主管，均為本辦法適

用對象。 

（二）研習之形式不特別限制，凡有助於提升個人行政管理能力以及學校

行政品質與效率之各類型國內外研習活動，包括講習、研討、交換

等，均符合本辦法之研習定義。 

（三）申請時應提出具體之研習計畫書，由審查委員會辦理實質審查。審

查委員會成員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邀集副校長、主任秘書、人事

室主任，以及依申請個案另行邀請之相關主管共同組成之。 

（四）除行政單位主管個人提出申請外，本校得基於培養人才之需要，派

送適當人員赴國內外研習。 

三、 檢附東吳大學行政單位主管留職赴國內外研習辦法草案如附件，敬請討

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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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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審議本校與印度清奈 SRM 大

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及學生交

換協議案 

通過。 進行後續簽署中。 

二 

請審議「東吳大學與福建師範大

學聯合培養法學人才專案合作

約定書」案 

通過。 
108年12月27日已發函教育

部，教育部刻正審核中。 

三 

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延安大

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及學生交

流合作約定書案 

通過。 
108年12月27日已發函教育

部，教育部刻正審核中。 

四 

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中國海

洋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學生交換

及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案 

通過。 
108年12月27日已發函教育

部，教育部刻正審核中。 

五 

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雲南師

範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約定

書案 

通過。 
108年12月27日已發函教育

部，教育部刻正審核中。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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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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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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擬予繼

續管制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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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管制事項開發進度表(108/12/27) 

 

新教務系統開發測試進度表 

 
註： 

1. 2019.05.24 AP 版重新編譯提交給教務處進行測試，規劃每週召開功能確認會議，逐項功能檢

討並修正，日後修正結果，與統計數字，將於此表呈現 

2. 與註課組協調，自 6/24 起，每週一同進行功能確認 

3. 預計排課作業確認完成後，隨即進行報表列印功能之逐項確認。 

4. 選課改寫部分，預選、第二專長兩大塊已經完成，其中第二專長選課部分，已於七月初上線使

用。 

5. 教務系統 AP 版部分，目前排課與課務相關作業的修正，除報表需要微調以外，已完成，並完

成教育訓練。目前提供教務處實際測試當中，測試問題回報位置為：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VBR8cw8SzZAIqZf-

s8ZBTMfFrsokF2N0sY9jEeHZFlA/edit#gid=0 

6. 教務系統 AP 版部分，目前正開始進行學籍作業的確認與蒐集問題當中。主要需要調整的部分

為整體架構，為因應多元入學管道以及身分別，以及入學學期資訊的部分，除了需要與教務處

一同研議之外，尚需要系統組所有教務相關負責人，重新檢視調整原先的程式以因應本次架構

異動。 

7. 針對課務部分進行整體性功能討論，並同時進行學籍系統逐項檢視。 

8. 因應新課務系統上線時程，目前開發重心，將先以完成課務系統功能與程式調整為主，以符合

上線所需為主。學籍部分，則先進行新生入檔方式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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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會計總務校發開發控管進度表 

 

註： 

1. 第四階段依照資料來源是否需要其他單位提供劃分為兩個類別，以識別與加速確認的情形。 

2. 總務經承辦人密集的確認與天方修正，總務系統本身來到 70%，但仍有部分如消耗品、請

修、請採購等，都在確認過程中，希望能加把勁，這幾個項目能儘快完成確認。 

3. 上月進行了調撥、外幣等流程的跨單位討論。最後規劃流程如下： 

a)調撥：請公差假維持不便，申請核銷差旅費者，於填具出差報告單時，勾選是否要使用到

人事室統籌的差旅費，人事室審核後，若准予申請，則調撥一筆預算至申請者所屬單位，申

請者即可以此預算進行核銷，核銷流程與正常核銷相同。這個部分，請天方協助修改為東吳

可以接受的這個版本，請修的部份，也請維持同樣的精神，以不需要使用者額外申請調撥為

宜。 

b)外幣支付的部分，請天方協助設計流程，並由出納組負責填寫匯率。 

4. 針對調撥原則以及尚未定案的部分，持續與天方召開會議進行協商，會中達成共識，但請天

方提供申請調撥以及申請預算轉統籌的介面，以利作業進行。 

5. 持續進行請採購、學位服等項目的來回測試與確認，場地借用持續開發中。 

6. 本月人事聘任部分，有 7 支作業完成確認。 

7. 針對會計室測試部分，擬透過手動建立前端校外計畫資訊的方式，以讓後端的會計系統得以

繼續進行有關校外經費的測試。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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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參閱秘書室網頁） 

王志傑研發長 

科技部 109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案： 

一、自即日起受理申請，請各學系提醒有意申請之指導教師、學生及早作業，並協助檢覈申

請資料，本校線上申請截止日期為 109 年 2 月 23 日(日)下午 5:00。 

二、提醒事項： 

(一)學生上傳之歷年成績須有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成績，並蓋有註冊課務組之證明章

戳。 

(二)請留意申請時程，並請儘早作業，以避免科技部系統屆臨申請期限時之壅塞情形。 

 

 

回紀錄首頁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090106report.pdf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090106report.pdf


美國薩福克大學 

Suffolk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四年制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06 年 

三． 學生人數：7,288 人(2019 秋季) 

四． 教職員數：640 人 

五． 規 模：該校位於美國波士頓市中心，除美國校本部外，於西班牙馬德利設有

分校。該校共分三個學院: Law School、College of Arts & Sciences、與 Sawyer 

Business School，並設有 70 多個領域的大學部與研究生課程。其中法學院最為著

稱。學院與學位列表如下: 

Law School College of Arts & Sciences Sawyer Business School 

(Degree program) 

1. Juris Doctor (JD) 

2. Master of Laws 

(LLM)  

3. 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 (SJD). 

1. Art & Design Department 

2. Biology Department 

3. Chemistry & Biochemistry Department 

4. Communication & Journalism 

Department 

5. Economics Department 

6. English Department 

7. Government Department 

8. History Department 

9.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10. Mathematics &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11. Philosophy Department 

12. Physics & Engineering Department 

13. Psychology Department 

14. Sociology Department 

15. Theatre Department 

16. World Languages & Cultural Studies 

Department 

1. Accounting 

2. Business Law and 

Ethics 

3. Finance 

4.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5. Institute for Public 

Service 

6.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7. Marketing 

8.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六． 排名與強項： 

1. U.S. News & World Report’s 2018 Best Law School rankings rate the Suffolk Law 

programs among the nation’s best 

2. The Princeton Review 2017 edition of The Best 381 Colleges 

3. AACSB for Accounting and Taxation 

七． 參考網站：  

1. 學校官方網站 http://www.suffolk.edu/explore/151.php  

U.S.News http://colleges.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best-colleges/suffolk-university-

2218      

回紀錄首頁                

案由一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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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SUFFOLK UNIVERSITY, USA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Suffolk 
University (Bosto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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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sa J. Kelly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Suffolk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由一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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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胡志明市經濟大學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76 

三、 學生人數：約30,601人 

四、 教職員數：約720人 

五、 規  模： 

該校是綜合大學，擁有從學士學位到博士學位的各種教育模式。其教學人員均經

世界各地聲譽卓著的學院培訓。卓越的教學師資，吸引每年大量的學生入學，使

該校成為了經濟和工商管理領域最大的越南大學之一。學院列表如下： 

學院列表： 

School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  School of Economics 

School of Management School of Law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rketing School of Political Studies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Economics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School of Finance School of Tourism 

School of Accounting School of Government 

School of Banking Faculty of Physical Training 

School of Economic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六、 排名與強項： 

迄今為止，該校是越南 14 所重點大學之一。自 1976 年以來，從大學部到研究所

已培訓了成千上萬名合格的，有聲望的官員，經濟學家，管理人員。在建立和發

展的 40 多年中，該校成就卓越，獲得了許多榮譽勳章，以及國家和政府頒發的

“革新時期的勞動英雄 (Labor Hero in the Renovation Period)”頭銜。特別也是

2014 年越南政府賦予更多自治權的 4 所國立大學之一，並且是世界上最佳 1000

所商學院 (Eduniversal) 的成員。 

七、 國際交流現況： 

該校與美國、加拿大、芬蘭、法國、澳洲、紐西蘭、韓國、臺灣等多國建立學術

交流合作。其中與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簽有校級備忘錄與學生交換計畫。 

八、 參考網站：  

1. 維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_of_Economics_Ho_Chi_Minh_City#Sta

ff  

2. 學校網站：http://en.ueh.edu.vn/default_en.aspx  

回紀錄首頁                         

案由一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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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In accordance with a mutual desire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s Soochow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U” and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UEH” agree to cooperate through 

research and study in furtherance of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as stated below: 

 

SU and UEH will endeavor to cooperate in joint educational programs and research projects.  

To the extent feasible, both parties will encourage direct conta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ir faculty members, department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under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ARTICLE 1. 
SU and UEH agree to promote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in order to mutually enhance each 

other’s educational, academic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1.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and researchers, 

2. Exchange of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3.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academic resources that are of mutual interest, 

4. Activities such as collaborative research, joint symposia and guest lectures. 

 

ARTICLE 2.  

Matters pertain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change based o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negotiated and agreed upon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parties. Arrangements for specific 

visits, exchanges, and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will be developed jointly and will be agreed 

upon for each specific case.  Any ongoing student exchanges will require a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specifying the terms and nature of the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3. 

No monetary consideration will be exchanged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who are parties hereto. 

Both parties understand all financial arrangements will have to be negotiated and will depend 

on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ARTICLE 4. 

This agreement is valid for five years and becomes effective on the date that it is signed by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institutions. This agreement may be reviewed at any time 

and any modifications concerning the present agreement may be made only by mutual 

consent in writing betwee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ies. At the end of the five-

year period, it may be renewed subject to mutual consent in writing. Either institution may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by providing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at least 90 days before. 

 

案由一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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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 

Both parties agree that SU and UEH will be prepared to answer and defend only that 

responsibility and resultant legal liability, involving personal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which is based upon or arises from their respective negligent acts or omissions which may 

occu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greement. 

 

ARTICLE 6. 
This agreement will be administered by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at Soochow University and by the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On behalf of     On behalf of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oochow University  

Ho Chi Minh C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esident      Presid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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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藏野大學 

Musashino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私立大學 

二、成立時間：1965 年 

三、學生人數：12,674 人（學士班約 8965 人；碩士班約 231 人；博士班約 45 人；

通信教育部約 3433 人） 

四、教職員數：1,212 人（專任教職員 315 人；非專任教職員 897 人） 

五、規模： 

 武藏野大學（Musashino University，簡稱 MU、武藏野大）共有兩個校區，分別

位於東京都江東區有明（有明校區）及東京都西東京市（武藏野校區）。東京

國際展示場車站至有明校區約徒步 5 分鐘；武藏境車站搭巴士至武藏野校區約 7

分鐘，交通十分便利，地理環境良好。學院列表如下： 

 

學院系列表 

學院 學系 

文學院 日本文學文化學系 

國際學院 國際溝通學系、日語溝通學系、國際商業學系 

法學院 法律學系、政治學系 

經濟學院 經濟學系 

經營學院 經營學系、會計與公司管理學系 

數據資訊科學學

院 

數據資訊科學學系 

人類科學學院 人類科學學系、社工學系 

工學院 環境系統學系、數理工學學系、建築設計學系 

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 

藥學學院 藥學學系 

看護學院 看護學系 

遠距教育部* 

學院 學系 

人類科學學院 心理學專攻、看護學課程、社工專攻、佛教學專攻、本願

寺派教師資格課程 

教育學院 小學教育專修、國文科專修、英文科專修 

(*備註：遠距教育部為日本文部科學省認可之大學遠距正規課程。修畢可獲得大

學學位。) 

六、強項： 

1. 2019 年各學系入學偏差值介於 58-66 之間，為日本私立大學入學偏差值中

上。 

2. 日本文學文化學系(會後更正為日語溝通學系)與本校日本語文學系商談雙

聯學制中。 

 

七、國際交流現況： 

 該校與世界各國共有 85 所大專院校簽有協議，2019 年度武藏野大學出國留學人

數達 700 人以上，且赴外留學生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會給予留學補助及獎勵

金。 

案由二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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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考網址： 

1. 武藏野大學官網：https://www.musashino-u.ac.jp/ 

2. 文部科學省大學通信教育設置基準：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nc/t19811029001/t19811029001.html 

3. 2019 年度私立大學・學院偏差值一覽： 

https://manabi.benesse.ne.jp/hensachi/shiritsudai_index.html 

4. THE 世界大學排名日文版： 

https://japanuniversityrankings.jp/universities/3316/ 

 

回紀錄首頁                         

https://www.musashino-u.ac.jp/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nc/t19811029001/t19811029001.html
https://manabi.benesse.ne.jp/hensachi/shiritsudai_index.html
https://japanuniversityrankings.jp/universities/3316/


 

 21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MUSASHINO UNIVERSITY, JAPAN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Musashino 
University (Toky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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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panes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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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uma Nishimoto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Musashino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由二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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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MUSASHINO UNIVERSITY,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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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and Musashino University , Japan),”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Musashino University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Musas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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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as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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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as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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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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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o semester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3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4 
This Memora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Memorandum six (6) 
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Memorandum. 

回紀錄首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Teruma Nishimoto 

President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Musashino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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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臥龍崗大學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UOW)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綜合大學 

二． 學生人數：約35,969人 

三． 成立時間：創建於西元1951年，原本是南威爾斯科技大學(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分校；1961年，該校改名為南威爾斯大學臥龍崗分校

(The Wollongong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並仍隸屬於南威

爾斯大學系統。1975年，該校在南威爾斯省議會的催生下，正式收編入法人團體，

成為一所獨立的學術研究及教學機構-臥龍崗大學(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四． 規  模：臥龍岡大學位於澳洲新南威爾斯省南方海岸線上的臥龍崗市區，在澳

洲首都雪梨Sydney的正下方。臥龍岡位於雪梨西方約80公里處（近一小時車程），

新南威爾斯省Illawarra渡假海岸區的中心地帶。該校在澳洲境內共有9個校區，另

在阿拉伯、香港、馬來西亞亦設有校區，並在中國和新加坡設有辦事處。該校現

有5個學院，表列如下： 

 Faculty of Business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Faculty of Law,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Faculty of Science, Medicine and Health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五． 強項與優勢：  

1. 2020 QS世界大學排名中，該校排名為250 

2. 根據澳洲Quality Indicators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QILT) 機構統計，該校

2019年75%的畢業生在畢業後的四個月內即進入職場就業，為澳洲大學中就

業率極高之學校。 

六． 國際交流現況：該校與世界超過60所大專院校締結姊妹學校，台灣合作學校包括

國立臺灣大學、大同大學、東海大學等共14校。我校自2014年起與該校建立校級

學術交流協議，同時與我校法學院合作學生交換計畫。並於其後2015年擴大交流，

兩校合作校級學生交換計畫迄今。本次因協議期限屆滿，故提請持續兩校合作。 

七． 參考網站：  

1. 臥龍崗大學 https://www.uow.edu.au/  

2. 留學家國際教育諮詢中心 http://www.ieeuc.com/index.php?do=schools&id=601 

3. 維基百科-臥龍崗大學http://zh.wikipedia.org/zh-

tw/%E5%8D%A7%E9%BE%99%E5%B2%97%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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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ARTIE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ABN 61 060 567 686) of Northfields Avenue, 
Wollongong, NSW, Australia 2522 (UOW) 

SOOCHOW UNIVERSITY of No.70, Linsh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City, Taiwan  (SU) 

BACKGROUND 

A. UOW is an Australi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conducting research and providing world-class 

education to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tudents.  

B. SU is a fully accredited Taiw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with a century of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i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private universities on the island. 

TERMS 

1. PURPOSE 

1.1 The purpose of this MOU is to establish, develop and expand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1.2 By signing this MOU, the Parties intend to facilitate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Activities which are mutually beneficial to the Parties, their staff 

and, where applicable, their students.  

2. DURATION 

2.1 This MOU will take effect from the Commencement Date and will expire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Term, unless terminated earlier in accordance with clause 7. 

2.2 The Parties may extend the Term of this MOU by agreement in writing at any time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e Term, or the expiry of any extension to the Term. 

3. IMPLEMENTATION 

3.1 The Parties will: 

(a) identify Activities they wish to engage in collaboratively from time to time; 

(b) discuss the identified Activities with a view to reaching agreement on the terms of cooperation for 

each Activity; and 

(c) where agreement is reached, enter into a separate legally binding written agreement for each 

Activity, prior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at Activity (Activity Agreement). 

3.2 The Parties anticipate that an Activity Agreement will specify, where relevant: 

(a) the nature and location of the Activity; 

(b)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liabilities of each Party, including the services and resources to be provided 

by each Party; 

(c) the ownership, use and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ising from our contributed to the 

Activity; 

(d) financial arrangements, the application of fees and charges and the apportionment of costs arising 

from the Activity; 

(e) any relevant regulations, academic policies or other policies applying to the conduct of the Activity; 

(f) any applicable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and 

(g) any other items necessary for the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the Activity. 

3.3 It is intended that each Activity Agreement will: 

be binding on the Parties; and 

operate as a separate and formal agreement. 

4. SCOPE  

4.1 Nothing in this MOU prevents the Parties from collaboratively pursuing any other activities not 

contemplated in this MOU. 

案由二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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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This MOU does not create any exclu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that would prevent the 

Parties from pursuing in their own right or with any other partner, activities similar to the Activities. 

4.3 Except fo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rising from clauses 5, 6 and 9.2 of this MOU, this MOU does not: 

(a) constitute or create, and may not be deemed to constitute a legally binding document; 

(b) give rise to any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or 

(c) create any enforceable rights or duties between the Parties. 

4.4 Nothing in this MOU obliges a Party to: 

(a) incur any cost or expense; 

(b) undertake any work; or 

(c) take any action; 

except as specified in any separate agreement executed by the Parties in connection with an Activity 

contemplated by this MOU. 

5. CONFIDENTIALITY 

5.1 Each Party (Receiving Party) must keep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another Party 

(Disclosing Party) confidential and only use such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s 

contemplated in this MOU. 

5.2 If a Receiving Party is required by the operation of law or regulation, judicial or parliamentary body 

or government agency to disclos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a Disclosing Party, the 

Receiving Party may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 provided that the Receiving Party has first given 

notice to the Disclosing Party of the required disclosure and has given notice to the third party the 

information i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the Disclosing Party.  

5.3 On termination of this MOU, or on the written direction of the Disclosing Party, the Receiving Party 

must immediately, at the Disclosing Party’s option, return, delete or destroy all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belonging to the Disclosing Party. This clause 5.3 is subject to compliance with any laws 

or legal requirements applicable to a Party in relation to record-keeping. 

5.4 The obligations in this clause 5 are legally binding and survive expiration or termination of this MOU 

for 3 years. 

6. PUBLIC STATEMENTS 

6.1 A Party may not use the name, image or logo of another Party without first obtaining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at Party. 

6.2 A Party may not make any press releases or public statements concerning: 

(a) this MOU; or 

(b) details of Activities to be undertaken as a result of this MOU;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each other Party.  

6.3 The Parties will work together to gain mutually beneficial public visibility of the ongoing relationship. 

6.4 The obligations in this clause 6 are legally binding and survive expiration or termination of this MOU. 

7. TERMINATION 

7.1 This MOU may be terminated: 

(a) by a Party giving each other Party at least 3 months’ prior notice in writing; or 

(b) at any time by mutual written agreement. 

7.2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MOU wi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any Activity agreement executed by the 

Parties as a result of this MOU. 

8. NOTICES 

8.1 A notice or other communic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MOU must be in writing and 
sent by electronic mail, prepaid priority letter (air mail if international) or courier to the 
addressed attached to this MOU, as applicable to each Party. 

9. GENERAL  

VARIATION  

9.1 A variation of this MOU must be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the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s of each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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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9.2 This MOU does not create and legal partnership, trust, joint venture, agency or employe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A Party may not enter into any agreement or incur any liabilities on behalf on 

behalf of another Party and may not represent to any person that it has the authority to do so.  

LANGUAGE 

9.3 Where this MOU is executed in both English and another language and there is an inconsistency in 

interpretation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e version of this MOU executed in 

English will prevail to the extent of that inconsistency. 

COSTS 

9.4 Each Party will bear its own costs associated with the negotiation, preparation and execution of this 

MOU. 

EXECUTION 

9.5 This MOU may be executed by one party signing the MOU and sending a scan of that signed version 

to the other Party by electronic means and the second Party countersigning the copy of the MOU 

signed by the first Party. Where there is more than two Parties to this MOU, this process may be 

repeated.  

9.6 Delivery of a signed copy of the MOU by electronic means will have the same effect as delivering a 

signed original.   

10. INTERPRETATION 

10.1 In this MOU: 

(a) Activities means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 academic visits for research, lectures and consultation; 

(ii)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publications in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iii) participation in seminars; 

(iv) exchange of educational and academic materials and other information;  

(v) consultation regarding educational needs; 

(vi) participation of joint conferences, seminars, workshops, academic meetings, and other 

activities agreed by both parties; 

(vii) exchange of undergraduate and/or graduate students; 

(viii) identification and discussion of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for further potential 

collaboration;  

(ix) reception of fee-paying students in programs at UOW and its controlled entities. 

and Activity means any one of these or any other collaborative activity contemplated by the Parties; 

(b) Commencement Date means the date on which the last of the Parties executes this MOU; 

(c)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means any information or data (in any form or medium, including 

verbal) owned or held by a Party which is marked as confidential, treated by a Party as confidential, 

or is otherwise by its nature confidential, except: 

(i) information that is already in the public domain otherwise than as a result of a breach 

of this MOU; or 

(ii) information that is disclosed with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Disclosing Party.  

(d) Parties means the parties to this MOU and Party means any one of them; and 

(e) Term means five calendar years from the Commencement Date.  

 

EXECUTED A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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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ed by the Partie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Soochow University 

 

 

  

[Insert Name]  [Insert Name] 

[Insert Position]  [Insert Position] 

   

Date of Signature  Date of Signature 

 

ADDRESSES FOR NOTICES 

UOW Name and Position: Ashley Tanks 

Postal Address: bldg. 39B lvl 1 Northfields Ave, Wollongong, NSW 
2522 Australia 

Email: atanks@uow.edu.au 

Phone: +612 4221 5011 

SU  Name and Position: Elaine Liu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Manager) 

Postal Address: No. 70, Linsh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City, 
Taiwan 

Email: elaineliu631@gmail.com / elaineyi@scu.edu.tw  

Phone: +886-2-28819471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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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師範大學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師範 

二、成立時間：1950年 

三、學生人數：31,582名 

四、專任教師人數：1,990名 

五、校長：曾慶良 

六、地址：千佛山校區：濟南市曆下區文化東路88號 

          長清湖校區：濟南市長清區大學科技園大學路1號 

七、系所： 

文學院 經濟學院 體育學院 

美術學院 教育學部 音樂學院 

外國語學院 法學院（智慧財產權學院） 山東省齊魯文化研究院 

國際教育學院 歷史文化學院 物理與電子科學學院 

心理學院 地理與環境學院 化學化工與材料科學學

院 

生命科學學院 商學院（MBA/MPAcc教育中心） 數學與統計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 （MPA教育中心）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院 

新聞與傳媒學院 精細化學品清潔生產工程研究中

心 

校園欺淩研究中心 

八、特色：山東師範大學辦學源流可追溯到1902年山東大學堂內設師範館，1981年更名
為山東師範大學。現有24個學院（部），中國現當代文學為國家重點學科、教育學
原理為國家重點（培育）學科、化學及生物學為泰山學者優勢特色學科。山東師範
大學並堅守師範教育特色，建立起學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繼
續教育等教育類型齊全的教育體系，形成從培養教育學學士、碩士、博士以及博士
後研究一體化的教育理論人才培養體系，是全省同時擁有這2個培養體系的唯一高
校，2019年更成為首個以第一單位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的山東省省屬高校。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9中國大學 700強排名第 126，非台灣教育部認可之大陸
地區 155所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山東師範大學目前已與30個國家和地區的138所院校建立校際交流合作
關係，並在韓國、肯亞、美國、巴西合作建設4所孔子學院和3所孔子學堂，是全大
陸省屬高校和師範院校合建孔子學院較多的高校。在台灣的協議學校計有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義守大學，及國立清華大學。 

十一、參考網站： 
山東師範大學：http://www.sdnu.edu.cn/index.htm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9 
百度百科：https://www.baidu.com/ 

回紀錄首頁                       

案由三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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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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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山東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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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師範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曾慶良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回紀錄首頁 

案由三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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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山東師範大學－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山東師範大學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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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師範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曾慶良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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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民族大學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綜合 

二、成立時間：1951年 

三、學生人數：25,500餘名 

四、教職員人數：1,600餘名 

五、校長：張橋貴 

六、地址： 蓮華校區：雲南省昆明市五華區一二一大街 134號 

           雨花校區：雲南省昆明市呈貢區月華街 2929號 

七、系所： 

雲南省民族研究所 

（民族學與歷史學學院） 
雲南民族幹部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經濟學院 法學院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社會學院 教育學院 體育學院 

中印瑜伽學院 

（國際太極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 民族文化學院 

外國語學院 南亞東南亞語言文化學院 藝術學院 

數學與電腦科學學院 化學與環境學院 電氣信息工程學院 

民族醫藥學院 人民武裝學院 管理學院（會計學院） 

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職

業學院（職業技術學院） 應用技術學院 

雲南省高等學校少數民

族預科教育基地（預科

教育學院） 

國際學院 繼續教育學院 - 

八、特色：雲南民族大學是一所培養各民族高級專業人才的綜合性大學，是大陸地區教
育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與雲南省人民政府共建的省屬重點大學。學校創建於
1951年8月1日，原名雲南民族學院，2003年4月更名為雲南民族大學。 
雲南民族大學學科門類齊全、辦學特色鮮明，以民族學、社會學、民族語言文學、
東南亞南亞語言文化為優勢特色，形成文理並重、多學科協調發展的學科專業格局。 
2015年以來，配合「一帶一路」政策，服務雲南跨越發展，先後創辦中印瑜伽學院、
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職業學院，成立「國際太極聯盟」，並在印度3所高校掛牌成立
國際太極學院，開齊開全14個南亞東南亞國家的15個語種專業；並與中國社會科學
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上海交大及雲
南白藥集團、麗江、德宏、香格里拉、西雙版納等科研院所、高校以及地市簽訂戰
略合作協定，開展實質性研究工作。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9中國大學 800強排名第 169，非台灣教育部認可之大陸

地區 155所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雲南民族大學現已與美國、挪威、日本、韓國等20多個國家的80多所大

學或學術機構建立了合作交流關係。 

十一、參考網站： 

雲南民族大學：http://www.ymu.edu.cn/web/11403/home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9 

回紀錄首頁                

案由四附件 1 

http://www.cuaa.net/cur/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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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雲南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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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與雲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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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南民族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張橋貴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回紀錄首頁 
 

案由四附件 2 



 

35 

 

 

東吳大學行政單位主管留職赴國內外研習辦法草案 

修正後通過條文 擬訂定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配合學校發展需要、培育

具卓越管理能力之行政單位主

管，俾進一步提升學校行政品質

與效率，特訂定東吳大學行政單

位主管留職赴國內外研習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為配合學校發展需要、培育

具卓越管理能力之行政單位主

管，俾進一步提升學校行政品質

與效率，特訂定東吳大學行政單

位主管留職赴國內外研習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為鼓勵行政單位主管持續進修學

習、培養卓越管理能力，俾提升

學校行政管理之品質與效率，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現職之各

級行政單位主管。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現職之各

級行政單位主管。 

依據制定本辦法之目的，明訂適

用對象為現職之一、二級行政單

位主管。（不包括教學單位主

管）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研習，其形式

不拘，但應有助於提升個人行政

管理能力及學校行政品質與效

率。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研習，其形式

不拘，但應有助於提升個人行政

管理能力及學校行政品質與效

率。 

明確規定凡有助於提升個人行政

管理能力以及學校行政品質與效

率之各類型國內外研習活動，包

括講習、研討、交換等，均符合

本辦法之研習定義。 

第四條 

擔任行政單位主管三年以

上，年齡未滿六十歲者，得於每

年三月底前向人事室提出研習申

請；申請人之本職為專任教師者，

應先經所屬學系系務會議同意。 

第四條 

擔任一級行政單位主管三年

以上或擔任二級行政單位主管五

年以上，年齡未滿六十歲者，得

於每年三月底前向人事室提出研

習申請；申請人之本職為專任教

師者，應先經所屬學系系務會議

同意。 

一、明訂申請研習之主管應擔任

主管 3 年以上。 

二、除此之外，考量教職員工年

滿 65 歲應屆齡退休，故建

議申請研習之主管不宜逾

60 歲。 

三、另，專任教師兼任行政單位

主管者，其申請案應先經所

屬學系之系務會議同意，俾

能妥適調整原擔任之教學課

程與輔導工作。 

第五條 

申請時應檢附具體之研習計

畫書，內容應包括研習方式、研

習期限、研習對個人及學校之助

益、研習期間原單位業務及主管

代理人選之安排規劃等項目。 

第五條 

申請時應檢附具體之研習計

畫書，內容應包括研習方式、研

習期限、研習對個人及學校之助

益、研習期間原單位業務及主管

代理人選之安排規劃等項目。 

茲因研習之形式不拘，故行政單

位主管於申請研習時，應該提出

具體之研習計畫書，並敘明研習

方式、研習期限、研習對個人及

學校之助益、研習期間原單位業

務及主管代理人選之安排規劃等

詳細內容。 

第六條 

本校應組成審查委員會針對

申請案件辦理審查。審查委員會

第六條 

本校應組成審查委員會針對

申請案件辦理審查。審查委員會

是否同意研習申請，宜組成審查

委員會辦理實質審查。委員會成

員建議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邀

案由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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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主

任秘書、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

員，並依據申請案件另邀請相關

之主管共同組成。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主

任秘書、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

員，並依據申請案件另邀請相關

之主管共同組成。 

請副校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

任，以及依申請個案另行邀請之

相關主管共同組成之。 

第七條 

申請研習之期限至多以一年

為限，每年核准名額至多以三人

為限。 

第七條 

申請研習之期限至多以一年

為限，每年核准名額至多以三人

為限。 

為減少行政單位主管因研習對行

政單位運作可能產生影響，爰對

於研習之期限及研習之人數略做

限制。 

第八條 

行政單位主管經核准研習期

間，得繼續支領原薪，但不含主

管加給。原單位得另約用短期人

員協助辦理業務。 

第八條 

行政單位主管經核准研習期

間，得繼續支領原薪，但不含主

管加給。原單位得另約用短期人

員協助辦理業務。 

為鼓勵行政單位主管持續進修學

習，依本辦法規定獲准研習者，

得繼續支領原薪（不含主管加

給），原單位並得約用短期人員

協助辦理原單位之業務。 

第九條 

除個人提出申請外，本校得

基於培養人才之需要，逕行派送

適當人員赴國內外研習。 

前項由本校派送之人員，得

依第八條之規定支薪及約用短期

人員協助辦理原單位之業務。 

第九條 

除個人提出申請外，本校得

基於培養人才之需要，逕行派送

適當人員赴國內外研習。 

前項由本校派送之人員，得

依第八條之規定支薪及約用短期

人員協助辦理原單位之業務。 

除由行政單位主管依前各條規定

申請研習外，本校亦得視實際之

需要，主動派送適當人員前往國

內外研習。 

 

第十條 

行政單位主管研習期滿應返

校服務，並應於返校三個月內提

出研習成果報告。如有期滿不歸

或返校服務未滿三年而辭職或提

前退休者，應依服務未滿三年之

比例，償還研習期間所領之薪資

及年終工作獎金。但有不可抗力

之因素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行政單位主管研習期滿應返

校服務，並應於返校三個月內提

出研習成果報告。如有期滿不歸

或返校服務未滿三年而辭職或提

前退休者，應依服務未滿三年之

比例，償還研習期間所領之薪資

及年終工作獎金。但有不可抗力

之因素者，不在此限。 

 

一、明訂行政單位主管研習滿應

即返校，並應於返校 3 個月

內，提出研習成果報告，分

享研習成果與心得。 

二、基於制定本辦法之目的，明

訂申請研習之行政單位主

管，於研習完畢應繼續留在

本校服務；未能繼續服務或

返校後三年內辭職或提前退

休者，應償還研習期間所領

之薪資及年終工作獎金。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明訂本辦法訂定及修正之程序 

回紀錄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