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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1 次（110 年 1 月 18 日）行政會議紀錄 

（110 年 2 月 1 日，經 109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0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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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坤璋學務長、林政鴻總務長(人事室主任)、王志傑研發長、王世和學術交流長、王淑芳社會資源長、 

賈凱傑主任秘書、會計室洪碧珠主任、教學資源中心朱蕙君主任(教學科技推廣組黃朝鍵組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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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張碧芬院長、法學院鄭冠宇院長、 

商學院傅祖壇院長、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院長 

列席︰中文系侯淑娟主任、英文系蔡佳瑾主任、日文系羅濟立主任、德文系陳姿君主任、 

語言教學中心蔡佩如主任、物理系梅長生主任、心理系張建妤主任、經濟系孫嘉宏主任、 

會計系高立翰主任、企管系王昱凱主任、國貿系梁恕主任、商學進修學士班沈大白主任、 

校長室陳秀珍專門委員、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 

圖書館讀者服務組賴秋惠副組長 

請假︰圖書館李宗禾館長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專案報告：私立學校財務比率—本校近年情況及優久聯盟比較分析 

(報告人：王志傑研發長) 

參、確定議程：確認 

肆、主席致詞：(略)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陸、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洽悉 

二、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無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一、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授課計畫上傳截止時間為 1 月 8 日，截至今天仍有 42 門課程尚未

上傳授課計畫，由於 1 月 26 日為初選截止日，請各學院協助轉達所屬學系，務必儘快

上傳授課計畫，俾便學生選課。 

二、1 月 25 日為學生申請本學期休學截止日，請各學院系轉達，本學期大學部的成績，務

必在 1 月 25 日中午 12：00 前上傳，希望授課教師將相關程序儘量依時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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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傑研發長 

一、本校申請科技部 110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共計提出 178 件申請案，較 108 學年同期 166

件，成長 7.2%。 

二、科技部 110 年度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已開始受理申請，請各學系提醒有意申請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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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2 月 16 日下午 5

時，請各學系協助輔導學生。 

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一、今天開始進入寒假，本校至少有 300 多位境外學生沒有辦法回家過年，國際處已將留台

之境外生名單提供各院系，俾各院系師長關心未能返家的境外生。 

二、受疫情影響，國際處每年辦理的境外生祭祖暨聯歡餐會，為避免群聚風險，今年改為「境

外生歲歲平安」發壓歲錢活動，從今天開始，邀請境外學生至國際處領取壓歲錢紅包及

抽獎；另，也非常感謝學務處住宿中心，特別為無法返鄉的境外生舉辦除夕圍爐活動。 

 校長指示：在外求學的異鄉遊子對於節慶年節的感受特別深刻，春節對於東方人而

言，更是非常重要的節日，對於春節不能返鄉的學生，希望各院系都能夠適時地表

達關心，讓學生能感受到學校的溫暖，請國際處彙整各院系的做法。 

物理系梅長生主任 

分享個人在國外求學的經驗，感恩節、耶誕節，學校發 email 給所有的國際學生，

調查是否有意願到教授家吃飯過節，採自由登記方式，由學校幫忙媒合配對，因此

有一年感恩節，我到哲學系的教授家吃火雞大餐(並非我修讀的科系)，有非常難忘

的美好經驗。建議學校國際處可以考慮辦理，媒合願意接待國際學生的老師，邀請

境外生一起過節。 

 校長指示：學校已以校長名義發信表達關懷之意，國際處也安排了發紅包的節慶活

動，也希望各院系可以透過各樣的方式主動關懷學生，但教師接待國際學生需為自

願不便強迫。今年時間恐來不及安排，明年請國際處考慮規劃辦理，先調查願意接

待的老師及可以接待的學生人數，再媒合學生到老師家一起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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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謝永明主任 

1 月 11 日召開 109 學年度資訊安全委員會會議，會中 5 點結論，簡單報告需全校各單位配

合事項： 

一、各單位請採購電腦系統軟、硬體時，需提供詳細的採購規範，包括維護方式、日

後保固等，電算中心會提供需求規格文件(RFP)範本，供各單位參考。日後各單位

提出系統開發或軟、硬體採購，希望按照電算中心建議的需求規格規範辦理，驗

收時能依規格清楚地一一檢視，也比較不會產生爭議。 

二、強化學生資訊安全意識，減少校園資安事件，增加資訊安全素養之課程。目前於

城中校區通識課程中，由奧義科技協助開設「新型態資安概論」課程，未來我們

希望也可以在外雙溪校區開課。 

三、為防範勒索病毒加強個人電腦的安全性，要求所有教職員提高個人電腦密碼的複

雜度，密碼須包含英文文字、數字及特殊符號，比較不容易被駭客猜中，請各位

主管轉達同仁，希望同仁務要確實設定個人電腦的密碼。 

四、為加強本校的資訊安全管理，希望建立全校各一、二級單位資安聯繫窗口，俾便

後續可與各單位的資安窗口聯繫，大家一起配合推動資安工作，做好資訊安全管

理。 

五、為強化本校個人端之資訊安全，校長指示由戰情中心進行全校終端設備資安檢查，

最近會密集進行資訊安全測試。電算中心本週將發函各單位，請協助轉知各位教

師、同仁於個人電腦上，安裝偵測軟體，完成檢查後即可解除安裝，我們同時也

會提供安裝使用說明，預計 2 月初就可以解除安裝。這段時間請大家配合安裝軟

體進行檢測，俾便檢查全校的資訊安全。 

董保城副校長補充說明 

一、由於之前各單位採購電腦相關軟硬體設備時，並沒有明確要求有關保固維護、驗收項目

及檢驗表格等等條件，未來將請電算中心進行實質審查，日後如電算中心退還採購案，

請大家配合補充需求規格文件(RFP)資料，電算中心將朝向為各單位的軟硬體採購案把

關。 

二、再次強調資安的重要性，日前有一個人電腦密碼之案例，有位老師因從來沒有更改密碼，

故讓學生有機會直接登入老師的電腦，因此希望各位主管利用院系務會議或各單位的

業務會議，務必請各位老師、同仁定期或不定期修改密碼，也請電算中心安排查核，統

計各單位的執行情況，維護校園資訊安全。 

三、請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指派同仁擔任資安窗口，以便整合學校整體的資安問題及需求，希

望各級主管也將這項工作列入同仁年度考核及獎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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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全校終端設備資安檢測，這次廠商提供免費的資安檢查，非常謝謝校長、主任秘書

透過個人的人脈建構而成，電算中心將加強說明檢測的目的、所進行的弱點掃描並非滲

透測試等資訊，師生同仁的電腦內資料不會受到影響。 

 校長指示：奧義科技 3 位創辦人中，有一位本校資訊系的校友，因著這一層關係再

加上主秘居間的聯絡，才順利在本校開設資安課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學校會繼

續努力嘗試，看看是否有機會也能在外雙溪校區開課。 

校長室稽核黃淑暖秘書 

一、內部稽核發現事項的改善建議追蹤，目前進行的是 107 學年度第 2 次及 108 學年度第 1

次追蹤，資料正陸續回收彙整中。 

二、109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預計下學期開始至各單位實地稽核，目前正在進行的是各項

內控作業及內部稽核委員會擬定之 8 項風險因素的交叉評估，請各單位同仁及各位師

長協助檢視。另，109 學年度的內部稽核計畫，將於送陳校長核定後公佈。 

賈凱傑主任秘書 

一、秘書室負責媒體、品牌形象形塑等相關工作，新的一年將安排兩次品牌形塑專題演講/

培訓課程，很快會正式發文通知大家，希望各學系能指派專人(秘書或老師)，參加相關

的培訓活動，未來各學系的品牌形象形塑及活動新聞發佈等，能有統一的聯繫窗口。 

二、為持續充實校史館內容，新的一年我們將邀請各學系一起辦理系史輪展，有些學系非常

積極，已經主動反應希望能夠優先承辦系史展覽的工作，有關各學系輪展的先後順序時

間，秘書室屆時再做規劃安排。系史輪展前，會先安排策展的培訓課程，也請各學系指

派未來將負責本項業務的專人(秘書或老師)參加課程，也歡迎有興趣的師長同仁參加。 

 校長指示： 

一、日後數位校史館，將由各院系辦理各自所屬院系的展覽，請院系積極投入，數

位校史館提供展覽平台架構，各院系的歷史、文字、圖片等，須由各院系提供

內容，學校會依學生、家長及參觀人員的回饋意見，表揚成效良好的學系。 

二、今天接到某通識課程任課老師反應，有兩位學生繳交的期末報告，內容一模一

樣，一字不差，請學校、學院重視學生的道德教育。這個案子請學務長瞭解學

生的獎懲規定中，除了考試作弊外，是否有關於報告抄襲之懲處規範?是否需

要增訂相關規範?另，請德育中心加強品德教育的推廣，強化學生的道德感及

遵行的動力。 

董保城副校長 

這次學校舉辦的東京審判圖片展及東京審判研討會，我們預計出版相關的紀事及研討會論

文，所需經費大約 9 萬元，經費來源還在爭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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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維良副校長 

說明目前的預算情況，日前為遵守董事會經常門不得編列赤字預算的規定，以及符合教育

部獎補助計畫預算配置方式的要求，計畫審查暨預算規劃小組將經常門打 65 折後退還各單

位，請大家重提計畫。截至目前，重提計畫後之預算需求透支約 1,700 萬元，還在研議如何

解決。此外，這次許多單位增加資本門設備，提醒大家，未來已經無法再由總務處統籌編列

全校設備維護費，日後各單位如採購較多的資本門設備，務必自行編列部分維護費，故請大

家審慎規劃資本門設備，提出時必須編列相應的設備維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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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議本校與日本千葉商科大學簽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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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次書面審查全數委員同意通過

(109.12.30)。 

二、日本千葉商科大學與本校自 2013 年建立校級交流合作，其後更於 2016 年與本校

華語中心合作迄今，雙方多次互派學生參加對方學校交換學生與短期營隊計畫。

兩校於 2013 年僅簽署師生交流協議，且協議將於 110 年 1 月期限屆滿。 

三、為延續雙方校級交流，並奠定未來各種合作之基石，本次對方學校提出簽署校級

學術交流協議(總約)。學校簡介與協議請詳附件 1 及附件 2。 

四、有關與該校合作校級學生交流計畫細則亦刻正討論中，並擬於校級總約簽訂後另

訂之。 

決議：通過。 

 

案由二：請審議本校與日本筑波大學續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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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次書面審查全數委員同意通過

(109.12.30)。 

二、日本筑波大學為世界排名前 500 大之知名學府，與本校自 2016 年建立校級學術

交流與學生交換合作迄今，每年穩定接收我校學生參加該校交換學生計畫，頗受

學生好評。兩校前次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含學生交換細則)將於 110 年 4 月期

限屆滿。 

三、為持續進行交流，延續兩校友誼，本次對方學校提請以前次相同內容之學術交流

協議(含學生交換細則)續約。學校簡介與協議請詳附件 1 及附件 2。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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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請討論「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聘約」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為配合 109 年 12 月 16 日校務會議決議廢止「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加給支給辦

法」，建議刪除本校教師聘約相關條文。 

二、茲因「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聘約」修正案須提報 110 年 6 月 2 日校務會議及之後召

開之董事會議討論，故 109 學年度尚未完成聘任程序之新進編制內教師，其核發

之聘書建議於聘書最後加註「本聘約第二條第二項所述之辦法，業經 109 年 12

月 16 日校務會議決議廢止施行。」等文字辦理。 

三、檢附「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聘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加註文字之「東吳大學

專任教師聘約」（附件 2）及「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聘約」原條文（附件 3），敬請討

論。 

決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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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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學術研

究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案。 

通過。 
待會議紀錄確認後，將簽請校長

發布施行。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獎勵私

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

畫補助學術單位辦理研

討會暨辦理提升學生實

務運用能力教學活動經

費使用要點」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待會議紀錄確認後，

將簽請校長發布施行。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同儕課

業輔導諮詢補助辦法」草

案。 

撤案再議。 
蒐集意見中，待修正後再提會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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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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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科技部 110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本校共計提出 178 件申請案（其中，123 件為一般型專題

研究計畫、36 件為新進人員專題研究計畫、1 件為新進人員隨到隨審專題研究計畫、1 件為學術

性專書寫作計畫、9 件為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5 件為新秀學者研究計畫及 3 件鼓勵女性從事

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108 學年同期為 166 件，成長 7.2%。 

二、科技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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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2 月 16 日下午 5:00。 

(二)提醒事項： 

(1)學生上傳之歷年成績須有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成績，並蓋有註冊課務組之證明章戳。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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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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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1 

日本千葉商科大學 

Chib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UC)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 1928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5,863 人。 

四． 規  模：  

千葉商科大學自 1928 年成立以來，以“高道德的實踐獎學金”的教育理念培育了許多

年輕人。該校提供的教育方針不斷演化，以培養能夠適應時代和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

的人才。並且在學術研究上，致力於尋找解決社會面臨的問題並設計解決方案。該校

同時也鼓勵學生更加活躍，發展他們的能力。幫助他們將書本學習與現實生活結合在

一起。 

該院系表列如下： 

五． 強項與優勢： 

該校曾獲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評比，日本境內大學排名 151 

六． 國際交流現況： 

該校與本校自 2013 年起建立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期間派送多位學生進行交換計畫與短

期營隊，頗受學生好評。該校另與澳洲、加拿大、大陸、法國、德國、印度、印尼、

以色列、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蒙古、紐西蘭、俄羅斯、泰國、英國、美國、越

南、台灣等世界各國 40 多所大專校院建立合作關係。 

七． 參考網站：  

1. 千葉商科大學：http://www.cuc.ac.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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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rankings/chiba-university-commerce  

  

學部 

 商經學部 

（商學科、經濟學科、經營學科） 

 政策情報學部（政策情報學科） 

 服務創造學（服務創造學科） 

 人間社會學部（人間社會學科） 

 國際教養學部（國際教養學科） 

 

大學院 

 政策研究科（博士課程） 

 商學研究科（碩士課程） 

 經濟學研究科（碩士課程） 

 政策情報學研究科（碩士課程） 

 會計財務研究科（會計大學院）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47%E5%B9%B4
http://www.cuc.ac.jp/index.html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chiba-university-commerce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chiba-university-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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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2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b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Japan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1. The Chib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and the Soochow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Institutions”, intend to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a 

collaborative arrangement, whereby the Institutions may participate in 

collaborative teaching, training, research and other agreed activities that further 

enhance the progra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2. The Institutions will use their reasonable endeavours to effect, within the 

Institutions’ limitations: 

a. exploration of areas of joint research interests and projects 

b. other activities as may be mutually agreed by the both Institutions 

3. This document is in no way intended to create legal or binding obligations on 

either party.  It serves only as a record of the parties’ current intentions to 

enhanc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Institutions going forward.   

4. Before any of the activities set out i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re 

implemented, the Institutions must enter into formal and binding agreement/(s) 

(separate from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each other which will 

detail the specific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dress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of each Institution in relation to those activities.  The 

Institutions agree to negotiate the terms of any such agreement/(s) in good faith 

and for the purposes of enhanc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Institutions.  

 

On behalf of the 

Chib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On behalf of the  

Soochow University 

 

..................................................... 

 

................................................... 

DR. SACHIHIKO HARASHINA 

President 

 

Dated: .......................................... 

Prof. Wei Ta Pan 

President 

 

Da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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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1 

日本筑波大學 

University of Tsukuba 

簡介 

一． 屬  性：綜合性大學 

二． 成立時間：該校前身為東京教育大學，1973 年 10 月更名為筑波大學 

三． 學生人數：16,525 人 

四． 教職員數：5,161 人 

五． 規  模： 

筑波大學秉承傳統，朝向具特色綜合性大學逐漸發展。筑波研究學園位於東京東

北部，距離東京約 60 公里處，由研究學園區與周邊發展區組成。研究學園區位

於筑波市中心，南北延伸 18 公里，東西 6 公里，占地面積約 2,700 公頃，是日

本為數不多的科研城市之一。該校擁有大學部、研究所、附屬醫院與前鋒研究中

心。現有 9 個學院、9 個研究所與多個前端科研中心。學院系表列如下： 

 

六． 強項與優勢： 

1. 2021 QS 世界大學排名 265 

2. 2021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 401-500；日本境內大學排名 9 

七． 國際交流現況： 

該校與本校自 2016 年起簽訂校級合作協議迄今，透過兩校合作之交換學生計

畫，每年派送 2-4 位學生穩定交流。於 12 個國家設置有 12 個研究中心。現有外

國學生 1,697 人。該校與 71 個國家或地區的大專校院合作交換學生計畫，簽訂

總計 386 份合作協議。現有國際學生占總學生數約 14%，國際化成效不斐。 

八． 參考網站：  

1. 日本筑波大學網站 https://www.tsukuba.ac.jp/en/  

2. QS World Ranking 2021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university-tsuk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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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tsukuba 

https://www.tsukuba.ac.jp/en/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university-tsukuba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tsukuba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tsuk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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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2 

 

AGREEMENT FOR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UNIVERSITY OF TSUKUBA, JAPA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the University of Tsukuba, Japa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individually as an “institution” or “party” or collectively as the “institutions” or “parties”, 
fully recognizing that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would be beneficial 
to all concerned, hereby affirm their intention to encourage such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s a general declaration of intent, the two parties agree to act as follows: 

 

1. The two parties shall encourage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1) Exchange of 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 

(2) Exchange of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as stated in Appendix A; 

(3)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joint academic meetings; 

(4)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publications and materials for academic purposes; and 

(5) Other activities as may be mutually agreed by the two parties. 

 

2. The aforementioned activities shall be realized by means of consultation and the 
exchang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between appropriate members of the two parties. 

 

3. This Agreement shall become effective on the 23rd day of April 2021, and shall remain 
valid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This Agreement may be renewed for a further period 
of five (5) years by mutual written agreement prior to the date of expiry.  

 

4.  When fire, disaster, terrorism, severe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other risks occur in the 
area, the two parties shall co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host institution shall 
promptly share the safety status of the dispatched person with the home institution. 

 

5.  The two parties agree to adhere to and comply with applicable export control laws and 
regulations. Each party shall understand that only after obtaining all necessary export 
authorizations and licenses will any export-controlled tangible item or technology be 
allowed to be exported or transferred.  

 

6.  Regard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obtained and managed by each of the parties, both shall 
agree to comply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hat apply in both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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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is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by mutual written agreement. 

 

8. This Agreement is made in English in two copies, one for each party. 

 

 

Date: Date: 

 

 

 

 

 

Signed 
by 

  Signed 
by 

  

Wei Ta Pan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Nagata Kyosuke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Tsukuba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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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DETAILS OF THE AGREEMENT FOR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UNIVERSITY OF TSUKUBA, JAPA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the University of Tsukuba, Japan, hereby agree to establish a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establish the guidelines whereby this exchange program shall be 
implemen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Agreement for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1. The purpose of this exchange program is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he students of each 

institution to gai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by completing part of their education in the 
foreign host institution, thereby fostering goodwill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2. The period of exchange for individual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exchange program is 

defined as either one or two consecutive academic semesters, or such equivalent period 
but no longer than two academic semesters, or such equivalent period in which the student 
is attached. For Soochow University, the first semester is from September to January, and 
the second semester is from February to June. For the University of Tsukuba, the first semester 
is from April to September, and the second semester is from October to March. 

 
3. The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up to five (5) Units of Exchange per year from 

each institution. For the purpose of accounting, one “Unit of Exchange” is defined as one 
student attending an entire semester. Two students in attendance for one semester each 
will be counted as the equivalent of one student for two semesters. In both cases, two Units 
of Exchange will have been achieved. The goal is to maintain an approximate balance in 
the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in the period of this 
Agreement. 

 
4.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continue as candidates for the degree at the home institution and 

shall not be candidates for the degree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5. Each institution shall determine the procedure to be applied for acceptance of exchange 

students. Exchange students must satisfy the formal admission requirement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but each institution shall simplify such procedure insofar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is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6. The host institution shall provide the home institution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each stud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upon completion of the exchange. 
The home institution may duly recognize the credits earned by exchange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wn regulations. 

 
7.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exempted from the normal application, registration and tuition 

fee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8. Certain programs may be excluded from the exchange program and the host institution 

reserves the right to exclude exchange students from restricted enrolment programs. For 
admission to programs or courses other than such restricted programs,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scheduling and capacity constraint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9. The host institution sha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students’ personal expenses, such as the 

cost of travel, visa, accommodation, meals, required health/medical insurance, or books 
and other educational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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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e use of non-academic or non-obligatory facilities, services and function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may require the payment of fees by the exchange student. Exchange students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dditional fee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where they enroll in a course 
unit that involves the use of specific material; this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laboratory 
fees, and fieldwork courses. Where these additional fees are applicable,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pay these directly to the relevant Faculty/College. 

 
11. The host institution shall assist the exchange students to the fullest extent possible in 

finding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12. The host institution shall assist exchange students in satisfying visa requirements and other 

official form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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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附件 1 

 

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聘約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教師按月支領薪給，其本薪及

學術研究加給比照公立同級同類

學校教師標準辦理。 

教師鐘點費依「東吳大學教師

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之規

定辦理。 

教師兼任導師者，依東吳大學

導師職務加給之標準辦理。 

第二條   

教師按月支領薪給，其本薪及

學術研究加給比照公立同級同類

學校教師標準辦理。 

一百零七學年度起新聘教師之

學術研究加給依「東吳大學教師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辦法」之規定辦

理。 

教師鐘點費依「東吳大學教師

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之規

定辦理。 

教師兼任導師者，依東吳大學

導師職務加給之標準辦理。 

配合 109 年 12 月 16 日

校務會議決議廢止「東

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加

給支給辦法」，建議刪除

教師聘約條文。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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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附件 2 

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聘約 

 
86年4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 

89年12月1日行政會議修正 
90年6月8日董事會修正 

93年6月25日董事會修正第4、5之1條 
100年9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第3、5之2、9之1、10、12條 

100年11月10日董事會通過 
102年11月8日董事會修正第1、5之1、6、7之1、8條 

104年4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3、14條並變更條次 
104年6月24日董事會通過 

104年12月9日校務會議修正第11條 
105年6月24日董事會通過 

106年12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第1~5、8、10、12~19條 
107年6月22日董事會通過 

 

第 一 條  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如下：教授八小時；副教授、助理教授

九小時；講師十小時。專門教授實驗（習）課程及共通課程之專任教師，其標準另訂

之。 

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另依規定減少授課時數。 

第 二 條  教師按月支領薪給，其本薪及學術研究加給比照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辦理。 

一百零七學年度起新聘教師之學術研究加給依「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加給支給辦

法」之規定辦理。 

教師鐘點費依「東吳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之規定辦理。 

教師兼任導師者，依東吳大學導師職務加給之標準辦理。 

第 三 條  教師之聘期除特殊情形外，第一學期之聘期自八月一日起至次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第

二學期自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 

第 四 條  教師於上課期間每週至少排定在校四個上班天。授課時間，由本校排定。課業輔導時

間，每週至少四小時，由教師安排。如情況特殊，得經校長核准後加以變更。 

第 五 條  教師應按校曆及課表到校授課，如因事故或疾病不克到校，應依本校「東吳大學專任

教師請假辦法」之規定，辦理請假、補課、代課事宜。 

第 六 條  教師應依規定擬訂所授科目之授課計畫表，並依據授課計畫表實施教學活動。 

第 七 條  教師除授課外，尚有批改作業、指導研究、隨堂監考及批閱試卷之職責。學生成績，

應依學校規定時間送校。 

第 八 條  教師應主動積極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並參與和教學有關之研討會與活動。 

教師接受校外委辦計畫，應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 九 條  教師對於學生心理、品德、生活、言行均負輔導之責。 

第 十 條  教師有被推舉或指定參加各種委員會、專案、會議，擔任導師或社團輔導老師之義務。 

教師應參與學系所舉辦之各項會議與活動。 

第 十一 條  教師因評鑑結果不通過者，依「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之規定，於改善期間內，每

次續聘之聘期一年，並不得晉薪及在校外兼職或兼課，如有違反規定者，視為再評不

通過。 

教師於再評仍不通過，聘期屆滿後，依教師法相關規定，不再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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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二 條  教師除因配合本校與校外機構之學術合作協議或已依規定辦理留職停薪者外，不得在

校外從事專任職或擔任有給之行政工作。 

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經評鑑符合所規定在校內之基本工作要求，方得於

校外兼職，並事先以書面報經本校核准，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請。 

教師在他校或機關兼課以四時為限，且須事先由他校或機關行文本校徵得同意或自行

報准。 

第 十三 條  教師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等相關規定。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

述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第 十四 條  本校基於工作上之需要，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受聘人之個人

資料。 

第 十五 條  教師接到本聘書後，應於應聘書中簽名並於十日內將應聘書寄回人事室，如不應聘，

應於聘期開始前，請將本聘書退還。 

第 十六 條  教師於聘期中辭職，應於離職前一個月簽請校長核准辭職後，再於離職前一週內辦妥

離校手續。 

第 十七 條  教師如不能履行本聘約或違反本聘約情節重大者，得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停聘、解聘或不續聘。 

第 十八 條  本聘約未規定之事項，詳見教師手冊。 

第 十九 條  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董事會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註記：本聘約第二條第二項所述之辦法，業經一 0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校務會議決議廢止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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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附件 3 

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聘約 

 
86年4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 

89年12月1日行政會議修正 
90年6月8日董事會修正 

93年6月25日董事會修正第4、5之1條 
100年9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第3、5之2、9之1、10、12條 

100年11月10日董事會通過 
102年11月8日董事會修正第1、5之1、6、7之1、8條 

104年4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3、14條並變更條次 
104年6月24日董事會通過 

104年12月9日校務會議修正第11條 
105年6月24日董事會通過 

106年12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第1~5、8、10、12~19條 
107年6月22日董事會通過 

 

第 一 條  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如下：教授八小時；副教授、助理教授

九小時；講師十小時。專門教授實驗（習）課程及共通課程之專任教師，其標準另訂

之。 

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另依規定減少授課時數。 

第 二 條  教師按月支領薪給，其本薪及學術研究加給比照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辦理。 

一百零七學年度起新聘教師之學術研究加給依「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加給支給辦

法」之規定辦理。 

教師鐘點費依「東吳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計算辦法」之規定辦理。 

教師兼任導師者，依東吳大學導師職務加給之標準辦理。 

第 三 條  教師之聘期除特殊情形外，第一學期之聘期自八月一日起至次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第

二學期自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 

第 四 條  教師於上課期間每週至少排定在校四個上班天。授課時間，由本校排定。課業輔導時

間，每週至少四小時，由教師安排。如情況特殊，得經校長核准後加以變更。 

第 五 條  教師應按校曆及課表到校授課，如因事故或疾病不克到校，應依本校「東吳大學專任

教師請假辦法」之規定，辦理請假、補課、代課事宜。 

第 六 條  教師應依規定擬訂所授科目之授課計畫表，並依據授課計畫表實施教學活動。 

第 七 條  教師除授課外，尚有批改作業、指導研究、隨堂監考及批閱試卷之職責。學生成績，

應依學校規定時間送校。 

第 八 條  教師應主動積極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並參與和教學有關之研討會與活動。 

教師接受校外委辦計畫，應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 九 條  教師對於學生心理、品德、生活、言行均負輔導之責。 

第 十 條  教師有被推舉或指定參加各種委員會、專案、會議，擔任導師或社團輔導老師之義務。 

教師應參與學系所舉辦之各項會議與活動。 

第 十一 條  教師因評鑑結果不通過者，依「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之規定，於改善期間內，每

次續聘之聘期一年，並不得晉薪及在校外兼職或兼課，如有違反規定者，視為再評不

通過。 

教師於再評仍不通過，聘期屆滿後，依教師法相關規定，不再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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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二 條  教師除因配合本校與校外機構之學術合作協議或已依規定辦理留職停薪者外，不得在

校外從事專任職或擔任有給之行政工作。 

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經評鑑符合所規定在校內之基本工作要求，方得於

校外兼職，並事先以書面報經本校核准，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請。 

教師在他校或機關兼課以四時為限，且須事先由他校或機關行文本校徵得同意或自行

報准。 

第 十三 條  教師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等相關規定。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

述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第 十四 條  本校基於工作上之需要，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受聘人之個人

資料。 

第 十五 條  教師接到本聘書後，應於應聘書中簽名並於十日內將應聘書寄回人事室，如不應聘，

應於聘期開始前，請將本聘書退還。 

第 十六 條  教師於聘期中辭職，應於離職前一個月簽請校長核准辭職後，再於離職前一週內辦妥

離校手續。 

第 十七 條  教師如不能履行本聘約或違反本聘約情節重大者，得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停聘、解聘或不續聘。 

第 十八 條  本聘約未規定之事項，詳見教師手冊。 

第 十九 條  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董事會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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