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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4 次（110 年 3 月 8 日）行政會議紀錄 

（110 年 3 月 22 日，經 109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0 年 3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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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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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芳總務長(社會資源長)、王志傑研發長、王世和學術交流長、賈凱傑主任秘書、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會計室洪碧珠主任、圖書館李宗禾館長、教學資源中心朱蕙君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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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米建國主任、社會系周怡君主任(人權學程主任)、社工系莊秀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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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林惠文主任、物理系梅長生主任、心理系張建妤主任、經濟系孫嘉宏主任、 

巨資管理學院葉向原主任、 

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陳秀珍專門委員、莊媖琁專門委員、蔡志賢專門委員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 

今天會後圖書館安排參觀 3D 創意攝影棚、漫讀區 AR 體驗等導覽活動，請大家一起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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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 頁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一、本學期截至目前為止，尚有多位學生尚未完成註冊繳費，學士班 56 位，碩士班 21 位，

進修學士班 26 位，碩專班 31 位，註課組後續將再次聯繫學生，也請各學系幫忙聯絡學

生。 

二、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士班因學業成績不理想而退學的人數，連續二一退學 12 位、三

二退學 41 位，雖較 107 學年度之前大幅減少，但比起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卻增加 14

位，煩請學系協助輔導學生；另，教務處於教務相關會議時，會再跟學系說明統計分析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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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辦理完畢的寒假轉學生作業，學士班尚有缺額 17 位，進修學士班尚有缺額 5 位，其

中二年級的缺額數將流用至暑假轉學考試，招收三年級轉學生，以補足缺額。 

四、3 月 10 日舉行碩士班與碩專班錄取招生會議，目前正請學系建議正、備取人數及最低

錄取分數，請學系儘可能錄取優秀學生。 

李坤璋學務長 

一、3 月 13 日校慶繞場活動，基於防疫需求，麻煩各學系通知所有師生需配戴口罩，當天

的創意繞場競賽，也鼓勵各學系將口罩作為創意繞場的一個元素。 

二、3 月份春夏季節交替之際，氣候不穩定，學生的情緒波動比較大，這兩週有 4 位學生有

輕生的行動，D 棟及 R 棟高樓層因發生危機事件，故兩棟大樓高樓層陽台暫時都先上

鎖，請各學系老師多包涵，待危機解除後再解鎖。 

三、學務處從去年底開始調整第二哩活動方向，目前定調為「有品青年的公益健行」，融合

品德教育及公益兩個元素，今年規劃的主題：「知福、惜福、邁向零廚餘」，預定於 5 月

15 日舉行，白天的活動將一直延續至晚上的烹飪比賽，以團隊合作為主，透過活動的

參與、人際互動與環境探索，引領學生體驗覺察及反思。相關活動細節另行公告，歡迎

各位師長參加。 

 校長指示：學校現在有兩個部分必須再更加強，一是德育教育，由學務處負責；一

是大學社會責任(USR 計畫)，由研發處負責，雖然過去學校已經相當重視，但現在

要傾全力將這兩個項目做得更好，請兩位副校長協助。學務處德育教育，空間調整

等，請董副校長協助。有關 USR 計畫包括校外評比排名、資源等，請趙副校長協

助。 

物理系梅長生主任 

有關高樓層陽台上鎖，是否不符消防法規規定?萬一發生火災意外時，可能無法

開啟陽台利用緊急升降設備逃生，建議可以再討論做法。 

 校長指示：請學務處再評估配套方式。 

王淑芳總務長 

一、總務處援例於清明節前夕，安排向校內外故董事長、故校長夫婦墓園獻花致意，今年時

間安排在 3 月 18 日，上午先至校內王寵惠故董事長夫婦墓園、石超庸故校長夫婦墓園；

下午至陽明山向端木愷故校長夫婦墓園，以及本次新增之孫科故董事長夫婦墓園。當天

將由校長、副校長帶領可參加之一級主管及有意願師長、總務處同仁一起前往，表達慎

終追遠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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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第六大樓使用執照的變更，3 月 3 日委託建築師公會進行現勘後，發現多項缺失，

並要求學校需在三個月內完成改善。包括：7-11 旁邊早餐店的櫃檯地板墊高；游藝廣場

旁師長座車的劃線停車格與原先建築物完成時不同；舊的無障礙出入口需依新法規重

新調整；另，依現行的無障礙環境規定，空間場域不可以有門檻，因此每一間辦公室門

口的門檻都需去除，以上全部都需要檢討改善。因後續還有兩階段的執照變更、消防審

查申請，可能還會發現其他的問題，所以目前會先申請下一個階段的審查作業，之後再

將所有缺失一併改善。又，總務處原先規劃使用執照變更完成後，再進行第六大樓 4、

5、6 樓會議室、學務處辦公室以及大教室的空間調整工程，在變更未完成前，前述空

間調整工程進度將會延遲。希望我們的經費足夠進行相關的缺失改善，使照變更可以順

利在今年學期結束前完成，空間調整工程也許就可以在暑假進行。 

三、企管系校友袁先生鎖定城中校區設備設施，檢舉不符合法規處：(一)游藝廣場旁的保全

A 哨擺放保全櫃檯，違反消防通道全面淨空規定。(二)第二大樓與第五大樓中間的計畫

巷道未開放通行，違規設置圍欄。有關保全櫃檯，過去兩年進行一次的公共安全空間檢

查，學校都通過檢查，總務處會進一步瞭解情況；另，有關計畫巷道部分，由於土地所

有權屬於學校，我們也會進一步瞭解學校的使用是否合法。 

 校長指示：再麻煩董副校長處理後續相關的因應措施，謝謝。 

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國際處舉辦一年一度的國際週活動，從 3 月 8 日開始為期一週，因受疫情影響，師生赴外

交流的方式受限，目前比較可行的交流方式為半年期的學生交換項目，因此今年援例也舉

辦多場交換生分享會及兩場「跨境、跨域、跨文化」講座，邀請校外學者專家到校和學生們

分享與座談，擴展本校學生的國際視野，請各位師長鼓勵學生參加，也歡迎各位師長參與。 

圖書館李宗禾館長 

一、為慶祝建校 121 年校慶，圖書館與體育室共同主辦「漫遊奧運在東吳」系列活動，活動

的設計概念環繞在「漫畫、運動與奧運」，希望讓閱讀文化與運動風氣扎根校園。在「奧

運」的元素方面，此次非常榮幸是由中華奧委會擔任本活動的指導單位，提供學校無償

使用活動所需要的資源。 

首波暖身活動在本週六校慶運動會當天舉行，要特別感謝東方主任親自出面，讓本次活

動可以邀請到多位重量級貴賓出席，包含中華奧委會林鴻道主席、2004 年雅典奧運跆

拳道金牌得主朱木炎先生，目前是體育大學博物館館長。所邀請的貴賓在校慶運動會當

天上午會和師生一同繞場，隨後至圖書館參加活動開幕儀式，以及結合書本與運動的趣

味競賽。 

感謝社資處發送活動訊息協助宣傳；體育室林孟賢組長帶領學生反覆測試各項運動的效

果，歡迎師長前來感受圖書館化身為運動競技場的另類體驗。 

本系列活動自 3 月 13 日起至 5 月 14 日止，包含奧運冠軍預測、實體書展、運動名人講

座、漫畫創作工作坊、與「看見聲音」等項目，其中，「看見聲音」是一個專屬的粉絲

頁，為即將出賽奧運，替國家爭取榮耀的選手們，獻上東吳師生同仁的加油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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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日行政會議之後，邀請師長們體驗圖書館全新的服務模式。今日活動最大亮點，將是

兩位副校長所拍攝的漫讀區最佳業配影片，以及校長與東吳校友，同時也是訂閱人數超

過 60 萬的人氣網紅進行直播對談，活動起點在圖書館 3 樓大廳，歡迎各位師長蒞臨指

教。 

電算中心謝永明主任 

一、 本校校園防毒軟體租賃授權自 2 月 1日起由賽門鐵克(Symantec)改為卡巴斯基(Kaspersky)，

統計目前校內更新的情況並不普遍，電算中心會再發函提醒。由於賽門鐵克自 2 月 1 日

起將無法更新病毒定義檔，請同仁務必儘快將防毒軟體更新為卡巴斯基。 

二、 教育部於 109 年 6 月至 11 月進行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依教育部之標準，

開啟率應低於 10%以下，點擊率應低於 6%以下，本校演練結果並不理想，開啟率達 35%，

點擊率達 12%，電算中心會將演練結果通知一級主管，請各位主管協助提醒同仁，不要

開啟不認識的 E-mail 帳號及與業務無關的主旨郵件，不要點擊有疑慮之超連結，下次

教育部再進行社交工程演練時，麻煩大家多加小心留意改善。 

 校長指示：今天有人冒本人名義寄送 email給教務長，不確定還有沒有其他收件人，

請電算中心調查情況。 

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 

一、 體育室與圖書館共同舉辦「漫遊奧運在東吳」系列活動，邀請 2004 年跆拳道奧運金牌

選手臺灣戰神朱木炎先生擔任活動代言人，3 月 13 日校慶當天，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林鴻道主席，吳國譽副秘書長、本校校友孫立群顧問、朱木炎先生及世大運射擊金牌余

艾玟選手，都將蒞校參加校慶慶祝活動。同時本校運動代表隊後援會會長陳惠貴學長、

前會長陳鴻智學長將帶領本校男籃、女籃、男排、女排、桌球、羽球、網球、棒球、游

泳、田徑共 10 項代表隊選手總共約 150 人一同繞場，傳達「前進東京、奧運奪金、中

華健兒、東吳挺你！」的祝福，為前往東京奧運的選手們獻上加油與支持。當天除繞場

活動外，還包含於圖書館進行的剪綵活動、誓師活動，希望能帶動整個校園的運動氛圍，

鼓勵全校的師生，在工作、讀書之餘能多多運動。 

二、 體育室今天下午會將校慶運動會的秩序冊分送各行政單位，另，3 月 12 日中午開幕繞

場預演，請各行政單位派員參加，確認當天的位置及進場程序，3 月 13 日校慶當天早

上 8 點集合，開始今年的校慶運動會。 

三、 今年的運動會，除了奧運金牌選手到場外，也舉辦多種運動賽事，包含籃球、棒球、足

球技術、趣味十足的「全能挑戰賽」，以及由學生組隊的大隊接力競賽，報名非常踴躍，

總共有 900 多名學生參加。 

 校長指示： 

一、請致贈校園紀念品。 

二、相關新聞報導，請秘書室多加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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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保城副校長 

一、 這兩週的防疫量溫工作順利完成，每天動員將近 70 多位同仁，非常謝謝人事室的安排

調度，也非常謝謝各位同仁的辛勞。 

二、上學期在城中校區展出的「東吳人與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圖片展，目前正在外雙溪校區

校史館以數位方式展出，由於大一新生對學校發展過程較不熟悉，特別拜託法、商學院

大一新生的任課老師們，利用城中學生在外雙溪校區上課的時間，安排學生參觀這項特

展，圖書館會派專人導覽。 

三、本校這次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結果非常不理想，電算中心會將演練結果資料提供各位

主管，麻煩請提醒同仁提高警覺。 

趙維良副校長 

一、前次行政會議提到有關就學穩定度的問題，註課組已將各學系近三年因學業成績退學、

未註冊未繳費退學學生的統計資料，及學生自填的退學原因送給各學系，麻煩各學系針

對統計資料加以分析，討論改善方案，並請依註課組規劃之時間回覆。 

二、有關 USR 三年期計畫原核定經費縮減一事，因為今年度的深耕計畫是延續性計畫，預

算能夠調整的幅度有限，日前已跟研發處討論，學校仍會盡力調節增加 USR 計畫今年

度被縮減之預算。明年開始新的深耕計畫，將會大幅朝 USR 計畫著力，為因應這個情

況，也請研發處修改校內 USR 補助計畫辦法，取消原來 30 萬的補助上限，改為視計畫

需求狀況補助。至於執行 USR 計畫老師的獎勵方式，學校目前很多的辦法如休假、升

等減授辦法等，都已將 USR 計畫比照研究計畫列入計算範圍，研發處會再評估預算狀

況，看是否能比照研究計畫的獎勵，希望有興趣執行 USR 計畫的老師們，下學期能夠

踴躍提出申請。 

外語學院張上冠院長 

趙副校長剛剛提到的就學穩定度中，有關連續二一退學、三二退學的學生人數，考量目前高

教環境及少子化趨勢，是否可以重新考慮廢除連續二一退學、三二退學之規定? 

 校長指示：請教務處研議在兼顧教學品質下，再重新評估退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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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案由：請審議本校與馬偕醫學院簽署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修正案。 

提案人：趙維良副校長 

說明： 

一、本案原經 109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110.02.01)通過，後於 110 年 2 月 25 日接

獲馬偕醫學院以電子郵件寄來修改後之協議書(草案)，故提請審議。 

二、檢附本校與馬偕醫學院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109 學

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通過之協議書如附件 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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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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支出

憑證核銷規定」修正

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後，將

函知全校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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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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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詳參頁 10-12。 
擬予繼

續管制 

二 

建置東吳大學公開資訊平台。 

【109/7/13 一級主管午餐會議討論之單

位追蹤事項，校長口頭指示改列為「行政

會議報告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 

校務資料

分析中心 
 

東吳大學公開資訊平台進度報告

請詳參頁 13。 

擬予繼

續銷管 

三 

計畫實施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計畫 

【109/7/13 一級主管午餐會議討論之單

位追蹤事項，校長口頭指示改列為「行政

會議報告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 

教務處  
「計畫實施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

計畫」進度報告請詳參頁 14。 

擬予繼

續管制 

四 

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 

【109/7/13 一級主管午餐會議討論之單

位追蹤事項，校長口頭指示改列為「行政

會議報告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 

圖書館  
「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進度報

告請詳參頁 15。 

擬予繼

續管制 

五 

行政作業流程檢討優化 

【109/7/13 一級主管午餐會議討論之單

位追蹤事項，校長口頭指示改列為「行政

會議報告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 

秘書室  

目前相關單位正在進行循環作業

及內控作業討論中，預計 4 月 1

日前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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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 

教務系統 AP 版開發進度說明 

1. 選課改寫部分，分為預選、初選、以及第二專長、選課介面四個部分。除選課介面尚未進行開發

外，其餘已完成開發。 

2. 109 學年第一學期，新生預選階段之批次分發作業已改採新版預選分發程式進行分發，並驗證通

過。12/28 使用改版後的預選分發程式，完成 1092 預選分發作業。 

3. 完成 1091 新生、舊生初選登記分發作業的測試作業，目前正在著手測試 1092 舊生初選的分發，

本次初選分發(110.1)採用新程式，採平行作業方式驗證。 

4. 預計於開學新生初選階段後，系統組將開始製作學生端的選課介面，目前的選課系統雖然適用於

包含手機在內的各種瀏覽器，但介面並未針對行動裝置進行優化，下階段的目標為製作同時適合

行動裝置與電腦呈現的選課介面。 

5. 課務系統及相關功能已完成可上線，目前正著手進行： 

a、 新系統教育訓練準備 

b、 使用者權限需求調查與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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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會計總務校發問題處理進度表 

 

相關列管追蹤事項執行情形 

1. 全校性捐款的規劃與實作，已於 2/23 會議邀集天方以及各單位完成需求確認。 

2. 自 2/25 起，天方工程師除了原先每天下班前都需要填寫的線上工作日誌外

(https://reurl.cc/kVrm9r)，每兩天，須請配合駐點行程的天方經理，再繳交一份【整體工作進度】

報告，以供進度、時程追蹤與檢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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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方公司依照建議以及進度落後須追趕之實際需要，已於 2/26 提供最新人力規劃如下，依照

系統別採資深 SA 配合工程師進行系統開發、除錯以及完善。透過這個形式運作，希望能避免

天方工程師個別處理問題的落差以及增進系統程式的完成品質的速度。 

 

 

4. 三月份天方駐點行程排定如下 https://reurl.cc/Gd47Mp (表格內容較為複雜，可掃描 QRCode)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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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東吳大學公開資料平台進度報告 

一、目前進度 

1.資料更新：第一期學生類及第二期校務類（人事、財務）業已完成建構，並依循本校各單位

資料更新及校庫資料公開期程，進行新年度資料更新，目前正在進行交叉查榜更

新作業。 

2.功能微調：根據使用者建議，陸續進行版面及功能微調中。 

 

二、平台第一期學生類模組及第二期校務類（人事、財務）模組已公開（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gm.scu.edu.tw/suodp/），並附有操作手冊及意見回饋區，敬請師長撥冗試用、提

供意見。 

 

 

 

回紀錄首頁 

 

 

  

https://sites.google.com/gm.scu.edu.tw/suo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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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實施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計畫」進度報告 

1.人社、外語、商學院及巨資學院第二個第二專長依規劃業經外審委員審議完畢，並將外審委員建

議送學院逕行修正參考。 

2.教務處將於 3、4 月舉辦多場第二專長學生說明會，邀請各學院分享其開設第二專長之特色說明，

俾便學生更清楚了解各第二專長學習宗旨及對其跨域學習之重要性。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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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進度報告 

一、建立品牌特色促進學術合作與國際交流 

1.完成金漫獎第一至第十屆得獎作品書單及書籍採購，續辦理日本與美國之漫畫交贈業務。 

二、辦理閱讀推廣活動促進漫畫之加值應用 

1.2 月 1 日(一)邀請信鴿法國書店老闆同時身兼國際知名服裝設計師的洪麗芬女士到館參觀「漫

讀區」。洪女士於 2 月 5 日(五)提供技術服務組一批環保主題相關法文漫畫書單，作為圖書館未

來漫畫書展活動之參考。 

2.完成漫讀區 AR 導覽系統建置，並於漫讀區設置 QRcode 立牌，便於來館者掃碼體驗。另將本

系統置於圖書館官網「學習資源」項下，供無法實際到館者亦能通過此系統認識漫讀區建置歷

程及館藏資源，藉以提升本區之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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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09 及 110 年度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件數統計，110 年度申請件數為

142 件（含：本校教師指導他校學生 2 件，另有 2 件為他校教師指導本校學生），與去

年相較成長 3.6%（109 年度為 137 件），詳如表 1 及表 2。 

 

表 1、各學院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件數統計 

全校總計 

學生 

全校總計 

教師 

109 年度 110 年度 成長比例 109 年度 110 年度 成長比例 

139 142 2% 137 142 3.6% 

外語學院 11 16 45% 外語學院 10 14 40% 

理學院 24 29 21% 巨資學院 9 12 33% 

巨資學院 7 8 14% 理學院 23 28 22% 

商學院 45 46 2% 商學院 45 45 0% 

人社學院 21 18 -14% 人社學院 20 18 -10% 

法學院 31 25 -19% 法學院 30 25 -17%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100308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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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學系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件數統計 

全校總計 

學生 教師 

109 年度 110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39 142 137 142 

中文系 2 5 1 5 

歷史系 3 1 3 1 

哲學系 4 3 4 3 

政治系 6 5 5 3 

社會系 3 3 3 4 

社工系 3 1 4 1 

音樂系 0 0 0 0 

師培中心 0 0 0 1 

人權學程 0 0 0 0 

人社學院合計 21 18 20 18 

英文系 1 1 0 1 

日文系 8 11 8 9 

德文系 2 4 2 4 

語言中心 0 0 0 0 

外語學院合計 11 16 10 14 

數學系 0 4 0 3 

物理系 7 6 7 7 

化學系 7 5 7 5 

微生物系 1 7 1 7 

心理系 9 7 8 6 

理學院合計 24 29 23 28 

法律系 31 25 30 25 

法學院合計 31 25 30 25 

經濟系 16 4 16 5 

會計系 1 3 1 3 

企管系 7 10 7 9 

國貿系 10 4 10 4 

財精系 6 22 6 21 

資管系 5 3 5 3 

商學院合計 45 46 45 45 

巨資學院合計 7 8 9 12 

註：本校學生可由他系或他校教師指導，本校教師亦可指導他系或他校學生。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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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附件 1 

「東吳大學與馬偕醫學院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馬偕醫學院與東吳大學為提昇學

術、研究及教學品質，積極推動兩

校交流，特訂定本合作協議書，條

款如下： 

馬偕醫學院與東吳大學，為提昇學

術及教學品質，積極推動兩校聯

盟，特訂定本合作協議書，其條款

如下： 

增刪文字。 

第一條 

馬偕醫學院(以下簡稱甲方)暨東吳

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為推動雙方

學術合作及交流事宜，訂定本協議

書。 

第一條 

馬偕醫學院(以下簡稱甲方)暨東吳

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為提昇學術

合作及交流事宜，訂定本協議書。 

增刪文字。 

第二條 

甲乙雙方合作之範圍包括下列各

項： 

一、學生交流。 

二、學術及教學合作。 

三、行政、圖書與學術資源之交流。 

四、研究生培育。 

五、甲乙雙方同意之其他合作事

項。 

第二條 

甲乙雙方合作之範圍包括下列各

項： 

一、學生交流。 

二、學術及教學合作。 

三、行政、圖書與學術資源之交流。 

四、研究生訓練。 

五、其他由甲乙雙方同意之合作方

式。 

增刪文字。 

第五條 

甲乙雙方如有交換機密資料之必

要，應於另行簽署保密契約後，再

進行機密資料之交換，以保障雙方

之權益。 

第五條 

甲乙雙方如有交換機密資料之必

要，將於另行簽署保密契約後，再

進行機密資料之交換，以促進雙方

之合作並保障雙方之權益。 

增刪文字。 

第六條 

兩校學生得選修對方學校開設之

課程(限所屬學校該學期未開設之

課程)，惟每學期選修對方學校之

學分數以不超過該生該學期修習

總學分總數四分之一為原則。 

第六條 

兩校學生得選修對方學校開設之課

程(限該校該學期未開設之課程)，

惟每學期選修對方學校之學分數以

不超過該生學期修習學分總數四分

之一為原則。 

增刪文字。 

第七條 

雙方同意每學期得推薦學生至對

方學校學習，交換期間以一學期為

原則，必要時得申請延長，經雙方

學校同意後准予延長，但以延長一

第七條 

雙方同意每學期互派學生至對方學

校學習，交換期間以一學期為原則，

必要時得申請經雙方學校同意酌予

延長，但以延長一學期為限；交換

增刪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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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學期為限；交換學生應為全職且

「非學位」之交換生。 

學生應為全職且「非學位」之交換

生。 

第八條 

雙方交換學生名額在平等互惠的

前提下，以每學期全校至多10名為

原則。 

第八條 

交換名額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以

每學期全校10名為原則。 

增加文字。 

第九條 

該學期交換學生有缺額時，對方學

校可視情況決定是否同意併入次

一學期之交換生名額。 

第九條 

如遇任一學期有缺額情形，對方學

校可視情況同意是否併入下一學期

之交換生名額。 

增刪文字。 

第十一條 

雙方應在每年4月底及10月底前將

交換學生申請資料寄達對方學校，

雙方應於三十日內將審核結果通

知對方學校。 

第十一條 

雙方應在每年4月底及10月底前將

交換生申請資料寄達對方學校，雙

方應於三十日內將審核結果通知

對方學校。 

增加文字。 

第十二條 

交換學生之義務包含下列各項： 

一、交換學生應於各自所屬學校註

冊並繳納學雜費（含學分費）、

使用及代辦費(含學生平安保

險費)，除在職專班課程需另

依接待校相關規定繳費外，對

方學校不再收取交換學生前

列費用。 

二、交換學生應自行負擔住宿、書

籍費等個人相關支出費用。 

三、交換學生必須遵守對方學校之

校規。 

四、交換學生選修課程之科目及學

分上下限，悉依對方學校及系

所相關規定辦理。 

五、交換學生於對方學校修習及格

之課程抵免，依所屬學校學分

抵免相關法規辦理。 

六、交換學生於交換期間辦理休、

退學者，應依雙方學校規定辦

理，離校時應辦理離校手續。 

第十二條 

交換學生之義務包含下列各項： 

一、交換生於各自所屬學校註冊並

繳納學雜費（含學分費）、使用

及代辦費 (含學生平安保險

費)，除在職專班課程需另依

接待校相關規定繳費外，雙方

學校不再收取交換生前項費

用。 

二、交換生應自行尋找住宿，並負

擔書籍費等個人相關支出費

用。 

三、交換生必須遵守對方學校之校

規。 

四、交換生選修課程之科目及學分

上下限，悉依對方學校及系所

相關規定辦理。 

五、交換生選修之課程回到所屬學

校抵免時，依各自學校學分抵

免辦法辦理。 

六、交換生於交換期間辦理休、退

學者，應依雙方學校規定辦

理，離校時應辦理離校手續。 

增刪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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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學校義務包含下列各項： 

一、雙方應提供交換學生識別證

件，並協助報到、選課及使用

校內設施等相關權益事宜。 

二、雙方應盡力協助交換學生在交

換期間之住宿需求，並得按各

自學校規定辦理宿舍申請與

候補等事宜。 

三、雙方應給予交換學生學期成績

單，在修課學期完成後，雙方

應互寄兩份成績單至對方學

校相關單位，一份供校方存

查，一份給學生自行留存。 

第十三條 

學校義務包含下列各項： 

一、雙方應提供交換生學生證，並

協助交換生報到、選課及使用

校內設施等相關權益事宜。 

二、雙方應盡力協助交換生在交換

期間之住宿需求，並按各自學

校規定辦理宿舍申請與後補

等事宜。 

三、雙方應給予交換生學期成績

單，在修課學期完成後，雙方

應互寄兩份成績單至對方學

校相關單位，一份供校方存

查，一份給學生自行留存。 

增刪文字。 

第十四條 

秉持資源共享、互利原則，雙方同

意相互支援通識教育、基礎學科等

相關師資、課程及教學設備（含教

室）。 

第十四條 

雙方教學設備（含教室）及課程應

開放資源共享，如相互支援通識教

育、基礎學科等相關師資與課程。 

增刪文字。 

第十五條 

共同舉辦學術及社團相關活動(不

同範圍)，鼓勵兩校師生參與；共同

推動雙方教師教學與研究計畫之

合作。 

第十五條 

共同舉辦學術及社團相關活動，鼓

勵兩校師生參與；並共同推動雙方

教師研究計畫之合作。 

增刪文字。 

第十七條 

共同開設推廣教育班。 

各項學術及教學合作所衍生之費

用及分攤，另行以書面協議議定

之。 

第十七條 

共同開設推廣教育班。 

增加文字。 

伍、研究生培育 伍、研究生訓練 增刪文字。 

第二十條 

為進行學術研究及研究生培育，得

經由雙方合意教學單位商定合作

方式與書面協議，經校方審核通過

後執行之。 

第二十條 

甲乙雙方為進行學術研究及培植

研究生，得經由甲方系所與乙方系

所商定合作方式，並訂定計畫，由

雙方合作執行之。 

增刪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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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附件 2 

馬 偕 醫 學 院 

東 吳 大 學 
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馬偕醫學院與東吳大學，為提昇學術及教學品質，積極推動兩校聯盟，特訂定本合作

協議書，其條款如下: 

壹、總則 

第一條  馬偕醫學院(以下簡稱甲方)暨東吳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為提昇學術合作

及交流事宜，訂定本協議書。 

第二條  甲乙雙方合作之範圍包括下列各項： 

一、學生交流。 

二、學術及教學合作。 

三、行政、圖書與學術資源之交流。 

四、研究生訓練。 

五、其他由甲乙雙方同意之合作方式。 

第三條  甲乙雙方同意在不違反原校、院、系所內相關規定情形下進行合作。 

第四條  甲乙雙方經本協議書合作之學術、教學及研究成果、由兩校共享。 

第五條  甲乙雙方如有交換機密資料之必要，將於另行簽署保密契約後，再進行機

密資料之交換，以促進雙方之合作並保障雙方之權益。 

貳、學生交流 

第六條  兩校學生得選修對方學校開設之課程(限該校該學期未開設之課程)，惟每

學期選修對方學校之學分數以不超過該生學期修習學分總數四分之一為

原則。 

第七條  雙方同意每學期互派學生至對方學校學習，交換期間以一學期為原則，必

要時得申請經雙方學校同意酌予延長，但以延長一學期為限；交換學生應

為全職且「非學位」之交換生。 

第八條  交換名額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以每學期全校10名為原則。 

第九條  如遇任一學期有缺額情形，對方學校可視情況同意是否併入下一學期之交

換生名額。 

第十條  交換學生之條件、程序與規則由雙方自行訂定，但應以對方學校已設學系

所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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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雙方應在每年4月底及10月底前將交換生申請資料寄達對方學校，雙方應

於三十日內將審核結果通知對方學校。 

第十二條 交換學生之義務包含下列各項： 

一、交換生於各自所屬學校註冊並繳納學雜費（含學分費）、使用及代辦費

(含學生平安保險費)，除在職專班課程需另依接待校相關規定繳費外，

雙方學校不再收取交換生前項費用。 

二、交換生應自行尋找住宿，並負擔書籍費等個人相關支出費用。 

三、交換生必須遵守對方學校之校規。 

四、交換生選修課程之科目及學分上下限，悉依對方學校及系所相關規定

辦理。 

五、交換生選修之課程回到所屬學校抵免時，依各自學校學分抵免辦法辦

理。 

六、交換生於交換期間辦理休、退學者，應依雙方學校規定辦理，離校時

應辦理離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校義務包含下列各項： 

一、雙方應提供交換生學生證，並協助交換生報到、選課及使用校內設施

等相關權益事宜。 

二、雙方應盡力協助交換生在交換期間之住宿需求，並按各自學校規定辦

理宿舍申請與後補等事宜。 

三、雙方應給予交換生學期成績單，在修課學期完成後，雙方應互寄兩份

成績單至對方學校相關單位，一份供校方存查，一份給學生自行留存。 

叁、學術及教學合作 

第十四條 雙方教學設備（含教室）及課程應開放資源共享，如相互支援通識教育、

基礎學科等相關師資與課程。 

第十五條 共同舉辦學術及社團相關活動，鼓勵兩校師生參與；並共同推動雙方教師

研究計畫之合作。 

第十六條 共同推動遠距教學課程。 

第十七條 共同開設推廣教育班。 

肆、行政、圖書與學術資源交流 

第十八條 有關圖書資源項目，甲乙雙方秉持促進學術研究與文獻交流原則進行合作，

合作項目包含下列四項: 

一、館際互借、學術刊物交換、及其他資料之交流。 

二、學習資源交流互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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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舉辦圖書資源相關之研習。 

四、其他雙方同意之計畫。 

第十九條 在具體執行上述各項合作項目前，雙方應以個案方式就相關細節達成書面

協議。 

伍、研究生訓練 

第二十條 甲乙雙方為進行學術研究及培植研究生，得經由甲方系所與乙方系所商定

合作方式，並訂定計畫，由雙方合作執行之。 

陸、研究合作 

第廿一條 甲乙雙方基於研究需求擬進行之個別合作計畫案，其進行之方式及其費用

等條件，雙方應另行簽訂正式書面契約(以下簡稱「正式契約」)，未來雙

方就該個別合作計畫案之權利義務，悉以另行簽訂之「正式契約」內容為

準，以保障雙方之權益。 

柒、附則 

第廿二條 本協議書如有修正之需要時，得由雙方以書面協議之方式為之。 

第廿三條 本協議書經雙方簽署後生效。其需報請主管機關核備者，於主管機關准予

核備後生效。 

第廿四條 本協議書自簽署之日起五年內有效，期滿後自動延長五年，若任一方擬終

止本協議，必須在一年以前以書面通知對方。 

第廿五條 本協議書甲乙雙方各執正本壹份、副本兩份為憑。 

立協議書人 

馬 偕 醫 學 院 

校長：李居仁 

立協議書人 

東 吳 大 學 

校長：潘維大 

簽名:             簽名: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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