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東吳大學 109學年度第 17次（110年 4月 26日）行政會議紀錄 

（110年 5月 10日，經 109學年度第 18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0 年 4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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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芳社會資源長(校友資拓中心彭妍華主任代)、王志傑研發長、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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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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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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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系李重義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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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精系詹芳書主任、商學進修班沈大白主任、EMBA碩士在職專班劉宗哲主任、 

巨資管理學院葉向原主任、 

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莊媖琁專門委員、蔡志賢專門委員、副校長室王蓉貞專門委員 

請假︰王淑芳總務長、賈凱傑主任秘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院長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頒獎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執行優異單位頒獎(評鑑組) 

參、專案報告：110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現況分析及評估報告(報告人：王志傑研發長) 

肆、確定議程：確認 

伍、主席致詞： 

學校收入持續減少，支出卻不斷增加，學雜費其實應該調整，但依研發處專案報告的分析，再加

上考量新冠肺炎對整體經濟的衝擊，因此明年不會調漲學雜費。 

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10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之決議第 2 點，文字應修正為「111 年端午節為 6 月

3日(星期五)，6月 4日(星期六)配合調整放假」。 

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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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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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教務處今天開始進行第二專長課程宣導，今天中午城中校區場次出席踴躍，感謝各學院由系

主任或學系代表與會講解。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較第一個第二專長課程整合度更高，結合現

在發展需要及新創性，在產業、語文、人文等類別，包括半導體、生技、化工等產業介紹；

網紅經濟、社群經營、考取土地不動產證照規劃等，規劃為整合型的第二專長課程，明天為

校本部場次，之後還有總計 4場次的宣導，請各學院、系鼓勵學生參加。 

李坤璋學務長 

上禮拜華航機師確診染疫，本校防疫小組自 4 月 24 日開始進行教職員生疫調，截至目前(4

月 26日中午)，已有近 5千人完成疫調問卷，再麻煩各位師長大力宣傳，讓疫調工作可以儘

快完成。另，截至目前有近 10位師生曾與染疫個案進出相同之公共場所，學校依衛福部標

準進行防疫措施，如本人或同住家人曾進入相關地點，要求自主健康管理 14天，此外要求

自主健康管理者進入校園必須全程配戴口罩，進入校園後需每天至健諮中心量體溫，追蹤身

體健康狀況。另，對於東南亞及中東境外生部分，學務處與國際處合作，逐一確認狀況。 

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國際處 4月 16日參加由日本臺灣教育中心安排與日本學生線上座談會，當天由本校企管系、

英文系、社會系大一、大二之日籍學生，對將來有興趣來臺灣念書的日本學生作分享，座談

會中除了以學長姐身份介紹來臺念書的動機、在台生活之外，也針對本校特色及優點進行宣

傳。藉此機會特別感謝上述 3 學系的師長們對於留學生的照顧，外籍生們感受到師長的照

顧，促使學生樂意分享學校的優點。 

王淑芳社資長(校友資拓中心彭妍華主任代) 

社資處、校友總會與體育室於 6月 19日共同舉辦校友系列活動，包括校友回娘家、榮敬餐

會，以及復古懷舊舞會，屆時歡迎各位師長踴躍出席。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一、 人事室於 4 月 13 日赴臺北市勞動檢查處進行勞動檢查說明，會後依勞檢處來函要求，

本校需修正「東吳大學預防不法侵害計畫」。該項計畫修正案業於 4 月 21 日經健康促

進小組通過，將於 4月 28日提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審核。 

二、 另，因應計畫之修正及勞動檢查處意見，人事室將另行發函各單位及主管協助填寫以下

表單： 

(一)各單位(各二級單位及設有秘書之一級單位)填寫「東吳大學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

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人事室並已於 4月 23日 14:00~16:00(外雙溪校區)、4月 26

日 09:00~11:00(城中校區)於兩校區舉行撰寫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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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單位主管簽署「東吳大學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自主檢核表-主管層級」。 

依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要求，學校需於 4 月 13 日起一個月內提供上述文件資料，因此麻

煩各位主管幫忙，請儘速完成表單。 

圖書館李宗禾館長 

一、今日(110/04/26)上午國家圖書館舉辦「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獲獎學校頒獎典禮，

本校榮獲三個獎項，分別是： 

(一)學位論文傳播獎：以 108學年度碩博士論文的電子全文授權情形作為評比，本校在

全文授權數項目中榮獲私立大學組第二名。 

(二)學位論文開放獎：以 109年碩博士論文的電子全文被下載情形作為評比，本校在全

文被下載數項目中榮獲私立大學組第五名，也是首次進榜的項目。 

(三)學位論文資源貢獻獎：依據 109年各分項(學位論文全文授權數、全文授權率、書目

被點閱數、書目被點閱率、全文被下載數、全文被下載率)排名積分總分計算，本校

獲得私立大學組第三名。 

以上三個獎項要再次感謝教務處以及各院系協助共同推動博碩士學位論文的公開與知

識共享。 

二、109學年度各院系圖書期刊經費執行情形已在 4月中旬提供各單位主管參考，本學年度

的薦購期限到 4月 30日截止，請各學系把握時間，充分利用經費。 

教學資源中心朱蕙君主任 

教學資源中心邀請行政單位至攝影棚錄製業務說明影片，目前已有電算中心網路組及人事

室預約時間進棚錄製。歡迎還沒有拍攝業務說明影片的行政單位，跟教學資源中心聯繫。另，

圖書館係使用館內攝影棚錄製影片。再次感謝以上單位協助配合新進教師研習營拍攝教學

影片。 

電算中心謝永明主任 

教育部自今年 4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進行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本校去

年的演練結果並不理想，依教育部之標準開啟率應低於 10%以下，但本校開啟率卻高達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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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保城副校長 

一、 教育部交通安全教育訪視小組於 4月 23日蒞校進行實地訪視，此一訪視上一次是 8年

前。這 8年之中，本校有一相當特殊之處，即 557公車行駛路線進入本校並於校園內設

站。557公車一般民眾皆可搭乘，並非學校專車，並可於 APP 系統查詢班次時間，一天

約有 6千人次的搭乘量，搭乘人數相當多，無形中騎乘機車的學生人數也會減少。訪視

委員非常肯定本校延伸公車到校園之措施，訪視委員並同時肯定學校對於校園內整體

交通安全的相關維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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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算中心為確保資訊傳遞暢通不混亂，日前曾請各單位提供資訊聯繫窗口人員名單，惟

林語堂故居管理處、GIS 創造力暨產業育成中心、中華文明現代化研究與創意中心、企

業創新育成中心、商學研究發展中心、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智能商業研究中心、

WTO法律研究中心、海量資料分析研究中心、中東歐研究中心、SME 智能金融研究中

心、AACSB國際商管認證辦公室等單位尚未提供名單，請以上單位主管協助儘快提報

聯繫窗口資料，俾便電算中心彙整名單，日後將直接透過各單位資訊窗口聯繫、召開會

議及溝通討論相關業務。 

三、 上週末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試，很多家長陪同學生參加，特別感謝秘書室、社資處臨時

安排同仁支援開放數位校史館，俾便家長們於等候期間可以參觀校史館，兩天約有 800

位入館參觀，另，贈送每位參觀人員校園紀念品「東吳好事花生」一包，讓很多家長非

常感動，特別是有些家長本身也是本校的校友，由於數位校史館設置互動性很高，建議

日後學校若有類似活動，可以善用校史館資源安排參觀活動，是很好的宣傳管道。 

四、 商學院從 107 學年度開始辦理「高級國際溝通英文」，3 學分的密集班，利用暑假 4 週

時間密集上課，學生平均英檢成績進步 140 分，成效良好。感謝商學院，今年特別增開

1班提供非商學院的學生參加，疫情期間強化英文能力，是學生面對國際化最好的準備，

請各位師長協助宣傳，鼓勵學生參加。目前規劃兩個班、100 位學生，經費約 95 萬正

透過募款籌措，歡迎各院系支持分攤經費。未來教育部會將第二語文作為國際化評鑑指

標之一，如果今年開班的學習成效良好，建議應該常態性的廣開此類課程，提升學生英

語能力。謝謝商學院、國際商管學程承辦同仁江怡靜秘書，也謝謝外語學院張上冠院長、

英文系蔡佳瑾主任、語言中心蔡佩如主任協助，也要麻煩社資長對此一方案辛苦募款。 

哲學系米建國主任 

人社院所在的第二教研大樓共有 3個入口處：左邊入口(靠近操場，有階梯，無坡道)、中間

入口(有階梯，有無障礙坡道)、右邊入口(靠近錢穆故居，平面入口無階梯)，上週末系所辦

理甄試時，為了防疫量體溫管控大樓進出入口，僅開放左側靠操場 1處入口，不僅沒有無障

礙坡道且階梯甚多，不利年長者及行動不便者進出，本人第二天發現向學校反應後，才改由

中間入口進出。各系所很努力辦理招生甄試，也感謝學校提供很多協助，但設置管制入口時

沒有考慮使用無障礙設施，是美中不足之處，希望未來學校在辦理活動安排場地時，各單位

人員都能有充分的意識，留意行動不便者的需求，優先善用學校無障礙空間及設施。 

 校長指示：非常感謝米主任的提醒，各單位同仁都應該要有無障礙校園的觀念，請

總務處幫忙宣導，全校各學術行政單位規劃舉辦活動時，要特別留意身障人士對場

地設備的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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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梅長生主任 

一、回應米主任提到的狀況，因為本人晚上、假日常留在學校加班，曾經有幾次經驗，發現

水塔漏水、道路濕滑影響安全等問題，通知總務處時，總務處同仁都很快速地回應及處

理。雖然提高同仁們的無障礙校園意識，是根本解決之道，但是學校也應該建立一個快

速反應機制，如台北市的 1999 熱線電話，當然也可以利用學校 APP 系統「我要反映」

的功能，但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方式，使用率值得檢討。再一次強調，個人覺得

總務處處理迅速，做得非常不錯。 

二、有關校務發展計畫管考結果，物理系未獲獎，絕對是遺珠之憾，不知是否有複審或申訴

管道。本人自 107 學年度下學期到任後，非常積極努力的配合學校政策，鼓勵老師學生

研究，物理系只有 8位老師，但 108學年度就有 7件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案，雖

然最後只通過 1件計畫，但系上全體師生同仁都非常努力，我認為管考結果，是對物理

系士氣的一種打擊。另，由於之前校發組在計算本人科技部計畫件數時，曾發生失誤算

錯件數，故如有相關機制我想提出申訴。 

 校長指示： 

一、謝謝梅主任對總務處的肯定，希望總務處也可以更加精益求精。 

二、關於校發計畫管考，應無申訴制度，請研發處與梅主任說明物理系校發計畫

的審查情形。 

三、面對任何的評比結果，我們總是要抱著沒有最好，永遠可以更好的想法，但在

實際執行管考的過程，訂定的管考指標是否合理，有無調整的空間等等，都是

可以檢討的，大家可以想一想提出建議。 

王志傑研發長 

首先很遺憾梅主任有遺珠之憾，但我想強調沒得獎並不代表不好，據瞭解，物理系

的管考評定成績為優良。有關科技部計畫件數計算，可能是承辦單位與梅主任雙方

對於計算方式有一些認知上的落差，這部分我們回去會再做仔細瞭解。但梅主任提

到的這項量化數據，其實應不影響整體管考結果，學校並沒有所謂的申訴制度，如

果梅主任還是有一些意見的話，我們可以討論一下，看看到底在整體表現上有什麼

差別，但我還是必須再次強調，物理系的整體表現並不差。 

哲學系米建國主任 

有關系所評鑑管考意見： 

一、校外委員的待改善意見已表示：【學士學位】思維方法 1學分，稍嫌不足。 

二、本系回應意見為：思維方法為全校共同必修之課程，學分數由學校訂定，因屬通識教育

中心業務範圍，並非本系可以解決之問題，但我們會努力在 1 學分的課程中做好教學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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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內管考委員對本系回應的審查結果為：審查不通過，建議宜針對校外委員之意見，回

覆思維方法 1學分是否足夠？ 

四、本系認為校外評鑑委員的意見「思維方法 1 學分，稍嫌不足」已明顯表達思維方法 1學

分不足，但校內管考委員的意見是「建議宜針對校外委員之意見，回覆思維方法 1 學

分是否足夠？」，此明顯並非校外評鑑委員所陳述之意涵，兩者意見顯然不同，本系不

知該如何回應校內管考委員意見，且若不回覆或未回答本項管考不通過項目，是否意

謂本系未通過管考？ 

五、本系已通過本期系所評鑑，但校內管考結果卻是審查不通過，這將影響 6 年後下一期

程的系所評鑑作業。因本期系所評鑑的審查意見、待改善措施及學系回覆，是為下期系

所評鑑的依據，屆時本系該如何面對？這個問題不只是學系需處理的，未來也是校方

需面臨的。對此難題因無申訴機制，故本系在此表達對管考意見之質疑。 

趙維良副校長 

管考指導小組開會時，曾針對本項進行討論，我們認為系所評鑑委員待改善意見的質疑是：

哲學系可能需要多一點思維方法的訓練，所以審查意見為學分數不夠。但其實哲學系應該還

有很多包含思維訓練的課程，所以請哲學系補充說明有關思維訓練課程的資料。 

詹乾隆教務長 

在整個評鑑機制中，校外評鑑委員針對學系相關的課程提出意見，之後由學系回覆意見，校

內管考委員再針對學系的回覆，確認是否能充分回應評鑑委員的意見。 

 校長指示：思維方法是通識共通教育全校必修課程，不屬於哲學系的課程，學系只

是支援師資，管考委員可能有所誤會，這不應列在哲學系的系所評鑑項目，不應就

這項針對哲學系進行管考，如委員意見有不太合理之處，請與管考委員解釋說明，

看看是否能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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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敬請審議本校與日本滋賀大學、美國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俄羅斯莫斯科城市大學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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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審查通過(110.03.26)。 

二、 日本滋賀大學為日本著名國立大學群「5S」中的其中一所，並與私立大學群中的

「關關同立」水平相近，為日本境內優秀大學之一。該校自 109 年起表達欲與我

校合作交流意願，本次提出簽署校級總約，未來擬與本校進一步建立院級合作計

畫。學校簡介與協議請詳附件 1 及附件 2。 

三、 美國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曾獲《普林斯頓評論》譽為「最具價值大學」；與多間

公司合作實習計畫，提供國際學生實習機會。該校資訊工程學院國際事務代表主

動與本校聯繫，希望建立兩校學術交流合作，未來共同發展雙聯學制計畫。本次

該校提出簽署校級總約，學校簡介與協議請詳附件 3 及附件 4。 

四、 俄羅斯莫斯科城市大學為國內名列前三的教學大學，於 109 年提出與本校合作校

級交換學生計畫，業經本校 109 學年度第 8 次(109 年 11 月 30 日)行政會議審議

通過。其後該校提出擴增其他交流可能，故本次提出簽署校級總約。學校簡介與

協議請詳附件 5 及附件 6，敬請討論。 

附件 1：日本滋賀大學學校簡介 

附件 2：日本滋賀大學協議草案 

附件 3：美國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學校簡介 

附件 4：美國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協議草案 

附件 5：俄羅斯莫斯科城市大學學校簡介 

附件 6：俄羅斯莫斯科城市大學協議草案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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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敬請審議本校與日本千葉商科大學、韓國淑明女子大學簽署校級交換學生協議案。 

提案人：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審查通過(110.03.26)。 

二、日本千葉商科大學與本校自 102 年建立校級交流，曾簽訂校級總約(含學生交換

計畫)。期間透過交換學生計畫、短期營隊等活動進行學生交流。兩校合作穩定，

惟前次協議期限屆滿，兩校擬於今(110)年完成簽署新版校級總約(該案業經本校

行政會議通過，本校已完成簽署並寄送至對方學校簽署中)。本次對方學校提出簽

署交換學生協議，以延續兩校交換學生計畫。學校簡介與協議請詳附件 1 及附件

2。 

三、 韓國淑明女子大學與本校自 103 年建立校級交流合作迄今，已簽訂校級總約(永

久有效)以及交換學生協議(108 年 7 月到期，倘雙方無異議可自動展延 5 年)。期

間本校每年穩定薦送交換學生至該校修讀。本次該校主動提出重新簽訂新版交換

學生協議，以期與本校持續進行交流。學校簡介與協議請詳附件 3 及附件 4。 

附件 1：日本千葉商科大學學校簡介 

附件 2：日本千葉商科大學協議草案 

附件 3：韓國淑名女子大學學校簡介 

附件 4：韓國淑名女子大學協議草案 

決議：通過。 

 

 

案由三：敬請審議本校與秘魯應用科學大學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含交換計畫)案。 

提案人：王世和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審查通過(110.03.26)。 

二、 祕魯應用科學大學為國內認證具有優越教學品質與教學資源之大學。透過本校師

長引薦，擬與本校建立校級協議關係，並於內容敘明交換學生細則及交換教職員

合作之可能。學校簡介與協議請詳附件 1 及附件 2。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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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請討論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位學程已奉教育部核定，將自 110 學年起調整為資料科學

系，故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二、 另，配合此次組織規程之修正，擬調整部分行政單位組織，以符合實際運作之需

要。除一般性文字調整外，修正重點如下： 

(一)於第 9 條明定巨量資料管理學院下設資料科學系，並增列新設立之學系，其

首任主任人選由校長指派校內相關學術領域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兼任。（第 9

條） 

(二)一級行政單位組織調整：為整合校內教學資源，將教學資源中心相關業務併

入教務處，並於教務處下設教學資源中心；原教學資源中心負責之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相關業務，移轉研究發展處，並於研究發展處下設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推動中心。（第 12 條及第 15 條） 

(三)二級行政單位名稱調整：將圖書館「數位與系統組」調整為「數位資訊組」；

將電算中心「網路暨維修組」調整為「網路組」。（第 21 條及第 23 條） 

(四)因應主管機關業務審查結果及配合實際作業需要，調整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及電算中心主任職掌。（第 7 條及第 23 條） 

(五)適度放寬學生事務長及華語教學中心主任之任用資格，增加校長用人彈性，

俾利選任合適之人員擔任。（第 7 條及第 22 條） 

(六)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位學程調整為資料科學系及一級行政單位組織調整後，

校務會議代表人數應配合調整。（第 28 條） 

(七)調整附表「東吳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覽表」，於巨量資料管理學院下

增列資料科學系；於外語學院下增列跨領域國際學士班（業經 109.12.16 校務

會議通過）。另於部份學制班別欄位加註已核定停招或開始招生之日期。 

三、 檢附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及東吳大學組織規程原條文（附

件 2），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散會（下午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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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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

年度行事曆」草案。 

一、本案通過。 

二、111 年端午節為 6 月 3

日(星期五)，6 月 4 日(星

期六)配合調整放假。 

一、會後修正： 

1.原訂 111/03/29 日經費收支檢討會

議，因疏忽漏刪，已刪除。 

2.原訂： 

(1)110/11/8~13 日期中考試。進修

學士班大一外文隨堂統一考試。 

(2)111/01/10~16 日學期考試。進修

學士班大一外文隨堂統一考試。 

(3)111/04/18~23 日期中考試。進修

學士班大一外文隨堂統一考試。 

(4)111/06/20~26 日學期考試。進修

學士班大一外文隨堂統一考試。 

以上資訊 4/21 經語言中心表示，進

修學士班大一外文已無統一命題，因

此拿掉『統一』字樣，以免學生誤會。

故刪除「統一」字樣，修正為： 

(1)110/11/8~13 日期中考試。進修

學士班大一外文隨堂考試。 

(2)111/01/10~16 日學期考試。進修

學士班大一外文隨堂考試。 

(3)111/04/18~23 日期中考試。進修

學士班大一外文隨堂考試。 

(4)111/06/20~26 日學期考試。進修

學士班大一外文隨堂考試。 

二、會議紀錄確認後，公告全校教職

員生周知。 

二 
請討論 109 學年度畢業典

禮舉行方式。 

一、本案通過。 

二、考量疫情影響，不開放

班級代表(各班代表 10

人)參加畢業典禮。 

三、有關 109 學年度行事曆

上畢業典禮舉辦日期變

更，不需另案提會討論，

由註課組逕行更新行事

曆網路版。 

依決議執行，同步修正 109 學年度行

事曆，並公告全校教職員生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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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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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1 

日本滋賀大學 

Shiga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國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源於1874年，於1949年正式設置大學。 

三． 規  模：  

該校位於日本滋賀縣彥根市，擁有悠久的日本近江歷史文化背景以及其經濟學專業繼承舊制

彥根高等商業學校「士魂商才」的精神。以培養職業商界人才為目的，在日本關西地區備受好

評。 

滋賀大學涵蓋兩校區：大津校區源于 1874 年成立的小學教師培訓學院，後來於 1875 年更名

為滋賀師範學校。1943年該學校改組成為滋賀教育學部。1949年滋賀大學成立後，滋賀教育

學院和另一所當地的師範學院合併為滋賀大學文理學部；彥根校區源于 1922 年成立的彥根商

學院。該學院於 1944年改組為彥根經濟學部，並於 1949年成為滋賀大學經濟學部。 

該大學部學院臚列如下： 

 教育學院(教育系、信息科學與教育系、環境教育系) 

 經濟學院(經濟系、金融系、管理系、會計信息系、信息處理與管理系、社會制度系) 

 數據科學學院(數據科學系) 

四． 強項與優勢： 

1. 泰晤士高等教育日本大學排名141-150 

2. 該校為日本著名國立大學群「5S」中的其中一所，與私立大學群中的「關關同立」水平相

近。 

五． 國際交流現況： 

該校與馬來西亞、泰國、越南、韓國、蒙古、大陸、墨西哥、法國、挪威、荷蘭、澳大利亞及

台灣等世界多國合作學術交流與學生交換計畫。其中台灣合作學校包含國立高雄大學、國立

高雄科技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台中科技大學等。 

六． 參考網站：  

1. 滋賀大學：http://www.shiga-u.ac.jp/chinese/organalzation_chart.html 

2.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B%8B%E8%B3%80%E5%A4%A7%E5%AD%B8 

3.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

rankings/shiga-university 

 

回紀錄首頁 

 

http://www.shiga-u.ac.jp/chinese/organalzation_cha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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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2 

 

GENERAL AGREEMENT ON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SHIGA UNIVERS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Considering the wish of Shiga Univers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o develop the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research and education, with the aim to improve the qualifications of teachers as well as students of both 

universities. 

 

Considering the common will of both institutions to develop, through this cooperation, the resources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ir own fields of specialization, and to extend and deepen the subjects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or research, wherever there is a specific interest. 

 

Considering the general interest to encourage such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relation 

of friendship, equality and reciprocal support. 

 

Shiga University, Japan,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hereinafter the “Parties”), in the firm 

conviction that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will promote and develop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f each of the Parties, hereby agree on:  

 

Article 1.  The Parties agree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of the programs of mutual interest in the field of : 

(1) Teaching and education, 

(2) Training of Teachers, 

(3)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rticle 2.  The Parties agree to develop exchanges through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1) Exchange of faculty, administrative staff and researchers, 

(2) Exchange of students, 

(3) Conducting joint or collaborative research, 

(4) Holding lectures and symposia, 

(5)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6) Cooperation to develop libraries, 

(7) Joint tutorship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8) Other activities which are deemed appropriat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 

 

Article 3. Any of specific project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 shall be 

established upon approval of both of the Parties. 

 

Article 4.  In carrying out the specific project of Article 3, if necessary, the Parties may agree upon and sign 

a memorandum setting out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specific commitments of each party. 

 

Article 5.  Each Party will name a responsi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greement. 

 

Article 6.  The results and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projec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ject developmen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agreement are advertised, disseminated and exploited commercially by mutual 

agreement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aws of copyright in vigor in both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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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7.  The Parties undertake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funding necessar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ions of coope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of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 

 

 

Article 8. This Agreement is valid for five years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of the final signature affixed below by 

the parties hereto. It shall be extended automatically for an additional period of five years at each 

expiration date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six months’ advance notice in writing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Article 9.  This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by mutual agreement. 

 

Article 10.  

 1) In case of any divergence of interpretation or of any difficulty of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greement or of 

any memorandum referred to Article 3, both Parties shall seek amicable solution through mutual 

consideration.  

 

 2) In case of disagreement, the dispute is brought in front a committee. Both parties agree to consider its 

proposals of solution. 

 

 

 

 

 

 

 

Shiga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esident Ryuichi Ida President Wei Ta Pan 

   /    /          /    /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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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3 

美國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UMKC)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33年 

三、 學生人數：約16,000名 

四、 教職員數：約3,900名 

五、 規  模：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位於堪薩斯城的中心地帶，共有兩個校區- Volker Campus與

Health Sciences Campus。其所位於的堪薩斯城是密蘇里州的第一大城市，也美國中西部第七大

城市，約有2百萬人口。該城市以其熱鬧的文化，美麗的公園，林蔭大道及友好的人民而聞名。

該校學院表列如下： 

 Conservatory of Music and Danc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Honors College 

 School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Sciences 

 School of Law 

 School of Education 

 Henry W. Bloch School of Management 

 School of Computing and Engineering 

 School of Dentistry 

 School of Medicine 

 School of Nursing and Health Studies 

 School of Pharmacy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 

 University College 

 

六、 排名與強項 

1. 網站Niche評比，該校為美國境內前20%的最佳公立大學之一。 

2. 該校曾獲《普林斯頓評論》譽為「最具價值大學」。電腦與工程學院的所有專業均經過工程

技術委員會認證，大學的學生教師比為21：1並擁有來自80多個國家約1800名國際學生。85%

的學生在畢業後即刻獲得就業機會。電腦科學專業畢業生起始年薪平均為94,854美元。 

3. 該校校園位於全美第四大以工程而聞名的堪薩斯市。在校園的30公里內，有超過250個工程

技術類或電腦科學類公司，其中包括許多國際500強公司總部也設在勘薩斯城。有超過85％

的本科生在畢業前參加帶薪實習。多數國際學生都參加了OPT（選修實習培訓）或CPT（課

程實習培訓）。UMKC合作夥伴包含通用汽車、Garmin、Honeywell等多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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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考網站：  

1. 美國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官網: https://www.umkc.edu/about/facts.html  

2.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6%E8%8B%8F%E9%87%8C%E5%A4%A7%E5%AD%A6%E5%A0%A

A%E8%90%A8%E6%96%AF%E5%88%86%E6%A0%A1  

 

 

回紀錄首頁 

 

 

  

https://www.umkc.edu/about/facts.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6%E8%8B%8F%E9%87%8C%E5%A4%A7%E5%AD%A6%E5%A0%AA%E8%90%A8%E6%96%AF%E5%88%86%E6%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6%E8%8B%8F%E9%87%8C%E5%A4%A7%E5%AD%A6%E5%A0%AA%E8%90%A8%E6%96%AF%E5%88%86%E6%A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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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4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In accordance with a mutual desire to promote further coope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nd to enhance the intellectual and experiential resources of our two institutions,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hereinto referred 

to as UMKC)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hereinto referred to as SU) voluntarily joi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rticle 1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s to establish opportunities for inter-institu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UMKC and SU. Both schools agree to promot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for their autonomy, and under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force in each country and institution, and within their available resources.  

 

Both institutions will cooperate in field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to be agreed upon. Within these mutually 

designed fields of study, 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o the following general forms of cooperation: 

a) Joint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t both the bachelor and graduate levels;  

b)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nd delivery of non-degree executive programs; 

c) The exchange of invitations to scholars (faculty, research personnel and graduat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lectures, conferences, and symposia; 

d) The exchange of faculty, staff, and research personnel for study and research; 

e) The exchange of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pecific tuition and other fees to be charged 

those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shall b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policies of 

each of the partner institutions.  

f) The exchange of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information of mutual interest; 

g) Any other mutually agreed upon activity that would benefit both parties. 

 

Article 2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ll provide the foundation and framework for 

the particular projects developed by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units from the two institutions and that 

other and future implementing project agreements will supplement or amend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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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Schools or departments of UMKC and/or SU that wish to engage in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must 

negotiate a Supplementary and Specific Agreement (Memorandum of Articulation, or MOA) to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o be valid, every MOA must be signed and approved b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or unit, college, academic affairs officer, and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ated person(s) for binding 

contracts.  The terms of the MOA may not, directly or by default, contradict the terms of this Genera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UMKC and SU. 

 

Any MOA negotiated between UMKC and SU must clearly and fully identify the following elements: 

 The scope, schedule, and objectives of the activity in detail; 

 The responsible parties within the particular departments or units that are initiating the MOA.  The 

individual(s) named will be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oversight of the proposed 

activity in the MOA.  Changes to the personnel involved may be made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department or unit head, in coordination with institutional points of contact at UMKC and SU. 

 The commitment of resources, if applicable, and the attendant financial obligations of the respective 

departments at the partner institutions.  The Genera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does not 

obligate either party to support any new financial commitment unless expressly agreed upon by the 

collaborating departments. 

 The allocation and disposition of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ulting from this collaboration, such as 

ownership of industrial rights patents, certificates of invention, registry of models, and copyright of 

written materials.  

 

Article 3 

Each institution shall designate an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who shall be the contact for all discussion associated 

with the initi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who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oversight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approving changes. For UMKC, depending on the nature of the 

agreement, this representative shall be either the Seni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ficer or their appointee.  For 

SU this representative shall b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Manager. 

 

Article 4 

This MOU is made, entered into, and executed by the parties pursuant to the Policies of the Higher Learning 

Commission and is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r notification requirements established by the Higher Learning 

Commissio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ll become valid upon signature by both parties and shall remain in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from its effective date.  It may be renewed or amended at any time 

before the actual expiration date by a written agreement signed b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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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upon three (3) months prior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however, termina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ivities that have 

already commenced pursuant to a Specific Agreement (MOA).  Those MOAs will remain in effect until the 

required associated activities are completed. 

 

 

For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Kansas City 

For Soochow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ennifer D. Lundgren, PhD 

Provost and Executive Vice Chancell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JD 

President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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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5 

俄羅斯莫斯科市立大學 

Moscow City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95年 

三、 學生人數：約8,721名 

四、 教職員數：約855名 

五、 規  模： 莫斯科市立大學在俄羅斯最好的教學大學中名列前三名，提供學生一套全面的教育

系統，利用基礎設施、設施和資源，並結合教育實踐與針對城市發展的目標，來培訓學生在大城

市中的生活和工作。國際合作是MCU的非常重視的一部份，學術流動性計劃成功地吸引了來自

世界各地的學生，提供300多個學士和碩士學位課程，參與了兩個Tempus項目（Valeru和Allmeet）

（歐盟教育項目之一）。該校學系列表如下： 

Institutes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Arts 

 Institute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Sports Technologies 

 Institute of Digital Education 

 Institute of Pedagogy and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Institute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Complex Rehabilitation 

 Institute of System Projects 

 Institute of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e of Law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Institut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六、 排名與強項 

1. 2020 QS EECA(歐洲及中亞地區)大學排名:301-350名 

2. 該校為俄羅斯領先的教師培訓機構 

七、 國際交流現況：莫斯科市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簽署10多項合作協議，同時和約130所歐洲亞洲

的大學簽屬合作協議。並且擁有600名以上的國際學生，大部分來自中國、台灣、英國、義大利、

日本等國家。 

八、 參考網站：  

1. 學校官網: https://en.mgpu.ru/ 

2. QS世界大學排名: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moscow-city-university 

https://en.mgpu.ru/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moscow-city-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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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автономным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м учреждением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города Москвы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родско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и 

Сучжоуски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м 
 (Тайбэй, Тайвань) 

 

  
 
 
 
 

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between 

Moscow City University (MCU) 
(Moscow, Russia)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SU) (Taipei, 

Taiwan) 

Настоящее Соглашение составлено 

«___»____20__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автономное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е учреждение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города Москвы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родско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ГАОУ 
ВО МГПУ),  в лице проректора по развитию 
Кирилла Анатольевича Баранникова, 
действующего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доверенности  от 11 
января 2021 г. № 03/Д,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Сучжоу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 лице ректора  
Вэй-Да Бань ,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совместно 
именуемые «Стороны», желая установить и 
развивать двусторонне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заключили настояще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нижеследующем: 
 

 This Agreement is made on «___» _______ 20__ 
 
 
 
Moscow City University (MCU),   represented 
by  Vice-Rector for Development Kirill A. 
Barannikov,  acting on the  basis of the Power of 
Attorney № 03/D  on 11.01.2021, and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SU), represented by President 
Wei-Ta Pan, on the other hand, jointly referred to 
as «Parties», wishing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bilateral cooperation, have agreed upon the 
following: 
 
 
 
 
 

Статья 1 
Цел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1.1. Целью заключения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развит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Сторонами в сфер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Clause 1 
Objective of cooperation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Agreement i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Статья 2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2.1.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торонами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по следующи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Clause 2 
Cooperation area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reas: 

2.1.1. Проведение совместных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 прикладных науч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совмест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й сфере. 

 1. Development of joint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research and interaction in the innovation sphere. 
 

2.1.2. Разработка совместны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программ и их реализация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сетевой формы, в 

частности: 

 2.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joint 
educational programs in the form of network 
alliances, nam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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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обильност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чных и иных работников; 

 - exchange of scientists,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студенческой мобильности.  -
 
e
x
c
h
a
n
g
e
 
o
f
 
s
t
u
d
e
n
t
s
 

2.1.3. Совместное проведение семинаров, 

конференций, симпозиумов, краткосрочных 

курсов, и других учебных и науч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3. Joint seminars, conferences, symposia, short-
term courses and other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events. 

2.1.4. Обмен учебно-методической и нау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и публикациями. 
 

 4. Exchange of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materials, 
publications. 

 

Статья 3 

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 

  

Clause 3 

General conditions 

3.1. Условия реализации кажд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или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которые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в 
рамках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 согласовываются 
Сторонами с последующим подписание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соглашений к настоящему 
Соглашению. 

 3.1. The terms of each program or event carried 
out within the Agreement shall be agreed upon and 
signed in the form supplementary agreements to 
the Agreement by the Parties. 

3.2. Обе Стороны назначаю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х 
лиц для разработки и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конкретных программ или мероприятий. 

 3.2. Both Parties shall appoint contact persons for 
working out and coordinating each program and 
event.  

3.3. Настояще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носит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торон в рамках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не 
имеет своей целью извлечение прибыли и не 
влечет финансов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для 
Сторон.  

Стороны вправе заключать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в рамках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договоры, конкретизирующи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а также уточняющие 
взаимные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Сторон, включая 
соблюдение условий конфиденциальности. 

 3.3. The Agreement is based on non-profit 
principles. Cooperation of the Parties in terms of 
the Agreement has non-commercial objectives and 
does not impose any financial obligations on the 
Parties. 

The Parties are entitled to enter the supplementary 
agreements and contracts to the Agreement that 
specify directions of cooperation, as well as clarify 
the mutual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including 
compliance with confidentiality conditions. 

3.4. Стороны назначаю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х лиц 
для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и реализации условий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Сучжоу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  
Менеджер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артнерству 

Элейн Лю 

elaineliu631@gmail.com; icae@scu.edu.tw 

 

Со стороны ГАОУ ВО МГПУ – начальник 
управл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ГАОУ ВО МГПУ - Миляева Дарь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3.4. The Parties appoint the coordinators for the 
real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rom SU -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Manager 

Elaine Liu 

elaineliu631@gmail.com; icae@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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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yaevaD@mgpu.ru, inter@mgpu.ru 

 

3.5. Настояще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вступает в силу с 
момента подписания и действует в течение 5 
(пяти) лет. Настояще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одлено по взаимному согласию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Настояще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ожет быть 
расторгнуто по инициативе любой из Сторон 
путем письменного уведомления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не позднее, чем за 45 календарных 
дней д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мой даты расторжения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Прекращение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не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анием для расторжения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 соглашений, 
заключенных в рамках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From MCU: 

Hea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Daria A.Milyaeva 

MilyaevaD@mgpu.ru; inter@mgpu.ru. 

 

 

3.5. This Agreement shall come into effect on the 
date of signature and remain in force for a period 
of 5 (five) years. The Agreement can be prolonged 
by mutual consent of the Parties. The Agreement 
can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by a written 
notice not later than 45 (forty five) days prior to the 
termination of the Agreement.  

Termination of the Agreement does not constitute 
ground for termination of supplementary contracts, 
agreements concluded in terms of the Agreement.  

 

3.6. Прекращение действия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не должно отражаться на взят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х перед работниками или 
обучающимися в рамках исполнения условий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задействованными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период действия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3.6. The termination of the Agreement should not 
affect faculty/staff member involved in any of 
cooperative forms or individual student who 
studies in terms of the Agreement at the moment of 
its termination. 
 

3.7. Настояще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ожет быть 
изменено по взаимному согласию Сторон. 
Все изменения и дополнения оформляются в 
форме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соглашений к 
настоящему Соглашению и вступают в силу с 
момента их подписания Сторонами. Все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соглаш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3.7. This Agreement can be amended by the mutual 
consent of the Parties. All amendments, changes, 
additions are carried out in the form of 
supplementary agreements to the Agreement and 
shall come into force at the moment of their 
acceptance and signing by the Parties. All   
supplementary agreements shall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Agreement. 

3.8.  Настоящее Соглашение составлено на 
двух языках – русском, английском в двух 
подлинных экземплярах, имеющих равную 
юридическую силу, по одному экземпляру для 
каждой Стороны.  

 3.8 This Agreement is concluded and signed in 2 
(two) languages (Russian, English) in two copies, 
one for each Party. Both texts are equally valid. 

 

Статья 4 

Адреса и подписи Сторон 

 

ГАОУ ВО МГПУ 

129226,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город Москва, 

2-й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проезд, дом 4, 

корпус 1. 

 

  

Clause 4 

Addresses and signatures of the Parties 

 

Moscow City University 

Moscow, 2nd Selskokhozyastvenny proezd,  

Bld. 4/1, Russian Federation 

 

 

 

mailto:MilyaevaD@mgpu.ru
mailto:inter@mgpu.ru
mailto:KabakhidzeKL@mgpu.ru
mailto:inter@mgp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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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оректор по развитию 

 

 

___________________    К.А. Баранников 

 

 

 

 

 

 

 Vice-Rector for Development   

 

 

____________________    Kirill A. Barannikov 

 

Сучжо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70, Линхси Роуд, район Шилин, Тайбэй, 

Тайвань 11102 

 

 Soochow University 

No.70 Linhsi Road. Shilin District, Taipei City, 

Taiwan 11102 

 

   Ректор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President 

 

 

____________________Wei-Ta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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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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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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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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2 

AGREEMENT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CHIB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JAPAN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as promoted by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the Chib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will be implemented as follows: 

1.The home university will select the applicant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and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on admission for each case based on the 

academic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posed course work. 

2.Each university will have no more than two (2) students from the other side enrolled at any time. The 

actual number of student(s) to be exchanged will be determined each year by mutual agreement. 

3.The period of enrollment of the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ould not be longer than 12 

months. Extension of the period may be allowed, in exceptional cases, by mutual agreement. 

4.The student(s) will continue as candidate(s) for a degre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nd will not be 

candidate(s) for a degree at the host university. 

5.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not be liable for travel, living, healthcare, insurance or other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student(s). This does not preclude applications for scholarships or financial aid from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6.The field of study of each student will be subject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eing able to provide the 

appropriate course of study and appoint qualified supervision if/when required. 

7.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determine the language skills required for admission in each case,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student(s) will have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to carry out the studies 

successfully.  

8.The student(s) must be enrolled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s regular student(s) and will be exempt 

from application, matriculation, and tuition fee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9.The host university agrees to provide, prior to the exchange, the course plan and documentation of 

course work for the applicant student(s), as well as appropriate documentation about the 

performance 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The home university wil l determine, prior to the 

exchange, the appropriate number of credits to be transferred in each case. 

10.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ssisting the student(s) to find adequate 

accommodation on or near the campus.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be exempt from this responsibility if 

the recommended accommodation is refused by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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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ed to all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12.Each university will appoint a liaison office and/or person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The appointed office and/or person will act as contacts for enquiries about the program and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and overseeing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progra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Wei Ta Pan. 

President 

Soochow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Sachihiko Harashina 

President 

Chib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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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3 

韓國淑明女子大學 

Sookmyung Women’s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    性：綜合型私立大學 

二、成立時間：西元 1906年，高宗皇室為了發展女性教育，設址龍洞宮，建立了私立“明新女學

校”，為韓國第一所私立女子大學。1909年改稱“淑明高等女學校”，1948年升級為“淑明女子

大學”。 

三、學生人數：約 10,492人 

四、規  模：學士課程現有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人類生態、法律、經濟及企管、音樂、藥

學、美術、全球服務、英文及傳播媒體等學院，設有韓文、德文、日文、旅遊、化學、數學、

食物營養、兒童福利、公共事務、政治、國際關係、法律、經濟、企業管理、工業設計、環境

設計及音樂等多項專業科系。大學部學院列表如下： 

學院列表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ollege of Scienc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College of Human Ec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Law 

College of Economics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of Music 

College of Pharmacy 

College of Fine Arts 

College of General Education 

School of Global Service 

School of English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 Media 

五、強項與優勢： 

1. 2021年QS世界大學亞洲排名246。 

2. 國內設有「領導才能教養學部(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for Leadership」，曾被評選為國家

顧客滿足度第一大學。 

3. 本著“謙遜，智慧，正義”的教育哲學，採用數位化教學，培養情報時代的人才，學校文化

氛圍濃郁。校內硬體設施先進，給學生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境和生活環境。擁有世界一流的

師資隊伍，教學品質優秀。 

六、國際交流現況：淑明女子大學目前與世界各國超過 200所國外學術機構進行合作，如學生交

換、雙聯學位、短期教授、文化考察和各種學術文化交流團隊等，合作學校包括加拿大多倫多

大學、美國史丹佛大學、天普大學、大陸清華大學、蘇州大學、台灣大學包括中央大學、政治

大學、師範大學、台灣科技大學、靜宜大學、元智大學及文化大學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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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考網站：  

1.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1  

2. 淑明女子大學官方網站 

 https://www.sookmyung.ac.kr/sookmyungen/index.do  

 

 

回紀錄首頁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1
https://www.sookmyung.ac.kr/sookmyungen/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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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4 

Agreement for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kmyung Women’s University 

Cheongpa-ro 47-gil 100, Yongsan-gu, Seoul, Korea 

And 

Soochow University 

No. 70, Linsh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Taiwan 

 

 

Sookmyung Women’s Universit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wish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for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 which will support the promotion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s 

of global outlook and cultural appreciation, and hereby agree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follows: 

 

1.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Each institution agrees to exchange a total of 4 student units (where each 

unit means one exchange student attending for an academic semester) per year for an academic exchange 

period from one semester up to one academic year. It is expected that an overall balance of student units 

can be achiev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greement. 

 

2. Selection of Students: It is expected only students of good academic performance will be selected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The host institution reserves the right of final approval on the admission of an exchange 

student.  

 

3. Credit Transfer: The home institution shall consider and decide on whether credits earned by their 

exchange-out student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s will be transferred for inclusion in the students’ academic 

records at the home institution. 

 

4. Financial Arrangements: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remain registered as full-time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exchange period and pay normal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institution.  They will be enrolled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without having to pay tuition fees. They are however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s of living, 

travelling, accommodation, insurance and other incidental expenses.    

 

5. Accommodation: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exchange students with all possible assistance in 

looking for suitable 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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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mmigration Formalities: Each institution will issue appropriate documents for visa purpo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rrent law, although it is ultimate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student to 

obtain a proper visa in a timely manner. 

 

7. Insurance: Exchang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arrange their own insurance against illnesses and accidents 

covering the period of their stay in the country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8. Students’ Obligations and Entitlements: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y will be entitled major academic resources and support services generally 

available to full-time student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9. Arrival Arrangements: On arrival at the host country,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the exchange 

students with appropriate orientation on the host country and institution. 

 

10. Period of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will come into effect immediately upon signing. It will be in force 

for five years and may be revised and/or renewed upon mutual consent. 

 

11. Termination of Agreement: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by serving a six-month prior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Such termina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and continuity of any 

incompletely discharged obligation agreed upon by the two parties before termination. 

 

12. Programme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of Soochow 

University and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Sookmyung Women’s University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exchange programme while academic matters will be the direct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departments of Soochow University and Sookmyung Women’s University. 

 

 

 

   

Yunkeum Chang, Ph.D.  Wei Ta Pan, J.D. 

President   President 

Sookmyung Women’s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Date:  Date: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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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附件 1 

祕魯應用科學大學 

Universidad Peruana de Ciencias Aplicadas (UPC)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94年 

三、 學生人數：約57,300名 

四、 規  模：該校位於祕魯的首都-利馬(Lima)，是該國的西班牙文化重地；當地也包含了聯合國

世界遺產之一的利馬古城區。共有四個校區(Monterrico Campus /Villa Campus /San Isidro Campus 

/San Miguel Campus)，13個學院。該校學院表列如下： 

 Schoo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chool of Contemporary Arts 

 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School of Human Science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s 

 School of Law 

 School of Design 

 School of Economics 

 School of Educati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School of Business 

 School of Psychology 

五、 排名與強項 

1. 該校於2018年獲得SINEACE(國家教育評量、認證及授證機構)認證，顯示其教學品質、充足

資源並投入社會責任等各面向均有優越表現。 

2. 該校於2011年獲得WSCUC(WASC Seni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ommission，為美國加州、夏威

夷、太平洋等地區的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評比)認證，表示其具有世界級高學術品質之學校。 

3. 2014-2017獲美國經濟學人(America Economia National Ranking)評比，在國際化表現部分排名

第1。 

六、 國際交流現況：與多國大專校院合作，訂定超過200份協議。合作對象包含澳洲昆士蘭大學(雙聯

學制)、英國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學生短期交流計畫)、曼徹斯特都會大學…等等多所學校。 

七、 參考網站： 祕魯應用科學大學官網:  

https://www.upc.edu.pe/en/nosotros/acreditaciones/acreditacion-institucional/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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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附件 2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UNIVERSIDAD PERUANA DE CIENCIAS APLICADAS S.A.C. 

 

A. PURPOSE AND SCOPE  

In recognition of the proven value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for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and to strengthen the 

existi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links between both institutions, Soochow University (SU), No. 70, Linsh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Taiwan and Universidad Peruana de Ciencias Aplicadas S.A.C. (UPC), Av. Prolongación Primavera 

2390, Los Á lamos de Monterrico, Santiago de Surco, Lima,- Peru; establish this agreement to facilitate education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Specific area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may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1) Exchange of students (as detailed on Section C) 

2) Short-term academic programs 

3)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staff (as detailed on Section D) 

4) Implementation of mutual research projects 

5) Cooperation on seminars, workshops and academic meetings 

 

Subject to mutual consent, the area of cooperation includes any program offered at either institution in which the two 

institutions believe cooperation is feasible and desirable and which could contribute to fostering and developing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For the execution of any activity that implies a budget or financial implications, it will be necessary the previous 

signature of a specific agreement where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investment are detailed. 

 

At this point the area of Student Exchange and Exchange of teachers and staff will b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docu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ntiago_de_Surco_Distric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m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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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EFINITIONS 

1.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exchange students” are students who may study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one semester or one academic year. They will be classified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will not be eligible for 

degree statu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unless previously agreed by both institutions. 

2. The “exchange program” is the program pursuant to this agreement. 

3. “Home institution” shall mean the institution at which a student intends to graduate, and “host institution” shall 

mean the institution which has agreed to accept the student from the home institution. 

4. “Faculty” represent the appropriate academic entity at the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staff” refers to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ical employees of the institutions. 

 

C. EXCHANGE OF STUDENTS 

1. Applicants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will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criteria established by the 

home and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se applicants will be selected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and subject to final 

acceptance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2. All exchange students must be registered and must remain enrolled as full-time degree-seeking at the home 

institution as a condition of acceptance into the exchange program. Exchange students must be in good academic 

standing prior to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Students are eligible to participate if they have satisfied 

any language proficiency requirement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3.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will not be expected to pay tuition fee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Students will pay tuition fee to the home instit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ies of that institution. 

4. A maximum of six (6) students per institution can participate on the exchange programs each academic year. 

Both institutions will try to maintain a balance in the number of exchanged students. If the limit is surpassed, 

then the rest students will pay the tuition fees from the host institution.  

5.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ir travel arrangements and shall bear all associated cost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housing, meals, academic materials, medical care expenses, health insurance, personal expenses, 

required orientation fees, passport/visa application fees etc. 

6. Students must carry adequate health, emergency evacuation and repatriation insurance coverage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7.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and the laws of the host country. They 

will be entitled to regular academic resources and support services generally available to locally enrolled 

students. 

8.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facilitate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o the student life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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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ach institution serving as host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official academic records to the home institution for all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It is the student’s responsibility to sign any required information 

release forms so that the home institution may obtain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student’s academic progress 

and attendance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eventual equivalence at the home institution of academic credits 

earned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be established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D.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STAFF 

1. 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o encourage faculty and staff participation in exchange program activities from host to 

host institution. Approval of both institutions will be required for all exchanges. 

2. Applicants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exchange will be selected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and will be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3. The period of the exchang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purpose of the exchange. The duration of faculty and staff 

exchanges shall be arranged as appropriat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stablished rules and practice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4. The conditions of any faculty and staff exchanges will be agreed between the parties prior to the staff exchange 

commencing. This includes financial responsibilities, insurance coverage, housing etc. 

 

E. COMMUNICATION 

Each institution will designate an individual to coordinate this program and all endeavors that may derive from it. For 

this purpose,  

 

- SU designates  

Elaine Liu,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Manag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Center 

Address: 70, Linhsi Rd., Shihlin Dist.,Taipei, Taiwan 11102 

Telephone number: +886-2-2881-9471 

E-mail: elaineliu631@gmail.com; icae.iac@gm.scu.edu.tw 

 

- UPC designates 

 

Josilú Carbonel Falcón, Director, International Office 

Address: Av. Prolongación Primavera 2390, Santiago de Surco, Lima, P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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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 number: +511 313 3333 (7180) 

E-mail: josilu.carbonel@upc.edu.pe 

 

 

Either institution may change its designated liaison officer by written notification to the designated liaison officer of the 

other institution. The officers will inform each other of the delegation of duties within the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staff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grams, routine communication, and processing of enrolments and activities. 

 

F. RENEWAL, REVIEW, TERMINATION AND AMENDMENT OF THE AGREEMENT 

1. This agreement should be signed by official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institutions.  

2. It will be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of the last signature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five (5) years. The present agreement 

may be renewed by written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the renewals shall be for an additional five (5) years. 

3. Both institution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regularly reviewing the program(s) on a yearly basis. The review is 

essential in order to make appropriate and mutually agreed modifications as may be required and to identify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in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4. Either institution reserves the right to withdraw from this agreement by giving six-month written notice to 

termination. Exchanges planned or in progress when termination is initiated will be satisfactorily completed. 

5. Items not covered by the agreement may be raised and negotiated separately by both institutions without 

abrogating this agreement. Amendments or changes shall be made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the dul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nstitutions. 

6. I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is found to conflict with any laws, statutes or regulations in force in the home 

or host country, such provision will be null and void, but all other provisions without such conflicts shall remain 

in effect. 

7. In case of controversy over the interpretation, validation, nullity and / or application of the Agreement and 

Specific Agreements, it must be resolved under the rules of good faith and through coordination of the Contact 

persons listed in section E.  

8. The parties undertake to comply with all regul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in their country, while 

it will be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information considered personal of students, professors, researchers 

and / or participants in any of the activities they carry out in function of this Agreement. 

9.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ey will jointly enjoy the rights granted by the law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th in the 

Peruvian Republic, as in other countries regarding the products and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Agreement, according to your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10. Neither institution shall be liable for failing or delaying performance of its obligations resulting from any 

condition beyond its reasonable control,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pidemic, court order, governmenta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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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 of war or terrorism, earthquake, fire, flood, action of the elements or other acts of God or public enemy, 

labor conditions, power failures, and Internet or other network disturbances 

 

This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has been signed in two (2) versions in English, both equally valid, and of which each 

university has taken one. Each university may accompany the signed Agreement with a translated version for internal 

reference purposes, always recognizing the English version as having legal authority.  

 

 

 

Soochow University 

 

 

 

 Universidad Peruana de Ciencias Aplicadas 

S.A.C. 

Wei Ta Pan 

President 

 Edward Roekaert Embrechts 

Rector 

   

Date:  Date: 

   

 

 

 Universidad Peruana de Ciencias Aplicadas 

S.A.C. 

 

 

  

  Gustavo Guerrero Vásquez 

Vice Rector of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ate: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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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附件 1 

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私立學校

法之規定及本校辦學宗旨訂定。 

本校組織於本規程未規定

者，依有關教育法令規定。 

 

未修正 

 第二條 

本校校名為東吳大學。 

 

未修正 

 第三條 

本校以培育人才、研究學

術、提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

國家發展為宗旨。 

本校應保障校園內之學術自

由。 

 

未修正 

 第四條 

本校設董事會，其組織依捐

助章程規定辦理。 

 

未修正 

 第五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

務。 

本校校長之產生，應由董事

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

人，送請董事會圈選後，報請教

育部核准聘任之，任期四年；任

期屆滿，經董事會同意，得連

任，以兩次為限。  

前項所稱之遴選委員會，其

成員應包括教師代表、行政人員

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

士，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

總數二分之一，其組織及運作方

式另訂，經董事會核定後公布實

施。  

前項所稱教師，指本職為教

師之人員；所稱行政人員，指本

職為教師以外之職員及技術人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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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第六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

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

研究，由校長遴選教授，報請董

事會同意後聘請兼任之，其任期

應與校長配合。 

 

未修正 

第七條 

本校置教務長一人，主持全

校教學與學術行政事務。 

本校置學生事務長一人，主

持全校學生活動與輔導行政事

務，並推動特殊教育有關事務。 

本校置總務長一人，主持全

校環境安全衛生及一般行政事

務。 

本校置研究發展長一人，主

持校務發展規劃與評鑑，並負責

推動研究事務與產學合作有關事

務。 

本校置學術交流長一人，主

持國際與兩岸交流合作及境外生

招生宣傳與輔導有關事務。 

本校置社會資源長一人，主

持校友服務與募集社會資源事

務，並負責推動畢業生生涯發展

有關事務。 

教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

交流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社會資源長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七條 

本校置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各一人，分別主持全

校教學與學術行政事務、學生活

動與輔導行政事務、一般行政事

務。 

本校置研究發展長一人，主

持校務發展規劃與評鑑，並負責

推動研究事務與產學合作有關事

務。  

本校置學術交流長一人，主

持國際與兩岸交流合作及境外生

招生宣傳與輔導有關事務。 

本校置社會資源長一人，主

持校友服務與募集社會資源事

務，並負責推動畢業生生涯發展

有關事務。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

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由校長聘請

教授兼任；總務長、社會資源長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任期

均為四年，得連任，以兩次為

限。 

 

一、因應教育部 108年

度大專校院特殊教

育業務辦理情形書

面審查結果，將推

動特殊教育納入學

生事務長職掌。 

二、配合實際作業需

要，將目前總務處

辦理之環境安全衛

生業務明定於總務

長職掌。 

三、適度放寬學生事務

長任用資格，增加

校長用人彈性，俾

利選任合適之人員

擔任。 

四、現行教務長等 6位

處級主管，歷年來

均由校長視實際之

需要逐年聘任之，

與院長或學系主任

之任期制不同。鑑

於實務運作之需

要，建議刪除原條

文關於任期之規

定。 

第八條 

本校分設人文社會學院、外

國語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

商學院、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各

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由各學

院分別組成遴選委員會就校內外

教授中遴選二至三人後，陳報校

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

年；任期屆滿，經院務會議同

意，報請校長聘任後，得續任一

第八條 

本校分設人文社會學院、外

國語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

商學院、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各

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由各學

院分別組成遴選委員會就校內外

教授中遴選二至三人後，陳報校

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

年；任期屆滿，經院務會議同

意，報請校長聘任後，得續任一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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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新設立之學院，其首任院長

人選由校長指派校內相關學術領

域之專任教授兼任。 

院長於任期內如有不適任之

情事，得經該學院三分之一以上

專任教師連署，經院務會議應出

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

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報請校

長核定後，免除其院長職務。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

作辦法另訂之。  

學院得置副院長，協助院長

推動院務，由院長提請校長聘請

教授兼任，續聘時亦同，其任期

應與院長配合。 

副院長如有不適任之情事，

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

其副院長職務。 

第一項遴選委員會如經公開

徵選未能產生二位以上之候選

人，經專簽敘明理由，陳請校長

同意後，以一位候選人辦理遴選

作業。 

 

次。新設立之學院，其首任院長

人選由校長指派校內外相關學術

領域之教授兼任。 

院長於任期內如有不適任之

情事，得經該學院三分之一以上

專任教師連署，經院務會議應出

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

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報請校

長核定後，免除其院長職務。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

作辦法另訂之。  

學院得置副院長，協助院長

推動院務，由院長提請校長聘請

教授兼任，續聘時亦同，其任期

應與院長配合。 

副院長如有不適任之情事，

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

其副院長職務。 

第一項遴選委員會如經公開

徵選未能產生二位以上之候選

人，經專簽敘明理由，陳請校長

同意後，以一位候選人辦理遴選

作業。 

 

第九條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國文學

系、歷史學系、哲學系、政治學

系、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音樂學系。另設師資培育中心，

負責全校教育學程，其組織及運

作辦法另訂之。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文學

系、日本語文學系、德國文化學

系；又為支援全校外國語言教

學，另設語言教學中心，負責全

校共同外文課程。  

理學院分設數學系、物理學

系、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心理

學系。 

法學院設法律學系。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會計

學系、企業管理學系、國際經營

與貿易學系、財務工程與精算數

學系、資訊管理學系。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設資料科

第九條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國文學

系、歷史學系、哲學系、政治學

系、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音樂學系。另設師資培育中心，

負責全校教育學程，其組織及運

作辦法另訂之。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文學

系、日本語文學系、德國文化學

系；又為支援全校外國語言教

學，另設語言教學中心，負責全

校共同外文課程。  

理學院分設數學系、物理學

系、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心理

學系。 

法學院設法律學系。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會計

學系、企業管理學系、國際經營

與貿易學系、財務工程與精算數

學系、資訊管理學系。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設學位學

一、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學位學程已獲教育

部核定調整為資料

科學系，故配合修

正本條文。 

二、增列新設立學系首

任主任人選由校長

指派校內相關學術

領域副教授以上專

任教師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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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規定

另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及博士班，並得分組教

學。（設置明細詳如附表：「東吳

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覽

表」）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人，

主持系務，由各學系分別組織遴

選委員會就校內外副教授以上教

師中遴選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

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

期三年；任期屆滿，經系務會議

同意後，送院長報請校長聘任

後，得續任一次。新設立之學

系，其首任主任人選由校長指派

校內相關學術領域副教授以上專

任教師兼任。 

學系主任於任期內如有不適

任之情事，得經該學系三分之一

以上專任教師連署，經系務會議

應出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並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

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

務。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系務

會議及院務會議同意後，由院長

兼任學系主任，不須組織遴選委

員會辦理遴選。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

時，原應由學系主任參加之各項

會議與委員會，得由院長指定人

員代表之。 

本校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各

置所長一人，主持所務，其遴

選、任期、續聘、解聘程序適用

學系主任規定辦理。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

主持中心事務，其遴選、任期、

續聘、解聘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

定辦理。  

語言教學中心置主任一人，

語言課程教師若干人；主任由院

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

任，負責全校共同外文課程之規

程。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規定

另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及博士班，並得分組教

學。（設置明細詳如附表：「東吳

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覽

表」）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人，

主持系務，由各學系分別組織遴

選委員會就校內外副教授以上教

師中遴選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

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

期三年；任期屆滿，經系務會議

同意後，送院長報請校長聘任

後，得續任一次。 

學系主任於任期內如有不適

任之情事，得經該學系三分之一

以上專任教師連署，經系務會議

應出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並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

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

務。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系務

會議及院務會議同意後，由院長

兼任學系主任，不須組織遴選委

員會辦理遴選。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

時，原應由學系主任參加之各項

會議與委員會，得由院長指定人

員代表之。 

本校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各

置所長一人，主持所務，其遴

選、任期、續聘、解聘程序適用

學系主任規定辦理。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

主持中心事務，其遴選、任期、

續聘、解聘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

定辦理。  

語言教學中心置主任一人，

語言課程教師若干人；主任由院

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

任，負責全校共同外文課程之規

劃與教學、語言教學相關硬體及

資源之規劃與管理，其任期比照

學系主任之規定辦理。主任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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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與教學、語言教學相關硬體及

資源之規劃與管理，其任期比照

學系主任之規定辦理。主任如有

不適任之情事，得由院長報請校

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之組織

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系所屬具有學籍之學生總

數達一千人時，得置副主任一

人，協助主任推動系務，由主任

提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

任，續聘時亦同，其任期應與主

任配合。 

副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事，

得由學系主任報請校長核定後，

免除其副主任職務。 

 

不適任之情事，得由院長報請校

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之組織

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系所屬具有學籍之學生總

數達一千人時，得置副主任一

人，協助主任推動系務，由主任

提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

任，續聘時亦同，其任期應與主

任配合。 

副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事，

得由學系主任報請校長核定後，

免除其副主任職務。 

 

第十條 

本校得設跨系、院之學分學

程或學位學程。 

學分學程由所屬學院院長擔

任召集人，如為跨院之學程則由

相關學院院長互推一人擔任之。 

學位學程得置主任一人，由

所屬學院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教

師一至三人，陳報校長圈選一人

聘請兼任之，任期三年，任期屆

滿，經校長同意後，得續任一

次。 

學位學程主任如有不適任之

情事，得由所屬學院院長報請校

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第九條之一 

本校得設跨系、院之學分學

程或學位學程。 

學分學程由所屬學院院長擔

任召集人，如為跨院之學程則由

相關學院院長互推一人擔任之。 

學位學程得設主任一人，由

所屬學院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教

師一至三人，陳報校長圈選一人

聘請兼任之，任期三年，任期屆

滿，經校長同意後，得續任一

次。 

學位學程主任如有不適任之

情事，得由所屬學院院長報請校

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條次變更及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本校為推動教學與研究，配

合科際整合之需要，得設各種與

教學或研究相關之中心，其設置

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第十條 

本校為推動教學與研究，配

合科際整合之需要，得設各種教

學與研究中心，其設置辦法另

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條次變更及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本校設教務處，由教務長主

持；下設註冊課務組、招生組、

通識教育中心、教學資源中心，

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教務長提請

第十一條 

本校設教務處，由教務長主

持；下設註冊課務組、招生組、

通識教育中心，各組置組長一

人，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

一、條次變更。 

二、為整合校內教學資

源，將教學資源中

心相關業務併入教

務處，並於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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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各中心置

主任一人，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

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

員擔任，通識教育中心置主任一

人，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 

下設教學資源中

心；原教學資源中

心負責之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相關業

務，移轉研究發展

處，並於研究發展

處下設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推動中心。 

第十三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處，由學生

事務長主持；下設德育中心、群

育暨美育中心、健康暨諮商中

心、學生住宿中心、軍訓室；各

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學生事務長

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軍訓

室置主任一人，由學生事務長提

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或軍訓

教官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負責維護校內安全及處理

突發事件、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

劃與教學，並協助辦理學生生活

輔導事項。 

 

第十二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處，由學生

事務長主持；下設德育中心、群

育暨美育中心、健康暨諮商中

心、學生住宿中心、軍訓室；各

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學生事務長

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軍訓

室置主任一人，由學生事務長提

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或軍訓

教官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負責維護校內安全及處理

突發事件、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

劃與教學，並協助辦理學生生活

輔導事項。 

 

條次變更 

第十四條 

本校設總務處，由總務長主

持；下設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

理組、營繕組、採購保管組、出

納組，各置組長一人，由總務長

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三條 

本校設總務處，由總務長主

持；下設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

理組、營繕組、採購保管組、出

納組，各置組長一人，由總務長

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條次變更 

第十五條 

本校設研究發展處，由研究

發展長主持；下設研究事務組、

校務發展組、評鑑組、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推動中心，各組置組長

一人、中心置主任一人，由研究

發展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任。 

 

第十三條之一 

本校設研究發展處，由研究

發展長主持；下設研究事務組、

校務發展組、評鑑組，各置組長

一人，由研究發展長提請校長聘

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

級之職員擔任。 

 

一、條次變更。 

二、為整合校內教學資

源，將教學資源中

心相關業務併入教

務處，並於教務處

下設教學資源中

心；原教學資源中

心負責之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相關業

務，移轉研究發展

處，並於研究發展

處下設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推動中心。 



 

45 

 

第十六條 

本校設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

事務處，由學術交流長主持；下

設國際事務中心、兩岸事務中

心，各置主任一人，由學術交流

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

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三條之二 

本校設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

事務處，由學術交流長主持；下

設國際事務中心、兩岸事務中

心，各置主任一人，由學術交流

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

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條次變更 

第十七條 

本校設社會資源處，由社會

資源長主持；下設校友服務暨資

源拓展中心、生涯發展中心，各

置主任一人，由社會資源長提請

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四條 

本校設社會資源處，由社會

資源長主持；下設校友服務暨資

源拓展中心、生涯發展中心，各

置主任一人，由社會資源長提請

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條次變更 

第十八條 

本校設秘書室，置主任秘書

一人，秘書若干人；主任秘書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襄助校

長處理行政，主持秘書室，協調

各單位間之業務，並辦理文書、

公共關係、校史館營運、內部控

制以及秘書事務。 

 

第十五條 

本校設秘書室，置主任秘書

一人，秘書若干人；主任秘書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襄助校

長處理行政，主持秘書室，協調

各單位間之業務，並辦理文書、

公共關係、內部控制以及秘書事

務。 

 

一、條次變更。 

二、本校數位校史館已

完工並移轉秘書室

正式運作，爰於秘

書室職掌中增列校

史館項目。 

第十九條 

本校設人事室，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聘

任，並分設兩組，各置組長一

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辦理人事管理業務。 

 

第十六條 

本校設人事室，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聘

任，並分設兩組，各置組長一

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辦理人事管理業務。 

 

條次變更 

第二十條 

本校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

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

聘任，並分設兩組，各置組長一

人，由會計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

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

職員擔任，辦理會計事務。 

 

第十七條 

本校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

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

聘任，並分設兩組，各置組長一

人，由會計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

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

職員擔任，辦理會計事務。 

 

條次變更 

第二十一條 

本校設圖書館，置館長一

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第十八條 

本校設圖書館，置館長一

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一、條次變更。 

二、原「數位與系統

組」名稱與電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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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與學習資訊，

提供圖書資訊服務；下設技術服

務組、讀者服務組、數位資訊

組，各置組長一人，由館長提請

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與學習資訊，

提供圖書資訊服務；下設技術服

務組、讀者服務組、數位與系統

組，各置組長一人，由館長提請

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心「系統組」名稱

產生混淆，爰參考

他校圖書館下設之

性質相似組別名

稱，將「數位與系

統組」名稱改為

「數位資訊組」。 

（本條刪除） 第十九條 

本校設教學資源中心，置中

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師兼任，負責全校教與學

資源及支援之整合與發展；下設

教師教學發展組、學生學習資源

組、教學科技推廣組，各置組長

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

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

員擔任。 

 

一、本條刪除。 

二、為整合校內教學資

源，將教學資源中

心相關業務併入教

務處，並於教務處

下設教學資源中

心；原教學資源中

心負責之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相關業

務，移轉研究發展

處，並於研究發展

處下設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推動中心。 

第二十二條 

本校設華語教學中心，置中

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其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

之。 

 

第二十條 

本校設華語教學中心，置中

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師兼任，其組織及運作辦

法另訂之。 

 

一、條次變更。 

二、適度放寬華語教學

中心主任之任用資

格，增加校長用人

彈性，俾利選任合

適之人員擔任。 

第二十三條 

本校設電子計算機中心，置

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

職員擔任，負責全校資訊系統開

發、網路建置與維護、資訊教育

訓練及其他資訊服務事項；下設

系統組、網路組、行政諮詢組，

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

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

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二十一條 

本校設電子計算機中心，置

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

職員擔任，負責規劃、推廣、執

行本校電腦及資訊業務；下設系

統組、網路暨維修組、行政諮詢

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

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一、條次變更。 

二、調整電算中心職

責，從原負責「規

劃、推廣、執行本

校電腦及資訊業

務」，修正為負責

「全校之資訊系統

開發、網路建置與

維護、資訊教育訓

練及其他資訊服務

事項。」 

三、另，參考他校資訊

單位下設之性質相

似組別名稱，將

「網路暨維修組」

修正為「網路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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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本校設體育室，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負責體育教學及體育活動

相關業務之規劃與執行，並置體

育教師、運動教練若干人；下設

體育教學組及體育活動組，各置

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

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第二十二條 

本校設體育室，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負責體育教學及體育活動

相關業務之規劃與執行，並置體

育教師、運動教練若干人；下設

體育教學組及體育活動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

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條次變更及文字修正 

第二十五條 

本校設推廣部，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辦理推廣教育。推廣部得設分部

及各類專業推廣班。 

 

第二十三條 

本校設推廣部，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辦理推廣教育。推廣部得設分部

及各類專業推廣班。 

 

條次變更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校牧室，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聘請具有校牧資格之

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協助處理宗教信仰事務。 

 

第二十四條 

本校設校牧室，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聘請具有校牧資格之

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協助處理宗教信仰事務。 

 

條次變更 

第二十七條 

本校職員職稱如下：主任、

專門委員、組長、編纂、秘書、

專員、輔導員、編審、組員、辦

事員、技正、技士、技佐、稀少

性科技人員、營養師、護理師、

護士。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

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實施。 

 

第二十五條 

本校職員職稱如下：專門委

員、組長、編纂、秘書、專員、

輔導員、編審、組員、辦事員、

技正、技士、技佐、稀少性科技

人員、營養師、護理師、護士。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

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實施。 

 

條次變更及文字修正 

第二十八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

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

師代表、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

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

各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

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華語教

學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

任、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

校牧室主任、語言教學中心主

第二十六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

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

師代表、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

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

各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

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學資

源中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主

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體育

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

一、條次變更及文字修

正。 

二、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學位學程調整為資

料科學系後，其校

務會議代表應即配

合調整。 

三、增加資料科學系及

減少原一級單位教

學資源中心後，全

體校務會議代表人

數由 140人增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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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員代表、軍護人員代表及

學生代表組織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每

學系二人（設有碩士班或博士班

之學系，另增一人）；體育室教師

二人；師資培育中心教師一人；

語言教學中心教師一人。教師代

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

二分之一，其中教授或副教授資

格者不得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

分之二。  

職員代表六人，軍護人員代

表一人，應經選舉產生。  

學生代表十五人，其中學生

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

為當然代表，其餘代表應經選舉

產生。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

體會議成員之十分之一。  

第二、三、四項代表之任期

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校務會議得邀請校內外有關

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任

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

校務會議成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

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

十五日內召開之。 

為配合推動校務，校務會議

設下列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

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

各學院院長、校務會議之教

師代表及職員代表、學生會

會長所組成。提供校務規劃

與發展之指導方針，使學校

健全發展。 

二、規章委員會：由校務會議之

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及學生

代表所組成。依校務會議之

決議研擬重要章則草案、研

議校務會議交付之有關事項

等。 

三、預算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教

任、語言教學中心主任、職員代

表、軍護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組

織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每

學系二人（設有碩士班或博士班

之學系，另增一人）；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教師一人；體育室教師

二人；師資培育中心教師一人；

語言教學中心教師一人。教師代

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

二分之一，其中教授或副教授資

格者不得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

分之二。  

職員代表六人，軍護人員代

表一人，應經選舉產生。  

學生代表十四人，其中學生

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

為當然代表，其餘代表應經選舉

產生。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

體會議成員之十分之一。  

第二、三、四項代表之任期

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校務會議得邀請校內外有關

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任

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

校務會議成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

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

十五日內召開之。  

為配合推動校務，校務會議

設下列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

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

各學院院長、校務會議之教

師及職員代表、學生會會長

所組成。提供校務規劃與發

展之指導方針，使學校健全

發展。 

二、規章委員會：由校務會議之

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及學生

代表所組成。依校務會議之

決議研擬重要章則草案、研

議校務會議交付之有關事項

142 人。惟依規定

學生代表人數不得

少於全體會議成員

之十分之一（即 15

人），爰建議再增

加學生代表人數 1

人（由 14人增加

為 15 人）。學生代

表人數增加後，全

體校務會議代表人

數合計共 1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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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代表所組成，審查年度預

算案、審定年度預算修正案

及對預算執行成效表示意

見。 

以上各委員會，由校務會議

成員組成，向校務會議負責，其

設置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得設專案小組，處

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等。  

三、預算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教

師代表所組成，審查年度預

算案、審定年度預算修正案

及對預算執行成效表示意

見。 

以上各委員會，由校務會議

成員組成，向校務會議負責，其

設置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得設專案小組，處

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第二十九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

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

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

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二十七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

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

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

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條次變更 

第三十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以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

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

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室

主任、圖書館館長、華語教學中

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

室主任等組織之，校長為主席，

並邀請學系主任、相關人員及學

生會會長、與學生會會長分屬不

同校區之副會長、學生議會議長

列席參加，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

項。每月開會一至二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二十八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以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

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

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室

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

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主任、電

子計算機中心主任、體育室主

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任等

組織之，校長為主席，並邀請學

系主任、相關人員及學生會會

長、與學生會會長分屬不同校區

之副會長、學生議會議長列席參

加，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每

月開會一至二次，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 

 

條次變更及文字修正 

第三十一條 

本校設教務會議、學生事務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教務、學生事務、總

條次變更及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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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總務會議，分別由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召集。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學術

交流長、各學院院長、各學

系主任、各學位學程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圖書館

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

主任、推廣部主任、電子計

算機中心主任、華語教學中

心主任、語言教學中心主

任、各學系教師代表一人、

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七人

（含研究生代表一人）及有

關教學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

組織之，教務長為主席，討

論教務之重要事項。每學期

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教務會議下得設相

關委員會，向教務會議負

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二、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

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

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

任、各學位學程主任、體育

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

室主任、導師代表每學系一

人（設有進修學士班之學系

另增代表一人）、經選舉產生

之學生代表十二人（學生會

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

長為當然代表）及有關學生

事務、境外生輔導、學生生

涯輔導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

組織之，學生事務長為主

席，討論學生事務之重要事

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學生事

務會議下，設獎助學金暨優

秀學生甄選委員會、學生獎

懲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

學生事務會議負責，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 

三、總務會議：以總務長、各學

院教師代表（每學院一至三

務三會議，分別由教務、學生事

務、總務三長召集。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學術

交流長、各學院院長、各學

系主任、各學程主任、師資

培育中心主任、圖書館館

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通

識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

任、推廣部主任、電子計算

機中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

主任、語言教學中心主任、

各學系教師代表一人、經選

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七人（含

研究生代表一人）及有關教

學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織

之，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教

務之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

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教務會議下得設相關委

員會，向教務會議負責，其

設置辦法另訂之。 

二、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

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

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

任、各學程主任、體育室主

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

任、導師代表每學系一人

（設有進修學士班之學系另

增代表一人）、經選舉產生之

學生代表十二人（學生會會

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

為當然代表）及有關學生事

務、境外生輔導、學生生涯

輔導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

織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

討論學生事務之重要事項。

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學生事務會

議下，設獎助學金暨優秀學

生甄選委員會、學生獎懲委

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學生

事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 

三、總務會議： 以總務長、各學

院教師代表（每學院一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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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四人及有關總務業務之行政

單位主管組織之，總務長為

主席，討論總務之重要事

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總務會

議下，設招商委員會、教職

員宿舍分配管理委員會及其

他委員會，向總務會議負

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研究發展處、國際與兩岸學

術交流事務處、社會資源處下得

設諮詢會議及相關委員會，分別

由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

會資源長召集；其中諮詢會議應

邀請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參加。

諮詢會議及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

訂之。 

 

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四人及有關總務業務之行政

單位主管組織之，總務長為

主席，討論總務之重要事

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總務會

議下，設招商委員會、教職

員宿舍分配管理委員會及其

他委員會，向總務會議負

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研究發展處、國際與兩岸學

術交流事務處、社會資源處下得

設諮詢會議及相關委員會，分別

由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

會資源長召集；其中諮詢會議應

邀請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參加。

諮詢會議及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

訂之。 

第三十二條 

各學院設院務會議，以院

長、各學系主任、各學位學程主

任、該學院教師代表（每學系一

至三人）組織之，由院長召集並

擔任主席，討論該學院教學、研

究、推廣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 

各學系設系務會議，以學系

主任、該學系教師組織之，由學

系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討論該

學系教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

關系務事項。 

院、系務會議討論與學生有

關之事務時，應邀請學生代表二

至三人出席，並得邀請其他有關

人員列席。 

上列院、系務會議，每學期

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第三十條 

各學院設院務會議，以院

長、各學系主任、各學程主任、

該學院教師代表（每學系一至三

人）組織之，由院長召集並擔任

主席，討論該學院教學、研究、

推廣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 

各學系設系務會議，以學系

主任、該學系教師組織之，由學

系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討論該

學系教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

關系務事項。 

院、系務會議討論與學生有

關之事務時，應邀請學生代表二

至三人出席，並得邀請其他有關

人員列席。 

上列院、系務會議，每學期

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條次變更及文字修正 

第三十三條 

各學院、學系、學程應設課

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一條 

各學院、學系、學程應設課

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條次變更 

第三十四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會，評

第三十二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會，評

條次變更及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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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停

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原因、

評鑑、升等、休假、延長服務、

違反教師法第三十二條所列教師

義務及違反教師聘約之評議等事

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

及運作規定另訂之。 

 

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停

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原因、

評鑑、升等、休假、延長服務、

違反教師法第十七條所列教師義

務及違反教師聘約之評議等事

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

及運作規定另訂之。 

  

第三十五條 

本校各單位職員之聘任、進

修、升等、職級配置等規則，應

依有關法令訂定之。 

 

第三十三條 

本校各單位職員之聘任、進

修、升等、職級配置等規則，應

依有關法令訂定之。 

 

條次變更 

第三十六條 

本校為保障教師、學生及職

工權益，設下列委員會：  

一、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有關教師解聘、停聘、不續

聘、資遣及其他決定不服之

申訴。  

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有關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

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

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

訴。  

三、職工評審委員會，負責職工

獎懲、解聘、資遣、在職進

修之審議，及模範績優職工

表彰之評議。 

四、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有關職工考核、獎懲及其他

決定不服之申訴。  

五、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

性別平等教育資源與環境之

建立及師生職工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處理。 

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

訂之。 

 

第三十四條 

本校為保障教師、學生及職

工權益，設下列委員會：  

一、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有關教師解聘、停聘、不續

聘、資遣及其他決定不服之

申訴。  

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有關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

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

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

訴。  

三、職工評審委員會，負責職工

獎懲、解聘、資遣、在職進

修之審議，及模範績優職工

表彰之評議。 

四、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有關職工考核、獎懲及其他

決定不服之申訴。  

五、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

性別平等教育資源與環境之

建立及師生職工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處理。 

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

訂之。 

 

條次變更 

 

第三十七條 

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特設

置下列委員會：  

一、圖書館委員會。 

二、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 

三、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 

第三十五條 

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特設

置下列委員會：  

一、圖書館委員會。 

二、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 

三、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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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廣教育委員會。 

五、招生委員會。 

除前項委員會外，必要時得

另設其他委員會。 

前各項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

訂之。 

 

四、推廣教育委員會。 

五、招生委員會。 

除前項委員會外，必要時得

另設其他委員會。 

前各項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

訂之。 

 

第三十八條 

為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

自治能力，本校輔導學生成立由

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

他相關自治組織。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

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

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 

 

第三十六條 

為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

自治能力，本校輔導學生成立由

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

他相關自治組織。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

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

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 

 

條次變更 

第三十九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

究及輔導。  

本校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

置助教協助之。  

本校教師分專任及兼任，其

權利、義務以聘約規定之。  

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之聘

任，由軍訓室主任填具擬聘申請

建議表，送校長聘任。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

持。其辦法另訂之。 

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

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工作。 

前項所稱之研究人員分研究

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

究助理；專業技術人員之分級，

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七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

究及輔導。  

本校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

置助教協助之。  

本校教師分專任及兼任，其

權利、義務以聘約規定之。  

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之聘

任，由軍訓室主任填具擬聘申請

建議表，送校長聘任。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

持。其辦法另訂之。 

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

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工作。  

前項所稱之研究人員分研究

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

究助理；專業技術人員之分級，

依有關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 

第四十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

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

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

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

徵聘資訊。初聘、續聘期限及長

期聘任資格等有關規定，應依相

關法律規定辦理。  

第三十八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

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

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

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

徵聘資訊。初聘、續聘期限及長

期聘任資格等有關規定，應依相

關法律規定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教師解聘或停聘事

項，與系務會議無

關，且擬修正條文

第 34、36條已有

相關規定，爰建議

刪除本條第 2項及

第 3 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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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經長期聘任者，非有重

大違法失職之情事，經系務會議

議決，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裁

決，不得解聘或停聘。  

教師不服解聘或停聘處置

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

訴。 

 

 

第四十一條 

為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

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本校

建立教師評鑑制度，作為教師升

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

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

措施等規定另訂之。 

 

第三十八條之一 

為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

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本校

建立教師評鑑制度，作為教師升

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

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

措施等規定另訂之。 

 

條次變更 

第四十二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送

董事會審核，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九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送

董事會審核，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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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東吳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覽表 

學院 學系 
學位學程 

（含學院招生） 
學制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進修學士班 

歷史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哲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政治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社會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音樂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107停招 
 

 人權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進修學士班 

日本語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111停招 
進修學士班 

德國文化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跨領域國際學士班 
學士班 

111招生 
    

理學院 

數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物理學系  學士班     

化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微生物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108停招 
  

心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法學院 法律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法律專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法律專業

組、涉外商務

談判法律組、

科技法律組、

財經法律組、

公法與公共政

策組） 

 

中國大陸法律

碩士在職專班 

 

商學院 

經濟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會計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國際經營與貿

易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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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工程與精

算數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管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EMBA高階經營碩

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商學進修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巨量資料管理

學院 

資料科學系  
學士班 

110招生 

碩士班 

110招生 
 

碩士在職專班 

110招生 
 

 

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10停招 
    

學士後巨量資料分析 

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108停辦 
    

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110停招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110停招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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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附件 2 

東吳大學組織規程 
 

83年 10月 15日校務會議通過  

83年 10月 24日董事會審核通過  

84年 3月 4日校務會議（臨時）依教育部核復意見修訂  

84年 10月 14日校務會議修訂  

84年 10月 18日董事會審核通過  

84年 11 月 16日教育部核備  

86年 5月 31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5、6、8、9、10、11、12、  

14、49、23、26、28、29、30、31、32、34、37條  

87年 6月 6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11 條  

90年 12月 2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22條  

92年 4月 16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23條  

92年 6月 13 日董事會議修訂第 23條  

94年 1月 10 日教育部核備  

94年 3月 15 日教育部核備  

94年 5月 25 日校務會議追認第 9、12、20、22條  

94年 6月 24 日董事會會議追認第 9、12、20、22 條  

94年 12月 28日校務會議通過  

95年 1月 26 日董事會通過  

95年 3月 29 日教育部核定  

96年 5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8、9、11、15-1、21、24、25、26條  

96年 6月 20 日董事會通過  

96年 10月 31日教育部核定 

99年 6月 9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2、4、5、6、37 條 

99年 7月 15 日董事會議通過 

99年 8月 16 日教育部核定 

100年 6月 8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26條 

100年 6月 17日董事會議通過 

100年 12月 21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9、13、24、25 條 

101年 5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7、9、9-1、12、13、13-1、13-2、14、
15、15-1、15-2、20、23、24、25、26、28、29 條 

101年 6月 19日董事會議通過 

101年 8月 1 日教育部核定修訂第 7、9-2、11~17、19~21、23~26、28、29、
39 條 

101年 11月 12 日董事會會議追認 

101年 12月 19日校務會議追認 

102年 5月 29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5、7、8、9、9-1、11、12、13、13-1、13-

2、14、15、16、17、18、19、20、21、22、23、24、26、
28 條 

102年 6月 21日董事會議通過 

102年 8月 1 日教育部核定修訂第 7~9、9-1、11~13、13-1、13-2、14~24、
26~28條 

103年 10月 29日臨時校務會議修訂第 7、8、9、11、13、13-2、19、20、
22、26、28、29、30、32、34 條 

104年 6月 24日董事會通過修訂第 8、9、11、13、29、30、32、34條 

104年 8月 1 日教育部核定 

106年 5月 31日校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7、9、11、12、14、26、28、29、35條 

106年 6月 23日董事會通過 

106年 8月 1 日教育部核定 

108年 6月 5 日校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8條 

108年 11月 8日董事會通過 

108年 12月 16日教育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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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私立學校法之規定及本校辦學宗旨訂定。  

本校組織於本規程未規定者，依有關教育法令規定。  

第  二  條    本校校名為東吳大學。  

第  三  條    本校以培育人才、研究學術、提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本校應保障校園內之學術自由。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  四  條    本校設董事會，其組織依捐助章程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  

本校校長之產生，應由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送請董事會圈選後，報

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任期四年；任期屆滿，經董事會同意，得連任，以兩次為限。  

前項所稱之遴選委員會，其成員應包括教師代表、行政人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

正人士，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二分之一，其組織及運作方式另訂，經董事

會核定後公布實施。  

前項所稱教師，指本職為教師之人員；所稱行政人員，指本職為教師以外之職員及技

術人員。 

第  六  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研究，由校長遴選教授，

報請董事會同意後聘請兼任之，其任期應與校長配合。  

第  七  條    本校置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一人，分別主持全校教學與學術行政事務、學

生活動與輔導行政事務、一般行政事務。  

本校置研究發展長一人，主持校務發展規劃與評鑑，並負責推動研究事務與產學合作

有關事務。  

本校置學術交流長一人，主持國際與兩岸交流合作及境外生招生宣傳與輔導有關事務。 

本校置社會資源長一人，主持校友服務與募集社會資源事務，並負責推動畢業生生涯

發展有關事務。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總務長、社會

資源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任期均為四年，得

連任，以兩次為限。 

第  八  條    本校分設人文社會學院、外國語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商學院、巨量資料管理學

院，各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由各學院分別組成遴選委員會就校內外教授中遴選二

至三人後，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年；任期屆滿，經院務會議同意，

報請校長聘任後，得續任一次。新設立之學院，其首任院長人選由校長指派校內外相

關學術領域之教授兼任。 

院長於任期內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經該學院三分之一以上專任教師連署，經院務會

議應出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報請校長核定後，免

除其院長職務。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院得置副院長，協助院長推動院務，由院長提請校長聘請教授兼任，續聘時亦同，

其任期應與院長配合。 

副院長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副院長職務。 

第一項遴選委員會如經公開徵選未能產生二位以上之候選人，經專簽敘明理由，陳請

校長同意後，以一位候選人辦理遴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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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哲學系、政治學系、社會學系、社會工作

學系、音樂學系。另設師資培育中心，負責全校教育學程，其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德國文化學系；又為支援全校外國語言

教學，另設語言教學中心，負責全校共同外文課程。  

理學院分設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心理學系。 

法學院設法律學系。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會計學系、企業管理學系、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財務工程與

精算數學系、資訊管理學系。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設學位學程。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規定另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並得

分組教學。（設置明細詳如附表：「東吳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覽表」）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人，主持系務，由各學系分別組織遴選委員會就校內外副教授

以上教師中遴選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年；任期

屆滿，經系務會議同意後，送院長報請校長聘任後，得續任一次。 

學系主任於任期內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經該學系三分之一以上專任教師連署，經系

務會議應出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報請校長核定後，

免除其主任職務。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同意後，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不須組織

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時，原應由學系主任參加之各項會議與委員會，得由院長指

定人員代表之。 

本校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各置所長一人，主持所務，其遴選、任期、續聘、解聘程序

適用學系主任規定辦理。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主持中心事務，其遴選、任期、續聘、解聘程序適用學系

主任規定辦理。  

語言教學中心置主任一人，語言課程教師若干人；主任由院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

教師兼任，負責全校共同外文課程之規劃與教學、語言教學相關硬體及資源之規劃與

管理，其任期比照學系主任之規定辦理。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由院長報請校長

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系所屬具有學籍之學生總數達一千人時，得置副主任一人，協助主任推動系務，由

主任提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續聘時亦同，其任期應與主任配合。 

副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由學系主任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副主任職務。 

第九條之一   本校得設跨系、院之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學分學程由所屬學院院長擔任召集人，如為跨院之學程則由相關學院院長互推一人擔

任之。 

學位學程得設主任一人，由所屬學院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教師一至三人，陳報校長圈

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年，任期屆滿，經校長同意後，得續任一次。 

學位學程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由所屬學院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

職務。  

第  十  條   本校為推動教學與研究，配合科際整合之需要，得設各種教學與研究中心，其設置

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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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條   本校設教務處，由教務長主持；下設註冊課務組、招生組、通識教育中心，各組置組

長一人，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通識教

育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第 十二 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處，由學生事務長主持；下設德育中心、群育暨美育中心、健康暨諮

商中心、學生住宿中心、軍訓室；各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學生事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

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軍訓室置主任一人，由學生事務長提請校

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或軍訓教官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負責維護校內安全

及處理突發事件、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協助辦理學生生活輔導事項。 

第 十三 條   本校設總務處，由總務長主持；下設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營繕組、採購保

管組、出納組，各置組長一人，由總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

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三條之一 本校設研究發展處，由研究發展長主持；下設研究事務組、校務發展組、評鑑組，

各置組長一人，由研究發展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 

第十三條之二 本校設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由學術交流長主持；下設國際事務中心、兩岸事

務中心，各置主任一人，由學術交流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

之職員擔任。 

第 十四 條   本校設社會資源處，由社會資源長主持；下設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生涯發展中

心，各置主任一人，由社會資源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

員擔任。 

第 十五 條   本校設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秘書若干人；主任秘書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襄助校長處理行政，主持秘書室，協調各單位間之業

務，並辦理文書、公共關係、內部控制以及秘書事務。 

第 十六 條   本校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聘任，並分設兩組，各置組

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辦理人

事管理業務。 

第 十七 條   本校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聘任，並分設兩組，各

置組長一人，由會計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任，辦理會計事務。 

第 十八 條   本校設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與學習資訊，提供圖書資訊服務；下設技術服務組、讀者

服務組、數位與系統組，各置組長一人，由館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 十九 條   本校設教學資源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負責全

校教與學資源及支援之整合與發展；下設教師教學發展組、學生學習資源組、教學

科技推廣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

之職員擔任。 

第 二十 條   本校設華語教學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其組織及

運作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一條   本校設電子計算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

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負責規劃、推廣、執行本校電腦及資訊業務；下設系統組、網

路暨維修組、行政諮詢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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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本校設體育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負責體育教學及體

育活動相關業務之規劃與執行，並置體育教師、運動教練若干人；下設體育教學組

及體育活動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第二十三條   本校設推廣部，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辦理推廣教育。推廣部得設分部及各類專業推廣班。 

第二十四條   本校設校牧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具有校牧資格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協助處理宗教信仰事務。 

第二十五條   本校職員職稱如下：專門委員、組長、編纂、秘書、專員、輔導員、編審、組員、

辦事員、技正、技士、技佐、稀少性科技人員、營養師、護理師、護士。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實施。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

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

室主任、語言教學中心主任、職員代表、軍護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組織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每學系二人（設有碩士班或博士班之學系，另增一人）；巨量

資料管理學院教師一人；體育室教師二人；師資培育中心教師一人；語言教學中心教

師一人。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二分之一，其中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

不得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  

職員代表六人，軍護人員代表一人，應經選舉產生。  

學生代表十四人，其中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其餘代表應

經選舉產生。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十分之一。  

第二、三、四項代表之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校務會議得邀請校內外有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成員五分之一以

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為配合推動校務，校務會議設下列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

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校務會議之教師及職員代表、學生會會

長所組成。提供校務規劃與發展之指導方針，使學校健全發展。 

二、規章委員會：由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所組成。依校務會議

之決議研擬重要章則草案、研議校務會議交付之有關事項等。  

三、預算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教師代表所組成，審查年度預算案、審定年度預算修正

案及對預算執行成效表示意見。 

以上各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成員組成，向校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得設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第二十七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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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

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圖

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體育室

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任等組織之，校長為主席，並邀請學系主任、相關人

員及學生會會長、與學生會會長分屬不同校區之副會長、學生議會議長列席參加，

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每月開會一至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三會議，分別由教務、學生事務、總務三長召集。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學術交流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學程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

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語言教學

中心主任、各學系教師代表一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七人（含研究生代表

一人）及有關教學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織之，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教務之重

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教務會議下得設相關委員

會，向教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二、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各學

系主任、各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任、導師代表每學

系一人（設有進修學士班之學系另增代表一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十二人

（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及有關學生事務、境外生

輔導、學生生涯輔導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織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學

生事務之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學生事務會議

下，設獎助學金暨優秀學生甄選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學

生事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三、總務會議： 以總務長、各學院教師代表（每學院一至三人）、經選舉產生之學

生代表四人及有關總務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織之，總務長為主席，討論總務

之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總務會議下，設招商

委員會、教職員宿舍分配管理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總務會議負責，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  

研究發展處、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社會資源處下得設諮詢會議及相關

委員會，分別由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召集；其中諮詢會議應

邀請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參加。諮詢會議及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條     各學院設院務會議，以院長、各學系主任、各學程主任、該學院教師代表（每學系

一至三人）組織之，由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討論該學院教學、研究、推廣及其他

有關院務事項。  

各學系設系務會議，以學系主任、該學系教師組織之，由學系主任召集並擔任主

席，討論該學系教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關系務事項。  

院、系務會議討論與學生有關之事務時，應邀請學生代表二至三人出席，並得邀請

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上列院、系務會議，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三十一條   各學院、學系、學程應設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二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

原因、評鑑、升等、休假、延長服務、違反教師法第十七條所列教師義務及違反教

師聘約之評議等事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另訂之。  

第三十三條   本校各單位職員之聘任、進修、升等、職級配置等規則，應依有關法令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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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本校為保障教師、學生及職工權益，設下列委員會：  

一、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及其他決定不

服之申訴。  

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

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  

三、職工評審委員會，負責職工獎懲、解聘、資遣、在職進修之審議，及模範績優

職工表彰之評議。  

四、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職工考核、獎懲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訴。  

五、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性別平等教育資源與環境之建立及師生職工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處理。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五條   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特設置下列委員會：  

一、圖書館委員會。 

二、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 

三、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 

四、推廣教育委員會。 

五、招生委員會。 

除前項委員會外，必要時得另設其他委員會。 

前各項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六條   為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本校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

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

會費。  
 

第三章  教師分級及聘用  

第三十七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  

本校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置助教協助之。  

本校教師分專任及兼任，其權利、義務以聘約規定之。  

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之聘任，由軍訓室主任填具擬聘申請建議表，送校長聘任。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其辦法另訂之。 

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前項所稱之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專業技術人員

之分級，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八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

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初聘、續聘期限及長期聘任資格等

有關規定，應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教師經長期聘任者，非有重大違法失職之情事，經系務會議議決，並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之裁決，不得解聘或停聘。  

教師不服解聘或停聘處置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第三十八條之一為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本校建立教師評鑑制度，

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另訂之。  
 

第四章  附  則  

第三十九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董事會審核，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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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東吳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覽表 

106.8 

學院 學系 學位學程 

（含學院招生） 

學制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進修學士班 

歷史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哲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政治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社會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音樂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人權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進修學士班 

日本語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進修學士班 

德國文化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理學院 數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物理學系  學士班     

化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微生物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心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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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學系 
學位學程 

（含學院招生） 
學制 

法學院 法律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法律專

業碩士

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法律專業組、涉

外商務談判法

律組、科技法律

組、財經法律

組、公法與公共

政策組) 

中國大陸法律

碩士在職專班 

 

商學院 經濟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會計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國際經營與貿

易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財務工程與精

算數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管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EMBA高階經營碩

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商學進修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巨量資料管理

學院 

 

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學士後巨量資料分析 

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回紀錄首頁 



 

66 

 

附件：組織規程案依會議決議修正處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本校分設人文社會學院、外

國語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

商學院、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各

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由各學

院分別組成遴選委員會就校內外

教授中遴選二至三人後，陳報校

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

年；任期屆滿，經院務會議同

意，報請校長聘任後，得續任一

次。新設立之學院，其首任院長

人選由校長指派校內外相關學術

領域之教授兼任。 

院長於任期內如有不適任之

情事，得經該學院三分之一以上

專任教師連署，經院務會議應出

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

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報請校

長核定後，免除其院長職務。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

作辦法另訂之。  

學院得置副院長，協助院長

推動院務，由院長提請校長聘請

教授兼任，續聘時亦同，其任期

應與院長配合。 

副院長如有不適任之情事，

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

其副院長職務。 

第一項遴選委員會如經公開

徵選未能產生二位以上之候選

人，經專簽敘明理由，陳請校長

同意後，以一位候選人辦理遴選

作業。 

 

第八條 

本校分設人文社會學院、外

國語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

商學院、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各

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由各學

院分別組成遴選委員會就校內外

教授中遴選二至三人後，陳報校

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

年；任期屆滿，經院務會議同

意，報請校長聘任後，得續任一

次。新設立之學院，其首任院長

人選由校長指派校內外相關學術

領域之教授兼任。 

院長於任期內如有不適任之

情事，得經該學院三分之一以上

專任教師連署，經院務會議應出

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

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報請校

長核定後，免除其院長職務。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

作辦法另訂之。  

學院得置副院長，協助院長

推動院務，由院長提請校長聘請

教授兼任，續聘時亦同，其任期

應與院長配合。 

副院長如有不適任之情事，

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

其副院長職務。 

第一項遴選委員會如經公開

徵選未能產生二位以上之候選

人，經專簽敘明理由，陳請校長

同意後，以一位候選人辦理遴選

作業。 

 

原提會修正文字為「新

設立之學院，其首任院

長人選由校長指派校內

相關學術領域之專任教

授兼任。」依會議決

議，保留向校外攬才之

彈性，故維持原條文文

字「新設立之學院，其

首任院長人選由校長指

派校內外相關學術領域

之教授兼任。」 

第九條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國文學

系、歷史學系、哲學系、政治學

系、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音樂學系。另設師資培育中心，

負責全校教育學程，其組織及運

作辦法另訂之。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文學

系、日本語文學系、德國文化學

第九條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國文學

系、歷史學系、哲學系、政治學

系、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音樂學系。另設師資培育中心，

負責全校教育學程，其組織及運

作辦法另訂之。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文學

系、日本語文學系、德國文化學

一、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學位學程已獲教育

部核定調整為資料

科學系，故配合修

正本條文。 

二、增列新設立學系首

任主任人選由校長

指派校內相關學術

領域副教授以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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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又為支援全校外國語言教

學，另設語言教學中心，負責全

校共同外文課程。  

理學院分設數學系、物理學

系、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心理

學系。 

法學院設法律學系。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會計

學系、企業管理學系、國際經營

與貿易學系、財務工程與精算數

學系、資訊管理學系。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設資料科

學系。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規定

另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及博士班，並得分組教

學。（設置明細詳如附表：「東吳

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覽

表」）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人，

主持系務，由各學系分別組織遴

選委員會就校內外副教授以上教

師中遴選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

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

期三年；任期屆滿，經系務會議

同意後，送院長報請校長聘任

後，得續任一次。新設立之學

系，其首任主任人選由校長指派

校內外相關學術領域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 

學系主任於任期內如有不適

任之情事，得經該學系三分之一

以上專任教師連署，經系務會議

應出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並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

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

務。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系務

會議及院務會議同意後，由院長

兼任學系主任，不須組織遴選委

員會辦理遴選。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

時，原應由學系主任參加之各項

會議與委員會，得由院長指定人

員代表之。 

系；又為支援全校外國語言教

學，另設語言教學中心，負責全

校共同外文課程。  

理學院分設數學系、物理學

系、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心理

學系。 

法學院設法律學系。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會計

學系、企業管理學系、國際經營

與貿易學系、財務工程與精算數

學系、資訊管理學系。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設學位學

程。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規定

另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及博士班，並得分組教

學。（設置明細詳如附表：「東吳

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覽

表」）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人，

主持系務，由各學系分別組織遴

選委員會就校內外副教授以上教

師中遴選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

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

期三年；任期屆滿，經系務會議

同意後，送院長報請校長聘任

後，得續任一次。 

學系主任於任期內如有不適

任之情事，得經該學系三分之一

以上專任教師連署，經系務會議

應出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並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

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

務。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系務

會議及院務會議同意後，由院長

兼任學系主任，不須組織遴選委

員會辦理遴選。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

時，原應由學系主任參加之各項

會議與委員會，得由院長指定人

員代表之。 

本校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各

置所長一人，主持所務，其遴

選、任期、續聘、解聘程序適用

任教師兼任。 

三、比照第 8條新設立

學院首任院長人選

之產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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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各

置所長一人，主持所務，其遴

選、任期、續聘、解聘程序適用

學系主任規定辦理。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

主持中心事務，其遴選、任期、

續聘、解聘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

定辦理。  

語言教學中心置主任一人，

語言課程教師若干人；主任由院

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

任，負責全校共同外文課程之規

劃與教學、語言教學相關硬體及

資源之規劃與管理，其任期比照

學系主任之規定辦理。主任如有

不適任之情事，得由院長報請校

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之組織

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系所屬具有學籍之學生總

數達一千人時，得置副主任一

人，協助主任推動系務，由主任

提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

任，續聘時亦同，其任期應與主

任配合。 

副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事，

得由學系主任報請校長核定後，

免除其副主任職務。 

 

學系主任規定辦理。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

主持中心事務，其遴選、任期、

續聘、解聘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

定辦理。  

語言教學中心置主任一人，

語言課程教師若干人；主任由院

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

任，負責全校共同外文課程之規

劃與教學、語言教學相關硬體及

資源之規劃與管理，其任期比照

學系主任之規定辦理。主任如有

不適任之情事，得由院長報請校

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之組織

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系所屬具有學籍之學生總

數達一千人時，得置副主任一

人，協助主任推動系務，由主任

提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

任，續聘時亦同，其任期應與主

任配合。 

副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事，

得由學系主任報請校長核定後，

免除其副主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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