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東吳大學 110 學年度第 7 次（110 年 11 月 22 日）行政會議紀錄 

（110 年 12 月 6 日，經 110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0 年 1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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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蕭宏宜學術交流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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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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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王世和院長、理學院張怡塘院長、 

商學院傅祖壇院長、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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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教學中心劉凱莉主任、數學系林惠文主任、物理系梅長生主任、會計系高立翰主任、 

資管系朱蕙君主任、資料科學系葉向原主任、 

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陳秀珍專門委員、副校長室王蓉貞專門委員 

學生會魏喆鏞代理會長 

請假︰法學院鄭冠宇院長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專案報告：東吳 122 Go Together 走出疫情 跑出健康 運動新生活(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 

參、確定議程：確認 

肆、主席致詞： 

一、本校社工系萬心蕊老師研究團隊執行教育部補助 USR 計畫「老士林新共生-跨世代社區

慢老計畫」，榮獲 2021 大學社會實踐線上博覽會(2021 USR ONLINE EXPO)最佳亮點故

事獎項，得獎作品係由團隊成員曾禹寰助理所寫的故事「學生最愛拜訪的「南波萬」長

者~秀鳳奶奶」，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將於今年 12 月 30 日下午 2 點舉行頒獎

典禮(線上直播)，請大家上線觀禮多多給予鼓勵，也恭喜萬老師的研究團隊。 

二、學校曾於 2014 年舉辦紀念南非總統曼德拉逝世 1 周年活動，邀請外交部非洲司司長、

歷屆駐南非大使、南非駐台代表與會，懷念這位以善解與博愛帶著世界進步的人物。學

校目前正在規劃設立德育獎座，擬以曼德拉名義設立「曼德拉德育講座」，請學務處從

德育的角度規劃辦理曼德拉紀念活動，並與明年校慶活動結合；德育講座與校友合作的

部分，則請社資處一起參與協助；請國際處加強與南非的交流，看看近期是否能再新增

南非之協議學校，屆時聯繫南非協議學校一起參與活動，另，聯繫曼德拉基金會邀請與

會或提供可供展覽之文物資料。本案請學務處、社資處與國際處一起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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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陸、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洽悉 

二、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無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一、111 學年度本校大學特殊選才名額 10 名，明天截止報名，目前報名人數 114 位，

87 位完成繳費，報名情況相當踴躍。 

二、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今年報名人數 588 位，去年 466 位，比去年增加了 122 位

成長很多，從今天直到 11 月 28 日是各學系舉行面試的時間，還請學系協助，務必

讓碩士班甄試名額能夠順利招滿優秀學生。 

蕭宏宜學術交流長 

10 月校長指示國際處聯繫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瞭解是否有

機會建立學術交流合作關係，經聯繫與本校性質較接近的學校，目前已收到 7 校善意的

回應，其中與立陶宛馬里揚泊列應用科技大學及拉脫維亞波羅的海國際學院兩間學校洽

談協議，目前已經通過國際交流委員會審議，預計提送 12 月行政會議討論。另，馬里

揚泊列應用科技大學剛剛舉行 20 周年校慶的相關慶祝活動，本校躬逢其盛，特別由校

長錄製影片祝賀。此外，國際處相關宣傳交流影片的錄製，經常麻煩教學資源中心協助，

在此也特別感謝教學資源中心的同仁。 

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 

11 月初本校教職員籃球隊赴台中中興大學參加比賽，非常恭喜丁組獲得冠軍，達成十

連霸目標；另，上週教職員桌球隊也參加在輔仁大學舉辦的女子桌球賽事，在七支參賽

隊伍中獲得第三名的佳績。本校教職員工的體育活動非常蓬勃，希望各單位能夠多多鼓

勵同仁參與體育活動。 

賈凱傑主任秘書 

一、本校 3 位校園記者：社會系謝瑜庭、法律系溫冠羽、劉錚 3 位同學，以專題報導

〈鋼印下的青春印記〉，榮獲中央社「我是一日總編輯」比賽冠軍。學校並沒有新

聞大傳相關科系，承董副校長介紹資源及校園記者的努力，打敗擁有傳播相關科系

的大學，非常不容易。 

二、日前循往例規劃辦理年終餐敘，陸續聽到部分師長反應，學校的財務狀況吃緊，為

何仍辦理年終餐敘?藉今天這個機會跟各位師長報告，也請各位師長幫忙澄清，今

年能持續舉辦年終餐敘，經費來源係去年因疫情而無法舉辦餐敘的保留款，加上去

年餐廳亦已預付訂金，因此今年的餐敘經費基本上都是去年的預算保留款。另，配

合學校撙節經費，去年檢討時已刪除摸彩獎品經費，因此今年摸彩的獎項將會大幅

減少，也先向師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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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指示：年終餐敘俗稱尾牙，是中國人的傳統，年末時企業老闆以餐會方式，

表達老闆對員工感謝的心意，感謝這一年來所有員工的努力。以學校而言，年

終餐敘代表學校這一年來對全體教職員工的感謝，因此它的意義重大，不可以

因為財務狀況就取消辦理，學校財務吃緊則可用比較經濟節省的方式辦理，或

者把職工福利委員會的經費省下來辦理年終餐敘，因為這代表學校感謝的心意

是不可少的活動。多元社會總是會有不一樣的聲音，但每個人都要清楚掌握自

己工作的本分，該做的事我們就好好把它做好，不受外界聲音影響。 

董保城副校長 

一、今年 8 月 1 日人會總校發系統上線，因為上線初期系統問題較多，故請廠商天方公

司派員，在寵惠堂 2 樓法商學院聯合辦公室(A215)駐點提供服務，因為共用空間的

緣故，可能會因此影響法商學院在外雙溪校區上課老師們的休息，還請多包涵。 

二、目前各使用單位有問題時，往往直接跟天方駐點人員反應，雖然廠商可以立即提供

服務，但是修正問題過程中跳過電算中心，電算中心便無法掌握系統修正調整的情

況。因此設計了問題單管理系統，今天下午 2 點將舉行人會總校發系統問題單管理

系統說明會，請各院系秘書、助教、行政單位同仁踴躍上線參加，由我們和天方來

說明問題單管理系統怎麼填單反應問題，電算中心在過程中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單。

未來系統驗收後交給學校，將由電算中心同仁擔負起系統維護的責任，廠商不可能

永遠在學校駐點服務，因此在現階段系統修正的過程中，由電算中心擔任統一窗口，

各單位提出問題單之後，由電算中心彙整與協調後，評估是系統問題抑或優化問題

並評估及其可行性，於每個禮拜一召開的人會總校發系統會議，與廠商密集開會討

論，提供廠商進行修正。 

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補充說明 

之前有些同仁其實有發現系統使用上的問題，但因為不是業務承辦人又或者以為業

務承辦人會提報問題，故沒有提出改善需求，因此反而造成很多問題久久沒人處理，

因此建立問題單管理系統的主要精神就是擴大參與度，現在透過問題單管理系統可

以很快速的上線反應問題，希望全校同仁能一起參與，我們會將這些問題收集起來，

按照優先順序請廠商逐一修正改善。 

趙維良副校長 

一、本校今年首度參加台灣企業永續學院主辦之 2021「第 14 屆 TCSA 台灣企業永續

獎」，由評鑑組撰寫的東吳大學永續報告書，榮獲大學「永續報告獎」項目銅獎之

榮譽。今年學校參加三個校外永續相關競賽，三項比賽都獲獎，非常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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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前各單位已完成 111 學年度預算，依校發組初步估算，學校收入支出不足 1 億

1,300 多萬，其中人事室調薪的預算缺口約 6,000 萬，有關會計室洪主任建議是否

可延長折舊年限，將再跟總務處商量討論。另，有關收入預估，學雜費收入部分基

本上取 107、108、109 三年的決算平均值預估，但有可能稍微高一點點，推廣部收

入部份則按照其今年收入預估，不過今年推廣部收入目前也已經短缺 2,000萬左右。

學校收入減少得非常嚴重，雖然大家在支出面都已經非常努力按照去年的標準編列，

但顯然學校目前預算的缺口非常大，我們還要再想想辦法。 

潘維大校長 

一、學雜費收入約佔學校支出的 60%，部分老師提到學生反應：繳了那麼多學費，學校

怎麼沒有為我們做某些事？各位主管老師們如果聽到這類的話，請及時澄清，要讓

學生們清楚瞭解學雜費收入約佔學校全年預算 3/5，其餘 2/5 預算來自教育部等其

他經費來源，學校並非僅靠學雜費收入辦學，在學校的營運上有很多層面考量，請

學生能理解。 

二、學校收入不斷減少，支出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其中人事費薪資調漲，一口氣就

增加 6,000 萬支出，學校的人事也已經到了不得不調整的時候。上次曾跟各位主管

說明，本校各項成本與其他私立學校相比，在助教人數上明顯偏高，超過其他私立

大學兩倍甚至三倍，因此助教編制必須要調整。參考其他私立大學編制，單班基本

不配置助教，一學系配置一位秘書，系務一樣可以運作良好，關鍵就在於學系老師

必須分擔行政工作。本校傳統老師從來不用擔任行政工作，由助教幫忙處理很多行

政工作，讓老師可以專心教學、研究，就研究部分而言，本校研究成果並沒有比其

他私立大學好，甚至比較差，因此這不是老師不擔任行政工作之理由。 

三、學校必須改變，否則將無法繼續生存，現在談的不是未來發展的問題，而是立刻就

會發生的生存問題，因此助教員額必須大幅縮編，勢在必行，以後老師必須要承擔

行政工作，不能再由助教處理所有的行政事務，請各位院系主管跟老師們傳達這樣

的觀念。請人事室林主任參考其他的學校的寫法，於下一年度聘約增列「老師必須

擔任行政工作一事，不可以拒絕」之規定，並清楚標示提醒。 

四、此外，本校課程數比其他學校多出很多，因此鐘點費也高出許多，但各系很多課程

是因人設課，或是以前開過的課程一直留著未調整，類似這種情況的課很多，造成

資源浪費，這也必須改變，因此也請教務長開始規劃精簡課程。 

五、另，請人事室林主任規劃人事精簡，除了助教以外，行政同仁員額還有減少的空間，

本人上任以來，學校人事已經縮編 3 次，每次縮減人數並不多，第一次鼓勵優退、

第二次減少行政人員員額、第三次減少助教員額，總共減少 25 個助教名額，平均

一系大約減少一位助教，但這次不一樣，我期待助教人事成本至少減少 1,000 萬。

也請各院系主管都能瞭解學校整體情況，與老師們耐心溝通。有關人員縮編，學校

並不會辭退同仁，但各單位同仁離職或退休時，將遇缺不補，以這樣的漸進方式來

縮減人事，各單位也能慢慢適應。雖然撙節經費的成效需要經過數年時間的累積，

並不會立刻反映在成本支出上，但我們不做不行，不做就對不起下一代，希望大家

配合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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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討論「東吳大學專業課程全英語授課補助辦法」草案。 

提案人：詹乾隆教務長 

說明： 

一、為提升學生國際視野及營造更優質的英文學習環境，提供學生英文學習機會，本校

於 100 年及 106 年分別訂定「東吳大學補助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辦法」（附件 1）

及「東吳大學全英語學分學程、學群及第二專長課程補助辦法」（附件 2），鼓勵

院系、教師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 

二、配合教育部於 110 學年度起推動「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普及計畫，且商

學院已獲核定為重點培育學院，擬結合前項兩個辦法，完善全英語授課補助之規範，

增訂「東吳大學專業課程全英語授課補助辦法」草案（附件 3）。 

三、本案通過後，擬同步廢止「東吳大學補助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辦法」及「東吳大學

全英語學分學程、學群及第二專長課程補助辦法」。 

決議：通過。 

 

 

案由二：請審議本校與香港教育大學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案。 

提案人：蕭宏宜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年 10 月 28 日國際交流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本校與香港教育大學己於106年1月13日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與學生交換協議，

合約效期 5 年，前述 2 項協議將於 111 年 1 月到期。 

三、為持續與香港教育大學合作及交流，本次提請與該校續簽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及學生

交換協議，合約內容僅修改學生交換協議中學生交流活動時間由 2021/22學年開始，

餘與前次合約內容無異。 

四、檢附香港教育大學學校簡介(附件 1)、學術交流協議草案（附件 2）及學生交換協議

草案(附件 3)，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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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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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宏宜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年 10 月 28 日國際交流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祕魯應用科學大學(以下稱 UP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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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項校級總約，內容敘明交換學生細則，及交換教職員合作之可能，協議校已於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及 109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通過。 

四、今 UPC 來信，希望於協議新增一條遵守 Laureate’s Anti-Corruption Policy 防貪腐

條款，經了解 UPC 為美國 Laureate Education 所設立之大學，該公司遵守美國反海

外腐敗法 (FCPA)、英國反賄賂法，並致力推動其業務開展的所有國家/地區適用反

腐敗法律。 

五、檢附秘魯應用科學大學學校簡介(附件 1)及學術交流協議草案（附件 2），敬請討

論。 

決議：通過。 

 

案由四：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蘇州城市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及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案。 

提案人：蕭宏宜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年 10 月 28 日國際交流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本校與蘇州大學文正學院之學術交流協議書原已於 2013 年 5 月 30 日完成簽署，

目前仍為有效，惟因該校已轉設更名為蘇州城市學院，故提請重簽學術交流合作約

定書。 

三、蘇州城市學院於 2020 年 12 月 18 日脫離蘇州大學管理，並轉設為公辦本科院校，

充分依託蘇州大學的優質資源以及長三角地區的區位優勢，朝着一流獨立學院的目

標努力。 

四、因該校非屬教育部認可之 155 所大陸高校，歷年來該校學生參與本校溪城講堂或自

費研習交流踴躍，為利日後持續交流合作並加強兩校合作，擬另簽署學生交流合作

約定書。 

五、本案約文均為本校制式範本，並無調整。檢附蘇州城市學院學校簡介(附件 1)、學

術交流約文草案（附件 2）及學生交流約文草案(附件 3)，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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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西安交通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及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案。 

提案人：蕭宏宜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年 10 月 28 日國際交流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本校與西安交通大學於 2011 年 3 月 14 日簽訂之學術及學生交流協議已於今(2021)

年到期，為持續加強合作，故提請續簽學術交流及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 

三、西安交通大學是國內首批進入國家「211」和「985」工程建設重點大學，亦為 2021

年中國大學排名中最值得關注校，首次挺進全國前 7 強，創中國西部高校最高排名

紀錄，堪稱中國西部地區進步最大、發展最快的大學，亦為台灣教育部認可之大陸

地區高校。 

四、本案約文是以本校制式範本進行用語微調，並不影響整體內容。檢附西安交通大學

學校簡介(附件 1)、學術交流約文草案（附件 2）及學生交換約文草案(附件 3)，敬

請討論。 

決議：通過。 

 

 

案由六：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教學資源中心王志傑主任 

說明： 

一、每學期提供全校專兼任教學精進補助辦法，主要目的為： 

(一)協助教師活化課程教學設計，搭配適當的教學活動，引導學生參與式學習達到

課程教學目標。教師在過程中，同時觀察學習者反饋，滾動調整教學設計。 

(二)加強學校專任(案)教師投入教學場域問題探討的支持措施，以教學精進補助計

畫提供作為前導推動計畫，累積教學實踐研究經驗。 

二、承上說明，本案擬增加補助條件：通過補助之本校專任(案)教師，應於執行結案後，

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未依規定辦理，將暫停受理該教師申請本辦法。 

三、檢附「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及原條文（附件 2），

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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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請討論「東吳大學 Google 教育版服務規則與雲端硬碟降載公告」。 

提案人：教學資源中心王志傑主任 

說明： 

一、因應 Google 使用政策改變，本校所使用的免費教育版本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Fundamentals(原名：G Suite for Education)，將於 2022 年 7 月起取消無限

雲端儲存空間政策，將雲端硬碟限縮至 100TB 的雲端共用儲存空間(含 Google 雲

端硬碟、Google 相簿、Gmail 等檔案的計算)。 

二、為維持本校 Google 教育版之服務正常運作，並維護在校教職生使用權益，本次公

告重點如下： 

(一)將刪除畢業生及離校之教職員。 

(二)採取三階段限縮雲端用量措施。 

三、檢附東吳大學 Google 教育版服務規則與雲端硬碟降載公告（附件），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但需留意文字之撰寫避免造成爭議，請國際長協助檢視公告內容、文字說明

是否有造成法律問題之疑慮。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下午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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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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行政人

員教育訓練辦法」修正

案。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執行，待行政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補助課

程辦理校外教學及講座

經費作業要點」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待行政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軟硬體

與資訊服務評估要點(草

案)。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執行，待行政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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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補助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辦法 

100年 12月 07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提升本校國際化，培養學生國際視野並增進競爭力，鼓勵教師以全英語方式開

授課程，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母語為非英語之本校專任教師所開授之全英語授課課程，惟共

通課程、語文類課程、企管系碩士班E組課程（國際商管學程）、國際學術交流

課程、個別指導課（如：論文指導、音樂系主副修等）不適用本辦法。 

第 三 條  教師以全英語方式授課，其教材應採用英文書籍，授課、研討及成績評量皆採用

英語方式為之。 

第 四 條  申請補助之科目，教師應於年度開課作業時填寫「全英語授課申請表」，經系課

程委員會審查通過，並經院長、教務長簽核。 

第 五 條  經審查通過之科目，新開科目每學期每一學分補助五千元，續開科目每學期每一

學分補助三千元，並列計為教師基本鐘點。 

       每位教師每學期申請以一門為原則，同一科目續開補助申請以二次為限。 

第 六 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應考量課程發展方向暨學生能力，以每學期規劃新開設一至二

門為原則。 

第 七 條  申請補助之教師，應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供授課經驗及建議事項，送系課程

委員會及教務處作為本校推動英語授課規劃之參考，並應作為續開科目申請之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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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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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2 

 

東吳大學全英語學分學程、學群及第二專長課程補助辦法 
 

106年 3月 20日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11月 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2、3、4、5、9條條文 

 

第 一 條  為提升本校國際化，培養學生國際視野並增進競爭力，鼓勵各開課單位以全英語

授課方式開設學分學程、學群或第二專長課程，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補助範圍：  

一、全英語學分學程：經符合「東吳大學跨領域學程設置辦法」開設之全英語學

分學程。 

二、學院、國際處提出全英語第二專長或至少二十學分之全英語學群。 
第 三 條  本辦法補助標準： 

一、授課教師：每一學分五千元，修課人數達三十人以上，每增加一位學生，

再補助五百元。 

二、學院（含國際處）：「全英語學分學程、學群及第二專長」前學期所有開設

科目之修課人數達前百分之二十五之科目，每科補助一萬元；達百分之二

十六至百分之五十之科目，每科補助五千元。本校未曾開設之新開科目，

每科補助二萬元；以上補助金額列為學院（含國際處）之業務費用。 

三、獲本辦法補助之全英語課程，不得再申請其他補助。 

第 四 條  擬申請補助之課程應提具下列文件，經相關會議核定： 

一、全英語授課申請表。 

二、當年度英語授課計劃。 

三、英語授課教材及其他相關輔助教學資料。 

全英語學群及第二專長：由院課程委員會或共通教育委員會審議，經專案小組審

查，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定，教務會議備查。 

學院開設之學分學程課程：由學程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審議，經專案小組

審查，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定，教務會議備查。 

國際處開設之學分學程課程：由學程課程委員會審議，經專案小組審查，送校課

程委員會核定，教務會議備查。 

經核定通過之課程於續開時，免再依前項規定提送審議；惟續開之全英語授課課

程如有授課教師異動，仍須依前項規定重新申請送審。 

第 五 條  專案小組由副校長、教務長、學術交流長及校外委員二人組成，校外委員由副校

長提名，簽請校長核聘，召集人由副校長兼任之。專案小組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 

第 六 條  專案小組審查內容如下： 

一、審議全英語課程之教學目標、課程設計及師資。 

二、定期檢討全英語授課課程。 

三、規劃全英語課程之課堂反應問卷內容。 

第 七 條  教師以全英語方式授課，其教材應採用英文書籍，授課、研討及成績評量皆採用

英語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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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獲本辦法補助之教師，應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供授課經驗及建議事項，送專

案小組作為本校推動英語授課規劃之參考，並參加每學年舉辦之全英語授課工作

坊、教學成果分享會等研習活動。 

國際處得於全英語授課教師中遴選若干名教師，於暑假期間研習有關提升教師英

語教學之方法與策略，結束後擔任全英語授課工作坊之種子教師。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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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3 

 

 

東吳大學專業課程全英語授課補助辦法（草案）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國際化，增進學生國際視野與英語能力，並提

昇本校專任教師外語授課能力，鼓勵教師以全英語方式開

授課程，特訂定本辦法。 

說明本辦法訂

定目的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全英語授課」係指教師所開授課程內容全程

以英語教學方式授課，包含授課計畫表、教材、講授、內

容、研討及考試評量等皆採用全英語方式為之。 

明訂全英語授

課之相關規範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條件： 

一、母語為非英語之本校專任教師所開授全英語授課之專

業課程，惟語言類課程（經專案通過科目除外）、國

際商管課程、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及個別指導課不適用

本辦法。 

二、全英語授課教師需具備英語文能力測驗達CEFR B2等

級、或於英語系國家取得碩、博士學位、或已開授二

年全英語課程、或已通過本校EMI培訓者。 

三、已獲其他補助之全英語授課課程，不得再申請本補

助。 

明訂全英語課

程補助條件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標準： 

一、符合補助之全英語課程，授課教師依其職級每學分核

發0.5鐘點獎勵，每位教師每學年至多補助二門課。 

二、同一課程開設兩班以上，第二班以上之獎金減半計

算。二位以上教師合授之課程，按其實際授課時數比

例核給。 

明訂全英語授

課補助標準 

第五條 擬申請本補助之課程應提具下列文件，除依課程審議流程

審核外，另於校課程委員會審查前，需經專案小組審查通

過： 

一、全英語授課申請表。 

二、當年度英語授課計劃。 

三、英語授課教材及其他相關輔助教學資料。 

經核定通過之課程於續開時，免再依前項規定提送審議；

惟續開之全英語授課課程如有授課教師異動，仍須依前項

規定重新申請送審。 

規範全英語課

程需提交審議

之文件及審議

程序 

第六條 專案小組由副校長、教務長、學術交流長及校外委員二人

組成，校外委員由副校長提名，簽請校長核聘，召集人由

副校長兼任之。專案小組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由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 

規範專案小組

組成之成員 

第七條 專案小組執掌： 

一、審議全英語課程之教學目標、課程設計及師資。 

二、定期檢討全英語授課課程。 

三、規劃全英語課程之課堂反應問卷內容。 

明訂專案小組

審查英語課程

之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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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八條 獲本辦法補助之教師應參加本校舉辦之全英語授課工作

坊、教學成果分享會等研習活動，教務處得不定期對獲獎

勵課程授課情況進行查核。 

明訂受補助教

師需配合事項 

第九條 各教學單位每學年應對獲本辦法獎勵之全英語專業課程進

行評估成效，並請獲補助之教師提供授課經驗及建議事

項，送專案小組作為本校推動英語授課規劃及檢討之參

考。 

國際處得於全英語授課教師中遴選若干名教師，於暑假期

間研習有關提升教師英語教學之方法與策略，結束後擔任

全英語授課工作坊之種子教師。 

明訂受補助教

師之回饋義務

及教學單位之

成效評估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本辦法需通過

之程序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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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1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簡介 
 

一．屬  性：香港教育大學是由教資會資助的八大高等學府之一，提供一系列學士、碩士與博

士程度的教育專業及多元學科課程。 

二．成立時間：1881 年。 

三．學生人數：7,965 人(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四．教職員數：1,326 人。 

五．規  模：香港教育大學全力擴展學術範疇，鞏固人文學、社會科學及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科。

該校更建立了四所校級及十所院級研究、專業發展和資源中心，涵蓋教育、社會

科學及人文等領域。 

學院系  

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 (APS)  

 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 (CCA)  

 健康與體育學系 (HPE)  

 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MIT)  

 科學與環境學系 (SES)  

 社會科學系 (SSC)  

 副學士部 (ADS)  

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 

 課程與教學學系 (C&I)  

 幼兒教育學系 (ECE)  

 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 (EPL)  

 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 (IELL)  

 心理研究學系 (PS)  

 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 (SEC)  

人文學院  

 語文教育中心 (CLE)  

 中國語言學系 (CHL)  

 英語教育學系 (ELE)  

 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LML)  

 文學及文化學系 (LCS)  

研究生院 (GS)  

六．強  項： 

1. 香港教育大學匯聚眾多學術菁英，尤其教育及相關的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為香港之

首，也是亞太區最強大的陣容之一。 

2. 在研究實力方面，2021 年加拿大發明創新大賽榮獲 10 個獎項。 

3. 畢業生接近全面就業，平均月薪全港最高。 

七．排  名： 

1. 2013《全球高校網》亞洲大學中排名 13 

2. 2020 QS 世界大學排名:亞洲第 3，教育世界第 16 

  

http://www.ied.edu.hk/aps
http://www.ied.edu.hk/cca
http://www.ied.edu.hk/hpe
http://www.ied.edu.hk/mit
http://www.ied.edu.hk/ses
http://www.ied.edu.hk/ssc
http://www.ied.edu.hk/ads
http://www2.ied.edu.hk/ci/
http://www2.ied.edu.hk/ece/trad/index.asp
http://www.ied.edu.hk/epl/
http://www.ied.edu.hk/iell/
http://www.ied.edu.hk/ps/?lang=en
http://www.ied.edu.hk/sec/?lang=tc
http://cle.web.ied.edu.hk/
http://www.ied.edu.hk/chl
http://www.ied.edu.hk/ele
http://www.ied.edu.hk/lml
http://www.ied.edu.hk/lcs
http://www.ied.edu.hk/grad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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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際交流現況：該校在亞太地區、歐洲及美洲, 與 30 家的 200 多所高等院校簽訂了學術合

作及學生交流協議。透過學生交換計劃，學生可到內地或臺灣學習一個學期，期間所修讀的

學分，最多十五學分可獲轉移並計算於畢業所需學分內。與台灣合作學校包含: 國立台灣大

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長

榮大學、國家教育研究院、靜宜大學、元智大學 

九．參考網站： 

1. 香港教育大學 http://www.ied.edu.hk/web/index.php 

2. 大中華事務處─學術交流 http://gca.web.ied.edu.hk/tc/academicExchange.php 

3. 全球高校網 http://school.nihaowang.com/11931.html 

 

 

 

回紀錄首頁 

 

 

  

http://www.ied.edu.hk/web/index.php
http://gca.web.ied.edu.hk/tc/academicExchange.php
http://school.nihaowang.com/119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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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2 

 

東吳大學與香港教育大學 
學術合作協議書 

  
為提高學術水平和傳播知識，東吳大學與香港教育大學同意簽訂本學術合作協議書，以加強

雙方瞭解、促進友好合作，以及提倡學術交流協作。其內容包括： 

 

一、 兩所院校同意，在適用於各自校規的範圍內，並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採取下列合作措施： 
 

1. 推動學者及研究人員交流，促進合作研究活動； 

2. 採取多種方式，合作舉辦短期專業培訓； 

3. 合作舉辦學術會議、論壇及學術研討會； 

4. 交換學術及其他刊物。 

 

二、 根據第一條款，雙方就每一合作項目商討實施細節，並經雙方書面確認後落實執行。 

 

三、 本協議書經雙方簽署後生效，有效期為五年，任何更改或修訂須經兩校校長書面批准。本

協議書有效期屆滿前六個月，若任何一方未收到對方關於本協議書的修訂或終止通知，則

本協議書有效期屆滿後順延五年。 

 

四、 在本協議書有效期內，任何一方院校有權終止本協議，但須於事前六個月通知對方院校。 

 

 

   

潘維大校長                                       

東吳大學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號 

日期: 2021年   月   日 

 張仁良校長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號 

日期: 2021年   月  日 

 

 

 

回紀錄首頁 

 

 

  

http://www.ntcu.edu.tw/
http://www.ntcu.edu.tw/
http://www.ntcu.edu.tw/
http://www.ntcu.edu.tw/
http://www.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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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3 

 

 

東吳大學與香港教育大學 

學生交流項目協議書 
 

 

 

東吳大學與香港教育大學在友好交流合作的基礎上，就學生交流項目達成以下協議。

本協議書中接待院校即為接待交流學生之院校，而原屬院校則為送出交流學生之院校。 

 

 

(一) 目的 

本協議是為東吳大學與香港教育大學合作的學士學生交流項目訂下相關規條。 

 

(二) 協議期限 

1. 本協議自簽字該日起生效，為期五年。 

2. 協議若有任何修改，必須獲得雙方院校書面同意。 

3. 五年協議期限過後，由雙方院校評估項目執行情況，若雙方無異議，則自動順延

五年。 

4. 雙方院校保留終止本協議的權利，並須於終止協議前六個月通知對方院校。 

 

(三) 交流時間 

學生交流活動於 2021/22 學年開始，在本協議下每次交流活動將為期一個學期或一

個學年。 

 

(四) 學生人數 

1. 除非得到雙方院校同意，每年進行交流的學生不可超過四人，學生交流時間一般

為一學期(雙方院校亦可讓學生修讀對方在暑期舉辦之學分的課程。如果需要計算

交流學生人數，可按課程長短，以十五個星期為一學期換算，除非另有協議)。 

2. 原則上，每次交流活動在一名學生對一名學生的對等交換基礎進行。惟若雙方院

校在每學期參加交流活動的學生人數未能達至平衡，在本協議訂定的五年協議期

限內交流學生人數亦應大致達到平衡。 

3. 在可能情況下，學生交流時間可以為一個學年。為了平衡交流學生人數，一名學

生交流一學年等同於兩名學生交流一學期。 

(五) 費用 

1. 雙方院校同意互相豁免來訪交流學生的學費。 

2. 所有學生須向其原屬院校繳付正常費用。 

3. 所有學生須自行負責在接待院校的一切個人支出，包括住宿、膳食、衣服、交通、

醫療及其他學術方面的開支。 

4. 所有學生須購買旅遊保險並負責相關的費用。保險內容須包括醫療費用、人身意

外、個人責任和緊急支援。 

 

(六) 篩選﹑錄取及認可 

1. 雙方院校自行負責篩選學生參加學生交流活動。 

2. 每間院校派出的學生須符合接待院校所有入學要求。 

http://www.ntcu.edu.tw/
http://www.ntcu.edu.tw/
http://www.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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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屬院校須向接待院校提供課程資料及學生個人資料，例如已知健康問題，這些

問題可能影響學生學習進度或需特別協助。 

4. 接待院校應確定學生能修讀必修課程，但入讀個別學系或選修個別課程，則視乎

學生是否符合選修該課程的要求，以及在交流期間可分配的資源。 

5. 前往交流的學生須達到接待院校的學術要求和遵守操行規條。原屬院校應告知學

生接待院校之學術要求及文化情況。 

6. 在交流期間學生完成的作業認可工作，將由學生的原屬院校作出判斷。 

7. 接待院校須向原屬院校提供學生成績表，顯示學生在交流期間的學術表現。 

 

 

   

潘維大校長                                       

東吳大學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號 

日期: 2021年   月   日 

 張仁良校長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號 

日期: 2021年  月  日 

 

 

 

回紀錄首頁 

 

 

  

http://www.ntcu.edu.tw/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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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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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upc.edu.pe/en/nosotros/acreditaciones/acreditacion-instituc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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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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other than those established in 

Section C and D of thi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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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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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nstitutions”. SU and U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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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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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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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st of which will be borne by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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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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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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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ga Chuang, Deputy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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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phone number: +886-2-2881-9471 

E-mail: cwl@scu.edu.tw; icae.iac@gm.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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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C designates 

 

Josilú Carbonel Falcón, Director, International Office 

Address: Av. Prolongación Primavera 2390, Santiago de Surco, Lima, P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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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is intended to, or shall be deemed to, establish any partnership or joint venture 

between the parties, constitute either institution as the agent of the other institution, nor authorise either of 

the parties to make or enter into any commitments for or on behalf of the other instituti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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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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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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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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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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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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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ANTI-BRIBERY  
1. SU agrees to comply with Laureate’s Anti-Corruption Policy and UPC’s Anti-bribery Management 

System. The latest version can always be found in: https://www.laureate.net/ethics-compliance/ and Anti-

bribery Management System | SICA (upc.edu.pe). Additionally, he/she undertakes to comply with the 

UPC's Anti-Bribery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nditions of which can be found at the following link: 

https://sica.upc.edu.pe/publico/sistema-de-gestion-antisoborno 

2. If SU breaches this provision, UPC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immediately by a written notice, and 

SU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any damage caused to U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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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laureate.net/ethics-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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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附件 1 

 

蘇州城市學院 
Suzhou City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公辦普通高等學校 

二、成立時間：1998年 

三、學生人數：近 12,000名 

四、專任教師人數：200餘名 

五、校長：趙志宏 

六、地址：中國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吳中大道 1188號 

七、系所： 

經濟系 法政系 文學與傳播系 

外語系 機電與工程系 光電與能源工程系 

軌道交通工程系 電子信息工程系 計算機工程系 

工商管理系 社會服務系 藝術系 

八、特色：蘇州大學文正學院於 1998年 12月批准成立，為全國首家公有民辦二級學院，2020年

11 月 11 日，擬定同意蘇州大學文正學院轉設為公辦普通高等學校蘇州城市學院，2020 年

12 月 18 日，蘇州大學文正學院脫離蘇州大學管理，並轉設為公辦本科院校蘇州城市學院，

由江蘇省人民政府管理領導。 

學院位於古城蘇州，坐擁上方山國家森林公園和“夜半潮生看串月”的石湖景區，歷史人文

資源豐富，尊師重教風氣濃郁。學院圖書館是“建築界諾貝爾獎”——普利茲克獎獲得者王

澍的代表作，其巧妙融合“山”“水”概念並深涵造園思想，蜚聲海內外。學院注重對學生

進行“文者文章、正者道德”的精神引領，使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責

任擔當成為全院上下的一致追求。 

學院將改革創新作為事業前進的指導思想，將尊重學生的個性發展作為教育教學的基本前提，

將多元化人才培養作為堅定不移的中心工作，充分依託蘇州大學的優質資源以及長三角地區

的區位優勢，為經濟社會發展輸送優秀的應用型本科人才。 

學院在校生萬餘人，現設有 43個本科專業（含方向），涵蓋法學、文學、經濟學、管理學、

理學、工學、藝術學等多個學科；教育教學設施完備，功能齊全，建設標準高，使用效果好；

順應數字化潮流，借力信息化建設，智能化校園建設取得階段成果，校園管理創新成效顯著。 

學院努力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學生黨建的科學化、專業化水平高；為學

生的成長成才全面創造條件，人才培養方案個性化，教育教學精品化；注重學生自我管理能

力、自我服務能力、學術科研能力以及社會活動能力的培養，通過行為量化考核促進學生的

養成教育；大力推進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努力拓寬創新創業視野，創業就業工作同步提升。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壯大，學院在教育主管部門視野裏具有着示範意義，在兄弟院校辦學過程

中具有着借鑑價值，在學生家長面臨選擇時具有着優先地位。立足“十二五”，面向“十三

五”，學院上下齊心協力求創新，一心一意謀發展，正朝着國內一流獨立學院的目標而奮發

努力。 

回紀錄首頁  



28 

 

案由四附件 2 

 
東吳大學與蘇州城市學院 

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 
 

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合作，經友好協商於平等互惠原則下，東吳大學與蘇州城市

學院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約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研修與互訪交流。 

2. 互邀雙方教師、研究人員與行政人員互訪交流。 

3. 邀請與安排雙方學者進行各項研究合作、學術研討、專題演講等學術合作。 

4. 互換學術出版品與分享學術資訊。 

二、合作原則： 

1. 雙方應為互訪學者提供講學與研究之便利條件。 

2. 兩校將優先處理本約定書內允許之學生交流與學者互訪之請求，並致力達成

雙方滿意之條款。 

3. 兩校各指定一單位機構負責聯絡工作與本約定書之實施。 

三、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滿時，如雙方無異議，約定書

自動延長五年。任何一方有權終止本約定書，但應提前六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 

四、本約定書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兩份文本中如有對應表述不同用語，但所含

意義相同時，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東吳大學  校長                               蘇州城市學院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趙志宏        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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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附件 3 

東吳大學與蘇州城市學院 

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蘇州城市學院本於「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協商，就

兩校辦理「學期研修生」及「暑期研修生」事項達成如下約定： 

一、合作內容： 

1. 學期研修生：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期得選派註冊在校，且至少已修讀一學年以上之學士班以

及碩、博士班學生，自費到接待學校研修一學期，並以修讀雙方均已開設之科目為原則。 

2. 暑期研修生： 

雙方同意於每年暑假期間辦理「暑期研修班」，研修期間及參訪等內容依雙方規劃另定

之。 

二、 合作型式： 

1. 學期研修生及暑期研修生均無名額限制，亦不獲取接待學校之學位。 

2. 雙方於學期研修及暑期研修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發給「學習證明」。 

3. 學期研修生及暑期研修生在接待學校完成學期研修及暑期研修後，應依交流計畫返回

原屬學校，不得延長停留時間。 

三、遴選方式： 

1. 雙方從各自學校就讀全日制學生中，根據學習成績及其它條件，綜合考量後推薦至接

待學校。 

2. 雙方各自保留審查對方推薦之學期研修生及暑期研修生最後決定權。如有未獲推薦之

情況，雙方可再次遞補推薦。 

四、研修課程： 

1. 學期研修生可事先於各自學校選課，經接待學校同意後，至接待學校研修。 

2. 雙方得於每年三月以前決定暑期研修班課程時數及內容。 

五、 輔導管理： 

1. 雙方業管單位負責學期研修生及暑期研修生在接待學校期間之學習及生活各項管理及

輔導工作。雙方學期研修生及暑期研修生不參與校院評鑑或其他評獎活動等，相關管

理辦法依各自學校規定執行。 

2. 雙方業管單位應安排學期研修生及暑期研修生在學校所屬宿舍住宿，以利進行各項交

流活動。 

3. 雙方業管單位應儘量安排學期研修生及暑期研修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行各項學術交流

活動，關心其生活起居，使交流計畫獲得最大成效。 

4. 雙方選定學期研修生及暑期研修生後，接待學校應提供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員

接機、安排住宿等，以利學生儘快適應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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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期研修生及暑期研修生應遵守本約定書以及雙方學校校規，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得

終止該生研修活動或返校後依原屬學校校規辦理，如涉及名額遞補，兩校得再行研議。 

六、相關費用： 

1. 學期研修生除在原屬學校繳交學雜費外，應再向接待學校繳交一學期研修費。 

2. 暑期研修生收費方式由雙方學校協商後另行訂定。 

3. 學期研修生及暑期研修生應自行負擔往返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書籍費、證件

費、保險費及其他個人支出等費用。 

七、施行細則： 

1. 本約定書內容由雙方業管單位實施，並負責管理。 

2. 學期研修生及暑期研修生應遵守當地法律及接待學校各項規定。 

3. 學期研修生及暑期研修生於辦理出入境手續時，應自行負責取得相關入境許可，雙方

學校應儘量配合並提供必要協助，但不保證提供入境許可文件。 

4. 學期研修生及暑期研修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文件，並準時

報到及返校。 

5. 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滿時，如雙方無異議，約定書自動

延長五年。任何一方有權終止本約定書，但應提前六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在本約定

書終止前已開始或進行之研修活動不受約定書終止影響，仍可依原訂計畫完成研修。 

6. 本約定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議定。 

7. 本約定書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兩份文本中如有對應表述不同用語，但所含意義

相同時，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東吳大學  校長                               蘇州城市學院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趙志宏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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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附件 1 

 

西安交通大學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綜合性研究型大學 

二、成立時間：1896年 

三、學生人數：近 46,000名 

四、專任教師人數：3,700餘名 

五、校長：王樹國  

六、地址：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咸甯西路 28號 

七、系所： 

電氣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學院 理學院 

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 電子與資訊工程學院 法學院 

航太航空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軟件學院 

人居環境與建築工程學院 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 醫學部 

經濟與金融學院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金禾經濟研究中心 外國語學院 

前沿科學技術研究院 數學與統計學院 化學工程與技術學院 

體育中心 馬克思主義學院 可持續發展學院 

國際教育學院 繼續教育學院 網絡教育學院  

八、特色：西安交通大學是大陸最早興辦、享譽海內外的著名高等學府，是大陸教育部直屬重點

大學，1896年在上海創建了南洋公學，1921年定名為交通大學，1956年交通大學的主體內

遷西安，1957 年分設為交通大學西安、上海兩個部分，1959 年，交通大學西安部分定名為

西安交通大學，2000年西安交通大學、西安醫科大學、陝西財經學院三校合併，組成新的西

安交通大學。 

學校是首批進入大陸「211」和「985」工程建設學校，2017年入選「雙一流」建設名單 A類

建設高校，現有興慶、雁塔、曲江和中國西部科技創新港四個校區，領銜成立的「絲綢之路

大學聯盟」已吸引 37 個國家和地區的 150 餘所大學加盟，學校深入學習聚焦立德樹人根本

任務，堅持「紮根西部、服務國家、世界一流」辦學定位，堅定不移地推進綜合改革，推進

「雙一流」建設，推進內涵式發展，奮力書寫新時代學校發展新篇章，朝著世界一流大學奮

進。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21 中國大學排名中最值得關注校，首次挺進前 7強，「西遷精神」助

力學校綜合實力大幅提升，創中國西部高校最高排名紀錄，堪稱中國西部地區進步最大、發

展最快的大學。 

十、參考網站： 

西安交通大學：http://www.xjtu.edu.cn/jdgk/xxld1.htm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 

 

回紀錄首頁 

 

  



32 

 

案由五附件 2 

 

 

 
東吳大學與西安交通大學 

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 

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合作，經友好協商於平等互惠原則下，東吳大學與西安交通

大學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約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交換與互訪交流。 

2. 互邀雙方教師、研究人員與行政人員互訪交流。 

3. 邀請與安排雙方學者進行各項研究合作、學術研討、專題演講等學術合作。 

4. 互換學術出版品與分享學術資訊。 

二、合作原則： 

1. 雙方應為互訪學者提供講學與研究之便利條件。 

2. 兩校將優先處理本約定書內允許之學生交換與學者互訪之請求，並致力達成

雙方滿意之條款。 

3. 兩校各指定一單位機構負責聯絡工作與本約定書之實施。 

三、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滿時，如雙方無異議，約定書

自動延長五年。任何一方有權終止本約定書，但應提前六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 

四、本約定書用中文正體、簡體寫成，雙方各執一份中文正體、簡體文本。兩份文本

中如有對應表述不同用語，但所含意義相同時，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東吳大學  校長                               西安交通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王樹國        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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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附件 3 

 

 

東吳大學與西安交通大學 

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西安交通大學本著「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協商，就

兩校學生交換事宜達成如下約定： 

一、合作形式： 

1.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期選派註冊在校之學士班以及碩、博士班學生（以下稱

「交換生」）到接待學校研修。 

2. 交換生研修期間為一學期，並以修讀雙方均已開設科目為原則。 

3. 交換生之名額，每學期以 2人為上限。但有特殊計畫，得另案討論。 

4. 交換生在接待學校研修，不獲取學位。 

5. 交換生可事先於各自學校選課，經接待學校同意後，至接待學校交換研修。 

6. 雙方於交換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為對方交換生提供「修讀課程成績證明」。 

7. 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完成交換後，應依交換計畫返回原屬學校，不得延長停留時間。 

二、遴選方式： 

1. 雙方從各自學校就讀全日制學生中，根據學習成績及其它條件，綜合考量後推薦至接

待學校研修。 

2. 雙方各自保留審查對方推薦交換生之最後決定權。如有未獲推薦之情況，雙方可再次

遞補推薦。 

三、輔導管理： 

1. 雙方業管單位負責交換生在接待學校期間之學習及生活各項管理及輔導工作。雙方交

換生不參與校院評鑑或其他評獎活動等，相關管理辦法依各自學校規定執行。 

2. 雙方業管單位應安排交換生在學校所屬宿舍住宿，以利進行各項交流活動。 

3. 雙方業管單位應儘量安排交換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行各項學術交流活動，關心其生活

起居，使交換計畫獲得最大成效。 

4. 雙方選定交換生後，接待學校應提供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員接機、安排住宿

等，以利交換生儘快適應新環境。 

5. 交換生應遵守本約定書以及雙方學校校規，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將終止該生交換研

修或返校後依原屬學校校規辦理，如涉及名額遞補，兩校得再行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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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費用： 

1. 交換生在各自所屬學校繳交學雜費，雙方學校不再收取交換生研修費。 

2. 交換生應依規定提交健康檢查表予接待學校。 

3. 交換生應自行負擔往返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書籍費、證件費、保險費及其他個

人支出等。 

五、施行細則： 

1. 本約定書內容由雙方業管單位實施，並負責管理。 

2. 交換生應遵守當地法律及接待學校各項規定。 

3. 交換生於辦理出入境手續時，應自行負責取得相關入境許可，雙方學校應儘量配合並

提供必要協助，但不保證提供入境許可文件。任何一方學生因未獲入境許可而無法成

行，則該年度交換生名額，得展延至下一學期；另一方學生交換則繼續進行。對於約

定書期限內其他年度交換計畫，將繼續執行。 

4. 交換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文件，並準時報到及返校。 

5. 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滿時，如雙方無異議，約定書自動

延長五年。任何一方有權終止本約定書，但應提前六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在本約定

書終止前已開始或進行之交換研修不受約定書終止影響，仍可依原訂計畫完成研修。 

6. 本約定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議定。 

7. 本約定書用中文正體、簡體寫成，雙方各執一份中文正體、簡體文本。兩份文本中如

有對應表述不同用語，但所含意義相同時，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東吳大學  校長         西安交通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         王樹國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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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98 年 10 月 16 日校長核定通過 

101 年 3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2 年 9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4 年 5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6 年 8 月 28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 

1、2、3、4、5、6、7、8、9、10、11 條 

107 年 4 月 23 日 106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訂第 2、4、7 條 

108 年 10 月 28 日 108 學年度第 6 次(108 年 10 月 28 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 2、3、6、7、9、10、11 條 

109 年 10 月 5 日 109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第 2、3、6 條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行政會議修訂第○條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本辦法補助教學精進課程，並以個

別課程為單位，授課教師應著重在

教學方式、課程設計或課程改革等

方面，具有創新思維及具體作法，

以培養學生合作、溝通、問題解決、

高層次思考等能力之可行方案。申

請補助課程類型如下： 

一、跨領域共授課程：由主題式教

師教學社群團隊共同合作，並

設計具整合性與創新內容之跨

領域課程，申請課程應完成正

式開課程序審查並開課者。到

課教師均依實際授課時數列

計，共同授課教師授課時數，由

課程負責教師依主授課及陪同

授課比率、教案撰寫等配置之；

外校教師依實際出席時數支給

鐘點費。 

二、實作深化學習課程：以激發學

生思考、引領學生探究課程內

涵並達成學用合一為目標，課

程設計得依課程目標結合課堂

講授、小組討論、專題研究、學

生實作工作坊及校外專家協同

授課或校外參訪等教學方式進

行，唯不具系統性設計之單場

校外參訪或單場實務運用講座

活動，不包含在內。課堂原授課

教師講授時數應達課程全部時

數三分之二以上為原則；邀請

外校專家授課應由原課程教師

協同。 

第 二 條   

本辦法補助教學精進課程，並以個

別課程為單位，授課教師應著重在

教學方式、課程設計或課程改革等

方面，具有創新思維及具體作法，

以培養學生合作、溝通、問題解決、

高層次思考等能力之可行方案。申

請補助課程類型如下： 

一、跨領域共授課程：由主題式教

師專業社群團隊共同合作，並

設計具整合性與創新內容之跨

領域課程，申請課程應完成正

式開課程序審查並開課者。到

課教師均依實際授課時數列

計，共同授課教師授課時數，由

課程負責教師依主授課及陪同

授課比率、教案撰寫等配置之；

外校教師依實際出席時數支給

鐘點費。 

二、實作深化學習課程：以激發學

生思考、引領學生探究課程內

涵並達成學用合一為目標，課

程設計得依課程目標結合課堂

講授、小組討論、專題研究、學

生實作工作坊及校外專家協同

授課或校外參訪等教學方式進

行，唯不具系統性設計之單場

校外參訪或單場實務運用講座

活動，不包含在內。課堂原授課

教師講授時數應達課程全部時

數三分之二以上為原則；邀請

外校專家授課應由原課程教師

協同。 

依東吳大學教師教學

社群實施辦法，修正

補助垮領域共授課程

之教師團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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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創新科技化教學課程：將數位

科技融入於教材設計與教學策

略中，打造強調即時互動及合

作學習的環境，以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例如即時

反饋系統、翻轉教學等。但數位

教材製作，不包括在內。 

四、證照推動教學課程：培訓學生

雲端基礎、AI 基礎、數據資料

基礎、Azure IoT 開發人員專

長、Microsoft Office 技術能

力，通過考試認證，具備資訊科

技基礎能力。 

三、創新科技化教學課程：將數位

科技融入於教材設計與教學策

略中，打造強調即時互動及合

作學習的環境，以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例如即時

反饋系統、翻轉教學等。但數位

教材製作，不包括在內。 

四、證照推動教學課程：培訓學生

雲端基礎、AI 基礎、數據資料

基礎、Azure IoT 開發人員專

長、Microsoft Office 技術能

力，通過考試認證，具備資訊科

技基礎能力。 

第 三 條 

凡本校專兼任教師均得申請各類型

教學精進課程之補助。 

前條第一類型之補助申請，應由主

題式教師專業社群團隊提出；第二

類型至第三類型之補助申請，每位

教師每學期在每一類型課程至多申

請二案；第四類型之補助申請，應

由實施微軟認證課程導入計畫課程

教師提出。 

為鼓勵教師投入教學精進，首次申

請之教師優先考慮，第二次（含）以

上申請之教師將優先考慮一年內曾

參與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舉辦之教學相關講座及工作坊

者。 

本中心得依高等教育趨勢及本校教

學創新發展政策，公開徵求、邀請

本校教師提出前條第二、三類型之

教學精進課程計畫。 

通過補助之本校專任(案)教師，應於

執行結案後，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未依規定辦理，將暫停

受理該教師申請本辦法之補助。 

第 三 條 

凡本校專兼任教師均得申請各類型

教學精進課程之補助。 

前條第一類型之補助申請，應由主

題式教師專業社群團隊提出；第二

類型至第三類型之補助申請，每位

教師每學期在每一類型課程至多申

請二案；第四類型之補助申請，應

由實施微軟認證課程導入計畫課程

教師提出。 

為鼓勵教師投入教學精進，首次申

請之教師優先考慮，第二次（含）以

上申請之教師將優先考慮一年內曾

參與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舉辦之教學相關講座及工作坊

者。 

本中心得依高等教育趨勢及本校教

學創新發展政策，公開徵求、邀請

本校教師提出前條第二、三類型之

教學精進課程計畫。 

增加本校專任(案)教

師通過本辦法補助

後，應提出教育部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申

請。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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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附件 2 

 

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辦法 

98 年 10 月 16 日校長核定通過 

101 年 3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2 年 9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4 年 5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6 年 8 月 28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 

1、2、3、4、5、6、7、8、9、10、11 條 

107 年 4 月 23 日 106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訂第 2、4、7 條 

108 年 10 月 28 日 108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 

第 2、3、6、7、9、10、11 條 

109 年 10 月 5 日 109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第 2、3、6 條 

第 一 條  東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校教師積極從事教學精進與創新及課程改革，

達成精進教學品質及提升學習效能之目標，特訂定本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補助教學精進課程，並以個別課程為單位，授課教師應著重在教學方式、

課程設計或課程改革等方面，具有創新思維及具體作法，以培養學生合作、溝通、

問題解決、高層次思考等能力之可行方案。申請補助課程類型如下： 

一、跨領域共授課程：由主題式教師專業社群團隊共同合作，並設計具整合性與

創新內容之跨領域課程，申請課程應完成正式開課程序審查並開課者。到課

教師均依實際授課時數列計，共同授課教師授課時數，由課程負責教師依主

授課及陪同授課比率、教案撰寫等配置之；外校教師依實際出席時數支給鐘

點費。 

二、實作深化學習課程：以激發學生思考、引領學生探究課程內涵並達成學用合

一為目標，課程設計得依課程目標結合課堂講授、小組討論、專題研究、學

生實作工作坊及校外專家協同授課或校外參訪等教學方式進行，唯不具系統

性設計之單場校外參訪或單場實務運用講座活動，不包含在內。課堂原授課

教師講授時數應達課程全部時數三分之二以上為原則；邀請外校專家授課應

由原課程教師協同。 

三、創新科技化教學課程：將數位科技融入於教材設計與教學策略中，打造強調

即時互動及合作學習的環境，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例如即時反

饋系統、翻轉教學等。但數位教材製作，不包括在內。 

四、證照推動教學課程：培訓學生雲端基礎、AI 基礎、數據資料基礎、Azure IoT

開發人員專長、Microsoft Office 技術能力，通過考試認證，具備資訊科技基

礎能力。 

第 三 條  凡本校專兼任教師均得申請各類型教學精進課程之補助。 

前條第一類型之補助申請，應由主題式教師專業社群團隊提出；第二類型至第三

類型之補助申請，每位教師每學期在每一類型課程至多申請二案；第四類型之補

助申請，應由實施微軟認證課程導入計畫課程教師提出。 

為鼓勵教師投入教學精進，首次申請之教師優先考慮，第二次（含）以上申請之

教師將優先考慮一年內曾參與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舉辦之教學相關

講座及工作坊者。 

本中心得依高等教育趨勢及本校教學創新發展政策，公開徵求、邀請本校教師提

出前條第二、三類型之教學精進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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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本辦法之補助申請時間及方式如下： 

一、申請教師應於每年七月中旬前，提出次學年度第一學期申請案；每年一月中

旬前，提出當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案；學年課程得一次申請一學年精進計畫。 

二、申請教師應於「東吳大學教學補助計畫作業平台」填寫「教學精進補助申請

書」，提出申請。 

第 五 條  教學精進課程補助申請之審查方式如下： 

一、申請時間截止後，由本中心邀請校內、外相關學者專家三至五名進行審查，

並依申請案件之課程設計與活動規劃內容核定補助經費。 

二、申請案之審查標準如下： 

（一）學生受益程度。 

（二）符合本校發展需求之程度。 

（三）課程屬性與精進與創新內容之適配性。 

（四）計畫可行性。 

（五）計畫持續教學精進或創新的程度與成果轉化運用之可能性。 

（六）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七）前次計畫執行情況。 

三、依審查核定結果，簽請副校長核定補助名單，於開學前公告於本中心網頁，

並發函通知各申請教師。 

第 六 條  補助經費規範 

第一至三類教學精進課程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五萬元整為上限、全學年課程以新臺

幣八萬元整為上限，補助項目限於業務費項下之講座鐘點費、工讀費、臨時人員

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印刷費、物品費、雜支等。其中： 

一、物品費（消耗品）及雜支限編列上課用耗材，且雜支以申請總經費之 6%為

上限。 

二、外校專家授課鐘點費依實際出席時數支給講座鐘點費。 

第四類課程以微軟認證課程業師之講座鐘點費、雇主負擔健保補充保費與業師交

通費之必要經費為限。 

有關動支核銷等所有實質及程序相關事宜，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編

列基準表」辦理，其涉及本校集中採購項目者，應依「東吳大學採購辦法」規定

辦理。 

第 七 條  各類教學精進執行期程、成果審查及結案規定如下： 

一、執行期程：每學年第一學期，執行期程為每年九月至十二月；每學年第二學

期執行期程為每年三月至六月。 

二、獲補助之學年課程應於第一學期執行期程結束後十五日內填妥「教學精進期

中成果報告表」，由本中心送交校內外相關學者專家審查，若未達預期目標，

則終止補助。 

三、所有獲補助之課程，應於執行期程屆滿後十五日內，填妥「教學精進成果報

告」，送交本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存查。 

四、受補助教師未依規定，如期完成繳交「教學精進期中成果報告表」及「教學

精進成果報告表」者，本中心將報請所屬教學單位追蹤處理；除有特殊情況，

報經副校長核定者外，應完成補繳程序，始得依本辦法提出次一學期補助申

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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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各類教學精進所研發之成果（包括其出版品或教材）之相關權利義務如下： 

一、受補助人就所研發之成果，（或團隊）保有智慧財產權。 

二、受補助人就研發之成果出版品或教材上，應明確標示「曾獲本校教學精進計

畫補助」。 

三、受補助人就前款之出版品或教材內容，應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規定。 

本校享有前項所研發之成果之非排他的使用權，就所研發之成果出版品或教材，

得進行非營利或教學發展目的之推廣。為達成上述推廣目的之範圍內，於必要時

得重新編輯、修正、補充或為其他整理，或再授權第三人使用。但應於適當處所

標示原創作者姓名。 

第 九 條  受補助教師宜積極參與校內舉辦之教學研習及本辦法補助成果交流活動。 

第 十 條  受補助教師執行成果經評選績優者，頒發獎勵及獎狀，其評選要點另訂之。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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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附件(提會討論版) 

 

東吳大學 Google 教育版 

服務規則與雲端硬碟降載公告 

 

服務 

對象 

在校教職員生 

措施 1.公告僅服務在校教職員生，即將刪除畢業生以及離校之教職員。

給予彈性期限，建議盡速轉移雲端資料，若未在彈性期限內縮減雲

端用量，將該帳號進行停權，若未在停權彈性期間轉移雲端資料，

則會停權彈性期限過後，直接將該用戶刪除。 

 

2.依照時間限制分為三階公告限縮期限，促使用戶縮減雲端空間，

若未在其公告期限內縮減雲端用量，將進行用戶停權措施。 

 

3.停權前，將進行郵件通知，若該用戶在 7 天內進行聯繫，可暫時

恢復其使用權，並給予 5 天的彈性時間，縮減或轉移其雲端資料；

若該用戶未在 7 天內進行聯繫，則直接將該用戶刪除。 

內容 公告階段性雲端用量降載日期： 

1.請於 2021/12/31 前，將雲端空間使用量，降載至 100GB。 

2.請於 2022/3/31 前，將雲端空間使用量，降載至 50GB。 

3.請於 2022/5/31 前，將雲端空間使用量，降載至 10GB。 

未依照以上公告日期進行降載之用戶，將執行停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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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資訊

聲明 

1.2021 年 2 月 Google 公司服務政策異動 (1)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舊名：G Suite 教育版）儲存空間將改

為全校共用 100TB 為上限之規定(含 Google 雲端硬碟、Google 

相簿、Gmail 等檔案的計算)，為配合 Google 公司政策及考量在校

教職生之權益，將進行階段性縮減雲端用量措施。 

 

2.Google Workspace（原 G-Suite）屬 Google 公司免費提供，本

校僅管理網域與開啟帳號使用權，其他各項 Google 功能服務皆係

由 Google 維運，本校實無管控權力，惠請知悉，請多見諒。 

 

3.為了因應即將到來的改變，保障各位的權益，提醒所有

@gm.scu.edu.tw 帳號的使用者： 

(1)依照 Google 政策 (2)，本服務僅限「教育目的」使用。 

(2)請勿儲存重要資料，儲存前請先評估風險。 

(3)重要資料都應該要有備份，不宜只存於同一個儲存空間。 

(4)可考慮評估和選用其他付費的雲端儲存服務 

 

4.懇請盡早準備，雲端容量減縮事宜。 

 

5.未來將持續依照 Google 政策進行服務方案調整，若有任何異動

或資訊更新，將儘速宣導周知。 

 

6.參考說明： 

(1)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儲存空間政策異動：

https://support.google.com/a/answer/10431555?hl=zh-Hant 

(2)Google Workspace 政策：

https://workspace.google.com/intl/en/terms/use_policy.html 

https://support.google.com/a/answer/10431555?hl=zh-Hant
https://workspace.google.com/intl/en/terms/use_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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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

參閱

相關

資訊 

1.檢視雲端用量：https://drive.google.com/settings/storage 

2.轉移帳戶內容與複製檔案：

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6386856 

3.下載及 Google 資料：

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3024190?hl=zh-Hant 

4.如何將教育版雲端硬碟轉移至個人 Google 帳號教

學:https://harmonica80.blogspot.com/2021/11/google-20227-

google-one.html 
 

 

 

https://drive.google.com/settings/storage
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6386856
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3024190?hl=zh-Hant
https://harmonica80.blogspot.com/2021/11/google-20227-google-one.html
https://harmonica80.blogspot.com/2021/11/google-20227-google-one.html


案由七附件(會後修正版) 

 

 

東吳大學 Google Workspace(G Suite)縮減雲端用量規則說明 
(第一次公告 2021.12.01) 

一、 免責聲明 

本服務的隱私權與安全性義務由 Google 公司負責，本單位無法干涉資料被利

用之方式，也無法保障隱私權。關於 Google 公司隱私權與安全性的義務，請

參考 Google 安全性與隱私權說明以及 Google 隱私權政策。 

二、 Google 服務政策異動 

Google 公司於 2021 年 2 月宣布服務政策之異動，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舊名：G Suite 教育版）於 2022 年 7 月起儲存空間將變更為全校所

有帳號共用 100TB（含 Google 雲端硬碟、Google 相簿、Gmail 等檔案的計算），

超過 100TB 部分即無法繼續使用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之服務。由於

本單位提供各個用戶之帳號係架構於 Google 公司服務規範下，故本單位及各

個用戶皆應配合 Google 公司之服務政策，考量在校教職生及離退職與畢業生

之使用權益，本單位將進行階段性縮減雲端用量措施。 

因應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儲存空間之服務政策變更，並避免在校教

職生及離退職與畢業生等用戶於 2022 年 7 月服務政策正式生效時措手不及，

導致資料遺失或用戶帳號遭停權之風險，調整內容如下： 

1. 本單位將通知 110 年 12 月 1 日前從未登入過帳號之用戶，若用戶未在 21

天內與本單位進行聯繫，本單位將優先並刪除該用戶帳號。 

2. 本單位將對在校教職生及離退職與畢業生之用戶進行階段性雲端用量降

載措施，方案細節如下： 

 第一階段：請各個帳號使用者於 2021/12/31 前，將雲端空間使用量，

降載至 100GB。 

實施對象：gm.scu.edu.tw 所有用戶 

實施方式： 

(1). 自即日起，請在 2021/12/31 前進行雲端用量縮減措施，若未在截止日

期將雲端用量所減至 100GB，將對該用戶帳號進行停權。 

(2). 停權後，若用戶在 21 天內進行聯繫，可暫時恢復帳戶使用權，並給予

21 天的彈性時間，縮減或轉移其雲端資料。 

(3). 若用戶未在 21 天內進行聯繫，則直接將該用戶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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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請於 2022/03/31 前，將雲端空間使用量，降載至 50GB。 

實施對象：gm.scu.edu.tw 所有用戶。 

實施方式： 

(1). 自即日起，請在 2022/03/31 前進行雲端用量縮減措施，若未在截止日

期將雲端用量所減至 50GB，將對該用戶帳號進行停權。 

(2). 停權後，若用戶在 21 天內進行聯繫，可暫時恢復帳戶使用權，並給予

21 天的彈性時間，縮減或轉移其雲端資料。 

(3). 若用戶未在 21 天內進行聯繫，則直接將該用戶刪除。 

 第三階段：請於 2022/05/31 前，將雲端空間使用量，降載至 10GB。 

實施對象：gm.scu.edu.tw 所有用戶。 

實施方式： 

(1). 自即日起，請在 2022/05/31 前進行雲端用量縮減措施，若未在截止日

期將雲端用量所減至 10GB，將對該用戶帳號進行停權。 

(2). 停權後，若用戶在 14 天內進行聯繫，可暫時恢復帳戶使用權，並給予

14 天的彈性時間，縮減或轉移其雲端資料。 

(3). 若用戶未在 14 天內進行聯繫，則直接將該用戶刪除。 

三、 建議 

1.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舊名：G-Suite 教育版）屬 Google 公司免

費提供，本校僅管理網域與開啟帳號使用權，其他各項 Google 功能服務

皆係由 Google 維運，本校實無管控權力，故建議各位用戶應自行閱讀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使用者條款或相關服務政策，惠請知悉，

請多見諒。 

2. 由於 2022 年 7 月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儲存空間之限制，懇請

盡早準備因應雲端儲存空間減縮之應變事宜，避免屆時超過儲存空間限制

之資料有遺失或用戶帳號遭停權之風險。 

3. 雲端縮減操作方式，敬請參閱相關資訊： 

(1). 檢視雲端用量： 

https://drive.google.com/settings/storage  
(2). 轉移帳戶內容與複製檔案： 

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6386856  
(3). 下載及 Google 資料： 

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3024190?hl=zh-Hant  
(4). 如何將教育版雲端硬碟轉移至個人 Google 帳號教學： 

https://harmonica80.blogspot.com/2021/11/google-20227-google-
one.html 

4. 未來將持續依照 Google 政策進行服務方案調整，若有任何異動或資訊更

新，將儘速宣導周知，敬請各位用戶注意本單位發布有關縮減雲端用量規

則說明之異動或更新，以維護用戶自身權益。 

https://drive.google.com/settings/storage
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6386856
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3024190?hl=zh-Hant
https://harmonica80.blogspot.com/2021/11/google-20227-google-one.html
https://harmonica80.blogspot.com/2021/11/google-20227-google-o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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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單位聯絡方式 

如有任何意見或問題，歡迎洽詢本單位，本單位之聯絡電話為 02-2881-9471 分

機 5834，電子郵件信箱為：chohua@scu.edu.tw、dit@gm.scu.edu.tw，問題回

報線上表單填寫：https://reurl.cc/NZMy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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