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 110 學年度第 8 次（110 年 12 月 6 日）行政會議紀錄 

（110 年 12 月 20 日，經 110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0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10 分 

地點：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 

主席︰潘維大校長 

出席︰趙維良副校長、董保城副校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詹乾隆教務長(國際商管學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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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院鄭冠宇院長(莊永丞副院長代)、商學院傅祖壇院長、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院長 

列席︰英文系蔡佳瑾主任、日文系羅濟立主任、語言教學中心劉凱莉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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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朱蕙君主任、商學進修班沈大白主任、 

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蔡志賢專門委員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頒    獎  頒發科技部「109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校長致詞 

本校師生連續 8 年獲得此獎項肯定，非常不容易，這次獲獎研究主題：「藝術經濟學研究：

畫作媒材是否影響不同藝術時期作品之價值」、「遺產及贈與稅調整對股市的影響」及「從

語言差異到探討文化差異—以德語和中文的比較為例」，恭喜獲獎同學及指導老師。 

參、確定議程：確認 

肆、主席致詞： 

今天早上本校與永豐金控簽訂合作協議，產學合作內容包括共同研究、學生實習、共

同舉辦研討會等項目。整個科技轉變，除了對各行業造成衝擊外，對大學各科系也造成很

大的影響，目前最明顯的是商學院，因為金融界對於外在變化比較敏感，採取應變也最迅

速，所以商學院科系是第一波最快受到影響的科系，其他科系受到影響的時間稍微慢一些。 

目前創新的議題，大部分都跟商學院有關，包括：ESG、SDGs、赤道協議、開放網路

保險、理財機器人、區塊鏈技術、AI 技術、數位貨幣、NFT、元宇宙等等，目前純粹商學

院的知識內容，已不足以包括上述議題，所以商學院老師壓力應該很大，現有的課程都必

需重新檢視內容是否適合？應該有些什麼樣的改變？需要增加那些新的內容？如果學校

還是用以前的方式培育學生的話，對企業而言就不是他們需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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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變化很大，新的技術越來越多，我們必須配合時代的變化，任何學習都必須跨

領域，任何科系單一領域的課程知識內容都必須加以整合改變，因此非常期待教務處現在

推動的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也許學生還不那麼清楚第二專長課程的需求性，但老師們必

須清楚單一領域的專業知識已經不夠，未來一定要跨領域混合知識科學，這需要全體師長

們一起配合，否則很難推動第二專長課程。 

非常期待大家都能夠放下自己原來的一些堅持，跳脫原來框架的思考模式，以學生未

來需求的方向規劃課程，學系不能有老師專長是哪些就僅提供這些課程的想法，這樣下去

一定會被淘汰的，希望每個學系都應該要自覺的改變，否則與其等到學系提不出好的課程，

撐不下去被淘汰，或許學校應該透過行政方式讓學系自然結束。當然任何改變都會衝擊到

現有的秩序、既得利益，然而這是改革一定會面對的情況，期待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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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第 9-13 頁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今天早上於城中校區舉辦第二專長課程說明會，會場 100 多個位置坐滿，出席踴躍。

目前第二專長主軸由學院、系協助開設，總共有 51 個第二專長，課程的設計與現今

社會、經濟與環境議題皆能結合，如：人工智慧、網紅經濟、推理、科技創新等。特

別感謝人社院黃院長，理學院張院長及巨資學院許院長的協助，除城中校區場次外，

12 月 15 日後於外雙溪校區將持續展開第二專長課程的說明會。 

李坤璋學務長 

一、「東吳第三哩挑戰在一起」，明年單車環島活動即將邁入第 10 年，活動主題設

定：十年有「承」，從「心」出發，我們也配合學校永續發展的政策，將所有活

動與 SDGs 的 17 項指標結合在一起，希望透過單車環島活動，將永續行動化為

生活習慣，讓學生對於永續發展的 17 項指標，能有更全面的認識，進而具體實

踐。活動內容除了綠色交通工具—單車外，還包括守護海洋、惜食行動、知福惜

福離開電力、帶著品格力去環島，安排校友企業參訪以及關懷社會、尊重多元等

項目，也期待能夠將目前學校正在推動的 SDGs 相關業務發展融入學務處的各項

主要活動之中。 

二、「東吳第 2 哩練習在一起」，活動主題設定為：永續。原生，體驗學習，本次與

原民中心合作，透過百人無痕露營，內容包括「自然探索」、「原民文化」、「團

隊協力」及「永續生態」等面向，含括 7 項 SDGs 指標，活動將於 12 月 18 日至

19 日兩天在南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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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學務處也將學生社團與美育活動結合，配合學校永續發展方向，規劃「綠社

人動起來！行動代號：SDGs」～海廢創生活動、小森林計畫，目前已在執行中，

昨天社團的學生到福隆海邊，蒐集海洋廢棄物，我們希望能夠把海洋廢棄物透過

友善環境、環保意識以及再生材料的利用，進行兩校區校園環境的佈置，並搭配

12 月份的耶誕節點燈活動，屆時也歡迎各位師長蒞臨指導。 

王淑芳總務長 

有關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空調冰水主機汰換及監控系統建置案： 

一、第二教研大樓供應松怡廳及音樂系 B1 琴房、1 樓空間冷氣之 100RT 空調主機，

已啟用 14 年，全年運轉無休，目前機器老舊耗能。經整體評估，建議更新為高

效能冰水主機及建置遠端監控系統，改善經費約 350 萬元，總務處編列預算約

200 萬元，尚不足 150 萬元。 

二、總務處編寫計畫向教育部申請「建構智慧低碳校園計畫」，獲補助 150 萬元。後

續將依政府採購法之最有利標評選方式進行，預計於 111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汰

換建置。 

三、全案完成更新後，整體節能率預估至少可達 25%以上(目前每小時耗電約 107 度；

更新後每小時耗電約 64 度)，預估每年可節約電費 96 萬餘元，投資之成本約 2.5

年回收。 

 校長指示：總務處正規劃成立「零廚餘永續校園辦公室」，其中一項就是與

微生物學系合作，將益生菌放進廚餘裏產生變化後，變成肥料養殖土，可以

用來改善土質，也正與業界進行產學合作討論。雖說由總務處負責整體規劃，

但環保廚餘議題要做得好，不光是總務處工友少數幾個人的事情，而是需要

全體師生一起共同配合，因此希望學務處至少訓練 100 位志工同學，兩校區

各 50 名，能夠清楚宣傳零廚餘的理念及作法。請總務處儘快擬訂辦法成立

辦公室。 

王志傑研發長 

研發處於外雙溪校區舉辦「東吳永續+：從校務研究分析、社會責任落實、高教深耕

計畫實踐開始」系列活動，12 月 6 日至 12 月 9 日於戴氏基金會會議室安排靜態海報

展覽，12 月 8 日於普仁堂舉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暨校務研究成果分享會」，會中安

排多場專題演講；歡迎各位師長踴躍參加相關活動。 

商學院傅祖壇院長 

商學院今天下午 3 時於鑄秋大樓商學院辦公室外大廳，舉行「商學院數位形象牆啟動

儀式」，數位形象牆由 EMBA 校友捐贈，一方面可以動態展示商學院的特色及各種

活動，另一方面與社資處校友資料庫整合，在數位形象牆就可以瀏覽傑出校友的資訊，

在此邀請各位師長參加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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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資學院許晉雄院長 

東吳大學 AI 週將於下禮拜展開一系列活動，由「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圖靈

人本智能科技研究中心」及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共同籌劃，邀請各位師長踴躍參加。活

動內容包括： 

(一)海報展：外雙溪校區於 12 月 13 日至 18 日，分別在第一、第二教研大樓一樓各展

出 3 天；城中校區則於 12 月 17 日在第五大樓一樓展出。 

(二)圖靈論壇：12 月 15 日下午於外雙溪校區哲生樓 H101 舉行，由圖靈人本智能科

技研究中心副主任、心理學系汪曼穎老師及人社院人工智慧研究中心主任、社會

學系劉育成老師擔任主持人，邀請產業界講者分享未來社會的 AI 應用。下半場

由社會系劉維公老師主講「AI 與新社會想像」，論壇壓軸由社會學系 AI 態度調

查研究群團隊發表大學校園的 AI 態度調查結果。 

(三)2021 人工智慧 x 資料科學 start up 研討會：12 月 17 日於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舉

行，邀請學界和業內頂尖的專家擔任講員，分享 AI 在各個不同領域的發展，涵

蓋主題包括人本 AI 運算技術以及 AI 在教育、音樂科技、智慧學習與智慧製造等。 

(四)圖靈工作坊-催生你的對話機器人：12 月 18 日在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行。 

圖書館李宗禾館長 

一、配合今年新生活動所辦理的 SDGs 書展已於 11 月 19 日結束，根據電子書借閱統

計，書展期間本校師生點閱率最高的是第一項指標「終結貧窮」。依據此統計結

果，本年度的圖書館週，聚焦在指標 1，規劃了三個不同面向的活動。除了例行

的書展、影展外，在藝文講座部分，將邀請點擊數排行第一名圖書《無家者：從

未想過我有這麼一天》的作者、與實務工作者們到學校來演講，期望透過活動讓

本校師生們對 SDGs 指標 1 之議題有更深刻的理解，圖書館週活動從 12 月 1 日

開始至 12 月 10 日止。 

二、外雙溪校區第一閱覽室於今日上午 8 點開放使用，感謝校長、兩位副校長在這段

過程中的關心與支持，在董副校長的指導下，改造後的閱覽室，規劃了 24 小時

閱讀區，相信能嘉惠更多住宿生、以及有長時間閱讀需求的讀者；此外，特別設

置身障生保留席及專用廁所，在友善校園的整體營造作為上，圖書館也有具體的

落實。 

從動工至今歷時四個月，疫情帶給施工的影響超乎預期，這段時間特別感謝總務

長、營繕組謝傳仁組長的全力協助。這個使用了 43 年的空間，在總務處及圖書

館同仁的共同見證下功成身退，全新閱覽室的完成，希望它象徵著一段美好閱讀

生活的開始，也唯有大家的使用，才能賦予老建築新的生命。 

另，過往的讀報區也轉型為咖啡輕食區，歡迎各位師長蒞臨使用。 

三、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小組成員將於 12 月 9 日來訪，主要針對本校漫畫圖書的徵

集、蒐藏及管理、漫畫閱讀推廣作法及成效、未來合作可能性等議題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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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保城副校長 

學期末各院系有許多活動進行中，特別收到城中校區院系反應，希望二大樓(商

學院)側門可以開放通行方便進出，但因為隔壁國防部大樓即將拆除，工程車、運土

車、貨車等大型車輛進出，在交通動線上有安全的考慮，再加上 Omicron 新的病毒變

異株出現，所以城中校區仍然維持單一動線由延平南路進出。 

外雙溪校區部分，部分老師、學生早上進入校園量溫實名制之後，中午離開校園

用餐，下午返校就改走其他路線進入校園，這樣很有可能會造成防疫漏洞，因此只要

離開後再返回校園，還是要求必須由原先之單一管制路線進入，在執行時可能有些老

師、學生會認為沒有必要，但防疫工作還是必須審慎徹底執行，請各位院長、系主任

協助與師生同仁說明，只要離開校園後再度返校，就必須由管制動線進入，確保完整

的人流軌跡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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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議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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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3 次會議審議通過(110.11.18)。 

二、本校為拓展國際學術交流，本學期主動與波羅的海三國之大學校院聯繫，並提供

本校簡介及協議內容，期能與波羅的海三國之大學校院建立合作關係。目前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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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校表達與本校

交流之意願，並同意本校所提供之學術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範本內容。 

三、立陶宛馬里揚泊列應用科技大學為公立大學，是立陶宛南部唯一的高等教育機構，

該校與 40 所國外高等教育機構合作；並通過伊拉斯謨（ERASMUS+）學生交流

計劃。（伊拉斯謨計劃是歐洲聯盟在 1987 年成立的一個學生交換項目，2014 年

1 月在它的基礎上創建了應用於歐盟現在所有教育、訓練及青年體育領域的交換

計劃 Erasmus+），該校簡介及協議詳如附件 1~3。 

四、拉脫維亞波羅的海國際學院位於拉脫維亞首都里加，是一所私立大學，與世界各

地的大學簽訂了近 400 份合作協議，其中包括與來自 25 個歐洲國家的大學在

ERASMUS+計劃下的 145 份大學協議，該校簡介及協議詳如附件 4~6。 

五、提請與上述兩校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敬請討論。 

附件 1：立陶宛馬里揚泊列應用科技大學學校簡介 

附件 2：立陶宛馬里揚泊列應用科技大學學術交流協議草案 

附件 3：立陶宛馬里揚泊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交換協議草案 

附件 4：拉脫維亞波羅的海國際學院學校簡介 

附件 5：拉脫維亞波羅的海國際學院學術交流協議草案 

附件 6：拉脫維亞波羅的海國際學院學生交換協議草案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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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教學社群實施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教學資源中心王志傑主任 

說明： 

一、依推行現況，為使更符合教師需求，擬修訂本辦法。 

二、修正重點如下： 

(一)條文文字修改，精簡條文文字。 

(二)社群執行方式調整 

1、社群補助期間從每學期調整為整年度。 

2、補助金額從 2 萬 5,000 元提高至 4 萬元上限。 

3、社群組成改為不限本校教師。 

4、成果繳交改以無紙本方式繳交。 

(三)敘明社群經費編列使用原則。 

(四)增訂社群執行注意事項。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及原辦法（附件 2），敬請討論。 

決議：同意提案單位會前撤案擇期再議之請求。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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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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專業課

程全英語授課補助辦法」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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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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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後續簽陳校長核定後，進行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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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後續簽陳校長核定後，進行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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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30 日來函核

定，後續進行簽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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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1 日來函核定，

後續進行簽署中。 

六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學精

進補助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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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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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但需留意文字之撰寫

避免造成爭議，請國際長協

助檢視公告內容及文字說

明，是否有造成法律問題之

疑慮。 

一、公告內容依國際長建議調整(如

附件)，給予使用者充分的彈性

時間，轉移或下載雲端資料，

保障使用者權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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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 110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 

執行情形彙整表 

編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執行情形 擬辦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一 

電子化系統更新進度 

【105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校長口頭

指示，每月管制 1 次】 

電算中心 請詳參頁 10。 
擬予繼

續管制 

二 

建置東吳大學公開資訊平台。 

【109/7/13 一級主管午餐會議討論之單

位追蹤事項，校長口頭指示改列為「行政

會議報告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 

校務資料

分析中心 

東吳大學公開資訊平台進度報告

請詳參頁 11。 

擬予繼

續銷管 

三 

計畫實施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計畫 

【109/7/13 一級主管午餐會議討論之單

位追蹤事項，校長口頭指示改列為「行政

會議報告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 

教務處 
「計畫實施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

計畫」進度報告請詳參頁 12。 

擬予繼

續管制 

四 

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 

【109/7/13 一級主管午餐會議討論之單

位追蹤事項，校長口頭指示改列為「行政

會議報告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 

圖書館 
「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進度報

告請詳參頁 13。 

擬予繼

續管制 

五 

行政作業流程檢討優化 

【109/7/13 一級主管午餐會議討論之單

位追蹤事項，校長口頭指示改列為「行政

會議報告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 

秘書室 

新版內控經 110.9.27 行政會議討

論通過，並已經 110.11.15 董事會

會議核備。 

擬予 

銷管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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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管制事項開發進度表(110/11) 

人事會計總務校發問題處理與系統進度 

 

1. 8 月起，系統各項功能陸續開放使用。系統組同仁 9 月份持續於雙溪 A215 辦公室與天

方駐點工程師一同協助解決各單位同仁使用上的問題。 

2. 配合上線使用，系統組於雙溪校區每日持續派員駐點，城中校區僅留下負責教務學務之

必要人力。 

3. 新系統上，有許多使用不習慣或系統不周全之處，還請同仁海涵見諒，並請踴躍提供各

項寶貴意見，或至【問題單管理系統】提出問題。 

4. 自九月中起，每週一固定與董副校長、中心主任召開專案討論會議，討論每週需要追蹤

決議的事項。 

5. 八月份薪資經多次審核，資料修正、程式調整，現已送至會計室。順利審核通過後，將

持續進行九月份及之後的薪資補登程序。預計明年一月可以透過新系統發放教職員薪資。 

6. 未來每週三，電算中心將與天方公司一同檢視問題單系統之所有問題，若有需要提出由

校方決議之事項，亦會提出，由隔週一專案會議討論後決議。 

7. 預算權限控管之設定功能以及核心檢核資料權限之修正，已於 11/24 完成，經天方公司

測試於 11/26 送至電算中心進行複核，待複核通過，將製作設定教學影片，並安排上線

使用。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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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公開資訊平台進度報告 

一、目前進度：陸續針對第二期校務類模組更新至最新年度資料，並以近三年度資料為主。 

二、平台第一期學生類模組及第二期校務類模組已公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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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提供意見。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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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務處將於 110 年 12 月 6 日、15 日假兩校區辦理 2 場第二專長課程規畫、特色與未來發

展說明會，邀請院系主管/教師/行政同仁出席說明會與學生面對面互動溝通，協助學生於

110 學年第 2 學期選課時能更明確掌握學習目標且有系統地規劃修讀第二專長。 

2. 110 年 11 月 24 日校課程委員會： 

(1) 補審法學院 110 學年度增設之第二專長課程外審審查意見及回應，審議通過。 

(2) 為使第二專長課程之開設及學生修畢所有課程後於學位證書加註第二專長名稱等作業

程序有相關規範可依循，教務處擬訂「東吳大學第二專長實施辦法」草案提送會議討論，

決議修訂部分文字後通過，後續擬將草案送教務會議討論。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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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進度報告 

一、建立品牌特色促進學術合作與國際交流 

(一) 建置圖書館漫畫網站，提升國際能見度 

進行漫畫網站中「本土漫畫家」手機版（響應式網頁，Responsive Web Design）選單

製作，取代傳統頁籤式選單，提供更簡潔的設計，完整顯示首頁內頁資訊。此外亦調

整編排符合手機版的內頁版型，讓頁面在行動裝置上能呈現最佳的視覺效果，以利使

用者能輕鬆瀏覽閱讀及操作網站內容。 

(二) 強化品牌特色，積極發展多國性館藏 

為使圖書館「漫讀區」導覽路線易於規劃及介紹典藏內容，自 10 月起將「漫讀區」

館藏依國別區分重新排列典藏，並進行漫畫索書號修改，重新製作書標。第一階段先

以臺灣作家作品為主，完成修改臺灣本土作品 715 冊、中國大陸作品 338 冊。 

二、辦理閱讀推廣活動促進漫畫之加值應用 

為規劃 110 學年度圖書館世界書香日「跨閱．漫讀–臺、法漫畫中的文化對話」閱讀推廣

活動，於 110 年 11 月 24 日(三)10 時召開 110 學年度第 4 次「擴大發展圖書館漫讀區」小

組會議，持續追蹤有關國內、外出版社之漫畫圖檔使用授權進度、邀請臺法兩籍作家拍攝

書展宣傳影片及名廚演講或拍攝料理小教室影片進度，以及確認｢圖檔授權書」及｢影片授

權書」內容、活動海報設計廠商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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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101206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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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1 

 

立陶宛馬里揚泊列應用科技大學 

Marijampo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2001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600 名 

四、 規  模：馬里揚泊列應用科技大學是立陶宛南部唯一的高等教育機構。於 2001 年 8 月

24 日合併 Marijampole 師範高中和 Marijampole 農業高中後成立，目前應用科學大學學科

列表如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國際商務管理 

Business English And Communication 商務英文與溝通 

Social work 社會工作 

transport logistics 運輸物流 

Technology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Cybernet Safety 資訊科技與網路安全 

Accounting 會計 

childhood pedagogy 童年教育 

law and public procurement 法律和公共採購 

五、 特色 

   該大學不僅為馬里詹波爾市，而且為整個立陶宛南部地區培訓各個領域的專家。 

六、 國際交流現況：馬里詹波爾應用科技大學與 40 所國外高等教育機構合作；因此，它可以

為學生提供靈活而有趣的海外學習和實習。我們幫助學生完成所有必要的手續，並通過 

ERASMUS + 學生交流計劃為最激動人心的生活體驗之一做好準備。 

七、 參考網站： 馬里揚泊列應用科技大學官網: https://marko.lt/en/ 

 

 

 

回紀錄首頁 

 

 

  

https://marko.lt/en/social-work/
https://marko.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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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2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MARIJAMPO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LITHUANIA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Marijampo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Lithuania,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both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a) Exchange of students; 
b)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for research; 
c)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when agreed separately 

on each specific case; 
d)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e) Chinese learning courses/activities.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activity mentioned above shall be separately determined 
upon consultation between both institutions. Nothing shall diminish the full autonomy 
of either institution, nor shall any constraints be imposed by either upon the o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agreement.  It is implicit then that each and every activity undertaken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at each institution 
and shall fall with ea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and fiscal constraints. 

3.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periods equal to the initial term. It may be 
amended with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t any time, and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with a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six months in advance.  

4.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回紀錄首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Ale Murauskiene 

President 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Marijampo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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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3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MARIJAMPO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LITHU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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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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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Marijampo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2)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Marijampo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4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Memorandum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 registered students in a degree program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

degree students, at Marijampo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Article 6 

At the end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the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18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o semester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3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4 
This Memora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Memorandum six (6)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Memora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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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Ta Pan Ale Murauskiene 

President 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Marijampo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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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4 

拉脫維亞波羅的海國際學院 

Baltic International Academy (BIA)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92 年 

三、 學生人數：約 2,057 名，全日制學生 1,046 人 

四、 規  模：該校位於拉脫維亞首都里加，設有學士、碩士及博士課程，學程表列如下： 

I. Economics: 

•Financial Management (Bachelor’s level) 

•International Finances (Master’s level) 

•Reg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PhD Level) 

 

II. Psychology: 

•Psychology (Bachelor’s level) 

•Psychology (Master’s level) 

 

III. Hotel and Restaurant Service, Tourism and Recreation Organizatio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Bachelor’s level) 

•Management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Master’s level) 

 

IV.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achelor’s level) 

 

V.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Anthropology: 

•European Studies with Maj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chelor’s level) 

•European Studies with Maj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level) 

 

VI.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al Property: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achelor’s level)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Master’s level) 

五、 強項 

1. BIA 是波羅的海國家最大的非政府高等教育機構之一。 

2. BIA 為拉脫維亞官方認可的高等教育機構，提供經拉脫維亞政府和全球認可的學習課

程。 

3. 提供跨國學習環境——來自 30 個國家的 500 名外國學生。 

4. 成立 6 個文化資訊中心：德國中心、北歐中心、馬洛波斯卡經濟代表處、俄羅斯世界

中心、歐盟信息中心、拉脫維亞中心。 

六、 國際交流現況：與世界各地的大學簽訂了近 400 份合作協議，其中包括與來自 25 個歐洲

國家的大學在 ERASMUS+計劃下的 145 份大學協議。 

七、 參考網站： 波羅的海國際學院官網:https://bsa.edu.lv/en/ 

 

回紀錄首頁  

https://bsa.edu.lv/en/


21 

 

案由一附件 5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AND 

BALTIC INTERNATIONAL ACADEMY, LATVIA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d Baltic International 
Academy (Riga, Latvia), hereb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with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will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1.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both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a) Exchange of students; 
b)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for research; 
c)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when agreed separately 

on each specific case; 
d)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e) Chinese learning courses/activities.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activity mentioned above shall be separately determined 

upon consultation between both institutions. Nothing shall diminish the full autonomy 
of either institution, nor shall any constraints be imposed by either upon the o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agreement.  It is implicit then that each and every activity undertaken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at each institution 
and shall fall with ea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and fiscal constraints. 
 

3.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periods equal to the initial term. It may be 
amended with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t any time, and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with a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six months in advance.  

 
4. This agreement is executed in English in dupl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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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Stanislav Buka 

President Co-founder, Chairman of the Senate 

Soochow University Baltic International Academ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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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BALTIC INTERNATIONAL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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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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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Baltic International Academy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2)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Baltic International Academy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4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Memorandum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 registered students in a degree program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

degree students, at Baltic International Academy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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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 

At the end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the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o semester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3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4 
This Memora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Memorandum six (6)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Memora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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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Ta Pan Stanislav Buka 

President Co-founder, Chairman of the Senate 

Soochow University Baltic International Academ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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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教學社群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東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鼓勵組成教師教學社群

（以下簡稱「教學社群」），

促進教師間之合作與支援，

以集體智慧與力量，關注學

生學習成效提升，並落實教

師同儕專業互動成長，特訂

定教師教學社群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東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鼓勵組成教師教學專業

社群（以下簡稱「教學社

群」），促進教師間之合作與

支援，以集體智慧與力量，

關注學生學習成效提升，並

落實教師同儕專業互動成

長，特訂定教師教學專業社

群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社群，為單

位課程模組式專業社群（以

下簡稱單位課程社群）及教

師教學主題式專業社群（以

下簡稱教學主題社群）。 

「單位課程社群」係提供系

所教師建立課程發展溝通

平台，透過共同備課、觀課、

回饋與同儕省思對話方式，

針對學系課程，進行研討並

實踐更新課程組織、教學策

略及評量設計，以協助系所

發展教學特色，強化專業授

課品質，進而建立特色課程

模組。 

「教學主題社群」係配合高

等教育趨勢，由本校教師依

興趣自主組成社群，共同研

討、規劃提出如翻轉教學、

實作教學、跨界合作教學等

創新教學策略或特色，以促

進教師教學革新。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專業社群，為單

位課程模組式專業社群（以

下簡稱單位課程社群）及教

師教學主題式專業社群（以

下簡稱教學主題社群）。 

「單位課程社群」係提供系

所教師建立課程發展溝通

平台，透過共同備課、觀課、

回饋與同儕省思對話方式，

針對學系課程，進行研討並

實踐更新課程組織、教學策

略及評量設計，以協助系所

發展教學特色，強化專業授

課品質，進而建立特色課程

模組。 

「教學主題專業」社群係配

合高等教育趨勢，由本校教

師依興趣自主組成社群，共

同研討、規劃提出如翻轉教

學、實作教學、跨界合作教

學等創新教學策略或特色，

以促進教師教學革新。 

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之教學社群組

成方式如下：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之專業社群組

成方式如下： 

調整社群成員組

成，因專業領域

交流需求，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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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單位課程社群： 

由本校各教學單位依專業

課程規劃，每一學期成立一

至四項專業社群，各社群應

個別推舉其中一名專任教

師擔任社群召集人，校外教

師不得超過總成員的二分

之一。 

二、教學主題社群： 

由本校專、兼任教師組成，

每一社群應有四名以上教

師，其中本校專任教師應至

少三名，並推舉其中一名專

任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亦

可邀請校外學者專家加入，

但至多不得超過參與教師

人數的二分之一。 

一、單位課程社群： 

由本校各教學單位依專業

課程規劃，每一學期成立一

至四項專業社群，各專業社

群應個別推舉其中一名專

任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社

群成員僅限該教學單位之

教師。 

二、教學主題社群： 

由本校專、兼任教師組成，

每一社群應有四名以上教

師，其中本校專任教師應至

少三名，並推舉其中一名專

任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亦

可邀請校外學者專家加入，

但至多不得超過參與教師

人數的二分之一。 

校外教師參與。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申請時間及方

式如下： 

一、於每年一月中旬前，提出當

年度申請案。 

二、申請單位或個人應於「東吳

大學教學補助計畫作業平

台」填寫「社群申請書」： 

(一)單位課程社群：於作業

平台提交申請書，經直

屬一級教學單位審核

後提出申請。 

(二)教學主題社群：於作業

平台提交申請書，以提

出申請。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申請時間及方

式如下： 

一、申請單位或個人應於每年七

月底前，提出次學年度第一

學期申請案；每年一月底

前，提出當學年度第二學期

及暑期社群申請案。 

二、申請單位或個人應於「東吳

大學教學補助計畫作業平

台」填寫「專業社群申請

書」： 

（一）單位課程社群：於作

業平台提交申請書，

經直屬一級教學單

位審核後提出申請。 

（二）教學主題社群：於作

業平台提交申請書，

以提出申請。 

補助期程調整 

第五條 

教學社群申請之審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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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社群之活動規劃內容核

定補助經費。 

第五條 

專業社群申請之審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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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社群之活動規劃內容核

定補助經費。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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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依審查核定結果，簽請副校

長核定補助名單，並發函各

申請單位及召集人。 

二、依審查核定結果，簽請副校

長核定補助名單，並發函各

專業社群申請單位及召集

人。 

第六條 

  各教學社群經費補助金額

以新臺幣四萬元為上限。 

補助項目限於業務費項下之膳

費、講座鐘點費、諮詢費、輔導

費、指導費、工讀費、臨時人員

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印刷費、

資料蒐集費及雜支，其中： 

一、資料蒐集費以新臺幣三千元

為限。 

二、雜支以申請經費總額扣除雜

支一項之 6％為限。 

三、各社群得聘請一名工讀生協

助社群籌辦、紀錄活動。 

四、各社群成員不得支領社群補

助經費。 

第六條 

  各專業社群學期間經費補

助金額以新臺幣二萬五千元為

上限，暑期間經費補助金額以新

台幣一萬元為上限。 

專業社群補助項目限於業務費

項下之膳費、講座鐘點費、諮詢

費、輔導費、指導費、工讀費、

臨時人員勞、健保及勞工退休

金、印刷費、資料蒐集費及雜支，

其中： 

一、資料蒐集費以新臺幣三千元

為限。 

二、雜支以申請總經費之 6％為

限。 

三、各專業社群得聘請一名工讀

生協助社群籌辦、紀錄活

動。 

四、各專業社群成員不得支領社

群補助經費。 

1、 補助金額調整。 

2、 文字修正。 

3、 敘明經費編列使

用原則。 

第七條 

教學社群執行應注意事項

如下： 

一、執行期程，每年三月至十二

月上旬，須於六月下旬繳交

期中活動紀錄報告，始得動

支七月至十二月經費。 

二、社群於執行期限內，每月應

至少進行一次集會，每次集

會討論之相關講義資料及

活動執行成效，應於活動完

畢後，填妥「社群活動場次

紀錄表」。 

三、通過補助社群，應至少一位

成員(含召集人)提出當年底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申請，未依規定辦理，將暫

停受理該社群召集人或成

員申請本辦法之補助。 

 

第七條 

各專業社群執行期程與運

作規則如下： 

一、執行期程：每學年第一學期

專業社群，推動期程為每年

九月至十二月；第二學期專

業社群，推動期程為每年三

月至六月；暑期專業社群，

推動期程為每年七月至八

月。 

二、進度規劃：專業社群於執行

期限內，每月應至少進行一

次集會。 

三、活動紀錄：專業社群每次集

會討論之相關講義資料及

活動執行成效，應於活動完

畢後，填妥「專業社群活動

場次紀錄表」。 

1、補助期程調整。 

2、 文字修正，整

合第二、三

款。 

3、 增訂社群補助

執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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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八條 

教學社群結案規定如下： 

一、各社群應於執行期結束後十

五日內填妥「社群成果報告

表」，併同「社群整體滿意度

調查表」及「社群活動場次

紀錄表」，上傳至教學補助

平台由本中心教師教學發

展組存查。 

二、社群之各項成果資料，本中

心得上傳本校相關網站，進

行有關教學發展目的之推

廣。 

三、社群未依規定如期完成繳交

「社群活動場次紀錄表」及

「社群成果報告表」者，本

中心將提報所屬教學單位

追蹤處理。其除有特殊狀況

經報請副校長核可者外，應

完成補繳程序，始得依本辦

法提出新申請案。 

四、各社群應配合本中心舉辦成

果展示活動及成果報告，並

應依本中心需求，提供相關

資料。 

第八條 

專業社群每學期結案規定

如下： 
一、各專業社群應於執行期結束

後十五日內填妥「專業社群

成果報告表」，連同社群各

成員「專業社群整體滿意度

調查表」及「專業社群活動

場次紀錄表」，送交本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組存查。 

二、專業社群之各項成果資料，

本中心得上傳本校相關網

站，進行有關教學發展目的

之推廣。 

三、專業社群未依規定如期完成

繳交「專業社群活動場次紀

錄表」及「專業社群成果報

告表」者，本中心將提報所

屬教學單位追蹤處理。其除

有特殊狀況經報請副校長

核可者外，應完成補繳程

序，始得依本辦法提出新申

請案。 

四、各專業社群應配合本中心舉

辦成果展示活動及成果報

告，並應依本中心需求，提

供相關資料。 

1、文字修正。 

2、成果繳交方式

修改。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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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2 

 

東吳大學教師教學社群實施辦法 

101 年 01 月 13 日教務長核定 

106 年 8 月 28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名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條 

107 年 4 月 23 日 106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訂第三、四、六、七、八條 

108 年 10 月 28 日 108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名稱 

第 一 條  東吳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組成教師教學專業社群（以下簡稱「教學社

群」），促進教師間之合作與支援，以集體智慧與力量，關注學生學習成效提升，

並落實教師同儕專業互動成長，特訂定教師教學專業社群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專業社群，為單位課程模組式專業社群（以下簡稱單位課程社群）

及教師教學主題式專業社群（以下簡稱教學主題社群）。 

「單位課程社群」係提供系所教師建立課程發展溝通平台，透過共同備課、觀

課、回饋與同儕省思對話方式，針對學系課程，進行研討並實踐更新課程組織、

教學策略及評量設計，以協助系所發展教學特色，強化專業授課品質，進而建

立特色課程模組。 

「教學主題專業」社群係配合高等教育趨勢，由本校教師依興趣自主組成社群，

共同研討、規劃提出如翻轉教學、實作教學、跨界合作教學等創新教學策略或

特色，以促進教師教學革新。 

第 三 條  本辦法補助之專業社群組成方式如下： 

一、單位課程社群： 

由本校各教學單位依專業課程規劃，每一學期成立一至四項專業社群，各

專業社群應個別推舉其中一名專任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社群成員僅限該

教學單位之教師。 

二、教學主題社群：  

由本校專、兼任教師組成，每一社群應有四名以上教師，其中本校專任教

師應至少三名，並推舉其中一名專任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亦可邀請校外

學者專家加入，但至多不得超過參與教師人數的二分之一。 

第 四 條  本辦法補助申請時間及方式如下： 

一、申請單位或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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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暑期社群。 

二、申請單位或個人應於「東吳大學教學補助計畫作業平台」填寫「專業社群

申請書」： 

（一）單位課程社群：於作業平台提交申請書，經直屬一級教學單位審核

後提出申請。 

（二）教學主題社群：於作業平台提交申請書，以提出申請。 

第 五 條  專業社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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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依申請社群之活動規劃內容核定補助經費。 

二、依審查核定結果，簽請副校長核定補助名單，並發函各專業社群申請單位

及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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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各專業社群學期間經費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二萬五千元為上限，暑期間經費補助

金額以新台幣一萬元為上限。 

專業社群補助項目限於業務費項下之膳費、講座鐘點費、諮詢費、輔導費、指

導費、工讀費、臨時人員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印刷費、資料蒐集費及雜支，

其中： 

一、資料蒐集費以新臺幣三千元為限。 

二、雜支以申請總經費之 6%為限。 

三、各專業社群得聘請一名工讀生協助社群籌辦、紀錄活動。 

四、各專業社群成員不得支領社群補助經費。 

有關動支核銷等所有實質及程序相關事宜，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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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專業社群執行期程與運作規則如下： 

一、執行期程：每學年第一學期專業社群，推動期程為每年九月至十二月；第

二學期專業社群，推動期程為每年三月至六月；暑期專業社群，推動期程

為每年七月至八月。 

二、進度規劃：專業社群於執行期限內，每月應至少進行一次集會。 

三、活動紀錄：專業社群每次集會討論之相關講義資料及活動執行成效，應於

活動完畢後，填妥「專業社群活動場次紀錄表」。 

第 八 條  專業社群每學期結案規定如下： 

一、各專業社群應於執行期結束後十五日內填妥「專業社群成果報告表」，連

同社群各成員「專業社群整體滿意度調查表」及「專業社群活動場次紀錄

表」，送交本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存查。 

二、專業社群之各項成果資料，本中心得上傳本校相關網站，進行有關教學發

展目的之推廣。 

三、專業社群未依規定如期完成繳交「專業社群活動場次紀錄表」及「專業社

群成果報告表」者，本中心將提報所屬教學單位追蹤處理。其除有特殊狀

況經報請副校長核可者外，應完成補繳程序，始得依本辦法提出新申請案。 

四、各專業社群應配合本中心舉辦成果展示活動及成果報告，並應依本中心需

求，提供相關資料。 

第 九 條  受補助教師執行成果經評選績優者，頒發獎勵及獎狀，遴選要點另訂之。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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