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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九聯盟 105 學年度校長暨教務長會議 

議    程  

會議時間：106 年 1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 

會議地點：輔仁大學野聲樓三樓第一會議室 

會議主席：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 

出席人員：(依學校筆劃順序排列) 

大同大學：何明果校長、林永仁副校長兼教務長 

中國文化大學：李天任校長、王淑音教務長 

世新大學：吳永亁校長、郭昱瑩教務長 

東吳大學：潘維大校長、詹乾隆教務長 

淡江大學：張家宜校長、鄭東文教務長 

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吳文彬主任秘書、龔尚智教務長 

臺北醫學大學：閻雲校長、朱娟秀教務長 

銘傳大學：李銓校長、遲文麗教務長 

實踐大學：陳振貴校長、歐陽慧剛教務長 

優九聯盟：謝政諭執行長 

會議程序： 

時段 內容 時間 

15:40~16:00 報到 20 分鐘 

16:00~16:05 主席致詞 5 分鐘 

16:05~16:50 業務報告及提案討論 45 分鐘 

16:50~17:30 

專題演講 

講題：新南向教育政策 

講者：教育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楊敏玲司長 

20 分鐘 

Q &A 20 分鐘 

17:30~18:00 參觀輔仁大學創意設計中心 30 分鐘 

18:00~20:00 
晚宴 

地點：麗京棧酒店貴賓廳(新北市泰山區新北大道七段 36 號) 
120 分鐘 

20:00~ 賦歸  

 
  



第 2 頁，共 8 頁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報告及提案討論 

一、各校教務合作項目分工表： 

教務合作項目 負責學校 參與規劃學校 

一、建構境外生資格驗證資訊分享平台(含學歷、

身分等) 

銘傳 銘傳、北醫、東吳 

二、共同開課，資源互享 淡江 淡江、世新 

三、校際選課，多元選擇 大同 大同、銘傳、東吳、文

化、實踐 

四、暑期聯合開課，加值資源效益 大同 大同、實踐、淡江、北醫 

五、推動跨校交換生，聯合國際化作為 輔仁 輔仁、文化 

六、(1)開設跨校跨領域學程，提供多元學習機會 文化 文化、輔仁 

六、(2)跨校輔系、雙主修事宜 東吳  

二、各校執行現況與進度說明： 

1.建構境外生資格驗證資訊分享平台(含學歷、身分等)。(銘傳大學) 

上次決議： 

(1)系統填報時間延至 11 月 30 日，敬請各校把握時間。 

(2)執行長補充說明，由淡江大學建構優九的平台，於 12 月初左右將向各校秘書處

窗口說明平台相關操作，未來主辦優九會議的學校，需將會議紀錄提供給該校秘

書處窗口協助上傳至平台。 

進度說明： 

(1)建構境外生資格驗證資訊分享平台：業已於 105 年 10 月 31 日建構完成。 

(2)初期資料建置：各學校皆已於 11 月 30 日前將近 3 年申請生的查核歷程與結果上

傳平臺。 

(3)目前已開放各校可隨時利用此平台查詢，提供查詢方式可分為(1)整批上傳自動審

核(2)依學校位於的洲別及國家篩選就讀學校查詢。 

(4)後續仍請各學校配合將申請貴校學生資料及查核歷程與結果上傳平臺，以為各校

查詢資料的基石。 

2.共同開課，資源互享。(淡江大學) 

上次決議： 

(1)建議遠距課程(同步、非同步)於 1052 學期試行推出。 

(2)由淡江大學協助將時程擬訂後，向各校彙整目前可提供同步與非同步遠距課程相

關資訊，以配合整個選課系統的時程(合作項目第二項時程可與第三項時程搭

配)，各校盡可能提出可配合的課程。希望各校朝這方向努力，過程如有遇到困難

歡迎各校彼此間保持連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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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度說明： 

(1)已與共同參與參與規劃學校世新大學業務負責人王秀芬老師商定，試行程序採原

北一區數位課程跨校選課作業模式進行。 
(2)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已選定擬開放跨校選修之課程，如下

表。並已知會夥伴學校對應之數位課程開課單位或教務處課務單位，夥伴各校可

以依需求選擇合適的課程納入自身學校選課系統(搭配合作項目三)，提供學生選

課之需，並同時回復本校已選定之課程名稱。 
(3)本校遠距組亦同時邀請夥伴各校擬開放跨校學生選課之課程，採取相關作業程

序，或轉交本校遠距組彙整，並將再次知會夥伴各校依需求選擇合適的他校數位

課程列入選課系統，並回復選定之課程名稱，以利各校作業。 

淡江大學擬開放優九聯盟跨校選課之課程名稱與上課時間如下表： 

開課科目名稱 授課教師 課程時間 遠距教學方式 

語言學概論 曾昱夫 一/ 8,9 (15:10-17:00) 非同步 

語言與文化 高婉瑜 三/ 1,2 (08:10-10:00) 非同步 

華語文測驗與評量 林彥邦 五/ 8,9 (15:10-17:00) 非同步 

線上帶領技巧與方法 徐新逸 三/ 3,4 (10:10-12:00) 非同步 

數位教材製作 陳慶帆 四/ 6,7 (13:10-15:00) 非同步 

應用西班牙文 華語教學 劉莉美 二/ 8,9 (15:10-17:00) 非同步 

(4)本校建議自106學年度起，每學期選課作業前四週，啟動跨校數位課程共享選課

調查，並經各校回復與彙整後，於選課作業二週前，送請夥伴各校選擇合適的課

程納入各校選課系統。因考量各校開學日不同，此處所指的選課作業時間將以聯

盟各校中，開學日最早的學校之開放選課日期為基準。 

3.校際選課，多元選擇。(大同大學) 

上次決議： 

(1)請大同大學聯繫各校 1052 學期可開課的時程，也請各校先準備預計要提出的通

識課程與專業學系的課程，及相關選課資訊(如選課人數等)。 

(2)因各校屬性不同，第一年每門課程先開放名額為 5-10 名，後續視狀況調整。 

(3)建議學分費於 1052 學期試辦期間免費(輔仁大學待校內討論後再決議是否比照)。 

(4)有關是否需收行政作業費 100 元以避免學生浮濫選課的情形，擬呈送至校長會議

討論決議。 

進度說明：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優九聯盟跨校選課期程說明如下： 
起訖期間 事項 

105/12/14～105/12/20 各校課程上傳測試 

105/12/21～105/12/27 各校正式課程上傳 

105/12/28 9:00～ 各校課程開放查詢 
105/12/28 9:00～106/1/15 23:59 學生註冊帳號登錄期間 

106/1/5 12:30～106/1/15 23:59 學生 U9 跨校選課期間 

106/1/19～106/2/5 U9 跨校學生退選期間，結束後不得再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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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期間 事項 
106/1/16～106/2/24 查詢跨校學生及本校學生的選課及退選狀況 

106/2/6～106/2/24 下載跨校學生資料編修課學號，開學前(2/10
及 2/17)上傳至 U9 系統供學生查詢 

106/2/13 及 106/2/20 
上課日及開學日 

學生查詢修課學號，登入開課學校網路教學平

台 

學期總成績繳交截止 
（繳交時間再行召開會議討論） 

跨校選課學生成績上傳，原校學生成績下載 

註： 

1.各校開學及上課時間： 

(1)106 年 2 月 13 日：淡江、文化 

(2)106 年 2 月 20 日：輔仁、東吳、世新、銘傳、實踐、大同、北醫 

2.U9 跨校選課期間(106/1/5~106/1/15)結束後，若跨校學生因故須退選，可於退選期

間(106/1/19~106/2/5)輸入退選理由。 

3.課程選定(106/2/6)後，跨校選課學生不得退選亦不能辦理停修/棄修/期中退選/期

末退修。 

4.暑期聯合開課，加值資源效益。(大同大學) 

上次決議：除了暑期開課需收費外，餘併同前一案決議內容。 

進度說明：如前一案說明。 

5.推動跨校交換生，聯合國際化作為。(輔仁大學) 

上次決議： 

(1)草案尚有需待釐清部分(如：(1)請明確定義第一項交流形式與名額第 1 點中「…

在籍學生」的定義、(2)第二項學生甄選第 1 點，請用正面表列可開放申請系所

等)。 

因草案參考台灣綜合大學系統，表示已有學校做過類似的事情，故請輔仁大學協

助就各校提出所有相關的議題，包括學籍、休學或中途放棄的權責處理，以及總

量的歸屬等相關法規面後，再做進一步的探討，並於下次的會議中再重新檢視一

次。 

(2)有關跨校交換生是否收費(如對方學校收 1 倍、原學校收 0.5 倍等)，擬呈送至校長

會議討論決議。 

進度說明： 

(1)九校國內合作交換合作協議書內容有關學籍(含休退學)及費用部分已做修改。 

(2)國內交換生屬於短期間交流不涉及學位授予，故總量的歸屬仍屬於各自學校，不

計算在接待學校。 

(3)「優九聯盟大學國內交換生合作協議書」(草案)提案至本次校長暨教務長會議進

行討論及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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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開設跨校跨領域學程，提供多元學習機會。(中國文化大學) 

上次決議：跨校跨領域學程與跨校輔系雙主修規劃面是同樣的性質，請中國文化大

學繼續規劃，各校的組長們於 1052 學期提出完整詳細的作業流程後，於下一次的會

議中將時程與相關的行政流程，及哪些學程要開放出來等相關資訊，彙整到中國文

化大學，以便做較完整的報告，並利 1061 學期推動執行。 

進度說明： 

(1)12 月 13 日（二）上午於東吳大學召開「優九聯盟跨校雙主修、輔系暨跨領域學

程討論會議」，會中各校代表對於跨校跨領域學程達成初步共識。因各校跨領域學

程數量、負責單位、申請資格、方式、表單、時程、學程學分數與各學程修習規

定各異，且學分學程證書為各校另行發放，無涉學位頒授問題；故第一階段（近

程）作法為九校學生依各校申請時程及辦法自行至各校申請，於 1052 即可實施。

學期初由中國文化大學將修讀 U9 跨領域學分學程事宜公告於 U9 平台，並 email

提醒各校於校內公告。 

(2)第二階段（中程）為兩校合作開設一個跨領域學分學程，因涉及專業課程規劃，

須由學系端啟動；中國文化大學將找學系洽談，先行與他校合作試辦。 

7.跨校輔系、雙主修事宜。(東吳大學) 

上次決議： 

(1)建議 1061 學期實施，請東吳大學協助擬訂 1052 學期要進行的相關時程與行政流

程，以利夥伴學校配合準備，並可向各學系做宣導及依現況修訂各校相關法規。 

(2)有關申請的部分將採取共通表單的方向規劃，再請東吳大學協助設計，以利未來

行政流程順暢；另證書將依現行法規於畢業證書上加註的方式給學生，暫不另外

發予輔系、雙主修的證書。 

(3)執行長提醒各校在訂定中長程相關內容時，請將確切時間點出(如 2 年內達成

等)。 

進度說明： 

105 年 12 月 13 日召開優九聯盟二級主管會議，討論跨校雙主修、輔系暨跨領域學

程執行面問題。會中決議： 

(1)因多校雙輔相關法規尚未完成修訂程序，故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試辦學生申請

106 學年度跨校修讀雙主修、輔系的學校計有中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另世新

大學提供申請跨校修讀輔系，其他大學則依法規通過時間再行確認執行年度。 

(2)確認近程跨校雙輔申請流程及預計中程線上申請流程。 

(3)優九系統提供各校上傳跨校雙輔作業時程與程序及各學系申請相關規定，並於平

台公告供學生查詢。 

(4)製訂優九聯盟學生跨校修讀輔系/雙主修申請表及放棄申請表。 

(5)申請放棄流程：學生填寫申請表→雙輔跨學系簽章→雙輔跨教務處核准註記→送

原校教務處簽核註記。 

(6)修畢審核流程：原校提供預計畢業學生名單及畢業學分審查結果給雙輔學校進行

審核其雙輔是否修畢，提供給雙輔學校審核之表單由各校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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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無論申請、放棄或修畢都以校對校往返方式進行，不接受學生自行傳送。 

(8)跨校雙輔執行時程需視平台完成時間訂定，本校將密切與大同大學聯繫確認平台

完成時間後，擬定一份雙輔執行時程，提供各校參考並討論。 

(9)完成修訂優九聯盟辦理跨校雙主修、輔系合作協議書草案。 

三、提案討論： 

1.優九聯盟國內跨校交換生合作協議書草案(如附件一)，請討論。(提案學校：輔仁大

學) 

說明： 

(1)有關條款第一項：交流形式與名額：各接待學校每學年可錄取名額數？建議各校

每學年錄取總計以 5 名為原則。 

(2)有關條款第三項有關交換生註冊的學雜費收入歸屬問題，基於各校在校學生教學

資源之運用及恐增加教師教學負擔，擬建議在考量原學校之行政及教學成本之前

提下，建議交換生應於各自所屬學校註冊及繳納學雜費（含學分費），且需依接待

學校規定辦理註冊繳費，始完成註冊程序。 

(3)本協議書草案經決議後簽約，於 106 學年度各校調查交換名額並自 107 學年度施

行。 

2.優九聯盟「推動跨校交換生，聯合國際化作為」方向，請討論。(提案學校：輔仁大

學) 

說明：於 105.11.17.第三次教務長會議中與會人員認為九校應該進行實質的跨國教

育合作，建議其行動策略為：九校聯合對海外進行招生宣傳及合作共簽姊妹

校締盟；但因九校跨國交換生合作事宜，涉及遴選學生資格外尚有與境外學

校的簽約條件，以現行業務架構對境外招生及姊妹校締盟乃屬國教處業務，

為使職能分工發揮最大效益，建議納入國教處共同推動「推動跨校交換生，

聯合國際化作為」，以利後續相關業務推展。 

3.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將展開優九聯盟跨校選課事宜，為避免學生浮濫選課的情形，

是否由大同大學收取系統維護費 100 元/每人次（跨校選課每位學生至多兩門課），

提請討論。(提案學校：大同大學) 

4.請討論各校學分費收費情形。(提案學校：輔仁大學) 

說明：有鑑於各大專院校學雜費調漲不易，經蒐集各校日間學士班學分費收費情形

如下，以作為各校未來學分費調整之參考。 

學校名稱 學分費收費標準 
大同大學 1,474 
中國文化大學 1,325~1,430 
世新大學 1,390~1,530 
東吳大學 1,390 
淡江大學 1,350~1,480 
輔仁大學 1,386~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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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學分費收費標準 
臺北醫學大學 2,000 
銘傳大學 1,368~1,480 
實踐大學 1,340~1,992 

5.敬請討論與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合作，共同開設教師全英文授課培訓課

程之可行性。(提案學校：東吳大學) 

說明： 

(1)為因應全球化趨勢，推動課程國際化為各校共同努力目標。為鼓勵並協助教師開

設全英文授課課程，提升英語授課之教學方法與技巧，是否可與英國文化協會

（British Council）合作，共同開設教師全英文授課培訓課程。 

(2)檢附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兩項課程提案及差異說明(如附件二~四)，敬

請討論。(附件：精進全英語授課技巧（EMI）、全英語授課精進課程（ATE）、

EMI 與 ATE 差異說明。) 

6.請討論本聯盟是否加入中華民國台緬經貿文化交流協會團體會員。(提案學校：東吳

大學) 

說明： 

(1)少子化和全球化趨勢對大學之經營與管理造成嚴峻挑戰，本聯盟各校以永續經

營、資源共享、團結合作為目標，共同面對高等教育各項考驗。 

(2)政府刻正進行「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本聯盟各校可思量配合新南向政策在教

育方面之各項措施，以擴展海外招生來源，進行交流與合作。 

(3)今有中華民國台緬經貿文化交流協會欲協助本聯盟學校與緬甸大學、高中進行交

流訪問，協助事項如下： 

A.提供緬甸高教制度包括學期期間、開學日期，學生人數等數據，及可參與執行

招生計畫的學校數。 

B.聯盟成員組團赴緬考察參訪安排。 

(4)中華民國台緬經貿文化交流協會於 103 年 7 月 8 日成立，採會員制，加入會員首

年需繳付入會費 5 萬元及常年會員費 1 萬元。依據該會章程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三

十二條規定（附件 2），團體會員推派 1 人至 2 人為代表參加該會各種活動。又如

本聯盟組團赴緬考察參訪，除團費外，該會另將收取每人團費約 12%~15%之行政

費用，並可開立捐贈收據。 

(5)檢附中華民國台緬經貿文化交流協會參訪行程及章程(如附件五、六)，請討論。

(附件：中華民國台緬經貿文化交流協會-優九聯盟成員附緬甸參訪行程規劃(暫

定)、中華民國台緬經貿文化交流協會章程。) 

7.請討論優九聯盟是否成立新南向聯合招生辦公室。(提案學校：輔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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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優九聯盟網站建置費用支應案。(提案單位：優九聯盟統籌中心) 

說明： 

(1)依據 105 年 8 月 9 日優九聯盟秘書長(主秘)暨資訊主管會議決議，聯盟委託淡江

大學負責網頁建置，相關費用每年租用微軟雲端平台月租費 3,6000 元，列入優

九聯盟統籌中心經費收支(已編列)，一次性之開發費用及工讀生處理資料費 15

萬 6,000 元，由九校平均分攤，並由淡江大學開立收據給各校。 

(2)優九聯盟統籌中心年度經費編列人事費用從 105 年 8 開始，然中心正式運作為

105 年 11 月，尚有三個月之經費可勻用，為利核銷作業並有效運用經費，建置

網站之一次性費用 15 萬 6,000 元建議由優九聯盟統籌中心經費之人事費用變更

科目以為支應。 

9.請討論「優九聯盟跨校雙主修、輔系合作協議書」(草稿)。(提案學校：東吳大學) 

說明： 

(1)優九聯盟跨校雙主修、輔系合作，業經 105 年 9 月 5 日優九聯盟第二次教務長

會議討論(如附件七)，及 105 年 12 月 13 日優九聯盟第二次組長會議確認(如附件

八)。 

(2)學生申請跨校修讀雙主修、輔系，預計於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試辦，因部分學

校法規修訂尚未完成程序，因此可供學生申請修讀跨校雙主修、輔系試辦之學

校，目前為中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另世新大學提供申請跨校輔系之修讀。 

(3)檢附「優九聯盟跨校雙主修、輔系合作協議書(草稿)」(如附件九)以為討論，俾

供後續本聯盟跨校雙主修、輔系合作具體執行之依據。 

四、臨時動議 

參、專題演講：新南向教育政策(講者：教育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楊敏玲司長) 

肆、參觀輔仁大學創意設計中心 

伍、散會 

陸、晚宴： 

一、時間：106 年 1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6 時至 8 時 

二、地點：麗京棧酒店貴賓廳(新北市泰山區新北大道七段 36 號) 



優九聯盟大學國內交換生合作協議書(草案) 

輔仁大學、東吳大學、實踐大學、銘傳大學、世新大學、大同大學、中國文化大

學、淡江大學及台北醫學大學為促進各校之合作交流，據以提昇學生之學習動機

與學習成效共享教學資源，特簽訂本合作協議書，約定協議條款如下： 

一、交流形式與名額 

1、本協議之交流學生應為九校已註冊在籍(不含休學中)學生。 

2、同意每學年互派學生至他方學校（以下稱接待學校）學習，各接待學校

每學年錄取以 5名為原則，且單一系（所）至多錄取 2名為限。至多申

請交換一學年(學生可申請交換一學期或一學年)，並以一次為限。 

二、學生甄選 

1、公告各校開放之系所名單供合作學校學生申請。 

2、各校依據各自通過之交換學生甄選辦法先行辦理校內甄選作業。 

3、所屬學校應在每年 5月底前將交換生申請資料寄達接待學校，接待學校

有權決定是否錄取對方推薦之交換生，並於 6月底前將審核結果通知所

屬學校。 

三、學生義務 

1、交換生應於各自所屬學校註冊及繳納學雜費（含學分費），且需依接待學

校規定辦理註冊繳費，始完成註冊程序。 

2、修讀單獨開班課程須另依接待學校相關規定繳納學雜分費。 

3、交換生應自行負擔住宿、書籍等個人相關支出費用。 

4、交換生必須遵守接待學校之校規。 

5、交換生選修課程之科目及學分數上下限，悉依合作接待的學校及系所依

其相關辦法辦理。 

6、交換生於交換期間辦理休、退學者應於各自所屬學校及接待學校辦理。 

四、學校義務 

1、接待學校應提供交換生學生證，並協助交換生報到、選課及使用校內設

施等相關權益事宜，離校時應辦理離校手續。 

2、接待學校應給予交換生學期成績單，於每學期結束後，提供２份成績單

至所屬學校，一份校方存查，一份供學生留存,俾供原校相關單位依規定

辦理修習學分之認抵。 

五、其他未盡事宜，悉依各校相關規定辦理；必要時由各校相關單位透過行政協

調處理之。 

六、效期：本協議有效期限５年，自九校簽屬後生效。期滿後得經九校書面同意，   

延長或另定條約。 

七、協議終止： 

本協議有效期限內，任一方得於六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他方終止本協議。但

已開始進行或已存在交流之學習活動不受協議終止之影響，交換生仍可按原

定計畫完成在接待學校的學習。 

八、本協議如有未盡事宜，得經九校同意以書面方式修正或補充。本協議１式９

份，由每校各執１份。 

附件一 



輔仁大學              東吳大學 

校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世新大學              銘傳大學 

  校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實踐大學              大同大學 

  校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國文化大學            淡江大學 

  校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台北醫學大學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１ ０ 6 年  月  日 



  

精進全英語授課技巧 
 

 

 1

Improving Academic Teaching using EMI– Course length 35 hours 
精進全英語授課技巧 - 課程設計為 5 天，計 35 小時 

 
 By the end of this course teachers will have: 課程目標 

  
1.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about a wide range of teaching methodologies used in 

the modern communicative university classroom in English speaking cultures 
提昇全英語授課、活化教學的各種教學法 

2. developed their ability to help their students to improve a range of skills such as 
presentation, discussion, seminar, read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while teaching in EMI 
培養老師協助學生提昇以英語簡報、小組討論、研討、閱讀與聽力的技巧 

3. developed their ability to utilize projects in the EMI environment 
運用專案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4. developed their approaches toward testing in the EMI environment 
全英語授課的評量方式 

5. continued to improve their overall English lecturing and language abilities  
持續提昇老師整體的全英語授課語言技巧 

 
 
Session Title 
Each session is 3. 5 hours 
每個主題 3.5 小時 

Breakdown of topic of small group discussion 
activities 
工作坊內容 

第一天 
Improving Academic 
Teaching:  
 
Session 1: Effectively 
exploiting high level academic 
texts in the Taiwanese EMI 
environment – Ecology 
全英語授課環境中，有效運用

高階的學術教材 (以「生態」

主題為例) 
 

 
 Using multi-media sources to develop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background 
schemata 

 Using visuals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of 
high level academic texts 

 Using different question types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of a challenging academic text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activating 
the background schemata of our students 

 Developing the prediction skills of our 
students 

 Developing the ability of our students to think 
beyond texts 

 Using group discussions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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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Academic 
Teaching:  
 
Session 2: Effectively 
exploiting high level academic 
texts in the Taiwanese EMI 
environment  
全英語授課環境中，有效運用

高階的學術教材 - 由學員演練

及討論 

 Using visuals: Over to you… 
 Practicing using visuals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of academic texts in pairs and 
groups 

 Practicing formulating different question types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of an academic text 

 Utilising the background schemata and 
developing the prediction skills of our 
students 

 Developing our ability to write questions that 
push our students to think beyond the text 
 

第二天 
Improving Academic 
Teaching:  
 
Session 3: Developing Reading 
Skills in the EMI university 
environment – Summarising, 
note-taking and jigsaw 
readings 
提昇全英語授課環境中學生的

閱讀技巧 – 重點摘要、重點式

閱讀法 
 

 
 Developing reading skills 
 Reading and summarising 
 Using articles to develop presentation skills 
 ‘Not every answer is the same’ - Using 

summaries and notes to promote discussion 
skills in the university classroom 

 Develop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idity of 
source articles 
 

 
Improving Academic 
Teaching:  
 
Session 4: Developing Reading 
Skills in the EMI university 
environment 
提昇全英語授課環境中學生的

閱讀技巧 - 由學員演練及討論 

 
 Developing Reading Skills: Over to you… 
 Applying a range of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creation of a more 
effective reading based lesson 

 Creating your reading based lesson 
 Developing an effective framework for giving 

feedback 
 

第三天 
Improving Academic 
Teaching:  
 
Session 5: Developing a range 
of strategies to promote 

 
 To develop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supervision when conducting group work in 
an academic context   

 To develop our understanding of phatic 
communication and backchann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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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group work in the 
EMI environment 
全英語授課環境中，運用各種

教學技巧提昇有效的小組合作

學習 

 To discuss how far we can help our students 
with academic genre 

 To discuss a range of correction strategies in 
the EMI university environment 
 

 
Improving Academic 
Teaching:  
 
Session 6: Group work 
全英語授課環境中，運用各種

EMI 教學技巧提昇有效的小

組合作學習 - 由學員演練及討

論 

 
 Group work: Over to you… 
 Applying a range of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creation of a more 
effective group learning environment 

 Developing your own group activities 
 Developing an effective framework for giving 

feedback in group formats 
 

第四天 
Improving Academic 
Teaching:  
 
Session 7: Developing a range 
of strategies to promote 
effective project work in the 
EMI environment 
全英語授課環境中，運用各種

策略提昇專案教學的效力  
 
 

 
 Using a web quest to activate background 

schemata and to discov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topic 

 Using re-ordering activities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of an academic text 

 Using different question types to develop text 
level understanding 

 Using matching activities to scaffold teaching 
of an academic text 

 Using ranking activities to develop 
understanding of an academic text 

 Using internet based mini-projects to develop 
text level understanding 
 

 
Improving Academic 
Teaching:  
 
Session 8: Project work 
全英語授課環境中，運用各種

策略提昇專案教學的效力- 由
學員演練及討論 
 

 
 Creating your own web-quest / project: Over 

to you… 
 Applying a range of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creation of a more 
effective project 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Ranking projects 
 Developing an effective framework for giving 

feedback dur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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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Improving Academic 
Teaching:  
 
Session 9: Developing a range 
of strategies towards testing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EMI environment 
於全英語授課環境中，運用各

種策略測驗學習成效 

 To develop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different question types while testing 
comprehension 

 To reflect on how to push our students to 
think beyond texts / transcripts 

 To use interactive tests 
 To ensure the testing process is motivating 
 To discuss and critique a university level test 
 To discuss testing approaches in your own 

specific contexts 
 

 
Improving Academic 
Teaching:  
 
Session 10: Creating your own 
test 
由老師設計評量方式 

 
 Creating your own test: Over to you… 
 Applying a range of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creation of more 
effective tests 

 Discussing your tests 
 Developing an effective framework for giving 

feedback 
 

 
Please note that although the sessions suggested in this course guide have been included 
as a result of the feedback provided by those course participants who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n ATE cours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our training philosophy embraces the 
concept of flexibility. This means that if there is something you want to learn about then 
your tutor will do their best to include materials that help you to focus on your specific 
needs. We are here to help you to identify your learning needs and to achieve your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and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al goals. 
此課程設計是以國內大學全英語授課之需求為基礎，倘 貴校有其他需求，我們

可以調整課程設計以協助老師達成精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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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及設備需求:  
可移動之桌椅，分組排列，以便工作坊課程及活動進行 

電腦、網路連線、音響、白板、海報架/紙、簡報筆 

 
研習採工作坊形式進行，每班人數需控制在 25 人左右，以達最佳研習品質。 

 
課程費用將由英國在台辦事處英國文化協會開立收據，講師不得簽收領據。 

 

講師 
本課程之講師為英國文化協會資深師訓講師，並具備於國內外大學任教及書籍著作之

資歷。 

 

研習證書 
全程出席之學員將於課程結束後獲得由英國文化協會頒發之研習證書。 
 

經費概算 (5 天課程) 

  單價  數量  金額 

講師鐘點費  3000/每小時  35 (小時)  NTD105,000 

教材開發費用  50,000  一式  NTD50,000 

研習證書、文具、教材印刷費用  8,000  一式  NTD8,000 

專案行政費用  5,000  一式  NTD5,000 

講師交通、住宿、出差津貼  以住宿 5 晚計    NTD20,000 

總計      NTD188,000 

 
倘研習地點在台北則可扣除住宿/出差津貼費用。 



 

 
全英語授課精進課程 Academic Teaching Excellence (ATE) 
 
由牛津大學教育學院與英國文化協會共同開發，針對大學教師以英語授課之需

要進行增能。 

 
課程目標: 

協助教師 

 有效且自信地以英語授課 

 有效與外籍學生溝通 

 於指導/討論/小組教學上使用英文 

 
協助大學 

 提昇以英語授課之教學品質 

 吸引更多國際學生入學 

 增加國際能見度 

 
課程特色 

 工作坊計 35 小時，可連續或分階段進行 

 著重互動式教學及小組討論 

 Micro‐teaching : 運用教師的專業學科示範教學，由講師現場提供反饋 

 提供教師彼此觀摩及合作學習的機會 

 
Modules include: 

 Addressing a mixed language‐level student body 

 Discourse markers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 reducing tutor talk time 

 Encouraging student participation 

 Using visual aids to enhance linguistic comprehension 

 Effective feedback 
 
Course content  
 

  Morning Session  Afternoon Session 

Day 1   Contextualizing EMI: 
Skills and challenges 

 Teaching observation criteria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update 

Day 2   Lecturing styles and strategies 

 Observation & discussion of online lectures 

 Micro‐teaching sessions/feedback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update 

Day 3   Dealing with large groups 

 Student needs and participation 

 Micro‐teaching sessions/feedback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update 

Day 4   Communication in small seminars 

 Creating an interactive learning community 

 Micro‐teaching sessions/feedback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update 

Day 5   Supervisions and tutorials 

 Oral and written feedback strategies 

 Praise and correction 

 Micro‐teaching sessions/feedback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update 

附件三 



 

 
學員人數 

為有效控制每位學員 micro‐teaching 的時間與反饋，學員人數限 10‐14 人。 

 
講師 

本課程之講師為英國文化協會資深師訓講師，並具備於國內外大學任教及書籍

著作之資歷。 

 
研習證書 

全程出席之學員將於課程結束後獲得由英國文化協會頒發之研習證書。 
 
 
 

 
 
倘研習地點在台北則可扣除住宿或出差津貼費用。 

 單價 數量 金額 (NTD$) 

講師鐘點費 
 

 3000/每小時 35 (小時) 
NTD105,000

教材開發費用 
 一 式 NTD60,000

研習證書、文具、教材印刷

費用 一 式 NTD10,000

專案行政費用 
 一 式 NTD16,500

講師交通、住宿、出差津貼

一    式 NTD20,000

總計 
NTD211,500



課程差異說明： 

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兩項全英文授課培訓課程最低都是 10

人開課，主要差別在於 ATE 著重讓老師實際上台試教(Micro-teaching)，

因此人數限制最多 14 人，EMI 則是一般工作坊(Workshop)形式，可

到 25 人。另，ATE 報價多了 23,500 元。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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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台緬經貿文化交流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中華民國台緬經貿文化交流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加强我國與緬甸之經貿、

文化等合作交流，促進雙邊關係與合諧發展為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促進我國與緬甸及其他國家地區之經貿、文化交流。  

二、協助政府及民間加強與緬甸經貿、文化等交流，促進雙邊合作關係。  

三、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座談會、講習會等相關活動。  

四、辦理緬台或其他地區工商考察、展覽活動，以利雙方經貿文化之了解。 

五、國內外經貿與文化資訊之調查、蒐集、分析與發佈。  

六、設立獎助學金或開辦專業課程，積極培養國內經貿文化人才。  

   七、辦理或獎助與拓展國際經貿文化之相關活動。 

八、接受國內外企業或政府機構之委託，提供經貿文化相關之研究及服務。 

九、蒐集有關國際經貿資訊，並向政府提供有關經貿及文化事項之建議。  

十、協助緬台企業界人士或政府間互訪，並協助國內企業界解決經貿爭執  

   事項。 

十一、與國外相關單位簽訂經貿及文化合作協議。 

十二、其他有關促進國際經濟及文化合作發展事項。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章程所訂宗旨、任務，主

要為經濟部，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三種： 

一、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由團體會 

員之介紹，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推派 1 人至 2 人為代表參加本 

 會各種活動，以行使會員權利。 

二、榮譽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參與本協會之相關公、私立機構、團體  

 及個人得自行申請，經理事會審查通過或由本協會理事會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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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為本會榮譽會員。 

三、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之國內外成年人，由會員之    

       介紹，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    

              為個人會員。       

             外國人(不含大陸籍人士)需持有效之本國居留證。 

會員之入會費及常年會費由理事會決定。 

第 八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

員代表）為一權。 

      榮譽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會員得加入各工作委員會。 

第 十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

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

議予以除名。 

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  

動退會。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  

當理由者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 

第 十一 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

時得依一定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會員代表任期 3 年，其各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

備後行之。 

第 十四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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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 本會置理事 9 人、監事 3 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

會、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2

人，候補監事 1 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  

            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副理事長、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長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3 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 1 人

為理事長及 1 人為副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由副理事長代理。副理事長不能代理時，

由另名常務理事代理。該常務理事仍不能代理時，由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理事出缺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 1 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 

            席。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  

            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 3 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

為限。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7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 1 人，副祕書長若干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

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規則經理事會通

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國內外名譽理事若干人，其聘期與

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二十五條 本協會得視實際需要經理事會通過訂定各種規章並得設附屬單位及各種工

作委員會。 

第二十六條 本協會得視業務需要經由祕書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任顧問若干人。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

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

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召開之。 

第二十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

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九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

人數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

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 三十 條 理事會每 6 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 6 個月召開一次，常務理事會每 2 個

月召開一次。但必要時得隨時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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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

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一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

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二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 

        團體會員新台幣 50,000 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個人會員新台幣 10,000 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團體會員新台幣 10,000 元、個人會員新台幣 5,000 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三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第三十四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

表、員工待遇表，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

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

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

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三十五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

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

亦同。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3 年 7 月 8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報經內政部 103 年 9 月 4 日台內團字第 1030220841 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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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九聯盟第二次教務長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9月 5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地點：大同大學尚志教育研究館 105會議室 

主席：大同大學林永仁副校長兼教務長 紀錄：大同大學教務處呂易晉 

出席： 

優九聯盟謝政諭執行長、大同大學包蒼龍副教務長、東吳大學詹乾隆教務長、 

世新大學郭昱瑩教務長、實踐大學歐陽慧剛教務長、臺北醫學大學朱娟秀教務長、 

淡江大學鄭東文教務長、銘傳大學遲文麗教務長、輔仁大學龔尚智教務長、 

中國文化大學教務組張振瑋組長（代）、中國文化大學綜合業務組張明瑾組長（代） 

列席： 

大同大學課務組廖漢雄主任、註冊組林碧霞組長、招生組戴佳蓉組長  

東吳大學註冊課務組陳秀珍組長、招生組陳雅蓉組長  

世新大學註冊課務組陳麗卿組長、教學卓越中心王秀芬老師、電算中心賴榮政先生 

實踐大學註冊課務組陳怡文組長、銘傳大學註冊組謝秀然組長、 

輔仁大學註冊組吉文倩組長 

主席報告： 

本次會議召開時間因於 8月 1日之後，各校多有人事異動與調整，請各校再次相
互介紹、彼此認識，以利九校間的教務單位主管能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認識。 

提案討論 

提案一：優九聯盟教務合作項目各校進度說明。 

提案人：大同大學林永仁副校長兼教務長 

說  明： 

前次會議決議通過六項教務合作項目之各校規劃分工如下表。請各校就目前工作進
度提出現況說明，提報順序為：銘傳→淡江→大同→輔仁→文化。 

教務合作項目 負責學校 參與規畫學校 

一、 建構境外生資格驗證資訊分
享平台（含學歷、身分等） 

銘傳 銘傳、北醫、東吳 

二、 共同開課，資源互享 淡江 淡江、世新 

三、 校際選課，多元選擇 大同 
大同、銘傳、東吳、文化、
實踐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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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合作項目 負責學校 參與規畫學校 

四、 暑期聯合開課，加值資源效
益 

大同 大同、實踐、淡江、北醫 

五、 推動跨校交換生，聯合國際
化作為 

輔仁 輔仁、文化 

六、 開設跨校跨領域學程，提供
多元學習機會 

文化 文化、輔仁 

決  議： 

1.境外生資格驗證，依銘傳大學規劃運作（詳參附件 1），並提供姓名查詢。平台預計
於 1個月內完成後，由銘傳大學統一轉知優九聯盟各校，再請各校協助登錄相關資
料。

2.共同開課部分，依淡江大學訂定之近、中、長程方案實施（詳參附件 2），主要目標
為合作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及網路課程，其中考量遠距教學課程有同步與非同步之別，
同步課程因有器材架設、收播等問題，需透過校與校間的協商完成；非同步課程（如
MOOC課程）可納入優九聯盟的跨校選課平台，讓學生能透過跨校選課平台選擇所
需之課程修習。

3.校際選課與暑期聯合開課，由大同大學規劃建置優九聯盟跨校選課平台（詳參附件 3），
決議如下：

(1) 原則上各校大學部各系至少提供 1門課，各校可依各系情況斟酌開課；通識課程
各校至少提供 10門課（可有領域區分），亦可包含遠距課程。

(2) 每門課程開放名額暫定為 5名，每位學生至多修 2門課，但不包含輔系、雙主修
或跨校學程。

(3) 跨校選課自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試辦，試辦期間優九聯盟學生修習跨校選課平台
課程免費，非跨校選課平台課程依現行各校規範繳費，待觀察試辦狀況後，再行
討論與調整。

4.跨校交換生合作事宜，以輔仁大學所籌畫之內容持續推動（詳參附件 4），其協議與
運作模式參照台灣綜合大學系統：

(1) 學雜費收入，依所屬學校註冊及繳費。

(2) 交換生人數以 10名為限。

(3) 開放系所，以部分開放為原則。

(4) 平台建置則待討論後，再行架設與建置；現依輔仁大學所提出之合作協議書持續
推動。

5.跨校跨領域學程，依文化大學規劃事項運作（詳參附件 5），其中建議各校行事曆時
間一致，因各校開學時間落差極大，此仍需商議；現階段，則以第一階段學生透過
跨校選課平台修習所需課程，依跨校選修方式執行。

6.跨校輔系、雙主修事宜，將自合作項目六「開設跨校跨領域學程，提供多元學習機
會」中獨立出來，並以東吳大學提出之議題進行（詳參附件 6），說明如下：

(1) 跨校輔系、雙主修與學程，仍須以各校規定辦理與繳費。

(2) 單一科目可否多校列抵，此依各校規定決定是否抵免。

(3) 各校輔系、雙主修申請時間，則遵照各校所訂定之申請時間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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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建議規劃第七項教務合作項目，研議轉學考聯合招生分發之可行性。 

提案人：東吳大學陳雅蓉組長 

說  明：前次會議中臨時動議由東吳大學陳雅蓉組長提出之議案，相關資料詳如附件7， 
提請  討論。 

決  議： 

轉學考聯合招生分發事宜，因涉及招生試務較為繁雜，待聯盟合作模式與運作默契
較為成熟後，再行成立專案小組另行規劃推動。 

臨時動議 

案由一：優九聯盟各項教務合作項目後續呈現方式，提請  討論。 

決  議： 

優九聯盟謝執行長提議，各校所負責之各項教務合作項目，以更精確與完整的文字
或架構（如輔仁大學所編製的跨校交換生合作協議書），放於優九聯盟網路平台以供
聯盟內各校師生參閱。 

案由二：優九聯盟第三次教務長會議之召開時間與主辦學校，提請  討論。 

決  議： 

煩請台北醫學大學協助辦理優九聯盟第三次教務長會議，會議時間訂於 105年 11
中旬。 

散會（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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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九聯盟跨校雙主修、輔系暨跨領域學程討論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12月 13日（二）9:00~12:10 

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鑄秋大樓 2227會議室 

主席：東吳大學 詹乾隆教務長 

出席人員：大同大學廖漢雄主任、林碧霞主任、陳怡君組長、 

中國文化大學張明瑾組長、沈宜暄組員、 

台北醫學大學林志龍主任、沈育兆組長、林敬庭組員、 

世新大學陳麗卿組長、 

東吳大學陳秀珍組長、吳幸玲編審、戴立明編審、 

淡江大學陳漢桂組長、 

實踐大學陳怡文組長、 

輔仁大學吉文倩組長、曾煥藝組長、陳惠芸組員、 

銘傳大學顏昌明副教務長、呂家賢組長 

決議事項如下： 

1. 確認近程跨校雙輔申請流程及預計中程線上申請流程：

近程(105.2申請)--【紙本申請】

（1）學生繳交申請表、歷年成績單或相關資料送至學生所屬學校各學系

（2）學生所屬學校之學系主任核章

（3）學生所屬學校教務處承辦人審核申請資格

（4）學生所屬學校教務處彙整後，免備文逕寄送至各大學教務處

（5）各大學教務處將他校申請書分送學生申請之各學系主任核章，畢後

返還至教務處承辦人 

中程(106.2申請)--【線上申請】需九校統一申請時間 

（1）學生線上登錄申請

（2）學生所屬學校之教務處下載申請名單

（3）學生所屬學系主任核可名單

（4）學生所屬學校教務處上網登錄核可名單，並上傳核可學生之歷年

成績單

（5）各大學教務處下載經原校核可名單及相關文件，分送學生申請之

各學系主任核章，畢後返還至教務處承辦人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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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大學教務處系線上公告核定名單 

線上申請每位學生限申請一校系雙主修、一校系輔系及一校系跨領域學

程。 

2. 優九系統提供各校上傳跨校雙輔作業時程與程序及各學系申請相關規定，

並於平台公告供學生查詢。欄位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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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九聯盟系統  跨校雙主修/輔系作業時程與程序 

學校 聯絡窗口 核准修讀學年期及作業時程 備註 

○○大學 註冊組 

○○○小姐

02-98765432轉 10

xxxx@xxx.xxx.xx 

106學年度雙主修/輔系受理申請

期間： 

106年 4月 1日-106年 4月 15日 

核定名單公告時間： 

106年 6月 5日 

○○大學 106學年度跨校雙主修/輔系申請相關規定

單位 
雙主修/

輔系 

招收名

額 
申請資格 應繳交之各項資料 

審查方

式及項

目 

備註 

○○學系
雙主修 

輔系 

3. 優九聯盟學生跨校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及放棄申請表詳如附件一、附

件二。

4. 申請放棄流程：學生填寫申請表→雙輔跨學系簽章→雙輔跨教務處核准

註記→送原校教務處簽核註記。

5. 修畢審核流程：原校提供預計畢業學生名單及畢業學分審查結果給雙輔

學校進行審核其雙輔是否修畢，提供給雙輔學校審核之表單由各校自

訂。

6. 無論申請、放棄或修畢都以校對校往返方式進行，不接受學生自行傳送。

7. 因多校雙輔相關法規尚未完成修訂，故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試辦申請 106

學年度跨校修讀雙輔的學校有中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及跨校修讀輔系

的世新大學三校，另其他大學依法規通過時間再行確認執行年度。

8. 跨校雙輔執行時程基本上需視平台完成時間訂定，到時候會再跟大同大

學確認平台完成時間，並擬定一份雙輔執行時程寄給大家。

9. 修訂優九聯盟辦理跨校雙主修、輔系合作協議書詳如附件三。 



優九聯盟跨校雙主修、輔系合作協議書草稿 

優九聯盟九校（大同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世新大學、東吳大學、淡江大學、實踐大學、臺北醫

學大學、輔仁大學、銘傳大學），為增廣學生之學習領域，並促進校際間之合作，茲依據大學法、

九校學則及雙主修、輔系相關規定，訂定本協議書。 

 

一、九校學生符合申請學校雙主修或輔系資格規定者，得申請至他校加修與本校性質不同學系為

雙主修或輔系。 

二、學生申請跨校修讀雙主修或輔系，其申請程序由原就讀學校審核同意後，經教務單位彙整核

送跨校雙主修或輔系之學校進行審查作業。 

三、跨校修讀雙主修或輔系申請表由九校共同訂定格式，並置於優九聯盟系統網頁提供學生下載

使用。 

四、九校接受跨校雙主修或輔系之學生修業年限依原校規定辦理。 

五、學生跨校修讀雙主修或輔系依各校收費標準辦理。 

六、修讀跨校雙主修或輔系學生，除應修滿主學系應修科目學分外，並應修滿雙主修或輔系規定

之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始取得雙主修或輔系。 

七、修讀跨校雙主修或輔系學生，經各校審查符合主學系及跨校雙主修或輔系畢業規定者，於學

位證書加註跨校雙主修或輔系學校及學系名稱，加修雙主修者並於證書上加列學位名稱。 

八、本協議書未盡事宜，依學生原就讀學校之學則及雙主修或輔系相關辦法之規定辦理。 

九、本協議書自簽訂日起生效。 

十、本協議書正本一式九份，由九校各執一份為憑。 

 

大同大學校長 

 

 

 

中國文化大學校長 

 

世新大學校長 

 

 

 

東吳大學校長 

 

淡江大學校長 

 

 

 

實踐大學校長 

 

臺北醫學大學校長 

 

輔仁大學校長 

 

 

 

銘傳大學校長 

 

  

 

中 華 民 國 Ｏ Ｏ Ｏ 年 Ｏ 月 Ｏ 日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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