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EARU 秘书处管理准则

筑波大学 2018-2019 版

董事会会议

1. 章程条款[5.4]规定协会秘书应担任董事会秘书，但无表决权。

2. 日期：董事会会议通常在春季和秋季召开。一旦主办大学提出活动

日期，秘书处应与主席和其他董事会成员确认日程表。

3. 主席的邀请函：日期确定后，秘书处应向董事会成员大学的校长发

送主席的邀请函。

4. 主办方邀请函、日程表和登记表：在主席发出邀请后，主办方大学

的校长应向董事会成员发送邀请函，并附上会议日程表和登记表。

5. 议程：秘书必须在议程定稿前将议程草案发送给成员进行确认，以

提出补充或修改建议。

6. 未能履行章程条款[3.8]
1
规定的成员义务的成员机构，必须由

AEARU 秘书处确认，并自动提交董事会进行评估。

7. 章程条款[3.5]规定的入会程序：候选机构必须由现有成员机构的

首席执行官提名和批准。提名人必须向 AEARU 秘书处提交推荐信，

供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在评估候选人时应考虑到上述条款[3.4]规

定的成员标准、协会目前的区域平衡以及现有成员人数。

8. 会议材料：与年度大会材料一样，董事会会议材料也汇编在主办大

学准备的活页夹中。秘书处必须在会议前向主办大学提供活页夹的

内容（使其有足够的时间制作活页夹）。活页材料应包括以下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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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由主办大学安排）

2) 与会者名单（由主办大学安排）

3) 议程和参考资料

4) AEARU 章程

9. 会议记录：秘书处必须在会议后两个月内将会议记录的草稿发送给

董事会成员。应考虑到理事会成员的任何建议和意见，编写会议记

录的最终定稿。将最终定稿发送给所有 AEARU 成员，并将其纳入下

次 AEARU 会议的活页夹中。

10. 秘书处交接：原秘书处 SNU 于 2018 年 1月 31 日将第四十一届董事

会会议记录发送至筑波大学。筑波大学应负责 2019 年秋季的会议

记录，并于 2020 年 1月 31 日前将其发送至 NTU。

年度大会（AGM）

1. 章程条款[4.7]规定秘书应由主席任命，并由成员在年度大会上批

准。

2. 日期：年度大会通常在秋季召开。一旦主办大学提出活动日期，秘

书处应与主席和其他成员确认日程表。

3. 章程条款[8.1]对本章程的修订提案，应在审议修订的年度大会召

开前三个月由成员以书面形式提交给秘书。秘书处应在会议召开前

至少两个月将提案副本发送给所有成员。提案如经出席并参加表决

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书面表决通过后，应立即生效。

4. 主席的邀请函：日期确定后，秘书处应向成员大学的校长发送主席

的邀请函。

5. 主办方邀请函、日程表和登记表：在主席发出邀请后，主办方大学

的校长应向所有成员发送邀请函，并附上会议日程表和登记表。



6. 议程：秘书必须在议程定稿前将议程草案发送给成员进行确认，并

提出补充或修改建议。

7. 会议材料：会议材料汇编在主办大学准备的活页夹中。秘书处必须

在会议前向主办大学提供活页夹的内容（使其有足够的时间制作活

页夹）。活页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项目（由主办大学安排）

2) 与会者名单（也由主办大学安排）

3) 议程（以及任何参考资料）

4) AEARU 章程

8. 会议记录：秘书处必须在会议后两个月内将会议记录的草稿发送给

所有成员。应考虑到成员的任何建议和意见，编写会议记录的最终

定稿。最终定稿将被纳入下次 AEARU 会议的活页夹中。

9. 秘书处交接

原秘书处 SNU 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将第二十三届年度大会会议记录

发送至筑波大学。筑波大学应负责 2019 年秋季的会议记录，并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将其发送至 NTU。

年度大会上的成员大学报告会

1. 它始于议程 XII。成员大学在京都大学举办的第十三届年度大会上

的成员大学介绍该会议始于京都大学举办的第十三届年度大会的议

程十二—成员大学进行演讲。在 2008 年 6 月的第二十二届董事会

会议上
2
，成员大学提议对 2008 年 9 月的第十四届年度大会的形式

进行修订。此次会议后，，这一形式通过邮件发送给各成员大学，

六名成员大学选为发言人，另外六名选为首席评论员，评论员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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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演讲结束后开始问答环节。发言人可选择以下三个主题作为

演讲主题。理想情况下，每个主题应有两位发言人发言。

主题：

1) 过去两年成功开展的 AEARU 活动报告（5 mins. x2）

2) 对适合 AEARU 大学的未来研究主题的宏观观点（10 mins. x2）

3) 加强 AEARU 大学的本科教育（10 mins. x2）

2. 成员会收到一份“介绍会志愿者表”，以便自愿进行某一发言，或

充当评论员。

3. 前几年没有机会发言或发表意见的成员应优先成为发言人。

4. 未被选为发言人的主席请提交一份关于主题 2 或 3的打印报告，该

报告将列入会议材料。

5. 要求主办大学的校长主持介绍会。

6. 主席不需要做报告。

7. 可以在介绍会中加入嘉宾演讲，这取决于主办大学的决定。

担任 AEARU 财务主管

1. 请参考 AEARU 财政部管理准则

成员义务

1. 每所成员大学必须缴纳 2000 美元的年度会费。

2. 所有成员必须每三年至少开展下列其中一项活动。
3

3. 秘书处应备存一份各成员大学的活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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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

1. 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应在董事会会议上提出，并由成员批准。秘书

处必须从主办大学收到有关活动的详细信息，并通过电子邮件和网

址 aearu.com 向各成员大学公布。

2. 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的主办方必须邀请所有成员大学参加。

3. AEARU 网站应随时更新所有 AEARU 活动的最新信息。

4. 每项活动的单页总结，包括研讨会名称、日期、主办方、地点、组

织委员会成员、项目以及其他意见和评论，应在研讨会结束后三个

月内提交给秘书处。这些信息应上传至 AEARU 网站。

学生活动

1. 过去，每年都会举办两种类型的学生夏令营：普通夏令营和主题夏

令营。然而，在 2009 年的第二十四届董事会会议上，决定将两者

合并为一个单一的 AEARU 学生夏令营（见第二十四届董事会会议记

录
4
，第 8 页）。

2. 夏令营的时间应根据成员大学的暑假时间来决定，因为不同地区的

暑假时间不同。它一般安排在 7 月底或 8 月初左右，以适应日本大

学的暑假。

3. 学生体育竞赛应每年举办一次。

4. 主办方决定竞赛的项目类型。

5. 与夏令营一样，比赛时间应根据成员大学的暑假时间来决定，一般

安排在 7月底或 8 月初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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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sumoto 主席表示，将普通夏令营和主题夏令营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夏令营不是问题。董事会成员同意这一提议。（议程

VI，2009 年未安排的 AEARU 活动 3。学生夏令营（主题夏令营）http://aearu.com/bdm_data/bdm_min_2009_24rd.pdf



AEARU 网站（aearu.com）

1. 该网站由主席所在大学运营。

2. 注册域名和运营网站的费用由主席所在大学承担。

3. 该网站应定期更新最新信息，如即将举行的 AEARU 活动的公告和当

前主要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4. 域名到期前应及时更新。

5. aearu.org-2007 年（POTECH）
5
至 2013 年（NTHU），共 7 年

6. aearu.com-2014 年（NJU）至今。该网站的脚注显示，2014 年的出

版年份为“版权所有，2014 年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

7. 网站上的 AEARU 联系人名单应经常更新（每年几次）,因为不同国

家的大学的工作人员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期会有变动。

成员大学名单顺序

1. AEARU 成员大学名单通常按大学名称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2. 如果仅列出董事会成员，则按以下顺序排列：

 主席

 副主席

 上届主席

 其余成员按大学名称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宣布新任主席和副主席所在的大学

1.主席所在大学须向所有成员院校告知新上任的协会主席和副主席人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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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译文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提供，仅供参考。

如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联系苏霖老师: sulin@ustc.edu.cn

2022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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