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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分和学习任务

2.3.1

所有在校注册学⽣，每学期均须按其课程进⾏注册。

2.1

⼊学、报名和注册

2.1.1

攻读授课型研究⽣学位课程须符合有关课程的⼊学要求。

2.3.2

每⻔课程的学分表⽰⼀学期内每周与⽼师的接触时间和/或有关该课程的学习时间。

2.1.2

所有在校注册学⽣，每学期均须按其课程的学习时间表注册课程。学⽣应按照公布的正式⽇期办理相关⼿续。

2.3.3

⼀般来说，⼀个学分表⽰整个学期内每个星期上⼀次课，授课时间50分钟。如果稍有偏差，学⽣应参考相应的课

2.1.3

学分

逾期注册须经研究⽣院院⻓或其指定⼈员批准。

程⽂件。

学⽣须于修读课程后的前两个⽉内，完成防抄袭⽹上辅导课程；否则，下学期将会被禁⽌注册课程。

学习任务

课程注册

2.3.4

⼀般⽽⾔，学⽣须每年修读规定的所有课程，包括选修课程。在学⽣管理信息系统和相关的课程⽂件中可以看
到每年不同课程的课程清单。

2.1.4

本学院第⼀学期注册的新⽣，须按学习计划要求的课程进⾏注册。
授课型硕⼠学位课程须⾄少修满27个学分。

2.1.5

从第⼆学期开始，学⽣将提前注册，选择必修/选修课程。因名额有限⽽未能获准修读某些课程的学⽣，须于选课
每个课程都可能根据这⼀标准进⾏⼀些微调。⾮全⽇制课程的学习任务通常是每学期6⾄9个学分，⽽全⽇制课

/换课期间完成课程注册（相关⽇期请参阅校历）。

程⼤约是⾮全⽇制课程的两倍。

2.1.6

注册后学⽣可获得已注册课程的注册记录。如有任何不⼀致之处，应在⼀周内报于研究⽣院。
除⾮经批准的学习计划中另有规定，否则学⽣在⼀个学期内注册的课程不得超过9个学分（⾮全⽇制课程）或
18个学分（全⽇制课程）。如果学⽣欲在⼀学期内注册超过指定学分数的课程，必须在加退选阶段获得所属课程

加退选

主任的推荐，并经研究⽣院院⻓或其指定⼈员批准。

2.1.7

加退选课需在加退选期间进⾏（具体⽇期以校历为准）。

退课
2.1.8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学⽣有⾝体、个⼈或学术上的问题，或院系/课程认为可接受的其他不可预⻅的情况，才

2.4
2.4.1

出勤
学⽣必须修读所有已注册的课程，并遵守其学习计划规定的其他参与要求。如果学⽣因不可控制的情况⽽缺
课，并且希望参加补课（例如提交论⽂、作业），则必须在缺课后五天内将书⾯解释和证明⽂件提交给课程讲师，

允许在选课退补选阶段的最后期限退课。

以获得批准。

2.1.9

⾄少应在学期考试前四周向研究⽣院提交退课申请。如果申请得到批准，该课程将获评W级。

2.4.2
重复注册
2.1.10

除⾮学校另有批准，否则被录取的学⽣通常不允许在本学校或任何其他本地⾼等院校注册具有其他资格的⾮

将被取消。学⽣须留意研究⽣院⽹站上“恶劣天⽓期间的课程和考试安排”。

全⽇制或全⽇制课程。违反此规定的学⽣将被停学。

2.5

评估

2.2

学习时限

2.5.1

修读研究⽣学位课程的学⽣须通过考试及课程作业的⽅式进⾏评估。

2.2.1

除另有规定外，⾮全⽇制课程⼀般在24个⽉内完成，全⽇制课程于12个⽉内完成。经特别许可，个别学⽣可以延

2.5.2

学⽣如有剽窃、提交⾮学⽣本⼈材料进⾏评估、使⽤伪造或复制的数据进⾏评估等学术欺诈⾏为，则该课程应
获得F级评分。此外，这种欺诈⾏为可能会提交到研究⽣院作进⼀步处理。

⻓学习期限，但不得超过12个⽉。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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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台⻛或恶劣天⽓，课程将暂停。⼀般情况下，当台⻛橙⾊或以上预警信号或红⾊暴⾬预警信号⽣效后，课程

任何被发现有学术欺诈⾏为的学⽣可免除有关课程的教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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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学⽣应参加所有指定的测验和考试。未经正式批准，任何未参加指定测验和考试的学⽣将获得F级评分。

2.6.3

学⽣应在考试开始时间前⾄少10分钟到达考场。⼀旦进⼊考场，学⽣应按照分配给⾃⼰的座位号⼊座。

2.5.5

⼀⻔课程通常要修读⼀学期或⼀年后进⾏考试。⼀般⽽⾔，研究⽣院会安排两⾄三个⼩时的闭卷笔试。如作其

2.6.4

开考30分钟后，学⽣不得进⼊考场。

2.6.5

学⽣在进⼊考场后（除⾮总监考⼈允许)，开考后30分钟内以及考试结束前15分钟不得离开考场。

他安排，课程讲师必须经课程主任批准后向研究⽣院提交详细资料备案。

2.5.6

课程讲师应遵循课程⽂件中规定的评估⽅法。

2.6.6
期末考试参考资格

2.5.7

学⽣须在选课系统内有正式选课记录，⽅可参加该⻔课程的期末考试。

学⽣应携带学⽣证（或⾝份证），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将其放在桌⼦的右上⻆。⽆学⽣证（或⾝份证）的学⽣不得参
加考试。

2.6.7

进⼊考场前，学⽣应确保从⼝袋中取出未经授权的物品（例如书籍、⼿稿、笔记、论⽂和各种电⼦/通信设备，如
⼿机、iPod、MP3播放器、电⼦词典、databank多功能⼿表），放⼊包内。⼿机/电⼦设备必须关闭。

缓考
2.6.8
2.5.8

学⽣因⽣病、受伤或其他个⼈紧急情况等情有可原的原因⽽错过考试，可以书⾯向研究⽣院申请缓考。申请缓

⼀旦进⼊考场，学⽣应⽴即将背包放到座位下⾯。学⽣进⼊考场前，应确保⼝袋或⾝上没有任何未经授权的物
品。学⽣还应确保，未经总监考⼈的批准，未经授权的物品不得放在书桌上。

考应提供有关证明，并在错过考试后五个⼯作⽇内提出。

2.5.9

2.5.10

2.6.9

带⽂具盒的学⽣必须将⽂具放在书桌上，然后将⽂具盒放到座位下⾯。

以及建议该学⽣在缺考当⽇请病假的医疗证明。

2.6.10

学⽣不得翻阅试卷，得到许可后才能开始动笔。

学⽣向研究⽣院申请缓考时，⼀般不会考虑以下情况：

2.6.11

学⽣进⼊考场后应保持绝对安静。不得与其他学⽣交谈或打扰其他学⽣。如果学⽣有问题，应举⼿耐⼼等待监

学⽣如因⽣病或受伤⽽缺考，缓考申请应包括合格医师填写的“医疗证明表格”，证明该学⽣不适合参加考试，

考⼈解答。
a.安排在考试当天的择期⼿术；

b.参加考试当天举⾏的托福、SAT、GRE、GMAT等公开考试；

2.6.12

在考试期间，如果学⽣想暂时离开考场，应：
a.举⼿等待监考⼈同意；

c.忘记或看错考试时间表。
b.只有监考⼈同意才能离开。

2.5.11

如果申请通过，研究⽣院将会在考试结束后六周内安排缓考。学⽣若未能参加经批准的缓考，将不再另⾏安排。

2.5.12

课程讲师应重新拟定缓考试卷。相关院系/课程将会决定缓考成绩是否应下调。

学⽣离开考场前，监考⼈有权检查该学⽣是否在⼝袋⾥放了任何未经授权的物品。

2.6.13
2.5.13

在考试期间，如果学⽣完成考试后希望离开考场，应：

缺考且未申请缓考或申请未通过的学⽣，该科考试成绩为零分。
a.⾸先检查答题卡和带有名字、学号、课程代码和科⽬编号的试卷（即使没有尝试回答任何问题）；

2.6

考试规则

2.6.1

学⽣如有以下情况，不得参加考试：
a.未完成规定的课程/科⽬注册程序；


2.6.2

b.举⼿等待监考⼈同意；
c.只有监考⼈同意才能离开。

2.6.14

考试结束时，学⽣应：

b.尚未结清应付学校的任何费⽤。

a.⽴即停⽌答题，⽴即放下笔，坐着静静等待监考⼈收⻬所有答题卡；

学⽣应仔细阅读考试时间表，记住考试⽇期、时间和地点。忘记或看错考试时间表通常不是申请缓考的借⼝。

b.只有总监考⼈同意才能离开；
c.除个⼈物品和试卷（如允许）外，不得将任何物品带出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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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取消考试资格
2.6.15

学⽣有责任确保遵守考试规则。如果发现学⽣违反任何考试规则，将予以处罚或取消考试资格。

2.6.16

学⽣如有下列⾏为之⼀，则该课程成绩为“F”：

S

合格

不计⼊绩点

U

合格

不计⼊绩点

W

退课

不计⼊绩点

YR

学年成绩

不计⼊绩点

NR

成绩待提交

不计⼊绩点

a.在考场内外抄袭其他学⽣的答案或有任何作弊⾏为；
A等级（即A和A-）表⽰在所有预期学习成果（ILOs）中表现优秀，并完全掌握该⻔学科内容。
b.进⼊考场后和考试期间，考桌上、⼝袋或⾝上放有未经授权的物品；
B等级（即B+、B和B-）表⽰在所有预期学习成果中表现良好，学⽣很熟悉该⻔学科内容。
c.从考场带⾛个⼈物品以外的物品；
C等级（即C+、C和C-）表⽰在预期学习成果中⼤多数成绩勉强接受。
d.未经允许离开考场；
F等级表⽰预期学习成果中⼤多数成绩令⼈不满意。如果课程是⼀学年的，第⼀学期成绩为F的学⽣下学期不得
e.违背监考⼈的指⽰。

继续修读该课程。获得F等级的科⽬必须重修。

此外，此类违法考试规则的情况，通常会提交到相关委员会作进⼀步纪律处分。

等级I是临时等级，仅在课程所要求的作业由于不可避免且课程讲师可接受的原因⽽没有完成时才会给予。如果
在研究⽣院正式公布课程成绩后六周内还没有完成课程作业，或者如果课程讲师在此⽇期前未提交适当的成

2.6.17

2.6.18

⽆正当理由和适当的证明⽂件⽽缺考的学⽣成绩为零。

绩，则等级I将转换为F。
计算平均绩点不包括等级I。

台⻛/暴⾬来临时的考试安排

S等级表⽰课程圆满完成。其不包括在计算平均绩点中。

学⽣应留意研究⽣院⽹站上有关恶劣天⽓时的考试安排，并遵循安排。

U等级表⽰课程未完成。计算平均绩点不包括U等级，仅适⽤于⼤学理事会批准的课程。

注（2021年4⽉更新）:
W等级适⽤于经研究⽣院同意按照校历规定的最后退课期限退课的学⽣。退课最后期限通常是学期考试开始前

1.“
 考试场地”是通⽤术语。在线考试的考试地点指课程教师指定的在线考试平台。

四周。计算平均绩点不包括等级W。

2.考⽣凭学⽣证上的姓名登录在线考试平台。

YR等级是⼀个临时等级，适⽤于⼀学年课程的第⼀学期部分和跨越⼀个学年或⼀学期的课程。
YR等级表⽰学⽣

2.7

考核评分制度

将在课程的最后⼀个学期进⾏评估。该成绩等级将改成课程最后⼀个学期学⽣获得的等级，或与最后⼀个学期
不同的成绩等级。如果学⽣在最后⼀个学期退课，YR等级将改成W等级，或根据学⽣在课程最后⼀个学期前每
学期结束时的表现改成任何字⺟等级。计算平均绩点不包括YR等级。

2.7.1

评分结果采⽤字⺟等级表⽰。学⽣在某⻔课程中获得的绩点与字⺟等级相对应。

等级

学业成绩

A)
A-)

4.00

3.33
良好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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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平均学分绩点（GPA）是衡量学⽣学术标准的重要指标。将全部绩点相加，然后除以参与课程的总科⽬数。

2.7.3

计算学期GPA时，将特定学期中所获全部绩点相加，然后除以该学期所参与课程总数。累计平均绩点（cGPA）是将

2.67
合格

C)
C-)

平均学分绩点(GPA)

3.67

B-)
C+)

NR等级。
NR等级应在课程成绩公布后六周内转为正常字⺟等级。

优异

B+)
B)

NR等级是临时等级。
NR等级表⽰在准备学期成绩报告时，课程讲师还没有报告课程成绩。计算平均绩点不包括

每学分绩点

2.33

所获累积绩点相加，然后除以累积参与的课程总数。

2.00
及格

1.67

F

不及格

0.00

I

未修完

不计⼊绩点

2.7.4

获得F等级的科⽬必须重修。学⽣最多可以重修两⻔成绩为F的科⽬，且每⻔课程只能重修⼀次。如重修课程为选
修课，可由院系/课程规划批准的其他课程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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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上述第2.7.4的规定，但是如果学⽣对他们获得的分数不满意的话（例如C+或以下的成绩），课程项⽬

2.9.2

组仍可以要求学⽣重修最多三⻔课程，以便满⾜特定的课程和/或课程计划的要求。

2.7.6

学⽣可通过课程主任研究⽣院申请在⼤学第⼀个补加退选期间转学分或免修课程申请时应提供相关的证明，
包括但不限于与学分转让或豁免课程相关的课程⼤纲/教学⼤纲和学术成绩单。
对于申请进⾏交换和/或海外留学项⽬（交换项⽬）的学⽣，在学习期间，应在学期开始前提出学分转移申请。申

计算累计平均绩点（cGPA）时，使⽤原始分数或重修后获得的分数，以⾼者为准。

请将经过两次审核。第⼀次审核在交换项⽬开始前进⾏。学⽣会得到有条件或⽆条件原则性批准的答复。第⼆
次 审 核 在 成 功 完 成 交 换 项 ⽬ 后 进 ⾏ 。获 得 批 准 需 要 满 ⾜ 以 下 条 件（a）学 ⽣ 顺 利 完 成 他/她 的 学 业 学 习 ；以 及

2.8

成绩

2.8.1

学⽣的学术成绩在每学期结束后正式记录于研究⽣院。通常，在考试结束后的约五到六周会出具成绩报告。如

（b）满⾜第⼀次审核时提出的条件。

2.9.3

申请转学分或免修课程的学⽣须已成功修完认可院校的有关课程，并取得相当于学院评等制度B-或以上的成
绩。在适当的情况下，在批准学分转移申请之前，可以要求学⽣参加学校的⽔平测试或资格考试，并需取得令⼈

有任何错误或不符之处，必须在成绩报告出具后的三周内汇报。

满意的成绩。

不令⼈满意的学术表现

2.10
2.8.2

学术警告：
留校察看：

适⽤于学期GPA在2.20到2.49之间的学⽣。

取消学籍:

根据⼤学理事会的要求，当学⽣的学期GPA连续两个学期都低于2.20；
或存在其他学术原因时。

适⽤于学期GPA在2.20以下的学⽣。

休学、退学和开除
休学

2.10.1

在特殊条件下，可以允许学⽣以学期为基础休学，最⻓时限12个⽉。这种情况适⽤于健康问题、财务困境及家庭
事务或⼯作相关问题。

2.8.3

建议受到学术警告或留校察看的学⽣安排与相应的课程主任或他/她的指定⼈员预约会⾯，针对改进学习⽅案
进⾏商讨并达成⼀致。对学习⽅案和/或课程计划的任何修改都必须在校历规定的相关学期的加退选期间内完

2.10.2

院。建议学⽣根据特定的时间线提交申请。延迟提交的申请将不予受理，或者可能会导致额外的学习费⽤。

成。

2.9

休学申请须连同有关证明⽂件，包括解释函及有关课程主任的推荐信，于学期考试期前⾄少四周送达研究⽣

学分转移和课程免修

2.10.3

在收到完整的申请和相关⽀持⽂件后，研究⽣院将在三个⼯作⽇内将申请结果通知学⽣。如果申请成功，将告
知学⽣以下信息：
（i）批准的休学时⻓，包括休学的起⽌⽇期（ii）在经批准的休学期间，已经登记的课程获得的课
程分数分配数，如果适⽤的话。

2.9.1

如果学⽣在学院开学⽇期前的⼋年之内，曾经在获得认可的机构修习过相似的课程；或者在学习期间成功完成
了经预先批准的交换项⽬和/或海外留学项⽬，则可获得学分转移或课程免修待遇。

2.10.4

从学校退学。

学分转移
在录取委员会批准后，预修学分和/或学分转移的最⼤学分数为所学科⽬全部学分要求的50%（取最近的整数
学分），条件如下：
a.     在开学前，学分转移最多不得超过所修习的硕⼠学位课程总学分要求的六分之⼀，但在⾹港浸会⼤学研究
⽣学位课程获得的学分除外，对于这种情况，可转移占所修习的硕⼠学位课程总学分要求50%的学分；
b.

在开学后，从经过批准的交换项⽬和/或海外留学项⽬获得的学分可以转移，转移学分的总数，包括其他

任何转移学分在内，不得超过所修习的硕⼠学位项⽬总学分要求的50%。学⽣⽆需为所转移的学分进⾏修课。

在休学期结束后，学⽣必须返回开始学习。如果学⽣没有按照时间表向研究⽣院报告，他/她将被归类为⾮正式

退学
2.10.5

在毕业之前，希望离开学院的学⽣必须申请正式退学。未遵守相关流程⽽离开学院的学⽣，将被视为⾮正式从
学院退学。对于此类学⽣，校⽅不会为其出具任何正式⽂件，在这种状态下，他/她也不会被重新录取。

2.10.6

正式退学须到院系/课程办公室、学习资源中⼼、学⽣事务处（如适⽤）、财务处和研究⽣院和其他所需部⻔办理
退学⼿续。在研究⽣院批准学⽣正式退学之前，学⽣必须缴纳待缴的学费和其他必要费⽤。

2.10.7

从其他学术机构转移的学分将被认可，但不会⽤于计算平均绩点。

在完成全部必要流程后，研究⽣院将在正式退学⽣效⽇期后的三个⼯作⽇内通知学⽣。

开除

课程免修
2.10.8
在录取委员会收到学分转移申请后，学⽣可以免修课程表中的特定课程，并⽤其他课程替换免修课程，作为对

如果学⽣存在学术或纪律问题，或其他相关原因，学校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校务会，要求任何学⽣终⽌在学校
的学习。如果某学⽣的⾏为损害或影响了学术机构，校务会可以将其开除。通常，此类学⽣不得被重新录取。

免修学分的补偿，并满⾜必要的毕业要求。

77

78

研究⽣院/GRADUATESCHOOL

STUDENTHANDBOOK/学⽣⼿册

2.11

毕业、授予研究⽣学位和学术奖励

2.12

2.11.1

授予研究⽣学位（授课型）的基础，是满⾜以下毕业要求，并获得校务会的批准。候选⼈应当：

2.12.1

学⽣有关学术事宜的查询及诉求
学⽣可向研究⽣院院⻓或指定⼈员、院⻓/系主任、课程主任或任何相关的教学⼈员就学习问题提出疑问。当学
⽣咨询关于某个课程项⽬上特定课程中的⼯作时，最常⻅的渠道是咨询课程讲师；查询整体的课程项⽬时，咨

a.完成获批学习计划所需的学分；

询课程主任；查询学术政策和程序时，则咨询研究⽣院院⻓或他/她指定的代表。如果这个问题有可能成为申诉
的问题，学⽣应该以书⾯形式向研究⽣院提交正式询问。


b.提交所需的全部课程作业；

成绩申诉

c.提供书⾯毕业论⽂/项⽬，并经院系/课程项⽬组（如适⽤）的批准；
d.通过全部必需的考试；


2.12.2

需要对课程评估结果提出申诉的学⽣应遵循以下程序：

a.  学⽣若想对课程评核结果（包括考试成绩）提出申诉，应在收到课程成绩通知后两星期内，先以书⾯形式向

e.cGPA达到2.50以上。

课程讲师及课程主任提出申诉。

2.11.2

对于研究⽣课程，如果学⽣的整体cGPA达到3.67或以上，没有科⽬成绩低于B-，并且没有重修课⽬，则可被授

b.  课程讲师和课程主任会围绕这⼀申诉展开进⼀步讨论。课程主任可推荐课程讲师和/或具有相关学术背景

予荣誉成绩毕业；如果学⽣的整体cGPA在3.40-3.66之间的学⽣则可授予优异成绩毕业。

2.11.3

/专业知识的独⽴内部审查员，对课程作业和/或考试成绩进⾏重新评估。在任何情况下，课程讲师或课程主任应
在收到申请后四周内，以书⾯形式告知学⽣申诉结果。如果变动改课程的成绩，应同时向研究⽣院报告。

授予学术奖励依据以下标准：

c.   若学⽣对针对其申诉的课程⽅案不满意，他/她可在收到课程的决定或重评结果后七个⼯作⽇内，向研究⽣

a.获得荣誉成绩毕业的毕业⽣，并⾄少修完总学分的50%，便有资格获得该奖项。授予数量为同⼀届毕业⽣每

院院⻓或他/她指定的院⻓提出申诉，并递交上申诉表。学⽣须向研究⽣院院⻓或其指定的代表缴纳申诉费⽤。

⼀百个⼈有⼀个。

d.对于申诉请求，复审由研究⽣院院⻓或其指定代表参与，并确定是否有重新审议的必要，给出理由：

b.若因GPA相同，符合学术奖励资格的毕业⽣⼈数超额，则所有这些毕业⽣都可获得该课程学术奖励。

（i）若研究⽣院院⻓或其指定的代表认为有关申请理由不⾜，其将不接纳其申诉，且此决定不可撤销。

c.对于违反学校⾏为准则的学⽣，校务会保留拒绝颁发学术奖励的权利。

2.11.4

（ii）若接受了学⽣的申诉，研究⽣院院⻓或其指定的代表应该与课程讲师及课程主任商议后，再作最后决定。如

相关专业的特殊要求、学习计划和课程名称详⻅本⼿册。

有必要，也可有相关学术背景/专业知识的独⽴的内部及/或外部评审⼈员协助作出最终决定。研究⽣院院⻓或
其指定的代表可在有需要时召集申诉委员会审查学⽣的有关申请。在任何情况下，研究⽣院院⻓或申诉委员会

补考
2.11.5

的决定都是不可撤销的。研究⽣院应于收到申请后六周内通知申请⼈审诉结果。

对于某⼀⻔课程期末考试不及格的学⽣，如果该课程是最后⼀年教习并且在下学期不再授课，那么在获得课程

学⽣对学术决定提出的申诉（重修和开除）

的许可后，建议此类学⽣应参加补考。补考成绩将取代该课程的不及格成绩，但是补考成绩最好成绩只能是C级。

2.11.6

2.12.3

如果在2.11.5中指出的不及格的课程在期末考试中不作为考试课，课程主任应以他/她认为适当的另⼀种形式

申请休学⼀学期。上述程序须于开除通知书发出之⽇起七个⼯作天内完成。如果申诉成功，学⽣须经各课程办

进⾏补考性评核。

2.11.7

公室办理复学相关的⼿续。复学须符合⼀定条件，并在复学后⽴即恢复正常学籍。如不符合条件，学⽣将被开除
学籍。如果上诉失败，学⽣将从停课状态转变为被开除状态。

及格/临界情况可能需要进⾏⼝试。


暑假研习

根据课程主任的建议，校务会可能会要求成绩差的学⽣重修或开除学籍。如果学⽣对上述学术决定提出申诉，
应以书⾯向研究⽣院院⻓或其指定的代表提出申请，并提供充分理由⽀持申诉；⽀付对学术决定的上诉费⽤；

2.12.4

研究⽣院院⻓及其指定的代表决定是否需要再考虑：
a.如果认为没有申诉理由不够充分，将维持校务会要求重修或开除的原本决定，⽽且该决定不可撤销。

2.11.8

不符合毕业要求的学⽣可获准在暑假研习课程，以补⻬学分/平均绩点（GPA）的不⾜，便于毕业。暑假研习的名
额，听从学院/课程的建议及安排。

b.若接受了学⽣的申诉，申诉委员会将介⼊审议这⼀案件。申诉委员会决定同意校务会的要求

维持该学⽣

重修或开除的最初决定，且该决定不可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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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申诉委员会撤销校务会决定的任何建议，须经校务会批准。


2.12.5

申诉委员会有以下⼈员组成：
a.主席：研究⽣教务委员会主席或缺席时，由研究⽣院院⻓或其指定的资深学术⼈员担任；
b.申诉委员会主席提名⼀名资深学术⼈员；

c.教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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