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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106 學年度)第 4 次院主管座談會暨第 3 次院級評鑑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 ： 民國 106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11:30 

地 點 ： 校本部正樸大樓 5F 本學院會議室(CISS502) 

主 持 ： 潘淑滿院長 

出 席 人 員 ： 張崑將副院長、華語系陳振宇主任、東亞系江柏煒主任兼政研所

所長、大傳所王維菁所長、人資所葉俶禎所長、社工所游美貴

所長、歐文所陳學毅所長 (以上依系所排序) 

記 錄 ： 王春燕秘書、劉姵君專員 

 

甲、主席報告 

 

乙、工作報告 

一、本院華語系及東亞系之實地訪評，業已於 106 年 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8 日

期間完成，感謝兩系主管、參與之師長及助教等相關人員之辛勞與投入；

研發處表示：實地訪評後之「追蹤改善作業」，將於機制確認後另行通

知。 

二、院屬四所第三週期評鑑追蹤改善機制，係以「真實檢視」、「標竿學習」、

「自我提昇」為精神，由各所選定 3-5 個直接闡明之「發展重點」，列出分

年量化目標，逐年進行追蹤。並請於 107 年 1 月 31 日前回傳決行影本至

研究發展處。 

三、上次執行報告(106 年 11 月 14 日第 3 次院主管座談會) 

項

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執行率 

一 本院潘陳粉

女士獎學金

複審獎助對

象除社工所

外其他系所

擇 1 名，提

請審議。 

國社院 本案經充分討論
後，其他系所擇 1名
之獲獎學生為人資
所孫永信同學。 

業依決議執行，續

送相關單位辦理

發放事宜，已於

12 月發放。 

100% 

二 學院組織調

整，擬更新

國社院 106 學年度學院推

薦 2名傑出學生

業依決議執行，已

送相關單位辦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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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招生簡

介及院簡介

之 相 關 資

料，提請討

論。 

候選人審議結

果為：東亞系王

育旋及歐文所

陳彥妡當選。 

選拔事宜。東亞

系王育旋同學獲

獎。 

決定：同意備查。 

丙、 報告事項 

 

一、本校 106 年度第 2 次國際學術合作委員會會議業於 106 年 12 月 19 日召

開，會中討論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鼓勵學生赴外進修補助款事宜，節錄如

下，請委員參考。 

(一)本校只有三個學院提供系所配合款：國社院、文學院、音樂學院，其

餘學院皆無系所配合款。 

(二)其中國社院只有大傳所及歐文所無系所配合款。 

  

  二、配合校務計畫發展及新南向政策，擬推動國際化相關業務，以發展院務相

關事宜，聚焦全球視野，開放新格局，實現更高質量、更具競爭力的目標；

院長將於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親臨各系所座談事宜，請各系所於本學期

結束前，提供 106-2 學期系所務會議日程表，由學院彙整後供院長參考，

以安排座談時間。 

 

  三、教育部深耕計劃相關規定： 

(一)4 個月彈性薪資(兼任教師) 

(二)新聘專任彈性薪資 150 萬 

(三)差別薪水(深耕經費)一定%提供助理教授 

         p.s 2018 年教授全面加薪，每月約 5, 000 元 

 

丁、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院三年內（短期及中長期）境外學位生主要招生重點國家之確

認，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6 學年度本院境外生主要來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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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日本 越南 韓國 馬來西亞 美國 泰國 印尼 俄羅斯 總計 

人數 56 50 46 6 18 24 9 9 218 

二、短期指未來一年內本院以哪些國家為主，中長期指未來 2-3 年間本院

會再強化招收境外生的國家。 

三、檢附 107 年各學院境外招生之目標國家與策略調查表。 

決議：一、本院短期及中長期境外招生目標國家如下： 

短期：越南、馬來西亞 

中長期：泰國、印尼、印度 

二、有關學院境外招生目標國家與策略調查表中學院現有對外聯結之資

源與管道，由張崑將副院長協助撰寫越南境外招生之內容；江柏煒

主任協助撰寫馬來西亞、印度、印尼境外招生之內容；杜昭玫副教

授協助撰寫泰國境外招生之內容。 

三、於學校規定時間提報校方。 

 

【提案二】 

案由：有關國際處一學院一核心姊妹校亮點計畫，如何發展本院核心姊妹學院，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在本院姊妹校當中，自 104 學年度開始，交流較頻繁之核心姊妹校為

義大利羅馬大學及德國波鴻魯爾大學。義大利羅馬大學 2016 至 2017

年之來校交換生及赴外交換生人數各為 6-7 名及 1-2 名；德國波鴻魯

爾大學 2016 至 2017 年之來校交換生及赴外交換生人數皆在 1-2 名。 

二、 本院於 2012 年與義大利羅馬大學人文哲學與亞洲研究學院簽學生交

換合約；於 2016 年與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東亞研究學院簽學生交換合

約。 

決議：一、由學院彙整亞洲區域姊妹校與姊妹院相關系所資訊，提主管參考。 

   二、下次主管會議再行討論與核心姊妹校發展進程與規劃。 

 

【提案三】 

案由：有關加強推動院級交換合約赴外名額之使用，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院級交換生合約一覽表及院級交換生名額使用情形一覽表。 

決議：請主管於系上多宣傳並鼓勵學生申請院級赴外交換。 

 

【提案四】 

案由：有關學院共同專業課程規劃，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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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院將初步規畫院級專業共同課程為三大項目：(一)語言課程、(二)

跨文化素養系列課程(三)全院共同課程。 

二、 跨文化素養系列課程之院級核心能力課程的「跨文化素養導論」，將

規畫 107學年度以全英語授課，符合 English mini program對各英

語授課的要求。 

三、 預定規畫 1~4門課，納入 1.5倍學分及各研究所採計學分。(若系所

開設，但該系外籍生未選，則無法以 1.5採計) 

四、 授課過程部分說明可雙語。 

五、 可考量課程如：(一)跨文化素養、(二)研究方法、(三)統計學、(四)

英文讀寫。 

六、 檢附各院共同英語專業課程相關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 

決議：一、本案已充份討論，後續相關事宜委請張副院長與各系所主管協商討      

論，建構本院研究生共同專業課程。 

      二、共同專業課程中擬 1-4門課規劃英語授課。 

   三、107 年 3 月 27 日(二)前將完整架構與課綱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討論。 

   四、俟通過後，續送校課委會備查。 

 

【提案五】 

案由：院內約用同仁考績如何因應新規定，是否建立評估機制與配額，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據師大人字第 1061030224 號函辦理。 

二、 並依 106 學年度第 2 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會議決議，單位初

評考列甲等以上人數比率最高不得超過受考人數 60%(小數點第 1 位

4 捨 5 入)。以考列甲等以下(89 分以下)為原則，各系所以所屬學院

為群組單位，請院長協調統籌考評事宜。 

三、 檢附全院約用人員名冊。 

決議：緩議，本案續提下次會議協商。 

 

戊、臨時動議：無 

己、散會(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