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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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院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7年 4月 10日(二)，中午 12:20 

地    點：校本部正樸大樓 5F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會議廳(CISS502) 

主    持：潘淑滿院長 

出席人員：張崑將副院長、陳振宇老師、蔡雅薰老師、謝佳玲老師、杜昭玫老師、

楊秉煌老師、江柏煒老師、張碧君老師、林賢參老師、陳文政老師、

王維菁老師、蔡如音老師、葉俶禎老師、賴志樫老師、游美貴老師、

王永慈老師、陳學毅老師、賴嘉玲老師 

記    錄：王春燕秘書、劉姵君專員 

 

甲、 主席致詞 

乙、 工作報告 

一、 有關院屬系所申請玉山（青年）學者資格條件延攬優秀學者，依教育部 107

年 3月 14日來函辦理，學院業已於 107年 3月 28日第 6次會院主管議討

論，請欲提出申請之系所，於 4月 18日(週三)前完成申請書及願任同意書

等資料送院彙辦。 

二、 107 年 3 月 2 日完成新南向計畫結案報告及簡報，並且院長及副院長業於

107年 3月 12日分別參加由教育學院主辦之【2018 Southeast-Asia Education 

and Humanity Deans' Forum (院長論壇)】及分組討論議題，並於會議中簡報。 

三、 本院業於 107年 3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3次國際事務與學術發展委員會議，

討論本院補助各項學術研討會申請案，舉辦日期與同意補助金額如下： 

主題 舉辦日期 補助金額 

第一屆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研究生跨領域

論壇 

2018/5/26 10萬 

第八屆東亞華語文教學研究生論壇 2018/5/26-27 15萬 

2018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 2018/5/30-31 23萬 

院系所合辦跨領域國際研討會-第十六屆人

力資源發展國際研討會 

2018/6/7-8 20萬 

院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從-社區走向世

界：厭世代的心理健康、職場、跨文化適應 

2018/10/26-27 20-35萬 

四、 本院業於 107年 3月 28日召開 106學年度第 6次院主管座談會，討論本院

申請高教深耕旗艦計畫之核心主軸及研究主軸如下： 

(一) 核心主軸：從文化出發—跨境的對話與連結(或「從文化出發的跨境對話

與連結」) 。 

(二) 研究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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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軸 I：跨境工作的溝通與適應：由人資所與社工所提出。 

研究主軸 II：跨境華語文教材之研發與應用：由華語系所提出。 

研究主軸 III：跨境中的觀光與傳播：由歐文所與大傳所提出。 

研究主軸 IV：跨境中的政經、社會與文化網絡的再造：由東亞系所提出。 

    構想書將於 4/20前送研發處企劃組。 

 

五、 本院 107年度經費收支概況                     (截至 107年 3月 26日) 

 107.1.1 

餘額 

107.1.2-3.26 

支出 

107.3.26 

餘額 
說明 

1.教學訓輔 449,000   175,438 273,562 

報支 106年度期末業務
檢討會餐費(34,500)、全
職工讀生 1-3月薪資 

(80,478)、辦公用品耗材
、副院長室及助理工作
桌及短訪學者用之網路
安裝及線路配置(9,240)

、電話、郵資、禮品、
誤餐費、美化環境費、外
包清潔費(17,500)、學術
倫理審查費 

2.補助學院經費 1,766,100 0 1,766,100 

本推廣國際化業務專款專
款 50萬已納入該項目(行
政專員薪資) 

3.設備費 44,000 0 44,000  

合計 2,259,100 175,438 2,083,662  

4.存款 4,033,435  71000 3,962,435 

歷年存款項目：教訓輔、
強化校務行政專款、補助
學院經費、106(下)臺師大
鼓勵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
配合款 (71,000)、公共關
係費、委辦結餘、場地管
理費、攤社科院會議廳及
光廊成本、場地收入-提
供校內、權利金 

總計 6,292,535 246,438 6,046,097  

六、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 

案

序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執行率 

討

論

案

一 

有關東亞系擬與

拉曼大學中華研

究院簽署合作備

忘錄乙案，提請討

論。 

國社院 照案通過。 業 依 決 議 執

行，並於107年

3月22日106學

年度第 3次國

合會通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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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序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執行率 

討

論

案

二 

本院修正「教師評

鑑細則」部分條

文，並修正法規名

稱為本院「教師評

鑑準則」，提請討

論。 

國社院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辦

理，並於 107 

年 1 月 22 

日校長核定師

大國社院字第 

1071000896 

號函發布實

施。 

100% 

決定：同意備查。 

丙、 審議與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案由：本院修正「會議廳與光廊場地租借用暨管理辦法」，並修正法規名稱為本 

院「會議廳場地租借用暨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考量營運成本，擬提高本學院會議廳對本校與校外單位租借用會議廳之費

用，擬每 1 小時會議廳新臺幣 1,500 元提高至 2,000 元；並刪除光廊管理

項目。 

二、檢附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及修正後全部條文(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華語文教學系 

案由：有關華語文教學系兒童雙語教育學分學程修習要點修正，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7年 3月 9日華語文教學系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

議提案通過(附件 3)。 

二、 學程修習要點內文之系所名稱修正為華語文教學系，學程申請方式改依公

告辦理。 

三、 檢附兒童雙語教育學分學程修習要點條文修改對照表(附件 4)及修正後全

部條文(附件 5)。 

決議：照案通過。 
 

丁、 臨時動議：無 

戊、 散會(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