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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107 學年度第 1 次擴大院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7 年 10 月 3 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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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宇老師、蔡雅薰老師、杜昭玫老師、

楊秉煌老師、江柏煒老師(請假)、潘鳳娟老師、林昌平老師、范世平

老師(請假)、王維菁老師、蔡如音老師、張媁雯老師、林怡君老師、

游美貴老師、陳杏容老師、陳學毅老師、賴嘉玲老師(請假) 

記    錄：王春燕秘書、劉姵君專員 
 
甲、 主席致詞 
乙、 各行政單位分享交流 

12:20-12:25 潘院長主持 

時間 單位 分享者 主題 

12:25-12:35 

(10分鐘) 
人事室 黃組長梅春 

「本校產學合作計畫一例

一休因應措施及助理聘任

注意事項」宣導 

12:35-12:45 

(10分鐘) 
教務處 陳教務長昭珍 

「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

才培育計畫」徵件計畫 

12:45-13:00 

(15分鐘) 
教務處 蔡副教務長雅薰 教發中心業務說明 

13:00-13:10 

(10分鐘) 
學務處 賴副學務長志樫 

學生事務輔導系統、獎學金

及照護系統介紹 

 
丙、 工作報告 
一、人事室提醒教師注意研究助理之出勤紀錄，以符合勞檢之規範。 
二、本院將於 2018 年 10 月 26-27 日召開「從社區走向世界：厭世代的心理健康、

職場、跨文化適應」國際研討會，地點：本校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敬請

各系所師長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6hN9kNdJB0iMYknx1 

三、2018 年 9 月 16-20 日本院潘淑滿院長、華語系杜昭玫副教授、楊聰榮副教授、

東亞系/政研所王冠雄教授、田正利副教授、大傳所蔣旭政助理教授、社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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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蕙雯副教授，歐文所陳學毅副教授兼所長、華語系許家瑋碩士生，共 9 人，

赴泰國參加清邁技職學院華語工作坊開幕典禮，並拜訪清邁大學社會科學學

院，再到曼谷朱拉隆功大學傳播藝術學院舉辦工作坊，以及到泰國臺灣會館

舉辦「泰國經貿發展與新南向合作交流」座談會。此行成果豐碩，清邁技職

學院華語工作坊開幕典禮，吸引泰國北部最大媒體【清邁新聞】之採訪。泰

國臺灣會館的座談會，也吸引中央社媒體採訪報導。 
    新聞影片鏈結如下： 
    https://www.chiangmainews.co.th/page/archives/804142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809200291.aspx 
四、2018 年 9 月 19 日斯洛伐克考門斯基大學(Comenius University)文學院(Faculty 

of Arts)Mr. Martin Solobodnik 教授兼副院長，來本院訪問，進行學術交流，討

論未來合作可能性。本院接待代表：張崑將副院長、東亞系潘鳳娟老師，華

語系張瓅勻老師。本院亦邀請進修推廣學院及國語中心介紹語言、師培、證

照相關課程以及實地參訪環境設施，張瓅勻老師同時介紹有關 IB 國際文憑認

證課程概況。 
五、本院院級課程選修人數：俄羅斯語(一)8 人；跨文化素養導論 9 人。 
六、有關教育部 108 推動玉山(青年)學者計畫申請，請各單位於 107 年 10 月 25

日前賜覆意願送院彙辦，各學院推薦至多 1 名玉山學者或 3 名玉山青年學者。 
七、有關 107 年 10 月 18-19 日本校實地訪評，請各單位配合相關事項。 
八、本院 107 年度經費收支概況                     (截至 107 年 9 月 28 日) 

 107.6.11 
餘額 

107.6.11-9.28 

支出 

107.9.28 

餘額 
說明 

1.教學訓輔 225,527 212,953 12,574 

報支全職工讀生 6-9 月薪資 
(99,510)、辦公用品耗材、電話
、郵資、禮品、誤餐費、接待
國際貴賓、美化環境費、學術
倫理審查費、電腦(22,800)、冷
氣機排水器換新(10,800)院辦及

會議室汰換燈管(30,600) 

2.補助學院
經費 586,100 177,764 408,336 

1.本院推廣國際化業務專款專款 
行政專員薪資 50 萬 

2.106-2 教師升等審查費(30,000) 
2.107-1 赴外補助(106,000) 

3.報支 106 學術倫理工作費
(28,534) 
4.臺華分會會費(13,230) 
 

3.設備費 23,600 23,600 0 平版電腦 2 台(20,400)電腦主機 1
台(3,200+22,800 教訓)。 

合計 835,227 414,317 420,910  

4.存款 4,051,891 116,845  歷年存款項目：教訓輔、強化



第 3頁 / 共 5頁 
 

校務行政專款、補助學院經費
、臺師大鼓勵學生赴境外進修補
助配合款、公共關係費(1,557)、
委辦結餘、場地管理費收入、
攤社科院會議廳及光廊成本、
場地收入-提供校內、權利金、玻
璃 工 程 (82,688) 、 防 蚊 紗 窗
(32,600) 

總計 4,887,118 531,162 4,355,956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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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院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教師代

表選舉，提請審

議。 

國社院 本次院務會議代表投票委

員十五人，已達法定二分

之一規定，依票數高低統

計結果：當選人 1.蔡雅薰

教授(女)、當選人 2.劉以德

教授(男)，備取 1.藤井倫明

教授(男)。 

業 依 決 議 執

行。 

100% 

討

論

案

二 

有關本院與美國

維吉尼亞大學人

文與理工學院

(College and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University of 
Virginia)簽訂院級

學術合作交流協

議書，提請討論。 

國社院 照案通過。 業依決議執

行，並於 107

年 9月 27日

107學年度第 1

次國合會追認

審議通過。 100% 

討

論

案

三 

有關本院與越南

胡志明市國家大

學社會科學與人

文學大學東亞研

究學院(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簽
訂院級學生交換

及教師交換協議

書，提請討論。 

國社院 照案通過。 業依決議執

行，擬與該院

協商合約內容

後再提國合會

審議。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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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同意備查。 

丁、 審議與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案由：歐文所退休教師賴守正教授續用博愛樓研究空間案，提請討論。(請參見

附件 1) 

說明： 

一、賴守正教授已於 107年 8月 1日退休。因尚在執行科技部計畫案，擬繼續使

用博愛樓 4樓研究空間。 

二、本案已經 107年 9月 7日歐文所 107學年度第 1次所務會議通過。 

三、檢附退休教師使用研究室及實驗空間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案由：本院擬與日本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文學部續簽訂合作交流協議，提

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2) 
說明： 
一、本院與日本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文學部業於 2013 年 10 月簽署學術合

作交流協議書與學生交換協議書，有效期五年，本院於 2018 年 7 月與該院

討論續約事宜，雙方皆同意續簽訂合作交流協議。 
二、檢附與日本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文學部簽署「境外學術合作協議申請

書」、「中、英、日文版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及學生交換協議書草案」。 
三、本案經本會議討論通過後，提交至校國合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東亞學系、華語學系 
案由：有關東亞學系、華語學系擬推動學院與日本中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簽署合

作備忘錄之學術合作交流協議乙案，提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3)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7 年 6月 22日東亞學系、政治學研究所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所務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二、 日本中部大學為一所綜合型私立大學，其組織規模共有 7個學部（學院）、

32個學科（學系）、6個研究科（研究所）與 17個研究所專業課程。在大學

排名方面， 2018年該校在日本全國 710間大學中，排名為第 106名，在愛

知地區 47所大學中，排名為則為第 5。在國際交流方面，該校目前與 23個

國家共 48所大學與機關締結交流協議與共同研究，推動交換留學，以及長

期、短期的海外研修等各類國際交流合作項目。在國際學術聲望方面，該校

分子性觸媒研究中心山本尚教授於 2017年榮獲美國化學學會羅傑亞當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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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在日本也是目前呼聲最高的諾貝爾化學獎熱門得獎人選。 

三、 中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的教育目標為，透過語言與區域研究，培養學生習得

語言應用能力、國際觀知識與交涉能力，成為跨越國界與民族，活躍於國際

社會的人才。本系擬推動學院與該學部簽署合作備忘錄與學生交換等學術合

作交流協議，未來締約成為院級姊妹校後，期能在國際關係、東亞文化研究

與社會人類學等主題上協助學院各系所與該學部進行深入交流合作。   

四、 檢附東亞系系所務會議紀錄、與日本中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簽署「境外學術

合作協議申請書」、「中、英、日文版合作備忘錄草案」。 

五、 本案經本會議討論通過後，提交至校國合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東亞學系、華語學系 
案由：有關東亞學系、華語學系擬推動學院與越南漢喃研究院（Institute of 

Han-Nom Studies），簽署合作備忘錄乙案，提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4)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7 年 9月 21日東亞學系、政治學研究所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所務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二、 越南漢喃研究院（Institute of Han-Nom Studies），或稱漢喃院，係屬於

越南翰林社會科學院的一個研究機構，為越南當地研究漢字與喃字而設立之

重要研究中心、歷史檔案管理機構與參考圖書館，目前招收博士研究生與碩

士研究生。其職責包括搜索、保存、複製、翻譯、研究及出版越南民族漢喃

資料遺產，同時注重培訓漢喃研究人員，展開漢喃業務的相關服務，以及與

國外學界加強科學交流、合作。 

三、 由於漢喃研究院典藏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對東亞漢學研究相當重要，

同時該院師生也有意願派遣師生至臺灣研習華語及文化，故對東亞學系與華

語學系的學術與師生交流有密切相關。東亞學系與華語學系擬推動學院與越

南漢喃研究院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的申請案，未來除了進行雙方教研人員的

學術交流互訪之外，還可擴大至雙方共同研擬跨國研究計畫的合作案，特別

是可以結合新南向學術政策，透過與越南漢喃研究院的學術來往，與河內及

胡志明其他大學建立友善的結盟關係。 

四、 檢附東亞系系所務會議紀錄、與越南漢喃研究院簽署「境外學術合作協議申

請書」、「英文版合作備忘錄草案」。 

五、 本案經本會議討論通過後，提交至校國合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戊、 臨時動議：無 

己、 散會( 14: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