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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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院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8 年 4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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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蔡雅薰老師、杜昭

玫老師、楊秉煌老師、江柏煒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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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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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報告 

一、108 年院級發展重點之行動方案報告。(簡報 PPT) 

二、鼓勵已獲得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的老師能夠透過加值計畫申請補助，進一步

擴展與國外系所院或研究中心合作。 

三、新的一年，學校在儀器採購部份已略調整，除了各系所原有採購功能之外，

由學院統籌規劃，請各系所提出大型採購之方案，與院共同研擬相關辦法，

擬於 4 月 16 日主管會議討論。 

四、本院第三週期系所評鑑 108 學年度發展重點之評鑑輔導或交流活動，請各系

所集思廣益，建議辦理方式（如觀摩會、座談會、講座、邀請外聘委員諮詢

座談等）。 

五、院長於 108/3/6-3/9 率院內師長共六人赴馬來西亞拉曼大學、馬來亞大學、新

紀元大學學院、雪蘭莪州巴生興華中學、金門會館等進行學術參訪與交流。 

六、108/3/17-3/19《2019 東南亞教育及人文社會院長論壇》院長及副院長分別出

席兩晚宴，院內師生共同出席午宴及聯合接持社會科學與人文領域之三位外

賓(清邁大學社會科學院 Thapin Phatcharanuruk 院長、胡志明國家大學社會科

學與人文學大學社會學院 Nguyen Thi Hong Xoan 院長、印尼大學人文學院

Adrianus Laurens Gerung Waworuntu 院長。本院也負責社會科學領域之論文

發表場次，華語系杜昭玫老師及東亞系田正利老師參與發表，人資所盧承杰

老師擔任主持人。 

七、本院將於 108/6/1 舉辦第二屆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研究生跨領域論壇，公告

初稿審查通過共 31 篇，另邀請清邁大學 2 位研究生參與，歡迎全院師生共

襄盛舉。 

八、院長預計於108/9/30率院內師生赴泰國清邁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並舉辦工作坊。 

九、本院將於 108/10/18-19 舉辦 2019 年院跨域國際研討會，主題：「跨領域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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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人工智慧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對話」，歡迎全院師生共同參與，報名網址：

https://goo.gl/muCeXF。 

十、本院 108 年度經費收支概況                     (截至 108 年 3 月 31 日) 

 108.1.1 
108.1.1-3.31 

支出 
108.4.1 
餘額 說明 

存款 4,399,855  4,399,855 

歷年存款項目：107 年進推短訪
分配(+22,958 元)教訓輔、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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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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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 
補助項目 

108.1.1 
108.1.1-3.31 

支出 
108.4.1 
餘額 說明 

1.教學訓輔 
435,582 42,811 392,771 

報支 108年度清節費(1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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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補助學院
經費 1,273,100 681,817 591,283 

108 年度補助學院經費 

1.107年度業務檢討費(33,000元) 

2.107 年度跨文化素養(9,937 元) 

3.108 年 1-3 月助理薪資(34,614

元) 

4.報支 107 年度學術倫理調查案
工作費及膳費(15,266 元) 

5.國際赴外補助(139,000 元) 

6.院級補助經費： 

(1)院跨領域國際研討會(大傳
所、人資、華語)：俟院外及
校外補助款後而定 

(2)系所合辦研討會：東亞系、
歐文所合辦研討會「多元文
明與跨域對話：區域研究的
新視野」補助金額為 150,000
元。 

人資所、大傳所合辦之研討
會「人工智慧在人力資源與
大眾傳播之應用」。補助金
額為 100,000 元。 

院跨領域研究生論壇
200,000 元。 

2-1補助學院
經費國際化
業務專款專
款 

500,000 225,780 274,220 
國際化業務專員薪資專款 

3.國際專員年終獎金(61,308 元) 

；108 年 1-3 月薪資(164,472 元) 

3.設備費 44,000 - 44,000  

4.學院圖書 916,000 - 916,000  

https://goo.gl/muCe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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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設備費 

十一、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107 年 12 月 12 日第 2 次院務會議)： 

案

序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執行率 

討

論

案

一 

本院教師評審準

則修正案，提請討

論。 

國社院 照案通過。 業 依 決 議 執

行，於107年12

月 26 日第 303

次校校評會同

意備查。108年

4月9日師大國

社 院 字 第

1081008373 號

發布。 

100% 

討

論

案

二 

本院教師評鑑準

則修正案，提請討

論。 

國社院 照案通過。 業依決議執

行，並於 107

年 12月 24日

師大國社院字

第 1071036132

號發布。 

100% 

決定：同意備查。 

丙、 審議與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華語文教學系 

案由：有關華語文教學系與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學生交換約定書(草案)，

提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1)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8年 3月 22日華語文教學系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

會議討論通過。 

二、檢附本案相關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東亞系/政研所 

案由：有關東亞學系擬與日本金澤大學國際學類簽署系級交換生協議乙案，提請

討論。(請參見附件 2)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7 年 9 月 21 日東亞學系、政治學研究所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次系所務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二、 日本金澤大學國際學類（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相當於本校的學

系），隸屬於該校人間社會學域（College of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相

當於本校的學院），設有五個專攻領域，其中，國際社會領域、日本/日

語教育領域、亞洲領域此三個專攻領域，與本系具有高度重疊，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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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交流的對象。 

三、 承說明一，國際學類教育屬性為國際面向，十分鼓勵學生赴海外進行研

修或交換留學。該學類赴海外交換留學半年以上的學生超過 60%，再加

上參加其他海外研修活動的學生，擁有海外交流經驗的學生達 90%以

上，是個高度國際化的學系。 

四、 日本金澤大學已與本校簽定校級 MOU 與校級交換生協議，基於國際學類

的領域專長與本系相近，以及高度國際化的教育屬性，本系擬在校級

MOU 架構之下，申請與該學類簽署系級交換生協議，讓雙方學生能夠進

行更為多元的跨領域學習，希冀對培育跨領域的區域研究人才有所幫助。 

五、 檢附與日本金澤大學國際學類簽署「境外學術合作協議申請書」、「系級

交換生協議草案」。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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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系擬推動與斯洛伐克考門斯基大學（Comenius University）文學院

（Faculty of Arts）簽署院級 MOU 與交換生協議乙案，提請討論。(請參見

附件 3)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8 年 3 月 29 日東亞學系、政治學研究所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一次系所務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二、 考門斯基大學是斯洛伐克共和國歷史最為悠久、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

學，成立於 1919 年，該校目前共有 13 個學院，在國際科學界享有廣大

聲譽，教學品質舉世公認。 

三、 該校文學院（Faculty of Arts）為創校時期最早成立的 3 個學院之一，在社

會科學與人文領域授予學士學位、碩士學位與博士學位，學院目前共有

31 個學系，諸如東亞系、文化研究學系、新聞傳播、歷史系等等，此外

亦有 3 個研究中心，該學院在人文研究學科與社會科學兩大領域，均提

供了豐富課程與學習管道。 

四、 本系擬推動學院與該學院簽署院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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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在華語學習與教學、東亞區

域與文等主題上協助學院各系所與該學部進行深入交流合作。 

五、 檢附與考門斯基大學文學院簽署「境外學術合作協議申請書」、「院級合

作備忘錄草案」、「院級交換生協議草案」。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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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系擬推動波蘭亞捷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語文學院 ( Faculty 

of Philology)簽署院級 MOU 乙案，提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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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8年 3月 29日東亞學系、政治學研究所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一次系所務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二、 波蘭亞捷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為位於克拉科夫的研究型公立

大學，乃波蘭頂尖學府，於 1364 年創立，為中歐第二古老大學，是世界

現存最古老大學之一。該校培育不少頂尖人才，包括天文學家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等知名校友。

目前該校有 16 個學院、80 多個科系，超過 4 千名教學研究人員，主要

以波蘭語授課，少數科系則提供英語或德語授課，共有超過 4 萬名學生

在此攻讀學士、碩士、博士學位。 

三、 該校語文學院（Faculty of Philology）成立於 1951 年，其前身可追朔至數

百年前的哲學學院與其他相關教研單位。學院的研究領域包括語言學、

文學批評、翻譯研究、認知語言學、中世紀研究、跨文化溝通研究，目

前共有 10 個教學研究單位，分別為 8 個學系（Institute，含大學部與研

究所）與 2 個教席（Chair）。 

四、 本院（尤其東亞學系、華語學系）與亞捷隆大學語文學院的師資的專長、

研究領域接近，非常適合開展研究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本系擬推動學院

與該學院簽署院級合作備忘錄，未來締約成為院級姊妹校後，實際的交

流與合作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1）華語學習與教學，（2）漢學與區

域文化，（3）波蘭語等中歐語言和古典語言的學習，三領域為主軸來進

行。 

五、 檢附與亞捷隆大學語文學院簽署「境外學術合作協議申請書」、「院級合

作備忘錄草案」。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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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                                   提案單位：華語文教學系 

案由：有關華語文教學系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雙聯學位協議書(草

案)，提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5) 

說明： 

一、本案將提 108年 4月 19日華語文教學系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

會議追認。 

二、檢附本案相關資料。 

決議：學術合作協議申請書部分文字修正後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國社院 

案由：有關本院儀器設備借用辦法(草案)，提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6) 

說明： 

一、配合校務政策，學院擬於 108年協助各系所申請之大項儀器設備採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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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草擬儀器設備借用辦法。 

二、檢附本案相關資料。 

決議：(一)經充分討論後，請系所主管將本院「儀器設備借用辦法(草案)」帶回，

各系所與老師討論。 

(二)與系所教師討論未來發展所需儀器項目，以跨領域教學研究使用及採

購儀器為主。 

(三)暫不考量「資料庫」之採購。 

(四)若儀器須固定空間，請一併考量系所置放之地點，並提供全院教師使

用。 

(五)請於 4月 16日(二)及 5月 21日(二)院主管座談會議前一週提出申請。 

(六)擬於 6月院務會議討論。 
【提案七】                                         提案單位：國社院 

案由：有關本院新擬「高教深耕計畫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補助要點」及申請表，

提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7) 

說明： 

一、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配合校務發展重點方向強化學生

國際移動力實施要點辦理。 

二、檢附本院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補助要點草案及申請表初稿供參。 

決議：本案部分內容修正後通過。 

丁、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東亞學系張崑將教授 

案由：有關轉移東亞學系《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至本院，改為具有跨領域的

綜合性期刊乙案，提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8)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8 年 3 月 29 日東亞學系、政治學研究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1 次系所務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二、本系《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係屬半年刊，自 2016 年 8 月迄今移轉到

本系，將近三年，為 scorpus 收錄國際期刊，國內 2018 年評比為 THCI 二

級期刊，每年校研發處核撥 50 萬元補助。三年來經營出現瓶頸，稿源有

愈來愈少趨勢，經費也有漸有不足情況。 

三、為解決上述情況，尋求一穩定發展的方式，擬移轉期刊至本院，成為院級

期刊，並朝兼具社會科學類及人文學科雙重領域性質的方向發展，擴大其

投稿率與影響力。 

決議：照案通過。 

戊、 散會( 15: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