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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108 學年度)第 3 次院主管座談會議暨第 1 次院級評鑑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 ： 民國 108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12:20 
地 點 ： 國社院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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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系陳麗宇副主任、

東亞系江柏煒主任兼政研所所長(請假)、東亞系林昌平副教授

代理、大傳所王維菁所長、人資所張媁雯所長(請假)、人資

所賴志樫老師代理、社工所陳杏容所長、歐文所賴嘉玲所長 
紀 錄 ： 王春燕秘書、劉姵君專員、郭雨穎專案助理 

 
甲、 主席報告 
乙、 工作報告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項

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執行率 

一 有關「百年

校慶亮點計

畫」申請事

宜，提請討

論。 

國社院 (一)本案經充分討論

後，由院各系所集思

廣益，共同擬出活動

主題(暫定)：三國演

藝 -國社院＋國際演

藝活動＋跨國多元，

慶祝百年校慶。 

(二)本活動預計分三

個期程：1.2020開跑

-網紅文科先生暖身

(鄭怡庭老師)；

2.2021經費總調整確

認與籌備；3.2022 

執行與完成 

(三) 活動項目：1.國

際演藝攤位(6 組 6 單

位 6特色)； 

2.國社院特色影片製

作； 

3.百人外籍生快閃活

動慶祝百年校慶； 

業已依限送校申
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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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絡百人電子互動

地圖    

(四)活動內容：1.國

際演藝攤位（連續五

天）：在日光大道擺設

國際演藝攤位，本院 6

單位分 6 組表演 6 特

色。 

靜態與動態結合，舞

臺與展覽搭配，呈現

本院特色。 

2.國社院特色影片製 

a.各系所 5-7分 

b.代表全院 12-15分 

3.百人外籍生快閃活

動慶祝百年校慶： 

以百人外籍生快閃活

動，「慶祝師大百年快

樂」在臺北市各地快

閃，並製成影片在網

路傳播。 

4.活絡百名校友電子

互動地圖 

a.以臺灣地圖與世界

地圖的方式標示出推

薦之百名畢業校友目

前任職之地(看分布

狀況決定呈現的單位

是城市或是國家等)，

以彰顯本院人才遍布

海內外以及對國際和

本土社會的貢獻與影

響力。 

b.點進去上述的資

訊，可以了解該名校

友對社會貢獻之處以

及與母校和母系所之

關聯。該資訊可以是

語音或平面(依照預

算而定) 

c.校慶當天邀請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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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分享       

(五)預計需 120萬活
動經費辦理。 

二 有關籌辦

「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

事宜，提請

討論 

國社院 (一)本案經充分討論

後，暫定學程名稱

為：「全球化研究英

語碩士學位         
學程」（Master 
Program in 
Globalization Studies, 
MPGS），後經考量，

擬更名為：「社會科

技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Master Program in 
Society and 
Technology）」。 

(二)該學程將整合院

轄下各系所之課程，

聚焦在語言、社會實

踐、區域研究、跨文

化研究，以扣緊院

「跨文化素養」、「國

際移動」、「社會關

懷」發展宗旨，培養

兼具「全球視野」與

「在地關懷」之國際

人才。 
(三)新增學程發展目
標 
(四)持續於主管會議
中討論，108-2 送校
發會。 

續提本會討論。 - 

決定：同意備查。 

 
丙、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院第三週期系所評鑑諮詢座談會，提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1)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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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系所海報交流觀摩與討論，內容包含：1.系所發展/歷史脈絡；2.現況；

3.SWOT 分析；4.未來發展重點(或方向) 
系所 海報 備註 

華語系 未完成  

東亞系/政研所 已完成  

大傳所 已完成  

人資所 已完成  

社工所 已完成  

歐文所 已完成  

二、12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2:00-5:00 校外評鑑會議議程討論。 

三、各系所推薦校外一名委員名單。 
四、檢附各系所海報及相關資料。 
決議：(一)華語系海報與交流觀摩，請盡快補齊。 

      (二)海報標題請統一以系所名稱為主，並以西元年代呈現。各系所依建議

修正部分內容，並重新調整與編輯。 

      (三)評鑑當天系所報告以 10 分鐘為限，報告重點： 
   1.以系所的發展驅勢及未來發展的建議與影響力為主軸。 

         2.以國際化的發展重點構思。 
         3.各系所提供各項資料及委員參閱資料時程表如下： 

繳交日期 項目 
10 月 23 日(星期三) 系所調整後之校外評鑑委員名單 

11 月 1 日(星期五) 1.系所修正後之海報電子檔 
2.8,000 元核銷單據 

11 月 29 日(星期五) 1.系所提供委員參閱之電子檔資料 
2.學院 12 月上旬寄給校外委員參閱 

12 月 20 日(星期五) 提供委員參閱之系所評鑑書面資料，請前一

週周五前送達院辦。 

諮詢座談流程表 

時間 工作項目 座談地點 

13:30-14:00 
專家學者委員到校 

海報觀摩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

院會議廳 CISS502 

14:00-14:10 
歡迎委員 

相互認識 

座談會流程說明 

14:10-14:30 院務報告 

14:30-15:30 各系所簡報 

15:30-17:00 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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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3 日(星期一) 下午 13:15-17:30 諮詢座談 
(四)12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13:15-17:30 校外評鑑會議議程，已確認。

如下表： 

 
【提案二】 
案由：有關籌辦「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事宜，提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2) 
說明： 
一、 本案經 9 月 17 日「國社院 108 學年度第 2 次院主管座談會」充分討論

後，與會系所主管率皆同意設置「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並暫定學程名稱

為：「全球化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Master Program in Globalization 
Studies, MPGS） 

二、 為符合本學院跨文化視野的發展宗旨，並兼及對全球化下科技浪潮的回

應，擬將學程更名為：「社會科技英語碩士學位學程（Master Program in 
Society and Technology）」 

三、 本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諮詢座談流程表 

時間 工作項目 座談地點 

13:15-13:30 專家學者委員到校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

院會議廳 CISS502 

13:30-14:00 海報觀摩 

14:00-14:10 
歡迎委員 

相互認識 

座談會流程說明 

14:10-14:20 院務報告 

14:20-15:20 各系所簡報 

15:20-15:45 查閱資料 

15:45-16:45 

分組座談 

人文組 社科組 

華語系 

東亞系-文化組 

歐文所 

東亞系-政經組 

大傳所 

人資所 

社工所 

歐文所 

院級中心會議室

CISS505 

院會議廳

CISS502 

16:45-17:30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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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發展脈絡下，無論是社會文化、政治經濟、人權與倫理，

皆與科技發展密不可分。資訊科技不僅帶來日常生活上的便利，卻也改

變了日常生活樣貌及人與人互動關係。當代科技文明正對人類社會帶來

巨大衝擊，無論在人權、法律、或倫理，也都帶來巨大挑戰。傳統社會

科學與科技文明的互動較少，較少強調科技與社會層面的互動，面對全

球化與資訊科技的衝擊，本學程旨在強化科技與社會的互動，著重於將

資訊科技運用於社會議題與發展趨勢的分析，進而關注科技運用於社會

時，可能對倫理、法律、人權等層面產生的議題之探討。簡言之，本學

程期待培養學生都能具備多元文化素養、跨領域知能、對社會問題剖

析、及科技運用於社會議題的知能，進而能在全球化資訊科技時代，培

育具有跨領域國際視野之人才。 
 

     本學程課程內涵預計有四個主軸: 
     1.社會問題剖析能力 
     2.多元文化知識內涵與素養 
     3.科技運用於社會人文的知能 
     4.資訊科技對公民社會、人權與倫理的挑戰 
四、 申請書詳目請見附件。 
決議：(一)將課程內涵的第 3 個主軸從「科技運用於社會人文的知能」改為

「科技發展的人文社會知能」。 
(二)學位名稱擬從「社會科技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社會與科技英語碩

士學位學程」、「社會應用科技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等為候選名稱進

行修改。 
(三)招生名額原擬增加至 14 名（國內生 8 名，國際生 6 名），國內招生

名額來源自各系所同意提撥碩士班招生員額 1 名，部分員額由學校

提撥；國際生之招生名額來源，須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

辦法」，招收外國學生其名額以該校當學年度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

十為限。 
(四)經詢問教務處企劃組，招生員額請先大致填寫，待學位學程整體規

劃完畢，須提請校務會議討論，使能確定招生人數，109 年 9 月前

須送出申請案，通過後使能於 111 學年度開始招生。 
丁、臨時動議：無 
戊、散會(13: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