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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110 學年度)第 4 次院主管座談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 ： 民國 111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三，12:30 
地 點 ： 國社院會議廳 CISS502 
主 持 ： 江柏煒院長 
出 席 人 員 ： 賴志樫副院長、華語系蔡雅薰主任、東亞系林賢參主任兼政

研所所長、大傳所蔡如音所長、人資所林怡君所長、社工所

沈慶盈所長、歐文所賴嘉玲所長 
記 錄 ： 王春燕秘書、劉姵君國際專員、行大昀雙語助理、余憶萱專任助理 

 
甲、 主席報告 
乙、 工作報告 
一、有關「雙語大學計畫」，國社學院業於 111年 1月 4日與管理學院、教育

學院，合辦全英語授課（GPE）學分學程規劃會議。三院欲合開「國際經

貿與涉外事務」學分學程，其中將納入東亞學系四門科目，作為新開學程

之必/選修課程；各系所協助回報 110-2開設的 EMI課程，共 4系所、24

門課、71學分，已完成彙整並回報雙語教育推動辦公室。 
二、有關 111 年系所評鑑，各系所已於 111 年 1 月 10 日參加第二次說明會，並

同步針對本次評鑑表件再次進行說明，各系所承辦同仁已全數參加！ 
三、承上述，預計請各系所一併於 111年 3月底完成(一)2-5學生國內外學術

獎項統計、(二)3-2-3教師指導學生統計，並回傳研發處(資料期間為 105

學年度～110學年度第 1學期)。 
四、有關 111年系所評鑑時程表、完整實施計畫及相關需用表件，相關表件請

逕至本校研發處系所評鑑專區查閱（https://reurl.cc/ye8vN8 ）。 

五、有關院級受評單位「訪評委員建議」通過院級評鑑委員會審查，擬於 111

年 2月 28日送交研發處，學院擬於 111 年 2月 23日(星期三)召開 110學

年度第 2次院級評鑑委員會議審查，請各系所於會前一週 111年 2月 16

日(星期三)將「訪評委員建議」相關資料及會議紀錄送達學院續辦相關事

宜，最遲應於會前送達，擬因應疫情滾動調整。 

六、有關 111年度教師教學獎勵申請事宜，請欲申請之系所提供會議紀錄、推

薦名單、推薦理由(系統匯出並請主管核章)、其他佐證資料(含：紙本及

電子檔)。並於 111年 3月 15日(週二)前將前述資料提供給本院余憶萱專

任助理彙辦(分機：5534) E-mail: graceyu@gapps.ntnu.edu.tw。 

丙、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學院辦理百年校慶活動「領航臺灣、鏈結全球：給臺灣未來建議」

(第三次)，提請討論。 
說明： 

https://reurl.cc/ye8vN8
mailto:graceyu@gapps.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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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已於 110 年 12 月 15 日第 2 次院務會議及 110 年 12 月 15 日第 3 次院

主管座談會討論，明定由本學院各系所共同完成百年校慶活動之任務，擬

請重新明定與分配，以及更名為「領航臺灣、鏈結全球：給臺灣未來建

議」： 
主題項目 合作單位 

(一)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 東亞學系 

(二)華語文教育政策 華語文教學系 

(三)全球化發展的人才政策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四)社會福利政策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五)文化治理政策(暫定)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六)科技發展 傳媒政策 大眾傳播研究所 

(七)高等教育發展政策 取消 

(八)環境永續發展政策 取消 

(九)運動休閒與觀光產業政策 取消 

(十)人文藝術發展政策 取消 

二、目前活動進度，提請討論： 
(一)確定主題(110 年 9 月 1 日已完成) 
(二)分組召開數場小型論壇、工作坊，形成政策共識(2 月至 4 月份辦理) 
(三)撰寫政策說帖(5 月份完成) 
(四)於校慶前一週或該週進行成果發表會，並召開記者會(依撰寫政策說帖執

行後續)。 
(五)由各系所分別召集各專業主題之論壇(由本院系所共同完成)。 
(六)成果發表會由校長主持，預計邀請相關部會首長，或知名企業家、社會

領袖、團體代表等共同發表(6 月份)。 
(七)活動經費分配(各系所 10 萬) 

三、各系所執行時程一覽表 

領航臺灣、鏈結全球：給臺灣未來建議 經費 65 萬 

月份 任務 執行日期 各分配 10萬元 

2月至 4月 論壇、工作坊  
 

5月 撰寫建議政策說帖  
 

6月中 共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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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絡百人系所友電子互動地圖」與「多國演藝系列活動」合併為「國社

學院：思與辯-系列講座」，由院屬系所各認領 1 個月份邀請大師級名人來

校或線上講座，學院辦理 2 場，共計八場，預計每個月辦理 1 場分配如

下，經費上每系所分配 2萬 5千元，多餘部分，可支應於其他小型講座或

校友連結與分享。 

思與辯-系列講座 經費 20 萬元 

月份 任務 院系所 執行日期 各分配 2萬 5千元 

3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一 
華語系 

國社院 
 

 

4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二 東亞系  
 

5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三 大傳所  
 

6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四 國社院  
 

9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五 
人資所 

社工所 
 

 

10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六 社工所 

人資所 
 

 

11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七 歐文所  
 

12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八 
國社院 

華語系 
 

 

決議：部分內容修正後通過。 
 

一、「領航臺灣、鏈結全球：給臺灣未來建議」分工項目 

主題項目 合作單位 

(一)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 東亞學系 

(二)華語文教育政策 華語文教學系 

(三)全球化發展的人才政策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四)社會福利政策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五)文化治理政策(暫定)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六)傳媒政策 大眾傳播研究所 

二、「領航臺灣、鏈結全球：給臺灣未來建議」分配表 經費 6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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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任務 院系所 執行日期 各分配 10萬元 

2月至 4月 論壇、工作坊 各系所  
 

5月 撰寫建議政策說帖 各系所  
 

6月中 共同發表 院系所  
 

三、「思與辯-系列講座」分配表 經費 20 萬元 

月份 任務 院系所 執行日期 各分配 2萬 5千元 

3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一 國社院  
 

4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二 東亞系  
 

5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三 大傳所  
 

6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四 國社院  
 

9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五 社工所  
 

10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六 人資所  
 

11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七 歐文所  
 

12月 思與辯-系列講座八 華語系  
 

 
丁、臨時動議 
一、2022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預計與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文學與社會

科學院」合辦「新紀元國際研究生學術論壇(線上)」，相關事宜規劃後，向院

主管彙報，鼓勵研究生參與。 
 
戊、散會(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