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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8年 6月 12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20分 

會議地點：文學院院長室(勤大樓 303室) 

主    席：陳院長秋蘭                                            

出席人員：廖副院長學誠、國文學系賴代理主任貴三、許委員俊雅、鍾委員宗憲、胡委員衍

南、英語學系陳主任浩然、陳委員純音、謝委員妙玲、王委員宏均、歷史學系陳

主任惠芬、地理學系蘇主任淑娟、郭委員乃文、臺灣語文學系林主任巾力、翻譯

研究所陳所長子瑋 

列席人員：                                                     

請假人員：歷史學系陳委員登武、臺灣史研究所張所長素玢 

記錄：陳莉菁 

                                                                     

一、 院長報告： 
(一) 有關本院 108年度推薦參與各項教師部分獎項之頒獎，包含優良導師、服務傑出教

師、教師教學獎勵及傑出校友等，將配合本校時程，統一延後至 9月份接近教師節
之院務會議中進行頒獎。同時如績優職員及約用人員升遷推薦案等，亦將比照辦理。 

(二) 本院副院長室於 108年上半年前往美國 PSU參訪，本次會議中，將由廖副院長學誠
教授及同仁張君川專員分別進行報告分享。 

(三) 2019人文季系列活動，感謝各系所主管、同仁鼎力協助配合執行。本年度共計募集
包含校長、印副校長及各系所主管、各學院院長、行政處室主管等提供 70餘項摸彩
品予所有參與活動之學生及校外人士，增加活動參與率，在此再次感謝支持。 
 

二、 上次會議提案討論決議執行情形： 

(一) 2019年 4/24之實體會議部分： 

項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本校 108年度
教師教學獎勵
選薦案，提請
審議及投票。 

文學院 
院長室 

本案分兩階段進行： 
一、 第一階段，先就「教學傑出獎」

進行投票，11位委員出席投票，
國文學系范宜如老師、徐國能老
師、英語學系蘇榕老師、李秀娟
老師等，計 4位師長，分別獲 9
票、6票、10票及 7票，本院依
規定及票選結果同意依序推薦英
語學系蘇榕老師、國文學系范宜
如老師及英語學系李秀娟老師等
共 3位師長為「教學傑出獎」候
選人。 

二、 第二階段，再就「教學優良獎」
進行投票，9位委員出席投票(2
位委員已先離席)，國文學系徐國
能老師、英語學系許月貴老師、
羅美蘭老師，計 3位師長，分別
獲 9票、9票、9票，本院依規定
及票選結果同意推薦國文學系徐
國能老師、英語學系許月貴老
師、羅美蘭老師，共 3位師長為
「教學優良獎」候選人。 

業依決議執行，並將
相關表件送達本校教
學發展中心完成推薦
事宜，目前預定 7/1
召開遴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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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二 

本院擬與印尼
加查馬達大學
地理學院簽訂
1+1碩士雙聯
學位協議案，
提請討論。 

文學院 
副院長室 

請確認入學相關規定，並請另備協議
書之中文版本後，照案通過。本案授
權副院長室依據實際需要就相關文件
內容酌修文字，並簽呈提案至本校教
務會議及國合會審議。 

業依決議執行，並已
於近日完成提案至本
校國合會討論事宜。 

三 

本院擬與捷克
馬薩里克大學
人文學院簽署
學生交換協議
書案，提請討
論。 

文學院 
副院長室 

照案通過，並授權副院長室依據實際
需要就相關文件內容酌修文字，並簽
呈提案至本校國合會審議。 

業依決議執行，並已
於近日完成提案至本
校國合會討論事宜。 

四 

本院擬訂定高
等教育深耕計
畫強化學生國
際移動力補助
要點乙案，提
請討論。 

文學院 
副院長室 請修正抽換更新表件後，餘照案通過。 業依決議執行，並已

公告至本院網頁。 

決定：同意備查。 

 

(二) 2019年 5/24之通訊會議部分： 

項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本院擬與加拿
大英屬哥倫比
亞大學森林學
院、人文學院
與理學院簽署
學院層級學生

交換協議書
案，提請回覆
意見。 

文學院 
副院長室 

本案經委員們透過網路通訊方式或親

自繳回意見回覆表，計有 9位委員回

覆且同意授權由文學院副院長室依據

實際需要酌予修改相關文字。 

業依決議執行，並已
於近日完成提案至本
校國合會討論事宜。 

二 

本院擬與香港
科技大學人文
社會科學學院
簽署學術合作
交流協議與學
生交換協議書
案，提請回覆
意見。 

文學院 
副院長室 

本案經委員們透過網路通訊方式或親

自繳回意見回覆表，計有 9位委員回

覆且同意授權由文學院副院長室依據

實際需要酌予修改相關文字。 

業依決議執行，並已
於近日完成提案至本
校國合會討論事宜。 

決定：同意備查。 

 

三、 報告事項 
報告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案  由：有關本院社會領域微型教室(樸 201教室)由本院 4個師資培育學系輪流管理案，提

請報告。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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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院社會領域微型教室(樸 201教室)已於 102學年啟用，依據 102年 6月 13日召開

之院務會議決議：由文學院 4個師資培育學系輪流管理；自 102學年度起，分別以地

理學系、歷史學系、國文學系及英語學系之次序輪值(如下表列)。 

學年度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輪值系 地理系 歷史系 國文系 英語系 地理系 歷史系 國文系 英語系 

助教 李美萱 李文珠 林宜靜 徐豪谷 李美萱 李文珠 ? ? 

二、 107學年度已由歷史學系完成管理事宜，108學年度擬由國文學系接續輪值管理，敬

請於會後指定管理之承辦人，俾利於 108年 7月 31日前與歷史學系李文珠助教完成

交接作業。 

決  定：同意備查，國文學系將由林宜靜助教主責管理事務。 

四、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文學院院長室 

案  由：擬推選本院代表 108學年度校教評會委員 2名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8條規定，各學院推選學術聲望卓著且三年內

有論文、專著、作品或展演之教授一人組成，但六個以上系所之學院得增加推選委

員一人。推選委員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自該學院之專任教授推選之。各學院任一性別委

員應佔其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依上述規定，本院得推選 2名委員，男女各 1名，

任期一學年。 

二、 依循往例，候選人名單已排除本院代表 107學年度校教評會委員所屬系所（歷史學

系陳惠芬主任及翻譯研究所廖柏森教授）之候選人。 

三、 檢附本校人事室 108年 5月 10日師大人字第 1081012870號函(如附件 1，略)、本院

已申請 108學年度「休假研究」之教師名單及本院可代表 108學年度校教評會委員

推選名單乙份(另備，略)，請進行投票。 

決  議：票選結果，「女性委員」部分，由英語學系陳純音教授擔任本院代表；「男性委員」

部分，由地理學系廖學誠教授擔任本院代表。 

提案二                                                   提案單位：文學院院長室 

案  由：有關本院 108學年度課程委員會委員校外代表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第三項規定：校外代表 1至 2名，校外專家學

者、產業界代表或校友。由院務會議推薦產生。 

二、 本院 106學年度之院課程委員會校外代表如下： 

(一) 「產業界代表」1名，由文化部臺德文學交流合作計畫主持人唐薇女士擔任(原

於 107年 6月 14日召開之院務會議決議推薦邀請華山「財團法人臺灣文創發

展基金會」執行長王沛然女士擔任，經會後聯繫，王執行長婉拒，並推薦唐薇

女士擔任)。 

(二) 「校外專家學者」1名，由臺灣大學文學院吳雅鳳副院長(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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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 

三、 有關 108學年度之院課程委員會校外代表之提名，提請討論。 

四、 檢附相關法規及名單等資料(如附件 2，略)。 

決  議：  

(一) 「產業界代表」將繼續由唐薇女士擔任，惟其單位名稱不宜為計畫名稱，故請

確認及修正其單位代表名稱。 

(二) 「校外專家學者」將由吳雅鳳副院長繼續擔任。 

提案三                                            提案單位：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案  由：本院擬修訂本校「文學院教師評審準則」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 108年 5月 22日本校第 12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及人事室 108年 6月 5日師大

人字第 1081015509號函發布之本校教師評審辦法修訂第 12條規定內容辦理。 

二、 本校教師評審辦法參照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四條第一款第二目之 2.之規定，於第 12

條規定第一項第二款增列 SCOPUS索引，使教師升等與評鑑之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趨

於一致。 

三、 為求時效，本案業於 108年 6月 10日第 234次院教評會議中，以臨時動議方式討論

並決議通過。 

四、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條文草案、相關會議紀錄、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相關發布

公文法規等資料(如附件 3，略)。 

決  議：第 10頁資料左欄修正條文第 3行請刪除第 2個重複「或」字，修正後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文學院院長室 

案  由：本院擬修訂本校「文學院教師評鑑準則」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 108年 5月 22日本校第 12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修訂之內

容辦理。 

一、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主要修訂： 

(一) 刪除教師上傳課綱及繳交成績之相關規定(第四、五條)。 

(二) 明確規範研究評鑑項目中：學術表現之展覽作品的條件。另展場之訂定比照期

刊應具審查制度之精神，增訂各學院、系所所定之展演場應經校所組成之審議

小組審議。（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款第一目之 4、第五條第二款第一目之 4）。 

(三) 修訂評鑑未通過教師之限制並明確定義其涵蓋之範圍。（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四) 依據現行實務配合修訂各級專任教師當次免評之資料採計期程；增列獲教育部

師鐸獎為得請當次免評之條件。(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九條第一項第五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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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據現行實務，酌修文字，以明確訂定延後評鑑所需之作業程序。（修正條文

第十五條第一項）。 

(六) 參酌其他各校之規定，規範應受評鑑教師未提送資料之評鑑處理程序。（新增

條文第十七條）。 

(七) 因新增條文，原條次遞移。（修正條文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三條） 

二、 本院教師評鑑準則配合修正之條文包含第四、五、六、七、九、十三條，新增第十五

條，條次遞移為第十六至二十一條。 

三、 為求時效，本案擬於本次會議中先行討論，如獲決議通過，則將提案至預定 108年 6

月下旬召開之第 235次院教評會議中，補行追認程序。 

四、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條文草案及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等資料(如附件 4，略)。 

決  議：第 34及 37頁資料，「文學院」各系所評鑑作業要點」請改為「本院」各系所評鑑

作業要點，修正後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案  由：國文學及英語學系擬修訂「文學院所認可具嚴格審查機制之學術刊物」及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文學院認可具嚴格審查機制之學術刊物名單及各系所之系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 依據 100年 9月 29日第 253次校教評會議決議：「各學院依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 12

條規定認可『國內外具審查制度之學術或專業刊物』，經校教評會備查後，如欲修

正，得在總量不增加原則下，循原規定程序辦理」。 

三、 本案經將國文學系及英語學系擬修訂之資料彙整後分別辦理校外 3位委員進行審

查，國文學系經史小學組送校外 4名委員、文學組及哲學組及英語學系 2組則各分

送校外 3位委員審查，共計送審 16位委員。 

四、 其中國文學系經史小學組所提新增之「北市大語文學報」中 1位委員不同意新增外，

其餘 15位委員皆表示同意新增。 

五、 本案業經 108年 6月 10日本院第 234次院教評會議決議通過。 

六、 檢附相關會議紀錄、修改對照表、修改理由說明、修改後草案及校外審查意見等資

料(如附件 5，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案  由：英語學系及臺灣史研究所擬修訂「文學院正面表列認可之國內外具有編輯委員會審

查機制出版社一覽表」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文學院正面表列認可之國內外具有編輯委員會審查機制出版社一覽表及各系所

之系所務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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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 100年 9月 29日第 253次校教評會議決議：「各學院依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 12

條規定認可『國內外具審查制度之學術或專業刊物』，經校教評會備查後，如欲修

正，得在總量不增加原則下，循原規定程序辦理」。 

三、 本案經將英語學系及臺史所擬修訂之資料彙整後分別辦理校外 3位委員進行審查，

英語學系擬修訂之資料計有 2組，亦分送校外 3位委員審查，連同臺史所部分共計

送審 9位委員。 

四、 英語系教學組、語言組及文學組擬修改內容及審查結果說明如下： 

(一) 教學組：編號 20之「高等教育出版公司擬刪除，並新增「 Research-publishing.net」

外審結果，2位委員同意新增，1位委員不同意新增。 

(二) 語言組：編號 51之「Longman」擬刪除，並新增「Thieme Publisher」(經查，正

確名稱應為 Thieme  Medical Publishers)。外審結果，3位委員皆同意新增。 

(三) 文學組：原本擬刪除編號 65之「Seagull Book Inc」，新增「Lexington Books」，

查新增資料與編號 49重複，經確認不予修改，故未進行外審。 

五、 臺灣史研究所擬修改內容如下： 

編號 34之「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擬刪除，並新增「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外審結果，3位委員皆同意新增。 

六、 本案業經 108年 6月 10日本院第 234次院教評會議決議通過。 

七、 檢附相關提案、會議紀錄及校外審查意見等資料(如附件 6，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文學院副院長室 

案  由：本院「學生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文學院訪問甄選簡章」修正乙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 本院「學生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文學院訪問甄選簡章」第一點：「本院申請

人須具備下列資格： 

（一） 須為本院碩士班、博士班修業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不含進修推廣學院學生

及在職專班生）。」擬修訂開放本校在學學生，以本院學生為優先。 

二、 檢附相關甄選簡章草案資料(如附件 7，略)，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地理學系 

案  由：有關「本院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合作備忘錄」續約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 本院曾於 101年 4月 24日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簽署學術合作備忘

錄，並自 101年 1月 1日至 103年 12月 31日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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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又於 105年 9月 29日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並自 105年 8月 1日至 108年 7月 31日期間生效。 

三、 因本院地理學系及臺灣史研究所等部分系所師長有繼續進行學術合作之需求，故擬

繼續與該中心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效期仍定為三年，自民國 108年 8月 1日起至

民國 111年 7月 31日止。 

四、 檢附 105年簽訂之學術合作備忘錄及續約之學術合作備忘錄草案(如附件 8，略)，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歷史學系 

案  由：本院歷史學系規劃之 108學年度自強活動規劃執行情形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建立制度，本院自 104學年度起，經 104年 9月 10日之 104學年度第 1次系所主

管會議決議及 104年 9月 17日之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決議，未來各

系所規劃本院自強活動之輪值順序調整如下表，俾利及早規劃及宣導執行： 

年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系所 國文系 N/A 英語系 歷史系 地理系 臺文系 翻譯所 臺史所 

二、 相關規劃注意事項： 

甲、 本校自強活動於當年度應於 11月 30日前執行完畢，12月中旬完成請領補助事宜。 

乙、 本院輪序為「學年制」，以當年度 8月 1日起至次年 7月 31日止規劃及辦理完畢為

原則，惟每年 5-6月為人文季活動期間，應盡可能避開此時段為宜。 

三、 108學年度擬由歷史學系主責籌備，已請旅行社規劃 2個路線方案(如現場簡報投影資

料)，目前暫定於 108年 10月 19日或 10月 26日之週六辦理。 

決  議：經討論，本案自強活動路線定為「深度部落、漫活旅遊_與蝶漫舞、南外客家庄一日」

(新竹)，日期訂於 108年 9月 28日週六辦理。 

五、 臨時動議：無。 

六、 散會(散會時間 13時 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