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民國 111年 9月 19 日（星期一）中午 12:30~13:40 

貳、會議地點：線上會議(google meet)  

參、主    席：郭俊麟主任                                         

肆、與會成員：郭俊麟主任、郭澤寬老師、潘繼道老師、葉韻翠老師、林潤華老師、葉爾建老師、

張瓊文老師、吳庭瑋同學、李伊梵同學(代理陳旻傑出席) 

伍、列席人員：陳祖明助理、唐家渝助理、黃士瑋同學(經主任同意後列席) 

陸、會議記錄：郭俊麟主任、陳祖明助理 

 

柒、業務報告： 

一、學校防疫及相關重要政策請各位老師參閱學校防疫公告網站最新說明。若班上有隔離無法

實體上課同學，可請 TA到系辦領取手機架及行動電源，採手機搭配 google meet直播方式

協助無法到教室同學線上聽課。 

二、本系因 110學年度招生缺額，本年度業務費被主計室收回約 16萬，在同仁及系學會的努力

下，本系應註冊新生之註冊率達到 100%，主計室因此回流業務費 50%共 7萬 8400元，該筆

費用僅能使用於招生用途。 

三、111 年度業務費結餘金額 333,200元中，有近三分之一，共計 108,460元為各專任老師的業

務費，請各位老師於年底前多加利用，盡量避免跨年度流用，跨年度流用將被校方抽回兩

成。每位老師的詳細金額請與系辦家渝確認。 

四、本學期系上將辦理兩場大型的研討會以及一場工作坊，並搭配服務學習(二)進行，第一場

為 11 月 18-20 日，第十四屆發展研究年會「發展、韌性與復甦：後疫情與戰爭下的臺灣

與區域研究」研討會。第二場為 12月 2-4 日，台東鯉魚山 OSM 地圖暨文史地圖調查工作

坊，活動地點:台東市。第三場為 12 月 9-11 日，「族群產業與地方社會：秀姑巒溪流域與

六堆地區的比較」研討會。 

五、111 學年本系教學優良教師經系上老師同儕票選，推舉張瓊文老師、郭俊麟老師(依推舉順

位)為院候選人代表。 

六、112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網路報名日期自 111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 時起至 10月 24日

下午 3 時止，共招收一般生 7名，請老師、同學們轉知，鼓勵踴躍申請。 

七、111-1 欲提升等之教師應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前主動向系辦公室遞交「個人學術專長領域

暨升等意向表」，逾期提出不予受理升等申請案。 

八、110-2成績不及格名單已 Email發信所屬班級導師及本人，請導師協助關心提供課業輔導。 

九、111-1自本系轉出共 3人；學士班二年級轉入 3人、三年級轉入 1人。本學期轉入人數已大

於轉出人數。 

十、111-1修習引導研究、論文研究師生於附件，請各位老師參閱，本學期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

為：12 月 31日(週六)。 

十一、 111-1 加退選結束後 TA單位方能確定，預估 10月初起聘 TA。防疫期間考慮隔離同學

的權益，實體授課需同步直播授課。大學部若有未符合學校 TA 編列人數的課程(修課人數

未滿 20 人)，系上將另用業務費支持授課老師安排一單位 TA 協助。 

 



捌、委員會報告：  

 一、招生委員會報告事項 

1. 112年度各招生管道，經本系招生委員會討論及教務處最終核定，名額如下:繁星 7位、

個人申請 19 位、考試分發 14位，共 40 位。 

2. 112 年度考試分發入學採計科目倍率，經討論後調整如下：國文(1.5)、英文(1)、地理

(2)、歷史(2) 

3. 112 年度各招生管道簡章已由委員協助修訂，請參閱附件資料。 

4. 外國學生招生簡章系所介紹已由委員進行文字調整，請參閱附件資料。 

5. ColleGo！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本系介紹內文已由招生委員會協助修訂，網

址為 https://collego.edu.tw/Login/Index)。 

6. 本系境外生招生暨獎學金審查老師，本學年由潤華老師、俊麟老師兩位協助。 

7. 112 年度僑生招生名額，經學校核定 2位。本系調整為個人申請 1位，聯合分發 1位。 

 二、課程委員會報告事項 

1. 111 學年度上下學期各年級開課老師之開課清單，已由系主任協調開課老師，相關資料

請詳閱附件。 

2. 111-1 引導研究修課學生及授課老師，經新生座談會討論，參考新生的興趣及研究方向

後，已安排新生引導教師。 

3. 112 學年度課規、地理科及閩南語師培的認定課程等將於 111-2進行調整，各位老師可

先參閱相關辦法及目前課程資料，於下學期提給課程委員修訂。 

三、經費委員會報告事項 

1. 112 學年度導生費 H值，經委員討論調降為 1.6(原為 1.8)。此調整將從導師鐘點費挪出

總額約 20000元左右的費用至學生活動費，原則上不平均分攤到各班餐費，以補助學生

活動或全系活動費為優先。 

2. 有關 RA經費運用，因過去幾年 RA經費每學期僅有五成使用率，每學期被學校收回的金

額多達 2萬元，另透過勻支的方式流用 3 萬到 TA經費。111學年起 RA經費除原訂研究

發表及書卷獎獎勵之外，另提出以下三運用方案: 

(1) 碩士生提出申請經大學部授課老師同意，支援系上校外教學活動，提交 4-6 張活

動照片及 50-100 字簡述。每次協助可申請 1000元的 RA 獎金。 

(2) 調整碩士班發表會的獎勵機制，由指導老師依照籌辦該發表會的程度分 A、B、C

等級給付獎勵金。A級可領 5000元、B級 3000 元、C級 1000元。 

(3) 由碩士班授課老師提出申請，補助本系碩士生學術參訪活動，本系碩士生每次參

訪活動可領取 1000元 RA獎金。 

以上三方案於系務會議時公告，並於九月下旬結算並調控總金額。第一項運用上限 1萬；

第三項上限 1萬 5千，各項目可勻支運用。 

玖、討論案 

第一案 

案  由：111學年度教師成長工作坊辦理，需推薦主講老師及討論活動方式。請 討論。 

說 明：110-2教師成長工作坊與碩士班發表會合併辦理，作為碩士生發表會前的專題講座，辦

理成果頗受好評。建議 111學年可繼續以此模式辦理。 

決  議：本學期由林潤華老師擔任主講，可再邀約其他老師一起與談。 

第二案 

案 由：本學期學士班五年修讀(3+2)申請案，目前共有 1 件。請  討論。 

https://collego.edu.tw/Login/Index


說 明：申請人為學士班四年級簡孟辰，基本資料系辦審查符合申請資格。詳細資料及成績單

請參閱附件 

決  議：審查通過。 

第三案 

案 由：本學期系學會或學生團體、球隊所提出之活動經費申請，建議授權由經費委員會審

核。請 討論。 

說 明：開學期間系學會、球隊尚在規畫活動，無法於本次系務會議提出申請。建議後續授權

由經費委員會來協助審核，採隨到隨審方式。學生活動經費預估有 3萬 5千左右的額

度，若申請踴躍超過上述額度，則可斟酌用系上業務費來補助。 

決 議：同意提案，但須請經費委員會協助訂定申請辦法，除例行性大活動之外，原則上小型

活動申請補助上限為 3000 元。 

第四案 

案 由：本學期碩士班引導研究、論文研究，擬於 10月起搭配參訪活動、校內研討會，於每月

各辦理一次聯合引導研究，邀請修課同學及指導老師一起參與。請  討論。 

說 明：10 月份(10 月 28 日)由主任帶隊赴中研院民族所、人社圖書館參訪，並與本系合聘黃

宣衛教授進行午茶研討；11月份及 12月份系上另有大型研討會，如業務報告所述。校

外參訪活動費用由 RA 獎學金支應，教師差旅費由系上業務費專案補助。 

決   議:同意提案。相關資訊另提供亞太組外籍生參考。 

第五案 

案 由：中華民國地理學會邀請本系加入年度團體會員，所繳交會費(10,000 元)，將全數回流

作為本系學生參加該研討會論文發表的獎勵金。請 討論。 

說 明：本系多位老師為中華民國地理學會的會員，系主任也是本屆(111-112年度)的常務理事。

為鼓勵本系碩士生多參與全國性大型研討會，可評估加入年度團體會員的可行性。 

  決 議：先擱置，日後再評估。  

 

拾、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系辦唐家渝助理 

案  由：本學期申請五年修讀碩士的簡孟辰同學另需安排引導研究老師，請討論由誰來擔任他

的引導研究老師。 

說 明：如主旨。 

決  議：請潘繼道老師協助引導。 

 

第二案 提案人郭俊麟主任 

案  由：本系正在執行大專生科技部計畫的同學有三位，建議可邀請於本學期碩士班發表會一

起進行成果交流與分享。 

說 明：如主旨。 

決  議：同意辦理，請所學會主動邀請。 

 

拾壹、散會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線上會議出席紀錄 

 

 

黃士瑋 會議室直播 葉爾建 張瓊文 李伊梵 

吳庭瑋 郭澤寬 潘繼道 葉韻翠 林潤華 

陳祖明 李世偉 唐家渝 郭俊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