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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1月 13日（週三）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419 院會議室     

出席：蘇國賢  張佑宗  陳毓文  徐斯勤  林明仁  曾嬿芬  陳明通  蘇彩足  趙永茂 

  李鳳玉  王道一  馮勃翰  李宗穎  柯志哲  吳嘉苓  古允文  周桂田  施世駿 

  洪貞玲  陳淳文  王宏文  鄭銘彰（李百珣代） 許竹英  曾玉芳  楊禮禎  林添榮   

  李晨心  王亮中  張哲維  林子茗  劉珞亦  洪維志 

請假：王泰俐  童涵浦  王鼎銘  林子倫  蔡季廷  吳聰敏  李顯峰  毛慶生  樊家忠  

      鄭麗珍  張錦華  鄭銘彰  江彥霆  游東林  曾華銳  黃則鳴 

列席：王欣元  葉玉珠  余美玲  牟筱玲  謝怡茹  王詩曉  陳亞欣  蔡憲榮  周廣宣 

主席：蘇國賢院長                                                     記錄：王欣元 

                                                                                                                                          

壹、主席報告 

院務方面 

一、恭賀本院社工系李俊廷同學榮獲本校104學年度優秀青年；恭賀本院社會學系多位研究生榮獲

2015台灣社會學會碩博士論文獎，碩士論文獎計有：林彥彤、蔡介庭及謝新誼，碩士論文佳作獎：

黃怡安，博士論文獎：李令儀。恭賀本院新聞所三組同學榮獲2015 PeoPo公民新聞獎，分別是譚

竹雯、蘇思云、陳柏文與廖家慧「臺灣獼猴的哀鳴」；陳柏文「消失的溫泉」及廖家慧、蘇思云、

王怡蓁「超級教室-教孩子自己找答案」。 

二、恭賀本院師生於104年11月21-22日104學年度第66屆全校運動會勇奪5金7銀3銅，本院亦獲得大會

總錦標第六名，感謝全體參與的師生並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學校的運動賽事。 

三、依本校課程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自103學年度第2學期開始在每學期開學後第8週辦理課程期中

教學意見調查，以便教師及早根據教學效果評估，於學期中立即修正教學策略，以提升教學品質。

104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期中教學意見調查上網填答的實施日期為104年11月2日起至104年11月

13日止。調查期間同時開放系所主管及授課教師透過myntu或tPo登入查詢填答結果；教學助理可

登入ePo查詢填答結果。本學期問卷填答率為8.48%，低於103學年度第2學期之期中調查填答率 

20.58%，亦低於 103 學年度第1學期之期中調查填答率26.62%。 

四、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經濟系館空間分配管理委員會於104年12月23日舉行第2次會議，會

議決議提會報告(如附件一)。 

五、本院與法律學院合辦之第 6 次國立臺灣大學跨領域交流會，預計在 3 月 25 日（五）下午 5 時舉

行，目前的規畫是 5時起研究成果交流在法律學院霖澤館多媒體教室舉行，餐會會在本院舉行。 

六、本院一樓社圖在 105 年春節期間的開放及休館情況報告如下：按本校行事曆各單位行政人員自

2/5起放 10天假至 2/14止，社圖計畫只放 8天，把開放日集中至 2/5-2/6。2/13就不用如總圖

一樣開館，是以調整 2/13放假跟 2/5對調處理。 

    105年本校春節連假社圖開放與休館時間說明： 

 2/5(五) 

調整放

2/6(六) 2/7(日) 

除夕 

2/8(一) 

初一 

2/9(二) 

初二 

2/10(三) 

初三 

2/11(四) 

初四 

2/12(五)

初五 

2/13(六) 

初六 

2/14(日) 

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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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調整放假 

社

圖 

〇 〇 年假休館 寒假週日

不開館 

總

圖 

〇 〇 年假休館 〇 〇 

 

七、本院 104年望年餐會訂於 105年 1月 20日（週三）18時 30分在水源會館舉行，敬請請各系所 

    教師及系所辦同仁踴躍參加。 

 

邁向頂尖大學方面 

一、本院 104 年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核定經費為 18,898,725 元，104 年底完成率達 93.12%。本（105）

年度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分配金額為 17,442,574 元。 

二、本院 104 年推動國際化經費核定經費為 3,391,000 元，104 年底完成率達 84.37%。本（105）年度

推動國際化分配金額為 2,434,600 元。 

三、105年邁頂計畫為本期最後一年，相關項目經費校方已通知可已開始支用並核銷。 

 

辜振甫紀念圖書分館方面 

一、協辦臺大學術庫推動計畫 

    為展現全校教師的個人研究領域、學術發表和團隊研究成果，承蒙校長支持及交辦，由圖書館負 

    責推動臺大學術庫(Academic Hub, AH)建置事宜，以提升研究者的學術能見度。 

    本館已於 12 月 2 日本院行政會議進行概況報告，預計於 12 月 31 日前整理並上傳本院教師學經 

    歷資料，自 2016 年 1 月起圖書館將協助本院教師進行 ORCID id 註冊與初次著作匯入事宜，經與 

    總圖學科組承辦窗口確認，目前 AH 推動第一階段以各系所與校級研究中心專任人員之資料建置 

    為重點，院級研究中心以及其他研究人員將列入第二階段之建置重點。總圖將陸續安排相關工作 

    坊及說明會，協助教師個人申請 ORCID iD 及教導於臺大學術庫建置個人雲端履歷。(連結已置於 

    臺大首頁右上角，或請參考網址：http://ah.ntu.edu.tw ) 

二、空間與服務改善 

    前次院務會議報告將於本學期起展開用後評估，目前已完成或正在進行的服務改善項目為： 

(1) 12 月 24 日向本校計算機暨網路中心簽請增設無線上網 AP，補強閱覽廳東南側臨近國發所

的訊號強度，以提供較佳的無線上網品質。 

(2) 11 月由同仁手繪自製立體引導指標板，置於開架閱覽廳內散布在低書架間的 10 處 OPAC 檢

索電腦，用最經濟的做法解決不易辨視的困擾。 

(3) 自習室選位系統的讀者介面由總圖系統資訊組自行研發，目前總圖先就總圖自習室界面進行

改版測試，社圖自習室將待總圖完成程式更新並測試穩定後，修改現有的自習室選位系統，

提供讀者使用。 

(4) 配合營運一年以來新進圖書及大批贈藏圖書入館，下學期展開架位調整作業。  

三、維護徐州路校區書庫整理： 

(1) 徐州路校區閉架書庫持續由本組同仁以每週三個半日班時數，往返兩地處理書刊調閱申請，

對本組的業務量及人力負擔較為吃緊，感謝院長比照今年支援工讀生時數，在總館及本院共

同投入基本的作業人力，可維持現行作業能量提供服務。統計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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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書面報告截稿日)一共受理申請調閱共 1,242 件。 

(2) 由於調閱申請件數超過去年遷館時的預期，研議把現行調閱服務只能用人工表單臨櫃辦理方

式，委請總圖系統資訊組協助開發調閱服務系統，可在日後改用網路表單申請，以減輕人工

作業的時間成本，也能提供讓讀者即時查詢申請件的處理進度，改善作業品質。 

 

貳、各單位補充報告：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本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4.12.1 本校第 2883 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二、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專任教師聘任作業要點」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4.12.22 本校第 2886 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三、修正本院「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生利他獎評選辦法」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本院 104.11.5 發布施行。 

案四、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 3 條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4.11.10 本校第 2880 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五、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條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校核備中。 

案六、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專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部份條 

      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校核備中。 

案七、經濟學系「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條文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校核備中。 

案八、本院擬與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簽署交換生計畫協議書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4.12.15本校第 2885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九、社科院院學生會擬借用西側 102教室作為期中考週及期末考週自習室之用案。 

      決議： 

          一、本學期期中考週（104/11/9-13）已有外借其他單位使用，無法再借學生使用。擬自 

              本學期期末考週（105/1/11-15）開始試辦。 

          二、試辦期間為期末考週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 18時至 22時止。請院學生會自行管理 

              並統計每日使用人數，作為將來是否繼續借用之依據。 

      執行情形：業已自期末考週（105/1/11-15）開始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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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社科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場地設備借用收費標準，業已實施一年以上，發現相關規定已不符現時需求，擬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院自103年9月遷回校總區上班上課後，原訂場地設備借用收費標準雖經本院及校方行

政會議通過，但實施一年後，發現現行相關規定有若干已不符現時需求，擬予修正。 

二、 旨揭修正草案業經本院105年1月6日104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前揭收費標準及修正草案對照表各1份。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科院辦公室 

    案由：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學優良教師複選委員會設置及複選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學校辦法及本校新訂之「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兼任教師遴選及獎勵要點」修訂。 

    二、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學優良教師複選委員會設置及複選辦法」修正對照表 

        及原設置要點。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社科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擬與韓國西江大學國際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gang 

University）簽訂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韓國西江大學國際研究所於 104.11.26 參訪本院，當天特邀請經濟系陳添枝教授與政大 

        經濟系連賢明教授，一同與蘇院長及國際事務長林明仁老師會面，同時商討兩校交換學 

        生計畫。         

    二、2009 年在韓國影響力最大的新聞媒體《朝鮮日報》大學評估中畢業生能力聲譽排名為

韓 

        國第二（僅次於首爾大學）。依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5/16 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在 421-430 名，在亞洲為 61 名。現任大韓民國第 18 任總統朴槿惠為該校校友。 

    三、檢附與該校簽訂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合約提案說明與計畫協議書各一份。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社科院辦公室 

    案由：德國杜賓根大學經濟及社會科學學院(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s, Tübingen 

          University)希望在校級合約下另設附錄，與本院簽訂學生交換協議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德國杜賓根大學於 2006.12.20 與本校簽訂校級交換學生協議書。 

        二、104年 11月初該校經濟及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與本校國際處及本院密集 E-mail 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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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在校級合約下另設一附錄與本院簽訂學生交換協議書。 

       三、檢附德國杜賓根大學與本校校級交換學生協議書及附錄草案。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 

    案由：社科院院學生會提有關本院出國交換學生甄選作業建議如下： 

        (1)志願分發可以電子化，減少人工分發錯誤。 

        (2) ｢錄取資格放棄聲明書｣是否可以不需要家長簽名。 

        (3)希望明年在簡章上能明白註明履歷表、讀書/研究計畫之評分標準，以免造成成績高低差 

距太大，影響志願分發。 

    決議：(1)志願分發電子化，會儘快找廠商處理。 

          (2) ｢錄取資格放棄聲明書｣會比照校級表格處理。 

          (3)會在本院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討論，有關簡章上履歷表、讀書/研究計畫之評分標準。 

 

陸、散  會（14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