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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05年 6月 20日（週一）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419 院會議室 

主席：蘇國賢院長 

出席：蘇國賢  張佑宗  陳毓文  徐斯勤  林明仁  曾嬿芬  林照真  蘇彩足  張亞中  李鳳玉 

      吳聰敏  毛慶生  李顯峰  馮勃翰  樊家忠  李宗穎  吳嘉苓  鄭麗珍  古允文  周桂田 

      施世駿  張錦華  洪貞玲  陳淳文  王宏文  鄭銘彰  許竹英  曾玉芳  楊禮禎  周廣宣 

      王亮中  林子茗  曾華銳 

請假：陳明通  童涵浦  陳世民  林子倫  蔡季廷  王道一  柯志哲  林添榮  李晨心  江彥霆   

      張哲維  游東林  黃則鳴 

列席：王欣元  葉玉珠  謝怡茹  洪曉盈  吳翠心                            記錄：王欣元                                                                                                                                                               

                                                                                                                                          

壹、主席報告 

院務方面 

一、恭賀經濟學系黃景沂副教授獲2016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二、恭賀公經中心李顯峰主任指導的「WAF隊」，由蔡鈞嵂、徐國珊、李埝歆、陳廷豪、蔡承孝、游

雋閎六位台大同學組成，贏得「2016 FinTech創意大賞企劃競賽」保險類特色獎，他們從物聯網

醫療險營運概念出發，結合市面上流行的健康手環，透過手環收集數據進行分析統計及應用，結

合保險與IT領域。在金融科技的潮流中創意發想，未來希望能成為商業模式，帶動經濟發展。 

三、東亞民主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朱雲漢教授所提「Asian Barometer Survey of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計畫，獲得美國The 

Henry Luce基金會5年共35萬美金補助款，本計畫預計於今年7月開展。 

四、臺大無邊界大學計畫、食養農創計畫及臺大D-School，三個跨領域教學計劃每一個月輪流舉辦一

場跨領域教學的交流會，邀請各個領域的老師們聚在一起共享晚餐，除了希望可增加對其他跨領

域課程或計畫的了解，也讓老師們互相認識，彼此激盪出新的靈感。5月16日下午6時在本院108

教師聯誼室舉行交流聚會，邀請楊校長、陳副校長、臺北市產發局林崇傑局長與教育部負責創新

計畫的同仁參加此次聚會，當日的分享與交流十分精彩。 

五、為提升社科院學生寫作表達的能力，本院於5月24日邀請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林文琪主任

至本院108教師聯誼室進行「反思寫作在教學中的應用」之分享，鼓勵教師將反思寫作概念運用

於課程教學當中，培養學生對知識系統與自我連結的反思寫作能力。 

六、本院新建工程建築師團隊由宗邁建築師事務所、大涵學乙設計工程有限公司及伊東豐雄建築師事

務所所組成。團隊成員對於社科院新大樓能作為公共藝術設置深表榮幸，一致同意將公共藝術設

置中建築師獎勵金230萬元，贈與本院作為大樓工程修繕經費之用。捐贈典禮於5月27日下午5時

於本院新大樓108教師聯誼室舉行，出席捐贈簽約典禮的有伊東豐雄建築師事務所的矢部倫太郎

建築師、宗邁建築師事務所的陳邁建築師。費宗澄建築師及大涵學乙設計工程邱文傑、莊學能二

位建築師。簽約儀式後，由矢部倫太郎建築師進行20分鐘精彩簡報。簡報過後，由李書行副校長、

趙永茂前副校長、林惠玲前院長致贈紀念品感謝三家建築師事務所，活動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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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藝文中心於本院開展的「社科院公共藝術計劃」在5月份的活動如下： 

(1)5月6日《藝術之窗》開幕活動： 

  自下午5時開始有交流茶會、導覽《微笑四方》互動裝置作品、5時45分音樂演出：臺大卡農、 

  舞蹈演出：現代舞社《reFLECTION，宇宙日和》及《微笑四方》發表。6時有請楊校長、張副

校 

  長、藝文中心沈冬主任、理學院劉院長、電資學院陳院長、網媒所洪一帄教授及蘇院長等致詞。 

  參加老師及同學眾多，活動十分成功，預計展期至本學期結束。 

(2)5月28日及29日《封神計畫》環境劇場活動： 

  這齣戲是由臺大戲劇系畢業的劇場導演周)翊誠帶領專業團隊與學生們一同完成的集體創作。 

  所謂環境劇場，即從腳本創作、舞台設計乃至觀眾動線，皆依據現場空間設計的戲劇節目，參 

  觀票券也早索取一空，兩天的演出相當成功。 

 

邁向頂尖大學方面 

一、本院邁頂截至 105 年 6 月 13 日學術領域全面提升執行率為 20%，推動國際化為 18%，執行率雖

不高，但部分經費皆已分配完畢。 

二、本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新進教師經費均已分配完畢，惟各系所新進教師報帳請形不盡理想，

大部分的新進教師核銷不到 20%，請各系所協助告知所屬新進教師儘速核銷。 

 

辜振甫紀念圖書分館方面 

一、持續推動臺大學術庫(Academic Hub)計畫： 

     5/5~5/6 已於本院加辦 2 場 AH 工作坊，主要是加強社會科學、法律學領域教師及助理理解及建 

    立 ORCID id 及管理雲端履歷的作業，藉以提高教師研究的國際能見度，促進國際學術合作交流。         

二、進行期刊續訂調查事宜： 

    106 年期刊續訂調查作業已於 6 月初開始進行，本次調查將循例提供 104 年電子期刊使用統計數 

    據、JCR Impact Factor 相關資訊及可換訂電子版之期刊價格。另亦針對退出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期刊聯盟(Big Deal)，改採單訂期刊模式，圖書館會提供擬訂回期刊排序清單供院填寫。  

三、調整臺灣大學系統館際相互使用機制 

    國立臺灣大學聯盟在 105 年 3 月 31 日核定更新為國立臺灣大學系統(NTU System)。延續既有合 

    作及整合資源，三校圖書館早在簽署合作意向書及聯盟運作時實施互相開放閱覽及借書等措施， 

    該階段適逢本院遷院及新館啟用，社圖先配合開放臺科大、臺師大專任教師及博班生持原證刷卡 

    入館，其它身份同學暫時沿用全國館際合作證於櫃台換證入館(均可借書)，試辦以來兩校學生入 

    館情況雖不如預期踴躍，但換證過程容易引起誤解迭遭抱怨。經查詢其他兩校院、系級圖書館(室) 

    亦無特殊入館限制，擬計劃自 105 學年度開學起比照總圖管理方式直接刷卡入館，後續須進行讀 

    者建檔資料門禁系統維護。 

四、試辦機動性書展增進與院內互動： 

    社圖門口三處小型展示櫃，分別做為新到書刊陳列，或是舉辦主題展覽。主題展空檔期間，本組 

    學科館員優先配合院內教研活動，或結合時事話題，先後試辦「社科院師長推薦書展」、「諾貝爾 

    獎得主著作館藏書展」。本學期國外知名重量級學者到院內演講頻繁，館員推出與講者相關著作 

    的「快閃書展」，例如 4/13社群主義政治哲學大師 Dr. Charles Taylor館藏作品；5/9配合歐 

    洲日與臺灣歐盟中心合作歐洲日書展，此類活動介紹館內相關館藏、新書，展期以一至二週為限， 

    機動性高又不失主題特色，我們會在有限的人力下不定期策畫這類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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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單位補充報告：（略）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政治學系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為因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105 年 5 月 25 日最新修正發布， 

          旨揭作業要點原修正第五條有關專書之出版方式先暫緩修正，另案辦理，餘修正條 

          文（第一條、第六條）報校核備中。。 

案二、經濟學系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報校核備中。 

案三、本院「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習開放空間管理辦法」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本辦法自 105 年 5 月 3 日公告施行。 

案四、本院擬與管理學院共同與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簽訂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5 年 5 月 24 日校 2906 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五、社會科學院「學生交誼廳管理辦法」訂定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本辦法自 105年 5月 13日公告施行。 

案六、本院場地設備借用收費標準之場地收費表再修正乙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5年 5月 17日第 2905次行政會議通過，並自 105年 5月 27日公告施行。 

案七、有關本院教師升等評審與推薦細則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報校核備中。 

案八、本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本次修正案係配合 104年 10月 17日及 105年 3月 19日本校校務會議通過之「特 

                聘教授設置暨特聘加給給與實施要點」辦理，並依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適用 

                及修正本院相關規定後逕予公告施行。。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國家發展研究所 

案由：有關國家發展研究所劉靜怡教授減免授課時數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科技部105年4月1日科部綜字第1050023426號函，聘任本所劉靜怡教授擔任學門召集

人，並請本校衡酌其情，依相關授課規定酌減須授課時數。人事室表示，有關酌減授課

時數乙節，由兼職人員所屬教學單位衡酌後，依本校授課時數相關規定辦理。。 

二、 依「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計算標準及超授鐘點費核支準則」暨「國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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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大學專任教師授課時數減免要點」減授規定，國發所召開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課

程委員會討論。通過決議依劉靜怡教授學門召集人聘期自104學年度第2學期開始至106

學年度第1學期止，每學期減免授課時數2小時。 

        三、檢附國發所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科技部來函、人事室簽文及相關法規影本各一份。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案由：有關經濟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第四點條文修正案 ，請 討論。 

說明： 

    一、校修正本校各系(科、所、學位學程、室、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並函文請 

        各系所修正教評會設置辦法相關規定。經濟學系配合「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修正 

        教師相關升等評審作業。 

    二、經濟學系修正「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第一、四、六、九等各點，前已於 105年 

        4月 25日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另其中第四點中關於升等期刊等級以及點數之部分， 

        因配合科技部經濟學門 SSCI國際期刊分等表之最新版，爰再行調整本系點數計算之 

        期刊等級，並業經 105年 6月 16日本(104)學年第 4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三、經濟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第四點擬修正內容，主要修訂第二項第一、二  

        三款，說明如下：： 

        (一) 發表（或已接受發表）於傑出期刊包括臺灣大學名列之頂尖期刊（Nature或 

             Science）以及科技部經濟學門 SSCI國際期刊分等表 A+級(含)以上及其說明一 

             所列之新期刊之著作論文，每一篇折算三點。 

        (二) 發表（或已接受發表）於本系出版之「經濟論文叢刊」、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出版之「經濟論文」、科技部經濟學門 SSCI國際期刊分等表 B級或其他具匿名 

             評審程序，水準相當之國外期刊之著作論文，每一篇折算一點。 

        (三) 為因應國科會已升格為科技部，擬修訂第四點第二項第一、二、三款之機關名 

             稱。 

    四、檢附經濟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社科院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院「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生會辦公室管理辦法」訂定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為培養學生自治精神，提供頤賢館二樓 207A、B、C、D 及 210、211 室為本院學生 

        會辦公室，供院系所學生會使用。 

    二、經與學生會開會討論上開空間之使用與管理，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生會辦 

       公室管理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  會（下午 13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