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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1月 13日（週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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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彩足  童涵浦  蘇宏達  陳世民 

      李顯峰  陳釗而  朱建達  陳俊廷  蘇軒立  吳嘉苓  范  雲  王麗容  楊培珊  施世駿 

      張國暉(周嘉辰代) 陳淳文 郭乃菱  童敏惠  葉玉珠  曾玉芳  楊禮禎  吳堂進  白羽平 

      張伊茹  馮稚甯  張育萌  黃騁遠  張凱掄  陳子豪 

請假：周桂田  林照真  林俊宏  毛慶生  樊家忠  李宗穎  張錦華  林麗雲  范旭承  陳賀煦 

      余中睿  高羽柔  簡鈺璇 

列席：王欣元  許竹英  余美玲  牟筱玲  謝怡茹  王詩曉                       記錄：王欣元                                                                                                                                                              

                                                                                                                                          

壹、主席報告 

院務方面 

一、恭賀社會系劉華真教授學術專書” Leverage of the Weak: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獲「第五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恭賀經濟學系

馮勃翰副教授榮獲科技部105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二、賀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生王淑貞、李靜玲獲科技部106年度「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獎勵。本院

新聞所共有王怡蓁、胡鵬昊、邱圓庭以及楊鑫宇四名同學，相偕到中國傳媒大學舉辦的「第八屆

中華新聞傳播學術聯盟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胡鵬昊、邱圓庭以及楊鑫宇三人並獲優秀論文獎。，

賀本院社會系劉彥妘同學榮獲第一屆臺大書法獎毛筆組第一名，社會系陳可姍同學榮獲硬筆組網

路人氣獎。 

三、藝文中心舉辦「社會科學院公共藝術計畫」在新學期規劃如下: 

1. 1/17~21：世紀當代舞團平面畫作佈展:平面畫作在寒假期間即會佈展，會是平面輸出張貼於 

    一樓警衛旁的玻璃牆面，作為靜態展示，也作為鋪陳及宣傳三月即將在戶外草地的演出。 

2. 1/21~25 (其中兩天)： 網媒所微笑四方撤展。 

3. 3/18 (六)：世紀當代舞團圖書館旁戶外草地演出。 

4. 4/3~6 (春假期間) 紀柏豪佈展: 紀柏豪先生為經濟系B96的校友，在校期間曾擔任學生會幹部 

    與社科院學代，畢業後轉向音樂及當代藝術創作領域，寒假開始將帶領學生以社會科學院大 

    樓為探索基地，以「日常的軌跡」為中心概念，一起在社科院觀察、蒐集日常生活的規律與 

    秩序，並轉換為影像、裝置、文件等充滿多元可能的作品。 

5. 4/8~9 (六、日) 舉行建築論壇，伊東豊雄先生目前暫定是4/9演講，論壇的場地目前都已先

行 

    借用和碩講堂和國際會議廳。 

四、本校106年杜鵑花節將於3月1日至31日全月舉辦，杜鵑花節開幕式於3月11日(六)上午舉行，並有

學系博覽會及社團博覽會於3月11日至12日舉辦，歡迎各位老師及同學參與。本次杜鵑花節，因

臺北市政府來函擬與本校合作擴大舉辦，為配合活動舉行，祕書室請本院協助下列活動: 

(一)擴大種植杜鵑花於本院花圃 (二)3/18於本院大樓迴廊與圖書館前的草地，世紀當代舞團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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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無人知曉的地方」舞劇。(三)本院大樓及三系館請打掃清潔及美化。 

五、在國際交流方面，2017年本校上半年重點姊妹校活動報告如下: 

(一)由於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IUC)105年底該校新校長上任後重啟討論舉行 ”Global Issues  

    Forum”，該論壇預定於4月3-4日於UIUC舉行，除一般學術合作討論外，本次將邀請雙邊政府 

   單位及企業一同參與。 

(二)北京大學與本校去年3月舉辦「臺大-北大日」，今年預定於4月25-26日由本校回訪北大。 

(三)本校去年2月陳副校長率團訪問雪梨大學後，該校積極表示希望與本校建立重點姊妹校合作 

   關係，並願意提供種子基金(Seed Funding，約一年120萬台幣、共三年)，作為學術團隊間合作 

   之基礎；同時亦表達希望進行小型matchmaking retreat之意願。國際處預定將同意與其進行 

   Seed funding合作；matchmaking retreat則再將另行評估。   

六、本院謹訂於106年2月24日(五)下午5時，假本院東側108教師聯誼室舉行106年新春團拜及退休教

職員工惜別會，敬邀本院教職員工同仁，踴躍參加。 

七、科技部為提早培育儲備基礎科學、應用科學、人文社會科學之優秀研究人才，鼓勵公私立大專院 

   校學生執行研究計畫，俾儘早接受研究訓練，體驗研究活動、學習研究方法，特別推動科技部106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自即日起接受申請，學生、學生就讀系所與指導教授須於106年2月20日 

   中午12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於106年2月20日(星期一)前填送本校「申請科技部106年度大專 

   學生研究計畫申請書」，經學生就讀系所及指導教授簽核後送達研發處研究計畫服務組，逾期恕不 

   受理，俾利校方如期彙整造冊函送。 

 

邁向頂尖大學方面 

一、本院截至 105 年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術領域全面提升執行率為 97%，國際化經費執行率為

84%，執行率為歷年最高，感謝各位老師合作及協助。 

二、本(106)年度截至今日止，本校邁頂經費尚未確定，故仍未分配至各院。另有關 106 年度教務處

主政之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人事費預估及助理等人員續聘處理原則，106 年度人事費預算不得超過

105 年人事經費 70%。 

 

辜振甫紀念圖書分館方面 

一、讀者使用空間改善措施: 

    1.解決自習室 C 區活動折疊桌使用時容易晃動的缺失，移入固定式大型閱覽桌。另增設 B 區及 C 

      區座位 12 席，自習室劃位系統同步更新調整。 

    2.討論室增設 12 張梯型閱覽桌，讀者可依協作學習需求自由排列組合桌型，營造活潑合宜的討 

      論空間。         

二、徐州路閉架書庫調閱服務於 105 年 09 月正式上線，讀者查詢館藏目錄後，若館藏地為徐州路書 

    庫，立即可線上申請。今年 9-11 月之調閱冊數總計 337 冊。  

三、臺大學術庫(NTU Academic Hub)之建置至 12 月中旬全校已完成 ORCID 申請及著作滙入建檔者已 

    達 61.4 %，本院教師完成率為 26.9%。館員仍持續積極接洽老師以提供 ORCID 與 AH 建置服務。 

四、因應 106年元月起辜圖工友已歸建社科院及工讀生人力減縮，且依統計顯示除夕前一日 17:00 

    之後入館人數不多，故擬調整 1/26(四) 開館時間為 8:00-17:00。 

                 106年本校春節連假社科圖開放與休館時間說明如下:     

 1/26(四) 
1/27(五) 

除夕 

1/28~2/1 

春節 

2/2(四)  

學校調整 

2/3(五) 

學校調整 
2/4(六)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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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 放假 

社科圖  年假休館 
寒假週日不

開館 

總圖  年假休館     

法律圖  年假休館 

       說明： 

       1.辜圖網頁公告開放時間依例明訂國定及校定假日(調整放假)不開館。故此次春節連續假日， 

         社科圖依學校行事曆自 1/27 至 2/3 春節 8 天連假期間休館；2/4(六)擬調整為不開館。 

       2. 記號代表以寒假週六服務時間(8:00-17:00)營運。 

貳、各單位補充報告：(略)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鑑辦法」修正草案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05 年 11 月 22 日校第 2927 次行政會議通過，12 月 5 日公告施行。 

案二、本院擬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簽訂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附約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已送校行政會議排程中。 

案三、修訂經濟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05 年 12 月 6 日校第 2929 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四、修訂「社會工作學系教師升等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05年 12月 13日校第 2930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五、擬修訂社科院圖書館寒暑假週六開放時間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自 106年 1月 16日寒假開始實施週六開放時間均至 17:00。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院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推選委員遴選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第七點規定：「（第一項）本院特聘教授評審 

          委員會由特聘教授四人及本院院長組成之，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第二項）特聘 

          教授四人中，二人由校長指定，餘由院務會議遴選本院或他院具特聘教授資格者擔 

          任。委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第三項）特聘教授於應再審議之年度，不得列為特 

          聘教授評審委員會之候選人。」。按本院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 103年度推選委員經濟系 

          李怡庭教授、吳聰敏教授，渠等任期至 106年 1月 31日屆滿，爰應即辦理下屆委員選 

          任。又為避免遴選出之委員不克擔任及任期中出缺，建議增列候補委員 3名。 

      二、另有關本院特聘教授委員會推選委員候選人範圍擬援往例自本院、文、法律、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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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之特聘教授中遴選，檢附上開四學院目前在職且領有特聘教授加給教師名單選票共 

          17人如附件，該名單選票業經扣除以下 2類人員，併予敘明如下： 

        （一）本院 106年度校長指定委員，業經簽奉 核准為法律學院王泰升教授及電資學院郭 

              大維教授。 

        （二）106年為再審議年度之特聘教授，依上開規定不得列為本院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 

              之候選人。 

      三、檢附「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國立台灣大學特 

          聘教授設置暨特聘加給給與實施要點」。 

    決議：經在場院務會議代表33位投票，過半數同意，本院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推選委員正取委員 

          2名為:李怡庭教授、劉錦添教授；候補委員3名為:吳聰敏教授、古慧雯教授及石之瑜教授。 

 

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擬與韓國首爾國立大學社會科學院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簽訂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首爾國立大學為亞洲名校，依據 2016 QS 世界大學排名，該校在全球排名第 36，亞洲 

        第 8。其社會科學學門表現出色，在 2016 QS 世界大學學門分類排名全球第 24。 

    二、本校與該校自 1998 年即開始互相選送學生。2006 年起本校法律學院、工學院、醫學

院 

陸續與該校簽訂院級交換學生合約。鑑於該校在社科學門的優異表現，本院希望藉由 

促成院級交換學生合約，為日後進一步學術合作鋪路。 

    三、檢附合約提案中文說明、交換協議草案各一份。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政治學系 

    案由：政治學系擬與日本國立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建立博士雙學位(dual degree)計畫，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日本國立東北大學，已於 2015 年與本校法律學院，建立博士雙學位計畫。於 2016 年 

        初，透過法律學院聯繫政治學系，主動表達建立博士雙學位之意願。 

    二、東北大學在 2016 年的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名列 75 名(本校名列 68 名)，在 2016-2017 年 

        的英國泰晤士報世界大學排名中名列 201-250 名(本校名列 195 名)。 

    三、東北大學法律學院之 62 位專任教師中，專長為比較政治/ 國際關係/ 區域研究者，共 

        計 13 位，專長為憲法/ 行政法者，共計 6 位。。 

    四、由 2016 年初至今，政治學系與對方多次討論，協議完成合約草案。合約草案所建構之 

        雙博士學位計畫，重點包括： 

        (一) 雙方學生至對方院系就讀期間，只需要繳交本校之學雜費，不需要繳交對方院系之 

            任何學雜費。 

        (二) 政治學系博士班同學至東北大學法律學院就讀，以一年為原則，必須在指定之對方 

            導師監督下，進行獨立之博士論文研究，但毋須修習任何課程。一年期滿後，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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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導師正式核可，則可進入最終提交給東北大學之博士論文大綱的撰寫階段。 

        (三) 對方博士班同學前來政治學系就讀，必須完成與政治學系其他博士生相同之所有 

            修習課程與博士論文要求。 

        (四) 本計畫下之博士生，以撰寫一份論文，同時提交給政治學系與對方為原則。倘使雙 

            方均無專任教師具備可審閱以對方國家母語撰寫之博士論文的能力，則論文應以英 

            文撰寫，並應通過論文口試。    

    五、本案於 106 年 1 月 3 日經政治學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在案。 

    六、檢附政治學系與日本國立東北大學博士雙學位合約草案。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政治學系 

    案由：政治學系擬與恆生管理學院(Hang Seng Management College)社會科學系簽訂學術交 

          流合作備忘錄，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恆生管理學院於 2010年成立，至 2016年有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在內的五個學院。 

            本案業已於 106年 1月 3日經政治學系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該校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科學系高朗主任，於 105年 10月與本院政治學系洽談簽訂 

            備忘錄事宜，備忘錄草案。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社會工作學系 

    案由：檢附社會工作學系專任教師聘任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草案，擬請  討論。 

    說明：  

        一、社會工作學系擬修正專任教師聘任作業要點第五條，本案業經 105年 12月 24日該系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檢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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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 

    決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國家發展研究所 

    案由：有關修訂國家發展研究所「所務會議規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專任教師聘任 

          評審作業要點」、「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部份條文，擬請 討論。 

    說明： 

        一、國發所「所務會議規程」部份條文，業經 105 年 11 月 30 日本所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該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專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教師升等評審作業 

            要點」部份條文，經 105 年 10 月 26 日本所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討論通 

            過。又相關修正條文已送 105 年 12 月 7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討論修 

            正通過。 

        三、檢陳該所修訂後法規全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一份。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  會:13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