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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06年 4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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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仁  林國明  周桂田(鄧志松代) 林照真 童涵浦 蘇宏達   

      陳世民  李顯峰  陳釗而  李宗穎  朱建達  陳俊廷  蘇軒立  吳嘉苓  范  雲  林麗雲      

      張國暉  童敏惠  葉玉珠  楊禮禎  吳堂進  范旭承  陳賀煦  張育萌  高羽葇  簡鈺璇 

      陳子豪 

請假：徐斯勤  周桂田  林俊宏  毛慶生  樊家忠  王麗容  楊培珊  施世駿  張錦華  陳淳文 

      郭乃菱  曾玉芳  余中睿  張凱掄   

列席：王欣元  牟筱玲  謝怡茹                                            記錄：王欣元                                                                                                                                                            

                                                                                                                                          

壹、主席報告 

院務方面 

一、恭賀政治系包宗和教授、社會工作學系林萬億教授於105學年度獲頒本校名譽教授。 

二、恭賀本院經濟學系《經濟論文叢刊》榮獲國家圖書館頒布2016年「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引索系統 

    ：最具影響力期刊」經濟學門第一名，該刊由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出版,行政院國科會贊助出 

版經費。 

三、藝文中心舉辦「社會科學院公共藝術計畫」於4/8~9 (六、日) 舉行【建築師的回訪：建築‧空間‧

公共藝術論壇】，4月9日下午由日本伊東豊雄建築師發表演講，101和碩講堂座無虛席，還加開102

教室連線同步，獲得大眾好評。同時間有紀伯豪先生在本院東側一樓舉辦「日常返響」展覽，展

覽時間到5月底止。 

四、本院學生利他獎及社會奉獻特別獎業於 3月初公告在案，收件至 5月 2日止。惟截至目前，僅政

治、社會、社工系各有 1 位同學提出申請利他獎。利他獎各學系所年級人數受獎名額為：各學系

所年級人數 200名以內者，可推薦一候選人，逾 200名者，每 200名得增加推薦一候選人。本院

得自利他獎受獎人中推舉 1名參加本校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個人)之評選；並得自報名社會奉獻

特別獎之團隊中推舉 1隊參加本校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團體)之評選，得獎者由學校於校慶中公

開表揚及頒獎，學生利他獎雖可不足額推薦，為免名額閒置，仍請各系所鼓勵所屬學生申請推薦。 

五、院辦本學期將與社科院的學生會合作，強化本院的生涯就業輔導工作，建立與產業及公部門的連

結。後與北市府勞工局方面接觸，因本院不屬於法定徵才單位，未免觸法，原訂於5月19日辦理

職涯講座，現由院學生會改為於6月3日(六)舉辦「CoSS Connect 社科人之夜」，邀請3-5位社科院

畢業校友分享學思歷程及生涯規劃。 

六、教務處於106年3月17日105學年度第2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 

    跨域專長實施要點」，為培育具創造力及適應力之新時代卓越人才，增加學士班學生多元學習之 

    機會。各學院擬開設跨域專長，應提具申請書及計畫書並協定一教單位為主辦單位，經主辦單 

    位所屬學院院務會議通過、教務處審查通過提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本院擬於106學年度提送 

    經濟系主辦「資料科學與社會分析」跨域專長課程及新聞所主辦「數位新聞創作」跨域專長課程 

    ，送教務處審查，相關課程於本次會議中討論。 

 

國際交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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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本校上半年重點姊妹校活動報告如下: 

一、2月13-19日本院與東京大學合辦NTU-UTokyo Winter Program已順利圓滿結束。 

    今年暑期另有下列大型學生交流活動： 

    --本院政治系、香港大學、高麗大學合辦全球公民營。 

    --本院社會系、京都大學、首爾大學合辦東亞青年論壇(今年首爾大學主辦)。 

二、北京大學與本校去年舉辦「臺大-北大日」，本校業已於4月25-26日回訪北大，活動順利成功。 

三、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IUC)將舉行 ”Global Issues Forum”論壇，該論壇原定於4月3-4日於 

   UIUC舉行，但舉行日期現更改至9月19-25日，本院社工學系將派員參與。 

 

邁向頂尖大學方面: 

一、依本校主計室發佈 105 年度邁向頂尖計畫執行率，本院學術領域全面提升執行率為 95.57%；推

動國際化執行率為 94.40%。 

二、本院 106 年度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經費以 105 年度核定經費之 80%為 13,954,059 元；推動國際

化以 105 年度核定經費之 75%為 1,825,950 元。本(106)年度經資門比例為 6:4，出國差旅費以本

計畫整體預算之 6%為上限。本(106)年度差旅費上限為 837,244 元。 

三、本(106)年度邁頂經費乃為因應銜接 107 年度之高教深耕計畫，相關經費不得保留亦不得辦理展

延，資本門經費需於 106 年 10 月底核銷完畢，其餘經費則於 106 年 12 月底核銷完畢。 

 

辜振甫紀念圖書分館方面: 

一、106 年 3 月 23 日由蘇院長召開本院本學期第一次圖書委員會會議，討論及決議事項包括： 

    自總圖移回社會系、社工系、新聞所及國發所訂購之 5 種期刊； 

    通過頤賢經典名著書屋之活化方案，將先請各系所推薦該領域之經典著作 100 冊； 

    將於院行政會議上，請各系所主管提撥一定比例經費採購圖書，以充實社會科學館藏資源。         

二、社科圖已完成以 Google 表單設計製作之「頤賢經典名著書屋—經典圖書推薦」網頁 

    (https://goo.gl/forms/2GoBz2oxXyHV0zSk2 )，將提供各系所教師填寫。各系所單位及教師亦可以 

    Excel 檔提供書單，將由圖書館同仁後續進行查核複本等事宜。  

三、社科圖新版摺頁已於 3 月 30 日完成印製，當天正好發送給前來參觀的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 

    (2017 TMLA)與會者。4 月 8-9 日亦提供給在社科院舉辦的「建築師的回訪：建築˙空間˙公共藝 

    術」論壇之與會者。 

四、搭配「建築師的回訪」活動，於 3月 29日至 4月 26 日於社科圖一樓大閱覽廳舉辦「森林裡的 

    書展：菇圖空間大小事」，內容為以社科院建築為出發點，展出圖書館建築與空間相關館藏。                

 

貳、各單位補充報告(略)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有關本院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推選委員遴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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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瑜教授。 

執行情形：業已於會後發函給正取及後補委員知悉。 

案二、本院擬與韓國首爾國立大學社會科學院簽訂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案。 

https://goo.gl/forms/2GoBz2oxXyHV0zS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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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06 年 3 月 7 日校第 2940 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三、政治學系擬與日本國立東北大學建立博士雙學位計畫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06 年 4 月 11 日校第 2944 次行政會議提會報告。 

案四、政治學系擬與恆生管理學院社會科學系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06 年 3月 21日校 2942次行政會議提會報告。 

案五、社會工作學系專任教師聘任作業要點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06 年 3月 7日校第 2940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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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校行政會議備查中。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政治學系 

案由：政治學系擬與英國威爾斯亞伯立斯威大學(Aberystwyth University)國際政治學系簽訂交換學 

生合作協議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合作協議之構想，自本院前任林院長時期即由本院和對方進行接觸洽談，該系教授 

          Gary Rawnsley 曾來本院及政治學系拜會，具體表達希望洽簽意願。。 

      二、該校國際政治學系，由國際關係學界重要學者 E. H. Carr所建立，為英國最早的國際 

          政治學系，有其優良傳統與學風，英國王儲威爾斯親王為其著名校友。 

      三、本案於 105年 1月 12日經政治學系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在案。 

      四、檢附協議草約，交換範圍擬包括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暫訂為每學年雙方各有兩位學生 

          至對方系內就讀。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案由：檢送經濟學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政治經濟學部簽署雙聯學位協議之修 

      正條文如附件，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經濟學系已於 103 年 6 月 12 日系務會議通過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之雙聯 

        學位協議，於 103 年 6 月 13 日院務會議通過，於 103 年 10 月 14 校行政會議報告通 

        過，並自 103 學年度下學期選送學生。 

    二、因早稻田大學之要求，擬於原條文新增第 7、第 8 條，內容為： 

        7. By the time students begin their program at Waseda, they must have completed at least 

          two year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8. Upon completion of the study abroad period (one and half years/three seme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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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Degree Program participants must complete a minimum of half year (one semester) of 

          study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並於原條文第 10 條新增第三款: 

        (3) Students of SPSE, Waseda are required to submit either one of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before their enrollment to NTU: 

           (c-1) A Chinese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issued by NTU. 

           (c-2) A certificate of the fifth level of Hanyu Shuiping Kaoshi (HSK, 中國漢語水平考試) 

           (c-3)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which guarantees the applicant has reached a level 

high 

           enough to attend classes conducted only in Chinese. 

    三、本條文之異動業經 106 年 1 月 12 日經濟系系務會議通過。 

    四、檢附經濟學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修正後雙聯學位協議。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公共事務研究所 

    案由：擬修訂「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生修業辦法」第七條，並自 105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開始適

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增加公共事務研究所學生學術競爭力，擬參考外校做法增訂畢業前須發表研討會論文 

        之規定。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1 月 10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公事所所務會議，會中通過「公 

        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生修業辦法」第七條修正草案；又經 106 年 3 月 7 日本院 105 學年度 

        第 4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生修業辦法全文以及修正草案對照表。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案由：本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與韓國信韓大學跨學科和邊境研究所(Institute of Trans- 

          division and Border Studies, Shinhan University)簽署合作備忘錄，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韓國信韓大學跨學科和邊境研究所主任 Wan Kyu Choi講座教授及 Young Ho Nam研 

            究員於 106年 2 月 24日來訪大陸中心並與陳明通主任、徐斯勤副主任進行學術交流 

            並就兩個單位的學術合作洽簽備忘錄。韓國信韓大學跨學科和邊境研究所主要致力於 

            研究南北韓間的相關議題，與該研究的學術合作將有助於提供本中心對於兩岸關係 

            研究不同的視野及想法，並希望藉由此次學術合作，激盪出更多的學術能量，以期提升 

            中心能見度，該中心擬與韓國信韓大學跨學科和邊境研究所簽署合作備忘錄。                                

        二、檢附學術合作備忘錄草簽一份。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擬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術研究發展工作小組作業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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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院雖於 95 年 4 月 11 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提昇教學及學 

            術研究執行工作小組設置要點」，但因上述要點包括：各學系（所）、教務分處、學 

            務分處、事務組、會計組、人事組、圖書分館各單位主管。惟自本院 103 年 9 月遷回校 

            總區，各行政單位歸建，該要點已自動失效。 

        二、本工作小組作業要點業經 106 年 3 月 7 日本院 105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陳「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術研究發展工作小組作業要點」草案。 

    決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擬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與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目前雖有設立六個院級中心，各個中心皆有其設置辦法，但是本院從未訂定院級中 

            心的管理辦法，對於各中心的設置及退場並未有相關規定。 

        二、本辦法業經 106 年 3月 7日本院 105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陳「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與管理辦法」草案。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案由：經濟學系擬自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開設跨域專長課程「資料科學與社會分析」，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本課程旨在此跨域專長旨在培養具備社會科學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與資料 

            及量化分析能力之跨域人才。 

        二、本跨域專長的課程架構共分三個層級。第一層級（Level 1）以本院通識課程為主，其 

            中包含一門「資料科學與社會研究」導論式課程，培養學生廣泛的社會科學知識。第二 

            層級（Level 2）以本院各系專業課程為主，培養學生專精的領域知識。第三層級（Level 

            3） 以計算機與程式設計、及其跨領域應用等課程為主，訓練學生資料科學的相關能力。 

        三、經濟學系【資料科學與社會分析】跨域專長課程業已於 106年 4 月 6日系務會議通過。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學士跨域專長申請書、新聞所【數位新聞創作】跨域專長計畫書。 

    決議: 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新聞研究所 

    案由：擬自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域專長課程「數位新聞創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課程旨在培育大學部學生具備數位新聞專長，課程著重學生新聞實務操作與科技運

用。 

           學生應修畢至少 17 學分。。 

        二、新聞研究所【數位新聞創作】學士跨域專長課程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所務會議通過。又 

            經 105 年 11 月 2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學士跨域專長申請書、新聞所【數位新聞創作】跨域專長計畫書。 

    決議: 通過。 

 

伍、臨時動議： 

    一、社科院學生會提:有關社科院長廊出入口設置紅龍，是否可以撤除，提請  討論。 

    說明: 社科院西側出入口有設置紅龍及告示牌，警示夜間及假日非本校人員禁止入內活動，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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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給外界感受不好，本來大學校園開放供大眾使用，如此設置給人一種學術象牙塔的印

象，    

          希望能撤除紅龍設置。 

    決議: 本院西側出入口有設置紅龍及告示牌，主要的功能是不要讓人騎腳踏車進出或市民攜帶 

          寵物入內隨地便溺，經學生會建議，會將告示牌內容改為:「基於安全及衛生考量，本大 

         樓禁止騎車、遛狗及非經允許上樓參觀。」請學生會及各系所學生會再與同學加強宣導。 

    二、社科院學生會提:有關社科院 1樓學生聯誼室打掃清潔事宜，是否可以請外包清潔公司維護， 

       提請  討論。 

    說明: 社科院 1樓學生聯誼室雖由院學生會管理，但是因院學生會為學生自治組織，各個幹部均   

          需要上課及安排學生會活動，雖然有與各系所學生會開會，是否安排各系同學服務課程來 

          協助處理，但是阻力很大。若全由院學生會幹部輪流打掃，同學感覺壓力很大。希望由院 

          方外包清潔公司來負責打掃。 

    決議: 社科院 1樓學生聯誼室交給院學生會自主管理，原本就希望由學生自己發揮創意，如何安 

          排本院學生來管理聯誼室，無論是在如何維持室內整齊清潔、冰箱整理及桌椅維護等，都 

          希望由學生來自主管理。本案仍請院學生會及各系所學生會集思廣益，看如何安排。如有 

          必要院方會協助處理。 

 

陸、散  會: (下午 2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