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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11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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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貞蘭代) 楊培珊  周桂田  林照真  蘇彩足  

陳思賢  張登及  李鳳玉  唐欣偉  童涵浦  廖珮如  陳釗而  陳俊廷  蘇軒立  崔炳和  

柯至哲  何明修  王麗容  趙曉芳  劉靜怡  王泰俐  王宏文  洪美仁  童敏惠  葉玉珠 

      王姿婷  王辰元  許金斐  蘇子恩  李易修  周豐田  李承浩  鄭雅馨  楊孟軒  阮家銘         

請假：林國明  李顯峰   毛慶生  樊家忠   陳明通  林麗雲  李成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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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主席報告 

院務方面 

一、恭賀本院經濟學系「遠山呼喚」團隊獲得本校「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及其他政治學系孟邑儒同

學等7名為利他獎受獎人，於本次院務會議公開表揚，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二、本校105學年度教學優良及傑出教師遴選作業，於106年6月12日教學傑出獎遴選決選會議決議辦

理。本院經濟系蔡崇聖教授、社工系趙曉芳副教授及國發所姜智恩助理教授榮獲105學年度教學

傑出獎；專任教師教學優良獎計有：政治系吳玉山教授等12位，兼任教師教學優良獎計有：吳中

書教授等3位。本院業已於106年9月22日教師節慶祝茶會上公開表揚。 

三、本院8月1日成立的「亞洲比較研究中心」 (Global Asia Research Center，簡稱GARC)於9月15日於

108教師聯誼室舉行開幕茶會，由藍佩嘉主任主持，並簡單地介紹中心功能及未來展望。現場邀

請了許多校內與亞洲研究相關的同仁及國際事務處來進行交流，在大家的熱烈支持下，茶會圓滿

順利結束。 

四、恭賀經濟學系陳虹如老師、社會工作學系趙曉芳老師榮獲本校105學年度優良導師。恭賀政治學

系博士班林峻煒（政治理論）、江俊宜（公共行政）、蘇軍瑋（國際關係）獲得科技部106年獎勵

人文與社會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勵。 

五、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暨特聘加給給與實施要點第2點第1項第7款規定，本校編制內專任有給教授，

教學、研究、服務績效良好，且符合教師免辦評估條件，或任教授五年以上，並具備各學院自訂

之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得聘任為特聘教授。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本院經濟系林明仁教

授及社會系陳東升教授獲聘為特聘教授。 

六、本院於10月26日上午舉行金信論壇啟動典禮暨金信攝影展開幕典禮，下午由亞比中心主辦「臺灣

–韓國社會比較論壇」，除金九基金會創辦人金昊淵先生及基金會主席金美女士外，尚有中華民

國駐大韓民國大使石定先生、大韓民國駐中華民國代表楊昌洙先生、前監察院長錢復先生、總統

府資政胡為真先生、中研院朱雲漢、吳玉山二位院士及本校張慶瑞副校長蒞臨，吳玉山院士並發

表專題演講：〈霸權爭逐下的中型國家關係〉，典禮進行順利，圓滿成功。 

七、10月27日上午10時在本院419會議室，舉行本院與韓國首爾大學社科院簽約儀式，首爾大學社會

科學院院長Hong Kee-Hyun教授及二位副院長親自出席，並就兩院學術發展及將來合作進行座談，

獲致良好的成果。 

八、本校106學年度全校運動會將於11月18日(六)及19日(日)舉行，活動地點為本校田徑場(雨天移至

體育館3樓)，請各系所教職員工生踴躍報名參加各項運動賽會。另校園馬拉松賽將於明(107)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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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4日於校總區校園內舉行。 

九、有關本校106年度電費本院需分攤計1,447,055元(含本院及辜圖)，各單位自付比例建議維持 

22%， 

   公共服務性質館舍之自付比例維持7%。校方不斷宣傳節電政策及電費壓力仍在，希望本院教職員 

   工生能在離開教室、研究室、會議室及其他辦公場所時，隨手關閉電源，以達到「有效用電、節 

   約能源」的共同目標。 

 

國際交流方面 

一、本院出國交換：2017/2018秋季、一學年本院將薦送院級出國交換生45名，校級出國交換生69名。

總計106-1將有114名本院學生出國交換。出國地區百分比依序為:中國大陸35%、歐洲29%、日本 

15%、韓國7%、美加6%、香港4%、東南亞(新、馬、泰)4% 

二、本院來校交換：2017/2018秋季、一學年之院級來校交換生，收到提名共49位。校級來校交換生，

收到提名共87位。總計106-1將有136名外籍生在本院交換。學生學籍百分比依序為: 歐洲37%、

中國大陸27%、亞洲其他15%、日本14%、美加7%。 

三、目前本院國際合約數已達102筆，有效且在執行中之國際交流合約以交換學生合約為主，總數約

40件，可提供美學期初國及來校交換各80個名額。 

 

邁向頂尖大學方面: 

一、2018 年 QS 校排名為 76 名(2017 年排名為 68 名)，2017 年 QS 排名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49 名(較去年 51-100 名進步)、Economics & Econometrics 51-100 (與去年持平)、Sociology 51-100 

(與去年持平)、Development Studies 51-100 (去年為 49 名)、Communication & Media Studies 

51-100(與去年持平)。 

二、依本校主計室發佈 106 年度邁向頂尖計畫執行率，至 106 年 10 月底本院學術領域全面提升執行 

    率為 49.54%；推動國際化執行率為 48.45%。本院已於 10 月 20 日統整本（106）年度邁頂計畫

資 

    本門經費，確定獲補助教師及各單位使用狀況，統一調整經費使用。 

 

辜振甫紀念圖書分館方面: 

一、邀請經濟系吳聰敏教授於 9 月 18 日進行《1460+1：6 年之後》專題演講，當天活動報導已由館 

    員撰文刊於圖書館館訊電子報第 210 期(http://newsletter.lib.ntu.edu.tw/node/223#5-1)。 

二、與美國在台協會合作，辦理「美國文化教室」活動，分別於 9 月 26 日和 10 月 23 日舉辦《大蕭 

    條時代的音樂》和《藥力引爆》二場演講。 

三、11 月 22 日 下午 2:00-4:00 將於社科圖二樓簡報室辦理「Sage Research Methods 資料庫講習」， 

    介紹如何將其應用於教學和研究上，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四、9 月 27 日至 10 月 31 日於辦理第一場社科視角系列書展，主題為《朝鮮風雲》，展出由政治學 

   者、南韓官方、「脫北者」、「拉北者」、新聞工作者等不同的角度書寫之相關書籍。 

五、配合「金信論壇開設紀念特別展」舉辦相關主題書展，展出金九與金信的著作，以及韓國獨立

運 

    動相關圖書，展期自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3 日。 

 

貳、各單位補充報告(無) 

http://newsletter.lib.ntu.edu.tw/node/2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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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本院客家中心擬轉型為「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於 106 年 7 月 25 日第 2958 次行政會議通過，該中心業已於 106 年 8 月 1 日 

          正式成立。 

案二、政治學系擬與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簽訂碩士雙學位計畫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校核備中。 

案三、政治學系擬與西班牙巴塞隆納國際關係研究所簽訂碩士生交換計畫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校核備中。 

案四、「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與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跨國雙學位制備忘錄之附錄」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校行政會議通過，現送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簽署中。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政治學系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系主任選任辦法」第四條第一款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於 106年 9月 19日經政治學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並於 106年 10月 3日經社科院 106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二、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系主任選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選任辦 

            法各 1份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案由：經濟系「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規定「兼任教師之新聘、改聘、續聘案應經系、院教評會通 

          過，提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先行聘任，並於校教評會報告。」由於本校之兼任教師續 

          聘作業係每年檢討，為與校方作業規定一致，本系 106年 4月 27日 105學年度第 1次 

          聘審委員&課程委員聯席會議決議略以，有關本系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兼任教師 

          之聘期為一聘二年」擬修正為「兼任教師之聘期為一聘一年」，並提系務會議討論。 

      二、上述修正案業經本系 106年 6月 22日 105學年第 4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本系「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暨修正後條文。 

  決議: 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 院辦公室 

  案由:日本京都大學經濟學、文學、人間環境學三學院與本校社會科學院、文學院於 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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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訂 MOU，今擬以簽訂附約方式修訂該 MOU文字。另於同時間簽訂之本院與京都大學經 

       濟學院交換學生協議亦需續約，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京都大學於今年 8月間來函本院，主動提議以簽訂附約的方式修訂本院、文學院、和 

          京都大學三學院於 2015年 3月簽訂的學術合作協議(MOU)。該附約稿如附，明訂 MOU 

          每滿三年再行續約即可。修訂後，省去原版本初次簽訂滿三年後即需年年續約的行政 

          成本。 

      二、與此同時，以該 MOU為基礎簽訂之本院與京都大學經濟學院交換學生協議，因將於 

          2018年 3月到期，對方亦來函表明再續三年合約意願，惟希望簽約對象除本院，亦 

          加入經濟系。此調整因不影響該交換學生協議運作（原合約本就限定本院僅能派遣經 

          濟系學生前往該院），建議同意。 

      三、京都大學 2018 QS 世界大學排名為 36名，亞洲排名為 17 名，Economics & Econometrics 

          排名 51-100，該校目前為本校標竿學校之一。 

      四、檢附京都大學三學院與本院、文學院簽訂之 MOU附約稿、及京都大學經濟學院與本院簽 

          訂之交換學生協議續約稿。 

     決議: 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院學生會 

    案由: 擬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生會辦公室管理辦法」總則第二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有關「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生會辦公室管理辦法」，經由 106年 9月 19 日與學生 

            會開會討論上開空間之使用與管理，擬將總則第二條由「...會務相關活動使用..」，修 

            訂為「..幹部辦理相關會務活動使用。」 

        二、檢附上開第二條條文修正對照表及原條文。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擬修訂為「..院系所學生會幹部辦理相關會務活動使用。」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  會(13 時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