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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11月 2日（週五）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419院會議室 

主席：王泓仁院長 

出席：王泓仁  張佑宗  林明仁  楊培珊  周桂田  林照真  劉康慧  李鳳玉  唐欣偉   

      張勝凱  廖珮如  李宗穎  朱建達  陳俊廷  崔炳和  曾嬿芬  蘇國賢  古允文  

      施世駿  葉國俊  張錦華  林照真  郭乃菱  童敏惠  李怡穎  張桂蘭  楊禮禎   

      楊書明  吳榮梅  謝博任  江雨柔  陳彥汝  陳軍豪  王祐華  陳德倫  徐俊明         

請假：藍佩嘉  谷玲玲  陳淳文  郭銘峰  吳儀玲  蔡宜展  鄭麗珍  王宏文   

列席：王欣元  葉玉珠  牟筱玲  謝怡茹  王詩曉  陳亞欣  張瑞珠    記錄：王欣元                                                                                                                              

                                                                                                                                

壹、院務事項 

一、恭賀經濟學系劉錦添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22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二、恭賀經濟學系江淳芳副教授榮獲107學年度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三、107年10月17日本院與韓國金九基金會舉辦金九先生紀念攝影展開幕暨專題演講。本次活

動開場由本院王泓仁院長致詞作為開場，再於本院東側入口舉行剪綵儀式，分別由前中華

民國駐大韓民國石定大使、臺灣大學社科院王泓仁院長、金九基金會主席金美女士、大韓

民國駐中華民國楊昌洙大使代表剪綵。下午三點於本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正式舉行「台灣

-韓國關係之回顧與前瞻專題演講」，由本校郭大維校長、金九基金會主席金美女士、石定

前大使、楊昌洙大使致詞。再由金九基金會講者徐相文博士與政大李明教授分別進行專題

演講，活動順利圓滿結束。 

四、教育部日前開始「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第零期」徵件，鼓勵人社領域學系做

跨科技領域，本院經濟學系林明仁教授與新聞所謝吉隆副教授，以跨域專長的設計經驗爲

基礎申請該計畫。 

五、科技部第二期「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計畫，於 107年10

月 16日截止，本院由社工學系楊培珊教授帶領的團隊提出申請。 

六、本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及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申請108年度本校研發處「臺大核心研究

群計畫」，完整計畫書業已於107年10月22日前送至研發處辦理後續審查。。 

七、本院於10月24日在大樓西側二樓中控室前，加裝一台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ED，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自11月1日起生效啟用。本院師生若在各教室有遇緊急

情況，可用電話直接連繫中控室同仁協助處理。 

八、有關本院地下室OEC餐廳的重新規劃。委託社會系林國明老師以參與式民主的方式，讓社

科院的老師、學生、職員代表，一同參與規劃建議，希望除了能打造出更好的環境之外，

也讓我們的學生有機會學習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 

九、教務處來函表示，經查本校教務處主政之高教深耕計畫整體經費執行率偏低，敬請獲教務

處補助之單位，務必於107年10月底前將整體經費執行至少達成50%，且資本門經費於107

年12月底前執行率應達90%。獲經補助之單位，如確定無法執行完畢之單位，敬請於107

年11月9日(星期五)中午前回覆院辦承辦人員，以利本院後續作業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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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校為擴大慶祝創校90周年校慶，將於107年11月15日在綜合體育館3樓舉辦各項慶祝活 

    動，請大家共襄盛舉；另本校於11月17日至18日(星期六、日)，於校總區田徑場辦理107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請本院師生踴躍參加開閉幕儀式及各項體育競賽。 

 

貳、國際交流 

一、本院與法國聖日耳曼昂萊政治學院交換學生名額擴充附約案： 

    本院於 2016 年 5 月與該校簽訂交換學生協議，每學年可交換 2 名學年名額，自 105 學年

起開始互派學生以來，雙方每學年都送足名額，顯見雙方學生皆對前往對方交換意願強

烈。該校故提議自 108學年（2019/20）學年起，將每年交換名額擴充至 4名，並正式簽

訂附約載明，本院樂見其成。本院將上簽報告國際處及校長室，待獲准後即可正式簽約。 

二、學術互訪活動： 

    (一) 11/25(日)京都大學經濟學研究科學生論文發表會籌備中。 

    (二) 12/10-12/12本院擬前往韓國各大學參訪，細部行程現正與首爾大學、延世大學、 

         高麗大學及金九基金會敲定中。 

    (三) 12/12-12/13臺大-東大聯合研討會，本院接待部分由政治系童涵浦老師規劃中。 

三、交換學生部份：  

    (一)108學年 outgoing 交換學生 11/16開始收件，本院業已於昨 11/1辦理院級出國交換 

學生說明會。 

    (二)107學年第 2學期 incoming 交換生收件至 11/15止，目前收到姊妹校提名人數 30人。 

 

参、社科圖書館 

一、本學期重要措施—Alma新系統： 

    更換圖書館自動化系統，Alma新系統於 10/11 正式上線，圖書借期為 60天，可無限次續

借，最長借期為 240天。預約冊數為 30冊，研究計畫主持人借書冊數為 999冊，借期為

3年。 

二、高密度自動化書庫啟動： 

    10/30 「圖書館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舉行啟用典禮，位於綜合教學館之高密度自動化書

庫可容納 120萬冊圖書。徐州路書庫之 4萬冊西文書將於 11月初搬移至高密度自動化書

庫，可線上申請調閱及借用服務，將更方便師生就近取用。 

三、9/21新推出「NTU Scholar 臺大學術典藏」系統： 

    整合臺大機構典藏系統(Institutional Repository)和臺大學術庫(Academic Hub)於一，歡迎 

    教師多加利用，並提供意見和建議。 

四、演講活動： 

    1. 10/3(三)「移動學習：利用手機自我提升英文實力」 

    2. 11/14(三)「閱讀英文學術論文的技巧」 

    3. 12/5(三)「撰寫學術論文：如何寫英文摘要及文獻評論」 

 

肆、各單位補充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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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本院擬與韓國延世大學社會科學院簽訂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7年 7月 24日第 3005次校行政會議通過，現已完成簽約。 

案二、「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與推薦細則」修正條文草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7年 7月 24日第 3005次校行政會議通過。 

案三、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遴選辦法」第八、九條案。 

決議：因有委員表達不同意見，同時在場委員未達半數無法表決，擬下次會議再議。 

執行情形：本屆學生會對於本案尚在討論中，本次會議暫不提案。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擬與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發夸美紐斯大學（Comenius University in Bratislava） 

      人文學院（Faculty of Arts）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布拉迪斯拉發夸美紐斯大學是斯洛伐克最大也是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各學制學 

         生加總人數約27,000人。依據2018 QS 世界大學排名，該校在全球排名第751- 

          800，歐洲第43。 

      二、該校人文學院下轄多達30個系，涵蓋文學、語言、宗教與社會科學。其中與本 

          院較能對應的有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等。 

      三、該院負責籌畫國際事務的副院長Prof. Martin Slobodník於本年9月17日來訪， 

          表示希望與本院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鑒於本院目前除政治系與捷克布拉格 

          查理大學的雙聯碩士學位合約，與東歐國家尚未有合作協議，為提供學生更多 

          元的海外學習機會及教師更廣泛的合作對象來源，本院樂見其成。 

      四、檢附合約提案中文說明、學術合作協議書草案各一份。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擬與中國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簽訂學術合作及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位於古都西安的中國西北大學，最早前身為光緒年間成立的陝西大學堂。除以歷 

        史悠久聞名，學術聲譽亦佳，在中國大陸位列首批211工程大學。依據2017 上海 

        交大世界大學排名，該校在全球排名400-500名。 

    二、本院與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將針對政治學和公共管理領域，以共同研究及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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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形式展開合作。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成立於2000年7月，其公共管理類 

        專業的教學與研究起步於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大陸最早致力於該領域發展的院 

        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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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工作學系 

  案由：社會工作學系專任教師聘任作業要點修正案，擬請討論。 

  說明： 

      一、因院及校教師評鑑辦法目前已臻完善，社工系無需再自行進行專任教師續聘檢討 

          程序，且重覆作業亦會造成老師困擾及行政成本增加，故本系聘任要點擬修正第 

          2點、並刪除第 9至第 14點。 

      二、本案業經 107年 6月 22日社會工作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及原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 社會工作學系 

  案由：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生入學及修業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社工系於 107起開放招收「逕攻博士生」名額，並同步研議更新博士生修業相關 

          規定，經 107年 1月 12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社工系於博班生修業規則增加博士生學科資格考時程規定，業經 6月 22日系務 

          會議修正通過。 

      三、檢附社工系博士生入學及修業辦法修正對照表暨修正後全文。 

  決議: 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 國家發展研究所 

  案由：《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選任辦法》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國發所實際情形及未來發展，擬修正該所所長選任辦法條文第四條。 

      二、修正修文業經 107年 7月 2日國家發展研究所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3次所務會 

          議通，本院 107年 10月 3日 107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長選任辦法」第四條修正文對 

          照表及原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東亞民主研究中心 

  案由：本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擬更名為「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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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擬更名為「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以紀念該中心精神領袖 

          與研究團隊創建人胡佛院士，緬懷其一生對於政治科學及台灣民主憲政發展之卓 

          越貢獻。 

      二、該中心僅為更名之提案，有關中心設置要點、人員編制及執行之計畫名稱、計畫 

          內容等均維持不變。本案業經 107年 10月 3日 107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三、檢附胡佛院士生平事蹟與資料。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擬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拍攝管理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為妥善營運公共資源、發揮場館建築特色，特開放提供影視產業使用及拍 

            攝，同時為保障師生安全與權益、維護校園景觀，特訂定本要點以規範相關執 

            行事宜。 

        二、本案業經 107年 10月 3日 107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二、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拍攝管理要點」草案。 

    決議：修正通過，送總務處及校行政會議討論。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  會(14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