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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12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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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國賢  古允文  施世駿 

      葉國俊  張錦華  林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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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儀玲  曾嬿芬  鄭麗珍  郭乃菱   

列席：王欣元  葉玉珠  王詩曉  洪曉盈                            記錄：王欣元                                                                                                                             

                                                                                                                                

壹、院務事項 

一、本校 107年全校運動會於 11月 17日至 18日圓滿結束，本院榮獲精神總錦標第 2名。 

二、本院政治系榮譽教授胡佛院士於今年9月10日逝世，12月1日(六）於本院國際會議廳舉行

追思會。胡老師是台大首位校聘講座教授，在威權時代推動台灣的民主自由改革，居功厥

偉。爲了表彰胡院士的貢獻，本院的「東亞民主研究中心」，經校行政會議通過更名爲「胡

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於追思會後由郭代校長主持揭牌儀式，活動圓滿於下午19時結束。 

三、科技部目前正公開徵求108年度「學術攻頂研究計畫」，詳細內容如下: 

(一)計畫領域：本計畫分為「數學及自然科學領域」、「生命科學領域」「工程及應用科學

領域」、「社會科學領域(含人文學、科學教育)」等4領域審查，本校每一領域至多推

薦兩件計畫。 

(二)申請時間：申請人請於108年2月12日(二)下午5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並將紙本計畫書

送至院辦公室，以便院辦公室進行彙整。 

(三)申請機構與計畫主持人（申請人）資格： 

    1. 申請機構：須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補助機構。 

    2. 計畫主持人資格：須符合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不含已退休人 

        員)，曾獲得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或有極為傑出的研究表現；且經申請機構依 

        其相關學術審查程序審查後推薦之傑出研究學者。 

(四)研究計畫類型： 

    1. 本計畫為個別型或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一期5年。 

    2. 單一整合型計畫：由總主持人統整全部計畫工作之內容與經費，並述明共同主持 

        人之計畫分工。 

(五)補助計畫件數與經費規模：本部每年新核定補助至多5件計畫，依計畫實際需求，每

件計畫平均每年個別型不得超過新臺幣2,000 萬元、整合型不得超過新臺幣4,000萬

元。詳情請上科技部網站查詢。 

四、本院地下一樓餐廳空間規劃提案網絡投票已於12月12日截止，每位參與投票者，必須從公

民會議彙整的六項提案中，選擇三項。得票率超過半數、票數最高的前三個提案是：「咖

啡輕食」、「福利社」和「便當簡餐」。這次網路投票總共有379人投票，經查核後，有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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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372人。參與投票者，以社科院學生和教職員居多，共300人（學生244人，教職員56人），

約佔八成。票數最高的這三項會提供總務處與員工消費合作社作為改善餐廳的依據。 

五、本院自107年度開始加強對國內外高中生宣傳之方案，除了更新本院現有之文宣品，本院

亦積極著手兩項工作項目：首先，本院積極院網頁更新，讓民眾可以更快速搜尋到資訊，

並新增「擬就讀學生專區」，以提供對社科院有興趣之高中生參考。此外，本院亦邀請新

聞所林照真教授協助，與外校專業的攝影公司合作，拍攝本院之宣傳影片，以達推廣之效。 

六、本院於10月1日召開「中國大陸研究學程討論會議」，會中邀請各系所曾經於大陸學程開課 

教師，討論該學程的未來方向、學程委員會及規劃等。會議決議請國發所葉國俊教授擔 

任召集人，政治系徐斯勤教授協助，本學期已召開二次會議討論。同時二位老師並將開設

「中國大陸研究學程導論」作為該學程導論課，本次會議將討論設置辦法修正。 

七、本院擬開設全院共同課程：「統計與研究方法」，特別委請政治系黃旻華教授為召集人，由

各系所於「統計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領域中各推派一名教師代表參與規畫委員會，

籌組會議商研如何整併本院的課程，本學期已召開二次會議討論。 

八、本院107年度教育部深耕教學創新推動計畫執行成果報告已繳交教務處核備，相關經費的

支用情形如下:教學創新與國際教育推動計畫執行率達96.78%，另推動學術國際化相關措

施執行率達97.23%。 

 

貳、國際交流 

一、 12月 5日日本早稻田大學社科院院長來訪： 

    日本早稻田大學社科院院長 Prof. Jie Liu(劉傑)一行 4人前來本院參訪，由院長、藍副

院長等人接待，並由該校在本院交換學生協助介紹本校設施及宿舍環境等，訪問活動至

下午圓滿結束。 

二、學術互訪活動： 

    (一) 11月 25日京都大學經濟學研究科學生論文發表會: 

         發表會地點於 108 教師聯誼室，參與師生約 30名，當日活動圓滿結束。 

    (二) 12月 10日至 12 日韓國首爾參訪： 

         本院王院長、藍副院長、劉執行長及其他 9位同仁，12/10-12 赴韓國多個學校做 

         密集訪問，包括 首爾大學（SNU）, 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高麗大學 

（Korea University）等，也短暫拜訪慶熙大學（KyungHee University）以及 

金九先生紀念館，參訪成果豐碩，其中包括分別與首爾大學及高麗大學組成雙邊執行 

委員會，將有策略性地籌畫雙方未來的學術活動（已確定明年與 SNU 合辦會議）， 

與延世大學簽訂學生交換合約，並受邀加入高麗大學主辦以學生爲主的 Global 

 Campus Program。 

    (三) 12月 8日至 13 日國立澳洲大學訪問參訪： 

         張佑宗副院長率領政治系幾位教師到國立澳洲大學訪問，雙方也達成交換學生、 

         及每年一位老師互訪的協議。 

    (四) 12月 12日至 13 日臺大與東大聯合研討會： 

         日本東京大學校長帶領近百人的訪問團來本校進行參訪，舉行 NTU-UTokyo 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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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本院在 12 月 13日舉行與東大教師 workshop，由政治系童涵浦老師籌組會議： 

         Redistribution and Neuroscience，邀請兩位日本學者及本院/國內多位學者學生 

         參加，活動在下午順利結束。 

三、交換學生部份：     1 

    108 學年院級出國交換生收件至 11/20 止，收到 89 份有效報名件，業已於 12/21 公告甄

選成績結果，請上本院網頁查詢。 

 

参、社科圖書館 

一、學位授予法修正公布： 

    107 年 11 月 29 日總統令公布修正學位授予法修正第 16 條條文，明定學位論文應連同電

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館保存。但因本校的論文授權較多元(如：延後授權、

不授權等)，圖書館正徵詢著作權法律師以因應。 

二、近期書展與演講活動： 

    1. 107/11/19～12/24： 

       與經濟系合辦「與世界對話的經濟學」書展活動，設立經濟學教科書、經普書籍、 

       孫震講座得主圖書、諾貝爾經濟學獎等四展區同時推出經濟金句及徵文活動。 

    2. 107/12/5：19:00-20:30 

       在社科圖一樓大閱覽廳與經濟系合作舉辦「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之作者 James Robinson 

       專題演講活動，參加者計有 100多人，會後並有簽書活動，圓滿成功。 

    3. 107/12/3～108/1/2： 

       與臺大風險中心共同辦理「關於風險，我們想的不一樣」書展，展區於一樓現刊區及 

       大閱覽廳。業已於 12/5 上午舉行書展開幕活動，參加者十分熱烈。     

三、教育訓練： 

    12/17(一)下午 2:30-4:40 辦理「掌握學術研究熱點—VOSviewer 實作」工作坊，協助本

院教師及研究助理瞭解書目視覺化工具的應用。 

 

肆、各單位補充報告(略) 

 

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本院擬與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發夸美紐斯大學人文學院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現刻正送校核備中。 

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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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現刻正送校核備中。 

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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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於 107年 12月 25日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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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四、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生入學及修業辦法修正草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現刻正送教務處核備中。 

案五、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選任辦法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於 107年 12月 20日國發所公告實施。 

案六、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擬更名為「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於 107年 11月 20日第 3020次行政會議通過，並於 12月 1日由郭代校 

                長揭牌成立。 

案七、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拍攝管理暨收費要點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於 107年 12月 25日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擬提《國立臺灣大學中國大陸研究學程設置辦法》修正條文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照本院107年10月01日「中國大陸研究學程」第一次討論會議決議辦理，擬 

重新整頓及規劃本院中國大陸學程課程。修改重點為：設立學程委員會、增設

導論課程以及降低修習領域之門檻。 

二、本辦法業經本院107年12月19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將送 

教務會議討論。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中國大陸研究學程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 國家發展研究所 

案由：國發所擬修正《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國發所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二條。 

二、 本案業經國發所107年10月31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通過，又經107

年12月5日本院107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前全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 國家發展研究所 

  案由：國發所擬修正《專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修正案，擬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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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國發所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專任教師聘任評審    

作業要點》第三點及第四點。 

二、本案業經國發所 107年 10月 31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又

經 107年 12 月 5日本院 107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前全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 國家發展研究所 

  案由：國發所擬修正《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國發所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 

          點》第五點、第七點。 

二、本案業經國發所 107年 11月 28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通過，又

經 107年 12 月 5日本院 107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前全條文。 

  決議: 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 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 

  案由：亞比中心擬提「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金信論壇舉辦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每年將以金九基金會捐款孳息支持舉辦有關韓國或亞太地區相關研究議題之 

  論壇。由於年度經費有限，金信論壇界定為與韓國或亞洲相關的國際工作坊或研 

  討會， 以增進本院師生對韓國與亞洲之瞭解，並以能夠建立長期合作關係者為

佳， 

  此外不補助單一學者演講。金信論壇每年至少舉辦一場，可由亞比中心規劃或其 

  他單位提案。 

二、提案時程及審查流程為提案單位每年一月底或八月底前將論壇規劃、學者簡歷及 

          申請預算送至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彙整，後經本院學術研究發展工作小組會議 

          通過後，始得舉辦。 

三、本案業經本院學術研究發展工作小組 106學年度第 2次會議通過，及 107年 10 

月 3日本院 107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四、檢附「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金信論壇舉辦辦法」。 

  決議：修正通過。   

                                     

柒、臨時動議 

    一、學生代表提:社科院系所周圍的腳踏車停車區都沒有遮雨棚，導致部分學生停室外的 

        意願偏低，有些同學甚至停到報廢；或是有同學因長期淋雨讓自行車生鏽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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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致同學不願意停到室外，他們會停在室內。另因停在室外有被偷車的風險，據統計近

一年同學被偷車的數量約有 10 台。想藉此提案是否能跟社科院地下停車場洽談能劃一

專區給自行車停車，因為很多機車格都是空的，而且社科院地下室是跟 6個系所連通，

也方便學生上課。 

      決議：由於本院地下室停車場是由總務處事務組維運，非本院職權。但會向該組提出建 

            言及反應同學意見，請總務處參考。 

 

捌、散  會(13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