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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4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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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玲玲  陳淳文  李鳳玉  唐欣偉   

      郭銘峰  廖珮如  蔡宜展  李宗穎  朱建達  陳俊廷  崔炳和  蘇國賢  古允文   

      施世駿  張錦華  林照真  王宏文  童敏惠  張桂蘭  楊書明  吳榮梅  林語萱 

      江雨柔  陳軍豪  王祐華  陳德倫  徐俊明         

請假：劉康慧  吳儀玲  張勝凱  曾嬿芬  鄭麗珍  葉國俊  郭乃菱  李怡穎  楊禮禎 

      謝博任  陳彥汝  

列席：王欣元  葉玉珠  牟筱玲  謝怡茹  王詩曉  洪曉盈  呂宗錡 

                                                                 記錄：王欣元 

                                                                                                                                

壹、院務事項 

一、恭喜本院社會學系藍佩嘉教授及經濟系王道一教授，榮獲 107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二、政治學系《政治科學論叢》已於2019年2月接獲EBSCO資料庫的收錄通知，目前正進行合作

協議的討論與簽署。EBSCO資料庫約有60多個子庫，兼具綜合、社會科學、商管、人文藝

術等多元領域的大型資料庫平臺。同時該期刊亦榮獲得國家圖書館107年「知識傳播獎」，

該獎項是計算期刊近30年來被期刊、學位論文、專書、專書論文等四種類型文獻引用之總

數，主要聚焦在長期、廣泛的傳播貢獻。 

三、社工學系「台大社會工作學刊」榮獲國家圖書館108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知識

影響力獎」，是臺灣出版之中文期刊(社會學門)「107 年之 5 年影響係數」最高之一。 

四、3月18日在本院東側一樓大廳，舉行《科學家與記者的第一支舞》──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年度成果展，由新興科技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 以下簡稱SMC）主辦，本院

新聞所與風險中心共同合辦。本校陳銘憲副校長、本院王泓仁院長、新聞所谷玲玲所長、

SMC計畫總主持人周桂田主任，代表出席開幕式。本次展覽另一重頭戲是與新聞所合作的

VR新聞專題《海造的風機》，參加體驗的人透過虛擬實境，實際進到離岸風機設置的環境

中，感受對於不同族群可能受到的影響。本展將展至4月14日，歡迎本院師生一同看展！ 

五、本院預計於4月22日至26日這週舉行「學生實習週」，本次活動除了彙整各系所原來已有的

實習相關活動，也包含職涯探索、實習分享、企業說明、履歷撰寫…等等。請各系所及學

生會協助宣傳，並鼓勵所屬學生踴躍參加。 

六、本院將於5月23日至24日接受評鑑，請各系所主管及中心主任將這二天預留下來，配合評

鑑委員活動；另外國發所也將於5月29日至30日接受評鑑。 

七、在108年高教深耕計畫方面:3月28日教務處召開「審議各學院教學創新推動計畫」，本院

從數年前就開始注重教學創新，目前的成果包括跨域專長、共同授課（統計、研究方法）、

國際化課程（國際大師微課程，eSchool, Global Mobility）等等，受到很多好評。目前

本院在教學創新推動部分向教務處提出700萬元經費需求 (較去年增加11%)、國際交流部

分向國際事務處提180萬經費需求，惟實際可使用經費待校方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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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校「臺灣大學第23次跨領域交流會」由醫學院主辦，將於108年4月23日(二) 17:30~20:30

於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臺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舉行，請各系所老師踴躍

參加。 

 

貳、國際交流 

一、 108學年出國交換： 

    2019/2020(108 學年)本院將薦送院級出國交換生 42 名，加上利用校級合約出國交換者 71 

    名，本院 108 學年出國交換總人數共 113 名，與上學年人數持平，目前皆進行姊妹校申 

    請程序中。出國地區百分比依序為：歐洲 47%、日本 17%、中國 14%、星港 11%、美加 

    7%、其他 4%。 

二、韓國臨時政府成立 100 週年活動： 

    本院與駐台北韓國代表部在 4月11日以「從金九先生的獨立運動到當代韓台的友好交流」

為題，合作舉辦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 100 週年之紀念論壇。活動由一場專題演講、兩

場專題討論會組成，內容包含韓國獨立建國始末、及當代臺灣與韓國之間的社會與文化

交流。活動圓滿成功。 

三、校方設定之 108年國際化目標 

    根據本校 108 年 2 月 22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會議決議，108 年

本校國際化五大努力方向為：「提高學術研究能量國際能見度」、「教學品質優化並與

國際名校合作」、「國際學術組織研究型 HUB 建立」、「提升國際排名」、「成立海內

外著名高中聯盟」，本院已依該五大目標提交計畫書給國際處。 

 

参、社科圖書館報告 

一、三校一卡通用：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師生，每人可

借圖書增加至 10 冊，借期為 30 天。可續借 1次或以最長借期 60天。 

二、近期書展與演講活動： 

    1. 規劃辦理「致我們終將發光的未來」畢業季活動，自 3-6月陸續推出系列演講及書展 

       活動。 

    2. 書展活動 4/22-6/10： 

       配合本院學生實習週活動，畢業季特企之書展將於 4/22開展。展出各行各業職人人生 

       經驗、職涯規劃、求職需知、海外留學與工作、英文 CV與履歷撰寫、職場禮儀、人際 

       溝通等。歡迎師長推薦書單，以豐富書展內容     

三、進行期刊使用調查： 

    3/1-5/31 進行期刊使用調查，了解紙本期刊之現刊及裝訂期的利用狀況，提供日後各系

所期刊續訂依據，作為未來館內空間改造及調整之參考。 

 

肆、各單位補充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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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大陸研究學程設置辦法》修正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8年 3月 22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案二、國發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8年 1月 22日本校第 3028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三、國發所《專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8年 1月 22日本校第 3028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四、國發所擬修正《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8年 1月 22日本校第 3028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五、亞比中心提「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金信論壇舉辦辦法」案。 

      決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於本院網頁公告。 

案六、學生代表提自行車停本院地下室「辛亥停車場」案。 

      決議：由於本院地下室停車場是由總務處事務組交通股維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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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總務處事務組交通股回應，因地下室機車坡道不適合自行車使用，且凡是進 

                入停車場車輛一律要收費，業已將學校立場告知學生會。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教師教授全英語課程授課時數減免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提升學生英語能力，鼓勵教師開授全英語課程，在不影響各系所必修課程及 

        核心課程之開設之前提下，本院擬針對開授英語授課之教師提出兩項誘因（二 

        擇一）：經費補助、減免授課時數。 

    二、本案業經 108年 03月 25日社會科學院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教授全英語課程授課時數減免要點」草案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學系 

案由：社會學系擬自108學年度第1學期開授跨域專長課程「社會設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社會學系「社會設計」跨域專長課程以社科院各系有關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以及 



- 4 - 
 

        社會導論等基礎訓練作為基礎，並結合創新設計學院之設計基礎訓練，建立學生 

        兼顧系統性社會洞察與設計介入的能力。 

        二、本案業經 108年 03月 25日社會科學院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 

    三、檢附社會系「社會設計」跨域專長計劃書及「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跨域專長實施 

        要點」。 

決議：修正通過，請將統整課程由 Level 2 調整至 Level 3，以利同學修習。 

   

  提案三                                                        提案單位:新聞所 

  案由：新聞研究所擬調整「新聞與數位創作」跨域課程，增列核心選修課程，由 5門增為 

        9門，擬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前經 106年 04月 28日社會科學院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審 

        議通過。本次修訂重點為，增列核心選修課程，由 5門增為 9門。 

      二、本案業經 108年 03月 05日社會科學院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學術研究發 

          展工作小組審議通過。 

      三、檢附「新聞與數位創作」跨域專長課程增列核心選修課程。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擬修改「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強化本院課程委員會功能及減輕系所推選老師負擔，擬修改本院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第二條，本案業經 108年 3月 6日本院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 

        政會議通過。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及原條文。 

  決議: 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 院辦公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 17條第 3項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辦法業經 107年 12月 25日本院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評鑑委員會會議通 

            過，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將送教務會議核備。 

        二、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 17條第 3項修正條文對照表 

            及原條文如附件五。 

  決議：因委員對修正條文有異議，本案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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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六                                                   提案單位: 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行為與資料科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行資中心)擬借用本院教師統籌運用員 

        額 1名，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目前本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尚有 3個員額空缺，行資中心擬借用 1名。借用理由 

          敘明如下:資料科學是 21世紀最熱門的學科與職業之一，行資中心成立的宗旨， 

          不僅是協助本院訓練學生熟悉資料科學中常用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推廣更多以實 

          證為主的社會科學研究。為協助中心行政運作、增強中心研究能量與計量經濟

學、 

          資料科學與程式設計教學師資，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聘任 1年 1聘之專 

          案計畫助理研究員 1名，為期 2年。 

     二、本案業經 108年 4月 10日社會科學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 院學生會 

  案由：本院二樓 207室法律學院學生會辦公室門禁及使用成員限制，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法律學院學生會辦公室（於本院 207室）近日並沒有發生任何危及安全的事情， 

          若要處理安全問題，也可以加裝緊急鈴，有許多方式可達到。若僅對法學院學生 

          會辦公室較為嚴格限制，似乎不太合理。 

      二、這學期已經是 107-2學期，108-1學期又會有新的幹部，屆時門禁要重新設定， 

          十分麻煩，且有關法律學院辦公室的學生空間，應該邀請該院學生會會長討論。 

      三、就門禁加強上，如要每學期或每學年設定門禁，不見得控管得宜。如果能按照現 

          況，固定跟著畢業年份退出，也比較有助於安全控管。 

      四、另有關該辦公室安全控管，目前已有管理規範，也有大家的登記步驟流程規定， 

          法律學院學生會會再張貼告示，確保使用狀況無虞。 

  決議:  

      一、本院目前借給法律學院計有:8樓 4間教師研究室、2樓法律學院院學生會辦公室 

          (207)1間。另外 108教師聯誼室及 105學生聯誼室均與法律學院師生共用。 

      二、目前 207法律學院院學生會辦公室依現行辦法實施至 108年 7月 31日止。 

      三、按本院行政會議通過之準則，自 108年 8月 1日起 207法律學院學生會辦公室允 

          許 50名幹部憑刷卡進入，每日使用期間為上午 7時至夜間 12時止。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  會(下午 14時 0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