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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會議記錄 

時間：108年 6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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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國明  楊培珊  周桂田  谷玲玲  陳淳文  劉康慧 

      唐欣偉  郭銘峰  廖珮如  朱建達  崔炳和  蘇國賢  古允文  施世駿  葉國俊 

      張錦華  林照真  王宏文  郭乃菱  童敏惠  李怡穎  張桂蘭  楊禮禎  楊書明   

      吳榮梅  江雨柔  陳彥汝  陳軍豪  王祐華  陳德倫           

請假：李鳳玉  吳儀玲  張勝凱  蔡宜展  李宗穎  陳俊廷  曾嬿芬  鄭麗珍  謝博任 

      徐俊明 

列席：王欣元  葉玉珠  牟筱玲  謝怡茹  王詩曉  洪曉盈   

                                                                 記錄：王欣元 

                                                                                                                                

壹、院務事項 

一、恭喜本院社工系碩士班廖曼婷同學，獲得 2019 年教育部總統教育獎；另本院政治學系江

俊宜同學，獲 2019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最佳博士論文獎博士

生組佳作，指導教授為林子倫副教授。 

二、本院「學生實習週」業已於4月22日至26日舉行完畢，共計14場次，感謝各系所主管及同

仁協助本院辦理，期間有許多學生參加，活動圓滿成功。明年將會繼續辦理，但是時間可

能會提前至3月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 

三、本院學生利他獎業已於6月5日召開「社會科學院學生利他獎評審委員會」，討論本院學生

利他獎及社會奉獻特別獎，會中決議本院共有13位同學獲利他獎，同時推薦社工系楊小豌

同學參加本校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個人獎)；另推薦「社會工作學系學會社會服務部」角

逐本校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團體獎)。本院將於108學年第1次院務會議時公開頒獎表揚。 

四、本院地下餐廳的招標，業已於6月6日(四)開標，接下來將由校方總務處經營管理組召開評

審會議，確認得標廠商。擬於暑假期間裝修，希望在開學後就可以開始營業，提供本院師

生一個更好的用餐環境。 

五、本院業已於5月23日至24日完成五年一次教學研究評鑑，感謝評鑑委員對本院教學、研究、

服務及行政等面向給予多項建議。本院將於評鑑委員提出總結報告後30日內，提送評鑑委

員建議事項處理方式暨時程表給學校，並將文件上傳評鑑作業系統。本院將於7月底前召

開院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六、本院將於108學年度第1學期由社會學系開授跨域專長「社會設計」課程，請本院學生踴躍

參加修習；另外國發所擬自108學年度第2學期開授跨域專長「永續治理與科技前瞻」課程，

將於本次會議討論。 

七、為鼓勵大學校院透過適當環境與機制之營造、鼓勵研教合一之跨域師資、推動共享之教師

成長社群等方式，教育部辦理補助人文社會及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徵件，業已於5月31

日截止，本院計有林明仁老師團隊提出「網路資通科技變遷下的媒體知能、民主素養與公

民意識：從資訊跨域人才培育到實踐」計畫（已獲得第0期補助），以及周桂田老師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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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永續治理與科技前瞻」計畫申請。 

八、為表彰捐款人對興建社科院新大樓的支持，並為將來募款準備，本院擬於新大樓一樓以 

裝置藝術方式設置捐款牆，目前已請喆方室內裝修設公司提案；另外日前政治系彭錦鵬副

教授也有請設計師提案，請大家參考。 

 

貳、國際交流 

一、 國際優秀碩、博學位生獎助學金： 

   自 109學年度起，每人獎助金額為： 

   1.助學金：免學雜費+6,000/月 

   2.優秀碩、博士班： 

    (1)免學雜費。 

    (2)每年各院 1名新生 30,000/月；全校 20名新生，依比例分配（e.g. 國際生人數/比例、 

       英語課程數/比例、國際學位生招生人數/比例）20,000/月。 

   3.全校總額： 

     助學金：國際學位生學費 23.5%+1,000萬（130+70名）。 

   4.發放： 

    (1)新生：由各學院審查核定後，與錄取結果同時放榜（約次年一月）。 

    (2)舊生/續領生：由各學院審查核定。 

二、暑期國際交流活動： 

    本院社會學系與首爾大學社會系、京都大學社會系舉辦的「東亞青年論壇」（East Asian 

Junior）今年訂於 8/19-8/23於京都舉行。 

三、 校級重點姊妹校合作經費: 

    本校重點姊妹校為:日本東京大學、日本京都大學、日本筑波大學、中國大陸北京大學、

德國漢堡大學、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申請時間至 108年 5月 31 日截止，本院各系

所教師共有 9案申請。 

     

参、社科圖書館報告 

一、提醒留意「掠奪性期刊及研討會」： 

    1.由 COPE （The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出版道德委員會）、 DOAJ （The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公開取用期刊指南）、 OASPA （The 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 Association，開放取用學術出版者協會） 等發起成立的網站， 

      提醒與呼籲學者，必須審慎辨識投稿對象。 

    2.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提供《注意掠奪性期刊》線上課程與相關文宣。 

    3. 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shorturl.at/bDGKZ）提供多篇有關相關文章，包括： 

       「掠奪型期刊風暴來襲，相關研究與報導一次看」、「掠奪型期刊實際案例破解-2」、 

       「掠奪型期刊期刊實際案例破解-3-圖書篇」、「掠奪型期刊實際案例破解-4-研討會 

        篇」、「掠奪型期刊實際案例破解-5-EI篇」…等。 

二、畢業書籤手作 DIY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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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28-6/1，推出為期五天的「畢業贈言快閃活動」。 

    2. 每日推出一則祝福，由學生親自操作鉛字圓盤印刷機，銘印出師長的祝福，謝謝院長 

       及各系系主任提供畢業祝福贈言。     

三、港大學生實習： 

    今年有４名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學生申請至臺大圖書館實習，實習時間為 6/3-7/19，時數

至少為 160 小時。其中一名將至社科圖實習，安排每週一至週四到館實習，週五為校外

參訪，另外將於 7/11 安排心得分享知識饗宴茶會。 

 

肆、各單位補充報告(略) 

 

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本院教師教師教授全英語課程授課時數減免要點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8 年 5月 28日校行政會議通過。 

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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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 108年 6月 14日校教務會議討論。 

案三、新聞研究所擬調整「新聞與數位創作」跨域課程，增列核心選修課程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 108年 6月 14日校教務會議討論。 

案四、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 108年 6月 14日校教務會議討論。 

案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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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案。 

      決議：緩議。  

      執行情形：擬於下學期院評鑑會議討論。 

案六、行資中心擬借用本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 1名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通過 108年 5月 31日本院第 189次院教評會通過。 

案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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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通知法律學院自 108年 8月 1日起實施。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 

案由：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亞比中心)擬借用本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1名，借 

      用期間自院務會議通過之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提請  討論。 

說明： 



- 4 - 
 

    一、亞比中心成立後，與社科院共同開展對於亞洲區域比較研究之耕耘，近年來有 

        長足發展，與日韓主要學校都有具體研究及教學合作的規劃。由於該中心目前 

        僅有 1名主任及 1名專任助理，研究專職人員有所不足，為了持續維持與東亞 

        其他國家一線學校之合作，增進本院師生國際交流之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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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7日本院學術研究工作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及 5月 8日本院 

        員額小組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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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國發所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聘任專任教師2名，其中1名之借用期間自院務 

      會議通過之日起至111年1月31日止；另預借本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109年8

月 

      1日歸還本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1名，借用期間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

止，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因國發所目前僅有0.5個空缺可用，無法用以新聘專任教師，嚴重影響該所開授 

        課程及指導研究生的教師負擔，擬向本院借缺2名，用以聘任2位專任教師以充實 

        該所師資。 

    二、本案業經108年5月7日本院學術研究工作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及5月8日本院 

        員額小組會議決議:「原則同意國發所分別自108年8月1日及109年8月1日起至111 

        年1月31日止借缺2名，期間出缺收回及續借程序依相關規定辦理。」 

決議：按員額小組會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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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國發所擬自108學年度第2學期開授跨域專長課程「永續治理與科技前瞻」，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國發所跨域專長課程「永續治理與科技前瞻」，旨在訓練學生分析與評估前瞻治 

        理及政策的能力，以培育能夠擘劃臺灣未來國家永續轉型的跨域人才。課程設計 

        以本校各院社會科學相關基礎課程為開始，培養學生熟悉社會科學理論與分析視 

        角，再結合本校各院探討科技與社會的相關基礎課程，建立學生對新興科技跨域 

        治理與轉型的進階認識。 

        二、本案業經 108 年 4月 8日社會科學院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 

            審議修正通過。 

    三、檢附國發所「永續治理與科技前瞻」計劃書及「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跨域專長施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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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組織及議事規則」第五、十一及十三條，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現行學校辦法及投票方式，擬修正本院院務會議組織及議事規則第五、十 

        一及十三條規定，提請  討論。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第五條擬修正為:「教師代表之選舉及被選舉資格如左： 

          (一)當學年在本校支薪之本院專任教師，具選舉及被選舉資格。 

          (二)當學年出國進修半年以上、休假研究、已申請退休尚未核准者，不具選舉及 

              被選舉資格。 

          (三)當然代表仍具選舉資格。 

      三、第十三條修正為:「院務會議由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院長因故不能出席時，得 

          由其指定出席委員一人或由出席委員互相公推一人擔任主席。 

 

  提案五                                             提案單位:辜振甫紀念圖書館 

  案由：擬調整「社科圖團體導覽申請相關規定」，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社科圖自 2014 年 9月 15日正式啟用至今將滿五年，考量已逾新館落成宣傳巔峰 

          期、團體導覽統計數據、現有導覽人力與經驗，並調查世界前五大學術圖書館服 

          務，擬修訂團體導覽申請相關規定。 

      二、為維護師生閱覽環境之寧靜，引導介紹範圍僅以辜圖一樓為原則，且不接受商業 

          旅行社之申請。 

      三、檢附「社科圖團體導覽申請相關規定」修正。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重申關於參觀本院大樓規定如下: 

          (一) 上班、上課期間(星期一~五):本院大樓 2樓以上禁止上樓參觀，除非 

               經圖書館導覽核准，並有專人陪伴上樓。 

          (二) 非上班、上課期間(星期六日、例假日): 本院大樓 2樓以上非經事前與院 

               辦申請核准者，不得上樓參觀。 

                                     

柒、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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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散  會(13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