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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11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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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國明  楊培珊  施世駿  陳淳文  陳世民  唐欣偉  陳虹如 

      蔡崇聖  蔡宜展  李宗穎  崔炳和  王建強  陳  儀  蘇國賢  古允文  葉國俊 

      周嘉辰  林麗雲  劉好迪  王宏文  陳微麗  鄧雅璠  張桂蘭  陳映曄  黃光裕 

      王培祺  章  璟  劉丞喆  柯亮宇  謝緗亭  張毓哲  蘇彥誠  張祐誠 

請假：藍佩嘉  林明仁  谷玲玲  黃旻華  李鳳玉  劉康慧  朱建達  曾嬿芬  劉淑瓊 

      郭乃菱  童敏惠  吳孟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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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共有八位新老師加入社科院的大家庭，這八位老師是： 

經濟系何泰寬教授、謝志昇副教授、陳儀助理教授、高恩琵助理教授、梁卓誠助理教授、

班哲明助理教授、郭漢豪助理教授及社會系劉仲恩副教授。 

二、恭賀本院社會工作學系劉淑瓊副教授獲得衛生福利部第六屆紫絲帶獎。 

三、恭喜本院社會工作學系學會社會服務部獲得本校 108年度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 

四、恭喜本院政治系國關組林欣誼、經濟系史秉奇、黃萱、社工系吳思畇、黃凱玟、經濟系黃

琳恩等 6位同學，獲得本校 108學年度傅鐘獎學金 

五、本院一樓西側捐款牆已設計完成，預計將於 11/15(五)本校創校 91 年校慶當日辦理揭幕

儀式，屆時將邀請歷年捐款人、本校長官及本院教職員工生一同觀禮。 

六、美國國家人文中心自 2016 年起，每年皆提供本校人文及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的教授赴該中

心進行研究的獎助機會。該中心的主席 Robert Newman 將於 11/4(一)來訪本校，向有興

趣申請該獎助計畫的教師進行計畫的介紹及說明。說明會將於 11/4(一)下午 1 時~2 時，

在本校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室舉行，敬請對此獎助計畫有興趣的教師踴躍參與。 

七、這學期開始本院設有心輔室，地點在本院大樓 504室，服務內容及時間請參閱。 

八、本院將學校及科技部各項研究計畫申請時程，整理成一覽表並放置於本院網頁上，本院教

師可上網查閱。 

九、為讓各位學生可以了解各項修讀制度，並提早規畫學習生涯，本院於 9 月 11 日中午舉行

社科院跨域專長說明會。當日活動的簡報檔置放於網頁，歡迎因有課而未能參加之同學點

選參考。 

十、社科院院級出國交換說明會於 9 月 27 日舉行，黃旻華國際事務執行長勉勵各位同學透過

海外交換計畫，培養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習面對文化差異、建立國際觀等經驗。說明

會也邀請院級交換生回來與同學們分享交換經驗。109 學年度院級交換生申請將於 11 月

13日開始，欲申請的同學請於社科院院網查看更多資訊。 

十一、 教務處及國際事務處來函提醒，經查本校教務處主政之高教深耕計畫（會計代碼：L3、

L6）與國際處主政之高教深耕計畫（會計代碼：L2）整體經費執行率偏低，敬請獲補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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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務必於 108年 10月底前將整體經費執行率至少達成至 50%，且於 108年 12月底前

執行率應達 90%。 

 

貳、國際交流 

一、校方新成立的「希望出航獎學金」，將於 109 學年出國交換的同學，將有機會獲得，惟限

透過校級合約出國同學申請。 

二、109學年交換學生計畫申請收件將於本（108）年 11/13~11/19日進行，院級和校級同步。

全部評分及放榜作業流程結束時間為 109年 1/21。 

三、國際學位生 108-2 暨 109-1 入學申請，於本(108)年 8/1~11/29 日收件，系所審查期間為

12/2~12/13，學院審查獎學金申請期間 12/16~12/20，錄取名單公告為 12/26。請各系所

務必嚴守作業時程。 

四、本校目前提供給外籍學位生的獎學金共有三類：「國際學位生助學金」、「國際優秀碩士獎

學金」、以及「國際優秀博士班獎學金」。在 108 年 9 月 23 日舉行的校級國際事務推動委

員會上，已通過「國際學位生助學金」修正辦法，並將由新訂的「國際優秀研究生獎學金」

取代原「國際優秀碩士獎學金」及「國際優秀博士班獎學金」。 上述「國際學位生助學金」

及「國際優秀研究生獎學金」，除獎助金額調整，亦制定續領資格條件。109 學年入學的

國際學位生新生將需要通過續領資格審查（主要為前一學年度的成績表現），才能續領獎

學金。兩個辦法待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將再寄發給各系。 

     

参、社科圖書館報告 

一、越南語學習角落： 

(一)由國際處、社科院、社工系及圖書館支援與辦理之《越南語學習角落》於 10 月 1 日

啟動，至 12/24 止。 

(二)由社工系規劃 12 週／次教學活動，內容包括：越南語言學習、文化和物產介紹、旅

遊、美食、東南亞書店參訪等。 

(三)另於社科圖 2F 設「遇見越南」主題展區，展出相關教材及圖書等資料。 

二、資料庫講習活動： 

(一)EndNote X9~文獻管理與引用神器：108年 10月 23日(週三) 12:20-14:00 

(二)AREMOS 經濟統計資料庫系統：108年 11月 13日(週三) 12:20-13:20 

三、為協助研究生在閱讀英文學術論文、聽學術演講、用英語做簡報，以及撰寫英文學術論文

時，常遭受之問題和困擾，邀請外文系退休教授辦理多元活動： 

(一)菇圖英語樹屋：一對一諮詢服務，週三下午 2:00-5:00 辜圖 2F 簡報室 

(二)專題演講 

1.閱讀英文學術論文的技巧 108/10/2 (三) 12:20-13:40 

2.如何用英語做簡報 108/12/4(三) )12:20-13:40 

四、專題座談活動：將與華爾街日報 Wall Street Journal 舉辦編輯座談交流活動，時間暫

訂於 12/13(五) 13:00-15:00 於社科院 108 教師聯誼室舉行；主題暫訂為「探討最新發

展 的 中 港 關 係 」 為 貼 近 本 院 師 生 有 興 趣 之 議 題 ， 歡 迎 老 師 至 線 上 表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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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NapOX5 提供意見，也歡迎老師帶領修課同學一起參與，並擔任座談

主持人。 

五、學科服務：為瞭解本院師生的需求並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特設置學科館員擔任圖書館與

各系所師生間溝通聯繫的窗口。提供下列服務： 

(一)系所聯繫及圖書館新服務之傳達 

(二)配合師生需求提供客製化的圖書館利用指導講習課程 

(三)教師約課及協助課堂教學 

(四)個人化深度諮詢服務 

(五)協助系所充實圖書、期刊、電子資源等各類型學科主題資源館藏 

 

肆、各單位補充報告(無) 

 

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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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聘任徐婕助理研究員。 

案二、國發所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聘任專任教師 2名案。 

決議：按員額小組會議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聘任程序辦理中。 

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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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提下次教務會議討論。 

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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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及十三條案。 

      決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已經 108 年 10月 19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案五、擬調整「社科圖團體導覽申請相關規定」案。 

      決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社科圖已實施新規定。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政治學系 

案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第5條第2項、第3項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 1080702 校人字第 1080053661 號書函辦理：明定教學、服務及格標準或相關審

查機制 

二、 本案業經 108年 9 月 17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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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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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點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國發所 108 年 9月 25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及 108年 10月 2

日院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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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本院國家發展研究所擬與香港嶺南大學研究生院簽訂學術合作 MOU 及交換學生計畫協

議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嶺南大學是香港的博雅大學，在本地高等院校中歷史最悠久。嶺大的歷史可追溯至 1888

年其前身「格致書院」在廣州創校開始，其後於 1967 年以嶺南書院之名在香港復校。

2015 年，嶺大被《福布斯》評為「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之一。並於 2018 年 QS 亞

洲大學排名中總排名 100。 

二、該校於今年 6月創立研究生院，莫家豪院長並於今年 9月 5日來訪，表示希望與本所簽

訂學術合作 MOU 及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鑒於該校研究生院設有政策研究博士、國際

高等教育與管理文學碩士、健康及社會服務管理社會科學碩士、組織心理學與教育管理

社會科學碩士、中文文學碩士、翻譯研究文學碩士及文化研究碩士，對於強化本所相關

研究暨交換生學術交流應多所助益。 

三、檢附合約提案中文說明、學術合作 MOU 草案及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各一份。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院 

案由：本院擬與湖南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為進行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擬與湖南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使雙方合作與人員互訪具備合約基礎。為對等需要，由本院擔

任我方立約人。 

二、檢附合約提案中文說明、學術合作交流協議草案繁、簡體各一份。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院 

案由：本院擬與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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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院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為進行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擬與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

學院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使雙方合作與人員互訪具備合約基礎。為對等需要，由本

院擔任我方立約人。 

二、檢附合約提案中文說明、學術合作交流協議草案繁、簡體各一份。 

決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院 

案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17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條原第三項規定主要係規範受評教師「陳述意見」之「程序規定」；而「受評教師是

否通過評鑑」係屬「實體規定」，現行規定將兩者結合，形同將「通知受評人到場說明

（程序規定）」列為「評鑑不通過（實體決定）」之構成要件，與體例不合。 

二、按「程序規定」與「實體規定」應分開規定及依「先程序後實體」之原則，將原第三項

移列為第一項並做內容修正。 

三、業經108年10月21日社會科學院教師評鑑委員會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院院學生會 

案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習開放空間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讓學生個人能夠有更長的學習和討論時間，也讓借用學開辦理活動的學生團體不因有

時間限制而被打斷，更使之有足夠的時間清理和回復場地，故延長學開使用時間。 

二、對於有不當行為之使用者，制定賠償或禁止使用等處置方法。 

決議：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案由：經濟學系擬更新「資料科學與社會分析跨域專長」計畫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經濟學系主辦本院「資料科學與社會分析跨域專長」（以下稱「本跨域專長」）申請 

        業務。由於舊的計畫書中所認列的課程，已無法涵蓋該跨域專長相關的課程，因此經 

        濟學系擬更新計畫書，在課程說明中增列相關說明，以利教務處就本系網頁提供之課 

        表，進行複審。 

  二、更新的重點如下： 

(一) 本校各系開設課程增列Level3適用課表，最新課表將公告於本跨域專長網頁：

http://www.econ.ntu.edu.tw/zh_tw/DSSI/DSSI_Course 

(二) Level 3適用課表。 

三、 此案經108年10月4日經濟學系課程委員會臨時通訊會議及10月28日院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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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一、通過，送教務處審議。 

      二、跨域專長應修之課程調整，經詢問教務處後，表示每學期仍要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方能更動。 

 

提案九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案由：檢具經濟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108年7月2日校人字第1080053661號書函，請各學院(中心)、系(科、所、學位 

        學程、室、中心)檢討教師升等規定，應明定教學、服務及格標準或相關審查機制。 

    二、為配合上開校方規定，爰擬修訂經濟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有關服務部分， 

        擬修正本要點第三條第(三)款之條文內容；教學部分，擬修正本要點第七條增列第三 

        項條文內容；另配合目前之科技部經濟學門SSCI國際期刊分等表，擬修正本要點第四 

        條第二項第(一)款之條文內容。 

    三、上述修正案業經經濟學系108年10月31日108學年第1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  會(13時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