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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12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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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世駿  谷玲玲  陳淳文  黃旻華   

      陳世民  李鳳玉  唐欣偉  陳虹如  蔡崇聖  蔡宜展  李宗穎  朱建達  崔炳和   

      王建強  陳  儀  曾嬿芬  蘇國賢  古允文  劉淑瓊  葉國俊  周嘉辰  劉好迪  

      王宏文  童敏惠  鄧雅璠  黃光裕  王培祺  章  璟  劉丞喆  柯亮宇  高  綿 

      張毓哲  那  滈  張祐誠 

請假：藍佩嘉  劉康慧  林麗雲  郭乃菱  張桂蘭  吳孟珊  謝緗亭  蘇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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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社會系何明修教授《挑戰北京的天命：臺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及特聘

教授藍佩嘉老師《撫養全球家庭：教養、移民、階級在台灣與美國》二本英文專書，榮獲

中研院第八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二、本院學生得獎訊息： 

1. 經濟學系博士班曾中信同學獲台灣經濟學會 2019博士論文實證組佳作獎；碩士班劉

育辰、范振煦、葉家易、宋瑀瑄、楊樂思、吳柏萱、鄭伃君等 7位同學獲台灣經濟學

會 2019碩士論文佳作獎。 

2. 社會學系碩士班鄭珮宸同學所撰論文「做媽媽、做公民─雙北遊戲場改革的媽媽民主」

獲得台灣社會學學會頒發「碩士論文獎」和「田野工作獎」雙料獎項。 

三、本院一樓西側捐款牆揭幕儀式，業已於 11月 15日本校創校 91年校慶當日舉行，會中邀

請孫震前校長、陳正倉老師、彭錦鵬老師，帶我們回顧了遷院的歷程，院學生會會長也帶

領幾位同學說話及獻唱，表達學生的感謝。院長也做了台大社科院現況簡報，並公開「社

科院教學研究發展基金」、「社科院拋光基金」兩大募款方向與目標金額，當場就有學長表

示捐款意願；當天同時邀請捐款校友侯貞雄董事長、邱正雄董事長、吳中書董事長、馬銘

嬭董事長及劉伶君理事長等進行揭幕，活動順利圓滿結束。  

四、本校 108學年度全校運動會業已於 11月 23日、24日圓滿結束，23日上午運動會開幕本

院各系所教職員工生均踴躍參加，本院兩支隊伍參加 1200公尺大隊混合接力，獲得全校

第 3名、第 5名，本院同時榮獲全校運動大會總錦標第 6名，謝謝大家的參與。 

五、科技部 109年度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申請人須於 108年 12月 31

日(星期二)前完成科技部線上申請作業，並由各系(所)於線上確認後造冊送各學院彙整，

請各學院將彙整名冊於 109年 1月 2日（星期四）下午 5時前送達研究發展處計畫服務組，

俾利校方依規定如期彙整造冊函送，逾期恕不再接受任何變更及送件。。 

六、科技部 109年度「學術攻頂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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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申請者敬請於 109年 1月 17日(星期五)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於 109年 1月 20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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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中午12時前填妥「專案申請科技部補助專題計畫經費申請書」送達研究計畫服務組，

以利校方如期彙整造冊函送該部。 

七、有關 109年度教務處教學創新推動計畫及國際處推動學術國際化計畫業已按學校規定繳

交報告，並業已於 108 年 12月 20日(五)去教務處審查會議報告，108 年度各項經費仍請

各系所及各中心協助，盡速將相關經費於年底前核銷完畢。 

八、本院將於今日 12月 27 日(五)下午 6時於第二活動中心曉鹿鳴樓餐廳，舉辦本院 108年度

忘年會及摸彩，請各系所報名同仁準時出席。原社會系主辦 Happy hour，擬延後至 1月

份辦理。 

 

貳、國際交流 

一、本院於12月9~10日出訪東京大學-臺灣大學論壇，本院在社會/社工學門代表有:藍佩嘉、

吳嘉苓、王麗容三位教授，政經學門有:王泓仁院長、黃旻華教授，另有二位碩博班同學

參加；東大方社會/社工學門代表有:井口高志、米野美智二位教授，政經學門有:高原明

生、星岳雄二位教授，論壇發表圓滿成功。 

二、韓國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 Korea)社科院院長率團一行 10人，於 12月 20日來

本院參訪，並於本院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會議室舉行小型研討交流，計有9場論文發表，

活動圓滿結束，謝謝各系所主管及參與的老師們協助。 

三、教育部應香港情勢於 12月 6日發函各大學，開放各校針對在香港就讀的港澳生及外國學

生試辦入學及轉學試辦計畫。經評估後，本校預計辦理其中三項招生：學士班秋季班新生

入學（再招生）、學士班春季轉學、學士班秋季轉學。本次專案試辦計畫規定 12月 9日已

通過校招生委員會通訊會議並送教育部核備。由於本次專案試辦計畫時程較為急迫，部分

報名審查細節仍在協調規劃中，以下是三項招生目前規劃的時程簡要說明： 

a. 春季班轉學：由於教育部希望分兩梯次，第一梯次在 1月 6日（香港各大學開學前）

放榜，第二梯次最晚在 2/28放榜，故預計會分兩梯次招生，第一梯次預計 12月 10日開

始報名，主要針對目前已在校內專案訪問的港生，報名至 12月 16日（移民署第一梯次收

件截止日）止，第二梯次由 12月 17日開始報名至 12月 31日。考量移民署資格審查                                                                                                                                                                                                                                  

時間，第二梯次可能在開學後一週才能來臺註冊。 

b. 秋季班新生入學再招生：預計 12/16開始申請至 1/6，並於 2/28 之前放榜。 

c. 秋季班轉學：預計 12/16開始申請至 2/28，並於 4-5月放榜。 

     

参、社科圖書館報告 

一、完成閱覽廳書架標示改善計畫:為提升讀者找書及工作人員上架之效率，進行書架標示 

    改善計畫。 

1. 新增索書號指示箱 

2. 重新設計指示箱標示呈現內容 

3. 書架間安插類號書擋 

二、豐富的電子書館藏，請多加利用：臺大圖書館電子書館藏已超過 320 萬冊。 

1. 參與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TAEDC)，計有 80多個會員，每年向教育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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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購置約 1 萬冊電子書。 

2. 自 12/5起辦理 2020 年電子書產品試用，共有 12 家廠商提供中日英文 22種產品，

可試用二個多月，歡迎多加利用。 

3. 電子書產品試用網址：

http://www.lib.ntu.edu.tw/doc/CA/TAEBDC/2020/trial2020.html 

三、NTU Scholars部分： 

    查核社科院教師個人學術研究成果資料並匯入系統，新增 1,035筆及修改刪除 262筆。 

    查核社科院教師 Scopus ID 資料，計 29筆，並新增 82 筆著作資料。修改升等教師經 

    歷計 12 人。 

四、越南語學習角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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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由社工系規劃 12 週／次教學活動，12月份活動包括: 

        12/10 帶領學員拜會語言教學中心、國際處; 12/17 參訪中和「燦爛時光:東南亞書 

        店」; 12/24 聖誕 PAR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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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各單位補充報告(略) 

 

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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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8 年 12月 10日第 3057次校行政會議報告通過。 

案二、國家發展研究所專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第 3點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8 年 11月 12日第 3055次校行政會議報告通過。 

案三、國家發展研究所擬與香港嶺南大學研究生院簽訂 MOU及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國際處審核完成，送對方學校簽署中。 

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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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國際處審核完成，送對方學校簽署中。 

案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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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國際處審核完成，送對方學校簽署中。 

案六、本院教師評鑑辦法第 17條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8 年 11月 26日第 3056次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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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七、本院學習開放空間管理辦法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自 11月 1日起施行。 

案八、經濟學系擬更新「資料科學與社會分析跨域專長」計畫書案。 

      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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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業已送教務處審議中。 

案九、經濟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條文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8 年 11月 26日第 3056次校行政會議報告通過。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院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推選委員遴選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本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第七點規定略以：「（第一項）本院特聘教授評

審委員會由特聘教授四人及本院院長組成之，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第二項）特

聘教授四人中，二人由校長指定，餘由院務會議遴選本院或他院具特聘教授資格者擔任。

委員任期三年，連選得連任。（第三項）特聘教授於應再審議之年度，不得列為特聘教

授評審委員會之候選人。」。 

二、 按本院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 106年度推選委員經濟系劉錦添教授及李怡庭教授，渠等任

期至明（109）年 1 月 31日屆滿，爰應即辦理下屆委員選任。又為避免遴選出之委員不

克擔任及任期中出缺，建議增列候補委員 3名。 

三、 有關本院特聘教授委員會推選委員候選人範圍擬援往例自本院、文、法律、管理學院之

特聘教授中遴選，檢附人事室提供上開 4學院目前在職且領有特聘教授加給教師名單選

票共計 25人。提請本次院務會議代表進行投票。 

四、 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 

決議：經在場院務會議代表投票，發出選票37張，收回選票37張，廢票0張，選舉結果為： 

      正取2名委員：劉錦添教授、王道一教授。候補委員3名：李怡庭教授、藍佩嘉教授及何

明修教授。 

 

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本校母法修正，本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相關條文作文字修改。 

二、本案業經 108年 12 月 4日本院 108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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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有關修正《國立臺灣大學「中國大陸研究學程」設置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業已於 108年 10月 24日公告修正，此次修正乃為鼓

勵學生多元、跨域學習，考量學生能於修業年限內修畢課程並取得證明，參考臺大系

統其他二校之學分學程修習學分數，因此修法降低課程規劃最最低學分數。 

二、本院中國大陸學程擬配合學校母法修法，修畢課程學分數擬由 20學分降低至15學分，

本辦法業經 108 年 12月 06日「中國大陸研究學程」委員會通訊投票通過，又經 12

月 23日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送本次院務會議討論。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中國大陸研究學程」設置辦法》及本次修正草案對照表。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有關修正《國立臺灣大學「東亞研究學程」設置辦法》，請審議，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修正，本院東亞研究學程擬配合母法修正。 

二、 本次修法有三大重點： 

1. 為依據母法下修學分數，同時下降英語課程要求； 

2. 為增加課程豐富度，中國大陸相關課程至多承認六學分； 

3. 台灣學生因出國交換或修習雙聯學位而於國外大學所修之課程，至多承認六學分。 

三、 本辦法業經 108年 12月 9日「東亞研究學程」委員會通訊投票通過，又經 12月 23日

課程會議通過後，送本次院務會議討論。 

四、檢附《國立臺灣大學「東亞研究學程」設置辦法》及本次修正草案對照表。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擬與法國波爾多大學政治學院（Sciences Po Bordeaux)簽訂交換學生協議。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波爾多大學在 2019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輕大學（THE Young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排名中排名第 87位，自 2011年以來，是法國政府大力支持的卓越 

        學府。 

    二、波爾多大學與本校目前訂有有效合約 9筆，其中本校與波爾多大學、日本築波大學 

        的三聯學位是本校國際化亮點成果之一。 

    三、該校政治學院甫與本院政治系、公事所簽訂研究生交換學生協議。但為擴大合作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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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該院主動向本院提議將合約拉高至院層級，取代先前的系級合約。基於該校乃 

        本校重要合作夥伴，本院樂見其成。 

    四、檢附合約提案中文說明、交換學生協議草案各一份。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  會(下午 13時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