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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6月 30日（二）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本院 102教室 

主席：王泓仁院長 

出席：王泓仁  藍佩嘉  張佑宗  林明仁  林國明  楊培珊  施世駿  谷玲玲  陳淳文   

      陳世民  李鳳玉  唐欣偉  劉康慧  陳虹如  蔡宜展  李宗穎  王建強  陳  儀 

      蘇國賢  古允文  劉淑瓊  葉國俊  林麗雲  劉好迪  王宏文  郭乃菱  童敏惠 

      鄧雅璠  張桂蘭  吳孟珊  黃光裕  王培祺  翁柏暐  劉丞喆  柯亮宇  顏嘉樂 

      張毓哲  那  滈  張祐誠 

請假：黃旻華  蔡崇聖  朱建達  崔炳和  曾嬿芬  周嘉辰  章  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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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師生榮譽事蹟： 

1. 恭喜政治學系王業立教授、社工學系陳毓文教授榮獲本校 108學年度優良導師。 

2. 恭喜社工系林敬軒助理教授獲本校 108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3. 本院政治學系黃長玲、吳玉山、李鳳玉，經濟學系王泓仁、古慧雯、林明仁、陳旭昇、

李宗穎，社會學系郭貞蘭，社工學系陳毓文，國發所鄧志松、李宥霆，新聞所謝吉隆，

公事所洪美仁等 14 位獲教學優良教師。經濟系陳虹如，社會系陳東升 2 位獲通識課

程教學優良教師。經濟系王道一、王建強 2位獲全英語授課優良教師；經濟系黃金茂

獲兼任教學優良教師。 

4. 恭喜社工系沈瓊桃教授，獲得今年連震東紀念講座。 

5. 恭喜社工學系郭嘉安同學以「性侵受害者對社會文化脈絡的認知及復原歷程的探討」

論文，獲得本校第四屆學士班學生論文「傅斯年獎」。 

二、本院於 6月 3日舉行 108學年度學生利他獎評審委員會會議，本次會議通過：張寬新、陳

廷薇、張毓哲、林彥廷、方君竹、張祐誠等 6名同學為本院學生利他獎受獎人，得獎同學

將於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中公開頒獎。同時推薦新聞所方君竹同學參加本

校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個人獎)之評選，推薦社工系「無家服務者 US」參加本校學生社

會奉獻特別獎(團體獎)之評選。 

三、雖然受到疫情相關規範影響，本校 6月 6日在臺大體育館舉辦 108學年度的畢業典禮，現

場觀禮人數不若以往多，但今年典禮現場有畢業生 523 人、家長 675 人，共計 1198 人參

與，洋溢著師長與家人們對畢業生的祝福。 

四、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6月 7日起放寬國內社區防疫措施，本校自 6月 8日起放寬各

館舍進出管制措施，人員進入館舍時不用量測體溫，自行刷卡留下足跡記錄即可，各單位

不需再派員管制入口。為維護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辛苦建立的防疫網，進入各館舍時請確

實主動刷卡、落實社交距離及做好個人衛生防護，共同持續維護校園安全。 

五、教務處提本校「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辦法」修正草案，於 109年 6月 9日本校第 3070 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本次修正重點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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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科技部參考教育部臺灣獎學金作業要點第 1點規定，為鼓勵優秀外國學生來臺攻讀

學位規定辦理(但不包括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 

(二)每名博士生每月獎學金四萬元，獲獎生於第一年及第二年就讀期間由科技部每月獎勵

三萬元，學校配合出資獎勵一萬元；第三年及第四年就讀期間，由科技部每月獎勵二

萬元，學校配合出資獎勵二萬元。旨揭獎學金獎勵金額配合款改由學校以科技部各項

補助經費以外自籌經費支應，而非由學院、系、所等申請單位出資。 

 

(三)考量本校各領域及各學院錄取名額間之平衡，除國際生名額外，其餘博士生名額則分

別依各學院博士新生錄取人數佔全校博士新生錄取人數比例及近三年科技部核定研

究計畫經費佔全校比例加總後依比例分配，其中人文社會領域經費乘以 2.5倍計算。 

六、本院地下室餐廳穀果廚房新冠疫情期間停業，自 6月 22日起恢復營業，營業時間每日上 

    午 8時至晚間 9時，周末六、日不營業，請本院教職員工生多給予支持。 

 

貳、國際交流 

一、2021-2022 年度傅爾布萊特獎助計畫已開放申請，資訊公告於國際事務處網站 > 校際交

流合作 > 國際獎助計畫 > 傅爾布萊特獎助計畫。本訊息已於 5月底週知全院教師，開放

申請至本(109)年 10月 30日止。 

二、交換教授計畫：2021年「交換教授計畫」已開放申請，資訊公告於國際事務處網站 > 校 

    際交流合作 > 國際獎助計畫 > 交換教授計畫。本訊息已於 6月底週知全院教師，申請 

    開放至 8月 28日(星期五)止，結果擬於 10月底通知獲選者。 

三、國際合作種子計畫經費核定：2020年國際處「國際合作種子計畫」（舊稱「重點姊妹校合 

    作計畫」）獲選名單已於 6月 1日核定，本次全校共計 57件申請，其中 20件獲補助，恭 

    喜本院社工學系許正熙助理教授獲補助。 

四、深化國際組織交流：目前本校以校層級參加會員之國際組織有 AEARU（東亞研究型大學協 

    會）、APRU（環太平洋大學聯盟）、ASAIHL（東南亞高等教育協會）、SATU（臺灣與東南亞

暨南亞大學校長論壇）及 UMAP（亞太大學交流會）等。為鼓勵各單位推動、深化與上述國

際組織之交流，國際處新增相關補助原則。詳情已公布於國際事務處網站 > 校際交流合

作 > 國際獎助計畫 > 參與國際組織活動補助。 

五、優秀研究生獎學金：本校現行境外學位生獎助學金中的「優秀研究生獎學金」項目，每年

新生入學審查時各院可分配 1~3個名額，與入學審查同時進行。為吸引更多博碩士生前來

就學，國際處正研擬全數改為配合款機制，若系所或指導教授同意提供一定額度每月津貼，

國際處將配合提供免學雜費，不限名額。 

六、英語授課補助：本校 109學年度第 1學期英語授課補助計畫，本院在申請數及核定數僅次

於工學院，與生科院並列全校第 2，共被補助 8堂課。 

七、109學年第 1學期境外生入境防疫措施：本校已與旅館業者合作，提供境外生返台檢疫床

位約 800床，檢疫 14 天學生須自行負擔約 3萬元左右費用（含食宿）。學生仍可自行尋找

檢疫地點及安排檢疫期間膳食。本訊息將視台灣疾管署公告之最新境管措施，由國際處或

學務處（僑陸生）提供給可於 109-1入境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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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社科圖書館報告 

一、因應學校防疫公告及「防疫新生活運動」指引，保持室內社交距離 1.5公尺，2F自習 

室至 6月底仍將維持現有之梅花座方式座位安排，計 95個座位。(原為 133個座位)，

總圖書館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 6/1 起恢復正常開館，擴大取書地點，讀者可自行選擇

於總館、社科圖、醫圖及系所圖書室。6月 1日起恢復參觀導覽服務申請。 

二、擴大期刊文獻快遞(JADE)服務 

圖書館加入美國 RapidiLL 館際合作組織，快速提供期刊文獻影印傳送服務，將擴大服

務對象，開放本校退休教職員及校友申請，申請者需以台大計中 e-mail 帳密認證，

計價依現行規定每頁 5元，試辦期至 2020年底。 

三、配合「社科院學生實習週」辦理下列活動： 

    1.  5/4(一)本院學生實習週正式開跑，於社科圖一樓舉辦開幕活動，王院長親筆簽名 

        於活動海報上，揭開活動序幕。 

    2.  5/4(一)-6/3(三) 與本校職涯中心合作辦理《學而實習之、就業有成之》主題書 

        展，以及職涯中心服務介紹，5/14(四) 14:00-17:00 辦理「臺大職涯中心 X社科 

        院圖書館職涯發展諮詢服務」，由臧聲遠老師於社科圖二樓簡報室進行職涯發展 

        諮詢服務。 

四、持續辦理印尼語言文化學習活動 

    (一)與社工系合辦之《印尼語言文化學習角落》， 5-6月活動內容摘要如下： 

1.  5/5 (二) 從中爪哇到峇里島——54天的攝影實習、玩樂與社會議題經驗談。   

2.  5/26(二) 印尼甘美朗音樂體驗，與國際處交流，拜訪林致廷副國際長。 

3.  6/2 (二) 台科大的印尼經驗，台科大管理學院林希偉副院長分享。 

(二) 印尼影片輪播 

     整理館藏之印尼影片，配合「知否知否，印度尼西亞」主題書展，推出 7部影 

     片輪播，展出時間至 6月 30日。另由同仁撰寫《印尼電影知多少？》短文，刊 

     登於圖書館館訊電子報第 241 期。 

 

肆、各單位補充報告(無) 

 

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本院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甄選辦法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第八條另訂續領資格：博一升博四：前一學年學業平均修正為需 GPA4.0(含)  

以上，原班排名前 50%文字刪除。 

執行情形：業已於 109年 6月 8日社科字第 1090035344號公告施行。 

案二、本院擬與日本東北大學經濟學部/經濟學研究科簽署母約效期延長協議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俟對方學校行政程序通過後，送國際處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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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三、政治學系擬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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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修

正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9年 5月 26日第 3069次行政會議報告通過。 

案四、修訂「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生修業辦法」第七條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修正說明文字請再補充，不要只表示因為疫情取消。  

      執行情形：院務會議通過後即日起施行。 

案五、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 1名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9年 6月 12日本院第 195次院教評會通過。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有關「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補助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出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

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鼓勵本院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出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訂定有三個重點： 

1.  第 4點明訂：請各系所認定一級國際會議，以作為優先補助之依據，其中教師帶

學生團隊形式出席國際會議，學生有發表論文者，院將給予積極補助。 

2.  第 8點明訂：針對申請到科技部計畫者，將酌情給予補助。 

3.  第 10 點明訂：如確屬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而導致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之計

畫如因故無法成行，其已支付之費用等，須以專簽方式提報本校經費相關主政單

位同意後，得由本院另行通知受補助人檢據覈實報支。 

三、本案業經 109年 3月 3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社科院學術工作小組會議通過，

又經同年 5月 6日本院 108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四、檢附本作業要點草案。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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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基於尊重各系所對所屬教師申請案所作成之決議，修改本要點之第三點，除非情節特

殊，審查結果逕送學院備查。 

二、本案業經109年6月3日本院108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 5 - 
 

    三、檢附本院教師教授全英語課程授課時數減免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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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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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國家發展研究所擬與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簽訂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國發所為擴大本所學生與其他大學院校相關系所課程及學術交流，擬於國立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簽訂校際選課合作協議，俾利研究生選修雙方開設之課程。 

    二、依據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校各院系所學位學程辦理校際選 

        課，應擬具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草案，另附外校之院系所學位學程概況，經院系所 

        學位學程會議通過，報請教務長核定後實施。 

    三、檢具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草案及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簡介。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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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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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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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及第八條。 

二、本案業經該所 109 年 4 月 15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討論通過及 109 年

5月 6日本院 108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三、 檢附國家發展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案由：經濟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經濟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聘審會委員九人，除系主任為當然委 

員外，其餘八人由本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互選產生。因審議案件時委員不得低階高

審以及須利益迴避，遇有該等情形應扣除不計入委員人數。為避免教授職級之討論

案，委員因扣除低階高審及須利益迴避後，人數過少致使案件不易獲得通過，爰修

正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於本系教評會下另增設一委員會，以處理資深

教師(教授級)聘任審查相關事宜。因此，擬修(增)訂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二條至第九條等相關條文內容。 

    二、本案業經該系 109年 6月 18日本(108)學年第 4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經濟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暨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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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案由：經濟學系「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條文修正案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增設資深教師聘任審查委員會，辦理資深 

        教師(教授級)聘任審查相關事宜，修正本系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之委員

會組成：辦理副教授(含)職級以下新聘案時，由教師聘任審查委員會推派及院長指

派副教授以上代表組成；辦理教授職級新聘案時，由資深教師聘任審查委員會推派

及院長指派教授代表組成。因此，爰擬修訂本系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辦法第二條條

文內容。 

    二、本案業經該系 109年 6月 18日本(108)學年第 4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經濟學系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暨原條文。 

決議：修正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  會(14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