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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會議記錄 

時間：109年 9月 25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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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崇聖  林國明  吳慧菁  施世駿  陳淳文  黃旻華 

      蘇宏達  張貴閔  王道一  何泰寬  黃景沂  廖珮如  謝志昇  李宗穎  陳俊廷 

      蘇軒立  蘇國賢  古允文  劉靜怡  張錦華  洪貞玲  王宏文  郭乃菱  童敏惠 

      曾玉芳  李怡穎  官凌蕙  李得旺  蔡朝翔  劉言甫  詹雅涵  謝宇冠  顏嘉樂 

      吳祈攸  林麗珊  廖成剛 

請假：谷玲玲  黃長玲  吳嘉苓  熊秉荃  周桂田       

列席：王欣元  葉玉珠  牟筱玲  謝怡茹  王詩曉  洪曉盈   林德慧  李炯德  凃鴻安 

記錄：王欣元 

                                                                                                                                

壹、院務事項 

一、恭喜經濟學系謝志昇副教授、國家發展研究所張兆恬副教授榮獲科技部 109年度吳大

猷先生紀念獎。 

二、本院本學期新進教師計有：政治系張貴閔助理教授、蘇翊豪助理教授，經濟系朱玉琦

助理教授，國發所張兆恬副教授、劉秋婉助理教授共 5位。 

三、教育部來函提醒大專校院 109學年度校園防疫工作注意事項，經本校校級防疫小組會

議討論後，整理出本校防疫工作重點，請所有教職員工生配合： 

(一)本校將於人員出入密集地點（教學館、體育館、圖書館）進行體溫監測，並落實

課堂點名。 

(二)師生上課，需注意通風良好，並落實勤洗手及個人衛生防護，並應維持社交距離

(室內應保持 1.5公尺、室外保持 1公尺)；如無法維持社交距離，應配戴口罩。 

(三)大型集會活動，參與者應量測體溫，隨時維持手部清潔，校方應於出入口及場所

提供乾（濕）洗手設備。落實實名制，確實執行人流管制及環境消毒。 

(四)教職員工生出國，學校出國案件應先採取替代措施，於疫情管制過後再行前往；

倘有必要性、急迫性時，校長應審慎評估。 

四、教務處在新學期 (109-1)，謹建議各位教師採取以下教學措施： 

(一)課堂上有因疫情無法入境或因隔離無法上課之學生，請授課老師務必錄製數位課

程，以同步或非同步方式提供學生學習。 

(二)師生無論在教室上課或實驗室實驗討論，若無法保持室內 1.5 公尺的社交距離，

請一律全程配戴口罩。 

(三)請老師善用 NTU COOL 數位教學平台，登入後即可開設 109-1之課程網頁，平台

已與課程大綱系統結合，俾讓師生在使用上更為便利。 

(四)本學期 (109-1) 持續補助各學系「數位課程助理(TA)」，也將持續提供全校老

師 U Meeting/ U Webinar 帳號使用，俾使課程數位化順利進行。 

    五、本院業已於 9月 18日中午假和碩講堂(101教室)辦理跨域專長說明會，會中邀請社 

https://cool.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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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設計課程（社會系吳嘉苓教授主持）、資料科學與社會分析課程（經濟系林明仁教

授主持）及新聞與數位創作課程（新聞所謝吉隆副教授主持）作課程介紹，參加同

學十分踴躍，活動圓滿結束。本院亦將於 10 月 14 日中午，辦理國際交流院級交換

生說明會，屆時也請同學多多報名參加。 

    六、今年適逢創校 92 年校慶，將於 11月 15日辦理主要慶典活動，各院、系、所如有新 

        增活動配合校慶請填寫活動彙整表，並於 10月 7日(星期三)前以電子檔傳送秘書室 

        陳佳沛小姐彙整並刊登置校慶網頁宣傳。 

    七、本院將與法律學院合辦本校第 27次跨領域交流會，時間訂於 10 月 15日(四)下午 

        5:30於法律學院三樓多媒體教室演講，下午 7時於本院西側地下一樓穀果茶餐廳辦 

        理餐會。本次演講邀請經濟系陳儀副教授及社會系劉仲恩副教授發表研究成果，請本 

        院各位老師踴躍報名參加，共襄盛舉。報名網址會列在本院網站首頁，請上網點選。 

    八、本院將於今日(9 月 25日)下午 5時起，於西側 108教師聯誼室，舉行 109年慶祝教 

        師節茶會，會中邀請去年退休教師、10年以上資深教師、教學優良獎、教學傑出獎 

        教師等參加，歡迎大家一同出席慶祝茶會。 

 

貳、國際交流 

一、本校與法國波爾多大學合作執行共同種子計畫，邀請兩校有意與對方合作之教師共同  

提出申請，由兩校共同補助相關國際合作費用。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 10月 31日(六)

止。申請細節已公告於國際處網站：國際交流合作 > 國際獎助計畫 > 法國波爾多大

學計畫。 

二、本校與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AEARU，AEARU）共同合作開發 AEARU 線上教室專案 Global Learning Initiatives   

Program，由合作學校開設主題式跨領域課程，臺大學生可以利用遠距修課方式加入

其他東亞頂尖大學所提供的課程。本協會主要成員北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首爾

大學、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皆為本校重點合作夥伴。修習此專案之課程所取得

之學分得採計為本校學分。申請細節已公告於國際處網站：海外教育計畫> AEARU 線

上教室專案。 

三、本校在日前公布之泰晤士大學排名（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THE）中排名第 97，為歷來最佳。本校將與 THE官方網頁合作優化本校顯

示頁面，並於該組織的週報中刊登介紹，增強宣傳效益。。 

四、本校配合教育部境外生有序入境政策，開學至今國際學位生（不含僑陸組主政之陸港

澳生）中已有 77.22%學生完成註冊，其中準備來台、已來台檢疫中、及欲採線上修

課 3類皆須教師協助提供學生線上學習選項。 

五、109年度第 2次「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提案徵求，本院共有社工系陳怡伃副教授 

     1件申請，已與校方另 2件申請案（分別為生科院及工學院）獲得校方提名資格。 

     

参、社科圖書館報告 

一、因應 6/30本院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上對圖書館的建議，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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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新服務，並預計於本學期陸續推出： 

(1) 調整社科圖一樓現刊區架位，增設「社會科學領域核心期刊」專區。由各系所單位

推薦所屬領域前 5名之期刊，列入核心期刊區。核心期刊以仿紙本期刊型式陳列，

只有封面無內文，封面上簡介期刊的重要性並加上電子期刊網址的 QR code，其陳

列方式將以期刊刊名字母順序排列。 

(2) 設置社科院教師專書著作展示區—蒐集本院教師所著專書，並陳列於社圖一樓大閱

覽，以展現本院學術研究能量。 

     二、與社工系合作辦理「泰國語言文化學習角落」活動，自 109/10/6~12/29 每週二下 

         午由社工系安排 12週次課程。社科圖將於一樓辦理《這一站，泰政經》主題書展 

         及《Tai灣、Thai 國，你知道與不知道的泰國》學習單填答活動。 

三、圖書館智慧空間管理系統預計於九月下旬上線啟用，本校師生將可自行於線上預 

    約總圖的研究小間、討論室、社科圖討論室等空間，自習室的使用與管理也將更 

    便捷。 

四、配合社科院學生會於 9/14-25辦理之「社科院新生闖關活動」，在社科圖內設置 

    兩個新生闖關遊戲關卡，並提供相關社科圖一對一英語諮詢及演講活動等訊息， 

    感謝學生會協助宣傳與推廣。 

 

肆、各單位補充報告(無) 

 

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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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9 年 9月 18日社科字第 1090081658號公告施行。 

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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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9 年 8月 18日第 3075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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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教務處課務組審議。 

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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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送校行政會議備查中。 

案五、經濟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案。 

      決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9 年 8月 4日第 3074次行政會議報告通過。 

 

陸、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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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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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評審與推薦細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擬自 110 學年度起，不受本校教師升等名額限制，並依 104.07.02 校人字第

1040046644號函修訂本院教師升等評審與推薦細則及訂定相關配套措施。 

二、本案自 109年 5月 6日 108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改升等辦法，取消名額限制。

又經於6月4日及6月9日召開二次本院升等制度改革小組會議，聽取本院助理教授、

副教授及教授之意見，並於 7月 1日將升等辦法修正草案送交各系所，請各系所表示

意見。 

三、本案業經 9 月 2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復送 9 月 18 日本院第 197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送院務會議討論。 

四、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與推薦細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申

請不受本校教師升等名額限制之相關配套措施檢覈表。 

決議：修正通過，送教務處審議及校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擬修訂本院「升等著作審查意見表（升教授）（升副教授）」草案各乙份，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本院專任教師升等制度修訂及依本院專任教師升等制度改革專案小組會議與

院行政會議決議辦理。 

二、此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刪除下列缺點項目： 

        1.實用價值不高 

        2.研究成績差 

        3.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4.內容不完整 

    (二)修訂缺點項目文字 

    (三)整合配分比重 

    (四)明列評分參考 

    (五)對於評分 90分或 70分以下或勾選缺點欄位者，要求敘明理由。 

    (六)修訂審查評定基準 

三、本案業經109年9月2日109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及9月18日本院第197次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修正通過。 

四、檢附本院「升等著作審查意見表（升教授）（升副教授）」草案各乙份。 

決議：通過。  

 



- 5 - 
 

提案三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鑑辦法」修正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09年 7月 22 日校教字第 1090059493號函修訂。 

    二、本院教師評鑑辦法此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配合學校辦法，統一系所寫法：修訂法規文字，由系、所改為學系(所)。 

 (二)配合學校修訂免評鑑申請條件：為使能儘速符合學校修訂之條件，將條文內改 

     依據學校規訂，而不將所有條件一一條列。 

        (三)修改教師覆評不通過時，直接依據學校規定辦理，避免學校修改時，院修改不 

及，校院兩邊程序不一時，引起爭議；所以將法規中有提到「依本校教師評鑑準         

則規定，提校教評會決議不予續聘」改成「依本校教師評鑑準則規定辦理」。（第

8條及第 10 條） 

    三、本案業經 109年 9月 10日本院教師評鑑委員會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會議通過。 

    四、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鑑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國立臺灣大 

        學教師評鑑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社會工作學系 

案由：本院社會工作學系教師升等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社會工作學系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教師升等作業要點」第 

        三點規定，提供兼任助理教授級教師能以博士論文辦理資格送審。 

    二、本案業經 109年 9月 2日社工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教師升等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及原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社科院學生會 

案由：有關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院學生會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 

二、根據社科院院學生會組織章程，會長及幹部任期均為一年。根據現行組織辦法本院課程

委員會由院學生會推薦學士、碩博士學生各一人，但其任期均為兩年。由於學生代表之

正當性系來自院學會每年的投票，因此建議將學生委員之任期改為一年。 

三、 檢附本院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國家發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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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國發所李宥霆助理教授申請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減授時數二小時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所李宥霆助理教授於本學期擔任與教育部合作之臺灣研究計畫講座，開授比利時根     

特大學線上課程：EU-East Asian Relations，擬依國立臺灣大學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

數計算標準及超授鐘點費核支準則第四條第三項，申請減授時數二小時。 

    二、李宥霆助理教授說明如下： 

(1) 因獲選比利時根特大學與教育部合作之臺灣研究計畫講座，原擬自 109年 9月         

20日至 110年 1月 20日止，以帶職帶薪方式前往執行講座，考慮到新冠肺炎 疫

情仍嚴峻，故取消實體訪問，講座改採線上進行，並仍於本校開課。 

          (2) 今年度講座課程定於每週一 14:30-17:30（比利時時間）舉行，共計 12週，擬 

             以之充抵本校 2學分。 

三、 依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計算標準及超授鐘點費核支準則」第四條第三項規

定: 執行研究計畫或有其他特殊之情況，提經「院務會議」、「教師核減授課時數審

查會議」及本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始得酌減授課時數二至四小時。 

四、 本案業經國家發展研究所 109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通訊投票通過。 

     五、 檢附相關資料：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致台灣大學函、台灣大學致李宥 

          霆助理教授帶職帶薪赴比利時講學書函、比利時根特大學線上授課核准函及授課 

          大綱。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  會(13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