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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會議記錄 

時間：110年 1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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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貞慧代) 施世駿  谷玲玲 

      黃旻華  蘇宏達  黃長玲  張貴閔  王道一  黃景沂  廖珮如  李宗穎  陳俊廷 

      蘇軒立  蘇國賢  吳嘉苓  熊秉荃  周桂田  張錦華  王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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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祈攸  林麗珊 

      李郁苓 

請假：吳慧菁  陳淳文  何泰寬  謝志昇  古允文  劉靜怡  洪貞玲  郭乃菱  顏嘉樂 

      廖成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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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社工學系沈瓊桃特聘教授榮獲社團法人台灣社會政策學會 2020傑出學術貢獻獎。

恭賀社工學系馮燕教授榮獲美國 UIUC社會工作學院傑出校友獎。 

二、社工學系楊培珊教授執行的科技部 COVID-19 人文社科研究計畫，製作了三支關懷

醫護人員健康的影片，獲得聯合報願景工程系列報導的重視。謝謝楊培珊老師的努力，

也是本院 USR 的成果。  

三、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國際疫情愈加嚴峻，教育部來函提醒教職員工生於歲末節日及

跨年連續假期時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以維自身健康。另

請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秋冬防疫專案」加強宣導進入高感染傳播風險場

域，因不易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且會近距離接觸不特定對象，請務必佩戴口罩。 

    四、有關大樓防墜設施的設置，經過 109 年 11月 25日及 12月 10日二次會議討論，本院 

        師生希望美觀與安全兼顧，因此在施工工法上，經與廠商協調，經費也大幅增加。依 

        目前的規劃，玻璃圍欄加高工程將 1/9(六)開始施做。 

    五、本校環安衛中心將至本院舉行職場健康諮詢，時間：109 年 1 月 11 日(一)及 14 日

(四)下午 13時至 16時，地點：本院三樓國際會議廳 VIP貴賓室。服務對象:本校教

職員工。 

        駐診醫師:臺大醫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主治醫師李念偉與勞工健康服務合格訓練醫師。 

        臨場服務諮詢項目: 勞工健康檢查報告內容有不清楚而想進一步與醫師當面諮詢，關

於勞工職業場所相關健康問題，例如:母性健康保護、人因工程資訊、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等等。         

    六、本校 2021 年杜鵑花節預定於 110 年 3 月份全月舉辦，開幕式於 3 月 6 日(六)上午舉

行，學系博覽會、社團博覽會訂於 3月 6日及 7日舉行。為因應防疫，請各系所同步

規劃線上備案活動。各學系可規劃長期的線上宣傳資料或影片，介紹環境、師資與課

業規劃等，以利學生及家長了解學系概況。 

    七、有關本院辦理暑期實習的規劃，院方特別邀請經濟系何泰寬教授、國發所葉國俊教授

https://www.ntuh.gov.tw/EOM-CMOID/Vcard.action?q_type=-1&q_itemCode=438
http://esh.ntu.edu.tw/esh/files/team6/201508%E5%9C%8B%E7%AB%8B%E5%8F%B0%E7%81%A3%E5%A4%A7%E5%AD%B8%E6%95%99%E8%81%B7%E5%93%A1%E5%B7%A5%E7%94%9F%E6%AF%8D%E6%80%A7%E4%BF%9D%E8%AD%B7%E8%A8%88%E7%95%AB.pdf
http://esh.ntu.edu.tw/esh/files/team6/201508%E5%9C%8B%E7%AB%8B%E5%8F%B0%E7%81%A3%E5%A4%A7%E5%AD%B8%E4%BA%BA%E5%9B%A0%E5%8D%B1%E5%AE%B3%E9%A0%90%E9%98%B2%E8%A8%88%E7%95%AB.pdf
http://esh.ntu.edu.tw/esh/files/team6/201508%E5%9C%8B%E7%AB%8B%E5%8F%B0%E7%81%A3%E5%A4%A7%E5%AD%B8%E7%95%B0%E5%B8%B8%E5%B7%A5%E4%BD%9C%E8%B2%A0%E8%8D%B7%E4%BF%83%E7%99%BC%E7%96%BE%E7%97%85%E9%A0%90%E9%98%B2%E8%A8%88%E7%95%AB.pdf
http://esh.ntu.edu.tw/esh/files/team6/201508%E5%9C%8B%E7%AB%8B%E5%8F%B0%E7%81%A3%E5%A4%A7%E5%AD%B8%E7%95%B0%E5%B8%B8%E5%B7%A5%E4%BD%9C%E8%B2%A0%E8%8D%B7%E4%BF%83%E7%99%BC%E7%96%BE%E7%97%85%E9%A0%90%E9%98%B2%E8%A8%88%E7%95%A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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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治系蘇翊豪助理教授三位老師規劃，本次暑期實習課程是與玉山銀行合作有學

分的實習，若屆時課程規劃出來，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八、本院將把西側 306 教室打造成為未來教室，設置完成後未來教室內的桌椅皆可靈活運

用，學生不再只能排排坐，從牆面到桌面都能書寫，多變化的教室更利於討論與翻轉

教學，使得「傳道授業」的角色在未來教室並不是單向的，不但可激發學生創意，更

能促發學生自動自發，成為知識的挖掘者。 

         九、109年 11月 27 日本院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上，王院長依本院院長遴

選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向院務會議以書面表示不續任。 

             本院隨即展開新院長遴選程序，依本院院長遴選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本院為辦

理院長遴選，應設立院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由教師委員九人，

及非教師委員二人組成。」本院業已於 12 月 28 日選出院長遴選委員會九位教師委

員，分別是：政治學系徐斯勤教授，經濟學系王道一教授，社會系蘇國賢教授、曾嬿

芬教授，社工系楊培珊教授、馮燕教授，國發所施世駿教授，新聞所張錦華教授及公

事所陳淳文教授。另外二位非教師委員由校長選聘中。 

 

貳、國際交流 

一、本院於 109(2020)年完成簽訂或進入行政程序合約列表如下，共計 4校: 

 

  合作機構 合約類型 完成簽署時間 有效年限 

泰國國立法政大學社會行政學

院 

學術交流協議（新簽） 2020-01-03 5年 

香港嶺南大學研究生院 學術交流協議、交換學生（新
簽） 

2020-01-17 到 期 自 動

續約 5年 

法國波爾多大學政治學院 交換學生（新簽） 2020-01-31 到 期 自 動

續約 3年 

韓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學術交流協議（新簽） 2020-11-30 5年 

二、本院持續與美國康乃爾大學中國與亞太研究學程（China & Asia-Pacific Studies 

Program）洽談教學合作，該學程希望本院成為其移地教學合作夥伴之一。若洽談成

功，該校將派遣師資前來本院授課，除供該校前來本院移地研習的學生修習，也可望

提供名額予本院學生。本院並將爭取派遣學生赴該機構研習。 

三、現正進行中之 109-2境外生入學作業，詳列如下： 

 

招生管道 申請人數 備註 

一般來校交換/訪問生 約 80 人（截至 12月底） 預期隨開學時間接近，若疫情仍未趨

緩將全面改為遠距交換，實際

參與人數將大幅下修 

新冠協力專案訪問生  12/30 申請截止，1/8系所審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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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學生新生入學及轉學 轉學 9 件申請、新生入學 6 件

申請 

1/8系所審查截止 

  四、110-1 國際學位生申請入學審查作業，全院申請件共計 97 件，與去年同期 105 件約

略相當。第一階段系所入學審查至 1/8止，學院獎學金審查至 1/15 止。 

  五、110學年度院級海外出國交換生甄選自 109年 11月 13日開始，本年度最終有效申請

件共 31 件。109 年 12 月 31 日第一階段放榜，最終結果確認將在 110 年 1 月 20 日。 

 

参、社科圖書館報告 

    一、Cambridge Open Access 期刊投稿補助： 

(1) 為支持本校研究人員投稿 Open Access期刊（簡稱 OA期刊），2021 年投稿 Cambridge    

之 OA期刊，可免付文章處理費。 

(2) 符合免費投稿條件： 

◆ 通訊作者必須為臺大所屬機構人員。文章被接受日期介於 2021/1/1-

2021/12/31，請於 2021/12/31前完成 APC 補助申請 

◆ 若在 2021/1/1-12/31期間已發表為 non-OA  文章，可於 2021/12/31前更改

為 OA文章。 

◆ 適用文章類型：research article, case report, brief report, review 

article or rapid communications 

    二、圖書館空間管理系統上線: 

        109年 12月 1日正式上線啟用，透過計中帳號即可預約討論室、研究小間，隨時 

        可掌握自習室、討論室使用情形。 

    三、設置社科院教師著作專區: 

        12/1-12/31推出「就想 LINE著你，好友戳一波」─ 圖書館 LINE 好友募集活動。 

        加入圖書館官方 LINE好友並綁定臺大計中帳密，即可：瀏覽借閱紀錄、預約討論 

        室、預約各製化之利用使導課程、查詢開館時間、預約書到館傳訊通知。 

    四、執行本院教師訪談計畫: 

        本學期推出「知識森友會:社科院教師專訪」計畫，希望能夠： 

        透過老師的觀點，瞭解老師對於圖書館的需求與期許，作為日後改善服務的依據， 

        從訪談中留意老師感興趣的主題，以作為社科圖未來活動之參考。 

        至 12月底，已完成經濟系林明仁教授和社工系楊培珊教授之專訪，專訪影片已初 

        步剪輯完成，後續將刊登於圖書館館訊電子報及 Youtube 上。 

    五、規劃下學期相關活動如下: 

(1) 配合明年 3月社科院推出之學生實習週活動，規劃相關主題書展： 

            書展名稱暫訂為「求職新手的逆襲之路」或「求職之刃」，展期自 110年 3月 

             8日起至 6 月 8日止。書單主題包含三大類： 

            1. 凡事求一個穩。2. 我是斜槓青年。3. 我獨自創業。 

(2) 進行「讓陽光照進來：心靈療癒書房」(暫訂)書展或專區之規劃： 

             參考陳書梅老師《從沉鬱到淡定 : 大學生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一書，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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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展出書單，尋找適合的地點及布置風格，擬與學生會合作或徵求相關意見。 

 

肆、各單位補充報告(無) 

 

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修訂本院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甄選辦法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 109 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 

案二、經濟學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及「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條文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09年 8月 4日第 3074次行政會議報告通過。 

案三、經濟學系「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榮譽學程設置要點」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 109 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 

案四、社會學系「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學士榮譽學程設置要點」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 109 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 

案五、社會系擬更新「社會設計」課程計畫書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 109 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 

案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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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 110年 1月 5日校行政會議備查。 

案七、《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 110年 1月 5日校行政會議備查。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擬修訂本院彈性加給給與審核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彈性加給給與審核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 

二、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17 日本院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術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修正通過及 12月 2日本院 109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作業規定。 

決議：通過，送校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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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修正本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提請 討論。 

說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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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17 日本院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術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修正通過及 12月 2日本院 109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作業規定。 

決議：通過，送校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  

案由：本院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一名，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為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聘任1年1聘之專案計畫助

理研究員一名，借用期間自院務會議通過之日起至111年7月31日止。。 

二、該中心前經核准借用本院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1名，將於110年7月31日到期，擬續借

用之理由敘明如下: 「本中心業務繁雜，長期以來多以研究計畫型態運作，計畫主持

人尚須兼顧原屬系所行政、學術以及教學需求，難以全力推動中心業務發展，中心人

力與所扮演之國內與國際研究資源整合及學術領導地位並不相稱，爰此，敬請同意保

留中心助研究員職缺，以綜理中心各項業務與研究發展所需，亦可配合本校社會科學

院開設大學部或研究所相關課程。」。 

三、為了持續協助本院維持與東亞其他國家一線學校之合作，協助本院進行國際交流等相

關業務，擬向本院申請延長借用一名專案助理研究員名額，為期兩年。 

四、本案業經109年12月29日本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案由：經濟學系「提昇人文社會領域學術研究辦法實施細則」第二條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由於因應國際學術研究跨域創新之趨勢，鼓勵教師從事跨領域或跨學科之研究，爰擬

修訂經濟系「提昇人文社會領域學術研究辦法實施細則」第二條第二款減免授課時數

之規定，由原鼓勵教師發表經濟領域之頂級期刊條文，增列「或其他領域同等級之期

刊」等文字，以獎勵卓越研究。 

二、本案業經 109年 1月 7日本(109)學年第 2次經濟系系務會議通過。 

三、檢附經濟系「提昇人文社會領域學術研究辦法實施細則」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

正前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政治學系 

案由：政治學系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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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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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 109年 11 月 3日校人字第 1090078290A號書函、本院 109 年 11月 3日社科第 

        1090095753號書函暨旨揭作業要點第 8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業經 110年 1月 5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政治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三、檢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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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國家發展研究所 

案由：國家發展研究所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 0.5名，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國家發展研究所擬向院方借缺 0.5 名，併同本所原有 0.5 名缺額，提前於明年初開

始進行徵聘程序，用以聘任一位專任教師以充實本所師資。如教師順利於 111年 2月

退休，則可立即歸還借用 0.5名缺額。 

二、本案業經 109年 12月 2日社會科學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通過，及本院 109學年

度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社會學系 

案由：社會系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 0.5名，提請 討論。 

說明：  

三、社會系擬預借本院行為與資料科學研究中心 110年 8月 1日歸還本院 1個教師統籌

運用員額之 0.5 個員額，借用期間自 110年 8月 1日起至 111 年 7月 31日止。 

四、本案業經 109年 10月 7日社會科學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通過，及本院 109年 11

月 4日 109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  會(14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