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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4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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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國明  吳慧菁(蔡貞慧代) 施世駿  谷玲玲 陳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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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俊廷  蘇軒立  蘇國賢  吳嘉苓  古允文  周桂田(周嘉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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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羿賢  詹雅涵   

      謝宇冠  顏嘉樂  吳祈攸  謝佩玲  廖成剛 

請假：蔡崇聖  吳慧菁  何泰寬  熊秉荃  周桂田  劉靜怡  張錦華  劉言甫  林麗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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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務報告 

一、配合教育部 2 月 8 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020188 號函有關境外學生入境之相關規定，

以及本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第二版」中有關自主健康管理者之因應

措施，自即日起，本校教職員工生入境臺灣並完成 14 天居家檢疫後，接著 7 天自主

健康管理期間內不得到校。 

二、第三屆臺大社科院「學生實習週」活動業已於 3 月 26 日全部圓滿結束。謝謝各系所

承辦同仁及各位主管協助，活動反應熱烈。本院在活動結束後會有滿意度問卷調查，

同時再加強檢討各項活動的流暢度，希望一屆比一屆辦理的更好。  

三、有關本院高樓層防墜工程，七樓玻璃加高工程業已於 3月 18日完成驗收，5~6樓部 

份已簽給學校營繕組招標作業中。AI 監視器的部份已於於 4 月 13 日完成議價，最快

在 4月底完工。園藝部分，已經有廠商來現場場勘，將於近期開始施作。 

    四、本院將與工學院機械系李綱副教授合作，發展智能載具計畫，由本院地下室穀果廚房 

        開始實驗機器人送餐，若實驗成功將會推廣至全校。本案於 110年 3月 19日中午 108 

        教師聯誼室，舉行本院地下餐廳無人車送餐計畫說明會，李老師率團隊到現場說明， 

        會中有本院各系教師及院學生會代表參加，討論熱烈，將會請李綱老師與本院教師再 

        續談討論合作計畫。 

    五、本校環安衛中心將至本院舉行職場健康諮詢，時間：109年 4月 26日(一)下午 13時

至 16時，地點：本院 420貴賓室。服務對象:本校教職員工，有需要的同仁可以先行

至環安衛網站上預約。         

    六、本校 2021 年度校園徵才博覽會，經 110 年 3 月 9 日第 293 次行政團隊會議確定延期

至 5 月 15 日辦理，本校行事曆原訂 3 月 13 日、21 日之校園徵才博覽會日期，擬修

改為 5月 15日。 

    七、109學年度學生利他獎及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業已公告，收件截止日期為 4月 31日，

請各系所熱心公益活動、利他關懷同學踴躍報名。 

    八、本校第 5 屆學士班論文獎也已經開始徵件，本院學士班在學學生於 4 月 15 日前向所

屬學系提出申請，請各學系將相關資料於 5月 10日前送社科院辦進行第 2階段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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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將於 5月 25日前送推薦名單及排序至教務處審議。 

         九、本院西側 306未來教室已於 3月 25日設置完成，日前於 4月 9日下午辦理相關設備

的教育訓練，希望在大家熟悉設備操作後，能提供本院師生一個更優質的上課環境。 

         十、本院自 109學年度第 2學期開始在 3~5月各舉辦一場心輔講座，第一場 3月 15日由

黃種斌心輔師演講「讓壓力成為自己的好幫手」，已經辦理完畢，同學參與十分熱烈；

第二場 4 月 16 日由林德慧心輔師演講「認識情緒與情緒管理」，第三場將於 5 月 13

日由心輔中心團隊演講「自殺防治守門人」。 

          十一、本院各系所提供熱心志工老師名單，提供學生在課業學習、生涯規劃等諮詢服務， 

                但排除心理諮商。有需要者可向他們洽詢，志工老師們不限系所內學生均可諮詢。 

                聯絡方式請上本院首頁/認識學院/心輔專區/學涯志工老師名單。 

          十二、有關本院院長遴選進度，本院業已於 110年 1月 19日召開院長遴選委員會第一 

                次會議，會中選出政治系包宗和名譽教授擔任召集人，同時向國內外大學、中研 

                院、各學會公開徵選本院院長候選人，送件截止時間為 3月 31日。至截止日前有 

                三位候選人送件，於 4月 13日召開第二次院長遴選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核。 

 

貳、國際交流 

一、本院與荷蘭萊頓大學治理與全球事務學院及法國聖日耳曼昂萊政治學院二校續約案，

均已通過院行政會議，現送校核可中。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商業與經濟學院、西班牙巴

塞隆納大學經濟與商業學院二校合約文字協商中，希望可以提供本院學生更多出國交

換機會。 

二、本校國際學位生 110 學年第 1 學期入學兩梯次申請及審查作業已完成，全校總計

1,332 人申請，較去年成長 55%，其中碩士成長 80%為最高。本院總申請人數佔全校

人數 16%，表現亮眼，其中最明顯的增幅亦出現在碩士班，較去年成長 45%。 

  申請人數 學士 碩士 博士 錄取人數 

110-1(含一、二階) 214 146 55 13 34 

109-1(含一、二階) 127 75 38 14 36 

108-1 100 71 23 6 36 

 

参、社科圖書館報告 

    一、舉辦「求職之刃」主題書展活動： 

(1) 展出《凡事求一個穩》、《Slash/斜槓青年》、《我想獨自創業》三大類之相關圖

書，展期自 2021年 3月 8日至 5月 31日止。 

(2) 推出「吸收精華，淬鍊獨自的求職之刃」心得分享活動，讀者只要摘錄書展佳句或

印象深刻的內容，留言感想滿二十字以上，即可動轉動「求職之刃」輪盤乙次，獲

得專屬職場幸運物 

    二、辦理「英文履歷這樣寫」演講活動: 

        110年 3月 24日邀請外文系周樹華教授主講，「英文履歷這樣寫，一投必中！」 

        演講活動。當天讀者熱烈出席，會後並與老師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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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辧理心靈療癒相關書展及活動: 

        於社科圖 2 樓設置「讓陽光照進來：心靈療癒書房」之舒適閱讀空間，展出具有 

        書目療法 (Bibliotherapy) 效用之繪本與心理自助書等療癒系圖書，期能讓讀者 

        透過閱讀舒緩負面情緒，進而能讓心情平靜下來，並得到療癒情緒的方法。 

    四、進行讀者區公共電腦改善計畫: 

        為減少讀者使用社科圖一樓讀者公用電腦區，發生 USB隨身碟中毒情形，已張貼公 

        告，建議讀者多利用個人雲端空間，傳送檔案，再行列印，本學期將陸續更新公用 

        電腦區的電腦，以單機個人電腦取代現行之 Thin-Client 架構，以提升檢索及電 

        腦效能。 

肆、各單位補充報告(略) 

 

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修訂本院彈性加給給與審核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10年 1月 19日第 3086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二、修正本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10年 1月 19日第 3086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三、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一名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該中心現刻正辦理聘任中。 

案四、經濟學系「提昇人文社會領域學術研究辦法實施細則」條文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通過院務會議後施行。 

案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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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10年 2月 2日第 3087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六、國家發展研究所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 0.5名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國發所現刻正辦理聘任中。 

案七、社會系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 0.5名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社會系現刻正辦理聘任中。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社會學系及行為資料科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行資中心) 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 

      額各 1名，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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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社會學系擬預借本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 1 名，借用期間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至該系

教師出缺時歸還。 

二、行資中心擬預借本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 1 名，自院務會議通過至 112 年 7 月 31 日

止。 

三、本案業經 110年 3月 3日本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及本院 110年 3月 3日 109學

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工作學系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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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因配合人事室升等申請流程修正、本院升等評審及推薦細則修正，故社工系升等作業

要點擬修正第 2及第 7點。 

二、本案業經 110年 3月 12日社工學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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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政治學系  

案由：檢具「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與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跨國雙學位制備忘錄之附錄」修訂

合約，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政治學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及國際教養學部自2006年12月簽署跨國雙學位

的備忘錄，以及備忘錄之附錄，執行至今政治學系已經薦送15梯次45位學生前往早大

就讀，共39位獲得雙學位，1位轉為交換生，尚有5人就讀中（2人回到臺大，3人即將

前往早大）；而早大共薦送12位學生前來本系就讀，其中9位獲得雙學位，3位轉為交

換生。 

二、本案修訂條文為因應早大政經學部方面的課程調整，修正第5、6條之內容，並將具體

課程列在附錄1及2，總學分數維持不變。現行合約與新舊條文對照表。另外，並修改

合約簽名者，亦即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現任學部長為Junichi Saito。 

三、本案業已於110年3月23日經政治系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案由：檢送經濟學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政治經濟學部簽署雙聯學位協議之

修正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經濟學系原已於 103年 6月 12日系務會議中通過與日本早稻田大學之雙聯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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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議，並於 106 年 1月 16日修正部分條文；截至 109學年度，該系已選送 13位台大 

        學生赴早大就讀，早大則有兩位同學至台大就讀。。 

二、因早稻田大學之要求，擬修正部分條文，主要異動為： 

1. 限制參與計畫之學生須八年內取得大學學位； 

2. 申請時即須取得語言能力證明，如托福或 N1； 

3. 修課學分調整，將學生在政經學部修讀之必要學分由 40學分提升至 50學分，其

他學院之學分則由 24學分降至 14學分。 

三、本修正條文業經 110 年 3 月 25 日經濟系系務會議通過。 

四、檢附該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修正後雙聯學位協議。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新聞研究所 

案由：《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專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及《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專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第三、四、 

        六、七、八、九、十、十一，及第十二條。 

    二、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第二、三、四、 

        六、七、十，及十五條。。 

    三、修正內容業經新聞研究所 110 年 1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 

        議討論通過。 

    四、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專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 

        照表及全條文如附件四，《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 

        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條文如附件五。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公共事務研究所 

案由：有關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生修業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所回應去年系所評鑑委員建議強化質化訓練，經課程委員會議諮詢校內外委員意 

    見並徵詢所上同學修課需求，提出修正，此次修正乃為加強必修課程中質化課程，並 

    放寬選修限制，增益學生修課品質。第十三條文字不明確，擬加以修正如附。 

二、本辦法業經 109年 1月 5日公共事務研究所務會議通過，送本次院務會議討論。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生修業辦法》及本次修正草案對 

    照表。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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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社科院院學生會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遴選辦法」第八、第九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根據本院組織規程，院長綜理院務，對於院內行政、教學、研究等諸多事務皆有重大

影響力。在學生事務方面，院長除為本院學生事務會議主席外，學生關心的重大事務

如心輔室、防墜設施裝設等，也皆由院長決定。院長之選任程序，對於本院長期發展

有重大影響，亦對本院學生之課程與生活有重大影響。。 

二、現行本院院長遴選辦法第九條雖規定，非教師委員得由校長自校友､社會人士､本

院學生､或本院職員中選聘產生，然而根據過去資料，歷來本院遴選委員會非教師委

員，皆以退休教師為主。本次遴選前院學生會曾建議校長任命學生委員以促進學生參

與，惟校長表示過去無此慣例，建議可考慮修法保障學生委員。 

三、本院院長遴選過程，雖然經遴選委員會投票後，尚須經本院教師與院務會議代表投票

複決。然而院長遴選的主要程序，諸如參與初審、複審等程序皆以遴選委員會為主。

學生如無參與遴選委員會之機會，則無獲知相關資料與提出學生角度的意見之權利。 

四、遴選制度不同於選舉的制度的地方在於，遴選制度由互相投票選出受信任的遴選委

員，然後由遴選委員推薦與邀請優秀人才。因為遴選制度的特殊性，遴選過程不公

開，學生也不宜詢問個別遴選委員的遴選過程。因此為確保學生觀點之意見可在遴選

委員會上提出，遴選委員會應有一席學生委員名額，院學生會提出本修正草案，希望

可以促進本院學生參與院務，完善院長遴選制度。 

五、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遴選辦法」第八、九條條文對照表一份。 

決議： 

    一、本案因在場委員人數不足半數，無法決議，擬提 110學年度院務會議繼續討論。 

    二、請院學生會交接後，繼續在 110學年度院務會議提案，並列為優先順序提案。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  會(14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