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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6月 18日（五）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視訊會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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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玲玲  黃旻華   

      蘇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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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秉荃  周桂田  張錦華  洪貞玲  王宏文  童敏惠   

      曾玉芳  李怡穎  官凌蕙  李得旺  蔡朝翔  謝宇冠  吳祈攸  廖成剛  李佩軒 

請假：陳淳文  黃長玲  何泰寬  劉靜怡  郭乃菱  劉言甫  詹雅涵  顏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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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全校畢業典禮原訂於 6月 5日(六)上午在綜合體育館舉行。因應 COVID-19

疫情提升至三級警戒，6 月 5 日的全校畢業典禮取消，改採事先錄製影片的方式，於

6月 26日(六)在網路上播放。 

二、恭喜本院社會工學系沈瓊桃教授獲本校 110年教師校內服務傑出獎。 

三、本院 109學年度學生利他獎，本校核定本院員額 14名，有 10位同學送件。本案業已 

於 5月 27日經委員線上投票決定，10位同學均獲得 109學年度學生利他獎。另推薦 

政治系林語萱同學參加 110學年度校級社會奉獻特別獎（個人獎）及推薦「台大坪林 

新芽社」參加 110學年度校級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團體獎）。     

四、109 學年度優良導師評選作業，業依本校「傑出導師評選及獎勵辦法」及「傑出導師

評選執行計畫」辦理，並經二次傑出導師評選委員會審慎討論暨實地訪查，最後由各

學院推薦之 31位候選人中評選出 11位傑出導師，恭喜本院政治學系李鳳玉副教授當

選傑出導師。  

    五、本院於 110年 5月 7日(五)上午 10時於三樓國際會議廳，舉行「臺大智慧校園自駕 

        送餐-NTU Eats計畫產學合作 MOU簽署儀式」，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楊主任委員宏智 

        及科技部前瞻司陳司長國樑蒞臨指導，多個合作單位共同簽署 MOU: 臺灣大學社科院 

        、台灣三菱電機、台灣三菱電梯、大眾電腦、艾歐圖科技(iAuto)、台塑汽車貨運公 

        司及宇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曉鹿鳴樓)，當天參加媒體及嘉賓雲集，反應十分熱絡。 

    六、本院獲教務處補助高教深耕經費截至 6 月 11 日執行率為 17.4%，國際事務處補助經

費截至 6月 11日執行率為 1%。本年度深耕經費已依行政會議分配於兼任教師、英語

授課、課程補助…等，並保留部分經費由未來院長執行與規劃。         

    七、本院所提送之政治、經濟、社會三領域之計畫書皆獲教育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標 

        竿計畫」核定補助，未來院將更進一步規劃跨領域研究中心事宜，以能更一步銜接爭 

        取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2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 

    八、為配合目前三級防疫政策，社法心輔室一律改為電話諮詢服務。學輔專員採行異地諮

詢，自 6/14（一）起，黃種斌學輔專員的電話更改為：3366-8300#55725，林德慧學

輔專員電話號碼語之前相同，近日有新加上社法諮商常見問題集，詳情請上本院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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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輔專區。 

         九、有關本院院長遴選進度，本院院長遴選委員會業已於 4月 27日及 5月 4日舉行完畢

二次公聽會，聽取教職員工生意見。並於 6月 1日舉行遴選委員會第 3次會議，會中

經遴選委員複審及決審，並以無記名投票通過院長候選人政治學系蘇宏達教授及社

工學系沈瓊桃教授通過決審，交付複決。 

             依本院院長遴選委員會作業流程及議事準則規定：「決審完成後，本委員會應於三個

工作日內(6月 4日)將通過決審之候選人及其相關資料通知複決權人，並應於其後五

個工作日(6月 11日)內完成複決投票」。惟本次複決投票因疫情關係，採用本校投票

系統處理。 

             經本院 6月 11日複決投票，二位候選人均通過複決，按本院院長遴選辦法第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遴選委員會於決審後將獲委員總額五分之三以上贊同之候選人，交付

複決，複決通過者依遴選得票數多寡，提名一至三人，報請校長聘任或擇聘為本院院

長。」目前本案已簽送校長擇聘。 

 

貳、國際交流 

一、 國際學院籌備中的「東亞區域發展與華語文化碩士學位學程」，於 6 月 8 日(二)   

召開第五次籌備會，參與本案的社科院、文學院、理學院於會中確立學程兩大主軸

(東亞區域發展與國際關係、華語文化與華人社會)項下的課程規劃，兩主軸在一屆

約 15 名學生修業的兩年期間，需各開出約 10 門課程。下一步將由三院分別進行

授課教師邀請，預計於 6月 22日(二)召開的第六次籌備會中確認所有課程名稱與

授課教師，並開始計畫書撰寫。 

二、 本校國際處與本院，及康乃爾大學國際處與該校中國和亞太研究學位學程共 5 名

代表，於 5 月 18 日(二)晚間以視訊會議方式商討合作事宜。會中達成初步共識，

由雙方國際處進行學期交換協商，本院與該學程則進行短期交換（暑期或學期中）

協商，具體合作方式刻正與對方負責人共同擬定中。 

三、 110年本院深耕經費國際化項下各類學生獎補助：國際學位生獎學金、推廣海外教

育獎學金、英語論文編修補助、線上國際會議參與補助等，皆已公告於院網並寄發

電子郵件予各該補助對象，並接受申請。 

四、 因疫情未來走向仍不明朗，邊境管制未解除，原預計於 110 學年第 1 學期來台之

來校交換生及雙聯學位生需以遠距方式修課的機率大增，屆時仍請院內老師儘量

提供協助。 

 

参、社科圖書館報告 

    一、因應疫情發展，調整圖書館服務： 

(1) 5/15(六)起，圖書館關閉閱覽等服務，僅提供借還書和期刊調閱服務。 

(2) 5/21(五)起，服務時間調整為：週一至週五 10:00-16:00，週六、週日、國定 

          假日皆不開放。 

    二、「求職之刃」主題書展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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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院學生實習週活動，推出「求職之刃」主題書展活動，展期原自 2021年 3 

        月 8日至 5月 31日止，因疫情而提早於 5/15結束，總計有 1,582人參與。撰寫書 

        展心得分享及參加幸運輪盤活動者，近約 80人。 

三、辧理心靈療癒工作坊: 

      5/11(二)12:30-2:30辦理「日日是好日：透過閱讀與手繪提升挫折復原力的日常  

      練習」專題演講暨手繪插畫課程，邀請馬偕醫院周桂芳醫師主講。 

    四、「中國經濟社會大數據研究平台」試用: 

      即日起至 2021/9/20止，已開通「中國經濟社會大數據研究平台」試用。該資料 

庫完整收錄中國出版發行的 2,576種（28,569册）權威統計資料，為中國官方統 

     計資料集合總庫，融合統計資源、數據分析、各類統計指標、快捷檢索及決策支持

研究等功能。歡迎多加利用。 

 

肆、各單位補充報告 

 

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本院社會學系及行為資料科學研究中心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二個單位刻正聘任中。 

案二、社會工作學系教師升等作業要點修正案。 

決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送請校行政會議報告。 

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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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請國際處審議中。 

案四、經濟學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簽署雙聯學位協議之修正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請國際處審議中。 

案五、新聞研究所專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修正及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修正案。 

      決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送請校行政會議報告。 

案六、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生修業辦法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請校行政會議報告中。 

案七、修正本院院院長遴選辦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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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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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擬提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賡續討論。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擬與「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簽訂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與本院為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擬簽訂 

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以期整合雙方資源，共同規劃具體合作計畫。。 

二、本院將由行為與資料科學研究中心為主要承辦單位，承辦相關事項。。 

三、本案 110年 5月 5日本院 109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該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學系 

案由：本院社會學系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 1名，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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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8 月 1 日起至該系

教師出缺時歸還。 

二、本案業經 110 年 5 月 5 日本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及本院 109 學年度第 7 次行

政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與推薦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各學院(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第 6 條於 110.03.29 校人字第

1100009717A號函公告修正，並自 110年 8月 1日施行，此次修訂重點為增訂學術成

就審查委員會及教學服務評鑑委員會 2個委員會，於各學院（中心）召開教評會審議

前，由此 2 個委員會先行審查，並明定 2 個委員會成員應至少有部分成員為教評會

委員。 

二、另本校「專任教師升等作業要點」第 5點 109.11.03校人字第 1090078290A號函公告

修正，此次修正重點為： 

(一)審查人人選及推薦審查順序由各學院(中心)教評會或推薦教評會委員組成相關

審查會議決定。 

(二)增列並明定升等教師不得提出前項審查人建議名單，但得附理由提出迴避名單。 

三、本院「教師升等評審與推薦細則」配合上述公告修正函辦理。 

    四、本案業經 110年 4月 7日 109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及 5月 19日本院第 202次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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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會討論通過。 

    五、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與推薦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  會(13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