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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1月 14日（五）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419會議室 

主席：蘇宏達院長 

出席：蘇宏達  古允文  張錦華  張登及  蔡崇聖  林國明  吳慧菁  施世駿  洪貞玲   

      陳淳文  周嘉辰  黃凱苹  廖小娟  吳儀玲  楊睿中  朱建達  蘇軒立  吳嘉苓   

      楊培珊  劉淑瓊  周桂田  林照真  吳舜文  童敏惠  王欣元  曾玉芳  王辰元   

      許金斐  賴禹融  王宇彤  林永薇  翁瑞鴻  梁莘亞  李婕琳 

請假：陳思賢  蔡季廷  李怡庭  何泰寬  李宗穎  謝志昇  曾嬿芬  謝吉隆  洪美仁 

      宋于真  曾子軒 

列席：葉玉珠  牟筱玲  蘇姿棋  王詩曉  洪曉盈  陳亞欣  朱虹樺  潘依彤   

記錄：王欣元 

 

壹、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一、 擬成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遴選辦法第八、九條修法」專案委員會案 

決議： 

依「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組織及議事規則」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成

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遴選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修正案」專案委員會

（以下簡稱專案委員會），其組成、職責及議事規則如下： 

一、 專案委員會委員由副院長一名、各系（所）各推派教師一名、院長指派教師

二名、院務會議之職工代表互推二名、院學生會推選之學士班及研究生學生代

表各一名組成。由副院長擔任召集人。 

二、 專案委員會之職責如下： 

（一）訂定本專案之相關處理期程。 

（二）蒐集、協調各方對於本院院長遴選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修正案之相 

關意見，以研究並探討該修正案之合理性、必要性、公益性與可行性。 

（三）將本專案研議之結果向院務會議提出書面報告。 

       三、專案委員會應有過半數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數之同意始得 

           決議。 

執行情形:業已請古副院長擔任召集人，將於下學期召開專案委員會會議。 

     二、本院「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鑑辦法」修正草案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 業經 110 年 12月 21日本校第 3109次行政會議報告通過。 

     三、本院擬運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 0.5至 1個員額，聘僱 2名兼任教師開授本校師資 

         培育中心有關「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課程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請政治系協助聘僱，並於下學期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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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院務報告 

一、恭賀社工學系鄭麗珍教授及劉淑瓊教授榮獲 110 年度衛生福利部二等／三等專業獎

章。  

二、恭賀經濟學系謝志昇副教授獲得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青年學者創新獎】。 

三、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將於 2 月 19 日組成，秘書室通知 2 月 9 日前各院要把校長遴選

委員會候選人名單送校，正式公文將於近日發出。 

四、本院擬推動「Global Master of Indo-Pacific Program」全英碩士學位學程，正與

國際學院協調，目前的行程將會在 2023年 9月安排招生。 

五、本院將於今年申請「院級特色研究中心」，院長特別邀請經濟系王泓仁特聘教授擔任

籌備小組召集人，院長、副院長為共同召集人，各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預計計劃書

將於今年年底送教育部審議。 

六、今年本校運動會於 12 月 4 日圓滿落幕，感謝全體教職員工生熱情參與，本屆運動會

社科院師生也熱情報名參與，恭喜社會系吳嘉苓教授榮獲教職員 5000公尺甲組銀牌、

劉仲恩副教授榮獲 100公尺丙組銅牌，本學院獲得精神總錦標第三名。 

七、本校杜鵑花節開幕式預定於 111年 3 月 12日(六)上午舉行，學系博覽會、社團博

覽會訂於 111年 3月 12日及 13日舉行。為因應防疫，請各單位同步規劃線上備案

活動。無論辦理線上學系博覽會與否，建議各學系仍應製作線上宣導資訊，以加強

對不便到校的高中學生及家長宣導。 

八、本院 110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截至 110年 12月底核銷情形：教務處補助執行率為

97.74% (不包含保留款)，國際事務處補助經費執行率為 94.80%。有關 111年度高

教深耕經費校方考量為避免教育部經費核定時程延宕影響各單位用人聘僱及業務推

廣，故教務處已先行補助本院 110年度之 4成，共 440萬，國際事務處補助 110年

度之 5成，共 173 萬，剩餘部分將俟立法院議案通過再行分配。 

九、近年大學國文議題廣受關注，本校 109-2學期教務會議決議：由共同教育中心、中

國文學系及教務處召開公聽會，蒐集各院系所師生意見。謹訂於 1月 18日及 24日

辦理兩場公聽會，歡迎本院師生踴躍參與，共同討論大學國文課程改革事宜。 

十、本院將於 3月 14 日至 25日安排生涯講座系列及職涯講座系列演講。同時也請本校

學生職涯生涯發展中心於 3/14安排一場「CPAS (Career personality Aptitude System)職

業適性診斷測驗」，請大家踴躍參加。 

 

參、國際交流 

一、 2021 年第五次臺大-東大聯合研討會：於 2021 年 12 月 8-10 日以線上方式舉行，

主題為 Cooperation Towards the Post-Corona Era。本院由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

心協助規畫之專題場次 Social Impacts of Covid-19 in Japan and Taiwan，於

12月 9日下午舉行，出席踴躍。 

二、 「與系主任有約」活動：本校於 110年 9月成立雙語教育中心，與本校國際事務處

聯合推動教育部 2030雙語國家計畫。為促進校級統籌團隊與系所第一線執行端的

相互溝通理解，兩單位於 110 年 11 月 29 日及 12 月 10 日合辦兩場「與系主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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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活動，深入介紹本校國際事務及英語教育工作分工和現況，及各類補助計畫。  

三、 院全英碩士學位學程：本院與文學院、理學院在國際學院督導下合作創建全英碩士

學位學程事宜，現因社科院負責部分擬根據國際學界最新發展趨勢調整，原計畫書

擬修改後另行提送本會議討論。  

四、 110-2 國際處英語授課補助申請：已於 1 月 5 日截止收件，本院共計 36 門課程提

出申請。未獲國際處補助者，將由院 111年度深耕經費補助。申請成立全英學士學

位學程之學系可兼領雙語教育中心每年 50萬元(共三年)補助。 

五、 111 學年第 1 學期國際學位生第 1 梯次入學審查：本次審查作業已於 1 月 7 日完

成。經濟系新成立之全英學士專班本次首度招生，預計招收 20名，因學業表現優

異申請者眾，本次共錄取 17名，成果亮眼。 

六、 社科院研發形象影片：本校 11個學院在國際處督導下拍攝研發形象影片，作為 110

年深耕計畫績效指標之一。本院影片已順利結束拍攝和剪輯，並於本院網站和

YouTube播放，題名為 Research@NTU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七、 111學年出國交換生計畫：本院共計有 82件校級申請，66件院級申請，其中院級

申請件較去年成長近 1倍，顯見學生對於實體跨國交流信心正逐漸恢復。 

 

肆、社科圖書館報告 

    一、「情疫相挺：中歐 V4知多少」書展熱鬧開幕: 

該書展活動於 11/25(四)上午 11:00 熱鬧開幕，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之

在臺辦事處，總計 7 位代表、副代表熱情出席參與。蘇宏達院長、圖書館唐牧群

副館長、及匈牙利代表 Daniel Csaba Lorincz 先生等致詞，隨後進行剪綵為開幕

儀式劃下圓滿句點。 

    二、意郵未盡-福虎賀年傳情活動: 

2022年 1月 3日至 1月 17日，與總圖同步推出「福虎賀年傳情活動」，讀者至櫃

台，只要對館員說聲「新年快樂」，即可獲得由圖書館設計的限量生肖明信片。明

信片主視覺來自灣生畫家立石鐵臣的木版畫作品「福虎」，刊載於《文藝臺灣》5

卷 4期（1943年）。立石鐵臣於 1939—1942年間曾獲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部長

素木得一教授的聘請，在熱帶醫學研究所從事繪製昆蟲標本工作，與臺大亦有淵源。 

    三、社科圖簡報室改造為未來教室: 

因應教學趨勢需求，本學期提出「簡報室改造為未來教室」計畫，讓空間的使用更

具彈性。將原有固定式座位改為活動式桌椅，增設 65吋電腦螢幕及 4組白板，供

小組討論書寫。歡迎多加利用！ 

    四、因應全程英語授課(EMI)，強化英語學習: 

12/1(三)中午 12:30-13:20 辧理「如何面對全程英語授課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的來臨，您準備好了嗎？ 」演講活動。邀請外文系資深

教授周樹華教授主講，同時於社科圖簡報室現場，以及透過 Google Meet 於 FB上

直播，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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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各單位補充報告(無)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新聞所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聘任專任教師 1名，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新聞所兩名資深教師(張錦華、谷玲玲)將於一年半之內陸續退休，屆時新聞所僅有 

6名教師（含 1名借調），教學研究人力嚴重吃緊。因兩位教師目前均有開授必修課 

 程，為使學生之修課時程不致中斷，擬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借用院教師統籌  

運用員額，聘任專任教師 1 名。該新聘教師員額，將於谷玲玲副教授退休時歸還，

借期僅 1 學期(自 111年 8月 1日起至 112年 2月 1日收回)。 

二、本案業經 111 年 1 月 5 日本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及 110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東亞中心)擬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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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名，提請討論。 

說明：  

一、東亞中心前經核准借用本院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 1名，將於本（111）年 7月 31日到

期。 

二、東亞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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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同意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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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名，以綜理中心各項業務與研究發展所需，亦可配

合本院開設大學部或研究所相關課程。 

三、本案業經 111年 1月 5日本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及 110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

通過。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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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10 年 4 月 21 日本校 109 學年度教師免評鑑資格審議小組第 2 次會議決議：「建

請各學院參考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研擬國外延攬回國教師以國外資歷申請免評鑑之

得分採計規範。」辦理。 

二、增列自中華民國境外延攬至本院之教師，若有執行等同科技部之研究主管機關之專題

計畫，得比照主持科技部計畫計算免評積分；以副教授職級起聘者，採計任職日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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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間之計畫，至多採計 3分；以教授職級起聘者，採計任職日前 12年期間之計畫，

至多採計 6 分。有關研究計畫之層級與執行時間，由申請教師負責提供相關佐證資

料。 

三、本案業經 110年 12月 23日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鑑委員會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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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條修正草案對照表及原條文。 

決議：通過，送校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四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案由：經濟學系擬訂定「台灣社會科學實驗室暨線上平台使用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經濟系王道一老師研提「台灣社會科學實驗室暨線上平台使用管理辦法」。 

    二、本辦法業經 111 年 1月 6日本(110)學年第 2次經濟系系務會議通過。 

    三、檢附「台灣社會科學實驗室暨線上平台使用管理辦法」草案。  

決議: 修正通過，請於最後一條請加上施行日期體例。 

 

提案五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校長遴選委員會教研人員代表候選人及校友代表或社會 

      公正人士候選人提名及選舉辦法」第五、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 110年 12 月 25日本校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國    

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第 3 點至第 24 點修正及為選舉本院校

長遴選委員會教研人員代表候選人及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候選人，擬修訂本院辦

法。 

二、為因應不同投票方式，本院不再製作選票，相關選舉辦法第五條擬將製作選票部分及

有關選票致送方式也一併刪除。第六條第一及二項有關開票方式刪除。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校長遴選委員會教研人員代表候選人及校友代表或社

會公正人士候選人提名及選舉辦法」第五、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辦法。 

決議：通過，送校行政會議討論。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  會(13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