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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4月 16日（五）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採視訊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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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睿中  朱建達  蘇軒立  吳嘉苓  楊培珊 

      劉淑瓊  周桂田  林照真  謝吉隆  洪美仁  吳舜文  童敏惠  王欣元  曾玉芳   

      王辰元  許金斐  賴禹融  潘羽鉉  林永薇  翁瑞鴻  梁莘亞  宋于真  李婕琳 

請假：陳思賢  吳儀玲  曾嬿芬  曾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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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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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所擬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聘任專任教師 1名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新聞所業已聘任程序，已完成公告、收件，與初審。 

     二、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擬續借用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聘任專案計畫助理研究員 1 

         名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 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業已聘任程序中。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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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通過，送校行政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 業經 111年 2月 15日本校第 3113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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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決議: 修正通過，請於最後一條請加上施行日期體例。 

    執行情形:業已送研發處報告通過。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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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通過，送校行政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 業經 111年 1月 18日本校第 3111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貳、院務報告 

一、 因本校已傳出有教職員工染疫，本校防疫小組再次提醒全校教職員工生: 

(一)館舍進出持續落實門禁管制及量測體溫，並以本校計資中心開發之刷卡管制系

統進行實名制登錄。無法使用刷卡系統者，以紙本進行實名制登錄。 

(二)要減少人與人間的接觸，出門應全程配戴口罩、勤洗手，隨時注意是否出現發燒、

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如出現疑似症狀，應確實配戴醫用

口罩，儘速至附近社區採檢醫院就醫，且不得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三)就醫時，應主動告知接觸史、旅遊史、職業暴露及身邊是否出現其他人有類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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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返家後亦應佩戴醫用口罩，避免外出。 

二、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業已於 111 年 3 月 18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順利通過「國立

臺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並確認遴選工作時程。會中推選國家衛生研究

院院長梁賡義擔任遴委會召集人，並由理學院院長吳俊傑教授擔任遴委會發言人。自

111 年 4 月 25 日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並接受推薦，6 月 27 日受理收件截止。預計 8 

月中下旬舉辦治校理念說明會。9月校務會議推薦投票。 

三、 從去(110)年 9 月至今，本院大樓發生幾起用電安全事故。經內部勘查後，發現都與

各單位或研究室不當用電、用電過度或廠商不當施工所引起。本院將訂定社會科學院

大樓空間管理使用規則，送行政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四、 本院 111年度的「生涯職涯講座」將於 4月 18日至 5月 6日舉行，其中將有三場生

涯講座，十場職涯講座。非常謝謝張副院長、虹樺及圖書館童館長的協助，也謝謝居

中牽線邀請講座的各系老師及同仁。並請大家廣為宣傳，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五、 本院將於 111 年 5 月 13 日(五)及 20 日(五)各辦理一場心輔工作坊，邀請社科及法

律學院學生報名參加，兩場次分別由黃種斌及林德慧諮商心理師將以小型團體互動

方式，透過心輔講師帶領的活動，讓同學們有更深的體驗。 

六、 恭喜本院四系三領域之標竿計畫已獲教育部審查通過，審查委員之相關意見，須於 4

月 22日前回覆。三領域計畫書之審核意見中皆提及與特色領域研究中心銜接之規畫，

本院也將持續整合人社標竿計畫各領域以銜接推動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七、 恭喜本院國家發展研究所葉國俊教授獲選 2021-2024歐盟莫內講座。 

八、 本年度社科院「學生利他獎」、「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已於 4月 1 日截止收件，將於 5

月 4日本院行政會議後召開評審委員會評議，自「學生利他獎」受獎人中，推舉 1名

參加本校「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個人獎項」之評選。 

九、 本院大樓六樓空間平台設計案，除了業經 111年 2月 24日本院學生事務會議選定設

計樣式外，經與學生會會長及設計師確認細節後，業已確定整個設計案，將於 4月 23

日進行施工作業。 

 

參、國際交流 

一、 本校預計參加教育部「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港澳生及外國學生」計畫，吸引更

多外國優秀人才來本校就讀並留台工作。計畫分為「重點產業系所招生」及「國際

專修部」兩方案。重點產業系所招生適用於 5+2重點產業範圍之系所，國際專修部

則適用於製造、營造、農業與長照相關學系。待計畫書格式確認後，國際處將請相

關系所協助提供資料。 

二、 國際學位生 111 學年度兩階段入學申請已於 2月 27日全部結束，全校申請人數較

去年小幅縮減，但本院較去年成長增幅達 20%，成果亮眼。 

三、 為鼓勵學生參與海外交換並活化交換生合約，自 111學年度起，學生上、下學期各

有一次向國際處申請機會，若有核章或推薦信需求請系所惠予協助。社科院院級交

換甄選則維持每年一次。 

四、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之英語授課補助及全英語授課教學助理申請，預計於 5月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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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6月開始收件。待國際處公告後本院將通知系所申請。 

五、 由國際學院主導、文社理三院合作建構的印太研究與華語文化全英碩士學位學程

(Master’s Program in Indo-Pacific Studies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現新一版修正計

畫書正於國際學院內部討論中，待定案後將提送三院院務會議討論，俾於討論通過

後進行下一階段校內行政流程。 

 

肆、社科圖書館報告 

    一、特色館藏資源--日治舊藏: 

本館收藏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及臺北帝國大學館藏約 8萬冊，為

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法政經濟之重要參考資料，其中 1,448冊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卒業

論文，為日治時期臺灣與南支南洋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源，今年(2022 年) 5月將進

行回溯編目工作，俾利師生調閱利用。 

    二、教師專訪活動: 

「知識森友會-社科院教師專訪」活動，2021 年完成經濟系 林明仁教授、社工系

楊培珊教授、政治系郭銘傑教授之專訪，2022 年 2 月已剪輯完成社會系孫中興老

師之專訪影片(part 1)，並已於 2/22公開於社科圖 Youtube頻道。 

    三、開箱吧~生涯/職涯週活動: 

配合 2022年社科院職涯週，辦理「開箱吧，職涯秘境!」主題書展活動，於 3/14-

4/30在社科圖一樓，展出《老套王道篇》、《職場社畜篇》、《運籌帷幄篇》三大

類別圖書，同時推出「且試．未來：佳句彩繪」活動，從書展圖書中摘錄佳句，設

計為填空及彩繪卡片，讓讀者尋找、填寫答案，並將卡片著色後，上傳 FB 分享，

即可獲小禮物乙份。 

    四、與雙語教育中心合作，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由雙語教育中心補助經費，本學期推出二項全程英語活動: 

(一) 週四夜英語練功房: 活動自 3/3至 6/16，計 14週次，每週四 18:10-19:30 

     於社科圖 2F 未來教室舉行。 

(二) 英語精進增能工作坊: 3/9-5/25，每週三中午 12:45-15:00，共計 10週次。 

     由外文系資深退休教師周樹華教授主持，主題內容包含：英語口語與對話練 

     習、DPT英語能力檢測、英文學術論文技巧學習、英語簡報練習、新聞英語 

     評論、英語面談技巧，以及 IELTS口語與聽力測驗練習等。 

五、領域網絡分析服務: 

    圖書館研究支援組推出「領域網絡分析服務 Domain Network Analysis Service」 

    簡稱 DNA 服務。透過引文資料庫並運用 SciVal資料庫，及 VOSviewer、Tableau 

Public 視覺化工具等，提供本校教師或系所量身打造之研究領域網絡分析報告， 

        協助您掌握研究主題發展現況及新興趨勢。有需求者，可聯絡社科圖學科館員或洽 

   圖書館研究支援組。 

 

伍、各單位補充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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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依校方國際化策略，與文學院、理學院合作籌備國際學院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印 

      太研究與華語文化碩士學位學程」，現計畫書已完成，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於 110 年 3 月 4 日國際學院辦公室召開初次會議討論通過執行，自彼時起歷經

多次籌備會議討論，依歷次決議完成計畫書如附件 1。 

二、計畫書重點摘要如下： 

1. 名額：預計招收國際生共 15名，名額由全校國際生名額調控。（2頁） 

2. 師資：國際學院將徵聘兩名專任師資，其餘師資由合作規劃的三學院共同支 

    援，經徵詢並取得首肯後，詳列於計畫書。（7-11頁） 

3. 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應修滿 30學分並完成碩士學位論文及通過口試， 

    始可取得學位。（29頁） 

4. 課程規畫：分為「印太區域發展與國際關係」及「華語文化與華人社會」兩大

主軸，學生除應修兩門共同必修課「印太研究導論」、「東亞華文文化」，可依志

趣選修某一主軸底下課程，並自其該主軸中產生研究主題。兩大主軸目前各分

別規劃 13及 11門課程。（33-36頁） 

三、另未列於計畫書，但將於日後通過設立學程後訂定執行辦法規範者： 

    1.學生得於旨案學程專任或合聘教師中尋找論文指導教授。 

    2.支援旨案學程開課之教師另支給工作費，其於旨案學程開授之課程不計入教師基 

      本授課時數。 

    3.支援旨案學程開課之教師，如未來亦獲聘為旨案學程之合聘教師，員額仍在其原 

      主聘單位，升等、評鑑等亦由原主聘單位辦理。 

    4.旨案學程課程將可適度開放授課教師所屬學院或系所之大三以上及研究所學生修 

      讀，以授權碼加簽方式選課。 

    四、檢附該學程計畫書。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關於修正國立臺灣大學「東亞研究學分學程」設置要點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已經 111年 2月 15日東亞研究學程通訊會議及 4月 6日本院 110學年度第 6次 

 行政會議通過。 

二、  於學程設置要點中新增學程委員會主任一職，另明確界定本學程之歷年課程清單及 

 修正學生修讀全英語課程和認列課程之規定。 

三、 檢附修正全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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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士班學生論文獎作業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精簡院內會議，避免疊床架屋，原規定由本院學術研究發展小組進行學士班論 

        文之評審及排名，擬修正由本院行政主管會議進行。 

    二、另增加授權法規，亦將原規定中之日期修正為「本校公告期限」，以利更能彈性 

        配合校方公告期限辦理。 

    三、本案業經 111年 4月 6日本院 110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四、檢附修正全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 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次修正除配合本校相關規定修正外，對全條文亦進行全面檢視與整理，其中實質修 

        正僅有：新增第三條第四項規定，本項新增規定係由原「本院教師聘任審查細則第十 

        八條規定」移列而來，並酌做文字修正。 

    二、本案業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23 日第 206 次（110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 

        審議通過。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原 

        條文。 

決議: 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 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 

案由：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下稱亞比中心)成立「碩博士跨國移地研究獎學金辦法」一案，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協助社會科學相關系所碩博士生進行跨國移地研究，厚植其研究能力，培養跨國經

驗，並促進國際學術交流，亞比中心擬定「碩博士跨國移地研究獎學金辦法」補助欲

從事移地研究之碩博士生獎助學金。 

二、 本獎學金以亞比中心自籌經費(金信論壇與金九講座永續基金)支出，每年至多補助

三位臺灣大學社會科學相關系所的碩博士生，其研究主題涉及至少一個臺灣以外的

亞洲國家的移地研究。視申請人所赴國家的物價水準補助新臺幣兩萬至三萬元之移

地研究花費。 

三、 申請者須備妥申請資料、論文計畫口試通過證明或指導教授推薦函，送亞比中心會議

審查。成功申請獎學金者，須於移地研究結束 2 個月內，繳交 2,000-5,000 字的報

告，內容包含摘要、研究目的、田野調查的經歷、感想與初步發現，並配合亞比中心

活動發表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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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業經 111年 4月 6日本院 110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五、檢附亞比中心「碩博士跨國移地研究獎學金辦法」草案。 

決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 經濟學系 

案由：經濟學系「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條文修正草案，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由於升等及長聘申請案所需檢附之相關申請文件繁雜且耗費人工，為免副教授於長聘

申請期程中提請升等後，又須提出長聘之申請，並簡化長聘申請程序，爰增列第四點

第五項，新聘副教授於其長期聘任申請期程內提請升等並獲升評會通過升等者，同時

視為長期聘任通過。原第五、六項遞移為第六、七項。 

二、依本校新公布施行之法制作業手冊，爰修正第一點至十一點之法條名稱格式以及第一

至三點、第七點、第十一點之文字。 

三、上述修正案業經經濟系 111年 4月 7日本(110)學年第 3次該系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四、檢附經濟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前條文。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  會(13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