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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人事方面
一、本院經濟學系陳正倉教授兼任教務分處主任，因陳教授身體不適，業經核准於 95 學年度
第 2 學期（96.2.1.~96.7.31.）休假，其休假期間教務分處主任由經濟學系林惠玲教授
代理。
陳教授擔任副院長已逾六年，對於院務極為嫺熟，本院遷院工程、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均需請其協助規劃與推動，故請其勉予同意擔任副院長職務，並獲校長同意。
二、學務分處主任自 96.3.1.起由社會學系林

端教授兼任。

三、事務組黃存仁主任於 96.4.1.奉准退休，由事務組劉燕銘編審代理主任。
教務方面
一、96.1.25.教務處來函，經借調之教師，借調期間暫非本校專任教師，可不評估，俟回任
後，再接續計算應受評估日期。留職停薪期間，依權利義務衡平原則，該段期間得不計
入評估週期之計算。
二、96.1.26.校教字第 0960003152 號函，新聘專任教師原則上應將徵才公告內容及方式送請
所屬學院核可後，於擬起聘日半年以前公開刊登於國內、外知名而合適之報紙、雜誌或
網站上，公開徵才期間至少應達 2 個月。如有特殊事例，經敍明理由報請院長、教務長、
學術副校長及校長核可後，其徵才公告起始日及公告期間得不受前述規定限制。
三、為改善課程加退選作業，以提高並縮短作業期間，預計自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全面試
辦網路加退選。未來加退選作業將較目前提前 1 星期進行，可進行加退選期間仍為 2 個
星期，加退資料免再人工輸入。
學務方面
一、第 57 屆校運會已於 96.3.31.~4.1.舉行，本院獲精神總錦標。
二、醫務室新添購血糖機臺台，提供教職員工生免費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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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一、本校師培中心高等教育學位學程申請隸屬於社科院乙案，經 96 年 1 月 19 日召閞會議討
論，本院與會教師就經費、員額、空間、計畫書等提出諸多問題。最後決議請師培中心
先釐清會議中本院教師所提相關問題，並請師培中心考慮重新修改計畫書後，本院再召
開會議彼此作更深入的討論與評估後，再決定是否提院務會議討論。目前教務處決定該
學院學程案暫隸屬教務處，爾後再與國北師合併案一併考量。
二、院訊第 4 期將於 4 月中旬出刊，將請系所協助轉致專、兼任教師，並斟酌分送學生及系
所友。第 5 期由社會系主編。
有關邁向頂尖大學
（一）96 年「邁向頂尖計畫」學術領域全面提昇經費共有五個學院較去年減少，社科院
減少 200 萬元，執行率太低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今年要特別注意此問題。
（二）校方學術研究成果獎勵申請，送校期限為 5 月 15 日，本院教師之申請資料，請各
系所審核後,於 4 月 30 日前送院辦公室彙整。期刊論文係指 95.1.1~95.12.31.出
版專書出版時間為 93.1.1~95.12.31. (95 年已獲本院獎勵者,請再向校申請獎
勵)，已 E-mail 全院教師周知。
（三）新進之專任助理教授到校未滿三年者可向交流中心申請新進教師國際學術交流初
始經費，申請的項目包括國外短期研習、出席會議、帶領學生交流及其他與國際
合作相關之學術活動。每位新進助理教授每一年度限申請兩次。受理時間分別於
3 月 14 日及 9 月 14。
（四）到校一年之專任教師可向研發會申請補助，補助項目分創始研究經費與專題研究
計畫案補助。
（五）本院為鼓勵教授以英文授課，今年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對於英文授課每門課每學期
補助 28000 元，檢據核銷。95 學年度第二學期共有 4 位教師開授 4 門以英語授課
課程。下學年請各位老師能夠多開此類課程。
（六）總區教務長補助約 1000 萬元改善本院教學設備經費，以徐州路院區為主，於暑
期間作教室全面更新。總區四系所則為第二期，明年將做教室 e 化改善。另本院
人行步道、學生廁所重新整修、校園園藝美化等。已獲總區經費補助。
有關遷院
一、本院遷建工程基本設計案委託國際著名建築師-日本伊東豐雄負責規劃設計，目前設計草
案已經完成。伊東豐雄建築師專程來臺簡報初步設計構想，已於 96 年 4 月 3 日於校總區
召開簡報會議，該會議由校長主持，出席者包括捐款人、校一級主管、校發會委員、校
規會委員，本校與本院教師及單位同仁。為求設計案更臻周延與滿足師生需求，並建構
一個具有特色且可長可久的現代化建築，本院於 96 年 4 月 12 日舉辦公聽會聽取本院教
師、同仁與同學之意見，作為設計案之參考。96 年 4 月 20 日則為全校公聽會。
二、校長希望能夠加蓋兩層樓，所需經費由校方支付。預估興建完成約需 16 億元，除了部分
空仍需稍作調整外，不足部份仍需再積極募款。
貳、各單位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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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社分館張主任：
總圖補助 300 萬元作為改善法社分館地下室空調、改善氣窗強化防汛功能。空調所增加
之電費，俟法律學院遷院後，需由社科院負擔，此需及早因應。陳副院長指示，法政研
圖是否搬過來，該空間是否重新規劃，請在這一次規劃案中一併考量。
事務組劉主任：
社科院、法律學院旅遊活動訂於 96 年 5 月 5 日（六）舉辦野柳海洋世界及天籟溫泉渡假
村一日遊活動，敬請踴躍報名參加。

參、上次會議執行情形
一、政治學系與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簽訂跨國雙學位備忘錄、附錄中英文草案乙穼。
決議︰一、修正通過。
二、備忘錄（草案）第 9 點效力「……若臺灣大學與早稻田大學校長終止兩校所簽訂
之……」修改為「……若臺灣大學與早稻田大學終止兩校所簽訂之……」
執行情形：於 95.11.20.報校核備。經 95.12.19.第 2460 次行政會議通過。
二、經濟學系與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金融學系合作備忘錄、學生交流合作協議書草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
（1）備忘錄部份「本科生」改為「大學部學生」
，
「對方學院」改為「對方學系」
。
「一、
本科生交流與培養協作」改為「一、大學部學生交流與合作」。「二、教師交流及
科研協作」改為「二、教師交流及學術研究」
。
「三、學術交流 具體未盡事宜……」
改為「三、學術交流 其他未盡事宜……」
（2）合作協議書中「本科生」改為「大學部學生」、「抵埠」改為「到校」。五組織實
施第 6 點「…….有效三年……」改為「…….有效期間為三年……」
執行情形：已於 95.11.3.簽約完成。

三、本院與日本千葉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所學術交流合作協議。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中文版將「日本千葉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所」改為「日本千葉大學社會科
學與人文科學研究科」
。英文版「The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Chiba University (GSSSH, CU) and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SS, NTU),……」取消縮寫改為「The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Chiba University and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執行情形：於 96.2.14.報校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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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論事項
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訂定「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研究中心特約研究人員聘任要點」草案（附件一），
請討論。
說明︰依 95.11.24.95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決議辦理。並經 96 年 1 月 26 日本院 95 學年度
第 4 次行會議討論修正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
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組
案由：修定「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第八條修正條文
草案對照表（附件二），請討論。
說明︰
一、依本校 96 年 1 月 30 日校人字第 0960003545 號函轉 96 年 1 月 13 日 95 學年度第一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新修正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辦理。
二、本次修重點：
（一）將不續聘決議比例由全體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修正下降為全體委員總
額過半數同意。（第四條第二項）
（二）增列候補委員於推選委員出缺時依序遞補規定。
（三）依法規體例刪除「條正時亦同」文字。（第八條）。
三、業經 96 年 2 月 7 日院教評會討論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
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組
案由：修定「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職員考核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修正條文草案
對照表（附件三），請討論。
說明：
一、本院「職員考核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
「考評會之權責如下：一、復核
本學院職員年度考績（成績考核）案。二、評核本學院職員獎懲（小功、申誡以上）
及重大功過案件。三、評核本學院職員升遷案件。」。以公務人員陞遷法於 89 年 5
月 17 日公布施行後，本校職員遴用及陞遷辦法亦隨之配合修正，職缺陞遷遴補有一
套嚴謹機制，爰原本院上開「職員考核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第三款規定於
實務上僅保留為校方分配名額陞遷評核功能，一般職缺陞遷案件則僅依校方遴用及
陞遷辦法規定程序辦理。
二、惟上開作業程序於辦理一般職缺陞遷時，若未提經本院職員考核評審委員會審議，
恐有程序未完備之慮，易生爭議。為簡化作業程序並符法制作業原則，以杜爭議，
爰建請本院「職員考核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第三款規定配合予以修正增列
「校方分配名額」文字。
三、業經 96 年 3 月 7 日本院職員考核評審委員會討論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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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四
提案人：政治學系
案由︰修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修正條文（草案）
對照表，請討論。
說明︰本案業經 96.1.9.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政治學系蘇彩足主任表示本案撤回，經出席代表同意。
案五
提案人：新聞研究所
案由︰修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六條修正條
文（草案）對照表（附件四），請討論。
說明︰
一、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第 7 條第 2 項及「各系（科）所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第 7 條第 2 項，有關不續聘裁決之委員人數比例，已由
「經全體委員總額 2/3 以上委員同意」修正為「經全體委員總額過半數同意」。
二、本案業經 96.3.19.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
案六
提案人：新聞研究所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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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第
八點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附件五），請討論。
說明︰本案業經 96.3.19.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
案七
提案單位：新聞研究所
案由：檢具新聞研究所與東京大學情報學環簽訂學術交流合作實施備忘錄、附錄中日文草案
各乙份，請討論。
說明︰業經 96 年 3 月 19 日所教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案八
提案單位：事務組
案由：修定「國立臺灣大學社法學院場地借用收費標準」草案，請討論。
說明︰依據校總字第 0950040737 函修正。並經 96 年 1 月 26 日本院第 4 次行會議討論修正通
過。
決議：通過。
案九
提案單位：社會學系
案由：修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六條修正條文
（草案）對照表（附件六），請討論。
說明：
一、同提案五說明一。
二、本系需配合上開規定修正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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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經 96.3.29 系務會議通過同意修正。
決議：修正通過。
案十
提案單位：社會工作學系
案由: 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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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修正修正草案
對照表（附件七），請討論。
說明：
一、為避免本系教師申請升等時，將送件期限混淆，（因為配合院方的收件時間，
系辦所訂定的申請期間會與升等辦法不合）故擬修正第二條及刪除第六條。
二、業經 96.1.12 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同意修正。
決議：修正通過。

案十一
提案單位：社會工作學系
案由：修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修正
條文（草案）對照表（附件八），請討論。
說明：
一、同提案五說明一。
二、本系需配合上開規定修正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
三、業經 96.3.23 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同意修正。
決議：修正通過。
伍、臨時動議（14 時 40 分）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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