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9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會議紀錄
時間：94 年 12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院第一會議室
出席：包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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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人事方面
一、本學年度共有 8 位新進教師，政治學系：王鼎銘副教授、黃旻華助理教授；經濟學系：
袁國芝助理教授、張永隆助理教授；社會學系：范雲助理教授、李明璁助理教授；社工
學系：蔡貞慧助理教授；新聞所：洪貞玲助理教授。
二、94 學年度本院升等教師為：社工系鄭麗珍老師、國發所栗國成老師二位升等教授，社會
系藍佩嘉老師、經濟系陳虹如老師、政治系徐斯勤老師三位升等副教授。
三、各系所新聘教師若送審著作係博士論文之一部分，系所或學院於擬聘人選博士論文完成
後，應將完整版本再送請原審查人重新審查，並將審查意見一併送校教評會併案討論審
查。
四、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經 94 年 8 月 16 日第 2399 次行政會議修正休假之服務年資之計算，
凡申請休假者，合計超過得申請休假之規定年資，服務年資得予保留併入下次計算規定，
不再以 90 學年度起實施為區隔。
五、本校教師於升等通過當學年度申請出國進修、講學、研究，其升等通過後之資格須保留至
回校任教後方始生效並報教育部請頒教師證書乙節，放寬為升等通過當學年度起生效，通
過升等資格自當年 8 月 1 日生效，並自本(94)學年度起適用。
教務方面
一、本校 93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始進行課程期中教學意見調查，每學期第 8 週進行 1 週，調查
結果以 e-mail 寄送各系所主管及授課教師，可作為即時修正該學期該課程教學策略之參
考。
二、為提升本校通識教育品質，共同教育委員會推動「個別型通識教育改進計畫」
，鼓勵教師
提出優質通識課程改進計畫，經審查通過者，將補助教學助理。以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
授通識課程者為受理對象。研發新通識課或原通識課教師皆可申請，每位教師每學期以
申請 1 個學程為限。受理時間為 94 年 12 月 31 日前。
第1頁 共6頁

學務方面
一、醫務室於 12 月 12 日全面復診。駐診醫師仍請台大醫院支援，有家醫科、皮膚科、牙科、
眼科。由校方負擔聘任藥師經費，並將醫師車馬費比照校總區，其差額由學務經費經費
支付。
事務方面
一、綜合大樓地下室(原餐廳)自 94 年 7 月 20 日起由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承作，除供餐外，亦
販售本校合作社日用品，若為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社員可以計點，每年 7 月結算。基於
以往院區內二販賣部產品不互相衝突之共識，原則上綜合大樓地下室以餐飲食品為主，
文具用品不上架，但為維護社員權益，將會提供社員在櫃台訂貨。
二、國際會議廳麥克風 CRF 系統為 7 年前採購，目前約半數不能使用，但廠商已停產，致故
障時無零件可更新。如今開會時暫以無線麥克風在會場傳遞解決。若全面更新，約須新
台幣 3 百餘萬元，新系統將朝未來遷院後仍可使用的方向規劃，除已向總務長、教務長
申請部份補助外，餘以本院歷年場地費收入支應。無法獲得校方經費補助更新時，可能
以僅更新部份，部份維持 CRF 舊機種的方式處理。
三、本院英文標示將陸續完成，大門口已加註英文，各單位也要做，將於明年初完成。
其他
一、院訊創刊號已於 8 月下旬出刊，印製 2000 本，由於數量有限，已請系所協助轉致專、兼
任教師，並斟酌分送學生及系所友。第 2 期仍請新聞研究所擔任總編輯，第 3 期以後由
各系所輪流主編。
二、「國立臺灣大學中國大陸研究中心規劃書」經本校第 2397 次行政會議通過，聘政治學系
徐斯勤副教授為執行長。
三、校方組成招標評選委員會評選遷建委託專案管理暨監造技術服務廠商，院方代表為包宗和
委員、趙永茂委員於 9 月 24 日評選，由陳信樟建築師事務所獲選。本院之遷院特別偏勞
陳副院長、彭錦鵬教授與盧秘書以及相關教師同仁。目前每星期開會一次，之後會有二
次公聽會以聽取各方需求與意見，第 1 次公聽會已於 11 月 17 日舉行。95 年年初將決定
統包商。
四、94 年 10 月 3 日 94 年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委員鑑於「1. 經費稽核委員會自 90 年 4 月
7 日召開第 1 次經費稽核會議，迄今已運作 4 年餘，經過各次會議結論、建議，各系所相
互觀摩後，均有改進，階段性任務已達成建議。2. 各項經費支用已經會計組審核，均為
合法，委員會功能有限。3. 委員會對校總區所作之建議效果不大(如建議由校購買 SPSS、
STATA)」
，建議提院務會議討論裁撤經費稽核委員會。惟因院長遴選已進行作業，擬俟新
院長就任召開院務會議時，再列入討論案。
五、為促進本校國際化之進程及統整各院系國際交流資料，各院每兩個月（雙數月）將資料
1 出國訪問○
2 來校訪問○
3 其他交流方式。請
彙整提校行政會議報告一次。統整資料包括○
教師隨時將資料告知系所，並請各系所配合填報。
六、教育部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論文經費自 92 年起依博士生人數、各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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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金額等比例分配至各院，各院未使用完之經費由教務處轉予經費不足學院使用。
本院每年申請該補助之研究生均不超過 1 人。若不善加利用，經費將逐漸萎縮。為鼓勵
博士生於國際會議中發表論文，提昇本校學生之國際觀，建議各所將博士生發表國際會
議論文列為學位考評正面加分因素之一，而不是扣分。
七、國科會 95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本校截止日為 12 月 26 日，本院截止日為 12 月 22
日，為免截止日前線上擁擠，請申請人及早作業。人文處文學（一）
、歷史學門仍需送書
面資料外，其餘申請案完全線上作業。
八、本院院史即將完成，在此過程中朱浤源教授奠定基礎、朱賜麟教授注入了深厚的文學素
養，各有貢獻，陳副院長收蒐集更多的資料補正，提供很重要的轉折將歷史呈現、江宜
樺教授則負責最後定稿處理，使章節更符合院史的形態呈現、盧曼珍秘書提供文字、圖
片相關資料，均付出很多心力，非常感謝，希望明年元月能夠出版。
關於五年五佰億：
一、重點在均衡發展、重點突破、追求卓越。經費分配將依研究團隊之潛力與既有成果，而
不是平均分配至各院。一年檢討一次，二年未改進便退場。
二、
「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已正式成立但未開始運作，東亞民主跨校研究中心、東亞經典研
究中心、全球化研究中心列為創始研究計畫。若各系所有卓越計劃亦可申請加入。除了
計畫之外還有論壇、邀請國際大師來台對談等活動，若有適合的主題與人選亦可向人文
社會高等研究院提出申請。
三、若今年年底立法院未解凍，將會拖到下個會期。
貳、各單位報告
張主任：有關五年五佰億圖書館原擬訂資料庫的復訂計畫，但此經費未到位，而有 5-6 個資
料庫明年必須發訂，約 50 餘萬元，院方能否支援預訂經費。
包院長：若明年 1 月五年五佰億仍未到位，則由院經費支付。
王主任：社工系教師不足，以往均以導師費聘任兼任教師，負擔沈重。五年五佰億規劃博士
後研究人員或可稍解教師不足之窘況，但短期有否協助之方法。
包院長：本院員額流通辦法報校核備後，將成立本院「教師員額流通管理小組」調配系所教
師員額。院方在經費許可情況下，補助出借員額系所聘任不佔缺教師，每借出 1 員
額，每年補助新台幣 10 萬元，0.5 員額，每年補助 5 萬元。王主任所提可先以專案
處理，由院經費支付不佔缺兼任教師。
參、討論事項
案一
提案人：學生會林竣達同學
案由：建議增加院務會議學生代表名額，依下列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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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科學院學生會會長為當然代表。
〈二〉各系由系學會或所學會會長為當然代表，於每學期各參與一次院務會議。
〈三〉國家發展研究所及新聞研究所各推舉一名研究生為當然代表。
〈四〉原男女舍區各推舉一名學生為當然代表之規定，不再適用。
依上列方式，學生代表應為七名。
說明：
〈一〉現行規定，院務會議學生代表僅五名如附件，爲充分代表各系所學生意見，故
有增設學生代表名額之必要性。
〈二〉本校未來走向，朝向逐年擴編研究生數目之目標，然現行辦法無任何學生代表
可反映研究生之需求及意見，故提案要求增設學生代表名額。
〈三〉依提案內容，政治、經濟、社會、社工四系，由系學會會長及所學會會長於每
學期各擔任一次之院務會議代表，如無所學會組織者，得由該系所自行推舉代
表一名。
決議：
一、院務會議學生代表為 7 名，分別為社會科學院學生會會長 1 名、各系由系學會或所
學會會長 4 名、國家發展研究所及新聞研究所各 1 名。每學年之代表人選必須固定。
二、若討論提案與學生權益有關，則增列學生代表列席。
案二
提案人：院辦公室
案由：訂定「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組織規模及發展規劃準則」草案如附件，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國立臺灣大學組織規模及發展規劃準則」第七條辦理如附件。
二、業經 94 年 8 月 25 日本院組織規模及未來發展辦法座談會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報校核備，修正草案如附件。
案三
提案人：院辦公室
案由：訂定「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員額流通辦法」草案如附件，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國立臺灣大學教師員額調整準則」第七條辦理如附件。
二、業經 94 年 9 月 15 日本院組織規模及未來發展辦法座談會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報校核備，修正草案如附件。

提案四

提案人：院辦公室

案由：修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專任教師申請出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第二、三、
四條條文草案對照表如附件，請討論。
說明：
一、為鼓勵本院專任教師出席國際會議，且每一申請人一學年度以補助一次為限，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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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能有其他單之補助，可減輕其負擔。
二、業經 94 年 10 月 14 日 94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會議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草案如附件。
提案五
提案人：政治學系
案由：
「國立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修正及新增條文草案對照
表如附件，請討論。
說明：
一、擬修正第七條、第九條及新增第十二條。
二、業經 94 年 10 月 25 日政治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報校核備。
提案六

提案人：院教師評估委員會

案由：修訂「國立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估辦法施行細則」第 6 條條文草案對照表如附
件，請討論。
說明：
一、研究評估參考項目中增列「未經評審之學術專書之專章」。
二、業經 94 年 11 月 17 日本院教師評估委員會 94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1 次會議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報校核備，修正草案如附件。
提案七

提案人：國家發展研究所

案由：
「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草案對
照表（附件 9），請討論。
說明：
一、擬修正第四條第二項如「修正條文」。
二、業經 94 年 6 月 29 日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
一、修正通過報校核備。
二、原修正第四條第二項：
「……經全體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
，修正為「……經全
體委員總額過半數以上…..」。
提案八

提案人：人事組

案由：擬修訂「國立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與推薦細則」第 12 條第 2 項有關通過
升等推薦委員同意數之規定如修正對照表及說明如附件，請討論。
說明：
一、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94 年 10 月 16 日 94 學年度第 2 次會議附帶決議：
「請社會科
學院、文學院或其他院級教評會目前規定通過升等委員同意數為二分之一者，建請
考量修正辦法規定為三分之二，以強化院級嚴加把關之機制，落實追求卓越目標」
意見辦理。
二、本案業提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94 年 12 月 2 日第 104 次會議討論修正通過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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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條文」。
決議：通過報校核備。
肆、臨時動議
散

會（11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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