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 98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本院第一會議室
出席：趙永茂 林惠玲 林 端 鄭秀玲 江瑞祥 王業立 周建富 蘇國賢 古允文
邱榮舉 林麗雲 張花超 廖菊蘭 史靜玉 陶儀芬 左正東 陳世民 王泓仁
林明仁 王道一 江淳芳 張永隆 袁國芝 張勝凱 范 雲 王麗容 余漢儀
陳明通 陳顯武 洪貞玲 吳孟珊 許竹英 李麗娟 吳俊徹 陳乙棋 王又巧
邱嘉緣（簡令宜代） 郭俊廷 楊凱皓
列席：陳玲玉 葉玉珠 王欣元
請假：張亞中 陳淳文 吳儀玲 李顯峰 陳旭昇
張錦華 周輿達 吳震威

徐則謙

黃景沂

林鶴玲

主席：趙院長

李碧涵

記錄：陳玲玉

壹､主席報告
人事方面
一、會計組王愛琴組長於 98.6.2.退休，遺缺由史靜玉組長調任。
二、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共 6 位，分別為政治系張登及助理教授（延至 99.2.1.
至本校應聘）
、王宏文助理教授。經濟學系吳儀玲副教授、張勝凱助理教授。社會學系何
明修副教授。社工學系傅從喜助理教授。
三、97 學年度本院升等教師為：政治系左正東老師、社工系王雲東老師二位升等副教授，經
濟系黃貞穎老師、陳虹如老師、社會系柯志哲老師、社工系陳毓文老師等四位升等教授，
均已致聘。另社會系藍佩嘉老師升等案，俟本院再審並校審議通過後再行致聘。
四、98 學年度本院教師休假研究有：政治系蘇彩足教授（98.8.1.-99.1.31.）、林水波教授
（99.2.1.-99.7.31.）
、洪永泰教授（98.8.1.-99.1.31）
。經濟系劉錦添教授（98.8.1.-99.1.31.）。
社工系林萬億教授（98.8.1.-99.7.31.）。
五、本院於 9.28 舉行教師節慶祝茶會，頒發教育部 10 年、20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及本校「教
學優良獎」、「教師傑出服務獎」之獎項。
教務方面
一、98.10.14.校共教發字 0980046473 號函，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開授新通識課程，經系
（所）、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於 12.4.前送共同教育中心審議。
學務方面
一、98.9.21.校學字 0980039922 號函，為加強宣導學生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請積極提醒學
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勿非法影印書籍及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總務方面
一、囿於本(98)年度院經常門經費不足，請各單位樽節開支。
二、本院於暑假期間施作之工程包括：(1)教休室男女廁所改善工程(2)研究大樓 2F、3F、4F
廁所改善工程(3)研究大樓 1F 至 4F 燈具安裝工料費(4)屋頂修漏工程；總務處共補助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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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經費，已大抵完工，近期將辦理驗收。
三、法律學院遷院後，空間整併業經本院四次空間會議討論，除經校方同意移撥歐盟中心使
用外〈綜合大樓 208、209、209A、210、211、212 室〉
，其餘空間調整，以公衛舊館原有
空間規模作為整併之參考，故既有辦公室、研究室之新空間面積與原來相當。除高研院
東亞民主計畫外，餘均已遷回徐州路 21 號院區。
研發方面
一、98.7.24.校研發字 0980031516 號函，重申本校執行國科會補助各類專題研究計畫，應迴
避約用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及直系血親為助理人員（含專任助理、兼任助理
及臨時工），如因計畫之特殊需要，必須循本校行政程序簽核准後始得約用。
二、98.7.24.校研發字 0980029411 號函，轉 98.7.13.台會（一）字第 0980116989B 號函本
校執行建教合教計畫提撥之管理費，不得作為交際應酬、贈款等之支出（例如禮金、禮
品、禮券及餐費等）。
三、98.9.28 校研發字第 0980043109 號函，因教育部通知 99 年「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
經費，以原校定額度之 75％校撥，故本校邁向頂大學計畫「博士後研究員與研究技術人
員補助作業要點」、「人才培育補助作業要點」及「推動跨國研究計畫前置作業要點」三
項補方案，自即日起暫停受理申請。
其他
一、98 年（第 3 屆）教師傑出服務獎決選，政治學系蕭全政教授獲教師傑出社會服務獎。
二、院訊第 9 期於 9 月出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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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期由經濟系主編。
有關邁向頂尖大學
一、本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至 98.10.30.執行率分別為：學術領域全面提昇經費為 18,304,430
元，執行率為 68.50％。為「人文社科領域提升研究能量」經費為 19,109,042 元，執行
率為 68.73％。推動國際交流經費 5,280,000 元，執行率為 53.95％。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經費為 14,500,000 元，執行率為 61.76％。
二、邁向頂尖大學各項計畫經費執行期限為：學術領域全面提昇計畫、提升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能量專案計畫為 98 年 12 月 31 日；推動國際交流為 98 年 12 月 10 日。逾期未使用經
費由校方收回。為免因執行率過低而影響評鑑成績及次年經費之分配，相關執行率請各
系所催請教師加緊執行。
三、本校 98 年度學術研究成果獎勵名單已核定，本院共有 36 篇期刊獲獎，其中傑出期刊有
江瑞祥副教授 1 篇、劉錦添教授 2 篇、林明仁副教授 1 篇，共 4 篇（JCR 排名前 15％），
優良期刊 22 篇（JCR 排名前 40％、TSSCI 排名前 15％）
，甲等期刊 10 篇（TSSCI 排名前
40％）。相關資料分送各系所並公告於本院網頁。
四、圖書採購經費本院 98 年經費為 378 萬元，經各系所同意以圖書採購比（97 年各系圖儀
費+97 年各系邁訂計畫經費）、師生人數比各佔 50%為計算基準，分配金額為政治系
1,199,867 元，經濟系 1,145,191 元，社會系 446,964 元，社工系 289,831 元，國發所 459,648
元，新聞所 238,4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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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對於來院三年內助理教授編列新進教師出國研究考察、教師研究
經費，每人總經費以 30 萬元，前已補助 12 位教師。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專任助理教
授有政治系王宏文助理教授、經濟系張勝凱助理教授、社工學系傅從喜助理教授，三位
教師提出研究計畫，並已獲核准王宏文教師 8 萬 4 仟元，其餘 15 萬元經費。
六、英國泰晤士報 10 月 8 日公布 2009 世界大學排名，臺大排名 95 名，較去年 124 名進步
29 名。其計算權重包括學界互評(Academic Survey Rank)占 40％、業界評分(Employer
Survey Rank)占 10％、師生比(Student Faculty Ratio)占 20％、國際教師數(International
Faculty)占 5％、國際學生數(International Students)占 5％、論文被引用率(Citations per Paper)
占 20％；過去泰晤士報評比，資料庫以英文論文為主，今年增加亞洲語言文獻進行評比。
本年本校各領域在泰晤士報評比多有進步，藝術與人文為 60 名、工程 IT 為 47 名、生醫
為 45 名、社會科學為 58 名、自然科學為 51 名。
七、本校委託圖資系黃慕萱教授所做之 2009 年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及亞太代表性 ESI 期中追
蹤報告，在論文成長數方面，本院今年為 239 名(較去年前進 13 名)；被引次數方面，本
院排名為 318 名（較去年成長 22 名），為台大進入該領域排名進步最多之一。
有關遷院
一、本院新建工程案臨時替代道路管線施工第一次說明會於 98.7.30 舉行，又於 98.8.11 召
開第二次說明會終獲得共識，目前已在進行施工中，預計於 11 月底完成。
二、本院新建工程大樓案於 98.7.29 送本校地震中心辦理第 1 次結構審查，至 97.9.1 辦理第
4 次結構審查，已獲得通過。
三、本院新建工程案已於 98.8.25 取得建照。
四、本院新建工程案於 98.9.18 至 98.9.24 辦理公開閱覽作業，並於 98.10.19 辦理上網公開
招標，12 月 1 日停止領標。將於 12 月 10 日召開異質性最低標審查委員會審查會議，預
計在 12 月中正式發包完成。
五、已與總務處協調，新大樓施工國發所與社會社工系館封閉期間，新聞所地下停車場保留
社科院優先使用，而法律學院亦約有十個位置可供停放。
貳、各單位補充報告
一、趙院長
有關建教合教計畫提撥之管理費，不得作為餐費等之支出，係教育部之規定，造成各單
位在使用上的限制與不便，校方已函請教育部放寬，但目前尚未接獲回覆。
一、國發所邱榮舉所長
（一）本院系所將於 11 月 16-20 日進行教育部系所評鑑，目前國發所與社會社工系館周
邊尚有工程進行，嚴重影響景觀與環境，請向校方反應相關工程，應在教育部評
鑑前停止施工，以免影響評鑑進行。
（二）有關報帳如邀請國外學者來訪的餐費等無法核銷，相關核銷理應更具彈性，才符
合邁向頂尖追求卓越之精神。
二、林惠玲副院長
（一）相關報帳請各單位提早規劃與核銷。
（二）本次會議資料中，部份研究中心、單位之工作報告未見，請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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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政中心王麗容主任
（一）請向校反應，應多考量各項工程進行期間師生教學、學習之權益問題。
（二）有關報帳問題多與會計同仁溝通，行政程序事先完成，有助後續核銷作業。
四、會計組史靜玉組長
在不違反相關法規下，會盡力協助各單完成報帳。
五、研發分處鄭秀玲主任
新大樓施工期間噪音定影響上課品質，能否考慮替代教室或到徐州路院區上課。
六、教務分處許竹英編審
排課時間均在前一學期結束前就已排定，且全校大教室空間飽和，若有此需要，須先與
校總區教務處協調可能性。至於徐州路院區教室有空的時間均非熱門時段，且同學需本
院區與校總區二邊趕課，交通安全問題需考量。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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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98.6.2.98 院人字 0630 號公告。
二、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估辦法」修正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經 98.6.9.第 2578 次行政會修正通過。98.6.22.98 院秘字 0700 號公告。
三、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估辦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
「六、在非第四款但有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上發表之論文。」
改為：「六、在非第三款但有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上發表之論文。」
執行情形：經 98.6.9.第 2578 次行政會修正通過。98.6.22.98 院秘字 0701 號公告。
四、經濟學系提請提名張素梅教授為本校名譽教授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經 98 年 7 月 6 日第 2582 次行政會議通過，並經 98.7.31.97 學年度第 9 次教
師評審委員會通過。並
五、基於生命教育之延續與院區環境安全衛生之維繫，持續保留校犬蓄養制度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規畫正門及各側門加裝護網，防止流浪犬進入校園，並視防堵成效，再行考
量蓄養校犬與否。
六、本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與華中師範大學城市社區建設研究中心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經提 98.9.1.第 2588 次行政會議報告通過。經教育部 98.9.24.同意。
七、本院社工系與瑞典隆得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系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附錄案。
決議：請社工系與國際事務處確認中文版文字，於下次會議確認。
執行情形：簽約內容已與國際事務處確認並提本次會議確認。
八、重新規劃本院「中國大陸研究學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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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經 98.6.5.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於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施。
九、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案。
決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已公告於系網頁。
十、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案。
決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提 98.6.5.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報告。
十一、經濟學系與與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經濟學系合作協議書案。
決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經提 98.7.21.第 2584 次行政會議報告通過。
肆、討論事項
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組
案由：修定「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修正條文草案對
照表，請討論。
說明：
一、旨揭作業規定本次修正案主要係修正第三條有關 1 任 3 年之特聘教授所需具備之資格
條件，將任本校專任教授 5 年以上條件，另抽離出來單獨列為第二項；又為求嚴謹並
參酌 98 年校方接受推薦案共識，將曾獲國科會傑出獎改列為以任本校專任教授 5 年以
上得被推薦之共同必要條件，並列為第二項；另第三項配合做文字修正。
二、另於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條分別依實務作業情形及體例修正部分文字，餘均未修正。
三、本案業經 98.9.21. 98 學年度第 2 次院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案二
提案人：政治學系
案由：檢具本院政治學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跨國雙學位合作計畫之補充協議中、英文草案各
一份，請討論。
說明：
一、本系與早稻田大學之政經學部、國際教養學部進行跨國雙學位合作計畫已進入第 3
年，本次補充協議主要放寬早稻田大學學生至政治系就讀跨國雙學位之入學資格不
限於政經學部及國際教養學部的學生。
決

二、本案業經 98.10.13. 98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議：
一、修正通過。
二、原協議 1.目的「……臺灣大學……」改為「……國立臺灣大學……」
。6.時效：
「……
台大……」改為：「……臺大……」。中文版簽署我方在左，對方在右。

案三
案由：本院擬設置吸菸區於綜合大樓後側或言論廣場後側，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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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總務分處

說明：
一、本院區設置吸菸區乙案業經 98 年 5 月 21 日本院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
決議通過。本校 98.6.13.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決議：「本校教學研究
行政單位得申請設置戶外吸菸區，申請程序及審核標準由行政會議訂定。」。另本校
亦於 98.9.29.通過戶外吸菸區管理要點，同意局部室外場所設置吸菸區。
二、本分處亦針對政治系及經濟系老師，於 98 年 10 月 22 日以 e-mail 問卷方式，請其惠
賜高見。
三、前項問卷經近半個月收集統計，僅獲 7 件回覆，其結果係贊成綜合大樓後側 2 件、贊
成言論廣場後側 1 件、僅說明言論廣場後側不適宜設置吸菸區並未表示其他意見者 2
件、完全不贊成設置吸菸區 2 件。
四、吸菸區設置地點如經討論確定，本分處將予多方考量審慎規劃。
決議：請總務分處在不影響不吸菸者原則下，先向本院區吸菸教職員生調查確定吸菸區後，
再提會確認。
案四
提案單位：新聞研究所
案由：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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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草案
對照表，請討論。
說明：本案業經 98.11.5.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原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三、評審專、兼任教師之解聘、停聘、不續聘案
件，並向本所所務會議提出各該評審決議，建請核辦。」改為「三、評審專任教師
之解聘、停聘、不續聘案件，並向本所所務會議提出各該評審決議。」
案五
提案單位：新聞研究所
案由：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請討論。
說明：本案業經 98.11.5.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附件 1）。
案六
提案人：院長室
案由：檢具本院與瑞典優密歐大學(University of Umeå)社會科學院學術交流合作協議中、英
文草案各一份，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與瑞典優密歐大學已於 2006 年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合約。
二、優密歐大學副校長於 2009.8.28 率團至本校拜訪，該校社科院代表並於當日下午至
本院參訪，表達與本院簽訂學術交流合作意願。
決議：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
一、學生會長陳乙棋同學：
近來同學反應事項包括（1）教室時鐘不準，
（2）電腦教室電腦之軟硬體設備應加強，期
能與校總區計中電腦設備一致，
（3）遷院後新大樓是否仍有桌撞球等學生聯誼空間，
（4）
徐州路院區學生選課單、成績單不能在總區申請，
（5）校車太擠，
（6）教室課桌椅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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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行走不便。
回應總結：
１．教室時鐘不準問題，將馬上解決。
２．電腦教室更新設備問題，將向校爭取經費改善。
３．新大樓有規劃學生社團聯誼空間，屆時再請學生會規劃。
４．選課單、成績單本院同學不能在校總區申請問題，在教務處 98 年滿意度調查中同學
已有反應，校方認為雖然未來三、四年社科院將遷回校總區，此問題屆時將自動解
除，但考量目前同學之便利性，已請教務處資訊組研擬與本院教務分處資訊完全整
合之可行性。
５．校車太擠問題，將向總務處反應。
６．教室課桌椅太多問題，院方已注意到，教務分處並按實際上課人數作了調整，但因
每堂課學生人數不一樣，故必須採最大數；未來將向同學進行調查桌椅型式之選擇，
並擬規劃向校總區申請經費汰換過時桌椅。
散

會（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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