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4 月 25 日（週一）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419 院會議室
出席：蘇國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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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院務方面
一、為體驗即時反饋系統的魅力，以互動教學拉近與學生之間的距離，本院請廠商簡介「Zuvio 雲端
即時反饋系統」介紹給本院教師，教師可於網頁端或PowerPoint簡報設計題目，透過便捷友善之
系統介面，按章節、日期列表管理課程，輕鬆設計課程題目。
二、依據本（105）年3月22日本校進用約用工作人員審核小組第11次會議決議，本院王詵曉幹事榮升
副理及經濟系張嘉凌佐理員榮升幹事，並溯自105年3月1日貣生效。
三、本院與法律學院業已於3月25日（五）合辦第6次國立臺灣大學跨領域交流會議，會議圓滿成功，
深獲校方肯定。下次將於5月30日（一）由本校附設醫院主辦第7次跨領域交流會議，屆時請各位
主管踴躍報名參加。
四、本院與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合辦之南風攝影展，業已於3月30日（三）早上10時於本院頤賢
館108室舉行開幕儀式，會中邀請到楊泮池校長、許震唐攝影作者、公衛學院陳為堅院長及本院
蘇院長致詞，活動圓滿成功。本次攝影展展期為3/30~4/27，作品展示於本院東側一樓長廊，歡
迎大家蒞臨指導。
五、富邦文教基金會特捐贈本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五年共參仟萬元研究經費，針對驅動能源轉
型之專案內容來搭建企業基金會與學術研究中心之合作，包含推動富邦全球化講堂、相應社會倡
議活動與研究等。富邦全球化講堂第一講暨簽約記者會業已於4月19日（二）上午9時30分舉行，
由楊泮池校長主持、蔡明忠董事長致詞，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士專題演講「我們沒剩下多少時間
了」，本次活動十分踴躍，報名人數眾多，另開303教室供大家視訊觀看，活動圓滿成功。
六、感謝臺灣駐韓代表石定大使的引介與協助，與政治系徐斯勤主任的奔波聯繫，本校張慶瑞副校長，
本院蘇國賢院長、政治系徐斯勤主任，於2月24日赴韓國首爾，在石定大使的陪同下拜訪金九基
金會金昊淵理事長及前韓國駐台大使金信大使，與金九基金會正式簽訂捐贈意向書。「金九基金
會擬捐贈本校兩百萬美金，成立「金信論壇」與「金九講座」及贊助其他學術交流活動。並於4
月20日下午2時舉行金信大使回憶錄《翱翔在祖國的天空》新書發表會，4點舉行茶會。本次新書
發表會出席人數踴躍，座無虛席，活動十分成功。
七、本院於4月13日（三）下午3時與中央研究院合辦Dr. Charles Taylor演講，講題為"How to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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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larism”，演講地點位於本院3樓梁國樹國際會議廳，泰勒博士是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哲學名
譽教授。他最出名的是他的政治哲學的貢獻眾所周知。他同時也是20多本書和超過500篇論文的
作者。泰勒教授的作品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並大大影響了學術界和整個世界。本次演講出席老
師人數踴躍，座無虛席，演講十分成功。
八、本院學生利他獎及社會奉獻特別獎業於2月底公告在案，收件至5月2日止。惟截至目前，僅經濟
系1位同學提出申請，而本院可推薦名額為政治系5名、經濟系4名、社會系、社工系，國發所、
新聞所及公事所各一名，合計14名。敬請各系所鼓勵所屬學生申請推薦，以免名額閒置。
邁向頂尖大學方面
一、本院邁頂截至 105 年 4 月 18 日學術領域全面提升執行率為 11%，推動國際化為 9%。 .
二、本院邁向頂尖各項經費申請已開始 : 專任教師外文著述編修經費補助申請、補助教師出國出國
際會議論文發表費用申請書、補助碩博士生出國出席國際會議論文發表費用申請書，請詳本院網
站邁頂計畫項下常用表單下載申請。
三、105 年邁頂計畫為本期最後一年，相關項目請各位有申請計畫老師儘速核銷。
辜振甫紀念圖書分館方面
一、臺大學術庫(AH)為楊校長本學年指示委請圖書館執行的重點業務，社科圖已在 3 月下旬再度聯繫
各系所老師由學科館員協助 ORCID id 建置，目前已規劃在五月初特別針對社科院加開 1-2 場 AH
與 ORCID 說明會，詳細實施計畫定案後將通知系所，歡迎老師與助理報名參加。
二、3 月 17 日由本組召集總圖閱覽組、系統資訊組，共同討論線上書刊調閱服務系統的建置需求工
作會議，以期縮短處理目前人工填單申請調閱徐州路書庫館藏的申辦時間，本系統也能同時解決
總圖管理的水源校區書庫、舊總圖、舊研圖書庫的調閱服務所需，系統程式由總圖系統資訊組開
發，規畫啟用的時程暫以 105 學年度開學日提供服務為目標。。
三、新大樓工程的保固在三月中旬到期，社圖已彙整屬於保固期間的缺失項目請承包廠商互助營造改
善。3 月 25 日新發現開架閱覽廳有滲水情況，已通知該公司派員評估協助後續的改善作業。
四、圖書館開架閱覽廳空調主機保固期內的定期維護保養合約已在 3 月底屆滿，本組業已完成 105
年
度、106 年度定期保養規畫取得廠商報價，簽請學校經費補助及招標作業，預算 405,195 元，該
設備為公共空間使用，3/29 總務長批示全額補助本案之定期維護費用。
五、中華民國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 13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計畫於本年 5 月由臺大圖書館主辦，已
接獲通知社圖為本次會議國內外訪賓主要參訪的地點。
貳、各單位補充報告：（略）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本院場地設備借用收費標準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經送總務處備查，後因 3 月台北市水費調漲，本案經總務處退回重製，擬於下次院
務會議討論。
案二、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學優良教師複選委員會設置及複選辦法」部分條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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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 105.1.26 本校第 2891 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三、本院擬與韓國西江大學國際研究生院簽訂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校核備中。
案四、德國杜賓根大學經濟及社會科學學院在校級合約下另設附錄，與本院簽訂學生交換協議書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於 105.3.25 送國際處審議中。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政治學系
案由：政治學系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第一條、第
五條第一項、第六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政治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第8條規定辦理。
二、 旨揭修正草案業經105年3月22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政治系系務會議決議修正。
三、檢附前揭政治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作業要點各1份。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案由：經濟學系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條文，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由於經濟系教師相關升等評審作業，係規定於「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
，為因應上開
本校修正規定，爰擬配合修訂經濟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說明如下：
(一)為配合本校「各系(科、所、學位學程、室、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名
稱
修正，爰擬修訂第一點。
(二)為配合本校各系(科、所、學位學程、室、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第六條
第
二項第二款第六目，修正增列對升等未獲通過之申請人，相關救濟教示規定；爰
擬新增第九點，訂定對升等未獲通過之申請人，其相關救濟教示之規定。
(三)為因應國科會已升格為科技部，擬修訂第四點第二項第一、二、三款之機關名稱。
二、上述修正業經經濟系 105 年 4 月 7 日本(104)學年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經濟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社科院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院「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習開放空間管理辦法」訂定事宜，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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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院為達成學生自主學習之目的，於東側頤賢館 3 樓設立學習開放空間供本院師生使
用，購置桌椅及相關設備，並於本(105)年 4 月 11 日驗收後開放使用。
二、經與學生會開會討論上開空間管理辦法，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習開放空間
管理辦法」草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因有委員提出意見，經請教學務處後，表示學生會不宜對外收費，應刪除原條文中「並
繳交使用費 300 元整」文字，學習開放空間管理辦法第十二條擬修正為：「辦理本空間
借用至遲應於使用日之前一週週三向本院學生會提出申請。」
提案四
提案單位：社科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擬與管理學院共同與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簽訂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學院本已於 2013 年與該校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簽署院級交換學生計畫；惟該學院並未涵蓋經濟學系。
二、為使本學院經濟學系亦能前往該校交換，修習與其專業相符之課程；另經濟學系若干教
師執行「臺港頂尖大學學術交流計畫」中的分項計畫「財務金融領域交流子計畫」，希
望加強雙邊在經濟領域的交流，故經濟學系在 2014 年派員前往交流，促成該草案。
三、本案進入討論階段後，對方表示亦希望與商管取向的管理學院簽訂協議，經社科院引薦，
三方協議共同簽屬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與交換協議。
四、管院承辦人於本(2016)年 3 月 29 日通知，該案已通過該院行政會議，待本院通過後，
即
可簽請校行政會議審議。管院表示可以主簽。
五、檢附與該校簽訂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合約提案說明、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交換協議書
各一份。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社科院學生會
案由：有關社會科學院「學生交誼廳管理辦法」之訂定。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有關社會科學院學生交誼廳，自 103 年 9 月本院自徐州路遷回校總區開始詴營運，交由
本院院學生會自主管理至今。
二、為達成本院學生交誼廳之妥善管理，加強學生自主管理，擬訂定本辦法。。
三、檢附社會科學院「學生交誼廳管理辦法」草案。
決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社科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場地設備借用收費標準之場地收費表再修正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場地設備借用收費標準收費表以不符現時需求為由，提經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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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院務會議決議修正通過在案，惟因 3 月份台北市水費調漲，致數筆修正金額成本比未
低於校方規定之 27%以下，總務處事務組建請本院予以調整。
二、前項事務組詴算表中全日晚以 13 小時而非以實際租用之 14 小時計算致該欄各項成本
偏低，經更正以 14 小時詴算結果如詴算表(一)。
三、為符合校方場地收費相關規定，針對前揭詴算表(一)未達標之數筆場地收費金額再予調
整如詴算表(二)。。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社科院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院教師升等評審與推薦細則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次修正主要係配合本校各學院（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名稱修正及第六條第
三項第二款第七目之修正，爰修正本院教師升等評審與推薦細則相關條文。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第 1、15 條〉。
決議：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社科院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次修正主要係配合本校特聘教授設置暨特聘加給給與實施要點第二點第一項第五款及
第四點第三項之修正，爰修正本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相關條文。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第 2、3、8 條〉。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

會(1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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