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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院務方面
一、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Quacquarelli Symonds）於 104 年 4 月 29 日公布 2015 年「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列出 36 個領域排名全球前 200 名的大學，臺灣大學共有32個
領域上榜。本校17 個領域名列全球前 50 大，本院經濟學與經濟計量領域名列51-100名及政治
學與國際研究領域名列51-100名。
二、本校藝文中心在本院新大樓空中花園舉辦「臺大粉樂町」藝術展覽已於本（104）年5月6日撤展，
活動圓滿結束。6月28日將於本院辦理「感光台北-寶藏巖光影工作營」，此活動藝文中心為協辦
單位，社科院公共藝術計畫書中「令人抒寫的建築」單元中有提及和寶藏巖的合作計畫，是關於
光影與建築，這次6/28就是第一波的前導活動，未來會和我們的計畫有所連結。歡迎大家參與並
提供建議。
三、本院現任院長林惠玲教授任期將於104年7月31日屆滿，依本院「院長遴選辦法」及「院長遴選委
員會作業流程及議事準則」，應組成院長遴選委員會，公開徵求並接受推薦候選人，經初審、複
審通過後，院長候選人社會學系蘇國賢教授及經濟系鄭秀玲教授業已於6月7日通過遴選委員會決
審，且於6月17日由本院專任教師及院務會議中非教師代表以無記名投票進行複決，院長候選人
蘇教授及鄭教授業已均通過本院複決，業已報請校長擇聘之。
四、本院新大樓啟用典禮於 104.6.12（五）下午 2 時在三樓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行，感謝各系所老師
的參與及行政同仁的協助，本次典禮已經圓滿結束。除了校長、張副校長、總務長及四大捐款人
外，回來參加的校友及貴賓相當踴躍，典禮結束後各位貴賓也上 4 樓參加茶會及參觀院史室、6
樓參觀頤賢經濟名著書屋及 1 樓參觀辜振甫紀念圖書館。與會來賓均表示謝謝大家用心與辛勞，
啟用典禮辦得相當成功。
邁向頂尖大學方面
一、本院本年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核定經費為 18,898,725 元，截至 104 年 5 月底止，本院學術領域
全面提升計畫總執行率僅達 16.6%，請各單位加強並協助督促所屬教師有於本院申請研究計畫者
儘速報帳核銷。。
二、本院本年推動國際化經費核定經費為 3,391,000 元，截至 104 年 5 月底止，本院推動國際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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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率僅達 13.9%，請各單位加強並協助督促所屬教師者儘速報帳核銷。
總務方面
一、徐州路校區財產清點及交接事宜，已於本（104）年 4 月 30 日正式交由總務處接管，有關徐州
路校區如有要商借場地或其他各項業務，請與總務處保管組接洽。有關徐州路校區報廢物品，因
後排教室車棚總務處將於 6 月底拆除，報廢物品如無教師要取用，屆時亦會全部清除。
辜振甫紀念圖書分館方面
一、104 年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圖書計畫：
科技部人文司已核定 104 年人文及社會科學圖書計畫，本校通過七個學門，其中由社科院教師提
出申請獲得通過者有兩個學門。
1. 社會學門議題：失業、貧窮與福利服務(計畫主持人：社工系古允文教授)
2. 經濟學門議題：創意、創新經濟與經濟永續(計畫主持人：經濟系黃景沂副教授)
以上兩議題均為一年期計畫，本組已分別指定學科館員，後續將協助教師進行後續圖書採購相關
作業。
二、協助規畫頤賢經濟名著書屋：
本院大樓捐贈者之一，經濟系校友侯貞雄董事長捐出其六樓研究室，設立「頤賢經
濟名著書屋」，陳列經濟學名著、諾貝爾獎得主出版品書籍。李百珣股長去年已先完成書單 413
冊(經典名著 117 冊、諾貝爾獎得主著作 296 冊)，第一批西文圖書 210 冊，在總圖書館相關部門
配合下在五月已全部完成編目，陳列上架完畢，書屋於 6 月 12 日當天開放參觀。有關閱覽及管
理辦法，將於本次院務會議提案討論。
三、圖書館營運與設備改善：
1. 改善自習室使用安全：
二樓自習室限校內讀者使用，本學期為加強自習室安全，五月初已將原有話機以壁掛式改置
於室內門口明顯處，加註圖書館櫃台、校警隊、本院保全櫃台、保健中心等緊急通報電話號
碼。此外，為保障以本院學生為主要讀者群的使用安全，經院長同意於自習室主要動線增設
攝影機，相關工程已在 6/7 晚間閉館之後完工。
2. 改善全館上網環境：
一般閱覽席位配合校園無線上網環境為使用特色，為便利部份特殊使用需求、分散無線上網
頻寬，四月中旬由總圖支援經費採購相關資訊設備，開通 2 樓自習室沿窗閱覽桌的 35 個有線
上網接點，讀者可以自行攜帶 RJ45 接頭網路線，或是向櫃台借用，以有線上網路徑使用本館
提供的網路服務資源。
貳、各單位補充報告：（無）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為提報本院 104 年校、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乙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會後送校核備。
案二、「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研究所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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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會後送校核備。
案三、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擬提 104 年度研究員聘任案。
決議：
一、有關各單位聘任特約研究員仍按職級聘任，例如：教授聘為特約研究員，副教授聘為
特約副研究員，助理教授聘為特約助理研究員。
二、建議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修改其設置要點第七條，略以：「本中心因研究需要，
得聘校內外學者專家為特約研究人員…」修改為按職級聘任為特約研究人員。
執行情形：設置要點送本次院務會議討論。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人：社科院辦公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推廣海外教育獎學金設置要點」第五、六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推廣海外教育獎學金設置要點第五條「核給項目及金額:(一) 交換生：交換一學年者（含
雙學位），4 名，每名新台幣 15 至 20 萬元。交換一學期者，10-15 名，每名新台幣 8 至 10
萬元。 (二) 海外短期研究：包括海外實習、短期研究、暑期班等時間達一個月以上者，共
計 25 名，每名新台幣至 4 至 6 萬元。」擬修正為「(一) 交換生：交換一學年者（含雙學位），
2-4 名，每名新台幣 10 至 20 萬元。交換一學期者，5-15 名，每名新台幣 5 至 10 萬元。 (二)
海外短期研究：包括海外實習、短期研究、暑期班等時間達一個月以上者，共計 5-15 名，
每名新台幣 3 至 6 萬元。」
二、推廣海外教育獎學金設置要點第六條「本院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依申請學生之在校成績、家
庭狀況及申請締約學校排名高低等審查原則進行甄選。」擬修正為「……學校排名高低及學
生選赴國家之地區多樣性等審查原則進行甄選。」
三、檢陳「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推廣海外教育獎學金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及原設置要點。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案由：本院「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該中心設置要點擬修正第六點為「…以利本中心進行國際學術合作。由本院院長邀請知名國
際學者專家擔任，聘期為三年，得續聘之。」
二、擬新增第七點：「本中心因研究需要，依職別得聘校內外學者專家為特約研究人員，教授或
研究員為研究員、副教授或副研究員為副研究員、助理教授或助研究員為助研究員，聘期為
一年，得續聘之。」
三、第九點擬修正為「…本院院務會議、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四、本案業經104.6.4本院103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五、檢附「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及原設置要點。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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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七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七條「本中心因研究需要，得聘校內外學者專家為
特約研究人員，聘期為一年，得續聘之。」擬作文字修正為「…，依職別得聘校內外學者專
家為特約研究人員（教授為研究員、副教授為副研究員、助理教授為助理研究員），聘期為
一年，得續聘之。」
二、本（104）年 4 月 16 日院務會議中有委員建議修正，又經 104.5.7 本院 103 學年度第 6 次行
政會議通過。。
三、檢陳「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七條修正對照表及原
設置要點。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東亞民主研究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六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六條「本中心得視實際需要遴聘國際諮詢委員，提供本中
心學術研究與發展方向及國際學術合作之諮詢，由本院院長邀請知名國際學者專家擔任，任
期三年，得連任。」擬修正為「…聘期為一年，得續聘之。並因研究需要，依職別得聘校內
外學者專家為特約研究人員（教授為研究員、副教授為副研究員、助理教授為助研究員），
聘期為一年，得續聘之。」
二、本案業經 104.6.4 本院 103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三、檢陳「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六條修正對照表及原設置要
點。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客家研究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家研究中心設置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4 年 5 月 25 日客家研究中心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客家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二、擬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家研究中心」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家與多
元文化研究中心」，因「客家研究」除以「客家族群」為主體思考外，同時亦宜扣緊臺灣社
會脈動、重視多元族群和諧共榮之潮流，並採科際整合之方式進行；故研議修正部分條文，
擴大學術研究之關照層面。
三、檢陳「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家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及原設置要點。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第二點第四項：「其他國際客家研究與臺灣客家發展之相關事宜。」修正為「其他國際客家
研究及臺灣客家與多元文化發展之相關事宜。」
提案六
提案單位：辜振甫紀念圖書館
案由：檢陳「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頤賢經濟名著書屋閱覽規則」，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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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院 6 樓 637 及 639 室由東和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捐贈之頤賢經濟名著書屋，該書屋首次購入
約 210 冊經濟名著，主要是分為古典經濟名著及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之著作。
二、本案業經 104.5.7 本院 103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三、檢陳「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頤賢經濟名著書屋閱覽規則」。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社科院院學生會
案由：有關本院研究生借用本院新大樓 8 樓討論室，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研究生向社科院學生會（以下稱本會）反映本學年度向院辦借用本院新大樓 8 樓討論室
時，因未成立「社科院學生讀書小組」而無法借用該空間。
二、經本會查，《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場地借用規則》未列有學生個人借用本院場地之相關
規定，因此研究生個人若須在非上班時間進行學術討論，無法在本院尋得足夠空間。
三、另經本會調查其他學生可用空間，包含頤賢館 1 樓學生聯誼室及 2 樓學生空間，其中 1 樓學
生聯誼室之容量僅 42 席位，帄日假日之使用量皆高，且人群往來、飲食容易製造干擾，且
設備多屬休憩取向，不適合作為研究生學術討論空間；2 樓空間則皆有單位使用中，難以有
提供研究生討論之空間。
四、本會擬請院方針對本案進行討論，希望能在制度上得保障研究生使用本院討論室之權益。
五、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借用社科大樓研究生教室規則」。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第二條「討論空間為六樓 601-609 研究生教室共計 9 間。」修正為「…六樓 601-605 研究生
教室共計 5 間。」
三、第七條「如遇校方或院方舉辦學術演講、研討會及會議等活動，…」修正增加為「如遇校方、
院方或系所舉辦學術演講、研討會及會議等活動，…」。
提案七
提案單位：社科院院學生會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遴選辦法》第十一條，邀請院長候選人出席遴選階段之
公聽會，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院長遴選辦法第十一條規定：遴選委員會應舉行公聽會，並向本院教職員工、學生社團
與社會人士等蒐集資料及意見。然今年度院長遴選公聽會之實際運作中，與會者反映院長候
選人未被要求出席，使得公聽會中無法有候選人與與會者之間之對話，也可能因此使得出席
人數不夠多。
二、擬修正院長遴選辦法第十一條：「遴選委員會應舉行公聽會，並邀請院長候選人出席說明其
治院理念，以利本院專任教師及院務會議非教師代表行使複決權，必要時遴選委員會得向本
院教職員工、學生社團與社會人士等蒐集資料及意見」。請院方針對本案進行討論，針該辦
法是否應規範院長候選人出席公聽會與與會者互動。
決議：因有委員表達不同意見，擬提下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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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社會工作學系
案由：「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入學及修業辦法」修正條文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4 年 06 月 12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社會工作學系第三次系務會議決議，擬修正
社工系博士班入學及修業辦法第十三條，增加學生返國後須繳交國外研習成果報告書之規定：
「學生返國後一個月內，須完成研習成果報告書，繳交博士班委員會備查」。
二、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入學及修業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暨修正後條文
決議：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社科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擬與泰國清邁大學經濟學系(Faculty of Economics, Chiang Mai University)簽署交換學生計
畫協議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泰國清邁大學該院系教授於 104 年 4 月 29 日來本學院參訪，同時表達要與本院簽訂交換學
生計畫之意願。
二、該校為清邁市唯一一所國立大學，亦為泰國北部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清邁大學除了為泰北
學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機會，也為外國學生，尤其是鄰近中南半島地區的學生，提供高質素的
學習環境。學校提供包括本科、碩士、博士課程。
根據 QS 世界大學排名，該校 2014/2015 之排名，在全球位居第 501~550 名，在亞洲排名第
99 名。
三，檢陳本計畫協議書及該校院簡介。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

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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