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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院務方面
一、恭賀社會學系林國明教授獲本校106年教師社會服務優良獎。
二、有關本院校長遴選委員會代表候選人，經本院教研人員投票至106年6月2日止，並於6月5日上午
開票完成。投票結果如下:
(1)教研人員代表候選人一人為黃長玲教授，候補候選人男性二人為蘇國賢教授、吳聰敏教授，
候補候選人女性二人為古慧雯教授、曾嬿芬教授。
(2)校友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候選人一人為政治系趙永茂名譽教授，候補候選人男性二人為
陳博志董事長、林子儀所長；候補候選人女性二人為張苙雲執行長、周清玉女士。
三、由本校和其他11所台灣大專校院組成的頂尖大學策略聯盟，本校為頂大聯盟與美國哈佛大學合作
窗口，由本校社會科學院和法律學院負責執行與該校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領域之交流。2017
年哈佛大學三領域學者陸續到訪台灣，5/15政治學王裕華教授、5/18經濟學Benjamin Golub教授、
6/14社會學Paul Yunsik Chang教授已在本院演講並與師生對話，下半年也預計將有數名哈佛學者
來訪本院。
四、本院學生利他獎及社會奉獻特別獎，業已於6月6日開會審議完畢，會中決議：通過政治學系孟邑
儒同學等11名為利他獎受獎人，同時孟同學亦代表本院角逐本校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個人獎)；
另本院參加本校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團體獎)為:經濟學系「遠山呼喚」團隊及社工學系「社會
工作學系學生會社會服務部」團隊二隊，會中決議：通過經濟學系「遠山呼喚」團隊代表本院角
逐校方獎項，但本次院務會議先頒發二隊獎狀，以資鼓勵。
五、本院於105學年度有4個教學研究單位接受評鑑作業，公共經濟研究中心、東亞民主研究中心及經
濟學系接受評鑑，均已完成。社會學系於6/15-16接受評鑑，亦將於今日完成。感謝各單位評鑑
委員對本院及校方的鼓勵及建議，院方會將委員意見認真檢討及處理。
六、本院擬於106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二門跨域專長課程，分別為經濟系「資料科學與社會分析」及新
聞所「新聞與數位創作」，業經6月9日送105學年度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國際交流方面
一、在本學期(105-2)完成或已核准簽訂的國際交流合約有6件：
社科院與德國漢堡大學商業、經濟與社會科學院交換學生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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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與瑞典隆德大學經濟學院交換學生協議
社科院與南韓首爾國立大學社科院交換學生協議
社科院與文學院與荷蘭萊頓大學海牙學院聯合交換學生協議
政治系與日本東北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博士雙學位協議
社工系與澳洲臥龍岡大學健康與社會學院學術合作備忘錄
正進行洽談的有2件：
社科院與英國南安普敦大學人文社會與數學科學學院交換學生協議
政治系與英國蘭開斯特大學政治學門交換學生協議
目前本院有效且活躍執行中之國際交流合約以交換學生合約為主，計總數約40份，可提供每學期
出國及來校交換各80名名額。
二、本院2017/2018出國交換：一學年本院將薦送院級出國交換生45名，校級出國交換生69名。總計
106-1將有114名本院學生出國交換。
三、本院2017/2018來校交換：一學年之院級來校交換生，收到提名共49位。校級來校交換生，收到
提名共87位。總計106-1將有136名外籍生在本院交換。
邁向頂尖大學方面:
一、本院 106 年度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經費核定為 13,954,059 元；推動國際化為 1,825,950 元。
二、本年度邁頂經費資本門核銷期限至 106 年 10 月 30 日止，經常門核銷期限為 106 年 12 月 31 日，
敬請各單位儘早將經費核銷完畢。
三、因有各系所教師來詢問經費補助事宜，重申本年度邁頂經費不補助各別老師申請經費，僅限研究
團隊提出研究經費之申請。
辜振甫紀念圖書分館方面:
一、106 年度科技部人文司補助人社圖書計畫，全國獲通過 16 項。本校申請 16 項，通過補助 7 項如
下表，皆為 1 年期計畫。辜圖協助之申請計畫共通過 2 項，分別為經濟系與國發所，核定金額
各
為新台幣 1,494,000 元系統帳密與使用手冊已寄給計畫主持人。
學門

議題

計畫主持人

文學 II

世界文學 IV：新興文學

外文系 張淑英老師

歷史學

社會主義史

歷史系 王遠義老師

歷史學

圖像與空間

歷史系 許雅惠老師

政治學

全球共同議題治理

地理系 簡旭伸老師

社會學

風險社會

國發所 張國暉老師

經濟學

實驗經濟學

經濟系 王道一老師

區域研究與地理 生態系統服務面向之環境資源管理 生演所 李玲玲老師
二、配合學校未來設置之國際學院的規劃，於 5/19(五)李副校長、館長、教務處人員與富邦團隊、
5/26(五)富邦李震華董事長、林副總經理等及其建築師團隊(郭旭原建築師事務所)、5/31(三)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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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戴勝益先生、唐牧群副館長等人訪視徐州路校區法社圖書分館，帶領參觀各層樓環境。
三、SAGE 出版公司副總裁 Rosalia da Garcia 女士來訪，除與總圖書館洽談有關 SAGE 研究方法資料
庫(SAGE Research Methods，包括 550 多個社會科學研究案例及 120 個教學 datasets)採購方案外，
提出協助舉辦投稿與論文寫作相關工作坊，以及擬與本院教師合作，以便能增加臺灣相關案例。
若有教師有興趣，本組可協助聯繫事宜。
四、為加強對本院各系所單位教師之服務，重新規劃學科館員服務，各系所單位之學科館員安排如
下
表，並自六月份起將積極聯絡與拜訪各單位教師，協助教師申請 ORCID id 與建置台大學術庫
(Academic Hub)資料。另亦將於新學期時推出學科館員與服務之網頁，方便教師與我們聯絡。
系所單位

聯絡電話

政治學系所、公共事務研究所、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葉彥邦 55603
邱芳盈 55612

經濟學系所、公共經濟研究中心、

李百珣 55607

經濟統計資料研究中心

陳建翰 55610

新聞所、國發所、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黃文琪 55604
邱琬婷 55615

社會工作學系所、客家研究中心

吳欣怡 55613
蕭坤成 55609

社會學系所、東亞民主研究中心

林秀鳳 55605
黃麗文 55614

貳、各單位補充報告(略)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政治學系擬與英國威爾斯亞伯立斯威大學國際政治學系簽訂交換學生合作協議書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政治學系業已送校行政會議報告。
案二、檢送經濟學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簽署雙聯學位協議之修正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06 年 6 月 6 日校 2951 次行政會議提會報告。
案三、公共事務研究所擬修訂「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生修業辦法」第七條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 106 年 6 月 9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討論。
案四、本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與韓國信韓大學跨學科和邊境研究所簽署合作備忘錄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06 年 6 月 6 日校 2951 次行政會議提會報告。
案五、擬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術研究發展工作小組作業要點」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06 年 6 月 6 日公告施行。
案六、擬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與管理辦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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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06 年 6 月 6 日公告施行。
案七、經濟學系擬自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跨域專長課程「資料科學與社會分析」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 106 年 6 月 9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案八、新聞所擬自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域專長課程「數位新聞創作」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 106 年 6 月 9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案九、本院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校長遴選委員會教師代表候選人及校友代表或社會公
正人士候選人提名及選舉辦法」條文案。
決議: 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 106 年 5 月 9 日第 2948 次行政會議通過，5 月 22 日 106 院字第 1060018
號公告施行。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客家中心擬轉型為「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原客家中心擬轉型為「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將研究的對象擴大至亞洲社會，聚焦
在亞洲家庭、人口與性別、移民與族群、經濟與勞動、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都市發展
與治理、文化與消費等相關研究領域。
二、該中心設立業經 6 月 12 日本院學術研究發展工作小組討論通過，並推薦社會學系藍佩
嘉教授擔任主任，由院長兼聘之。
三、檢附「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設置要點草案及計畫書各一份。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政治學系
案由：政治學系擬與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簽訂碩士雙學位(dual
degree)計畫，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為本校簽有合約之姊妹校，在 2014 年 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中，於
社會科學排名 151-200 名，而在 2016 年的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中，
該校整體排名為 201-250 名。
二、政治學系 106 年 6 月 13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決議同意與捷克布拉格
查理大學簽訂碩士雙學位計畫，合作草約。
決議: 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政治學系
案由: 政治學系擬與西班牙巴塞隆納國際關係研究所(Institut Barcelona d'Estudis Internacionals,
IBEI)簽訂碩士生交換計畫，提請 討論。
說明：
一、IBEI 是 2004 年創建的大學之間的研究所，是由巴塞隆納大都會地區所有五所公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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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塞隆納國際文獻中心的協力組成，旨在促進政治和國際關係研究生培養和研究，且
IBEI 已經鞏固並獲得了歐洲和國際一級學術和研究中心的高度認可。
二、政治學系 106 年 6 月 13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決議同意擬與西班牙巴
塞隆納國際關係研究所(IBEI)簽訂碩士生交換計畫，計畫草約。
決議: 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政治學系
案由: 檢附「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與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跨國雙學位制備忘錄之附錄」修正條
文草案與現行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政治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自 2006 年 12 月簽署跨國雙學位的備忘錄，以及備忘錄之附
錄，執行至今本系已經薦送 11 梯次 37 位學生前往早大就讀，共 28 位獲得雙學位，1
位
轉為交換生，尚有 8 人就讀中；而早大共薦送 12 位學生前來本系就讀，其中 7 位獲得
雙學位，3 位轉為交換生，尚有 2 人就讀中。
二、本案修訂條文的原因有二：
1.簽約距今時間已久，早稻田大學制式合約做調整，而新增部分文字例如:第 1 點、第
13-18 點，大致上是原則性的規範。
2.因應實際執行的狀況而調整，且雙方已經取得共識並已轉知學生。例如第 3 點早大政
經學部新增 English based program，而第 5、6 點的學分規定相應調整；第 7、8 點
將實際規定放入條文，避免學生不知道；第 9 點為教務單位在處理個案上的作法，寫
入條文；第 10 點語文能力要求的部分，刪除可提交推薦信取代語文能力證明這一項
階段性條文等。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與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跨國雙學位制備忘錄之附錄」修正
條文草案與現行條文對照表。
決議: 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

會: (13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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