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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院務方面
一、本院政治學系傅鈺如同學榮獲2017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碩士論文獎，指導教授為黃長玲教授。
二、本校106學年度第68屆運動會於106年11月18日上午展開序幕，當日因雨臨時改至體育館。本院各
系所師生及行政同仁不畏風雨，十分踴躍參與開幕式。本院106學年度第68屆運動會得獎名錄如
下：社工系沈瓊桃老師榮獲全校運動會教職員女乙組60公尺徑賽第一名；本院「社會學動動腦動
動腳」榮獲1200公尺混合接力團體競賽第三名。另本院榮獲106學年度全校運動會院精神錦標第
二名及精神錦標第六名
三、本院在教務處經費支持下，採購數位電子看板及推播系統，並於106年12月14日辦理教育訓練及
驗收完成，除在辜振甫紀念圖書館有二面玻璃上會投射最新活動及訊息，另在本大樓1樓東側電
梯口及社會社工館1樓均設置有電子看板，目前正在試用階段，各系所及中心如有活動，請多利
用本套系統展示，將來就不必再印製海報，節省資源。
四、本院與法律學院合辦第17次跨領域交流會，已於106年12月26日辦理完畢，本次演講地點為本院
三樓梁國樹國際會議廳，會後餐會安排在國際會議廳外學生活動空間用餐，本次會議除郭代理校
長、張副校長、郭教務長及張國際長等出席外，另有本校各學院及老師約有80餘位參與，交流非
常熱絡，活動圓滿結束。
五、106年11月21日第2972次行政會議，總務處報告場地收費標準—校內單位或教師使用：室內面積
每坪每月1,200元，公共設施面積每坪每月600元；校外單位：室內面積每坪每月1,500元，公共設
施面積每坪每月750元。本院擬於107年起比照總務處做法收費。
六、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與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合作，提供2名本校人文社會
科學領域教授於107年度至南京大學高研院訪問，訪問時間以不超過一個月為限。南京大學高研
院將補助相關研究經費，並提供住宿。訪問學者須於南京大學高研院進行至少兩場學術活動，包
括與該校高研院學者的圓桌學術交流，以及對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的公開演講。請於107年1月 31
日前，透過電子郵件方式，向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提交以下資料：履歷表(含個人資訊、職
務頭銜、研究領域、相關論著)及訪問計畫書，詳請請洽本校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七、本院蘇國賢院長任期至107年7月31日，蘇院長已於106年11月底向本院院務會議代表表示不願續
任。依「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遴選辦法」辦理新任院長選舉。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遴選委員會產生方式如下：一、教師委員由本院專任教師就本院專任教授投票產生。二、非教
師委員由校長自校友、社會人士、本院學生或本院職員中選聘。」相關選票已於106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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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各系所，請各位老師於107年1月11日（星期四）下午5時前將選票送達社會科學院院辦公室。
八、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已於106年12月終止，相關邁頂計畫年度結案報告將於1月初送校核備。
國際交流方面
一、2017年11月13日本院舉行107學年交換生說明會，現場反應熱烈，感謝所有出席與會同學！
二、2018/2019(107學年度)社科院出國交換生甄選成績已於106年12月22日公告。請本院學生注意志
願選填及時程: 12月29日第一次錄取學校公告，107年1月3日下午5時止繳交錄取資格確認書及計
畫費2000元或錄取資格放棄聲明書；1月5日公告第二次志願選填學校名額，1月9日繳交第二次志
願表，1月12日第二次錄取學校公告，1月16日下午5時止繳交錄取資格確認書及計畫費2000元。
三、臺大社科院 X 東京大學2018 Joint Winter Program，將於107年2月2日~2月10日舉行，臺大甄選學
生結果已於106年12月29日公告。在活動期間，東京大學學生和臺灣大學學生將依主題分為5組，
主要交流語言為英語，團員間交流則歡迎使用中文和日文。在一週的活動期間與來自東京大學的
學生一同探索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議題，除了向世界頂尖的東大學子推廣台灣，亦能
加強了解培育自身的這片土地。
四、107年2月5日本院將舉辦與韓國首爾國立大學亞洲中心交流會議，首爾大學會派10位左右老師前
來參加。上午部分安排三個研究中心進行報告：風險、東亞民主與亞比。首爾大則介紹社科院、
亞洲中心。下午則安排兩校學術研討，各校請4-5位老師代表發表學術成果，以利未來兩校跨國
合作的進行。
辜振甫紀念圖書分館方面:
一、為便利讀者使用館藏，於 106 年 12 月 19 日 自徐州路書庫搬遷 55 箱共 463 冊日治舊藏回社科
院圖書館 B1 密集書庫，包括：日治時期報紙合訂本 168 冊、一般舊藏 295 冊；另搬移戴炎輝教
授藏書 2,538 冊至總圖書館 B1 專藏文庫，以集中典藏。
二、106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31 日辦理「共享經濟」主題書展，12 月 18 日-21 日配合本院「無條
件全民基本收入」講座活動展出比利時天主教法語魯汶大學講座教授菲利普．范．帕雷斯教授
《Basic Income》著作；感謝經濟系王道一教授借展其「臺大社會科學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樂高模型創作，自 11 月 27 日起於社科圖 1F 展出。
三、邀請外文系資深教授辦理多場活動，幫助學生解決問題並提升學習能力:
(一)線上專題演講：11 月 14 日 如何寫出接軌國際的英文履歷與求職信。
(二)英語 CPR 課程：11 月 28 日 聽演講做筆記、用英語做簡報；11 月 30 日英語學術論文閱讀技
巧、論文寫作練習、英文 CV 撰寫。
(三)英語學習諮詢：每週三下午 1:00-4:00。
(四)Dr. Chou 的擒英術：撰寫英語學習秘笈部落格。
四、在推廣活動方面：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6 日推出「(Q+A)5=社科圖知識達人就是我」活動，以促
進讀者認識館藏資源，總計 200 多人參加並完成測驗和領取小禮物。
11 月 22 日辦理「Sage Research Methods 資料庫講習」活動，介紹資料庫在教學和研究上應用。
12 月份推出「一人一讚，點亮耶誕」活動，期能擴增臉書粉絲，於 12 月 20 日辦理社科圖耶誕
快閃演唱會，22 日點亮閱覽廳中庭聖誕燈光。
貳、各單位補充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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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系主任選任辦法」第四條第一款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政治學系公告實施。
案二、經濟系「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條文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校核備中。
案三、日本京都大學經濟學、文學、人間環境學三學院與本校社會科學院、文學院續約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該校簽署完成。
案四、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生會辦公室管理辦法」總則第二條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擬修訂為「..院系所學生會幹部辦理相關會務活動使用。」
執行情形：業已於 106 年 11 月 24 日 106 院字第 1060033 號公告實施。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
案由：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擬與韓國首爾國立大學亞洲中心(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sia
Center )訂立合作備忘錄。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國立臺灣大學與韓國首爾國立大學兩校的社科院已簽訂交換學生計畫，而亞比中心與首
爾國立大學亞洲中心，將定期舉辦研究人員的交流活動，促進亞洲研究的跨國合作。
二、首爾國立大學亞洲中心常設 15 位專職研究員，16 位學者擔任成員，18 位訪問學者，分
於三個區域研究中心與「中國-美國關係」、「民主和經濟發展」、「公民社會」等七個主
題研究計畫進行亞洲各國不同社會層面的探討研究，並和五所以上的韓國亞洲研究中心
建立學術連結。於 2013 年-2016 年透過亞洲研究所交換計畫，與 12 國亞洲研究中心合
作，將國際資源挹注於研究計畫、學術發表、訪問學者、交換學生等合作中。
三、檢附合約提案中文說明、合作備忘錄草案各一份。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 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
案由：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擬與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The Eberhard Karls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n Contemporary Taiwan)訂立合作備忘
錄。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成立於 2008 年 6 月，由德國杜賓根大學與台灣
蔣經國基金會共同出資成立，宗旨於成為歐洲與台灣的學術平台，鼓勵歐洲與台灣研究
者針對台灣政治、經濟、社會與台海關係進行深入研究，發展當代台灣研究，致力於提
升台灣研究的學術環境。
二、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為歐洲與台灣研究間重要平台，廣納法政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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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系、經濟學系及兩岸關係等優秀研究者。其也支持專題研究實地訪查，透過與台
灣研究機構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與交流計畫，提供學生在台灣進行田野調查，並和台灣
機構學術機構簽訂國際合作合約，合作台灣講座、工作坊、學術研討會與台灣書院等，
提升台灣研究的國際能見度。
三、檢附合約提案中文說明、合作備忘錄草案各一份。
決議: 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 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
案由: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擬與香港中文大學移民與遷徙研究中心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訂立合作備忘錄。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香港中文大學移民與遷徙研究中心成立於 2016 年 5 月，中心宗旨為研究、理解香港與
亞洲的移民與遷徙的成因、動態。而該中心的研究領域也擴大包含至「整合與發展」、
「人口、家庭與青少年」以及「健康」等領域，更將研究關懷延伸至當代社會的「難民」
議題。該中心設立 7 位執行委員、8 位成員，於 2017 年發展與亞洲移民遷徙議題相關
的研究計畫共 38 項。
二、香港中文大學移民與遷徙研究中心專注於發展移民與遷徙研究，將連結亞洲、歐洲與北
美的研究者，共同以移民比較研究深化全球觀點，致力於發展亞洲移民理論。
三、檢附合約提案中文說明、合作備忘錄草案各一份。
決議: 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經濟統計資料研究中心
案由: 本院「經濟統計資料研究中心」擬改名為「行為與資料科學研究中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近年來越來越多社會科學研究嘗試使用非傳統的資料形式，不論是公司內部資料、社群
網站公開資料、或是具隱私考量的政府行政資料，並從事以實證為主的研究。例如過去
一兩年熱門的資料科學，嘗試用更少的假設來預測人類行為，或是獲得今年諾貝爾經濟
學獎肯定的行為經濟學，或許都可以視為這一波新的研究浪潮。其他頂尖大學，如哈佛
大學、芝加哥大學等，紛紛成立資料科學研究中心，或是如麻省理工學院、布朗大學等
等，也開始推動社會科學與資料科學的主修或學程。
二、本著推動跨領域與鼓勵新研究的精神，本中心擬將原名稱由「經濟統計資料研究中心」
更改為「行為與資料科學研究中心」，期望能推動更多以實證為主的社會科學研究。
三、檢附構想書及設置要點各一份。
決議: 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 擬訂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金九講座」設置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韓國金九基金會為促進韓臺兩國民間社會與學術界的交流合作，提昇兩國邦誼，特捐款
成立本講座。主要目的為獎助針對兩國發展路徑與社會經驗進行比較研究，以及攸關臺
灣、韓國及亞太地區的傑出社會科學研究者。
二、本案經 106 年 12 月 6 日本院 106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學術研究發展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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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金九講座」設置要點草案。
決議: 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擬設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士班學生論文獎」，相關作業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鼓勵本院具有研究潛力之學士班學生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並獎勵其研究成果，特製訂
本作業要點。
二、為配合本校辦理學士班學生論文獎作業時程，本院訂於每年 3 月 1 日前收件，並給予獎
勵，院長獎三名與優良獎若干名兩類，得獎者將頒予獎狀，並邀請公開分享講述其研究
成果。前三名得獎者得同時頒給獎金，並送校參加傅斯年獎及校長獎。
三、本案經 106 年 12 月 6 日本院 106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學術研究發展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通過。
四、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士班學生論文獎作業要點」草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第五點第一項修正為「…選出論文獎之推薦名單：政治學系 6 名、經濟學系 4 名，社會
學系與社會工作學系各 2 名，新聞研究所跨域學程得至多推 1 名。…」。第二項修正為
「…前 3 名為院長獎並推薦至校方參選傅斯年獎，其餘頒予優良獎若干名。」。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

會(13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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