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4 月 20 日（週五）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419 院會議室
主席：蘇國賢院長
出席：蘇國賢 陳毓文 張佑宗 林明仁 林國明(柯至哲代) 楊培珊
蘇彩足 張登及 唐欣偉 童涵浦 李顯峰 廖珮如 陳釗而
柯至哲 趙曉芳 周嘉辰 林麗雲 王泰俐 王宏文 童敏惠
許金斐 李易修 鄭方寧 凌心耕 林欣榆 李成蔭 鄭予茹
請假：林國明 陳思賢 李鳳玉 毛慶生 樊家忠 陳俊廷 何明修
洪美仁 王辰元 蘇子恩 周豐田 李承浩 鄭雅馨 楊孟軒
列席：王欣元 牟筱玲 謝怡茹 王詩曉 張瑞珠

周桂田 林照真
蘇軒立 崔炳和
葉玉珠 王姿婷
阮家銘
王麗容 劉靜怡
記錄：王欣元

壹、主席報告
院務方面
一、人事動態：經濟系陳南光教授借調中央銀行副總裁；國發所陳明通教授借調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主任委員；政治系徐斯勤教授接任本院大陸研究中心主任。
二、本院業已於107年3月2日(五)下午5時在108教師聯誼室，舉辦新春聯誼暨退休人員惜別茶
會，退休教師為經濟系林惠玲教授、吳聰敏教授，國發所葛永光教授、邱鳳臨教授及公事
所彭錦鵬副教授等5位，並同時介紹新聞所新聘教師-劉好迪助理教授，現場教職員工參加
踴躍，茶會圓滿結束。
三、為配合杜鵑花節及本校90週年校慶，臺大藝文中心特舉辦《雕塑詩集-當台灣詩人李魁賢
遇見義大利雕塑家艾倫‧德梅茲》展覽，主辦單位為:尚畫廊，協辦單位：本院與藝文中
心，雕塑品展覽地點位於本院東側走廊及社科圖書館內，展覽時間為107/3/10（六）
~107/5/4（五），歡迎本院師生參觀。
四、本院各研究團隊業已於3月28日(三)下午2時至5時30分舉行招募說明會，研究團隊創立宗
旨為追求教學或研究上的創新，本院希望可以從打造研究團隊開始，以學術前瞻議題或人
類社會重大問題為主軸，組成跨系所學院的研究團隊，並結合本院研究中心的人力、空間
與資源設備，一方面進行研究、一方面進行教學的創新。當天下午共計10個團隊介紹其成
員及研究方向，現場並有許多同學來參加，活動順利結束。
五、教育部業已於107年2月13日公布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審查，本校獲得18億元經費挹注，校方
目前只有公佈各學院國際化經費，本年度獲補助額度經核定為去年度邁頂獲分配額度之
85%(本院分配約155萬元)，其中20%為國外差旅費(約31萬元)，自即日起可動支。
六、本院已於3月29日公告「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生利他獎及社會奉獻特別獎」申請，
申請日期至107年5月2日止，請各系所鼓勵所屬學生踴躍申請。依本院「學生利他獎評選
辦法」第四條：各學系年級人數200名以內者，可推薦一名候選人，逾200名者，每200名
得增加推薦一名候選人。107年本院利他獎分配員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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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院蘇國賢院長任期至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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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業
已於組成院長遴選委員會並於1月24日召開第一次院長遴選委員會會議，由政治系名譽教
授趙永茂教授擔任召集人。會中決議徵求本院院長候選人收件至3月31日。並於4月17日中
午召開第二次院長遴選委員會會議，會議中針對院長候選人資格進行初審，並於近期辦理
公聽會，請大家注意本院網頁及相關公告。
國際交流方面
一、韓國延世大學社會科學院李殷國院長、公共行政系鄭憲周主任，於2018年1月23日下午來
訪，本院由蘇國賢院長、陳毓文副院長、童涵浦國際事務執行長、經濟系林明仁主任、亞
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藍佩嘉主任、公共事務研究所蘇彩足所長接待。本次李院長和鄭主任
除禮貌性拜會，亦希望於本院洽談日後進一步合作的可能。
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趙志裕院長於2018年2月1日下午來訪，由本院蘇國賢院長親自陪
同走訪本院各系所及研究單位。本院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合作關係由來以久，目前
簽有學術交流協議及交換學生協議，每年教研人員與學生互訪人數穩定。趙院長本次來訪
除希望維持兩院親善關係，亦希望開拓新的合作模式，如以遠程連線方式合授課程，及合
作寒暑期短期課。
三、本院於2018年2月5日舉辦「首爾大學社科院－臺灣大學社科院交流工作坊」，本院與亞比
中心邀請首爾大社會科學院與亞洲研究中心共18位學者共同参與。當日上午先由兩校社科
院院長開場致詞，並由首爾大亞洲中心、本院亞比中心、東亞民主、風險中心互相介紹各
中心研究議題、規劃、展望與合作期望。同時也舉行本院亞比中心與首爾大學亞洲中心的
簽約典禮。下午的交流工作坊則由兩校社科院老師交流與討論熱烈，深化兩校於韓國與台
灣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養分，促進東亞、亞洲比較研究學術發展。
四、臺大社科院x東京大學2018短期聯合課程，本年在2018/2/2~2/10舉行，2/2首先由宜蘭
一日行開啟課程，2/3及2/5兩日同學們參與三場授課，講師分別為臺大社會系藍佩嘉教
授、
城鄉所黃舒楣教授、及政治系左正東教授。2/5下午開始至2/9，同學依照所選志願分為五
組(東南亞移工、藝術政策、都市貧窮、經濟產業及新南向政策)，每組各由一名博士研究
生領隊從事機構參訪。2/10在課程的最終日的發表會上，同學們以分組報告的形式呈現，
令所有參與課程的師長備感欣喜，一週的活動就在歡笑和感動中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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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紀念圖書分館方面:
一、Academic Hub 建置 與 NTU Scholars：
1.臺大學術庫全校教師已完成申請 ORCID 並匯入著作者達 71.7%。
2.社科院教師之完成率為 52.6%。
3.圖書館目前正整併 AH 平台和機構典藏系統(IR)，今年 9 月將推出 NTU Scholars 系統，
學科館員將再協助教師建置個人學術檔案。
二、本學期辦理之專題演講活動：
1. 3/23 與智泉公司合作，辦理「提高國際能見度，我們還能做什麼?-啟動學術傳播的跨
界思考」專題演講，由該公司總監黃偉富博士主講，以個案方式分享研究者應具備的
能
力與可應用之創新工具。
2. 3/27 邀請社工系楊培珊主任進行「長照新視界」專題演講，介紹長照的新概念及國
內
外案例，計有 31 人參加，讀者發問和回應非常熱絡
3. 6/7 下午 2:00 將與飛資得公司合作辦理「 Sage Research Methods 工作坊」，開放
北區各大學教師報名，並擬邀請本院使用該資料庫進行教學之教師分享經驗。
三、本學期辦理之社科視角書展活動：
1. 3/7～4/10 推出「長期照顧」主題書展，感謝社工系楊培珊主任提供長照相關圖書及
紀錄片 DVD，以豐富展覽內容。
2.展出由圖資系陳書梅老師提供具書目療法(Bibliotherapy)之情緒療癒繪本 21 種
3. 5/9 ～6/13 將推出以越南為主題之書展，目前正著手規劃書單及相關活動
四、提升服務方面：
1. 圖書館新購 ExLibris 公司 Alma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為雲端平台，目前正積極進行資
料轉換及測試等工作，預計 10 月正式上線，取代現行資料查詢系統。
2. 4/17 綜合教學館舉辦啟用典禮，隨後圖書館高密度自動化書庫將開始進行圖書入庫作
業，目前已完成 3 萬 2 千個資料盒的入庫，將可容納 120 萬冊圖書，配合 Alma 新自動
化系統轉換，預計今年 10 月開始營運。
貳、各單位補充報告(略)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擬與韓國首爾國立大學亞洲中心訂立合作備忘錄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於 107 年 1 月 30 日第 2982 次行政會議通過，並於 2 月 5 日簽署完成。
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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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合作備忘錄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於 107 年 2 月 27 日第 2985 次行政會議通過，4 月 11 日簽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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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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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合作備忘錄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於 107 年 2 月 13 日第 2984 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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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於 107 年 2 月 6 日第 2983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案五、本院擬訂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金九講座」設置要點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於 107 年 3 月 27 日第 2989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案六、本院擬設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士班學生論文獎」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於 107 年 3 月 2 日公告實施。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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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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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梯次40位學生前往早大就讀，共34位獲得雙學
位，
1位轉為交換生，尚有5人就讀中；而早大共薦送12位學生前來本系就讀，其中8
位獲得雙學位，3位轉為交換生，尚有1人就讀中。
二、去（106）年經系務、院務及校級會議通過之後，本系與政經學部已經在10月完
成
修訂後新約的簽訂。
三、本案修訂條文的原因主要有二：
1.簽約至今時間已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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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昭告學生。例如第5、6
點的學分規定相應現況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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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檢具「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與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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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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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檢附經濟學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第七條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經濟系 105 學年評鑑報告，其中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系長聘與升等委員會，
運作宜透明並維持與申請者間暢通的溝通管道。申請者宜有權提供外審建議與迴
避名單。」
二、為利長聘案運作透明並維持與申請者間暢通的溝通管道，爰擬修訂經濟系教師聘
任評審作業要點第七條，增列第二項「申請長期聘任者，得提審查建議名單及迴
避名單，以供參考。」
三、本業經 107 年 2 月 26 日經濟系聘審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以及 107 年 4 月 12 日本
(106)學年第 3 次經濟系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四、檢附經濟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第七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
決議: 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 經濟學系

案由: 檢附經濟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擴大經濟系老師在新進人員聘任事務上之參與，擬增訂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聘審會之委員若已連續擔任兩任或以上者，得於
下次聘審會選舉前，向系辦申請免列入為候選人一次。本項兩任或以上之計算自
106 學年度起算。」；原第二項至第七項規定遞移為第三項至第八項。
二、上述修正案業經經濟系 107 年 4 月 12 日本(106)學年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經濟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條文修正對照表暨原條文。
決議: 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 公共事務研究所
案由:檢附「公共事務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及「公共事務研究所專任
教師評審作業要點」第五條修正條文修正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3 月 20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公事所所務會議提案通過。
二、依照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公事所所務會議，會中通過「公共事務研究所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及「公共事務研究所專任教師評審作業
要點」第五條辦理。
三、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修正，係配合本校 105 年 6 月 18 日 104 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各學院（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第
五條（106.6.30 本校校人字第 1050050728 號公告發布）酌作文字修正。
四、教師評審作業要點第五條修正，係配合本校 105 年 6 月 18 日人事室修訂之國立
臺灣大學專任教師(研究人員)提聘單繳送資料要求，以著作送審，送審人數不得
少於 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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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公共事務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及「公共事務研究所專
任教師評審作業要點」第五條修正條文修正表及原辦法全文。
決議: 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鑑辦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4 月 16 日本院教師評鑑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會
議通過。
二、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院教師評鑑辦法施行細則」條文修正對照表暨原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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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二樓開放空間管理辦法」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為達成學生自主學習之目的，與避免此開放空間因使用者使用時發出聲響
過大，造成其他師生同仁不便，特製訂本管理辦法。
二、本案業經 107 年 3 月 16 日本院 106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通
過。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東側二樓開放空間管理辦法」草案如附件六。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擬向教育部申請二位玉山青年學者，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07 年 3 月 14 日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70031548 號函辦理。
二、依研發處來函，各學院應於 107 年 4 月 20 日(五)下午 5:00 前將申請資料送至
研發處，逾期恕不收件。教育部核定本校分配到玉山學者 22 個單位。(1 個單
位玉山學者 1 位或玉山青年學者 3 位)
三、茲有政治系擬聘劉康慧助理教授及經濟系擬聘謝志昇助理教授二位為「玉山青
年學者」。
四、檢附二位助理教授申請資料及 C.V.。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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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散

會(13 時 40 分)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