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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第 132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6月14日（星期五）中午12：10 

地點：綜合院館南棟13樓社科院第一會議室 

主席：江明修院長 

出席：白副院長仁德、關副院長秉寅、黃副院長東益、楊主任婉瑩、黃

主任厚銘、何主任怡澄、蘇主任偉業、林主任老生、林主任馨怡

(李浩仲老師代)、王主任雅萍、劉所長曉鵬、成所長之約、宋所

長麗玉、王主任信實、陳委員建綱、陳委員信木、陳委員香梅、

戴委員秀雄、張委員中復(劉子愷老師代)、王委員惠玲、楊委員

佩榮、張委員鎧如、學生代表呂國瑋同學 

請假：魏主任玫娟、徐委員士勛 

列席：張執行長其恆 

應出席委員27人，本次會議實際出席委員25人，請假2人，詳如簽到單 

記錄：洪青妏 

 

壹、頒獎： 

一、頒發退休教授感謝紀念品 

地政系 張金鶚教授 

地政系 顏愛靜教授(由林老生主任代領) 

 

二、頒發兼任講座教授聘書 

政治系 陳永福教授(由楊婉瑩主任代領) 

財政系 楊建成教授(由何怡澄主任代領) 

經濟系 賴景昌教授(由林馨怡主任代領) 

經濟系 王  平教授(由林馨怡主任代領) 

 

三、頒發 106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獎狀 

社會系 黃厚銘教授 

政治系 翁燕菁副教授(由楊婉瑩主任代領) 

財政系 吳文傑副教授(由何怡澄主任代領) 

財政系 羅光達副教授 

地政系 甯方璽副教授 

 

四、頒發 107學年度社科院院導師感謝狀 

總導師-國發所 魏玫娟副教授(由劉曉鵬所長代領) 

院導師-政治系 陳建綱副教授 

院導師-社會系 高國魁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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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導師-財政系 羅光達副教授 

 

五、頒發社科院博士班學生獎助學金 

財政系博士班 伍大開同學 

公行系博士班 黃妍甄同學 

 

貳、主席報告： 

本院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業務成效報告： 

1.人事類 

(1)地政系張金鶚老師、顏愛靜老師即將於 108 學年度退休。感謝師長的辛

勞付出，作育英才，實為表率。 

 

2.教學類 

(1)為有效推動本校教學發展 2大主軸之一「多元學習」，本次會議擬討論本

院「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調整辦法」，以利教師更有教學、研究、服務等

彈性。 

(2)配合學校鼓勵彈性授課，建議師長們可參閱「國立政治大學彈性授課施

行方案」(附件 0-1)，以系所模組為單位，規劃研議相關方案。 

 

3.研發類 

(1)原 107 年本院院高教深耕精進計畫、國際研究能量躍升計畫及原拔尖計

畫-台灣經驗 2.0：智能社會與永續發展的參與式智慧治理於 108年整合

為「社科院高教深耕精進計畫」。 

(2)109 年系所評鑑，目前已完成本院院特色指標，後續作業會再依研發處

通知各系所。 

(3)本學期本院師長申請補助外文學術著作編修、投稿及中文學術著作翻

譯，共計 6件。 

(4)本院於本學期訂定「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博士班學生獎助學金獎勵

辦法」以及「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博士候選人論文寫作獎助學金獎

勵辦法」，特向校方爭取經費，希望透過頒發獎助學金，延攬更多優秀

並具研究及學術發展潛力學生就讀本院博士班，並有效提升博士論文之

品質。 

 

4.總務類 

(1)綜合院館微六電腦教室 107 年以院高教深耕計畫資本門經費整修完成，

目前已規劃本院第四會議室，以及未來院級計畫推動中心。各系所若有

活動或會議需求，可向院辦公室提出申請。 

(2)本院研究室空間不足，下學年度即將有 7 名新進教師，但僅剩 2 間空研

究室得分配。目前尚在協調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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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務類 

本院學生事務辦公室於本學期辦理了 

(1)博士生工作坊 5場 

(2)社科院社創大使團社企參訪(培訓課程)1次 

(3)社科院社創大使團成果發表 1次 

(4)社企月系列講座/工作坊 4場 

(5)社科院工作坊 1場 

(6)社科院社會創新系列講座 2場 

(7)社科院身心健康講座 1場 

 

6.國際化 

(1)為有效推動本校教學發展 2 大主軸：「多元學習」及「國際化」，本次會

議前委由關秉寅副院長對「系所國際化」訪談各系所主管，同時也發出

問卷調查本院學生參與國際化之意願及情形，調查結果說明及建議如附

件 0-2。 

 

7. 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8. 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9. 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10. 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參、確定前次會議紀錄暨報告執行情形： 

一、提案單位：財政學系 

案由：財政學系擬推薦林全先生遴選本校傑出校友，請討論。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二、提案單位：財政學系 

案由：財政學系擬推薦張兆順先生遴選本校傑出校友，請討論。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張兆順先生榮獲本校 107學年度傑出校友。 

 

三、提案單位：公共行政學系 

案由：公共行政學系擬推薦李錦忠先生遴選本校傑出校友，請討論。 

決議：通過。 

 

http://asiapacific.nccu.edu.tw/
http://asiapacific.nccu.edu.tw/
http://www.imes.nccu.edu.tw/
https://mepa.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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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提案單位：地政學系 

案由：地政學系擬推薦林建元先生遴選本校傑出校友，請討論。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五、提案單位：公行系蕭乃沂教授 

案由：成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公共事務個案中心」，請討論。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肆、審議事項 

一、提案單位：社會科學學院 

案由：有關本院各院屬研究中心(室) 107學年度工作成果暨 108學年度工作

計畫，提請核備。 

說明： 

（一）依據本院《院屬研究中心(室)設置與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院屬中

心（室）屬功能性與任務性組合，應訂定明確目標與工作時間表，每

三年應以中心名義至少接受委託或補助執行貳拾萬元以上研究計畫

一案每學年結束前須向院務會議提報書面工作成果及次學年工作計

畫書。院屬中心(室)未依前項規定執行研究計畫或遲交工作成果及計

劃書超過 6個月以上，得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停辦。 

（二）檢附本院各院屬研究中心(室) 107學年度工作成果暨 108學年度工作

計畫如附件。 

【附件 1-1】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         

【附件 1-2】人工智慧經濟學研究中心     

【附件 1-3】經濟政策研究中心           

【附件 1-4】公民社會暨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附件 1-5】財稅政策與制度研究中心     

【附件 1-6】國土政策研究中心           

【附件 1-7】綠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       

【附件 1-8】當代日本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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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         

【附件 1-10】公共事務個案中心          

 

決議：准予核備。 

 

二、提案單位：社會科學學院 

案由：擬修正「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遴選要點」部分條文，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1.擬修正第四點： 

爰於本校其他八學院之院長遴委會教師代表及院外學者專家代

表，皆由院務會議代表投票產生，故本院擬比照辦理。 

2.擬修正第十點： 

  擬將本院諮詢性投票確切開票結果密送遴委會參考。 

3.擬修正第十三點： 

本點規定僅本院獨有，其他八學院之院長連任規範中並無此程

序；另考量選研中心亦已配合執行院長連任問卷；又本點諮詢性

投票結果，僅供校長參酌，未具決定性效益，爰為提升行政效能、

精簡行政程序，建議參照其他學院作法，刪除本點規定。其後之

條次往前調移。 

（二）檢附本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2-1)及修正後全文(附件 2-2)。 

 

決議：修正後通過。 

 

三、提案單位：社會科學學院 

案由：擬修正「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行政人員支領工作酬勞辦法」，

請審議。 

說明： 

（一）本辦法所依據之本校母法「國立政治大學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

務支領工作酬勞原則」，業經本校 107年 10月 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第 9屆第 7次會議通過修正法規名稱及全文，爰本辦法配合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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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附本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3-1)、修正後全文(附件 3-2)，以及

本校母法「國立政治大學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支領工作酬勞

原則」(附件 3-3)。 

決議：通過。 

 

四、提案單位：社會科學學院 

案由：擬修正「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辦理各項選舉事務工作通則」

第七條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擬修正本通則第七條，調整本院推選校教評會及校教申會委員之推

選方式，改由各系所輪流推選委員擔任之。 

（二）檢附本通則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4-1)及修正後全文(附件 4-2)。 

 

決議：通過。 

 

附帶決議： 

1. 本校 108-109學年度「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本院推選委員，依據本案決議，

改由各系所輪流推選委員擔任之。 

2. 各系所輪流方式，依據本校組織規程順序，應推選委員之系所如下： 

(1) 正取委員 2名，應推選男、女委員各 1名：由政治系與社會系共同

推選。 

(2) 備取第一順位委員 2名，應推選男、女委員各 1名：由財政系與地

政系共同推選。 

另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六條規定，推選委員應

與院長(公行系)為不同單位為原則。爰此，公行系本屆暫不輪流。 

(3) 備取第二順位委員 2名，應推選男、女委員各 1名：由經濟系與民

族系共同推選。  

 

五、提案單位：社會科學學院 

案由：擬修正「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調整辦法」，

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本校於民國 105年 5月 25日政教校字第 1050015391號函發佈

之「國立政治大學新制課程精實方案」(附件 5-1)修改本院專任教師

授課時數調整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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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循本校課程精實方案精神，本院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從每學年

15小時調整為每學年 12小時，修改本院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調整辦法

中之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條文內容。 

（三）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5-2)及修正後全文(附件 5-3)，

105-107學年度教師授課時數分配情形彙總表(附件 5-4)。 

決議：通過。 

 

六、提案單位：政治學系 

案由：擬修正「政治學系主任遴選要點」第五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系 108年 3月 25日系務會議決議辦理。(系務會議紀錄節錄如附

件 6-1) 

（二）修正說明如下：依現行條文，本系系主任任期為 2年，擬將任期延

長為 3年，以助系、院、校之行政作業推動。(修正對照表如 6-2及

修正後遴選要點如附件 6-3)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