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課程委員會 
101 學年度第二次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102 年 4 月 17 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 
貳、 開會地點：壽豐校區文學院 A207 會議室 
參、 主    席：黃院長宣衛(吳翎君副院長代理) 
肆、 與會委員：盧蕙馨委員(校外委員)、李正芬委員、許子漢委員、蔡淑芬委

員、陳鴻圖委員、郭澤寬委員、郭平欣委員、徐揮彥委員、劉
志如委員、劉家亨(學生代表)、林晉葳(學生代表)  

伍、 記    錄：吳雅萍助理 
陸、 報告案  

第一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程表」修訂草案，提請  追認。 
說明： 
＊ 人社院亞太研究學程 

國際學生修課需求：增開「亞太地區文化資產」、「檔案文獻」、「亞太地
區研究專題 II」、「亞太地區社會文化政策」。 

＊ 中國語文學系 
專案教師聘任到期：停開「現代戲劇選讀」、「媒體編輯及製作」、「文
化研究(碩)」、「文化研究(博)」。 

＊ 華文文學系 
人數不足：停開「華文文學選（五）中國大陸文學」、「華文舞台劇本
選讀」、「文學批評專題（二）」。 
教師開課規劃：增開「華文文學專題（五）中國大陸文學」。 
學系課程規劃：增開「小說創作(一)」、「謠諺與社會」。 
              停開「小說創作(二) 」、「文學與神話」。        

＊ 英美語文學系 
配合學生選課規劃：增開「媒體美學與敘事分析(一)」。 

停開「媒體美學與敘事分析(二)」。 
         初選無人選課：停開「英美語言發展故事研究」。 

＊臺灣文化學系 
    授課教師申請留職停薪：停開「客家族群地理。 
    學生修課需求：增開「區域專題（二）」。 
＊ 社會暨公共行政學系 
    新聘客座助理教授：增開「永續發展」、「政治經濟學」、「國家發展」、 

「政治經濟學」、「中國大陸問題研究」 
本院共增開 14 門、停開 12 門課程。 
   

    第二案 
    案由：本院「歷史學系」、「社會暨公共行政學系」、「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經系課程委員會通過課程規劃重要事項異動為：本系學士班學生    
        須滿足通識相關規定及修滿主修領域三個學程，學分 128 學 
        分以上方得畢業（惟得計入畢業總學分的通識課程以 50 學分 
        為上限），提請  追認。 
    說明： 

＊ 歷史學系：經 101.11.29 系課程員會通過變更。 
＊ 社會暨公共行政學系：經 101.12.20 系課程員會通過變更。 



＊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經 102.04.01 系課程員會通過變更。     
    第三案 
    案由：本院「經濟學系」、「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課程學分抵認採計，        
          提請  追認。 
    說明： 

＊ 經濟學系：已先行上簽辦理並經 102.02.26 系課程員會通過碩士班「總
體經濟分析(三)」課程學分抵認碩士班「總體經濟分析(一)」學分。 

＊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已先行上簽辦理並經 102.03.11 系課程員會通過
學士班「心理專業學程」採計碩士班「視覺注意力專題」、「實驗心理專
題」、「程式設計與心理學實驗」等 3門課程。 

柒、 討論案 
第一案 
案由：本院「102 學年度校核心課程」規劃案，提請  討論。 
說明：本院經各系提供規畫：「人文經典與現代生活」、「中國文學名著選

讀」、「華文經典選讀」、「世界文學與文化」、「歷史與文化」、「二十
世紀世界」、「日本歷史與文化」、「當代婦女人物評析」、「臺灣歷史
與文化」、「美國歷史與文化」、「電影與社會」、「觀點歷史」、「東臺
灣田野調查」、「經濟學概論」、「理財入門」、「社會與生活」、「政治
管理」、「行政學概要」、「兩岸關係概論」、「全球化概論」、「認識德
國」、「永續發展」、「政治學入門」、「國家發展」、「法學緒論」、「人
類發展與情緒」等 26 門校核心課程，詳見討論第一案資料。 

    決議：照案通過，詳見附件一資料。 
 

第二案 
案由：本院「102 學年度學(課)程規劃表」修訂草案，提請  討論。 
說明：詳見討論第一案資料。 
      1.人社院、2.中文系（含專班）、3.華文系、4.英美系、5.歷史系、       

6.臺灣系（含亞太國際碩士班）、7.經濟系、8.社會系、9.財法所、
10.公行系公行所、11.諮臨系（含國際學士班、國際碩士班）。 

    決議：照案通過，詳見附件二資料。 
 

第三案 
案由：本院 102 學年度新設學系/學位學程「102 學年度學(課)程規劃表」，

提請  討論。 
    說明：詳見討論案第三案資料。 

公共行政學系：公共行政學系核心學程、公共行政學系專業選修學 
              程。P3-1~11 
法律學位學士學程：法律核心學程、產業經濟與法律學程。P3-12~17  

決議：照案通過，課程英文名稱請再次檢核確認。 
 

 
第四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101-1 以全英語授課經驗報告表」，提請  審議。 

    說明：詳見討論案第四案資料。 
全英語授課經驗報告表計有臺灣系 P4-1~6、經濟系 P4-7~11、諮臨
系 P4-12~18 提出。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學生學習成效機制」之檢討改進，提請  審議。 
說明：詳見討論第五案資料。      

1.中文系（含專班）、2.英美系、3.臺灣系（含亞太國際碩士班）、4.
經濟系、5.社會系、6.法律學位學程(含財法所)、7.公行系、8.諮臨
系。 

      2.請各系自行報告學系檢討改進記錄。 
       

決議：1.各系所於 4 月 29 前繳交項目檢核表一、表二與相關完整內容紙本資料 
      至院辦，俾利 5 月 1日召開院課程委員會檢核。 
      2.有關「學生學習成效」相關事宜，各系所之種子教師應有參加 101 學 
      年度第一學期卓越中心舉辦相關工作坊，如系所有疑問應可詢問各系種 
      子教師或請教卓越中心林于揚先生(分機 2586)。 
      3.另請各系所種子教師費心協助系所「學生學習成效機制」訂定事宜， 
      俾利後續系所評鑑相關工作之準備。 
       表一、「102 學年度系所教育目標、專業能力與課程規劃之內容與相關性」繳交項目 

       檢核(可參考中文系資料) 

檢核項目 完成請打 備註說明 

1.系所班別狀況列出   

2.各班別教育目標一覽表   

3.各班別學生專業能力一覽表   

4.各班別院核心能力與系(所)專業能力對

應表 

  

5.各班別系(所)教育目標與系(所)專業能

力對應表 

  

6.各班別系(所)課程規劃與專業能力檢核

表 

  

7.各班別課程地圖   

8.各班別課程檢核統計表與系(所)專業能

力培育比重圖/比重說明分析與改善策略等

  

9.相關會議記錄   

       表二、「總結性評量機制」繳交項目檢核(可參考國企系資料) 

檢核項目 完成請打 備註說明 

1.系所學生學習成效評量委員會組織辦法

與委員名單 

  

2.系(所)學習成效指標   

3.系(所)專業能力總結性評量方式一覽表   

4.系(所)專業能力評量標準(系所專業能力

評量標準、系所會考測驗藍圖) 

  

5.系(所)專業能力總結性評量實施辦法   

 
捌、 臨時動議 
 
玖、 散會 



102 學年度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校核心課程一覽表 

課群主題：群體生活與人文關懷(Communal Life and Humanity Care) 

學系 科目名稱 英文課名 學分 備註 

中文系 人文經典與現代生活 Humanities classic of  Modem Life 3 中文系修讀

不計入 

中文系 中國文學名著選讀 Selected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 3 中文系修讀

不計入 

華文系 華文經典選讀 Selected Readings in Sinophone Canon 3 華文系修讀

不計入 

英美系 世界文學與文化 World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 3  

歷史系 
歷史與文化 

History and Culture 3 歷史系修讀

不計入 

歷史系 二十世紀世界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3  

歷史系 日本歷史與文化 Japa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3  

歷史系 
當代婦女人物評析 

Analysis on Prominent Contemporary 

Women 

3  

歷史系 臺灣歷史與文化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aiwan 3  

歷史系 美國歷史與文化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3  

歷史系 電影與社會 Cinema and Society 3  

歷史系 觀點歷史 History of Perspective 3  

臺灣系 東臺灣田野調查 Field Study in East Taiwan 3  

經濟系 經濟學概論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Theory 3  

經濟系 理財入門 Basic Finance 2  

社會系 社會與生活 Understanding Social Life 3  

公行系 政治管理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Management 

3  

公行系 行政學概要 Introduction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3  

公行系 兩岸關係概論 An Introduction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3  

公行系 全球化概論 Introduction to Globalization 3  

公行系 認識德國 Understanding Germany 3  

公行系 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公行系 政治學入門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3  

公行系 國家發展 Introduction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3  

財法所 法學緒論 Introduction to Legal System 3  

諮臨系 人類發展與情緒 Human development and emotion 3  

 



學系 名稱 異動說明

文學文化基礎學程 刪除10門課程備註、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歷史地理基礎學程 新增1門課程、更名1門課程、刪除2門課程、刪除6門課程備註、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社會科學基礎學程
新增15門課程、更名2門課程、刪除6門課程、修讀年級異動1門課程、課程學程類別異動2門課程、刪除6門課程備註、修改重要

相關規定
英美文學與文化學程 無異動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 新增7門課程、刪除54門課程、修讀年級備註異動1門課程、修改10門課程備註、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臺灣文史藝術學程 刪除

當代法律公民與公民學程 刪除

產業經濟與法律學程 刪除

學程規劃總表 重要相關事項異動

核心學程 無異動

古典專業學程 新增3門課程、刪除2門課程、修讀年級異動9門課程、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語文及應用學程 新增4門課程、刪除16門課程、修讀年級異動5門課程、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敘事與民間文學學程 新增3門課程、刪除7門課程、修讀年級異動2門課程、修改5門課程備註、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語言文字與文獻學程 刪除9門課程、修讀年級異動8門課程、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華語文教學學程 新增2門課程、刪除1門課程、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碩士班 新增1門課程

博士班 新增1門課程

語文科教學碩士班 無異動

民間碩士班 無異動

民間博士班 無異動

學程規劃總表 重要相關事項異動

華文文學核心學程 刪除1門課程、學分異動1門、修讀年級異動1門課程、新增先修科目2門課程

華文文學學程 新增10門課程、刪除14門課程、學分數異動1門課程、名稱異動1門課程、修改26門課程備註、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 新增7門課程、刪除54門課程、修讀年級備註異動1門課程、修改10門課程備註、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碩士班文學暨文化研究組 新增2門課程、刪除7門課程、課程學分數異動2門課程、名稱異動8門課程、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碩士班創作組 新增2門課程、刪除7門課程、課程學分數異動2門課程、名稱異動8門課程、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學程規劃總表 重要相關事項異動

系核心學程 新增1門課程、4門課程移動至其他學程

經典閱讀與多元文化學程 由「西洋文學經典閱讀學程」更改為「經典閱讀與多元文化學程」，新增17門課程

多元文化與文學研究學程 刪除

應用語言語英語教學學程 無異動

碩士班文學媒體組 由「文學與文化研究組」更改為「文學媒體組」，畢業學分數異動，新增8門課程、刪除3門課程、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比較文學博士班 新增8門課程、名稱異動1門課程、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學程規劃總表 重要相關事項異動

中西歷史文明核心學程 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公眾與社會文化史學程 新增2門課程、刪除14門課程、5門課程由其他學程移入、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環太平洋區域史學程 刪除2門課程、3門課程由其他學程移入、3門課程修訂、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史學析論與應用學程 刪除

碩士班 刪除7門課程

學程規劃總表 重要相關事項異動

臺灣文化學系核心學程 新增1門課程、刪除1門課程、1門課程由其他學程移入、1門課程移動至其他學程、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區域文化學程 新增學程，新增2門課程、40門課程由刪除學程移入、新增重要相關規定

文化資產學程 刪除

區域學程 刪除

人文數位與GIS學程 刪除

碩士班 新增2門課程、刪除1門課程、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亞太區域研究國際碩士班 新增2門課程

學程規劃總表 無異動

經濟學核心學程 無異動

產業經濟學程 無異動

國際經濟學程 無異動

碩士班 新增３門課程、必修學分數更新

博士班 新增３門課程

學程規劃總表 重要相關事項異動

社會核心學程 原社會暨公共行政核心學程更名，新增３門課程、刪除５門課程、更名２門課程、４門課程由其他學程移入

社會學學程 新增５門課程、刪除６門課程、更名３門課程、修讀年級異動10門課程、4門課程移至其他學程、8門課程由其他學程移入

公共事務學程 刪除

社會發展與實務學程 刪除

碩士班 刪除14門課程

財法所碩士班 無異動

公行系 碩士班 新增1門課程、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學程規劃總表 重要相關事項異動

諮商心理學核心學程 新增3門課程、刪除5門課程

臨床與諮商心理學通論學程 刪除1門課程、16門課程由其他學程移入、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認知心理計量學程 原心理專業研究學程更名、刪除1門課程、更名2門課程、修改重要相關規定

健康生活與全人發展學程 刪除

碩士班-基礎心理學 新增3門課程

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新增1門課程、1門課程備註異動

國際學士班學程規劃總表 重要相關事項異動

國際學士班基礎必修課 刪除3門課程

國際學士班核心必修課 刪除5門課程、3門課程由其他學程移入

第三案：新增學系

學系 名稱 異動說明

公共行政學系核心學程 新增11門課

公共行政學系專業選修學程 新增43門課

法律核心學程 新增8門課

產業經濟與法律學程 新增13門課

法律學位學士

學程

課程規劃異動總表

歷史系

臺灣系

經濟系

社會系

人社院

中文系

華文系

英美系

諮臨系

公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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