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課程委員會 
106 學年度第一次會議記錄 

壹、 開會時間：106 年 11 月 15 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十五分 
貳、 開會地點：人社一館文 A207 會議室 
參、 主    席：王院長鴻濬(曾珍珍副院長代理) 
肆、 與會委員：王鴻濬委員(曾珍珍教授代理)、溫光華委員、許子漢委員、王

君琦委員、潘宗億委員、郭俊麟委員、郭平欣委員、呂傑華委
員、徐揮彥委員、羅 晉委員、劉志如委員、林宜萱委員(學生
代表)、曾宗宏委員(學生代表)  

伍、 請假委員：盧蕙馨委員 
陸、 會議記錄：吳雅萍助理 
柒、 報告案  

第一案 
案由：為鼓勵本院各系申請至他校進行交換學生修讀課程，建請各系從寬 

認定相關學分抵免。 
第二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表」修訂草案，提請  追認。 
說明： 
＊ 中國語文學系 

因學生選課需求。 
增開「劇本寫作」(科目代碼 CLL_32240)、學士，3 學分。 
增開「華語教學實習(一)」(科目代碼 CLL_22390)、學士，2 學分。 
增開「語義學」(科目代碼 CLL_32070)、學士，2 學分。 
增開「現代小說選讀」(科目代碼 CLL_12120)、學士，3 學分。 
停開「劇本寫作」(科目代碼 CLL_32240)、學士，3 學分。 
停開「華語文教材編寫(一)」(科目代碼 CLL_22390)、學士，3 學分。 

＊ 華文文學系 
因教師個人因素。 
增開「當代戲曲」(科目代碼 SILI24090)、學士，3 學分。 
停開「舞台劇本專題 AA」(科目代碼 SILI5229AA)、碩士，3 學分。 
停開「舞台劇本專題 AB」(科目代碼 SILI5229AB)、碩士，3 學分。 

＊ 社會學系 
因新聘教師專長符合。 
增開「基礎學術閱讀與寫作」(科目代碼 SOC_10030)、學士，3 學分。 
增開「偏差行為與道德焦慮」(科目代碼 SOC_50180)、碩士，3 學分。 
增開「質化研究」(科目代碼 SD__50700)、碩士，3 學分。 
增開「經濟社會學」(科目代碼 SPA_31720)、學士，3 學分。 

＊ 法律學士學位學程 
因課程調整需求。 
停開後再增開「刑事訴訟法」(科目代碼 UPOL20030)、學士，3 學分。 
因新聘教師專長符合。 
增開「刑法總則」(科目代碼 UPOL10180)、學士，3 學分。 
因課程調整需求。 
增開「土地法」(科目代碼 UPOL10300)、學士，2 學分。 

＊ 公共行政學系 
因授課教師擔任行政職。 
停開「國際組織專題研究」(科目代碼 PUAD58200)、碩士，3 學分。 



＊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調整課程安排。 
增開「臨床全時實習(II)」(科目代碼 CP__58430)、碩士，3 學分。 
增開「諮商心理實習(下)B」(科目代碼 CP__58200)、碩士，1 學分。 
因核准兼任員額聘任提供學生全英語課程選擇。 
增開「念覺與諮商」(科目代碼 CP__B0280)、學士，3 學分。 
增開「諮商名著選讀」(科目代碼 CP__10600)、學士，3 學分。 
增開「臨床與諮商心理學專題」(科目代碼 CP__23000)、學士，3 學
分。 
因教師留職停薪。 
停開「人因工程學」(科目代碼 CP__58370)、碩士，3 學分。 
停開「人因工程學」(科目代碼 CP__31100)、學士，3 學分。 
停開「認知心理學」(科目代碼 CP__31200)、學士，3 學分。 
停開「認知心理學」(科目代碼 CP__B0120)、學士，3 學分。 

捌、 討論案 
第一案 
案由：本院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師所提「教學評量分數排除極端值」申

請，提請 審議。PP1~5 
說明：1.英美系所提 EL__51690 課程排除 1 筆，修課人數為 12 人。 

2.依據 102 學年度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決議，教師申請教學評量分 
數排除極端值審訂原則：修課人數須達 20 人以上，除依據本校「學 
生教學評量分數計算辦法」第六條規定：系統逕予扣除填答人數後 
5%之極端值之外，院課程委員會可依教師所提之具體特殊狀況，酌 
予考量同意教師額外所提修課人數 5%之極端值申請(四捨五入至個 
位數)。 
3.本校學生教學評量分數計算辦法： 
第六條 為提高學生問卷填答之有效性，將增加 1 題反向題，且各
課程教學評量分數計算時，若具有極端值(即同一填答者在教學評量
題項之 11 題均填答「非常不同意」)時，得依下列方式辦理： 
(1)總填答人數為 19 人以下之課程：逕予扣除 1 筆極端值，不納入
該門課程統計(但音樂類之術科、實作科目例外)。 
(2)總填答人數 20 人以上之課程：系統逕予扣除填答人數後 5% 之
極端值(四捨五入至個位數)，不納入統計。 
4.依據本院相關規定 EL__51690 修課人數未達 20 人，故除系統予
扣除外，未達申請扣除筆數標準。 
5.因涉及個資文件，故資料僅現場提供審議。 

決議：EL__51690 修課人數未達 20 人，故除系統予扣除外，未達申請扣 
除筆數標準。 

第二案 
案由：中文系申請 106-1 必修基礎課程教學評量分數不列入計算審查，提 

請  追認。 
說明：中文系 106-1「中國文學史(上)」申請「必修基礎課程教學評量分數 

不列入計算」。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本院「106 學年度學(課)程規劃表」修訂草案，提請  追認。 



說明：詳見討論第二案本院「106 學年度學(課)程規劃表」提案學系為華 
文系、歷史系、社會系。      

決議：轉知校外委員之建議，提供華文系參考日後修訂之參考，其餘照案 
通過。 

第四案 
案由：各系所「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程統計表、課程表暨開課課程與師

資專長列表」草案，提請  討論。 
說明：1.詳見討論第四案資料。此案會議資料多有重複，故系所開資料開

課資料僅提供「課程統計表」與「課程與師資專長列表」。 
2.103-2 起課委會增列查核隔周或密集上課之課程，學系課程彙整 
與說明。 
3.103-2 起課委增列查核周三中午課程時間，105-2 課程時間為周三 
12:00~14:00 相關彙整與說明詳見第四案資料。 
4.大學部夜間上課相關彙整詳見第四案資料。 
5.檢視學士班一般課程修課人數未達 40 人之課程，學系課程彙整與 
說明。 
6.研究所選修課開課學分數檢核。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各系所「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定期檢討改進記錄表，含 105-2

以全英語授課經驗報告表、106-2 申請以全英語授課課程審查、106-2
學年度課程申請教學評量分數不列入計算審查」，提請  審議。 

    說明：詳見討論案第五案資料。 
1.院課程委員會檢核表單：總表(PP1-2)、中文系(P3)、華文系(P4)、
英美系(PP5-6)、歷史系(P7 中)、臺灣系(P8)、經濟系(P9)、社會系
(PP10-11)、財法所暨法律學位學程(P12)、公行系(P13)、諮臨系(P14)。 
2.其中 105-2全英語授課經驗報告計有臺灣系、經濟系、諮臨系提
出，在對課程建議事項中並無對校級單位提出建議。 
3.105-2全英語授課計有臺灣系(3 門)、經濟系(1 門)、諮臨系提出(10
門) (P20)。 
4.106-2必修課程教學評量分數不列入計算申請有臺灣系提出「社會
地理學」。 

決議：修訂後照案通過。 
第六案 
案由：歷史學系「輔系科目規劃」修訂草案，提請 討論。 
說明：詳見討論第六案資料。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案由：諮商與心理學系「輔系科目規劃」修訂草案，提請 討論。 
說明：詳見討論第七案資料。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案由：英美語文學系 107 學年度第一學期跨領域共授磨課師「虛擬實境與

語言學習」課程申請，提請  討論。 
說明：1.為配合學校推動跨領域共授磨課師課程，由英美系施雅純副教授

與資工系楊茂村教授共同於 106 學年度開始製作錄製「虛擬實境與
語言學習」課程內容，並於 107 學年度第一學期課程上線，提供同



學選修。 
2.該課程於本院學程之歸屬，可再行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玖、 臨時動議 
壹拾、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