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課程委員會
107 學年度第一次會議記錄
壹、 開會時間：107 年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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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正芬副院長代理)
肆、 與會委員：王鴻濬委員(李正芬教授代理)、溫光華委員、李依倩委員、施
雅純委員、潘宗億委員(黃熾霖教授)、郭俊麟委員(潘繼道副教
授代理)、郭平欣委員、莊致嘉委員、徐揮彥委員、石忠山委
員、劉効樺委員(周育如副教授代理)、卓威翰委員(學生代表)、
許冠澤委員(學生代表)
伍、 會議記錄：吳雅萍助理
陸、 報告案
第一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表」修訂草案，提請 追認。
說明：
＊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執行深耕課程
增開「農業 6.0」(科目代碼 HASS20010)、學士，3 學分。
增開「慢城與地方創生」(科目代碼 HASS20020)、學士，3 學分。
增開「老戲院新感情」(科目代碼 HASS20030)、學士，3 學分。
增開「在地療癒」(科目代碼 HASS20040)、學士，3 學分。
＊ 華文文學系
學生修課需要
增開「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實習」(科目代碼 SILI30620)、學士，2 學分。
因教師職務異動需求。
增開「華文報導文學選讀」(科目代碼 SILI30550)、學士，3 學分。
停開「當代女性小說選讀」(科目代碼 SILI20360)、學士，3 學分。
停開「古典詩選讀」(科目代碼 SILI30530 )、學士，3 學分。
學系課程規畫需求
增開「華文文學史暨基礎閱讀（一）先秦兩漢魏晉南北朝」(科目代
碼 SILI24080)、學士，4 學分。
停開「華文文學史暨基礎閱讀（二）隋唐五代兩宋」(科目代碼
SILI24100)、學士，4 學分。
停開「編輯與策展實務（一）
」(科目代碼 SILI52510 )、學士，1 學分。
＊ 英美語文學系
因教師離職課程調整。
增開「文體學專題」(科目代碼 EL__51880)、碩士，3 學分。
停開「主要西方作者專題(二)」(科目代碼 EL__23100)、學士，3 學分。
停開「美國作者專題」(科目代碼 EL__51550)、碩士，3 學分。
核給兼任教師實數不足
停開「法文(一)(上)AB」(科目代碼 EL__2201AB)、學士，3 學分。
＊ 公共行政學系
因新聘教師未如期應聘。
停開「決策模式分析」(科目代碼 PA__10110)、學士，2 學分。
停開「行政倫理」(科目代碼 PA__30210)、學士，2 學分。
停開「決策模式與方法」(科目代碼 PUAD56900)、碩士，3 學分。
因學生修課需要。
停開「政府人力資源管理專題研究」(科目代碼 PUAD59300)、碩士，
3 學分。
增開「策略管理專題」(科目代碼 PUAD58800)、碩士，2 學分。

＊ 法律學士學位學程
因新聘教師到任。
增開「民事訴訟法」(科目代碼 UPOL30010)、學士，3 學分。
增開「商事法」(科目代碼 UPOL10210)、學士，3 學分。
＊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核准兼任員額聘任。
增開「靈性與心理諮商」(科目代碼 CP__B0290)、學士，3 學分。
增開「藥物濫用與防治」(科目代碼 CP__42770)、學士，3 學分。
因教師兼任行政職。
停開「社區心理學」(科目代碼 CP__B0260)、學士，3 學分。
停開「社區發展與心理療癒」(科目代碼 CP__58340)、碩士，3 學分。
停開「社區發展與心理治療」(科目代碼 CP__M0160)、碩士，3 學分。
柒、 討論案
第一案
案由：本院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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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1.英美系所提 EL__20420 課程排除 1 筆，修課人數為 56 人。
2.依據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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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校學生教學評量分數計算辦法第六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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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20420 修課人數 56 人，故除系統予扣除 3
外，亦可申請扣除 3 筆數標準。
5.因涉及個資文件，故資料僅現場提供審議。
決議：同意 EL__20420 課程排除 1 筆，並提送課務組進行後續相關事宜。
第二案
案由：本院「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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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年度學(課)程規劃表」提案學系為人社
院、華文系、歷史系、經濟系、社會系、法律原住民專班。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各系所「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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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見討論第三案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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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基礎、中文系、華文系、英美系、歷史系、臺灣系(PP69~78)、經
濟系、社會系、公行系、財法所暨法律學位學程暨原住民專班、諮
臨系。
2.查核隔周或密集上課之課程，學系課程彙整與說明。
3.查核周三中午課程時間，107-2 課程時間為周三 12:00~14:00 或學
士班夜間授課相關彙整與說明詳見第三案資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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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研究所選修課開課學分數檢核。
決議：修訂中文系學士班一般課程修課人數未達 40 人之課程之課程說明，
餘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各系所「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定期檢討改進記錄表，含 106-2
以全英語授課經驗報告表、107-2 申請以全英語授課課程審查、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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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華文系、英美系、歷史
系、臺灣系、經濟系、社會系、公行系、財法所暨法律學位學程暨
原住民專班、諮臨系。
2.其中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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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__B0120 課
程所提之建議後續提送諮臨系務會議討論。
3.107-2 全英語授課計有臺灣系(3 門)、經濟系(2 門)、諮臨系提出(6
門) 。
4.107-2 必修課程教學評量分數不列入計算申請有中文系提出「中國
文學史(一)」。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英美語文學系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支援跨領域共授磨課師「虛擬實
境與語言學習」課程暨學分數異動申請，提請 討論。
說明：1.為配合學校推動跨領域共授磨課師課程，英美系施雅純副教授與
資工系楊茂村教授共同於 107 學年度開設「虛擬實境與語言學習」
線上課程。
2.該課程歸屬於理工學院智慧科技跨領域應用與實作學程，107 學
年度起等同為本院院基礎「虛擬實境與語言學習」課程。
3.108 學年度為配合智慧科技跨領域應用與實作學程「虛擬實境與
語言學習」學分修訂為 3 學分，本院之「虛擬實境與語言學習」課
程亦修改為 3 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第六案
案由：公共行政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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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修訂本校「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實施辦法」，提請 討論。
說明：詳見討論第七案資料。
決議：建請學務處規劃多元方式之考核標準，酌予修訂以「自主學習認證
時數」為考核標準之依據，並廣納學生之建議或邀請學生參與修訂
會議。
捌、 臨時動議
玖、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