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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開會時間：108 年 10 月 29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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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雯娟副院長代理) 
肆、 與會委員：王鴻濬委員(黃雯娟教授代理) 、盧慧馨委員、溫光華委員、 

           李依倩委員(張寶云副教授代理)、施雅純委員、潘宗億委員、 
           李世偉委員、洪嘉瑜委員、莊致嘉委員、張鑫隆委員、羅晉委 
           員、林繼偉委員、朱嘉雯委員(王鈺雅助理代理)、曾櫳震委員(學 
           生代表)、吳雨軒委員(學生代表)  

伍、 紀    錄：吳雅萍 
陸、 報告案  

第一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表」修訂草案，提請  追認。 
說明： 
＊ 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   

配合學生學習需要。 
增開「論文研究」(科目代碼 TCSL70030)、博士，1 學分。 
顧及教學效益 
停開「華語文教育研究方法」(科目代碼 TCSL7000)、博士，2 學分。 

＊ 華文文學系   
暑期課程，統一排課。 
增開「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實習」(科目代碼 SILI30620)、學士，2 學分。 
授課教師延長病假 
停開「飲食文學與文化」(科目代碼 SILI20410)、學士，3 學分。 

＊ 英美語文學系 
配合學生需要。 
增開「西班牙文(二)(上)」(科目代碼 EL__30810)、學士，3 學分。 
增開「音像文本與文化(一)」(科目代碼 EL__33300)、學士，3 學分。 
因教師職務異動需求。 
停開「英國文學 1603 以前」(科目代碼 EL__21700)、學士，3 學分。 
停開「媒體美學與敘事分析(一)」(科目代碼 EL__33500)、學士，3
學分。 

＊ 歷史學系 
因申請兼任教師員額未獲通過。 
停開「極權主義：從法國大革命到網路時代」(科目代碼 HIST37890)、
學士，3 學分。 

＊ 社會學系 
新聘專案教師。 
增開「社會學 AB」(科目代碼 SD__1020AB)、學士，3 學分。 
增開「基礎學術閱讀與寫作」(科目代碼 SOC_10030)、學士，3 學分。 
增開「流行文化與消費社會」(科目代碼 SOC_20050)、學士，3 學分。 

＊ 公共行政學系 
學生修課需求。 
增開「實習與演練」(科目代碼 PA__40020)、學士，1 學分。 
因新聘教師未如期應聘。 
停開「社會政策分析」(科目代碼 PA__30230)、學士，2 學分。 



停開「民意調查與分析」(科目代碼 PA__20170)、學士，2 學分。 
＊ 法律學系 

因學生修課需求。 
增開「原住民族法各論」(科目代碼 DOL_30160)、學士，2 學分。 
因教師未應聘完成。 
停開「刑法總則」(科目代碼 DOL_10000)、學士，3 學分。 
停開「刑事訴訟法」(科目代碼 DOL_20030)、學士，3 學分。 

＊ 法律學系原住民專班 
因學生修課需求。 
增開「原住民族法各論」(科目代碼 DOLI30030)、學士，2 學分。 
因教師未應聘完成。 
停開「刑法總則」(科目代碼 DOLI10010)、學士，3 學分。 
停開「刑事訴訟法」(科目代碼 DOLI20030)、學士，3 學分。 

＊ 財經法律研究所 
因教師未應聘完成。 
停開「刑法專題研究」(科目代碼 FEL_58140)、碩士，2 學分。 

＊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學生修課需求。 
增開「獨立研究(三)」(科目代碼 CP__55000)、碩士，2 學分。 
教師因病調整。 
停開「人本心理與諮商」(科目代碼 CP__33220)、學士，3 學分。 

第二案 
案由：本院 109 學年度起「人文學經典導讀」與「社會科學經典導讀」召

集學系排序。 
    說明：本院 107 學年度起「人文學經典導讀」與「社會科學經典導讀」由

各系指派教師輪流擔任召集人(107 學年度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108.03.06)，每學年並由各系指派 1 名教師支援課程，目前已擔任召
集人之學系為：中文、英美、公行、社會，109 學年度後之順序部
分，人文學經典導讀：109-1 臺灣、110-1 華文、111-1 歷史、112-1
中文、113-1 英美，社會科學經典導讀：109-2 經濟、110-2 法律、
111-2 諮臨、112-2 公行、113-2 社會) 

第三案 
案由：本院學生至海外學習交流學習課程抵免事項。 

    說明：1.依據 108 學年度第一次系所主管會議(108.09.26)：為落實本院學生
交流學分採認，學士班交流學生辦理課程學分採認，若為無法由所
屬學系專業課程抵認者，得向本院申請採計為院基礎學程「自主學
習課程」學分。 
2.碩士班部分，因各系抵免學分之方式與學分數有所不同，經本會 
初步進行意見交流，以鼓勵本校交換生修讀課程為原則，請委員就 
交換生學分抵免之部分將帶回學系討論。(各系碩士班學分抵免之說 
明請見報告案第三案) 

柒、 討論案 
第一案 
案由：本院「108 學年度學(課)程規劃表」修訂草案，提請  追認。 
說明：詳見討論第一案本院「108 學年度學(課)程規劃表」提案學系為 
      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PP1~2)、英美系(PP3~6)、經濟系 
      (PP7~10)、諮臨系(PP11~12)。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各系所「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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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見討論第二案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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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2)、華語教博(PP2~4)、中文系(PP5~19)、華文系
(PP20~29)、英美系(PP30~40)、歷史系(PP41~48)、臺灣系(PP49~54)、
經濟系(PP55~66)、社會系(PP67~72) 、公行系(PP73~81)、財法所暨
法律學系暨原住民專班(PP82~89)、諮臨系(PP90~113)。 
2.查核隔周或密集上課之課程，學系課程彙整與說明(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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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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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15~116)。 
5.研究所選修課開課學分數檢核(P117)。 

決議：修訂資料後通過。 
第三案 
案由：各系所「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定期檢討改進記錄表，含 107-2

以全英語授課經驗報告表、108-2 申請以全英語授課課程審查、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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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見討論案第三案資料。 
1.院課程委員會檢核表單：總表(PP1~2)、華語教博(P3)、中文系
(P4)、華文系(P5)、英美系(P6)、歷史系(P7)、臺灣系(P8)、經濟系(P9)、
社會系(PP10) 、公行系(P11)、財法所暨法律學位學程暨原住民專班
(P12~13)、諮臨系(P14)。 
2.其中 107-2全英語授課經驗報告計有經濟系與諮臨系提出，在對
課程建議事項中並無對校級單位提出建議 (PP15~17) 。 
3.108-2全英語授課計有華語教博(1 門)、臺灣系(3 門)、經濟系(3
門)、諮臨系提出(8 門) (PP18~26)。 
4.無學系提出 108-2必修課程教學評量分數不列入計算申請。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跨領域共授實體課程「親

師合作與家庭支援」課程，提請  追認。 
說明：為配合學校推動跨領域共授課程，諮臨系陳淑瓊副教授與特教系林

玟琇助理教授共同於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開設特教系「親師合作與
家庭支援」跨領域課程。此課程已經簽准，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同意，
後續仍須經院、系課程委員會追認。 

決議：同意追認。 
第五案 
案由：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朱嘉雯副教授支援通識教育中心 108 學年度

第二學期跨領域共授實體課程與磨課師課程，提請  討論。 
說明：1.為配合學校推動跨領域共授磨課師課程，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

朱嘉雯副教授與資工系吳秀陽教授支援通識教育中心 108 學年度第
二學期跨領域共授實體課程「《詩經》與科技狂想(二)」，此為續開
課程。 



2.亦與資管系許芳銘教授合授「古典新思維：《紅樓夢》學習領導藝 
術與管理哲學」課程，此課程已於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錄製完成。 

決議：照案通過。 
第六案 
案由：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108 學年度第二學期跨領域共授磨課師「密室

逃脫 X 心理學 X 遊戲設計」課程申請，提請  討論。 
說明：為配合學校推動跨領域共授課程，由諮諮臨系劉効樺副教授與資工

系陳旻秀副教授共同於 108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設「密室逃脫 X 心理
學 X 遊戲設計」跨領域課程，提供同學線上選修。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案由：英美語文學系 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申請續開跨領域共授磨課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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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語言中心 Jason Grenier 講師共同於 108 學年
度第二學期開始製作錄製課程內容，並於 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課程
上線，提供同學選修。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案由：本院「108 學年度新開 SUI 課程」申請，提請  討論。 
說明：1.經濟系於 108 學年第一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8.10.16)通過

博士班「引導研究、論文研究」與碩士班「引導研究、論文研究」
課程申請 SUI 科目評分。 

     2.法律系於 108 學年第一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8.10.07)通過
學士班「專題研究」課程申請 SUI 科目評分。 

決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 
案由：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新訂草案，提請 討 
      論。 
說明：詳見討論第九案資料。 
決議：修訂後通過。 
第十案 
案由：公共行政學系「輔系科目規劃」修訂草案，提請 討論。。 
說明：詳見討論第十案資料。 
決議：照案通過。 
第十一案 
案由：法律學系「輔系科目規劃」新訂草案，提請 討論。。 
說明：詳見討論第十一案資料。 
決議：照案通過。 

捌、 臨時動議 
玖、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