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課程委員會
一百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一百年十一月廿三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
貳、 開會地點：院辦公室會議室
參、 主
席：林院長美珠
肆、 與會委員：盧蕙馨委員、林明珠委員、許甄倚委員、郭平欣委員、陳進金
委員（陳彥良副教授代理）、黃雯娟委員（郭俊麟助理教授代
理）、李依倩委員、徐揮彥委員、劉志如委員、陳彥成同學、
黃政鈞同學
伍、 紀 錄：林讚明專員
陸、 報告案
第一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表修訂草案」
，提請 追認。
說明：
＊ 社會暨公共行政學系
因應新聘客座教師新開課程。
新開「區域研究專題」
（科目代碼 SPA_51920）
、碩士，3 學分，選修。
＊ 中國語文學系
因應中文碩博班及民間文學碩博班合開課程。
新開「中國楹聯學研究」
（科目代碼 CLL__54510）
、碩士，3 學分，選修。
新開「中國楹聯學研究」
（科目代碼 CLL__73210）
、博士，3 學分，選修。
新開「文化人類學研究」
（科目代碼 FL_753710）、碩士，3 學分，選修。
新開「文化人類學研究」
（科目代碼 FL__72810）、博士，3 學分，選修。
新開「戲曲專題研究」（科目代碼 FL__53720）、碩士，3 學分，選修。
新開「戲曲專題研究」（科目代碼 FL__72820）、博士，3 學分，選修。
＊ 臺灣文化學系
因應國際學生入學增開課程。
增開「亞太地區經濟地理專題」
（科目代碼 HASSM060）、亞太國際
碩士班，3 學分、選修。
增開「引導研究（一）」
（科目代碼 HASSM0050）
、亞太國際碩士班，
1 學分、必修。
增開「地理資訊系統」（科目代碼 HASSM0070）、亞太國際碩士班，
3 學分、選修。
停開「東臺灣歷史圖像與地理資訊系統應用」（科目代碼
LS_31600）、學三，3 學分、選修。
停開「區域研究專題（四）」
（科目代碼 TS__51200）、碩士班，3 學
分、選修。
＊ 社會暨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行政研究所
因應教師個人生涯規劃。
停開「政策規劃與評估」
（科目代碼 PUAD_54800）、碩士 、3 學分、
選修。
停開「政策規劃與評估」
（科目代碼 PUAD_5480Z）碩士、3 學分、
選修。

增開「質化研究方法」（科目代碼 PUAD_5860Z）碩士，2 學分、必
修。
增開「民意、媒體與公共政策」
（科目代碼 PUAD_54500）碩士，3
學分、選修。
增開「民意、媒體與公共政策」
（科目代碼 PUAD_55450Z）碩士，3
學分、選修。
＊ 華文文學系
因應碩士班學生修課規劃。
增開「學術英文」（科目代碼 SILI52100）碩士，3 學分，必修。
增開「華文文學講座」（科目代碼 SILI50100）碩士，0 學分，必修。
停開「研究方法」（科目代碼 SILI50200）碩士，3 學分，必修。
停開「影視劇本寫作」（科目代碼 SILI52190）碩士，3 學分，選修。
＊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因應學碩班課程及學生需求。
增開「念覺與諮商」（科目代碼 CP_4160）學四，3 學分，選修。
增開「諮商心理實習（下）社區」
（科目代碼 CP_54520）碩士，1 學
分，必修。
增開「諮商理論與技術研究」
（科目代碼 CP_M0030）碩士，3 學分，
選修。
增開「獨立研究（一）
」科目代碼 CP_M0040）碩士，2 學分，必修。
因應學生及配合花蓮地區需求。
增開「遊戲治療」科目代碼(CP__55400)碩士，3 學分，選修。
增開「諮商心理實習(下)」科目代碼(CP__50320)碩士，2 學分，必
修。
因應教師個人因素
停開「測驗理論與技術研究」科目代碼(CP_51200）碩士，3 學分，
選修。
＊ 經濟系
因應大一課程改於美崙校區授課。
增開「經濟學原理個體篇」科目代碼(EC_1000)學一，3 學分，必修。
第二案
案由：本院臺灣文化學系「100 學年度學程規劃表修訂案」
，提請 追認。
說明：配合中等學程部定科目名稱，修訂課規科目名稱及適用學生，課綱
內容不變。
區域文化概論（一）更名為文化地理（一）
區域文化概論（二）更名為文化地理（二）
區域文化概論（三）更名為文化地理（三）
區域經濟概論更名為經濟地理學
區域政治概論更名為政治地理學
區域社會概論更名為社會地理學
地理資訊系統概論更名為地理資訊系統

為配合執行教育部智慧生活人才培育計畫，新增「東臺灣歷史圖像
與行動數位導覽」科目。
第三案
案由：本院中國語文學系「課程評分方式修正」草案，提請 追認。
說明：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引導研究（一）
」
、民間碩士「引導研究（一）
」
、
語教碩士「論文研究」
、中文博士「專題研究（一）
」
、中文博士「專
題研究（二）
」、中文博士「專題研究（三）
」、中文博士「專題研究
（四）
」
、民間博士「專題研究（一）」自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中
文碩士「引導研究（二）
」、中文碩士「論文研究（一）
」
、中文碩士
「論文研究（二）
」
、民間碩士「引導研究（二）
」、民間碩士「論文
研究（一）
」、民間碩士「論文研究（二）
」、語教碩士「引導研究」、
民間博士「專題研究（二）」
、民間博士「專題研究（三）
」、民間博
士「專題研究（四）
」尚未開課，提請 追認。詳見報告案 1~56 頁。
柒、 討論案
第一案
案由：本院「100 學年度學（課）程規劃表」修訂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見討論第一案資料。
人社院 p1～4、中國語文學系（含專班）P5~12 華文文學系 p13～26、
英美語文學系 p27～34、歷史學系 p35～40、經濟學系 p41～50、社
會暨公共行政學系（含公行所、財法所）p51～73、諮商與臨床心
理學系（含國際學士班、國際碩士班）p74～95。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表暨師資專長列表」草案，
提請 討論。
說明：見討論第二案資料。
中國語文學系 p.1～28、華文文學系 p.29～42、英美語文學系 p.43
～60、歷史學系 p.61～71、臺灣文化學系（含亞太國際碩士班）p.72
～91、經濟學系 p.92～107、社會暨公共行政學系（含公共行政研
究所、財經法律研究所）p.109～131、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含國
際學士班、國際碩士班）p.132～154。
決議：中國語文學系大學部課程「第二語言習得」應更正為英語授課，其
餘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100 學年度課程定期檢討改進記錄表暨全英語授課經
驗報告表」，提請 審議。
說明：詳見第三案資料。
其中全英語授課經驗報告表計有經濟系、臺灣文化學系、諮商與臨
床心理學系、中國語文學系提出。另中文系、華文系、英美系、歷
史系、臺灣系、經濟系、社政系及公行所配合課程規劃表科目調整，
進行部份學制學程能力指標對應 表及課程地圖修訂。

決議：照案通過，並確認「院課程定期檢討改進記錄表」內容。
第四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100 學年度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指標檢核表」
，提請 審
議。
說明：本次僅臺灣文化學系亞太區域研究訂立教育目標及學生專業能力指
標，其餘系所並未修訂。
決議：照案通過，並確認「院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指標檢核表」內容。
第五案
案由：本院華文文學系「課程評分方式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下列科目基於課程性質考量，擬將碩士班「引導研究（一）
」、
「論
文研究（一）
」
、
「華文文學講座」
（自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
「論
文研究（二）
」、
「引導研究（二）
」（自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等
五門課程之評分方式，自等第制修改為 SUI 制。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案由：本院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草案，提
請 討論。
說明：配合全校統一進行格式及文字修訂。
決議：修訂後通過。
捌、 臨時動議
李依倩委員：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係獲得教育部補助辦理之跨領域學程，
但在跨領域學程計畫相關會議中，教育部人員對於採事後認
證制，無法掌握學生修讀意願及狀況的學程選修方式，頗有
微詞。且在系所無法瞭解修習學生人數之狀況下，對於開設
課程數量、班別安排、教學人力均難以有效規劃配置，恐將
直接對教學質量造成影響。
為使系所能透過對學生選修學程意願及狀況之掌握，調整或
修正學程規劃方向。建議將本校學程制度之修習方式，自事
後認證制改為事前登記制或雙制並行，請 交換意見（郭俊
麟助理教授附議）。
決
議：目前本校學程全面採行事後追認制度，若直接建議全面修改
為事前登記或雙制並行，恐因涉及層面廣泛較為困難，建議
先以試點方式辦理。
101 學年度起院跨領域「文化創意產業學程」
、及華文文學系
選修「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同步改採事前登記方式辦理，
並以重要相關規定方式載明於學程規劃表中。
玖、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