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課程委員會
九十八學年度第一次會議記錄
壹、 開會時間：九十八年十一月廿五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貳、 開會地點：壽豐校區文學院 A207 會議室
參、 主
席：林院長美珠
肆、 與會委員：盧蕙馨委員、程克雅委員、許學仁委員、曾珍珍委員、曾月紅委
員、游子宜委員、丘慧瑩委員、林美玫委員、潘文富委員（康培
德主任代理出席）
、張銘仁委員、張宏輝委員（黎德星主任代理出
席）
、魯炳炎委員、徐揮彥委員、李維倫委員
伍、 會議記錄：羅文君助理
陸、 報告案
第一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98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表修訂草案」，提請 追認。
說明：
＊ 臺灣語文學系
因應兼任教師個人生涯規劃。
停開「南島語概論（一）」
（科目代碼 TLL_30200）
、學三、2 學分、必修。
＊ 英美語文學系暨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
因應學生選課需求。
增開「專題討論（一）」
（科目代碼 EL__71500）、博士、1 學分、必修。
增開「比較文學方法論」（科目代碼 EL__70000）
、博士、3 學分、必修。
增開「專題研究（一）」（科目代碼 CWEL54400）
、碩士、1 學分、必修。
增開「引導研究（一）」
（科目代碼 CWEL@0010）
、碩士、1 學分、必修。
增開「研究方法與論文寫作」（科目代碼 CWEL50500）碩士、3 學分、
必修。
增開「莎士比亞（一）」
（科目代碼 EL__40500）、學程、3 學分、選修。
＊ 英語學系
因應中英文課名調整（以停、增開方式處理）
。
停開「英語電腦輔助教學與多媒體教學」
（科目代碼 ENG_31100）、學
三、3 學分、選修。
增開「電腦輔助語言教學」
（科目代碼 ENG_31500）、學三、3 學分、選
修。
停開「英語言史（上）」（科目代碼 ENG_30510）
、學三、2 學分、必修。
增開「英語語言發展與變遷（上）」
（科目代碼 ENG_31600）
、學三、2
學分、必修。
＊ 經濟學系
因應兩門課因修課人數未達下限停開及學生選課需求。
增開「國際投資與產業」（科目代碼 IIE_62100）、碩士、3 學分、選修。
＊ 歷史學系
因應兼任教師個人生涯規劃。
停開「文化事業參與與實務」（科目代碼 HIST25800）
、學程、2 學分、

選修。
＊ 鄉土文化學系
因應教師休假時間調整。
增開「人文地理學理論與方法」（科目代碼 LS__51200）
、碩士、3 學分、
選修。
增開「人文地理學理論與方法」（科目代碼 LS__31600）
、碩專、3 學分、
選修。
＊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因應系所課程安排調整。
停開「高等心理治療特論：認知行為取向」（科目代碼 CP__51900）
、碩士、
3 學分、選修。
停開「質的研究」
（科目代碼 CP__51300）、碩士、3 學分、選修。
停開「青少年心理諮商研究」（科目代碼 CP__51000）
、碩士、3 學分、選
修。
增開「危機處理」
（科目代碼 CP__52100）、碩士、3 學分、選修。
增開「獨立研究（一）」
（科目代碼 CP__5000A）、碩士、1 學分、必修。
增開「引導研究（一）」
（科目代碼 CP__52200）、碩士、1 學分、必修。
停開「認知治療」
（科目代碼 CP__42100）、學四、3 學分、選修。
停開「行為管理」
（科目代碼 CP__22600）、學二、3 學分、選修。
停開「心理學研究專題」（科目代碼 CP__41500）、學四、3 學分、選修。
柒、 討論案
第一案
案由：本院「國立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服務學習課程實施細則」草
案，提請 討論。
說明：根據「國立東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制訂之 pp.1～4。
決議：修訂後通過。另以下委員發言正式列入本案記錄；
＊李維倫委員：建議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改為榮譽制，以選修課程方
式進行，並由學校明訂獎勵辦法。
＊徐揮彥、魯炳炎委員：0 學分必修在欠缺法源依據下，已為強制
（迫）勞動，構成違法，故對本校服務學
習推動方式持反對態度。
＊林美玫委員：0 學分必修在欠缺法源依據下，已為強制（迫）勞
動，構成違法，故對本校服務學習推動方式持保留
態度。
＊許學仁委員：1.服務學習課程設計與服務學習內涵是否相符；2.
服務學習課程之推行前是否已和學生充分進行溝
通；3.服務學習課程內涵如何具體落實。
＊盧蕙馨委員：1.將服務學習由 0 學分課程改為有學分課程；2.由
校內單一單位進行推動；3.課程實質內容更加明確
規範之。
＊林美珠院長：各系於實施服務學習課程時，應避免服務淪為「勞

役」狀態進行。
第二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九十八學年度課（學）程規劃表」修訂草案，提請 討
論。
說明：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學程規劃總表 pp.5～7
臺灣文史藝術學程 pp.8～11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 pp.12～15
英美文學與文化學程 p.16
中國語文學系（壽豐）學士班 pp.17～19
臺灣語文學系 pp.20～30
民間文學研究所碩 pp.31～33、博 pp.34～36
英美語文學系 pp.37～41
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文學創作組 pp.42～44
比較文學博士班 pp.45～48
歷史學系學士班 pp.49～70
鄉土文化學系學士班 pp.71～77、碩士班 pp.78～80、碩專班 pp.81～83
經濟學系學士班 pp.84～87
社會發展學系學士班 pp.88～92、碩士班 pp.93～97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學士班 pp.98～106、碩士班 pp.107～117
公共行政研究所碩士班 pp.118～123、碩專班 pp.124～128
財經法律研究所 pp.129～141
＊課（學）程規劃表上底線標示者為變更部分。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課程表」草案，提請 討論。
說明：中國語文學系（壽豐）學碩博 pp.142～148
中國語文學系（美崙）學碩 pp.149～153
臺灣語文學系 pp.154～156
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博 pp.157～160
英美語文學系 pp.161～164
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 pp.165～168
比較文學博士班 pp.169～170
英語學系學碩 pp.171～177
歷史學系學碩 pp.178～182
鄉土文化學系學碩碩專 pp.183～190
經濟學系學碩博 pp.171～198
社會發展學系學碩 pp.199～204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學碩 pp.205～212
公共行政研究所碩碩專 pp.213～216
財經法律研究所 pp.217～219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課程師資專長列表」
，提請 審
議。
說明：中國語文學系（壽豐）學碩博 pp.220～225
中國語文學系（美崙）學碩 pp.226～230
臺灣語文學系 pp.231～232
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博 pp.233～234
英美語文學系 pp.235～237
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 pp.238～239
比較文學博士班 pp.240
英語學系學碩 pp.241～245
歷史學系學碩 pp.246～249
鄉土文化學系學碩碩專 pp.250～254
經濟學系學碩博 pp.255～262
社會發展學系學碩 pp.263～266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學碩 pp.267～274
公共行政研究所碩碩專 pp.275～277
財經法律研究所 pp.278～279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本院大學部各學系「服務學習課程」課程綱要表，提請 審議。
說明：中國語文學系（壽豐）pp.280～281
中國語文學系（美崙）p.282
臺灣語文學系 pp.283～286
英美語文學系 pp.287～288
英語學系 pp.289～292
歷史學系 pp.293～294
鄉土文化學系 pp.295～296
經濟學系 pp.297～298
社會發展學系 pp.299～300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p.301
＊中國語文學系（美崙）、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英語學系僅提出
「服務學習（一）」之課程綱要，
「服務學習（二）
」預定於下學
期再行提出。
決議：照案通過。
第六案
案由：本院各系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說明：中國語文學系（美崙）p.302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p.303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案由：「國立東華大學中等教育學程專門科目規劃說明書：高級中等學校
地理科、國民中學九年一貫課程社會學習領域地理主修專長（合併
規劃）」
，提請 審議。
說明：資料如附件【第七案】，本案請鄉土文化學系康培德主任報告。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案由：「國立東華大學中等教育學程專門科目規劃說明書：高級中等學校
公民與社會科」，提請 審議。
說明：資料如附件【第八案】，本案請社會發展學系黎德星主任報告。
決議：修訂後通過。
捌、 臨時動議
玖、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