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1年 5月 16日（星期三）上午 9時 

二、地點：行政大樓 A605會議室 

三、主席：黃教務長嘉雄                                紀錄：黃育賢 

四、出席人員：吳毓瑩委員、顏國明委員、何小曼委員、楊忠祥委員、裘

尚芬委員、徐超聖委員、呂金燮委員、何東憲委員、許允

麗委員、張淑怡委員、廖欣怡委員、高士傑委員、黃永和

委員、潘慶輝委員(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小校長)、譚蕙婷

委員(康軒文教集團編務一處副總經理)、吳承翰委員(本校

學生自治會會長)、柳喬馨委員(本校學生議會議長) 

五、列席人員：招生組洪組長鶴芳、教務處吳代理秘書筱儂、教學發展中

心同仁，並請提案單位主管列席說明。  

六、會議議程： 

(一)主席致詞 

(二)工作報告：本學期預定於 5月 23日 8點 30分（教務會議前）加開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敬請各位委員準時

出席。 

(三)討論提案（詳如目錄，共 6案） 

1.提案 1……………………………………第 4頁 

2.提案 2……………………………………第 11頁 

3.提案 3……………………………………第 26頁 

4.提案 4……………………………………第 39頁 

5.提案 5……………………………………第 69頁 

6.提案 6……………………………………第 126頁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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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目錄 

案由 內容 決議結果 提案單位 頁次 

1 

本院資訊科學系 100 學年

度第 1學期「數位學習心理

學」課程實施遠距教學方式

授課乙案，提請討論。 

一、照案通過。 

二、提教務會議審議。 

理學院資

訊科學系 
4 

2 

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

101學年度課程結構與教學

科目異動，提請討論。 

一、建議修正： 

提案單說明三及第 20 頁課程結構

中，生命禮儀專題研究之英文名稱由

「Seminar on Life rite」，修正為

「Seminar on Life Rite」；宗教生死

學專題研究之英文名稱由「Seminar 

on Life-and-Death studies of 

Religions」，修正為「Seminar on 

Life-and-Death Studies of 

Religions」。 

二、修正後通過，提教務會議審議。 

生命教育

研究所 
11 

3 

101學年度文化創意產業經

營學系在職進修境外專班

(大陸廈門)101學年度課程

架構案，提請討論。 

一、建議修正： 
1. 第 34 頁下方肆、課程架構「4. 修畢 32

學分並通過碩士論文（0 學分），始能

畢業。」；第 35 頁上方「碩士論文（0

學分）」文字，請刪除「0學分」。 

2. 第 35 頁上方「設計經營基礎課程（10

學分）」文字，請刪除「設計經營」。 

3. 第 38 頁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表中，「論

文寫作」之開課時間由「2 下」改為「1

下」。 

二、請文創系再行斟酌科目英文名稱。 

三、修正後通過，提教務會議審議。 

人文藝術

學院、文

化創意產

業經營學

系 

26 

4 

101學年度台灣文化研究所

日間碩士班課程架構，提請

討論。 

一、建議修正： 

提案說明一 2.「同意台灣文學教學研

究…」、5.「同意史學組…」文字，

請刪除「同意」。 

二、請台文所再行斟酌科目英文名稱。 

三、修正後通過，提教務會議審議。 

人文藝術

學院、台

灣文化研

究所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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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目錄 

案由 內容 決議結果 提案單位 頁次 

5 
101學年度音樂學系大學部

課程架構，提請討論。 

一、建議修正： 
1. 第 77頁備註一通識課程之說明為 98年

舊資料，修正為「一、通識課程：包含

校共同科目 10 學分（體育與服務學習

為必修 0學分）與跨領域課程 18學分；

跨領域課程學生需修習所屬學院之外

的其他兩學院規劃、開設之領域課程，

至少各 6學分；所屬學院規劃、開設之

領域課程，至多修習 4學分，惟不得修

習所屬學系規劃、開設的課程。」。 

2. 第 78頁課程結構中，「上低音號」主、

副修課程中文名稱分別加上（一上）至

（四下）。 

3. 第 79 頁「室內合唱」（一上）至（四

下）及「合唱」（一上）至（四下）之

英文名稱，分別刪除羅馬數字Ⅰ~Ⅷ。 

二、修正後通過，提教務會議審議。 

人文藝術

學院、音

樂學系 

69 

6 

101學年度語文與創作學系

華語文教學碩士班課程架

構，提請討論。 

一、照案通過。 

二、提教務會議審議。 

人文藝術

學院、語

文與創作

學系 

126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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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本院資訊科學系 100學年度第1學期「數位學習心理學」課程實施遠距教學

方式授課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1.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9條辦理（附件1）。  

2.「數位學習心理學」課程教學計畫詳如附件 2。 

3.此案業經（101.4.27）資訊科學系 100 學年度第 1 次系課委會、

（101.5.3）理學院 100學年度第 2次院課委會討論通過（附件3）。 

辦法 經校課委會、教務會議通過後，提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提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理學院  資訊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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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案由 
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 101 學年度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異動，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擬新增典範生命史專題討論及正念減壓實務與理論兩門科目，課程

大綱如附件一、二。 

二、 擬刪除行為改變理論與研究、生命教育與健康促進共同議題專題研

究、健康傳播專題研究及健康促進專題研究四門科目 

三、 擬修改「生死禮儀專題研究」之科目名稱及「宗教生死學專題研究」

之英文名稱： 

1. 原「生死禮儀專題研究」(Seminar on Death rites)更改為「生

命禮儀專題研究」(Seminar on Life Rites) 

2. 原「宗教生死學專題研究」(Seminar on Life-and-Death studies 

of Religion)更改為(Seminar on Life-and-Death Studies of 

Religions) 

四、 檢附 101學年生命教育碩士班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表如附件三，此

課程含生命教育碩士班、教學碩士學位班與在職進修專班。 

五、 以上經本所 101.1.11所課程委員會(附件四)及 101.4.19院課程委

員會決議通過(附件五)。 

辦法 通過後，送本校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一、建議修正： 

提案單說明三及第20頁課程結構中，生命禮儀專題研究之英文名稱由「Seminar on 

Life rite」，修正為「Seminar on Life Rite」；宗教生死學專題研究之英文名稱

由「Seminar on Life-and-Death studies of Religions」，修正為「Seminar on 

Life-and-Death Studies of Religions」。 

二、修正後通過，提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生命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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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3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案由 
101 學年度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在職進修境外專班(大陸廈
門)101 學年度課程架構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 本案業經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人

文藝術學院100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二、 101 學年度在職進修專班(大陸廈門)課程架構與教學科目表

如附件。 

辦法 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一、建議修正： 

1. 第 34 頁下方肆、課程架構「4. 修畢 32 學分並通過碩士論文（0 學分），始能畢業。」；

第 35 頁上方「碩士論文（0 學分）」文字，請刪除「0 學分」。 
2. 第 35 頁上方「設計經營基礎課程（10 學分）」文字，請刪除「設計經營」。 
3. 第 38 頁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表中，「論文寫作」之開課時間由「2 下」改為「1下」。

二、請文創系再行斟酌科目英文名稱。 

三、修正後通過，提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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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案由 101 學年度台灣文化研究所日間碩士班課程架構，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所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所課程會決議： 

1. 新增科目：地方文史導覽與教學、台灣民俗與文化、二二

八事件文史專題研究、七等生小說專題、台灣歌謠與文史

研究、近代東亞殖民建築文化、近代台灣美術之發展。將

台灣歌謠與文史研究、台灣民俗與文化及近代東亞殖民建

築文化，學分數訂為 2學分，其餘為 3學分。新增科目皆

列為兩組共同選修部份。 

2. 同意台灣文學教學研究更名為台灣文學研究與教學、台灣

歷史教學研究更名為台灣歷史研究與教學、台灣文獻研究

更名為台灣文獻專題研究、台灣社會領域教學研究更名為

台灣社會學習領域教學研究。 

3. 台灣文化史改為選修，並列入兩組共同選修部份。 

4. 史學組新增一門必修科目：台灣文獻專題研究。 

5. 同意史學組 2 門必選 1門領域及 4 門必選 2 門領域合併為

6 門必選 2 門領域。 

6. 將兩組共同選修分為兩部份：綜合課程與應用課程，且兩

領域至少選修 1門。 

二、此案經本所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人文藝術

學院辦理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檢附本所 101 學年度日間碩士班課程架構表如附件 1、夜間

碩士班課程架構如附件 2、新增科目課程大綱如附件 3~9。 

辦法 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一、建議修正： 

提案說明一 2.「同意台灣文學教學研究…」、5.「同意史學組…」文字，請刪除

「同意」。 

二、請台文所再行斟酌科目英文名稱。 

三、修正後通過，提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台灣文化研究所 
 

39





























































提案編號：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案由 101 學年度音樂學系大學部課程架構，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課程會議（101.04.17）
決議、人文藝術學院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
審議通過。 

二、 大學部調整課程如下： 
(1)新增「上低音號」主副修術科個別課程。 
(2)必修課程原 24 學分，刪除「電腦科技在音樂上的應用

（一）」及「電腦科技在音樂上的應用（二）」兩門必修科
目（共計 4學分），必修課程調整為 20 學分。 

(3)新增「電腦科技在音樂上的應用（一）」及「電腦科技在
音樂上的應用（二）」兩門選修課程。 

(4)新增「室內合唱（一上）、（一下）、（二上）、（二下）、（三
上）、（三下）、（四上）、（四下）」及「合唱（四上）、（四
下）」10門選修科目，課程大綱如附件。 

辦法 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一、建議修正： 

1. 第 77頁備註一通識課程之說明為 98年舊資料，修正為「一、通識課程：包含校

共同科目 10學分（體育與服務學習為必修 0學分）與跨領域課程 18學分；跨領

域課程學生需修習所屬學院之外的其他兩學院規劃、開設之領域課程，至少各 6

學分；所屬學院規劃、開設之領域課程，至多修習 4學分，惟不得修習所屬學系

規劃、開設的課程。」。 

2. 第 78 頁課程結構中，「上低音號」主、副修課程中文名稱分別加上（一上）至

（四下）。 

3. 第 79 頁「室內合唱」（一上）至（四下）、「合唱」（一上）至（四下）之英

文名稱，分別刪除羅馬數字Ⅰ~Ⅷ。 

二、修正後通過，提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音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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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結構與選課要求 
 

課程 

類別 

  

 

 

學分 

通識課程（總計 28 學分） 

專門課程 
彈性

課程 

教育

專業

課程 

最低

畢業

學分 

校共同 

課程 

(必修) 

跨領域課程（必選 18 學分） 

教育學院規

劃開設 

人文藝術學

院規劃開設 

理學院規劃

開設 

社會

科學

領域 

學習

與思

考領

域 

文學

與文

化領

域 

藝術

與美

感領

域 

自然

與生

命科

學領

域 

數學

與數

位科

技領

域 

非師資

培育組 
10 至少 6 至多 4 至少 6 

必修 選修 

20 0 128 未修教育學程者

必修 30 學分 

未修教育學程者

必修 50 學分 

師資培

育組 
10 至少 6 至多 4 至少 6 

必修 選修 

20 20~40 148 修教育學程者必

修 31 學分 

修教育學程者必

修 49 學分 

備註：一、通識課程：包含校共同科目（體育、服務課程及英語補強課程）0 學分，基本素養 16 學分及學

院領域 12 學分；學院領域部份應選修本院以外之 2 學院通識課程。 

包含校共同科目 10 學分（體育與服務學習為必修 0 學分）與跨領域課程 18 學分；

跨領域課程學生需修習所屬學院之外的其他兩學院規劃、開設之領域課程，至少各

6 學分；所屬學院規劃、開設之領域課程，至多修習 4 學分，惟不得修習所屬學系

規劃、開設的課程。 

二、專門課程： 

（一）術科個別課分主修及副修課程（術科個別課皆為學年之課程）： 

1.主修：鋼琴、聲樂、管樂器、弦樂器、理論作曲、指揮學、中國傳統樂器、敲擊樂器

等，8 項中必任選 1 科為主修。每週每名學生個別上課 1 小時。 

2.副修： 

（1）修教育學程者： 

 一年級每人必須有 2 項副修。 

二年級：主修鋼琴及其他項目者必須副修聲樂；主修聲樂者必須副修鋼琴。

修教育學程者，亦可選修第 2 副修（副修項目以現有專兼任師資專長，且任

課時數仍有空缺者為限），惟須依規定另繳選修之術科個別指導費。 

 一年級主修鋼琴者必副修聲樂，另於 6 項樂器(管樂、弦樂、敲擊樂器、指揮

學、理論作曲、中國傳統樂器)中任選 1 項為第 2 副修。 

主修聲樂者必副修鋼琴，另於 6 項樂器(管樂、弦樂、敲擊樂器、指揮學、理

論作曲、中國傳統樂器)中任選 1 項為第 2 副修。 

主修為其他 6 項樂器之 1，必副修鋼琴與聲樂。 

 每項副修每週每名學生上課 0.5 小時。 

（2）未修教育學程者： 

一年級每人必須有 2 項副修，二年級術科副修可自由選擇（副修項目以現有

專兼任師資專長，且任課時數仍有空缺者為限），並依規定另繳選修之術科

個別指導費。 

       （二）修讀教育學程及未修讀教育學程者，若選修術科個別課，一律均須參與期末術科考試。 

       （三）術科個別課為學年之課程。 

       （四）本系術科主副修、合唱、管弦樂合奏、管樂合奏、弦樂合奏、室內樂、演奏(唱)實務專題，

以上課程得不受學期(上下學期)或先後修習之限制，惟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可重複修習。  

三、彈性課程：（一）可選修本系專門課程 

   （二）可選修各類教育專業課程 

   （三）可跨系、跨校、跨國修課 

   （四）可選修多元專長學程課程 

          ◎註：若選修通識課程不予採計學分 

伍、教學科目（附本系專門課程教學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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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案由 
101 學年度語文與創作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課程架構，提請討
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系 100學年度第 1 學期 3次系務會議、人文藝術

學院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二、華語文教學碩士班課程(101學年度增設)架構草案如附件。 

辦法 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提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語文與創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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