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95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地
點：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室(藝術館 310 室)
主 持 人：劉院長瓊淑
紀錄：林慧雅
出席人員：當然委員—林所長炎旦、周所長志宏、翁所長聖峰、陳主任淑惠、
張主任世宗、顏主任國明、羅主任森豪
專任教師代表委員—李老師志宏、袁老師汝儀、黃老師淑鴻、
游老師章雄、謝老師宜君
(以上依姓筆劃排列)
列席人員：黃老師海鳴
壹、院長致詞
一、感謝大家出席此次會議，本次會議除原訂提案外，另將討論院課委會通過之提案
是否需經院務會議核備，請各委員提供意見。
二、介紹院務會議新成員：李志宏老師(補廖卓成老師休假缺)
貳、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含 95.2.17 及 95.3.18 二次會議)
案
由 決
議 提案單位
本院院務會議代表
一、參考校務會議方式辦理。
人文藝術
休假期間之因應方
學院
二、院務會議設置辦法條文不另修訂。
式討論案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 一、將選票送交各系所轉發所屬教師，並至人文
人文藝術
會選舉方式討論
藝術學院辦公室投票。
學院
案。
二、投票時間：2/21 起至 3/8 中午止。
本院教師聘任及升
人文藝術
等審查準則(草案) 緩議，待本校母法修訂後再議。
學院
訂定案
本院教師升等申請
緩議，配合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準則訂定後再 人文藝術
複審要點(草案)訂
學院
議。
定案。

本院通識課程規劃 一、修訂通過。
理念討論案
二、3 月份院課委會做最後討論及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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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藝術
學院

執 行 情 形
依決議辦理
已於 3/8 開票
選出本院教評
會票選委員
未來配合母法
再提案討論
未來配合母法
再提案討論
配合學校申請
教 學 卓 越計
畫，已先將規劃
理 念 送 教務
處，並提 3/22
本院課委會討

本院碩、博士論文
一、照案通過，建請教務處統一訂定格式。
著作權歸屬爭議之
二、建議各系所將相關規定列入研究生手冊。
問題討論案
一、修正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文教法律所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要
點，提請討論。

「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 110 週年校慶人
文藝術論壇-校友
暨校史研討會」計
畫討論案。

(一)第八條「本會…。未自行迴避者，主席得經二分
之一以上出席…迴避。」修正為「本會…自行
迴避者，主席得經二分之一 (含)以上出席…迴
避。」
(二)第十條「本要點…，送院務會議核備後並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為「本要
點…，送院務會議核備後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主題：人文藝術論壇-北教大與台灣人文藝
術之發展。
二、時間：暫訂 11/4 或 10/28。
三、內容及邀請相關引言人、與談人請各系所先
行構想。
四、「北教大與台灣法律」主題，因文教法律研
究所 10 月另將與政大合辦法律相關主題之
研討會，故不列入此次人文藝術論壇。

人文藝術
學院

論。
會議紀錄已簽
會教務處，建請
其統一訂定。

文教法律
研究所

依程序辦理。

人文藝術
學院

經與教務處聯
繫，已確定時間
訂於 95 年 11
月 4 日。

一、修正後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擬請討論「語文與
創作學系學士班學
生修讀雙主修要
點」。

(一) 名稱修正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 學系
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要點」。
(二) 第一條「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士班學生修
讀雙主修 要點 ，訂定…。」修正為「依據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 辦法，訂
定…。」
。
(三) 第三條「申請程序…。申請經原學系及 本系系
主任及 所屬學院院長核定後，送教務處備查，
並於次學期起開始修讀雙主修課程。」配合母
法修正為「申請程序…。申請經原學系及 加修
學系系主任審查同意，報請原學系及加修學系
所屬學院院長核定後，送教務處備查，並於次
學期起開始修讀雙主修課程。
(四)第四條之「(五)若本系…。已修習及格之 加修
學系專門必修科目若與原學系專門必修科目性
質相同，學分之抵免依原學系規定辦理。」修
正為「(五)若本系…。已修習及格之本系專門
必修科目若與原學系專門必修科目性質相同，
學分之抵免依原學系規定辦理。」

一、修正後通過。
擬修訂「語文與創 二、修正內容如下：
作學系輔系修讀要
(一) 名稱改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 學系輔
點」，提請討論。
系修讀要點」。
(二) 第二條「申請資格：(一)本校大學部 2 年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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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 95 年 3 月
語文教育
15 日教務會議
學系
審議

語文教育
學系

已提 95 年 3 月
15 日教務會議
審議

上學生。」修正為「申請資格：(一)本校大學
部 1 年級以上學生。」
(三) 第三條「申請程序：(二) 申請者於公告期間（每
年 5 月）填寫申請表並附各學期成績單影本 1
份，向原學系提出申 請，經系主任同意後，
再送本系核定，符合資格者同意其修讀。」修
正為「申請者於公告期間（每年 5 月）填寫申
請表並附各學期成績單影本 1 份，向原學系提
出申請，經系主任同意後，送院長核定，符合
資格者同意其修讀。」
(四) 第六條「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 通過，送 人文
藝術學院院務會議 通過，提 教務會議通過，經
校長核定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修正為「本
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人文藝術學院院務會議
及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三、附帶決議：第四條修習須知擬參考兒英系要
點增列衝堂相關規定。
一、修正後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修訂本系輔系修讀
要點，提請討論。

(一) 名稱改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
系輔系修讀要點」
。
(二) 第七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 通過，人文藝術學
院院務會議 通過，送 教務會議 審議，修正時
亦同。」修正為「本要點經 本系 系務會議、人
文藝術學院院務會議 及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
核定後施行。」

兒童英語
教育學系

已提 95 年 3 月
15 日教務會議
審議

造形設計
學系

已提 95 年 3 月
15 日教務會議
審議

音樂教育
學系

已提 95 年 3 月
15 日教務會議
審議

藝術與

已提 95 年 3 月

一、修正後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擬請討論「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造形設
計學系輔系修讀要
點」。

(一) 第一條「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修讀輔
系辦法。」修正為「臺北教育大學 學士班 學生
修讀輔系辦法。」
(二) 第六條「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修讀輔
系辦法辦理之。」修正為「本辦法未盡事宜，
依本校 學士班 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辦理之。」
(三) 第七條「本 辦法 經本系系務及院務會議 通過，
提 教務會議 審議 通過，經校長核定後 實施。」
修正為「本 要點 經本系系務 會議、人文藝術
學院 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
施行。」

一、修正後通過。
擬修訂本輔系修習 二、修正內容如下：
要點(修正條文對
(一) 名稱改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教育學系輔
系修讀要點」。
照表如附件 1)及 95
(二)
第十二條「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
通過後，提
學年度輔系課程計
院務會議 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 實施 。」修
畫表(如附件 2)，提
正為「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 、人文藝術學院
請討論。
院務會議 及教務會議 通過，經校長核定後 施
行 。」

擬提本系 95 學年 一、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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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輔系要點，提請 二、修正內容如下：
討論。
(一) 第二條「申請程序：依學校規定於每年五月向

藝術教育
學系

15 日教務會議
審議

人文藝術
學院

已送請教務處
研議

原肄業學系提出申請。」配合母法修正為「申
請程序：學生申請選修輔系應於每年 5 月向原
肆業學系提出申請，其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需在 75 分以上，由原肆業學系系主任及院長審
查，並經所選輔系系主任及院長同意後，送教
務處登錄備查。」
(二)第四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
定後 ，自 95 年 5 月起實施。」修正為「本要
點經 本系系務會議、人文藝術學院院務會議及
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 施行 。」

擬建請學校明確訂
定學生修讀學分認 擬建請教務處再檢視各項辦法之相關條文，統一
定及抵免之相關規 訂定明確之規定。
範，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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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
案由

本系 95 學年度學程設置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4.12.21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程設置辦法」
修訂。
二、經本系 95.03.14（9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三、「編輯與採訪」、「作文教學」、「寫作實務」學程設置要點及教學大綱如
附件。
四、原於 94.12.09（94）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之「編輯與採
訪」、「作文教學」、「寫作實務」學程規劃書停用，但原規劃之課程架構
不變（除「編輯與採訪」學程中，原「編劇理論與實作」因應外審審查
意見，修改為「現代戲劇及習作」）。

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提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三個學程之「伍、修習規定」第二條均修正為「已在本校修習相關課程
且及格者，抵免學分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
提案單位：語文教育學系

提案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提案
案由

玩具與遊戲設計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敬請討論

說明

一、於 95 年 2 月 21 日玩遊所 94 學年度第 12 次系所務聯席會議通過。
二、相關修正條文，請見修訂條文對照表。
三、提至院務會議討論。

辦法

經院務會議核備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一)第一條修正為「本要點依據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
織規程第 22 條 之規定 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
訂定之。」
(二)第六條配合母法修正為「本會會議不定期舉行，會議須有委員三分
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
得決議；但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等重大事項之審議，須有委
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之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
始得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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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八條修正為「本會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辦法 要點 及有關
規定，分別審議本所下列事項：…」
三、附帶決議：建請人事室再檢視是否新聘教師不需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
以上同意即可決議。
提案單位：玩具與遊戲設計研究所
提案 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
案由
說明

擬請討論「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造形設計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本要點於 95 年 2 月 21 日(9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檢附新
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敬請討論。

辦法

經院務會議核備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一)第一條「，」刪除。
(二)第六條配合母法修訂為「本會會議不定期舉行，會議須有委員三分
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 召 開會 議 ，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 二分之
一 (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但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等重大事
項之審議，須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之三分
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三)第九條「…，送人文藝術學院 院 教評會通過，…。」之「院」刪除
贅字。
(四)第十條配合母法修正為「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 通過送 人文藝術學
院院務會議 通過 核備，並 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五)其餘條文數字請依公文體例改為阿拉伯數字。
提案單位：造形設計學系

提案 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
案由
說明

擬請討論「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本要點於 95 年 3 月 1 日(9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檢附新舊
條文對照表(附件 1)，請討論。

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一)第一條修正為「本要點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組織
規程第 22 條及本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訂定之。」
(二)第六條配合母法修訂為「本會會議不定期舉行，會議須有委員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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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 召 開會 議 ，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 二分之
一 (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但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等重大事
項之審議，須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之三分
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三)第八條修正為「本會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要點 辦法 及有關
規定，分別審議本系下列事項：…」。
(四)第九條修正為「凡經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均作成紀錄，送 院評會
及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五)第十絛修正為「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均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 要點 辦法 有關規定辦理。」
(六)第十一條修正為「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核備，並經
校長核定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
提案單位：語文教育學系
提案 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
案由
說明

擬請討論「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文產業設計與經營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要點」。
本要點於 95 年 3 月 10 日 94 學年度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檢附條文(附件)，
請討論。

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一)第一條修正為「本要點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組織
規程第 22 條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訂定之。」
(二)第六條修正為「本會會議不定期舉行，會議時須有委員三分之二（含）
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但 新聘 、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等重大事項之審議，須有委員
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
始得決議。」
(三)第八條修正為「本會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要點 辦法 及有關
規定，分別審議本所下列事項：…。」
(四)第十一條修正為「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核備，並經
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
提案單位：藝文產業設計與經營研究所

提案 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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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本院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提案第 1~16 案，共計 16 案，提請

說明

審議。
各案均經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依程序辦理相關作業。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並提臨時動議討論本院課委會通過之提案是否需經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藝文產業設計與經營研究所

肆、臨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本院課委會通過之案件是否需提院務會議審議，請討論。
說 明：
一、過去未有院級單位時，有關課程相關案件處理程序為：系(所)課委會或系所務
會議→校課委會→教務會議。現因成立院課委會，依學校規定，欲提至校課委
會之提案需經院課委會審議通過後方可提案。
二、經洽教務處得知，院課委會通過之案件是否需提至院務會議審議由各院自行決
定。
三、有關本院課委會討論通過之案件，是否需提至院務會議審議，或授權由院課委
會討論通過即可，請討論。
決 議：
一、建請學校訂定統一之規範，以做為本院之依循。
二、如學校授權本院自行決定，則有關課程之案件授權由本院課委會討論通過即可。
案由二：建請人事室檢視並釐清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相關之規定，以利各院、
系所訂定相關要點之依據。
說 明：
一、
「第 4 條 本會審議事項如下：…」之本會係專指校級教評會或校、院、系(所)
三級教評會？
二、「第 7 條 本會會議不定期舉行，會議時須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
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但升等、解聘、停聘、
不續聘等重大事項之審議，須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審議之紀錄，應陳報校長核定後執行。」
(一)同第 4 條，本會係專指校級教評會或校、院、系(所)三級教評會？
(二)新聘教師是否不列為重大事項之審議，須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
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三、院、系(所)教評會設置要點之規定是否可從嚴規定？
辦 法：建請人事室檢視並釐清相關規定，以做為各院、系(所)訂定相關要點之依據。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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