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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2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國際會議廳 

主席：楊校長其文                                    記錄：楊學慧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會議出席人數：應到 103 人，實到 81 人。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一、今天是我個人就任校長職務以來，所主持的第一次校務會議，也是新學年

度的首次校務會議，感謝各位主管、老師、同仁及學生代表們的參與。 

二、為利同學了解學校的整體校務發展構想及狀況，校內設有各類型會議機制，

也於各級委員會中納入學生代表，希望同學們能踴躍參與，共同討論。日

前有部分同學針對校園機車停車位問題表達相關看法，而學校也於102年10

月22日召開說明會，跟大家共同探討及意見交流，大家都能站在理性角度，

提出關切問題，這樣的正面發展是值得肯定的。有關校務的運作，尤其是

涉及學生生活面問題，歡迎同學們可以提出看法，跟學校師長們一起討論，

對於會議議訂的事項，也希望大家共同遵循。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暨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確定。 

      

肆、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 

（一）劉教務長錫權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2-1～2-5 頁。 

●主席裁示： 

（一）雖然北藝大過往已累積了很好的成果，但面對少子化問題，以及整個高

教環境的艱鉅及挑戰，我們應該積極應對。 

而從我個人就任以來，藉由各種機會跟各單位及主管們說明，21 世紀高

等教育變革的問題，在此也跟大家分享，未來應從教學方法、教材內容

來進行重行思考，以因應時代發展，期待大家能一起共同努力。 

今天會中，教務處書面補充資料所提，未來 10 年學生人數將大幅下降

36%，這是一個需特別注意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從現在開始設法因應，

未來勢必會面臨更大困境。 

此外，從這學期起，我們已著手推動資源分享與整合，希望從課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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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人力資源及節能減碳方面著手，讓資源成效有更多的發揮空間，俾

利擴大資源與經費運用效益，未來也請大家持續努力，北藝大的優勢才

會繼續維持。 

（二）這些年來學校已建立關渡藝術節跨領域學習之機制，讓學生在大學四年

的修業期間，能觀摩來自各國、各類型及各姐妹校的相關展演及創作。

同時，也藉由為期一週的跨領域學習週，搭建起跨域交流的管道與機會。

有關跨領域學習週的課程選課時間、質量安排等問題，可進一步探討，

以利提升成效，也歡迎各位老師及同學們提供意見。 

  

二、學務處： 

（一）詹學務長惠登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3-1～3-5 頁。 

（二）楊主任聰賢：請問本校校安通報專線號碼是 2896-0633 還是 2896-0733? 

（三）李主任錫勳：本校校安通報專線為(02)2896-0733。 

●主席裁示： 

（一）關渡藝術節創辦迄今，已近 20 年，形成一定的運作機制。近年來，更將

節目結合工作坊、跨領域學習、姐妹校展演交流等活動，同時鏈結國際，

引進各國知名演出團隊，期能打造關渡藝術節成為國際知名學校藝術

節，並融合在地文化與創新精神，吸引更多民眾共同參與，為各藝術領

域之教學研究、展演創作，激發更多動能。 

然而，關渡藝術節的意義不僅是活動本身，為擴大成效，並結合在地特

色，讓北藝大進一步走出校園、連結社區，請儘早規劃於下一屆關渡藝

術節之開閉幕活動中，邀集鄰近社區之國民中小學、區、里及關渡宮等

組隊參與，共同呈現在地文化特色。 

（二）日前美術學系學生騎乘機車發生車禍身亡事故，我們除已由學務處會同

美術學院積極提供學生家屬相關協助，以及同班同學心理輔導外，另請

學務處就學生騎乘摩托車應注意之交通安全，設法以各種管道及方式持

續向學生進行有效宣導，務使同學們瞭解交通安全之重要性。 

（三）目前本校設有綜合宿舍、女一宿舍及女二宿舍，除女一舍為 98 年完工外，

其餘宿舍因使用年期較長，已面臨需進行大幅整修的問題，日前本人、學

務長、總務長及主秘曾走訪宿舍空間，充分了解各項問題應行改善。對於

宿舍管理及維護問題，近期內將成立「住宿管理中心」，提升及強化服務

品質；對於宿舍老舊翻修問題，也請學務處提列需求，分期分區進行改善。 

（四）有關學務處今日工作報告所提，全校尚有 100 餘位新生未完成入學健檢，

為維護校園公共衛生安全，請學務處持續追蹤未完成學生儘速完成健檢。 

 

三、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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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研發長劭仁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4-1～4-4 頁。 

●主席裁示： 

（一）有關本校所送系所自我評鑑機制認定申請書，經教育部審查認定結果為

「修正後通過」，並請本校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後再報部確認。鑑於本

校為藝術類大學首批向教育部申請自辦外部評鑑之學校，相關評鑑機制

之規劃，應具有指標性意義，並以成為藝術大學的標竿為目標。今天會

上，研發處將提報依審查意見修正後之相關評鑑機制及規定，後續也會

將系所自辦外評作業之作業日期知會各單位，以利後續執行。 

 

四、總務處： 

（一）陳總務長約宏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5-1～5-4 頁。 

（二）于善祿老師：近期校園進行「校園汽機車停車改善方案」，請問未來機車

於校內通行的相關規範為何? 

●主席裁示： 

（一）隨著戲劇舞蹈大樓的完工啟用，學校整體水電用量將高於以往，請各空

間使用單位妥擬空間管理措施，以朝向節能減碳的目標共同努力。 

（二）9月26日約夜間11時，本校學生於行經學園路學園公園時，遭不明人士暴

力攻擊，幸由行經該處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三名校友見義勇為消弭意外事

件。請各單位提醒師生及同仁夜間儘量結伴而行或搭乘交通工具為宜，

並請學務處校安中心持續加強校安宣導及維護，以維師生安全。 

（三）為顧及本校夜歸學生返校安全，自10月14日起，總務處已商請大南公司

增開晚上11時30分「北藝大專車」提供上山（返校）服務，請廣為宣導

週知，以利學生搭乘。 

（四）本校魯旦川鍋餐廳於續約計畫中提出，每年提供給生活上確有需要同學

使用「愛心卡」48份，讓同學們持卡免費換取餐盒，此一做法立意良好，

同時也請向領卡同學妥做說明，以共同建立起珍惜資源、良善分享的觀

念。 

（五）有關上述于老師所提未來機車於校內通行的問題，本校於10餘年前曾經

實施學校日間上課期間，不開放機車通行之措施，後因相關因素，而開

放通行。未來將配合相關機車出入動線及停車相關配套措施規劃完妥

後，進一步研議實施機車進入校園管制之可行性，以維交通安全。 

 

五、展演藝術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6-1～6-3 頁。 

 

六、電子計算機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7-1～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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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藝術與科技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8-1～8-3 頁。 

 

八、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9-1～9-2 頁。 

 

九、國際交流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10-1～10-2 頁。 

 

十、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11-1～11-2 頁。 

 

十一、圖書館：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12-1～12-3 頁。 

 

十二、關渡美術館：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13-1～13-2 頁。 

 

十三、主計室：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14-1 頁。 

 

十四、人事室： 

（一）李主任璁娀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15-1～15-2 頁。 

 

伍、提案討論 

一、 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秘書室〉 

（一） 孫助教斌立：本要點修正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納入內部控制小

組部分成員為委員及調整委員人數，請問新納入之成員，其任期和

現行委員相同嗎? 

（二） 林執行秘書吟珊：本要點修正納入之新委員，任期和現行委員相同，

至 103年 7月 31日止。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主計室〉 

決議：照案通過。 

 

三、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部分規定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 

（一）于善祿老師：本辦法修正草案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八款「參加本校活

動不守紀律，經勸告仍不改正者。」與提案單說明欄建議修正為「參

加『校內』集會或活動…」，這二者之文字似乎不同，建請是否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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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為校內。 

（二）鄧吉龍老師：本校活動之意思是否包含校內及校外活動? 

（三）張乃文老師：本辦法修正草案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未依各系、

所規定申請核准，私自參加校外展演活動者。」，得予以記小過。

這款規定較未合乎民主原則。 

（四）詹學務長惠登：上述修文主要是尊重各系、所之規定，並非完全禁

止學生參加校外展演活動。 

（五）陳雅萍老師：舞蹈學院於公演前後會限制學生參加校外展演活動，

因為公演是團體運作，學生若又參加校外展演，擔心學生過度使用

自己的身體會受傷，如此也是保護學生的身體。各學院的領域不

同，大家也許會有不同的考量。 

決議： 

（一）本辦法修正草案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八款，條文內容維持原修正草

案；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請學務處會同各教學單位研議後，提

會修正，餘照案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四、 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溯自 102年 8月 1日生效。 

 

五、 本校「職員甄審委員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一）曾主任介宏：本修正草案第二條「本會置委員七人，由校長指定副

校長、教務長…等人為委員，…」，其中文字中之「指定」二字，

在一般法規中不常使用，建議是否酌作修正。另校長指定副校長、

教務長…之程序是如何進行? 

（二）李主任璁娀：本修正草案第二條內容「指定」文字，是源自銓敍部

之母法「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內的用詞，本校故而參照採用。

另當然委員的產生是由幕僚單位，每年按程序簽請校長核聘而產

生。 

決議：照案通過。 

 

六、 本校「校務基金工作津貼支給要點」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 

 

七、 本校「自我評鑑辦法」及「102 年系所評鑑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計畫」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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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研發處〉 

（一）曾主任介宏：自我評鑑辦法修正草案第六條「實地訪評遴聘之委員

由校外學者專家 4-9 人組成，…」，一般委員會之成立，委員人數

大多由單數組成，本辦法訂 4-9人組成，是否有特殊考量? 

（二）林研發長劭仁：實地訪評之委員人數，係參考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基金會的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所訂。 

（三）張副校長中煖：自我評鑑辦法修正草案第二條之修正內容，似乎與

教育部的初審意見，建議於第二條之各類評鑑中，增列「持續改善」

項目之意思不同，其意思應該是否於辦法中加列「再評鑑」及「追

蹤評鑑」之評鑑類別，有關第二條之修正內容，建請研發處查明後

再酌作調整。 

決議： 

（一）有關副校長所提教育部初審意見，針對本辦法第二條之增列「持續

改善」項目之建議，請研發處進一步釐清後，因應委員建議納入條

文增修事項，續行報部。 

（二）請研發處完成上述意見處理後，同意本辦法修正通過。 

 

陸、專案報告 

一、本校新建學生宿舍構想、工程需求說明及財務計畫報告。 

  〈報告單位：學務處〉 

●主席裁示： 

（一）本案規劃於女二舍後方，學人會館旁興建學生宿舍，提供境外生及研究

生之住宿需求。後續請學務處會請總務處提報工程構想書，送教育部審

議，以利及早著手辦理相關作業。 

 

柒、散會：下午 3 時 2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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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列管表 

 

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要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1 

秘
書
室 

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

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秘
書
室 

 

2 

主
計
室 

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設置要點」第二點修正

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主
計
室 

 

3 

學
務
處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部

分規定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本辦法修正草案第十

一條第一項第八款，條

文內容維持原修正草

案；第十二條第一項第

六款，請學務處會同各

教學單位研議後，提會

修正，餘照案通過，並

報請教育部備查。 

學
務
處 

 

4 

人
事
室 

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並報請教育

部備查後，溯自 102

年 8 月 1 日生效。 

人
事
室 

 

5 

人
事
室 

本校「職員甄審委員會組

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人
事
室 

 

6 

人
事
室 

本校「校務基金工作津貼

支給要點」部份條文修正

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人
事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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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
發
處 

本校「自我評鑑辦法」及

「102 年系所評鑑自我評

鑑作業實施計畫」修正草

案，提請 審議。 

1. 有關副校長所提教

育部初審意見，針

對本辦法第二條之

增列「持續改善」

項目之建議，請研

發處進一步釐清

後，因應委員建議

納入條文增修事

項，續行報部。 

2. 請研發處完成上述

意見處理後，同意

本辦法修正通過。 

研
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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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單位：學務處〉…………………………………………pp.23-1~23-4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1-1 
 

1 0 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列管表 

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要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1  

藝
術
與
科
技
中
心 

本校「藝術與科技中心設

置辦法」第五條修正草

案，提請  審議。 

有關舞蹈學院未來「表演科

技實驗室」之發展相關需

求，請視需要另案簽報、討

論，餘照案通過。 

藝
術
與
科
技
中
心 

已更新設置辦法，並公

告藝科中心同仁週知。 

2 
教
務
處 

本校「學生逕修讀博士學

位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並請廣為週知學

生瞭解，以利申請。 

教
務
處 

已於 6 月 26 日函送各

教學單位知照。 

3 
教
務
處 

本校「學則」部分規定修

正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並函報教育部備

查。 

教
務
處 

已獲教育部 102 年 7

月 25 日函同意備查，

另函送各教學單位及

相關單位知照，並於教

務處網頁公告週知。 

4 
教
務
處 

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

抄襲、舞弊處理要點」草

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教
務
處 

已於 6 月 26 日函送各

教學單位知照。 

5 
教
務
處 

100~102 學年度入學之碩

(博)士班研究生，第 5學

期起學分費之收費方

式，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教
務
處 

本學期已依決議方式

收費，研究生第 5學期

起修課學分數累計未

超過就讀系所畢業最

低學分數時，不另收

費；超過畢業最低學分

數時，超過之學分，每

學分以新臺幣 1,600 

元計收，惟語言課程、

教育學程課程、重修課

程、停修課程及下修學

士班課程等不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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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要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6 
研
發
處 

本校「自我評鑑辦法」修

正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研
發
處 

1. 修正後辦法已於

102 年 6 月 17 日函

知各一、二級單

位；另已納入本校

102 年系所自辦外

部評鑑機制修正計

畫書中，於 102 年

7 月 30 日陳報教育

部。 

2. 教育部於 102 年 10

月 11 日函復本校

之審查意見，研發

處將再修正本辦

法，並提送本日校

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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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教務處 
資料時間：102年 8 月～102年 10 月 

 

一、 103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教育部核定如下： 

 (一)102 年 7 月提報之招生員額已獲核定共 734 名(學士班 380 名、碩士

班 275名、博士班 19名、碩士在職專班 60名)。 

(二)「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均獲教育部同意設立及招生，其招生名額由校內名額調整。 

(三)依規定各院所系與學位學程之師資質量如連續 2年未符部訂基準，其

招生名額將予核減，建請各系所審慎管控師資結構。 

二、 103學年度招生工作： 

 (一) 10月 1日召開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關於招生工作組織及分組

執掌、各學制招生入學簡章確認及各類招生考試日程。 

(二)招生簡章： 

1、學士班：簡章已於 10 月 14 日(一)開始販售，並將發函各高中職

校進行宣傳，預計於 11月 11-18日報名。 

2、碩博士班甄試、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之簡章分別於 10 月 14

日及 11月 4日開始販售，並將發函各大專院校、美術館、博物館、

文化中心進行宣傳，預計於 10 月 23-25 日報名及 12 月 16-23 日

報名。 

(三)招生宣傳活動： 

1、10月 16日「OPEN DAY－遊樂北藝大」，於人文廣場舉辦開幕活動，

邀集全國各高中職師生參與，相關活動照片及成果將製作成光碟

供各學系參考。 

2、10月 24~27日赴澳門參加「2013年澳門台灣高等教育展」進行海

外招生宣傳，估計約 60所大專校院參展。 

三、 學籍管理： 

 (一)本校 102-1學期學生人數共 3,161人，在校生 2,785人(外籍生 66人、

僑生 108人、陸生 6人)、休學生 376人 (統計時間 10月 8日)。 

(二)101-2學期修業年限屆滿退學案共 13人(學士班 2人、碩士班 11人)。 

(三)102-1學期休學期滿未辦理復學之退學案共 34人(學士班 4人、七年

一貫 1人、研究所 29人)。 

(四)辦理 102-1學期休學逾期未復學學生退學案共 34人(學士班 5人，碩

士班 29人)。 



2-2 
 

(五)102-1 學期註冊事宜及繳費資料核對，截至 10 月 14 日尚有 65 人未

完成繳費(大學部 28人，碩士班 35人，七年一貫制 2人)，未繳費名

單已轉送請各系所辦公室，轉請學生盡速完成繳費或助學貸款手續。

至 10月 26日止(達學期三分之一)，如未有特殊原因而無故缺繳者，

將依本校學則第十三條規定勒令休(退)學。 

(六)送交 102學年度預計畢業之學士班學分科目表予系辦確認，並為學分

審查參考，於 9 月 17 日將歷年修課清單及審查學分科目表(計 356

件)轉發學生，並請輔導其修足畢業應修學分，以避免漏修習而影響

畢業資格。 

(七)歷年學籍資料及成績卡數位化掃描及建檔作業已初步完成，續進行影

像檔案抽查；有關查詢介面已進行初步訪談，廠商預計 10 月下旬進

行系統展示。 

四、 102-1學期開/選課作業： 

 (一)辦理學生加退選及校際選課作業，並處理學生修習學分不足(含未選

課)之資料確認及後續事宜。 

(二)查核本學期課程大綱內容品質，並續行改善作業。 

(三)核算英檢課程、在職專班學生及延修生繳交學分費等事宜(繳費期

限：10月 14日-10月 28日)。 

(四)統計選修人數不足之課程，並辦理公告停開及學生補選事宜(本學期

計有 4門課程停開)。 

(五)核算教師授課鐘點，另統計兼任導師及基本授課時數不足之專任教師

授課時數。 

(六)通知學生及教師於 10月 25日前上網查詢確認選課資料，教師請列印

點名暨平時計分單及確認學生名單。 

五、 學習成效預警： 

 (一)期初預警：101-2學期學業成績二分之一不及格學生計有 11人，「學

習預警資訊系統」產生之預警名單，於開學後五週內由系統自動通報

所屬導師，請予以關心及輔導。 

(二)期中預警：將函請授課教師就學習成效不佳之學生於「教師入口網」

進行線上通報，11月 22日填報截止，將由系統產生預警名單再轉請

導師協助輔導。 

六、 跨領域學習週：10月 14日至 18日 

 (一)本年度「創意跨域特色課程」，由美術學院開課，各學院推薦共計 20

名學生參與。 

(二)統計學生選課門數供系辦參考；並製發選課名單供各開課單位參用。

另將於活動結束後進行問卷統計分析，及整體配套措施檢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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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 100學年度以後入學學士班學生跨領域學習週歷年參與次數，請

協助提醒畢業前至少須有 3年達到規定次數，以免影響畢業期程。 

七、 101-2 學期教學評量結果已開放線上查詢列印，另滿意度未達 3.5 之

教師經主管瞭解後已填寫教學改善處理報告表。 

八、 10月 8日已召開本學期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另於同月 15日召開 101

學年度「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遴選委員會，遴選出 4名教學優

良教師、2名傑出教師，將於本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中頒獎表揚。 

九、 於 9 月 24 日辦理 103 學年度課程整合協調會，與各系所進行交流與

溝通；後續配合各系所需要，分別至各學院或系所進行說明及討論。 

十、 藝術評論： 

 (一)第 25 期已如期出刊，第 26 期共有 8 篇投稿，預計 11 月中旬召開編

輯小組會議，並研聘 103-104年藝術評論編輯小組委員。 

(二)10月 21日前申請國科會「102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學門」。 

十一、 出版大系： 

 (一)9 月 24 日召開學術出版委員會，通過審查 4 件申請案，續將學術著

作送校外審查，並研聘 103-104年學術出版委員。 

(二)學術著作： 

1、鍾明德老師《藝乘三部曲：覺性如何圓滿？》預計 11月中旬出版。 

2、邱坤良老師《劇場與道場，觀眾與信眾─臺灣戲劇與儀式論集》

預計 11月底前出版。 

3、陳俊斌老師《臺灣原住民音樂的後現代聆聽─媒體文化、詩學/政

治學、文化意義》預計 11月底前出版。 

(三)博論精粹： 

1、陳威仰老師《布瑞頓舞台作品《教會比喻》三部曲的研究》預計

10月底前出版。 

2、楊湘玲《臺灣古琴音樂之文人性傳承》，延後至 103年出版。 

十二、 「台新藝術獎獲獎師生校友出版計畫」已於九月全數(13位)完成訪談

工作，續進行文稿編排、影音剪輯及印刷作業，擬於年底出版。 

十三、 2013-2014書展 

 (一)2013香港書展「從香港閱讀世界」：7月 17日~23日，本次書展銷售

約 530冊，銷售額約 13萬，參觀本校攤位人次達 5000人次以上。 

(二)2013 第一屆華文朗讀節：9 月 5 日~9 日，於台北華山文創園區及高

雄駁二特區雙城同步開展；「朗讀」透過本校戲劇系兼任講師楊曜彰

帶領學生演出《藝術，是生活的實踐》、《身體，是流動的劇場》，推

廣本校藝術出版品特色，頗受好評。 

(三)第 20屆北京圖博會：於 8月 28日至 9月 1日在中國北京國際展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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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展出，參展於「臺灣出版人」專區。 

(四)2013德國法蘭克福書展：10月 9~13日，為提升本校出版品之國際能

見度，並擴展全球版權，行前已寄送邀請函、中英文目錄及學校簡介

至歐洲姊妹校及相關藝文單位。 

(五)2013澳門秋季書香文化節： 102年 11月上旬，擬將香港書展剩餘 4

百餘本轉由澳門大學出版中心分銷，並代為至澳門書香文化節展售。 

(六)2014第 22屆台北國際書展 

1、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計畫：本案已獲教育部補助，參展地點為臺

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 

2、報名書展大獎：101年 11月至 102年 10月底出版之圖書：邱坤良

老師《人民難道沒錯嗎? ── 《怒吼吧，中國！》‧特列季亞科

夫與梅耶荷德》、朱宗慶老師《文化每天都是進行式》、楊莉莉老

師《向不可能挑戰：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 1970 年代》、李

婧慧老師《根與路：臺灣北管與日本清樂的比較研究》、王嵩山老

師《博物館與文化》，共 5本參與。 

十四、 數位媒體： 

 (一)強化電子報與師生之連結，每月刊登一篇學生學習歷程訪談，並續刊

登校內教師學習及教學歷程訪談，作為擴展多元教學法「Artist 

Journal」之前導工作。 

(二)102-1學期開放式課程以共同學科陳致宏老師所開設的「經典詮釋與

生命實踐」課程、陳芳明老師主持的關渡講座「文學與當代台灣人文

精神」及杜銘章老師所主持的關渡講座「與動物共舞」製作，將隨課

程進度錄製、剪輯並上傳至本校開放式(OCW)課程平台。 

十五、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9月 11日、13日舉辦 102-1學期「TA期初培訓工作坊」及「新進教

師傳習工作坊」。 

(二)結合各學院學生訪談的「U ART筆記本」已發送全校新生。 

(三) 9月 25日辦理北藝大影音網、藝學園社群平台之教育訓練課程。 

(四)完成 95-100學年度 13位優良教師的訪談，訪談稿除上傳至「CTL官

網／優良教師專區」，並出版「優良教師筆記書」，另發送給全校教師

作為教師節禮物。 

十六、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一)已完成第二期款請撥作業。截至 10 月 7 日止，計畫經費執行率：經

常門已請購 73.01%、已核銷 56.98%，資本門已請購 98.45%、已核銷

69.82%。請加速經常門請購、核銷作業，擬 11月關帳。 

(二)配合教育部辦理教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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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本校、大同、世新、政治、陽明大學共同主辦之「跨界力教育

論壇」，擬結合關渡藝術節於 103年 10月 24日假音樂廳辦理。 

2、針對教育部規劃之教育論壇主題：國際力、教學力、跨界力、就

業力、創新力、基礎力、服務力，進行本校主題式資料彙整，作

為未來參與各校及本校成果展示之用。 

(三)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於 9 月 17 日參與東吳大學舉辦「102-104 年度北一區區域教學資

源中心計畫總主持人第 1次會議」，協商暑期通識跨校選修課程參

與全國性平台計畫等多項合作方案。 

2、10 月 7 日已獲教育部初審核定本校 102-104 年度「大學校院協助

高中優質精進計畫」， 7 項子計畫共獲補助 2,755,000 元，於 10

月 15日提交複審修正計畫書及經費表。 

十七、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 

 (一)本校為教卓補助五千萬以上之學校，提案配合款需達總經費 40%以

上，同時本案將納入教卓計畫績效指標。 

(二)相關徵件資料已轉知全校教學單位，並請各單位於 10月 14日前回覆

提案意願。 

(三)電影與新媒體學院、戲劇學系已回覆有意願提案，續進行提案討論。 

十八、 教務相關系統開發 

 (一)進行畢業審查功能模擬上線測試，已於 10 月 9 日與系所助教進行系

統宣導及座談，預計 102-2學期正式供學生使用。 

(二)配合缺曠課點名自動化輔助系統開發，與電算中心、學務處就需求項

目進行討論，已完成各教學單位欲使用本系統之調查，預計 102-2學

期試行。 

十九、 統計報表填列 

 (一)協填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教務相關統計。 

(二)填報大專院校定期統計報表。 

二十、 法規修正： 

 (一)「專任教師減授時數標準」已於本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二)研提本校「開課暨鐘點核計原則」修正案。 

二十一、 105 學年度少子化衝擊：教育部提醒各校，因生育率遞減，未來 10

年進入 6-21歲學齡人口數將減少 25％，依『高級中等學生人數預測

分析』所推估，105 學年度大專校院 1 年級學生數將減為 250,426，

較 100學年度之 277,756人減少 27,330人，平均一年減少 5,500人，

大學招生將於 105學年度面臨第一波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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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資料時間：102年 8 月～102年 10 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學校活動 

（一）10/1發送 2013跨領域學習護照及章戳至各系所及展演單位。 

（二）2013年關渡藝術節於 10/26辦理「Crossover」跨越藝陣遊行暨大

會演活動。 

二、 服務學習 

（一）9/4~9/18由學務長領隊海外藝耕服務隊共 14名團員，受外交部委

託，代表臺灣出訪西非展演交流服務計畫。 

（二）9/14受臺北醫學大學邀請參加澎湖營隊分享會，五名學生前往參與。 

（三）9/16舉行 102學年度第一次服務學習講座。 

三、 獎助學金與就學補助：9月上旬公告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所優秀僑生

獎學金及清寒僑生助學金受理申請；9/13完成助學貸款及學雜費減免申

請受理；10/9上傳本校就學貸款及學雜費減免申請資料至教育部系統，

俾審核申請資格；10/9完成弱勢助學金、住宿優惠等助學措施申請受理。 

生活輔導組 

一、 新生入學始業教育於 102/9/10~9/13假音樂廳舉辦為期 4天的課程，以『藝

大開門•創藝無限』為設計概念，結合多元課程設計，引導新生瞭解本校

願景概況、教學資源，熟悉校園生活及學習規範，在各單位鼎力相助下圓

滿達成。 

二、 新學期開學之初，籲請各教學單位配合宣導「尊重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

並督促所屬師生切勿非法影印書籍及於校內圖書館大量或不當轉拷圖書

資料，以免觸法，以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並養成尊重他人智慧財產

權之正確觀念。 

三、 學生兵役作業 

（一）102 本學年度新生、復學生、轉學生暨延修生需辦理緩征申請之役

男合計 201名，已分於 9底及 10上旬完成造冊作業，並發函各縣市

政府申請報核中；在學役男辦理緩徵人數統計，於 10/31 前報送教

育部；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儘後召集名冊計 33 名，於 10 月中旬完成

名冊繕造作業並依規定函請各後備指揮部審核中。新生及復學生儘

後召集計 41 名，於 10 月下旬造冊完成並分別函報各縣市後備指揮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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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宣導 102年第二次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自 9/23至 10/11止提

交申請及 102 年研發替代役報名甄選作業預計時程，以提供學生服

役的選擇。 

（三）加強宣導在學役男如欲申請 4個月內的短期出國，於行前務必上網

至入出國及移民署辦理線上出國申請，以免延誤行程。 

四、 僑生及陸生出入境暨居留輔導：本學期新入學 3名陸生之逐次加簽入出境

許可證業已辦妥，並輔導陸生在台期間入出境之相關規定；加強輔導新僑

生於入台 15 日內辦妥居留證之換發作業，另提原持有舊證之僑生應注意

依規定於到期前 15 日申辦居留證延期，並應於出國前事先辦妥重入國申

請簽證作業。 

五、 為簡化學生公假作業程序暨提早排定時程，102學年度第 1學期（102/9

至 103/1）之學生公假案，業已 102/10/1核定，並以 e-mail寄送各課單

位轉知各任課老師參閱。 

六、 住宿服務中心： 

（一）為符合同學需求與住宿安全，有關是否取消門禁管制，現正由生活

輔導組（住宿服務中心）協同學生宿舍自治會研擬問卷，俾利讓學

生宿舍自治會在向學校提供政策建議上有足夠的意見參考。 

（二）9/24與總務處、校安中心針對學生宿舍門禁進行會勘，會議中主席

及各單位皆以安全考量為第一優先，若開放門禁進出人員必須有詳

細記錄。10/4校長巡視學生宿舍指示有關學生宿舍空間規劃改善事

項，正協調總務處辦理中。 

（三）學生部分寢室漏水壁癌修繕在總務處協助下已於 9/11修繕完工，另

針對綜合宿舍及女二舍規劃大型修繕工程。 

（四）於新生始業式配合消防局支援宣導車，實施消防安全實地操作，以

培養學生自救自助的消防安全技能，維護學生安全，並於寢室內張

貼逃生建議路線。 

（五）102學年度校外賃居工作已發函給各系所請各系所協助調查，以利

於回報教育部及訪視工作進行，至 10/8止繳回份數 107份，持續聯

絡各系班代盡速繳回。 

（六）僑生住宿說明會於 9/13上午於女一舍自修室舉行，並通知業務相關

單位一併宣導注意事項。 

軍訓室 

一、 自 102/1/1至 10/4止共接獲校園安全通報單 41件，其中送醫 20件、車

禍 17件。車禍統計：舞蹈系 1件、音樂系 5件、美術系 2件、電影系 2

件、戲劇系 1件、新媒碩 1 件、劇設系 3 件、傳音系 1 件、美創所 1 件；

車禍發生主因：車速過快、駕駛不專心、轉彎未注意後方來車、支線道路

未讓主幹道先行、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敬請各系所協助宣導防衛駕駛觀

念以維交通安全。另統計自 99年至 102年學生交通事故及地點一覽表如

下，敬請各系所協助宣導行經易發生交通事故地點務必減速慢行，注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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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車況以維自身及他人之安全。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99年至 101年學生交通事故一覽表 
     年度 

系所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戲劇系 7件 3件 5件 1件 
音樂系 4件 4件 2件 5件 
舞蹈系 3件 1件 1件 1件 
傳音系 1件 1件 0件 1件 
劇設系 1件 3件 0件 3件 
新媒系 1件 0件 0件 0件 
美術系 1件 2件 4件 2件 
電影創作學系 0件 1件 1件 2件 
動畫系 0件 0件 0件 0件 
音研所 2件 0件 0件 0件 
美創所 1件 0件 0件 1件 
藝教所 1件 0件 0件 0件 
建古所 0件 1件 0件 0件 
電影所 0件 1件 0件 0件 
美術學系碩士班 0件 0件 1件 0件 
美創所 0 0 0 1件 
合計 22件 17件 14件 17件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99年至 102年學生交通事故地點一覽表 

地點                 年度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校門口 7件 5件 2件 5件 
戲劇學院下方機車停車棚 3件 0件 0件 0件 
游泳館附近道路 2件 0件 0件 0件 
行政大樓前道路 2件 0件 0件 1件 
藝大書店門口道路 1件 1件 0件 0件 
OK超商前道路 1件 1件 5件 1件 
音二館前道路 2件 2件 3件 4件 
學人宿舍門口附近道路 1件 0件 0件 0件 
女一舍前道路 1件 4件 0件 1件 
體育館上方道路 1件 0件 0件 0件 
鷺鷥草原前道路 0件 1件 0件 0件 
校外 2件 3件 4件 5件 
合計 22件 17件 14件 17件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102學年度入學新生健康檢查於 9/13上午假共同科教室辦理，計有

607 位學生參加，體檢當天因故未完成體檢學生尚有 132 人，已發

個人通知，請學生於期限內儘速完成補檢，如經 2 次書面通知，仍

未完成體檢者將依本校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依情節處

以導正教育、申誡，並在學期間繼續催檢，如為住宿生者，則取消

住宿資格，以保障住宿學生健康。 

（二）傳染病防治： 

1.肺結核防治：疾病個案已依相關規定定期返診並持續服藥治療，

身體狀況穩定；目前仍有 13位接觸者未完成接檢，屆時臺北市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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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局將依傳染病防治法之規定開立限期通知書，如仍未完成者將

依法開罰。 

2.狂犬病防治：本校依教育部相關應變規定，建立本校管理機制，

由衛保組組長擔任本校狂犬病疫情緊急聯繫窗口，負責防疫訊息

宣導、傷者醫療處理等事宜，由事務組長擔任學校犬貓管理人員，

負責強化校園犬貓管理及疫苗注射等事宜，目前校園 7 隻列管犬

隻已經全數施打狂犬病疫苗完畢。 
 狂犬病防疫工作校內外相關單位聯絡電話如下 

防疫工作項目 單位 連絡電話 
學校發言人 秘書室主秘 02-28938711 
校安通報 校安中心 02-28960733 

校園犬貓管理 校園內活動犬貓管理小組 
02-28938823 
02-28938836 

衛生教育及傷病處理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02-28938725 
疫情通報及諮詢 疾病管制署 1922 
鄰近校園人用狂犬病疫苗
儲備醫院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02-28094661 

校園當地動物防疫機關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02-87897158 

（三）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設置（以下簡稱 AED）：依緊急醫療救護相關法

規規定，大學校園為應設置 AED 之公共場所，本校獲臺北富邦捐贈

一部 AED，待完成相關捐贈程序後擬先設置於學生宿舍，原規劃 2
部 AED 設備之租賃採購案將於近期辦理招標，設置完成後依規需辦

理設備使用訓練課程，屆時惠請各單位同仁踴躍參與。 

二、 健康飲食環境：9/30、10/4與保管組合作辦理 2梯次餐廳從業人員衛生講

習，總計 45人次參加。10/18台北市衛生局聯合稽查小組至本校藝大咖啡

館進行衛生稽查，稽查人員於現場輔導業者缺失改善措施並開立限期改善

單，9/25進行複查，稽查結果大致良好。 

三、 本校獲教育部 30 萬經費補助「102~103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健

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本組已依計畫辦理校內各項健康促進活動，已辦理

愛滋防治及事故傷害防制等系列活動。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102-1 學期開學迄今（9/16~10/11）個別晤談達 179 人次；來談議題

除自我探索（33%）外，另分別為：生涯議題（19%）、家庭困擾

（11%）與人際關係（9%）；來談身份為：大學（63%）、研究所

（34%）、教職員（3%）。 
（二）持續推廣「不打折俱樂部-生理回饋焦慮管理」方案，依據與學生互

動經驗彙整本校學生因應壓力策略，以提供更有效之方式建議。 
二、 階梯式生涯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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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24 起與舞蹈系先修部合作辦理「舞動青春～讓好習慣為你加分」

系列活動，共計 15 場。 
（二）9/16 起於週會時間辦理「愛在北藝．新鮮萬歲」大一班級座談，共

計 9 場。 
（三）10/2 起陸續進行大學部應屆畢業班「預約幸福-拆信活動」，將於活

動中回顧四年學習，展望未來生涯規劃，提醒求職面試應注意事項，

希望同學們能夠順利轉換至下一個生涯階段，預計共進行 9 場。 
三、 成長團體：9/25 起連續 6 週每週三 18:00~19:30 辦理「幽谷伴行者」悲傷

輔導成長團體。10/17 起連續 6 週每週四 18:00~19:30 辦理「What can 愛

do ?」愛情成長團體。10/23 起連續 6 週每週三 18:00~19:30 辦理「獨家際

藝」人際關係成長團體。10/19 辦理「戲劇治療工作坊」，透過肢體開發

協助學生進一步了解及探索自我。 
四、 就業與職涯輔導 

（一）6/25-9/29 分別已辦理 26 場【愛玉私塾】學習聚會。校外業師帶領

同學至業師工作場域、觀摩複合式展演空間、提供企畫撰寫和創業

經營教材等，鼓勵學生多元學習，擴展校園之外的生活學習，瞭解

真實的藝術人職業世界。 
（二）9/30 與舞蹈系合作辦理「校友講座」，邀請講師為俞秀青。 
（三）10/9 為預約 CPAS 測驗之畢業生團體施測，並個別預約解測。 
（四）10/14 辦理「人+人~談設計與經營」藝術人就業講座。 
（五）10/18 辦理「舞動成功的不敗信念」藝術人就業講座。 
（六）持續提供本校學生與校友就業諮詢與輔導服務，如職涯興趣探索、

求職準備諮詢、履歷自傳檢修、面試準備與演練、職場應對，敬請

鼓勵學生預約相關服務。 
五、 資源教室與校園志工 

（一）協助辦理特殊需求學生提報鑑定作業。 

（二）11~12月陸續安排會心志工至校外服務活動，共計 3場。 

（三）於特殊教育委員會提報 102 學年度期中執行成果與 103 學年度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 

（四）持續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所需支援，包括生活支援、課業同儕輔導、

視障輔具評估、點字翻譯及生涯規劃。 

六、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藉由中心所舉辦之班級講座入班宣導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事宜；籌備 102-1 之性別平等教育週活動事宜。 
七、 畢業生現況調查：摘要整理「近三年畢業生就業現況調查」及「雇主滿意

度調查」報告，可供系所務評鑑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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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資料時間：102年 8 月～102年 10 月 

 

一、 「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案 

 (一)教育部於 9 月 16 日下午召開系所自辦外部評鑑簡報會議，本校由校長

率副校長、教務長及研發長出席。 

 (二)本校所送自我評鑑機制認定申請書，經教育部審查認定結果為「修正後

通過」。本處刻正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內容。 

二、 校園規劃 

 (一)本處於 9 月 18 日下午召開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園規劃小組第 1 次會

議，討論提案計有赤燒─戶外搭建窯燒案、鷺鷥草原戶外展規劃案、101

學年本校大型捐贈作品案、本校新建學生宿舍案，及研究大樓空間規劃

案。會議紀錄已函送各位委員及相關單位。  

 (二)本校新建學生宿舍案已於 10 月 1 日經本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 102 學

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會議審議通過。 

 (三)本處於 10月 22日召開校內機車停車空間規劃說明會。 

三 、 建教與產學合作業務 

 (一)國科會計畫申辦情形 

本校申請國科會 102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審查結果如下： 

序號 計畫類別 通過件數 
1 一般型研究計畫 12 
2 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3 
3 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1 
4 圖書補助計畫 1 

合計  17 
 

 (二)近期計畫案申辦情形 

本校 102年 8月~10 月計畫案申辦情形如下： 

計畫類別 申請件數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1 

國科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2 

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5 

國科會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 1 

國科會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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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青年學者學術

輔導與諮詢 
1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及發展計畫 1 

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1 

藝術村營運扶植計畫 1 

世界南島國際學術研究、交流技人才培育專案 4 

文化部跨域合創計畫 3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1 

合 計 23 
 

 (三) 近期重要徵求計畫 

 1、第一屆「總統創新獎」徵選活動 

(1)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02年 11月 30日止。 

(2)獎項宗旨：為鼓勵產、官、學、研等之個人或團體，積極追求在產

品、技術、管理、組織、行銷、服務或文化等多元創新與價值創造，

帶動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與強化國際競爭力優勢。 

(3)申請方式：有意申請旨揭獎項，請於 11 月 30 日前備齊申請資料，

依校內行政程序會研發處、人事室後，逕行郵寄申請書與光碟片至

中華民國產業科技發展協進會申請。 

(4)臺北場參選說明會於 102年 9月 27日下午 2時在臺大醫院國際會議

中 心 3 樓 301 會 議 室 舉 行 。 於 總 統 創 新 獎 官 方 網 站

(http://www.rocpia.tw)，點選「網路直播」項目，亦可全程觀看

參選說明會實況轉播畫面。 

(5)參選須知、申請書、申請資料說明等，請至總統創新獎網頁

(http://www.rocpia.tw/download.html)下載。 

 2、教育部補助「大學專校推動臺灣研究國際合作計畫」 

(1)申請時間：102年 12月 1日至 103年 1月 15日。 

(2)目的：為加速推動並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與教育部認可之外國

大學及學術單位進行以臺灣研究為主旨之學術合作與交流。 

(3)補助項目： 

A.赴外國大學設立臺灣研究講座。 

B.派遣教師赴外國大學教授臺灣研究學分課程。 

C.合作研發臺灣研究課程。 

D.設立臺灣研究來臺進修獎助學金。 

E.辦理臺灣研究訪問學者短期來臺進修、講學及合作研究。 

F.共同辦理有關臺灣研究之教學及研究計畫。 

G.與外國大學及學術單位合作蒐集及建置臺灣研究史料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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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其他經本部認可與臺灣研究相關之補助項目。 

(4)申請方式：有意申請教師，請確實依徵件事宜規定，於 103 年 1 月

15日前檢齊相關申請表件及份數，循校內行政程序會簽研發處、主

計室，陳校長核准後，逕行遞送申請文件。同時，請將申請計畫書

電子檔，及未來執行之期末成果報告等資料電子檔乙全份送研發處

存查。 

(5) 相 關 說 明 及 申 辦 書 表 電 子 檔 案 請 逕 上 研 發 處 網 站

(http://rd.tnua.edu.tw/)「重點推動計畫」查詢下載。 

 (四)本校執行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 

1、101年計畫業於 9月 17日辦理報部結案。 

2、102年補助案申請計畫書業完成彙整，於10月14日報部申辦。 

四、 校務發展 

 (一)本處業於 10 月 7 日配合總務處召開科技藝術未來館第二次委員審查意

見討論會議 

1、考量補助款可編列預算核撥期程決議下修總申請補助金額，總務處業

於 10月 8日完成計算，預定下修總樓地板面積為 11,450ｍ２。 

2、藝科中心在考量空間使用效能符合需求期待的前提下，已於 10 月 14

日前提出下修空間量體表，並由總務處賡續商請建築師協助相關圖面

製作。 

3、二單位已於 10 月 21 日前將審查意見回復暨構想書修正部分回送本處

彙整，以利盡速彙整後於月底辦理再次報部作業。 

五、 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一)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102 年 10 月表冊自 9 月 2 日上午 8 時

至 11月 1日下午 5時止開放填報。本次表冊負責填報單位包括教務處、

學務處、研發處、總務處、國際交流中心、圖書館及人事室。 

六、 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 

 (一)文化部補助「設立藝文產業創新育成中心」計畫 

 1、經紀人培育計畫─T型人持續安排課程。 

 2、已於 8月 9日完成文化部訪視會議與成果展示 

 3、暑期創意創業營隊活動，預定招收 60 人，實際共 56 人參加。活動已

於 8月 23日至 25日於校內完成。 

 4、協同育成團隊參與 2013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展場設計圖溝

通與展品規劃，並辦理全案招標事宜，將於 11月 21日至 24日於南港

展覽館展出。 

 5、育成團隊創業輔導與諮詢安排：法律、人事管理、創業輔導...諮詢。 

 6、育成團隊「狠主流」作品《空的記憶》獲 2013世界劇場設計展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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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互動與新媒體」金牌獎。 

 (二)教育部「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方案」計畫 

 1、102 年度教育部「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已於 7 月 31 日公告，北

藝風共 4 團隊申請通過 3 組，持續進行新創團隊創業輔導課程，並協

助辦理第一期款請領事宜。 

 2、完成 10月 2日教育部委員訪視會議與成果展示。 

 (三)教育部大學校院創新創業紮根計畫－「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計畫」  

 1、102學年度第 1學期「文創產業創新與創業研究」已於 9月 16日開課，

共有 33名同學修課，課程擬邀至少 9名業師進行產業創新經驗分享。 

 2、10 月 7 日參與「大學校院創新創業紮根計畫－創業教學分享暨成果發

表會」，由于國華老師主講成果發表。 

 (四)2013關渡藝術節 

 1、持續更新關渡藝術節網站與 FACEBOOK。 

 2、宣傳短片製作完成、邀請林懷民老師推薦 eiko & koma《再生》，影片

皆已上傳 YouTube。 

 3、記者會已於 9月 26日上午 11時於光點台北舉行。 

 4、校外路燈旗懸掛： 

淡水區路燈旗已於 10月 13日拆卸，刻正向淡水區公所辦理保證金退款

事宜。台北市路燈旗將懸掛至 10月 20日。 

 5、校內路燈旗與各式輸出、校門口旗幟、車體廣告，皆已完成，待 10月

27日活動結束後撤下。 

 (五)其他 

 1、與果實文化基金會合作 

與果實合辦高中生夏令營，活動於 7 月 29 日至 8 月 4 日於校內舉辦，

現已著手規劃 2014年活動。 

 2、文化部 2013年科技與表演藝術結合旗艦計畫─數位科技表演藝術節 

(1)北藝風主要執行日本表團演出與校園三場講座。日本表團演出，主

要協助來台期間接待與節目執行（含演出技術/前台），現進行硬體

採購招標案。 

(2)演出工作證已完成申請，持續進行節目及校園講座宣傳，已於 10

月 7日完成台中靜宜大學場、另有 10月 21日台北台灣科技大學場、

11月 11日高雄樹德科技大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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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總務處 
資料時間：102年 8 月～102年 10 月 

 

一、 校舍興建與修繕：  
 (一)戲劇舞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1.本建物已於102/08/01完工，且配合102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已自102/09/01
起由各單位陸續進駐使用。 

2.本工程已陸續取得水保、消防、污水及無障礙設施等各主管機關之竣工查

驗核可，預計 102 年 10 月下旬取得使用執照。 
3.本案已於 102/09/11 起辦理初驗，相關缺失已要求承商於 102/10/23 前改善

完成，並擇期辦理初驗之複驗，待初驗完成及請領使用執照後，即整理相

關竣工資料擇期辦理正驗，同時本案因屬巨額採購，陳報教育部監驗。 
4.配合各單位進駐使用，本處事務組總計辦理傢俱採購案件 9 件，總計採購

金額為 7,592,735 元，決標金額為 6,425,712 元。 
5.後續包括研發處協助辦理之公共藝術設置，以及劇設系燈光教室裝修與舞

蹈學院大排練教室貓道採購等，若有需使用本工程經費者，均須於

102/12/15 前完成採購發包，俾辦理經費保留。 
 (二)本校「音樂二館空調節能改善計畫」已於 102/08/23 完工，承台灣建築中

心現勘後，已於 102/10/15 核定同意本案完成，並於 102/10/18 辦理驗收。 
 (三)本校「科技藝術未來館」興建構想書由教育部於 102/09/25 回覆審查意見，

由研發處協助彙整本校之回應說明，經相關單位(藝科中心、研發處、主計

室及總務處)於 102/10/07 召開研商討論回覆方向，將由各單位儘速回覆後

再送教育部審議。 
 (四)本校「全校區 LED 燈具節能改善工程」已於 102/10/04 完工，並經邀集各

系所學生及人員代表於 102/10/14 夜間辦理工程驗收及燈光改善成果現勘

與檢討，相關意見將由本處收集後逐一檢討改進，以符合使用需求。  
 (五)本校「全校地錨抽測及檔土結構安全評估與補強」案已於 102/08/12 提送

完整檢測報告，102/08/13 召開審查會議，相關意見經廠商修正後已於

102/09/17 送達修正報告精本校核定，廠商刻依檢測成果進行補強設計。 
 (六)本校美術學院柴窯辦理建管程序補正案，已於 102/08/28 辦理免水保會勘，

大地工程處已於 102/10/01 回函核定，另主管機關已於 102/09/03 由同意免

環評，全案之行政程序已大致完成。惟建管處於日前提出本校須先行辦理

計畫道路用地之分割之要求，所需費用估算為 36,000 元(尚不包含規費)，
相關費用請美術學院納入全案經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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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校「OK 超商前廣場改善工程」已於 102/10/07 會同建築師及承商辦理竣

工查驗，並於 102/10/17 辦理驗收。至於女二舍後門進出之附屬設施包括

推拉門、監視器、照明燈具及流刺網等，另由本處辦理小額採購，逐一完

成以利學生通行。 
 (八)本校研究大樓樓層空間調整乙案，涉及室內裝修請照程序，本處預定於 10

月 31 日前完成勞務採購以委請專業協辦前述請照及設計作業，目前僅 4
樓空間已有較明確規劃，其除各層空間使用單位須儘速確認需求，以利專

業協助納入設計圖說並辦理請照作業。為配合學期期程，避免影響教學，

規劃 102 年 11 月完成細部設計 12 月完成工程發包，明(103)年 2 月前完成

4 樓工程，隨即搬遷，再續施作 1、2、5、6 樓空間。 
 (九)本校曼菲教室空間調整乙案，本處於 102/10/17/會同設計單位研商改善範

圍及項目，並請設計單位提出經費概算及執行過程中辦理細部設計、請

照、發包及施工之期程，以利後續辦理採購作業，本空間改善預計在 102
學年下學期完成。 

 (十)本校女二舍大門樓梯建置作業本處已委託建築師完成初步規劃，並請其於

11 月中旬提出細部圖說及預算書，並預計於本(102)年底前完成發包程序，

明(103)年寒假期間施作。 
二、 環境與設備維護： 
 (一) 校區清潔： 

102 年 9 月 17 日召開 9-10 月份工作檢討會，督促廠商持續加強資源回收、

確認暑假期間工作規劃執行品質、配合本校各項大型活動加強清潔人力派

遣與落實防颱因應等，另為配合開學及戲舞大樓啟用清潔需求，本處已要

求廠商於 102 年 9 月 16 日起派員進駐施作，以維護整體環境品質。 
 (二) 校區景觀： 

102 年 10 月 8 日召開 9-10 月份工作檢討會，要求廠商持續加強校區路燈

周遭路樹修剪、灌木叢爬籐清除、人文廣場楓香竹架固定、傾斜樹木扶正

等工作，並預為規劃全校區秋季植栽施肥及鷺鷥草原相思樹老化林相替代

等事宜，校區邊坡芒草，則於秋季開花後再行割除，以確保水土保持功能

並維持校園景觀。 
 (三) 有關學園路(自中央北路 4 段至本校入口止之路段)道路安全相關事宜，經

本處向市府主管機關陳情反映，其中燈光照明改善事宜已於 102/10/07 及

102/10/16 由公園路燈管理處辦理兩次現勘，另有關人行道鋪面改善已商請

市議員邀集新工處於 102/12/16 假市議會研商討論，並於 102/10/17 辦理現

勘，目前規劃於年度非學期間辦理人行道整平改善，後續將由本處追蹤改

善情形。 
 (四)本校 102 年度全校建物公共安全檢查作業已由本處委託專業廠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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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9/02~04 辦理，並於 102 年 10 月下旬完成檢查紀錄整理，相關缺失將

通告各校舍建物管理單位協助改善。 
 (五) 本校「國際會議廳音響品質改善案」已於 102/10/14 完成，102/10/17 辦理

驗收。 
三、 公共設施與服務： 
 (一)有關本校「智慧型校園服務方案」之「校園消費部分」，包括魯旦川鍋、

藝大咖啡及自助餐飲料部等處之悠遊卡扣款機均已於 102/10/16 完成安

裝，並已完成連線測試，歡迎全校師生多加利用。 
 (二)本校 102 年度財產盤點已於 7~9 月會同主計室與經費稽核委員會進行，本

年度盤點結果普遍較去年進步，一般尚有未黏貼財產標籤，借出未登記及

已逾年限且不堪使用財產堆置倉庫未及時報廢等共同性小缺失，均已改善

補正，最終盤點紀錄已於 102/10/16 製作完成。 
 (三) 「關美館 2 樓咖啡館」公開標租案評選作業已順利於 102/10/07 完成，依

合約規定得標廠商應於設備點交後 30 日內開始營運，正式營運日期將俟議

約完成確定後另行公告周知。 
 (四)有關校內重要檔案資料徵集案，全校皆已完成歷史公文歸檔，感謝各單位

之協助配合。提醒各單位持續落實歸檔機制，將簽辦公文於辦畢後送文書

組歸檔；如未經簽辦程序，惟屬重要活動規劃執行、交流合作關係締結（含

契約書或備忘錄）、學院／系所級會議等校務發展之相關資料，應予歸檔，

文書組亦定期稽催提醒承辦人完成歸檔作業。 
 (五)依據行政院「電子公文節能減紙續階方案」推動事項，已於 102/10/01 召

開會議向各單位說明宣導，並另以書函週知。相關減紙措施包括：1.文件

採雙面列印；2.應用電子公布欄，提升訊息接收時效；3.推動電子化會議。

其中，為達到院訂年度電子化會議之目標值(102 年為 15%，103 年為 20%，

104 年為 25%，105 年為 30%)，已規劃各年度實施電子化會議之實施對象，

請各單位以一級單位之整體績效達到年度目標值努力。前述節紙方案並已

於 102/10/14 本校節能推動小組會議中報告，敬請全校師生支持配合。 
 (六)本校 102 年度前 3 季(1 至 9 月)用電情形說明如下： 

1.共計用電 7,980,400 度，較 101 年度同期用電(8,326,400 度)減少 346,000 度

(4.16%)。 
2.共計支出電費 24,587,022 元，較 101 年度同期電費(24,263,722 元)增加

323,300 元(1.33%)。 
3.本校 102 年 10 月份單月電度 1,040,000 度，單月電費 3,697,621 元，較 101

年度同期用電(899,200 度)增加 140,800 度(15.66%)，較 101 年度同期電費

(3,249,926 元)增加 447,695 元(13.78%)，增加之電度及金額均相當可觀，

顯見本校戲劇舞蹈教學大樓之啟用，已實質增加電費支出。另台電公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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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 10 月 1 日起調增電費價格，預期對本校電費支出造成嚴重負擔，

敬請全校師生共同落實節能減碳，減少不必要之能源使用。 
4.本校本年度前 3 季累積用電成長之系館前 4 名統計如下： 

用電

排名 
館舍名稱 

101 年 1-9 月

用電度數 

102年 1-9月

用電度數 

較 101 年同

期用電度數

成長 

較101年同期

用電成長百

分比 

1 

藝大會館(包含

北藝風及動畫

系) 

66,126 83,538  17,412  26.33% 

2 圖書館 465,873 552,997  87,124  18.70% 

3 
藝文生態館(不

含寶萊納) 
150,237 174,804  24,567  16.35% 

4 行政大樓 180,498 209,114  28,616  15.85% 
 

 (七)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核定新增「紅 55」區間車，已自 102/09/06 起正式通車

營運(寒暑假期間不營運)，敬請全校師生多加利用，該路線之班次時刻表可

於本處事務組網頁下查詢。另為顧及夜歸同學返校安全，經協調大南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自 102 年 10 月 14 日起，增開晚上 11 時 30 分「北藝大專車」

提供上山（返校）服務。該班次每晚 11 時 30 分在關渡捷運站「紅 55」站

牌候車，若有乘客上車即直接開進本校，否則當晚該班車撤班。又該班次

先行試辦一學期，寒暑假期間不發車。至於各單位於「紅 35 路」公車離校

末班車（預估游泳館發車時間為 22 時 55 分）後，倘有下山（離校）需求，

且搭乘人數有 10 人(含)以上情形者，可於前 1 工作日向總務處事務組以電

話或書面提出申請，俾利商請該公司提供支援。 
 (八)依據本校「校園汽機車停車改善方案」之決議，本處已陸續完成 OK 超商

前人行道改善、女二舍後方增設出入口以及 LED 路燈之照明改善等相關措

施，並已移除女一舍前方之機車停車位，請全校各教職員生配合將機車停

放至女一舍後方及美術系特殊教室旁之機車停車場，上班求學中儘量多利

用步行往來，維護校園安全及寧靜，並可增進個人健康。 
 (九)國際飲料大廠紅牛公司於 102/09/29(星期日)假本校校區舉辦「皂飛車大

賽」，吸引上數萬人到校參加，本處事先數次與各單位協商，使各單位了

解相關活動規劃與交通運輸管制計畫，活動當日動員全處相關人力協助管

處，並感謝北藝風育成中心及校安中心之協助。本項活動引進外部資源，

並增加學校之知名度，惟活動舉辦期間(102/08/28~29)短暫管制校園通道，

造成出入不便，總務處感謝全校師生之諒解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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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展演藝術中心 
資料時間：102年 08 月～102 年 10 月 

 

一、 活動企劃、執行 

 (一)2013關渡藝術節 

 1、活動時間: 

2013 年關渡藝術節活動主軸：『Crossover』---超越(跨越)與跨界--

相遇亞洲，活動期於 102年 10月 4日(五)起至 10月 27日(日)止，原

訂 10 月 5 日(六)2013 關渡藝術節開幕式藝陣遊行活動因天候因素改

期，延至 10月 26日(六)閉幕式當日舉行，該日視為正常上班日。 

 為期一個月的藝術節展演節目共 40場以上演出，請各單位同仁及同學

撥冗參與。 

 2、票務: 

 (1)兩廳院 10月刊演出資料收集、登錄完成。 

(2)兩廳院電腦代售票劵合約、臨時公演申請、娛樂稅務完成。  

(3)兩廳院電腦代售票劵系統之節目登錄、票面校對完成，於 9月 1日 

線上啟售。 

 (4)校、內外貴賓票統計、配置發送完成。 

 (二) 2013春夏展演系列 

 1、兩廳院 11月刊演出資料收集登錄完成。 

2、兩廳院電腦代售票劵系統 10月 1日線上啟售。 

3、2013秋冬展演 DM於 7、8月收集， 9月校稿、印製、發送完成。 

 (三)三廳各展演系、所、單位演出暨活動之前台業務執行。 

二、 劇場專業技術設備維護 

三廳暑期劇場保養:於 2013/09/02~09/13 完成三廳及實習工廠演出與

教學設備保養檢點等工作。 

三、 展演藝術中心協助各單位辦理企劃及執行活動 

 (一) 音樂廳協辦事項 

 1、2013/07/31~08/01「校長交接典禮」配合活動裝拆台、彩排及演出執

行。 

2、2013/09/09~09/13配合新生訓練場地使用。 

3、2013/09/24~10/27配合傳音系共 8場彩排演出。 

 (二) 舞蹈廳協辦事項 

 1、2013/08/14~08/15配合 ETC燈光技術分享會場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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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3/08/28~08/30配合台灣國樂團錄音場地使用。 

 3、2013/09/02~09/07配合燈光研習會場地使用。 

 4、2013/09/23配合劇場設計學系系大會場地使用。 

 (三) 戲劇廳協辦事項 

 1、2013/08/27~08/30 配合課指組「西非展演」外交部驗收試演裝拆台、

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2、2013/09/17~09/18配合戲劇學院實習人員急救講習訓練場地使用。 

 3、2013/09/23~09/29配合莎土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不在--致蘇菲卡爾」

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四) 服裝間協辦事項 

 1、2013/09/02~09/13服裝儲藏間整理。 

2、2013/09/16~11/17 配合戲劇學院學期製作「人間煙火」服裝技術指導

及製作執行工作，並配合裝拆台、彩排及演出服裝修改等事宜。 

 (五) 佈景工廠協辦事項 

 1、2013/08/27~08/28 配合戲劇學系參加利賀藝術節亞洲導演競賽軟景繪

製場地使用。 

2、2013/09/16~11/17 配合戲劇學院學期製作「人間煙火」舞台佈景道具

製作場地使用。 

四、 中心老舊設備修繕及更新專案計畫： 

(一) 音樂廳消防排煙管工程: 

廠商已於 8月 31日施工完成，目前正辦理報驗程序中。 

(二) 佈景實習工廠集塵設備修繕工程: 

已完成風機廠製及現場裝配，並完成內部濾袋及逆洗系統更換，預計

於 9/6前完工並完成試車。 

(三) 佈景實習工廠地板修繕工程: 

因近本中心十年度養護週期，各項提案預算發生排擠，目前僅就威脅

使用安全部份區域進行修繕，完整修繕規劃將視本年度結餘款項執行

或另提明年度預算支應是項工程。 

(四) 佈景及繪景實習工廠遮光捲簾架設工程: 

已於 7月施作及驗收完成，8月結案完成。 

(五) 舞蹈廳及戲劇廳燈光固定電修繕工程: 

工程已完成。 

(六) 戲劇廳前台通往戲劇系安全門汰舊換新工程: 

依合約自美國原廠訂製相關鎖具及五金件，於 9/6日前完成裝配。 

(七) 三廳統燈控制台與備份採購及燈光網路訊號設備架構: 

工程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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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舞蹈廳及戲劇廳劇場外加揚聲器系統: 

工程已於 8月底驗收完成，核銷進行中。 

五、 卓越計畫 

 102 年度本中心卓越計畫，資本門部分，增購戲劇廳、舞蹈廳音響控制

系統。已於 7月底施作及驗收完成，核銷進行中。 

卓越計畫資本門購置專業背照幕一組已於 7月 10完成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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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資料時間：102 年 8 月～102 年 10 月 
 
一、 資訊相關業務： 
 (一) 開放課程大綱及教材上傳系統。 
 (二) 開放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網路課程新生及全校性課程加退選。 

 二、本年度各資訊系統開發建置推動辦理情形： 

No. 專案系統名稱 預計期程 預計執行進度 

一 教務系統建置 98/8-102/7 

1、9/30 關閉一般課程以及跨領域選課系

統。 

2、10/1 開放線上停修系統。 

3、協助註冊組檢測「大專校院」及「高等

教育校庫」報部程式，本次填報教務註

冊共 19 張表單。 
4、畢業審查系統 10/3 至註冊組開會，10/9

邀請系所參加系統說明會。 

二 學務系統 99/5-102/7 

依需求增修學生基本資料、兵役、就學貸

款、減免、衛保、心理健康系統功能及報

表。 

三 人事系統 99/5-102/7 
配合人事室完成教務系統資料庫介接，與

差勤加班補休假新功能程式與報表開發。 

四 數位典藏平台建置 II 101/7-102-12 關美館數位典藏系統上簽成案中。 

五 數位學習整合系統 98/10-100/12 

1、藝家人年度護合約修正續簽業務。 

2、新網路串流影音設備購置業務。 

3、台大課程地圖參訪與籌備建置業務。 

六 校園網站國際化 98/11-99/10 
1、修改官網-資訊公開圖檔及連結。 
2、文字編輯器更新上線。 

七 教師自我評鑑系統 98/1-101/12 
撰寫研發處提供展演資料表程式及匯入資

料至舊系統。 

八 招生系統開發建置 99/11-100/7 

1、102 正備報到作業結束。 

2、線上書審系統研究評估。 

3、招生資料轉檔及封存。 

九 學生線上離校管理系統 99/8-100/6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7-2 
 

十 網頁改版/總務系統 100/5-101/7 
1、線上繳費平台建置開發。 
2、校務資訊公開網站上線。 

十一 跨領域學習護照 100/8-101/7 
依課指組決議，102學年度跨領域學習護照

仍依現行流程作業，暫不異動。 

十二 
全校性資訊入口網整合

(EIP) 

100/8-102/5 圖書館典藏系統新增 iTNUA 帳號登入上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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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藝術與科技中心     
資料時間：102 年 8 月～102 年 10 月 
 

一、 中心辦公室報告 
 (一) 中心籌劃 2013 年大型跨領域科技表演無人劇場《罪惡之城》， 10 月 1

日起至臺北松山文創園區進行舞臺裝臺、自動控制舞臺與數位裝置組

裝、程式調整測試等工作項目，並進行燈光、影像、音樂、機械裝置測

試及整體排練。日前主視覺海報、兩版酷卡已完成印製發送，第一波早

鳥優惠 EDM 及兩版 EDM 已完成校內外宣傳。本案粉絲專頁網址為

http://www.facebook.com/SINCITY2013。 
本案將於文化部「2013 數位表演藝術節」演出 5 場，演出日期為 10 月

24 日（四）至 10 月 27 日（日），演出地點為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展

演廳；已於 8 月 1 日開始售票，9 月 16 日起憑北藝大證件至藝大書店

購票享專屬 8 折優惠。第一次記者會日期為 9 月 10 日（二）13:30，地

點為本案排練場（豪華朗機工工作室）；第二次記者會日期為 9 月 23
日（三）14:30，地點為本案演出地點。 
宣傳部分，本案創作者日前接受 La Vie 雜誌、ROBOCON 雜誌、Men’s 
Uno 雜誌、人間福報、旺報、聯合影音網、蕃薯藤、愛樂電臺、中央電

臺以及臺北流行音樂電臺…等媒體訪問。同時本中心已向臺北捷運公司

申請於車站內張貼海報，10 月 1 日起於南京東路站、忠孝復興站、大

安站、科技大樓站、六張犁站、麟光站、復興崗站、忠義站、關渡站及

竹圍站共 10 個捷運車站進行宣傳。 
(二) 由本中心與「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共同策劃執行的《臺灣科技藝術發展

政策灰皮書》已正式出版，並於 8 月 12 日及 8 月 19 日分別在臺北市立

法院及高雄市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舉行的「雲端數位文化灰皮書跨

部會公聽會」正式公開發表。與會者包括立法委員黃昭順，政務委員張

善政、黃光男、楊秋興及產官學代表等，都對本研究出版計畫給予高度

肯定，並期望能實質影響相關部會的文化政策制定方針。 
(三) 由本中心與臺北當代藝術館於 2012 年共同辦理之「心動 EMU」新媒

體藝術展，展出後引起各方迴響，並於今年更進一步由文化部主辦，以

「分裂－臺灣 2.0（Schizophrenia Taiwan 2.0）」為名，前往歐洲各地

進行巡迴展覽。此為臺灣首度以主題展的形式參與國際知名的奧地利

「林茲電子藝術節」，之後將前往俄羅斯聖彼得堡等歐洲重要城市展

出，開拓臺灣當代藝術發展的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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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展由德國柏林的李怡衛、法國巴黎的皮耶（Pierre Bongiovanni）、臺

灣的黃建宏及張晴文共同策劃，以臺灣新媒體藝術家為主體，在歐洲六

個城市進行為期一年的巡迴展出。今年 9 月 5 日於奧地利「林茲電子藝

術節（Ars Electronic）」展出，11 月將到俄國聖彼得堡「Cyberfest」
藝術節、明年 1 月到德國柏林「Transmediale」藝術節、明年春天到德

國多特蒙德「HMKV」藝術節、明年 6 月預計到法國巴黎「Bains 
Numerique」藝術節、明年 11 月初到法國馬賽「Les Instants Video」
藝術節、明年 11 月底回到俄國聖彼得堡「Cyberfest」藝術節展出。參

展的藝術家包括陳依純、吳其育、陳萬仁、蘇育賢、王俊傑、黃彥穎、

袁廣鳴等共十三名藝術家。 
(四) 本中心負責規劃執行之「科藝復興－北藝大科技藝術回顧」展覽，展覽

日期為 7 月 19 日至 9 月 22 日，地點為本校關渡美術館 402 空間。本展

展出當年參與中心發展歷程的校友、教師、藝術家的代表性作品，例如

校友袁廣鳴老師的《盤中魚》錄影裝置、藝術家王俊傑老師的《極樂世

界螢光之旅》觀念裝置、校友姚瑞中的「天打那實驗體」劇場藝術、蘇

守政老師的光軌藝術、曲德益老師的《Computer》系列電腦繪圖、校友

李明道（Akibo）老師的電繪封面設計，以及師生、藝術家們在歷年科

技藝術展的部份精華等。 
本展於 7 月 26 日（五）13:30 至 16:30 舉行開幕表演──「超響

TranSonic2013」聲音藝術現場表演，配合本次展覽主題，以開創、傳

承與對外連結作為活動主軸，邀請臺灣聲音藝術發展歷程中極具代表性

的六組藝術家──王福瑞、臺北熱秋、HH、王仲堃、王連晟及張晏慈進

行跨世代接力演出。並於同日 17:00 舉行關渡美術館聯合開幕。 
(五) 本中心於 102 年度開始進行服務學習志工與實習生招募事宜，於 2013

年大型跨領域科技表演無人劇場《罪惡之城》、「科藝復興－北藝大科

技藝術回顧」以及「超響 TranSonic 2013」聲音藝術現場表演等活動提

供跨領域專業學習機會，讓有興趣的同學能更進一步了解新媒體藝術。 
(六)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受邀擔任第八屆臺北數位藝術節「Data-Neurons 超

神經」策展委員，該藝術節以國際數位藝術邀請展、數位藝術徵件獎、

數位藝術表演、數位藝術平臺及教育推廣活動為主軸，為臺灣跨領域數

位藝術重要展演活動之一。 
(七)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受邀參加「視域之方－臺灣當代藝術展」，本展由文

化部贊助，本校關渡美術館、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大學與紐約臺北文化中

心合辦，展覽日期為 7 月 11 日至 8 月 9 日，展覽地點為紐約天理畫廊。 
(八) 本中心未來聲響實驗室王福瑞老師受邀參加「2013 亞洲時基：新媒體

藝術節－微型城市」，於紐約 NARS Foundation 展出聲音裝置作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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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景》，展覽日期為 8 月 8 日至 8 月 28 日，8 月 9 日並於紐約 Residency 
Unlimited 藝術中心現場演出作品《超傳播》。 

(九) 本中心超通訊視覺實驗室孫士韋老師日前於美國加州舊金山灣區聖荷

西市（矽谷所在地）IEEE ICME 2013 研討會發表兩篇論文，並進行實

機 demo，該研究成果為利用深度攝影機於自由擺放攝影角度即時分析

定位人物，並提供 3D 空間資訊。該研討會為國際指標性多媒體學術研

討會，與會者包含：微軟研究院多媒體互動研究群 leader Dr. Phillip A. 
Chou、奧地利 bitmovin 公司 CEO Mag. DI Stefan Lederer、日本東京大

學 Dr. K. Okumura 等人，對於本次發表成果表示高度興趣，並洽談進一

步發展之可能性。 
(十) 本中心未來聲響實驗室王福瑞老師「超傳波」個展，展覽日期為 10 月

4 日至 11 月 3 日，展覽地點為臺北當代藝術館，此次展覽展出參數喇

叭系統（Parametric Speaker System）結合多聲道與動力裝置的全新作品

《平行波》，為國內首次運用此技術的聲音裝置作品。 
(十一) 本中心未來聲響實驗室王福瑞老師受立方計劃空間邀請，於 10 月 5

日起展出「伏噪－王福瑞九○年代聲音文件展」，此文件展將展出臺

灣實驗音樂刊物與廠牌「Noise」的出版物，包含雜誌、卡帶、CD
有聲出版品、相關文件及照片等，同時展出王福瑞老師早期的表演

錄影與聲音影像作品。 
(十二) 本中心超通訊視覺實驗室孫士韋老師日前進行 Qualcomm 公司（高

階手機通訊領導公司）提供之 Vuforia 擴增實境軟體開發測試，目前

已於 iPad 行動裝置上正確運行，可對於使用者照片進行平面辨識，

並在平板鏡頭畫面中將 3D 物件合成於真實場景上，將可應用於互動

展場與即時場景展演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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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 
資料時間：102年 8 月～102年 10 月 

 

一、 推廣教育中心 

 (一) 2013夏季班 

 1. 夏季班共招收 298名學員，學費收入 363萬 7100元(含夏季學校)。 

 2. 夏日學校：校際宣傳走訪全台 20多所高中職，共計招收 129名學員(含

跨域營)，藝推學員吳溫法先生捐贈活動 T 恤 400 件及活動旗幟，活

動圓滿結束，預計 9月份召開檢討會。 

 (二) 2013秋季班 

 1. 招生簡章已印製派送完成，電子報、平面廣告、廣播廣告、學員活動

等，行銷招生進行中。 

 2. 9/4起光點電影學堂陸續開課，學分班 9/16起陸續開課，推廣班 9/21

起陸續開課。 

 (三) 2014春季班：課程規劃中。 

 (四) 中心事務 

  網站建置：陸續修正完成，驗收前測試進行中。 

二、藝大書店 

  (一)活動部份 

 1. 已進行活動 

 暑期會員活動：2013/07/06至 2013/09/08。 

 小書展：魔幻時空的跫音。88折。(2013/07/16至 2013/08/15) 

 小書展：意識的幻海──WHO 以為…？。88 折。(2013/08/16 至

2013/09/15) 

 金革表演藝術 DVD展，共 40餘品項，$399不可折。(2013/08/07至

2013/08/31) 

2. 現正進行活動  

 小書展：女‧性別位元的游擊與綻放。88 折。(2013/09/16 至

2013/10/15) 

 開學季特惠。(2013/09/16至 201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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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國際交流中心 
資料時間：102 年 8 月～102 年 10 月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於 8 月 5 日上午接待韓國桂圓藝術大學校長李南植以及駐台北韓國代表

部代表丁相基等人至本校拜訪校長，並參觀關渡美術館。。 
 (二) 於 8 月 14 日上午接待香港龍傳基金會董事李麗娟團長率領 17 名基金會

人員及 100 位華裔青年至本校參觀展演中心及關渡美術館，並與並與本

校教務長、主任秘書及國交中心主任進行交流座談會。 
 (三) 於 9 月 4 日下午接待薩爾瓦多文化局長 Ana Magdalena Granadino 

Mejía、國際組長、薩爾瓦多駐台大使及外交部協同人員朱簡秘書等一行

四人至本校與校長會晤、交流及參觀關渡美術館。 
 (四) 協助辦理校長及藝推中心曾介宏主任於 9 月 6 日至 9 月 9 日應復旦大學

上海視覺藝術學院之邀參加教育高峰論壇之聯絡事宜。 
 (五) 協助辦理中心主任於 9 月 9 日至 9 月 15 日赴土耳其參加 2013 年歐洲教

育者年會之聯絡事宜。 
  (六) 9 月 13 日上午 10 點於共同科 C401、402、403 教室分別舉辦 102 學年度

外國學生暨國內外交換學生新生說明會，並安排參觀校園導覽活動。參

加人員為新生、中心人員，並於會後邀請各系所承辦人共同參與歡迎餐

會，以協助外籍學生盡早融入校園。 
(七) 日內瓦音樂大學 Deputy Director Mr. Xavier Bouvier 於 9 月 23 日到校拜

訪音樂學院院長、音樂系主任及傳音系主任，並參觀音樂學院教學設備、

空間及音樂廳。 
 (八) 協助辦理中心主任於 9 月 25 日至 9 月 27 日赴印尼峇里島參加 2013 年臺

印高等教育論壇暨 Study in Taiwan 印尼臺灣高等教育展之聯絡事宜。 
(九) 本校於 10 月 2 日與日本民俗博物館完成姐妹校締約流程，為本校第 55

所姐妹校。 
 (十) 10月 8日英國Anglia Ruskin University Cambridge School of Art來訪之行

程聯繫與安排。 
 (十一) 姐妹校英國柏恩茅斯大學服裝設計教授 Mandy 於 10 月 28 日來校參

訪劇場設計系之行程聯繫與安排 
 (十二)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3 日間由校長率 4 名師長赴日本東京藝術大學、

日本映畫大學及多摩大學進行交流參訪，並與日本映畫大學完成姐

妹校締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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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國學生業務 
 (一) 業已完成 2013 年外國學生新生手冊內容之修編以及 102 學年度行事曆

英文版，並於 7 月底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給新生。 
 (二) 於 8 月 14 日派員參與「102 年第 2 次大專院校境外學生輔導人員研習

會」，以提升對境外學生服務業務的專業度。 
 (三) 辦理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甘比亞專案」學生獎學金延長事宜。 
 (四) 協助 102 學年度 27 名外國新生填報教務處學籍資料系統並辦理註冊、

健康檢查以及居留證等相關事宜。 
 (五) 本校 102 學年教育部外國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於 10 月 14 日公告於本中

心網站。 
 (六) 協助外國學生辦理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工作證。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辦理美術學系碩士班王萱同學申請姐妹校日本沖繩藝術大學乙案，業已

通過審核，本中心協助續辦入學以及獎學金借支事宜。 
 (二) 協助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立清華大學之國內交換學生共 10 名辦理註

冊、住宿相  關事宜。 
 (三) 協助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陸上海音樂學院、上海戲劇學院及廣州美術

學院交換學生共 11 名辦理接機、註冊、住宿相關事宜。 
 (四) 協助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際交換學生共 10 名辦理接機、註冊、住宿

相關事宜。 
 (五) 協助圖書館辦理外籍學生及交換學生辦理「語言交換」活動事宜。 
 (六) 國內外姊妹學校交換學生於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至本校研習之申請截止

日期為 10 月 31 日，各系所院如獲知姊姐妹校有交換學生之計劃獲意

願，請各系所代為轉知相關訊息。本中心也將另通知各姐妹校交換學生

業務之承辦人 
四、 其他 
 (一) 本校於 10 月 21 日進行國際化實地訪視；已於 9 月 24 日確認實地訪視

流程、與會人員、使用空間及參觀動線並於 10 月 18 日下午進行場地佈

置及實地綵排。 
 (二) 彙整 101 年度各系所參與國際「101 學年度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情形

表」、「101 學年度辦理國際及兩岸學術研討會統計表」、「101 學年度辦

理國際及兩岸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表」，並於教育部規定期限內至高等教

育校庫資料庫完成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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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資料時間：102年 08 月～102 年 10 月 

 

一、 傳統藝術學分學程 

 (一)102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 

1. 「纖維工藝－布農族樹皮布藝術」(潘娉玉老師) 

預計於 10/18~10/21進行第一次田野課程，前往台東關山崁頂部

落。 

2. 「纖維工藝－自然染藝術」(江明親老師) 

已完成 2次實作課程，預計於 12/14~12/16進行田野課程，參訪

南投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與地方工坊。 

3. 9/25完成校內書函公告周知「103學年度起傳統藝術學分學程暫

停開辦及招生」訊息。(通過 101-2第二次教務會議審議) 

二、 102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一)「夏威夷檀香山藝術節」：已於 8/15 繳交展演成果報告書(含附件

光碟)至總計畫辦公室。 

(二)「蕭添鎮布袋戲團」演出：傳研中心與蕭添鎮布袋戲團共同合辦，

計劃於 12/4(三)於水舞臺演出該團《水滸情緣－手足情深》經典

劇目。蕭添鎮布袋戲團近年來以其傳統鑼鼓搭配極具舞台效果的

金剛布袋戲演出特色，致力推廣布袋戲的演出與教學，12/4(三)

演出當天亦規劃了示範教學活動，與本校師生們近距離互動。 

三、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計畫案 

 (一) 已於 8/20提送期中報告。 

(二) 已完成 101-2學期 2門纖維工藝課程結案報告。 

(三) 規劃及執行 102-1學期 2門纖維工藝課程及預算。 

四、 傳統藝術．國際連結 

 (一)「亞洲依卡地圖」展覽 

計劃與馬來西亞沙勞越工藝協會（Society Atelier Sarawak）與

印度工藝委員會（Crafts Council of India）共同策劃「亞洲依

卡地圖」展覽。7/30 至臺博館簡報並獲得支持作為該館 2015 年

的主展，展期暫定 2014/12~2015/8，目前正在進行計劃書的修正

工作，與臺博館共同提案爭取更充裕的經費來推動本展覽。參展

國家目前確定有 15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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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赴荷交流計畫 

傳研中心與文資學院受荷蘭國際亞洲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IAS)邀請，共同策劃赴荷交流

計畫，以臺灣傳統織品及無形文化遺產為焦點，於荷蘭萊頓舉辦

論壇、藍染工作坊及泰雅族傳統織品展。活動進行後並將與該中

心及萊頓大學人文學院研商未來合作計畫之發展。本校團隊將於

11/24出發，11/30返抵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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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圖書館 
資料時間：102 年 8 月～102 年 10 月 
 

一、 全館性業務 
 （一）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更新建置案」 

1、 第五期（最後一期）工作項目：完成資料轉檔測試、提出專

案整體系統測試報告書、完成教育訓練等，預計於 9 月上旬

完成。 
2、 各模組已全部上線作業，並持續就實際作業遇到之各項狀況

作修正，包括與本校電算中心 iTNUA、離校系統、LDAP 系

統介接等狀況排除。 
 （二） 召開 102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 
 本館訂於 10 月 29 日召開 102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諮詢委員

會，本次會議討論重點為：圖書館組織調整、圖書館諮詢委

員會設置要點及圖書借閱規則修正等議案。 
 （三） 新生入學始業教育課程圖書館課程 

1、 時間：9 月 12 日 14:50-15:20 
2、 內容：本館安排播放「幸福悅讀@圖書館」微電影，以及圖

書館利用有獎徵答。 
 （四）主題書展 

  1、8 月書展主題為「遇見雷諾瓦」。 
  2、9 月書展主題為「綠色閱讀」。 
  3、10 月書展主題為「插畫嘉年華」。 

 （五）圖書館藝廊作品展 
 7 月 15 日~9 月 30 日展覽名稱為「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傳統藝

術學分學程—纖維工藝集體創作展」。 
二、 閱覽典藏與參考服務業務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研究小間申請時間及使用期限如表： 

 
 

 申請時間 使用期限 

第 1 次 
102 年 9 月 16 日起 
(額滿為止) 

102 年 9 月 16 日(一)至 
      11 月 14 日(四) 

第 2 次 
102 年 11 月 11 日起 
(額滿為止) 

102 年 11 月 18 日（一）至 
103 年 01 月 17 日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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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助借書趣」自助借書機推廣活動 
時間：102 年 9 月 23 日至 12 月 13 日。 

地點：圖書館服務台 
內容：凡利用自助借書機服務者，可參與「日日送、月月抽、

學期總冠軍！」三重好禮活動。 
 （三）語言交換活動 

由圖書館與國交中心合辦，藉由圖書館報名系統，配對外籍

學生與本地學生成為學習夥伴，互相交換學習對方語言，反

應熱烈，一開放報名，當天即額滿。圖書館並舉辦見面會。

參加的本地大學部學生同時可申請服務學習時數。 
 （四）102 學年第 1 學期新生圖書館利用活動： 

1、新生入學始業教育，圖書館形象影片及有獎徵答。 
2、大學部新生圖書館之旅導覽，以各班導師時間安排各系至館

參觀，以協助其熟悉圖書館，增進日後學習效果。 
3、研究生圖書館利用課程，與各所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課程合

作，以電子資源利用，例如電子書、期刊資料庫、論文資源

之介紹與使用為主，課程日期自 9/24-10/31，預計辦理 6 場。 
 （五）新增電子資源管理系統 

本系統為「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更新建置案」之其中一項。該

系統除了傳統的字母/筆畫排列資料庫外，新增多項分類方

式，如，適用學系、主題分類、資源類型、語文別等；另可

設定圖書館推薦資料庫之「本週我很庫」及依讀者使用率高

低之「熱門點閱(排行)」，使用介面清楚簡單，若有任何使用

意見，可從網站之「意見箱」或各資料庫之「問題通報」，

於線上反應給圖書館。 

 （六）RefWorks 書目管理軟體講習 
於 10/24(四)、10/31、(四)、11/15(五)辦理 3 場書目管理軟體

講習，學習如何透過此軟體完成論文的參考文獻格式(APA、

MLA…)，解決引用與參考文獻的一致、管理文獻相關檔案等

棘手問題，是論文寫作不可或缺的工具，此講習結合部份研

究所之研究方法課程。 
 （七）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代借代還」重新啟動 
 圖書代借代還服務深獲讀者歡迎，102 年度服務自 102/10/1 重

新啟動，提供伙伴學校 15 校線上申請館際借書證及 13 校圖

書代借代還，歡迎舊雨新知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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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採編期刊與其他業務 
 （一）102 年度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本館與電影創作學系李道明系主任共同提出之華語電影主題

購書計畫，於 6 月獲國科會同意補助 301 萬元（其中 270 萬元

為購書經費）。 
擬購書單並於 9 月中旬獲國科會同意，刻正辦理後續採購事

宜；另於 10 月 8 日至 10 月 25 日辦理「華語電影主題書展」，

歡迎師生到館閱覽。 
 （二）書香市集－二手教科書兌換活動 
 延續去年好評活動，圖書館將「期末募書活動」募得之書籍，

除編目上架供閱、公益交流以外，並從中挑選優質二手教科

書，於 9 月 16 日至 24 日舉辦二手教科書兌換活動，吸引學生

們踴躍參加，反應熱烈。 
 （三）博碩士論文已完成編目上架供閱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研究生上傳博碩士論文共計 154 筆，

紙本論文共收藏 176 種 342 冊（含學士論文 22 種 44 冊），業

於 9 月底全數編目加工完成，並上架供閱；另論文書目資料業

於 9 月底上傳至國家圖書館網站。 
 （四）學報寄贈作業 
 完成《藝術評論》第 25 期、《關渡音樂學刊》第 18 期及《戲

劇學刊》第 18 期等新出版學報寄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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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關渡美術館 
資料時間：102年 8 月～102年 10 月 

 

一、展覽活動 

(一) 7/19~ 9/22「ONE PIECE ROOM–李明則個展」。 

(二) 7/19~ 9/22「科藝復興-北藝大科技藝術回顧展」。 

(三) 7/26~ 9/22「餐桌上的未來-家與藝術家」聯展。 

(四) 7/26~ 9/22「道法自然-洪凌個展」。 

(五) 7/26~ 9/22「日昨之島」。 

(六) 9/05~ 11/06「視域之方」美國巡迴展。 

二、教育推廣活動 

(一) 8月 7日「日昨之島」展覽介紹。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二) 8月 7日【2013駐館計畫】韓國藝術家鄭惠蓮藝術開講。參加對象：

一般民眾。 

(三) 8月 9日「餐桌上的未來 – 家與藝術家」座談暨故事分享會。參加

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四) 8月 10日【2013駐館計畫】韓國藝術家鄭惠蓮工作室開放。參加對

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五) 8月 14日【2013駐館計畫】韓國藝術家鄭惠蓮工作坊。參加對象：

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六) 8月 29日【2013駐館計畫】日本駐館藝術家內海昭子藝術開講。參

加對象：校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七) 9月 4日【2013駐館計畫】日本駐館藝術家內海昭子工作坊。參加對

象：校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八) 9月 11日【2013駐館計畫】日本駐館藝術家內海昭子工作室開放。

參加對象：校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九) 10月 4日關渡藝術節-亞洲藝術論壇。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十) 10月 16日【2013駐館計畫】韓國駐館藝術家全姬京藝術開講。參加

對象：校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十一) 10月 17日【2013駐館計畫】紐約 Residency Unlimited 執行總監

娜塔莉安裘絲藝術開講。參加對象：校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十二) 10月 23日「關渡藝術節-亞洲巡弋」展覽介紹。參加對象：美術館

志工及一般民眾。 

(十三) 10月 30日【2013駐館計畫】日本駐館藝術家坂也充學藝術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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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對象：校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三、導覽服務  

8月份參訪人數 223人，9月份參訪人數 115人，10月份目前登記約 580

人。 

四、貴賓參訪 

8月份： 

8/1紐約州立大學藝術學院院長 Joanne Arbuckle等 3人、8/9休士頓亞洲

協會代理執行長 John Bradshaw Jr 2人、8/29中原大學張光正校長及主管

70人。 

9月份： 

9/4薩爾瓦多文化局長 格拉娜蒂諾 2人。 

10月份： 

10/14大南客運董事長戴宏聲等貴賓 4人、10/17文化部貴賓克里夫蘭美術

館中國藝術部門策展人 2人。 

五、媒體報導  

(一) 2013年 8月 10日中國時報「餐桌上的未來-家與藝術家」展覽報導。 

(二) 2013年 8月 30日聯合報「視域之方」展覽報導。 

(三) 2013年 8月今藝術雜誌「視域之方」展覽報導。 

(四) 2013年 8月今藝術雜誌「視域之方」展覽廣告。 

(五) 2013年 10月 udn tv「餐桌上的未來-家與藝術家」展覽報導。 

(六) 2013年 9月藝外雜誌「科藝復興-北藝大科技藝術回顧展」展覽報導。 

(七) 2013年 9月藝外雜誌「日昨之島」展覽報導。 

(八) 2013年 9月藝外雜誌「餐桌上的未來-家與藝術家」展覽專文報導。 

（九）2013年 9月藝外雜誌「ONE PIECE ROOM–李明則個展」展覽專文報導。 

（十）2013年 9月典藏投資雜誌「道法自然-洪凌個展」展覽專文報導。 

（十一）2013年 9月藝術家雜誌「ONE PIECE ROOM–李明則個展」、「科藝復興-

北藝大科技藝術回顧展」、「餐桌上的未來-家與藝術家」、「道法自然-

洪凌個展」、「日昨之島」聯合開幕報導。 

（十二）2013年 9月今藝術雜誌「視域之方」展覽廣告。 

（十三）2013年 9月 La Vie雜誌「餐桌上的未來-家與藝術家」展覽專文報導。 

（十四）2013年 10月今藝術雜誌「亞洲巡弋」展覽廣告。 

（十五）2013年 10月藝外雜誌「亞洲巡弋」展覽廣告。 

（十六）2013年 10月 5日中國時報「亞洲巡弋」展覽報導。 

（十七）2013年 10月聯合報「亞洲巡弋」展覽報導。 

（十八）2013年 10月 udn tv「亞洲巡弋」展覽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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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人事室 
資料時間：102年 8 月～102年 10 月 

 

一、 公教人員須以身作則，不得有酒駕行為：  

為維護政府形象，各機關學校人員應以身作則，落實「酒後不開車」，各

級主管並應確實督導所屬同仁恪遵相關法令，並應儘量避免非必要之飲宴

應酬，並在飲宴中戒除勸酒習慣，如確有飲酒，應落實以「指定駕駛」或

「搭乘計程車返家」等方式返家，杜絕酒後開車之行為。另公務人員如酒

後駕車經警察人員取締，應於事發後 1 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未主動告知者，以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5條誠實之義務規定，予以懲處。(教

育部 102 年 7 月 1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20098961 號函及 102 年 7 月 26 日

臺教人(三)字第 1020109473號函) 

二、 有關本校專案研究計畫助理人員之約用： 

請各單位及計畫主持人於約用前簽聘公告甄選作業，並於簽奉校長核可後，

再行進用。專任助理應於到職日前完成聘用行政程序，並至人事室辦理報

到，辦理敍薪事宜。(本校 102年 7月 30日北藝大人字 1020008365號書函) 

三、 因公出國(赴大陸)請於出國前填寫申請表，並於返國後完成出國報告： 

依據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 10點規定「各校

因公出國人員，應於返國後三個月內提出出國報告，並依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規定辦理」；另依據本校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

陸（含港澳）地區案件處理要點 4點及第 10點規定略以，各單位因公派員

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案件，應填具因公出國案件申請表，依行政

程序送核；出國人員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填報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檢據

核銷並提出相關報告。是以，本校因公出國(赴大陸)人員請於出國前依前

開規定填寫本校「因公出國(赴大陸)案件申請表」，並於返國後 3 個月內

提出出國報告。(本校 101年 12月 28日北藝大人字第 1010014257號書函) 

四、 專任教師承接計畫注意事項： 

國立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承接計畫，計畫性質無論是委託研究計畫(包含產學

合作及政府、公民營委託計畫等)或補助計畫，均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

如無法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如擔任其他學校或民營機構研究計畫案之共

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其以學會名義接受委辦計畫等)，仍應依學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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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取得許可。（教育部 102年 3月 4日臺教人（二）字第 1020030926

號函） 

五、 公立學校專任教師不得以獲取利益之營利目的經營網站： 

(一) 教育部 87年 6月 7日台（87）高（二）字第 87063773號函規定：「公

立學校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及私立學校專任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

投資營利事業。但投資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兩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

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

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 10者，不在此限。」。 

(二) 公立學校教師於網路上買賣倘具有規度謀作之性質（如藉架設網站買賣

物品以獲取利益之營利目的），尚難謂非教育部前開 87 年 6 月 7 日函

所稱「經營商業」之範疇，教師應不得為之；惟，教師如僅係將自己使

用過之物品，或買來尚未使用就因不適用，或他人贈送認為不實用之物

品透過網路出售，因未具規度謀作及以營利為目的之性質，尚不違反本

部上開 87年 6月 7日函之規定。（教育部 102年 1月 10日臺教人（二）

字第 102000332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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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主計室   
資料時間：102年 8 月～102年 10 月 

 

一、籌編 103年度校務基金預算案： 

(一)103 年度預算教育部核給補助款 4 億 3,914 萬元（包括基本需求 4 億

1,214 萬元、績效型補助 2,700 萬元），較 102 年度減少 7,809 萬元，

主要係戲劇舞蹈大樓於 102年度完工，減少工程補助 8,027 萬元所致。 

(二)本校預算經教育部、行政院審查後核列： 

 1、（經常門）業務總收入 7億 9,172萬元、業務總支出 8 億 3,187 萬元，

收支相抵後短絀 4,015萬元。 

 2、（資本門）設備費、電腦軟體、校舍大修等 5,009萬元。 

(三)本室業依上述核列情形彙整本校 103 年度預算案於 8 月底送立法院審

議。 

二、102年度業務收支、資本支出執行狀況及帳列現金餘額： 

(一)102年度截至 9月底業務總收入 5億 5,178萬元，業務總支出 5億 5,538

萬元，收支相抵後短絀 360萬元，較 101年 9月賸餘 420萬元，減少賸

餘 780萬元，主要係學雜費收入尚未全數入帳、用人費用及獎助學生國

際交流支出增加所致。 

(二)102 年度截至 9 月底固定資產實際執行數 1 億 8,548 萬元，與預算數 2

億 1,771 萬元相較，達成率 85.19%，執行情形良好。本年度預估固定

資產預算數將不敷支用，後續將依規定申報教育部同意補辦預算。 

(三)102年 9月帳列現金餘額 1億 5,579萬元，較 101年 9月帳列現金餘額

1億 4,575萬元，增加 1,004萬元，將配合戲舞大樓新建工程及設備之

驗收時程陸續付款。 

三、完成本校校務及財務資訊建置與公告： 

本案係各校收取學雜費收入依規定應對外公告之相關資訊，包括「校務資

訊說明」、「財務資訊分析」、「學雜費調整之規劃與審議程序」、「學

校其他重要資訊」等，已依教育部規定於 102/9/30公告於本校網頁。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秘書室 

案 由 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行政院 102 年 5 月 3 日函頒「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

5 月 20 日函頒「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原則」及本校

102 年 5 月 31 日奉核簽辦理。 
二、依前揭規定及核准簽，由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

會)覆核內部控制制度評估作業及辦理內部稽核工作，為利後

續作業，擬配合修訂現行規定。 
三、本次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一)修正委員會名稱為「內部稽核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法規

名稱一併修正。 
(二)修正為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納入本校內部控制小組部

分成員為委員會委員，委員人數調整為 11 至 13 人(第二

點)。 
(三)委員會任務事項增列辦理內部控制度稽核作業(第四點)。 

四、檢附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暨要點全文各乙份 (詳如附件)。 

辦 法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辦理後續事宜。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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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稽核

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經費稽核

委員會設置要點 

因應行政院 102年 5月 3日院

授主綜督字第 1020600189 號

函頒「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

事項」，為執行覆核本校內部

控制制度評估作業及辦理內

部稽核工作，爰修正法規名

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監督本校校務基金之收

支、保管及運用，並評估

內部控制制度實施狀況，

本要點依據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及「政府內部稽

核應行注意事項」相關規

定訂定之。 

一、為監督本校校務基金之收

支、保管及運用，本要點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設置條例第五條，及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第十九條至第

二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一、依行政院 102 年 5 月 3

日行政院院授主綜督字

第 1020600189 號函，增

列本要點法源依據。 

二、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校內部稽核暨經費稽核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三

人，由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其餘委員由各學院及

通識教育委員會之校務會

議代表就其學院或委員會

之代表中互推一人、出席

校務會議之行政人員代表

（含職員、助教、研究人

員、警衛、技工、工友）

互推一人，以及由校長遴

聘本校內部控制小組委員

二至四人組成之。委員為

無給職。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

二、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

八人至十一人，由各學

院、通識教育委員會之校

務會議代表就其學院或

委員會之代表中互推一

人，及出席校務會議之行

政人員代表（含職員、助

教、研究人員、警衛、技

工、工友）互推一人共同

組成。本委員會委員為無

給職。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

成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

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委

員。 

一、依行政院 102 年 5 月 3

日 授 主 綜 督 字 第

1020600189 號函頒「政

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

項」第三點規定辦理。 

二、因應委員會任務調整，併

同修正由副校長擔任召

集人，並納入內部控制小

組部分成員為委員及調

整委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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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總務及主計相關人

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委

員。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

隨校務會議成員之任期

異動之，連選得連任。 

本委員會設執行秘書一

人，由召集人遴選本校現

有人員兼任，支援會務行

政事宜。 

三、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

由委員互選之。 

委員任期二年，隨校務會

議成員之任期異動之，連

選得連任。 

 

一、因應委員會任務調整，併

同修正由副校長擔任召

集人之規定，召集人之規

定併入第二點。 

二、將原本要點第八點第一項

規定整併納入本點。 

四、本委員會之設置，為監督

有關校務基金之收支、保

管及運用，並辦理內部控

制制度稽核作業，其任務

如下： 

（一）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

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

稽核。 

（二）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

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

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各項經費收支（包括捐

贈收入）及現金出納處

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

核。 

（五）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

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

核。 

（六）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

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

後稽核。 

（七）訂定內部控制制度評估

計畫、督導評估計畫之

執行及複評內部控制制

度自行評估結果等。 

四、本委員會之設置，為監督

有關校務基金之收支、保

管及運用，其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

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

稽核。 

（二）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

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

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各項經費收支（包括捐

贈收入）及現金出納處

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

核。 

（五）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

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

核。 

（六）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

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

稽核。 

（七）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

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當年度內發

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

限。但該事項涉及以前年度

者，不在此限。 

因應「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

事項」，增列本委員會任務及

酌作文字修正。 

16-3



(八)其他重大財務或內部控

制缺失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當年度內發

生與經費運用、內部控制等有

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以

前年度者，不在此限。 

六、召開會議時主計室應派員

列席外，並得邀請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

單位人員列席。 

六、召開會議時會計室應派員

列席外，並得邀請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

單位人員列席。 

因應主計單位名稱修正，酌作

文字修正。 

八、本委員會所需行政費用，

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八、本委員會設執行秘書一

人，由召集人遴選本校現

有人員兼任之，支援會務

行政事宜。 

本委員會所需行政費

用，由本校相關經費支

應。 

原本點第一項規定合併納入

第三點第二項。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公告實施，修正時亦

同。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配合學校法制作業用語，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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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稽核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96年 12月 25日 9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9年 10月 19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00年 00月 00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監督本校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並評估內部控制制度實施狀況，本要點依據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政府內部

稽核應行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內部稽核暨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三人，由副校長

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各學院及通識教育委員會之校務會議代表就其學院或委員會之

代表中互推一人、出席校務會議之行政人員代表（含職員、助教、研究人員、警衛、技

工、工友）互推一人，以及由校長遴聘本校內部控制小組委員二至四人組成之。委員為

無給職。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委員。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隨校務會議成員之任期異動之，連選得連任。 

本委員會設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遴選本校現有人員兼任，支援會務行政事宜。 

四、本委員會之設置，為監督有關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並辦理內部控制制度稽核

作業，其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各項經費收支（包括捐贈收入）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訂定內部控制制度評估計畫、督導評估計畫之執行及複評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

結果等。 

   （八）其他重大財務或內部控制缺失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當年度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以前年度者，

不在此限。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六、召開會議時主計室應派員列席外，並得邀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人員列

席。 

七、本委員會得聘請校內、外具經費稽核相關專長教師或專業人士協助稽核工作。 

八、本委員會所需行政費用，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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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委員會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十、本委員會得經會議決議，簽請校長同意後，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供

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 

十一、本委員會應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最後一次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之稽核報告。 

十二、本委員會之稽核事項細則及監督要點，得由委員會另訂之。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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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2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主計室 

案 由 
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

議。 

說 明 

一、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略以，

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但其成員不得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之成員重疊。 

二、現行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規定略以，

委員由副校長…組成之…。 

三、配合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擬修正為由副校長擔任

召集人，爰修訂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

條文，刪除副校長為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以符合「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之規定。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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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

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

人，委員由教務長、學

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主任秘書、主計室

主任及校長指定之代

表組成之，其中不兼行

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

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

士參與。委員除校外人

士外均無給職。委員任

期二年，由校長遴選提

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

任之。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

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

人，委員由副校長、教

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主任秘

書、主計室主任及校長

指定之代表組成之，其

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

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

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

除校外人士外均無給

職。委員任期二年，由

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

議同意後聘任之。 

配合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

設置要點」修正為由副校長

擔任召集人，爰修訂本設置

要點第二點條文，刪除副校

長擔任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委員規定，以符合「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

例」規定，經費稽核委員會

成員不得與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成員重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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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89年 01月 11日 8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4年 04月 12日 9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 

95年 10月 31日 9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 

97年 10月 21日 9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 

102年 04月 30日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 

00年 00月 00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 

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為管理本校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以充分運用資源，提昇

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設置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委員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主任秘書、主計室主任及校長指定之代表組成之，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

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除校外人士外均無給

職。委員任期二年，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三、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關於本校教學、研究與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關於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關於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查。 

(四)、關於校務基金財源之開闢。 

(五)、關於校務基金經濟有效之節流措施。 

(六)、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事項。 

四、 本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本校現有人員調充為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

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經理人員若干人，其權利、義務、待遇與福利

由本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前項但書人事及行政費用由校務基金中非屬政府編列預算撥付之經費支應。 

五、 本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設置各種工作小組。其組成方式由本委員會定之。 

六、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

列席。 

七、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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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3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 由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部分規定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102年 1月 30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020014009號函覆建

議本辦法修正如下： 

(一)第 11條第 4款「不按規定辦理應辦事項者」，恐涉及明確

性原則，難為學生預見，建請將「應辦事項」明確定義為

宜。 

(二)同條第 8款，建議修正為「參加『校內』集會或活動...」，

以資明確。 

(三)獎懲辦法已訂有涉及「性騷擾」行為之議處規範，惟欠缺

「性侵害」及「性霸凌」之行為議處規範，建請依性別平

等教育法規定加列，並於各處分級別中分別訂定。 

(四)第 15條規定「具第 13條第 2至 22款之再犯或情節較重者」

予以記大過或定期察看，按學生獎懲辦法第 13條所定各款

有「情節輕微」、「情節較重」與「情節嚴重」3種態樣，

復於第 15條又規範「情節較重者」予以定期停學，兩者（第

13條及第 15條）恐有重複與不明確規範之虞，宜請衡酌修

正。同時，第 13條規範「記大過」或「定期察看」乙節，

因兩者懲處種類、法律效果互異，輕重有別，惟懲處事由

均不予區分，規範於同條，難為受規範學生預見其行為法

律效果，建議應就何種事由、應受何種懲處，個別定明，

以符合規範明確性要求。 

(五)同上理，第16條規定「具第13條所列各款之一，其情節嚴

重者」予以退學處分，兩者（第13條及第16條）有重複與

欠缺明確規範之虞，請衡酌再修。 

二、本修正草案業經 102 年 5 月 28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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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獎懲辦法部分規定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一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予以記申誡： 
一、有欺罔行為情節較

輕者。 
二、拒絕接受導正教育

或接受導正教育後
之再犯者。 

三、侮辱或惡意攻訐同
儕或教職員工，情

節較輕者。 
四、不按規定辦理學生

健康檢查事項者。 
五、不守公共秩序，經

勸告仍不改正者。 
六、在校內規定場所外

擅自張貼公告、海
報、標語或任意破
壞學校公告及合法
張貼物者。 

七、擔任班級或其他學

生自治性社團各級
負責人未盡職責
者。 

八、參加本校活動不守
紀律，經勸告仍不
改正者。 

九、校內駕(騎)汽機車
違規肇事或騎乘機
車未戴安全帽者。 

第十一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予以記申誡： 
一、有欺罔行為情節較

輕者。 
二、拒絕接受導正教育

或接受導正教育後
之再犯者。 

三、侮辱或惡意攻訐同
儕或教職員工，情節

較輕者。 
四、不按規定辦理應辦

事項者。 
五、不守公共秩序，經

勸告仍不改正者。 
六、在校內規定場所外

擅自張貼公告、海
報、標語或任意破壞
學校公告及合法張
貼物者。 

七、擔任班級或其他學

生自治性社團各級
負責人未盡職責者。 

八、參加集會或活動不
守紀律，經勸告仍不
改正者。 

九、校內駕(騎)汽機車
違規肇事或騎乘機
車未戴安全帽者。 

一、依本校學生健
康檢查實施辦
法第五條爰以
修正第四款規
定。 

二、為資明確及符
合本校實務上
需求，明定以
本校舉辦者為

限，爰以修正
第 八 款 規
定。。 

第十二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予以記小過： 

一、具前條所列各款之
再犯或情節較重
者。 

二、毆打同學，情節較
輕者。 

三、聚眾鬥毆之在場助
勢者。 

四、冒用證件或將證件
借給他人使用，情
節較輕者。 

五、違反考場規則者。 
六、未依各系、所規定

申請核准，私自參
加校外展演活動

第十二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予以記小過： 

一、具前條所列各款之
再犯或情節較重者。 

二、毆打同學，情節較
輕者。 

三、聚眾鬥毆之在場助
勢者。 

四、有欺罔行為情節較
重者。 

五、冒用證件或將證件
借給他人使用，情節

較輕者。 
六、違反考場規則者。 
七、未依各系、所規定

申請核准，私自參加

一、原第四款規
定，茲因與本

條第一款重
複 , 爰 刪 除
之，並調整款
號。 

二、原第十八款規
定，配合實務
修正，並調整
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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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者。 
七、影響公共安全，情

節較輕者。 
八、管理公款有不當使

用、挪用，帳目不
清等情事，情節較
輕者。 

九、未依規定駕(騎)駛
汽、機車闖入校園
者，或不遵守規定
路線行駛者。 

十、有擾亂學校正常教
學，破壞學校安寧
之行為，情節較輕
者。 

十一、無故侵入他人研
究室、寢室，或

擅自翻（拆）啟
他人私有物件
（ 含 電 腦 資
料），情節較輕
者。 

十二、非住宿生未依規
定完成申請，擅
自進入宿舍者。 

十三、違規停車經上鎖
後，擅自移動車
輛者。 

十四、公開張貼攻訐污
衊他人之文字、
聲音、圖像者。 

十五、篡改他人網頁、

架設網站提供上
下載非法暨未經
授權軟體、圖像
及多媒體檔案或
相關網路違規行
為者。 

十六、侵犯他人智慧財
產權，情節較輕
者。 

十七、涉及性騷擾、性

霸凌情事，情節

尚輕，經本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調查認定屬實
者。 

校外展演活動者。 
八、影響公共安全，情

節較輕者。 
九、管理公款有不當使

用、挪用，帳目不清
等情事，情節較輕
者。 

十、未依規定駕(騎)駛
汽、機車闖入校園
者，或不遵守規定路
線行駛者。 

十一、有擾亂學校正常
教學，破壞學校
安寧之行為，情
節較輕者。 

十二、無故侵入他人研
究室、寢室，或

擅自翻（拆）啟
他人私有物件
（ 含 電 腦 資
料），情節較輕
者。 

十三、非住宿生未依規
定完成申請，擅
自進入宿舍者。 

十四、違規停車經上鎖
後，擅自移動車
輛者。 

十五、公開張貼攻訐污
衊他人之文字、
聲音、圖像者。 

十六、篡改他人網頁、

架設網站提供上
下載非法暨未經
授權軟體、圖像
及多媒體檔案或
相關網路違規行
為者。 

十七、侵犯他人智慧財
產權，情節較輕
者。 

十八、對他人進行性騷

擾，經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決議
情節輕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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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三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予以記大過： 
一、具第十二條第二至

十七款之再犯或情
節較重者。 

二、偽造、變造、冒用、
假借他人證件或將
個人證件不當借與
他人使用，情節較
重者。 

三、妨害教職員工生執

行公務者。 
四、考試舞弊者。 
五、有賭博、竊盜、侵

占他人財物或破壞
他人物品者。 

六、毆人、互毆、或聚

眾鬥毆情節較重
者。 

七、故意毀損公物、文
件、圖書或教學設
備者。 

八、觸犯刑法，經法院
或學校查證屬實，
情節輕微者。 

九、吸食、施打或非法
持有毒品、安非他
命或其他麻醉品
者。 

十、酗酒滋事者。 
十一、管理公款有浮

報、濫用、挪用

或帳目不清等情
事，情節較重者。 

十二、非住宿生未依規
定完成申請，擅
自進入宿舍，經
勸 阻 或 驅 離 無
效，且態度傲慢
者。 

十三、在校內儲存危險
物或非法持有違

禁物品者。 

十四、擅自偷改成績、
學 籍 等 相 關 資
料，情節較輕者。 

十五、有妨害風化行

第十三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予以記大過或定
期察看： 
一、具第十二條第二至

十八款之再犯或情
節較重者。 

二、偽造、變造、冒用、
假借他人證件或將
個人證件不當借與
他人使用，情節較
重者。 

三、妨害教職員工生執
行公務者。 

四、考試舞弊者。 
五、有賭博、竊盜、破

壞他人物品或其他
不正當行為，情節

較輕且知悔改者。 
六、毆人、互毆、或聚

眾鬥毆，情節較重
者。 

七、故意毀損公物、文

件、圖書或教學設
備者。 

八、觸犯刑法，經法院
或學校查證屬實，
情節輕微者。 

九、吸食、施打或非法
持有毒品、安非他
命或其他麻醉品
者。 

十、影響公共安全，情

節較重者。 
十一、管理公款有浮

報、濫用、挪用或
帳目不清等情事，
情節較重者。 

十二、非住宿生未依規
定完成申請，擅自
進入宿舍，經勸阻
或驅離無效，且態
度傲慢者。 

十三、在校內儲存危險

物或非法持有違禁
物品者。 

十四、擅自偷改成績、
學籍等相關資料，

一、茲因「記大過」
與 「 定 期 察
看」,兩者懲處
種類、法律效
果互異，輕重
有別，惟懲處
事由均不予區
分，規範於同
條，難為受規
範學生預見其
行 為 法 律 效

果，應予個別
定明，以符合
規範明確性要
求。 

二、第五款文字為
資明確及配合

實 務 予 以 修
正。 

三、第十款文字配
合實務修正。 

四、第十五至十七

款及第十九至
二十款考量懲
處樣態之一致
性，酌作文字
修正。 

五、第二十一款文
字配合實務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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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為，情節較重
者。 

十六、建立色情、暴力、
販毒、賭博等非
法網站或其它利
用網路從事不法
行為，情節較重
者。 

十七、公開張貼惡意攻
訐污衊他人文
字、聲音、圖像，

情節較重者。 
十八、篡改學校、政府

機關各單位網
頁；或者入侵學
校、他人所屬電
腦、伺服器，從

事破壞、修改、
竊取、擅自瀏覽
他人文件檔案等
相關資訊者。 

十九、架設網站提供上

下載非法暨未經
授權軟體、圖像
及多媒體檔案或
相關網路違規行
為，情節較重者。 

二十、侵犯他人智慧財
產權，情節較重
者。 

二十一、涉及性騷擾、
性霸凌情事，情

節較重，經本校
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調查認定屬
實者。 

二十二、參與校外升學
考試發生舞弊情
事者。 

情節較輕者。 
十五、有妨害風化行

為，情節嚴重者。 
十六、建立色情、暴力、

販毒、賭博等非
法網站或其它利
用網路從事不法
行為，情節嚴重
者。 

十七、公開張貼惡意攻
訐污衊他人文

字、聲音、圖像，
情節嚴重者。 

十八、篡改學校、政府
機關各單位網
頁；或者入侵學
校、他人所屬電

腦、伺服器，從
事破壞、修改、
竊取、擅自瀏覽
他人文件檔案等
相關資訊者。 

十九、架設網站提供上
下載非法暨未經
授權軟體、圖像
及多媒體檔案或
相關網路違規行
為，情節嚴重者。 

二十、侵犯他人智慧財
產權，情節嚴重
者。 

二十一、對他人進行性

騷擾，經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決
議情節嚴重者。 

二十二、參與校外升學
考試發生舞弊情
事者。 

第十四條  違反前條所列各款之
一，屢勸不聽或累犯
者，予以定期察看。 
凡受定期察看處分之學

生，過去有無功過，均
以兩大過兩小過計之，
其操行成績為六十分。 
受定期察看處分之學

第十四條  凡受定期察看處分之學
生，過去有無功過，均
以兩大過兩小過計之，
其操行成績為六十分。 

受定期察看處分之學
生，如有忠勇事蹟，對
學校社會國家有重大貢
獻，或自定期察看處分

為符合規範明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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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生，如有忠勇事蹟，對
學校社會國家有重大貢
獻，或自定期察看處分
起一年內，學業操行均
有顯著進步，得陳請撤
銷定期察看或依其功獎
抵銷。 

起一年內，學業操行均
有顯著進步，得陳請撤
銷定期察看或依其功獎
抵銷。 

 

第十五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予以定期停學： 

一、具第十三條所列各款
之一，其情節嚴重但

知悔悟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犯

記申誡以上之處分
者。 

三、定期察看撤銷後，再
犯過失累計達小過
以上者 

第十五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予以定期停學： 
一、具第十三條第二至

二十二款之再犯或

情節較重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

犯記申誡以上之處
分者。 

三、定期察看撤銷後，
再犯過失累計達小
過以上者。 

考量犯後態度予以
區別懲處程度，酌
修第一款文字。 

第十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予以退學： 
一、具第十三條所列各款

之一，其情節嚴重
者。 

二、定期停學期滿，未按
規定依時限申請復
學者。 

三、定期停學註銷後，再
犯重大過失者。 

四、聚眾要挾、挑撥離間

製造事端。 
五、考試時找人代考或代

人考試，或第二次舞

弊者。 
六、毆打師長或持械傷人

者。 
七、參加犯罪組織或活動

者。 
八、販賣或非法製造毒

品、安非他命或其他
麻醉品者。 

九、所受處分累計大過三
次者。 

十、學期操行成績總分不

及格者。 
十一、曠課超過規定時數

者。 
十二、觸犯國家最輕本刑

第十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予以退學： 
一、具第十三條所列各款

之一，其情節嚴重者。 
二、定期停學期滿，未按

規定依時限申請復學
者。 

三、定期停學註銷後，再
犯重大過失者。 

四、聚眾要挾、挑撥離間
製造事端。 

五、考試時找人代考或代
人考試，或第二次舞
弊者。 

六、毆打師長或持械傷人
者。 

七、參加犯罪組織或活動
者。 

八、販賣或非法製造毒
品、安非他命或其他
麻醉品者。 

九、所受處分累計大過三
次者。 
十、學期操行成績總分不

及格者。 

十一、曠課超過規定時數
者。 

十二、觸犯國家最輕本刑
三年以上，經法院有

配合實務作業新增
第十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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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年以上，經法院有
罪判刑確定者。 

十三、蓄意破壞學校安全
設備或行為嚴重影
響校園安全者。 

十四、參與校外升學考試
發生舞弊，情節嚴重
者。 

十五、涉及性騷擾、性霸
凌情節嚴重或性侵
害情事，經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調
查認定屬實者。 

罪判刑確定者。 
十三、蓄意破壞學校安全

設備或行為嚴重影響
校園安全者。 

十四、參與校外升學考試
發生舞弊，情節嚴重
者。 

 

第十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予以開除學籍： 

一、具前條各款所列情
形之一，且違犯程
度重大，認定應予
開除學籍者。 

二、所繳入學證件有偽
造、變造或借用情
事者。 

三、入學後經發現入學
考試舞弊，經學校
查證屬實者。 

第十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予以開除學籍： 
一、具有第十六條第二

至十四款情形之
一，其情節嚴重者。 

二、所繳入學證件有偽
造、變造或借用情
事者。 

三、入學後經發現入學
考試舞弊，經學校
查證屬實者。 

配合實務修正第一
款文字。 
 

第十九條  學生有功過事實，經相
關人員書面通知學務
處，由生活輔導組會同
導師，該系、所主管查

明屬實後簽辦，必要時
得請學生諮商中心老師
協助處理。 

為懲處建議前，應予學
生陳述理由與申辯之機
會。  

第十九條  學生有功過事實，經相
關人員書面通知學務
處，由生活輔導組會同
導師，該系、所主管查

明屬實後簽辦，必要時
得請學生諮商中心老師
協助處理。 

 

配合實務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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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修正草案 

92年 6月 10日 9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2年 07月 2 日經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20098415號函備查 

96年 1月 2日 95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6月 12日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2月 25日 9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01月 23日經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70005337號函備查 

100年 6月 7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7月 7 日經教育部臺訓(一)字第 1000114831號函備查 

101年 12月 25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年○月○日 102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樹立優良學風，

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二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之獎懲，除有特別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處理。 

第三條  學生獎勵，分嘉獎、記小功、記大功、表彰（頒榮譽獎狀、獎旗、獎章）四種。 

嘉獎三次相當記小功一次，記小功三次相當記大功一次。 

第四條  學生之懲罰，分為導正教育、申誡、記小過、記大過、定期察看、定期停學、退

學及開除學籍等八種。 

導正教育分為告誡、服務、停權、賠償、認養。並得個別或與其他懲處同時執行 

學生受定期察看或定期停學之處分，其期限之長短由學生事務會議審議決定之 

申誡三次相當記小過一次，記小過三次相當記大過一次。 

第五條  學生停（休）學期間，如有表現優異或違法犯紀行為者，本校得審視情節，給予必

要之獎懲，並列入復學當學期操行成績核算。 

第六條  獎懲之裁定應符合比例原則，核定之獎懲類別應與學生優良或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

相當，且應參酌與該行為相同之裁定先例。 

獎懲若涉及個人隱私或有必要時，獎懲決定之過程及結果應予保密。 

第二章    獎 勵 

第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以嘉獎： 

一、熱心公益，樂善好施，勇於助人，有具體事實者。 

二、拾物（金）不昧者（貴重財物可予以記小功）。 

三、擔任班級或其他學生自治性社團各級負責人，熱心負責，表現優良者。 

四、協助社團工作推展，成績優良者。 

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第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以記小功： 

一、全學期服行公勤或社團活動成績特優者。 

二、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服務工作表現優異，足為同學楷模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地區性比賽獲得前三名者。 

四、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比賽獲獎者。 

五、增進團體福利有具體事實者。 

六、協助處理特殊事故得當者。 

七、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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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以記大功或表彰： 

一、在校內外有裨益國家社會或增進校譽，有具體表現者。 

二、見義勇為、冒險犯難、拾己為人，堪為青年楷模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比賽獲得冠軍者。 

四、愛護學校有事實表現，足以增進學校發展者。 

五、代表學校參加各項活動足以增進本校榮譽者。 

六、參加國際性比賽表現優異者。 

七、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第三章    懲 罰 

第十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施以導正教育： 

一、學生行為不當，情節較輕者，由師長或相關單位人員予以口頭、書面告誡或

勞動服務。 

二、學生行為不當，且其認知或心理狀況有待輔導者，由相關單位予以講習或輔

導。 

三、遺失、毀損或擅自移動公物者，應依規定復原或賠償。 

第十一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以記申誡： 

一、有欺罔行為情節較輕者。 

二、拒絕接受導正教育或接受導正教育後之再犯者。 

三、侮辱或惡意攻訐同儕或教職員工，情節較輕者。 

四、不按規定辦理學生健康檢查事項者。 

五、不守公共秩序，經勸告仍不改正者。 

六、在校內規定場所外擅自張貼公告、海報、標語或任意破壞學校公告及合法張

貼物者。 

七、擔任班級或其他學生自治性社團各級負責人未盡職責者。 

八、參加本校活動不守紀律，經勸告仍不改正者。 

九、校內駕(騎)汽機車違規肇事或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者。 

第十二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以記小過： 

一、具前條所列各款之再犯或情節較重者。 

二、毆打同學，情節較輕者。 

三、聚眾鬥毆之在場助勢者。 

四、冒用證件或將證件借給他人使用，情節較輕者。 

五、違反考場規則者。 

六、未依各系、所規定申請核准，私自參加校外展演活動者。 

七、影響公共安全，情節較輕者。 

八、管理公款有不當使用、挪用，帳目不清等情事，情節較輕者。 

九、未依規定駕(騎)駛汽、機車闖入校園者，或不遵守規定路線行駛者。 

十、有擾亂學校正常教學，破壞學校安寧之行為，情節較輕者。 

十一、無故侵入他人研究室、寢室，或擅自翻（拆）啟他人私有物件（含電腦資

料），情節較輕者。 

十二、非住宿生未依規定完成申請，擅自進入宿舍者。 

十三、違規停車經上鎖後，擅自移動車輛者。 

十四、公開張貼攻訐污衊他人之文字、聲音、圖像者。 

十五、篡改他人網頁、架設網站提供上下載非法暨未經授權軟體、圖像及多媒體

檔案或相關網路違規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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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較輕者。 

十七、涉及性騷擾、性霸凌情事，情節尚輕，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認

定屬實者。 

第十三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以記大過： 

一、具第十二條第二至十七款之再犯或情節較重者。 

二、偽造、變造、冒用、假借他人證件或將個人證件不當借與他人使用，情節較

重者。 

三、妨害教職員工生執行公務者。 

四、考試舞弊者。 

五、有賭博、竊盜、侵占他人財物或破壞他人物品者。 

六、毆人、互毆、或聚眾鬥毆情節較重者。 

七、故意毀損公物、文件、圖書或教學設備者。 

八、觸犯刑法，經法院或學校查證屬實，情節輕微者。 

九、吸食、施打或非法持有毒品、安非他命或其他麻醉品者。 

十、酗酒滋事者。 

十一、管理公款有浮報、濫用、挪用或帳目不清等情事，情節較重者。 

十二、非住宿生未依規定完成申請，擅自進入宿舍，經勸阻或驅離無效，且態度

傲慢者。 

十三、在校內儲存危險物或非法持有違禁物品者。 

十四、擅自偷改成績、學籍等相關資料，情節較輕者。 

十五、有妨害風化行為，情節較重者。 

十六、建立色情、暴力、販毒、賭博等非法網站或其它利用網路從事不法行為，

情節較重者。 

十七、公開張貼惡意攻訐污衊他人文字、聲音、圖像，情節較重者。 

十八、篡改學校、政府機關各單位網頁；或者入侵學校、他人所屬電腦、伺服器，

從事破壞、修改、竊取、擅自瀏覽他人文件檔案等相關資訊者。 

十九、架設網站提供上下載非法暨未經授權軟體、圖像及多媒體檔案或相關網路

違規行為，情節較重者。 

二十、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較重者。 

二十一、涉及性騷擾、性霸凌情事，情節較重，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

認定屬實者。 

二十二、參與校外升學考試發生舞弊情事者。 

第十四條  違反前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屢勸不聽或累犯者，予以定期察看。 

凡受定期察看處分之學生，不論過去有無功過，均以兩大過兩小過計之，其操行

成績為六十分。 

受定期察看處分之學生，如有忠勇事蹟，對學校社會國家有重大貢獻，或自定期

察看處分起一年內，學業操行均有顯著進步，得陳請撤銷定期察看或依其功獎抵

銷。 

第十五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定期停學： 

一、具第十三條所列各款之一，其情節嚴重但知悔悟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犯記申誡以上之處分者。 

三、定期察看撤銷後，再犯過失累計達小過以上者。 

第十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以退學： 

一、具第十三條所列各款之一，其情節嚴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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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期停學期滿，未按規定依時限申請復學者。 

三、定期停學註銷後，再犯重大過失者。 

四、聚眾要挾、挑撥離間製造事端。 

五、考試時找人代考或代人考試，或第二次舞弊者。 

六、毆打師長或持械傷人者。 

七、參加犯罪組織或活動者。 

八、販賣或非法製造毒品、安非他命或其他麻醉品者。 

九、所受處分累計大過三次者。 

十、學期操行成績總分不及格者。 

十一、曠課超過規定時數者。 

十二、觸犯國家最輕本刑三年以上，經法院有罪判刑確定者。 

十三、蓄意破壞學校安全設備或行為嚴重影響校園安全者。 

十四、參與校外升學考試發生舞弊，情節嚴重者。 

第十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以開除學籍： 

一、具前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且違犯程度重大，認定應予開除學籍者。 

二、所繳入學證件有偽造、變造或借用情事者。 

三、入學後經發現入學考試舞弊，經學校查證屬實者。 

第十八條  凡受退學處分之學生，其操行成績至多以五十九分計。 

第四章    獎懲程序 

第十九條  學生有功過事實，經相關人員書面通知學務處，由生活輔導組會同導師，該系、

所主管查明屬實後簽辦，必要時得請學生諮商中心老師協助處理。 

為懲處建議前，應予學生陳述理由與申辯之機會。 

第二十條  嘉獎、記小功、申誡、記小過之獎懲案由學務長核定後公布。 

記大功、記大過以上之獎懲案，須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開會時導師須列席，學生個人及相關人員得以書面或列席說明，惟有關違反性別

平等相關案件，為顧及學生尊嚴避免重複詢問，得由調查單位代為說明。 

第二十一條  學生獎懲經核定，即行公布並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第二十二條  學生行為之懲罰，除依照本規定所列標準處理外，得審酌學生之年齡、年級、

平日之表現、行為之動機與目的、態度與手段，及行為結果之影響等情況，作

為加重或減輕之依據。 

第二十三條  學生獎懲案件，經規定程序處理完畢即告結案，惟經申訴獲得確認或事後發現

新的證據事實資料，而於承辦過程中未能適時取得者，得重新簽辦處理。 

第二十四條  學生觸犯校規，在學校未發覺其犯有本辦法之懲罰行為前，即主動向學務處自

首者，得減輕其處分。 

第二十五條  學生對於學校之獎懲處分，認有違法或不當並損及其個人權益者，得依本校學

生申訴處理辦法之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  學生在校期間，所受獎懲，功過得以相抵，但不能取消記錄；惟依本校「學生

銷過實施要點」或「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學生改過銷過實施要點」辦理者除

外，要點另訂之。 

定期察看、定期停學、退學或開除學籍者，概不因以前曾受獎勵，要求折抵減 

免。 

第二十七條  學生之獎懲於每學期終了，按規定在其操行成績中予以加減。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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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 提案單 
 

編 號 4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 由 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本組織規程修正重點如下： 

一、舞蹈學院舞蹈研究所增設博士班、文化資源學院增設文化資產

與藝術創新博士班，及該學院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增設碩士

在職專班，組織規程相關條文文字配合修正。(第 4條) 

二、本校委員會任務編組，增設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第 29條第 1

項第 16款) 
三、檢附「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暨修正條文對照表各

1份。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送教育部核定後，溯自 102年 8月 1

日生效。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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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四條     本校設下列各學院及通識 

 教育委員會︰ 

一、 音樂學院 

 、 

   、 

   、 

            四、舞蹈學院 

(一)舞蹈學系(含七

年一貫班) 

(二)舞蹈研究所(含

碩士班、博士班，

碩士班分組為表

演創作組、理論

組) 

                  、 

                  、 

                  、 

六、文化資源學院 

(一)建築與文化資產研

究所 

   、 

   、 

   、 

(四)藝術與人文教育研

究所(含教師在職

進修碩士學位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五)文創產業國際藝術

碩士學位學程 

(六)文化資產與藝術創

新博士班           

第四條     本校設下列各學院及通識 

 教育委員會︰ 

        一、音樂學院 

 、 

   、 

   、 

            四、舞蹈學院 

(一)舞蹈學系(含七

年一貫班) 

(二)舞蹈研究所(碩

士班分組為表

演創作組、理論

組) 

                  、 

                  、 

                  、 

六、文化資源學院 

(一)建築與文化資產

研究所 

   、 

   、 

   、 

(四)藝術與人文教育

研究所(含教師在

職進修碩士學位

班) 

(五)文創產業國際藝

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教育部 101 年

6月 15日臺高

( 一 ) 字 第

1010103484D

號函同意本校

102 學年度設

立舞蹈研究所

舞蹈博士班。 

二、教育部 102 年

5月 22日臺教

高 (四 )字第

1020061858N

號函同意本校

103 學年度設

立藝術與人文

教育研究所碩

士在職專班。 

三、教育部 102 年

6月 18日臺教

高 (四 )字第

1020091300L

號函同意本校

103 學年度設

立文化資源學

院文化資產與

藝術創新博士

班。 

四、據上，爰配合

增訂本條相關

文字。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 

               、 

               、 

       十六、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 

               、 

               、 

               、 

          

本校為協助身心障

礙學生學習及生活

適應，爰增設特殊

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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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教育部 94年 7月 29日台高（二）字第 0940104318號函核定 
教育部 95年 3月 7日台高（二）字第 0950028978號函核定 
教育部 96年 5月 17日台高（二）字第 0960066374號函核定 
教育部 97年 1月 31日台高（二）字第 0970014811號函核定 
教育部 97年 5月 16日台高（二）字第 0970084731號函核定修正第 8條溯自 96年 8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98年 8月 6日台高（二）字第 0980134054號函核定 
教育部 98年 11月 12日台高（二）字第 0980189224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溯自 98年 8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99年 2月 25日台高（二）字第 0990021378號函核定修正第 23條溯自 99年 2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99年 5月 11日台高（二）字第 0990080220號函核定修正第 10條溯自 96年 5月 17日生效 
教育部 100年 2月 10日臺高（二）字第 0990201218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等 7條條文溯自 99年 8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100年 11月 15日臺高字第 1000206548號函核定修正第 7條等 5條條文溯自 100年 8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101年 5月 11日臺高字第 1010086728A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溯自 100年 8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101年 5月 11日臺高字第 1010086728B號函核定修正第 19條、第 28條及第 30條溯自 101年 2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101年 11月 20日臺高(三)字第 1010216035號函核定修正第 17條 
教育部 0年 0月 0日臺高(三)字第 00號函核定修正第 0條 
 

第一條    本組織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及有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定名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第三條    本校旨在我國文化傳統基礎上，本人文精神，培育藝術創作、展演及學術研究人才，

以創造藝術發展之新契機。 

第四條    本校設下列各學院及通識教育委員會： 

          一、音樂學院 

（一） 音樂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三） 音樂學研究所 

（四） 傳統音樂學系（含碩士班，碩士班分組為演奏組、理論組） 

          二、美術學院 

（一） 美術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碩士班分組為創作組、

美術史組） 

（二）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三、戲劇學院 

（一） 戲劇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三） 劇場設計學系（含碩士班） 

          四、舞蹈學院 

（一） 舞蹈學系（含七年一貫制） 

（二） 舞蹈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班分組為表演創作組、理論組） 

五、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電影創作學系（含碩士班） 

（二） 新媒體藝術學系（含碩士班） 

（三） 動畫學系 

六、文化資源學院 

（一）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二）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三） 博物館研究所 

（四）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含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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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七、通識教育委員會 

（一） 共同學科 

（二） 師資培育中心 

（三） 體育室 

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得設學位學程、學分學程。 

系所、學位學程之增設或變更，及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五條至第二十八條 (略)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 

二、課程委員會 

三、職員甄審委員會 

四、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會 

五、經費稽核委員會 

六、衛生保健委員會 

七、展演藝術委員會 

八、計算機指導委員會 

九、學術出版委員會 

十、圖書館諮詢委員會 

十一、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 

十二、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十三、美術館館務委員會 

十四、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十五、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十六、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必要時得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其組織規程或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條至第三十四條 (略)   

 

第三十五條    本校學生對於個人所受懲處不服時，或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

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時，可向學校提出申訴。 

為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學校應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由教師、學生代表及

專業人士組成，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十六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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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5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 由 
本校「職員甄審委員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

議。 

說 明 

本案修正重點及修正理由如下: 

(一) 修正本校職員甄審委員會組織，原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人事室主任、票選職員代表二人、並由校長就本校兼行政職務

教師或職員中指定一人組成之，並以教務長為主席；修正為由

校長指定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等人

為委員，票選職員代表二人組成之，並以副校長為主席。(第

2條) 

(二) 修正理由: 

1、本校副校長、教務長職務，分別由不同人員擔任，為使甄

審委員會組織更為完備，爰增訂副校長為職員甄審委員會

委員。 

2、全國各機關學校多數由副首長擔任職員甄審委員會主席，

爰修正現行規定，以副校長擔任職員甄審委員會主席。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據以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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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職員甄審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七人，由校

長指定副校長、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

人事室主任等人為委

員，票選職員代表二

人，並以副校長為主

席；委員之任期一年，

期滿得連任。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七人，由教

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人事室主任、票選

職員代表二人、並由校

長就本校兼行政職務

教師或職員中指定一

人組成之，以教務長為

主席；委員之任期一

年，期滿得連任。 

一、本校副校長、教務長

職務，分別由不同人

員擔任，為使甄審委

員會組織更為完備，

爰增訂副校長為職員

甄審委員會委員。 

二、全國各機關學校多數

由副首長擔任職員甄

審委員會主席，爰修

正現行規定，以副校

長擔任職員甄審委員

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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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職員甄審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本校 91年 1 月 22日 90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本校 98年 10月 20 日 98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二條 

本校 0年 0月 0 日 0學年度第 0學期第 0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0條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職員(除會計人員、人事人員另依其系統

辦理外)之遴用、陞遷，依公務人員陞遷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法規，設置「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職員甄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職員

甄審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七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等

人為委員，票選職員代表二人，並以副校長為主席；委員之任期一年，期滿得連

任。 

第三條  本會訂定職員陞遷序列表及陞任評分標準表，並審議職員遴用、陞遷案件。 

第四條  本會審議職員遴用、陞遷案件，除申請分發考試及格人員外，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陞任候選人員資績評分之審查。 

二、遷調候選人員資格條件之審查。 

三、面試及測驗方式之決定。 

四、陞任候選人員名次之排定。 

五、遷調候選人員遴用順序之排定。 

六、校長交議事項之研議。 

七、 其他有關陞遷甄審事項。 

第五條  本會不定期由主席召集開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

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方得決議。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說明或備詢，開會時並應作詳細紀錄，以備查

考。 

第六條  本會審議結果，校長得退回再議或逕予裁決。     

第七條  本校職員遴用陞遷甄審作業要點，由本會依照有關法令規定擬 訂，經行政會議通

過後發布實施。 

第八條  駐衛警察人員之遴用及陞遷，由總務處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

法」、「公務人員陞遷法」、「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之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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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6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 由 
本校「校務基金工作津貼支給要點」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

議。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2 年 4 月 26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20057260F 號函

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增列「比照教師

之專業技術人員、研究人員」為適用對象，爰配合修訂上開要

點。 

二、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列「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研究人員」為適用對象。(第

三點)  

(二)因應本校法制作業用語，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第五點) 

三、檢附「校務基金工作津貼支給要點」修正草案暨修正條文對照

表各 1份。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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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務基金工作津貼支給要點 

第三點、第五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依本要點支應之工作津貼支給

經費總額，與編制內教師、比

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研究

人員本薪 (年功薪)、加給以外

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總

額，以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

及學雜費收入之百分之五十為

上限，其動支應依程序事先簽

陳校長同意後辦理。 

三、依本要點支應之工作津貼支給

經費總額，與編制內教師本薪 

(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

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總額，以年

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及學雜費

收入之百分之五十為上限，其

動支應依程序事先簽陳校長同

意後辦理。 

依教育部 102年 4月 26

日臺教高 (三 )字第

1020057260F 號函修正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爰

配合修訂本要點。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

行，修改時亦同。 

因應本校法制作業用

語，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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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務基金工作津貼支給要點修正草案 

96年 1月 2日 95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年○年○日○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為提升校內行政績效，鼓勵現有人力發揮最大行政效能，特訂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

務基金工作津貼支給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工作津貼由本校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10條但書規定捐贈收入、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第 7 條之 1 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等

自籌收入支應。 

三、依本要點支應之工作津貼支給經費總額，與編制內教師、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研

究人員本薪 (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總額，以年度校務基金自籌

經費及學雜費收入之百分之五十為上限，其動支應依程序事先簽陳校長同意後辦理。 

四、工作津貼依下表之標準支給：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職務內容 工作津貼 支給資格 

執行五項自

籌收入、全校

整合性業務 

16660元 

執行全校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

條例」第 10條但書規定捐贈收入、場地設

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

入及第 7 條之 1 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等五

項自籌收入、全校整合性業務之專任教

師、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 

執行處理跨

校教學、協助

實習、研究工

作 

教授、研究員、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25700元 

執行處理跨校教學、協助實習、研究工作

之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 
副教授、副研究員、副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16660元 

其他等級人員 11400元 

執行需專門

技術之整合

性工作 

副教授、副研究員、副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以上人員 

8440元 執行需專門技術之整合性工作之專任教

師、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 

其他等級人員 65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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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7 提案性質 法規修訂 提案單位 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本校「自我評鑑辦法」及「102 年系所評鑑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計畫」

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校 102 年 7 月 30 日陳報教育部審查認定之 102 年系所自辦

外部評鑑機制修正計畫書，教育部已於 9 月 12 日及 10 月 11
日分別提出初審意見及審查意見，並函示本校於 11 月 30 日

前提報修正計畫書報部確認。 
二、由於教育部所提相關審查意見中，有多項涉及本校自我評鑑

法規，爰擬修訂本校自我評鑑辦法，並擬修訂本校 102 年系所

評鑑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計畫名稱為「系所自我評鑑作業實施

要點」併修訂要點內容。 
三、本案業經 102 年 10 月 23 日召開之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四、檢附自我評鑑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自我評鑑辦法修正

草案、102 年系所評鑑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計畫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及系所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各乙份如附件。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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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自我評鑑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之評鑑

類別如下： 

一、校務評鑑：對本校教

務、學生事務、研究發

展、總務、圖書、資訊、

人事及會計等事務進

行整體性之評鑑，並確

保持續改善之進行。 

二、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

鑑：對本校院系所及學

程之課程設計、教師教

學、學生學習、專業表

現、圖儀設備、行政管

理及辦理成效等項目

進行之評鑑，並確保持

續改善之進行。 

三、學門評鑑：對本校於特

定領域之院系所或學

程，就研究、教學及服

務成效進行之評鑑，並

確保持續改善之進行。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之評鑑

類別如下： 

一、校務評鑑：對本校教

務、學生事務、研究發

展、總務、圖書、資訊、

人事及會計等事務進

行整體性之評鑑。 

二、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

鑑：對本校院系所及學

程之課程設計、教師教

學、學生學習、專業表

現、圖儀設備、行政管

理及辦理成效等項目

進行之評鑑。 

三、學門評鑑：對本校於特

定領域之院系所或學

程，就研究、教學及服

務成效進行之評鑑。 

本條因應教育部 102 年 9 月

12 日函送初審意見表中「2

評鑑項目：1.建議於評鑑辦

法第 2 條之各類評鑑中，增

列『持續改善』項目。」之

審查意見修訂。 

第三條 為辦理自我評鑑工

作，本校成立「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指導全校自我

評鑑相關事宜。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委員由校內外學

者專家 5至 7位組成，並由

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校外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

以上。 
為執行自我評鑑工

作，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下

依各評鑑類別需要，另成立

校級、院級或系級自我評鑑

執行委員會。委員會組成成

員及工作內容，於各該類別

評鑑作業實施要點另定之。 
各類別評鑑作業實施

要點，應提報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第三條 為辦理自我評鑑工

作，本校成立「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指導全校自我

評鑑相關事宜。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委員由校內外學

者專家 5至 7位組成，並由

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校外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

以上。 
為執行自我評鑑工

作，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下

依各評鑑類別需要，另成立

校級、院級或系級自我評鑑

執行委員會。委員會組成成

員及工作內容，於各該類別

評鑑年度實施計畫中另訂。 

本條第二項、第三項因應教

育部 102 年 10 月 11 日函送

審查意見表中「1.『自我評

鑑辦法』是唯一通過校務會

議之法源依據，…，但內容

仍不完善，例如自我評鑑委

員之聘任程序、自評指導委

員會之組成、委員遴聘條件

及任期，…均宜列入該辦法

並經校務會議通過，以取得

法源依據…。」之審查意見

修訂、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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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自我評鑑之實施程

序如下： 

一、規劃準備階段： 
… 
三、實地訪評階段： 
（一）聘請校外委員辦理

實地訪評。 
（二）評鑑結果及意見送

交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審議。 
… 

第五條  自我評鑑之實施程

序如下： 

一、規劃準備階段： 

… 

三、實地訪評階段： 

 (一)聘請校外委員辦理

實地訪評。 

 (二)修正及強化自我評

鑑報告。 

… 

本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因

應實際實施程序修訂。 

第六條  實地訪評遴聘之委

員由校外學者專家 4-9 人

組成，並須符合具有高等教

育行政、藝術領域教學研究

或實務經驗的資深教師；或

具教育評鑑專業的學者專

家；或對藝術大學事務熟稔

的業界代表之資格。委員聘

任程序及聘期，應於各類別

評鑑作業實施要點明定

之。另委員之遴聘應遵守利

益迴避原則。 

… 

第六條  實地訪評遴聘之委

員由校外學者專家 4-9 人

組成，並須符合具有高等教

育行政、藝術領域教學研究

或實務經驗的資深教師；或

具教育評鑑專業的學者專

家；或對藝術大學事務熟稔

的業界代表之資格。委員之

遴聘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 

本條第一項因應教育部102

年10月11日函送審查意見表

中「1.『自我評鑑辦法』…，

但內容仍不完善，例如自我

評鑑委員之聘任程序、…、

委員遴聘條件及任期，…均

宜列入該辦法…。」之審查

意見修訂。 

第八條   受評單位對於評鑑

結果，如認為訪評過程違反

程序或訪評報告有不符事

實者，得於接獲評鑑結果通

知後 10 日內，提出具體事

實及理由，向自我評鑑指導

委員會提出申復申請，申復

以一次為限。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教育部 102 年 9 月

12 日函送初審意見表

中「4.自我評鑑流程：

3.學校有關申復機制之

規劃為何？宜請說明。」

及「7.改進機制：2.受

評單位對評鑑結果是否

可申復？程序如何？」

之審查意見增訂本條。 

第九條   評鑑結果之呈現方

式應明訂於各該類別評鑑

作業實施要點中。評鑑結果

應於學校網站公布，並送受

評單位作為改進、追蹤評鑑

或再評鑑之依據。 
各受評單位應針對評

鑑結果進行自我改善作

業，半年內將改善執行情形

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審查，並由校務研究發展委

第八條  評鑑結果之呈現方

式應明訂於各該類別評鑑

年度實施計畫中。評鑑結果

應於學校網站公布，並送受

評單位作為改進之依據。 
各受評單位應針對評

鑑結果進行自我改善作

業，半年內將改善執行情形

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審查，並由自我評鑑執行委

員會負責追蹤管考。 

一、條次變更。 

二、本條第一項配合各類別

評鑑實施要點名稱修

正，及因應教育部 102

年 10 月 11 日函送審查

意見表中「10.宜建立

『追蹤評鑑』與『再評

鑑』之機制，…。」之

審查意見修訂。第二項

因 應 審 查 意 見 表 中

「5.…。評鑑結果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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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負責追蹤管考。 
… 

… 續改善，如何與學校之

中 長 程 計 畫 相 結

合? …。」之審查意見

修訂。 

第十條  各評鑑所需經費，由

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第九條  各評鑑所需經費，由

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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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自我評鑑辦法修正草案 

99年 6月 15日本校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年 10月 30日本校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4日本校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月○日本校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辦學績效及建立自我改善機制，特依據

大學法第五條訂定本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之評鑑類別如下： 

一、校務評鑑：對本校教務、學生事務、研究發展、總務、圖書、資訊、人事及會

計等事務進行整體性之評鑑，並確保持續改善之進行。 

二、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對本校院系所及學程之課程設計、教師教學、學生學

習、專業表現、圖儀設備、行政管理及辦理成效等項目進行之評鑑，並確保持

續改善之進行。 

三、學門評鑑：對本校於特定領域之院系所或學程，就研究、教學及服務成效進行

之評鑑，並確保持續改善之進行。 

第三條   為辦理自我評鑑工作，本校成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指導全校自我評鑑相關

事宜。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委員由校內外學者專家 5至 7位組成，並由校長擔任主

任委員。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下依各評鑑類別需要，另成立校級、院級或系級自我評鑑執行

委員會。委員會組成成員及工作內容，於前條所列各該類別評鑑作業實施要點另定

之。 

各類別作業評鑑實施要點，應提報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四條   自我評鑑工作以每 3至 5年辦理一次為原則，但得配合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相關評

鑑時程進行調整。 

第五條   自我評鑑之實施程序如下： 

一、規劃準備階段： 

（一）辦理評鑑說明及共識會議。 

（二）成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及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三）籌劃自我評鑑相關事宜。 

（四）辦理自我評鑑研習。 

二、內部檢視階段： 

（一）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二）辦理自我檢視及改善事項。 

（三）蒐集評鑑相關資料，撰寫自我評鑑報告。 

三、實地訪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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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聘請校外委員辦理實地訪評。 

（二）評鑑結果及意見送交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四、永續發展階段： 

（一）完成自我改善。 

（二）後續追蹤規劃。 

第六條   實地訪評遴聘之委員由校外學者專家 4-9人組成，並須符合具有高等教育行政、藝

術文化領域教學研究或實務經驗的資深教師；或具教育評鑑專業的學者專家；或對

藝術大學事務熟稔的業界代表之資格。委員聘任程序及聘期，應於各類別評鑑作業

實施要點明定之。另委員之遴聘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評鑑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委員： 

一、過去五年曾在受評單位擔任專任職務者。 

二、過去五年內曾申請受評單位專任職務者。 

三、最高學歷為受評單位畢（結）業且未滿十年者。 

四、其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受評單位教職員工生者。 

五、擔任受評單位有給或無給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六、過去五年內與受評單位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來者。 

第七條   本校參與自我評鑑之校內人員應參與評鑑相關課程與研習。 

第八條   受評單位對於評鑑結果，如認為訪評過程違反程序或訪評報告有不符事實者，得於

接獲評鑑結果通知後 10 日內，提出具體事實及理由，向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提出

申復申請，申復以一次為限。 

第九條   評鑑結果之呈現方式應明訂於各該類別評鑑作業實施要點中。評鑑結果應於學校網

站公布，並送受評單位作為改進、追蹤評鑑或再評鑑之依據。 
各受評單位應針對評鑑結果進行自我改善作業，半年內將改善執行情形提送自我評

鑑指導委員會審查，並由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負責追蹤管考。 

評鑑結果得作為資源分配、規劃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各單位增設、調整、變更、

合併、停辦之參考。 

第十條   各評鑑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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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年系所評鑑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計畫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系所自我

評鑑作業實施要點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02 年系所

評鑑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計畫 

本要點係依據本校自我評鑑 

辦法訂定之校內業務運作處

理方式，性質屬行政規則，

爰修正法規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一、依據 
(一)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

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

查作業原則。 
(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自

我評鑑辦法第三條第

二項。 

一、依據 
(一)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

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

查作業原則。 
(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自

我評鑑辦法。 

第二款作文字修正，使法源

依據更明確。 

四、評鑑項目 
本要點所定之自我評鑑

包含下列五個項目，下轄

共通性內容： 
(一)教育目標與特色：內

容包括受評單位發展

願景、設立的教育目

標、學生應具備的基

本素養與核心能力，

及教學與發展上的特

色。… 

四、評鑑項目 
本項自我評鑑包含下列

五個項目，下轄共通性內

容： 
(一) 教育目標與特色：內

容包括受評單位發展

願景、設立的教育目

標、學生應具備的基

本素養與核心能力，

及教學與發展上的特

色。 
… 

第一項酌修文字。 

五、評鑑組織架構及任務 
本校為統籌規劃、督導

各受評單位辦理自我評

鑑工作，應設立校級「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各

受評單位應設立「自我

評鑑執行委員會」及「自

我評鑑工作小組」。各組

織人員組成及任務如

下： 

五、評鑑組織架構及任務 
本校為統籌規劃、督導

各受評單位辦理自我評

鑑工作，應設立校級「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各

受評單位應設立「自我

評鑑執行委員會」及「自

我評鑑工作小組」。各組

織人員組成及任務如

下： 

本點因應教育部 102 年 10

月 11 日函送審查意見表中

「1.…例如自我評鑑委員之

聘任程序、自評指導委員會

之組成、委員遴聘條件及任

期 ， … 均 宜 列 入 該 辦

法…。」、「3.自評執行委員

會…未明訂人數或比例」及

「10.宜建立『追蹤評鑑』與

『再評鑑』之機制」之審查 

(一)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以下簡稱自評指導

委員會）：由校長、副

校長及校外專家委

員，共 5-7 人組成，

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

(一)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以下簡稱自評指導

委員會）：由校長、副

校長及校外專家委

員，共 5-7 人組成，校

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意見修訂及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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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五分之三以上。委

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

委員，由研發長擔任

執行秘書，負責執行

委員會各項決議事

項，必要時得邀請校

內主管列席。委員聘

期以 2 任為原則，1
任為一次評鑑週期。

委員會主要任務如

下： 
1.統合並指導本校各

受評單位自我評鑑

規劃與執行作業。 
2.審議各受評單位自

我評鑑委員名單、自

我評鑑(含追蹤評鑑

與再評鑑)結果、申

復案件與自我改善

執行情形。 

(二)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以下簡稱自評執行

委員會）：由受評單位

主管擔任召集人，成

員 5-7 人。委員會成

員除包括受評單位人

員外，應納入校外委

員至少 1 人。委員聘

期以 2 任為原則，1
任為一次評鑑週期。

委員會任務如下： 
1.規劃受評單位自我

評鑑(含追蹤評鑑與

再評鑑)整體作業。 
2.依評鑑標準成立各

工作小組。 
3.審議自我評鑑報告

內容，並提供改善意

見。 
4.提供自我評鑑委員

建議名單。 
5.提供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自我評鑑相關

資源。 
6.協調自我評鑑工作

五分之三以上。委員

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

員，由研發長擔任執

行秘書，負責執行委

員會各項決議事項，

必要時得邀請校內主

管列席。委員會主要

任務如下： 
1.統合並指導本校各

受評單位自我評鑑

規劃與執行作業。 
2.審議各受評單位自

我評鑑結果與自我

改善執行情形。 

(二)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以下簡稱自評執行

委員會）：由受評單位

主管擔任召集人，成

員 5-7 人。委員會成員

除包括受評單位人員

外，並應納入校外學

者專家。委員會任務

如下： 
1.規劃受評單位自我

評鑑整體作業。 
2.依評鑑標準成立各

工作小組。 
3.審議自我評鑑報告

內容，並提供自我改

善意見。 
4.提供自我評鑑委員

建議名單。 
5.提供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自我評鑑相關

資源。 
6.協調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溝通合作事宜。 
7.針對受評單位評鑑

結果的自我改善作

業進行追蹤管考。 

(三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以下簡稱自評工作

小組）：由受評單位自

評執行委員會就自我

評鑑項目成立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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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溝通合作事宜。 
7.針對受評單位評鑑

結果的自我改善作

業提供建議。 

(三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以下簡稱自評工作

小組）：由受評單位自

評執行委員會就自我

評鑑項目成立各工作

小組，進行任務分

工。工作小組任務如

下： 
1.執行自我評鑑(含追

蹤評鑑與再評鑑)相

關工作。 
2.依時程撰寫並提交

自我評鑑報告。 
3.依評鑑結果辦理自

我改善事項。 

小組，進行任務分

工。工作小組任務如

下： 
1.執行自我評鑑相關

工作。 
2.依時程撰寫並提交

自我評鑑報告。 
3.依自評執行委員會

決議辦理自我改善

事項。 

六、自我評鑑委員組成與遴聘 
(一)為辦理自我評鑑實地

訪評，提供並撰寫訪

評結果與建議，本校

遴聘校外具有高等教

育行政、藝術文化領

域教學研究或實務經

驗的資深教師；或具

教育評鑑專業的學者

專家；或對藝術大學

事務熟稔的業界代表

擔任自我評鑑委員

（以下簡稱自評委

員），針對受評單位進

行實地訪評。 

(二)每一受評單位之自評

委員人數以4-9 人為

原則。委員人選除由

受評單位提供建議名

單外，學院亦得提出

建議。委員名單經送

自評指導委員會審議

通過，並陳請校長核

定後聘任。委員聘期

以 2 任為原則，1 任為

一次評鑑週期。委員

六、自我評鑑委員遴聘 
為辦理自我評鑑實地訪

評，提供並撰寫訪評結果

與建議，受評單位應提供

自我評鑑委員（以下簡稱

自評委員）建議名單，送

本校核聘後，遴聘校外具

有高等教育行政、藝術文

化領域教學研究或實務

經驗的資深教師；或具教

育評鑑專業的學者專

家；或對藝術大學事務熟

稔的業界代表組成，成員

4-9 人。委員之遴聘應遵

守利益迴避原則。 

本點因應教育部 102 年 10

月 11 日函送審查意見表中

「1.…例如自我評鑑委員之

聘任程序、…、委員遴聘條

件及任期，…均宜列入該辦

法…。」及「3.…。自我評

鑑委員名單建議宜送指導委

員會通過，…。另自評委員

目前由受評單位建議，宜考

慮院及校級也可建議適當名

單，…」之審查意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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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遴聘應遵守利益迴

避原則。 

九、評鑑結果呈現與公布 
本校評鑑結果採認可

制，評鑑結果分為「通

過」、「有條件通過」及

「未通過」三種認可結

果。評鑑結果認定之標

準，由自評委員根據受評

單位在各評鑑項目之整

體實際表現，綜合系所自

我評鑑報告與實地訪評

結果，提出認可結果之建

議，作成評鑑結果意見

書。評鑑結果意見書應於

實地訪評結束時提出，並

應送交自評指導委員會

審議。 
評鑑結果應於學校及受

評單位網站公布，並做為

受評單位持續改進依據。 

九、評鑑結果呈現與公布 
本校評鑑結果採認可

制，評鑑結果分為「通

過」、「有條件通過」及

「未通過」三種認可結

果。評鑑結果認定之標

準，由自評委員根據受評

單位在各評鑑項目之整

體實際表現，綜合系所自

我評鑑報告與實地訪評

結果，提出認可結果之建

議。受評單位應於實地訪

評結束後一個月內，將完

整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含訪評意見及回應說

明）送交自評指導委員

會。自評指導委員會確認

無誤後應於學校網站公

布評鑑結果，並做為受評

單位持續改進依據。 

第一項配合實際作業酌修文

字。第二項因應教育部 102

年 2 月 6 日函送審查意見表

中「12.…，並將評鑑結果於

各系所網頁公布，…。」之

審查意見修訂。 

十、申復機制 
受評單位對於評鑑結

果，如認為訪評過程違反

程序或訪評報告有不符

事實者，得於接獲評鑑結

果通知後 10 日內檢附具

體事實及理由提出申復

申請。申復申請以一次為

限。 

前項所謂「違反程序」，

係指評鑑過程違反程

序，致生不利於申復單位

之評鑑結果。所謂「不符

事實」，係指評鑑結果所

依據之數據、資料或其他

內容，與申復單位接受訪

評當時之實際狀況有重

大不符，致生不利於申復

單位之評鑑結果；但其不

符係因訪評當時申復單

位提供之資料欠缺或錯

誤所致者，不得以「不符

事實」作為申復理由。 

 一、本點新增。 

二、因應教育部 102 年 9 月

12 日函送初審意見表

中「4.自我評鑑流程：

3.學校有關申復機制之

規 劃 為 何 ？ 宜 請 說

明。」、「7.改進機制：

2.受評單位對評鑑結果

是否可申復？程序如

何？」，及 102 年 10 月

11 日函送審查意見表

中「7.申復之要件為

何，宜請敘明。另學校

宜再思考處理申復之評

鑑會議必須於 15 日內

召開並做成決議之可行

性」之審查意見增訂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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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指導委員會應自收

到申復申請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召開申復評議會

議，並做成評議決定。 

十一、自我改善機制 
各受評單位應針對評鑑

結果進行自我改善作

業，並於半年內將改善

執行情形提送自評指導

委員會審查。自我評鑑

整體流程如下圖所示： 

 

十、自我改善機制 
各受評單位應針對評鑑

結果進行自我改善作

業，並於半年內將改善

執行情形提送自評指導

委員會審查。自我評鑑

整體流程如下圖所示： 

 

點次變更。 

十二、追蹤評鑑與再評鑑 
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

過」或「未通過」之受

評單位，應於自我改善

期間結束後六個月

內，分別辦理追蹤評鑑

或再評鑑實地訪評作

業。追蹤評鑑之實地訪

評作業以一天為原

則，再評鑑之實地訪評

作業以二天為原則。其

實施方式，與前次評鑑

相同。自評委員人選，

除確有特殊原因得依

本要點第六點規定另

聘外，全數由前次委員

擔任。 

「有條件通過」之受評

單位，於辦理追蹤評鑑

時，應針對評鑑結果所

列改善事項撰寫評鑑

追蹤管考表；「未通過」

之受評單位，於辦理再

評鑑時，應針對所有評

鑑項目重新撰寫自我

評鑑報告書。 

 一、本點新增。 

二、因應教育部 102 年 10

月 11 日函送審查意見

表中「10.宜建立『追蹤

評鑑』與『再評鑑』之

機制，…。」之審查意

見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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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結

果分為「通過」及「未

通過」二種認可結果。

評鑑結果之自我改善

作業，依本要點第十一

點規定辦理。受評單位

對於評鑑結果，如認為

訪評過程違反程序或

訪評報告有不符事實

者，得依本要點第十點

規定提出申復。 

十三、評鑑結果應用  
本校得依據自我評鑑

結果及後續改善情形

作為調整各單位資源

經費分配、規劃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及各單

位增設、調整、變更、

合併、停辦的參考。 

十一、評鑑結果應用  
本校得依據自我評鑑

結果及後續改善情形

作為調整各單位資源

經費分配、規劃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及各單

位增設、調整、變更、

合併、停辦的參考。 

點次變更。 

十四、自我評鑑研習 
為協助本校各系所參

與自我評鑑作業相關

人員順利辦理評鑑工

作，本校除規劃安排相

關研習課程外，各系所

亦得視需要自行辦

理，或選派人員參加相

關研習或訓練。 

十二、自我評鑑研習 
為協助本校各系所參

與自我評鑑作業相關

人員順利辦理評鑑工

作，本校除規劃安排相

關研習課程外，各系所

亦得視需要自行辦

理，或選派人員參加相

關研習或訓練。 

點次變更。 

十五、作業時程 
為利系所自我評鑑作

業之進行，各受評單位

應依本校所定年度評

鑑作業時程辦理評鑑

相關工作。各年度評鑑

作業時程於提報行政

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

實施。 

十三、作業時程 
本校辦理系所評鑑自

我評鑑作業各項重要

工作時程如下： 
(表 略) 

一、點次變更。 

二、本點文字配合法規名稱

之修正予以修訂。 

十六、經費 
辦理本項評鑑各相關

工作所需經費，由學校

相關預算支應。 

十四、經費 
辦理本項評鑑各相關

工作所需經費，由學校

相關預算支應。 

點次變更。 

十七、本校各受評單位應依本

實施要點訂定自我評鑑

作業計畫。 

十五、本校各受評單位應依本

實施計畫訂定自我評鑑

作業計畫。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法規名稱修正酌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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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公告實施，修正時亦

同。 

十六、本計畫經校務研究發展

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修正時亦同。 

一、點次變更。 

二、因應教育部 102 年 10

月 11 日函送審查意見

表中「1.…例如自我評

鑑委員之聘任程序、自

評指導委員會之組成、

委員遴聘條件及任期，

以及評鑑結果之呈現及

公布均宜列入該辦法並

經校務會議通過，以取

得法源依據…。」之審

查意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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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系所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101 年 9 月 12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通過 

101 年 10 月 25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 年 1 月 17 日本校 102 年系所自我評鑑指導委會第 1 次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月○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作業原則。 

(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自我評鑑辦法第三條第二項。 

二、評鑑目的 

(一)協助各系所與教學單位提升教學品質。 

(二)促進各系所發展辦學特色。 

(三)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並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四)協助各系所建立持續自我改善機制。 

三、評鑑對象 

本校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共同學科（以下簡稱受評單位）。 

四、評鑑項目 

本要點所定之自我評鑑包含下列五個項目，下轄共通性內容： 

(一) 教育目標與特色：內容包括受評單位發展願景、設立的教育目標、學生應具備的基

本素養與核心能力，及教學與發展上的特色。 

(二) 課程與教學：內容包括受評單位根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所擬訂的課程規劃與設

計、課程地圖的建置、教學評鑑機制的運作、教師教學投入與具體事蹟、教師自編

講義、教學輔助工具的編製、受評單位課程與教學實施特色。 

(三) 學習資源與學習成效：包括受評單位提供的教學與學習資源、教學與行政的空間及

軟硬體設施、學生學習輔導、課外學習活動輔導、生活輔導與生涯輔導等學生輔導

機制、學生學習評量機制、教師確保學生符合所要培養核心能力的做法、學生專業

表現及研究能力、指導教授或主修老師負擔與學生指導、畢業生在社會上的表現、

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的落實、蒐集畢業生或利害關係人意見做為品質改善情形。 

(四) 師資與專業表現：內容包括專兼任教師結構、數量與流動情形、教師專業符合受評

單位定位、學生學習需求、專兼任教師專業表現（展演、創作、評論、研究）、專任

教師校內外服務表現、教師評鑑結果及後續追蹤、受評單位協助教師提升教學與專

業知能的作法與實施情形。 

(五) 行政運作與改善機制：內容包括受評單位行政組織運作與會議召開情形、經費及運

用情形、與外部連結情形、自我改善機制。 

各受評鑑單位應依前述評鑑項目及共通性內容進行自我評鑑。惟如有特定需求或獨特運

作模式，得視實際狀況彈性調整與增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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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鑑組織架構及任務 

本校為統籌規劃、督導各受評單位辦理自我評鑑工作，應設立校級「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各受評單位應設立「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及「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各組織人員

組成及任務如下： 

(一)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自評指導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及校外專家委員，

共 5-7 人組成，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

由研發長擔任執行秘書，負責執行委員會各項決議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校內主管列

席。委員聘期以 2 任為原則，1 任為一次評鑑週期。委員會主要任務如下： 

1.統合並指導本校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規劃與執行作業。 

2.審議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委員名單、自我評鑑(含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結果、申復案

件與自我改善執行情形。 

(二) 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自評執行委員會）：由受評單位主管擔任召集人，成

員 5-7 人。委員會成員除包括受評單位人員外，應納入校外委員至少 1 人。委員聘

期以 2 任為原則，1 任為一次評鑑週期。委員會任務如下： 

1.規劃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含追蹤評鑑與再評鑑)整體作業。 

2.依評鑑標準成立各工作小組。 

3.審議自我評鑑報告內容，並提供改善意見。 

4.提供自我評鑑委員建議名單。 

5.提供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自我評鑑相關資源。 

6.協調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溝通合作事宜。 

7.針對受評單位評鑑結果的自我改善作業提供建議。 

(三)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以下簡稱自評工作小組）：由受評單位自評執行委員會就自我評

鑑項目成立各工作小組，進行任務分工。工作小組任務如下： 

1.執行自我評鑑(含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相關工作。 

2.依時程撰寫並提交自我評鑑報告。 

3.依評鑑結果辦理自我改善事項。 

六、自我評鑑委員組成與遴聘 

(一)為辦理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提供並撰寫訪評結果與建議，本校遴聘校外具有高等教

育行政、藝術文化領域教學研究或實務經驗的資深教師；或具教育評鑑專業的學者

專家；或對藝術大學事務熟稔的業界代表擔任自我評鑑委員（以下簡稱自評委員），

針對受評單位進行實地訪評。 

(二)每一受評單位之自評委員人數以4-9 人為原則。委員人選除由受評單位提供建議名單

外，學院亦得提出建議。委員名單經送自評指導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

後聘任。委員聘期以 2 任為原則，1 任為一次評鑑週期。委員之遴聘應遵守利益迴避

原則。 

七、校內單位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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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點所列各任務編組工作外，為順利推動自我評鑑工作，本校各相關單位依業務權責

分工如下： 

(一)研究發展處：負責本校自我評鑑作業行政統籌事項、自評指導委員會行政作業事項、

自評指導委員會決議事項之執行與推動、協助受評單位自評工作小組蒐集，及提供

評鑑相關資料。 

(二)各學院（含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及各行政、研究單位：協助受評單位自評工作

小組蒐集評鑑相關資料，及提供其他相關支援。 

八、自我評鑑進行程序 

(一) 內部檢視：由自評執行委員會或自評工作小組檢視評鑑項目之內容，得採問卷調查、

晤談、測驗、文件分析、電話訪談等方式蒐集參考資料，以利進行評鑑相關工作。 

(二) 實地訪評：自評委員訪評實施方式包括聽取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教學

設施檢視、座（晤）談、教學現場訪視等。 

九、評鑑結果呈現與公布 

本校評鑑結果採認可制，評鑑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種認

可結果。評鑑結果認定之標準，由自評委員根據受評單位在各評鑑項目之整體實際表

現，綜合系所自我評鑑報告與實地訪評結果，提出認可結果之建議，作成評鑑結果意見

書。評鑑結果意見書應於實地訪評結束時提出，並應送交自評指導委員會審議。 

評鑑結果應於學校及受評單位網站公布，並做為受評單位持續改進之依據。 

十、申復機制 

受評單位對於評鑑結果，如認為訪評過程違反程序或訪評報告有不符事實者，得於接獲

評鑑結果通知後 10 日內檢附具體事實及理由提出申復申請。申復申請以一次為限。 

前項所謂「違反程序」，係指評鑑過程違反程序，致生不利於申復單位之評鑑結果。所

謂「不符事實」，係指評鑑結果所依據之數據、資料或其他內容，與申復單位接受訪評

當時之實際狀況有重大不符，致生不利於申復單位之評鑑結果；但其不符係因訪評當時

申復單位提供之資料欠缺或錯誤所致者，不得以「不符事實」作為申復理由。 

自評指導委員會應自收到申復申請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召開申復評議會議，並做成評議

決定。 

十一、自我改善機制 

各受評單位應針對評鑑結果進行自我改善作業，並於半年內將改善執行情形提送自評指

導委員會審查。自我評鑑整體流程如下圖所示： 

22-16



 

十二、追蹤評鑑與再評鑑 
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之受評單位，應於自我改善期間結束後六個月

內，分別辦理追蹤評鑑或再評鑑實地訪評作業。追蹤評鑑之實地訪評作業以一天為原

則，再評鑑之實地訪評作業以二天為原則。其實施方式，與前次評鑑相同。自評委員人

選，除確有特殊原因得依本要點第六點規定另聘外，全數由前次委員擔任。 

「有條件通過」之受評單位，於辦理追蹤評鑑時，應針對評鑑結果所列改善事項撰寫評

鑑追蹤管考表；「未通過」之受評單位，於辦理再評鑑時，應針對所有評鑑項目重新撰

寫自我評鑑報告書。 

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結果分為「通過」及「未通過」二種認可結果。評鑑結果之自我改善

作業，依本要點第十一點規定辦理。受評單位對於評鑑結果，如認為訪評過程違反程序

或訪評報告有不符事實者，得依本要點第十點規定提出申復。 

十三、評鑑結果應用  
本校得依據自我評鑑結果及後續改善情形作為調整各單位資源經費分配、規劃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及各單位增設、調整、變更、合併、停辦的參考。 
十四、自我評鑑研習 

為協助本校各系所參與自我評鑑作業相關人員順利辦理評鑑工作，本校除規劃安排相

關研習課程外，各系所亦得視需要自行辦理，或選派人員參加相關研習或訓練。 
十五、作業時程 

為利系所自我評鑑作業之進行，各受評單位應依本校所定年度評鑑作業時程辦理評鑑

相關工作。各年度評鑑作業時程於提報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十六、經費 

辦理本項評鑑各相關工作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預算支應。 
十七、本校各受評單位應依本實施要點訂定自我評鑑作業計畫。 
十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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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2 年辦理系所自我評鑑作業重要工作時程表 

作業項目 完成日期 負責單位 備註說明 

統籌規劃本校 102 年系所評鑑自我評

鑑整體作業 
101.09.14 前 研發處  

發布本校 102 年系所評鑑自我評鑑作

業實施計畫 
101.09.21 前 研發處  

各受評單位完成 102 年自我評鑑作業

計畫及 101 年自我評鑑結果資料，送

研發處彙辦 
101.10.05 前 各受評單位  

本校 102 年系所評鑑自我評鑑作業相

關辦法函報教育部審查認定 
101.10.31 前 研發處  

成立本校自評指導委員會並召開第 1
次會議 

102.01.17 自評指導委員

會、研發處 
自評指導委員會視

實際時程召開會議 

教育部函復本校 102 年系所自我評鑑

機制認定申請書審查結果 
102.02.06 研發處  

各受評單位研訂適用之評鑑標準 102.04.30 各受評單位  

本校 102 年系所自辦外部評鑑機制修

正計畫書函報教育部審查認定 
102.07.31 前 研發處  

教育部函復本校 102 年系所自辦外部

評鑑機制認定申請書審查結果 
102.10.11 研發處  

本校 102 年系所自辦外部評鑑機制第

二次修正計畫書函報教育部確認 
102.11.30 前 研發處  

教育部通過認定本校 102 年系所自辦

外部評鑑機制 
102.12.30 前 研發處  

各受評單位成立自我評鑑相關組織 103.01.15 前 各受評單位 視實際時程召開會

議 

受評單位/學院提供自評委員建議名

單 
103.02.10 前 

各受評單位、 

學院 
 

自評指導委員會召開會議，審議受評

單位自評委員名單 
103.02.20 前 

自評指導委員

會、研發處  

完成自評委員聘任 103.03.10 前 研發處、人事室  

各受評單位完成自我評鑑作業及評鑑

報告撰寫 
103.04.10 前 各受評單位 

於實地訪評前完成

並交送自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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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項目 完成日期 負責單位 備註說明 

各受評單位辦理自評委員實地訪評 
103.05.01- 

05.15 
各受評單位  

自評委員評鑑結果意見書彙整完成 103.05.20 前 研發處  

自評指導委員會召開會議，審議系所

評鑑結果，並通知受評單位 
103.05.31 前 自評指導委員

會  

受評單位提出申復申請 103.06.10 前 各受評單位 視需要提出 

自評指導委員會召開申復評議會議 103.07.10 前 自評指導委員

會 
視需要召開 

申復評議結果通知申復申請單位 103.07.15 前 研發處 視需要通知 

本校系所自辦外部評鑑結果相關資料

函報教育部審查認定 
103.07.31 前 研發處 

如無申復案件，則

於 103.06.30 前將

評鑑結果函報教育

部 

各受評單位針對評鑑結果進行自我改

善作業，撰寫自我改善執行成果報告

後，提送自評指導委員會審查 
103.11.30 前 各受評單位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

會同步進行追蹤管

考 

自評指導委員會召開會議，審議系所

自我改善執行情形 
103.12.31 前 自評指導委員

會 
 

本校系所自辦外部評鑑結果自我改善

作業情形相關資料函報教育部審查認

定 
104.01.31 前 研發處  

追蹤評鑑與再評鑑實地訪評作業 104.07.31 前 研發處 

追蹤評鑑與再評鑑

實地訪評作業、評

鑑結果審議、申

復，及後續自我改

善作業視實際需要

另訂工作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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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新建學生宿舍工程需求說明及財務計畫報告 
一、宿舍新建工程空間需求 

以 102 學年住宿申請人數 1,391（不含境外學生）與可提供床數 985 床相較，尚不

足 406 床，未來若以研究生需求，並考慮到少子化，以 50%的滿足率估計可提供

200 床，如此將研究所及境外學生盡量安排至新建宿舍，原本宿舍四人房床位就

可以提供給大學部同學居住。若再建一小舍可提供 64 床，未來宿舍床位遞補率理

想化將提高提高至 85.2%及 89.5% 。預計新建宿舍各房間及人數規劃如下: 

區  分 
1 人房 2 人房 合計 

房間數 床位數 房間數 床位數 房間數 床位數 

50% 可滿足 
200 人 

80 80 60 120 140 200 

小宿舍    32 64 32 64 

可滿足 64% 
264 人 

80 80 92 184 172 264 

 
二、分年經費需求與財務籌措 

本案總工程經費預估為新台幣 2 億元，考量宿舍係自償性工程，且本校校務基金

財務拮据，提撥校務基金有其困難度，預計採取建造成本全數向銀行貸款辦理。

初期規劃、設計費將由校務基金先予墊借，自 104 年度工程款付款起，以銀行貸

款方式籌措資金並歸墊校務基金。宿舍預定 105 年完工啟用，將以住宿費收入分

期償還銀行貸款本息，並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興建學生宿舍貸款利息實施要

點修正規定」，申請教育部補助部分二分之一利息。 

(一) 學生宿舍分年經費需求 

執行年度 分年預算(元) 累計 備註 

102 0 0 行政審議，建築師遴選 

103 3,000,000 3,000,000 設計、請(建)照 

104 120,000,000 123,000,000 施工階段 

105 77,000,000 200,000,000 施工、驗收、請(使)照 

合計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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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籌措 

1. 收支分析如下：以本校 98 年完工啟用之女一舍住宿費計算方式 

 

 

 

 

 

 

 

 

 

 

 

 

 

 

 

 

2. 償債計畫 

(1) 貸款年限：預計辦理 20 年期貸款，貸款額度計 2 億元。 

(2) 償債規劃：貸款利率按本校與全國農業金庫為應 98 年學生宿舍款項

需求簽訂之貸款利率 1.566%（90 天期短票利率 0.9%+0.666%）估算，

每年償還本息約 1,172 萬 5,079 元，20 年可全數償還完畢。 

還款年度 年初 
新貸款額 

年初 
貸款餘額 

當年 
新增利息 償還本金 本息支付數 年終 

貸款餘額 
第  1  年 

(104) 200,000,000  200,000,000  3,132,000  8,593,079  11,725,079  191,406,921  

第  2  年 
(105)   191,406,921  2,997,432  8,727,646  11,725,079  182,679,275  

第  3  年 
(106)   182,679,275  2,860,757  8,864,321  11,725,079  173,814,954  

第  4  年 
(107)   173,814,954  2,721,942  9,003,137  11,725,079  164,811,817  

第  5  年 
(108)   164,811,817  2,580,953  9,144,126  11,725,079  155,667,692  

第  6  年 
(109)   155,667,692  2,437,756  9,287,323  11,725,079  146,380,369  

第  7  年 
(110)   146,380,369  2,292,317  9,432,762  11,725,079  136,947,607  

一、收入       

項目 每床收費 收入數 說明 

2 人房 46,000 8,464,000 2人房(184床)每床每學期收費23000元*2學期 

1 人房 84,000  6,720,000 1人房(80床)每床每學期收費42000元*2學期 

收入合計   15,184,000   

二、支出       

項目 每床支出 支出數 說明 

設備修繕 3,073   811,272 依舊宿舍每床設備修繕費3073元估算 

人事管理 3,115  822,472 依新增2位管理員1年成本822472元估算 

水電費 3,534  932,976 101年每人用電度數1178度*每度3元=3534元 

電話費 38.6  10,190  101年電話費44000元/1140床=38.6元 

清舍費 1,000  172,000  每間每年收費1000元估算(共172間) 

 支出合計  
 

2,748,910    

        

三、結餘數    12,43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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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年 
(111)   136,947,607  2,144,600  9,580,479  11,725,079  127,367,128  

第  9  年 
(112)   127,367,128  1,994,569  9,730,509  11,725,079  117,636,618  

第  10 年 
(113)   117,636,618  1,842,189  9,882,889  11,725,079  107,753,729  

第  11 年 
(114)   107,753,729  1,687,423  10,037,655  11,725,079  97,716,074  

第  12 年 
(115)   97,716,074  1,530,234  10,194,845  11,725,079  87,521,229  

第  13 年 
(116)   87,521,229  1,370,582  10,354,496  11,725,079  77,166,732  

第  14 年 
(117)   77,166,732  1,208,431  10,516,648  11,725,079  66,650,085  

第 15 年 
(118)   66,650,085  1,043,740  10,681,338  11,725,079  55,968,746  

第  16 年 
(119)   55,968,746  876,471  10,848,608  11,725,079  45,120,138  

第  17 年 
(120)   45,120,138  706,581  11,018,497  11,725,079  34,101,641  

第  18 年 
(121)   34,101,641  534,032  11,191,047  11,725,079  22,910,594  

第  19 年 
(122)   22,910,594  358,780  11,366,299  11,725,079  11,544,295  

第  20 年 
(123)   11,544,295  180,784  11,544,295  11,725,079  0  

合計     34,501,574  200,000,000  234,501,574    

(3) 敏感性分析：本案貸款期間長達 20 年，未來貸款利率可能變動，以

每年最大本息可償還數 1,243 萬元估算，利率於 2.167%以下時仍可維

持 20 年本息全數攤還完畢，惟高於 2.167%時將增加還款年期如下表： 

貸款利率與還款期間對照表 

貸款利率 1.566% 2.167% 3.722% 4.604% 

還款期間 20 年 20 年 25 年 30 年 

每年還款金額 11,725,079 12,429,348 12,428,980 12,428,967 

全部利息費用 34,501,574 48,586,964 110,724,505 172,869,010 

3. 申請利息補助 

本次貸款興建學生宿舍 2 億元預計全數以貸款方式興建，舉債 20 年，以

利率 1.566%估算，全部利息費用 3,450 萬 1,574 元。考量本校校務基金

財務拮据，為減輕學校財務負擔，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興建學生宿

舍貸款利息實施要點修正規定」申請教育部補助 50%。 

 

23-3



三、本案業已完成下列行政審議程序： 

    (一) 102 年 9 月 18 日校園規劃小組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討論通過。 

    (二) 102 年 9 月 24 日於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三) 102 年 10 月 1 日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討論通

過。 

    (四) 102 年 10 月 23 日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 

四、另於本日校務會議進行專案報告後，將新建宿舍構想書及財務計畫需求說明提

送教育部審議，以利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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