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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2 年 1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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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人 
 
壹、頒獎： 
一、校長致詞：略。 
二、表揚 101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三、表揚 102 年度績優職員、助教、研究人員及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四、表揚 102 年度績優駐警、技工、工友。 
 
貳、主席宣布開會。 
 
參、主席致詞： 
一、本學期即將結束，感謝各單位主管及同仁們的付出與努力，讓北藝大

在校務的推展上更往前邁進一步，期勉大家能夠對於新學年度的重要

工作儘早規劃、繼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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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法出席會議者，請儘量安排代理人與會，以促進對校務

運作的瞭解，以及訊息的掌握。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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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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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補充報告：為利提供瀏覽者正確資訊，請各教學單位應時常檢視單

位網頁內中、英文網站內容，以確保資訊之完整並及時更新。 
●主席裁示： 
（一）面對 21 世紀高等教育變革的挑戰，各單位在教學方法、課程發展、

教材內容上，應以更為前瞻的角度，全面進行重新思考，以因應時

代發展所需。有關課程整合作業，請各教學單位積極著手推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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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具體成效。 
（二）教務處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訂於明(103)年 1 月 4 日至 5 日舉辦「新

進教師願景共識營」，請各院長協助轉請新進教師出席與會，以利老

師們能夠共同參與、研討交流。 
（三）有關系所提出學生逾期課程加退選、補繳學分費等申請案，學校在

每學年度開始前皆已確認行事曆並公告週知。為培養學生能為自己

的學習及生活建立起負責任態度，自下學期起請依行事曆所訂定、

公告之期限進行選課、繳費事宜，不再受理逾期申請案，逾期者將

依學校相關規定處理，請各系所及早輔導，以利學生如期辦理註冊、

選課。 
（四）據教務處統計資料(截至 12 月 23 日)，本學期休學人數達 356 人，

人數偏高，請各教學單位確切瞭解學生休、退學原因，並於在學過

程，予以適切輔導，以利學涯及生涯發展。 
 
二、學務處： 
（一）詹學務長惠登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3-1～3-4 頁。 
●主席裁示： 
（一）學務處今日工作報告所提，學生學習過程常需面臨諸多課業、生活

層面相關問題，開學迄今接受心理諮商之學生人數達600餘人次，請

學務處促請各系所導師能加強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多給予關懷，以

適時進行輔導，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依疾病管制署最新資料顯示，國內近 4 年來 15-24 歲的愛滋感染人數

新增 2,000 餘人，愛滋防治與宣導教育益顯重要。自明年初於衛保組

附近區域將設置一部保險套自動販賣服務機，並強化各項衛生教

育、健康諮詢及轉介服務。 
（三）有關女生宿舍夜間門禁管制，近日經住宿生投票結果同意開放取消

門禁乙事，請學務處研議加強宿舍安全維護措施，以維校安。 
（四）學務處今日工作報告所提學生缺曠通報乙事，請各教學單位提醒同

學能夠做好自我管理，並培養時間規劃的能力，以利學習成效。 
 
三、研發處： 
（一）林研發長劭仁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4-1～4-5 頁。 
●主席裁示： 
（一）研發處於本日工作報告所提供之各項計畫案申請資訊，請各單位詳

參，並鼓勵老師踴躍提案，以爭取更多資源及提升研究能量。 
（二）外交部將於明年 2 月 13 日(週四)假圓山飯店舉辦春宴活動，洽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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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協助相關節目之策劃與演出。由於該活動邀請之貴賓，除各國駐

華使節暨代表外，尚包括中央政府機關首長，以及社會各界重要代

表參加。為展現臺灣文化軟實力，請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會同音樂

學院、戲劇學院、舞蹈學院、電影與新媒體學院、藝管所及關渡美

術館等單位共同策劃，全力促成活動之圓滿成功。 
（三）本校戲劇學院與臺灣技術劇場協會(TATT)所組成的團隊，代表臺灣

成功爭取到 2017 第 4 屆世界劇場設計展(WSD)主辦權，預計 2017
年 7 月在北藝大校園舉辦，屆時將同步規劃演出、大師班、講座及

工作坊等各項活動，除了有助於北藝大國際能見度之推展外，也將

促進國際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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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系楊凱鈞同學(代理陳守玉同學與會)：往一心路停車場附近的路

面有坑洞及沙石情形，不知現在路面改善進度如何？另有關研擬協調

大南汽車公司增開學校至竹圍捷運站間的公車運輸班次，其相關進度

如何？ 
（三）劇設系王正中同學：102 年 12 月 20 日總務處有邀集大南汽車公司及

本人一同會勘公車路線，大南汽車公司初步規劃路線建議由自強路、

自立路通往關渡捷運站方向較合宜。 
（四）陳總務長約宏：有關接駁車部分，總務處後續再與大南汽車公司持

續進行溝通、協調。一心路停車場附近的路面沙石，清潔人員每日會

掃除，至於路面重舖問題，後續尚需相關預算與時程進行規劃。 
（五）戲劇系楊凱鈞同學(代理陳守玉同學與會)：本校有許多同學於學園路

至竹圍捷運站(包含自強路、自立路、民族路及民生路…等)附近租

屋，學校希望學生降低校園內機車使用率，則應規劃相關接駁公車，

以利同學搭乘公車進入校園。 
●主席裁示： 
（一）有關上述同學所提公車運輸需求，請總務處研議規劃，並與相關單

位持續進行溝通、協調。 
（二）本校經協調大南汽車公司自 102 年 10 月起，「紅 55」區間車星期一

至五增開晚上 11 時 30 分、星期日晚上 8 時 5 分及 9 時 5 分車班，

於關渡捷運站提供「北藝大專車」上山（返校）服務(寒暑假期間停

駛)，為鼓勵師生們多加利用公眾運輸，請廣為讓師生瞭解，以利搭

乘。 
（三）「科技藝術未來館」興建構想書，業於 102 年 11 月 19 日陳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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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有鑑於政府部門預算縮減，經費爭取不易，相關審查進度請

總務處持續追蹤，以利續處。 
（四）戲劇舞蹈大樓夜間使用情形頻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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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學期起陸續進行校內空間調整規劃，關於研究大樓空間之用途配

置及裝修計畫，亦於日前進行確認。空間調整之目的，主要係期提

供教學單位有更優質的空間機能，達成資源有效運用，並得以建立

共享機制。未來希望透過空間的重整，可以促進不同單位、人員的

互動、空間之活用及分享。 
 
五、展演藝術中心：  
（一）王主任世信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6-1～6-2 頁。 
●主席裁示： 
（一）各單位下學期相關展演、教學、畢業典禮、關渡藝術節…等，所需

之三廳場地使用需求，請儘早提出，以利展演中心進行檔期安排與

協調。 
 
六、電子計算機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7-1 頁。 
 
七、藝術與科技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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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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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4-2 頁。 
 
十四、人事室：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15-1～15-2 頁。 
 
陸、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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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本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第三點修正草案，

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圖書館〉 
（一）劇設系王正中同學：建議校內其他委員會或會議，是否也能增

設學生代表來共同參與會議? 
決議：有關同學所提建議，請各單位研議提高學生代表參與管道與機

會，餘照案通過。 
 

二、 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八、十一條修正草案，提請  審
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 本校「學則」第二十一、八十五條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函報教育部備查。 
 

四、 本校學生事務處擬增設「住宿管理中心」，並將軍訓室及生活輔導組

調整為「軍訓與生活輔導室」，組織調整擬自 103 年 2 月 1 日生效案，

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研發處〉 
（一）詹學務長惠登：依據 102 年 12 月 16 日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議

之決議，會後經學務處討論「住宿管理中心」之名稱，建議更

改為「學生住宿中心」。 
（二）劇設系王正中同學：請問「學生住宿中心」之地點，未來會設

置於何處? 
（三）詹學務長惠登：「學生住宿中心」之辦公地點，規劃設置於宿

舍區，後續將另行公告。 
決議：照案通過。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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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李主任璁娀：配合第四案之決議，本案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學

生事務會處：…分設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等二組及學生諮

商中心、住宿管理中心…」修正為「學生事務會處：…分設課

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等二組及學生諮商中心、學生住宿中

心…」。 
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四款「學生事務會議：由…住宿管理中心主

任、學生代表組織之。…」修正為「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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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中心主任、學生代表組織之。…」。 
決議：照案通過，請續陳報教育部核定，並自 103 年 2 月 1 日生效。 
 

六、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性平會〉 
決議：照案通過。 

 
七、有關本校「校園菸害防制政策」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3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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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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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書
館 

有關本校「圖書館諮詢

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

點、第三點修正草案，

提請  審議。 

有關同學所提建議，請各

單位研議提高學生代表

參與管道與機會，餘照案

通過。 

圖
書
館 

 

2 
教
務
處 

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

辦法」第四、八、十一

條修正草案，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 
教
務
處 

 

3 
教
務
處 

本校「學則」第二十

一、八十五條修正草

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並請函報教育

部備查。 

教
務
處 

 

4 
研
發
處 

本校學生事務處擬增

設「住宿管理中心」，

並將軍訓室及生活輔

導組調整為「軍訓與生

活輔導室」，組織調整

擬自 103 年 2 月 1 日生

效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人
事
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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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續陳報教育

部核定，並自 103 年 2 月

1 日生效。 

人
事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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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性
平
會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

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性
平
會 

 

7 
學
務
處 

有關本校「校園菸害防

制政策」案，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 
學
務
處 

 

 











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 

校務會議資料  
(102年12月24日) 

秘書室製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議程 

 
壹、頒獎 

  一、校長致詞 

  二、表揚 101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三、表揚 102 年度績優職員、助教、研究人員及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四、表揚 102 年度績優駐警、技工、工友 

 

貳、主席宣布開會〈報告會議出席人數─秘書室〉 

 

參、主席致詞 

 

肆、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請詳見附件「執行情形表」〉 

……………………………………………………………………pp.1-1~1-2 

 

伍、各單位工作報告〈請詳見附件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pp.2-1~2-5 

  二、學務處…………………………………………………………pp.3-1~3-4 

  三、研發處…………………………………………………………pp.4-1~4-5 

  四、總務處…………………………………………………………pp.5-1~5-4 

  五、展演藝術中心…………………………………………………pp.6-1~6-2 

  六、電子計算機中心………………………………………………pp.7-1 

  七、藝術與科技中心………………………………………………pp.8-1~8-4 

  八、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pp.9-1 

 九、國際交流中心…………………………………………………pp.10-1~10-2 

 十、傳統藝術研究中心……………………………………………pp.11-1~11-2 

 十一、圖書館………………………………………………………pp.12-1~12-3 

 十二、關渡美術館…………………………………………………pp.13-1~13-2 

 十三、主計室………………………………………………………pp.14-1~14-2 

 十四、人事室………………………………………………………pp.15-1~15-2 

 

 

 

 



陸、提案討論 

  一、有關本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提

請  審議。 

      〈提案單位：圖書館〉………………………………………pp.16-1~16-4 

  二、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八、十一條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pp.17-1~17-4 

  三、本校「學則」第二十一、八十五條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pp.18-1~18-5 

  四、本校學生事務處擬增設「住宿管理中心」，並將軍訓室及生活輔導組調整

為「軍訓與生活輔導室」，組織調整擬自 103 年 2 月 1 日生效案，提請  審

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pp.19-1~19-7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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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20-1~20-11 

  六、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性平會〉………………………………………pp.21-1~21-5 

  七、有關本校「校園菸害防制政策」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pp.22-1~22-4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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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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案已於 102 年 11 月

5 日函知本校一、二級

單位。 

2. 另於 11 月 6 日發聘書

予 3 位新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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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已更新主計室網頁相關

資訊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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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案修正通過部分，業

已公布實施，並函報教

育部備查。 

2. 教育部102年12月4日

函復建議修正第11條

第4款、第12條第6款及

應將「性侵害」行為議

處規範列入。上述三項

建議案，將由學務處會

同 各 教 學 單 位 研 議

後，再依程序提會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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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於 102 年 11 月 18 日函

報教育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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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於 102 年 11 月 22 日函

知本校一、二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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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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於 102 年 11 月 18 日函

知本校一、二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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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育部初審意見所提

增列「持續改善」項目

建議已釐清，故以原提

草案續處。 

2. 修正之後辦法與實施

計畫已納入本校系所

自辦外部評鑑機制修

正計畫書，並於 102 年

11 月 29 日陳報教育部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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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教務處 
資料時間：102年 11 月～103 年 1 月 

 

一、 103學年度招生工作： 

 (一)會議: 12 月 3 日舉行第二次招生委員會，會議內容:101 學年度大學

甄選入學招生訪視書面意見討論、決定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最低錄取標

準及錄取名單放榜、舞蹈學系先修班入學招生簡章確認。 

(二)招生試務： 

1.學士班：考試報名繳費人數 4880人，審件通過人數 4873人。 

2.碩博士班甄試：於 12月 3日放榜，續行正備取生報到及遞補作業。 

3.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於 12月 16日-23日報名，自 12月起於中

央社網路訊息平台以每日一系所方式曝光招生宣傳，並已請各系所提

供相關招生宣傳電子文宣。 

4.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招生簡章於 12月 18日開始販售，

並將發函各國民中學進行招生宣傳。 

5.「大學繁星推薦」及「大學個人申請」：簡章已公告於大學甄選入學

委員會網站，已將簡章電子檔寄送至各學系參用。 

6.學、碩士班海外僑生招生簡章已公告於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報

名時間自 102年 11月 15日至 12月 31日止。 

7.大陸學生招生簡章已上傳至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簡章系統。 

(三)12月 20日(五)參與大安高工「大學博覽會」進行招生宣傳。 

二、 學籍管理： 

 (一)102-1學期修業期滿名單已通知各系所，請注意學生修業狀況，本學

期休學截止日(12月 20日)、申請學位考試截止日(12月 31日)。 

(二)102-1學期註冊繳費事宜，業經註冊組及各系所助教利用多種管道催

繳，共有 11 名學生（大學部 3 人、七年一貫制 1 人、碩士班 7 人）

未完成繳費手續；依本校學則第 13條規定予以勒令休(退)學。 

(三)102-1 學期共有 305 位學生申請休學（七年一貫制 7 人、學士班 37

人、碩士班 248人、博士班 13人，統計至 12月 9日） 

(四)研訂 102-1 學期學生註冊須知，擬於 102 年 12 月中旬函送各學系所

查照並轉知所屬學生。 

  三、成績/畢業管理： 

    (一)102-1 學期線上成績登錄功能預計 102 年 12 月下旬開放，本學期成

績繳送期限為 103年 1月 2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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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進行 102-1學期畢業生學分審查事宜及學位證書印製事宜。 

四、 開/選課作業： 

 (一)本學期課程停修計有 149 名學生完成申請(統計時間 12 月 9 日)，申

請截止日:12月 20日。 (101-2學期為 253名)。 

(二)進行 102-2學期課程標準暨領域群組設定檢查，審核各開課資料並輸

入教務系統後轉檔編印。 

(三)辦理 102-2 學期網路課程預選作業(103 年 1 月 20- 24 日)，並與電

算中心研商選課測試作業時程。 

(四)102-2學期授課教師上傳課程大綱事宜(103年 1月 16日以前)。 

(五)彙整本學期各系所課程是否參與網路教學評量調查。並續辦網路教學

評量，時間為第 17週至寒假第 1週（103年 1月 6-24日） 

五、 辦理部分系所 103學年度學分科目表增修訂作業。 

六、 藝術評論： 

 (一)本期共 10 篇投稿，通過審查 1 篇，未通過審查 5 篇，未完成審查 4

篇，明年 1月底前將如期出刊，至少刊登 3篇(含 25期通過論文 2篇)。  

(二)完成申請國科會「102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學門」。  

七、 出版大系： 

 (一)已出版:鍾明德老師《藝乘三部曲：覺性如何圓滿？》、陳威仰老師《布

瑞頓舞台作品「教會比喻」三部曲的研究》及《藝徵期頤－張光賓百

歲祝壽研討會文集》。 

(二)邱坤良老師《劇場與道場，觀眾與信眾─臺灣戲劇與儀式論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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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銳－傳統與創新的藝遊》，預計 12月前出版。 

(三)張婉真老師《說故事的展覽─當代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盧文雅

老師《馬勒音樂中的世界觀意象》、顏淑惠老師《意義的追尋: 族群、

文化、語言教育》現進行外審中，預計 12月中旬完成審查。 

八、 2014 第 22 屆台北國際書展-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103 年 2 月 5-10

日(大年初六起 6天)，於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進行聯展 

 (一)聯展記者會：將於 103年 2月 5日於世貿一館主題廣場舉行。 

(二)書展座談會：預計申請 5 場活動沙龍，以《新銳－傳統與創新的藝

遊》、邱坤良老師、鍾明德老師、陳俊斌老師等 4本新書發表會及「藝

術，是生活的實踐」朗讀劇場進行申請。 

(三)書展門票購置擬於 12月 25日前完成購置，並預計 1月中旬完成出版

目錄及活動海報設計印刷。 

(四)聯展工作：攤位展場設計、微電影拍攝(12 月底前至各校拍攝)、記

者會籌備、撰寫新聞稿、確認現場及網路經銷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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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出版品行銷推廣： 

 (一)年終書展出清： 

1.與五南圖書合作於 12月 1-31日，同步舉辦本校出版品年終書展全面

66折起。 

2.與本校圖書館合作：12月 23-27日與該館合作，書籍全面 6折起。 

(二)電子書授權： 

1.11月 11日與台灣大哥大 myBook書城洽談電子書合作事宜，規劃明年

先以 1-2本電子書版權進行單一授權(一年)，再做後續評估。 

2.與 Apple iBook 洽談合作內容，擬於年底前簽約，將成為 iTunes 

Taiwan Bookstores(繁體中文書店)第一所合作大學出版社。 

3.完成 101-102上半年出版圖書-電子書授權：送存 9本至國家圖書館，

累計送存 34本；並授權四家電子書平台使用。 

(三)完備本校出版品項於網路書店，如誠品、博客、金石堂、五南、國家、

PChome、三民等。 

(四)專題圖書展售：11月 2日戲劇學院「2013關渡戲劇深度論壇：「歌．

舞．劇——戲劇與大眾性」；12月 5-6日文資學院「藝術拓邊‧文化

碎形：2013 文化資源經典講座暨研究生學術」進行專題叢書展示與

販售。 

十、 參與教育部「新一代數位學習計畫-磨課師分項計畫」，工作小組已成

立。另邀集計劃教師，舞蹈學院王雲幼老師、共同學科陳致宏老師、

戲劇學院于善祿老師及音樂學院洪崇琨老師，進行小組討論。 

十一、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已於 11月 12日辦理「表達性藝術育療融入教學策略」教學發展講座，

與會人數達 25人。 

(二)已於 11/22（五）辦理智慧財產權講座，邀請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劉瀚宇教授擔任主講，參與人數達 50人。 

(三)中原大學獲教育部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辦理「全國大學校院教師教

學專業認證學程」，本校以遠距方式收播三場系列講座，已於 11 月

15日、12月 2日完成兩場講座，將於 12月 11日收播第三場次講座。 

(四)因應教育部「美感教育五年計畫」，CTL 協助本校計畫召集人容淑華

老師於 11 月 8 日向教育部主動提案。依教育部回覆續修正計畫重點

於 11月 28日就國高中教師研習課程部份，協同容老師與師培中心吳

主任懷晨，共商計畫發展及合作方式，並將先以「表演藝術」及「科

技藝術」二領域進行課程規劃，擬於 12月中下旬再次報部提案。 

(五)102-1 學期「教師教學觀摩暨 TA 期末成果分享會」擬於 103 年 1 月

22 日舉行，邀請台大社會學系陳東升教授進行「跨領域課程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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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講座。 

(六)將於 103 年 1 月 9 日辦理「期末教學助理審議委員會議」，針對課程

TA申請、優良 TA考評進行評選考核。 

(七)「台新藝術獎獲獎師生校友出版計畫」已定名為《新銳─傳統與創新

的藝遊》，續進行文稿編排及影音剪輯工作，預計將於年底出版。 

十二、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一)已就各單位繳交 102年成果報告書及共同性績效指標，彙整本校教卓

102年執行成果。 

(二)已向教育部申請第三期款撥付。經常門已於 11月底關帳。 

(三)教育部 102年教學卓越計畫「教學滿意度」調查於 12月 11日（三）

於本校國際會議廳辦理。 

(四)辦理 103年教學卓越計畫助理續聘案，因教育部尚未核准 103年經費

額度，擬先統一續聘至 103年 1月底。  

(五)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第 3期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整合分享計畫： 

(1)本校「推動跨校跨領域合作教學」子計劃：擬將新媒系辦公室配置

為遠距教學教室，可容納 60-80名學生，後續將由規劃小組確認軟

硬體需求細項。另與課務組討論遠距教學教師授課減時辦法。 

(2)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暑期通識跨校選修課程開課意見調查

表」400份，學生已填答完成並寄回，以作為未來規劃開課之參考。 

(3)於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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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會議」，協商子計劃相關合作方案。 

2.102-103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 

(1)於 11月 19日參與「102-103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

畫第 1次討論會議」，針對計畫經費、執行等相關議題協商討論。 

(2)教育部初步核定本校「102-103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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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教育部複審中，已

請主計室協助開帳，以利各單位計畫執行。 

十三、 法規修正： 

 (一)修訂本校「開課暨鐘點核計原則」，已送教務會議審議。 

(二)因應中五生入學補修學分事宜，修訂本校「學則第 21條」。 

十四、 於 103年 1月 4-5日舉辦「新進教師願景共識營」，邀請本校三年內新

進教師、相關單位主管及優良與傑出教師參與，針對學校未來改革與發

展、教師多元升等與評鑑業務推行等議題進行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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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學雜費及學分費: 

  (一)102-2學期學雜費 

1.教育部 102年 11月 7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163886號函更正 102學年度

學雜費為 0.75%(原為 1.77%)。 

2.業經主計室核算大學部學雜費用如調漲 0.75%，其總收入增加 589,234

元，如以調漲 1.125%(0.75%*1.5)計算，其總收入增加 883,850元。本處

經與校內主管討論並簽奉校長核准在案，102-2學期學雜費用不予調整；

待整體評估並與學生進行說明及溝通後續行調整計畫。 

  (二)103學年度入學之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說明： 

1.依 102 年 5 月 14 日研究生學分費調整方案研究小組組成及運作方式第 3

次說明會決議辦理。重點摘錄如下: 

(1)原 100~102學年度入學之碩(博)士班研究生學雜費收費方式： 

   學雜費基數+(畢業最低應修學分數/4學期)*1600(新台幣/元) 

(2)第 5學期起修課，學雜費收費方式： 

   學雜費基數+超過畢業最低應修學分數之學分*1,600(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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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案屬過渡時期之作法，為使學生能如期於二年內修畢應修學分，應

回歸課程面及相關教學實務檢討。 

2.本學期依上述會議重點續辦，為使學生能自主規劃學習期程，維持學分費

收費之公平合理性，並與國內、外大學收費方式接軌，已於 102 年 10 月

15 日召開 102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審議小組第 1 次會議，本案經

與會委員及學生代表充分討論後，同意參採國內多數大學收費方式，每學

期學雜費收費方式為: 

學雜費基數＋學分費(實際修習學分數*1,600) (新台幣/元）。 

(1)並協同學務處於 102年 11月 8日及 12月 18日召開 2次之研究生學分

費收費方式調整之學生公開說明會，廣納學生意見。 

(2)為利學生查詢及了解學雜費資訊，已於本校於 itnua資訊入口網站(學

生端)增設專區，並持續維護學雜費資訊專區公告，另將相關訊息以電

子郵件方式寄送全校學生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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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資料時間：102年 10 月～103 年 1 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學校活動 

（一）研擬設計製作「畢業生學士服短披肩」，以代表本校特色。 

（二）12/20在活動中心一樓舉辦全校師生團圓冬至進補湯圓會活動。 

二、 服務學習 

（一）11/18辦理學務處海外藝耕服務隊分享講座。 

（二）1/15-17將舉辦本校第六屆自閉症兒童「快樂星星 6」活動，並進行

志工同學進行培訓課程。 

三、 獎助學金與工讀金： 

（一）本校「勵志」及「鄭銘康先生」獎學金申請時間自 12/1～12/30 止，

請備妥資料送課指組彙辦。 

（二）於 11/26 學生事務會議完成審議，修訂本校「學生活動中心組織章

程」。並依據勞基法調整最低時薪，修正本校「學生工讀金要點」條

文。 

（三）因應 12年國教高中職免收學費事宜，將協助修訂舞蹈先修班招生簡

章及審查學生申請免學費之資格。 

四、 導師制度 

（一）11/4召開「102學年度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二）請各位導師及助理導師共同落實學生預警名單之線上輔導作業。 

生活輔導組 

一、 學生缺曠通報：本學期至 12/5 止總曠課時數逾 25 小時者計 31 人<傳音

系、劇設系及舞蹈系各 2人、美術系、動畫系及電創系各 3人、音樂系 6

名、戲劇系 9 人〉。第 16 週將各課程學生缺曠紀錄以ｅ-mail 寄送各任

課老師參考，老師們亦可利用教師網路服務系統查詢各修課同學之出缺請

假情形(http://hrstudent.tnua.edu.tw/Portal/)。 

二、 102/11/26 召開本學期的學生事務會議，就有關學生生活學習等議案審

議，藉由共同溝通與討論的方式，凝聚共識。 

三、 僑(陸)生輔導：於 102/11/30前辦理「已註冊入學新僑生通報表」及「未

報到註冊入學新僑生通報表」通報作業。加強宣導僑生於應注意依規定於

到期前或出國前 15日申辦居留證延期或重入國同意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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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操行評分：操行成績-導師評分線上登錄系統正式啟用，本學期將採取書

面及系統併行，並請各導師於 103/1/10繳回書面或於 102/12/18至

103/1/17上網完成評分登錄，期末未送達或上網登錄者，一律以基本分數

(82分)核計。 

五、 學生兵役作業：加強宣導役男短期出境(4個月內)，務必於出境前上網申

請。 

六、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102/11/11、12/20辦理法治教育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及

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活動。 

七、 住宿服務中心作業： 

（一）女生宿舍夜間門禁問卷調查住宿人數 557人，投票數 412 人(74%)，

投票結果同意開放取消門禁 343 人(83.25%)，將以信件通知學生家

長投票結果。 

（二）綜合宿舍大型修繕工程已請總務處協助估價，所需經費預估約為

2,444萬元，併與總務處協調會議記錄呈報校長。 

（三）持續蒐整 102 學年度校外賃居生資料，並視資料彙整情形及學生意

願進行複訪，遇資料登載或複訪所見有安全疑慮之居住場所，將聯

繫房東進行勸導改善。 

（四）女ㄧ舍已裝設 AED(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將於 12/17 及 12/19 辦

理管理人員、生活導師、自治會幹部及住宿生講習活動。 

（五）12/20辦理「佳言樹」活動，學生宿舍自治會並於平安夜辦理學生宿

舍溫馨耶誕禮物發放。 

軍訓室 

一、 教育部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係近年來社會環境變遷，新興毒品問題日

新月異，儼然成為社會重大問題之一。毒品危害嚴重影響社會治安，耗費

警政、醫療資源，其中因部分三級毒品價格較低、取得容易，且具心理成

癮性，致使涉世未深學生，易受好奇誘惑，戕害青少年身體健康。（詳請參

閱紫錐花運動網站，網址：http://enc.moe.edu.tw/）。 

二、 本校為開放性校園人員出入複雜，貴重財物應妥善保管。近年內已發生

多起竊盜案，請大家發揮守望相助精神，對陌生可疑人士請通知校警或

校安中心處理，尤其下班或下課時辦公室及教室門窗應確實關閉鎖好，

上課或表演應有專人看管隨身物品，隨時要有安全危機意識，以避免宵

小有機可乘。 

三、 依菸害防制法規定，大學校園除吸菸區外其餘場所均禁止吸菸，北市衛生

局不定期將至學校實施稽查，違反規定者將處新臺幣 2000至 1萬元罰鍰，

請各系所協助加強宣導以免違規受罰。 

四、 詐騙集團橫行，有以偽裝子女車禍、急難、為人作保倒帳等手法用電話詐

http://enc.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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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家長匯款解決，部份家長在急迫中未經查證即依歹徒指示匯款而受騙，

或雖打電話查證但未能接通，急迫下依歹徒指示匯款受騙，建議各系所能

確實掌握學生上課狀況，如有家長來電詢問學生是否在校，務必即時確實

找到當事學生並請其回電家中報平安，以免家長受騙遭受損失。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本學期家庭醫學科門診看診至 103/1/17止，復健科門診及物理治療

服務至 103/1/9止。 

（二）依疾病管制署最新資料顯示，近 4 年來 15-24 歲的愛滋感染人數新

增 2,109人，占新增感染總人數的 27.4% ，且其感染途徑主要以「不

安全性行為」為主(達 93.7％)，顯示於校園中安全性行為宣導，為

愛滋防治之重要策略，本案業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衛生保健委員

會會議審議通過，擬於 103 年 2 月於衛保組旁先行設置一部保險套

自動服務機，視辦理成效調整設置地點及數量。 

（三）為提供完善醫療轉介服務，本組設立愛滋防治及菸害防制諮詢專線

02-28976115 及諮詢信箱：health@student.tnua.edu.tw，提供相

關衛生教育、健康諮詢及轉介服務。 

（四）本校目前於女一舍、衛保組及警衛室崗亭各設置一部自動體外心臟

去顫器（AED）設備，本組將整合分設於校園各單位之醫療救護設備

(救難包、血壓計及 AED)，繪製校園醫療設備地圖供師生參考運用；

此外，將陸續開辦設備使用訓練課程，歡迎師生踴躍參加。 

二、 11/18抽檢寶萊納餐廳、達文士餐廳及學生餐廳自助餐部販售之餐盒，送

台北市衛生局檢驗，檢驗結果全數合格。 

三、 健康促進活動： 

（一）本校「健康藝起來~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獲教育部補助經費

300,000元，擬於 103年度辦理「健康體適能~代謝症候群防治」、「事

故傷害防制&特殊專業防護」、「菸害防制」及「愛滋病防治」等系列

健康促進活動。 

（二）捐血活動：12/5捐血活動本校師生 74人參與，供捐輸 94袋熱血。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102-1學期開學迄今（9/16~12/9）個別晤談達 658人次；來

談議題除自我探索（43%）外，另分別為：生涯議題（12%）、壓力調適（9%）

與情緒困擾（9%）。 

二、 階梯式生涯輔導：辦理大學部應屆畢業班「預約幸福-拆信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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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進行

9場，活動後視同學個別需要提供後續生涯測驗、生涯諮詢等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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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業與職涯輔導：11/1辦理「創『藝』空間~校外參訪」活動，透過實地

參訪藝術人工作室及複合式藝文空間，拉近學生與真實藝術工作世界的距

離；11/4、11/25辦理 2場 CPAS職能測驗，完成測驗解釋共計 21人次；

11/12-12/30與各系合作辦理校友生/職涯講座，包括音樂、傳音、美術、

電創、新媒與動畫共六系。 

四、 資源教室與校園志工：辦理教育部 102年度「大專院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工作計畫」與 102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計畫-開心玩藝術，一

起做服務 III」結案作業，並申請 103年度計畫經費。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相關活動：12/9辦理「認識多元性別當事人」講座、

12/11辦理「誰來晚餐~同志戀愛中的愛恨情愁」講座、12/18辦理「誰來

晚餐~同志與父母的關係和溝通」、12/23「特殊個案通報處理流程~以性

平案件為例」座談會。 
六、 畢業生現況調查：今年底前將完成藝術人才資料庫建置，並再請各系助教

協助更新畢業一年、五年之畢業生流向資料，以利系所評鑑資料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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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資料時間：102年 11 月～103 年 1 月 

 

一、 「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案 

 (一)本校系所自辦外部評鑑機制修正計畫書已於 11月 29日送達教育部。 

 (二)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認定事宜及後續自我評鑑認可

學校審核作業，將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負責辦理。依評

鑑中心規劃，審查程序分為初核、審查及認定決定三階段，說明如下： 

1、初核：評鑑中心於受理大學申請認定後十日內，依所檢附資料完成

初核；資料有疏漏者，通知大學於十日內補正。 

2、審查：評鑑中心組成認定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後邀請學校簡報，簡報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於一個月內繳交自評結果改善計畫書，並

進行認定決定階段；審查結果為「實地訪評」者，於三個月內重新

提交自評結果報告，由評鑑中心安排實地訪評。 

3、認定決定：認定小組之認定結果，經評鑑中心核定予以認定者，由

評鑑中心公告，並報教育部備查。 

目前評鑑中心預估本校將於 103年 6月提送自評結果審查申請，故安排

本校於 103年度下半年度（103年 7月）開始進行審查作業。  

二、 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規劃方案 

 (一)教育部 除辦理校務評鑑與系所評鑑外，自 今年起另規劃「大專校院統

合視導規劃方案」。大專校院統合視導（以下稱本視導）重點內容如下： 

1、本視導自 104 年起實施，以 4 年為 1 週期、每年視導 41-42 校、每

校實地訪評 1日為原則，實地訪評月份為每年 3-5月及 10-12月。 

2、本週期視導項目計 6 項，未辦理之視導項目或其他特殊因素，該校

該項目得免予視導。(本校接受視導項目為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訪視、

大學(技職)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績效評鑑、訪視教育部補

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等 3項) 

3、本視導之項目及指標內容，將邀集相關單位研議後，另行公告並召

開說明會（含網站系統操作）。 

4、本視導併採認可制及等第制，視導結果之運用由教育部主政單位作

為修定教育政策、調整辦理規模及核配獎補助經費之參考。 

方案內容已置於本處網站(http://rd.tnua.edu.tw/)/研發處公告專區。 

三、 校園規劃 

 (一)102學年第一學期第三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定於 12月 31日召開。 



4-2 
 

 (二)戲劇舞蹈公共藝術刻正辦理委託藝術家簽約工作及徵選結果報告書陳

報台北市文化局事宜。 

 (三)已於 11月 26日與校園規劃小組校外委員張子隆委員進行校內公共藝術

場勘，現正與總務處保管組資料對照，進行校園公共藝術作品檔案統整。 

四、 建教與產學合作業務 

 (一) 近期重要徵求計畫 

 1、國科會 10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1)有意申請者，請於102年12月31日下午5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2)每年年底期間國科會計畫申請案件數量龐大，常造成國科會系統壅

塞而影響檔案上傳作業時間，建議申請人儘早辦理線上申請作業。 

 2、國科會 103年度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1)計畫主持人資格：符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且年

齡在 45 歲以下（1968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曾有生育事實者，

每生育一胎得延長 2歲。 

(2)有意申請者，請於 102年 12月 31日下午 5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3、國科會 103年度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1)有意申請者，請於102年12月31日下午5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2)計畫相關書表已置於研發處網站(http://rd.tnua.edu.tw/)/研發

處公告專區供查詢利用。 

 4、第 58屆教育部學術獎 

(1)申請時間：103年 1月 1日至 2月 14日止。 

(2)獎項頒贈對象：國內積極從事學術研究，有重要貢獻或傑出成就並

獲得學術界肯定者。 

(3)申請方式：請各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依該獎項來函說明提薦各院

屬教師乙名，作為本校推薦建議名單。為利學校獎項推薦作業之辦

理，請各單位填寫所附推薦調查表，並由院長核章後，於 12 月 20

日中午前回傳本處。 

(4) 參 考 辦 法 、 文 件 、 表 格 等 電 子 檔 ， 請 逕 至 研 發 處 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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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科會修訂法規 

行政院國科會已修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第六點、第十一點、第十九點，修訂重點如下： 

1、原國外差旅費項下出國種類「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與

「移地研究」整合為「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一類，應繳交報告

項目併同修正。 

2、為促進研究計畫對參與者權益的保障，針對國科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

http://rd.tn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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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實施逐年分階段推動研究倫理審查之制度，使研究者能藉由研究倫

理審查程序，確保妥善規劃研究設計及執行，達到學術自由與研究倫

理並重之目的，10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增列人文處之研究計畫涉及人類

研究(非生物醫學研究)者，應於申請時檢附已送人類研究倫理審查之

證明文件；該文件未能於申請時提交者，應於四個月內補齊。 

 (三)國科會針對 10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有關人類研究送審作業規

定，於 12月 4日函送補充說明資料，並說明如下： 

1、並非所有向人文處申請之計畫皆需送研究倫理審查，僅有計畫內容涉

及人類研究者才需送審。送審文件未於申請時提交者，可於事後補齊。 

2、申請人於申請時可自行在計畫申請書中勾選其計畫是否為人類研究，

如勾選「是」者，應自行檢附送審證明；若未勾選，經複審會議決議

須送研究倫理審查者，國科會承辦人於複審會後將通知申請人補附「送

審證明」。若經複審會議決議不需送研究倫理審查者，不必送審。經複

審會議決議須送審之申請案，請於 103年 7月 31日前補附送審證明。 

 (四)本校執行台創會委託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研究－視覺及表演藝術部分

業於11月26日進行期末審查，目前已完成並提交委員意見回應暨結案報

告修正，俟文化部復核後通知賡續辦理第三期款請領以完成結案作業。 

 (五)11月20日出席經濟部學界科專計畫管理說明會，了解目前該部學界科專

補助案結案後成果運用管理相關機制作業方式。 

 (六)11月 22日召開技術專案會議進行技術資料確認，協助舞蹈學院研發技術

成果移轉授權廠商事宜，並俟廠商提送開發計畫書後賡續辦理計價會議。 

五、 校務發展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發展小組會議於 12 月 2 日下午召開，

討論提案為 1.學務處擬增設「住宿管理中心」，並將軍訓室及生活輔導

組調整為「軍訓與生活輔導室」案，及 2.通識教育委員會與共同學科

擬更名案。第 1案已審議通過，並於 12 月 16日提經 102學年度第 1學

期第 2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將續提本次校務會議審議。 

 (二)10月25日至28日研發長代表校長赴中國福建武夷山市參加「兩岸大學校

長論壇」，並就「人才培養與追求卓越」主題分享本校經驗。 

 (三)11月22日中午召開本校投資規劃小組會議，討論本校校務基金可投入金額

及運用可行性，為確保本校投資可承擔風險之掌握，決議需再詳細研析與

評估投資標的及類型，並在投資標的設定時，事先與相關資金項管理單位

確認用途改變之可行，並協商投資回饋方式後，方得進行投資運用。 

 (四)11月15日完成本校科技藝術未來館興建構想書修正及委員意見回覆彙

整，並移送營繕組於11月19日完成報部作業。 

 (五)12月 2日完成本校研究生宿舍興建構想書彙整，並移送營繕組於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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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完成報部作業。 

六、 學術發展 

 (一)研究倫理審查作業推動事宜 

 1、11月18日參加國科會人文處人類研究倫理審查業務說明會，自103年專

題研究計畫申請（102年12月31日線上申請截止）開始，人文處所有依

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申請案，如需申請研究計畫倫理審查者，需於

補助計畫申請時檢附研究倫理審查送審證明，最遲需於104年4月30日

前補件。（科教處於明年起全面實施；工程處尚未公告全面實施時間。）

如未自提送審，經國科會複審認為需要送研究倫理審查者，最遲需於

104年7月30日補件，以利審查。 

2、12月6日中午召開國科會10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申請增加研究倫

理審查制度相關作業說明會，嗣後本處將統籌協助需送審師生們辦理

送件事宜，並另洽詢陽明大學等設有審查委員會的友校委託審查工

作，另預定於明年初辦理教育訓練課程，協助師生們能更瞭解送件審

查內容重點。 

以上會議資訊、教育訓練課程及送審作業後續等相關公告等，請逕上研

發處網站「研究倫理專區」查閱，或請洽本處索取相關資料。 

 (二)12月9日參加102年度教師資格審查業務實務研討會，了解目前教育部及

國際上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之作法，以及公私立三校實務運作分享。 

 (三)訂於 12月 24日下午召開本學年度學術研究審議委員會，進行本年度學

術研究獎勵、外文著述潤稿案審議，以及本校提昇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

正方案討論。 

七、 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一)102年 10月表冊已於 11月 1日截止填報。本校填報表冊如經教育部相

關單位檢查無誤，將於 12月 20日前函送檢核表報部備查。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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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1月 5日繳交期末報告，並於 11月 26日赴文化部進行期末簡報。

全案成果報告書於 12月 10日連同正本單據繳至文化部辦理結案。 

 2、於 11 月 21 日至 24 日至南港展覽館參加 2013 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

博覽會，活動完滿落幕。 

 (二)教育部「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方案」計畫 

 1、102年度計畫持續進行創團隊創業輔導課程。已完成第一期款請領事宜。 

 2、協助團隊申請第二階段補助案，將於 103 年 1 月 6 日前截止報名，並

於 103年 1月 31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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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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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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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已邀 9名業師進行產業創新經驗分享。 

 2、102-2「藝術創業研究」與「藝術經紀專題」課程講者接洽確認中。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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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藝風執行日本表團演出與校園三場講座。主要協助來台期間接待與

節目執行（含演出技術/前台），日本表團於 11月 6日抵台，11月 8~10

日於松山文創園區進行三場演出，現進行結案。 

 2、完成 3 場校園講座宣傳。10 月 7 日台中靜宜大學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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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已於 11月 28日繳交結案報告與第二期款領據予廣藝基金會。 

 (五)2014果實藝術創作營 

 1、與果實文化基金會合作辦理，將結合過去五年內參與營隊之學員，製

作一檔演出。 

 2、第一階段報名已於 11 月 22 日截止，於 12 月 8 日選出 46 名學生，並

於 12月 21、22日於校內舉辦甄選工作坊，1月 25日、26日舉辦寒訓，

將於 103年 7月進行密集排練、並於 7月底演出。 

 (六)2014外交部春宴─春嬉 

 1、已於 11 月 5 日至圓山大飯店進行第一次場勘、並於 11 月 11 日、18

日進行第一次、第二次籌備會議，訂主題為春嬉、選用林智信老師作

品為主視覺圖。 

 2、12月 3日下午與音樂系助教、12月 4日下午與舞蹈學院院長至外交大

使館區拜訪使節討論演出內容。 

 3、主視覺與邀請函電子檔已於 12月 9日寄至外交部，待外交部回覆後繼

續製作。 

 4、於 12 月 11 日與外交部至圓山進行第一次試菜，撰寫菜色介紹文字與

節目文字待送外交部翻譯後進行手冊編排。 

 5、邀請函將於 12月 31日前、手冊等其餘輸出品將於 1月 27日前製作完

成交至外交部。 

 6、訂於 1 月 20 日、1 月 27 日、2 月 10 日於校內，協同外交部參與演出

之大使進行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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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總務處 
資料時間：102年 11 月～103 年 1 月 

 

一、 校舍興建與修繕：  
 (一)戲劇舞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1.本建物經建管處於 102/11/18函示同意核發使用執照，並由廠商於 102/11/27
完成複本圖製作，已於 102/11/28 領取使照。 

2.本工程已於 102/11/29 及 102/12/06 由承商派員辦理建築物設施教育訓練，

以期各系所代表熟悉本建物設施操作。 
3.本案經廠商提送竣工文件，已依採購法函報教育部派員監驗，並已於

102/12/09 起會同各系所代表辦理正驗，驗收紀錄彙整中。 
4.「舞蹈學院大排練教室貓道採購案」已於 102/11/18 完成設計監造勞務服務

採購招標，其後由建築師於 102/12/04 提交預算書圖，已轉送舞蹈學院審

查確認，經舞蹈學院提出相關意見，續由建築師據以修正並於 102/12/12
再送本校，已再送請舞蹈學院確認，俟確認後隨即上網辦理工程招標。 

5.「劇場設計系燈光教室裝修採購案」已於 102/12/06 上網公告工程招標，並

於 102/12/17 開標且順利決標，隨即通知廠商到校辦理簽約及研商進場施

工事宜。 
6.「劇場設計系服裝教室(含辦公室)裝修採購案」於 102/12/09 辦理工程採購

開標(資格審查)，僅 1 家廠商投標且因資格不符而流標。隨後重新上網招

標，102/12/16 再次開標(資格審查)又無廠商投標而流標，已再洽系上研商

後續處理情形。 
7.「劇場設計系中庭展示區裝修採購案」已由劇設系於 102/11/27 簽准辦理招

標，並已完成補送校園規劃小組審議。其後續由本處於 102/12/16 上網公

告工程招標，並訂於 102/12/24 開標。 
8.本建物「公共藝術設置」共有兩案，其中一案已核定，另一案之藝術家已

於 102/11/20 送交設計稿，經本校初步提供意見，藝術家已於 102/12/06 完

成修正再送本校。修正後之設計內容已由研發處擇期召開公共藝術審議委

員會進行審議，並由研發處於 102/12/17 將核定結果分送總務處辦理議約

及市府文化局進行審議。 
 (二)本校「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興建構想書已於 102/12/03 提送教育部審議，

全案總工程經費 2 億元，規劃以全額貸款方式興建。為加速辦理時效，奉

示先行辦理建築師遴選，已著手準備招標文件並依行政程序簽核。 
 (三)本校「科技藝術未來館」興建構想書已於 102/11/19 第 3 次送請教育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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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目前已由教育部分送外聘委員審查，審查進度將由本處持續追蹤。 
 (四) 本校「擋土牆地錨檢測及補強評估」專案經廠商完成地錨檢測及分析後，

已再進一步提出補強評估建議於 102/12/06 提送本校，依據該報告，廠商

初估之補強費用高達 900 萬元，本處將邀集校外專家學者擇期召開專業審

查會議，審議廠商所提之評估及經費需求是否合理，並將依急迫性研議分

期施作之可行性。 
 (五)本校美術學院柴窯辦理建管程序補正案，經市府建管機關核定程序違規之

罰鍰為 10 元，已完成繳納，並於 102/11/05 獲核發建造執照。本案另經建

管機關要求本校所轄校地涉有計畫道路用地，應先行辦理道路用地土地分

割後始可請領使用執照，已由本處函請市府相關機關協助辦理。 
 (六)本校「研究大樓樓層空間調整及裝修」案已於 102/11/19 完成設計監造技

術服務之採購招標，並於 102/11/27 邀集各使用單位、研發長及建築師共

同確認各單位之需求，並研商全案推動之期程。其後經建築師提供設計成

果，續於 102/12/12 邀集各使用單位、研發長及建築師再次確認是否符合

需求，同時確認全案推動之期程。建築師再依據相關意見修正設計圖面，

於 102/12/18 送請各單位確認後，即據以辦理室內裝修申請及工程案之發

包。 
 (七)本校「女二舍前方樓梯整建工程」已於 102/11/29 上網公告招標，並於

102/12/13 開標且順利決標，預訂於 103/01/17 起施工，103/02/28 前完工。

施工期間將有工程車輛進出，請全校師生經過工區時特別注意安全。 
二、 環境與設備維護： 
 (一)校區清潔：本處規劃明(103)年度寒假期間由廠商執行辦公空間洗地及打蠟

事宜，待新年度清潔廠商完成招標後，再行與各單位聯繫並確認期程。 
 (二)校區景觀： 

1.執行藝大咖啡鄰近區域枕木階梯及扶手之維修。 
2.執行行政大樓旁櫻花步道之整修。 
3.執行教學大樓花台凌霄花之施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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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關人行道鋪面改善已商請市議員邀

集新工處等相關單位辦理現勘，並獲新工處同意於明年度寒暑假期間辦理

人行道整平改善，北投區公所預訂 102/12/25 召開區務會議，將由本處派員

參加，以進一步追蹤市府單位之辦理情形。 
 (四)本校校區臨荒山劇場後方原有民眾於私有地上自設名為「光武農場」之菜

園，近日發現該菜園部分土地因轉售後由新地主進行整地，為確認本校校

地完整，已要求地主先行確認地界，該地主已向淡水地政事務所申請於

102/12/26 日重新測量地界，另本處(保管組)則向地主提出會同士林地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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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共同測繪之要求，屆時將由本處派員會同辦理。 
 (五)「103 年度景觀維護採購案」於 102/12/17 辦理議價，另「103 年度清潔維

護與垃圾清運採購案」亦於同日辦理開標，以期接續辦理明(103)年度之相

關業務。 
 (六)本校圖書館 1 樓(地美館)前方臨美術系特殊教室旁之機車停車區，經同學

反映周圍護欄較低，有安全疑慮，已由本處招商改善完成。 
三、 公共設施與服務： 
 (一)本處推動本校「電子化公文」專案，已於 102/12/09、102/12/12、102/12/23

及 102/12/24 共濟辦理 4 場公開說明會，向全校各單位承辦人說明全案之

目標及細節，請各單位協助配合推動。 
 (二)本校「電子化公文系統採購」案已簽准辦理招標，訂於 102/12/25 開標(資

格審查)，102/12/31 召開評選會議進行最有利標評選。 
 (三)「關渡美術館 2 樓咖啡館」經完成公開標租案評選作業程序，已與得標廠

商完成簽約，並於 102/11/15 起正式營運。 
 (四)本(102)年度教育部至本校查帳時，對於許多單位在「短期」內，多次向「同

一廠商購置相同性質」產品之採購行為提示相關意見，促請本校檢討以避

免有違反政府採購法 14 條之虞。鑑於本校數年前辦理「監視攝影機採購

案」，曾因涉及分批採購致相關人員遭到檢調單位約談起訴，雖最終獲判

無罪，但漫長之審判辯護過程，十分艱辛。因此，本處除籲請各單位審慎

辦理涉及分批採購之業務外，本處(事務組)並規劃於明(103)年度寒假期間

舉辦「財務、勞務採購開口合約」在職教育，希望各單位屆時能指派相關

人員踴躍參訓。 
 (五)為降低本校公共空間之意外情形，本處(保管組)規劃設置「公共空間安全

警示告示牌」，研擬設置安全警示告示牌地點包括行政大樓前芙蓉草皮、

人文廣場草皮邊坡以及志仁高職步道等，目前各地點告示文字初稿已送請

國交中心協助翻譯，俟版面確定後即可製作，預計本(102)年底前可完成。 
 (六)本校 102 年度 1 至 11 月用電及用水情形說明如下： 

1.共計用電 10,060,800 度，較 101 年度同期用電(10,277,200 度)減少 216,400
度(2.11%)。 

2.共計支出電費 31,466,643 元，較 101 年度同期電費(30,462,877 元)增加

1,003,757 元(3.11%)。 
3.共計用水 195,822 度，較 101 年度同期用水(184,569 度)增加 11,253 度

(6.10%)。 
4.共計支出水費 1,725,475 元，較 101 年度同期水費(1,631,804 元)增加 93,671

元(5.74%)。 
5.再次籲請全校師生共同節約能源，減少不必要之水、電浪費，愛護地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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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七)為提升師生返校之便利性，經協調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除每天增開晚上

11 時 30 分「北藝大專車」提供上山（返校）服務外，另自本(102)年 11 月

4 日起，試辦學期間每週日晚間 8 時及 9 時於關渡捷運站增開「北藝大專

車」，以提供住宿學生返校需求，請各單位協助宣導。 
 (八)有關「舊警衛室」空間委外經營評估案業已完成初稿，並已於 102/12/04

邀集相關單位就該空間委外營運服務需求共同研商，各單位所提相關意見

由本處進行彙整，續依程序製作簽呈(會議紀錄併陳)會簽研發處與人事室

(刷卡機是否遷移)等後，奉核據以辦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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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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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103 年 01 月 

 

一、 活動企劃、執行 

 (一)2013關渡藝術節『Crossover』---超越(跨越)與跨界--相遇亞洲 

 1、活動期於 102/10/4(五)起至 10/27(日)止，已順利完成，核銷結案進行

中。 

 2、已於 11/25(一)下午 15：00假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召開總檢討會議。 

 3、2014關渡藝術節演出節目資料籌備中。 

 (二) 2013秋冬展演系列自 9/24(二)開始至 2014年 01/12(日)結束。請同仁

們踴躍參與各展演單位籌畫推出的展演活動。 

 (三)三廳各展演系、所、單位演出暨活動之前台業務執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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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2~12/28配合音樂系「2013秋冬展演」音樂會共計 11場，裝

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2、2013/11/11配合生活輔導組「法治教育」講座場地使用。 

3、2013/11/11配合音樂系專題演講場地使用。 

4、2013/12/02~2014/01/02配合音樂系學位考演出系列活動裝拆台、彩排

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共計 10場。 

5、2013/12/8”李登輝基金會”感恩音樂會配合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

協調與支援。 

6、2013/12/15、26配合傳統音樂系「琵琶」南管兩場節目之裝拆台、彩排

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二) 舞蹈廳協辦事項 

  1、2013/11/09配合傳統音樂系「琵琶新聲-近現代作品」裝拆台、彩排及

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2、2013/12/02配合衛生保健組健康講座場地使用。 

  3、2013/12/09~12/22 配合 2013 舞蹈學院歲末展演「跳房間-經典到新意

的破格」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4、2014/01/13~01/16配合劇場設計系燈光設計課程「SHOW II」課堂呈現

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三) 戲劇廳協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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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3/10/28~11/17 配合 2013 戲劇學院秋季公演「人間煙火」裝拆台、

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2、2013/12/09~12/29 配合 2013 戲劇學院冬季公演「金龍」、「商人」裝

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3、2014/01/03~01/12配合劇場設計系期末作業展場地使用及技術協調與支

援。 

 (四) 服裝間協辦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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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3/11/18~12/29配合戲劇學院畢業製作「金龍」、「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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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6~1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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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3/11/18~12/29配合戲劇學院畢業製作「金龍」、「商人」舞台佈景

道具製作場地使用。 

3、2013/12/23~2014/01/12配合劇場設計系期末作業前置作業及展出場地

使用。 

三、 中心老舊設備修繕及更新專案計畫: 

(一)佈景實習工廠地板修繕工程: 

因本年度預算排擠，上未能容此項計畫推展目前僅就威脅使用安全部

份區域進行修繕，完整修繕規劃將提明年度預算支應是項工程。 

(二)規劃擬定明年度中心老舊設備修繕及更新專案計畫，併入 103年度經

費需求表中，以簽文提送審閱中。 

四、 卓越計畫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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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關渡藝術節期間啟用，各系學製與畢製亦使用中。 

(二)102年度教學卓越成果報告書及 103年計畫提案撰寫陳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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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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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10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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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網路課程預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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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務系統建置 98/8-102/7 

1、11/18 舞蹈系線上期中成績輸入系統上

線。 
2、畢業審查系統功能擴增介接服務學習及

跨域畢業門檻資料。 
3、開放 1021 教學評量系統。 
4、開放 1021 成績線上學期成績輸入。 

2 學務系統 99/5-102/7 
1、依需求增修各子系統功能。 
2、改寫並開放導師登錄學生操行成績。 

3 人事系統 99/5-102/7 

1、配合人事室完成相關報表資料校正與報

表開發更新。 
2、完成差勤加班補休假新功能程式開發。 

4 數位典藏平台建置 II 101/7-102-12 
辦理關美館庫房典藏管理系統，預計 12/18
完成開標作業。 

5 數位學習整合系統 98/10-100/12 

1、完成藝家人系統維護合約續簽業務。 

2、串流影音設備建置中。 

3、新課程地圖系統建置。 

6 校園網站國際化 98/11-99/10 完成簽訂103年度維護合約作業。 

7 教師自我評鑑系統 98/1-101/12 
展演資料表已完成，依研發處建議修正部

份欄位。 

8 招生系統開發建置 99/11-100/7 
1、103 學年度招生系統準備工作 

2、個人申請線上面試排考作業規劃。 

9 學生線上離校管理系統 99/8-100/6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10 網頁改版/總務系統 100/5-101/7 線上繳費平台資訊流整合開發。 

11 跨領域學習護照 100/8-101/7 協助統計102學年度學生通過跨領域狀況。 

12 全校性資訊入口網整合(EIP) 100/8-102/5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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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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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103 年 1 月 

 

一、 中心辦公室報告 

 (一) 本中心籌劃 2013年大型跨領域科技表演無人劇場《罪惡之城》，已於

10月 27日完成正式演出，共計 5場次票券全數售完，演出期間除校內

師長熱心參與，其他前來觀賞之重要人士計有：邱再興文教基金會邱再

興董事長、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鄭家鐘董事長及李玉玲總監、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陳錦誠執行長、國立臺灣美術館黃才郎館長、當代傳奇

劇場吳興國藝術總監、書法家董陽孜女士、臺灣文化創意產業聯盟協會

榮譽理事長李永萍…等。中心已於 10月 28日完成撤場及場地點收，並

已於 11月 20日完成各項核銷與結案作業；感謝各單位協助，使本次活

動得以圓滿結束。 

(二) 本中心邀請日本東京藝術大學教授兼藝術情報中心主任藤幡正樹來校

演講，其作品對當代科技藝術的發展有巨大的啟發影響力，為互動藝術

領域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次演講將分享其參與第八屆臺北數位藝術節

「Data-Neurons超神經」之作品《Voices of Aliveness 生命之聲》；

演講時間為 11月 18日（一）14:00，演講地點為研究大樓 R307多媒體

會議室。 

(三) 法國里昂國立音樂創作中心（GRAME）主任 James Giroudon 與法國國立

里昂高等美術學院教授（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 

de Lyon, ENSBA）Gilles Grand 日前於 11月 18日來訪本中心，除參

觀中心展覽室，並與本中心王俊傑主任、未來聲響實驗室王福瑞老師及

超通訊視覺實驗室孫士韋老師進行會談，就雙方未來合作的可能性進行

交流。 

(四) 本中心與本校新媒體藝術學系共同邀請林其蔚來校擔任工作坊講者，其

為臺灣聲音藝術先行者，曾策劃第一屆「破爛生活節」，並於 2012年出

版 《超越聲音藝術：前衛主義、聲音機器、聽覺現代性》。相關活動資

訊如下： 

第一部：機械化文藝實習 A（精緻的尸體與 cut-ups的延伸操作） 

日期：11月 4日（一）18:00-21:00 

地點：音樂廳後臺 S1排練室 

 

第二部：前現代藝術實習（逆轉原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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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1月 6日（三）18:00-21:00 

地點：研究大樓 R211-1教室 

 

第三部：機械化文藝實習 B（性愛、藥物、死亡和機械化文藝實習） 

日期：11月 8日（五）18:00-21:00 

地點：研究大樓 R211-1教室 

(五)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日前受邀參加臺北市立美術館「2014年『X site』

地景裝置計畫」審查會議，該計畫為屆滿 30週年的北美館首次開放館

前廣場空間，公開徵求團隊設計提案提出臨時性的地景建築裝置，希望

鼓勵新生代建築師與跨領域人才的合作，建築人透過與當代藝術家、設

計師、具文化活動發展及美學概念等人才資源結合，不僅為公眾搭建新

的藝術空間，並促成跨界合作的藝術表現。  

(六)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日前受邀參加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策展人培力@美

術館」專案審查會議，該專案乃延續「策展人培力@鳳甲美術館」之精

神，提供展覽實踐場域與資源，並作為獨立策展人與美術館合作的平

臺，預定徵選三位策展人於 2015年分別在會鳳甲美術館、臺北當代藝

術館與關渡美術館展出。 

(七)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日前受邀參加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際駐地研究及

展覽交流計畫」專案審查會議，該專案徵求國內策展人自行提出國外駐

地城市或機構之研究計畫，並在駐地研究完成後結合國內團隊提出兩地

展覽交流計畫；期望透過具在地與國際視野的策展內容，展現臺灣當代

藝術與國際對話的能力與企圖心。 

(八)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受邀參加臺北市立美術館《迫聲音－音像裝置展》之

「2013迫聲音藝術演講會」，演講主題為「當代藝術裡的聲音與時代性

－兼談『迫聲音』」，除探討「聲音」成為數位時代美學、社會、政治與

影像的跨域體，並思考當代藝術的跨領域狀況及新的可能性。演講時間

為 11月 23日（六）14:30至 16:30，地點為臺北市立美術館地下一樓

視聽室。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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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主持其國際創作論壇，論壇日期為 11月 17日（日）

14:20至 15:20。該藝術節為臺灣跨領域數位藝術重要展演活動之一，

活動日期為 11月 15日至 24日，地點為臺北松山文創園區製菸工廠東

側一樓與南側二樓。 

(十)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受邀參加「2013華山藝術生活節」之「表演藝術論

壇：跨界未來」，主題為「跨域創作與表演藝術未來發展」，由王俊傑主

任負責主持，Dimension+創意總監蔡宏賢與狠主流多媒體有限公司創辦

http://buy.sina.com.tw/soso/%E5%BB%BA%E7%AF%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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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周東彥參與對談。活動日期為 11月 2日（六）10:30，活動地點為衛

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 285展演場。 

(十一)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受邀參加臺北市立美術館「2013第七屆美術館教

育國際座談會」，主題為「範圍之外：美術館地景空間的實驗與想像」，

王俊傑主任參與其中子題「建築裝置在美術館的新體驗」綜合座談，主

持人為臺北市文化局局長劉維公，與談人為美國紐約 MoMA現代美術館

當代建築策展人 Pedro Gadanho、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黃海鳴、國立成

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吳光庭與北京「非常建築」主持建築師張永和。

座談日期為 11月 9日（六）9:40，地點為臺北市立美術館地下一樓視

聽室。 

(十二) 本中心未來聲響實驗室主持人王福瑞老師日前受奧地利「radio 433」

組織邀請，至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中心的 Deep Space空間進行聲音藝

術現場表演，該中心為世界最重要的數位藝術中心之一，其中 Deep 

Space配置一流專業音響設備，並具備獨特超高解析度影像與八臺高解

析度 1080p主動式立體功能 Barco Galaxy NH12投影機，本次演出為臺

灣藝術家首度受邀至此表演，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十三) 本中心超通訊視覺實驗室孫士韋老師日前 11月 24日於 EITA創新資

訊科技學會（Emerging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之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演講，演講題目為「The bridge between art and 

technology」，地點為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理館。演講中孫士

韋老師展示多項於本校研發之前瞻技術，獲得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成功

大學及國立臺北大學等校之教授好評。參考網頁：

http://www.eitc.org/conferences/eita-new-media-2013/program 

(十四) 本中心超通訊視覺實驗室孫士韋老師指導新媒體藝術系研究生張雅

婷同學，其論文「Cloud-Based Social Space: An Interactive 3D Social 

Media Browsing System」獲 ACM SIGGRAPH Asia 2013學術研討會接受，

該研討會為 ACM電腦圖學與互動技術之國際指標性技術/藝術/動畫之

論壇/展演/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於 11月 19日至 22日在香港舉行，

投稿來自世界各國且競爭激烈，在互動技術與混和實境壁報論文中，本

篇論文是唯一來自臺灣的論文。研討會期間孫士韋老師與美國耶魯大學

研究團隊的 J. Benes以及丹麥理工大學的 M. Nobel-Joergensen兩位

博士生進行交流，針對場景分析與影像分析研究領域交換研究心得與可

能的發展方向。參考網頁：http://sa2013.siggraph.org/en/ 

(十五) 本中心超通訊視覺實驗室孫士韋老師日前完成臉部表情辨識演算法

分析程式，該程式整合運用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該校資訊科學領域排

名為全球第一）Saragih博士等人於 IEEE ICCV提出之頂尖會議論文研



8-4 

 

究方法，可即時偵測辨識臉部表情，預計將運用於互動藝術作品之觀者

情緒分析。 

(十六) 本中心超通訊視覺實驗室孫士韋老師日前完成將 unity 3D環境與網

路訊號串接測試，可將外部訊號觸發事件透過 tcp傳輸協定，基於

socket程式設計將事件與 unity 3D環境 3D物件互動，未來並可與互

動藝術作品結合。 

(十七) 本中心超通訊視覺實驗室孫士韋老師日前會晤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

程學系教授施國琛博士，同時邀集中央資工系三名研究生、本校新媒體

藝術系兩名學生以及本校舞蹈研究所三名學生，進行動作辨識技術應用

於舞蹈創作會談，洽談深度影像分析技術運用於表演藝術之可能性。 

(十八) 本中心超通訊視覺實驗室孫士韋老師日前受邀至校外進行「科技與

藝術有什麼關係？」專題演講，地點分別是：國立中央大學通訊工程學

系，對象為該系大學部學生；國立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碩博

士班成員之全系專題討論，聽眾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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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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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103 年 1 月 

 

一、 推廣教育中心 

 (一) 推廣教育 

 1. 11/2 馬偕包班「魔力的語言－教學吸引力之講台魅力」一日研習營、

11/9 馬偕包班「醫護溝通工作坊」一日研習營圓滿結束 

 2. 研擬新年度視覺行銷、課程方向，規畫課程開發方案，師資邀請與課

程規劃完成。  

 3. 2014 年度課程規劃審查會議 11/19 召開完成，共規劃 110 門課程，

招生行銷文案調整確認中。 

 4. 2014年度簡章行銷視覺設計完成，春季簡章擴充 40頁增量版排版進

行中。 

 5. 「2014 北藝大夏日學校」擴大辦理，校內說明會 11/29 下午 14:00

召開，12/4 進行校長簡報。目前與美術系、戲劇系、動畫系、舞蹈

系、新媒系、傳音系於 12/12召開第一次規畫籌備會議。 

 6. 與「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完成合作協議，大稻埕學堂合約訂定中。 

 7. 「文化台灣」海外人士藝術參訪課程研擬規畫中。 

 (二) 進修教育 

 1. 兩岸大學交流教育 40學分班合作規畫研擬洽談中。  

 (三) 中心事務 

 1. 中心網站：進入保固期，持續測試修正。線上刷卡功能測試中。 

2. 重整作業標準化，研擬課務、帳務、客服、行政…等標準 SOP流程，配

合網路自動化，減少人力作業並確保風險管理。 

二、藝大書店 

(一) 活動部份 

1. 現正進行活動 

● 弘恩 85折品格動畫展〈2013/11/26至 2014/01/03〉 

● 閣林書展〈2013/12/02至 2013/12/31〉 

● 小書展：傲然於國家意志的力量。88 折。〈2013/12/16 至

2014/01/25〉 

● 金革表演藝術 DVD特賣$399元。〈特惠至 2013/12/31〉 

2. 籌備中活動 

● 年終盤點 

● 寒假敦親睦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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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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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103 年 1 月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本校於 11 月 1 日與日本映畫大學完成姊妹校締約流程，為本校第 56

所姊妹校。 

 (二) 協助辦理 11月 25至 29日副校長赴芬蘭赫爾辛基參加「2013第六屆歐

洲藝術研究領袖高峰論壇」行程安排事宜。 

 (三) 辦理 11 月 27 至 29 日國際交流中心呂弘暉主任、藝推中心曾介宏主任

及國交中心同仁共三人赴香港、澳門拜訪姐妹校香港演藝學院討論雙聯

學制及境外專班事宜，並參訪香港中文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等知名院校

之相關事宜與聯繫。 

 (四) 11 月 28 日接待馬來西亞青少年月由台灣民俗文化交流學習團共 27 名

師生至本校美術學系、關渡美術館及藝術科技中心參訪教學及展覽空

間。 

 (五) 協助移民署聯繫辦理傳統音樂學系參與 12 月 1 日主辦之國際移民日

「2013移民節－幸福臺灣、薪火相傳」節目演出內容與相關事宜。 

 (六) 協助安排 12 月 10 日加拿大音樂節代表 Paul Dornian 和范磊老師與校

長晤談，並參訪展演中心、關渡美術館及圖書館等展演空間。 

 (七) 協助安排 12 月 18 日美國印第安那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院長 Prof. 

Larry Singell一行 3人來訪之行程與相關事宜聯繫。 

  (八) 辦理 12 月 19 至 21 日校長、音樂學院劉慧謹院長及黃立芸老師等三人

赴日本京都造型藝術大學參加「亞洲藝術校院聯盟」會議事宜。 

 (九) 協助本校音樂學院與日本京都市立藝術大學音樂學院有關12月19日赴

日本簽訂交換生合作協議相關之事宜聯繫。 

 (十) 12月 23日接待澳門美術教師交流協會參觀美術學院和關渡美術館之教

學展演空間。 

二、 外國學生業務 

 (一) 本校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優外籍獎助金，經 11月 11日國際交流委員

會通過後，獲獎名單於 11月 20日公告於國交中心網站。 

 (二) 103 年度校內外國學生工讀金分配金額已經國交委員會通過，並通知各

教學單位與行政單位。 

 (三) 完成 102學年度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外國學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填報。 

 (四) 參加 11月 22日外交部召開之「甘比亞在台留學生後續事宜」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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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說明會決議，本校新媒體藝術學系四名甘比亞專班碩士生可順利於

2014年完成學業並保有返國機票預算。 

 (五) 預計 12月底完成 2014年外國學生招生簡章，公告於國交中心網站。 

 (六) 2013年英文版招生宣傳文宣已完成，預計本週內前完成寄送我國駐外使

館、駐外辦事處、國外藝術院校、國內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等單位。。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協助辦理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國外交換學生簽證延期之業務。 

 (二) 國內姊妹校清華大學 3名學生申請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交換學生，業已

通過戲劇學系、新媒體藝術學系、美術學系審議，本中心業已發文至清

華大學教務處通知審查結果。 

 (三) 姊妹校上海戲劇學院、廣州美術學院、上海音樂學院、南京藝術學院共

9 名學生申請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交換學生乙案，業已通過電影創作學

系、戲劇學系、美術學系、音樂學系及劇場設計學系審議，本中心將協

辦後續來台事宜。 

 (四) 姊妹校韓國誠信女子大學、日本沖繩縣立藝術大學、韓國藝術綜合學

校、布拉格藝術學院、芬蘭美術學院赫爾辛基大學及香港演藝學院共 7

名學生申請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交換學生乙案，業已通過新媒體藝術學

系、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班、傳統音樂學系、美術學系及戲劇學系審

議，本中心將協辦後續來台事宜。 

 (五) 協助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國內外交換生辦理離校手續。 

 (六) 音樂系王甯嫻同學與美術系張顥馨同學申請西貝流士音樂學院與芬蘭

美術學院延長交換至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皆已通過國際交流委員會與對

方兩所學校同意。 

 (七) 音樂學系碩士班呂季贏同學申請姐妹校上海音樂學院交換乙案業已通

過對方學校審議，本中心將協辦後續事宜。 

 (八) 戲劇學系碩士班謝應安同學申請姐妹校上海戲劇學院交換乙案業已通

過對方學校審議，本中心將協辦後續事宜。 

 (九) 美術學系葉炫均及謝宜儒同學申請國內清華大學研長交換至 102學年度

第 2學期皆已通過本校國際交流委員會及對方學校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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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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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103 年 01 月 
 
一、 傳統藝術學分學程 

 (一)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執行： 
1. 「纖維工藝－布農族樹皮布藝術」(潘娉玉老師) 

已完成第一次田野課程(10/19~10/21)。第二次田野課程將於

12/20~12/22 進行部落成果發表。 

2. 「纖維工藝－自然染藝術」(江明親老師) 
12/14~12/16 進行田野課程，參訪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及

南投地方工坊。 
3. 課程經費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計畫支

持，並與藝推中心合作，共開放學分班 4 名額，有 3 名學生選修。 
 (二)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預計開設二門。分別為：臺灣民俗儀式祭

典─北港朝天宮迎媽祖 II(林承緯老師)；傳統表演藝術創作專題─傳
統音樂與獅陣展演(葉晉彰、蔡凌蕙老師)。 

二、 102 年教學卓越計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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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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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當天吸引

校內師生近 40 人次參與觀賞，演出結束後另開放偶戲互動體驗，

由蕭添鎮老師親自指導同學們如何操演戲偶。 
(二) 「峇里島傳統音樂與獅陣展演」工作坊：傳研中心與傳統音樂系合

辦，開放各系所同學報名參與，招收 25 名學員。本工作坊邀請國

立日惹印尼藝術大學(ISI)I Gusti Putu Sudarta 老師來臺，於 12/9(一)
起至 12/13(五)進行一系列的峇里島傳統音樂、舞蹈教學體驗工作

坊，並於 12/13(五)17:30 於藝大書店前進行工作坊成果展演。 
三、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計畫案 
 (一)執行計畫經費所支應的 102-1 學期 2 門纖維工藝課程，分別為「纖維

工藝─自然染藝術」及「纖維工藝─布農族樹皮布藝術」，共 42 名學

員。 
(二)跨年度計畫經費核銷及結案報告製作至 103 年 1 月 31 日止。 
(三)12 月份執行後期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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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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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展獲得臺博館支持作為該館 2015 年的主展，展期暫定

2014/12~2015/8。傳研中心策展團隊與 Edric Ong 先生(馬來西亞沙勞

越工藝協會會長)將於 11/19(二)至臺博館進行交流討論，研議未來展

覽推動與執行等各項合作內容。參展國家目前確定有 15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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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1/25(一)
起至 11/28(四)在荷蘭萊頓進行一系列以無形文化遺產及臺灣傳統織

品為主題的交流活動，包括四場論壇、一場泰雅族傳統織品展暨示範

教學，以及三場藍染工作坊，共計吸引當地文化資產保存學者、染織

專業與社群等超過一百人次參與。活動進行會後並與該中心及萊頓大

學人文學院研議未來合作計畫之發展。 
(三) 土耳其水拓藝術家 Ahmet Çoktan 示範演出 

由傳研中心與文資學院共同辦理，於 11/15(五)邀請享譽國際的土耳

其藝術家 Ahmet Çoktan，至本校進行一場水拓藝術(Ebru Art)示範教

學。本活動吸引校內師生近 70 人次的參與觀摩，活動中更開放同學

們親身體驗水拓藝術創作，參與同學們反應踴躍，盛況空前。 
(四) 荷蘭國際亞洲研究中心專題演講 

與文資學院共同邀請荷蘭國際亞洲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IAS)主任 Philippe Peycam 先生於 12/18(三)蒞臨本校

專題演講．講座主題為「國際文化交流與在地文化保存」(From Angkor 
to Macau: Defining a global strategy for local empowerment through 
culture)。此行亦將研議未來交流與合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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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圖書館 
資料時間：102年 11 月～103 年 1 月 

 

一、 全館性業務 

 （一）「作曲家游昌發創作手稿特展」 

展覽時間：102年 12月 24日（二）-103年 2月 14日（五） 

展覽地點：圖書館 4樓 

開幕茶會：102年 12月 24日（二）10:30-11:50  

 （二）102年度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活動一：「作曲家游昌發手稿創作特展」 

活動二：「作曲家游昌發手稿創作特展開幕茶會」 

活動三：「午間音樂會」 

        時間：12月 23日 25-27日 12:20-12:50 

        地點：圖書館大廳 

活動四：「藝術人文新書展示暨圖書閱選活動」 

        時間：12月 23日 25-27日 12:20-12:50 

        地點：圖書館大門兩側 

 （三）專題演講 

講題：「珍貴音樂史料檔案保存方法 Music Preservation: 

Basics of Processing Unique Materials」 

講者：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民俗中心(The American Folklife 

Center, Library of Congress)檔案研究員葉娜(Dr. 

Nora Yeh)博士 

時間：11月 4日 13:20-15:00。 

地點：圖書館經典悅讀區。 

 （四）舉辦主題書展 

 1、102年 11月書展主題為「插畫嘉年華」。 

2、102年 12月書展主題為「生命花園」。 

3、103年 1月書展主題為「世界正美麗」。 

 （五）圖書館藝廊作品展 

  1、102年 11月 3日~11月 23日展覽名稱為「趙瑜作品展」。 

  2、102年 12月 1日~12月 15日展覽名稱為「林子絹畢業 

     個展」。  

二、 閱覽典藏與參考服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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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圖書館貼心新服務: 

 提供借書車及愛心提袋借用服務，讓讀者推著書車輕鬆借書

去。  

 (二)新購資料庫： 

    購置「豐子愷兒童漫畫選資料庫」及「台灣文獻叢刊續編資料

庫」，充實動畫系及文資學院之數位館藏，預計於 12月底前完

成採購及系統安裝並將製作推廣文宣，以周知使用。 

 (三)新生圖書館利用活動：  

     大學部新生圖書館參訪，由導師/助教/班代安排各系至館參

觀，以協助其熟悉圖書館，增進日後學習效果，至 11月底已有

舞蹈一貫一、音樂系、劇設系、美術系參加。 

 (四)北一區圖書資源平台： 

 今年 10月重新啟動之代借代還服務，除新增政治大學圖書館

外，另一伙伴學校台北大學圖書館，於 11月 25日新館落成啟

用，重新加入服務，亦公告各伙伴校協助宣傳及調借該校圖書，

並歡迎至新館參觀。 

 (五)自助借書機推廣活動至 12月 20日止。 

 （六）研究小間本學期第二次申請使用： 

 申請時間自 101年 11月 11日上午 08：30起(額滿為止)，使用

期限自 102年 11月 18日（一）至 103年 1月 17日(五)。 

 （七）延長寒假期間借閱圖書資料到期日如下： 

 
 

身分 借閱起始日 到期日 

專任教師 102年 12月 7日 103年 2月 24日 

研究生 

助教 

研究人員 

102年 12月 21日 103年 2月 17日 

兼任教師 103年 1月 4日 103年 2月 24日 

職工 

大學部及七年一貫制

學生 

校友 

計畫助理 

工讀生…等 

103年 1月 4日 103年 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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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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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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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請購率已達 85%，預計 103 年 2 月底完

成圖書採購作業。 
 （二）申請國科會 103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本校預計提出 4項計畫，分別為博館所申請「博物館、收藏與

展示文化」議題、建文所申請「近現代工藝交流史」議題、藝

管所申請「文化政策、藝術產業及市場」議題、劇設系與戲劇

系共同申請「全球化與劇場跨界」議題，刻正進行計畫內容撰

寫及書單彙整，預計於 103年 1月初完成，並依限於 1月中旬

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三）102年下半年校內購書經費 25 萬元 

 陸續採購各系所老師指定參考書、課程用書、學生推薦及票選

圖書，預計於 12 月底完成請購核銷作業，並儘速編目上架供

師生閱覽。 
 （四）103 年期刊採購已全數決標 
    103 年日文、中文、大陸及西文電子期刊採購案已分別於 11

月底完成採購作業，另西文期刊採購案預計 12 月中旬完成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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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關渡美術館 
資料時間：102年 11 月~103年 1 月 

 

一、展覽活動 

(一) 12/27~ 2/16「ONE PIECE ROOM–陳伯義個展」。 

(二) 12/27~ 2/16新媒系卓越獎。 

(三) 12/27~ 2/23「無河不流，有河必流」聯展。 

(四) 12/27~ 2/23「你是懂了嘛」陳以軒個展。 

(五) 12/27~ 2/23「天人五衰」聯展。 

二、教育推廣活動 

(一)11月 6日【2013駐館計畫】何香凝美術館策展人王東藝術開講。參加

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二)11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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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 

(三)11月 13日【2013駐館計畫】美國駐館藝術家沃伊切赫 基勒維茲藝術

開講。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四)11月 16日【2013駐館計畫】美國駐館藝術家沃伊切赫 基勒維茲工作

坊開放。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五)11月 20日【藝文空間參訪】台北市立美術館。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 

(六)11月 27日【2013駐館計畫】美國駐館藝術家沃伊切赫 基勒維茲工作

室開放。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七) 12月 4日【藝文空間參訪】非常廟藝術空間及福利社藝術空間。參加

對象：美術館志工。 

(八)12月 11日 志工年終討論會。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 

(九)12月 18日「ONE PIECE ROOM–陳伯義個展」及新媒系卓越獎展覽介紹。

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十)103年 1月 8日「你是懂了嘛」陳以軒個展及新媒系卓越獎展覽介紹。

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十一)103 年 1 月 15 日「逐一地」聯展展覽介紹。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

及一般民眾。 

(十二)103年 1月 22日「天人五衰」聯展展覽介紹。參加對象：美術館志

工。 

(十三)103 年 1 月 29 日【藝文空間參訪】十三行博物館。參加對象：美術

館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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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覽服務  

11 月份安排導覽人數 408 人，12 月份目前登記 358 人，103 年 1 月份目前

登記 100人。 

四、貴賓參訪 

11月份： 

11/4 上海戲劇學院院長及師生 12 人、11/5 文化部貴賓 達拉斯外賓 Amy 

Hofland 女士（達拉斯 Crow Collection of Asian Art 執行長）、11/5 日

本藝術家柳美和 4人、11/8日本東京造型藝術大學教授等 3人、11/8 臺南

應用科大藝術學院院長 張龍雲等貴賓 4人、11/16 OISTAT國際劇場組織委

員 Louis Janssen 等 6 人、11/18 日本新媒體先驅藤幡正樹 Masaki 

FUJIHATA、11/20國際通商法律事務共 65位貴賓。 

12月份： 

12/3國藝會陳錦誠執行長等 6人、12/5中影公司董事長郭台強及夫人、12/7

台北錫口扶輪社何建智社長等 7位貴賓。 

五、媒體報導  

(一) 2013年 11月聯合報 Udn TV「亞洲巡弋」展覽報導。 

(二) 2013 年 11 月聯合報 Udn TV「駐館藝術家 坂野充學駐館成果展」展

覽報導。 

(三) 2013年 11月藝術家雜誌「亞洲巡弋」展覽專題報導。 

(四) 2013年 11月今藝術雜誌「亞洲巡弋」展覽專題報導。 

(五) 2013年 11月藝外雜誌「亞洲巡弋」展覽專題報導。 

(六) 2013年 11月 La Vie雜誌「亞洲巡弋」展覽專題報導。 

(七) 2014年 1月藝外雜誌「One Piece Room 」陳伯義個展展覽廣告。 

(八) 2014年 1月藝外雜誌「你是懂了嘛」陳以軒個展展覽廣告。 

(九) 2014年 1月今藝術雜誌「你是懂了嘛」陳以軒個展展覽廣告。 

(十) 2014年 1月今藝術雜誌「無河不流,有河必流」聯展展覽廣告。 

(十一)2014年 1月藝術家雜誌「天人五衰」聯展展覽廣告。 

(十二)2014年 1月藝外雜誌「One Piece Room 」陳伯義個展展覽報導。 

(十三)2014 年 1 月今藝術雜誌「One Piece Room 」陳伯義個展、「你是懂

了嘛」陳以軒個展、「無河不流,有河必流」聯展、「天人五衰」聯展

展覽開幕報導。 

(十四) 2014年 1月藝術家雜誌「One Piece Room 」陳伯義個展、「你是懂

了嘛」陳以軒個展、「無河不流,有河必流」聯展、「天人五衰」聯展

展覽開幕報導。 

(十五) 2014年 1月藝外雜誌「你是懂了嘛」陳以軒個展、「無河不流,有河

必流」聯展、「天人五衰」聯展等展覽開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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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主計室   

資料時間：102年 11 月～103 年 1 月 
 

一、 辦理 102年度決算 

(一)配合本校 102年年度終了會計事務之整理及決算之編製，有關經費報支

時程(含業務費、設備費及計畫案經費)及行政單位保留之申請，本室已

於 11月 14日發文並公告於本室網頁，請各單位依時限辦理。 

(二)戲舞大樓新建工程及設備費無法於本年 12 月底完成驗收及付款者，各

單位應於 12月 15日以前完成發包並簽訂契約，方可依規定報教育部申

辦保留，轉入 103年度繼續執行。 

二、 修訂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及各單位完成控制作業自行評估 

(一)各單位所提內部控制制度修正案，業經 12 月 2 日內部控制小組開會討

論修正完成。 

(二)各單位 102年度內部控制自行評估作業已辦理完竣，相關自行評估表將

提交內部稽核暨經費稽核委員會進行後續評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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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底業務總收入 7億 2,877萬元，業務總支出 7億 0,769

萬元，收支相抵後賸餘 2,108萬元，主要係「學生宿舍新建工程」損害

賠償收入較預期增加所致。 

(二)102 年度截至 11 月底固定資產實際執行數 2 億 1,527 萬元，與可用預

算數 2 億 2,405 萬元相較，達成率 96.08%，執行情形良好。本年度預

估固定資產預算數將不敷支用，已依規定申報教育部補辦預算中。 

(三)102年 11月底帳列現金餘額 2億 2,848萬元，較 101年 11月帳列現金

餘額 1億 6,340萬元，增加 6,508萬元，將配合戲舞大樓新建工程及設

備之驗收時程陸續付款。 

(四)業務收支及資本支出執行狀況詳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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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02會計年度截至102年11底止收支執行概況

A.經常收支 (單位：千元)

金額 佔收入% 金額 佔收入%

壹、收入部分 746,895 728,774 100.00 738,691 100.00 -9,917

    一、教育部補助款 414,822 412,735 56.63 410,822 55.61 1,913

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414,822 412,735 56.63 410,822 55.61 1,913

    二、自籌收入 332,073 316,039 43.37 327,869 44.39 -11,830

       1.學雜費收入 147,000 151,075 20.73 142,481 19.29 8,594

       2.學雜費減免 -6,421 -5,387 -0.74 -5,759 -0.78 372

       3.建教合作收入 70,000 29,964 4.11 43,386 5.87 -13,422

       4.推廣教育收入 7,000 9,128 1.25 6,347 0.86 2,781

       5.其他補助收入(含教卓) 31,807 39,586 5.43 68,275 9.24 -28,689

       6.權利金收入 98 0.01 2 0.00 96

       7.雜項業務(招生考試)收入 9,360 8,939 1.23 9,010 1.22 -71

       8.財務收入 874 745 0.10 648 0.09 97

       9.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44,000 38,843 5.33 35,913 4.86 2,930

       10.受贈收入 14,500 12,912 1.77 19,091 2.58 -6,179

       11.違約罰款及賠(補)償收入 753 23,695 3.25 357 0.05 23,338

       12.雜項收入 13,200 6,441 0.88 8,118 1.10 -1,677

貳、支出部分 784,311 707,688 97.11 746,022 100.99 -38,334

       1.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483,819 491,140 67.39 486,544 65.87 4,596

       2.管理及總務費用 186,887 143,515 19.69 150,521 20.38 -7,006

       3.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9,350 8,011 1.10 7,419 1.00 592

       4.建教合作成本 62,781 27,633 3.79 42,399 5.74 -14,766

       5.推廣教育成本 4,200 7,506 1.03 5,348 0.72 2,158

       6.雜項業務(招生考試)費用 6,050 5,724 0.79 4,992 0.68 732

       7.財務費用 1,131

       8.雜項費用 30,093 24,159 3.32 48,799 6.61 -24,640

參、餘絀 -37,416 21,086 2.89 -7,331 -0.99 28,417

B.資本收支 (單位：千元)

達成率%

預算分配數© 執行數(d) (d/c)

經費來源

1.教育部補助固定資產經費

2.自有資金撥充(含教卓)

支出項目 202,645 215,270 96.08

1.房屋及建築 173,829 184,848 95.73

2.機械及設備 19,514 9,792 94.84

3.交通及運輸設備 2,958 7,623 100.00

4.雜項設備 6,344 13,007 100.00

10,325

224,051

102年

預算數

截至102年11月底

7,623

13,007

201,409

22,642

224,051

193,096

102年度可用預算數項                        目

比較增減

(a-b)
項         目

102年11月實際數(a) 101年11月實際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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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人事室  
資料時間：102年10月～103年1月 

 

一、 公教人員「子女教育補助費」修正事項： 

行政院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女教育補助表」，

除 12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部分，自 103學年度第 1學期起實施外，

自 102學年度第 2學期起實施。重點為： 

(一) 其未婚子女如繼續從事經常性工作，且開學日前六個月工作平均

每月所得（依所得稅法申報之所得）超過勞工基本工資者，以有

職業論，不得申請補助。 

(二) 就讀無特定修業年限之學校（如空中大學、附設空中（專科）進

修學院及技職校院附設進修學院），不得請領子女教育補助。 

(三) 除就讀國中小未因特殊身分全免(減免)學雜費及政府提供獎助者，

依表訂數額請領子女教育補助外，其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子女

教育補助表訂數額者，僅得申請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 

(四)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子女教育補助。但不包括領取優

秀學生獎學金、清寒獎學金、民間團體獎學金及就讀國中小未因

特殊身分獲有全免(減免)學雜費或政府提供獎助者： 

  1.全免或減免學雜費(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 

  2.屬未具學籍之學校或補習班學生。 

  3.就讀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選讀生。 

  4.就讀無特定修業年限之學校。 

  5.已獲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減免學雜費之

優待。 

  6.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補)助。 

 （教育部 102.10.31臺教人(四)字第 1020163286號函） 

二、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分配（發）占缺訓練（實習、試辦）期間，不得

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 

103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其分配（發）占缺訓練

（實習、試辦）期間，不得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亦不得繳付退撫

基金費用，至於應 102年 12月 31日以前之考試錄取所分配（發）占缺

訓練（實習、試辦）者，仍照原規定辦理。（教育部 102.10.15臺教人(四)

字第 1020151081號函） 

三、 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互轉時，其退休年資之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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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就退休條件部分：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以下簡稱退休條例）

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及第 4 條第 1 項所稱「任職 5 年以

上」與「任職滿 25 年」，應包含公立學校教師年資（含依規定得

併計之公職人員、軍職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年資）及曾任未領取

退休金或資遣費之私立學校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校長、教師年

資。 

(二) 支領退休金條件部分： 

1. 退休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任職 5年以上未滿 15年」， 

除公立學校教師年資（含依規定得併計之公職人員、軍職人員

及公營事業人員年資）外，得併計曾任未領取退休金或資遣費

之私立學校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校長、教師年資。 

2. 退休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所稱「任職 15年以上」，依私立

學校第 66 條第 2 項規定，得否支領月退休金，應符合公立學

校校長、教師支領月退休金之規定，爰仍以公立學校教師年資

（含依規定得併計之公職人員、軍職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年資）

為限。 

（教育部 102.10.24臺教人(四)字第 1020147745號函） 

四、 公教人員保險各項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請領時效起算日）

起經過 5 年不行使而消滅。（教育部 102.11.20 臺教人(四)字第

1020172182 號 / 臺 灣 銀 行 公 教 保 險 部 102.11.14 公 保 規 字 第

10200052525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圖書館 

案 由 
有關本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第三點修正草

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圖書館在尊重學術自由之原則下，為更有系統收集教學研究

資訊，及廣納校內師生意見，因此，擬擴展圖書館諮詢委員

會成員，增設學生代表二名；另於必要時，聘任相關專家學

者列席指導，以充分應用圖書館資源，積極提供讀者服務。 

二、 本修正草案經 102年 10月 29日 102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諮

詢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實。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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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二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一、… 第一條 … 一、本案屬行政規則，條文修

改為點次。 

二、 本會由各學院、通識教

育委員會推派講師級

以上教師一至二人為

委員，任期兩年；學生

代表由學生活動中心

推派大學部及研究生

代表各一人為委員，任

期一年；圖書館館長為

當然委員，皆由校長核

聘之。另於必要時，得

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列

席指導。 

第二條 本會由各學院、通識

教育委員會推派講

師級以上教師一至

三人為委員，圖書館

館長為當然委員，由

校長核聘之，任期為

兩年。 

一、 圖書諮詢委員會增加學

生代表為委員，必要時

則聘請校外學者專家列

席指導。 

三、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

名，由委員互相推選產

生，任期為兩年，連選

得連任一次。圖書館館

長及學生代表不得被

選為主任委員。 

第三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

名，由委員互相推選

產生，任期為兩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圖

書館館長不得被選為

主任委員。 

一、 配合增列學生代表為委

員，酌作文字修正。 

二、 修改條次為點次。 

四、 … 

五、 … 

六、 … 

第四條 … 

第五條 … 

第六條 … 

一、 修改條次為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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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一、 配合學校法制作業用語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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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88.4.13  8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0.8.31  9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3  9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7.4.15  9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系統收集教學研究資訊，充份應用圖書

館資源，積極提供讀者服務，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之規定，特設圖書館諮詢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由各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推派講師級以上教師一至二人為委員，任期兩年；

學生代表由學生活動中心推派大學部及研究生代表各一人為委員，任期一年；圖

書館館長為當然委員，皆由校長核聘之。另於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列席

指導。 

三、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名，由委員互相推選產生，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圖

書館館長及學生代表不得被選為主任委員。 

四、 本會以研討本校圖書館業務之重大興革事項為主，其任務如左： 

一、 對圖書館發展計畫提供諮詢與意見。 

二、 審議圖書資料經費。 

三、 審議圖書館重要規則。 

四、 審議圖書館重要設備與措施。 

五、 研討本校圖書資訊服務之重大問題。 

六、 研討其他有關圖書館未來改進事項。 

五、 本會決議事項經 校長核定後執行之。 

六、 本會每學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本會開會

時應通知圖書館各組組長列席，並請提案單位派人列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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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八、十一條修正草案，提請  審

議。 

說 明 

一、本辦法第四條，因 103 學年度起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成

立，並加入甄試招生管道，故將該招生委員會更名為碩博士班甄

試招生委員會。 

二、本辦法第八條，因財務組為實際預算及決算審核之招生任務編

組，而非財務審查小組，故刪除部分不符實際運作之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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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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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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因招生類別與屬性之需

要，本會下設學士班招

生委員會、碩博士班暨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

會、舞蹈學系七年一貫

制大學先修班招生委員

會及碩博士班甄試招生

委員會。 

各委員會成員除主任委

員、副主任委員，教務

長、學務長、研發長、

總務長、主任秘書及其

他各一級單位主管為當

然委員外，其他委員由

各招生學院院長、系所

主任(所長)擔任。 

第四條  因招生類別與屬性之需

要，本會下設學士班招

生委員會、碩博士班暨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

員會、舞蹈學系七年一

貫制大學先修班招生

委員會及碩士班甄試

招生委員會。 

各委員會成員除主任

委員、副主任委員，教

務長、學務長、研發

長、總務長、主任秘書

及其他各一級單位主

管為當然委員外，其他

委員由各招生學院院

長、系所主任(所長)擔

任。 

103 學年度起，因文化

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

班成立，並加入甄試招

生管道，故將該招生委

員會更名為碩博士班

甄試招生委員會。 

第八條  本會由財務組負責審核

各項招生之收支預算及

決算事宜。 

第八條  本會由主任秘書、教務

長、學務長、研發長、

總務長及會計室主任

組成財務審查小組，負

責審核各項招生之收

支預算及決算。 

財務組為實際預算及

決算審核之招生任務

編組，而非財務審查小

組，故刪除部分不符實

際運作之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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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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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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93 年 4 月 6 日本校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95 年 8 月配合本校組織章程修正委員代表 

97 年 10 月 21 日本校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 年 10 月 25 日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辦理招生作業，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

訂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招生，係指本校自行辦理之各項招生試務。 

第三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副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總

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系科所主任(所長)，及其他各一級單位主管為委員。 

第四條   因招生類別與屬性之需要，本會下設學士班招生委員會、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

招生委員會、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招生委員會及碩博士班甄試招生委員

會。 

各委員會成員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總務長、主任

秘書及其他各一級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外，其他委員由各招生學院院長、系所主任

(所長)擔任。 

第五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審定本校各項招生簡章 

二、議決各項招生最低錄取標準及正取生、備取生名額。 

三、檢討招生工作得失。 

四、辦理有關招生研究改進事宜。 

五、議決其他招生工作相關事項。 

第六條   為利會務推動，本會置總幹事一人，由教務長擔任，副總幹事三人，由學務長、研

發長、總務長擔任，承主任委員之命，綜理有關招生業務。 

前項各負責人員，同時擔任本會所設之各類招生委員會相關職務。 

第七條   本會及所設各類招生委員會得依實際需要，由學校各教學及行政單位，以任務編組

方式設置秘書宣傳組、報名組、闈場組(含命題)、試場組、卷務組、電算組、閱卷

組、成績榜務組、安全組、總務組、財務組。各組負責人由本會派任，負責各組招

生業務；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教務處招生組組長擔任，負責各項招生之行政協調

事宜。 

第八條   本會由財務組負責審核各項招生之收支預算及決算事宜。 

第九條   本會依據招生工作進度，於每年度招生作業期間，視需要召開年度工作籌備會、試

務工作年度檢討會、各學制放榜會議及違規案件處理會議等。除年度會議外，本會

得視會議性質，邀請業務相關委員出席。 

本會召開會議時，須有過半數(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十條   參與試務人員之本人、配偶及三親等內之血親及姻親參加當學年度考試者，應主動

迴避參與足以影響考試公平性之試務工作，包括：不得擔任命題、閱卷、面試委員

等，違反規定者，除依本校相關規定處理外，並由當事人自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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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3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本校「學則」第二十一、八十五條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配合 102年 11月 8日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103學年度臨時委

員會會議紀錄決議：「以註冊入學後補修學分」、「補修至少 12

學分」、「修習科目別由各校自訂」為「中五學制學生(不含已

離校兩年以上者及以僑先部結業成績分發入大學者入學大

學」之修讀規範。 

二、依 101年 12月 4日簽案辦理，詳列現行法條修正校內法制程

序之會議名稱，以符實際執行。 

三、本案業經 102 年 12 月 17 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函報

教育部備查。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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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一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應修學分數、

校定必修科目、系定必修科目另

訂之。 

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修業期限四年

者，其畢業應修學分數，不得少

於一百二十八學分；修業期限非

四年者，其畢業應修學分數，應

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依「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

規定其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

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

澳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生，以同

等學力入學者(不含已離校兩年

以上及以僑先部結業成績分發入

大學者)，除前項規定外，  

應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增加應修

之畢業學分數十二學分。 

第二十一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應修學分數、

校定必修科目、系定必修科目另

訂之。 

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修業期限四年

者，其畢業應修學分數，不得少

於一百二十八學分；修業期限非

四年者，其畢業應修學分數，應

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依「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

規定其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

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

澳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生，以同

等學力入學者，除前項規定外， 

應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數。其增

加之畢業學分數與修習科目由各

學系、學位學程訂定。 

 

配合 102年 11月 8日海外聯合招

生委員會 103 學年度臨時委員會

會議紀錄決議： 

「中五學制學生入學大學」之修

讀規範如下： 

一、中五生不含「已離校兩年以

上者」及「以僑先部結業成

績分發入大學者」。 

二、「以註冊入學後補修學分」、

「補修至少 12學分」、「修習

科目別由各校自訂」。 

 

第八十五條 

本學則經本校教務會議、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

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

正時亦同。 

第八十五條 

本學則經本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酌作文字修正，並詳列現行法條

修正校內法制程序之會議名稱，

以符實際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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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則修正草案 

 
94 年 1 月 11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30178199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95 年 10 月 31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96 年 01 月 02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96 年 01 月 29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006323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96 年 10 月 23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96 年 12 月 13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92964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97 年 12 月 23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98 年 01 月 15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80006069 號函同意備查（第 13 條修正） 
98 年 6 月 23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13、34、37 及 42 條修正） 
98 年 07 月 15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80118188 號函同意備查（第 13、34、37 及 42 條修正） 

98 年 12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13、20、34、37、42 及 85 條修正） 
99 年 1 月 26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007923 號函修正（第 3、4、10、13、18、19、24、38、51、51 之 1、52、64、82 條

之 1、83 條修正） 
99 年 2 月 8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030039 號函同意申復修正備查（第 43 條修正） 

99 年 10 月 19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31、42、57、63、65、66 條修正) 
99 年 12 月 28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十一、二十條修正) 

100 年 1 月 27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11814 號函同意備查(第 11、20、31、42、57、63、65、66 條修正) 
100 年 5 月 24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8、13、17、20、31、40、45、46、48、51、51 之 1、52 之 1、

63、63 之 1、65、74、79、79 之 1、82 之 1 條修正) 
100 年 7 月 8 日臺高(二)字第 1000108282 號函修正(第 8、20、48、52 之 1、79 之 1 條修正) 

100 年 10 月 25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5、6、7、84 條修正) 
100 年 12 月 27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6、11 條修正) 

101 年 1 月 11 日臺高(二)字第 1010007205 號函修正第五條部分文字內容 
101 年 4 月 24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37、43 條修正) 
101 年 5 月 7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10080148 號函同意備查(第 37、43 條修正) 

101 年 10 月 30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4、5、6、7、85 條修正) 
101 年 12 月 7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10227646 號函同意備查(第 4、5、6、7 條修正) 

102 年 6 月 4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10-1、21、26、27、40、41、47、50、65、80 條修正) 
102 年 7 月 25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20113697 號函同意備查(第 9、10-1、21、26、27、40、41、47、50、65、80 條修正)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21、85 條修正) 
 
 

 第一篇  總則 

第 一 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學位授予法

施行細則」、「藝術教育法」訂定本學則。 

 

第 二 條至第 十九 條 （略）。 

   

  第三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補考 

第二十條  除另有規定外，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各學系修業年限為四年（其中音樂學系八

十八學年度以前入學者、美術學系九十一學年度以前入學者、戲劇學系九十二

學年度以前入學者修業年限為五年。）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為七年（含大學先修班三年，學士班四年）。原舞蹈學系

五年制九十學年度停辦。 

未能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足規定科目、學分者，學士班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二

年，身心障礙學生修讀學士學位，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年限至

多四年，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得延長修業年限為一年。延長修業年限期滿仍

未修畢者，應予勒令退學。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各學院、系、所得視需要依法設置跨領域之學位學程或學分學程，其中學位學

程之招生方式、應修學分數、修業年限等規定得比照本校各學系、所方式訂定，

學生修滿該學位學程畢業應修學分數者，授予學位；學分學程之設置則參照本

校「設置學程實施辦法」辦理之。 

第二十一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應修學分數、校定必修科目、系定必修科目另訂之。 

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修業期限四年者，其畢業應修學分數，不得少於一百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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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修業期限非四年者，其畢業應修學分數，應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依「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規定其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

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力入學者(不含已離校

兩年以上及以僑先部結業成績分發入大學者)，除前項規定外，應在規定之修業

期限內增加應修之畢業學分數十二學分。 

 

第二十二條至第八十三條 （略）。 

 

第八十四條 

 

 本學則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大學辦理招生規

定審核作業要點」、「藝術教育法」、「藝術教育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

法」、「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相關教育法令暨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八十五條  本學則經本校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並

報教育部備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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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4 提案性質 組織調整 提案單位 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本校學生事務處擬增設「住宿管理中心」，並將軍訓室及生活輔導

組調整為「軍訓與生活輔導室」，組織調整擬自 103年 2月 1日生

效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新生入學始業教育、兵役業

務、學生事務會議、僑生輔導、學期操行成績、學生獎懲、

學生請假、學生生活教育宣導及學生宿舍管理等業務。為擴

大服務住宿學生、健全宿舍管理業務，並增進住宿學生各項

福祉，擬成立學生住宿中心，專責本校學生住宿之管理、維

運與住宿申請暨住宿學生之生活輔導。 

二、 另擬將軍訓室及生活輔導組合併調整為「軍訓與生活輔導

室」，除學生宿舍管理相關業務，生活輔導組其餘業務與軍

訓室業務合併。 

三、 以上兩單位承辦人員隨同業務移轉至新單位。 

四、 本案已提 102 年 12 月 2 日召開之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發展小組會議及 12月 16日召開之 102學年度第 1學

期第 2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五、 檢附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及軍訓室分層負責明細表

各 1份。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移請人事室辦理後續組織規程修正

相關事宜。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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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層負責明細表 

二、學務處 

2-1 生活輔導組  

業

務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註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副校長 校長或 
授權人員 

新
生
入
學
始
業
教
育 

活動計畫擬訂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兵

役

業

務 

一、緩徵、儘後召

集申請、消滅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替代役宣導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審理役男出國

逾四個月之申

請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學 

生 

事 

務 

會 

議 

會議之召開、紀

錄、繕發、議案列

管等事宜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僑 

生 

輔 

導 

一、入出境、居留

申請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校長授權章

代判 

 

二、重入境同意書

核發 
擬辦 審核 

學務長 

核定 
    

三、入學及離校冊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同上 

四、保險、健保 擬辦 審核 核定     

學

期

操

行

成

績 

核算作業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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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註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副校長 校長或 
授權人員 

學

生

獎

懲 

一、記大功、大過

以上之提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依學生獎懲

辦法辦理。 二、記小功、小過

以下之提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學

生

銷

過 

一、學士班以上 擬辦 審核 核定    依學生銷過

實施要點及

七年一貫制

學生改過銷

過實施要點

辦理。 

二、七年一貫制銷

大過以上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七年一貫制銷

小過以下 
擬辦 審核 核定    

學 

生 

請 

假 

一、公假、註冊、

考試期間請假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教務處 

依學生請假

規定辦理。 

二、逾三日之事、

病、婚、喪、

產假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三日以內之

事、病、婚、

喪、產假 

擬辦 核定     

四、曠課登錄勘誤

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生 

活 

教 

育 

宣 

導 

一、法治教育宣導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學生智慧財產

權教育宣導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學生消防教育

宣導 
擬辦 審核 核定     

賃 

居 

生 

輔導相關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各系所導師

共同辦理。 

學 

生 

宿 

舍 

一、專案申請住宿

學生宿舍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學務處 

出納組 

1.本校場地

設備收入

收支管理

要 點 規

定。 

2.視案件性

質填列學

生宿舍一

般住宿租

借申請表

或暑期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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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註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副校長 校長或 
授權人員 

隊住宿租

借 申 請

表。 

3.經核定 

後，持影

本至出納

組繳費。 

二、重大宿舍緊急事

故之聯絡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1.夜間會同

生活導師

共同處理。 

2.依本校通

報程序規

定辦理。 

三、一般宿舍緊急事

故之聯絡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同上 

四、生活導師排定

輪值、值勤費

申請、核銷 

擬辦 審核 核定   
人事室 

會計室 
 

五、宿舍設施維修

申請、申購物品

之保管與銷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總務處 

會計室 
 

六、宿舍自治會之

督導 
擬辦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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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軍訓室  

業

務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註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副校長 校長或 
授權人員 

人 

事 

一、教官人事異動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教官講習、受訓

案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一般性軍訓後勤

相關案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一般性軍訓人事

相關案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軍護人員資

格需經通識

教育委員會

審查。 

值 

勤 
軍訓教官值勤住校 擬辦 審核 核定   人事室  

預 

官 

預官考選之執行規

劃、督導 
擬辦 審核 核定     

校 

安 

一、校園安全維護之

策劃與督導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帶領學生參加校

外活動案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春 

暉 

「春暉專案」、「反毒

專案」之策劃、執行

與督導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政

風 
政風業務案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軍

訓 

一、年度軍訓教育計畫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各項軍訓業務報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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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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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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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新生入學始業教育、兵役業

務、學生事務會議、僑生輔導、學期操行成績、學生獎懲、

學生請假、學生生活教育宣導及學生宿舍管理等業務；為擴

大服務住宿學生、健全宿舍管理業務並增進住宿學生各項福

祉，特成立「住宿管理中心」，專責本校學生宿舍租賃、管理

與服務品質。(第 8條、第 30條) 

二、另軍訓室及生活輔導組合併調整為「軍訓與生活輔導室」，將

學生宿舍管理業務獨立成立專責單位：「住宿管理中心」負

責，生活輔導組其餘業務與軍訓室業務合併，承辦人員隨同

業務移轉至新單位。(第 8條、第 10條、第 30條) 

三、將本校藝術與科技中心、電子計算機中心所屬各室(組)名稱

明訂於組織規程。(第 28條)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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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3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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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八條  本校設下列各單位︰ 

一、 教務處：  

  、 

  、  

  、 

二、學生事務處：掌理心理輔導、

生活輔導、課外

活動指導、衛生

保健、住宿管理

及其他輔導事

項。並分設課外

活動指導、衛生

保健等二組及學

生諮商中心、住

宿管理中心；並

置軍訓與生活輔

導室負責軍訓及

護理課程之規劃

與教學、學生生

活輔導，並協助

學生事務相關工

作。 

、 

、 

、 

九、主計室: 

前項各單位分組（中心、室）辦事

者，各組（中心、室）置組長（主

任）一人，除人事室、主計室外，

組長由校長聘請教師（含具教師身

分之助教）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主任由校長聘請教師

（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研究人

員或軍訓教官兼任。其辦事細則另

定之。 

        軍訓與生活輔導室置主任一人，由

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

薦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聘

之。 

第八條  本校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  

  、 

  、  

  、 

二、學生事務處：掌理心理輔

導、生活輔

導、課外活

動指導、衛

生保健及其

他 輔 導 事

項。並分設

生活輔導、

課外活動指

導、衛生保

健等三組及

學生諮商中

心；並置軍

訓室負責軍

訓及護理課

程之規劃與

教學，並協

助學生事務

相關工作。 

、 

、 

、 

九、主計室: 

前項各單位分組（中心、室）

辦事者，各組（中心、室）置

組長（主任）一人，除人事室、

主計室外，組長由校長聘請教

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或

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主任由校長聘請教師（含

具教師身分之助教）或研究人

員兼任。其辦事細則另定之。 

        軍訓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自

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

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

聘之。 

本校學生事務處增

設住宿管理中心，

另將軍訓室及生活

輔導組合併調整為

軍訓與生活輔導

室，爰配合修正相

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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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簡稱學

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承校長

之命，主持全校學生事務事宜。並

置編纂、秘書、輔導員、組員、助

理員、辦事員、管理員、書記若干

人。 

本處置醫師、護理師、營養師、護

士若干人。 

軍訓與生活輔導室置軍訓教官、護

理教師及職員若干人。 

第十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簡

稱學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

兼任之，承校長之命，主持全

校學生事務事宜。並置編纂、

秘書、輔導員、組員、助理員、

辦事員、管理員、書記若干人。 

本處置醫師、護理師、營養

師、護士若干人。 

軍訓室置軍訓教官、護理教師

若干人。 

配合第八條條文修

正，本條文字酌作

修正。 

第二十八條 本校為教學、研究、推廣、展

演之需要，設下列各種中心： 

一、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二、藝術與科技中心:分設未

來聲響實驗室、超通

訊視覺實驗室、感知

介面實驗室、超領域

媒體實驗室及行政

管理組。 

三、電子計算機中心:分設教

學支援組、校園網路

組及系統發展組。 

四、展演藝術中心 

五、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

心 

六、國際交流中心 

前項各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並得分組辦

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

長聘請教師（含具教師身分

之助教）或研究人員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之。電子計算

機中心依「公立大專校院稀

少性科技人員遴用資格辦

法」修正前已進用之現職資

訊科技人員得繼續留任至離

職為止，其升等仍依該辦法

規定辦理。 

第一項各中心設置辦法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必要時，循修正組織規程程

第二十八條 本校為教學、研究、推廣、

展演之需要，設下列各種

中心： 

一、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二、藝術與科技中心 

三、電子計算機中心 

四、展演藝術中心 

五、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

中心 

六、國際交流中心 

前項各中心置中心主任

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

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並得分組辦事，各組置組

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師

（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

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電子計算機中

心依「公立大專校院稀少

性科技人員遴用資格辦

法」修正前已進用之現職

資訊科技人員得繼續留

任至離職為止，其升等仍

依該辦法規定辦理。 

第一項各中心設置辦法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必要時，循修正組織規程

程序，增設其他教學、實

習及研究機構。 

 

教育部 102 年 12

月 13 日臺教人

( 二 ) 字 第

1020179343 號 函

請本校將藝術與科

技中心、電子計算

機中心所屬各室

(組)名稱明訂於組

織規程，爰修正本

條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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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增設其他教學、實習及

研究機構。 

第三十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 校務會議: 

、 

、 

、 

四、學生事務會議：由學務長、

教務長、研發長、總務長、

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

會主任委員、各教學單位主

管、國際交流中心主任、學

務處各組組長、學生諮商中

心主任、軍訓與生活輔導室

主任、住宿管理中心主任、

學生代表組織之。以學務長

為主席，討論學生事務及與

獎懲有關事項。 

、 

、 

、 

七、院務會議：各學院之院務會

議置代表七至十九人；以該

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所

長及專任教師組織之。院務

會議以各該學院院長為主

席，討論該學院教學、研

究、服務、推廣及其他有關

事項。前項專任教師代表不

得少於全體代表二分之

一，各系、所至少一人，並

由各系、所專任教師於系、

所務會議中推舉之。院務會

議代表任期一學年，連選得

連任之。 

通識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九

至十五人，由主任委員、共

同學科、師資培育中心、體

育室、軍訓與生活輔導室主

任及專任教師組織之，委員

會以主任委員為主席，討論

教學、研究、服務、推廣及

其他有關事項。其中專任教

師代表不得少於全體代表

第三十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二、 校務會議: 

、 

、 

、 

四、學生事務會議：由學務

長、教務長、研發長、

總務長、各學院院長、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

員、各教學單位主管、

國際交流中心主任、學

務處各組組長、學生諮

商中心主任、軍訓室主

任、學生代表組織之。

以學務長為主席，討論

學生事務及與獎懲有關

事項。 

、 

、 

、 

七、院務會議：各學院之院務

會議置代表七至十九人；

以該學院院長、各學系主

任、所長及專任教師組織

之。院務會議以各該學院

院長為主席，討論該學院

教學、研究、服務、推廣

及其他有關事項。前項專

任教師代表不得少於全體

代表二分之一，各系、所

至少一人，並由各系、所

專任教師於系、所務會議

中推舉之。院務會議代表

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之。 

通識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九

至十五人，由主任委員、

共同學科、師資培育中

心、體育室、軍訓室主任

任及專任教師組織之，委

員會以主任委員為主席，

討論教學、研究、服務、

本校學生事務處增

設住宿管理中心，

爰增列住宿管理中

心主任為學生事務

會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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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各單位至少一

人，並由該單位推舉之，代

表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

任。 

   、 

   、 

   、 

八、各學系、所務、學位學程

會議： 

      、 

      、 

      、 

推廣及其他有關事項。其

中專任教師代表不得少於

全體代表二分之一，各單

位至少一人，並由該單位

推舉之，代表任期一學

年，連選得連任。 

   、 

   、 

   、 

八、各學系、所務、學位

學程會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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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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 11月 4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162622號函核定修正第 8條、第 17條、第 30條及第 32條，並溯自 102年 1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102年 11月 26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176900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及第 29條，並溯自 102年 8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0年 0月 0日臺教高(一)字第 0號函核定修正第 0條，並自 103年 2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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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至第七條 （略）。     

 

第八條     本校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掌理註冊、課務、出版、招生及教學品質提升等其他教務事項。並分

設註冊、課務、出版、招生等四組及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二、學生事務處：掌理心理輔導、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住宿管理

及其他輔導事項。並分設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等二組及學生

諮商中心、住宿管理中心；並置軍訓與生活輔導室負責軍訓及護

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學生生活輔導，並協助學生事務相關工作。 

    三、研究發展處：掌理校務規劃、評鑑、學術交流、建教合作、鼓勵研發成果轉移

及專利權申請等事項。並分設綜合企劃、建教合作、學術發展等

三組。 

    四、總務處：掌理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及其他總務事項。並分設文書、

事務、出納、營繕、保管等五組。 

    五、圖書館：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資料，提供資訊服務。並分設採錄、編目、閱覽、

典藏、系統資訊等五組。 

    六、美術館：掌理一般美術館之典藏、研究、展覽、教育推廣等有關事項，以配合

本校教學、研究工作，並發揮大學美術館之功能。 

    七、秘書室：辦理秘書、研究規劃、公共關係、校史檔案管理等事務。 

    八、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九、主計室：依法掌理歲計、會計、統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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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各單位分組（中心、室）辦事者，各組（中心、室）置組長（主任）一人，除

人事室、主計室外，組長由校長聘請教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或研究人員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之；主任由校長聘請教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研究人員或軍訓

教官兼任。其辦事細則另定之。 

            軍訓與生活輔導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

人至三人中擇聘之。 

第九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教務事宜。

並置編纂、秘書、編審、組員、助理員、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第十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簡稱學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

人員兼任之，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學生事務事宜。並置編纂、秘書、輔導員、組

員、助理員、辦事員、管理員、書記若干人。 

本處置醫師、護理師、營養師、護士若干人。 

軍訓與生活輔導室置軍訓教官、護理教師及職員若干人。 

 

第十條之一至第二十七條 （略）。 

 

第二十八條 本校為教學、研究、推廣、展演之需要，設下列各種中心： 

一、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二、藝術與科技中心:分設未來聲響實驗室、超通訊視覺實驗室、感知介面實

驗室、超領域媒體實驗室及行政管理組。 

三、電子計算機中心:分設教學支援組、校園網路組及系統發展組。 

 

四、展演藝術中心 

五、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 

六、國際交流中心 

前項各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並得分組辦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師（含具教師身

分之助教）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電子計算機中心依「公立大專校

院稀少性科技人員遴用資格辦法」修正前已進用之現職資訊科技人員得繼續留任

至離職為止，其升等仍依該辦法規定辦理。 

第一項各中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必要時，循修正組織規程程序，增設其他教學、實習及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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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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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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總務長、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各教學單位主管、各一級單位主管、教師代

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議決

校務重大事項。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

人員代表由選舉產生，其任期均為二年，連選得連任。 

               (一) 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

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 

               (二) 研究人員代表人數至少一人，每滿二十人增選代表一人。 

               (三) 助教代表人數至少一人，每滿二十人增選代表一人。 

               (四) 職員代表人數至少一人，每滿二十人增選代表一人。              

               (五) 警衛、技工、工友代表一人。    

               (六) 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其代表人選之分配由學生

事務處另訂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

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二、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

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主任秘書、各教學單 

位主管及其他行政主管組織之，以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 

政事項。 

三、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各教學單位主管、教務處各組組長、各學院推派學生代表 1人組織之。

以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教務有關事項。 

四、學生事務會議：由學務長、教務長、研發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

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各教學單位主管、國際交流中心主任、學務處各組組長、

學生諮商中心主任、軍訓與生活輔導室主任、住宿管理中心主任、學生代表

組織之。以學務長為主席，討論學生事務及與獎懲有關事項。 

                 學生事務會議必要時得邀請導師及有關單位主管列席。 

學生代表包括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男女學生宿舍自治會會長、系學會會長、

所學會會長等。  

五、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

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各教學、研究單位主管、研發處各組組長組織之。以研

發長為主席，討論校務研究發展有關事項。 

六、總務會議：由總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總務處各組

組長組織之。以總務長為主席，討論總務相關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教務長、

學務長、研發長及有關單位主管參加，並通知學生代表列席。 

七、院務會議：各學院之院務會議置代表七至十九人；以該學院院長、各學系主

任、所長及專任教師組織之。院務會議以各該學院院長為主席，討論該學院

教學、研究、服務、推廣及其他有關事項。前項專任教師代表不得少於全體

代表二分之一，各系、所至少一人，並由各系、所專任教師於系、所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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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推舉之。院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之。 

通識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五人，由主任委員、共同學科、師資培育中心、

體育室、軍訓與生活輔導室主任及專任教師組織之，委員會以主任委員為主

席，討論教學、研究、服務、推廣及其他有關事項。其中專任教師代表不得

少於全體代表二分之一，各單位至少一人，並由該單位推舉之，代表任期一

學年，連選得連任。 

八、各學系、所務、學位學程會議：以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本系、所、

學位學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有關教師組織之，成員不得少於

五人。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為主席，討論本系、所、學位學程教學

研究及其他有關系、所務、學位學程事項。該系、所、學位學程之助教、職

員、學生代表之產生與出、列席，由各該系、所、學位學程自訂之。 

共同學科、師資培育中心、體育室會議：置代表五至十九人；以共同學科、

師資培育中心、體育室主任及專任教師組織之。會議以各該單位主任為主席，

討論該單位教學、研究、服務、推廣及其他有關事項。 

第三十一條    本校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研究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八、有關本組織規程規定應審議之相關事項。 

第三十二條    本校各級職員，除主計、人事人員之任用另有規定外，均由校長任用之。 

第三十三條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送考

試院核備。 

第三十四條    本校得輔導學生成立自治社團，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其設

置辦法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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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6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性平會 

案 由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為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訂及實務需要並落實將性別三法精神納入

本校性平會設置辦法，以協助學校各層級性別平等教育事務之推

動暨處理所有不同性質之性別事件，擬修訂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設置辦法。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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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4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九至

二十一名，由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主任

秘書、人事室主任、諮

商中心主任、各學院及

通識教育委員會推派教

師代表各一名、學生活

動中心提名代表兩名，

另由校長指派職工代表

三名組成之，其中女性

委員應占半數以上。 

第 4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九至

二十一名，由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主任

秘書、生輔組組長、諮

商中心主任、各學院及

通識教育委員會推派

教師代表各一名、學生

活動中心提名代表兩

名，另由校長指派職工

代表三名組成之，其中

女性委員應占半數以

上。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

訂，並考量性平推動

實務工作之需要，將

原生輔組組長常任委

員改由人事室主任擔

任。 

第 11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

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 11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

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配合本校法制作業用

語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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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民國 93年 4月 6日 9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5年 4月 11日 9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年 4月 28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年 12月 28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年 6月 7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年 6月 5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無性別歧視之教育及工作環境，實

現性別平等教育之目標，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訂定本辦法，

並設置「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2 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整合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其實

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 

四、研擬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制，

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本辦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第 3 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督導本委員會之會務，並主持會議。另由主任

秘書擔任執行秘書，並綜理本委員會相關業務，擔任本委員會對外發言人。 

第 4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九至二十一名，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人

事室主任、諮商中心主任、各學院及通識教育委員會推派教師代表各一名、學

生活動中心提名代表兩名，另由校長指派職工代表三名組成之，其中女性委員

應占半數以上。 

為利業務推動，本委員會得就委員任務進行分工與分組，並得設置召集人一名。

召集人由校長指派，以就本委員會之任務，召集各分組召開工作小組會議，推

動落實本委員會各項工作。 

第 5 條 本委員會之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教師和職員代表如離職，由校長另行指

派人員遞補。工友代表如離職，由總務處另行推派遞補人員；學生代表如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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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生活動中心另行提名，並於簽奉校長核定後遞補之。 

第 6 條 本委員會委員應具有性別平等意識，教師代表宜包括具備社會、法律、心理、

教育等相關專業知識者。 

第 7 條 為利性別平等教育業務推動，除由本校各相關單位依年度計畫編列預算支應

外，本委員會應依會務推動所需編列預算，由學校於年度預算核撥經費，並以

專款專用方式管理之。 

第 8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或經四分之一以上委員連署，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委員會之會議，應有委員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會議議案一般事項

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委員會就應受理之申請調查案或檢舉案成立調查小組，若涉調查及處理與性

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有關案件之決議，應以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第 9 條 本委員會之會務由學務處指定專人負責。 

第 10 條 為處理及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本委員會應另訂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防治辦法，並作為本委員會推動或辦理相關事項之依據。 

第 11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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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7 提案性質 校內重要事項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 由 有關本校「校園菸害防制政策」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歷年之吸菸率調查，就年齡層分析

而言，國人的吸菸率由國中、高中職至 25歲呈現倍數成長的

趨勢；而台灣每年有 2.8萬人死於菸害，菸害若不加以控制，

到 2020 年，全球每年將超過 1000 萬人死於吸菸相關疾病，

教育部基於疾病防治理念，於 102 學年度將菸害防治議題定

為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必辦理之健康議題，並請各大專校

院以無菸校園為工作目標。 

二、基於上述說明，衛保組除積極辦理菸害防治活動、戒菸諮詢

及轉介服務外，建請同意制訂本校菸害防制策略: 

(一)北藝無菸日:訂定 6/3(禁菸節)為本校無菸日，於當日全

校禁菸、校園超商停止販售菸品。 

(二)總量管制校園吸菸區，逐年減少校園吸菸區設置數量。 

三、本案業經 102 年 11 月 13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衛生保健委

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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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