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18 頁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3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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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吟珊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會議出席人數：應到 103 人，實到 83 人。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一、今天是本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本日議程安排先召開會議，接續由教

育部陳德華次長以「大學教育的蛻變」為題，就大學教育的轉變、國

際趨勢、機會與挑戰等面向，與各校務會議代表進行分享。 
 
二、為利參與校務，校內設有各層級及類型之會議機制，並視需要於相關

委員會中納入學生代表、召開說明會蒐集意見，進行研議，希望同學

們能踴躍參與，以利訊息掌握、傳達。對於校務推動及決策，同學們

若有合理、不同想法、意見的提出，是值得鼓勵的。如果能夠與師長

們互為討論、溝通，透過理性思辨過程，瞭解更多資訊，做出更好的

判斷及提議，讓想法更具可行性及周延性，相信將有助於同學們在校

學習過程的歷練與成長。對於這次於停車格上逕劃機車格事件，從同

學在FB上發表的文字，有些情形與客觀事實的認知有所差距，建議大

家應與學校相關單位多做雙向溝通、瞭解狀況；總務處宣導取締過程

中，有同學的行為或言論偏向不理性，這些都不是北藝大的學風，或

是人才養成過程中的期待。這次同學的行為，就校園管理維護上來說，

確屬不當，希能盡速自行恢復原狀，往後不得再有類此狀況，而學務

處也會持續設法向學生代表瞭解同學的想法及訴求。 
 
三、為利姐妹校交流，以及透過外部經驗分享，促進校務發展，今(二十九)

日上午教務處辦理「103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旗艦計畫觀摩研討會議」，

邀請到中原大學張光正校長蒞校，以「全人教育的教學卓越計畫」為

題進行專題演講，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創新觀點及實作經驗。此外，在

上次的行政會議，我們也邀請到高雄師範大學蔡培村校長以「學生本

位之大學治理」為題，對於大學教育型態的典範轉移、教學方法及人

才培育等面向提出發展現況及趨勢與主管們進行分享，希望對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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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教學創新面向上能有所助益。 
 
四、面對21 世紀高等教育變革的挑戰，各教學單位在教學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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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上午「卓越計畫旗艦計畫觀摩研討會議」，中原大學

張校長就該校課程再造、跨域課程、轉系制度、產學合作，以及研究

所學位分流等具體策略及經驗，進行分享，其中也讓我們瞭解到該校

的實踐力及具體成效，深值學習。本校自上學期起推動課程整合計畫，

在今年4月份與各學院進行課程整合意見交流的會議中，看到各教學單

位已著手瞭解標竿學校及汲取相關作法，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在此也

請各學院就課程設計、學分數、教師授課鐘點等面向深入瞭解，並於

單位內部進一步研商、討論，形成共識，運用於推動課程整合作業。 
 
五、近二年來，因水電費調漲、二代健保等各項支出增加，以及即將於8月

份調高兼任教師鐘點費(經估算一年將增加校務基金支出約750萬元)，
均造成校務基金額外負擔，但教育部補助經費卻未能提高。本年度預

估校統籌學雜費收入約1億3千萬餘元，人事費支出即高達4億6千萬元

(占經常收入之76%)，其餘可支用於校務發展經費實屬有限。其中，經

統計102年度專任教師超授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總計支出達3千
餘萬元，上述鐘點費之調高，更增負擔，故請各教學單位協助積極推

動課程整合，並研議降低鐘點費之可能方案。 
 
六、依教務處統計，本學期在籍生人數3,021人，在校生2,677人、休學生344

人，休學人數比例超過在籍人數10％以上，且近年來有休學比率逐漸

增高情形，此部分請大家共同留意改善。另，若就開課數來看，本學

期在校生2,600多人，全校共開設1,453堂課(上學期為1,442堂課)，開課

數與學生人數比接近1: 2。而此種情形，是否造成學校每年有3千多萬

元的專兼任教師鐘點費支出難以降低之原因，值得討論。北藝大創校

迄今，已奠定良好發展基礎，誠屬不易，在當前國內外環境變遷快速

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有所改變來保有競爭優勢，以及創造學校永續發

展條件。所以，在課程資源整合、課程設計、開課人數最低開檻等，

均請教務處會同教學單位共同研商續處。 
 
七、近年來校務基金經費不足，且有短絀情形，自94年起各教學單位努力

爭取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以挹注相關資源，但囿於政府預算縮減，

教卓計畫補助有減少可能。另，昨日下午接獲教育部通知，本年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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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型補助款之額度，也由去年2,700萬元(含績效型補助款900萬、協助

科技與藝術相關發展增核補助款約1,800萬)，減為今年2,000萬元(含績

效型補助款800萬、協助科技與藝術相關發展增核補助款約1,200萬)。
相關狀況，都造成校務基金規模難以擴增之困境，也增加自籌經費之

壓力，藉此把上述情形，跟各校務會議代表進行說明，也請各單位廣

為連結外部資源，共同開源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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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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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設系王正中同學：想請教學務長，關於上週同學們自行劃設機車

格，這樣子的事情如果以後再發生之處理方式？一樣會先請學生代表

討論還是有其他方式？不知經過上週討論後，後續情形如何？ 
（三）詹學務長惠登：於 4 月 22 日凌晨有同學將學校陽關大道自教學大樓

至美術系館側，路邊汽車格自劃為機車停車格，後來瞭解是為了表達

對校內機車管理意見、訴求。學校為了在短時間內先聽到同學們對機

車格事件意見、想法，已於上週邀請各系所學會會長、代表，來聽聽

他們對事件的看法，也請代表們先行徵詢其他同學們的意見，以能一

併於座談會表達。事後已向校長報告，期望延至本週由同學自行將停

車格回復。對於座談會中同學們所提的意見及想法，已先與總務處進

行初步意見交換，會後也將與研發處討論。另對於同學所提意見，將

盡快回應，若順利的話，預計最快於本週確切回應，後續若需進一步

召開會議，將與同學們商量開會時間。 
（四）音樂系楊主任聰賢：有一件事情想向學務長請教，因不是很確定學

校對學生於校內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的立場為何？上週有好幾位學

生拿了表格來找我，要我蓋章，因為他們未戴安全帽被記懲處(不確

定是警告還是申誡)，據學生表示學務處告知同學因記了警告還是申

誡，將來申請獎學金可能有困難，並表明如果主任願意的話可以幫

他們銷掉。因此藉此提出詢問，希望能予以釐清。不知學校對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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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的立場是什麼？把這個責任讓系主任承擔是不對的。我的態度

是，基本上聲明是重要的，我不會幫他們銷掉。如果學校認為這件

事是重要的，我認為系所與學校應有一致的立場。 
（五）詹學務長惠登：校園內騎乘機車戴安全帽，在本校「汽機車管理暨

違規處理辦法」有明文規定，其主要目的係為保護學生人身安全、

養成正確騎乘機車的觀念。依前揭規定，在校內騎乘機車未戴安全

帽將由駐衛警取締，遭取締的同學將記申誡一次。另有關上述楊主

任所提學生表示因申誡可能影響申請獎學金乙事，依目前獎學金申

請操行成績多規定為 80 分以上，要取得合乎規定操行成績應不難，

記申誡並不至於嚴重影響到申請獎學金。不過還是希望同學們愛護

自己，養成騎乘機車戴安全帽的習慣。 
●主席裁示： 
（一）為維護校園師生安全，學校訂有相關規定及建立校安通報機制，請

教職員生一起共同遵循。學校訂定相關規定並不以懲罰學生為目

的，各教學單位可思考適時給予學生導正學習的機會，學生品格教

育也是學校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環。至於申請各類獎學金對於操行成

績規定，則仍尊重各獎學金提供單位的要求。  
 
三、研發處： 
（一）林研發長劭仁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4-1～4-4 頁。 
●主席裁示： 
（一）研發處於本日工作報告提及本校於產學合作、藝術科技移轉案等，

在各相關單位及老師、同仁的努力下，近來均有具體成果，謝謝大

家的用心及投入。另北藝風概念店未來將調整以貨櫃屋的模式營運

乙事，本校育成中心自成立以來，在育成及創業補助、對外爭取合

作等，都有豐碩成果。為因應新世代的社會發展趨勢與需求，育成

中心的多元發展、概念店的轉型等，對於業務拓展可能性、連結校

友網絡，以及開創、整合資源等，將有實質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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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報告：學校公文系統將採線上簽核，未來各承辦人、主管文書

簽核方式將有所調整。本案今年 1 月份已完成採購程序，目前正由

廠商建置系統中，預計於年底上線。依規劃期程，8-9 月間進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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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9 月份將請行政單位及影新學院協助系統測試、10 月份導入

系統、11 月份行政單位全面實行，12 月份則將再納入教學單位。後

續將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宣導說明會等，以利各單位瞭解，屆時請

各單位協助配合。 
（三）戲劇系于善祿老師：順著剛剛總務長報告會議資料 5-3 頁第五點，有

關校務會務資料有沒有可能提早於開會前一週(大約週三前)送各委

員或先傳送電子檔。依我個人習慣，實在是很想每個字仔細讀過，因

為裡面有很多辦法或修正條文要通過，可是，一方面也沒有經三讀通

過，二方面我們在這邊所做的也不太像一讀通過，甚至常常可能只是

部分字句唸過去就通過，法律總有個審閱期之類。就這次我的經驗來

講，可能是昨天送進研究室，今天有課進研究室才拿到。我是在想整

個時間的時程，有沒有可能提早一點，不管未來是紙本資料或走向 e
化，總是希望給校務委員們於會前有較充裕時間審閱。其實很多魔鬼

藏在細節裡，常常都是這樣很快就通過，等到有問題時回頭去查時發

現在某次校務會議已通過，可是大家再去追溯時也不知道是哪次會議

通過的。 
（四）郭主任秘書美娟：目前秘書室於發送每次開會通知單時，已請各單

位協助於所定時間點回復相關會議資料，以利後續作業，惟實務上尚

須依各單位回復時間，並經彙整、確認內容後，分送各委員及完成秘

書室網頁會議資料專區資料上傳。因應行政院節能減紙方案，以後將

逐步走向電子化，現階段考量校務會議屬性，會議資料除於會前上網

外，仍保留紙本方式分送，希望有助委員們於會前審閱，謝謝于老師

的提醒，我們會朝此方向來努力，也希望各單位共同配合。 
（五）戲劇系于善祿老師：我的建議是比較傾向資料回復時間，秘書室定

哪一天就是那一天，不管有沒有交回或交回的內容是如何，就讓它

醜媳婦見公婆。即使是今天在會場還是拿到補件的書面資料，其實

會議還是一個程序，如果沒有在程序通過或送上來的話，就等於這

次不審或報告之類，除非像剛才幾位主管另做口頭補充報告。 
 
●主席裁示： 
（一）有關「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案，已於 3 月底經教育部審查原則同

意，未來將興建大宿舍、小宿舍各一棟，並規劃設有立體機車停車

場。於宿舍興建完成後，將有助於增加住宿空間，同時因應國際化

趨勢，也提供境外生等住宿之需。 
（二）另，「科技藝術未來館」興建構想案，歷經二年多的爭取，日前教

育部通知原則同意本案，並獲同意補助工程費新台幣 1.8 億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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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50%)，其餘經費 1.8 億元由本校自籌，並請本校依委員意見修

正構想書報部核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本案原規劃定位為

國家級科技藝術中心，經審酌教育部核覆意見、學校收支狀況，以

及財務負擔能力等面向，將調整為科技藝術創新實驗中心，期能以

教育部補助款 1.8 億元、本校自籌款 6,000 萬元進行後續規劃，並俟

報部確認經費調整案後，續行修正構想書。 
 （三）自上學期起已陸續進行校園空間調整、資源整合等工作，同時配套

考量各系所專業發展等需求，寒假期間也接續展開研究大樓空間調

整，希望透過空間的重整，可以促進不同單位、人員的流動、空間

之活用及分享。另圖書館三樓自修室整修工程，已於 4 月進行施作，

預計於 6 月初開放，以提升學生學習自修環境及活化校園空間。 
 （四）今日總務處工作報告提及本校 102 年用電量雖較 101 年減少，惟因

電費調漲致支出仍增加 120 萬元乙事，目前夏季用電高峰期尚未到

來，惟依今日會議資料所示本年度第 1 季全校用電量，已較去年同

期有明顯增加情形，請各單位持續配合落實節約能源措施。 
 

五、展演藝術中心： 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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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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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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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十一、圖書館：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12-1～12-2 頁。 
 

十二、關渡美術館：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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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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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案討論： 
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館設置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關渡美術館〉 
決議：照案通過。 

 
二、 「關渡美術館館務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關渡美術館〉 
    （一）劇設系楊金源老師：本案第五條條文部分文字，本委員會以每

年六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依本條文語意，建議酌作文

字修正，刪除「年」一字。 
決議：本案請關美館依上述意見修正文字後，照案通過。 

 
三、 本校「自我評鑑辦法」及「系所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研發處〉 
（一）林研發長劭仁補充報告：本案係依教育部審查意見進行修正，爰

提案送本次校務會議審議。另，依據 4 月 10 日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基金會辦理之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實

施計畫說明會之說明，因應教育部已將自評結果認定審核任務委

由高教評鑑中心辦理及相關規定併同修正，經本處再行檢視原提

案內容後，前揭辦法第九條及作業實施要點第一點酌作文字修

正，詳如今日會議書面補充資料。 
           決議：依研發處今日補充報告意見進行修正後通過，並請續依程序辦

理。 
 

四、 有關本校圖書館擬增設「校史典藏組」，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

圖書館〉 

      （一）圖書館閻館長自安補充報告：因應博物館研究所已簽奉核准

將表演藝術博物館籌備辦公室納入圖書館組織架構乙事，考

量圖書館現行業務實際分設「採錄編目」、「閱覽典藏」二組，

以及原擬提案增設「校史典藏組」，以下設三組方式運作。經

與表博辦公室等單位再行討論後，考量現行已設有「閱覽典

藏組」，與擬增設組別名稱有部分文字重覆情形，另經瞭解目

前他校圖書館下設單位名稱，有校史經營、校史館營運等，

爰建議修改為：「校史發展組」。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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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圖書館今日補充報告意見進行修正後通過，並請依程序續

辦相關事宜。 
（二）本校創校已邁入第 32 年，相關校史、展演資料應進行更為完

整、更具整體性之建構。在學校有限人力、經費下，現階段

規劃先在行政大樓四樓設置校史館。本案通過後，希能藉由

常設型組織設置及相關機制建置，讓校史及北藝大相關展演

史料能有更好的保存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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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本案第八條涉及圖書館下設分組辦事乙節，請依提案四決議修

正，餘照案通過。 
 

六、 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實施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草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 
 

七、 103 學年度入學之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一）劉教務長錫權： 
1. 前於舉辦公聽會時曾有學生提出本調整案是否有變相增加 

收費的疑慮，經核算事實上是不會為學校增加額外收入，甚

至有減少情形。 
2. 為推動國際化及提升學生國際移動能力，鼓勵學生參與出國

交換、學習，本校與交換學校間維持雙方平等互惠的原則，

本校學生赴交換學校交換期間，收費方式依本校規定及交換

學校簽定之協議事項辦理。 
3. 100 至 102 學年度入學之研究生採替代性方案(吃到飽方案)，

公聽會時同學提出原本前四個學期可以有點無上限進行跨域

選課，若實施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後，有同學擔心將影響跨

域修課的動機及機會。之前在公聽會時，也花了一些時間與

同學就此部分進行溝通、說明。 
4. 跨領域學習課程應經由課程整合，依專業、專題進行實質、

整體規劃，讓同學有機會修習，並非僅是跨學院修習課程，

之前回復是希望在各學院進行課程整合時進一步討論，故本

案原本是上學期末提出，為了讓系所端有更多時間思考，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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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至本學期提案。截至昨天為止，各學院已提出類似跨領域

課程的修習方式。 
5. 整個學分費收取方式調整，讓同學們可適時適量依實際修習

之學分數繳交學分費，另有同學擔心會形成商業化的狀態，

事實上在職班已採此種收費方式。經評估各種考量後，本案

已於上學期行政會議提案討論通過，續提本學期校務會議審

議。 
    （二）戲劇所張文華同學： 

1. 我之前有出席學生代表的會議，雖然剛才教務長已說明未來

在系所端會規劃跨領域部分，可是還是有很多同學想至不同

系所修習不同課程，例如這學期有戲劇所同學去上藝管所課

程，這個部分好像無法依剛才教務長所提到的方式來處理。

不知原本提到的學生一學期可以選擇一堂課進行跨域修習是

免收學分費的，不知這個計畫是否還有在處理？ 
2. 另學生申請出國交換部分，因上上週發生有大四學生申請國

際交換於進行審查時，突然被通知因大四生無法回饋學弟妹

而取消資格，此一部分還蠻影響學生權益，雖然事後有補救

措施。目前學校鼓勵學生出國交換學習同時，如果相關辦法

沒有好好保障學生申請出國交換時的權益，會讓學生不知所

措。 
      （三）劉教務長錫權： 

1. 首先回應申請出國交換乙事，在日前會議並不是決議取消大

四生資格，而是在申請對象優先順序上，以低年級同學為優

先考慮。如果沒有低年級學生去申請，機會還是會保留給大

四生，主要係因為之前的經驗，高年級學生回國後，較少有

機會與學弟妹分享出國交流的收獲或互動情形也較少，所以

在會議中達成這樣的共識。但是明年或許又是另一種情形，

因為每一年交換情形都不同。另因教育部「學海飛颺」等補

助計畫經費有限，近年來也有逐年下降的情形，相對之下在

補助名額考量上也會受到影響，所以希望未來將「學海飛颺」

申請案與自費申請案脫勾。同學若經自行評估可採自費方式

出國交流，學校也樂見其成，所以在審查機制會有不同的考

量。 
2. 另在此說明後續措施並非是補救措施，而是經同學反映後，

如有原申請學校未接受案件或對於尚有名額學校有申請交換

意願等情形，國交中心願意協助同學，以進行出國交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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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領域學習課程建議宜由教學端來思考同學的需求，且經同

學及教學單位共同審慎思考、討論，若經教學單位評估同學

有必要修習另一系(所)課程的需求，而且希望是免費修習情

形，歡迎各教學單位提案。 
4. 過去三學年的吃到飽方案，是以一種非常優惠方式在執行，

其實對學校也不是一種公平的狀態，請各位同學能共體時艱。 
 （四）戲劇所張文華同學：我剛才所提的是因本案未提到跨領域學習

方法，原本是說跨領域學習、跨系所學習免收學分費有這樣的

可能性，只是在這個案子沒看到而已。當然我們經過這麼多次

開會，對於這樣的收費方式沒有意見，只是想把如何將跨領域

學習精神納入再次進行確認。剛才為什麼提到交換學生，是因

為本案很清楚提到為了促進國際交換，所以才會提到這件事

情。當然它與這個議題沒有那麼明顯關係，我覺得既然要把國

際交換精神放在文字裡，那麼可以再仔細討論。 
 （五）王組長喜沙：本案議題是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並沒有調漲，

而是將學分費收費拉到一個公平性角度來看，依每學期實際修

習學分數收費。以往有部分同學因採包裹式收費後，有較多的

空間可以進行跨領域學習，惟有些系所因所需修習學分數已很

多，同學無多餘時間進行跨領域學習。所以，學校站在收費公

平性立場來進行調整。如果有同學因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後，

可能一些以前學習上的既得利益受到損害，未來若要照顧到這

一塊，如教務長提到若經系所評估同學有跨領域學習課程的需

求，可以透過系所來處理、申請的。我認為這個議題應把個別

學生權益受損及整體公平性做切割。 
 （六）戲劇所張文華同學：其實教務長也很清楚，我在這裡說的不是

收費方式要如何再更改，我多次強調在先前紀錄有提到的配套

措施，我今天在這裡沒看到，只是再詢問一次而已。 
 （七）劉教務長錫權：我瞭解張同學所提的問題，上次在課程整合委

員會也談過類似的問題，跨領域課程還是要針對其實質意義來

思考。到底是透過學程，還是課程組合方式，讓同學在這樣學

習過程中，學習到真正該學的部分，可能是更為重要。之前方

式是任由同學採吃到飽方案，依個人興趣、需求修習課程，這

種方式可能有點落伍了，應該回到精進作法。其實在各系所課

程整合也約略談到這件事情。我剛才也提到請學生代表回去

後，與教學單位師長們共同討論，學習面需求是什麼，以利達

跨領域課程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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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張副校長中煖：在此補充說明，本案最初係因碩博士班同學收

費標準與大學部不同，是以基數來計算，後來有些同學覺得是

得利的，也有同學是有點吃虧的。據瞭解主要是因為學分數及

課程時數有不對等情形，致有些同學吃虧，續經討論後已確認

100 至 102 學年度入學的碩博士班研究生，第 5 學期修課學分

數累計未超過就讀系所畢業最低學分數時，不另行收費。也因

為這樣的機制後，學校再行檢討，如何與國際接軌，以更公平

的收費基準，來收取學分費，故自 103 學年度以實際修習學分

數來收費，以利公平性。有關張同學提到的跨領域課程配套措

施，據悉教務處已召開相關會議，在碩博班課程部分，透過研

議研究主題、教師資源共享、合作發展課程等，將來轉化為各

系所核心課程，相關配套目前已啟動。 
 （九）舞蹈所郭詠晴同學(代理劉彥成同學與會)：因先前曾在國外學

校求學，我可以瞭解學校所提收費公平性問題。我想詢問一個

基礎問題，因日前已放榜，新生即將入學，如果學弟妹問我為

什麼學費與妳差那麼多，我應該怎麼回應？另一個問題是，如

果有非常優秀的新生因經濟因素而無法加入我們的行列，或者

他有意願、能力、時間，追求更多知識，但因經濟層面，而無

法繼續求知時，想請問學校會用什麼態度面對這樣的學生及會

有什麼相關配套措施？ 
（十） 劉教務長錫權：同學所提問題在剛才已討論過了，最主要係希

望由系所端思考開設相關課程及學分數的實質意義及同學修

了這些課程值不值得等，也歡迎同學與系所老師們共同討論。 
      決議： 

(一) 本提案照案通過。 
(二) 近年學校積極推展國際連結，以鼓勵學生進行國際交流，

也期望同學們於大一、大二時，先充實、整備外語能力，

做好準備。鑑於近年來教育部「學海飛颺」等補助計畫經

費有逐年減少情形，減幅頗大，於是學校積極藉由校務基

金提撥配合款，以及努力開創、爭取機會協助同學們出國

交換學習，也請同學們珍惜得來不易的資源。 
(三) 同學若因經濟出現狀況無法繳交學費時，可事先向系所或

學務處等單位尋求協助，學校將視個案提供申請助學貸

款、急難救助、獎助學金等相關資源。 
 

陸、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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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大學教育的蛻變 

主講人：教育部陳次長德華 

演講內容：(略，詳如簡報資料) 
 

柒、臨時動議： 
一、案由及討論： 

提案人：戲劇系楊凱鈞同學(代理陳守玉同學與會) 

說明：剛才校長說得很好，學校會很樂意聽學生代表的意見，以及參

考、修正自己的錯誤。於上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我曾提出：

校務會議總是開在學生上課，甚至是在主修課時間召開。請問

學校要如何提升學生代表校務會議參與率？目前就本次會議來

看，不僅是學生代表的問題，專任教師出席率相較於上次會議

也是偏低的，這個問題已非常嚴重擴張了。我只能就學生部分，

提出一些建議： 
          (一)是否參與校務會議可以請公假？因為這畢竟是公眾事務。 
          (二)該如何與授課老師溝通？有一些主修課，例如戲劇系有表

演課，那種課是不能請假的。要如何與老師溝通，讓同學

請假，這也是學校可以做的。 

          (三)加強宣導可以請代理出席，其實是蠻好做到的。如果上課

時間學生代表沒空出席，可以自行找其他代理出席相關會

議表達意見，這也是一種方式。另校務會議請代理人出席

相關規定是否已納入校規？ 

          (四)目前看來學校好像還是沒想到這些方式，我提供這三種方

式供學校使用。 

       

楊校長其文： 

(一) 學生代表參與校務會議，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是可以

事先申請公假的。學生代表是經推選產生的，若無法、不

克出席由代理人與會也須經相關程序。 

(二) 請同學先瞭解學校為什麼要在週二開校務會議，這是多年

慣例，並經過事先規劃及設計。我先進行說明，為提高各

會議與會人員參與可能性，校內行事曆安排為週一上(中)
下午召開各單位及全校性公共事務會議(系所務會議、主管

會報…)，週二下午則召開行政事務會議(校務會議、行政

會議、教務會議、課程委員會、校教評會…)，這是長久以

來安排的行事曆。其中，每學年度校務會議、行政會議的

排程，皆事先提早於前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結束前公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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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以讓全校行政主管及專任老師、代表盡可能兼顧

教學與公共事務參與。 

(三) 再從責任、義務角度來說，專任教師在學校除了上課外，

還有責任義務是進行學術研究、展演創作、校務參與 (含

出席系所務會議及校級相關會議等)。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不

是學校指定的，係經由系所推舉出來的，學校也事先請系

所建議擔任校務會議教師代表的老師們週二下午不要排

課。 

     

     二、案由及討論： 
提案人：戲劇系楊凱鈞同學(代理陳守玉同學與會) 

說明：在我的理解上，校長及學校諸多老師、職員、師長及學生，

還算支持太陽花學運，當然還有前幾天的反核四。學校會如

何面對在校內的相關學生運動？  
        

楊校長其文： 
在校內尊重個人表達意見的權利，但目前學校已訂有校園環

境規劃、管理相關機制，於進行校內活動時，仍請事先提出

申請，並與相關單位進行協調、溝通，以兼顧對校內教職員

生的尊重。 
 
    三、案由及討論： 

提案人：戲劇系楊凱鈞同學(代理陳守玉同學與會) 

說明：關於汽機車強制上鎖，這件事情已有校外相關平權團體來

關切。這其實已侵害法律上的強制罪。相關團體已想介入

深入瞭解學校這樣的作法是否有失當或過當？就法律定義

來說，學校相關處理辦法已觸法了。我想請教一下學校是

否要修正相關政策？  
          

楊校長其文： 

校園是自主管理的，校內事務的規劃、管理，學校是擁有

自主權。就校園汽機車停車管理部分，接下來請總務長說

明。 
         

陳總務長約宏： 

校園內是自治的，汽機車上鎖係限制移動，並未限制財產

權，你剛才提到的強制罪，是不是符合這個要件可能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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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一下，做以上回覆。 

              

舞蹈系陳雅萍老師： 

關於鎖大鎖這件事，同學們若覺得有受到人身侵害或為不

適合方式等，我會建議是否可研議提出替代方案。這件事

會發生有可能是因停的位置會防礙到別人、不太合適或危

險等，所以才會有接下來的措施。在爭取權利同時，也可

以思考一下，這樣的作為是否有防礙到別人的情形，彼此

間尊重也是非常重要的。 

              

戲劇系楊凱鈞同學： 

回應陳老師建議，我覺得老師說得非常好，因我們是一個

法治國家，法的概念非常重要，我自己也不認為違停沒有

處罰方式，這種荒謬的道理。目前違停的處理方式是拍照、

開單、繳罰鍰，還有一條是鎖大鎖。之所以提到強制罪，

在法治國家內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所犯的罪與進

行的罰則是否適當，罰則是不是有過當？我們不會像古時

候窮小孩偷了一塊饅頭就砍他的頭，這是失當的行為。我

以此寓言故事來講說，如果是因違停把它鎖在原地，這不

是一件蠻荒謬的事情？例如它阻礙到藝術大道的行人行

走，把它鎖在原地，它在解鎖之前都得在原地，這是一件

蠻荒謬的事情，它違反了我們應該禁止及避免的事情。所

以我們才會提出鎖大鎖的正當性，以及在法源依據上，關

於罪與罰這兩件事情是否平等。這是我覺得不管是校方、

學生或老師，應該說是整個學校可以再思考的。 

    
    四、案由及討論： 

提案人：戲劇系楊凱鈞同學(代理陳守玉同學與會) 
說明：承剛剛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所提議題，關於近期學生在校

內參與的學生運動，我表達學生們的意見是希望學校在一

個公開、公正、民主、平等、為民著想，以及傾聽民意的

基礎下，與學生對話。 
 

楊校長其文： 
(一) 今天會議有學生代表在這裡，我希望大家回去思考一

下，當一個公共議題形成時，應該從不同角度去探

討，且須先釐清法規、原由等，而非由少數人逕行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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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每位同學到北藝大是來學習的，期望同學們多些

溝通、討論，也請每位教職員生共同來守護美麗、有

秩序的北藝大校園。 

(二) 關於同學提到停車格問題，剛才專題演講，教育部陳

次長有提到大學教育發展的階段及轉變，北藝大也是

有時代發展的進程。學校已邁入 32 週年，在創校初

期，學生人數約 500 至 600 人，在當時尚無法預期學

校學生人數會超過 1,000 人。在 30 多年前所設計、

規劃校園空間，不致於產生停車問題。但經過 30 多

年更迭，隨著校舍增建、學生人數成長至 3,000 人，

依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相關法規，就會要求學校要設

多少停車位，每個停車位都是登記有案的，這也就是

為什麼停車位會劃到荒山劇場、體泳館，是因為法定

建築面積。因為早期所蓋的房子沒有一棟房子是蓋有

地下停車場的。少數後來蓋的，因囿於學校經費，每

棟建築物的停車場空間也有限。學校也曾試圖去找出

適宜蓋停車場空間，同時也要考量經費來源、相關法

規的限制等。至於一心路校門目前不開放通行原因，

係為坡度較陡易造成交通事故，我們也找專業人士來

評估如何調整，先不談經費來源，就算是申請也是需

要時間。所以很多事情的建構是需要時間、時程的，

學校對於校園規劃、管理，以及課程設計等，也都是

以協助學生學習為考量。 

               
劉教務長錫權： 

我再補充說明一下，建議同學剛才提到有關「汽機車管理

暨違規處理辦法」部分，是否列為臨時動議來處理。剛才

雅萍老師也提到研議替代方案的可能性，是否建議在法律

層面上去考量可行的作為。另剛才同學提到出國交換機

制，將找時間開會討論。 

             

張副校長中煖： 
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是可以請公假的，楊同學所提到會議代

理部分，因並不是每個會議的代表都可以代理，我們將研

議後再行分享相關資訊。 
 

捌、散會：下午 17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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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議紀錄內所提之列管表、工作報告、提案內容及專題演講等資料，請

參閱http://secretariat.tnua.edu.tw/school/  網址所載，該網址資料將於下次會

議前更新為下次會議資料，歡迎事先上網研閱) 

http://secretariat.tnua.edu.tw/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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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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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渡
美
術
館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館設置辦法」第四
條修正草案，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 

關
渡
美
術
館 

 

2 

關
渡
美
術
館 

「關渡美術館館務委
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
定修正草案，提請 審
議。 

本案請關美館依上述意

見修正文字後，照案通

過。 

關
渡
美
術
館 

 

3 
研
發
處 

本校「自我評鑑辦法」
及「系所自我評鑑作業
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提請  審議。 

依研發處今日補充報告

意見進行修正後通過，並

請續依程序辦理。 

研
發
處 

 

4 
圖
書
館 

有關本校圖書館擬增
設「校史典藏組」，提
請  審議。 

一、依圖書館今日補充報

告意見進行修正後

通過，並請依程序續

辦相關事宜。。 
二、本校創校已邁入第 32

年，相關校史、展演

資料應進行更為完

整、更具整體性之建

構。在學校有限人

力、經費下，現階段

規劃先在行政大樓四

樓設置校史館。本案

通過後，希能藉由常

設型組織設置及相關

機制建置，讓校史及

北藝大相關展演史料

能有更好的保存及展

示。 

圖
書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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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
事
室 

本校「組織規程」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本案第八條涉及圖書館

下設分組辦事乙節，請依

提案四決議修正，餘照案

通過。 

人
事
室 

 

6 
人
事
室 

本校「研究人員聘任、

升等及資格審查實施

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

正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人
事
室 

 

7 
教
務
處 

103 學年度入學之研究

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調

整案，提請  審議。 

一、本提案照案通過。 

二、近年學校積極推展國

際連結，以鼓勵學生

進行國際交流，也期

望同學們於大一、大

二時，先充實、整備

外語能力，做好準

備。鑑於近年來教育

部「學海飛颺」等補

助計畫經費有逐年

減少情形，減幅頗

大，於是學校積極藉

由校務基金提撥配

合款，以及努力開

創、爭取機會協助同

學 們 出 國 交 換 學

習，也請同學們珍惜

得來不易的資源。 

三、同學若因經濟出現狀

況 無 法 繳 交 學 費

時，可事先向系所或

學務處等單位尋求

協助，學校將視個案

提 供 申 請 助 學 貸

款、急難救助、獎助

學金等相關資源。 

教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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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製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議程 

〈報告會議出席人數─秘書室〉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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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各單位工作報告〈請詳見附件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pp.2-1~2-4 

  二、學務處…………………………………………………………pp.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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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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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2 

  七、藝術與科技中心………………………………………………pp.8-1~8-3 

  八、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p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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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傳統藝術研究中心……………………………………………pp.11 

 十一、圖書館………………………………………………………pp.12-1~12-2 

 十二、關渡美術館…………………………………………………pp.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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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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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提案討論 

  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館設置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關渡美術館〉……………………………………pp.16-1~16-6 

  二、「關渡美術館館務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關渡美術館〉……………………………………pp.17-1~17-6 

三、本校「自我評鑑辦法」及「系所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

請  審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 pp.18-1~18-11 

  四、有關本校圖書館擬增設「校史典藏組」，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圖書館〉…………………………………………pp.19-1~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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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5 

  六、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實施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   
      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人事室〉………………………pp.21-1~21-7 

  七、103 學年度入學之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pp.22-1~22-14 

陸、專題演講 

  一、大學教育的蛻變。〈主講人：教育部陳次長德華〉……………pp.23-1~23-28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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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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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委員任期至本學期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止，

將繼續延用修正前要點。

下一屆新任期時，將依修

正通過之設置要點聘任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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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已於 102 年 12 月 20

日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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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經教育部 103 年 1 月 20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30007026 號函同意修

正備查，並於 103 年 2 月

12 日北藝大教字第

1030001609 號書函送各單

位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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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3 年 1 月 29 日臺

教高(一)字第 1030016280

號函核定本校學生事務處

增設「住宿管理中心」，及

將軍訓室及生活輔導組調

整為「軍訓與生活輔導

室」，並自 103 年 2 月 1 日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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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3 年 1 月 29 日臺

教高(一)字第 1030016280

號函核定本校組織規程修

正案，人事室業以書函周

知本校一、二級單位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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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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業於 103 年 1 月 7 日

公告實施，並於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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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將擬於 103 年 5 月 26 日

-6 月 6 日辦理校園菸害

防制衛教宣導活動。 

2.持續利用相關平台與會

議時機宣導部頒之「校

園菸害防制政策」。 

3.將會辦各單位，全般檢討  

 全校吸煙區之設置，計整 

  併為 19 處吸煙區，並公 

  布於學務處\軍輔室\紫 

  錐花運動計畫網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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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教務處 

資料時間：103年 2月～103年 4 月 

 

一、 會議： 

 (一)校課程委員會：3月 11日、5月 13日舉行本學期第 1、2次會議。 

(二)教務會議：3月 18日、5月 13日舉行本學期第 1、2次會議。 

(三)招生委員會：4月 11日上午舉行 102學年度第 5次會議。 

二、 102-2學期學生人數共 3021人，在校生 2677人、休學生 344人（統計

日期 3月 15日），「學生人數統計表」已公告於教務處網頁供參。 

三、 未完成註冊繳費人數共 23人(就學貸款未完成 14人)，逾學期三分之一

(3月 29日)仍未完成者，將依本校學則第 13條規定勒令休(退)學。 

四、 102-1學期研究所畢業生學位論文及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共 63件，

已函送國家圖書館收執。 

五、 學習成效不佳預警： 

 (一)期初預警：102-1學期學業成績二分之一不及格者共 16人（101-1學期

11人；101-2學期 11人）。名單於本學期第 5週知所屬導師。 

(二)期中預警：已函請各任課教師就學習成效不佳學生進行線上通報，並轉

請所屬導師續行輔導(截止日：4月 25日)。 

六、 開/選課作業： 

 (一)辦理學生逾期未繳納學分費案件後續註銷事宜。 

(二)檢核課程大綱內容品質，並彙整需改進之名單，協請教師進行修訂。 

(三)辦理本學期停修課程申請事宜，5月 23日截止受理。 

(四)函發「開課通知」(含跨領域學習週開課)暨相關參考檔案，請各教學單

位進行 103學年度之開課作業。 

七、 課程整合：各院簡報內容為標竿系所資料之呈現與課程整合之進度，簡

報日期分別為舞蹈學院 4月 10日、影新學院 4月 22日、美術學院為 4

月 23日、音樂、戲劇、文資學院 4月 28日。 

八、 4月 15日已召開博士班聯合開課會議，研議並討論聯合開課及合作之

可能性。 

九、 因應 103學年度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4月 7日與各業務單位召

開繳費管理系統整合協調會，續由電算中心協助系統之統整與建置。 

十、 法規修訂：修訂本校「大學部修習研究所課程實施辦法」。 

十一、 103學年度招生考試： 

 (一)學士班： 

1.單招：音樂學系成績單於 3月 28日寄發，3月 28日至 4月 8日進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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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生報到；其他學系(不含劇場設計學系乙類及音樂學系)已於 3月

27-30日完成面試作業，4月 11日放榜、4月 14-16日正取生報到。 

2.個人申請：3月 29-30日已完成第 2階段面試作業，4月 11日放榜，甄

選會將於 5月 12日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3.美術學系轉學生考試： 4月 8日公告簡章，5 月 19 日-22 日受理報名，

6月 28日-29日辦理考試。 

 (二)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4月 11日放榜，4月 17-21日進行正取生報

到，備取生於 4月 22日起開放第 1梯次遞補。 

 (三)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術科考試 3月 27-29日舉行，擬於 6月 6日放榜。 

 (四)103學年度起大陸地區學生招生：2月 11日至 4月 1日報名，擬於 4月

底進行書審，5月 9日公告預分發結果，5月 23日正式放榜。 

十二、 2014 第 22 屆台北國際書展-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本校今年以「藝遊

未盡」為主視覺設計參與聯展，記者會由教育部陳德華次長主持，本校

楊其文校長親自致詞，並宣布「大學出版社聯盟」計畫啟動。 

 (一)新書發表座談會聽眾熱情參與，各場次參與人數如下： 
舉辦日期／場地 主題 容納人／參與人次 

2月 6日(四) 主題廣場紅沙龍 
與「藝術，是生活的實踐」座談

會暨朗讀劇場 
80／150 

2月 8日(六)大學聯展展位 
《藝乘三部曲─覺性如何圓

滿？》新書座談會 
15／25 

2月 9日(日)大學聯展展位 
《臺灣原住民音樂的後現代聆

聽》新書座談會 
15／30 

2月 10日(一)主題廣場紅沙龍 
《劇場與道場，觀眾與信眾》新

書座談會 
80／100 

2月 10日(一)主題廣場紅沙龍 
《新銳：傳統與創新的藝遊》新

書座談會 
80／90 

(二)CTL電子報、關渡通訊報導書，關渡通訊進行專題報導。 

十三、 2014亞洲研究學會年會書展(3月 27-30日) 

 (一) 「臺灣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於 103年 3月 28-30日順利完成，本組與

台大出版中心各一名同仁代表參展。 

(二) 近期將拜訪臺灣代理商，提供本校出版品目錄，以擴展海外學術市場。 

(三) 近年來海外圖書館多透過電子書資料庫獲得並收錄最新書訊，續推動本

校出版品為國內外知名電子書資料庫收錄，期打開國際能見度。 

十四、 2014香港國際書展(展期：7月 16至 22日)：以「大學出版社聯盟」形

式參展，由本校統籌 8校大學出版社參展事宜，申請教育部補助中。 

十五、 《藝術評論》 

 (一)第 27期於 3月底截稿，共 12篇投稿，本期主編為美術學院賴瑞鎣教授，

現進行審查中，預計 5月中下旬召開編輯小組會議。 



2-3 
 

(二)為提升本刊國際能見度，研擬加入 DOI編碼及 QR code。 

(三)回溯全文公開上網之論文增加密碼及浮水印，以保障作者著作權權益。 

(四)通過科技部「102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學門」初審，預計今年

中旬公告審查結果。 

十六、 出版大系： 

 (一)3 月 24 日召開學術出版委員會，本次申請案共 9 件，其中 5 件為學術

出版案，現正進行校外審查。 

(二)張婉真老師《當代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3月底已出版，盧文雅老師

《馬勒音樂中的世界觀意象》及顏淑惠老師《意義的追尋：族群、文化、

語言教育》現編輯中。 

十七、 申請科技部人文社會專書出版補助，預計今年中旬公告審查結果： 

 編號 作  者 書          名 

1 楊莉莉 向不可能挑戰：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 1970年代 

2 李婧慧 根與路─臺灣北管與日本清樂的比較研究 

3 王嵩山 博物館與文化 

4 邱坤良 劇場與道場，觀眾與信眾─臺灣戲劇與儀式論集 

5 鍾明德 藝乘三部曲：覺性如何圓滿？ 

6 陳俊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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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張婉真 當代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 

8 盧文雅 馬勒音樂中的世界觀意象 
 

十八、 圖書交贈：持續透過出版大系，進行圖書交贈，加強雙方圖出版交流與

學術資源共享，以互列長期交贈單位為目標，以達實質交流之成效。 

 期別 執行時間 對象及圖書冊數 

第一期 99年 7月 34所姐妹校，交贈圖書 117冊 

第二期 101年 12月 85所姐妹校及我國之大陸院校，交贈圖書共 523冊。 

第三期 民國 103年 12月執行 續增加大學出版聯盟學校及國內藝文展演中心。 
 

十九、 臺灣出版 TOP1-2013年度代表性圖書：本校年度新書《新銳：傳統與創

新的藝遊》與《劇場與道場，觀眾與信眾：臺灣戲劇與儀式論集》入選。 

二十、 圖書代銷：已與時報文化洽談合作及代銷事宜，續就時報電子書經銷、

悅讀網 B2C、海外經銷 B2B、簡體書版權授權等四項合作簽定備忘錄。 

二十一、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2 月 13 日完成本學期 TA 期初經驗分享培訓，邀請舞蹈學系林亞婷老

師就「教師觀點：TA協同教學經驗」進行分享，共 31人次參與。 

(二)3月份辦理 4場領航 TA會議，協助教學助理討論並解決問題。 

(三)101學年度教學優良與教學傑出教師訪談，紀錄將呈現於 CTL官網/優  

   良教師，並定期刊登於電子報系統，目前已完成六位教師訪談。 

(四)安排於 4月下旬至音樂學院與文資學院推廣藝學園學習管理平台使  

    用。 

(五)協助容淑華老師爭取教育部之「國中教師表演藝術與新媒體藝術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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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美感教育活化教學：經驗生命的真實」，已由教育部核定經費額 

    度 1,245萬，執行時程 103年 2月到 105年 7月，後續由主持人統籌 

    執行。 

(六)協同研發處、人事室試辦「教育部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計畫」，其中「教 

    學實務型專業表現評分基準」草案已擬定。 

二十二、 數位媒體： 

 (一)磨課師分項計畫： 

    1.楊其文校長為主持人，已於 3月 2日提交計畫書等資料，第一年包含 

      王雲幼老師「動作分析－了解身體，了解自己」、于善祿老師「華文 

      戲劇概論」及蘇顯達老師、盧文雅老師「曠世名琴訴說的故事」共三 

      門課程。 

  2.「磨課師(MOOCs)課程實施與推動試行辦法(草案)辦法」業經 102-2   

     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續提行政、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審 

     議中。 

(二)翻轉教室教學：102-2學期將由盧文雅老師「西洋音樂史 II」及陳致 

    宏老師「通識核心：經典詮釋與生命實踐」課程執行，續協助影片編 

    製。 

(三)開放式課程(OCW)：本學期新增蘇守政老師「民間信仰與傳統藝術」、 

    楊其文老師和朱珀瑩老師共開的「藝術創作的標竿與實踐」、楊凱麟老 

    師主持的「關渡講座：當代台灣文學與作家朗讀」課程。 

二十三、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一)103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已請撥第一期款新臺幣 17,500,000 

    元，待教育部完成期中審查核定之經費總額後，再行授權各單位額度。 

(二)訂於 4月 29日（二）辦理「103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旗艦計畫觀摩研討 

    會議」，邀請中原大學張光正校長以及各學院分享教學發展策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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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跨校跨領域合作教學」子計畫：已於 4月 15日提交第 3期 

     區域計畫期中報告；另遠距教學教室建置工程擬於 4 月下旬完工。  

     (2)預訂於 5月 5日協同政治大學舉辦「推動大學課程標準化模組典範 

        轉移計畫經驗分享會」，敬邀本校同仁出席。 

    2.102-103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已於 3月 31日提 

      交本校 102學年前半年執行成果簡要說明，7項子計畫經費總執行率 

      為 38%，已請協同執行之合作系所（電影系、新媒系、師培中心）注 

      意執行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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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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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2 月～103年 4 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學校活動： 

（一）103級畢業典禮將於 6/14人文廣場舉辦戶外畢業典禮，3/17已順利

完成畢業典禮團體拍照。 

（二）本校製作大學部學士袍短披肩事宜，已簽請採購案核示，預計 4月

底完成招標採購 5月底交貨，以便 6/14畢業生可著裝參與畢典。 

（三）本學年度獲教育部 103年度學務特色計畫核定 424,605元執行,補助

248,050元整。 

（四）3/10於圖書館 4樓辦理「102學年度四長與學生代表座談」。 

（五）3/29推薦本校 101學年度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電影系林詩翌同學、

藝術服務隊社長美術系劉子寧同學，代表本校青年節獲全國優秀青

年表揚。 

（六）4/14於教學大樓 C402教室，舉辦 102-2學期導師會議。並請導師

分享輔導經驗及交流，並進行於線上填報宣導作業，以落實輔導。 

二、 服務學習： 

（一）103 年 2/26~3/8 海外藝耕服務隊-廣西服務學習文化采風計畫，團

隊共 33人完成廣西藝術學院締結姐妹校及文化交流採風。 

（二）本學期藝術服務隊出隊至烏來國中小服務藝術人文課程，預計出隊

8次，參與服務同學 40人次、受服務學生 480人次。 

（三）3/15藝術服務隊至新北市政府參加天使心家族 336愛奇兒日活動。 

（四）3/29、30藝術服務隊代表本校參加全國社團評鑑，假國立嘉義大學

蘭潭校區獲全國績優社團。 

（五） 3/3及 4/28於國際會議廳舉辦服務學習系列講座。 

（六）4/10校際交流，藝術服務隊與臺北醫學大學楓杏聯合社課，於本校

水舞台舉辦藝術染布活動。 

三、 獎助學金及就學貸款： 

（一）辦理本校各類獎助學金之申請：如「博碩士獎學金」、「學生圓夢

助學金」、「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原住民獎助學金」，相

關資訊詳見本校網站首頁之校園公告。 

（二）學生辦理就學貸款申請時所申貸之書籍費、校外住宿費、（中）低收

入戶生活費需待申貸學生資料上傳教育部系統查核確認資格後始辦

理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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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與生活輔導室 

一、 統計自 103/1/1 迄今，校內同學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者已逾 23 件，較歷

年同期有增加之趨勢，甚有同學騎上人行道之情事，造成行人安全虞慮，

提請共同敦促同學恪遵路權規定、加強防衛駕觀念、注重自我安全防護，

以確保個人及他人之安全。 

二、 兵役業務： 

（一）102學年度第2學期復學生及84年次役男之緩徵或儘後召集申請，業

已分別於2月下旬向各縣市政府及後備指揮部冊報，並已於3月上旬

陸續接獲各單位之核定，完成相關作業。 

（二）為提供應屆畢業役男服役的另一種選擇，配合加強宣導及諮詢 103

年一般替代役報名申請作業，於 103/4/1 08:00至 4/15 17:00截止

申請。 

三、 校園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學期初為教科書之購置高峰期，業已函請各教

學單位積極輔導、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非法影印書籍、

教材，切勿為節省開支而觸法侵害他人著作權，落實校園尊重智慧財權觀

念，並請多加參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有關「校園著作權宣導」資料網站

（http://www.tipo.gov.tw/），以提昇智財權觀念。 

四、 學生公假、缺曠、獎懲及家長聯繫： 

（一）自本學期起「定期缺曠通知書」調整為「曠課達 13 小時」始寄發，

加強學校與學生家長之聯繫，截至 4/10止達該標準者 94名。 

（二）期中學生缺曠明細通知將於第九週 E-MAIL致各同學及任課教師參考

核對，另有關自 103/3/3 採用「刷卡點名輔助機制」課程，因實施

初期，師生們對刷卡規則不熟悉，致曠課資料有誤差之情事，將印

發書面明細請該 41門課程師生協助再確認。 

（三）102學年度第 2學期各單位學生公假排程計 76項，業已將詳細日程

隨同課務組通知以e-mail寄送各任課教師參考，所有學生請假資

料，各任課老師可利用本校官網首頁（http://www.tnua.edu.tw）

「iTNUA資訊入口網站」<教師專區>進行入學生線上點名系統，建請

老師們多加利用，以方便取得即時的資料。 

（四）截至 4/10止總曠課時數達 25小時以上者，已累計達 11人（傳音系

6 人、動畫系 2 人戲劇系 1 人、劇設系 1 人及舞蹈系 1 人），業已

陸續寄送學生學習預警通報，請接獲通報之導師及系所，惠予學生

適當之關心及瞭解，並將處理情形於二週內填送學務處課指組。 

五、 僑（陸）生出入境輔導： 

（一）配合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新開發之「全國大專校院境外生資訊

系統-僑生系統」，本校 102 學年度在籍僑生計 97 名資料業已於

103/4/10上傳建置完成。 

（二）協助僑生辦理「中華民國居留證」延期暨重新申辦事宜，並提醒爾

http://www.tnua.edu.tw)「iTNUA
http://www.tnua.edu.tw)「iTN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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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務必於到期前 15日辦理延期申請，以免逾期受罰，另提醒陸生如

有延畢之情事應於「逐次入台證」到期前 1個辦理展期。 

學生住宿中心 

一、 自本學期開始，學生女生宿舍已取消夜間門禁管制，有關加強夜間刷卡進

出、另闢夜間出入口、校警、管理員夜間定點巡邏、增加夜間照明、監視

器及緊急警報連絡系統等安全措施，均已完成，並排定自治會幹部協助夜

間巡查工作。 

二、 為因應宿舍夜間門禁開放，考量「安全維護」、「服務住宿同學」原則下，

管理室上班時間，已調整為日、夜兩班制，並加強深夜宿舍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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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導師及系上有需了解各班校外賃居情形，本中心可提供賃居名

冊。 

四、 綜合宿舍大型修繕工程將於4/8上午辦理「細部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開

標作業，將邀請學生宿舍自治會參與作業。 

五、 學生宿舍相關作業時程： 

（一）103學年度學生宿舍自治會幹部徵選報名：3/10~3/28。 

（二）宿舍大會（女一舍健身房）：4/24晚上 6:00。 

（三）校外租屋座談會（國際會議廳）：5/5上午 10：20。 

（四）特殊原因申請住宿受理申請：4/7~4/17。 

（五）103學年度研究所新生住宿申請：4/21~5/5。 

（六）103學年度大學部新生住宿申請：5/6~5/16。 

（七）103學年度舊生住宿申請抽籤：5/19。 

（八）103學年度學生宿舍自治會幹部票選：5/19。 

六、 「綜合宿舍修繕暨住宿費用調整說明會」已於 3/11、12各辦理乙場次，

整修經費預計 2739萬元，調整金額以四人房為例，每學期每人增加 1200

元，與會學生針對修繕項目、是否可參與未來評選傢俱及招標工作等事項

反應熱烈，各場與會人數： 

第 1場次：教職員及學生計 82人。（學生 71人） 

第 2場次：教職員及學生計 75人。（學生 66人）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本學期物理治療服務時間更動為星期二下午 16:00-19:00、星期三

下午 15:00-18:00，歡迎有需要之師生多加運用。 

（二）流感防治：本學期仍零星接獲流感確診個案通報，除密切追蹤個案

健康狀況及治療情形，為預防疾病群聚感染情況發生，提醒師生如

獲知確診案例，務必通報本組進行追蹤。 

（三）試務工作醫療服務：支援 3/8~3/13、3/27~3/30 招生考試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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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二、 餐飲衛生: 

（一）本學期特聘一名兼任營養師辦理餐飲衛生稽查及輔導工作，除以其

專業輔導本校各餐飲業者之供膳品質符合衛生標準外，並進而指導

業者製作符合健康飲食原則之餐點，營造校園健康飲食環境。 

（二）4/9 臺北市衛生局至本校學生餐廳早餐部進行例行性衛生稽查及食

品抽驗，稽查結果大致良好，將持續追蹤食品採樣之檢驗結果。 

（三）擬於 5月初抽驗本校餐廳販售之食品外送至台北市衛生局檢驗。 

三、 健康促進活動： 

（一）2014新春健檢：2/27與衛福部雙和醫院、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財

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合作辦理，檢查項目包括基本篩檢（血糖、總

膽固醇、尿酸、血壓、視力、骨質密度、腰圍、體脂肪）及癌症篩

檢（口腔癌、大腸癌、子宮頸癌、乳癌），共 71人參加，其中四癌

篩檢共有 64人次參與，檢查結果異常者，已進行追蹤諮詢及轉介服

務。 

（二）Happy Walking 健走講座：3/24 邀請希望基金會總幹事蒞校，講述

健走注意事項、健走技巧及介紹國內外知名健走團體及健走活動等。 

（三）「青春窈窕健康行」校園健走活動：4/9~6/3辦理，為期 2個月，期

間安排每週健走團練、正確健走講座、校園步道及植物導覽、校內

表演場管導覽等系列活動，共 50位教職員工生參加。 

（四）健康外食講座：4/15由兼任營養師主講外食族健康飲食選擇技巧，

並於課程中帶領至學生餐廳，讓學員將課程習得知識實際運用於之

飲食選擇當中。 

（五）校園愛滋防治活動:與電影系合作辦理之教育部校園性教育（含愛滋

防治）示範學校計畫之愛滋防治影片拍攝，已於 3 月開始相關籌拍

工作，預計於 5月底完成拍攝。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102-2 學期開學迄今（2/17~4/11）個別晤談達 353 人次；來談

議題分別為：壓力調適~外在支持系統與自我功能失衡（25%）、家庭議

題~家人溝通與觀念衝突（23%）與情緒困擾~負向思考與情境焦慮

（18%）；來談身份為：大學部（53%）、研究所（36%）、先修班（6%）、

教職員（5%）。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2/27~4/11 辦理「舞動青春~藝起成長」舞蹈先修班級輔導活動。 
（二）3/12~4/30 辦理「從心在一起」愛情關係成長團體。 

（三）預訂 5/5 上午 10:30 辦理「讀懂他們的心~如何協助與陪伴身心疾病

患者」身心健康講座，邀請關渡醫院身心科劉弘仁主任與資深諮商

心理師劉懿慧共同主講，歡迎對此主題有興趣之全校教職員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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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三、 階梯式生涯輔導： 

（一）3/3 辦理電創系應屆畢業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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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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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3/17~4/28 辦理「藝起向前衝」大二、三班級生涯輔導活動。 

四、 就業與職涯輔導： 
（一）3/25 與美術系合作辦理「柯毓珊~日本求學分享會」校友講座。 
（二）4/29 辦理「旅英插畫藝術家~鄒駿昇」藝術人職業世界講座，拓展 

藝術人生涯抉擇與對職業世界之瞭解。 
五、 資源教室與校園志工 

（一）3/15 帶領會心志工至安寧病房進行藝術活動外展服務，3/25 辦理會

心志工「認識癌症病人社會心理需求」課程。 
（二）3/19 辦理本學期特推會例會。 
（三）完成本學期身心障礙學生提報鑑定作業，於 3/22 參加「大專院校身

心障礙學生鑑定北一區初審會議」，並到場說明本校申請鑑定學生之

障礙情形。 
六、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彙整 93~102 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動、靜態成果資料予教育部。 
（二）籌備性別平等主題電影講座，預計將於 5 月份辦理。 
（三）與本校衛保組合作辦理愛滋防治系列活動。 

七、 畢業生現況調查：3/25 發送「近三年畢業生就業現況調查」與「雇主對畢

業生滿意度」調查報告至各教學單位，以供系所評鑑及未來教學、生職涯

輔導之規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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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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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2 月～103年 4 月 

 

一、 「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案 

 (一)本校自我評鑑機制認定修正計畫書，教育部已於 103 年 2 月 13 日函復

審查認定結果為「通過」，惟須參酌審查意見再修正計畫書內容及本校

自我評鑑相關法規，並於 4月底前陳報教育部。 

 (二)本校系所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於 2 月 21 日召開會議審議各受評單位自

我評鑑委員名單。各單位依審查意見調整並確定遴聘之委員名單，已移

請人事室辦理發聘。尚未提送修正後評鑑委員名單之單位請儘速辦理。  

 (三)本校原訂定之系所自我評鑑作業重要工作時程，因應系所自評實際完成

日期延後，及系所評鑑結果審議程序調整等因素須再修正，並已於 3月

25日提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後時程表已函發各受評單位。 

 (四)本校「自我評鑑辦法」及「系所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因應教育部審

查意見需再修正案，修正草案內容已簽奉核可，將提本次校務會議審議。 

 (五)本處於4月10日派員參加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辦理之教育部試辦認

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實施計畫說明會。會議重點如下： 

1、本項自辦外部評鑑僅限系所評鑑及通識教育評鑑，不包含校務評鑑。 

2、學校向該會申請自評結果認定時間為自我評鑑辦理完畢之後。後續

自我改善作業執行成果不須另陳報教育部或該會，而將於106年辦理

校務評鑑時進行檢核。 

3、未來通過自我評鑑機制認定的學校可於每年3月、6月、9月及12月向

該會申請自評結果認定。 

評鑑中心以103年7-9月送件學校為例所訂審核時程如下：  

階段 工作項目 日期 

初核 
階段 

學校繳交自評結果報告書  103年7-9月 

資料檢核及函請學校補正資料  10月 

審 
查 
與 
認 
定 
決 
定 
階 
段 

認定小組審查自評結果報告書  11月 

召開認定小組會議議決書面審查認定結
果  

12月 

報部備查及公布書面審查認定學校  12月底前 

書面審查未獲認定學校函送簡報資料及
自評結果修正報告書 

104年2月底前 

書面審查未獲認定學校辦理簡報審查  3月 

認定小組決議簡報審查認可結果 3月 

報部備查及公告認定結果 3月底 
 



4-2 
 

二、 校園規劃 

 (一)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於二月函復本校《戲劇舞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公共藝

術徵選結果報告書》已通過核定，本校各相關單位已接續辦理後續事宜。 

 (二)102學年度第 2學期校園規劃小組第 1次會議於 3月 6日下午召開，討

論提案計有圖書館 3樓自修室建置工程大門景觀案、影新學院代表色修

改案、學生列席校規小組會議案、鷺鷥草原作品安置方式案。會議紀錄

已函發各委員及各相關單位。 

 (三)學院代表色確認會議於 4 月 8 日召開，會議中已確認各學院代表色

pantone色號，後將建檔各院代表色於研發處。另外，舞蹈學院與影新

學院的院長袍、學士袍選色工作，後續由學務處協助辦理。 

 (四)102 學年第 2 學期校園規劃小組臨時會於 4 月 8 日召開，審議圖書館 1

樓左側大門選樣案、本校「舊警衛室」1樓委外空間裝修圖審議案、本

校活動中心 B402空間使用調整案。會議紀錄刻正陳核中。 

三、 建教與產學合作業務 

 (一)近期重要徵求計畫 

 1、科技部 103年度「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 

(1)計畫目的：鼓勵學界跨領域合作，以「科技新知」形式介紹科技知

識，或製作「專題報導」，對某個重大新聞事件，及時進行全面且

深入的報導；運用文字、圖片、動畫或影音等多媒體素材，將複雜

艱澀的科技資訊轉化為高中程度以上社會大眾易理解的科普知

識，並刊登於科技部「科技大觀園」，透過新媒體傳播，讓民眾經

由電腦、智慧型手機等行動上網裝置快速獲取資訊，促進民眾理解

科學，進而提升國民科學素養。 

(2)申請期限：有意申請者，請於5月6日下午5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二)原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業於 103年 3月 3日正式改制為科技部。科技

部目前已陸續修正相關行政規定，本處並已配合轉知校內各相關單位。 

 (三)中華兩岸教育協會委託本校規劃文化資源保存與修護暑期專班案 

1、規劃由本校文資學院、中原大學和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故宮共同

開課。 

2、業依委託方意見著重實務操作內涵課程規劃，並商請各課程主持教

師先擬課程大綱以供了解。 

3、本處業協同藝推、住宿中心安排本專班學生可全數入住時間，本校

無床位期間業協調住宿本校附近學校及中原大學。 

4、業於 4 月 15 日拜訪中原大學總務處及建築系，洽商本班暑期住宿

及合作開課細節。 

5、業於 4月 23日拜訪故宮登錄保存處洽談合作開課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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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刻與中華兩岸教育協會進行合作議約作業，嗣與該會確認簽約後，

另辦理與合作學校間合作協議事宜。 

 (四)本校業與世代文化針對創新育成發展簽訂合作意向書，具體執行細節另

議並將視補助案獲核情形調整。 

 (五)舞蹈學院技術移轉案業於 4月 8日完成計價會議，刻正辦理授權合約簽

署作業。 

四、 校務發展 

 (一)業協助國交中心向相關部會辦理本校 2014 ALIA Symposium專案經費補

助申請作業。 

五、 學術發展 

 (一)有關本校推動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事宜 

1、本處業邀請校內教師針對本校新系所、跨領域以及藝管等類型教師

多元升等可能實施方式，研提初步規劃「展演創作類型」、「文創服

務類型」審查基準建議方案。 

2、業配合人事室 4月份進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修正草

案條文意見調查」，提供本校對於「藝術類科教師以作品及成就證

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修正之建議方案。 

六、 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一)「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103年 3月表冊自 3月 1日上午 8時開放填報

至 5月 2日下午 5時截止。本期表冊本校由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

總務處、國際交流中心、育成中心、人事室及主計室負責填報。請各填

報單位確實依規定作業時程辦理。 

 (二)研究類表冊 14件 

1、已請各系所協助彙整各單位專案計畫成效（含各計畫配合款提列金

額），以及所屬專任教師 102年度所獲學術及競賽榮譽獎項、學術

期刊或學報及研討會論文、專書(創作集或影音)出版、參與展演活

動（含展演、設計、創作及策展、評論、導聆與演出講座等）資料

明細表。請各系所於 4 月 30 日前彙整回覆本處，俾據完成指定系

統 7項表冊清單填報。 

2、業完成產學合作、智財及育成等 6項表冊填報。 

3、業提供人事室 1項表冊清單填報。 

七、 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 

 (一)教育部補助「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方案」計畫 

 1、第一階段計畫期程至 1月 31日，已於 2月 27日協助育成團隊完成

結案作業、請領第二期補助款。 

 2、育成團隊─交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抹抹設計有限公司參加 U-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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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競賽，已於 2月 21日公告審查結果，皆獲得創業補助金 40

萬元。3月 25日協同育成團隊「抹抹設計」、「交點文化」參加 U-start

第二階段競賽頒獎典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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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期「藝術創業研究」，已於 2月 17日開課，共 13

名同學修課。 

 2、擬邀請 13 位外聘講者至課堂上授課，分享文創產業界創新創業經

驗，另將安排校外實地參訪。 

 (三)2014外交部春宴 

      1、活動已於 2月 13日於圓山大飯店完成，並已完成結案。 

 (四)「藝起團劇」中影公司與北藝大聯合劇本徵件計畫 

 1、與中影公司簽訂劇本徵選案「藝起團劇」，已寄出合約書，相關辦

法及作業要點，將於近日內公布。 

 (五)北藝風概念店停止營業與轉型籌備 

 1、北藝風概念店目前的展覽已於 3 月 31 日結束，預計以兩周的時間

清理場地，清查貨物，預計 4月底之前辦理歸還場地。而概念店的

轉型與營運將以貨櫃屋的形式重新定位，期待成為學校創作能量的

展示場，相關定位調整目前則在研議中，待計畫完備後，將向各系

所說明參與機制，預計於關渡藝術節中試營運。。 

 (六)2014關渡藝術節行銷宣傳 

 1、已與趙國宗老師，設計潘羽祐於 3 月 18 日見面，告知藝術節策展

主題以及討論主視覺與標準字的設計方向，將先以趙國宗老師的作

品為主視覺的發想，預計四月中旬先提出幾款初稿選擇，四月底之

前送關渡藝術節委員會討論決議。 

 2、配合填寫教學卓越計畫關渡藝術節部分的表格資料，交予展演中心

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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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總務處 
資料時間：103年 2 月～103年 4 月 

 

一、 校舍興建與修繕：  

 (一)戲劇舞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1.「舞蹈學院大排練教室貓道採購案」由廠商完工後，已於 103/03/28 辦

理驗收。 

2.「舞蹈學院大排練教室電動及手動窗簾採購案」由承商完工後，已於

103/04/09辦理驗收。 

3.「劇場設計系服裝教室裝修採購案」已由承商於 103/02/19 完工，並於

103/03/20完成驗收。 

4.「劇場設計系燈光教室裝修採購案」已由承商完成全部工項，並於

103/04/17辦理驗收。 

5.「劇場設計系中庭展示區裝修採購案」由承商完工後，已於 103/04/01

辦理驗收。 

6.「電影創作學系音效錄音室裝修採購案」由承商完工後，已於 103/03/31

由使用單位會同承商辦理音效測試，並於 103/04/14辦理驗收。 

7.主體工程部分減帳項目依監辦單位建議正辦理變更設計，已會同承商及

監造單位辦理。 

8.綠建築標章請領案已由審查機關(台灣建築中心)於 103/04/03 到場現

勘，部分改正事項已由宗邁建築師事務所進行修正，並於 103/04/18再送

審查機關審議。 

 (二)本校「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總工程經費 2億元，規劃以全額貸款方式興

建，其興建構想書已於 103/03/25奉教育部函示原則同意。另本案設計監

造建築師技術服務採購案，經上網公告招標後僅 1 家廠商投標，已於

103/03/14 完成資格審查，並於 103/03/26 召開評選會議，評選結果奉核

後續於 103/04/16辦理議約。  

 (三)「科技藝術未來館」興建構想書已奉教育部於 103/04/03函示原則核定本

案，並同意補助 1.8 億元(補助比例 50%)，其餘經費由本校自籌。惟因本

校自籌額度過鉅，承 校長陳請教育部建議於維持原補助額度下，由本校

縮減興建規模，已於 103/04/16函教育部准予辦理。 

 (四)本校「擋土牆地錨檢測及補強評估」案經邀集校外專家學者召開專業審查

會議後，已由承商修正補強設計成果後報校核備。因目前廠商標列之全案

補強經費仍高達 800餘萬元，將專案報請教育部爭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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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研究大樓空間調整及內裝案」第 2 階段工程主要施作 2 樓及 5 樓之裝

修，刻正施工中，預計至 103/04/30完工。日前研發處簽陳辦理部分空間

裝修之調整，已通知廠商配合，本處同步辦理契約及室內裝修程序之變更。 

 (六)「圖書館 3樓自修區內裝工程」經上網公告招標，已於 103/03/28開標並

順利決標，並於 103/04/02進場施工，全案預計 103年 5月底前完工。 

 (七)「綜合宿舍修繕工程」之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經上網公告招標，已於

103/04/07 截止收件，並於 103/04/08 開標。因最低標廠商標價偏低，經

保留決標要求廠商提出說明後，已依程序簽陳奉核後辦理決標。本案配合

103 年暑假期間，預計於 103 年 6 月下旬開工，至 103 年 8 月底前完工，

將督促承攬建築師儘速完成修繕之設計及預算，及早辦理工程招標。 

 (八)「戲劇舞蹈大樓花台整建工程」經於 103/04/09進行現場試挖後，承商已

於 103/04/14 進場施作微型樁工項，全案工期為 50 日曆天。為因應施工

需要，部份材料置放於戲舞大樓及音二館側邊道路旁，請行經工區之師生

減速慢行，注意安全。 

二、 環境與設備維護： 

 (一)本處督導景觀廠商加強校區環境維護，重點項目包括： 

1.戲劇系館屋頂及音二館 4樓小陽台野生雀榕以人工攀爬清理。 

2.鷺鷥草原平台進行補砂。 

3.戲劇系館中庭喬木修剪事宜已請廠商評估報價。 

4.為維持水生植物池大池水體之流動性，已招商進行評估報價。 

5.103/04/15召開本(103)年度 3至 4月份校區景觀維護工作檢討會。 

 (二)本處督導清潔廠商加強校區整潔維護，重點項目包括： 

1.OK 超商上方垃圾桶及地面高壓水柱清洗，並重新張貼垃圾分類標示。敬

請各位師生協助落實垃圾分類，並維護環境整潔。 

2.103/04/15召開本(103)年度 3至 4月份校區環境清潔工作檢討會。 

 (三)本校 103年度第 1次各校舍水塔水質檢驗於 103/02/27執行樣本採集，經

檢驗後發現計有 4 處水塔(包括後山舊水塔、藝大會館、學人會館及教學

大樓等)之水質未符標準，隨即招商於 103/03/16 針對該 4 處水塔進行清

洗，並於 103/03/17進行水質複驗，已全數符合標準。 

 (四)本校 103年度全校消防安全設施檢修申報作業已委託專業廠商於 103年 3

月底完成，並製作檢修報告書送消防局(關渡分隊)審查，主管機關將於近

日擇期到校複查。 

 (五)學生餐廳現有廠商之經營合約期限至本(103)年 6 月底屆滿，後續空間標

租案已於 103/03/25奉校長核定，並自 103/03/26至 103/04/24進行公告，

於 103/04/25(星期五)上午開標。 

 (六)舊警衛室部分空間標租案業於 103/03/20完成議約，經營廠商所製之室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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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已於 103/04/03送達，並於 103/04/08續送校園規劃小組審查，俟審

查結果奉 校長核定後即函復廠商據以辦理裝修。本案之經營廠商預估於

本校核定裝修圖說後一個月內試營運(暫定 103/05/18)，試營運 2 週後舉

行開幕茶會(暫定 103/06/01)。 

 (七)台電公司於 101年 6月及 102年 10月兩次調漲電費，不同時間電價(尖峰

用電、半尖峰用電及離峰用電等)各有不同之調幅，但累計之最低調幅高

達 16%以上，致使本校現行住宿所收之電費已低於成本，本處爰規劃合理

反映成本，適度調漲宿舍電費。相關調增計算已簽奉核准，並預訂於

103/04/28中午假教學大樓召開說明會，歡迎全校師生參加。 

三、 公共設施與服務： 

 (一)為辦理本(103)年度財產盤點計畫,本處(保管組)已於 103/04/08 行文各

單位協助更新並確認財產管理人資料，同時請主計室與經費稽核委員會提

供監盤人員名冊，彙整後再繼續辦理。 

 (二)為因應 103學年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異動，教務處於 103/04/07召集校

內註冊組、國交、師培、電算等中心、課指組及本處(出納組)等相關單位，

共同討論繳費系統的工作流程與分工。會中課務組研擬將已採無紙化簡訊

通知方式，改為紙本列印郵寄方式通知繳費學生乙事，將請校務基金代理

銀行執行。 

 (三)本校校務基金代理銀行委辦服務契約至本年 103/06/30屆滿到期，銀行委

辦項目包括校務基金存款、專人駐點、學雜學分費代收、提款機設置、外

匯、政府採購卡及回饋金等，為爭取本校最大權益，本採購案參採政府採

購法最有利標精神，以公開評選方式徵求最優勝銀行接辦。本案已於

103/03/28辦理公開上網，並於 103/04/14進行資格審查，嗣於 103/04/16

辦理公開評選。 

 (四)本校「教學與行政收費整合性 E化平台」系統上線說明會訂於 103/04/22

及 24日兩梯次假研究大樓 R305電腦教室辦理，敬請各單位同仁踴躍參加。 

 (五)行政院函頒修正「電子公文節能減紙續階方案」，調整其中「電子化會議」

實施比率分年目標值，104年及 105年應分別達到 30％及 40％。本校前已

就該內容，依年度規劃電子化會議實施對象。截至本年 3月，主要實施對

象包括校級會議及校級委員會，已達到今年的目標值 20％。104年將增加

實施對象為各行政單位召開的會議，105 年則增加院／系所務會議，並請

各單位共同努力減紙。 

 (六)近來部分教學單位之採購案件係採限制性招標逕洽廠商議價，但觀察其執

行過程，如預先以公開招標程序辦理，仍得以評選或評審擇符合需要廠

商。敬請各單位注意限制性招標案件之要件應符合採購法之規範，本處除

持續與各單位溝通外，並規劃於本年中辦理教育訓練加強宣導，屆時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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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同仁踴躍參加。 

 (七)近來部分單位因校務需求，規劃安排外賓或訪客免費住宿藝大會館，本處

敬表歡迎，但基於管理職責，除依照校內決策辦理外，並懇請各單位了解，

藝大會館包括寢具清洗、盥洗用具更新等基本管理費用均不可免，請各單

位將該等費用納入活動及業務中考量。 

 (八)本校 102 年度用電及用水(以 1 至 12 月之電費及水費單為準)情形說明如

下： 

1.共計用電 10,914,800 度，較 101 年度同期用電(11,129,200 度)減少

214,400度(-1.93%)。 

2.共計支出電費 34,113,351元，較 101年度同期電費(32,892,395元)增加

1,220,956元(+4.01%)。 

3.共計用水 212,643 度，較 101 年度同期用水(202,343 度)增加 10,330 度

(+5.09%)。 

4.共計支出水費 1,874,171 元，較 101 年度同期水費(1,788,432 元)增加

85,739元(+4.79%)。 

 (九)本校 103年度第 1季用電及用水(以 1至 3月之電費及水費單為準)情形說

明如下： 

1.共計用電 2,303,200度，較 102年度同期用電(2,171,200度)增加 132,000

度(+6.08%)。 

2.共計支出電費 7,033,017 元，較 102 年度同期電費(6,159,001 元)增加

874,016元(+14.19%)。 

3.共計用水 41,611 度，較 102 年度同期用水(52,869 度)減少 11,258 度

(-21.29%)。 

4.共計支出水費 372,404元，較 102年度同期水費(466,115元)減少 93,711

元(-20.10%)。 

5.本年度第 1 季全校用電較去年同期已有明顯增加，本處籲請全校師生共

同落實節約能源措施，減少不必要之能源浪費。 

 (十)鑑於近來校區內(含校門入口處)發生多起交通事故，本處除每日定時不定

點拍照取締未戴安全帽、逆向行駛及違規停車外，並自 103/03/11起每日

2 個時段於大門口針對未兩段式左轉進入校園之機車進行 2 週之勸導，期

間利用現有監視器搭配相機，舉發違規直接左轉機車，並依本校「汽機車

管理暨違規處理辦法」相關規定議處。經實施此一措施，每日違規數量已

呈現下降趨勢。藉此籲請全校師生及同仁遵守交通規則，以維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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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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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02 月～103 年 04 月 

 

一、 活動企劃、執行 

 (一) 『Create  創-2014年關渡藝術節』 

 1、三廳內表演活動期自 2014/10/3(五)起至 10/27(一)止。關渡美術館展

期為 9/26（五）起至 12/14（日）止。《2014國際動畫節》：10/31（五）

起至 11/7（五）止。《2014關渡電影節》：10/03（五）起至 10/11（六）

止。 

 2、已於 2014/1/14(二)上午 11時假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召開第一次籌備

會議。 

 3、已於 2014/3/17(一)下午 15時假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召開第二次籌備

會議。 

 4、2015關渡藝術節演出節目資料同時籌備規劃中。 

 (二)依 1/13主管會報會議，有關本校春夏秋冬展演 DM文宣，為響應環保避

免浪費，今年起將取消文宣印製。 

 (三)春夏系列音樂會票面校對完成，已於 2/21(五)線上開賣。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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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廳寒假劇場保養: 

      於 2014/02/10~0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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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3/21起配合音樂系「2014春夏展演」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

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2、2014/03/24配合衛生保健組「健康專題」講座場地使用。 

3、2014/04/14配合音樂系系大會場地使用。 
 

 (二) 舞蹈廳協辦事項 

 1、2014/03/10配合軍輔室週會「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講座場地使用。 

 2、2014/03/25~03/30配合舞蹈學院 2014春季展演裝拆台、彩排及演出

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3、2014/04/07~04/22配合音樂學院音樂系大學部畢業音樂會裝拆台、彩

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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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4/04/28配合傳統音樂系「樂聲樂影」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

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5、2014/04/29配合傳統音樂系第 16屆南管畢業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

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三) 戲劇廳協辦事項 

 1、2014/02/21配合戲劇學院劇場實習課程「安全講習」場地使用。 

2、2014/02/24配合劇場設計學系系大會場地使用。 

 3、2014/03/10~03/24 配合 2014 戲劇學院春季公演裝拆台、彩排及演出

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4、2014/04/07~04/22配合音樂學院音樂系大學部畢業音樂會裝拆台、彩

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5、2014/04/23、30配合劇場設計學系「音響技術進階」課程場地使用。 

6、2014/04/24配合劇場設計學系「劇場建築及劇場設計」課程場地使用。 

 (四) 服裝間協辦事項 

 1、配合畢業典禮博士袍服裝訂製及修改等事宜。 

2、2014/02/17~03/24配合 2014戲劇學院春季公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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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4/03/24~06/01配合 2014戲劇學院夏季公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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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4~03/24配合 2014戲劇學院春季公演舞台佈景道具製作場

地使用。 

2、2014/04/07~06/01配合 2014戲劇學院夏季公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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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景實習工廠地板修繕工程: 

目前已與戲劇廳專業地板合併提案，已核准，進行辦理中。 

(二)中心為提升教學品質、劇場專業功能提列修繕更新汰換專案計畫項

目，已於 2013/12/4日簽文，並於 2014/1/23日向校長簡報，待學校

預算分配會議核定後再行辦理後續作業。 

五、 卓越計畫 

 (一)103年度本中心卓越計畫資本門部分，將照去年計畫提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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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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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2 月～103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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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審查系統與註冊組討論學分科目表

特殊邏輯並持續推動建置。 
2、維護課務系統開、選課、教師鐘點、學

分費系統運作，3/4 開放線上停修系統。 
3、完成選課系統第一階段業務邏輯壓力測

試，持續進行第二階段模擬同學線上選

課壓力測試。 
4、報部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二 學務系統 99/5-102/7 依業務單位需求，增修各子系統功能。 

三 人事系統 99/5-102/7 

1、修改下學期續聘教師審查報表與經歷建

檔。 
2、匯出新 Web HR 系統所需資料，並協助

測試使用環境。 

四 數位典藏平台建置 II 101/7-102-12 關美館辦理庫房典藏管理系統硬體架設。 

五 數位學習整合系統 98/10-100/12 

1、配合遠距教學教室錄影需求規劃整合串

流影音設備。 

2、新課程地圖系統建置。 

六 校園網站國際化 98/11-99/10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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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招生系統開發建置 99/11-100/7 
1、103 學年度招生系統工作執行。 

2、完成個人申請線上面試排考作業。 

九 學生線上離校管理系統 99/8-100/6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網頁改版/總務系統 100/5-101/7 
1、線上繳費平台繳費單測試作業。 

2、校園場地租借系統校園教室整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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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幣機印表機維護。 

十

一 

跨領域學習護照 100/8-101/7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二 

全校性資訊入口網整合

(EIP) 

100/8-102/5 1、收集各校信息公告方式。 
2、擬訂資訊異動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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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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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2 月～103 年 4 月 
 

一、 中心辦公室報告 

 (一) 中心 2013年大型跨領域科技表演無人劇場《罪惡之城》，於 2014年 1

月榮獲第十二屆台新藝術獎初選提名。「台新藝術獎」由台新銀行文化

藝術基金會創辦，評選過程匯集了全國藝文媒體記者與評論者共同參

與，藉由全年的觀察比較推舉出當年最具代表性的藝術作品，為國內藝

術界極具指標性獎項之一。 

(二) 本中心《罪惡之城 00:00:00:00》錄像裝置版作品，已於 2月 27日在

關渡美術館 402空間開展，展出時間至 4月 27日，聯合開幕茶會日期

為 3月 7日下午 5點。《罪惡之城 00:00:00:00》是與科技媒體無人劇

場《罪惡之城》平行發展的作品，由一組雙頻道同步投影錄像及三個手

工製作的模型構成。 

(三) 中心籌劃 2014臺北國際動畫論壇(名稱暫定)，擬訂於 10月 24日舉行，

地點為本校國際會議廳，此論壇將和大陸、香港一同舉辦，將邀請第 2

屆深圳獨立動畫雙年展策展人董冰峰先生擔任論壇主持，與會來賓預計

邀請第 2屆深圳獨立動畫雙年展策展人鄭慧華女士、展覽總監何金芳女

士，以及臺南藝術大學孫松榮教授、蔣伯欣教授等人，一同討論動態影

像藝術(movie image)；同時該月份本校動畫系有舉辦關渡國際動畫影

展，將與策展人討論在活動宣傳設計上是否能與其相互連結。 

(四) 四川美術學院副院長龐茂琨先生於 3月 5日來訪本中心，除安排參觀中

心展覽室外，並與中心深入討論未來四川美術學院新媒體藝術系所與本

中心學術交流及技術合作之可能性。四川美術學院成立於 1950年，1979

年起招收研究生，目前為中國八大美術學院之一，亦是大陸西南地區唯

一的高等美術學府。 

(五) CERN歐洲核子研究組織藝術計畫主任 Ariane Koek女士來訪本中心，

除安排參觀中心展覽室外，並與中心討論雙方未來跨國合作的可能及交

換藝術家駐村計畫。歐洲核子研究組織於 1954年成立，是世界上最大

型的粒子物理學實驗室，擁有 6,500位科學家及工程師，該藝術計畫預

計藉由藝術家與科學家、電子工程師及物理學家對談時產生的各種想像

激發，進而發展跨領域數位藝術的合作可能。 

(六)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日前受邀參加日本四國愛媛縣主辦之「道後溫泉藝術

節」全新現地創作計畫，創作作品為「靈湯大發現」，展期為 2014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2%92%E5%AD%90%E7%89%A9%E7%90%86%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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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日至 12月 31日。道後溫泉為日本三大名湯之一，有近三千年

歷史，該館建築已列入文化遺產中，適逢道後溫泉館改建 120周年，特

舉行「道後溫泉藝術節」，由東京 Spiral知名策展人岡田勉策劃，邀請

近三十位國際藝術家參與，其中包括草間彌生、中谷芙二子、荒木經惟、

石本藤雄、谷川俊太郎和皆川明等知名日籍藝術家。另於 2014年 3月

22日至 6月 8日，在國立臺灣美術館參與《臺灣美術家「刺客列傳」

1961～1970 ── 五年級生》展覽，展出作品為《HB-1750》，欲藉由一

顆可返老還童的仙丹提出慾望與生命的議題，嘲諷消費社會的荒謬現

象。 

(七)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受邀參加臺灣人文學社所舉辦的「裝配臺灣：2014

年臺灣人文學社理論營」之發表主講人，講題為「高與低：科技介入藝

術的身份與政治性」，活動日期為 1月 23日及 24日兩天。2014年理

論營主題為「裝配臺灣」，以臺灣當代藝術運動為探討內容，目的在推

動藝術領域與其他人文學科之間的對話，並嘗試從批判理論的角度詮釋

臺灣當代藝術與人文思潮之間的關連。 

(八) 本中心未來聲響實驗室王福瑞老師日前受邀在臺南市兜空間展出

Sonic Living個展，展出作品包括靜噪、聲泡聲音裝置，以及悸動靜

態數位影像作品，展出日期為 3月 22日到 6月 15日。此次 Sonic Living

個展為臺南近年來少數聲音藝術展演活動之一，期許將使南部民眾有更

多元的藝文交流與文化推廣。另於 2月 22日至 4月 20日在北師美術館

參展「造音翻土－戰後臺灣聲響文化的探索」展覽，展出作品為「聲泡」

和「聲碟」兩件裝置作品。「造音翻土－戰後臺灣聲響文化的探索」是

一個有關戰後臺灣聲響文化的研究展覽，結合了文件、檔案與藝術創

作，呈現並探索戰後臺灣聲響文化運動的脈絡。 

(九) 本中心未來聲響實驗室王福瑞老師日前受邀參與陳芯宜導演所執導的

《如果耳朵有開關》紀錄片，已於 3月 15日在嘉義國際藝術紀錄片影

展—大南方以北進行放映。另於 2月 1日受邀前往柏林 N.K.藝術空間

表演極度官能感受的噪音聲響表演，該活動為國際雜誌 White Fungus

慶祝將在全球發刊一萬本(英文版)之慶祝活動。White Fungus雜誌是

一本源自於臺中的當代前衛藝術雜誌，以英文及部份中文發行，內容詳

細介紹來自世界各地的前衛音樂、歷史、政治、原創作品、詩、短篇小

說與漫畫等等。 

(十) 本中心超通訊視覺實驗室孫士韋老師於 3月 31日受邀至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發表「科技與藝術橋樑─從視覺媒體談起」專題演講，由

臺科大資工系助理教授花凱龍博士主持，從技術層面與跨領域媒體整合

經驗，分享藝術創作心得。另於 3月 15日受邀至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

http://www.ntmofa.gov.tw/chinese/ShowInfomation1_1.aspx?SN=4070&n=10043
http://www.ntmofa.gov.tw/chinese/ShowInfomation1_1.aspx?SN=4070&n=1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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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跨領域創新座談主持人，與會貴賓包括前趨勢科技亞太區協理張一

中先生、臺灣地區巴哈姆特網站創站站長兼現任執行長陳建弘先生，以

及軟性電子耀仲科技技術執行長兼副總裁林仁欣先生等人，兩場講座現

場都有近百名大學部學生及碩博士生參與座談，現場互動熱烈，學生獲

易良多。 

(十一) 本中心超通訊視覺實驗室孫士韋老師受邀擔任 IEE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obile Multimedia Computing (MMC 2014) 議程委員，

該次活動徵件主題為行動多媒體運算、創新感測技術於行動裝置及行動

社群網路之應用，此 Workshop將與 IEEE ICME全球指標性多媒體技術

研討會一同舉行，並進行會議論文發表，活動將於 2014年 7月 14日至

18日在中國四川成都舉行。MMC 2014 Workshop活動主旨在於匯集全球

各地專業研究人員之研究成果，透過技術交流以及審查發表機制，以利

進行各種多媒體新興應用的探討及創意發想。 

(十二) 感知介面實驗室研發之互動裝置作品「舞動綻放」，將於近日與城

紹科技公司進行開發計畫書擬定與合作合約書之簽訂，完成合約後將陸

續進行雛型製作、互動展示及成品開發等事宜。本作品構想起源於太極

拳的招式，當中結合了三種動作感測的偵測訊號（壓力、心跳、動作加

速），用電腦程式加以解析，並結合視覺性的畫面輔助，最後與運動器

材結合，開發出此互動裝置作品，引導民眾在達到正確有效的健身與復

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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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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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02月～103 年 04月 

 

一、 推廣教育中心 

 
 

 (一) 推廣教育 

  1、「2014北藝大夏日學校」宣傳事宜 

 (1)國內校際宣傳持續進行中，日前已針對新媒、舞蹈、傳音三個藝

術學校加強宣傳，舞蹈與傳音學校資訊，亦針對國中有舞蹈班、

音樂班的學校發送公文。 

(2)港澳校際宣傳事務接洽中，目前已將夏日學校訊息寄送港澳地區

中學，後續將持續追蹤是否需安排海外宣傳事宜。 

  2、秋季課程規劃中，推廣課程將針對在地文化與特色並融入審美生

活為後續開課目標。 

 (二) 進修教育 

  中華兩岸教育交流協會委託案「文化資源保存與修護暑期專班」，目

前課程規劃內容已完成，並陸續拜訪中原大學及故宮等合作夥伴商討

合作細節。其他執行細節如：住宿所需用品、保險、遊覽車等事務持

續洽談中。 

 (三) 中心事務 

  1、中心網站：進入保固期，持續測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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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活動部份 

 

 

1、現正進行活動 

   小書展：公平的真況世界？。〈2014/04/16至 2014/05/15〉 

   (二) 籌備中活動 

 邱坤良先生著作書展〈2014/05/05至 2014/05/15〉 

 

二、藝大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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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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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2 月～103年 4 月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協助本校影新學院與香港浸會大學締約之相關事宜，雙方已簽署合作備

忘錄。 

 (二) 本校（博館所）與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因專案結束暫不續約。 

 (三) 協助本校音樂學院與京都市立藝術大學音樂學院簽訂院級姐妹校合約。 

 (四) 本校於 2月 28日與廣西藝術學院完成姐妹校締約流程，為本校第 61

所姐妹校。 

 (五) 本校於 3月 8日與以色列貝扎雷藝術與設計學院完成姐妹校締約流程，

為本校第 62所姐妹校。 

 (六) 於 2月 24日接待中原大學張光正校長、顧志遠教務長等 15位貴賓至本

校締結姐妹校及參訪校內展演空間與設備，並晤談雙方未來合作項目，

以達實質交流。 

 (七) 協助辦理校長於 2月 28日至 3月 3日赴廣西藝術學院締約及交流參訪

等聯絡事宜。 

 (八) 協助安排並陪同姐妹校京都造型藝術大學國際交流職員原幸太郎先生

訪晤戲劇學院、美術學院、國際交流中心、校長，以及參觀宿舍等有關

交換學生學習與生活空間。本校戲劇學院於 2月 26日與京都造型藝術

大學正式簽訂姐妹校子約，預計下學期正式進行交換學生計畫。 

 (九) 協助姐妹校韓國全南大學公告及協助同學報名 2014年 6月 24日至 7

月 21日夏令營活動。(4月 4日截止報名) 

 (十) 協助姐妹校御茶水女子大學於本校公告 2014夏令營活動訊息（2014年

8月 2-9日）並開放學生索取簡章，於 4月 30日截止報名。 

二、 外國學生業務 

 (一) 103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收件至 4月 15日截止，本中心資格審查後，

將再併文簽送各學院進行審議。 

 (二) 協助甘比亞藝術專班四名同學辦理離校手續；Malang Jarju 與Ｍamat 

Sallah已於 2月 13日離境。 

 (三) 經 2 月 26 日國交委員會通過後，核定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由本校提供

之學優外籍生獎學金，獲獎名單於 3月 3日公告於本中心網站。 

 (四) 3 月 24 日舉辦國際校園導覽服務團第一次培訓活動，內容包括本校歷

史、招生管道簡介、導覽技巧等。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協助辦理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赴外交換學生返國之報到核銷相關工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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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 

 (二) 協助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國立清華大學之國內交換學生及大陸姐妹校學

生共 13名辦理註冊、住宿相關事宜。 

 (三) 協助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國際交換學生共 6名辦理接機、註冊、住宿相

關事宜。 

 (四) 2 月 17 日中午 11 點於國交中心主任辦公室及總務處會議室舉辦 102 學

年度第二學期國內外交換學生新生說明會暨歡迎餐會。參加人員為新

生、中心人員、外籍學生導師呂弘暉及數位校內學生。以利交換學生盡

早融入校園。 

 (五) 姐妹校上海戲劇學院 4名交換學生、香港演藝學院 1名交換學生，欲申

請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至本校戲劇學系進行研修，本中心已將相關資料

併文簽送相關單位進行審議。 

 (六) 姐妹校上海音樂學院 1名交換學生、上海戲劇學院 1名交換學生、日本

京都造型藝術大學 1名交換學生，欲申請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至本校劇

場設計學系、劇場設計研究所進行研修，本中心已將相關資料併文簽送

相關單位進行審議。 

 (七) 姐妹校中央美術學院 3名交換學生、廣州美術學院 2名交換學生、多摩

美術大學 1 名交換學生、韓國誠信女子大學 1 名交換學生，欲申請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至本校美術學系、藝術跨域研究所進行研修，本中心已

將相關資料併文簽送相關單位進行審議。 

 (八) 姐妹校上海戲劇學院 1名交換學生，欲申請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至本校

新媒體藝術學系進行研修，本中心已將相關資料併文簽送相關單位進行

審議。 

 (九) 姐妹校南京藝術學院 1名交換學生，欲申請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至本校

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進行研修，本中心已將相關資料併文簽送相關單位

進行審議。 

 (十) 姐妹校南京藝術學院 1名交換學生，欲申請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至本校

動畫學系進行研修，本中心已將相關資料併文簽送相關單位進行審議。 

四、 其他業務 

 (一)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於 3 月 21 日發函至本校，函中說明

本校 102 年大專校院國際化訪視結果表現，獲本會推薦，並於 4 月 30

日前提供 800 字學校國際化特色英文稿，以利該於 SIT(Study in 

Taiwan)平台刊登推廣。 

 (二) 3 月 24 日召開 ALIA 第四次籌備會，討論科技部計畫書內容、大會手冊

規劃、開幕片頭等議題，且申請科技部計畫書已於 3 月 31 日由研發處

協助上傳，四月工作確認文宣品之主視覺，以及提交計畫書至教育部申

請經費補助。 

 



102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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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02 月～103 年 04 月 
 

一、 傳統藝術學分學程 

 (一) 102學年度第 2學期共執行 2門課程： 

1. 「臺灣民俗儀式祭典─北港朝天宮迎媽祖」(林承緯老師) 

(1)配合祭儀，田野課程安排於 4/17~4/19帶領學生前往參與北港

朝天宮當地祭典儀式。本課程經費由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支

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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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預計 6 月底進行課程甄選共 20 名學生，前往參與「2014 年峇

里島藝術節」活動(2014/06/23~07/04)。 

二、 活動連結 

   (一)02/22參與由社團法人北投八頭里仁協會所主辦「喜迎新北投火車站

返鄉遊行」活動。本中心帶領校內師生約 25人(參與同學來自傳音系、

音樂所、劇設系、舞蹈系)共襄盛舉此遊行活動。 

三、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計畫 
    總計畫辦公室邀請專書出版企劃「大學”用”了沒」，預計 104 年出版。 

 四、 103年國科會「未來的傳統藝術」學術研究網站建置計畫 

 (一)執行網站資料庫內容彙整，包括中心專案研究、課程與工作坊教學

模組，以及國內外傳統工藝研究資源、社群與網絡等中英文內容建

置。計畫執行期程：2014/01/01起至 2014/12/31止。 

(二)3月份撰擬網站規劃書並召集廠商進行簡報，預計將於 4 月開始網站

設計工作。 
五、 國際交流 
   (一) 跨校國際合作連結網絡 

本校與荷蘭國際亞洲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IAS)簽訂校級 MOU 乙案，已通過本校國交中心委員會審查。上半年

度傳研中心將與 IIAS 共同研擬正式簽約之形式與時間，以啟動更為實

質的交流合作計畫。 
(二) 印尼峇里島 2014 Pesta Kesenian Bali 展演計畫 

由傳統音樂學系與傳統藝術研究中心接受峇里島演藝團體 Sanggar 
Paripurna 邀請參與 2014年峇里島藝術節，將於 2014/06/23~07/04赴

峇里島演出。團隊成員將由傳統藝術學分學程「傳統表演藝術創作專

題─傳統音樂與獅陣展演」課程中徵選 20名學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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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圖書館 
資料時間：103年 2 月～103年 4 月 

 

一、 全館性業務 

 (一)「圖書館自修區建置工程」於 103年 4月 2日起開工施作，工

期為 50個日曆天，完工後將規劃成「資訊檢索區」、「團體

討論室」、「公共自修區」及「個人研究小間」等四個區域

空間，供全校師生使用，預計於 6月初開幕。 

(二)2013「世界閱讀日」系列活動： 

1、活動日期：4月 28日~5月 2日 

2、活動內容： 

(1)專題講座：預定以華語電影為主題，邀請專家學者或業界

知名人士，蒞校進行專題講座。 

(2)「你挑書，圖書館買單！」-103年春季新書展示暨圖書閱

選活動。 

地點：圖書館 4樓藝廊 

說明：展出藝術與人文類圖書及文創商品，活動期間提供

本校師生購書優惠折扣，另可現場填單推薦圖書館

採購。 

(三)舉辦主題書展 

1、103年 2月書展主題為「世界正美麗」。 

2、103年 3月書展主題為「悅讀電影」。 

3、103年 4月書展主題為「性別視野」。 

(四)「華語電影主題書展」 

展期：2月 17日起至 5月 31日。 

   地點：圖書館 4樓大廳。 

   內容：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成果 。 

二、 閱覽典藏與參考服務業務 

 (一)本學期研究小間申請時間及使用期限： 

  申請時間 使用期限 

第 1次 
103年 2月 17日起 

(額滿為止) 

103年 2月 17日(一)至 

4月 17日(四) 

第 2次 
103年 4月 14日起 

(額滿為止) 

103年 4月 21日（一）至 

103年 6月 20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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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合作館：元智大學圖書館，兩館簽訂互換借書證協議，以

交換借書證方式提供兩校師生至對方館借書。 

(三)查找資料 So Easy-電子資料庫利用推廣課程： 

2014 春季課程共 6 場，各場次內容、日期、地點已公告於圖書

館首頁及報名系統，歡迎報名參加。 

(四)北一區圖書資源平台：本學期持續提供「代借代還圖書」服務

及「線上申請借書證」服務，歡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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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購入華語電影相關影音及圖書資源 1,700餘種，並自 2

月 17日起至 5月 31日止於圖書館 4樓大廳舉辦華語電影主題

書展展覽。計畫將於 6月底結案。 
(二) 傳研中心轉移圖書館資料，期刊部份已清點並製清冊 

依 4月 9日「文化藝術資產小組會議」決議，傳研中心歷年計

畫研究成果，包括：台灣老照片計畫、台灣近代美術家作品集、

李哲洋資料及傳研中心藏書，將移轉至圖書館，納入館藏。目

前已處理進度為期刊部份，已完成清點並製成清冊。其中圖書

館已有該種期刊者，共 123種 1,826冊，將由圖書館再選擇館

藏缺期者，納入收藏；餘 149種 1,194冊，將由傳研中心依其

需求篩選保留，雙方皆篩選過後之期刊，將再進行轉贈或淘汱。 
(三) 新增電子期刊歡迎多加利用 

為因應數位閱讀時代來臨，提供師生即時便利的線上閱讀新選

擇。共增訂典藏今藝術、聯合文學、台灣建築雜誌、幼獅文

藝、ELLE她雜誌、PAR表演藝術、典藏古美術、行遍天下旅遊

月刊、遠見雜誌9種中文電子雜誌；以及American Art、

Classical Philology、Musical Percep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Perspectives of New Music、

The Classical Journal、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6

種西文期刊。 
(四)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博碩士論文已完成編目上架供閱 

上傳至本校「電子學位論文暨展演報告」系統之博碩士論文共

計 63 筆，紙本論文共收藏 74 種 146 冊（含學士論文 11 種 22
冊），業於 3 月底前全數編目加工完成，並上架供閱；另論文

書目資料業於 3 月初上傳至國家圖書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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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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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2 月~103 年 4月 
 

一、展覽活動 

(一) 2014年 2月 27日-2014年 4月 27日「ONE PIECE ROOM–陳云個展」 

(二) 2014年 2月 27日-2014年 4月 27日「罪惡之城 00:00:00:00」 

(三) 2013年 3月 07日-2014年 5月 4日「2014美術創作卓越獎–關係的

起源：自滿與在地化」 

(四) 2013年 3月 7日-2014年 5月 4日「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

2014」 

二、教育推廣活動 

(一) 2月 12日【藝文空間參訪】台北市立美術館徐冰個展。 

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二) 2月 19日 One Piece Room 陳云 個展展覽介紹。 

講者/藝術家：陳云。 

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三) 2月 26日 北農仙人掌生態園區參訪。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 

(四) 3月 12日 罪惡之城 00:00:00:00 展覽介紹。 

講者：罪惡之城 00:00:00:00編劇-周曼農。 

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五) 3月 19日 2014美術創作卓越獎展覽介紹。 

講者/藝術家：美術創作卓越獎獲獎者陳斌華與沈思坦。 

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六) 3月 26日 2014美術創作卓越獎及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展覽介紹。 

講者/藝術家：美術創作卓越獎獲獎者凌偉隆、陳政道、林岱萱、徐孟

榆與顏妤庭。 

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七) 4月 2日【藝文空間參訪】台北市立美術館短篇小說－劉致宏個展。 

講者/藝術家：劉致宏。 

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八) 4月 9日【藝文空間參訪】真善美畫廊 王德瑜個展-No.75。  

講者/藝術家：王德瑜。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2U9ZGV0YWlsJllZPTIwMTQmRUlEPTE4Mw==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2U9ZGV0YWlsJllZPTIwMTQmRUlEPTE4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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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九) 4月 16日【藝文空間參訪】台北國際藝術村 李民中、蔡海如、黃蘭

雅在 TAV。 

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三、導覽服務  

2月份登記 116人，3月份登記 245人，4月份目前登記 112人。 

四、貴賓參訪 

(一)2月份： 

   2月 20日馬鞍山市委書記張曉麟及貴賓 6人、2月 26日京都造型藝術 

   大學柳美和教授及師生 12人。 

(二)3月份： 

   3月 7日臺北榮譽國民之家（藝醫共學計畫）貴賓 10人、3月 24日京 

   都市立藝術大學音樂系 Yoshimi OSHIMA參訪、3月 18日「亞洲城市串    

   流計劃/臺北」菲律賓策展人 Dayang Yraola及新加坡印尼藝術家共 5 

   人、3月 26日交通大學校長及貴賓 10人、3月 26日杭州國泰外語藝術 

   學院校長張曉鶯女士。 

(三)4月份： 

       4月 15日至善高中張皓期董事長及貴賓 5人、4月 25日外交部林永樂 

       部長參訪、4月 29日泰國朱拉隆宮大學貴賓 25人。 

五、媒體報導 

(一) 藝外雜誌 2014年 2月號 P.102「One Piece Room陳伯義個展」專文

報導-「陳伯義『紅毛港遷村實錄：家』走入廢墟尋找失落的名字」(文

/陳湘汶)藝術家雜誌 2014年 3月號 P.4.5「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展覽報導-「藝術家眼中的現實」(文/張羽芃) 。 

(二) 2014年 3月 18日中時電子報展覽報導-「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展覽報導「回憶變調 龐茂琨找到色彩突破口」(文/吳垠

慧 原文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318001520-260115)。 

(三) 藝外雜誌 2014年 4月號 P.25「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

展訊。 

(四) 2014年 4月號藝術地圖「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展

訊。 

(五) 2014年 3月 7日聯合新聞網/閱讀藝文-「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展覽報導「大陸藝術家龐茂琨 彩筆把人變綠了」(文/周

美惠 原文網址：http://udn.com/NEWS/READING/REA8/8531405.shtml)。 

(六) 非池中藝術網「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展覽直擊影音    

http://udn.com/NEWS/READING/REA8/85314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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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導(影音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5PO5ydCnFY)。 

(七) 非池中藝術網「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展覽報導「焦 

     點：龐茂琨覺知重置 快樂又荒誕」(文/廖昀靖、王士源 原文網

址：http://artemperor.tw/focus/419)。 

(八) 2014年 3月 26日ETtoday東森新聞雲「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展覽報導「龐茂琨覺知重置 快樂又荒誕」（原文網

址：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326/338852.html）。 

(九) 破報「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展覽訊息(原文網址： 

     http://event.pots.tw/web/view/17985)。 

(十)2014年 3月 6日中時電子報「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 

     展覽報導「龐茂琨『覺知的重置』畫作指向生活細微」(文/吳垠慧 原 

     文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306003555-260405)。 

(十一)2014年 3月 26日非池中藝術網「罪惡之城 00:00:00:00」展覽訊息 

      (原文網址：http://artemperor.cn/news/4866)。 

(十二)2014年 3月 27日非池中藝術網「ONE PIECE ROOM–陳云個展」展覽 

      訊息(原文網址：http://artemperor.cn/news/4865)。 

(十三)2014年 3月 27日非池中藝術網「2014美術創作卓越獎–關係的起 

     源：自滿與在地化」展覽訊息(原文網址：http://artemperor.cn/news/4875)。 

(十四)Arttime藝術網「ONE PIECE ROOM–陳云個展」展覽訊息(原文網址：  

      http://www.artime.com.tw/ArtNews/news_group_cont1.aspx?AGDID=8867)。 

(十五)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臺北看藝術/展覽廣場「ONE PIECE ROOM–陳云 

      個展」展覽訊息(原文網址： 

       http://www.taipeiartplus.org/Content/ProgramInfo.aspx?ID=120997)。 

(十六)undTVArt聯合報/藝想世界「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  

      展覽直擊影音報導「古典大師龐茂琨 顛覆傳統營造陌生美感」(影 

      音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4xWY--ATwg)。 

(十七)undTVArt聯合報/藝想世界「ONE PIECE ROOM–陳云個展」展覽直擊 

      影音報導「51個紙扎人偶 堆出藝術家的心情日記」(影音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UqGTmXtbXM)。 

(十八)undTVArt聯合報/藝想世界「罪惡之城 00:00:00:00」展覽直擊影音 

      報導「24小時毀滅倒數 藝術家呈現人類文明矛盾」(影音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ODSL5CqsuA)。 

(十九)藝外雜誌 2014年 3月號「ONE PIECE ROOM–陳云個展」廣告 

(二十)藝外雜誌 2014年 3月號「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廣

告。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326/338852.html
http://event.pots.tw/web/view/17985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306003555-260405
http://artemperor.cn/news/4866
http://artemperor.cn/news/4865
http://artemperor.cn/news/4875
http://www.artime.com.tw/ArtNews/news_group_cont1.aspx?AGDID=8867
http://www.taipeiartplus.org/Content/ProgramInfo.aspx?ID=12099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4xWY--ATw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UqGTmXtbX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ODSL5Cqs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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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典藏投資 2014年 3月號「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

廣告。 

(二十二)今藝術 2014年 3月號「罪惡之城 00:00:00:00」廣告。 

(二十三)今藝術 2014年 3月號「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專 

文報導「被感知的視覺識別」(文/馮博一)。 

(二十四)藝術家 2014年 3月號「覺知的重置–龐茂琨作品 2012–2014」廣 

告。 

(二十五)中國時報 2014年 4月 14日文化新聞 A16「ONE PIECE ROOM–陳云 

個展」報導(文/吳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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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主計室   

資料時間：103年 2 月～103年 4 月 
 

一、 辦理 102年度決算： 

本校 102年度校務基金收支決算業已編製完成，經教育部初審後送行政院

審查中。業務收支及資本支出決算情形如下： 

(一)業務總收入決算數 7億 6,566萬元，業務總支出決算數 8億 0,317萬元，

收支相抵後短絀 3,751萬元，較上年度增加短絀 391萬元，主要係校聘

及臨時人力等酬金增加所致，仍請同仁共同努力開源節流。 

(二)固定資產增置決算數 2億 2,250萬元，與可用預算數 2億 3,493萬元相

較，執行率 94％，未執行數 1,243 萬元，係戲舞大樓工程尾款、內部

裝修及公共藝術等尚待執行，已申報教育部核可轉入本（103）年度繼

續執行。 

(三)決算收支情形詳附表。 

二、 辦理 103年度預算分配： 

(一)已於 3/31召開 103年度預算分配會議，共計分配支出 6億 4,954萬元，

包括人事費、水電電話費、各單位業務費及專款、專項經費等，其經費

來源除以教育部補助款、學雜費收入、五項自籌收入等挹注 6億 2,167

萬元外，不足數 2,787萬元，預計動支上（102）年賠償收入支應。 

(二)上述分配數中，人事費占經常收入達 76％，8/1起鐘點費調整，一年增

加支出約 750萬元尚待籌措。 

(三)由於本年度專項經費支出龐大，各單位新增支出項目仍請由歷年結餘經

費支應。 

三、103年度業務收支、資本支出執行狀況及帳列現金餘額： 

(一)103年度截至 3月底業務總收入 2億 3,644萬元，業務總支出 1億 9,767

萬元，收支相抵後賸餘 3,877萬元。主要係學雜費收入已入帳將陸續支

用所致。 

(二)103年度截至 3月底固定資產實際執行數 451萬元，與預算分配數相較，

執行率 38.27%，主要係戲劇舞蹈大樓內裝工程於寒假陸續施作，刻正

辦理驗收結算中。 

(三)103年 3月帳列現金餘額 3億 6,464萬元，較 102年 3月帳列現金餘額

3億 7,413萬元，減少 94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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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02會計年度決算收支執行概況  

A.經常收支     (單位：千元)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比較增減 

(b-a) 金額 佔收入% 金額 佔收入% 

壹、收入部分 746,895  100.00  765,659  100.00  2.51  

  一、教育部補助款 414,822  55.54  412,735  53.91  -0.50  

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414,822  55.54  412,735  53.91  -0.50  

  二、自籌收入 332,073  44.46  352,924  46.09  6.28  

     1.學雜費收入 147,000  19.68  157,327  20.55  7.03  

     2.學雜費減免 -6,421  -0.86  -6,271  -0.82  -2.33  

     3.建教合作收入 70,000  9.37  38,612  5.04  -44.84  

     4.推廣教育收入 7,000  0.94  11,233  1.47  60.47  

     5.其他補助收入(含教卓) 31,807  4.26  48,393  6.32  52.15  

     6.權利金收入   24  0.00   

     7.雜項業務(招生考試)收入 9,360  1.25  9,428  1.23  0.73  

     8.財務收入 874  0.12  1,664  0.22  90.38  

     9.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44,000  5.89  42,269  5.52  -3.93  

     10.受贈收入 14,500  1.94  14,233  1.86  -1.84  

     11.違約罰款及賠(補)償收入 753  0.10  29,816  3.89  3859.63  

     12.雜項收入 13,200  1.77  6,196  0.81  -53.06  

貳、支出部分 784,311  105.01  803,173  104.90  2.40  

     1.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483,819  64.78  551,282  72.00  13.94  

     2.管理及總務費用 186,887  25.02  158,732  20.73  -15.07  

     3.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9,350  1.25  9,681  1.26  3.54  

     4.建教合作成本 62,781  8.41  36,818  4.81  -41.35  

     5.推廣教育成本 4,200  0.56  9,214  1.20  119.38  

     6.雜項業務(招生考試)費用 6,050  0.81  6,015  0.79  -0.58  

     7.財務費用 1,131  0.15    -100.00  

     8.雜項費用 30,093  4.03  31,431  4.11  4.45  

參、餘絀 -37,416  -5.01  -37,514  -4.90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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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人事室  
資料時間：103 年2月～103 年4月 

 

一、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升等案，請嚴格遵守不得「低階高審」之原則。 

(一)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7 條第 2 項明文規定教師升等不得

有「低階高審」之情事，依上開辦法第 5 條、第 6 條規定略以，各系所、

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除當然委員外，餘委員由各系所、院推選專任教授

及副教授(含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組成。如無教授級委員，應邀請校

內、外該專業領域之教授共同組成。是以，為審議教授升等案時符合上

開規定，請各學院及各系所至少遴選 2分之 1（含）以上具教授資格之教

師擔任委員為原則。(本校 102年 5月 21日北藝大人字第 1020005587號

函諒達) 

(二) 據上，各系(所)、院辦理副教授升等案，教評會係由副教授級以上委員

組成，或僅副教授級以上委員之出席(需確保出席合乎法定人數)；如為

辦理教授升等案，其教評會係由教授級委員組成，或僅教授級以上委員

之出席(需確保出席合乎法定人數)，以臻適法。此外，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每學期至

少開會二次，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參加表決人數之計算，以表示可(同意)、

否(不同意)兩種意見為準。如以投票方式表決，空白(無意見)及廢票不

予計算。」從而，本校各級教評會作成評審決定，無論係「可(同意)」

或「否(不同意)」，均需分別符合「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之開議要

件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要件，不得僅因「可(同意)」

之評審提議未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即逕認評審結果為「否

(不同意)」，而必須再就「否(不同意)」之評審提議進行表決，必俟其

中任一評審提議達致「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反之亦然。併此

敘明。 

二、 行政院核定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調整： 

教育部前鑒於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十多年未調整，經參據各界反

映與建議，研擬相關調整方案，並將 86 年至 102 年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

告之基本工資調整幅度及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情形一併納入研析，嗣基於

86 年以前歷次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均係比照軍公教員工待

遇調整，又考量鐘點費調整幅度合理性及學校財務負擔等因素，最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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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建議以 86 年至 102 年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幅度 16％，修正公立大專校

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建議案業經行政院核定。調整後鐘點費：

日間部分教授 925元、副教授 795元、助理教授 735元及講師 670元；夜

間部分教授 965元、副教授 825元、助理教授 775元及講師 715元，將自

103年 8月 1日起實施。 

三、 公教人員保險事項 

103年 1月 14日立法院三讀通過之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業刪除現行

由政府補助已繳付保險費滿 30 年之公教人員保險及退休人員保險被保險

人參加上開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自付部分保險費規定，爰預定自 103 年 8

月 1日起，上開人員須繳納保險費。（教育部 103.2.21臺教人（四）字第

1030012045號書函） 

四、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持股比例上限一案： 

(一) 有關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持股比例上限： 

1. 教育部 87年 6月 7日台（87）高（二）字第 87063773號函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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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所有股份總額不得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

十。 

 2.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例」及「生技新藥相關政府研究機構及研究人

員認定原則」等規定，教師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使用於人類或動植物

用新藥之主要技術者或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體內屬第

三等級高風險醫療器材之主要技術者，經學校同意，得擔任新創生技新

藥公司之董事並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不受本部上開

87年 6月 7日函之限制。 

  3.依「科學技術基本法」及「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

辦法」等規定，教師因其研發成果貢獻而分得持有新創公司創立時之股

份，或已設立公司技術作價增資之股份，併計股票股利之持股，不得超

過該公司股份總數百分之四十，不受教育部上開 87 年 6 月 7 日函之限

制。 

（二）至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兼行政職務教師之持股比例部分 

依司法院釋字第 308 號解釋，渠等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故該等人員

得否兼營商業或投資營利事業，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生技新藥產業

發展條例」、「生技新藥相關政府研究機構及研究人員認定原則」、「科學

技術基本法」及「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等

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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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渡美術館 

案 由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館設置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提請  審

議。 

說 明 

一、為利館務行政效能，提案修正部分條文。 

二、本次修正重點：辦法第四條條文之「『諮詢委員會』及其它」

等文字刪除。 

三、本次修正草案，經 3月 20日於本館召開修正草案討論會決議

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四、檢附本修正草案討論會議紀錄、草案及條文修正對照表各乙份。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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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館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四條  本館應業務需要得

設置相關委員會，並

敦聘學者專家為諮

詢委員、審議委員，

提供本館典藏、研

究、展覽、教育推

廣、行政、經費及其

他館務之諮詢、審議

等事項。各委員會設

置辦法另行定之。如

館務上另有需要，並

得邀請相關單位主

管及人員參加。 

 

第四條  本館應業務需要得

設置『諮詢委員會』

及其它 相關委員

會，並敦聘學者專家

為諮詢委員、審議委

員，提供本館典藏、

研究、展覽、教育推

廣、行政、經費及其

他館務之諮詢、審議

等事項。各委員會設

置辦法另行定之。如

館務上另有需要，並

得邀請相關單位主

管及人員參加。 

 

「『諮詢委員會』及其它」等

文字刪除。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 定 後 公 布 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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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館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91 年 10月 15日 9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1 年 11月 26日教育部台（91）高二字第 91181130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3 年 6月 1日9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12月 22日教育部台（93）高二字第 0930167192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98 年 6月 23日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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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教學、研究、藝術教育推廣工作，促進

國內外文化交流活動，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之規定，特設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

術館（定名為關渡美術館）。 

第二條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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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本館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設置「關渡美術館館務委員會」；並訂定

「關渡美術館館務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該委員會之權責。館務委員會之決議為館

務推展之依據。 

第四條  本館應業務需要得設置相關委員會，並敦聘學者專家為諮詢委員、審議委員，提供

本館典藏、研究、展覽、教育推廣、行政、經費及其他館務之諮詢、審議等事項。

各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行定之。如館務上另有需要，並得邀請相關單位主管及人員參

加。 

第五條  本館置館長一人，綜理並推動本館業務，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六條  美術館應設典藏、研究、展覽、教育推廣、行政各組，各組設置組長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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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設置研究

人員、秘書、組員、辦事員、技正、技士、技佐等若干人，各組組長由館長就助理

教授以上或職級相當人員中遴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七條  本館得接受公私立機構及法人團體或個人之贊助，其經費收支應依相關會計、審計

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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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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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渡美術館 

案 由 
「關渡美術館館務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為利館務行政效能，提案修正部分條文。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第三點之「主任委員一人，由本校校長兼任或由委員互

推」等文字刪除，另「委員九人至十一人」更改為委員

七人至九人。 

(二)第五點及第八點條文刪除。 

(三)第六點之「委員會以每年三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更改

為六個月。 

三、本次修正草案，經 3 月 20 日於本館召開修正草案討論會決

議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四、檢附本修正草案討論會議紀錄、草案及條文修正對照表各乙

份。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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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館務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

九人，由校長就各類藝術

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

聘任之。 

 

三、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

人，由本校校長兼任或由

委員互推；置委員九人至

十一人，由校長就各類藝

術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

者聘任之。 

1. 「主任委員一人，由本校

校長兼任或由委員互推」文字

刪除。 

2. 委員九人至十一人更改為

委員七人至九人。 

 五、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處理本委員會相關會

務。 

 

第五點刪除。 

五、本委員會以每年六個月

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 

 

六、本委員會以每年三個月

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 

 

1.點次變更為五。 

2.三個月更改為六個月。 

六、本委員會會議需有全體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人員

出席。 

 

七、本委員會會議需有全體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人員

出席。 

 

點次變更為六。 

 

 

八、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

學校相關人員出席。 

 

第八點刪除。 

七、本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九、本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點次變更為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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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館務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93 年 6月 1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0年 0 月 0日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 

 

一、關渡美術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有效推動館務，使館務健全發展，依本館設置辦法第三條

規定，設置「關渡美術館館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任務為審議本館展覽、典藏、教育推廣、研究及其他重要館務事項。本委員會

會議作成之決議，為館務推展之依據。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九人，由校長就各類藝術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聘任之。 

四、委員聘期二年，得連聘之。委員會無給職。 

五、本委員會以每年六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六、本委員會會議需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人員出席。 

七、本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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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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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修正草

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校 102 年 11 月 26 日陳報教育部審查認定之系所自辦外部

評鑑機制修正計畫書，教育部已於 103 年 2 月 13 日函復認定

「通過」，惟仍提出審查意見，函示本校參酌審查意見修正計

畫書，並於 4 月 30 日前報部。 
二、本案已於 103 年 2月 21 日提送本校系所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審議完畢。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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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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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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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自我評鑑辦法第九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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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教育部審查認定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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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因應教育部103年2月

13日函復本校系所自我評鑑

機制認定修正計畫書案審查

意見表中「5.評鑑結果之公

布在計畫書內文已說明，經

教育部審查認定後公布（頁

67），建議在評鑑辦法第9條

及實施要點第9點亦予以載

明。」之修正意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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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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9日本校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4月○日本校 102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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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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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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結果經教育部審

查認定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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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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系所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 
第四點、第九點、第十四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四、評鑑項目 

本要點所定之自我評鑑

包含下列五個項目與共

通性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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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畢業生或互動關係

人意見做為品質改善

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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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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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第一項因應教育部 103

年2月13日函復本校系

所自我評鑑機制認定修

正計畫書案審查意見表

中「2.實施要點第 4 條

『自我評鑑項包含下列

五個項目，下轄共通內

容…』，建議刪除『下轄』

兩字。」之修正意見修

訂。 

二、第一項第三款因應教育

部 103年 2月 13日函復

之審查意見表中「4.實

施要點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利害關係人』，

請修正為『互動關係

人』。」之修正意見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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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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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因應教育部 103 年 2

月 13 日函復之審查意見表

中「5.評鑑結果之公布在計

畫書內文已說明，經教育部

審查認定後公布（頁 67），

建議在評鑑辦法第 9 條及實

施要點第 9 點亦予以載明。」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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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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結果經教育部審查

認定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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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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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修正意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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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執

行期間，院系所學程主

管、自評工作小組成員

及有關人員至少參加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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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點因應教育部 103 年 2 月

13 日函復之審查意見表中

「3.實施要點第 14 條有關

自我評鑑研習之規定，宜更

具體訂定校內人員參加研習

之次數或時數。」之修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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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9 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4 月○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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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共通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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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畢業生或互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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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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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得視實際狀況彈性調整與增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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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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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內單位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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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結果經教育部審查認定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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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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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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執行期間，院系所學程主管、自評工作小組成員及有關人員至少參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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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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4 提案性質 組織調整 提案單位 圖書館 

案 由 有關本校圖書館擬增設「校史典藏組」，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案係博物館研究所專簽擬將表演藝術博物館籌備辦公室納

入圖書館組織架構並增設「校史典藏組」，前於 102年 10月 2

日簽奉批准。 

二、本案續由圖書館與表演藝術博物館籌備辦公室研擬修正草

案，後經 102年 10日 29日 102學年度圖書館諮詢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審查通過。 

三、檢附本案核准簽呈及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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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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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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本組織規程修正重點如下： 

(一) 為辦理本校校史文物典藏相關業務，圖書館增設校史典藏 

組，並依實際分組狀況(設採錄編目、閱覽典藏二組)，修

正組織規程第 8條文字，爰圖書館下設三組辦事。(第 8

條) 

(二) 本校藝術與科技中心各實驗室主任聘兼資格，明訂於組織 

規程。(第 28條)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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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報送教育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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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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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住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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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蒐集教學研究及

校史文物資料，提供資訊服

務。並分設圖書資料之採錄

編目、閱覽典藏及校史典藏

等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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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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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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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辦理本校校

史文物典藏相

關業務，圖書

館增設校史典

藏組。 

二、次依圖書館實

際 分 組 狀 況

( 設 採 錄 編

目、閱覽典藏

二組)，修正本

條文字，爰圖

書館下設三組

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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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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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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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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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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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分設組

或實驗室辦事，各組、實驗

室置組長或主任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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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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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3 年 3 月

14日臺教人(二)字

第 1030034795 號

函，請本校於組織

規程中明訂藝術與

科技中心各實驗室

主任聘兼資格，爰

修正相關文字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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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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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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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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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及第 5條 

教育部 95年 1月 25日台高(二)字第 0950006100號核定修正第 30條 

教育部 95年 3月 7日台高（二）字第 0950028978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及第 28條 

教育部 96年 5月 17日台高（二）字第 0960066374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第 8條、第 10條、第 10之 1條及第 29條 

教育部 97年 1月 31日台高（二）字第 0970014811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第 28條、第 30條及第 36條 

教育部 97年 5月 16日台高（二）字第 0970084731號函核定修正第 8條及第 36條，並溯自 96年 8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98年 8月 6日台高（二）字第 0980134054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第 8條、第 12條、第 13條及第 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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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 102年 2月 26日考授銓法三字第 1023693326號函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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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院 102年 12月 31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23795701號函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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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1月 29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016280號函核定修正第 8條、第 10條、第 28條及第 30條，並自 103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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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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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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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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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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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 

校長之產生：由本校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出人選，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前項遴選委員會成員包括: 

一、 本校校務會議推選之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助教代表、行政人員代表占全體委員總額

五分之二。 

二、 本校推薦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二。 

三、 其餘委員由教育部遴派之代表擔任。 

 其組織及遴選辦法應依照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另  定之。 

校長之任期配合學年（期）制，每一任期四年。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應由教育部進行評鑑，

作為決定是否續聘之參考。並召開校務會議，就校長是否續聘行使同意權。第一次連任之校務

會議需有三分之二以上校務會議代表出席始得開議，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得連任之；第

二次連任之校務會議需有三分之二以上校務會議代表出席始得開議，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得連任之，連任以二次為限。 

校長之資格，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本校已依大學法修正前之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進行校長遴選作業者，得繼

續辦理校長遴選作業至校長經教育部完成遴聘時為止；其任期依原有規定辦理。 

第五條之一  校長去職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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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期屆滿，不再續聘。 

二、 自請辭職。 

三、 其他原因離職。 

四、 校長因重大失職事由，經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提出解聘案，校務會議代表四

分之三以上出席，及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 

第五條之二  校長因故出缺新任校長未遴選產生前，校長職務由副校長、教務長、 

            學務長研發長、總務長依序代理，並報教育部。 

第六條      本校置副校長二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研究，由校長聘     請教授或教授級專

業技術人員聘兼之。 

          副校長之任期配合學年（期）制，任期依校長任期。得連任二次。 

第七條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由院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教授一至三人報請校長擇聘之，任期三

年。各學院院長如有連任意願，經全學院講師以上專任教師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教師以無

記名投票方式獲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連任，報請校長同意後續聘。各學院院長之解聘，應經全學

院講師以上專任教師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教師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解聘，

報請校長同意後解聘院長職務。院長遴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另以院長遴選辦法定之。學院為

整合系、所教學研究發展及資源運用，得審核系、所教師之聘任，統籌教學設備及空間之利用，

決定系、所、學程之增設及調整，規劃跨系、所課程、招生及授課事項。上述任務由新改選院

長後之學院開始實施之。 

           通識教育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三年，   承校長之命，主持

全校通識教育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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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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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蒐集教學研究及校史文物資料，提供資訊服務。並分設圖書資料之採錄編

目、閱覽典藏及校史典藏等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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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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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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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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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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全校校務研究發展事宜。並置編纂、秘書、編審、組員、助理員、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第十一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承校

長之命，主持全校總務事宜。並置專門委員、秘書、技正、專員、組員、技士、助理員、技

佐、事務員、書記若干人。 

第十二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主持館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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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置編纂、秘書、技正、編審、組員、技士、 助理員、技佐、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第十三條     美術館置館長一人，綜理並推動美術館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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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置秘書、技正、組員、技士、助理員、技佐、辦事員及研究人員

等若干人。 

             美術館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四條    體育室負責體育教學與體育活動。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之體育教師兼任之。

並置體育教師、運動教練若干人，由校長聘任之；另置組員、助理員、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第十五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教學或研究以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

置編纂、秘書、編審、組員、助理員、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第十六條    本校人事室，置主任、專員、組員、助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十七條    本校主計室，置主任、組長、專員、組員、佐理員、書記，依法掌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十八條    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總務長及其他由教師兼任之學術行政單位主管任期依校長任期，

得連任之。 

          前項其他由教師兼任之學術行政單位主管包括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中心主任、藝術與科技中心

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展演藝術中心中心主任、國際交流中心中心主任、藝

術資源暨推廣中心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美術館館長。 

第十九條    共同學科、各學院下之各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共同學科、學系業務，單獨設立之研究所

各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並置組員、技士、助理員、技佐、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共同學科、各學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任期三年，由共同學科、各學系、所務會議、

學位學程會議遴選副教授以上一至三人，報請校長擇聘兼任之。共同學科、各學系主任、

所長、學位學程主任，經系、所務會議、學位學程會議應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得

連選連任一次。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辦理中心業務，由校長就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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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兼任之，每一任聘期三年，該中心設置辦法訂之。其中藝術類與技術類之系、所、學

位學程主管得由專任副教授級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 

  新設立之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得由校長直接聘請兼任之或由院長聘請相關系、所教師組

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一至三人報請校長擇聘兼任之。 

共同學科、各學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之解聘，應經該單位講師以上專任教師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出席教師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解聘，報請校長同意後解聘

其兼任主管職務。 

第二十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由各學系主任、所長及相關教學單位主管

提經各學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各學院級、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報請校長發聘，其聘約另定之。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學系、所、共同學科、體育室及各中心得置助教，協助教學及研究，並辦理有關事項。 

第二十二條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校各學系、研究所為因應教學之需要，得聘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分級依教育部

相關規定。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之專任教學人員得兼任本校學術或行政主管、擔任各級會議及委員會之委

員或出席各級會議。 

第二十四條  本校得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工作其分級依教育部相關規定。 

第二十五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

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 

初聘、續聘期限及長期聘任資格等有關規定，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教師經長期聘任者，非有重大違法失職情事者，經各學系、所務會議(含相關教學單位會議)

議決，並經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裁決不得解聘或停聘之。 

教師不服解聘或停聘處置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第二十五條之一  本校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

要，另定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校級、院級、系(含相關教學單位)、所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採 三級三審制。 

 校級以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另推選各學院副教授以

上教師代表若干人共同組成之，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學院級、系(含相關教學單位)、所級分別以院長、主任委員、系(含相關教學單位)主任、所

長為召集人，另由各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系(含相關教學單位)、所主管召開會議選舉副

教授以上教師代表若干人為委員。 

前項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研究人員、助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

二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已聘任並仍在職之助教）、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

聘及不續聘、資遣原因認定等事宜。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之。 

院級以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校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停聘、解聘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訴。 

            前項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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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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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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分設組或實驗室辦事，各組、實驗室置組長或主任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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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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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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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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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住宿中心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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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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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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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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實施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3 年 3 月 24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通過。 

二、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因應行政單位目前聘任之研究人員升等審查需要，並避免

二級審查委員會召集人重複之情形，明定研究人員評審委

員會辦理研究人員聘任或升等案之審查時，各中心由單位

主管擔任召集人，行政單位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第 5
點） 

（二）因應本校行政單位亦有聘任研究人員之實際現況，將「各

中心」等文字修正為「各單位」。（第 7 點） 
（三）因應各單位不定期聘任研究人員需要，增訂中途聘任之研

究人員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一年，續聘第二次

聘至次學年度止，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以符本校實

際聘任現況。（第 8 點） 
（四）明定研究人員之升等專門著作或作品或技術報告，分別由

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送請校外專家

或學者評審。（第 10 點） 
（五）依本校法制作業用語酌作文字修正。（第 13 點）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自 103 學年度

第 1 學期起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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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實施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各單位擬聘研究人

員，應組織研究人員評

審委員會先行審查；評

審委員會置委員五至

七人，各中心由單位主

管擔任召集人；行政單

位由研發長擔任召集

人，除相關單位（或

系、所）之主管外，必

要時得聘請校內外專

家共同組成。通過審查

之聘任案件，應將會議

紀錄連同相關資料提

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 

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

審議有關研究人員聘

任、聘期、升等、停

聘、解聘、不續聘、

資遣原因之認定、進

修及其他依法令應行

評審事項。 

 

五、擬聘研究人員應提送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惟提送審議前，應

組織研究人員評審委

員會先行審查；評審委

員會置委員五至七

人，由教務長商請擬聘

單位主管及相關單位

（或系、所）之主管，

必要時得聘請校內外

專家共同組成，擬聘單

位主管為召集人。 

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

審議有關研究人員聘

任、聘期、升等、停

聘、解聘、不續聘、

資遣原因之認定、進

修及其他依法令應行

評審事項。 

因應行政單位目前聘任之研究人員

升等審查需要，並避免二級審查委

員會召集人重複之情形，明定研究

人員評審委員會辦理研究人員聘任

或升等案之審查時，各中心由單位

主管擔任召集人，行政單位由研發

長擔任召集人。 

七、各單位提聘研究人

員，應檢送擬聘人員推

薦表，並檢齊下列證

明，送人事室提請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七、 各中心提聘研究人

員，應檢送擬聘人員推

薦表，並檢齊下列證

明，送人事室提請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因應本校行政單位亦有聘任研究人

員之實際現況，將「各中心」等文

字修正為「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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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經歷證明文件。   

（二）重要研究成果、專

門著作或服務成績優

良證明文件。 

（三）辦理公開甄選過程

及審查小組會議紀

錄。 

（一） 學、經歷證明文

件。   

（二） 重要研究成果、專

門著作或服務成績優

良證明文件。 

（三） 辦理公開甄選過

程及審查小組會議紀

錄。 

八、 研究人員之聘期，以

學年度計算，初聘為

一年，續聘第一次一

年，以後續聘，每次

均為二年，但中途聘

任者，初聘為一年，

續聘第一次一年，續

聘第二次聘至次學

年度止，以後續聘，

每次均為二年。 

八、 研究人員之聘期，以學

年度計算，初聘為一

年，但中途聘任者，聘

至當學年度止。續聘第

一次一年，以後續聘，

除另有約定外，每次均

為二年。 

因應各單位不定期聘任研究人員需

要，增訂中途聘任之研究人員聘

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一年，

續聘第二次聘至次學年度止，以後

續聘，每次均為二年，以符本校實

際聘任現況。 

十、研究人員之升等，比照

教師以著作或作品升

等之規定辦理；升等審

查程序，比照研究人員

聘任之規定，經研究人

員評審委員會先就申

請人從事研究工作、參

與校務活動及所提專

門著作或作品或技術

報告初審通過後，提送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

審。其中專門著作或作

品或技術報告之審查

十、研究人員之升等，比照

教師以著作或作品升

等之規定辦理；升等審

查程序，比照研究人員

聘任之規定，經研究人

員評審委員會先就申

請人從事研究工作、參

與校務活動及所提著

作初審通過後，提送校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複

審。其中專門著作或作

品之審查應送請校外

專家或學者評審。 

明定研究人員之升等專門著作或作

品或技術報告，分別由研究人員評

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送請

校外專家或學者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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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研究人員評審委

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分別送請校外專

家或學者評審。 

十三、本要點經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及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三、本要點由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擬訂，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依本校法制作業用語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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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實施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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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章   總  則 

一、 本要點依教育部頒「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第八條訂之。 

二、 研究人員應以從事研究工作為原則。具有教師資格者，各系、所、相關教學單位如基於

課程之需要，得依教師聘任之程序，聘請兼任教學工作，每週最多以四小時為限。。 

第 二 章   聘  任 

三、研究人員聘任資格應符合「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七條

之規定。 

四、 擬聘研究人員，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並本於公平、公正、公開之原

則辦理遴選。 

五、 各單位擬聘研究人員，應組織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先行審查；評審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

人，各中心由單位主管擔任召集人；行政單位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除相關單位（或系、

所）之主管外，必要時得聘請校內外專家共同組成。通過審查之聘任案件，應將會議紀

錄連同相關資料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審議有關研究人員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

原因之認定、進修及其他依法令應行評審事項。 

六、 聘任研究人員有關專門著作、重要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特殊貢獻之認定及國內外重要

研究機構獎勵之界定，得依專業領域之不同，由各研究中心訂定準則，提經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七、 各單位提聘研究人員，應檢送擬聘人員推薦表，並檢齊下列證明，送人事室提請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 

（一） 學、經歷證明文件。   

（二） 重要研究成果、專門著作或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 

（三） 辦理公開甄選過程及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第 三 章    聘  期 

八、 研究人員之聘期，以學年度計算，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

為二年，但中途聘任者，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一年，續聘第二次聘至次學年度止，

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第 四 章    資 格 審 查 

九、研究人員應於聘任後三個月內，填具資格審查履歷表並檢附相關之學經歷證明及研究成

果或專門著作，經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初審後，轉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逾期不送

審，除特殊原因經簽准延期外，應自第四個月起解聘；審查未通過者，應自審查確定之

日起解聘。 

第 五 章     升  等             

十、研究人員之升等，比照教師以著作或作品升等之規定辦理；升等審查程序，比照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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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聘任之規定，經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先就申請人從事研究工作、參與校務活動及所提專

門著作或作品或技術報告初審通過後，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其中專門著作或作

品或技術報告之審查應由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分別送請校外專家或

學者評審。   

 第 六 章    附  則 

十一、在研究上有特殊貢獻，並獲得國內外重要研究機構獎勵者，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全體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之決議通過，得聘任為相當等級之

研究人員。 

十二、研究人員辦理資格審查所提供之資歷及成績優良等證明文件，如有偽造、變造、登載

不實；或專門著作有抄襲、剽竊等情事者，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確定後，應即解

聘。 

十三、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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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7 提案性質 重要教務事項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103學年度入學之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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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案已於 102 年 10 月 15 日召開 102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

調整審議小組做成相關決議，重點決議摘錄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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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學年度入學之研究生每學

期收費方式為:學雜費基數＋學分費【1,600(新台幣)*

實際修習學分數】。 

（二）本校學生赴交換學校交換期間，收費方式依本校規定

及交換學校簽定之協議事項辦理，以維雙方學校平等

互惠之原則。 

三、為積極推動國際化，達成邁向國際一流藝術大學之目標，本

校與世界知名藝術院校廣為締結姐妹校，請各教學單位鼓勵

師生們能踴躍參與出國交換及學習。 

四、本案已於 102年 11月 8日及 12月 18日由學務處召開學生公

開說明會，與學生代表充分溝通並彙集意見。 

五、本案業於 102 年 11 月 19 日於行政會議審議通過，續提本次

校務會議。 

辦 法 
本案通過後，103 學年度入學之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依規定施

行。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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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次長德華 
103年4月29日 

大學教育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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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壹、前言 

貳、我國大學教育發展的階段 

參、我國大學教育的轉變 

肆、國際趨勢 

伍、機會與挑戰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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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才是決定國家競爭力的核心關鍵 

大學教育傳統上是扮演培育人才、創新

知識，帶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 

現在的大學教育在任務及功能上，究竟

有了什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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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學教育發展的階段(1/10) 

管制階段 
（民國74年以前） 

擴張階段 
（民國74~83年） 

自主階段 
（民國83~94年） 

多元競爭階段 
（民國94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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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學教育發展的階段(2/10) 

38年 政府遷台初期國內僅有4所大學校院 
43年 第一所私立大學校院核准立案招生（東吳大學、 

            高雄醫學院） 
60年 停止受理私校籌設申請 
63年 台灣工業技術學院設立招生 
   私立學校法制定公布 
 

管制階段（民國74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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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學教育發展的階段(3/10) 

管制階段（民國74年以前） 
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仍屬菁英教育階段
（74年高等教育淨在學率13.88%）。 

政府對高等教育數量的擴充嚴格控管。 
政府對高等教育人力的擴充，以配合經濟發展的需
求為最主要的考量。 

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的投資不足，主要的擴充還是依
賴私立學校為主（74年度高等教育在學學生，私立
學校占69.04%）。 

研究所的教育仍不普及，尤其在私立大學校院中，
研究生僅占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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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學教育發展的階段(4/10) 

擴張階段（民國74~83年） 

74年 恢復受理私校籌設申請 

78年 成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81年 推動私立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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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學教育發展的階段(5/10) 

擴張階段（民國74~83年） 
大學教育成長快速：新設學校和三專學制與師範專科學
校升格改制為大學校院。 

政府較有餘力擴充國立大學院校：多從高等教育區域均
衡發展的觀點考量來新設國立學校。 

此一階段開始關切技職學生的升學進路問題。 
配合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需求，特別關注科技類科高
層人才的培育，在研究所教育階段科技類科擴充速度明
顯高於人文社會科學類科。 

大學校院的師資素質有極為明顯的提升，具博士學位的
師資所占比率已接近50%，對於大學教育品質的提升有
明顯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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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學教育發展的階段(6/10) 

自主階段（民國83~94年） 
83年   大學法修正公布強調學術自             

由大學自治 
84年   國立大學試辦校務基金 
85年   遴選專科學校改制技術學院           

附設專科部 
           廢除大學共同必修課程 
86年   逐步授權大學自審教師資格 
88年   國立大學全面實施校務基金 
89年   推動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          

計畫 

90年   實施大學系所及招生名額總           
量管制 

           公布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 
           訂頒大學校院區域資源整合                               

計畫 
91年   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 
           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92年   公布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報告 
93年   推動產學研發碩士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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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通升學管道的政策，使得高等教育持續擴充，高等教育
淨在學率從27.79%劇增為57.42%，從傳統的菁英教育型
態轉變成普及化的教育型態 

導致此一階段大學教育快速擴充的因素就是專科學校幾乎
全面性升格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專科教育也因此而快
速萎縮。 

為賦予大專院校更大的自主發展空間，教育部採取總量管
制的辦法，也導致此一階段研究生（尤其是碩士生）的快
速擴充。 

各大學校院每校學生規模都有顯著的擴充，尤其技術學院
與科技大學在回流教育擴充的學生規模更是可觀。 

由於高等教育數量的快速擴充，導致教育資源的稀釋，生
師比的惡化是最明顯的現象。 

貳、大學教育發展的階段(7/10) 

自主階段（民國83~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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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學教育發展的階段(8/10) 

多元競爭階段（民國94年迄今） 
94年   推動發展國際一流大學計畫 
           推動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成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大學法修正公布 
95年   推動全面性大學系所評鑑 
96年   實施大學繁星計畫 
97年   私立學校法修正公布 
98年   大專以上人力加值方案 
           技職教育再造方案 
99年   採認大陸高等教育學歷及招           

收陸生 
           推動大學彈薪方案 

100年 推動邁向頂尖大學第二期計畫
(100-105)及第二期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100-101) 

101年 推動試辦大學自我評鑑 
102年 推動第三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

計畫(102-105) 
推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推動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 
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教育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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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階段國內高等教育進入盤
整期，學生人數成長趨緩，甚
至呈現負成長。 

 由於少子女化影響生源，高等
教育供需失衡的問題逐漸浮現，
部分學校開始出現招生不足的
現象。 

 專科教育持續弱化，除由護理
類高職升格改制之專科學校外，
其他專科學校都已升格為技術
學院，技術學院也紛紛改制為
科技大學。 

 由於大學教育的普及化，大學分
類發展成為政府推動之重點，但
多元價值仍未建立。 

 高學歷、高失業率成為社會關注
的問題，縮短學用落差，成為高
等教育的核心議題，學校對「教
學」投入較多的關注。 

 國際化成為大學發展的趨勢，除
了關注國際的排名外，招收國際
生，營造國際化的環境，成為許
多大學關注的焦點。 

貳、大學教育發展的階段(9/10) 

多元競爭階段（民國94年迄今） 

23-12



13 13 

註：淨在學率＝各該級教育相當學齡學生人數÷各該相當學齡人口數 × 100 

高等教育淨在學率 

(

％) 

9.97 11.47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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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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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學教育發展的階段(10/10)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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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大學教育的轉變 
菁英教育   普及教育 

封閉管制   開放競爭 

追求公平   追求多元 

獨尊研究   重視教學 

整體而言，大學教育和社會、產業的
互動越來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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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際趨勢(1/7) 

資訊數位時代帶動學習型態之改變 

就業力的提升成為大學人才培育的

重點 

大學教育國際化 

大學教育和產業互動更為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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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數位時代帶動學習型態之改變 
大學發展數位學習課程逐漸成為風潮 
世界知名大學紛紛以將課程放到免費線上課

程的平台為努力目標，未來將成為科研論文

排名外的另類大學國際競爭 
數位學習進一步改變大學課堂的教與學型態 

肆、國際趨勢(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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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力的提升成為大學人才培育的重點 

肆、國際趨勢(3/7) 

 高學歷高失業率成了大學教育擴充的附帶產物，
如何解決青年高失業率的問題，成為政府施政的
重要課題 

 歐盟、澳洲發展資歷架構 
 歐盟國家加強實習課程，強化學生動手操作能力 
 歐巴馬政府及英國要求大學公開畢業生就業情形

資訊 
 美國和OECD對準大學畢業生進行學習成效的評量 

「學力」比「學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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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的國際化 

肆、國際趨勢(4/7) 

 大學生的國際流動越來越頻繁 
 大學國際合作越來越深化 
 中國、日本、韓國頂尖大學合作的亞洲大學校園計畫 
韓國仁川市的松島大學城 
紐約大學與華東師範大學合作在上海成立紐約大
學分校 

 大學國際排名的競爭 

大學教育必須著眼培育具全球競爭力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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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會每年定期調查勞力供需，
作為政策制定之參考。 

 招收優秀外國留學生，施以專
業教育後，採產學合作方式，
輔導其在日本就業。 

 致力提升大學世界排名，
2013年指定30所大學為「超
級全球化大學」，編列156億
日圓預算；另提出「10年10
所百大」目標。 

 整合政府與企業出國留學獎學
金，2014年預計提供153億日
圓，結合留學與就業，培育企
業所需之國際性人才。 

南韓 
 2012年教育科技政策「Positive 

Changes 」，提出4項策略： 
1.不錯失任何學生和人才 
2.培養具創造力和品格之全球人才 
3.高等教育改革：跨入先進國家之列 
4.以創新匯聚達到科技復興 
 指定與支援優秀大學為產業合作中心

大學，並於該大學設立產（企）業之
研發中心。 

 推動學生與企業界合作計畫之技術開
發績效可認定為碩士論文之制度。 

 設 立 新 技 術 專 門 研 究 機構，培
養新技術領域核心精銳人才。 

日本 

肆、國際趨勢(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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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1997年啟動延攬人才計畫，簽

證、稅賦優惠及移民政策大幅度
開放，引進國際專業人才。 

 外籍大學生人數於2015年增至
15萬人，達總大學生人數的
20%，成為亞太區教育樞紐。 

 技術教育學院要求學生在畢業前
至少經歷3個月工廠實習。 

 南洋理工學院更採2+1模式，前
2年進行基礎和專業學習，最後
1年至產（企）進行專案研究
（前6個月）與實習（後6個
月）。 

美國 

 為達「2020年大學畢業生比重由
39%增加至60%」目標，2010年
提出教育科技計畫，透過數位學
習倍增高等教育培養人力。 

 2011年投入20億美元補助金，獲
得補助的社區大學至少需有1家
以上之產（企）業合作夥伴，以
提供學生實習機會與工作名額。 

 2011年提供80億美元補助社區大
學辦理進修學程，訓練200萬名
在職員工具備高科技產業專業知
能。 

肆、國際趨勢(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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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 

 2008年推動「千人計畫」延攬海外高級人才，擬在5到10年
間，吸引2,000名世界頂級科學家、企業家及金融人才。 

 2010年頒布中長期人才發展計畫(2010~2020)，提出5項目
標，期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 
1.從人口紅利轉變成人才紅利 
2.從製造轉變成創造 
3.從吸引金融資本轉變成吸引人才資本 
4.從硬體建設轉變成軟體開發 
5.從投資促進經濟轉變成才智促進經濟 

 計畫在2020年時，將教育及人力資源研發經費支出，提高
到GDP的15％，同時將大學畢業生佔勞動人口比例，從
2009年的9.2％，增加到2020年的20％。 

肆、國際趨勢(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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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機會與挑戰(1/5) 

 少子女化衝擊 

 大學教育的公共化＆市場化 

 鬆綁與課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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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入 
大學年 

2028入 
大學年 

1998年 
271,450人 

2010年 
166,886 

2026入 
大學年 

2008年 
198,733 

1986至2011年我國出生人口數及出生率走勢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2012a） 

～我國出生人口數逐年下降～ 少子女化衝擊 

伍、機會與挑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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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機會與挑戰(3/5) 

少子女化衝擊 
 未來10年因少子女化，進入大學適齡人口數

將減少三分之一，除必須積極拓展非傳統生

源外，部分學校的退場及法人的轉型，已是

必然的趨勢。 

 如何減少學校退場所造成的社會問題，甚而

成為國內高等教育轉型重整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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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機會與挑戰(4/5) 

大學教育的公共化＆市場化 
 在WTO的架構下，教育被視為「服務業」的

一環，高等教育在美、英、澳等國都是重要

的產業，我國也把「擴大招收境外學生」納

為10大重點服務業。 
 我國社會對教育「公共性」的期待頗高，

「教育公共化連線」要求凍漲（甚至調降）

學費，要求課徵企業所得稅。 

究竟臺灣的條件，該如何選擇定調？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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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機會與挑戰(5/5) 

鬆綁與課責 
 大學需要有更大的自主彈性，才能發揮更大

的效能及發展多元的特色。 

 社會（尤其民意機構）對大學信賴與尊重的

程度，會影響大學自主的彈性空間。 

 大學必須先做好自我課責，才能獲得社會更

大的信賴。 

 現階段全面鬆綁仍有困難，必須採取點的    
突破。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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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隨著時代及社會的變遷，大學教育

的功能逐漸蛻變中，我們關切的是 

大學是否已做好準備？ 

學生是否已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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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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