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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3 年 10 月 28 日（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國際會議廳 
主席：楊校長其文                                        記錄：楊學慧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會議出席人數：應到 106 人，實到 81 人。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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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4 頁。 
 
三、研發處： 
（一）林研發長劭仁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第 4-1～4-3 頁。 
（二）補充報告：本校報名參加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通過初選，訪視委

員預訂於本(103)年 10 月 30 日(四)下午 3 時至本校實地訪視，屆時邀請

相關單位主管共同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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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展演藝術中心：書面報告資料詳如第 6-1～6-2 頁。 
 
六、電子計算機中心：書面報告資料詳如第 7-1 頁。 
 
七、藝術與科技中心：書面報告資料詳如第 8-1～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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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書面報告資料詳如第 9-1 頁。 
 
九、國際交流中心：書面報告資料詳如第 10-1～10-2 頁。 
 
十、傳統藝術研究中心：書面報告資料詳如第 11-1～11-2 頁。 
 
十一、圖書館：書面報告資料詳如第 12-1～12-3 頁。 
 
十二、關渡美術館：書面報告資料詳如第 13-1～13-4 頁。 
 
十三、主計室：書面報告資料詳如第 14-1 頁。 
 
十四、人事室：書面報告資料詳如第 15-1～15-3 頁。 
 
伍、提案討論： 
一、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與共同學科擬更名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 
（一）郭主秘美娟：本案第二條第一項劇設系之單位名稱應有漏繕，建請修

正為「劇場設計學系」。 
（二）詹學務長惠登：第二條第一項所列本委員會設委員 13-19 人，不包含

遴選委員就已超過 13 人，建議修正委員會人數。 
（三）王主任世信：委員中有些老師是一人兼二個行政職務，委員人數建議

不需調整。 
（四）李主任璁娀：委員人數建議修正為 15-19 人。 
（五）陳總務長約宏：配合第三案組織規程修正後，本案第二條第一項校安

中心主任之名稱應修正為生輔組組長。 
  決議：第二條第一項「本委員會設委員 13-19 人，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委員兼執行秘書由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主任擔任；當然委員

包括總務長、學務長、主任秘書、展演藝術中心主任、美術學系主

任、戲劇學系主任、劇場設計系主任、新媒體藝術學系主任、營繕

組組長、保管組組長、事務組組長、衛保組組長、校安中心主任；

遴選委員由主任委員就本校專任教職員遴聘。」修正為：「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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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委員 15-19 人，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委員兼執行秘書由環境保

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主任擔任；當然委員包括總務長、學務長、主

任秘書、展演藝術中心主任、美術學系主任、戲劇學系主任、劇場

設計學系主任、新媒體藝術學系主任、營繕組組長、保管組組長、

事務組組長、衛保組組長、生輔組組長；遴選委員由主任委員就本

校專任教職員遴聘。」，餘照案通過。 
 
三、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人事室〉 

（一）李主任璁娀：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一目內容，配合同條文相關文字

用語修正為「電影創作學系（含碩士班，碩士班分組為電影創作組、

電影史與電影產業研究組）」。 
（二）詹學務長惠登：下個月起總教官退休後，學校將無現役教官，將來軍

訓、護理課程的規劃與教學不應由生輔組負責，應回歸予通識教育委

員會，建議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後段「生活輔導組負責學生生活輔

導、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協助學生事務相關工作。」等

文字應予刪除。 
  決議： 

（一） 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一目「電影創作學系（含碩士班，碩士班

分為電影創作組、電影史與電影產業研究組）」修正為：「電影創

作學系（含碩士班，碩士班分組為電影創作組、電影史與電影產

業研究組）」。 
（二） 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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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等三組及學生諮商中心、學生

住宿中心；生活輔導組負責學生生活輔導、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

劃與教學，並協助學生事務相關工作。」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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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等

三組及學生諮商中心、學生住宿中心。」。 
（三） 請依上述二點修正本案條文，餘照案通過，並函報教育部核定。 

 
陸、專案報告：  
一、本校磨課師（MOOCs）課程介紹。〈報告單位：教務處〉 
  決議： 

(一) 因應高等教育教學方式變革，如：磨課師(MOOCs)、翻轉課程(flipped 
classrooms) 等，已成為各教學場域創新的教學內容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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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推動磨課師課程，目前已完成 3 門課程之製作，架設於「明德在線

ShareCourse」平台，預計於本年 11 月 15 日(六)正式開放，感謝教務

處、相關教學單位及三位授課教師之全力投入，開啟北藝大線上課程新

里程。 
(三) 另，六月份於研究大樓國際會議廳入口旁，新設 2 間研討室及 1 間階梯

教室，階梯教室提供磨課師、翻轉課程，以及相關系所教學使用，請各

單位多加運用。此外，未來各單位如辦理大型會議時，在研究大樓 2
樓，即可有國際會議廳、階梯教室、研討室等多元空間可供使用，功能

上更加齊備，運用上也將更具彈性。 
 
柒、臨時提案及動議： 
一、案由：調整本校吸菸區域地點，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校慶活動應注意環保，不要污染環境，且注意新聞稿慎選照片。 
   〈提案人：傳音系蔡淩蕙老師〉 

（一）補充說明：現在我們開會場地之空調溫度感覺太冷，建議溫度可再調

整，俾利節能減碳。 
（二）郭主秘美娟：謝謝蔡老師之提醒，本校登刊於中央社新聞平台之照片

已同步移除，後續教務處辦理相關活動亦將注意環保問題。 
  決議：請各單位辦理活動時，應注意環保與節能減碳，以善盡地球公民責

任。 
 
三、案由：今日總務處工作報告提到本校今年電費較去年成長，建議我們每個

人都應該改變空調的使用習慣，如果室內溫度在我們的身體還能接

受的範圍，尤其是目前天氣已有秋意涼爽感覺，建議空調溫度可以

不必調太低或暫不使用，以利節能減碳。〈提案人：古院長名伸〉 
    決議：上述古院長所提校內空調使用乙節，在不影響教學、展演、創作、

研究下，請各單位共同思考如何達成節能減碳、合理使用資源，並

請總務處研議與推動有效管理措施，以達節能成效。 
 
捌、散會：下午 2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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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列管表 

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要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1  
研
發
處 

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與

共同學科擬更名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研
發
處 

 

2 
總
務
處 

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

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第二條第一項修正為：「本

委員會設委員 15-19人，主

任委員由校長擔任；委員兼

執行秘書由環境保護暨職

業安全衛生室主任擔任；當

然委員包括總務長、學務

長、主任秘書、展演藝術中

心主任、美術學系主任、戲

劇學系主任、劇場設計學系

主任、新媒體藝術學系主

任、營繕組組長、保管組組

長、事務組組長、衛保組組

長、生輔組組長；遴選委員

由主任委員就本校專任教

職員遴聘。」，餘照案通過。 

總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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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要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3 
人
事
室 

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

議。 

1. 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第

一目修正為：「電影創作

學系（含碩士班，碩士

班分組為電影創作組、

電影史與電影產業研究

組）」。 

2. 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修

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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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等三組及

學生諮商中心、學生住

宿中心。」。 

3. 請依上述二點修正本案

條文，餘照案通過，並

函報教育部核定。 

人
事
室 

 

4 
學
務
處 

調整本校吸菸區域地

點，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學
務
處 

 

5 

傳
音
系
蔡
淩
蕙
老
師 

校慶活動應注意環保，不

要污染環境，且注意新聞

稿慎選照片。 

請各單位辦理活動時，應注

意環保與節能減碳，以善盡

地球公民責任。 

教
務
處
、
秘
書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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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要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6 

舞
蹈
學
院
古
院
長 

總務處工作報告提到本

校今年電費較去年成

長，建議我們每個人都應

該改變空調的使用習

慣，如果室內溫度在我們

的身體還能接受的範

圍，尤其是目前天氣已有

秋意涼爽感覺，建議空調

溫度可以不必調太低或

暫不使用，以利節能減

碳。 

上述古院長所提校內空調

使用乙節，在不影響教學、

展演、創作、研究下，請各

單位共同思考如何達成節

能減碳、合理使用資源，並

請總務處研議與推動有效

管理措施，以達節能成效。 

總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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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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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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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4 

  三、研發處…………………………………………………………pp.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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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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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電子計算機中心………………………………………………p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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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p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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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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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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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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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主計室………………………………………………………pp.14-1 

 十四、人事室………………………………………………………pp.15-1~15-3 

伍、提案討論 

  一、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與共同學科擬更名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pp. 16-1~16-3 

  二、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審

議。〈提案單位：總務處〉…………………………………pp.17-1~17-7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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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8-30 

四、調整本校吸菸區域地點，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pp.19-1~19-16 

五、校慶活動應注意環保，不要污染環境，且注意新聞稿慎選照片。 

     〈提案單位：傳音系蔡淩蕙老師〉……………………………pp.20-1 



陸、專案報告 

一、本校磨課師（MOOCs）課程介紹。 

  〈報告單位：教務處〉…………………………………………pp.21-1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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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列管表 

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要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1  
教
務
處 

本校「學則」第十

一條條文修正草

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並函報教育部備查。 
教
務
處 

本案已報部備查，並

於 103年 7月 10日函

轉各單位週知。 

2 
學
務
處 

本校「學生健康檢

查實施辦法」第五

條、第十二條修正

草案，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 
學
務
處 

本案業於 103 年 6 月

12 日以書函公告周

知。 

3 
學
務
處 

本校「學生獎懲辦

法」部分規定修正

草案，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並函報教育部備查。 
學
務
處 

本案已獲教育部 103

年 7月 1日函同意備

查，並函轉各單位週

知。 

4 
人
事
室 

本校「組織規程」

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提請 審議。 

第十八條第二項「…藝術資源暨

推廣中心中心主任、圖書館館

長、美術館館長。」修正為「…

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圖書館館長、美術館館長。」，

以符實況，餘照案通過，並函報

教育部核定。 

人
事
室 

本案已獲教育部 103

年 7月 7日函核定，

並以書函周知本校

一、二級單位知照。 

5 

展
演
藝
術
中
心 

本校「展演藝術中

心場地租用管理

要點」修正草案，

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展
演
藝
術
中
心 

本案業於 103 年 6 月

19 日函知本校一、二

級單位，並於展演中

心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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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要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6 

展
演
藝
術
中
心 

本校「展演藝術中

心校內使用要點」

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一、本案除依上述郭主任秘書建

議修正處理外，餘照案通過。 
(註：經會後確認末點條文修

正文字及增列章節名稱) 

1.壹、目的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展演藝

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為管理單位，為本校教學單

位、行政單位及校內師生借

用，特訂定本要點。 

2.貳、使用對象與申請作業 

(內容包含第一點至第六

點) 

3.參、附則 (內容包含第七

點) 

第七點「本要點經本校校務

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為「本要點經本校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修正條文自

民國 104 年 2 月 1 日施

行。」。並將修正條文之條

次列明於法規標題下方之

修法歷程中，以利配套。 

展
演
藝
術
中
心 

執行情形同案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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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要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7 
學
務
處 

本校「綜合宿舍住

宿費用」調整案，

提請 審議。 

一、學校宿舍的整修計畫經整體

評估後，由最為老舊的綜合

宿舍著手，由於考量不影響

學生住宿作息，以及暑期間

暑宿生之住宿需求，故將採

逐年、分棟修繕方式進行，

並於今年暑假起開始施作。

考量綜合宿舍啟用迄今已逾

20 年，再加上位處山坡地，

牆面、天花板及木製傢俱致

生潮濕腐蝕問題，故進行大

幅度之全館修繕，並配套酌

調住宿費用方式攤提費用成

本。 

二、本案照案通過，並自 103 學

年度起實施。 

學
務
處 

綜合宿舍於 103 年 6

月 23日至 9月 3日實

施整修工程，現已完

工提供使用。 

8 
研
發
處 

本校電影創作學

系碩士班申請自

104學年度起調整

學籍分組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並函報教育部核定。 

研
發
處
、
教
務
處 

本案已列入招生名額

總量函報教育部，並

於 103年 9月 12核復

同意。 

9 
研
發
處 

訂定本校「研究發

展成果管理要點」

（草案），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 
研
發
處 

本案業於 103 年 9 月

25 日函轉各單位週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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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教務處 
資料時間：103年 8 月～103年 10 月 

 

一、 教務相關會議 

 (一)9月 30日召開 104學年度第 1次招生委員會會議。 

 (二)10月 7日召開本學期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 

 (三)10月 14日召開 102學年度「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教師遴選委員會

及本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 

二、 104學年度招生 

 (一)本校 104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業奉教育部核定，計有學士班 380名、碩士

班 275 名、博士班 19 名及碩士在職專班 60 名等共 734 名；電影創作學

系碩士班分為「電影創作組」與「電影史與電影產業研究組」，招生名額

維持 15人。 

 (二)招生簡章 

 1、學士班招生簡章已於 10月 13日開始販售，並函請各高中職校協助宣傳，

於 11月 10-17日報名。 

 2、碩博士班甄試招生簡章已於 10月 7日開始販售，並函請各大專院校、美

術館、博物館、文化中心協助宣傳，於 10月 27-29日報名。 

 3、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將於 11月 3日開始販售，並函請各大

專院校、美術館、博物館、文化中心協助宣傳，於 12月 15-22日報名。 

 (三)招生宣傳活動 

 1、OPEN DAY－遊樂北藝大已於 10月 15日在人文廣場舉辦，相關活動照片

及成果將製作成光碟提供給各學系參考。 

 2、2014年香港台灣高等教育展於 10月 16~20日於香港舉辦，約 79所大專

校院參展；2014年澳門台灣高等教育展於 10月 23~26日於澳門舉辦，約

70所大專校院參展。相關活動照片及成果將於招生組網站上呈現。 

三、 學籍管理 

 (一)本校 103-1 學期學生人數共 3322 人(在校生 2930 人、休學生 392 人)，

至 10月 3日止，校內外籍生 74人、僑生 117人、陸生 14人。 

 (二)102-2學期修業年限屆滿退學案共 8人（學士班 4人，碩士班 4人）。 

 (三)103-1 學期休學期滿未辦理復學之退學案共 40 人(學士班 5 人，研究所

35人)。 

 (四)辦理 103-1學期註冊事宜及繳費資料核對，截至 10月 2日尚未完成註冊

繳費人數共 99 人，申請就學貸款 45 人，未繳費名單已轉送請各系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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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轉請學生儘速完成繳費或助學貸款手續。至 10/25止(達學期三分

之一)，如未有特殊原因而無故缺繳者，將依本校學則第十三條規定勒令

休(退)學。 

 (五)編製 103-1 學期學生名冊送各相關單位參用，各學系學生人數統計表已

置於學校官網供參。 

四、 成績管理 

 (一)製作 102學年度第 2學期學優獎名單，提供課指組參考。 

 (二)辦理 103學年度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案。 

五、 開/選課作業  

 (一)檢視本學期課程大綱。 

(二)辦理延修生、碩士在職專班及英檢課程學生繳納學分費事宜，並協助

學生繳費問題諮詢及逾期案件追蹤(繳費期限：10/13-10/27)。 

(三)統計本學期選修人數未達開課標準之課程，並公告停開及辦理學生補選

事宜（本學期計有 4門課程停開）。 

 (四)已通知學生於 10/31 前上網查詢本學期正式選課表，並請授課教師於

10/31前上網自行列印教師點名暨平時計分單並確認選修學生名單。 

六、 跨領域學習週 

 (一)辦理 103學年跨領域學習週課程預選及加退選事宜。 

 (二)本年度「創意跨域特色課程」由影新學院開課，各學院推薦學生共計

20名(音 2、傳音 2、美術 4、劇設 1、舞 4、電影 1、新媒 5、動畫 1)，

全程參加本課程及成果發表者，可逕予折抵本年度跨領域課程門檻。 

 (三)統計各學生選課門數供系辦參考；另製發跨領域學習週各課程選課名單

供各開課單位點名並統計上課人數。 

 (四)協助各開課單位進行學生到課管理，另將於活動結束後進行問卷統計分

析及整體配套措施檢討事宜。 

七、 法規修正 

 (一)本校學生學習成效預警實施辦法。 

 (二)本校開辦遠距教學作業要點。 

八、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一)教育部 104-105年度第三期第二階段教學卓越計畫，俟公布初審結果後

週知各單位複審計畫書繳交時間。 

 (二)本校 103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目前執行率經常門動支為 63.5%，請各單位

提高執行進度；103年經常門（業務費）將於 11月 30日關帳，請於時

限內將經費報核完竣，若有特殊情況請務必提前通知總計畫辦公室。 

 (三)教育部補助本校辦理「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論壇－跨界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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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月 24日於本校音樂廳圓滿完成。 

 (四)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遠距教學： 

 (1)103-1學期已收播政治大學遠距教學課程 1門。 

 (2)103-1學期本校「移地教學」方案由共同科陳俊斌老師於政大開

設通識課程：「聽見臺灣：台灣音樂的體驗與反思」1門課程。 

 (3)由共同科推薦本校「移地教學」及「藝術鑑賞類」熱門優良通識

課程，做為跨校跨領域遠距教學課程候選名單。 

 2、夏日學院：102學年度本校共同學科李葭儀老師開設暑期通識「歌

劇鑑賞」課程，共 63人選修，成績已由北二區教學資源中心統一寄

發完成。 

 3、103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核定經費為 137萬

7,500元，為利教育部要求校內自評及經費管考，請各協同執行單

位（電影系、新媒系、師培中心、CTL）依計畫書內容確實執行。 

九、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教師教學社群實施要點及相關說明與申請書已公告於教務處教務法規

項下；103-1學期申請截止日期為 10月 31日，並於 9月 30日建置「藝

學園—教師教學社群平台」，以利教師社群發展。 

 (二)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計畫工作小組邀請校內外專家，於 10 月 27 日、

11月 3日各辦理 1場「教學實務升等」及「教師專業歷程檔案升等」焦

點座談會，並已於 9月 30日徵詢校內教師意見。 

十、 數位媒體 

 (一)磨課師分項計畫 

 1、CTL已委託本校法律顧問擬定 MOOCs課程教材授權契約，自 9月起持續

與教材著作權人洽談授權使用，並於 10月 15日繳交期中成果報告。三

門課程預計 11 月正式上線，刻積極宣傳及推廣。課程架設於「明德在

線 ShareCourse」平台 http://www.sharecourse.net/。 

 2、磨課師課程實施與推動要點將於本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後公

告實施。 

 (二)103-1學期錄製音樂學院林珀姬老師「工尺譜視唱 I」、楊其文校長主

持、共同學科王盈勛老師、藝管所于國華老師協同開設之「創業學.學

創業:藝術生涯的開拓策略」及楊南郡老師主持、建文所江明親老師協

同開設之「【關渡講座】走進田野台灣史」等 3門 OCW開放式課程。 

 (三)「藝學園」與「北藝大影音網」103年度下半年維護合約已完成簽約核

銷，已於 8月 27日完成更新維護並匯入 103-1學期課程資料。 

十一、 《藝術評論》第 28期於 9月 30日截稿日止計有 12篇稿件，本期主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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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徐亞湘教授，預計 11月中旬召開編輯小組會議。 

十二、 教卓－出版大系 

 （一）盧文雅老師《馬勒音樂中的世界觀意象》、顏淑惠老師《意義的追尋：

族群、文化、語言教育》、朱宏章老師《演員筆記 30篇》及紀蔚然老

師《現代戲劇敘事觀：建構與解構》（新版）等 4本新書已完成出版，

並陸續於校內外經銷網絡上架。 

（二）第二階段審查通過出版專書《新世代的法國戲劇導演：挑戰與突破》、《臺

灣當代劇場的評論與詮釋》2書，預定 12月底前完成出版。 

（三）規劃出版專書《茫霧島嶼：邱坤良戲劇三種》和《創作能與創作力》2

書已進入編輯工作，預定 12月底前完成出版。 

（四）世界遺產之旅套書—伊朗、泰國、大韓民國等 3 案，已進入編輯工作，

預計 12月底前完成出版。 

十三、 參與國際書展與學術交流 

 （一）「2014年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展期：10月 23-26日）：將拜會澳門大

學出版中心、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澳門學術機構、展演藝術

機構及獨立書店，深入拓展本校與澳門學術出版網絡之實質交流。 

（二）「2014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上海週」（展期：8月 13-19日）：透過

華品文創出版公司代銷本校學術出版品，主辦單位共選購 31本圖書參

展，向中國讀者推介本校師生研究與創作成果，並拓展銷售市場。 

（三）「2014北京圖書博覽會」（展期：8月 27-31日）：由主辦單位選書參展，

本校共有 6本圖書參展，以推廣版權交易。 

十四、 「創意與思惟的星叢 2014：北藝大出版品書展@關渡藝術節」（展期：10

月 3 日至 11 月 1日）：各項文宣已於《關渡藝術節節目手冊》、《關渡通

訊》及出版組網路平台露出，並於藝大書店設置書展專區，提供藝術節

觀眾憑票根 68折及 6折選書優惠，同時於五南文化全省門市、博客來、

讀冊生活、五南文化網路書店提供 79折購書優惠，歡迎前往選購。 

十五、 獲 103年文化部第 38屆金鼎獎「政府出版品獎」：邱坤良老師著，本校

與印刻文學共同出版之《人民難道沒有錯嗎？── 《怒吼吧，中國！》‧

特列季亞科夫與梅耶荷德》(102年 1月出版)。 

十六、 李婧慧老師《根與路-臺灣北管與日本清樂的比較研究》乙書獲 103 年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專書補助。 

十七、 本校以《新銳：傳統與創新的藝遊》、《藝徵期頤：張光賓先生百歲祝壽

研討會文集》、《亞洲巡弋》、《吳昊版畫展》、《舊版新印：謝里法版畫作

品展》等 5書報名 2014台灣出版設計大獎「金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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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資料時間：103年 8 月～103年 10 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學校活動： 

（一）9/7 於女一宿舉辦新生寢具服務活動。新生始業式系列活動，9/10

傍晚舉辦大一新生茶會及 9/12上午舉辦社團博覽會。 

（二）9/15辦理全校學生幹部研習營並選舉 103學年度活動中心總幹事及

相關會議學生代表。 

（三）9/29辦理 103學年度校長與學生代表座談，由各系所學會代表參加。 
（四）10/5關渡藝術節開幕辦理藝陣遊行暨大會演活動，由學生組隊進行

藝陣比賽及閉幕 10/25師生參與跨領域學習活動呈現原住民歌舞及

藝齊奏活動。 

（五）為加強落實導師輔導制度，本組正研擬導師依各系所發展主軸特

色，除以班級經營為主之導師外，未來將設置制專藝導師。10/27

召開導師會議，將說明專藝導師制度及改善學習預警導師輔導介

面，及鼓勵被預警同學主動跟系所回報。 

二、 服務學習： 

（一）校際結盟「北醫北藝澎湖聯合夏令營」於 8/1-8/11出隊 10人、「北

醫北藝宜蘭夏令營」於 8/12~8/15出隊 6人。海外藝耕服務隊-「柬

埔寨藝起夢想計畫」，本校六大學院共 16位同學組成，8/15-8/28

出隊執行國際藝術關懷。 

（二）10/13 週會時間將舉行 103 學年度第一次服務學習講座「在另一個

海島找自己」講者為輔大公共衛生系，聖露西亞長期志工鄧雅蘭，

主要安排參加對象為戲劇學院、美術學院及影新學院大一新生。 

三、 獎助學金及就學貸款： 

（一）9/15起受理申請各類獎助學金之申請：如「清寒僑生助學金」、「研

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首都慈愛獎學金」、「原住民獎助學金」

等，相關資訊及截止日期詳見本校首頁校園公告或課指組網頁最新

消息區。 

軍訓與生活輔導室 

一、 新生始業教育：為協助新生瞭解本校概況、教學資源，熟悉校園生活及學

習規範，提升劇場安全、消防暨交通安全意識，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引導

新生統整學習的、身心健康的態度，以孕育新生創作與學習的能量，帶給

學生感動的學習經驗，於 103/9/9~9/12假音樂廳舉辦為期 4天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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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藝大開門-藝生•翻轉』為設計概念，在各單位鼎力相助下規劃多元

課程，提供豐富之學習資訊! 

二、 學生公假、請假暨輔導： 

（一）為簡化學生公假作業程序暨提早排定時程，103學年度第 1學期（103/

至 104/1）之學生公假案，業已 103/9/25 核定，並以 e-mail 寄送

各課單位轉知各任課老師參閱。 

（二）本學期學生曠課總時數達 13小時者，截至 10/8為止計 13人，業

已陸續寄送學生缺曠明細致學生及家長，惠予學生適當關心及瞭解。 

三、 學生兵役作業： 

（一）本學年度新生、復學生、轉學生暨延修生需辦理緩征申請之役男合

計 242名，分於 9底及 10上旬完成造冊作業，並發函各縣市政府申

請報核中。 

（二）本學年度延修生、新生及復學生儘後召集申請計 95名，分別於 9 月

下旬及 10 月中旬完成名冊繕造作業並依規定函請各後備指揮部審

核。 

（三）配合宣導 103年研發替代役報名甄選作業預計時程，提供碩博士生

服役的選擇。 

四、 僑生及陸生出入境輔導作業： 

（一）本學期新入學陸生中除 1名具有雙重學籍之學生外，其餘 8名陸生

之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業已換證完成，並輔導陸生在台期間入出

境之相關規定。 

（二）加強輔導新僑生於入台 15 日內辦妥居留證之換發作業，另提原持

有舊證之僑生應注意依規定於到期前 15 日申辦居留證延期，並應

於出國前事先辦妥重入國申請簽證作業。 

五、 校安中心於 9/17（三）14：00 辦理 103 學年度校園安全執行會議，由學

務長親自主持，會中並針對交通安全、菸害防制校園吸菸區調整及辦理全

校實施國家防災日防震防災演練要領及各單位需配合事項充分溝通與討

論，會議召開圓滿達成。 

學生住宿中心 

一、 綜合宿舍修繕： 

（一）「網路更新」、「傢俱床組更新」等工程已分別於 9/22、9/24完成驗

收及複驗工作。 

（二）「屋頂漏水修繕」、「內部裝修」工程，已於 9/26完成初步驗收，相

關缺失已限制承商應於 14日曆天完成改善。 

二、 103學年度校外賃居訪視已發函給各系所請各系所協助調查，以利於回報

教育部及訪視工作進行，至 10/8 止繳回份數 136 份，持續聯絡各系班代

盡速繳回。 

三、 僑生、外籍生及陸生相關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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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12辦理 103學年新進僑生及陸生座談（外籍生由國交中心負責），

除說明「全民健保」及「團體傷病醫療保險」事宜，並由軍輔室說

明相關出入境、申辦居留證事宜。 

四、 學生宿舍已完成事務： 

（一）宿舍自治會已於 9/5召開第 1次自治幹部會議，會中決議： 

1.本學期先規劃辦理烹飪、彩妝、瑜珈及異國文化認識等自學活動。 

2.北藝書院課程開設規劃，俟 104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核定後再推行。 

五、 學生宿舍相關作業時程： 

（一）103學年度校外賃居訪視自 10/20開始。 

（二）10/27配合營繕組辦理新建研究所宿舍內裝說明會。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9/12上午辦理新生入學健康檢查暨教職員胸部 X光照射，針對未完

成體檢學生，除積極安排到院及到鄰近學校就近補檢外，另已採取

商請系所協助及發個人書面通知等催檢措施，限期於 10/15前繳交

體檢資料，至 10/7止尚有 142位學生未完成（音樂學院 44人、美

術學院 27人、影新學院 25人、文資學院 18人、戲劇學院 17人、

舞蹈學院 11人），上述學生如經 2次書面通知及電話聯繫等稽催措

施後，仍未完成體檢者將依本校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五條：「…

未依規定辦理者，本組於在學期間得繼續催檢。另為維護團體生活

之公共衛生安全，住宿生未完成檢查者，應取消其住宿資格，以保

障學生健康。」之規定辦理。 

（二）伊波拉病毒感染症防治：非洲伊波拉病毒感染疫情持續蔓延，恐將

維持一段時間，如校園內有自疫區（幾內亞、賴比瑞亞、獅子山、

剛果民主共和國及奈及利亞等 5國）來臺交流之外籍教職員工生（學

位生、華語生、短期研修生及其他文教交流人士），敬請通報衛生

保健組，本組將依規協助該員進行 21 天自主健康管理及相關防疫

措施。 

(三）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於 10/5、10/11、10/12、10/18、10/19、10/25

辦理活動醫療救護工作。 

二、 餐飲衛生： 

（一）劣質豬油事件處理：本組持續關注食藥署公告不合格產品名單，依

公告辦理清查，不合格產品立即督導廠商進行下架、退貨或銷毀，

並網路公告周知清查處理結果。 

三、 健康促進活動： 

（一）事故傷害防治系列活動：與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合作，於 9-10 月針對

103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辦理，總計 7 梯次之大一心肺復甦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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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使用訓練。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103-1 學期暑期迄今（7/1~10/7）個別晤談達 135 人次，來談

議題排序分別為：壓力調適、人際議題、情感議題，推測學生於新學期

開始，不論是面對新環境或是專業學習，都需要身心調適及自我準備，

建議任課老師及導師適時提供協助與關懷。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先修班：「舞動青春」系列活動將於 9/17 陸續開始，共計 16 場。 
（二）新生：「愛在北藝．新鮮萬歲」大一班級座談將於 9/22 週會時間陸

續開始，共計 9 場。 
（三）大二三：將與各系導師合作，針對各班實際需求規劃與安排主題式

輔導活動。 
（四）畢業班：擬於 10-12 月辦理畢業班「時光機~班級座談及拆信活動」，

深入班級了解同學面臨生涯轉換之心理適應與準備，提供相關諮詢

服務，預計進行 9 場。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為即將入職場的畢業生及研究生持續推出「得藝人生~CPAS 職能檢

測」活動，協助其瞭解自我特質並檢視相關職能。 
（二）持續提供本校學生與校友就業諮詢與輔導服務，如職涯興趣探索、

職能測驗、求職準備諮詢、履歷自傳檢修、面試準備與演練、職場

應對，敬請鼓勵學生預約相關服務。 
四、 【資源教室與校園志工】 

（一）持續提供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所需之輔導工作，包括生活協助、課業

輔導、點字翻譯、申請獎助學金、職涯轉銜輔導等等。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11/3 於 10：00~12：10 與舞蹈系合作辦理「畫界線•愛無限~身體

界線的迷思與尊重」講座，邀請律州聯合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賴芳

玉女士蒞臨演講，歡迎全校師生報名參加。 
（二）規劃 103-1 性別平等教育週相關事宜。 

六、 預計 10 月中旬協同電算中心研擬提高藝術人才資料庫~畢業生流向更新

填報率之具體方案，未來仍請各系所助教協助完成 101 學年度畢業生資料

更新作業，以因應教育部規劃及各系所評鑑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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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資料時間：103年 8 月～103年 10 月 

 

一、 「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案 

 (一)103 年各系所評鑑結果自我改善計畫已提送評鑑統籌小組審議完

畢，並已將各系所重點辦理事項及相關意見通知各系所。 

 (二)目前正收集各系所評鑑結果相關資料，並彙整本校系所自我評鑑結

果報告書。預計 10 月底前完成報告書編製並送評鑑中心申請認定。 

二、 學術發展 

 (一) 為推動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制度，依本校推動小組工作分配研議以

「教師評鑑歷程檔案」制度及配套措施，業提於 9月 17日工作小

組會議中討論。 

(二) 本處於 9月 18日邀集相關主管及單位針對本校各單位教學、展演

累積成果授權運用相關問題進行研商。 

(三) 為推動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制度，9 月 30 日邀請校內教師辦理焦點

座談會前會，本處亦依會中討論意見持續辦理「教師評鑑歷程檔

案」實施制度及配套措施研議。 

(四) 本學年度第一次學術研究獎勵申請已於 9月 30日截止，計 2件，

預定於 10月 20日召開學術研究審議委員會審議。 

三、 校園規劃 

 (一)103年度第 1學期校園規劃小組臨時會議於 103年 8月 20日辦理完

畢，討論舞蹈系二館「實習劇場」空間命名為「曼菲劇場」案，會

議記錄已發文週知並公布於研發處網站上。 

    103 年度第 1 學期校園規劃小組第 1 次會議於 103 年 9 月 26 日辦

理完畢，討論舞蹈系二館「實習劇場」空間命名為「曼菲劇場」案、

行政大樓斜屋頂屋瓦調整瓦型及顏色案、戲舞大樓至崗亭安全廊道

擬新設庭園燈案、修正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之建築物規模案、電影

創作學系位於戲舞大樓四間專業教室加掛置「中影專業教室」案、

戲舞大樓公共藝術外牆大型輸出案，會議記錄已發文週知並公布於

研發處網站上。 

(二)本校戲劇舞蹈教學大樓公共藝術於 103年 8月 25日辦理廠驗，103

年 9月 18日完成作品驗收，103年 10月 17日辦理藝術家現地作品

導覽，預計本年度 11月完成公共藝術宣傳物製作。 

(三)本校公共藝術維護計畫於 10月 9日提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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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教與產學合作業務 

 (一) 計畫申辦情形 

 本校申請科技部 10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審查結果如下： 
序號 計畫類別 通過件數 

1 一般型研究計畫 10 
2 經典譯注研究計畫 1 

合計  11 
 

 (二)科技部 10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覆案，本校計提出 3 件申覆申請案

件。 

 (三)本處於 9 月 15 日下午召開會議，邀集圖書館與美術系、戲劇系、

劇設系、藝管所、建文所、藝教所、共同科主管或教師代表，針對

科技部 104 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提案申請相關事

宜進行協調。本校 104 年預計有美術系擬提 3 件計畫、戲劇系擬提

1 件計畫。 

五、 校務發展 

 (一)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議於 9 月 30
日下午召開。會議討論提案包括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與共同學科擬

更名案、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本校「捐贈收入

收支管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紀錄已簽奉核定並發送各

委員及相關單位。前二案將續提校務會議審議，第三案將續提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 

 (二)本校本學期將完成 103-107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訂定與計畫書

編撰。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專案小組已成立，並於 10 月 7 日及 10 月

17 日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六、 公務出國報告 
現教育部會於每學期期初及期末定期來文詢問大專院校之出國報告辦理

情形，為避免應繳而未繳出國報告情況產生，本處定期每月底進行催繳。 
七、 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一)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103 年 10 月表冊自 9 月 1 日上午 8

時至 10 月 31 日下午 5 時止開放填報。本次填報表冊中，「學 24」
為新增表冊。請各負責填報單位(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總務處、

國際交流中心、圖書館及人事室)確實依校內分工方式及作業時程辦

理。 

八、 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 

(一)貨櫃屋進度: 因招標過程不順利，原訂於 10月初完工的北藝風創意

空間之貨櫃屋整地與興建，轉變為兩階段工程， 第一階段先提供 2



4-3 

個貨櫃組裝，於關渡藝術節期間配合市集與資策會 APP活動使用，

第二階段則一照整地以及製作進度，預計 12月中旬完成。 

(二)資策會智慧觀光 APP 合作案：此案於七月初取得合作默契與共識

後，及與資策會前瞻所、新媒戲孫式偉老師密切開會與合作，提供

學校的景點內容資訊、企畫推廣方式，以及以使用端的角度與資策

會提出使用上的需求，此 APP已於 10月 11日正式啟用，目前配合

市集活動，努力推廣下載。 

(三)藝起團聚—電影劇本徵件計畫: 目前已確立 5 個劇本，將於 11 月

10日繳交劇本並且作審查修改。 

(四)U-start 委員訪視：U start 創業計畫辦公室將於 10 月 27 日到學

校訪視: 包括育成中心的空間、設備、實際提供的服務等等，本年

度仍有兩個團隊: 抹抹設計、交點受到補助，專案補助時間至明年

3 月止。育成中心也開始規劃明年度申請中心補助以及重新調整育

成業務與輔導機制事宜。 

(五)關渡藝術節: 完成市集規劃、執行，並且與資策會合作智慧觀光與

關渡藝術節手冊的 APP內容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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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總務處 
資料時間：103 年 8 月～103 年 10 月 
 

一、 校舍興建與修繕： 

 (一)「戲劇舞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近期辦理情形： 
1.本案公共藝術設置於 103/08/28 進場安裝，並於 103/09/18 辦理驗收，部

分缺失由藝術家依委員意見修正完成，已回傳委員進行確認。 
2.本工程之使用執照取得涉及逾期情事，原由承商向工程會提出履約爭議

調解，工程會並已召開 1 次調解會議，然承商於 103/09/04 向工程會申

請撤案，目前由本校依契約處理履約爭議。 
3.設計監造單位於 103/10/01 邀集施工廠商與本校召開協商會議，促請施

工廠商速完成工程結算、缺失改善及逾期天數之核算，承商已依決議

提送結算明細表及逾期天數之核算資料，前者刻由本處進行複核，後

者則由本處審查後將提送本校法律顧問協助檢視並提供意見。 
4.已於 103/10/14 依約辦理植栽保活會勘，查核植栽生長情形。 

 (二)「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近期辦理情形： 
1.本案建築師已於 103/08/15 完成都市設計審議之掛件，經市府主管機關

初步審議後兩次要求補正文件，建築師已於 103/10/01 全部完成補件，

市府並於 103/10/17 召開都審幹事會議進行審議。 
2.本案於 103/10/13 由建築師向校長、學務處(學生住宿中心)及總務處進

行設計成果簡報，提出相關建議供建築師參酌修正。 
3.本案於 103/10/27 召開全校第 2 次設計成果公開簡報說明會議。 
4.教育部已於 103/10/09 回復本案修正計畫概估經費仍維持 2 億元，悉數

由本校貸款支應無須教育部審核，請本權責自行核處。 
 (三)「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總工程經費由 3.6 億元調整為 2.4 億元(申請教

育部補助 1.8 億元，本校自籌 0.6 億元)，已由校內各單位(研發處、科藝

中心、主計室及總務處等)完成構想書之修正，並於 103/09/22 陳報教育

部審查，目前已由教育部於 103/10/06 轉送行政院公共公共工程委員會審

議中，本處持續追蹤審議情形。 
 (四)「綜合宿舍修繕工程」近期辦理情形： 

1.「室內修繕工程」已於 103/09/09 由廠商申報完工，並於 103/0926 辦理

驗收，相關缺失由承商於 103/10/10 完成改善，再續辦理複驗。 
2.「屋頂修漏工程」已於 103/09/06 由廠商完成原契約之屋頂修漏部分，

另契約追加寢室漏水修繕部分則於 103/09/08 完成，並於 103/0926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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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相關缺失由承商於 103/10/10 完成改善，再續辦理複驗。 
3.「傢俱床組更新工程」已於 103/09/01 由廠商申報完工，並於 103/09/03

辦理驗收，相關缺失由廠商 103/09/06 完成改善，再於 103/09/24 辦理

複驗，驗收結果尚有部分小缺失，廠商已於 103/09/30 完成改善後同意

驗收。 
4.「綜合宿舍網路更新」案已於 103/09/22 完成驗收。 

 (五)「行政大樓四樓斜屋頂修漏工程」已於103/09/20施工完成，並於103/10/06
完成驗收。 

 (六)「活動中心 4 樓(原曼菲教室)之空間配置調整及內裝案」已於 103/09/26
完成第 1 次辦理變更設計之議價程序，另廠商因需配合變更設計程序申

請自 103/08/28 起停工，隨後於 103/10/06 復工，預定 103/10/20 竣工。 
 (七)北藝風「創意貨櫃屋工程」近期辦理情形： 

1.「貨櫃屋改裝工程」配合業務單位關渡藝術季各項活動使用需求之急迫

性，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簽陳校長核示與業務

單位推薦具承攬實績之廠商議價簽約，並於 103/09/30 前完成第 1 期工

作，後續第 2 期工程將配合基礎工程之進度再行施作。 
2.「貨櫃屋基礎工程」應業務單位使用需求之急迫性，已於 103/09/30 完

成第 1 期整地、配設電源、冷氣機及網路等工程，其中供電及裝設冷

氣機工程已於 103/10/08 完成驗收，整地部分另由北藝風簽辦核銷。 
3.已要求建築師檢討基礎規模及型式，並配合修正基礎規模及書圖預算，

將再接續辦理建照申請及後續工程採購。 
 (八)「音樂一館屋頂露台修漏工程」已於 103/09/16 完工，並於 103/10/03 辦

理驗收，相關缺失由承商進行改善後再辦複驗。 
 (九)「動畫系教室內裝工程」已由設計建築師於 103/09/04 提報修正 2 版設

計成果，經審查通過後於奉核辦理工程招標，已於 103/10/08 上網公告，

並於 103/10/21 開標。。 
二、 環境與設備維護： 

 (一)本處邀集戲劇舞蹈大樓各使用單位於 103/10/13 召開建物使用維護討論

會議，協助滿足各單位之使用需求並協調解決使用介面。 
 (二)近日社會頻傳企業製造黑心油品，食安問題為眾人重視，本處以配合政

府政策與校內相關單位共同督導各單廳注意用油來源與品質。另學生餐

廳計價方式與供餐品質，亦持續要求廠商加強改善，並提供多樣性餐飲

以利師生選擇。 
 (三)教育部於 103/10/22 到校視導本校環安衛業務執行情形，感謝校內相關

單位協助本處辦理各項文件之準備，並籲請各單位持續努力，提供師生

安全及衛生之教育與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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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103)年度財產盤點計畫經奉 校長核定，已於 103 年 5 月起至 6 月底

止由各單位完成財產初盤，續由本處(保管組)於 103 年 7 月起至 9 月底完

成財產複盤作業，刻正撰寫盤點報告。 
三、 公共設施與服務： 

 (一) 因應本校新公文系統已於 103 年 10 月 1 日上線，相關作業期程如下： 
1.系統測試期：9 月 22 至 30 日為測試期，請協助測試單位，包括教務處、

學務處、研發處、總務處、秘書室、人事室、國交中心及影新學院，

藉由文書組所提供之測試文，採用線上簽核方式進行，以利系統問題

排除；惟測試期間各類正式公文，仍採現行作業紙本作業方式簽核。 
2.系統上線期程：全校預定 10 月 1 日起導入新系統，先採紙本簽核方式

實施 1 個月，復於 11 月起由行政單位導入線上簽核作業，12 月起加入

教學單位導入線上簽核作業。 
3.辦理教育訓練課程：承辦人各項訓練課程預定 9 月底完成；另就 37 位

一級主管之課程，將於 9 月底前完成者計 16 位，其餘主管視單位導入

線上簽核期程，10 月份將安排中心主任及館長計 4 位完成課程，11 月

份安排教學單位主管計 17 位完成課程。 
4.自測試期開始，各單位如有系統使用諮詢，歡迎聯繫文書組。 

 (二)有關陸生繳納學費事宜涉及跨境代收業務，係屬申請允許業別，目前僅

有第一及玉山銀行獲准代辦，其中第一銀行依規定已與第三方支付合

作，完成繳費平台，主推各大專院校陸生收費業務，經該行簡介第三方

合作單位(財付通)涵蓋中國境內 98%金融機構(支付方式含金融卡、信用

卡等)，普及性高應用廣，服務費的計價方式以匯款比例 2%或定額 500
元計價可由校方選擇，評估匯款比例因學雜費額度均至少新台幣 4 萬元

計算，採單筆定額 500 元較屬優惠，所有匯兌風險及服務費，均由付款

方於付款當下承擔支付，本校無須支付任何費用，本案將進一步了解銀

行系統平台銜接與相關作業方式後，另專案簽報，以提供多元管道選擇，

便利陸生繳納學雜費。 
 (三)本校「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之貸款需求總額為 2 億元，分年額度預計

為 104 年度 5220 萬，105 年度 1 億 4780 萬元，經洽詢原契約銀行表示，

原契約係於 101 年 4 月簽訂，然目前商業金融條件變動大，無法以原條

件核貸，將由本處持續與銀行洽談，以爭取最優惠利率。 
 (四)103 學年第 1 學期加退選於 103/09/29 結束，學分費繳納預計自 103/10/13

起至 10/27 止，經課務組統計後，計有 991 位學生、應收金額為 12,069,730
元，已於 103/10/06 上傳學生主檔資料至中信銀，預計自 103/10/13 寄發

繳費單，本組已於 103/10/09 以簡訊通知，繳費通路比照學雜費之收繳，

包含信用卡、ATM、轉帳、郵局、全國四大超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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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依據台電公司 103 年 1 至 10 月份之電費單顯示，本校 1 至 10 月份之全

校總用電為 9,420,400 度，較 102 年度同期用電(9,020,400 度)增加 400,000
度(正成長 4.43%)；又 1 至 10 月份之全校總電費支出為 31,817,091 元，

較 102 年度同期電費(28,28,943 元)增加 3,532,448 元(正成長 12.49%)，請

各單位持續協助落實用電管理，減少不必要之能源浪費。 
 (六)為整合校內「各建築物電力監控系統」、「校園網路軟硬體資源」及「節

約能源責任區域負責人制度」等，提升節能減碳之績效，本處研擬建立

「校園電力監測系統」，系統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依據全校各建築物每月之「本月已用電度數」及「本月用電上限度數」，

建立用電警示機制如下： 
(1)依各建物 3 年內同月累積用電量及每年度本校節能推動小組訂定之節

電目標，訂定每一建物之「本月用電上限度數」。 
(2)每月 16 日檢核各建築物之「本月已用電度數」是否超過「本月用電上

限度數」之 1/2，若是，則依據超過用電上限度數之 1/2、2/3 及 3/4 等

不同嚴重程度，分別發送電子郵件或簡訊警示各建物之「建築物能源

管理人」、二級管理人及一級管理人。 
(3)每月 1 日將前月累積用電量資訊以電子郵件通知各單位「建築物能源

管理人」。 
2.依據各建築物之「即時用電」及「即時用電最高限值」，建立警示機制

如下： 
(1)每日正常上班時間（8 點至 18 點間）檢核各建築物之「即時用電」是

否超過「即時用電最高限值」，如超過，由電子計算機中心發送電子郵

件通知各「建築物能源管理人」。 
(2)「即時用電」警示郵件每小時發送 1 次，每日最多發送 2 次。 
3.全校各建築物之「即時用電」及「每月已用電度數」經由本校校園資訊

入口網站（iTNUA）公告週知，可供各建物之「建築物能源管理人」、

二級管理人及一級管理人自行登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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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展演藝術中心 
資料時間：103年 08 月～103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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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0/3(五)起至 11/01(六)止。關美館展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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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節票券已於 8月 12日在兩廳院售票網站開賣。 

 3、已於 103年 9月 15日(一)下午 14時假《好,丘》信義店召開記者會。 

 4、廣告、車體、旗幟、印刷品等各類文宣行銷已於 8月中陸續進展執行。 

 5、電台行銷及安排各校講演等行程自 8 月初起陸續展開，已接洽藝術節各

類活動負責人暨相關藝術家接受專訪與授課。 

6、三廳藝術節演出節目技術資料收集，各演出節目技術執行負責人分別與

演出單位技術協調溝通確認與執行中。 

已於 9/30 開始配合第一檔法國《線條-獨舞、封存時光》演出團體於舞

蹈廳裝台，於 10/3順利完成首演，10/1 音樂廳《土將洋兵》開始裝台，

於 10/4 順利完成首演。原定 10/6 抵台菲律賓團之貨櫃延誤，10/7、8

日會延長裝台工作時間，人員工作費用會超出，各組同仁依其任務接續

工作。 

7、鑑於 8 月底桃園多功能演藝廳發生劇場公安意外，造成一名工作人員尾

椎骨折，受傷之工作人員竟無單位為其保險，本次關渡藝術節為外聘工

作人員與技術組工讀生加保勞保，以短期部分工時人員方式加保，以確

保雙方權益並符合國家法規，為配合關渡藝術節期間裝拆台與演出執行

時程，短期部分工時人員加退保作業較為繁瑣，感謝事務組、主計室、

出納組協助處理相關事務。關渡藝術節工作期間內亦提醒各檔技術負責

同仁注意工作安全。  

 (二)三廳各展演系、所、單位演出暨活動之前台業務執行。 

二、 展演藝術中心協助各單位辦理企劃及執行活動 

 (一)音樂廳協辦事項 

  1、2014/08/16配合台北醫杏聲合唱團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

調與支援。 

2、2014/08/17配合中山醫合唱團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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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09/09~09/12配合學務處「新生始業教育」課程場地使用及技術協調

與支援。 

4、2014/09/15~09/18音樂學院碩博士班學位考試音樂會，場地使用及技術協

調與支援。 

5、2014/09/20~09/21福爾摩沙合唱團外租錄音，場地使用及技術協調與支援。 

6、2014/10/1~10/31辦理暨執行 2014關渡藝術節節目演出，場地使用及技術

協調與支援。 
 

 (二) 舞蹈廳協辦事項 

 1、2014/08/27&28 配合「舞躍大地」比賽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

與支援。 

 2、2014/09/10配合學務處「新生始業教育」課程場地參觀及簡介。 

 3、2014/10/1~10/31辦理暨執行 2014關渡藝術節節目演出，場地使用及技

術協調與支援。 

 (三) 戲劇廳協辦事項 

 1、2014/09/10配合學務處「新生始業教育」課程場地參觀及簡介。 

 2、2014/09/15配合劇場設計學系系大會場地使用。 

 3、2014/09/19配合戲劇學院劇場實習課程「安全講習訓練」課程場地使用。 

4、2014/10/1~10/31辦理暨執行 2014關渡藝術節節目演出，場地使用及技

術協調與支援。 

 (四) 服裝間協辦事項 

 1、9月起配合 2014戲劇學院秋季公演服裝製作前置作業進行中。 

 (五) 佈景工廠協辦事項 

 1、2014/09/22起配合 2014戲劇學院秋季公演舞台佈景道具製作場地使用。 

三、 劇場專業技術設備維護: 

(一) 中心老舊設備修繕及更新專案計劃 

 1、中心為提升專業劇場實務實習教學品質，提列修繕更新汰換專案計畫項

目，已於 102年 12月 4日簽文，103年 1月 23日向校長簡報相關計畫，

4 月 23日主計室通知計有 LED燈具採購、舞蹈廳隔音門開啟輔助機械工

程、戲劇廳假鏡框面更新修繕等 12項獲同意辦理，已分項由各承辦人辦

理。除十月”關渡藝術節”演出活動預算外，各項更新計劃已陸續完成

採購與驗收，刻正執行核銷程序，結案完成。 

(二) 劇場基礎設施檢點及保養 

 1、戲劇、舞蹈、音樂三廳半年度劇場保養已於 9/15 開學前完成各項檢修。 

四、 卓越計畫 

  (一) 103年度本中心卓越計畫資本門部分，照去年提案作業，已完成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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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資料時間：103 年 8 月～103 年 10 月 
 
一、 資訊相關業務： 
 (一) 開放課程大綱及教材上傳系統。 
 (二) 開放 103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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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務系統建置 98/8-102/7 

1、9/15 開放線上網路課程加退選系統。 
2、9/22 開放跨領域網路上線選課系統。 
3、8/21 協同廠商與課務組，進行教務系統

II 期需求訪談，將持續推動系統建置。 
4、畢業審查系統與註冊組討論選修學年及

抵免問題，持續改善系統需求邏輯。 

2 學務系統 99/5-102/7 彙整及檢核減免、就貸學分費資料。 

3 人事系統 99/5-102/7 
解決人事差勤系統請假單列印受限瀏覽器

不同問題。 

4 數位典藏 

(關美館庫房典藏管理) 

101/7-102-12 
A+無障礙標章網頁 NCC 審查作業中。 

5 數位學習整合系統 98/10-100/12 

1、遠距教學教室影音設備更新測試，另協

助與政大上課遠距教學業務。 
2、完成新課程地圖系統，音樂及舞蹈系統

舊資料建檔測試。 

6 校園網站國際化 98/11-99/10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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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欄位。 

8 招生系統開發建置 99/11-100/7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9 學生線上離校管理系統 99/8-100/6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10 網頁改版/總務系統 100/5-101/7 
1、103學年度通行證申請項目調整。 
2、藝付款收款平台陸生繳費可行性評估。 

11 
跨領域學習護照 100/8-101/7 統計並檢核學生參與跨領域通過狀況，並

協請課指組轉知各系。 

12 
全校性資訊入口網整合
(EIP) 

100/8-102/5 新增登入人次資訊，未來於學生專區中新

增畢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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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藝術與科技中心     
資料時間：103 年 8 月～103 年 10 月 
 

一、 中心辦公室報告 

 (一) 本中心策劃之「Linking LAB 實驗室聯合創作計畫」─《索多瑪兒童之

夜》，今年度已完成文本撰寫、影像試拍製作、部份設備採購、實驗場

地電力變壓施工及測試設備架設等作業，目前正進行整合測試，預計

11 月 17 日在本案排練空間進行實驗發表及聯合座談。 
(二) 本中心籌劃之「影舞之眼、視域之外」第二屆深圳獨立動畫雙年─流動

論壇臺北場活動，舉辦日期為 11 月 7 日，地點為本校研究大樓 2 樓的

遠距教學階梯教室(原新媒系辦公室)，目前已完成大陸學者入臺證申請

及活動文宣設計，正進行活動宣傳及活動人力規劃等相關作業。 
(三) 本中心受邀參加「文化部 2014 年數位表演藝術節」之成果展覽，展出

作品包含科技表演劇場《萬有引力的下午》演出影片、科技媒體無人劇

場《罪惡之城》演出影片及 3 個實體模型，展覽時間為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9 日，展出地點為松山文化創意園區之多功能展演廳側廳，歡迎

各位師長蒞臨參與。 
(四) 本中心將邀請英國聲音藝術先驅 David Toop 先生至本校進行講座暨示

範演出，講座主題為《尋找聲音．聆聽寧靜 Looking for Sound． 
Listening to Silence》，活動時間為 10 月 17 日下午 3 點至 5 點 30 分，

地點位於本校音樂廳後臺 1 樓 S1 排練室，講座現場互動情形十分踴躍，

活動已圓滿落幕。 
(五)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於 9月 19日至 21日在臺北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多功能展演廳執行「文化部科技與表演藝術媒合服務平臺計畫」，中心

受邀策劃專業人才培訓與科技藝術表演部份，活動內容包含 3 場聲音藝

術示範演出、3 場跨域創作實例分享講座，及結合聲音和舞蹈的跨域創

作課程《發聲練習工作坊》；現場參與情形十分踴躍，工作坊學員共計

19 位全程參與，學員皆表示收穫良多，活動已圓滿落幕。 
(六) 本中心今年度籌劃之「知覺駭客 Perception Hacker─新世代穿戴式體

現工作坊」已於 8 月 21 日至 22 日在本校研究大樓 R102 教室舉辦，共

計 21 位學員全程參與課程活動，上課過程中互動良好，學生皆表示受

益良多。 
(七) 廣州美術學院實驗藝術系主任馮峰先生日前來訪本中心，除安排參觀中

心展覽室外，並會面本中心主任及超通訊視覺實驗室主持人孫士韋老

http://www.cca.gov.tw/notice.do?method=findById&id=122276668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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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共同討論中心與廣州美術學院實驗藝術系未來學術合作之可能性，

包含共同策劃跨域性展演活動，執行教育推廣之新媒體工作坊課程等。 
(八)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參與由孫松榮教授策劃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觀

點 ACT》第 59 期期刊「錄影的微明－1980 年代以來的臺灣錄影藝術」，

並已於 7 月出版，除接受專文訪談外，另受邀出席 7 月 19 日在高雄弔

詭畫廊舉行的論壇，討論議題涵蓋臺灣錄影藝術的發源及脈絡意義，為

臺灣首次針對錄影藝術發展的斷代性學術專題。《藝術觀點 ACT》期刊

是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展演中心負責出版，以探討臺灣視覺藝術的當代

性為主要目的，結合美學、電影研究、藝術史及藝評等相關領域，替當

代讀者打開一個立基臺灣、面向世界的當代思潮匯流激盪的對話平臺。 
(九) 本中心未來聲響實驗室王福瑞老師日前受邀參與由國立臺灣美術館所

主辦之「臺灣報到─2014臺灣美術雙年展」進行聲音藝術表演活動，活

動日期自 9 月 13 日至 12 月 7 日於國立臺灣美術館展出。10 月 3 日受

臺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邀請，為「混種現場 On Site」系列活

動「聲響之夜」進行聲音藝術現場演出，地點為臺北國際藝術村。另外

受國際藝術雜誌《White Fungus》邀請，為新版刊物《潛意識餐廳 Vol.2》
的發表活動進行聲音藝術現場表演，8 月 16 日在北京雜家 Zajia Lab 藝

術空間，8 月 23 日在香港 XXX 藝術空間。 
(十) 孫士韋老師與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助研究員鄭文皇博

士、奧地利克拉根福大學助理教授 Klaus Schoeffman 博士，及法國歐洲

通訊大學 Benoit Huet 博士等人合作提案，通過歐盟 Horizon 2020（歐

盟研究創新計畫，EU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gramme 為 7 年期，

2014-2020 大型研究計畫架構下之研究計畫）先導研究計畫，其題目為

「手感互動智慧電視，將發展前瞻互動技術，並應用於視覺、聽覺與虛

擬觸控介面」，將可應用於科技藝術相關作品之發展。 
(十一) 本中心超通訊視覺實驗室孫士韋老師與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

究中心鄭文皇老師等人於今年 7 月在中國四川成都舉行的 IEEE Intl. 
Conf. Multimedia Expo (ICME) 2014 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二篇論

文；「A Real-time Human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rough Multimodal 
Information」與「Attaching-Music: An Interactive Music Delivery 
System for Private Listening as Wherever You Go」。另於今年 7 月在

中國福建廈門舉行的 ACM ICIMCS 2014 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

「Intraframe Coding with Massive Dictionaries of Tree-Structured 
Representations」。 

(十二) 本中心感知介面實驗室林祺政博士延續動作分析研究成果，與東京

大學跨域資訊研究所之研究生合作，以 Laban 動作理論應用於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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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動作模擬，其論文將於 12 月 9 日至 12 日在香港舉辦之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irtual Systems and Multimedia 
(VSMM)2014 國際學術研討會進行發表，該研討會為全球指標性互動

科技技術之國際研討會，匯集科技、藝術、歷史、科學與工程等領域，

呈現全球最新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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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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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103 年 10 月 

 

一、 推廣教育中心 

 
 

 (一) 推廣教育 

   1、 2015夏日專案 

10/1向校長報告 2015推廣籌備計畫，包含夏日學校、兒童藝術營、

文資學分專班、北藝大師班等課程，近期將針對會議中提出的各項要

點修正。 

 

 

   2、 

 

   3、 

   

 

   4、 

安排秋季課程行銷進度，目前每兩周定期發送電子報、8月底份安排

平面廣告露出、9月份安排廣播廣告曝光及專訪事宜。 

為確保推廣課程的教學內容及品質，於 9/18召開本年度第三次推廣

教育課程審查會議，共審查美好手藝、發現戲劇及創意美術類共計 13

門新增課程，計 10門課程依審查意見通過。 

2015年春夏季簡章課程規劃中，後續將邀請文創相關及音樂類之課程

規劃師辦理課程規畫事務。 

 (二) 中心事務 

 1、 中心網站：進入保固期，持續測試修正，並調整推廣網站版面及揭露

學員須知事宜。 

 

(一) 活動部份 

 

       

現正進行活動 

關渡藝術節期間：憑《關渡藝術節》及《關渡自然公園》票根，全

館 85折，特殊折扣品不適用。〈2014/10/03-2014/11/01〉 

2014北藝大出版品書展，憑關渡藝術節票 68折。

〈2014/10/03-2014/11/01〉 

(二) 籌備中活動 

 典藏出版社全館優惠籌備中。 
 

二、藝大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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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國際交流中心 
資料時間：103 年 8 月～103 年 10 月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9月 12日上午 10點 30分於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研發處會議室、總務

處會議室分別舉辦 103 學年度外國學生暨國內外交換學生新生說明會，

並安排參觀校園導覽活動。參加人員為新生、中心人員，並於會後邀請

各系所承辦人共同參與歡迎餐會，以協助外籍學生盡早融入校園。 
 (二) 協助辦理校長於 9月 11日至 9月 14日赴日本參加「舞台表演藝術的力

量-學習亞洲各國的文化戰略」研討會之聯絡事宜。 
 (三) 9月 12日下午接待奧地利藝文媒體貴賓 Michael Gmasz、Dr. Robert Quitta

與 Samir Köck 一行三人，並安排參訪關渡美術館、展演中心三廳及藝科

中心等展演空間。 
 (四) 9 月 17 日下午接待河北省精英集團翟志海董事長、蔣煒熙副總、範珂副

總等一行七人與校長會面晤談，並參訪關渡美術館展演中心三廳及藝科

中心等展演空間。 
 (五) 協助聯繫 10 月 1 日下午日本 QtoJAPON 留學雜誌社長金澤真登與社員

杜敬之小姐拜訪美術學院院長及教學空間。 
 (六) 辦理本校與姐妹校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自音樂學院院級合約改為校級

合約簽署相關事宜。 
 (七) 於 10 月 3 日接待姐妹校京都造型藝術大學尾池和夫校長、國際長平井愛

子等貴賓一行五人至本校會晤楊校長並簽訂校級交換學生協議相關事

宜。 
 (八) 於 10月 3日接待姐妹校映畫大學中原俊及大友Rio教授至本校會晤電影

系李道明主任與王童老師討論簽訂交換學生協議相關事宜。 
 (九) 於 10 月 4 日接待荷蘭國際亞洲研究中心 Philippe Peycam 博士會晤楊校

長並簽訂姐妹校合作協議事宜。 
 (十) 於 10 月 15 日協同電影系李道明主任、王童老師接待北京電影學院校理

事會理事長侯光明、表演藝術研究所所長陳浥與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李

進等貴賓一行四人至本校會晤楊校長，安排參訪本校電影學系教學設備

空間、藝文生態館、展演中心三廳等展演空間。參訪後並由本中心呂主

任代表楊校長邀請貴賓於達文士午餐餐敘。 
 (十一) 辦理本校與姐妹校日本多摩美術大學簽訂正式交換學生合作協議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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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聯繫及協助辦理蒙古國立藝術與文化大學於 11 月 17~21 日來訪本校

進行教務與學務相關的交流訪問行程與相關事項。 
二、 外國學生業務 
 (一) 103 學年度外國新生共 30 名於 9 月 1 日開始陸續入住宿舍，並由本中心

協助完成新生報到註冊及居留證申辦之相關事宜。 

 (二) 協助外國學生辦理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工作證。 

 (三) 協助圖書館辦理外籍學生及交換學生「語言交換」活動事宜。 

 (四) 經 10 月 13 日國交委員會通過後，核定 103 學年第一學期學優外籍生獎

助學金，獲獎名單於 10 月 17 日公告於本中心網站。 
 (五) 10 月 20 日派人帶領 103 學年度臺灣獎學金受獎學生參加新生說明會。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協助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立清華大學之國內交換學生共 10 名辦理註

冊、住宿相  關事宜。 

 (二) 協助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陸中央美術學院、上海音樂學院、上海戲劇

學院、南京藝術學院及廣州美術學院交換學生共 12 名辦理接機、註冊、

住宿相關事宜。 

 (三) 協助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際交換學生共 9 名辦理接機、註冊、住宿相

關事宜。 
 (四) 協助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赴姐妹校交換之交換生辦理出國報備程序，通

知延修生繳交學雜費、學分費。 
 (五) 聯絡姐妹校有關申請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赴本校之國際及國內交換生申

請截止日至 10 月 31 日止，並公告自明年起僅開放 3 月 31 日申請交換

生（可同時申請 104學年度第一及第二學期交換）。 
 (六) 經 10月 13日國交委員會通過自費交換生申請後，寄送 103學年度第二

學期本校交換學生資料至國內清華大學、大陸上海戲劇學院、韓國綜合

藝術學校、日本多摩美術大學、英國諾桑比亞大學、奧地利維也納音樂

及表演藝術大學等姐妹校進行審查。 

 (七) 協助 103學年第 1學期赴本校交換之國際交換學生辦理簽證延簽事宜。 

 (八) 於 10月 31日前受理姐妹校有關 103學年度第 2學期國內外及大陸交換

生赴本校各相關系所交換學習之申請收件。 

四、 其他業務 
 (一) 於 9 月 26 日與美術學院陳院長、美術系林主任開會討論有關與馬來西

亞達爾尚藝術學院合作境外專班事宜之評估。 

 (二) 於 10月 3~5日協助舉辦 2014亞洲藝術校院聯盟臺北高峰會(2014 ALIA 

Symposium in Taipei)。 

 (三) 請各系所院協助國交中心填報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中的「102 學年度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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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情形表」、「102 學年度辦理國際及兩岸學術研討會

統計表」、「102學年度辦理國際及兩岸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表」等統計表，

並於 10月 7日前擲回本中心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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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資料時間：103年 08 月～103 年 10 月 

 

一、 傳統藝術學分學程 

 (一)  依中心未來發展及橫向教學資源的整合，業經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自 103學年開始暫停招生及開課。 

(二)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完成傳統藝術學分學程者，共計 3 名(修滿 18

學分)，分別為音樂系-劉彥均，音樂學研究所-陳欣婕，傳統音樂

學系碩士班-林妏瑄。 

二、 在地連結 

 (一) 「關渡聯盟」（名稱暫定）籌備小組會前會：已於 9/4進行第一次

會前會討論，共同研擬未來關渡宮、關渡自然公園與北藝大三方資

源整合、組織設立，以及建立透過年度重點活動連結之合作機制。 

(二) 關渡自然公園：「2014年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邀請菲律賓藝

術家 Roger Tibon 於 9/11 起至 9/27 在本校荒山劇場進行現地創

作，並於 9/28舉行開幕嘉年華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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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宜通多媒體承辦網站前後台建置乙案，網站預計於 9/30完成

驗收、正式上線。 

四、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計畫」出版計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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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第一次出版計畫的訪談，由計畫主持人蔡慶同老師說

明撰寫方向、出版期程和契約內容的相關討論。9/15進行第一次的

排版和校正。 

五、 教育部「103年世界南島研究外國學者訪台交流補助案」 

(一) 本案邀請 Laretna T. Adishakti 教授，現任印尼加札馬達大學

(Universitas Gadjah Mada）建築與規劃系暨研究所、印尼文化

遺產信託的創辦人之一。本次研究教學訪問自 9/18起至 10/9，共

計三週。來台舉辦系列講座與工作坊，與本校師生及台灣染織工

藝社群進行交流。 

(二) 分別於 9/19、10/3及 10/4舉行校內系列講座，主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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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平洋區域之文化遺產與社群賦權 

2、無形文化遺產與社群文化產業 

3、傳統染織工藝之當代轉化 

4、印尼傳統蠟染工藝的再生與轉化 

5、全球與地方：印尼的傳統文化保存 

(三) 10/4 舉行傳統印尼蠟染工作坊，開放校內師生(含姐妹校)及校外

人士共 30名額。 

六、 活動交流 

(一) 泰國清邁大學圓桌論壇 

傳研中心陳婉麗主任及江明親老師受主辦單位 IIAS邀請，於 8/23

至 8/30 參與「亞洲脈絡下文化與文化遺產的用途」(Uses of 

Cul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Asian Contexts)系列活動

於泰國清邁大學所舉辦之圓桌論壇，論壇主題為「服飾、文化與

發展：以泰國東北部為案例」(Cloth,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NE Thailand)。會後另進行泰北地區的傳統工藝田

野調查與機構拜訪。 

(二) 「蕭添鎮布袋戲團」校園巡迴演出 

傳研中心與蕭添鎮布袋戲團共同合辦，擬將於 10/11(六)於水舞臺

演出該團經典劇目《好鼻師》。蕭添鎮布袋戲團近年來以其傳統鑼

鼓搭配極具舞台效果的金剛布袋戲演出特色，致力推廣布袋戲的

演出與教學，演出當天亦規劃有導賞與互動教學活動，與本校師

生們近距離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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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圖書館 
資料時間：103年 8 月～103年 10 月 

 

一、 全館性業務 

 (一） 新生入學始業教育圖書館課程 

1、時間：9月 11日 14：50~15：20。 

2、內容：本館安排播放「愛上圖書館-閱讀學習零距離」微電

影，以及圖書館資源利用有獎徵答。 

（二）舉辦主題書展 

    1、103年 8月書展主題為「心靈驛站」。 

2、103年 9~10月書展主題為「當我 19，新生書展」。 

 （三）圖書館藝廊作品展 

 9月 15日~10月 31日，展覽名稱為「圖書館十全十美-2014新

生專區活動」。 

（四）圖書館開放時間調整草案公聽會 

1、圖書館 3樓自修室自本(103)年 6月 4日開放使用後，為使

借書時間集中化，且配合全校節能措施，擬調整圖書館 3樓

自修室及 4~7樓開放時間，特舉辦公聽會，廣徵各方意見。 

2、公聽會日期訂於 10月 13日(星期一)上午 11時，假圖書館 4

樓經典悅讀區舉行，除現場公聽會外，另有建置線上公聽會

留言平台，提供讀者意見交流，以瞭解多方意見，作為制訂

政策之參考。 

二、 閱覽典藏與參考服務業務 

 (一) 103學年度第１學期開研究小間申請時間及使用期限如表： 

梯  次 申請時間 使用期限 

第 1次 9月 15日起(額滿為止) 9月15日(一)至 11月13日(四) 

第 2次 11月10日起(額滿為止) 11月17日（一）至 1月16日(五) 

(二) 103學年第 1學期新生圖書館利用活動： 

1、新生入學始業教育，圖書館形象影片及有獎徵答。 

2、文資學院迎新活動，圖書資源利用入門。 

3、大學部新生圖書館之旅導覽，以協助其熟悉圖書館，增進日

後學習效果。 

4、圖書館資源應用與推廣活動：與各所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課

程合作，以電子資源利用，例如電子書、期刊資料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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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之介紹與使用為主。 

5、愛上圖書館集章活動：選擇 5個圖書館特別的地點，於該區

設置蓋章處，集章卡有抽獎聯，可交圖書館參加抽獎，歡迎

新生參加活動，發現每個人心中的圖書館。 

(三) 本學期新購資料庫如下： 

1、買斷型：漢珍知識網/報紙篇-台灣日日新報資料庫及漢文台

灣日日新報資料庫整合檢索平台之升級版，可支援新發展之

網路瀏覽器，如 IE10以上及 Chrome，俾提供更穩定的資料

檢索服務品質。 

2、租賃型：美術類/ARTstore Digital Library-影像圖檔資料

庫。 

 （四）設置「電影影片專區」： 
    暑假期間已將電影類 DVD全數移架，於 CD存放處設置「電影 影

片專區」，以方便讀者借閱。 

（五）指定參考書/主題新知傳遞服務 

 為支援教學，提供指定參考書服務，將老師指定的課程閱讀書

為支援研究，於指定之期刊資料庫做設定，即可於 mail中直接

收到自訂主題之最近發表的期刊文獻。 

三、 採編期刊與其他業務 

 (一) 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1、104年度新申請案，申請主題包括:「文學理論 I：倫理與生命政

治」、「文化政策、藝術產業與市場」、「文創概念下的戲劇研

究」、「哲學：美學」4項。預計於 11月 14 日前與申請系所共

同完成計畫書及書單線上申請作業。 

2、103年度獲補助兩項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劇場主題、博

物館主題，分別與戲劇系林于竝主任及博館所陳佳利所長共同提

出購書計畫，已陸續採購計畫書單，並於 10月初起在圖書館大廳

辦理書展；同時也將協助兩系所研討會及專題講座等事宜，最近

一次預計為 10月 30日至 31日「博物館研究國際學術雙年會」中

展示計畫購入圖書。 

(二) 103學年度「圖書館‧揪感心」二手教科書贈書活動 

本次活動已於 9月 15日至 9月 26日辦理完成，除贈送二手書外，

也同步宣傳圖書館相關規定與權益，期間同學反應熱烈，10天的

活動日中，共贈送 698冊複本圖書。 

(三) 年中學報寄贈作業 

8月下旬辦理學報寄贈作業，目前已有 50餘間圖書館單位，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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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報寄贈需求回執單，其中已有多所單位選擇改用電子期刊，毋

需再寄紙本，日後將再完整蒐集並整理所有寄贈單位的回執，以

作為未來學報印製及寄贈數量依據。 

(四) 罕用期刊轉贈作業 

9月初辦理罕用期刊轉贈作業，至 9月底索贈截止日為止，已有 4

個圖書館單位索贈共 103冊期刊，日後將進行期刊轉贈作業。 

(五) 電子雜誌新刊推廣 

為提升電子雜誌使用率，已於 8月下旬及 9月下旬分別寄送 8、9

月份新刊 EDM，簡介新刊內容並可立即連結閱讀，而參閱統計報

表，線上瀏覽與借閱次數皆有明顯提升，實達推廣之效。 

四、 校史發展組與其他業務 

(一) 校史發展組空間整備 

8 月 1日正式成立校史發展組，辦公空間設於圖書館七樓原過

期報紙專室，8月上旬進行空間規劃，並陳請經費，8月 20日

至 9月 22日進行室內裝修施工、搬遷與內部整理以及電話、

網路配置等，預計於 12月中旬搭配圖書館週活動揭牌。 

(二) 校史常設展規劃 

1.於 9月 16日、9月 30日、10月 7日、10月 21日搭配「博

物館規劃與管理」課程辦理校史策展工作坊，逐步規劃 104

年春季特展（主題：校史預展）與校史常設展。 

2.搭配持續進行的既藏文物整理工作，以及校內各教學單位文

物普查整理與數位典藏登錄作業，規劃擬定校史常設展腳

本，並將於 103年 10月 21日召開「校史常設展專案小組」

會議，進一步研議校史常設展腳本與構想，以進行後續調整

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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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關渡美術館 
資料時間：103年 8 月~10 月 

 

一、展覽活動 

(一) 2014.07.18-09.14「ONE PIECE ROOM–蘇匯宇個展」 

(二) 2014.07.18-09.14「如夢如幻–何明桂個展」 

(三) 2014.07.25-09.14「運動之後–穆勒咖啡之夜」 

(四) 2014.07.25-09.14「晤對會面所–陳明聰個展＆李民中個展」 

(五) 2014.09.26-12.14「識別系統–2014關渡雙年展」 

二、教育推廣活動 

(一) 8月 2日 駐館藝術家金泰潤工作室開放。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二) 8月 3日運動之後－穆勒咖啡之夜講座： 運動中的生命。 

講者/藝術家：劉吉雄。參加對象：校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三)8月 6日 One Piece Room 蘇匯宇 個展展覽介紹。 

講者/藝術家：蘇匯宇。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四) 8月 6日穆勒咖啡之夜展覽介紹。 

講者/藝術家：黃建宏。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五) 8月 10日穆勒咖啡之夜-人×物×誌：318經驗工作坊。 

    主辦：後運動工作團隊。參加對象：校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六) 8月 13日如夢如幻 何明桂個展展覽介紹。 

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七) 8月 13日晤對會面所講座。 

與談人：涂維政,董心如,羅展鵬,李承道。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八) 8月 16日 穆勒咖啡之夜-人×物×誌：318經驗工作坊。  

主辦：後運動工作團隊。參加對象：校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九) 8月 23日 穆勒咖啡之夜-人×物×誌：318經驗工作坊。 

主辦：後運動工作團隊。參加對象：校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十) 8月 23日 韓國駐館藝術家趙泰光工作室開放。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十一) 8月 30日穆勒咖啡之夜-人×物×誌：318經驗工作坊 

及天龍一號：抗爭演練。主辦：後運動工作團隊。 

參加對象：校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十二) 9月 6日穆勒咖啡之夜：天龍一號：抗爭演練工作坊 

主辦：後運動工作團隊。參加對象：校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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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9月 10日駐館藝術家 JAK藝術開講。 

  講者/藝術家：JAK。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十四) 9月 14日穆勒咖啡之夜論壇：「眾生開講：後運動論壇」。 

主辦：後運動工作團隊。參加對象：校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十五) 9月 17日駐館藝術家 JAK工作坊。 

  講者/藝術家：JAK。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十六) 9月 22日 印尼藝術家 Syaiful工作坊。 

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十七) 9月 26日 2014 亞洲當代藝術論壇。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十八) 10月 1日 泰國藝術家 Pisitakun工作坊。 

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十九) 10月 6日 韓國駐館藝術家趙泰光臺東鐵道藝術村駐村心得分享。 

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二十) 10月 8日 2014關渡雙年展參展藝術家高重黎展覽介紹。 

講者/藝術家：高重黎。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二十一) 10月 15日日本黃金町駐村藝術家葉振宇駐村分享。 

講者/藝術家：葉振宇。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二十二) 10月 22日 日本駐館藝術家井上絢子藝術開講。 

講者/藝術家：井上絢子。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二十三) 10月 29日 日本駐館藝術家井上絢子工作室開放。 

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三、導覽服務 

8月份登記 272人，9月份登記 152人，10月份目前登記 735人。 

四、貴賓參訪 

8月份：8/15奈及利亞國家藝術文化署署長 Mr. Mwajim Malgwi Maidugu等貴

賓共 4人。 

9月份：9/2美國達拉斯 Crow Collection of Asian Art策展人 Karin Grace 

Oen、9/9紐西蘭策展人 Bruce Phillips等 3人、9/12加拿大藝術理事會 Kelly 

Langgard 及盧森堡藝術訪問團等 8 人、9/12 奧地利藝文媒體 Michael Gmasz

等 3 人、9/13 紐約 MOMA C-MAP Joshua Siegel 等 3 人、9/19 倫敦藝術大學

Richard Slatter1 人、9/24 墨爾本維多利亞美術館助理策展人 Serena 

Bentley1人。 

10月份：10/13美國聖塔菲國際工藝市集 創辦人暨藝術總監 Judith Espinar1

人、10/23橫濱美術館 Senior CuratorSae Yatsuyanagi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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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媒體報導 

（一）藝外雜誌 2014年 8月號「亞細亞安那其」展覽評論 

（二）藝外雜誌 2014年 10月號「識別系統-關渡雙年展」廣告 

（三）典藏今藝術 2014年 8月號「李民中會面肖像計劃」展覽介紹 

（四）典藏今藝術 2014年 8月號「何明桂個展」展覽介紹 

（五）典藏今藝術 2014年 9月號「識別系統-關渡雙年展」廣告 

（六）典藏今藝術 2014年 10月號「識別系統-關渡雙年展」廣告 

（七）藝術家 2014年 8月號「穆勒咖啡之夜」展覽介紹 

（八）藝術家 2014年 8月號「穆勒咖啡之夜」廣告 

（九）藝術家 2014年 8月號「晤對會面所」廣告 

（十）藝術家 2014年 10月號「識別系統-關渡雙年展」廣告 

（十一）當代藝術新聞 2014年 8月號「晤對會面所」廣告 

（十二）典藏今藝術 2014年 8月號「ONE PIECE ROOM–蘇匯宇個展」 

（十三）新北市文化局「此刻看見似是死亡的某種緩慢─蘇匯宇個展」、「晤

對會面所」、「何明桂個展」展覽訊息（原文網址

http://www.culture.ntpc.gov.tw/SonSearch.aspx?WID=6635a4e8

-f0de-4957-aa3e-c3b15c6e6ead&Key=%E9%97%9C%E6%B8%A1%E7%BE%

8E%E8%A1%93%E9%A4%A8） 

（十四）文化部「何明桂個展」展覽訊息（原文網址 

http://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findArts.do?maxR

ecord=10&siteId=101&recordCount=2304&subMenuId=4&currentPa

ge=4&cid=16&method=doFindAll） 

（十五）自由人藝術公寓「穆勒咖啡之夜」展覽訊息（原文網址 

http://art.freedommen.com/archives/10597#prettyPhoto） 

（十八）自由人藝文資訊「何明桂 2014個展」展覽訊息（原文網址 

http://artemperor.tw/news/5046） 

（十九）自由人藝文資訊「晤對會面所」展覽訊息（原文網址 

http://artnetwork.freedommen.com/archives/64673） 

（二十）非池中藝術網「此刻看見似是死亡的某種緩慢─蘇匯宇個展」展覽 

訊息（原文網址 http://artnetwork.freedommen.com/archives/64632） 

（二十一）非池中藝術網「識別系統－關渡雙年展」展覽訊息（原文網址

http://artnetwork.freedommen.com/archives/61065） 

（二十二）YOURART藝遊網 「晤對會面所」展覽訊息（原文網址

http://www.yourart.asia/news/show/24713） 

（二十三）YOURART藝遊網「穆勒咖啡之夜」展覽訊息（原文網址

http://www.yourart.asia/news/show/24712） 

http://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findArts.do?maxRecord=10&siteId=101&recordCount=2304&subMenuId=4&currentPage=4&cid=16&method=doFindAll
http://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findArts.do?maxRecord=10&siteId=101&recordCount=2304&subMenuId=4&currentPage=4&cid=16&method=doFindAll
http://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findArts.do?maxRecord=10&siteId=101&recordCount=2304&subMenuId=4&currentPage=4&cid=16&method=doFindAll
http://artnetwork.freedommen.com/archives/64686
http://artnetwork.freedommen.com/archives/64651
http://artnetwork.freedommen.com/archives/64673
http://artnetwork.freedommen.com/archives/64632
http://artemperor.tw/news/5405
http://artemperor.tw/news/5405
http://www.yourart.asia/news/show/24713
http://www.yourart.asia/news/show/2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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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YOURART藝遊網「何明桂 2014個展」展覽訊息（原文網址

http://www.yourart.asia/news/show/23862） 

（二十五）Arttime藝術網「晤對會面所」展覽訊息（原文網址

http://www.arttime.com.tw/ArtNews/news_group_cont1.aspx?AGDID=9465） 

（二十六）Match生活網「晤對會面所」展覽訊息（原文網址

http://s3.match.net.tw/pc/life/activity/20140913/2554786） 

（二十七）2014年第 201409期中時電子報「另一種肖像──陳明聰《晤對會

面所》」（文/林怡秀）（原文網址：

http://mag.chinatimes.com/mag-cnt.aspx?artid=26422） 

（二十八）Artalks切線輕觸圓周：《運動之後》的兩種運動（文/張小虹）（原

文網址：http://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chh/2014091401） 

（二十九）全球華人藝術網「運動之後-穆勒咖啡之夜 / 後運動工作團隊系列工作坊」

展覽資訊（原文網址：http://artnews.artlib.net.tw/detail13608.html） 

（三十）聯合新聞網「2014關渡雙年展-識別系統」展覽報導（原文網址：

http://udn.com/NEWS/READING/REA8/8970245.shtml） 

（三十一）新北市政府「2014關渡雙年展-識別系統/泰偽幣工廠/關渡雙年展

亮相」展覽資訊（原文網址：http://www.culture.ntpc.gov.tw/ 

SonSearch.aspx?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Ke

y=%E9%97%9C%E6%B8%A1%E7%BE%8E%E8%A1%93%E9%A4%A8） 

（三十二）文化快遞「2014關渡雙年展-識別系統」展覽報導（原文網址：

http://express.culture.gov.tw/events_content.aspx?id=1404） 

http://www.yourart.asia/news/show/23862
http://www.arttime.com.tw/ArtNews/news_group_cont1.aspx?AGDID=9465
http://s3.match.net.tw/pc/life/activity/20140913/2554786
http://mag.chinatimes.com/mag-cnt.aspx?artid=26422
http://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chh/2014091401
http://artnews.artlib.net.tw/detail13608.html
http://www.culture.ntpc.gov.tw/
http://express.culture.gov.tw/events_content.aspx?id=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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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主計室   
資料時間：103年 8 月～103年 10 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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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底業務總收入 5億 7,728萬元，業務總支出 5億 6,870

萬元，收支相抵後賸餘 858 萬元，較上(102)年度 9 月增加賸餘 1,218

萬元，主要係學雜費收入及建教合作收入增加所致。 

(二)103年度截至 9月底固定資產實際執行數 2,478萬元，與預算分配數相

較，執行率 63.01%，主要係戲劇舞蹈大樓設計及監造仍有疑義尚待釐

清，綜合宿舍網路建設及寢室床組購置案尚辦理結算作業所致。 

(三)103年 9月帳列現金餘額 3億 9,813萬元，較 102年 9月帳列現金餘額

1億 5,579萬元，增加 2億 4,234萬元，本年度將陸續支付戲舞大樓工

程未付保留款、內裝工程、公共藝術及綜合宿舍整修工程經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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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人事室   
資料時間：103年 8 月～103年 10 月 

 

一、 有關「教育部認可大學聘僱外國人進行短期講座及學術研究注意事項」

之「短期講座及學術研究」認可事宜  

(一) 依大學法第 17條第 2項所定「講座」須由教授主持之條件，因此各

校聘僱外國學者進行短期講座及學術研究以須具教授資格者為限。

因各國國情不同，我國教師及講座制度與其他國家的教師及講座制

度並未完全相同，基於促進學術交流，創造能吸引外國優秀人才來

臺之禮遇環境，上揭規定之「短期講座及學術研究」，教育部並不

限制僅具有教授資格之外國學者。 

(二) 惟受聘僱於大學進行短期講座或學術研究之外國人所具有資格，由

聘僱之大學依前揭規定第 2點所定資格確實審議： 

1. 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獎項之得主。 

2. 國家級科學或工程院院士。 

3. 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4. 其他在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傑出成就。 

二、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業經教育部 103年 7月 24日訂定發

布，重點摘述如下： 

(一) 兼任教師之定義、聘任資格及適用範圍。（第二條） 

(二) 為保障學生受教權，明定具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

二款或第二項後段情事之一者，不得聘為兼任教師；兼任教師有教

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者，應予解聘。（第三條） 

(三) 兼任教師之聘任及解聘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其聘任及解聘程序，

由各校定之。（第四條） 

(四) 兼任教師權利事項。（第五條） 

(五) 兼任教師義務事項。（第六條） 

(六)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待遇內涵與權責機關，及學校得另訂支

給基準之例外規範。另為保障私立學校兼任教師鐘點費之基本權

益，明定私立學校自訂鐘點費支給基準，應不低於本辦法施行前之

數額。（第七條） 

(七) 兼任教師之聘期、鐘點費支給基準及其他重要事項應納入聘約。（第

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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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3 年 6 月 1 日公教人員保險法施行後，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重複參

加勞工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康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之處理方式，規

定如下： 

(一) 重複加保期間在 94年 1月 20日以前者，其重複加保期間得予採計。 

(二) 重複加保期間在 94年 1月 21日以後，至 103年 5月 31日以前者：

除公保法令另有規定外，重複加保期間如發生公保法所定保險事

故，不予給付；該段年資亦不予採認；惟得併計成就請領養老給付

之條件。 

(三) 重複加保期間在 103年 6月 1日以後者： 

1. 除公保法令另有規定外，重複加保期間如發生公保法所定保險事

故，不予給付；該段年資亦不予採認；惟得併計成就請領養老給

付之條件。 

2. 得另受僱於固定雇主，擔任具有固定工作及薪給且屬其他職域社

會保險應加保對象之職務者，自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之日起 60

日內，得選擇溯自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之日起退保；一經選定

後，不得變更。 

（教育部 103.7.30臺教人（四）字第 1030109806號書函） 

四、 有關行政中立事項宣導 

(一)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2條及第 3條規定，公務人員應嚴守行政

中立。同法第 17 條規定：「下列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一、公立

學校校長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公布施行前已進用未納入銓敘之公立學校職員及私立學校改制為

公立學校未具任用資格之留用職員。三、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

員及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四、各級行政機關具軍職身分之

人員及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軍訓單位或各級學校之軍訓教官。

五、各機關及公立學校依法聘用、僱用人員。六、公營事業機構人

員。七、經正式任用為公務人員前，實施學習或訓練人員。八、行

政法人有給專任人員。九、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

察人。」。 

(二) 另本校適用工友管理要點之工友、技工、駕駛，以及臨時人員所須

遵行之中立事項，應依教育部 100 年 2 月 9 日臺人（二）字第

1000003371 號函轉行政院 99 年 12 月 29 日院授人企字第

0990071934號函訂定之「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

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事項」辦理。 

(三) 中選會業於本(103)年 8月 21日發布旨揭選舉公告，並於本年 9月

1日至 9月 5日受理候選人登記之申請竣事，本校同仁於選舉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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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應確依上開規定嚴守行政中立外，另依銓敘部 99年 12月 8日部

法一字第 09932748721號函規定，公務人員不宜於上班時間或以公

家電腦上網連結臉書、噗浪等社交網站，從事與執行職務無關之相

關網路行為，亦不得利用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要求他人加入

公職候選人之「臉書」或「噗浪」之會員，或支持特定之政黨、政

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本校同仁應確實遵守；另銓敘部已將行政中

立相關釋示、問答集等登載於銓敘部全球資訊網，供各界查參，請

同仁善加利用。 



16-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性質 教學單位更名 提案單位 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與共同學科擬更名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校共同學科擬更名為「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委員會

擬同時更名為「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案，前經 101 年 5

月 1日共同學科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臨時科務會議及

101年 5月 15日通識教育委員會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

院務會議通過後，於同年 5 月 30 日簽奉核可，並於 6 月 1

日、6 月 4 日及 6 月 5 日分別經校務發展小組會議、校務研

究發展委員會及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 

二、101年 10月 30日本校召開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

議，審議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經主席裁示請

共同科多方整體思考後，再依程序進行提案。本案再提 102

年 12月 2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發展小組會議討

論時，與會委員對於通識教育委員會與共同學科更名乙節，

尊重校務會議通過之決議，故無反對意見。 

三、本案已提 103年 6月 16日召開之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

校務發展小組會議及 103 年 9 月 30 日召開之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移請人事室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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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2 提案性質 法規修訂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案 由 
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

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103)年 10月 9日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

會議紀錄及「職業安全衛生法」(自 103年 7月 3日起施行)

相關規定辦理。 

二、教育部 103年 7月 4日召開之「大專校院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主管聯席會議」中，委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提醒各大專

校院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公布實施之相關規定辦理。 

(一)修法後，勞工 300人以上之學校需設置一級專職安全衛生

管理單位及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及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第 2-1條第 1項第 2款)。 

(二)本校每月報部資料顯示，勞工人數約 360人以上，符合需

設一級專職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人員之規定。 

三、本設置辦法修正內容包括： 

(一)第一條(法源依據)依法規名稱及條文項次修正。 

(二)第二條(組織)依職安法適用範圍，修正委員人數暨依勞工

人數資料修正設置專職單位及人員事宜。 

1、本委員會設委員 13-19人，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委員兼

執行秘書由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主任擔任；當然委

員包括總務長、學務長、主任秘書、展演藝術中心主任、

美術學系主任、戲劇學系主任、劇場設計系主任、新媒體

藝術學系主任、營繕組組長、保管組組長、事務組組長、

衛保組組長、校安中心主任；遴選委員由主任委員就本校

專任教職員遴聘。 

2、本校設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置專職人員，辦理本

委員會議決之相關安全衛生管理事項等事宜。 

(三)第四條(任務)依職安法增列適用場所，調整修正文字內容。 

(四)第七條(本辦法之施行)依法制作業相關規定修改。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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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1條 (法源依據) 

本校為維護校園環境品

質、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工

作安全衛生，依據「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23條及「教

育行政機關及所屬各級學

校暨附屬機構環境保護小

組設置要點」規定，設置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 

第 1條  (法源依據) 

本校為維護校園環境品質、保

障教職員工生之工作安全衛

生，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14條及「教育行政機關及

所屬各級學校暨附屬機構環

境保護小組設置要點」規定，

設置「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配合母法名稱及條文修正。  

第2條 (組織) 

本委員會設委員13-19人，

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委

員兼執行秘書由環境保護

暨職業安全衛生室主任擔

任；當然委員包括總務

長、學務長、主任秘書、

展演藝術中心主任、美術

學系主任、戲劇學系主

任、劇場設計系主任、新

媒體藝術學系主任、營繕

組組長、保管組組長、事

務組組長、衛保組組長、

校安中心主任；遴選委員

由主任委員就本校專任教

職員遴聘。 

本校設環境保護暨職業安

全衛生室，置專職人員，

辦理本委員會議決之相關

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

導有關單位及人員實施與

落實各事項。 

第 2條 (組織) 

本委員會設委員 9-13人，

由校長或就當然委員中指

定 1人為主任委員。當然

委員包括總務長、展演藝

術中心主任、美術學系主

任、校安中心主任、事務

組組長、營繕組組長、勞

工安全衛生主管人員；推

派委員由校長就本校專任

教職員中聘任。並指定委

員 1人為執行秘書，執行

業務及協調有關事宜。 

 

依母法及現況修正委員人數

及組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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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條(任務) 

本委員會之任務在評估、

研議及督導下列事項： 

一、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規章。 

二、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實施計畫。 

三、防止實習場所及作業

環境之機械、設備或

原料、材料之危害。 

四、實習場所及作業環境

測定結果應採取之預

防與改善對策。 

五、校內各類環境保護與

職業安全衛生意外事

件之預防與改善對

策。 

六、職業健康檢查管理事

項。 

七、校長交付環境保護及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

項。 

第 4條 (任務) 

本委員會之任務在評估、

研議及督導下列事項： 

一、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規章。 

二、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實施計畫。 

三、防止實習場所之機

械、設備或原料、材

料之危害。 

四、實習場所作業環境測

定結果應採取之預防

與改善對策。 

五、校內各類環境保護與

職業安全衛生意外事

件之預防與改善對

策。 

六、職業健康檢查管理事

項。 

七、校長交付環境保護及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

項。  

依職安法適用場所調整修正

內容。 

第 7條(本辦法之施行)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 7條(本辦法之施行)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溯自 99年 8月 1日起生

效，修正時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施行。 

依法制作業相關規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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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99年 10月 19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1條 (法源依據) 

本校為維護校園環境品質、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工作安全衛生，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

條及「教育行政機關及所屬各級學校暨附屬機構環境保護小組設置要點」規定，設置「環

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2條 (組織) 

本委員會設委員13-19人，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委員兼執行秘書由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

衛生室主任擔任；當然委員包括總務長、學務長、主任秘書、展演藝術中心主任、美術學

系主任、戲劇學系主任、劇場設計系主任、新媒體藝術學系主任、營繕組組長、保管組組

長、事務組組長、衛保組組長、校安中心主任；遴選委員由主任委員就本校專任教職員遴

聘。 

本校設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置專職人員，辦理本委員會議決之相關安全衛生管理

事項，並指導有關單位及人員實施與落實各事項。 

第3條 (任期)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 2年，得連任之，但以職務擔任者隨職務更換之。 

第4條 (任務) 

本委員會之任務在評估、研議及督導下列事項： 

一、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二、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實施計畫。 

三、防止實習場所及作業環境之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之危害。 

四、實習場所及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預防與改善對策。 

五、校內各類環境保護與職業安全衛生意外事件之預防與改善對策。 

六、職業健康檢查管理事項。 

七、校長交付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第5條 (會議) 

本委員會每 3個月開會 1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6條 (列席人員)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校內相關人員及校外專家學者列席。 

第7條 (本辦法之施行)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核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7-5 
 



17-6 



17-7  



18-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3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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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名稱修正為「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

「共同學科」名稱修正為「通識教育中心」，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文字配合修正。(第 4條、第 7條第 2項、第 19條、第 21條、

第 26條及第 30條) 

(二)教育部核定本校104學年度電影與新媒體學院電影創作學系碩

士班分為「電影創作組」及「電影史與電影產業研究組」2組，

爰配合修正組織規程相關規定。(第4條第1項第5款) 

(三)本校「軍訓與生活輔導室」辦理新生入學始業教育、兵役業務、

學生事務會議、僑生輔導、學生獎懲、學生請假、生活教育宣導、

預官考選、校園安全維護、軍訓教育等業務，依單位業務權重，

擬修正單位名稱為「生活輔導組」，爰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相

關規定，俾符實需。 

 (第 8條第 1項第 2款、第 3項、第 10條、第 30條第 2項) 

(四)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2 條之 1

規定略以，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隸屬雇主之一級

管理單位，案經本校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增設本校一級單位「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

衛生室」，辦理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等相關業務，爰配合修

正組織規程相關規定。(第 8條第 1項第 7款) 

(五)依教育部 103 年 9 月 22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30131256A 號函:

『查圖書館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公立圖書館之館長、主任

或管理員應由專業人員擔任。」，前開條文並未就大學之圖書館

為例外規定，爰各校組織規程有關圖書館館長職務資格，仍應

依現行圖書館法相關規定，加註館長應由專業人員擔任；如係

由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則應加註由具有專業知能之教學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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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員兼任等文字。』，爰配合修正本校圖書館館長由校長聘請

具專業知能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之。(第 12條) 

(六)配合本校增設「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爰增訂環境保護

暨職業安全衛生室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或兼任之。(第 14條之 1) 

(七)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之產生方式：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負責本

校通識教育、師資培育與體育課程之規劃、開設與協調。依組織

規程第七條明訂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三

年，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擬比照同委員會師資培育中心與體育室主

任產生方式，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第

19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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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四條    本校設下列各學院及通識
暨共同教育委員會： 
一、音樂學院 

、 
、 
、 

五、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電影創作學系(含碩士

班，碩士班分為電影創
作組、電影史與電影產
業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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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 
（一）通識教育中心 
（二）師資培育中心 
（三）體育室 

   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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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
部核定後實施。 

第四條    本校設下列各學院及通識教
育委員會： 
一、音樂學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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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 

一、本校通識教育

委員會更名為

「通識暨共同

教育委員會」

及共同學科更

名為「通識教

育中心」案，

業經本校103

學年度第1學

期第1次校務

研究發展委員

會審議通過，

爰配合修正組

織規程相關規

定。 

二、教育部103年9

月12日臺教高

( 四 ) 字 第

1030130082號

函 核 定 本 校

104學年度電

影與新媒體學

院電影創作學

系碩士班分為

「 電 影 創 作

組」及「電影

史與電影產業

研究組」2組，

爰配合修正組

織規程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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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第二項 
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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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全校通識暨
共同教育等相關事宜。 

第七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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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第四條修正說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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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等

三組及學生諮商

中心、學生住宿

中心；生活輔導

組負責學生生活

輔導、軍訓及護

理課程之規劃與

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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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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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軍訓與

生活輔導室」

辦理新生入學

始業教育、兵

役業務、學生

事務會議、僑

生輔導、學生

獎懲、學生請

假、生活教育

宣導、預官考

選、校園安全

維護、軍訓教

育等業務，依

單位業務權

重，擬修正單

位名稱為「生

活輔導組」，爰

配合修正本校

組織規程相關

規定，俾符實

需。 

二、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 23條

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辦

法第 2條之 1

規定略以，勞

工人數在三

百人以上

者，應設直接

隸屬雇主之

一級管理單

位，案經本校

103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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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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及校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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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暨職業

安全衛生室:辦

理環境保護、職

業安全衛生等業

務。 

    八、秘書室：辦理秘

書、研究規劃、公

共關係、校史檔案

管理等事務。 

    九、人事室：依法辦

理人事管理事項。 

    十、主計室：依法掌

理歲計、會計、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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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發展等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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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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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期環境保

護暨職業安

全衛生委員

會議審議通

過，增設本校

一級單位「環

境保護暨職

業安全衛生

室」，辦理環

境保護暨職

業安全衛生

等相關業

務，爰配合修

正組織規程

相關規定。 

三、款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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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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兼任。其

辦事細則另定之。 

              生活輔導組置組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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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校長聘請教師

（含具教師身分之助

教）、研究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 

  學生住宿中心置主任

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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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職員擔任

之。 

教）、研究人員兼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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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校長聘請教師（含

具教師身分之助教）、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 

學生住宿中心置主任一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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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由職員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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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置秘

書、輔導員、組員、助理

員、書記若干人。 

  本處置醫師、護理師、

營養師、護士若干人。 

  生活輔導組置軍訓教

官、護理教師及職員若干

人。 

第十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

長（簡稱學務長）一人，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

或研究人員兼任之，承校長

之命，主持全校學生事務事

宜。並置秘書、輔導員、組

員、助理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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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第八條修正說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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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

人，主持館務，由校長聘

請具專業知能之助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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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審、

組員、技士、 助理員、

技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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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置秘書、技正、編審、

組員、技士、 助理員、技

佐、書記若干人。 

 

依教育部 103 年 9
月 22 日臺教人
( 二 ) 字 第
1030131256A 號函
略以：『查圖書館
法第 10 條第 2 項
規定：「公立圖書
館之館長、主任或
管理員應由專業
人員擔任。」，前
開條文並未就大
學之圖書館為例
外規定，爰各校組
織規程有關圖書
館 館 長 職 務 資
格，仍應依現行圖
書 館 法 相 關 規
定，加註館長應由
專業人員擔任；如
係由教學或研究
人員兼任，則應加
註由具有專業知
能之教學或研究
人 員 兼 任 等 文
字。』，爰配合修
正組織規程相關
規定。 

第十四條之一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

全衛生室置主任一人，由

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或兼任之。並

置職員若干人。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環境保

護暨職業安
全衛生室」主
任職務資格。 

第十九條    各學院下之各學系置主

任一人，辦理學系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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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系主任、所長、學

位學程主任任期三年，由各

學系、所務會議、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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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第四條修正
說明一。 

二、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之產生方
式，修正為比
照師資培育中
心，由校長聘
請本校專任副
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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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遴選副教授以上一至

三人，報請校長擇聘兼任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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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

心、師資培育中心各置主任

一人，辦理中心業務，由校

長就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

聘請兼任之，每一任聘期三

年，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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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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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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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學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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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第四條修正說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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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共同教育

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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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第四條修正說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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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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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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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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共

同教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各教學單位

主管、各一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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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第四條修正
說明一。 

二、配合第八條條
文修正，爰修
正「生活輔導
組組長」為通
識暨共同教育
委員會委員。 



18-10 

主管、教師代表、

研究人員代表、職

員代表、學生代表

及其他有關人員代

表組織之；議決校

務重大事項。教師

代表、研究人員代

表、職員代表、學

生代表及其他有關

人員代表由選舉產

生，其任期均為二

年，連選得連任。 

(一) 教師代表人數

不得少於全體

會議人員之二

分之一，具備

教授或副教授

資格者，以不

少於教師代表

人數之三分之

二為原則。 

(二) 研究人員代表

人 數 至 少 一

人，每滿二十人

增選代表一人。 

(三) 助教代表人數

至少一人，每滿

二十人增選代

表一人。 

(四) 職員代表人數

至少一人，每滿

二十人增選代

表一人。 

(五) 警衛、技工、工

友代表一人。 

(六) 學生代表人數不

得少於會議成

員總額十分之

一；其代表人選

之分配由學生

人員代表、職員代

表、學生代表及其他

有關人員代表組織

之；議決校務重大事

項。教師代表、研究

人員代表、職員代

表、學生代表及其他

有關人員代表由選

舉產生，其任期均為

二年，連選得連任。 

               (一) 教師代表人數不

得少於全體會

議人員之二分

之一，具備教授

或副教授資格

者，以不少於教

師代表人數之

三分之二為原

則。 

               (二) 研究人員代表人

數至少一人，每

滿二十人增選

代表一人。 

               (三) 助教代表人數至

少一人，每滿二

十人增選代表

一人。 

               (四) 職員代表人數至

少一人，每滿二

十人增選代表

一人。              

               (五) 警衛、技工、工

友代表一人。    

               (六) 學生代表人數不

得少於會議成

員總額十分之

一；其代表人選

之分配由學生

事務處另訂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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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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共

同教育委員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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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暨共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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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共同教育委員

會主任委員、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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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共同教

育委員會主 任委

員、各教學單位主

管、國際交流中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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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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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單位主管、國際

交流中心中心主

任、學務處各組組

長、學生諮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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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共同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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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暨共同教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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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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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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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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暨共同教育委

員會置委員九至十

五人，由主任委

員、通識教育中

心、師資培育中

心、體育室主任、

生活輔導組組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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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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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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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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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二分之一，各

單位至少一人，並

由該單位推舉之，

代表任期一學年，

連選得連任。 

八、各學系、所務、學

位學程會議：以系

主任、所長、學位

學程主任、本系、

所、學位學程教

授、副教授、助理

教授、講師及有關

教師組織之，成員

不得少於五人。系

主任、所長、學位

學程主任為主席，

討論本系、所、學

位學程教學研究及

其他有關系、所

務、學位學程事

項。該系、所、學

位學程之助教、職

員、學生代表之產

生與出、列席，由

各該系、所、學位

學程自訂之。 

通識教育中心、師

資培育中心、體育

室會議：置代表五

至十九人；以通識

教育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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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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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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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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院 103年 5月 2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33817080號函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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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 103年 5月 2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33817080號函核備第 10條、第 28條及第 30條 

教育部 103年 7月 7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00355號函核定修正第 8條、第 9條、第 10條、第 10條之 1、第 12條、第

13條、第 14條、第 15條、第 16條、第 18條、第 19條、第 28條、第 30條、第 36條，並自核定日生效，考試院 103

年 8月 15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33872848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3年○月○日臺教高(一)字第○號函核定修正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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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共同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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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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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三） 劇場設計學系（含碩士班） 

          四、舞蹈學院 

（一） 舞蹈學系（含七年一貫制） 

（二） 舞蹈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班分組為表演創作組、理論組） 

五、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電影創作學系（含碩士班，碩士班分組為電影創作組、電影史與電影產

業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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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 

（一） 通識教育中心 

（二） 師資培育中心 

（三） 體育室 

通識暨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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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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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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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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暨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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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全校通識暨共同教育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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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等

三組及學生諮商中心、學生住宿中心；生活輔導組負責學生生活

輔導、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協助學生事務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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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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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典藏及校史發展等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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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辦理環境保護、職業安全衛生等業務。 

    八、秘書室：辦理秘書、研究規劃、公共關係、校史檔案管理等事務。 

    九、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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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兼任。

其辦事細則另定之。 

            生活輔導組置組長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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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校長聘請教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 

學生住宿中心置主任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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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職員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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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置秘書、編審、組員、助理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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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置秘書、輔導員、組員、助

理員、書記若干人。 

本處置醫師、護理師、營養師、護士若干人。 

生活輔導組置軍訓教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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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置秘書、編審、組員、助理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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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長聘請具專業知能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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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秘書、技正、編審、組員、技士、 助理員、技

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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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記若干人。 

第十四條之一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或兼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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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置秘書、編審、組員、助理員、書記若干人。 

第十六條    本校人事室，置主任、秘書、專員、組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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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美術館館長。 

第十九條    各學院下之各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學系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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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若干人。 

  各學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任期三年，由各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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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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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各置主任一人，辦理中心業務，

由校長就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聘請兼任之，每一任聘期三年，該中心設置辦法

另訂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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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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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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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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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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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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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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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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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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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各教學單位主管、各一級單位主管、

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

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

有關人員代表由選舉產生，其任期均為二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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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暨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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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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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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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

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各教學單位主管、國際交流中心中心主任、學務

處各組組長、學生諮商中心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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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

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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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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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五人，由主任委員、通識教育中心、師

資培育中心、體育室主任、生活輔導組組長及專任教師組織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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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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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代表不得少於全體代表二分之一，各單位至少一人，並由該單位推舉之，

代表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八、各學系、所務、學位學程會議：以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本系、所、

學位學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有關教師組織之，成員不得少於

五人。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為主席，討論本系、所、學位學程教學

研究及其他有關系、所務、學位學程事項。該系、所、學位學程之助教、職

員、學生代表之產生與出、列席，由各該系、所、學位學程自訂之。 

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體育室會議：置代表五至十九人；以通識教

育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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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4 



18-25 



18-26 



18-27 



18-28 



18-29 



18-30 
 



19-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臨 1 提案性質 校內重要事項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 由 調整本校吸菸區域地點，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校因配合「菸害防制法」(菸害防制法摘要如附件一)之規 

    定，於 96/1/12設置吸菸區 35處，98年總務處因應法規增設 

    2處於「達文士」及「藝大咖啡館」，99年舞蹈系依當時現況 

    增設 1處吸菸區於系館 3樓，102年 8月戲舞大樓完工後，於 

    戲舞大樓 3樓增設吸菸區 2處。 

二、為顧及全校師生之健康，又需尊重吸菸人員之權益，並使本 

    案更為周延，於 103/9/17校園安全執行會議及 103/10/21衛 

    生保健委員會提會討論有關本校吸菸區域設置地點，討論結 

    果調整為 16處，如附件二-「吸菸區普查表」說明。 

三、吸菸區域地點討論通過後，配合修正本校「吸菸區域配置圖」 

    如附件三，並依菸害防制法之第 15條第 13項及第 16條第 4 

    項規定於校門口明顯處張貼，供全校教職員生及校外來賓參 

    考，各大樓於入口明顯處張貼告示牌，並將吸菸區牌貼於規 

    定區域，同時放置製式菸灰桶。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據以辦理相關事宜。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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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法」摘要 

第四章 吸菸場所之限制 

第 15 條 下列場所全面禁止吸菸： 

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二、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所在之室內場所。 

三、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其他醫事機構及社會福利機構所在場所。但老人福利機構於設有

獨立空調及獨立隔間之室內吸菸室，或其室外場所，不在此限。 

四、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在之室內場所。 

五、大眾運輸工具、計程車、遊覽車、捷運系統、車站及旅客等候室。 

六、製造、儲存或販賣易燃易爆物品之場所。 

七、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 

八、供室內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 

九、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展覽室、會議廳（室）及電梯廂內。 

十、歌劇院、電影院、視聽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室內場所。 

十一、旅館、商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室內場所。但於該場所內設有獨立空調及獨

立隔間之室內吸菸室、半戶外開放空間之餐飲場所、雪茄館、下午九時以後開始營業且十八

歲以上始能進入之酒吧、視聽歌唱場所，不在此限。 

十二、三人以上共用之室內工作場所。 

十三、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室內場所及經各級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場所及交通工具。 

前項所定場所，應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並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款但書之室內吸菸室；其面積、設施及設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 16 條 下列場所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區者，全面禁止吸菸： 

一、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所在之室外場所。 

二、室外體育場、游泳池或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室外場所。 

三、老人福利機構所在之室外場所。 

四、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場所及交通工具。 

前項所定場所，應於所有入口處及其他適當地點，設置明顯禁菸標示或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

意旨之標示；且除吸菸區外，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第一項吸菸區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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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吸菸區應有明顯之標示。 

二、吸菸區之面積不得大於該場所室外面積二分之一，且不得設於必經之處。 

第 17 條 第十五條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以外之場所，經所有人、負責人或管理人指定禁止吸

菸之場所，禁止吸菸。 

於孕婦或未滿三歲兒童在場之室內場所，禁止吸菸。 

第 18 條 於第十五條或第十六條之禁菸場所吸菸或未滿十八歲者進入吸菸區，該場所負責人

及從業人員應予勸阻。 

於禁菸場所吸菸者，在場人士得予勸阻。 

第 19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規定之場所與吸菸區之設置及管

理事項，應定期派員檢查。 

第五章 菸害之教育及宣導 

第 20 條 各機關學校應積極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第 21 條 醫療機構、心理衛生輔導機構及公益團體得提供戒菸服務。 

前項服務之補助或獎勵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22 條 電視節目、戲劇表演、視聽歌唱及職業運動表演等不得特別強調吸菸之形象。 

第六章 罰 則 

第 23 條 違反第五條或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連續處罰。 

第 24 條 製造或輸入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菸品者，處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回收；屆期未回收者，按次連續處罰，違規之菸品

沒入並銷毀之。 

販賣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菸品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第 25 條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申

報；屆期未申報者，按次連續處罰。 

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取樣檢查（驗）者，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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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條 製造或輸入業者，違反第九條各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並按次連續處罰。 

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違反第九條各款規定，製作菸品廣告或接受傳播或刊載者，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 

違反第九條各款規定，除前二項另有規定者外，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按次連續處罰。 

第 27 條 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第 28 條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應令其接受戒菸教育；行為人未滿十八歲且未結婚

者，並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 

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受戒菸教育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連續處

罰；行為人未滿十八歲且未結婚者，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第一項戒菸教育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9 條 違反第十三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30 條 製造或輸入業者，違反第十四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令限期回收；屆期未回收者，按次連續處罰。 

販賣業者違反第十四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第 31 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

鍰。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 32 條 違反本法規定，經依第二十三條至前條規定處罰者，得併公告被處分人及其違法情

形。 

第 33 條 本法所定罰則，除第二十五條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處罰外，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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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吸菸區普查表 

責 任 

單 位 
編號 

吸菸區

說  明 
圖 片 備 考 

研
究
大
樓(

本
棟
大
樓
除
吸
菸
區
外
，
全
面
禁
菸) 

１ 

研究大

樓 6樓

天台 

 

 

菸灰筒

(1) 

 

吸菸區標

示牌(1) 

 

刪除 

２ 

研究大

樓 4樓

412教

室右側

陽台 

 
 

菸灰筒

(1) 

 

吸菸區標

示牌(1) 

３ 

研究大

樓 3樓

315教

室左側

樓梯口 

 

 

菸灰筒

(1) 

 

吸菸區標

示牌(1) 

４ 

研究大

樓 R102

教室左

側空地 

 

 

菸灰筒

(1) 

 

吸菸區標

示牌(1)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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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渡
美
術
館
（
本
棟
大
樓
除
吸
菸
區
外
，
全
面
禁
菸
） 

５ 

關渡美

術館二

樓咖啡

戶外陽

台 

 

菸灰筒

(1) 

 

吸菸區標

示牌(1) 

 
 
 

６ 

關渡美

術館二

樓卸貨

平台 

   

菸灰筒

(欠 1) 

 

吸菸區標

示牌(1) 

 

刪除 

音
樂
學
院
（
本
棟
大
樓
除
吸
菸
區

外
，
全
面
禁
菸
） 

７ 

 

音一館

三樓露 

臺 

    

菸灰筒

(欠 1) 

 

吸菸區標

示牌(1) 

展
演
藝
術
中
心 

８ 

展演藝

術中心

中庭劇

場觀眾

休息區

西南側 

 

菸灰筒

(1) 

 

吸菸區標

示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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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演
藝
術
中
心(

本
棟
大
樓
除
吸
菸
區
外
，
全
面
禁
菸) 

９ 

展演藝

術中心

四樓服

裝工廠

東側出

口外中

央台 

 

菸灰筒

(1) 

 

吸菸區標

示牌(1) 

 

刪除 

10 

展演藝

術中心

布景工

廠進貨

大門外

側 

 

菸灰筒

(欠 1) 

 

吸菸區標

示牌(1) 

舞
蹈
學
院(
本
棟
大
樓
除
吸
菸
區

外
，
全
面
禁
菸) 

11 

舞蹈學

院舞蹈

系二樓

接三樓

平臺樓

梯處 

   

菸灰筒

(1) 

 

吸菸區標

示牌(1) 

戲
劇
學
院 

12 

戲劇系

館一樓

走廊

T107外 

 

菸灰筒

(1) 

 

吸菸區標

示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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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劇
學
院(

本
棟
大
樓
除
吸
菸
區
外
，
全
面
禁
菸) 

13 

戲劇系

館二樓

走廊

T206外 

 

菸灰筒

(1) 

 

吸菸區標

示牌(1) 

14 

戲劇系

館三樓

走廊

T210外 

 

菸灰筒

(1) 

 

吸菸區標

示牌(1) 

 

刪除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本
棟
大
樓
除
吸
菸
區
外
，
全
面
禁
菸) 

15 

達文士

餐廳門

外右側

平臺 

 

菸灰筒

(1) 

 

吸菸區標

示牌(1) 

16 

藝大咖

啡戶外

咖啡廳 

 

菸灰筒

(欠 1) 

 

吸菸區標

示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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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舞
大
樓(

本
棟
大
樓
除
吸
菸
區
外
，
全
面
禁
菸) 

17 

戲舞大

樓劇設

系三樓

平台 

 

菸灰筒

(欠 1) 

 

吸菸區標

示牌(1) 

 

建議移至

下圖貼吸

菸區牌 

18 

戲舞大

樓戲劇

系三樓

平台 

 

菸灰筒

(欠 1) 

 

吸菸區標

示牌(1) 

 

取消更換

至 4樓區

域

（103/10

/21衛生

保健委員

會議決

議) 

戲舞大

樓戲劇

系四樓

天台 

 

菸灰筒

(欠 1) 

 

吸菸區標

示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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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二
館(

本
棟
大
樓
全
面
禁
菸) 

19 

音二館

六樓平

台 

 

菸灰筒

(欠 1) 

 

吸菸區標

示牌欠 1 

圖
書
館 

20 

圖書館

四樓大

門東側

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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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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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1、4、6、9、14、20係校園安全執行會議中討論刪除。 

     17、18、21、22係衛生保健委員會議中討論增加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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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03學年度第1次校園安全執行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3年 9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14時 00分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詹學務長惠登              記錄：阮邦煒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附件一）  

壹、主席致詞： 

  一、頒發執行校園安全工作績優人員駐警隊巫仕雄隊長、衛保組張伶妃、招

生組陳巧樺，各頒發獎品乙份。 

  二、本學期校安會議為歷年來最早召開之一次，其主要原因係暑假期間多所

學校發生校園安全事件，另社會發生嚴重食安問題，所幸本校在全體同

仁共同努力之下，使校園安全得以有效維護；另一目的是因為開學後仍

有多項重要校園安全議題有待與會各位同仁助教，持續努力，希望運用

此次校安執行會議提醒各單位代為轉達，並請各單位提出寶貴意見，供

校安中心参考，期使安全無死角，給學生優良安心的學習環境。 

貳、工作報告：（如附件二） 

參、提案討論： 

  《第一案：》重新檢視本校吸菸區配置案，提請討論。 

  主席裁示： 

經與會各使用單位就原有之吸煙區逐一討論溝通後達成共識，共刪除 6

個吸菸區，請承辦單位將討論結果依校長指示送校務會議討論。 

  《第二案：》建議裝置緊急按鈕連線系統案，提請討論。 

  主席裁示： 

本提案主要係指非上班時間各大樓的緊急按鈕裝置，是否比照緊急聯絡

電話連線至警衛室或校安中心，麻煩總務處事務組莊組長將本提案先向

總務長報告，檢討其可行性。 

肆、各單位報告：（無） 

伍、臨時動議： 

  一、體育室莊政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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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 13日（星期六）上午有校外人士到校打網球，因不明原因昏倒，      

美術系主任林宏璋老師，馬上聯繫警衛室，時因警衛正在校區巡邏，      

未能及時接獲來電協處，林主任欲親自送醫，卻為路阻(如圖)所阻擋，

延誤許多時間，所幸該校外人士逐漸恢復意識後，由林主任親送返家；

惟十餘年前台大學生受傷因校園路阻阻擋救護車延遲送醫而癱瘓，台大

現今仍須承擔法律與道義責任，建議拆除ㄇ字型路阻，以保留救援通道。 

  主席裁示：請總務處會同校安中心辦理。 

  二、警衛室巫仕雄小隊長： 

（一）基於大樓安全考量，戲舞大樓大門將於晚間 11點關閉，如有需要請

以刷卡由側門進出，以維安全。 

（二）音二館監視設備損壞，迄今尚未修復，建請管理單位報修處理，以達

監管之目的。 

  主席裁示：請相關單位配合宣導辦理。 

陸、主席結論： 

一、本校防災演練多利用新生始業教育時配合消防分隊實施演練，建立同學

防災意識，日前高雄發生嚴重氣爆，造成重大傷亡與災損，多數災害意

外均可能隨時發生，平時預防絕對重於災害後搶救，校安中心將於 9月

19日上午配合全國防災日的「抗震保安，感動 123」活動，辦理地震防

災演練，請各單位配合熟悉演練動作，避免災害發生時慌張失措，造成

遺憾。詳細施作方式，依會議討論結果實施。 

二、幹部研習會議中有學生反映上學期機車位不足問題，已呈請校長核示中，

也請總務處一併處理。 

三、感謝大家今天出席會議，散會。 

柒、散會：15時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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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臨時提案 

 

提案人：傳音系蔡淩蕙老師 

案 由：校慶活動應注意環保，不要污染環境，且注意新聞稿慎選照片。 

說 明： 

一、 本校附近有不少小動物，即使是環保乳膠氣球，也要等 2-4週才會分

解，如果動物誤食會阻塞消化道而死亡。要施放氣球，不論是「空飄」

或者由來賓「逆放」，都應該做到能確保已經請小動物先「迴避」，且

沒有留下氣球碎片。 

二、 Open Day 在「中央社」的第一張照片就是本校在放氣球，恐怕愧對

學校節能減碳和與維護自然環境的努力，拜託校方謹慎。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新聞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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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報告： 

一、本校磨課師（MOOCs）課程介紹。〈報告單位：教務處〉 

http://admin.video.tnua.edu.tw/media/show/id/1229 

 

http://admin.video.tnua.edu.tw/media/show/id/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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