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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4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 
主席：楊校長其文                                    記錄：楊學慧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報告會議出席人數：應到 35 人，實到 30 人。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一、關渡藝術節開幕節目-董尼才第喜歌劇《愛情靈藥》的演出相當成功，本

節目係由跨系所學院師生聯合製作演出，藉此機會擴大各單位之互動、

相互學習，感謝音樂、戲劇、舞蹈學院及所有參與人員之努力。 

二、本校將於 10 月 31 日(六)，會同各關渡地區之組織、團體及企業共同辦理

「鬧熱關渡節」，活動內容包括舉辦市集、踩街遊行與匯演。當天除學

生藝陣的踩街及演出外，邀請全體教職員工生及眷屬一同參與、共襄盛

舉。 

    由於這次活動的籌劃，我們將腳步邁出校園，與社區、企業展開合作互

動，實屬不易，希望這些連結不僅能為關渡地區建立更多的凝聚力及發

展亮點，也能夠為北藝大帶來更多的激盪及建立在地連結管道。 

三、為促進多元文化交流，由國際交流中心會同各單位規劃，於研究大樓 4
樓原階梯教室(R420)設立之「國際書苑」，已於 8 月 6 日正式揭牌啟用。

此空間作為推展國際交流業務行政中心(國交中心辦公室遷移至此)、國際

學者交流使用、多元文化交流學習空間，以及研討(會議) 等多功能空間，

請大家善加利用。 
四、暑假期間進行之「師培中心教室整修工程」現已完工，空間重新調整後，

除了師培中心使用外，也提供與各單位互為分享。 
五、本校師生或校友參加校外活動競賽或角逐藝文獎項，屢見優異表現，得

獎訊息不斷，9 月底剛揭曉的第 50 屆電視金鐘獎，本校畢業校友囊括 10
多項獎項，北藝大擁有優秀師資，齊備的專業展演廳館及高度國際化教

學環境，培育出許多優秀藝術人才，恭喜這些校友們優異、亮眼表現。 
六、有關104學年度第1學期全校課程大綱及教材上網作業，請教務處持續追

蹤，並請教學單位提醒老師們儘速完成。為利選課，爾後應請務必於每

學期之期限內完成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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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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劉教務長錫權（詳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一）105學年度教育部要求國立大學應至少提供15%繁星推薦招生名額（53

名），案經教務處討論後，我們仍向教育部提出希能維持10%繁星員

額（35名），此部分於今天會上說明，讓各教學單位瞭解。 
 
二、學務處詹學務長惠登（詳工作報告）： 
（一）補充報告： 

1. 截至 10 月 5 日止曠課達 13 小時以上之同學計有 9 名，其中達曠課預

警達 25 小時者 5 名（音樂系 2 名、新媒系 1 名、學士後電影美術設

計學位學程 2 名），請上述教學單位與老師們予以了解及關心學生學

習狀況。 
2. 10 月 22 日(四)為本校校慶，下午停課，15:00 將於人文廣場進行校慶

藝陣比賽(第一階段初賽)，歡迎大家踴躍參加，給同學鼓勵及加油。 
3. 10 月 31 日(六)13:30~19:00 鬧熱關渡節活動，本校教職員當日視同上

班日，除許多單位同仁擔任工作人員外，歡迎大家一起踩街且攜伴參

加。 
 
三、研發處林研發長劭仁（詳工作報告）。 
 
四、總務處陳總務長約宏（詳工作報告）： 
（一）補充報告：蘇迪勒颱風校園植栽損害與復原進度報告。 
（二）其他意見： 

1. 張主任曉雄：舞蹈系館後方的屋頂瓦片被颱風吹壞，近來瓦片有往下

掉落至車道中央的情形，請總務處協助處理。 
2. 簡院長立人：最近二次颱風造成戲舞大樓地下室淹水，相關排水的問

題，請總務處協助儘速處理。 
●主席裁示： 
（一）近二次強颱風來襲，全校停班停課，但仍有少數系所同學留滯系館做

作業，勸離不易。為避免學生留置教學館舍，造成安全疑慮，各館舍

之門禁管理事宜，請校安中心與各單位研商處理方式，俾利後續執行。 

（二）上述張主任及簡院長分別所提，舞蹈系館後方屋頂瓦片掉落至車道及

戲舞大樓地下室淹水問題，請總務處協助儘速處理。 

http://general.tnua.edu.tw/upload/files/SoudelorRecovery09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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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演藝術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六、電子計算機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七、藝術與科技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八、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九、國際交流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一、圖書館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二、關渡美術館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三、主計室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四、人事室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伍、提案討論： 
一、本校「學優外籍生獎助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國際交流中心〉 
    討論意見及補充說明： 

（一） 林三等專員佑齡：本修正草案修正重點除書面資料外，另第十條

內容，配合法規名稱修正，提請修正為：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二） 張副校長中煖：本修正草案之名稱建請考量是否刪除「學優」二

字，更改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 
（三） 林主任宏璋：本修正草案第二條所提之「全額獎學金」，建議是否

修正為「奬助金」較為妥適，臺灣目前似乎未有全額獎學金之制

度。 
（四） 張副校長中煖：目前臺灣提供予外國學生之「臺灣獎學金」，即是

全額獎學金，應無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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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曾主任介宏：本修正草案之條文包含獎學金申請流程、審核程序

及核撥方式等，使用原名稱「獎助要點」，似乎較擬修正之「申請

辦法」為宜。 
（六） 林三等專員佑齡：先前與秘書室討論，參考學務處設置之獎學金

法規，因大多使用「申請辦法」，故配合修正。 
（七） 郭主秘美娟：考量法規位階名稱不影響實質內容及執行效果，本

修正草案之法規名稱與學務處的獎學金名稱，建議嗣後再予整體

檢視修正。 
    決議：  

（一）名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優外國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修正為：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 
（二）第十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為：「本辦法經行政會

議通過，…」。 
（三）除請修正上述二個項目外，餘照案通過，並請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審議。 
 
二、新訂「本校文創發展中心育成進駐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提案： 
一、新訂本校「傳統音樂學系場地租借管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傳統音樂學系〉 
    決議：照案通過。 
 
柒、專案報告： 
一、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草案。〈報告單位：

人事室〉 
    討論意見及補充說明： 

（一） 陳所長雅萍：請問剛才簡報內容提到的紀念日，例如：孔子誕辰

紀念日、臺灣光復節，教職員生都沒有放假，為什麼按時計酬人

員出勤需核給 2 倍工資？ 
（二） 李主任璁娀：目前學校人員是依照行政院人事總處發布的政府辦

公日曆出勤辦公，另依勞基法第 37 條及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

勞工應放假之國定假日，若勞工於休假出勤須加倍發給工資。據

悉，勞動部和行政院人事總處今年會有共識，修訂上述法規，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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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將於明年實施，未來行政院人事總處和勞基法規定之國定假日

將會一致。在尚未修法前，國定假日若請學生兼任助理來工作，

必需核給 2 倍工資。 
另外，若各系所請學生兼任助理來工作，工作場所職安問題應行

確保，並請視實需加保意外保險或其他商業保險。 
（三） 曾主任介宏：本草案第十一條訂定「勞動型」助理協助或參與計

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除雙方另有約定

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1. 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第 11 條規定，學生為著作人，本校享

有著作財產權。 
2. 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研究成果之專利權

歸屬於本校。 
此部分，建議需釐清計畫主持人（教師）之著作或專利相關歸屬。 

（四） 李主任璁娀：計畫主持人（教師）部分，不是本草案需處理之規

範對象。 
（五） 王院長雲幼：在執行計畫經驗中，專利移轉案件，專利權是歸屬

於教師。在收入分配部分，亦會尊重計畫主持人對於各參與人員

（單位）之投入貢獻與分配數額之建議。 
（六） 林研發長劭仁：本校教師如果執行經濟部、科技部…等單位計畫

案，因研究而產出之智慧財產權歸屬，應依委託單位與本校簽署

之合約來認定。 
（七） 曾主任介宏：委託機關通常訂有著作權或專利條款相關規定，一

般是從其規定，但如果沒有訂定，則是回歸於一般概念，一般概

念如果學校現在開始要從本草案來統一規範，這會影響所有老師

將來接計畫案產出之智慧財產權，並且衍生老師是否可主張此為

其專利？未來老師是否可以和學校之間訂一個契約，規範執行計

畫案產出之著作權或專利歸屬於計畫主持人，而不是學校？另，

和學校之間有專利權移轉收入分配的比例，可由計畫主持人決定

等問題，建議應予本草案述明清楚。 
    主席裁示：本案是討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保障之權益，有關教師

執行研究計畫與學校間智慧財產權權益相關問題，請研發處

另案研議辦理。針對本案各單位或學生如有任何意見，請逕

洽人事室，並請人事室循程序送校務會議審議。 
 
捌、散會：下午 2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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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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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1 

國
際
交
流
中
心 

本校「學優外籍生獎助

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1. 名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學優外國學生獎學金申請

辦法」修正為：「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

申請辦法」。 

2. 第十條「本要點經行政會

議通過，…」修正為：「本

辦 法 經 行 政 會 議 通

過，…」。 

3. 除請修正上述二個項目

外，餘照案通過，並請續

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

議。 

國
際
交
流
中
心 

 

2 

研
究
發
展
處 

新訂「本校文創發展中

心育成進駐作業要點」

(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研
究
發
展
處 

 

3 

傳
統
音
樂
學
系 

新訂本校「傳統音樂學

系場地租借管理要點」

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傳
統
音
樂
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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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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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1-3 
肆、各單位工作報告〈請上網查閱各單位工作報告電子檔，不另以紙本印送〉 

  一、教務處……………………………………………………………p.2-1~2-4 
  二、學務處……………………………………………………………p.3-1~3-5 
  三、研發處……………………………………………………………p.4-1~4-4 
  四、總務處……………………………………………………………p.5-1~5-4 
  五、展演藝術中心……………………………………………………p.6-1~6-4 
  六、電子計算機中心…………………………………………………p.7-1~7-2 
  七、藝術與科技中心…………………………………………………p.8-1~8-2 
  八、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p.9-1 

九、國際交流中心……………………………………………………p.10-1~10-2 
十、傳統藝術研究中心………………………………………………p.11-1 

十一、圖書館…………………………………………………………p.12-1~12-3 
十二、關渡美術館……………………………………………………p.13-1~13-4 
十三、主計室…………………………………………………………p.14-1 

十四、人事室…………………………………………………………p.15-1~15-2 
伍、提案討論〈請詳見附件資料，並先行研閱，以利討論〉 

一、本校「學優外籍生獎助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國際交流中心〉…………………………………p.16-1~16-12 

二、新訂「本校文創發展中心育成進駐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p.17-1~17-6 
陸、臨時提案： 

一、新訂本校「傳統音樂學系場地租借管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傳統音樂學系〉…………………………………p.18-1~18-10 
柒、專案報告： 

一、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草案。 

    〈報告單位：人事室〉…………………………………………p.19-1~19-48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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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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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1 
學
務
處 

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

員會設置辦法」部分規

定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照案通過。 
學
務
處 

本案業於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實施。 

2 
教
務
處 

本校「藝術教學出版大

系補助作業要點」部分

規定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照案通過，請續提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 

教
務
處 

本案業於 104 年 6 月

8 日以書函週知各單

位，並公告於出版組

網站。 

3 
圖
書
館 

本校「圖書館校外人士

閱覽辦法」第 2 條、第

5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1.第 2 條修正為：「凡校外人

士年滿 13 歲或具備國中以

上程度，基於研究、教學需

要，在不影響本校師生權益

前提下，均得於櫃檯以貼有

本人照片之身分證件換取

臨時閱覽證，進館使用圖書

資料。」，餘照案通過。 

2.另請圖書館研議，未攜帶身

分證件之民眾，若有臨時入

館閱覽之需，是否有可行權

宜措施。 

圖
書
館 

1. 本案業於 104 年 6

月 9 日函送一、二

級單位週知。 

2. 另，基於保護館藏

與 館 內 讀 者 安

全，建議不宜開放

未攜帶任何身分

證件之民眾入館。 

4 

戲
劇
學
系 

訂定本校「戲劇學系、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場地租借管理要點」草

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戲
劇
學
系 

本案業於戲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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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5 

動
畫
學
系 

新訂本校「動畫學系教

學空間與會議室租借

管理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動
畫
學
系 

本案業於動畫學系 
網頁公告。 

 

6 

電
影
創
作
學
系 

訂定本校「電影與新媒

體學院電影創作學系

場地租借管理要點」草

案，提請審議，提請審

議。 

照案通過。 

電
影
創
作
學
系 

本案業於電影系網頁

公告。 

7 

關
渡
美
術
館 

本校「關渡美術館典藏

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草案，提請審議。 

本案暫予緩議，請關美館參酌

上述主管之建議，研議考量後

提下次會議審議。 

關
渡
美
術
館 

本案參酌主管之建

議，須審慎研議考

量，故暫緩提案。 

8 

關
渡
美
術
館 

訂定本校「關渡美術館

典藏品借展作業要點」

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關
渡
美
術
館 

本案業於 104 年 6 月

25日簽陳校長核定實

施。 

9 
總
務
處 

訂定本校「珍貴動產評

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草

案，提請審議。 

依總務處所提草案，照案通

過。 

總
務
處 

本案業於 104 年 6 月

11 日函送各一、二級

單位知照。 

10 

電
算
中
心 

本校「資訊安全管理要

點」部分規定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電
算
中
心 

本案業於 104 年 6 月

15 日函送各一、二級

單位知照。 



1-3 

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錄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11 
環
安
室 

訂定本校「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規章」草案，提

請審議。 

照案通過，另請環安室及早規

劃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

練，善用暑假期間進行課程，

並請各相關單位人員參訓。 

環
安
室 

1. 本案業於 104 年 6

月 17 日函送各

一、二級單位知

照。 

2. 教育訓練業於年8

月 12 日完成辦

理，約有 70 名教

職員工生完成教

育訓練課程。 

12 

電
影
創
作
學
系 

104學年度起電影創作

學系招收「學士後電影

美術設計學位學程」學

生，每學期註冊時另須

繳交「實習費」新臺幣

5,000 元；「專業器材維

護費」3,000 元，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請續提校務會議審

議。 

電
影
創
作
學
系 

本案業經 104 年 6 月

2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104 學年度入學

之新生，依規定收取

實習費及專業器材維

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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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教務處 
資料時間：104年 8月～104年 10月 

 
一、 教務相關會議 

 (一)9 月 16 日召開 104 學年度學術出版委員會，審議出版項次及補助額度。 

 (二)9 月 29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次招生委員暨籌備會議，將確認招生工作

組織及分組執掌、學士班、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碩博士班甄試招

生入學簡章及各類招生考試日程。 

 (三)10 月 13 日召開 104-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 

 (四)10 月 20 日召開 104-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 

二、 開課及選課作業： 

 (一)104-1 學期課程大綱及教材內容上傳截止日為 9 月 10 日，系統暫不關

檔，將持續追蹤上網進度並進行品質檢視作業。 

 (二)本學期課程加退選期間為 9 月 14 日至 29 日，持續辦理特殊個案(如擋

修、延畢生等)課程補選單收件建檔及檢核作業。 

 (三)受理本學期大學部學生修研究所課程申請及校際選課(含陽明及政大學

術合作學校)申請案。 

 (四)辦理本學期加退選後選修課程人數未達開課標準之課程停開公告及學

生補選事宜。 

 (五)辦理本學期所有延修生、103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研究所學生、碩士在職

專班、選修學程與修習校訂英語能力檢定課程之學生繳交學分費及個別

指導費等事宜。 

 (六)確認本學期學生修習學分不足（含未選課）之學生資料及後續處理。 

 (七)辦理本學期教師授課時數統計、兼任導師及基本授課時數不足之專任教

師授課時數統計與造冊事宜。 

三、 成績及學籍管理： 

  (一)辦理 103-2 學期因修業年限屆滿(共 12 人)、學業成績不及格學生(共 2

人)退學事宜。 

 （二）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生離校手續及學籍資料處理。 

 （三）辦理 104 學年度新生通訊報到業務： 

1、核對學生學雜費用繳費資料並檢核新生學歷證明及「學籍資料表」，

進行資料修改、核對及列印。 

2、因應本校學務處新措施，「校園數位識別證」已於新生完成報到及健

康檢查後於 9 月 9 日、9 月 15 日送各學系、所辦公室轉發新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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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04 學年度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案於 9 月 29 日截止受理。 

 （五）依「學生學業優異」獎勵辦法，將 103-2 學期各班學業平均成績前三

名依序造冊送交學務處審核。 

 （六）104-1 學期應辦理復學或繼續休學之學生，截至 9 月 14 日(申辦截止日)

計有 40 人未申辦。 

 (七)製作 104-1 學期學生名冊及各項人數統計報表 

四、 彙整 103-2 學期研究所畢業生學位論文函送國家圖書館。 

五、 105 學年度招生總量 

 (一)已於 8 月 27 日與各學系確認名額並填報 105 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調

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管制系統」，依限於 8 月 31 日前備

文報部核定。 

 (二)各學系所均維持 5 月 26 日第 4 次臨時招生委員會決議之招生名額，惟

美術學系碩士班美術史組因考量註冊報到率，擬將 2 名員額挪至創作

組，創作組名額由 27 名調增為 29 名，美術史組由 10 名調減為 8 名(4

名甄試入學、4 名一般招生入學)。 

 (三)大學多元入學–繁星推薦入學：105 學年度教育部要求國立大學應至少

提供 15%繁星推薦招生名額；本校學士班招生名額為 380 名，並依往例

排除舞蹈學系學士班直升名額 30 名後計算，則應提供 53 名繁星員額；

105 學年度本校以性質特殊之藝術類大學為由，擬行文爭取維持提供

10%繁星員額(35 名)，並待教育部核定後配合辦理。 

六、 105 學年度招生試務:碩博士班甄試預計於 10 月 26-28 日開放線上報

名，相關報名系統之檢測已陸續與電算中心確認。 

七、 海外招生宣傳:10 月 29 日~11 月 1 日將派員赴香港參加「2015 年香港台

灣高等教育展」進行海外招生宣傳，估計約 85 所大專校院參展。 
八、 《藝術評論》 

 （一）30 期徵稿至 9 月底止，敬請師生踴躍賜稿。 

 （二）29 期已於 7 月底如期出刊，並提供全文至電子書廠商；摘要及前期全

文以公告於出版組網站，另分別致贈投稿者、編輯委員及審查委員。 

 九、 教學出版大系：「藝術人文、生活與美學」：《世界遺產之旅系列》4 本新

書現正進行編輯作業，預計年底前完成出版。 

 十、 參與國際書展 

 （一）「第 11 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9 月 12-14 日於中國福建省廈門市文

化藝術中心舉行，將以大學聯展方式展示本校 22 本圖書。 

 （二）「第 3 屆華文朗讀節」：9 月 24-28 日於華山文創園區開展，將以大學聯

展方式銷售本校 8 項圖書，將派員前往與會推廣。 

十一、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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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師多元升等制度:103 年度計畫已於 9 月 30 日結算經費並繳交成果報

告，並完成教學實務升等法規修訂。104 年度計畫提案預計於 9 月底公告

審查結果，預計推動產學合作升等法規修訂。 

 (二)教師社群: 

1、預計於 10 月 5 日舉辦 103-2 學期教師教學社群成果分享會，透過各社群

召集人之經驗分享，傳承教師教學社群的共享、共學、共好精神 

2、104-1 學期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將申請「教學實務（升等）教師社群」，

預計規劃 6 個活動場次，涵蓋兩大主題—「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及「學

習成效與歷程檔案」。以讀書會、公開講座、領航教師帶領討論、社群成

員分享等多樣形式交流，從社群自學、共學出發，透過一系列專業、深

度研習活動，激發社群成員專業知能之實質產出（例：課程規劃書、教

學歷程檔案），歡迎全校教師共同參與。 

 (三)新進教師傳習:9 月 14 日於國際書苑舉辦「104-1 學期—新進教師傳習工

作坊」，本次新進教師共計 6 位(3 位專任教師及 3 位客座教師)，會中佈

達與教師相關之行政資源，並透過教師作品欣賞與詩作朗讀，以促進新

進教師與行政單位的互動交流。 

 (四)教學助理: 

1、9 月 11 日舉行「104-1 學期 TA 期初培訓工作坊」，透過教師與資深 TA 觀

點，分享與傳承協同教學經驗，並宣達 TA 工作須知。 

2、修訂本校「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將 TA 區分為「深碗／實習課程 TA」

及「創新教學課程 TA」兩種類型；前者經費由校務基金支應，後者由教

學增能計畫支應。 

 (五)磨課師課程: 

1、已完成第 2 期磨課師新星課程「臺灣當代劇場面面觀」及「攝影─影像

造形與敘事」兩門課程拍攝製作，預計 11月於學聯網平台(ShareCourse)

線上開課。 

2、「教育部 104 年行動磨課師課程服務應用計畫」：「曠世名琴訴說的故事」

課程已通過審查，已於 8 月 28 日前往台南奇美博物館討論課程宣傳提

案，預計於 10 月 24 日上線，並利用奇美博物館展場互動式導覽平台同

步公開課程內容。 

3、「動作分析─了解身體、了解自己」磨課師課程已於 9 月 14 日於育網開

放教育平台(eWant)第 2 次開課，共 6 週課程，請鼓勵學生選修，報名

網址：http://goo.gl/foNWXA。 

 十二、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102-103 年度區域計畫及高中優質精進計畫已結案，104-105 年度計畫將

補助「圖書資源共享平台」及「高中先修課程」等 2 案計畫。 

http://goo.gl/foNW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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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增能計畫: 教育部於 8月 25日核定本校第三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

享計畫-教學增能計畫第二階段（104-105 年度）補助經費新臺幣 2,000

萬元（經常門 1,600 萬元及資本門 400 萬元），並已召開教學增能計畫

啟動會議，討論經費規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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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資料時間：104年 8月～104年 10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學校活動： 

（一）新生系列活動：9/7 於女一宿舉辦新生寢具服務活動、9/10 晚間舉辦大

一新生茶會及 9/11 上午舉辦社團博覽會。 

（二）學生活動中總幹事補選活動：開學第一週至第三週辦理，預定 10/15 前

完成。為擴學生參與度，並利用各系系大會時間，由組長與同仁到會宣

達，鼓勵同學們積極投入參選與支持本次選舉活動，踴躍參與投票。選

舉事務之籌備工作及相關文宣將提前製作，期能擴大訊息能見度並提高

學生投票之意願，以順利產生新任總幹事。 

（三）10/5 辦理 104 學年度校長與學生代表座談相關籌備工作，已完成各系所

學會代表邀請，並進行學生意見之調查彙整。 

（四）籌備辦理 10/22、10/31 藝陣比賽暨遊行踩街活動。 

（五）設置新導師輔導介面案，將於 10/26 導師會議時宣導新介面使用及學習

預警導師輔導系統，請導師得知身心有狀況的同學能盡快轉介。 

二、 服務學習： 

（一）柬埔寨海外藝耕服務隊-「柬單夢想」，本校共 15 位同學組成參加，於

8/2-15 出隊執行國際藝術關懷。藝術服務隊受基隆浸信會邀請，於

7/27-31 出隊協助弱勢家庭孩童辦理夏令營，共計 7 人；藝術服務隊至

鄒族山美部落「偏鄉圓夢服務 2015 暑假營隊補助計畫」，於 8/16-22 出

隊，共計 16 人；政大雲林縣南華國小英文藝術育樂營 7/6-7/7，共計

13 人；烏來國中小藝術人文規畫課程，9/20 起至 104-1 學期末，隔週

進行活動。 

（二）10/26 週會時間將舉行 104 學年度第一次服務學習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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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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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9/14 前受理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申請，相關資訊

已公告於本校首頁校園公告。 

（三）預計 10 月受理申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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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助學金，相關資訊詳見本校首頁校園公告或課指組網頁最新消息

區。 

（四）10/8 前受理申請弱勢學生助學金，相關表件請至課指組領取或至課指組

網頁下載。 

學生住宿中心 
一、 9/21 中午召開學生自治會第一次會議，討論本學期自治會相關活動。 

二、 配合 104 學年度學期開始「學生宿舍」住宿生入住，為方便行李搬運，援例協

請總務處分別於 9/6 及 9/12-9/13 新舊生入住時間，開放家長免費停車。 

三、 為提供本校學生安全就學環境，藉先期消防整備，實施宿舍避難疏散演練與消

防安全實地操作，並於 9/09 配合新生始業式辦理 104 年消防講習，除於各寢

室實施消防逃生演練，另協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關渡、寶橋與雙溪三個分隊支

員裝備、人員，於游泳池前廣場宣導防災資訊及讓同學實際體驗相關防災器材。 

四、 104 學年度「學生宿舍」抽籤遞補作業最後一梯次已於 8/21 截止登記；剩餘

床位於 9/14~22 重新開放登記作業，於 9/23 由宿舍自治幹部公開抽籤，並於

當天在學生宿舍網頁公告抽籤結果。 

五、 104 學年度校外賃居訪視工作，請各系所助教及班代協助調查校外賃居同學資

料，並於 9/30 前交至學生住宿中心，以利後續填報教育部及訪視工作進行。 

六、 本學期重要行程： 

（一）9/14~9/22：104 學年第 1 學期宿舍最後一次遞補床位申請。 

（二）9/23 床位遞補結果公告。 

（三）10 月中旬~12 月下旬：校外賃居電話普訪填報校外賃居資料同學。 

（四）10/19~12/25：校外賃居實地訪視，本學期預計抽訪 60 位同學。 

（五）105 年 1/4~1/8：第 2 學期不續住暨住宿遞補申請。 

（六）105 年 1/4~1/13：寒假住宿申請。 

七、 活動預告：本學年將續辦「夢想實驗室」，相關訊息請見學生住宿中心網頁。 

生活輔導組 
一、 新生入學始業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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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孕育創作與學習的能量，於 104/9/8~9/11

假音樂廳舉辦為期 4 天的課程，以『藝大開門-藝生不思議』為設計概念，結

合多元課程設計，提供豐富之學習資訊，並為關渡藝術節創意熱身! 

二、 為簡化公假作業程序及早排定時程，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104 年 9 月至 105

年 1 月）之學生公假案，於 9 月中旬完成彙整，將隨同各課程之點名冊一併寄

送交任課老師參閱。 

三、 
辦理「尊重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為加強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並養成尊重

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正確觀念，在新學期開始之際，請各教學單位配合宣導並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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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所屬師生切勿非法影印書籍及於校內圖書館大量或不當轉拷圖書資料，以免

觸法。 

四、 為達教育部所訂吸菸減量之目標，維護本校環境及空氣清新，創造健康潔淨之

校園，本組重新全面檢討吸菸區域位置暨提議校園停止販售菸品，並於

104/6/2 提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吸菸區域由原本之

15 個減少為 12 個，並於 104/9/1 正式停止販售菸品，拆除研究大樓 3 樓，藝

文生態館 2 樓，戲劇系 1 樓之 3 個吸菸區，修訂後之吸菸區域配置圖已建置於

學務處→最新消息→校安中心，請各單位自行下載運用。 

五、 104 年國家防災日，本校地震防災演練分別於 104/7/2 教職員工教育訓練及

104/9/9 新生安全教育時機實施演練完畢，演練人員共 445 員，藉由演練加強

師生地震災害應變處理能力，有效降低災損。 

六、 校園安全注意事項: 

（一）各系館時有偷竊事件發生，經協調關渡派出所員警到校處理，並會同系

館人員調閱監視器後，咸認以校外不明人士所為居多，本校為校園開放

場所，鑑於 5/29 日北投文化國小事件，引發各界重視校園門禁安全，

各系館應加強門禁管制措施，並對所屬師生宣導妥慎保管個人財物。 

（二）103 學年第 2 學期（104/02/01～104/07/31）校安通報事件共 36 件（如

統計表），其中學生交通事故 17 件居多，為有效改善陽關大道人車安全，

總務處於 104/8/26 邀請專家現地會勘，目前研議具體改善方案中，另

請各單位利用相關集會時機加強宣導，校內應注意迴車安全及降低車速

行駛，以減少交通意外發生。 

（三）新學年度開始，各系迎新活動自 8 月底陸續辦理中，惠請各系瞭解同學

迎新活動地點、參加人數，並勸導活動地點遠離水邊、高山及偏遠露營

地等場所，以減少意外風險發生。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門診業務：家庭醫學科門診 9/14 開診，復健科及物理治療 9/24 開診。 

（二）新生入學健康檢查業務：104 學年度新生入學健康檢查於 9/7、9/12 已

辦理完畢，活動後立即進行催檢通知，至 9/30 止未檢人數餘 5 人(影新

學院 3 位、戲劇學院 1 位、文資學院 1 位)，本組將持續催檢，以利盡

速達成 100％完檢率之工作目標。 

（三）健康檢查說明會：10/19 上午週會時間，由 104 學年度健康檢查業務承

包醫院-樹林仁愛醫院派員針對新生體檢結果進行報告解說。 

（四）緊急救護演練：配合新生始業式宿舍防災演練活動，於 9/9 下午同步辦

理緊急救護演練。 

（五）登革熱防治：目前國內登革熱疫情嚴峻，每日新增病例激增，衛保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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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以 EDM、海報及健康講座等方式進行登革熱防疫衛生教育及不定期

至校園各角落或各行政單位及系所辦公室巡檢各單位環境狀況外，亦請

各單位防疫窗口切實依「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加強自主管

理及環境清潔工作並將檢查表每月 5 日前交至衛保組備查。此外，教育、

衛生及環保等主管機關將不定期派員到校進行環境稽查及病媒蚊調

查，如發現孑孓將立即開罰。為了避免蚊蟲孳生，影響學校師生及社區

民眾的健康，呼籲師生共同協助清除校園、教室及辦公室內外的積水容

器，澈底清除病媒蚊孳生源，以降低登革熱流行風險。如有發燒、頭痛、

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醫

師旅遊或活動史，以利及時通報與治療。 

二、 健康環境： 

（一）教育部為協助大專校院提升餐飲衛生管理品質，擬於 9 月 30 到校進行

餐飲衛生實地輔導，將由本組與總務處承辦同仁陪同教育及衛生主管機

關人員實地輔導校園餐廳衛生。 

（二）依新修正之「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規定，輔導

本校各餐飲單位於 9 月全面至校園食材登錄平臺登載每日供餐資訊。 

（三）9/18 辦理校園餐飲從業人員衛生講習。 

三、 健康促進： 
（一）本校申請 105 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實施計畫補助案，經行政會議同意，

於 9/15 寄送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 
（二）9/10 於新生始業式中辦理「藝啟廢結核」肺結核防治講座。 
（三）10/5、10/26 共辦理 3 梯次大一 CPR 及 AED 訓練。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104-1 學期中心每週將固定提供 84 個諮商時段，服務項目包括：個別諮

商、藝術治療、生理回饋儀、沙盤治療等，歡迎全校學生善加運用。 
（二）104-1 學期推出「與自己相遇」教職員夜間諮商服務，歡迎全校教職員

工善加運用。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先修班：「舞動青春．悠遊藝海」系列活動將於 9/30 陸續開始，共計 15
場活動。 

（二）新生：「愛在北藝．新鮮萬歲」大一班級輔導活動已於 9/14 週會時間陸

續開始，共計 9 場。 
（三）畢業班：「一下站幸福」大四畢業班拆信活動將於 10 月中旬陸續開始，

共計 9 場。 
（四）持續規劃辦理「不打折俱樂部-生理回饋焦慮管理」計劃，開放學生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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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一練習，依據學生實際演出情形，共同擬定改善方式，期能協助學

生提升學習成效、享受舞台魅力。 
三、 【主題式成長團體】 

（一）「聊夢．療夢」整合性夢境探索團體：將於 9/30（星期三 18:00~19:30）
開始，連續八週。 

（二）「進擊的壓力」表達性藝術抒壓團體：將於 10/1（星期四 18:00~19:30）
開始，連續八週。 

（三）「重拾勇氣，我想再一次相信愛情」表達性情傷療癒團體：將於 10/6（星

期二 18:00~19:30）開始，連續八週。 
四、 【生職涯諮詢輔導】 

（一）9/29、10/13 邀請「雷亞遊戲林昱廷 3D 視覺總監」及「Flying V 群眾募

資平台鄭光廷執行長」進行藝術人生/職涯講座。 
（二）10/12 與電影系合作辦理「寒蟬效應」導演王維明校友映後分享座談會。 
（三）規劃教學增能計畫之藝術實習課程與辦理機制。 
（四）為本校應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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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持續提供本校學生就業諮詢與輔導服務，如職涯興趣探索、職能測驗、

求職準備諮詢等，敬請鼓勵學生預約相關服務。 
（六）10/31 前需填覆教育部欲追蹤之 100、102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資料共 954

人，9/8 前透過電算中心寄送 EDM 僅有 78 人回填，即日起諮商中心擬

以電話進行後續追蹤，並商請各系助教協助電話追蹤，以提高本校畢業

生流向回填率。 
五、 【資源教室與校園志工】 

（一）8/24 個別新生轉銜會議，於 10 月底前將完成新生所有轉銜會議。 
（二）9/14、9/15/、9/17、9/21 辦理資源教室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會議

時間將陸續安排，於 10 月中旬將完成所有學生之個別會議。 
（三）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時間訂定，預計於 10 月初完成。 
（四）9/15 辦理會心志工期初聚會，9/22～10/20 每周二 18:00~20:00 辦理會心

志工團體，共 5 次。 
（五）9/16 辦理資源教室期初聚會。 
（六）持續協助資源教室學生各項生活協助及心理輔導。 

六、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規劃與籌備 104-1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宣導相關活動：分手博物館、禪繞

畫工作坊。 
（二）性別平等教育推廣活動文宣品多功能筆記本製作。 
（三）與衛生保健組合作辦理愛滋防治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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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資料時間：104年 8月～104年 10月  

 

一、系所評鑑 

 (一) 本校第 4 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已於 8 月 18 日完成審查作業，依委員會

建議待改善相關建議事項將陸續發送各系所續處。 

二、校務發展 

 (一)根據教育部 8 月 28 日函，有關大學校院 105 學年度續(招)辦「學士後第

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案，本校電影創作學系續辦 105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

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案已備函報部。 

 (二)音樂學程籌備方向討論會議於 8 月 18 日召開，決議將於音樂學院新設跨

界音樂學程，學制為”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由吳榮順院長擔

任召集人，並於 9 月 7 日(一)進行正式籌備委員會議，邀集相關教師集思

廣益，以利後續研擬推動申辦。 

 (三)第二次跨界音樂學程籌備委員會已於 9 月 7 日召開，由吳榮順院長擔任主

席，討論學程基本資料及課程規劃方向，擬由執行秘書依會議中委員之建

議，完成學程申請計劃書之擬定後，提送第三次委員會議討論。 

 (四) 設計學程籌備委員會已於 8月 20日(四)、8月 26日(三)及 9月 10日(四)

召開討論會議，研擬本校成立設計學程相關議題並蒐集意見。 

 (五)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研究發展小組及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會

議，訂於 9 月 29 日召開，請有提案需求之單位注意並配合提案。 

三、校園規劃 

 (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預計於九月中後召開，請

有提案需求之單位注意並配合提案。 

 (二) 9 月 7 日(一)完成 104 年度下半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共藝術維護狀況

之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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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4 年度下半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調查公共藝術維護狀況不良情形，本

校計有一件公共藝術品「天堂鳥」需回報改善，擬請總務處協助處理並將

相關作品維護計畫、執行期程於 10 月 12 日(一)前提供本處作統一申報。 

四、產學合作 

 (一)近期重要徵求計畫 

 1.科技部 104 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科技部徵求 104 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作業要點及 105

年度圖書規劃重點議題公布於科技部網站首頁「動態資訊」項下的計畫徵

求。欲申請者即日起至 104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前完成科技部線

上申請作業，並以 Email 通知研發處綜合企劃組承辦人員，俾利校方如期彙

整造冊函送。 

 2.教育部 104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協助教師轉入產業發展作業要點」第 2

次申請作業 

     (1)申請期限：104 年 11 月 02 日(一)起至 104 年 11 月 30 日(一)止。 

(2)申請說明：為協助大專校院教師貼近產業，深化實務教學資源及產學交

流合作，促成研究及研發成果與產業及學研機構接軌，並活絡學界高階

人力資源運用。 

(3)具體作法：有意提案者請確實依徵件事宜規定，於 11 月 13 日(五)前檢

齊相關申請表件及份數簽會研發處、主計室後，送研發處統一函送申辦。 

 3.科技部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案 

 各單位 105 年度如有新聘編制內教學、研究人員，並符合申請規定所列資格

者，得提出申請，並請提送紙本計畫書及電子檔各 1 份，於 10 月 5 日(一)

前送研究發展處彙整，俾辦理後續校內審查及函報申請作業。相關電子檔請

至科技部網站（http://www.most.gov.tw）「學術研究」項下「補助獎勵辦

法及表格」中「延攬科技人才」之「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項下下載辦理。 

 4.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展國際共同人才培育計畫」申請案 

 (1)本計畫為引導大學採「2+2+1」學制，與國外學校合作發展博士課程。 

(2)本處及教務處業出席教育部於 9 月 16 日假辦理計畫說明會。 

(3)本計畫相關資訊業於 9 月 4 日研字第 1040007107 號書函送各學院/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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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班參考。 

(4)本處業於 9 月 25 日邀集各學院博士班主管、負責教師辦理說明會、共商

本校整體博士教育策略，以推動並協助有意願提案博士班爭取補助。 

 (二) 計畫專案執行情形 

 1.華碩公司 ASUS 課程合作開發 

 針對華碩公司 10 月 17 日(六)於本校舉行之 104 年度第二次課級培訓體驗

活動，於 9 月 11 日(五)完成傳音組關卡之初次提案、9 月 14 日(一)完成肢

體組關卡修正提案。接續將於九月份進行設計討論、試做、培訓等流程，

預計 9 月 30 日(三)前完成開發。 

 2.教育部 HFCC 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 

 本校提案之「關渡共生共好行動計畫」通過核可，八月份起計畫團隊進行

多次內部工作會議並參與計畫總辦公室相關座談與培訓工作坊，預計十月

起定期舉辦計畫相關推廣講座。相關公文及專任助理聘任事宜已移交本案

執行單位舞蹈學院。 

五、國內學術交流 

 (一)104 年度第 1 學期國內交換生 

 9 月 10 日(四)上午召開清大至北藝大研修交換學生之歡迎說明暨校園導

覽會，協助交換學生認識北藝校園(含鬧熱關渡節、關渡藝術節/電影節/

動畫節之宣導)、融入系所及選課/線上系統操作等相關學務教務資訊傳

達。 

 (二)清大交換計畫 

 8 月 26 日(三)上午清大戴念華教務長、推廣教育組巫勇賢主任等人拜訪

本校，針對兩校歷年交換學生計畫交流檢討，會議中討論有關交換生比

例事宜及兩校未來合作其他可能模式。 

六、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一)「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104 年 10 月表冊填報作業校內分工表及本校校

內作業時程表業已傳送至各單位相關承辦同仁，自 104 年 9 月 1 日(二)

上午 8 時開放填報，請各單位確依表冊定義及規範，於本校校內作業時程

10 月 20 日（二）下午 5 時前完成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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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育部於 104年 6月 5日函復本校所報 104年 3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檢核表與資料庫數據相符。 

七、文創發展中心 

 (一)空間建置 

 「北藝風創意空間」工程預定地之建照審查已完成，業已收到臺北市政府

建管處核發建照，待勘驗開工核准公文核發即可動工，整體工程預訂完工

日未定。 

 (二) 產學合作 

 1.果實文教基金會合作案 

 本校與果實文教基金會合作之「果實藝術創作夏令營」，業已於 8 月初執行

完畢，目前正進行後續核銷暨結案作業。 

 2.廣達文教基金委託案 

 本校接受廣達文教基金會委託公關紀念品製作一案，目前與廣達文教基金行

會進品項設計確認，並開始訪價與打樣。 

 3.李國鼎科技文教基金會 

 已完成主視覺設計，待科技部與李國鼎科技文教基金會確認後，開始進行相

關製作物設計。 

 (三) 政府計畫 

 1.基隆文化局 

 「基隆市漁會正濱大樓暨周邊廊帶資源盤點調查計畫」已於 9 月 3 日與基隆

市文化局完成工作協調會，並完成合約用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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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總務處 
資料時間：104 年 8 月～104 年 10 月 
 

一、 校舍興建與修繕： 

 (一)「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近期辦理情形： 
1.水保計畫審查： 
(1)水保計畫由本案水保技師於 104/07/09 提送市府主管機關(大地工程處)

審查。 
(2)審查委員於 104/07/23 由到校進行水保第 1 次審查，相關意見請水保技

師於 1 個月內完成修正再行送審。 
(3)建築師會同水保技師於 104/08/05 到校說明水保計畫修正情形，並於

104/08/24 提出水保修正計畫再送審。 
(4)審查委員於 104/08/31 召開第 2 次審查會議，原則通過，並請水保技師

提送檢視本分送主管機關及審查單位，若無異議則可提送定稿本送請

備查。 
2.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 
(1)建築師於 104/07/17 提送坡審報告書至市府主管機關(建管處)審查。 
(2)建管處承辦人員於 104/07/21 提供初步審查意見，惟因水保審查之意見

所涉之修正幅度甚大，必須配合水保計畫修正後再行修正坡審計畫。 
(3)配合水保審查已獲原則同意，業由建築師製作修正坡審報告書，預計

104/09/23 前送審。 
3.細部設計： 
(1)已於 104/07/24 至 104/07/31 於建築基地進行現有自來水管線試挖，後

續由機電技師提出基地管路遷移工程預算書圖。 
(2)已於 104/08/10 由建築師與機電技師到校檢討工程預算編列情形，初估

全案預算約需 2.2 億元，超過原編列預算(2 億元)，爰再要求建築師進

行檢討。 
(3)已於 104/09/09 向校長及相關師長進行期程及預算檢討簡報，原則上預

算調增至 2.1 億元，續由總務處會同學務處及主計室辦理相關校內及陳

報教育部之行政作業。本案預算增加之原因包括： 
a.配合都審決議及水保審查意見，增設足夠強度之擋土排樁。 
b.依據校內高壓電巡檢結果，本建物所需之高壓電纜線絕緣不佳，需額

外編列預算抽換。 
c.本案基地現有自來水管路通過，需額外便列預算遷移。 

4.預計於 104 年 9 月底至 10 月中旬間辦理本案設計成果之第 3 次全校師

生說明會，歡迎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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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已於 104/07/19 辦理設計監造勞務採購之招標說明會。 
2.本案等標期至 104/08/31 截止，共有 8 家廠商投標，並於 104/09/01 開標

辦理資格審查，其中有 2 家廠商資格不符。 
3.本案已於 104/09/04 召開評選會議，共計有 6 家廠商參與簡報，經評選

出前三名後，評選紀錄已簽奉核准並辦理議約程序。 
 (三)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創意貨櫃屋設置」由建管處於 104/07/30 核發建

造執照，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於 104/08/19 由市議員協助邀集各主管機關召開現勘會議，確認後續市

府施工科、衛工處及消防局之要求。 
2.建築師於 104/08/24 向消防局申辦消防設備審核，另向衛工處申辦無污

排水之審查(均應於放樣勘驗前完成)。 
3.承商於 104/08/25 提送申報開工資料予市府，惟施工科承辦人初審後提

出相關意見並要求修正施工計畫書，退由承商配合修正。 
4.承商於 104/09/08 再次向施工科補正減免勘驗之相關書件及確認使用甲

種圍籬後，待市府業務單位內部簽准後即辦理開工及勘驗。 
5.現場圍籬預計於 104/09/12(星期六)進場施作，施作後將影響前方停車場

之車輛停放，敬請全校師生諒察。 
 (四)「地錨補強改善工程」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已於 104/08/14 召開地錨預力檢討會議，追加地錨 2 組進行適用性試驗。 
2.目前持續由承商施工中，預計 104 年 10 月中旬前可完工。另設計監造

廠商對於設計監造服務費用核算基準有所疑義，已於 104/09/11 召開協

商會議。 
 (五)「國際書苑裝修工程」已於 104/08/03 完工，104/08/06 辦理驗收，部分

缺失限期於 104/08/13 前改善完成，續於 104/08/20 複驗通過，除由本處

辦理竣工計價外，並由承商申辦室內裝修竣工核可。 
 (六)「戲劇系館空調汰換工程」係於 104/07/15 開工，續於 104/08/24 辦理冰

水主機廠驗通過，並於 104/08/28 由承商申報完工，待擇期辦理驗收作業。 
 (七) 「師資培育中心教室整修工程」由承商於 104/08/13 開工，並於 104/09/11

申報完工，待擇期辦理驗收作業。 
 (八)「公有建築物智慧化改善計畫補助案」已由施工廠商於 104/08/10 向監

造單位申報竣工，經本校於 104/08/18 通告臺灣建築中心，該中心已於

104/08/24 下午到校辦理竣工查核通過，續由本校於 104/09/10 辦理驗收。 
 (九)「104 年度防水修繕工程」(包含「音樂廳斜屋頂修漏工程」、「展演中

心戲劇廳屋頂修漏工程」、「展演中心戲劇廳伸縮縫修漏工程」、「音

樂一館屋頂修漏工程」及「餐廳屋頂修漏工程」等)由廠商於 104/07/16
開工，迄今已完成音一館屋頂修漏、展演中心屋頂修漏及音樂廳斜屋頂

修漏，目前進行餐廳屋頂地磚鋪設(防水層已施作完成)及展演中心伸縮縫

施作。本案因暑假期間經常有午後陣雨或颱風，進度不如預期，敬請師

生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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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全校區高低壓設備汰換工程」已於 104/07/19、104/08/29 以及 104/09/05
配合辦理全校區三階段之停電作業，並由廠商利用停電期間施作汰換工

程完成，待擇期辦理驗收。 
 (十一)「音二館錄音室及電腦音樂教室裝修工程」於 104/08/10 開工，已由

廠商於 104/09/04 申報完工，待擇期辦理驗收作業。 
 (十二)「藝文生態館戶外木地坪更新工程及藝大咖啡木平台養護」已於

104/08/17 開工，承商並於 104/09/11 商報完工，待擇期辦理驗收。 
二、 環境與設備維護： 

 (一)蘇迪勒颱風於 104/08/07 至 08/08 侵襲全台，校園受此強風豪雨之襲擊，

災害情形頗為嚴重，相關災後處理情形說明如下： 
1.本處同仁會同相關廠商於 104/08/08 下午起即利用風雨較緩之空檔開始

清查及清理校園，並於 104/08/09 起全面進行災後復原工作。當日上午

報請校長請求關渡師人力支援，下午該師派來 21 名官兵協助清理至晚

上 7 時。 
2.考量景觀廠商及清潔廠商之業務負擔甚重，校園清理不易，本處動員部

分同仁於 104/08/10 協助加入災後清理工作。 
3.主要道路及建物周邊大型斷枝之大部處理已於 104/08/11 初步完成，

104/08/12 起開始進行傾斜樹木扶正。 
4.此次各校舍門窗玻璃破損情形嚴重，然因市場上一時需求者眾，復原需

時較長，遲至 104/08/24 起始進場逐一更換修繕，請各單位諒解。 
5.相關災損修繕費用估計需 250 萬元，本處彙整災損情形，於 104/08/17

陳報教育部爭取補助。 
6.已於 104/09/05 及 104/09/12 進行兩次校園環境噴藥消毒作業。 
7.自 104/09/07 起整理運動園區、929 劇場及宿舍後方風災後斷枝修剪後

殘留落葉枯枝。 
8.風災後之高枝修剪已於 104/09/07 進場施作，未完成部分將持續進行施

作。行政大樓主入口前花缽植栽因風災受損部分，已委託專家進行設

計與更新，預計開學前完成。 
9.於 104/09/08 起以高壓水柱清洗 ok 超商至行政大樓周邊路面。 

 (二)本校校外訪客之停車管理費自 104/08/01 起調整為每小時 30 元，統計本

校 104 年 8 月之停車場收入為 42 萬 1,900 元，較去年同期及上個月分別

成長 12.3%及 8.5%。另 104 年 7-8 月停車場銷售額 77 萬 4,175 元，稅額

3 萬 8,710 元，進項扣抵稅額 1 萬 6,181 元，應繳營業稅 2 萬 2,535 元，

已完成網路申報，辦理校內核銷付款程序。 
 (三)校牛小美身體微恙，經獸醫師於 104/08/10 到校施打抗生素、營養針、

電解質等，並抽血進行檢驗，尚未完全復原，獸醫師復於 104/08/31、
104/09/01 及 104/09/03 連續三次換藥治療，目前觀察復原狀況良好。 

 (四)104/09/02 晚上 6:30 至 9:00 總務處相關主管執行校園夜間照明巡查工

作，針對颱風後公共區域照明修復情形及照明安全進行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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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設施與服務： 
 (一)因應近期校園交通意外事故之發生，已於 104/08/26 召開「校園交通設

施設置」專家現勘會議，邀請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專家蒞校指導，相關意

見請各單位參酌辦理。 
 (二)本校車牌辨識系統結合停車場管理系統規劃以感測車牌方式開啟閘門

案，經於 104/08/25 會同中興保全與阜爾公司確認介接位置，續由中興保

全提報估價(約 1 萬 8,000 元)，預計配合 104 學年度停車證申辦於 104 年

10 月 1 日啟用。 
 (三)104/09/08 已洽廠商完成校內公務文件銷毀作業，計有教務處、人事室、

秘書室、通識教育中心及總務處文書組等 5 個單位參加。本項作業定期

於暑期辦理，歡迎各單位多加利用。 
 (四)104 學年第 1 學期學雜費於 104/08/12 至 104/09/14 辦理收繳，為利境外

生繳費，除原繳款通路外，另提供本校藝付款平台以信用卡方式繳款，

迄今已有 4 名陸籍新生透過藝付款系統完成境外刷卡繳納學雜費，該款

項已入帳至本校專戶，將依程序辦理銷帳事宜。 
 (五)104 年 7-8 月份營業稅申報經核算後，共計開立發票 799,528 元，應繳

稅額 39,976 元，進項總額 365,697 元，可扣抵稅額 18,286 元，實繳 21,690
元。 

 (六)近期協助辦理採購案件： 
1.104 年度本校報廢財產公開標售案已於 104/08/27 簽准，104/09/01 上網

公告招標，並於 104/09/11 開標。 
2.104 學年度帳篷桌椅租用開口合約，已於 104/08/12 奉准，104/08/17 上

網公告招標，104/08/25 開標，惟因最低標廠商低於底價 80%，暫保留

決標並請廠商提出說明，經會辦申購單位認為廠商說明合理，已於

104/08/28 奉准，並於 104/09/01 照價決標予最低標廠商。 
 (七)近期協助辦理場地租借案件： 

1.台灣集保公司於 104/09/07 至 104/09/11 假本校國際會議廳辦理訓練課

程。 
2.京寶電子公司預計 104/10/17(星期六)假本校辦理家庭日活動，預計參與

人數為 1200 人。活動過程若有造成不便，敬請校內師生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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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展演藝術中心 
資料時間：104年 8月～104年 10月 

 

 一、活動企劃、執行 

 

 

(一) 『START 啟動-2015 年關渡藝術節』 

1、三廳內暨戶外表演活動期自 2015 年 10/2(五)起至 11/01(日)止。關渡美

術館展期為 10/02（五）起至 12/06（日）止。《2015 關渡國際動畫節》：

10/24（六）起至 11/01（日）止。《2015 關渡電影節》：10/02（五）起

至 10/09（五）止。 

2、藝術節票券已於 9 月 01 日在兩廳院售票網站開賣。 

3、已於 2015 年 9 月 15 日(二)下午 14 時假台北國際藝術村 (台北市中正區

北平東路 7 號) 幽竹廳辦理 2015 關渡藝術節記者會。 

4、廣告、旗幟、印刷品、專訪等各類文宣行銷已於 8 月中陸續進展執行。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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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廳各展演系、所、單位演出、活動及租用之前、後台業務執行。 

 二、劇場專業設備維護 

 (一) 舞蹈廳舞台地板修繕工程 

主舞台有數條損壞地板及觀眾 G 排前方木構地板修繕，並加設四組安全

圍欄，已於 8 月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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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1~2 配合外租擊樂文教基金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

支援。 

 2、2015/8/12~15 配合外租臺北市立國樂團裝拆台、彩排及錄音等技術協調

與支援。 

 3、2015/8/23 配合外租松風管樂團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

支援。 

 4、2015/9/7~11 配合軍訓與生活輔導室新生訓練裝拆台、彩排等活動場地使

用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5、2015/9/28 配合外租吳三連獎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

援。 

 6、2015/10/5 配合音樂系大會裝拆台、彩排等活動場地使用相關技術協調與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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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5/10/10 配合關渡藝術節「北藝原民風-賽夏排灣樂舞宴」裝拆台、彩

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8、2015/10/11 配合關渡藝術節「陳明章二音和弦系列<月光暝>重返校園講

唱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9、2015/10/13 配合關渡藝術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音樂會」裝

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10、2015/10/16~17 配合關渡藝術節「亞洲長笛聯盟-日本長笛之華音樂會」

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11、2015/10/18 配合關渡藝術節「東京藝術大學高木綾子長笛獨奏會」裝拆

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12、2015/10/19 配合衛保組週會裝拆台、彩排等活動場地使用相關技術協調

與支援。 

 13、2015/10/20 配合關渡藝術節「德國萊納.金澤大提琴獨奏會」裝拆台、

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14、2015/10/21 配合關渡藝術節「馬水龍校長感恩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

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15、2015/10/23 配合關渡藝術節「校尋國樂-北市立國樂團 2016 校園巡迴音

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16、2015/10/24 配合關渡藝術節「臺北青年管樂團-不負責童"畫"故事音樂

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17、2015/10/31 配合外租 G 大調合唱團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

調與支援。 

      (二) 舞蹈廳協辦事項 

 1、2015/7/31~2015/8/1 配合外租築夢雅集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

與支援。 

 2、2015/8/31~9/11 辦理舞蹈廳場地及設備保養。 

 3、2015/9/12~13 配合外租舞蹈學會舞躍大地裝拆台、彩排及比賽等技術協

調與支援。 

 4、2015/9/14 配合劇設系大會裝拆台、彩排等活動場地使用相關技術協調與

支援。 

 5、2015/9/22~27 配合舞研所畢製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6、2015/9/28~10/4 配合關渡藝術節「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那一年、這一天

>」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7、2015/10/6~11 配合關渡藝術節「日本子供鉅人<逐電 100W>」裝拆台、彩

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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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15/10/12~14 配合關渡藝術節「法國 Julioe Nioche/A.I.M.E<我們的孤

獨>」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9、2015/10/16 配合師培中心研討會裝拆台、彩排等活動場地使用相關技術

協調與支援。 

 10、2015/10/17~18 配合外租華梵基金會裝拆台、彩排等活動場地使用相關

技術協調與支援。 

 11、2015/10/19 配合關渡藝術節「2015 亞太傳統藝術節<贛南採茶戲><印尼

皮影戲>」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12、2015/10/24 配合關渡藝術節「北管戲<破五關>」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

技術協調與支援。 

 13、2015/10/26~27 配合關渡藝術節「美麗浙江‧南戲源頭-浙江地方戲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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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4~14 配合外租動見体劇團裝拆台、彩排等活動場地使用相關技術

協調與支援。 

 2、2015/8/31~9/11 辦理戲劇廳及實習工廠場地及設備保養。 

 3、2015/9/14~10/4 配合關渡藝術節「董尼才第喜歌劇<愛情靈藥>」裝拆台、

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4、2015/10/6~11 配合關渡藝術節「美國翻轉探戈<男性視角>」裝拆台、彩

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5、2015/10/12~14 配合關渡藝術節「山西孝義皮影木偶劇團、廣東五華縣提

線木偶傳習所偶戲匯演」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6、2015/10/15~17 配合關渡藝術節「英國巴斯斯巴大學<提摩西>」裝拆台、

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7、2015/10/24~25 配合關渡藝術節「雲林縣新布袋戲實驗計畫<救母小金剛>」

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8、2015/10/26~11/1 配合關渡藝術節「動見体劇團<凱吉一歲>」裝拆台、彩

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四) 服裝間協辦事項 

 1、2015/8/24~10/4 配合關渡藝術節「董尼才第喜歌劇<愛情靈藥>」服裝製

作、服裝技術指導及製作執行工作，並配合裝拆台、彩排及演出服裝修改

等事宜。 

 2、2015/9/7~11/22 配合戲劇學院學期製作「此時此刻」服裝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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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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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5/8/24~9/11 配合關渡藝術節「董尼才第喜歌劇<愛情靈藥>」舞台佈景

道具製作場地使用。 

 2、2015/9/21~11/22 配合戲劇學院學期製作「此時此刻」舞台佈景道具製作

場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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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資料時間：104 年 8 月～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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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網路課程新生預選、加退選作業。 

(三) Email 系統更新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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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及系統增修項目 

1 教務系統建置 

1、教務二期課務系統之系所開課上線作業。 

2、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網路課程新生預選、加退選檢測及

上線作業。 

3、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大綱暨教材系統檢測及上線作

業。 

4、完成檢測教務系統介接人事系統專、兼任教師資料，並

正式上線。 

2 學務系統 
1、完成新生填報綜合資料、就學貸款功能改版。 
2、8/5~9/14 開放 104 學年度新生填報作業。 

3 人事系統 

1、完成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兼任行政主管減授鐘點設

定。 

2、完成新單位與新主管資料建置檢核。 

4 數位典藏 

(關美館庫房典藏管理)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5 數位學習整合系統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6 校園網站國際化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7 教師自我評鑑系統 展演資料匯入測試作業。 

8 招生試務系統 
1、執行 104 學年線上報到遞補作業。 

2、105 學年度同等學力上傳功能開發作業。 

9 學生線上離校管理系統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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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專案系統名稱 現況及系統增修項目 

10 網頁改版/總務系統 

1、汽機車通行證申請開放。 

2、兼任助理勞健保平台討論。 

3、自動繳費機系統穩定問題測試。 

4、完成性平網站改版作業，並正式上線。 

11 跨領域學習護照 統計及彙整學生歷年參與情形。 

12 
全校性資訊入口網整合

(EIP) 

1、產出新生 Email 帳號。 

2、檢視 EIP 內各項功能連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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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藝術與科技中心     
資料時間：104 年 8 月～104 年 10 月 
 
一、 本中心策劃之「Linking LAB 實驗室聯盟」－《索多瑪之夜》跨域創作作

品，將於臺北市立美術館 1 樓進行正式展出，展期為 104 年 10 月 3 日至

105 年 1 月 10 日， 10 月 2 日下午 2 點舉行記者會，10 月 3 日下午 3 點舉

行開幕活動，歡迎各位師長蒞臨參觀。 
二、 本中心為開發自動控制整合系統，日前由專案製作團隊進行多項測試與評

估，包含網路通訊協定測試、編碼分析與轉譯程式開發、跨平臺系統運作

評估與壓力測試開發、資料採礦延伸模組整合測試、可程式邏輯控制器通

訊評估與測試、跨平臺自動控制系統運作評估與開發等項目，以了解如何

整合與控制於新媒體藝術活動中常使用到的各式介面與通訊訊號，並加以

應用在跨領域展演創作中。 
三、 本中心為發展多頻道影像整合拼貼技術，日前由專案製作團隊進行進行多

項測試，包含多頻道即時影像擷取方式分析與應用測試、多圖層影像播放

設計與效能測試、投影成像效果分析、多頻道訊號整合壓力測試等項目，

以應用在跨領域展演創作中。 
四、 本中心為進行多聲道環繞音場多元應用研究，日前由專案製作團隊進行多

項測試與評估，包含超音波方向性穿透測試、3D 指向傳聲技術分析與測試

等項目，並結合機器人伺服馬達進行音場方向定位與調速實驗，以應用在

跨領域展演活動中。 
五、 本中心為研究空氣流體力學，日前由專案製作團隊利用羽絨進行多項測

試，包含多款羽絨暨羽毛挑選與浮力測試、各式風機進行風力與分貝等數

據評估與分析、自由表面形成測試、線性流體空間測試、空氣對流環繞效

應穩定性評估與實驗分析、浮動物體穩定性評估與實驗分析、多相流動應

用測試等項目，並將實驗數據加以分析統整，以應用在新媒體藝術創作中。 
六、 本中心為發展即時 3D Point Cloud 物件偵測與定位技術，日前由專案製作

團隊進行多項測試與研究，進行遠距離深度攝影機於煙霧環境中偵測實

驗，依其感應距離、範圍、成像密度與煙霧濃度等數據進行分析及應用評

估，並進行幾何空間轉換至正投影空間之測試、偵測影像分析定位、偵測

畫面多重拼貼演算法開發、追蹤技術演算法開發等研究項目，以在空間中

有效進行物件或人物定位，並應用在展演創作中。 
七、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於臺北當代藝術館舉辦《若絲計畫：冷漠的賽拉薇－王俊

傑個展》展覽，時間為 7 月 4 日至 8 月 16 日。《若絲計畫》系列創作始於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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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向冷漠致敬的系列之作，在最終章－《冷漠的賽拉薇》中，以試圖創

造一個臨界崩毀邊緣的封閉房間，表達在房間內的遊蕩者，將是真正屬於當

代的人，他們既不合時代要求，也無法適應時代，而再次提問「藝術是什麼？」

這個已不合時宜的古老議題。 
八、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日前受國立成功大學藝術中心邀請參加「成大雙年展」座

談會，主題為「Maker Movement：創客運動」，活動地點在 C-Hub 成大創

意基地，與會來賓包含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校長，交通大學建築所曾成德教

授及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呂理煌副教授等人。成大雙年展是以成大

校園學術特色與研究成果為主的展覧，將呈現「我們的／成大」校園文化特

色及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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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 
資料時間：104年 8月～104 年 10月 

 

一、 推廣教育中心 

 
 

(一)推廣教育 

 1、 「2016 北藝大夏日學校」 

2016 夏日學校預計於 7/7-7/16 辦理。目前由各系所針對今年的執行

狀況作調整，規劃 2016 夏日學校的課程內容，第二次籌備會議預計

於 10 月底辦理。 

 2、 「華山練舞場」籌備進度 

(1)目前已和華山確認場地的使用與規劃，預計於明年 1 月進行施工。 

(2)雙方的合作契約正密切接洽中。 

(3)已於 9/8-9/10 完成師資培訓。 

 3、 推廣課程 

2016 春季課程規劃中，課程審查會議預計於 10 月底前辦理。 

 

(一) 活動部份 

 1、【高見文化 - 精選新書 79 折特惠展】 

    展期 : 即日起 至 2015 / 10 / 15 

 2、冰箱裡的大象】於二樓長廊展覽 

    展期 : 2015 / 09 / 15 至 2015 / 10 / 13 

(二) 籌備中活動： 

1、 書店自製明信片所採用的名言佳句，已經過攝影作品的作者審

核。另外經整體考量後，將重新設計背面書寫面的排版。 

2、 小書展。 

  

  
 

二、藝大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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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國際交流中心 
資料時間：104 年 8 月～104 年 10 月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協助安排9月11日教育部國際暨兩岸教育司司長楊敏玲及亞太交流協會

外賓一行 37 人校內參訪行程，安排會晤校長、國交中心主任，參訪本

校關渡美術館與國際書苑空間。 
 (二) 本中心主任將出席 9 月 30 日於國立清華大學舉辦之「2015 臺灣－匈牙

利圓桌會議」，了解佩奇大學、賽蓋德大學等匈牙利高等教育學校概況

與是否未來有合作交流機會。 
二、 境外學生業務 
 (一) 於 8 月 11 日派員參加世新大學辦理「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計畫

承辦人員知能研習會」，以利獎學金請款及核銷作業順利 

 (二) 協助外國學生網路填報學籍資料與學務綜合資料 

 (三) 與學生住宿中心交接僑生保險及境外學生商業保險業務。 

 (四) 上網通報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僑生動態。 

 (五) 9月 11日下午 3點 30分於國際書苑會議室、研究大樓 R410教室及 R411

教室分別舉辦 104 學年度外國學生暨僑陸生新生說明會，並安排留學生

社團於會後說明介紹。參加人員為新生、中心人員、社團幹部等約 80

人，以協助外籍學生盡早融入校園 

 (六) 協助境外學生辦理到校註冊與居留證。 
 (七) 協助境外學生辦理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工作證。若於 9 月 18 日前將所

需資料繳至國交中心，可繳交現金之申請費用，由中心協助劃撥，之後

申請者需自行至郵局劃撥。 
 (八) 請各學院協助公告、收件、審查本校外國學生獎學金，國交中心僅收由

學院薦送的資料，請各學院自訂收件及審查時間，中心的截止日期為 10

月 8 日(四)。 

 (九) 辦理僑生學行優良獎學金申請及收件，中心收件截止日為 10 月 7 日。 

 (十) 辦理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獎學金申請及收件，中心收件截止日為 10 月 23

日。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領取教育部學海奬學金赴外交換同學返國辦理核銷 

 (二) 寄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暨大陸交換學生成績單。 
 (三) 9 月 11 日上午 10 點 30 分於國際書苑會議室、大廳分別舉辦 104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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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外國暨大陸交換學生新生說明會，並安排參觀校園導覽活動。

參加人員為新生及中心人員約 30 人，以協助外籍學生盡早融入校園。 

四、 其他業務 
 (一) 於 9 月 1 日派員參加教育部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之 104 年大專

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服務素養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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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資料時間：104 年 8 月～104 年 10 月 
 
一、 「轉‧場─隨域而生」（Memory and Migration）特展 
  (一) 展期自 5/22 至 9/8 止，開展以來觀展人數累計共 1,326 人次。 

 (二) 特展教育活動 
1、以過去作為翻轉未來的軸心基點，期許透過傳統藝術有機整合的特

性，發展合創展演、教育活動、行動論壇等各項跨域合作計畫，為

當代創意行動者親身參與及實踐之場域。5 ~ 8 月份各辦理一場特展

教育活動，分別有「馬來西亞伊班族傳統織品 Pua-kumbu 織作示範」、

「手作小時光─藺香粽包及綴織旅」、「小小時光 x 敲敲樂─兒童拓染

藝術體驗」，系列活動訊息觸及人數共 13,620 人次。 
2、9/2 為本校關渡美術館志工特別舉辦一場團體導覽活動，分享傳研中

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及「未來‧傳統實驗基地」的展覽規劃

與活動特色，除了介紹本期展覽作品並帶領體驗植物拓染的教育活

動，期盼更多藝術愛好者能夠親身參與並了解我們的實驗基地。 
二、 「無地不生─與苧麻的六十五天」特展 

(一) 展期自 10/3 至 12/6 止。 
(二) 苧麻在人們的生活中曾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是臺灣過去重要的文化地

景，而今仍是原住民部落中重要的織物原料，目前仍有少數辛勤種植

、織作的保存者。特展教育活動以實作體驗為主，紀錄片放映為輔，

邀請臺灣的苧麻耕織者帶領觀眾一同體驗苧麻的種植、收割、加工等

過程，並進一步了解苧麻工藝與人、土地、情感和社群的深層關係。 
 1、10/3~4的開幕活動為種苧麻、演唱織布歌，以及以苧麻為主題的原創

市集；12/5~6的閉幕活動則為採收、刮麻與纖織工作坊。 
2、10/17邀請泰雅族弗耐‧瓦旦導演進行紀錄片放映講座。 

三、 「臺灣與東南亞偶戲（名稱暫定）」特展 
 展期自 12/16 至 2/29 止，將與台原亞洲偶戲博物館合作策展及教育活動。 

四、 嘉義縣文化集會所展覽 
應嘉義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之邀，「轉．場－隨域而生」特展擬參與嘉義縣

文化集會所展覽，展期自 11 月 10 日(二)起至 12 月 27 日(日)止，並於展

出期間辦理一場傳統染織工藝體驗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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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圖書館 
資料時間：104 年 8 月～104 年 10 月 
 
一、全館性業務 
 (一) 颱風後的損壞與修繕 
      1. 本館屋頂瓦片損壞嚴重，總務處營繕組已協助修繕。 
      2. 屋頂採光罩破損仍待修復，館內部分空間因壁台漏水，而暫停使用。 
 (二) 開學前準備工作 
      1. 自習空間強化管理規範，以維護使用者的環境品質。 
      2. 配合新生入學辦理各項宣導活動。 
二、閱覽典藏與參考服務業務 
 (一) 完成書庫整理工作 

 暑假期間，完成書庫整架、讀架及移架工作，以利讀者查尋圖書資料。 
 (二) 8 月 26 日召開館員值班工作會議 

 9 月 14 日召開晚班工讀生值班工作會議，討論及提醒櫃枱工作注意事項。 
 (三) 圖書資源利用教育 

 1. 新生入學始業教育：播放圖書館形象微電影，搭配有獎徵答活動讓大

學部新生對圖書館有初步的認識。 
 2. 圖書館之旅：安排各系所新生至圖書館參訪，協助其了解圖書館各項

服務與資源，以增進日後學習效果。 
 3. 資訊檢索及資料庫利用講習：配合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課程，辦理「資

訊檢索及資料庫利用」講習活動，協助研究生熟悉各類型資料庫、資

訊檢索的基本概念與取得資源的方法。 
 (四)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指定參考書持續受理中，歡迎各位老師申請。 
 (五) 完成學術產出專室論文整架，並更新教職員著作暨本校出版品目錄。 
 (六) 完成非書資料室盤點，並更新非書資料館藏清單。 
三、採編期刊與其他業務 
 (一) UDN 電子雜誌行動服務 

本館於 7 樓現刊架展版張貼 UDN 電子雜誌的 QR Code，提供讀者可利用

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等，掃描 QR Code 後安裝閱讀專用

APP，便可一機在手，隨時隨地閱讀雜誌內容。 
 (二) 期刊裝訂作業 

為有效保存及管理過期期刊，便於師生學習與利用，已於 7 月下旬進行

期刊裝訂作業，預計 10 月初完成期刊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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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全國期刊聯合目錄更新 
8 月上旬於科技部科資中心製作之「全國期刊聯合目錄」系統上，更新本

館所收中文期刊、日文期刊與大陸期刊之卷期起迄，以利資源共享利用。 
 (四) 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結案 
    1、戲劇學系「當代世界劇場─亞洲在地與全球跨界」已於 5/31 執行完畢：         

本案補助金額新台幣 270 萬元，已全數支出且執行率 100%，總計購置

圖書 1,559 種、合 1,663 冊，期間辦理多場推廣活動、書展等並建置主題

網站。 
    2、博物館研究所「博物館蒐藏與文化展示」已於 7/31 執行完畢：  

本案金額新台幣 270 萬元，已全數支出且執行率 100%，總計購置圖書

1,758 種、合 1,802 冊，期間辦理多場推廣活動、書展等並建置主題網站。 
3、主題網站網址：http://203.64.7.10/web/ALL_IN/top/home.html，歡迎至

網站上列印excel 書單或查詢即時館藏狀態。 
四、校史發展組與其他業務 
(一) 8~9 月重新整理、分類與核對過往蒐集之校史照片、幻燈片，並將缺漏之

檔案數位化。 
(二) 8~9 月進行戲劇學系 1983 年至 1995 年展演文宣品與節目單數位化掃瞄，

並登錄數位典藏平台。 
(三) 7~8 月將學校活動影片(CD-A00001~CD-A00101)由 VOB 格式轉檔為 MP4

格式，以利後續運用，9~10 月持續進行未轉檔之影片(CD-A00102~CD-A00156)

轉檔。 
(四) 7~9 月整理行政大樓四樓庫房空間，並進行校史文物與檔案第二次核對與整

理。 
(五) 詮釋、登錄音樂學系畢業校友王欣怡捐贈之校史文物共 46 件與國際交流中

心移轉之校史文物共 16 件。 
(六) 8~9 月與各學院進行第二次合作策展討論，確認後續執行方式。 

學院 討論概況 
美術學院 8 月 12 日進行第二次討論，由簡子傑老師為代表，進行口

述採訪與物件蒐集。 
戲劇學院 於 6 月 12 日進行第一次討論，第二次討論聯絡中。 
音樂學院 先由各助教依所負責之職務進行重要事件清單表列與物件

蒐集，預計於開學後進行第二次討論。 
舞蹈學院 8 月 18 日進行第二次討論，由王雲幼院長與陳雅萍所長帶

領，將依可展示物件（服裝、道具、影像、圖片與文字資料

等）與策展發展方向建立清單與綱要論述。 

http://203.64.7.10/web/ALL_IN/top/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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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討論概況 
文資學院 7 月 30 日進行第一次討論，由文資學院各所各派一位老師

為代表，由校發組建置各項主題之登錄表單，以及初步整理

對應之大事記與學位論文資料，後續由各所蒐集物件，並以

mapping 的概念發展策展論述。 
影新學院 第一次討論後，由許素朱院長轉達校發組擬定之需求清單予

三系，預計於 9 月 15 日進行第二次討論。 

(七) 9~10 月初步整理各中心與行政單位大事記，並初列可搭配之校史文物、檔

案。 
(八) 10 月擬定校史室建置之採購案需求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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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關渡美術館 
資料時間：104年 8月~10月 

 

一、展覽活動 

(一) 7/17~ 9/13「ONE PIECE ROOM–楊炯杕個展」 

(二) 7/17~ 9/13「質變–王湘靈個展」 

(三) 7/24~ 9/20「赤燄•游擊•藝術交陪–新台灣壁畫隊」 

(四) 7/24~ 9/20「書寫的現代主義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羽」 

二、教育推廣活動 

(一) 8 月 5 日馬來西亞駐館藝術家黃殖鳴藝術開講。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二) 8 月 12 日馬來西亞駐館藝術家黃殖鳴工作坊。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三) 8 月 19 日 韓國駐館藝術家車在民藝術開講及馬來西亞駐館藝術家黃殖

鳴工作室開放。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四) 8 月 26 日 韓國駐館藝術家車在民工作坊。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五) 9 月 2 日 本校傳藝中心參訪。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六) 9 月 9 日 澳洲藝術家蕾妮•尤佳吉歐藝術開講。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七) 9 月 16 日 英國駐館藝術家溫蒂安德森藝術開講及澳洲駐館藝術家蕾

妮•尤佳吉歐工作坊。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八) 9 月 30 日 美國駐館藝術家 洪素珍 藝術開講。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

及一般民眾。 

(九) 10 月 7 日 啟示錄 展覽介紹。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十) 10 月 14 日 韓國駐館藝術家卓昭姸藝術開講。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十一) 10 月 21 日 美國駐館藝術家蜜雪兒•羅森伯格藝術開講及韓國駐館藝

術家卓昭姸工作坊。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十二) 10 月 23 日 2015 亞洲藝術論壇_重探亞洲錄像藝術。參加對象：一般

民眾。  

(十三)10 月 28 日美國駐館藝術家蜜雪兒•羅森伯格工作坊。參加對象：一般

民眾。 

三、導覽服務 

8 月份登記 131 人，9 月份目前登記 80 人，10 月份目前登記 62 人。 

四、貴賓參訪 

8 月份： 

8/21 主計總處參訪貴賓 40 人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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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 

9/11 輔仁大學 UMAP 國際秘書處執行長李阿乙率貴賓 50 人參訪。 

五、媒體報導  

  （一）媒體報導 

（1）2015/07/31 非池中藝術網報導「藝文直擊─關渡美術館：【書寫的現代

主義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羽」  

（2）2015/07/28 中時電子報/吳垠慧「楊炯杕封印 東北角濱海記憶」 

（3）2015/07/27 聯合新聞網/周美惠「楊炯杕『時光封印』 蝕刻北海岸」 

（4）2015 年 8 月號 275 期典藏今藝術「展覽目擊－『書寫的現代主義終結』

@關渡美術館」 

（5）2015/08/02 中時電子報/吳垠慧「記錄新台壁 重現縮小版白屋」 

（6）2015 年 8 月號 275 期典藏今藝術「僅是重尋一種簡單，竟成一頁傳奇！

『新台灣壁畫隊』對當代藝術的啟示」 

（7）2015 年 8 月號 Artplus 雜誌「質變－王湘靈個展」 

（8）2015/08/11 法界衛視/賴伊容「質變－王湘靈個展」 

（9）2015/08/14 法界衛視/賴伊容「書寫的現代主義終結」 

（10）2015/08/15 法界衛視/賴伊容「赤燄・游擊・藝術交陪－新台灣壁畫隊」 

 

  （二）平面媒體展訊露出 

（1）典藏今藝術雜誌：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羽、

赤燄・游擊・藝術交陪－新台灣壁畫隊 

（2）藝術家雜誌：質變－王湘靈個展 

（3）焦點雜誌：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羽 

（4）藝外雜誌：One Piece Room 楊炯杕個展、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

上有一、李禹煥到張羽 

（5）臺灣藝聞雙月刊：One Piece Room 楊炯杕個展、質變－王湘靈個展、

赤燄・游擊・藝術交陪－新台灣壁畫隊、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

有一、李禹煥到張羽 

（6）Artmap 藝術地圖：One Piece Room 楊炯杕個展、質變－王湘靈個展、

赤燄・游擊・藝術交陪－新台灣壁畫隊、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

有一、李禹煥到張羽 

（7）文化快遞：One Piece Room 楊炯杕個展、質變－王湘靈個展、赤燄・

游擊・藝術交陪－新台灣壁畫隊、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

李禹煥到張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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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網路媒體展訊露出 

（1）自由人藝文資訊（http://artnetwork.freedommen.com/）： 

     One Piece Room 楊炯杕個展、質變－王湘靈個展、赤燄・游擊・藝術

交陪－新台灣壁畫隊、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

羽 

（2）Arttime 藝術網

（http://124-9-55-183.static.tfn.net.tw/ArtNews/Default.aspx）

：One Piece Room 楊炯杕個展、質變－王湘靈個展、赤燄・游擊・藝術

交陪－新台灣壁畫隊、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

羽 

（3）Yourart 藝遊網（https://www.winson.idv.tw/news/show/41526）： 

     One Piece Room 楊炯杕個展、質變－王湘靈個展、赤燄・游擊・藝術交

陪－新台灣壁畫隊、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羽 

（4）文化快遞（http://cultureexpress.taipei/）： 

     One Piece Room 楊炯杕個展、質變－王湘靈個展、赤燄・游擊・藝術

交陪－新台灣壁畫隊、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

羽 

（5）ArtTalks（http://talks.taishinart.org.tw/）： 

     One Piece Room 楊炯杕個展、質變－王湘靈個展、赤燄・游擊・藝術

交陪－新台灣壁畫隊、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

羽 

（6）非池中藝術網（http://artemperor.tw/）： 

     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羽 

（7）Citytalk 城市通

（http://www.citytalk.tw/cata/57/?city=28&offset=16）： 

     One Piece Room 楊炯杕個展、質變－王湘靈個展、赤燄・游擊・藝術

交陪－新台灣壁畫隊、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

羽 

（8）新北市政府文化局（http://www.culture.ntpc.gov.tw/Default.aspx）： 

     One Piece Room 楊炯杕個展、質變－王湘靈個展、赤燄・游擊・藝術

交陪－新台灣壁畫隊、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

羽 

（9）好戲網（http://www.mask9.com/node/195805）： 

     One Piece Room 楊炯杕個展、質變－王湘靈個展、赤燄・游擊・藝術交

陪－新台灣壁畫隊、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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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La Vie 行動家

（http://www.wowlavie.com/action/event.php?id=710）: 

      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羽 

（11）Taipai Times（http://www.taipeitimes.com）： 

      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羽 

（12）攝影之聲（http://www.vopmagazine.com/）： 

      質變－王湘靈個展 

（13）symme 心覓網（http://www.symme.com/）： 

      質變－王湘靈個展、赤燄・游擊・藝術交陪－新台灣壁畫隊 

（14）愛瘋誌（http://app.myapp.com.tw/）： 

      赤燄・游擊・藝術交陪－新台灣壁畫隊 

（15）艺术新闻（http://www.cnarts.net/cweb/news/）： 

      書寫的現代注意終結：從井上有一、李禹煥到張羽 

（16）文化部藝術新秀網（http://newartist.moc.gov.tw/index.php）： 

      質變－王湘靈個展 

（17）典藏讀天下（http://www.artouch.cn/list.asp?pid=337）： 

      赤燄・游擊・藝術交陪－新台灣壁畫隊 

http://www.cnarts.net/cweb/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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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主計室   
資料時間：104年 8月～104年 10月 

 

一、 104 年度業務收支、資本支出執行狀況及帳列現金餘額： 

(一)104年度截至 8月底業務總收入 4億 9,703萬元，業務總支出 4億 9,051

萬元，收支相抵後賸餘 652 萬元，較上(103)年度 8 月增加賸餘 2,017

萬元，主要係用人費用減少所致。 

(二)104 年度截至 8 月底固定資產實際執行數 1,042 萬元，與預算分配數相

較，執行率 38.15%，主要係因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位處山坡地，配合

主管機關都市設計審議及後續水土保持審查意見調整本案規劃設計，致

建築管理程序尚未如期完成。 

(三)104 年 8 月帳列現金餘額 3 億 1,851 萬元，較 103 年 8 月帳列現金餘額

2 億 7,875 萬元，增加 3,976 萬元，主要係教育部補助與建教合作計畫

案預收款項及暫收款項增加所致。 

二、 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 

為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於 104年 2月 4日修正公布，

教育部爰配合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於 104 年 9

月 3 日發布施行。本次修正重點主要強化學校校務基金自我課責，說明如

下： 

(一)規範學校校務基金執行情形公開透明： 

學校應於一定期限內將受贈收入相關資訊、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校務

基金績效報告書及校務基金的執行情形公告周知。 

(二)強化學校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職責：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擬定之年度稽核計畫，據實揭露校務基金執行缺失

及異常事項，並作成年度稽核報告，對於校務基金執行的缺失及異常事

項與開源節流計畫，應定期追蹤其改善成效。 

(三)強化學校校務基金管控機制： 

規範投資管理小組應隨時注意投資效益，必要時修正投資規劃內容；學

校自籌收入支應人事費及投資風險較高項目，不得超過一定比率；學校

辦理新興工程規劃時，應就工程興建期間及營運後成本的可用資金的變

化情形進行預測；學校持有公司及企業的股權，不得超過個別公司及企

業股份的50%；校務基金的執行如有短絀時，學校應擬具開源節流計畫，

並就資本支出與人事費支出進行檢討。 

(四)課予校長管理及監督學校校務基金運作的責任： 

規範學校歷年校務基金執行情形、可用資金餘額變化情形及開源節流計

畫執行成效，納入校長續任評鑑的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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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人事室  

資料時間：104年8月～104年10月 
 

一、 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事項 

(一) 本校依教育部 104 年 6 月 17 日函頒「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

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規定，自 104 年 8 月 1 日學生兼任助理區

分為「學習型」助理及「勞動型」助理，「勞動型」助理屬於勞僱關係，

依法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二) 本案由人事室會同學務處、研發處、教務處、總務處、主計室召開 5 次

會議研商，並向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舉辦說明會計 4 次，說明學生兼任

助理「學習型」助理及「勞動型」助理之定義、聘僱、加保及核銷作業

流程等，以及有關學生獎助學金發放標準、服務學習認定等事項。 

(三) 有關訂定校內處理原則部分，業依教育部所訂處理原則，研擬本校「保

障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處理辦法」(草案)，訂定重點如下： 

1. 本辦法訂立目的。（第一條） 

2. 本辦法適用範圍。（第二條） 

3. 「學習型」助理之定義。（第三條） 

4. 「學習型」助理之學習內容由本校及各系、所等單位訂立「課程學習」

或「服務學習」內容及訂立原則。（第四條） 

5. 「學習型」助理及「勞動型」助理之身分確認(第五條) 

6. 「學習型」助理爭議之處理。（第六條） 

7. 「勞動型」助理相關權利義務規範。（第七條至第十二條） 

8. 「勞動型」助理爭議之處理。（第十三條） 

9. 本辦法補充規定。（第十四條） 

10.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第十五條） 

(四) 上開草案已於 104 年 7 月 31 日發函校內一、二級單位(同時於人事室網

站資訊公告區公告)，並將各單位意見納入草案條文，於 9 月 14 日提送

主管會報報告，9 月 22 日對學生舉辦說明會，後續將提送 10 月 27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並邀集學生代表列席，完成法制

程序。 

二、 專技人員聘任資格認定 

有關專業技術人員聘任資格認定疑義一案，曾任助理教授年資，因非屬「助

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尚無法採計為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辦法第 5 條第 1 款規定之年資；至有關曾任助理教授、教學助理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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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之年資，均非屬特殊專業之實務工作，亦尚無法採認為前開聘任辦法

各條文所定「專業性工作」年資。（教育部 104.7.29 臺教人(二)字第

104009134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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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國際交流中心 

案 由 本校「學優外籍生獎助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本次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一、統一名詞，將「外籍生」統一改為「外國學生」。 

二、修改申請資格： 

   (一) 未獲其他單位「全額獎學金」之外國學生可以申請本獎

學金。 

    (二) 清楚明訂外國學生不包括陸生、僑生、港澳生。 

三、已修完課程故無前一學期成績之碩博班學生，除論文撰寫計

畫外，新增亦可用創作計畫、展演計畫或技術報告提要提出

申請。 
四、依實際執行方式修正申請流程，申請者應向系所提出申請，

再由學院薦送至國際交流中心。 

五、本修正草案業經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3 次

會議討論通過。 

辦 法 本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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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優外國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優外國學生

獎學金申請辦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優外籍生

獎助要點 

1.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符合

教育部「外國學生來台就

學辦法」規定之外國學

生，為統一名詞，將「外

籍生」一律改為「外國學

生」。 
2. 103 年修改辦法後，已不

再區分獎學金與助學

金，一律稱為獎學金，故

將「獎助要點」改為「獎

學金申請辦法」。 
一、為配合教育部擴大招收外國

學生來臺留學政策，並鼓勵

優秀外國學生至本校就

讀，特訂定「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學優外國學生獎學金

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一、為配合教育部擴大招收外籍

生來台留學政策，並鼓勵優

秀外籍生至本校就讀，特訂

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優

外籍生獎助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同上 

二、本辦法獎勵對象為至本校就

讀學位之外國學生，且未獲

教育部、外交部、政府其他

機關獎助學金及校內外其

他單位之全額獎學金。本要

點定義外國學生係指符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外國

學生招生規定」第二條規定

之外國學生，不包括交換

生、陸生、僑生、港澳生。 

二、本要點獎助對象為至本校就

讀學位之外國學生，且未獲

教育部、外交部、政府其他

機關獎助學金及校內外其

他單位獎助學金。本要點定

義外籍生係指符合「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外國學生招生

規定」第二條規定之外國學

生，不包括交換生。 

1. 為鼓勵外國學生之優秀

表現，有申請其他校內外

獎學金的學生(如本校圓

夢助學金)，只要不是全

額獎學金，仍然可以申請

本獎學金。 
2. 依實際實施對象更清楚

定義排外之學生身分。 

四、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外國

學生，符合下列申請資格規定

者，可提出申請： 
（一）大學部在校學生就讀滿

一學年，提出申請前之

最近一學期學業成績總

平均達七十五分以上，

且未受學校申誡以上處

分者。 

四、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外籍

生，符合下列申請資格規定者，

可提出申請： 
（一）大學部在校學生就讀滿

一學年，具正式學籍，

提出申請前之最近一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達七十五分以上，且未

受學校申誡以上處分

1. 根據本校「研究生學位考

試章程」，論文得以創

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

或以技術報告代替，根據

此規定酌修文字。 
2. 刪除重複之「具正式學

籍」文字。 
3. 針對受獎次數限制略做

文字修改。 



 

16-3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就讀碩士班或博士班滿

一學期，提出申請前之

最近一學期學業成績總

平均達八十分以上，且

未受學校申誡以上處分

者。 
（三）就讀碩士班或博士班，已

完成系所規定之應修課

程，但無前一學期成績

者，前一學年學業成績

總平均達八十分以上，

並提出指導教授推薦函

及論文撰寫計畫（論文

撰寫計畫得以創作計

畫、展演計畫或技術報

告提要代替），且未受

學校申誡以上處分者；

此類申請以一次為限。 
（四）擔任本校學生社團負責

人，前一學年學業成績

總平均達七十分以上，

或碩士班或博士班達七

十五分以上，得以擔任

社團負責人證明及社團

活動成果報告提出申

請；此類申請以一次為

限。 
（五）同一學生受獎累計次數

以 3 次為受獎上限。 
 

者。 
（二）就讀碩士班或博士班滿

一學期，具正式學籍，

提出申請前之最近一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達八十分以上，且未受

學校申誡以上處分者。 
（三）就讀碩士班或博士班，

於撰寫論文期間無前

一學期成績者，前一學

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前項規定，並提出指導

教授推薦函及論文撰

寫計畫（需包含研究動

機與目的、研究架構與

設計、資料蒐集來源、

論文大綱、參考書

目），且未受學校申誡

以上處分者；此類申請

以一次為限。 
（四）擔任本校學生社團負責

人，前一學年學業成績

總平均達七十分以

上，或碩士班或博士班

達七十五分以上，得以

擔任社團負責人證明

及社團活動成果報告

提出申請；此類申請以

一次為限。 
（五）同一學生受獎累計期限

以 3 次(學期)為受獎上

限。 
五、申請流程： 

（一）本獎學金每年受理申請

二次，申請時間為每年

9 月下旬、2 月下旬，惟

實際日期以國際交流中

心公告時間為準。 
（二）符合規定資格者，請備

五、申請流程： 
（一）本獎學金每年受理申請

二次，申請時間為每年

9 月下旬、2 月下旬，

惟實際日期以國際交

流中心公告時間為準。 
（二）符合規定資格者，請備

依實際執行方式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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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妥申請書（如附件一）

與相關證明文件，於申

請時間內向所屬系所遞

交申請文件，再由學院

排名薦送至國際交流中

心。 
（三）國際交流中心彙整申請

資料，提請國際交流委

員會審查，並依據以下

指標與評分標準核定獲

獎名單，公布並通知原

申請學生。 
1. 學業成績：占總分百分

之五十； 
2. 其他優秀表現：占總分

百分之四十； 
3. 指導教授推薦：占總分

百分之十。 
 

妥申請書（如附件一）

與相關證明文件，於申

請時間內送至國際交

流中心。 
（三）國際交流中心彙整申請

資料，提請國際交流中

心委員會審查，並依據

以下指標與評分標準

核定獲獎名單，公佈並

通知原申請學生。 
1. 學業成績：占總分百分

之五十； 
2. 其他優秀表現：占總分

百分之四十； 
3. 指導教授推薦：占總分

百分之十。 
 

六、審核程序： 
  （一）各學院將薦送名單暨

申請表等相關資料送國

際交流中心辦理。 
  （二）由國際交流委員會召

開審查會議。 
 

六、審核程序： 
  （一）各學系(所)將薦送名

單暨申請表等相關資

料送國際交流中心辦

理。 
  （二）由國際交流中心委員

會召開審查會議。 

依實際執行方式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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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優外國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修正草案) 

           100 年 5 月 24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0 年 05 月 24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03 年 9 月 30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3 年 12 月 1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〇年〇月〇日 104 學年度第〇學期第〇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為配合教育部擴大招收外國學生來臺留學政策，並鼓勵優秀外國學生至本校就讀，特訂

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優外國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獎勵對象為至本校就讀學位之外國學生，且未獲教育部、外交部、政府其他機關

獎助學金及校內外其他單位之全額獎學金。本要點定義外國學生係指符合「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外國學生招生規定」第二條規定之外國學生，不包括交換生、陸生、僑生、港澳

生。 
     
三、獎學金金額： 
    每學期總獎學金金額二十四萬元整，由審查委員視當年度申請狀況決定受獎名額與受獎

金額。 
 
四、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外國學生，符合下列申請資格規定者，可提出申請： 

（一）大學部在校學生就讀滿一學年，提出申請前之最近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七十五

分以上，且未受學校申誡以上處分者。 
（二）就讀碩士班或博士班滿一學期，提出申請前之最近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八十分

以上，且未受學校申誡以上處分者。 
（三）就讀碩士班或博士班，已完成系所規定之應修課程，但無前一學期成績者，前一學

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八十分以上，並提出指導教授推薦函及論文撰寫計畫（論文撰

寫計畫得以創作計畫、展演計畫或技術報告提要代替），且未受學校申誡以上處分

者；此類申請以一次為限。 
（四）擔任本校學生社團負責人，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七十分以上，或碩士班或博

士班達七十五分以上，得以擔任社團負責人證明及社團活動成果報告提出申請；此

類申請以一次為限。 
（五）同一學生受獎累計次數以 3 次為受獎上限。 

 
五、申請流程： 

（一）本獎學金每年受理申請二次，申請時間為每年 9 月下旬、2 月下旬，惟實際日期以

國際交流中心公告時間為準。 
（二）符合規定資格者，請備妥申請書（如附件一）與相關證明文件，於申請時間內向所

屬系所遞交申請文件，再由學院排名薦送至國際交流中心。 
（三）國際交流中心彙整申請資料，提請國際交流委員會審查，並依據以下指標與評分標

準核定獲獎名單，公布並通知原申請學生。 
1. 學業成績：占總分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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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優秀表現：占總分百分之四十； 
3. 指導教授推薦：占總分百分之十。 

  
六、審核程序： 

  （一）各學院將薦送名單暨申請表等相關資料送國際交流中心辦理。 
  （二）由國際交流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 

 
七、核發方式：獲核定受獎者，由國際交流中心造冊，學務處課指組辦理核撥，陳核後匯入

學生指定金融機關帳戶。 
 
八、獲核定受獎者，受獎當學期有如休學、退學、轉學離校，取消其獲獎資格，已領取之獎

學金應依予繳回。 
 
九、獲核定受獎者，經查若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撤銷其獲獎資格，已領取之獎學金應予繳

回。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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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優外國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of TNUA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學期 Semester 

姓名 

Name 

英文姓名/English Name： 

中文姓名/Chinese Name： 

系所年級 

Department / Institute& Year 

系所/Department / Institute： 

年級/Year： 

學號 

Student ID No. 
 

居留證號 

ARC ID No. 
 

國籍 

Nationality 
 

最近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Average Academic Grade of 

Previous Semester： 

 

聯絡資料 

Contact Information 

聯絡電話/Tel： 

電子信箱/E-mail： 

 申請資格/Qualification 證明文件/Required Documents 

 大學部在校學生，就學滿一學年(申請前之最近一學期

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5 分以上)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have completed 2 

semesters, and GPA over 75 for the semester prior to that 

of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① □歷年成績單/Official transcript of all previous 

semesters  

② □其他優秀表現證明(若有)/Other supporting 

documents of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f any) 

 碩士班或博士班在校學生，就學滿一學期(申請前之最

近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80 分以上)  

Postgraduate students who have completed 1 semester, 

and GPA over 80 for the semester prior to that of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① □前一學期成績單/Official transcript of the previous 

semester 

② □其他優秀表現證明(若有)/Other supporting 

documents of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f any) 

 碩士班或博士班在校學生(撰寫論文或製作創作/展演

期間，無前一學期成績，且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80 分以上) Postgraduate students who do not have a GPA 

for the prior semester while writing thesis or doing 

graduation project, and GPA over 80 for the previous 

school year. 

① □歷年成績單/Official transcript of all previous 

semesters 

② □指導教授推薦函/Recommendation letter from thesis 

advisor 

③ □論文撰寫計畫(得以創作計畫、展演計畫或技術報告

提要代替) /Thesis proposal (or graduation project 

proposal, or technical report summary) 

④ □其他優秀表現證明(若有)/Other supporting 

documents of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f any) 

附件一 Appendi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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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生社團負責人(大學部學生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

平均達 70 分以上，碩士班或博士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

總平均達 75 分以上) Student club leade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GPA over 70 for the previous school year; 

postgraduate students GPA over 75 for the previous 

school year.) 

① □歷年成績單/Official transcript of all previous 

semesters 

② □社團負責人證明及社團活動成果/Certificate of 

student club leader issued by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ection and reports on club activities. 

③ □其他優秀表現證明(若有)/Other supporting 

documents of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f any) 

□ 受獎期間未獲教育部、外交部、政府其他機關獎助學金及校內外其他單位之全額獎助學金 

While applying for the scholarship, I do not receive full scholarship from Taiwan government, TNUA or any other 

organizations.   

 

申請人簽名/Signature of Applicant 

教學單位填寫欄位╱For Official Use Only 

申請編號╱Application No.： 

收件日期╱Date Received： 

審查結果╱Result：□通過╱Approved 

□未通過╱Denied 

備註：系所請協助審核申請資格 
申請資格: 具正式學籍之在籍外國學生 
 大學部在校生就學滿一學年，申請前之最近一學期學業平均達 75 分以上，且未受學校申

誡以上處分者。 
 碩博士班學生就學滿一學期，申請前之最近一學期學業平均達 80 分以上，且未受學校申

誡以上處分者。 
 就讀碩士班或博士班，已完成系所規定之應修課程所以無前一學期成績者，前一學年學業

成績總平均達八十分以上，並提出指導教授推薦函及論文撰寫計畫（論文撰寫計畫得以創

作計畫、展演計畫或技術報告提要代替），且未受學校申誡以上處分者；此類申請以一次

為限。 

 擔任本校學生社團負責人，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七十分以上，或碩士班或博士班達

七十五分以上，得以擔任社團負責人證明及社團活動成果報告提出申請；此類申請以一次

為限。 
 同一學生受獎累計次數以 3 次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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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2 提案性質 法規訂定 提案單位 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新訂「本校文創發展中心育成進駐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研究發展處新設「文創發展中心」案，已於 104 年 6 月 2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因育成業務需要，新訂「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創發展中心育

成進駐作業要點」(草案)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創發展中

心育成進駐收費標準表」，以利後續業務推動與執行。 

辦 法 本要點經行政會報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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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創發展中心育成進駐作業要點（草案） 

104年Ｏ月Ｏ日Ｏ學年度第Ｏ學期第Ｏ次行政會報審議通過 

第一點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創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充分運用既有資源，提升本

校創新創業之培育成效，並做為育成廠商申請進駐之依據，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第二點 申請資格：凡符合下述資格之一者均可提出進駐申請為育成廠商。 
一、擬向主管機關登記成立公司行號之自然人或團隊。 
二、擬向主管機關登記成立非營利事業組織之自然人或團隊。 
三、其技術、成品或營運構想具創新性或未來發展性之已立案公司行號。 

第三點 申請方式： 
一、先期洽談：擬申請進駐成為本中心之育成廠商皆須進行先期洽談，以協助育

成廠商進行營運診斷規劃，加速進駐申請作業。 
二、申請進駐本中心應備下列資料： 

（一）「北藝風文創發展中心進駐申請書」1份。 
（二）「育成廠商營運計畫書」1份。 
（三）「同意審查聲明書」1份。 
（四）「公司登記證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1份。（尚未立案者無須提供） 
（五）本中心為評估申請案，得要求申請人提供其他補充說明文件。 

三、申請時間及地點： 
（一）收件時間：隨時受理進駐申請。 
（二）收件地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北藝風文創發展中心。 

（地址：11201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四、申請結果通知及申復： 

每一申請案將由本中心於該申請案完成資料補件後正式建案，自建案日起14
日內書面通知審查結果。未獲通過之申請案，申請人如有新增理由得於通知

日起30日內提出申復一次。經申復後仍未獲通過者，其申請文件得全退還，

但半年內不得再提出類似申請案。 

第四點 審查方式： 
一、書面審查。 
二、審查項目與標準： 

（一）進駐資格條件。 
（二）主力技術（服務）或產品之創新性及未來發展性。 
（三）營運計畫可行性與可塑性。 
（四）育成廠商成員經營企圖心、投入時間及成功機會。 
（五）未來2-3年財務規劃之合理性與可行性評估。 
（六）申請案特殊需求及綜合評估。 

第五點 進駐作業及育成管理： 
一、經審查合格之育成廠商應於接獲核准進駐通知後15日內與本中心簽訂進駐合

約書，進駐育成廠商以簽約日為進駐費用之起算日，逾合約進駐日30日未點

交進駐或未事先獲准展延遷入者，合約自動解除。 
二、育成廠商得於進駐期滿前1個月內申請續約。未續約者須於合約期滿7日內遷

離。 
三、育成廠商於進駐期間應確實遵守本中心各項相關規定。 
四、育成廠商於進駐期間如需其他加值服務，應與本中心另行簽訂合作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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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 進駐費用： 
一、育成進駐收費標準表如附件。 
二、育成廠商須於進駐前，繳交新臺幣10,000元之履約保證金。合約屆滿如不續約

或合約因故提前中止，將於扣除未付清款項後，無息退還。 

第七點 回饋辦法： 
一、育成廠商於離駐本中心後，同意以下列方式擇一進行回饋： 

（一）每年定期捐款，捐款年期議定之。 
（二）以年度營業額之議定比例回饋，回饋年期亦議定之。 
（三）提供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無償專業服務，服務次數議定之。 
（四）聘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畢業生為正式員工，聘用人數議定之。 
（五）聘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在校學生為常態工讀生或有薪實習生，聘用人

數以進駐時間之3倍議定之。進駐時間以年為單位，未滿1年部分則視

為1年。 
（六）技術移轉授權，另簽定「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 

二、育成廠商若於回饋方案執行期間結束經營、改組或與其他企業合併，同意以

下列方式處置： 
（一）離駐本中心未達1年者，須提供公司註銷等相關證明文件。 
（二）離駐本中心已逾1年者，應以原進駐合約簽定回饋方案為基本原則，另

與本中心訂定合理之回饋方案。 
三、回饋方案應詳列於育成進駐合約書中，並於離駐前與本中心另行簽訂履約保

證書。回饋方案應於履約保證書中明訂執行期程，且最遲應於離駐後8年內執

行完畢。 

第八點 進駐屆滿、離駐及延駐：  
一、提前完成育成計畫、進駐屆滿或因故提前離駐者，育成廠商應依本中心規定

辦理離駐手續。 
二、育成廠商進駐年限原則以3年為上限，因特殊發展需求，可提出申請延駐，延

駐申請原則以二次為限，每次得延駐1年，惟實際延駐時間得由本中心視需要

審查核定之。 
三、因進駐屆滿或其他離駐條件成立者，應於期滿前1個月由本中心協助辦理屆滿

或離駐程序，並於到期後7日內完成遷離程序。 

第九點 強制遷離原則： 
育成廠商若有下列狀況，本中心得提前中止合約並限期（30日內）遷離。 
一、應繳費用逾3個月未結清。 
二、進駐人員涉及違法情事，經查證屬實。 
三、營業項目與申請進駐項目不符。 
四、違反雙方簽訂合約。 
五、影響雙方合作關係之訴訟發生時。 
六、其他重大事項，經本中心認定足以毀損或妨害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信譽。 

第十點 本要點所定文創發展中心進駐申請書、同意審查聲明書、進駐合約書、技術移轉授

權合約書及履約保證書，由本校研發處另定之。 

第十一點 本要點經行政會報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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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創發展中心育成進駐收費標準表（草案） 

104年Ｏ月Ｏ日Ｏ學年度第Ｏ學期第Ｏ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類別 項目 單位 單價 備註 

實體進駐 

空間使用費 

(租金) 
間 1,500元/月 

空間數：計 3間 

規格為：13.69㎡/間（約 4.14坪） 

場地維護費 間 1,000元/月 內含水電暨網路費用 

行政管理費 間 1,000元/月 中心人力資源服務 

虛擬進駐 行政管理費 間 1,000元/月 中心人力資源服務 

專案合作 專案合作回饋金 案 
專案經費 

10-15% 回饋本校 

凡經由本校文創發展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或教師協助而取得專案

計畫、開發產品或政府補助經費

者，視為專案合作。 

備註： 

一、育成廠商使用進駐空間需配合本中心上班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國

定假日休息】），並遵守本中心各相關規定。 

二、育成廠商於非本中心上班時間使用進駐空間，收費標準如下： 

項目 時間 單位 單價 備註 

平

日 
夜間 晚 上 6 時 至 晚 上 9 時 時段 500 

1.需於 7日前提出申請。 

2.本中心將配置１人服務。 

假

日 

上午 上 午 9 時 至 下 午 1 時 時段 1,500 1.需於 7日前提出申請。 

2.本中心將配置１人服務。 下午 下 午 1 時 至 下 午 5 時 時段 1,500 

三、育成廠商申請各項政府補助案，若明文規定不得收取上列費用者，將視個案狀況免除上

列全部或部分費用之收取。例如：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大專畢業生創

業服務計畫」（U-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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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臨-1 提案性質 法規訂定 提案單位 傳統音樂學系 

案 由 新訂本校「傳統音樂學系場地租借管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依總務處103年9月3日召開之場地租借管理要點訂定(修

訂)作業會議之決議，擬定相關條文與內容。 

二、本草案內容係參酌本校「公共空間及會議室場地租借管理要

點」訂定，並調整場地借用租金額度，以利完備。 

三、本要點業經傳統音樂學系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

議討論通過。 

辦 法 本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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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傳統音樂學系場地租借管理要點（草案） 
104年○月○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係依本校「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四點之規定訂定。 

二、本要點所稱場地，係指本校傳統音樂學系（下稱本系）管理之教室、琴房、會議室及其

他本系管理之公共空間。 

三、場地優先提供本系教學、展演及行政等活動免費使用為原則。 

四、校外單位申請本校場地使用，以非上班或上課日且不影響教學與行政作業為原則，教職

員工生及校友因教學、展演及社團活動需要，不在此限；另特殊情形需要者，應經專案

簽請核准。 

五、場地租借申請手續 

（一）校內申請人(單位)至本系辦公室領取「申請表」(如附件一)，並於預定使用日七個

工作日前連同計畫書送至本系辦公室以供審核。本系學生已排定之教學展演等活動

不在此限。 

（二）校外申請人(單位)應洽請本系承辦人索取「申請表」電子檔填寫，申請人(單位)應

於預定使用日十四個工作日前將紙本「申請表」、「切結書」(如附件二)及使用計畫

書送至本系辦公室以供審查，逾期者視同放棄使用場地之申請。本系如認為校外單

位申請使用場地之時間、目的或方式影響本系教學、行政、形象或其他學校應遵守

之規定者，得不同意其申請。 

六、依本校「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十一點之規定，未涉及其他單位經管場地（或

業務）之租借申請案，由系主任核定後辦理；如涉及使用其他單位經管場地或相關配合

單位之業務時，應簽會相關單位表示意見及同意後，由系主任核定辦理。 

七、場地使用費 

（一）場地使用以每四小時為一個時段收取使用費。 

（二）場地使用超過預定使用時段者，未滿一小時加收一個時段百分之五十使用費，逾一

小時以上者，加收一個時段之使用費。但次一時段已有其他申請人(單位)預定使用

者，不得延長使用。 

（三）場地使用費收費標準如附件三。 

八、場地使用費之減免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公法人或公益、慈善等非營利事業團體，得減免其全

部或部分使用費。 

（二）私法人或營利事業團體因公益、教育為目的，或與本校合作推廣藝術教育者，得減

免其部分使用費。 

（三）校外單位租借場地期間，超過兩週打八折。 

  （四）本校教職員工、學生、校友因私人需求之使用，其使用費以七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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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校外人士(單位)之申請案，本校得視需要要求廠商繳交相當於所申請場地使用費百分之

五十金額之保證金，場地使用後扣除應付未付款項（如代為復原支出、損害賠償款項等），

保證金無息退還。 

十、申請人（單位）應於預定使用開始日至少三個工作日前，將費用(含保證金)繳交本校總

務處出納組或匯入本校指定帳戶，經向總務處出納組確認繳費後方視為申請手續完成，

逾期者視同放棄使用場地之申請。如有預定使用開始日前三日內之申請，應於申請當日

繳交。 

十一、申請人（單位）如欲延期使用或取消使用場地，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人（單位）因故須延期使用租借場地時，應於預定使用期間開始二個工作日前，

以書面(包括紙本、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向本系申請延期，未依規定申請延期者，

申請人(單位)所繳場地使用費不予退還。 

  （二）申請人（單位）如因故須取消租借場地之使用，應於預定使用期間開始七個工作日

前以書面(包括紙本、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向本系申請取消使用，所繳費用(含保

證金)無息退還。其於預定使用期間開始二個工作日前取消者，收取所繳場地使用費

百分之十。其於預定使用期間開始一個工作日前取消者，所繳納場地使用費不予退

還。 

  （三）前二項延期或取消係因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者，不予適用。 

十二、申請人（單位）應自行負責租借場地之佈置、清潔及復原，並善盡場地使用人責任，

遵守各場地之使用規則及本校相關規定，不得擅入本校其他未經核准使用之場地，以免

影響教學及行政活動；申請人（單位）並應妥善規劃活動期間相關人員之運輸及交通疏

導，進入校園車輛應確實遵守本校「汽機車管理暨違規處理辦法」之規定。 

十三、場地租借期間因申請人（單位）之行為，造成本校人員及財物損害，申請人（單位）

應負賠償責任。但申請人（單位）證明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 

十四、各場地租借活動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校得不予租借或立即要求申請人(單位)停止各

場地之使用，申請人（單位）不得要求退還任何費用： 

（一）違背政府政策及法令。 

（二）妨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 

（三）將場地轉租或轉借予第三人使用。 

（四）與申請時所檢附之使用計畫書所載使用事項不符。 

（五）有嚴重損壞場地設備之虞。 

（六）未經許可，擅自接、改電源線路或擅用本校設備。 

（七）攜帶或使用易燃、爆裂物等違禁品。 

十五、經核定同意租借之場地，本校如有特殊緊急需用時，得協調申請人（單位）延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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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無息退還申請人（單位）所繳費用及保證金後取消使用，申請人（單位）應配合辦

理並不得請求賠償。 

十六、依本校「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二十點之規定，場地設備收入情形應按月（年）

檢齊相關附件製作報表，陳請院長核閱後備查，並依會計審計法規規定年限保存。 

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政府法令及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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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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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 
草案報告 

19-1 

報告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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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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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處理原則，重點如下： 

• 學生兼任助理範圍：包括兼任研究助理、兼任教學助理、兼任
研究計畫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任助理。 

• 定位學生兼任助理於學習與勞動分際-- 
→學習關係：包含「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範疇。學校對
學習活動範疇，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或實施計畫，並就其相
關學習準則等事項明定公告，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權益保障
應有規範。 

→勞動關係：雙方具僱傭關係，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
，並具從屬關係者。僱傭關係之認定，依勞動部之指導原則。 

• 學校應訂校內處理原則，並廣徵各類兼任助理及教師之意見。 
• 學校就各類助理之爭議處理，應建立申訴平臺及爭議處理機制
。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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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部指導原則，重點如下： 
• 兼任助理：指受學校僱用之學生，並受學校或其代理人指揮監督，從事協
助研究、教學或行政等工作，而獲致報酬者。  

• 訂定學校與兼任助理間認定僱傭關係之參考指標，提供雙方當事參考。  
• 僱傭關係之有無，以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其他法令之規定綜合判斷
。例示如下：  
 
 
 
 
 
 
 
 
 

• 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事項依勞基法辦理 
   -宜以書面載明權義事項、依時發給工資、遵守工時規定、記載出勤情形

、辦理勞(健)保、就業保險及提繳勞退金等。  
 
 19-4 

人格 
從屬性 
 

1.學校對兼任助理有指揮監督、考核、管理或懲罰處分之權。 
2.學校對兼任助理之進用、工作、報酬、管理及終止契約等有一定之
權限或最終決定權。 

經濟 
從屬性 
 

1.兼任助理之報酬與協助研究或教學等工作有勞務對價性。 
2.報酬依學校訂定標準，不因領取報酬名稱或經費來源而有差異。 
3.兼任助理提供勞務所生成果，非為自己，而係歸屬於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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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 學習關係之認定，依教育部原則，由教育單位認定； 
• 勞動關係之認定，依勞動部原則，由勞政單位認定。 

 
• 學習關係： 
符合學習(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範疇及規範，應有對應之
課程或實施計畫，有指導行為，並經師生雙方同意。 

• 勞動關係： 
屬僱傭關係者，依勞動法令辦理，包括：訂勞動契約，明
定雙明定雙方相關權利義務（報酬、管理、勞健保及勞退
金、終止契約等）。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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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 
權益保障處理辦法草案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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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培育人才之目的並保障學生兼任助理
學習及勞動權益 

依據教育部處理原則 
→訂定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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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職稱 

兼任本校工作
或活動 
 

1.學習型助理 
2.勞動型助理 
3.研究計畫臨時工 
4.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任助理(Ex校內工讀金聘僱工讀生、
各單位業務費聘僱之按時計酬工讀生) 

 「勞動型」助理如經雙方契約約定為承攬關係者，應從其約定，但法
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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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關係(3-6) 勞動關係(7-13) 

定義 

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非有對價
之僱傭關係，如下：(§三) 
1.  課程學習：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
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2. 服務學習：參與學校為增進公益，
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輔助性服務
(如：服務性社團活動或服務課程)。 

1、與學校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
事實，且具從屬關係，屬僱傭關係。如
屬承攬關係，另依相關法令辦理。 

2、僱傭關係之認定，依勞動部原則(以人
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其他法令之規
定綜合判斷) 

(教§七) 

重點 

1. 與學習有直接相關性，有指導行為
經師生雙方同意。(§四1) 

2. 有明確對應課程、教學實習、論文
研究指導、研究或學習活動計畫，
就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
業條件採計等明定且公告之。(§四
2) 

3. 得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研究、實習
津貼或補助。(§四4) 

4. 提供權益保障或相關保險。(§四5) 
5. 提供申訴及救濟管道。 (§六) 
6. 規範研究成果歸屬。(§四7.8) 

1. 訂定勞動契約，明定權利義務。(§七至
十二) 

2. 辦理勞健保、提繳勞退金等。(§十) 
3. 提供申訴及爭議處理管道。(§十三) 
4. 規範研究成果歸屬。(§十一) 

(勞動權益事項依勞動部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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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兼
任
助
理 

 
研究助理 
教學助理 

 

學習型 

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
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 

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
事實，具僱傭關係 

 時薪工讀生 

 研究計畫臨時工 
(學務處校內工讀金、各單位業務

費、補助或委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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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及兼任助理應於「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

型態同意書」上簽名(或簽章)，確認擔任「學習型」或「

勞動型」助理 

 兼任助理於接受指導學習過程認為非屬「學習型」助理

而屬於「勞動型」助理，應即與指導教師溝通確認；指

導教師與兼任助理如對於繼續擔任「學習型」助理未達

成共識，指導教師應通知學生停止「學習型」助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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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不服措施或處置 

勞動型 

(勞動權益) 

學習型 

(課程或服務學習) 

向本校職工申訴評議
委員會申訴(人事室) 

向學生申評會申訴 

(學務處) 

向勞動主管機關申請
調解、仲裁或裁決 

向教育部提行政救濟 

校
內 

校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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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簽訂勞動契約，完成約用程序，辦理勞健
保加保，自勞保加保生效日為起聘日。 

二、契約內容應包含聘期、工作內容、工作地點
、工作時間、工作酬勞及給付、權利義務及
其他工作條件等事項。 

三、工作酬勞之給付，依雙方約定時間核發。但
因補助機關尚未核撥經費等特殊原因者，從
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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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班：應事先申請，並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同意後

，始得加班。 

 給假依勞基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如須請假或調移工作時間

者，應事先辦妥請假或調班手續。如因急病或緊急事故，應先

口頭報告。 

 差勤，依本校及勞基法規定辦理，出勤情形之時間應記載至分

鐘為止，出勤紀錄應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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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雙方具三親等親屬關係須迴避任用。 

二. 在約定之工作時間及地點接受指導監督提供勞務，從事約定之

工作及其他相關業務事項。 

三. 因業務需要，在不違反勞動法令之規定下，得為工作之調整。 

四. 親自簽到簽退、刷卡或其他校方規定紀錄出勤狀況之方式辦理

，不得遲到、早退或曠職。 

五. 非經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允許，不得擅離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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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電腦軟體使用原則：不得於校方之電腦內安裝未經合法授權使用之軟

體，如安裝合法授權之軟體前，應經電算中心、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

人事前之同意。 

七. 契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應提出申請，經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核准後

，應於離職生效日前辦妥離職手續。 

八. 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九. 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 

十. 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應落實就業服務法就業歧視禁止規範、性別工

作平等法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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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依規定加保--勞保、勞工退休金、健保(可選擇) 

 契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勞健保退保（轉出）及勞退

停繳。如非屬不可抗力因素，未依規定辦理者，因而衍生

之費用，由勞動型助理全額負擔。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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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雙方另有約定，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著作權歸屬: 
 
        
 
二、專利權歸屬: 

      

 

•專利權屬於學校 勞動型助理 

•學生享有專利申請權 學習型助理 

學生為著作人，著作財產權屬於學校所有 

學生為著作人，享有著作權(包含著作財產權及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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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 

二.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三. 故意損耗公務財產、物品或故意洩漏業務之秘密。 

四. 履約有瑕疵，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五.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3日(次)，或1個月內曠職達6日(次)者。 

六. 具有性侵害犯罪紀錄前科，或因性騷擾事件….，或受有期徒刑

以上刑之宣告確定…..。 

七. 喪失本校在學學生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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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章則
等相關規定辦理。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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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勞動權益說明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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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源起 
師生雙方對於工作內容認知落差 
超時工作 
延遲給付工資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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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 
一、工資數額及計給方式，如下勾選項目： 
□ 按月計薪，月薪：新台幣（下同）_________________元整。(工資

額已包含例假、休假及特別休假計算。) 
□ 按日計薪，日薪：_________________元整。(工資額已包含例假，

遇國定假日及特別休假出勤者，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計算。) 
□ 按時計薪，時薪：_________________元整。 (工資額已包含例假，

遇國定假日及特別休假出勤者，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計算。) 
□ 輪班制且按月計薪，月薪：新台幣（下同）_________________元

整。(工資額已包含例假、休假及特別休假計算。 
二、工資發放：薪資於當月末日核算，由甲方依法扣除稅、費（勞健保

等）後，於次月月底前匯付於甲方指定金融機構之乙方帳戶，遇休假
日則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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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 
一、具本校學生身分者於其排定課表之上課時間內不得

排班。 

二、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悉依每週（月）排定之班表，以

每日不超過8小時，每週不超過5日為原則。每日繼

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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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假日:依勞動基準法第36條：「勞工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之休
息，作為例假」。→一般以周日為例假。 
國定假日:依勞動基準法第37條：「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上開規定應放假之紀念日(明訂於同法施行細則第23條)： 
一、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 (元月一日) 。(週四) 
二、和平紀念日 (二月二十八日) 。(週六) 
三、革命先烈紀念日 (三月二十九日) 。(週日) 
四、孔子誕辰紀念日 (九月二十八日) 。(週一) 
五、國慶日 (十月十日) 。(週六) 
六、先總統  蔣公誕辰紀念日 (十月三十一日) 。(週六) 
七、國父誕辰紀念日 (十一月十二日) 。(週四，上課日) 
八、行憲紀念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 。(週五，上課日) 
所稱勞動節日，係指五月一日勞動節。(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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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如下： 
一、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之翌日 (元月二日) 。 
二、春節 (農曆正月初一至初三) 。 
三、婦女節、兒童節合併假日 (民族掃墓節前一日) 。 
四、民族掃墓節 (農曆清明節為準) 。 
五、端午節 (農曆五月五日) 。 
六、中秋節 (農曆八月十五日) 。(週日，次日週一補假1日) 
七、農曆除夕。 
八、台灣光復節 (十月二十五日) 。(周日)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例如選舉日) 
 
以上19個國定假日，按時計酬人員出勤需核給2倍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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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於國定假日辦理展演活動，月薪人員及
臨時人力(工讀生)應如何計算? 
一、支領月薪人員:由於整月薪資已包含例假日及國定假日薪資，故於計
算國定假日薪資時，僅給予平日工資數額(時薪*時數)，本校並約定以補
休為原則。勞動部試算網頁 
舉例試算如下: 
案例1：小美為月薪制人員，月薪為30,000元。104年12月25日（週五）
為行憲紀念日，由於整月薪資已包含國定假日，工作時間自9時0分至18
時0分，中午休息1小時 ，當天小美自18時0分休息30分鐘後，自18時
30分加班3個小時至21時30分，小美當日的薪資及加班費共計為何？ 
 

解答：1.換算時薪：30,000÷240=125元 
            2.加班費：加班前2小時：125×(1+1/3)×2=333元 
                 再加班1小時：125×(1+2/3)×1=208元   
                                                                  總計：541元  

http://web2.bola.taipei/cutweb/a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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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臨時人力(工讀生):為按時計酬人員，故計算國定假日薪資
時，應加倍發給。 
 
案例2：小錢為時薪制人員，時薪120元。104年12月25日（週五）為
行憲紀念日，主管要求小錢到公司加班，工作時間自9時0分至18時0
分，中午休息1小時，當天小錢自18時0分休息30分鐘後，還加班3個
小時至21時30分，小錢當日的薪資及加班費共計為何？ 
  
解答：1.時薪：120（元） 
            2.工資：自9時0分至18時0分(8小時內) 120×2×8=1920元 
            3.加班費： 
                 a.加班前2小時（18:30-20:30）：120×(1+1/3)×2=320元 
      b.再加班1小時（20:30-21:30）：120×(1+2/3)×1=200元 
                                                                                     總計: 24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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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因展演工作常有夜間工作之需求，女性
員工於夜間10時之後工作應該如何辦理? 

A: 一、 勞基法第49條: 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
作。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
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
前項第一款所稱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係指提供工作場域安全、照
明、衛生等設施應完備。 

二、建議夜間10點之後之展演工作及撤場工作由男性員工擔任，如確有
必要，需要女性員工工作，得核實報支計程車資並填列「短程車資
證明單」(於緊急事由欄加註說明理由，所需經費由計畫經費或業
務費支應，並檢據核銷)或安排其他交通工具，另女性夜間10時以
後工作同意書已整併於主計室工讀時數登記表及勞動契約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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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假、休假、請假及產假 
一、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二、特別休假如下勾選項目： 

□ 特別休假日數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辦理，其休假日期由甲
乙雙方議定之。 

□ 部分工時之年度可休特別休假時數，按乙方全年正常工作時間
佔全時勞工全年正常工作時間之比例，乘以勞動基準法第38條
所定特別休假日數計給。不足1日部分由甲乙雙方協商議定。
但乙方每週工作日數與該事業單位之全時勞工相同，僅每日工
作時數較短者，仍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給予休假日數。 

在本校服務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滿一
年者，第二年起，每年給七日；滿三年者，第四年起，每年給十日；
滿五年者，第六年起，每年給十四日；滿十年者，第十一年起，每
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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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喪、事、病假如下勾選項目： 
□ 婚、喪、事、病假日數依勞工請假規則辦理。 
□ 部分工時之婚、喪、事、病假日數，按受雇者每週工作時

數除以42小時乘以應給予請假日數乘以8小時。 
 
四、產假依勞動基準法第50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5條規定

辦理。 
五、請假時，應依甲方之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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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小金為部分工時工讀生，104年1月15日到職， 
              每周上班約10小時，104年工時服務滿1年後， 
              105年享有休假幾日？ 
 

步驟1   統計104年度總休假天數 
            52(星期日)+週六(全日休息日)26＋週六(半日休息日)13＋國定假

日19日＝110天，再加上補假10天，今年總休假日為120天。 
步驟2   統計104年度總工時 
            365 天-120天=245 天 
            245 天×8 小時=1,960 小時 
步驟3   統計小金全年累計工時→500小時 
            ( 註：滿1年之休假天數7天，換算為56小時) 
計算公式：56小時*(500/1960)=14.28小時 =1日又6.2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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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阿福每周工作時數30H(每日6H)， 
             預定104年10月1日結婚，婚假如 
             何給？(註：勞工請假規則核予每 
             位勞工婚假8日) 
 

答案： (30/42)*8日*8小時=45.7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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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草案 

總說明 

一、 本辦法依據教育部頒「大專校院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勞動與學習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訂

定，將學生兼任助理之情形，區分為：1.「學習型」助理：以學習為主要目的之教育

活動，如「課程學習」、「服務學習」等學習活動中，由教師選用具本校學生身分之

助理，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雇關係；2.「勞動型」助理：由本校約用具本校學生身

分之工作上助理或臨時工，應於完成約用程序，經辦理勞健保後，自加保生效日起與

本校成立勞雇關係。 

二、 本辦法訂定重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立目的。（第一條） 

（二）本辦法適用範圍。（第二條） 

（三）「學習型」助理之定義。（第三條） 

（四）「學習型」助理之學習內容由本校及各系、所等單位訂立「課程學習」或「服

務學習」內容及訂立原則。（第四條） 

（五）「學習型」助理及「勞動型」助理之身分確認(第五條) 

（六）「學習型」助理爭議之處理。（第六條） 

（七）「勞動型」助理相關權利義務規範。（第七條至第十二條） 

（八）「勞動型」助理爭議之處理。（第十三條） 

（九）本辦法補充規定。（第十四條） 

（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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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草案 
                                104 年○月○日 104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兼顧培育人才之目的，並保障學生兼任助理

學習及勞動權益，特依據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

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訂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保障處

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兼任助理，係指本校在學學生兼任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研究計畫

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任助理工作者，並分為「學習型」與「勞動型」兼

任助理兩類。 

本辦法所稱「學習型」助理，為教師所選用，擔任以學習為主要目的之課程學習或

服務學習活動之兼任研究助理及兼任教學助理者，與本校或教師均無僱傭關係，其

活動亦無勞務與報酬之對價關係。 

本辦法所稱「勞動型」助理，非屬前項規定範圍，為本校所約用，該學生與本校之

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有從屬性及對價關係，與本校成立勞雇

關係之兼任研究助理、兼任教學助理、兼任研究計畫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

兼任助理工作者。 

「勞動型」助理如經雙方契約約定為承攬關係者，應從其約定，但法規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第三條 「學習型」助理參與之活動範疇如下： 

一、課程學習： 

(一)指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二)課程或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學校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授權自主規範，包

括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研究或其他學習活動。 

(三)前述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僑生、港

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 

(四)符合前三目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 

二、服務學習： 

學生參與學校為增進社會公益，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性服務，包括

依志願服務法之適用範圍，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辦或經其備查符

合公眾利益之服務計畫，參與服務性社團或其他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 

第四條 本校及各系、所、中心等單位得訂立「學習型」助理之內容，於推動課程學習或服

務學習範疇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應與前條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

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

施計畫，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

予以明定且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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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應有指導「學習型」助理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四、「學習型」助理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因學習、服務學習，支領獎學金或必

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五、「學習型」助理參與學習活動，其權益保障或相關保險，應依大學法、學位授予

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並於校內學生相關章則中規範。另針對有危險性之學

習活動，應增加其保障範圍。 

六、「學習型」助理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不得於校方之電腦內安裝未經合法授權

使用之軟體，於安裝合法授權之軟體前，應經電子計算機中心、指導教師事前

之同意。 

七、「學習型」助理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其認定如下： 

(一)「學習型」助理在校期間完成之報告或碩、博士學生所撰寫之論文，如指導之

教師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而係由「學習型」助理自己撰

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定，「學習型」助理為該報告或論文之著作人，

並於論文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二)前款報告或論文，指導之教師不僅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

習型」助理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

作，「學習型」助理及指導之教師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

其共同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之行使，應經「學習型」助理

及指導之教師之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三)「學習型」助理與指導之教師間，應事先就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

權利行使方式等事項，達成協議或簽訂契約。 

八、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學習型」助理自身為發

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

依同條第一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但他人（如指導之教師）如對論文研

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該他人亦可能被認定為專利申請權共有人。 

第五條 教師、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應與兼任助理於「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型態同意

書」上簽名(或簽章)，確認擔任「學習型」或「勞動型」助理，另指導教師與「學

習型」助理得簽訂研發成果歸屬協議書。 

兼任助理於接受指導學習過程認為非屬「學習型」助理而屬於「勞動型」助理，應

即與指導教師溝通確認；指導教師與兼任助理如對於繼續擔任「學習型」助理未達

成共識，指導教師應通知學生停止「學習型」助理活動，並通知本校權責單位及辦

理「學習型」助理之異動終止作業。 

第六條 學習型兼任助理對於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活動之措施或處置，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作成該措施或處置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學

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前項學生申訴程序，應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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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勞動型」助理之約用，經簽訂勞動契約，完成約用程序，辦理勞健保加保，自勞保

加保生效日為起聘日。未完成加勞保者，與本校間不成立勞雇關係，本校得拒絕其

提供之勞務，與其約定者為無權代理，應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前項契約內容應包含聘期、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工作酬勞及給付、權

利義務及其他工作條件等事項。 

工作酬勞之給付，依雙方約定時間核發。但因補助機關尚未核撥經費等特殊原因者，

從其約定。 

第八條 「勞動型」助理之差假事項： 

一、因業務需要，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指定加班者，應事先申請，並經

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同意後，始得加班。未依規定完成核定程序者，

不得視為加班。 

二、給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如須請假或調移工作時間者，應事先辦妥請假或調班手續。如

因急病或緊急事故，應先口頭報告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經其同意，

或委請同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三、請假及差勤，由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依本校及勞基法規定辦理，出勤

情形之時間應記載至分鐘為止，出勤紀錄應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 

第九條  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與「勞動型」助理服務期間應遵守以下事項： 

一、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其計畫內或在其

主管單位中任職。但計畫委辦(託)機關或補助機關(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勞動型」助理應在約定之工作時間及地點接受本校及其各計畫主持人或本校指

定之代理人之指導監督提供勞務，從事約定之工作及其他相關業務事項。 

三、本校因業務需要，在不違反勞動法令之規定下，得為工作之調整。無正當理由

不得拒絕調整，如因而影響本校之業務計畫情節重大者，本校得不經預告終止

勞動契約。 

四、「勞動型」助理應依約定之時間上、下班，並親自簽到簽退、刷卡或其他校方規

定紀錄出勤狀況之方式辦理，不得遲到、早退或曠職，並遵守校方之管理規章。 

五、「勞動型」助理於工作時間內，非經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允許，不得擅離工作

崗位。 

六、電腦軟體使用原則：「勞動型」助理不得於校方之電腦內安裝未經合法授權使用

之軟體，於安裝合法授權之軟體前，應經電子計算機中心、計畫主持人或單位

主管事前之同意。 

七、「勞動型」助理如擬於契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應依勞基法規定之預告期間提出申

請，經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核准後，應於離職生效日前辦妥離職手續。未依

預告期間提出辭呈逕行離職，致本校受有損害者，本校得依法請求賠償。 

八、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九、雙方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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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應落實就業服務法就業歧視禁止規範、性別工作平等法

之性別歧視禁止、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性

騷擾防治及性別工作平等措施規定。 

第十條 本校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於「勞動

型」助理僱用日起加保及提繳勞退金手續，並依相關法令享有保險給付權利。 

「勞動型」助理勞動契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勞健保退保（轉出）及勞退停繳。

如非屬不可抗力因素，未依規定辦理者，因而衍生之費用，由勞動型助理全額負擔。 

第十一條 「勞動型」助理協助或參與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除雙

方另有約定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學生為著作人，本校享有著作財產權。 

二、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於本校。 

第十二條 「勞動型」助理如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本校得不經預告，終止雙方勞動契約，並

得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 

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二、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三、故意損耗公務財產、物品或故意洩漏業務之秘密，致本校受損害者。 

四、履約有瑕疵，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五、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 3日(次)，或 1個月內曠職達 6日(次)者。 

六、具有性侵害犯罪紀錄前科，或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因性騷擾事件經本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移送其他權責機關處置，或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

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七、喪失本校在學學生資格者。 

第十三條  勞動型兼任助理對於本校勞動條件或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

益者，得於作成該措施或處置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出申訴。 

第十四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章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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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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 

(草案) 

條文草案 說明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兼顧培育人才之目的，並保障

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特依

據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

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

理原則」訂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

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保障處

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訂定目的。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兼任助理，係指本

校在學學生兼任研究助理、教學助

理、研究計畫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

之學生兼任助理工作者，並分為「學

習型」與「勞動型」兼任助理兩類。 

本辦法所稱「學習型」助理，為教師

所選用，擔任以學習為主要目的之課

程學習或服務學習活動之兼任研究

助理及兼任教學助理者，與本校或教

師均無僱傭關係，其活動亦無勞務與

報酬之對價關係。 

本辦法所稱「勞動型」助理，非屬

前項規定範圍，為本校所約用，該學

生與本校之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

酬之工作事實，且具有從屬性及對價

關係，與本校成立勞雇關係之兼任研

究助理、兼任教學助理、兼任研究計

畫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

任助理工作者。 

「勞動型」助理如經雙方契約約定

為承攬關係者，應從其約定，但法規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明定本辦法適用對象。 

二、依據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

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

原則」第四點規定，區分學生兼任助理

為「學習型助理」與「勞動型助理」兩

者，明定其各自之定義。前者由教師選

任，以參與學習為主要目的之「課程學

習」或「服務學習」活動為限，與本校

及教師均無僱傭關係。後者由本校約

用，其工作具有從屬性及對價關係，與

本校成立僱傭關係。 

三、學生與本校雙方約定為承攬關係，原

則上成立承攬關係，但仍應遵照相關法

規辦理，如其工作內容依相關法規仍應

成立勞雇關係或其他法律關係者，應遵

照之。 

 

第三條 「學習型」助理參與之活動範疇

如下： 

一、課程學習： 

依據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

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第四

點及第六點明定「學習型」助理參與活動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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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

為畢業之條件。 

(二)課程或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學

校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授權自主規

範，包括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

實驗研究或其他學習活動。 

(三)前述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應

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僑

生、港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 

(四)符合前三目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

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 

二、服務學習： 

學生參與學校為增進社會公益，不

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性服

務，包括依志願服務法之適用範圍，

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

辦或經其備查符合公眾利益之服務

計畫，參與服務性社團或其他服務學

習課程或活動。 

疇之詳細內容。 

第四條 本校及各系、所、中心等單位得訂

立「學習型」助理之內容，於推動課

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範疇之學習活動，

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應與前條所定範疇有直接

相關性為主要目的，並於授課或指導

教師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

師同意為之。 
二、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

動、論文研究指導、研究或相關學習

活動實施計畫，並就其相關學習準

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

及獎助方式等予以明定且公告之。 

三、教師應有指導「學習型」助理學習專

業知識之行為。 

四、「學習型」助理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

間，得因學習、服務學習，支領獎學

一、以學習活動為主要目的之「課程學習」

或「服務學習」，應與本校及各系、

所、中心課程規劃或內容有相對應之

關係，故本辦法由本校或授權由各、

所、中心等單位得訂立「課程學習」

或「服務學習」內容及訂立原則。 

二、明定「學習型」助理之權益規範。 

三、明定「學習型」助理相關產出著作權及

專利權之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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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或必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五、「學習型」助理參與學習活動，其權

益保障或相關保險，應依大學法、學

位授予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並於

校內學生相關章則中規範。另針對有

危險性之學習活動，應增加其保障範

圍。 

六、「學習型」助理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

間，不得於校方之電腦內安裝未經合

法授權使用之軟體，於安裝合法授權

之軟體前，應經電子計算機中心、指

導教師事前之同意。 

七、「學習型」助理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

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其認定如下： 

(一) 「學習型」助理在校期間完成之

報告或碩、博士學生所撰寫之論文，

如指導之教師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

與內容表達之撰寫，而係由「學習型」

助理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

作權法規定，「學習型」助理為該報

告或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

時，即享有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

及著作財產權）。 

(二)前款報告或論文，指導之教師不僅

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內容之表達而

與「學習型」助理共同完成報告或論

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

為共同著作，「學習型」助理及指導

之教師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

共同享有著作權，其共同著作權（包

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之行

使，應經「學習型」助理及指導之教

師之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三) 「學習型」助理與指導之教師間，

應事先就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

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等事項，達成協

議或簽訂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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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

五條第二項規定，「學習型」助理自

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

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

申請權，得依同條第一項向專利專責

機關申請專利。但他人（如指導之教

師）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

貢獻，該他人亦可能被認定為專利申

請權共有人。 
 

第五條 教師、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應

與兼任助理於「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

勞動型態同意書」上簽名(或簽章)，

確認擔任「學習型」助理或「勞動型」

助理，另指導教師與「學習型」助理

得簽訂研發成果歸屬協議書。 

兼任助理於接受指導學習過程認

為非屬「學習型」助理而屬於「勞動

型」助理，應即與指導教師溝通確

認；指導教師與兼任助理如對於繼續

擔任「學習型」助理未達成共識，指

導教師應通知學生停止「學習型」助

理活動，並通知本校權責單位及辦理

「學習型」助理之異動終止作業。 

 

一、 兼任助理應簽訂「學生兼任助理學習

與勞動型態同意書」，確認其身份屬

性。(第一項) 

二、 兼任助理如認為不是「學習型」助理，

應即告知指導教師並溝通確認，提出

希望更改為「勞動型」助理之說明；

指導教師與兼任助理如對於繼續擔任

「學習型」助理未達成共識，應通知

學生停止「學習型」助理之活動，並

辦理異動終止作業。(第二項) 

 

 

第六條 學習型助理對於課程學習或服務

學習等活動之措施或處置，認為違法

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

於作成該措施或處置之次日起十五

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提出申訴。 

前項學生申訴程序，應依本校學生

申訴處理辦法規定辦理。 

明定本校學習型助理相關爭議之申訴管道。 

第七條   「勞動型」助理之約用，經簽

訂勞動契約，完成約用程序，辦理勞

健保加保，自勞保加保生效日為起聘

日。未完成加勞保者，與本校間不成

明定「勞動型」助理之約用，應簽訂勞動契

約，完成約用程序，經辦理勞保加保生效日

為起聘日與本校成立勞雇關係以及勞動契

約應簽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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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勞雇關係，本校得拒絕其提供之勞

務，與其約定者為無權代理，應自行

負擔法律責任。 

 前項契約內容應包含聘期、工作內

容、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工作酬勞

及給付、權利義務及其他工作條件等

事項。 

    工作酬勞之給付，依雙方約定時間

核發。但因補助機關尚未核撥經費等

特殊原因者，從其約定。 

 

 

第八條 「勞動型」助理之差假事項： 

一、 因業務需要，經計畫主持人、教師

或單位主管指定加班者，應事先申

請，並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

主管同意後，始得加班。未依規定

完成核定程序者，不得視為加班。 

二、 給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

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

等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如須請

假或調移工作時間者，應事先辦妥

請假或調班手續。如因急病或緊急

事故，應先口頭報告計畫主持人、

教師或單位主管，經其同意，或委

請同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三、 請假及差勤，由計畫主持人、教師

或單位主管依本校及勞基法規定

辦理，出勤情形之時間應記載至分

鐘為止，出勤紀錄應保存至勞工離

職之日起五年止。 

 

一、明定「勞動型」助理加班、請假、出

勤管理等差假相關規定。 

二、明定出勤記錄保存年限。 

 

第九條 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與「勞動

型」助理服務期間應遵守以下事項： 

一、 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其計畫

內或在其主管單位中任職。但計畫

委辦(託)機關或補助機關(構)另

一、 明訂「勞動型」助理服務期間應遵守事

項。 

二、 依公務人員迴避任用條款、勞動法令及

性別平等相關法令規範服務期間應遵

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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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 「勞動型」助理應在約定之工作時

間及地點接受本校及其各計畫主

持人或本校指定之代理人之指導

監督提供勞務，從事約定之工作及

其他相關業務事項。 

三、 本校因業務需要，在不違反勞動法

令之規定下，得為工作之調整。無

正當理由不得拒絕調整，如因而影

響本校之業務計畫情節重大者，本

校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四、 「勞動型」助理應依約定之時間

上、下班，並親自簽到簽退、刷卡

或其他校方規定紀錄出勤狀況之

方式辦理，不得遲到、早退或曠

職，並遵守校方之管理規章。 

五、 「勞動型」助理於工作時間內，非

經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允許，不

得擅離工作崗位。 

六、 電腦軟體使用原則：「勞動型」助

理不得於校方之電腦內安裝未經

合法授權使用之軟體，於安裝合法

授權之軟體前，應經電子計算機中

心、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事前之

同意。 

七、 「勞動型」助理如擬於契約期滿前

先行離職，應依勞基法規定之預告

期間提出申請，經計畫主持人或單

位主管核准後，應於離職生效日前

辦妥離職手續。未依預告期間提出

辭呈逕行離職，致本校受有損害

者，本校得依法請求賠償。 

八、 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

關法規規定。 

九、 雙方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

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

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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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 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應落實就業

服務法就業歧視禁止規範、性別工

作平等法之性別歧視禁止、性別平

等教育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防治準則、性騷擾防治及性別

工作平等措施規定。 

第十條 本校依「勞工保險條例」、「全

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

規定，於「勞動型」助理僱用日起加

保及提繳勞退金手續，並依相關法令

享有保險給付權利。 

 「勞動型」助理勞動契約期滿或中途

離職，應辦理勞健保退保（轉出）及

勞退停繳。如非屬不可抗力因素，未

依規定辦理者，因而衍生之費用，由

勞動型助理全額負擔。 

一、明定勞健保保費及勞退金之提繳。 

二、明定未依規定辦理離職手續，勞健保

及勞退退保衍生費用之責任歸屬。 

第十一條 「勞動型」助理協助或參與

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

關研究成果，除雙方另有約定外，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 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第十一

條規定，學生為著作人，本校享有

著作財產權。 

二、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七條第一

項規定，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於

本校。 

明定「勞動型」助理協助執行研究計畫所產

出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及專利權歸屬。 

第十二條 「勞動型」助理如有以下情

形之一者，本校得不經預告，終止雙

方勞動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此所受

之一切損害： 

一、 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

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

虞者。 

二、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

重大者。 

三、 故意損耗公務財產、物品或故意

一、 明定本校得終止勞雇關係之情形，並

得視「勞動型」助理違約之情節輕重，

請求損害賠償。 

二、 本條第一至五款係參照勞基法第十二

條規定訂定；第六款依性平法相關規

定訂定；第七款係依本辦法之立法目

的，為保障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

勞動權益，又學生因具有本校學籍，

故得免經公開上網及面試程序取得校

內工作機會，如經畢業離校仍有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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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業務之秘密，致本校受損害

者。 

四、 履約有瑕疵，經通知限期改善而

未改善者。 

五、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 3 日

(次)，或 1 個月內曠職達 6 日

(次)者。 

六、 具有性侵害犯罪紀錄前科，或於

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因性騷擾事

件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移送其他權責機關處置，或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

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七、 喪失本校在學學生資格者。 

服務之意願，宜按專職工作人員聘任

程序，經公開甄選始得到校服務，故

明定本款，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因畢業

或其他原因離校，勞動契約自動終止。 

 

 

第十三條 勞動型兼任助理對於本校勞動條

件或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作成該措施或

處置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

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明定本校勞動型兼任助理相關爭議之申訴

管道，按渠等適用勞基法，爰申訴救濟方式

與本校職工相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

章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本辦法補充規定。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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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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