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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6 年 5 月 2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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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人，實到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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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劉教務長錫權（詳工作報告）： 

補充說明： 

（一） 有關課程大綱及教材上傳作業，提醒授課教師注意相關智慧財產

權問題。另，鼓勵授課教師提升自編教材使用率。 
●主席裁示： 
（一）教務處工作報告提報未繳其他代辦費或使用費之學生（如網路電

腦使用費、實習費、平安保險費、住宿費等），請各相關單位進行

催促並追蹤學生盡速完成。 
 

二、 學務處詹學務長惠登（詳工作報告）。 
 
三、研發處陳研發長雅萍（詳工作報告）。 
 
四、總務處陳總務長約宏（詳工作報告）： 

補充說明： 
（一） 近日有戲劇系老師關心學校為何不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在此向

各位主管說明，前二年校長曾請總務處研議規劃，惟經邀請專業

評估後，本校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不符經濟效益，且因桃園以北

日照時數不足，故未具可行性。 
●主席裁示： 
（一）有關上述總務長所提本校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乙節，因本校位處



 第 2 頁；共 5 頁 

山腰處日照普遍不足，加上天候影響日照率偏低，不比嘉義以南

地區日照充足，若設置20年內無法回本，且其維修成本高，故經

整體評估後，予以緩議。 
（二）昨日同仁在臉書貼文，發現校內有車子違停於消防栓旁，因事涉

消防安全問題，日後若有類此情形發生，請向總務處立即反映，

而總務處於巡檢中，若有發現類此現象亦請積極處理。 
（三）為推動校務發展，促進校務整體發展是我們持續努力之工作。即

將落成之研究生宿舍，是擇學生宿舍旁之畸零地興建，以期能充

分運用校園用地。研究生宿舍興建完成後，將增加住宿空間外，

宿舍內主要房型為雙人房型，另內部配置之家俱均為活動式，學

校提供三種範例，同時開放同學們可自行調整空間內部相關配

置，兼顧住宿品質及創意生活。而隨著研究生宿舍之落成啟用，

宿舍收入將可挹注學校自籌收入、償還銀行貸款，以及留控未來

維運成本。為利資產活化，未來研究生宿舍2樓將調整為藝大會館

分館，交請總務處保管組管理，3~7樓則由學務處住宿中心依原定

用途管理。 
 

五、電子計算機中心孫主任士韋（詳工作報告）。 
 

六、國際交流中心趙主任綺芳（詳工作報告）。 
 
七、展演藝術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八、藝術與科技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九、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傳統藝術研究中心陳主任俊斌（詳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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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李主任璁娀（詳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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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一）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於上週四接獲一封檢舉函指稱，本校美術學

院在去年 9 月份推選校長遴委會委員代表，有關學院教師代表之

選舉，未依據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3 條規定，以無記名單記法互

選產生，而由院長親自點選代表，指派某位老師擔任該學院教師

代表，嚴重違反校長選舉公正性，提出檢舉。經請教教育部協助

釐清本案受理權責單位及後續應行處理事項後，本案因非屬校長

遴選委員會權責，故移請本校處理。因此，學校近日將請被檢舉

之學院說明實際情形，並請各學院併同檢視去年推選校長遴委會

有關教師代表時，有無確實依照上述辦法之規定辦理。若不符規

定者，應請補正程序，並請於 5 月 10 日之前將推選結果之名單提

送人事室，俾於 5 月 23 日校務會議提案後，續行相關作業。 
●主席裁示： 
（一） 茲配合勞基法修正規定，請各單位應落實加班事前核准程序。 
（二）有關上述校長遴選委員會教師代表產生之方式，請各學院儘速檢

視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以利後續作業。 
 
伍、提案討論： 
一、本校「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教務處〉 
補充說明： 

（一） 本修正草案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條文內容，原為：「……
或教學內產出，可提出申請。」，提請修正為：「……或教學內容，

可提出申請。」 
  決議：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修正為：「……或教學內容，可提出申

請。」，餘照案通過，並請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本校「鼓勵國內外學人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劉教務長錫權：本修正草案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交換學者，係指

依本校、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中心……，系所與學位學程文

字之間請加頓號。 
（二） 李主任璁娀：請問訪問學人至本校研究或創作期間，可否申請受

問單位之門禁通行證及圖書館借書證？ 
（三） 陳研發長雅萍：請問訪問學人若有至圖書館借書之需求，請問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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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理？ 
（四） 廖館長仁義：訪問學人應可給予借書。 

  決議： 
（一） 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修正為：「交換學者，係指依本校、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及中心……」，餘照案通過。 
（二） 有關訪問學人申請通行證及借書證問題，請受訪單位協助洽詢

相關權責單位辦理。 
 
陸、專案報告： 
一、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草案）。〈報告單位：研發處〉 
  決議： 

（一） 昨日（5 月 1 日）由本人偕同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主秘、

王俊傑主任，以及趙綺芳主任拜會教育部主管，向部裡專案報

告去（105）年重要成果、發展定位及本學年度重要計畫方向，

以期教育部瞭解北藝大在高等藝術教育的領航角色、爭取教育

部對本校投入人才培育之支持。過去這一年我們付出很多心力

向外尋求各種連結管道，並獲教育部同意自 2017 年起，以四年

為期，補助本校推動「創新．移動．藝術節」特色計畫，期能

擴散關渡藝術節之影響力，實踐跨學院創意實驗合作成果。 
（二） 近年來，國外許多公立大學政府補助之經費逐年降低，補助比

率只有 7~20%。而在國內，我們也面臨高教體系快速變遷，政

府補助經費競爭激烈、爭取不易之狀況，這些挑戰需要大家共

同正視，預為因應。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3 時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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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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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務
處 

本校「藝術教學出版大

系補助作業要點」修正

草案，提請審議。 

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

修正為：「……或教學內容，

可提出申請。」，餘照案通過，

並請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審議。 

教
務
處 

 

2 
研
發
處 

本校「鼓勵國內外學人

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

作業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1. 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修正

為：「交換學者，係指依本

校、學院、系所、學位學

程及中心……」，餘照案通

過。 

2. 有關訪問學人申請通行證

及借書證問題，請受訪單

位協助洽詢相關權責單位

辦理。 

研
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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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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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肆、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p.2-1~2-4 
  二、學務處……………………………………………………………p.3-1~3-4 
  三、研發處……………………………………………………………p.4-1~4-5 
  四、總務處……………………………………………………………p.5-1~5-3 
  五、電子計算機中心…………………………………………………p.6-1~6-2 

六、國際交流中心……………………………………………………p.7-1 
  七、展演藝術中心……………………………………………………p.8-1~8-3 
  八、藝術與科技中心…………………………………………………p.9-1~9-2 
  九、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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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3-3 
十三、主計室…………………………………………………………p.14-1 
十四、人事室…………………………………………………………p.15-1~15-3 

伍、提案討論 
一、本校「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p.16-1~16-9 
二、本校「鼓勵國內外學人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p.17-1~17-8 
陸、專案報告 

一、高等教育深根計畫（草案）。 
    〈報告單位：研發處〉…………………………………………p.18-1~18-14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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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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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務
處 

本校「106 學年度行事

曆」草案，提請審議。 

原則同意通過，請各單位儘速

確認內容，以利報部備查。若

後續仍有微幅調整，請教務處

提送主管會報確認後實施。 

教
務
處 

本案業經教育報備

查，並於 106 年 4 月

12 日函知校內各單

位。 

2 
教
務
處 

本校「教師教學社群實

施要點」修正草案，提

請審議。 

照案通過。 
教
務
處 

已於 106 年 4 月 12 日

函知校內各單位。 

3 
教
務
處 

本校「開課暨鐘點核計

原則」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教
務
處 

已於 106 年 4 月 7 日

函知校內各單位。 

4 
圖
書
館 

本校「圖書館校外人士

閱覽辦法」部分規定修

正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圖
書
館 

已於 106 年 4 月 13 日

函知校內各單位。 

5 
圖
書
館 

本校「圖書館閱覽規

則」部分規定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圖
書
館 

已於 106 年 4 月 13 日

函知校內各單位。 

6 
學
務
處 

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

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第四條修正為：「本委員會置

委員九人至十三人，……」，

餘照案通過。 

學
務
處 

已於 106 年 4 月 18 日

函知校內相關單位，

並同時更新網頁資

訊。 

7 
總
務
處 

本校「珍貴動產評審委

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

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總
務
處 

已於 106 年 4 月 20 日

函知校內各單位，並

同時更新網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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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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
事
室 

本校「績優職員、助

教、研究人員、校務基

金工作人員獎勵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第十一條修正為：「本辦法經

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餘照案通過。 

人
事
室 

擬提送 106 年 5 月 9

日召開之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 

9 
研
發
處 

本校「與國內大學辦理

交換學生實施辦法」修

正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研
發
處 

已於 106 年 4 月 7 日

函知校內各單位。 

10 
研
發
處 

本校「鼓勵國內外學人

短期來校訪問研究創

作作業要點」草案，提

請審議。 

本案請研發處參酌上述意見

再行研議後，再另循程序提下

次行政會議審議。 

研
發
處 

本案將提本日行政會

議審議。 

11 
教
務
處 

本校「藝術教學創新計

畫實施要點」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第十點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

修正為：「評審委員：……優

良課程者（數門）獲頒獎狀，

並公開表揚。」，餘照案通過。 

教
務
處 

已於 106 年 4 月 12 日

函知校內各單位。 

12 
教
務
處 

本校「開放式課程製作

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教
務
處 

已於 106 年 4 月 13 日

函知校內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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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教務處 
資料時間：106年 5月～106年 7月 

 
一、 教務相關會議 

 (一)5 月 9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 

 (二)5 月 23 日召開年度招生會議。 

 (三)5 月 16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 

 (四)6 月 12 日召開七年一貫制學制招生會議。 

 (五)7 月 12 日召開轉學生考試招生會議及學士後學士學位學程招生會議。 

 (六)7 月 19 日召開第 20 次本校與政治大學、陽明大學三校教務行政資源整

合會議。 

二、 法規編修：本校「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修正案。 

三、 開課及選課作業： 

 (一)線上期中預警通報已於 4 月 21 日截止，請導師於接獲通報後請 5 月 5

日前完成輔導。 

 (二)5 月 19 日截止受理學生課程停修申請。 

 (三)暑期班課程開設調查(第一期 5 月 20 日、第二期 6 月 20 日前回覆)。 

 (四)審核各教學單位下學期開課資料，並轉檔編輯印製成冊。 

 (五)依各系所最新學分科目表規劃於教務系統建立 106 學年度入學學生課

程標準及領域群組設定檢查，以利學生進行選課。 

 (六)規劃辦理舊生上網預選下學期課程事宜，並與電算中心研商選課測試作

業時程。 

 (七)通知 106-1 學期授課教師於 6 月 15 日前完成課程大綱上傳作業。 

四、 5 月 31 日截止受理本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 

五、 6 月 5 日至 6 月 23 日辦理本學期各課程網路教學評量作業。 

六、 請各學院於 6月底前召開相關會議遴選推薦 105學年度教學優良暨傑出
教師。 

七、 完成填報教育部 106 年 3 月份「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 

八、 成績及學籍管理： 

 （一）105-2 學期學生學雜費繳費截止日為 2 月 13 日，經多方管道催繳後，

至 3 月 27 日止(逾學期三分之ㄧ日為 3 月 25 日，因遇假日順延)，尚

有 14 名學生(學士班 4 名、碩士班 10 名)未完成繳費手續。其中未繳

費用屬學費、雜費者將依本校學則第 13 條規定，處理其未完成註冊繳

費予勒令休(退)學之程序；未繳其他代辦費或使用費者（如網路電腦



2-2 

使用費、實習費、平安保險費、住宿費等），將另製未繳費名單送各

相關單位周知續處。 

 （二）105-2 學期各學系學生人數統計表已公告於教務處網站供參。 

 （三）「英文姓名登錄」系統將於 5 月 20 日關閉，已通知各學系、所協助轉

知學生上網填寫資料；關閉期間將進行畢業學生資料下載、核對及製

作學位證書。 

 （四）105-2 學期成績預計 6 月 1 日前開放教師線上登錄學期成績。本學期成

績繳送期限為 106 年 6 月 28 日(三)。 

 （五）106-1 學期學生註冊須知(草案)，將轉請各相關單位協助編修相關資

料，預計於 6 月上旬送各系所轉發學生週知。 

九、 106 學年度招生考試： 

 (一)學士班: 

1、音樂學系及美術學系：錄取考生報到名冊已於 4 月 25 日(二)送交大

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名冊內考生無法登記大學個人申請網路就讀志

願序登記。 

2、其他學系：正取生已完成報到作業，備取生自 4 月 17 日(一)起開始

遞補，相關遞補作業將持續至 8 月 31 日(四)止 

(二)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正取生已完成報到作業，備取生自 4 月 18

日(二)起開始遞補，相關遞補作業將持續至 8 月 31 日(四)止。 

 (三)大陸學生招生： 

1、研究所：目前正進行各學系專業科目審查，將上傳審查結果至陸生

聯招會系統，預計於 5 月 26 日正式公告分發結果，招生組將寄發錄

取通知並請國際交流中心協助陸生入台證件辦理事宜。 

2、學士班：於 5 月 8 日至 6 月 21 日開放報名，7 月 3 日公告預分發結

果，7 月 5 日正式公告錄取名單。 

 (四)轉學考：已於 4 月 24~27 日受理報名，6 月 24 日辦理考試。 

 (五)學士後學士學位學程：已於 5 月 1~5 日受理報名，7 月 6~7 日辦理考試。 

十、 107 學年度招生名額： 

 包含學士班(本校單獨招生、個人申請、繁星推薦、四技二專、原住民外加、

身心障礙)、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海外僑生、

外國學生及大陸學生等名額，已彙整各學系所資料並於 5 月 23 日年度招生

會議中確認提教育部審核。 

十一、 107 學年度招生簡章： 

 107 學年度學士班及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將於 6 月上旬發函

至各學系所進行簡章一校作業，請各學系所利用期末系所務會議時進行簡章

校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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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藝術評論》:33 期共 8 篇投稿，主編為林大偉老師，於 4 月中旬召開

第一次編輯小組會議。 

十三、 配合本校 35 週年系列活動，辦理 106 年度出版品推廣活動 

 （一）配合 10 月份關渡藝術節期間，與本校藝大書店合作辦理主題書展及

講座活動，並邀約國立大學出版社聯盟共同參與，期與校內師生及關

渡地區居民共享藝術專業出版成果。 

 （二）經清點本校出版品庫存數量超過 300 本以上者，同意各教學單位依校

慶活動贈送貴賓、系所評鑑及各課程需要於 12 月 31 日前索取用書。 

 （三）為恭賀李柏君老師獲本校名譽博士，將贈送《尚派武戲香火－李柏君

傳藝錄》專書，以回應系所及家屬需求。 

 （四）為盡藝術教育推廣之社會責任，查詢全國各藝術學門圖書館、六都及

偏鄉共約 20 所圖書館館藏，依對方自付郵資之原則，提供前述庫存

數量較多之書籍予以典藏供民眾閱覽。 

十四、 登錄文化部 105下半年度政府出版品銷售結帳資料量並結算版稅及權利

事宜。 

十五、 推廣活動：《蘇顯達的魔法琴緣》授權於相聲瓦舍年度展演《弄》，3-4

月共 9 場演出的暖場及中場休息播放，專輯並於前台販售。 

十六、 增加「讀冊」網路通路及「華藝」中國大陸館配通路，讓一般讀者及對

岸圖書館可購買本校出版品。 

十七、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教學助理：4 月 17 日至 5 月 19 日開放 106-1 學期教學助理申請。6 月

21 日辦理 105-2 教學助理暨藝術教學創新計畫期末成果發表，以教學

演示、策展發表、影片發表、學生呈現等四種型式展現教學與學習成

果，敬邀校內外師生參與。 

(二)教師教學社群： 

1、105-2 學期教師社群第 2 次徵件受理日期為 4 月 17 日至 5 月 19 日。 

2、藝術教學創新計畫教師社群第 2 次分享會訂於 5 月 5 日舉辦，以「服

務學習課程的創新與挑戰」為主題，由參與計畫之三位教師分享其

課程設計（黃渼娟老師「音樂即興與生命關懷」課程、葉晉彰老師

「台灣藝陣概論」課程、余昕晏老師「社區藝術教育與實踐」課程），

歡迎參加。 

(三)藝術教學創新計畫：106-1 學期藝術教學創新計畫徵件受理日期為 4 月

17 日至 5 月 19 日，預計補助 5 門課程。 

十八、 磨課師計畫: 

 (一)本校「臺灣藍」獲 106 年磨課師推動計畫補助 70 萬元，於 4 月 21 日舉

辦磨課師啟動會議暨 105 年期末成果分享會，5 月開啟課程拍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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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11 月底於學聯網上線開課。 

 (二)獲交大育網推薦於大陸「智慧樹網」平台開課，經評估該平台屬性為大

陸地區大型 SPOC 應用，規劃以「曠世名琴訴說的故事」申請於該平台開

設收費學分課程。 

十九、 106 年度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本校獲核定補助新臺幣 1,100 萬元，有關

延續性工作項目及人事費用，可追溯自 10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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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資料時間：106 年 5 月～106 年 7 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學校及學生活動： 

（一）106 級畢業典禮將於 6/10 上午於音樂廳舉辦主場畢業典禮，各學院當日

下午辦理撥穗授證儀式，歡迎各系主任及師長參加各學院辦理之活動。 
（二）輔導學生會及學生議會修訂相關組織章程暨選罷法，俟相關法規核定

後，將進行 106 學年度正副會長選舉事宜。請師長推薦優秀同學參選。 
（三）整理各單位辦理 35 週年校慶相關資訊事宜。 
（四）協助本校藝術服務隊申請校外相關補助案。 

二、 服務學習： 

（一）協助本校暑假海外藝耕服務隊柬埔寨團同學，進行教案規畫及行前訓練

課程。 
（二）服務學習營隊確定暑假合作規劃：花蓮淨埔國小及港口國小藝術夏令

營、台東都蘭國小藝術夏令營及多寶格藝術學堂星兒寫生藝術服務。 
三、 獎助學金及就學貸款： 

（一）辦理本校各類獎助學金申請，相關申請資訊及博碩士獎學金、學優獎得

獎名單請詳見本校網站首頁之校園公告。 
（二）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於期中考過後開始受理，相關資訊

將公告於學校網頁。 
學生住宿中心 
一、 學生校外賃居： 

（一）持續與生輔組共同辦理本學期校外賃居訪視工作，並依教育部指示加強

宣導一氧化碳安全、消防安全、定型化契約等相關注意事項；截至 5/1
止本學期已訪視 50 名同學校外租屋處。 

二、 今年期末為配合「2017 WSD 世界劇場設計展」國內外參加人員 6/24-7/12 入

住宿舍及寢室清潔，住宿生本學期清舍截止日為 6/19 下午 16:00 前，請各系

所提醒老師盡量勿延後結束課程，若需課程延後或辦理活動時，務必考量學生

住宿問題，並事先洽詢學生住宿中心。 
三、 學生宿舍相關事務：  

（一）106 學年度研究所新生住宿申請自 4/21 至 5/1 止，並定於 5/11 中午於住

宿中心公開抽籤；抽籤結果將於學務處及住宿中心網頁最新消息公布。 
（二）106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住宿申請：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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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6 學年度舊生住宿申請抽籤於 5/8 舉辦。 
（四）106 學年度學生宿舍自治會幹部選舉於 5/8 辦理。 
（五）106 學年第 2 學期「學生宿舍自治會幹部評鑑」：六月上旬。 

四、 學生住宿服務相關事項宣導： 
（一）暑期住宿申請：6/1-6/9。 
（二）學期清舍日：6/19 下午 16 時前完成清舍手續。 
（三）宿舍清潔週：6/19-23。（暑住同學可提前入住，但需配合清潔人員整理） 
（四）暑住生入住日：6/30。 

生活輔導組 
一、 校園安全： 

（一）5 月份起已進入本島防汛期，為確保梅雨季及颱風豪雨期間人員及建物

安全，援請各單位提前做好建物檢修、溝渠疏通、教學設備保管等相關

準備工作，減少單位災損。 
（二）時序進入夏天，天氣日漸炎熱，學生從事水域活動機會增加，業已寄送

「救溺五步、防溺十招」EDM 致師生同仁知悉，亦請各單位辦理活動

時應注意水域安全 
二、 菸害防制宣導： 

（一）「本校全面禁菸，除吸菸區外」，有需求者請至吸菸區使用，避免造成二

手菸環境污染。 
（二）北投區健康中心配合校園環境稽查，實施菸害稽查，請各單位加強宣導，

以免受罰。 
三、 學生兵役：為紓緩每年下半年待徵役男入營壅塞情形，內政部辦理 106 年應屆

畢業，確定不再繼續升學，而應受常備兵徵集或替代役體位役男服替代役，儘

早履行兵役義務，自 106/5/10 起至 6/9 止，可利用網路或向戶籍地鄉（鎮、市、

區）公所申請。 
四、 學生獎懲作業：本學期學生獎懲建議案預定於 6/16（五）截止收件，惠請各

系（所）及導師配合作業，俾利進行學期結算。 
五、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教育部為因應目前校園內學生拍攝短片、微電影或

專刊製作，常會使用到國內外的影音產品（檔案），為避免學生誤觸違反智慧

財產權所規範的重製及公開傳輸之規定，業請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

會，建立影音著作權的查詢窗口，各單位如有需要請洽詢下列單位： 
（一）錄音著作及音樂類視聽著作權利人查詢：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

會（簡稱 ARCO）-資料分配組，黃淑琴小姐（02）27189517 分機 116，
e-mail：roya104@arco.org.tw，欲查詢著作權利人，需提供「歌曲名稱」

及「演唱/演奏者」資料，以利進行查詢。 
（二）音樂著作（詞曲）之權利人，查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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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UST）聯絡電話：（02）2511-0869， 
http://www.must.org.tw。 

2. 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協會（TMCS）聯絡電話：（02）2951-0669，
http://www.tmcs.org.tw。 

六、 辦理 106 學年度新生入學始業教育課程籌劃作業。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門診業務：本學期家庭醫學科門診服務至 6/16 止、復健科門診及物理治

療服務至 6/8 止，暑假期間休診。 
（二）傳染病防治~狂犬病： 

國內出現狂犬病陽性鼬獾咬傷人事件，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一

種急性腦脊髓炎，致死率近 100%，提醒師生勿接觸及捕捉野生動物（包

括蝙蝠），每年須帶家中犬、貓寵物等施打狂犬病疫苗，如不慎遭野生

動物或流浪犬貓抓咬傷，請以肥皂及大量水清洗傷口 15 分鐘，再以優

碘或 70%酒精消毒後，儘速前往「人用狂犬病疫苗接種服務醫院（衛生

所）」就醫。 
（三）門診醫療業務招標案：擬於 6 月辦理招標作業。 

二、 健康促進活動 
（一）健康體能系列活動~藝大飲食新風尚： 

1.5/3 健康講座：傳遞健康飲食、減糖飲品及喝白開水運動之健康概念。 
2.5 月藝大健康餐：輔導校園餐飲業者開發符合健康原則之餐點，提供師

生健康飲食新選擇。 
3.製作相關文宣、海報、看板及宣導品，並推廣食材登錄網站，喚起師生

重視健康飲食，營造健康飲食風氣。 
（二）菸害防制系列活動： 

1. 4 月份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稽查人員至本校進行菸害防制稽查，發現學生

於非吸菸區吸菸情事，當場予以口頭勸導，未來如未見改善可逕行開罰違

規吸菸之行為人。 
2.配合 6/3 禁菸節辦理為期一週之防治教育宣導活動及校園菸害防制政策宣

導文宣品，包括趣味闖關活動、CO 檢測等，使學生瞭解吸菸及二手菸對

環境及健康之危害，營造校園拒菸氛圍。 
（三）捐血活動：5/4 上午 9:00 至下午 16:00 於美術系前廣場辦理，歡迎師生

踴躍捐輸熱血。 
（四）事故傷害防制教育： 

1.暑期營隊醫療培訓課程：協助本校相關單位辦理暑期營隊服務學生之醫

療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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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職員工 CPR 及 AED 使用訓練：擬於 7 月辦理。 
三、 健康環境 

餐盒衛生檢驗：擬於 5 月抽查本校餐廳業者販售之盒餐食品送台北市衛生局檢

驗室檢查，並公告檢查結果。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105-2 學期迄今（2/1-4/14）個別晤談達 752 人次（145 人數，其中有 5
人紅燈，約占 3.4 %，持續穩定追蹤輔導），來談議題排序分別為：人際

困擾、家庭議題、情緒調適。 
（二）105-2 學期教職員夜間諮商服務「與自己相遇」，歡迎全校教職員工善加

運用。 
（三）105-2 學期持續辦理「不打折俱樂部~生理回饋焦慮管理與檢測」預約服

務。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5/4、5/12、5/25（四）12:00-13:30 辦理教職員工身心健康講座：「辦公

室裡的綠意盎然~療癒苔球」、「健身教練宅急便~激勵肌力」、「留住幸福

每一刻~生活攝影」，歡迎全校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二）5-6 月辦理畢業班級生職涯回顧與展望活動「冒險的終點與起點~大四畢

業班級輔導活動」，深入班級了解同學面臨生涯轉換之心理適應與準

備，並提供相關諮詢服務，預計進行 10 場。 
三、 【生職涯諮詢輔導】 

（一）5 月辦理「山外之境-職人的眼神」企業參訪活動。 
（二）為本校應屆畢業生及研究生持續推出「得藝人生~UCAN+CPAS 職能檢

測」活動，協助其瞭解自我特質並檢視相關職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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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資源教室】 

（一）參與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北金區特殊教育中心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提報初

審會議。 
（二）5/4 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 
（三）5/9、6/6 辦理資源教室主題式學習體驗課程「每月一菜」活動，歡迎全

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5/10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宣導系列活動「第 3 屆分手歌唱擂臺賽-性平達人秀」，

將藉活動及文宣品宣導「性侵害性騷擾防治」以及「安全分手」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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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資料時間：106 年 4月～106年 6月 
 
一、本校 107 年 3-5 月接受教育部校務評鑑，並於本年 12 月辦理自我評鑑，

相關準備作業由本處、教務處及秘書室共同召集各相關單位偕同辦理： 
（一）3/22 下午邀集各一級單位主管及窗口辦理說明會，並於 3/27、28 辦理四

個評鑑項目工作小組會議。  
（二）3/31 業以電子郵件送請相關一級單位窗口於 4/14 前協助提供評鑑報告資

料，並於 4/25 召開評鑑項目召集人會議商議報告內容。將由各評鑑項目

工作小組依各自訂定期程於 6 月份完成各項自評報告彙撰作業。 
（三）高教評鑑中心訂於 5/10 召開 107 年校務評鑑實施計畫說明會，將由本

處、教務處及秘書室窗口與會瞭解相關作業。 
二、校務發展 
（一）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06 年 3 月份表冊業於 5/1 完成填報及資料

檢核作業。各填報單位如有資料需修改，請盡速通知本處，以利於 5/8-
5/17 至校庫填表系統進行修正。 

（二）105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業就各單位提供 105 年度重點工作成效彙

整，刻正辦理投資規劃小組會議進行相關評估後，將提送小組工作會

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以利後續依限報部。 
（三）本學期第 1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業於 4/17 召開，審議總務處全校區線性

尺規地圖標示系統建置、教學與研究大樓間戶外階梯止滑條工程、研究

生宿舍指標牌樣式及設置位置、傳研中心 架設宣傳帆布等 4 案，會議紀

錄陳核後將另送相關單位續辦。 
三、本校研究生宿舍公共藝術設置案 
（一）設置計畫書業完成提報北市文化局辦理審查，並於 3/28 獲函知已通過初

步書審後提送臺北市公共藝術審議會幹事會審議。 
（二）本處業於 4/20(四)辦理藝術家場勘會議，以利藝術家後續設計提案。 
四、配合新修教學實務新制升等審查基準調整本校教師評鑑教學項指標，本處

業提送建議方案於 3/16 召開之多元升等工作小組會議中討論，並預先檢

核教師自我評鑑填報作業系統需配合調整項目。 
五、106 年度本校學生赴國內大學研修計畫 
（一）交大交換計畫，本年度無人申請。 
（二）清大交換計畫，本年度共 4 名學生提出申請（音樂學院 1 名、戲劇學院

1 名、影新學院 2 名），業完成審查並於 4/13 函送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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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校提昇學術研究獎勵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至 3 月底截止，並於 5/15
召開學術審議委員會辦理審查。 

七、近期重要計畫徵求及推動情形 
（一）科技部近期徵件計畫 

1、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校內線上申請截止 公告文號 
(1) 學術攻頂研究計畫 
(2) 曜星研究計畫 106/6/6 106/3/24 北藝大研字第 1060002111 號 

2、人才培育進修計畫 
計畫名稱 校內線上申請截止 公告文號 
(1)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 106/7/28 106/03/10 北藝大研

字第 1060001682 號 
(2)補助赴國外從事博士後

研究 
106/7/28 106/03/10 北藝大研

字第 1060001666 號 
(3)鼓勵企業參與培育博士

研究生試辦方案 
A.併專題研究或產學合作計畫申請 
B.已核計畫隨到隨審 

104/11/13 北藝大研

字第 1040009455 號 

3、國際合作、交流計畫 (議題含人社藝術領域) 
計畫名稱 校內線上申請截止 公告文號 

(1)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會議舉辦月前 2 個月底，學校每

月 1 日送審，回國日後隔月報結 
常態補助不另公告 

(2)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會議舉辦日前 6 週(42 天)，隨收

隨送審，回國日後隔月報結 
常態補助不另公告 

(3)研究團隊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會議舉辦日前 2 個月，學校隨收

隨送審，回國日後隔月報結 
常態補助不另公告 

(4)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106 年第二期：106/9/26 常態補助不另公告 
(5)俄羅斯基礎研究/人文基金會(MOST-RFBR/RFH)

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06/5/31 106/3/17 北藝大研

字第 1060001853 號 
(6)俄羅斯科學基金會(MOST-RSF)雙邊協議專案型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06/6/22 106/3/17 北藝大研

字第 1060001853 號 
※科技部計畫申請自 103 年起將依學術服務網系統線上申請為主，學校備函報部為輔，請計畫主持

人務必掌握線上申請資料之正確與完整。申請人請於完成線上作業後與本處承辦人確認文件無

誤 ， 俾 利 彙 整 造 冊 暨 備 函 報 部 。 常 態 性 補 助 規 定 請 逕 於 本 處 專 區 查 詢

https://sites.google.com/a/rd.tnua.edu.tw/www2/index/law/law2。 
※與國外合作、雙/多邊交流研究計畫請參見科技部網站(http://www.most.gov.tw/) /科教發展及國際

合作司(國際合作業務)/各類補助申請時程一覽表專區。 
4、科技部計畫申辦、執行與結案情形（106/4） 
類型 徵件計畫名稱 案件數(4/18) 

申請 
專題研究計畫 1 
研究生申請出席國際會議 2 

變更 
計畫執行變更申請 報部核准程序  
計畫執行變更申請 校內簽陳程序 1 

結案 各類型計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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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科技部政府補助案近期徵件計畫 
計畫名稱 申請截止 公告文號 
(1)教育部補助辦理國際學術教育

交流活動（含國內辦理國際學術研

討會、研習營或學術講座；赴海外舉

辦之教育展、辦理招生宣導活動或校

際間國際學術研討會；教育部政策認

定之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不含藝

文、音樂展演、參加國際節日及國際

技藝能比賽等活動） 

每年三次 
1. 2/1-28 受理當年 5-8 月活動 
2. 6/1-30 受理當年 9-12 月活動 
3. 11/1-30 受理次年 1-4 月活動 

常態補助不另公告 

(2)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106 年第 2
期藝文補助 

106/05/10 研發處網站【獎補

助計畫徵求公告】 
(3)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 106/7/1-8/31 研發處網站【獎補

助計畫徵求公告】 
 

（三）重點推動計畫 
1、教育部 106 年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USR)實踐計畫試辦計畫 
(1)業於 3/10、3/13 參加申請說明會，並於 3/21 辦理校內說明會討論跨領域 

、跨系所合作的可能性。另於 4/26 參加計畫線上申請系統操作說明會。 
(2)因應每校提案件數之規定，本處業於 3 月份公告校內徵件至 4/19 收件，

並於 4/24 辦理校內審查作業，刻正辦理提案計畫修正及學校總表之彙

撰。 
2、本處業參加教育部 4/14 召開之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座談會，本計畫分

有學校計畫和研究中心計畫二項，均需配合學校校務發展計畫開展相

關計畫內容。  
八、計畫專案辦理情形 
（一）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設備計畫 105/12-106/8 

1、計畫執行進度 (4/13) 
執行單位 進度(%) 執行單位 進度(%) 
美術學院 4.27 新  媒  系 0.00 
戲  劇  系 71.97 電算中心 29.70 
劇  設  系 19.55 圖  書  館 48.40 

 

（二）教育部臺灣人才躍昇計畫  
1、各單位國際學人創研團隊執行教學活動（106 年 3-7 月） 
執行單位 時程 國際教師 活動名稱 

舞蹈學院 

106/1-106/6 Leigh Warren 舞蹈技巧專題課程、舞作排演 

106/5/3-5/20 Henrietta Horn 
Susan Barnett 

指導《死亡之舞》重建與演出，

參與「死亡與身體的表現性」跨

領域論壇 

戲劇系 106/2/25-3/29 細井尚子 東亞大眾戲劇講座 
106/4/23-5/5 坂東扇菊 日本舞踊工作坊 

影新學院 106/2-106/8 陳珠櫻 新媒體藝術及《無限軀體》等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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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教學計畫 

文資學院 106/4/12-7/12 Fabienne Galangau-Quérat   
規劃「資產詮釋與跨域策展」工

作坊，並在博館所開設相關課程 

劇設系 106/5-106/7 蘇珮琪 劇設系服裝設計專題課程，協助

策辦 WSD 策展工作 
電影系 106/6 Gil Bettman Moving Camera 攝影工作坊 

2、培育年輕藝術家專案，105-2 學期薦送學生出國研修計畫 
執行單位 時程 人數 研修性質 國外研修單位 

電影系 105/8-106/4 
*第二期延續計畫 1 交換就讀/實習 美國查普曼大學電影與媒體藝術

學院 

文資學院 106/2~5 
*第二期延續計畫 2 實習 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法國人

類博物館 

戲劇系 
106/3~5 
*第二期延續計畫 1 實習 法國陽光劇團 

106/2~8 1 實習 奧地利薩爾茲堡大學 
劇設系 106/2~8 2 實習 美國紐約 Hofstra 大學 

舞蹈學院 
106/4~6 
*第二期延續計畫 2 交換就讀 德國福克旺藝術大學當代舞蹈學

院 
106/6~11 1 交換就讀 英國 Middlesex大學 

3、國際講座教師專業教學與學術交流 
(1)通識核心課程「探索全球藝術創作網絡」開放參加之課程講座 
時間 講座名稱 講座教授 場地 
4/7(五)10:30~12:20 影像科技與當代 3D 動畫

大集錦 
新媒系陳珠櫻國際講座教授 K301 

4/14(五)10:30~12:20 沒有明天的數位藝術？ 新媒系陳珠櫻國際講座教授 K301 
5/5(五)10:30~12:30 德國現代舞先驅瑪麗•魏

格曼《春之祭》重建過程 
舞蹈學院國際講座教師 
Henrietta Horn, Susan Barnett 

C403 

(2) TNUA Vision Talks 3：「死亡與身體的表現性」跨領域論壇 
時間、地點：5/19 (五) 10:30-13:00，C 403 (備有輕食午餐) 
討論人：舞蹈學院國際講座教授 Henrietta Horn 和 Susan Barnett 

電影系江美萱助理教授 
美術系及舞蹈系張懿文兼任助理教授 

（三）教育部 106-109 學校特色發展計畫（第一年） 
1、業於 4/11 檢討本年計畫執行內容及經費運用，並完成計畫請款作業。 
2、業於 4/25 由校長主持召開跨域製作討論會議。 

（四）教育部 106 年度大專生創業服務計畫第 1 階段申請，業於 4/12 辦理校內

說明會，文創發展中心將持續協助有興趣的學生進行計畫申請。 
（五）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委託本校辦理新北投車站識別系統設計及文

創商店諮詢規劃建議、紀念商品設計及文創商店諮詢規劃專案已完成交

件，刻正辦理結案請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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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影公司與本校文創發展中心共同辦理「2017 電影製作扎根計畫─影像

製作體驗營」已完成前製規劃作業，合約預計於 4 月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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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總務處 
資料時間：106 年 5 月～106 年 7 月 
 

一、 校舍興建與修繕： 

 (一)「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截至 106/04/18 止，實際進度為 61.6%，預定進

度為 65.8%，近期辦理情形如下： 
1.結構工程施作：完成女兒牆及屋頂構造物鋼筋綁紮及灌漿，並於

106/04/12 完成屋頂水箱灌漿。 
2.室內隔間及裝修施工： 
(1)已於 106/04/07 進行鋁門窗風雨試驗。 
(2)進行 4-5 樓隔間牆組立。 
3.水電設備工程施工： 
(1)106/04/01 高壓配電盤進場安裝 
(2)106/04/17 辦理發電機廠驗。 
(3)持續進行 4-5 樓汙水管線及弱電配管作業。 
4.傢俱採購：已於 106/04/14 現場組裝實體樣品，並由校長及相關師長現

勘，將由承商依據部分修正意見進行工廠製作，再續配合工地進度進

場組裝。 
5.指標採購：已於 106/04/17 提送校園規劃小組審查，將依據審查意見進

行修正設計，並向相關藝術家進行諮詢。 
6.施工督導或查核： 
(1)教育部於 106/03/17 上午到校辦理第 2 次施工查核，各項缺失之改正資

料已由承商提送到校審查中。 
(2)已於 106/04/20 下午召開第 24 次工程執行檢討會議，要求廠商儘速全

力趕工，倘有逾期即計罰違約金。 
 (二)「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本案預算調增為 2.65 億元案已於 106/04/11 簽奉核定，將提案送本校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並製作修正計畫預算及基本設計圖說送教育部

審查。另於 106/04/19 電洽教育部高教司承辦人員表示，107 年度教育

部預算已分配確認，無法再提供餘額予本案。 
2.持續由建築師進行本案之細部設計。 

 (三)「佈景工廠新建工程」：已於 106/03/29 上午 10:00 召開細部設計成果會

議，並由校長主持，將俟影新學院確認使用維管單位及經費後呈核修正

成果報告。惟該會議紀錄會簽影新學院中，尚未完成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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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陽關大道(櫻花步道側)水溝蓋支撐角鐵更換不鏽鋼角鐵，廠商已於

106/04/10 報價，相關採購於 106/04/18 簽奉核淮，並於 106/04/19 進場施

作。 
 (五)活動中心二樓(藝大書店前面)廁所(男廁 2 間、女廁 3 間)搗擺加強工程，

廠商已於 106/03/27報價，相關採購於 106/04/05 簽奉核淮，續於 106/04/10
進場施作，已於 106/04/12 完工。 

 (六)藝大咖啡旁南方松平台下方缺口修補併同藝大會館動畫系前及藝文生態

館木平台修繕合併施作，廠商已於 106/04/17 重新報價，俟簽核後即進場

施作。 
 (七)關美館一樓大門旁之牆面滲漏修繕，廠商已於 106/03/30 報價，相關採購

於 106/04/12 簽奉核淮，並於 106/04/13 完工。 
 (八)「活動中心修漏改善及特殊教室工程(含設計監造)」已於 106/04/19 請購

委託建築師規劃設計監造，預定 5 月份完成設計後上網辦理工程招標。 
 (九)「音一館琴房裝修整建工程」已於 106/04/18 再次會同音樂系主任會商需

求內容，並針對 2 樓部分研提預算方案。 
二、 環境與設備維護： 

 (一)展演中心舞蹈廳後台上方有 9 盞 200W 白熾燈照明不足，經檢視為原水

銀燈因有立即點滅需求故更換成 35W LED 燈以滿足需求及節省能源，廠

商已於 106/03/13報價，相關採購於 106/03/24  簽奉核淮，廠商於 106/04/13
進場試作 1 盞燈測試，預計於 106/04/27 完工。 

 (二)上半年度全校病媒蚊消毒作業，業於 106 年 4 月 15 日(六)進行第一次作

業，原訂 4/22(六)施作第二次，因天候因素暫緩，後續將視天候狀況擇期

施作。 
 (三)「音樂一館空調改善計畫(第 2 期)」已依進度研擬工程標及 TAB 標之招

標文件，並於 106/04/19 先行簽呈 TAB 標，俟奉核後即辦理招標。本案

預訂本(106)年暑假間施作，施作期間音一館將完全停止空調供應，敬請

音樂系預先完成空間使用調整規劃。本案總經費為 575 萬元，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補助 280 萬元，本校自籌 295 萬元。 
 (四)「女一舍熱泵工程節能計畫」已由教育部於 106/04/07 網路公布本校為獲

補助學校，俟收到正式公文後即接續辦理後續招標事宜。本案總經費為

450 萬元，教育部補助 150 萬元，本校自籌 300 萬元。 
三、 公共設施與服務： 

 (一)本校 35 週年系列-就是要「牛」活動，於 106 年 4 月 25 日下午 2 時於鷺

鷥草原牛棚前舉辦迎新送舊與小牛命名活動網路票選結果揭曉，同時徵

集生肖屬牛或星座為金牛座的師生、教職員們共同參與當天活動；另外，

同系列活動之校牛照片展，於 106/04/21 起於北藝風創意空間(貨櫃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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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開展，展期至 106/05/14 止。 
 (二)為持續有效建立本校財產盤點作業機制，協助各單位順利進行本年度財

產盤點工作，謹訂於 106 年 4 月 26 日(三)及 5 月 3 日(三)13 時 30 分，

分二梯次假研究大樓 R312 電腦教室舉辦財產管理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本次課程將以系統內盤點作業相關功能為主，謹請各單位財產管理人員

(不限 1 人)擇一日參加，如單位財產管理人員無法參加亦請另派代表與

會。 
 (三)依據台電公司電費單顯示，本校 106 年 1 至 4 月份累計總用電 2,902,000

度，較 105 年度同期累計用電度數增加 60,400 度(正成長 2.13%)；又，1
至 4 月全校總電費支出為 7,533,132 元，較 105 年度同期累計電費減少

811,309 元(負成長 9.72%)，為達成用電度數負成長之節能目標，請各單

位持續協助落實用電管理，減少不必要之能源浪費。 
 (四)依據自來水公司水費單顯示，本校 106 年 1 至 4 月份累計總用水度數為

60,108 度，較 105 年度同期累計用水度數減少 5,319 度(負成長 8.13 %)；
且因臺北市政府自 105 年 3 月 1 日起調漲水費，1 至 4 月全校總水費支出

為 1,243,639 元，故水費較 105 年度同期累計水費增加 451,807 元(正成長

57.06 %)。鑒於市府大幅提高總用水量大之單位費率級距，致本校調漲後

每度水費支出成本約為 20.7 元，為一般家庭用水費率的 3~4 倍價格，每

年水費將大幅增加約 1~2 百萬元，敬請全校師生務必節約用水。 
 (五)訂於 105/05/15 下午 3 時假行政大樓三樓召開 105 學年第 2 學期節能小組

會議，研商相關節能措施及成果。 
 (六)訂於 105/05/22 下午 2 時假教學大樓辦理 106 年度上半年消防講習及演

練，請各責任區防火負責人儘量參與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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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資料時間：106 年 5 月～106 年 7 月 
 
一、 個人資料保護專案之推動： 
 (一)整體推動事項與期程之規劃： 

1、 4月～5月規劃年度個資管理期程。校內配合單位及人員：行政小組。 
2、 6月～9月進行全校個資盤點。配合單位及人員：各行政單位、教學單

位個資專人。 
3、 7月進行事故應變演練。配合單位及人員：未定。 
4、 10月進行適法性評估。配合單位及人員：行政小組。 
5、 10月～11月進行個資風險評估。配合單位及人員：各行政單位、教學

單位個資專人。 
6、 11月～12月進行個資風險評估及管理。配合單位及人員：各行政單位

、教學單位個資專人。 
7、 明年1月~2月進行個資制度稽核作業。配合單位及人員：各行政單位

、教學單位個資專人、內稽小組。 
 (二)最新辦理情形： 

1、 4/10召開105學年度第2學期個資委員會，確認106年度工作期程及有效

評量指標項目。 
二、 校園網路及安全： 

(一) 配合新建研究生宿舍有、無線網路需求，密切與營繕組聯繫相關事宜，

無線網路部分如需施工佈建，工期須要三十個工作天，以利電算中心施

作與測試。 
(二) 女一舍無線網路新建工程已與住宿中心洽談施工時程，避開 WSD2017

無法施作日期；以利署假期間可以施工，並完成建置，預計 106-1 學期

開放使用。 
(三) 新建置防火牆購置，目前已安裝第二款測試設備，經測試效能評估後預

計六月前上簽採購。 
(四) 新增地美館有線網路兩點與強化無線網路效能更換一部AP，提高師生在

館內使用網路效能與便利性。 
三、 校務系統開發及重要增修進程、維運事項： 

(一) 校務系統維運事項： 
1、 教務系統：教育部報表調整。 
2、 招生系統：106學年度學士班及碩博正備報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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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務系統：就貸、減免資料彙整及新生住宿申請功能增修。 
4、 兼任助理勞健保系統：與人事室、事務組、主計室、出納組商討艾富勞

健保系統招標規範評估作業。 
5、 學習預警系統：曠課預警通知記錄追蹤。 

(二) 進行中之重要系統增修及開發工作： 
1、 4/9(日)機房斷電主機伺服器管理及相關檢測。 
2、 招生試務考生入口網系統安全性code review。 

四、 其他： 
(一) 資本門專項計畫執行規劃 
1、 本年度專項計畫執行情形： 

(1) 105 學年度教務系統保固合約第 4 期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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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國際交流中心 
資料時間：106 年 5 月～106 年 7 月 
 
 一、國際交流業務 

 (一) 辦理校長赴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演講之機票與差旅費核銷。 
二、境外學生業務 
 (一) 本中心訂於 5 月 15 日與留學生社團共同舉辦送舊暨端午節文化體驗活

動，參加對象為全體境外學生，預計參與人數 60 名。 
(二) 本中心預計於五月中招開第一次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議同等學力入

學資格；並預計六月初召開第二次外國學生召生委員會，決定 106 年度

外國學生錄取名單。 
(三) 於五月底提醒境外學生辦理居留證延展。 
(四) 六月底協助辦理畢業外籍學生離校程序。 
(五) 協助外交部臺灣獎學金畢業生購買離台機票。 

三、交換學生業務 
 (一) 本中心 6 月中旬於國際書苑大廳召開教育部「106 年度鼓勵國內大學校

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計劃」及自費生赴外國研修之行前說明會，說明

學生赴國外研修前及期間需辦理的手續及注意事項。 
 (二) 106 學年度姐妹校國際暨大陸交換生申請審查結果通知，寄發入學許可

及簽證辦理發文。 
 (三) 協助辦理 105 學年第二學期大陸交換學生入台證延期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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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展演藝術中心 
資料時間：106年 5月～106年 7月 

 
一、 活動企劃、執行 

(一) 『Rendez-Vous（匯聚） 2017 關渡藝術節』 

將於 5/8（一）下午 3 時假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召開第三次籌備會議。 

(二) 2017 年春夏系列音樂會自 3/28(二)起至 5/19(五)，已於 2/28 線上

啟售。 

二、 劇場專業設備維護 
(一) 劇場專業 LED 電腦燈具專項經費採購案進行中，完成招標程序預計

七月前完成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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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音樂學院歌劇、表演、管風琴課程場地、設備使用技術協調

與支援。 

2. 2017/3/28~5/19 配合音樂學院「春夏系列音樂會」共計 12 場次

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3. 2017/4/24~6/6 配合音樂學院學位考，共計 34 場音樂會裝拆台、

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4. 2017/4/15~4/22 配合傳音系古琴師生聯演及畢業生音樂會，共計

2 場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5. 2017/4/16 外租第一屆歌劇重唱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

術協調與支援。 

6. 2017/5/7 外租木樓合唱團錄音場地使用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7. 2017/5/20~5/26 外租擊樂文教基金會「國際擊樂大賽」裝拆台、

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8. 2017/6/2~6/8 音樂學院期末考試配合場地、設備使用技術協調與

支援。 

9. 2017/6/9~6/10 配合學務處辦理 106 級畢業典禮裝拆台、彩排活

動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10. 2017/6/11 外租石牌國小管樂團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

術協調與支援。 

11. 2017/6/17 外租天母國小管樂團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

術協調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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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7/6/18 外租第六屆全國鋼琴大賽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

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13. 2017/6/24 外租話頭班合唱團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

協調與支援。 

14. 2017/7/1~7/5 配合「World Stage Design 2017」演出活動裝拆

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15. 2017/7/7.16 配合夏日學校始業式與結業式裝拆台、彩排及演出

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16. 2017/7/13 外租 TLBE 夏季展演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

術協調與支援。 

17. 2017/7/15 外租石牌國中管樂團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

術協調與支援。 

18. 2017/7/29~30 外租國際打擊樂夏令營始業式與結業式裝拆台、

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二) 舞蹈廳協辦事項 

1. 配合舞蹈學系技術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2. 2017/5/1~6/5 配合傳統音樂學系「第 19 屆畢業音樂會」共計四

場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3. 2017/5/2~5/3 配合傳統音樂學系「傳統樂展(南/北管樂)」共計

兩場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4. 2017/5/6 配合傳統音樂學系「再‧現琵琶聯合音樂會」裝拆台、

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5. 2017/5/8~5/21 配合舞蹈學院初夏展演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

術協調與支援。 

6. 2017/5/22 配合傳統音樂學系二年級班展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

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7. 2017/5/23~5/26 外租擊樂文教基金會「國際擊樂大賽」裝拆台、

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8. 2017/5/29~6/4 配合舞蹈學院研究所畢業公演裝拆台、彩排及演

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9. 2017/6/9~6/10 配合學務處辦理 106 級畢業典禮裝拆台、彩排活

動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10. 2017/6/16~6/17 配合藝教所聯合呈現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

術協調與支援。 

11. 2017/6/29~7/10 配合「World Stage Design 2017」演出活動裝

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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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戲劇廳協辦事項 

1. 配合戲劇學院相關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2. 2017/5/1~6/6 配合戲劇學院學期製作「神作」裝拆台、彩排及演

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3. 2017/6/9~6/10 配合學務處辦理 106 級畢業典禮裝拆台、彩排活

動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4. 2017/6/10~6/18 配合劇場設計系期末作業展展場裝拆台技術協

調與支援。 

5. 2017/6/26~7/10 配合「World Stage Design 2017」演出活動裝

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四) 服裝間協辦事項 
1. 配合戲劇學院相關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支援。 

2. 2017/3/27~6/6 配合戲劇學院學期製作服裝技術指導及製作執行

工作，並配合彩排及演出服裝修改、清洗、整理等事宜。 
3. 畢業典禮用師長著博士袍尺寸調整及細部修改與名譽博士袍製

作。 

4. 服裝儲藏室服裝整理及配合課程服裝租借事宜。 
(五) 佈景工廠協辦事項 

1. 配合戲劇學院相關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支援。 

2. 2017/3/27~6/6 配合戲劇學院學期製作舞台佈景道具製作場地使

用。 

3. 2017/6/10~6/18 配合劇場設計系期末作業展展場場地使用裝拆

台技術協調與支援。 

4. 2017/6/19~6/29 配合劇場設計系「舞台繪景專題」課程場地、設

備使用及相關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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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藝術與科技中心     
資料時間：106 年 5 月～106 年 7 月 
 
一、 《身體與物質》科學／表演工作坊 

1. 邀請知名編舞家蘇文琪小姐至本校籌辦工作坊課程，活動將在 5 月 6
日至 7 日 10 點到下午 17 點 30 分舉辦，地點為本校研究大樓 R101 教

室。 
2. 蘇文琪小姐活躍於國際當代舞壇，現為 2017 年國家兩廳院「藝術基地

計畫」駐館藝術家，曾獲選 2016 年歐洲核子研究組織「Arts@CERN」

駐村計畫。近年致力於跨領域藝術創作，如《微幅─迴返於生存之初》、

《身體輿圖》及《Loop Me》…等。 
3. 已完成主視覺設計與宣傳作業、入選學員確認作業，現正進行活動籌

備項目。 
二、 106 年度藝科中心展覽室 OPENDAY  

1. 為增強科技藝術教育推廣，今年度邀請對象將以北北基地區大專院校

藝術相關科系與報考本校相關系所之國高中為主。 
2. 活動已於 4 月 26、27 日順利完成，現場觀眾反應踴躍，詢問多項作品

相關意涵與製作方式，表示深感興趣，此次活動參訪人數共計 190 人

次。 
三、 無人劇場《罪惡之城》專輯製作 

1. 版面設計：已完成專輯落版單討論事宜，美編設計正進行第一版設計

製作。 
2. 影片剪輯：現正進行展出完整影片第五版剪輯修正。 
3. 圖片整理：正就演出劇照、平面圖照、工作記錄照片等項目進行篩選。 
4. 專文：現正進行中英文字校對作業。 
5. 年表：現正進行創作日誌整理。 

四、 本校「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 
1. 3 月 30 日與總務處、建築師事務所召開細部設計討論會議，針對建築

圖面、展演廳吊架形式、專業空間棚架規劃、地坪插座規劃、電力整

體規劃、燈具規劃等項目進行詳細討論，再由設計單位加以彙整，以

便按照預定的工作時程進行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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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技藝術展覽室 
1. 106 年 4 月展覽室維護作業如下：《機械提琴》控制馬達線材維護及加

強焊點、《須彌芥子》因電腦主機板損壞而換備用機並進行調整設定、

《名畫大發現－清明上河圖》左側投影機投影範圍微調及畫面融接程

式調整。 
2. 來訪單位： 

3 月 14 日配合通識中心規劃，協助臺東泰源國小師生一行人來校參訪

事宜。 
3 月 16 日配合學務處規劃，協助中國常州市委宣傳部外宣處一行來校

參訪事宜。 
3 月 27 日配合國交中心規劃，協助中國成都大學教授一行來校參訪事

宜。 
4 月 10 日配合校長室規劃，協助臺北榮民總醫院李發耀副院長一行來

校參訪事宜。 
六、 本中心持續發展多頻道影像整合拼貼技術，日前規劃進行多項測試，包含

多頻道影像輸出分析與研究、多圖層影像拼貼實作與測試、影像轉碼演算

分析、即時影像擷取方式評估與實驗、多頻道影像整合平臺壓力測試等項

目，以應用在跨領域展演創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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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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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5月～106年 7月 

 

一、 推廣教育中心 

 
 

(一)推廣教育 

 1、 「夏日學校」 

(1) 夏日學校執行期間調整至 2017 年 07 月 07 日至 07 月 16 日。 

(2) 於4月初透過廣播ICRT放送夏日學校廣告宣傳，並在google設定關

鍵字，預計5月進行另一波廣播宣傳。 

(3) 預計5月中招開夏日學校第三次籌備會議，並開始進行活動前置作

業。 

 2、 推廣課程 

(1) 2017年秋季起將於大稻埕街區辦理「北藝美書院」及「北藝藝創

書院」之藝術課程，目前與大稻埕戲苑、URS27W(城市影像實驗室

)、岩筆模MBmore洽談合作事務。 

(2) 史博學堂續約案已於4月初與國立歷史博物館洽談續約及合作事

物，目前已確定續約一年。 

(3) 華山學堂續約案，已於3月洽談續約及合作事項，將於4月中提出

合作企劃。 

 

(一) 完成事項 

 1-3 月份營運業績大幅回升，與去年同期相較約高出 38%。 

4/10 陶藝雙個展分享座談會，首次嘗試在會前安排小型演唱，讓活

動結合不同的元素。 

(二) 規劃中活動 

 5 月─陶藝社團聯展。 

6 月~7 月─劇場設計主題展。 

(三) 店務 

 1. 二樓空間規劃，專案持續進行中。 

2. 部分設備老舊已不堪使用，將做整體規劃逐步汰換。 

3. 年中盤點計畫，暫定：7/20 當週。 
 

二、藝大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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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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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5月～106年 7月 

 

 一、 「看見音樂聽見畫-馬水龍教授紀念特展」 

(一) 展期自 106/5/2(二)至 106/7/21(五) 

1. 配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35 週年校慶，傳統藝術研究中心特籌畫

本展覽：「看見音樂聽見畫—馬水龍教授紀念特展」。馬水龍教授

是臺灣知名的音樂家，首開臺灣作曲家在美國紐約林肯藝術中心

舉辦整場個人作品發表會先例。他也是備受尊重的教育家，曾擔

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對學校根基的奠定奉獻極大心力。 

2. 本展覽藉由馬水龍教授照片、手稿及畫作，呈現他在音樂和美術

園地耕耘的成果，配合多媒體展示，引領觀眾欣賞作曲家透過音

符所述說的生命故事、音樂理念以及對土地的關愛。展覽共分三

大部分，第一部分「生命之歌」簡介馬教授生平，第二部分「音

樂之旅」以五首不同時期作品串聯，回顧作曲家的創作歷程，第

三部分則藉由音樂會海報、畫作及獎盃獎牌等實物展示，使觀眾

透過視覺與聽覺領略馬教授的藝術成就。 
 

二、 校內交流合作 
1. 為拓展中心未來展覽的多元性與可能性，與甫結束的校內「關渡

共生共好行動計畫」之電視財產轉移，目前已架置於電視櫃中，

未來將以此播映中心活動介紹，並歡迎校內各單位協請提供展演

資訊。 

2. 為持續拓展本中心跨域的合作能量，委請王雲幼老師協助，已獲

取安益國際展覽集團贊助部分經費，作為軟、硬體設備增設，並

促使中心得以延續「未來‧傳統實驗基地」策展使用。 

3.「看見音樂聽見畫-馬水龍教授紀念特展」將與師資培育中心課

程，結合關渡國小學童辦理教育活動，並亦規劃師培學生擔任

展覽志工；106年7月3日辦理國中、小教師研習活動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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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圖書館 
資料時間：106 年 5 月～106 年 7 月 
 
一、閱覽典藏與參考服務業務 
(一) 五樓書庫整理 

1. 5 樓書庫新增書架空間：於部分牆面凹處增加高書架，陸續調整、搬移書

籍架位、汰舊已損壞書架；原書架空間預計做為讀者閱讀之用，以強化

及營造書庫的閱讀環境及閱讀氛圍。 
2. 為落實節能與節電，每日開館各樓層均只開啟約二分之一照明。開館時

間，讀者可依需求自行開燈。 
(二) 館藏書庫與閱覽服務 

1. 新編書點收及展示： 
著重於 105 年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戲曲與表演文

化主題。書籍資料陸續編目加工，完成移送，展示後將進行多區的移架

工作，俾將書籍上架歸位。 
2. 教師著作新書如下： 

(1)樂之樂(劇本)(汪其楣，2017，本校出版) 
(2)樂之樂(樂譜)(洪千惠，2017，本校出版) 

(三) 本學期研究小間申請時間及使用期限 
 申請時間 使用期限 

第 2 次 
106/4/10(一)起 

(額滿為止) 
106/4/17(一) ~ 106/6/15 (四) 

(四) 指定參考書服務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指定參考書已設定 15 門課共 88 件圖書與影音資料；

學期中仍持續受理指參設定，歡迎老師提出申請。 
(五) 進行 7 樓本校學位論文區讀架與整架作業。 
二、採編與期刊業務 
(一) 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1. 105 年度戲劇學系徐亞湘老師協助本館提出「文學 I—戲曲與表演文化」：

已核定補助購書經費新臺幣 270 萬元，刻正進行上網招標等採購作業，

目前採購金額已逾計畫經費總額，已購圖書及視聽資料約為 1,424 件。 
2. 為符應計畫精神，推廣圖書於全臺灣大專院校利用，4 月 17 日至 21 日於

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辦理「戲劇好書跨校宅急便:From 北藝大 to 台藝

大」書展，現場開放台藝大師生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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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5 年度新申請案：申請主題為「亞太音樂文化」，已與音樂學系陳俊斌

老師共同完成計畫書及書單線上申請作業，結果預計 6 月上旬公布。 
(二) 105 年度教育部圖儀設備補助款 

本次購買內容以「申報」資料庫為主，輔以續訂型資料庫及教學研究用書，

「申報」資料庫已可連線使用，為一人版。全案採購進度 207 萬餘元，執

行進度 46.58%。 
(三) 107 年期刊續訂調查作業 

為使圖書館訂購期刊能滿足本校師生使用需求，本館預計 5 月初開始，針

對各學院進行期刊續訂調查，並於 6 月底前彙整續訂清單，以此作為明年

度 107 年期刊採購內容之依據。 
(四) 過期期刊書標回溯作業 

早期過期期刊的書標未標示館藏代碼 P，導致這類期刊會歸置於書庫，並與

圖書混合排架，造成使用及管理困難，因此預計於暑假期間，進行過刊書

標的回溯作業，全面更新未含館藏代碼 P，以及嚴重褪色的書標。 
(五) 106 年期刊裝訂作業 

為有效保存及管理過期期刊，便於師生學習與利用，將於 6 月初進行期刊

裝訂作業，預計 9 月中前完成期刊裝訂並回館上架。 
(六) 七樓過刊區移架與淘汰作業 

由於七樓過刊區的館藏空間不敷使用，因此預計於暑假期間，在該區進行

過刊移架與適度淘汰作業，以疏通足夠的館藏空間，來容納未來的期刊成

長量。 
(七)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博碩士論文已完成編目與上架作業 

上傳至本校「電子學位論文暨展演報告」系統之博碩士論文共計 184 筆，

紙本論文共收藏 75 種 150 冊（含學士論文 10 種 20 冊），已全數編目加工

完成，並上架供閱；亦將論文書目資料上傳至國家圖書館網站。 
三、校史發展組與其他業務 
(一) 校史室業務 

1. 規劃本校 35 週年校慶特展《關渡藝術節的誕生：1990 年代藝術、展演與

社群關懷》展示子題架構。 
2. 校史展示圖錄《藝術之道：序曲》之設計排版。 
3. 訪談吳易珊老師等參與初期關渡藝術節「藝術新鮮人」活動之相關人士。 
4. 訪談客座教授 Alexandra B. Bonds 關於《關渡元年 1991》服裝與傀儡設

計之構想與創作過程。 
(二) 校史數位典藏與紀錄 

1. 蒐集與彙整 1993 至 2000 年關渡藝術節相關報導與文獻資料。 
2. 整理、分類與登錄歷年關渡藝術節照片、海報、文宣品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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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理及分類籌備處時期之公文與文書檔案。 
4. 校史藏品光碟之目錄建檔。 

(三) 校史發展組臉書專頁系列報導規劃 
延伸校史室校史區展示資料與內容推出系列報導，並成為展示圖錄《藝術

之道：序曲》出版的基礎。 
(四) 圖書館館藏文物的清點登錄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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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關渡美術館 
資料時間：106年 5月~ 106年 7月 

 

一、展覽活動 

(一) 106/04/28~06/18「Master Piece Room 黃銘哲個展」。 

(二) 106/04/28~06/18「致•彼此：菲奧娜•阿蒙森個展」。 

(三) 106/04/28~06/18「很多年：琳達•康納攝影展」。 

(四) 106/04/28~06/18「我的軌跡－張子隆雕塑」。 

(五) 106/07/01~07/09 「2017世界劇場設計展」。 

二、教育推廣活動 

(一) 5 月 3 日 中國駐館策展人王慰慰藝術開講。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

般民眾。 

(二) 5 月 10 日「我的軌跡－張子隆雕塑展」覽介紹。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

及一般民眾。 

(三) 5 月 17 日「Master Piece Room 黃銘哲個展」及「很多年：琳達•康納

攝影展」展覽介紹。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四) 5 月 24 日藝文空間參訪-台北市立美術館。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 

(五) 5 月 31 日 藝文空間參訪-忠泰美術館。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 

(六) 6 月 7 日韓國駐館藝術家 Lee Mijung 及 SAGA 藝術家 藝術開講。參加 對

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七) 6 月 14 日韓國 SAGA 藝術家 工作坊。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八) 6 月 21 日韓國駐館藝術家 Lee Mijung 工作坊。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

一般民眾。 

(九) 6 月 28 日藝文空間參訪-台北當代美術館。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 

 (十) 7 月 5 日「2017世界劇場設計展」展覽介紹。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

般民眾。 

(十一) 7 月 12 日 韓國駐館藝術家 Lee Mijung 工作室開放。參加對象：美術

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十二) 7 月 19 日 韓國 SAGA 藝術家工作室開放。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

般民眾。 

(十三) 7 月 26 日中國駐館策展人華天雪藝術開講。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

一般民眾。 

三、導覽服務 

5 月份目前登記 40 人，6 月份目前登記 10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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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體報導  

（一）平面媒體展訊露出 

1、藝術家雜誌 5月號廣告稿：「Master Piece Room 黃銘哲個展」、「很多年：

琳達•康納攝影展」、「我的軌跡－張子隆雕塑」 

2、典藏今藝術雜誌 5月號廣告稿：「致彼此：菲奧娜•阿蒙森個展」 

3、文化快遞 5 月號展訊：「Master Piece Room 黃銘哲個展」、「致彼此：菲

奧娜•阿蒙森個展」、「很多年：琳達•康納攝影展」、「我的軌跡－張子

隆雕塑」 

4、Artmap 藝術地圖 5 月號展訊：「Master Piece Room 黃銘哲個展」、「致

彼此：菲奧娜•阿蒙森個展」、「很多年：琳達•康納攝影展」、「我的軌

跡－張子隆雕塑」 

5、臺灣藝聞雙月刊 5 月號展訊：「Master Piece Room 黃銘哲個展」、「致彼

此：菲奧娜•阿蒙森個展」、「很多年：琳達•康納攝影展」、「我的軌跡

－張子隆雕塑」 

（二）網路媒體展訊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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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m 黃銘哲個展」、「致彼此：菲奧娜•阿蒙森個展」、「很多年：琳達•

康納攝影展」、「我的軌跡－張子隆雕塑」 

2、Arttime藝術網

（http://www.arttime.com.tw/?daterange=&location=&cateid=&md=in

dex&cl=artNews&at=artNews&page=3）：「Master Piece Room 黃銘哲個

展」、「致彼此：菲奧娜•阿蒙森個展」、「很多年：琳達•康納攝影展」、

「我的軌跡－張子隆雕塑」 

3、Yourart 藝遊網（http://www.yourart.asia/news/index/18）：「Master 

Piece Room 黃銘哲個展」、「致彼此：菲奧娜•阿蒙森個展」、「很多年：

琳達•康納攝影展」、「我的軌跡－張子隆雕塑」 

4、文化快遞（http://cultureexpress.taipei/）：「Master Piece Room 黃

銘哲個展」、「致彼此：菲奧娜•阿蒙森個展」、「很多年：琳達•康納攝

影展」、「我的軌跡－張子隆雕塑」 

5、ArtTalks（http://talks.taishinart.org.tw/）：「Master Piece Room

黃銘哲個展」、「致彼此：菲奧娜•阿蒙森個展」、「很多年：琳達•康納

攝影展」、「我的軌跡－張子隆雕塑」 

6、非池中藝術網（http://artemperor.tw/）：「Master Piece Room 黃銘哲

個展」、「致彼此：菲奧娜•阿蒙森個展」、「很多年：琳達•康納攝影展」、

「我的軌跡－張子隆雕塑」 

7、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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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afroc.org.tw/platform/event.aspx）：「Master Piece 

Room 黃銘哲個展」、「致彼此：菲奧娜•阿蒙森個展」、「很多年：琳達•

康納攝影展」、「我的軌跡－張子隆雕塑」 

8、icity（https://art.icity.ly/events/da6fgci）:「Master Piece Room

黃銘哲個展」、「致彼此：菲奧娜•阿蒙森個展」、「很多年：琳達•康納

攝影展」、「我的軌跡－張子隆雕塑」 

9、新北市文化局（http://www.culture.ntpc.gov.tw/）：「Master Piece 

Room 黃銘哲個展」、「致彼此：菲奧娜•阿蒙森個展」、「很多年：琳達•

康納攝影展」、「我的軌跡－張子隆雕塑」 

10、La Vie 行動家（https://www.wowlavie.com/）：「Master Piece Room

黃銘哲個展」、「致彼此：菲奧娜•阿蒙森個展」、「很多年：琳達•康納

攝影展」、「我的軌跡－張子隆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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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主計室   
資料時間：106年 5月～106年 7月 

 

一、 編製 107 年度校務基金概算： 

因教育部尚未通知 107 年度基本需求及績效型補助款額度，107 年度校務基

金概算將暫依 106 年度核定基本需求及績效型補助款額度（基本需求補助

款 4 億 3,023 萬 6 千元、績效型補助款 2,400 萬元）編列，並提報本學期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俟教育部核定 107 年度額度後配合調整。 

二、 106 年度業務收支、資本支出執行狀況及帳列現金餘額： 

(一)106年度截至 3月底業務總收入 2億 2,781萬元，業務總支出 2億 0,454

萬元，收支相抵後賸餘 2,327 萬元，較上(105)年度 3 月減少賸餘 1,353

萬元，主要係用人費用、計時計件人員酬金及獎助學生給與增加所致。 

(二)106 年度截至 3 月底固定資產實際執行數 2,064 萬元，與預算分配數相

較，執行率 37.9%，主要係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因承商 3 月份計價延

遲尚未完成計價程序及建築裝修工程延遲使得機電設備未能進場所

致。 

(三)106 年 3 月帳列現金餘額 3 億 8,524 萬元，較 105 年 3 月帳列現金餘額

4 億 0,119 萬元，減少 1,595 萬元，主要係支付本校研究生宿舍新建工

程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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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人事室 
資料時間：106 年 5 月～106 年 7 月 
 
一、 本校寒暑休假制度 

(一) 現況：本校每年暑休 9 日、寒休 3 日 
(二) 背景說明： 

1. 學期間每日中午因服務師生未能停止上班，中午加班以 30 分鐘計算，以

每學年度 2 學期共 36 週，每學年度合計 90 小時，折算一學年補休日數

核給寒暑假補休日數合計 12 日。 
2. 上開制度緣由教育部授權規定辦理，各校依實際情況並本權責規劃，又

各校實施寒暑假彈性補休日數均有不同，本校係每學年度專案研擬寒暑

假期間實施彈性補休計畫，經專簽校長核定後實施。 
3. 此制度未納入本校員工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故本校寒暑假實施彈性補

休事項非屬法定(或契約約定)權益事項。 
(三) 適用對象及相關休假權益說明如下： 

人員類別 休假日數 寒暑休 事假 
兼行政主管

教師 
7 至 30 日(依年資長短計算) 暑休 9 

寒休 3 
7 日以內

不扣薪 
研究人員 
助教 

無(差勤由單位主管自主管理為原

則,未實施刷卡) 
(經申請) 
寒休 5 
暑休 15 

無 

公務人員 
駐衛警 

7 至 30 日(依年資長短計算) 暑休 9 
寒休 3 

7 日以內

不扣薪 
適用勞基法

人員(包括校

務基金工作

人員、各委辦

計畫專任助

理、技工、工

友及駕駛) 

3 至 30 日(依年資長短計算) 
6 個月以上未滿 1 年：3 日。 
1 年以上未滿 2 年：7 日。 
2 年以上未滿 3 年：10 日。 
3 年以上未滿 5 年：每年 14 日。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每年 15 日。 
10 年以上，每年加給 1 日，加至 30 日為止。 

暑休 9 
寒休 3 

請事假須

扣薪 

(四) 檢討分析 
1. 各單位中午實際加班情形不一：本制度實施多年，惟各單位業務性質不

同，午間實際需要服務師生之情況有別，中午加班蓋以 30 分鐘計算，未

盡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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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午休為法定事項：勞基法第 35 條規定，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

30 分鐘之休息。→中午未實施午休，違反勞基法規定，有礙員工健康。 
3. 每年實際上班日數約佔全年日數 65%：106 年勞基法新制實施，法定休

假日數達 116 天，另個人特別休假日數增加，依年資長短不同，享有 3-30
日之休假權益，每人每年實際工作日數為 219-246 日。有關員工適度休

息(休閒)以維身心健康之目的業因勞基法制健全而獲保障。 
(據悉教育部所屬大學目前計有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正大學及中興大

學業於本學年度取消實施寒暑休制度，改以落實中午午休制度，若因業

務需要則以輪班或覈實申請加班之方式因應之。) 
(五) 本案經校長指示檢討取消本校寒暑假實施彈性補休制度，研擬配套措施如

下： 
1. 各單位經檢討每日中午均需提供師生服務之單位(例如出納組)：以人員輪

班(輪休)方式因應，例如分為 2 班人力輪值及休息，第 1 班人力於每日 11
時 40 分至 12 時 30 分實施午休，第 2 班人力於 12 時 30 分至 13 時 20 分

實施午休。 
2. 落實午休制度：各單位允宜落實午休制度，以符合勞基法規定，惟偶需

中午提供師生服務之單位(例如各系所、研發處、總務保管組、人事室、

主計室等)，以預排輪值班表待命，並依實際加班情形調移方式因應，例

如因臨時性會議召開或師長洽公致無法午休，由主管安排調移其午休時

段，例如中午 12 時 10 分至 13 時開會，當日調整其午休時間為 13 時至

13 時 50 分，每日仍以上班 8 小時為原則，如無法調移，當日得提早下班，

或申請加班，經覈實申請後核給加班時數，惟仍須落實勞基法規定，員

工連續工作 4 小時應給予至少半小時之休息規定。 
3. 有關本校研究人員及助教，除現行寒暑假期間具有寒暑休權益，未有其

他休假權益，為期衡平，考量其業務性質及權利義務與公務人員較為相

當，擬改實施上下班刷卡制度，每日以上班 8 小時為原則，比照公務人

員休假制度，依年資長短不同核給 7 至 30 日不等之休假日數。又上開人

員實施刷卡差勤管理制度後，有加班之事實，得事前申請經單位同意後

核給加班時數，並於 6 個月內補休。 
(六) 實施日期 

1. 經考量本學年度已逾三分之二，各單位 105 學年度中午未停止上班之情

形業已發生，另勞基法一例一休制度，本校適用勞基法人員之特休假計

算方式以及上下班時間彈性調整因應措施甫實施 4 個月，如何符應勞基

法之規定及本校實際業務需要均處於應變及調適階段，有關取消本校寒

暑假實施彈性補休制度擬自 106 學年度(106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並請各

單位先行規劃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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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渡期間：本(105)學年度暑假仍核給暑休 9 日，休假日數得於今年 9 月

中旬前實施完畢；惟研究人員及助教則於 106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刷卡差

勤管理制度，俾利年休假日數及有加班事實之時數核給。 
二、 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作業進度 

(一)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辦理第 2 場次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於 106 年 5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舉行，全程錄影、錄音，會後有關校長候選人資料表、

治校理念簡報檔案與治校理念錄影錄音將放置本校「校長遴選網站」專

區，提供線上瀏覽。 
(二) 預定於 5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假國際會議廳舉行校內

專任教師投票，請鼓勵所屬教師當日踴躍投票。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5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本校「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提高出版之時效性，擬改採隨時徵稿，申請方式擬修改為

「隨時受理申請，每年二月底及八月底收件截止，於學術出

版委員會審議之。」。 

二、本修正草案業經 105 年 12 月 13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及 106年 3月 29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

術出版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 法 本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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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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依本校藝術教學出版品性質區分

為下列類別： 

（一） 藝術研究與展演：教師學

術或展演創作專 門著

作，經校外學術審查通過

後，由學術出版委員會審

定補助出版項目。 

（二） 藝術人文、生活與美學：

大師專題講座論壇等學

術或教學活動之延伸出

版品、展現藝術大學特色

文獻影音出版。 

（三） 藝術家專區：特定藝術家

及其相關研究之著作。 

（四） 博論精粹：本校各學院推

薦之博士論文精選，經校

外學術審查通過後，由學

術出版委員會審定補助

出版項目。 

（五）藝術領域教學教材：教師

教學成果或課程輔助教材之出

版。 

二、依本校藝術教學出版品性質區分

為下列類別： 

（一） 藝術研究與展演：教師學

術或展演創作專門著

作，經校外學術審查通過

後，由學術出版委員會審

定補助出版項目。 

（二） 藝術人文、生活與美學：

大師專題講座論壇等學

術或教學活動之延伸出

版品、展現藝術大學特色

文獻影音出版。 

（三） 藝術家專區：特定藝術家

及其相關研究之著作。 

（四） 博論精粹：本校各學院推

薦之博士論文精選，經校

外學術審查通過後，由學

術出版委員會審定補助

出版項目。 

鑒本校於藝術教

學領域已累積豐

厚成果，然未有

系統性規畫整理

之教材出版，另

因應多元升等之

教材出版需求，

擬增闢「藝術教

材系列」叢書。 

三、申請方式 

（一） 申請對象 

1. 本校教學研究單位或專

兼任教師，或由出版組

協同教學與學習支援中

心推薦獲選教學優良暨

傑出教師或關渡大師講

座相關學術或教學容產

出，可提出申請。 

（二） 申請期限 

隨時受理申請，每年二

三、申請方式 

（一） 申請對象 

1. 本校教學研究單位或專

任教師，或由出版組協

同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推薦獲選教學優良暨傑

出教師或關渡大師講座

相關學術內容產出，可

提出申請。 

（二） 申請期限 

每年一月公告收件至二

因應本校兼任教

師出版需求增

加，亦利累積優

秀出版品項，擬

拓寬申請資格。

另為提高出版時

效性，擬調整申

請期限為隨時受

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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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底及八月底 收件截

止，於學術出版委員會

審議之。 

月底截止。 

四、審查方式 

（一） 審查方式 

…… 

2. 第二條第二項「藝術人

文、生活與美學」、第

三項「藝術家專區」及

第五項「藝術領域教學

教材」申請案： 

由出版組進行形式審查

後，提請學術出版委員

會進行初審或送請相關

領域學者專家進行審閱

後，委員會得參酌審閱

意見決議是否出版。 

…… 

（二） 審查重點 

1. 申請出版內容之創新

性、獨特性、影響或貢

獻。 

2. 若集結已發表文章或教

學課程內容成書者，應

增補導論及結論，使書

稿有系統性地呈現主題

並具論述脈絡。 

四、審查方式 

（一） 審查方式 

…… 

2. 第二條第二項「藝術人

文、生活與美學」及第

三項「藝術家專區」申

請案： 

由學術出版委員會依其

內容、出版價值決議是

否出版。確定出版之著

作，視年度出版經費，

由出版組與申請單位共

同執行出版事宜。 

 

…… 

（二） 審查重點 

1. 申請出版內容之創新

性、獨特性、影響及貢

獻。集結已發表文章成

書者，應增補導論及結

論，使書稿有系統性地

呈現主題並具論述脈

絡。 

2. 預計達成效益。 

因應增闢「藝術

領域教材系列」

叢書，補充其審

查方式及審查重

點。 

六、智慧財產權事宜 

…… 

（一） 本出版計畫之所有出版

品，必須先行簽訂授權出

版契約，始得執行出版計

畫。因著作出版而產生之

權益分配依契約內容為

準。 

六、智慧財產權事宜 

…… 

（一） 本出版計畫之所有出版

品，必須先行簽訂契約，

始得執行出版計畫。 

明定契約屬性，

及權益分配依循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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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97 年 3 月 31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 年 3 月 22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11 月 22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3 月 26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5 月 25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05 月 27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04 年 12 月 21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年○○月○○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宗旨 

為提升本校專業教學、展演及研究能量，鼓勵教學研究單位及教師學術研究成果出版，

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依本校藝術教學出版品性質區分為下列類別： 

（一）藝術研究與展演：教師學術或展演創作專門著作，經校外學術審查通過後，由學術 

出版委員會審定補助出版項目。 

（二）藝術人文、生活與美學：大師專題講座論壇等學術或教學活動之延伸出版品、展現

藝術大學特色文獻影音出版。 

（三）藝術家專區：特定藝術家及其相關研究之著作。 

（四）博論精粹：本校各學院推薦之博士論文精選，經校外學術審查通過後，由學術出版

委員會審定補助出版項目。 

（五）藝術領域教學教材：教師教學成果或課程輔助教材之出版。 

 

三、申請方式 

（一）申請對象 

1. 本校教學研究單位或專兼任教師，或由出版組協同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推薦獲

選教學優良暨傑出教師或關渡大師講座相關學術或教學內容產出，可提出申

請。 

2. 校外學者專家撰就藝術研究、展演之著作，可依本作業要點申請第二條第一項

藝術研究與展演之出版。 

3. 第二條第四項博論精粹，由學院提出申請。 

（二）申請期限 

隨時受理申請，每年二月底及八月底收件截止，於學術出版委員會審議之。 

（三）申請文件 

1. 申請表紙本及電子檔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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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條第四項博論精粹申請案須由所屬學院提出申請，並於申請表後檢附會議

紀錄。若學院於同一期提出兩件以上申請案，須由學院排定推薦次序後提出申

請。 

3. 出版資料 

(1) 圖書類出版品：含目錄、正文、參考書目與附錄之著作全文紙本三份以及

電子檔（DOC、PDF 各一份）。 

(2) 非書類出版品：完整之影音資料光碟及紙本書稿各三份、電子檔（DOC 或

PDF 各一份）。 

4. 前述申請文件須於申請期限截止前備齊，送至出版組。 

四、審查方式 

（一）審查方式 

1. 第二條第一項「藝術研究與展演」申請案： 

由出版組進行形式審查後，提請學術出版委員會進行初審。通過後，由委員會

推薦校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二名，就全部內容進行審查，審查結果如有分歧

之情事，由學術出版委員會另送第三名審查人進行審查。作者須參照審查意見

修改書稿，並提出書面回應說明。審查結果與回應說明均須經由學術出版委員

會進行最後檢核及決議。 

2. 第二條第二項「藝術人文、生活與美學」、第三項「藝術家專區」及第五項「藝

術領域教學教材」申請案： 

由出版組進行形式審查後，提請學術出版委員會進行初審或送請相關領域學者

專家進行審閱後，委員會得參酌審閱意見決議是否出版。 

3. 第二條第四項「博論精粹」申請案： 

審查方式同第 1 點「藝術研究與展演」申請案。但提出申請時須檢附學院審查

之相關證明文件。所有審查結果均由學術出版委員會進行最後決議。 

（二）審查重點 

1. 申請出版內容之創新性、獨特性、影響或貢獻。 

2. 若集結已發表文章或教學課程內容成書者，應增補導論及結論，使書稿有系統

性地呈現主題並具論述脈絡。 

五、執行方式 

著作出版須通過學術出版委員會決議，排定年度出版順序。申請者應於接獲通知後三個

月內，繳交修改定稿，逾期且未預先提出說明者，不予出版，且三年內不得再提出申請。

著作人繳交修改定稿，並簽訂契約後，依契約配合出版計畫執行，由出版組完成出版及

經費核銷。結案時，申請者應配合繳交完稿電子檔予出版組留存。 

六、智慧財產權事宜 

（一）本計畫之智慧財產權及其成果，皆歸屬本校所有；計畫補助之專利、技術、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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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等相關文字、影像、編輯等出版權利皆屬於本校擁有。 

（二）為完成專書而利用他人之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時，其因利用而生之相關授權

事宜，由申請人自行處理。如有利用歸屬於本校之著作或其他成果者，應於該專

書內註明係本校補助計畫之研究成果。 

（三）本出版計畫之所有出版品，必須先行簽訂授權出版契約，始得執行出版計畫。因

著作出版而產生之權益分配依契約內容為準。 

七、經費來源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相關補助計畫經費或本校自籌收入支應。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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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摘錄) 

時間：105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劉教務長錫權                                        記 錄：王儷穎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詳如議程第4-5頁。 

   

參、 教務處業務報告：略。  
   

肆、 提案討論： 

 提案八、 本校「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出版組)。 

 說 明：  

 一、 鑑於本校在藝術教學領域已累積豐厚成果，然未有系統性規畫出版之

教材系列，另因應多元升等之教材出版需求，擬增闢「藝術領域教學

教材系列」叢書，結合系所課程、教師教學及教學與支援中心之資源，

建立本校藝術教學教材出版品；另增列因著作銷售產生之權益分配原

則，以完備申請須知，亦利校內統籌各類計畫出版案之權益分配標準。 

 二、 修正草案及修正對照表詳附件 6，第 40-44 頁，案經教務處 105 年 11

月處務會議通過，經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 

   

 劇創所所

長兼戲劇

學系主任

回應: 

有關申請方式之申請對象中，「相關學術內容產出」似與教學成果或課

程輔助教材之出版非等同之領域。 

   

 決 議： 請出版組研擬修正文字後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後註:第三點申請方式（一）申請對象 1.修正為「…推薦獲選教學優良

暨傑出教師或關渡大師講座相關學術或教學內容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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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術出版委員會會議紀錄(摘錄) 

時  間：106 年 3 月 29 日（週三）12:10 

地  點：教務處會議室 

主 持 人：劉主任委員錫權                         記錄：汪瑜菁 

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列 席 者：教務處出版組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出版組報告：詳如會議議程。 

‧主席裁示： 今年適逢本校創校 35 週年，本校出版品可供校慶系列活動作為贈送貴賓之

用；亦歡迎教學單位或校內教師多加利用本校出版品從事教學及研究相關活

動，如有需求請以系所為單位向出版組提出申請。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提高出版之時效性，擬改採隨時徵稿，原要點之第三點申請方式之（二）申

請期限「每年一月公告收件至二月底截止」擬修改為「隨時受理申請，每年二

月底及八月底截稿，截稿後一個月內召開學術出版委員會審議之」。 

 （二） 本提案如獲同意，擬併同 105-1-1 學術出版委員會所通過之修訂內容續提行政會

議進行審議。 

 決 議： 本案依委員建議修改原要點之第三點申請方式之（二）申請期限內容為「隨時

受理申請，每年二月底及八月底收件截止，於學術出版委員會審議之。」修改

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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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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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鼓勵國內外學人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作業要點」草案，提

請審議。 

說 明 

一、 為本校辦理國內外學人（交換學者及非交換學者）來校訪問

研究與創作相關作業行政有所據，擬新訂本要點。 

二、 本要點內容包括法規目的、適用對象與範圍、申請程序、審

核程序、執行期限、經費、成果考核、智慧財產權益及其他

執行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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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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鼓勵國內外學人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作業要點草案總說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加強與國內外大專院校、學術研究及藝術文化機構

之學術交流，鼓勵國內外學人至本校、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中心等(以下簡稱學術單位)從

事訪問研究或合作創作，協助學術單位促進學術發展並落實管理作業，訂定「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鼓勵國內外學人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內容摘要如下： 

一、 本要點設置之目的。(草案第一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及條件。(草案第二點) 

三、 訪問學人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申請條件。(草案第三點) 

四、 訪問學人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申請程序。(草案第四點) 

五、 本校學術單位受理訪問學人申請審核程序。(草案第五點) 

六、 訪問學人來校期限及延長申請方式。(草案第六點) 

七、 本校學術單位辦理訪問學人之經費來源。(草案第七點) 

八、 訪問學人之成果評量方式。(草案第八點) 

九、 訪問學人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處理方式。(草案第九點) 

十、 訪問學人作其他相關規定。 (草案第十點) 

十一、 本要點之立法程序。 (草案第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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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鼓勵國內外學人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作業要點(草案) 

年月日學年度第學期第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與國內外大專院校、學術研究及藝術文化機

構之學術交流，鼓勵國內外學人至本校從事訪問研究或創作工作，特訂定本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國內外學人係指與本校無聘僱關係，且非透過政府聘僱或本校政策邀請來校

從事訪問研究或創作者(以下簡稱訪問學人)。 

前項訪問學人分交換學者及非交換學者兩類。 

（一） 交換學者，係指依本校、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中心（以下簡稱學術單位）所訂

定之交換教師計畫書面約定，經簽約機關推薦且經本校同意前來之訪問學人。 

接待服務事項與經費悉依計畫書面約定辦理。 

（二） 非交換學者，係指非依前款但經本校同意前來之訪問學人。 

接待服務事項，由受理申請之學術單位辦理，相關經費由訪問學人自行負擔為原

則。 

因本校執行政府機關委託計畫另有規劃或約定，得經由學術單位簽陳校長核准後

免付相關經費。 

三、依本要點申請之訪問學人，應獲其服務單位同意，於其服務單位同意時間內，來本校從

事訪問研究或創作。 

四、訪問學人應提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鼓勵國內外學人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申請表」暨申

請前往訪問之本校學術單位規定審查文件，向該學術單位提出申請。 

五、各學術單位得接受訪問學人申請，有關申請應備文件、審查方式及核可標準，由學術單

位自行訂定及審查，審查結果送研發處備查。 

學術單位應回覆申請人核定結果。 

學術單位若同意接待，應與訪問學人簽署合約書，並協助學人辦理簽證、保險、生活安

排及相關經費繳費事宜。 

六、訪問研究或創作期限為二至六個月。有特殊需要者，得依原程序申請延長。 

七、訪問研究或創作經費來源由本校受訪單位自籌或訪問學人自行負擔。 

八、受訪學術單位應於訪問學人研究或創作期限結束前，協助以學術演講、論壇或工作坊等

方式分享其研究或創作成果至少 1場次，以促進訪問學人與本校相關領域單位間之學術

交流。 

  訪問期間超過三個月者，應由受訪學術單位與訪問學人議定回饋方式。 

訪問學人應於訪問結束後二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交由受訪學術單位審核後，送研發處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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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訪問研究或創作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時，依「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與短期來校訪問研究之

國內外學人合約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十、訪問學人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期間，應遵守本校及其受訪問學術單位相關規定。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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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鼓勵國內外學人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 
申請表 

一、 申請人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國籍  
身分證號 
護照號碼  

地址 
(通訊處) 

(戶籍) 

E-mail  聯絡方式 

(O) 

(H) 

(Mobile) 

(Fax) 

研究 
專長  

主要 
學歷  

相關 

經歷  

學術或展演成果（請檢附個人學術著作或作品代表作一份及最近五年內發表之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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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類別      □專題研究        □合作創作 

計畫名稱 
中文  

英文  

三、訪問學術單位 

單位名稱  
合作研究/創作人 
計畫主持人  

四、訪問研究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請通過者如利用休假或公假期間至本校訪問研究，須依各學術

單位指定期間內請提出所屬機構同意休假或公假來訪研究證明。 

五、擬參與之本校學術單位合作研究/創作/計畫主持人表示意見 
＊內容含該訪問研究創作對於單位學術創作發展影響與貢獻之評估 

 
 

合作研究/創作人/計畫主持人簽名 (如無免簽) 
 

日  期： 
六、請檢附計畫書１份，內容應包括現職所從事之工作內容、來訪目的、訪問研究

內容及預期研究成果，請以 A4直式裝訂，並請申請人於計畫書封面簽名及簽註日期。 

附註：申請人請詳實填寫本表各項資料。申請表暨資料正本請由訪問單位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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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學術單位審查 (以下由本校辦理) 

本案經本校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中心      年      月      日      會議 
□不通過 

□通過，□申請人應繳交費用：         元（住宿費□含 □不含） 
□ 申 請 人 毋 須 繳 交 費 用 ， 由 受 訪 學 術 單 位 補 助 相 關 費 用 ：           

元，經費來源： (勾選本項請說明) 
□申請人訪問期限超過3個月，議定回饋機制如下：         

其他意見： 
 
 
 
 
 
學術單位承辦人簽章 
□本案為首次申請案 
□本案為延長申請案 
 
 
 
 
 
日  期： 

二級單位主管簽章 
 
 
 
 
 
 
 
日  期： 

一級單位主管簽章 
 
 
 
 
 
 
 
日  期： 

總務處保管組 
 

 
 
 
 
 
 

研究發展處 
奉核後，請 

□全案電子複本送本處存查 

□國際案影本送國交中心存查 
□含住宿案影本送保管組存查 
 
 
 
 
 
 

主計室 
 
 
 
 
 
 

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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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以學校既有基礎與未來發展間需求考量經費的合理性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校務發展計畫以現有計畫為基礎，含學校未來發展的部分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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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螢光標示

Katherin
螢光標示

Katherin
螢光標示

Katherin
螢光標示

Katherin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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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本項即教育部自106開始之教學創新試辦計畫目的相同即可不需要照教育部提出的項目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本項為教學以外之發展內容各校自由決定需要的內容與指標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教育部希望各校能開程式設計課程，依KPI來看以訓練學生邏輯思考與運算內涵為目標。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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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螢光標示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非指打工而是希望提供獎學金直接給學生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意指隨進隨出修習的學分累積獲畢業學位

Katherin
螢光標示

Katherin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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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共同指標KPI仍待教育部最後公告。可能修改部分是教學研究升等比例計算方式及私校公益董事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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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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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經費核定方式20%依學校規模80%依計畫內容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螢光標示

Katherin
螢光標示

Katherin
螢光標示

Katherin
螢光標示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整合經費來源含括現有：頂尖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典範科大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區域產學中心增能計畫創新轉型計畫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各校提案經費規模可參考相關計畫額度編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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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
螢光標示

Katherin
螢光標示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會需要說明如何評估及盤點需求而提出計畫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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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106/4/30前提供目前校務發展計畫10本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6月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11月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Katherin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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