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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6 年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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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愷璜                                     記錄：楊學慧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報告會議出席人數：應到 38 人，實到 33 人。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行政會議之提案大多係配合主管機關之來函，據以修正本校相關法規，行政

會議是法制作業程序必經之會議，各單位提報之工作報告，應著重於重要業

務之實質內容，避免流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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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徐教務長亞湘（詳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一）有關106年教學創新試辦計畫，請各單位檢視計畫經費執行進度，

務必掌握執行期程。 
 

二、 學務處林學務長于竝（詳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一）今日學務處工作報告所提學生事務相關之訊息，請各教學單位公

告學生周知。 
 
三、研發處王研發長盈勛（詳工作報告）：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陳所長雅萍：有關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牽涉跨學院之合作，包含許

多實務上課程之執行及未來之課程結構改革，這部分需要與教學

端做充分深入的溝通、討論及檢視，攸關學校長期的資源規劃。 
（二） 王院長雲幼：有關高教深耕計畫之內容，研發處安排與各學院深

談時，建請邀請李副校長葭儀及徐教務長亞湘共同參與。另，並

請研發處協助安排，各學院之間需要有共同討論之會議時間。 

https://www.moedict.tw/%E6%B5%81%E6%96%BC%E5%BD%A2%E5%BC%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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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王研發長盈勛：因為工作時程非常緊迫，尚需配合副校長、教務

長及各學院之行程來召開會議，研發處會儘量朝王院長之建議來

努力。 
（四） 李副校長葭儀：建議高教深耕計畫列入主管會報列管事項。 
●主席裁示： 
（一）有關王院長雲幼上述高教深耕計畫之建議，請李副校長葭儀指導、

研發處儘速處理，以利跨領域、跨學院之計畫整合。 
（二）北藝大今年投入2017年8月19~30日「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開、

閉幕式典禮製作團隊。這次活動由安益國際展覽集團統籌，王院

長雲幼擔任總製作人，邀集校內舞蹈、美術、新媒、戲劇、劇設

等跨系、所師生校友近200人，投入參與活動策劃執行，充分展現

北藝大師生與校友傑出的展演能量，這是藝術高等教育跨領域整

合，非常具有說服力的案例之一。 
 
四、總務處戴總務長嘉明（詳工作報告）：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盧主任文雅：有關音一館空調改善工程不知驗收情形如何？目前

發現壓縮機疑似壞掉二個，請總務處於驗收時能多把關。 
（二） 戴總務長嘉明：目前音一館空調改善工程尚未進行驗收，盧主任

反映之情形，會後我們會去瞭解。 
（三） 蘇院長顯達：小公牛發情時會有強烈的攻擊性，建議是否需請獸

醫做適當之處理。 
（四） 戴總務長嘉明：謝謝蘇院長的提醒，總務處後續將會研處。 
 

五、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陳主任約宏： 
口頭報告：環安室目前正在準備本學期將召開之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議，俟前置作業備妥，後續將請校長召開環安委員會議。 
本校因各專業領域需求，設有多處特殊教室、實習工場等場所，環境保

護暨職業安全的工作需要大家共同幫忙，希望各教學展演實習空間工作

場所能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建立專業、正確知能，防止職業災

害發生。 

●主席裁示： 
（一）在陳前總務長約宏兼任環安室主任之任內，本校環安室成為全國

之典範與觀摩教材，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在校園內越來越被重

視，北藝大有許多教學展演實習空間、工作場所，故邀請陳前總

務長約宏擔任環安室主任，希望協助本校推動各實習空間之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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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 
（二）自下次行政會議開始，請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提報書面工

作報告。 
 
六、電子計算機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七、國際交流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八、展演藝術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九、藝術與科技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一、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二、圖書館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三、關渡美術館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四、主計室孫主任慧（詳工作報告）： 

補充說明：有關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因行政院內閣改組，經撤回

重行檢討，增編3%調薪費用及教研補助費用，故更正書面工作報告資料： 

一、整編107年度校務基金預算案： 
107年度預算教育部核給本校基本需求及績效型補助5億1,902萬2千
元（包括基本需求4億9,752萬2千元、績效型補助2,150萬元），較106
年度4億5,423萬6千元（包括基本需求4億3,023萬6千元、績效型補助

2,400萬元）增加6,478萬6千元，主要係基本需求補助款增加6,782萬6
千元、績效型補助款減少250萬元所致……。 

●主席裁示： 
（一）有關行政院宣布軍公教人員107年調薪3%案，本校校務基金聘僱

工作人員之調薪費用需由本校自籌，是否一併調整尚待研議。 
 
十五、人事室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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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秘書室王主任秘書寶萱（詳工作報告）：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李副校長葭儀：音樂學系江維中先生（30 周年校慶傑出校友）將

參加 10 月 21 日校友回娘家活動，建議邀請他代表音樂學院參與

本校同日舉辦之傑出校友交流論壇。 
●主席裁示： 
（一）10月21日（六）上午10:00~12:00於音樂廳將辦理傑出校友頒獎典

禮暨交流論壇，邀請全校教職員生踴躍參加。 
 
伍、提案討論： 
一、本校「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行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主計室〉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徐教務長亞湘：修正草案第一點本校為健全內部控制，提升行政

效能，達到興利及防弊功能，訂定……，其中「達到興利及防弊

功能，」等文字，似乎為贅語，建議不需增加。 
  決議：第一點修正為：「本校為健全內部控制，提升行政效能，訂定「國

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行作業要點」……」，餘照

案通過。 
 
二、本校「接受委託、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並溯自 106 年 8 月 1 日生效。 
 
三、本校「提昇學術研究獎勵辦法」部分規定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研究發展處〉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孫主任慧：提案單說明一建議增列修正本辦法第十條。 
（二） 徐教務長亞湘：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目之 TSSCI 和 THCI 期

刊包含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三目之期刊，建議刪除第三條第二

項第一款第三目文字。為擴大獎勵範圍，建議增列中國大陸 CSSCI
期刊。另，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應配套修正，將「及科技部各學

門期刊評比名單之第一級期刊所收錄之期刊」文字刪除。 
（三） 王研發長盈勛：有關教務長之修正意見，建議先提學術研究審議

委員會討論後，再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本案緩議，有關徐教務長之建議，請研發處先提送本校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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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委員會討論後，再循程序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四、本校「網路與電腦使用費」收費名稱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學

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並自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變更收費名稱。 
 
五、本校自 106 年度起停止印發紙本教職員通訊錄，改為線上查詢，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人事室〉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李副校長葭儀：請問紙本教職員通訊錄的發行對象為何？如果需

要查詢退休人員之聯絡資料應如何申請？ 
（二） 李主任璁娀：紙本教職員通訊錄目前只發送予本校在職之教職員

及校友聯誼會。如需退休人員之聯絡資料請向人事室另外申請，

我們會以紙本方式有限度的提供。 
（三） 王主任秘書寶萱：對於大部分的職員公務需要聯絡師長時，常需

要使用師長的手機來聯絡，建議 iTNUA 校園資訊入口網之教職員

名冊能提供手機資訊，以利業務聯絡使用。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先試行，未來實務上若有相關問題，再另案檢討。 
 
六、107 年度本校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規劃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人

事室〉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王研發長盈勛：本校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委員會和行政會議之開會

成員不同，一個是教職員，另一個是主管。尾牙是否辦理及文康

活動經費如何分配，請問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委員會和行政會議，

哪一個會議是決策這個問題的會議？ 
（二） 李主任璁娀：這個問題法無明定，可由學校自主決定。 
（三） 張主任啟豐：在這個場合討論無法聽到其他職員的意見，這是關

係全體教職員工之權益，其他職員之意見也是非常重要的。 
（四） 李主任璁娀：建議本案後續提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委員會討論，人

事室再用 Google 表單調查全校教職員工之意見，依多數人之意

見，我們再決定辦理方式。尾牙活動需在 3 個月前辦理採購程序，

如果維持原本方式，依以往經驗，10 月份人事室已請採購單位辦

理招標作業。 
  決議：本案緩議，請人事室提送本校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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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 
案由一：展演中心工讀金今年核定約新台幣（以下同）54 萬元（往年核定約

80 萬元），截止 7 月份已用罄，8 月份展演中心大保養聘請較多工

讀人力；10 月份關渡藝術節需要前、後台工讀生；11~12 月份全校

學期製作、畢業製作及學位考試等都需要工讀生，目前 8~12 月份沒

有經費支付工讀生費用。〈提案人：王主任世信〉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林學務長于竝：全校工讀經費每年約650萬元，學務處統籌分

配予全校各單位使用，但因為配合政府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漲

及二代健保等問題，各單位聘請的人力雖不變，但相對的工

讀金很快就會用完，請問主計室是否另有財源可支應。 
（二） 孫主任慧：今年學校整體預算已全部分配完畢，目前未有多

餘之經費可再支援工讀金，建議學務處調查各單位之工讀

金，若有多餘經費則可互相流用，以支應展演中心之需求。 
（三） 林學務長于竝：11月份學務處會調查各單位之工讀金使用情

形，若有多餘經費則依上述主計主任之建議辦理。另，本校

每年可分配的工讀金費用不變，因為配合政府每小時基本工

資調漲及二代健保等問題，我們聘請工讀生之人數及時間則

相對縮減，請問未來該如何因應？ 
決議：有關林學務長所提本校未來工讀金經費問題，請學務處及主

計室共同研議因應方案。 
 
案由二：請問研究生宿舍的無線網路何時會開通。〈提案人：林主任亞婷〉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孫主任士韋：這個部分我再回去瞭解狀況。 
決議：上述林主任所提研究生宿舍無線網路問題，請電算中心瞭解

處理。 
 
案由三：學校有些重要公文，目前只公布於公文系統之電子公布欄，不發紙

本公文，我相信學校主管可能沒有時間每天去看電子公布欄，造成

我們很大的困擾，建議有關各系所權益之重要事情，維持以紙本方

式發文或提供其他通知方式。〈提案人：李主任道明〉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王主任秘書寶萱：建議有需求的系所，請助教幫忙將電子公

布欄之公文印出來傳閱。 

（二）陳所長雅萍：因常收到學校公文管理系統電子郵件通知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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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公告於電子公布欄的訊息，惟需登錄帳密才能看到公告內

容，另因主管具有多重身分，在不同身分下，又有不同的公

告內容，還需切換身分才能完成閱覽，也減低大家閱讀訊息

之意願。 
決議：上述李主任所提公文管理系統之公文公告問題，請主任秘書

協助瞭解，並請總務處研議便於教師及身兼主管職教師閱覽

之方式，以提升公文布達成效。 

 
案由四：電影學系有大量之器材租借及維護業務，學校未編制器材維護管理

人員，有關危險機具的使用，助教也未有相關證照，美術學院似乎

也和我們一樣面臨相同的問題。建議學校可否成立器材管理室，並

編制合格之管理人員，以管理並維護全校重要之器材及機具。〈提案

人：李主任道明〉 
決議：上述李主任所提成立器材管理室之相關問題，我們尚需時間

來逐步研議規劃。 
 

案由五：藝文生態館外之停車空間，常有本校及外校學生不遵守停車規則，

將機車停放於附近之無障礙坡道，建議協調外校學生不要將機車停

於該處，並請本校駐衛警取締違停情形。〈提案人：李主任道明〉 
決議：上述李主任所提藝文生態館大門入口周邊機車停放秩序問

題，請總務處瞭解並積極管理。 
 

案由六：有關工讀金的核銷，若有變更經費來源之需求，請問公文可由主計

室代為決行或是需要校長核定。〈提案人：李主任道明〉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孫主任慧：有關經費來源的變更，建議需有簽准核定之程序。 

決議：上述李主任所提工讀金經費變更之核定程序問題，依本校相

關規定，需經簽呈核定後始能變更。 
 
柒、散會：下午 3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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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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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計
室 

本校「內部控制小組設

置及執行作業要點」修

正草案，提請審議。 

第一點修正為：「本校為健全

內部控制，提升行政效能，訂

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控

制小組設置及執行作業要

點」……」，餘照案通過。 

主
計
室 

 

2 
人
事
室 

本校「接受委託、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

員管理辦法」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並溯自 106 年 8 月

1 日生效。 

人
事
室 

 

3 

研
究
發
展
處 

本校「提昇學術研究獎

勵辦法」部分規定修正

草案，提請審議。 

本案緩議，有關徐教務長之建

議，請研發處先提送本校學術

研究審議委員會討論後，再循

程序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研
究
發
展
處 

 

4 
學
務
處 

本校「網路與電腦使用

費」收費名稱變更案，

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並自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變更收費名稱。 

學
務
處 

 

5 
人
事
室 

本校自 106 年度起停

止印發紙本教職員通

訊錄，改為線上查詢，

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本案先試行，未來

實務上若有相關問題，再另案

檢討。 

人
事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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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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
事
室 

107年度本校教職員工

文康活動實施規劃

案，提請審議。 

本案緩議，請人事室提送本校

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委員會討

論。 

人
事
室 

 

7 

王
主
任
世
信 

展演中心工讀金今年

核定約新台幣（以下

同）54 萬元（往年核

定約 80 萬元），截止 7

月份已用罄，8 月份展

演中心大保養聘請較

多工讀人力；10 月份

關渡藝術節需要前、後

台工讀生；11~12 月份

全校學期製作、畢業製

作及學位考試等都需

要工讀生，目前 8~12

月份沒有經費支付工

讀生費用。 

有關林學務長所提本校未來

工讀金經費問題，請學務處及

主計室共同研議因應方案。 

學
務
處
、
主
計
室 

 

8 

林
主
任
亞
婷 

請問研究生宿舍的無

線網路何時會開通。 

上述林主任所提研究生宿舍

無線網路問題，請電算中心瞭

解處理。 

電
算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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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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李
主
任
道
明 

學校有些重要公文，目

前只公布於公文系統

之電子公布欄，不發紙

本公文，我相信學校主

管可能沒有時間每天

去看電子公布欄，造成

我們很大的困擾，建議

有關各系所權益之重

要事情，維持以紙本方

式發文或提供其他通

知方式。 

上述李主任所提公文管理系

統之公文公告問題，請主任秘

書協助瞭解，並請總務處研議

便於教師及身兼主管職教師

閱覽之方式，以提升公文布達

成效。 

總
務
處 

 

10 

李
主
任
道
明 

電影學系有大量之器

材租借及維護業務，學

校未編制器材維護管

理人員，有關危險機具

的使用，助教也未有相

關證照，美術學院似乎

也和我們一樣面臨相

同的問題。建議學校可

否成立器材管理室，並

編制合格之管理人

員，以管理並維護全校

重要之器材及機具。 

上述李主任所提成立器材管

理室之相關問題，我們尚需時

間來逐步研議規劃。 

總
務
處
、
環
安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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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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李
主
任
道
明 

藝文生態館外之停車

空間，常有本校及外校

學生不遵守停車規

則，將機車停放於附近

之無障礙坡道，建議協

調外校學生不要將機

車停於該處，並請本校

駐衛警取締違停情形。 

上述李主任所提藝文生態館

大門入口周邊機車停放秩序

問題，請總務處瞭解並積極管

理。 

總
務
處 

 

12 

李
主
任
道
明 

有關工讀金的核銷，若

有變更經費來源之需

求，請問公文可由主計

室代為決行或是需要

校長核定。  

上述李主任所提工讀金經費

變更之核定程序問題，依本校

相關規定，需經簽呈核定後始

能變更。 

主
計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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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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業經 106 年 5 月

9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於 5

月 26 日以書函週知

本校各單位，並公告

於教務處網站出版法

規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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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業於 106 年 9 月

12日函知校內一二級

單位，並公告於研發

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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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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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8月～106年 10月 

 
一、 教務相關會議 

 (一)9 月 18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微型課程委員會。 

 (二)9 月 26 日召開 107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年度會議。 

 (三)10 月 17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 

 (四)10 月 24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 

二、 開課及選課作業： 

 (一)本學期課程大綱上網率目前為 82.84%、教材上網率為 61.73%，應於 9 月

7 日前完成上傳，惟系統仍持續開放，請尚未上傳教師儘速完成上傳作

業，將持續追蹤上網進度並進行品質檢視作業。 

 (二)辦理本學期課程加退選(9 月 11 日~25 日)作業並公告選修課程人數未達

開課標準之課程停開及學生補選事宜。 

 (三)辦理本學期大學部學生修研究所課程及校際選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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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辦理本學期教師授課時數統計暨造冊事宜。 

三、 105-2 學期網路教學評量教師個別評量結果已於 8 月 29 日開放個人線上

查詢列印，請各教學單位主管於 9 月 29 日前將所屬未滿 3.5 分之教學改

善處理報告表送交課務組。 

四、 105 學年度「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遴選事宜，已簽請校長勾選資深

教授五名為遴選委員，將於 10 月 3 日召開遴選委員會。 

五、 學籍及成績管理： 

 （一）辦理 105-2 學期因修業年限屆滿(共 15 人)、學業成績不及格學生(共 5

人)退學事宜(統計日 9 月 12 日)。 

 （二）協助 105-2 學期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及學籍資料處理。 

 （三）辦理 106 學年度新生通訊報到業務並檢核新生學歷證明及學籍資料表：

新生「校園數位識別證」，配合衛保組 9 月 8 日(五)至 9 月 9 日(六)新

生體檢程序及體檢資料彙整，識別證於新生完成報到及健康檢查後已於

9 月 11 日送各學系、所辦公室轉發新生使用。 

 （四）106-1 學期受理申辦復學或繼續休學截止日為 9 月 11 日，未申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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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46 人(105-1 學期 38 人、105-2 學期 23 人)，主要係出國就學及無

就讀意願等因素，續依學則規定簽辦勒令休(退)學。 

 （五）106-1 學期註冊事宜及繳費資料核對。 

 （六）辦理 106 學年度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案(至 9 月 25 日加退選截止)。 

 （七）配合「學生學業優異」獎勵辦法，將 105-2 學期各班學業平均成績前三

名，依序造冊送交學務處審核。 

 （八）彙整 105-2 學期研究所畢業生學位論文函送國家圖書館收執。 

六、 107 學年度招生總量 

 (一)教育部於 106 年 7 月 28 日核定本校 107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學士班招

生名額為 377 名、碩士班 255 名、碩士在職專班 60 名及博士班 17 名(106

學年度博士班為 19 名)，107 學年度因申請回復博士班 2 名招生名額未

獲核准，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招生名額由 5 名調減為 3 名。 

 (二)各系所招生名額係依 106年 5月 23日 106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年度會議決

議辦理，107 學年度招生名額異動之系所如下，本處已將各學制系所招

生名額分配陳報教育部，惟確認之名額仍須以該部核定結果辦理: 

1、音樂學研究所：107 學年度新增碩士班甄試招生考試選才管道，甄試

入學名額為 4 名，一般入學考試名額為 4 名。 

2、傳統音樂學系碩士班：原理論組及演奏組學籍分組整併，經整合後一

般入學考試名額為 13 名。 

3、美術學系碩士班：原美術史組及創作組學籍分組整併，經整合後甄試

入學名額為 4 名，一般入學考試名額為 33 名。 

4、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由於近年來報考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人數有明

顯成長，故將電影創作學系碩士班 2 名招生名額挪至劇場藝術創作研

究所，甄試入學名額維持 2 名，一般入學考試名額由 16 名調增為 18

名。 

5、電影創作學系碩士班：2 名招生名額(電影創作組及電影史與電影產

業組各 1 名)挪至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電影創作組甄試入學名額維

持 2 名，一般入學考試名額由 12 名調減為 11 名；電影史與電影產業

組一般入學考試名額由 3 名調減為 2 名。 

七、 107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預計於 10 月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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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海外招生宣傳 

 (一)9 月 23 日-24 日已赴澳門參加「2017 年澳門台灣高等教育展」。 

 (二)10 月 27 日-28 日將赴香港參加「2017 年香港台灣高等教育展」。 

九、 出版品推廣活動 

 (一)9 月 24 日下午 3-4 時，於誠品 R79（原台北地下書街）舉辦「左岸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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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帶你讀法國經典喜劇」《莫理哀〈守財奴〉》新書發表。 

 (二)校園聯展：由本校彙整十所大學出版社提供的「青年閱讀百大書單」，挑

選全台 20 所校園實體書店（包含本校藝大書店），於 10 月下旬起規劃主

題書籍展售活動，將於藝大書店舉行辦理 1~2 場書籍講座。 

十、 藝術教學出版大系： 

 （一）8 月底截止徵件，共 3 件申請案，預計 9 月底召開學術出版委員會。 

 （二）《好攝影》：現進行二校及封面設計，預計年底前完成出版。 

 （三）《琴曲名家的故事》、《音樂美學》：現進行排版。 

 （四）《舞蹈與文化》：現進行文編一校，預計明年 6 月份完成出版。 

 （五）《華文戲劇概論》：外審意見正送請作者進行修改，預計明年下半年完成

出版。 

十一、 34 期《藝術評論》：本期主編為陳佳利老師，於 9 月底截稿，預計於 10 月

中旬召開第 1 次編輯小組會議。 

十二、 翻譯出版：Leadership in the Performing Arts 現進行經費預算表簽呈，

近期將與譯者聯繫，後續進行簽約事宜。 

十三、 登錄文化部 106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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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10 月於廈門舉行，本校以大學出版社聯展

形式共同參展。 

十五、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教學助理：9 月底舉辦第 1 次審議會議，邀請各學院審議委員就協同教學

助理執行面向提供專業諮詢；10 月 5 日舉辦 TA 經驗交流分享會，協助 TA

解決課堂經營問題。 

 (二)教師教學社群：106-1 學期「教師教學社群」第 1 次徵件受理申請日期自

8 月 28 日至 9 月 15 日止，每一計畫之補助額度以 3 萬元為原則。 

十六、 磨課師計畫 

 (一)本校 106 年磨課師推動計畫「臺灣藍」，預計於 9 月底完成拍攝、11 月底

於學聯網上線開課。 

 (二)本校「臺灣當代劇場面面觀」、「攝影─影像造型與敘事」兩門課程，將於

今年秋季受邀於北京「學堂在線」重新開課。 

十七、 數位學習：106-1 學期由音樂系與 IMPACT 音樂學程於校內合開「西洋音樂

史」線上數位課程，本課程為音樂系必修學分，將申請教育部數位課程認

證，建立本校數位學習學分課程之基點。 

十八、 教學創新試辦計畫：於 7 月 19 日獲教育部核定補助新臺幣 1,000 萬元整，

各提案單位依審查意見與預算經費調整內容已報部，該計畫 106 年底若有

結餘款與未執行項目須全數繳回，請各計畫單位注意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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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教學增能計畫 106 年度延續性計畫—『期中執行進度表(E)』」已於 9 月

8 日前完成計畫管考與填報作業。 

 (二)預計於 9 月底召開「第三場次成果分享與評核會議」，本次會議規劃報告

單位為：音樂學系與 IMPACT 音樂學程就職涯轉銜計畫報告執行進度，通

識教育中心與關渡共生共好計畫分享課程發展與社區藝術實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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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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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8月～106年 10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學校活動： 

（一）9/3 學生會於女一宿舍舉辦新生寢具服務活動。 

（二）搭配新生始業式校園巡禮活動，9/7 下午於活動中心一樓舉辦社團博覽

暨評鑑會。 

（三）9/25 辦理 106 學年度校長與學生代表座談事宜。 

（四）籌備辦理 10/21 校慶相關活動，藝陣比賽暨 10/29 鬧熱關渡節遊行踩街

活動。 

二、 服務學習： 

（一）帶領海外藝耕服務隊於 8/2-13 至柬埔寨進行國際藝術營隊服務。 

（二）9/4 至 9/10 在藝大書店前辦理靜態成果展，9/11 至 9/15 於國際書苑辦

理服務學習分享會。 

（三）106-1 學期欲補申請服務學習活動類者，請於 10/13 下班前，備妥申請

書及相關文件核章送至課指組，以利彙整後統一提送服務學習委員會。 

三、 獎助學金及就學貸款： 

（一）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申請至 9/11 止，相關資訊公

告於學校首頁校園公告及課指組網頁。 

（二）106 學年度弱勢助學計畫申請自 9/11 至 10/20 止，因應教育部「大專校

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修法已更新申請表件，請至學校首頁校園公告及

課指組網頁下載或至課指組領取紙本。 

（三）開學後受理申請各類獎助學金申請：如「原住民獎助學金」、「低收入戶

學生助學金」及校外獎助學金等，相關資訊及截止日期詳見學校首頁校

園公告及課指組網頁。 

學生住宿中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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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配合新生始業式辦理 106 年消防講座及宿舍消防

逃生演練。 

二、 新建研究生宿舍已於今年 9 月啟用，樓層區分： 

（一）B1F：機車停車場。 

（二）1F：機電設施、膳食間、洗衣間、交誼廳等公共空間。 

（三）2F：藝大會館分館。（由保管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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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F-7F：學生宿舍。（學生住宿中心管理） 

（五）各房型收費標準： 

房 型 間 數 床 位 數 
每 學 期 

住 宿 費 
暑 宿 費 寒 宿 費 

單人房（21.3 M2） 3 3 
女生 2 

22,500元 11,250元 3,350元 
男生 1 

單人房（23.6 M2） 10 10 
女生 6 

40,500元 20,250元 6,050元 
男生 4 

雙人房（23.6 M2） 132 264 
女生 160 

38,500元 19,250元 5,750元 
男生 104 

床位合計 145 277 
女生 168    

男生 109 
 

三、 106 學年度「學生宿舍」最後一次床位遞補作業已於 9/15 截止登記，並於 9/19

由宿舍自治幹部公開抽籤，抽籤結果已公告於學校相關網頁。 

四、 本學期重要行程： 

（一）校外賃居訪視：（對象為在校外租屋同學） 

1.電話普訪：10 月中旬~12 月下旬，普訪填報校外賃居資料的同學。 

2.實地訪視：10/18-12/25，本學期預計抽訪 60 位同學。 

（二）第 2 學期不續住暨住宿遞補申請：107 年 1/2-5。 

（三）寒假住宿申請：107 年 1/2-11。 

生活輔導組 

一、 為協助學校新鮮人瞭解學校概況、教學行政資源與熟悉校園環境等，特於

106/9/6-9/8 辦理 106 學年度新生入學始業教育「藝大開門-藝心冒險」活動，

課程中安排藝起逗陣系列課程傳承藝陣企劃，並透過校園巡禮帶領新生認識校

內富特色、故事傳奇性如鷺鷥草原、929 劇場、荒山劇場、藝術大道、人文廣

場等，俾利新生快速融入大學新生活。 

二、 106-1（106/9 至 107/1）之學生公假案業經校長核定，學生公假總表已發送各

教學單位運用，並惠請教務處課務組併同課程相關資料送交各任課老師參閱。

另請各單位務必於行前將學生公假名單送生輔組登錄，以利後續之缺曠管理。 

三、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一）學期初時值教科書購買之高峰期，為加強宣導校園尊重智慧財產權觀

念，請各教學單位惠予積極輔導並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

書），勿非法影印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二）因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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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委業請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協助進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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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著作權的查詢窗口，相關資訊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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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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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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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校園安全注意事項： 

（一）警政署新訂定之「警察人員進入校園執法相關機制」本校因應作法已轉

發各單位參考辦理，內容摘述如下： 

1.各單位於接獲警局或派出所通知欲進入校園時，應先行知會生輔組，由

生輔組請示主任秘書或學務長同意後，方可進入校園。 

2.各單位發生校園安全事件時，請立即告知生輔組或駐衛警察隊，請示主

任秘書或學務長同意後，方可協請警力進入校園。 

3.上述時機於上班時間由生輔組人員陪同，下班或例假日時間，請各單位

或駐衛警透過校安專線（02-28960733）轉知生輔組值勤人員向上請示同

意後，由駐衛警人員陪同。 

（二）警政署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統計 106 年 1 月至 6 月詐騙被害資料，臺北

市大專校院學生仍以拍賣（購物）遭詐騙最多，計 366 件，（ATM 解除分

期付款案件計 269 件，佔 73.5%、假網拍詐騙計 97 件，佔 26.5%），本

校每學期仍有學生個案遭上述案例詐騙得手，請同學相互提醒，並踴躍

加入警政署 165 反詐騙 LINE 官網（搜尋 ID 輸入@tw165）。 

（三）北市交通局統計機車族群交通事故，其中以 18-25 歲傷亡人數所佔比例

最高達 32%，105-2（106/2/1-7/31 止）校安通報事件共 38 件，其中學

生交通事故 8 件，仍以校內機車事故造成受傷人數最多，事故地點以戲

舞大樓及阿福草餐廳沿線下坡路段最高，新學年初期為肇生交通事故比

率高峰期，請各單位協助持續加強宣導防範。 

（四）期初各系迎新活動陸續辦理中，已請各系瞭解同學活動地點、參加人數

外，並勸導活動地點應遠離水邊、高山及偏遠露營地等場所，減少意外

風險發生。 

（五）教育部鑒於近期毒品包裝樣態改變（如變裝成咖啡包、糖果、餅乾等），

且內容物多為複數物質混合，由於包裝精美，易降低民眾警覺，引起家

長恐慌，製作毒品懶人包，瞭解新興毒品樣態，本組業已於 8/28 以電

子郵件發送全校學生，另於新生始業教育加強宣導。 

五、 106 年「國家防災日」，本校地震防災演練分別於 6/21 教職員工訓練及 9/6 新

生安全教育時機實施演練完畢，透過演練加強師生災害應變處理能力，有效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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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災損。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門診業務：家庭醫學科門診 9/11 開診，復健科及物理治療 9/21 開診。 

（二）新生入學健康檢查業務：106 學年度新生入學健康檢查於 9/8、9/9 辦理。 

（三）健康檢查說明會：10/23 上午週會時間，由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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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費流感疫苗施打：106 年度公費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將於 10 月 1 日開

始，為配合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疫苗注射作業，訂於 10/30 上午

10:00-12:30 由關渡醫院醫護人員到校辦理疫苗施打，接種對象為舞蹈

系先修一至先修三學生、50 歲以上教職員工、BMI>=30、孕婦及 6 個月

內嬰兒之父母，為免流感威脅，惠請符合免費接種之教職員工生踴躍參

與。 

（五）登革熱/茲卡病毒感染症防治：目前正值登革熱等蚊媒傳染病流行季節，

加以教職員工生出國旅行、鄰近流行地區國家來臺就學與交流機會頻

繁，增加境外移入風險，惠請各單位防疫窗口主動巡檢業管環境，清除

室內外積水容器，並上網填報「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資料；

此外，需掌握業管師生健康狀況，若發生疑似或確診病例，請通報衛保

組進行健康追蹤。 

二、 餐飲衛生： 

（一）食品衛生稽查及輔導：兼任營養師每週至本校各餐廳進行餐飲衛生及餐

具衛生稽查，稽查缺失除督導商家立即或限期改善外，另依行政程序提

送缺失報告。 

（二）餐飲從業人員衛生講習：9/5 辦理校園餐飲從業人員衛生講習，由兼任

營養師針對本校各餐廳常見的衛生缺失進行缺失改善輔導。 

三、 健康促進： 

（一）106 學年度新生心肺復甦術及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使用訓練：9/7 下午

由紅十字會台灣省分會協助辦理 3 場次訓練課程。 

（二）「愛知旅~迎向健康、擁抱愛」愛滋防治健康講座：9/8 下午邀請台灣紅

絲帶基金會講師蒞校講述愛滋防治相關知能。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106-1 學期心理諮商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30-17:00（週二、三延長

至晚間 20:30）；本學期持續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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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暑假迄今（106/7/1-9/8）個別諮商達 188 人次（35 人），來談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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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排序分別為：家庭困擾、情緒調適、人際關係。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9/7 辦理「愛在北藝‧心新相映」新生施測及中心業務簡介等相關事宜；

9/11-10/2 辦理「活力新生‧藝起成長」大一新生班級輔導及解測活動，

共 9 場。 

（二）9/25-12/4 辦理「舞動青春‧悠遊藝海」舞蹈系先修班級輔導活動，共

12 場。 

（三）生理回饋：本學期辦理生理回饋舒壓推廣方案，透過生理回饋儀互動訓

練，學習管理自己的壓力，在專業上將實力完整呈現，各場次日期與主

題如下： 

 09/26 音音美代子~聲音與紓壓工作坊 

 10/26 請「焦」我怎麼做~對抗焦慮工作坊 

 11/23 魔鏡啊魔鏡~身體意象與紓壓保養工作坊 

 12/21 今夜，我與自己同在~戶外紓壓安眠工作坊 

三、 【生職涯諮詢輔導】 

（一）9/21 中午辦理「愛玉私塾」活動說明會，本學期開辦「藝術節/舞團經

營與行銷」及「攝影與創業」兩組，歡迎推薦學生參加。 

（二）9 至 10 月擬與大四畢業班代聯繫「下一站，幸福」班級輔導拆信活動，

以協助準畢業生進行生涯回顧與展望。 

（三）7 至 10 月進行畢業生流向追蹤，本年度追蹤對象為 100、102、104 學年

度畢業之畢業生，目前正在追蹤 102、100 學年度之畢業生流向。 

四、 【資源教室】 

（一）進行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提報相關作業。 

（二）106 學年度（6 位）身心障礙學生新生轉銜會議召開、個別化支持計畫

會議籌備。 

（三）9/28 師大特教中心到校輔導相關訪視資料準備。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邀請上學年度分手情歌擂台賽得獎者於新生訓練中進行性平概念宣導。 

（二）本校性平會及資源教室補助經費製作文宣品-多功能螢幕觸控筆，於新

生訓練發送。 

六、 規劃聯繫 10/21 第一屆校友回娘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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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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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8 月～106 年 10 月 
 
一、本校 107 年 3-5 月接受教育部校務評鑑，並於本年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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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訂於 9/25 召開，預計檢視本校自我評鑑作業規

畫及自評報告書初稿。 
（二）高教評鑑中心訂於 10/11(三)辦理 107 上半年度校務評鑑時段抽籤，為避

免與本校招生作業或其他重要行程衝突，請各單位於 10/3 告知研發處希

望避免之時段。 
二、校務發展 
（一）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發處行政執行相關會議時間 

會議名稱 預定會議時間 提案說明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 
校務發展小組會議 106/10 

審議系所學程增設、調整等案。提案截

止時間 106/10/6 
校園規劃小組會議 另定 另公告 

學術審議委員會 106/10 本學期學術研究獎勵申請截止時間

106/9/30 
 

（二）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06 年 10 月份表冊 
1、填報時間自 9/1 至 10/31，請各填報單位務必準時於截止日前完成填報及

資料自我檢核作業。如於截止日後發現有需修正處，請於 11/24 前向本處

提出修正申請。 
2、近 3 年各表件將統一匯出提供高教評鑑中心辦理校務評鑑資料檢視之用，

敬請各填報單位務必詳細檢查各項填報資料之正確性。 
三、國內交換生 
（一）106 學年度本校赴清大交換 3 名（音樂、戲劇、新媒系），清大至本校

交換 8 名（美術、戲劇、電影、新媒系）。 
（二）107 學年度國內交換生申請訂於 107/3/2 截止，預計期末另函通知各學院

辦理。 
四、重要專案計畫推動與執行情形 
（一）本校公共藝術設置專案 

1、研究生宿舍公共藝術設置案：9/6 公共藝術議約會議，後續將依總務處擬

定之合約內容配合辦理公共藝術執行業務。 
2、依文化部 106 年公共藝術維護狀況調查結果，作品「天堂鳥」經北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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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8/23 函知列管，續將依本校 1061002739 號簽奉校長核示辦理處置作業。 
（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 

1、106 年本校獲核二案 IMCCI「Hi-Five 國際學習聯盟─藝術做為跨文化理解

與溝通的媒介」、傳研中心「舞動新原鄉—打造「新店溪洲阿美族生活文

化園區」，業辦理請款作業。 
2、107 年度計畫書以「高教深耕計畫附冊」方式，由本處統一於 11/27 報部。

徵件訊息業於 9/5 公告校內一、二級單位（北藝大研字第 1061003167 號

函），暫定時間點： 
(1)9/20 前：請有意願提案單位於回填【USR 提案意願調查表】。 
(2)10/20 前：有意提案單位請將申請書送研發處辦理。 

（三）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設備計畫 105/12-106/8 
1、計畫執行進度 (截至 106/9/6) 

執行單位 進度(%) 執行單位 進度(%) 
美術學院 86.75 新媒系 70.69 
戲劇系 100 電算中心 94.93 
劇設系 100 圖書館 100 

2、經費執行進度未完成及成果報告未繳交單位，業以 Email 通知承辦人及

單位主管並請於 9/25 完成核銷，以利本年計畫結案及下期計畫申請作業。 
（四）教育部 106-109 學校特色發展計畫(第一年) (106/1-106/12) 

1、2017 GenieLab 妖山混血盃─跨域創意實驗室成果展訂於 9/29 下午 6:00
假藝大咖啡外場地辦理開幕活動。歡迎大家蒞臨指教。 

2、2017 關渡藝術節教育場（併北一區戶外教育計畫執行，106/5-106/11）刻

正與展演中心及參加學校雙向討論課程活動的安排。 
（五）教育部臺灣人才躍昇計畫 (103/12-106/11) 

1、各單位國際學人創研團隊專案執行國際講座活動(106 年 1-11 月) 

執行單位 時程 國際師資 活動名稱 
舞蹈學院 106/10-106/11 David Krügel 開設舞蹈名作研習、排練與呈現課程 

戲劇系 
106/9-11 月 坂東扇菊 日本舞踊工作坊 
106/9/1-11/30 Christoph Lepschy 開設戲劇顧問、劇場與都市記憶等課程 

劇設系 106/5-106/11 蘇珮琪 主持劇設系服裝設計專題課程 

電影系 
106/9-107/1 Ron Norman 開設電影編劇課程 
106/9/30-10/29 Brian Dunnigan 主持電影編劇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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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學院 106/6-106/11 1 交換就讀 英國 Middlesex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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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6 年計畫期中成果報告及績效表(105/12/1-106/6/30)，已陸續回收各執行

單位更新補充內容，請尚未繳交單位盡速繳交。 
4、本計畫將於 11/30 結束。本年度期末報告及績效調查表回填作業時間預定

於 9/25-10/16。待教育部函知報告書繳交時程與格式後另行通知，請各執

行單位預為準備。 
（六）教育部 106 年度大專生創業服務計畫甫獲核定 2 團隊，文創發展中心將

賡續協助輔導。 
（七）中影公司與本校文創發展中心於暑假期間共同辦理二梯次「中影製片廠

2017 影像製作實務營」已於 9/9 辦理完畢，刻正辦理結案作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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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106/12/31 尚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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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 LEAP 博士創新之星計畫

第二梯次 
106/9/30(六 )自行線上申

請 
106/8/29 北藝大研

字第 1060006387 號 
(2)106 年度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

學類博士後研究人員第二期 
106/10/30(一) 106/9/1 北藝大研字

第 106000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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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期 106/9/26 (二) 
107 年第 1 期 106/3/28 (三) 

常態補助不另公告 

(5)德國研究基金會

(MOST-DFG)雙邊研討會及

研究訪問計畫 

會議舉辦日前 6週隨收隨送隨審 106/5/8 北藝大研字

第 106000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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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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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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申請出席國際會議 5 
各類型計畫經費請款 18 

核定 

研究生申請出席國際會議 3 
專題研究計畫 15 
延攬科技人才/博後 1 
補助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1 

變更 
計畫執行變更申請 報部核准程序 4 
計畫執行變更申請 校內簽陳程序 3 

結案 各類型計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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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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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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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8 月～106 年 10 月 
 

一、 校舍興建與修繕 
（一） 「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截至 106/9/8 止，近期辦理情形如下： 

1、建築及機電設備工程： 廠商申報 106/7/22 竣工，由本處會同監造單位及

承商於 106/7/31 辦理竣工查驗。106/8/29 辦理初驗，缺失改正中。於 8
月下旬已陸續通過市府各項使用執照竣工勘查，由承包商彙辦請領使用

執照。 
2、傢俱採購：106/8/28 安裝完成，已於 106/8/30 辦理驗收通過。 
3、公共藝術設置:市府 106/8/16 函文同意甄選結果報告書，本處於 106/9/6

完成議約，藝術家預計 120 天內完成設置。 
（二） 「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市府 106/8/29 發建照審核通知辦理副本校對。 
2、106/8/7 邀請外聘機電及土建專家協助審查工程招標預算書圖，另配合使

用單位時間及需求，訂於 9 月中旬再次會同使用單位及專業技師，就預

算調整後內容及機電設施等項目進行設計檢討。 
（三）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市府於 106/6/27 召開都審幹事會審查通過，建築師

已於 106/7/27 提送市府都發局修正報告書掛件，市府於 106/9/7 召開都市設

計審議專案委員會審議，惟未通過審議，退請校方及設計單位檢討修正。 
（四） 「音一館一、二樓琴房整修及公共空間油漆工程」於 106/8/14 申報竣工，8/23

辦理驗收，部分缺失改善完成，9/4 辦理複驗通過。 
（五） 「關美館 4 樓露臺漏水修繕工程」於 106/8/11 申報竣工，8/23 辦理驗收通過。 
（六） 「體泳館臨運動場側外牆整修工程」已完成中層漆料塗覆，持續施作面層處

理中。 
（七） 「特殊教室牆面及活動中心屋頂防水工程」特殊教室牆面防水部分廠商已於

106/9/8 完成施工，活動中心屋頂已完成舊屋瓦拆除，持續進行防水底層及

屋瓦鋪設施作。 
（八） 「活動中心跨藝音樂學程專業實驗室室內裝修工程」完成既有天花及隔間牆

面拆除，因配電箱體及擋土牆滲漏…等現況問題，於 106/9/7 召開施工協調

會後，請設計單位檢討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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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環境與設備維護 
（一） 車輛通行證申辦 

 1、本校 106 學年度汽機車通行證已於 9 月 1 日起開始受理申請，持續辦理

中。 
 2、本校 106 學年度研究生宿舍地下機車停車位採一車一位方式管理，於 9

月 1 日起開始受理線上申請；第一階段僅先開放由研究生宿舍住宿生申

請。如尚有剩餘車位，則另行於網站上公告第二階段剩餘車位登記申請

時間，並開放全校教職員生申請。 
（二） 藝大會館分館(研究生宿舍 2 樓)業於 9 月 1 日開始營運，房間數共有家庭房

6 間、雙人房 20 間、單人房 1 間，尚有空房雙人房 7 間及家庭房 1 間，如

有需要申請住宿，請逕洽總務處保管組辦理，剩餘房間將提供關渡藝術節期

間住宿需求申請使用。 
（三） 本年度財產盤點作業已於暑假期間陸續進行，預計 9 月完成後繕寫盤點紀

錄，各單位如尚有未完成事項，請把握時間辦理，或逕洽總務處保管組協助。 
（四） 各單位管有財產應確實指定專人維護保管，善盡管理人責任，避免不當使用

造成損壞；如有空間調整規劃，亦應充分考量現有財產設備優先調整使用，

或上傳本校「公物品互益網」分享，以免重複購買或閒置浪費；如有已逾使

用年限且不堪使用之財產，則請依規定申請報廢減損。 
（五） 藝大食堂空間招租案，已於 8 月 11 日完成資格審查，共有 3 家廠商投標， 9

月 14 日召開評選會議，如有符合需求廠商，則繼續辦理議約(價)，如無符合

需求廠商，將再重新研議規劃，該空間暫時無法提供餐飲服務。 
（六） 小公牛 8 月 13 日出生訊息，透過粉絲專業分享已觸及 32 萬 6 千多人，考量

小牛生長環境與避免民眾太過靠近衍生危險，已在現場公告提醒民眾禁止餵

食、禁止觸摸以及寵物請用牽繩等。也請師長同仁們放心，小牛都有專人餵

養照護，如有建議或發現問題，均可隨時與總務處保管組聯絡。 
（七） 「音一館空調改善工程」設備、控制工程及 TAB 檢測調整作業均已完成，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8 月 30 日到校辦理竣工查核原則通過，依委員意見辦

理改正調整，俟審查委員確認修正後辦理驗收。 
（八） 「女一舍熱泵節能績效保證統包工程」於 106 年 8 月 4 日至 8 月 8 日辦理第

二次公開招標，106 年 8 月 15 日召開評選會議決定最有利標符合廠商，106
年 8 月 23 日進行議價事宜，因廠商依評選委員意見承諾辦理事項而廢標。

經洽專案管理單位檢討修正招標文件，於 106 年 9 月 6 日奉核重新上網公

告，等標期為 9 月 11 日至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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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設施與服務 
（一） 勞健保系統導入及使用 

 1、系統已於 8 月完成，廠商於 9/6 進行 Demo 測試，做最後需求溝通，教

育訓練訂於 9/22、9/25 上午及 9/26 上午、下午共計四場，於 R312 電腦

教室舉行，預計 9 月底完成系統驗收事宜。 
 2、兼任教師已於本(106)年 8/1 全面加保(兼任教師目前加保人數達 171 人，

仍陸續有兼任教師加保中)，截至 9/1 本校勞健保專職人員投保人數已達

345 人，兼任人員每月加保次數平均達 600 人次。 
 3、目前勞健保加、退保及對帳核銷資料，均以半人工方式處理，需耗費許

多時間及人力才能順利完成。未來勞健保系統ｅ化後，仍需各相關單位

配合，以提高加退保、單位之間保費分攤的正確性。 
（二） 本校研究生宿舍工程校務基金貸款案，業依奉核簽呈於 106 年 7 月 31 日發

文通知第一商業銀行北投分行於 8 月 7 日動支新臺幣 2,539 萬元(累計動支新

台幣 1 億 100 萬元)，並已知會學務處住宿中心，嗣後依約於每年 3、10 月

辦理還款事宜。 
（三） 本年度校內文件銷毀作業於暑期分兩梯次完成，計有 24 個單位參加。 
（四） 民國 106 年 4 月 24 日以北藝大總字第 1060002800 號書函，請各教學單位於

8 月 31 日前，將自存公文（包括民國 102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期

間之院、系、所級會議紀錄）送文書組歸檔乙案，計需徵集 20 個單位，請

尚未完成的教學單位再行努力協處。 
（五） 依據台電公司電費單顯示，本校 106 年 1 至 9 月份累計總用電約 763.2 萬度，

較 105 年度同期累計用電度數度減少約 41 萬度(負成長 5.1%)；又，1 至 9
月全校總電費支出為約 2,172.4 萬元，較 105 年度同期累計電費減少約 260.7
萬元(負成長 1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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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依據自來水公司水費單顯示，本校 106 年 1 至 8 月份累計總用水度數約為

11.8 萬度，較 105 年度同期累計用水度數減少 7,472 度(負成長 5.95 %)；且

因臺北市政府自 105 年 3 月 1 日起調漲水費，1 至 8 月全校總水費支出約為

244.3 萬元，故水費較 105 年度同期累計水費增加約 40.7 萬元(正成長

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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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全

校師生務必節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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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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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8 月～106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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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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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106學年度各單位個資專人資訊及網站窗口。 
二、 校園網路及安全： 

(一) 女生第一宿舍無線網路於 8/31 前已完成建置、測試，目前已可以正常

使用。 
(二) 總務處工程研究生宿舍網路建置囿於經費只能建置有線網路，8/28 已

完成光纖、寢室內有線網路工程，並於 9/5 完成每間寢室內的網路孔

測試，待改善項目已交付營繕組責成包商處理。 
(三) 開學在即網路活動更將活動頻繁，為防止電腦網路病毒氾濫，電算中

心校園網路組網頁 http://ccnet.tnua.edu.tw 網路防毒選項有提供防毒軟

體下載，歡迎大家多多利用。 
(四) 因應資訊安全管理(ISMS)證書有效性，於 8~9 月份清查行政單位儲存

設備帳號，將異動、離職等帳號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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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整新生填報學籍資料。 
2、 招生系統：106學年度招生資料庫封存。 
3、 學務系統：106學年度導生資料及刷卡點名課程資料設定。 

http://ccnet.tn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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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兼任助理勞健保系統：艾富勞健保系統平台建置。 
5、 學習預警系統：期初預警通知發送。 
6、 學雜費系統：學分費期程規劃。 
7、 遠距教室視訊會議系統：視訊系統調整測試。 

(二) 進行中之重要系統增修及開發工作： 
1、 1061學分費作業時程與相關單位確認，預計10/11開放學生繳費。 
2、 評估現有差勤假單格式，建議加強人員休假天數及已休天數提醒，以免

人員離職或年底結算時，須由各單位業務費支出未休假折算發給工資，

目前已有多起案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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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教室新投影機及環控電力工程招標作業，已於 9/7 完成測試驗收，

未來將可提供遠距課程及教學高畫質的投影效果。 
(2) 為建立校務系統安全稽核機制，本年度已規劃 90 萬專項經費，預計於

9 月開始採購各項軟硬體設備，以提供雲端平台安全稽核及 LOG 追蹤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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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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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8 月～106 年 10 月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本校已於 7 月 30 日與泰國清邁大學完成姊妹校締約，及泰國布拉帕大學

完成續約。 
 (二) 本中心主任與陸生承辦人於8月11日參加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主辦

之台灣各校陸生輔導部門主管聯誼活動。 
 (三) 辦理文資學院張婉真院長、美術系劉錫權老師、建文所江明親赴泰國清

邁大學參加國際亞洲研究中心與清邁大學合辦圓桌會議之機票與差旅

費核銷。 
 (四) 8 月 24 日(四)接待朱拉隆宮大學貴賓 Pawit Mahasarinand 老師來校交流，

安排與文資學院院長、戲劇學系主任、文創產學程主任及國交中心主任

會晤，並參訪文創產學程、戲劇學系及舞蹈學系。 
 (五) 協助於 8 月 30 日安排一德里里長帶大陸參訪團至本校參訪交流。 
 (六) 完成本校與姊妹校的合作備忘錄、交換老師協議書及交換學生協議書之

格式。 
二、 境外學生業務 
 (一) 本中心已於 8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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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中心配合內政部移民署居留證線上申辦系統作業，現進行外籍學生、

僑生、港澳生以及陸生等學位生之資料建檔，共有 240 餘筆陸續完成。 
 (三) 9 月 8 日下午 4 點於國際書苑會議室、大廳及研究大樓 R409 教室分別

舉辦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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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協助境外學生辦理到校註冊、辦理居留證及工作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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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 

 (六) 辦理僑生清寒助學金及研究所僑生優良獎學金申請及收件，中心收件截

止日為 10 月 11 日。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105 學年度領取教育部學海奬學金赴外交換同學返國辦理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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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寄發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暨大陸交換學生成績單。 
 (三) 協助 106 年度第一學期交換生辦理入學相關事宜，並於學校教務系統中

進行建檔流程。 
 (四) 協助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赴姐妹校交換之交換生辦理出國報備程序，通

知延修生繳交學雜費、學分費。 
 (五) 9 月 8 日上午 10 點 30 分於國際書苑會議室、大廳分別舉辦 106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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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助交換學生盡早融入校園。 
  

  
 



8-1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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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8月～106年 10月 

  
一、 活動企劃、執行 

(一) 『Rendez-Vous（匯聚） 2017 關渡藝術節』 

1.藝術節票券已於 9/1（五）在兩廳院售票網站開賣。 

2.已於 9/11（一）下午 3 時 30 分假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召開第五次

籌備會議。 

3.2017 關渡藝術節開幕記者會已於 09/18 (一)下午 2 時，於市長官

邸藝文沙龍表演廳舉辦完成。 

4.開幕式將於 10/6（五）18:00 於人文廣場舉行。 

5.三廳內暨戶外表演活動期自 10/05（四）起至 10/29（日）止。2017

關渡美術展（熱帶氣旋 Tropical Cyclone）：10/05（四）起至

12/17（日）止。《2017 關渡國際動畫節》：10/29（日）起至 11/05

（五）止。《2017 關渡電影節》：10/13（五）起至 10/21（六）

止。《2017 關渡光藝術節》：10/01（日）起至 10/29（日）止。 

6.演出技術協調及前置準備工作、道具製作進行中，10 月開始演出

裝拆台、技術彩排及演出執行。 

(二) 2017 年春夏系列音樂會節目票款結算完成。。 

(三) 規劃並辦理「劇場演出前台及後台技術服務工作坊」實務教學及講

座活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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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廳專業 LED 電腦燈具啟用，網頁技術資料亦更新，投入戲劇學

院於戲劇廳教學與演出，並擬增加外租收費辦法，刻正進行後續程

序。 

(二) 「intercom 原廠攜帶式子機(beltpack)」及「專業型無線麥克風系

統」採購案已驗收核銷完成，器材已在劇場進行使用。 
(三) 三廳劇場及實習工場演出/製作器材暑期設備檢點保養。 

(四) 三廳油壓升降平台檢點保養維修。 

(五) 三廳空調系統效能改善、設備檢修及清潔維護。 

(六) 音樂廳管風琴保養、調音等維護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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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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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期中配合音樂學院歌劇、表演、管風琴課程場地、設備使用技

術協調與支援。 

2. 2017/8/1 配合校長就職典禮裝台彩排典禮完成。 

3. 2017/8/2~8/4 配合長榮交響樂團彩排、錄音場地使用相關技術協

調與支援。 

4. 2017/8/18 配合音樂系「傳承雙簧管」，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

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5. 2017/8/27 配合「台北室內合唱團」錄音場地使用相關技術協調

與支援。 

6. 2017/9/4~9/8 配合生活輔導組「新生入學始業教育訓練」系列活

動、講座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7. 2017/9/17 配合「木樓合唱團」錄音場地使用相關技術協調與支

援。 

8. 2017/9/25 配合音樂系週會裝拆台等活動場地使用相關技術協調

與支援。 

(二) 舞蹈廳協辦事項 

1. 學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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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8/4~8/5 配合「台北皇家芭蕾舞團」比賽及演出裝拆台、彩

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3. 2017/7/21~8/20 配合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17 看家戲劇展」共

計四個演出團隊(國光歌劇團/臺北木偶劇團/明華園黃字戲劇團

/真快樂掌中劇團)8 場演出活動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

與支援。 

4. 2017/9/1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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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戲劇廳協辦事項 

1. 學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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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7/31~8/6 配合外租團體「十二怒漢」裝拆台、彩排及演出

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3. 2017/9/7 配合生活輔導組「新生入學始業教育訓練」系列活動_

急救訓練講座，場地使用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四) 服裝間協辦事項 

1. 學期中配合戲劇學院相關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支援。 

2. 服裝儲藏室服裝整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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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7/8/29~11/19 配合戲劇學院學期製作「凡尼亞舅舅」服裝製

作打版等前置作業，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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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佈景工廠協辦事項 

1. 學期中配合戲劇學院相關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支援。 

2. 2017/9/18~11/19 配合執行戲劇學院學期製作「凡尼亞舅舅」舞

台佈景道具製作之場地及設備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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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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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8 月～106 年 10 月 
 
一、 邀請展《2017 TAIPEI 101 Smart Trend 智慧趨勢展》 

1. 獲臺北 101（臺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邀請參加《2017 TAIPEI 101 
Smart Trend 智慧趨勢展》，展覽時間為 106 年 8 月 21 日至 9 月 22
日，展覽地點於臺北 101 金融大樓 1 樓大廳，展覽記者會於 8 月 21
日下午 1 點舉行，活動已圓滿完成。 

2. 中心受邀進行展覽主題專題演講，題目為「未來藝術的新可能：新媒

體與跨領域」，演講時間為 8 月 22 日下午 4 點，並於本次展覽舞臺（臺

北 101 金融大樓 1 樓大廳）舉行。 
3. 已於 9 月 23 日完成撤場作業，正進行作品整理與費用核銷作業。 

二、 本中心孫士韋主任受邀擔任第三十屆電腦視覺、圖學暨影像處理學術研討

會之議程委員，並發表學術論文 3 篇。此外，孫主任擔任特別議程「Behavior 
Recognition for Emerging Technologies」之議程主席，於會前組織審稿委員

會，並於會議中主持與會學者之中英文口頭學術論文發表及提問研討。該

學術研討會為國內該領域之學術年會，今年共收錄 168 篇學術論文，以及

超過 20 組之 VR／AR 應用開發競賽，已於 8 月 21 日至 23 日 在南投

杉林溪舉行。 
三、 本中心孫士韋主任與中央大學張寶基教授合作學術研究論文「Behavior 

Recognition Using Multiple Depth Cameras Based on a Time-Variant 
Skeleton Vector Projection 」，於  2017 年  8 月刊登發表於  IEEE 
Transactions on Emerging Topics i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國際學術期

刊，為透過多重深度攝影機進行人物動作辨識，將可應用於舞蹈、互動劇

場、互動藝術創作等跨域展演場域作品發展。該學術期刊為智慧運算創新

科技領域之國際指標性期刊，於該期刊發表之論文必須具備嶄新技術研發

成果與扎實數學理論基礎。孫主任亦於 8 月 22 日會晤該國際期刊主編

（Editor-in-Chief）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computer science 領域 2017 全球

排名前三名）Dr. Yew-Soon Ong 教授，特別提及孫主任所發表之學術論文

為目前臺灣學者刊登於該期刊之極少數論文之一。 
四、 本中心孫士韋主任與中央大學通訊系張寶基教授共同進行學術研究，其論

文 「 Driver Posture Recognition for 360-Degree Holographic Media 
Browsing」為透過深度攝影機，針對汽車駕駛者姿勢進行動作辨識，並進

行 360 度浮空投影互動媒體瀏覽，已於 IEEE Intl. Conf. on Ub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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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ing（Ubi-Media） 2017 國際學術研討會進行口頭論文發表，孫主

任並受邀擔任該會議之分項議程主席，主持與會學者之學術交互提問研

討。IEEEI 多媒體技術之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8 月 1 日至 4 日在泰國芭達雅

舉行。 
五、 本校「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 

8 月 7 日與總務處、建築師事務所召開招標預算及施工圖專業審查會議，

邀集各專家協助審視工程招標預算及書圖，將續辦公開閱覽及招標等採

購程序作業。 
六、 科技藝術展覽室 

1. 106 年 8 月展覽室維護作業如下：《梵谷眼中》紅外線互動程式修正調

整、《鏡花水月》3D 追蹤效果維護調整、《築霧》水霧機出霧效果微調。 
2. 106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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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點》展示效果檢測維護、《HYPER.DATA》電腦程式及相關硬體檢

測。 
3. 來訪單位： 

8 月 2 日配合新媒系規劃，協助華碩設計長楊明晉先生來校參訪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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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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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8月～106年 10月 

 

一、 推廣教育中心 

 
 

(一)推廣教育 

 1、 「夏日學校」 

(1) 9月5日已進行夏日學校2017檢討會暨2018第一次籌備會議，由中

心主任、主秘主持，聽取各系所助教對夏日學校的建言與各系所

配合狀況。 

 2、 推廣課程 

(1) 2017秋季簡章已完成打樣，已於8月初印製完成，已在8月中完成

課程文宣發送，地點包含各大藝文場所及郵寄給學員。 

(2) 2017秋季課程已上網招生，宣傳活動持續進行中，除於自有平台

宣傳課程外，並購買｢小日子｣及｢非池中藝術網｣之網路平台宣傳

秋季課程，9月份預計開設25門，目前確定開班堂數共計13門。 

(3) 夏季推廣課程持續進行中，開課地點包含華山、台北國際藝術村

及大稻埕學堂，主要上課日以週六及周日為主，已開班課程共計7

門；大稻埕學堂於8月份重新開張，共計開設水墨畫的寫生與傳

統 、美的初體驗及讓馬蒂斯教你畫圖，三門課程新課。 

 3、 學分班 

(1)106-1 隨班附讀學分班已於 8 月初與各系所確認完畢並上架，截至

今，碩士學分班確定開班 10 門課；學士學分班確定開班 12 門課。 

 

(一) 配合校內 WSD 活動行銷，7 月份業績創近三年新高。 

  

 

 

 

二、藝大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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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期活動 

 8 月-9 月 陶藝社社團聯展。 

(三) 規劃中活動 

 9 月─語文書籍展。 

10 月─大學書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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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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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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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8月～106年 10月 

 

 一、 「原味交織」伊誕‧巴瓦瓦隆特展 

(一) 展期自 106/9/19(二)至 106/11/30(四) 

1. 「伊誕創意視界」藝術總監伊誕‧巴瓦瓦隆，台灣原住民排灣族，

藝術創作多元，90 年代原運期間，為藝術家的創作啟蒙時期，當

時其作品呈現出族人的精神並凝聚了原住民族自我認同的意

念。藝術家創作媒材跨足文學、影像、視覺藝術等創作類型，從

不同類型的作品中體現出藝術家對土地及萬物的獨特情感，與基

督教的生態學對話，並進一步表達出藝術家尋找內心的和諧與重

生的美藝思維。 

2. 本展覽藉由木雕、板畫、布畫及裝置藝術等作品，試圖研展原住

民的社會脈絡與人文藝術體系。藝術家藉著個人在視覺藝術的創

作思維，傳遞原住民獨特視角下的風景，然而當代性的藝術陳

述，同時領引觀眾在複雜的時空情境下，傳統與未來之間，去感

知純真樸質、簡單富足的原始價值體系，呈現另一種生活美學。 

3. 預計將於 9 月 22 日(五)15:00 舉辦開幕儀式。 
 

 二、 

 

 

 

 

 

 

 

  

三、 

USR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一)計畫執行期程為 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 
1. 本中心與師培中心吳玉鈴副教授、舞蹈學院趙綺芳副教授、私立

亞東技術學院兼任助理教授楊士範及新北市雙城國小陳正福母

語教師，共同策劃並申請106年度USR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舞

動新原鄉─打造「新店溪洲阿美族生活文化園區」。 

2. 業已通過教育部之審查，並已於 8 月 24 日前，將修正計畫書及

審查意見研復表送至研發處，本次獲補助經費共計 119 萬 8,600

元整。 

校內合作交流 

(一)計畫執行期程為 106 年 6 月 1 日至 107 年 5 月 31 日 

 1. 本中心陳俊斌主任與本校圖書館，共同策劃及申請科技部補助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亞太音樂文化》。目

前業已通過科技部之審查，補助經費共計 243 萬 3 仟元整，並

已開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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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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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8 月～106 年 10 月 
 
一、全館業務 
(一) 國際交流活動 

1. 2017/09/06 接待由泰國 Khon Kean University 圖書館學術服務處副主任

(Vice-Director of Academic Service) Dr. Tanatchaporn Kittikong 率領的館員

共 7 位來訪貴賓。 
二、採編與期刊業務 
(一) 106 年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亞太音樂文化」（陳俊

斌老師主持），購書經費新臺幣 220 萬元，已下訂金額逾 120 萬，目前到書

約 269 種，到書金額約 52 萬元。 
(二) 105 年度教育部圖儀設備補助款，全案於 8 月底結案，已如期繳交結案報

告，執行進度為 100%。 

(三) 107 年期刊續訂調查作業 

為確認明年度期刊訂購內容，製作「2018 年期刊增刪訂意見調查表」，交

由各學院填覆。另，基於便利性及繜節成本，積極進行紙本期刊改訂電子

期刊的調查，以應數位化圖書館目標。 

(四) 最新期刊館藏上傳「全國期刊聯合目錄」 

本館所收中文期刊 350 餘種；西文期刊 590 餘種；大陸期刊 390 餘種；日

文期刊 190 餘種，已在「全國期刊聯合目錄」更新其館藏收錄情形。該目

錄可供查詢全國圖書館期刊收錄情形，若有所需期刊亦可申請文獻傳遞服

務，以達資源共享之目的。 

(五) 全校學報寄贈作業 

圖書館負責寄贈本校學報至國外單位，由於今年 8 月起郵資高漲，因此協

商《戲劇學刊》，並獲支持共同分攤國外郵資。此外，寄贈至國內單位的

學報，將考慮交由民營郵局寄送，以節省費用。 

(六) 七樓過刊區移架與淘汰作業 

為增加七樓過刊區可用的館藏空間，已於暑假期間完成 16 座過刊書架的

移架作業。另外，因應移架而產生的架位變動，也將全面更新架位標示，

便於指引。 

(七) 本校博碩士電子論文繳交平台已順利轉換至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系統 

學位論文電子檔繳交平台已自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起由原華藝系統轉換至

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轉換過程順利，應屆畢業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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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助教使用新系統作業皆順暢。 

三、閱覽典藏與參考服務業務 
(一) 館藏書庫與閱覽服務 

1. 完成四樓 CD、DVD 讀架及五、六樓書庫讀架整理工作。續進行各類圖

書之移架、搬移作業，調整部分書架已飽合區域，預留架位，以便歸還

之圖書及新書有可上架的空間。 
2. 六樓中間區域書架完成書檔更換。原書檔為視聽資料用，無法支撐書籍

重量，已換成圖書專用書檔，讀者使用及圖書歸架時方能支撐。 
3. 教師著作新書 

孤獨靈魂的撞擊：繆斯與超人(潘世姬，2016，本校/遠流出版)。 
4. 進行 605 參考工具書區讀架與整架。 
5. 清點本校學位論文附件光碟。 

(二) 讀者檔案整理 

106 學年新生資料檔案匯入、新生休學資料更正、本校大學部學生續讀研

究所新生資料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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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 
106/9/11(一)起 

(額滿為止) 
106/9/11(一) ~ 106/11/9 (四) 

第 2 次 
106/11/6(一)起 

(額滿為止) 
106/11/13(一) ~ 107/1/11 (四) 

(四) 圖書資源利用教育 

1. 新生入學始業教育「愛上圖書館─閱讀˙學習˙零距離」：簡報介紹圖書

館服務資訊與相關規定，配合有獎徵答活動，讓新生初步認識圖書館；

並製作歡迎北藝大新鮮人之簡介海報放置於圖書館入口處。 
2. 圖書館之旅：配合七年一貫與大學部各系新生需求，進行圖書館導覽，

協助同學進一步了解圖書館各項服務與資源。 
3. 圖書資源利用講習：配合各系所必修之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課程，向研

究生介紹圖書館實體與電子資源的使用方法，學習基本檢索技巧並練習

各類型資料庫的操作方式。目前已有 6 門課程申請。 

(五) 指定參考書服務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指定參考書已設定 12 門課共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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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校史發展組與其他業務 
(一) 校史室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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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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子題架構與物件清單挑選。 
2. 校史展示圖錄《藝術之道：序曲》之文章彙整與設計排版，並進行校稿

工作，接洽打樣與印刷相關事宜。 
3. 訪談任建成老師、張光慧老師等初期關渡藝術節中「藝術新鮮人」活動

之相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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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彙整校友訪談內容，梳理 1993、1994 年初期關渡藝術節中「藝術新鮮人」

之相關資料。 
4. 校史藏品光碟之目錄建檔，蒐集與彙整 1993、1994 年初期關渡藝術節相

關展演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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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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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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8月～106年 10月 

 

一、展覽活動 

(一) 106/07/21~09/24「版藝新象」 

(二) 106/07/21~09/24「忘山－謝牧岐個展」 

(三) 106/07/21~09/24「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 

(四) 106/07/21~09/24「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五) 106/10/06~12/17「熱帶氣旋」 

二、教育推廣活動 

(一) 8 月 2 日 「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展覽介紹」展覽介紹。參加對象：

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二) 8 月 9 日 英國駐館藝術家布萊恩 潼恩 查克利藝術開講。參加對象：美

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三) 8 月 23 日 日本駐館藝術家佐竹龍藏藝術開講及工作坊。參加對象：美術

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四) 8 月 24 日 日本駐館藝術家佐竹龍藏藝術淡水馬偕醫院安寧病房工作坊。

參加對象：安寧病房住院病患、家屬及社工。 

(五) 9 月 6 日 澳洲駐館藝術家詹姆士葛斯藝術開講。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

及一般民眾。 

(六) 9 月 16 日 李明學+謝牧岐 展覽座談會。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七) 9 月 20 日時代變遷中的圖像自治-毛旭輝藝術研討會。參加對象：一般民

眾。 

(八) 9 月 20 日澳洲駐館策展人黎 金斯拉藝術開講。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

一般民眾。 

(九) 10 月 6 日「2017 亞洲當代藝術論壇」。參加對象：校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十) 10 月 11 日「熱帶氣旋」展覽介紹。參加對象：美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十一) 10 月 18 日新加坡駐館策展人 Zhuang Wubin 藝術開講。參加對象：美 

術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十二) 10 月 25 日新加坡駐館策展人 Zhuang Wubin 工作坊。參加對象：美術

館志工及一般民眾。 

三、導覽服務 

8 月份登記 40 人，9 月份目前登記 97 人，10 月份目前 120 人。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2U9ZGV0YWlsJllZPTIwMTcmRUlEPTI0NA==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2U9ZGV0YWlsJllZPTIwMTcmRUlEPTI0NQ==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2U9ZGV0YWlsJllZPTIwMTcmRUlEPTI0Ng==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2U9ZGV0YWlsJllZPTIwMTcmRUlEPTI0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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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貴賓參訪 

8 月份 8/4 文化交流司美洲科何世德先生及美國伍斯特美術館策展人

Vivian Li 共 3 人。 

9 月份 9/8 日本前橋美術館館長住友文彥及東京藝術大學貴賓共 20 人，

9/22 淡水文化基金會秘書顏神鈦及國際詩歌節貴賓共 45 人。 

五、媒體報導  

（一）媒體報導 

（1）2017年 9月號藝術家雜誌，文／王柏偉，〈展覽中的整體與單元－評

李明學『好多事量販』〉 

（2）2017年 8月非池中藝術網（同時露出於 Yahoo奇摩新聞、ETNEWS新聞

雲、LIFE生活網），文／林鈺芸，〈謝牧岐《忘山》帶著微笑尋覓前輩

藝術家〉 

（3）2017年 8月非池中藝術網（同時露出於 Yahoo奇摩新聞、ETNEWS新聞

雲、上報/生活、愛台灣文創網），文／林鈺芸，〈李明學《好多事量販》 

攀上欲望的梯〉 

（二）平面媒體展訊露出 

（1）藝術家雜誌 10月號廣告稿：「熱帶氣旋」 

（2）典藏今藝術雜誌 10月號廣告稿：「熱帶氣旋」 

（3）文化快遞 8-9月號：「版藝新象」、「忘山－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

－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4）臺灣藝聞 8-9月號：「版藝新象」、「忘山－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

－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三）網路媒體展訊露出 

（1）自由人藝文資訊（http://artnetwork.freedommen.com/）：「版藝新象」、

「忘山－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就在

這兒」 

（2）Arttime藝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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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cl=artNews&at=artNews&page=3）：「版藝新象」、「忘山－謝牧岐個

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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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忘山－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

就在這兒」 

（4）文化快遞（http://cultureexpress.taipei/）：「版藝新象」、「忘山－

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5）ArtTalks（http://talks.taishinart.org.tw/）：「版藝新象」、「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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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6）非池中藝術網（http://artemperor.tw/）：「版藝新象」、「忘山－謝牧

岐個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7）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網站

（http://www.ncafroc.org.tw/platform/event.aspx）：「版藝新象」、「忘

山－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8）icity（https://art.icity.ly/events/da6fgci）: 「版藝新象」、「忘山

－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9）eventsoja（https://www.eventsoja.com/tw/taipei）: 「版藝新象」、「忘

山－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10）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 

「版藝新象」、「忘山－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

旭輝：我就在這兒」 

（11）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http://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info）: 「版藝新象」、「忘

山－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12）Taipei Art+台北好藝術（http://m.artplus.taipei/）: 「版藝新象」、

「忘山－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就在

這兒」 

（13）SkeGeo台灣活動網（https://www.skegeo.com）: 「版藝新象」、「忘山

－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14）Alumni Events（http://www.asianculturalcouncil.org）: 「版藝新

象」、「忘山－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

就在這兒」 

（15）Accupass 活動通（https://www.accupass.com/）: 「版藝新象」、「忘

山－謝牧岐個展」、「李明學個展－好多事量販」、「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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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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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8月～106年 10月 

 

一、 整編 107 年度校務基金預算案： 

(一)107 年度預算教育部核給本校基本需求及績效型補助 5 億 1,902萬 2千

元（包括基本需求 4 億 9,752 萬 2 千元、績效型補助 2,150 萬元），較

106 年度 4 億 5,423 萬 6 千元（包括基本需求 4 億 3,023 萬 6 千元、績

效型補助 2,400 萬元）增加 6,478 萬 6 千元，主要係基本需求補助款增

加 6,782 萬 6 千元、績效型補助款減少 250 萬元所致。另科技藝術館新

建工程 107 年度所需工程款先以自籌經費支應，未編列補助款，爰較

106 年度補助款減少 1,500 萬元。 

(二)本室業依上述核給情形整編本校 107 年度預算案送教育部及行政院主

計總處等相關機關核定後，已由行政院提送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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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底業務總收入 5 億 565 萬元，業務總支出 5 億 1,412

萬元，收支相抵後短絀 847 萬元，較上(105)年度 8 月增加短絀 1,527

萬元。 

(二)106 年度截至 8 月底固定資產實際執行數 1 億 4,615 萬元，與預算分配

數相較，執行率 81.10%，主要係因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完成細部設

計，準備招標文件中，目前尚待主管機關核給建造執照後辦理招標程序；

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承商 106 年 7 月估驗計價較遲；其他採購細項尚

未確認，致未辦理招標採購事宜。 

(三)106 年 8 月帳列現金餘額 3 億 997 萬元，較 105 年 8 月帳列現金餘額 3

億 3,666 萬元，減少 2,669 萬元，主要係支應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工程

款所致。 



15-1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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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8月～106年 10月 

 
一、 兼任教師權益事項 

(一) 教育部 106 年 5 月 3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60058691B號令修正發布專科以

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並自 106 年 8 月 1 日施行，兼任教師除具有本

職之軍、公、教、農人員外，均需依法投保勞保，後續衍生勞保、健保、

勞工退休金扣繳及増僱身心障礙人力等費用，敬請各位師長配合 106 學年

度第 1 學期所聘任兼任教師，於加退選後，因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

準、兼任教師個人因素中途停止授課、兼任教師個人因素不應聘等，而終

止聘約者，請系所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人事室業已提供終止聘約通知書

(範例)，俾利各系(所)通知兼任教師，並請系所務必於上開情形發生前三

日主動通知事務組辦理退保手續，如因未通知退保，則離職日後之衍生保

險費由當事人或用人單位全額繳交。 

(二) 兼任教師之授課及請假均須依新修正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規

定辦理，敬請各系(所、中心)掌握兼任教師請假情形，協助安排調代補課，

以利辦理鐘點費發放或不發放。 

二、 各單位人員聘任案注意事項 

近來本校部分計畫案聘任專任助理，於尚未完成聘任程序即通知擬聘人員

到校上班，敬請各單位應俟校長核定後，始得通知獲聘人員報到就職，以

免影響就職者加保及薪資各項權益，並請用人單位依規定提前辦理約用事

宜，以期周妥。 

三、 兼職兼課注意事項 

(一) 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1. 教育人員未兼任行政職務者(含編制內教師、研究人員及舊制助教): 

(1)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4 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不得在外兼職或兼課」;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17 條第 4 項規定:「公立

專科以上學校或公立研究機關(構)從事研究人員，因科學研究業務而

須技術作價投資或兼職者，不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4 條、公務員

服務法第 13 條第 1 項股本總額百分之十、第 2 項及第 14 條兼任他項

業務之限制。」 

(2) 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 3、4 點規定略以，教師兼

職機關（構）之範圍如下：（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

之私立學校。（二）行政法人。（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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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

團體。教師至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以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

相關者為限，且不得兼任非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董事長、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等職務。 

2. 公務人員及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研究人員:  

(1) 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

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

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

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

分之十者，不在此限。」同條第 2 項規定：「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

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 

(2)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4 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 2  

點規定：「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依本原則規定辦理。

但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規

定辦理，並不適用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 

3. 其他人員(含約聘教師、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及各項計畫案助理人員): 

(1)約聘教師依本校聘約規定，在校外兼職，應合於相關法令之規定，並

事先報經校方同意。 

(2)校務基金人員依本校「校務基金聘僱工作人員進用暨管理要點」第 13

點規定:「依本要點聘僱之工作人員，於聘(僱)用期間，不得在校外兼

職兼課，……」。 

(3)各項計畫案助理人員依本校「接受委託、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

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專任助理應全職擔任本計畫工作，不

得在其他計畫下或其他機構兼職，……」。 

(二) 報備及處理程序 

1. 依本校教師聘約第 6 點：「在校外兼職，應合於相關法令之規定，並事先

報經校方同意；在校外兼課者，依規定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且應事先

經校方同意。違者視情節輕重予以停聘、解聘或改聘為兼任教師。」 

2. 本校每學期定期發送開課通知予教師，均附有兼職兼課申請表，本校教

職員如有兼職或兼課情形，請於前一學期(6 月底、12 月底)報經校方同

意始得行之，敬請確實遵守，以免影響教師任教權益。 

3. 本校公務人員、研究人員、助教、校務基金或計畫案專職人員，如有兼

職或兼課情形，亦請於事前簽報經校方同意始得兼職或兼課。 

四、 受邀私部門舉辦之活動，支領鐘點費每小時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千元，有支

領稿費者，每千字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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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教師及

公務人員有關出席私部門演講、座談、研習及評審（選）等活動支領鐘點

費、稿費之規定如下： 

按公教人員出席公部門之演講、座談、研習及評審（選）等活動，有

關鐘點費與稿費之核發均依據「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

定」、「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殆無疑義；惟參與私部門

舉辦之上述活動，依「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

範」第十四點規定，支領鐘點費每小時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千元，有支領稿

費者，每千字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千元。另公教人員參加上揭活動，如屬與

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籌辦或邀請，應先簽報其長官核准及知會政風單位登

錄後始得前往。（教育部 106 年 9 月 7 日臺教政（一）字第 1060125897 號

函） 

五、 建請適時關心所屬同仁身心健康 

(一) 依銓敘部統計去(105)年度在職亡故公務人員之死亡原因，依序為罹患惡

性腫瘤(42.20%、119 人)、心臟疾病(21 人)和休克(21 人)、自殺(20 人)

及車禍(15 人)。 

(二) 具體建議： 

1. 鼓勵所屬同仁赴醫院健康檢查：40 歲以上（民國 66 年（含）以前出

生）之公教人員與駐衛警，每 2 年可申請一次補助，新台幣 3,500 元。

健檢日可附證明申請公假一天。 

2. 建議同仁建立良好飲食習慣、規律運動或藥物控制。如健檢結果有異

常，應積極接受進一步詳細檢查或治療。 

3. 定期關懷同仁身心健康，予以鼓勵或洽人事室提供必要協助。 

六、 公教人員新退休二法自明(107)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修法重點： 
延後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 
年齡 年資 年齡+年資 

由 58 歲逐年延後至 65 歲 須滿 15 年  
107 至 115 年：須滿 50 歲 
116 至 121 年：須滿 55 歲 

 由 76 逐年過渡至 90 

調整退休金

計算基準 
108 年底前，先由現行之「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之本(年功)俸」，改為「最

後在職往前 5 年平均薪額」，再逐年過渡至「最後在職往前 15 年平均薪

額」。 
調降退休所

得 
所得替代率分 10 年調降。 
但月退休總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32,160 元)，不予調降。 

調整優惠存

款制度 
支(兼)領月退休金者，109 年底前先降為 9%，110 年起歸零且本金可全

數領回。 
但月退休總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32,160 元)，不予調降。 

年資保留與  在職公立學校教職員辦理屆齡或命令退休時，年資未滿 15 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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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計 併計其他職域年資。 
 任職已滿 5 年且未辦理退休或資遣而離職者，於年滿 65 歲後六個

月內，得請領退休金，或併計其他職域年資。 
再任公職停

領月退休金 
退休公立學校教職員若再任公職、行政法人、政府捐贈之財團法人、轉

投資公司及私校職務，每月薪資合計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將停領月退休

金及優存利息。 
取消年資補

償金 
法案施行起 1 年後退休者，不再發給年資補償金。 

取消 55 加發

制 
現行法 55 歲時自願退休可加發五個基數之一次退休金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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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秘書室 
資料時間：106 年 8 月～106 年 10 月 
 

一、 有關 106 年 10 月 21 日（六）傑出校友頒獎事宜，當日行程預定如下： 

 （一）10:00-10:30 傑出校友頒獎（音樂廳）。 

 （二）10:30-12:00 傑出校友與北藝交流論壇（音樂廳）。 

 （三）12:00-14:00 校長宴請傑出校友（達文士）。 

二、 經聯絡傑出校友頒獎典禮之出席情形如下（10 位出席）： 

學院別 傑出校友姓名 

音樂學院 不克出席：林威震、石易巧、葉時華 

美術學院 出席：高俊宏、李政勇 

戲劇學院 出席：李小平、王奕盛 

舞蹈學院 
出席：簡珮如、黃 翊 
不克出席：吳孟珂 
 

影新學院 
出席：賴俊羽、姚仲涵 
不克出席：詹凱勛 

文資學院 
出席：洪德仁、黃英峰 
不克出席：林正儀 

傑出校友頒獎典禮之觀眾席，除規劃安排傑出校友及其親友、校內主管、師

長出席外，為使本校學生瞭解各傑出校友之卓越成就，請各教學單位鼓勵系、

所學會幹部及在校同學參與觀禮，另，為分享這份榮耀與喜悅，也鼓勵各位

教職員邀請家人來學校走走，一同參與頒獎典禮。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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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室 

案 由 
本校「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行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因應法規修正，提請修正本作業要點。 

二、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行政院「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停止適用及參照行政

院主計總處「內部控制小組設置要點」酌作文字修正。(第一

點) 

 (二)配合行政院「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修正，將「作業

層級」及「整體層級」文字刪除，並酌作文字修正。(第五點

及第七點)       

三、本修正草案業經 106 年 6 月 29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內部控

制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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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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行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一、本校為健全內部控制，提升

行政效能，達到興利及防弊

功能，訂定「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

行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一、本校為健全內部控制，提升

行政效能，依據行政院訂頒｢

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之

規定，訂定「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

行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配合行政院「強化內

部控制實施方案」停

止適用及參照行政

院主計總處「內部控

制小組設置要點」酌

作文字修正。 

五、內控小組負責督導本校各單

位內部控制之建置，為確保

制度持續有效之執行，其任

務如下： 

（一）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及整

合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業

。 
（二）審視本校個別性業務之重要

性及風險性，以訂定合宜之

內部控制制度。 
（三）規劃及執行年度內部控制制

度自行評估作業及風險滾推

作業。 

(四)督導各單位就內部稽核小組

所列內部控制缺失事項或興

革建議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 

五、內控小組負責督導本校各單

位內部控制之建置，為確保

制度持續有效之執行，其任

務如下： 

（一）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及整

合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業

。 
（二）審視本校個別性業務之重要

性及風險性，以訂定合宜之

內部控制制度。 
（三）規劃及執行年度內部控制制

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作業及

風險滾推作業。 

(四)督導各單位就內部稽核小組

所列內部控制缺失事項或具

體興革建議檢討修正內部控

制制度。 

配合行政院「政府內

部控制監督作業要

點」修正，酌作文字

修正。 

七、各單位應落實內部控制制度

之執行，每年九月底前應由

各該一級主管督導所屬單

位，至少辦理一次內部控制

制度自行評估作業，填寫相

關表件資料送主計室彙整，

提送內控小組會議確認，以

作為判斷控制作業有效性之

參據。 

七、各單位應落實內部控制制度

之執行，每年九月底前應由

各該一級主管督導所屬單

位，至少辦理一次內部控制

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作

業，填寫相關表件資料送主

計室彙整，提送內控小組會

議確認，以作為判斷整體層

級控制作業有效性之參據。 

配合行政院「政府內

部控制監督作業要

點」修正，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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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行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101年 5月 22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 3月 29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oo年 oo月 oo日 oo學年度第 oo學期第 o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健全內部控制，提升行政效能，達到興利及防弊功能，訂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行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內部控制包括： 

（一）教務、學務與學校研究發展相關事項。 

（二）行政管考。 

（三）預算及主計業務。 

（四）人事行政作業。 

（五）出納、財產管理及採購業務。 

（六）資訊管理相關作業。 

 (七) 投資及融資作業。 

 (八) 其他內部控制作業。 

三、本校內部控制小組(以下簡稱內控小組)設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總務長、主任秘書、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展演藝術中心主

任、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國際交流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及本

校內部稽核小組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聘本校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擔任，

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專家參與會議。 

內控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得連任之。教師代表如離職，由校長另行指派人

員遞補。 

內控小組設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計室主任兼任之，執行業務及協調有關事宜。 

四、內控小組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因

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派委員代理之，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並經委員過半數之出

席，始得開會。會議議案之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五、內控小組負責督導本校各單位內部控制之建置，為確保制度持續有效之執行，其任務如

下： 

（一）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及整合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業。 

（二）審視本校個別性業務之重要性及風險性，以訂定合宜之內部控制制度。 

（三）規劃及執行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作業及風險滾推作業。 

（四）督導各單位就內部稽核小組所列內部控制缺失事項或興革建議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 

六、各單位個別性業務之內部控制，應由各單位主管確實督導，依業務特性、重要性、風險

性原則，擇業務項目，研訂標準作業流程、控制重點及訂定自我檢查項目，彙整統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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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各該一級單位主管核定後，彙送內控小組執行秘書提報內控小組審議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七、各單位應落實內部控制制度之執行，每年九月底前應由各該一級主管督導所屬單位，至

少辦理一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作業，填寫相關表件資料送主計室彙整，提送內控小

組會議確認，以作為判斷控制作業有效性之參據。 

八、各單位應每年辦理風險評估作業，滾動檢討及評量主要風險項目之風險值，以決定是否

需採行新增控制機制因應該等風險，檢討結果應送主計室彙整提送內控小組會議確認。 

九、內部控制稽核方式及程序，依本校內部稽核小組內部稽核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校共通性或個別性業務之相關標準作業程序說明、流程圖、自行檢查之表件等書表格

式，由內控小組統一訂定頒行。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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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2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 由 
本校「接受委託、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辦法」第 6 條

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科技部(改制前為國科會)函知各校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停止適

用「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考

表」。又該部為鼓勵優秀有潛力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從事研究，

並使研究計畫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更具彈性，業已刪除「博士

後研究教學研究費支給基準額度」規定，並自 106 年 8 月 1 日

生效。 

二、為提供本校執行計畫專任人員之約用彈性，避免僅以「學歷」

及「年資」做為支給工作酬金之標準，爰參照本校「校務基

金聘僱專案計畫工作人員薪點標準表」，訂定本校「接受委

託、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研究計畫

案主持人得依專任助理於計畫負責之工作內容、所應具備之

專業技能、獨立作業能力、相關經驗年資及預期績效表現等

條件，綜合考量敘薪；至受延攬博士後研究人員則依其學經

歷、學術地位、特殊技術及工作經驗、近年來論著價值、研

究或教學對國內學術科技領域助益及貢獻程度等因素後，提

供教學研究費建議金額，由計畫案委託或補助單位審定。 

辦 法 
本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溯自 106 年 8 月 1 日生效，並函知

各單位。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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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接受委託、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辦法第六條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助理人員待遇以合約或計

畫所訂者為準；如合約或

計畫未規定時，參照本校

接受委託、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專任人員工作酬金

參考表，但委託補助機關

訂有助理人員待遇標準

者，依其標準。 

 

 

 

 

 

六、助理人員待遇以合約或計

畫所訂者為準；如合約或

計畫未規定時，比照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

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

但委託補助機關訂有助理

人員待遇標準者，依其標

準。 

一、 科技部(前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函知

各校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停止適用「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

金參考表」，由研究計

畫案執行機構綜合考

量專任助理工作內

容、專業技能、預期

績效表現等因素，自

行訂定工作酬金標準

並核實支給。 

二、 又該部為鼓勵優秀有

潛力之博士後研究人

員從事研究，並使研

究計畫延聘博士後研

究人員更具彈性，業

已刪除「博士後研究

教學研究費支給基準

額度」規定，並自 106

年 8 月 1 日生效，改

由計畫案申請機構提

供教學研究費建議金

額，並由該部審定。 

三、 為提供本校執行計畫

專任人員之約用彈

性，避免僅以「學歷」

及「年資」做為支給

工作酬金之標準，爰

參照行政院訂頒「聘

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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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

酬標準表」及本校「校

務基金聘僱專案計畫

工作人員薪點標準

表」，訂定本校「接受

委託、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專任人員工作酬

金參考表」，依科技部

函示，不低於該部原

參考表之大專學歷薪

資標準，由研究計畫

案主持人依補助計畫

預算，並審視專任助

理於計畫負責之工作

內容、所應具備之專

業技能、獨立作業能

力、相關經驗年資及

預期績效表現等條

件，綜合考量敘薪；

至受延攬博士後研究

人員則依其學經歷、

學術地位、特殊技術

及工作經驗、近年來

論著價值、研究或教

學對國內學術科技領

域助益及貢獻程度等

因素後，提供教學研

究費建議金額，由計

畫案委託或補助單位

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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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接受委託、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辦法(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99年 5月 18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24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七條 

中華民國 106年 O 月 O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六條 

 

第 一 條 本校接受校外機關（構）委託、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約聘僱之助理人員，除法令及計

畫執行合約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管理辦法所稱助理人員分為：專任助理、兼任助理二種。 

第 三 條 專任助理所任工作應與畢業系科之性質相近；但有特殊原因，或委託補助機關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專任助理應全職擔任本計畫工作，不得在其他計畫下或其他機構兼職，但協助辦理

計畫主持人所主持之前後續計畫或計畫執行單位之行政工作者除外。 

如有特殊原因經專案簽准，得於校內兼任其他相關計畫工作人員，至多不得超過二

個，且兼職酬勞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五千元；惟委託補助機關有限制

規定者，須從其規定。 

第 四 條 兼任助理以本校專任人員、研究生及與計畫性質相關科系大學部學生兼任為原則；

如有特殊原因，必須聘僱非本校人員或他校學生兼任時，應經校方同意；如委託補

助機關另有限制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 五 條 助理人員均須依本校規定，以公開甄選程序遴聘後，於到職日前完成聘僱用手續，

並至人事室辦理報到；專任助理應簽訂約聘僱契約，並載明其權利義務。 

延續性或情形特殊之計畫，因委辦補助機關(構)核定公文或實際簽約日期與計畫執

行期間或合約所載履約期間不相同者，於計畫核定經費範圍內，經事先簽請校長核

准者，得例外追溯助理人員聘期；延續性計畫需於計畫前一執行年度結束前 10 日

簽准並送人事室核備。 

聘(僱)用人員不得違反「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

11 點第 1 項有關「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

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之規定。 

第五之一條 本校計畫案尚有計畫費用，擬聘用前經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公開甄選工作表現優良

之現職專任編制外人員，擬改聘之職級相當於本校校務基金聘僱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薪點職級配置表調高一職等以上者，應簽陳組成審查小組審議通過，簽奉校長核准

後聘用;擬改聘之職級相當於同一職等者，由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簽奉校長核准

後聘用之。 

第 六 條 助理人員待遇以合約或計畫所訂者為準；如合約或計畫未規定時，參照本校接受委

託、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但委託補助機關訂有助理人員待

遇標準者，依其標準。 

第 七 條 專任助理人員應準用本校校務基金聘僱工作人員之差勤規定。兼任助理人員由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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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於簽核表決定以簽到單管理差勤，每月送人事室備查，或採工作責任制，由

計畫主持人監督考核。 

第 八 條 助理人員在聘僱用期間，應接受計畫主持人工作上之指導並遵守本校及委託補助機

關有關規定之義務，如有違反，得隨時解聘解僱。 

第 九 條 專任助理應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依規定辦理加保手續；約聘僱期滿或中

途離職，應依規定辦理退保手續。 

專任助理在約聘僱期間，得依相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專任助理在約聘僱期間，於計畫已編列相關經費範圍內，得依相關規定享有下列權

益： 

一、差旅費：比照本校編制內人員。 

二、年終工作獎金：依計畫合約及本校規定辦理，計畫經費未編列時，不得發給。 

三、提撥勞工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提撥。計畫經費未編列時，應由

計畫主持費或計畫相關經費內勻支。原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

與辦法」者，自本辦法施行後不再適用，但已提撥之離職儲金，仍依原規定於

離職時發還。 

四、工作證與汽機車停車證之請領。 

五、參加校內各項文康活動。 

六、校內各項設施，得依各單位之規定使用之。 

七、校內衛生保健醫療服務。 

第 十 條 助理人員約聘僱期間屆滿應即辦理離職手續，並應於離職前之上班日先通知事務組

以辦理退保，違者需追繳溢付之勞健保等費用。 

助理人員約聘僱期間屆滿以前，因故須提前離職時，應依計畫主持人於約聘僱契約

所定期限提出書面申請，契約未規定者，應於十日前提出申請，經計畫主持人、計

畫執行單位及本校同意後始得離職。 

第十一條 專任助理在約聘僱期間，得申請發給在職證明；中途離職或約聘僱期滿，得申請發

給離職或服務證明。 

第十二條 助理人員參與計畫作業所蒐集之資料及研究所得之成果，非經計畫主持人同意，不

得擅自利用或公開，違者依第八條規定處理。如涉及不法情事，則依法處理。計畫

執行單位亦得於聘僱用契約中，另定較為嚴格之規定。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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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數 大專 大學 碩士 博士後研究人員

1 26992 31812 36632 56876

2 27956 32776 37596 58081

3 28920 33740 38560 59527

4 29884 34704 39524 60732

5 30848 35668 40488 62178

6 31812 36632 41452 63383

7 32776 37596 42416 64829

8 33740 38560 43380 66034

9 34704 39524 44344 67480

10 35668 40488 45308 68685

11 36632 41452 46272 70131

12 37596 42416 47236 71336

13 38560 43380 48200 72782

14 39524 44344 49164 73987

15 40488 45308 50128 75433

16 41452 46272 51092 76638

17 42416 47236 52056 78084

18 43380 48200 53020 79289

19 44344 49164 53984 80735

20 45308 50128 54948 81940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接受委託、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

備註：本表自106年8月1日起適用。

一、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標準(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案聘任人員薪資，避免僅以「學歷」及「年資」做為敘薪及晉薪之標準。

二、專任助理請綜合考量其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現等因素敘薪。

三、博士後研究人員請綜合考量其學經歷、學術地位、特殊技術及工作經驗、近年來

    論著價值、研究或教學對國內學術科技領域助益及貢獻程度，核給教學研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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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3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本校「提昇學術研究獎勵辦法」部分規定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校獎勵原定每年受理 2 次申請，經以案量及實際行政效能

評估後，擬自 107 年度起每年受理 1 次。爰本校擬因應修正

本辦法第三、五、十及十三條。 

二、 本案業經本校 106年 5月 15日 105學年度學術研究審議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續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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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提昇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三條 學術研究獎勵標準 
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之原創性

學術論文或專書，並以本校為所屬學

術機構為名，於前一年度一至十二月

刊登於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列入下述期刊者，每篇獎勵金以

新臺幣 3 萬元為原則。 
（一） A&HCI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含

SCI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及EI (Engineering 
Index)所收錄之學術性期刊。 

… 

第三條 學術研究獎勵標準 
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之原創性

學術論文或專書，並以本校為所屬學

術機構為名，於前一年度內刊登於具

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列入下述期刊者，每篇獎勵金以

新臺幣 3 萬元為原則。 
（一） A&HCI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含

SCI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所收錄之學術性期

刊。 
… 

因應科技部調整指

標性期刊索引名

稱，以及增列符合

本校教師工程資訊

專長領域之國際指

標性期刊系統索引

名稱。 

第五條 學術研究獎勵申請程序 
獎勵申請每年受理一次，申請者於每

年 1 月10日至 3月10日前，檢具下項

申請文件… 
… 
三、專書獎勵…1 份。本校出版專書

得免附。 

第五條 學術研究獎勵申請程序 
獎勵申請每年受理二次：申請者於每

年 3 月 31 日、每年9 月 30 日前，檢

具下項申請文件… 
… 
三、專書獎勵附書本 1 冊、出版合約

書影本、出版單位編審委員會或

評審委員之審查意見 1 份。 

1.依 105 學年度學

術研究審議委員

會議決議修正本

條申請時間。 
2.為減少教師申請

負擔，本校出版

專書由審查單位

與出版組確認相

關資訊。 
第十條 成果評鑑 
…… 
一、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於SCI（含

SCIE）、EI、SSCI、A&HCI、
TSSCI、THCI及科技部各學門

期刊評比名單之第一級期刊所

收錄之期刊論文（含被接受但尚

未發表者）。 
…… 

第十條 成果評鑑 
…… 
一、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於 SCI（含

SCIE）、SSCI、A&HCI、TSSCI、
THCI 及科技部各學門期刊評比

名單之第一級期刊所收錄之期

刊論文（含被接受但尚未發表

者）。 
…… 

因應科技部調整指

標性期刊索引名

稱，以及增列符合

本校教師工程資訊

專長領域之國際指

標性期刊系統索引

名稱。 

第十三條 外文著述潤稿經費補助申

請程序 
補助申請每年受理一次，申請者於每

年 1 月10日至 3月10日前，檢具下項

申請文件…… 
三、專書獎勵…1 份。本校出版專書

得免附。 

第十三條 外文著述潤稿經費補助申

請程序 
補助申請每年受理二次：申請者於每

年 3 月 31 日、每年9 月 30 日前，檢

具下項申請文件…… 
三、專書獎勵附書本 1 冊、出版合約

書影本、出版單位編審委員會或評審

委員之審查意見 1 份。 

同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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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提昇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正草案） 

 
93 年 10 月 5 日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93 年 11 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11 月 8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10 月 16 日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6 年 11 月 20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04 月 27 日第 9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 年 07 月 07 日第 1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 年 5 月 24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5 月 24 日第 1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 年 12 月 01 日第 2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04 年 05 月 27 日第 2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04 年 12 月 21 日第 2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05 年 10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12 月 22 日第 27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本校學術研究，追求學術卓越，以提昇國

際競爭力，並協助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獲致具體貢獻，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範圍包括第一部分學術研究獎勵（第三條至第六條）、第二部分授課時數

減免（第七條至第十二條）、第三部分外文著述潤稿經費補助（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 

第一部分 學術研究獎勵 

第三條 學術研究獎勵標準 

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之原創性學術論文或專書，並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為名，

於前一年度一至十二月刊登於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列入下述期刊者，每篇獎勵金以新臺幣 3 萬元為原則。 

（一） A&HCI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含SCI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及EI 

(Engineering Index)所收錄之學術性期刊。 

（二） TSSCI (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THCI (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所收錄之學術性期刊。 

（三） 科技部各學門期刊評比名單之第一級期刊。 

（四） 本校各學院（含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認定具國際水準（請檢具刊物認定

院級相關會議紀錄），並經由學術研究審議委員會核定之傑出刊物。 

二、 學術性專書（不含教科書及論文集），經一定程序審查程序出版，且機構名稱署

有本校校名者，每部獎勵金以新臺幣 5 萬元為限。 

第四條 學術研究獎勵原則 

一、學術論文若為共同著作，獎勵金依比例分配，第一作者補助 50%，第二作者補助

30%，第三作者為 20%。第四作者以後不予補助。 

學術性專書若為共同著作，獎勵金依研發成果創作人貢獻權益協議比例分配。 

二、每篇論文或專書以申請 1 次為限。 

三、專書經本校出版大系補助出版者，不得申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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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獎勵篇數及獎勵金額由本校學術研究審議委員會審定之。 

第五條 學術研究獎勵申請程序 

獎勵申請每年受理一次：申請者於每年 1 月10日至 3月10日前，檢具下項申請文件，

循行政程序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經資格檢視後，送學術研究審議委員會審議。應

檢具文件如下： 

一、學術研究獎勵申請表。 

二、論文獎勵附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 1 份。 

三、專書獎勵附書本 1 冊、出版合約書影本、出版單位編審委員會或評審委員之審查

意見 1 份。本校出版專書免附。 

第六條 學術獎勵研究經費由本校自籌收入支應。 

第二部分 基本授課時數減免 

第七條 減免授課時數原則 

為鼓勵本校教師傾力於學術研究，各系科所及學院（含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得在

不影響系所整體授課（包括課程數、授課時數、教學品質），依據本辦法之精神自行

審議。基本原則考量重點有： 

一、 減授時數與期間。 

（一） 每學期減免授課時數1至4小時以傾力投入研究著述，至多三年，期滿需依第

十條提出研究成果接受評鑑。 

（二） 通過上述期滿之研究成果評鑑者，一年後得再申請傾力投入學術研究之時數

減免。 

（三） 未通過者，學院得自訂輔導方式，並三年內不得再申請。 

二、 教師因減免授課時數而無法開授之課程，得由系所安排其他教師開授，以補足課

程數及授課時數，其所需經費由學校經費勻支，惟不得超出該單位專任師資折計

聘用兼任師資經費之上限。 

三、 下列情形得優先考量： 

（一） 過去三年內研究著述成績優良者。 

（二） 助理教授、副教授。 

（三） 不曾提出申請減免授課時數者。 

（四） 近年多次主持科技部或文化部等相關研究機構研究計畫者。 

依據本辦法申請並奉准減授者，不得借調至其他單位服務；不得在校外兼課；不得兼

任其他公私立機構職務；不得再因超額授課支領任何鐘點費。 

第八條 各系科所辦理減免授課時數之教師人數總和，每學期以該系科所教師人數 15%為上

限。 

第九條 減免授課時數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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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提出減免授課時數申請時，應檢附教師申請減授鐘點傾力投入學術研究申請

表暨學術研究計畫書，於申請減授起始日之前一學期開學前，送交系所依本辦法

第七條評定後，提付各學院（含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審議後，簽陳校長核定

後，送研究發展處備查。 

二、經各學院（含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審定，因傾力投入學術研究減免授課時數

教師名單，應依本校專任教師減授時數標準規定，於每學期開學前送教務處核備，

據以續辦鐘點費核發事宜。 

第十條 成果評鑑 

依第七條申請減免授課時數之教師於研究期滿需接受評鑑，其學術研究成果之評鑑標

準得由各學院（含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依下列基本原則自行審定辦理之。 

一、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於SCI（含SCIE）、EI、SSCI、A&HCI、TSSCI、THCI及科技

部各學門期刊評比名單之第一級期刊所收錄之期刊論文（含被接受但尚未發表

者）。 

二、學術研究成果發表刊登於各學院（含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認定具國際水準（請

檢具刊物認定相關會議紀錄），並經由學術研究審議委員會核定之傑出刊物。 

三、出版學術性專書（不含教科書及論文集），經一定審查程序出版，機構名稱署有

本校校名者。 

四、其他經申請人提出，並由系科所及各學院（含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審定之績

效評量方式。 

五、以上各類學術研究成果中，申請獲減免授課時數之教師必須為第一作者。 

六、教師通過評鑑之最低必要條件為研究著述成果至少一至三件（依申請期限而定）。

惟以本條文第二款專書著作或其部份成果接受評鑑者，得不受上述件數之限制。 

成果評鑑經審定後，結果請送研究發展處備查。 

第十一條 本校專任教師已獲減免授課時數者，其研究成果不得再申請第三條所列學術研究獎

勵各項。 

第三部分 外文著述潤稿經費補助 

第十二條 外文著述潤稿經費補助原則 

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原創性學術論文刊登或擬投稿於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獎勵

項目者，得申請外文著述潤稿費補助。 

一、 稿費支給標準以每千字新臺幣 690 元為原則。 

二、 單篇論文補助額度上限以新臺幣 1 萬元為原則，專書補助額度上限以 2 萬元為

原則。 

三、 本項經費補助原則比照本辦法第四條辦理。 

第十三條 外文著述潤稿經費補助申請程序 

補助申請每年受理一次，申請者於每年 1 月10日至 3月10日前，檢具下項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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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行政程序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經資格檢視後，送學術研究審議委員會審議。

應檢具之文件如下： 

一、外文著述潤稿費補助申請表。 

二、論文獎勵附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 1 份。 

三、專書獎勵附書本 1 冊、出版合約書影本、出版單位編審委員會或評審委員之審查

意見 1 份。本校出版專書免附。 

四、以同一論文或專書同時申請學術研究獎勵者，得免附第二、三點文件。 

第十四條 外文著述潤稿補助經費由本校自籌收入支應。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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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學術研究審議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5 月 15 日（一）下午 12:20 

地點：研究發展處會議室 

主持人：陳委員雅萍                    記錄：盧佳培 

出席：張委員中煖、劉委員錫權、吳委員榮順（請假）、徐委員亞湘（請假）、 

   張委員婉真、許委員素朱 

 

討論事項 
案由一、105 學年度提昇學術研究獎勵申請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說明：本次申請案初審結果： 

編號 姓名 申請類別 作者序 
排序/人數 

初審 初審金額 備註 

105-1-1 陳俊斌 原創性學術論文獎勵 1/1 TSSCI 30,000  

105-1-2 張中煖 學術性專書 1/1 校出版 50,000  

105-1-3 魏德樂 原創性學術論文獎勵 2/5 SCIE 9,000  

105-1-4 魏德樂 併提外文著述潤稿費補助 2/5 SCI 1,200* 依比例計 1,292 

105-2-1 林文斌 原創性學術論文獎勵 1/4 SCI 15,000  

105-2-2 魏德樂 原創性學術論文獎勵 2/5 SCIE 9,000  

105-2-3 魏德樂 併提外文著述潤稿費補助 2/5 SCIE 1,200* 依比例計 1,256 

105-2-4 徐亞湘 原創性學術論文獎勵 1/1 
THCI 
MOST 1 

30,000  

 合計    145,400  

※外文著述潤稿補助金額數依前次 104 學年度會議決議以取至百位為原則。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一、有關本校提昇學術研究獎勵申請期程擬調整及發表指標性期刊類別案，請

討論。 

說明與討論： 

（一） 本校辦理每年兩次申請案，以案量及實際行政效能評估，擬調整為每

年辦理一次申請。倘本次會議決議調整申請期程，將於下學期完成行

政程序並公告，一年一次申請將於公告後，自 107 年開始辦理。 

（二） 另因應科技部調整原 THCI Core 指標名稱為 THCI，擬修正第三條第二

款、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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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上並同步修正學術研究獎勵申請表、教師減授鐘點傾力投入學術研

究申請表及成果評鑑表。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本校提昇學術研究獎勵辦法原第三點申請條件中，對於接受申請的論

文所發表時間僅以「前一年度內刊登」，致令衍生時間點判斷問題，請

明列刊登發表起迄時間。相關條文修正後，循程序提送下次行政會議

審議。 

散會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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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4 提案性質 重要校務事項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 由 本校「網路與電腦使用費」收費名稱變更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6 年 8 月 1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60109099 號函辦

理。 

二、依教育部函示，有關就學貸款增列「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為可貸項目之因應機制案，請各校配合自 106 學年度第 2 學

期起修正註冊繳費單之可貸項目名稱，經查本校目前該費別

名稱為「網路與電腦使用費」，為維護學生貸款權益，建議修

正為「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辦 法 
本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變更該費

別收費名稱。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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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5 提案性質 重要校務事項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 由 
本校自 106 年度起停止印發紙本教職員通訊錄，改為線上查詢， 
提請審議。 

說 明 

基於本校教職員個資安全考量及落實節能減碳政策，擬自 106 學

年度起停止印發紙本教職員通訊錄。本校 iTNUA 校園資訊入口網

(http://eip.tnua.edu.tw)內有「教職員名冊」，提供各單位教職員之校

內分機與電子信箱，可供有業務需求之同仁查詢使用。 

辦 法 
本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擬以書函通知各單位同仁，並製發

EDM 轉知線上查詢操作程序說明。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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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茲因本校紙本教職員通訊錄內容包含個人住家電話及手機號碼

等涉及個人資訊安全及隱私，現行印製並發放本校各單位之作

法，難以控管所含個資是否經合法管理、儲存、處理與利用。

另本校執行「105 學年度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稽核」時，本

室亦經輔導通訊錄屬於重要個資，於風險評估上，難以確實執

行個資保護機制及傳遞過程安全防護之風險亦超出可容許值。 

 

二、 復按現行紙本通訊錄含封面設計與製版印刷，每年支出近新臺

幣 5 萬元，印製約 450 本。以去年(105 學年度)為例，設計與印

製共計支出新臺幣 4 萬 8,350 元。每年均重新印製，經人工校

對並需使用大量紙張，實不符撙節原則與節能減碳之目標。 

 

三、 茲以本校 iTNUA 校園資訊入口網(http://eip.tnua.edu.tw)內業已

建置有「教職員名冊」，提供各單位教職員之校內分機與電子信

箱資訊，可供有業務需求之同仁查詢使用。 

 

四、 次查教育部與其他多所大學目前均不再印製書面通訊錄，擬自

本(106)學年起停止印發紙本通訊錄，改以線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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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查詢操作說明： 
 

一、 至本校網站右上方，點選「iTNUA 資訊入口網站」： 

 
 

二、 輸入學校 email 信箱與密碼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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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入後畫面往下拉： 

 
 

四、點選「教職員名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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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入後可下拉選取單位，查詢教職員的「校內分機」與「學校信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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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6 提案性質 重要校務事項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 由 107 年度本校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規劃案，提請審議。 

說 明 

方案一： 

項

目 
教師節節敬金 生日禮券 社團補助 新春團拜 

預

算 

(1,000+19)*150 

152,850 

(500+10)*380 

193,800 

(1,700+32)*9*10 

155,880 

餐費：30,000 

摸彩：121,470 

151,470 

備

註 

禮品或其他禮券 

(含機關保費) 

藝大書店禮券 

(含機關保費) 

寒暑假期間 3個月 

不予補助 

(含機關保費) 

(含機關保費) 

合

計 
654,000 

方案二： 

項

目 
教師節節敬金 生日禮券 社團補助 新春團拜 

單位自強 

活動 

預

算 

(500+10)*150 

76,500 

(500+10)*380 

193,800 

(1,700+32)*9*10 

155,880 

餐費：30,000 

摸彩：120,300 

150,300 

(200+4)*380 

77,520 

備

註 

禮品或其他禮

券 

(含機關保費) 

藝大書店禮券 

(含機關保費) 

寒暑假期間 3個月 

不予補助 

(含機關保費) 

 

由各單位自行

辦理 

(含機關保費) 

合

計 
654,000 

 

辦 法 
一、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 

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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