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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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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愷璜校長                                       記錄：楊學慧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會議出席人數：應到 37 人，實到 32 人。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一、今天是這個學期的第一次行政會議，歡迎新任主管秘書室鍾永豐主任秘書

加入我們的行政團隊，共同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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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李葭儀教務長（詳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一）107-2學期北藝大博班實驗室系列講座規劃以「時空移轉‧文化續

存」為題，舉辦講座、工作坊、讀書會等系列活動，請各教學單

位鼓勵博士生踴躍參與活動。 

 

二、 學生事務處林于竝學生事務長（詳工作報告）。 

 

三、總務處戴嘉明總務長（詳工作報告）。 

 

四、研究發展處林姿瑩研發長（詳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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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發處今日工作報告所提，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

請各填報單位掌握填報時程，以利報部。 

 

五、國際事務處王綺穗國際事務長（詳工作報告）。 

 

六、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七、電子計算機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八、展演藝術中心王世信主任（詳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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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美術館孫睦怡職務代理人（詳工作報告）。 

 

十四、主計室蔡主任素枝（詳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一）本校兼任助理於104年9月至107年2月期間投保勞、健保且尚待收回

之應收保費，請各相關單位儘速於108年4月30日前查明，並續辦繳

回或核銷轉正。 

 

十五、人事室蔡主任旻樺（詳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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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107年度決算校務基金之人事費約占46%，依教育部規定不得

超過前一年度決算自籌收入之50%，若超過相關規定，教育部得限

制本校支給人事費，事關重大請各位主管瞭解，未來我們將限制校

務基金人事費的支給額度。 

 

伍、提案討論： 

 一、本校「圖書館校外人士閱覽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圖

書館〉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廖仁義所長：校外人士需以其有效身分證件換取臨時閱覽證，才

能進入圖書館的理由，是基於安全管理考慮，例如：發生偷竊、

偷拍或性騷擾等情事，有證件才有跡可尋。 

決議：照案通過。 

 

 二、本校「圖書館借閱規則」，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圖書館〉 

決議：照案通過。 

 

 三、本校「108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王世信主任：109 年 6 月劇場設計學系期末展演評量，原列 6-11

日，正確應為 8-11 日，應請排入第 17 週。 

決議：第 2 學期 109 年 6 月劇場設計學系期末展演評量，日期請修正為

8-11 日，餘照案通過，並請函報教育部備查。 

 

 四、本校「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多媒體器材借用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五、本校「《北藝學：書寫進行式》獎勵試行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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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單位：教務處〉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鍾明德院長： 

1.  第一條、第二條的條文內容寫法似乎不合規定，例如：第一條

看不懂何者為主詞、動詞及受詞。第二條徵文主題之內容過於

哲學、太多詮譯空間。建議應符合法規條文書寫方式，使用簡

潔易懂之文字，以利瞭解及閱讀。 

2.  另，審議委員是否應支領出席費或審查費，而非協同指導獎勵

金。 

（二） 李葭儀教務長：謝謝鍾院長之指教，我們研議後再提下次行政會

議審議。 

（三） 蔡素枝主任：依規定本校教師擔任校內審議委員不能支領出席費

或審查費，故教務處另立獎勵方式。 

決議：本案緩議，請教務處參酌上述主管之意見，依法研處後再提下次

行政會議審議。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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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盧文雅主任：第二點出版特色區分為下列類別，其中第一款提到

藝術研究：教師學術研究及本校各學院推薦之博士論文精選改

寫，請問博士論文為何需經改寫才能出版？如何界定改寫的範

圍？ 

（二） 鍾明德院長：博士論文通常具有原創性，若要出版一定需要經過

改寫，或可請出版社編輯以讀者立場來改寫，如此全世界的一般

讀者較易閱讀，以利從中獲得相關知識。 

（三） 李葭儀教務長：近來出版中心出版的博論精粹，也有經過改寫，

法規並未規定改寫的範圍或程度。 

（四） 王世信主任：第六點第一項第一款提到依本作業要點規定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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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並由本校自行出版之出版成果，著作財產權歸屬本校所有，

相關文字、影像、編輯、翻譯等出版權利皆屬於本校擁有，作者

保有著作人格權。這似乎是補助出版，而非全額補助，著作財產

權卻全部歸屬學校所有，請問是否合理？ 

決議：本案緩議，請教務處參酌上述主管之意見，研議後再提下次行政

會議審議，另影音類出版品請以其他儲存裝置代替光碟。 

 

 七、本校「出版品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八、調整「108 學年度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教務處〉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王寶萱助理研究員（前主任秘書）： 

1.  以教務處今日的提案(A 版)，吃到飽的算法為「前 1-4 學期每期

收費以各系所學生最低畢業學分數除以 4 學期均分計算，繳納

金額為學雜費基數＋基本學分費(1,600 元*平均學分數)，第 5

學期起繳納學雜費基數」，近幾年統計研究生於畢業前會超修

2.8~4.2 個學分。這個吃到飽提案若通過，假設每位學生較畢業

學分平均多修 3 學分，則學校每屆將短收學分費約 140 萬元，

將會減少本校自籌收入。 

2.  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本校之校務基

金人事費支出不能超過最近年度決算自籌收入 50%，自籌收入

若減少，人事費之比率則會提高。107 年度決算，校務基金人

事費占 46%（106 年度約為 41%），若超過 50%的規定，教育部

得命學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調降學校人事費比率上

限或限制不得支給人事費。140 萬元大約是 3 個人 1 年的薪資，

目前各教學單位應該沒有哪一個單位願意裁減校務基金工作人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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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彌補這個財務缺口並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3 月份本人邀集

校長室王盈勛主任、教務處、學務處及主計室同仁，共同討論

出另一個版本(B 版，詳會議資料 24-42 頁)，預計每位學生除最

低畢業學分，另加收跨域選修學分數 3 學分（1 門課的學分數），

將學分費平均分攤於 4 學期收取（每學期繳交 1,200 元），讓學

生在修業年限間可以以跨領域吃到飽方式修課，則每屆將可回

補約 140 萬元。 

4.  這個提案今日若以 B 版通過，接下來學務處將辦理學生公開說

明會，再續提審議小組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 

（二） 蔡素枝主任：本案就對學校財務面之影響，謹提供意見供參。 

1.  收入面： 

(1)  學雜費收入是本校自籌收入中較能完全運用之項目，其餘

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之自籌收入則是收支併列，且只能支

用於該計畫相關項目，爰本校得以運用之資源很有限。 

(2)  以目前社會輿論及教育部學雜費政策而言，本校於不易調

漲學雜費情形下，似較無調減學分費之條件。 

2.  支出面：教學單位因應吃到飽政策，可能會開更多的課程才能

滿足學生的需求，相對衍生更多教學及行政成本。 

3.  校務基金人事費之支出比率絕對不能超過前一年度決算自籌收

入 50%，若超過教育部就會請本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調降學校人事費比率上限或限制不得支給人事費。另查 107

年度決算，本校人事費比率高達 46%，已瀕臨極限 50%，簡單

說，本案若採用 A 版，在增加教學成本又減收學分費情形下，

校務基金人事費比率相對就會提高，對學校是非常不利的。 

（三） 王世信主任：關於加收跨域選修學分數 3 學分，不知學生能否接

受，也許有些學生不想跨領域選修，這個名稱是否妥適？ 

（四） 林于竝學務長：107 年 10 月 9 日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審議

小組會議上，學生得到的訊息是 A 版，現在若採 B 版，A 版則需

於行政會議否決。我建議需請學生站在學校的立場，來瞭解採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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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原因，其實每學期只多付 1,200 元即可吃到飽，另，跨域選修

學分數之名稱，建議需要再斟酌。 

（五） 李葭儀教務長：之前曾有學生代表在學務會議提案，碩士班學生

選修大學部課程，建議可以統包在本案吃到飽方案。 

（六） 張啟豐主任： 

1.  依本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作業流程圖所示，107 年 10 月 9 日

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審議小組會議通過的內容，並不包

括今日行政會議上另提之 B 版及碩士班學生選修大學部課程之

統包方案，若今日通過的是審議小組會議並未討論過的 B 版，

請問行政程序是否有瑕疵？建議本案可否退回審議小組會議重

審，學生應該也要知道學校的財務困境。 

2.  B 版是唯一的方法？審議小組會議紀錄中其他老師也有不同意

見，在學校整體的課程規劃當中，可否做一些調整來彌補這 140

萬元的缺口？  

3.  過去本校也曾實施另一版本的吃到飽方案，可否請主計室試算

各種方案的差別，或再找出其他較合宜的方案。 

（七） 王寶萱助理研究員： 

1.  有關張主任所提行政程序之問題，建議若今日行政會議通過，

先由學務處辦理學生公開說明會，再續提審議小組會議、校務

會議審議，預計 108 學年度實施。若學生公開說明會有其他的

方案，則程序應依調整作業流程全部重來一次，期程預計 109

學年度實施。 

2.  有關收費名目問題，其實在 3 月的跨單位研商會議中，已嘗試

過能否以收取行管費等方式處理，而非另立學分項目，但礙於

相關法規，目前可行方式只能調增基本學分數，但是否稱為「跨

域選修學分數」可以再斟酌，再請各位師長指教。  

3.  行政會議不宜決議將碩士班學生選修大學部課程學分收費一案

也統包到現在的吃到飽方案中，若學務處公聽會後學生確實希

望附帶此修訂，則建議請教務處依相關程序另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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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李葭儀教務長：我建議有問題應該退回審議小組會議重審，因為

該會議上有老師和學生，才能做較完整的討論，不宜直接請學務

處辦理學生公開說明會。 

（九） 林于竝學務長：我建議退回審議小組會議重新討論，讓學生一起

來解套，共同想出雙贏的方案，但是這樣就會 109 學年度實施。 

（十） 鍾永豐主任秘書：考量時間問題，建議以 B 版請學務處辦理學生

公開說明會，如果有很大的阻力，再退回審議小組會議重審。 

（十一） 王寶萱助理研究員：B 版是建立在 A 版的精神上，當初審議

小組會議師生們非常有共識要改成吃到飽，B 版不是和 A 版完全

不同的內容，我們只是酌修 A 版，基於行政會議具有「審議權」，

在維持制度設計的前提下，只酌修提案的計算方式，應不至有行

政瑕疵。且因為師生共識很高，希望即早實施，若直接退回審議

小組全部重來，將整整延宕一年，所以為爭取時效，相關行政程

序建議仍如（七）說明，公聽會後若 B 版也獲得學生支持，則再

加開審議小組補足程序後，再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本案修正為 B 版通過，並請學務處辦理學生公開說明會蒐集學生

意見，再循校內程序審慎進行審議。 

 

 九、本校「國際交換學生出國甄選辦法及修業注意事項」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新訂「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職處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請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陸、臨時動議： 

 案由一：音二館 6 樓有 3 間教室冷氣故障，有 2 間非常冷，溫度無法調整，

另 1 間很熱，已報修數次皆未完修，請總務處幫忙再協助處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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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人：盧文雅主任〉 

決議：有關上述盧主任所提音二館教室冷氣故障問題，請總務處協

處。 

 

 案由二：秘書室近日接獲中國大陸音樂類選秀電視節目《中國好聲音》詢問，

希望來校舉辦說明會，據悉他們的相關海報或新聞露出，不會呈現

本校「國立」校名二字，有矮化的疑慮，請各單位若有接獲詢問儘

量婉拒，以免造成爭議。〈提案人：鍾永豐主任秘書〉 

決議：在此重申本校各單位以學校名義辦理各項活動，應請露出學

校完整校名，以符合相關規定。 

 

柒、散會：下午 4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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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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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書
館 

本校「圖書館校外人士

閱覽辦法」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圖
書
館 

 

2 
圖
書
館 

本校「圖書館借閱規

則」，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圖
書
館 

 

3 
教
務
處 

本校「108 學年度行事

曆」草案，提請審議。 

第 2學期 109年 6月劇場設計

學系期末展演評量，日期請修

正為 8-11 日，餘照案通過，

並請函報教育部備查。 

教
務
處 

 

4 
教
務
處 

本校「教學與學習支援

中心多媒體器材借用

要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教
務
處 

 

5 
教
務
處 

本校「《北藝學：書寫

進行式》獎勵試行辦

法」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本案緩議，請教務處參酌上述

主管之意見，依法研處後再提

下次行政會議審議。 

教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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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錄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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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緩議，請教務處參酌上述

主管之意見，研議後再提下次

行政會議審議，另影音類出版

品請以其他儲存裝置代替光

碟。 

教
務
處 

 

7 
教
務
處 

本校「出版品管理要

點」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照案通過。 
教
務
處 

 

8 
教
務
處 

調整「108 學年度研究

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草

案，提請審議。 

本案修正為 B 版通過，並請

學務處辦理學生公開說明會

蒐集學生意見，再循校內程序

審慎進行審議。 

教
務
處
、
學
務
處 

 

9 

國
際
事
務
處 

本校「國際交換學生出

國甄選辦法及修業注

意事項」修正草案，提

請審議。 

照案通過。 

國
際
事
務
處 

 

10 
人
事
室 

新訂「本校專任教師校

外兼職處理要點」草

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請續提校務會議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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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盧
文
雅
主
任 

音二館6樓有3間教室

冷氣故障，有 2 間非常

冷，溫度無法調整，已

報修數次皆未完修，請

總務處幫忙再協助處

理。 

有關上述盧主任所提音二館

教室冷氣故障問題，請總務處

協處。 

總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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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人事室〉…………………………………………p.26-1~26-9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1-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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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事
室 

本校「專任教師減授時

數標準」修正草案，提

請審議。 

照案通過，並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人
事
室 

教務處課務組業於

108 年 2 月 25 日以北

藝 大 教 字 第

1081000621 號書函

公告周知。 

2 
教
務
處 

本校「教學優良暨教學

傑出教師遴選與獎勵

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請續提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 

教
務
處 

本案業經 107 年 12

月 18 日校務基金管

理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並於 107 年 12

月 24 日函知校內各

單位。 

3 
教
務
處 

新訂本校《北藝學：書

寫進行式》獎勵試行辦

法草案，提請審議。 

請教務處參酌主管之建議，修

正相關條文文字後通過，並續

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教
務
處 

本案已依會議決議

修正，提送 107 年 12

月 18 日校務基金管

理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並於 CTL 網站公

告徵件說明。 

4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本校「通識核心課程經

費補助要點」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請續提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本案業經 107 年 12

月 18 日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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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錄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5 
體
育
室 

新訂本校「體適能中心

管理細則」草案，提請

審議。 

有關本草案之名稱問題乙

節，請體育室參酌相關建議或

本校新訂法規之往例處理，餘

照案通過。 

體
育
室 

經考量本校體適能

中心管理細則必須

收費之使用情況，以

及附屬於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體育園區

運動場館租借管理

要點之現實，並經綜

整目前各大專院校

作法，現行運動場館

法規較少見到「使用

須知」用詞，故建議

參照國立臺灣大學

做法，更改法規名稱

為「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體適能中心管理

實施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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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教務處 

資料時間：108年 2月～108年 4月 

 

一、 教務相關會議 

 (一)3月 11 日(一)召開學士班招生委員會議。 

 (二)3月 19 日(二)召開招生委員會臨時會議 

 (三)3月 19 日(二)召開本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 

 (四)4月 1 日(一)召開學士班、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學士班轉學�、學

士後學士學位學程招生委員會議。 

 (五)4月 19 日(五)召開學士班招生委員會議。 

二、 開課及選課作業： 

 (一)辦理延修生、103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研究生、碩士在職專班及英檢課程

學生繳納學分費事宜，並協助解決學生繳費問題及逾期案件追蹤（3 月 18

日至 4 月 1 日）。 

 (二)辦理本學期課程選修人數不足公告停開及學生補選事宜（3月 5 日至 3 月

12 日）。 

 (三)統計本學期兼任導師及基本授課時數不足之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資料統計

暨造冊事宜（3月 5 日至 3月 14 日）。 

 (四)通知學生於 3 月 29 日前上網確認本學期學生正式選課表，並請授課教師

上網列印教師點名暨平時計分單及確認選修學生名單。 

 (五)檢視課程大綱必填項目「課程目標」、「評分標準」及「每週授課進度」，

並已於 3月 12 日前將檢視結果請各系所助教轉知授課教師補充。  

三、 彙整 107-1 學期教學評量改善情形報告表，目前仍有部分尚未繳回，請單

位主管協助填寫後繳回課務組(截止日：3月 8 日)。 

四、 成績及學籍管理： 

 (一)107-1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二分之一共 26人（106-1學期 20人；

106-2 學期 17 人）；學生名單已列於學習預警系統，已請系所轉知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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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關注學生並適時輔導。 

 (二)協助 107-1學期畢業生辦理畢業離校事宜及學籍資料處理。 

 (三)彙整 107-1學期研究所畢業生學位論文函送國家圖書館收執。 

 (四)106-2 學期學生註冊及繳費資料（繳費期限至 2 月 26 日止），截至 3 月

4 日尚有 280 人未完成繳費；學生名單可於「學雜費系統」查詢，並另以

E-mail 通知學生補繳，如逾 3 月 30 日(達學期三分之一)而無故缺繳者，

將依本校學則第十三條規定勒令休(退)學。 

 (五)製作 107-2 學期「學生人數統計表」，將公告於教務處網頁供各單位參

酌使用。 

 (六)配合「學生學業優異」獎勵辦法，提供 107-1 學期各班學業平均成績前

三名，依序造冊送交學務處審核。 

 (七)因應教育部學位授予法修訂，將配合修訂本校學則及輔系、雙主修辦法

及碩博士考試規章以符法制，俾利學生適用。 

 (八)本校學位證書改版之版面設計完稿已提送 3月 18日主管會報及本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確認，俟報部核備後，自本學期(107-2)畢業生開始適用。 

五、 辦理本學期開課資料上傳教育部課程資源網及 108 年 3月校務資料庫資料

上傳（預計 4 月 15 日前完成）。 

六、 108 學年度招生考試： 

 (一)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3月 8 日~13 日已完成考試，4月 1 日放榜。 

 (二)學士班： 

1、繁星推薦：3月 18 日已公告錄取名單。 

2、單獨招生： 

(1)音樂學系：2月 23 日~25 日已完成考試，4 月 1 日放榜。 

(2)傳統音樂學系、美術學系、戲劇學系、舞蹈學系、電影創作學系(甲

類)、動畫學系：3 月 29 日~4 月 1 日進行第二階段面試，4 月 19 日

放榜。 

(3)劇場設計學系、電影創作學系(乙類)、新媒體藝術學系：4 月 11 日

~14 日進行第二階段面試，4 月 19 日放榜。 

3、個人申請：劇場設計學系、新媒體藝術學系將於 4 月 12 日~14 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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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指定項目考試，4月 19 日公告錄取名單。 

4、轉學考：招生簡章將於 4月 1 日確認，5 月 6 日~9日開放網路線上報名

作業。 

5、學士後學士學位學程：招生簡章將於 4 月 1日確認，5 月 13 日~20 日開

放線上報名作業。 

 (三)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學制：已於 2 月 18 日~22 日完成報名作業，經審查

報考資格共計 373人(男 23人、女 350 人)，107 學年度 426 人(男 16 人、

女 410人)，於 3月 21 日~23 日舉辦術科考試。 

 (四)大陸學生來台就學：  

1、學士班：預計於 3 月 29 日將本校學士班招生計畫報部審核。 

2、碩博士班：於 2 月 21 日~4 月 10 日開放報名，5 月 22 日公告預分發結

果，5月 27 日公告正式分發結果。 

 (五)海外僑生及港澳學生：學士班海外僑生「個人申請」書面審查件數 275

件(107 學年度 284件)及碩博士班 27 件(107學年度 41 件)，共 302 件，

已於 3 月 8 日公告分發結果。 

七、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協助辦理｢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

｣，提供高中生涯輔導與課程諮詢，系統將於 108 年 5 月正式上線開放各

界檢索，請各學系負責人於 4 月 19 日前確認資料內容。 

八、 專書出版： 

 (一)本年度已完成出版《烏托邦工具書》(與遠流合作)、《印尼宮廷儀式舞

蹈貝多優及其身體行動方法》及《世界遺產之旅－以色列與巴勒斯坦、

約旦、緬甸》，共 5 冊。 

 (二)「講藝」教材書系：《華文戲劇概論》，現進行文編二校，預計今年 8

月完成出版。 

 (三)《動態影像的足跡：早期臺灣與東亞電影史》，現進行排版二校，預計

今年 4月完成出版。 

 (四)翻譯書系：Leadership in the Performing Arts 已完成翻譯，後進行

排版、封面設計，預計今年 8 月底前完成出版。 

 (五)108年度本校出版補助計畫預計於 4 月初召開學術出版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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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藝術評論》： 

 (一)36《藝術評論》已完成付梓，感謝主編陳佳利教授。 

 (二)37 期主編陳佳利教授，本期截稿日期為 3月 31 日，歡迎師生踴躍投稿。 

 (三)36 期已完成出刊，後續將贈送本刊予投稿者及審查者，並公告於出版中

心官網，並提供電子檔予以華藝、凌網及國家圖書館等期刊資料庫廠商

使用。 

十、 完成辦理第 27 屆臺北國際書展-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感謝長官同仁的

蒞臨指導，今年特別邀請校長主講「跨越不存在的邊界──攤開校長的

閱讀地圖」感謝藝科中心協助現場直播、秘書室關渡通訊消息推播。其

他場次參與人次如下： 
 

舉辦日期 主題／講者 
參與

人次 

2月 14日（四） 

「當社會需要設計－打開你的《烏托邦工具箱》

／Juliane Stiegele（本書德文版作者）、戴嘉

明老師及袁廣鳴老師 

50 

2月 14日（四） 
「他者之美：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的秘藝」

／林佑貞與鍾明德老師 
50 

2月 17日（日） 
「為妳唱歌：王金櫻與《島嶼歌戲》」／徐亞湘

老師、王金櫻、小咪與唐美雲老師 
80 

十一、 為擴展本校出版方向，與臺北市文化局合作出版該局傳統藝術系列書

籍，以徐亞湘老師所撰《島嶼歌戲：王金櫻世代》為首次合作出版標的。 

十二、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本校申請教育部 108 年度第零

期計畫獲補助 40 萬元，已依來函所示送交領據、著作利用授權契約報

部請款。 

 (二)教學與學習中心各項實施作業要點修訂：為貼近校內教學及學習需求之

現況並尋求永續發展，並促進本校師生善用多媒體器材及完備器材維護

管理規範，目前正著手進行本校教師教學社群、藝術教學創新計畫、開

放式課程製作、教學助理、多媒體器材借用及《北藝學：書寫進行式》

獎勵辦法等多項實施作業要點修正，並依各要點所訂程序提報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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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三)中心官網、電子報改版：目前完成網站視覺設計初樣，現就網站版面、

架構、網頁階層、欄位標題等工作項目調整與修正，以及籌備新版電子

報刊登文稿，將於 3 月下旬完成系統建置、資料庫移轉及教育訓練，推

行改版網頁。 

十三、 108 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一)本校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 70 萬元，續依來函所示辦理計畫書與申

請經費修正事宜。 

 (二)業於 2 月 22 日(五)舉辦課程說明會暨經驗分享會，說明計畫目標、課

程主旨、教學方式與評量，並邀請參與青年署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成果競

賽獲獎同學經驗分享，共計 56 人參與。 

 (三)業於 2 月 25 日(一)舉辦課程甄選面談，本次面談共計 46 位同學參與，

以團體面談甄選符合計畫及課程規劃之學生。 

十四、 北藝大博班實驗室：107-2學期系列講座規劃以「時空移轉‧文化續存」

為題，舉辦講座、工作坊、讀書會等系列活動，講者擬邀請楊建章、呂

心純、楊成瀚、黃冠閔、Emily Wilcox、謝杰廷、Judith Dehail 等研

究者，敬邀師長們一同參與，共同思考時空移轉與續存下，人類及其文

化的永續問題，激盪、發想文化及藝術研究的學術與實踐走向。 

十五、 《北藝學：書寫進行式》：第一屆「北藝學」投稿論文全文將於 3 月底

收件，預計於 5 月上旬召開審議會議、6 月核發第二期 8 萬元研究獎學

金；第二屆「北藝學」論文徵件辦法將於 5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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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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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2 月～108 年 4 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學校活動： 

（一）108 級畢業典禮團體拍照業於 3/25 上午舉行；本年度畢業典禮主場

訂於 6/15 上午於音樂廳辦理，同日下午則由各學院分別舉行各學

院之授證撥穗儀式，敬邀全校師長蒞臨參加。 

（二）4/15 辦理「107 學年度五長與學生代表座談」。 

（三）畢聯會預計於 4/1 第五次會議邀請視覺類及表演類師長共同參與會

議給與建議。 

（四）推薦本校 107 學年度社團評鑑第一名北藝大藝術服務隊參與於中央

大學 3/30~3/31 全國社團評鑑活動。 

二、 服務學習： 

（一）學務處深耕教育計畫，藝術媒介社會實踐已於 3/8 截止經費補助申

請，第二階段開放校友參與社區服務申請至 3 月中截止。 

（二）3/18 服務學習週會講座邀請 VYA 楊苔萱組長分享「出發吧！用服

務探索世界與自我！」。 

（三）4 月下旬（第九週）發送服務學習預警名單。 

（四）4 月底預計召開 107-2 服務學習委員會，請各教學單位於 4/15 前提

送 108 學年度開課及大型活動資料。 

三、 獎助學金與就學補助： 

（一）辦理本校「博碩士獎學金」、「學生圓夢助學金」及政府「原住民

獎助學金」、「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等各類獎助學

金之申請，相關資訊詳見本校網站校園消息及課指組網頁。 

（二）辦理學生申辦就學貸款及減免之相關業務。學生辦理就學貸款申請

時所申貸之書籍費、校外住宿費、（中）低收入戶生活費等，需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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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貸學生資料上傳教育部系統查核確認資格後始辦理退費。 

（三）3 月下旬召開本學期第一次急難救助金管理委員會，審理急難救助

及低收入戶學生住宿費補助申請案。 

學生住宿中心 

一、 宿舍修繕及設備維護： 

（一）「研究生宿舍」頂樓隔熱磚隆起，寒假期間總務處營繕組已協調承

包商施作保固修繕。 

（二）2/12～14「研究生宿舍」寢室傢俱承包商「力星公司」，針對各寢

室所有床舖，施作床架支撐補強。 

（三）2/28～3/2 總務處營繕組與電梯合約保養廠商進行「女一舍」電梯

整體系統更新（換）工程。 

二、 「研究生宿舍工程校務基金貸款」第 4 期利息 49 萬 4,367 元款項，已於

2/27 匯入第一商銀。（預定 6 月申請教育部銀行貸款利息補助） 

三、 學生住宿服務相關事項宣導： 

（一）宿舍大會：預訂 4 月下旬召開。  

（二）108 學年度特殊原因申請住宿受理申請：4/1～12，未依規定時程申

請者，不予受理。 

（三）108 學年度「研究生宿舍」開放（舊生）登記申請：4/1～12。 

（四）108 學年度研究所新生住宿線上申請：4/19～30。 

（五）108 學年度「綜合宿舍」、「女一舍」及「女二舍」開放（舊生）登

記申請：4/24～5/8。 

生活輔導組 

一、 校園安全： 

(一 )  107-1 學期學生交通事故計 16 件（校內 11 件，校門口 4

件、校外 1 件），較去年同期 21 件減少 5 件，分析肇因

仍為同學車速過快或疲勞駕駛（經研究顯示疲勞駕駛等

同酒後駕車一樣危險），致反應能力降低發生意外，請各

單位協助宣導注意安全。  

(二) 108/2/16（六）21 時發現不明人士逗留系館教室情事，為防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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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事件發生，援請各系所對各系館大樓加強門禁管理，並置重點

於夜間及例假日時段，各棟大樓門禁設備若有故障情事，應即時

報修，有效管制人員進出。 

(三) 寒假期間發生同學夜間搭乘捷運返校，徒步經過學園路段遭不明

人士騷擾，上述路段曾經發生類似事件（103 年起迄今第 3 件），

協請各單位提醒同學，夜間進出校門應結伴同行或搭乘信譽優良

計程車，以維護個人安全。 

(四) 近期各校高樓層危險區域為校園內學生自殺自傷事件地

點，教育部已將「高樓層危險區域」納入校園安全地圖加

強檢核，本校各棟樓層沿山坡地形並兼顧景觀建築設計，

請各單位加強宣導，同學應避免至各樓層危險空間欣賞風

景、逗留聊天，以維自身安全。  

二、 108/3/4 晚上，臺北轉運站外面的花圃，疑似因菸蒂沒有捻熄，引發一場

不小的火警；同日下午嘉義市中正路鬧區人孔蓋，突然冒出火舌，人來

人往的市區，還有機車汽車停放，附近店家拿來滅火器，才把火勢撲滅，

化解危機，警方從監視器和事後跡證研判，當時一名坐輪椅的男子，把

菸蒂丟入溝中，火花點燃沼氣，引發起火。以上案例，再次提醒，【本

校除吸菸區外，全面禁菸】，吸菸者請於吸菸區吸菸，並將菸蒂確認捻

熄後，再行丟入菸灰筒中，請勿亂丟菸蒂。 

三、 學生請假缺曠管理： 

(一) 107-2 學期學生公假案業已於 108/3/4 奉核定，公假總表已轉發至各

教學單位運用，並請課務組同各課程相關資料一併送交各任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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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曠管理。 

四、 導師業務： 

(一) 107-2 學期導師異動名單已於 108/3/6 彙整完畢，近日將辦理導師費

簽核與補發聘函事宜。 

(二) 107-2 學期導師會議訂於 108/4/22（一）上午 10:30 假國際書苑舉行，

惠請校長、學務長、各系所主管、各班導師、學務處各主管等預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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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出席，並請各教學單位協助宣導請導師準時與會。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 門診醫療：本學期家庭醫學科、復健科門診及物理治療均已陸續開

診，師生如有醫療需要請連結衛保組官網/醫療地圖項下查詢服務時

間，或電本組護理師分機 1332 洽詢。 

(二) 考試醫療救護工作：2/22～ 2/25 音樂系學士班招生考試、3/8～ 3/13

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3/21～ 3/23 舞蹈系七年一貫制

招生考試、3/29～ 4/1、4/11～ 4/14 學士班單獨招生及個人申請招生

考試、。 

(三) 傳染病防治： 

1. 麻疹及德國麻疹：全球麻疹疫情持續上升，鄰近國家病例數

以印度、印尼、菲律賓、中國大陸、泰國及越南為多，日本近期

麻疹疫情增溫，基於當地可能具傳染風險，疾管署宣布即日起提

升該國麻疹旅遊疫情建議等級為第一級注意（Watch），請民眾

赴日旅遊前須確認自身麻疹疫苗接種情況或是否具麻疹免疫力。 

2. 感防治防疫宣導：國內流感疫情在流行期，近期日夜溫差大，提

醒師生務必落實勤洗手、有類流感症狀戴口罩及生病在家休息等

措施，如有流感危險徵兆應儘速就醫，配合醫師指示服藥，以降

低併發重症的風險；另公費流感疫苗剩餘量截至 3 月 3 日約有

12.3 萬劑，符合公費資格各年齡層中以 50 至 64 歲成人接種率最

低，提醒符合接種資格的教職員工把握機會儘速接種。 

(四) 新生入學健康檢查： 

1.辦理 108 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招商事宜。 

2.新生健康檢查補檢作業：通知本學期復學且尚未完成入學體檢之

復學生，盡速到醫院完成新生入學體檢程序。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108/2/18～ 3/8 期間統計個別諮商來談達 160 人次（108 人），

來談議題前三排序分別為：人際關係、學習適應、家庭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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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3/4～ 4/29 辦理「關係不靠 line」舞蹈系先修班班級輔導活動，共

計 12 場。 

（二）3/19～ 4/30 辦理「慢慢來･比較快」研究生支持成長團體，共計 6

場。 

（三）3/26～ 5/7 辦理「生涯 Bus 逗陣來」生涯興趣探索團體，共計 6 場。 

（四）規劃與執行 107 學年度生命教育系列活動：3/23「死亡的溫度-由

生入死體驗」工作坊、3/26「安放那些等待回歸的愛-家族排列療

癒」講座、4/13「失落時的陣痛夥伴－寵物輔療」工作坊。 

三、 【生職涯諮詢輔導】 

（一）2/25 中午辦理電創系大四畢業班生/職涯輔導活動「下一站，幸（信）

福」，透過拆閱四年前寫給自己的信回顧所學、展望未來。 

（二）3/4 與音樂系合辦校友講座，邀請雙胞胎擊樂演奏家簡任廷、簡任

佑分享以擊樂二重奏前進國際比賽及藝術節經驗，共計 26 人參與。 

（三）3 中旬宣傳生涯導師諮詢時間：4/9、4/10、4/12、4/17 分別邀請校

友蕭勝元、陳志建、陳政道、林霈蘭擔任生涯諮詢導師，預計服務

16～ 24 位學生，歡迎鼓勵學生報名參加。 

四、 【資源教室】 

（一）進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提報相關作業。 

（二）障礙平權主題系列活動籌畫辦理，口述影像人員初階培訓工作坊（二

日）、電影欣賞（二場次）。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擬於 4-5 月規劃辦理「誰來晚餐」活動，透過聚會探討性別平等在

生活領域中的實踐，本學期預定聚焦在旅行與關係安全兩大主題。 

（二）擬於 5/6 規劃辦理「性別無疆界-情歌對唱比賽」歡迎全校師生組

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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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總務處 
資料時間：108 年 2 月～108 年 4 月 

 

一、 營繕組 

（一） 「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台北市建管處於收受本工程放樣勘驗申請書後，已於 108/02/19 到校勘

驗，並於 108/03/05 發函同意勘驗通過，本工程依約定 108/02/20 為契

約開工日。 

2.108/02/19 及 108/03/06 分別召開第 1、2 次工務會議，追蹤各項施工準

備作業。 

3.北市府委託技師公會於 108/02/26 到校查驗水保計畫施工。 

4.108/02/28 搬運基地開挖後所得之石塊至學校指定地方，同時編號拍照

造冊。 

5.108/03/07 開始進行土方運棄作業，並公告通知教職員生注意交通安全。 

（二）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建築師於 108/02/25 提送坡審計畫書修正版至市府建管處，經承辦人檢

視尚有部分缺漏，已再請建築師補充相關文件。 

2.108/03/08 下午邀集影新學院、電影系、新媒系及動畫系與建築師再次

確認空間配置需求，部分設計須配合需求調整，已請建築師研議，會

中並促請建築師加速推動請照作業。 

（三） 「活動中心二樓餐廳屋頂防水修繕」已由廠商積極施工中，目前已完成

露臺舊有防水層之打除、廢棄物清運，並進行清理表層及裂縫修補。 

（四） 「運動場週邊水溝蓋更新工程」已由廠商於 108/03/06 完成清淤，並辦理

溝蓋訂製，並於 108/03/15 進場安裝。 

（五） 「行政大樓副校長室及三樓茶水間整修工程」採統包及最有利標方式辦

理採購，已於 108/03/07 至 18 上網公告招標，並於 108/03/19 開標辦理

資格申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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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女一舍電梯系統升級工程」已由廠商於 108/02/28 至 108/03/02 完成更

新，待擇期辦理驗收。 

（七） 「0111 活動中心四樓火災事故後續修繕」案(主要為活動中心四樓空間搭

架及油漆)已於 108/02/26 開標，因最低標廠商標價低於底價 70%，暫先

保留決標後通知廠商限期提出說明，並於 108/03/07 奉准照價決標，續由

通知廠商於 108/03/13 起開工。 

（八） 「圖書館空調改善工程」係由本處營繕組提案，獲內政部建研所

108/02/15函示核定計畫總金額 450萬元，其中補助 292.5萬元，自籌 157.5

萬元。其後於 108/03/05 簽准辦理委託設計監造採購，並於 108/03/11 至

108/03/15 上網公告招標，續於 108/03/18 開標辦理資格審查，108/03/19

召開評審會議。 

（九） 「關美館空調改善工程」係由本處營繕組提案，獲教育部 108/03/05 函示

核定採節能績效保證方式執行，計畫總金額 500 萬元，其中補助 150 萬

元，108 至 114 年由本校分年自籌 350 萬元。108/03/11 教育部委員到校

訪視，預定 1 個月內依委員建議完成計畫修正報部，本處並於 108/03/12

邀請空調技師協助到校現勘。 

（十） 本校自來水下水塔(位於中央北路 4 段路邊)之揚水馬達日前發生供電線

路故障及馬達燒毀情事，相關情形說明如下： 

1.本校自來水下水塔設有兩組揚水馬達，並由學校總配電室(位於音二館

對側)供應電源，108/03/07 清晨因供電電纜發生短路致使下水塔揚水

馬達一組燒毀跳脫，造成下水塔無法正常供水，不久即使校區未設水

塔之校舍(如綜合宿舍)無水可用。 

2.經緊急調度柴油發電機於 108/03/07 中午運到，再藉由該發電機恢復供

電及供水，本處同步委託專業廠商派員檢測電纜短路狀況，並評估下

水塔變更由台電直接供電(申請獨立電表)之流程及成本，配套評估揚

水馬達等週邊設備之修繕方案。 

3.又查供電管路中約有兩處人孔因設置久遠，已於後續路面鋪設中遭瀝

青掩蔽，影響電纜絕緣之巡查及後續重新拉設之作業，經再委託廠商

借用探地雷達於 108/03/12 到校探查，已查出其中一處人孔位置，惟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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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人孔位置仍無法查明。 

4.再續委託廠商借用聲源探測及聲源製造設備繼續探查該不明人孔之位

置，並請專業廠商估算抽換電纜之費用。 

5.本案牽涉發電機租借(每日 1500 元)及燃油費用、線路探查、電纜抽換

或重新開挖管路、揚水馬達修復或更換以及向台電申請獨立電表之眾

多事項及成本，初估所需費用高達數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本處將盡

速整理簽辦。 

  

二、 事務組 

（一） 近期校園停車收入統計如下： 

1.107年全年停車場收入590萬770元，較106年同期收入(606萬710元)減少

15萬2,940元，減幅為2.52%。 

2.108年2月停車場收入43萬4,710元，較107年同期收入(29萬2,625元)增加

14萬2,085元，增幅為48.56%。 

3.108年1至2月停車場收入合計為80萬640元，較107年同期收入(64萬

8,250元)增加15萬2,390元，增幅為23.51%。 

（二） 本校新修正汽機車管理暨違規處理辦法業於 107/12/25 經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修正重點為取消室內地下停車場全天通

行證，收費則統一為每年 3,600 元，並自 108 學年度開始實施，已於

108/01/15 以書函發布周知。 

（三） 學校現有停車場設備是由多家廠商設備拼湊而成，各設備內部零件及多

項硬體設備零件逐漸老化且易生故障，本處已規劃併同增設機車辨識進

場，更新本校停車管理系統為車牌辨識+E-TAG，同時增設自動繳費機設

置，預定於 108 學年度設置完成。 

（四） 近期校園緊急電話巡查統計如下： 

1.108/02/13至25共計巡查校園緊急電話73支，其中戲舞大樓兩部話機故

障，一心路1部話機故障，女一舍1部話機故障，該4筆故障部分均已更

換話機及零件，其他皆測試正常。 

2.108/02/26至108/03/11共計巡查校園緊急電話79支，測試結果均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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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本校電信系統老舊，經會同專業廠商完成評估規劃，將採用 IPPBX 總機

系統+即時緊急電話管理並結合電信節費方案，將自 108 年 3 月份起辦理

招標事宜。 

  

三、 保管組 

（一） 為佈景工廠工程預定地周邊蛙類生態維護考量，於 108/03/20 下午會同關

渡自然公園及營繕組進行現勘與研議。 

（二） 寶萊納餐廳目前延長營運至 108/03/31(星期日)，經與該餐廳協調，本(108)

年青年節(108/03/29)優惠活動仍援例辦理，活動公告 EDM 已發送全校師

生公告周知。 

（三） 藝大咖啡及學生餐廳合約期限至 108/06/30，按合約規定廠商享有優先續

約權，目前二家廠商均已於期限內提出續約申請，後續將依本校委外營

運管理評核計畫預計四月底送評核委員會審議；另爐鍋咖啡合約期限亦

至 108/06/30，按合約規定已續約過一次，本次無優先續約之適用，將依

規定重新辦理標租作業，或配合學校整體政策繼續辦理。 

（四） 為維護本校三隻校牛之健康，商請獸醫於 108/03/15(五)上午 11 時到校出

診。 

（五） 民眾王琮方請求國家賠償案第二審業於 108/03/06 上午召開第五次準備

庭，預計 108/04/09(二)上午召開言詞辯論庭，屆時將由合議庭聽取雙方

之言詞辯論，原則上該次開庭應為本案二審最後一次開庭，屆時將派員

蒞庭旁聽。 

（六） 藝文生態館綠牆植生修剪與維護原則，已聯繫電影系助教協助提案院務

會議討論，後續將配合通知之決議繼續辦理。 

  

四、 出納組 

（一） 有關 107 學年第 2 學期學雜費收繳，電算中心於 107/12/13 召開協調會

議，研商確認註冊組、課指組、住宿中心、出納組等各相關單位前置作

業期程，出納組已於 108/01/14 完成學雜費繳費主檔上傳，校務基金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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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於 108/01/14 至 108/01/18 印製及寄送繳費單，學

生續於 108/01/18 開始繳費，應繳人數 3,294 人，應繳金額 9,546 萬 5,021

元，本組後續辦理入帳作業。 

（二） 有關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分費收款，課務組、課指組、電算中心等各

相關單位於 108/03/05 至 108/03/07 進行前置作業，出納組已於 108/03/08

完成繳費主檔上傳，學生將依校訂行事曆於 108/03/18 至 108/04/01 繳

費，應繳人數 1,072 人，應繳金額 1,391 萬 315 元。 

（三） 本校場地租借業務已依營業稅法規定申請設立登記在案，並開立發票繳

納營業稅，各單位如有外租業務，請至出納組繳費或匯款至本校 401 專

戶，以利後續開立發票。另為營業稅扣抵節稅案，出納組已完成進項扣

抵作業流程，108年 1-2月份營業稅申報核算結果，計開立發票 45萬 5,594

元(去年同期為 64 萬 1,274 元)，應繳稅額 2 萬 4,893 元，進項總額 38 萬

8,273 元，可扣抵稅額 1 萬 6,914 元，折讓 2,115 元，實繳 5,864 元。 

（四） 108 年 2 月份公費助學金核撥，已於 108/03/15 入帳，總計核發 105 人次，

總金額為 35 萬 2,032 元。 

（五） 有關本校 107 學年第 2 學期專兼教師鐘點費核發事宜，依學校行事曆於

學生課程加退選自 108/02/18 至 108/03/04 止，續由課務組進行鐘點費專

案簽辦，出納組於收到簽呈及核定資料後，將製作鐘點費清冊，援例第

1 至 6 週鐘點費預計於 108/04/06 入帳。 

 

五、 文書組 

（一） 為辦理本校民國 76~81 年永久保存檔案移轉國家檔案目錄送審作業，1

月 7 日召開本校文化藝術資產小組會議進行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工作，後

續將進行鑑定結果報送檔案管理局事宜。 

（二） 教育部 108 年度檔案管理作業成效訪視排定本校為訪視對象，相關作業

準備中。 

（三） 為辦理 107 年度公文歸檔作業，已函請各承辦人將未歸檔案件於

108/03/15 前送文書組完成歸檔。 

 



5-1 

107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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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2月～108年 4月 

 

一、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08年 3 月份表冊 

（一）108 年 3 月期校務資料庫已開始填報，校內填報時間為 108/3/1-

108/4/23，務請各填報單位掌握填報作業時間，準時完成填報並製作

校內檢核表送研發處，以利於作業時程內檢核報部。 

（二）專任教師 107 年度獲榮譽、競獎、論文、專書及展演、參與國內外學術

組織等學術成果（研 2、3、16-19 表）業循例以 Email 請各教學單位助

教協助調查，相關資料表請於 4/20 前回覆本處，以利彙整後上傳校務

資料庫。 

二、本校委託高教評鑑中心辦理系所品保認可(系所評鑑) 

（一）配合高教評鑑中心人力規劃，本校受評時程為 110 年度下半年。評鑑資

料準備年度為 6 個學期(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請各受評單位預作準備。 

（二）有關委辦系所評鑑相關規劃，請於評鑑中心或本處網站下載高教評鑑中

心公告之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實施計畫，以及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

保證認可實施計畫品保項目、核心指標及檢核重點說明等文件查閱。 

三、學術發展 

（一）本期學術獎勵申請受理至 3/31 止。至 3/10申請案計 7 件。 

（二）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研究獎勵案申請自即日起至 5/15(三)截止(校內公

告文號：北藝大研字第 1080002004 號)。 

（二）教育部為協助各校完備學術倫理相關規定之訂定，於 3/19 辦理學術倫

理自律規範工作坊台北場，由本處代表出席以利了解本校現行法規內容

符合教育部要求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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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業育成輔導 

（一）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U-start創新創業計畫 

1.107 年度計畫第二階段績優團隊評選，本校育成團隊山峸製作設計公司

獲選文創類最高獎金 40 萬元，並將於 3/26 參加頒獎。另第一階段結案

報告業於 3 月中旬完成報部。 

2.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6 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第二階段獲獎績優

團隊結案報告業已於 3 月中旬完成報部。 

（二）本校輔導 106 年 U-star 計畫創業團隊申請台北市產業發展創業補助，

大沐空間規劃有限公司獲補助 100萬，你好藝思有限公司獲 85萬。 

五、重要專案計畫推動與執行情形 

（一）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為利計畫人事續聘及延續性工作，已於 1 月預開學院計畫及校級計畫部

分經費以供計畫執行作業。截至 2月底預開經費合計總執行率 13.16%。 

2.教育部於 2、3 月分別函知 107 年度主冊及 USR 計畫成果報告審查均辦理

中，續將依審查結果再予核定 108 年度經費。目前已先依來函說明，以

107 年度補助額度辦理第一期款請撥款作業。 

3.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網站業建置上線，於 2/22、2/25 辦理各計畫管理人員

教育訓練課程，並完成驗收。總辦業於 3/15 前陸續通知基本補助款計

畫及部分校級計畫管理人員網站帳號資訊。各計畫課程與活動訊息可自

行於網站公告或將活動成果整理上網，以利計畫資訊公開，並為 109 年

教育部計畫訪視預作準備。 

（二）教育部推廣藝術教育計畫-108年創新．移動．藝術節 108/1/1-108/12/31 

1.2019 年妖山混血盃學生跨域創作實驗室 

(1)預計 3 月中旬公告徵件辦法，屆時將以公文公告，煩請各系所助教協

助公告鼓勵學生參與。 

(2)為鼓勵並增進學生對徵件計畫的了解，計畫辦公室自 3 月下旬陸續辦

理徵件說明會、工作坊活動，詳細辦理時間地點請見本處網站公告。 

（三）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設備計畫 107/12/25-10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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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執行單位業依核配經費額度完成修正項目經費表， 

2.本計畫執行期程至 12/24 止，為配合年度會計請購作業時程，請各執行

單位務必於 12/5 完成經費請購作業程序，以利進行計畫經費收支結算，

請各單位掌握核銷時程。 

 

六、近期重要計畫徵求及推動情形 

（一）近期計畫徵件資訊（含常態性補助計畫）請於本處網站 

http://rd.tnua.edu.tw/ 之計畫徵求專區查詢了解。 

（二）科技部計畫申辦、執行與結案情形（108/1-3） 

類型 徵件計畫 案件數 

申請 

專題研究計畫 13 

國際合作加值經費 1 

各類型計畫經費請款 17 

核定 各類型計畫經費 0 

變更 
計畫執行變更申請 報部核准程序 0 

計畫執行變更申請 校內簽陳程序 4 

結案 各類型計畫經費 6 

 

（三）教育部及其他計畫申辦、執行與結案情形（108/1-3） 

計畫類型 申請 核定 結案 

補助計畫 23 6 0 

委辦 1 1 0 

委辦(標案) 5 4 0 

合計 29 11 0 
 

 



6-1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國際事務處 
資料時間：108 年 2 月～108 年 4 月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辦理本校與姊妹校奧地利維也納音樂及表演藝術大學 (Universität für 

Musik und darstellende Kunst Wien) 合作續約一案。 

 (二) 3 月 4 日接見奧地利林茲藝術與設計大學人員拜訪，並就兩校締結姊妹

校一事進行討論。 

 (三) 3 月 7 日接待英國姊妹校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電影系教授 Dr. 

Maurizio Cinquegrani 代表該校來訪本處，就兩校未來學生交換一事進行

討論。 

 (四) 3 月 15 日協助安排美國 Fulbright Taiwan_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Seminar (IEA)至本校交流拜訪之相關事宜。 

 (五) 辦理本校參與蘇黎世藝術大學 Shared Campus 計畫業務。 

 (六) 辦理本校與姊妹校英國巴斯斯巴大學 (Bath Spa University) 合作續約一

案。 

 (七) 辦理本校與姊妹校香港演藝學院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合作續約一案。 

二、 境外學生業務 

 (一) 辦理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申請事宜。 

 (二) 辦理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受理捐贈僑生獎學金申請事宜。 

 (三) 辦理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外國學生獎學金申請事宜。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寄送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姐妹校國際暨大陸交換生之成績單。 

 (二) 2 月 15 日上午 10 點半於國際書苑舉辦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外暨大陸

交換學生新生說明會暨歡迎餐會。參加人員為新生、國際處人員及數位

校內學生，以利交換學生盡早融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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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申請 108 學年度赴本校國際暨大陸交換學生計畫之截止日期為 3 月 31

日。敬請各教學單位注意申請時程，並提醒各姐妹校國際交流相關事務

辦公室辦理交換學生事宜。 

 (四) 辦理教育部 108年度「學海築夢」、「學海飛颺」、「學海惜珠」等「鼓勵

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申請事宜。 

 (五) 辦理 108學年度赴國際及大陸姊妹學校交換學生自費申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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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資料時間：108 年 2 月～108 年 4 月 
 

一、行政計畫及措施訂定 

（一）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於本(108)年 2 月 26 日辦理「臺北市高中、高職、大

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並於會中告知各校應完成辦理各機關

之人員設置報備、人因、過勞、職場暴力及母性保護等三計畫之制定、

工作守則報備、作業環境測定等相關事項。並告知將派員至各校進行

勞動檢查。 

（二）本室已於本(108)年 2 月 12 日上午將臺北市辦理職安教育訓練相關機構

所開設職安課程之開課時間及開課單位網址等相關訊息，以 E-MAIL

通知各實習場所管理人員、教師及主管，請相關師長及同仁依其所進

出之實習場所作業屬性，擇課程參加。並請於受訓前先通知本室，由

本室預為保留受訓經費。 

（三）本校於本(108)年 1 月 8 日向臺北市勞動檢查處送本校二類及三類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各乙份。經臺北市勞動檢查

處於 1 月 16 日核備本校「具中度風險者」之二類勞工人數為 50 人，

以及「具低度風險者」之三類勞工人數為 761 人。 

二、實習場所管理 

 （一）作業環境監測 

美術系實習場所「石雕教室」於 108 年 1 月 18 日委請政府核可之專業

機構進行本(107)學年度粉塵作業環境檢測，環境監測之粉塵容許濃度

值在政府許可標準值內，結果合格。 

（二）協助管理及巡檢 

每週辦理實習場所日常訪視並作成記錄，部分空間如有建議改善或應

注意事項另以書面或電話通知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三、健康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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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因性危害防止問卷調查 

本校已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以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訂定本校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在案。並於 107 年 3 月 7 日及 8

日依計畫內容將「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個別以電子郵件寄送本校教

職員工信箱俾供填寫，已發出約 600 人次，預計於 3 月 14 日前回收，

俟截止後再由本室製作總表，請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專科醫師辨識並評

估危害，以避免同仁職場人因傷害發生。 

（二）職醫臨廠(校)服務 

本校本(108)年度第一次職醫臨場服務訂於本(108)年 3 月 22 日(星期

五)上午辦理。本次臨校服務重點係就人因性危害防止-肌肉骨骼症狀

調查結果進行資料檢視及評估。 

（三）職護聘用 

教育部於 107 年 4 月 9 日函轉勞動部說明各級學校應落實職業安全衛

生法(下稱職安法)僱用或特約護理人員辦理勞工健康保護事項之規

定，以維護勞動權益。緣此，本室簽准特約「職業安全健康服務護理

人員(職護)」專業技術勞務採購案。本標案於 107 年 7 月 18 日、8 月

6 日及 8 月 13 日歷經 3 次公告均因無人投件而流標。於 107 年 9 月 6

日、10 月 12 日及 11 月 28 日再上簽，准以勞務採購方式再行招標，並

於 12 月 10 日簽採購簽後，於本(108)年 1 月 9 日、1月 30 日上網招標，

均無廠商投標，並於 3 月 2日第 3次上網標，預計 3 月 20 日截標。 

四、教育訓練 

(一)校外辦理： 

1.108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參加臺北市勞動檢查處舉辦「臺北市高中、

高職、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宣導」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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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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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2 月～108 年 4 月 
 
一、 個人資料保護專案之推動： 

(一)最新辦理情形： 

1. 依 107 學年度第 1 次「個資管理委員會」決議，協請個資管理專人檢

核各項業務流程屬性，區分為共通流程、主責業務、庶務活動三類，

以利 108學年度簡化風險評估作業；全校 62個執行小組已全數完成。 

2.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四款之規定，行政小組預計

於四月間實施個人資料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演練。「107學年

度個人資料事故應變演練計劃書」草案，已送交個資顧問審核。 

二、 校園網路及安全： 

(一)校園資訊安全ISO27001通過外部國際稽核，完成驗證且符合校園內控內

稽管控事項。 

(二)108年1、2月份部分11年老舊伺服器接續故障，有部分系所網站短暫無

法使用，經使用備援伺服器與備份檔案、環境重新安裝配置後，目前已

恢復上線，尚需更新汰換老舊伺服器，已提報學校108度預算。 

(三)請各需求單位依業務相關程序時程，預留作業時間如有招生報名考試場

地網路等需求，請依「電子計算機中心短期網路業務支援辦法(107.02.26)

」於十日前填寫電算中心業務支援單，以利後續配合。 

(四)每學期初，提供宿舍區防毒安裝軟體光碟於管理員室借用或於校園網路

組網站（https://ccnet.tnua.edu.tw）防毒軟體下載，提供全校師生安裝使

用，觀迎多加利用。 

(五)配合教育部1/31來函，因應全球部份公共DNS測試其EDNS符合性功能

，恐造成部份網站連線不正常，2/1校內名稱解析查詢EDNS服務已符合

版本更新及檢測、修正，對於校內外查詢本校網域名稱皆可正常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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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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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加退選、期初預警、開課與配班、

學雜費更新、學分費產出資料、停修問題處理、校庫填報、教育部課

程資料彙整、畢業流向、論文上傳、成績排名等。 

2. 學務系統：點名問題排除、缺曠通知寄送、導師名單更新等。 

3. 公文系統：協助教育部訪視資料準備。 

4. 招生系統：協助學士班考試、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考試、舞蹈貫

七考試等。 

5. 其他：iTNUA 開帳號、調整權限、學生登入區塊問題、學務系統權限, 

場地租借統權限、教育部校庫、主機老舊故障問題排除、自動備份機

制問題排除等。 

(二)進行中之重要系統增修及開發工作： 

1. 學校新校首頁：RWD 英文網頁製作。 

2. 教務師生入口網：RWD 版型設計。 

3. 線上書審：PDF 上傳及影片連結功能調整與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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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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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02月～108年 04月  

 

一、 活動企劃、執行 

(一) 『2019 關渡藝術節』 

已於 2 月底前與行政總監暨戲劇學院召開 3 次初步規劃會議，待規

劃案完備後陳報校長，另擇期召開籌備會議。 

(二) 2019年春夏系列音樂會 3/23（六）~6/30（日）共 18場演出，2/22

線上啟售，請同仁們踴躍參與展演活動。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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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廳劇場及實習工場演出與製作器材半年度設備檢點保養。 

(二) 三廳油壓升降平台檢點保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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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配合音樂學院相關課程場地、設備使用技術協調與支援。 

2. 2019/3/18 配合音樂系系大會場地使用及技術協調與支援。 

3. 2019/3/29~6/1配合音樂學院「春夏系列音樂會」共計 13 場次裝

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4. 2019/5/9~6/30 配合傳統音樂學系共計 5 場次音演會裝拆台、彩

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二) 舞蹈廳協辦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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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新媒體藝術學系劇場實務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

調與支援。 

3. 2019/2/27~3/3 配合台灣技術劇場學會辦理「劇場設備博覽會」

新知系列講座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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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9/3/18~3/24 配合舞蹈學院大學部畢業製作「朵」裝拆台、彩

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5. 2019/4/9~4/24 配合音樂學系大學部畢業製作音樂會裝拆台、彩

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三) 戲劇廳協辦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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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11 配合劇場設計系系大會場地使用及技術協調與支援。 

3. 2019/2/27~3/3 配合台灣技術劇場學會辦理「劇場設備博覽會」

技術劇場設備展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4. 2019/3/11~3/31 配合戲劇學院畢業製作「西藏度亡經」、「Trade   

Trade Love 愛-換-換」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5. 2019/4/9~4/24 配合音樂學系大學部畢業製作音樂會裝拆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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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1~3/31 配合戲劇學院畢業製作「西藏度亡經」、「Trade   

Trade Love 愛-換-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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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裝儲藏室服裝整理及配合課程服裝租借事宜。 

(五) 佈景工場協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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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27~3/3 配合台灣技術劇場學會辦理「劇場設備博覽會」

技術劇場設備展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3. 2019/3/11~3/31 配合戲劇學院畢業製作「西藏度亡經」、「Trade   

Trade Love 愛-換-換」舞台佈景道具製作及演出後台調度場地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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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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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2 月～108 年 4 月 

 

一、 「牛奔電視」（New Ben TV）直播頻道 

1. 「牛奔電視」直播頻道及粉絲專頁已於 10 月 18 日正式上線，24 小時直

播鷺鷥草原的生態與景觀變化，除不定期出現的校牛之外，白鷺鷥等鳥

類也常在鏡頭前覓食、遨翔。上線至今陸續並有蘋果日報、中央通訊社、

自由時報、臺灣新生報、Yahoo 新聞及聯合新聞網等媒體報導。 

2. 「牛奔電視」除校牛直播外，也規劃藝文節目直播。首部節目將由學生

負責企劃，節目內容設定以學校主題，希望能藉由此節目活絡校園交流，

也期望未來能有更多的跨領域創作產生。 

二、 「牛奔藝術節」策劃辦理 

1. 配合「牛奔電視」直播頻道上線，規劃舉辦年度性的，以探索與思考表

演和媒體之間關係為核心的「牛奔藝術節」。今年度將以「臺灣水牛的

東南亞身世，及其廟宇身體」為主題，邀請新加坡籍藝術家 S. 

Chandrasekaran 以校牛和慢電視為創作發想，在鷺鷥草原發表題為《多重

現實之迴圈—廟宇作為身體、現實時間的動物以及儀式作為牢籠》的行

為藝術網路直播表演。活動自 3/26 至 3/28 共 3 天，演出時間分別為 3/26 

16:00~19:00，以及 3/27 和 3/28 12:00~15:00，並於演出結束隔日 3/29 14:00

安排藝術家與國內專家學者在音樂廳後臺 1樓 S1排練室進行深度座談與

交流，全程也將於「牛奔電視」上直播。 

2. S. Chandrasekaran 於 2005 年參與「亞太藝術論壇•亞太傳統藝術節」，

因其所作的現場行為表演而將水牛首次遷入北藝大。他目前也是新加坡

拉薩爾藝術學院 McNally 藝術學系系主任。邀請 S. Chandrasekaran 教授

以全新的行為藝術作品來啟動「牛奔藝術節」別具意義。 

3. 臺灣本無水牛。臺灣最早的水牛足跡可朔源至冰河時期，因海平面降低

而徒步走過臺灣海峽前來避寒，卻又於爾後的數千年間絕跡。今日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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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牛，多為十七世紀荷蘭人殖民臺灣時期從印尼爪哇運來，以及隨後

明末清初漢人從中國帶進。「2019 牛奔藝術節」邀請 S. Chandrasekaran

重回北藝大現場，以不一樣的角度發掘臺灣水牛的多重文化身份和其在

地性誤認，以及水牛在東南亞和印度文化中的精神性位置，並進一步探

討文化、藝術、身體、行為、儀式與科技媒體的混種質變和想像可能。 

三、 科技藝術展覽室參訪與展品維護事項 

1. 因應年假期間春安工作維護作業，關閉展覽室及作品各項相關設備電

力，於假期結束後開始進行各項作品復電檢測及例行性軟硬體細部保養

維護，已於 2 月 25 日重新開放預約導覽。 

2. 例行性展覽室保養維護作業如下：入口處迎賓牆影片連動程式維護、《須

彌芥子》因控制電腦及感測器損壞，進行硬體更換及互動程式重新設定、

《舞動綻放》感應器及互動程式檢測調整、《梵谷眼中》因影像擷取設

備損壞進行檢測並進行更換、《印象城市＿臺北》展出紀錄影片之顯示

效果微調、《名畫大發現－清明上河圖》投影範圍及互動程式效果調整、

《築霧》造霧機硬體保養維護。 

3. 美國密西根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院長Gunalan Nadarajan於 2月 20日來訪

本校並參觀本中心，由中心導覽人員詳細為來賓介紹各項科技藝術作

品。來賓透過實際操作的過程，對於人與作品所產生的互動留下深刻印

象，讚賞各項作品概念帶給人們不同的思維，同時也表示本中心對於跨

領域的藝術創作相當具有教育意義。 

4. 奧地利林茲藝術與設計大學副校長 Mr. Frank Louis 一行 3 人，於 3 月 4

日來訪本校並參觀本中心，由中心導覽人員詳細為來賓介紹各項科技藝

術作品。透過中心人員的解說，來賓暸解本校在科技藝術方面所做的各

項研究及創作成果，並肯定本校致力於科技藝術發展的努力。 

5. 維琳集團周東權總經理及熊明德總監、所明心教授、學者影業盧美惠董

事長一行 8 人於 3 月 7 日來訪本校並參觀本中心，由中心導覽人員詳細

為來賓介紹各項科技藝術作品。透過實際操作的過程，來賓對於「語林」、

「梵谷眼中」等科技藝術作品留下深刻印象，亦對於本校將音樂、科技、

藝術結合表示相當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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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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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02月～108年 04月 

 

一、 推廣教育中心 

(一) 推廣教育 

1. 推廣課程：2 月份於網路及臉書開始宣傳春季課程，並於 3 月份

開始陸續開課。 

2. 夏日學校：已發文至各國高中開始宣傳，4月底前報名想早早鳥

優惠，學校教職員另有優惠，也請各單位協助轉告。 

二、 藝大書店 

(一) 完成事項 

1 月   年度例行盤點-全系列文創商品大盤點與倉儲調整。 

(二) 近期活動 

2-3 月 兩廳院書展及開學季促銷活動 

(三) 規劃中活動 

4 月   "補間餃"動畫系展、"烏托邦工具箱"相關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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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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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02 月～108 年 04 月 
 

一、 教育部 107 年度補助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 

(一) 計畫目標為提升傳研中心「未來‧傳統實驗基地」教學活動空間使用，

將分別進行改善空間使用的獨立性與功能性，以及教學設備的提升，

預計於年底前完成相關教學設備採購及空間改善工程。 

二、 未來‧傳統實驗基地 

(一) 「未來．傳統實驗基地」於 104 年 5 月正式啟用空間，迄今規畫辦

理共12場特展，期許透過傳統藝術有機整合的特性，發展合創展演、

教育活動、行動論壇等各項跨域合作計畫，作為當代創意行動者親

身參與和實踐的場域。 

(二) 空間借用：1 ~6 月 

1. 4/24 傳音系「蓮藏尺八音樂會」。 

2. 「人文藝術寫作中心」進駐，將提供學生寫作上的個別諮詢及辦

理相關講座、寫作工作坊等。 

三、 校內、外交流 

(一) 2019 年「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全國巡迴講座申請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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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圖書館 
資料時間：108 年 2 月～108 年 4 月 
 

一、全館業務 

(一)改版第一期圖書館電子報已於 3 月初正式發送。新版電子報主要特色為新

增主題專欄，包括：「圖書館偵探」、「書海捕手」、「資源 e指滑」、「圖書館

小知識」、「校史人事物」。 

(二)圖書館中長期轉型計畫，於 1 月底擬定工作方向與任務分配，三組同仁分

別著手進行相關調查與資料收集，同時，針對對本館發展方向有參考價值

之國內近年推動數位資料庫、圖書館轉型之機構單位，展開參訪與交流，

目前已拜訪的單位包括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美術館及圖書館、台北市立美術

館文獻中心、國家圖書館等。未來預定每個月 1-2 次之同仁研習活動，並

預計 3 月底進行計畫期中討論。 

二、採編與期刊業務 

(一) 107年教育部補助款執行進度 

已完成核銷 99.21%，採購內容為 108 年度續訂期刊及資料庫，預計 3 月底

前全數執行完畢。 

(二) 2019 年上半年度資料庫採購作業 

已完成 2019 年上半年資料庫「CEPS 中文電子期刊」等 12種之續訂作業（停

訂 1 種），其中「RILM Abstracts of Music Literature 音樂文獻資料庫」

已從索摘升級為全文，下半年尚有 5種待續訂。 

(三) 2019 年 1 月起新增兩種可外借期刊 

2019 年 1 月起新增兩種可外借期刊：《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與

《T : the New York Times style magazine》。這兩種期刊附贈於每週日

出版的紐約時報，各期刊載內容多元，包含藝術、文化、時尚、政治等議

題，歡迎多加借閱！ 

(四) 圖書館優質複本贈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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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預計於 3 月 25 日至 4月 3 日在圖書館大廳門口舉辦贈書活動，將所收

受之優質複本贈書轉贈校內師生，以利提升閱讀風氣。 

(五) 2019 年學報第一次寄贈作業 

 為提高學校出版品之能見度，預計 4 月進行學報寄贈作業，包括：關渡音

樂學刊、戲劇學刊、藝術評論等 3 種學報，惠予各圖書館陳列典藏，俾促

進學術交流。 

三、閱覽典藏與參考服務業務 

(一) 教師著作新書 

1. Pilates 皮拉提斯身心療法(杜碧桃老師，2017)。 

2. 藝教翻土，藝鄉共學：藝鄉人教學手記(吳玉鈴老師、蔡昕宜小姐編著，

2018)。 

3. 林立正的古琴世界(林珀姬老師，2014)。 

4. 關係博物館：涂維政創作(涂維政老師，2018)。 

5. 芸術の道：序章(黃貞燕老師主編，2018)。 

6. 審美觀點的當代實踐：藝術評論與策展論述(廖仁義老師，2017)。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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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18(一)起 

(已額滿) 
108/2/18(一) ~ 4/18 (四) 

第 2 次 108/4/15(一)起 108/4/22(一) ~ 6/20 (四) 

(三) 指定參考書服務 

1.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指定參考書，目前已設定 19 門課、126 件資料，其

中新購之 27 冊圖書刻正陸續到書中。學期中仍持續受理，歡迎師長提出

申請。 

(四) 圖書資源利用教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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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計有 4 門課程提出申請。 

2. 資料庫講習：3 月 29 日 10:30-12:30 假研究大樓R312 電腦教室舉辦



13-3 

「RefWorks線上書目管理系統」資料庫利用講習，講習採線上報名，歡

迎踴躍參加，並請協助宣傳。網

址：https://goo.gl/forms/Cyf2RMYBOmEJzCWp1。 

(五)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3 月 7 日來館參訪。 

四、校史發展組與其他業務 

(一) 西文版校史圖錄改版執行暨校史資料蒐集計畫。 

1. 已接洽各學院助教與專員，寄送計畫書與相關資料，請各學院院長推派

教師協助編選與資料收集事項。 

2. 預計三月下旬與各學院推派教師進行第一次會議討論。 

3. 圖錄改版與計畫進行所需經費已正式上簽申請，惠請相關單位協助。 

(二) 五月校史特展以馬水龍老師與校史為主題。三月確認子題與展示腳本，整

理相關資料與尋找適合文物，四月進行展示設計與場地佈置，五月中旬開

展。 

(三) 圖書館電子報改版，協助刊頭設計，文物數位檔處理。 

(四) 校史資料蒐藏與整理、數位典藏與紀錄 

1. 整理研發處轉移之早期學校闈場資料，進行文物清潔與數位化工作。 

2. 整理秘書處轉移之校景錄影帶、活動文宣品、學校簡介等。 

3. 校史藏品光碟之目錄建檔，並進行光碟轉檔備份作業。 

https://goo.gl/forms/Cyf2RMYBOmEJzCW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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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關渡美術館 
資料時間：108 年 2 月~ 108 年 4 月 
 
一、 展覽活動  

(一) 《2019 新媒體藝術卓越獎－這是一個獎》、《2019 美術創作卓越獎－

「看見」城市空間》、《虛寫邊界》等三檔展覽預計展出至 4 月 7 日止。 

(二) 展覽主題：「影像的現身」，包含《隨選》、《我的笑容力量》致穎個展、

《透明的風景－張永達》、《太平洋海盜》、《撕裂傷：不斷分裂的禁忌

地圖》陳冠宏個展等五檔展覽，展期自 4 月 1 9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 

二、 教育推廣活動 

(一) 2 月 13 日，《虛寫邊界》展覽介紹，講者：策展協同黃佩蔚。 

(二) 3 月 20 日，關渡美術館志工大會。 

(三) 4 月 10 日，藝文空間參訪-就在藝術空間及誠品敦南 B2 藝文空間。 

(四) 4 月 17 日，《隨選》及《我的笑容力量》展覽介紹，講者：策展人王

叡栩。 

(五) 4 月 24 日，《太平洋海盜》展覽介紹，講者：藝術家張紋瑄。 

(六) 5 月 1 日，《透明的風景－張永達》展覽介紹，講者：藝術家張永達。 

(七) 5 月 1 日，《撕裂傷：不斷分裂的禁忌地圖》展覽介紹，講者：藝術家

陳冠宏。 

三、 導覽服務：2 月份登記 45 人，3 月份目前登記 95 人，4 月份目前登記 30

人。 

四、 貴賓參訪 

(一) 2 月 27 日，香港中文學校深圳分校大學藝術中心處長黃順真女士等貴

賓 4 人。 

(二) 3 月 4 日，林茲大學副校長 Frank Louis、Coop-Lab des OÖ 

Kulturquartiers  und der Kunstuniversität Linz 策展人 Katharina 

Weinberger、OK 當代藝術中心館長 Martin Stu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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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 月 7 日，維琳集團總經理 周東權等貴賓 7 人。 

(四) 3 月 14 日，美國 Fulbright 美國大學國際長&主任等貴賓 10 人。 

五、 媒體報導 

(一) 平面媒體展訊露出 

1. 文化快遞快遞藝評： 《歷史神話的虛構和再書寫：虛寫邊界的真

實》。 

2. 典藏今藝術 1 月號廣告稿：「虛寫邊界」。 

(二) 網路媒體展訊露出與媒體報導 

1. 十方法界衛視展覽採訪：「虛寫邊

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Ho8nX5oDd0 

2. 「icity」: 虛寫邊界特展 https://art.icity.ly/events/rbi6plo 

3. 「Cultureexpress」: 歷史神話的虛構和再書寫：《虛寫邊界》的真

實 http://cultureexpress.taipei/topics_content.aspx?id=853&op=print 

4. 十方法界衛視展覽採訪：「這是一個

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I2HgPrOK08 

5. 「icity」:看見城市空間 https://art.icity.ly/events/0m1q86l 

6. 十方法界衛視展覽採訪：「看見城市空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QS03TB99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Ho8nX5oDd0
https://art.icity.ly/events/rbi6plo
http://cultureexpress.taipei/topics_content.aspx?id=853&op=pri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I2HgPrOK08
https://art.icity.ly/events/0m1q86l


                                                                             

15-1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主計室   

資料時間：108 年 2 月～108 年 4 月 
 

一、本校 107 年度自編決算收支餘絀及購建固定資產執行情形如下： 

    （一）收支餘絀：本年度總收入 9 億 3,140 萬 9 千元，總支出 9 億 178 萬

3 千元，本期賸餘 2,962萬 6 千元，詳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107年度 

決算數

(1) 

106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1)-(2) 

比較增減 

% 
備  註 

總收入 931,409 810,446 120,963 14.93%  

學校教研補助收入 495,022 430,236 64,786 15.06%  

其他補助收入 93,286 70,450 22,836 32.41% 
主要係教育部
補助計畫及高
教深耕計畫收
入增加所致。 

學雜費收入(淨額) 170,971 163,790 7,181 4.38% 
 

建教合作收入 71,528 46,620 24,908 53.43% 
主要係科技部
及客家委員會
產學合作計畫
收入增加所致。 

推廣教育收入 12,848 15,384 -2,536 -16.48% 
主要係夏日學
校收入減少及
其他單位推廣
班開課數減少
所致。 

場地租金收入 58,656 52,837 5,819 11.01%  

受贈收入 8,724 10,650 -1,926 -18.08% 
主要係受贈款
動支數減少，認
列受贈收入減
少所致。 

利息收入 3,170 2,917 253 8.67%  

其他自籌收入 17,204 17,562 -358 -2.04%  

總支出 901,783 828,934 72,849 8.79%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614,623 571,133 43,490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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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107年度 

決算數

(1) 

106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1)-(2) 

比較增減 

% 
備  註 

建教合作成本 67,844 42,397 25,447 60.2% 
主要係建教合
作收入增加，成
本亦相對增加。 

推廣教育成本 10,512 13,167 -2,655 -20.16% 
主要係推廣教
育收入減少，成
本亦相對減少。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10,778 10,592 186 1.76%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170,171 164,552 5,619 3.41%  

利息費用 1,195 636 559 87.89% 
主要係 106 年
度開始動支貸
款，僅支付約半
年 之 利 息 費
用，107年度則
支付整年之利
息費用所致。 

其他費用 26,660 26,457 203 0.77%  

本期賸餘(短絀-) 29,626 -18,488 48,114 -260.24%  

 

    （二）購建固定資產：本年度可用預算數 1 億 3,288 萬 1 千元，累計實際

執行數 5,417 萬 6千元，執行率 40.77%，詳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預算數 

(1) 

決算數 

(2) 

執行率％ 

(2)/(1) 
備  註 

土地改良物 3,399 3,399 100.00  

房屋及建築 81,353 9,072 11.15 

本校科技藝術館新建

工程本年度辦理 2 次

公開招標無廠商投標

而流標，遂經檢討增

加採購預算金額及申

請建照期限展延，甫

於 107 年 11 月 13 日

決標，已請得標廠商

積極施工。 

機械及設備 27,870 24,356 87.39  

交通及運輸設備 2,245 2,24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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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項設備 18,014 15,104 83.85  

合  計 132,881 54,176 40.77  

二、有關本校兼任助理於 104 年 9 月至 107 年 2 月期間投保勞、健保且尚待收

回之應收保費計有 21 萬 10元一案，經各相關單位回覆並經本室審核截至

107 年 12月 31 日止之執行情形彙整如下表，其中單位同意並已繳回計有 4

萬 7,366元、本室審核同意轉正核銷者計有 6萬 4,004元及仍須繳回者計

有 9 萬 8,640 元。除感謝已協助回覆及處理之 23 個單位外，並請美術學院

等 24 個單位協助積極清理久懸應收保費。 

  單位：元 

單位 單位總金額 

執行情形 

已繳回 

已轉正 

(含同意轉

正) 

尚未繳回 

1 音樂學院        2,354  2,354 - - 

2 音樂學系        1,420  1,420 - - 

3 傳統音樂學系        1,583  1,583 - - 

4 美術學院           54  - - 54 

5 美術學系       10,680  - - 10,680 

6 藝術跨域研究所          785  - - 785 

7 戲劇學院        4,016  4,016 - - 

8 戲劇學系        9,142  - 6,570 2,572 

9 劇場設計學系       13,149  - - 13,149 

10 舞蹈學院       12,594  296 4,760 7,538 

11 舞蹈學系          727  93 - 634 

12 影新學院        7,599  - 1,594 6,005 

13 電影創作學系       19,734  - 14,118 5,616 

14 新媒體藝術學系        9,615  - 988 8,627 

15 動畫學系        5,000  - 1,534 3,466 

16 文化資源學院            5  5 - - 

17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8,903  3,961 1,904 3,038 

18 博物館研究所        6,384  - - 6,384 

19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2,359  - 383 1,976 

20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2,871  2,871 - - 



                                                                             

15-4 
 

單位 單位總金額 

執行情形 

已繳回 

已轉正 

(含同意轉

正) 

尚未繳回 

21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

 

      11,793  - 7,768 4,025 

22 國際事務處       12,998  3,590 8,496 912 

23 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          820  - 47 773 

24 師資培育中心       26,393  783 10,808 14,802 

25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3,003  296 - 2,707 

26 展演藝術中心        2,033  - - 2,033 

27 文創發展中心        5,273  5,273 - - 

28 招生組            1  - 1 - 

29 生輔組          342  154 188 - 

30 學生諮商中心       12,184  10,752 - 1,432 

31 通識教育中心        4,568  4,528 39 1 

32 出版組           18  18 - - 

33 課指組           91  1 90 - 

34 衛生保健組          115  115 - - 

35 秘書室          984  833 151 - 

36 人事室          376  376 - - 

37 美術館          101  101 - - 

38 圖書館        1,912  1,904 - 8 

39 圖書館校發組          680  152 528 - 

40 體育室          262  37 225 - 

41 文書組          621  621 - - 

42 學務處           19  - 19 - 

43 教務處           76  - 76 - 

44 主計室          282  282 - - 

45 研究發展處          743  488 255 - 

46 藝術與科技中心           22  22 - - 

47 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5,326  441 3,462 1,423 

  合      計      210,010  47,366 64,004 9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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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人事室  

資料時間：108年2月～108年4月 

 

一、 本校升等通過教師，共 7 名：音樂學系吳思珊老師升等教授、新媒體藝術

學系袁廣鳴老師升等教授、動畫學系康進和老師升等教授級專業技術人

員、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林承緯老師升等教授、劇場設計學系曹安徽老

師升等副教授、動畫學系趙瞬文老師升等副教授、博物館研究所黃貞燕老

師升等副教授。 

二、 廉政倫理法令之認知線上學習宣導 

為深化同仁對廉政倫理法令之認知，業於 108 年 1 月 29 日以北藝大人字

第 1000380 號書函請本校同仁運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數位學習平臺，於 108 年 4月底前完成選修廉政倫理相關課程： 

 (一)依行政院 105 年 12 月 19 日院授人培字第 1050062475 號函表示，自

106 年 1月 1 日起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習時數規定 20 小

時，其中 10 小時須完成當前政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值

等課程，並以數位學習為優先；「廉政與服務倫理」為「民主治理價值」

課程內容之一，請同仁適時選修相關課程。 

(二)選讀方式例舉「廉政倫理」為關鍵字搜尋，包含「共創透明誠信的社

會─廉政倫理規範」、「廉能政府與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法規介紹

課程；或以課程名稱搜尋廉政署 107年新製之「廉政三護．阻斷圖利」、

「我國廉政政策」及「行政透明」等互動式課程。 

三、核定獎懲案件如下，並依規定發佈獎勵令：記功 1次：1 人、嘉獎 1 次：3

人、次嘉獎 2 次：4 人。 

四、報送 108 年申請資深優良教師獎勵金案：30 年：4 人、20 年：4 人、10 年：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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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退休 

    (一)管絃與撃樂研究所教授簡名彥、美術學系教授張正仁及教授級專業技

術人員蔡懷國等 3人 108 年 2 月 1 日屆齡退休，業經教育部核定在案。 

(二)學務處組員林莉嬌申請 108 年 6月 30 日自願退休。 

六、各單位請覈實指派加班，並鼓勵所屬同仁補休假，如補休期限屆滿或契約

期滿未補休之工時依規定發給工資，相關經費由各單位業務費或自籌收入

負擔。為減輕各單位業務費負擔，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七、計畫案兼任人員合法之工資及工時計算方式：依勞動部訂定之「僱用部分

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按月計酬者，

不得低於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之每月基本工資；按時計酬者，不得低於每

小時基本工資，且其工資不宜約定一部以實物給付。 

    (一)月薪人員： 

        1、每月薪資=每週工作時數÷40*每月最低基本工資。 

        2、每週工作時數=每月薪資÷每月最低基本工資*40。 

    (二)時薪人員：計畫案臨時工之時薪，以每小時基本工資之 1.5 倍為上限

（計畫案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備註：108 年 1 月起每月最低基本工資為新臺幣 231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

為 150元。       

八、教育部 107 年 12 月 20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70221114 號函及 108 年 2 月

26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80021260號函，轉知勞動部為落實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保障求職者權益之意旨，各機關於網頁公告臨時人員徵才資訊及

人事行政總處「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之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 4 萬元者，

應於辦理公開甄選時公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俾符規範。 

九、為避免學校契約進用人員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防止校園安全

威脅情事，教育部訂頒「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簡

稱本注意事項)，請確實配合辦理： 

(一)本注意事項業於107年11月27日北藝大人字第1070008551號函知各單

位配合辦理。 

(二)本注意事項適用對象共計32類人員，屬人事室權責範圍之人員(包含編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290091057000-1070517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290091057000-107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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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外及計畫案等專兼任人員)，皆依規定及固定時程辦理「簽訂契約

前」、「簽訂契約後」及每年定期報送性平案件紀錄查詢作業。非屬人

事室管理人員(如營養師、救生員或教練、技工、工友、社團指導外聘

教師及學校以契約進用之其他人員等)，請參考適用對象類別，亦請各

單位確實依上開注意事項規定時程辦理查詢等相關作業。 

(三)契約進用人員於「簽訂契約前」，如經查確有性平案件事實者，學校

不得進用；於「簽訂契約後」，如經查確有性平案件事實者，應予以

終止契約外，並依規定會知人事室辦理通報事宜。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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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案 由 本校「圖書館校外人士閱覽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辦法第 2 條規定校外人士申請入館需以身分證件換取臨時

閱覽證。由於櫃台同仁與校外人士間容易因身分證件的認定

標準不同而產生爭論，爰擬明列身分證件類型，以減少管理

上的困擾。 

二、本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13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圖書館諮詢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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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校外人士閱覽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二條 

凡校外人士年滿 13 歲(或

國中在籍學生以上)，基於

研究、教學需要，在不影

響本校師生權益前提下，

均得於櫃檯以貼有本人照

片之有效身分證件，包括

身分證、健保卡、駕照、

護照、居留證等(未滿 14

歲無身分證或無照片健保

卡者，以學生證及戶口名

簿/戶籍謄本辦理)，換取臨

時閱覽證，進館使用圖書

資料。 

 

第二條 

凡校外人士年滿 13歲或

具備國中以上程度，基

於研究、教學需要，在

不影響本校師生權益前

提下，均得於櫃檯以貼

有本人照片之身分證件

換取臨時閱覽證，進館

使用圖書資料。 

1. 因應本館實務管理需

要明列身分證件類

型。 

2.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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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校外人士閱覽辦法(修正草案) 

93.11.30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5.26 一 O 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3.28 一 O 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一 O 七學年度第○學期第○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本館資源，分享社會大

眾，特訂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校外人士閱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凡校外人士年滿 13 歲(或國中在籍學生以上)，基於研究、教學需要，

在不影響本校師生權益前提下，均得於櫃檯以貼有本人照片之有效身

分證件，包括身分證、健保卡、駕照、護照、居留證等(未滿 14 歲無身

分證或無照片健保卡者，以學生證及戶口名簿/戶籍謄本辦理)，換取臨

時閱覽證，進館使用圖書資料。 

第三條 校外人士須遵守本館各項規定使用圖書資料，但不得外借；亦不得使

用本館空間做為自習等其他用途，如有違規者，本館得取消其閱覽資

格。 

第四條 本館閱覽證限當日閉館前歸還；逾期未歸還者，停止其進館 3 個月。 

第五條 本館臨時閱覽證須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或損壞，應賠償新臺幣 250 元

整。 

第六條 校外人士入館應遵守本館各項規定。若有偷竊、損毀圖書資料或設施

等行為，本館除依相關規定求償，拒絕其日後進館閱覽，情節嚴重者

得依法移送警方處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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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會議紀錄(摘錄) 

日期時間：107年 11月 13日（星期二）下午 12時 20分 

地點：圖書館四樓館長辦公室 

主席：于國華老師、黃貞燕館長(推選本屆主委前之議程)              記錄：黃若瑜專員 

出席人員：音樂學院林京美老師、簡秀珍老師；美術學院郭弘坤老師；戲劇學院房國彥老師、

童偉格老師；舞蹈學院曾瑞媛老師；文化資源學院江明親老師、于國華老師；電

影與新媒體學院江美萱老師(陳慧老師代理出席)、趙瞬文老師；通識暨共同教育

委員會陳致宏老師、顧玉玲老師；學生代表黃彥儒同學、唐敬雅同學。 

列席人員：採編組吳雅慧組長（兼代校發組組長）、閱典組彭家蕙組長。 

 

壹、 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確認(略) 

参、圖書館業務重點工作報告(略)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略) 

提案二 

案由：本校「圖書館借閱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第 1 點酌修文字。 

(二)第 2 點為本次修正重點，修正內容如下： 

1.簡化本校編制內人員、學生及校務基金聘僱人員以外之其他人員現行取得借閱權限

的作業手續。  

2.為對本校退休人員在校服務的貢獻表示謝忱，新增辦證免繳保證金優惠。 

3.配合本校 107 年 4 月 2 日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秘書室校友服務會議，主席裁

示事項略以：「……為提供校友借書服務，就校友會入會會員至圖書館借書可享免

押金服務。……」，修改校友辦證規定。 

4.配合本校「鼓勵國內外學人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作業要點」，新增來校訪問學人辦

證手續。 

5.借書證遺失補發金額調整為 250 元，與電算中心校園數位識別證遺失補發金額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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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3 點配合本校現有教職人員類別與職稱，修正借閱對象。 

(四)第 13 點因應本館實際管理需要，增列冒用他人證件借閱圖書資料者之罰則。 

(詳附件二)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1. 陳致宏委員：建議訪問學人的條文獨立出來說明，較為清楚。 

2. 彭家蕙組長：建議訪問學人條文列於退休人員、校友條文之前或之後，因這三個類

別皆屬非校內人士。 

3. 吳雅慧組長：建議訪問學人條文增置於第 4款。 

決議：依委員們意見修正通過後，請圖書館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三 

案由：本校「圖書館校外人士閱覽辦法」第 2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本辦法第 2 條規定校外人士申請入館需以身分證件換取臨時閱覽證。由於櫃台同

仁與校外人士間容易因身分證件的認定標準不同而產生爭論，爰擬明列身分證件

類型，以減少管理上的困擾。(詳附件三)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1. 針對入館年齡限制： 

因校內有些老師會帶小孩來學校，且圖書館會有展覽，建議圖書館可思考入館年齡

是否要放寬限制。 

黃貞燕館長回覆：圖書館未來會思考校內同仁子女是否以個案來處理。 

2. 第 2條的「……或具備國中以上程度……」字詞建議可修改成「……或國中在籍學

生以上……」。 

決議：依委員們意見修正通過後，請圖書館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四 (略) 

 

伍、臨時動議(略) 

陸、散會（13:10） 

17-5



17-6



17-7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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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案 由 本校「圖書館借閱規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規則擬修正第 1、2、3、13 點，修正內容如下： 

(一)第 1 點酌修文字。 

(二)第 2 點為本次修正重點，內容分述如下： 

1.簡化本校編制內人員、學生及校務基金聘僱人員以外之其他

人員現行取得借閱權限的作業手續。  

2.為對本校退休人員在校服務的貢獻表示謝忱，新增辦證免繳

保證金優惠。 

3.配合本校 107 年 4 月 2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秘書室

校友服務會議，主席裁示事項略以：「……為提供校友借書

服務，就校友會入會會員至圖書館借書可享免押金服

務。……」，修改校友辦證規定。 

4.配合本校「鼓勵國內外學人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作業要

點」，新增來校訪問學人辦證手續。 

5.借書證遺失補發金額調整為 250 元，與電算中心校園數位識

別證遺失補發金額一致。 

(三)第 3 點配合本校現有教職人員類別與職稱，修正借閱對象。 

(四)第 13 點因應圖書館實際管理需要，增列冒用他人證件借閱

圖書資料者之罰則。 

二、本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13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圖書館諮詢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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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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借閱規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一、凡本校教職員工、學生、

退休人員、校友、依本校

「校務基金聘僱工作人

員進用暨管理要點」聘僱

之人員、計畫案人員及訪

問學人，均得於本館規定

時間內，依本規則之規

定，借閱本館所藏圖書資

料。其他非書資料之借

閱，另依本館「非書資料

借閱及使用規則」辦理。 

 

一、凡本校教職員工、學生、

退休人員、校友、依本校

「校務基金聘僱工作人

員進用暨管理要點」聘僱

之人員、及兼任教師、計

畫助理、工讀生等臨時人

員，均得於本館規定時間

內，依本規則之規定，借

閱本館所藏圖書資料。其

他非書資料之借閱，另依

本館「非書資料借閱及使

用規則」辦理。 

酌修文字。 

二、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學

生及依本校「校務基金聘

僱工作人員進用暨管理

要點」聘僱之人員憑本校

所發之校園IC卡借閱圖

書資料。其他人員得依下

列方式向本館申請校園

IC卡借閱權限，或核發借

書證。 

1、兼任教師： 

攜聘書及本人之校園IC

卡至本館辦理借閱權限

開啟。效期以聘僱期間為

限，屆期憑聘書或簽呈申

二、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學

生及依本校「校務基金聘

僱工作人員進用暨管理

要點」聘僱之人員憑本校

所發之校園IC卡借閱圖

書資料。其他非編制人員

得向本館申請核發借書

證，申辦方式如下： 

1、兼任教師： 

攜聘書或簽呈、身分證、

照片一張，至本館辦理。 

借書證效期以聘僱期間

為限，屆期憑聘書或簽呈

申請延期。 

1.簡化本校非編制內人員、學

生或校務基金聘僱人員現

行取得借閱權限的作業手

續。 

2.為對本校退休人員在校服

務的貢獻表示謝忱，新增辦

證免繳保證金優惠。 

3.因應本校 107 年 4 月 2 日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

次秘書室校友服務會議，主

席裁示事項略以：「……為

提供校友借書服務，就校友

會入會會員至圖書館借書

可享免押金服務。……」，

18-3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請延期。 

2、計畫案人員: 

攜契約書及本人之校園

IC卡至本館辦理借閱權

限開啟。效期以聘僱期間

為限，屆期憑契約書或簽

呈申請延期。 

3、退休人員、校友： 

退休人員 攜退休 (職 )

證、照片一張及製卡費新

臺幣250元，至本館辦理

借書證。 

校友持校友證及保證金

新臺幣參仟元至本館辦

理借閱權限開啟，同時為

本校校友會有效會員

者，免繳交保證金。無校

友證之校友，攜畢業證

書、身分證、照片一張、

製卡費新臺幣250元及保

證金新臺幣參仟元，至本

館辦理校友借書證。 

4、訪問學人： 

訪問學人攜本校核定之

來校訪問申請表影本、照

片一張、製卡費新臺幣

250元及保證金新臺幣參

仟元，至本館辦理借書

2、計畫助理: 

攜聘書或簽呈、身分證、

照片一張，保證金新臺幣

叁仟元或本校專任教師

保證書，至本館辦理。借

書證效期以聘僱期間為

限，屆期憑聘書或簽呈申

請延期。 

保證金得於退回借書證

後申請無息發還。 

3、工讀生及臨時人員： 

攜聘書或簽呈、身分證、

照片一張，保證金新臺幣

叁仟元，至本館辦理。借

書證效期以聘僱期間為

限，屆期憑聘書或簽呈申

請延期。 

保證金得於退回借書證

後申請無息發還。 

4、退休人員、校友： 

攜退休證、畢業證書、身

分證、照片一張，保證金

新臺幣叁仟元，至本館辦

理。 

借書證效期一年，屆期憑

證申請延期。 

保證金得於退回借書證

後申請無息發還。 

配合修改校友辦證規定。 

4.配合本校「鼓勵國內外學人

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作業

要點」，新增來校訪問學人

辦證手續。 

5.借書證遺失補發金額調整

為 250 元，與電算中心校園

數位識別證遺失補發金額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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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證。 

保證金得於退回借書證

後申請無息發還。 

借書證應妥善保管，如有

遺失應立即向本館掛

失，並繳製卡費新臺

幣250元申請補發。 

5、借書證應妥善保管，如有

遺失應立即向本館掛

失，並繳工本費新臺幣貳

佰元申請補發。 

三、借閱者之借閱資料數量及

限期規定如下： 

1、專任教師、名譽教授、講

座教授、校務發展顧問： 

圖書：數量80冊，期限6

週。 

電子資料（含CD、LD、

VCD、DVD、CD-ROM、

磁片等）：數量35件，期

限6週。 

2、研究生、助教、研究人員： 

圖書：數量60冊，期限4

週。 

電子資料（含CD、LD、

VCD、DVD、CD-ROM、

磁片等）：數量25件，期

限4週。 

3、兼任教師、客座教師、計

畫案教師、職工： 

圖書：數量40冊，期限2

週。 

三、借閱者之借閱資料數量及

限期規定如下： 

1、專任教師： 

圖書：數量80冊，期限6

週。 

電子資料（含CD、LD、

VCD、DVD、CD-ROM、

磁片等）：數量35件，期

限6週。 

2、研究生、助教、研究人員： 

圖書：數量60冊，期限4

週。 

電子資料（含CD、LD、

VCD、DVD、CD-ROM、

磁片等）：數量25件，期

限4週。 

3、兼任教師、職工： 

圖書：數量40冊，期限2

週。 

電子資料（含CD、LD、

VCD、DVD、CD-ROM、

配合本校現有教職人員類別

與職稱，修正借閱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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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電子資料（含CD、LD、

VCD、DVD、CD-ROM、

磁片等）：數量15件，期

限2週。 

4、學士班、七年一貫制學

生： 

圖書：數量20冊，期限2

週。 

電子資料（含CD、LD、

VCD、DVD、CD-ROM、

磁片等）：數量15件，期

限2週。 

5、退休人員、校友、計畫助

理、工讀生、訪問學人等

臨時人員： 

圖書：數量10冊，期限2

週。 

電子資料（含 CD、LD、

VCD、DVD、CD-ROM、

磁片等）：數量 5 件，期

限 2 週。 

磁片等）：數量15件，期

限2週。 

4、學士班、七年一貫制學

生： 

圖書：數量20冊，期限2

週。 

電子資料（含CD、LD、

VCD、DVD、CD-ROM、

磁片等）：數量15件，期

限2週。 

5、退休人員、校友及計畫助

理、工讀生等臨時人員： 

圖書：數量10冊，期限2

週。 

電子資料（含CD、LD、

VCD、DVD、CD-ROM、

磁片等）：數量5件，期限

2週。 

十三、圖書資料未經辦妥借閱

手續而自行攜出館外，或

冒用他人證件借閱圖書

資料，經確認屬實者，學

生送學生事務處懲處；教

職員工報請校長裁奪；其

他人員則沒收保證金及

十三、圖書資料未經辦妥借閱

手 續 而 自 行 攜 出 館

外，經確認屬實者，學

生 送 學 生 事 務 處 懲

處；教職員工報請校長

裁奪；其他人員則沒收

保 證 金 及 註 銷 借 閱

因應本館實際管理狀況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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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註銷借閱權，並永不得再

申請補發。 

權，並永不得再申請補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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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借閱規則(修正草案) 

85.10.01 八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89.01.11 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0.01.09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0.08.31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6.10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3.06.01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6.10.01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03.20一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05.22一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09.30一0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一0七學年度第○學期第○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凡本校教職員工、學生、退休人員、校友、依本校「校務基金聘僱工作人員進用暨管理要

點」聘僱之人員、計畫案人員及訪問學人，均得於本館規定時間內，依本規則之規定，借

閱本館所藏圖書資料。其他非書資料之借閱，另依本館「非書資料借閱及使用規則」辦理。 

二、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學生及依本校「校務基金聘僱工作人員進用暨管理要點」聘僱之

人員憑本校所發之校園IC卡借閱圖書資料。其他人員得依下列方式向本館申請校園IC卡

借閱權限，或核發借書證。 

1、兼任教師： 

攜聘書及本人之校園IC卡至本館辦理借閱權限開啟。效期以聘僱期間為限，屆期憑

聘書或簽呈申請延期。 

2、計畫案人員： 

攜契約書及本人之校園IC卡至本館辦理借閱權限開啟。效期以聘僱期間為限，屆期

憑契約書或簽呈申請延期。 

3、退休人員、校友： 

退休人員攜退休(職)證、照片一張及製卡費新臺幣250元，至本館辦理借書證。 

校友持校友證及保證金新臺幣參仟元至本館辦理借閱權限開啟，同時為本校校友會

有效會員者，免繳交保證金。無校友證之校友，攜畢業證書、身分證、照片一張、

製卡費新臺幣250元及保證金新臺幣參仟元，至本館辦理校友借書證。 

4、訪問學人 

訪問學人攜本校核定之來校訪問申請表影本、照片一張、製卡費新臺幣250元及保證

金新臺幣參仟元，至本館辦理借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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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得於退回借書證後申請無息發還。 

借書證應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立即向本館掛失，並繳製卡費新臺幣250元申請補發。 

三、借閱者之借閱資料數量及限期規定如下： 

1、專任教師、名譽教授、講座教授、校務發展顧問： 

圖書：數量80冊，期限6週。 

電子資料（含CD、LD、VCD、DVD、CD-ROM、磁片等）：數量35件，期限6週。 

2、研究生、助教、研究人員： 

圖書：數量60冊，期限4週。 

電子資料（含CD、LD、VCD、DVD、CD-ROM、磁片等）：數量25件，期限4週。 

3、兼任教師、客座教師、計畫案教師、職工： 

圖書：數量40冊，期限2週。 

電子資料（含CD、LD、VCD、DVD、CD-ROM、磁片等）：數量15件，期限2週。 

4、學士班、七年一貫制學生： 

圖書：數量20冊，期限2週。 

電子資料（含CD、LD、VCD、DVD、CD-ROM、磁片等）：數量15件，期限2週。 

5、退休人員、校友、計畫助理、工讀生、訪問學人等臨時人員： 

圖書：數量10冊，期限2週。 

電子資料（含CD、LD、VCD、DVD、CD-ROM、磁片等）：數量5件，期限2週。 

四、借閱圖書資料須本人攜證親自辦理，歸還時則可代還。 

五、借閱之圖書借期屆滿，如無他人預約，續借次數不限，但最大借閱天數為一年。 

電子資料（含CD、LD、VCD、DVD、CD-ROM、磁片等），不得續借。 

六、欲借之圖書資料如已為他人借出，借閱者可自行上網預約。預約保留期限5天，逾期取消

保留。 

七、凡期刊、參考工具書、珍貴圖書及其他限館內使用之資料，概不外借。 

八、教師指定參考書之借閱，依本館「指定參考書使用及借閱規則」辦理。 

九、借出之圖書資料，如遇有清查、整理、改編、裝訂及教師列為指定參考書等特殊狀況時，

本館得向借閱者催還，逾期歸還者依本規則第十一條辦理。 

十、借出之圖書資料，如有遺失、損壞等情形，依本館「圖書資料賠償辦法」處理之。 

十一、借閱之圖書資料應如期歸還，借期屆滿，教師寬限期7天，其餘讀者寬限期2天。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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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罰款從每件新臺幣壹拾伍元起算，每件每日罰款新臺幣伍元，以此累加，罰款

每件最高以新臺幣伍佰元為限。罰款未繳清前，不得再借閱圖書資料。 

十二、圖書資料逾期未還，一律停止借閱權，至該圖書資料還清，始可恢復借閱權。逾期達

六個月仍不還書時，學生送學生事務處議處，教職員工送單位主管或人事室處理，其

他人員則沒收保證金及註銷借閱權。 

十三、圖書資料未經辦妥借閱手續而自行攜出館外，或冒用他人證件借閱圖書資料，經確認

屬實者，學生送學生事務處懲處；教職員工報請校長裁奪；其他人員則沒收保證金及

註銷借閱權，並永不得再申請補發。 

十四、教職員工退休、離職或學生畢業、轉學、休學、退學時，須於離校前還清所借圖書資

料，否則不予辦理離職、離校手續。 

十五、本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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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會議紀錄(摘錄) 

日期時間：107年 11月 13日（星期二）下午 12時 20分 

地點：圖書館四樓館長辦公室 

主席：于國華老師、黃貞燕館長(推選本屆主委前之議程)              記錄：黃若瑜專員 

出席人員：音樂學院林京美老師、簡秀珍老師；美術學院郭弘坤老師；戲劇學院房國彥老師、

童偉格老師；舞蹈學院曾瑞媛老師；文化資源學院江明親老師、于國華老師；電

影與新媒體學院江美萱老師(陳慧老師代理出席)、趙瞬文老師；通識暨共同教育

委員會陳致宏老師、顧玉玲老師；學生代表黃彥儒同學、唐敬雅同學。 

列席人員：採編組吳雅慧組長（兼代校發組組長）、閱典組彭家蕙組長。 

 

壹、 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確認(略) 

参、圖書館業務重點工作報告(略)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略) 

提案二 

案由：本校「圖書館借閱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第 1 點酌修文字。 

(二)第 2 點為本次修正重點，修正內容如下： 

1.簡化本校編制內人員、學生及校務基金聘僱人員以外之其他人員現行取得借閱權限

的作業手續。  

2.為對本校退休人員在校服務的貢獻表示謝忱，新增辦證免繳保證金優惠。 

3.配合本校 107 年 4 月 2 日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秘書室校友服務會議，主席裁

示事項略以：「……為提供校友借書服務，就校友會入會會員至圖書館借書可享免

押金服務。……」，修改校友辦證規定。 

4.配合本校「鼓勵國內外學人來校訪問研究或創作作業要點」，新增來校訪問學人辦

證手續。 

5.借書證遺失補發金額調整為 250 元，與電算中心校園數位識別證遺失補發金額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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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3 點配合本校現有教職人員類別與職稱，修正借閱對象。 

(四)第 13 點因應本館實際管理需要，增列冒用他人證件借閱圖書資料者之罰則。 

(詳附件二)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1. 陳致宏委員：建議訪問學人的條文獨立出來說明，較為清楚。 

2. 彭家蕙組長：建議訪問學人條文列於退休人員、校友條文之前或之後，因這三個類

別皆屬非校內人士。 

3. 吳雅慧組長：建議訪問學人條文增置於第 4款。 

決議：依委員們意見修正通過後，請圖書館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三 

案由：本校「圖書館校外人士閱覽辦法」第 2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本辦法第 2 條規定校外人士申請入館需以身分證件換取臨時閱覽證。由於櫃台同

仁與校外人士間容易因身分證件的認定標準不同而產生爭論，爰擬明列身分證件

類型，以減少管理上的困擾。(詳附件三)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1. 針對入館年齡限制： 

因校內有些老師會帶小孩來學校，且圖書館會有展覽，建議圖書館可思考入館年齡

是否要放寬限制。 

黃貞燕館長回覆：圖書館未來會思考校內同仁子女是否以個案來處理。 

2. 第 2條的「……或具備國中以上程度……」字詞建議可修改成「……或國中在籍學

生以上……」。 

決議：依委員們意見修正通過後，請圖書館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四 (略) 

 

伍、臨時動議(略) 

陸、散會（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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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3 提案性質 重要校務事項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本校「108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行事曆草案係依「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紀

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及

「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擬訂。 

二、本行事曆草案原則比照 107 學年度之記事編排，並已先行函

送各單位徵詢意見，重要事項日程均已納入編修。 

三、本案重要事項記載或調整如下： 

(一)108 學年度之開學日係參考與本校有學術合作關係之政大、

陽明及清華擬訂，第 1 學期開學日為 108/9/16、第 2 學期為

109/2/17。 

(二)109 年之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為 4/4(週六)，另 4/6(週一)

援例列為傳統文化活動，當日停課，並由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課程。 

(三)新生始業教育由學務處安排於 108/9/9（週一）至 9/11（週

三）共 3日。 

 四、本案經本次行政會議通過後，除開學日及學期結束日再異動

將重提下次行政會議審議外，其餘各項個別記事如再異動，

將配合業務主辦單位調整並公告，擬免重提行政會議。 

辦 法 本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函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 

審議意見  

決 議  

 

19-1



                １０８學年度行事曆(草案) 

第 1 學期（自 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1 月 31 日） 

月份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記事日期 記   事   事   項 

108 
年 
8 
月 

     1 2 3 1 日 (1)第 1 學期開始 (2)申請休、復學開始日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1 日 新生註冊繳費截止日 
 25 26 27 28 29 30 31 25 日 祖父母節 

9 
月 

 1 2 3 4 5 6 7 5-6 日 
6 日 

大一、研一、七年一貫制新生 108-1 學期課程網路預選 
暑假結束 

 8 9 10 11 12 13 14 

8 日 
9-11 日 

10 日 
12 日 
13 日 
14 日 

(1)新生進住宿舍報到日 (2)研究所新生入學健康檢查 
各系新生始業教育(含社團評鑑暨博覽會) 
學士班含七年一貫制一、四年級新生及本年度轉學生入學健康檢查 
(1)上網查詢初選表  (2)境外生始業教育 
中秋節 
舊生進住宿舍日 

一 15 16 17 18 19 20 21 

16 日 
 
 

16-28 日 
16-30 日 

(1)開始上課 (2)舊生註冊繳費截止日 (3)申請復學截止日 
(4)畢業研究生上傳電子學位論文暨離校截止日 
(5)學生就貸申請截止日(含教程、延修生及碩博士生學分費) 
新媒碩士班學年評鑑 
108-1 學期課程加退選 

二 22 23 24 25 26 27 28 

16-30 日 
9/16-11/24 

24 日 
26 日 
27 日 
28 日 

108-1 學期課程加退選 
關渡藝術節 
教育學程學員大會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直升考 
電影學系碩士班作品評鑑申請 
孔子誕辰紀念日(教師節) 

三 29 30        

10 
月 

三   1 2 3 4 5 4-12 日 
5 日 

關渡電影節 
補行上班日(補 10/11 國慶日調整放假) 

四 6 7 8 9 10 11 12 10 日 
11 日 

國慶日放假 
國慶日調整放假，授課教師請自行調整課程(10/5 補行上班) 

五 13 14 15 16 17 18 19 

14 日 
14-28 日 

 
18 日 

依課務組公告上網查詢正式選課表 
延修生、103 學年度以後入學研究生、在職專班生、非在職生選修在職課程、
選修學程與英檢課學生繳交學分費 
弱勢補助申請截止日(家庭年收入 70 萬元以下) 

六 20 21 22 23 24 25 26 22 日 
26 日 

校慶 
達全學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一(休退學者學費退 2/3 截止) 

七 27 28 29 30 31   10/27-11/3 日 關渡國際動畫節 

11 
月 

七      1 2   

八 3 4 5 6 7 8 9 4-8 日 
8-17 日 

戲劇學系所劇場週 
2019 年戲劇學院秋季公演 

九 10 11 12 13 14 15 16 11-16 日  期中考試 

十 17 18 19 20 21 22 23 20-22 日 
11/22 日  

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 
期中學習預警通報截止日 

十一 24 25 26 27 28 29 30   

12 
月 

十二 1 2 3 4 5 6 7 

1-19 日 
2-6 日 
5-6 日 

7 日 

美術學系系展 
電影學系碩士班作品補評鑑申請 
2019 文化資源學術研討會 
達全學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二(休退學者學費退 1/3 截止) 

十三 8 9 10 11 12 13 14   

十四 15 16 17 18 19 20 21 

16-20 日 
18 日 

19-22 日 
20 日 

20-29 日 
21 日 

戲劇學系所劇場週 
達全學期上課時間四分之三 
舞蹈學系歲末展演 
(1)課程停修教務處收件截止日 (2)申請休學截止日  
2019 年戲劇學院冬季公演 
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考試 

十五 22 23 24 25 26 27 28 22-28 日 美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評鑑展 

十六 29 30 31     
12/29-1/4 日 

31 日 
美術學系碩士班創作組評鑑展 
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 

109 
年 
1 
月 

十六    1 2 3 4 1 日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 

十七 5 6 7 8 9 10 11 

6-21 日 
6-11 日 
6-12 日 

10 日 

網路教學評量 
音樂學系、傳統音樂學系、舞蹈學系術科評量、美術學系大四畢業初審 
劇場設計學系期末展演評量 
108-2 學期任課教師課程大綱上網截止日 

十八 12 13 14 15 16 17 18 

13 日 
13-17 日 
13-18 日 
13-19 日 
15-21 日 

18 日 

戲劇系所期末座談(研究生) 
美術學系大三期末術科報告、舞蹈學系及各研究所呈現週、電影學系期末評鑑週 
期末考試（請於原上課時段考試） 
藝術跨域研究所期末論壇 
108-2 學期課程預選（15-16 日第一階段,17 日篩選公佈,20-21 日第二階段） 
本學期課程結束 

 

19 20 21 22 23 24 25 
20 日 
22 日 
24 日 

(1)寒假開始 (2)圖書館指定參考書撤離 
教學觀摩暨 TA 期末成果分享會 
除夕放假 

26 27 28 29 30 31  
25-29 日 

30 日 
31 日 

春節放假(1/25 週六於 1/28 補假，1/26 週日於 1/29 補假) 
教師線上繳送學期成績截止日 
(1)畢業生開始辦理離校程序 (2)第 1 學期結束 (3)研究生學位考試完畢 

1.本行事曆所列「紀念日及節日假期處理」如有變動，由人事室另行公告。 
2.本行事曆所列「招生相關日期」如有調整，由招生委員會另行公告。 
3.本行事曆所列「選課日期」如有調整，由教務處另行公告。 

            本校 108 年 月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經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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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８學年度行事曆(草案) 

第 2 學期（自 109 年 2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月份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記事日期 記   事   事   項 

109 
年 
2 
月 

       1 1 日 (1)第 2 學期開始 (2)申請休、復學開始日 (3)外國學生申請入學開始受理報名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4 日 (1)學生上網查詢初選課表 (2)寒假結束 

(3)教育學程 2 年級以上學生領取學分認定審查表  

一 16 17 18 19 20 21 22 

17 日 
 
 

2/17-3/2 日 
17-29 日 

21 日 
21-24 日 

(1)開始上課 (2)全校學生註冊繳費截止日 (3)申請復學截止日  
(4)畢業研究生上傳電子學位論文暨離校截止日  
(5)學生就貸申請截止日(含教程、延修生及在碩博士生學分費) (6)戲劇節 
108-2 學期課程加退選 
新媒碩士班學年評鑑 
電影學系碩士班作品評鑑申請 
音樂學系學士班招生考試 

二 23 24 25 26 27 28 29 

2/17-3/2 日 
25 日 
26 日 
28 日 

108-2 學期課程加退選 
教育學程學員大會 
本校申請赴外交換學生計畫截止日 
和平紀念日放假 

3 
月 

三 1 2 3 4 5 6 7 2 日 
6-11 日 

本校申請國內交換生計畫截止日 
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四 8 9 10 11 12 13 14 13 日 
13-22 日 

依課務組公告上網查詢正式選課表 
動畫學系系展 

五 15 16 17 18 19 20 21 

16-30 日 
 

16-20 日 
17 日 

19-21 日 
20-22 日 
20-29 日 

延修生、103 學年度以後入學研究生、在職專班生、非在職生選修在職課程、
選修學程與英檢課學生繳交學分費 
戲劇學院劇場週 
教育學程甄選報名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招生考試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畢製公演 
2020 年戲劇學院春季公演 

六 22 23 24 25 26 27 28 23 日 
28 日 

拍攝畢業生團體照 
全學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一(休退學者學費退 2/3 截止) 

七 29 30 31     31 日 國際姐妹校申請赴本校交換學生計畫截止日 

4 
月 

七    1 2 3 4 

1 日 
2-3 日 

4 日 
6 日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報名截止日 
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補假 
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放假 
傳統文化活動停課，授課教師請自行調整課程 

八 5 6 7 8 9 10 11 10-13 日 學士班單獨招生考試   

九 12 13 14 15 16 17 18 
13-18 日 
16-19 日 

4/14-5/1 日 

(1)期中考試 (2)實施服務學習預警 
學士班單獨招生(含個人申請)考試 
美術學系碩士班創作組畢業展 

十 19 20 21 22 23 24 25 24 日 (1)期中學習預警通報截止日 (2)電影學系碩士班作品補評鑑申請 
十一 26 27 28 29 30     

5 
月 

十一      1 2 1 日 申請轉系截止日 

十二 3 4 5 6 7 8 9 
5 日 

2-29 日 
9 日 

舞蹈節 
美術學系學士班畢業展 
達全學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二(休退學者學費退 1/3 截止) 

十三 10 11 12 13 14 15 16 11 日 109 學年舊生住宿權抽籤及宿舍自治幹部票選 

十四 17 18 19 20 21 22 23 

18-22 日 
20 日 

21-24 日 
22 日 

 
22-31 日 

5/22-6/7 日 

(1)戲劇學院劇場週 (2)新媒碩士班畢業展 
(1)達全學期上課時間四分之三  (2)申請開設第 1 期暑期班截止日 
舞蹈學系初夏公演 
(1)課程停修教務處收件截止日 (2)申請休學截止日  
(3)教師教學社群徵件申請截止日 
2020 年戲劇學院夏季公演 
動畫學系畢業展 

十五 24 25 26 27 28 29 30 5/29-6/7 日 電影學系學士班畢業展週 

十六 31       31 日 
5/31-6/6 

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 
美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評鑑展 

6 
月 

十六  1 2 3 4 5 6 
3 日 

5-7 日 
6-11 日 

北藝無菸日 
舞蹈學系先修班結業呈現 
劇場設計學系期末展演評量 

十七 7 8 9 10 11 12 13 

7-13 日 
8-13 日 
8-23 日 

12 日 
13 日 

美術學系大三術科期末報告 
音樂學系、傳統音樂學系、舞蹈學系術科評量 
網路教學評量 
(1)109-1 學期任課教師課程大綱上網截止日  (2)戲劇學系傳統戲曲歌舞祭 
畢業典禮 

十八 14 15 16 17 18 19 20 

14-20 日 
15 日 

15-19 日 
15-20 日 
16-17 日 
17-23 日 

19 日 
20 日 

 

美術學系碩士班創作組評鑑展 
戲劇系所期末座談(研究生) 
舞蹈學系及各研究所呈現週、電影學系期末評鑑週 
畢業考及期末考試（請於原上課時段舉行考試） 
戲劇學系大一大二學年評量 
109-1 學期課程預選（17-18 日第一階段,19 日篩選公佈,22-23 日第二階段） 
動畫學系作品聯合放映 
(1)補行上班日(補 6/26 端午節調整放假)  (2)本學期課程結束   
(3)申請開設第 2 期暑期班截止日 

 21 22 23 24 25 26 27 

22 日 
22-23 日 

24 日 
25 日 
26 日 

(1)暑假開始 (2)圖書館指定參考書撤離 
學士班轉學生招生考試 
教學觀摩暨 TA 期末成果分享會 
端午節 
端午節調整放假(6/20 補行上班) 

 28 29 30       

7 
月 

    1 2 3 4 1 日 
2 日 

教師線上繳送學期成績截止日 
畢業生開始辦理離校程序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1 日 (1)第 2 學期結束 (2)研究生學位考試完畢 (3)畢業生服務學習點數審核截止 

             本校 108 年 月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經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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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4 提案性質 法規修訂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本校「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多媒體器材借用要點」修正草案，提

請審議。 

說 明 
因應中心更名配合修訂要點名稱，並增修相關借用規定，以利本

校教職員善用多媒體器材及完備器材管理維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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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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務處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多媒體器材借用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務處教學與

學習中心多媒體器材借用要點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務處教學與

學習支援中心多媒體器材借用要

點 

配合本中心更名修正要點

文字。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要點所指之多媒體器材依

教學與學習中心官網公告為

準。 

二、本要點所指之多媒體器材包

括：錄影機、數位相機、鏡

頭、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

單槍投影機、手提無線擴音

器、無線對講機等。 

俾利可借用之多媒體器材

同步更新，改依教學與學習

中心官網公告為準。 

三、借用方式 

(一)多媒體器材提供課堂教學

支援、行政業務支援借用；

以教學用途為優先。 

(二)一般借用期限以三日為限

（含借出日），須提前二個

工作天至教學與學習中心

官網填寫線上申請，待中心

核定後始受理申請。 

(三)因特殊教學需求，借用期限

四日（含）以上七日以內

者，須提前三個工作天至教

學與學習中心官網填寫線

上申請，並於「器材借用單」

加蓋單位主管章附件上

傳，經本中心主管審核同意

三、借用方式 

(一)多媒體器材提供課堂教學

支援、行政業務支援借用；

以教學用途為優先。 

(二)辦理借用手續時，須填寫

「器材借用單」(附件一)敘

明用途。 

(三)器材借用由教師、職員、學

生持本人證件至教學與學習

支援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辦理。辦理時間為週一至週

五上午八時半至下午五時

半，寒、暑假期間配合本中

心上班時間調整。 

(四)前款證件係指教師證、職員

證、學生證、身分證、健保

俾利本中心多媒體器材借

用管理，增修多媒體器材線

上預約申請規定。 

俾利本校教職員生借用之

便，刪除持證借用器材相關

規定，另配合本校上班時間

調整，修訂辦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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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受理申請。 

(四)辦理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

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半，寒、

暑假期間配合本中心上班

時間調整。  

 (五)使用完畢需親自與借出人

點交與檢查，確認器材完好

無缺。 

卡、駕照等六類證件，擇一

辦理。 

(五)使用完畢需親自與借出人

點交與檢查，確認器材完好

無缺後歸還證件。 

四、借用規範 

(一)限校內使用。 

(二)借出期間應妥善保管維護器

材之完整（含配件）及正常

操作。 

(三)器材歸還後，續借器材以乙

次為限。續借乙次後，相隔

一週可再次借用同器材。借

用辦法依第三點辦理。 

(四)若有非正常之操作行為或與

原填列目的不符者，本中心

有權取消借用。 

(五)借用器材須在期限以內歸

還。逾期歸還，同一借用人

當學期不得再提出借用申

請。 

四、借用規範 

(一)限校內使用。 

(二)一般借用期限以三日為限

（含借出日），借用人應於使

用完畢立即歸還本中心。 

(三)因特殊教學需求，借用期限

四日（含）以上七日以內者，

須提前兩個工作天申請，並

於「器材借用單」加蓋單位

主管章，經本中心主管審核

同意後，始受理申請。 

(四)借出期間應妥善保管維護器

材之完整（含配件）及正常

操作。 

(五)本中心可借用器材項目、數

量及校外合作單位之收費標

準依實際公告為準（附件

二）。 

(六)若有非正常之操作行為或與

原填列目的不符者，本中心

俾利本中心多媒體器材借

用管理，明訂多媒體器材續

借規範。 

鑑於提供校外合作單位借

用效果不彰，及俾利本校教

職員生善用多媒體器材，不

提供校外合作單位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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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取消借用。 

(七)借用器材須在期限以內歸

還。逾期歸還，同一借用人

當學期不得再提出借用申

請。 

 五、外部單位與本校合作執行專

案計畫欲長期借用者，需經校

內合作單位簽准同意。本中心

得依前述公告標準收取租借

費用。 

鑑於提供校外合作單位借

用效果不彰，及俾利本校教

職員生善用多媒體器材，不

提供校外合作單位借用。 

五、借用之多媒體器材如有損壞

或遺失，需支付維修費或購

買同品牌同型號器材歸還或

依市價賠償。 

六、借用之多媒體器材如有損壞

或遺失，需支付維修費或購

買同品牌同型號器材歸還或

依市價賠償。 

點次變更。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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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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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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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務處教學與學習中心多媒體器材借用要點（修正草案） 
 

103年11月3日103學年第1學期第4次處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11月25日103學年第1學期第2次行政務會議通過 

年月日學年第學期第次行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供本校教職員生運用多媒體器材以利教學實施與業務推動，考量器材管理維護之成本效

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指之多媒體器材依教學與學習中心官網公告為準。  

三、借用方式  

(一) 多媒體器材提供課堂教學支援、行政業務支援借用；以教學用途為優先。  

(二) 一般借用期限以三日為限（含借出日），須提前二個工作天至教學與學習中心官網填

寫線上申請，待中心核定後始受理申請。 

(三) 因特殊教學需求，借用期限四日（含）以上七日以內者，須提前三個工作天至教學與

學習中心官網填寫線上申請，並於「器材借用單」加蓋單位主管章附件上傳，經本中

心主管審核同意後，始受理申請。 

(四) 辦理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半，寒、暑假期間配合本中心上班時間調

整。 

(五) 使用完畢需親自與借出人點交與檢查，確認器材完好無缺。 

四、借用規範  

(一) 限校內使用。  

(二) 借出期間應妥善保管維護器材之完整（含配件）及正常操作。  

(三) 器材歸還後，續借器材以乙次為限。續借乙次後，相隔一週可再次借用同器材。借用

辦法依第三點辦理。 

(四) 若有非正常之操作行為或與原填列目的不符者，本中心有權取消借用。  

(五) 借用器材須在期限以內歸還。逾期歸還，同一借用人當學期不得再提出借用申請。  

五、借用之多媒體器材如有損壞或遺失，需支付維修費或購買同品牌同型號器材歸還或依市價賠

償。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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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5 提案性質 法規修訂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本校「《北藝學：書寫進行式》獎勵試行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北藝學：書寫進行式》獎勵試行辦法試行日期截至 108 年 4 月

30 日止，爰將試行日期修正至 108 年 12 月 31日，俾利 108 年《北

藝學：書寫進行式》辦理，並增列核發審議委員協同指導獎勵金。 

辦 法 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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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藝學：書寫進行式》獎勵試行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四條 申請作業： 

…… 

四、結案應備文件(研究論文) 

(一)研究論文以中文或英文書

寫，中文正文篇幅 12,000

字至 30,000 字、英文正文

篇幅8,000字至20,000字。 

(二)撰寫格式依 MLA 最新版

本。 

(三)檢附授權同意書（無償授

權本校進行數位化、重製、

編輯、出版等權利），及獎

學金請領文件。 

第四條 申請作業： 

…… 

四、結案應備文件(研究論文) 

(一)研究論文以中文或英文書

寫、篇幅以 12,000字以上。 

(二)撰寫格式依 MLA 最新版

本。 

(三)檢附授權同意書及獎學金

請領文件。 

 

 

1. 明訂研究論文正

文字數，規範研究

論文篇幅與審查

公平性。 

2. 明訂申請人授權

項目以利權責釐

清。 

 

第五條 獎勵方式 

…… 

三、協同指導獎勵金：指導學生研

究計畫書、提供建設性意見並

做具體客觀評述，於全文研究

論文審議委員會後，核發校內

審議委員協同指導獎勵金五千

元。 

四、全文研究論文審查通過後，集

結論文出版。視當年度研究論

文及補助經費辦理。 

五、於時間規定內未繳交相關文件

者，視同放棄獎勵。 

第五條 獎勵方式 

…… 

 

 

 

 

 

 

三、全文研究論文審查通過後，集

結論文出版。視當年度研究論

文及補助經費辦理。 

四、於時間規定內未繳交相關文件

者，視同放棄獎勵。 

1.鑑於試行辦理第一

屆《北藝學：書寫

進行式》投稿件數

眾多、審議委員審

核工作繁重，增修

協同指導獎勵金，

於審議委員會後核

發校內審議委員協

同獎勵金五千元。 

2.項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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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審查方式： 

一、計畫書審查 

(一)由校長推舉本校專、兼任教

授組成審議委員會，審定錄

取名單，於教學與學習中心

官網公告，並發函週知各教

學單位。 

(二)審查重點：符合本辦法宗旨

與推動重點；研究架構合理

性；計畫原創性及影響性。 

二、研究論文審查： 

(一)由審議委員會審定通過名

單，於教學與學習中心官網

公告，並發函周知各教學單

位。 

(二)審查重點：與計畫書內容相

符度及完成度；對研究主題

的知識有明顯的貢獻，並且

具批判性或原創性；論證過

程具一致性；展現對研究內

容知識了解的深度與概觀

性的掌握。 

第六條 審查方式： 

一、計畫書審查 

(一)由校長推舉校內教授組成

審議委員會，審定錄取名

單，於教學與學習中心官網

公告，並發函週知各教學單

位。 

(二)審查重點：符合本辦法宗旨

與推動重點；研究架構合理

性；計畫原創性及影響性。 

二、研究論文審查： 

(一)由校內、校外相關專家學者

組成審查委員會，審定通過

名單，於教學與學習中心官

網公告，並發函周知各教學

單位。 

(二)審查重點：對研究主題的知

識有明顯的貢獻，並且具批

判性或原創性；論證過程具

一致性；展現對研究內容知

識了解的深度與概觀性的

掌握。 

配合計畫書審查專業

學門差異，放寬審議委

員推舉名單。 

俾利審查作業流程進

行，校外相關專家學者

審查改至出版端執行。 

第七條 試行期間及經費來源：本

辦法試行日期延至 108 年 12 月 

31日止，所需經費由相關補助計畫

經費或本校自籌收入支應。 

第七條 試行期間及經費來源：本

辦法試行日期截至 108 年 4 月 

30 日止，所需經費由相關補助計

畫經費或本校自籌收入支應。 

俾利 108年《北藝學：

書寫進行式》辦理，延

長試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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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北藝學：書寫進行式》獎勵試行辦法(修正草案) 

 
107年11月27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7 年 12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108年月日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或北藝大) 為提升碩博士生的研究、評論及創作性書

寫、論理建構與研究能量匯集，鼓勵本校碩博士生從「北藝大」在地場域出發，探究本

校對臺灣與國際的歷時性影響、議題性、理論化、系譜化、批判性之「論述實踐」

（discursive practice），多視點觀照與探討人我關係，以知識生產建立《北藝學：

書寫進行式》（以下簡稱《北藝學》）論理與學說可能，拓展藝術研究取徑、能見與影

響，將書寫做為靈活架構的「反身性」（reflexivity）呈現，探究廣義的「北藝大」，

以突顯藝術的核心本質與其自主精神，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徵文主題： 

一、形塑《北藝學》如何可能：1982 年北藝大（前身國立藝術學院）成立，校史回顧、

分析與展望；《北藝學》理論建構與研究取徑以及藝術展演、創作、教學與學術研

究領域之再研究。 

二、「北藝大」主體叩問與建置：優良師長、傑出校友、作品、創作計畫與典範；學校

與國家政策、國際交流、國際論壇、展演環境、社會實踐、全球化、在地化等鏈結

論述；展演、創作、研究、教學、藝術節與策展理念之建構與解構。 

三、他域、跨域、解域與再域：藝術家/教學者/研究者，討論藝術生成及創作、研究與

教學之綜合體；思索北藝作為機制之客體性與群我關係之反身實踐；北藝與藝術系

統之外解域與再域形勢。 

四、藝術未來與想像：新世代前瞻領航北藝大的未來藍圖。 

第三條 申請資格：本校在學碩士、博士生，限個人申請。 

第四條 申請作業： 

一、申請日期：每年 5月公告，6月核定「計畫申請書」審查結果，9 月繳交研究全文，

11月核定「研究論文」審查結果。 

二、以 PDF 檔格式寄至承辦人信箱，並於主旨註明「北藝學─院所、申請人」，依規定

期限繳交，逾期送達者，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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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應備文件(研究計畫書) 

(一)研究計畫書以 10頁為限。 

(二)計畫申請表含中英文摘要各 500 字及中英文關鍵詞。 

(三)研究內容包含研究背景、動機、研究方法、參考文獻評述、預期成果等。 

(四)檢附切結書及在學證明相關文件。 

四、結案應備文件(研究論文) 

(一)研究論文以中文或英文書寫，中文正文篇幅 12,000字至 30,000字、英文正文

篇幅 8,000 字至 20,000字。 

(二)撰寫格式依 MLA 最新版本。 

(三)檢附授權同意書（無償授權本校進行數位化、編輯、出版、再製等權利）及獎

學金請領文件。 

第五條 獎勵方式： 

一、研究獎學金：依審查程序通過者，每名獎學金十萬元，至多錄取十名。分為兩期撥

付，第一期於審查結果公布後核發二萬元，第二期於研究論文通過審查後核發八萬

元。 

二、指導獎勵金：指導學生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全文研究論文稿件後，核發指導教授指導

獎勵金一萬元。 

三、協同指導獎勵金：指導學生研究計畫書、提供建設性意見並做具體客觀評述，於全

文研究論文審議委員會後，核發校內審議委員協同指導獎勵金五千元。 

四、全文研究論文審查通過後，集結論文出版。視當年度研究論文及補助經費辦理。 

五、於時間規定內未繳交相關文件者，視同放棄獎勵。 

第六條 審查方式： 

一、計畫書審查 

(一)由校長推舉本校專、兼任教授組成審議委員會，審定錄取名單，於教學與學習

中心官網公告，並發函週知各教學單位。 

(二)審查重點：符合本辦法宗旨與推動重點；研究架構合理性；計畫原創性及影響

性。 

二、研究論文審查： 

(一)由審議委員會審定通過名單，於教學與學習中心官網公告，並發函周知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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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二)審查重點：與計畫書內容相符度及完成度；對研究主題的知識有明顯的貢獻，

並且具批判性或原創性；論證過程具一致性；展現對研究內容知識了解的深度

與概觀性的掌握。 

第七條 試行期間及經費來源：本辦法試行日期延至 108年12月 31日止，所需經費由相關補助

計畫經費或本校自籌收入支應。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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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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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擴增本校補助出版之方向及建立出版特色，擬修訂要點名

稱、出版品類別、申請對象、審查方式及智慧財產權等事宜。 

二、 本案業經 107 年 12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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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版品補助作業

要點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教學出版大系

補助作業要點 

因應出版方

向修訂，修改

要點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為提升本校專業教學、研究、展

演及創作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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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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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增出版方

向酌修相關

文字。 

二、依本校出版特色區分為下列類

別： 

（一）藝術研究：教師學術研究及

本校各學院推薦之博士論

文精選改寫。 

（二）藝術人文與創作：大師專題

講座論壇等學術活動之延

伸出版品、教師教學成果或

課程輔助教材、教師之藝術

展演、創作出版及展現藝術

大學特色之文獻或影音出

版。 

（三）藝術多元寫作：本校碩博士

班在籍學生及離校五年

（含）內之校友實踐社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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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修正及整併

出版類別，酌

修相關文字

並調整項次。 

2.原第(二)、

(三)、(五)項

合併為第(二)

項；原第(五)

項合併至第

(一)項。 

3.本校出版品

過去以藝術

領域研究及

教學成果為

主，為擴增出

版方向，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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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跨國學習或從事藝術相

關專題研究等自主學習計

畫所產出之研究型、報導型

或創作型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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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多元

寫作」類別。 

三、申請方式 

（一） 申請對象 

1. 第二點第一、二項由本校教

學研究單位或專兼任教師，

或由出版中心協同教學與學

習中心推薦獲選教學優良暨

傑出教師或關渡講座相關學

術或教學內容，提出申請。 

第二點第一項之本校博士論

文，須經改寫並由學院提出

申請。 

校外學者專家撰就藝術研

究、展演之著作，可依本作

業要點申請第二點第一項之

出版。 

2. 第二點第三項藝術多元寫

作，由本校碩博士班在籍學

生及離校五年（含）內之校

友提出申請。 

（二）申請期限 

每年度受理申請二次，於二月

底及八月底截止收件，送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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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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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配合出版組

及教學與學

習支援中心

組織更名及

本校關渡講

座名稱酌修

文字。 

2.刪除原申請

對象之第3點

規範。 

3.新增「藝術

多元寫作」之

申請對象說

明。 

4.修正申請文

件需求數量

以因應電子

化投稿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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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委員會審議之。 

（三）申請文件 

2. 第二點第一項之本校博士論

文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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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紙本二份以及電子檔。 

(2)影音類出版品：完整之影音

資料光碟及紙本書稿（附電

子檔）各二份。 

4. 前述申請文件須於申請期限

截止前備齊，送至出版中心。 

會審議之。 

（三）申請文件 

2. 第二條第五項博論精粹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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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第一項申請案： 由出

版中心進行形式審查後，提

請學術出版委員會進行初

審。通過後，由委員會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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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配合出版組

組織更名酌

修文字。 

2.為精簡並明

定 執 行 內

容，酌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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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二

名，就全部內容進行匿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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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二點第二項申請案： 由出

版中心進行形式審查後，提

請學術出版委員會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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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第三項申請案：此類

「藝術多元寫作」申請案

中，凡屬研究型案件循第二

點第一項之審查方式進行審

查；屬報導型或創作型案件

循第二點第二項之審查方式

決議是否出版。 

4. 所有申請案類別判定、校外

審查結果及作者回應說明，

均交由學術出版委員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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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3.明定第(三)

項申請類別

所適用之審

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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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決議。 

五、 執行方式 

（一）著作出版須通過學術出版委

員會決議，排定年度出版順

序並審定補助出版項目及

額度。 

（二）申請者應於接獲補助出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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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請者繳交修改定稿，並簽

訂契約後，依契約配合出版

計畫執行，由出版中心完成

出版及經費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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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點原說明

文字敘述較

長，改以分點

條列方式重

新整理，並配

合執行現況

及組織更名

酌修文字。 

六、著作財產權事宜 

（一） 依本作業要點規定獲補助出

版並由本校自行出版之出版

成果，著作財產權歸屬本校

所有，相關文字、影像、編

輯、翻譯等出版權利皆屬於

本校擁有，作者保有著作人

格權。 

（二）依本作業要點規定獲補助出

版且由本校與其他機構共同

出版之出版成果，著作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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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於本校出

版品項多屬

著作權所規

範之著作類

別，故本點略

修標題及相

關文字。 

2.因本作業要

點所補助之

經費來源非

為單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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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歸屬得另訂契約約定

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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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由申請人自行處理。

如有利用歸屬於本校之著作

或其他成果者，應於該專書

適當處加以敘明。 

（四）所有獲補助出版之申請案，

申請人必須先行簽訂授權出

版契約，出版中心始得正式

執行出版。因著作出版而產

生之權益分配依契約內容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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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為免造成

誤解，酌修相

關文字。 

3.重新確認著

作權之歸屬

及明定申請

者需確認內

容著作權無

侵犯他人權

利。 

 

七、本作業要點所需經費由相關補助

計畫經費或本校自籌收入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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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所有指

稱本要點之

簡稱。 

八、本作業要點經教務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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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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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所有指

稱本要點之

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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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版品補助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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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04 年 12 月 21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06 年 5 月 9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年○○月○○日 107 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 為提升本校專業教學、研究、展演及創作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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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校出版特色區分為下列類別： 

 （一） 藝術研究：教師學術研究及本校各學院推薦之博士論文精選改寫。 

 （二） 藝術人文與創作：大師專題講座論壇等學術活動之延伸出版品、教師教學成果或

課程輔助教材、教師之藝術展演、創作出版及展現藝術大學特色之文獻或影音出

版。 

 （三） 藝術多元寫作：本校碩博士班在籍學生及離校五年（含）內之校友實踐社會參與、

跨國學習或從事藝術相關專題研究等自主學習計畫所產出之研究型、報導型或創

作型出版品。 

三、 申請方式 

 （一） 申請對象 

  1. 第二點第一、二項由本校教學研究單位或專兼任教師，或由出版中心協同教

學與學習中心推薦獲選教學優良暨傑出教師或關渡講座相關學術或教學內

容，提出申請。 

第二點第一項之本校博士論文，須經改寫並由學院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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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第一

項之出版。 

  2. 第二點第三項藝術多元寫作，由本校碩博士班在籍學生及離校五年（含）內

之校友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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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申請期限 

  每年度受理申請二次，於二月底及八月底截止收件，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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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二點第一項之本校博士論文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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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份以及

電子檔。 

   (2)影音類出版品： 完整之影音資料光碟及紙本書稿（附電子檔）各二份。 

  4. 前述申請文件須於申請期限截止前備齊，送至出版中心。 

四、 審查方式 

 （一） 審查方式 

  1. 第二點第一項申請案： 

   由出版中心進行形式審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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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部內容進行匿名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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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二點第二項申請案： 

   由出版中心進行形式審查後，提請學術出版委員會進行審議或送請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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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第三項申請案： 

   此類「藝術多元寫作」申請案中，凡屬研究型案件循第二點第一項之審查方

式進行審查；屬報導型或創作型案件循第二點第四項之審查方式決議出版。 

  4. 所有申請案類別判定、校外審查結果及作者回應說明，均交由學術出版委員

會進行最後決議。 

 （二） 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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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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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著作出版須通過學術出版委員會決議，排定年度出版順序並審定補助出版項目及

額度。 

 （二） 申請者應於接獲補助出版通知後三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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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申請者繳交修改定稿，並簽訂契約後，依契約配合出版計畫執行，由出版中心完

成出版及經費核銷。 

六、 著作財產權事宜 

 （一） 依本作業要點規定獲補助出版並由本校自行出版之出版成果，著作財產權歸屬本

校所有，相關文字、影像、編輯、翻譯等出版權利皆屬於本校擁有，作者保有著

作人格權。 

 （二） 依本作業要點規定獲補助出版且由本校與其他機構共同出版之出版成果，著作財

產權之歸屬得另訂契約約定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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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由申請人自行處理。如有利用歸屬於本校之著作或其他成果者，應於該

專書適當處加以敘明。 

 （四） 所有獲補助出版之申請案，申請人必須先行簽訂授權出版契約，出版中心始得正

式執行出版。因著作出版而產生之權益分配依契約內容為準。 

七、 本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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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作業要點經教務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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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林教務長宏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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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教務長室：詳如議程第 5頁。 

  補充說明: 

  本校文資學院所屬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及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

程，過往師資質量均以各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提報總量，自 109 年 8 月 1 日起須

依教育部總量法規修法草案第五條附表五之「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師資質量基準」

有關專任師資數規定，將由現行規定「專任師資及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合計應達

15人以上」改為「…屬藝術展演類之碩士班及博士班，專任師資應達 4 人以上」，

惟可以兼任師資 4 名折抵 1 名專任師資，折抵上限為 3 名專任師資，敬請文資學

院及早規劃因應。 

   

 二、 教學與學習中心：詳如議程第 5-6頁。 

  補充說明: 

  (一)本校計有 6位教師件申請 108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二)有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8年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將由原補助 80萬元擴增為

90萬元。。 

  主席補充: 

  教育部 108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軸著重於整合型及多年期發展的計畫。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6-7頁。 

  補充說明: 

  一、教育部「學位授予法」修正案於 107 年 11 月 28 日公告，針對其法規鬆綁的

部分重點說明如下： 

(一)學校得依學位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訂定各類學位名稱，其規定經教務相關

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惟仍需報部備查，且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

等，必須符合教育部之相關規定，其相關規定教育部尚未公告。 

(二)學士班學生修讀相近學術領域課程或修讀跨領域學位學程課程，學校得依其

學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授予學士學位，不限於學生原入學之院、系規定。

相近學術領域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所屬學院院務會議定之。 

(三)藝術類、應用科技類碩、博士學位論文之代替形式，除作品(原為創作、展演)

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外，增加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前述代替學位論

文之相關準則，教育部將另訂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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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案業經 107 年 10 月 31 日 107-1 學期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通過，修

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詳第 25-31頁。 

 決 議： 併同提案三決議，於下次教務會議再次提案審議。 

   

 提案五、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修訂為「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出版品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出版中心)。 

 說 明：  

 一、 為擴增本校補助出版之方向及建立出版特色，擬修訂要點名稱、出版

品類別、申請對象、審查方式及智慧財產權等事宜，業經 107年 10月

19日本校學術出版委員會審議通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詳第 32-38

頁。 

 二、 本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 議： (一)第三點第三項第 3 款有關出版資料，均刪除(DOC、PDF 各一份)文

字;其中影音類出版品並修正為完整之影音資料光碟及紙本書稿

(附電子檔)各二份。 

(二)餘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六、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版品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出版中心)。 

 說 明：  

 一、 本校出版品除依「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補助出版者外，

目前校內單位及教師亦可自行出版。惟因校內單位以學校經費出版或

教師出版教學研究成果等出版品，多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為出版

單位，造成各單位出版成果辨識不易，故擬於本要點增訂相關規範，

業經 107 年 10 月 19 日本校學術出版委員會審議通過，修正對照表及

修正草案詳第 39-46頁。 

 二、 本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 議： (一)第二點第四項第(三)款，修正為「各計畫成果自行編輯成冊之出

版品，應取得計畫主持人所屬一級單位同意後始得以本校名義出

版，且得於版權頁標註執行單位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計

畫」，書脊標示應使用校名標準字」。 

(二)餘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15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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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7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本校「出版品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校出版品除依「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補助出

版者外，目前校內單位及教師亦可自行出版。惟因校內單位

以學校經費出版或教師出版教學研究成果等出版品，多以「國

立臺北藝術大學」為出版單位，造成各單位出版成果辨識不

易，故擬於本要點增訂相關規範。 

二、 本案業經 107 年 12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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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版品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壹、總  則  

二、本校由教務處出版中心擔任「政

府出版品管理要點」第三點所稱

之專責單位，統籌本校出版品之

編號、統一規範、電子檔繳交及

本校出版品目錄網頁管理維護等

事項。本校各單位出版品之編

輯、審查、印製等則由各單位自

行辦理。 

三、本要點所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

版品（以下簡稱本校出版品），係

指以本校經費或以本校之名義

（含院、系、所、中心等單位）

出版、發行之圖書、連續性出版

品及影音出版品。 

壹、總  則  

二、本校由教務處出版組擔任「政府出

版品管理要點」第三點所稱之專責單

位，統籌本校出版品之編號、統一規

範、電子檔繳交及本校出版品目錄網

頁管理維護等事項。本校各單位出版

品之編輯、審查、印製、寄送等則由

各單位自行辦理。校級出版品寄存及

交換贈送由出版組及圖書館辦理。 

三、本要點所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版

品（以下簡稱本校出版品），係指以

本校經費，或以本校之名義（含院、

系、所、中心等單位）出版、發行之

圖書、連續性出版品、電子出版品及

其他非書資料。 

配合出版組

更名及管理

現況酌修文

字。 

貳、出  版 

一、本校出版品依性質可分為： 

（一）學術性。 

（二）教育性。 

（三）事務性。 

凡屬學術性質與教育性質之出版

品，各編輯單位得建立審查制度，

由所屬一級單位檢附相關會議紀錄

向出版中心提出編號申請，並由出

貳、出  版 

一、本校出版品依性質可分為： 

（一）學術性。 

（二）教育性。 

（三）事務性。 

凡屬學術性質與教育性質之出版品，

各編輯單位得建立審查制度，由所屬

一級單位提出編號申請，並檢附相關

會議紀錄，由出版組提供基本形制之

1.配合出版

組更名及管

理現況酌修

文字。 

2.新增「發行

及出版者標

註原則」，明

定本校出版

品標示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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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中心提供基本形制之建議，提送

學術出版委員會審議備查，以確保

出版品之學術水準。 

二、申辦編號： 

（一）本校出版品於出版前應取得

「國際標準書號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ISBN)」或「國際標

準期刊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ISSN)」及「出版品預行編目

(Cataloging In Print; CIP)」，

得由各單位或校內教師委由

出版中心代為申請。 

（二）本校出版品取得上述書號

後，應通知出版中心申辦「政

府出版品統一編號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Number; GPN)」。 

（三）上述編號或預行編目資料之

申辦，請檢具下列資料： 

1. 圖書出版品： 

(1) 備妥GPN、ISBN、CIP申

請表。 

(2) 檢附定稿印刷前之封

建議，提送學術出版委員會審議備

查，以確保出版品之學術水準。 

 

二、申辦編號：出版品於印製前3 個月，

應由出版組代為申辦「政府出版統

一編號(Government Publications 

Number; GPN)」、「國際標準書號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ISBN)」或「國際標準期刊

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ISSN)」，以及「出版品預

行編目(Cataloging In Print; CIP)」資

料。 

 

 

 

 

 

 

前項編號或預行編目資料之申辦，

請檢具下列資料： 

（一）圖書類出版品： 

1.GPN：備妥GPN申請表。 

2.ISBN：備妥ISBN申請表及CIP

及出版單位

所須依循之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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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書名頁、序言、目次、

版權頁之電子檔乙份。 

(3) 本類圖書出版品包含紙

本書及電子書。 

 

2. 連續性出版品： 

(1) 備妥GPN、ISSN申請表。 

(2) 檢附連續性出版品創刊

號定稿印刷前之封面、目

次、版權頁之電子檔乙

份。 

3. 影音出版品： 

(1) 備妥GPN申請表。 

(2)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

號碼(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 ISRC)得視實際需

要申請之。 

(3) 檢附定稿封面、序言、目

次、版權頁之電子檔乙

份。 

四、發行及出版者標註原則： 

本校出版品之發行所為「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發行人為校長，出

申請表各乙份。 

3.檢附排版定稿印刷前之出版品

封面、書名頁、序言、目次、摘

要、版權頁之清樣及電子檔各乙

份。 

（二）連續性出版品： 

1.GPN：備妥GPN申請表。 

2.備妥ISSN申請表乙份。 

3.檢附連續性出版品創刊號之定

稿封面、目次、版權頁之清樣影

本及電子檔各乙份。 

（三）電子出版品： 

1. 備妥GPN申請表乙份。 

2. 檢附電子出版品之定稿封面、

目次、版權頁之清樣影本及電

子檔各乙份。 

（四）非書資料： 

1.備妥GPN申請表乙份。 

2.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號碼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 ISRC)得視

實際需要申請之。 

3.檢附非書資料之定稿封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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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單位應依以下原則標註。  

（一）凡獲本校「出版品補助作業

要點」補助出版之出版品，

應於版權頁標註出版單位為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版中

心」，書脊標示應使用出版中

心標準字。 

（二）各單位或校內教師自行出版

之出版品，應取得所屬一級

單位同意後始得以本校名義

出版，且應於版權頁標註出

版單位為「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學院／中心」，書脊標

示應使用校名標準字。 

（三）各計畫成果自行編輯成冊之

出版品，應取得計畫主持人

所屬一級單位同意後始得以

本校名義出版，且得於版權

頁標註執行單位為「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計畫」，書脊

標示應使用校名標準字。 

五、著作權約定： 

（一）本校出版品印製發行前，有

關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出版

品及其電子檔之授權利用

等，應依照著作權法相關規

次、版權頁之清樣影本及電子

檔各乙份。 

 

 

 

 

 

 

 

 

 

 

 

 

 

 

 

 

四、著作權約定  

（一）本校出版品於封面（或外盒）

及版權頁，應加註出版者為「國

立臺北藝術大學○○（所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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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約定之。 

（二）出版品之電子檔，應於取得

作者同意本校將著作進行數

位化、重製等作業流程後，始

得收錄於資料庫，並以電子

形式或其他方式公開傳輸等

利用，以利學術發展；如遇委

託販售契約另有約定者，從

其約定。 

位）出版」。 

（二）本校出版品印製發行前，有關

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出版品及

其電子檔之授權利用等，應依

照著作權法相關規定約定之。

出版品之電子檔，應取得作者

授權書，同意本校將著作進行

數位化、重製等作業流程後，

收錄於資料庫，並以電子形式

或其他方式公開傳輸等利用，

以利學術發展，但委託販售契

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三）出版品之版權頁或外盒部份應

加註著作權管理訊息，說明著

作權歸屬及授權管道或聯絡途

徑。 

參、行銷 

一、銷售 

（一）本校出版品其出版經費由各

單位自行負責，扣除交贈、

寄存、推廣等部分，其餘得

由藝大書店統一銷售。銷售

所得，全數以藝大書店名義

繳交藝大書店校務基金管理

專戶。 

（二）教師個人以學校名義出版著

參、銷售寄存 

一、銷售 

（一）本校出版品其出版經費由各單

位自行負責，扣除交贈、寄存、

推廣等部分，其餘應由藝大書

店統一銷售。銷售所得，全數

以藝大書店名義繳交藝大書店

校務基金管理專戶。 

各出版單位於印製完成後，應

提供出版品供藝大書店展售，

1.本校出版

品可由藝大

書店協助銷

售，或有其

他更有利之

銷售選擇亦

可從之。為

免資訊更新

不及，故調

整並刪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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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譯作及作品者，可與藝大書店簽

訂銷售合約。 

 

 

 

 

 

 

 

 

 

 

 

 

 

 

 

 

 

 

 

 

 

二、寄存 

（一）各單位及教師個人出版應於

出版品完成出版後 1 個月

內，送存 2 份至出版中心，

如有售罄或大量訂購者，應由

出版單位隨時提供庫存供售。 

（二）教師個人得以學校名義出版著

作、譯作及作品，教師可與藝

大書店簽訂相關合約書。 

1.「藝大書店寄賣銷售合約」：銷售

地點僅限於藝大書店內銷售，藝

大書店管理銷售費用比例為：教

師出版著作銷售所得之 30%，作

為行銷、行政管理費用收入，繳

交藝大書店校務基金管理專

戶；其餘 70%主計室於每年年底

前，與藝大書店結算核對銷售所

得無誤後，轉帳予作者。 

2.「藝大書店經銷合約」：銷售地點為與

藝大書店簽約之其他銷售點，藝大書店

管理銷售費用比例為：教師出版著作銷

售所得之 50%，作為行銷、行政管理費

用收入，繳交藝大書店校務基金管理專

戶；其餘 50%主計室於每年年底前，與

藝大書店結算核對銷售所得無誤後，轉

帳予作者。 

二、寄存 

（一）各出版單位於印製完成後 1 個

月內，應送存出版品各2 份至本

校圖書館及出版組，以進行本

分文字。 

2.配合出版

組更名及寄

存執行現況

調整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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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3 份至圖書館，以進行本

校留存及典藏作業。 

（二）各單位及教師個人應依「政

府出版品管理要點」規定辦

理指定寄存作業，將出版品

寄送至指定圖書館。 

 

 

三、推廣 

（一）出版中心負責編製本校出版

品目錄及網頁，統籌本校出

版品參與書展等宣傳推廣事

宜。 

（二）圖書館負責校級出版品之交

換贈送業務，其他自行出版

者，應逕自辦理出版品交換

贈送業務。 

校寄存作業。 

（二）各出版單位依「政府出版品管

理要點」第五點規定，逕自辦

理出版品寄存至指定圖書館服

務。 

（三）教師個人以學校名義出版者，

交付 15 本至教務處出版組留

存，以協助處理教師出版品寄

存服務。 

三、推廣 

（一）出版組負責編製本校出版品目

錄及網頁，統籌本校出版品參

與書展等宣傳推廣事宜。 

（二）圖書館負責校級出版品之交換

贈送業務，如：藝術評論、戲

劇學刊、文資學報、關渡音樂

學刊、美術學報、通識學刊等，

其他自行出版者，逕自辦理出

版品交換贈送業務。 

肆、本校執行出版業務之各單位應指

派專責管理人員，辦理前述出版品管

理相關事宜。 

肆、管  理 

本校執行出版業務之各單位應指派專責

管理人員，辦理前述出版品管理相關事

宜。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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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版品管理要點（修正草案） 

96 年 12 月 18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97 年 3 月 25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 年 12 月 15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 年 3 月 29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年○○月○○日 107 學年度第○學期第○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壹、 總  則 

 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出版品管理制度，促進出版品之普及

流通，落實資訊公開、知識共享之目的，依據「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及「教育

部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由教務處出版中心擔任「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第三點所稱之專責單位，統

籌本校出版品之編號、統一規範、電子檔繳交及本校出版品目錄網頁管理維護等

事項。本校各單位出版品之編輯、審查、印製等則由各單位自行辦理。 

 三、 本要點所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版品（以下簡稱本校出版品），係指以本校經費或

以本校之名義（含院、系、所、中心等單位）出版、發行之圖書、連續性出版品

及影音出版品。 

貳、 出  版 

 一、 本校出版品依性質可分為： 

  （一） 學術性。 

  （二） 教育性。 

  （三） 事務性。 

  凡屬學術性質與教育性質之出版品，各編輯單位得建立審查制度，由所屬一級單

位檢附相關會議紀錄向出版中心提出編號申請，並由出版中心提供基本形制之建

議，提送學術出版委員會審議備查，以確保出版品之學術水準。 

 二、 申辦編號：  

  （一） 本校出版品於出版前應取得「國際標準書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ISBN)」或「國際標準期刊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ISSN)」及「出版品預行編目(Cataloging In Print; CIP)」，得由各單位或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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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委由出版中心代為申請。 

  （二） 本校出版品取得上述書號後，應通知出版中心申辦「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Number; GPN)」。 

  （三） 上述編號或預行編目資料之申辦，請檢具下列資料： 

   1.  圖書出版品： 

    (1) 備妥GPN、ISBN、CIP申請表。 

    (2) 檢附定稿印刷前之封面、書名頁、序言、目次、版權頁之電子檔乙

份。 

    (3) 本類圖書出版品包含紙本書及電子書。 

   2. 連續性出版品： 

    (1) 備妥GPN、ISSN申請表。 

    (2) 檢附連續性出版品創刊號定稿印刷前之封面、目次、版權頁之電子

檔乙份。 

   3. 影音出版品： 

    (1) 備妥 GPN 申請表。 

    (2) 國際標準錄音 /錄影資料號碼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 ISRC)得視實際需要申請之。 

    (3) 檢附定稿封面、序言、目次、版權頁之電子檔乙份。 

 三、 開本：本校出版品應以 A4（29.5ｘ21 公分）、四六版十六開（26ｘ19 公分）、四

六版十八開（23ｘ16 公分）或菊版十六開（21ｘ15 公分）等規格擇一印製為原則。 

 四、 發行及出版者標註原則： 

  本校出版品之發行所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發行人為校長，出版單位應依以下

原則標註。 

  （一） 凡獲本校「出版品補助作業要點」補助出版之出版品，應於版權頁標註出

版單位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版中心」，書脊標示應使用出版中心標準字。 

  （二） 各單位或校內教師自行出版之出版品，應取得所屬一級單位同意後始得以

本校名義出版，且應於版權頁標註出版單位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

23-10



院／中心」，書脊標示應使用校名標準字。 

  （三） 各計畫成果自行編輯成冊之出版品，應取得計畫主持人所屬一級單位同意

後始得以本校名義出版，且得於版權頁標註執行單位為「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計畫」，書脊標示應使用校名標準字。 

 五、 著作權約定： 

  （一） 本校出版品印製發行前，有關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出版品及其電子檔之授

權利用等，應依照著作權法相關規定約定之。 

  （二） 出版品之電子檔，應於取得作者同意本校將著作進行數位化、重製等作業

流程後，始得收錄於資料庫，並以電子形式或其他方式公開傳輸等利用，

以利學術發展；如遇委託販售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參、 行銷 

 一、 銷售 

  （一） 本校出版品其出版經費由各單位自行負責，扣除交贈、寄存、推廣等部分，

其餘得由藝大書店統一銷售。銷售所得，全數以藝大書店名義繳交藝大書

店校務基金管理專戶。 

  （二） 教師個人以學校名義出版著作、譯作及作品者，可與藝大書店簽訂銷售合

約。 

 二、 寄存 

  （一） 各單位及教師個人出版應於出版品完成出版後 1個月內，送存 2份至出版中

心，及 3 份至圖書館，以進行本校留存及典藏作業。 

  （二） 各單位及教師個人應依「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規定辦理指定寄存作業，

將出版品寄送至指定圖書館。 

 三、 推廣  

  （一） 出版中心負責編製本校出版品目錄及網頁，統籌本校出版品參與書展等宣

傳推廣事宜。 

  （二） 圖書館負責校級出版品之交換贈送業務，其他自行出版者，應逕自辦理出

版品交換贈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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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本校執行出版業務之各單位應指派專責管理人員，辦理前述出版品管理相關事宜。 

伍、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教育部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著

作權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陸、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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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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林教務長宏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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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教務長室：詳如議程第 5頁。 

  補充說明: 

  本校文資學院所屬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及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

程，過往師資質量均以各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提報總量，自 109 年 8 月 1 日起須

依教育部總量法規修法草案第五條附表五之「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師資質量基準」

有關專任師資數規定，將由現行規定「專任師資及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合計應達

15人以上」改為「…屬藝術展演類之碩士班及博士班，專任師資應達 4 人以上」，

惟可以兼任師資 4 名折抵 1 名專任師資，折抵上限為 3 名專任師資，敬請文資學

院及早規劃因應。 

   

 二、 教學與學習中心：詳如議程第 5-6頁。 

  補充說明: 

  (一)本校計有 6位教師件申請 108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二)有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8年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將由原補助 80萬元擴增為

90萬元。。 

  主席補充: 

  教育部 108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軸著重於整合型及多年期發展的計畫。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6-7頁。 

  補充說明: 

  一、教育部「學位授予法」修正案於 107 年 11 月 28 日公告，針對其法規鬆綁的

部分重點說明如下： 

(一)學校得依學位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訂定各類學位名稱，其規定經教務相關

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惟仍需報部備查，且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

等，必須符合教育部之相關規定，其相關規定教育部尚未公告。 

(二)學士班學生修讀相近學術領域課程或修讀跨領域學位學程課程，學校得依其

學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授予學士學位，不限於學生原入學之院、系規定。

相近學術領域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所屬學院院務會議定之。 

(三)藝術類、應用科技類碩、博士學位論文之代替形式，除作品(原為創作、展演)

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外，增加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前述代替學位論

文之相關準則，教育部將另訂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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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案業經 107 年 10 月 31 日 107-1 學期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通過，修

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詳第 25-31頁。 

 決 議： 併同提案三決議，於下次教務會議再次提案審議。 

   

 提案五、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修訂為「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出版品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出版中心)。 

 說 明：  

 一、 為擴增本校補助出版之方向及建立出版特色，擬修訂要點名稱、出版

品類別、申請對象、審查方式及智慧財產權等事宜，業經 107年 10月

19日本校學術出版委員會審議通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詳第 32-38

頁。 

 二、 本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 議： (一)第三點第三項第 3 款有關出版資料，均刪除(DOC、PDF 各一份)文

字;其中影音類出版品並修正為完整之影音資料光碟及紙本書稿

(附電子檔)各二份。 

(二)餘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六、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版品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出版中心)。 

 說 明：  

 一、 本校出版品除依「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補助出版者外，

目前校內單位及教師亦可自行出版。惟因校內單位以學校經費出版或

教師出版教學研究成果等出版品，多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為出版

單位，造成各單位出版成果辨識不易，故擬於本要點增訂相關規範，

業經 107 年 10 月 19 日本校學術出版委員會審議通過，修正對照表及

修正草案詳第 39-46頁。 

 二、 本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 議： (一)第二點第四項第(三)款，修正為「各計畫成果自行編輯成冊之出

版品，應取得計畫主持人所屬一級單位同意後始得以本校名義出

版，且得於版權頁標註執行單位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計

畫」，書脊標示應使用校名標準字」。 

(二)餘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15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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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8 提案性質 重要教務事項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調整「108 學年度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緣起：依 105-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臨時動議二、106-1 學期

第 1 次教務會議臨時動議二，經與會主管提案，現行碩博士

生學分費為使用者付費方式，對於系所開課及授課教師造成

困擾，且對於學生學習的廣度亦有所限制，建議改回吃到飽

的收費方式(詳附件 1、2)。 

二、過程：經調查系所意見，對於目前採行之收費方式(使用者付

費)，贊成與不贊成者均各有表述(詳附件 3)，因各院訂定之畢

業學分數差異性大，為 24-56 學分不等。為尋求各學院學生

公平有利之方式且避免過往吃到飽收費方式曾引起的爭議問

題再次重現，故研擬吃到飽 2.0 版方案，即「前 1-4 學期每期

收費以各系所學生最低畢業學分數除以 4 學期均分計算，繳

納金額為學雜費基數＋基本學分費(1,600 元*平均學分數)，第

5 學期起繳納學雜費基數」之收費方式，各系所收費方案試算

表詳見審議小組會議議程資料(附件 4)。 

三、本案已分別於 106-2 學期第 1 次及第 2 次教務會議進行說明

討論(詳附件 5、6)，並業於 107 年 10 月 9 日依本校程序召開

審議小組會議決議在案(詳附件 7)，並依本校行政程序續提報

行政會議、校務會議審議(詳附件 8)。 

辦 法 
本案未涉及學雜費調幅之變化，擬依本校行政作業流程續提行政

會議、校務會議審議。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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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間：106 年 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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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頁。 

   

參、 教務處業務報告  
 一、 教務長室：詳如議程第 4-5 頁。 

   

 二、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詳如議程第 5-6 頁。 

  主席補充說明: 

  計畫項次徵件在校級會議及主管會報均有說明，如有相關問題可逕洽 CTL 瞭解。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6-8 頁。 

  補充說明: 

有關成績登錄部分，因部分教師將學生畢業論文及畢業製作設定為未完成致缺漏

成績，恐影響學生畢業期程，請提醒所屬授課教師留意。 

   

 四、 課務組：詳如議程第 8-9 頁。 

  補充說明: 

截至今日，有 354 位同學於線上登記停修課程，目前僅有 236 位同學送出申請表，

請提醒學生於 5月 19 日前將核章後申請表送至教務處始完成程序。 

   

 五、 招生組：詳如議程第 9-10 頁。 

  補充說明: 

(一)個人申請入學錄取生 24 名，目前劇設系 1名學生申請放棄入學資格。 

(二)本校 107 學年度博士班總量提報，依教育部現行規定預先扣減 2 名，將彙整

各博士班招生名額等需求，另提出回復名額申請書併同總量報部。 

(三)針對考招新制施行，未來將影響本校各類考試日程排定，稍早已與各系所助

教協商並有初步共識，原則上碩博班考試較原表定晚一週進行，學士班則有 2

種不同選項，請各主管與助教討論後，將於下週二招生委員會中決議。 

(四)學士後學位學程已報名截止，經審件結果報名人數 64 人(招生名額 30 人)。 

(五)大陸學生研究所預分發結果今日已公布預分發結果，本校博士班名額 3 名，

錄取 2名；碩士班 10 名均錄取，其中電影系、藝管所、藝教所各正取 2名；

建文所、新媒系及舞蹈系(兩班)各正取 1 名，俟學生選填志願後，預計 5 月

26 日正式公告分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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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教學計畫大綱詳如第 23-28 頁)。 

 決 議： 同意備查。 

   

   

伍、 臨時動議: 

 動議一、 針對本校學生停修課程辦法第二條規定，學士班選課人數未達 12 人、

研究所選課人數未達 10 人或個別指導性質之課程，不得申請停修課程

一節，與學生實際需求無關(提案人:美術系學會會長李庭儒)。 

  說明:因本人本學期修習語文通識課程，因前 5 週因故未到課，授課教

師表示本學期因缺課恐無法通過，建議先行停修，下學期再行選修，

但因課程的人數致無法停修。 

 主席說明: 此規範係考量兼顧開課成本及授課教師的權益，且依同學敘述，此為 2

件事，授課教師可提出看法及建議，但同學仍有權益選擇繼續上課。 

 戲劇學系主

任提問: 

(一)謝謝同學提出之個案。但想瞭解授課教師何時跟同學說明此事，

又，同學何時提出停修申請? 

(二)請問是個人的提案或是代表學生會立場的提案? 

(三)若是代表學生會提案是否應有既定的程序及研究及完整的提案資

料，始能提供與會主管瞭解並從學生立場看待此停修辦法對學生

權益的影響與否。 

 李同學說

明: 

本提案起因於本人向學生申訴審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後，受理單位建議

可於教務會議提案。 

 主席裁示： 此為臨時動議，且應以學生會代表身分提案而非以個人名義，並經學

生會充分討論及資料蒐集佐證，始符提案程序，請回歸學生會並完成

相關程序後再行提案。 

   

 動議二、 本校碩博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已多年，因有學生不願意多繳交學分

費而僅以旁聽方式上課，造成授課教師困擾，是否可回歸先前之收費

方式以吃到飽方式收費?(提案人:戲劇學院簡立人院長)。 

  (註):新媒系主任及舞蹈學院院長附議。 

 主席說明: 當初係因學生連署提案反對延修生繳納學分費的方式，並經多次開會

討論始達成決議與共識並採用目前的收費方式。因每屆學生均有不同

的樣態及思考點，收費方式及規範若隨學生的樣態不同而隨之改變，

恐耗費龐大的行政成本。 

 學務長說

明: 

當初因學生提議並召開多次會議協商，始決議採用目前的收費方式，

原有吃到飽的收費方式原為學校的美意，但學生經過精算後覺得不划

算而反映，始決議改依選課數付費較為公平。但若以教師立場看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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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多以旁聽方式上課的現象而進行收費調整，後果堪憂，應審慎討論

研議為宜。 

 主席回應: 謝謝學務長建議。此案茲事體大，當初單就收費調整之開會協商，就

耗費將近 80%行政資源，始找出學校與學生之衡平點，所以建請暫就目

前學生修課的樣態討論研議；旁聽生太多值得嘉許，表示授課老師廣

受學生歡迎(但不願意付學分費)，另一個樣態則是學生不願意付學分

費選修課程而導致課開不成，也表示可能各院系所提供之課程數供過

於求，這兩種樣態需再進行瞭解並與相關系所討論。 

 IMPACT 學程

主任說明: 

同意學務長的意見。因大學部學生與國外接軌，以吃到飽的方式收費，

因大學法規定須修滿 128 個學分始能畢業、一學期至少修習 16 個學

分，但在碩博士班並無此規範基準，每個碩博士學位的學分數均不同，

所以難度就在於如何訂出吃到飽收費的學分數基準，前次的收費調整

之所以會衍生出比較大的問題，是因本校碩士生多數非全職碩士生未

能全時在學校修課，故很難在 2 年內修完學校要求的學分數，致必須

延長修業年限，所以吃到飽的收費方式對他們而言反而是吃虧的，雖

然物換星移，但仍須瞭解前次調整收費方式的緣由與前提，因為將來

不同的學生仍會面臨相同的問題。另補充說明，因本校延畢生非常多，

所以須審慎思考，以上說明供大家參考。 

 主席說明: 本案須審慎以對，因前次調整耗去過多的行政成本，若改為吃到飽的

收費方式，也需考慮系所開課量及開課成本能否支應，這也與稍後要

與各位系所主管談的「兼任教師勞健保費用」議題有關，後續再與戲

劇學院、舞蹈學院及新媒系進行瞭解。 

 學務長補

充: 

雖然簡院長提議回到吃到飽的收費方式，但我個人看法，不應只有單

純吃到飽，而應有相關的配套機制。 

 主席裁示: 有關前次收費調整的緣由及考量點請後續補充先讓主管瞭解，若有更

適宜的解決方案再續行討論，否則幾年後又從頭重來一次，對於學校

不是正面的事。 

   

  會後教務處補充: 

(一)本校前為合理反映教學成本，於 99-1 學期依法定程序審議通過調

整碩士班、博士班學雜(分)費收費方式，學雜費由 12,360 元調漲

為 13,456 元(調漲幅度 8.87%)、學分費由 1,470 元調漲為 1,600

元；並自 100 學年度起入學之碩(博)士班研究生，第 5 學期起除

需繳納學雜費基數外，另依實際修課學分數計算學分費，每學分

新台幤 1,600 元。 

(二)惟因本校研究所學生於 101 年 12 月中旬連署反對延修生於第 5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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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起繳納學分費，同年 12 月 19 日由學務處舉行研究生學分費說

明會，與學生進行溝通，後由本處於 102 年 1 月 21 日、3月 19 日

及 5 月 14 日繼續召開 3 次「研究小組組成及運作方式說明會」，

經與學生溝通後作成結論：「針對 100~102 學年度入學之碩(博)士

班研究生，第 5 學期起修課學分數累計未超過就讀系所畢業最低

學分數時，不另收費；超過畢業最低學分數時，超過之學分，每

學分以新臺幣 1,600 元計收，惟語言課程、教育學程課程、重修

課程、停修課程及下修學士班課程等不予適用」，復於 102 年 10

月 15 日召開 102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審議小組會議，經與

會委員及學生代表充分溝通討論後，決議同意參採國內多數大學

收費方式，103 學年度入學之研究生每學期收費方式為:學雜費基

數＋學分費【1,600(新台幣)*實際修習學分數】，前述相關會議紀

錄均可參閱本校網站。 

(三)目前本校每年皆定期邀集相關行政主管召開會議，依教育部表件

先行審視本校之財務指標、助學指標及辦學綜合指標，並依學校

財務狀況及社會政經狀況討論學雜費是否適宜調整，將另行通知

各位主管本年度開會日期，經院系所評估討論之建議可一併提出

與會討論。 

  
陸、 散會:1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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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間：106 年 10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主席：徐教務長亞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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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頁。 

   

參、 教務處業務報告  
 一、 教務長室：詳如議程第 6-7 頁。 

  主席補充說明: 

  下次教務會議為 12 月 19 日，請各系所預為排定會議期程審議提送教務會議之提

案，使行政工作可如期執行。 

   

 二、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詳如議程第 7頁。 

  補充說明: 

教育部將於 107 學年度辦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每門課一學年補助專任

教師課程發展金額上限 50 萬元，預計補助全國 200-300 名，歡迎有興趣申請教師

聯繫 CTL。 

  主席補充說明: 

  請 CTL 將該計畫的核心精神、準備要件等整個大方向用紙本或電子方式，落實每

位教師都能收到，協助有意願參與的教師爭取經費，提升教學品質。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8-13 頁。 

  舞蹈系張主任補充說明: 

  關於七年一貫制招生分為兩階段招生，分為先修部 3 年、大學部 4 年，通常先修

班即招滿，但若部分學生狀況不太理想或透過淘汰機制，將再經由大學部招滿，

過往招生狀況都是 100%。 

   

  主席補充說明: 

  有關每學期學業成績達三分之二不及格人數有 3-8 人不等，二分之一不及格人數

14-18 人不等，因本校有預警制度，請各系所主管及師長多關心此議題，以期能事

先避免。 

   

 四、 課務組：詳如議程第 13-14 頁。 

  主席補充說明: 

  有關 105-2 學期教學評量改善情形報告表，請再發郵件提醒系所，也謝謝各位主

管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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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提供之意見再行研議，於下次教務會議提出討論。 

   

伍、 臨時動議 

 動議一、 電影創作學系 105-2 學期成績更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電影系)。

 說 明：  

 一、 因學生張○○(學號:1103**011)經常無法準時到課錯過點名，致授課

教師王童老師誤認學生經常缺課；惟考量該生在課程實作期間積極參

與各項拍攝作業，申請更正該生「電影製作 IV」課程成績由不及格更

正為 60 分(申請說明如附)。 

 二、 案經電影創作學系 105-2 學期第 6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動議二、 有關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事宜(提案單位:美術學系)。 

 說 明：  

 一、 目前碩博士生學分費係採取修多少繳多少方式，目前此制度已執行 3、

4年時間，在美術系所對於開課及排課有所困擾，對於學生學習的廣度

亦有所限制，是否對目前制度進行評估後再行修正。 

 二、 本案與校內各系所某些教師討論後提出此想法。 

 決 議： 對於學分費繳納方式，於處內多有討論，惟目前未預設立場，對於各

學院的意見及想法將充分瞭解及溝通後，至遲於本學期末希望能有共

識後再提出討論。 

   

陸、 散會:15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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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行碩博士班研究生學分費（103學年度以後入學）係採每學期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數計算(修多少繳多少方式)，

此制度自 103 學年度實施至今已施行第 4 年。 

二、 因有學生對此收費方式提出異議，教務處為蒐集各系所意見，以研擬最有利於學生之收費方案，惠請各單位提供卓見。 

三、  依 106年 10 月 24 日 106-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臨時動議二「有關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事宜」決議辦理。 

現行學分費收費方式 

(不含碩士在職專班) 
支持理由 不支持理由 

103學

年 度

以 後

入 學

學生 

每學期學分費

依實際修課學

分 數 計 算 。    

（@學分費＊修

習學分數） 

音樂學系 (含碩士班)、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

研究所： 

1. 同意給予研究生更寬闊、自由的研究學習場域，

無論是術科或是學術研究的學問是需花費長時間

的學習及更深入的研究，不箝制學生們的學習年

限，給予同學們自我要求自我規劃的空間。 

2. 在經濟上的衡量:多數學生是需依賴個人在課餘

外的時間打工、教學及演出來賺取個人學費及生

活支出,支持目前收費方式，依其個人之學習步驟

選擇每學期修業學分。 

 

新媒碩： 

實際修課計算之優點： 

1. 若學生可抵免課程則可省錢，提高大學部考取本

校研究所之意願。 

2. 選課較為謹慎、蹺課及停修機率小，較可避免教

育資源浪費。 

3. 選修人數少，有助於教學品質。 

 

文新博班： 

使用者付費，修多少學分，繳多少費用。 

 

藝教所： 

整理本所同學的問卷填覆， 
條列支持理由如下： 
1. 支持「使用者付費」，認為支付修習課程所需

費用是合理的。 
2. 學生狀況不一： 

(1)部分非全職學生需兼顧工作與課業，導致每

學期能夠負荷的學分修習數量有限，過去學分

費吃到飽方案可能會造成負擔或浪費的情況。 
(2)有的學生可能已經修畢畢業學分，但卻有其

他因素未能畢業，僅繳納學雜費較為合理。 
3. 有的同學在報考系所時，已經精算過學（分）

費計算方式以及自己可以負擔的方式，如果突

然改變收費方式，恐造成困擾。 

 

傳音系碩士班： 

經提供學生兩款繳費資料參考(碩士班招生簡章)，並請同學了解本校學雜

區資訊專區中繳費方式異動之相關歷程，由碩學會進行意見調查： 

1. 支持學分制的同學理由(5人)-使用者付費、校外有工作。 

2. 支持吃到飽的學生理由(11人)-吃到飽比較划算、要下修的 12個學分

太重、可以提升求知慾與、不設限可以更多元。 

3. 本系尊重學生意見(反對學分制，支持吃到飽)。 

 

美碩班、藝跨所： 

1. 鼓勵研究生跨領域修讀，但由於大環境經濟疲弱，若依現行制度，常

有因經濟窘迫之現況，難以鼓勵跨領域修讀學分。 

2. 研究生若因經濟能力無法正規選課，而進行旁聽，在課程輔導與規劃

上難有成效，亦影響學習風氣。 

 

劇設碩： 

以學分費計，雖相對使學生更看重所選課，也會衡量學習壓力不致選修過

多課程，但對本所學生而言，因個人修業背景不同，而必須下修大學部諸

多課程，於現狀制度下，“繳學分費又不計入學分的情形“，使學生常央

求以“旁聽”方式進行，造成課堂教學之困擾。故如若恢復舊制，較能提

昇學生選課意願。 

 

戲劇學系碩士班、博士班、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一、主要原因： 

大幅降低學生選修本所開設之選修課程的意願。期有修改的可能和空間，

能使本所之選修課程順利開設。 

二、說明：  

學分費收取的計算方式應改變，但目前的狀況並非最好的方式。 

本所認為，在102學年(改變收費方式)之前的真正問題應為，「第5學期起

修課學分數累計未超過就讀系所畢業最低學分數時，不另收費；超過畢業

最低學分數時，超過之學分，每學分以新臺幣1,600元計收」，然前四學

期基本學分費的收取標準，畢業最低學分數少於36學分的系所一律以36學

分計算，多於37學分的系所則以實際畢業最低學分數均分4學期的數字計

算。加收學分費的標準對於最低畢業學分少於36學分的系所來說並不合理

（因為一律需要繳滿36學分），應以修滿36學分以上者加收（既然已收滿

36學分的學分費），而非以畢業最低學分為準（除非所有系所都用各自的

最低畢業學分數計算、收取基本學分費）。 

 

新媒碩： 

吃到飽之優點： 

1. 提高學生選課之意願，強化專業知能提昇，亦提高跨學院選修之機率。 

2. 避免同學僅旁聽不選課，減少混淆授課老師無法分辨實際授課人數之

現況，另旁聽同時減少學校收入。 

 

電影碩： 

1. 業經會議討論並徵詢學生代表，本學系贊成按每學期收取固定學雜

費，不另採學分費單獨計算方式收費。 

2.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程，不支持依實際修課學分數計算。 

 

建文所： 

以本所而言，無全職工作身份之學生，因時間較為充裕，通常仍具有高度

意願選課，但現行制度會導致學生考量經濟因素，選課已達學分數要求即

不再選課，或者就採取旁聽方式。 

 

文新博班： 

1. 修多少學分繳多少費用固然務實，但將使學生修每門課更加精打細

算，絕不可能超修系所規定學分情況普遍。 

2. 上述學生修課的審慎態度，有時會影響到獨立所選課的人數，有時甚

而會出現旁聽人數多於選課人數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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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行碩博士班研究生學分費（103學年度以後入學）係採每學期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數計算(修多少繳多少方式)，

此制度自 103 學年度實施至今已施行第 4 年。 

二、 因有學生對此收費方式提出異議，教務處為蒐集各系所意見，以研擬最有利於學生之收費方案，惠請各單位提供卓見。 

三、  依 106年 10 月 24 日 106-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臨時動議二「有關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事宜」決議辦理。 

現行學分費收費方式 

(不含碩士在職專班) 
支持理由 不支持理由 

 

藝教所： 

整理本所同學的問卷填覆， 
條列不支持理由如下： 
1. 對於想要透過多修習不同學分、多方學習的學生來說，目前學分收費

方式，會是很大的經濟負擔。考量經濟因素，僅能修畢畢業學分數，

放棄更多的學習機會。 
2. 受教權是基本權利，學習應是自由意志、不應因與金錢掛鉤而受影響。 
3. 辦學的目的在於鼓勵學習。過去「吃到飽」的收費方案，鼓勵學生學

習、同時為自己的選課負責。不應透過每學分收費的方式提醒同學要

珍惜選課。 

其他 

新媒碩： 

以本系總學分數38學分計算，是否以實際修課學分數計算或吃到飽方案並無太大差異。 
 

舞蹈碩： 

依現行收費方式，經2017年11月16日研究所大會說明，及後續徵詢研究生皆無意見。 

 

博館所： 

依學校規定辦理。 

 

藝管所： 

無既定立場，依學校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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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08學年度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審議小組會議 議程 

 

時間：107年10月9日下午3時 

地點：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 

主席：林教務長宏璋                                                  記錄：王儷穎 

出席人員：四長、副教務長、主秘、各學院院長、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主計室主任 

、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心主任、展演中心主任及各學院學生代表 

列席人員:本處課務組、註冊組同仁 

壹、主席致詞：   

貳、前言：本校研究生學分費過往調整歷程 

一、99-1學期依法定程序審議通過調整碩士班、博士班及外籍生等之學雜(分)費收費方式，

學雜費由 12,360元調漲為 13,456元(調漲幅度 8.87%)、學分費由 1,470元調漲為 1,600

元(調漲幅度 8.125%)。 

二、99學年度(含)前入學及辦理學籍保留並於 100學年度復學之學生仍沿用 99學年度之收

費標準；自 100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博)士班研究生，第 5學期起除需繳納學雜費基數外，

另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學分費，每學分新台幤 1,600元。收費方式如下: 

班別 
就讀系所畢業 
最低學分 

採計學分 每學期收費標準 

碩士班 
36學分(含)以下 前 4學期每學期以 9學分計算 14,400元 

37學分以上 
前 4 學期均分後，以整數計算，小
數點以下之數字均捨去 

14,400~19,200元 

博士班  前 4學期每學期以 9學分計算 14,400元 
 

三、惟因研究所部分系所學生連署反對延修生於第 5 學期起繳納學分費，經與學生溝通後

作成結論: 

(一)針對 100~102 學年度入學之碩(博)士班研究生，第 5 學期起修課學分數累計未超過就

讀系所畢業最低學分數時，不另收費；超過畢業最低學分數時，超過之學分，每學分

以新臺幣 1,600 元計收，惟語言課程、教育學程課程、重修課程、停修課程及下修學

士班課程等不予適用。 

(二)103學年度入學之研究生每學期收費方式為:學雜費基數＋學分費【1,600元*實際修習

學分數】，此亦即為迄今之現行收費方式。另修習其他學制課程現行收費方式，100-102

學年度入學之碩(博)士班 1-4學期不收取，第 5學期起收取學分費；103學年度起入學

之碩、博士班每學期依修習學分數(含其他學制課程)收取學分費。 

四、本校目前收費基準表請參閱第 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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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學年度碩、博士班研究生收費標準表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並經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24日教育部臺教高(一)

字第 1070058768號函，核准本校 107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案。表列各項學雜費、學分費收

費標準依據本校學則規範及校務會議通過決議收取。 

入學年度 學  制 身分類別 在學學期別 
學雜費基數 
(新台幣/元) 

學分費 

說明 畢業最低
應修學分

數 

金額 
(新台幣/元) 

92 學年度
(含)以前
入學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一般生 在校第 1-4 學期 

12,360 

-- 11,760   

延修生 在校第 5學期起 -- 
1,47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1,470元。 

僅修論文之
延修生 

-- -- 0   

碩士在職
專班 

在校生 -- -- 
5,0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5,000元。 

93-99 學年
度入學學
生 

碩士班、 
博士班 

在校生 
在校第 1-4 學期 

12,360 

-- 11,760   

在校第 5學期起 -- 
1,47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1,470元。 

碩士在職
專班 

在校生 -- -- 
5,0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5,000元。 

100-102 學
年度入學
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學位
學程 

本國在校生 
在校第 1-4 學期 

13,456 

36(含)學
分以下 

14,400 
學分費為每學期以 9學分計算，每

學分 1,600元。 

37 學分以
上 

14,400~19,200 
各學系所繳費標準及金額見備註

八。 

在校第 5學期起 -- 
1,6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1,600元。 

外籍在校生 
(含大陸地
區學生) 

在校第 1-4 學期 
26,912 

36(含)學
分以下 

28,800 
學分費前 4學期每學期以 9學分計

算，每學分 3,200元。 

37 學分以
上 

28,800~38,400 
各學系所繳費標準及金額見備註

八。 

在校第 5學期起 -- 
3,2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3,200元。 

碩士在職
專班 

在校生 -- 12,360 -- 
5,0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5,000元。 

※100-102 學年度碩博士生及外籍生學雜費收費方式，係經 100-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99 年 10 月 19 日)審議通過，
並奉教育部核備。 

103 學年
度以後 
入學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學位
學程 

本國在校生 -- 13,456 -- 
1,6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1,600元。 

外籍在校生 
(含大陸地
區學生) 

-- 26,912 -- 
3,2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3,200元。 

碩士在職
專班 

在校生 -- 12,360 ---- 
5,0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5,000元。 

※103 學年度以後入學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係經 102-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103 年 4 月 29 日)審議通過，並
奉教育部核備。 

備註： 

一、學生尚需繳交「使用費」及「代辦費」項目，依各單位規定收取，請參見學生「使用費」及「代

辦費」收費一覽表。 

二、研究所學生已完成學位考試，因修習教育學程而延後畢業者，其每學期修習學分數在 9 學分（含）

以下者，應繳納學分費；達 10 學分（含）以上者，應繳交學分費及學雜費基數。 

修習教育學程學生所需繳交學分費及其他費用，請依師資培育中心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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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職專班學生，修習其他一般研究所或學士班課程，每一學分仍以 5,000 元收費；其他非在職

專班學生，修習在職專班課程者，每一學分亦以 5,000 元收費。 

四、在職專班學生，於加退選完成後，均須依所修習學分總數繳交學分費。 

五、自 9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修習校訂英語能力檢定課程需另收取學分費（學分費標準比照學士班延

修生學分費）。(依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語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第 5 條規定收取。) 

六、99 學年度辦理學籍保留並於 100 學年度復學之學生，仍延用 99 學年度之收費標準。 

七、100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研究所外籍生（含大陸地區學生），學雜（分）費收費標準依本

國生收費標準 2 倍計算。 

八、研究所 100-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學分費收費標準：以就讀系所畢業最低學分數核算，36 學分（含）

以下，前 4 學期每學期以 9 學分計算；37 學分以上，前 4 學期均分後，以整數計算，小數點以

下之數字均捨去，每學分新臺幣 1,600 元。外籍生（含大陸地區學生）學分費依本國生收費標

準 2 倍計收。各學系所收費金額如下表： 

研究所 100-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學分費收費標準表 

系所 組別/主修 

100-102 學年度入

學學生最低畢業

學分數(不含另計

學分) 

畢業學分 37 學分以

上，前 4 學期均分後，

以整數計算，小數點

無條件捨去之數值 

在學前四學期每學

期應繳學分費金額 

(新台幣/元) 

本國生 外籍生 

音樂學系碩士班 

作曲 36 -- 14,400 28,800 

鋼琴 
32 (100-101 學年度) 

36 (102 學年度) 
-- 14,400 28,800 

聲樂 36 -- 14,400 28,800 

指揮 36 -- 14,400 28,800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班 

管樂 32 -- 14,400 28,800 

絃樂 33 -- 14,400 28,800 

擊樂 32 -- 14,400 28,800 

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   34 -- 14,400 28,800 

音樂學系博士班 

作曲 50 12 19,200 38,400 

鋼琴 50 12 19,200 38,400 

聲樂 50 12 19,200 38,400 

絃樂 50 12 19,200 38,400 

擊樂 50 12 19,200 38,400 

音樂學 44 11 17,600 35,200 

傳統音樂學系碩士班 
演奏 36 -- 14,400 28,800 

理論 36 -- 14,400 28,800 

美術學系碩士班 
美術史組 32 -- 14,400 28,800 

創作組 49 12 19,200 38,400 

藝術跨領域研究所   
43 (100-101 學年度) 10 16,000 32,000 

36 (102 學年度) -- 14,400 28,800 

美術學系博士班   24 -- 14,400 2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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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100-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學分費收費標準表 

系所 組別/主修 

100-102 學年度入

學學生最低畢業

學分數(不含另計

學分) 

畢業學分 37 學分以

上，前 4 學期均分後，

以整數計算，小數點

無條件捨去之數值 

在學前四學期每學

期應繳學分費金額 

(新台幣/元) 

本國生 外籍生 

戲劇學系碩士班   27 -- 14,400 28,800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表演 36 -- 14,400 28,800 

導演 36 -- 14,400 28,800 

劇本創作 36 -- 14,400 28,800 

戲劇學系博士班   24 -- 14,400 28,800 

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班   37 9 14,400 28,800 

舞蹈研究所碩士班 
表演創作組 38 9 14,400 28,800 

理論組 36 -- 14,400 28,800 

舞蹈研究所博士班  30 -- 14,400 28,800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碩士

班 
  

36 (100-101 學年度) 

38 (102 學年度) 

-- 

9 
14,400 28,800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

學程 
  24 -- 14,400 28,800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

班 
  33 9 14,400 28,800 

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班   30 -- 14,400 28,800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碩士

班 
  30 -- 14,400 28,800 

電影創作學系碩士班   45 11 17,600 35,200 

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   

38 (100 學年度) 

35 (101 學年度) 

38 (102 學年度) 

9 

-- 

9 

14,400 28,800 

(備註第六、七、八點收費方式，係經 100-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99 年 10 月 19 日)審議通過，並奉教育部核備。) 

九、100-102 學年度入學之碩(博)士班研究生(不含碩士在職專班)，第 5 學期起修課學分數累計未超過

就讀系所畢業最低學分數時，不另收費；超過畢業最低學分數時，超過之學分，每學分以新臺

幣 1,600 元計收，惟語言課程、教育學程課程、重修課程、停修課程及下修學士班課程等不予

適用。(本收費方式經 102-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103 年 4 月 29 日)併 103 學年度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案審

議通過，並奉教育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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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所學分費調整收費方案試算表 

說明：1、本國生學分費收費以就讀系所(不含在職專班)畢業最低學分數(不含另計學分)核算，每學分

新臺幣 1,600 元。 

2、本國生在學期間，每學期另需繳交學雜費基數新臺幣 13,456 元。 

3、外籍生（含大陸地區學生）之學分費及學雜費基數，依本國生收費標準 2 倍計收。 

各系所學生在學前 4 學期，每學期學分費收費金額如下表： 

研究所學分費收費試算表(以 106 學年度入學學生為例) 

系所 
組別/ 

主修 

106 學年度入學

學生最低畢業

學分數 

(不含另計學分) 

前 4 學期 

均分數值 

在學前 4 學期每學期

應繳學分費金額 

(新台幣/元) 

本國生 外籍生 

音樂學系碩士班 

作曲 

36 9 14,400 28,800 
鋼琴 

聲樂 

指揮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班 

絃樂 33 8.25 13,200 26,400 

管樂 
32 8 12,800 25,600 

擊樂 

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   34 8.5 13,600 27,200 

音樂學系博士班 

作曲 

50 12.5 20,000 40,000 

鋼琴 

聲樂 

絃樂 

擊樂 

音樂學 44 11 17,600 35,200 

傳統音樂學系碩士班 
演奏 36 9 14,400 28,800 

理論 36 9 14,400 28,800 

美術學系碩士班 
美術史組 32 8 12,800 25,600 

創作組 48 12 19,200 38,400 

藝術跨領域研究所   36 9 14,400 28,800 

美術學系博士班   24 6 9,600 19,200 

戲劇學系碩士班 

 

 

  27 6.75 10,800 21,600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表演 

36 9 14,400 28,800 
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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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學分費收費試算表(以 106 學年度入學學生為例) 

系所 
組別/ 

主修 

106 學年度入學

學生最低畢業

學分數 

(不含另計學分) 

前 4 學期 

均分數值 

在學前 4 學期每學期

應繳學分費金額 

(新台幣/元) 

本國生 外籍生 

劇本創作 

戲劇學系博士班   24 6 9,600 19,200 

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班   37 9.25 14,800 29,600 

舞蹈研究所碩士班 

表演創作

組 
50 12.5 20,000 40,000 

理論組 36 9 14,400 28,800 

舞蹈研究所博士班  30 7.5 12,000 24,000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40 10 16,000 32,000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31 7.75 12,400 24,800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班   35 8.75 14,000 28,000 

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班   32 8 12,800 25,600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38 9.5 15,200 30,400 

文化資源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25 6.25 10,000 20,000 

電影創作學系碩士班 

電影創作 56 14 22,400 44,800 

電影史與

電影產業

研究 

52 13 20,800 41,600 

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   38 9.5 15,200 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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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間：107 年 3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主席：徐教務長亞湘                                        記 錄：王儷穎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首先對各位師長同學等教務會議代表的與會表達感謝。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詳如議程第5頁。 

   

參、 教務處業務報告  
 一、 教務長室：詳如議程第 6頁。 

   

 二、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詳如議程第 6-7 頁。 

   

  主席補充說明: 

  過往 CTL 的業務大多由教育部計畫支持，未來不論教育部是否提供補助，從教務

處的立場，只要對學校有意義的事，例如藝術漫遊者計畫及磨課師課程等業務，

教務處仍將持續推動，以拓展學生視野。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7-9 頁。 

  補充說明:106-2 學期學生註冊繳費資料，截至今日尚有 166 名學生未繳費，同仁

剛才已提供名單給各主管，請協助關心學生狀況。 

   

 四、 課務組：詳如議程第 9-11 頁。 

   

  主席補充說明: 

  (一)請各位師長協助轉知，有關教務處提醒教師上傳課程大綱的用意，係為顧及

學生選課權益，有助於學生在選課前瞭解「課程目標」、「評分標準」及「每

週授課進度」，請教師們多點理解。 

(二)教學評量改善情形表尚有 3 系未繳回，若在填寫方面有難以落實的情形，可

與教務處一同研議。 

   

 五、 招生組：詳如議程第 11-13 頁。 

  補充說明: 

  (一)本校各學系 106-107 學年度學士班單獨招生第二階段繳費人數及繳費率比較

表，請參閱補充資料。 

(二)107 學年度海外僑生及港澳生全國報名人數雖較 106 學年度減少，但報名本校

人數仍較去年增加；另有關舞蹈研究所理論組及戲劇學系碩士班因學生身分

資格不符致無人錄取，與系所書審無涉，該招生管道係依學生志願選填並透

過全國統一分發，詳細情形將於會後另行向主管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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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二)設置要點第 15 條修正為「學生修習本學程，修業年限仍應符合大

學法修業年限及本校學則規定」。 

(三)設置要點第 16 條，將「使用費相關金額」修正為「各項收費標準」。

(四)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碩博士班(不含在職專班)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案，提請討論(提案單

位：課務組)。 

 說 明：  

 一、 依 106 年 10 月 24 日 106-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臨時動議二「有關學

分費收費方式調整事宜」決議並調查彙整各教學單位意見後辦理。 

 二、 目前 103 學年度起入學之碩、博士班本國籍學生收費方式為學雜費基

數(13,456 元)加計學分費(1,600 元*修習學分數)；外國籍學生及中國

大陸地區學生為學雜費基數(26,912 元)加計學分費(3,200 元*修習學

分數)。 

 三、 為鼓勵研究生於 2 年內修畢最低畢業學分數，降低修業年限，並減少

旁聽生人數，有助授課老師課堂管理及教學品質，再加上考量各系所

最低畢業學分數之差異性，研擬收費方式修正為:前 1-4 學期每期收費

以各系所學生最低畢業學分數除以 4 學期均分計算，繳納金額為學雜

費基數＋基本學分費(1,600 元*平均學分數)，第 5 學期起僅需繳納學

雜費基數。茲以 106 學年度各系所入學最低畢業學分數為例，編製新

收費方式試算表供參(詳第 51-52 頁)。 

 四、 於本會議達成共識後，續依本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作業流程辦理，

擬自 108 學年度起施行。 

 主席 

補充說明: 

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須經審議會議、學生公聽會、行政會議、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備後實施，因教育部均於每年 5 月份調查

各校次學年度收費方式，若今天就能獲得共識並繼續進行後續行政程

序，時程上預計自 108 學年度起實施，在此先向各位師長說明。 

 電影系 

李主任: 

電影創作學系碩士班電影創作組非 2 年制，而是 3 至 6 年，必修學分

完成修習需有 3 年時間，學校希望學生能及早畢業的好意對電影系恐

不適用，且依表列所示，接近 50 個學分的系所，學生應都無法在 2 年

內可畢業。 

 主席 

補充說明: 

本案係因教務會議臨時動議所提出調整學分費收費方式提案，但任何

制度實無法全面滿足每個系所專業的需要，請各位再就此調整方案提

供意見。 

 註冊組 

王組長: 

(一)在此先釐清幾個觀念，依大學法規定，研究所修業年限為 1 至 4

年，再外加 2 年的可申請休學期限，若學生修業 4 年再加 2 年休

學年限仍未能畢業，即須被退學，所以並無修業年限為 6 年的說

法；另依教育部所規定的延修生定義，自第 5 學期起均統稱為延

修生，教育部各項表報亦以此規定填報。 

(二)課務組在調查其他學校如台大、陽明、中興、台科大等大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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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與目前所提案的收費方式相近，除收學雜費

基數外，學分費係以前 4 學期平均收取。本校 102 學年度以前收

費方式係以 36 學分除以 4 學期計算，超過 36 學分者另有其他收

費標準，且自第 5 學期起除繳交除學雜費基數外，亦須依所修習

的學分數繳納學分費，對於畢業學分數高的系所學生不公平。所

以自103學年度起才會改為目前收費方式:學雜費基數加計所修習

的學分費(修多少繳多少)。 

(三)現又因學生精打細算，不想多繳學分費而採取旁聽方式，影響教

師課堂管理，因此上學期才有老師提出要改回以前吃到飽的收費

方式，但以前的收費方式，在第 5 學期起仍需另外繳交所修習的

學分費，所以並非真正的吃到飽。因此，在調查各系所意見後，

教務處也在思考如何避免對於畢業學分數高的學生造成不公平，

才研擬此收費方式，第 1-4 學期繳交應修滿的畢業學分數，自第 5

學期起僅繳交學雜費基數，若學生有能力願意多修習，對學生亦

不會造成額外負擔，這對學生而言是比較有利的收費方式，儘管

此收費方式學校會因此多付出成本，因目前學校辦理碩博班學

制，歷年來都是處於虧損狀態。 

 林學務長: 認同前 4 學期吃到飽概念，但第 5 學期起仍採吃到飽的方式，與希望

學生在 2 年內畢業的精神是相衝突的，是否在第 5 學期起仍以修習多

少繳多少學分費來計算。 

 註冊組 

王組長: 

但如此會對畢業學分數高的學生不公平，因前 4 學期該等學生已繳交

較多的學分費，若學生在前 4 學期無法修完的課程，到第 5 學期仍須

繳納學分費，將造成雙重負擔，這也是 102 年以前的收費方式有爭議

的地方。 

 劇設系 

王主任: 

 

有個比較複雜的收費方式，例如 40 學分以下者除以 4，自第 5 學期起

就繳交學雜費基數加學分費；40 學分以上者除以 6，自第 7 學期起繳

交學雜費基數加學分費；且學生若自第 5學期起僅剩畢業製作未完成，

還需繳交全額學雜費基數是否不公平。 

 戲劇系 

張主任: 

此收費方式實為好的創舉，從某種角度來看對學生是公平的，所應修

習的畢業學分數反映在每學期所需繳交的費用，但想瞭解的是不同收

費方式所造成學校虧損的變化。另依戲劇系的課程設定是希望學生 2

年內就可完成學位，但若以本案的收費方式，考量研究生多有半工半

讀情況，會不會因此而影響學生修課的優先順序，而增加修業期間。 

 註冊組 

王組長: 

因本人在教務處任職較久，在此跟各位委員分享，本校的研究生收費

方式分別在 93 學年度以前、99 學年度、102 學年度，103 學年度各有

不同版本的收費方式。在此也回應啟豐主任對於學校虧損情況的問

題，本校 96 年碩博班短絀約 3,800 萬，98 年短絀 3,040 餘萬，所以每

多收 1 位碩博班學生，學校就會多付出 3-4 萬元經費來支持辦學，而

學雜費基數是以最低辦學成本統計出來的。另註冊組亦有注意到學生

若於前 2 年內已修完課，第 5 學期或第 6 學期就會辦理休學，俟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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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準備口考才辦理復學，藉此以規避繳納學雜費基數。 

 何研發長: 是否能提供不同收費方式的試算表，用不同的系所來推算，否則無法

有交集。 

 主席 

補充說明: 

剛剛各位討論的都是各種的可能性，而本案即為教務處經多方考量後

所研議出來的收費方式，第 51-52 頁即為依各系所不同畢業學分數所

計算出來的試算表。另回應啟豐主任對於影響學生修課優先性的疑

慮，若碩班導師能提供選課輔導服務，此情況應就能改善。 

 林學務長: 吃到飽應有其期限，第 5 學期起收費標準是否應把學雜費基數金額轉

換成學分費，讓學生依修習學分數繳交學分費(當然與必須再繳納基本

的學雜費)。 

 電影系 

李主任: 

自從讓學生以電腦自行選課，導師選課輔導即無法落實，是否還要走

回頭路請再考量。 

   

 IMPACT 學

程李主任: 

各系所畢業學分數差異甚大，從 32 至 56 學分不等，當年會改以目前

的使用者付費收費方式，就是因為多數學生均無法在前 4 學期修完課

程，若未能從結構上討論調整而要求齊頭式的收費方式，這樣的討論

將很難有結論。 

   

 決 議： 本案再行研議，擬於下次教務會議討論。 

   

伍、 臨時動議 

 動議一、 文創學程 106-1 學期成績更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文創學程)。 

 說 明：  

 一、 研究生 J○○因 12 月 3 日在台南因故受傷後，缺席 3 周，直到學期末

無補繳課堂作業，因此依據授課規定，予以 59 分。 

 二、 經學程評估整體情況，本校無其他系所開設英語研究法課程，且該生

後來願意於期限內補繳作業，後經由授課教師同意給予 70 分，有關

106-2 學期學程會議紀錄及授課教授說明詳附件。 

 三、 案經文創學程本學期第 1次學程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陸、 散會:1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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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 0 6 學年 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議程 

時間：107 年 5 月 22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主席：徐教務長亞湘                                       記 錄：王儷穎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詳見第 4-11 頁） 

參、 教務處業務報告：（詳見第 12-18 頁） 

肆、 提案討論： 

  

 提案一、 106-2 學期舞蹈學系兼任教師授課超過 10 小時案，名單異動為許嘉卿

老師及王元俐老師，提請討論(提案單位:舞蹈學系)。 

 說 明：  

 一、 舞蹈學系前於本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提報吳素君老師(12 小時)、王元

俐老師(11 小時)等 2位兼任教師授課超過 10 小時通過在案。惟因吳老

師為退休教師身分，經人事室提醒若超授將嚴重影響其退休所得等相

關權益，為顧及課程運作與教學銜接，調整吳老師部分課程改由許嘉

卿老師授課；王元俐老師課程則無異動。 

 二、 許老師原每週授課「戲曲身法技巧初階」(4 小時)、「戲曲身法技巧中

階 I」(2 小時)、「經典研習Ⅱ」(2 小時)等 8小時，加計「戲曲身法技

巧中階Ⅱ」(2 小時)、「戲曲身段專業」(2 小時)等課程調整後共計 12

小時。 

 三、 依本校人事室 90年 6 月 5 日教評會決議，無專職之兼任教師授課時數

超過 10 小時者，以 2名為限，並經系務會議及教務會議討論；案經舞

蹈學系本學期第 2次課程會議通過。 

 決 議：  

   

 提案二、 107-1 學期舞蹈研究所博士班課程「身體實踐研究」申請共時授課案，

提請討論（提案單位：舞蹈研究所）。 

 說 明：  

 一、 依本校開課暨鐘點核計原則第 15 條第 5款：其他課程若有校外計畫案

挹注經費，因課程之特殊性，須有兩位以上之教師於同時段一起授課

並分別核計時數者，得經系所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校課程委員

會、教務會議通過後辦理；若無校外計畫案挹注經費，得比照前段辦

理，惟每學院每學期以 1門為限。 

 二、 為因應跨領域整合與學習，並統合表演藝術包含舞蹈與戲劇之身體知

識論，舞蹈研究所博士班開設之「身體實踐研究」將由戲劇學院與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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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107/3/20）決議及裁示事項執行情形報告表 
 

 
 

編號 案由 決議及裁示事項 執行單位 執行情形或進度 

提案十一 

有關碩博士班(不含在職專班)學分費收費方式

調整案。 

本案再行研議，擬於下次教務會議討論。 

課務組 

併同 107 年 3 月 6 日

106-2學期第1次學生

事務會議動議案，再次

研議並於本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報告(詳

6-11 頁)，並依程序交

由學雜費收費基準調

整審議小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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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碩博士班(不含在職專班)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案執行情形： 

(一)考量 106-2 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動議，建議本校碩士班學生選修大學部課程，比

照大學部學生選大學部課程免收學分費一案，且為尋求對學生公平有利之方式，經再

次評估衡酌，擬仍以「前 1-4 學期每期收費以各系所學生最低畢業學分數除以 4學期

均分計算，繳納金額為學雜費基數＋基本學分費(1,600 元*平均學分數)，第 5學期起

僅需繳納學雜費基數」之收費方式。 

(二)上述收費方式，以 107 學年度碩博士班招生名額 292 名、且以每位學生修習學分平均

較畢業學分多 3學分估算，學校每屆短收約 140 萬左右(292*3*1,600 元)。 

(三)另針對修習其他學制課程現行收費方式，100-102 學年度入學之碩(博)士班1-4學期不

收取，第5學期起收取學分費；103 學年度起入學之碩、博士班每學期依修習學分數(含

其他學制課程)收取學分費。 

(四)本次擬修正後碩、博士班僅收取學生最低畢業學分數之學分費，對於修習其他學制課

程若免收學分費(不含英檢、教育學程課程)，如以下修學士班之學分另計課程為例，

每年修課人數149名修習412學分估算，學校每年短收約42萬左右(412*1,030元)。 

(五)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表」及各項相關規定將視本收費方式調整案依程序辦理後之結

果配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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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應修畢

業學分

平均多

修學分
人數 總修學分數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30 2.3 12 28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班 33 5.9 14 83

美術學系碩士班 32、49 2.6 32 83

音樂學系碩士班 36 3.1 15 47

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 34 2.6 6 16

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班 32 3.2 15 48

傳統音樂學系碩士班 36 1.7 12 20

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 38 1.2 21 25

電影創作學系碩士班 45 6.5 13 84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班 32、33 1.8 17 31

舞蹈研究所碩士班 36、50 2 19 38

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班 37 2 7 14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碩士班 36 2 15 30

戲劇學系碩士班 27 4.5 4 18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40 3.7 22 81

藝術跨域研究所碩士班 36 2.4 7 17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38 1.3 14 18

245 681

科系
應修畢

業學分

平均多

修學分
人數 總修學分數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30 1.9 10 19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班 33 11 5 55

美術學系碩士班 32、49 6.2 33 204

音樂學系博士班 44 3 2 6

音樂學系碩士班 36 3.2 15 48

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 34 2.2 5 11

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班 32 4.4 9 40

傳統音樂學系碩士班 36 2 3 6

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 38 5.6 9 51

電影創作學系碩士班 45 8.4 7 59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班 32、33 1.6 23 37

舞蹈研究所碩士班 36、50 3.7 7 26

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班 37 2 7 14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碩士班 36 2.4 12 29

戲劇學系碩士班 27 9 3 27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36、40 3 30 61

藝術跨域研究所碩士班 36、43 6.7 13 87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30、38 4 16 64

209 844

學生平均超修學分數： 4.2

103學年度入學學生平均超修學分概估(不含另計學分)

學生平均超修學分數： 2.8

100-103學年度入學學生(105學年度畢業生)平均超修學分概估(不含另計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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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7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標準表 

                                     2018/5/15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並經中華民國 107年 4 月 24 日教育部臺教高(一)

字第 1070058768 號函，核准本校 107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基準案。表列各項學雜費、學分費

收費標準依據本校學則規範及校務會議通過決議收取。 

學制：七年一貫制及學士班(含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學制 類別 
學費 

(新台幣/元) 
雜費 

(新台幣/元) 
說明 

學士班 

本國一般生 16,240 10,380 

尚需繳交「使用費」及「代辦費」

項目，依各單位規定收取，請參

見學生「使用費」及「代辦費」

收費一覽表。 

外籍生 32,480 20,760 

七年一貫制 

本國一般生 16,240 10,380 

外籍生 32,480 20,760 

備註： 

一、延修生於加退選完成後，另須繳納學分費，修習學分在 9學分（含）以下者，僅收取學分費；

在 10 學分（含）以上者，則收取全額學雜費。 

二、學生因修習教育學程而延長修業年限，其每學期修習學分數在 9 學分（含）以下者，應繳納

學分費；達 10 學分（含）以上者，學士班學生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三、學士班（延修生）每 1學分費用為新台幣 1,030 元。 

四、修習教育學程學分費請依師資培育中心規定辦理。 

五、自 9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修習校訂英語能力檢定課程需另收取學分費（學分費標準比照學士班

延修生學分費）。(依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語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第 5條規定收取。) 

六、100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大學部外籍生（含大陸地區學生），學雜（分）費收費標準依本國

一般生收費標準 2倍計算。(100 學年度外籍生學雜費調整案，係經 100-1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99 年 10 月

19 日)審議通過。) 

七、「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學生之學雜費收費比照學士班標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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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並經中華民國 107年 4 月 24 日教育部臺教高(一)

字第 1070058768 號函，核准本校 107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基準案。表列各項學雜費、學分費

收費標準依據本校學則規範及校務會議通過決議收取。 

學制：碩、博士班研究生 

入學年度 學  制 身分類別 在學學期別 學雜費基數

(新台幣/元)

學分費 

說明 畢業最低

應修學分

數 

金額 
(新台幣/元) 

92學年度
(含)以前
入學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一般生 在校第 1-4學期

12,360 

-- 11,760   

延修生 在校第 5學期起 -- 1,47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1,470元。 
僅修論文之

延修生 -- -- 0   

碩士在職

專班 在校生 -- -- 5,0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5,000元。 

93-99學年
度入學學

生 

碩士班、 
博士班 在校生 

在校第 1-4學期

12,360 

-- 11,760   

在校第 5學期起 -- 1,47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1,470元。 

碩士在職

專班 在校生 -- -- 5,0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5,000元。 

100-102學
年度入學

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學位

學程 

本國在校生 
在校第 1-4學期

13,456 

36(含)學
分以下

14,400 
學分費為每學期以 9學分計算，每
學分 1,600元。 

37學分以
上 14,400~19,200 各學系所繳費標準及金額見備註

八。 

在校第 5學期起 -- 1,6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1,600元。 

外籍在校生 
(含大陸地
區學生) 

在校第 1-4學期
26,912 

36(含)學
分以下

28,800 學分費前 4學期每學期以 9學分計
算，每學分 3,200元。 

37學分以
上 28,800~38,400 各學系所繳費標準及金額見備註

八。 

在校第 5學期起 -- 3,2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3,200元。 
碩士在職

專班 在校生 -- 12,360 -- 5,0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5,000元。 
※100-102學年度碩博士生及外籍生學雜費收費方式，係經100-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99年 10月 19日)審議通過，
並奉教育部核備。 

103學年
度以後 
入學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學位

學程 

本國在校生 -- 13,456 -- 1,6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1,600元。 
外籍在校生 
(含大陸地
區學生) 

-- 26,912 -- 3,2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3,200元。 

碩士在職

專班 在校生 -- 12,360 ---- 5,000 
×修習學分數 

學分費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每

學分 5,000元。 
※103 學年度以後入學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係經 102-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103 年 4 月 29 日)審議通過，並
奉教育部核備。 

備註： 

一、學生尚需繳交「使用費」及「代辦費」項目，依各單位規定收取，請參見學生「使用費」及

「代辦費」收費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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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所學生已完成學位考試，因修習教育學程而延後畢業者，其每學期修習學分數在 9 學分

（含）以下者，應繳納學分費；達 10 學分（含）以上者，應繳交學分費及學雜費基數。 

修習教育學程學生所需繳交學分費及其他費用，請依師資培育中心規定辦理。 

三、在職專班學生，修習其他一般研究所或學士班課程，每一學分仍以 5,000 元收費；其他非在

職專班學生，修習在職專班課程者，每一學分亦以 5,000 元收費。 

四、在職專班學生，於加退選完成後，均須依所修習學分總數繳交學分費。 

五、自 9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修習校訂英語能力檢定課程需另收取學分費（學分費標準比照學士班

延修生學分費）。(依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語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第 5條規定收取。) 

六、99 學年度辦理學籍保留並於 100 學年度復學之學生，仍延用 99 學年度之收費標準。 

七、100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研究所外籍生（含大陸地區學生），學雜（分）費收費標準依

本國生收費標準 2倍計算。 

八、研究所 100-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學分費收費標準：以就讀系所畢業最低學分數核算，36 學分

（含）以下，前 4學期每學期以 9學分計算；37 學分以上，前 4學期均分後，以整數計算，

小數點以下之數字均捨去，每學分新臺幣 1,600 元。外籍生（含大陸地區學生）學分費依本

國生收費標準 2倍計收。各學系所收費金額如下表： 

研究所 100-102學年度入學學生學分費收費標準表 

系所 組別/主修

100-102學年度入
學學生最低畢業

學分數(不含另計
學分) 

畢業學分 37學分以
上，前 4學期均分後，
以整數計算，小數點

無條件捨去之數值 

在學前四學期每學

期應繳學分費金額

(新台幣/元) 

本國生 外籍生

音樂學系碩士班 

作曲 36 -- 14,400 28,800

鋼琴 32 (100-101學年度)

36 (102學年度) -- 14,400 28,800

聲樂 36 -- 14,400 28,800
指揮 36 -- 14,400 28,800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班 
管樂 32 -- 14,400 28,800
絃樂 33 -- 14,400 28,800
擊樂 32 -- 14,400 28,800

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   34 -- 14,400 28,800

音樂學系博士班 

作曲 50 12 19,200 38,400
鋼琴 50 12 19,200 38,400
聲樂 50 12 19,200 38,400
絃樂 50 12 19,200 38,400
擊樂 50 12 19,200 38,400
音樂學 44 11 17,600 35,200

傳統音樂學系碩士班 
演奏 36 -- 14,400 28,800
理論 36 -- 14,400 28,800

美術學系碩士班 
美術史組 32 -- 14,400 28,800
創作組 49 12 19,200 3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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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100-102學年度入學學生學分費收費標準表 

系所 組別/主修

100-102學年度入
學學生最低畢業

學分數(不含另計
學分) 

畢業學分 37學分以
上，前 4學期均分後，
以整數計算，小數點

無條件捨去之數值 

在學前四學期每學

期應繳學分費金額

(新台幣/元) 

本國生 外籍生

藝術跨領域研究所   
43 (100-101學年度) 10 16,000 32,000
36 (102學年度) -- 14,400 28,800

美術學系博士班   24 -- 14,400 28,800
戲劇學系碩士班   27 -- 14,400 28,800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表演 36 -- 14,400 28,800
導演 36 -- 14,400 28,800
劇本創作 36 -- 14,400 28,800

戲劇學系博士班   24 -- 14,400 28,800
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班   37 9 14,400 28,800

舞蹈研究所碩士班 
表演創作組 38 9 14,400 28,800
理論組 36 -- 14,400 28,800

舞蹈研究所博士班  30 -- 14,400 28,800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碩士

班   36 (100-101學年度)

38 (102學年度) 
-- 
9 14,400 28,800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

學程   24 -- 14,400 28,800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

班   33 9 14,400 28,800

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班   30 -- 14,400 28,800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碩士

班   30 -- 14,400 28,800

電影創作學系碩士班   45 11 17,600 35,200

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   
38 (100學年度) 
35 (101學年度) 
38 (102學年度) 

9 
-- 
9 

14,400 28,800

(備註第六、七、八點收費方式，係經 100-1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99 年 10 月 19 日)審議通過，並奉教育部核備。) 

九、100-102 學年度入學之碩(博)士班研究生(不含碩士在職專班)，第 5 學期起修課學分數累計未

超過就讀系所畢業最低學分數時，不另收費；超過畢業最低學分數時，超過之學分，每學分

以新臺幣 1,600 元計收，惟語言課程、教育學程課程、重修課程、停修課程及下修學士班課

程等不予適用。(本收費方式經 102-2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103 年 4 月 29 日)併 103 學年度研究生學分費收費

方式調整案審議通過，並奉教育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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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08學年度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審議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10月9日下午3時 

地點：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 

主席：林教務長宏璋                                                  記錄：王儷穎 

出席人員：四長、副教務長、主秘、各學院院長、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主計室主任 

、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弖主任、展演中弖主任及各學院學生代表 

列席人員:本處課務組、註冊組同仁 

壹、主席致詞：本會議主要討論的學分費收費方式，是要回歸過往吃到飽的方式，本校在103

學年度改成目前使用者付費方式，經教務處蒐集相關意見回饋後，研擬了吃

到飽2.0版本，關於本案作業程序及審議小組成員係明訂於議程第12頁作業流

程圖。  

貳、教務處補充說明： 

(一)本校研究生學分費過往調整歷程可從議程第1頁瞭解，本校過往也曾採用吃到飽的收

費方式，但在第5學期起仍須依修習的學分數另繳學分費，而本校在100學年度調漲

碩博士班學雜費及學分費後，後續就引起學生連署反對於第5學期起仍需繳納學分費

的聲浪，進而才又決議自103學年度入學的研究生改以使用者付費，亦即修多少繳多

少的方式收費。 

(二)為了符合教師對於教學環境的期待，同時也避免過往吃到飽方式而使學生不滿的原

因重蹈覆轍，教務處便擬定了新版的吃到飽方式，也就是提案一所呈現的方式。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108學年度調整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為「前 1-4 學期每期收費以各系所學生最低畢業學分

數除以 4 學期均分計算，繳納金額為學雜費基數＋基本學分費(1,600元*平均學分數)，第 5

學期起僅需繳納學雜費基數」，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 106-1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臨時動議二，經與會主管反映，現行收費方式對於系所

開課及排課有所困擾，且對於學生學習的廣度亦有所限制，建議調整碩博士生學分費

收費方式。 

(二)本處為尋求對學生公平有利之方式，續於 106-2學期第 1次及第 2次教務會議說明討

論，並再次評估衡酌後，擬以「前 1-4學期每期收費以各系所學生最低畢業學分數除

以 4學期均分計算，繳納金額為學雜費基數＋基本學分費(1,600元*平均學分數)，第

5學期起僅需繳納學雜費基數」之收費方式。 

(三)茲以 106學年度入學學生為例，調整後方案收費詴算表請參考議程第 7-8頁。 

(四)本收費方式優點: 

1.鼓勵研究生於 2年內修畢最低畢業學分數，降低修業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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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減少旁聽生人數，有助授課老師課堂管理及教學品質。 

3.不因各系所最低畢業學分數之差異性而造成不公平。 

4.第 1-4 學期繳交應修滿的畢業學分數，自第 5 學期起僅繳交學雜費基數，若學生有能

力願意多修習，對學生亦不會造成額外負擔。 

5.解決以往學生所反對之延修生收費方式(亦即「第 5學期起除需繳納學雜費基數外，另

依實際修課學分數計算學分費」)。 

(五)本收費方式缺點: 

1.以103學年度入學學生、105學年度畢業生(100學年度起入學)為例，平均超修學分數(不

含另計學分)約 2.8-4.2學分(詳第 9頁)，以 107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名額 292名並以

每位學生修習學分數較畢業學分多 3學分估算，每屆學生(從入學至畢業期間，約為 3-4

年)，與現行的使用者付費方式比較，可能會少收 140 萬左右(292*3*1,600 元)，但前

提此計算方式是依過往的經驗值，並不代表未來學生修習超過畢業學分數的意願。 

(六)本提案決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自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主席補充說明: 

(一)請參考補充資料意見調查及與他校比較的收費標準表。 

(二)另外在美國大多數學校都是採用 credit system,就是修多少繳多少，但有些實驗性及

創作性的藝術大學，例如加州藝術學院，就鼓勵學生跨領域的多修習課程，據瞭解當

初會從吃到飽收費方式改成現今使用者付費方式，也是因為戲劇學院的學生訴求而改

變的。 

學務長: 

當初提案的學生是個僑生，沒多久就畢業了，但弔詭的是，後來所採用的收費方式也不是

學生所訴求的方式，現行的使用者付費方式反而是一個對學生跟對學校都不是很好的方案。 

美術學院學生代表： 

同學聽了都蠻贊同學分費吃到飽的方案，僅擔弖吃到飽方案是否之後會因此調漲學分費，

但美術所的人可能修完應修的學分就已經夠多了，不確定會不會需要超修，但不是很確定

其它系所的情況。 

主席回應: 

本次討論的方案是沒有漲價的，僅是收費方式的改變；的確各學院畢業學分數不一樣，例

如美碩創作組的畢業學分數是偏高的。 

戲劇學院學生代表： 

很贊成此提案的收費方式，例如戲劇系有一門關於當代議題的課程很熱門，修課人數上限

15人，但實際上課的人有 20多人，也有很多外系所的人來修，但很多人礙於學分費考量，

選擇旁聽，因為我是授課老師的指導學生，所以偶爾也會幫忙協助處理課堂事務，大量旁

聽的人就讓教授就很困擾，因為自己也會想多修一些外系所的課，也因為經濟考量所以這

學期有些課程也選擇旁聽，所以十分贊同吃到飽方案，鼓勵有餘力修課的人可以跨域選修。 

學務長: 

我以戲劇系老師的立場補充學生代表所說的，現況就是當課程很熱門，但授課老師卻仍要

擔弖課開不成，就是願意修課的學生很多但卻因為需再繳費而不選課，造成老師需要私下

去找學生繳費選課，這真的是很弔詭的現象，也很對不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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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務長: 

此外很重要的是，原本本校很強調的跨域的傳統就因此被抹煞了。 

文資學院學生代表： 

建文所的學分很少，只有 35學分，很容易就可以修完，大家很樂意多修其他課，但因為顧

慮學分費而有很多人選擇旁聽，有些課實際修課人數很少，就會造成老師的困擾。另詢問

繳費的方式是前 4個學期都要繳嗎? 

教務處補充說明: 

以建文所為例，目前畢業學分數 35個學分，除以 4學期，前 1-4學期需繳學雜費基數及 8.75

個學分的學分費(參閱議程第 8 頁)，第 5 個學期就僅繳納學雜費基數。另外補充，若在學

期中休、退學，退費方式將比照教育部所訂「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的比例退

費。 

舞蹈學院學生代表： 

我們的畢業門檻是 50學分，電影所是 56學分，但我相信還是有學生會超修，我是很贊成

吃到飽方案。 

教務處補充說明: 

以前的吃到飽方案 1.0 版，雖同樣是均分前 4 學期繳納，但 5 學期修課仍須繳費，目前的

吃到飽 2.0版本方案，是第 5學期僅需繳納學雜費基數(註冊費)，不需再另行繳納學分費。 

影新學院學生代表： 

因為電影所是 3年制，那要除以 6學期或是除以 4學期計算? 

教務處補充說明: 

系所的課程安排可能會依修業年限去設計，但在教育部學籍上的認定，第 5學期已統稱為

延修生，所以也需配合學籍的管理，收費方式才統一以 4學期均分計算。 

電影系助教: 

在本系招生簡章上明訂 3年制，不知是否有違反教育部的規定? 

教務處補充說明: 

研究所修業年限是 1-4 年，也有些學校修業年限僅一年的情況，所以系所在修業年限 1-4

年內安排課程都沒問題，只是在教育部的學籍認定上及所有統計報表的填報基準，第 5 學

期均統稱為延修生。 

音樂學系主任(代理出席): 

有關此方案的缺點，短收的部分是否學校願意概括承受? 

教務處補充說明: 

就如同先前所強調的，這是以過去的數據所做的預估，不見得代表未來每屆的學生每位都

會超修，就像美術學院學生代表說的，該所學生大部分應該僅會修滿畢業學分就不會再超

修，此外，此預估值是以「每屆學生」做為計算單位(從入學到畢業約莫 3-4年時間始能總

體計算出是否實際有超修)，且每個學院特性不同，加上每屆畢業學分數也可能會不同，至

少學校已將該收的畢業學分費收到，嚴格說來應收的畢業學分費並未少收。 

主計室主任: 

提出新的吃到飽方案，與使用者付費的精神是不一致的，如果該繳的人少繳，享受的人也

是由全校學生買單，所以減少的資源是全校共享的，所以也有公平性的考量，學雜費的收

入也是學校主要的自籌收入，在學雜費不易調漲的情況下，如果一個制度的改變就會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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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校自籌經費的考量是不易的。 

主任秘書: 

此提案對學生而言只有利多，沒有任何的損失，當然老師們也希望朝這方向走，如同主計

主任所提，學校多收的經費都是回到教學研究上，教務處是否能精算一數字，將可能超修

學分而少收的金額，再分攤給學生因吃到飽而需多繳的金額為何? 

教務處補充說明: 

若涉及調漲單價的部分又是另一個議題，需要依教育部規範並由各單位撰擬研究生學雜費

調整規劃書報部備查，依過往經驗都是從長計議並一次調足，若每年都需微量調漲所耗費

的行政成本不言可喻。 

展演中弖主任: 

建議能否依照提案內容來討論，若將來果真有短收或缺口，再來檢討收費方式如何填補，

所以現在也不要膠著在預估的 140萬的假設數字上。 

學務長: 

這短收金額未來在真正在帳面不知是如何呈現，但事實上就成本而言並沒有增加，一個好

的課程，只要 2 個學生選課就開課了，實際上成本也沒增加，10 幾個人來上課，老師的負

擔量是 ok的，大家願意多學習所得到的好處很大，所以也看不出成本是增加在哪? 

音樂學系主任(代理出席): 

因為討論也需要將這些成本考量進去，也擔弖未來是否也會影響行政教學的部分? 

主席回應: 

因為這樣討論所涉及的層面很廣，原則上還是建議依目前提案一的內容來討論。短收的這

個數字，完全是一個想像的數字，是一個隱性的數字。如果照現在使用者付費方式，因為

學生都算得很精準，就會變成下有對策，就是學生上課都是旁聽的情況。 

教務處補充說明: 

學校改成吃到飽 2.0 的方式跟臺大跟陽明大學的收費方式是相似的。本校研究生的學雜費

基數與學分費經過上次調漲後，目前與各校比較下也不是最低的，且短收的部分實際上不

太可能精算，因為學生進出收退費用變動很大，會計實在也無法做精確的估算，若考量少

這 100 多萬到底會不會影響教學成本，也請大家考量教學效益，如果要讓學生有更好的受

教權，各系所也需要多努力募款。 

戲劇學院學生代表： 

用短收的詞彙很不精準，實際上是不是短收也不一定，以學生的普遍弖態就是學分已經修

完，就不想要繳錢，所以也可以選擇旁聽，而且還要考量另一個機會成本就是教授在面對

大量的旁聽生時，也需要付出行政跟教學成本，例如 2 名學生選課即可開課，但旁聽生有

10 位，加上現在已取消停修課程之修課人數限制，若因那 2 名學生退選而導致課開不成，

這對教授也是很大的羞辱，對其他 10位同學而言也很可惜。若短收 140萬這筆費用是虛的、

是估算出來想像的數字，與實際上考量教學前端的困境比較之下，我覺得此方案是可行的。 

主任秘書: 

學校的成本跟提供好的教學成本該如何衡量，目前聽起來是有比較多人修課、比較少人付

費，那老師的授課成本到底從哪裡負擔，到時候造成的缺口是會反映在哪?這讓人有點擔

弖，是不是能有 2種不同的方案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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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長: 

本方案的優點已經暗示得很清楚，優點實在太多了，唯一的缺點只是這 100 多萬可能是未

來隱藏的成本，但光從所列的這些優點看來，如可由 100 多萬換取，我覺得很好，而且全

面性的瞭解各方案也不是那麼簡單，若以前的吃到飽如果對學校不是負擔，為何現在會變

成負擔?我也不清楚為何當初吃到飽方式要改成使用者付費方式，總之我是單純地覺得優點

大大的多於缺點。 

舞蹈研究所所長(代理出席): 

美國的學校生態和國內的學校生態是有差距的，外國的學費是高很多的，美國的學費每年

固定會漲，可能也是需要考量的不同點。 

主席回應: 

我剛所提美國加州藝術學院是藝術大學中排名很前面的學校，使用者付費是源於美國

credit system的學校，但此類學校大部分都是綜合大學，而且不管是學分制還是吃到飽制，

學費都比臺灣貴很多，我所強調的是藝術大學要有這樣的信念，要相信藝術教育的可能性，

這 100多萬相較於教育部的各項計畫補助經費其實是微不足道的。 

主任秘書: 

我再補充說明所謂精算的方式，是否能以每個學院最低畢業學分數加 3 個學分再除以 4 乘

以 1,600元來計算。例如臺大的收費方式 25,640是怎麼訂的? 

戲劇學院學生代表： 

但這方式有不正義的問題，若學生除了畢業學分外都不想再多修? 

教務處補充說明: 

需再說明的是，在進行學生公聽會時，不可能訂出多種方案讓學生去選擇，而且本校各學

院的畢業學分數差異很大，本處在研擬方案時就覺得要找出一個讓每個學院學生都覺得公

平的方式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若是統一另加 3 個學分的方式收費，對於畢業學分數低的

學生與畢業學分數高的學生所被加收的比例差異是很大的，所以目前的提案的方式對學生

而言反倒是比較公平的，學生也會比較服氣。臺大的 25,640是學雜費含基本學分費，扣除

學雜費基數後(12,540元)，實際上臺大也隱含了 32-33個畢業學分(13,100元)，且為全校

統一，而本校的基本學分數是 24-56個學分不等，所以其實臺大對學生是更利多的。 

主席回應: 

臺大各系所的畢業學分抓的基數其實是抓得蠻緊的，所以各學院不會差很多。 

主計室主任: 

我們沒法跟臺大比，因臺大財務面的各項資源很多，所以是不倚重學雜費的，所以臺大可

以有調降空間，而本校學雜費收入是主要的收入來源，所以對本校的影響比較大。 

教務處補充說明: 

本次所討論的提案學雜費是沒有變動的，只是差在學分費的部分。 

主席回應: 

主計室主任擔弖的是學校的收入，但如果教學環境能提升更前瞻並更優質，即便是少收，

其實也是把成本回饋到學生及老師的身上，在經濟成本上的考量是必要的，而且也可從各

式各樣的專案補助計畫來彌補。 

戲劇學院院長： 

當初戲劇學院研究生提案使用者付費的方式時，主計主任也曾向學生說明學校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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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方式造成的影響就是旁聽生過多造成老師的困擾，所以才在教務會議上提議再改回吃

到飽的方式，我想所有的收費方式都會有正反面意見及優缺點，但據現在提案的吃到飽收

費方式對學生是做到最正向也是最合理的方式，雖然可能對學校收入或多或少會有影響，

但據教務長前面所言，整體而言對整個教學面向是正向提升的，應該先支持通過提案，之

後再來檢討。 

決議:照案通過，嗣後責成主計室與教務處於施行後先觀察數年學分費收入上的變化，再依本校學

雜費收費基準調整作業流程進行評估討論調整空間。 

  

24-34

hhyang
螢光標示



7 
 

提案二、碩士班學生選修大學部課程，是否比照大學部學生選大學部課程免收學分費，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學務處生輔組 107年 3月 21日第 1071001003號簽文(參考第 10頁)，於 106-2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動議，建議本校碩士班學生選修大學部課程，比照大學部學生選大學部課

程免收學分費案。 

(二)以 105、106學年度本校研究生下修學士班之學分另計課程為例(參考第 11頁)，平均每年

修課人數 149名修習 412學分估算，如研究生修習其他學制課程免收學分費(不含英檢、教

育學程課程)，學校每年短收約 42萬左右(412*1,030元)。 

(三)本提案決議通過後，自 108學年度起全校研究生均適用，併前案續提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

審議。 

主計室主任： 

除了臺大沒有收下修學士班的費用，其他學校都有收，難道本校也要反其道而行？本校實在比

不上臺大的條件。 

學務長: 

本校在 99學年度以前實施吃到飽的收費方式，是否有另收下修學士班的費用?若以前都有收費

也可維持收費。 

教務處補充說明: 

提案一跟提案二是各自獨立的議案，不一定提案一通過提案二也需通過，在 99學年度之前 1-4

學期也是吃到飽的方式，只有在第 5學期的延修生才有另收下修學士班的費用。 

副教務長: 

也可比照過往方式前 4學期不收，第 5學期才收。 

展演中弖主任: 

如果前 1-4學期不收費的話，第 5學期應該也收不到，如真的不收就乾脆不收，若要收就要在

前 4學期收，但須考量碩士班的學生普遍經濟狀況都不佳，除了舞蹈與音樂外，很多學生都非

來自本科系，都會被要求要下修大學部課程，收費雖無不可，但相對也造成有很多學生延畢、

休學就是為了要打工去賺學費，所以是很兩難的局面，但不管此案通不通過，在公聽會也需要

讓學生瞭解。 

舞蹈學院學生代表： 

舞蹈所有要求須下修大學部課程，但內規是不用選課也不用收費的。 

副教務長： 

因為舞蹈研究所表創所有一些非本科系上來碩班的，所以會有這些內規，但是仍有學生會延畢

到 4、5年。 

主席回應： 

以美術學院為例，我們鼓勵研究所學生下修大學部的課程，但是學生多是採取旁聽的方式修

課，所以事實上是沒有收費的。 

戲劇學院學生代表： 

戲劇所下修狀況大約都在研一、研二，如非本科系的學生，像導演組或表演組的學生，如對劇

場概念不清楚，就會被所上要求下修大二、大三的課，所以碩三還會下修大學部課程的情況很

少，可能性不高。若學校改成吃到飽，在前 4學期不收費、第 5學期又要收費，會不會也造成

學校行政作業上的負擔，學生也會有點混亂，是否就併同提案一的做法，況且大學部的性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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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偏大班課，都有 10 人以上，通常下修課程的人數也不會增加太多，教授並不會增加太

多的負擔。經徵詢戲劇系同學的意見，如果要收費也可，因為是自己能力不足，就當做是補習

費；當然在考量學生經濟狀況下，如果能不收對學生而言也很好，可以省錢。 

學務長: 

下修學士班最多會承認幾個學分? 

教務處補充說明: 

下修大學部課程的學分皆不予承認。 

展演中弖主任: 

所以對學生而言，繳費修課但又不計入學分，所以為何還要繳費也是大家的共同弖聲，在戲劇

學院有些課是不開放旁聽的，一定得選修，但旁聽的情況就是對學生的掌控也很困難，例如劇

設系有內規是向下修習大學部課程都要超過 70分以上，並會和主修課成績掛在一起。 

研發長： 

我是 Impact 執行長，也是老師跟校友，所以弖中很掙扎，當然我也擔弖學校的財政狀況，但

站在長遠角度來看，如果同學們愛修課就讓他們努力的學習，也許如教務長講的，站在補足學

生能力的立場，我覺得北藝就拚個未來，也可統計哪些學院有這樣的狀況，哪些課程或哪些系

所真的會因這樣的制度受到影響，由相關單位做為計畫上的支持，讓認真的同學能無憂無慮的

修滿這些課，但是濫用資源也是不好的，也可研擬若有同學浪費資源就不可享受這樣權利的配

套措施等等，因為真的也有遇過經濟非常困難的學生，需要打工來賺學費，如果站在長遠培養

未來藝術人才的立場，學校若有這能力有後端資源的支持，例如用校級的計畫案補足可能的缺

口等方式，我是非常願意支持的。 

主席回應: 

課務組知道實際上各系所下修大學部課程的實際情況嗎?例如有多少課程、多少人去修課?42

萬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實際上發生在哪個系所? 

教務處補充說明: 

議程第 11頁是用人工估算大約的數字，如需要精算則需要請電算中弖協助。 

美術學院學生代表： 

下修大學部課程大多是採用旁聽的方式，大部分是屬於大學部的技術課程，多半是素材課、裱

褙課之類的，也因為是旁聽，所以有些人可能中途有事就不去了，就算選課不用錢可能也是採

用旁聽的方式而不會選課。 

展演中弖主任: 

如果是非本科系的學生，是否可由各系所檢討列出至少要修習多少大學部學分的基礎課程才能

畢業，例如 10到 15學分以內可以不用付費，超過這個數額就要付費等方式收費。 

副教務長： 

舞蹈所就是採用這樣的方式，因為有很多學生非科班出生，尤其在創作這塊，所以就有內規要

求學生去上大學部課程，也會請導師確認評估並提會討論，而大學部的老師也會要求每堂課都

要簽名，所以這可能要回歸各系所的問題，根據各自專業需求去做實際的管控。 

主席回應： 

有鑒於各所在制定下修大學部的課程標準是有差異的，需要用一個更周延的方式去討論，也要

知道各系所要求下修的課程是多少，像美術學院並沒有硬性規定，通常只是教師建議。 

決議:本案俟蒐集相關資料後另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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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倘前述兩討論方案通過，依本校調整作業流程(詳議程第 12-13頁)，續請學務處於本學期前

辦理學生公開說明會，俾利本案續提 107-2學期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相關時程提請討

論。 

說明: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案至遲須提報 108年 3月 26日之行政會議及 4月 23日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並於 5月底前報部備查後施行。 

展演中弖主任: 

如果第二案緩議的話，是否也須在公聽會時讓學生明白收費跟不收費的理由? 

學務長: 

因第二案跟第一案也有關聯性。 

主席回應: 

希望近期內能盡快召開會議進行討論。 

教務處補充說明: 

因今日的審議會議主要是要討論第一案，會將第二案列出來是因為學生會在學務會議的提案，

才將此案列入議程，若第二案未便於此次會議達成共識，就是照現行規定一樣收費沒有影響，

且下修學士班所收的學分費是大學部的學分費 1,030元，與第一案討論的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

式亦無直接關聯性。 

戲劇學院學生代表： 

如果第二案的討論會議能在 12 月前開完，就可以於學務處公聽會同時說明兩案的狀況，也趕

得及 108 年 3 月 26 日的行政會議，因為第二案是學生代表所提出來的意見，反而是學生關弖

的議題。如教務處確定第二案趕不及提行政會議跟校務會議，才建議有條件式的將兩案脫鉤，

以確保第一案能優先處理。 

學務長: 

所以也跟學生代表達成共識，萬一第二案來不及討論就讓兩案脫鉤。 

主席回應: 

公聽會主要以提案一進行討論，提案二的部分因各學院的標準差異性大，需要等蒐集相關資料

後再進一步討論。 

戲劇學院學生代表： 

建議通識的課程也需要討論，像我本身也會去旁聽通識課程，所以此案涉及的層面有點廣，到

底下修的範圍要如何界定? 

決議:如在時程上來得及，就請學務處將第二案併同第一案於學生公聽會說明；如第二案確定來

不及討論達成共識，就先以第一案為主召開學生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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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學雜費收費基準表
函送教育部審核

教務處

教育部
同意調整

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

1.學雜費未調整時，
填具「學雜費
收費基準一覽表」
1式3份。

2.學雜費基準擬調整
時，填具「學雜費
收費基準一覽表」1
式20 份。

於網頁公告實施，
並於招生簡章載明

教務處

結束

簽陳校長，依上學年度
收費基準函報育部備查
或依教育部核定意見收

取費用

教務處1.學雜費收費標準表
2.使用費及代辦費收費
一覽表

自學校總收入提撥一
定比率經費，作為學
生獎助學金，並置專
人提供諮詢及協助

學務處

否

B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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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版-A版

(元)

本國生 外籍生 本國生 外籍生

作曲

鋼琴

聲樂

指揮

絃樂 8 33 8.25 13,200 26,400 0.75 9 14,400 28,800 9,600
管樂

擊樂

學術研究組

演奏與實際組

作曲

鋼琴

聲樂

絃樂

擊樂

音樂學 1 44 11 17,600 35,200 0.75 11.75 18,800 37,600 1,200
演奏 36 9 14,400 28,800
理論 36 9 14,400 28,800

美術史組 2 32 8 12,800 25,600 0.75 8.75 14,000 28,000 2,400
創作組 32 48 12 19,200 38,400 0.75 12.75 20,400 40,800 38,400

藝術跨領域研究所 11 36 9 14,400 28,800 0.75 9.75 15,600 31,200 13,200
美術學系博士班 3 24 6 9,600 19,200 0.75 6.75 10,800 21,600 3,600
戲劇學系碩士班 6 27 6.75 10,800 21,600 0.75 7.5 12,000 24,000 7,200

表演

導演

劇本創作

戲劇學系博士班 3 30 7.5 9,600 19,200 0.75 8.25 13,200 26,400 3,600
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班 8 37 9.25 14,800 29,600 0.75 10 16,000 32,000 9,600

表演創作組 13 50 12.5 20,000 40,000 0.75 13.25 21,200 42,400 15,600
理論組 7 36 9 14,400 28,800 0.75 9.75 15,600 31,200 8,400

舞蹈研究所博士班 3 30 7.5 12,000 24,000 0.75 8.25 13,200 26,400 3,600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26 40 10 16,000 32,000 0.75 10.75 17,200 34,400 31,200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10 31 7.75 12,400 24,800 0.75 8.5 13,600 27,200 12,000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班 20 35 8.75 14,000 28,000 0.75 9.5 15,200 30,400 24,000
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班 14 32 8 12,800 25,600 0.75 8.75 14,000 28,000 16,800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16 38 9.5 15,200 30,400 0.75 10.25 16,400 32,800 19,200
文化資源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5 25 6.25 10,000 20,000 0.75 7 11,200 22,400 6,000

電影創作

電影史與電影

產業研究

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 22 38 9.5 15,200 30,400 0.75 10.25 16,400 32,800 26,400
355,200

22,800

1. A版:以107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名額292名、且以每位學生修習學分平均較畢業學分多3學分估算，學校每屆短收約140萬元左右(292*3*1,600

元)。

2.B版加計跨域選修學分數3學分:學分費較A版學分費每屆(4學期)回補約140萬元左右(355,200元*4學期)。

(註)「跨域選修學分數3學分」:為鼓勵學生跨域選修，發展學校特色，收取碩士課程一門課的學分數（即3學分），平均分攤於4學期，讓學

生在修業年限間即可跨領域吃到飽修課。

研究所學分費收費試算表(以107學年度入學學生為例)

6,000

0.75 15,600

25,200

21,600

13

4,800

7,200

31,200

44,000

B版

系所 組別/主修

8.75

0.75 13.256

31,200

20,000 40,00012.5

12,800 25,600

13,600 27,200

50

31,200

14,000 28,000

29,600

21,200 42,400

學生最低

畢業學分

數(不含

另計學

分)

(G)

前4學期

均分數值

(A=G/4)

前4學期均

分數值加

計跨域選

修學分數

(U=A+P)

在學前4學期每學期

應繳學分費金額

(U*1,600元)，外籍

生以本國生2倍計收

A版

22,000

15,600

14,800

15,600

15,600

13 13.75

0.75

9.25

0.75 9.75

9.7536

傳統音樂學系碩士班 5

舞蹈研究所碩士班

電影創作學系碩士班 19

14,400

52 0.75

音樂學系碩士班 18 36 9 0.75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班

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 4 34 8.5

美術學系碩士班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21

28,800

音樂學系博士班

學生人數

(N) P*N
*1,600元

20,800 41,600

32 8

0.75

9 14,400 28,800

9.75

(註)

跨域選

修學分

數3學

分

(P)

在學前4學期每學期

應繳學分費金額

(A*1,600元)，外籍

生以本國生2倍計收

24-42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9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國際事務處 

案 由 
本校「國際交換學生出國甄選辦法及修業注意事項」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說 明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為因應國際交流中心改為國際事務處，條文酌作文字修正。 

二、 獲教育部經費補助之交換生於交換完成返國後需，無需延續

就讀一年，僅需提供所屬院系相關回饋，回饋機制由各院系

自訂。 

辦 法 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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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際交換學生出國甄選辦法及修業注意事項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四條    

除部分交換學校因薦送日期之因素影

響，國際事務處得視個案另行公告外，

原則上國際交換學生出國之報名及甄選

行事曆，如下表說明： 

第四條    

除部分交換學校因薦送日期之因素影

響，國際交流中心得視個案另行公告外，

原則上國際交換學生出國之報名及甄選

行事曆，如下表說明： 

因應國際

交流中心

改為國際

事務處，

酌作文字

修正。 
 上學

期 

下學期 說明 

公

告 

 1月 2日 

（因應教育

部「菁英留學

計劃」獎學金

提早作業） 

由國際事務處發

函公告後，再由

各學系所受理學

生的報名申請並

薦送該學院。 

 

 上學

期 

下學

期 

說明 

初

選 

系、所、院自訂 學院依據本辦法進行

初選，依據錄取員額選

出入選者，檢具初選會

議紀錄，並填列學院薦

送表送國際事務處。 

校

內

複

審

及

收

件

截

止

日

期 

 3月 7

日 

若錄取人數超出員

額，則由國際事務委員

會進行書面審查複

審，必要時得舉行口

試。經複選合格者，複

選會議後，併會議紀錄

會簽教務處後陳校長

核定。 

 上學

期 

下學期 說明 

公

告 

 1月 2日 

（因應教育

部「菁英留學

計劃」獎學金

提早作業） 

由國際交流中心

發函公告後，再

由各學系所受理

學生的報名申請

並薦送該學院。 

 

 上學

期 

下學

期 

說明 

初選 系、所、院自訂 學院依據本辦法進

行初選，依據錄取員

額選出入選者，檢具

初選會議紀錄，並填

列學院薦送表送國

際交流中心。 

校內

複審

及收

件截

止日

期 

 3月 7

日 

若錄取人數超出員

額，則由國際交流小

組委員會進行書面

審查複審，必要時得

舉行口試。經複選合

格者，複選會議後，

併會議紀錄會簽教

務處後陳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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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

送

學

校

審

查 

依薦送學校規

定 

在欲薦送學校之收件 

申請截止日期前，國際

事務處將錄取者文件

轉送薦送學校。薦送學

生獲交換學校發予入

學許可後，請依本校行

政作業流程表之程序

辦理相關事宜。 
 

薦送

學校

審查 

依薦送學校規

定 

在欲薦送學校之收

件  申請截止日期

前，國際交流中心將

錄取者文件轉送薦

送學校。薦送學生獲

交換學校發予入學

許可後，請依本校行

政作業流程表之程

序辦理相關事宜。 
 

第五條第九款   

獲教育部學海飛颺補助之交換生於交換

完成返校後，需提供所屬院、系、所相

關回饋。回饋機制由各院、系、所自訂

之。 

第五條第九款   

獲教育部學海飛颺補助之交換生於交換

完成返校後，需於本校延續就讀至少一

年，且提供所屬院、系、所相關回饋。回

饋機制由各院、系、所自訂之。 

由於教育

部條文中

已取消學

生返國後

必須留在

原學校畢

業 之 規

定，故該

注意事項

中學生需

返回本校

延續就讀

至少一年

之規定也

取消。並

由各系所

制定回饋

機 制 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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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際交換學生出國甄選辦法及修業注意事項(修正草案) 

 
本校〇學年度第〇學期第〇次行政會議（〇/〇/〇）通過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事務委員會第 1 次會議（108/3/4）通過 
本校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103/9/30）通過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二次會議（103/6/6）通過 
本校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101/5/22）通過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 次會議（101/3/09）通過 
本校 9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100/5/24）通過 

99學年度第二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3次會議（100/3/28）通過 
本校 9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99/11/23）通過 

99學年度第一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次會議（99/10/12）通過 
本校 9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97/11/18）通過 

97學年度第一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3次會議（97/10/27）通過 
本校 9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96/03/13）通過 

95學年度第一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3次會議（96/01/10）通過 

一、適用範圍： 

（一）凡為校對校簽訂之合約，該合約之交換對象為本校各系所之學生，適用本辦法。 

（二）校外機關（如教育部）之專案交流計畫，委託本校甄選者，依該專案計畫之規定辦

理，如無特別規定，則依本辦法辦理。 

（三）如為系所對系所、院對院簽訂合約，其交換對象限定為該院系所之學生，則由各系

所或各院依簽約內容或對方要求自行甄選所屬學生，如有多餘名額時，可開放給

其他院系所學生，並以主辦院系所為雙主修或輔系者優先選擇。如各學院與交換

學校，對於語言證明另有規定者，須由學院檢具相關語言能力審查之證明。 

二、甄選條件： 

 （一）本校學生（不含在職專班），學士班二年級以上學生（含大二）；碩、博士班於本校

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學生，方得申請。交換期間需繳交全額學雜費用（含使用及代辦

費用）。 

（二）外語能力須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六款之規定。 

（三）學業、操行成績優良。 

（四）參與社會公益、社團活動或國際交流活動表現傑出者。 

三、報名資料： 

（一）報名表 

（二）歷年成績單 

（三）家長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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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五）出國研習計畫書（附英文或該地語言翻譯）及學分修習規劃 

（六）語言能力應符合交換學校所訂之要求，且須檢具有效期限內之相關證明 

（七）交換學校要求之資料 

（八）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四、報名及甄選： 

除部分交換學校因薦送日期之因素影響，國際事務處得視個案另行公告外，原則上國際

交換學生出國之報名及甄選行事曆，如下表說明： 
 

 
上學期 下學期 說明 

公

告 

 
1月 2日 

（因應教育

部「菁英留學

計劃」獎學金

提早作業） 

由國際事務處發函公告後，再由各學系所受理學生的報

名申請並薦送該學院。 

 

 上學期 下學期 說明 

初

選 
系、所、院自訂 

學院依據本辦法進行初選，依據錄取員額選出入選者，

檢具初選會議紀錄，並填列學院薦送表送國際事務處。 

校

內

複

審

及

收

件

截

止

日

期 

 3月 7日 

若錄取人數超出員額，則由國際事務委員會進行書面審

查複審，必要時得舉行口試。經複選合格者，複選會議

後，併會議紀錄會簽教務處後陳校長核定。 

薦

送

學

校

審

查 

依薦送學校規定 

在欲薦送學校之收件 申請截止日期前，國際事務處將錄

取者文件轉送薦送學校。薦送學生獲交換學校發予入學

許可後，請依本校行政作業流程表之程序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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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注意事項： 

(一) 註冊：交換生仍須依本校註冊程序辦理。 

(二) 選課：選修課程之學分數、學分抵免及課程內容等相關事宜，須經所屬系所、院主

管同意後，依相關行政作業流程辦理。學士生之出國每學期最低應修學分數，比照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則」載明之規定辦理，碩、博士生最低應修六學分或依據與

締約學校協議規定辦理。 

(三) 費用：學費以日間部收費標準繳交母校為原則；另案則依雙方學校協議辦理。其它

相關費用學生須自行負擔。 

(四) 研習年限原則為一學期，如需延期或延畢，須先經交換學校與系所同意後，始可提

出申請。 

(五) 具役男身份者，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辦理。 

(六) 交換學生應於返國一個月內繳交研修心得；公費交換生另需依規定辦理相關核銷程

序。 

(七) 學生須得經過締約雙方學校審核通過，始獲得交換學生資格。 

(八) 如學生之申請交換學生資格未通過，即同時喪失交換生資格與教育部經費補助名額。 

(九) 獲教育部學海飛颺補助之交換生於交換完成返校後，需提供所屬院、系、所相關回

饋。回饋機制由各院、系、所自訂之。 

六、本事項附件： 

(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肄業期間至國外合作協議學校進修 學院薦送表」 

(二) 「國際交換學生出國修業併教育部菁英計畫甄選作業暨行政作業流程說明」 

七、本事項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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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國際事務委員

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8 年 3 月 4 日〈星期一〉下午 3 點 
地點：國際書苑會議室 
主席：王國際長綺穗                                                  記錄：陳依卿 

出席人員：李教務長葭儀、林學務長于竝、林研發長姿瑩、蘇院長顯達、劉代理院長錫權、              
鍾院長明德、何院長曉玫、魏院長德樂、林院長邵仁、吳院長懷晨(請假)               

列席人員：國際合作組組長江明親老師、陳依卿、張伯妃、陳品伃、杜安生 
 

壹、提案討論： 
一、 教育部 108年度獎助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學研修「學海飛颺」計畫及

自費申請交換學生計畫複選案，提請討論。 

決議：申請赴外交換學生之公費及自費符合資格名單如附件一。本案呈報校長核可後，並報

教育部辦理學海飛颺相關事宜。教育部通過審查後所補助獎學金款項，依規定本校須

配合總金額之 20%配合款。 

 

二、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北藝大外國學生獎學金分配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獲獎學生之名單及金額如附件二。 

 

三、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研究所優良僑生獎學金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目前教育部尚未來文說明本校這學期會有幾位獲獎生，該案待教育部來文確認後再召

開臨時會議審議。 

 

四、 本校與奧地利林茲藝術與設計大學締約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依本校程序辦理締約程序。 

 

五、 本校與香港演藝學院合作續約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依本校程序辦理續約。 

 

六、 本校與以色列貝扎雷藝術與設計學院合作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由於本校之前與該校之間合作不愉快，建議不再續約。 

 

七、 本校與奧地利維也納音樂及表演藝術大學合作續約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依本校程序辦理續約。 

 

八、 本校與英國巴斯斯巴大學合作續約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依本校程序辦理締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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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外國學生招生規定」第十三條修訂，提請討論。 

決議：建議將第 13條第四款刪除，並依程序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十、 有關本校學生欲申請至非姊妹校交換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若兩校之間非姊妹校則不應以交換學生身分，倘若只是因未延續合約的話，可在續約

後以交換學生身分進行申請及研修。 

 

十一、有關本校與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締結教育夥伴策略聯盟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由於來文說明學校可以免費加入策略聯盟，並且有報考華語測驗之學生皆可享報名費

折扣，故委員們一致通過本校參加該聯盟。 

 

十二、有關各系所院定期協助填報國際交流事項，提請討論。 

決議：委員們返回系所院後會協助加強宣導請承辦人協助填報國際交流事項。 

 

 

貳、臨時動議： 

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際交換學生出國甄選辦法及修業注意事項」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有系所老師和學生反映「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際交換學生出國甄選辦法及修業注意事

項」中「五、其他注意事項第九條中……返校後，須於本校延續就讀至少一年，且提

供所屬院、系、所相關回饋。……」該規定的時間太長，是否能縮短呢? 

決議：委員們建議可以將「需於本校延續就讀至少一年，且提供所屬院、系、所相關回饋。……」     

改成「……返校後，需提供所屬院、系、所相關回饋。……」。並依循程序提行政會議

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參、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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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10 提案性質 法規訂定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 由 新訂「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職處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教育部 107年 12月 4日臺教人(二)字第 1070206949A號函

辦理。本校應於文到 3 個月內，建立教師兼職數目及兼職費

支領等事宜遵循之規範。 

二、 人事室依上開函示，並參酌其他學校作法，擬訂本校專任教

師校外兼職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草案，提報本次會議

審議。 

三、 本要點草案全文計 10 點，說明如下： 

(一) 第 1 點:本要點訂定之依據。 

(二) 第 2 點:明訂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及得兼任之職務依

據。 

(三) 第 3 點: 規定本校教師兼職時數限制、應事先以書面報請本

校核准始可兼職、至營利事業或團體兼職審核程序。 

(四) 第 4 點:規定教師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除政府指派或

代表政府股份外，應具有產學合作關係，其產學合作係之認

定，並規範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數目。 

(五) 第 5 點:規定教師兼職本校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

核准情形。 

(六) 第 6 點:規定本校教師兼職費轉發規定。 

(七) 第 7 點:規定違反兼職規定案之處置方式。 

(八) 第 8 點:明定本校借調人員於借調期間之兼職規定。 

(九) 第 9 點:明定本要點未盡事項之適用規定。 

(十) 第 10 點:明定本要點訂定及修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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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 本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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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專任教師兼職處理要點草案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

師兼職，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立

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及相關法

規規定，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之依據。 

二、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及得兼任之職務，

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辦

理。但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經營商業或投

資營利事業、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

服務法規定辦理，不適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

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二點之一、第三點及第

四點規定。 

本點明訂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

及得兼任之職務依據。 

三、教師兼職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

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經系(所、

室、中心、學位學程)審核符合校內基本授課

時數及工作要求，並事先以書面依行程序報請

本校核准後始可兼職。但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兼職，除經政府指派或代表政府、本校股份

外，須經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並經

所屬學院評估同意後，陳報校長核准，始得前

往兼職。 

教師兼職以本校核准日起算，於期滿續兼或兼

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請。 

本點規定本校教師兼職時數限制、應

事先以書面報請本校核准始可兼職、

至營利事業或團體兼職審核程序。 

四、教師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除經政府指

派或代表政府股份外，其應與本校應具有產學

合作關係，其產學合作關係需符合本校「建教

本點規定教師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兼職除政府指派或代表政府股份外，

應具有產學合作關係，其產學合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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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合作實施暨收支管理要點」之合作辦理事項，

由合作雙方簽訂合約，並依「公立各級學校專

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十點規定辦理。 

    教師至營利事業或團體兼職數目，以四個兼職

為限。 

之認定，並規範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兼職數目。 

五、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不予核

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各系(所)應就教師之兼職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

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本點規定教師兼職本校應不予核准

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情形。 

六、教師兼職費應由本校轉發，但採電連存帳方式

支付兼職費，兼職人員應通知兼職機構函知本

校，經兼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本校者，不在此

限。 

本點規定本校教師兼職費轉發規定。 

七、對於教師違反兼職規定之案件，應情節輕重提

送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處理。 

本點規定違反兼職規定案之處置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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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八、教師借調期間，其兼職由借調機關（構）核准

並副知本校，不受第三點至第六點規定之限

制。但兼職期間不得超過借調期間。 

本點訂定本校借調人員於借調期間

之兼職規定。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項，悉依行政院、教育部及

其他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本點訂定本要點未盡事項之適用規

定。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點規定本要點訂定及修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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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專任教師兼職處理要點(草案) 

 

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師兼職，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立

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及相關法規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及得兼任之職務，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辦理。但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

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不適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二點之一、

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 

三、教師兼職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經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審核符合校內基本授

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並事先以書面依行程序報請本校核准後始可兼職。但至營利事業或

團體兼職，除經政府指派或代表政府、本校股份外，須經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並經所屬學院評估同意後，陳報校長核准，始得前往兼職。 

教師兼職以本校核准日起算，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請。 

四、教師至營利事業或團體兼職，除經政府指派或代表政府股份外，其應與本校應具有產學

合作關係，其產學合作關係需符合本校「建教合作實施暨收支管理要點」之合作辦理事

項，由合作雙方簽訂合約，並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十點規定辦

理。 

教師至營利事業或團體兼職數目，以四個兼職為限。 

五、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一) 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 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 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 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 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 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 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 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 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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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各系(所)應就教師之兼職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

據。 

六、教師兼職費應由本校轉發，但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職費，兼職人員應通知兼職機關(構)

函知本校，經兼職機關(構)於支付後函知本校者，不在此限。 

七、對於教師違反兼職規定之案件，應提送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處理。 

八、教師借調期間，其兼職由借調機關（構）核准並副知本校，不受第三點至第六點規定之

限制。但兼職期間不得超過借調期間。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項，悉依行政院、教育部及其他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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