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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8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國際會議廳 

主席：陳校長愷璜                                       紀錄：楊學慧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會議出席人數：應到 129 人，實到 71 人。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一、校務會議是本校校務最高決策會議，會議代表包括：一級主管、教師代表、

研究人員代表、助教代表、行政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為利了解學校的整

體校務發展構想及狀況，請校務會議代表踴躍參與會議，共同討論，促進

對校務運作的瞭解，以及訊息的掌握。 

二、本校自 10 月份起陸續辦理關渡藝術節、關渡電影節、關渡國際動畫節、關

渡光藝術節、關渡美術館特展、鬧熱關渡節……等活動，及其他全國性或

校級大型活動，就學校整體動能而言相當可觀，各位主管、教師、同仁與

學生都十分辛苦，請大家多擔待，一起支持、推動各項活動，感謝大家的

用心及辛勞。 

三、學生學習過程時常面臨諸多課業、生活層面相關問題，例如：飲酒、交通

安全、校外賃居……等，請學務處促請各系所導師能加強與學生之間的互

動，多給予關懷，以適時進行輔導，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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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林劭仁教務長（詳如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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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務處林于竝學生事務長（詳如會議資料）。 

 

三、總務處戴嘉明總務長（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校園車牌辨識及停車繳費機，9月份起已全面開放使用，機車及汽車

均可免刷卡或取代幣，經系統辨識即可進入校園，並同時增設3台自

動繳費機。在此特別感謝學生會之提案，學生願意參與校務運作，

將可提供其他更有建設性之建議，也非常感謝總務處相關主管及同

仁們的辛勞。 

 

四、研發處林姿瑩研發長（詳如會議資料）。 

 

五、國際事務處張懿文組長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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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院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八、美術學院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九、戲劇學院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舞蹈學院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一、電影與新媒體學院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二、文化資源學院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三、人文學院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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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士學位學程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五、電子計算機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六、展演藝術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七、藝術與科技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八、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九、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二十、圖書館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廿一、關渡美術館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廿二、主計室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廿三、人事室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伍、提案討論： 

  一、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聘任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主計

室〉 

決議：照案通過。 

 

  二、本校「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學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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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學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報送教育部備查。 

 

  四、新訂本校「研究獎助生施行要點」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研發處〉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2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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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列管表 

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錄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1 
主
計
室 

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委員聘任案，提

請審議。 

照案通過。 
主
計
室 

 

2 
學
務
處 

本校「校園安全維護委

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學
務
處 

 

3 
教
務
處 

本校「學則」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並請報送教育部備

查。 

教
務
處 

 

4 
研
發
處 

新訂本校「研究獎助生

施行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研
發
處 

 

 

















 

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 

校務會議資料  

(108 年 10 月 29 日) 

  

秘書室製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議程 

壹、主席宣布開會〈秘書室報告會議出席人數〉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p.1-1~1-2 

肆、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p.2-1~2-6 

  二、學務處……………………………………………………………p.3-1~3-8 

  三、總務處……………………………………………………………p.4-1~4-8 

  四、研究發展處………………………………………………………p.5-1~5-5 

 五、國際事務處………………………………………………………p.6-1~6-2 

六、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p.7-1~7-4 

七、音樂學院…………………………………………………………p.8-1~8-6 

八、美術學院…………………………………………………………p.9-1~9-5 

九、戲劇學院…………………………………………………………p.10-1~10-3 

十、舞蹈學院…………………………………………………………p.11-1~11-5 

十一、電影與新媒體學院……………………………………………p.12-1~12-7 

十二、文化資源學院…………………………………………………p.13-1~13-4 

十三、人文學院………………………………………………………p.14-1~14-2 

十四、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士學位學程…………………………p.15-1~15-2 

  十五、電子計算機中心………………………………………………p.16-1~16-2 

  十六、展演藝術中心…………………………………………………p.17-1~17-4 

  十七、藝術與科技中心………………………………………………p.18-1~18-3 

  十八、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p.19-1~19-2 

 十九、傳統藝術研究中心……………………………………………p.20-1~20-2 

 二十、圖書館…………………………………………………………p.21-1~21-5 

 廿一、關渡美術館……………………………………………………p.22-1~22-6 

 廿二、主計室…………………………………………………………p.23-1~23-2 

 廿三、人事室…………………………………………………………p.24-1~24-4 



伍、提案討論 

一、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聘任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主計室〉…………………………………………pp.25-1~25-6 

  二、本校「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pp.26-1~26-7 

  三、本校「學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pp.27-1~27-56 

  四、新訂本校「研究獎助生施行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pp.28-1~28-14 

陸、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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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列管表 

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錄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1 
教
務
處 

本校「學術出版委員會設置

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照案通過。 
教
務
處 

本案業於 108 年 8 月 23

日 北 藝 大 教 字 第

1081003125 號函公告全

校週知。 

2 
研
發
處 

裁撤研究發展處「文創發展

中心」，及本校「組織規程」

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

擬增設推廣教育組、行銷公

關組及創意產業組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研
發
處 

本案業由人事室於 108

年 7 月 24 日 以

1081002793 號函報教育

部修正組織規程條文。 

3 
人
事
室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人
事
室 

業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

北 藝 大 人 字 第

1081004041 號函轉知本

校各一、二級單位，並

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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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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
事
室 

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並請報送教

育部核定。 

人
事
室 

教育部 108 年 8 月 6 日

臺 教 高 ( 一 ) 字 第

1080109344 號函同意核

定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條

文。業於 108 年 8 月 29

日 北 藝 大 人 字 第

1080005364 號函轉知本

校各一、二級單位，並

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5 
研
發
處 

本校 107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

報告書，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並請報送教

育部備查。 

研
發
處 

本案教育部業於 108 年

6 月 26 日臺教高(三)字

第 1080088740 號函核

備，並依規定刊登於本

校資訊公開專區。 

 



2-1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教務處 

資料時間：108年 8月～108年 10月 

 

一、 教務相關會議 

 (一)9 月 24 日召開 108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年度會議。 

 (二)10 月 1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校級課程委員會。 

 (三)10 月 8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 

 (四)10 月 15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藝術評論編輯委員會議。 

 (五)10 月 8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學術出版委員會。 

二、 開課及選課作業： 

 (一) 辦理延修生、103 至 107 學年度入學之研究所學生、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非在職學生修在職課程、研究所學生選修大學部課程或選修學程與修習

校訂英語能力檢定課程者繳納學分費事宜，並配合學生繳費問題查詢及

逾期案件追蹤，繳費日期為 10 月 7 日至 10 月 21 日。 

 (二) 統計本學期選修人數不足開課標準之課程明細，辦理公告停開及學生補

選事宜（本學期計有 8 門課程停開）。 

 (三) 核算、統計本學期教師授課鐘點，並統計兼任導師及基本授課時數不足

之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資料。 

 (四) 通知學生於 10 月 18 日前上網查詢確認本學期學生正式選課表。 

 (五) 通知授課教師於 10 月 18 日前上網自行列印教師點名暨平時計分單及確

認選修學生名單。 

(六) 統計本學期學分不足及已註冊未選課名單予所屬單位主管。 

 三、 107-2 學期教學評量改善情形報告表，目前仍有部分尚未繳回，敬請單位

主管協助填寫後繳回課務組（原截止日為 9 月 27 日）。 

四、 107 學年度 6 名教學優良教師及 2 名教學傑出教師已順利遴選出，通知 8

位教師於第 2 次校務會議接受表揚，並由本處教學與學習中心安排教學觀

摩及歷程紀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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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辦理本學期開課資料上傳教育部課程資源網及 108 年 10 月校務資料庫填

報。 

六、 學籍及成績管理： 

 （一）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人數共 3,543 人(在校生 3,098 人、休學生

445 人)（統計至 10 月 8 日止）。各學系「學生人數統計表」已公告於

教務處網頁項下，供各單位參酌使用。 

 （二）新生「校園數位識別證」，與衛保組體檢資料彙整，識別證已於新生完

成報到及健康檢查後於 9 月 3 日、9 月 9 日送各學系、所辦公室轉發新

生使用。 

 （三）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業年限屆滿退學案共 12 人（研究所 8 人，學士班

4 人）。 

 （四）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受理申辦復學或繼續休學期間為 108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9 日止，休學期滿未辦理復學，亦未辦理繼續休學者共 45 人(107-1

學期 36 人，106-1 學期 45 人，105-1 學期 38 人)，已依學則第 46 條第

3 款及第 63 條第 3 款規定簽辦勒令退學程序。 

 （五）註冊繳費查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繳費期間為 108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 9 日止，至

10 月 19 日止(達學期三分之一)，尚有 110 名(統計至 10 月 7 日)學生未

完成註冊繳費手續。經與系所確認逾學期三分之一仍未繳費學生狀況，

未有特殊原因而無故缺繳者，將依本校學則第 13 條規定勒令休(退)學。 

 （六）彙整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所畢業生學位論文（共 181 件）函送國家

圖書館收執。 

 （七）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學生成績更正案通過者，於教務系

統修正並重製學業成績更正通知。 

 （八）依「學生學業優異」獎勵要點，將學士班各班在校學生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前三名，依序造冊送交學務處審核。 

（九）處理 108 學年度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案。 

（十）法規修正：配合教育部「學位授予法」及其「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

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訂定，爰予修正本校「研究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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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考試規章」相關規定。 

      修正摘要： 

   1、學校部分系所依原「學位授予法」規定，已有以作品(展演、創作)連同

書面報告代替碩士論文之機制。而新修訂之「學位授予法」已開放博士

論文得以作品連同書面報告代替，及碩士論文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之規

定，並於「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

則」中詳細規範相關代替學位論文之認訂標準。本組將配合修正本校「研

究生學位考試規章」，並提報本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審議。該修正草案擬

訂後，將另通知各學系所，並惠請提供修正意見。 

   2、將配合「認定準則」規定，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專區，公告本校各

學系所學位授予相關資訊，包含：各學系所學位中英文名稱併同實施年

度、授予要件(應修學分、畢業條件等)、學位論文以作品連同書面報告

或專業實務報告代替機制等相關規定。 

(十一)法規宣導： 

   1、因應學位授予法開放碩、博士生得修讀雙主修，本校已完成校內相關修

法，並獲教育部備查在案。原則上研究生修讀雙主修，須完成雙方系所

之論文及學位考試方可取得雙主修學位。 

   2、另，中山大學於 108 年 6 月通過雙主修辦法，訂有「共同指導論文機制」，

若研究生修習之雙主修系所與主修系所訂有「共同指導論文合作協議」，

經共同辦理學位考試，可以共同論文取得雙主修資格畢業。 

   3、經洽詢教育部，本校若要施行共同指導雙主修機制，需依中山大學模式

於辦法訂定相關規範，並於辦法報教育部時具體說明施行機制，經教育

部同意後方可施行。 

(十二) 填報教育部及內政部統計報表： 

   1、協填「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各項統計資料。 

   2、填報內政部 107 學年度畢業生及 108 學年度新生教育程度資料檔。 

   3、填報教育部「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定期公務統計報表」。 

七、招生試務與活動： 

 (一)本校 109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獲教育部核定學士班 377 名、碩士班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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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博士班 17 名及碩士在職專班 60 名。 

 (二)招生宣傳活動： 

1、9 月 13 -16 日已赴澳門參加「2018 年澳門台灣高等教育展」進行海

外招生宣傳。 

2、10 月 17 -20 日已赴香港參加「2019 年香港台灣高等教育展」進行海

外招生宣傳。 

 (三)招生試務： 

1、學士班：單獨招生與特殊選才招生簡章已於 10 月 4 日(五)公告，招

生資訊將發函各高中職校進行宣傳。 

2、碩博士班甄試：將於 10 月 21-23 日開放線上報名作業。 

3、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將於 10 月 24 日(四)公告並提

供網路下載。 

(四) 大學招生專業化： 

   1、10 月 22 日(二)已邀請暨南大學洪政欣教授專家蒞校進行諮詢座談，說

明 大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平台資料建置現況。 

   2、10 月 29 日(二)將至臺北市立大同高中進行「由考招連動，看大學美術相  

     關校系入學之變革」專題演講，並邀請美術相關學系教師共同參與。 
 

八、 《藝術評論》： 

 (一) 38 期主編為張婉真教授，本 8 篇投稿，將於 10 月 15 日召開第一次編輯

小組會議。 

九、 專書出版： 

 (一)《表演藝術領導力》Leadership in the Performing Arts 已於 8 月底完成

出版。 

 (二)《島嶼歌戲：王金櫻世代》已於 7 月底完成出版，並完成記者發表會、戲

迷見面會及文化局傳統藝師系列叢書推廣等 3 場活動辦理。 

 (三)《當代華文戲劇漫談》-「講藝」書系，預計 10 月底完成出版。 

 (四)《交織（Kotekan）與得賜（Taksu）：巴里島音樂與社會——以克差（Kecak）

為中心的研究》學術專書，預計 10 月底前完成出版。同時，本案已申請

七月科技部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出版計畫，預計 109 年 1 月公告審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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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五) 《展演克羅岱爾《緞子鞋》之深諦》與《衝動．脈動－表現主義作為一

個開始》學術專書已通過審查，本案預計申請明年 1 月科技部人文學及社

會科學專書出版計畫。 

 (六)《二十世紀上半葉海派京劇研究（1900-1949）》博論精粹，業經審查通

過，目前評估洽談出版模式，並視需求決定印量。 

 (七)《世界遺產之旅匈牙利及孟加拉》已通過審查補助，預計今年底前將完成

出版。 

十、 出版品推廣活動： 

 (一) 本校於 108 年 7-8 月透過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完成參與 2019「香港國際

書展」及「第十五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 

 (二) 「2020 年臺北國際書展-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109 年 2 月 4-9 日於臺

北世貿一館展開，已完成展位登記，後續將召開展聯工作會議並規畫本校

新書發表會。 

十一、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開放式課程：107-2 學期關渡講座「寫人生的劇本」及北藝大博班實驗室

系列講座「時空移轉：文化續存」2 門開放式課程，已於 9 月中旬及 10 月

下旬於北藝大開放式課程平台上架，歡迎師生上線閱覽。。 

(二)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09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業於 10 月 8 日召開徵件說

明會，執行期程自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申請辦法請參閱

CTL 官網「最新消息」，歡迎有興趣教師踴躍申請。 

十二、 北藝大博班實驗室： 

 (一)第二屆《北藝學：書寫進行式》第一階段研究計畫書審查通過 10 案，第

二階段全文論文繳交將於 10 月 30 日截止，預計 11 月中旬召開審議會議

並公告審查結果。 

(二)第一屆《北藝學：書寫進行式》共 7 位投稿人通過審核，業於 10 月 7 日

辦理授獎儀式，由校長頒發獎狀及研究獎學金 8 萬元。 

(三)108-1 學期北藝大博班實驗室「邁向未知之境：創造性實踐作為研究的方

法學」，業於 10 月 4 日、10 月 7 日、10 月 18 日辦理 3 場系列講座，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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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 月 4 日(一)下午 1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於學生活動中心 B401

教室，邀請 Thomas Kampe(Professor, Bath Spa University)主講

「Body/Soma/Self-Embodiment and Somatic Arts Research」，敬邀本校

教職員生踴躍參與。 

(四)108-1 學期北藝大博班實驗室辦理「藝術，在 21 世紀能做什麼？」大師

講座，國際學者 Bernard Stiegler 及許煜將於 10 月 31 日(四)抵台，並

於 11 月 1 日(五)、11 月 2 日(六)、11 月 4 日(一)、11 月 5 日(二)辦理 4

場系列活動，敬邀本校教職員生踴躍參與。 

十三、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一)107-2 學期「國際藝術網絡跨越學習成果靜態展暨分享會」業於 9 月 26

日至 10 月 3 日辦理，由 27 位出國學生以口頭報告、圓桌分享型式，分享

海外體驗學習成果，於國際書苑展出相關物件，並於學生餐廳播放成果影

片，希冀透過不同型式呈現體驗成果，持續於校內散播國際藝術網絡連結。 

(二) 108 年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業於 10 月 9 日函送青年署本校推薦案，複審競

賽擬於 11 月 6 日假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6 樓國際會議廳辦理。 

(三)109 年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徵件申請自即日起至 11 月 20 日止，擬規劃由傳

統音樂學系魏心怡助理教授擔任授課教師，持續推動校內學生國際藝術網

絡跨越學習之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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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資料時間：108 年 8 月～108 年 10 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學校活動】 

（一）9/1 學生會於女一宿舍舉辦新生寢具服務活動。 

（二）搭配新生始業式校園巡禮活動，9/2 於活動中心一樓舉辦社團博覽

會暨評鑑，依評鑑結果核發補助經費並協助各社團協調使用空間。 

（三）10/21 辦理 108 學年度校長與學生代表座談事宜。 

（四）籌備校慶藝陣比賽暨鬧熱關渡節踩街匯演活動，預計 10/15 中午招

開校內 9 系藝陣技術協調會及抽籤 10/26 比賽順序。 

二、 【服務學習】 

（一）107 學年度服務學習成果分享暨靜態展於 9/2 至 9/12 於藝大書店前

靜態展、9/9 至 9/15 關渡醫院一樓大廳社區靜態展、9/16 至 9/20

國際書苑服務學習分享會。 

（二）10/7 服務學習週會講座邀請戲劇系校友羅敏霜分享「學藝術可以怎

麼服務？如何延伸藝術專業以及發揮影響力」。 

（三）108-1 學務處深耕教育計畫，藝術媒介社會實踐確定媒合 3 個課程、

4 個專案活動及 2 個社團執行計畫共服務單位 11 個。 

（四）10/15 召開 108-1 服務學習委員會議。 

三、 【獎助學金與就學補助】 

（一）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受理申請至 9/9 截止。 

（二）108 學年度弱勢助學計畫申請自 9/9 起至 10/18 止，請至學校網站

校園消息及課指組網頁下載或至課指組領取紙本申請表。 

（三）受理各類獎助學金申請：如「原住民獎助學金」、「學產基金低收入

戶學生助學金」及校外獎助學金等，相關資訊及截止日期詳見學校

網站校園消息及課指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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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住宿中心 

一、 8 月中旬起，各宿舍由管理員實施逐層逐間寢室巡檢，住宿中心另完成

108 學年第 1 學期各棟宿舍寢室安排；並於 9/1、7、8 順利完成新、舊生

入住事宜。 

二、 為提供本校學生安全就學環境，藉先期消防整備，實施宿舍避難疏散演

練與消防安全實地操作，並於 9/4 配合新生始業式辦理 108 年消防講座

（邀請臺北市消防局專業講師到校實施講演）及宿舍「防災演練」。 

三、 108 學年度「學生宿舍」最後一次床位遞補申請已於 9/12 辦理完畢。 

四、 108 學年校外賃居訪視工作，請各系所助教及班代協助調查校外賃居同

學資料，並於 10 月中旬前交至學生住宿中心，以利後續填報教育部及訪

視工作進行。 

五、 辦理償還「研究生宿舍工程校務基金貸款」第 5 期利息（70 萬 0,625 元），

預定 12 月份檢附相關資料向教育部申請補助。 

六、 【本學期重要行程】 

（一）校外賃居訪視： 

 1.電話普訪：10 月中旬～12 月中旬，普訪填報校外賃居資料的同學。 

 2.實地訪視：10/14～12/31，本學期預計抽訪 60 位同學。 

（二）第 2 學期不續住暨住宿遞補申請：109 年 1/2～8。 

（三）寒假住宿申請：109 年 1/2～10。 

生活輔導組 

一、 【校園安全】 

（一）針對部分大學傳出大陸地區學生與香港學生衝突事件，教育部重申

大學應全力保障學生表達意見的自由與權利，並呼籲學生相互尊

重，言語或行動暴力絕對不能被容忍接受，同時已要求個案學校指

派專人輔導並依校規秉公處理。為維護學生意見表達權益，爰請各

校依下列處理原則配合辦理： 

 1.秉公處理衝突：大學法第 32 條已要求學校須明定學生獎懲規定，建

立學生行為規範。如遇學生合宜表達意見卻被騷擾或惡意相向，學校

應即積極介入輔導；涉及違反校規之行為，須儘速秉公處理，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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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偏袒或差別待遇，尊重學生報警、提告權益並提供法律諮詢與協

助。 

 2.確保校安人安：學校發生衝突事件，應立即加強教育不同群體間互動

理解、彼此尊重等觀念，以及強化校園環境安全之巡察，確保學生在

校園中安心就學，並將後續學校如何加強教育溝通、校園巡查、介入

輔導等措施通報教育部。 

 3.政府依法督導：學校須有專責單位就事件經過、處理情形、獎懲議處、

改善措施進行積極作為，並持續追蹤確認對相關當事學生的輔導及嗣

後因應措施是否完善。如校方未積極作為，教育部將介入要求限期改

善，並依法議處學校。 

（二）107-2 學期校安通報事件共 40 件，其中學生交通事故 12 件，事故

地點仍以戲舞大樓及阿福草餐廳沿線下坡路段最多（目前已劃設雙

黃實線及裝設防撞軟管），另行政大樓左側加設機車停車格後為新

事故熱點，學年初期為肇生交通事故比率高峰期，請各單位持續加

強宣導防範。 

（三）請各單位向學生宣導出門在外務必隨身攜帶重要證件（如：健保卡、

身份證或學生證），特別是住宿舍與在外租屋的同學（含外籍生）

務必加強宣導，以免發生狀況無法立即查明身分與送醫急救。 

（四）目前各系陸續辦理迎新或相關節慶活動，除應依相關規定完成場地

租借、音量及活動時間管制、活動地點嚴禁吸菸及施放煙火外，會

場若備有酒精性飲料，應有專人實施會場安全管制，避免意外事件

發生。另有部分同學飲用含酒精類飲料後出現身體不適狀況（如：

連續嘔吐）送醫急診，爰請各單位辦理相關活動時，多加叮嚀提醒

並協助同學遵守相關規定，以維護安全。 

二、 【兵役作業宣導】 

（一）內政部為辦理 108 年度「90 年次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

作業」，提供該年次男子利用電腦、手機、平板等裝置至該網站申

報，以避免役男或家屬往返公所造成不便。線上申報時間：108/10/9

上午 10 時至 108/11/15 日下午 5 時止，可由該署網站首頁點選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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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籍調查線上申報」，登錄所需個資後即可完成。上述資訊業於

108/9/20 以電子郵件發予 90 年次本校未役役男，並以發送紙本宣

導單張請各學系協助張貼。 

（二）業於 9/26 前陸續完成學生兵役緩徵暨儘召作業，新生及復學生緩

徵申請計 138 人次、延修生緩徵作業 137 人次、新生及復學生儘召

63 人次、延修生儘召 49 人次。 

（三）83-91 年次未役役男，可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線上

申請時間為 108/10/16 上午 10:00 至 108/11/15 下午 17:00 止於內政

部役政署網站登錄資料。本組業已於 10/2 以 EDM 發送全校未役役

男，並以紙本發送院系協助張貼。 

三、 【校園菸害防制宣導】 

（一）本校共計 7 個吸菸區，中英文版之吸菸區配置圖已置於本校官網→

學務處→表單下載→校安中心項下，可自行下載運用。 

（二）有關電子煙問題，依據關務署 108/9/26 發布之新聞稿表示，電子

煙日漸風行，但在臺灣仍屬禁藥，且經檢驗含致癌物，為維護自身

健康及避免觸法，請民眾勿從網路購買輸入或自國外攜入電子煙，

海關將加強查緝。若欲瞭解更多關於電子菸相關資訊，可至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網站查詢：https://ppt.cc/frAwNx。 

四、 【毒品防治宣導】 

（一）本校已於 108/9/26 依教育部規定完成學期初特定人物（學校編制

內駕駛 2 名）尿液篩檢資料網路填報作業。 

（二）本校於新生始業教育對全校新生實施由教育部委託臺大護理學系所

張榮珍副教授推廣使用之大專學生高關懷量表，並送請委辦單位實

施問卷分析。近年毒咖啡包、毒飲料、毒零時和毒煙等混合式毒品

氾濫，甚至造成許多年輕人吸食過量喪命少一份毒品就多一份健

康，提醒您遠離毒品，多從事健康有益身心之活動，讓生命更美好，

生活更精采。 

五、 【導師業務】 

本學期導師會議預定於 108/10/28（一）10:30～12:30 假國際書苑辦理，

https://ppt.cc/frAw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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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將邀請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姚淑文主任分享「性平事件之

保密、通報原則與協助當事人之策略」，惠請系所主管及導師預留時間

與會。 

六、 【學習預警】 

有關「註冊組」針對上學期學生學分達 1/2 以上不及格之期初預警通知，

截至 10/3 止已輔導 3 人、尚未輔導 17 人，生輔組將持續追蹤輔導情形，

另惠請系所主管、導師亦可善加運用校內轉介功能，視個案狀況轉介至

相關輔導單位，以協助改善學生學習狀況，若有需要協助之處，惠予隨

時與生輔組聯繫。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新生入學健康檢查業務暨後續業務： 

 1.108 學年度新生入學健康檢查於 9/1、9/8 辦理，至 10/8 日止尚有 12

位研究所學生及 2 位學士班學生未完成檢查，持續通知學生盡速補

檢。 

 2.健康檢查說明會：10/14 上午週會時間，由 108 學年度健康檢查業務

承包醫院～樹林仁愛醫院派員針對新生體檢結果進行報告解說。 

 3.特殊個案健康管理：針對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體檢及健康資料調查中

發現之特殊病史及檢查嚴重異常個案進行健康追蹤及輔導，必要時協

助醫療轉介。 

（二）流感防治： 

 1.近期國內流感疫情緩升，本校醫療門診上呼吸道感染就醫人數也增

加，提醒師生留意自身健康狀況，如有類流感症狀，應配戴口罩就醫，

並落實生病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課等措施；另為防範校園群聚發

生，籲請注意教室之空氣流通，落實勤洗手，有呼吸道症狀時應配戴

口罩；另如有流感確診個案，請務必通知衛保組，以利協助個案健康

照護並追蹤其治療狀況。 

 2.公費流感疫苗疫苗注射：本年度公費流感疫苗規劃分批接種，11/15

起為國小至高中學生及醫事人員（本校舞蹈系先修醫至先修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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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於 11/25 上午由關渡醫院派員到校辦理疫苗注射）；12/8 起為 65 歲

以上長者及學齡前幼兒；109 年 1 月 1 日起為其他公費對象；另亦鼓

勵未具公費接種資格之民眾，可自費接種一劑流感疫苗，保護自己及

家人。 

（三）學生團體保險： 

 1.依本校「學生團體保險辦法」第二條規定若未於開學 3 周內繳交保險

費（完成就貸申請者除外）或棄保者未繳交棄保切結書，視同放棄參

加保險，本學期保費繳交至 9/27 截止，目前衛保組已著手蒐整完成

繳費程序之投保學生名冊，以利辦理保險加保及核算保費等作業。 

 2.開學期間每周四下午 13:00～13:30，學生保險公司派保險專員，於衛

保辦理理賠收件及保險諮詢服務。 

（四）AED 安心場所認證：為保障校園環境安全，本校設置自動體外心

臟去顫器 AED 之場所已於 108 年度 7 月全數獲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認證為安心場所。 

二、 【健康促進活動】 

（一）108 學年度新生心肺復甦術及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使用訓練：9/2

下午由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委辦之社團法人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技

能推廣協會協助辦理 3 場次訓練課程。 

（二）「愛知旅～迎向健康、擁抱愛」愛滋防治健康講座：9/8 下午邀請

台灣紅絲帶基金會講師蒞校講述愛滋防治相關知能。 

三、 【餐盒衛生檢驗】 

擬於 10 月中旬抽查本校餐廳業者販售之盒餐食品及飲品，送台北市衛生

局檢驗室進行微生物檢驗，並公告檢驗結果。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108-1 學期心理諮商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30-17:00（週二、三延長至

晚間 20:30）；本學期持續辦理「與自己相遇」教職員夜間諮商服務，歡

迎全校教職員工善加運用。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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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3 辦理「聊心‧療心」新生普測、中心簡介及心衛推廣等活動；

9/9-9/23 辦理「活力新生‧藝起成長」新生班級輔導與解測活動，

共計 9 場。 

（二）9/23-12/23 辦理「舞動青春‧悠遊藝海」舞蹈系先修班班級輔導活

動，共計 12 場。 

（三）10/1-11/15 辦理「情緒這玩藝～情緒自我照顧與療癒團體」、

10/1-11/19 辦理「讓我們在星空下相遇-重要關係之夢工作團體」。 

三、 【生職涯諮詢輔導】 

（一）9/21、9/28 分別辦理愛玉私塾第一次聚會活動，邀請業界校友王仲

堃、黃珮迪帶領互動科技製作、音樂及音樂節行銷企劃，共 14 位

學生參加。 

（二）9/24 辦理「翻轉視覺‧出奇制勝」藝術人職業世界講座，邀請美術

系校友傅強分享在學期間對創業經營的影響及業界實戰經驗，共

30 人參加。 

（三）10 月中旬起陸續聯繫畢業班級輔導「下一站，幸福」拆信活動，

以協助準畢業生進行生涯回顧與展望。 

（四）108 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調查對象為 106、104、102 學年度之畢

業校友，執行期間至 108 年 11 月 15 日，目前以簡訊、電子郵件及

電訪蒐集校友近況。 

四、 【資源教室】 

（一）聯繫 108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錄取新生（8 位新生），進行召開轉

銜會議、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新舊學生需求評估及資源介入。 

（二）9/18、25 進行障礙平權系列-星光電影院電影欣賞。10/16、23、11/13、

20、27 舉辦哲思系列-存在主義讀書會。 

（三）師大特教中心到校輔導相關訪視會議相關資料彙整及發送。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於 9/3 新生始業式「諮商中心-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時段，邀請第 6

屆情歌對唱比賽得獎者~音樂系黃錫聖、孔書亞同學以演唱方式引

發「多元」與「尊重」的議題；另外，邀請戲劇系二年級吳珮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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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豪、李尉慈等同學以戲劇方式呈現並宣導性侵害與性騷擾防治

相關資訊。 

（二）由性平會及資源教室經費項下支出印製文宣品-冷熱敷袋，已於新

生始業式時發送給 108 年度大學部新生。 

體育中心 

一、 （一）10/1 日（二）辦理強化核心肌群課程，邀請體能訓練師黃聖富教練，

指導熱愛運動的同學從熱身、基礎核心、放鬆到伸展一系列活動，

希望藉由此專業知識訓練讓同學瞭解核心肌群的重要，如何加強自

己體能、肌力及肌耐力避免運動傷害。 

（二）10/2 日（三）辦理專業籃球技術指導，邀請職業籃球教練許智超老

師，指導喜愛籃球運動的同學基本動作練習、比賽戰術運用及技巧。 

（三）本中心體適能中心（健身房）於 10 月 1 日起每週二及四下午 5:00

～7:00 開放免費體驗（寒暑假不開放），同步開放桌球教室供喜愛

打桌球的同仁及學生，因目前運動器材還未盡善盡美，所以只針對

本校教職員工、生開放，本中心每月 1 至 2 次邀請專業體能教師蒞

臨指導，希望藉由優質之室內運動休閒環境，提供教職員工生紓解

身心壓力，促進身心健康提昇體適能。 

（四）10/7 日（一）辦理枕頭大亂鬥活動，開始報名，報名至 10/3 日止，

相關活動訊息於體育中心 FB 網頁公告。 

（五）10/14、15、16 日舉辦新生藝活盃籃球五對五比賽，於 9 月 23 日開

始受理報名，報名至 10/8 日，10/9 日中午 12:30 領隊會議寄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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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總務處 
資料時間：108 年 8 月～108 年 10 月 
 

一、 營繕組： 

(一) 「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已於 108/09/04 施作 GL2 區之 PC 底，接續施作基礎鋼筋及模板組立，

並於 108/09/13 澆置基礎版，108/09/26 澆置 GL2 區之牆體下半部，再

於 108/10/05 澆置牆體上半部。 

2.已於 108/08/28 起進行機電聯外管線埋設。 

3.已於 108/09/06-10 施作沉砂滯洪池 RCP 管埋設，配合管制往網球場車

輛通行，並於 108/09/18 恢復通行。 

4.配合本校新電話系統建置，於 108/09/12 邀集電話廠商與本工程機電技

師、機電廠商召開第 1 次研商會議，研商電信系統設備變更事宜，續

於 108/10/09 召開第 2 次研商會議。 

5.已於 108/10/04 上午召開智慧建築設備系統檢討會議。 

6.已於 108/10/07 召開綠建築檢討會議。 

7.已於 109/09/18 及 109/10/02 分別召開第 16 次、第 17 次工務會議。 

8.已於 109/10/01 召開本案第 1 次施工品質督導會議。 

9.市府委託技師公會已於 108/10/16 到校辦理水土保持計畫 108 年 10 月

份施工檢查。 

10.教育部已於 108/10/16 到校辦理本案第 1 次施工查核。 

11.已於 108/09/10 召開第 2 次公共藝術執行小組會議，並依據執行小組

委員建議修正設置構想書。 

(二)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建照協審建築師於 108/09/06 到校現勘，建築師依據

審查意見已修正資料再送公會複審，待公會確認圖面後即送建管處(建

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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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於 108/10/18 向市府建管處申請申辦建照展期。 

(三) 「圖書館空調改善工程」工程案已於108/08/31由廠商申報竣工，接續由

TAB廠商於108/09/24至30完成檢測，建築中心並於108/10/22到校查驗。 

(四) 「關美館空調改善工程」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已於108/08/23召開決標會議

完成簽約，已由廠商完成細部設計，並於109/09/06提送PCM審查，相關

疑義已退請承商修正，待修正後再行送審。 

(五) 「電算中心空調改善工程」已由承商於108/08/20申報竣工，並於

108/09/18辦理驗收通過。 

(六) 「舞蹈廳空調箱更新工程」已於108/08/16完成設備安裝，並由承商於

108/08/25申報竣工，並於108/09/17辦理驗收通過。 

(七) 「舞蹈系館二樓S8教室空調更新工程」已於108/09/03辦理開標，因僅一

家廠商投標，且廠商標價高於底價但不願再減價，經先予保留決標後已

簽准照價決標，已於108/09/04起開工，並於108/10/05竣工。 

(八) 「舞蹈廳空調箱更新工程」已於 108/04/30 下午會同空調技師及展演中心

檢討設計書圖預算及需求，相關意見由空調技師配合完成修正，由本處

於 108/05/17 簽陳採購招標文件，俟奉核後辦理招標。 

(九) 「師資培育中心空間整修」已於 108/09/11 開標並順利決標，並由承商於

108/09/20 進場施工，預定 108/10/17 前完工。 

(十) 「音樂二館帷幕牆防水修繕工程」已於 108/10/02 由建築師向校長及音樂

學院蘇院長進行設計成果簡報，因經費需求高達 1,300 餘萬元，決議優

先向教育部爭取預算。 

(十一) 「舞蹈系館 S7 教室空調更新工程」已由舞蹈系簽准辦理，並於 108/09/25

簽呈委託設計監造文件，續由空調技師進行設計。 

(十二) 教育部補助 107 年度圖儀費用近期辦理情形如下： 

1.「音樂系-演奏廳錄音空間建置工程」已於 108/08/27 辦理開標，因最

低標廠商標價低於底價 8 折故先予保留決標，108/09/03 簽奉核准照價

決標，已於 108/09/04 召開施工前協調會，並由承商於 108/09/07 申報

開工。 

2.「傳音系-亞洲樂器教學展示空間整修」已由廠商於 108/08/23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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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8/09/17 辦理驗收，部分缺失由承商於 108/10/01 前完成改正，

目前仍持續針對噪音部分進行調整。 

3.「戲舞大樓-T2103 基本照明及空調改善工程」已由戲劇系於 108/09/11

簽准校內經費來源，本組續於 108/09/26 簽陳辦理後續設計監造招標，

並於 108/10/15 辦理開標，惜無廠商投標而流標，並於 108/10/22 辦理

第二次開標。 

4.「美術系-F201 教室及 F213 小素描教室裝修改善」採統包及最有利標

方式辦理採購，已由承商於 108/09/22 申報竣工，已於 108/10/15 辦理

驗收。 

5.「通識中心-C104 階梯教室、C103 教師休息室及 C305 主任辦公室等

空間改善」已於 108/08/19 開工，目前已完成階梯教室底層階梯、天花

照明及空調風管，並於 108/10/24 完工。 

6.「舞蹈系-教學與學習支援空間修繕計畫」(含電影系及體育中心修繕) 

已由承商申報竣工，已於 108/10/09 辦理驗收。 

(十三) 近期本校水電使用情形檢討： 

1.依據台電公司電費單顯示，本校 108 年 1 至 10 月份累計總用電為 

8,375,600 度，較 107 年度同期累計用電度數(8,919,600 度)減少 544,000

度，負成長 6.10%；又 1 至 10 月全校總電費支出為 25,108,935 元，較 

107 年度同期累計電費 (26,541,147) 減少 1,432,212 元，負成長 

5.40%。懇請全校各單位持續協助落實用電管理，減少不必要之能源

浪費。(註：上述用電量減少應為體泳館暫停泳池委外營運所致，非實

際使用之減少。) 

2.依據自來水公司水費單顯示，本校 108 年 1 至 10 月份累計總用水度數

為 143,319 度，較 107 年度同期累計用水度數(143,208 度)增加 111 度，

正成長 0.08%；又 1 至 10 月全校總水費支出為 2,966,048 元，較 107

年度同期累計水費(2,964,326 元) 增加 1,722 元，正成長 0.06%。因台

灣實際為水資源短缺之區域，請全校師生務必節約用水。(註：以 10

月份水費單單獨計算，10 月份用水度數為 22,096 度，較 107 年度同期

用水度數(17,525 度)增加 4,571 度，正成長 26.08%；10 月水費支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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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824 元，較 107 年度同期水費(362,119 元) 增加 93,705 元，正成長 

25.88%)，營繕組雖已進行校園巡查，惟仍未發現滲漏水情形，在此亦

籲請全校師生若有發現校園漏水情況，煩請協助通知營繕組修繕。) 

二、 事務組： 

(一) 新學期開學後，部分校園內之機車經常發生違規停車的狀況，總務處已

連續多日在違停車輛上張貼勸導單，並開始依據校園車輛管理規定開始

執行鎖車取締措施，請各位師長協助於單位內宣導勸告。違規停車之行

為其實影響其他行人通行之權利，同時嚴重干擾行動不便者往來之便利

，身為大學校園裡之一分子，應該較一般社會民眾更具有尊重別人權益

的道德良知以及自我批判的公義省思，懇請所有師生共同協助維持校園

停車秩序。 

 

 

 

 

 

(二) 本校「網路電話交換機設備系統及電話話務服務」案已由廠商開始佈線

施工各棟樓內及光纖，另經調查校內電話直撥需求，仍約有10個單位共

計13支電話需要保留原中華電信DID，已於108/10/14召開會議協調，研

商相關因應做法，本處感謝相關單位之諒解與協助。另目前建物內線路

已近完工，戶外光纖工程亦持續施作，亦於10月中起將陸續進入辦公室

內施作，10月底建置完成後進行測試。 

(三) 本校「校園車牌辨識及停車繳費機」經裝設後已進入運轉測試調整階段

，108/09/17會同本校學生會、生輔組會勘機車入口車牌辨識設施，學生

會提出減速墊過高(註：實際為交通常用設施)、車道過窄等訴求，已由

事務組評估調整方案，另將同時改善感應區及停等區標示。目前觀察到

騎乘機車同學有不少人以跟車方式搶過柵欄機，除有發生意外之危險亦

使柵欄設備容易損壞，敬請各單位協助宣導。又配合車牌辨識系統新設

三部繳費機亦已完成啟用，亦請全校師生協助協助告知家人或往來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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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員，於出校園前先行至繳費機完成繳費，以避免於出口處必須以人

工繳費之停等。 

 (四) 大南公司於本學期派有車輛支援本校上下班專車，因偶有調度其他路線

支援之司機，初期較不熟悉本校站牌位置，經本處事務組指派人員跟車

輔導，已有改善，若再有發生車輛停靠疏失，敬請逕向事務組反映。 

 (五) 配合本年度鬧熱關渡節(108/10/26)活動，已於108/09/16參加鬧熱關渡節

第二次夥伴大會，並於108/09/18去函商借關渡國中場地，續於108/09/19

發函商借大南客運調度場場地，並於當日活動中協助執行相關勤務。 

三、 保管組： 

(一) 水生植物池年度大干擾作業已於108/09/25(三)施作完畢，惟魚隻與烏龜

數量仍然過多，將繼續研議減量平衡方法，以維持水池自然生態。 

(二) 藝大咖啡周邊植栽，業於108/10/03至04進行修(疏)枝，其中楓香及青楓

發現有疑似蟲害，亦已一併施作蟲害防治。 

(三) 藝文生態館一樓水池因營繕組查找用水數據研究需要，已暫時關閉水源

，另因該水池無固定地下水源支應，長期倚靠自來水大量補水並非環保

的作法，已評估另行研議景觀方案之可能性。 

 (四) 教育部會計處查核本校主計業務，提醒有關物品列帳金額原則，應依據

國有財產產籍管理要點第16點第2項之規定簽奉機關首長核定後辦理，保

管組將依據建議儘速簽辦，擬將單價2,000元以下分類為消耗用品(原為

1,000元)，由各單位自行管理，2,000元以上且使用年限達2年之物品方列

帳管理，本案已於108/10/16簽奉核定，後續將函發各單位配合自109年度

起適用。 

 (五) 本年下半年2次病媒蚊消毒作業於108/10/05及10/12施作完畢，另景觀廠

商回饋之1次消毒作業，則視天候狀況預計10月底前完成。 

 (六) 108年度財產盤點作業業已完成，盤點資料彙整後預計11月底前完成盤點

報告，全案簽請校長核定後函發各單位知悉。 

 (七) 為滿足校內師生多元餐飲選擇需求，OK MINI機台規劃於研究生宿舍及

戲舞大樓各設置1台案，業已簽奉核准並預計近日完成安裝，機台所販售

商品，將比照校內實體店面9折優惠提供，歡迎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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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納組： 

(一) 108 學年第 1 學期學雜費收繳時間自 108 年 8 月上旬至 9/9 止；學分費自

10/7 至 10/21 止，上述二項均已陸續完成入帳作業，餘未繳納部分配合

註冊組及課務組續辦。 

(二) 有關本校 108-2 學期專兼教師鐘點費核發事宜，第 1 至 6 週鐘點費業於

108/10/26 核發入帳。另，第 7 週至 18 週則援例於每月底(每月以 4 週鐘

點數計算)核撥。 

(三) 本校 108 年 7-8 月份校園場地租借營業稅申報核算結果，計開立發票 66

萬 7,111 元，應繳稅額 33,352 元，進項總額 36 萬 2,989 元，可扣抵稅額

18,149 元，實繳 15,203 元。 

(四) 有關本校各單位各項收入繳款作業，提醒各單位配合辦理： 

1.本校各單位請確實依「內部 108/審核處理準則」及內部控制制度作業

規定程序，於收受現金、票據、有價證券時，應於當日，最遲於次日

前整理完竣並編製現金及票劵日報表，送總務處出納組辦理入帳事

宜。若收受日遇例假日(國定假日)時，請各單位妥為保管，並於次上

班日中午前繳交出納組。 

2.本校各項款項繳納方式，除由繳款人逕匯入本校 401 專戶，或親至出

納組辦理外，亦設置繳費 E 化平台－「教學與行政收費整合性 E 化平

台」系統(藝付款系統)，請各單位多加利用： 

(1)「藝付款系統」自 103 年 6 月上線，提供繳款人不受上班時間限制，

可直接利用線上刷卡、網路銀行（Web ATM）轉帳、全國 7-11/全家/OK/

萊爾富等四大超商繳費、自動櫃員機（ATM）轉帳及郵局臨櫃繳款，

提供更為便利多元繳款方式，適用於各單位主辦對外招收學員收取報

名相關費用等活動。 

(2)「藝付款系統」，網址為 http://ezpay.tnua.edu.tw，連結路徑分置於：本

校 iTNUA 資訊入口網站總務系統項下及總務處出納組網頁繳費平台

項下。 

(五) 本校自 109 學年度起將不再列印及郵寄學雜(分)費繳費單紙本，由同學

自行上網查詢繳費或下載列印繳費單，於繳費期限內利用各通路 (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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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路：WEBATM、網路信用卡，以及 ATM 轉帳、超商、郵局、跨行

匯款…)完成繳費，同時於出納組辦公室設置公用電腦與印表機，提供同

學列印繳費單及繳費證明，並於出納組網頁提供學雜(分)費繳費單線上

繳費及列印等操作說明，相關事由概述如下： 

1.本校現行學雜(分)費繳費單製單作業流程是由電算中心彙整註冊組、課

務組、課指組、住宿中心、衛保組、國際事務處及各系所等單位資料

後，提供電子檔給出納組上傳至本校校務基金代理銀行(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以下簡稱中信)「學雜(分)費平臺」，續由中信委託外包廠商於

5 個工作天內完成列印及寄送作業。 

2.目前每學期學雜(分)費繳費單紙本係依本校與中信合約(合約期間:106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1 日)，由中信協助代為「免費」列印、郵

寄，同時也提供網路平臺給同學自行查詢及下載列印。經估算本案繳

費單印製及郵寄之成本，包括人工方式作業、印刷設備、耗材及郵資

等成本，每年約新臺幣 40 至 50 萬元，時程亦須增加 8 至 10 個工作天。 

3.經了解國內綜合型大學以及規模及屬性與本校相近等他校作法，近年

來多數學校之代收學雜分費金融機構包含第一商業銀行、臺灣銀行、

合作金庫、台北富邦銀行等，配合政府無現金交易、節能減紙及電子

化支付等政策，均已不再列印及郵寄學雜(分)費繳費單紙本(請參閱附

件)，而由同學自行列印下載繳款或直接以線上各通路(如：信用卡、

WEBATM...)繳費。 

4.日前本校亦接獲中信通知，該公司鑑於國內多數大專校院已實施學雜

(分)費繳費單電子化作業，在與本校合約期間(109 年 6 月 31 日前)仍

會協助本校列印郵寄繳費單，惟在合約屆滿後，即自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後(即 109 年 8 月起)將不再提供本項協助。 

5.為利於將新措施宣傳週知，將於本學期之主管會報、教務會議、學務

會議、行政會議、校務會議等各項會議進行報告提醒，並以 e-mail 或

EDM 通知同學，同時於學校網站首頁及出納組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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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各大專校院學雜(分)費繳費單列印寄送情形一覽表 

校名 是否列印/寄送 代收金融機構 備註 

一、學生人數/校務基金規模相近學校 

臺藝大 否，107-1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第一商業銀行  

南藝大 否，106-2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臺灣銀行  

北護 否，104-1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第一商業銀行  

體大 否，107-2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第一商業銀行  

北教大 是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 

經洽詢該亦接
獲中信通知合
約到期後不再
協助列印及寄
送 

二、綜合型大學 

臺大 否，106-1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 

 

臺師大 否，107-2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同上  

政大 否，107-2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第一商業銀行  

臺北大學 否，107-2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合作金庫  

成大 否，108-1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臺灣銀行  

清大 否，107-1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臺灣銀行  

交大 否，107-2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玉山商業銀行  

中正 否，107-1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臺灣銀行  

中央 否，104-1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第一商業銀行  

中山 否，99-1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臺灣銀行  

三、其他 

臺科大 否，107-2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 

 

北科大 否，107-1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臺灣銀行  

陽明 否，108-1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第一商業銀行  

市立大學 否，107-1學期起由學生自行列印 台北富邦銀行  
 

五、 文書組： 

(一) 偶有同學或家長詢問個人郵件包裹投遞狀況，茲再說明如下： 

郵件包裹到達本校後，如收件人為住宿同學則直接投遞至宿舍，請洽宿

舍管理員領件；非住宿同學的郵件則由本組收發室收件後，由各系辦公

室代為領件，請洽系辦瞭解領取。 

(二) 本月進行本校民國76-80年間公文檔案影像數位化工作，預定1個月內完

成掃描作業後，再將影像檔匯入電子公文系統內以提供查詢使用。 
 



5-1 

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資料時間：108年8月～108年10月 

一、校務發展 

（一）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108年10月份表冊校內填報時間已截止，刻與各單

位檢核相關數據。本次填報結果將於108/12/20前函報教育部。 

（二）110年度教學單位新增調整作業，配合教育部時程，將於108/11/12召開

108-1學期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有意申請單位，務請於108/10/3

1前完成計畫書、相關會議程序並簽請校長同意提案，以利審議。 

二、學術研究發展 

（一）本處預定於108/11/8辦理研究發展系列活動－科技部補助研究生出席國

際學術會議經驗分享，敬請鼓勵所屬學生踴躍參加。 

（二）本校預定深化與陽明、政大三校學術合作，刻正研議國內交換生協議。 

三、創新育成輔導 

（一）教育部青年發展署U-start創新創業計畫，108年度實地訪視作業已辦理

完畢。 

（二）業成立校級育成推動委員會，以利相關業務之諮詢與執行。 

四、產學合作 

（一） 為加強控管計畫執行單位執行委補助計畫結案辦理情形，將從108年11

月起定期提醒已到期或即將到期計畫應辦理結報，並列管追蹤。 

四、重要專案計畫推動與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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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08/1/1-108/12/31 

1. 為配合教育部管考平臺填報及成果報告提交規定，本校辦理說明如下： 

(1) 本校各計畫108年執行成果分別於計畫網站及成果報告書提交，相關

格式及說明業以電子郵件寄送各計畫主持人及管理人參照。 

 計畫網站：包含各計畫項目執行成果、創新作法與亮點特色、媒

體露出（新聞報導）等，請各計畫管理人員依限於計畫網站張貼

（http://hespo.tnua.edu.tw）。 

 成果報告書：包含執行項目績效、成果效益及執行檢討。 

(2) 預計二階段提交紙本及線上成果： 

 108/11/29(五)提交108/1/1-11/30成果 

 109/1/0(一)增補108/12/1-31成果。 

(3) 教育部管考平台所需填報之績效指標、計畫成果及計畫亮點： 

 績效指標：由計畫辦公室彙總後統一填報。 

 計畫成果、計畫亮點：由各計畫於本校計畫網站提報且符合計畫

執行方向之績優內容， 

(4) 另，各計畫相關課程、講座、展演、研討會等活動訊息，請利用計

畫網站公告校內分享，如可對外開放場次，計畫辦公室將統籌提報

於教育部管考平台，協助各校資訊分享。 

2. 為利各計畫順利執行，有關計畫校內執行與經費作業說明將陸續公告於

本校計畫網站「計畫人員專區」（http://hespo.tnua.edu.tw）；總計

畫辦公室亦將邀請各計畫管理人員分享計畫執行經驗與意見交流，時間

將另通知。 

3. 本計畫經費分三期核撥，請撥款項累計執行率需達70%方能請撥次一期

款，目前累計執行率達40.28%。各單位已執行經費請務必及早辦理線上

經費請購核銷作業，以利進度統計。截至9/16各計畫執行情形如下： 

 

 

http://hespo.tnua.edu.tw/
http://hespo.tn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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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補助款 
執行率(%) 

校級專案推動計畫 
執行率(%) 

8/20 9/16 8/20 9/16 

音樂學院 31.35 33.75 校1共創敘事：從北投到世界-人文藝術跨域計畫 9.38 11.43 

美術學院 45.43 51.98 校2藝科跨域合創計畫 2.47 6.92* 

戲劇學院 49.23 57.68 校3混藝計畫 0.59 0.88* 

舞蹈學院 17.71 20.07 副校長室/校務研究（IR）推動計畫 6.48 9.15 

影新學院 16.81 23.90 國際處/Shared Campus專案合作計畫 48.12 49.01 

文資學院 21.13 28.15 教務處/教務與教學升級發展計畫 21.07 25.93 

人文學院 45.33 48.46 學務處/藝術媒介－社會實踐 51.47 58.34 

  研發處/教研人員及碩士生助理培育計畫 0* 20.00 

總籌管理 執行率(%) 圖書館/藝術資料數位化建置及人才培育計畫 3.32 6.26 

計畫辨公室 35.07 43.64 藝術教育暨文化政策研究中心 6.42 6.98 

校長室計畫 39.46 47.30 博班實驗室暨北藝學研究書寫計畫 30.25 31.19 

依教育部分期經費請撥規定，各單位經費執行率以累計實付數/核配數。 

*：依執行單位規劃之執行項目預計108-1學期或近期開始執行，將會陸續辦理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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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108/10/1赴教育部簡報108年執行進度暨109年規劃，109年將延續

本年度藝大平台、藝大開門、藝術實踐與藝術傳播四個方向辦理，將依

規定於108/11/30辦理報部。 

2.2019藝術教育推廣計畫第二次徵件計A類（藝大平台）共2件業經校長核

定，並已公告於研發處網站。 

3.2019妖山混血盃跨域實驗室業於10/9(三)19:00假國際書苑辦理閉幕講

座，展期於108/10/13(日)結束。刻正輔導學生團隊結案報告撰寫，並

於11/1繳交。 

4.配合年度會計作業時程，請各執行單位務必掌握辦理期程於12/5前完成

本年度請購程序；未動支額度將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以利計畫經費結

算。目前各單位經費執行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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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單位 計畫名稱 
執行率(%) 

9/16 10/3 

藝大平台 

美術系 後河流：流域中的藝術製圖路徑 56.30 56.30 

IMPACT 淡水環境藝術節合作案 15.59* 85.53 

鬧熱專辦 鬧熱關渡節社區藝術工作坊 0.00* 0.00* 

研發處 妖山混血盃 36.37 36.69 

藝大開門 

新媒系 未來跨域新媒體藝術教育推廣 0.21* 0.55* 

藝跨所 關鍵展演教育推廣平台 0.00* 11.11* 

舞院 雙向連結‧迎向頂尖 0.00* 0.00* 

藝術實踐 
音院 車過枋寮－余光中音樂劇 96.30 98.12 

舞院 《極相林》藝術實踐展演計畫 0.00* 0.00* 

藝術傳播 
藝科中心 網路電視台 21.32 27.15 

通識中心 跨域書寫 0.00* 0.77* 

*：執行項目時間為108-1學期或近期開始執行，將會陸續辦理核銷。 

依教育部分期經費請撥規定，經費執行率以（累計實付數、暫付款、借支）/核配數 
 

（三）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設備計畫 107/12/21-109/5/20 

1.本計畫業經教育部同意展延執行期程至109/5/20，結案作業時間業以電

子郵件通知各計畫主持人及執行承辦人，請申請展延單位於109/4/30前

完成驗收核銷作業，以利準時辦理結案報部作業。 

2.請各執行單位掌握計畫進度，並配合年度會計請購作業時程完成經費請

購作業程序，以利計畫經費收支結算。目前總執行率42.33%，各單位執

行情形如下：  

時間 執行率(%) 時間 執行率(%) 時間 執行率(%) 

單位 8/26 9/20 單位 8/26 9/20 單位 8/26 9/20 

音樂系 2.94 2.94*P

1 動畫系 65.12 74.35 人院 42.82 56.78 

傳音系 32.51 32.51 電影系 0*P

1 0*P

1 文學所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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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院 47.39 47.64 新媒系 74.12 83.77 通識中心 50.00 50.00 

U戲院 19.56 25.30 圖書館 100 100 體育室 0*P

1
 0*P

1
 

舞院 10.46*P

1
 53.28 電算中心 50.00 50.00 傳研中心 100 100 

*P

1
P：計畫項業由總務處協助辦理，惟單位尚未於會計系統辦理請購作業。另於8/30以

電子郵件通知各單位承辦人盡速洽請總務處協助了解採購金額俾據統計。 

*P

2
P：依執行單位108/6/10進度提醒電子郵件回覆將於暑假辦理。 

*P

3
P：執行單位需求項目採購時間未到。 

※標有底線之單位計畫已申請展延期程。 
 

（四）教育部補助藝術校園多元美感教育計畫，業依限於9/30辦理結案報部。 

五、近期重要計畫徵求及推動情形 

（一）近期計畫徵件資訊請於本處網站（http://rd.tnua.edu.tw）首頁及計

畫徵求專區查詢了解。 

（二）科技部計畫申辦、執行與結案情形（108/7-10） 

申辦類型 徵件計畫 案件數 

申請 
傑出研究獎 1 

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1 

核定 

專題研究計畫 10 

專家申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1 

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2 

變更 計畫執行各類型變更申請 3 

請款 

結案 

各類型計畫 7 

各類型計畫經費請款 17 
 

（三）教育部及其他計畫申辦、執行與結案情形（108/7-10） 

計畫類型 補助案 委辦案 委辦-標案 合計 

申請 14 2 3 19 

核定 7 2 0 9 

結案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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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國際事務處 
資料時間：108 年 8 月～108 年 10 月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辦理 2019 跨文化合作碩士學期課程。 

 (二) 辦理 9 月 10 日台北歐洲學校參訪本校展演中心戲劇廳。 

 (三) 9 月 23 至 24 日，王國際事務長綺穗赴香港參與「Shared Campus」計畫

小組會議，討論 2020 年計畫活動及課程等相關內容籌備。 

 (四) 安排歐洲藝術校院聯盟 (European League of Institutes of the Arts) 

Executive Director Ms. Maria Hansen 10 月 9 日來訪本校事宜。 

 (五) 本校與義大利羅馬大學 (Sapienza Università di Roma) 為促進兩校學

生、教授交流及未來就相關藝術領域進行合作往來，經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決議同意後，目前正辦理合作洽談及姊妹校

締約事宜。 

二、境外學生業務 

 (一) 9 月 6 日下午 4 點於國際書苑大廳及研究大樓 R409、R410 教室分別舉

辦 108 學年度外國學生、僑生及陸生新生說明會，並安排留學生社團於

會後說明介紹。參加人員為新生、國際處人員、社團幹部等約 80 人，

以協助外籍學生盡早融入校園。 

 (二) 協助境外學生辦理到校註冊、辦理居留證及工作證。 

 (三) 協助 108 學年度大陸學生新生至海基會辦理畢業證書及成績單公證。 

 (四) 協助 108學年度大陸學生新生至移民署系統辦理單次入台證換多次入台

證。 

 (五) 辦理僑生清寒助學金及研究所僑生優良獎學金事宜。 

 (六) 辦理 108 學年度外國學生獎學金事宜。 

三、交換學生業務 

 (一) 辦理 107學年度領取教育部學海奬學金赴外交換同學返國之機票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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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核銷。 

 (二) 寄發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暨大陸交換學生成績單。 

 (三) 協助 108 年度第 1 學期交換生辦理入學相關事宜，並於學校教務系統中

進行建檔流程。 

 (四) 協助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赴姐妹校交換之交換生辦理出國報備程序，通

知延修生繳交學雜費、學分費。 

 (五) 9 月 6 日上午 10 點 30 分於國際書苑會議室、大廳分別舉辦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外國暨大陸交換學生新生說明會，並安排參觀校園導覽活動。

參加人員為新生及國際處人員約 40 人，以協助交換學生盡早融入校園。 

 (六) 辦理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赴外交換之學生申請送件、作品集補件等作業。 

(七)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赴外交換學生海外聯絡資訊、選課通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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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資料時間：108 年 8 月～108 年 10 月 
 

 一、 

 (一) 

 

 

 

 

 

 

 

 

 

 

 

 

 

(二) 

 

 

 

 

 

 

 

 

行政措施訂定及工作計畫推動 

本(108)年 5 月向職安署詢問有關「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設置相關

疑義，獲職安署回覆重點為：「1.無論是僱用或是特約之護理人員，均

為常態且持續於工作場所辦理辦理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 條至第 12

條事項。2.基於危風險及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之立場，特約醫師臨

場服務之頻率應以風險類別高者(第 2 類)計之，即依本規則附表 2 之

規定，醫師臨場服務頻率應為每 2 個月 1 次。」本校對於職安署所回

覆事項再提出疑議，包括：「1.就本校兼任教師之數量認定影響職醫臨

場服務頻率之問題。2.職安署所指示之職醫臨場頻率為每 2 個月 1 次，

並未依「危害風險」不同進行區分。3.增列特約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

員服務頻率係建議修法內容。」職安署於本(108)年 7 月 29 日發文給

教育部，副本送本校，就有關各校勞工人數涉及兼任教師受聘於多校

任職之情形時，其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責任歸屬等事項，建議由教

育部統一回覆，俾憑辦理。本案擬俟職安署函復後，再簽辦後續職醫

及職護相關事宜。 

教育部於本(108)年 8 月 6 日來函指示各大專校院應依「大專校院環境

安全衛生組織人員設置指引」辦理各校環境安全衛生相關事宜。本指

引分組織及人員類別進行彙編，經檢視本校設置情形重點摘錄如下： 

 組織：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本校設有「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

室」。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本校設有「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

員會」。 

 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生物安全、輻射防護及動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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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委員會：經查本校無相關實習場所，暫無需設置。 

 人員： 

 校級設置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已設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專責人員。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已有特約職業醫學專科醫

師每 3 個月臨場服務 1 次。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已多次

上網依特約方式聘用，惟未有相關單位投標，目前已行文

向職安署反映，擬俟函復情形簽報僱用事宜。 

 環境保護專責技術人員：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部份，本

校無環保署公告依法應設置空污人員之製成條件，無需依

法設置專責人員、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及廢水

處理專責人員目前均由總務處營繕組設置完成。 

 現場作業應設置人員：各實習場所已依法設置相關人員。 

 急救人員：學務處衛保組設置有相關人員，未來併職護到任後

辦理。 

 毒化物技術管理人員：本校尚無需設置。 

依教育部來函指示完成學校安全衛生資訊網實習場所及危險機械設備

資料更新。已先向各實習場所管理人員詢問有關教育部所稱危險機械

或設備更新狀況，俟獲回覆後，再依現況於 108.10.30 前上網填覆確認。 

本(108)學年度本校第二類事業(具中度風險者)人員數更新 1 事，承各

實習場所管理人員協助，已於本(9)月 10 日提供，並更新本(108)學年

度進出實習場所教職員工名冊，計有 52 人。 

依職安法規定每月應上網填報職災月報，本(108)年 9 月份本校並無職

安法第 37 條所列之職災情形，職災月報業依現況及人事室提供相關資

料，於本(9)月 5 日填報完畢。 

 二、 

 (一) 

 

實習場所管理及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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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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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另以書面或電話通知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三、 

 

(一) 

 

 

 

   

1. 

 

 

 

 

 

 

   

2. 

 

 

   

3. 

 

 

 

(二) 

 

 

 

四、 

本校勞保勞工健康保護事宜 

職醫臨廠(校)服務 

本(108)年度第三次職醫臨場服務於本(108)年9月26日(星期四)上午

辦理。此次職醫至本校研發處、國際事務處、文資學院、新媒體藝術

系及美術系等 5 個單位及其所在空間執行下列重點工作。 

延續辦理「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指定應辦理事項「職場不法侵害

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職醫以「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

及風險評估表」初評「潛在職場暴力風險評估」，並說明現有控制措施

與降低風險控制措施：「外部暴力」加強夜間門禁、監視器、警衛巡邏、

緊急聯絡電話等預防措施，「內部暴力」另行教育訓練等預防措施，另

備「職場身心不法侵害之防制」衛教檔，可置於內部網站，做為職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材。 

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分別測量各部門工作人員的

桌高、椅高、電腦螢幕中心點與坐姿眼睛高度、肩頸不適等症狀進行

建議，期能使教職員工避免肩頸痠痛。 

續針對「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辦理現場指導示範。至 5 個單位進行

現場示範局部柔軟操運動，並提供個別健康指導，說明神經檢查與肌

肉骨骼柔軟操運動方式，另說明生活與工作注意事項等。 

本校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本校本(108)年度在職工作者名單共計 8 百餘人，已由人事室及事務組

於 9 月 9 日提供。本室就所提供名單先行依職安法所規定之應受檢條

件進行篩檢，並接洽合格醫療院所(以報價單價最低之桃園德仁醫院承

作)，目前已辦理健檢合作合約簽訂，並公告相關訊息。本次排定於本

(108)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8:00 至 11:30 於本校藝大書店前川

堂辦理本校工作者一般健康檢查或特殊健康檢查。本年度仍以 10 萬元

預算辦理，由同仁依報名先後順序並確認受檢資格，於預算額度內接

受免費健檢。 

教育部辦理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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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2. 

   

3. 

 

   

4. 

教育部於本(108)年 10 月 3 日至 4 日假逢甲大學辦理「108 年度全國

大專校院環境安全衛生主管聯席會議」，係為宣達相關施政方針與政

策，鼓勵各校持續提升校園班境安全衛生品質，保障全校教職員生安

全，本校由本室陳主任出席。會中教育部重申教育體系環境安全衛生

之重要性，包括： 

學校日常應強化災害預防、整備、應變及復原的觀念與能力。 

學校於知悉事故後務必通報校安中心，並由校安中心立即通報教育

部。重大職災事故應於知悉 8 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為減輕學校行政負擔及簡化流程，加強適法性督導，自 107 年起改以

建立「系統平臺方式」由學校線上填報，取代以往之評鑑、輔導及統

合視導。 

近五年來學校重大職災統計，災害類型依比例多寡為(1)墜落、滾落佔

53%；(2)物體倒塌崩塌佔 16%；(3)感電佔 16%；(4)跌倒佔 5%，以及

其他，請各校加強防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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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音樂學院            
資料時間：108年 08月～108年 10月 

 
音樂學院 

一、 108-08 月 

(一) 8/8 下午，蘇院長、簡美玲老師以及校友方怡婷小姐於台北忠孝醫院祈

翔病房，為漸凍人舉行「來自北藝大的溫暖」音樂會，現場氣氛誠摯感

人。 

(二) 由音樂學院所協辦的林昭亮《第一屆台北大師星秀音樂節》活動與閉幕

音樂會已於 8/18 圓滿結束。 

二、 108-09 月 

(一) 與國台交、NSO 洽談 2020 年關渡藝術節中 Festival of Orchestra 之企

劃。 

(二) 9/23 召開 108-1 第一次院教評會；辦理院級教師升等事項。 

(三) 9/26，蘇院長蒞臨指導由傳音系、柬埔寨金邊皇家藝術大學音樂學院副

院長Sophy Keo、音樂學研究所以及劇設系，共同規劃執行的高教深耕

跨院計劃「活水的芬芳」之【柬埔寨Pint-Peat音樂工作坊成果發表會】。 

(四) 協助《車過枋寮》音樂劇核銷與結案事宜。 

三、 108-10 月 

  (一) 10/2 中午，波士頓音樂學院院長 Michael Shinn、招生部副院長 Azusa  

       Chapman 參訪音樂學院，蘇院長與貴賓們針對雙方校園學習環境、學生 

       學習、未來合作交流、音像跨域課程規劃等議題，進行廣泛的意見討論。 

  (二) 10/4 中午，蘇院長於和信醫院 B2 中庭大廳，演出鬧熱關渡節之微熱沙

龍「蘇顯達的電影琴聲」音樂會，和信醫院黃達夫院長也到場聆聽，並

吸引許多病友欣賞音樂會。 

  (三) 音樂學院新版網站已於 10/2 正式上線(由學校官網→音樂學院網站)。 

  (四) 與北市交洽談 2020 年關渡藝術節中 Festival of Orchestra 之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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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撰寫 2020 年關渡藝術節企劃草案。 

 

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一、 高教深耕計畫國際交流 

(一) 由音樂系、新媒系共同製作演出、舞蹈系協辦的科技與音樂跨域實驗計

畫《能量轉換》邀請 Jean Geoffroy 來校客座指導，課程時間為 9 月 24

日~9 月 30 日，課程最後呈現為 9 月 30 日於曼菲劇場進行兩場演出，因

颱風關係，演出順延於 10 月 1 日。  

  (二) 音樂系與嘉義大學合辦呂北克夏令營，8/5 將由盧文雅主任與藝心弦樂四

重奏至嘉義大學進行專題演講與大師班講座；8/12 將由呂北克大學副校

長 Dieter Mack 於北藝大辦理專題演講與峇里甘美朗教學工作坊。 

二、 重要會議召開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 
108.09.03(二) 15:00 音樂系新生座談會 
108.09.16(一) 10:00 第 1 次音樂系所教評會議 
108.09.17(二) 10:00 音樂系所辦公室行政工作會報 
108.09.23(一) 09:00 第 2 次 音樂系所教評會議 

10:30 第 1 次 音樂系所務會議 
108.10.02(三) 12:00 音樂系系大會 
108.10.07(一) 09:00 第 1 次 音樂系所學術委員會 
108.10.21(一) 09:00 第 3 次 音樂系所教評會議 

三、108 學年度招生宣傳 

(一) 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於 YouTube 與 FB 北藝大音樂學系紛絲專頁播放宣

傳影片 ｢2019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築夢踏實｣ 。拍攝為期 6 個

月，主軸為介紹本學系特色課程、講座、音樂會、工作坊、師資……等

有別於高中課程之系列介紹。  

(二) 高中音樂班師生蒞臨本校音樂學系參訪：延續本學系歷年來招生導覽服

務，於今年度規劃招生宣傳說明會時，再加入系上老師公開指導高中音

樂班學生之大師班，讓參訪學生更能領略本系專業優質師資，目前已排

定參訪高中：台中二中、清水高中、高雄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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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位考試 

  (一) 107 學年第 2 學期碩博士班學位考試，共計 63 場次：研究生論文線上審

核/離校手續受理/考試經費核銷辦理。 

  (二) 108 學年第一學期學位考試辦法更新與網路公告。 

五、種子室內樂菁英培育計劃 

    初審共 7 組通過，皆需加選本學期室內樂課程，參與本計劃者將安排與本

系所室內樂大師講座、室內樂大師班指導及職涯引導型課程。 

六、樂團職銜學分學程 

北藝大音樂系暨國家交響樂團(NSO)樂團實習合作方案： 

  (一) 108 學年度甄選錄取名單樂團實踐組：7 人。 

  (二) 自 108 年 9 月 1 日起修習學生己至國家交響樂團及其辦公室排練、演出。 

七、專題演講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  主  講  人 地 點 
09.23(一) 【陳美鸞教授《感念之音》-演前導聆專講】            主講人：陳美鸞教授 M102 
09.23(一) 【提琴物語-奇美博物館展示 A-Z提琴收藏之現代觀】        主講人：鍾岱廷      M301 
09.24(二) 【木管五重奏大師班】               主講人: 維也納柏林愛樂木管五重奏團 M2601 
10.01(二) 【Cello Master Class】                                主講人:陽文信 S2 

10.01(二) 【Violin Master Class】                               主講人：陳瑾瑒 M102 

10.02(三) 【即興之源：猶太音樂】                              主講人：Bernd Ruf        M218 

10.07(一) 【String Quartet Master Class】         主講人:Pacific Vienna Quartet M2601 

10.18(一) 【Vocal Master Class】                           主講人：Sara Fulgoni M102 

10.21(一) 【Violin Master Class】                         主講人：Gérard Poulet S2 

10.21(一) 【Flute Master Class】                          主講人：Gergely Ittzé M101 

10.21(一) 【Viola Master Class】                           主講人：Sheila Brown M218 

10.23(三) 【Flute Master Class】                           主講人：金塔 M102 

10.28(一) 【From Star Wars, to Harry Potter and on to Mission Impossible and Beauty 

and the Beast - how we can develop our musical skills through the 

imaginative world of film music】          主講人：Paul Edmund-Davies 

M102 

八、2019 關渡藝術節 

日 期 演出名稱 

10.01(二)19:30 

北藝大音樂廳 

來自遠方的鄉音─重奏之夜 The Night of Ensemble 

演出者：大提琴/楊文信、小提琴/陳瑾瑒、鋼琴/范姜毅 

10.19(六)14:30 

北藝大音樂廳 

呂紹嘉與北藝大管絃樂團 

演出者：指揮/呂紹嘉、鋼琴/王美齡、北藝大管絃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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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六)12:30 

北藝大音樂廳 

香港演藝學院交流音樂會 

演出者：指揮/蔡敏德、蘇正途、古箏/陳天姿、薩克斯風/龐天佑、鋼琴/劉姿鳳、

定音鼓/林君庭、香港演藝學院室樂團、北藝大絃樂團 

九、關渡新聲 

本次比賽組別為鋼琴組、聲樂組協奏曲，陸續於 09 月 23 日舉行初賽， 10

月 7 日舉行決賽。評審委員之優勝者將於 108 年 12 月 17 日 2019 關渡新聲

協奏曲音樂會當日頒獎並演出。 

十、總務營繕 

於暑假期間修繕破損老舊的地板，全系館大教室器材維修或更換，琴房教

室清掃，以期提供學生更安全及舒適之學習空間。 

 

傳統音樂學系 

一、 會議 

     (一) 確認 108-1 本系各項會議日期，簽請相關委員會委員聘函核發。 

    (二) 9 月 9 日召開 108-1 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聘任客座教授事宜與北管樂兼任 

          教師申請產假議題。 

     (三) 9 月 16 日召開 108-1 第 1 次招生試委會確認各招生簡章內容與修訂 108 學年 

          度教育部校務資料庫系所特色說明文字。 

     (四) 10 月 7 日召開 108-1 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討論 108-2 開課規劃。 

   二、人事 

     辦理深耕計畫專任助理出缺徵聘與報到事宜、彙整專任教師提供之教育部校務 

資料庫資訊填報檔案。 

三、教務 

      公告老師之 Office Hours、提醒與協助教師課程大綱與教材上傳、聯繫與確認 

108-1 學年度應復學學生狀況，辦理學士班期初考試、碩士班學生學位口試、學

士班轉學生課程學分抵免認定、學碩士班新舊生與來台交換生選課輔導及前往

大陸交換生之選課通報。    

四、招生事務 

      寄發學士班招生簡章與報名網頁連結資訊之電子郵件至 43 所高中教務處或音樂 

       班老師、招生簡章與報名網頁連結資訊提供師生及系友週知、洽談來校參訪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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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體驗活動、以及於 10 月 26 日關渡藝術節設攤辦理南管音樂體驗。 

   五、總務 

       「亞洲樂器空間」施工、辦理非消耗品與財產報廢與部分物品使用人異動申請。 

   六、計劃案 

(一) 「亞洲樂器空間」進行施工、辦理非消品與財產報廢與物品使用人異動申請。 

     (二) 教育部深耕計畫--傳音基本項目：北管錄音進行後製與校對中。9-10 月進行 

         「樂器不柬單」採購。 

(三) 教育部美感教育中程計畫結案報告上網。 

   七、傳統音樂推廣與交流 

     (一) 8 月 15 日於「臺北國際大師音樂營」由潘汝端、黃瑤慧老師示範傳統音樂。 

     (二) 9 月 7 日與 8 日受邀於蘆洲林建生紀念圖書館辦理南北管音樂體驗工作坊。 

      (三) 訪問學者 Vassilis Tsotsolis（希臘籍巴洛克小提琴家）與陳政文（旅居 

德國作曲家）10 月 9 日起進駐本系。 

     (四) 9 月 27 日謝文彬同學完成韓國首爾國立大學交流，9 月 28 日越南才子樂團完 

         成「文化部青年園丁」越南胡志明市推廣教學與交流。 

八、專題演講 

     (一) 9 月 23 日，黃馨瑩（臺灣音樂館）【音樂、文化與記憶：從亞太樂器到亞太         

樂器常設展韓國四物工作坊】；鍾岱廷【提琴物語：奇美博物館樂器展示與

A-Z 提琴收藏之現代觀】。 

  (二) 10 月 7 日，Made Mantle Hood【Bamboo Bridges–Tuning and Terroir in 

  Balinese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梁景淑（首爾大學）【韓國奚琴 

的藝術】。 

(三) 10 月 14 日，呂錘寬【臺灣傳統音樂資源與生態】。 

(四) 10 月 21 日，Joachim Heintz 與陳政文（德國漢諾威音樂院）【電聲與亞洲 

音樂的交會】；呂錘寬【南管曲的藝術】。 

  (五) 10 月 23 日，Yasamine Shahhosseini（德黑蘭大學）【伊朗烏德琴的藝術】 

  (六) 10 月 28 日，呂錘寬【北管歌唱類音樂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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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展演活動 

(一) 9 月 5 日受邀美國在臺協會紀念臺灣關係法四十年 AIT@40 於淡水碼頭

開展之南北管演出。 

   (二) 9 月 26 日辦理柬埔寨「活水的芬芳」Pint Peat 音樂工作坊成果發表

會。地點 : 未來‧傳統實驗基地。 

   (三) 10 月 5 日~6 日「水舞台音樂會」，傳統音樂學系（關渡藝術節系列節

目）。     

   (四) 10 月 26 日舞蹈廳「史托克豪森北管我」（關渡藝術節系列節目）。     

(五) 10 月 27 日舞蹈廳「北管戲傳統劇目《鬧西河》」，（關渡藝術節系列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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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美術學院 
資料時間：108 年 8 月～108 年 10 月 
 
美術學院 

一、「計畫執行」： 

(一) 本院高教深耕計畫項目：高教深耕專案之色彩與文化研究室計畫，本院

潘娉玉老師開設之《藍染與創作轉譯》課程，分別邀請湯文君老師（國

立臺灣工藝研究中心藍染工坊工藝師）、劉俊卿老師（安染工坊負責人）

與梅崎由起子（日本京都造型藝術大學藝術學部美術科專任講師），舉

行三場實作工作坊活動。建文所江明親老師亦將提供三場藍染講座。將

會是創作與論述兼富之課程安排。 

(二) 本院邀請義大利布雷拉美術學院視覺藝術系 Massimo Pellegrinetti 教授

於 9 月 23 日至 10 月 4 日進行《H.O.M.E.-地景現地製作雕塑工作坊》。

於本校進行為期二週的石雕創作，透過實作展示創作技法。完成之作品

將捐贈本校。10 月 4 日下午 15:30 於作品設置地點舉辦作品落成發表會。 

(三) 本院邀請義大利布雷拉美術學院視覺藝術系 Roberto Rocchi 教授於 9 月

23 日至 27 日進行《榮耀與苦難的再現-雕塑學理工作坊》，分享個人雕

塑創作經驗及當代歐洲雕塑問題發展之思想成果。 

(四)本院 107 年度補助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美術系館 F201 教室與

F213 素描教室空間裝修改善》已於 10 月中旬陸續完工。 

(五)本院美感教育計畫結案作業，已完成網路平台資料上傳。 

二、「學術交流」： 

(一) 【2019 亞洲雕刻五七五展】本院師生參展作品於 7 月 30 日收件並包裝

寄送至日本沖繩藝術大學預備佈展作業。本院張乃文系主任與王德瑜老

師將帶領五位研究生於 11 月 8 日至 14 日前往日本沖繩縣立藝術大學參

與展覽開幕及研討會。 

(二) 本院黃建宏所長、王德瑜老師與郭一萱專員於 9 月 16 日至 22 日帶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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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生前往韓國江原道與東京藝術大學國際藝術創造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of Global Arts, Tokyo University of the Arts）及韓國藝術綜合學校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進行工作坊學術發表與交流，主題

為都市空間與仕紳化現象。 

(三) 【兩岸青年藝術家交流展暨藝術論壇】本院張乃文系主任及蘇孟鴻老師

於 9 月 17 日至 23 日帶領十位學生前往中國杭州參與展覽活動。並於 21

日進行演講，主題「藝術語言的實驗與深度建構」。與會學校包括：臺

灣方面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等，中國方面包

括中國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四) 【東京藝術大學創作學理訪問】為增進學生美感鑑賞之國際視野，以及

促進姊妹校實質合作關係，由本院黃立芸老師策畫，偕同陳曉朋老師、

吳繼濤老師、陳介一老師，及六位水墨、版畫與藝術史主修之研究生，

將於 11 月 8 日至 14 日自費前往日本東京藝術大學進行訪問，於創作與

理論研究等多方面進行交流。 

(五) 本院黃建宏所長與楊凱麟老師受中研院文哲所邀請，於 10 月 3-4 日參

加「翻譯德勒茲：德勒茲思想的翻譯、轉化與創作」研討會，發表論文

《在潛殖底下翻譯德勒茲：一份提案的思考》、《域外的翻譯：可譯性與

虛擬性》。 

三、「展演活動」： 

(一) 為提昇美術學院學生藝術涵養、研究與創作能力，鼓勵創作富開創性之

作品，並促進同儕良性競爭、刺激創作潛能，特與財團法人麗寶文化藝

術基金會合作，舉辦「第二屆當代雕塑麗寶創作獎」。於 10 月 1 日至 25

日開始徵件。預計於 2019 年 11 月 15 日舉行頒獎典禮。 

(二) 2020 美術學院創作卓越獎，本次收件創作類共 29 位、策展類共 4 位，

初、複審將於 10 月 4 日及 10 月 18 日舉行，獲獎作品將於 2020 年 1 月

17 日至 4 月 26 日於本校關渡美術館展出。 

美術學系（含碩士班美創組暨美術史組、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一、「教學課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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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館空間重整與修復；工作室空間規畫調整；地下美術館年度整修。 

(二) 協助學生畢業離校相關事宜。 

(三) 寄發新生開學通知，辦理新生住宿、學籍資料填報、選課諮詢等相關業

務。 

(四) 發送開學通知信函至專兼任教師。 

(五) 研究生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位考試、大綱口考申請。 

(六) 協助新生與外籍生進行選課輔導與協調工作室空間。 

(七) 美術學系暨藝術跨域研究所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次系所務聯合會議

於 9 月 10 日召開，會中針對本學院本學期系所課/教務與客座教師等議

題進行討論。  

二、「招生事務」： 

(一) 109 學年度招生宣傳進行視覺設計發想。 

三、「展演活動」： 

(一) 《_____的長寬高｜北藝大美術學系暨新媒系學生聯展》8 月 3 日至 30

日於水谷藝術空間展出。展覽發想是以空間尺度的感知比擬視覺藝術創

作中的規格條件，更進一步地思考創作者於當代社會中得以立足的物質

性／勞動性意味。 

(二) 本系黃華真兼任教師於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個展「曠野的溫柔」，展期

自 8 月 17 日至 11 月 3 日。以曠野作為自身繪畫創作經歷的比擬，於畫

布展開自我相遇、迷惘、煉靜的世界觀。 

(三) 本系博士生王叡栩於良日激動所策展《壞結構 NON-Construction》，

邀請林晏竹與吳芊頤二位藝術家進行展出，展期自 9 月 7 日至 10 月 6

日。展覽發想自 1950 年代後於臺北盆地大量興建的「步登公寓」之歷

史發展脈絡為起始，跳脫建物結構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嘗試從歷史的再

構中探討現今人、世界與存在的關係結構。 

(四) 本系郭昭蘭老師於臺北日動畫廊策展「旋轉歷史編撰學的爆炸圖」，展

期自 9 月 7 日至 10 月 20 日。將展覽看作是一張與歷史編撰學相關的爆

炸圖，以日本藝術家藤田嗣治的作品與缺席的戰爭畫為引子，同時展出

高重黎、彭瑞麟、李國民、區秀詒、鄧兆旻及張紋瑄等藝術家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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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系涂維政老師受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邀請，於十月中旬舉辦

個展《現在的未來：國家博物館的卜湳文明（The Future Now: Bu-Num 

Civilization in the Rijksmuseum）》，展期一年。展覽作品內容挪用

考古機制與模擬文明遺址現場，輔以媒體操作、偽紀錄報導等宣傳技

術，使過去與未來之時間界線模糊，構成當代雕塑藝術的特異位置。 

(六) 本系吳繼濤老師受邀參加 ART TAIPEI 2019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展

期為 10 月 17 日至 21 日。將展出《寂靜之境 ‧ 遠眺》等系列水墨新

作。 

四、「講座活動」： 

(一) 本系郭昭蘭老師邀請策展人、藝評人 Maja Ćirić於 9 月 24 日進行講演。

主題：《全球化的藝術世界：可能性與陷阱 The Possibilities and 

Pitfalls of the Globalized Art World》。 

(二) 本系陳曉朋老師邀請版畫家 Anne Wilhelm於 10月 1日進行講演與實作

示範。主題：《健康版畫：無毒凹版的技法與實踐 Non-toxic Intaglio 

Printing》。 

(三) 本系郭昭蘭老師邀請策展人、藝術史學者、藝評人楊衍畇於 10 月 7 日

進行講演。主題：《建構烏托邦的國家神話：二十世紀俄羅斯藝術》。 

(四) 本系 3D 列印課程講座，邀請媒體藝術家顧廣毅於 10 月 17 日舉辦演講，

針對其生物科學藝術的跨界創作經驗（藝術／牙醫）與同學們進行分享。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教學課務」： 

(一) 協助研究生畢業離校相關事宜。 

(二)寄發新生開學通知，辦理新生住宿、學籍資料填報、選課諮詢等相關業

務。 

(三) 發送開學通知信函至專兼任教師。 

(四) 研究生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位考試、大綱口考申請。 

二、「招生事務」： 

(一) 109 學年度招生宣傳進行視覺設計發想。 

三、「展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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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所專案教師王虹凱於 8 月 25 日展開為期四日之表演工作坊《這不是

國境音樂 This is no country music》，其記錄影像將會於「2019 亞

洲藝術雙年展」展出。藉由追溯臺裔作曲家江文也的音樂軌跡，以《賑

災歌》作為起點，搜索當時地震觀測資料、倖存者互助共存的檔案與

口傳記憶，及日本殖民政府引進的現代地震測報和統治技術。參與成

員包含劉麟玉（研究專長：殖民地臺灣音樂教育史）、馬國鳳（研究

專長：地震學、震源力學、地震災害風險評估）、鄭世楠（研究專長：

臺灣地區歷史災害地震研究）。 

(二) 本所劉紀彤同學 9 月 1 日至 10 月 6 日於台南絕對空間舉辦個展《沿

河》。以河流實質／象徵性之雙重追索，指向個人生命主體經驗與都

市空間歷史脈絡的眾多意義塊面。 

(三) 本院黃建宏所長於中國線上藝術通道「CEF 實驗影像中心」策展「運<>

算，人與世界之間的宇宙」，展期為 9 月 8 日至 10 月 22 日。透過「運」

與「算」二字的拆解詮釋，顯現出世界的有限性，以及人們於資本力

量下的被動特徵。邀請吳其育、吳思嶔、劉玗、許哲瑜、張紋瑄五位

台灣新生代影像創作者展出作品。 

四、「講座活動」： 

(一) 本所王虹凱老師邀請印度當代藝術家 Zuleikha Chaudhari 於 9 月 30

日來校演講。針對其作品介於劇場與裝置之間的表現特質，以及聲音、

記憶與歷史檔案之間的關係深入詮釋。(因颱風影響，延至 10 月 18 日

舉行) 

(二) 本所黃建宏所長邀請美國加州大學美賽德分校藝術史與視覺研究教授

王士圃於 10月 23日來校演講：《跳脫主流:建構他觀藝術史 Beyond the 

Canon: Interrogating Other Art History》。透過近年對日本現代

繪畫史的研究成果展示，陳述當前全球藝術史在理論建構與研究方法

發展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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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戲劇學院 
資料時間：108 年 8 月～108 年 10 月 
 
【戲劇學院】 

一、 行政事務 

1. 廈門大學许昳婷老師於 9/2~14 來訪，參與學院活動、進行戲劇學術

交流。 

2. 已分別於 8/20、9/23 召開院主管會議，討論 T2103 跨域實驗基地整

建借支規墊計畫、審核外國生獎學金。另於 10/15 召開會議，擬訂

T2103 營運計畫。 

3. 已於 9/9 召開院課委會，審核戲劇系學分科目表修訂提案。 

4. 已於 10/7 召開院演策會，討論近年製作經費短缺與管理問題。 

5. 已於 10/21 召開院教評會，審核兩系教評會法規修正提案。 

二、 展演事務 

1. 已分別於 8/19、9/16、10/14，召開 108 學年度 T305/T205/T106 畢業

製作劇組製作會議，協調各組工作期程與預算分配。將持續每月召

開一次會議，確認工作進度與臨時動議處理。 

2. 已分別於 8/19、9/2、9/16、10/21 召開 108-1 戲劇學院秋季公演

《Pornography》製作會議，確認設計稿、協調各部門製作預算與工

作進度安排。 

3. 108-1 秋季公演《Pornography》將於 11/8 首演。已如期於 9/23(一)

開工，並安排 10/18 組員看排，，另調整創作說明會於演出第二週週

間舉辦。 

4. 戲劇學系【排演】課程、劇場設計學系【劇場實習】及【劇場實務】

課程，已於 9/20(五)15:30 在 T305 姚一葦劇場，安排安全講習進行實

習宣導。 

5. 已於 9/16、10/14 召開 108-1 戲劇學院冬季公演-畢業製作會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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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劇組工作進度及預算規劃與分配事宜。 

【戲劇學系/所】 

一、 行政事務 

1. 已於 9/9 舉行第一次系大會，宣導系上活動及相關注意事項。 

2. 展演助教馮意倩於 108/9/12～109/8/31 申請產假及育嬰假，期間工作

由職務代理人楊名芝小姐代理。 

3. 9/16 舉行第一次系所務會議。 

4. 10/21 舉行第二次系所課委會。 

5. 戲劇系校友講座邀請林宗儒導演於 10/28（一）10：00～12：00 至

T107 演講，題目：「少年小鬼的導演之路」。林宗儒於 2018 推出短

片《少年小鬼我在路上》，入選多項國際影展，並榮獲休士頓國際影

展「白金獎」、舊金山獨立短片影展「評審團最佳影片獎」、倫敦、

尼斯國際電影人影展「最佳外語短片導演獎」、巴黎高升國際影展

(Paris Lift-Off Film Festival) 觀眾票選支持前十名。 

二、 招生與教學 

1.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導演組李勻於 10/1 舉行學位考試。 

2. 戲劇學系碩士班於 10/19～10/20 舉辦 2019 全國碩博生戲劇學術研討

會「劇戲靡遺」，論文摘要初審通過 19 篇，公開發表 16 篇。 

三、 展演與交流活動 

1. 「2019 歐丁獎學金」由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陳弘洋同學獲得，於 

8/23～9/2 前往參與歐丁工作坊。 

2. 2019 年亞太戲劇院校戲劇節已於 9/23～29 舉行，戲劇系何一梵老

師帶領戲劇學院陳昶旭、周品嘉、劉皇麟、詹彥旻、林聖詞、鍾宜

芳同學等人及周同學創作之《玻璃箱》至越南河內呈現，演出成功，

獲得各國喝采及熱烈討論。 

3. 本系 105 級畢製第一檔《醜男子》於 10/11～13 在姚一葦劇場演出。 

4. 賀校友鍾欣凌獲得 108 年電視金鐘獎迷你劇集女主角獎、劇場藝術

創作研究所表演組梁湘華獲得迷你劇集新進演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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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設計學系/所】 

一、 行政事務 

1. 已於 8/5-7 完成 TD302 服裝材質實驗室、TD303 服裝實習教室改善

工程及器材維護保養。 

2. 已於 8/19-22 完成 TD109 燈光實驗室暑期保養維護、倉儲架工程以

及網路系統工程。 

3. 已於 9/9、10/14 召開系務會議。 

4. 已於 9/9 於北藝大戲劇廳舉辦第一次系大會，向學生宣布系上之各項

事宜以及注意事項。 

5. 2019 年布拉格劇場設計大展，學生補助款項已核銷完畢。 

二、 招生與教學 

1. 109 學年各式招生簡章已修訂完成。 

三、 展演與交流活動 

1. 2019 關渡藝術節【《塑》繩索、布、滑輪舞台裝置演出工作坊】由劇

設系協辦，於 9/22-28 授課，於 9/28 呈現演出完成。 

2. 2019 關渡藝術節【ROBE Lighting Master Class 舞台燈光大師班】由

劇設系協辦，於 9/16-19 授課完成。 

【專案計畫推動：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戲劇學院】 

1. 戲劇學系於 7/19 舉行法國陽光劇團工作坊，為期四週，並於第四週

8/17～18 公開演出，地點為 TD109 燈光實驗室 

2. 戲劇學院與關渡藝術節合作之《盛宴》，9/20～9/22 於本校戲劇廳演

出圓滿落幕。 

3. 2019「東亞大眾戲劇論壇」9/17～18 於北藝大舉行，12/13～15 於日

本立教大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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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舞蹈學院 
資料時間：108 年 8 月～108 年 10 月 
 

一、舞蹈學院 

（一）推廣相關專案活動： 

藝大開門舞蹈學院-《雙向連結•迎向頂尖》第一場工作坊已於 2019 年 8

月 21 日圓滿完成，有 54 位校外人士參與，年齡層跨越 15 至 50 歲；第

二場工作坊「雙向聯結•迎向頂尖」《大師開路•親炙巨擘》－季里安舞

作開放彩排活動已於 9 月 21 日完成；第三場則於 10 月 31 日完成。 

（二）總務相關： 

1.108 年度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設備計畫，進行辦公及教師研究空間整修、

系館大門修繕、教室地板整修、公共空間粉刷工程等，工程招標於 2019

年 8 月 13 日開標，工程並於 10 月 9 日完成驗收。 

2.舞蹈系館舞八 S8 教室空調主機整修工程，營繕組與空調技師完成規劃，

已於 2019 年 9 月 3 日開標，2019 年 10 月 1 日舊機拆除，10 月 2 日新機

定位，2019 年 10 月 5 日安裝完成，正協調完工驗收時程。 

3.108 年度專項經費及各項資本門已統合經費進行 S7 教室空調改善工程，

目前進行委託設計監造階段，108 年 10 月 15 日完成設計圖說文件，進

行工程招標。 

（三）展演事務： 

2019 年舞蹈學院歲末展演《平衡與失衡》於 2019 年 9 月 26 日在曼菲劇

場進行宣傳拍照。 

（四）獲獎事宜： 

2019 年舞蹈大地舞蹈創作比賽本次在 121 組參賽團隊中，本院有七年一

貫制校友黃亭榕、鄭晴文、林家樑獲得佳作；校友陳廣軒及一貫制七年

級賴耘琪獲得優選；舞蹈研究所創作主修莊博翔榮獲最大獎金牌獎。已

於 2019 年 9 月 28 日於台中中山堂進行得獎者展演。 

（五）參訪交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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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 年 9 月 20 日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率喀爾瑪克蒙古舞團來院參訪。 

2.何曉玫老師率舞團「Meimage Dance」包含諸多校友們，於 2019 年 9 月

25 日至 9 月 29 日以《默島新樂園》選萃赴韓國高陽藝術節。 

3.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訪問教授 Daniel Roberts 將於 2019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18 日間來校進行交流。 

（六）追思紀念事宜： 

本院於 2019 年 9 月 21 日舉辦本校名譽博士羅斯帕克斯追思會，許多退

休教師、歷屆校友回校感念追憶。 

二、舞蹈系七年一貫制 

（一）行政相關會議： 

1.2019 年 9 月 9 日召開先修班大會以及 CND 分享會，以及外籍交換生會

議。9 月 18 日舉行先修班直升考試。 

2.2019 年 9 月 16 日召開全系大會，9 月 19 日召開第一次系務會議。 

3.2019 年 10 月 14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系課程會議，研擬及討論 108 學年

度第 2 學期課程架構。 

4.2019 年 10 月 19 日舉辦先修家長會。 

（二）展演、交流等活動： 

1.舞蹈系七年一貫制實習舞團焦點舞團，2019 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23 日進

行於英國知名當代舞團侯菲胥．謝克特現代舞團的校友張建明大師名作

排練。 

2.2019 年 9 月 12 日舉辦北北風創作平台比賽。 

3.2019 年 10 月 3 日關渡藝術節演出團體 Shaun Parker & Company 於本系

進行工作坊。 

4.2019 年 10 月 6 日辦理一貫制七年級焦點舞團舞作審舞，本次共有 24 支

舞作。 

5.2019 年 10 月 21 日邀請大亞創投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郝旭烈先生來院舉

行築夢有約分享座談。 

（三）教學、課程、人事事宜： 

1.舞蹈系外籍客座教授郭勁紅老師已於 2019 年 8 月 1 日到任報到，相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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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聯繫事已完成。 

2.聯繫各項教師勞健保事宜，優良教師提名推薦資料整理。 

3.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項課程異動確認、公假名單製作、選課輔導等事

宜已完成。 

（四）考試相關事宜：2019 年 9 月 18 日舉辦先修班直升考試。 

三、舞蹈研究所 

（一）招生相關事務： 

1.舞蹈系所整併已獲教育部來函表示同意，將於 109 學年啟動，109 學年

度碩博士班各項招生考試簡章修訂。 

2.舞蹈研究所將參與 2019 年研究所碩博士班甄試招生，於 2019 年 10 月

21 至 23 日進行報名工作。 

（二）研討會、活動： 

1.本所所長林亞婷老師、陳雅萍老師、以及博士生于知愛獲邀參加於 2019

年 8 月 8 日至 11 日舞蹈研究學會（DSA）於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辦理之

2019 國際舞蹈學術研討會，博士生于知愛並獲科技部補助。 

2.來自美國 OSU（俄亥俄州立大學）舞蹈系的 Fulbright 客座教授 Daniel 

Roberts 已於 2019 年 9 月 22 日抵台，將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訪問教學。 

（三）行政相關會議： 

1.2019 年 9 月 3 日召開舞蹈研究所新生座談會。 

2.2019 年 10 月 14 日召開本所第一次課程會議，除了討論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架構，並研討 109 學年度系所整併後新課程架構。 

（四）畢業製作與學位考試相關工作： 

1.舞蹈研究所創作主修研究生江婕希於 2019 年 9 月 5 至 7 日假納豆劇場舉

辦畢業製作《漫漫》。 

2.舞蹈研究所創作主修趙穎於 2019 年 9 月 17 日完成畢業製作預口試，將

於 12 月份於上海舉辦畢業製作。 

3.舞蹈研究所表演主修沈盈盈以香港城市當代舞團展演，知名亞洲當代編

舞家黎海寧經典作品《冬之旅》《春之祭》作為畢業製作，於 2019 年 9

月 18、19 日於台北市中山堂完成第一階段畢製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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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舞蹈研究所表演主修研究生陳競、靳程皓於 2019 年 9 月 21 至 22 日本校

展演中心舞蹈廳舉辦畢業製作《深 ll Profound》。 

5.2019 年 10 月 7 日舞蹈研究所表演主修李婷安、創作主修劉睿筑辦理畢

業製作預口試。 

（五）教務相關事宜： 

1.進行課程安排，選課輔導，以及下修大學部術科配置。 

2.協助研究生辦理離校程序等事宜。 

3.2019 年 9 月 3 日進行舞蹈研究所專業知識測驗。 

4.協助應屆畢業生完成各項論文審查、繳交以及離校作業。 

5.聯繫及協助 108 學年度新生相關課程預選事宜，修訂研究生手冊。 

6.各項選課輔導、研究生下修大學部術科課程配班以及輔導、教室調整等

事宜持續辦理中。 

四、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舞蹈學院補助計畫 

1.國際領航子計畫：季里安《墮落天使》作品重建演出，排練導師已於 2019

年 9 月 8 日至 9 月 27 日進行排練。 

2.首屆亞太當代舞蹈平台於 2019 年 8 月 26 日正式展開，為期兩週的舞蹈

編創與研習營，共 75 人報名參加，已於 9 月 6 日圓滿結束，9 月 7 日於

曼菲劇場成果呈現與分享。。 

3.法國 CND 研習營，已經整理成果結案與核銷，延續法國 CND 研習營活

動-台北 CND 研習營預計 2019 年 11 月 19 至 30 日在北藝中心進行，舞

蹈系於 2019 年 9 月 19 日甄選優秀學生 7 名參加。 

4.北北風創作平台比賽於 2019 年 9 月 12 日舉行，選出特色團隊總計二十

名學生，參加 10 月馬來西亞國際舞蹈節演出、2020 年 1 月將赴日本交

流演出。 

5.校級計畫《活水的芬芳》II，三院合作之南向計畫－柬埔寨交流計畫，

由傳音系蔡凌蕙主任主導、邀請舞蹈系與電影系合作之跨域與南向連結

計畫。於 2019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3 日三學院師生共計 3 名教師、6 位

學生前往柬埔寨交流以及記錄拍攝。並已於 2019 年 10 月 3 日完成柬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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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大師 Keo Sophy 第一梯次大師班研習工作坊與創作以及赴柬埔寨當地

之交流以及記錄拍攝。 

6.2019 馬來西亞國際舞蹈節於 2019 年 10 月 15 至 20 日於吉隆坡舉辦，舞

蹈學院將由系主任與燈光技術教師帶領五位學生以及兩支作品參加交流

與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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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資料時間：108 年 8 月～108 年 10 月 
 

一、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會議 

1. 9 月 10 日(二) 召開本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議，會後並進行本學年

度學生赴國內外大學交換申請案、外國學生獎學金審查。 

2. 9 月 24 日(二)召開本學期外國學生獎學金審查會議。 

3. 10 月 1 日(二)召開本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之會前議，針對

本學期各系擬提學分科目表修訂等案進行討論。 

（二） 計畫執行與推動 

1. 8 月 8 日(四)與網路工程師進行學院網站規劃設計會議，驗收學院

新版網站版面設計及後台系統，9 月 6 日進行上線測試及修正會議。

目前新版晚站已上線並持續更新，預定於 11 月完成中英文版網頁

更新。 

2. 8 月 30 日(五)完成 108 年度教育部補助圖儀設備經費彙整，提出

計畫申請。 

3. 9 月上旬完成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學院基本款項目：跨學系必修課

程教學助理聘任，並完成安排各項計畫成果收集流程。 

（三） 行政支援 

  魏德樂院長於 8 月 1 日起兼任電影創作學系代理系主任，負責

規劃學系行政人員進用、業務交接、行政分工及作業流程、新學期

課程開設及新聘兼任教師等工作，於開學前完成聘任校務基金專員、

計畫專任助理及助教職務代理人各一名，確保完成行政業務交接。 

二、 電影創作學系 

（一） 教學、招生等行政工作 

1. 8 月 6 日(二)召開工作會議（系務會議會前會），討論 108 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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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補助圖儀設備計畫提案，及學系招生、學務、課程規畫調整等

議題，並因應教師人員異動，針對本學期開設課程進行清查。 

2. 8 月 12 日(一)召開本學期第 1 次教評會議，審議因學系師資異動

影響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開設規劃，擬補提聘兼任教師擔任

授課等提案。 

3. 8 月 15 日(四)召開本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 108 年教育部補

助圖儀設備計畫提案，及系務相關議題。 

4. 8 月 28 日(三)召開本學期第 2 次教評會議，進行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補提聘兼任教師審查。 

5. 於 8 月下旬陸續完成財產清點、測試，針對教學需求重新進行電

影專業設備採購及保管措施補強規劃，並完成 108 年度資本門專

項經費、107 年度圖儀及設備等經費需求變更。 

6. 9 月 5 日(四)上午舉辦 108 級新生訓練，中午並進行師生午餐會

交流，另由系學會向學弟妹介紹學會組織及分享藝陣活動籌備經

驗。 

7. 9 月 16 日(一)上午舉辦系大會，向學士班同學報告本學期重要活

動、系務及課務，並介紹系上專任教師及行政人員。下午召開

108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8. 9 月 18 日(三)召開 108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討論 109 學年

度學、碩班課程科目調整。 

9. 9 月 23 日(一)舉行器材室借用辦法規定公聽會，向系上同學說明

未來管理辦法，並進行討論修訂方向；同日召開 105 級學士班畢

業製作說明會，協調畢業製作拍攝檔期，畢業製作期程。 

10. 電影系於開學第一、二週陸續安排特殊學生選修課程之授課老師

與諮商中心會談，討論未來教學與輔導工作注意事項。 

（二） 人事與行政分工 

1. 新任三等專員林芯薆女士於 8 月 1 日(四)順利完成報到，接手學系

人事、教務等工作。 

2. 新任高教深耕計畫專任助理李益丞先生於 8 月 19 日(一)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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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接手學系器材設備管理工作。 

3. 新任助教職務代理人巴尼度．伊斯達西拔爾先生於 9 月 2 日(一)

順利完成報到，接手學系招生、學務等系務工作。 

4. 8 月 15 日(四)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於代理系主任在任期間，由李

啟源老師負責電影系工作協調。 

5. 電影系執行中影產學合作計畫，為使後續計畫項目順利推動、結

案，協調由專任助理教授滕兆鏘老師負責擔任該計畫經費主持人，

並已於 9 月下旬發函中影股份有限公司，協議變更本校計畫主持

人。 

（三） 計畫推動與執行 

1. 9 月 27 日(五)至 10 月 3 日(四)徐華謙老師、溫紹涵同學及李培㚤

同學參加「活水的芬芳 II-舞蹈學院與傳音系所課程計畫」，前往柬

埔寨進行交流展演及影片拍攝。 

2. 9 月中旬完成 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基本款設備費請購流程；並已

邀請廠商至現場勘查教學空間之投影及音響系統整合工程、提供

報價，後續將陸續進行採購施工。 

（四） 講座與活動 

1. 10 月 4 日(五)舉辦「電影美術設計講座-《第九分局》」講座，邀

請到美術總監楊傳信蒞臨分享該部電影如何從台灣的民間信仰

中取得靈感及轉化。 

2. 10 月 18 日(五)舉辦「電影美術設計講座-《返校》」講座，邀請到

美術總監王誌成蒞臨分享該部電影如何從已有視覺範本的遊戲

腳本，發想與擴展進行場景與氛圍營造。 

（五） 第十一屆關渡電影節於 10 月 4 日(五)開幕，至 10 月 12 日(六)已圓滿

結束。本屆電影節邀請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UNAM)中央電影藝術學

院(ENAC)師生與作品前來交流，成果豐碩。 

（六） 獲獎與參展 

1. 第 56 屆金馬獎入圍名單於 10 月 1 日公布，電影系校友、師生作

品榮獲入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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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碩士班導演組陳瀚恩同學短片作品《老人與狗》入圍第 56 屆

金馬獎「最佳短片」。 

(2) 學士班 103 級校友蔡慈庭短片作品《美芳》入圍第 56 屆金馬

獎「最佳短片」。 

(3) 碩士班導演組 98 級校友林峻賢短片作品《蒼天少年藍》入圍

第 56 屆金馬獎「最佳短片」。 

(4) 碩士班導演組 94 級校友賴孟傑擔任導演、編劇之長片《陪你

很久很久》入圍「最佳改編劇本」。 

(5) 碩士班編劇組 93 級校友簡士耕擔任編劇、兼任老師李耀華擔

任監製、學士班表演組潘親御同學演出之長片《返校》，入圍

「最佳影片」、「最佳改編劇本」等十二項獎項。 

2. 第 54 屆電視金鐘獎獲獎名單於 10 月 5 日公布，電影系校友、師

生作品榮獲多項大獎，獲獎名單如下： 

(1) 碩士班校友林君陽導演作品《我們與惡的距離》榮獲「戲劇節

目獎」、「戲劇節目導演獎」等 6 項大獎。 

(2) 碩士班編劇組 93 級校友簡士耕編劇、102 級學士班表演組校

友王渝屏演出《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貓的孩子》榮獲「電

視電影獎」等 5 項獎項。 

(3) 兼任教師劉嵩導演作品《農村的遠見》榮獲「非戲劇類節目導

演獎」。 

三、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教學、招生等行政工作 

1. 8 月初完成擬購置之雷射切割機招標作業，並擴增雷切室空間，

於 8 月底完成採購相關事宜。 

2. 8 月中旬完成系辦公室空間隔間與照明整修，完成整修之系辦公

室提供更多洽辦公務及師生交流之公共空間。 

3. 8 月 29 日(四)配合招生組完成招生專業化訪視活動。 

4. 8 月底完成展覽空間科藝 A、科藝 B、研究大樓二樓走廊及國際

會議廳外之牆面粉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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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月 9 日(一) 進行碩士班評鑑展，展出地點為「地下美術館」。 

6. 9 月中旬完成碩士班研究室之門禁系統建置。 

7. 10 月 4 日(五)進行 105 級大四畢製提案，討論畢業展覽方向並確

認指導教授組別及展覽主題等。 

8. 10 月 7 日(一)舉行「媒力漫遊 2077」迎新活動，增進大一新生與

學長姐間的情感交流、互通學習資訊及學業技能，地點為研究大

樓「R101 黑盒子」。 

（二） 講座與活動 

1. 9 月 25 日(三)舉辦大四畢展系列講座－「新媒吃什麼！」，邀請

103 級畢業生何韋霆分享新媒系畢業後的接軌與創作歷程，講座

地點為研究大樓 R211 階梯教室。 

2. 9 月 28 日(六)舉辦木工教學工作坊、9 月 29 日(日)舉辦數位機具

教學工作坊，增進同學操作機具方面之安全與知識。 

3. 10 月 16 日(三)舉辦大四畢展系列講座－「迷因生產線－迷因救

台灣」，邀請網路迷因創作者來分享其創作的過程。講座地點為

研究大樓 R211 階梯教室。 

（三） 計畫推動與執行 

1. 新媒系與音樂學院合作跨領域製作之「車過枋寮－余光中音樂

劇」，於 7 月 28 日(日)由王俊傑主任及林俊吉老師帶領學生團隊

前往屏東演藝廳演出。 

2. 8 月 12 日(一)進行 2019 光藝術節的第二次作品報告會議，確認

裝置展參展作品及作品製作預算等項目。 

3. 10 月 1 日(二)與音樂系合作「科技與音樂跨域實驗計畫：能量轉

換」演出，地點為「曼菲劇場」。 

（四） 獲獎與參展 

1. 魏德樂院長於 7 月 28 日(日)至 8 月 1 日(四)帶領新媒系三位研究

生前往美國參加 SIGGRAPH 2019 發表論文〈Glove Puppetry 

Cloud Theater Through a Virtual Reality Network〉。 

2. 碩士班李珞伊同學，「獨腳仙紀事」個展，展出時間為 8 月 3 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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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 月 25 日(一)，於「新樂園藝術空間」展出。 

3. 王俊傑老師「影‧暴‧性」錄像藝術展，展出時間為 8 月 17 日(六)

至 9 月 21 日(六)，於「双方藝廊」展出。 

4. 新媒系王福瑞老師聲音裝置作品受邀德國威瑪藝術節展出，展出

時間為 9 月 5 日(四)至 9 月 7 日(六)。 

5. 碩士班王詠翔、王量、侯思齊、林彥翔、陳彥齊、塗家伶同學，

作品入選 2019 桃園地景藝術節，於 9 月 6 日(五)至 22 日(日)於大

湳森林公園展出。 

6. 王連晟老師影像裝置作品受邀於西班牙馬德里藝術節展出，展出

時間自 9 月 10 日(二)至 16 日(一)。 

7. 碩士班寧偉程、蔡宗勳、錢畇竹、胡鈞荃同學，受邀香港錄像藝

術博覽會暨藝術節展出，展期 10 月 4 日(五)至 10 月 6 日(日)，地

點為「香港南岸奧華酒店」。 

四、 動畫學系 

（一） 教學、招生等行政工作 

1. 8 月上旬因應人員異動，進行內部工作項目協調與支援調整以支

應關渡國際動畫節大量活動籌辦工作。 

2. 8 月底完成年度報廢財產繳送作業，並配合文書組公務文件銷毀

作業，於 9 月 5 日(四)繳送逾期招生審查資料及個資相關文件。 

3. 8 月底完成電腦教室網路改善工程，提升教學廣播品質及 3D 動

畫運算需求。 

4. 9 月中旬完成藝大會館一樓動畫系教學區域空間節能改善。 

5. 9 月 26 日(四) 由系學會統籌召開期初系大會，邀請系主任、專

任老師、助教及助理等，針對各年級學生於上學期末所提出各項

等問題給予回應，另配合學務處生輔組及衛保組，加強宣導交通

安全及衛生教育等事項。 

（二） 動畫系執行「高教深耕計畫－聲動計畫」，於 9 月 26 日(四)配合「聲

音與動畫」課程辦理第 1 場 IMPACT 錄音室工作坊，提供 33 名動畫

系同學認識專業錄音環境及配音初期預備事項，並將持續商議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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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跨學院合作事項，協助提升動畫系學生之創作品質。 

（三） 關渡國際動畫節籌備 

1. 8 月上旬徵件截止，本年度收件數共計 2607 件，於 8 月 30 日在

動畫節官方網站及相關平台公告入圍名單。。 

2. 8 月 28 日(三)完成初審會議，本次入圍作品共計 85 部，入圍資

訊公告於動畫節官方網站及相關平台，並發布新聞稿於中央社。 

3. 10月2日(三)至24日(四)期間，由宣傳組學生帶隊前往明倫高中、

師大附中、中正高中及復興高中等學校進行活動宣傳。 

（四） 第 54 屆電視金鐘獎於 10 月 5 日揭曉，動畫學系史明輝教授（導演/

編劇/分鏡）帶領的動畫團隊，包括動畫學系趙瞬文副教授（動畫統

籌）共同製作的《小兒子》榮獲最佳動畫節目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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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文化資源學院 
資料時間：108 年 8 月～108 年 10 月 
 

一、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迎新活動：9/3 參加於元智大學舉辦之國合會 108 年聯合新生活動；9/16

本學程舉辦迎新活動，校長及師生共計 31 人參與。 

(二)  國合會 107 學年度期末工作檢討會議於 9/23 召開：國合會由何佩如組

長及朱芳薇專員出席，由文創學程張懿文執行長主持會議，並有一名學

程助理列席。 8 位國際學生申請論文口試。 

二、博物館研究所 

(一) 本所 109 學年度招生簡章修訂已於 9 月底完成，招生海報設計印製預定

10 月中旬完成，10 月底前完成寄送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進行宣傳，網

路宣傳的部份亦同時進行。 

(二) 2019 文化資源經典講座暨研究生學術研討會由本所負責辦理，本活動訂

於 12 月 5-6 日假國際會議廳暨多媅體視訊會議室舉辦，摘要徵稿自 6

月底開始至 9/13 截稿，共計有 46 篇稿件，已於 9/25 摘要審查結果公

告，共計錄取 38 篇，10/15 全文繳交截止，11/5 全文審查結果。本研

討會本年度將特邀 ICOM 歷史建築博物館委員會主席 Elsa Rodrigues 及

日本神奈川大學常民文化研究所所長佐野賢治蒞場進行專題演講。 

(三) 文化部補助本所辦理「博物館歷史學：知識生產、公民參與及博物館技

藝」案，108 年度為本案第二階段， 8/15 於成大舉辦第四場課程，10/15

於大溪木博館舉辦第五場課程；現正籌備 10/30-31 國際論壇，進行講師

摘要收件及稿件送譯，預計 10 月初公告粉專與開放報名。 

三、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本博班 109 學年度招生簡章修訂已於 9 月底完成，招生海報設計印製預

定 10 月底完成，11 月初完成寄送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進行宣傳，網路

宣傳的部份亦同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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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博班 108-1 學期開設之核心課程「科技、文化與社會講座」，配合高

教深耕計畫之推展，本學期將結合課程特色以人文社會領域如何善用數 

       位時代趨勢，將推出 12 場講座。 

 1. 9/27 法鼓文理學院釋惠敏校長進行專題講座--迎向人工智慧+數位人文的

時代（Facing the Era of AI+DH）之一：第九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

研討會簡介；續將於 10/4 分享迎向人工智慧+數位人文的時代（Facing 

the Era of AI+DH）之二：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學研究計畫簡

介。 

 2. 與本校藝科中心合作進行講座之直播分享，讓更多大眾受惠。在 12 場

講座中，2 場因考量影片版權問題、1 場因藝科中心尚有原排定任務無

法協助，共計有 9 個場次採直播方式。 

四、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109 學年度招生海報設計及印製。 

(二) 四場校外專家學者講座： 

 1. 臺灣南島語族群與漢族群建築－北投區地理資訊系統利用調查/成功大

學博士後研究員鄭安佑。 

 2. 北投文化資產的探索收集建構之道/知名文史工作者楊燁。 

 3. 臺灣歷史街區保存案例：迪化街/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所長林文一。 

 4. 北投地區平埔族群的歷史發展/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翁佳音。 

五、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9/8 文化資源學院迎新同日下午，辦理藝教所新生座談，除了讓導師與

同學相見歡，亦為新生們進行研究生涯規劃與修習學分的整體介紹。 

(二) 承辦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執行「中小學在

職教師暨行政人員美感素養提升計畫」： 

 1. 北 1 區「感性啟蒙」第二階段教師研習課程，9/25 於桃園市文化國小辦

理，且委由國立歷史博物館開設結合"鈔跑"行動博物館主題的 3 小時研

習課程。 

 2. 「感性啟蒙」第一階段教師研習課程-[媒體感]新媒•肢體•美感-(北 3 區)，

9/27~28 於桃園市文山國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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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感性啟蒙」第一階段教師研習課程-[媒體感]新媒•肢體•美感-(南 2 區)，

10/4~5 於高雄衛武營辦理。 

 4.  美感教案徵選活動，因眾多教師詢問報名相關資訊，且考量剛逢開學日

教師業務繁忙，故決議將延長收件期限至 9/30 止。 

  (三) 承辦教育部「『藝起來尋美』-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辦理美感體驗教育 

      第二期計畫」： 

1. 8/30 及 9/2 召開南、北各一場諮詢委員共識會議進行計畫案專任助理徵

聘事宜。 

(四) 承辦文化部「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108 年『文化體驗教育教案輔導計

畫』」 

 1. 已舉辦凝聚共識營及各項專業增能課程。 

 2.  8 月~9 月期間舉辦教學實作工作坊及課前教案輔導會議。 

六、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一)  9/6 至 9/8 辦理新生開學前三天課程，凝聚班級情感。 

(二)  9/8 所學會主辦文化資源學院迎新，歡迎院內各單位 108 級新生。 

(三)  9/16 召開本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9/24 辦理論文綱要發表會。 

(四) 規劃系列講座： 

1. 校友講座 

 9/26 邀請本所 100 級董俊仁校友同時也是空軍三重一村保存行動共同

發起人，分享眷村保存行動。 

   10/03邀請本所 97級陳汗青校友以其獨立製作人/ TPAM 表演藝術會 in

橫濱 Exchange 負責人身分，分享國際網絡案例。 

   11/8 邀請本所 92 級歐陽穎華校友/力譔堂整合行銷公司總經理，以其豐

富的業界經驗分享藝術活動與地方創生。 

2. 產業創新案例講座 

10/16 文創品牌/印花樂創辦人邱瓊玉女士。 

11/13 文創街區/世代文創營運長林曉雯女士。 

12/04 飲食文化與通路/家樂福蘇小真女士。 

12/18 藝術與策展/策展人胡朝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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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化資源學院 

(一) 108 學年度由林承緯教授代理本院院長。 

(二) 本學期共一位教師申請升等，啟動教師升等案相關作業，將於十月底前

完成院教評會相關審議程序，續送校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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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人文學院 
資料時間：108 年 8 月～108 年 10 月 
 

一、 通識教育中心 

  (一) 「關渡講座：藝術的公共性」課程 9 月 19 日邀請國家文藝獎得主撒古流．

巴瓦瓦隆演講「原民畫像與我的創作」。9 月 26 日邀請徐文瑞老師演講「策

展：作為哲學與政治的實踐」。10 月 17 日邀請謝英俊建築師演講「建築的

社會介入與美學」。 

  (二) 本學期通識課程講座補助已於 9 月 13 日開放申請，截至 10 月 3 日申請 11

個場次。主題含括:新住民與東南亞文化、影像城市、污名與去污名、冤案

與法律等議題。 

  (三) 因應學院轉型，人文學院執行 108 年圖儀計畫整修教學大樓，期待改善教

學及研討空間，預計於 10 月 24 日完工。 

  (四) 藝術人文寫作中心於教學大樓 C306 提供一對一寫作諮詢服務。本學期擬

由寫作中心講師群帶領讀書會，與圖書館合作講座及密室逃脫闖關活動。 

  (五) 提案申請下年度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擬整修教室大樓部份光

線及空氣循環不佳之教室環境及改善 2 樓廁所。教學大樓公共區域油漆脫

落係經去年營繕組會勘後所需經費龐大，故無列入此次整修範圍。 

二、 師資培育中心 

  (一) 辦理 108 學年教育學程大會暨導生座談會議。 

  (二) 教育參訪活動：11 月 4 日辦理教育參訪活動，將前往木柵高工及樟樹高中

進行參訪活動。 

  (三) 108 學年師資培育獎學金分別由林政寬、江貞儀、蔣瑀及蔡岳泰同學獲得。 

  (四) 辦理 108 年度實習返校相關活動並輔導本校師資生報考教師檢定考試。 

  (五) 辦理 108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駐校藝術家，媒合藝術家與國高中間的協      

調工作。 

  (六) 本學期期初階段學分認定工作已完成，期中階段預計在 11 月 15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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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七) 本中心預計在 11 月底進行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 

三、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一) 行文學所 109 學年度碩博班招生宣傳事宜。 

  (二) 行文學所官網改版作業，預計 10 月 24 日前正式上線。 

  (三) 行 107 年圖儀計畫–教學大樓教學空間裝修統包工程，已付第一期  

      款，預計於 10 月下旬完工及驗收。 

  (四) 10 月 31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至 5 時，於教學大樓 C204 室辦理當代文學

實驗室系列講座第一場「我聽到斧頭開花──詩與詩人的選擇」，邀請鴻鴻

老師、廖偉棠老師對談，師生參與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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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士學位學程 
資料時間：108 年 8 月～108 年 10 月 
 
一、音樂與影像藝術學士學位學程籌備 

第一次校級籌備會議已於 8/14(三)召開完畢， 第二次籌備會議預計於 

10/23(三)召開。 

二、2019 關渡國際動畫節 

1. 已於 09/10(二)與動畫系、音樂系召開行政協調會議。 

2.「最佳動畫配樂獎(Best Originl Score)」與「最具產業潛力配樂獎(Best 

Promising Score in Industry) 」已邀請國際評審 Serge Besset(法國)、黃愉鈞

(奧地利)，以及 4 位業界評審(侯志堅、林尚德、林孝親、林思妤)，協同 4

位學生實習評審團共計 10 人，將於 10/28(一)、10/29(二)進行作品評選。 

三、教育訓練暨工作坊 

1. 錄音室暨音響器材教育訓練已於 9/17(二)、9/20(五)、9/25(三)辦理完畢。 

2. 錄音工程工作坊邀請美國卡內基錄音師－孫紹庭老師，於 9/6(五)、

10/2(三)、10/8(二)分別開設「混音實習工作坊」、「3D 聲景工作坊」、「3D

聲景採集校外教學」。 

四、專案計畫 

(一) 文化部－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案「北藝大 IMPACT 音樂學程菁英展

翅計畫」 

1. 107 學年度已結案並經由文化部審查通過，刻正辦理補助金入帳事宜。 

2. 文化部函覆同意 108 學年度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200 萬元整，刻正辦理契約

簽訂事宜。 

(二) 教育部－「108 年藝術教育推廣計畫-IMPACT 拉吉歐–音樂跨藝合創

計畫」 

1. 淡水環境藝術節跨校合作-馬偕故事跨領域展演 

(1) 擬與淡江大學跨校合作，於 10/26(六)假淡水遊滬中心辦理「馬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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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跨領域展演」。 

(2) 配合計畫進行，9/2(一)「台語創作歌曲講座」已邀請黃介文、李富

興老師進行計畫前期訓練，並於 9/11(三)、9/16(一)完成演員甄選。 

 2. 礁溪地區藝術推廣音樂營 

擬於 11/30(六)-12/1(日)、12/7(六)-12/8(日)於宜蘭礁溪國中辦理「礁溪跨

校聯合音樂營暨成果發表」，刻正進行場勘、活動安排、相關講座之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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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資料時間：108 年 8 月～10 月 
 
一、 校園網路及安全： 

(一)老舊伺服器移轉至超融合伺服器案進度： 

第一階段3-6月： 

前置作業「超融合伺服器環境需求測試」與「現行校園伺服器環境服務

整合測試」：完成三款解決方案原廠設備相容測試。 

專案評估報告(108.06.17)：107學年度第2學期計算機指導委員會，審議3

家超融合伺服器評估通過。 

第二階段6-9月： 

7月：完成採購下單（貨運期約4周）及超融合伺服器建置與時程會議。 

8月：部署安裝超融合伺服器與移轉老舊伺服器。 

移轉進度100%，已移轉校園伺服器與合併系統服務為76台虛擬主機服

務，持續效能調校；代表性系統：校園防毒軟體伺服主機、校園網路設

備偵測伺服主機、門禁系統、報名系統、差勤系統、財產管理系統。 

9月：測試上線與管理者教育訓練。 

(二)因應「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資通安全責任等

級分級作業規定」，導入資訊安全(ISMS)，今年度擴展資訊安全範圍，

將新增「學籍系統之維運」，並於管理審查會議（108.10）審查後，申請

國際稽核驗證取得證書，持續維護校園資訊系統安全。 

(三)配合教育部108年學術網路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將於108

年5月-10月，期間進行2次演練，由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以偽冒公

務、個人或公司行號等名義發送惡意郵件給演練對象，郵件主題分為政

治、公務、健康養生、旅遊等類型，郵件內容包含連結網址word附檔，

預計受測對象為學校校長、副校長、一級主管及一般行政人員，請同仁

勿開啟非公務相關信件，以保護本校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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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迎接新學期到來校園網路更加頻繁使用，為防範電腦網路病毒擴散，電

算中心網路組網頁http://ccnet.tnua.edu.tw提供防毒軟體下載，宿舍區另

外提供光碟於各管理室借用，請大家多多利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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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畢審問題排除、成績單格式調整、轉畢業、新增課標、

新增教學單位、體育中心同步、投幣機問題、計算排名、變更科目、

離校系統學期數不一致、教師鐘點費報表調整、重複異動紀錄檢查、

輔雙系統調整、肄畢識別同步、主修別問題、補登成績、選課檢核、

期初預警修改等。 

2. 學務系統：導師設定、服務學習系統修改、兵役管理功能調整與文字

敘述修改、缺曠資料異常問題查詢與處理。 

3. 學雜(分)費系統：108-1 新生碩博班學分費規則調整(學分費吃到飽)。 

4. 招生系統：招生成績匯入程式修正、二階段考試關功能調整、考生入

口網成績查詢功能調整、面試選填效能測試。 

5. 教育部填報：協助 10 月填報工作（校庫、高等教育、課程網），相關

權限設定與報表調整。 

6. 其他：人事進用系統教學、權限調整(教務、校庫、EDM)、學生與家

長系統問題回覆、彙整資料、秘書室新站上線(舊網站轉址)。 

(二)進行中之重要系統增修及開發工作： 

1. 更新學校首頁［關渡藝術節］區塊（9/20 上線）。 

2. 更新學校首頁［大圖輪播］功能上線（9/20 上線）。 

3. 教務師生入口網：目前正進行網頁程式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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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展演藝術中心 
資料時間：108年 8月～108年 10月  

 

一、 活動企劃、執行 

(一) 『2019 關渡藝術節』 

1.已於 2019/09/09（一）下午 2 時，於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表演廳辦

理 2019 關渡藝術節記者會。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表演廳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46 號  

2.藝術節三廳暨戶外演出節目、工作坊及講座活動陸續進行中。請

各單位教、職員、工、生踴躍參與。 

3.演出技術協調及前置準備工作、道具製作，演出裝拆台、技術彩

排及演出執行。 

4.2019 關渡藝術節原定於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1 日的特別企劃「穿越

古今的時空之旅-中國古代裝束」系列活動，因不可抗拒因素取消。 

5. 2019 關渡藝術節原定於 11/1(五)19:30《馬林巴木琴教父—果

登•史導特》因演出者健康因素取消。 

(二) 2019 年秋冬系列音樂會 11/15（五）~12/21（六）共 12 場演出。請

同仁們踴躍參與展演單位籌畫推出的展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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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廳空調箱更新工程」案，己於 9/16 驗收完成，目前正辦理結

算程序中。 

(二) 「前台轉播設備數位化工程」案，於 7/17 決標，得標廠商 7/29~8/19 

線路及器材施做，8/21 驗收完成。 

(三) 「戲劇廳電腦燈光控台採購」案，於 10/2 完成招標，待依合約交貨

驗收。 

(四) 舞蹈廳懸吊系統檢查保養作業及後續檢修自 8 月起開始，因為部分

配件需自美國進口，故預計延至 9 月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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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舞蹈廳觀眾席地板及座椅維修工程」兩案已於 8/21 及 8/23 維修

完成。 

(六) 「戲劇舞蹈兩廳劇場門保養維修工程」案，已於 9/27 維修完成。 

(七) 「劇場專業音場調校檢測」案，於 9/10 完成戲劇舞蹈兩廳音場調校。 

(八) 執行三廳劇場及實習工場演出/製作器材暑期設備檢點保養。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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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8/3~8/4 外租 2019 國際打擊樂夏令營演出及結業式，協助

裝拆台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3. 2019/8/3~8/18 外租林昭亮教育基金會，共計 4 天 4 場音樂會演

出活動，協助裝拆台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4. 2019/8/19~9/20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盛宴」排練場地、設備使

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5. 2019/9/2~9/4 配合生活輔導組「新生入學始業教育訓練」系列活

動、講座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6. 原定 2019/9/30 音樂學系系大會活動場地使用，因颱風改期另行

通知 

7. 2019/10/1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來自遠方的鄉音__重奏之夜」

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8. 2019/10/4~5 配合「陳美鸞教授獨奏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

技術協調與執行。 

9. 2019/10/7 配合音樂學院「關渡新生決賽」裝拆台等技術協調與

執行。 

10. 2019/10/14 配合衛保組週會活動場地使用，技術協調與支援。 

11. 2019/10/17~10/19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呂紹嘉與北藝大管絃

樂團」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執行。 

12. 2019/10/25~10/26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香港演藝學院交流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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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執行。 

13. 2019/10/27 配合「國際動畫節開幕式」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

技術協調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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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8/30~9/1 配合台灣技術劇場協會「劇場燈光技術技能職類

測驗」術科考試，考場裝拆台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3. 2019/9/17~9/22 配合舞蹈學院研究所畢業製作裝拆台、彩排及演

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4. 2019/10/1~10/5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面對面」裝拆台、彩排及

演出等技術協調與執行。 

5. 2019/10/7~10/13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台北新劇團「八仙過海」

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6. 2019/10/24~10/26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史托克豪森北管我」裝

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執行。 

7. 2019/10/27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鬧西河」裝拆台、彩排及演出

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8. 2019/10/29~11/2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微笑請掩嘴」裝拆台、

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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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8/30~9/1 配合台灣技術劇場協會「劇場燈光技術技能職類

測驗」術科考試，考場裝拆台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3. 2019/9/9 配合劇場設計學系系大會裝拆台等活動場地使用相關

技術協調與支援。 

4. 2019/9/16~9/22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盛宴」裝拆台、彩排及演

出等技術協調與執行。 

5. 2019/9/23~9/28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Francesco Fassone「塑」

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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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9/10/7~10/13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錄奇劇團「零點場 3-關&

係【與馬雅意識頻率共振連結】」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

調與支援。 

7. 2019/10/21~10/27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娩娩工作室「死死免了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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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裝儲藏室服裝整理及配合課程服裝租借事宜。 

3. 2019/9/16~11/17 配合 2019 戲劇學院秋季公演「Pornograpgy」

服裝技術指導及製作執行工作，並配合裝拆台、彩排及演出服裝

修改等事宜。 

(五) 佈景工場協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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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23~11/17 配合 2019 戲劇學院秋季公演「Pornograpgy」

舞台佈景道具製作及演出後台調度場地使用。 

(六) 其它場地協辦事項 

(七) 2019/9/16~9/19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ROBE 燈光公司「舞台燈光的

藝術/智能電腦具的發展」工作坊，於戲舞大樓課程相關技術協調與

支援。 

(八) 2019/9/21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唐美雲歌仔戲團「花田盛會」，於

鷺鷥草原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執行。 

(九) 2019/10/5~10/6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水舞台戶外音樂會:傳統音

樂欣賞」，於水舞台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執行。 

(十) 2019/10/30~10/31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昇平五洲園「寶蓮燈前傳-

母子緣」，於中庭劇場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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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藝術與科技中心     
資料時間：108 年 8 月～108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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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首部自製節目已於 9 月 16 日起每週一中午開播，是由學生負責

企劃，以校園為主題的談話性節目。另外，除了規劃更多類型的直播

節目，也支援學校相關講座及活動直播。 

3. 另外，「牛奔電視」嘗試以跨媒體整合傳播進行實驗，規劃以年輕世

代所感受到的「亡國感」為概念，集合人文學院教師共同創作，經由

網路媒體合作、社群網路經營、專書出版及課程講座來探討「亡國感」

對於民眾與社會輿論的反應。而今年度會先以「亡國感的逆襲」為主

題，近期已先上線粉絲專頁，預計在 10 月、11 月舉辦系列講座、並邀

請大學教授、專家學者、社會觀察家、媒體人及學生撰寫文章集結出

版專書。 

二、 「2019 關渡光藝術節」策劃辦理 

1. 「關渡光藝術節」已邁入第四屆，今年由新媒系、藝術與科技中心共同

主辦，舞蹈學院協辦，節目將以環境劇場的型式，搭配專題課程與年輕

藝術家創作，結合光的裝置、雷射雕塑及當代舞蹈表演，打造具劇場感

的行動式多點觀賞視角。 

2. 演出場次計有：11 月 7 日 VIP 貴賓特別場，11 月 8 日、11 月 9 日、11

月 10 日為售票場次，演出售票已於兩廳院售票系統上線，北藝大教職

員生（含退休人員、校友）則享有北藝優惠價，可憑有效證件至藝大書



18-2 

店購買，活動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KDLAF/。 

3. 活動目前正進行演出聯合排練與跨領域整合、物件裝置測試、技術應用

與設備整合、劇場技術整合、電力規劃整合、宣傳作業等。 

三、 科技藝術展覽室參訪與展品維護事項 

1. 例行性展覽室保養維護作業如下：《語林》感測互動音效微調、《舞

動綻放》感應器及各項電子設備檢測、《Simulate》因伺服馬達故障進

行更換及校正作業、《印象城市_臺北》電子線路及感測器檢測並微調、

《築霧》因供電異常進行重新更換線路作業。 

2. 歐洲藝術院校聯盟行政總監 Ms.Maria Hansen 於 10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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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至中心發展中之跨域創作計畫《索多瑪兒童之夜》測試場地進行 作品

觀看與技術意見交流。透過中心人員的解說，對於人與作品所產生的

互動表示讚賞，同時也表示本中心對於跨領域的藝術創作相當具有前

膽性。 

3. 原聲國際學院邱媛美校長一行 6 人於 10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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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的解說與實際的互動，來賓對於各項科技藝術作品所呈現的效果留

下深刻印象，亦希望未來有更多機會能接觸科技藝術作品。 

4. 奧地利文化政策與文化管理學院執行長 Michael Wimmer 於 10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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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除了暸解本校在科技藝術方面所

做的各項研究及創作成果外，亦讚賞運用科技融合藝術相當具有未來

感，對中心在此領域所作的推廣表示支持。 

5. 本校新媒體藝術學系電腦程式設計課程師生一行 35 人於 9 月 20 日參

觀本中心，由中心導覽人員詳細為同學介紹各項科技藝術作品。同學

們對於「梵谷眼中」、「鏡花水月」等科技藝術作品感到相當有趣，

透過中心人員的解說，同學也更了解作品所表示的意涵，並向中心人

員詢問許多科技藝術作品設計的概念。 

6. 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楊燿州主任、高健薰副主任一行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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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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在實際體驗各項科技藝術作品之後，表示將藝術

結合科技運用在多種層面上相當具有特色，同時也激發出對於新媒體

藝術的無限可能。 

7. 本校新媒體藝術學系行動裝置研究應用課程師生一行 10 人於 9 月 12

日參觀本中心，由中心導覽人員詳細為同學介紹各項科技藝術作品。

同學透過體驗展覽室內各項科技藝術作品，表示對於科技藝術作品所

產生的互動留下深刻的印象感，同時提出許多作品相關背景及創作所

需技能之問題，以作更多元的了解、思考與應用。 

8. 馬來西亞國家藝術文化遺產大學講師 Fasyali Fadzl bin Saipul Bahri 及

瑪美里文化村總監 Rashid bin Esa 由文化部文化交流司亞太科武蔚翔先

生陪同於 8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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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對於人與作品所產生的互動表示讚

賞，並對於「舞動綻放」、「清明上河圖」等科技藝術作品留下深刻

印象，也肯定本校致力於科技藝術發展的努力。 

9. 朱宗慶打擊樂團教學系統文化之旅成員一行 68 人於 8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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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透過實際操作的過程，對於「梵谷眼中」、「鏡花水月」等科技

藝術作品感到相當有興趣，亦希望未來有更多機會能接觸科技藝術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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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 
資料時間：108年 8月～108年 10月 

 

一、 推廣教育中心 

 

 

(一)推廣教育 

   推廣課程：2019秋季課程 目前已開班數 共計21班，關渡校區10門/

華山學堂6門/國際藝術村5門。 

 2020夏日學校：已於10/1招開第一次籌備會議，目前確定參與學校

：動畫、美術、舞蹈、傳音、戲劇(由中心與姜睿明老師合作)，電

影學校尚待電影系回覆。 

 職能/證照： 

1. 園藝丙級課程學員已完成技能檢定，合格率達9成，目前已與老

師討論規畫明年課程。 

2. 花藝設計職能認證班已於9月完成專家訪談，將於10/17召開職

能分析會議。  

(二)人事 

   9/9 徵聘三等專員劉韋巖，負責書店及藝推中心業務。 

  (三) 行政 

   10 月已交付立法院詢答及預算問券資料。 

   10/1 交付校內稽核追蹤表。 

 

(一) 完成事項 

 8 月：北藝大萬用卡片及信封信紙組合包上市。 

     二樓討論區整修建置第一階段-地面/牆面完成。 

9 月：關渡電影節展前放映活動。 

(二) 近期活動 

 10 月：妖山混血盃作品展於書店二樓及貨櫃屋展出，展期為

9/27-10/13。 

二、藝大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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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School~開學趣"行銷活動，校級文創商品 8 折，八孔經典短

靴 7 折，其他文創禮品及文具 85 折，延續 10 月校慶及鬧熱關渡等藝

文活動，本次折扣期間為 9/9-10/31。 

(三) 店務 

 9/21 發現書店二樓又出現屋頂漏水現象已立即報修，營繕組已派員來

查看，暫待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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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資料時間：108 年 08 月～108 年 10 月 
 

一、 未來‧傳統實驗基地 

 (一) Making 實驗講座：傳研中心作為跨界平台，108 年年底前將辦理多

場結合實作特質之講座活動，包含「工藝作為教育實踐：印度染織

為例」（邀請臺灣染織藝師與研究者進行對談）、「藍染轉譯」（與美

術學院合作）、「日本正倉院樂器修復示範講座」（與傳統音樂系合

作）等多場活動，並將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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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aking 實驗講座 I：「工藝作為教育實踐：印度染織為例」(9/26) 

     邀請北藝大劇設系陳婉麗老師、專業口筆譯工作者林玉菁小姐及

染織技藝研究的莊世琦老師、林淑莉老師和湯文君老師，以印度

與台灣染織交流活動為討論實例，分享當代染織工藝跨域實踐的

經驗、對於染織產業的反思，以及對於工藝作為教育實踐的心得。

約 70 人次參與。 

2、 Making 實驗講座 II：「藍染轉譯」(10/18) 

由美術學院主辦，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協辦，邀請日本京都造型藝

術大學梅崎由起子老師進行一場日本藍染的講座，並結合藍染示

範工作坊由台灣邱繡蓮藝師轉譯呈現。 

 (二) 手做小時光：在日常生活中以身體連結傳統，依循節慶辦理小型工

作坊，邀請北藝大本地、外籍師生與教職員參與臺灣傳統生活，108

年底前預計辦理「紙之春」體驗工作坊。本系列活動皆提供中英雙

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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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9/2 配合辦理 108-1 學期新生校園巡禮活動，接待約 442 人次，帶

領學生直接用身體感受傳統藝術，透過舞獅體驗、植物槌染及影片

闖關等活動來認識傳統藝術研究中心，而 400 多人共同創作的槌染

布也於活動後作為未來‧傳統實驗基地之入口意象展出。 

二、 國際合作 

(一) 與日本京都精華大學傳統產業創發中心研議合作同意書之簽署。 

 (二) 公共電視「南國啟示錄」系列紀錄片攝製計畫合作同意書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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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圖書館 
資料時間：108 年 8 月～108 年 10 月 
 

一、全館業務 

(一) 圖書館高教深耕計畫 

1. 海外研習方面，已於 9 月 3-8 日，館長、採編組 2 名、校發組 1 名同仁

赴日關西地區三所大學進行參訪考察：日本立命館大學藝術研究中

心 (ARC)參訪交流，特別著重藝術資源數位庫的建置與經營；京都大學

及大阪大學，著重了解電子圖書／期刊採購方針、捐贈圖書管理辦法、

以及校史資料典藏管理辦法。 

2. 國內研習方面： 

(1)7 月 3 日包含館長在內的全體同仁共 11 名參訪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

料中心，了解館藏特色外，同時洽談館藏合作發展及互惠利用之可

能性。 

(2)7 月 12 日館長與 9 名同仁拜訪臺灣大學圖書館總圖、社會科學院辜

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等，了解自動化書庫、密集書庫的系統規劃與

作業辦法，以及臺大人文庫之校友產出蒐集機制等，做為轉型計畫

參考。 

(3)8 月 20 日由全體 10 名館員參訪國立臺灣博物館庫房及文物管理系

統，以學習校史等非書資料之庫房建置與文物保存，以及文物管理

之自動化系統運作。 

(二) 圖書館中長期轉型計畫，已於 7 月 24 日向校長及師長們報告完畢，預計 

9 月底完成計畫書撰寫，將首先由與中央研究院簽訂「開放博物館／北藝

大分館」合作協定，試辦專案計畫工作室、訂定館藏淘汰基準及電子資

源採購原則等項目進行。 

二、採編與期刊業務 

(一) 李行導演、洪鈐作家等藏書一批，共 150冊，已申請 108 年教育部圖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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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補助款經費，以進行圖書修復及數位化工作。 

（二）2019 年下半年度資料庫採購作業 

已完成 2019 年下半年續訂作業，全年度共續訂 17 種資料庫。 

（三）圖書委員年度西文選書採購作業 

暑假期間寄出西文書單敬邀圖書委員協助選書，目前陸續收到回覆，整理

完畢後安排採購事宜。 

(四) 108 年期刊裝訂作業 

為有效保存及管理過期期刊，便於師生學習與利用，已於 6 月初進行期刊

裝訂作業，並於 8 月下旬完成裝訂並回館，9 月初完成加工並上架。 

(五) 108 年學報第二次寄贈作業 

為提高學校出版品之能見度，9 月進行學報寄贈作業，包括：文資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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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109 年期刊詢價作業 

本館 9 月進行 109 年期刊詢價作業，預計訂購西文紙本期刊 98 種；西文

電子期刊 54 種；中文期刊 33 種；日文期刊 36 種；大陸期刊 7 種。經向

廠商詢價後，以此擬訂期刊採購預算，並作為後續正式期刊採購金額之參

考。 

(七) 圖書館優質複本贈書活動 

本館於 9 月 9 日至 9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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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們取書踴躍，活動響應熱烈。 

（八）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博碩士論文預計 9 月底完成加工作業 

上傳至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之博碩士論文共計 138

筆，紙本論文共收藏 150 種 300 冊(含學士論文 12 種 24 冊)，已全數加工

完成，並陸續進行編目與上架作業。 

(九) 歷年博碩士論文書目資料與電子全文回溯作業預計 10 月底前完成 

將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前之博碩士論文資料由舊系統「電子學位論文暨展

演報告」系統轉置新系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預計 10 月底

前全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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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覽典藏與參考服務業務 

(一) 教師著作近 2 年出版圖書資料： 

1. 台灣歌謠合唱曲集(馬水龍編曲；邱再興文教基金會，2018)。 

(二) 教師著作新入藏圖書資料： 

1. 中國民謠合唱曲集(馬水龍編曲；邱再興文教基金會，2016)。 

2. 水墨畫之冥想：九支大提琴室內樂曲(馬水龍作曲；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2016)。 

3. 鋼琴奏鳴曲(馬水龍作曲；洪崇焜、陳俊斌老師翻譯；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2014)。 

4. 關渡狂想曲：鋼琴與管絃樂(馬水龍作曲；洪崇焜、陳俊斌老師翻譯；邱

再興文教基金會，2014)。 

5. 尋：古箏與管弦樂(馬水龍作曲；洪崇焜、陳俊斌老師翻譯；邱再興文教

基金會，2014)。 

6. 無形的神殿：男聲合唱與管弦樂(馬水龍作曲；洪崇焜、陳俊斌老師翻譯；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2014)。 

7. 墨子辛說有聲書卷一至卷八(辛意雲老師主講，2014-2015)。 

8. 莊子辛說有聲書卷一至卷八(辛意雲老師主講，2012-2013)。 

9. 論語辛說有聲書卷一至卷二十(辛意雲老師主講，2012-2018)。 

(三) 本學期研究小間申請時間及使用期限 

 申請時間 使用期限 

第 1 次 
108/9/9(一)起 

(額滿為止) 
108/9/9(一) ~ 11/7 (四) 

第 2 次 
108/11/4(一)起 

(額滿為止) 
108/11/11(一) ~ 109/1/9 (四) 

(四) 讀者檔案 

108 學年新生資料檔案匯入及個別建檔、新生休學資料更正、本校大學部

學生續讀研究所新生資料修正。 

(五) 館藏書庫與閱覽服務：完成論文區讀架與整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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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指定參考書服務：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指定參考書目前有 21 門課設定 130

件資料，現正持續受理中，歡迎師長至【圖書館首頁＞表單下載】下載「指

定參考書設定書單」並於填寫後回傳予圖書館。 

(七) 圖書資源利用教育： 

1. 新生入學始業教育「愛上圖書館──閱讀˙學習˙零距離」：短片介紹圖

書館各項設施、服務資訊與相關規定，讓新生初步認識圖書館。 

2. 圖書資源利用教育：配合教師課程需求（研究方法及論文寫作課程為主）

介紹圖書館實體與電子資源的使用方法與檢索技巧，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有 10 門課程提出 11 次講習申請。 

3. 與寫作中心合作試辦兩場【圖書館ｘ寫作中心】量身打造的寫作工具課，

第一場次擬於 10/21(一)13:30-15:20 舉行。 

4. 北藝圖線上資源指南：更新「RefWorks 書目管理系統」並新增「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項目，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tnualib。 

5. TNUA LIBRARY RESOURCES英文版資源介紹：內容更新，新增「A 

GUIDE TO LIB MATERIALS」。網

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tnualibresources。 

四、校史發展組與其他業務 

(一) 西文版校史圖錄改版執行，文稿已全數交由排版人員，9 月全書排版，10

月進入校稿。 

(二) 研擬與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開放博物館的合作計畫 

1. 整理第一批上傳的內容，主題為校史圖錄資料，並策劃線上展覽的架構。 

2. 聯繫校內可能合作之計畫，目前與美術學院涂維政老師達成初步共識，

以「流域美學與親水藝術創生行動計畫」的活動記錄與相關資料，為另

一批整理的內容。 

(三) 為使校史資料獲得更好管理，將校史文物的後設資料導入圖書館系統中，

目前已上軌道，預計 10 月可登錄完 70%已有初步記錄的資料。10 月底另

外安排新資料的登錄程序。 

(四) 校史資料蒐藏與整理、數位典藏與紀錄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nualib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nualib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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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新梳理已登錄之校史實體文物共將近 3000 件，配合導入圖書館系統。 

2. 配合開放博物館的規劃，梳理校史圖錄的相關資料，檢查圖像解析度與

檔案格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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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關渡美術館 

資料時間：108年 8月~ 108年 10月 

 

一、 展覽活動 

（一） 上期展覽： 

1. 108 年夏季分別帶來《情書•手繭•後戰爭》展覽及以主題「芝諾的

光迷宮」籌備之三檔展覽《用色拼字－蘇予昕個展》、《我們是烏龜

－林亦軒個展》、《光年－傅饒個展》，以上四檔展覽已於 7 月 12 日

順利開幕，展期至 9 月 22 日止。 

2. 澳洲駐館藝術家 Mark Themann 駐館成果展示《定義充斥於作動之間》，

展期自 9 月 11 日起至 9 月 22 日止。 

（二） 現正展覽： 

1. 現正展覽 2019 年度大展《哺挫 BOOCHOA》及《虛擬包浩斯 Virtual 

Bauhaus》二檔展覽，已於 10 月 18 日下午 5:00 舉辦聯合開幕式，

展期自 2019 年 10 月 18 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5 日止。 

2. 另有澳洲駐館藝術家 KBT 的駐村成果展，展期預計自 10 月 18 日起

至 11 月 10 日止。 

二、 教育推廣活動 

（一） 講座及工作坊 

1. 9 月 15 日《2019 海外駐派藝術家分享暨作品發表會》，講者：藝術

家黃品玲、許家禎、許喬彥、策展人簡麗庭、廖思涵。 

2. 韓國策展人 Kang Minji（姜旻知）駐館日期自 9 月 16 日至 11 月 15

日展覽。 

3. 9 月-10 月《「人民」場景學：在自由主義盡頭演練發聲》工作坊，

講者：藝術家何銳安、藝評人陳璽安、策展人蘇由達。 

4. 10 月 17 日《超完美女友當機趴體》工作坊，講者：藝術家貝蒂愛波。 

5. 10 月《舞蹈肢體工作坊（暫定）》，講者：藝術家 Thanapol、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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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由達。 

6. 11 月 17 日《不、（我）不！》工作坊，講者：藝術家吳梓安。 

7. 10 月-11 月《未來道人計畫（暫定）》，講者：藝術家張欣、林亭君。 

8. 11 月-12 月《土地的替代方案》實驗研討會，講者：藝術家 Amy Lien

與 Enzo Camacho。 

9. 12 月 3 日- 6 日《我的身體是一座酷兒史美術館》工作坊，講者：

藝術家林人中。 

10. 12 月 25 日– 27 日《持續排練》工作坊，講者：藝術家黃鼎云。 

三、 導覽服務 

       8 月份登記 80 人，9 月份目前登記 64 人。 

四、 貴賓參訪 

（一） 8 月份 8 月 10 日華碩總經理蔡宏基及貴賓 25 人。 

（二） 9 月份 

1. 9 月 5 日文化部藝術村營運補助期中訪視。 

2. 9 月 5 日屏東縣文化處處長吳明榮及貴賓 20 人。 

3. 9 月 17 日北雙策展人 Bruno 與 Martin 來館。 

（三） 10 月份 

10月 2日奧地利文化政策與管理學院執行長 Michael Wimmer來館。 

五、 媒體報導 

(一) 平面媒體展訊露出 

《藝術家雜誌 7 月號》：蘇予昕個展－用色拼字 

《典藏今藝術 7 月號》: 傅饒個展－光年 

《亞洲藝術新聞 8 月號》，〈乃銘看展覽〉：林亦軒個展－我們是烏龜、

傅饒個展─光年 

《典藏今藝術 8 月號》，尋找歧路的旅程 「情書、手繭、後戰爭」展，及

關於台灣當代藝術「南向」的一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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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網路媒體展訊露出 

「Arttime 藝術網」：林亦軒個展－我們是烏龜 

http://www.arttime.com.tw/?md=index&cl=artArea&at=artAreaCont&id

=14402 

 

「eachmodern 亞紀畫廊」：林亦軒個展－我們是烏龜 

https://eachmodern.com/exhibition-%E3%80%8C%E6%9E%97%E4%BA%A6%E8

%BB%92%EF%BC%9A%E6%88%91%E5%80%91%E6%98%AF%E7%83%8F%E9%BE%9C%E3%

80%8D%E6%96%BC%E9%97%9C%E6%B8%A1%E7%BE%8E%E8%A1%93%E9%A4%A8-lin-

yihsuan-we-are-turtles-a/ 

 

「waterfall」：林亦軒個展－我們是烏龜 

http://www.hiwaterfall.com/post/notes-miami-by-lin-yi-hsuan/ 

 

「artnet 新聞」：林亦軒個展－我們是烏龜 

https://www.artnetnews.cn/art-world/zhegeshujiaxianggangtaibeiyo

unaxiedazhanburongcuoguo-117190 

 

「關渡美術館」：林亦軒個展－我們是烏龜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

2U9ZGV0YWlsJllZPTIwMTkmRUlEPTI3Ng== 

 

「關渡美術館」：蘇予昕個展－用色拼字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

2U9ZGV0YWlsJllZPTIwMTkmRUlEPTI3NQ== 

 

「關渡美術館」：傅饒個展－光年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

2U9ZGV0YWlsJllZPTIwMTkmRUlEPTI3NA== 

http://www.arttime.com.tw/?md=index&cl=artArea&at=artAreaCont&id=14402
http://www.arttime.com.tw/?md=index&cl=artArea&at=artAreaCont&id=14402
https://eachmodern.com/exhibition-%E3%80%8C%E6%9E%97%E4%BA%A6%E8%BB%92%EF%BC%9A%E6%88%91%E5%80%91%E6%98%AF%E7%83%8F%E9%BE%9C%E3%80%8D%E6%96%BC%E9%97%9C%E6%B8%A1%E7%BE%8E%E8%A1%93%E9%A4%A8-lin-yihsuan-we-are-turtles-a/
https://eachmodern.com/exhibition-%E3%80%8C%E6%9E%97%E4%BA%A6%E8%BB%92%EF%BC%9A%E6%88%91%E5%80%91%E6%98%AF%E7%83%8F%E9%BE%9C%E3%80%8D%E6%96%BC%E9%97%9C%E6%B8%A1%E7%BE%8E%E8%A1%93%E9%A4%A8-lin-yihsuan-we-are-turtles-a/
https://eachmodern.com/exhibition-%E3%80%8C%E6%9E%97%E4%BA%A6%E8%BB%92%EF%BC%9A%E6%88%91%E5%80%91%E6%98%AF%E7%83%8F%E9%BE%9C%E3%80%8D%E6%96%BC%E9%97%9C%E6%B8%A1%E7%BE%8E%E8%A1%93%E9%A4%A8-lin-yihsuan-we-are-turtles-a/
https://eachmodern.com/exhibition-%E3%80%8C%E6%9E%97%E4%BA%A6%E8%BB%92%EF%BC%9A%E6%88%91%E5%80%91%E6%98%AF%E7%83%8F%E9%BE%9C%E3%80%8D%E6%96%BC%E9%97%9C%E6%B8%A1%E7%BE%8E%E8%A1%93%E9%A4%A8-lin-yihsuan-we-are-turtles-a/
http://www.hiwaterfall.com/post/notes-miami-by-lin-yi-hsuan/
https://www.artnetnews.cn/art-world/zhegeshujiaxianggangtaibeiyounaxiedazhanburongcuoguo-117190
https://www.artnetnews.cn/art-world/zhegeshujiaxianggangtaibeiyounaxiedazhanburongcuoguo-117190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2U9ZGV0YWlsJllZPTIwMTkmRUlEPTI3Ng==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2U9ZGV0YWlsJllZPTIwMTkmRUlEPTI3Ng==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2U9ZGV0YWlsJllZPTIwMTkmRUlEPTI3NQ==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2U9ZGV0YWlsJllZPTIwMTkmRUlEPTI3NQ==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2U9ZGV0YWlsJllZPTIwMTkmRUlEPTI3NA==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2U9ZGV0YWlsJllZPTIwMTkmRUlEPTI3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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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美術館」：情書．手繭．後戰爭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

2U9ZGV0YWlsJllZPTIwMTkmRUlEPTI3Mw== 

 

「中時電子報」：芝諾的光迷宮 3 藝術家推個展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714000535-263209?chdt

v 

 

「Artalks」：林亦軒個展－我們是烏龜 

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info/2019071904 

 

「Artalks」：蘇予昕個展－用色拼字 

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info/2019071903 

 

「Artalks」：傅饒個展－光年 

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info/2019071902 

 

「Artalks」：情書・手繭・後

戰 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info/2019071901 

 

「tureart」：蘇予昕個展－用色拼字 

http://www.trueart.com/news/346750.html 

 

「tureart」：傅饒個展－光年 

http://www.trueart.com/news/346766.html 

 

「亞昌藝術網」：蘇予昕個展－用色拼字 

https://exhibit.artron.net/exhibition-65017.html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2U9ZGV0YWlsJllZPTIwMTkmRUlEPTI3Mw==
http://www.kdmofa.tnua.edu.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V4JnBhZ2U9ZGV0YWlsJllZPTIwMTkmRUlEPTI3Mw==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714000535-263209?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714000535-263209?chdtv
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info/2019071904
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info/2019071903
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info/2019071902
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info/2019071901
http://www.trueart.com/news/346750.html
http://www.trueart.com/news/346766.html
https://exhibit.artron.net/exhibition-65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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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Times」：蘇予昕個展－用色拼字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eat/archives/2019/07/19/2003718

924/2 

 

「TaipeiTimes」：傅饒個展－光年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eat/archives/2019/07/12/2003718

518/2 

 

「非池中藝術網」：傅饒個展－光年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8855 

 

「非池中藝術網」：不定位的光與指向 傅饒《光年》發表於關渡美術

館 https://artemperor.tw/focus/2766 

 

「非池中藝術網」：關渡美術館四大聯展－光年傅饒個展引迴響 

https://artemperor.tw/art/videos/1498 

 

「非池中藝術網」：從東亞各國反觀台灣的文史脈絡 《情書．手繭．後戰

爭》發表於關渡美術館 

https://artemperor.tw/focus/2784 

 

「非池中藝術網」：關渡美術館聯展─【情書．手繭．後戰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_uMMJs3ds 

 

「大華網路報」：傅饒個展－光年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cdnews/20190622/index-56120571

704285250009.html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eat/archives/2019/07/19/2003718924/2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eat/archives/2019/07/19/2003718924/2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eat/archives/2019/07/12/2003718518/2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eat/archives/2019/07/12/2003718518/2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8855
https://artemperor.tw/focus/2766
https://artemperor.tw/art/videos/1498
https://artemperor.tw/focus/278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_uMMJs3ds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cdnews/20190622/index-56120571704285250009.html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cdnews/20190622/index-56120571704285250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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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ouch」：傅饒「光年」越過山脊與星雲見著的清澈：我追求的始終是

事物裡的素樸 

https://artouch.com/exhibition/content-11456.html 

 

「ARTouch」：旁觀他人之戰爭——在「情書．手繭．後戰爭」外的二三事 

https://artouch.com/exhibition/content-11514.html 

 

「ARTouch」：時間與空間的追索：「情書・手繭・後戰爭」 

https://artouch.com/exhibition/content-11385.html 

 

「張雄藝術網」：傅饒個展－光年 

https://tb.zxart.cn/Detail/904/1682.html 

 

 

 

https://artouch.com/exhibition/content-11456.html
https://artouch.com/exhibition/content-11514.html
https://artouch.com/exhibition/content-11385.html
https://tb.zxart.cn/Detail/904/16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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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主計室  
資料時間：108年 8月～108年 10月 

 

一、本校 108 年度截至 108 年 9 月底止預算執行情形如下： 

（一）經常收支：總收入 6 億 4,899 萬 9 千元，總支出 6 億 978 萬 5 千元，

本期賸餘 3,921 萬 4 千元，詳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預算數 
累計分配數 

(1) 

累計實收(支)數 

(2) 

比較增減 

(2)-(1) 

業務收入 853,692 664,665 595,021 -69,644 

業務成本與費用 940,243 710,347 592,796 -117,551 

業務賸餘(短絀-) -86,551 -45,682 2,225 47,907 

業務外收入 82,334 63,375 53,978 -9,397 

業務外費用 29,747 22,295 16,989 -5,306 

業務外賸餘(短絀-) 52,587 41,080 36,989 -4,091 

本期賸餘(短絀-) -33,964 -4,602 39,214 43,816 

 

（二）購建固定資產：本年度可用預算數 1 億 2,696 萬 1 千元，累計實際執

行數 5,826 萬 9 千元，執行率 99.04%，詳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預算數 
累計分配數 

(1) 

累計實支數 

(2) 

執行率％ 

(2)/(1) 

土地改良物 474 474 473 99.79 

房屋及建築 83,742 36,000 49,983 138.84 

機械及設備 18,375 9,183 5,626 61.26 

交通及運輸設備 4,337 2,583 743 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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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項設備 20,033 10,594 1,444 13.63 

合  計 126,961 58,834 58,269 99.04 

說明：本校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之期程較難掌握，目前執行率已超前。 

 

二、教育部會計處已於 108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 日派員到校訪查 108 年度預

算執行情形與接受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之經費運用情形，訪查活動圓滿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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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人事室  

資料時間：108年8月～108年10月 

 

一、組織規程修正： 

    教育部 108年 8月 6日臺教高(一)字第 1080109344 號函同意核定貴校組織

規程修正條文第 4 條、第 8 條、第 14 條、第 21 條、第 26 條、第 28 至第

30 條，並自 108 年 8 月 1 日生效。 

二、人事異動： 

     (一)陞任人員 1 人： 

         本校教務處王前秘書儷穎業於 108 年 9 月 16 日調任他機關，所遺秘

書職缺自 108 年 10 月 7 日起由本校人事室余琇媚專員陞任。 

     (二)新進人員：教師 4 人及職員 1 人 

      音樂學系助理教授陳立立及管絃與擊樂研究所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

員李宜錦、美術學系專任講師王德瑜、舞蹈學系客座副教授郭勁紅於

108 年 8 月 1 日到職及學務處課指組曾常豪輔導員於 108 年 10 月 1

日到職。 

 (三)校務基金工作人員:離職 10 人，新進 8 人。 

 三、任免遷調： 

     (一)核發 108 學年新聘系所主管聘書 5 人、續聘 2 級主管聘書 9 人、新聘

2 級主管聘書 4 人。 

     (二)教師資格審查 

         新聘教師 1 人、升等 6 人。 

 四、獎勵考核 

(一) 辦理獎懲案件：嘉獎職員 3 人、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1 人。 

（二）依規定時程辦理職員 108 年 5 至 8 月平時考核，並將平時考核表陳

請校長核閱。 

（三）辦理評選本校 108 年績優職員(含助教、研究人員、校務基金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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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經於 108 年 8 月 29 日以北藝大人字第 1081003268 號書函請各

一級單位提送績優職員(含助教、研究人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推

薦表，分別於 10 月 14 日及 15 日召開職員考績委員會、校務基金聘

僱工作人員審議會議辦理評選。 

五、退休撫卹撫慰 

    (一)辦理退休教職員月退休金、月遺族年金及月撫恤金查驗及發放事宜。 

    (二)辦理108年6月退休教職員服務獎章及服務獎章證書發放事宜。 

六、待遇、津貼補助及員工協助 

    (一)協助申辦津貼補助1案(喪葬津貼)，已完成核發作業。 

    (二)辦理108學年度員工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共56人申請。 

    (三)與3家合法登記立案之私立托育機構簽訂特約，提供同仁優惠托育方

案。 

七、計畫案兼任人員合法之工資及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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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一)月薪人員： 

        1、每月薪資=每週工作時數÷40*每月基本工資。 

        2、每週工作時數=每月薪資÷每月基本工資*40。 

     (二)時薪人員：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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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為新臺幣 231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

為 150 元。 

  2、109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為新臺幣 238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

為 158 元。 

  3、若計畫案月薪人員之聘期為跨年度，請以 109 年之基本工資計算。 

例：假設計畫案兼任人員月薪新臺幣 10000 元，聘期自 108 年 10 月 1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290091057000-107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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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則其每週最高工作時數為 16 小時，算式

如下：10000元÷ 23800元*40小時(專任人員每週工作時數上限)=16.8 

八、本校「接受委託、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管理辦法」業經本校108學年

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發布自108年9月24日生效。 

九、法令宣導： 

   （一）考試院於 108 年 1 月 16 日修正發布職系說明書及一覽表，將現

行 96 個職系、43 個職組，修正為 57 個職系、25 個職組，另由

銓敘部會同考選部於 108 年 8 月 28 日修正發布類科表。又考量此

次職組、職系之設置、職系調任規定均作大幅度修正，為使各機

關及公務人員能有充分時間瞭解職組、職系之修正情形，並就其

職系調任資格之改變加以因應，本次修正之職組、職系均自 109

年 1 月 16 日施行。本校擬依上開職組暨職系修正情形，依規定

期程配合修正現有之公務人員職系異動情形如下： 

1、一般行政職系修正為綜合行政職系。 

2、會計職系修正為會計審計職系。 

3、教育行政職系修正為文教行政職系。 

4、圖書資訊管理職系修正為圖書史料檔案職系。 

5、電力工程職系修正為電機工程職系。 

6、環保技術職系修正為環資技術職系。 

      (二)因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9 條、第 9 條之 3、

第 91 條修正條文自 108 年 9 月 1 日生效，本校公務人員及兼任行

政職務之教師經許可赴大陸地區返臺後，請依規定填報「赴陸人

員返臺通報表」(原為赴大陸地區返臺意見表)送人事室。 

十、政風宣導： 

（一）為避免同仁未諳政治獻金法規定觸法而受處罰，有關政治獻金規定

說明如下： 

1、依據教育部 108 年 9 月 27 日臺教政字第 1080141400 號函及內

政部 108 年 9 月 25 日台內民字第 10802247222 號函辦理。 

2、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訂於明（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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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1 日同日舉行投票，預料政治獻金捐贈及收受情形將日

益熱絡。又依政治獻金法規定，立法委員擬參選人從本（108）

年 4 月 1 日起可收受政治獻金；總統、副總統擬參選人則從本

年 5 月 20 日起可收受政治獻金，收受截止日皆為明年 1 月 10

日。 

3、有關上開政治獻金額度說明如下：「個人對同一位（組）候選人

捐贈政治獻金，不能超過 10 萬元；對不同位（組）候選人捐贈，

合計不能超過 30 萬元」、「營利事業對同一位（組）候選人捐贈

政治獻金，不能超過 100 萬元；對不同位（組）候選人捐贈，

合計不能超過 200 萬元」、「有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補的營利

事業，不能捐贈政治獻金」。 

（二）重申各單位應遵循教育及行政中立相關事項： 

1、依教育部 108 年 8 月 28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80125904 號書函以，

查教育基本法第 6 條規定：「教育應本中立原則。學校不得為特定

政治團體從事宣傳或活動。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亦不得強迫學

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參加任何政治團體或活動。」復查公務人

員行政中立法第 3 條規定：「公務人員應嚴守行政中立，依據法令

執行職務，忠實推行政府政策，服務人民。」及同法第 9 條規定：

「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

選人，從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一、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

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五、對職務相

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日前教育部接獲部分學校

反映，曾有教師工會組織對各級學校函發其就特定社會議題之主張，

內容指涉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恐致學校相關人員疏於依前述規定

審理，產生觸法疑慮，爰再重申相關規定。 

2、為貫徹嚴守行政中立法相關規定，提醒學校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及行

政人員(含校務基金工作人員)，上班或勤務時間，應嚴守行政中立，

以免違反相關規定。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性質 重要校務事項 提案單位 主計室 

案 由 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聘任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 點規定：「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任召集人，由校長

擔任，其餘由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總務長、主任秘書

、主計室主任及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之代表組成之。

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

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擔任。委員任期二年，除校外人士外均

無給職。」 

二、 二、現任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任期至 108 年 7 月 31 日

屆滿，下任（自 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委員

除其中依行政職務擔任之委員計 7 人外，其餘不兼行政職務

之教師代表業經校長遴選 6 人，名單如後附，爰提請校務會

議同意後聘任之。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惠請人事室發送聘書。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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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不兼行政職務教師代表名單 

任期：108 年 8 月 1 日～110 年 7 月 31 日 

 

系所 職稱 姓名 

傳統音樂學系 助理教授 黃瑤慧 

音樂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車炎江 

戲劇學系 助理教授 于善祿 

美術學系 副教授 吳正義 

舞蹈學系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吳文安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曾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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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2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 由 本校「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設置辦法第二條本會職掌未明確分工，依現行作業現況，增列第七款  

     相關業務分工職掌項目。 

二、設置辦法第五條增列每學年校園安全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指定 

    委員擔任召集人主持會議。 

三、本案業經 108年 9月 10日 108學年度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暨執行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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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會職掌下列事項： 

一、研商策訂校園安全暨災害管理相 

關安全規章事宜。 

二、推動全體教職員生安全教育宣導 

及知能。 

三、天然災害、人為災害、重大突發 

事件預防與處理。 

四、評議學校安全系統之優缺點暨改 

進措施。 

五、督導學校安全設備檢查與測試。 

六、校園安全事項之執行與考核。 

七、校園安全暨災害管理相關業務分 

工職掌表（如附表）。 

 

第二條 本會職掌下列事項： 

一、研商策訂校園安全暨災害管理相 

關安全規章事宜。 

二、推動全體教職員生安全教育宣導 

及知能。 

三、天然災害、人為災害、重大突發 

事件預防與處理。 

四、評議學校安全系統之優缺點暨改 

進措施。 

五、督導學校安全設備檢查與測試。 

六、校園安全事項之執行與考核。 

 

依現行作業現

況，增列第七款

相關業務分工

職掌項目。 

第五條 每學年原則上召開一次校園

安全委員會，主任委員得指定

委員擔任召集人主持會議，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本會每

學期由校安中心召開校園安全

執行會議一次，由學務長擔任

主席；並視需要得邀請校內行

政與教學單位教職員工生等相

關人員及地區警政機關派員列

席。 

 

第五條 本會每學年原則上召開一次

校園安全委員會，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本會每學期由校

安中心召開校園安全執行會議

一次，由學務長擔任主席；並

視需要得邀請校內行政與教學

單位教職員工生等相關人員及

地區警政機關派員列席。 

 

為增加彈性安

排，爰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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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84 年 7 月 21日 83學年度第 2學期臨時院務會議第 2次會議審議通過 

86 年 12 月 16 日 86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5 年 5 月 3日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8 年 4 月 23 日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8 年 00 月 00 日 000 學年度第 0 學期第 0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學生安全、構建校園災害管理機制、提昇

教職員生應變能力，防範意外事故發生，爰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九條規定暨教育部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及所屬機構災害防救要

點」，成立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職掌下列事項： 

一、研商策訂校園安全暨災害管理相關安全規章事宜。 

二、推動全體教職員生安全教育宣導及知能。 

三、天然災害、人為災害、重大突發事件預防與處理。 

四、評議學校安全系統之優缺點暨改進措施。 

五、督導學校安全設備檢查與測試。 

六、校園安全事項之執行與考核。 

七、校園安全暨災害管理相關業務分工職掌表（如附表）。 

第三條 本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二、委員包括：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兼任執行秘書）、總務長、研發長、國際

事務長、主任秘書（兼任發言人）、各院院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環境保護

暨職業安全衛生室主任、人事室主任、事務組組長、營繕組組長、課外活動指導

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長、學生諮商中心主任、學生住宿中心主任、生活輔導組

組長及學生代表1至3人。 

三、幹事：由生活輔導組組長及校園安全業務承辦人擔任之。 

本會得視需要聘任校外顧問1至3人。 

第四條 本會下設二個任務編組： 

一、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以下簡稱校安中心）：設於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統籌本校校園安全暨災害管理協調運作平台。 

二、校園安全執行小組：由各單位推派一人擔任聯絡窗口，負責各責任區之校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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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第五條 每學年原則上召開一次校園安全委員會，主任委員得指定委員擔任召集人主持會議，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本會每學期由校安中心召開校園安全執行會議一次，由學務

長擔任主席；並視需要得邀請校內行政與教學單位教職員工生等相關人員及地區警政

機關派員列席。 

第六條 本會成員為無給職，外聘顧問得酌支出席費與交通費。 

第七條 為有效推動各項安全工作，每年於學校相關經費中籌列安全維護專款，用於安全設備

增購、維修及工作推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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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會 

校園安全暨災害管理相關業務分工職掌表 

單位 業務職掌 

學務處 一、負責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會組織章程修訂及會議召開事宜。 

二、編組「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並擔任 24小時輪值待命。 

三、推動全體教職員生安全教育宣導及知能。 

四、學生交通及重大突發事件預防與協處。 

五、承主任委員指示辦理有關安全交辦事項。 

總務處 一、天然災害潛勢評估。 

二、人為災害與重大突發事件協處。 

三、校園安全設施檢測維護及突發事件之搶（修）救事宜。 

四、門禁管制與校園內安全秩序維護。 

五、承主任委員指示辦理有關安全交辦事項。 

環境保護暨

職業安全衛

生室 

一、統籌環安衛相關業務。 

二、統籌校園安全災害防救計畫修訂及安全計畫分工事宜。 

三、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事件預防與處理。 

四、承主任委員指示辦理有關安全交辦事項。 

主任秘書 災害發生後，對外新聞發佈及擔任校發言人。 

教務處 災害發生後，有關學生停課之評估與公告。 

人事室 災害發生後，有關教職員停班之評估與公告。 

各單位 一、單位災害及重大突發事件預防與處理。 

二、單位門禁管制與人員安全秩序維護。 

三、單位安全設施整備、維護及報修。 

四、承主任委員指示辦理有關安全交辦事項。 

備註： 
「災害」專用名詞，依內政部「災害防救法」所列災難造成之禍害為依據。 
一、天然災害： 

風災、水災、震災（含土壤液化）、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火山災害及其他災害等。 
二、人為災害： 

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森林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輻射災害、工業管線災害、 
懸浮微粒物質災害及其他災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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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學年度校園安全委員暨執行委員會議紀錄(摘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8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14 時 0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陳校長愷璜                       紀錄：周偉倫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輔組 

案由：修正本校「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提請

審議。  

說明： 

一、設置辦法第二條本會職掌未明確分工，依現行作業現況，增列第七款相關業務分

工職掌項目。 

二、設置辦法第五條增列每學年校園安全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擔任

召集人主持會議。 

三、本案經本次會議委員審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俟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公布實施。 

決議： 

第二條第七款校園安全暨災害管理相關業務分工職掌表中之「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

衛生室」項下第一點及第三點修正如下： 

「一、統籌本校環安衛相關業務。三、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事件預防與

處理」，其餘條文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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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3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本校「學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因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已更名為「外國學生招生規定」，

另「轉學生招生規定」已廢止，相關條文併入本校「招生規定」

中，配合修正第 4 條、第 5 條、第 7 條、第 52 條及第 69 條。 

二、因應公文直式書寫改成橫式書寫，原條文左列說明因而改置於

下列，故修正第 9、15、16、27、29、30、38、44、47 條，共

9 條文字內容。 

三、有關研究生收費方式修訂第 11、59 條。 

四、依教育部 108 年 7 月 16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80103095 號函公

告「109 學年度大學校院招生名額總量及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

調整核定表」，修正本辦法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名稱為「七

年一貫制」。修正條文為第 20、38、40、47 條、第四篇七年

一貫制 68 至 77 條相關條文內容。 

五、另依 107 年 11 月 28 日修正之「學位授予法」及 108 年 8 月 28

日函送之「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

文認定準則」，為利學位授予及學制更彈性多元及碩士、博士

學生得修讀輔系、雙主修，論文得有替代機制等新規定，爰配

合修正第 24、46、49、50、59、60、63、65、65-1(新增條文)

及 82 條，俾利學生適用。 

六、「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已於 108 年 3 月 20 日廢止，爰配合

修正第 1 及 84 條，以符法制。 

七、本修正草案業經 108 年 10 月 8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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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並函報教育

部備查。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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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

行細則」、「學位授予法」、「藝術

教育法」訂定本學則。 

第一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

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學

位授予法施行細則」、「藝術教

育法」訂定本學則。 

「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

已於 108 年 3 月 20 日廢

止，爰配合予以刪除。 

(註冊組修正) 

第四條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招

生規定」申請入學，其招生規定

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

法」訂定，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四條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招

生規定」之規定申請入學，其辦

法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

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核定。 

酌修部分文字，另引用法

規名稱增加引號表示。 

(招生組修正) 

第五條  

學士班轉學得依本校「招生規

定」辦理招生作業，其招生簡章

另訂之。 

第五條  

本校得依「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

核作業要點」及本校「轉學生招

生規定」辦理轉學生招生作業，

其招生簡章另訂之。 

「轉學生招生規定」已廢

止，相關規定條文已併入

本校「招生規定」中。 

(招生組修正) 

第七條  

本校得視需要，經校級招生委員

會決議通過，採繁星推薦、個人

申請或四技二專聯合甄選入學

招生方式辦理，經錄取者，入學

本校修讀學士學位。 

第七條  

本校得視需要，經年度招生委員

會決議通過，採繁星推薦、個人

申請或四技二專聯合甄選入學

招生方式辦理，經錄取者，入學

本校修讀學士學位。 

各學制招生委員會皆為

校級招生委員會，故修正

部分文字。 

(招生組修正) 

第九條 

保留入學資格相關規定如下： 

第九條 

保留入學資格相關規定如左： 

 

一、因應公文直式書寫改

成橫式書寫，原條文

左列說明因而改置

於下列，爰修正文字

內容。 

二、條文內容未修正，故

未予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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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註冊組修正) 

第十一條 

學生每學期應於規定期限內繳

交各項費用。 

逾學期三分之一，且於寬限期三

週內仍未繳納學分費者，則註銷

該學期所有應繳學分費之選課

資料，其適用對象如下： 

一、大學部及七年一貫制之延修

生。 

二、研究所學生。 

三、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四、修習學分學程課程者。 

五、修習校訂英語能力檢定課程

者。 

六、其他學制學生修習碩士在職

專班課程者。 

七、研究所學生修習其他學制課

程者。 

因經濟困難或其他重大事由無

法依限繳交學分費者，於繳費期

限內由學生向所屬系所申請辦

理，系所審理後另依行政程序簽

辦。 

重災生修習之學分數未達每學

期最低應修學分者，毋須繳交全

額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得依所

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 

第十一條 

學生每學期應於規定期限內繳

交各項費用。 

大學部及七年一貫制之延修

生、研究所學生、碩士在職專

班，逾學期三分之一，且於寬限

期三週內仍未繳納學分費者，一

律註銷該學期所有選課資料。 

一般生選修學程課程、校訂英語

能力檢定課程、碩士在職專班課

程，逾學期三分之一，且於寬限

期三週內仍未繳納學分費者，則

註銷該科目選課資料。 

 

因經濟困難或其他重大事由無

法依限繳交學分費者，於繳費期

限內由學生向所屬系所申請辦

理，系所審理後另依行政程序簽

辦。 

重災生修習之學分數未達每學

期最低應修學分者，毋須繳交全

額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得依所

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 

 

一、因應 108學年度入學

研究生調整學分費

收費方式並避免收

費混淆，彙整條列需

繳費之對象且明定

逾期未繳註銷選課

之範圍。 

二、第二、三項合併，並

增列一至七款。 

(課務組修正) 

 

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同第九條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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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學生每學期應修學分數規定如

下： 

學生每學期應修學分數規定如

左： 

(註冊組修正) 

第十六條  

學生選課之限制，規定如下： 

第十六條  

學生選課之限制，規定如左： 

同第九條修正說明 

(註冊組修正) 

第二十條  

除另有規定外，本校採學年學分

制，各學系修業年限為四年（其

中音樂學系八十八學年度以前

入學者、美術學系九十一學年度

以前入學者、戲劇學系九十二學

年度以前入學者修業年限為五

年。）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修業年限

為七年。原舞蹈學系五年制九十

學年度停辦。 

二年制專班修業年限為一至二

年。 

未能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足規

定科目、學分者，學士班得延長

修業年限至多二年；二年制專班

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一年；七年

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修業年

限為三年，得延長修業年限一

年；身心障礙學生修讀學士學

位，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

延長修業年限至多四年；重災生

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應修

科目學分者，得專案申請延長其

修業期限。延長修業年限期滿仍

第二十條  

除另有規定外，本校採學年學分

制，各學系修業年限為四年（其

中音樂學系八十八學年度以前

入學者、美術學系九十一學年度

以前入學者、戲劇學系九十二學

年度以前入學者修業年限為五

年。）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為七年（含

大學先修班三年，學士班四

年）。原舞蹈學系五年制九十學

年度停辦。 

二年制專班修業年限為一至二

年。 

未能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足規

定科目、學分者，學士班得延長

修業年限至多二年，二年制專班

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一年，身心

障礙學生修讀學士學位，因身心

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年

限至多四年，七年一貫制大學先

修班得延長修業年限為一年，重

災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

應修科目學分者，得專案申請延

長其修業期限。延長修業年限期

一、依教育部 108年 7月

16 日臺教高(四)字

第 1080103095 號函

公告「109 學年度大

學校院招生名額總

量及院系所學位學

程 增 設 調整 核 定

表」，修正本辦法七

年一貫制大學先修

班名稱為「七年一貫

制」。 

二、酌修文字內容，增列

年級規範，並酌調文

字順序，以資明確。 

(註冊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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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未修畢者，應予勒令退學。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

下子女，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

年。 

各學院、系、所得視需要依法設

置學程，其中學位學程之招生方

式、應修學分數、修業年限等規

定得比照本校各學系、所方式訂

定，學生修滿該學位學程畢業應

修學分數者，授予學位；其他各

類學程之設置則參照本校「學程

設置辦法」辦理之。 

滿仍未修畢者，應予勒令退學。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

下子女，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

年。 

各學院、系、所得視需要依法設

置學程，其中學位學程之招生方

式、應修學分數、修業年限等規

定得比照本校各學系、所方式訂

定，學生修滿該學位學程畢業應

修學分數者，授予學位；其他各

類學程之設置則參照本校「學程

設置辦法」辦理之。 

第二十四條  

學生之學分抵免，依本校「學生

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辦理，該

辦法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四條  

學生之學分抵免，依「本校學生

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辦理，該

辦法並報教育部備查；惟轉主修

之學分抵免，依各系之規定，於

轉入之第一學期辦理。 

放寬學分抵免時程限

制，刪除部分文字內容。 

(註冊組修正) 

第二十七條  

學生學業成績考核相關規定如

下： 

第二十七條  

學生學業成績考核相關規定如

左： 

同第九條修正說明 

(註冊組修正) 

第二十九條  

學生成績之計算以下列規定原

則辦理： 

第二十九條  

學生成績之計算以左列規定原

則辦理： 

同第九條修正說明 

(註冊組修正) 

第三十條  

本校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

畢業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第三十條  

本校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

畢業成績計算方式如左： 

同第九條修正說明 

(註冊組修正) 

第三十八條  

轉系、輔系、雙主修相關規定如

第三十八條  

轉系相關規定如左： 

一、修正本條名稱，增列

輔系、雙主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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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下： 

一、各學系學生得於每年五月一

日以前提出轉系申請，轉系

以一次為限。 

二、轉系後之畢業規定悉依轉入

學系規定辦理。 

三、降級轉系者，其在二系重複

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學

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 

四、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

不得轉系，進入學士班後，

與其他學士班學生同。 

五、有關轉系、所之詳細規定，

另訂本校「學生轉系（所）

辦法」，並報教育部備查。 

六、各學系學生自第二學年起至

各學系最高修業年級第一

學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

限），得申請修讀本校或他

校輔系，其辦法另訂，並報

教育部備查。 

七、各學系學生成績優良者，得

申請修讀本校或他校雙主

修，其辦法另訂，並報教育

部備查。 

一、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得

於每年五月一日以前提出

轉系申請，轉系以一次為

限。 

二、轉系後之畢業規定悉依轉入

學系規定辦理。 

三、降級轉系者，其在二系重複

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學

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 

四、一貫制大學先修班學生不得

轉系，進入學士班後，與其

他學士班學生同。 

五、有關轉系、所之詳細規定，

另訂本校「學生轉系（所）

辦法」，並報教育部備查。 

六、各學系學生自第二學年起至

各學系最高修業年級第一

學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

限），得申請修讀本校或他

校輔系，其辦法另訂，並報

教育部備查。 

七、各學系學生成績優良者，得

申請修讀本校或他校雙主

修，其辦法另訂，並報教育

部備查。 

以符內文第六、七款

之規定。 

二、刪除第一款部分文

字。 

三、第四款增列七年一貫

制年級規範，以利學

生依循。 

(註冊組修正) 

第四十條  

學生註冊後因故申請休學，學士

班（含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

學生，經知會家長或監護人並簽

第四十條  

學生註冊後因故申請休學，學士

班（含一貫制大學先修班）學

生，經知會家長或監護人並簽章

同第二十條修正第一點

說明。 

(註冊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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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章後，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申

請休學期間為當學期開始（二月

一日或八月一日）至學期四分之

三以前，逾期均不予受理。 

前項申請截止日期依行事曆公

告為準，適逢星期例假日、國定

假日，則順延一天。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

於完成註冊手續後，始得申請休

學。 

後，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申請

休學期間為當學期開始（二月一

日或八月一日）至學期四分之三

以前，逾期均不予受理。 

前項申請截止日期依行事曆公

告為準，適逢星期例假日、國定

假日，則順延一天。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

於完成註冊手續後，始得申請休

學。 

第四十四條  

其他休學相關規定如下： 

第四十四條  

其他休學相關規定如左： 

同第九條修正說明 

(註冊組修正) 

第四十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勒

令退學： 

一、入學（新生及轉學生）資格

經審查不合格者。 

二、有本學則第十三條第一、二

項之情形者。 

三、休學期滿未辦理復學，亦未

辦理繼續休學者。 

四、學業成績符合本學則第三十

一條之情形者。 

五、修業年限屆滿，經依規定延

長年限仍未修足畢業最低

應修學分、科目者。 

六、依本校學務章則之規定，受

退學處分者。 

第四十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勒

令退學： 

一、入學（新生及轉學生）資格

經審查不合格者。 

二、有本學則第十三條第一、二

項之情形者。 

三、休學期滿未辦理復學，亦未

辦理繼續休學者。 

四、學業成績符合本學則第三十

一條之情形者。 

五、修業年限屆滿，經依規定延

長年限仍未修足畢業最低

應修學分、科目者。 

六、依本校學務章則之規定，受

退學處分者。 

七、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具有雙

考量「學位授予法」放寬

彈性，為保障學生多元學

習權益，故刪除第七款學

生因未申請雙重學籍勒

令退學之規定。另本學則

第八十二條已載列雙重

學籍申請規範。 

(註冊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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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重學籍者。 

第四十七條  

學生退學及開除學籍，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學士班（含七年一貫制一至

三年級）學生申請自動退學

者，經知會家長或監護人並

簽章後，向教務處註冊組辦

理離校手續。 

二、符合本學則第十條規定，學

生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

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入學

者，開除學籍，並不發給任

何學歷、成績證明。 

三、依本校學務章則之規定，受

開除學籍處分者，不發給任

何修業相關之證明文件。 

四、在本校修業滿一學期以上之

自請退學或勒令退學生，除

本條第二、三款情形外，得

發給修業證明書。 

第四十七條  

學生退學及開除學籍，依左列規

定辦理： 

一、學士班學生（含一貫制大學

先修班）申請自動退學者，

經知會家長或監護人並簽

章後，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離校手續。 

二、符合本學則第十條規定，學

生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

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入學

者，開除學籍，並不發給任

何學歷、成績證明。 

三、依本校學務章則之規定，受

開除學籍處分者，不發給任

何修業相關之證明文件。 

四、在本校修業滿一學期以上之

自請退學或勒令退學生，除

本條第二、三款情形外，得

發給修業證明書。 

同第九條及第二十條第

一點修正說明。 

(註冊組修正) 

第四十九條 

一、學生修業期滿符合最低畢業

學分總數，修畢規定應修科

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自

九十四學年度起入學之學

士班大一新生【含各該班轉

學生】）英文語文能力符合

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語文

第四十九條 

一、學生修業期滿符合最低畢業

學分總數，修畢規定應修科

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自

九十四學年度起入學之學

士班大一新生【含各該班轉

學生】）英文語文能力符合

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語文

一、依「學位授予法」第

五條修訂。 

二、為打破系所藩籬，鼓

勵學生修讀跨域課

程，以回應產業及社

會需求，茲放寬學生

得彈性於院、系、學

位學程之間修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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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能力畢業資格檢定標準，始

得畢業。 

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語文

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

法」另訂之。 

二、兼修輔系、雙主修或教育學

程者，依相關規定辦理之。 

三、學士班學生修讀相近學術領

域學系之課程或修讀跨領

域學位學程課程，符合本條

第一項要件者，本校得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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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

規定。 

相近學術領域之認定基準

（含受理對象、修讀課程及

要件）應列入學分科目表，

並提經各系級、院級及校級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 

申請期限：至遲應於畢業前

一學期提出。 

能力畢業資格檢定標準

者，始得畢業。 

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語文

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

法」另訂之。 

二、兼修輔系、雙主修或教育學

程者，依相關規定辦理之。 

 

進 系 出 、 系 進 院

出 )，爰增列第三

項，開放選項，各學

系得視需要辦理。 

(課務組修正) 

第五十條  

學生畢業，依「學位授予法」規

定由本校發給學位證書，並依所

屬學系分別授予學士學位，學位

證書授予日期登載至年月，第一

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 

第五十條  

學生畢業，由本校發給學位證

書，並依所屬學系分別授予學士

學位，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登載至

年月，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

期為六月。 

一、依「學位授予法」第

三條修正，酌修文

字，載明法源依據。 

二、依「各類學位名稱訂

定程序授予要件及

代替碩士博士論文 

27-10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學位證書登載內容含學生姓

名、出生年月日、院、所、系、

學位學程、學籍分組名稱、畢業

年月、學位名稱及證書字號；修

讀本校或他校輔系或雙主修

者，另加註學校及學系名稱。 

認定準則」第六條明

訂學位證書登載內

容， 以維學生權益。 

(註冊組修正) 

第五十二條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招

生規定」申請入學，獲核准者得

入本校修讀碩博士學位。 

第五十二條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

學辦法」申請入學，獲核准者得

入本校修讀碩博士學位。 

「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已

更名為「外國學生招生規

定」，故修正部分文字。 

(招生組修正) 

第五十九條  

研究生（含碩、博士）修習學士

班開設之課程，或學士班非本科

系畢業之研究生補修科目，成績

及格者給予學分，惟不得計入其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博士班學生修習碩士班開設之

課程，成績及格者給予學分，惟

是否計入其應修最低畢業學分

數內，由各系所自行決定之。 

另碩士班學生修習博士班開設

之課程，是否應先經開課系所、

學生所屬系所及授課教師同

意，由各系所自行決定之。 

研究生（含碩、博士）修習其他

學制課程、輔系（所）及雙主修

需另繳交學分費。 

第五十九條  

研究生（含碩、博士）修習學士

班開設之課程，或學士班非本科

系畢業之研究生補修科目，成績

及格者給予學分，惟不得計入其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博士班學生修習碩士班開設之

課程，成績及格者給予學分，惟

是否計入其應修最低畢業學分

數內，由各系所自行決定之。 

另碩士班學生修習博士班開設

之課程，是否應先經開課系所、

學生所屬系所及授課教師同

意，由各系所自行決定之。 

碩、博士班延修生（或九十三學

年度以後入學學生，第五學期

起）修習其他學制課程需另繳交

學分費。 

一、依「107 學年度碩博

士班研究生收費標

準表」以實際修課學

分數計算。 

二、另 108學年度入學改

為收取基本學分費

方案，惟修習其他學

制(如下修學士班)

及輔系、雙主修等課

程，仍須收取學分

費。 

(課務組修正) 

第六十條  第六十條  依「學位授予法」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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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研究生需轉系（所）或轉主修

者，可依本校各系（所）轉系（所）

或轉主修辦法規定申請之；研究

生欲申請輔系（所）或雙主修

者，依本校輔系（所）、雙主修

辦法及各學系（所）規定辦理。 

研究生需轉系（所）或轉主修

者，可依本校各系（所）轉系（所）

或轉主修辦法規定申請之。 

條增列開放碩、博士學位

學生得申請輔系（所）、

雙主修規定。 

(註冊組修正) 

第六十三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

勒令退學： 

一、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二、有本學則第十三條第一、二

項之情形者。 

三、休學期滿未辦理復學，亦未

辦理繼續休學者。 

四、依本校學務章則規定，受退

學處分者。 

五、修業年限期滿，未修足所屬

系（所）規定應修科目、學

分數及畢業條件者或未通

過學位考試者。 

六、所屬系（所）訂有資格考試

之學位候選人，其資格考試

不及格，又未能於所屬系、

所之規定期限屆滿前通過

者。 

七、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經重

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第六十三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

勒令退學： 

一、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二、有本學則第十三條第一、二

項之情形者。 

三、休學期滿未辦理復學，亦未

辦理繼續休學者。 

四、依本校學務章則規定，受退

學處分者。 

五、修業年限期滿，未修足所屬

系、所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

數或未通過學位考試者。 

六、所屬系、所訂有資格考試之

學位候選人，其資格考試不

及格，又未能於所屬系、所

之規定期限屆滿前通過者。 

七、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經重

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八、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具有雙

重學籍者。 

一、依「學位授予法」第

七、九條有關碩、博

士班學位之規定，於

第五款增列「畢業條

件」文字，並酌修標

點符號，以利明確。 

二、考量「學位授予法」

放寬彈性，為保障學

生多元學習權益，故

刪除第八款學生因

未申請雙重學籍勒

令退學之規定。 

(註冊組修正) 

第六十五條  

研究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足

第六十五條  

研究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足

一、依「學位授予法」第

三、七、九條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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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數，成績及

格，符合畢業條件，提出論文並

通過本校學位考試規定之各項

考核，依「學位授予法」規定，

由本校據其所屬系、所性質，發

給學位證書，授予碩士學位或博

士學位。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登載

至年月，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

學期為六月。 

學位證書登載內容參照本學則

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研究生若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

分，且於申請學位考試之學期未

修習科目學分者，其通過學位考

試後，得以完成離校程序之月份

授予學位證書。 

研究生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但

未修畢教育學程，符合前述畢業

規定且未達最高修業年限者，提

出申請後，准予於修畢教育學程

或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學

期畢業。 

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數，成績及格

並通過本校學位考試規定之各

項考核，由學校依其所屬系、所

性質，發給學位證書，授予碩士

學位或博士學位。學位證書授予

日期登載至年月，第一學期為一

月，第二學期為六月。 

研究生若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

分，且於申請學位考試之學期未

修習科目學分者，其通過學位考

試後，得以完成離校程序之月份

授予學位證書。 

研究生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但

未修畢教育學程，符合前述畢業

規定且未達最高修業年限者，提

出申請後，准予於修畢教育學程

或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學

期畢業。 

理，增訂法源依據；

並增列「符合畢業條

件，提出論文」文

字，以符合研究生申

請學位考試畢業程

序。 

二、增列第二項。依「各

類學位名稱訂定程

序授予要件及代替

碩士博士論文認定

準則」第六條明訂學

位證書登載內容，以

維學生權益。 

 (註冊組修正) 

第六十五條之一 

研究生學位論文得以下列項目

之一代替： 

一、作品連同書面報告。 

二、技術報告。 

三、專業實務報告。 

上述論文代替機制依本校「研究

 一、本條新增。依「學位

授予法」第七、九條

及「各類學位名稱訂

定程序授予要件及

代替碩士博士論文

認定準則」辦理。 

二、增列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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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生學位考試規章」辦理。 替代機制相關條文。 

(註冊組修正) 

第四篇   

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士班

適用第二篇） 

 

第四篇   

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學士班

適用第二篇） 

一、依教育部 108年 7月

16 日臺教高(四)字

第 1080103095 號函

公告「109 學年度大

學校院招生名額總

量及院系所學位學

程增設調整核定表」

刪除大學先修班文

字。 

二、本學則「七年一貫制

大學先修班」名稱，

統一修正為「七年一

貫制一至三年級」。 

三、增列年級規範，以資

明確。 

(註冊組修正) 

第六十八條 

凡在國民中學或已立案之私立

初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

業，或具有法令規定之同等學力

資格，經本校公開招生並經錄取

者，得入學七年一貫制一年級。 

第六十八條 

凡在國民中學或已立案之私立

初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

業，或具有法令規定之同等學力

資格，經本校公開招生並經錄取

者，得入學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

班。 

同第四篇修正說明。 

(註冊組修正) 

第六十九條  （刪除） 第六十九條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

學辦法」之規定申請入學。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一

至三年級並無提供外國

學生申請入學管道，故刪

除本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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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招生組修正) 

第七十條  

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繳費標

準比照學士班之規定辦理。 

第七十條  

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繳費標

準比照學士班之規定辦理。 

同第四篇修正說明。 

 (註冊組修正) 

第七十一條  

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不

得申請轉系或修習輔系。 

第七十一條  

七年一貫制學生 於先修班期

間，不得申請轉系或修習輔系。 

同第四篇修正說明。 

(註冊組修正) 

第七十二條  

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除

依規定修習課程外，得於第三學

年開始，經所屬學系與相關開課

系科主管、授課教師同意，上修

學士班課程。 

上修課程所得學分，不得列入一

至三年級課程之應修學分數計

算；惟可於升級學士班後，列入

所屬學系學士班畢業應修科

目、學分數中計算。 

第七十二條  

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學生除

依規定修習先修班課程外，得於

第三學年開始，經所屬學系與相

關開課系科主管、授課教師同

意，跳級選讀學士班課程。 

其跳級選讀課程所得學分，不得

列入先修班應修學分數計算；惟

可於升級學士班後，列入所屬學

系學士班畢業應修科目、學分數

中計算。 

同第四篇修正說明。並統

一本校修習課程用語，以

免混淆。 

(註冊組修正) 

第七十三條  

七年一貫制一、二年級學生每學

期所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二十六

學分。 

學生如有特殊情形經導師、系主

任同意後，得酌減應修學分數，

惟不得因而延長其修業年限。 

 

第七十三條  

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學生每

學期所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二十

六學分。 

先修班最後一學期或延長修業

一年學生，經導師、系主任同意

後，得酌減應修學分數，惟不得

因而延長其修業年限。 

一、因應舞蹈系七年一貫

制課程架構規劃，擬

刪除三年級學生之

修課學分數下限；若

有「特殊情形」經導

師、系主任同意後，

得酌減應修學分數。 

二、本案將適用於 108學

年度起入學學生，於

過渡期得由系主任

同意專案酌減應修

27-15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學分數。 

業經 107 年 11 月 8

日 107-1學期第 2次

舞蹈學系系務會議

暨 108 年 1 月 3 日

107-1 學期第 2 次舞

蹈學院院務會議審

議通過。 

(課務組修正) 

第七十四條  

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修

業年限為三年，得延長一年，修

畢應修科目、學分數，成績及格

者，由本校發給證明書，等同高

級中學學力（或等同高級中學畢

業證書）；延長修業年限期滿仍

未修畢規定科目、學分，或仍未

通過直升考試者，應予勒令退

學。 

第七十四條  

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修業年

限為三年，得延長一年，修畢應

修科目、學分數，成績及格者，

由本校發給證明書，等同高級中

學學力（或等同高級中學畢業證

書）；延長修業年限期滿仍未修

畢規定科目、學分，或仍未通過

直升考試者，應予勒令退學。 

同第四篇修正說明。 

(註冊組修正) 

第七十五條  

七年一貫制三年級學生得依原

學系直升考試辦法，參加公開甄

試升級考試，通過直升考試，修

畢應修科目、學分數，成績及格

者，可直升，修讀學士學位。 

第七十五條  

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學生得

依原學系直升考試辦法，參加公

開甄試升級考試，通過直升考

試，修畢應修科目、學分數，成

績及格者，可直升，修讀學士學

位。 

同第四篇修正說明。 

(註冊組修正) 

第七十六條  

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因

故離校、轉學，得申請相關修

第七十六條  

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學生因

故離校、轉學，得申請相關修

同第四篇修正說明。 

(註冊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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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業、成績證明。 業、成績證明。 

第七十七條 七年一貫制一至

三年級學生保留入學資格、繳

費、註冊、選課、成績、休學、

復學、退學、開除學籍及其他本

篇無特別規定者，準用第二篇學

士班相關條文規定辦理。 

第七十七條 七年一貫制大學

先修班保留入學資格、繳費、註

冊、選課、成績、休學、復學、

退學、開除學籍及其他本篇無特

別規定者，準用第二篇學士班相

關條文規定辦理。 

同第四篇修正說明。 

(註冊組修正) 

第八十二條  

本校學生經核准得同時在國內

外大學修讀學位或具雙重學籍

身分。 

新生應於完成註冊程序後提出

申請；在校生應於開學後提出申

請，經各該系所主管同意並奉校

長核可後辦理。 

第八十二條  

本校學生經核准得同時在國內

外大學修讀學位或具雙重學籍

身分。 

新生應於完成註冊程序後提出

申請；在校生應於開學後一週內

提出申請，經各該系所主管同意

並奉校長核可後辦理。 

取消在學生應於開學後

「一週內」提出雙重學籍

申請限制，以保障學生學

習權益。 

(註冊組修正) 

第八十四條  

本學則未盡事宜，悉依「大學

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大學

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

「藝術教育法」、「藝術教育法施

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認

定準則、相關教育法令暨本校有

關規定辦理。 

第八十四條  

本學則未盡事宜，悉依「大學

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大學

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

「藝術教育法」、「藝術教育法施

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學

位授予法施行細則」、相關教育

法令暨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

已於 108 年 3 月 20 日廢

止，爰配合予以刪除。並

增列其認定準則，以為法

源依據。 

(註冊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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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  總則 

第 一 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藝術教育

法」訂定本學則。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學籍及其有關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依本學則辦理，其細節得

另行規定。 

 第二篇  學士班 

  第一章  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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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凡在本國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地區

高級中學畢業，或具有法令規定之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公開招生並經錄取

者，得入學本校修讀學士學位。 

前項持境外學歷者須符相關學歷採認法規規定。 

第三條之一  本校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者，得依據教育部「學生逕修讀博士

學位辦法」暨本校相關作業規定，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第 四 條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招生規定」申請入學，其招生規定依教育部「外

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訂定，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四條之一  本校得依教育部所定「大學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及「大學校院

辦理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審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境外專班、開設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 五 條  學士班轉學得依本校「招生規定」辦理招生作業，其招生簡章另訂之。 

第 六 條  （刪除） 

第 七 條  本校得視需要，經校級招生委員會決議通過，採繁星推薦、個人申請或四技二

專聯合甄選入學招生方式辦理，經錄取者，入學本校修讀學士學位。 

第 八 條  經錄取之新生及轉學生，應依規定辦理報到、入學手續；逾期不到者，視為無

意願就學，應予撤銷其入學資格。 

第 九 條  保留入學資格相關規定如下： 

一、新生（含轉學及甄試生）因重病須長期休養或其他特殊事故（含懷孕、分

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等情事），不能於該學期開學時入學者，應於註冊

截止前檢具公私立等合格醫院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

學資格，經核准後，始可暫緩入學。 

二、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 

惟保留期間應徵服兵役者，得檢具在營服役證明，再申請延長保留期限，

俟服役期滿檢具退伍證明申請入學。 

符合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災害學生（以下簡稱重災生），得以通訊方

式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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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關作業。保留入學資格期滿仍無法入學者，得視個案需求專案申請延

長保留入學資格期限。 

應屆畢業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者，得依規定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並以三年為限。 

第 十 條  新生及轉學生於入學時須繳驗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件，或轉學、修業證明

及其他必要證件，方准入學。學生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學經歷相關證明文

件入學者，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入學考試舞弊，經學校查證屬實或判刑確

定者，撤銷其入學資格，不發給任何學歷、成績證明，由學校通知其家長或監

護人，並由當事人自負法律責任。畢業後始發覺者，除勒令繳回註銷其學位證

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 

第十條之一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報到時，應繳交學生學籍資料表。 

學籍資料表應詳載學生基本資料、系所組別、學號、戶籍地址、監護人、學籍

異動記錄等項目，並應永久保存。 

  第二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十一條  學生每學期應於規定期限內繳交各項費用。 

逾學期三分之一，且於寬限期三週內仍未繳納學分費者，則註銷該學期所有應

繳學分費之選課資料，其適用對象如下： 

一、大學部及七年一貫制之延修生。 

二、研究所學生。 

三、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四、修習學分學程課程者。 

五、修習校訂英語能力檢定課程者。 

六、其他學制學生修習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者。 

七、研究所學生修習其他學制課程者。 

因經濟困難或其他重大事由無法依限繳交學分費者，於繳費期限內由學生向所

屬系所申請辦理，系所審理後另依行政程序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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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災生修習之學分數未達每學期最低應修學分者，毋須繳交全額學雜費或學雜

費基數，得依所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 

第十二條  學生須於每學期規定期限內完成註冊，註冊須知由學校另行公告。 

第十二條之一  學生休退學時，得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辦理退費，重災

生可不受其退費規定限制。 

第十三條  逾期未註冊者，視為無意願就學，新生除已照章請准保留入學資格或因重病、

特殊事故（含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等情事）准請假者外，應予撤銷

其入學資格；舊生除已先具函請准延緩註冊或休學者外，逾學期三分之一，應

予勒令休學。經通知而未於限期內辦理休學手續者，除不可抗力之因素外，應

予勒令退學。 

遭勒令休學者，其可休學期間不滿一學期者，應予勒令退學。 

重災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教務處申請延後註冊並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 

第十四條  學生選課，須參考當學期開設之課程資料，並依選課注意事項及各學系規定之

學分科目表辦理。 

第十五條  學生每學期應修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學生每學期所選學分數不得少於十六學分，惟自修業年限最後一年起，每

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 

二、修業年限最後一學期或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若應修課程之學分少於九學

分者，得僅修習應修課程之學分數。若缺修學分係第二學期課程者，第一

學期得免予註冊辦理休學，惟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門科目。 

三、學生若因情況特殊，經系主任核可者，得於該學期酌予減修學分或不修學

分。 

第十六條  學生選課之限制，規定如下： 

一、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覆選修。 

二、不得同時選修上課時間衝突之科目，否則皆予以註銷。 

三、全學年之科目，各學期間之內容有前後次序者，非經系所及授課教師之書

面同意不得顛倒修習；上學期成績不及格者，如經系所及授課教師同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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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繼續修習下學期科目。 

第十七條  學生加、退選科目應於規定時間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若有特殊原因而逾期

者，可由學生陳情所屬系所審理，另依行政程序簽辦，並依情節予以懲處；未

依規定辦理加退選手續者，其加選科目、成績、學分概不承認，退選科目以未

退選論。 

學生於加退選課程截止後，因故無法繼續修習課程，得依本校「學生停修課程

辦法」之規定申請停修課程。 

第十八條  本校得視需要利用暑期開班授課，其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暑期所修

學分不與學期所修學分合併累計；暑期成績亦不與學期成績平均合併核計。惟

暑期所修學分數及成績應併入畢業成績計算。 

第十九條  本校學生得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之規定至他校選課。該辦法報教育部

備查。 

  第三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補考 

第二十條  除另有規定外，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各學系修業年限為四年（其中音樂學系八

十八學年度以前入學者、美術學系九十一學年度以前入學者、戲劇學系九十二

學年度以前入學者修業年限為五年。）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修業年限為七年。原舞蹈學系五年制九十學年度停辦。 

二年制專班修業年限為一至二年。 

未能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足規定科目、學分者，學士班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二

年；二年制專班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一年；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修業年

限為三年，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身心障礙學生修讀學士學位，因身心狀況及

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四年；重災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應修科

目學分者，得專案申請延長其修業期限。延長修業年限期滿仍未修畢者，應予

勒令退學。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各學院、系、所得視需要依法設置學程，其中學位學程之招生方式、應修學分

數、修業年限等規定得比照本校各學系、所方式訂定，學生修滿該學位學程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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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應修學分數者，授予學位；其他各類學程之設置則參照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辦理之。 

第二十一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應修學分數、校定必修科目、系定必修科目另訂之。 

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修業期限四年者，其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一百二十八

學分；修業期限非四年者，其畢業應修學分數，應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規定其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

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力入學者（不含已離

校兩年以上及以僑先部結業成績分發入大學者），除前項規定外，應在規定之

修業期限內增加應修之畢業學分數十二學分。 

第二十二條  本校學生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畢該學系畢業

應修科目與學分數者，得申請提前畢業。所謂成績優異係指每學期學業總成績

平均八十分以上，每學期名次在該學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五以內，並經

該系相關會議審核通過者。 

第二十三條  各科目學分之計算，原則上以每週上課一小時，滿一學期為一學分。實習或術

科課程學分之計算，得視課程需要另訂之。 

第二十四條  學生之學分抵免，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辦理，該辦法並報教育

部備查。 

第二十五條  學生學業成績採百分計分法為原則。 

第二十六條  學生獎懲規定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七條  學生學業成績考核相關規定如下： 

一、本校學業成績考核得由授課教師以平時考試、期中考試、學期考試與其他

測試評鑑等方式，於原授課時間舉行，其考試規則另定之。重災生之學業

成績考核得由各教學單位依科目性質，調整其成績評定方式。 

二、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依據日常考查、平時考試、期中考試、學期考

試及其他測試評鑑結果計算成績。 

三、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前款各項考核成績，計算至整數；學期成

績須於行事曆規定期限截止前完成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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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學生各項成績經授課教師送至教務處註冊組後，不得更改。如確因授課教師疏

忽而誤算、漏列者，得由該授課教師提出原始證明，經各學系（科）相關會議

審議通過後，於次學期開學前送請次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議決處理。 

第二十九條  學生成績之計算以下列規定原則辦理： 

一、學生學業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 

二、性質特殊或有特定考量之科目，經系（科）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得

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 

三、「畢業論文」與「畢業製作」得視學生實際狀況，採「未完成」、「製作

中」方式暫行登記，該科目不列入該學期平均成績計算，不補登成績；採

此登記法之科目須連續修習，不得中斷，並應依各系學分科目表規定，取

得一次或兩次及格成績，其學分及成績方得採計。 

四、成績「不及格」或「不通過」之科目，不給學分。 

第三十條  本校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一、以科目之學分乘該科目所得成績為積分。 

二、所修各科目學分總和，扣除以「通過」、「不通過」考評方式之科目學

分，為學分總數。 

三、各科目積分總和為積分總數。 

四、以積分總數除以學分總數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五、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不及格（含扣考）科目在內，但不含學分

另計及暑修科目學分及成績。 

六、各學期積分之總數（含暑修但不含學分另計科目之學分及成績）除以各學

期學分總數（含暑修但不含學分另計科目之學分及成績），為畢業成績。 

第三十一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

應予勒令退學。身心障礙、重災生不受本條文規範限制。 

第三十二條  學生全學期修習學分總數未超過九學分者，不適用本學則第三十一條之規定。 

第三十三條  學生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者，均不予補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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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學期考試期間，因公假、重病、親喪、懷孕、分娩及因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照

顧、產假或其他特殊事故者，經憑證明文件請假核准者，得由任課教師安排補

行考試，成績應在次學期開學一週內，送教務處註冊組補行登錄。 

第三十五條  學年學分課程須上下學期及格，畢業學分方得採計；學期學分課程則獨立計

算，不受此限。 

  第四章  請假、缺課、曠課 

第三十六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者，須依學務章則規定請假。 

第三十七條  學生因故請假，經核准者為缺課（含事假、病假等），未經准假或已逾假期而

任意缺席者為曠課。缺課或曠課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缺曠課之科目（不含公假、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照顧經核准

請假及產假），其成績由授課教師權宜核給。 

二、除教育部事先專案指明不受限制外，凡請假缺課日數累積達該學期授課總

時數達三分之一者，勒令休學（含學生出國期間）。 

三、該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勒令退學。 

  第五章  轉系、輔系、雙主修、轉學 

第三十八條  轉系、輔系、雙主修相關規定如下： 

一、各學系學生得於每年五月一日以前提出轉系申請，轉系以一次為限。 

二、轉系後之畢業規定悉依轉入學系規定辦理。 

三、降級轉系者，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

併計。 

四、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不得轉系，進入學士班後，與其他學士班學生

同。 

五、有關轉系、所之詳細規定，另訂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並報教育

部備查。 

六、各學系學生自第二學年起至各學系最高修業年級第一學期止（不包括延長

修業年限），得申請修讀本校或他校輔系，其辦法另訂，並報教育部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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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七、各學系學生成績優良者，得申請修讀本校或他校雙主修，其辦法另訂，並

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十九條  本校得視需要招收轉學生，其招生方式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本校依據各學系招生缺額，由各學系協同教務處評量需要，經年度招生試

務委員會通過後，招考轉學生。 

二、本校公開招考轉學生，招生作業、考試日期、考試科目等依規定辦理之，

詳細規定公布於年度招收轉學生考試簡章中。 

三、報考本校轉學生考試者，須依規定繳驗原校發給之轉學或修業證明（學生

證、成績單），或專科學校畢業證書。 

四、本校得依考生資格、報考志願及考試成績，將錄取學生編入二或三年級。 

五、凡因違反校規被勒令退學或經開除學籍者，不得報考本校轉學生考試。 

  第六章  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 

第四十條  學生註冊後因故申請休學，學士班（含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經知會

家長或監護人並簽章後，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申請休學期間為當學期開始

（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至學期四分之三以前，逾期均不予受理。 

前項申請截止日期依行事曆公告為準，適逢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則順延一

天。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於完成註冊手續後，始得申請休學。 

第四十一條  學生休學以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為期，休學累計不得超過二學年。但若確

因重大疾病，二學年期滿後無法及時復學，經檢具公私立等合格醫院證明或其

他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簽奉校長核定後，得予彈性延長休學期限至康復後

可辦理復學為止。惟其最長修業年限仍依本校規定辦理。 

重災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教務處申請休學並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毋須註冊及

繳納相關學雜費用，不受休學申請期限規定之限制；休學期限屆滿仍無法復學

者，得專案申請延長其休學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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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條  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服役，須檢同徵集令影本，向學校申請延長休學期限，服

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俟服役期滿，檢同退伍令申請復學。 

學生於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期間，得檢具公私立等合格醫院證明文

件或其他相關證明申請休學或延長休學期限，期間不計入休學期限計算。 

應屆畢業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者，得

依規定申請休學，並以三年為限，期間不計入休學期限計算。 

第四十三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勒令休學： 

一、未經准假逾期註冊者，或請假逾期未辦理註冊者。 

二、有本學則第三十七條第二款之情形者。 

三、患傳染病，於短期內難以痊癒，經校醫或衛生署評鑑分級之地區醫院以上

等級之醫院檢驗，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12 條，經主管機關基於傳染病防制

需要限制，認為有因公共防治要求必須休學者。 

第四十四條  

 

其他休學相關規定如下： 

一、請准休學學生，其休學學期內所有成績，概不計算；休學期間不得申請轉

系、轉主修。 

二、勒令休學學生應於休學通知寄達兩星期內，來校辦理離校手續。 

第四十五條 

 

 學生復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休學生應在休學期滿前，於次學期開始（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至開始上

課日止，完成申請復學手續，逾期未辦理者，視為無就學意願，應予勒令

退學。 

前項休學期滿應辦理復學者，若因其他原因需辦理繼續休學，亦應於前項

規定時間內，完成申請續休手續，逾期未辦理者，視為無就學意願，應予

勒令退學。 

第一項申請截止日期依行事曆之公告為準。 

二、復學時仍應在原肄業之學系及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學期中途休學

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年級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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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第四十三條第三項休學之學生，申請復學時，須繳交衛生署評鑑分級之

地區醫院以上等級之醫院所開具之健康證明書。 

第四十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勒令退學： 

一、入學（新生及轉學生）資格經審查不合格者。 

二、有本學則第十三條第一、二項之情形者。 

三、休學期滿未辦理復學，亦未辦理繼續休學者。 

四、學業成績符合本學則第三十一條之情形者。 

五、修業年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年限仍未修足畢業最低應修學分、科目者。 

六、依本校學務章則之規定，受退學處分者。 

第四十七條  學生退學及開除學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士班（含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申請自動退學者，經知會家長或

監護人並簽章後，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離校手續。 

二、符合本學則第十條規定，學生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學經歷相關證明文

件入學者，開除學籍，並不發給任何學歷、成績證明。 

三、依本校學務章則之規定，受開除學籍處分者，不發給任何修業相關之證明

文件。 

四、在本校修業滿一學期以上之自請退學或勒令退學生，除本條第二、三款情

形外，得發給修業證明書。 

第四十八條  依本學則條款執行撤銷學生入學資格，勒令休、退學，或開除學籍之處分前，

應通知各相關學生，限期陳述意見。學生本人對於經本校依規定勒令休、退學

或開除學籍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檢具證明，依本校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規定提出申訴；在申訴結果未確定前，受處分人得繼續

在本校肄業。惟當申訴結果維持原處分時，自申訴提出至申訴結果確定期間之

修習成績不予採計。 

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訴後獲准復學者，若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其復學前之

離校期間，得補辦休學，並不計入休學年限內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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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畢業、學位 

第四十九條  一、學生修業期滿符合最低畢業學分總數，修畢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成績及

格，（自九十四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大一新生【含各該班轉學生】）英

文語文能力符合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語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標準，始得畢

業。 

本校「學士班學生英文語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另訂之。 

二、兼修輔系、雙主修或教育學程者，依相關規定辦理之。 

三、學士班學生修讀相近學術領域學系之課程或修讀跨領域學位學程課程，符

合本條第一項要件者，本校得依其學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授予學士學

位，不限於學生原入學之院、系、學位學程規定。 

相近學術領域之認定基準（含受理對象、修讀課程及要件）應列入學分科

目表，並提經各系級、院級及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申請期限：至遲應於畢業前一學期提出。 

第五十條  學生畢業，依「學位授予法」規定由本校發給學位證書，並依所屬學系分別授

予學士學位，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登載至年月，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

月。 

學位證書登載內容含學生姓名、出生年月日、院、所、系、學位學程、學籍分

組名稱、畢業年月、學位名稱及證書字號；修讀本校或他校輔系或雙主修者，

另加註學校及學系名稱。 

 第三篇  碩士班、博士班 

  第一章  入學 

第五十一條  凡在已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地區大學畢業

獲有學士學位，或具有法令規定之同等學力，或應屆畢業生符合本校各碩士班

報考資格，經本校碩士班入學考試或甄試錄取，且在入學前已取得學士學位

者，得入本校修讀碩士學位。 

前項持境外學歷者須符相關學歷採認法規規定。 

第五十一條之一  凡在已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地區大學畢業

獲有碩士學位，或具有法令規定之同等學力，或應屆畢業生符合本校各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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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資格，經本校博士班入學考試或甄試錄取，且在入學前已取得碩士學位

者，得入本校修讀博士學位。 

前項持境外學歷者須符相關學歷採認法規規定。 

第五十一條之二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修業一年以上，成績優異者，得依據教育部訂頒之「學生逕

修讀博士學位辦法」暨本校相關作業規定，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第五十一條之三  本校碩、博士班甄試錄取學生，如已取得符合入學資格或預訂於提前入學當學

期開學前取得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註冊入學。惟其修業規定比照報考入學年

度新生規範辦理，且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其他相關申請規定及注意事項另

訂之。 

第五十二條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招生規定」申請入學，獲核准者得入本校修讀碩

博士學位。 

第五十二條之一  大陸地區學生入學時，檢附下列文件： 

一、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正本。 

二、單次入出境許可證正本。 

三、學歷（力）證件原始正本。 

四、經公（驗）證之財力證明。 

五、經公（驗）證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六、經公（驗）證之在學期間有效醫療、傷害保險證明文件。 

大陸地區學生來臺時，已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不得入境

時，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第二章  選課 

第五十三條  研究生選課，須參考當學期開設之課程資料，接受所屬系、所之輔導，並依選

課注意事項及各系所規定之學分科目表辦理。 

第五十四條  研究生每學期所選學分數，由各系、所核定之。 

學士班非本科系畢業之研究生，其補修專業科目之規定，由各系、所另訂之。 

第五十五條  研究生應依所屬系、所規定選定指導教授，接受其選課、課業、研究等各方面

之指導，畢業前須經指導教授同意提出畢業論文、畢業製作或技術報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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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主任同意後送教務處登記。 

  第三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轉系（所）、退學 

第五十六條  碩士班研究生之修業年限為一至四年；博士班研究生之修業年限為二至七年。

但入學身分為在職進修研究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

文者，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一年。重災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應修科目學分

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專案申請延長其修業期限。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自轉入博士班起，其修業期限依前項規定辦理。 

在職進修研究生入學資格，於碩士班招生簡章中另訂之。 

第五十七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總數由各系、所自行訂定，惟碩士班研究生不得少

於二十四學分，博士班研究生不得少於十八學分；所規定之學分總數不包括畢

業論文、畢業製作、技術報告等。 

第五十八條 

 

 研究生成績計算方式： 

一、研究生學業成績核計，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學業成績不及格

之科目不得補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二、性質特殊或有特定考量之科目，經系、所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得採

「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 

三、「畢業論文」與「畢業製作」或性質類似且為學分另計之科目，得視學生

實際狀況，採「未完成」、「製作中」方式暫行登記，該科目不列入該學

期平均成績計算，不補登成績；採此登記法之科目須連續修習，不得中

斷，並應依各系所學分科目表規定，取得一次或兩次及格成績，其學分及

成績方得採計。 

第五十九條  研究生（含碩、博士）修習學士班開設之課程，或學士班非本科系畢業之研究

生補修科目，成績及格者給予學分，惟不得計入其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博士班學生修習碩士班開設之課程，成績及格者給予學分，惟是否計入其應修

最低畢業學分數內，由各系所自行決定之。 

另碩士班學生修習博士班開設之課程，是否應先經開課系所、學生所屬系所及

授課教師同意，由各系所自行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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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含碩、博士）修習其他學制課程、輔系（所）及雙主修需另繳交學分

費。 

第六十條  研究生需轉系（所）或轉主修者，可依本校各系（所）轉系（所）或轉主修辦

法規定申請之；研究生欲申請輔系（所）或雙主修者，依本校輔系（所）、雙

主修辦法及各學系（所）規定辦理。 

第六十一條  研究生合乎「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之相關規定者，可於每學期加退選截止

日前，依規定程序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 

第六十二條  研究生畢業成績以學位考試成績、學業平均成績各占百分之五十計算。 

第六十三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勒令退學： 

一、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二、有本學則第十三條第一、二項之情形者。 

三、休學期滿未辦理復學，亦未辦理繼續休學者。 

四、依本校學務章則規定，受退學處分者。 

五、修業年限期滿，未修足所屬系（所）規定應修科目、學分數及畢業條件者

或未通過學位考試者。 

六、所屬系（所）訂有資格考試之學位候選人，其資格考試不及格，又未能於

所屬系、所之規定期限屆滿前通過者。 

七、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第六十三條之一  （刪除） 

  第四章  畢業、學位 

第六十四條  研究生學位考試，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之規定辦理，該辦法並報教

育部備查。 

第六十五條  研究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足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數，成績及格，符合畢業條

件，提出論文並通過本校學位考試規定之各項考核，依「學位授予法」規定，

由本校據其所屬系、所性質，發給學位證書，授予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學位

證書授予日期登載至年月，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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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證書登載內容參照本學則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研究生若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分，且於申請學位考試之學期未修習科目學分

者，其通過學位考試後，得以完成離校程序之月份授予學位證書。 

研究生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但未修畢教育學程，符合前述畢業規定且未達最高

修業年限者，提出申請後，准予於修畢教育學程或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學

期畢業。 

第六十五條之一 

 

 研究生學位論文得以下列項目之一代替： 

一、作品連同書面報告。 

二、技術報告。 

三、專業實務報告。 

上述論文代替機制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辦理。 

第六十六條  研究生在本校修業滿一學期以上之自請退學或勒令退學者，除第四十七條第

二、三款情形外，得發給修業證明書。 

  第五章  其他 

第六十七條  研究生保留入學資格、繳費、註冊、成績、休學、復學、開除學籍及其他本篇

無特別規定者，準用第二篇學士班相關條文規定辦理。 

 第四篇  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士班適用第二篇） 

  第一章  入學 

第六十八條  凡在國民中學或已立案之私立初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法令規

定之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公開招生並經錄取者，得入學七年一貫制一年級。 

第六十九條  （刪除） 

  第二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七十條  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繳費標準比照學士班之規定辦理。 

第七十一條  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不得申請轉系或修習輔系。 

第七十二條  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除依規定修習課程外，得於第三學年開始，經所屬

學系與相關開課系科主管、授課教師同意，上修學士班課程。 

上修課程所得學分，不得列入一至三年級課程之應修學分數計算；惟可於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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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後，列入所屬學系學士班畢業應修科目、學分數中計算。 

第七十三條  七年一貫制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二十六學分。 

學生如有特殊情形經導師、系主任同意後，得酌減應修學分數，惟不得因而延

長其修業年限。 

  第三章  修業年限、學力 

第七十四條  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修業年限為三年，得延長一年，修畢應修科目、學

分數，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證明書，等同高級中學學力（或等同高級中學

畢業證書）；延長修業年限期滿仍未修畢規定科目、學分，或仍未通過直升考

試者，應予勒令退學。 

第七十五條  七年一貫制三年級學生得依原學系直升考試辦法，參加公開甄試升級考試，通

過直升考試，修畢應修科目、學分數，成績及格者，可直升，修讀學士學位。 

第七十六條  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因故離校、轉學，得申請相關修業、成績證明。 

  第四章  其他 

第七十七條  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學生保留入學資格、繳費、註冊、選課、成績、休學、

復學、退學、開除學籍及其他本篇無特別規定者，準用第二篇學士班相關條文

規定辦理。 

 第五篇  附則 

第七十八條  本校學生未經所屬系、所主管同意，不得參加校外之公開展演活動；核准辦法

由各系、所訂定之。 

第七十九條  本校僑生、外國學生及境外大陸地區學生等特種身分學生學籍處理，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準用本學則之規定。 

第七十九條之一  本校大陸地區學生有關入學、註冊繳費、休學、退學、畢業、離校等規定，係

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及「當年度大陸地區學生招生

簡章」規定辦理。 

第七十九條之二 

 

 為維護遭重大災害學生之學習權益，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為重災生者，其在校

修業機制得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益處理原

則」彈性處理。 

第八十條  學籍更正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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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學生學籍資料所登記之基本資料以身分證所載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

載與身分證不符者，應即更正。 

二、在校生及畢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等學籍資料，應檢附戶政機

關發給之有效證件，報請教務處更正，已畢業校友之學位證書應由本校加

註更正、加蓋校印。 

第八十一條  本校學生學籍、成績、主修別、畢業日期、授予學位等各項資料，以教務處之

原始記錄為準。 

第八十二條  本校學生經核准得同時在國內外大學修讀學位或具雙重學籍身分。 

新生應於完成註冊程序後提出申請；在校生應於開學後提出申請，經各該系所

主管同意並奉校長核可後辦理。 

第八十二條之一  本校得與國外及境外大學合作辦理跨校雙聯學制，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

備查。 

第八十三條  本校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八十四條 

 

 本學則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大學辦理招生規

定審核作業要點」、「藝術教育法」、「藝術教育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

法」及其認定準則、相關教育法令暨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八十五條  本學則經本校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布實施，並報教育

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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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

碼
學校名稱 審查結果 申請類別 班別

院系所學位

學程名稱
說明 申請案名 專業審查結論表 推薦程度

0028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同意 系所整併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舞蹈學系 1.「舞蹈研究所」碩士班原學籍分組為「表演創作

組」及「理論組」共2組，同意自109學年度起分組

整併。

2. 同意「舞蹈學系」與「舞蹈研究所」，自109學

年度起整併為「舞蹈學系」，整併後之「舞蹈學

系」含七年一貫制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舞

蹈研究所以及舞蹈研究所

表演創作組、理論組學籍

分組整併為舞蹈學系

109 學年度大學校院招生名額總量及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核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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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學位授予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28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本法 107.11.28  修正之第 4  條及第 5  條第 1  項之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定之。

第 1 條

學位之授予，依本法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第 3 條

學位分副學士、學士、碩士、博士四級。副學士學位由專科學校授予，並

得由大學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由大學授予。

前項各級學位，由授予學校依學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訂定各類學位名

稱；其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由各校經教務相

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各類學位名稱之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主管

機關定之。

 

第 4 條

專科學校及大學修讀副學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

有實習年限者，實習完畢，並符合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副

學士學位。

 

第 5 條

大學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限者

，實習完畢，並符合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士學位。

學生修讀相近學術領域課程或修讀跨領域學位學程課程，符合前項要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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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規定。但涉及政府相關部門所定人力培育總量管制

機制之特殊專業領域者，不包括在內。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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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學

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就讀主管機關核定之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學位專班之學生，修業期間滿二

年及修滿八十學分，經考核成績合格並向就讀學校申請保留學籍獲許可後

就業者，授予副學士學位。

前項申請保留學籍之學生，於保留學籍期限屆滿前返校就讀且符合第一項

27-42



規定者，授予學士學位。

 

第 6 條

空中大學修讀副學士、學士或碩士學位之學生，依空中大學設置條例規定

，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並符合本法授予學位

要件者，分別授予各該學位。

 

第 7 條

大學修讀碩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

並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碩士班，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作品、成

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由各校經

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

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專業實務

之認定基準，由各校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

前二項之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

實務報告，代替碩士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8 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人至五人，由校長遴聘之。

前項委員，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列資

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

    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

    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

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第 9 條

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修滿應修學分。

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博士學位候選人依法修業期滿，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經博士學位考

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博士班，其學生博士論文得以作品、成

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由各校經

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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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代替博

士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主管

機關定之。

 

第 10 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九人，由校長遴聘之。

前項委員，應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列資格

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

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第 11 條

經申請准予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通過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考核後，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其論文、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

面報告或技術報告，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

授予碩士學位。

 

第 12 條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

或專業實務報告，不得作為第七條、第九條第二項或第三項之論文、作品

、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但國內學校經由學術

合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者，不在此限。

 

第 13 條

軍、警學校修讀副學士、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之學生，依本法及軍、警

學校相關教育法規規定，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

經考核成績合格，並符合本法及相關教育法規授予學位要件者，由各該學

校分別授予各該學位。

 

第 14 條

學生修讀本校或他校雙主修，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

件，經考核成績合格，並符合本法授予各級學位要件者，由原就讀學校授

予學位，並於所頒給之學位證書附記雙主修學校及學系名稱。

修讀副學士學位或學士學位之學生，得修讀本校或他校同級輔科（系、學

位學程）；修讀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之學生，得修讀本校同級或向下一級

輔科（系、所、學位學程），不另授予學位。

第一項學生修讀本校或他校雙主修，於修業期限內未能修滿雙主修學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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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辦理學分抵免取得輔科（系、學位學程），不另授予學位。

 

第 15 條

名譽博士學位，由得授予同類博士學位之大學組成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頒授；其頒授要件、審查委員會之組成及審查程序，由各校

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16 條

取得博士、碩士學位者，應將其取得學位之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

專業實務報告，經由學校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

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館保存之。

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應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經依著

作權法規定授權，得為重製、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或其他涉

及著作權之行為。但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並經學校認定

者，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

前二項圖書館之保存或提供，對各該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第 17 條

學校授予之學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頒給之

學位證書；有違反其他法令規定者，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一、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情事。

二、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

    、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

該管學校主管機關發現學校就前項情事之處理有違法或不當之疑義者，應

通知學校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主管機關得予糾正。

學校經主管機關糾正後仍未就第一項違法或不當之情事妥為處理者，主管

機關得邀集學者專家、學校代表組成審查委員會，對於違反情形作具體處

分認定及建議，由學校據以辦理；屆期未辦理者，主管機關得予糾正，並

減少各項獎補助及招生名額。

學校依第一項規定撤銷學位後，應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

及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專科學校、大學及相關機關（構）。

 

第 1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行為人或負責人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以廣告、口述、宣播或其他方式，引誘代寫（製）論文、作品、成就

    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二、實際代寫（製），或以口述、影像等舞弊方式供抄寫（製）論文、作

    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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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罰鍰之處罰，由主管機關為之。

 

第 19 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九日修正之第四條及第五條第一項施行前

，專科學校、大學附設專科部、專科學校或大學附設進修學校修讀副學士

學位，或大學、其附設進修學校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授予學位依原規定

辦理。

 

第 20 條

本法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九日修正之第四條及第五條第一項之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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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

認定準則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準則依學位授予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七條第四

項及第九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一、依學位授予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三條規定:「(第一項)學位分副學

士、學士、碩士、博士四級。副學

士學位由專科學校授予，並得由大

學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由

大學授予。(第二項)前項各級學

位，由授予學校依學術領域、修讀

課程及要件訂定各類學位名稱；其

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

及註記等規定，由各校經教務相關

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

機關備查。(第三項)前項各類學位

名稱之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

之」。

二、本法第七條規定:「(第一項)大學修

讀碩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

滿，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

並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第

二項)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

動類碩士班，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

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

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

準，由各校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

通過後實施。(第三項)碩士班屬專

業實務者，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

業實務報告代替；專業實務之認定

基準，由各校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

議通過後實施。(第四項)前二項之

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

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

報告，代替碩士論文之認定範圍、

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三、本法第九條規定:「(第一項)大學修

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具有下列條件

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一、修

滿應修學分。二、通過博士學位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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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資格考核。(第二項)博士學位

候選人依法修業期滿，符合畢業條

件並提出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

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

(第三項)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

育運動類博士班，其學生博士論文

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

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

定基準，由各校經教務相關之校級

會議通過後實施。(第四項)前項之

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

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代替博士

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

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主

管機關定之。」。

四、依上開本法相關規定，明定本準則

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專科學校及大學(以下簡稱學校

)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授予要

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

由院、所、系、科、學位學程、組擬

議，依學校規定程序，經教務相關之

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

備查。      

依本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學位名稱、

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

定，由各校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

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目前實務

上各校對於訂定學位相關事項，於報教

務相關之校級會議前，各院、所、系、

科、學位學程、組均會經過相關程序（

例如事務會議），且各校內部程序不同

難以統一規範，為使院、所、系、科、

學位學程、組對於所頒予學位相關事項

及其核心內容，係經充分討論溝通並形

成共識，爰明定其應先依校內規定程序

，完備校內相關程序後，再經教務相關

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

備查。

第三條  學校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

之訂定，應符合國際慣例及趨勢並參

酌主管機關公告之中文、英文學位名

稱參考手冊，由授予學位學校依各院

、所、系、科、學位學程、組之特色

、課程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領域、學

術或專業實務導向為之。

    

一、學位名稱訂定時，應依據各院、所

、系、科、學位學程、組之發展方

向、課程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學術

領域（文、理、法律、社會、商、

管理、農、工、醫、教育、藝術等

）而定，並非以其隸屬之學院。如

學校社會科學學院包括經濟系、社

會系、財政系、民族系等，其學士

學位分別授予商學學士、社會學學

士、商學學士、民族學學士，不因

各系均屬社會科學學院，而需全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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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社會學學士學位，為使學校訂定

學位名稱時有所依循，教育部將不

定期蒐整各校訂定學位之名稱並編

制參考手冊，以供學校訂定學位名

稱之參據，學校各類學位中文、英

文名稱之訂定，除參考教育部訂定

手冊外，應依各校之特色、課程內

容及課程性質所屬領域、學術或專

業實務導向，妥適訂定學位名稱，

爰明定學校各類學位名稱之規範。

二、目前國際上對於學位導向與實務導

向之學位授予，習慣上學術導向之

系所，授予「○○學學士、○○學

碩士、○○學博士」；專業實務導

向之系所，授予「○○學士、○○

碩士、○○博士」。

第四條  學校各類學位授予要件之訂定

，應考量各級學位層級、修業年限、

應修學分數、實習規定、畢業條件與

各類學位所應具備核心能力、專業素

養及需通過各類考核項目。

一、依本法第四條規定:「專科學校及大

學修讀副學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

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

限者，實習完畢，並符合畢業條件

，經考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副學士

學位」，本法第五條規定:「(第一

項)大學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依法

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

年限者，實習完畢，並符合畢業條

件，經考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士

學位。(第二項)學生修讀相近學術

領域課程或修讀跨領域學位學程課

程，符合前項要件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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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規定。但涉及政府相

關部門所定人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

之特殊專業領域者，不包括在內。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大學修讀

碩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

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並提

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

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本

法第九條:「(第一項)大學修讀博士

學位之學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

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一、修滿應修

學分。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

格考核。(第二項)博士學位候選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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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修業期滿，符合畢業條件並提

出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

試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

二、為兼顧學術自由及學位授予品質，

爰明定學校訂定各類學位授予要件

時，應考量副學士、學士、碩士及

博士不同學位層級，其應修業年限

、學分數、實習規定以及校內所定

之畢業條件，且本法修法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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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授予學士學位

，故授予其學位時，應考量該學位

學術領域須具備核心能力、專業素

養及考核項目。例如:某校藥學系要

求畢業學生，至少應具備基本藥學

核心能力及專業素養，則該校對該

系學生畢業條件考核項目亦需環扣

著前述核心能力及專業素養，且經

考核成績合格者，始能賦予學位。

第五條  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併同

實施年度、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

給、註記及其他相關規定，應公告於

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專區。

      前項學位授予要件，包括是否得

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

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代替論文。

一、依大學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及專科學

校法第四十六條，學校對校務資訊

，除依法應予保密者外，以主動公

開為原則。次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二十七條規定及專科學校法施行細

則第十四條，學校應主動公開校務

資訊，並應訂定校務資訊公開之事

項、方式及人民申請提供之程序，

且應於學校網頁建置校務公開專區

。校務資訊，包括基本數據及趨勢

、辦學特色及發展願景、績效表現

及各類評鑑結果、畢業生流向及校

友表現、財務資訊及學雜費、各類

就學補助資訊等事項。因學位授予

相關事項(包括是否得以作品、成就

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

專業實務報告代替論文）事涉學生

權利義務，亦屬校務資訊，依大學

法、專科學校法及其施行細則等規

定即應公開，學校應透過適當管道

（如學校網站）即時更新，俾學生

入學或選校時，得完整瞭解系（所

）情形，或供民眾查詢該系（所）

及學位之性質，爰於第一項明定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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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應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

公開專區。

二、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

碩士班、博士班或碩士班屬專業實

務類科範圍，雖由學校自行認定，

惟為維持學位授予品質，學校得決

定該類科得否以作品、成就證明連

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代替

碩士、博士論文並授予學位。另考

量其涉及學生就學時之重要資訊並

為學位授予要件之一，爰於第二項

明定其應為公告之事項。

第六條  學位證書內容應包括學生姓名

、出生年月日、院、所、系、科、學

位學程、組、畢業年月、學位名稱及

證書字號；修讀本校或他校輔系或雙

主修者，應另加註學校及學系名稱；

申請補發證明書者，並應包括補發證

明書日期。

一、考量學位證書內容若無統一規定，

將影響學生權益，爰將證書應載記

內容予以規範。

二、目前各校學位證書皆未登載發證日

期，僅於已獲學位惟遺失學位證書

者申請補發時，在所補發之證明書

上載明補發日期，爰參酌實務運作

現況，規定申請補發證明書者，證

書須加註補發證日期。

第七條  本法第七條第四項得以作品、

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

、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士論文之認

定範圍如下：

一、藝術類：於音樂、戲曲、戲劇、

劇場藝術、舞蹈、民俗技藝、音

像藝術、視覺藝術、新媒體藝術

、設計及其他藝術領域，其作品

連同書面報告之學理分析具有重

要具體之貢獻者。

二、應用科技類：於生命科學、環境

、物理及化學、數學及統計、資

訊通訊、工程及工程業、製造、

建築及營建、農業、運輸及其他

科技領域，有專利、技術移轉或

創新之成果；或個案研究獲全國

性或國際性技術競賽獎項；或產

學合作、技術應用及衍生或改善

專案等成果，其成果連同技術報

告之學理分析具有重要具體之貢

獻者。

三、體育運動類：於休閒運動、競技

一、依本法第七條第三項立法理由說明

五:「有關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

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論文之方

式，說明如下：（一）參照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十七條

規定，藝術類得以作品、成就證明

連同書面報告代替論文。（二）參

照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十五條規定，應用科技類得以技

術報告代替論文。（三）參照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十八

條規定，體育運動類得以成就證明

連同書面報告代替論文」，爰為使

各校在代替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

體育運動類碩士論文之認定範圍有

一致規範，爰參酌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附表一、附表三及

附表四關於藝術類、應用科技類及

體育運動類規範，藝術類另參酌教

育部委託「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藝術

作品送審條件」研究計畫之結案報

告；應用科技類另參酌教育部統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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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領域，本人或其經指

定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大國內外

運動賽會，獲有名次，其成就證

明連同書面報告之學理分析具有

重要具體之貢獻者；其賽會範圍

由主管機關公告。

四、專業實務類：指研究領域或內涵

以實務應用為主之類型者。

      前項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

告或以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採計

基準及應送繳資料，由學校自行訂定

；其基準應與該級論文水準相當，並

經院、所、系、學位學程、組會議通

過，送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

專區。

處對大專校院學科分類歸納表，於

第一項明定其認定範圍，另說明如

下:

(一)藝術類之其他藝術領域及應用科技

類之其他科技領域，由授予學位學

校自行認定。

(二)為促進學用合一，培育產業發展所

需之高階人才，目前部分大專校院

設有以應用科技導向為主之專班或

學程，例如產業碩士專班，均屬應

用科技類之認定範疇。

(三)專業實務報告，係指碩士生之研究

主題涉及實務應用者，強調研究內

容的實務性，可以研究專題或短篇

論文代替學術性碩士論文。以國內

現況觀之，除專業學院（如：商管

、法律、建築相關系所等）外，一

般領域之專業實務研究取向類別(

如教育、文化、應用科技等，但宗

教不適用)可由各校訂定專業實務

之認定基準後實施。在國際案例部

分，加拿大大學商學院碩士生係以

實習或書面報告取代學術性論文，

美國麻州、緬因州、新罕布夏州、

羅德島州、佛蒙特州，實務取向類

研究所碩士班學生，其論文得以個

別專題報告（Directed studies）

代替。

二、考量各校系所發展特色及畢業條件

之要求不一，爰於第二項明定有關

作品、成就證明、成就證明認定基

準及應送繳資料由學校自行訂定，

且應與該各級論文水準相當，博士

層級基準應高於碩士層級;另體育及

藝術類科，得參酌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附表三及附表四有

關體育、藝術類科之講師(碩士等級

)及助理教授(博士等級)之基準及送

繳資料定之，經校內一定程序通過

實施，並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

公開專區。

第八條  本法第九條第四項得以作品、

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

告，代替博士論文之認定範圍，比照

一、為使各校在代替藝術類、應用科技

類或體育運動類博士論文之認定範

圍有一致規範，爰參酌專科以上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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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

理。

      前項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

告或以技術報告採計基準及應送繳資

料，由學校自行訂定；其基準應與該

級論文水準相當，並經院、所、系、

學位學程、組會議通過，送教務相關

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公告於學

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專區。

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表一、附表

三及附表四，關於藝術類、應用科

技類及體育運動類，爰於第一項訂

定認定範圍。

二、為促進學用合一，培育產業發展所

需之高階人才，目前部分大專校院

設有以應用科技導向為主之專班或

學程，例如：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

研發人才計畫博士學位學程等，均

屬應用科技類之認定範疇。

三、考量各校系所發展特色及畢業條件

之要求不一，爰於第二項明定有關

作品、成就證明、成就證明採計基

準及應送繳資料由學校自行訂定，

且應與該級論文水準相當，並經校

內一定程序通過，送教務相關之校

級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九條  前二條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

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

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之資料形式

，得為紙本、磁碟、光碟或其他電子

儲存媒介。

考量藝術類作品（例如：雕塑）可能為

立體或不規則狀；成就證明（例如：獎

盃、獎牌）可能為立體以致於有攜帶或

存放不易之困擾，爰將資料形式統一規

範為平面保存之紙本、磁碟、光碟或其

他電子儲存媒介，俾利後續流通保存。

第十條  第七條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

專業實務報告應包括之內容項目如下

：

一、藝術類：創作或展演理念與個案

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

及分析、作品與成就之成果貢獻

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二、應用科技類：技術研發理念與個

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

釋及分析、成就之成果貢獻及其

他衍生性成就。

三、體育運動類：參賽歷程與個案描

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

分析、成就之成果貢獻及其他衍

生性成就。

四、專業實務類：專業實務成果理念

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

巧詮釋及分析、成果貢獻及其他

衍生性成就。

為使各校在代替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

體育運動類碩士論文之書面報告、技術

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內容項目有相關依

循之準則，爰參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附表一、附表三及附表四，

關於藝術類、應用科技類及體育運動類

之規範，明定其內容項目應包括之事項

。

第十一條  第八條書面報告、技術報告 為使各校在代替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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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項目，比照前條第一款至第三

款規定辦理。

體育運動類博士論文之書面報告、技術

報告內容項目有相關依循之準則，爰參

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表

一、附表三及附表四，關於藝術類、應

用科技類及體育運動類之規範，明定其

內容項目應涵蓋之事項。

第十二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準則施行日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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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摘錄) 

時間：108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林教務長劭仁                                        紀 錄：余琇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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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參、 教務處業務報告: 略。 
 

 肆、 提案討論： 

   

 提案六、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教務處) 

 說 明：  

     一、 因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已更名為「外國學生招生規定」，及「轉

學生招生規定」已廢止，相關條文併入本校「招生規定」中，配合修

正第 4條、第 5條、第 7條、第 52條及第 69 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因應公文直式書寫改成橫式書寫，原條文左列說明因而改置於下列，

故修正第 9、15、16、27、29、30、38、44、47條，共 9 條文字內容。 

有關研究生收費方式修訂第 11、59條。 

依教育部 108年 7月 16日臺教高(四)字第 1080103095號函公告「109

學年度大學校院招生名額總量及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核定表」(詳

第 55頁)，修正本辦法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名稱為「七年一貫制」。

修正條文為第 20、38、40、47條、第四篇七年一貫制 68至 77條相關

條文內容。 

另依 107 年 11 月 28 日修正之「學位授予法」(詳第 56-60 頁)及 108

年 8月 28日函送之「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

論文認定準則」(詳第 61-68 頁)，為利學位授予及學制更彈性多元及

碩士、博士學生得修讀輔系、雙主修，論文得有替代機制等新規定，

爰配合修訂本校「學則」第 24、46、49、50、59、60、63、65、65-1(新

增條文)及 82條，俾利學生適用。 

「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已於 108 年 3 月 20 日廢止，爰配合修正第 1

及 84條，以符法制。 

修正條文對照表(詳第 26-36頁)、學則修正草案(詳第 37-49頁)。 

本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決 議： 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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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4 提案性質 法規訂定 提案單位 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新訂本校「研究獎助生施行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為保障學生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研究活動、培養

相關知識能力之學習與勞動權益，依據教育部頒訂「專科以

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及本校「獎助生及學生勞

動型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辦法」訂定之。 

二、 本案業經 108 年 4 月 16 日、108 年 6 月 19 日校內 2 次諮商

會議及 108 年 10 月 7 日辦理面向科技部計畫主持師長之公

聽會討論後擬訂之。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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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獎助生施行要點(草案)逐條說明 

要點草案 說明 

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學生

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研究活動、培養

相關知識能力之學習與勞動權益，依據教育部訂

頒「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以

下簡稱指導原則)及本校「獎助生及學生勞動型

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辦法」，訂定「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研究獎助生施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立法原因 

二、 研究獎助生指本校傑出優秀學生為課程學習或

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等目的，參與與自身研

究/展演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

受教師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

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展演能力及發展研究/

展演成果者。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

及第五點第一項訂定研究獎助生適

用目的及對象，並為配合本校研究領

域，明訂展演可為實務研究能力。 

三、 為取得校內師生共識，並依前點範疇研擬訂定全

校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作為系

所及計畫執行單位之依據，設「研究獎助生權益

研商工作小組」，置成員五至七名，由研發處邀

請校內執行政府機關委補助計畫之計畫主持

人、教師及學生組成，並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 

前項工作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研商會議，並

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規範研究獎助生相關事項之基本研

商程序、校內研商成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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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屬研究獎助生範疇之學習/研究活動，應符合下

列原則： 

(一) 該學習/研究活動應與第二點所定範疇有直

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並於授課/指導教師

或計畫主持人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授課

/指導教師或計畫主持人同意為之。 

(二) 計畫主持人或執行單位每學期應明列與執

行中委補助計畫對應之下一學期課程、教學

或實習活動、論文或研究指導等，並就其相

關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

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明定並審查後，送研究

獎助生權益研商工作小組審議之；工作小組

審議後應立即公告，以利學生申請擔任研究

獎助生。 

(三) 教師或計畫主持人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

知識之行為。 

1.研究獎助生聘任相關範疇。 

2.計畫執行單位或系所應明訂相關

執行準則及審查機制並公告之。 

五、 授課/指導教師或計畫主持人與學生在前點規範

下，審視雙方權利義務並達成共識後，以書面合

意為之。 

規範指導教師與研究獎助生應訂定

雙方之權利義務及合意程序。 

六、 研究獎助生之申請資格、擔任期間及相關權利義

務與所領取費用之發給標準或校內支用相關規

範應依計畫委補助機關(構)規定及本校相關規

定辦理。 

研究獎助生申請資格、聘僱期間、領

取費用、經費來源、校內支用規範、

相關權利義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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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究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

之歸屬，依本校「獎助生及學生勞動型兼任助理

權益保障處理辦法」第六條第七點、著作權法及

相關法令辦理。 

研究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之專利

權歸屬，依本校「獎助生及學生勞動型兼任助理

權益保障處理辦法」第六條第八點、專利權法及

相關法令辦理。 

計畫之研究成果如計畫委補助機關(構)有其規

定，應從其規定。 

規範研究獎助生研究成果歸屬。 

八、 研究獎助生對於參與學習範疇活動之措施或處

置，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得於該措施或處理作成或發布之次日起十五日

內以書面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前項研究獎助生申訴悉依本校「獎助生及學生勞

動型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辦法」規定辦理。 

規範研究獎助生權利爭議處理機制

與校內相關章則。 

九、 研究獎助生對於是否涉及僱傭關係認有爭議

者，依本校「獎助生及學生勞動型兼任助理權益

保障處理辦法」第七條第二項辦理。 

規範研究獎助生權利爭議處理機制

與校內相關章則。 

十、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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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獎助生施行要點(草案) 

 

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學生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研究活

動、培養相關知識能力之學習與勞動權益，依據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指導原則)及本校「獎助生及學生勞動型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

理辦法」，訂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獎助生施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研究獎助生指本校傑出優秀學生為課程學習或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等目的，參與與

自身研究/展演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教師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

執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展演能力及發展研究/展演成果者。 

三、 為取得校內師生共識，並依前點範疇研擬訂定全校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

作為系所及計畫執行單位之依據，設「研究獎助生權益研商工作小組」，置成員五至七

名，由研發處邀請校內執行政府機關委補助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教師及學生組成，並由

研發長擔任召集人。 

前項工作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研商會議，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四、 屬研究獎助生範疇之學習/研究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 該學習/研究活動應與第二點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並於授課/指導教

師或計畫主持人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授課/指導教師或計畫主持人同意為之。 

(二) 計畫執行單位或系所每學期應明列與執行中委補助計畫對應之下一學期課程、教學

或實習活動、論文或研究指導等，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

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明定並審查後，送研究獎助生權益研商工作小組審議之；

工作小組審議後應立即公告，以利學生申請擔任研究獎助生。 

(三) 教師或計畫主持人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五、 授課/指導教師或計畫主持人與學生在前點規範下，審視雙方權利義務並達成共識後，

以書面合意為之。 

六、 研究獎助生之申請資格、擔任期間及相關權利義務與所領取費用之發給標準或校內支用

相關規範應依計畫委補助機關(構)規定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 研究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依本校「獎助生及學生勞動型兼

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辦法」第六條第七點、著作權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研究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依本校「獎助生及學生勞動型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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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辦法」第六條第八點、專利權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計畫之研究成果如計畫委補助機關(構)有其規定，應從其規定。 

八、 研究獎助生對於參與學習範疇活動之措施或處置，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

益者，得於該措施或處理作成或發布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出申訴。 

前項研究獎助生申訴悉依本校「獎助生及學生勞動型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辦法」規定

辦理。 

九、 研究獎助生對於是否涉及僱傭關係認有爭議者，依本校「獎助生及學生勞動型兼任助理

權益保障處理辦法」第七條第二項辦理。 

十、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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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獎助生合意書(稿) 
※為了保障您的權益，請先確實詳細閱讀下面內容※ 

權利

義務

處理

原則 

1、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2、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獎助生及學生勞動型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辦法 

3、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獎助生施行要點 

研究

成果

歸屬 

1、若指導教授僅為觀念指導，學生享有著作權；指導教授參與內容表達與學生共

同完成之成果，為共同享有著作權。 

2、研究成果依專利法第 5條 2項，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學生自

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

權，得依同條第一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但他人(如指導教授)如對論文

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該他人亦得列為共同發明人。 

教授

同意

簽名 

本人同意指導＿＿＿＿       學生參與本人                      研究計畫/

研究課程(計畫編號/主計代碼:                    )（由系所端或教師填寫）

並擔任研究獎助生，以提升該生研究/展演能力，協助其學習專業知識、發展研究

成果。 

授課/指導教授簽名(親簽)： 

年  月  日 

計畫主持人簽名(親簽)[1]： 

年  月  日 

研究

獎助

生同

意簽

名 

本人為 

1.□ 參與_________________課程 

2.□ 符合論文研究 

3.□ 符合畢業條件 

之目的，參與前項研究計畫/研究課程，在          教授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

執行並發展研究成果。 

□本案屬參與研究/展演之學習活動為主要目的及範疇，非有對價之僱傭關係，本

人同意擔任研究獎助生。 

□本人同意於     年    月    日前提供研究/展演之學習活動成果發表紀錄。 

 

研究獎助生簽名(親簽)： 

年   月   日 

注意

事項 

1. 若參與由計畫衍生之課程/學習活動，且授課教師與計畫主持人為不同人，2

位教師均須簽名。若指導老師與計畫主持人為同一人，則請簽名 2次。 

2. 本研究獎助生之同意書由計畫主持人及學生各執一份正本留存備查。(並請影

送人事室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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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 年度科技部計畫相關修法公聽會 

會議發言紀錄 

 

時間：108 年 10月 7 日  
地點：研發處會議室 
 
主題：訂定本校研究獎助生施行要點 
 
發言紀錄： 
 

研發長(研)：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獎助生施行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草案的討
論開始是因為有師長在執行計畫時，向研發處主動提出聘任研究獎助生(以
下簡稱獎助生)的需求，因為本校目前只有勞動型助理的聘任，針對獎助生的
聘任沒有訂定相關法規，而未來本要點的實施將不影響師長們原有的勞動型
助理聘任，而是另外增加一個聘任獎助生的選擇，本要點應符合教育部規定，
並清楚讓師生理解勞動型助理和獎助生的身分和權益義務的差異，也讓行政
單位有可依循辦理的法規，今天特別邀請師長們對內容再次進行建議與檢視。 

 
陳雅萍老師(陳)：其實獎助生的規定其實還蠻以難適用的，所以大家都走勞動型

比較方便。 

 
黃立芸老師(黃)：另外也是大家的計畫都蠻小型的，其實用勞動型助理也就能協

助計畫執行了。這個部份我比較沒有需求了。（黃老師另有要事先行離席） 

 
孫士韋老師(孫)：簡單講就是獎助生跟勞動型助理的經費差異非常大，而且勞動

型助理學生自己領到的薪資也會被扣錢。 

 
陳：當初教育部一推出學習型跟勞動型助理規定的時候，我們就有檢視過；獎助

生的規定會有很多爭議部分。 

 
研：最初經提案師長建議後，本處同仁除與師長進行多次討論外，亦參考他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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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過程邀請人事主任、系所主管、學生代表共同與會討論，先擬定本要點
草案供參，先請同仁做簡短說明。 

 
周君霖專員(周)：這次施行要點訂定的核心是，我們依據教育部規定及人事室建

議，訂出適用研究獎助生的三個樣態，也就是：參加課程學習、為了發表論

文、符合畢業條件，學生接受教師指導，參加課程或計畫、或展演活動，以
提升學生自身的研究/展演能力或產出相關成果。 
配合這三個樣態，也由於本校各學院領域不同的關係，所以我們就需要各系

所及計畫主持人，依據上述的學習活動提出清單。如果是課程應該要訂定學
習準則如評量方式、學分計算等；如果是論文或展演指導，應該要有具體成
果產出。清單就是要告知學生，參加哪個樣態要負擔的責任及工作是甚麼，

也是避免學生其實是進行勞動工作，但用獎助生方案聘任的情形。 
 
孫：這邊打斷一下，這個清單可不可以是在開學前提出？因為科技部計畫執行是

八月開始，等開學後才審清單，會來不及聘用。 
 
周：一定是在開學前，這學期系所應該要提出下學期的清單，研發處也會在學期

結束前召開獎助生權益研商工作小組討論。 
 
孫：如果是科技部計畫，他七月才會通過，八月開始執行，九月才開學，這樣上

一學期審會來不及提出計畫清單。 
 
周：這個討論程序會是研發處的工作，因為科技部在 7月才公告，所以這個權益

研商工作小組也會在暑假的時候討論這些清單。可是其實老師送計畫是年初
的事情，所以老師也可以先送清單給系所審查。當然若科技部公告沒有通過
計畫，也就沒有聘任獎助生的需求了。 

 
陳：學期認知會有點不同，行政單位認知是每學期結束，教學單位的認識是第 18

周結束，那我建議可以修正一下簡報時間，把學期結束前註明 7/31、1/31

這樣。 
我可不可以另外問士韋老師一個問題？就是這樣看下來，這個規定還是蠻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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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如果你是科技部計畫，他核撥的經費就會包括你的助理費用，包括勞
健保費用等，目前用勞動型助理執行計畫也沒有甚麼問題，為什麼要推出獎

助生規定？ 
 
孫：其實就是經費不夠用。科技部核給的經費，用勞動型聘僱只能聘 1 個人的話，

改成獎助生方案可能可以聘到 3 個人。那我就可以在計畫推動上做更多事情。 
 
陳：這也是領域性質的不同，你們如果在實驗室裏面通常需要比較多人，我通常

一年就是一個助理就夠了。 
 
孫：其實我也在想說該怎麼舉證的事情，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讓學生拿實驗產

出去投論文，不管上不上我們已經有一個指導事實了，也就是能證明這群學
生就是要做這件研究的。 

 

研：請教各位老師實際上執行的時候會不會有其他困難，好比說計畫主持人應該
要通過計畫才有經費，那這裡要求系所明列課程或活動清單，對系所助教或
主管的角度會不會難以提出？是不是由計畫主持人提供這些內容設計？ 

 
陳：看獎助生合意書的設計，是不是表示聘用的計畫不一定是科技部計畫？有可

能聘用單位是系所而不是主持人。 

 
周：我們當初設計的時候就是考量過這些可能，合意書裡面的欄位設計就是先說

明是哪個計劃或課程，然後填計畫或主計代碼，也就是要有經費來源才能聘

任。這裡所指的研究指導、展演活動就不僅僅是指科技部的計畫，也包括了
文化部、教育部的經費支援的課程或展演活動等。 
所以今天如果是科技部計畫，那就由計畫主持人提出，如果是教育部、文化

部的經費，那就看是課程還是活動，由授課教師或主持人提出相應的內容規
劃。系所是負責彙整清單並初審後送進我們研發處召集的權益研商工作小組
審議。 

 
孫：這邊教學單位提出的清單還不用把學生也列入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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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學生就是走聘僱程序，清單經過系所提出、權益研商工作小組審核後公告，

這個清單的作用就是確認你可以在這些課程計畫項下聘用研究獎助生。 
獎助生的聘用程序如同一般助理聘任，由各單位送人事室辦理團保加保。團
保加保也能回溯 1，假設計畫 8 月開始執行，9 月開學後再聘還是能回溯到

8 月聘任，只要是計畫執行期間即可。 
當然本要點訂定後也不影響勞動型助理聘用，勞動型助理就是依現行規定辦
理。 

 
研：謝謝各位老師的出席，我們會整理今日會議紀錄供出席老師確認，並讓所有

老師參考，修正後再送校務會議審議。 
 
 
 

 
1 人事室於 108/10/15補充說明：今年由新光產險承保獎助生團體保險，雖允許各大專校院於每月 10日
前完成上一個月新聘獎助生的投保程序，但此一做法係新光產險公司個別特許，不可視為往後每一家
得標的保險公司都會比照辦理。 
   本校為計畫案獎助生投保團體保險，向依規定辦理，若明年或以後承保的保險公司不允許追溯保險日
期，則本校仍須遵守保險公司之投保規定，以維護獎助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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