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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9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國際會議廳 

主席：陳愷璜校長                                       紀錄：楊學慧 

出席人員：詳如出席名單 

會議出席人數：應到 130 人，實到 78 人。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一、首先，向各位校務會議代表致上誠摯的謝意，本（109）年 9 月 29 日於臨

時校務會議通過本人之校長續任案，將由原行政團隊持續推動本校校務。

該過程中提醒我們校內也有不同的看法與意見，未來值得讓行政主管們有

調整與努力的機會。 

二、本學期因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關係，少部分未返校之境外學生選擇安

心就學措施進行遠距學習，請各教學單位師長費心並細緻處理，以利參與

遠距教學之同學皆能有效學習。 

三、明年（110 年）是本校由蘆洲遷校入關渡 30 週年，10 月中旬已開始請高

教深耕總計畫辦公室撰寫計畫書，預計向文化部或教育部爭取相關經費。

後年（111 年）是本校創校 40 週年，近期我們將成立北藝大 30/40 校內籌

備委員會；校外推動委員亦逐步洽談中，希望藉由這個跨 2 年之專案慶祝

活動，能讓校友們回來母校並讓外界看見北藝大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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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學務處林于竝學生事務長（詳如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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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目前本校為全國大專院校僅存幾所尚設置吸菸區的學校之一，部

分藝術家有吸菸的需求我們保持尊重態度，請吸菸者體諒及考慮

非吸菸者之健康權益，以落實學校菸害防制之相關規定。 

 

三、總務處戴嘉明總務長（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本學期尚有部分學生未繳交學雜費，大多數原因為家庭經濟因素

所致，請各教學單位之師長及導師予以了解關心，並提供必要之

協助。 

（二）本校「阿福草輕食飲」於暑假期間全館重新裝修完成後，已於9月

正式開幕；「達文士餐廳」目前為試營運階段，歡迎大家蒞臨指

教並回饋總務處相關意見。 

（三）「學生餐廳及藝大食堂」未來將合併為複合式多元餐飲暨學生活

動空間，俟規劃設計完成，將申請教育部經費補助改善公共空間，

以設置學生餐廳、烘培坊，並擴增OK超商之營業面積，增加生活

機能、便利性。 

 

四、研發處林姿瑩研發長（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有關研發處今日工作報告所提，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圖書

儀器設備計畫、推廣藝術教育計畫……等，請各執行單位主管務

必適時提醒同仁，掌握執行期限、依期完成經費核銷及結案等相

關事務。 

（二）未來將研擬較具調性之機制來分配計畫經費，可能不採用均分方

式，因為某些單位分配到相關經費，卻有執行困難之問題，若透

過上述機制處理，請其他單位代為執行計畫，可有效避免影響整

體計畫之執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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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事務處王綺穗國際事務長（詳工作報告）。

六、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七、音樂學院盧文雅主任代理（詳工作報告）。

八、美術學院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九、戲劇學院鍾明德院長（詳工作報告）。

十、舞蹈學院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一、電影與新媒體學院魏德樂院長（詳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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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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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寶萱主任（詳工作報告）。

十九、傳統藝術研究中心江明親主任（詳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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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圖書館黃貞燕館長（詳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一）謝謝圖書館黃館長、校史發展組組長及同仁們的辛勞，中央研究院

開放博物館北藝大分館（https://tnua.openmuseum.tw/），於109年10

月22日正式上線，開放博物館為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打造之線上策

展平台，北藝大更是該平台第一所參與的國立大學，歡迎師生們上

線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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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本校「校史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圖書館〉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黃貞燕館長：圖書館校史發展組近期將重新整理本校之校史大事

記，此為校史書寫的重要事項。 

（二） 陳愷璜校長：新設校史發展諮詢委員會之用意，係避免因某任校

長在位時，而自行決定何者為重要校史事項，校史脈絡應與全校

有關聯、能為大家所接受。 

決議：照案通過。 

 

  二、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決議：照案通過。 

 

https://tnua.openmuseum.tw/?fbclid=IwAR0uYmPoliD8J9m8LWMdng30oSAtXA4lBs4kZ6wiFdRE3MGX3g8uOfS6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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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關「減少本校吸菸區域」事宜，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2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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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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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書
館 

新訂本校「校史發展諮

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草

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圖
書
館 

 

2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防治要點」

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3 
學
務
處 

有關「減少本校吸菸區

域」事宜，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學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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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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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境
保
護
暨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室 

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

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

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環
境
保
護
暨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室 

本案業於 109 年 7 月 23

日簽奉校長核定發布實

施，並於 109 年 9 月 15

日於本校勞資會議中向

勞方代表說明，並依其需

求提供相關名單俾利指

派。 

2 
教
務
處 

本校「博、碩士學位論

文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要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教
務
處 

本案業於 109 年 8 月 26

日 以 北 藝 大 教 字 第

1090004641 號書函轉送

各教學單位，並置於教務

處官網供參。 

3 
研
發
處 

本校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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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業於 109年 7月 10

日 臺 教 高 ( 三 ) 字 第

1090091463 號函核備，並

依規定刊登於本校資訊

公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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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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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8 月～109年 10 月 

 

一、 教務相關會議： 

 (一)8月 18日舉行三校(政治大學、陽明大學及本校)教務行政資源整合會議。 

(二)9月 3日召開本學期教師教學社群會議。 

(三)9月 29日舉行 110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年度會議。 

(四)10月 6日召開「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教師遴選委員會。 

(五)10月 8日召開本學期第 1次學術出版委員會。 

(六)10月 13日召開本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 

二、 選課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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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至 10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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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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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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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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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遴選出 108學年度 6名教學優良教師及 2名教學傑出教師，已通知 8位

教師於第 2次校務會議之頒獎表揚事宜，並由本處教學與學習中心安排教學

觀摩及歷程紀錄。 

四、 辦理本學期開課資料上傳教育部課程資源網及 109年 10月校務資料庫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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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籍管理： 

 （一）109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人數共 3,532人(在校生 3,147人、休學生 385

人)（統計至 10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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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9 月 14 日送各學系、所辦公室轉發

新生使用。 

 （三）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業年限屆滿退學案共 10 人（研究所 8 人，學士

班 2人）。 

 （四）109學年度第 1學期受理申辦復學或繼續休學期間為 109年 8月 1日至

9月 14日止，休學期滿未辦理復學，亦未辦理繼續休學者共 57人(108-1

學期 45人，107-1學期 36人，106-1學期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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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繳費期間為 109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 14 日止，

至 10 月 24 日止(達學期三分之一)，尚有 387 名(統計至 10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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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研究所畢業生學位論文（共 160件）函送國家

圖書館收執。 

六、 成績管理： 

 （一）依「學生學業優異」獎勵要點，將學士班各班在校學生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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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處理 109學年度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案。 

七、 研究生學位論文品保機制宣導：依教育部 109年 8月 19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112935號函辦理，並已另函公告。 

 （一）落實學術倫理教育，建議於研究方法或論文寫作等課程增加學術倫理教

育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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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生學位論文以公開為原則，系所對於不公開之論文應有嚴謹審核機

制。教育部將定期揭露各學系所學位論文不公開之比率。 

 （三）系所以特殊條件遴聘口試委員之原則、委員人數比率，請確實依學位授

予法第 8條及第 10條規定遴聘。教育部將定期揭露相關資訊。 

 （四）110學年度起提報之碩博士班增設計畫書，教育部將各系所的學位論文

品保機制納入評量指標。 

 （五）學位論文有專業領域不符或違反學術倫理時，指導教授及所屬系所應檢

討改進品保機制。如經教育部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將予以停招、

減招或禁止該系所運用教育部核予學校之獎補助款。 

 （六）教育部將開發全國碩博士論文比對系統，上線後將作為申請學位考試必

要審查程序。 

八、 填報教育部及內政部統計報表： 

 （一）協填「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各項統計資料。 

 （二）填報內政部 108學年度畢業生及 109學年度新生教育程度資料檔。 

 （三）填報教育部「109學年度大專校院定期公務統計報表」。 

九、 110學年度招生考試： 

 (一) 碩博士班甄試：招生簡章已於 9月 30日公告，10月 19-23日開放線上

報名作業。 

 (二) 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簡章已於 10月 6日公告，10月 27-30日開放線

上報名作業。 

 (三) 學士班單獨招生：招生簡章於 10 月 6 日公告，招生資訊將發函各高中

職校進行宣傳。 

 (四) 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將於 10月 27日公告。 

十、 110學年度招生名額： 

 招生名額總量業奉教育部核定如下：學士班 400名、碩士班 275名、博士班

17名及碩士在職專班 60名。 

十一、 大學招生專業化： 

 (一) 8月 5日偕同本校各學系主管及授課老師於臺中歌劇院角落沙龍辦理「鏈

結藝術自造與夢想－大學･高中的專業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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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8月 13日針對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學士班 1至 3年級學生學習歷程相關

資料建置與應用，與暨大洪政欣教授進行專家諮詢座談會。目前已取得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實驗教育學習歷程」測試平台，未來將規劃與舞蹈

學系、電算中心及教務處其他單位討論，建置本校七年一貫舞蹈學系 1

至 3年級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三) 9月 25、26日同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辦理「能力取向

評量尺規培訓工作坊」，感謝共同參與的師長及同仁。 

 (四) 9 月 28 日至音樂學系報告「108 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執行

成果專案」。 

 (五) 10月 19日至師大附中辦理「音樂領域專業講座暨諮詢交流座談會」，並

邀請相關學系教師共同參與。 

 (六)10月 31日參與政治大學「包種茶節」，預計設攤進行招生宣傳與高中師

生互動交流。 

十二、 109年專書出版： 

 (一) 學術專書 

 1、《三身穿透本質出：自殘、裸體與慈悲》於 8月底前完成出版。 

 2、《前進國家音樂廳！—臺九線音樂故事》於 9月底完成出版。 

 3、《移地花競艷—臺灣亂彈戲的敘事結構與地方特色》，預計 10月底前完

成出版。 

 (二)文資世界遺產之旅-克羅埃西亞與摩洛哥，申請延長至明年 4月底前出

版。 

十三、 「臺北市傳統藝術藝師授證儀式暨糊紙工藝特展」已於剝皮寮完成授證儀式

及 2 場工作坊，同時配合關渡藝術節移至學校行政大樓 1 樓展示，歡迎大家

前往參觀指教。 

十四、 與藝大書店規劃於 10 月 28 日辦理《三身穿透本質出：自殘、裸體與慈悲》

新書發表會及教學學習中心「ＭＰＡ」影音出版事宜。 

十五、 完成申請《探索克羅岱爾《緞子鞋》之深諦》獲科技部補助專書出版補助。 

十六、 籌備「2021台北國際書展-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參展事宜。 

十七、 藝術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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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39期已如期出刊，並完成寄送寄送作者、審查者及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推廣使用。 

 (二)40 期於 9 月底截稿，本期有 10 篇投稿論文，10 月下旬召開第一次編輯

委員會。 

十八、 召開 109學年度第 1次學術出版委員會： 

 (一)藝術研究：楊莉莉老師《博瑪榭之《費加洛的婚禮》》及林會承老師《台

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2020年增修版），2件申請案。 

 (二)藝術多元寫作：劇透－北藝大劇本補助徵件 9件申請案。 

 (三)《潘惠森精選劇本集》：與國際演藝評論協會（香港分會）合作出版，預

計 5本劇本出版，預計明年書展前完成出版。 

、 北藝大博班實驗室暨北藝學: 

十九 (一)北藝大博班實驗室：109-1 學期以「精神域的蒙太奇」為系列主題，預

計辦理 6場系列講座，歡迎師生踴躍參加，講座資訊如下： 

 時間 地點 講者 講題 

1 
10月12日(一) 

13:30-16:30 

基進

講堂 

楊成瀚（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

文化研究所博士） 

存在與數位：世界的邏

輯、藝術形構與批判架構

研究方法論 

2 
10月16日(五) 

13:30-15:00 

基進

講堂 

李立鈞（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文

化學系博士） 

「給大人的鬼魂史」：「圖

像」作為一種方法 

3 
10月23日(五) 

13:30-15:00 

基進

講堂 

講者：楊嘉輝（香港音樂家、

作曲家） 

與談：郭昭蘭（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美術學系副教授） 

限地限時限定的人的音

樂＃1（暫定） 

4 
11月16日(一) 

13:30-16:30 

基進

講堂 

講者：彭宇薰（靜宜大學資訊

傳播工程學系、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兼藝術中心主任） 

與談：王美珠（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暨音樂學

系兼任教授）、陳立立（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助理

教授） 

約翰‧凱吉：一位酷兒的

禪機藝語John Cage: The 

Zenness and Queerness 

in His Arts 

5 
11月27日(五) 

13:30-16:30 

基進

講堂 

王筑筠（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兼

任助理教授） 

實踐即真知：Practice 

as Research－後多元時

代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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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月中上旬 
基進

講堂 

林維亞（演奏家、奧地利維也

納國立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

博士後研究員） 

Johannes Kretz（奧地利維也

納國立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

電子電腦音樂暨作曲系系主

任） 

創造性的誤解與理解 

 

 (二)第三屆《北藝學：書寫進行式》徵件第一階段共 5 案通過，擬於 10 月

30日完成論文全文收件，於 11月中旬召開北藝學審議會議。 

二十、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一)108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業於 9 月下旬彙整計畫相關成果函

報教育部結案。 

(二)110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業於 10月 14日公告，擬於 11月開放徵件，歡

迎有興趣申請教師儘早準備，相關資訊請參閱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官網。 

廿一、 教學與學習支持： 

 (一)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共計補助 19 名學生於暑假期間於境內執行 14 天以

上國際議題探索計畫，業於 9 月 21 日辦理成果分享會，參與人次共 26

人。 

 (二)新進教師傳習工作坊：業於 9月 10日(四)辦理「新進教師傳習工作坊」，

邀請 107-2 學期至 109-1 學期之新進教師與會，簡介研發處、人事室及

教務處相關業務，並邀請資深教師分享科技部及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執行

經驗，參與人次共 29人。 

 (三)開放式課程：108-2 學期「即時互動電聲」、「北藝大博班實驗室─現ㄗ

ㄞˋ發ㄕㄥ」開放式課程業於 9 月下旬完成課程上架，歡迎師長及同仁

至北藝大開放式課程平臺觀看。本學期擬製作「北藝大博班實驗室─精

神域的蒙太奇」及「身體、儀式與劇場」2案開放式課程。 

 (四)為協助助理了解行政作業流程及相關作業須知，以提升教師教學及研究

品質，本學期擬規劃辦理三場講座，主題以簡報設計實務、繪圖編修 (基

礎)及影像剪輯實務為主。中心業於 9 月 18 日會同研發處共同辦理第一

場講座─「109學年度協同教學助理(TA)與研究助理(RA)工作坊」，參與

人次共 16 人。第二場講座「簡報設計」擬於 11 月 27 日下午 12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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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至下午 3時 30分辦理，歡迎感興趣之師生同仁踴躍參與。 

 (五)教師教學社群：109-1 學期教師教學社群業於 9 月 3 日召開審議委員，

共計通過 7案，核定總補助額度為 197,282元。 

 (六)藝學園：因應原有系統老舊，為提升數位學習平台品質，擬將藝學園系

統升級，業於 10 月上旬至電算中心會議提案「藝學園升級方案」，後續

擬由電算中心協助採購及相關系統彙整。 

 (七)優良教師訪談：已完成 107 學年度傑出教師─動畫系史明輝教授及戲劇

系林如萍副教授訪談，歡迎各位師長點閱本中心電子報「藝遊誌」看版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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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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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獎助學金與就學補助】 

（一）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申請至 9/14 止（新生就

學貸款至 8/19 止），相關資訊已公告於學校首頁校園公告及課指組

網頁。另受傳染病疫情影響之學生得加貸生活費，依照教育部來文

公告相關文件。 

（二）109 學年度弱勢助學計畫申請至 10/19 止，申請表件將公告於學校

首頁校園及課指組網頁下載或至課指組領取紙本。 

（三）開學後受理各類獎助學金申請：如「原住民獎助學金」、「低收入戶

學生助學金」及校外獎助學金等，相關資訊及截止日期詳見學校首

頁校園公告及課指組網頁。 

二、 【學校暨社團活動】 

（一）校園地圖徵件活動已公告獎金 3 萬元，延至 10/15 截止徵件。 

（二）校慶藝陣比賽 9 系已完成報名，預計 10/13 招開校內技術協調會。 

（三）搭配新生入宿時間，9/6（六）下午與學生會一同籌辦社團評鑑暨

博覽會。 

（四）協助學生會辦理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代收學生會會費事宜。 

（五）11/2 辦理 109 學年度校長與學生代表座談事宜。 

（六）規劃校慶藝陣比賽參與 10/24 鬧熱關渡節活動假關渡宮廟埕比賽。 

三、 【服務學習】 

（一）8/24～8/30 阿里山達邦部落藝術夏令營。 

（二）9/14～9/25 假活動中心一樓走廊 108 學年度服務學習海報靜態展。 

（三）9/21～9/25 假活動中心藝大咖啡周邊迴廊 108 學年度服務學習分享

會講座。 



3-2 

（四）109 學年度補申請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類審查案件於 9/30 截止。 

（五）預計 10/27 下午 15:30 召開本學期服務學習委員會。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預定 10 月 22 日（四）辦理揭牌典禮，目前正進

行邀請及各項籌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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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第 1 學期各棟宿舍寢室安排；並於 9/6、12、13 順利完成新、舊

生入住事宜。 

二、 【年度消防逃生演練】 

（一）為提供本校學生安全就學環境，藉先期消防整備，實施宿舍避難疏

散演練與消防安全實地操作，並於 9/09 配合新生始業式辦理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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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住宿中心於 10/05～08（4 天，每天實施 1 棟宿舍消防演練）

中午 13：00～13：30，實施 109 年「學生宿舍」消防逃生演練。（實

施狀況良好） 

三、 109 學年度「學生宿舍」開學後床位遞補作業已於 9/17 辦理完畢。 

四、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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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期利息（55 萬 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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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電話普訪及同學意願安排實地訪視，藉以關懷校外賃

居學生，本學年預計抽訪 80 位同學。 

（二）第 2 學期不續住暨住宿遞補申請：110 年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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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寒假住宿申請：110 年 1/4～13。 

生活輔導組 

一、 【校園安全】 

（一）本學期截至 10/12 止，已發生 5 起（4 件校內、1 件校外）機車事

故，事故最多地點仍為戲舞大樓及阿福草餐廳沿線下坡路段，發生

原因以超速（速限 30 公里）為主因，其次為迴轉（靠邊）車輛未

注意後方來車，請同學注意行車速限，並注意後方來車確保安全，

本組亦會持續發送校園 EDM 宣導。 

（二）本學期截至 10/12 止，已有 2 起 3 名大一新生於迎新活動時受傷（頭

部縫針），新學年各系所將陸續辦理各類型活動，同學在活動規劃

時，對於安全細則仍有未臻完善之處，請各系所師長予以指導提

醒，避免再次因活動場地或遊戲設計因素造成人員受傷。 

（三）請學生社團、系（所）或各單位辦理 2 天 1 夜以上之學生校外活動

時，應事先填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校外活動登錄表」（109

年 8 月 31 日北藝大學字第 1090005504 號書函知各單位）通報本校

學務處生輔組，以利本校「校安中心」至教育部填報「各級學校戶

外活動登錄系統」，俾利掌握學生戶外活動，以即時因應緊急狀況

並協處。 

二、 【防制校園霸凌】 

（一）教育部 109/7/21 修正發布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12 條規定略

以：「校長及教職員工知有疑似校園霸事件時，…並由學校權責人

員向學校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並應視事件情節，

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相關規定，向直轄市、縣（市）

社政主管機關進行通報」。 

（二）為掌握各級學校「師對生」霸凌事件通報情形，於校安通報作業系

統主類別「管教衝突事件」，增列次類別「校長及教職員工對學生

霸凌事件」及「疑似校長及教職員工對學生霸凌事件」等 2 項，事

件名稱「確認為反擊型霸凌」、「確認為肢體霸凌」、「確認為關係霸

凌」、「確認為言語霸凌」、「確認為網路霸凌」及「知悉疑似校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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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對學生霸凌」等 6 項，俾利各級學校進行上揭事件校安通

報作業。 

三、 【兵役作業宣導】 

（一）內政部為辦理 109 年度「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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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14 上午 10 時至 109/11/30 日下午 5 時止，可由該署網站首

頁點選進入「兵籍調查線上申報」，登錄所需個資後即可完成。本

組業已於 109/9/24 即以 EDM 發予 91 年次役男、公告於學務處生

輔組網站最新消息項下，並以紙本發予各學系敬請協助張貼。 

（二）本組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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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人次、延修生緩徵作業 115 人次、新生及復學生

儘召 46 人次、延修生儘召 47 人次。 

四、 【校園菸害防制宣導】 

本校全面禁菸，除吸菸區外，有吸菸啫好者，請於指定之吸菸區域吸菸，

發揮自律精神，保護校園清新的空氣品質。 

五、 【毒品防治宣導】 

（一）本校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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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毒品樣貌多變，混合式毒品氾濫，造成年輕人吸食毒品過量

而導致死亡的憾事，請鼓勵同學多親近大自然，從事有益身心健康

之活動，避免毒品危害，無毒人生，無限美好。 

六、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各單位如於校內辦理活動時應符合「非以營利為目的、不收取費用、辦

理或演出者不支領任何酬勞」等三要件，始得主張合理使用。如於校外

或校內辦理未完全符上述三要件時，仍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或經其授權

者同意或授權。 

七、 【學生缺曠管理】 

期中學生缺曠明細前預於第 8 週（11/3 前）以 e-mail 寄發學生及任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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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參考核對，如有誤植時請於 7 日內提出勘誤申請。 

八、 【導師會議】 

（一）本學期導師會議預定於 11/9（一）10:30 假教學大樓 C402 教室辦

理，10/15 已將出席與相關意見調查表寄至各位導師與助教信箱，

懇請師長撥冗回覆，俾利辦理後續事宜。 

（二）本次會議將以業務宣導及導師輔導經驗交流為會議主軸，惠請系所

主管及導師預留時間與會。 

九、 【學生事務會議】 

109-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預計於 11/17（一）下午 13 時 30 分假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召開，9/29 已函發開會通知予五長、各院院長、各系所所長

與主任、各相關教學單位主管及各系所學生代表，請師長預留時間，下

列事項惠請相關單位協助配合辦理： 

（一）各系所位單位如有記大功或大過之學生獎懲等建議案，務必先行提

送系所務會議，並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30（五）前將核

章後之書面資料及電子檔送生輔組彙辦，俾後續學務會議審議。 

（二）為充分蒐集教學單位及學生意見，本案已先行寄發 email 通知學生

會代表於 10/30（五）前將提案單電子檔及核章後之書面資料逕送

生輔組彙辦。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109 學年度新生入學健康檢查業務： 

 1.已於 9/6、9/12 辦理完成，共人 672 參加檢查，大學部餘 11 位學生未

完成，碩博士生尚餘 24 位學生未完成，擬連繫未檢學生並協助其盡

速完成。 

 2.新生健康檢查結果說明會：10/19 上午 10:00～12:00 於音樂廳辦理。 

 3.特殊個案健康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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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公費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於 10/19 上午辦理，

施打對象為舞蹈系先修一至先修三學生、50 歲以上教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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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I>=30 者，預計 136 位師生參加。 

（三）登革熱防治：9/23 本校已通過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校園疑似病媒蚊

孳生源環境稽查，另近期北部地區多有降雨，惠請協助轉知所屬師

生，雨後應落實「巡、倒、清、刷」等措施，徹底清除戶內外積水

容器，避免病媒蚊孳生；長時間在戶外活動者，務必做好防蚊措施。 

（四）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1.出入境師生健康關懷：每日下午 14:00 前完成健康關懷並上網通報相

關資料，自 8/1 起 10/12 共執行 109 例。 

 2.校園防疫窗口會議：於 9/9 召開 109-1 第一次校園防疫窗口會議，說

明開學前校園各項防疫措施及準備工作。 

（五）學生平安保險業務：本學期學保繳費期限至 10/5 止，未於期限內

繳交保費或已完成拒保切結程序者，除不予提供部分保險費補助

外，將依規以公文函知家屬上述情事。 

二、 【健康促進活動】 

（一）109 學年度新生心肺復甦術及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使用訓練：9/7

辦理 8 場次訓練課程，約 445 位新生參加。 

（二）「愛與礙的距離」愛滋防治講座：9/9 辦理 2 場次講座活動。 

三、 【餐飲衛生】 

（一）食品衛生稽查及輔導：兼任營養師每週至本校各餐廳進行餐飲衛生

及餐具衛生稽查，9/23 抽驗校園各餐飲單位販售之餐食送台北市衛

生局檢驗，檢驗結果另行公告之。 

（二）109 學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餐飲衛生實地輔導：10/23 教育部委辦

單位將派員蒞校輔導查核校園餐飲業者食品衛生情況。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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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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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學期（109/8/1～10/9）個別諮商達 263 人次（100 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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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議題排序分別為：情緒困擾、生活適應、人際關係。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9/14～9/28 辦理「活力新生‧藝起成長」大一新生班級輔導活動，

共 9 場。 

（二）10/5～12/14 辦理「舞動青春‧悠遊藝海」舞蹈先修班級輔導活動，

共 13 場。 

（三）10/6～11/10 辦理「你就是廢﹖還是拖延讓你廢﹖」拖延行為因應

團體（連續 6 週）；10/7～11/25 辦理「我也好想愛！」多元性別

愛情支持成長團體（連續 8 週）。 

三、 【生職涯諮詢輔導】 

（一）9/23 中午辦理「愛玉私塾說明會」，本學期開辦「音樂/音樂節行

銷企劃」、「品牌經營與專案管理」、「舞蹈與科技藝術設計及製

作」三組，由校友黃珮迪、傅強、黃翊擔任業師並於 9 月下旬開始

帶領 20 位學生進行四次聚會，共計 80 人次參加。 

（二）9/24、10/14 分別邀請王仲堃校友、黃秀蘭律師擔任生職涯諮詢導

師，提供生職涯規劃與法律合約建議，預計服務 12 位學生。 

（三）10 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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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調查對象為 107、105、103 學年度之畢

業校友，執行期間至 109 年 11 月 15 日，目前進入第三階段以電訪

蒐集校友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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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源教室】 

（一）109/08/26 師大特教中心到校輔導相關訪視會議辦理完成。 

（二）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身心障礙新生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陸續辦理。

視學生需求邀請校內行政相關人員、導師、系助教、學生本人、資

教輔導員共同參與，共同討論身心障礙學生現況及學習需求，訂定

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內容。 

（三）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作業申請提報完成。 

（四）學生系列活動舉辦：109/09/30、109/10/14 障礙平權系列－星光電

影院、109/11/21 電影欣賞帶領人培訓、109/11/28 手作系列－藝起

聞香、109/12/10 即時聽打員培訓工作坊。 

（五）身心障礙學生校內外、教育部獎學金相關資訊彙整發送及協助申請。 

（六）導盲犬宣導：本學期開始會有導盲犬進駐校園，陪同協助本校視障

生李昌勳同學在校學習與生活，請各代表及單位協助宣導相關注意

事項，以建構無礙共融的友善校園環境。 

※特別提醒： 

 1.在戶外遇到導盲犬時，請牽好您的寵物，不要讓您的寵物接近導盲

犬，因為兩隻陌生狗狗在一起可能會打架玩鬧，這樣會對導盲犬造成

困擾。 

 2.如您正在騎車或開車，請儘量不要對導盲犬按喇叭，禮讓導盲犬帶領

視障者通過後再前進。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規劃於 11/5（四）晚間舉辦「藝起晚餐～呷飯配電影」性平主題紀

錄片欣賞與導讀，將邀請孢子囊電影院-簡政展老師進行映後討論。 

（二）規劃 11/19（四）晚間辦理「關係不 NG－手作飾品工作坊」，邀

請講師帶領同學從手作的樂趣中體悟親密關係的議題。 

體育中心 

一、 109 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北區網球預賽，本校美術系熊介愷同學、電影

創作系孔怡月同學榮獲一般組男女混和雙打第五名，晉級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決賽，決賽訂於 10/30～11/4 日假高雄大學舉行，本校參加游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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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項目將繼續強化訓練，爭取佳績。 

二、 10/12 日（一）舉辦枕頭飛舞大亂鬥活動，此活動屬於趣味聯誼，增進師

生情感及各院間的互動聯誼。 

三、 109 年度新生藝活盃籃球比賽於 10/19、10/20、10/21 日舉辦。 

四、 本中心體適能中心（健身房）於 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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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下午 5: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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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聘請專業工讀生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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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夜間場館開放時間】 

（一）健身中心：每週二、四 17:00～19:00 教職員及學生免費，請攜帶

學生證。 

（二）網球場：每週二、四 17:30～10:00 

（三）籃球場：每週一至四 17:30～10:00（課程時間除外） 

（四）排球場：每週二、四 17:30～10:00（課程時間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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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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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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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08/10 開始施作屋頂防水作業，並於 109/08/25 完成屋突頂防水。 

2.機電部分已於 109/08/05 完成污水用戶接管，109/08/09 完成 4、5 樓空

調風機吊裝，並於 109/08/21 重新辦理排煙風機廠驗，再於 109/08/30

完成 3 樓空調風機吊裝。其後於 109/09/21 冷卻水塔安裝完成，

109/09/29 空調送風機安裝完成。 

3. 109/09/16 完成外牆彩鋼圓浪部分安裝，109/9/25 完成外牆彩鋼鉸合板

部分骨料安裝。 

4.已於 109/08/04 辦理邀請比件之藝術家現勘說明會，至 109/09/04 止已

收到三位藝術家投件資料，預定 109/10/26 召開本案公共藝術徵選會

議。 

(二)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建築師已於 109/09/28 至公會核對副本，續於 109/10/08 與至建管處核

對副本。 

2.建築師於 109/09/09 設計預算書圖第 3 版，經審查後於 109/09/25 退請

修正。 

(三) 「音樂二館防水修繕工程」經廠商申報竣工後，已於 109/10/05 驗收通過。 

(四) 「音樂系演奏廳第二期整修工程」已於109/09/07開標並順利決標，惟決

標後配合音樂學院需求變更辦理工程變更設計，已於109/10/06簽辦，廠

商則申報開工展延。 

(五) 「戲舞大樓-T2103燈光系統設備工程」已於109/09/30調光機櫃進場安裝

並辦理查驗作業，續於109/10/05施作電纜線托架、新設電源迴路盤、

AML2盤體移位轉向，燈光迴路盒拉線作業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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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藝術圓夢中心促參案件政策公告前置評估作業」已於109/09/14召開第1

次工作會議，廠商並於109/10/08提交修正工作計畫書。 

(七) 「女一舍欄杆整修」承商已申請因豪雨展延工期，本組經審查後已部分

同意，惟至109/10/05止仍有欄杆油漆部分尚未完成，已涉逾期情事，另

發函催辦。 

(八) 「展演中心繪景工廠修漏」經承商申報竣工，已於109/10/05驗收通過。 

(九) 「音樂廳伸縮縫修漏工程」已於109/09/03由廠商進場施工，並於

109/10/11完工，後續待擇期辦理驗收。 

(十) 「109年度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及展演藝術中心空調改善工程」已於

109/09/11由廠商申報竣工，並於109/09/16辦理竣工查驗，續於109/09/29

辦理驗收通過。 

(十一) 「綜合宿舍熱泵系統更新工程」之新主機12部已於109/09/09進場進行安

裝，另密閉式保溫桶續於109/10/08安裝，刻正進行監控系統施作。 

(十二) 「美術系館消防地下水池修復工程」經辦理變更契約後，已於109/10/05

進行水池防水試水，接續進行水池表面整平及貼磚作業。 

(十三) 「學生餐廳改善工程規劃作業」已由保管組簽准前置評估成果，並移請

學務處併同宿舍公共空間品質提升計畫簽陳需求，續由本組研擬委託技

術服務招標文件。 

(十四) 「美術系館空調更新工程」經109/09/02及109/10/22兩次開標均無廠商投

標而流標，已於109/09/22簽准變更招標圖說重新招標，續再上網公開招

標，已於109/10/06開標並順利決標。 

(十五) 「109年校區路面修繕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已於109/09/25上網公開招標

，並於109/10/06辦理開標，共有9家廠商投標，其中最低標廠商之價格低

於底價之70%，已先保留決標並限時請廠商提出說明，依據其說明已簽

請准於照價決標。 

(十六) 為維護全校飲用水水質，於109/08/29~109/08/30進行全校區25處水塔清

洗，並於109/08/31委託水質檢驗公司取樣進行水質檢測，檢驗結果於

109/09/11送回，全數合格，檢驗報告並已公告於本處網頁。 

(十七) 近期本校水電使用情形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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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據台電公司電費單統計，本校109年1至10月份累計總用電為

8,240,600度，較108年度同期累計用電度數(8,375,600度)減少135,000

度，負成長1.61%；又1至10月全校總電費支出為25,201,918元，較108

年度同期累計電費(25,108,935元)增加92,983元，正成長 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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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據自來水公司水費單統計，本校109年1至10月份累計總用水度數為

125,373度，較108年度同期累計用水度數(143,319度)減少17,946度，負

成長12.52%；又1至10月全校總水費支出為2,598,708元，較108年度同

期累計水費(2,966,048元)減少367,340元，負成長12.38%。因台灣實際

為水資源短缺之區域，請全校師生持續節約用水。 

二、 事務組： 

(一) 本校大客車已使用逾17年(車號BD-125；92年7月23日購置)，今離合器故

障併煞車系統老舊，且排氣無法符合環保標準，維修粗估約需40萬元，

已無修繕價值，且考量其使用率極低，已簽請報廢。 

(二) 109年9月停車場收入為33萬6,320元，較108年同期收入(43萬3,725元)減

少9萬7,405元，減幅達22.46%。 

(三) 戲舞大樓及音二館地下停場行動電話訊號改善案經函請中華電信公司協

助，承該公司協助已於 109/09/28 無償完成強波器設置，經測試訊號正常。 

(四) 有關本校 109 學年度汽機車通行證申請數量，截至 109/10/05 止，共計有

汽車 658 輛，機車 1144 輛(含電動機車 68 輛)，重機 3 輛，略低於歷年

數量，預計後續將有其他師生及職員陸續提出申請。 

(五)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於 109/09/24 召開研商紅 35 路、紅 55 路公車延駛楓丹

白露社區可行性會勘，經決議紅 35 及紅 55 公車維持原班次路線行駛。 

(六) 本校109/09/29召開臨時校務會議辦理校長續任投票，經向北投區公所商

借圈票處遮屏、票匭、圈票圓戳章等投票設備，經使用後已於109/09/30

歸還。 

三、 保管組： 

(一) 戲舞大樓三樓露臺花台景觀改善案，業於109/09/13(日)施作完成。   

(二) 荒山外人行道側1株榕樹樹幹109/09/29(二)上午傾倒，景觀廠商於當日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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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人力搶通道路後，隔日調派吊車完成修剪與善後。 

(三) 科藝館通往網球場之肖楠步道兩側配合體育中心需求，已於109/10/02(

五)加強打草完成。 

(四) 國際處外地面(觀音山石舖面)因多日陰雨導致濕滑，已於109/09/29(二)

早派工於上班前完成高壓洗地。 

(五) 預防颱風帶來之降雨致災，已要求清潔廠商注意加強水溝清淤及戶外露

臺下水孔落葉清除。 

(六) 有關藝文生態館1樓餐飲空間標租案，為協助「寶萊納餐廳」與「家福股

份有限公司」了解雙方裝修設備洽購意願及條件，已於109/09/28(一)下

午6時由總務處邀集雙方假總務處會議室會面詳談，惟於109/10/05傍晚收

到「寶萊納餐廳」回復雙方洽購價格無法達成共識，「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則回復將放棄與本校簽約，並儘快來文正式告知，後續處理方案由總

務處配合本校決策繼續辦理。 

(七) 達文士餐廳原預計109/10/17(六)開始營業，因室裝申請相關期程及訂購

設備之貨櫃進港日期不確定因素，口頭通知可能延期，惟109/10/24(六)

校友回娘家活動定會全力配合辦理；本案超過109/10/17核定開始營業日

期部分，將依合約規定自109/10/18起每日罰款2,000元至開始營業為止。 

(八) 藝大會館2樓防疫住宿空間共計12間雙人房(24床)，已配合國際處通知於

109/09/01(二)起陸續安排外籍生7天自主健康管理住宿事宜，目前依國際

處提供資料共62位學生陸續住宿至109/11/05(四)止，如有班機調整，保

管組將繼續配合調整住宿，同時間超過24床床位住宿需求，則協請學務

處住宿中心配合安排住宿。 

四、 出納組： 

(一) 有關本校109學年第1學期學雜費收款情形，電算中心於109/7/3 召開協調

會議，研商確認註冊組、課指組、住宿中心、出納組等各相關單位前置

作業期程，出納組於8/4完成學雜費繳費主檔上傳，計3,626人，應收

108,744,018元(以8/4上傳檔案為基準)。同學續於8/7起開始繳費，統計至

9/30為止入帳79,492,495元。 

(二) 有關本校109學年第1學期學分費收款情形，課指組、課務組等各相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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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109/10/06完成前置作業，出納組已於109/10/07完成繳費主檔上傳，

同學續於109/10/12至109/10/26繳費，應繳人數計有843人，應收金額為

9,565,940元。 

(三) 1.本校校務基金代理銀行(中國信託商銀)考量作業成本及使用者付費原

則，自 109/07/01 起對於經該行給付各廠商之跨行匯款收取手續費如下

(幣別為新台幣)： 

(1)每筆匯款金額 200 萬元(含)以內，收取每筆匯費 10 元整。 

(2)每筆匯款金額 200 萬元以上者，以金額級距 100 萬元計，每增加匯款

一級距即加收手續費 5 元整。 

(3)每筆匯款金額超過 5,000 萬元者，則重新加計手續費收取。 

2.倘廠商所提供之匯款帳戶非屬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者，跨行匯款手續費

將自每筆應給付款項內逕予扣除。如欲節省手續費，建議廠商可至該

行開戶，可享免收匯款手續費之優惠。 

3.請各單位確認「請購系統」內之廠商匯款戶名及帳號正確性，避免因

退款衍生扣除多筆手續費之情形。 

(四) 自109學年度起學校不再寄發學雜(分)費繳費單紙本，改由同學自行上網

查詢繳費或下載列印繳費單，並於出納組辦公室提供公用電腦與印表機

及操作說明供有需求同學使用。 

(五) 有關109學年第1學期專兼任教師鐘點費，配合學校行事曆課程加退選自

109/09/14至109/09/28止，續由課務組進行鐘點費專案簽辦，出納組依簽

呈及授課時數資料完成鐘點費清冊，援例預計於第7週(109/10/31)完成第

1至6週鐘點費撥款入帳。 

五、 文書組： 

(一) 本校主計憑證庫房自 109 年 7 月起由主計室移交本組管理，後續將依

循檔案管理相關作業規範妥適管理。 

(二) 本校民國71-72年待銷毀檔案目錄經各業務單位完成檢視，確認各銷毀案

件。另將彙整目錄移請校史組再行協助，檢視是否有續留檔案，俟完成

後擬依程序提報教育部轉檔管局核定銷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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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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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 月 
 
一、 110 年度委託高教評鑑中心辦理品質保證認可（系所評鑑） 

（一）109/9/21 辦理完畢高教評鑑中心到校諮詢服務。 

（二）預計 10 月底配合校庫填報作業完成後，提送相關數據資料給各受評單位

參用。 

二、 10910 期校務資料庫表冊填報作業 

（一）預計 109/10/15 發信提醒各填報單位注意填報作業時程。 

（二）本處本期負責表冊調查填報情形 

1. 「研 5.學校補助專任教師研究、進修之獎補助情形表」調查表已完成回

收及上網填報。 

2. 「研 6.學校及專任教師學術交流活動情形」調查表已於 109/9/18 寄送各

教學及研究單位 34 窗口，已於 109/10/15 個別聯繫提醒單位窗口，預計

於 10 月下旬彙整後辦理線上填報。 

三、 校園創業競賽活動「2020 夢想自造所 Dear Dream Maker」成果展「甘逗創

意市集 Kantaw Creative Market」已於 109/10/10-11 假北投創生基地辦理完

畢。參賽團隊須於 109/10/30 前繳交成果報告書供委員審查，預計於 11 月

底前公告決審結果。 

四、 協助音樂本校音樂與影像跨領域學程籌備工作 

（一）業於 109/10/14 假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共享吧」舉行交流記者會，

由秘書室、研發處、招生組、音樂系與 impact 同仁共同辦理。 

（二）業配合本校招生時程完成招生簡章並於 109/10/6 公告上網。 

（三）協同招生組、音樂系於 109/10/19 前往師大附中進行學程招生交流活動。

並陸續規劃籌辦赴目標高中辦理招生交流活動。 

（四）109/9/29 偕同建築師及錄音專業教師進行音一館讀書室空間場勘，評估

空間應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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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109/1/1-109/12/31） 

（一）為增進計畫工作了解及交流執行意見，專辦業於 8/11、8/25

辦理兩場計畫執行交流會議，會議簡報已上傳計畫網站「計

畫人員專區」歡迎踴躍下載閱覽。 

（二）109 年度計畫管理與提醒 

1. 計畫年度經費分三期撥付，已撥款項執行率須達 70%方能請撥第三期款。

截至 109/10/7 全校執行率 34.31%，已撥款項執行率 49.02%，詳見各計畫

執行進度。 

2. 本年度經費換帳與調整訂於 109/10/30 截止受理。 

3. 109 年經費及 108 年滾存經費使用期限為 109/12/31，並請依主計公告關

帳日期完成請購核銷。滾存經費未依限使用完畢者一律收回。 

4. 為辦理計畫管考及執行成果資訊公開，業以 email 請各計畫管理人於

11/30 前完成 109 年全年度計畫成果線上貼文。 

（三）109/11/2-11/16 將進行計畫經費展延需求、110 年度專任人員續聘之調查，

請各計畫執行單位預先進行相關規劃，以利依限回復。 

（四）本年度成果展業先完成各系所年度展演、期末評鑑等時程，刻正進行實

體與線上成果展作業規劃，將另公告週知各計畫執行單位進行籌備。 

（五）為落實教育部校務資訊公開與校務專業管理制度推動，教務處與本辦共

同針對課程融入政策議題情形及教學與學習活動成效情形，將以書函請

各單位協助辦理，預計於 11 月底完成調查結果整理。 

（六）協助辦理附錄 1 計畫事宜： 

1. 高教司於 8/14 來電指示附錄 1 計畫書與經費表內容需補充說明，業通知

招生組與課指組提供修正內容後，由本辦完成彙整送部補正。 

2. 教育部 109/9/29 函知本校辦理附錄 1 計畫第 2 期款經費請撥，業依限報

部請撥款。 

六、 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設備計畫  

（一）107 年度計畫經二次展延至 109/8/31。業已完成經費結算並依

限報部結案。 

（二）108 年度計畫（108/12/21-109/12/20）。 

hespo.tnua.edu.tw 

 
計畫成果平台 

http://hespo.tnua.edu.tw/nss/main/freeze/5a9759adef37531ea27bf1b0/cnKGJUQ3812/5f080d065831b21f513168f8?vector=private&static=false
http://hespo.tnua.edu.tw/nss/main/freeze/5a9759adef37531ea27bf1b0/cnKGJUQ3812/5f080d065831b21f513168f8?vector=private&static=false
http://hespo.tnua.edu.tw/
https://sites.google.com/gmcc.tnua.edu.tw/tnua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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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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核銷作業程序，以利經費收支結算。請參閱各計畫經費執行進度。 

（三）自本年度開始，計畫成果報告改由各執行單位承辦人自行於計畫成果平

臺張貼成果後資訊公開。 

七、 教育部推廣藝術教育計畫 109 年創新．移動．藝術節 

（一）109/9 已向各計畫執行單位收取期中報告及後續執行規劃，

以利準備教育部進度簡報會議。 

（二）本計畫年度經費分二期撥付，已撥款項執行率須達 70%方能請撥下一期

款，目前為 14.38%。請參閱各計畫經費執行進度。 

（三）2020 妖山混血盃－跨域創意實驗室成果展已於 109/10/17-25 假竹圍工作

室辦理完畢。預計於 11 月前公告成果評選結果。 

八、 教育部藝術校園美感教育計畫（109/1/1-109/12/31） 

（一）本年計畫因受疫情影響，業獲教育部函覆同意展延執行期程。 

（二）本年度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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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作業程序，以利經費收支結算。請參閱各計

畫經費執行進度。 

九、 近期計畫徵求及執行管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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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查詢了解。 

（二）計畫執行管理情形 

1. 科技部計畫申辦、執行與結案情形（109/7-9） 

類型 計畫項目 件數 

申請 新進人員專題研究計畫 2 

核定 

專題研究計畫 16 

延攬人文司博士後研究 1 

補助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1 

變更 各類型計畫執行變更申請 4 

請款 各類型計畫經費請款 18 

結案 各類型計畫結案 1 

計畫成果平台 

計畫成果平台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X_PB7jGdzz4qNMYT1EogR12yT0chT8R/view?usp=sharing
https://sites.google.com/gmcc.tnua.edu.tw/tnuafacilities/%E9%A6%96%E9%A0%81
https://sites.google.com/gmcc.tnua.edu.tw/tnuafacilities/%E9%A6%96%E9%A0%81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yKharL0Z2YuZ8bd7kQghpnlz-j3xFbI/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13bDkqVQzqV3HxW6wnrkTQsINxEwRB9/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13bDkqVQzqV3HxW6wnrkTQsINxEwRB9/view?usp=sharing
http://rd.tnua.edu.tw/
https://reurl.cc/GVDYkd
https://rd.tnua.edu.tw/collaboration/uniprojects/zVpThuRH6e


5-4 

2. 非科技部計畫申辦、執行情形（109/7-9） 

類型 補助 委辦 委辦(標案) 件數 

申請 13 5 5 23 

核定 5 4 4 13 

3. 教育部及其他計畫結案情形（調查基準日：109/10/6） 

類型 件數 

逾期尚未結案 2 

逾期結案，結案函文簽辦中 0 

計畫執行期屆滿應依規定期限辦理結案日前一個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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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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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2020 年「Shared Campus 校園共享」– 移地教學延期至明年。其中

之一子計畫- Critical Ecologies 生態思辨子計畫(林亞婷老師主辦)將

於本學期年底如期舉行。 

 (二)  2020 年「Shared Campus 校園共享」另一子計畫 curating on the move 

主辦教師 在 9 月 29 號才告知將改為線上各地同步舉辦，訂於 11 月

24-27 日，也將與台北雙年展合作。國際處將與郭昭蘭老師合作進行

規劃，會於最近兩周內與蘇黎世藝術大學討論細節。 

(三) 「Shared Campus 校園共享」計畫 Strategy Board meeting 將於 10 月

14 及 15 日與其他六校線上開會(下午)，討論計畫中長期以及明年度

預期舉辦之活動，包含今年原訂在本校被延期的移地教學子計畫。 

 (四)  姊妹校：與日本京都精華大學的新簽約，已於 10 月 6 日收到紙本，

校內簽核已完成，將於本周寄出至日本。美國喬治梅森大學人文學

院新簽約由文資學院辦理中。今年需續約姐妹校共 8 間，已陸續聯

絡辦理中，將在 10 月 12 日國際交流委員會討論，目前已有 5 間表

示願意繼續續約合作。 

二、 境外學生業務 

 (一) 本校從 8 月初至 10 月 12 日為止，入境居家檢疫之境外學生人數共

有 91 位，其中已有 76 位解除隔離。尚未入境 4 位學生，將分別入

住於北投皇家酒店、台北中山意舍酒店，完成檢疫後將返校或是返

回租賃處進行七天之自主健康管理。 

 (二)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境外學生新生 44 位（僑生 28 位、外國學生 10

位、陸生 6 位）分別於 10 月底前完成居家檢疫並返校。國際處將協

處新生註冊報到、健康檢查、居留證更新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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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辦理僑生清寒助學金及研究所僑生優良獎學金事宜 

 (四) 辦理 108 學年度外國學生獎學金事宜。 

 (五) 辦理 109學年度大陸學生新生入臺證換證。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校確定赴外交換之學生共 5 位，分別是 3 位公

費、2 位自費，行政契約書皆已完成。國際處已個別通知學生有關領

取教育部學海系列獎學金之注意事項，個別說明學生赴國外研修前、

期間和返國後需辦理的手續。 

 (二)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至本校交換之外國交換學生共 8 名通過本校

審核，皆有意願就讀。其中 3 位交換學生因疫情影響及全球旅遊限

制，確定取消；3 位交換學生延後至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屆時將依

照政府政策及旅遊限制等再重發錄取通知）；另 1 位交換學生尚未決

定是否延後。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 1 位交換生，已抵台並完成隔離，

並已於美術系就讀（於芬蘭居住之台灣籍學生）。 

 (三)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8 位外國交換學生 8 位皆完成離校手續，皆已聯

絡並回報安全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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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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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一、 

 (一) 

 

 

 

(二) 

 

 

 

 

(三) 

 

 

行政措施訂定及工作計畫推動 

本校環安衛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業提校務會議通過並簽奉核准，於

本(109)年 7 月 23 日發布實施。爰依法請本校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推派

勞工委員 9 名，已於 9 月 15 日上午列席勞資會議說明，並請勞方代表

提供推派之勞工委員名單，推派名單已於 10 月 7 日送達本室。 

參加職安署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上

網填報之說明會。本室已於本(109)年 9 月 14 日上網填報相關資料並

向臺北市勞動檢查處送報備行政手續，9 月 28 日及 10 月 5 日獲臺北

市勞動檢查處核備本校第二類(9933-5422-2020-0911-0006 號)及第三

類(9933-5422-2020-0923-0007 號)報備書在案。 

依職安法規定每月應上網填報職災月報，109 年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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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月 5 日填報完畢。 

 二、 

 (一) 

 

 

 

(二) 

 

 

 

 

 (三) 

實習場所管理及巡檢 

教育部發函各校應於本(109)年 11 月 1 日前需至「學校安全衛生資訊

網」更新「學校單位基本資料」、「安全衛生基線資料」及「危險機械

設備管理系統」等資訊。本室已於本(10)月 5 日以電子郵件送各實習

場所確認，並應於本(10)月 25 日前回傳本室俾上傳更新。 

本校各實習場所風險評估表，應於本(109)年 7 月 31 日前送達本校環

安室，並由本室統一上傳網頁。截至 10 月 06 日止，已有展演藝術中

心、劇場設計系、課指組燒陶空間等已填報完成；尚有舞蹈系、美術

系及新媒體藝術系等三單位未提供，相關資料均已送系承辦人員，請

惠予儘速完成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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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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 

 

 

 

四、 

 (一) 

 

 

   1. 

 

 

 

   2. 

 

 

 

 

 

 

 

 

   3. 

 

 

 (二) 

 

 

注意事項另以書面或電話通知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本(109)年度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因應疫情需要及為提高

課程參與度，已於本(8)月起開放同仁上網線上訓練學習，並於課程後

填寫成果回條，以列入本年度接受職安教育訓練紀錄。截至 10 月 7

日止，已有 39 名完成職安教育訓練並提供成果回條。 

職業安全衛生健康保護 

職醫臨廠(校)服務 

本校本年度第三次職醫臨校服務已於 9 月 25 日上午辦理，本次辦理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0 條及第 12 條所規定之內容。包括： 

【健康教育、衛生指導、健康促進等措施之策劃】- 

針對「職場身心不法侵害之預防」，職醫說明辦理「溝通技巧訓練」的

方式，對象可包括部門主管、關懷小組成員與員工代表，另提供「職

場身心不法侵害之防制」衛教檔，做為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材。 

【健康教育與衛生指導】 

針對【母性健康危害風險勞工之評估及個案管理】 

職醫說明《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2020.9.16 修正版之「附

表一、作業場所危害評估及母性健康保護採行措施表」、「附表二、妊

娠及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勞工健康情形自我評估表」、「附表三、妊娠及

分娩後未滿一年勞工之工作適性安排建議表」的填寫方式，以及可另

加「勞工書面同意」的參考格式。 

另評估 1 位女性員工的「母性健康保護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危害」，風

險等級為「第一級管理」，健康管理分級亦為「第一級管理」。 

【作業環境設施改善規劃】 

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影響健康危害因子-燒陶空間 

提供燒陶空間風險評估表供燒陶空間作業環境風險參考。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本校勞工健康檢查，已與啟新診所簽訂合約，預計於本(109)年 12 月

10 日在本校辦理，為利無法配合之教職員工，同時開放自本(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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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月 1日起至 12月 10日止可自行到啟新診所受檢(需事先告知本校環

安室並自行與啟新診所預約)。 

其他 

教育部所送「新版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撰寫說明會，預計於本(10)月

12 日於大安高工辦理。本室由陳主任及鄒專員出席，會簽相關學務處

及總務處未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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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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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音樂學院 

一、109/8 月 

    (一) 7/31~8/3 蘇院長與音樂系老師們於台中全國飯店、台南奇美博物館與高

雄等地巡迴招生，期間舉辦講座、座談會、音樂會演出與大師班等活

動。 

    (二) 音樂學院協辦林昭亮「第二屆台北大師星秀音樂節」活動，於 8/1~8/10

音樂一館、二館舉行。 

    (三) 8/23(日)14:00 由藝推中心主辦、藝大書店所協辦的講座《留聲機黃金時

代的古典大師錄音》於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拱廳舉辦，邀請蘇

院長與主講人王信凱對談古典音樂大師的錄音與生平故事，蘇院長並

現場演奏示範樂曲。 

 (四) 確認關藝節外籍音樂家與團隊是否來台演出、節目手冊內容、各項文

宣與廣播媒體(台北愛樂、台北電台、漢聲電台)通告宣傳、記者會相關

細節事宜。 

二、109/9~10 月 

    (一) 辦理關藝節各項音樂會，七大管弦樂團音樂會之執行相關細節、各場

節目單內容之確認、貴賓邀請。 

    (二) 2020 第 31 屆傳藝金曲獎入圍名單公布，北藝大音樂學院師生表現亮

眼，蘇院長也將於 10/24 典禮中擔任演奏嘉賓與頒獎人。本學院入圍名

單如下：賴德和、楊聰賢、魏樂富(以上為退休老師)、王世榮、李宜錦(以

上為專任老師)、周久渝、王乙聿(以上為校友)。 

(三) 9/21 召開 109-1 院教評會。辦理教師升等各項事宜。 

(四) 聯絡與辦理蘇院長 11 月至和信醫院義演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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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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花園：科技與音樂跨域實驗劇場》於 2020 關渡藝術節

進行五場展演：10/09 (五) 19:30 (貴賓場，無對外售票)、10/10 (六) 14:30、

19:30、10/11 (日) 14:30、17:00。 

二、 藝推計畫：《白港－支線》獲桃園科技藝術獎－評審團特別獎、台北市立交

響樂團【中文歌劇工作室】劇作甄選入選。並於 10/09 (五)、10/11 (日) 19:30

於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進行兩場演出。 

三、 重要會議召開：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 

109.09.14 (一) 10:00 第 1 次系所教評會議 
109.09.28(一) 10:00 第 2 次系所教評會議 

10:30 第 1 次系所務會議 
109.10.26 (一) 09:00 第 3 次系所教評會議 
109.10.27 (二) 09:00 第 4 次系所教評會議 
109.11.09 (一) 10:30 導師會議 
109.11.16 (一) 10:30 第 2 次系所務會議 
109.11.30 (一) 10:00 第 5 次系所教評會議 
109.12.07 (一) 10:00 第 6 次系所教評會議 

109.12.21 (一) 
10:00 第 7 次系所教評會議 
10:30 第 3 次系所務會議 

三、招生宣傳： 

(一)於暑假期間進行 3 場招生專業化宣傳： 

  1.台中･全國大飯店<國際廳>/招生專業化宣傳講座與大師班。 

  2.台南･奇美博物館<提琴工作室>/奇美名琴秘辛與產學合作經驗分享。 

3.台南･奇美博物館<奇美廳>/招生專業化宣傳講座與大師班。 

(二)高中音樂班師生蒞臨本校音樂學系參訪：9/30(三)台中二中音樂。 

 (三)音樂系前往他校宣傳：10/19(一)師大附中。 

四、學位考試：108 學年第 2 學期碩博士班研究生論文線上審核/離校手續受理/

考試經費核銷辦理。 109 學期各類碩士班學位類考試（詮釋報告口試、學

位考試申請資格審查）報名文件整理與公告、試程安排。 

五、種子室內樂菁英培育計劃：經典組 9 組、自由組 12 組，於 9 月 29 日(二)

公布參賽名單，初賽為 12 月 7 日(一)13:00~18:00、決賽為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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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3:00~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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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甄選錄取名單樂團實踐組：4 人。自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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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1 日(一)19:00~20:40【弦樂四重奏成員輪替的挑戰】主講人:藝心弦樂

四重奏。 

9 月 25 日(五)13:30~15:10【Viola Master Class】主講人: Dimitri Murrath。 

9 月 28 日(一) 13:30~15:10【音樂是友誼】主講人：梁雷。 

10 月 12 日(一)13:30~15:10【達克羅茲音樂節奏律動教學】主講人：何育真。 

10 月 12 日(一) 13:30~15:10【作曲大師班】主講人：梁雷。 

10 月 12 日(一) 13:30~15:10【女性視角書寫的台灣音樂史】主講人：潘莉敏。 

10 月 19 日(一)13:30~17:10【聲樂聯合大師班】主講人：Leonardo De 

Lisi/Hanying Tso-Petanaj。 

10 月 19 日(一)13:30~15:10【小提琴大師班】主講人：林品任。 

10 月 26 日(一)13:30~15:10【提琴物語 A-Z 提琴歷史變革與音樂】主講人: 鍾

岱廷顧問。 

10 月 26 日(一)15:30~17:10【Cello Master Class】主講人:Henr Demarquette。 

八、2019 關渡藝術節 

日期 演出名稱 
9 月 29 日(二) 
19:30 

呂紹嘉與北藝大管絃樂團 
演出者：指揮/呂紹嘉、北藝大管絃樂團 

10 月 6 日(二) 
19:30 

貝多芬室內樂 I ― 藝心弦樂四重奏 
法國號/陳彥豪、張顥嚴、小提琴/蘇顯達、林一忻、胡庭瑄、中提

琴/蔡弦修、大提琴/陳昱翰、鋼琴/簡美玲 
10 月 12 日(一) 
19:30 

貝多芬室內樂 II ― 李宜錦與 Friends 
演出者：單簧管/朱玫玲、低音管/簡凱玉、法國號/劉宜欣、小提琴

/李宜錦、鄭翰軒、中提琴/陳猶白、盧育璿、大提琴/高炳坤、王郁

文、低音提琴/蘇憶容 
10 月 14 日(三) 
19:30 

貝多芬室內樂 III―北藝大教授 
演出者：小提琴/蘇顯達、李宜錦、薛志璋、中提琴/趙怡雯、蔡弦

修、大提琴/劉姝嫥、高炳坤、鋼琴/蔡佳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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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四) 
19:30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狂想與詠嘆》 
指揮/張致遠、法國號/陳彥豪、男高音/李奧納多‧德‧里希、男中音/
巫白玉璽、女高音/左涵瀛、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10 月 16 日(五) 
19:30 

璀璨名家之夜：水藍．蘇顯達．國臺交 
指揮/水藍、小提琴/蘇顯達、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10 月 17 日(六) 
19:30 

北藝大 × NSO《思鄉情懷》 
指揮/吳曜宇、小提琴/李宜錦、國家交響樂團 

10 月 18(日) 
14:30 

長榮交響樂團《經典德奧》 
指揮/葛諾‧舒馬富斯、大提琴/劉姝嫥、長榮交響樂團 

10 月 24 日(六) 
14:30 

高雄市交響樂團《熱情與冷冽之間》 
指揮/楊智欽、鋼琴/魏樂富、高雄市交響樂團 

10 月 31 日(六) 
14:30 

台北愛樂管弦樂團《穿越時空》 
指揮/林天吉、小提琴/蘇顯達、台北愛樂管弦樂團 

九、關渡新聲：比賽組別為管弦組協奏曲，已於 9/21 舉行初賽，10/5 舉行決賽。

評審委員之優勝者將於 12/8「2020 關渡新聲協奏曲」音樂會當日頒獎並演

出。 

十、總務營繕：音二館漏水防治工程於 9 月初完成。音樂二館演奏廳二期工程

進行中，預計 10 月底完工。音樂學院專案經費採購鋼琴一台已於 10/7 完成

招標程序；錄音室設備採購案持續進行中。 

十一、集中式課程：聘請指揮家呂紹嘉老師，於 9/15 開始進行，9/29 舉行音樂

會。 
 

傳統音樂學系 

一、會議召開：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 

109.09.14（一） 
10：00 
12：00 

第 1 次系務會議 
第 1 次招生委員會 

109.09.28（一） 13：30 系大會 

109.10.05（一） 10：00 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109.10.26（一） 12：00 第 1 次教評會 

二、人事：函發教育部辦理 109-1 外國兼任教師工作證申請。受理專兼任教師提

送升等、教師資格申請。 

三、招生：確認各項招生管道招生名額、修訂暨確認 110 學年度學士班招生簡

章（港澳生、繁星計畫、單獨招生）、碩士班招生簡章（甄試、一般考試）。

進行 110 學年度學士班與碩士班招生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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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務：參加學務處召開之聯合輔導會議、進行該生選課輔導與持續了解上

課狀況。109 學年度入學學士班新生資料彙整與舊生通訊資料（含校外住宿

調查與緊急聯絡人）更新。 

五、總務：執行教育部 107 圖儀設備改善-業務費之教學空間維修、監視系統與

琴房門禁智能系統增設。進行 108 圖儀設備改善-設備費、109 年度高教深

耕設備費與系上專項經費之餘款核銷。整修研究室及採購電腦設備以提供

新進專任教師使用。 

六、教務：開學準備上課課程、名單、教室使用、聯繫等事宜，辦理加、退選

事宜。疫情關係有境外生因無法於開學前返臺，因此相關課程聘任工讀生

處理錄影、上傳相關工作。教師授課時數確認，課程停開、課程選修名單

核對通知、學分不足、未繳學分&註冊費等事項通知。109.10.5 傳音系第一

次課程委員會，109-2 學期課程大致確認。第一學期碩士班學生申請論文口

試收件。 

七、高教深耕計畫：因疫情關係，印尼亞齊莎曼舞工作坊改成印尼 Ayi 老師錄製

上課影片，由 Melati 老師進行課程講解及示範。王宋來文物展將於 109.10.15

正式開幕，展覽時間由 109.10.15 至 12.04 止。音樂學院高教深耕計畫的人

事費與人文學院換業務費流程完成，並重新規劃傳音系高教深耕計畫預算。 

八、專題演講： 

10/05 (一) 13:30-15:10，講題：智慧財產權、授權書與合約簽訂」，講者：

黃秀蘭律師 

10/12(一) 13:30-15:10，講題：Iranian Music and Daf Workshop，講者：Mona 

Kaneh Ahangari。 

10/19(一) 13:30-15:10，講題：傳音系的學習歷程與畢業發展，講者：洪敦

遠。 

10/26 (一) 13:30-15:10，講題：古琴美學與演奏，講者：陳守信。 

九、展演活動： 

9/23 (三) 19:30，首爾大學四物樂團與傳音，演出：首爾大學音樂系與本校

傳音系。 

9/30(三) 19:30，錦飛鳳傀儡戲，演出：錦飛鳳傀儡戲劇團與傳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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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四) 12:30，王宋來文物展開幕音樂會，演出：傳音系北管樂同學。 

10/17 (六) 15:30，水舞台戶外音樂會，演出：傳音系古琴及南管樂同學。 

10/18 (日) 15:30，水舞台戶外音樂會，演出：傳音系琵琶及北管樂同學。 

10/21 (三) 19:30，陶醉即興，演出單位：傳音系碩士班。 

10/23 (五) 19:30，南管戲《陳三五娘》〈磨鏡〉，演出：傳音系南管樂同學。 

10/30 (五) 19:30，一蓑煙雨，演出：傳音系碩士班及舞蹈學院研究所。 

10/31 (六) 14:30，一蓑煙雨，演出：傳音系碩士班及舞蹈學院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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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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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美術學院 

一、「院務」： 

(一)因應防疫相關行動：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見趨緩之勢。本院於九月份

開學後至今持續採取一定程度之防疫措施，包含量測體溫（至 9 月 26

日）、場館單一出入口限制、上課簽到等。 

(二) 7 月 27 日進行系館消防水池機房整治工程，針對水池破裂進行修補。 

(三) 9 月 16 日舉行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教評會議。 

二、「展演活動」： 

(一) 本院陳曉朋老師於亞紀畫廊參與聯展【古今一：超越】，展期自 7 月 11

日至 8 月 29 日。 

(二) 本院潘娉玉老師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參與聯展【材料『長』這樣，藝術『展』

那樣】，展期自 7 月 11 日至 2021 年 8 月 29 日止。 

(三) 本院陳曉朋老師於台北國際藝術村—藝術家書籍文獻庫舉辦個展【小鹿

圖】，展期自 8 月 14 日至 9 月 12 日。 

三、「計畫執行」： 

(一) 本院黃建宏老師與日本東藝大國際藝術創作研究科（GA）住友文彥老

師計畫以線上互動、虛擬平台實驗、視訊論壇等方式，進行以【無邊界

的美術館】為主題的年度交流活動。9 月 9 日進行測試與會前討論，並

於 18 日進行首次線上雙邊會議，研討未來一學期之進行方式與預期目

標。 

(二) 本院潘娉玉老師開設之【藍染與創作轉譯】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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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四場實作工作坊活動。課程兼容創作實務、藍染專題與當代染織創

作講座，開展以台灣藍為主題的的創作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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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5 至 27 日，帶領學生前往南投工藝中心與自然色農場，伴隨湯

文君老師（國立臺灣工藝研究中心藍染工坊工藝師）的解說，了解

藍染原料種植與染料製作應用技術。 

 10 月 16-17 日舉行【建藍與絞染基礎工作坊】。邀請劉俊卿老師解說

藍染中的綁紮技法應用。 

(三) 本院於 9 月 24 日至 30 日共五天舉辦【數位立體技術工作坊】，針對雷

射切割機操作、立體建模、3D 列印機操作、數位雕刻筆教學等數位立

體技術進行種子學員培養，並邀請 3D 物件建模工程師吳燦華分享數位

雕刻技術中的自由造形實踐經驗。 

(四) 本院涂維政老師策劃之《「佔領淡水河」藝術行動》， 10 月 10 日至 11

日於竹圍工作室舉行《宣言重讀：開放工作室》活動。集結本計畫 13

組藝術團隊，打開藝術工作室，直擊藝術家們的創作現場與面對面對

談。【參與藝術家】尤昱翔、陳麗玉、蔡士翔、徐嫃婷、阮柏遠、呂玫

穎、梁家誠、高登輝、張舫涵、林祐聖、盧柔君、廖欣穎、林沛瑤、曾

俊傑、王秀君、劉昕、許芸綺、柯曉如、黃泓栩。 

(五) 本院涂維政老師策劃之展覽與系列工作坊活動：《聖堂回想-和平島遺址

藝術教育推廣計畫》，自 9 月 19 日至 11 月 1 日於基隆市和平島和一路

考古現址展出。此計畫為本校與基隆市政府文化局簽訂合作備忘錄後，

雙方首項具體合作的成果。開幕儀式並邀請本校 IMPACT 學程師生團隊

為 考 古 遺 址 譜 曲 及 表 演 。 活 動 詳 情 請 見 臉 書 專 頁 ：

https://www.facebook.com/RecollectingAChurch/ 

四、「創作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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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當代雕塑麗寶創作獎】。10 月 5 日開始接

受報名收件，至 10 月 30 日截止。預計於 11 月 19 日舉行頒獎典禮。 

(二) 本院畢業校友李奎壁、林羿綺、許懿婷通過 2020 台北美術獎複審進入

決選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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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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務」： 

(一) 9 月 15 日舉行 109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 

(二) 10 月 20 日舉行 109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 

二、「教學課務」： 

(一) 協助 109 級新生入學相關事宜。 

(二) 協助研究生畢業離校相關事宜。 

(三) 輔導課程預選、初選、加退選等相關事宜。宣導學生上網確認正式選課

結果。 

(四) 大學部與研究生工作室年度清理與整治工作。 

(五) 寄發新生開學通知。 

(六) 受理研究生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預選指導教授、學位考試、大綱口考申

請。 

(七) 辦理 109-1 外國獎學金宣傳與申請事宜。 

(八) 碩士班美創組期初評鑑於 10 月 12 至 13 日於地下美術館舉行。 

三、「招生事務」： 

(一)  110 學年度碩博班招生宣傳進行視覺設計發想。 

四、「展演活動」： 

(一) 美術系碩士班彭思錡同學於台南索卡藝術中心參與【意識的沙漏 - 第

十三屆索卡好樣青年藝術家聯展】，展期自 7 月 25 日至 2020 年 8 月 22

日止。 

(二) 美術系碩士班楊健生同學於金車文藝中心承德館舉辦個展【石。馬達 

000】，展期自 9 月 12 日至 10 月 18 日止。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教學課務」： 

(一) 協助 109 級新生入學相關事宜。 

(二) 協助研究生畢業離校相關事宜。 

(三) 輔導課程預選、初選、加退選等相關事宜。宣導學生上網確認正式選課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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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寄發新生開學通知。 

(五) 受理研究生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預選指導教授、學位考試、大綱口考申

請。 

(六) 辦理 109-1 外國獎學金宣傳與申請事宜。 

二、「招生事務」： 

(一)  110 學年度碩博班招生宣傳進行視覺設計發想。 

三、「展演活動」： 

  (一) 本所林宏璋老師策劃《超物系 The System of Hyper-Objects 2020 波蘭中

介雙年展台灣單元》，從 10 月 2 日至 11 月 20 日在華沙文化中心 Cukry 

Praga 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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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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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戲劇學院】 

一、 行政事務 

1. 已於 8/10 召開院教評會議，針對教師升等提案進行資格審查並安排

院外審工作。另規畫於 10/5 進行後續審查流程。 

2. 已於 8/10、9/18 召開院主管會議，討論近期院務活動及相關經費與

工作分配。 

3. 已於 9/18 召開姚一葦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經費需求並確認各專

案工作規畫進度。 

4. 已於 10/5 召開院教評會議，進行兩系教師升等案之複審。 

 

二、 展演事務 

1. 109-1 秋季展演，將由陳仕瑛導演《愛因斯坦的夢》。已分別於 8/3、

17、9/7 召開製作會議，針對各部門設計方向、製作相關需求、預算

分配協調…等進行討論。 

2. 109-1 冬季展演，分別由孟昀茹導演《狂睡五百年》、譚馭文導演

《Almost Maine》。已於 8/3、13、17、31、9/15、28、10/5 召開製

作會議，討論並確認各部門設計方向與製作期程規畫、戒絕技術問

題並擬定分配預算。 

3. 賀戲劇學院校友獲得第 55 屆電視金鐘獎： 

戲劇節目男主角獎：姚淳耀/鏡子森林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主角獎：吳奕蓉/客家電視電影院—大桔大

利 闔家平安 

4. 賀戲劇學院校友獲第 31 屆金曲獎 

最佳作曲人獎：余佩真〈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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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系/所】 

一、 行政事務 

1. 戲劇系館暑假進行排練教室、燈具等例行保養。 

2. 戲劇學系碩士班暨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已於 9/7 下午 1：30 舉行新生

座談。 

3. 戲劇學系學士班已於 9/8 下午 3 點舉行新生說明講座。 

4. 戲劇學系已於 9/14 召開第一次系大會，歡迎新生及宣導相關事項。 

5. 戲劇學系博士班已於 9/14 下午 1:30 舉行新生說明會。 

6. 戲舞大樓 T2103 改善計畫第二期工程已開工。工期自 09/15 進行至

11/01，已為受影響課堂安排備用教室。 

7. 戲劇學系已於 9/21 召開第一次系所務會議。 

8. 戲劇學系已於 10/19 上午 10：30 召開自我評鑑工作會議，下午 13：

30 召開第一次系所課委會。 

 

二、 招生與教學 

1. 本系兼任老師姜睿明與簡秀芬助教參與 8/5 由招生組舉辦「鏈結藝術

自造與夢想－大學･高中的專業對話」交流會。 

2. 戲劇學系國際生配合學校防疫政策，有九位學生分別於 8/17~9/27 陸

續入境，皆已完成相關隔離、自主健康管理等規定，開始上課。 

3. 戲劇學系於 9/21 赴復興高中、9/24 赴華岡藝校各進行一小時招生專

業化座談會，宣傳本系招生專業化項目及學系特色，並與高中生進

行交流。 

4. 「2020 全國碩博士生戲劇學術論文研討會：駒光過戲」訂於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01 日（六至日）舉辦。 

 

三、展演與交流活動 

1. 10/9~10/11 百六級畢製《米蒂亞》於姚一葦劇場演出。 

2. 10/30～11/01 百六級導演畢製《枕頭人》於戲劇系館 T205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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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設計學系/所】 

一、 行政事務 

1. 新網站更新規劃中，預計於十二月初上線。 

2. 專任助教經上網公開徵才後，於 8/24(一)安排面試，錄取彭久芳，於

9/1(二)起聘任。 

3. 三等專員經上網公開徵才後，於 9/3(四)安排面試，錄取吳昱穎，於

9/14(一)起聘任。 

4. 已於 9/21(一)09:30 召開第一次系所務會議。 

5. 將於 10/19(一)10:00 召開第二次系所務會議。 

6. 將於 10/26(一)10:00 召開第一次課程委員會。 

7. TD109 燈光實驗室於 9/1(二)-4(五)進行保養維護。 

8. TD302、303 服裝實驗室於 8/27(四)、8/28(五)進行保養維護。 

 

二、 招生與教學 

1. 舞台設計組李建賢，學位考試已於 7/27(一)舉行。 

2. 服裝設計組郭萱，學位考試已於 7/28(二)舉行。 

3. 舞台設計組鍾宜芳，學位考試已於 7/28(二)舉行。 

4. 本系系主任曹安徽與劉依靜助教參與 8/5(三)由招生組舉辦「鏈結藝

術自造與夢想－大學･高中的專業對話」交流會。 

5. 將於10月份至十間學校進行學士班招生宣傳，相關人員安排協調中。 

6. 將於 11 月份至各個大學進行碩士班招生宣傳，相關人員及學校安排

協調中。 

7. 110 學年學士班(單獨招生、特殊選材)及碩士班招生考試修訂完成。 

 

三、 展演與交流活動 

1. 一年級謝欣妤同學榮獲 109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學生組-戲劇劇本

獎。 

 

 



                                                                             

10-4 

【專案計畫推動：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戲劇學院】 

1. 戲劇學院高教深耕計畫專任助理經上網公開徵才後，於 9/24 安排面

試錄取高麗玲，於 10/6 起聘任。 

2. 暑期「集中式實驗課程」邀約規劃瑞典聲音訓練專家 Harald Emgård

於 8 月 10 日至 9 月 8 日開設為期 4 週的「聲音訓練、文本與表演工

作坊」課程，以工作坊形式進行 2 學分 36 小時的短期密集教學。已

向教育部及領務局等單位申請工作許可與入境許可等旅行文件。活

動圓滿結束。 

3. 高教深耕-創意與設計工作坊，因疫情而修改成當代劇場設計系列講

座，相關老師及課程講座安排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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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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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一、舞蹈學院 

（一）展演及推廣活動事務： 

1. 2020 年 9 月 19 日完成藝大開門【雙向連結•迎向頂尖】活動第一梯次

《大師開路親炙巨擘》。本次有嘉義女中、澎湖文光國中、桃園中興國

中等校，約 170 人次來校參訪。 

2. 2020 年 10 月 15 日完成藝大開門【雙向連結•迎向頂尖】活動第二梯次。

本次有桃園東興國中等校，約 70 人次來校參訪。 

3. 109 年關渡藝術節暨舞蹈學院年度公演「浮生四闕」，包括張曉雄主任的

《浮生》、蔣秋娥老師的《2020 Spring》、以及李華倫老師的《 GREEN 

T 》、旅歐編舞家李貞葳的《非常非償》。演出於 2020 年 10 月 22 至 25

日於舞蹈廳舉行。 

（二）得獎事宜： 

1. 2020 年舞蹈大地舞蹈創作比賽，本院有藝術學院校友張秀萍、七年一貫

制校友黃彥霖、邱浥婕、賴耘琪、創作主修研究生戴啟倫獲得佳作；七

年一貫制校友簡麟懿、表演主修研究生陳薇伊及大學生王官穎、創作主

修研究生陳兆豊（新生）、唐筱雯（新生）獲得優選；七年一貫制校友

賴耘琪奪得銅牌獎；創作主修研究生曾靖恩及李晉安、表演主修研究生

李冠霖及新媒所合作作品榮獲銀牌獎。參賽共 90 支舞碼，本次共 15 個

獎項本院囊括 11 項獎。 

（三）行政工作： 

1. 109 年舞蹈學院教師評鑑密集進行中，2020 年 9 月 15 日進行教師個人

資料繳交，2020 年 10 月 8 日進行院內評鑑預審以及評鑑預備會議，並

將於 11 月 5 日進行正式評鑑工作。 

2. 進行校務資料庫調查學術倫理課程調查、程式語言課程調查、學生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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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以及證照調查、學生論文發表及展演調查、以及專任教師參與學術

交流活動調查等。 

（四）總務相關事宜： 

1. 109 年圖儀設備費劇場布幕於 109 年 7 月 23 日開標，因廠商資格不符廢

標，重新修訂規範於 9 月 3 日完成第二次開標議價事宜，於 10 月 12 至

14 日進行施工。 

2. 109 年圖儀設備費劇場專業燈具已於 109 年 8 月 18 日完成開標議價事

宜，2020 年 10 月 7 日完成工程驗收事宜。 

3. 電算中心已協助於專任教師研究室增設本校無線網路節點。 

4. 專項經費資本門完成 D203、D209、D2203 教室投影機更換。 

5. 教育部深耕計畫資本門部分完成數位鋼琴採購案、學院資料雲端硬碟設

置、以及教學使用筆記型電腦採購。 

6. 109 年圖儀設備費業已透過共同供應契約完成辦公室影印機採購更換。 

 

二、舞蹈系七年一貫制 

（一）行政相關事宜： 

1. 辦理外籍教師合約以及簽證、勞保退撫金等事宜。 

2. 整理歷史資料包括進行歷年年度展演照片數位化及編檔、彙整旅外校友

名單。 

3. 完成提送 108 學年度本院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教師之事宜。 

4. 外籍教師李華倫因防疫工作遷移研究生宿舍，已於 2020 年 8 月 19 日搬

回原藝大會館。 

5. 完成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項課程異動確認、選課輔導等事宜。 

6. 2020 年 9 月 14 日召開先修班大會，9 月 15 日召開先修直升考會議及先

修導師會議，9 月 23 日完成先修班直升考試並已放榜完成。 

7. 2020 年 10 月 15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舞蹈學系課程會議，討論以及確認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架構。 

8. 辦理專任教師升等送審案件。 

（二）展演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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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舞蹈系七年一貫制實習舞團焦點舞團，2020 年 8 月 10 日起進行旅美編

舞家楊銘隆老師的大師作品《無名》的排練，由鄭伊雯老師協助排練，

已完成。 

2. 2020 年 8 月份進行一貫制三年級結業呈現排練，由旅美校友劉奕伶返台

進行排練，並於 2020 年 8 月 20 日完成拍攝展演宣傳照。 

3. 2020 年 8 月 22 日一貫制六年級呂紹可於臺北藝穗節藉寶藏巖國際藝術

村邊境 71 號演出作品《娼》。 

 

三、舞蹈學系碩、博士班 

（一）招生相關事務： 

1. 進行 109 學年度碩博士班各項招生考試簡章修訂。 

2. 聯繫 109 學年度新生相關課程事宜，並完成修訂研究生手冊。 

（二）行政相關事宜： 

1. 2020 年 9 月 17 日辦理本學期第一次研究所大會，並進行研究所新生座

談會。 

2. 完成申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集中式課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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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辦理。 

4. 2020 年 9 月 8 日完成舞蹈研究所專業知識測驗。 

（三）實習與獲獎活動： 

1. 辦理研究生校外專業實習時數之合約備忘錄簽訂，以及相關校外實習保

險事宜。 

2. 科技部 109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本所博

士生樊香君以「To touch the limit in-between: from the study of Eros in 

contact improvisation to the dynamics between the aesthetics of 

modern/contemporary dance and society」獲獎。 

（四）畢業製作與學位考試相關工作： 

1. 輔導碩博士班應屆畢業生完成論文上傳、畢業審查、以及辦理離校等事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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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位論文考試相關經費核銷。 

3. 2020 年 8 月 22 日進行舞蹈學系碩士班董旭芳研究計畫預口試。題目為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南管曲腳身體實踐影響之行動研究」。 

4. 2020 年 9 月 27 日辦理學系碩士班表演主修袁以婕、邱俞懷畢業製作預

口試。 

5. 2020 年 10 月 7 日辦理學系碩士班創作主修郭亮妘、莊博翔畢業製作預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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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級計畫二之南向計畫「活水的芬芳 III」，第一階段田調課程已於 109

年 8 月 9 日至 8 月 13 日在桃園大溪進行，完成場地、課程、交通住宿、

活動紀錄等安排。本次參與大溪社頭普濟堂關聖帝君慶典遶境，進行文

化踏察以及展演活動。8 月 17 日起開始進行民俗採集後的排練工作，

並於 8 月 21 日進行總結分享交流活動，由建文所、傳音所、舞蹈所進

行分享。而後延伸於 10 月 30 至 31 日與傳音系於關渡藝術節演出《一

蓑煙雨》。 

2. 校級計畫二之舞蹈系與電影系共同執行的「影像舞蹈」計畫，已完成第

一階段課程，於 109 年 9 月 9 日至 9 月 12 日密集以工作坊形式進行兩

場講座與舞蹈和影像共創課程，10 月份進行成果發表。 

3. 「亞太舞蹈平台」（109 年 8 月 24 日至 9 月 5 日）共開設每日上午 4 個

班次、下午 5 場排練，兩週共 90 班次課程。本次有 105 位學員參與，

較去年已成長 25%。2020 年 9 月 4 日圓滿結束，9 月 5 日於曼菲劇場完

成成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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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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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一、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9 月 15 日(二)召開本學期第一次院教評會議、9 月 22 日(二)召開本

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二） 計畫執行與推動 

1. 影新學院辦理教育部補助推廣藝術教育計畫，由魏德樂院長代領

新媒系研究生，與動畫系、IMPACT 音樂學程團隊於 8 月 18 日(二)

至 21 日至台東尚武國小、大武國小辦理「台東大武跨藝創作體驗

營」，過程順利圓滿。 

2. 影新學院辦理教育部補助推廣藝術教育計畫，由魏德樂院長和吳

玉鈴老師帶領新媒系與師培中心團隊，組成一個「小北藝」於 9 月

6 日(日)至 8 日至台東豐田國中、卑南國中辦理「原聲彩光，東台

夢翔」科技藝術創作體驗營，過程順利圓滿。體驗營課程有： 

(1) 彩繪原住民互動藝術：2 天共有 9 班約 250 人次，整合彩繪服

飾設計和肢體動作，進行跨領域學習課程。 

(2) 互動燈光裝置工作坊：結合 STEAM 創客教學，帶領學生進行

互動裝置製作。 

二、 電影創作學系 

（一） 教學、招生等行政工作 

1. 藝文生態館 K101 視聽教室硬體設備提升規劃：杜比 5.1 環繞音響

設置已完成；數位講桌更新、雷射放映機升級已辦理請購，待施工。 

2. 電影系系支援學生及電影院，協助生輔組辦理 9 月 7 日(一)至 9 月

10 日之 109 級新生始業教育《藝大開門，預見新生》。 

（二） 講座與國際交流 

1. 電影系與舞蹈學系合作之《影像舞蹈工作坊：創意與實踐》，於 9

https://www.facebook.com/FengTien380241/posts/3191150147588452?__cft__%5b0%5d=AZUzcNbTxOc9AUa8pKh-r9TqXXdSuysJYipvKs4w9Yxa_4vMDx6LEy1yD9j4bU5qvshj_vrKLX4YmlF9mE4LyEyB0EPiLi0XVPOmL-p9otBy0-ciyT_bkrZcdp9yAMV9d7h4bHSYOx67R4QtUmZfQWy07LkWN_VtbveLCXZ41jUZxjZx2WOAGoTbrunZHqBc7K8&__tn__=%2CO%2CP-R
https://www.facebook.com/pnjhalbum/photos/a.1817612585047852/1817613238381120/?__cft__%5b0%5d=AZVBrUzTWAs0-A-PP6unR-s_YSwpChLxgJCwR3XmXWwwSGy1PIR-jUJl4yhRDXvJulTBCO9zC3Pr9vW367E28MKWR8-hCz7YGteWYtz1syYCMo-OHdD8Kk2iCoQh6RYisilp-0ndKvVFXAKtucWOkxp28rvFYXlO5qnchVh0p2W9pVRUgLdmWAArdC93pK9i525D0npPjBdC5Xw7-Phcly1y&__tn__=%2CO%2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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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 日(三)至 9 月 12 日(六)辦理，課程如下： 

(1) 影像舞蹈講座(一) ：我看到了什麼？ 9 月 9 日(三)09:00-12:00 

主講人：孫瑞鴻老師 

(2) 影像舞蹈講座(二) ：作品分享對談 9 月 10 日(四)09:00-12:00

主講人：陳芯宜老師 

(3) 創意與實踐：9 月 9 日(三)~9 月 12 日(六) 授課教師：何曉玫

院長、錢翔老師 

2. 電影系主辦之第十二屆《關渡電影節》，10 月 9 日於國家電影中心

舉行展前展，以推廣電影節相關活動。 

（三） 獲獎、參展與活動 

1. 電影系學士班校友張均俞、洪德高執導短片《未命名》榮獲 2020

雪梨台灣影展最佳短片獎。 

2. 電影系學士班校友王渝屏、劉主平主演電影長片《哈囉！少女》於

8 月 7 日(五)上映。 

3. 電影系碩士班王逸帆同學執導長片作品《逃出立法院》於 8 月 14

日上映。 

4. 2020 桃園電影節《台灣獎》，電影系學生及校友入圍名單如下： 

(1) 碩士班陳淦熙同學執導短片作品《三步》 

(2) 碩士班王逸帆同學執導短片《伏魔殿》 

(3) 碩士班王逸帆同學執導長片《逃出立法院》 

(4) 學士班宋承穎同學執導短片《你剛剛說的是笑話嗎？》 

(5) 碩士班校友林亞祐執導短片《主管再見》 

(6) 碩士班校友施立執導短片《野雀之詩》 

5. 電影系專任教師滕兆鏘老師，以《真世代-媽祖住我家》，榮獲第 55

屆金鐘獎《非戲劇類節目剪輯獎》。 

6. 電影系兼任教師李耀華老師擔任監製之影集《醉夢者》，榮獲第 55

屆金鐘獎《戲劇類節目攝影獎》、《聲音設計獎》、《美術設計獎》、

《燈光獎》。 

7. 第 57 屆金馬獎，電影系師生入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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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影系兼任教師王威人老師擔任製片之電影長片《無聲》，入

圍《最佳原著劇本》、《最佳美術設計》、《最佳音效》、《最佳剪

輯》等八項大獎。 

(2) 電影系兼任教師陳保英老師擔任製片之電影長片《刻在你心底

的名字》，入圍《最佳新演員》、《最佳攝影》等五項大獎。 

(3) 電影系碩士班校友林亞祐短片作品《主管再見》，入圍《最佳

短片》。 

(4) 電影系碩士班王逸帆同學短片作品《伏魔殿》，入圍《最佳短

片》。 

三、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教學、招生等行政工作 

1. 新媒系於 8 月 17 日(一)開始進行系辦內部空間改善工程、研究大

樓科藝 C 展覽空間拉線工程，並於 8 月起進行全系所教學及展演

器材例行保養作業。 

2. 新媒系於 10 月初完成研究大樓科藝廊 C 地板建置工程。 

（二） 獲獎、參展與活動 

1. 新媒系學士班田子平、謝竺勳同學入選台中歌劇院 2020「LAB X 

青年創作工作室」影像類甄選計畫。 

2. 「2020 TAxT 桃園科技藝術節-當然耳」得獎名單： 

(1) 特別獎：「妖子跨藝工作室」，學士班田子平、王昱慈、蕭合萱、

徐紹恩、黃茵綺、黃心慈、陳恩澤、王藝璇、曹書誠同學，作

品《白港支線》。 

(2) 優秀獎：「狼與狗之藍」，學士班謝竺勳、田子平、顏瑋辰，作

品《一日方梭》。 

(3) 優秀獎：「空體搏擊」，學士班胡哲豪、郭人綺、張欣語，作品

《歇斯底里的房間》。 

3. 新媒系袁廣鳴老師參與 8 月 5 日(三)由招生組舉辦「鏈結藝術自造

與夢想-大學・高中的專業對話」交流會，地點為臺中國家歌劇院。 

4. 新媒系學士班許哲豪、莊英渝同學於 8 月 1 日(六)至 8 月 23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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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應該是社群行為，加上一點雜語」、「只想癱在床上耍廢」個

展，地點為新樂園藝術空間。 

5. 新媒系學士班田子平同學參與「2020 臺灣美術新貌獎」徵件比賽

入選，作品將於 7 月 4 日(六)至 8 月 30 日(日)於港區藝術中心展

覽室展出。 

6. 新媒系碩士班高德亮及學士班田子平同學參與「2020 臺北藝穗節」

《如果不能再見》演出，擔任裝置設計及執行，8 月 27 日(四)於

「藝・風巷」空間展出。 

7. 新媒系於 9 月 3 日(四)至 9 月 4 日(五)舉行第二場次的 VR 電影工

作坊(進階)，增強同學對於影像技術的實際演練與操作能力。 

8. 新媒系碩士班侯思齊、吳亭毅同學，學士班陳恩澤、陳智彥、林則

維、王學淵、莊英渝、簡令謙同學，榮獲「2020 新媒體藝術卓越

獎」，作品於關渡美術館 2020 創作卓越獎展出，展期自 9 月 4 日

(五)至 10 月 4 日(日)，地點為「關渡美術館」。 

9. 新媒系 9 月 11 日(五)第七屆系展「CA2.1：日常瀰漫」開幕，展期

自 9 月 11 日(五)至 10 月 2 日(五)，地點為「地下美術館」。 

10. 新媒系學士班江卓豫同學，受邀蒔敍標本藝術工作室「觀測者 The 

observers」聯展，展出時間為 9 月 3 日(四)至 9 月 20 日(日)，地

點為「濕地 venue」。 

11. 新媒系科技藝術講座「互動之外-以穀米機工為嘗試與實驗」9 月

30 日(三)邀請凌宗廷蒞臨演講。 

12. 新媒系與音樂系合作於 10 月 10 日(六)至 10 月 11 日(日)舉行《後

花園：科技與音樂跨域實驗劇場》演出，地點為「北藝大戲劇廳」。 

四、 動畫學系 

（一） 教學、招生等行政工作 

1. 配合學校解除防疫隔離區建置，協助動畫系外籍客座老師萊曼．克

諾姆(RAIMUND KRUMME)遷移住宿工作。 

2. 配合 Adobe 全校統一採購及認證方式，動畫系擬於 8 月 12 日至 8

月 26 日針對本系 110 台電腦進行軟體檢核、更新及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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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渡國際動畫節籌備工作 

1. 2020 關渡國際動畫節於 8 月 24 日(四)完成初審會議，本次共計 83

部入圍，精選 64 部觀摩片，入圍及活動資訊已公告於動畫節官方

網站及相關平台，並同時於中央社刊登新聞稿。 

2. 2020 關渡國際動畫節開幕片確認邀請日本動畫長片「我們的七日

戰爭」，該片入圍 2020 年安錫影展等多個國際影展。 

3. 2020 關渡國際動畫節因應 COVID-19 疫情，於 9 月 29 日(二)錄製

完成開幕片《我們的七日戰爭》村野佑太導演線上訪談，於 10 月

6 日(二)錄製完成閉幕片《築塔人》Mats Grorud 導演線上訪談，訪

談影片預定安排作為開、閉幕片映後問答及官網播放。 

4. 2020 關渡國際動畫節校園巡迴宣傳活動，於 10 月 7 日開始陸續

展開，本次校園巡迴學校預排有師大附中、永平高中、中正高中以

及明倫高中等學校，藉此活動增進高中生對於國際動畫多元創作

的認識。 

（三） 獲獎、展覽與講座 

1. 本年度「全國小學巡迴動畫營」第二場活動結合影新學院「推廣藝

術教育計畫-藝術實踐」，於 8 月 18 日至 21 日前往台東大武國小

辦理，本次活動帶由趙瞬文主任偕同魏德樂院長及 IMPACT 林姿

瑩老師共同帶隊前往，本活動旨在將動畫藝術轉化為創意體驗課

程，分享傳遞至外縣市小學，同時也培養動畫系學生對社會關懷面

及團隊合作向心力養成。 

2. 本年度「全國小學巡迴動畫營」將於 10 月 16 日(五)前往北教大附

小進行第 4 場活動，本場次由王綺穗老師帶隊前往。活動旨在將

動畫藝術轉化為創意體驗課程，分享傳遞至中小學，同時也培養動

畫系學生對社會關懷面及團隊合作向心力養成。 

3. 動畫系大三劉欣語、黃歆雅、葉映萱同學聯合製作作品《我可以去

公園玩嗎》榮獲放視大賞動畫類-2D 動畫創作組銅獎 

4. 動畫系 105 級周子羣畢業作品《山雞》榮獲放視大賞動畫類-2D 動

畫創作組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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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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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一、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授課教師林亞婷主任為「2020 Shared Campus」課程開設之「 生態思

辨：身體與原住民性」一課將帶領本學程學生，文學跨域，舞碩及音

博音樂學研究生至花東進行實地田調和工作坊探討台灣原住民身體文

化。自 8 月已到花東開始進行前置考察與拜訪並於 9 月開始進行不同

的線上工作坊。 

(二)  109 年大學社會實踐線上博覽會：本學程將報名參加 109 年大學社會

實踐線上博覽會「專欄專區-特定主題影片」。 

(三)  國合會獎學金計劃：已完成 108 學年度經費結算表並預計在 10 月初完

成工作報告并且在 10 月中安排與國合會進行工作會議。 

(四)  109 學年度新生：本學程共錄取 12 名新生，只有 6 名完成注冊，另有

2 名學生，先申請休學。 

二、博物館研究所 

(一) 2020 第九屆博物館國際雙年學術研討訂於 10/29-30 假國際會議廳暨多

媒體視訊會議室舉辦，並將舉辦一場工作坊及海報發表。本研討會與國

立臺灣博物館、國家人權博物館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合辦，與國

立臺灣博物館基金會、臺灣博物館學會協辦。議程已底定，報名與會者

目前已達 250 人次，尚在增加中，大會手冊正編印中。 

(二) 配合 109-1 學期高教深耕課程開設「博物館規劃與管理」課程，規劃於

11/24-27 前往花東博物館與社區進行 4 天深度田野調查計畫，由本所廖

仁義所長及陳佳利老師合作帶領本所師生計 30 人參與，現階段已完成

參訪單位座談導覽行程規劃等事宜。 

三、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本學期 BrownBag 午餐論壇共規劃 6 個講次，分別邀請 3 位校外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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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相關研究領域的賢達專家參與分享，9/28 已邀請貝里斯大使分享貝里

斯豐富多元的歷史背景、10/26 將邀請鍾永豐主秘分享「菊花如何夜行

軍?我的客家民謠之路」；11/26 邀請臺藝大藝政所殷寶寧所長分享「現

代性的魅惑:修澤蘭與她的時代」;並將匯集本學院博碩生 3 位分享深度

之相關研究經驗呈現，包括本博班許淑華同學之博士論文主題、IMCCI

及藝教所同學之研究議題分享。期待校內師生踴躍參與。 

(二) 召開所務會議審查 109-1 學年度預定申請論綱考試的博士生，以及為

110 自我評鑑籌備成立前置規劃小組。 

四、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辦理新任及卸任所長交接文書作業。 

(二) 承辦本學院 2020 文化資源經典講座暨研究生學術研討會，獲得中華民

國國立大專院校協會補助十萬元。 

(三) 承辦本學院 2020 文化資源經典講座暨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投稿摘要審

查及公布入圍名單。 

五、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9/9~9/10 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范聖韜教授帶領【武士遊戲工作坊】，

運用遊戲劇場，引發參與者教學熱情，培力藝術教育專業發展，透過團

體動力延伸教育行動。 

(二) 9/11~9/13 與藝管所共同開設集中式課程，邀請 Hotel Mvsa (慕舍酒店) 

執行董事王劭仁先生擔任授課講師，課程內容擬加強團隊共識建立與創

意激發等內容，讓新生快速彼此認識、融入校院環境。 

(三) 持續規劃辦理【藝‧教‧考】藝術與人文教育系列講座，邀請不同藝術

專業工作者與師生分享經驗與學習，也規劃踏訪不同藝術場館、走入社

區，共同創造不一樣的體驗與學習。 

   (四) 教育部「中小學在職教師暨行政人員美感素養提升計畫」： 

 1.  【探索景框．美感共生】磨課師課程影片目前已全數初剪完畢，預計

八月底上線;課程網站初版正在測試修改當中，預計八月中前完成驗收。 

 2.  美感計畫平台網站目前已建置新的網域，預計八月初確認新版網頁架

構，並開始整理資料，九月中前將資料移轉至新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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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9-1 美感跨域教案徵選活動，因計畫期程延誤，此學期暫停辦理一次。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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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 

1.  8/28 及 9/8 辦理 109 年度南北區共識會議。 

六、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一)  110 年度系所評鑑: 分別於 8/3 及 9/21 召開第 1 次及第 2 次籌備會議，

討論系所評鑑報告準備及撰寫相關事宜。 

(二) 所務: 8/3 及 9/21 召開第 1 次及第 2 次所務會議， 修訂本所學位考試暨

課程修習辦法及畢業製作申請要點。 

(三) 集中式實驗課程:  9/11 至 9/13 與藝教所共同開設集中式實驗課程， 特

邀聘 Hotel Mvsa (慕舍酒店) 執行董事 同時也是政大「領導與團隊」 課

程固定講師之一的王劭仁博士擔任授課講師，課程內容以加強團隊共識

建立與創意激發等內容，讓新生快速彼此認識、融入校院環境；刻正辦

理結案報告文件。 

(四) 疫情因應措施: 因應安心就學措施，部分課程採非同步視訊上課；配合

境外生入境就學，協助接機入境或休學文件處理。 

(五) 辦理第一梯次學生論文綱要發表審查及學位考試。 

七、文化資源學院 

(一) 8/17~8/21 進行專案計畫研究室空間改善工程。 

(二) 9/12 舉辦本院 109 學年度新生迎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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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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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一、 通識教育中心 

(一) 圖儀計畫：本中心教學空間電腦主機設備、冷氣設備、投影機設備

多已達年限，經檢修已原機汰換，維持教學環境的流暢度。更換 C104、

C205、C206、C207 教室電腦主機設備。更換 C206、C402、C403 教

室冷氣設備。更換 C402、C403 投影機設備。更換 C302 投影布幕

設備。 

(二) 安心就學計畫:通識中心因應安心就學措施，已調查通識課程可遠端

錄影授課課程，惟部分中港澳學生仍在返台居家檢疫階段，無法錄

影授課之課程已協助請假事宜。 

(三) 為配合校園防疫，開學前兩週教學大樓已安排出入口動線管制及門

口體溫量測作業，且暫不開放三樓側門通行。 

(四) 本中心逐步執行已達使用年限之減損財產清理，以達美化教學空間： 

1. 專任教師研究室報廢財產清理。 

2. 禪藝對話空間堆放之鐵桌、辦公椅、電視機、櫥櫃之減損財產清

理。 

(五) 本中心教室已規劃 C305 為寫作中心、C306 為會議室。 

(六) 本學期網路即時選課作業自 9 月 14 日(ㄧ)至 9 月 28 日(ㄧ)開放所

有課程之加退選。 

1. 學生個別選課輔導。 

2. 教室異動作業。 

3. 授權碼故障改採人工加選作業。 

4. 學生學分抵免事宜。 

(七) 本學期多益校園考於 9 月 21 日(ㄧ)起至 10 月 19 日(ㄧ)受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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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中心網站及海報牆宣傳，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八) 本學期三校合作由邱博舜老師、郭弘坤、陳正才老師前往政大協助

授課。 

(九) 本學期與關渡藝術節合作，開設二門課程通識核心課程，其中表演

藝術類「關渡藝術節探索頻道」索票作業陸續進行。 

二、 師資培育中心 

(一) 課程教學 

1. 辦理教育專業成長講座 

(1) 傅斌暉老師：教學開箱：新課綱的藝術教學設計探討。 

(2) 李睿瑋老師：國中音樂藝術課程設計與實踐經驗分享。 

2. 配合教育部評估中小學師資合流培育計畫 

(二) 實習輔導 

1. 教育實習輔導 

(1) 109 學年度教育實習 

A. 第 1 學期教育實習期間自 8 月 1 日開始，實習學生共 16 名。 

B. 實習期間每月辦理 1 次返校研習。 

(2) 辦理 110 學年度教育實習之申請與資格審核 

2. 辦理校友經驗分享講座 

(1) 林欣美、張文馨、許芮芬：教師甄試、教師檢定、學校生活經

驗分享。 

三、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一) 辦理新聘馬來西亞籍專任教師賀淑芳老師之報到程序，並協助申請

居留證。 

(二) 本所碩一游以德同學以散文作品〈族語認證〉榮獲第 22 屆臺北文

學獎優等獎，另以散文作品〈教會我的事〉入圍 2020 臺灣文學獎

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散文項）。 

(三) 本所碩一王天寬同學參與翻譯之李歐納·柯恩詩詞集《焰：加拿大傳

奇民謠詩人李歐納．柯恩最後的詩歌與手稿》，已於 9 月 3 日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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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四) 本所碩一尹雯慧同學以報導文學作品〈告別練習-最後的遊牧民族〉

榮獲 2020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報導文學組正獎。 

(五) 本所碩一吳緯婷同學於 2020 年詩人節大會獲頒 2019 優秀青年詩人

獎。 

(六) 本所師、生受邀擔任 2020 年臺北詩歌節與會嘉賓，顧玉玲老師於 9

月 29 日擔任《詩講座 2：扳手與筆，螺絲與詩》主持人，吳懷晨老

師於 10 月 4 日擔任《跨領域詩行動：強碰‧三合一──原住民詩與

歌》策展人兼主持人，碩一吳緯婷同學於 10 月 7 日擔任《詩講座

7：從疼痛開出花來》與談人。 

(七) 本所碩一、碩二學生將參與 2020 妖山混血盃、2020 關渡國際動畫

節之藝評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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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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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一、協助「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MIT 學程)籌備 

(一) 協助並參與籌備期委員會議、課程規劃及各項招生討論會議。 

(二) 10/14(三)上午 11:00 假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共享吧」舉行之 MIT

學程成立記者會，包括前置作業籌備、現場演出規劃，IMPACT 音樂學

程貴賓邀請。 

(三) 協助邀請專業錄音師長及建築師，音樂系進行讀書小間裝修及錄音室現

場評估。 

二、重要特色課程及活動推動 

(一) 與動畫系合作辦理關渡國際動畫節「最具產業潛力配樂獎」，預計於

11/1(日)進行評選，包括國際評審 Bernd Ruf(德國)、4 位業界評審及 3

位學生實習評審。 

(二) 與音樂系合作規劃之「國際動畫配樂講座」，預計於 11/5(四)下午

15:30-17:30 舉行，講者：Bernd Ruf (視訊)、林尚德老師。 

三、師生獲獎紀錄 

(一) 第 31 屆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及《最佳單曲製作人獎》由學程業師

黃浩倫老師三川娛樂有限公司，以謝銘祐老師《路》獲得。 

(二) 2020 臺北音樂不斷電大賽由本學程 4 組同學共組樂團入選複賽：不明

霧、都市零件派對、張仁與、Mania。 

四、專案計畫 

(一) 文化部－10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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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四)文化部來函同意核撥第二期補助金，刻正辦理中。 

(二) 文化部－109 年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北藝大 IMPACT 音樂學程菁

英翱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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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完成補助契約書簽訂事宜。 

(三) 教育部－108 學年度校園藝術美感教育計畫「東境之聲跨藝合創計畫」 

 本計畫全數執行完畢，刻正辦理相關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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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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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一、 個人資料保護及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 

(一)109 學年度個資盤點與風險管理表單(D005-D008)維護，請各執行小組

依新學年度業務修正。至遲應於 10月 15日前回擲上傳，以利後續彙整

稽核。 

(二)109-110 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宣導及推動委員會」委員，各學院應推

派教師代表 1 名，學生會應推派學生代表 2 至 3 名(請課指組協助)，任

期兩年，請各單位儘速回覆委員名單。 

二、 校園網路及安全： 

(一)因應資通安全管理法(簡稱資安法)於10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依資安法

要求： 

1. 每人每年應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敬請同仁利

用校園網路組網站觀看，相關教育訓練影片並協助填寫線上測驗，

以符合法令法規要求。網址：https://ccnet.tnua.edu.tw/業務報告/教育

訓練/ 

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已完成教育訓練共174人，尚有293人未符

合(統計至9月30日)。 

 2. 要求事項之「資安健診」、「滲透測試」於 10 月皆完成。 

(二)於學期、招生期間各行政與教學單位業務，若有需求使用公用、系所帳

號寄送大量招生相關報名、通知相關信件到外部 Gmail、Yahoo、Hotmail 

等信箱，建議使用單位公用帳號寄送，避免寄送帳號被外部郵件服務商

https://ccnet.tnua.edu.tw/%E6%A5%AD%E5%8B%99%E5%A0%B1%E5%91%8A/%E6%95%99%E8%82%B2%E8%A8%93%E7%B7%B4/
https://ccnet.tnua.edu.tw/%E6%A5%AD%E5%8B%99%E5%A0%B1%E5%91%8A/%E6%95%99%E8%82%B2%E8%A8%93%E7%B7%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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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寄收加入黑名單。 

(三)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9 月已新增租用專線 1G/600M(下載/

上傳)兩條，以供緩解需求增加的網路流量及汰換校園內外部網路流量

控制(附載平衡)設備，整合網路路由導向設定與臨時調整專線線路需求。 

三、 校務系統開發及重要增修進程、維運事項： 

(一)校務系統維運事項： 

1. 教務系統：協助教務系統資料整理(成績、帳密、畢審、年級、年度、

虹橋會議、照片、校際生)、新生選課與舊生加退選、停修申請作業、

期初預警、藝學園系統調整與轉檔作業、姓名造字等。 

2. 學務系統：協助服學門檻點數確認(程式修改、報表修正)、109 新生資

料補齊、108 服務學習各類報表產出、期末系統資料轉檔與 1091 系統

初始化作業等。 

3. 學雜(分)費系統：協助 1091 學(雜)分費相關作業進行。 

4. 總務系統：相關系統權限增修、停車證系統調整、公文系統災害演練、

場地借用系統調整等。 

5. 招生系統：協助 108 學年度招生資料封存、109 學年度招生系統初始設

定及電算組工作日程安排、線上書審功能增修、高中 EP 結構分析。 

6. 資料轉檔與匯入：新進教職員、門禁系統、iTnua 入口網等。 

7. 教育部填報資料：協助 10 月填報工作（校庫、高等教育、大學校院課

程資源網）及相關權限設定與報表調整。 

8. 其他：校務系統權限增修、協助寄發全校EDM、各單位網頁維護等。 

(二)進行中之重要系統增修及開發工作： 

1. 教務系統報表主機及選課主機更新。 

2. 離校系統改版整合。 

3. Google Chrome 瀏覽器自 7 月 14 日釋出第 84 版本，正式移除對傳輸層

安全協定(TLS) 1.0/1.1 的支援(建議使用 TLS 1.2)。 

本校「校務系統」與「各單位網站」部分仍使用 TLS 1.0 舊的安全協定，

透過 Chrome 瀏覽器開啟會出現「你的連線可能有安全漏洞，這個網站

的安全性設定過舊…」資訊，電算中心已開始進行校務系統升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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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度如下： 

(1) 已完成升級：教務、學務、總務、人事與iTNUA入口系統。 

(2) 尚未升級：公文系統(因公文簽核使用IE瀏覽器，廠商仍在評估中)。 

(3) 單位網站如無法開啟，快速解決方式： 

A. 改用Edge、Brave或IE瀏覽器可直接開啟網站。 

B. 或在Google瀏覽器點選「進階」按鈕，繼續前往…即可開啟網站。 

(4) 各單位委外建置之網站，如出現上述情形可與電算中心討論解決

方案。 

4. 住宿生、師培生管理介面開發。 

5. 視訊會議軟體更新評估：Google meet 及 Facebook 視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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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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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8 月～109年 10 月  

 

一、 活動企劃、執行與參訪 

(一) 『2020關渡藝術節』 

1.謹訂 2020/09/09（三）下午 2時，於【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共享吧】辦理 2020關渡藝術節記者會。 

2.文宣廣告合約及辦理演出團隊合約簽訂中。 

3.演出技術協調及前置準備工作、道具製作，演出裝拆台、技彩排

及演出執行。 

4.藝術節三廳演出節目、講座活動陸續進行中。請各單位教、職員、

工、生踴躍參與。                                                                                                                                                                                                                                                   

(二) 2020/11/20~2021/01/09配合音樂學院「秋冬系列音樂會」約 12場

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請同仁們踴躍參

與展演單位籌畫推出的展演活動。 

(因應新冠病毒疫情，採實名制售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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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景製作實習工場升降平台於專業廠商維護保養時發現剪臂構件發

生變形斷焊水平失準，無法繼續使用，經學校同意緊急撥款，已循

請修程序招請廠商拆回進行廠修，目前已完成修繕及驗收，刻正進

行核銷結案作業。 

(二) 音樂廳及舞蹈廳氣冷主機汰換案，音樂廳二台及舞蹈廳一台主機皆

已安裝測試符合需求，並於 9月 28日驗收完成。 

(三) 「舞蹈廳劇場布幕更新｣案已於 9/15 與最優廠商議約完成，預計於

12/13前完成採購項目並進行驗收。 

(四) 「戲劇廳隔音門升降動力機械汰舊換新」案，目前由總務處協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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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進行請修程序。 

(五) 「戲劇廳地板面整平打磨染色工程」案，本案已於 9 月 6 日完成，

待驗收後依規定進行核銷結案程序。 

(六) 「舞蹈廳油壓平台安全柵門更新工程」案，已於 8/20施工完成，並

已核銷完畢。 

(七) 「舞蹈廳側燈架維修工程」案已完成驗收。 

(八) 「音樂廳觀眾席燈控制器與線路改善工程」案，已更新測試完成。 

(九) 「專業音響設備保養」案，舞蹈廳及戲劇廳已完成面板及線材接頭

更新與測試。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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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三廳油壓升降平台檢點保養已完成，並對檢點異常項目進行維修。 

(十二) 音二館及繪景工廠防漏修繕工程承商於戲劇廳後方停車場設置工

務所，所需電力由本中心提供 220V 及 110V 各一迴路，並於 7/21

介接完成開始供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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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03~08/06配合音樂學院「科技跨領域工作坊」場地、設

備使用技術協調與支援。 

3. 2020/08/14外租藝本道薩克斯風重奏團，配合音樂會裝拆台、彩

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4. 2020/08/15~08/16外租台北室內合唱團錄音，協助裝拆台場地、

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5. 2020/09/07~0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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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14~09/15配合傅音系南管錄音，協助裝拆台場地、設備

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7. 2020/10/5配合音樂系關渡新聲決賽，協助裝拆台場地、設備使

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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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0/09/23~11/29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音樂會及講座等共計

19場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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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19~11/28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共四團 10 場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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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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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0/9/29~11/28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共六團 20 場次，裝拆

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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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14~11/22配合 2020戲劇學院秋季公演「愛因斯坦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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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14~11/22配合 2020戲劇學院秋季公演「愛因斯坦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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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0/1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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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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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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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一、 國際跨域合作：Fulbright 學者交流計畫 

1. 中心擬與 Fulbright 學術交流基金會研究獎學金受獎學者  Hajoe 

Moderegger 與 Franziska Lamprecht 進行國際跨域合作計畫。 Hajoe 

Moderegger 為紐約市立學院數位與跨領域藝術實踐研究所所長，和藝

術家 Franziska Lamprecht 於 2001 年共同組成藝術團體 eteam。eteam 長

期關注關係美學的構成和網路與地景藝術，作品曾在紐約 PS1、巴黎龐

畢度藝術中心、鹿特丹國際電影節等場域發表。 

2. 兩位藝術家此次的 Fulbright 學術交流基金會研究提案為「多語賽博格：

傳統偶戲和電子裝置的密碼與控制」。計畫核心為理解和探討作為線性

機具的機械偶，和如空拍機、全景拍攝等數位機具的關係，並進一步嘗

試結合兩者的語言界面。同時，中心亦擬邀請兩位藝術家擔任客座研究

學者。藝術家來臺日期暫定為 2021 年 2 月到 12 月，目前正進行前期

協調等工作。 

二、 跨領域藝術環境整合論壇：觀看與身體（暫名） 

1. 中心擬於 11 月下旬舉行跨領域藝術環境整合論壇，希望能邀請國內各

領域學者來探討觀看與身體的關係。當代視覺觀看技術如 VR、AR、

MR 以及 XR 等有別於傳統影像的靜置觀看方式，重新定義了觀者在視

覺域內和域外的身體感知軸向。而這些以跨領域思考驅力所生成的當

代視覺觀看技術，在非藝術領域早有例可循。如醫學史中從聽診器藉由

聽覺建構身體路徑的視覺感知便是其中例子。 

2. 因此，中心希望能透過跨領域路徑的交織和碰撞，開啟視覺影像的思

辨歧路，創造不一樣的實踐能量與維度。論壇規劃從不同領域如醫學

史、科學史、社會學所觸及的觀看技術，來討論、回應、思辨觀看與

身體的連結和可能，並進一步折射出未來影像思考與創作實踐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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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目前正進行活動細部規劃和講者邀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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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點》電子線路檢測、《舞動綻放》

感應器及互動程式檢測調整、《鏡花水月》互動感測範圍微調、《印象城

市＿臺北》電子線路及感應器檢測、《名畫大發現－清明上河圖》互動

偵測程式維護調整。 

2. 本校新媒體藝術學系電腦程式設計課程師生一行 40 人於 9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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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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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意涵，並向中心人員

詢問許多科技藝術作品設計的概念。 

3. 本校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藝術與科技課程師生一行 10 人於 10 月 16

日參觀本中心，由中心導覽員詳細為同學介紹各項科技藝術作品。透過

中心人員的解說和實際互動，同學亦對藝術和科技結合的相關實踐印象

深刻，並與中心人員進一步討論兩者相嵌和的其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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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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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一、 推廣教育中心 

 
 

(一) 推廣教育 

1. 推廣課程：2020 秋季班課程自 9 月-12 月共計規劃 47 門課程，已

確認開課 32 門。秋季第二波 12 月-1 月課程規劃中。 

2. 夏日學校：2020 夏日學校已於 7/25 結束，2021 夏日學校暫定

2021/7/8~2021/7/17。 

3. 職能/證照：造園景觀乙級考照班上課中，11/1 學科考試。 

4. 花藝設計助理職能課程已通過 iCap 認證。 

二、 

 (1) 時間：10/21(三) 3:30pm - 5:00pm 

主題：川上瀧彌百年前南向踏查日記 

講者：蔡思薇 x 許勝發 

(2) 時間：10/28(三)12:30pm - 13:30pm 

講座：《三身穿透本質出：自殘、裸體與慈悲》 新書發表會 

講者：鍾明德 院長 x 吳懷晨 院長 

主持人：顧玉玲 主任 

2. 慶祝 10 月校慶，自即日起至 10/31 日，校級文創品"樹草牛山系

列"商品將全面優惠 75 折，八孔短靴 7 折，歡迎前來採購。 

3. 配合關渡藝術節活動，於關渡藝術節期間，若當日有節目演出時

間為 7:30pm 者，書店將同步配合遞延售票及關店時間至 

7:30pm，以便觀眾購票。 
 

藝大書店 

(一) 店務 

1. 10 月將有兩場非常精采的座談會，詳細介紹如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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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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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一、 未來‧傳統實驗基地 

 (一) 〈聽見，以及那些未被聽見的北管〉特展，與傳統音樂學系合辦，

展出內容主要以王宋來藝師的樂器以及艋舺集音閣的彩牌、繡旗、

出陣服裝等珍貴物件為主，於 10/15 開幕並啟動教育推廣系列活動，

10-11 月份活動如下，並將持續推出北管與工藝相關活動： 

 1、開幕音樂會（傳音系）：10/15(四)12:30，藝大咖啡穿堂。 

 2、藝繡你玩北管工作坊（淡水南北軒）：11/12(四)14:00-16:00，藝大

咖啡穿堂。 

 3、別管哥在幹什麼!北管歌子細樂工作坊（傳音系）：11/17(二)，音

樂二館 M2307 教室。 

 4、北管細曲賞析（傳音系）：11/21(六)13:30-15:00，音樂二館 M2204

教室。 

 (二)將與美術學院合作辦理〈藍染與創作轉譯〉特展，以工藝復興作為

傳統創新的策略，期待為當代創作賦予更具多樣性媒介語言的表

現。展期預定為 2020/12/18 至 2021/1/15。預計 20 位學生參加作品

展出。 

 (三) Making 實驗講座：傳研中心作為跨界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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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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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系列活動皆提供中英雙語資訊。 

 (五)空間使用：冷氣汰換工程於 8/14 日開始施作，並於 9/28 底完成施

工及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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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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精華大學將以校級 MOU 方式進行，經 6/8 國際事務委員會討

論，已進行簽署中。 

 (二) 公共電視「南國啟示錄」系列紀錄片攝製計畫持續進行，已完成檳

城、清邁、河內三集之拍攝。 

 (三) 與荷蘭國際亞洲研究中心合作推動 Indigo across borders 計畫，並

與本校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政大「台灣與近代東亞跨領域

學分學程」合作進行相關課程及國際視訊講座。 

三、 辦理「聽見臺灣土地的聲音：李哲洋先生逝世三十週年紀念論壇暨紀念

音樂會」 

 (一) 紀念音樂會「高約拿第一號交響詩《夏天鄉村的黃昏》首演」與音

樂學院合辦，由音樂系樂團演奏，預計於 11/28 上午 10:00 於北藝

大音樂廳進行系列紀念活動開幕儀式及紀念音樂會。 

 (二) 紀念論壇暨展示預計於 11/28 下午 13:00 於北藝大國際演講廳辦

理，以「民歌採集運動與臺灣音樂研究」、「《全音音樂文摘》與臺

灣音樂教育」及「原住民音樂的採集與研究」等三項主題的規劃，

邀請相關學者進行學術論文及紀念專文之發表。 

 (三) 「Fire of Knowledge 知識的火苗：李哲洋先生紀念展」於圖書館 4

樓展出，展期自 2020/11/28 至 2021/01/31，呈現李哲洋文物數位

化成果及本校文物管理和特色館藏加值應用之未來展望。 

 (四) 上述活動獲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部分補助，並持續進

行相關行政作業。 

 (五) 進行紀錄片拍攝，並於特展播出。 

四、 李哲洋文物典藏乙案 

 (一)八月份：與校長一同拜訪李哲洋家屬林絲緞女士，說明災損事件以

及邀請參與音樂會及論壇等紀念活動。持續進行(1)紀念論壇及音樂

會之邀請與籌備；(2)紙質文物數位化建置作業；(3)進行影音文物轉

檔之相關授權及移送事項規劃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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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九月份：發函予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與本校合作辦理紀念活

動及影音文物轉檔，並獲得相關補助經費。另獲得李高安義家屬一

筆捐款，指定使用於本中心「聽見臺灣土地的聲音：李哲洋先生逝

世三十周年紀念活動」相關經費。持續進行(1)紀念論壇及音樂會之

邀請與籌備；(2)紙質文物數位化建置作業；(3)進行影音文物轉檔之

相關授權及移送事項規劃準備；(4)進行工作紀錄影片之拍攝。 

 (三) 十月份：預計持續進行(1)紀念論壇及音樂會之邀請與籌備；(2)紙質

文物數位化建置作業；(3)策展規劃；(4)進行工作紀錄影片之拍攝。

與圖書館共同討論李哲洋先生文物之特色館藏、實體特展及數位應

用等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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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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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109 年 10 月 

 

一、全館業務 

(一) 北藝大機構典藏系統已於 9 月 3 日向校長及長官們進行期中報告，本學期

將著力於：1)典藏系統比較評選與採購;2)授權規範訂定;3)檔案規格訂

定;4)資料徵集;5)資料掃描與建檔。授權書規範訂定方面，已發書函請各

單位回覆既有之著作權授權書版本，以協助訂定符合系統使用之新版

本。 

(二) 108 年教育部圖儀設備費：設備部份己完成，購書仍持續進行，購書經費

已下訂約 740 種，金額 841,726 元，海外書籍（含簡體中文書）受疫情影

響，到書時間不定。目前會計系統上執行率 79.77%。109年計畫申請內容

將臚列圖書、資料庫、設備採購及空間修繕等項目，包括設備費及業務

費，以彈性規劃因應經費核准科目變動。  

(三) 109 年高教深耕計畫：藝術資源數位化部份:李行導演捐贈戲劇類珍貴藏書

數位化工作已完成外包廠商掃描作業共 103 冊，未來將透過機構典藏系統

開放無著作權疑慮的電子全文。 

二、採編與期刊業務 

(一) 已退休文資學院林會承老師捐贈計畫報告外包編目工作 

已退休文資學院林會承老師於 106 年捐贈之大量藏書，優先以各式建築古

蹟維護計畫案之珍貴成果報告書外包編目處理，廠商已完成第二批圖書編

目並送回，正陸續進行檢查與上架作業，預計 10 月初完成此批編目檢查作

業。第三批已於 8 月 10 日交付廠商接續處理，共計 590 冊。 

(二) 本館贈書活動 

為迎接開學季，本館於 9 月 23 日在圖書館四樓大廳舉辦送書活動，將本館

收受之優質複本贈書轉贈校內師生，免費供大家索取，數量有限送完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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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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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9 月初完成裝訂並回館，預計 10 月中完成加工並上架。 

(四) 109 年學報第二次寄贈作業 

為提高學校出版品之能見度，預計 10 月進行學報寄贈作業，包括：戲劇學

刊、藝術評論、關渡音樂學刊等 3 種學報，惠予各圖書館陳列典藏，俾促

進學術交流。 

(五) 110 年期刊詢價作業 

本館將於 9月進行 110 年期刊詢價作業，預計訂購西文紙本期刊 103 種；西文

電子期刊 54 種；中文期刊 35 種；日文期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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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閱覽典藏與參考服務業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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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4(一)起 

(額滿為止) 
109/9/14(一) ~ 109/11/12 (四) 

第 2 次 
109/11/9(一)起 

(額滿為止) 
109/11/16(一) ~ 110/1/14(四) 

(二) 借閱圖書資料，切勿於書上畫記、圈選、貼便利貼，歸還前，請自行清除

乾淨。提醒借閱書籍需妥善保管並珍惜本館圖書資料(圖書館借閱規則第四

條)。 
(三) 完成書庫書架拆裝作業，正進行書籍歸位工作，並續進行書架標示更新，

預計於 109/10 底前完成標示更新，使便於尋找利用書籍。 
(四) 圖書資源利用教育 

1. 109 學年度新生入學始業教育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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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教師課程需求（研究方法及論文寫作課程為主）介紹圖書館資源

的使用方法與檢索技巧，本學期目前有 11 堂課申請。 
3.  與寫作中心續辦【圖書館Ｘ寫作中心｜量身打造的寫作工具課】一對

一諮詢，自 9/28 開放申請。 



21-3 

(五) 指定參考書服務 
本學期指定參考書目前設定 22 門課、124 件資料，另有新購圖書資料 23
件因較晚薦購或受肺炎疫情影響供應，目前尚未到館。 

四、校史發展組與其他業務 
(一) 北藝大開放博物館預定於 10 月 22 日正式開館，現有 200 多筆藏品、2 檔線

上特展。持續與其他學校單位或師長聯繫，合作規劃線上展覽。 
(二) 北藝大開放博物館其他預定示範計畫 

1. 圖書館李行導演捐贈藏書於北藝大分館公開之事項。 
2. 傳統藝術研究中心李哲洋先生捐贈文物之數位展示計畫，同時進行實

體宣傳展覽。 
3. 美術學院涂維政老師「流域美學與親水藝術創生行動計畫」之數位典

藏與線上展示。 
(三) 校史圖錄《藝術之道－序章》第二刷編輯工作進度 

1. 進入廠商估價階段。 
2. 挑選紙張與確認印刷效果。 

(四) 校史資料蒐藏與整理、數位典藏與紀錄 
10 月 12 日前往拜訪吳燦興先生，蒐集「關渡元年 1991」系列活動之影像

記錄，並進行簡單訪談。 
(五) 提請設立「校史發展諮詢委員會」，以利校史業務之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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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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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 109 年 10 月 
 
一、 展覽活動 

（一） 當期展覽： 

 現正舉辦 2020 年 9-11 月份展覽，分別為《2020 關渡光藝術節—量

子 糾 纏 》  （ 2020/10/23~2020/11/22 ） 、  《 不 在 此 見 》

（ 2020/09/11~2021/11/22）、《存在の細語—大卷伸嗣個展》

（2020/09/11~2020/11/22）。   

（二） 下一檔展覽： 

  現正進入下一檔展覽的籌備規劃期，分別為《2020 關渡雙年展》

（2020/12/21-2021/02/21）及《後疫情時代的展覽》系列講座。 

二、 教育推廣活動 

1. 9 月 11 日 下午 3:00-4:00《存在の細語—大卷伸嗣個展》展覽介紹。 

2. 9 月 16 日 下午 1:30《「涼拌炒雞蛋」：「滿好吃的」》展覽介紹。 

3. 9 月 23 日 下午 1:30《不在此見》展覽介紹。 

4. 9月 25 - 26日 2020關渡美術館駐館計畫藝術村前瞻基建－雞舍模組 

         計畫。 

5. 10 月 21 日 下午 2:00《2020 光藝術節》展覽介紹。 

三、 導覽服務 

      9 月份登記 40 人，10 月份目前登記 15 人。 

四、 貴賓參訪：9 月 17 日大隱建設創辦人張裕能等貴賓 2 人。 

五、 媒體報導 

（一）平面媒體展訊露出 

  1. 藝術家雜誌 5 月號廣告稿：《五月共感：民主中的众流》。 

  2. 典藏今藝術 5 月號廣告稿：《趙剛 21st：「色表/支架」作為歷史人類

誌》、《時空．曲面：2020 曲德義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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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週刊編集》五月: 《五月共感：民主中的众流》、《趙剛 21st：「色

表/支架」作為歷史人類誌》、《時空．曲面：2020 曲德義個展》 

(二) 網路媒體展訊露出與媒體報導 

1.《時空．曲面：2020 曲德義個展》 

(1) Yahoo 新 聞 ： 「 曲 德 義 」 個 展  創 造 視 覺 跳 躍 性 ：

https://tw.news.yahoo.com/%E6%9B%B2%E5%BE%B7%E7%BE%A9-%E

5%80%8B%E5%B1%95-%E5%89%B5%E9%80%A0%E8%A6%96%E8%

A6%BA%E8%B7%B3%E8%BA%8D%E6%80%A7-035500694.html 

(2) 國立台灣美術館藝文活動平台： 

https://event.culture.tw/NTMOFA/portal/Registration/C0103MAction?useLa

nguage=tw&actId=53759&request_locale=tw 

(3) 雙方藝廊最新消息： 

https://www.doublesquare.com.tw/tw/news 

(4) 華視新聞網：「曲德義」個展 創造視覺跳躍性： 

https://news.cts.com.tw/cts/arts/202005/202005122000101.html 

(5) 非池中藝術網： 

2.《趙剛 21st：「色表/支架」作為歷史人類誌》 

(1) 亞紀畫廊展訊： 

https://eachmodern.com/21stsupportscolorlumpsasanthropologyofhistory/ 

(2) ARTLINKART: 

http://www.artlinkart.com/cn/exhibition/overview/f78fzAqp/schedule/ongoi

ng/rest_of_china 

(3) arttime 藝術網/藝文活動： 

http://www.arttime.com.tw/?md=index&cl=artArea&at=artAreaCont&id=14

758 

(4)  kknews 每日頭條：探展 MENU | 策展人：面對災難、突變，我們

同樣「藝術」 

https://kknews.cc/news/44q2l43.html 

(5) 非池中藝術網： 

https://tw.news.yahoo.com/%E6%9B%B2%E5%BE%B7%E7%BE%A9-%E5%80%8B%E5%B1%95-%E5%89%B5%E9%80%A0%E8%A6%96%E8%A6%BA%E8%B7%B3%E8%BA%8D%E6%80%A7-03550069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B%B2%E5%BE%B7%E7%BE%A9-%E5%80%8B%E5%B1%95-%E5%89%B5%E9%80%A0%E8%A6%96%E8%A6%BA%E8%B7%B3%E8%BA%8D%E6%80%A7-03550069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B%B2%E5%BE%B7%E7%BE%A9-%E5%80%8B%E5%B1%95-%E5%89%B5%E9%80%A0%E8%A6%96%E8%A6%BA%E8%B7%B3%E8%BA%8D%E6%80%A7-035500694.html
https://event.culture.tw/NTMOFA/portal/Registration/C0103MAction?useLanguage=tw&actId=53759&request_locale=tw
https://event.culture.tw/NTMOFA/portal/Registration/C0103MAction?useLanguage=tw&actId=53759&request_locale=tw
https://www.doublesquare.com.tw/tw/news
https://news.cts.com.tw/cts/arts/202005/202005122000101.html
https://eachmodern.com/21stsupportscolorlumpsasanthropologyofhistory/
http://www.artlinkart.com/cn/exhibition/overview/f78fzAqp/schedule/ongoing/rest_of_china
http://www.artlinkart.com/cn/exhibition/overview/f78fzAqp/schedule/ongoing/rest_of_china
http://www.arttime.com.tw/?md=index&cl=artArea&at=artAreaCont&id=14758
http://www.arttime.com.tw/?md=index&cl=artArea&at=artAreaCont&id=14758
https://kknews.cc/news/44q2l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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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rtemperor.tw/tidbits/9854 

3.《五月共感：民主中的众流》 

(1) 非池中藝術網：https://artemperor.tw/tidbits/9856 

(2) 台灣藝術教育網： 

https://ed.arte.gov.tw/ch/content/m_news_list_5.aspx 

(3) 立場新聞：2020 年 5 月展覽清單第一炮 

https://www.thestandnews.com/art/2020%E5%B9%B45%E6%9C%88%E5

%B1%95%E8%A6%BD%E6%B8%85%E5%96%AE%E7%AC%AC%E4%

B8%80%E7%82%AE/ 

4.《有譜：從藝術作為方法到 alia 作為方法》 

(1) Arttalk 藝論紛紛：「關美館「有譜計劃：從藝術作為方法到 ALIA 作

為方法」（郭昭蘭策展）」 

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talks/2020083104 

(2) Arttime 聯合電子報：「有譜：從藝術作為方法到 alia 作為方法」 

https://paper.udn.com/papers.php?pname=PON0001 

(3)『畫協會客室第 18 集 郭昭蘭老師、謝杰廷老師「有譜：從藝術作為

方法到 ALIA 作為方法」展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IP2jOJjiRs 

5.《跡象之域》 海希利西特個展 

(1) Arttime 聯合電子報：『「跡象之域」 海希利西特個展』 

https://paper.udn.com/papers.php?pname=PON0001 

(2)十方法界：「跡象之域 海希利西特個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0TYKRn3cPg 

6. 《存在の細語—大卷伸嗣個展》 

(1) 「Healing. Life & Art」: 

https://wakeupatnoon.com/2020/09/23/rustle-of-existence/?fbclid=IwAR05hT

h7QCaicCDfhb5R_JeNemr5dUuQXb2Gt6f9_plYf2NIuEUhTtzlTUI 

(2) 非池中藝術網「大卷伸嗣「存在の細語」：黑暗籠罩時所見的深沉細

節」: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9854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9856
https://ed.arte.gov.tw/ch/content/m_news_list_5.aspx
https://www.thestandnews.com/art/2020%E5%B9%B45%E6%9C%88%E5%B1%95%E8%A6%BD%E6%B8%85%E5%96%AE%E7%AC%AC%E4%B8%80%E7%82%AE/
https://www.thestandnews.com/art/2020%E5%B9%B45%E6%9C%88%E5%B1%95%E8%A6%BD%E6%B8%85%E5%96%AE%E7%AC%AC%E4%B8%80%E7%82%AE/
https://www.thestandnews.com/art/2020%E5%B9%B45%E6%9C%88%E5%B1%95%E8%A6%BD%E6%B8%85%E5%96%AE%E7%AC%AC%E4%B8%80%E7%82%AE/
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talks/202008310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IP2jOJj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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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rtouch.com/exhibition/content-13188.html?fbclid=IwAR3dIBqPm_F

OrUX2_emjchkav8FYMz77ukN2vY0b_Zjw1yDO6JsJHhR2E9E 

(3)非池中藝術網：「在臺北美術獎公佈入圍的隔天，去關渡美術館看大

卷伸嗣個展」： 

https://artemperor.tw/focus/3518?fbclid=IwAR2d526hJwV4BLYyHRwOtDn

qXLXvikcM6v6znvRypnc4s5X9gcyMQH6LJ-8 

(4) 非池中藝術網：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10308 

(5) 「 facebook 生 活 橘 報  vida orange 」 ：

https://www.facebook.com/vidaorange/videos/847260429415104 

(6)自由時報：「自由娛樂: 大卷伸嗣存在の細語 在台首次美術館個展」：

https://ent.ltn.com.tw/news/paper/1399653 

(7) 生活橘報 vida orange:「【對人生感到迷惘嗎？】從「存在の細語」

中找自己，用藝術做一次「自我對話」」： 

https://buzzorange.com/vidaorange/2020/09/18/art-exhibition-define-yourself/ 

(8)life style:「對人生感到迷惘？日本藝術家帶大家透過「存在の細語」

來場自我對話」： 

https://lifestyle.heho.com.tw/archives/50493 

(9)good thing:「台北好展｜存在の細語—大卷伸嗣個展｜安卓藝術✕關渡

美術館」： 

https://1469goodthings.wordpress.com/2020/09/20/rustle-of-existence-shinji-

ohmaki/ 

(10)light box 攝影圖書室：「十月展訊」： 

https://www.lightboxlib.org/new-blog/2020/8/29/6yyvdichfvaicocppcqt59s6gj

8jsk 

(11)bazaar：「2020 秋季藝術展覽推薦！到北美館、台北當代藝術館、關

渡美術館體驗藝術家「化無形為有形」的獨特思維」: 

https://www.harpersbazaar.com/tw/culture/g33801892/4-unconventional-expo

sitions/ 

https://buzzorange.com/vidaorange/2020/09/18/art-exhibition-define-yourself/
https://lifestyle.heho.com.tw/archives/50493
https://1469goodthings.wordpress.com/2020/09/20/rustle-of-existence-shinji-ohmaki/
https://1469goodthings.wordpress.com/2020/09/20/rustle-of-existence-shinji-ohmaki/
https://www.lightboxlib.org/new-blog/2020/8/29/6yyvdichfvaicocppcqt59s6gj8jsk
https://www.lightboxlib.org/new-blog/2020/8/29/6yyvdichfvaicocppcqt59s6gj8jsk
https://www.harpersbazaar.com/tw/culture/g33801892/4-unconventional-expositions/
https://www.harpersbazaar.com/tw/culture/g33801892/4-unconventional-ex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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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OT TIME 明日誌：「直視生命中不確定的存在！以巨型布幔掀起暗

室翻騰的海浪，日本藝術家大卷伸嗣讓人在黑暗中抓住一道光」： 

http://www.mottimes.com/cht/article_detail.php?type=0&serial=2197 

7. 《不在此見 Not In This Image》 

(1)非池中藝術網：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10357 

(2)東京藝術大學： 

http://ga.geidai.ac.jp/2020/09/13/not-in-this-image/ 

(3) icause : 

https://icause.com/panchiao/exhibitions 

8.相關露出 

（1）非池中藝術網：『黃建宏 館長｜三大重點帶你看「關渡美術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A4DWV1NQIY 
 

http://www.mottimes.com/cht/article_detail.php?type=0&serial=2197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10357
http://ga.geidai.ac.jp/2020/09/13/not-in-this-ima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A4DWV1NQ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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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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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8月～109年10月 
 

一、本校 109年度截至 109年 9月底止預算執行情形如下： 

（一）經常收支：總收入 6億 2,659萬 7千元，總支出 6億 4,705萬 1千元，

本期短絀 2,04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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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203 625,985 583,339 -42,646 

業務成本與費用 866,739 657,778 629,580 -28,198 

業務賸餘(短絀-) -64,536 -31,793 -46,241 -14,448 

業務外收入 77,267 59,052 43,258 -15,794 

業務外費用 23,195 17,478 17,471 -7 

業務外賸餘(短絀-) 54,072 41,574 25,787 -15,787 

本期賸餘(短絀-) -10,464 9,781 -20,454 -30,235 

（二）購建固定資產：本年度可用預算數 2億 483萬 7千元，累計分配數 1

億 2,951 萬 7 千元，累計實際執行數 1 億 1,939 萬 8 千元，執行率

9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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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及建築 150,000 110,000 106,886 97.17 

機械及設備 17,560 8,200 6,380 77.80 

交通及運輸設備 5,797 3,337 776 23.25 

什項設備 31,480 7,980 5,356 67.12 

合  計 204,837 129,517 119,398 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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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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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8月～109年10月 

 

一、人事異動 

(一) 編制內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到職(離退) 到離日期 

音樂學系 助理教授 盧易之 新任 109.8.1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助理教授 薛志璋 新任 109.8.1 

傳統音樂學系 助理教授 梁正一 新任 109.8.1 

文跨域創作研究所 助理教授 賀淑芳 新任 109.8.1 

美術學系 講師 饒加恩 新任 109.8.1 

展演藝術中心 助教 陳俊綱 新任 109.9.1 

劇場設計學系 助教 彭久芳 新任 109.9.1 

人事室 秘書 陳佳吟 新任 109.9.1 

音樂學系 副教授 蘇正途 退休 108.8.1  

傳統音樂學系 教授 李婧慧 退休 108.8.1  

總務處事務組 組員 呂昌祺 離職 109.8.25 

劇場設計學系 助教 王政中 離職 109.9.1 

(二)校務基金人員：到職 8人，離職 7人。 

(三)專兼任助理：專任助理到職 15人，離職 3人；兼任助理到職 42人，離

職 18人。 

二、新聘主管  

核發 109學年新聘系所主管聘書 8人、續聘 2級主管聘書 10人、新聘 2級

主管聘書 3人。 

三、教師聘任 

(一)109學年度續聘專任教師 63人。 

(二)通過 108學年度薪級晉敘本薪之專任教師 71人；晉敘年功薪之專任教

師 31人。 

四、獎勵考核 

 (一) 核定獎懲案件如下，並依規定發佈獎勵令：嘉獎 1 次：3人；另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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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案 9件，提送 10月 12日職員考績委員會決議後辦理獎令發佈事

宜。 

（二） 為評選本校109年績優職員(含助教、研究人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經於 109年 9月 10日以北藝大人字第 1091003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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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本(109)年 9月 25日（星期五）截止，計有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

及展演藝術中心等單位推薦優人員候選人，提送 10月 12日職員考績

委員會評選。 

五、待遇、津貼補助及員工協助 

(一)協助申辦喪葬津貼補助3案、結婚津貼補助1案，已完成核發作業。 

(二)基本工資調整：勞動部於109年9月7日勞動條2字第1090077231號公告發

布，自110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24,000元；每小時

基本工資調整為160元。 

六、法令及政策宣導 

    本校工作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109年7月7日北市勞

資字第1096085989號函同意核備第2條、第12條、第16條、第19條、第22條、

第30條、第36條、第38條、第38條之1、第43條、第44條、第45條、第46條、

第46條之1、第53條、第54條、第56條，及109年9月7日北市勞資字第

1096101212號函同意核備第9條、第21條、第25條、第26條、第31條、第33

條、第34條、第37條、第40條在案，並以109年10月5日北藝大人字第

1090005848號函知本校各一、二級單位，另公告於人事室網頁公告周知。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依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建議，有關「僱用除外」等5款規定非工作規則適

用對象，故予以刪除。(第9條) 

(二)修正本校適用勞基法人員之報到應繳文件。(第12條) 

(三)離職手續增列「如有特殊原因移交人得委託他人辦理之規範，及未依規

定辦理離職或移交手續應負之責任」。(第25條) 

(四)留職停薪部分，增訂奉准留職停薪人員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

當事人之事由外，應視同辭職，及員工於留職停薪期間，不得與他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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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勞動契約之規定。(第26條) 

(五)工資計算及發放時間，增列「本校與員工終止勞動契約時，應即結清工

資給付員工」之規定。(第30條) 

(六)依勞基法規定，修定每週工作時數，及配合本校彈性上下班時間修正本

條(第31條) 

(七)新增延長工作時間補休計算基準，延長工作時間應有簽到退紀錄，以做

為發給工資或補休之依據。並依勞基法規定新增補休辦理方式與期限，

及補休期限屆滿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發給工資之規定。(第33條) 

(八)新增停止假期時，辦理報送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權責單位。(第34條) 

(九)依勞動基準法，修訂例假日及休息日之規定。(第36條) 

(十)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後，得調移紀念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應放假之日。(第37條) 

(十一)依勞動基準法修訂特別休假規定，並配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

酌修本條文字，以釐清未休假工資之計算基礎。(第38條) 

(十二)依勞動部修正勞基法之規定，新增特別休假遞延之期限及屆期仍未休

畢時給規定。(第38條之1) 

(十三)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等法規，修正請假規定(第40條) 

(十四)比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定，修正婚假、喪假、家庭照顧假、生理假、隌

產假、產檢假請假以時計。(第43條) 

(十五)依勞基法第53條規定，增列第一項第三款「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

者」之自請退休條件。(第44條) 

(十六)新增退休金請付期限。(第46條之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性質 法規訂定 提案單位 圖書館 

案 由 新訂本校「校史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持續且有系統收集本校校史資料，發展校史之價值，依本

校組織規程第 29條之規定，提請設置校史發展諮詢委員會與

章程。 

二、本案業經 109 年 6 月 2 日「校史編訂諮詢會議」討論後初步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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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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史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持續且有系統收集校史資料，發展校史之價值，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設置校史發展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為組成委員。必要

時得邀請相關學者、專家、校友代表列席指導。 

三、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 

四、本會以研討本校校史發展業務為主，其任務如下： 

(一) 對校史策展與出版業務提供諮詢與意見。

(二) 審議校史文物之捐贈、採集、移轉等入藏資格與程序。

(三) 審議校史文物之註銷與處置。

(四) 審議校史大事記。

(五) 研討本校校史發展業務改進事項。

五、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本會開會時

應通知圖書館校史發展組組長列席。 

六、本會決議事項經校長核定後執行之。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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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第 2學期 校史編訂諮詢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6月 2日（星期二）15時 0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陳愷璜校長                                                   記錄：彭君寧 

報告人： 校史發展組彭君寧專員 

出席人員：李葭儀副校長、林姿瑩研發長、鍾永豐主任秘書、音樂學院蘇顯達院長、美術學

院劉錫權院長、戲劇學院鍾明德院長、舞蹈學院何曉玫院長、文化資源學院林承

緯院長、電影與新媒體學院魏德樂院長（代理人新媒體藝術學系王俊傑主任）、人

文學院吳懷晨院長、圖書館黃貞燕館長、校史發展組林俊吉組長（代理人彭君寧

專員）、音樂學院楊懷玉專員 

 

壹、 主席致詞 

圖書館正在推動機構典藏，其中校史也是重要的一部份，此次會議邀請各院院長與副校長、

主秘、研發長、各院院長，讓這件事情更縝密。 

 

貳、討論事項 

一、校史年表編選基準：校史發展組專員彭君寧報告（詳見報告 ppt） 

（一）副校長：持續性拿掉的話，那是否關渡藝術節就沒有要寫在年表中了？ 

校長：可另列展演誌，更活潑、不會有疏漏，大的小的皆可。校史年表記事只列全校

性的、重大的。這是一個原則，也是因為這樣需要聽聽大家的意見。 

圖書館館長：過往在篩選的時候因為活動太多，因此以持續性為一個標準，但之後發

現有些活動可能只有單次也十分有代表性，但因為這個基準而無法放入年表，因此有

了此次調整。 

（二）文資學院院長：功能性的問題，對內還是對外？對內有展演型的、校史年表型的，對

外也無法都寫這麼多，因此可以用功能性來想。 

校長：那覺得有校史年表跟展演誌這樣是同意的。（文資院長：是。） 

（三）影新學院院長（新媒系主任代理）： 

1. 校史內容這麼多，不可能全部都寫，建議是否重新思考使用對象與功能？有沒有可

能是幾種不同的版本？有人對北藝大完全不理解需要粗淺的認識，或是有人想要做研

究，那月份需不需要？還是要以檔案資料的建立與使用者的需求去思考。 

2. 每個單位要對自己的內容有意見。像我是影新學院，在看的時候就覺得這個年表有

怪怪的，例如影新學院先成立，但動畫學系後成立，因此前後的關係有點困惑。 

校長：主任有提到比較細緻的重點，包含用字遣詞、前後關係的拿捏，這部份需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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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專精的文字使用者，請圖書館可以跟吳懷晨院長請教。 

影新學院院長（新媒系主任代理）：再補充一下，可以再多分類分欄，例如展演、機構

發展、產學合作等，因為內容很多，要再更細緻。 

   圖書館館長：謝謝大家的意見，目前校史年表需要在更大的脈絡底下(機構典藏)去討

論如何被看與被使用。以前的版本是用於校史室中，因此會以校史室展示的空間需求

設想，比較精簡，那現在就需要更全盤的考量，剛剛的意見都是新的課題。 

（四）舞蹈學院院長： 

1. 有關於全校性是指，由校級舉辦的叫全校性？因為有很多活動是跨院所，請問界線

如何劃分？ 

2. 展演誌的想法我覺得很好，但是到學院這邊來的時候，要寫到何種程度？因為活動

非常多，可能會需要更清楚的指引。 

3. 舞蹈學院的網站也很努力要建構自己的典藏，那跟校發組這邊要有區隔嗎？還是說

兩邊都做？ 

校長：可不可能就用功能性的年表，創作、展演、研究、計畫，這樣分類的方式來羅

列，各單位就很清楚要放在哪一塊，從這些項目中再去揀選具有全校性的，比較不會

遺漏。那舊的版本就有這個問題，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會是特定人的喜好。那希望

讓它有一個邏輯跟編選的基準。 

（五）戲劇學院院長：有這個基準之後，我們再放進來一起討論，我覺得這很好。 

1. 或許加上校友也可以。 

2. 措辭上可以找吳懷晨老師、或是歷史（編年史）的專家。 

3. 有些校長沒有做完，建議可以加上年限。 

（六）美術學院院長：很多細節應該可以用註解的方式解決。那年表的概念還是要讓大家在

很短的時間中理解學校十年二十年的事情，那功能性也可以做，不過還是針對現在的

年表提出一些問題。 

1. 2012年書展參展還是有問題，其實是幾個學校一起參加聯展。 

2. 有一些漏字，2010年 TIFA的 A有漏。 

（七）人文學院院長：主要是用詞上的差別。 

1. 設立跟設置，大部份很清楚，但小部份會有需要再釐清的部分。那因為有牽涉到行

政單位、教學單位，可以在完成之後再讓各個單位的老師或主管去檢視一次。 

2. 成立、啟用、設立啟用，有點模糊。 

（八）主任秘書： 

1. 1990年的建校工程完成，由於建舍牽涉到軟硬體，建議用建築工程完工。 

2. 1982年有很多事件，那要用句號還是分號？分號是有相關聯的，邏輯要一致。 

3. 設立主要指機構的事情，啟用指的是空間與建築，建議荒山劇場就用啟用就好。 

4. 2001年改名建議用改制，這要再去審酌。 

副校長：可是我們那個時候真的沒有用改制，我們不是從五專變大學，那時候有點避

諱。 

校長：這個可以討論，過去跟現在的準確度不一樣。學校是不是因為更名而改制，有，

五年變四年。 

（九）文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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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名經常聽林保堯老師強調，但還是可以討論。 

2. 整併為跟調整併入的用詞，有些也不清楚，可以再思考。 

3. 2008年傳統藝術創意資源中心前面沒有出現。 

4. 2014年博班有錯，文化資產 

5. 2001年改名成立五個學院，「個」為單位可以再斟酌。 

校長：的確有很多細節，可能要用五個藝術領域？或是五大或什麼。關於文字的使用、

專業度。 

（十）副校長：需要精簡，但我覺得精簡到有點歪，也沒有溫度。 

1. 1983年實驗管弦樂團不是我們設立的，這是 NSO前身，師大藝術學院、藝專、還

有我們合起來弄的，我們也不是主要。 

2. 1987年有第一屆畢業生才有校歌，覺得這可以寫一下。 

3. 覺得要看用在哪裡，因為真的仔細看卻覺得不夠。 

圖書館館長：謝謝大家的意見。校發組剛成立的時候，主要是以校級文物收藏跟校級

大事記的編訂，特別是要放在校史室的，學院的資料是由學院推動。這邊想請大家給

個建議，校史室現在是需要製作大事記，比較精簡，還是說校史簡史，更詳細一點。 

(十一)人文學院院長：校史年表還是要精簡啦，先寫出來，不同類別可以另外處理，用附註

感覺會附註不完。整理完給各院各單位檢視一次，溫度的話也會慢慢顯現出來。 

(十二)校長：我覺得今天這個會議不用做出什麼決議啦，畢竟還在持續中，北藝大已經是少

數可以認真做這件事情的學校。我覺得可以用功能的角度來看，有校史的年表記事、

簡史、展演誌、或者是學院自己來，可以有後續衍生的版本。我們現在訂的這個基準

是非常高難度的，光文字怎麼修訂就很難了。 

(十三)影新學院院長（新媒系主任代理）： 

1. 建議先做細、做完整，之後可以就有其他功能。 

2. 建議加上學程的結束年。 

(十四)文資學院院長：學校需要對外的介紹，要讓大家快速認識，年表很重要。之前簡介都

是跟秘書室拿，那現在做年表可以有一個完整的內容提供給各學院。 

(十五)美術學院院長：學校有很多活動是系所老師去努力，但規模很大，這件事情的編訂方

式可能就不適合用校級。這是對編定基準的意見。 

(十六)戲劇學院院長： 

1. 國際青年活動中心可以加地址。 

2. 舞蹈系研究所的名稱是對的嗎？ 

3. 2011年百年 TNUA 植栽符合基準嗎？ 

 

 

二、新版校史年表內容 

校長決議：目前暫時不處理，交由校發組再梳理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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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成立常態性「校史發展諮詢委員會」 

1. 每學期舉辦一次。 

2. 委員加副校長、圖書館館長。 

3. 必要時得請校友代表出席。 

校長決議：修訂部份內容，通過。 

 

 

参、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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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新訂本校 「 校史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並提送

109-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審議，簽請鑒核。

說明：

－丶為持續且有系統收集本校校史資料，發展校史之價值，依

本校紐織規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提請設置校史發展諮詢

委員會與章程。

二丶委員會任務以研討本校校史發展業務為主 ，包含校史業務

之諮詢、校史文物與年表之審議等。

三丶本要點經109年6月2日 「 校史編訂諮詢會議」討論後初步同

意。

四丶相關會議記錄丶設置要點草案請見附件。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會辦單位：

矚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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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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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案 由
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 教育部業經該部於 108 年 12 月 24 日以臺教學(三)字第

1080162495B 號令修正發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準則」。

二、 為配合上述修法，爰擬修正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要點」，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訂定本要點之依據條款。(修正條文第 1 條)

（二） 修正教師、職員、工友及學生之定義。(修正條文第 2

條)

（三） 考量社區民眾亦為校園之使用者，校園安全亦涉及民

眾權益，增訂學校校園安全空間檢視說明會納入電子

化會議參與機制。(修正條文第 4 條)

（四） 修正以書面或其他通訊方式通報學校權責人員，以包

括各種校內聯絡方式。（修正條文第 7 條）

（五） 行為人行為時或現職為學校首長，均由現職學校所屬

主管機關管轄。(修正條文第 8 條)

（六） 增訂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務權

責人員不得擔任事件調查人員及列明有關調查費用支

出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10 條）

（七） 明定不受理之申復審議，係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

權責重新討論受理事宜。（修正條文第 12 條）

（八） 修正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調查處理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時之辦理方式。（修正條文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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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修正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對行為人有改變身分之處理

建議時之陳述意見作法。並增訂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二十七條之一第三項所定事件提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查證審議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22 條）

（十） 增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之討論決定及處理結果書

面通知應載明事項。（修正條文第 23 條）

（十一） 增訂事件檔案資料之保存及修正報告檔案之內

容。（修正條文第 29 條）

（十二） 增訂配合提供次一學校執行輔導、防治教育或相關

處置措施之必要資訊規定。（修正條文第 30 條）

三、 本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四、 另，為利本校師生瞭解性平案件處理流程，本校前另訂「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申請及調查流程圖」，茲配合本修正要

點修正部分內容，故併同提會報告，以利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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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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1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落實性別實

質平等之教育理念，建

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之預防措施與處理機制

，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

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

二十條暨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以下簡稱防治準則）

第三十五條訂定本校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第1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落實性別實

質平等之教育理念，建

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之預防措施與處理機制

，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

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

二十條暨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以下簡稱防治準則）

第三十四條訂定本校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因「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防治準

則」條次變更，配合

修正。 

第2條   本要點所稱之性侵害、

性騷擾及性霸凌之定義

，悉依性平法相關規定

辦理。 

        本要點所稱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係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之一方為校長

、教師、職員、工友或

學生，他方為學生之情

形。本要點所稱教師，

係指專任教師、兼任教

第2條   本要點所稱之性侵害、

性騷擾及性霸凌之定義

，悉依性平法相關規定

辦理。 

        本要點所稱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係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之一方為校長

、教師、職員、工友或

學生，他方為學生之情

形。本要點所稱教師，

係指專任教師、兼任教

依「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防治準

則」第九條酌作文字

修正，各款修正說明

如下： 

(一) 護理教師於一

般學校亦屬專

任教師身分，爰

予刪除。 

(二) 配合性別平等

教育法(以下簡

稱性平法)第二

十七條之一之

立法目的，於「

教師」及「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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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師、代理教師、代課教

師、教官、運用於協助

教學之志願服務人員、

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

習人員及其他執行教學

或研究之人員。 

        本要點所稱職員、工友

，指前款教師以外，固

定、定期執行學校事務

，或運用於協助學校事

務之志願服務人員。 

        本要點所稱學生，指具

有學籍、學制轉銜期間

未具學籍者、接受進修

推廣教育者、交換學生

、教育實習學生或研修

生。 

師、代理教師、代課教

師、護理教師、教官及

其他執行教學、研究或

教育實習之人員。 

        本要點所稱職員、工友

，係指前款教師以外，

固定或定期執行行政事

務之人員。 

        本要點所稱學生，指具

有學籍、接受進修推廣

教育者或交換學生。 

、工友」增列志

願服務人員。另

參考學生輔導

法將學制轉銜

期間未具學籍

者增訂入學生

之定義，以保障

學制轉銜期間

之學生權益。 

(三) 依師資培育法

第八條及第十

條規定，學生修

畢規定之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

，成績及格者，

由師資培育之

大學發給修畢

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者，已畢

業並無學籍，惟

其經通過教師

資格考試，得向

師資培育之大

學申請半年全

時教育實習，教

育實習期間非

獨立執行業務

，非屬正式從事

教師之勞務性

質，爰比照防治

準則第九條第

三款接受進修

推廣教育者，於

學生定義增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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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教育實習學

生」。 

(四) 惟教育實習學

生在實習機構

（學校）仍有執

行教學之機會

，爰無法排除其

仍有教師之身

分，若教育實習

人員於實際執

行教學涉有性

侵害行為、有終

止運用關係必

要之性騷擾或

性霸凌行為，其

師資培育大學

除停止其教育

實習，並應依性

平法第二十七

條之一規定，通

報主管機關列

為不得運用於

校園之人員。 

(五) 依大陸地區人

民進入臺灣地

區許可辦法第

三條及大陸地

區教育專業人

士及學生來臺

從事教育活動

審查要點規定

，於學生身分增

列研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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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4條   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本校應定

期檢視校園整體安全，

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

全、標示系統、求救系

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

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

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

校園空間與設施之使用

情形與檢視校園整體安

全。另應記錄校園內曾

經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空間，並

依據實際需要繪製校園

危險地圖。 

        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

規劃，應考量學生之身

心功能或語言文化差異

之特殊性，提供符合其

需要之安全規劃及說明

方式；其範圍包括宿舍

、衛浴設備、校車等。 

        除辦理前項規定事項外

，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

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

專業空間設計者、教職

員工生及其他校園使用

第4條   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本校應定

期檢視校園整體安全，

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

全、標示系統、求救系

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

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

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

校園空間與設施之使用

情形與檢視校園整體安

全。另應記錄校園內曾

經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空間，並

依據實際需要繪製校園

危險地圖。 

        除辦理前項規定事項外

，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

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

專業空間設計者、教職

員工生及其他校園使用

者參與，公告檢視結果

及相關紀錄，以檢討校

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 

        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

規劃，應考量學生之身

心功能或語言文化差異

之特殊性，提供符合其

一、 依「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準則」第

五條修正。 

二、 考量原要點第

三項其他校園

使用者包括社

區民眾，校園安

全亦涉及民眾

權益，爰增訂第

四項，參考行政

院「電子化會議

作業規範」，明

定檢視說明會

得採電子化會

議方式召開，包

括實體會議、非

同步線上會議

及同步線上會

議等單一或混

合方式進行，以

提供民眾參與

會議及表達意

見之機會。 

三、 另第五項增訂

檢視校園空間

改善進度，應列

為性平會工作

報告事項，由性

平會具體監督

學校各單位執

行校園安全之

改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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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者參與。 

        前項檢視說明會，學校

得採電子化會議方式召

開，並應將檢視成果及

相關紀錄公告之。 

        學校檢視校園危險空間

改善進度，應列為性平

會每學期工作報告事項

。 

需要之安全規劃及說明

方式；其範圍包括宿舍

、衛浴設備、校車等。 

第7條   本校校長、教師、職員

或工友知悉校園發生疑

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時，除應依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

及少年福利與權益保障

法、身心障礙者權益保

障法及其他法令規定通

報外，並應以書面或其

他通訊方式向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

稱性平會)及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通

報，至遲不得超過二十

四小時，另應依校安通

報程序處理。 

        為前項通報時，除有調

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

第7條   本校校長、教師、職員

或工友知悉校園發生疑

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時，除應依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

及少年福利與權益保障

法、身心障礙者權益保

障法及其他法令規定通

報外，並應向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

稱性平會)及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通

報，至遲不得超過二十

四小時，另應依校安通

報程序處理。 

        為前項通報時，除有調

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

之考量或法規另有特別

依「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防治準

則」第十六條修正為

以書面或其他通訊

方式通報學校權責

人員，以包括各種校

內聯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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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之考量或法規另有特別

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

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

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

，應予以保密。 

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

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

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

，應予以保密。 

第8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檢舉人得

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

件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

時所屬之學校(簡稱事件

管轄學校)申請調查或檢

舉。但行為人於行為時

或現職為學校首長者，

應向現職學校所屬主管

機關（以下簡稱事件管

轄機關）申請調查或檢

舉；行為人於兼任學校

所為者，應向該兼任學

校申請。 

        (……) 

第8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檢舉人得

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

件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

時所屬之學校(簡稱事件

管轄學校)申請調查或檢

舉。但行為人為校長者

，應向所屬主管機關(簡

稱事件管轄機關)申請；

行為人於兼任學校所為

者，應向該兼任學校申

請。 

        (……) 

一、 依「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準則」第

十條修正。 

二、 考量學校首長

身分之特殊性

及公正性，如其

加害行為發生

於擔任教師或

主任期間，或發

生於學校首長

期間而現已非

學校首長，不以

行為時之身分

區分事件管轄

，於第一項但書

定明概由其現

職學校所屬主

管機關管轄處

理。 

第9條   (……) 

前項收件後，性平會得

依性平法、防治準則及

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規

定進行初審，並得指定

或輪派委員組成三人以

第9條   (……) 

前項收件後，性平會得

依性平法、防治準則及

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規

定進行初審，並得指定

或輪派委員組成三人以

依「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準則」第十八條第三

項立法說明，處理受

理之小組權責範圍

得包括審議受理與

否、協助討論調查小

組名單、初審調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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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上之責任小組，授權由

責任小組進行案件初審

、審議受理與否、協助

討論調查小組名單、初

審調查報告，以續提性

平會。涉有前項所定性

平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所定事由者，亦同。 

上之責任小組，授權由

責任小組進行案件初審

、決定受理與否，並得

逕為調查或組成調查小

組，以及進行調查報告

初審，以續提性平會。

涉有前項所定性平法第

二十九條第二項所定事

由者，亦同。 

告等，故酌修本要點

文字。 

第10條  (……)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

人員、事件管轄學校或

機關性平會會務權責主

管及承辦人員，應迴避

該事件之調查工作；參

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之調查及

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

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事件當事人分屬不同學

校時，調查小組成員應

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

代表。 

事件管轄學校與行為人

現所屬學校不同者，應

以書面通知行為人現所

第10條  (……)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

人員，或與當事人、代

理人、檢舉人間具有三

親等內親屬關係、同系

所師生關係、主從關係

、或涉入情事者不得為

調查小組成員。 

雙方當事人分屬不同學

校時，調查小組成員應

有被害人、行為人學校

代表參與調查。 

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

行為人為兼任教師者，

應通知行為人現所屬專

任學校派代表參與調查

。 

一、 依「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準則」第

二十一條修正。 

二、 因調查工作須

秉持公正及客

觀，及基於專業

分工之考量，於

第四項增訂事

件管轄學校或

機關性平會會

務權責人員不

得擔任事件調

查人員之規定

，以避免角色衝

突問題，並酌作

文字修正。 

三、 原本要點第五

項依性平法第

三十條第三項

及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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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屬學校派代表參與調查

。 

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

行為人為兼任教師者，

應通知行為人現所屬專

任學校派代表參與調查

。 

學校針對擔任調查小組

之成員，應予公差（假

）登記；其交通費或相

關費用，由事件管轄學

校或機關，及派員參與

調查之學校支應。 

學校針對擔任調查小組

之成員，應予公差(假)

登記。交通費或相關費

用，由負責調查之學校

支應。 

 

十一條第一項

酌作文字修正

，並分列為第五

項及第六項。 

四、 第八項交通費

或相關費用之

支應，依性平法

第三十條第三

項後段「事件當

事人分屬不同

學校時，並應有

被害人現所屬

學校之代表」之

情形，應由該派

員參與調查之

學校支應，爰予

明定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12條  性平會接獲申復後，應

將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交

性平會重新討論受理事

宜，並於二十日內以書

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申復有理由者，性平

會應依法調查處理。 

第12條  性平會接獲申復後，應

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

申復人申復結果。性平

會認申復有理由者，應

將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交

付性平會處理。 

依「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準則」第二十條修正

。將不受理之申復定

明由性平會重新討

論受理事宜，有理由

者，應依法調查處理

，以資明確。 

第14條  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依法

進行調查時，行為人、

被害人、檢舉人及受邀

協助調查之人員或單位

，應予配合，並提供相

關資料。 

第14條  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依法

進行調查時，行為人、

被害人、檢舉人及受邀

協助調查之人員或單位

，應予配合，並提供相

關資料。 

依「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準則」第二十三條及

其立法說明修正本

要點如下： 

(一) 因事件發生經

過、感受與影響

，非本人無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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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人應親自出席接受

調查；當事人為未成年

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

定代理人陪同。 

        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要求不得通知現所屬學

校時，得予尊重，且得

不通知現就讀學校派員

參與調查。 

        當事人持有各級主管機

關核發之有效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證明者，調查

小組成員應有具備特殊

教育專業者。 

        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相

關人員或單位配合調查

及提供資料時，應記載

調查目的、時間、地點

及不到場所生之效果。 

        前項通知應載明當事人

不得私下聯繫或運用網

際網路、通訊軟體或其

他管道散布事件之資訊

。 

        學校所屬人員不得以任

何名義對案情進行瞭解

或調查，且不得要求當

接受調查之行為人、被

害人、檢舉人及受邀協

助調查之人若為未成年

者，得通知其法定代理

人到場陪同。本校應適

時告知當事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得主張之權益及

各種救濟途徑。 

        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

，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

，得經性平會決議，或

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

查處理。 

知，復查性平法

第三十六條第

四項已有行為

人不配合調查

之處罰規定，又

考量避免對被

害人二度傷害

，被害人如不願

親自出席得以

書面陳述方式

取代，爰第二項

僅明定行為人

應親自出席出

席接受調查之

規定，以釐清事

實。倘有委任代

理人，僅為陪同

調查之人。 

(二) 增訂第三項，究

性平法第三十

條第三項後段

規定，係為確保

被害人接受適

宜之教育輔導

措施，審酌衛生

福利部或法務

部處理性侵害

案件均定有避

免被害人二度

傷害、相關保護

及尊重被害人

意願之法益及

原則，學校提供

校園性侵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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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事人提交自述或切結文

件。 

        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

，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

，得經性平會決議，或

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

查處理。 

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被害人適

當之教育輔導

措施，亦認屬被

害人之權利而

非得規範或強

迫被害人接受

之義務，被害人

有拒絕現所屬

學校提供輔導

之權利。爰通知

現就讀學校提

供輔導協助並

派員參與調查

，得認非屬強制

規定，事件管轄

學校於調查程

序中接獲被害

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表達其顧

慮且要求不得

通知現所屬學

校時，得予尊重

，且得不通知現

就讀學校派員

參與調查。惟針

對被害人之輔

導協助需要，事

件管轄學校仍

需妥適協助連

結相關資源或

逕予提供輔導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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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增訂第四項，當

事人為身心障

礙者，調查小組

需邀請具備特

殊教育相關專

業者擔任，以保

障身心障礙者

之權益。 

(四) 增訂第五項，參

考行政程序法

第三十九條規

定，明定依性平

法第三十條第

四項規定以書

面通知時應載

明事項。 

(五) 為避免造成調

查過程之干擾

或污染證詞，增

訂第六項，學校

通知當事人、相

關人員或單位

配合調查時，應

載明避免私下

聯繫及散佈事

件資訊之相關

提醒事項。 

(六) 依性平法第二

十一條第三項

「任何人不得

另設調查機制

，違反者其調查

無效」之規定，

增訂第七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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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定，並明定不得

要求當事人提

交自述或切結

文件，以修正校

園現場之錯誤

作法。 

第16條  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依法

進行調查時，得就相關

事項、處理方式及原則

予以說明。行為人、被

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

助調查之人員有權力不

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

其對質。但基於調查之

必要，於不違反保密義

務之範圍內，得另作成

書面資料後，交行為人

、被害人或受邀協助調

查之人員閱覽或告以內

容要旨。 

第16條  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依法

進行調查時，得就相關

事項、處理方式及原則

予以說明。行為人、被

害人、檢舉人、證人或

受邀協助調查之人員有

權力不對等之情形者，

應避免其對質。但基於

調查之必要，於不違反

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得

另作成書面資料後，交

行為人、被害人或受邀

協助調查之人員閱覽或

告以內容要旨。 

依「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準則」第二十三條第

四款，刪除原要點「

證人」文字。 

第17條  當事人及檢舉人或協助

調查人員之姓名或其他

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

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

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

應予保密。參與處理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之所有人員均負

有保密義務。 

第17    當事人及檢舉人或協助

調查人員之姓名或其他

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

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

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

應予保密。本校參與處

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

，以及負責調查處理校

依「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準則」第二十三條第

五款及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精簡本要點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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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者均負有保密義務。 

        (……) 

第22條  本校應於接獲性平會調

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屬實之報告

二個月內，依性平法第

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對行為人予以申誡、記

過、解聘、停聘、不續

聘、免職、終止契約關

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

他適當之懲處，或將行

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

議處；其經證實有誣告

之事實者，並應依法對

申請人或檢舉人為適當

之懲處。 

本校為前項懲處前，得

要求性平會之代表列席

說明。 

性平會召開會議審議調

查報告認定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

，依其事實認定對本校

提出改變身分之處理建

議者，由本校檢附經性

第22條  本校應於接獲性平會調

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屬實之報告

二個月內，依相關法規

懲處，或將加害人移送

其他權責機關懲處；其

經證實有誣告之事實者

，並應依法對申請人或

檢舉人為適當之懲處。 

本校為前項懲處前，得

要求性平會之代表列席

說明。 

        性平會調查報告之懲處

建議涉及改變加害人身

分時，本校權責單位為

懲處決定前，應給予其

書面陳述意見之機會。 

教師涉性侵害事件者，

於性平會召開會議前，

應通知加害人提出書面

陳述意見，並依前項規

定辦理。 

加害人所提書面意見，

除有性平法第三十二條

依「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準則」第二十九、三

十、三十三條，修正

本要點如下： 

(一) 第一項配合性

平法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

酌作修正，並配

合性平法第三

十一條第三項

用語，將移送其

他權責機關「懲

」處，修正為移

送其他權責機

關「議」處。 

(二) 增訂第二項，依

性平法第二十

五條第五項規

定，懲處涉及行

為人身分之改

變時，應給予其

書面陳述意見

之機會，爰經性

平會調查確認

有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

為屬實者，依教

育人員任用條

例、教師法、性

平法第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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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平會審議通過之調查報

告，通知行為人限期提

出書面陳述意見。 

前項行為人不於期限內

提出書面陳述意見者，

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有書面陳述意見者，性

平會應再次召開會議審

酌其書面陳述意見，除

有性平法第三十二條第

三項所定之情形外，不

得重新調查。 

本校決定議處之權責單

位，於審議議處時，除

有性平法第三十二條第

三項所定之情形外，不

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

，亦不得自行調查。 

        本校於取得性平法第二

十七條之一第三項所定

事件相關事證資訊，經

通知當事人陳述意見後

，應提交性平會查證審

議。 

 

第三項所定之情形外，

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不

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

，亦不得自行調查。 

條之一及學生

獎懲規定，對學

校或主管機關

提出應予改變

身分之處理建

議應依上開規

定辦理。又考量

上開事件涉及

行為人之工作

權或受教權，性

平會成立調查

小組完成之調

查報告仍須經

性平會確認，因

此性平會須先

召開第一次會

議通過調查報

告，將確認事實

之調查報告提

供行為人，行為

人據以提出書

面陳述意見，性

平會再召開第

二次會議確認

行為人陳述意

見後之事實認

定及其懲處相

關事宜，定明兩

次會議之審議

有其必要性。 

(三) 增訂第三項，參

照行政程序法

第一百零五條

第二項規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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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明未於期限內

提出書面陳述

意見者，視為放

棄陳述意見之

機會，及規範性

平會不得恣意

重新調查。 

(四) 增訂第四項，規

範學校或主管

機關之議處權

責單位於審議

議處時，不得要

求性平會重新

調查，亦不得自

行調查。 

(五) 增訂第五項，學

校接獲聘任、任

用、進用或運用

人員有性侵害

行為或有情節

重大之性騷擾

或性霸凌行為

（例如接獲起

訴書或判決書）

，學校於取得相

關之事證資訊

後，應提交性平

會查證確認事

實後，予以解聘

、免職、終止契

約關係或終止

運用關係；非屬

情節重大之性

騷擾、性霸凌行

26-17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為，則經學校性

平會查證確認

屬實並議決一

年至四年不得

聘任、任用、進

用或運用者，於

該議決期間，亦

同。現職人員經

查證後未達應

予以解聘、免職

、終止契約關係

或終止運用關

係者，性平會仍

應研訂執行相

關教育處置，以

防範其行為再

度發生。 

第23條  本校權責單位為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之懲處時，並得命行

為人為下列一款或數款

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之同意，向

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 

三、接受心理輔導。 

四、其他符合教育目的

之措施。 

第23條  本校權責單位為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之懲處時，並得命加

害人為下列一款或數款

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之同意，向

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 

三、接受心理輔導。 

四、其他符合教育目的

之措施。 

依「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準則」第三十條修正

本要點如下： 

(一) 第一、三項酌作

文字修正。 

(二) 增訂第四項，明

定由性平會討

論決定實施性

別平等教育相

關課程之相關

事宜，處理結果

應載明不配合

執行之法律效

果，以釐清性平

法第三十六條

第四項所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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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情節輕微者，本校權

責單位得僅依性平法第

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為

必要之處置。 

本校執行前項處置時應

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

保行為人之配合遵守。 

        前項處置，由性平會討

論決定實施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課程之性質、執

行方式、執行期間及費

用之支應事宜；該課程

之性質、執行方式、執

行期間及不配合執行之

法律效果，應載明於處

理結果之書面通知中。 

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情節輕微者，本校權

責單位得僅依性平法第

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為

必要之處置。 

本校執行前項處置時應

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

保加害人之配合遵守。 

為人不配合執

行上開處置時

所生之裁罰爭

議。 

第29條  本校應建立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

檔案資料，並由性平會

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保

存二十五年；其以電子

儲存媒體儲存者，必要

時得採電子簽章或加密

方式處理之。 

(……) 

第29條  本校應建立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及

加害人之檔案資料，並

由性平會指定專責單位

保管。 

(……) 

(一) 依「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準則」第

三十二條修正。 

(二) 依性平法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因公立大

專校院已依檔

案法第二十八

條規定準用該

法規定辦理檔

案管理等事項

，及主管機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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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依檔案法規定

辦理之部分，為

利學校對於檔

案之保存處理

有一致作法，爰

於第一項訂定

有關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檔案

資料管理之特

別規定，並參考

學生輔導法第

九條、同法施行

細則第十條及

檔案法第十二

條規定，第一項

增訂保存檔案

二十五年之規

定，並定明確檔

案保存之作法。 

(行為人通報作業) 

第30條  行為人原就讀或服務於

本校，後轉至其他學校

就讀或服務時，本校應

於知悉後一個月內，通

報行為人現就讀或服務

之學校。 

本校依前項規定為通報

時，其通報內容應限於

行為人經查證屬實之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加害人通報作業) 

第30條  加害人原就讀或服務於

本校，後轉至其他學校

就讀或服務時，本校應

於知悉後一個月內，通

報加害人現就讀或服務

之學校。 

本校依前項規定為通報

時，其通報內容應限於

加害人經查證屬實之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一) 依「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準則」第

三十四條修正。 

(二) 第一、二項酌作

文字修正。 

(三) 為落實行為人

輔導及防治教

育之成效，行為

人轉換學校後

，事件管轄學校

認有追蹤輔導

之必要，應提供

與事件有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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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樣態、行為人姓

名及職稱或學籍資料。 

前項學校應視實際需要

，將輔導、防治教育或

相關處置措施及其他必

要之資訊，提供予次一

就讀或服務之學校。 

行為人經追蹤輔導後，

評估無再犯情事者，得

於前項通報內容註記其

改過現況。 

        第一項通報之學校，應

對加害人實施必要之追

蹤輔導，非有正當理由

，並不得公布行為人之

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

身分之資料。 

時間、樣態、加害人姓

名及職稱或學籍資料。 

加害人經追蹤輔導後，

評估無再犯情事者，得

於前項通報內容註記其

改過現況。 

第一項通報之學校，應

對加害人實施必要之追

蹤輔導，非有正當理由

，並不得公布加害人之

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

身分之資料。 

必要資訊，如行

為人於事件中

之行為態樣及

事件情境脈絡

、行為人防治教

育課程內涵與

執行情形、輔導

諮商之結果等

，以有效協助釐

清其行為問題

及爭議，爰增訂

第三項，明定次

一就讀或服務

之學校執行輔

導、防治教育或

相關處置措施

之需要，事件管

轄學校應配合

提供該事件必

要之資訊。 

(四) 原要點第三、四

項移列第四、五

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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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要點（修正草案） 
 

民國 98 年 4 月 28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6 月 7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5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12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12 月 27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年○月○日○○○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訂定依據) 

第1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性別實質平等之教育理念，建立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之預防措施與處理機制，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二

十條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以下簡稱防治準則）第三十五條訂定

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適用範圍) 

第2條   本要點所稱之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定義，悉依性平法相關規定辦理。 

本要點所稱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係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

方為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之情形。本要點所稱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係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校長、教師、職員

、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之情形。本要點所稱教師，係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

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運用於協助教學之志願服務人員、實際執行教學之教

育實習人員及其他執行教學或研究之人員。 

本要點所稱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定期執行學校事務，或運用於協

助學校事務之志願服務人員。 

本要點所稱學生，指具有學籍、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者、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

交換學生、教育實習學生或研修生。 

 (防治措施) 

第3條   本校為積極推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教育，以提升教職員工生尊重他人

與自己之性或身體自主知能，並採取下列措施： 

一、針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舉辦性別平等意識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之教育宣導活動，並評估其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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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負責性別平等意識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處置相關單位之人員，每年定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 

三、鼓勵前款人員參加校內外性別平等意識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置

研習活動，並予以公差登記及經費補助。 

四、利用多元管道，公告周知本要點所規範之事項，並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及學生手

冊。 

五、鼓勵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

利蒐證及調查處理。     

第4條   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本校應定期檢視校園整體安全，依空間配置、

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

要素等，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使用情形與檢視校園整體安全。另應記錄校園

內曾經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空間，並依據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

。 

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應考量學生之身心功能或語言文化差異之特殊性，提

供符合其需要之安全規劃及說明方式；其範圍包括宿舍、衛浴設備、校車等。 

除辦理前項規定事項外，應定期舉行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

者、教職員工生及其他校園使用者參與。 

前項檢視說明會，學校得採電子化會議方式召開，並應將檢視成果及相關紀錄公告

之。 

學校檢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應列為性平會每學期工作報告事項。 

第5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於進行校內外教學活動、執行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尊重性別多元

及個別差異。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自主，設若他人之性或身體自主與自

己之性或身體自主相衝突時，應考量他人感受，不得有下列行為： 

一、不受歡迎之追求行為。 

二、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本校教師或職員於執行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

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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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或職員發現其與學生間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時，應主動迴避教

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或陳報學校處理。 

本校教職員工生如違前各項規定者，本校應採取適當之處置。 

第6條   本校應蒐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及救濟等資訊，以編製手冊或設置網站

等方式公告周 知，並於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主動提供予相關人員

。 

前項資訊之內容應包括防治準則第三條第二項所列事項： 

一、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之界定、類型及相關法規。 

二、被害人之權益保障及學校所提供之必要協助。 

三、申請調查、申復及救濟之機制。 

四、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責單位。 

五、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及網絡。 

六、其他本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為必要之事項。 

(通報作業) 

第7條   本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校園發生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

除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及其他法令規定通報外，並應以書面或其他通訊方式向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性平會)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另應依校安通報程序處理。 

為前項通報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或法規另有特別規定者外，對

於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應予以保密。 

(調查申請) 

第8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檢舉人得以言詞、書面

或電子郵件向行為人於行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簡稱事件管轄學校)申請調查或檢舉

。但行為人於行為時或現職為學校首長者，應向現職學校所屬主管機關（以下簡稱

事件管轄機關）申請調查或檢舉；行為人於兼任學校所為者，應向該兼任學校申請

。 

任何人知悉應由本校管轄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得向本校檢舉。本

校相關人員應主動告知前項被害人，得依本法申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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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媒體披露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視為檢舉案。處理霸凌事件，發

現有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情事者，視同檢舉，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本校以秘書室為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收件單位，除指派專人處理相關行

政事宜外，本校相關單位並應積極配合協助。 

第一項之申請調查及第二項之檢舉，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秘書室應作成紀錄

，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其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住居所

、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申請調查者，應載明被害人之出生年月日。 

三、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四、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實內容。如有相關證據，亦應記載或附卷。 

(收件受理) 

第9條   秘書室於收件後，除有性平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定事由外，應於三日內將該事件

所提事證相關資料交由本校性平會調查處理。若認為無事件管轄權時，應於七個工

作日內移送有管轄權者，並通知當事人。 

前項收件後，性平會得依性平法、防治準則及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規定進行初審，

並得指定或輪派委員組成三人以上之責任小組，授權由責任小組進行案件初審、審

議受理與否、協助討論調查小組名單、初審調查報告，以續提性平會。涉有前項所

定性平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定事由者，亦同。 

 (調查作業) 

第10條  性平會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其成員以

三人或五人為原則。性平會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必要時得置發

言人，統一對外發言。 

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具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之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必要時，部分小組成員得外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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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應符合校園性侵

害或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二十二條規定之資格。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性平會會

務權責主管及承辦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事件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調查小組成員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表。 

事件管轄學校與行為人現所屬學校不同者，應以書面通知行為人現所屬學校派代表

參與調查。 

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行為人為兼任教師者，應通知行為人現所屬專任學校派代表

參與調查。 

學校針對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應予公差(假)登記。交通費或相關費用，由事件管

轄學校或機關，及派員參與調查之學校支應。 

(調查受理) 

第11條  性平會應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案後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

理。 

性平會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一、非屬本要點所規定之事實者。 

二、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其相關權益；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

或檢舉人得於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向性平會提出申復，惟以一次為限

。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若未收到是否受理之書面通知，亦得向性平會提

出申復。申復提出之方式，得以書面具明理由提出；其以言詞為之者，性平會應作

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其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

章。 

第12條  性平會接獲申復後，應將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交性平會重新討論受理事宜，並於二十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申復有理由者，性平會應依法調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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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  性平會係基於公益及教育目的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故其調查

不受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及行為人喪失原身分之影響，亦不受司法程序是否進行及

其處理結果之影響。 

前項調查程序，不因行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調查配合) 

第14條  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依法進行調查時，行為人、被害人、檢舉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

員或單位，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 

        行為人應親自出席接受調查；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

。 

        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要求不得通知現所屬學校時，得予尊重，且得不通知現就讀

學校派員參與調查。 

        當事人持有各級主管機關核發之有效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者，調查小組成員應有

具備特殊教育專業者 

        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相關人員或單位配合調查及提供資料時，應記載調查目的、時

間、地點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前項通知應載明當事人不得私下聯繫或運用網際網路、通訊軟體或其他管道散布事

件之資訊。 

        學校所屬人員不得以任何名義對案情進行瞭解或調查，且不得要求當事人提交自述

或切結文件。 

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得經性平會決議，或經行為人請求

，繼續調查處理。 

(調查原則) 

第15條  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依法進行調查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並應衡酌雙

方當事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員之權力差距。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依法進行調查時，

應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但應避免重複詢問及二度傷害。 

第16條  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依法進行調查時，得就相關事項、處理方式及原則予以說明。行

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員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

質。 但基於調查之必要，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得另作成書面資料後，交行

為人、被害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員閱覽或告以內容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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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作業) 

第17條  當事人及檢舉人或協助調查人員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

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參與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之所有人員均負有保密義務。 

違背前項保密義務者洩密時，除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外，若為負責處理調查

事件者，本校應另行指定其他合適人員接替辦理。 

第18條  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姓名之原始文書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

審判機關以外之人員。與案件申請、受理或調查過程相關之文件列印、保存、銷毀

等事宜，應依機密檔案相關作業規範處理。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除原始文書外，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人員對外所另行製作之文

書，應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

為之。 

(當事人保障及協助) 

第19條  於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依法進行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期間，本校得採

取必要之處置，以保障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為保障當事人及檢舉人

前項權利，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件時，本校得依防治準則第二十五條所列各款為

必要處置，相關必要之處置，應經性平會通過後執行。 

本校應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於必要時主動轉介至各相關機構，並應對於當事人提

供防治準則第二十七條所列協助，其所需費用由本校性平會編列預算支應之。 

本校應提供足夠措施保護行為人、申請人、檢舉人、受邀協助調查之相關人員，並

表明對於報復、恐嚇、誣告及其他不當行為者施以嚴懲或送請司法機關為必要之處

置。         

(調查期限) 

第20條  性平會應於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案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

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行為人。 

(調查報告) 

第21條  性平會調查完成後，應以書面向本校提出調查報告；調查屬實報告並應附具懲處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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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對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有關

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懲處處理) 

第22條  本校應於接獲性平會調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屬實之報告二個月內，依

性平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對行為人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

免職、終止契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或將行為人移送其他權責

機關議處；其經證實有誣告之事實者，並應依法對申請人或檢舉人為適當之懲處。 

本校為前項懲處前，得要求性平會之代表列席說明。 

性平會召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認定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行為屬實，依其事實認

定對本校提出改變身分之處理建議者，由本校檢附經性平會審議通過之調查報告，

通知行為人限期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前項行為人不於期限內提出書面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有書面陳述意

見者，性平會應再次召開會議審酌其書面陳述意見，除有性平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

所定之情形外，不得重新調查。 

本校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於審議議處時，除有性平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定之情

形外，不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自行調查。 

        本校於取得性平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三項所定事件相關事證資訊，經通知當事人陳

述意見後，應提交性平會查證審議。 

第23條  本校權責單位為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懲處時，並得命行為人為下列一

款或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接受心理輔導。 

四、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情節輕微者，本校權責單位得僅依性平法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為必要之處置。 

本校執行前項處置時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行為人之配合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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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處置，由性平會討論決定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之性質、執行方式、執行

期間及費用之支應事宜；該課程之性質、執行方式、執行期間及不配合執行之法律

效果，應載明於處理結果之書面通知中。 

(重新調查) 

第24條  本校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

求性平會重新調查。 

依前項規定重新開啟調查程序時，應依申復程序辦理，並由性平會另組調查小組調

查。 

(處理結果通知及處理) 

第25條  本校應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

請人及行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窗口。 

行為人行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與現所屬之學校不同時，本校完成調查後，其成立性

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者，應將調查報告及懲處建議移送行為人現所屬學校、機關或機

構處理。 

(處理結果申復及處理) 

第26條  申請人或行為人對於前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結果不服者，得於收

到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性平會申復。 前項申復得以書面

具明理由提出；其以言詞為之者，本校受理時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行為人朗

讀或使其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本校於收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三十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

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前項審議小組之組成及運作規定如下： 

一、小組成員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三人或五人，其小

組成員之組成，女性人數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具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調查專業素養人員之專家學者人數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小組成員。 

三、小組會議召開時，由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四、審議會議進行時，得視需要給予申復人陳述機會，並得邀性平會相關委員或調

查小組成員列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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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定。 

申復決定送達申復人前，申復人得準用第一項規定撤回申復。 

(救濟管道) 

第27條  申請人或行為人對申復結果不服，得於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性平法

第三十四條規定提起救濟。 

(處理結果公布) 

第28條  本校得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完成後，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

同意，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有無、樣態及處理方式予以公布。但不

得揭露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料。 

(檔案保管) 

第29條  本校應建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檔案資料，並由性平會指定專責單位

或人員保存二十五年；其以電子儲存媒體儲存者，必要時得採電子簽章或加密方式

處理之。 

前項檔案資料應分為原始檔案與報告檔案。 

前項原始檔案應予保密，其內容應包括防治準則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列資料；前項

報告檔案，其內容應包括防治準則第三十二條第四項所列資料。 

(行為人通報作業) 

第30條  行為人原就讀或服務於本校，後轉至其他學校就讀或服務時，本校應於知悉後一個

月內，通報行為人現就讀或服務之學校。 

本校依前項規定為通報時，其通報內容應限於行為人經查證屬實之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事件時間、樣態、行為人姓名及職稱或學籍資料。 

前項學校應視實際需要，將輔導、防治教育或相關處置措施及其他必要之資訊，提

供予次一就讀或服務之學校。 

行為人經追蹤輔導後，評估無再犯情事者，得於前項通報內容註記其改過現況。 

        第一項通報之學校，應對加害人實施必要之追蹤輔導，非有正當理由，並不得公布

行為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料。 

(附則) 

第31條  本校性騷擾與性別歧視防治及處理要點所訂之教職員工生性騷擾案件，權責單位於

接獲申訴後，依相關規定辦理，並送交性平會進行調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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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會審議教職員工性騷擾案件時，學生代表不參與會議。 

相關調查案件所涉之通知、通報、檔案保管等作業，由權責單位依該要點相關規定

辦理。 

經完成調查作業，做成調查報告移送權責單位進行簽報處理，並依相關法令辦理議

處。 

第32條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準用或適用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33條  本要點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提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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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申請及調查流程圖 

                                                            109.OO.OO 修訂 
 

 
 
 
 

申請人、檢舉人申請調查或檢舉 #8 
校園案件收件窗口：秘書室 秘書(02-2896-1000 分機 1102) 
非校園案件： 
教職員工收件窗口：人事室(專線 02-2896-1035)；學生收件窗口：學務處生活輔導組(02-2896-1000分機 1312) 

教職員工生 
依本校「性騷擾與

性別歧視防治及

處理要點」規定，

權責單位於接獲

申訴後，依相關規

定辦理，並送交性

平會進行調查處

理。 
#31 

加害人為首長時，向教育部申請  
#8 

知悉事件 
#7、#8 

依法 
通報 

(24HR) 
#7 

3 日內交性平會 

校園案件 

性平會進行初審 
#9 

無管轄權 (7 日內) 移送有管轄權機關、 
通知當事人 

#9 
 

初審意見送性平會決定是否受理 
#9 

20 日內 
不受理 

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 
#11 

未收到是否受理

書面通知 
#11 

20 日內 

向性平會提出申復 
#11 

20 日內 

書面通知申復結果 

#12 

無理由 

結案 

有理由 

受理 

交付性平會處理 

#12 

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作業 

#10、#13、#14、#15~21 

2 個月內 

完成調查、向學校提出調查報告 

#20、#21 

學校接獲調查屬實之報告，依法規懲

處，或移送權責機關懲處 

(2 個月內) #22  

延長調查 
#20 

延長調查

通知 
#20 

重新調查 

#24 
學校處理結果 

書面通知 

#25 

學校要求重新調查 

不服 學校收件(秘書室)、 

組成審議小組 

#26 
書面申復 

作成決定、 

書面通知申復結果 

#26 

30 日內 提起救濟 

#27 
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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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藝 術 大 學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紀錄（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 (四) 中午 12：30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陳主任委員愷璜 

應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會議出席人數確認：應到 19 人，實到 17 人，達法定開會人數。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報告事項：（略） 

參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 TNUAF20200519 性平通報事件之處置，提請討論。（略） 

案由二、TNUAF20200730 評議案，提請討論。（略） 

案由三、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要點」修正草案，併同修

正本校「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申請及調查流程圖」，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條文第 14 條第 6項「前”款”通知…」文字修正為「前”項”通知…」，

餘照案通過，並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3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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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12 月 24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準則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學校應積極推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教育，以提升教職員工

生尊重他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並採取下列措施：

一、針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之

    教育宣導活動，並評鑑其實施成效。

二、針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及負責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處置相關單位人員，每年定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

    活動。

三、鼓勵前款人員參加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處置研習

    活動，並予以公差登記及經費補助。

四、利用多元管道，公告周知本準則所規範之事項，並納入教職員工聘約

    及學生手冊。

五、鼓勵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查

    或檢舉，以利蒐證及調查處理。

 

第 3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應蒐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與救濟等資訊，

並於處理事件時，主動提供予相關人員。

前項資訊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之界定、類型及相關法規。

二、被害人之權益保障及學校所提供之必要協助。

三、申請調查、申復及救濟之機制。

四、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責單位。

五、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及網絡。

六、其他該校或主管機關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事項。

 

   第 二 章 校園安全規劃

 

第 4 條

學校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應採取下列措施改善校園危險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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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

    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

    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全。

二、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空間，並依

    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

前項第一款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應考量學生之身心功能或語言文

化差異之特殊性，提供符合其需要之安全規劃及說明方式；其範圍，應包

括校園內所設之宿舍、衛浴設備、校車等。

 

第 5 條

學校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教職員

工生及其他校園使用者參與。

前項檢視說明會，學校得採電子化會議方式召開，並應將檢視成果及相關

紀錄公告之。

學校檢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應列為性平會每學期工作報告事項。

 

   第 三 章 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第 6 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尊重

性別多元及個別差異。

 

第 7 條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

，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

校處理。

 

第 8 條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

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第 四 章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處理機制、程序及救濟方法

 

第 9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七款所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包括不同學校

間所發生者。

本法第二條第七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運用於

    協助教學之志願服務人員、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及其他執行

    教學或研究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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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定期執行學校事務，或運用於

    協助學校事務之志願服務人員。

三、學生：指具有學籍、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者、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

    、交換學生、教育實習學生或研修生。

 

第 10 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

請人）、檢舉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以下簡稱

事件管轄學校）申請調查或檢舉。但行為人於行為時或現職為學校首長者

，應向現職學校所屬主管機關（以下簡稱事件管轄機關）申請調查或檢舉

。

前項事件管轄學校，於行為人在兼任學校所為者，為該兼任學校。

 

第 11 條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與行為人現所屬學校不同者，應以書面通知行為人現

所屬學校派代表參與調查，被通知之學校不得拒絕。

前項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完成調查後，其成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者，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移送行為人現所屬學校依第三十條規

定處理。

 

第 12 條

第十條第二項之情形，事件管轄學校應以書面通知行為人現所屬專任學校

派代表參與調查，被通知之學校不得拒絕。

前項事件管轄學校完成調查後，其成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者，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移送行為人現所屬專任學校依第三十條規定

處理。

 

第 13 條

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同時具有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二種以上

不同身分者，以其與被害人互動時之身分，定其受調查之身分及事件管轄

學校或機關。

無法判斷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之身分，或於學制轉銜期間，尚未確定行為

人就讀學校者，以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為事件管轄學校，相關學校

應派代表參與調查。但於申請調查或檢舉時，行為人及被害人已具學生身

分，由行為人所屬學校為事件管轄學校。

 

第 14 條

行為人二人以上，分屬不同學校者，以先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行為人所

屬學校為事件管轄學校，相關學校應派代表參與調查。

 

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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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或主管機關無管轄權者，應將該案件於七個工

作日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者，並通知當事人。

學制轉銜期間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件，管轄權有爭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

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

 

第 16 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者，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應立即以書面或其他通

訊方式通報學校防治規定所定學校權責人員，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下列規

定辦理，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一、依相關法律規定向當地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通報。

二、向學校主管機關通報。

依本條規定為通報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考量或法規另有特別

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應

予以保密。

 

第 17 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言詞、書面或電

子郵件申請調查或檢舉；其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受理申請調查或檢

舉之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

，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書面或言詞、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

    、住居所、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申請調查者，應載明被害人之出生年月日。

三、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四、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實內容。如有相關證據，亦應記載或附卷。

 

第 18 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

，其收件單位如下：

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事務處或學校指定之專責單位。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事務處或教導處。

三、主管機關：負責性平會之業務單位。

前項收件單位收件後，除有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定事由外，應於三日

內將申請人或檢舉人所提事證資料交付性平會調查處理。

前項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定事由，必要時得由性平會指派委員三人以

上組成小組認定之。學校並得於防治規定中明定前述小組之工作權責範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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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

經媒體報導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視同檢舉，學校或主

管機關應主動將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平會調查處理。疑似被害人不願配合調

查時，學校或主管機關仍應提供必要之輔導或協助。

學校處理霸凌事件，發現有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情事者，視同檢

舉，由學校防制霸凌因應小組移請性平會依前條規定辦理。

 

第 20 條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應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後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

定敘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

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提出申復；其以言

詞為之者，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

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不受理之申復以一次為限。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接獲申復後，應將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交性平會重新討

論受理事宜，並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申復有理由者，

性平會應依法調查處理。

 

第 21 條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之性平會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

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以三人或五人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事件管轄學校或機

關性平會會務權責主管及承辦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與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

輔導工作。

學校或主管機關針對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應予公差（假）登記；其交通

費或相關費用，由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及派員參與調查之學校支應。

 

第 22 條

本法第三十條第三項所定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

專家學者，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持有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調查知能高階培訓結業證書，且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所設性平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者。

二、曾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有具體績效，且經中央

    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平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

    者。

前項第一款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知能培訓，應由中央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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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平會負責規劃，其內容應包括下列課程：

一、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基本概念及相關法規。

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知能。

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程序及行政協調。

四、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懲處及救濟。

五、其他由性平會建議之課程。

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建立專業人才庫，並定期更新維護專業人才庫之資

訊，提供各級學校或主管機關為延聘之參考。

前項調查專業人員，經檢舉有違反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或有其他不

適任情形，致其認定事實顯有偏頗，並由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所設性平會審查確認者，應自調查專業人才庫移除之。

本準則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修正施行前，已持有中央或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知能進階培訓

結業證書，且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平會核可並納入

調查專業人才庫者，自本準則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年內，得擔任第一項專家

學者，免受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限制。

 

第 23 條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依

下列方式辦理：

一、行為人應親自出席接受調查；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

    定代理人陪同。

二、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要求不得通知現所屬學校時，得予尊重，且得

    不通知現就讀學校派員參與調查。

三、當事人持有各級主管機關核發之有效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者，調查

    小組成員應有具備特殊教育專業者。

四、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

    ，應避免其對質。

五、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

    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

    不在此限。

六、依本法第三十條第四項規定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相關人員或單位配合

    調查及提供資料時，應記載調查目的、時間、地點及不到場所生之效

    果。

七、前款通知應載明當事人不得私下聯繫或運用網際網路、通訊軟體或其

    他管道散布事件之資訊。

八、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所屬人員不得以任何名義對案情進行瞭解或調查

    ，且不得要求當事人提交自述或切結文件。

九、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

    由行為人、被害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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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

    得經所設之性平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理。學校所屬

    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應命事件管轄學校繼續調查處理。

 

第 24 條

依前條第五款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

依前項規定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學校或主管機關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姓名之原始文書應予封存

，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除原始文書外，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人員對外所另

行製作之文書，應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

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為之。

 

第 25 條

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事件

管轄學校或機關於必要時得依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採取下列處置，並報

主管機關備查：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

    ，得不受請假、教師及學生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避免報復情事。

四、預防、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處置。

當事人非事件管轄學校之人員時，應通知當事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定處

理。

前二項必要之處置，應經性平會決議通過後執行。

 

第 26 條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視當事人之身心狀

況，主動轉介至各相關機構，以提供必要之協助。但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

就該事件仍應依本法為調查處理。

當事人非事件管轄學校之人員時，應通知當事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定提

供必要之協助。

 

第 27 條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於必要時，應對當事

人提供下列適當協助：

一、心理諮商輔導。

二、法律諮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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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保護措施或協助。

當事人非事件管轄學校之人員時，應通知當事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定提

供適當協助。

前二項協助得委請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或律師等

專業人員為之，其所需費用，學校或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 28 條

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

前項之調查程序，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第 29 條

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對於與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

性平會召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認定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依

其事實認定對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改變身分之處理建議者，由學校或主管

機關檢附經性平會審議通過之調查報告，通知行為人限期提出書面陳述意

見。

前項行為人不於期限內提出書面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有書

面陳述意見者，性平會應再次召開會議審酌其書面陳述意見，除有本法第

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定之情形外，不得重新調查。

學校或主管機關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於審議議處時，除有本法第三十二

條第三項所定之情形外，不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自行調查。

 

第 30 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所設性平會調查

屬實後，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對行為人

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

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其他機關依相關法律或法規有議處權限者，事件

管轄學校或機關應將該事件移送其他權責機關議處；其經證實有誣告之事

實者，並應依法對申請人或檢舉人為適當之懲處。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對行為人所為處置，應由該懲處之學校或主管機關

命行為人為之，執行時並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行為人之配合遵守。

前項處置，由該懲處之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平會討論決定實施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課程之性質、執行方式、執行期間及費用之支應事宜；該課程之性質

、執行方式、執行期間及不配合執行之法律效果，應載明於處理結果之書

面通知中。

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命行為人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課程，應由學校所屬主管機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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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條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

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之學校或機關。

申請人或行為人對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處理之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

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申復；其以

言詞為之者，受理之學校或機關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或

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申復後，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由學校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專責單位收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

    三十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三人

    或五人，其小組成員中，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具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

    例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

三、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

四、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五、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邀所設

    性平會相關委員或調查小組成員列席說明。

六、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定。

七、前款申復決定送達申復人前，申復人得準用前項規定撤回申復。

 

第 32 條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建立之檔案資料，應指

定專責單位或人員保存二十五年；其以電子儲存媒體儲存者，必要時得採

電子簽章或加密方式處理之。

依前項規定所建立之檔案資料，分為原始檔案與報告檔案。

前項原始檔案內容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

二、事件相關當事人（包括檢舉人、被害人、行為人）。

三、事件處理人員、流程及紀錄。

四、事件處理所製作之文書、訪談過程之錄音檔案、取得之證據及其他相

    關資料。

五、行為人之姓名、職稱或學籍資料、家庭背景等。

六、調查小組提交之調查報告初稿及性平會之會議紀錄。

第二項報告檔案為經性平會議決通過之調查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

一、申請調查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或檢舉之敘述。

二、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三、被申請調查人、申請調查人、證人與相關人士之陳述及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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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物證之查驗。

五、事實認定及理由。

六、處理建議。

 

第 33 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於取得本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三項所定事件相關事證資訊

，經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後，應提交性平會查證審議。

 

第 34 條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為通報時，其

通報內容應限於行為人經查證屬實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

間、樣態、行為人姓名、職稱或學籍資料。

前項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應視實際需要，將輔導、防治教育或相關處置措

施及其他必要之資訊，提供予次一就讀或服務之學校。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就行為人追蹤輔導後，評估無再犯情事者，得於第一

項通報內容註記行為人之改過現況。

 

   第 五 章 附則

 

第 35 條

學校應依本準則內容，訂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並將

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及學生手冊。

前項規定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校園安全規劃。

二、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之政策宣示。

四、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界定及樣態。

五、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申請調查或檢舉之收件單位、電

    話、電子郵件等資訊及程序。

六、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調查及處理程序。

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申復及救濟程序。

八、禁止報復之警示。

九、隱私之保密。

十、其他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相關事項。

 

第 36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及對當事人

實施教育輔導所需之經費，得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第 37 條

事件管轄學校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處理完成，調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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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經性平會議決後，應將處理情形、處理程序之檢核情形、調查報告及性

平會之會議紀錄報所屬主管機關。申請人及行為人提出申復之事件，並應

於申復審議完成後，將申復審議結果報所屬主管機關。

學校所屬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十一條規定，定期對學校

進行督導考核；並將第四條、第五條之校園安全規劃、校園危險空間改善

情形，及學校防治與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成效列

入定期考核事項。

學校所屬主管機關於學校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

應對學校提供諮詢服務、輔導協助、適法監督或予糾正。

 

第 38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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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3 提案性質 校內重要事項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 由 有關「減少本校吸菸區域」事宜，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8 年 9 月 18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80131214 號

函，教育部指明，為協助大學校院協助菸害防制工作，選定

本校擔任 109 年度推廣學校；109 年大專校院菸害防制推廣

學校輔導自評表中，教育部明列本校之建議目標為「減少吸

菸區數量」。

二、 109 年 9 月 22 日關渡美術館簽呈表示，為落實教育部推動無

菸校園計畫，營造無菸校園環境，該館建議擬將原設置於美

術館咖啡廳 2 樓戶外平台吸菸區撤除。 

三、 綜上，依說明二、三建議直接撤除美術館二樓戶外平台吸菸

區。本案若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學務處生輔組將以校園

公告、書函、發送 EDM、紙本張貼等方式，進行宣導並實

施。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據以辦理相關事宜。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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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度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菸害防制推廣學校工作規劃 

一、工作目標：強化菸害防制工作，以降低校內吸菸率，減少吸菸人數、吸菸區及菸害陳情

事件等，落實無菸校園政策。

二、書面輔導作業

（一）提出工作計畫：

1、請推廣學校於108年9月30日前，將擬定之109年度推動策略、工作事項等列入

「109-110年度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以下簡稱健促計畫）一併送審。 

2、如不申請健促計畫，仍請於108年9月30日前提出109年度工作計畫函送本部。 

（二）共識會議：預計於108年12月邀集輔導委員召開共識會議，請推廣學校於會前製作

工作簡報（時間約5分鐘），並選擇以降低校內吸菸率、減少吸菸人數、減少吸菸區

數量或減少民眾陳情件數為目標（如附件1），並依「大專校院菸害防制輔導自評表」

（以下簡稱輔導自評表，範例如附件2）格式填列推動策略、工作事項及訂定指標

（如認知改善率、活動場次等），會中將由輔導委員協助給予專業諮詢意見。

（三）入校輔導需求：如執行過程有專家諮詢輔導需求，可函文向本部提出申請，至多1

次，1次以半天為原則，本部將安排專家學者到校給予協助，所需輔導費、交通費

及膳費等費用由本部支應。

（四）成果評核：請推廣學校將成果併入109年度健促計畫成果報告送審，並於109年10月

16日前填列輔導自評表及製作成果簡報（時間約5分鐘）提供本部；預計於109年

10-11月間召開專家會議，會中將視各校執行狀況研議是否辦理實地輔導，以及遴

選成效良好學校等。

（五）成果發表：預計於109年12月與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共同辦理大專校院菸害防制

成果觀摩會，並邀請執行成效良好者進行經驗分享。

三、推廣學校工作

（一）請依「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推動，並可參考「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必選議題

示例」、「大專校院菸害防制工作參考指引問答集」擬定工作內容。

（二）推動方式說明：

1、建立組織與人力：學校衛生工作之推展，需有健全團隊，利用計畫、領導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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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運作來推動，就菸害防制工作而言，須校內各處室共同合作，因此，推廣學

校須提升高層主管對於菸害防制議題之重視，並透過學校衛生委員會取得跨單

位共識，訂定相關政策與進行溝通協調。

2、需求評估：為能有效運用現有資源，宜先了解學校菸害現況，方能規劃推動目

標及優先順序；評估所需資料，包括學生健康資料、問卷調查或焦點團體訪談

結果等。

3、擬定計畫策略工作：依需求評估結果，提出可達成、可量化、能解決健康問題

之具體目標，並根據所定目標與健康促進學校6大範疇擬定實施策略與工作項目；

各校可逕至「教育部學校衛生資訊網」（https://cpd.moe.gov.tw/）資料下載區下載

「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必選議題示例」及「大專校院菸害防制工作參考指引

問答集」，以作為擬定參考。

4、成效評量：宜善用各種調查方式評量推動成效，例如藉由吸菸行為調查了解並

追蹤吸菸者在校期間的變化，調查校內菸蒂量、二手菸暴露率、吸菸時段高峰

期或吸菸熱點等，據以檢討策略工作未來是否繼續進行或必須調整修訂。

四、經費編列：有關推動菸害防制相關工作所需經費，請由109年度健促計畫補助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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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度大專校院菸害防制推廣學校 

輔導自評表建議目標

推廣學校 建議目標

1.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降低校內吸菸率、減少吸菸人數
2. 大華科技大學

3. 聖約翰科技大學

4. 大同技術學院

5.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落實無菸校園（含減少菸害陳情

案件）

6. 國立臺灣大學
加強校園菸害防制作為（含減少

菸害陳情案件）

7. 朝陽科技大學

減少吸菸區數量
8. 銘傳大學

9.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 國立東華大學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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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大專校院菸害防制輔導自評表(範例)
學校：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108年___月___日 

類別 策略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109年1-10月推動情形 

學校

工作

規劃

預期目標：（範例）減少○個吸菸區

（請選擇以降低校內吸菸率、減少吸菸人數、減少吸菸區、減少菸害陳情事件為預期目標） 

（減少吸菸區-

範例）形成教

職員工生反菸

拒菸意識

（範例） 

透過○○調查學生對

無菸校園、吸菸區看

法/吸菸區使用率 

（範例） 

樣本數○份

邀請學生代表、行政

單位代表召開會議溝

通減少吸菸區/成為無

菸校園等政策，形成

共識 

○次

利用民眾、學生陳情

吸菸事件時機，辦理

拒菸、反菸聯署活動 

○場次

辦理○○活動宣誓反

菸、拒菸議題/戒菸大

使票選/○○創意作品

徵選比賽並運用於宣

導活動，強化無菸氛

圍 

○場次、

參 與 人 數 ○

人…

（降低吸菸率-

範例）提供吸

菸之教職員工

生衛教宣導、

（範例） 

辦理菸害防制(吸菸行

為)調查，了解教職員

工吸菸族群 

（範例） 

調 查 完 成 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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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策略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109年1-10月推動情形 

戒菸資源並追

蹤戒菸情形

辦理○○，針對吸菸

族群進行至少1次衛教

宣導 

宣導比率○%

結合校內○○處/室、

○○社團及志工等，

舉辦○○，凝聚校園

拒菸反菸意識 

○場次、

菸害認知正確

率提升至○%

與○○衛生局/○○診

所合作辦理戒菸班，

輔導校內教職員工生

戒菸 

接受輔導比率

○%

追蹤關心戒菸班學員

及記錄戒菸狀況 

追 蹤 比 率

○%、

戒 菸 人 數 ○

人、減菸人數

○人

（落實無菸校

園/加強校園菸

害防制作為-範

例）建立違規

吸菸管理機制

將學生違規吸菸納入

○○○○規範管理，

並依情節嚴重性分別

處理 

○ 

由學校○○、學生及

社區志工組成校園巡

查隊 

○ 

分析違規吸菸時段高

峰期/熱點，據以強化

巡查及勸導，另適時

與衛生單位聯合稽查 

熱點巡查比率

○%/稽查次數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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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策略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109年1-10月推動情形 

加強宣導及管制委外

廠商禁止於校內吸菸 

○ 

建立社區反映菸害事

件之溝通管道/機制，

並能適時處理回應 

○ 

(依需求增列) 

輔導

委員

建議

事項

學校所遇執行困難或問題： 

輔導委員建議： 

目標達成情形

填表人姓名： 聯絡電話：

職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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