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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6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Webex 視訊會議 

主席：陳愷璜校長                                       紀錄：楊學慧 

出席人員：詳如參加人員名單 

會議出席人數：應到 130 人，實到 84 人。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一、目前疫情仍嚴峻，下週之端午節連假，請各位教職員生儘量配合指揮中心

之防疫建議，減少南來北往之返鄉移動，才是最好的保護，並請大家都做

好自我健康管理。 

二、因應國內疫情升溫，業於 5 月 25 日本校行政會議決議，自該日起至 6 月

26 日本學期結束，實體課程全面暫停，改採線上教學。不適合線上教學

的實作課程，請系所老師研議彈性調整課程內容，最晚可於下學期開學前

完成補課並繳送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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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110學年度開學前，若全國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等級未調整為

二級，本校則將繼續保持線上教學，也暫不宜提供住宿學生入住，

相關規範屆時依本校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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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務處戴嘉明總務長（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本校行政大樓廁所（含茶水間）之整修工程，現正進行初步設計規

劃，後續將配合預算分年度進行施作，以提供舒適之工作環境。 

 

四、研發處林姿瑩研發長（詳如會議資料）。 

 

五、國際事務處王綺穗國際事務長（詳如會議資料）。 

 

六、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七、音樂學院蘇顯達院長（詳如會議資料）。 

 

八、美術學院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九、戲劇學院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舞蹈學院何曉玫院長（詳如會議資料）。 

 

十一、電影與新媒體學院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二、文化資源學院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三、人文學院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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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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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展演藝術中心王世信主任（詳如會議資料）： 

●補充說明： 

（一）上星期連日大雨，音樂廳伸縮縫再度發生漏水狀況，非常感謝總務

處同仁及時處理，目前已無漏水情形。 

●主席裁示： 

（一）有關王主任上述所提音樂廳伸縮縫漏水乙事，請總務處會同展演中

心務必找出原因、儘速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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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近來因應國內疫情升溫，請藝推中心評估開設線上推廣教育課程之

可行性。 

 

十九、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二十、圖書館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廿一、關渡美術館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廿二、主計室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廿三、人事室蔡旻樺主任（詳如會議資料）。 

 

伍、提案討論：  

一、110 學年度起音樂學系、管絃與擊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每學期「專業器

材維護使用費」由 1,000 元調整為 2,000 元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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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系等〉 

決議：照案通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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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請提報教育部核定。 

 

  四、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五、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主計室〉 

決議：照案通過。 

 

  六、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內部

稽核小組〉 

決議：照案通過。 

 

  七、本校「內部稽核小組運作及績效考核規定」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內部稽核小組〉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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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校 109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研發處〉 

決議：照案通過，請提報教育部備查。 

 

陸、專案報告： 

  一、110 年度稽核報告。〈報告單位：內部稽核小組〉 

 ●主席裁示：洽悉，並感謝內部稽核小組召集人及委員們之辛勞與用心。 

 

  二、出蘆入關 30 週年簡報。〈報告者：林于竝學務長〉 

 ●主席裁示： 

（一）明年本校40週年校慶，另有教學單位之創作、展演慶祝活動，也

正陸續規劃中，將著重於藝術能量之展現，俟後續彙整後再與各

位校務會議代表們分享。 

（二）配合本校出蘆入關30週年及40週年校慶活動，我們現正陸續推出

相關紀念品，以致留念。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3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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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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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
樂
學
系
等 

110 學年度起音樂學系、管

絃與擊研究所、音樂學研究

所每學期「專業器材維護使

用費」由 1,000 元調整為

2,000 元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音
樂
學
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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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
事
室 

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請提報教

育部核定。 

人
事
室 

 

4 
學
務
處 

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學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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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錄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5 
主
計
室 

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主
計
室 

 

6 

內
部
稽
核
小
組 

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

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內
部
稽
核
小
組 

 

7 

內
部
稽
核
小
組 

本校「內部稽核小組運作及

績效考核規定」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內
部
稽
核
小
組 

 

8 
研
發
處 

本校 109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

報告書，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請提報教

育部備查。 

研
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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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Webex 視訊會議)參加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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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會議代表請假名單： 

    廖仁義所長            張婉真老師 

    陳湘琪老師            蔡慧貞老師 

 

 



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

校務會議資料 

(110 年 6 月 8 日)

秘書室製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議程 
 

壹、 主席宣布開會〈秘書室報告會議出席人數〉 

貳、 主席致詞 

參、 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p.1-1 

肆、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p.2-1~2-8 

  二、學務處……………………………………………………………p.3-1~3-10 

  三、總務處……………………………………………………………p.4-1~4-6 

  四、研究發展處………………………………………………………p.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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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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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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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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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戲劇學院…………………………………………………………p.10-1~10-4 

十、舞蹈學院…………………………………………………………p.11-1~11-3 

十一、電影與新媒體學院……………………………………………p.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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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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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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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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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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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藝術與科技中心………………………………………………p.18-1~18-5 

  十八、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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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圖書館…………………………………………………………p.21-1~21-4 

 廿一、關渡美術館……………………………………………………p.2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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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三、人事室…………………………………………………………p.24-1~24-2 

 

伍、提案討論 

一、110 學年度起音樂學系、管絃與擊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每學期「專業器

材維護使用費」由 1,000 元調整為 2,000 元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音樂學系等〉………………………………………p.25-1~25-13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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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教務處〉……………………………………………p.26-1~26-9 

  三、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p.27-1~27-27 

  四、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p.28-1~28-10 

  五、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主計室〉……………………………………………p.29-1~29-9 

  六、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內部稽核小組〉……………………………………p.30-1~30-12 

  七、本校「內部稽核小組運作及績效考核規定」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內部稽核小組〉……………………………………p.31-1~31-19 

  八、本校 109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p.32-1~32-36 

 



陸、專案報告 

  一、110 年度稽核報告。 

   〈報告單位：內部稽核小組〉……………………………………p.33-1~33-28 

  二、出蘆入關 30 週年簡報。 

   〈報告者：林于竝學務長〉……………………………………p.34-1~34-19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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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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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影
創
作
學
系 

110 學年度起電影創作學系

每學期「專業器材維護使用

費」由 1,000 元調整為 2,000

元，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電
影
創
作
學
系 

1. 本案業經 110年 4月 20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2. 已通知註冊組調整，將

公佈於本校學雜費資

訊專區。並請電算中心

設定繳費金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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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28

日 北 藝 大 環 字 第

1101001983 號書函知本

校各一、二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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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教務處 

資料時間：110年 5月～110年 7月 

 

一、 為因應國內疫情警戒升級，降低通勤及群聚感染風險，課務組已將「109-2

學期辦理學位考試防疫公告」以 E-mail 寄送各教學單位，提供有關學位考

試因應事項及採視訊方式辦理之相關流程。 

二、 因應國內疫情現況，即日起至本學期結束（6月 26 日），實體課程全面暫停。

適合線上授課或錄影教學的課程，請各教學單位協助實施。不適合遠距教學

的課程，請系所師生研議彈性調整課程內容，最晚於下學期開學前完成補課

並繳送成績。惟本學期線上成績系統開放至 7月 7 日止，授課教師若未能於

期限內完成繳交部分學生成績，得先以待補登方式處理。另請教師配合授課

方式之改變，適當調整學生學習評量方式及標準。 

三、 選課相關作業： 

 (一)進行 110-1學期開課作業，審核各教學單位下學期開課資料，轉檔編輯

並印製。 

 (二)已發送暑期班課程第一期及第二期開設調查，請有意開設之教學單位分

別於 5 月 20 日及 6月 20 日前回覆。 

 (三)審核各系所學分科目表修訂案，已提送 5月 11 日 109-2學期第 2 次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將進行編修排版後印製成冊分送各單位，並上網公告

供全校師生參用。 

 (四)受理本學期課程停修申請(5 月 28 日截止)。 

 (五)依各系所最新學分科目表於教務系統建立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課程標準

及設定領域群組，以利學生進行選課。 

 (六)辦理舊生 110-1 學期網路課程預選作業（暑假第 1週），並與電算中心

研商選課測試作業時程。 

 (七)通知並追蹤 110-1學期授課教師上傳課程大綱事宜(截止日：6月 24日)。 

四、 5 月 11 日召開本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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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5 月 18 日召開本學期第 2次集中式實驗課程委員會。 

六、 受理本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 

七、 辦理本學期網路教學評量，時間為第 17 週至暑假第 1週（6 月 14日至 7月

2 日）。 

八、 函請各學院於 6月底前召開相關會議遴選及推薦 109學年度教學優良暨傑出

教師。 

九、 因應疫情，本學期考試成績及離校作業說明： 

 (一)本學期線上成績系統： 

將於本年 6 月 8 日開放系統登入至 7月 7 日止。 

各授課教師因故未能於期限內完成部分學生成績繳送者，得先以待補登

方式處理，並於下學期開學日前完成繳送；倘有特殊原因須於截止日後

補繳者，請先與註冊組聯絡，申請個別開放上線完成。 

 (二)研究生學位考試期限： 

應於本學期 7 月 31 日前完成考試，未能於該期限完成者，請於下學期

（110-1學期）重新註冊後再提出申請辦理學位考試。 

 (三)學生畢業離校事宜： 

為簡化人工跑單流程，提供畢業生更便利的服務，本處已於本年 1 月份

啟用線上離校審核系統，並已通知各系所助教及行政流程窗口承辦同仁

配合辦理在案。本學期畢業生離校可能續受疫情影響，敬請各單位先行

研擬未能執行線上審核及學生無法到校繳送（還）論文、器材、圖書等

之替代方案。 

十、 學籍管理： 

 (一)110-1 學期學生註冊須知，預計 6 月下旬函送各學系所查照並轉知所屬

學生。新生註冊資料另公告於「新生入口網」。 

(二)印製 109-2學期畢業生學位證書。 
 

十一、 畢業管理： 

 (一)進行 109-2學期研究所學生申請學位考試畢業資格審查(申請截止日原

為 5 月 31 日，為因應國內疫情警戒升級，延長線上申請至 6 月 11 日止，

申請系統將於當日 23:59關閉，請提醒學生預先上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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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行 109-2學期應畢業學生學分審查事宜，並同步檢核「畢業審查系統」

資料。 

(三)協助 109-2學期畢業生辦理離校事宜。 

(四)109-2 學期畢業生、延修生教務系統資料處理。 
 

十二、     新生作業： 

 (一)規劃 110 學年度新生網路通訊報到作業；現與電算中心進行學生資料網

路填報、下載相關程式測試及偵錯。 

(二)編排 110 學年度學士班、研究所新生編班及學號。 
 

十三、 研究生學位論文專業檢核機制說明： 

 (一) 依教育部函復本校建置研究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檢核機制案[臺教高

(二)字第 1100031526 號，詳如附件]辦理，其審議意見如下： 

1. 「學生論文有與專業領域不符時，對論文指導教師沒有具體課責的機

制。」 

2. 「對不公開之學位論文未有實際審查機制。」 

3. 「建議應及早建立學位論文專業符合之相關審查及處理機制並列入系

所評鑑」。 

(二) 配合修訂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納入論文

指導教師具體責任機制：修訂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以建立學位

論文不公開之檢核機制，並已提報本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審議。 

(三) 學位論專業符合之審查及處理機制應列入系所評鑑部分，由研發處於今

(110)年度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系所品質保證認可計畫(系所評鑑)

處理，並將配合修訂評鑑指標。建請系所於該項指標中呈現學校及系所

針對「學位論文專業檢核機制」的法規規範。 

十四、  招生會議: 

 (一) 110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議： 

會 議 舉行日期 審議事項 

年度招生

會議 
延後辦理日

期另行通知 

110 學年度招生工作檢討並確定 111 學年度

本校各學制招生名額。 
（本會議因疫情影響將延後辦理，日期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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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後再行通知） 

七年一貫

制學制招

生會議 

6 月 16 日 
(三) 11:00 

決定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招生考試最低錄取

標準及錄取名單放榜。 
（本會議因疫情影響，國中會考成績延後公

告，故本會議延期至 6 月 16 日並採用視訊會

議進行） 
學士班轉

學招生會

議 

7 月 7 日 
(三)10:30 

決定學士班轉學生招生考試最低錄取標準及

錄取名單放榜。 
 

十五、 110 學年度招生考試： 

 (一) 正備取生報到作業： 

1、學士班： 

(1)音樂學系及美術學系：錄取考生報到名冊已於 5 月 7 日(五)送交大學

甄選入學委員會，名冊內考生無法登記大學個人申請網路就讀志願序

登記。 

(2)傳統音樂學系、戲劇學系、劇場設計學系、舞蹈學系、新媒體藝術學

系、電影創作學系、動畫學系：目前皆已完成正備取生報到作業，若

日後有已報到學生放棄，遞補作業將持續至 8 月 31 日(二)止。 

2、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目前皆已完成正備取生報到作業，若日後有 

已報到學生放棄，遞補作業將持續至 8 月 31 日(二)止。 

 (二)大陸學生招生：招生名額業經教育部核定，本校招生名額碩士班 13 名、

博士班 3 名(109 學年度碩士班 12 名、博士班 6 名)，本年度將只開放招

收目前仍在臺就學之應屆畢業大陸學生，報名時間為 5 月 17 日至 6 月 4

日。 

 (三)學士班轉學考：4 月 8 日(四)公告簡章，5 月 3~6 日受理報名，6 月 28 日

(一)辦理考試，7 月 7 日(三)正式放榜。 

十六、 111 學年度招生名額調查： 

 包含學士班(本校單獨招生、個人申請、繁星推薦、特殊選才、四技二專、

原住民外加名額、身心障礙甄試)、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舞蹈學系

七年一貫制、海外僑生及大陸學生等名額，已彙整各學系所資料，將於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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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會議中確認。 

十七、 111 學年度招生簡章： 

 111 學年度學士班、碩博士班甄試及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海外僑生

及港澳生招生簡章，預計於 6 月上旬發函至各學系所進行簡章一校作業，請

各學系所利用期末系所務會議時進行簡章校對作業。 

十八、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一)進行 110 學年度各學系招生考試審查評量尺規之成績分析與統計。 

(二)原訂於 6 月 26 日於高雄衛武營所舉辦之「鏈結藝術自造與夢想－大學･ 

高中的專業對話」，因疫情影響將延後辦理，活動日期將於確定後再行

通知。 

十九、  專書出版： 

 (一)完成《自以為在》出版並配合作者個展辦理新書發表會。 

 (二)高美瑜《海上京奇──海派京劇藝術論（1900-1949）》、楊莉莉《博

瑪榭〈費加洛的婚禮〉》目前進行到排版、校對階段，預計今年年中完

成出版。 

 (三)《劇透》今年通過 4篇現規劃出版形式，預計今年完成出版。 

 (四)文資學院世界遺產之旅 28《克羅埃西亞》、29《摩洛哥》，預計年中完

成出版。 

 (五)張曉雄《踐行者》、林會承《臺灣建築史綱》、《文化資產保存史綱（2020

增修版）》及王世信《歌仔戲「燕歌行」與敘事設計──兼談文成公主

與香火》，作者文稿修正中，預計今年陸續出版。 

二十、 《藝術評論》： 

 41 期《藝術評論》：本期共 7 篇投稿並通過初審，同時通過推薦下任主編為

孫松榮老師，第二次編委會將邀請下期主編共同與會，後續進行簽聘作業。 

廿一、 校慶專案： 

 (一)「北藝學」1-2 屆共 12篇，經主編廖仁義老師決議全送外審作業，預計

5 月底完成審查作業。 

 (二)10月 23 日配合校慶活動，辦理《出蘆入關》新書發表會。 

廿二、 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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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承接誠品 R79 8-10 檔期，目前規劃 3 場新書發表會 8 月《博瑪榭〈費

加洛的婚禮〉》、9 月《海上京奇──海派京劇藝術論（1900-1949）》

及 10 月《月夜情愁》。 

 (二)參與成大九十週年校慶舉辦「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 

廿三、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CTL 藝游誌-看板人物：已完成影新學院魏德樂院長及美術學系潘娉玉

老師訪談，魏德樂院長專訪稿件，業於 5 月 10 日刊登於藝游誌電子報

「看板人物」。本校傑出暨優良教師專訪影片同步刊載於北藝大影音網

「藝游誌─看板人物」專區，歡迎有興趣師長點閱觀看。 

(二)教師教學社群：110-1 學期教師教學社群徵件自 110 年 4 月 28 日起至

110 年 5 月 28 日止，擬於 6 月中旬召開評選會議，於 7 月上旬公告評

選結果。 

(三)開放式課程（OCW）：110-1 學期開放式課程製作申請自 110 年 4 月 28

日起至 110 年 6 月 4 日止，擬於 6月中旬召開評選會議，於 7月上旬公

告評選結果。 

(四)新藝學園（測試版）：擬於 6月底辦理第 2 次新版藝學園操作說明會暨

教育訓練，歡迎本校教職員生踴躍參加。 

(五)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擬於 6 月中旬教育部來函後，公告本校 110 年度申

請案審查結果於中心官網，並於 6月下旬辦理 109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成果分享會及核結事宜。 

(六)夏季學院（跨校暑期通識課程）：第二階段選課自 5 月 19 日起至 5 月

24 日止、第三階段選課自 6月 9 日起至 6 月 11 日止，依本校校際選課

作業程序辦理。 

(七)教學助理培訓：「6 小時自媒體影像剪輯速成『初階』活動業於 5 月 6

日辦理完畢，原定 5 月 20 日辦理『進階』活動，因應雙北防疫升級至

三級警戒，活動延期舉辦，延辦時間將視疫情適時滾動修正，擇日另行

通知。 
 

 廿四、 北藝大博班實驗室: 

 (一)109-2 學期北藝大博班實驗室系列講座「ㄎㄧㄤ」業於 4 月 13 日、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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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4 月 30 日、5 月 10 日，邀請陳春燕、Eric Mullis、秦嘉嫄、

Joshua Sofaer、Mark van Tongeren、吳榮順等學者辦理 4 場系列講座，

參與人次共 120人。 

(二)《北藝學：書寫進行式》: 

 1、第三屆《北藝學：書寫進行式》審查通過文章共 4篇，審查通過名單業

已公告於教學與學習中心官網。 

 2、第四屆《北藝學：書寫進行式》業於 4 月 21 日截止徵件，投稿件數共

12 件，擬於 6 月中旬召開北藝學審查會議並公告第一階段審查結果。 
 

廿五、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110年經費開帳與執行 (110年 1 月 1 日~110 年 12月 31 日) 

    教育部來函核定 110 年度經費，業已全額開帳完成。經費使用期限至

110 年 12月關帳日止，餘額收回。 

(二)109年度滾存經費執行: 

教育部 4月 27 日來函同意 109 年滾存經費，請計畫確實依照滾存項目

及預訂支用日期執行完畢，11 月 30 日未完成支付者，請依規定辦理

餘額全數繳回教育部。 

(三)110年度計畫規劃與執行: 

1.疫情期間，公文會辦請以電子公文為主，各項資料請以電子檔繳交。 

2.教育部 5 月 5 日來函核定深耕主冊計畫 110 年經費及審查意見，本

辦將依限於 6 月 10 日前完成修正計畫書報部及績效指標填報等作

業。 

(四)計畫網站管理: 

配合教育部管考，請各計畫隨時更新 110 年執行成果文章，110年計畫

成果請於 11 月 30日前填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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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資料時間：110 年 5 月～110 年 7 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獎助學金與就學補助措施】 

（一）本學年執行「學生圓夢助學金」，已於 5/10 日召開審查會議，審

查結果另行通知申請學生。 

（二）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優異獎獲獎名單將公告於學校網頁，請

獲獎學生於 6/25 日前攜帶學生證至本組領取獎狀及圖書禮券。 

（三）本校博碩士獎學金業於 5/10 日評審完畢，獲獎同學名單簽核後

公布於學校網頁之校園消息，暫定於 6/8 日校務會議接受頒獎，

視疫情狀況滾動修正頒獎情形。 

（四）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學雜費減免將於 5月下旬開始受理申請至 6/23

日，相關資訊將公告於學校網頁。 

二、 【學校暨社團活動】 

（一）因應疫情現況，原訂 6/19 日舉辦之全校畢業典禮取消；將輔導

畢聯會處理相關後續業務。 

（二）輔導辦理「110 年度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會議員選舉」交接

事宜；下學年度學生會會長為新媒系吳沂恩同學，副會長為電影

系劉怡妏同學。 

（三）因應防疫措施，本學期於疫情趨緩前全面暫停社團活動。 

（四）關渡在地 30 週年校慶藝陣比賽辦法，預計學期末公佈並於 9 月

開學接受報名。 

（五）關渡在地 30 週年校慶藝啟樂健行，預計 7 月開放第一階段專任

教職員及退休人員報名，9 月開學第二階段學生報名。 

三、 【服務學習】 

（一）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措施；配合媒合單位如醫院、浩然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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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長照中心等，於 5 月 28 日前暫緩服務學習出隊。 

（二）109-2 藝術媒合服務學習專案暑期營隊，配合疫情措施皆更改為

線上會議和培訓課程，實際執行屆時將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措

施調整。 

 1.都蘭藝術夏令營 7/3-10 日出隊，服務對象台東都蘭國小及鄰近國小

學童，帶隊課指組吳季蓉專員。 

 2.達邦部落 Soupuzu 鄒族文化成長藝術營 7/9-17 日出隊，合作達邦

Soupuzu 青年團隊，服務對象阿里山鄒族國中小學員，帶隊劉子寧

社團指導老師。 

 3.藝童玩戲劇（南投魚池鄉）7/19-23 日出隊，服務合作新城國小與東

光國小，帶隊戲劇碩蔡亞雲研究生/劇設系王政中校友。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110 年教育部核定補助人事費 45 萬及業務費 30 萬，業於 5/17 日前提

交修正之計畫書報部。 

二、 109 年第 2 學期原住民獎助學金於 3/18 日截止收件，業於 4/9 日完成

資料初審，核定名單及相關申請文件已函送輔大辦理後續事宜，待撥

付後辦理核銷。 

二、 與北區各大專院校為籌備暑期 110 年度北區大專校院原資中心聯合校

際部落返鄉服務暨文化體驗營，於 110 年 5/14 日召開第三次工作會議，

同步視疫情考量滾動式修正。 

學生住宿中心 

一、 【學生校外賃居】 

（一）持續與生輔組共同辦理本學期校外賃居訪視工作，並依教育部指

示加強宣導一氧化碳安全、消防安全、定型化契約等相關注意事

項。 

（二）5/10 舉辦「賃居安全講座」，邀請崔媽媽基金會講師前來向大一

生、賃居生宣導校外賃居安全注意事項。 

二、 「研究生宿舍工程校務基金貸款」第 8 期支付貸款利息 39 萬 0,945 元，

預定 6 月陳函教育部申請補助。 



3-3 

三、 【相關事項宣導】 

（一）110 學年度「研究生宿舍」舊生住宿登記申請，已於 4/21 完成抽

籤作業，抽籤結果已公告學校相關網頁，現正辦理床位安排事宜。 

（二）110 學年「特殊原因」申請優先住宿權，學務處已完成相關審查

會（符合資格者，均已個別通知）。 

（三）110 學年學年度研究所（新生）住宿登記申請，已於 5/12 完成抽

籤作業，現正持續辦理住宿權確認事宜。 

（四）110 學年「綜合宿舍」、「女一舍」及「女二舍」舊生住宿登記申

請，已於 5/17 完成抽籤作業，現正持續辦理住宿權確認事宜。 

（五）110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住宿登記申請：5/18～6/01，現正持

續辦理住宿權確認事宜。 

（六）暑期住宿申請：6/04～12。 

（七）本學期宿舍清舍時間：6/25～27。（各系所如有特殊需要延後清

舍事項，請事先協調住宿中心辦理） 

（八）宿舍暑期清潔：7/01～8/15。（暑住生可提前入住，需配合清潔人

員整理） 

生活輔導組 

一、 【校園安全事項】 

（一）本學期截至 5/18 止，校安通報事件計有 50 件，其中車禍 13 件

（均發生於校內）、自摔 5 件、機車互撞 4 件、汽機車互撞 4 件，

公共安全 8 件（包含危險駕駛 1 件)。據分析，本學期車禍事件

均發生於校內，且自摔件數偏高（肇因為超速），為提醒學生確

實遵守校內時速 30 速限暨應配戴安全帽之規定，已請駐警隊於

5/11 及 5/12 日針對交通違規同學逕行拍攝舉發，目前將陸續通

知違規同學至生輔組說明，以利後續輔導。 

（二）教育部交通安全教育訪視已於 5/13 訪視完畢，彙整訪視委員意

見中，共通性問題如下： 

 1.校園內道路車速過快。 

 2.汽車迴轉情形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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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車（校車）班次較少。 

 4.學校部分的標誌、標線及號誌沒有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規

則」的規範。 

 5.學生建議加強取締假日遊客的違規停車狀況。 

上述相關意見將請相關單位共同研商改善措施，以符校園安全環境及

使用需求。 

二、 【學生兵役】 

110 年應屆畢業役男常備兵役軍事入營時程申請，區分為 3 個入營時

段，提供役男可按個人生涯規劃擇一申請： 

（一）6 月可畢業優先入營：網路申請時間 110/5/17～6/15 下午 5 時止。 

（二）未申請優先或延緩入營：於「6 月可畢業優先入營」役男徵集完

畢後，即接續徵集，預判入營期間：海軍艦艇兵及空軍 110 年

10 月～111 年 2 月；海軍陸戰隊 110 年 11 月～111 年 2 月；陸軍

110 年 12 月～111 年 3 月。 

（二）延緩入營：網路申請時間 110/7/1～12/30 下午 5 時止，申請網址： 

https://www.ris.gov.tw/military-priorityEnlist/app/early/login。 

上述資訊已置於生輔組首頁→最新消息，並以 EDM 寄送予應屆畢業未

役役男，另提供書面公告請各學系協助張貼，俾利役男獲取申請訊息。

（網址: https://student.tnua.edu.tw/student/guidance/） 

三、 【校園防制藥物濫用】 

（ 一 ） 反 毒 超 前 部 署 匡 列 299 毒 品 管 制 （ 新 聞 出 處 ：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1448181），110/5/12 新聞報導

指出：聯合國公布上千種新興精神活性物質，並提出早期預警報

告，但我國僅列管 360 種，且納管速度緩慢，跟不上毒品變形腳

步，導致新興毒品氾濫，去年有 143 人施用後身亡，創歷史之最，

法務部認為問題嚴重，日前「超前部署」一口氣拍板列管 299 項

毒品，其中多數未曾在台灣現身，草案預計六月送行政院審查。 

（二）墨西哥鼠尾草在我國雖未列入管制，但可輕易於網購平台上購

得，其可萃取提煉出三級毒品成分來源，如果單純只是植物的

https://www.ris.gov.tw/military-priorityEnlist/app/early/login
https://student.tnua.edu.tw/student/guidance/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144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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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即不算毒品，因此許多學子上網購買濃縮倍數鼠尾草，以水

煙吸食等方式使用，造成短暫幻覺。根據紀載，鼠尾草大都用於

少量食用、入菜、製作香料等，如果濫用遲早會被列管為毒品，

其效果不下於大麻，甚至比大麻還強。呼籲在校學子，無論是作

業需求或研究，來歷不明或明顯知道會造成身體危害的物品，請

勿輕易及隨意嘗試。 

籲請師長如發現身邊同學有不尋常異狀時，請給予適度予關懷與通

報，以提早發現並杜絕毒品入侵校園。 

四、 【法治暨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 

原訂於 5/17（一）10:30 週會時間舉辦之法治暨智慧財產權宣導教育，

因疫情取消辦理，改以發送 EDM 方式進行相關宣導。 

五、 【學生缺曠管理】 

（一）因應目前遠距教學，學生請假作業調整，不受學生請假規定「7

日內提出申請」之限制，俟恢復正常授課後，將請假單送至生輔

組辦理即可。本次作業調整方式以 EDM 發送學生周知。 

（二）期末學生缺曠明細已於 15 週（6/4）以 e-mail 寄發學生及任課教

師參考核對，如有誤植時請於 7 日內提出勘誤申請。 

六、 【導師業務】 

（一）導師輔導知能電子報： 

 1. 110 年與諮商中心合作，共同向教育部申請「校園心理健康促進方

案」，其中有關導師部分，考量每學期僅召開一次導師會議，尚不

足支應導師輔導所需，故本組今年將發行 4 次導師輔導知能電子

報，供導師適時輔導學生之用。 

 2. 5 月份電子報主題為「情緒與身心疾病-認識校園常見的身心疾病」

業已用 email 寄送系所主管、導師及助理導師；因期末畢業季與學

期結束學生可能面對來自各方壓力，將於 6/10 發行 6 月主題「轉

換與壓力－下一個轉彎的路口」，電子報路徑：生輔組導師輔導

學 生 專 區  相 關 資 訊  導 師 輔 導 知 能 電 子 報

（https://student.tnua.edu.tw/mentor/）。 

https://student.tnua.edu.tw/me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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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導師暨各系所惠予配合於 6/21 前將本學期之「班級導師輔導

紀錄表」、「班會會議紀錄」或「班級活動紀錄」及「各系所導師

會議紀錄」送交至生輔組，俾辦理結案作業。 

七、 【學生獎懲建議案】 

請各教學單位及行政單位本學期如有學生獎懲建議案，請於 6/21 前送

交奉核後之書面資料並回傳電子檔，俾生輔組續辦。 

八、 【學習預警】 

籲請各系所導師如接獲期中預警及曠課預警（所有課程曠課總時數達 

25 小時者）通知者，請主動關懷輔導學生，並於 6/18 前由 iTNUA 資

訊入口網 http://eip.tnua.edu.tw/登錄預警系統，填寫輔導結果，如有轉

介需求，請善用轉介機制轉介至相關單位。 

九、 【新生始業教育】 

有關 110 學年度新生入學始業教育課程將視疫情發展狀況，進行計畫

調整修正作業。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門診醫療：因國內疫情嚴峻本學期家庭醫學科、復健科門診及物

理治療服務自 5/17 日起暫停門診服務，後續視疫情狀況另行評

估是否開診。 

（二）傳染病防治： 

 1.COVID-19 防治個人防疫宣導：保持手部清潔、進入校園各管館舍

主動量測體溫、配合門禁管制紀錄校園足跡、出門全面配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定期清消環境、購買餐食全面外帶、用餐勿語等。 

 2.本校防疫專區網路表單填寫提醒事項： 

  ⑴「2021 教職員生境外旅遊史暨具感染風險個案追蹤管理通報

0514 更新版」：請全體教職員工生若有「居家隔離」、「居家檢

疫」、「加強自主健康管理」、「自主健康管理」者及接獲疫情警示

簡訊者需自我健康監測者，務必於知悉後 24 小時內填覆此表單。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w2Hq2x_loSyjhpj4tcLrxfj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w2Hq2x_loSyjhpj4tcLrxfjptL2niVpJWpStWOMDuT040bQ/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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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L2niVpJWpStWOMDuT040bQ/viewform） 

  ⑵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健康關懷問卷」（訪客）0831 更新版：待後

續校園開放訪客入校仍需填寫防疫專區訪客健康關懷表單。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vSw8IAHI4abUCMGfpZavAnchhvel

ZFAm6jMYe-PcNY/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⑶「非 14 天健康監測者」有發燒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其它症狀

自主回報系統：教職員工生若非屬具感染風險個案追蹤管理者，

如自覺發燒（≥38 度）或四肢無力、乾咳、呼吸困難、肺炎等症

狀，請上網填報，並至醫院就醫，衛保組接獲相關資料後將進行

健康關懷。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_sldnoQw6cYne2tJ1-DaiheRESa01iw

O2wy-DPkdb0/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3.登革熱防治：請督導所屬持續落實權管房舍、空地、空屋、設備設

施，以及自國外來（返）臺師生之校園宿舍之環境管理及清除病媒

蚊孳生源，除每週定期巡檢外，於大雨過後、曾發現陽性孳生源之

熱點及校園內工程施工之場所，請加強派員巡檢並於每月 5 日前將

巡查結果填報於衛保組「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填報」Goole

表單。 

（三）新生入學健康檢查招商：已完成 110 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廠商評

選工作。 

二、 【健康環境】 

餐盒衛生檢驗：4/27 抽查本校餐廳業者販售之盒餐食品共 5 樣檢體（怡

林餐廳餐飲單位 3 件、達文西廚房 1 件、小王子飛行旅程 1 件），送

台北市衛生局檢驗室檢查，5/7 接獲檢驗報告其中怡林餐廳余家小館販

售之涼麵及早餐部販售之生菜沙拉大腸桿菌群超過標準值，5/7 已請業

者暫停販售不合格商品，由營養師進行衛生輔導後再行複驗，待檢驗

合格後商品始得販售。 

三、 【健康促進活動】 

（一）捐血活動：於 5/12 上午 11:00～17:00 於美術系前廣場與台北市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w2Hq2x_loSyjhpj4tcLrxfjptL2niVpJWpStWOMDuT040b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vSw8IAHI4abUCMGfpZavAnchhvelZFAm6jMYe-PcNY/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vSw8IAHI4abUCMGfpZavAnchhvelZFAm6jMYe-PcNY/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_sldnoQw6cYne2tJ1-DaiheRESa01iwO2wy-DPkdb0/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_sldnoQw6cYne2tJ1-DaiheRESa01iwO2wy-DPkdb0/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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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血中心合作辦理，共 35 人捐血，6 人捐輸 500CC，總計捐輸

41 袋血。 

（二）營養教育活動：「粽夏慶端午」包粽活動：因疫情延期至 6/30 辦

理。 

（三）菸害防制系列活動： 

 1.5/3 週會時間辦理「菸害防治～電子菸的危害」健康講座，共 86 位

學生參加。 

 2. 原定 6/2 中午於學餐前與生輔組合作辦理菸害防制趣味宣導活動

取消，擬另訂辦理日期及方式。 

（四）教職員工健康促進活動：擬於 6/30 辦理 CPR 及 AED 使用訓練

課程，7/7 辦理 AIDS 防治活動。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109-2 學期（110/2/22～5/21）個別諮商達 897 人次（127 人），

來談議題排序分別為：情緒調適、生活&經濟壓力、人際困擾。 

（二）因應疫情升溫，110/5/15～28 諮商先暫停二週（後續將配合學校

防疫措施而調動），中心個管心理師以電話關懷聯繫來談個案並

說明後續進行方式（電話或電子郵件）。 

若遇緊急狀況或有心理困擾之同學，上班時間可電洽諮商中心分

機 1348 或寄 email 到中心信箱 consultant@student.tnua.edu.tw， 

亦可使用校外相關安心資源:衛服部安心專線－1925，張老師輔

導專線－1980，生命線協助專線－1995。 

（三）在期末與疫情升溫這段期間請大家務必保持心情穩定，注意身體

健康，保持正常作息，若有觀察及發現學生情緒不穩定、出現嚴

重焦慮等情形，除請多關心留意外，可轉介至學生諮商中心進行

關懷協助。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5/4 辦理「天之「焦」子 4 n i？」焦慮情緒支持與因應團體。 

（二）6/2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例會。 

mailto:consultant@student.tnua.edu.tw


3-9 

三、 【生職涯諮詢輔導】 

（一）5/10 與音樂系合辦校友講座，邀請 Besson 國際上低音號代言人

楊宇翰校友分享「從初衷到出眾」職涯發展歷程，協助學弟妹提

早儲備相關知能。 

（二）預計 6 月底前完成 109 學年度生職涯業務成果報告。 

（三）預計 6 月參加本年度畢業生流向問卷及系統操作說明會，7 月開

始執行調查事宜。 

四、 【資源教室】 

（一）5/18 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例會。 

（二）5/15 上午辦理書（紓）壓手工書工作坊。 

（三）預計 6 月底前完成 109 學年度資源教室業務成果報告。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完成性別平等教育推廣活動：5/6 晚上 18:00～20:00「如何在慾

海中找到真愛－網路交友及約炮」；5/12 晚上 17:30～20:30「療

癒系手作工作坊－襪子娃娃」。 

（二）原訂 5/11-5/21 舉行「嗄嘮別山的秘密－實境解謎」活動，本活

動參與人數近百人，參與之教職員工生藉由遊戲尋關解題中走出

室外，認識本校性平設施、性平概念，寓教於樂。因應疫情，活

動期間將拉長至 6/11 中午截止。 

體育中心 

一、 辦理 110 年度健康促進「增肌減脂」活動，提供專業的核心肌群訓練

課程並搭配營養教育課程，自 4/20 日至 5/11 日四週實施實體課程教

學，5/18 日起因疫情嚴峻，採錄影教學方式進行至疫情和緩，鼓勵教

職員工生在疫情期間除了做好防疫，仍要在家裡持續養成運動習慣，

促進身體健康。 

二、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北區網球、桌球資格賽，本校 IMPACT

黎智軒、音樂系黃子庭晉級全國決賽，全國賽於 5/7 日至 5/17 日舉行，

地點為台南成功大學，本校美術系一年級張芯榮獲擊劍公開女子組鈍

劍第三名；音樂系三年陳岍汧同學連續兩年勇奪游泳一般組 2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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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式金牌，為校增光。 

三、 因應國內疫情現況，即日起至 5/28 日體育課程實體課程全面暫停，由

任課教師自行調整課程內容，事後調整補課，相關訊息課務組統一置

於防疫窗口及課務組網頁以利學生查詢。 

四、 體育場館全部關閉至 5/28 日，因疫情現況做調整關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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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總務處 
資料時間：110 年 5 月～110 年 7 月 
 

一、 營繕組： 

(一) 「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 廠商已於 110/05/03 完成初驗缺失改善，並於 110/05/13 完成初驗之複

驗。 

2. 110/05/11 建管處使照科承辦到校辦理現場竣工會勘及無障礙設施查

驗，相關缺失由廠商會同監造逐一檢視回應；另衛工處於同日辦理污

水竣工會勘，續於 110/05/19 發函同意汙水竣工備查。 

3. 藝術家已於於 110/05/18 依委員意見完成設置計畫書修正，並於

110/5/21 以電子郵件送鑑價小組委員審閱，另於 110/05/28 完成確認後

辦理後續。 

4. 專業設備採購案已由專案管理(PCM)廠商於 110/05/14 函送統包招標

修正文件，刻由本組會同藝科中心審查中，俟審定後即簽辦後續統包

招標。 

(二)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 建築師已於 110/04/15 辦理消防圖說之掛件送審，消防局續於

110/05/20 審退，主要審查意見為：若維持原設計之開窗(口)台度，需

增設室內消防栓及消防水箱等設備，若適度調降開窗(口)台度，則可

免設，惟調降開窗(口)台度需重新送建築師公會協審並報建管處核

備，已函請建築師儘速辦理。 

2. 建築師複委託機電技師於 110/05/12 到校現勘，預定 6 月初辦理電力、

汙水、給水等送審。 

3. 廠商 110/05/14 函送圖說清查結果，已於 110 年/05/21 函轉建築師於

110/05/26 回復，惟建築師回復內容不完整，已再退請建築師補正。 

(三) 「體泳館鋼構修繕工程」將運用教育部109年度修繕款餘額(約6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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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0年度優先辧理辦公區屋頂修繕及採購，已由建築師於110/05/25前提

供修繕招標文件，目前刻由本組進行審查。 

(四) 「行政大樓廁所(含茶水間)整修」(1-3樓)案已由設計師提出修正設計圖

說，並於110/05/17分送行政大樓各單位協助檢視，共計有2單位回覆意見

，隨即送請建築師據以檢討修正。目前工程預算約723萬，監造及請照費

用約37萬，將採最低標方式辦理招標，已於110/05/25簽呈委託設計監造

招標文件。 

(五) 「學生宿舍暨學生餐廳改善工程」之設計成果已於110/05/19召開校園規

劃小組審查會議(視訊)，其中餐廳改善部分同意審定，續報教育部審議

，另宿舍改善部分之細部設計則擇期再審。又本案後續工程之執行期程

事宜，已於110/05/26上午再召開工作視訊會議研商。 

(六) 「圖書館及音一館斜屋頂漏水修繕」已由建築師提送修正設計書圖及預

算，經審查後於110/05/25上網公告招標，訂於110/06/08下午開標。 

(七) 「戲舞大樓T2103室隔音門窗及地板裝修工程」案之委託設計及監造採

小額招標方式招商辦理，並與「音樂學程空間整修」案合併辦理。 

(八) 「舞蹈系館及戲劇系館冷卻水塔更新」案已於110/05/13開標並順利決標

，全案預計暑假期間施作，並於110/08/29前完工。 

(九) 「研究大樓中央空調系統二、三樓管線保溫更新」已於110/05/08至

110/05/09完成二樓管線保溫更新施作，並於110/05/22至110/05/23完成三

樓管線保溫更新施作，待清理現場後即可申報竣工。 

(十) 「行政大樓後側擋土壁修繕工程」將優先辦理設計監造勞務採購，以未

達公告金額之公開取得報價單方式辦理，採購文件已於110/05/21簽陳。 

(十一) 「校區太陽光電板發電設備標租案」廠商所提電氣管線佈設施工文件已

於110/04/27獲本校同意備查，然因應110/05/17起國內肺炎疫情提升為三

級防疫，為減少室內群聚及人員感染疑慮，廠商配合僅先施作戲舞大樓

部分(主要電氣設備皆設置於戶外空間)，預計5月底完工。 

(十二) 「藝術圓夢中心促參案件政策公告前置評估作業」已由廠商於110/05/18

重新提送政策需求評估報告書修正三版(電子檔)，經審查後尚有部分待

修正事項，退請廠商修正後於110/05/28提交修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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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荒山劇場及水舞台木平台更新修繕」案建築師已於110/04/29提交修正

施工圖及預算，經於110/05/24簽核後，續已上網公告招標。 

(十四) 「汙水系統接管委託設計」案經委託專業廠商進行校區管線攝影，相關

成果報告(含建議改善方法)已轉送環工技師，再經技師綜整評估，粗估

費用包含汙水納管及預留管線整修，總預算約為307萬元(含工程費265

萬元，設計監造及行政審查費約42萬元)，將簽報校長申請預算。 

(十五) 「關美館空調改善工程」案經110/05/17簽准後於110/05/19上網公告招標

，並於110/05/26截標，續於110/05/27上午開標。 

(十六) 近期本校水電使用情形檢討： 

1. 依據台電公司電費單統計，本校110年1至5月份累計總用電度數為

3,423,200度，較109年度同期用電度數(3,338,800度)增加84,400度，正

成長2.53%；又1至5月全校總電費支出為9,419,357元，較109年度同期

電費(9,153,430元)增加265,927元，正成長2.91%，其中單以5月份用電

計算共計增加5萬5,600度，較去年同期增幅達7.66%！考量近期常有

缺電危機，且夏日電價即將自6月起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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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至5月份累計總用水度數為

54,349度，較109年度同期累計用水度數(62,181度)減少7,832度，負成

長12.6%；又1至5月全校總水費支出為1,124,954元，較109年度同期累

計水費(1,288,991元)減少164,037元，負成長12.73%。臺灣實際為水資

源短缺之區域，近期缺水危機未解，懇請全校師生持續節約用水。 

  

二、 事務組： 

(一) 因應政府實施三級防疫措施，大南客運自110/05/17起至110/06/14止，紅

35路公車按平日班表行駛，紅55按假日班表行駛，另機動加班車次及往

返本校及關渡捷運站之專車均停駛，已於校內公告周知。 

(二) 因應政府實施三級防疫措施，自110/05/16起已聘請臨時保全二人，於校

門口管制校外人士進校，目前相關工作內容如下： 

1. 謝絕校外人士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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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個人或單位之食品外送員、送貨員及計程車司機，實施量測體溫

以及實聯制登記。 

另如有特定接洽單位及人員者，如洽公、維修廠商、郵務等，且進入建

築物者，則由對口單位（人員）負責量測體溫及實聯制登記。 

(三) 「電子保全系統」設置案因應疫情升溫，已函請承商於110/05/17至

110/06/08暫緩進校施工，展延期間不計工期；今配合三級防疫時間又再

延長，將請承商自110/06/28後始進場施工。 

(四) 110年4月份停車費收入為85萬4,070元，較109年同期收入(28萬7,865元)

增加56萬6,205元，增幅達196.69%，其係因109年4月為肺炎疫情爆發初

期，停車費收入基期較低，另110年4月份關美館舉辦奈良美智展，校園

內外客較多。 

(五) 為協助學校駐衛警執行勤務，釐清執勤過程之事實真相，本組已於

110/05/25新購兩部隨身型攝影機，供駐警人員配置。 

(六) 有關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士林監理站規劃搬遷至淡水關渡基

地案，該監理所原定召開說明會議，因肺炎疫情而改函請各單位提供書

面意見，本組已於110/05/24彙整相關意見去函表達反對設置立場。 

  

三、 保管組： 

(一) 因應國內疫情嚴峻，已陸續增加漂白水、消毒藥水及酒精(75%)庫存量採

購，並持續要求各系館清潔人員針對建物公共空間人員進出手部接觸頻

繁區域，落實每日以漂白水擦拭清潔，另外，隨時配合個案需求及衛保

組通知進行指定地點加強消毒藥水噴灑消毒。 

(二) 因應夏季植物生長快速季節，廠商已於本(110)年 5 月份開始加派人力支

援平日景觀園藝維護工作。 

(三) 配合政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05/25宣布全國防疫三級警戒延長至

110/06/14，同時考量本校原定本學期課程至110/06/26結束，已請各餐廳

重新評估營業狀況回復彙整，彙整後最新狀況將隨時上傳保管組網頁-

最新消息區更新，同步提供秘書室更新防疫專區訊息。目前各餐廳營業

情形調整如下： 



4-5 

1. 達文西廚房：5/16-6/28暫停營業。 

2. 爐鍋咖啡：5/15-6/28暫停營業。 

3. 阿福草：5/16-6/28暫停營業。 

4. 小王子餐廳：5/15(16:00起)-6/28暫停營業。 

5. 藝大咖啡：自5/15(下午4時起)-6/28暫停內用，僅供外帶。期間同時調

整營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8:00至下午17:00。 

6. OK超商：自即日起至6月28日營業時間改為上午8點至晚上6點。 

7. 學生餐廳：暫停內用，僅供外帶。 

5/29-6/14早餐時段：平日7:30~13:30、午餐時段：平日11:00~13:00，

平日晚餐、假日不供應。 

6/15起：僅供應平日午餐11:00~13:00。 

(四) 有關校內各餐廳因疫情嚴重影響營業部分，將配合財政部及教育部政

策，另案研議減租優惠方案簽陳核定後辦理。 

(五) 有關學生餐廳標租案，將配合「學生宿舍與餐廳公共空間改善工程案」

進度，規劃辦理公開標租內容與作業期程，以滿足校內教職員生用餐需

求。 

  

四、 出納組： 

(一) 自 109 學年度起將不再寄發學雜(分)費繳費單紙本，由同學自行上網查

詢繳費或下載列印繳費單，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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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費應收金額為 104,043,582 元，至 110/04/21 止

入帳金額約 96,962,369 元。 

(三) 110 年 3 至 4 月份場地租借營業稅申報核算結果，計開立發票 576,138

元(去年同期 567,349 元)，應繳稅額 28,806 元，進項總額 547,951 元，可

扣抵稅額 27,398 元，實繳 1,408 元。 

(四) 109 學年第 2 學期專兼任教師鐘點費配合學校行事曆課程加退選自

110/02/22 至 110/03/08 止，課務組於 110/03/25 完成鐘點費專案簽辦，出

納組依簽呈及授課時數資料完成鐘點費清冊，第 7 至 10 週鐘點費撥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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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計核發 532 人，金額 5,688,358 元。後續每月原則上以 4 週鐘點數計

算，援例於當月底核撥。 

  

五、 文書組： 

(一) 本年度文件銷毀作業預訂於暑假辦理，各單位有不具保留價值之公文副

(影)本、表單及業務相關文件資料等不適宜逕以紙類資源回收或自行銷

毀者，可利用本作業流程處理。已函請各單位於 7 月 30 日（週五）前將

銷毀需求單送交文書組辦理，俟彙整完成各單位需求後，將另行通知實

際銷毀作業日期。 

(二) 因應本校公文檔案逐年成長，所需之庫房空間需求規劃案已循程序簽

准，業移請營繕組協助後續工程採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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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資料時間：110 年 5 月～7 月 
 
一、 110 年 3 月期校務資料庫表冊已完成填報及修正作業，業依限函送報部。 

二、 系所評鑑推動情形 

（一） 高教評鑑中心通知系所評鑑訂於 110/11/22 至 11/25（週一至四）辦理實

地訪評，各系所受訪日期請見附件。 

（二） 配合 110 年 03 期校庫表冊內容，已更新基本資料表冊並寄給各受評單位

利用。 

三、 109-2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已傳送出列席委員師長並公告於本處

網站。 

四、 投資管理小組會議業於 110/5/18 辦理線上會議，會議紀錄已簽送校長核示，

投資績效將納入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併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五、 109 年度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業完成彙整，將依序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

本次校務會議審議。 

六、 109 年度學術審議委員會業於 110/5/3 召開，會議紀錄經校長核定後，刻正

辦理教師獎勵補助金請撥作業。 

七、 110 年度學術研究獎勵申請案合計學術研究獎勵 13 件、外文著述潤稿經費

補助 5 件，業於 110/6/1 召開線上委員會議審議，會議紀錄刻正辦理簽核中。 

八、 110 學年度國內交換生 
（一）陽明交通大學薦送 4 名學生，經系所審核後接受 2 名，業辦理函復。 
（二）政治大學薦送 2 名學生，經系所審核後接受 1 名，業辦理函復。 
（三）清華大學薦送 19 名學生，經系所審核後接受 11 名（上下學期各 10 名），

業辦理函復。 
（四）本校 110 學年度無申請赴國內大學交換研修學生。 

九、 協助人事室及主計室研訂本校「發放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

之工作酬勞支給要點(草案)」及申請表，主計室將進行校內獎勵法規盤點，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E3YVZC2cz9LWfwBvPTWFgu1iN5o57ap/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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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草案研擬及修改。 

十、 本處業於 110/4/29 接受 109 年度校務基金年度決算－建教合作相關業務內

部稽核，業依委員建議完成回覆作業。 

十一、 主計室通知填報「111 年度預算案之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110 年度校

務基金開源節流計畫有關建教合作及其他補助收入部分」，業完成回覆。 

十二、 計畫公告及執行追蹤管理 

（一）近期計畫徵件資訊請於本處網站計畫徵求專區查詢了解。 

（二）110 年度科技部研究獎勵校內申請已截止。本年度依科技部函示將待科技

部核定補助總額後，另辦理校內分配審查會議，業以 Email 通知申請教

師。 

（三） 科技部計畫申辦、執行與結案情形（110/4-5） 

類型 計畫項目 件數 

變更 計畫執行各類型變更申請 6 

請款 各類型計畫經費 0 

結案 各類型計畫 3 

（四） 非科技部計畫申辦、執行情形 

1. 計畫申辦執行情形（110/4-5） 

類型 補助 委辦 委辦(標案) 合作 贊助(申請制) 合計 

申請 3 1 3 0 3 10 

核定 11 2 4 1 0 18 

2. 計畫結案情形 

類型 件數 

逾期尚未結案 0 

逾期結案，結案函文簽辦中 0 

截至 110/6/30 計畫執行期屆滿，依規定期限應辦結案 0 

十三、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StARTup！藝術創育計畫 

業配合修正計畫書提報創新創業育成相關計畫內容修正及共同績效指標

https://rd.tnua.edu.tw/call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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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執行情形。 

十四、 教育部青年署創新創業 Ustart 計畫 

（一）本校劇設系「爿爿衫」團隊獲選 110 年度第一階段文創教育類補助。刻

正協助團隊辦理公司籌備及本校請款作業。 

（二）業於 110/5/26 參與 110 年度「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線上育成共識營，

了解本年度計畫執行與輔導重點。 

十五、 學生創業競賽 2021 夢想自造所 Dear Dream Maker  

（一）校內徵件至 110/5/3 截止，共 15 組團隊 72 位學生報名。 

（二）業完成新創訓練營線上講座課程及提案診療（110/5/22、23）

及視訊簡報評選（110/5/29），感謝電算中心於週末期間的協助。評選結果

刻正辦理簽核中。 

十六、 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教育計畫（109/8/1-111/7/31） 

（一）110 學年度計畫書及審查意見回復，業依限於 110/5/14 函送報部申請。 

（二）藝術創業微學分學程：設置計畫、要點、學分科目表業通過 110/4/21 校

課程委員會及 110/5/18 教務會議審議，刻因應疫情調整學程招生報名作

業與 110 學年度課程之開設。 

1. 109-2 學期「藝術創業研究」課程已於 110/5/15-16（六、日）完成臺東

移地課程，並依學校規定完成線上授課及業師輔導相關作業。 

2. 110-1 學期創業教育課程通識教育中心「設計學．學設計－藝術家的品

牌塑造」（2 學分）業經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名時間自 110/5/6 起

至 5/31 止；因受疫情影響，原預計於本學期第 19 週（110/6/28 至 7/2）

集中授課，將調整延期辦理，課程時間另行公告。 

（三）109 學年度大學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第 3 梯次獲補助團隊公告，

本校申請 3 個學生團隊：劇設系與舞蹈系「ALTER EGO」、劇創所與戲劇

學系「本丸有限公司」及 IMPACT「芒果 Jump」團隊獲創客團隊補助。

業協助學生團隊因應疫情調整及修正計畫執行內容，並依限於 110/5/24

前檢附各團隊經費申請表（含明細表）報部請領補助款。刻正辦理學生團

隊創客輔導事宜。 

藝術創業 FB 

https://www.facebook.com/%E5%8C%97%E8%97%9D%E5%A4%A7%E8%97%9D%E8%A1%93%E5%89%B5%E6%A5%AD-10862871775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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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設備計畫（109/12/17-110/12/16） 

（一）本年度執行經費請購核銷將配合主計室年度計畫經費作業時

程，請盡速依需求表辦理採購。 

（二）本年度計畫經費目前執行情形請見經費執行進度表。 
十八、 教育部推廣藝術教育計畫－犇放計畫（110/1/1-110/12/31） 

（一）110 年推廣藝術教育計畫「藝大開門」、「藝術實踐」徵件業於 110/04/16

截止，並於 110/5/21 辦理線上審查會議，審查結果業經簽核，並公告於

本處網站（http://rd.tnua.edu.tw/）。 

（二） 2021 妖山混血盃跨域創意實驗室 

1. 刻正協助入選團隊進行校內展演場地使用協調與申請，以支持學生後續

實驗創作。 
2. 因疫情影響，原定 110/5/13 舉辦第二場分享會取消辦理；後續相關講座、

輔導及成果展等活動辦理調整方式刻正規劃中。 

十九、 教育部藝術校園美感教育計畫（109/12/29-110/8/31） 

（一）本年度計畫經費目前執行情形請見經費執行進度表。 

（二）因應疫情，刻正與各執行單位聯繫了解年度計畫辦理情形。 

二十、 臺東縣駐校藝術家計畫因受疫情影響，將於 6 月底辦理契約終止。 

計畫成果平台 

計畫成果平台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ldemwMaBie2Wu7_MivFknCfRPtvgue_/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ndU34WWkQMDMlcVXLqn1tcBf-nh_bzk/view
https://reurl.cc/GVDYkd
https://reurl.cc/GVDYkd
https://sites.google.com/gmcc.tnua.edu.tw/tnuafacilities


6-1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國際事務處 
資料時間：110年 5月～110年 7月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2021年「Shared Campus 校園共享專案計畫」已由國際處處長代表與蘇

黎世藝術大學以及其他夥伴學校自去年年中後開始討論。已於今年 1 月

6 號開始線上討論即將在本校下學期舉辦之「 Transcultural 

Collaboration 跨文化合作碩士學位課程」。今年已開過 9 次線上會議，

包含 2021 年「Shared Campus 校園共享專案計畫」之子計畫規劃、課

程討論、核心夥伴學校每月例行開會、核心學校策略會議以及子計畫之

學校討論及交流。近期內會議訂於今年 5 月初。 

 (二) 匈牙利駐台辦事處副代表於 4 月 26 號辦理 Stipendium Hungaricum 獎

學金說明會，推廣鼓勵學生至匈牙利進修；另與副代表討論未來可合作

之各種交流機會，以及推薦匈牙利藝術領域學校與本校締結姊妹校。 

(三) 2021 年與維也納應用藝術大學(University of Applied Arts Vienna)

新簽訂姐妹校合約，另有一土耳其學校有興趣與本校合作，尚在洽談中。 

二、境外學生業務 

 (一) 自 CDC宣佈提升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起，即馬上實施關於防疫工作的

部分，包含對境外學生的關懷、宣導、輔導等。 

(二) 110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文件共計 107 位，已於四月中將申請文件送各

系所進行專業審議。 

 (三) 110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外國學歷同等學力資格認定審查小組會

議於 4 月 27 日召開，審議學生持外國學歷同等學力申請資格。 

 (四) 110 學年度第一次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於 5 月 11 日召開，決議同等學力

入學資格。 

 (五) 110 學年度第二次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於 5 月 25 日召開，決定最低錄取

標準與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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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6 月中前發放錄取與不錄取通知，並統計就讀意願以利後續新生入境及

防疫作業。 

 (七) 6 月底協助辦理畢業境外學生離校程序。 

(八) 完成 110學年度大陸學生之來台就學應辦事項指南更新，擬於 7月中旬

前寄發予 110 學年度錄取之陸生。 

(九) 110 年僑生錄取人數共 40人，擬於 6 月中旬詢問就學意願，7月初協助

僑生入台報部、入臺證件及住宿等相關事宜。 

三、交換學生業務 

 (一) 110 學年度國際暨大陸學生申請赴本校交換共計 38 位，已於四月中將申

請文件送各系所進行專業審議。 

 (二) 110 學年度學生申請赴外交換共計 32 位，等待各姊妹校審查中。 

 (三) Shared Campus 共享校園計畫「Transcultural Collaboration 跨文化

合作碩士學位課程」共 6名學生報名。將視全球疫情走向調整課程方式

以及依照政府規定辦理外國學生/教師短期入境等。 

四、其他業務 

 (一) 派員參加中原大學辦理之辦理 110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友

善校園有正義-境外生反詐騙輔導研習」。 

 (二) 原訂 5 月 20 日派員參加教育部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之 110 年

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服務素養培訓，因疫情取消。 

 (三) 原訂 5 月 27 日派員參加教育部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之 110 學

年度大學校院陸生輔導人員研習會，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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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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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5 月～110 年 7 月 
 

 一、 

 (一) 

 

 

 

 

 

 

 

 

 

 

 

 

 

 

 

 

 

 

 

(二) 

 

 

行政措施訂定及工作計畫推動 

教育部於 4 月初來函說明本(110)年度「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

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計畫」調整部分內容，包括： 

1.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理現況： 

(1)依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修正(五)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 

(2)修正(六)1.執行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現況：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1)修正 CNS 45001，增加 TOSHMS選項。 

(2)新增(二)6.執行高處作業墜落預防作為。 

(3)刪除(三)6.新化學物質。 

3.校園災害管理現況：修正(一)校園災害管理體制之指標文字。 

4.執行成效與特色評分：修正(一)2(4)落實能源轉型及節能教育宣導

及能資源開課情形。 

本校為本(110)年度受檢學校，本實施計畫檢核項目分為「環境保護

及能資源管理現況」、「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現況」、「校園災害管理現

況」，事涉「全校性」多個單位權管業務，請本校各相關單位(已以

公文分會中)預為準備。另教育部預計於本(110)年 6月 17 日辦理填

報視訊說明會，本室將與會，並已會請相關填報單位屆時配合派員

與會。本案說明會後，將視需要召集填報會議，請相關單位惠予協

助，填報時間預計為本年度 7 到 8 月間。 

有關「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安衛中心、臺北市勞檢處與教育

部北區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自主互助聯盟締結安全

伙伴關係計畫」，本校於 110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接受臺北市勞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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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處至校輔導檢查。事經北市勞檢處於本(110)年 2 月 4 日正式發文本

校，本校業於 3 月 3 日擬具函稿回復北市勞檢處。並獲北市勞檢處於

3 月 12 日(星期五)再次來電通知，對於新進人員報到訓練時所用的課

程內容，應再修改，本室於 3 月 15 日(星期一)已再次上傳資料並以電

子郵件將更新資料送人事室。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環安衛委員會已於 2 月 25 日下午 3

時召開，討論案中提出修正本校環安衛委員會設置辦法中之委員會開

會頻率為每 3 個月 1 次(依法修正)，相關議案已於 4 月 20 日送校務會

議通過，業於 5 月 26 日上簽，俟奉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本校依職安法及臺北勞動檢查處改善通知書第 6 項指示，應設置足夠

之急救人員，經簽核由本校提供經費各單位指定之急救人員受訓費

用，本校應受訓人員 12 名，截至 5 月 11 日止已完成受訓共有 6 名，

分別隸屬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展演藝術中心、戲劇學院、美術

學院；尚未完成受訓單位包括圖書館、音樂學院、舞蹈學院、電影及

新媒體學院、人文學院及文資學院。其中人文學院及舞蹈學院尚未指

定人員擔任，請於會後儘速提供名單。 

依職安法規定每月應上網填報職災月報，110 年 4 月本校並無職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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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月 5 日填報完畢。 

 二、 

 (一) 

 

 

 

 

(二) 

 

 

 

實習場所管理及巡檢 

本校各實習場所風險評估表，原訂於 109 年 7 月 31 日前自行完成送達

環安室，並由本室統一上傳網頁。截至本(110)年 5 月 11 日止，已有展

演藝術中心、劇場設計系、舞蹈系、課指組燒陶空間及美術系等已填

報完成；尚有新媒體藝術系未提供，相關資料均已送系承辦人員，請

惠予儘速完成為感。 

本室新年度已依相關指引修正實習場所巡檢表單及本(110)年 2 月 25

日召開之環安衛委員會決議啟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安全衛生事項通

知單」，並且每週辦理實習場所日常訪視並作成記錄，部分空間如有建

議改善或應注意事項，續以書面或電話通知相關單位協助處理。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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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一) 

 

 

 

 

 

 

 

 

 

 

 

 

 

 

 

 

 

 

 

四、 

 (一) 

 

5 月 25 日止，已開出 5 張安全衛生事項通知單，並均已獲回覆改善完

成。 

本校電影院、戲劇廳、舞蹈廳及音樂廳之「工作場所環境影響健康危

害因子之辨識與評估」，本室已配合本校職醫協同完成現場評估辨識作

業及報告表，並提供評估辨識表置於本校網頁供下載參考。 

職業安全衛生健康保護 

職醫臨廠(校)服務 

本校職業醫學專科醫師楊醫師於本(110)年 3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提供

本校本(110)年度第 1 次臨校服務。 

本次職醫至電影院、戲劇廳、舞蹈廳及音樂廳進行工作場所環境影響

健康危害因子之辨識與評估。並於 3月 25 日提供執行紀錄表。 

內容包括評估及辨識工作者工作場域是否符合人因工學設計(眼睛與

電腦距離、工作桌、椅高度)、觀眾座位間距、燈暗時逃生指示燈、劇

場的調燈梯、高空工作車、貓道、搬移鋼琴重物的作業流程等。已提

供評估辨識表置於本校網頁供下載參考。 

另職醫於報告中特別提出「高空作業車」(調燈梯)使用時應注意： 

(一)底部四個支架均需完全固定，才可使用。 

(二)底部四個支架需固定在堅硬平面。 

(三)工作人員若在「高空作業車」上，不可移動「高空作業車」(調燈

梯)。 

(四)四個腳座須離開地面才可推動「高空作業車」(調燈梯)，大輪子

為定向輪，小輪子為動向輪。 

(五)不可攀爬或站坐在「高空作業車」(調燈梯)欄杆。 

(六)「高空作業車」(調燈梯)平台最大荷重為 300磅(136公斤)，儘

量勿超過 100 公斤。 

(七)嚴禁使用打火機檢查電瓶液，避免氣爆。 

教育訓練 

本校依職安法教育訓練規則及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改善通知書第 2項指

示，新僱勞工應接受職安相關教育訓練，本校業於 3 月 3 日擬具函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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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北市勞檢處。並獲北市勞檢處於 3 月 12 日(星期五)再次來電通

知，對於新進人員報到訓練時所用的課程內容，應再修改，本室於 3

月 15 日(星期一)已再次上傳資料並以電子郵件將更新資料送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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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音樂學院             
資料時間：110 年 5 月～110 年 7 月 
 
音樂學院 

一、110/05 

    (一) 5/7(五)9:00~12:00 蘇院長應教育部美感教育計畫之邀，至台中大明高中

潭子藝術校區演講「美是永恆的喜悅」，並現場演奏多首膾炙人口的音

樂。 

    (二) 蘇院長南下高雄，率領參與 5/8(六)14:30 北藝大管絃樂團與呂紹嘉指揮

於衛武營的音樂會，並邀請多位高雄音樂界貴賓參與！     

    (三) 5/14(五)19:30 由本學院與 NSO、公共電視所合辦之「呂紹嘉指揮大師

班」音樂會，因遇疫情取消演出。 

    (四) 辦理年度教師評鑑工作，今年共計有九位教師通過評鑑。 

    (五) 5/10 召開院教評會；辦理教師外審作業。 

二、110/06 

(一) 6/1 召開第四次院教評會。 

(二) 辦理優良教師遴選。 

(三) 進行學院財產盤點。 

三、110/07 

    (一) 原訂於 7/25~8/5 第三屆大師星秀音樂節，因疫情之故取消活動。 

(二) 辦理《關渡音樂學刊》出版事宜。 

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一、本學期 5~7 月重要會議 

日   期 時 間 會議名稱 

110.05.10(一) 11：00 第 6 次系所教評會議 

110.05.21(五) 10：30 臨時系所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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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會議名稱 

110.05.24(一) 10：00 第 7 次系所教評會議 

110.05.31(一) 09:30 展演會議 

110.05.31(一) 10:30 第 3 次系所務會議 

110.06.07(一) 10:00 第 8 次系所教評會議 

二、人事 

(一) 教師升等與資格送審：本學期共 1 名教師申請升等，辦理外審相關作業。 

(二) 專任教師聘任：本學期聘任 1 位專任教師。 

(三) 專兼任教師、助教續聘相關事宜。 

三、考試 

(一) 碩士班：各式學位考試收件、日程與口委確認、評分袋、聘函製作。 

  1. 碩班第一場音樂會形式學位考試申請。 

  2. 碩學位考試(含碩班第二場音樂會形式學位考試)。 

  另因疫情影響學位考試及各類考試，音樂系已提出相關處理辦法。 

四、課務 

(一) 110 學年度本校音樂音樂學院與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樂團職銜學分學程」

招生相關事務。 

(二) 本學系 110 學年度集中式實驗課程課程安排 

   1.【音樂講座--呂紹嘉大師專題】課程內容包含：管絃樂合奏課程排練、   

專題演講(含指揮大師班)及音樂會。 

   2.【音樂大師講座--胡乃元專題】課程內容包含：「絃樂合奏」「演奏與

實際-絃樂」、專題演講 2 場、室內樂大師班與 2 場北藝大秋冬系列

音樂會。 

(三) 110 學年度學分科目表修定。 

(四) 110-1 學期音樂學糸(含碩士班,博士班,在職碩班), 管絃擊所及音樂學所

開課資料整理並上傳開課系統。 

(五) 110 學年度音樂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管絃與擊樂

研究所新生主修教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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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10 學年度音樂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管絃與擊樂

研究所室內樂課程預選暨「種子室內樂菁英培育」計劃甄選報名。 

(七) 110 學年度第二主修申請相關資料整理並於下學期期初考試，本學期共

計 2 名學生申請。 

五、展演 

2021 春夏系列音樂會： 

5.11(二)19:30 

 

浪漫與哀愁~北藝大管絃樂團

2021 春夏音樂會 

因疫情對外取消 

5.13(四)19:30 北藝大擊樂團 2021 春夏音樂會 因疫情對外取消 

5.21(五)19:30 北藝大合唱團 2021 春夏音樂會 因疫情取消 

5.22(六)14:30 北藝大絃樂團 2021 春夏音樂會 因疫情取消 

5.28(五)19:30 北藝大教授室內樂 因疫情取消 

6.01(二)19:30 2021 關渡新聲優勝者音樂會 因疫情取消 

6.03(四)19:30 紐奧良~北藝大銅管重奏團 VS 

北藝大爵士大樂隊 

因疫情取消 

6.04(五)19:30 藝綻琴聲 因疫情取消 

六、專題演講 

5.03(一) 

 

【《北管協奏曲系列作品講座—以<<大燈對>>管弦交響協奏曲為

例】主講人：潘皇龍教授 

5.06(四) 【Piano Master Class】主講人： Alexander Romanowsky 

5.10(一) 【校友系列講座-從初衷到出眾】主講人：楊宇翰 

5.10(一) 【台灣、上海、紐約兩岸三地學琴，教琴與演奏經歷分享】主講

人：李學鴻 

5 月 17 日之後的場次皆因疫情關係取消。 

七、設備：本年度圖儀計畫各規劃項目採購中。 

八、計畫/研討會 

http://tnua-music.blogspot.tw/2018/05/1071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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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音樂學院「2021 音樂學研討會」原定於 5 月 28 日(五)舉行，因疫情關

係取消。 

(二) 高教深耕聲光對位 6.1-6.10 工作坊目前仍先維持原定計劃進行，將視疫

情狀況滾動調整。 

(三) 高教深耕呂紹嘉指揮大師班所有課程已結束，大師班音樂會原定 5 月

14 日舉行，因疫情關係取消。 

 

傳統音樂學系 

一、 會議召開：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 

110.05.03（一） 
10：00 

12：00 

第 2 次招生委員會 

學生事務會議 

110.05.24（一） 
12：00 

13：30 

第 4 次教評會 

第 3 次課程委員會 

110.06.21（一） 
10：00 

12：00 

第 3 次系務會議 

第 3 次招生委員會 

110.06.28（一） 13：30 第 3 次評鑑小組會議 

二、人事： 

(一) 傅爾布萊特訪問學者 Katelyn Croft 自 5/10 起在傳音系訪問八個月，協

助古琴與學科課程、借樂器、圖書館書籍借閱與電子郵件申請等事宜。 

(二) 辦理 110 學年度新聘教師提聘、新進(試聘期間)專任教師續聘、專任教

師薪級晉敘與專、兼任教師續聘等事宜。 

三、招生： 

(一) 進行 110 學年度招生試務檢討與 111 學年度各項招生管道名額討論。 

(二) 取消原規劃於 5 月 22 日辦理之 110 學年度新生研習會實體會議，改為

線上會議或直播方式進行、了解新生住宿申請狀況與成立通訊群組。 

(三) 確認 111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計畫書內容（一校）。 

(四) 進行 111 學年度學、碩士班招生考試簡章修訂（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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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6 月 28 日辦理 110 學年度學士班轉學招生考試。 

四、學務： 

(一) 聯繫被學習預警學生，協助填寫輔導需求表資料，及聯繫諮商中心處理

需轉介學生。 

(二) 公告本系 109 學年度獎助學金審核結果與處理獎學金核發事宜。 

(三) 訂定「傳統音樂學系碩士班新生入學獎學金實施辦法」，110 學年度起

入學新生適用。 

(四) 進行疫情第三級警戒期間，學生留宿(含外宿)或返家之名單調查。 

 

五、教務： 

(一) 召開課程委員會，研討各級防疫警戒下，期末考與學位口試處理方式，

本學期碩士生計有 6 位提出學位口試申請與 1 位資格考試申請。 

(二) 協助老師及學生處理線上教學或預錄影片教學事宜，並製作 Webex 使

用教學手冊供老師及學生使用。 

(三) 進行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系統開課作業，預計於 6 月 11 日前完成， 

後續將執行提醒與協助學生課程預選事宜。 
六、專題演講： 

5 月 10 日─林宗賢【藝術行銷扛票房，畢業求職媒合路】 

5 月 17 日─施穎彬【Music as social life：在英國的音樂經驗(北管、國樂與英

國民歌) 】(預錄影片) 

5 月 24 日─陳雯【「溪山琴況」說什麼？】(預錄影片) 

5 月 31 日─林世加【誰說《陽關》一定「三疊」--從古琴音樂的結構中重新

探索《陽關》疊法的概念與研究方向】(預錄影片) 
6 月 07 日─葉冠廷【遊「戲」玩「曲」：我的戲曲團體經驗分享】(預錄影片)  

七、展演： 

5 月 05 日 19:30－【傳統樂展－南管樂】 

5 月 07 日 19:30－【第 23 屆北管樂畢業音樂會】 

5 月 08 日 14:30－【林憶如琵琶碩士音樂會】 

5 月 10 日 19:00－【柳硯齡&黃意芬古琴聯合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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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 19:30－【絃而鼓之-大二班展】 

5 月 12 日 19:30－【傳統樂展－北管樂】 

5 月 14 日 19:30－【第 23 屆南管樂畢業音樂會】 

5 月 15 日至 5 月 25 日的音樂會已取消，5 月 28 日之後的音樂會將視疫情狀

況進行調整。 

八、其他： 

(一) 執行 110 年度財產盤點計畫。 

(二) 美感計畫之傳統音樂體驗活動，5 月 7 日八里國小前來本系進行琵琶、

南管樂、北管樂與甘美朗教學，已依防疫期間辦理活動之實名制規定辦

理相關事宜。5 月 21 日原訂丹鳳國中前來一案，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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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美術學院 
資料時間：110 年 5 月～110 年 7 月 
 
美術學院 

一、「院務」： 

(一) 因應全國防疫升級為第三級警戒，美術學院針對課務與行政之遠端化作

業做出調整，並思考線上線下混合式或全線上制術科評鑑不同的實踐可

能，以及全視訊學位考試之規則機制。望能在極端時刻維持一定程度之

教學能量運作。 

(二) 因應疫情，本校 5 月 15 日起至 5 月 28 日止暫停所有實體課程。本院各

系所之課程調整方式已於網頁公布，供學生參考：https://reurl.cc/zb229k 

(三) 因應勞動部新辦施行之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監測試辦計畫，本院年度 7

月之粉塵檢測費用增為 75600 元（原為 23100 元）。未來若持續以新法

監測，望請環安室針對此項新政協力調整預算。 

二、「展演活動」： 

(一) 預計於七月份進行《2021 埔里紙藝創作轉譯工作坊》。與廣興紙寮合作，

以當代視覺藝術生產做為轉譯方法，對紙藝產業之人文與歷史面貌樣態

呈現多元之文化知識體。已甄選出 7 名碩士班學生參與此次工作坊。 

(二) 馥蘭朵旅宿集團與本院之藝文合作事宜，已於 5 月 17-18 日進行畫冊作

品攝影。 

(三) 本院涂維政老師策畫之《淨河垃圾藝術嘉年華》系列計畫，已於 5 月 9

日在社子島進行淨灘，共有近百位民眾，30 位左右的北藝師生參與。

撿拾之垃圾將成為第二階段之創作比賽素材。創作比賽徵件報名至 6 月

20 日止，詳情請見簡章：https://reurl.cc/MA11Em 

三、「計畫執行」： 

(一) 本院 110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已完成前期規劃工作。本次以《藝術－技術

之應用實踐與數位思辨》、《活化教學場域暨動能提升》、《藝術的地方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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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台灣當代藝術論述工程》等四大面向作為年度實踐目標。 

(二) 《複印術從平面到雕塑–3D 列印》：本院高教深耕工作團隊於 4 月 14

日訪問天馬科技，針對光固化成型與列印清洗系統等硬體技術進行初步

研究。有助於未來本院數位實驗室於數位複印的多樣性建置與設計。 

(三) 《履跡印痕・複數之衍》系列活動：本院與中華民國版畫學會、岩筆模

合作，邀請版畫家村木紀之於 5 月 20-21 日舉辦水印木刻工作坊。因疫

情關係延期進行。 

(四) 《履跡印痕・複數之衍》系列活動：本院與中華民國版畫學會、岩筆模、

揚曦藝文空間合作，邀請國際知名版畫藝術家園山晴巳於 5 月 31 日至 6

月 4 日舉辦石版畫工作坊。因疫情關係延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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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強化本系工作場所管理職能，侯慧敏助教於 4 月 13 日至 15 日前往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接受緊急救難人員訓練並取得證照。並於 5

月 5 日至 7 日接受丙種職業安全衛生主管訓練。 

(二) 行政會議召開：4 月 28 日，系務臨時會議；4 月 30 日，系務臨時會議；

5 月 3 日，系務臨時會議；5 月 5 日，系課程會議 

二、「教學課務」： 

(一) 109-2 美術學系碩士班創作組《期末評鑑》將於 6 月 21 日至 23 日進行。

現正討論線上線下混合式或全線上制評鑑之進行方式。 

三、「招生事務」： 

(一) 110 學年度美術學系學士班招生考試已於 4 月 11 日順利辦理完畢。 

(二) 110 學年度美術系碩博士招生已完成報到程序。 

四、「講座活動」： 

(一) 本系吳繼濤主任邀請曾霆羽博士，於 4 月 28 日下午 1 時 30 分進行演講，

主題：《中國大陸當代水墨現況》。 

(二) 本系郭昭蘭老師邀請評論人／策展人游崴，於 5 月 5 日下午 6 時 30 分

進行演講，主題：《台灣藝術中的造反身體：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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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系吳繼濤主任邀請朱健文老師，將於 5 月 13 日下午 1 時 30 分進行演

講，主題：《視覺藝術的抄襲 VS.挪用》。 

(四) 本系張乃文老師受南藝大藝術史系邀請於5月20日進行演講，主題：《台

灣當代藝術的偏見與現象評論》。 

五、「展演活動」： 

(一) 108 級美術學系碩士班級展《卡拉之卵》4 月 13 日至 27 日於地下美術

館展出，並於 20 日起一連三天下午舉辦當代藝術對談，針對繪畫（齊

簡、蘇孟鴻、陳建榮）；水墨（林銓居、吳超然、白適銘）；複合媒體

（朱峻騰、吳其育、蘇匯宇）等主題邀請優秀創作者與評論人進行對

談分享。 

(二) 本院校友蕭詠華，博士班同學羅盈嘉，碩士班同學盧芛、彭思錡、高安

柏、宮敬婷、段沐、土田惠理子共 8 人參與由水墨藝術家許雨仁策展之

《粉粉 Pie》聯展，於台南藝非凡空間展出，展期至 5 月 8 日止。 

(三) 北藝美術第 36 屆畢業展覽《其實有時候只想哇啊啊啊啊地倒在地上

哭》，將於 5 月 17 日至 6 月 2 日進行。因疫情關係現已暫停佈展，正研

擬線上展覽之可能性。 

(四) 本系郭昭蘭老師受北師美術館邀請策展《穿越人煙罕至的小徑》，展期

從 4 月 24 日至 7 月 25 日。本展為策展計畫「DIALOGUES 跨世代對話」

首檔展覽，以三位橫跨二十世紀的臺灣藝術家為對象（顏水龍、林壽宇、

林明弘），探討藝術家們的家庭及社會網絡、擴張藝術語言的創作動機，

以及他們的跨國移動。 

(五) 本系劉錫權院長 5 月 8 日於靜慮藝術空間舉辦個展《自以為在》。並同

時出版新書《自以為在：衝動—創作心理動力 第二部》。以版畫創作與

書寫論述作為雙重實證，試圖接近日常感知意識中，抽象化敘事意識流

動的結構，彰顯以人的格度完成為依歸、以及直觀敘事意識的流動作為

抒情傳統技術本體的主張。 

(六) 本系郭弘坤老師 5 月 8 日於九十九度藝術中心舉辦個展《步入環境》。

為理念而形象，引用「移情作用說」 的視覺情境對象：審美的我不是

日常的，而是觀照的自我，我就在對象裡，其中，「環境」肯定了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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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聯想，雖不相同卻能感同；從經驗中學習到的完全轉移到一個類似

的新事例上運用 。 

(七) 本系蘇孟鴻老師 5 月 8 日於耿畫廊舉辦個展《異己國情調》。從模擬變

塗、螺鈿甚至掐絲琺瑯等工藝技法去處理顏料的物質性呈現，回應東西

方工藝歷史的重新配種。對資本主義中的藝術生產畫上一個問號：如此

綺麗的作品是否也因著表象與本質的歧異，絢爛的引誘失焦? 

(八) 本系陳曉朋老師 5月 15日受邀於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參與聯展《勒

法利計畫》。本展取用 folly 具實驗與觀念性的特質，提議一種新的觀看

角度，藉以理解生活狀態與城市中發生的事件。由建築和藝術計畫介

入，借用關係的反轉、視點的跳躍和改變，以取得描繪當下生活的新觀

點。 

(九) 《南北藝廊展訊》：永恆花園–羅雅筠個展（1F，5/1-7）；王筧、吳貞

儀、蔡宜庭、謝宇泉四人聯展（1F，5/8-14）；繪畫創作與先驅研習 II

課程期末發表（1F，5/15-21）；繪畫作為保存術期末發表（暫停）；造形

基礎期末發表（現正討論呈現機制中） 

六、「創作獎項」： 

(一) 美術系與新媒體藝術學系，多年來曾各自及聯合舉辦「創作卓越獎」，

並每年於關渡美術館展出。自今年(2021)起擴大舉辦，並更名為《北藝

當代創作獎》，由美術學院、電影及新媒體學院、關渡美術館共同主辦，

本次共 84 件作品報名參加，類型橫跨繪畫、錄像、複合媒材、雕塑、

動畫等。4 月 22 日舉辦初審會議；5月 3 日舉辦複審會議；5日舉辦

開幕暨頒獎典禮。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教學課務」： 

(一) 於 4 月 28 日舉辦 109-2 所務與課程會議。 

二、「招生事務」： 

(一) 110學年度藝術跨域研究所招生已完成報到程序。 

(二) 4月 28 日召開 110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會議 

三、「演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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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所兼任老師高森信男邀請評論人／策展人游崴，於 4 月 20 日下午 1

時 30 分進行演講《反文化檔案及策展實踐》。講者將透過自身的策展

實踐，談論對於 1990 年代初期在台北盆地發生的，充滿能動性的「邊

緣」及「地下」非主流文化場景想像，如何被當代藝術視野所捕捉，

並且再現。 

四、「展演活動」： 

(一) 本所黃建宏所長於 4 月 23 日出席 2021 文博會夜間專場論壇《相信之

夜—臺灣的六種方法論：美學》，講述主題：如何從民間傳統創造台灣

的視覺與聲音語彙。 

(二) 本所與舞蹈學院合辦之《將臨的身體-何曉玫研討會》，本定於 6 月 11

日將於戲舞大樓 D2105 進行。除論文發表外，會中並安排紀錄片放映、

ＶＲ實境、舞蹈展演、國家文藝獎對談等豐富活動呈現。因應疫情，擬

延至今年底舉辦。 

(三) 109-2 藝跨所期末論壇預定於 6 月 18 日舉辦。現正討論因應疫情論壇可

能之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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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戲劇學院 
資料時間：110 年 5 月～110 年 7 月 
 
【戲劇學院】 

一、 行政事務 

1. 已於 5/28（五）召開戲劇學院，第二次院長遴選委員會會議，審查

院長候選人資料。 

2. 已於 6/1（二）召開院教評會議，針對專任教師新聘與專兼任教師續

聘提案進行審查。 

3. 已於 6/4（五）召開戲劇學院，第三次院長遴選委員會會議，針對院

長候選人進行投票事宜。 

4. 將於 6/11（五）召開姚一葦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 

二、 展演事務 

1.109-02 春季公演《轉大人》、《嘸伊嘸采》已於 3/28（日）演出順利

結束。 

2.已於 5/14（五）12：30 於展演藝術中心 召開夏季公演《時代狂潮》

技術協調會。 

3.已於 5/17(一)13:30 召開本學期第二次院演策會，討論夏季公演《時

代狂潮》防疫相關措施、關渡藝術節 T2103 開幕演出和 110 學年畢

業製作劇本及檔期審查。 

4.109-2 原定 5/28-6/6 舉行夏季公演《時代狂潮》，配合防疫第三級

警戒，取消對外演出。。  

【戲劇學系/所】 

一、 行政事務 

1.清大、國外交換生業已於 5/7（五）審查完畢，清大共計通過 2 名，

香港演藝學院 2名，上海戲劇學院 1名。 

2.因應政府防疫政策，並配合學校公告，已於 5/15（六）向系上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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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防疫相關措施，停止實體課程，取消相關展演活動。5/17（一）

公告相關遠距教學事宜，停修及休學等辦理辦法及請學生非必要勿

進校園及系館。 

3.戲劇學系暨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業已開課完成。 

4.110學年新生座談會預計 6/5（六）舉行，讓新生與家長能更清楚系

所與課程整體狀況，並於當天下午觀賞學期製作《時代狂潮》。相

關導師將出席座談。然因應疫情，已取消新生座談會，預計於開學

新生選課輔導時間簡介。 

5.戲劇學系暨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已於 6/7（一）召開第三次系所務

會議。 

二、 招生與教學 

1.110學年度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已於 5/18（二）

舉辦視訊考試。報考狀況：表演組 1 名、導演組 1 名。核定錄取名

額 1 名。 

2.原訂 5/27 香山高中參訪本系因疫情取消。 

3.戲劇學系碩士班暨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一年級期末座談將於 6/21中

午舉行。 

4.戲劇學系大二期末座談將於 6/21（一）下午一點半舉行。 

5.戲劇學系大一期末座談將於 6/23（三）下午一點半舉行。 

三、展演與交流活動 

1.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導演專題」課堂期末呈現《Easy break 青年

易碎體》5/14（五）於戲劇系館 T106、T204、T207演出，劇場藝術

創作研究所表演畢製《杏仁豆腐心》於 T205演出。原訂 5/15（六）

及 5/16（日）之演出因應政府防疫三級公告取消。 

2. 其他相關展演將配合政府公告，如仍三級警戒將取消演出。如降為

二級警戒，校內恢復上課，相關課堂呈現則不開放校外觀賞，僅為

課堂內部呈現。 

3. 6 月中（第 18 週）：碩博士班期末微型論壇（何一梵老師主持）（線

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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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1 東亞大眾戲劇研究論壇」將於 07/10～11（六至日）舉辦線

上青年學者論壇，邀集年輕戲劇研究者線上視訊參與發表。（徐亞

湘老師主持） 

5. 7/14（三）台灣劇場研究展望暨鍾明德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 

【劇場設計學系/所】 

一、 行政事務 

1. 已於 4/26(一)完成本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 

2. 已於 5/31(一)10:00 召開第四次系務會議。 

3. 新進專任老師劉達倫已於 2/1 完成報到。 

4. 技術助教吳昱穎已於 4/8 完成「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取

得結業證書。 

5. 依照校內相關防疫措施，本系已實施單一出入口，且全時段門禁措

施。 

6. 將於 6-8月安排系館空間以及實驗室的大掃除、保養。 

二、 招生與教學 

1.110學年度學士班單獨招生及個人申請已於4/27(二)放榜。預計錄取

人數： 

(1) 單獨招生 

男生7名（備取5名）、女生9名（備取8名），共16名。4/28開

始報到。 

(2) 個人申請 

男生8名（備取11名）、女生8名（備取12名）共16名。 

另離島外加1名(金門縣，女生)。 

5/13登記錄取、5/20公告分發、5/24截止棄權。 

(3) 繁星推薦－女生3名，已報到。 

(4) 特殊選才－男生1名，已報到。 

(5) 海外僑生及港澳生－女生2名（香港1名、澳門1名）。 

(6) 外國學生－1名。 

2.110學年度碩士班報到人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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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舞台組：4人（2男、2女）。 

(2) 服裝組：3人（1男、2女）。 

(3) 燈光組：5人（原正取2男2女，加備1男生），共計12人報到。 

(4) 港澳及僑生：1人（女生，舞台設計）。 

三、 展演與交流活動 

1. 劇設系期末作業展將於 6/15-17 舉行；期末評鑑於 6/16-6/18進行。 

2. 劇設系期末燈光呈現將於 7/2 演出。 

3. 劇設系 106 級線上畢業展《你戲咧衝啥？》已於 5/14(五)上線。 

【專案計畫推動：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戲劇學院】 

1. 劇設系原定蘇珮琪老師授課的集中式課程因特殊狀況取消，邀請電

影美術及服裝設計師黃文英老師將於 8/2-8/19進行集中式課程「電

影美術與造型專題」。 

2. 劇設系將於 7/19-30 辦理「音響實務工作坊」，授課教師為楊延俊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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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舞蹈學院 
資料時間：110 年 5 月～110 年 7 月 
 

一、舞蹈學院 

（一）展演、演講等相關活動事務： 

1. 2021 年舞蹈學院初夏展演《小滿》於 2021 年 5 月 6 日進行展演舞作節

目單劇照拍攝，服裝細節調整，並且完成第二次整排。5 月 12 日與實

踐大學合作的展演舞衣已完成，5 月 13 日完成第三次整排。本次展演

包含李華倫《Transient Pleasures 轉瞬即逝的歡樂》、張曉雄《哀歌》、

桑吉加《火柴人》選粹、桑吉加《火柴人》選粹。原訂 5 月 27 至 5 月

30 日進行本次年度展演，因應疫情所有排練暫停，演出取消，目前預

計將演出延期至 2021 年 11 月 25 至 28 日於展演中心舞蹈廳匯演。 

2. 2021 年 5 月 6 日與藝術推廣中心、展演藝術中心確認關渡藝術節會議討

論期程、場次以及分工。 

3. 原訂 2021 年 5 月 13 日創系主任林懷民老師與王心心的來校演講、6 月

11 日何曉玫研討會皆因疫情取消。 

4. 2021 年夏日學校原積極籌備中，因應疫情取消。 

（二）行政工作： 

1. 2021 年 5 月 5 日召開系所評鑑工作會議，針對評鑑第三項次內容進行增

補，以及討論各項次問題與困難、改善策略等。 

2. 2021 年 5 月 7 日召開舞蹈學院學刊會議。 

3. 2021 年 5 月 20 日完成本學系、院教評會議。 

4. 2021 年 5 月 24 日本學院召開視訊教學分享會議，邀請香港演藝學院舞

蹈學院院長陳頌瑛就其香港一年以來遠距教學的經驗進行分享。 

5. 2021 年 5 月 25 日已經建立「北藝大舞蹈家庭 COVID-19 防疫安心授課

網」專兼任教師 FB 群組，協助提供教學資訊，以及教師同儕經驗分享

及協助。並進行所有教師因應防疫進行課程調整方式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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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務相關事宜： 

1. 進行 110 年專項經費原核配之可購置項目調整案。110 年圖儀設備費相

關劇場投影設備及燈光控制系統採購規格及詢價調查，招標文件編寫

中。110 年深耕計畫資本門，正進行學科教室數位講桌更新、術科教室

擴大機汰舊換新、術科教室無線網路建置等。 

2. 持續進行 110 年度財產盤點初盤作業，以及財產物品已達年限不堪使用

之報廢減損工作。 

二、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舞蹈學系碩士班、舞蹈學系博士班 

（一）招生相關事宜： 

1. 2021 年 5 月 20 日完成外國學生申請學士班及碩博士班審查。 

2. 境外交換學生審查作業完成。 

（二）行政相關工作事項： 

1. 2021 年 6 月 3 日召開本學期第三次系課程會議，確認 110 學年度第 1 學

期開課架構及教師授課鐘點時數。 

2. 2021 年 6 月 3 日召開碩博士班研究生大會，討論期末各項呈現活動進行

情形、各項課程進行現況及學生反饋等。 

3. 2021 年 6 月 5 日召開先修班新生家長說明會，本次用 Webex 遠距會議

方式進行，提供家長本系師資、課程、學習環境、學生生活常規管理、

升學管道及畢業生流向等資訊。 

4. 2021 年 6 月 10 日召開本系第三次系務會議。 

5. 2020 年 6 月 21 日進行全系大會。 

6. 各樣因應防疫的課程輔助事宜進行中。 

（三）展演以及講座等活動： 

1. 葉晉彰老師帶領一貫制四年級學生 2021 年 5 月 3 日參加媽祖聖誕關渡

宮藝陣演出，5 月 8 日參加木柵集應廟-保儀尊王九年迎香慶典進行藝陣

活動。 

2. 2021 年 5 月 10 日邀請美術學系博士生許鈞宜以「成為影格的身體：舞

蹈的異質多序列」進行築夢有約講座。 

3.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畢業製作實習舞團「焦點舞團」於 2021 年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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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往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廳進行巡迴展演。 

4. 原訂 2021 年 6 月 11 至 13 日進行一貫制三年級結業呈現，視疫情改於

7 月份進行錄影場。 

（四）畢業製作與學位考試相關工作： 

1. 舞蹈學系碩士班理論主修黃鈺婷於 2021 年 5 月 14 日以「Uchhwasa ra 

ranga: Odissi 舞蹈實踐研究」為題進行論文預口試。 

2. 2021 年 6 月 2 日碩士班教育主修廖玥清以「以拉邦動作分析探究舞者的

動作質地：重建舞作《房間》的選段—《逃避》為例」為題進行學位論

文考試，採視訊方式進行。 

3. 原訂 2021 年 6 月 5、6 日於舞蹈廳進行創作主修研究生馬修、曾靖恩畢

業製作因疫情取消，移至 10 月 2、3 日進行。6 月 18 至 20 日創作主修

蕭紫菡於曼菲劇場畢業製作，因疫情取消延期至暑期或下學期再進行。

6 月 25、26 日於戲劇廳進行的表演主修李家名、李冠霖畢業製作，因

疫情將至 12 月份另覓檔期。 

4. 2021 年 6 月 25 日碩士班教育主修林宜靜以「創造性舞蹈結合海洋詩作- 

以國小表演藝術課程為例」為題進行學位論文考試。 

5. 2021 年 6 月 28 日碩士班舞蹈創作主修方駿圍以「排練場上的編舞人-

《完美演出》創作反思」為題進行學位論文考試。 

6. 2021 年 6 月 17 日碩士班教育主修黃鈺婷以「Uchhwasa ra Ranga：Odissi

舞蹈實踐研究」為題進行學位論文考試。 

7. 2021 年 7 月 28 日碩士班舞蹈創作主修張文馨以「行往天堂的日子-鳥之

章」為題進行學位論文考試。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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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北風創作平台，將研議增設 Video Dance 的製作類型。 

2. 原有失序場展演將取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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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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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5 月～110 年 7 月 
 

一、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會議 

1. 5 月 21 日(五)召開本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 

2. 6 月 8 日(二)召開本學期第三次院教評會議。 

（二） 計畫執行與推動 

1. 影新學院與研發處共同申請教育部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育聯盟計

畫智慧創新人才培育示範學校計畫(A 類)，新設「數位創新跨藝

微學分學程」已於 5 月 18 日通過教務會議。 

二、 電影創作學系 

（一） 教學、招生等行政工作 

1. 電影系 5 月 26 日(一)召開本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 

2. 電影系 5 月 31 日(一)召開本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議。 

（二） 獲獎、展覽與活動 

1. 5 月 5 日(三)舉辦《政治受難者的真人圖書館》講座，講者為白色

恐怖政治受難者陳欽生先生。 

2. 5 月 7 日(五)於本系電影院協助林正盛導演『地球迷航』紀錄片公

益放映。 

3. 電影系學生入圍「2021 北藝當代創作獎」：蔡宗育。 

三、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教學、招生等行政工作 

1. 新媒系完成研究大樓 R210 教室牆面粉刷及更換桌板椅子等空間

建置。 

2. 配合防疫政策自 5 月 17 日(一)起，實施以下措施： 

(1) 課程：全面停止實體課程，皆改為線上授課或停課，系上各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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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使用之軟體及授課方式公告至各年級學生群組。 

(2) 空間：嚴格控管研究大樓學生之進出，全面關閉借用系上之展覽

空間(包含科藝廊 ABC、大小黑盒、教室、MAC 電腦教室等)及工

廠設備，如有其他特殊需求或課程呈現將另行申請。 

(3) 器材：於系辦門口處設置臨時櫃台，僅開放學生下午 1 點至 4 點

間可刷卡進入研究大樓，完成量測體溫及噴完酒精後按鈴借還器

材，學生不得進入系辦空間。 

(4) 學位考試：申請時間不變，惟指導教授簽名可請指導教授聯繫系

辦後，系辦即可協助替代核章，申請書於規定時間內放置系辦門

口臨時櫃檯上。 

（二） 獲獎、展覽與活動 

1. 新媒系碩士班蔡宗勳同學作品《兩種時刻》獲選「2021高雄美術

獎」空間性藝術優選獎，作品將於 4月 24(六)至 7 月 3日(六)於

高雄市立美術館 403 展覽室展出。 

2. 新媒系學士班張欣語同學作品《Feeding》入圍日本文化廳媒體藝

術祭。 

3. 新媒系「2021北藝當代創作獎」入圍資訊： 

碩士班吳芸頡、呂坤彧、林安琪、林哲志、侯思齊、魯志楷、謝威儀

同學； 

學士班張欣語、胡貽斐、郭善平、陳品蓁、鄭毓潔同學。 

4. 新媒系碩士班林哲志同學雙頻道錄像裝置錄像作品《可能的任務 

Possible lmposibility》獲得「2021北藝當代創作獎」首獎，獲

得國外駐村機會。 

四、 動畫學系 

（一） 教學、招生等行政工作 

因應實體課程全面停止，為管控本系行政暨教學場域人員安全，減少

非必要之接觸，自 5/17 日中午 12 點起實施以下措施。未來將視疫情

與實際需求，進行必要之調整。 

1. 教學器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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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辦理借用之器材、設備，借用期直接延長至 5/28，之後再透過

工讀生信箱預約歸還時間。 

(2) 其餘器材、設備暫停借用，有特殊原因者，請經由助教信箱說明

洽詢。 

2. 三樓辦公區： 

(1) 實施進出人員管制，僅提供師生 必要之服務。 

(2) 暫停公用電腦、作品列印、掃描、物品借用等項目。 

(3) 諮詢事項請經由電子郵件、訊息洽詢，如有必要面談請提前預約。 

3. 系館一樓空間 ： 

(1) 全天進行人員管制，僅開放有申請通過作品製作的學生進出。 

(2) 全區均屬公共空間，入館後應全程配戴口罩。 

(3) 由正門刷卡進出，申請入館之學生應落實每日自我健康監控。 

(4) 每日 10 點到 11 點進行環境消毒，館內人員應配合人員淨空。 

4. 作品製作空間申請： 

(1) 使用 A109 工作室、A110 電腦教室、A111 手繪教室、A102 速寫

教室、A104 拍攝間、A105 拍攝間、A107 拍攝間、A108 拍攝間、

R313 Mac 教室等空間製作作品，均須個別提出申請，通過後，始

能取得一樓通行權限至 5/28。 

(2) 使用 A406-A、A406-B、A406-C、B403-A、B403-B 等拍攝間、

B118 學生工作室製作作品，亦需個別填寫申請，通過後使得取得

各空間通行權限至 5/28。 

5. 特殊原因可另與助教 email 聯繫。 

（二） 關渡國際動畫節籌辦 

1. 2021 關渡國際動畫節主題以「正負循環+- loop 」為主軸，結合本

系課程辦理主視覺以及網頁 Banner 徵件活動，共計選出 11 件作品

於動畫節官網露出。 

（三） 獲獎、展覽與活動 

1. 本年度「全國小學巡迴動畫營」將於 5 月 16 日(日)前往八里國小

進行第 3 場活動，本次活動由林大偉老師帶隊前往，活動旨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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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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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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文化資源學院 
資料時間：110 年 5 月～110 年 7 月 
 

一、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5/19 進行第二次學程評鑒報告初稿修改會議。 

(二)  口試：本學程共有 9 名碩二學生取得口試資格。 

(三)  5/4 與教務長及國際長討論文化週細節安排。  

(四)  5/14 與香港城市及蘇黎世藝術大學進行 Share Campus 生態思辨研討會

線上會議。 

(五)  5/18 與國合會進行期中工作檢討會議及國際受獎生審查會議。108 學年

度國合會獎學金計畫評量結果為「待改善」，在評量項目「駐館處推薦

人數」及「校園國際化狀況」成績偏低，需續予精進。 

(六) 外國學生招生：國際生共有 51 位考生完成報名及繳交完整資料，國合

會推薦名單有 14 位，台獎生 12 位。已於 5/5 進行國際生審查會議並於

5/11 完成線上面試。5/17 進行第二輪線上面試。 

二、博物館研究所 

(一) 110 學年度一般招生面試完成，5/20 前製作完成新生入學手冊，訂於 5/22

安排迎新座談及辦理兩年一度的校友回娘家活動，期間將邀請 4 位博館

所校友回所進行工作經驗分享。 

(二) 110 年度系所評鑑報告書正積極準備作業中，針對本所在校生及畢業生

相關學習經驗的調查問卷內容於 5 月底完成並進行分析，6 月初召開第

三次會議研商討論進度，並預計於 7 月底將成果報告書上傳評鑑中心系

統。 

(三) 2020 第九屆博物館國際雙年學術研討第二階段工作研討會論文集出版

作業，匯集稿件審查意見，並回覆給作者：請作者修正文稿進行再審作

業；最後階段將所有稿件細部校稿後，進入排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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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110 年度系所評鑑報告書撰寫，針對本博班在校生及畢業生問卷調查

將於 5 月底完成，並進行資料分析以評鑑作業，預定 7 月底完成評鑑報

告，8 月初上傳評鑑中心系統。 

(二)  BrownBag 午餐論壇，109-2 學期維持規劃 6 個講次的規模，今年度配

合本校出蘆入關 30 週年及 40 週年校慶之活動，並進而結合文化資源學

院的發展歷史及特色，本學期第 4-6 講次訂於 5/10、5/24 及 6/7 舉辦，

分別邀請物外設計公司創辦人廖宜賢、楊格分享「創意成真的品牌設計」;

本學院文創學程 Winna Go 張安美分享菲律賓華人藝術主題；以及本博

班博士生奚昊晨分享「關渡元年 1991 中的文化記憶」，歡迎校內師生踴

躍參與，共襄盛舉。 

四、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所務會議研討師資員額調動之可行性評估。 

(二) 5/17 繳交評鑑報告負責項目初稿，開始進行統整及文稿編排，預計於七

月完成全文確認版並上傳。 

五、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持續規劃辦理【藝‧教‧考】藝術與人文教育系列講座，師生除了在教

室內學習，也踏訪不同藝術館所、實驗室、並走入社區，分享不同藝術

文化、人文科學、以及產業領域講者地實踐經驗與知識，共同創造不一

樣的體驗與學習。 

   (二)「2021 藝遊祭─空間樂園」兒童藝術夏令營，預計將於 7/6~7/10 假本校

教學與展演空間舉辦。 

   (三) 教育部「中小學在職教師暨行政人員美感素養提升計畫」： 

 1.  110 年感性啟蒙課程中區-感性啟蒙課程，已於 5/7～5/8 於【台中大明

高中潭子校區】辦理完成，參與人數為 45 人。 

 2.  辦理藝遊未盡-校園藝術祭徵件進度：徵選已於 4/30 截止收件，全臺投

件數為 69 件。5/3 完成初選，共 29 件進入複審。複審 5/21 於【維特空

間】進行。           

 3.  第二期磨課師課程影片第五及第六支影片預計 6 月底前剪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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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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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高雄電影館體驗課程、宜蘭美術館體驗課程、高雄市立美術館

體驗課程。 

2. 六月：錢穆故居體驗課程、110 年縣市館校說明會。 

3. 南北區共識會議。 

    (五) 110 年度文化部北區「文化體驗內容輔導計畫」 

    1.  5/6 辦理「凝聚共識營培力課程」，邀請文化部藝發司賴世哲專委、國立 

       新竹生活美葉于正館長、計畫共同主持人/王健旺校長(新北市國教輔導 

       團國小藝術領域召集人暨民安國小校長)為特邀講者，共 28 團獲補助團 

       隊以及 13 間學校師長出席參與，總出席人數 61 人。 

    2.  5/5～7/30 擬辦理 56 場次「共創平台-課前共創會議」，預計邀請 28 團藝 

       術家團隊以及 56 校學校端師長、輔導委員，三方協力創共共備文化體 

       驗內容。 

3.  5/7～6/30 擬辦理 13 場「共創平台-觀課訪視暨課後共創會議」，預計至 

13 所學校觀課訪視，並與學校端師長、藝團、輔導委員召開課後共創      

會議，共同討論與分享藝術家團隊課程執行狀況。 

4. 6/18 擬辦理 4 場次「共創平台-共創學習增能課程」，預計邀請教育部       

藝術教育委員-吳望如校長、中央藝術輔導團副召集人-張超倫老師、北

市藝術領域國中輔導團專任輔導員-張晨昕老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

教育學系吳盈慧教授擔任講師。 

六、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一) 所務及課務： 

 1.  5/24 及 6/21 各召開所務會議；5 月中旬召開所教師評審委員會。   

 2.  5/10 召開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視訊面試暨審查會議。 

 3.  6/7 辦理學生實習分享會暨實習說明會。 

 4.  5 月中旬辦理第二梯次論文綱要發表共 9 場；6~7 月辦理學位考試。 

 5. 系所評鑑籌備：5 月完成資料蒐集彙整分析，6 月份進入報告撰寫階段，

預計於期限內上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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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10~7/18「藝術與社區發展」課程至苗栗蘆竹湳古厝社區移地教學。 

(二) 2021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討會： 

 1.  5/6 辦理個案研習坊 2 場，分別為中山大學藝術管理與創業研究所謝榮

峯老師引導「Dilemma and Ambidexterity 兩難與兩巧」；本所曾介宏老師

引導 「我的 Mr. Right 你在何方？【利澤國際偶戲藝術村】夢想啟航」。 

 2.  5/7 舉辦研討會專題演講與論文發表，專題演講邀請 udnFunLife 聯合數

位文創李彥甫董事長與廣藝基金會楊忠衡執行長共同分享與座談「疫情

下的藝情－文創產業未來式」。 

七、文化資源學院 

(一) 原國際書苑空間改善規劃及整修。 

 

 



14-1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人文學院 
資料時間：110 年 5 月～110 年 7 月 
 

一、 通識教育中心 

(一) 「關渡講座：黑暗時代群像-近現代臺灣精神史專題」課程。5月

6 日邀請著名作詩人林夕演講「最後的信仰─寫香港的詩，粵語

流行歌與香港社會變遷」。5月 13 日邀請香港影評人蒲鋒演講「亂

世中的香港電影」。 

(二) 本學期通識課程講座補助計 13 個場次。主題含括:天文物理、自

媒體傳播與經營、環境研究、精神分析、官方記憶外的反民主、

東南亞文化多元跨界等主題。5 月、6月講座將視疫情取消或調整

為線上同步/非同步視訊。 

(三) 5 月已辦理課程講座: 5月 6 日「重獲自由：宇宙與我們的故事」

課程邀請中研院研究員王子敬副所長演講「暗物質與微中子」。5

月 6 日「海洋史觀下的台灣」課程邀請陳玟臻及 TimCole 分享「小

島大歌」。5 月 12 日「寫作與生活」課程邀請媒體人馬詠睿分享

「傳播人生:媒體的演進與改變」。 

(四) 因應防疫等級提昇，5 月 15 日至 5 月 28 日暫停實體課程，通識

課程異動表已公告於通識官網最新消息、通識臉書、教務處公告

及請各系所課務助教協助轉發。 

(五) 110-1開課將與 2021 年關渡藝術節合作，開設二門「關渡藝術節

探索頻道」通識核心課程。分別為表演藝術類及新媒體藝術類。

課程鼓勵全體同學實際走進表演場地，累積對於各種不同領域表

演藝術內容的理解與學習，強化對表演藝術的直觀感受能力。 

(六) 109-3暑期開班授課，將於 7 月開設「英檢-閱讀」、「英檢-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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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七) 5 月 1 日(六)辦理本學期多益校園考，總計 84 人報名。成績業於

5 月 20 日寄出。歡迎通過本校畢業門檻且符合申請資格者於三個

月內提送英檢報名費補助。 

 

二、 師資培育中心 

(一) 配合疫情限制，教育學程相關課程已改為線上，暑期史懷哲營隊則

配合疫情發展隨時作調整。 

(二) 辦理 110學年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工作(複審面試改為線上面試)。 

(三) 辦理 110年度教師檢定考試模擬考試暨解題分析相關講座(線上課

程)。 

(四) 辦理本學期 6 月 25 日實習返校活動。 

(五) 協助本校師資生 110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考場服務(6月 5 日)。 

(六) 與薇閣中學國中部合作辦理教學實習課程活動(5-6月)，因疫情擴

大取消。 

 

三、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一) 本所 110 學年度研究所碩博士班招生共錄取 8 名，預計於 6 月間

安排新生線上迎新會。 

(二) 所「混藝田野實作」課師生於 5 月 10 日第二度到馬岡漁港實地田

野調查，五月正值海膽海菜捕撈季節，田調活動進行了導覽、海女

文化與分組訪調活動。 

(三) 因應疫情進入三級警戒，5 月 28 日前本所課程採線上授課或延後

補課。 

(四) 本所碩一吳緯婷同學、游以德同學、王天寬同學作品獲刊於《幼獅

文藝》2021 年 5 月號專欄、封面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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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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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5 月～11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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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及師資聘任討論會議。 

(二) 協助籌備期間行政事務、專業教室空間規劃與設備採購。 

二、重要特色課程及活動推動 

(一) 已於 5/1(六)辦理完成，帶領同學前往山峸製作設計工作室參訪，並邀請

創辦人袁浩程老師與同學交流分享。 

(二) 擬訂於 5/19(三)舉辦高中五校微課程數位流行音樂推廣活動。 

(三) 擬訂於 5/10(一)、5/24(一)邀請李志倫(Sam Lee)老師開設編曲與節奏實

務工作坊。 

三、師生獲獎紀錄 

(一) 李欣芸老師入圍第 32 屆金曲獎《最佳單曲製作人獎》。 

(二) 黃浩倫老師入圍第 32 屆金曲獎《最佳 MV 獎》及《最佳客語歌手獎》。 

(三) 吳政君老師入圍第 32 屆金曲獎《演奏類最佳專輯獎》及《演奏類最佳

專輯製作人獎》。 

(四) 侯志堅老師入圍第 32 屆金曲獎《演奏類最佳專輯製作人獎》。 

(五) 第三屆同學謝宇威老師第 32 屆金曲獎入圍《最佳客語專輯獎》及《最

佳客語歌手獎》。 

(六) 第二屆蔡佳穎同學以樂團〈守夜人〉入圍《最佳演唱組合獎》。 

四、畢業製作提案 

(一) 畢業製作 6 組成果展演及畢製大會考預計於 5-6 月舉辦，目前疫情嚴峻

刻正進行與畢製導師召開緊急會議，恪守 CDC 及教育部防疫規定下進

行學位考試審查機制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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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案計畫 

(一) 文化部─110 年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北藝大 IMPAX 流行音樂關鍵

人才創育計畫」 

文化部函覆補助金審查通過，刻正辦理補助契約書用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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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 8/13(五)前完成第二期補助金核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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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資料時間：110 年 5 月～110 年 7 月 
 
一、 個人資料保護及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 

(一)109 學年度「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訂於 6/8 上午 11 點召開，因應

國內疫情發展，請個資委員預作 Webex 線上會議準備。 

(二)109 學年度「個人資料事故應變演練」訂於 6/16 下午 2 點實施，因應國

內疫情發展，請演練單位（展演中心、秘書室、電算中心）相關人員預

作 Webex 線上會議準備。 

(三)109 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委員會暨資訊安全會議」訂於

6/8 上午 11 點 30 分召開，因應國內疫情發展，請智財委員與工作小組

（教務處、學務處、通識教育中心、圖書館、電算中心）承辦人預作

Webex 線上會議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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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年應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 

今年預計開設二場實體課程，第一場舉辦於7月16日，第二場舉辦於11

月17日，待課程安排妥善後會寄發EDM請全校同仁參加。課後也會將

教材放上網路，供無法到場的同仁觀看。 

網址：https://ccnet.tnua.edu.tw/業務報告/教育訓練/ 

線上教材網頁 

 

 

 

 

(二)教育部將於今年 4 月至 11 月期間辦理 2 次社交工程演練，演練對象為

全校教職員，演練將針對受測人員寄送 10 封社交工程演練郵件，應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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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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避免受標題或郵件內容吸引而點開信件，若收到來路不明寄件者之信

件請勿點開。 

(三)Webex 視訊會議軟體教育版 630 間帳號開通、測試，教學文件調整。 

(四)因應 COVID-19 疫情，居家辦公所需之 VPN 帳號開設、通知。 

(五)協助居家辦公需求之同仁，學校端、居家端電腦設置及問題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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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 期中預警、學位考、期末成績輸入、畢業審查、

期末資料轉檔(成績、畢業、升年級、延修)、教學評量、1101 開課準

備(課程大綱與教材)、學生選課(檢核)…等。 

2. 學務系統：協助 1092 期末系統資料轉檔、1101 新生住宿資料彙整、與

新學期系統初始化作業等。 

3. 學雜(分)費系統：協助學雜費規則調整(電影系器材費、MIT 新增)等。 

4. 總務系統：協助相關系統權限增修、場地借用系統調整等。 

5. 招生系統：遞補作業、轉學考招生作業、學士後學位學程招生考試。 

6. 其他：協助權限設定、新進同仁帳號建立、資料彙整等。 

7. 教育部函請本校加強民眾瀏覽網站之安全性，請各行政、教學單位與

研究中心協助自行檢視單位網站，是否已轉換為 HTTPS安全協定並支

援 TLS 1.2 以上。（自行檢視線上教學：https://reurl.cc/v5ZMbe） 

8. 協助防疫工作事項：全面遠距教學、視訊會議進行、網頁資訊更新等。 

(二)進行中之重要系統增修及開發工作： 

1. 教務與學務系統改版整合專案：使用單位需求訪談完成，並與教務

處、學務處進行需求文件最後確認（每季追蹤會議），目前已進入主

要系統開發階段。 

2. 作業系統與資料庫升級：出納系統、主計系統、差勤卡鐘系統。 

3. 北藝大 APP 資安檢測。 

4. 新藝學園改版升級。 

5. 校首頁無障礙標章規劃導入。 

https://reurl.cc/v5ZM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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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展演藝術中心 

資料時間：110年 5月～110年 7月 

 

一、 活動企劃、執行與參訪 

(一) 『2021 關渡藝術節』 

1.原訂於 5月 31日(星期一)下午 15:30召開 2021關渡藝術節第三

次籌備會議。因疫情進入第 3 級，取消會議。 

(二) 2021/3/10~2021/6/27 配合音樂學院演出暨「春夏系列音樂會」約 16

場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因應新冠病毒疫情，採實聯制售票演出)。 

因疫情進入第 3 級，5/28 日前之展演活動取消。6 月分展演活動視

疫情狀況，配合疾管局與教育部防疫規範指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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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裝實習教室於 5 月 4 日增加攝影布幕，俾利提供學生定裝照片優

質攝影平臺。 

(二) 因應關渡藝術節及行政業務需要，戲劇、舞蹈廳辦公室及貴賓室均

已拉網路線，並向計算機中心申請網址可供連線使用。 

(三) 二廳藝術大道探照燈，已加裝延時關閉開關，於演出結束，中庭燈關

閉後，仍提供三十分鐘的照明。 

(四) 「戲劇舞蹈兩廳可變焦距 LED 聚光燈」採購案，規劃所採購燈具未

來可套接原 ETC Source Four 鏡筒/鏡頭，已達資源利用最大化，送

簽至教育部已簽准以最有利標方式辦理後續，刻正簽核成立評審委

員與工作小組。 

(五) 「舞蹈廳貓道劇場門更新工程」專項經費已請修，廠商製作工項完

成，但因疫情影響，已與廠商協調安裝時間。 

(六) 配合防疫升級，於 5 月 16 日委請環保清潔公司就音樂廳、戲劇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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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廳及辦公室、控制室等區域進行消毒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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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3/10~6/27 配合音樂學院演出暨「春夏系列音樂會」預計 

16 場次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因疫情影響已取

消 5/15之後演出。 

3. 2021/4/29~6/23 配合「音樂學院學位考音樂會」共計 37 場裝拆

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因疫情影響已取消 5/15~28

演出，之後依當時防疫相關指引再排定調整。 

4. 2121/5/8 及 6/27 配合傳統音樂學系琵琶碩士音樂會共計 2 場裝

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5. 2021/5/23 外租健康國小管樂團音樂會演出活動，協助裝拆台場

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因疫情影響已取消演出。 

6. 2021/5/30 外租蘭雅國中管絃樂團音樂會演出活動，協助裝拆台

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因疫情影響已取消演出。 

7. 2021/6/5~6 外租天母國中、天母國小管樂團音樂會演出活動，協

助裝拆台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因疫情影響已

取消演出。 

8. 2021/6/18~19配合畢業典禮裝拆台、彩排及演出活動等技術協調

與支援，目前依防疫相關規範視學校畢業典禮主辦單位需求進行

調整。 

9. 2021/7/8~17 配合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夏日學校」場地使

用及活動呈現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10. 2021/7/10 外租石牌國中管樂團音樂會演出活動，協助裝拆台場

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11. 2021/7/18 外租長榮交響樂團「2021 長榮交響音樂營成果音樂

會」演出活動，協助裝拆台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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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舞蹈廳協辦事項 

1. 配合舞蹈學系技術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2. 配合新媒體藝術學系劇場實務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

調與支援。 

3. 2021/4/29~5/30 配合舞蹈學院初夏展演製作「小滿」整排、裝拆

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因疫情影響已取消演出。 

4. 2021/5/5~15 及 6/26~27 配合傳統音樂學系傳統樂展及畢業音樂

會共計 14 場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因疫情影響

已取消 5/14~15共 3 場演出。 

5. 2021/6/1~6 配合舞研所畢業製作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

與支援，因疫情影響已取消演出。 

6. 2021/6/18~19配合畢業典禮裝拆台、彩排及演出活動等技術協調

與支援，目前依防疫相關規範視學校畢業典禮主辦單位需求進行

調整。 

7. 2021/6/29~7/2 配合劇場設計學系燈光設計專題研討課程課堂呈

現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8. 2021/7/8~17 配合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夏日學校」場地使

用及活動呈現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三) 戲劇廳協辦事項 

1. 配合戲劇學院相關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2. 配合新媒體藝術學系劇場實務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

調與支援。 

3. 2021/5/21~6/6配合支援 2021 戲劇學院夏季公演「時代狂潮」裝

拆台、彩排及演出場館空間管理及專業設施技術管理輔導與協助。

目前因疫情影響，相關製作實習已於 5/17 起暫停相關教學實習

活動，暫定 5/28依當時防疫相關指引再排定後續製作期程。 

4. 2021/6/18~19配合畢業典禮裝拆台、彩排及演出活動等技術協調

與支援，目前依防疫相關規範視學校畢業典禮主辦單位需求進行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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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1/6/7~17 配合劇場設計系期末作業展場地使用及技術協調與

支援，目前因疫情緣故，暫時停止相關期程，預定 5/28 依當時防

疫相關指引再排定後續規劃。 

6. 2021/7/8~17 配合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夏日學校」場地使

用及活動呈現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四) 服裝間協辦事項 

1. 配合戲劇學院相關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支援。 

2. 服裝儲藏室服裝整理及配合課程服裝租借事宜。 

3. 2021/4/12~6/11 配合 2021 戲劇學院夏季公演「時代狂潮」服裝

製作打版等前置作業，暨服裝技術指導及製作執行工作，並配合

彩排及演出服裝修改、清洗、整理等事宜，目前因疫情影響，相

關製作實習已於 5/17 起暫停相關教學實習活動，暫定 5/28 依當

時防疫相關指引再排定後續製作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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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12~6/11 配合 2021 戲劇學院夏季公演「時代狂潮」演出

舞台技術製作實習課程協助及設備使用管理，演出期間後台調度

場地使用管理。目前因疫情影響，相關製作實習已於 5/17 起暫

停相關教學實習活動，暫定 5/28 依當時防疫相關指引再排定後

續製作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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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藝術與科技中心     
資料時間：110 年 5 月～110 年 7 月 

 

一、 科技藝術館 

1. 中心於 4 月 1 日隨同進行科技藝術館興建工程初驗，並於 4 月 12 日提

送初驗意見。 

二、 科技藝術館專業設施建置 

1. 本館做為國內最重要的科技藝術∕跨領域藝術人才培育的旗艦基地，

其專業空間建置規劃涵蓋如下幾處：「跨領域展演廳（主展演廳）」、

「演講廳∕小表演廳」、「科技藝術常設展覽室」、「創作研發與學術研

究實驗室」，其專業設施規劃進度重點說明如下。 

2. 「跨領域展演廳（主展演廳）」，兼具科技藝術展覽、跨領域表演之複

合功能： 

(1) 地坪：考量實用性、耐磨性與日後維護成本，經多方評估地坪材質

以流展型 EPOXY 施工工法搭配消光處理，施作厚度 5mm，最能符

合科技藝術展演屬性。已於 2 月 6 日完成施作，2 月 25 日進行驗

收，改善與修補作業已於日前完成。 

(2) 專業設備訊號系統網絡：本空間兼具跨領域藝術「展覽」與「表演」

的複合功能，專業設備的調度需有高度靈活性，以適用於發展新型

態跨領域展演的設計需求，其系統網絡設計圖，現正進行第四版的

規劃修正。 

(3) 專業設備：本廳專業設備的重點項目包含：「電動懸吊系統」、「演出

音響系統」、「演出視訊系統」、「演出燈光系統」、「固定式展牆」、「展

覽燈具與軌道」、「黑幕與軌道」等，其規格與型號目前正同步進行

規劃並評估中。其中「電動懸吊系統」原規劃為主展演廳 9 組田字

型、排練室 1 組田字型，可獨立升降亦可群組升降，惟經現場勘查

後發現天花板結構吊點與空調風管、斜撐等多有重疊，故無法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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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安裝懸吊點的固定結構，現正研議解決方案。 

3. 「演講廳∕小表演廳」，兼具演講、科技藝術小表演之複合功能： 

(1) 地坪：考量實用性、耐磨性與日後維護成本，地坪規劃使用兼具耐

磨、防水、降噪的波龍地毯，於 1 月 27 日前往其展示中心查訪，確

認其適用度和樣式。 

(2) 專業設備訊號系統網絡：本空間兼具「演講」與「小表演」的複合

功能，專業設備的調度需有一定程度的靈活性，以同時適用於演講、

跨領域藝術示範演出及小表演的需求，其系統網絡設計圖，現正進

行第三版的規劃修正。 

(3) 專業設備：本廳專業設備的重點項目包含：「音響系統」、「視訊系統」、

「燈光系統」、「舞臺區電動對開黑幕」、「舞臺區頂棚」、「舞臺區投

影牆」、「觀眾席區吊架」、「觀眾椅」等，其規格與型號目前正同步

進行規劃並測試與評估中。 

(4) 觀眾席小階梯：原設計兩道小階梯位於觀眾席兩側靠牆，觀眾椅集

中在中間區域，按本空間大小每排可擺放 15 張觀眾椅，如此將不易

晚到觀眾進出，故將修改小階梯位置於觀眾席中間，採 3、9、3 座

椅數的排列方式。 

4. 「科技藝術常設展覽室」： 

(1) 做為國內唯一科技藝術專屬的常設展覽室，不僅代表本校長年推動

國內科技藝術發展的重要成果展示，亦是臺灣與國際機構鏈結的重

要座標之一。目前的展覽室設置於音樂廳後臺地下室，於 2010 年啟

用以來頗受好評，參觀者包含國內、外重要人士、國際指標性機構

要員及國內教育單位之校外教學場所。 

(2) 新館的「科技藝術常設展覽室」目前正進行內部空間改善規劃、現

有作品與設備汰換更新盤點、電力分配規劃，以及新作品形式的展

示評估。 

5. 「創作研發與學術研究實驗室」： 

(1) 本空間兼具科技藝術創作研發與學術研究兩個發展面向，亦作為不

斷流變之科技、藝術、哲學、社會等思想研究和創作實踐相互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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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擊以及能量生成的基地。並透過多面向主題實驗室的發展與合作，

以期創造國內科技藝術發展的新格局和高度。 

(2) 其中的「斯蒂格勒技術人文實驗中心」將藉由本校與法國相關機構

多年的合作基礎，以已故法國技術哲學標杆代表人物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 1952-2020）為名，展開亞洲和歐洲在科技人文領

域上合作的新景象。本案於 2021 年 1 月 7 日，在校長帶領下拜訪法

國在臺協會主任公孫孟進行初步提案，並分享本館的任務與願景。

中心並於 2021 年 5 月 4 日再度前往法國在臺協會拜訪教育合作與

文化處柯柏睿處長，就提案內容作進一步討論。 

6. 本館專業設施的建置規劃除依據本校多年累積的實務經驗做為規劃基

礎，自 2016 年起即陸續徵詢整理校外館舍機構的專業建議，如雲門

劇場、三創數位生活園區展演廳、臺北當代藝術館、數位藝術基金

會、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等。於校內，特別感謝總務處、展演藝術中

心、關渡美術館、電算中心網路組、曼菲劇場等，自著手規劃以來持

續提供專業技術建議與諮詢。 

7. 其他： 

(1) 專業證照、課程：為提升人員職業安全衛生危害意識，進一步掌握

職業與專業工作場所危害因子，擬報名參加一般安全衛生訓練（高

空作業車）、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訓練、施工架組配

作業主管安全衛生訓練相關課程，並配合中心業務執行時程，擇日

參加相關課程。 

(2) 3 樓大廳電視牆：考量呈現的形式、日後維護成本及降低色彩差異，

經評估拼接液晶電視及 LED 電視牆方案，以點距 p 1.8 或 p 1.5 之

LED 電視牆較能符合本館展演資訊投放與直播需求，目前正評估相

關硬體與結構細節。電視牆尺寸約為寬 6.7 米，高 1.4 米。 

三、 國際跨域科技藝術專題系列活動「不穩定機器 Erratic Device」 

1. 本活動主題發想自紐約藝術家 Hajoe Moderegger 和 Franziska Lamprecht

對新媒體機具和身體關係的長期思考。藉由動態的組合關係，兩位藝術

家以突破框架的方法學彰顯數位、新媒體機械或機具的不穩定和不可預



18-4 

測性，展開過去和未來結合的想像與可能。 

2. 因應疫情發展，本活動改採錄影方式進行。影片播放日期與連結公告於

中心網站和臉書專頁。活動內容包括一場藝術家講座和一場影片放映暨

座談。講座聚焦於 Hajoe Moderegger 和 Franziska Lamprecht 兩人協作的

創作計畫，探討如何從協作關係創造獨特美學。影片放映座談則邀請兩

位藝術家和數位藝術基金會「數位荒原」創辦人暨編輯鄭文琦先生擔任

與談人，就藝術家 2013 年的錄像作品《來自地球的你》的延伸命題進

行對談。《來自地球的你》曾獲邀參與 2014 年鹿特丹國際電影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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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品透過錄像、表演以及文字來詮釋相

異文化、技術以及美學宇宙的相遇。並曾在紐約 PS1、巴黎龐畢度藝術

中心、鹿特丹國際電影節等場域發表。 

4. 兩位藝術家已於 2021 年 1 月 15 日抵達臺灣，並完成 14 天隔離和 7 天

自主健康管理，計劃於 7 月返回美國。藝術家交通、隔離、隔離完成新

冠肺炎檢測以及在臺生活費用皆由 Fulbright 學術交流基金會負責。 

四、 專案活動「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國際展覽」 

1. 「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國際展覽」於 2012 年開始舉辦，今年度活動由

中國民國都市設計學會擔任執行單位，並邀請本校共同合辦，由中心協

助辦理場地使用事宜。 

2. 活動暫定於 2021 年 7 月 27 日至 9 月 5 日在科技藝術館舉行，活動涵

蓋展覽、跨領域工作營、大評圖、專題演講等。其中跨領域工作營將邀

請知名電影導演蔡明亮先生擔任導師。 

五、 科技藝術展覽室參訪與展品維護事項 

1. 5 月 13 日及 5 月 17 日發生突發停電事件，復電後進行各項作品及設

備檢測作業，並已恢復正常運作。 

2. 例行性展覽室保養維護作業如下：全區投射燈檢測維護、《流自慢

II》投影成色微調、《舞動綻放》感應器及互動程式檢測調整、《鏡花

水月》互動程式維護及感測範圍微調、《Simulate》動力馬達檢測維

護、《印象城市＿臺北》電子線路及感應器檢測、《名畫大發現－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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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河圖》感測攝影機檢測更換及互動偵測程式維護調整、《築霧》水

霧機控制器水霧效果調整。 

 



19-1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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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5月～110年 7月 

 

一、 推廣教育中心 

 （一）配合政府防疫規定，推廣中心各課程停課至 6月 14 日，未來持續配合

指揮中心發佈之規定辦理相關因應措施。 

 （二）依 5 月 25 日行政會議決議，考量夏日學校參與學員及相關工作人員之

健康安全及所需投入防疫措施及開辦風險，今年停辦，目前辦理退費

作業中。 

二、 藝大書店 

配合政府防疫規定，書店暫停 6 月 14 日前所有對外活動，後續活動執行

也將遵照疫情指揮中心的規範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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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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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5 月～110 年 7 月 
 

一、 社群產學合作計畫 

(一) 手作小時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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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端午節共辦理二場次的藺編小牛香包工作

坊(6/1 及 6/4)。因應國內疫情日趨嚴峻，本中心配合政府最新防疫政策，

工作坊暫緩舉辦，未來再視疫情狀況及政府規定而另行公告相關活動安

排。 

二、 李哲洋先生文物數位化工作及相關專項活動執行 

(一) 本校存藏李哲洋先生文物共 6,085 件，第一階段數位化工作針對檔案文

件類文物約計 1,991 組件，目前已完成 650 組件，含海報、節目單、剪

報、相片、文章手稿、樂譜等類型資料，傳研中心組成工作團隊持續

進行掃描及數位化建檔等工作。 

 1、3/29 已提送文化部申請李哲洋先生文物數位化專案。 

2、5-7 月份持續進行紙質文物數位化建置作業；規劃影音文物數位化

之相關授權及加值應用。 

(二) 影音類文物數位化：與臺灣音樂館、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合作辦理，委由

兩館進行錄影、錄音資料之轉檔及數位化，數位化權限由雙方共有。已

委請六合法律事務所李佩昌律師修訂李哲洋作品數位典藏授權契約修

訂事宜。 

 1、 目前正在確認三方合作協議契約內容擬訂簽署、運送與保險、及規

化順序等細節之確認，並辦理移交之等相關事宜。 

 2、 5/6 校長偕同主秘、中心主任及同仁拜會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主任、

副主任、台灣音樂館館長、科長等同仁，針對數位化合作事宜進行

意見交換。協請家屬李立劭導演、共同會商未來合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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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7 針對錄影帶數位化轉檔事宜與電影蒐藏博物館商討合作細節。 

 4、 5/8 進行內部討論數位化轉檔日程與規劃進度。 

5、 5/10 中心針對合作內容與進程討論數位化分流進行方案。 

(三) 北藝大開放博物館李哲洋特展專區建置 

 1、 依主題漸次於「開放博物館—北藝大分館」呈現李哲洋相關典藏文

物，作為本校特色典藏項目之一。已於 3/12 日、4/9 日與圖書館校

史發展組共商相關事宜與建置工作期程。 

2、 線上展覽主題以 2020 年實體展為架構再擴大其內容，並同步處理

授權。「知識的火苗─北藝大特藏李哲洋資料展」共計上傳 50 餘件

手稿影像等資料。另完成相關資料授權。 

3、 線上展覽已於 518 世界博物館日開展，未來持續更新，請參閱網

址 :https://openmuseum.tw/muse/exhibition/06ffab37527280e891da

bb803a75cb5b。 

 

https://openmuseum.tw/muse/exhibition/06ffab37527280e891dabb803a75cb5b
https://openmuseum.tw/muse/exhibition/06ffab37527280e891dabb803a75cb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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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圖書館 

資料時間：110 年 5 月～110 年 7 月 

 

一、全館業務 

(一）圖書館週末開館時間調整方案 

本館為因應圖書館轉型計畫之人力需求增加，現正進行數項調整。其中

經近年圖書館週末開館使用狀況之調查與評估後，擬調整週六現行之 8 點

半開館、8 點閉館之時段，調整為下午 1 點開館、5 點閉館，以增加館員

週間工作時間。2/23邀請學生會及學生議會會長來館，就本館週末開館時

間調整事宜進行宣導說明與溝通交流，期了解學生端對本館週末開館時

間調整的想法。4/26 舉辦公開說明會，惟因會議當日學生方面僅有 1 位

（學生會長）出席，已請學生會會長會後評估是否另由學生會主辦一場

說明會。 

(二) 機構典藏系統 

1. 針對系統的設計、執行及採購方式等，分別再諮詢影新學院魏院長、

電算中心孫主任、林教務長、鍾主秘及新媒系李奇璋老師等師長，以

取得寶貴經驗分享及建議。 

2. 系統規劃說明書及分階段之經費預估，預計5月中完成，以利分期經費

爭取。 

(三) 本學期第二次圖書館電子報：以「新閉館音樂」或「圖書館加工廠」為主

題報導，介紹圖書館內讓讀者好奇的趣味內幕，增進來館意願，預計於 5

月底前發送，並將於圖書館大廳輸出海報展示。 

二、採編與期刊業務 

(一) 2021 年 7 月起訂「故宮文物月刊、學術季刊資料庫」 

《故宮文物月刊》與《故宮學術季刊》為本館經常使用的紙本期刊，而這

兩刊資料庫先前辦理試用，也有相當高的使用率，因此評估兩刊平時即

有良好的使用情形，以及本館將朝向數位圖書館發展，所以將於 7 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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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兩刊的資料庫。本館將透過圖書館電子報加以宣傳，也將於 4 樓新刊

區與 7樓過刊區，放置小型宣傳廣告，以廣為週知。 

(二) 2022 年期刊續訂調查作業 

為使圖書館訂購期刊能滿足本校師生使用需求，預計 5 月中開始，針對

各學院進行期刊續訂調查，並於 6 月底前彙整續訂清單，以此作為明年

度期刊採購內容之依據。 

(三)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博碩士論文預計 5月底完成編目上架作業 

上傳至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之博碩士論文共計

70 筆，紙本論文共收藏 78 種 156 冊(含學士論文 8 種 16 冊)，現已全數

加工完成，刻正陸續進行編目上架作業，預計 5 月底完成。 

(四) 2021 年期刊裝訂作業 

為有效保存及管理過期期刊，便於師生學習與利用，將於 6月初進行期刊

裝訂作業，預計 9月中前完成期刊裝訂並回館上架。 

（五）響應世界閱讀日辦理贈書活動 

為響應 4月 23日世界閱讀日，以提升本校閱讀風氣，本館於 4月 21日起

在圖書館大廳門口舉辦贈書活動，將所收受之優質複本贈書轉贈校內師

生，獲得讀者們熱烈回響。 

三、閱覽典藏與參考服務業務 

(一) 本學期五樓研究小間申請時間及使用期限 

 申請時間 使用期限 

第 2 次 
110/4/19(一)起 

(額滿為止) 110/4/26(一) ~ 110/6/24(四) 

(二) 暑假期間借書/視聽資料到期日如下： 

身分 起始日 到期日 

專任教師 110/5/15 (六) 110/9/22 (三) 

兼任教師 110/6/12 (六) 110/9/22 (三) 

研究生、助教、研究人員 110/5/29 (六) 110/9/13 (一) 

七年一貫制、大學部、職員 110/6/12 (六) 110/9/1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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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5 樓研究小桌使用對象：因有研究小桌借用人向櫃台反應，已申請使用的

位子有他人使用及弄髒，除已於研究小桌入口處增加提醒通知外，也於

巡館時加以檢查留意，提醒研究小桌僅供已申請者使用，非申請人勿隨

意進入使用。 

(四) 指定參考書服務 

本學期指定參考書將於 6/22 進行撤架，110 學年度上學期設定調查函預

計於 7 月初發送。 

(五) 圖書資源利用教育 

本學期 5 場利用講習，最後場次已於 5/22 辦理完畢。110 學年度上學期利

用教育需求調查函將於 8 月初發送。 

(六) 電子資源 

1. 新增資料庫 

德語資料庫 3 種：Kafkas Werke、Schillers Werke、Digitale Bibliothek 

Deutscher Klassiker（由科技部人文司補助、國立政治大學執行之德語

研究資源建置計畫所提供） 

2. 試用資料庫 

(1) FUNDAY 線上語言教育平台：同時上線 10 人版 ( 試用至

2021/6/18)。 

(2) Wiley Online Library(試用至 2021/6/18)。 

(3) Grolier Online 葛羅里百科全書資料庫(試用至 2021/8/3)。 

(七) 非書資料淘汰與移轉作業 

幻燈片已非主流影像載體，且播放設備停產無法提供使用，故配合圖書

館中長程轉型計畫進行淘汰作業，以釋出更多館藏空間；共計 41,170 片

幻燈片已於 5月完成註銷，其中劣化程度較低、尚可辨識者，將轉贈予美

術學院、戲劇學院與文資學院作教研之用。 

四、校史發展組與其他業務 

(一) 開放博物館北藝大分館 

1. 配合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518博物館日活動，於北藝大分館推出線上展

覽，主題為「知識的火苗－特藏李哲洋資料展」，以及「拾取微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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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導演捐贈藏書展」。 

2. 「知識的火苗」特展上傳約 50 筆資料，包含李哲洋先生的備課筆記、

手稿、照片，以及田野調查所使用的器材。「拾取微光」特展精選約 30

筆珍貴藏書。 

3. 目前展覽皆已完成，配合 5 月 18 日數位文化中心之新聞稿宣傳，展覽

上線公開。 

 (二)  40 週年校慶 校史圖錄《藝術社會實踐展演誌》出版籌備計畫 

1. 主題為「北藝大的藝術社會實踐」，並擬定「藝術的再論述」、「藝術進

入社區」、「藝術與土地」、「小北藝深耕」四個面向，規劃書寫 40 篇文

章集結成冊。 

2. 校發組完成初步資料整理，近期將諮詢各院師長，持續蒐集資料。 

3. 預計於 6月 8日舉辦校史發展諮詢會議，調整並確認子題書寫方向、出

版架構、工作方式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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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關渡美術館 

資料時間：110年 5月~ 110年 7月 

 

一、展覽活動 

現正舉辦 2021 年 3 月份《模造風景》、《奈良美智特展》及《挑釁世界

－對中心主義的反抗》三檔展覽，展期為 2021 年 3 月 12 日至 6月 20 日。

另正進入 2021 年 7月份《Marina Cruz 個展》與《黎志文雕塑展》的籌備

期，展期預計為 2021 年 7月 2 日至 10 月 17日。 

二、教育推廣活動 

 1. 6月 30 日下午 13:30-15:30《黎志文雕塑展》展覽介紹。 

 2. 7月 7 日下午 13:30-15:30《Marina Cruz 個展》展覽介紹。 

三、導覽服務 

5 月份目前登記 103 人，6月份目前登記 115人。 

四、貴賓參訪 

 1. 5月 3 日國家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呂紹嘉 3 人。 

 2. 5月 10 日 MFA 美術館之友 20人。 

五、媒體報導 

 網路媒體： 

(一) 《模造風景》： 

1. 智邦藝訊電子報：「模造風景《Arttime 藝術網第 998期》」 

https://paper.udn.com/udnpaper/PON0001/363090/web/ 

2. 非池中藝術網：「【模造風景】Scenery in Mock-up」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11168 

(二) 《奈良美智特展》： 

1. 非池中藝術網：「【奈良美智特展】」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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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News Len關鍵評論：「【展覽】災難後，誰還需要藝術？《奈良美

智特展》中的哲學觀與內心風景」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8745 

3. Shopping Design：「奈良美智特展」展場搶先看！為台灣創作《朦朧

潮 濕 的 一 天 》 首 度 曝 光 ， 展 出 重 點 、 入 場 須 知 整 理 」

https://www.shoppingdesign.com.tw/post/view/6409 

4. La Vie：「「奈良美智特展」首次登台！5 大看展必知重點總整理」

https://www.wowlavie.com/article/ae2100059 

5. 天下雜誌：「奈良美智為什麼都畫小孩？最新台灣展覽，10 大重點看

懂他」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9986?template=fashion 

6. BAZAAR：「《奈良美智特展》首次在台開展！奈良美智特別為台灣創作

之全新作品《朦朧潮濕的一天》正式曝光－盼了好久的《奈良美智特

展》終於開幕！搶先瞭解奈良美智特別為台灣創作的作品背後故事。」

https://www.harpersbazaar.com/tw/culture/exhibition/g2822922

5/yoshitomo-nara-exhibition-opening/ 

7. 美麗佳人 marie claire：「藝術大師奈良美智親自來台，2021 最療癒

的 特 展 ！ 9 則 你 必 須 知 道 的 奈 良 美 智 小 秘 密 」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lifestyle/art/55580 

8. 中央通訊社：「奈良美智特展開幕 為台灣創作「朦朧潮濕的一天」首

亮相[影]」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3110123.aspx 

9. 遠見：「不在乎的力量！日本身價最高藝術家奈良美智：不當別人喜歡

的人，累積真正重要的事」https://www.gvm.com.tw/article/78802 

10. VOGUE：「關於奈良美智 Yoshitomo Nara 你需要知道的十二個關鍵字，

以及他不是女的？只畫小孩、畫風很卡哇依？迷思大破解」

https://www.vogue.com.tw/lifestyle/article/yoshitomo-nara-ke

yword 

11. MOT TIMES 明日誌：「《奈良美智特展》呈現近 40 年之創作脈絡！大師

親 解 全 球 首 度 亮 相 「 朦 朧 潮 濕 的 一 天 」 創 作 概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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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ttimes.com/cht/article_detail.php?serial=2394&t

ype=0 

12. Tatler：「奈良美智特展終於開展了！2021年新作《朦朧潮濕的一天》

專為台灣而創作」shorturl.at/HRSTY 

13. 大人物：「《奈良美智特展》關渡美術館登場！新作朦朧潮濕的一天、

月光小姐等 53 件作品亮點」https://www.damanwoo.com/node/94611 

14. 上報 UP MEDIA：「【有片】沒來的「青森犬」竟然隱藏在這裡！《奈良

美 智 特 展 》 53 件 作 品 免 費 看  5 大 必 看 亮 點 先 筆 記 」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08295 

15. 三立新聞網：「懶人包／「奈良美智特展」3亮點」shorturl.at/lyIS 

(三) 《挑釁世界：對中心主義的反抗》： 

1. BIOS monthly：「先把正確的世界丟棄吧——反骨雜誌《PROVOKE 挑釁》

與 特 展 ： 中 平 卓 馬 、 森 山 大 道 、 東 松 照 明 」

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10717 

2. ARTouch典藏：「PROVOKE：挑釁還有力量嗎？Provoke, Does It Still 

Hold Any Power?」 

https://artouch.com/views/exhibition/content-37720.html 

3. 藝點新聞：「挑釁! 最潮時代 打破日本時代思維！ PROVOKE 世界攝影

特展」https://www.4gtv.tv/article/2021032906000003 

4. 99 藝 術 網 ：「 挑 衅 世 界  ： 对 中 心 主 义 的 反 抗 」

http://www.99ys.com/exhibits/2021/03/02/15/25355.html 

5. 非池中藝術網：「寫真、1968、行動主義、物派、資本寫實主義、PROVOKE：

【 挑 釁 世 界  — 對 中 心 主 義 的 反 抗 】 」

https://artemperor.tw/focus/3902 

6. 非池中藝術網：「【挑釁世界 — 對中心主義的反抗】PROVOKE - 

Opposing Centrism」https://artemperor.tw/tidbits/11001 

 動態媒體： 

（一）藝點新聞ai news：「挑釁! 最潮時代 打破日本時代思維！ PROVOKE 

世界攝影特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dxRH8U2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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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主計室   

資料時間：110年 5月～110年 7月 

 

一、本校 110 年度截至 110年 4 月底止預算執行情形如下： 

（一）經常收支：總收入 3億 3,313萬元，總支出 3 億 1,724萬 1 千元，本

期賸餘 1,588 萬 9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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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997 307,715 309,648 1,933 

業務成本與費用 907,241 320,758 309,231 -11,527 

業務賸餘(短絀-) -59,244 -13,043 417 13,460 

業務外收入 75,502 27,080 23,482 -3,598 

業務外費用 25,308 8,577 8,010 -567 

業務外賸餘(短絀-) 50,194 18,503 15,472 -3,031 

本期賸餘(短絀-) -9,050 5,460 15,889 10,429 

 

（二）購建固定資產：本年度可用預算數 1 億 4,372萬 5 千元，截至 110年

4 月累計預算分配數 4,156 萬 8 千元，累計實際執行數 3,744 萬 7 千

元，執行率 9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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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00 37,000 32,958 89.08 

機械及設備 38,482 2,382 1,468 61.63 

交通及運輸設備 13,043 286 406 1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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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預算數 
累計分配數 

(1) 

累計實支數 

(2) 

執行率％ 

(2)/(1) 

什項設備 48,200 1,900 2,615 137.63 

合  計 143,725 41,568 37,447 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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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人事室  

資料時間：110年5月～110年7月 

 

一、人事異動 

(一) 編制內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原因 異動日期 

總務處事務組 助理員 嚴  婕 育嬰留職停薪 110.05.10～110.11.10 

總務處保管組 組員 鄭序華 延長依親留職停薪 110.08.01～111.07.31 

(二)校務基金人員：離退 2人、新進 0 人。   

(三)專兼任助理：專任助理到職 1 人，離職 2 人；兼任助理到職 17 人，離職

9 人。  

二、主管發聘 

核發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續聘學術、行政主管(含代理主管)聘書 20人。 

三、專任人員續聘案 

辦理本校 110 學年度專、兼任教師、助教、研究人員續 (合)聘案，業請各

單位將所屬人員續聘名冊（含聘期已屆滿、未屆滿專任人員名冊及兼任教

師名冊）送人事室彙辦。 

四、教師升等 

本學期計有 8 位專任教師及 1 位兼任教師提出升等，另有 5 位兼任教師提

出教師資格送審請證，將於 110 年 6月 22 日校教評會提會審議。 

五、職員英檢普查 

為掌握本校各單位同仁（職員）英語程度，並配合檢視人事總處於 WebHR 統

計作業子系統－「通過英檢人數統計查詢」及「通過英檢人數增減統計查

詢」2統計表資料之正確性，辦理本校 46 位職員具英檢等級資料全面普查。 

六、獎勵考核 

（一）教育部核定 110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金者，計有年資屆滿 30 年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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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 5 人、10 年 9人。 

（二）核定獎懲案件並依規定發佈獎勵書函：教育人員嘉獎 1次：1 人。 

（三）訂於 110 年 7 月 14 日辦理職員考績委員職員代表改選，以得票數最

高之 4名當選。 

七、待遇、津貼補助、退撫及員工協助 

（一）辦理教師、研究人員及助教年資加薪事項。 

（二）辦理鍾明德院長、王世榮老師及房國彥老師退休案陳報教育部核定、

後續退休金及服務獎章獎勵金核發事宜。 

（三）辦理撫卹人員遺族端午節慰問金核發。 

八、配合防疫事項 

(一) 因應疫情發展彙總員工請假相關規定，於 110 年 5 月 12 日更新本校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教職員工請假一覽表，並於本校防疫窗

口會議上宣導，連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教育部相關規範一併置於

本校人事室網頁供同仁查詢參考，將配合主管機關發布規定隨時更新

公告周知。 

(二) 因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提升雙北地區為三級警戒區，為避免通勤人員

集中在尖峰時刻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依行政院及教育部彈性上班措施

規定，本校自 110 年 5 月 17 日起彈性上班時間調整為 7:30-10:00，

下班時間 16:30-19:00，以分散上下班人潮。 

(三) 防疫期間在業務推動量能之下，為避免同仁移動及群聚風險，本校自

110 年 5月 17 日啟動人員分區辦公或居家辦公機制，並修訂本校「因

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部分人員實施居家辦公措施」，請各單位

視業務及人力運用情形分流居家辦公。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性質 重要教務事項 提案單位 
音樂學系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音樂學研究所 

案 由 
110 學年度起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每學期「專

業器材維護使用費」由 1,000 元調整為 2,000元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音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音樂學研究所學生，依照現行規定每學期收取「專業器材維護

使用費」1,000元，每學年約收得 68 萬餘元。 

二、 音樂學系、所 108 學年度樂器維護、器材維護總支出為 66 萬

餘元；另每年度與專業鋼琴公司簽訂調音維護合約，由校方和

音樂學系各分攤一半調音費，音樂學系、所之支出為 43 萬餘

元，故音樂學系、所總支出為 109萬餘元。 

三、 校方自 110 學年度起將取消分攤補助，調音費需由音樂學系、

所全額負擔，每學年調音費支出增加約 40 萬餘元；音樂學系、

所樂器及各項教學設備維護、維修經費逐年增加，又音二館馬

水龍廳錄音室於去年建置完成，今年將增建遠距教學教室；考

量新增加的年度調音費、原有樂器、設備及新增攝影、錄音、

燈光維護、維修經費支出；希冀透過經費調整能有足夠經費，

建立良好的維護機制，延長各類樂器、器材的使用年限，並提

供學生良好的學習環境，因此提案加收專業器材維護使用費，

調整為每學期收取 2,000元。 

四、 本案業經 110 年 4 月 26 日音樂學系、管絃與擊研究所、音樂

學研究所 109 學年度 2 學期第 2 次系所務會議、110 年 4 月 27

日 109學年度 2 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及 110年 5月 25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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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相關資訊。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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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系、管絃擊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專業器材維護費增收說明： 

音樂學系、所學生依照現行規定每學期收取「專業器材維護使用費」1,000 元，每學年約收

得 68萬餘元；增至 2,000元後，預計收入為 136萬餘元。 

音樂學系、所 108 學年度鋼琴調音(負擔 1/2)、樂器維護、器材維護總支出為 109 萬餘元；

考量 110 學年度起需全額負擔調音費，音樂學系、所樂器及各項教學設備維護、維修經費逐

年增加，及新增加的攝影、錄音、燈光的維護費用；希冀透過經費調整能有足夠經費，建立

良好的維護維護機制，延長各類樂器、器材的使用年限，並提供學生良好的學習環境，因此

提案加收專業器材維護使用費，調整為每學期收取 2,000元。 

110學年度起專業器材維護費預算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鋼琴調音維護 800,000 1 式 800,000 
平台琴、直立琴共 132台

的年度維護合約 

鋼琴維修 30,000 1 式 30,000 

管樂器維護 100,000 1 式 100,000 

低音提琴維護 65,000 1 式 65,000 

豎琴維護 65,000 1 式 65,000 
大鍵琴調音、維護 15,000 1 式 15,000 
管風琴維護 100,000 1 式 100,000 
擊樂器維護 100,000 1 式 100,000 
E化教室設備維護 50,000 1 式 50,000 

電腦音樂教室設備維護 50,000 1 式 50,000 

錄音室設備維護 50,000 1 式 50,000 

緊急預備金 100,000 1 式 100,000
總計 1,525,000 

108學年度樂器、器材維護費統計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鋼琴年度調音維護 433,500 1式 433,500 

鋼琴維修 149,419 1式 149,419 

管樂器維護 108,120 1式 108,120 

低音提琴維護 70,110 1式 7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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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豎琴維護 74,143 1式 74,143  

大鍵琴調音、維護 22,500 1式 22,500  

擊樂器維護 19,900 1式 19,900  

琵琶購置 41,200 1式 41,200  

電腦及 E化教室設備維護、維

修 
101,357 1式 101,357  

排練椅及譜架購置 79,100 1式 79,100  

總價 1,099,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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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

音樂學系 、 管絃與擊樂硏究所 、 音樂學研究所

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所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10年4月26日（星期一）10:30
地點：音樂學系會議室
主席：盧主任暨所長文雅
出席：詳如簽到表
記錄：林貞吟

壹． 主席報告

一 、 110學年度的學士班與碩士班皆已放榜，再次咸謝老師們的辛勞。

二 、 大學部畢業製作已全部完成，謝謝蘚志璜老師的統整與聯繫，也謝

謝所有評審老師。

三 、 5月8日（六）呂老師與北藝大管絃樂團於衛武營舉行音樂會，歡迎

老師蒞臨挂導，5月11日（二）呂老師於本校音樂廳的音樂會歡迎老

師們一同前往欣賞，2場音樂會需索票的請洽紀為助教。

貳．系所務工作會報

1 

2 

3 

4 

5 

6 

一、博士班－盧易之老師
（一）本學期博士班各項考核、音樂會及學術研討會申請， 已於3月8日截止。
目前受理各項申請之相關統計資料整理如下：

1. 音樂會申請

姓名 形式 地點 時間 評審

宮天平
室內樂音樂會 齊格飛藝術中 4/23 19:30 

林惠珍＊、李葭儀丶
（歌劇主要角色） ,｀3 鄧吉龍（備：鄭琪樺）

蔡弦修 鑑定獨奏會 北藝大音樂廳 6/23 19:30 
趙怡雯＊、何君恆、§未顯
達（備：劉姝媾丶蘇志璋）

謝奇儔 講座音樂會 馬水龍廳 6/7 13:00 
李葭儀＊、林惠珍、鄧吉
龍 （備：鄭琪樺）

林語荷 講座音樂會 M2402 
6/21-24 

簡名彥、李宜錦、徐干騖19:30 

林語荷 獨奏會 馬水龍廳
6/21-24 

簡名彥、李宜錦、薛志璪
19:30 

黃茜瑜 獨唱會 音樂廳 6/21 19:30 
李葭儀＊、林惠珍丶鄭琪
樺（備：鄧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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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紀錄(摘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Webex 視訊會議  

主席：陳愷璜校長                                       紀錄：楊學慧 

出席人員：詳如參加人員名單 

會議出席人數：應到 38 人，實到 33 人。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暨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確定。 

肆、各單位工作報告：略。 

 

伍、提案討論： 

一、110 學年度起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每學期「專業

器材維護使用費」由 1,000 元調整為 2,000 元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決議：照案通過，請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陸、臨時動議：略。 

 

柒、散會：下午 2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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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2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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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0年 3月 9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31526號函復

本校建置研究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檢核機制案辦理，其審

議意見為學生論文有與專業領域不符時，對論文指導教師沒

有具體課責的機制。 

二、爰配合修訂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

第九點，納入論文指導教師具體責任機制。 

三、本案業經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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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九、審定委員會審查決議後，處理

程序如下： 

（一）審定委員會應做成是否違反

學術倫理之具體決議，並將其

決議製成處分書，簽請校長核

定後，由教務處函送被檢舉人。

處分書內容應包含主文、事實、

理由及救濟管道。 

（二）審定委員會審定被檢舉人學

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且未於

期限內提起救濟者，由本校撤

銷被檢舉人之學位，公告註銷

並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並將

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

校院及相關機關（構），另發函

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撤下

被檢舉人之論文紙本及電子檔

案，其有違反其他法令者，並

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三）經本校撤銷之學位論文其指

導教授應負指導論文監督不周

責任，所屬系所應加強輔導該

教師參與學術倫理相關課程，

或視情節嚴重性限制其指導學

生數等措施。 

九、審定委員會審查決議後，處理

程序如下： 

（一）審定委員會應做成是否違反

學術倫理之具體決議，並將其

決議製成處分書，簽請校長核

定後，由教務處函送被檢舉人。

處分書內容應包含主文、事實、

理由及救濟管道。 

（二）審定委員會審定被檢舉人學

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且未於

期限內提起救濟者，由本校撤

銷被檢舉人之學位，公告註銷

並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並將

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

校院及相關機關（構），另發函

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撤下

被檢舉人之論文紙本及電子檔

案，其有違反其他法令者，並

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三）經本校撤銷之學位論文，其

指導教授應負指導論文監督不

周責任。 

依教育部臺教高

( 二 ) 字 第

1100031526 號函

示：「學生論文有

與專業領域不符

時，對論文指導教

師沒有具體課責

的機制。」教育部

解釋其所謂「課

責」是指其指導學

生的責任，非指教

師法中對教師所

為之處分。故依來

函說明於第(三)

款增列加強教師

倫理課程或限制

指導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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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北藝術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修正草案) 

 
 

102年 5月 14日本校 101學年度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2年 6月 4日本校 101學年度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4年 5月 12日本校 103學年度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4年 6月 2日本校 103學年度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6年 12月 19日本校 106學年度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6年 12月 26日本校 106學年度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9年 5月 26日本校 108學年度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9年 6月 16日本校 108學年度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10年 5月 18日本校 109學年度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國立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高等教育品質與學術倫理，防範本校博、

碩士學位論文有違反學術倫理等情事發生，本於公平、公正及客觀之原則，特依據

學位授予法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博、碩士學位論文，係指本校依學位授予法所授予博、碩士學位之論文、

作品、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等。 

三、 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一）抄襲：援用他人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不當，情節重大

者，以抄襲論。 

（二）造假：虛構不存在之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三）變造：不實變更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四）由他人代寫。 

（五）以翻譯代替學位論文，並未適當註明。 

（六）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七）學位論文與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專業領域不相符者。 

（八）其他違反學術倫理之行為，經本校權責機關審定者，得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四、 博、碩士學位論文涉及違反學術倫理之檢舉，檢舉人應以書面載明具體事實，檢附

證據，並具屬真實姓名、聯絡電話、地址，經查證確為檢舉情事，應即進入處理程

序。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嚴格保密。 

對於匿名檢舉之案件，除有具體指陳對象、違反學術倫理內容且有充分舉證者外，

本校不予受理。 

五、 為調查、審議及認定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有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相關學系(所

、學位學程)應組成博、碩士學位論文學術倫理調查小組（以下簡稱調查小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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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務處組成校級博、碩士學位論文學術倫理審定委員會（以下簡稱審定委員會）

。 

六、 依本要點所進行之程序應以秘密方式為之，避免檢舉人與被檢舉人之身分曝光。 

七、 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疑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時，調查程序如下： 

（一）本校各單位知悉或接獲檢舉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時，

應轉教務處受理，並依本要點第四點完成形式要件審查。形式要件不符者不

予受理，並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後結案；確認受理之檢舉案件，應於五日內移

請被檢舉人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於二十日內成立調查小組。 

（二）調查小組由被檢舉人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推薦校內外專業領域之

公正學者專家三至五人組成，並簽請院長遴聘之；其中校外學者專家至少須

佔三分之一以上，並以該單位主管為召集人並任調查小組成員，若該單位主

管須迴避時，由院長擔任召集人並推薦委員簽請教務長遴聘之；若該單位主

管及院長均須迴避時，則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並推薦委員簽請校長遴聘之；

或由校長指定一人擔任召集人。調查小組委員身分應予保密。 

（三）調查小組進行調查時應就檢舉內容作實質審查，並調查被檢舉人之博、碩士

學位論文，包括論文與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專業領域是否相符、論文內

容及結果之真實性、確認是否由他人代寫、比對文獻引用情形及審查論文原

創性、貢獻度等。 

（四）調查小組進行調查時，應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在期限內提出書面說明或到場

陳述意見，未於通知期限內提出書面說明或到場陳述意見者，視為放棄陳述

之機會；必要時並得邀請被檢舉人之指導教授列席說明。 

（五）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提出調查報告並檢附相關會議紀錄

交審定委員會審議。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八、 審定委員會審議程序如下： 

（一）審定委員會由教務長推薦校內外專業領域之公正學者專家五至七人組成，並

簽請校長遴聘之；其中校外學者專家至少須佔三分之一以上；被檢舉人所屬

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及院長為當然委員。審定委員會委員身分應予保密。 

（二）審定委員會以教務長為召集人並任委員及會議主席。若教務長須迴避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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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指定一人擔任召集人。 

（三）審定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方得決議。 

（四）審定委員會審議內容以調查小組之調查程序及調查報告為主；如認為調查小

組調查結果有疑義時，得退回調查小組再釐清補正或重啟調查。 

（五）審定委員會必要時得通知被檢舉人或其指導教授提出書面說明或到場陳述意

見。未於通知期限內提出書面說明或到場陳述意見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九、 審定委員會審查決議後，處理程序如下： 

（一）審定委員會應做成是否違反學術倫理之具體決議，並將其決議製成處分書，

簽請校長核定後，由教務處函送被檢舉人。處分書內容應包含主文、事實、

理由及救濟管道。 

（二）審定委員會審定被檢舉人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且未於期限內提起救濟者，

由本校撤銷被檢舉人之學位，公告註銷並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

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另發函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

書館撤下被檢舉人之論文紙本及電子檔案，其有違反其他法令者，並應依相

關法令處理。 

（三）經本校撤銷之學位論文其指導教授應負指導論文監督不周責任，所屬系所應

加強輔導該教師參與學術倫理相關課程，或視情節嚴重性限制其指導學生數

等措施。 

十、 為維護調查、審定之客觀性與公平性，與被檢舉人現有或曾有論文指導師生關係、

口試委員、三親等內之血親、四親等內之姻親、學術合作關係或其他利害關係者，

皆不得擔任調查小組與審定委員會之委員。 

十一、 對於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經審定成立並作出撤銷處分後應公告之。 

十二、 本校學生在學期間之著作、期刊論文或研究成果等，若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且涉及

學位資格取得者，得依本要點辦理。 

十三、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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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一)
(二)
(三)

說明：

教育部

受文者：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0年3月9日
發文字號： 臺教高(二)字第1100031526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無附件

所報大學校院建置學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

制相關調查表及附件案，經審閱後，詳如說明，請查

照。

復貴校109年5月28日北藝大教字第1091001738號函。
貴校所送案件經審查後，審議意見如下，針對審查委員

所提待改善之處，請於110年7月底前提出改善計畫書送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並副知本部，改善情

形將納入大專第三週期校務評鑑，並作為最近一年度招

生總量核定之參據：

對論文指導教師沒有具體課責的機制。

對不公開之論文未有實際審查機制。

應及早建立相關審查及處理機制並列入系所評鑑。

正本：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副本：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函
地址 ： 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 ： 02-23976943
聯絡人 ： 溫雅嵐
電　話 ： 02-77365901

1100001471

總收文 11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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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 0 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視訊會議(各委員辦公室) 

主席：林教務長劭仁       紀 錄：余琇媚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詳見第 5頁）

參、 教務處業務報告：（詳見第 6-12頁） 

一、 教務長室：詳如議程第 6頁。 

補充報告:感謝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班及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已至總

量系統設定支援專任教師數。 

二、 教學與學習中心：詳如議程第 6-7頁。 

主席指示: 

一、110-1學期教師教學社群及開放式課程，倘因疫情之關係無法於期限內提出 

    申請，請先告知本處教學與學期中心。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7-8頁。 

補充報告： 

一、如因疫情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考試或繳交成績，系統請採待補登方式，成績最遲 

    於下學期開學前完成成績繳送。 

二、休學截止日期原為 5月 28 日，已公告依彈性修業辦法規定，至遲於 6月 28日 

    學期結束前完成線上申請。  

主席指示:本學期成績繳交期限原為 7 月 7 日，但因疫情而未能於期限內繳交者，

繳交期限將依疫情滾動修訂延長 1-2 周，若系統關閉後仍有需求，將採

專案方式辦理，請各系所助教與註冊組提出需求。 

四、 課務組：詳如議程第 8-9頁。 

主席指示: 

一、因疫情關係自 5月 17日起至 5月 28日止全面採線上課程，可採以下三種方式 

辦理:webex、錄影或暫時停課等疫情較緩和後採集中式課程方式辦理。 

二、因應國內疫情警戒升級，為降低群聚感染之風險，自 110 年 5 月 19 日(三)起

至 5 月 28 日(五)止，大專院校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改採線上教學，學生居家

遠端學習不到校，線上教學為正式課程，暑假期間不另行補課為原則。本處課

務組將持續與各系所密切聯繫，課程相關之配套措施亦將滾動式調整。 

五、 招生組：詳如議程第 9-10頁。 

補充報告: 

一、110 學年度大陸學生入學：本學年度將不開放學士班招生，研究所招生名額已

於 5月 17日(一)核定，碩士班 13名、博士班 3名。僅限大學是在台灣就讀且

(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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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藝術創業微學分學程」申請計畫書、設置要點(草案)及學分科目表

(草案)，詳第 53頁至第 69頁。 

二、 案經藝術創業微學分學程 110年 4月 21日籌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研究生學位考試規

章」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 

一、 依教育部函復本校建置研究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檢核機制案[教育

部 110年 3月 9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31526號辦理(詳見第 70頁)，

其審議意見如下： 

(一)「學生論文有與專業領域不符時，對論文指導教師沒有具體課責的 

    機制。」 

(二)「對不公開之學位論文未有實際審查機制。」

二、 配合修訂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納入論文

指導教師具體責任機制，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要點(草案)詳第 71頁至第

74頁。 

三、 經調查本校迄今未有研究生學位論文不公開之情事，為符合本案建立

檢核機制要旨，擬依「學位授予法」第 16條學位論文公開之規範，修

訂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考試規章(草案)詳

第 75頁至第 81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主席報告:教育部於今日下午 2 點發布公告：因應國內疫情警戒升級，為降低群聚

感染之風險，自 110年 5月 19 日(三)起至 5月 28日(五)止，大專院校

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改採線上教學，學生居家遠端學習不到校，線上教

學為正式課程，暑假期間不另行補課為原則。 

本處課務組將持續與各系所密切聯繫，課程相關之配套措施亦將滾動式

調整。本處及課務組網頁亦將公告「因應防疫-辦理學位考試公告」及「課

程調整上課方式一覽表」週知。 

陸、 散會(下午 2點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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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三、

說明：

擬辦：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0年5月18日

教務處註冊組

檢陳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

第九點修正草案，並提送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
議審議乙事，簽請核示。

依教育部函復本校建置研究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檢核

機制案[臺教高(二)字第1100031526號，如附]辦理，其審

議意見有：「學生論文有與專業領域不符時，對論文指

導教師沒有具體課責的機制。」

爰配合修訂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要點」第九點，納入論文指導教師具體責任機制，提案

單、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本案業經本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奉核後，續提送本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

會辦單位：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裝

訂

線

檔號： 0110/010201
保存年限： 永久

1101001899

110/05/18 17:00:22

註 冊 組
三等專員

賴惠中           

110/05/18 17:23:37

註 冊 組
組 長

王喜沙                

110/05/19 10:06:43

教 務 處
教 務 長林劭仁                

   核稿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及附件Word檔予秘書
室續辦。

110/05/20 09:36:06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

楊學慧           

 核稿
 加會楊專員學慧

110/05/19 10:14:00

秘 書 室
秘 書

吳淑鈴 

110/05/20 13:37:09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

鍾永豐 

如擬

110/05/20 14:53:00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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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3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 由 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組織規程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一）電影創作學系碩士班原學籍分組為「電影創作組」及「電

影史與電影產業研究組」2組，自 110 學年度起分組整併，

爰配合刪除相關文字。(第 4 條第 1項第 5款) 

（二）教育部 109年 7月 17日臺教高(四)字第 1090100544號函

核定同意本校 110學年度新設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

程，爰配合增設本校教學單位。(第 4 條第 1項第 9款)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送教育部核定，自 110 年 8 月 1

日生效。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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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四條 

本校設下列各教學單位： 

一、音樂學院 

（一） 音樂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博士班） 

（二）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三） 音樂學研究所 

（四） 傳統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二、美術學院 

（一） 美術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博士班） 

（二）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三、戲劇學院 

（一） 戲劇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博士班） 

（二）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三） 劇場設計學系（含碩士班） 

四、舞蹈學院 

舞蹈學系（含七年一貫制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 

五、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電影創作學系（含碩士班、學

士後電影美術設計學士學位

學程） 

（二） 新媒體藝術學系（含碩士班） 

（三） 動畫學系 

第四條 

本校設下列各教學單位： 

一、音樂學院 

（一） 音樂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博士班） 

（二）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三） 音樂學研究所 

（四） 傳統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二、美術學院 

（一） 美術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博士班） 

（二）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三、戲劇學院 

（一） 戲劇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博士班） 

（二）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三） 劇場設計學系（含碩士班） 

四、舞蹈學院 

舞蹈學系（含七年一貫制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 

五、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電影創作學系（含碩士班、學

士後電影美術設計學士學位

學程，碩士班分組為電影創

作組、電影史與電影產業研

究組） 

電影創作學系

碩士班原學籍

分組為「電影

創作組」及「電

影史與電影產

業研究組」2

組，自 110 學

年度起分組整

併；另本校自

110 學年度起

新設音樂與影

像跨域學士學

位學程，均業

經教育部 109

年 7月 17日臺

教高(四)字第

1090100544號

函核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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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資源學院 

（一）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二） 藝術行政與管理研究所 

（三） 博物館研究所 

（四）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含碩

士在職專班) 

（五）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

學程 

 (六)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七、人文學院 

（一） 通識教育中心 

（二） 師資培育中心 

（三）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八、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士學位學程 

九、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本校得設學位學程、學分學程。 

系所、學位學程之增設或變更，及師資

培育中心設置要點另定之，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二） 新媒體藝術學系（含碩士班） 

（三） 動畫學系 

六、文化資源學院 

（一）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二） 藝術行政與管理研究所 

（三） 博物館研究所 

（四）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含碩

士在職專班) 

（五）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

學程 

 (六)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七、人文學院 

（一） 通識教育中心 

（二） 師資培育中心 

（三）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八、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士學位學程 

本校得設學位學程、學分學程。 

系所、學位學程之增設或變更，及師資

培育中心設置要點另定之，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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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教育部 94年 7月 29日台高（二）字第 0940104318 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及第 5 條 
教育部 95年 1月 25日台高(二)字第 0950006100號核定修正第 30條 
教育部 95年 3月 7 日台高（二）字第 0950028978 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及第 28條(教育
部 108年 9月 24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80136711號函重行核定第 4、18、28 條) 
教育部 95年 7月 31日台高二字第 0950111187號函核定修正第 1、4、5、5-1、5-2、6
條…等 21條 
教育部 96年 5月 17日台高（二）字第 0960066374 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第 8 條、第
10條、第 10 之 1條及第 29 條 
教育部 97年 1月 31日台高（二）字第 0970014811 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第 28條、第
30條及第 36 條 
教育部 97年 5月 16日台高（二）字第 0970084731 號函核定修正第 8條及第 36條，並
溯自 96年 8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98年 8月 6 日台高（二）字第 0980134054 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第 8條、第 12
條、第 13條及第 28條 
教育部 98年 11月 12日台高（二）字第 0980189224號函核定修正第 4 條溯自 98年 8
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99年 2月 25日台高（二）字第 0990021378 號函核定修正第 23條溯自 99年 2
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99年 5月 11日台高（二）字第 0990080220 號函核定修正第 10條溯自 96年 5
月 17 日生效 
教育部 100年 2月 10日臺高（二）字第 0990201218 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等 7條條文溯
自 99年 8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100年 11月 15日臺高字第 1000206548號函核定修正第 7條等 5條條文溯自 100
年 8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101年 5月 11日臺高字第 1010086728A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溯自 100年 8月 1
日生效 
教育部 101年 5月 11日臺高字第 1010086728B號函核定修正第 19條、第 28 條及第 30
條溯自 101年 2月 1 日生效 
教育部 101年 11月 20日臺高(三)字第 1010216035 號函核定修正第 17條，考試院 102
年 2月 26日考授銓法三字第 1023693326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2年 11月 4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162622 號函核定修正第 8條、第 17條、第
30條及第 32 條，並溯自 102年 1月 1日生效，考試院 102 年 12月 31 日考授銓法四字
第 1023795701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2年 11月 26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176900號函核定修正第 4 條及第 29條，
並溯自 102年 8月 1 日生效，考試院 103年 5月 2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33817080號函核
備 
教育部 103年 1月 29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016280 號函核定修正第 8條、第 10條、第
28條及第 30 條，並自 103年 2月 1日生效，考試院 103年 5 月 2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33817080號函核備第 10條、第 28 條及第 30條 
教育部 103年 7月 7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00355 號函核定修正第 8條、第 9 條、第
10條、第 10 條之 1、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8 條、第
19條、第 28 條、第 30條、第 36條，並自核定日生效，考試院 103年 8 月 15日考授銓
法五字第 1033872848號函核備，考試院 104年 3 月 6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439431542
號函修正第 8 條 
教育部 103年 11月 26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72429號函核定修正第 8 條、第 10條、
第 12 條、第 14 條之 1、第 24條、第 30 條，並自 103年 11月 8日生效，考試院 104 年
3 月 6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439431541號函核備修正第 8條 
教育部 103年 11月 25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71681號函核定修正第 4 條、第 7條、第
19條、第 21 條、第 26條、第 30條，並自 104年 2月 1 日生效，考試院 104年 3月 6
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439431541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3年 11月 28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75394號函核定修正第 4 條，並自 104
年 8月 1 日生效，考試院 104年 3月 6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439431541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4年 5月 21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68767 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第 7 條、第
13條、第 19 條、第 26條、第 28條，並溯自 104 年 2月 1日生效，考試院 104年 6 月
25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43983762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4年 6月 30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86879號函核定修正第 8條、第 10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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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 104年 6 月 2日生效；核定修正第 4條，並自 104年 8 月 1日生效，考試院 104年
8 月 13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44000265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5年 7月 7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50091032 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及第 29條，並
自 105年 8月 1日生效，考試院 105 年 8月 3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54128300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6年 2月 8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016435 號函核定修正第 30條，並溯自 105
年 10月 16日生效，考試院 106年 2 月 20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64195369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7年 2月 23日臺教高(一)字第 1070028395 號函核定修正第 19條及第 30條，
並自 107年 8 月 1日生效，考試院 107年 3月 8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74326915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7年 7月 23日臺教高(一)字第 1070102097號函、107年 11月 13日臺教高(一)
字第 1070197931 號函、107年 11 月 21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70205559 號函核定修正第 4
條、第 6 條、第 8條、第 10-2條、第 18 條、第 19 條、第 28 條、第 30 條，並自 107
年 8月 1 日生效 
教育部 108年 2月 25日臺教高(一)字第 1080024628 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第 7 條、第
8 條、第 19條、第 26條、第 30條，並自 108年 2 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108年 8月 6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80109344 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第 8 條、第
14條、第 21 條、第 26條、第 28條、第 29條、第 30 條，並自 108年 8月 1日生效 
教育部 109年 6月 10日臺教高(一)字第 1090076097 號函核定修正第 4條，並自 109 年
8 月 1日生效 
 

第一條    本組織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及有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定名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第三條    本校旨在我國文化傳統基礎上，本人文精神，培育藝術創作、展演及學術研究人

才，以創造藝術發展之新契機。 

第四條    本校設下列各教學單位： 

          一、音樂學院 

（一） 音樂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三） 音樂學研究所 

（四） 傳統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二、美術學院 

（一） 美術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三、戲劇學院 

（一） 戲劇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三） 劇場設計學系（含碩士班） 

          四、舞蹈學院 

                    舞蹈學系（含七年一貫制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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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電影創作學系（含碩士班、學士後電影美術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二） 新媒體藝術學系（含碩士班） 

（三） 動畫學系 

六、文化資源學院 

（一）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二）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三） 博物館研究所 

（四）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含碩士在職專班) 

（五）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六)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七、人文學院 

（一） 通識教育中心 

（二） 師資培育中心 

（三）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八、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士學位學程 

九、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本校得設學位學程、學分學程。 

系所、學位學程之增設或變更，及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點另定之，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五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 

校長之產生：由本校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出人選，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前項遴選委員會成員包括: 

一、 本校校務會議推選之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助教代表、行政人員代表

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二。 

二、 本校推薦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二。 

三、 其餘委員由教育部遴派之代表擔任。 

 其組織及遴選辦法應依照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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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之任期配合學年（期）制，每一任期四年。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應由教

育部進行評鑑，作為決定是否續聘之參考。並召開校務會議，就校長是否續聘

行使同意權。第一次連任之校務會議需有三分之二以上校務會議代表出席始得

開議，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得連任之；第二次連任之校務會議需有三分

之二以上校務會議代表出席始得開議，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連任之，

連任以二次為限。 

校長之資格，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本校已依大學法修正前之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進行校長遴

選作業者，得繼續辦理校長遴選作業至校長經教育部完成遴聘時為止；其任期

依原有規定辦理。 

第五條之一  校長去職方式如下： 

一、 任期屆滿，不再續聘。 

二、 自請辭職。 

三、 其他原因離職。 

四、 校長因重大失職事由，經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提出解聘案，

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及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報

請教育部解聘。 

第五條之二  校長因故出缺新任校長未遴選產生前，校長職務由副校長、教務長、 

            學務長、研發長、總務長依序代理，並報教育部。 

第六條      本校置副校長二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研究，由校長聘請教授或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包含以校務基金聘任之專案教授級教學人員)聘兼之。其

中一人得以契約方式進用編制外專業人士擔任。 

          副校長之任期配合學年（期）制，任期依校長任期。得連任二次。 

第七條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由院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教授一至三人報請校長

擇聘之，任期三年。各學院院長如有連任意願，經全學院講師以上專任教師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教師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獲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連任，報請

校長同意後續聘。各學院院長之解聘，應經全學院講師以上專任教師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出席教師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解聘，報請校長同意

27-7



 

後解聘院長職務。院長遴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另以院長遴選要點定之。學院

為整合系、所教學研究發展及資源運用，得審核系、所教師之聘任，統籌教學

設備及空間之利用，決定系、所、學程之增設及調整，規劃跨系、所課程、招

生及授課事項。上述任務由新改選院長後之學院開始實施之。            

第八條     本校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掌理註冊、課務、招生及出版、教學品質提升等其他教務事項。

並分設註冊、課務、招生等三組及出版中心、教學與學習中心。 

    二、學生事務處：掌理心理輔導、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住宿

管理、體育教學與體育活動等及其他輔導事項。並分設課外

活動指導、衛生保健、生活輔導等三組及學生諮商中心、學

生住宿中心、體育中心。 

    三、總務處：掌理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及其他總務事項。並分設文

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等五組。 

    四、研究發展處：掌理校務規劃、評鑑、學術交流、產學合作、育成輔導、鼓

勵研發成果轉移及專利權申請等事項。並分設綜合企劃、產

學合作、學術發展等三組。 

    五、國際事務處：掌理國際合作及國際交流教育事務等事項，並分設國際合作

組、國際學生組及國際教研組等三組。    

    六、圖書館：負責蒐集教學研究及校史文物資料，提供資訊服務。並分設圖書

資料之採錄編目、閱覽典藏及校史發展等三組。 

    七、美術館：掌理一般美術館之典藏、研究、展覽、教育推廣等有關事項，以

配合本校教學、研究工作，並發揮大學美術館之功能。 

    八、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辦理環境保護、職業安全衛生等業務。 

    九、秘書室：辦理秘書、公關、專案列管、校友服務及協調校務發展規劃等業

務。 

    十、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十一、主計室：依法掌理歲計、會計、統計事項。 

            前項各單位分組（中心）辦事者，各組（中心）置組長（主任）一人，除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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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計室外，組長由校長聘請教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或研究人員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之；主任由校長聘請教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研究人員兼

任。其辦事細則另定之。 

            生活輔導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

至三人中擇聘之，或由校長聘請教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研究人員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之。 

學生住宿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研究人

員或軍訓教官兼任。 

體育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之體育教師兼任之。並置體育教

師、運動教練若干人，由校長聘任之；另置組員、助理員、書記若干人。 

第九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教務

事宜。並置秘書、編審、組員、助理員、書記若干人。 

第十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簡稱學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

研究人員兼任之，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學生事務事宜。並置秘書、輔導員、

組員、護理師、助理員、書記若干人。 

第十條之一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

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校務研究發展事宜。並置秘書、編審、組員、助理員、

書記及研究人員若干人。 

第十條之二  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之，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國際事務事宜。並置秘書、編審、組員、助理員、

書記及研究人員若干人。 

第十一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總務事宜。並置專門委員、秘書、技正、專員、

組員、技士、助理員、技佐、事務員、書記若干人。 

第十二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主持館務，由校長聘請具專業知能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

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秘書、技正、編審、組員、技士、 助

理員、技佐、書記若干人。 

第十三條    美術館置館長一人，綜理並推動美術館業務，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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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秘書、技正、組員、技士、助理員、技

佐及研究人員等若干人。 

            美術館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四條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置室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

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十五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教學或研究以上人員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並置秘書、編審、組員、助理員、書記若干人。 

第十六條    本校人事室，置主任、秘書、專員、組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十七條    本校主計室，置主任、組長、專員、組員、佐理員、書記，依法掌理歲計、

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十八條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及其他由教師兼任之學術行政

單位主管任期依校長任期，得連任之。 

          前項其他由教師兼任之學術行政單位主管包括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中心主任、藝

術與科技中心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展演藝術中心中心主任、

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美術館館長。 

第十九條    各學院下之各學系、通識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辦理學系、中心業務，單獨設

立之研究所各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並置組員、技士、助理員、技佐、書記

若干人。 

  各學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中心主任任期三年，由各學系、所務會議、學

位學程、中心會議遴選副教授以上一至三人，報請校長擇聘兼任之。各學系主

任、所長、學位學程、中心主任，經系、所務會議、學位學程會議應出席人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得連選連任一次。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辦理中心業

務，由校長就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聘請兼任之，每一任聘期三年，該中心設置

要點另訂之。其中藝術類與技術類之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得由專任副教授級

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 

博士班置主任 1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該學院院長兼任之。 

  新設立之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得由校長直接聘請兼任之或由院長聘請相關

系、所教師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一至三人報請校長擇聘兼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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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中心主任之解聘，應經該單位講師以上專任教

師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教師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解聘，報

請校長同意後解聘其兼任主管職務。 

第二十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由各學系主任、所長及相關

教學單位主管提經各學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

各學院級、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校長發聘，其聘約另定之。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學系、所及各中心得置助教，協助教學及研究，並辦理有關事項。 

第二十二條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校各學系、研究所為因應教學之需要，得聘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

分級依教育部相關規定。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之專任教學人員得兼任本校學術或行政主管、擔任各級會議

及委員會之委員或出席各級會議。 

第二十四條  本校得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工作，其分級依教育部相關規定。 

第二十五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本公平、公正、公開之

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 

初聘、續聘期限及長期聘任資格等有關規定，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教師經長期聘任者，非有重大違法失職情事者，經各學系、所務會議(含相關

教學單位會議)議決，並經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裁決不得解聘或停聘之。 

教師不服解聘或停聘處置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第二十五條之一  本校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

術研究發展需要，另定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實施，並納入聘約。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校級、院級、系(含相關教學單位)、所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採三級三審

制。 

 校級以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另推選各學院副教授以上教師代表若

干人共同組成之，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學院級、系(含相關教學單位)、所級分別以院長、系(含相關教學單位)主任、

所長、中心主任為召集人，另由各學院、系(含相關教學單位)、所、中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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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會議選舉副教授以上教師代表若干人為委員。 

前項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研究人員、助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已聘任並仍在職之助教）、專業技術人員之

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及不續聘、資遣原因認定等事宜。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章則另定之。 

院級以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章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校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停聘、解聘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訴。 

            前項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八條 本校為教學、研究、推廣、展演之需要，設下列各種中心： 

一、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分設教育研究組及企劃推廣組。 

二、藝術與科技中心:分設研究開發組、展演策劃組、教育推廣組及行政管理

組。 

三、電子計算機中心:分設教學支援組、校園網路組及系統發展組。 

四、展演藝術中心 

五、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分設推廣教育組、行銷公關組、創意產業組。 

前項各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得分設組辦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師

（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一項各中心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必要時，循修正組織規程程序，增設其他教學、實習及研究機構。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 

二、課程委員會 

三、職員甄審委員會 

四、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會 

五、衛生保健委員會 

六、展演藝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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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算機指導委員會 

八、學術出版委員會 

九、圖書館諮詢委員會 

十、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 

十一、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十二、美術館館務委員會 

十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十四、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十五、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十六、國際事務委員會 

             必要時得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其組織規程或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第三十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

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各教學單位主管、各一級單位主管、教師代表、

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含校務基金聘僱人員)、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

人員代表組織之；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

代表(含校務基金聘僱人員)、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由選舉產

生，其任期均為二年，連選得連任。 

               (一) 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具備教授或副教授

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 

               (二) 研究人員代表人數至少一人，每滿二十人增選代表一人。 

               (三) 助教代表人數至少一人，每滿二十人增選代表一人。 

               (四) 職員代表(含校務基金聘僱人員)人數至少一人，每滿二十人增選代表

一人。              

               (五) 警衛、技工、工友代表一人。    

               (六) 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其代表人選之分配由

學生事務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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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

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二、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

事務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各教學單位主管及其他行政主管組織

之，以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 

三、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各

教學單位主管、教務處各組組長及中心主任、各學院推派學生代表一人

組織之。以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教務有關事項。 

四、學生事務會議：由學務長、教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

學院院長、各教學單位主管、學務處各組組長、學生諮商中心主任、學

生住宿中心主任、體育中心主任、學生代表組織之。以學務長為主席，

討論學生事務及與獎懲有關事項。 

                 學生事務會議必要時得邀請導師及有關單位主管列席。 

                 學生代表包括學生會會長、學生宿舍自治會會長、系學會會長、所學會

會長等。 

五、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各

學院院長、各教學、研究單位主管、研發處各組組長組織之。以研發長

為主席，討論校務研究發展有關事項。 

六、總務會議：由總務長、各學院院長、總務處各組組長組織之。以總務長

為主席，討論總務相關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及

有關單位主管參加，並通知學生代表列席。 

七、院務會議：各學院之院務會議置代表七至十九人；以該學院院長、各學

系主任、所長、中心主任及專任教師組織之。院務會議以各該學院院長

為主席，討論該學院教學、研究、服務、推廣及其他有關事項。前項專

任教師代表不得少於全體代表二分之一，各系、所、中心、室至少一人，

並由各系、所、中心、室專任教師於系、所務會議中推舉之。院務會議

代表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之。 

八、各學系、所務、學位學程、中心會議：以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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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任、本系、所、學位學程、中心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

有關教師組織之，成員不得少於五人。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

中心主任為主席，討論本系、所、學位學程、中心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

系、所務、學位學程、中心事項。該系、所、學位學程、中心之助教、

職員、學生代表之產生與出、列席，由各該系、所、學位學程、中心自

訂之。 

    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會議：置代表五至

十九人；以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文學跨域創作研究

所所長及專任教師組織之。會議以各該單位主管為主席，討論該單位教

學、研究、服務、推廣及其他有關事項。 

第三十一條    本校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研究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八、有關本組織規程規定應審議之相關事項。 

第三十二條    本校各級職員，除主計、人事人員之任用另有規定外，均由校長任用之。 

第三十三條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

送考試院核備。 

第三十四條    本校得輔導學生成立自治社團，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

其設置辦法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十五條    本校學生對於個人所受懲處不服時，或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

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時，可向學校提出申訴。 

為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學校應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由教師、學生代

表及專業人士組成，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其設置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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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十六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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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800

聯絡人：卓意屏

電　話：02-7736-6725

受文者：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17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四)字第109010054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為公告110學年度大學校院第一階段院、系、所、學位學

程增設調整結果及第二階段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本部109年1月17日臺教高（四）字第1090006373號函續

辦。

二、第一階段110學年度系所增設調整結果將於109年7月20日公

告於總量系統，請各校據以規劃110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

本部係依據專業審查推薦程度及形式檢核結果核定各增設

調整案，核定形式如下：

(一)同意：形式檢核符合且專審結果推薦程度為有條件推薦

以上（含極力推薦、推薦、有條件推薦）者；惟針對有

條件推薦之同意案，請學校於109年7月23日（星期四）

前函復補充說明，本部將檢視是否已回應專審意見，以

協助各校完善增設調整案之規劃。

(二)不同意：形式檢核未符合且專審結果推薦程度為不推薦

者。

檔　　號:
保存年限:

8

27-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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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緩議：形式檢核未符合但專審結果推薦程度為有條件推

薦以上，或形式檢核符合但專審結果推薦程度為不推薦

者；學校得於109年7月23日（到部時間）前針對專審意

見或形式檢核結果來函申復，逾時將不予處理（1-1特殊

項目案件除外）。

三、第二階段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期程及表件如下：

(一)提報時間：109年7月20日（星期一）上午9時至109年7月

31日（星期五）下午5時止，各校應於期限內上網填報表

4及表5。

(二)提報項目：寄存（主動調減）、回復、調整流用、碩士

在職專班隔年招、擴增招生名額總量等。

(三)學校規劃110學年度主動調減招生名額，請於公文敘明調

減原因及擬調減之學制班別及調整後招生名額數，並於

總量作業提報系統註記「110學年度大學校院主動申請調

減招生名額數」；申請回復主動調減名額時應提報完整

招生改進規劃（含回復原因、招生現況、該學制班別之

名額規劃及畢業學生流向），於公文敘明擬回復學制班

別及調整後招生名額數，並請填報表5招生總量規劃

表。

(四)本部前以108年12月18日臺教高（四）字第1080181768號

函知各校110學年度取消統一扣除博士班招生名額政策，

另各學制班別皆保留部分名額授權學校（校長）配合國

家重大政策（如5+2產業、AI及物聯網產業、半導體、資

訊安全、食品安全、東南亞等）及學校發展方向統籌分

配校內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爰請各校將「110學年度保

0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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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比率名額學校審議分配機制調查表」同步上傳系統，

惟若今年度無利用保留名額之需求，則請於該調查表註

明「逕依校內招生名額分配原則處理」。

(五)請於109年7月31日（星期五）前將表1至表5印出列印膠

裝，備文函送一式3份到部審核。

四、另依本部104年10月27日臺教高（四）字第1040141352號函

示，除以下例外情形，各校碩士在職專班應採每年招生：

(一)過去由本部中等教育司（現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所

核定之教師在職進修班別，因全數以教師在職進修為招

生對象，爰因應招生對象而有隔年招生。

(二)各校碩士在職專班倘係考量維持一定之班級學生規模，

以維護教學品質，得併同本學年度第二階段總量提報作

業專案申請採隔年招生（單數年或雙數年）之碩士在職

專班，並附全校各碩專班108至112學年度招生情形及招

生週期一覽表，經本部視其招生、師資、課程等規劃完

善與否核定後，同意該碩士在職專班採隔年招生，不招

生學年度則不核予招生名額。

五、有關招生名額調整原則，請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

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相關規定辦理，日間學制招生名額總

量原則不得調增，110學年度經本部核准設立之日間學制碩

士班，招生名額應由全校既有日間學制碩士班調整；經本

部核准設立之博士班招生名額應由全校既有博士班招生名

額調整，惟經本部認定全校博士班招生名額比例偏低，方

得由日間學制其他班別調整流用，流用名額以1班為限（博

士班3名）。另配合本部政策（如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

5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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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審查同意設立之博士班，得不受博士班新設第一年每

班招生名額3名之限制，惟仍不得逾10名。

六、另為鼓勵回流教育，日間學制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招

生名額得調整至進修學制學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調整名

額原則以前一學年度本部核定進修學制班別名額之3％或以

一班為原則（學士班45名、碩士班30名）；公立大學原則

不得將進修學制學士班招生名額流用至其他學制班別，倘

確有調整流用之需求，請說明近3年進修學士班招生情形及

調整流用之必要性，經本部審核同意後始得流用。

正本：各公立大學校院(不含技術校院及空大)、各私立大學校院(不含技術校院)

副本：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一般大學總量提報作業小組)、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

學(一般大學總量系統資訊小組)

96

27-20



27-21



27-22



27-2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申請增設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補充說明 

委員建議 回覆

該案專任支援師資

包括多位知名演奏

家、演唱家、作曲

家、音樂學者，惟其

教學與研究多屬古

典或傳統音樂領

域。擬聘兩名專任

教師之專長是在傳

統音樂及音樂藝術

教育，顯然也與該

計畫所陳述的方向

有些差距。

謝謝委員建議。本學程擬聘專任師資一吳榮順老師，為本

校傳統音樂學系、音樂學系及音樂學研究所專任教授，亦

曾任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主任、公視「客家人客家歌」節目

主持人。研究範圍涉及台灣原住民音樂、民族音樂、世界

音樂、客家音樂...等，並致力於藝術文化資產保存、教育、

研究及影音推廣與加值運用。吳老師亦曾與風潮唱片合作

長達 10餘年，共同策劃並製作出版約 30張民族音樂專輯、

主持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南部客家八音相關計畫(出版專輯

多達 48 張)。曾獲唱片出版金鼎獎、中時晚報年度最佳製

作人、金曲獎最佳民族樂曲唱片、最佳唱片製作人獎等國

內重大獎項肯定，並擔任多項重要計畫案、獎項之評議委

員，吳老師具備之多元跨界經驗與能力，經歷與現設學程

相符。

擬聘專任師資二林姿瑩老師為跨界演奏家，其所製作主持

的廣播節目曾多次入圍廣播金鐘獎，擔任統籌策劃相關學

程的創設及執行資歷豐富，包括中原大學數位音樂學程

(94 學年度創立，擔任主持人至 105學年度)及學士後數位

音樂應用學士學位學程(105 學年度創立，擔任籌備主任)，

目前任職於本校，統籌串聯學界及業界師資創設學士後跨

藝合創音樂學士學位學程(簡稱 IMPACT 音樂學程，106 學

年度起創立)，並擔任執行長至今，亦擔任文化部流行音樂

人才培育計畫主持人，結合金獎專業師資及本校學界師資

的彈性多元課程規劃，辦學成果獲得肯定，師生屢獲金曲

獎、金音獎、金鐘獎…等佳績，IMPACT學程以音樂為核心，

與本校各相關單位合作亦逐年加廣加深，特別是和電影與

新媒體學院所設的動畫、電影及新媒系的跨域合作。

綜上，為籌設本校申設本案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

程，上述兩名擬聘專任師資實切合本校之需要。本校亦將

視辦學成果逐年滾動式調整，朝向系所規模推進及開展，

視實際狀況增聘相關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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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申請增設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補充說明 

委員建議 回覆

在學士階段，強調

跨域原本不易，該

案課程規劃與師資

配置亦未克服此一

難題。此外，由於師

資專長偏向，影像

相關課程比例偏

低。

謝謝委員建議。本案申設之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

程，以「音樂」為核心，為培育具備新時代國際競爭力的

音樂與影像創作編曲、聲音設計、製作出版能力，並能結

合創新科技應用的人才。重視國際互聯的創新，將音樂應

用於影像與多媒體，達成超高品質的出版與展演製作…

等。

本案目前所提之擬聘專任師資共 21 位，依音樂與影像之

專長計為音樂類專任 2 位、兼任 7 位，影像類 12 位，音

樂:影像，師資人數比例實為 42:57。透過本校高教深耕計

畫、推廣藝術推廣教育計畫，本校音樂系、IMPACT 音樂學

程皆與新媒系、電影系、動畫系都有密切合作的經驗與機

會。學程正式開辦後，本校亦將逐年檢視本案之課程規劃

與師資配置，並適時進行調整因應。

基礎能力、核心能

力課程及選修課群

師資，多為共同開

設，其中又包含大

量業師，這種安排

對於四年學士班之

開課穩定性、學生

學習成果評估等較

難掌握。

謝謝委員建議。近年科技帶來音樂與影像產業消費模式及

人才能力需求的劇烈變動與快速成長，目前國內能夠實際

與國際產業接軌，並能同時兼備音樂與影像專業背景的教

師的確多為業界師資，同時也因應整體高教環境變化，培

育出具備產業需求人才能力的學制，以跨院共同開設之課

程作為前期課程整合，將能更快速而有效率的統整出新時

代具備北藝大特色的學程，本案將持續關注學生學習成

果，並朝未來評估中長程發展為獨立系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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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聯絡人：卓意屏

電話：02-7736-6725

Email：chopin713@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7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四)字第109010807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所陳貴校110學年度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增設案

補充說明收悉，請依補充說明辦理，復請查照。

說明：復109年7月23日北藝大研字第1091002619號。

正本：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副本：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一般大學總量提報作業小組)、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

學(一般大學總量系統資訊小組)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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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說明：

擬辦：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0年5月5日

人事室

 檢陳本校組織規程第4條條文修正草案暨條文對照表各1
份，擬提送本校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

陳請核示。

 本校新設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及「電影創作學

系」碩士班原學籍分組(「電影創作組」及「電影史與電

影產業研究組」共2組)自110學年度起分組整併等案，業

經教育部109年7月17日臺教高(四)字第1090100544號函核

定同意，爰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4條條文。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定，自110年
8月1日生效。

會辦單位：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裝

訂

線

檔號： 0110/070103
保存年限： 永久

1101001704

110/05/05 09:30:14

人 事 室
秘 書

陳佳吟         

110/05/05 10:00:23

人 事 室
主 任

蔡旻樺           

   秘書室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及附件Word檔予本室
續辦。

110/05/05 11:52:07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

楊學慧           

110/05/05 15:32:22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

鍾永豐       

110/05/05 17:15:49

秘 書 室
秘 書

吳淑鈴 

110/05/06 11:57:56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

鍾永豐 

如擬

110/05/06 13:19:46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核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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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4 提案性質 法規修訂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 由 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茲因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係於 96 年 1 月 12 日訂定，

施行迄今 14 餘年，經重新檢視，部分條文已不合時宜，為因

應實務作業之需，故修正之。 

二、為符實務管理需求爰修正名稱為「校園菸害防制管理要點」，

本次修正重點係為強化對違規吸菸者之勸導暨處罰之程序。

配合現行菸害防制法規定「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及其他供

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全面禁止吸菸，

爰將草案第二點第二項修正為「本校七年一貫制一年級至三

年級學生比照高級中等學校之規定，於校園內不得吸菸。」 

三、本案業經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28-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菸害防制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菸害防制

管理要點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菸害防制實

施要點 

配合實務管理需求，爰修正

名稱。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維護全體教職

員工生之健康、不受非自

願性菸害(二手菸、電子

煙)之干擾、落實菸害防制

作為、維護校園環境衛生

及空氣品質，依據菸害防

制法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一、為維護全體教職員工生

之健康，依據「菸害防制

法」及「菸害防制法施行

細則」之規定訂定本要

點。 

一、「菸害防制法施行細則」

已於 98 年 6 月 30 廢

除，爰予刪除。 

二、援引明確法源依據暨敘

明要點之目的。 

二、本要點適用於全校教職員

工生及進入本校之所有廠

商與來賓等人員。 

本校七年一貫制一年級至

三年級學生比照高級中等

學校之規定，於校園內不

得吸菸。 

二、本校委託代辦校園超商

業務之廠商不得供應菸

品予未滿 18歲者。 

一、 調移點次（原第三點）。 

二、明定適用對象。 

三、 依菸害防制法第 15 條

第 1 項規定「高級中等

學校以下學校及其他供

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

為主要目的之場所」全

面禁止吸菸。 

三、校內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

並以明確之標示公告之，所

需「吸菸區」等標示牌製作，

懸掛及垃圾桶設置，由總務

處辦理。 

三、本要點適用於全校教職員

工生及進入本校之所有

廠商與來賓等人員。 

本校七年一貫一年級至

三年級學生不得吸菸。 

一、調移點次（原第四點）。 

二、依菸害防制法第 15條規

定，室內場所全面禁菸，

故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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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內之超商、餐廳、商店、

攤位或自動販賣機等所有

廠商皆禁止販售或提供菸

品，嚴禁張貼菸品宣傳廣

告，並不得擺設與吸菸有

關之器物。 

四、校內除吸菸區(室)外不得

吸菸，並以明確之標示公

告之，所需「吸菸區」等

標示牌製作，懸掛及垃圾

桶設置，由總務處辦理。 

一、調移點次。 

二、擴大適用範圍，將本校

校園內之業者皆納入

規範，禁止販售菸品。 

五、本校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作業: 

（一）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及

生活輔導組共同辦理菸

害防制宣導相關活動，

並由衛生保健組辦理學

生戒菸諮詢與轉介。

（二）校內各主辦單位應對外

包廠商、工作人員積極

宣導，並負起規勸與制

止違規吸菸行為之責

任。

五、本校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作業: 

（一）自即日起至 96 年 4 月

30 日止為教育宣導及

勸導期，由各一級單位

主管及其所屬同仁，配

合各種相關課程或集

會場所，加強宣導，自

96年 5月 1日起正式實

施。

（二）本校總務處與其他各教

學、研究與行政單位。

應口頭告知來往之廠

商，要求廠商遵守本要

點之相關規定。 

配合實務作業修正之。 

六、於禁菸場所吸菸者，各場

所負責人及工作人員應予

勸阻，在場人員亦得予勸

阻。 

六、於禁菸場所吸菸者，各單

位、場所負責人、工作人員

或在場人員得與勸阻。 

依菸害防制法之規定，敘

明場所管理人之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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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於校內違規吸菸，經勸導、

制止仍拒不合作者： 

（一）違規學生經舉發後，

通報各所屬院系所主管予

以輔導，輔導無效時，得依

菸害防制法通報主管機關

處罰。 

（二）違規教職員工經舉發

後，通報各所單位主管予

以規勸，規勸無效時，得依

菸害防制法通報主管機關

處罰。 

（三）校外人士及外包廠

商、工作人員，由駐衛警察

隊協助勸離學校。其情節

嚴重者，得依菸害防制法

通報主管機關處罰。 

七、凡違反本要點之規定者，教

職員工報請人事室、總務處

依其權責處理，列入個人年

度考核參考;學生報請學務

處依校規予以適當處分。 

配合實務作業修正之。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菸害防

制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新增修文。 

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

過，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

過，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點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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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菸害防制管理要點(修正草案) 

96年1月2日95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110年○月○日○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全體教職員工生之健康、不受非自願性菸害(二

手菸、電子煙)之干擾、落實菸害防制作為、維護校園環境衛生及空氣品質，依據菸害防

制法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全校教職員工生及進入本校之所有廠商與來賓等人員。本校七年一貫制一年

級至三年級學生比照高級中等學校之規定，於校園內不得吸菸。 

三、校內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並以明確之標示公告之，所需「吸菸區」等標示牌製作，懸掛

及垃圾桶設置，由總務處辦理。 

四、校內之超商、餐廳、商店、攤位或自動販賣機等所有廠商皆禁止販售或提供菸品，嚴禁張

貼菸品宣傳廣告，並不得擺設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五、本校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作業: 

(一)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及生活輔導組共同辦理菸害防制宣導相關活動，並由衛生保健組

辦理學生戒菸諮詢與轉介。 

(二)校內各主辦單位應對外包廠商、工作人員積極宣導，並負起規勸與制止違規吸菸行為

之責任。 

六、於禁菸場所吸菸者，各場所負責人及工作人員應予勸阻，在場人員亦得予勸阻。 

七、於校內違規吸菸，經勸導、制止仍拒不合作者： 

(一)違規學生經舉發後，通報各所屬院系所主管予以輔導，輔導無效時，得依菸害防制法

通報主管機關處罰。 

(二)違規教職員工經舉發後，通報各所單位主管予以規勸，規勸無效時，得依菸害防制法

通報主管機關處罰。 

(三)校外人士及外包廠商、工作人員，由駐衛警察隊協助勸離學校。其情節嚴重者，得依

菸害防制法通報主管機關處罰。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菸害防制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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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 5月 4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分 

地點：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 

壹、主席致詞 記錄：曾珮雯 

貳、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詳見pp.3）

參、各組工作報告(詳見pp.4-12)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暨學生急難救助金申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 4

點暨申請書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要點因配合教育部政策，以學習取代服務，故刪除校內住宿優惠低收入戶服

務時數 10小時之規定。 

二、 本要點修正案經急難救助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後，尚須提報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本案業以於 110 年 3 月 29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生急難救助金管理委員會第 1次審議會議通過。 

三、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急難救助金管理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錄、修正條文對

照表暨修正草案各 1份（詳見附件 1，pp.13-25）。 

辦法：本案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由：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係於 96 年 1 月 12 日訂定，施行迄今 14 餘年，經

重新檢視，部分條文已不合時宜，為因應實務作業之需，故修正之。 

二、 為符實務管理需求爰修正名稱為「校園菸害防制管理要點」。 

三、 本次修正重點為強化對違規吸菸者之勸導暨處罰之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暨修

正草案（詳見附件 2，pp.26-29）。 

辦法：本案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送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決議：配合現行菸害防制法規定「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或

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全面禁止吸菸，爰將草案第二點第二項修正為「本校

七年一貫制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比照高級中等學校之規定，於校園內不得吸

菸。」後，照案通過。 

(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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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三、

四、

說明：

擬辦：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0年5月10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檢陳「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校務會

議審議，請核示。

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係於96/1/12訂定，施行迄今

十四餘年，經重新檢視，部分條文已不合時宜，為因應

實務作業之需，故提請審議修正。

為符實務管理需求爰修正名稱為「校園菸害防制管理要

點」。

本次修正重點為強化對違規吸菸者之勸導暨處罰之程

序，修正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如附件)。
 本案業經本學期學生事務會議審議修正通過，決議結果:
配合現行菸害防制法規定「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及其

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全面禁

止吸菸，爰將草案第二點第二項修正為「本校七年一貫

制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比照高級中等學校之規定，於校

園內不得吸菸。」後，照案通過(如附件)。

奉核可後，擬於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提請審
議。

裝

訂

線

檔號： 0110/030403
保存年限： 05年

110100177728-9



會辦單位：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110/05/11 09:50:40

生活輔導組

二等專員郭紘佑             

110/05/11 17:04:50

生活輔導組

組 長蔡明施             

110/05/11 22:04:02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林于竝             

   秘書室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及附件Word檔予秘書
室續辦。

110/05/12 11:24:10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楊學慧           

 加會楊專員學慧。

110/05/12 09:49:52

秘 書 室
秘 書吳淑鈴 

110/05/12 11:42:06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鍾永豐 

如擬

110/05/12 16:18:24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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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5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主計室 

案 由 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法規及行政規則格式撰寫原則修正法源依據(第 1 點)。 

二、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5條修正，增

加管理委員會委員應有學生代表至少 1 人之規定 (第 2點)。 

三、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6條規定，修正委員會

之組成任務(第 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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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管理校

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

運用，以充分運用資

源，提昇教育品質，增

進教育績效，依據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

置條例第五條第一項

規定，設置本校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並依據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七條訂定本要點。 

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為管

理本校校務基金之收

支、保管及運用，以充

分運用資源，提昇教育

品質，增進教育績效，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設置條例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設置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 

依據法規及行政規則格式

撰寫原則，行政規則首點書

明立法目的，現行規定引述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

置條例，屬設置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之法源，爰增訂訂

定本要點之法源依據為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第七條略以，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運

作、績效考核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規定，由學校定之，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餘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

十五人，其中一人任召

集人，由校長擔任，其

餘由教務長、學務長、

研發長、總務長、主任

秘書、主計室主任、學

生會提名代表及校長

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

意之代表組成之。委員

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

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

十五人，其中一人任召

集人，由校長擔任，其

餘由教務長、學務長、

研發長、總務長、主任

秘書、主計室主任及校

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

意之代表組成之。委員

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

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

專業人士擔任。委員任

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五條

修正，增加「管理委員會委

員應有學生代表至少一人」

之規定，爰配合增（修）訂

由學生會提名代表，以資適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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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外專業人士擔任。委員

任期二年，除校外人士

外均無給職。 

期二年，除校外人士外

均無給職。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校務基金年度概算

擬編之審議。

(二)校務基金經費收支

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三)年度財務規劃及年

度投資規劃之審議。 

(四)校務基金自籌收入

收支管理規定之審

議。

(五)其他關於校務基金

預決算、收支、保管

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校務基金年度概算

擬編之審查。

(二)校務基金經費收支

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三)年度財務規劃報告

書、校務基金績效報

告書及年度投資規

劃之審議。 

(四)依「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十三條第二項所定

自籌收入收支管理

規定之審議。 

(五)學校以自籌收入支

應「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人

事費之支給額度、條

件、方式及考核標準

之審議。 

(六)有關辦理各項自籌

收入業務所提行政

一、本點第三款配合「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

條例」第六條明定管理

委員會之任務，爰刪除

部分文字，以符實際。 

二、考量本要點第一點已明

定法源依據，爰修正本

點第四款有關校務基金

自籌收入之法源為「校

務基金」，以資簡化。 

三、本點第五款至第十一款

刪除。主要係衡酌現行

規定各款均內含於第十

二款所訂「其他關於校

務基金預決算、收支、

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

議」，爰予刪除，同時

將第十二款遞補款次為

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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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管理費或計畫節餘

款分配各單位運用

之分配比率之審議。 

(七)開源節流計畫之審

議。 

(八)關於本校「校務基金

自籌收入收支管理

規定」所定由學校經

費支應且個案超過

一定金額以上固定

資產購置之審議。 

(九)關於本校「新興工程

支應要點」所定總工

程經費達一定金額

以上新興工程計畫

構想書之審議。 

(十)關於本校「自償性支

出及建設控管要點」

所定自償性支出或

建設計畫財務規劃

與成本效益可行性

評估之審議及向金

融機構融資舉借償

還計畫之審議。 

(十一)關於本校「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規定」所定以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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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收入支應固定資產

之建設、改良、擴充

及資金之轉投資、資

產之變賣、長期債務

之舉借、償還等先行

辦理或補辦預算之

審議。 

(十二)其他關於校務基

金預決算、收支、保

管及運用事項之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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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89年 01月 11日 8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4年 04月 12日 9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 

95年 10月 31日 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 

97年 10月 21日 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 

102年 04月 30日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 

102年 10月 29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 

104年 12月 29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 

00年 00月 00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 

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以充分運用

資源，提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五條第一

項規定，設置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七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任召集人，由校長擔任，其餘由教務長、學務

長、研發長、總務長、主任秘書、主計室主任、學生會提名代表及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

議同意之代表組成之。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

請校外專業人士擔任。委員任期二年，除校外人士外均無給職。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二)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三)年度財務規劃及年度投資規劃之審議。

(四)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五)其他關於校務基金預決算、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四、本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本校現有人員派兼為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

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經理人員若干人，其權利、義務、待遇與福利由本

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五、本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設置各種工作小組。其組成方式由本委員會定之。 

六、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

席。 

七、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席，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通過始得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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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委員會對於校務基金執行發現有下列缺失或異常事項之虞時，得請相關單位至本委員

會專案報告： 

(一)校務基金執行未達績效目標。

(二)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三)短絀異常增加、賸餘或可用資金異常減少。

(四)可用資金過低，致影響學校正常運作。

(五)自償性債務償還財源不足致無法達成原訂自償率目標。

(六)以自籌收入支應「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人事費支出超過最近年度決算自籌收入百分之五十。

(七)開源節流計畫執行未具成效。 

(八)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運用之缺失或異常事項。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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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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一)

(二)

(三)

三、

說明：

擬辦：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0年5月26日

主計室

 檢陳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一點至第

三點修正草案，擬提送本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陳請

核示。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以下簡稱設置條

例）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辦理（以

下簡稱管監辦法）。

本次修正重點摘陳如次：

依據法規及行政規則格式撰寫原則修正法源依據。

配合管監辦法之修正，增加委員應有學生代表至少1人

之規定。

依設置條例修正委員會之組成任務。

檢陳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提案單（附件

1）、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一點至第

三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2、3）。

 奉核後，擬提送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

裝

訂

線

檔號： 0110/010301/　 　/　 　/

保存年限： 永久

110100198229-8



會辦單位：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110/05/26 11:31:20

主 計 室
三等專員陳雅如     

110/05/26 14:49:05

主 計 室
組 長胡議文     

110/05/26 15:26:16

主 計 室
主 任汪玉雲 

核稿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及附件Word檔予秘書
室續辦。

110/05/26 16:20:05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楊學慧 

110/05/26 16:33:18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鍾永豐 

如擬

110/05/26 16:51:59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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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6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內部稽核小組 

案 由 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教育部110年5月19日以臺教高（三）字第1100062750B號令修

正發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5條、第

7條、第17條之1。 

二、為配合上述修法，爰修正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修

正重點如下： 

   （一）新增稽核人員應由校長提經校務會議或其所設相關委員

會、專案小組同意後，由學校進用之。經校務會議所設

相關委員會或專案小組同意後進用者，應於下次校務會

議追認。（修正要點第二點） 

   （二）修正年度稽核計畫應於前一年度終了前經校長同意後實

施。（修正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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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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

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置委員

十至十二人，由校長於各學

院之教師中各遴聘一人、行

政人員中遴聘二至四人，另

由校長指派兼任稽核人員

一人為當然委員。稽核人員

應由校長提經校務會議或

其所設相關委員會、專案小

組同意後，由學校進用之。

經校務會議所設相關委員

會或專案小組同意後進用

者，應於下次校務會議追認

。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之成員、總務、主計及行政

主管相關人員，不得擔任委

員。 

    …… 

二、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

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置委員

十至十二人，由校長於各學

院之教師中各遴聘一人、行

政人員中遴聘二至四人，另

由校長指派兼任稽核人員

一人為當然委員。本校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總

務、主計及行政主管相關人

員，不得擔任委員。 

    …… 

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七條

修正，增加「稽核人員應

由校長提經校務會議或其

所設相關委員會、專案小

組同意後，由學校進用之

。經校務會議所設相關委

員會或專案小組同意後進

用者，應於下次校務會議

追認。」之規定。 

三、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年度稽核計畫應於前一年

度終了前經校長同意後實

施，並作成稽核報告，於每

學年第二學期最後一次校

務會議中報告。 

    …… 

三、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稽核計畫之訂定與執行，

並作成稽核報告，於每學年

第二學期最後一次校務會

議中報告。 

    …… 

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新增第

十七條之一，修正本要點

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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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104 年 10 月 27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6 年 4 月 18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8 年 4 月 23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年○月○日○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為辦理校務基金收支、保管、運用及監督內部控制制度實施狀況之稽核工

作，並適時提供相當之改善建議，俾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健全化及持續有效

運作，以提升本校行政效能，爰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等相

關規定，設置「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稽核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

訂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置委員十至十二人，由校長

於各學院之教師中各遴聘一人、行政人員中遴聘二至四人，另由校長指派

兼任稽核人員一人為當然委員。稽核人員應由校長提經校務會議或其所設

相關委員會、專案小組同意後，由學校進用之。經校務會議所設相關委員

會或專案小組同意後進用者，應於下次校務會議追認。本校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之成員、總務、主計及行政主管相關人員，不得擔任委員。 

校長指派之兼任稽核人員，同時兼任本小組之執行秘書，執行行政事務並

辦理校務基金稽核工作。 

本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得連任之。如有異動，由校長另行遴

聘或指派人員遞補之。必要時得邀請校內、外具稽核經驗之教師或專業人

士參與協助稽核工作。 

三、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年度稽核計畫應於前一年度終了前經校長同意後實施，並作成稽核

報告，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最後一次校務會議中報告。 

（二）執行每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及專案稽核作業。 

（三）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及校務基金交易循環之事

後查核。 

（四）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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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股票、債券與固定資產等之稽核及盤

點。 

（六）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度之定期評估、稽催及彙整報告。 

（七）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效益之查核及評估及開源節流措施之

事後稽核。 

（八）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九）據實揭露稽核時所發現之缺失、異常事項，適時提供改善建議，簽

報校長核定，並追蹤其改善情形。 

（十）其他重大財務或內部控制缺失及興革建議等事項，並至少每學期追

蹤相關單位之辦理情形。 

四、本小組以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

人召集，召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代理，委員應親自出

席會議。本小組之會議需經過半數成員出席始得開會，會議之決議，則需

經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召開會議時主計室應派員列席外，並得邀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或校內各

相關單位人員列席或備詢。 

五、委員須遵守迴避原則：  

（一）委員執行任務，除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三十三條規定外，對

於曾服務之單位或執行之業務，於三年內進行稽核作業者，亦應自

行迴避。 

（二）應行迴避之情事而未依規定迴避者，召集人應令其迴避。 

六、本小組因內部控制監督、稽核及經費稽核之需要，得經會議決議，簽請校

長同意後，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或校內各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資料以供

查閱。 

七、受稽核之單位應於排定受稽核日前備妥稽核相關文件，並指派專人協助委

員查核及調閱相關資料。 

八、本小組所需費用，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九、本小組之運作、績效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本小組另訂之。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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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說明：

教育部

受文者：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0年5月19日
發文字號： 臺教高(三)字第1100062750E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5條、第7
條、第17條之1，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19日以臺

教高（三）字第1100062750B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

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照。

 　

本 案 電 子 檔 得 於 本 部 主 管 法 規 查 詢 系 統

（https://edu.law.moe.gov.tw）下載。

若對本法規條文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本部高等教育司陳

瑞芝科員（02-77365883）、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黃雅妮小

姐（02-77365850）。

正本：司法院秘書處、行政院法規會、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法務部、各國立大專

校院、本部各單位(法制處除外)
副本：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高等教育司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函
地址 ： 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 ： 02-23976943
聯絡人 ： 陳瑞芝
電　話 ： 02-7736-5883

1100003432

總收文 11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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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五條、第七

條、第十七條之一修正條文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其組成方式，由

學校定之。 

 管理委員會委員應有學生代表至少一人。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開會時，得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七條  管理委員會及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置、運作、績效考

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學校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稽核人員應由校長提經校務會議或其所設相關委員會、專

案小組同意後，由學校進用之。 

   前項經校務會議所設相關委員會或專案小組同意後進用者，

應於下次校務會議追認。 

第十七條之一  學校各項稽核工作應依下列規定及期程辦理： 

 一、年度稽核計畫應於前一年度終了前經校長同意

後實施。 

二、每年二月底前作成前一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

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 

  前項第二款年度稽核報告，應完整記錄稽核情形，

並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稽核項目、稽核內容及說明。 

二、稽核方式。 

三、稽核發現及稽核結論。 

四、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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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五條、
第七條、第十七條之一修正總說明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

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訂定，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四年九

月三日修正發布施行。為提升各國立大學校院（以下簡稱學校）校務基

金管理監督及公開透明，強化稽核人員之獨立性，明定稽核工作相關規

定，以提升稽核作業品質，並強化校務會議確認機制及學生參與，爰修

正本辦法第五條、第七條、第十七條之一，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應有學生代表至少一人。(修正條文第五

條) 

二、稽核人員應經校長提請校務會議或其授權之委員會、專案小組同意

後始得擔任。(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增訂稽核計畫核定及稽核報告之時間，並明定稽核紀錄內容。（修

正條文第十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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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五條、
第七條、第十七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

任務之需要，分組辦

事；其組成方式，由學

校定之。 

管理委員會委員應

有學生代表至少一人。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

會時，得請相關單位人

員列席。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

任務之需要，分組辦

事；其組成方式，由學

校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

會時，得請相關單位人

員列席。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使校務基金運作更

為透明，強化學生參

與，爰增訂第二項，

明定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委員應有學生代

表至少一人，使學生

了解、參與校務發

展，增加校方與學生

雙方溝通機會，並培

養校務參與之人才。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為第三項，內容未修

正。 

第七條  管理委員會及稽

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

置、運作、績效考核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

定，由學校定之，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稽核人員應由校長

提經校務會議或其所設

相關委員會、專案小組

同意後，由學校進用

之。 

前項經校務會議所

設相關委員會或專案小

組同意後進用者，應於

下次校務會議追認。 

第七條  管理委員會及稽

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

置、運作、績效考核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

定，由學校定之，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強化稽核之專業獨

立性，故稽核人員除

由校長選任外，亦須

經校務會議同意，爰

增訂第二項，明定稽

核人員應由校長提經

校務會議同意後，由

學校進用之，校務會

議並得考量每次校務

會議間隔期程過長，

另依大學法第十五條

第五項規定設委員會

或專案小組先行同

意，以利時效。 

三、依大學法第十六條第

六款規定，校務會議

審議其所設委員會或

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故學校依修正條文第

二項規定經校務會議

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

組同意後進用稽核人

員者，仍應於下一次

校務會議追認，爰增

訂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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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之一  學校各項

稽核工作應依下列規定

及期程辦理： 

一、年度稽核計畫應於

前一年度終了前經

校長同意後實施。 

二、每年二月底前作成

前一年度稽核報

告，並檢附工作底

稿及相關資料。 

    前項第二款年度稽

核報告，應完整記錄稽

核情形，並應包括下列

事項： 

一、稽核項目、稽核內

容及說明。 

二、稽核方式。 

三、稽核發現及稽核結

論。 

四、改善措施或具體興

革建議。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稽核業務性質係

屬事後稽核，並參考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第十九條規定，爰明

定年度稽核計畫應於

前一年度終了前經校

長同意後實施，並明

定應於稽核工作結束

後二個月內，即每年

二月底前作成前一年

度稽核報告，及年度

稽核報告應包括事

項。 

三、另考量實務作業有滾

動式修正必要，稽核

報告格式將另以通函

方式通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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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一)
１、

２、

(二)
１、

２、

三、

說明：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0年5月27日

秘書室

 為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及「內部稽核小組運

作及績效考核規定」修正草案，擬提送109學年度第2學
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簽請核示。

本案係依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19日以臺教高

（三）字第1100062750B號令修正發布「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5條、第7條、第17條之1(詳如

附件1)辦理。

為配合上述修法，爰擬修正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

點」及「內部稽核小組運作及績效考核規定」，修正重

點如下：

「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

增稽核人員應由校長提經校務會議或其所設相關委

員會、專案小組同意後，由學校進用之。經校務會

議所設相關委員會或專案小組同意後進用者，應於

下次校務會議追認。(修正要點第二點)
修正年度稽核計畫應於前一年度終了前經校長同意

後實施。(修正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
「內部稽核小組運作及績效考核規定 」：

修正年度稽核計畫應於前一年度終了前經校長同意

後實施。(修正規定第四點)
酌修稽核紀錄之包括事項文字。(修正規定第五點第

一項第七款)
檢陳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提案單、本校「內

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及「內部稽核小組運作及績效考

裝

訂

線

檔號： 0110/010104/ / /
保存年限： 20年

110100201730-11



擬辦：

核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2、
附件3）。

 奉核後，提送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於

審議通過後，依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會辦單位：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110/05/28 10:56:59

秘 書 室
秘 書吳淑鈴 

110/05/28 13:24:11

副校長室
副 校 長李葭儀 

核稿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及附件電子檔續辦。

110/05/28 14:59:50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楊學慧 

110/05/28 16:45:01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鍾永豐 

如擬

110/05/31 09:47:57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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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7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內部稽核小組 

案 由 本校「內部稽核小組運作及績效考核規定」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教育部110年5月19日以臺教高（三）字第1100062750B號令

修正發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5條

、第7條、第17條之1。 

二、 為配合上述修法，爰修正本校「內部稽核小組運作及績效考

核規定」，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年度稽核計畫應於前一年度終了前經校長同意後

實施。（修正規定第四點） 

（二） 酌修稽核紀錄之包括事項文字及刪除原規定之附件一

及附件二參考範例。（修正規定第五點第一項第七款、

第八款、第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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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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稽核小組運作及績效考核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為執行稽核業務，年度稽

核計畫應於前一年度終了

前經校長同意後實施。 

    …… 

四、為執行稽核業務，於每年

年底至次年初，依風險評

估結果，訂定次年度之稽

核計畫，提送本小組會議

討論，陳請校長核定後，

辦理稽核事宜。 

    …… 

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新增第

十七條之一，修正本規定

第四點文字。 

五、本小組稽核作業，依下列

程序執行： 

…… 

(七)稽核人員應正確且完整記

錄稽核情形並檢附佐證資

料，作成稽核紀錄。稽核紀

錄得包括下列事項： 

1、稽核項目、稽核內容 

   及說明。 

2、稽核方式。 

3、稽核發現及稽核結論。 

4、改善措施或興革建議。 

(八)稽核結果書面報告經提送

本小組會議討論，並將議決

事項彙整成稽核報告，簽陳

五、本小組稽核作業，依下列

程序執行： 

…… 

(七)稽核人員應正確且完整記

錄稽核情形並檢附佐證資

料，作成稽核紀錄。稽核紀

錄得包括下列事項： 

1、稽核項目。 

2、稽核方式。 

3、稽核發現。 

4、稽核結論。 

5、改善措施或興革建議。 

(八)稽核結果書面報告經提送

本小組會議討論，並將議決

事項彙整成稽核報告，簽陳

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新增第

十七條之一，修正： 

1. 本規定第五點第一項第

七款、第八款、第九款

文字 

2. 刪除原規定之附件一及

附件二參考範例。稽核

報告格式等將另以教育

部通知為辦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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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校長核定後，提送每學年第

二學期最後一次校務會議

報告。稽核報告應揭露稽核

發現之優點、缺失、改善措

施或興革建議等，內容及完

成期限如下： 

1、內部稽核報告得包括稽

核緣起、稽核過程及稽

核結果。 

2、內部稽核報告原則於稽

核工作結束後二個月

內完成。但得視情況調

整期程。 

(九)本小組所彙整之缺失事項

及興革建議，簽陳校長核定

後，送請業務權責單位填報

改善及辦理情形，並至少每

半年將追蹤該等缺失事項

改善情形及興革建議辦理

情形，作成追蹤表，將辦理

及改善情形提後續會議報

告及簽報校長核定。  

校長核定後，提送每學年第

二學期最後一次校務會議

報告。稽核報告應揭露稽核

發現之優點、缺失、改善措

施或興革建議等，內容及完

成期限如下： 

1、內部稽核報告得包括稽

核緣起、稽核過程及稽

核結果。（參考格式如

附件一） 

2、內部稽核報告原則於稽

核工作結束後二個月

內完成。但得視情況調

整期程。 

(九)本小組所彙整之缺失事項

及興革建議，簽陳校長核定

後，送請業務權責單位填報

改善及辦理情形，並至少每

半年將追蹤該等缺失事項

改善情形及興革建議辦理

情形，作成追蹤表（參考格

式如附件二），將辦理及改

善情形提後續會議報告及

簽報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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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一 配合第五點第一項第八、

九款刪除原規定之附件一

及附件二參考範例。稽核

報告格式等將另以教育部

通知為辦理依據。 

 附件二 配合第五點第一項第八、

九款刪除原規定之附件一

及附件二參考範例。稽核

報告格式等將另以教育部

通知為辦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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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稽核小組運作及績效考核規定（修正草案） 

 

104 年 10 月 27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6 年 4 月 18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年○月○日○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及校務基金經費稽核效

能，納入內部稽核及經費稽核作業之運作、績效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之規定，並依本校內

部稽核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設置要點第三點及第九點訂定本規定。  

二、本小組執行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與運用，以及內部控制制度等事後稽核任務，指就相

關事項於事實發生後執行之查核、建議與追蹤等職權。稽核範圍包括：  

（一）財務稽核事項：就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評估資源之執行成效。  

（二）財物稽核事項：就校務基金各類財產、現金存款、有價證券、股票、債券等財物

之處理程序、保管方式，檢視資產保全機制之完備性。 

（三）內部控制制度：稽核內部控制制度運作情形，得採抽核程序以驗證評估重點之落

實情形，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之落實執行。 

（四）其他內部稽核相關事項。  

三、稽核原則包括：  

（一）財務資訊之可靠性及完整性。  

（二）資源使用之成效。  

（三）資產之保全。  

（四）內部控制制度之適足性與有效性。  

（五）法令及內部規章之遵循。  

四、為執行稽核業務，年度稽核計畫應於前一年度終了前經校長同意後實施。 

（一）稽核工作得視業務需要，調度行政管考、人事考核、政風查核、政府採購稽核、

內部審核、資訊安全稽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其他稽核職能(以下簡稱稽核評估

職能)單位人員及主要核心或高風險業務等單位人員辦理，該等人員不得針對過去

一年內、目前或即將負責承辦業務執行稽核。 

（二）執行稽核工作前，得會同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擬定稽核計畫；但稽核評估職能單位

依相關法令規定已辦理或預計辦理稽核或評估者，得不重複納入內部稽核。內部

31-5



稽核單位如擇有與稽核評估職能類似之稽核項目，得與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整合稽

核工作期程，並維持客觀公正之立場採聯合稽核方式辦理。 

（三）稽核計畫，內容得包括下列事項： 

1、稽核項目及目的。 

2、稽核期間。 

3、稽核工作期程。 

4、稽核工作分派。 

5、經費來源。 

（四）稽核之重點得包含下列內容：  

1、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經審計部追蹤查核結果仍待繼續

改善，並再綜合研提審核意見者，應稽核其檢討改善情形。 

2、跨機關整合業務、占機關年度預算比例較高之業務、久未辦理內部、外部稽核或

評估之業務、影響政府公信力之潛在風險案件、進度嚴重落後或停工六個月以上

或因故解除契約等公共工程案件，稽核其執行情形或成效等。 

3、利用資訊系統自動處理業務控管流程或資料勾稽比對案件之資料異動紀錄，以及

資訊系統間資料介接傳遞以人工處理控管流程或勾稽比對之案件，經評估存有遭

蓄意竊取、竄改或洩漏資料等風險者，稽核其資訊系統管理機制。 

4、其他重大議題包括內部重要會議列管事項、立法院質詢案件、監察院彈劾、糾正

（舉）或提出其他調查意見之案件、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

見、上級與各權責機關（單位）督導等所列待改善事項、中央廉政委員會及各機

關廉政會報所提相關議題及外界關注事項等。  

5、年度預算與決算金額相差百分之二十以上之項目。 

6、校務發展重點計畫之經費配置與支用情形。 

7、各項招生試務經費收支情形。 

8、校務基金重大開源節流措施之執行情形與成效。  

9、內部控制制度執行之稽核。  

10、相關法令規章所訂應提送本小組稽核之項目。 

五、本小組稽核作業，依下列程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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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小組得於執行稽核計畫前召開行前會議，依稽核項目之性質及受查單位之特性

等選擇稽核方式，包括檢查、觀察、詢問、驗算或查證等，並視需要擇定適宜之

抽核比率，以蒐集及查核充分且適切之稽核證據，據以支持稽核結論。 

（二）於每年度決算作業完成後提出稽核重點，經簽請校長同意後，請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或校內各相關單位配合提供所需資料。 

（三）擇定稽核項目或個案，若稽核範圍項目較為繁雜，得由本小組召集人進行任務分

工，以利稽核作業之進行。稽核工作之分派，應避免稽核人員目前服務單位或承

辦業務。 

（四）得依受稽核單位提供之書面資料、口頭補充說明，以書面或實地訪查等方式進行

稽核，並由委員記錄稽核結果，受查單位應全力配合提供稽核所需資料並詳實答

覆，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本小組並應就稽核發現與受查單位充分溝通。 

（五）內部稽核人員執行內部稽核工作，得從下列五個面向進行分析，俾提出稽核建議

與受查單位充分溝通： 

1、實際情況：陳述實際發現之現況或問題。 

2、判斷標準：依據法令規定或選擇適當之判斷基準，用以作為評估或驗證之參據。 

3、影響結果：掌握實際情況已經（可能）存在之衝擊及其影響層面與嚴重程度。 

4、造成原因：深入探究實際情況發生之根本原因，以免忽略關鍵核心問題。 

5、建議意見：綜合分析並與受查單位共同研擬改進建議，以解決根本原因或核心問

題。 

（六）辦理內部稽核工作時，如稽核項目具有量化或非量化績效目標，本小組得採行下

列程序，衡量稽核項目之資源使用是否具有效率、業務或計畫執行是否達成預期

目標等績效。 

1、蒐集與稽核項目有關之資料。 

2、選擇適當之衡量基準（如：前期績效、既定或預計目標、法令或契約規範、國際

公認、其他同類績效優良之單位之指標或標準及內部稽核人員專業判斷等）。 

3、運用計算、分類及比對等方式，分析實際績效與衡量基準之差異，並了解差異原

因及其影響。 

（七）稽核人員應正確且完整記錄稽核情形並檢附佐證資料，作成稽核紀錄。稽核紀錄

得包括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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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稽核項目、稽核內容及說明。 

2、稽核方式。 

3、稽核發現及稽核結論。 

4、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 

（八）稽核結果書面報告經提送本小組會議討論，並將議決事項彙整成稽核報告，簽陳

校長核定後，提送每學年第二學期最後一次校務會議報告。稽核報告應揭露稽核

發現之優點、缺失、改善措施或興革建議等，內容及完成期限如下： 

1、內部稽核報告得包括稽核緣起、稽核過程及稽核結果。 

2、內部稽核報告原則於稽核工作結束後二個月內完成。但得視情況調整期程。 

（九）本小組所彙整之缺失事項及興革建議，簽陳校長核定後，送請業務權責單位填報

改善及辦理情形，並至少每半年將追蹤該等缺失事項改善情形及興革建議辦理情

形，作成追蹤表，將辦理及改善情形提後續會議報告及簽報校長核定。 

六、委員執行稽核作業應注意事項：  

（一）需保持公正獨立，遇有與自身職務有關之受稽核事項，應行迴避。 

（二）執行稽核工作時，應對潛在風險業務保持警覺，並掌握可能涉有公帑損失、浪費

等不法或不當情事；稽核結果如發現可能有不法或不當情事者，應簽報校長責請

相關單位查處。 

（三）執行內部稽核工作期間，如發現重大違失或機關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簽

報校長處理；稽核資訊涉及隱私、機密、不法或不當之行為，不宜揭露予所有報

告收受者時，得另單獨作成報告揭露。 

（四）受查核之文件限於校內使用，正本以留存原承辦單位為原則，本小組以文件影本

進行查核紀錄或報告之製作使用，文件應予妥善保管，並注意文件與資訊之安全

性。 

（五）對於稽核報告所載事項，本小組應負有確保客觀及探究事實之責，以利合於實情。 

（六）如發現受稽核事項有特殊情況，或有重要改進建議，應送本小組會議決議通過，

報請校長核定後據以辦理。查核過程中如遇有重大事由，致需進行立即性報告，

應由召集人向校長進行說明，以利學校採行必要措施。 

（七）如需校內、外具稽核經驗之教師或專業人士協助，經簽請校長同意後遴聘，所需

費用依學校相關支給標準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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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辦理自行評估結果及內部稽核報告所列缺失事項或興革建議，若涉及需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者，應由本校內部控制小組督導各單位修正。 

八、辦理自行評估之相關表件、稽核計畫、稽核紀錄、稽核報告及相關佐證資料，得整理成

冊、編列頁碼及製作封面，自工作結束日起，以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 

九、本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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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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本附件刪除)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年度稽核報告【範例】 

 

壹、稽核日期及受稽核單位 

說明實際執行稽核工作之日期及受稽核單位。 

貳、稽核結果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 

興革建議 

1 年度採購

案執行情

形。 

經調查○○年度各單位

辦理採購案件預定招標

彙整表，包括透過共同

供應契約採購案等，其

提報彙整控管標準不

一。 

○○年度各單

位辦理採購案

件預定招標彙

整表中無明確

彙整控管標準。 

 

建議研議提報

彙 整 控 管 標

準，供各單位參

考，以利後續管

考。 

2 資訊系統

委外開發

及維護採

購案。 

採購金額過度依賴廠商

估算報價，致決標單價

差異大、決標金額未有

一致合理之標準。 

 

未建立合理價

格評估模式，致

難以估算價格。 

 

建議建立「資訊

系統費用之合

理價格建構模

式」，作為資訊

系統採購價格

之評估基礎。 

 

3 … 

 

… … … 

參、未來有關管理及績效重大挑戰之預警性意見 

得敘明對機關形成挑戰之原因、目前因應作為及未來尚待加強之

作為。 

註： 
1. 年度稽核若分次辦理者，則按次編製內部稽核報告。 

2. 若未提出機關未來有關管理及績效重大挑戰之預警性意見者，得免列示第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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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本附件刪除)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年○月 
缺失及興革建議事項追蹤表【範例】 

項次 缺失事項/興革建議 改善/辦理情形 追蹤結果 

一、本次新增之缺失及所提興革建議 

自行評估結果所發現缺失及所提興革建議 

1 應用系統上線及變更管理作業 

(1)於評估期間共發生○筆系統

維護申請作業，大多為常態

性變更或維護，部分僅由單

人維護的小型系統較難滿足

資訊安全內部控制職能分工

之規範。 

(2)… 

(1)各科已協調人力相互支

援，以落實執行系統維

護人員及系統管理人員

由不同人員擔任之規

範。 

(2)… 

(1)經檢視近 3 個月系統

維護人員及系統管理

人員皆已由不同人員

擔任，本項缺失核已

改善。 

(2)… 

2 … … … 

稽核報告所列缺失及興革建議 

1 ○年○-○月人事敘薪作業 

(1)人事單位未將人員動態以派

令或異動通知單等資料通知

出納管理單位及會計單位。 

(2)… 

(1)人事單位已將人員動態

以派令或異動通知單等

資料，確實通知出納管

理單位及會計單位。 

(2)… 

經抽查近 2個月份人員動

態案件，皆已以派令或異

動通知單等資料通知出

納管理單位及會計單

位，本項缺失核已改善。 

2 … … … 

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所發現缺失及所提興革建議 

    

監察院彈劾與糾正(舉)案件或提出其他調查意見，涉及內部控制部分 

    

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涉及內部控制部分 

    

上級與各權責機關督導所提缺失及興革建議 

    

二、上次追蹤尚未改善完成之缺失及興革建議 

    

註：機關於自行評估結果或內部稽核報告所列缺失及興革建議，如與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所發
現缺失及所提興革建議、監察院彈劾與糾正(舉)案件或提出其他調查意見涉及內部控制
部分、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涉及內部控制部分、上級與各權責
機關（單位）督導所提缺失及興革建議等重複時，得擇一填列並附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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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說明：

教育部

受文者：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0年5月19日
發文字號： 臺教高(三)字第1100062750E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5條、第7
條、第17條之1，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19日以臺

教高（三）字第1100062750B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

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照。

 　

本 案 電 子 檔 得 於 本 部 主 管 法 規 查 詢 系 統

（https://edu.law.moe.gov.tw）下載。

若對本法規條文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本部高等教育司陳

瑞芝科員（02-77365883）、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黃雅妮小

姐（02-77365850）。

正本：司法院秘書處、行政院法規會、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法務部、各國立大專

校院、本部各單位(法制處除外)
副本：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高等教育司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函
地址 ： 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 ： 02-23976943
聯絡人 ： 陳瑞芝
電　話 ： 02-7736-5883

1100003432

總收文 11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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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五條、第七

條、第十七條之一修正條文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其組成方式，由

學校定之。 

 管理委員會委員應有學生代表至少一人。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開會時，得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七條  管理委員會及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置、運作、績效考

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學校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稽核人員應由校長提經校務會議或其所設相關委員會、專

案小組同意後，由學校進用之。 

   前項經校務會議所設相關委員會或專案小組同意後進用者，

應於下次校務會議追認。 

第十七條之一  學校各項稽核工作應依下列規定及期程辦理： 

 一、年度稽核計畫應於前一年度終了前經校長同意

後實施。 

二、每年二月底前作成前一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

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 

  前項第二款年度稽核報告，應完整記錄稽核情形，

並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稽核項目、稽核內容及說明。 

二、稽核方式。 

三、稽核發現及稽核結論。 

四、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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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五條、
第七條、第十七條之一修正總說明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

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訂定，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四年九

月三日修正發布施行。為提升各國立大學校院（以下簡稱學校）校務基

金管理監督及公開透明，強化稽核人員之獨立性，明定稽核工作相關規

定，以提升稽核作業品質，並強化校務會議確認機制及學生參與，爰修

正本辦法第五條、第七條、第十七條之一，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應有學生代表至少一人。(修正條文第五

條) 

二、稽核人員應經校長提請校務會議或其授權之委員會、專案小組同意

後始得擔任。(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增訂稽核計畫核定及稽核報告之時間，並明定稽核紀錄內容。（修

正條文第十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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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五條、
第七條、第十七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

任務之需要，分組辦

事；其組成方式，由學

校定之。 

管理委員會委員應

有學生代表至少一人。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

會時，得請相關單位人

員列席。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

任務之需要，分組辦

事；其組成方式，由學

校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

會時，得請相關單位人

員列席。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使校務基金運作更

為透明，強化學生參

與，爰增訂第二項，

明定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委員應有學生代

表至少一人，使學生

了解、參與校務發

展，增加校方與學生

雙方溝通機會，並培

養校務參與之人才。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為第三項，內容未修

正。 

第七條  管理委員會及稽

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

置、運作、績效考核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

定，由學校定之，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稽核人員應由校長

提經校務會議或其所設

相關委員會、專案小組

同意後，由學校進用

之。 

前項經校務會議所

設相關委員會或專案小

組同意後進用者，應於

下次校務會議追認。 

第七條  管理委員會及稽

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

置、運作、績效考核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

定，由學校定之，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強化稽核之專業獨

立性，故稽核人員除

由校長選任外，亦須

經校務會議同意，爰

增訂第二項，明定稽

核人員應由校長提經

校務會議同意後，由

學校進用之，校務會

議並得考量每次校務

會議間隔期程過長，

另依大學法第十五條

第五項規定設委員會

或專案小組先行同

意，以利時效。 

三、依大學法第十六條第

六款規定，校務會議

審議其所設委員會或

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故學校依修正條文第

二項規定經校務會議

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

組同意後進用稽核人

員者，仍應於下一次

校務會議追認，爰增

訂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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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之一  學校各項

稽核工作應依下列規定

及期程辦理： 

一、年度稽核計畫應於

前一年度終了前經

校長同意後實施。 

二、每年二月底前作成

前一年度稽核報

告，並檢附工作底

稿及相關資料。 

    前項第二款年度稽

核報告，應完整記錄稽

核情形，並應包括下列

事項： 

一、稽核項目、稽核內

容及說明。 

二、稽核方式。 

三、稽核發現及稽核結

論。 

四、改善措施或具體興

革建議。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稽核業務性質係

屬事後稽核，並參考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第十九條規定，爰明

定年度稽核計畫應於

前一年度終了前經校

長同意後實施，並明

定應於稽核工作結束

後二個月內，即每年

二月底前作成前一年

度稽核報告，及年度

稽核報告應包括事

項。 

三、另考量實務作業有滾

動式修正必要，稽核

報告格式將另以通函

方式通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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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一)
１、

２、

(二)
１、

２、

三、

說明：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0年5月27日

秘書室

 為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及「內部稽核小組運

作及績效考核規定」修正草案，擬提送109學年度第2學
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簽請核示。

本案係依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19日以臺教高

（三）字第1100062750B號令修正發布「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5條、第7條、第17條之1(詳如

附件1)辦理。

為配合上述修法，爰擬修正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

點」及「內部稽核小組運作及績效考核規定」，修正重

點如下：

「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

增稽核人員應由校長提經校務會議或其所設相關委

員會、專案小組同意後，由學校進用之。經校務會

議所設相關委員會或專案小組同意後進用者，應於

下次校務會議追認。(修正要點第二點)
修正年度稽核計畫應於前一年度終了前經校長同意

後實施。(修正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
「內部稽核小組運作及績效考核規定 」：

修正年度稽核計畫應於前一年度終了前經校長同意

後實施。(修正規定第四點)
酌修稽核紀錄之包括事項文字。(修正規定第五點第

一項第七款)
檢陳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提案單、本校「內

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及「內部稽核小組運作及績效考

裝

訂

線

檔號： 0110/010104/ / /
保存年限： 20年

110100201731-18



擬辦：

核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2、
附件3）。

 奉核後，提送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於

審議通過後，依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會辦單位：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110/05/28 10:56:59

秘 書 室
秘 書吳淑鈴 

110/05/28 13:24:11

副校長室
副 校 長李葭儀 

核稿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及附件電子檔續辦。

110/05/28 14:59:50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楊學慧 

110/05/28 16:45:01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鍾永豐 

如擬

110/05/31 09:47:57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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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8 提案性質 重要校務事項 提案單位 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本校 109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因應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26 條，學校

應就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作成校

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提報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審議，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二、 本案業經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

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提報教育部備查。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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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 

(草稿) 

目 次 

壹、年度工作重點績效 ....................................................................................... 3 

一、擴大專業學習範疇，創造國際接軌的學習環境 ........................................................ 3

二、結合課程與展演，透過公開呈現檢視理論與實踐教學成效 .................................... 6

三、帶動教師拓展創新藝術教學方法，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效能 ........................ 6

四、以合作創新課程引領科藝融合實驗創作，培育跨域整合人才 .............................. 10

五、發展「關渡藝術節」為最具特色之藝術活動及跨域學習場域 .............................. 13

六、整合校內既有資源，開創學生多元、跨域、自主學習的管道 .............................. 15

七、產學合作連結課程教學，促進學生專業實務發展 .................................................. 18

八、積極招收境外學生，增加校園學習的多元性與開放性 .......................................... 19

九、推動美感教育，升級國民美學素養 .......................................................................... 20

十、推動圖書館轉型計畫，發展館藏資源、健全閱覽服務 .......................................... 24

十一、提升校園雲端整合學習支持與服務效能 .............................................................. 26

十二、專業學習空間建設與永續校園生活環境的營造 .................................................. 28

十三、校務基金投資效益 .................................................................................................. 29

貳、財務變化情形 ............................................................................................. 30 

參、檢討及改進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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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表目次 

圖 1 音樂學院《呂紹嘉與北藝大管絃樂團》音樂會排練情形。 ...................................... 3 

圖 2 共享校園「操演策展工作坊」系列課程線上授課情形。 .......................................... 4 

圖 3 戲劇學院「聲音訓練、文本與表演工作坊」課程階段性成果《美國天使》排練情

形。 .................................................................................................................................... 5 

圖 4《後花園》展演劇照。 .................................................................................................. 11 

圖 5《白港–支線》獲 109 年桃園科技表演藝術節評審團特別獎。 ................................ 12 

圖 6 關渡光藝術節《量子糾纏》展演辦理情形。 ............................................................ 12 

圖 7 三校跨校合作教學計畫現地作品設計、跨校討論、評圖與現場裝置。 ................ 13 

圖 8 關渡藝術節開幕表演活動。 ........................................................................................ 13 

圖 9 藝術媒合服務學習計畫：藝情不畏疫情-運用科技、創造新的服務方式。 ........... 15 

圖 10 夢想自造所學生團隊提案診療，以創意市集進行市場驗證。 .............................. 16 

圖 11 博士班實驗性課程社群開辦講座情形。 .................................................................. 17 

圖 12 舞蹈學院 2020 焦點舞團《辦什麼派對》演出。 .................................................... 19 

圖 13 109 年境外學生文化週與會外賓與本校長官合影。 ................................................ 20 

圖 14 留茂安部落-泰雅神話戲劇營共同唱跳著泰雅歌曲，作為開始與結束的儀式。 . 21 

圖 15 第六屆「2020 鬧熱關渡節-順時過活」活動開幕合影 ............................................ 22 

表 1 本校近 5 年校務基金投資效益表 ................................................................................ 29 

表 2 本校 109 年可用資金運用情形 .................................................................................... 30 

表 3 本校 109 年度校務基金主要收入及重要成本執行績效表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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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年度工作重點績效

專業的藝術教育資源是一個國家文化發展的關鍵指標。環顧國際，透過藝術來彰顯

國家發展與進步指標，象徵國民創新與創意能力，映照國家整體軟實力，已是各國爭相

佈局與投資的趨勢。藝術教育的教學並非僅於課堂授課或教授技巧，更需要開創藝術專

業知能及創造力。北藝大師生在展演創作學習與表現的成效是本校教學的重要核心，一

直以「品牌經營」發展內涵以塑造屬於北藝大獨特人文風貌。 

依據本校校務中長程發展計畫目標及發展策略，109 年度重點工作績效如下： 

一、 擴大專業學習範疇，創造國際接軌的學習環境 

為持續延攬各領域國際藝術家、學者、前瞻研發團隊、專業人才及優秀校友，本校

積極爭取教育資源，挹注雙方共同對談與交流創作機制，期藉與跨系所、跨世代、師資

團隊，合作開發創新藝術形式及跨域創作應用層面，連結國內外專業師資與趨勢動能，

雙向刺激校內、國外之藝術領域專業教師成長，促進跨國跨校合作資源連結，相互增能。

本校國際學習的創新作法在於實質的「跨文化」與「雙向」交流。 

（一）國際教學與學習融入課程常態化

1. 邀請國內外專業師資與藝術家增進多元教學成效，或以視訊方式進行學期或學年共

同授課，或以大師班、藝術節學習活動、國際雙向交換學習、移地教學等方式，透

過國際教師的網絡引介，洽商及發展各種合作計畫，內化於系所學分課程。部分系

所已將國際化教學納入平時的課程與學習活動，讓具有學習成效的課程設計不因經

費限制影響師資的邀請。如：傳統音樂學系規劃每年學習一個亞洲國家傳統音樂文

化；文化資源學院將國際視訊講座、海外移地教學常態化落實於既有課程中；電影

創作學系及動畫學系在關渡電影節、關渡國際動畫節作品創作者交流中，給予學系

學生跨文化、跨國視野的指導。108 學年度共邀請 123 位國內外專業師資與藝術家

進行 167 場次的教學活動。駐校師資與藝術家教學活動詳如附件。

2. 音樂學系 109 年在集中式實驗課程

補助下，邀請剛卸任國家交響樂團

藝術總監的國際指揮大師呂紹嘉特

聘講座教授駐校，進行「管絃樂合

奏」、「專題演講」、「指揮大師班」

密集課程；在每週為不同主修領域

安排國際大師班課程，其中邀請美

圖 1 音樂學院《呂紹嘉與北藝大管絃樂團》音樂會排

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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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校長傑出教授梁雷以視訊直播方式進行跨國專題講座與

作曲大師班，打破疫情與地域限制，延續國際教學能量。 

3. 辦理教育部 109 學年度「獎助大專院校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學海系

列獎學金」案及交換學生計畫，共支持 4 人次學生國際移動學習，拓展個人的國際

視野。

4. 109 年執行教育部青年署大專校院國際體驗學習計畫，以「洲際漂移 II─以藝術之

眼的他方複寫」為題，開放從大一至研究所、18 歲至 30 歲之有志青年參與，108-2

學期開設「國際藝術網絡跨越學習」因受 COVID-19 疫情影響，改以境內國際議題

探索，共計補助 19 名學生於暑假期間於臺灣各地走訪 14 天以上。成果刊載於本校

電子報「藝游誌」─藝趣學專欄 http://ctl-enewsletter.tnua.edu.tw/zh_tw/art。

（二）「跨文化」與「雙向」之國際合作教學，推動國際標竿課程 

本校國際交流學習的創新作法在設計上是實質的「跨文化」與「雙向」交流，積極

和不同國家進行雙向課程的合作。所謂實質的「跨文化」係指交流活動必須使師生展演、

教學與創作因此實質融入跨文化特色；「雙向」則重在雙方均因交流活動產生影響、改

變，而非單方面的接受與學習。109 年辦理國際合作教學說明如下： 

1. 109 年因疫情影響，多數國際移地教學與交流展演暫停辦理，惟國際課程藉由網路

視訊授課或合創；例如，音樂學系辦理「當代音樂器樂演奏技巧示範工作坊」，邀

請具當代音樂演奏經驗的學生協助參與國際網路工作坊，以北藝大師生的音樂作品

及二十世紀經典作品為例，示範當代音樂演奏技巧，透過網路數位化，建立跨國跨

校的網路教學與國際交流的平臺。

2. 參與由歐亞 6 國 8 個高等藝術教育機構(包括本校、瑞士蘇黎世藝術大學、英國倫

敦藝術大學、中國杭州美術學院、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與音樂系、香港城市

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日本京都精華大學、新加坡拉薩爾藝術學院)共同發起的國際

教育形式和研究網絡合作平臺「Shared Campus 共享校園」，課程不因疫情影響而持

續進行。共享校園五個主題「生態思

辨 Critical Ecologies」、「文化/歷史/未

來」、「流行文化」、「社會」及「工具」，

為學生、學者和專業人士設計之跨文

化教育和研究活動，密切合作關注與

解決國際跨文化問題和跨學科合作創

造價值，特別是藝術，使參與者共享

知識和能力。本校是「生態思辨」群 圖 2 共享校園「操演策展工作坊」系列課程線上授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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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之一，每年合作共同探討議題及各自學校課程分享；109 年邀請夥伴學校蘇黎

世藝術大學 3 位教授線上開課，引導學生觀察生物、身體、空間、影像、表演藝術，

從自然、社會、政治、藝術、宗教與學術等不同面向深入探討生態、原民性和解殖

相關議題。美術學院 2 位教師及蘇黎世藝術大學、 國際藝術家學者共 11 位教師合

作「操演策展 Curating on the Move 國際工作坊」與 2020 年臺北雙年展合作，以線

上講座、導覽、工作坊形式共享、共學及聯合策展，二校合計 60 位學生參與。 

3. 藉大師作品排練與展演，引進國際頂尖大師及其專業訓練系統，是本校表演相關學

院長期以來的重要教學方針。109 年邀請瑞典聲音訓練專家 Hans Harald Michael

Emgård 主持「聲音訓練、文本與表演工

作坊」，安排四週密集聲音與肢體訓練；

在成果呈現階段選擇美國劇作家 Tony

Kushner《美國天使》（Angels in America）

劇本片段，結合發聲技巧與戲劇文本，

引導學生探索劇本台詞當中的語韻、聲

調、標點符號、質地，聲音丟接，進而

將發聲技巧融入身體行動，探索以身體

行動為基礎的表演方法。 

（三）連結當代重要國際創研合作機構，發展國際創作及教研網絡

除致力於展演教學國際交流外，在研究方面也透過積極的國際合作，串聯起亞洲與

世界的研究能量，發展出北藝大特有的學術特色。 

1. 累積國際夥伴 86 個，於 109 年完成締約及續約校院，包括韓國藝術綜合大學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維也納音樂藝術大學 Musik und Kunst Privatuniversität

der Stadt Wien、奧地利薩爾茲堡莫札特大學 Universität Mozarteum Salzburg、荷蘭

烏特列之 HKU University of the Arts Utrecht交換學生協議以及中國戲曲學院共5間

學校續約，以及日本京都精華大學締約。

2. 同時與法國三大中心多方合作與跨國交流，北藝大音樂學系、新媒體藝術學系與法

國里昂國家音樂研創中心（GRAME）合作已數年，第二階段計畫將擴延與法國里

昂藝術創新與傳播中心（LiSiLoG）、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CNSMDL）及法國音

樂與聲響研究統合中心（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Coordination in Acoustics/Music,

IRCAM）多面向跨國合作。在科技技術面向上，引進 GRAME 與 LiSiLoG 研發融

合聲音、音樂領域和科技應用的成熟多元框架與技術工具；音樂學系學生以臺灣年

輕作曲者身分與新媒體藝術學系年輕科技藝術創作者合作，進行音樂與新媒體科技

圖 3 戲劇學院「聲音訓練、文本與表演工作坊」

課程階段性成果《美國天使》排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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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創藝術新創的世代對話，拓展本土原創作品國際能見度，落實國際網絡經營效

益。 

3. 台日教師共組「東亞戲劇教師社群」，由戲劇學系與傳統音樂學系教師與日本立教

大學教師共創社群並長期經營「東亞大眾戲劇研究社群」，透過雙邊輪流辦理東亞

大眾戲劇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深化東亞戲劇研究及雙邊教師與年輕研究者學術交

換；109 年持續透過線上交流方式，分享各自研究心得。

4. 戲劇學系「亞洲劇場研究國際研討會」是當前亞洲地區最具規模的青年戲劇及劇場

研究者的學術交流平臺，本屆研討會主題為「關鍵時刻的劇場」（Theatre at a Critical

Point），北藝大戲劇學院團隊依例由師長在學期中透過課堂講授、團體研討、個別

指導等過程，引導學生將近期研究成果撰寫成研究論文，由師長帶領碩博士生與會，

以英文發表近期研究成果，與日本、韓國、中國團隊交流研討，促進亞太地區區域

性的青年戲劇研究網絡。

（四）長期且具計畫性的培養並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學術與展演活動

1. 透過邀請校友回校帶領藝術展演實務、跨國與法國國家舞蹈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Danse, CND）、荷蘭亞洲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IAS）、

亞洲藝術院校聯盟（Asian League of Institutes of Arts, ALIA）、蘇黎世藝術大學（Z

ürcher Hochschule der Künste, ZHdK）教育合作，或校內長期培育機制如音樂學系「璞

玉培植，夢想實踐計畫」，鼓勵學生參加競賽、會議、藝術節或影展等國際性活動，

爭取展演／展覽、駐村創作邀約機會，培養學生專業能力成長，畢業後開展其他國

際藝術家或學術研究生涯作準備，亦具國際移動能力的優秀年輕藝術家。

2. 舞蹈學院「亞太當代舞蹈平臺」工作坊，提供校內學生在正規課程之外給予最佳的

多元化專業訓練補給，邀集海外校友回台以專業技巧課程、小品編創和排演訓練，

透過教授及分享當代最新舞蹈觀念與大師技巧，強化在地學子們的身體技能、帶領

編創、激發創意能量。109 年邀請 10 位已在國際重要舞團擔任主要舞者或編舞家之

優秀校友，擔任課程與工作坊教師；參與學員含校內學生 95 名、校外 10 名，系內

教師 3 人，以工作坊 11 天 18 堂專業課程、20 堂編創與排練工作坊，完成 6 支舞蹈

小品，是為臺灣舞蹈國際專業水準與創作人才的孵化器最大的效益。

二、 結合課程與展演，透過公開呈現檢視理論與實踐教學成效 

本校專業藝術課程的執行，注重從知識學習到實作產出的總體成效，故在「展演」 

活動與課程實施間的鏈結程度便相當高。每一個學院系所在專業課程與跨域學習課程必

須歷經課程教學、排練實作、公開呈現三個階段，透過年度公演、學期製作、期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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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評鑑／評圖展、課堂呈現等多元公開方式，面對公眾對於展演創作的批評與指教，藉

此提升自我專業實務能力。 

音樂學院開設「合奏」、「室內樂」及舞蹈學院開設「名作實習」、「演出實習」、「劇

場實習」等課程進行作品的排練，更以「專題演講／工作坊」課程進行大師班或進行舞

作排練／重建，除畢業製作、課堂呈現演出外，每年固定辦理二季公演、每學期辦理主

修期末評鑑，藉以呈現學期學習成果。 

戲劇學院以培養學生透過定期公演，學生在「做中學， 學中做」的原則下，透過

「排演」、「劇場實務」、「劇場專題」等課程，參與導演、表演、劇本創作、劇場技術等

專業能力實務實習工作，同時讓戲劇研究的歷史縱深融入展演創作。 

美術學院及電影與新媒體學院則在各式創作技術課堂中，學生除吸收專業知識外，

最著重於創作過程中的表達與反思，創作完成後則以公開評鑑展形式，學生間得以互相

觀摩，同時直接面對觀者反饋，培養學生對其作品的論述能力。 

三、 帶動教師拓展創新藝術教學方法，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效能 

109 年在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資源挹注之下，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整合並提供教師校內外的教學支援，持續以藝術教學創新機制，透過社群

共學平台交流與傳承、跨院系合作與專業對話、特色成果出版等推動策略，以及課程研

發補助、多元升等制度、教學研究獎勵等激勵措施，持續拓展及累積本校藝術教學方法

之多元創新樣態，執行總體成效如下表： 

（一）持續推動教研人員成長支持機制，促進課程創新、提升教研能量

1. 鼓勵教師參與社群，促進課程創新及教研發展

因應跨領域合作、教學專案計畫、系所專業發展等成立教師社群，近 2 年超過 6 成

專任教師參與社群活動透過社群的力量進行教研發展，例如：「美學 CEO-經理人的藝術

與管理課程研發計畫」整合教育、藝術管理、音樂產業、地方創生，邀請社會實踐專家

吳漢中、設計與管理學界專家政大 EMBA 執行長黃國峯教授及臺灣設計研究院院長張

基義，探討本校開設 EMBA 相關學程可能性；「創新創業教育計畫」邀集各學院系專業

教師，共同透過新創事業訪問、創業校友座談及創業專家教師經驗分享，探索本校創業

教育未來發展性；戲劇學系「東亞戲劇研究」鏈結日本立教大學教師共同建立跨國戲劇

研究網絡；文化資源學院「Brown Bag 午餐論壇」除作為師生學術研究階段性分享園地，

109 年邀請美國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藝術教育研究所 Dr. Justin 

Sutters 所長、吳思瑤立法委員、文化資產攝影家趙守彥、教育部師資培育暨藝術教育司

鄭淵全司長、貝里斯大使賀黛安（H. E. Ambassador Diane C. Haylock）等 8 人蒞校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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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連結產官學界交流平臺。 

2. 定期辦理增能活動，促進教研人員學術理念經驗的交流與傳承

為強化教研人員教學與研究品質，教務處及研發處辦理增能活動 109 年 30 場 1,067

人次參與；另為促進師生擁有身心健康以支持教研發展，體育中心推動校園體適能項目，

109 年因疫情影響減少群聚活動，辦理 7 場 415 人次參與；並在教育部補助購置圖書儀

器及設備改善計畫經費挹注下完備體適能中心空間整建。 

3. 發展多元教學評量，透過回饋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教學評量於每學期第 17週起統一線上施測及戲劇學院排演課程版由系所自行辦理紙

本評量，除現行公版的課程教學評量問卷，配合學生學習成效面，發展出舞蹈學院舞蹈

鋼琴伴奏教師、戲劇學院排演類課程版本。107、108 學年度每學期全校課程評量在 4.64

至 4.7 間，低於 3.5 分之課程教師為數不多，在系所主管協助之下，均能有顯著進步。教

學與學習中心亦會透過每學期的教師社群及教學成果分享，藉由同儕的協助提升教學品

質，另外也會不定期分享其他學校舉辦之教學工作坊，讓教師參與自我學習成長。 

4. 推動社群共學，協助教師透過教學實踐計畫發展課程教學模式

透過教學與學習中心教師社群共學的推動，自 107 學年度起每學年都有教師獲得教

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至今已有 8 系所 9 位教師主持 10 門創新課程，每年參加

教育部或本校辦理成果交流會，發表其創新教學貢獻。 

教師藉計畫執行形構創新教學模式，例如，新媒體藝術學系林俊吉助理教授跨系開

設「未來世代的跨界素描」課程，研發融合畫筆、身體、聲音等不同素描教學方式，邀

請音樂、舞蹈、動畫等不同學系教師合作授課；美術學系涂維政助理教授將創作教室搬

移至校外場域，以教學結合社會實踐，改善學用落差，引導學生思考臺灣文化發展問題，

進而促成學生在地認同與創業。另，109 年初傳統音樂學系潘汝端副教授以「傳統藝術

的當代實踐：北管戲曲音樂系統化教學法之研究」計畫獲教育部評定亮點計畫，其綜整

多年教學經驗，透過系統化編排設定特定戲齣，引領學生學習北管傳統傳抄制譜邏輯、

傳統記譜各類符號運用及其基本表演程式，進而擴展相關唱腔與戲曲編創能力。 

5. 以校級整合推動創新課程機制—集中式實驗課程

繼 107 年透過藝術教學創新計畫實施要點補助音樂、戲劇、通識領域 3 門創新課程

後，本校透過成效檢討及因應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為進一步激勵教師願意投

入課程發展與實踐創新教學，教務處於 108 年推動通過「集中式實驗課程試行辦法」，

109 年正式實施。集中式實驗課程由學校端主動鼓勵系所彈性多元開課時間、打破原有

課程框架，重新思考課程規劃設計的各種可能性，亦提供部分經費補助邀請國內外專家

學者授課；鼓勵系所合開跨域創新課程，降低校內專任教師開課負擔，亦滿足教師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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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跨域教學需求，加深課程多元性且強化開課效能；學生在完整的藝術專業訓練課程外，

透過集中式課程汲取國內外專家學者知能，也藉由不同藝術視野省思，反饋於其藝術作

品的創作與展演，激盪出強大的能量。109 年補助 5 系所 7 堂課程，修課人數合計 199 

名，師生獲益良多。 

6. 開發藝術數位開放式課程，獲選全國開放教育優良課程

建立數位課程支持機制，提供師生友善的數位教學與學習支持環境。本校推薦 109

年績優課程參加社團法人臺灣開放式課程暨教育聯盟（TOCEC）舉辦「2020 全國開放

教育優良課程徵選」，劇場設計學系陳婉麗教授「臺灣藍」課程榮獲 MOOC 組優選、傳

統音樂學系魏心怡助理教授以北藝大博班實驗室「時空移轉．文化續存」獲 OCW 組優

選。 

7. 創新創業教育課程，開啟學生藝術生涯的另一面世界

106 至 108 年以通識教育中心、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為主要課程開設單位，為了

解全校課程開設情形，109 年經全校課程盤點與專案會議檢視專業系所課程，如美術學

系「展覽與策展」、音樂學系「交響樂團之經營管理」、舞蹈學系焦點舞團專屬課程「舞

蹈行政」、「舞蹈製作實習」，均是為幫助學生畢業後直接接軌產業，共 37 門課 771 人次

修讀。 

109 年 8 月獲得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進一步整合創業教育

課程及創業育成輔導二套系統，配合創業知能培訓與實作、提案、營運課程模組設計，

於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 2 門創業核心課程，以集中式課程方式開設個人與社會類通

識教育課程「創業學．學創業－藝術人的創業故事」，啟蒙學生創業家精神；在藝術行

政與管理研究所開設「藝術創業研究」，扎根創業知能養成；透過學生自主創業團隊實

際進行創業提案、企業見習、創客實作、開關公司經營等過程學習體驗。 

（二）支持與鼓勵藝術專業學術研究及展演成果出版

1. 出版《藝術評論》2 期，透過網路論文審查系統，管控審查進度，並提升學術審查

水準，優化學術論文品質。另由學院主編出版有《戲劇學刊》、《關渡音樂學刊》、《文

資學報》及《關渡通識學刊》（期刊出版情形請見

http://academic.tnua.edu.tw/academic/publish/journal.php）

2. 出版教學研究專書 8 本《匈牙利:東西方之間》、《孟加拉:金色千塘之國》、《探索克

羅岱爾《緞子鞋》之深諦》、《衝動與脈動－創作經驗中的心理動力》、《三身穿透本

質出:自殘、裸體與慈悲》、《前進國家音樂廳!:臺九線音樂故事》、《移地花競艷:臺

灣亂彈戲的敘事結構與地方特色》、《Score: Moving from “Art as Method” t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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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A as Method”》。《前進國家音樂廳！：臺九線音樂故事》及《探索克羅岱爾《緞

子鞋》之深諦》2 本更獲科技部出版專書補助。（歷年出版情形請見

http://tnuapublish.ebook.hyread.com.tw/） 

（三）激勵教師教學與研究

1. 為鼓勵教師向外爭取計畫資源浥注教學、展演與研究，並提高本校產學合作成果影

響效益，於 108 年通過施行「教師及研究人員產學合作績優獎勵辦法」，109 年核

定獎勵 10 名教師，共核發獎勵金 254,776 元。

2. 依本校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109 年遴選 108 學年度 2 名教學

傑出暨 6 名教學優良教師，由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提供教學優良獎每位 2萬元、教學

傑出獎每位 5萬元，於校務會議上由校長頒發獎狀，公開表揚，並由教學與學習中

心以教學觀摩、製作教學歷程紀錄或教師專訪等方式進行經驗分享。

3. 本校依提昇學術研究獎勵辦法，109年獎勵教師原創性論文、專書及外文潤稿補助，

計獎勵 5 系所 7 名教師的 12 篇論文、1 篇專書論文。

4. 依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109 年以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延聘專案教師 1名，並彈性薪資獎勵學院特聘教師 7名、領導校級計畫及跨院

合作計畫績優教師 14 名，另以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研究獎勵專任教師 4

位；以上教師彈性薪資獎勵金額每月 5,000至 10,000元。

四、 以合作創新課程引領科藝融合實驗創作，培育跨域整合人才 

本校新媒體藝術學系與其他院系如音樂學習、戲劇系、舞蹈學院已持續多年共同學

習創作，亦累積豐碩成果，未來將持續進行跨域創新教學，透過交叉課程、國際跨域工

作坊、藝術節實務課程等形式，培育跨領域整合專業人才。 

透過跨學院合作教學計畫，不同系所開設展演創作學導向跨領域課程組合，提供不

同專業領域學生透過課程學習、實驗性操作與共同執行展演的管道，增加跨領域學習經

驗。透過合作學系的課程結合，以專題引導整合式創新藝術與科技作品的發生，將科技

技術帶入藝術跨域課程中，創作出精彩的展演活動。 

（一）影像音樂藝術實驗計畫《後花園》

本校合作單位有音樂學系、新媒體藝術學系；外部合作單位有法國里昂音樂創作中

心、法國國立里昂高等音樂舞蹈學院、法國里昂藝術創新與傳播中心，北藝大音樂學系

與新媒體藝術學系近年來積極尋求科技藝術創作與跨域合作的可能性，自 106 年起，兩

系與法國里昂國家音樂研創中心（GRAME）展開緊密合作，邀請知名擊樂演奏家 J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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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ffroy 擔任藝術指導，啟動一系列對當代音樂與科技藝術的國際跨域創新實驗計畫與

展演；繼《絢璧》（106）、《驅動聲音的光》（107）、《能量轉換》（108）後，109 年，奠

基於往年跨系跨國合作共創的經驗，將跨國合作網絡進一步推展至法國國立里昂高等音

樂舞蹈學院（Conservatoires Nationaux Supérieurs de Musique et de Danse de Paris et de 

Lyon, CNSMDL）與法國里昂藝術創新與傳播中心（LiSiLoG）。 

  以二系教授為核心，帶領音樂學系

作曲組、演奏組與新媒體藝術學系數十位

學生，歷經九個月課程教學、工作坊、實

作研發、階段呈現、創作重組統整、劇場

排練等過程，以《後花園》為主題，將自

製樂器、真實器樂、互動電聲與影像裝置

加以整合，建構出超越既定框架、極具實

驗與創新的跨域展演模式「科技與音樂跨

域實驗劇場」，於關渡藝術節售票演出，

不但票房成績亮眼，更獲得眾多各界專業

人士的高度評價。 

此外，本項跨域合作更是具有臺灣獨一無二、不可取代的教育功能性。由於北藝大

是臺灣少數同時設有新媒體藝術與音樂二專業領域學系的高等教育學府，不僅擁有完備

成熟的技術與軟硬體資源，專業師資亦活躍於各自專業產業；為充分發揮此一獨特性而

量身打造，連結各自系所特色專業，以二系師資為核心，與學生組成多元共創團隊，新

媒體藝術學系團隊負責新媒體科技應用聲音與影像技術研發與操作，音樂學系團隊擔任

結合科技技術與音樂創作者與演奏者，同時兼顧藝術性與教育性，更顯得其教育功能上

的獨特意義。  

（二）原創美聲音樂劇《白港－支線》

本校合作單位有音樂學系、新媒體藝術學系、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作品結合音樂、

戲劇及新媒體藝術學系學生組成劇場團隊跨域合作，由音樂學系碩士班作曲主修林侑賢

原創音樂、新媒體學系學生團隊共創劇本、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導演組張世暘執導，打

破傳統聲樂展演限制，提升科技給人的溫度、拉近新媒體藝術與人的距離。 

作品參與桃園科技藝術節獲第一屆「桃園科技表演藝術獎」評審團特別獎，109 年

10 月於桃園展演中心演出 2 場。 

圖 4《後花園》展演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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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本劇不同系所專長學生學習從創

作到演出完整製作經驗，進而發展更成熟

絢爛的表演藝術型態。音樂學系嚴謹的西

洋美聲唱法及歌劇表演訓練根基，加上作

曲組創作及戲劇學系編創、新媒體藝術學

系科技影像設計，充分展現藝術原創之不

可取代性、跨領域合作之緊密聯結性、藝

術與科技融合之前瞻性藝術特色，呈現紮

實的學院派創作，開拓藝術新領域。

（三）關渡光藝術節開創利用非典型藝

術場域跨界展演的可能性 

關渡光藝術節（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KDLAF/），是新媒體藝術學系對於

「什麼是跨領域藝術」不斷的追問與實驗，並透過顛覆場館與藝術體驗的大型新媒體劇

場實驗的成果。由新媒體藝術學系師生、校友合作，每年與不同學院單位合作，引進業

界專業師資與設備資源，透過展演實務課程的開設與工作坊運作，培育參與學生的專案

製作與實務能力，建置學生與業界接軌與發展的實力與效能，共開設 5 門課程、3 場工

作坊與 3 系列講座，參與學生 512 人次。 

2020 關渡光藝術節《量子糾纏》合作單位有新媒體藝術學系與關渡美術館，在關渡

美術館及周遭環境創造全新的展演空間的可能；以「資料轉譯」與「美術館作為發聲器」

等概念為基底出發，進行「美術館作為一個大型藝術作品」議題，將整個場域做為一個

室內樂觀念，結合空間介入聲音、聲音政治學等，關注新時代議題以製作無可定義的展

演。《量子糾纏》打破美術館

建築的物理邊界，作品部署從

戶外（現實）開始，延伸至場

館內，例如，作品〈聲體〉自

美術館外穿越延伸進入美術

館內，將「量子糾纏」所創造

的「世界」串連場外的現實。 

圖 5《白港–支線》獲 109 年桃園科技表演藝術節評

審團特別獎。 

圖 6 關渡光藝術節《量子糾纏》展演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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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媒體藝術學系跨領域跨校合作教學計畫

以「新媒體跨域教學基地」精神向外推展，每年為二、三年級學士生辦理與實踐大

學建築設計學系、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合作 3 週跨校跨域創作工作坊「輕量級」，奠

定北藝大在新媒體藝術與多元創作教學領域的關鍵角色。工作坊以建築視角強化學生裝

置結構實作能力，以新媒體藝術視角培養學生藝術思維與媒材運用能力，三校學生跨校

分組，從概念發想、現地製作與展演呈現，

並以跨校教師合作評圖，交互指導，給予學

生不同領域視角的回饋。107 年、108 年工

作坊皆於臺北市藝文重要展場寶藏巖國際

藝術村駐地創作、展出；108 年作品參與

2019 寶藏巖光節與其他藝術家相互交流。

109 年以「塔」為主題，三校合計 119 位學

生、11 位教師參加指導 10 件協作作品，於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各個不同區域空

間展出。 

五、 發展「關渡藝術節」為最具特色之藝術活動及跨域學習場域 

2020 關渡藝術節已邁入第 28 年，自 9 月 23 日至 11 月 29 日展開近三個月不停歇的

表演藝術馬拉松！今年總共集結了 26 個團隊、超過 40 場節目，有來自韓國的國內外藝

術家及臺灣六大交響樂團輪番接力，除了音樂、戲劇、舞蹈演出，還有新媒體藝術學系

「光藝術節」《量子糾纏》、動畫學系「關渡國際動畫節」、電影創作學系「關渡電影節」

一同熱鬧關渡。在疫情嚴峻的這一年，

臺灣文化界好像有一種不需要過多對話

的默契，在校園內所有例行性的展演配

合防疫政策，將觀眾距離拉開、配戴口

罩，展演及表演照樣舉行，沒有停演，

希望能讓藝術在校園內外多獲得大家的

關注，為藝術創造奇蹟。 

（一）關渡藝術節

109 年規劃與執行重點以音樂類節目為主，並將舞蹈學院、戲劇學院學製納入關渡

藝術節節目。此次恰逢德國作曲家貝多芬誕辰 250 週年，關渡藝術節推出一系列「貝多

圖 7 三校跨校合作教學計畫現地作品設計、跨校討

論、評圖與現場裝置。

圖 8 關渡藝術節開幕表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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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室內樂」，由校內外音樂家們一同演奏貝多芬在不同時期創作的經典室內樂作品集，

另國內六大交響樂團(國家交響樂團、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高雄市

交響樂團、長榮交響樂團以及台北愛樂管弦樂團)，為我們介紹一連串的音樂盛宴。現

任 NSO 國家交響樂團藝術顧問呂紹嘉帶領本校管絃樂團重現貝多芬《命運》交響曲、

由「現代音樂協會與朱宗慶打擊樂團」敲擊出臺灣當代擊樂作品。 

戲劇節目，邀請僻室帶來《有關當局》及本校戲劇學院所製作《愛因斯坦的夢》，

全體演員和創作者用生命的歷練來詮釋，在劇場的平行時空裡，帶領觀眾思考如何描繪

世界的樣貌？舞蹈節目方面，由舞蹈學院帶來《浮生四闕》，傳音系與舞蹈系也攜手合

作演出《一蓑煙雨》，此次特別邀請「中國裝束復原團隊」以線上的形式舉辦一場講座

與服裝論壇，邀請觀眾一同線上參與。 

（二）關渡電影節 

本屆影展有兩大節目主軸，國內學生作品單元、國際影展交流單元；其中影展交流

部分，邀請馬來西亞 SeaShorts 短片節、香港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節、高雄電影節，

等 3 個單位合作，此主軸播映 3 個影展的交流短片選集單元，並為國際短片策劃「國際

短片趨勢」講座，由影評人 Pony 針對本屆邀請之 3 個國家短片影展作品進行討論，期

能為臺灣觀眾呈現更多元的創作及文化交流。另一個主軸為關渡電影節重要傳統–全國

大專院校學生入圍單元，今年策展團隊從近 150 部投件作品中選出 36 部入圍的學生短

片，將分成 9 個不同單元於影展期間上演，讓觀眾感受屬於臺灣學生的創造力。 

（三）關渡國際動畫節

每一年競賽單元「關渡狗動畫獎 KuanDog Prize」都是關渡國際動畫節的重頭戲，

109 年共收到來自 71 個國家、1,300 多件作品，本屆共有 84 部作品入圍競賽片，64 部

入圍觀摩片，涵蓋各式主題與風格的競賽單元，在影展期間一同角逐最佳動畫獎、最佳

學生動畫獎、臺灣特別獎、臺灣學生獎、評審團優選獎與最具產業潛力配樂獎等多項大

獎。此外為加強與動畫產業連結，影展期間也舉辦多場台灣動畫產業講座、大師講座、

工作坊、產業論壇等一系列活動。 

活動期間，影展在本校藝文生態館免費放映，同時舉辦首次線上影展推廣動畫藝術，

服務國際與臺灣不同地區之觀眾，也與臺北當代藝術館及高雄市電影館合作，舉辦串聯

各地的動畫巡迴放映。 

（四）關渡光藝術節-『量子糾纏』

由本校新媒體藝術學系規劃主辦，企圖以一系列展演活動討論科學如何成為媒體藝

術之內核與表現形式。109 年是第五年舉行，旨在探究聲音、光與能量的組成要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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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串聯所有的元素形成一超越日常生活的複雜系統。結合機械裝置、聲音感測、影

像藝術、聲光互動等，呈現物理概念在數位美學中做新的詮釋與可能。 

六、 整合校內既有資源，開創學生多元、跨域、自主學習的管道 

（一）豐富跨領域課程，增加學習多元性與自由度

歷年提供學生多元跨領域學習管道，包括校內或跨校修習輔系、雙主修，學生修讀

教育學程，以及通識教育中心及各學院系所開設跨領域相關課程。近 2 年輔系、雙主修、

教育學程修讀學生數約 180 人。108、109 年依課程分類及課名顯示具跨領域學習者，修

讀人數分別是 66 門 1,938 人次、109 年 56 門 1,700 人次。依課程活動類型區分，說明如

下： 

1. 通識教育中心跨系所整合「通識跨領域藝術鑑賞」課程模組：每學期開設音樂、傳

統音樂、美術、戲劇、舞蹈、建築、動畫、新媒體藝術、電影等 9 種領域，提供學

生依興趣選修非自己系所領域以外的其他領域課程。

2.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以學院為教學核心，規劃整合不同專業之「跨領域院必修基礎課

程」：以視覺藝術創意為主軸，兼具新媒體技術開發，為能發展學院教學特色，讓

各學系的教學與創作在各專業領域間互通有無。每學期三系各開設 1 門課程，並設

教學助理隨堂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3. 各學系所跨領域學習內涵之專業理論或實務課程：因應專業領域人才培育之需，配

合藝術創作時代潮流趨勢所開設，109 年向授課教師調查開設課程內涵類型，具跨

領域學習內涵與型態課程 734 門 11,360 人次修讀；其中，有許多本質上即為跨領

域學習的系所，例如電影與新媒體學院（新媒體藝術學系、電影創作學系、動畫學

系）、藝術與行政管理研究所、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士

學位學程等；原較專精的學系，如音樂學系、舞蹈學系也因應藝術時代的趨勢，加

強課程跨領域學習內涵。

4. 跨學院合作教學計畫：不同系所開設展演創作學習導向跨領域課程組合，提供不同

專業學生透過課程學習、實驗性操作與共同執行展演的機會，增加跨領域學習經驗。

5. 學務處統整本校藝術服務學習：透過專業系

所服務學習內涵課程、學務處服務學習活動

及師資培育中心藝術教育服務隊，在不同系

所學生合作跨領域藝術課程前置課程籌備

過程中，輔導參與服務的學生具有跨領域溝

通、實作及教案設計、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

等能力。109 年跨校與師大全人教育中心合

圖 9 藝術媒合服務學習計畫：藝情不畏疫情

-運用科技、創造新的服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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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因疫情影響轉為線上參與，讓北藝大學生以「製作影片」方式來服務據點長者，

突破疫情的限制拓展服務據點與形式。 

（二）推動學生實驗創作、創業設計及跨域書寫自主學習機制

以教育部補助藝術教育推廣計畫「創新．移動．藝術節－學校特色發展四年計畫」，

規劃 GenieLab 妖山混血盃－跨域創意實驗室、夢想自造所 Dear Dream Maker 創藝推廣

計畫及「妖言」學生發表獎勵計畫，獎勵學生自主組隊提案、創作展演、評論書寫、創

業設計，創造本校跨領域自主學習環境。 

1. 妖山混血盃－跨域創意實驗室

自 106 年起由研究發展處辦理每年全校徵件，建立起跨系所學生組隊「跨域合作」，

透過獎勵機制與校內教師擔任顧問提供「創作支持」，邀請學生用文字參與創作實驗「跨

域書寫」，創造學生團隊、評審、評論人、創作顧問、校內外師生、觀眾意見平臺促進

「跨域對話」，以研究發展處為專案中心作為引導學生與學校各處室溝通的「行政支援」

等五大機制持續辦理，創造本校跨領域自主學習環境。109 年由 5 個學院 17 系所 70 名

學生組成 23 團隊申請， 8 組獲提案獎金、5 組獲發表評選決選獎金，總獎金 55 萬；亦

辦理學生投稿藝術評論書寫 22 篇，近 2 年均有發掘首次撰寫藝評學生。109 年成果展「妖

山混血盃．下山了」首度於校外辦理，以社區藝術推廣為策展方向，與竹圍工作室、關

渡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辦理跨域講座與市集，促進學生團隊與本校所在土地人文有更多

的連結與互動。

2. Dear Dream Maker「夢想自造所」創藝推廣計畫

109 年辦理第 2 屆「夢想自造所」，鼓勵學生自組團隊，發揮創意、創新、創業的

精神，支持藝術學生更多實踐藝術夢想，開拓各種藝術創作的可能性。109 年「夢想自

造所」共 23 件提案，涵跨 7 個學院、12 個學系 67 位學生參與，評選出 8 組團隊。透過

創業潛力課程、業師輔導、二階段獎勵與行政支援，儲備其所需能力，學校亦統籌匯聚

學生創業設計作品以「甘逗創意市集」於北投創生基地進行公開展示檢驗，同時邀請業

界專家擔任評審，給予相關優化建議或介接合作資源，協助學生體驗將創意轉換為商機

之過程，推廣藝術創作與美感教育未來多元的躍進潛力。 

圖 10 夢想自造所學生團隊提案診療，以創意市集進行市場驗證。 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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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妖言」學生發表獎勵機制

人文藝術寫作中心自 2018 年 11 月起推動「妖言」學生發表獎勵機制，鼓勵學生以

書寫表達意見，主動投稿媒體引發對話，帶動社會關懷及寫作風氣，累積已有 50 篇獎

勵文章。辦理成果請見計畫網站。 

（三）人文藝術寫作中心「個別寫作諮詢」有效解決寫作過程中遭遇之障礙

為提升學生閱讀寫作能力，於 107 年 5 月人文學院成立「人文藝術寫作中心」，辦

理個別諮詢、工作坊及讀書會等，促進學生閱讀與寫作能力提升。其中「個別寫作諮詢」

提供學生在遭遇寫作過程的困境中，透過不同領域元素刺激及有經驗博士生協助釐清盲

點、提點可能方向；同時經由文學/文字作品薰陶，淬鍊出更精采動人的作品。從學生回

饋中顯示一對一諮詢提供的對話與指引，有效協助同學釐清寫作障礙。 

學生主動預約諮詢 107 年（107-1 學期）59 堂課 28 人、108 年 126 堂 47 人，滿意

度為 94.96%及 95.91%；108 年諮詢 2 次以上學生佔 40.43%。109 年因開班時間縮減及

長期諮詢學生畢業、面臨學位考試，辦理 96 堂輔導 51 人。另，以諮詢寫作的類型及年

級比例來看，學術寫作為最多，3 年平均佔總諮詢比率 55.80%，創意寫作 37.35%；碩

班生平均 67.38%，大學部 31.30%且逐年增長。108 年起開始有職員接受寫作諮詢，顯

示本方案對於各類型寫作有非常正向的助益。 

（四）北藝大博班實驗室整合校內五學院博士班，建立本校跨院知識系統

集合校內音樂、美術、戲劇、舞蹈及文化資源 5 學院博士生共同構築博班實驗室（網

址：https://www.tad-lab.net/），針對當代藝術思想與跨科際知識生產，打造全校性跨領域

交流與對話場域，俾使校務在學術研究、展演發表注入嶄新活力，躍升亞洲當代高等藝

術教育發展先驅。每個學期策劃 2 個系列講座，近 3 年累積了基進臨界、戲劇化的方法、

時空移轉．文化存續、邁向未知之境及今年度「現ㄗㄞˋ發ㄕㄥ」、「精神域的蒙太奇」

等 6 個系列，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不僅進行學理與研究主題，亦針對青年學者分享其研

究、求職經驗，乃至於相關的研究態度觀察，藉以提升本校師生的研究質量。 

109-1 學期各學院教師及博班生代

表共組「北藝大博士班實驗性課程社群」，

匯集教師研究方向及博班生感興趣之研

究課題，定期召開討論會議及辦理分享

講座，共辦理 5 場討論會議、4 場分享

講座及 1 場文化參訪，以達提升本校研

究交流風氣、激盪跨域思辯目標。 

圖 11 博士班實驗性課程社群開辦講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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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藝學：書寫進形式》獎助計畫鼓勵學生投入研究，匯聚研究能量

為提升博、碩士生的研究、評論及創作性書寫、論理建構與研究能量匯集，107 年

度起，透過制度性鼓勵博、碩士生從「北藝大」在地場域出發，探究本校對臺灣與國際

的歷時性影響、議題性、理論化、系譜化、批判性之論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多

視點觀照與探討人我關係，以知識生產建立《北藝學》論理與學說可能，拓展藝術研究

取徑、能見與影響，將書寫作為靈活架構的「反身性」（reflexivity）呈現，探究廣義的

「北藝大」，以突顯藝術的核心本質與其自主精神。透過寫作計畫徵件、發表審查、研

究指導，以及全程完成研究書寫最高 10 萬元研究獎勵金制度，鼓勵本校碩、博士投入

與北藝大相關議題，包括以形塑《北藝學》如何可能，「北藝大」主體叩問與建置，（他

域、跨域、解域與再域），藝術未來與超未來之研究書寫。 

七、 產學合作連結課程教學，促進學生專業實務發展 

（一）完善學生實習制度建置，並定期召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保障學生權益

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輔導辦法，召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確認校外實習課程開設、

法規檢修，以及學生權益保障之提醒、經驗分享與交流，以利完備本校學生實習制度。

107 年專業（全時）實習課程開設 14 門課、媒合 133 人次至 47 校外實習單位；108

年提升至 20 門課、媒合 191 人次至 50 單位；由於法規修訂與學習調整，電影創作學

系實習課程「電影技術實習」、「機具維安與實習」自 108-1 學期起調整於校內實施，109

年開設 13 門實習課程共媒合 125 人次。 

（二）音樂學系所與國家交響樂團合作辦理樂團職銜學分學程

本校目前各系所專業實習課程的開設，多為單一課程進行實務實習。音樂學系為學

生畢業後適應樂團職場工作環境，特別與國家交響樂團自 107 學年度起合作辦理「樂團

職銜學分學程」，修業學分數最低 20 學分。其中，除共同樂團職銜專題講座外，演奏

組由國家交響樂團各部首席音樂家分別開授各樂器分部之專業培訓課程，並安排進入國

家交響樂團實習排練，透過樂團職場能力學習訓練，紮實的建立學生表演、知識與專業

技巧兼併的高水準樂團演奏能力；行政組學生則在授課教師指導下，以實際參與樂團演

出節目的企劃製作與行銷工作，增加學生多元就業專業能力，全方位培養職業樂團演職

人才。 

（三）豐富多元的領域專業實務課程，學生從「做中學」累積產業實務經驗

本校藝術專業課程是以課堂教學、創作/實驗/排練、展演呈現等三階段實務操作過

程進行學生創意、創新與合作學習，近 2 年度參與校內專業展演實習方案學生人數超過

1,800 人次，109 年於學校專業場館及活動實習學生 572 人次，校內實務實習類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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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系所為訓練學生創作展演實務、作品技法練習或田野踏查而開設的專題、實習、

排練等課程。經全校課程普查，計 486 門具實務操作型課程 5,023 學生人次修讀。

2. 電影學系碩士班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以製片、編劇或導演身分，每年向公共電

視遞案申請「公視學生劇展」，增進製作、創作及產業運作能力；劇組則開放由學

士班同學以實習身分，共同參與學習。

3.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畢業班學生組成「焦點舞團」，以專業舞團的營運方式，由舞

蹈學系專任教師擔任藝術總監，邀請資深業師擔任「舞團經營與管理」、「舞蹈製

作」授課教師，共同培訓學生獨立操作舞團展演與行政作業，並將多年的學習累

積，以精緻作品呈現在觀眾面前；以

推廣舞蹈藝術為目標走進民間、校園、

各機關團體，貢獻己力讓更多人參與

藝術活動，創造「藝術即生活、生活

即藝術」的環境。109年因受疫情影響，

將首場亦是唯一一場演出錄製後，轉

換為線上售票觀舞。

八、 積極招收境外學生，增加校園學習的多元性與開放性 

（一）持續推動國際交流

1. 持續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合作選薦友邦國家菁英來校就讀，擴大本校

國際化與國際合作，亦為臺灣及友邦國家培養文創藝術從業人才外，並以國際書

苑做為國際學者與國際學生交流之用，透過駐外館處與有關國家大學建立學術交

流管道，或藉由主、協辦國際性活動及展演交流，參與香港、澳門及馬來西亞地

區等地「臺灣高等教育展」的機會，並完成國際生入學資訊獲取之管道調查，吸

引更多具有潛力之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及陸生等優秀境外學生就讀本校。109

學年度共 47 名境外學生(外國新生、僑生、陸生)完成註冊。

2. 109 年完成締約及續約校院，包括韓國藝術綜合大學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維也納音樂藝術大學 Musik und Kunst Privatuniversität der Stadt Wien、奧地

利薩爾茲堡莫札特大學  Universität Mozarteum Salzburg、荷蘭烏特列之  HKU

University of the Arts Utrecht 交換學生協議以及中國戲曲學院共 5 間學校續約，以

及日本京都精華大學締約。

圖 12 舞蹈學院 2020 焦點舞團《辦什麼派對》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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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絡境外生與在地學生間交流管道

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舉辦第五屆「境外學生文化週」，由國際事務處與留學生社團

共同舉辦，在為期一週中展開市集、工作坊等各項活動。期間每晚於國際書院舉辦有跨

國系列工作坊，由各國留學生們親自教導校內教職員生共同體驗不同的美食文化，如貝

里斯、澳門等國之傳統點心製作，瓜地馬拉亡靈節風箏手作體驗，臺灣進補文化分享，

澳門扎染教學等活動，同時解說這些不同文化的歷史脈絡，感受多元文化之洗禮。 

這次開幕式活動特別邀請到來自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何瑞萍女士、南非聯絡辦

事處代表Robert Seraki Matsebe先生、駐臺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代表Muhammed Berdibek

賢伉儷、莫斯科駐台北代表處文化組 Sergei Ovsiannikov 先生、史瓦帝尼王國大使館駐

華秘書 Zanele Bhembe 女士、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人民保護暨社會文化部 Fajar 

Nuradi 主任、匈牙利貿易辦事處 Reka 

Toth 主任等多位外賓出席與會，活動

中並安排來自瓜地馬拉的研究生

Andrea Sandoval 分享在臺的學習歷

程、生活經驗和心得。本次透過不同

的文化參與及美食體驗，拉近彼此距

離，也從中認識不同文化之特色與內

涵，更豐富了校園多元的文化的氛圍，

體驗跨國文化大不同。 

九、 推動美感教育，升級國民美學素養 

作為國內頂尖專業藝術大學，北藝大承擔全民藝術教育的社會責任，成為專業、學

校及社會藝術教育的平臺，戮力提升臺灣全民藝術人文素養。109 年持續推動工作如下： 

（一）結合系所專業學習成果辦理推廣藝術教育計畫，促進美感教育提升

本校自 108 年 12 月至 110 年 1 月期間執行教育部「108 學年度藝術校園美感教育計

畫」，獲補助 200 萬元作為校內系所連結教學成果進行藝術推廣教育活動經費。由本校

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士學位學程、舞蹈學系、師資培育中心、動畫學系、傳統音樂學

系、美術學院及學務處共 7 個系所團隊提出 6 項藝術推廣教育計畫，與中小學、藝文團

隊場域或社區據點辦理藝術營隊、駐地創作展演（覽）、講座、工作坊、駐校入班教學、

示範演出與體驗活動等藝術推廣活動。辦理成果請見計畫執行成果平台。 

圖 13 109 年境外學生文化週與會外賓與本校長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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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團隊帶領參與的中小學生及社區學員，從參與創作展演的訓練，到最後的作

品發表，實際體驗藝術創作、演出訓練的過程，提高參與、觀賞藝術的興趣；參與學生

也能透過實際操作並獨立發想，並透過彼此觀摩，激發學生創作成就感自信心。如：戲

劇系老師帶領北藝大團隊與跨域合作單位(台灣大學、政治大學、萬興國小)辦理「留茂

安部落-泰雅神話戲劇營」，本次營隊是以泰雅族代表性的神話為主，在留茂安部落與

四季國小留茂安分校、世界展望會一同合作，為在地國小與幼兒所做的戲劇營隊。以藝

術媒介成為轉譯者的角色，並盡可能的理解部落文化，再由本校學生所熟悉的藝術媒介

-尤其是戲劇，轉換為學童較易吸收

的模式，然後再經由學童的再次創

作，由劇場形式公開演出給部落觀

看，期待以部落為主體，並還之於

部落。同時以簡單的方式帶領學員

進行藝術創作，例如建構空間、創

作舞台、製作服裝、戲劇扮演…等

方式，讓學員參與並經驗到戲劇教

育的影響力。 

（二）藝術教師在職增能課程，提升中小學藝術領域教師跨域教學知能。

 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 2 期 5 年計畫(108-112 年)委由本校執行「中小

學在職教師暨行政人員美感素養提升計畫」，第二階段將延續上一階段學習成效持續推

動美感素養提升計畫，並以「微型藝術祭」與「培力工作坊」作為二大推動面向，實現

美感體驗融入日常生活與學習。微型藝術祭以中小學學校為中心辦理美感體驗活動，將

藝術與美感活動擴及到校園及社區生活；培力工作坊以中小學教師、行政人員為主體，

以全台巡迴方式辦理藝術工作坊，配合在地文化特色進行專業課程與推廣課程，並開發

美感藝術系列線上課程，以有系統的方法提供教師將藝術有效地帶入教學現場，理論與

實例並進。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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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教

育部協同文化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媒合藝文場館、種子學校及本校三方，共創共學，

打造符合館所特色、學生經驗，並促發自主學習的新型態美感體驗課程。 

本校亦辦理「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藝術教育深

耕駐點與創新教學工作坊」，規劃進行地方教育輔導活動，如：針對藝術教育、美感教

圖 14 留茂安部落-泰雅神話戲劇營共同唱跳著泰雅歌曲，作

為開始與結束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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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多媒體音樂、新媒體藝術等藝術教學新興領域，辦理講座、工作坊等教師專業增能

研習活動；針對偏鄉及原鄉地區中小學校辦理藝術家駐點教學，協同學校教師共同發展

創新課程教學；連結區域教師社群與社區資源，共同開發跨域創新課程。持續推動全臺

各地種子教師在職增能，精進中小學藝術教師教案設計與課程規劃專業知能，提升中小

學藝術教育教學品質。 

（三）鬧熱關渡節以多元的藝術形式帶入社區生活，讓藝術的美好遍地開花

本校辦理鬧熱關渡節，係大學連結串聯關渡地區各級學校、企業、社群及在地藝術

資源，打造屬於地方的人文藝術，帶動各界共同深耕、再現關渡地區人文與藝術、自然

與科技交融之獨特樣貌與風采。每年從關渡居民的生活體驗出發所籌辦「社區藝術工作

坊」，由本校藝術教師群帶領學生與關渡地區國中、小學、幼兒園師生、企業與在地社

群團體共同創作、激盪創意、共享藝術之美，在踩街活動中一起看見「關渡」的美，以

陶冶藝術素養，期望促進關渡地區居

民對藝術的認識與體驗，以達推廣社

會藝術教育之目的。108 年成功推動學

校與地方團體共同成立「關渡文化藝

術基金會」，109 年鬧熱關渡節從學校

主導推動的社區節慶轉型為由地方自

組基金會推動，實質推進北投在地發

展。 

（四）拓展美術館教育功能，提升藝術教育及學術研究水準

關渡美術館在藝術教育方面，以學術的、社區的美術館為概念模型運作，積極地作

為大學與社區聯繫的臍帶，除發展藝術行政、藝術理論等相關專業之實習生計畫外，也

針對美術館觀眾，配合展覽定期舉行講座、工作坊、藝術家座談等活動。在展覽方面，

以策展專業為運作核心，經營藝文社群對藝術環境議題之關注；舉辦各項以臺灣、亞洲

為議題的當代藝術策劃展、國際交流展等活動。在學術研究方面，積極推動國際藝術學

術交流與研究計畫，邀請國際知名學者、藝評家、策展人來館舉辦論壇與講座，以探討

國際社群與在地藝術文化間之互動交流為主題，將學術性議題落實於相關展演，在關渡

美術館作最深入適切的詮釋與呈現。 

圖 15 第六屆「2020 鬧熱關渡節-順時過活」活動開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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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由關渡美術館主辦策劃之展覽共 13 檔，包括卓越獎得獎作品發表 2 檔、臺

灣藝術家展覽 5 檔、國際交流暨邀請策劃展 5 檔以及 2020 關渡雙年展等。透過策劃執

行年度大型國際藝術展覽，以提升關渡美術館的國際能見度，並與國外藝文機構、藝術

家以及策展人合作規劃交流展，積極建立國際藝術網絡。 

關渡美術館推動多年的「駐館創作／研究計畫」，為增進國際藝術創作交流，在疫

情困頓之下的 109 年，仍力圖於困局中找到解套的方案，推出「2020 藝－疫」計畫作

為特殊運營模式，執行實體展覽、線上書寫、虛擬座談與直播工作坊等等內容，持續與

國際互動，在維繫關渡美術館交流能量的同時，也彰顯「藝術斷聯不斷線」的思想互動

價值。透過「駐館創作／研究計畫」之活動實施，除了帶進不同國家、文化之創作視野，

更促進專業藝術家與民眾之文化交流，發揮本館對於藝術創作之教學觀摩效益，同時也

增進臺灣藝術家和策展人之國際觀，強化與國際藝文機構之深度交流。 

透過《藝術生產/生產藝術》教育推廣計畫致力形塑一個具備藝術知識與自主生產

力的平台，讓師生、學者、藝術家、策展人、教育單位、美術館、基金會、民眾能在此

平台中共生共存，得以透過此關鍵展演教育推廣平台汲取凝聚力、藝術知識、藝術教育、

交流、互惠，降低藝術門檻，提高藝術親近性，讓藝術權力下放，走出校園與同溫層，

大幅度擴大藝術教育的範疇。其中，關渡美術館邀請國際藝術家楊俊舉辦為期三個月的

系列課程，開放給校內學生與校外人士參與課程，另舉辦「後疫情時代的再編碼」線上

直播系列講座，叩問疫情對人類帶來的衝擊及全球局勢的變化，以及疫情之後的展覽該

如何自處與轉化？藝術大學與美術館之於大眾還可以扮演何種角色作為回應。 

另外，關渡美術館辦理教育推廣工作： 

1. 鼓勵國內外各界人士捐贈美術品，落實作品捐贈典藏精神，亦豐厚教育文化資產，

109 年度受贈作品共 3 件。

2. 109 年辦理「當代藝術青年志工」計畫，其目的為活絡與民眾間的互動與分享，

提升展覽參觀品質及服務效能，廣招青年藝術愛好者參與館內服務，使美術館成

為多元藝術交流的場域，並期透過展覽介紹、工作坊及館務實習等培訓，使志工

對當代藝術及展覽呈現有更進一步之認識及發想。

3. 關渡美術館每週開設與藝術及展覽相關課程免費提供館內志工和社區民眾參與，

並積極邀請志工參與各項展覽相關活動（含簡易行政業務、典藏概念、推廣課程

等），增加對當代藝術作品的了解。此外，亦開放團體導覽預約登記，服務社區

民眾與國內外貴賓參訪，有效搭建觀眾與作品之間的對話橋樑。

32-25



24 

（五）藝術資源及推廣教育

本校 109 年度共開設推廣教育非學分班 142 班，隨班附讀學分班 125 班。技能檢定

暨職能認證部份，除持續開設「造園景觀乙級證照班」與「園藝丙級證照班」，鑑於花

藝設計專業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需求，推動開發「iCAP 花藝助理課程」，已試辦課程

學員順利結業，並於 9 月通過 iCAP 認證，計畫於 110 年開始對外招生開課。 

秉持實現全民藝術之理想，讓藝術教育從小扎根，持續於暑假期間安排第八屆夏日

遊學營隊「Summer School」，以「十天九夜夏日學校」為名，依不同藝術領域，向國

內外中學生進行招生，分別為：「美術學校」、「動畫學校」、「戲劇學校」、「舞蹈

學校」、「傳音學校」5 個藝術專業學校，合計辦理一梯次；但因受疫情影響，原營隊

住宿模式改為密集式課程，報名人數相較於往年減少約 2 成，共 143 人參與；各主題學

校於本校各專門系館進行授課，讓中學生在大學校園裡，提前體驗獨立思考、創意學習

的藝術大學教育。 

109 年度持續舉辦圖書專題講座及演唱活動，進而達成與校內各系所有更緊密的交

流互動目標，使書店從靜態空間轉為動態活性的場域，共舉辦 5 場講座，2 場音樂活動，

每場出席人次約 30 位，活動總出席人次超過百人，現場交流熱絡好評不斷。因應疫情，

書店活動採實名制登記，量測體溫、座位間保持適當距離。 

延續 108 年音樂主題系列活動，書店邀請注目樂團《荒山茉莉》在書店舉辦《荒山

茉莉 Live Session》現場演唱會，及知名 DJ 江安中與 3 位在校生 DJ 的《樓上的彈珠聲》

音樂活動，讓書店活動更加多元有趣。 

十、 推動圖書館轉型計畫，發展館藏資源、健全閱覽服務 

（一）執行圖書館中長程轉型計畫

1. 「北藝大機構典藏系統」先導作業：包括全校學術產出資源盤點訪談共 21 場次、

著作權議題講座 2 場次、授權書修訂共 15 件、系統訪查 3 家，並製作成具體之「整

合型機構典藏計畫系統規劃書」1 份。

2. 空間改造計畫：進行館舍空間盤點、資料整理與淘汰、未來構想與經費規劃，並召

開第 1 次校內外委員會議，啟動改造事宜。其中淘汰作業，本年度共處理罕用圖書

2,675 件及罕用錄影帶 2,43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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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資源數位化、持續充實館藏

1. 李行導演贈送珍罕華文戲劇藏書共計 151 種中，擇其較珍貴且書況不適合流通者，

加以數位化，共計 104 冊。另錢南章老師第 2 次捐贈樂譜手稿共 19 件，亦完成數

位化。

2. 109 年度新增「讀者需求採購模式」購置西文電子書，依此，已開放約 9 萬冊之使

用權限，將依實際使用情況選擇永久典藏之書籍。此外，採購圖書、視聽資料共

860 件；新(續)購資料庫 18 種（含新訂「雄獅美術知識庫」），及續訂電子(紙本)期

刊共 257 種。

（三）持續提供優質且多元化的圖書資源服務

1. 持續推動多元的館際合作服務機制，提供跨校際圖書資訊服務。109 年受理館際合

作借書證、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等館際合作服務計 349 件。

2. 針對教師與學生不同的需求辦理圖書資源利用教育課程。109 年辦理圖書資源利用

講習、一對一參考諮詢、新生入學教育宣導等課程計 27 場次。

3. 電子報全新改版，內容以介紹特色館藏、資源使用指引、校史人事物及新書介紹等

多面向，活潑報導方式，提升讀者對圖書館的認識與利用，109 年度共發行 5 期。 

4. 辦理推廣宣傳活動，如新書展示、贈書、展覽等活動，藉以行銷館藏，豐富校內師

生的閱讀學習寬廣度，提升讀者利用率。

（四）完善本校校史紀錄，擴大校史宣傳媒介

1. 與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合作，推動「開放博物館－北藝大分館」。藉由線上主

題策展與資料的整理和公開，此網站將成為北藝大知識資產的開放資料庫。以校史

典藏、當代典藏、特色典藏為三大資料整理方向，梳理北藝大歷史、藝術及文化發

展之歷程與變遷，也記錄學校的重要展演、學術成果，以及與教學、研究相關的獨

特資產。

2. 「開放博物館－北藝大分館」於 109 年度上傳近 300 筆藏品，推出三檔展覽：北藝

三遷、校史訪談、初試啼聲。並接洽其他單位預定示範計畫，包含圖書館李行導演

捐贈藏書公開、傳統藝術研究中心李哲洋先生捐贈文物之數位展示等。藉由主題式

策展，建立各類藝術資料的管理系統。

3. 校史資料結合圖書館系統，將資料公開以利學習、研究使用。同時藉由文物登錄與

數位化作業，培養相關領域學生的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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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提升校園雲端整合學習支持與服務效能 

因應當前行動裝置功能日益普及多元，藉以提供師生便捷的校園生活，創造優質工

作與藝術學習場域，是本校近年推動智慧校園核心目標，109 年度辦理以下工作： 

（一）改善校園資訊系統整合開發

1. 響應式網頁(RWD)開發：此為目前主流網頁採用之格式，適合於一般電腦及行動裝

置（手機、平板）瀏覽之網頁內容，目前已完成學校首頁改版，以豐富的展演活動

資訊為主要呈現方式，本年度另建立了「人事室網頁」、「國際處網頁」、「招生

資訊入口網」、「教師個人頁面」等。

2. 北藝大校園行動平台 Apps 開發：透過一個前後端資料源可以相互整合運用的行動

資訊框架，分別提供 iOS 與 Android 專屬的 Apps，並同時滿足個人電腦/平板電腦/

智慧型手機等多種平台之系統，提供服務推播訊息功能、學校展演資訊、校園消息、

學校無線網路登入、校務系統整合（教師學生課表、缺曠課紀錄、全校課程查詢、

獎懲紀錄、歷年成績、畢業審查結果、其他校務系統超聯結等），本年度另新增「緊

急連絡電話」與「代登入機制」功能。

3. 校務系統穩健發展與更新：為提升行政與教學作業效率並改善資訊學習環境，109

年建置與調整本校使用之雲科大校務資料庫填報程式改版、雲科大學生基本資料庫

填報程式改版、新生資料管理上傳補件、離校系統改版、新增住宿生管理介面、新

增師培生管理介面、招生試務系統(線上書審功能增修)、汽機車通行證系統功能增

修、音樂系圖書館系統整合及表單問卷管理系統建置等使用環境。

（二）校園資訊系統及軟硬體設備擴增及汰換，增進校內安全網路環境

1. 109 年度在虛擬主機平台的管理上，升級至 VMware ESXi 6.5，除針對舊有功能進

行升級，並且新增許多新的特色機制，能夠更容易更快速地打造出高可用性、高安

全性的雲端運算環境。

2. 配合數位設計、電腦繪圖、多媒體設計、數位特效等影像專業課程教學，增購「Adobe

Creative Cloud」250 套軟體授權，提供教學及行政單位使用，其內容為業界使用標

準，使學生能夠學習到與產業接軌之專業技術，順應潮流，以利提高學生競爭力及

行政效率。

3. 為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提高學生尊重智慧財產，合法有效利用電腦軟體，簽訂微

軟全校合法授權合約，本校學生與教職員均可合法下載 Windows 作業系統企業升

級版、Office 專業版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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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換「對外頻寬老舊負載平衡器」：為能有效最佳化頻寬使用，配合新增兩路

Hinet1G/600M 專線充分提升校內對外路由頻寬的有效使用率，對於視訊教學與會

議做好最佳路由調整以因應疫情所需。

5. 為網路設備與系統穩定維運，簽定相關授權維護合約：

(1) 簽訂校園無線網路設備維護授權：使校內無線網路連線訊號串聯並簡化本校無

線網路登入驗證步驟，同時能提升本校無線網路安全等級、強化管理介面。

(2) 簽訂全校電子郵件授權：郵件伺服器提供本校師、職、生全天候不中斷公務的

收、發信件服務，簽訂年度授權更新後，除有原廠提供的軟、硬體技術支援，

並能更有效阻擋外部惡意郵件的騷擾，即早發現異常行為帳號並停權，降低資

安事件發生的機率。

(3) 校園網路整線維運：校園網路維運項目包括規劃、建置、管理與維護全校各棟

建築物端點機櫃清潔共 108 個端點，校內每棟建築物的光纖、有線、無線網路

佈線、各式網路線、網路孔不定期需排除故障與汰換，以提供使用人員穩定、

安全的作業環境。

（三）落實資訊安全管理政策，以達到有效管理、正常維運與符合法令法規要求 

1. 加強校園個人資料保護機制：藉由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之導入，建構個資保護管

理程序文件，俾評估、維持與改善個人資料保護的管理制度，確保符合個資法及其

施行細則之規範，尊重當事人之權益，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的合理

利用。

2. ISMS 資訊安全國際認證：持續執行 ISO27001:2013 確保國際認證證書有效性，定

期舉辦社交工程演練及資訊安全教育訓練提升校內人員資安意識、導入政府組態基

準、資通安全健診等事項，並將資訊安全稽核成效於管理審查會議報告資訊安全長，

申請國際稽核驗證取得證書，以落實資通安全法令法規要求。

3. 簽訂網路設備維護合約：校園網路設備分布於全校各棟建築物，其中基礎維運設備

包含：有線、無線網路設備與校園網路機房核心網路設備如：路由器、交換器、NAS

等，為校園網路維運重要元素，為保障設備故障時有備品可即時調度，減少資訊服

務中斷時間，透過與原廠經銷商簽訂校園網路設備合約和配合校內各單位網路作業

需求與外部網路環境變化調整，提供穩定、便捷的校園網路作業環境。

4. 簽訂網路流量紀錄設備授權：分析全校網路行為的資安設備，可紀錄全校各網路流

量行為、方便分析網路問題、故障排除及產出數據報表。

5. 簽訂入侵防護系統授權：為入侵防護的資安設備第一線防禦設備，該設備可透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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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碼，阻擋部分電腦網路攻擊。 

十二、 專業學習空間建設與永續校園生活環境的營造 

學校是永續發展的教育基地。在教育資源的整合與共享能獲致最大效益的考量下，

精進優質的藝術學習環境空間，強化專業藝術教育建設，營造硬體與軟實力的永續發展，

是北藝大重要的責任。109 年度辦理重要空間興建工程執行情形如下。 

（一）推動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動工，逐年完備研發設備及館務營運規劃

理想的科技藝術人才培育旗艦基地，除需同時滿足前瞻創作研發、跨領域大型展演、

教育推廣與實作空間規劃，更需要有專業設施的建置及專業技術人力的配置，才能開啟

專業創作視野，並提供學生在學期間以業界標準的要求在專業場域進行實務操作與訓練，

以利畢業後可為企業所用，因此專業設施的建置甚為必要。本校自 100 年起耗時 3 年

規劃，以高規格爭取興建的全國第一座科技藝術館已於 107 年 12 月 24 開工動土，預

計將於 110 年落成啟用。未來科技藝術將成為北藝大最重要的發展特色及優勢，若配合

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及學校特色，將使得科技藝術館能支持藝術創新與文化科技發展，

達到國家級科技藝術研發場館的最高目標。 

（二）推動佈景工廠新建工程，完備學院重要教學場域

為提供電影與新媒體學院學生佈景製作及拍攝場域，規劃於本校圖書館後方基地興

建一棟二層樓、總樓地板面積約 292 平方公尺之實習工廠。自 106 年起，已完成細部設

計、都市設計審議，並於 107 年辦理水土保持計畫、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建築執照審

查請領作業；於 109 年 3 月建築師提送補正請照文件，經建築師公會協審通過後移請建

照科審理；於 110 年 3 月領取建築執照(110 建字 0060 號)，進行工程開標並順利決標；

並於 110 年 4 月會同監造及廠商召開開工前協調會，另廠商針對契約圖說之清查結果完

成提報，全案目前仍持續辦理中。 

（三）啟動全校建築館舍總體檢，改善空間使用效能，提升學習成效

為進行設備汰舊及節能改善工程，本校每年爭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築節能與綠

廳舍改善補助計畫」補助經費，配合建築能源管理系統（BEMS），將改善後的設備做

最佳化的節能控制。並透過教育部藝術教學場域整備及教研設施優化計畫專案補助，完

成「音樂二館防水修繕工程」進行外牆帷幕填縫膠更新、各教室之室內牆面修繕、地坪

斷水洩水施作等，已於 109 年 10 月驗收通過；「體泳館修繕工程」泳池修漏部分已於

110 年 2 月驗收通過，鋼構修繕部分已於 109 年 12 月決標，由建築師依約於 110 年 1

月提交「勘查結果及修繕方案報告」，於 110 年 2 月再送修正版報告書到校，續邀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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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師召開工作會議檢討規劃成果，於 110 年 4 月報告勘查結果及修繕方案，將採行汰換

現有屋頂鋼板之整體修繕方案，並強調社區參與，全案目前仍持續辦理中。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完成數案節能修繕工程，包含：音一館公共空間節能燈具更新、

戲舞大樓 T2103 基本照明及空調改善工程、戲舞大樓 T2103 燈光系統設備工程、美術系

館空調更新工程、音二館走廊燈具更新工程、舞蹈系館二樓 S7 教室空調更新工程、傳

統藝術研究中心及展演藝術中心空調改善工程等。另外，為提升中小型展演及專業教學

品質，進行整修及修漏工程，包含：音樂系演奏廳第二期整修工程、展演中心繪景工廠

修漏、音樂廳伸縮縫修漏工程等，整修後空間能有效改善學生展演及實習品質。 

（四）持續透過水資源監測管理系統，掌握校區水資源狀況

本校位於臺北盆地北麓山腰，為狹長型校區，全校用水均自下水塔泵浦加壓至中繼

水塔，再由中水塔加壓至上水塔後，分別供應至全校用水。由於學校供水系統複雜且水

管老舊，有許多漏水之處不易查明，也無管理機制。為瞭解實際用水情況，本校於 105

年起建置智慧化遠端監測管理系統平台，後續每年工作為持續將各棟建物水塔水位狀況、

進水與出水流量訊號整合彙整於平台上，可呈現即時泵浦運轉狀態、可查詢高低水位警

報、用水量紀錄等，以瞭解整體用水量是否合理判斷是否有漏水情況，並於停水時掌握

校區建物儲水情形，以達到校園永續智慧化節能之目的。 

十三、 校務基金投資效益 

本校 109 年度校務基金投資計畫在考量風險、變現及安全性，規劃「存放公民營金

融機構定存」，截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投資金額 4 億 8,681 萬 5,709 元，分別存放於郵局

及三家銀行，利息收入約 282.4 萬元，較前一年度績效增加 13.96%，其他利息收入雖

降低，但總收益較前一年度增加約 19.4 萬元。本校近 5 年校務基金投資效益表如下。 

表 1 本校近 5 年校務基金投資效益表 

年度 投資資金 定存利息 其他利息收入 總收益 

105 207,495,497 2,002,161 748,787 2,750,948 

106 236,785,344 2,513,748 403,051 2,916,799 

107 236,795,480 2,478,058 692,431 3,170,489 

108 236,805,727 2,478,169 576,471 3,054,640 

109 486,815,709 2,824,180 425,186 3,24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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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財務變化情形

表 2 本校 109 年可用資金運用情形 

註 1：現金及定存包括現金(含活期存款及自存入起三個月內到期之定期存款等)、流動金融資產項下存款期間三個月

以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與投資項下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2：經常門現金收入包括政府補助收入與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與受

贈收入等自籌收入，並扣除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3：經常門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之現金支出，如人事費、水電費、維護費及獎助學金等。 

4：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係指各政府機關補助款屬指定用於增置動產、不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等。 

5：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及以後年度之現金支出，包括增置動產、不動產、無

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6：流動金融資產係指預期於一年內變現之金融資產，但不含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 

7：投資係指採權益法之投資、非流動金融資產及其他長期投資等，但不含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8：長期債務係指償還期限在一年以上長期借款等。 

9：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係指經常門現金收支、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支、流動金融資產淨

增減、投資淨增減與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以外，其他影響期末現金之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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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短期可變現資產係指得於短期內轉換成現金之財務或經濟資源，包括：流動金融資產、應收款項及短期貸墊款。 

11：短期須償還負債係指應於短期內支付現金之給付義務，包括：流動負債、存入保證金、應付保管款、暫收及待

結轉帳項，但應排除屬指定用途捐贈款已提撥準備金之部。 

12：可用資金係指學校帳上現金及定存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並扣除短期須償還負債與資本門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

係在衡量特定時點學校可運用之資金。 

13：其他重要財務資訊至少應包括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及長期債務，係在衡

量學校以後年度應(或很有可能)給付現金數額，其中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之營建工程預算及固定資產預算保留

數與長期債務無法自償部分，將由學校期末可用資金、以後年度經常門現金收支結餘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

產現金收支結餘等支應。 

14：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係指先期規劃構想書業經行政院或本部核定，惟至當年底工程預算尚未編

列完成，該等工程預算預計於以後年度編列；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係指當年度固定資產可用預算數保留於以後

年度執行之數。 

15：前項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財源：政府補助係指由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係

指由不包含於現金及定存內，已提撥之改良及擴充準備金或其他準備金支應；外借資金係指向銀行舉借長期債

務支應。 

16：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及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 109 年實際數 44,000 千元，係科技藝術館新建工

程 44,000 千元(政府補助 15,000 千元，學校可用資金支應 29,000 千元)。 

17：期末可用資金實際數 428,909 千元，較預計數 395,234 千元增加 33,675 千元，主要係因期末應收款項及短期代

墊款較預期增加 30,491 千元。 

參、檢討及改進 

面對國際潮流與國內社會快速變遷、高等教育發展與校園生態環境、教學與學習模

式更替、資源獲取更加不易等衝擊與挑戰，本校延續創校精神，落實執行校務中長程發

展計畫，促進各項「教」與「學」成效與品質的提升。109 年重要收支績效如下。 

表 3 本校 109 年度校務基金主要收入及重要成本執行績效表 

年度 

主要收入及成本項目 

108 109 較前一年度增減 

金額 金額 金額 增減比率 

政府

補助

項目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496,365,000 496,708,000 343,000 0.07% 

其他補助收入 99,053,802 89,846,757 -9,207,045 -9.29%

自籌

項目 

學雜費收入 172,630,706 185,133,431 12,502,725 7.24% 

建教合作收入 57,860,332 55,400,726 -2,459,606 -4.25%

推廣教育收入 11,538,764 12,670,758 1,131,994 9.81%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59,680,376 50,704,143 -8,976,233 -15.04%

受贈收入 10,127,496 5,831,961 -4,295,535 -42.41%

業務成本與費用 882,508,050 888,093,234 5,585,184 0.63% 

教學成本 688,462,692 689,363,530 900,838 0.13%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622,387,067 624,756,343 2,369,276 0.38% 

  建教合作成本 55,715,515 54,454,107 -1,261,408 -2.26%

  推廣教育成本 10,360,110 10,153,080 -207,030 -2.00%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11,444,909 11,974,241 529,332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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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主要收入及成本項目 

108 109 較前一年度增減 

金額 金額 金額 增減比率 

管理及總務費用 176,562,179 181,044,019 4,481,840 2.54% 

其他業務費用 6,038,270 5,711,444 -326,826 -5.41%

資料整理自本校 108、109 年度校務基金決算表。（單位：元） 

依上表分析，109 年「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及「受贈收入」減少幅度較大，主

要係因疫情影響使場地出租及停車費等收入與受贈收入減少所致；109 年資產使用及權

利金收入較前一年度減少 897萬 6,233元，主要係場地出租及停車費收入減少 519萬元、

藝大會館收入減少 222 萬元及宿舍收入減少 156 萬元。而「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宿

舍收入」及「建教合作相關業務」等項目，已列為本校校務基金年度稽核項目，進行稽

核及檢討較前一年度收入減少之原因、所面臨內外在因素，實地稽核發現、結論與改善

措施及興革建議事項，持續積極執行與檢討，請見 110 年度稽核報告

http://info.tnua.edu.tw/controlaudit/repor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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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紀錄 

記錄:陳雅如 

會議方式：本次會議採通訊(書面)審查方式舉行，由主計室於 110 年 5 月 28 日寄送電

子郵件予各委員，請各委員於 6 月 4日前回復意見，經主計室綜整後擬具本

會議紀錄。 

委    員：陳校長愷璜、林教務長劭仁、林學務長于竝、戴總務長嘉明、林研發長姿瑩、

鍾主任秘書永豐、汪主任玉雲、傳統音樂學系黃瑤慧老師、音樂學研究所車

炎江老師、戲劇學系于善祿老師、舞蹈學系吳文安老師、藝術行政與管理研

究所曾介宏老師 

壹、提案討論：

案由一：本校 109年度校務基金投資計畫執行效益評估，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研發處＞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 109年度校務基金績效報告書，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研發處＞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110 年度校務基金開源節流措施，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主計室＞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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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10年度稽核報告 

報告單位：內部稽核小組 

110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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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10年度稽核報告 
110年5月24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內部稽核小組會議決議 

110年6月8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報告 

壹、 稽核緣起

依據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第一點規定，內部稽核小組(以下

簡稱本小組)之設置，為辦理校務基金收支、保管、運用及監督內部控制制

度實施狀況之稽核工作，並適時提供相當之改善建議，俾合理確保內部控

制健全化及持續有效運作，以提升本校行政效能；以及第三點規定，本小

組任務有以下十項：1.稽核計畫之訂定與執行，並作成稽核報告，於每學

年第二學期最後一次校務會議中報告。2.執行每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

及專案稽核作業。3.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及校務基金

交易循環之事後查核。4.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查核。5.現金、銀行

存款、有價證券、股票、債券與固定資產等之稽核及盤點。6.校務基金各

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度之定期評估、稽催及彙整報告。7.校務基金運用效

率與各項支出效益之查核及評估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8.校務基金

年度決算之稽核。9.據實揭露稽核時所發現之缺失、異常事項，適時提供

改善建議，簽報校長核定，並追蹤其改善情形。10.其他重大財務或內部控

制缺失及興革建議等事項，並至少每學期追蹤相關單位之辦理情形等事項

。依據前揭設置要點第三點規定，規劃年度稽核事項執行事宜，完成稽核

報告，於本次校務會議中提出相關報告。 

本小組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係由校長於各學院之教師中各

遴聘一人、行政人員中遴選三人，以及由校長指派兼任稽核人員一人為當

然委員組成之。委員任期配合學年制，聘期自108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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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稽核日期及受稽核單位

本小組之運作，主要藉由召開小組會議，進行稽核事項之討論及審議

109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評估結果，排定「110年度稽核計畫表」之稽核項目

及稽核人員(如表一)，並就歷年稽核報告所提建議事項，持續瞭解相關單

位之辦理情形，以達到落實稽核成效之目標。 

本年度稽核作業之進行，除由本小組進行分組分工，視需要至受查核

單位進行書面或實地稽核外，並請受查核單位提供相關資料，以及相關人

員與會列席說明，以利稽核作業進行。同時，於完成書面或實地稽核作業

後，提出相關稽核結果與建議。 

表一 本年度稽核計畫表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目的 稽核期間 

預定查核日期 預定之 

稽核人員 起 訖 

1 109年度內

部控制制

度：教務

、學務及

研發循環–

學籍、成

績及畢業

審查管控

。 

驗證學籍、

成績及畢業

審查管控作

業流程業務

是否符合內

部控制制度

規定。 

109/1/1~ 

109/12/31 

109/11/25 109/11/25 朱珀瑩委員

何一梵委員 

吳淑鈴委員 

2 109 年 度

內部控制

制度：人

事行政循

環 – 職員

甄補及敘

薪；職員

考 績 作

業。  

驗證職員甄

補及敘薪與

職員考績作

業流程是否

符合內部控

制制度規定

。 

109/1/1~ 

109/12/31 

109/12/15 109/12/15 黎國媛委員

游璧霞委員 

吳淑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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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 年 度

出納會計

業務查核

計畫執行

情形 

驗證出納會

計業務作業

是否符合規

定。 

109/1/1~ 

109/12/31 

109/11/5 109/11/5 白文薇委員 

吳淑鈴委員 

4 108 年 度

科技部補

助計畫稽

核 

驗證科技部

補助計畫作

業是否符合

規定。 

108/1/1~ 

108/12/31 

109/12/9 109/12/9 何一梵委員 

吳淑鈴委員 

5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行政小組

體系文件

及紀錄審

查(電子計

算機中心) 

查核各單位

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

、利用及國

際傳輸等相

關作業，是

否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制

度規定。 

109/1/1~ 

109/12/31 

110/1/8 110/1/8 何一梵委員

滕兆鏘委員 

吳淑鈴委員 

6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戲劇學系) 

查核各單位

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

、利用及國

際傳輸等相

關作業，是

否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制

度規定。 

109/1/1~ 

109/12/31 

110/1/6 110/1/6 吳易珊委員

林依潔委員

吳淑鈴委員 

7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電子計算

機中心系

統發展組) 

查核各單位

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

、利用及國

際傳輸等相

關作業，是

否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制

度規定。 

109/1/1~ 

109/12/31 

110/1/6 110/1/6 吳易珊委員

林依潔委員

吳淑鈴委員 

8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查核各單位

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

109/1/1~ 

109/12/31 

110/1/7 110/1/7 朱珀瑩委員

游璧霞委員

吳淑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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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學務處生

活輔導組) 

、利用及國

際傳輸等相

關作業，是

否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制

度規定。 

9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傳統藝術

研究中心) 

查核各單位

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

、利用及國

際傳輸等相

關作業，是

否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制

度規定。 

109/1/1~ 

109/12/31 

110/1/7 110/1/7 朱珀瑩委員

游璧霞委員

吳淑鈴委員 

10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文學跨域

創作研究

所) 

查核各單位

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

、利用及國

際傳輸等相

關作業，是

否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制

度規定。 

109/1/1~ 

109/12/31 

110/1/8 110/1/8 何一梵委員

滕兆鏘委員 

吳淑鈴委員 

11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舞蹈學系) 

查核各單位

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

、利用及國

際傳輸等相

關作業，是

否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制

度規定。 

109/1/1~ 

109/12/31 

110/1/11 110/1/11 黎國媛委員

白文薇委員 

吳淑鈴委員 

12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博物館研

查核各單位

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

、利用及國

際傳輸等相

關作業，是

109/1/1~ 

109/12/31 

110/1/11 110/1/11 黎國媛委員

白文薇委員 

吳淑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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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稽核結果 

究所) 否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制

度規定。 

13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教務處出

版中心) 

查核各單位

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

、利用及國

際傳輸等相

關作業，是

否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制

度規定。 

109/1/1~ 

109/12/31 

110/1/12 110/1/12 呂弘暉委員 

涂維政委員 

吳淑鈴委員 

14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圖書館校

史發展組) 

查核各單位

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

、利用及國

際傳輸等相

關作業，是

否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制

度規定。 

109/1/1~ 

109/12/31 

110/1/12 110/1/12 呂弘暉委員 

涂維政委員 

吳淑鈴委員 

15 109 年 度

校務基金

年度決算

– 「建教

合作相關

業務」 

查核校務基

金年度決算

情形。 

109/1/1~ 

109/12/31 

110/4/20 110/4/20 呂弘暉委員 

涂維政委員 

吳淑鈴委員 

16 109 年 度

校務基金

年度決算

– 「資產

使用及權

利金收入

– 宿舍收

入」 

查核校務基

金年度決算

情形。 

109/1/1~ 

109/12/31 

110/4/21 110/4/21 滕兆鏘委員 

林依潔委員

吳淑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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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年度稽核計畫，由各分組稽核人員親赴各受查核單位進行書面或

實地稽核，有關110年度各稽核項目及稽核過程之發現、結論與改善措施

及興革建議事項，詳如「110年度稽核結果表」(如表二)。 

表二 本年度稽核結果表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1 109年度內

部控制制

度：教務

、學務及

研發循環–

學籍、成

績及畢業

審查管控

。 

經委員查核「教務

、學務及研發循環

–學籍、成績及畢

業審查管控」內部

控制所定作業程序

、控制重點，查核

案件之作業均符合

內部控制制度規定

。 

經委員查核「教

務、學務及研發

循環 –學籍、成

績及畢業審查管

控」內部控制所

定作業程序、控

制重點，查核案

件之作業均符合

內部控制制度規

定，相關控制重

點已被有效遵循

。 

就109年度內部控制

制度「教務、學務

及研發循環–學籍、

成績及畢業審查管

控」執行情形，建

議如下： 

1. 自109-1學期起已

取消郵寄學雜費

繳費單、改由學

生自行上網查詢

線上繳費或下載

列印繳費單至各

通路繳款。故建

議應於年度檢視

內控作業程序及

流程增修作業時

修正本項作業程

序說明表內容，

以符實際情形。 

2. 新生郵寄學籍資

料自105學年起，

響應環保節能減

紙政策，已優化

為網路上傳、檔

案電子儲存方式

進行。故建議應

於年度檢視內控

作業程序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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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增修作業時修正

本項作業程序說

明表內容，以符

實際情形。 

3. 原本校學則第13

條第2項「延緩註

冊請假最長以二

星期為限」規定

已於105年2月取

消。故建議應於

年度檢視內控作

業程序及流程增

修作業時修正本

項作業程序說明

表內容，以符實

際情形。 

4. 「大專校院學生

休退學退費作業

要點」已於102年

6月25日廢止，惟

本校學籍、成績

及畢業審查管控

作業程序說明表

未適時修正，故

建議應於年度檢

視內控作業程序

及流程增修作業

時修正本項作業

程序說明表內容

，以符實際情形

。 

5. 原本校學則第46

、63條「因未通

報雙重學籍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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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學」規定已於109

年1月取消，惟本

校學籍、成績及

畢業審查管控作

業程序說明表此

項並未及時修正

，故建議應於年

度檢視內控作業

程序及流程增修

作業時修正本項

作業程序說明表

內容，以符實際

情形。 

6. 本項作業程序說

明表內之「學籍

管理」及「畢業

審查」項次內均

提及畢業相關作

業規定，建議於

年度檢視內控作

業程序及流程增

修作業時予以整

併。 

2 109 年 度

內部控制

制度：人

事行政循

環 – 職員

甄補及敘

薪；職員

考 績 作

業。  

經委員查核「人事

行政循環–職員甄

補及敘薪；職員考

績作業」內部控制

所定作業程序、控

制重點，查核案件

之作業均符合內部

控制制度規定。 

經委員查核「人

事行政循環 –職

員甄補及敘薪；

職員考績作業」

內部控制所定作

業程序、控制重

點，查核案件之

作業均符合內部

控制制度規定，

相關控制重點已

被有效遵循。 

就109年度內部控

制制度「人事行政

循環–職員甄補及

敘薪；職員考績作

業」執行情形，就

委員查核部分均合

於規定，故無建議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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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3 109 年 度

出納會計

業務查核

計畫執行

情形 

經查核小組查調

109年度出納會計

業務查核，除零用

金、收據經費報支

、收款情形、未使

用之空白收據銷毀

作業及自動轉帳扣

繳經費之請款程序

外，就委員查核部

分均符合相關法規

規定。 

除部分與現行規

定未合臚列如下

外，查核結果並

未發現重大異常

情事： 

1. 經查「借支未

還明細表」中

尚有3筆借支日

期為 10月份，

惟未完成核銷

程序。 

2. 經抽查收據編

號 0903001 至

0904000銷號情

形，其中編號

0903172 於 109

年6月份預先開

立之收據，截

至查核日止已

逾3個月尚未撥

入本校。 

3. 本次查核自 96

年度起未使用

之空白收據均

尚未銷毀。 

4. 經抽查109年10

月份現金出納

備查簿，其中

T300609等10筆

支出憑證日期

均早於傳票開

立日期，與前

開規定先開立

支出傳票再行

就109度出納會計業

務查核計畫執行情

形，就委員查核部

分建議如下： 

1. 建請總務處出納

組就零用金、收

據經費報支及收

款情形定期追蹤

，以符合規定及

確保校務基金收

入及時入帳。 

2. 建請主計室會同

總務處文書組辦

理未使用之空白

收據銷毀作業。 

3. 建請受查業務單

位（人事室、總

務處事務組及營

繕組）修正自動

轉帳扣繳經費之

請款程序，於設

定轉帳扣繳日前

，取據繳費通知

等證明文件辦理

借支，送主計室

開立支出傳票，

以預付方式轉帳

付款，並於接獲

繳費證明書等繳

納收據後，併同

已完成核算之扣

繳月報表檢具核

銷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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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付款之程序未

符；據悉主因

係此類款項業

設定自動轉帳

扣款所致，然

其中8筆傳票開

立日期與憑證

支付日期差距

長達1個月以上

，實有悖於帳

務處理原則及

庫款支付安全

。 

4 108 年 度

科技部補

助計畫稽

核 

經委員查核108年

度科技部補助計

畫經費支用情形

，抽查案件之作

業均符合相關規

定。 

經委員查核108年

度科技部補助計

畫經費支用情形

，抽查案件之作

業均符合相關規

定，相關控制重

點已被有效遵循

。 

就108年度科技部補

助計畫經費支用情

形，就委員查核部

分均合於規定，故

無建議事項。 

5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行政小組

體系文件

及紀錄審

查(電子計

算機中心) 

經分組稽核委員

至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委員會行政

小組電子計算機

中心，查核本校

109學年度個人資

料保護管理制度-

行政小組體系文

件及紀錄審查執

行情形之相關個

人資料檔案、業

務管理及流程書

面紀錄與實際作

本校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制度 -行政小

組體系文件及紀

錄審查執行情形

，經分組稽核委

員查核，行政小

組已於 109年 12

月 29日 109學年

度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委員會第1

次會議時，辦理

個人資料保護教

109學年度個人資料

保護管理制度-行政

小組業務流程執行

情形，經分組稽核

委員查核部分，建

議如下： 

1. 行政小組雖已辦

理每學年之個人

資料保護教育訓

練課程，惟個資

管理委員會及執

行小組部分成員

仍未完成每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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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業方式，經分組

稽核委員查核，

行政小組已於109

年12月29日109學

年度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委員會第1

次會議時，辦理

個人資料保護教

育訓練課程及宣

導，並舉行學習

成效測驗。惟個

資管理委員會成

員並未全部出席

該次會議，故仍

有部分委員未完

成個人資料保護

教育訓練課程，

僅部分落實作業

說明書 4.3.1規定

之作業程序。另

，執行小組各單

位個資管理人仍

有部分人員未依

規定方式接受教

育訓練課程或取

得規定時數。除

上述項目僅部分

落實外，餘查核

資料均已落實或

合於規定。 

育訓練課程及宣

導，並舉行學習

成效測驗。惟個

資管理委員會成

員並未全部出席

該次會議，故仍

有部分委員未完

成個人資料保護

教育訓練課程，

僅部分落實作業

說明書4.3.1規定

之作業程序。另

，執行小組各單

位個資管理人仍

有部分人員未依

規定方式接受教

育訓練課程或取

得規定時數。除

上述項目僅部分

落實外，餘查核

資料均已落實或

合於規定，個人

資料保護管理制

度所定作業程序

應可視為已被有

效遵循。 

之個人資料保護

教育訓練課程或

取得規定時數，

建議行政小組將

此一情形提送個

資管理委員會知

悉，並將執行小

組成員未完成每

學年之個人資料

保護教育訓練課

程或取得規定時

數之名單提送內

部稽核小組會議

，供內部稽核委

員決議年度個資

稽核抽查單位之

參考。 

6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經分組稽核委員

至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委員會執行

小組-戲劇學系，

本校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制度 -執行小

組體系文件及紀

本校 109學年度個

人資料保護管理制

度-執行小組體系文

件及紀錄審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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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業務流程(

戲劇學系) 

查核本校109學年

度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制度-執行小

組業務流程執行

情形之相關個人

資料檔案、人員

管理及業務流程

書面紀錄與實際

作業方式，戲劇

學系受查核資料

均已落實或合於

規定。 

錄審查執行情形

，戲劇學系受查

核資料均已落實

或合於規定，個

人資料保護管理

制度所定作業程

序應可視為已被

有效遵循。 

情形，經分組稽核

委員查核部分，戲

劇學系均已落實或

合於規定，故無建

議事項。 

7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電子計算

機中心系

統發展組) 

經分組稽核委員

至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委員會執行

小組-電子計算機

中心系統發展組

，查核本校109學

年度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制度-執行

小組業務流程執

行情形之相關個

人資料檔案、人

員管理及業務流

程書面紀錄與實

際作業方式，電

子計算機中心系

統發展組受查核

資料均已落實或

合於規定。 

本校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制度 -執行小

組體系文件及紀

錄審查執行情形

，電子計算機中

心系統發展組受

查核資料均已落

實或合於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制度所定作業

程序應可視為已

被有效遵循。 

本校 109學年度個

人資料保護管理制

度-執行小組體系文

件及紀錄審查執行

情形，經分組稽核

委員查核部分，電

子計算機中心系統

發展組均已落實或

合於規定，故無建

議事項。 

8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經分組稽核委員

至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委員會執行

小組-學務處生活

本校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制度 -執行小

組體系文件及紀

本校 109學年度個

人資料保護管理制

度-執行小組體系文

件及紀錄審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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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業務流程(

學務處生

活輔導組) 

輔導組，查核本

校109學年度個人

資料保護管理制

度-執行小組業務

流程執行情形之

相關個人資料檔

案、人員管理及

業務流程書面紀

錄與實際作業方

式，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受查核資

料均已落實或合

於規定。 

錄審查執行情形

，學務處生活輔

導組受查核資料

均已落實或合於

規定，個人資料

保護管理制度所

定作業程序應可

視為已被有效遵

循。 

情形，經分組稽核

委員查核部分，學

務處生活輔導組均

已落實或合於規定

，故無建議事項。 

9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傳統藝術

研究中心) 

經分組稽核委員

至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委員會執行

小組-傳統藝術研

究中心，查核本

校109學年度個人

資料保護管理制

度-執行小組業務

流程執行情形之

相關個人資料檔

案、人員管理及

業務流程書面紀

錄與實際作業方

式，傳統藝術研

究中心受查核資

料均已落實或合

於規定。 

本校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制度 -執行小

組體系文件及紀

錄審查執行情形

，傳統藝術研究

中心受查核資料

均已落實或合於

規定，個人資料

保護管理制度所

定作業程序應可

視為已被有效遵

循。 

本校 109學年度個

人資料保護管理制

度-執行小組體系文

件及紀錄審查執行

情形，經分組稽核

委員查核部分，傳

統藝術研究中心均

已落實或合於規定

，故無建議事項。 

10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經分組稽核委員

至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委員會執行

小組-文學跨域創

本校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制度 -執行小

組體系文件及紀

本校 109學年度個

人資料保護管理制

度-執行小組體系文

件及紀錄審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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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業務流程(

文學跨域

創作研究

所) 

作研究所，查核

本校109學年度個

人資料保護管理

制度-執行小組業

務流程執行情形

之相關個人資料

檔案、人員管理

及業務流程書面

紀錄與實際作業

方式，文學跨域

創作研究所受查

核資料均已落實

或合於規定。 

錄審查執行情形

，文學跨域創作

研究所受查核資

料均已落實或合

於規定，個人資

料保護管理制度

所定作業程序應

可視為已被有效

遵循。 

情形，經分組稽核

委員查核部分，文

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均已落實或合於規

定，故無建議事項

。 

11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舞蹈學系) 

經分組稽核委員至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委員會執行小組 -

舞蹈學系，查核本

校109學年度個人

資料保護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業務流

程執行情形之相關

個人資料檔案、人

員管理及業務流程

書面紀錄與實際作

業方式，舞蹈學系

受查核資料均已落

實或合於規定。 

本校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制度 -執行小

組體系文件及紀

錄審查執行情形

，舞蹈學系受查

核資料均已落實

或合於規定，個

人資料保護管理

制度所定作業程

序應可視為已被

有效遵循。 

本校109學年度個人

資料保護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體系文件

及紀錄審查執行情

形，經分組稽核委

員查核部分，舞蹈

學系均已落實或合

於規定，故無建議

事項。 

12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博物館研

究所) 

經分組稽核委員至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委員會執行小組 -

博物館研究所，查

核本校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制度 -執行小組業

本校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制度 -執行小

組體系文件及紀

錄審查執行情形

，博物館研究所

受查核資料均已

本校109學年度個人

資料保護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體系文件

及紀錄審查執行情

形，經分組稽核委

員查核部分，博物

館研究所均已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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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務流程執行情形之

相關個人資料檔案

、人員管理及業務

流程書面紀錄與實

際作業方式，博物

館研究所受查核資

料均已落實或合於

規定。 

落實或合於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制度所定作

業程序應可視為

已被有效遵循。 

或合於規定，故無

建議事項。 

13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教務處出

版中心) 

經分組稽核委員至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委員會執行小組 -

教務處出版中心，

查核本校109學年

度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執行情形

之相關個人資料檔

案、人員管理及業

務流程書面紀錄與

實際作業方式，教

務處出版中心受查

核資料均已落實或

合於規定。 

本校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制度 -執行小

組體系文件及紀

錄審查執行情形

，教務處出版中

心受查核資料均

已落實或合於規

定，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制度所定

作業程序應可視

為已被有效遵循

。 

本校109學年度個人

資料保護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體系文件

及紀錄審查執行情

形，經分組稽核委

員查核部分，教務

處出版中心均已落

實或合於規定，故

無建議事項。 

14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

執行小組

業務流程(

圖書館校

史發展組) 

經分組稽核委員

至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委員會執行

小組-圖書館校史

發展組，查核本

校109學年度個人

資料保護管理制

度-執行小組業務

流程執行情形之

相關個人資料檔

案、人員管理及

本校 109學年度

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制度 -執行小

組體系文件及紀

錄審查執行情形

，圖書館校史發

展組於查核期間

內之新進用人員

及聘僱中人員並

未簽署「內部人

員保密承諾書」

109學年度個人資料

保護管理制度-執行

小組業務流程執行

情形，經分組稽核

委員查核部分，建

議如下： 

1. 建議新進用人員

及聘僱中人員應

依規定簽署「內

部人員保密承諾

書」，並告知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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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業務流程書面紀

錄與實際作業方

式，圖書館校史

發展組於查核期

間內之新進用人

員及聘僱中人員

並未簽署「內部

人員保密承諾書

」，未落實規定。

其餘查核資料均

已落實或合於規

定。 

，未落實規定。

其餘查核資料均

已落實或合於規

定，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制度所定

作業程序應可視

為已被有效遵循

。 

密義務及規定，

以符合相關規定

。 

15 109 年 度

校務基金

年度決算

– 「建教

合作相關

業務」

就委員於內部稽核

之同時，提出相關

發現，說明如下： 

1. 經委員查核 109

年度科技部及非

科技部補助計畫

，抽查案件之內

部控制作業程序

均符合相關規定

，相關控制重點

已被有效遵循。

2. 本次查核結果並

未發現重大異常

情事。就建教合

作收入及支出面

，近三年教育部

計畫收入有逐漸

增加的趨勢，其

餘三類收入（科

技部補助計畫、

其他政府機關計

畫、非政府機關

經委員查核 109

年度校務基金年

度決算–建教合

作相關業務，說

明如下： 

1. 經委員查核109

年度科技部及

非科技部補助

計畫，抽查案

件之內部控制

作業程序均符

合相關規定，

相關控制重點

已被有效遵循

。

2. 本次查核結果

並未發現重大

異常情事。就

建教合作收入

及支出面，近

三年教育部計

畫收入有逐漸

就委員於內部稽核

之同時，提出相關

發現，建議如下： 

1. 研發處目前雖已

有針對新進教師

提供科技部計畫

分享與輔導，但

建議可擴大輔導

對象，讓校內有

意願申請者共同

切磋學習。

2. 依主計室及研發

處提供資料，近3

年校內建教合作

案以文化資源學

院的收入金額最

高，建議可多鼓

勵其他各院研究

人才申請科技部

或政府部門之展

演、研究案。

3. 政府部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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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計畫）則有呈現

下降趨勢。而近

三年非科技部計

畫支出並無大幅

變動，而科技部

計畫支出則呈現

下降趨勢。 105

年至109年建教

合作的收入與支

出皆呈相對趨勢

走向，亦即該年

度收入多則支出

成本亦相對增加

，並無異常狀況

。惟據主計室提

供之105年至109

年「科技部」、「

非科技部」建教

合作收入撥款明

細等資料，可得

知近3年本校較

少大型建教合作

案件，故整體收

入呈下降趨勢。 

增加的趨勢，

其餘三類收入

（科技部補助

計畫、其他政

府機關計畫、

非政府機關計

畫）則有呈現

下降趨勢。而

近三年非科技

部計畫支出並

無大幅變動，

而科技部計畫

支出則呈現下

降趨勢。105年

至109年建教合

作的收入與支

出皆呈相對趨

勢走向，亦即

該年度收入多

則支出成本亦

相對增加，並

無異常狀況。

惟據主計室提

供之 105 年 至

109年「科技部

」、「非科技部

」建教合作收

入撥款明細等

資料，可得知

近3年本校較少

大型建教合作

案件，故整體

收入呈下降趨

勢。 

或展演採購資訊

，目前多由研發

處以電子郵件方

式提供簡要訊息

供校內教師參考

，建議可以媒合

特殊專長的老師

提供進一步訊息

或相關行政協助

，以爭取更多建

教合作案件。 

4. 經稽核發現，近3

年本校承接大型

計畫、各單位接

受校外委託計畫

之收入有減少趨

勢。因本校屬藝

術專業大學，多

數教師對於政府

部門的研究、展

演採購案之內容

及行政作業較不

嫻熟，且大型展

演活動及計畫案

需要跨系所、學

院的合作，建議

可籌組競案團隊

或校內智庫小組

之專責單位做為

平台，邀集相關

教師共同協力，

以開創資源、擴

增校務基金自籌

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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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16 109 年 度

校務基金

年度決算

– 「資產

使用及權

利金收入

– 宿舍收

入」 

就委員於內部稽核

之同時，提出相關

發現，說明如下： 

1. 近三年學生宿舍

住宿率平均為

96.4％。 109年

宿舍收入較 108

年 減 少 147 萬

3,028元，108年

較107年增加213

萬488元。109年

相較於107年則

增加 65萬 7,460

元。109年因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影響，共

有56位境外生無

法返台就讀，本

校當時因應之政

策為保留各境外

學生床位、但不

收取住宿費。此

為109年宿舍收

入 減 少 147 萬

3,028元之主因

。宿舍支出 107

年至109年逐年

增加。整體而言

，107年至109年

宿舍收入皆有結

餘（約2600萬至

3000萬不等）。 

2. 另本次查核住宿

保證金收款及退

經委員查核 109

年度校務基金年

度決算–資產使

用及權利金收入

–宿舍收入，說

明如下： 

1. 近三年學生宿

舍住宿率平均

為96.4％。109

年宿舍收入較

108年減少 147

萬 3,028 元 ，

108年較 107年

增加 213萬 488

元。109年相較

於107年則增加

65萬7,460元。

109年因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影響，共

有56位境外生

無法返台就讀

，本校當時因

應之政策為保

留各境外學生

床位、但不收

取住宿費。此

為109年宿舍收

入減 少 147 萬

3,028元之主因

。宿舍支出107

年至109年逐年

增加。整體而

言， 107 年 至

就委員於內部稽核

之同時，提出相關

發現，建議如下： 

1. 有關住宿保證金

退還一事，建議

學生住宿中心依

會計法第84條，

將100年以前未沖

銷傳票統簽併入

校務基金，若有

離校生前來申請

退還保證金則依

程序辦理退款。

而101年以後尚未

辦理退款部分，

則建議將未沖銷

傳票明細提供予

各教學單位，由

系所協助確認學

生就學情形、提

醒學生退費事宜

，以降低未退還

保證金之情事。

另亦建議學生住

宿中心宜建立住

宿保證金退還之

管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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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款情況時發現，

帳列仍有97年未

退款之明細。 

109年宿舍收入

皆有結餘（約

2600萬至 3000

萬不等）。 

2. 另本次查核住

宿保證金收款

及退款情況時

發現，帳列仍

有97年未退款

之明細。 

 

肆、109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結果 

一、內部控制制度建置情形 

依行政院訂頒「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本校衡酌校務發展計

畫、行政管理需要及內部控制面向等，各行政及相關單位依業務職掌，評

估業務特性、重要性、風險性原則，擇定10大循環54項業務，研訂標準作

業流程、控制重點及訂定自我檢查項目，於109年6月18日經內部控制小組

審議通過。 

二、評估作業執行情形 

為利瞭解內控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由內部稽核小組依行政院函

頒「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以及本校「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行

作業要點」及「內部稽核小組運作及績效考核規定」等規定，進行內部控

制制度執行之評估。 

評估作業分 為自行評估作業及滾動風險評估，主計室於109年7月21日

函知各單位於同年9月底前辦理自行評估作業及滾動風險評估作業，請各

單位就其負責業務逐一評估與檢視內部控制制度作業流程與控制重點項目

，將評估結果填寫於自行評估表後連同相關佐證資料；並採滾動方式辦理

風險評估以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續送主計室彙整後，提送1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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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內部控制小組會議確認，以作為判斷整體內部控制作業有效性之參據

。 

本校原列有54項作業項目，經相關一級單位就各評估重點自行評估後

，落實情形者占98.75%，部分落實情形者占1.25%。本校各單位辦理109年

度滾動風險評估結果，殘餘風險值皆在可接受風險值3以內。 

三、審議內部控制自行評估結果 

依內部控制制度五項組成要素(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作業、資訊

與溝通、監督作業等)審議自行評估結果，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作業

、資訊與溝通、監督作業等五項均為「落實」。 

四、需採行改善、精進措施及結論 

內部稽核小組於審議過程中，委員並無提出之相關改善、精進建議措

施，並續依行政院函頒「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訂定本校「內部控

制制度評估計畫」、「110年度稽核計畫」等相關規定，以作為稽核執行依

據。 

由各單位辦理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作業及滾動風險評估作業，以及

經內部稽核小組辦理稽核及審議內部控制制度評估結果，確認自109年1月

1日至109年12月31日期間，其整體內部控制制度係屬有效，合理促使達成

實現校務發展目標、遵循法令規定，保障資產安全以及提供可靠資訊等目

標。 

 

伍、未來有關管理及績效重大挑戰之預警性意見 

有關稽核人員提出之稽核建議及缺失事項，已於110年4月、5月間送

請受稽核單位進行改善，續由內部稽核小組執行秘書就改善情形再行追蹤

、彙整，並填具「缺失及興革建議事項追蹤表」（如表三)。 

表三 缺失及興革建議事項追蹤表 

項次 缺失事項/興革建議 改善/辦理情形 追蹤結果 

一、本次新增之缺失及所提興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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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缺失事項/興革建議 改善/辦理情形 追蹤結果 

自行評估結果所發現缺失及所提興革建議 

1 無。   

稽核報告所列缺失及興革建議 

1 就109年度內部控制制度

「教務、學務及研發循環

–學籍、成績及畢業審查

管控」執行情形，建議如

下： 

1. 自109-1學期起已取消郵

寄學雜費繳費單、改由

學生自行上網查詢線上

繳費或下載列印繳費單

至各通路繳款。故建議

應於年度檢視內控作業

程序及流程增修作業時

修正本項作業程序說明

表內容，以符實際情形

。 

2. 新生郵寄學籍資料自

105學年起，響應環保

節能減紙政策，已優化

為網路上傳、檔案電子

儲存方式進行。故建議

應於年度檢視內控作業

程序及流程增修作業時

修正本項作業程序說明

表內容，以符實際情形

。 

3. 原本校學則第13條第2

項「延緩註冊請假最長

以二星期為限」規定已

於105年2月取消。故建

議應於年度檢視內控作

業程序及流程增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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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缺失事項/興革建議 改善/辦理情形 追蹤結果 

時修正本項作業程序說

明表內容，以符實際情

形。 

4. 「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

退費作業要點」已於

102年6月25日廢止，惟

本校學籍、成績及畢業

審查管控作業程序說明

表未適時修正，故建議

應於年度檢視內控作業

程序及流程增修作業時

修正本項作業程序說明

表內容，以符實際情形

。 

5. 原本校學則第46、63條

「因未通報雙重學籍而

退學」規定已於109年1

月取消，惟本校學籍、

成績及畢業審查管控作

業程序說明表此項並未

及時修正，故建議應於

年度檢視內控作業程序

及流程增修作業時修正

本項作業程序說明表內

容，以符實際情形。 

6. 本項作業程序說明表內

之「學籍管理」及「畢

業審查」項次內均提及

畢業相關作業規定，建

議於年度檢視內控作業

程序及流程增修作業時

予以整併。 

2 就109度出納會計業務查

核計畫執行情形，就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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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缺失事項/興革建議 改善/辦理情形 追蹤結果 

查核部分建議如下： 

1. 建請總務處出納組就零

用金、收據經費報支及

收款情形定期追蹤，以

符合規定及確保校務基

金收入及時入帳。 

2. 建請主計室會同總務處

文書組辦理未使用之空

白收據銷毀作業。 

3. 建請受查業務單位（人

事室、總務處事務組及

營繕組）修正自動轉帳

扣繳經費之請款程序，

於設定轉帳扣繳日前，

取據繳費通知等證明文

件辦理借支，送主計室

開立支出傳票，以預付

方式轉帳付款，並於接

獲繳費證明書等繳納收

據後，併同已完成核算

之扣繳月報表檢具核銷

轉正。 

3 109學年度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制度-行政小組業務

流程執行情形，經分組稽

核委員查核部分，行政小

組雖已辦理每學年之個人

資料保護教育訓練課程，

惟個資管理委員會及執行

小組部分成員仍未完成每

學年之個人資料保護教育

訓練課程或取得規定時數

，建議行政小組將此一情

形提送個資管理委員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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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缺失事項/興革建議 改善/辦理情形 追蹤結果 

悉，並將執行小組成員未

完成每學年之個人資料保

護教育訓練課程或取得規

定時數之名單提送內部稽

核小組會議，供內部稽核

委員決議年度個資稽核抽

查單位之參考。 

4 109學年度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制度-執行小組業務

流程執行情形，經分組稽

核委員查核部分，圖書館

校史發展組於查核期間內

之新進用人員及聘僱中人

員並未簽署「內部人員保

密承諾書」，未落實規定

。其餘查核資料均已落實

或合於規定。建議新進用

人員及聘僱中人員應依規

定簽署「內部人員保密承

諾書」，並告知其保密義

務及規定，以符合相關規

定。 

  

5 就委員查核「109年度校

務基金年度決算–建教合

作相關業務」，提出相關

發現，建議如下： 

1. 研發處目前雖已有針對

新進教師提供科技部計

畫分享與輔導，但建議

可擴大輔導對象，讓校

內有意願申請者共同切

磋學習。 

2. 依主計室及研發處提供

資料，近3年校內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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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缺失事項/興革建議 改善/辦理情形 追蹤結果 

合作案以文化資源學院

的收入金額最高，建議

可多鼓勵其他各院研究

人才申請科技部或政府

部門之展演、研究案。 

3. 政府部門的研究或展演

採購資訊，目前多由研

發處以電子郵件方式提

供簡要訊息供校內教師

參考，建議可以媒合特

殊專長的老師提供進一

步訊息或相關行政協助

，以爭取更多建教合作

案件。 

4. 經稽核發現，近3年本

校承接大型計畫、各單

位接受校外委託計畫之

收入有減少趨勢。因本

校屬藝術專業大學，多

數教師對於政府部門的

研究、展演採購案之內

容及行政作業較不嫻熟

，且大型展演活動及計

畫案需要跨系所、學院

的合作，建議可籌組競

案團隊或校內智庫小組

之專責單位做為平台，

邀集相關教師共同協力

，以開創資源、擴增校

務基金自籌經費來源。 

6 就委員查核「109年度校

務基金年度決算–資產使

用及權利金收入–宿舍收

入」，提出相關發現，建

  

33-27



28 

項次 缺失事項/興革建議 改善/辦理情形 追蹤結果 

議為：有關住宿保證金退

還一事，建議學生住宿中

心依會計法第84條，將

100年以前未沖銷傳票統

簽併入校務基金，若有離

校生前來申請退還保證金

則依程序辦理退款。而

101年以後尚未辦理退款

部分，則建議將未沖銷傳

票明細提供予各教學單位

，由系所協助確認學生就

學情形、提醒學生退費事

宜，以降低未退還保證金

之情事。另亦建議學生住

宿中心宜建立住宿保證金

退還之管控流程。 

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所發現缺失及所提興革建議 

無。 

監察院彈劾與糾正(舉)案件或提出其他調查意見，涉及內部控制部分 

1 無。 

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涉及內部控制部分 

1 無。 

上級與各權責機關督導所提缺失及興革建議 

1 無。 

二、上次追蹤尚未改善完成之缺失及興革建議 

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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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校慶活動規劃
日 期 活動內容 地 點 執行單位

2021/3/1/-10/8 新書出版「星移斗轉踏歌行－關
渡元年1991藝術大移動」

教務處出版組

2021/3/5-10/ 紀錄片拍攝 電影系

2021/10 吳燦興攝影展 藝推中心藝文空間 校史發展組

2021/10/23 全校登山「校慶藝起樂健行」 忠義山 課指組、人事室

校友回娘家「入關圍爐」
副校長、曹安徽、
簡義哲

新書暨紀錄片發表 舞蹈廳 學務處

2021藝陣比賽 人文廣場 課指組

2021/12/2-3 文資學院研討會 國際會議廳 文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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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移斗轉踏歌行－關渡
元年1991藝術大移動
新書出版

執行：教務處出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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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規劃

34-6



紀錄片拍攝

執行：電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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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規劃

34-8



吳燦興攝影展

執行：校史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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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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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藝起樂健行
全校登山

執行：學務處課指組、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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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一、執行時程：2021/10/23（六）AM8:00集合

二、參與對象：以700人為上限；採報名制
1. 教職員（一名教職員可報名二位眷屬）

2. 退休人員（請視身體狀況報名）

3. 北藝大學生（凡報名參加且完成者，可免上一次體育課2小時）

三、活動內容：
1. 健行路線規劃忠義山親山步道。

2. 當天各小隊集合點名報到，由小隊長至報名處領取紀念運動帽（僅教職員生及退休人員），至折返點
蓋校慶活動紀念章，走完全程者以小隊為單位至科藝大樓報到處領取點心盒。

四、經費來源：人事室教職員體育活動費、出蘆入關校流控經費。

五、特色：
1. 共同慶祝校慶出蘆入關30周年，促進健康活動。

2. 工作人員可招募系所教職協助定點服務及各學院領隊。

3. 教職員可邀請眷屬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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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時程規劃

時程 內容 備註

2～4月 課指組/體育中心/生輔組/人事室實地路線勘景
學務處及人事室分工確定，執行內容及經費來源確認

5～6月 各分工組別工作規畫

7～8月 開放教職員（含眷屬）及退休人員報名
相關廠商聯繫/估價等

1.協請人事室轉發報名資訊給退
休人員。
2.報名表中含招募工作人員意願。

9月 開放學生報名、醫護培訓課程
相關資料分享各分工組別

1.配合新生入學時間學生報名。
2.參考第一階段教職員報名人數，
決定是否開放兼任教師報名。

10月 行前會議、工作手冊完成

10月23日 校慶藝啟樂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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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忠義山親山步道
1. 路線規劃，路程約2小時：

北藝藝科大樓中庭（集合、點名、發紀念運動帽、出發)➝
北藝大後門➝晴山網球場➝忠義山親山步道入口➝

忠義山親山步道➝涼亭休息處（休息處）➝

行天宮北投分館（廁所、補水站、蓋校慶紀念章）➝

北藝大側門入校➝藝科大樓中庭（點心盒） 。

2. 預計招募工作人員
 學務處約25位責任分工。

 教職20位協助各單位及系所學生點名、集合及醫療救護事宜。

 學生20位攝影服務學習協助健行活動攝影及醫療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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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關圍爐
校友回娘家

執行：副校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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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暨紀錄片發表

執行：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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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藝陣比賽

執行：學務處課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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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陣比賽企劃初稿

時間：10/23（六）下午1430起

地點：人文廣場/雨備戲劇廳

內容：
主題以關渡在地30週年，希望各系可以透過訪問師長或學長姐，了解學系在關渡是如何演變至落
地深耕，以呈現各系獨有故事及特色。
邀請學務長或外賓及五大學院各推派1位評審共6位組成評審團。
團隊合作精神、藝術創意、元素再現、系所特色共占95%。
學務處課指組有5分加分權限，於團隊精神項目包括事前工作聯繫、技術協調、團隊態度。
配合鬧熱關渡節10/30活動，今年增加獎助金額度，得獎五名團隊需代表北藝大參與社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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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學院研討會
預計2021年11-12月執行

執行：文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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