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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主管會報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110年9月13日（星期一）下午1時30分 

地點：Webex視訊會議 

主席：陳校長愷璜                                      紀錄：吳素梅 

出席人員：詳如視訊截圖 

 

壹、主席致詞。(略) 

 

 

貳、專案推動列管表執行情形報告。 (略)  

 

 

參、工作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教務處：林教務長劭仁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二、學生事務處：林學務長于竝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三、總務處：莊總務長政典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指示： 

請在處理常年的一些議題時，尤需特別關心非常不一樣的群體，且處

理方式要更細緻些，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衝突。 

 

四、研究發展處：林研發長姿瑩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五、國際事務處：林國際事務長亞婷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提醒境外生所屬的教學單位，務必要協同國際處，俾使境外生入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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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校園的相關事宜，能更周延的做到位；學生後續都會進到教學單

位去，因此這工作不會只是國際處的，各教學單位也要多協助。 

 

六、音樂學院：蘇院長顯達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七、美術學院：劉院長錫權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八、戲劇學院：王院長世信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九、舞蹈學院：何院長曉玫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何院長補充： 

(一) 舞蹈學院是今年關渡藝術節的主要節目，致有很多學生即將要上台

表演，因此老師們對線上視訊上課會較無法接受；後經系主任的努

力，現本學院的安排是採AB兩種配套， A實際上是以學校的線上

課程為主要，沒來學校的同學就是採線上，B就是已經來校的同學

即採實體上課，無論是擇實體或線上上課，學院還是會尊重同學的

自主決定，若同學是堅決要線上上課的，那學院就會准予線上上課

。  

(二) 現上課的方式較會讓大家擔心的部分是肢體動作接觸的部分，這兩

周都很明確地通告所有的老師，在排練時不可有肢體的接觸，並也

讓同學們很清楚的知道於用餐空間要保持距離，咸信舞蹈學院已盡

了最大的努力，期使這過程可以較順利完成。 

 

十、電影與新媒體學院：魏院長德樂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一、文化資源學院：林院長承緯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二、人文學院：吳院長懷晨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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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電子計算機中心：孫主任士韋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孫主任補充：  

補充防疫部分。目前有統計電算中心所管理的電腦教室305及312，如依

照教育部規定的2.5平方米社交安全距離，那305教室可容納10人，含老

師1人，所以學生只能有9人，而312教室則可容納13位學生。 

 

十四、展演藝術中心：林主任于竝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五、藝術與科技中心：戴主任嘉明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戴主任補充 

近期藝科中心因颱風關係而將所有圍籬拆除，師長們若要參觀本中心，

還請先知會中心，俾便為參訪師長作安排，切勿擅自進入，因館區有些

工程仍在進行中，以免發生公安意外及危險。 

 

十六、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王主任寶萱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

料。 

 

十七、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廖主任仁義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八、音樂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李主任葭儀工作報告，詳如會議

資料。 

 

十九、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林主任宏源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

料。 

 

二十、圖書館：廖館長仁義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二十一、關渡美術館：黃館長建宏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館長補充： 

(一)本館於8/16完成了首次的文化部博物館評鑑，過程相當順利。要謝謝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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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館長的協助，給予關美館在法務與資源上相當的協助。  

(二)關美館典藏部分，也開始與臺灣數位藝術學會進行技術上的一個合作計

畫，此合作計畫未來會與國際上相關的數位典藏博物館官網連結。 

 

二十二、秘書室：鍾主秘永豐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主管會報11暨12月的開會行程表，各位單位主管請做進一步確認，若

有任何意見，請逕行回報秘書室俾利更調。 

 

 

肆、臨時動議：  

蘇院長提問 

反映老師與幾位同仁對上班接駁車班次的意見。據悉學校校車在上班時

間的班次從8:10就直接跳至8:40，甚或是8:50才有車，其間又無任何大

南巴士或校車的班次，這對同仁們的上班時間確有造成某程度的困擾，

不知有無辦法解決這問題? 

 

莊總務長說明： 

此議題是因為原由大有巴士支援本校的專車班次，因疫情關係請不到司

機而減掉該班次，專車班次雖已減除，但原有大南路線35及55中巴班次

沒停止，不過這中間若還有需要的話，會請事務組研究看這時段裏，可

否能再排出一個班次來服務同仁。 

 

●主席裁示：這問題請總務處儘快進行協調並做處理。 

 

 

伍、散會：下 午 3時 18分 。  



主管會報會議出席者 

 

 

 

 



 

 
 



   填報日期：110/9/13填報單位：總務處

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A1
總務處

（藝科中心）
103/8/13 108/8/31

設計及建照請領 總務處(藝科中心) 104/10/1 106/7/31

主體工程招標(不含特殊設備) 總務處 106/8/1 106/10/30

1.建築師於106/11/13提送工程預算書圖及施工規範等公開閱覽之資料到校審查。經審查後已彙整相關缺失，於

106/11/29退請建築師修正。

2.建築師已重新提送工程預算書圖及施工規範等文件到校，將於審查後儘速簽陳辦理工程招標文件之公開閱

覽。

3.經簽奉核准已於107/1/2~11辦理工程採購文件公開閱覽。

4.本案辦理工程採購公開閱覽後僅有1家廠商提出疑義意見，已轉請建築師於107/2/9前提出檢討說明，並預定

107/3/1召開檢討會議。

5.已於107/3/1召開公開閱覽廠商意見檢討會議，建築師於107/3/9提報修正工程設計書圖及預算到校辦理後續招

標事宜。

6.已於107/3/26至107/4/24上網公告招標，採購金額為2.3億元，預訂107/4/25開標。

7.107/4/17邀請土建及機電專家召開工程底價審議委員會，會後並依程序簽核底價。

8.本工程於107/4/25第1次開標，因無廠商投標而流標，續於107/4/27至107/5/10第2次公告招標，並於107/5/11辦理

開標，又因無廠商投標而流標。

9.已於107/5/22中午由校長主持本工程流標檢討會議，研議後續推動方案。

10.考量營建金屬材料物價仍維持上漲趨勢及建照之法定開工時限(107/9/11)，已於107/6/19簽呈建議目前因應方

案，擬於扣除法定之必要經費外，集中有限經費約2.5億元優先再次辦理主體建築工程之採購作業，並於

107/6/25奉准辦理。

11.107/7/2校長會同相關人員赴教育部爭取經費挹注本校發展藝術科技教育，進而紓解本案自籌經費之窘境，本

校遂於107/7/5發文至教育部調增本案總預算為3.13億元。又配合本案既已調增預算，前述以2.5億元辦理工程發

包乙案暫緩辦理，本處已簽呈逕以2.7億元辦理工程發包。

12.教育部於107/7/25函覆同意本計畫總經費調高為3.13億元。

招標文件製作 總務處 106/8/01 106/9/30

公告招標 總務處 106/10/1 106/10/30

1.依據本計畫最新核定之總經費，本案已於107/7/16上網公告招標，訂於107/8/14截止投標，並於107/8/15辦理開

標。

2.已於107/8/09召開工程底價審議委員會。

3.107/8/15因無廠商投標而流標，已續簽第2次上網公告招標，預計107/9/3開標。

4.107/8/21本校函文營造同業公會邀標。

5.107/8/23校長主持本案流標檢討會議，會中要求建築師洽詢市府有關申請展延建照開工期限之可能性，倘若無

法展延，則本案工程招標及開標事宜應先予暫停。

6.本案因前述建照之開工申報期限展延尚無結果，為避免衍生採購爭議，爰依107/8/23會議決議於107/8/31暫予

撤銷第2次招標公告。

7.本處於107/9/19會同建築師召開重新招標因應對策研商會議，其後簽准於107/9/26重新上網公告招標

(107/9/26~107/10/25)，並於107/10/26上午開標，惟截至投標期限屆滿僅有1家廠商投標，投標廠商家數不足而流

標，已簽陳再次上網公告招標，預訂107/11/13上午開標。

8.經第2次上網公告招標(107/10/29~107/11/12)，已於107/11/13上午開標並順利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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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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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列管序號

1.已於107/11/20召開第1次工務會議就申報開工之前置作業進行討論。

2.已於107/11/29邀集體育室、學務處、電算中心、事務組、營造廠及設計監造單位等相關單位辦理施工圍籬周

邊動線暨外管線會勘。

3.於107/12/10中午為全校教職員生辦理本工程施工圍籬周邊動線調整說明會。

4.北市環保局已於107/12/22核備本工程「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

5.本工程已於107/12/24上午9點舉行開工動土典禮。

6.108/3/22召開BIM成果檢討會議，對於管線、構造空間與設計需求淨高之衝突，要求設計監造會同承商於10日

內釐清。

7.108/4/1召開第4次工務會議，追蹤施工進度及各項準備作業。

8.建築師於108/4/3邀集結構技師、建築承商及機電承商研商確認管線穿樑及相關整合方案。

9.已於108/4/17召開第5次工務會議，並於108/5/2召開第6次工務會議。

10.會同建築師、施工廠商與藝科中心於108/4/24上午檢討各展演空間使用淨高，並於108/5/9上午9:30再次召開會

議檢討各空間使用淨高。

11.已於108/5/15召開第7次工務會議。

12.北市府委託技師公會訂於108/5/23到校進行水保計畫施工查核。

13.已於108/5/29及108/6/12分別召開第8及第9次工務會議。

14.北市府委託技師公會訂於108/6/27到校進行水保計畫施工查核。

15.已於108/6/26召開第10次工務會議，續於108/7/10召開第11次工務會議。

16.北市府委託技師公會已於108/7/17到校進行7月份水保計畫施工查核。

17.北市府於108/8/20辦理GL1區二樓版施工勘驗，另市府委託技師公會於108/8/20到校進行8月份水保計畫施工查

核。

18.已於108/8/7及108/8/21分別召開第13次及第14次工務會議，其中第13次工務會議中已針對變更設計事項進行初

步，並於108/8/22由建築師向校長專案報告。

19.市府委託技師公會預定於108/9/19到校進行9月份水保計畫施工查核。
主體工程施工(不含特殊設備) 總務處 106/11/01 108/05/31

20.已於108/9/4召開第15次工務會議。

21.已於108/9/18及109/10/2分別召開第16次、第17次工務會議。

22.已於108/10/1召開本案第1次施工品質督導會議。

23.市府委託技師公會已於108/10/16到校辦理水土保持計畫108年10月份施工檢查。

24.教育部已於108/10/16到校辦理本案第1次施工查核，並於108/10/23函送查核紀錄，本案獲評為甲等(82分)，相

關缺失則由廠商進行改善後製作改善報告送教育部核備。

25.108/10/19市府勞檢處至工地檢查。

26.108/10/22召開第18次工務會議，108/11/06召開第19次工務會議，108/11/20召開第20次工務會議。

27.108/11/20校長率部分校內主管至工地視察。

28.市府委託技師公會已於108/11/22到校進行11月份水保計畫施工查核。

29.108/12/4召開第21次工務會議，108/12/10召開本校第2次施工品質督導會議。

31.已於109/1/9上午11時舉行上梁典禮。

32.已於109/1/10完成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

33.市府委託技師公會已於109/1/20到校辦理水土保持計畫109年1月份施工檢查。

34.已於109/1/15及109/1/30分別召開第24次及第25次工務會議。

35.已於109/2/12召開第26次工務會議，並邀集郭建築師及結構技師參與，檢討後續結構組模及灌漿之工序。

36.已於109/2/26及109/3/11分別召開第27次及第28次工務會議。

37.已於109/3/25及109/4/8分別召開第29次及第30次工務會議。

38.已於109/4/9邀請校外專家辦理本案第3次施工品質督導會議。

39.已於109/4/22召開第31次工務會議。

40.已於109/5/6召開第32次工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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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序號

41.已於109/6/6召開第34次工務會議，同時檢討外牆鋼板與擴張網之施工細節。

42. 於109/6/15辦理第2次變更設計新增項目議價作業，但廠商最低標價未進入底價且不願再減而無法決標，經簽

陳後於109/6/22再次議價並順利決標。

43. 已於109/6/17召開第35次工務會議，並於109/7/1召開第36次工務會議。

44. 已於109/7/15召開第37次工務會議，並於109/7/30召開第38次工務會議。

45. 已於109/8/12召開第39次工務會議。

46.已於109/8/26邀請校外工程專家辦理本校工程督導，並於109/9/3召開第40次工務會議追蹤改善情形。

47.教育部已於109/9/10到校辦理工程施工查核。

48.已於109/9/16、109/9/23、109/9/30(每周)分別召開第41、42、43次工務會議。

49.就使用單位需求及施工界面需要，建築師於109/9/28下午到校檢討第3次變更設計內容。

50.已於109/10/14、109/10/21分別召開第44、45次工務會議，並於109/10/26由總務長主持專案進度檢討會議。

51.已於109/10/28、109/11/04、109/11/11、109/11/18分別召開第46、47、48、49次工務會議。

52.已於109/11/20完成第三次變更設計議價作業。

53.已於109/11/25、109/12/3分別召開第50、51次工務會議。

54.109/12/9、109/12/16、109/12/23、110/1/7分別召開第52~55次工務會議。

開工前前置作業 總務處 107/11/15 108/01/27

1.北市環保局已於107/12/22核備本工程「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108/1/9施作逕流廢水排水溝等。

2.本校107/12/24發文台北港申請收容剩餘土石方，台北港108/1/2核准。

3.北市環保局已於108/1/7核備本工程「營建廢棄物清理計畫」。

4.施工計畫外審作業已於108/1/21赴審查單位會審，預計108/1/25完成審查。

5.108/1/9上午召開施工前準備會議檢討各項計畫書送審內容及準備開工之各項作業進度。

6.108/1/10下午本組邀請電算中心、事務組、體育室及承包商、監造等召開第2次管線遷移會勘，確認接管位置

及調整之暨有線路，並於次日試挖確認位置。

7.市府建管處已於108/1/7核備本工程開工，並於108/1/22與施工科承辦核對資料。

8.已於108/1/18邀集承商及監造單位召開第2次施工前準備會議。

9.日前發現體泳館游泳池有滲漏情形，已於108/2/11上午偕同學校邊坡監測廠商(富國)及體育室會勘，並要求富

國公司加強相關體泳館周邊相關監測，初步監測數據顯示尚無異狀。續於108/2/13下午會同科藝館工程之設計

建築師、結構技師、監造主任及承商會勘，研商游泳池滲漏修漏與科藝館工程後續施工之相互關連性，並視需

要進行必要之變更。本處續於108/2/22邀集體育室、事務組及營繕組就後續泳池修繕及營運時程等進行研商。

10.市府建管處已收受本工程承商放樣勘驗之申請書，並於108/2/19到校勘驗，已原則同意勘驗通過。

11.市府委託技師公會於108/2/26到校查驗水保計畫施工。

12.本工程依約訂108/2/20為契約開工日。

土方及基樁 總務處 90天

1.108/2/19召開第1次工務會議，追蹤各項施工準備作業。

2.108/2/28搬移基地開挖後所得之石塊至學校指定地方，同時編號拍照造冊。

3.108/3/6召開第2次工務會議，追蹤各項施工準備作業。

4.108/3/7開始進行土方運棄作業，並公告通知教職員生注意交通安全。

5.108/3/11承商向本處及監造說明泳池修繕方案內容以及與基樁施工作業之相互排程。

6.108/3/20召開第3次工務會議，追蹤施工進度及各項準備作業。

7.108/3/25吊運施作基樁之機組進場裝設，並於108/3/28起進行基樁施工。

8.截至108/4/11止累計已完成29支基樁，並於108/4/12完成全部32支基樁。

9.已於108/4/26完成現場基樁載重性試驗，並於108/4/27完成基樁完整性試驗。

10.108/5/9完成GL1第2階段開挖及出土、並完成部分PC大底，108/5/11開始組立基礎版鋼筋，108/5/14進行2號電

梯機坑混凝土澆置作業。

11.108/5/25、108/5/30及108/5/31進行基礎版混凝土分次澆置作業。

1.3.2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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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列管序號

結構體工程 總務處 296天

1.108/6/6會同結構技師、監造及營造廠赴鋼構廠辦理鋼構箱型柱2次成品查驗。

2.108/6/19起組立GL1牆模、牆筋及機電管路，108/6/22~24吊裝GL1鋼柱。

3.108/7/1至16進行吊裝GL1鋼梁、牆及柱鋼筋綁紮與配管，又於108/7/8、108/7/11及108/7/16分次澆灌1樓牆面與樓

梯。

4.108/7/24起進行GL1區2樓板模組立、版筋綁紮與配管，108/8/12完成GL1區2樓板灌漿。

5.108/8/14起進行GL1區回填土側外牆防水施工。

6.已於108/8/25進行GL2區擋土支撐作業，並於108/8/26起進行GL2區土方開挖及GL1區土方回填。

7.會同主計室於108/8/26辦理GL1區擋土樁打設數量查驗。

8.已於108/9/4施作GL2區之PC底，接續施作基礎鋼筋及模板組立，並於108/9/13澆置基礎版，108/9/26澆置GL2區

之牆體下半部，再於108/10/5澆置牆體上半部。

9.108/10/24下午召開鋼構吊裝說明會，並於108/10/26繼續施作鋼構吊裝。

10.已於108/10/28下午召開BIM成果審查會，相關缺失再請廠商修正。

11.108/10/28由建築師邀請顧問赴工地進行清水模混凝土施作之缺失矯正預防指導。

12.持續進行2樓柱牆鋼筋綁紮及模板施工作業。

13.109/3/6進行2樓牆柱灌漿作業。

14.市府於109/3/27辦理2樓板施工勘驗通過，廠商於109/4/3進行2樓版灌漿作業。

15.109/4/20進行GL2區2樓剪力牆版混凝土澆置作業。

16.已於109/4/29進行GL1區4樓板及3樓柱牆混凝土澆置作業，並於109/5/6進行GL2區3樓板及牆混凝土澆置作業。

17.已於109/5/14進行GL1區5樓板澆置作業。

18.分別進行各項混凝土澆置作業：109/5/22：GL2區3樓牆上部、109/5/27：GL1區5樓坡道、109/5/3：5樓牆。

19.於109/6/9進行屋頂版混凝土澆置作業。

20.已於109/6/17進行3樓板懸臂端混凝土澆置，並於109/6/24進行屋頂女兒牆等混凝土澆置。

21.已於109/7/2起進行鋼構防火漆施作。

22.於109/07/3、7/20及7/27繼續辦理景觀梯、屋突屋頂等非結構零星混凝土澆置作業，並於109/7/20召開趕工檢討

會議。

23.已於109/8/10開始施作屋頂防水作業，並於109/8/25完成屋突頂防水。

24.GL2區屋頂PU防水109/10/21完成，109/10/26開始試水，試水結果符合契約規範。

25.GL2區屋頂已完成面層施作。

26.持續施作GL1區屋頂防水，並於109/12/26完成。

機電工程 總務處

1.已於108/8/28起進行機電聯外管線埋設。

2.配合本校新電話系統建置，於108/9/12邀集電話廠商與本工程機電技師、機電廠商研商電信系統設備變更事宜

，並於108/10/9召開第2次研商會議。

3.於108/10/4上午召開智慧建築設備系統檢討會議。

4.持續施作GL1區1樓及GL2區地下室穿線及吊架安裝。

5.持續施作GL1區1樓配管。

6.於109/2/11上午與藝科中心檢討三樓行政空間電力及網路插座設置事宜。

7.持續施作GL1區2樓配管。

8.109/4/2完成本建物連接研究生宿舍間電力幹管線路，目前持續施作3、4樓地板配管並於5/13完成查驗，持續牆

面配管作業中。

9.已於109/5/22進行發電機廠驗。

10.持續進行配管作業，並於109/6/5辦理風機廠驗。

11.持續進行配管作業，並辦理材料送審。

12.已於109/6/5辦理風機廠驗，惟因出風口位置疑義，已於109/7/8邀集機電技師、廠商及監工召開釋疑會議，並

針對太陽光電板等材料疑義一併檢討。

1.3.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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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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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列管序號

13.109/7/27完成電信銜接管開挖預埋，109/8/5完成污水用戶接管，109/8/9完成4、5樓空調風機吊裝，並於

109/8/21重新辦理排煙風機廠驗，再於109/8/30完成3樓空調風機吊裝。

14.109/9/21冷卻水塔安裝完成、109/9/29空調送風機安裝完成。

15.現場目前進行各樓弱電拉線作業，另109/11/18中控系統專業廠商到校簡報中控系統架構及圖控規劃。

16.持續施作第3次變更之各工項。

17.109/12/11屋頂太陽能發電設備裝置完成。

景觀及附屬設施工程 總務處

1.已於108/9/6-10施作沉砂滯洪池RCP管埋設，配合管制往網球場車輛通行，並於108/09/18恢復通行。

2.已於108/10/7召開綠建築檢討會議。

3.水保技師109/2/24到校查驗，並於109/2/24線上向市府申報水保工程竣工，市府預計於109/3/12上午到校竣工檢

查。

4.市府於109/3/13上午到校辦理竣工檢查。

5.施作戶外地坪。

外牆裝修工程

1.外牆彩鋼板於109/6/30起施作骨架橫樑。

2.已於109/7/27起於2樓開始組立內側牆板。

3.109/9/16完成外牆彩鋼圓浪部分安裝，109/9/25完成外牆彩鋼鉸合板部分骨料安裝。

4.行外牆擴張網安裝已於109/12/2完成。

室內裝修工程

1.109/8/5起組立GL1區5至3樓輕隔間骨架，並於109/8/30完成，續由水電配管後再填塞岩棉及封板。

2. 109/7/31鋁門窗(框)進場，109/8/11鋁門窗進行風雨試驗。

3.109/9/29已完成GL1區5至3樓輕隔間骨架及單側板，封板作業中。

4.二樓大展演廳地板整平灌漿於109/10/31完成，並於109/11/28養護完成後施作表層環氧樹脂。

5.進行5~3樓硬化地坪施工及3~5樓牆面天花批土。

6.持續施作第3次變更之各工項，另於109/12/3起施作欄杆安裝。

7.本案第3次變更項目原應於109/12/24完工，惟配合使用單位之需求又進行工項調整，二樓大展演廳環氧樹脂地

坪工程現場未完部分後續另案施作，已施作部分按契約估驗計價，影響施工期程部分另案檢討；部分如指標、

景觀地坪...等工項則因建築師要求之施工細節未核定施作完成；部分屋頂及廁所因防水施工延誤尚未完成，其

餘廠商已於109/12/24申報竣工。

8.二樓大展演廳表層及中層之環氧樹脂地坪由使用單位另行洽專業廠商施作，已於110/1/15完成議價，續由廠商

於110/1/29開工進場，並於110/2/6完工。並於110/2/6完工，110/2/25驗收。

驗收 總務處(相關單位) 108/6/1 108/10/31

1.已於110/1/12會同監造及承商辦理竣工查驗，惟部分不可歸責於承商之工項除外。

2.已於110/1/29由總務長主持零星工項後續處理研商會議。

3.已於110/3/16上午與承商、監造召開工務會議，就驗收程序、驗收文件及有關使照取得之待辦事項進行討論。

4.已於110/4/1起辦理初驗，並於110/4/16會同承商、監造進行初驗缺失彙整。

5.廠商已於110/5/3完成缺失改善，並於110/5/13完成初驗之複驗。

6.本案訂於110/7/29辦理正驗，校長已指派主任秘書為主驗人，並已於110/7/12函報教育部派員監辦驗收，惟教

育部已函復不克派員。

7.本案已於110/07/29辦理正驗﹐相關缺失限期廠商於20日曆天內完成改善，再辦理複驗。

8.相關缺失經承商改正後，本案已於110/08/31下午辦理複驗。

1.已於109/6/16由機電廠商取得汙水免挖證明，並於109/7/1取得台電免開挖證明。

2.109/9/3取得電信免挖證明，於109/10/5取得自來水免挖證明。

3.109/11/19召開請領使照作業進度檢討會議。

4.本案建照變更部分已於109/12/2由建築師公會協審完成續送承辦審核，另體泳館使照變更部分於109/12/3完成

行政驗收，待承辦通知核對圖面。

1.4

1.3.5

1.3.6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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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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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照請領 總務處 108/7/1 108/11/30

5.本案建照變更部分市府於109/12/16函知本校核對副本後領照，另體泳館使照變更部分建築師依市府建管單位

109/12/15審查意見釐清消防及都審事項中。

6.本組承辦同仁會同建築師於110/1/19至建管處提送建照變更修正資料並核對圖面，承辦人員初步表示已無其他

意見，同意上簽，惟稍晚又連繫建築師事務所要求補上結構相關文件，已由建築師再做回應。

7.建管處承辦人於110/2/9回覆已完成副本核對，惟尚需數個工作天始得完成內部簽呈。

8.已於110/2/19領得變更建照。

9.廠商已於110/3/4向管建管處掛件申請使用執照，該處審查後於110/3/16函退補件。

10.水電廠商接續建照變更後辦理消防變更時，消防局針對現場部分天花板未納入圖面要求先送建管處辦理變更

報備，本案建築師已於110/04/20獲建管處函文同意建照變更報備，再由水電廠商接續辦理消防變更。

11.水電廠商已於110/04/26辦理消防變更審查掛件。

12.110/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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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衛工處同日辦理污水竣工會勘，續

於110/5/19發函同意汙水竣工備查。

13.已於110/6/7取得消防變更核備函，並由消防局於110/6/18到校辦理消防竣工查驗，相關查驗缺失由廠商進行

改善。

14.110/7/1已由消防局通知缺失改善結果同意核備，並於110/7/7核發同意函。

15.針對牆心線標示與面積計算之疑義，建管處使照科於110/07/21要求施工廠商依據使照勘檢意見改正圖說內容

，並要求先送建照科以建照變更報備程序處理，建築師已於110/07/26再掛件申請建照變更，建築師公會亦於

110/08/04排審。

16.本案建照變更報備已由建築師公會於110/08/04審查核可，110/08/17完成建築執照報備副本製作，110/08/23並

取得核備函，廠商接續使照申請程序。

17.110/09/07由建築師會同廠商與建管承辧再次核對圖面，原則獲得通過，將俟取得消防局

對建照報備之許可函後併呈送件，預訂9月底領得使用執照。

公共藝術設置 總務處 105/1/1 109/8/31

1.研發處106/05/03召開本工程公共藝術執行小組第1次會議。藝科中心106/04/28召開會前工作會議研商辦理事

宜。

2.本案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於108/03/20奉示由研發處移交總務處(營繕組)執行，因期間之作業已中斷2年，已於

108/04/26奉准重組執行小組辦理後續。

3.已於108/06/04召開重組後第1次公共藝術執行小組會議。

4.已進行委員時間調查，已於108/09/10召開第2次公共藝術執行小組會議，並依據執行小組委員建議修正設置構

想書。

5.已於108/12/26函送設置構想書至市府文化局，文化局承辦人員要求補正相關文件。續於109/01/17函送修正構

想書至市府文化局。

6.市府文化局於109/1/30回覆本案將提送台北市公共藝術審議會(幹事會)審議，審議結果另行函復。

7.市府文化局於109/2/26召開幹事會會議，決議請本校依幹事會意見補齊修正相關資料，再提送公共藝術審議會

審議。

8.本校於109/3/12函送修正設置計畫書，市府文化局109/3/18函覆同意將提送後續審議會，會議時間另行通知。

9.文化局於109/6/5上午召開公共藝術審議會，並由本處派員出席，109/6/17已收到市府函送會議紀錄，本案設置

計畫書於修正後通過。

10.市府文化局109/6/15檢送公共藝術審議會會議紀錄，本校已於109/7/3依委員意見完成設置計畫書修正並函送

市府文化局。

11.本案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業由市府文化局於109/7/13函覆准予核定。

12.已於109/8/4辦理邀請比件之藝術家現勘說明會。

13.截至109/9/4止已收到三位藝術家投件資料，預定109/10/26召開本案公共藝術徵選會議。

14.公共藝術徵選結果簽奉核准，原訂於109/12/1召開鑑價會議，惟因故另擇期再開。

15.藝術家已於110/1/11及110/1/25到校現勘檢討設置細節。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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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列管序號

16.藝術家已於110/2/18再次到校進行討論，並於110/03/3下午又到校討論。

17.藝術家已於110/3/30下午再次到校進行討論設置細節，另於110/5/5召開公共藝術鑑價會議。

18.藝術家已於110/5/18依委員意見修正設置計畫書修正，並於110/5/21以電子郵件送鑑價小組委員審閱，110/5/28

完成確認後，110/6/4函送徵選結果報告書到市府文化局。

19.市府文化局於110/6/15函復核定本案公共藝術設置徵選結果報告書，並已於110/6/23與藝術家辦理議約事宜。

20.藝術家已於110/7/21提送工作執行計畫書及細部設計圖，並於110/7/27簽奉核准。

21.藝術家於110/9/3來函申請作品設計變更接合細部，並申請期中勘驗期程因受疫情影響由

原預定110/9/6前辦理展延至110/9/30前，刻正審查檢討中。

A2
總務處、研發處(影

新學院、相關單位)
104/12/1 107/8/31                         

建築師技術服務遴選(含招標文件製

作及公告招標)
總務處 104/12/1 105/12/9

1.本案設計監造勞務預算未達公告金額，規劃以公開取得企劃書方式評審建築師。

2.研擬招標文件及預算中，完成後即依程序簽陳並辦理招標。

3.影新學院已於105/1/11補充一樓規劃新增新媒系、動畫系之設計需求，105/2/26簽呈招標文件，已於105/3/7簽奉

核定。

4.已於105/3/9上網公告招標，等標期至105/3/29止，預定105/3/30開標(資格審查)；另於105/3/8簽呈組成評審小

組。

5.105/3/30之開標因無人投標而流標，已簽准再次上網公告，至105/4/13截止投標，同日下午5:30開標(資格審查)

，又因無人投標而流標。

6.經徵詢部分建築師之意見，初步判斷原因為基地條件較差，導致審查成本較高及審查期程較長，已再徵詢部

分與學校較有往來之建築師，請其針對流標原因提供具體建議，再由本處彙整簽辦。

7.已重新簽辦追加建築師設計及請照費用，並於105/8/8奉核，續於105/8/11上網公告招標，預訂105/9/12開標(資

格審查)。

8.本案採購採購評選委員會已於105/8/15簽奉核可。

9.本案已於105/9/12開標(資格審查)，僅1家廠商投標，並於105/9/22召開評選會議，會議紀錄已於105/10/3奉校長

核定，因投標廠商被評為不合格，已於105/10/14再次簽呈重新上網公告。

10.第2次上網公告等標間為105/10/24~11/22，已於105/11/23開標(資格審查)，僅1家廠商投標，續於105/11/28召開

評選會議，評審結果經簽核後已於105/12/9完成議約。

細部設計及建照請領 總務處(影新學院) 105/12/10 107/3/17

細部設計 總務處(影新學院) 105/12/10 106/2/12

1.影新學院於105/12/13 召開第1次細部設計討論會議，就建築師提案各系提出使用需求進行討論，105/12/20 由

建築師完成修正後，於 105/12/22 由校長主持召開第2次會議。

2.影新學院於105/12/28召開第3次細部設計檢討會議。

3.106/1/3建築師提交修正後設計圖及預算，惟尚未納入完整基本需求，經建築師於106/1/6補正，雖就預算差額

研提初步說明，本處經審查後已再次要求補充相關資料。

4.建築師已再次補充相關資料，針對本案預算不足問題已於106/2/6簽呈修正預算，並會簽影新學院。

5.已於106/3/29上午10:00召開細部設計成果會議，並由校長主持，將俟影新學院確認使用維管單位及經費後呈核

修正成果報告。該會議紀錄會經簽會影新學院已於106/5/3奉核，同日函送各相關單位。

6.本案建築師及電機技師於108/4/24到校與各使用單位檢討水電細部需求，續請各使用單位填報用電設備使用調

查表，以利計算用電負載。

7.各使用單位用電調查表及既有管線資料已於108/5/8提供電機技師辦理細部設計。

8.已於108/7/24下午邀請建築師到校檢討本案工程預算及進度。

2.1

2.2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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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列管序號

都市設計審議 總務處 106/2/12 106/4/22

1.已於106/5/3發函請建築師於106/5/18前辦理都市設計審議掛件。

2.106/6/1市府函文要求14日內補正圖說，已函轉建築師要求限期辦理。建築師已於106/6/14掛件補正。

3.市府於106/6/27召開都審幹事會，106/7/3函發會議紀錄，要求106/8/1前由建築師完成修正後提送報告書。建築

師已於106/7/27提送市府都發局修正報告書掛件，續辦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4.市府於106/8/17函文要求本校於106/8/30前提送修正計畫書，已由建築師配合辦理。

5.市府於106/9/7召開都審審查會議(大會)，本校由營繕組林奕秀組長、蔣宗倫技士及建築師代表與會，相關審查

意見及審查紀錄由市府於106/9/18函送本校，並要求本校於30日內製作修正報告書重新送審。

6.106/9/25由總務處會同建築師、影新學院、電影系、新媒系及動畫系等共同研商都審意見回應方案，後續由建

築師依據研商結論修正都審報告書。

7.為審慎完成都審報告書之修正，已由建築師向市府申請都審報告修正展期30天，並由本處於106/10/20召開都

審報告書內部檢討會議，提供相關建議請建築師據以修正。

8.建築師於106/10/31提送修正後之都審報告書到校，經由本處營繕組簽呈用印，建築師已於106/11/10提交都發

局掛件送審，本處持續追蹤都審大會召開時間。

9.本案第2次都審大會承臺北市政府都發局於106/11/30召開，本案已獲審議通過。

10.經由建築師依都審會議紀錄修正都審報告書，已於106/12/22提送定稿本報主管機關核定，市府都發局於

107/1/16函文核定。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總務處 106/5/7 106/9/28

1.已於106/6/22召開水土保持計畫進度研商會議，邀集建築師及其複委託之水保技師與會，並邀請富國公司之專

業技師列席指導。

2.由建築師會同水保技師撰擬水保計畫。

3.臺北市政府建管處於107/3/1將本案之水保計畫會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審查，大地工程處於107/3/8

檢附初步審查意見退請本案水保技師據以修正水保計畫。

4.本校於107/4/10發函要求建築師事務所盡速會同水保技師再辦理水保計畫之掛件送審。

5.本案水保技師已於107/4/27掛件送審，大地工程處於107/5/7再次退請修正，已轉知建築師及水保技師儘速修

正。

6.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於107年/5/11受理修正水保計畫，107/5/17來函要求繳審查費用俾續行審查，本

校已於107/5/23完成匯款。

7.市府即委託審查之技師公會於107/6/14到校辦理水保計畫現勘及召開審查會議，另要求本案於107/7/17前提送

修正計畫書。

8.市府大地工程處107/8/23函文核定本案水保計畫，並移送核定本至建管處。

9.市府都發局107/9/4函轉本案水保計畫核定本2份至本校。

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 總務處 106/9/28 107/3/17

1.建築師已於107/9/27發函市府申辦加強坡審。

2.107/11/26市府承辦人電話通知本案預訂107/12/14召開審查會，市府都發局已於107/11/27函文正式通知。

3.市府建管處已於107/12/14召開審查會，決議需依委員意見修正且經確認修正完成後通過。該次審查會議記錄

已由建管處於108/1/2函發，建築師預計108/1/25前完成修正提送市府再審。

4.經查建築師未於108/1/25完成文件修正提送市府再審，已先電話催辦，並於102/2/13再發文催辦。

5.建築師於108/2/25提送坡審計畫書修正版至市府建管處，經承辦人檢視尚有部分缺漏，已再請建築師補充。

6.108/3/8下午邀集影新學院、電影系、新媒系及動畫系與建築師再次確認空間配置需求，部分設計須配合需求

調整，已請建築師研議，會中並促請建築師加速推動請照作業。

7.108/3/29電冾建管處承辦人員表示，一位坡審委員針對基地開挖對北側擋土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之回覆仍有疑

慮，該承辦人建議建築師親洽委員後修正，修正版再轉委員確認，以節省時效，目前尚由結構技師進行內容修

正。

8.建築師及結構技師已完成內容修正，於108/4/25送交市府承辦轉請委員確認，已持續追蹤建管處承辦人員之辦

理情形。

9.市府建管處已於108/5/24函覆同意審議通過，要求製作報告書定稿本，水保技師已於108/5/27送交建管處。

2.2.4

2.2.3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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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列管序號

10.建管處其後又以電話通知定稿本部分內容仍需修正，已於108/6/28發文催請建築師盡速配合修正以取得加強

坡審核定許可及辦理後續。

11.市府建管處加強坡審承辦人通知本案定稿本已簽陳通過，俟完成用印後發文核定。

1.建築師於107/1/30提送台北市政府建管處掛件，建管處於107/2/13函送審核結果表要求補正資料，已轉請建築

師據以修正。

2.建築師於107/3/8上午到校研商建照請照辦理事宜。

3.配合建管處要求，已請美術系及新媒系於3月底前完成現地存放雜物清理，並於107/4/2招商拆除建築基地上之

舊有組合屋。

4.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審查已由本校簽辦規費繳納，繳費後即通知建築師向臺灣省地

質技師公會掛件。

5.地質技師公會於107/5/23辦理現勘及第一次審查會，請承辦技師依審查意見修正後提送報告書辦理後續審查。

6.地質安全評估報告書之承辦技師已依審查公會之意見修正報告書後再送審，經公會審查通過並同意製作核定

報告書，續於107/6/29發函核定。

7.107/8/27函請建築師加速建照申辦作業，並於107/9/13會同建築師檢討建照申辦情形。

8.建築師對於本案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費用提出質疑，主張該筆費用應由本校另外支

付而非內含於契約價金中，本處於107/10/2邀集建築師到校協商。

9.本校已於108/8/20完成建照複審申請書用印，並請建築師儘速送件審查。

10.建築師公會建照協審建築師於108/9/6到校現勘。108/10/1追蹤建築師事務所辦理進度，建築師表示修正資料

已送公會複審，待公會確認圖面後即送建管處(建照科)。

11.建築師公會協審建築師再要求本案先行辦理建照審查展期，本校完成授權委託書用印後由建築師於108/10/18

向建照科提送申請。

12.市府108/10/29函覆同意展延建照申辦作業，建築師108/11/8第1次與建管處承辦核對圖面，部分技師資料過期

需補件，修正後已於108/11/15第2次對圖。

13.建管處承辦人員要求建築師補正雜併建申請。(備註：本案於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中已有申請雜併建，但市

府於核定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結果時遺漏註記同意雜併建之意見。)

14.108/12/24連繫建照科承辦人表示，原則同意雜併建並已簽核中，俟簽准後再續進行建照程序。

建照請領 總務處 106/4/22 107/3/17 15.北市都發局於109/1/3函覆本案應於建管處辦理雜併建會議紀錄文到2個月內須辦理建照複審，惟據建管處承

辦人員表示，相關主管要求本案必須重新提送加強坡審大會審議，已於109/1/20再次提送加強坡審大會審議通

過。

16.北市都發局於109/2/10函送第2次加強坡審會議紀錄，紀錄中已載明原則同意雜併建，並已轉請建築師速辦後

續請照作業。

17.建築師已於109/2/15提送請照文件至建照科，建照科於109/2/24提出待補正事項由學校轉知建築師辦理補正。

18.109/3/16建築師提送補正請照文件，經建築師公會於109/3/24協審通過後移請建照科審理，109/4/7電洽建照科

承辦人員表示，本案仍持續審理中。

19.建築師已於109/5/4與市府建照科承辦對圖通過，續待建照科內部簽辦建照核發程序。

20.經109/6/16電洽市府承辦人表示，本案約可於一週內完成建照簽核流程。

21.市府都發局109/7/6通知辦理校對建照副本，建築師109/7/27取得本校用印資料辦理中。

22.本案屬山坡地建案，建管處已於日前辦理建照行政抽查，又請建築師補充說明資料，建築師已於109/8/19補

送建管處。

23.109/9/28已由建築師至公會核對副本，續於109/10/8與至建管處核對副本。

24.建築師於109/10/26將藍晒圖送達建築師公會，再轉建管處簽辦發照。

25.109/11/10電洽建照科承辦表示，本案已呈核建照核發作業中，後於110/1/18再電洽承辦人表示已簽准，已請

建築師洽承辦人員約定時間領照。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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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列管序號

26.建管處110/2/2來電請本校及建築師聯名補附說明書乙份，建築師於110/2/3至建管處完成副本核對，另說明書

於110/2/5用印後交付建築師轉送建管處，後續待建管處通知領照。

27.建築師已於110/2/19將副本圖交付建管處承辦人，俟市府通知領照。

28.110/3/9市府通知建築師領取建築執照(110建字0060號)。

五大管線送審 總務處 107/3/18 107/5/11

1.建築師已於110/4/15辦理消防圖說之掛件送審，消防局110/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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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於110/06/10洽詢建管處承辦表示尚未收到建築師之報備文件，本校即於110/06/11發函要求建築師110/06/18

前辦理，其後建築師於110/06/16向建管處總收發掛件申請報備，建管處轉請公會於110/06/25協審。公會於

110/7/5審理後辦理副本圖核對，並於110/7/7再移建管處辦理，續由建築師110/7/14會同建管處承辦研商。

3.建築師複委託機電技師於110/5/12到校現勘，預定6月初辦理電力、汙水、給水等送審，但仍未收到申請書件

，本校再於110/6/11發函要求建築師於110/6/18前辦理，惟建築師仍未辦理，本校再於110/6/28及110/7/12兩次發

函催辦。

4.消防圖說變更事宜已由建築師於110/7/29完成建管報備程序並先行領回副本圖，俟本校收到核定函後即轉請建

築師將消防設備圖說再送消防局審查。

5.建築師已請電機技師於110/08/04交付五大管線申請資料至事務所用印，隨即再轉送本校用印。

6.消防圖說變更事宜已由市府於110/8/2核定函，續由建築師再送消防局審查；另五大管線申請資料已由本校用

印完成，續由電機技師辦理送審作業。

7.消防圖說變更事宜已於110/08/30獲消防局核定(110/09/03取得核定函)。

工程招標 總務處 107/3/27 107/5/16

1.建築師於109/6/20提送設計預算書圖及規範，經審查後於109/7/7退請修正。

2.建築師109/9/9設計預算書圖第3版，經審查後於109/9/25退請修正。

3.建築師於109/10/16再次提送修正圖說，刻由本組進行審查，並由本組洽請營造廠協助報價。

4.依據洽訪營造廠之報價修正建築師之預算，已並於109/12/22簽呈辦理工程採購。

5.本案於110/1/5奉核先依原核定預算額度1100萬元內辦理招標。

6.110/1/26簽呈工程採購，110/2/8奉准辦理，已於110/2/17上網公告招標，至110/3/8截止投標。

7.110/3/9第1次開標，因僅1家廠商投標流標；同日第二次上網招標，至110/3/16截標，於110/3/17開標並順利決

標。

施工 總務處 107/5/12 107/8/14

1.已於11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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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110/4/26提報。

2.廠商110/5/14函報圖說清查結果，已於110年/5/21轉送建築師並要求於110/5/26前回復，惟建築師僅於110/6/6以

電子郵件回傳部分結構圖說(已於110/6/9轉寄施工廠商參考)，其餘疑問均未回復，已再於110/6/11發函要求建築

師於110/6/18前回復，建築師配合於110/6/18提送相關資料，已將鋼結構詳圖及水保施工說明於110/6/28函轉施工

廠商確認，另螺栓及擋土鋼樁預算數量則請建築師再確認補正。

3.建照正本已於110/06/11函送施工廠商辦理合約開工，廠商配合辦理中。

4.廠商於110/6/28函復有關消防審查須調整建照圖說部分續待建管處回復後始能辦理開工，本處於110/7/12函復

已催促建築師辦理。

5.廠商之施工計畫書及品質計畫書已由建築師於110/7/26審畢，並於110/7/30轉送本校審查；另廠商於110/7/29將

7.建築師於110/8/23來函主張本案水保監造未含於勞務契約，本校則持不同主張，已於

110/09/08邀集建築師及施工廠商會商，初步決議由本校先墊付水保技師的監造費用，促使廠

商順利開工，但本校將透過第三公正單位進行爭議調解，釐清雙方之權責，相關研商結果將

另案製作信函回復建築師。

2.2.6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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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列管序號

驗收 總務處(相關單位) 107/8/15 107/8/29

使照請領 總務處 107/7/17 107/8/29

公共藝術設置 總務處 106/3/1 107/8/312.7

2.6

2.5

11



109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填報日期：110/9/13  　填報單位： 教務處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109年高教深耕計畫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

計畫規劃與核定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
109/12

教育部109/12/14臺教高(二)字第1090176886號函知，第一部分主冊109年成果報告暨110至111年計畫書考評

結果，預計於110年3月底前確認考評成績後，核定並函知各校110年補助經費。

計畫規劃及經費預核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
110/2

1.110年經費預開帳及人事續聘案業於109/12/17獲簽准(1081004551)，由主計室於109/12/18完成開帳，且於

109/12/18以電子郵件通知各計畫主持人及管理人據以辦理。

2.學院基本款暫以109年核定數(設備費佔總額25%、人事費1名專任員額薪資、餘為業務費)之70%預開年度

計畫專帳，人事聘任比照109年原則，各學院核給1名專任人員額度，續聘者聘任超過1年者得由各計畫主

持人決定晉薪1級；行政單位計畫於109/12/9個別向副校長、研發長報告協調，校長於12/11裁定配額(國際

處於12/30重提預算、校長110/1/6裁定)；校級計畫於110/1/6核定，暫比照109年核配額度。

3.因應110年人事費保費變動、計畫辦公室調整至教務處，已於110/2/26簽請校內經費配置調整

(1101000723)。

4.110年度經費預開帳於110/4/19依各單位回傳經費表調整完畢(簽1101001201)，仍以70%額度預開(人事費全

額)。

5.110年校內計畫核定經費於110/5/18全額開帳完成(簽1101001807)。

經費核定及分期請款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
110/12

1.依教育部3月3日臺教高(二)字第1100029027號函示，業以3月11日北藝大教字第1100001320號函辦理主冊計

畫第一期款請撥作業。

2.110年第一期款：教育部110/3/30臺教高(二)字第1100037289號函准予撥付，於110/4/7入帳。

3.教育部110/4/16臺教綜(六)字第1100050725V號函核定附錄2「提升高教公共性：透過原住民族學生資源

中心輔導原住民學生成效」經費及審查意見。

4.教育部110/4/27臺教高(四)字第1100056146R號函核定附錄1「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

效促進社會流動」經費及審查意見。

5.教育部110/5/3臺教高(二)字第1100013252M號核定110年第一部分主冊計畫經費，全校經費配置已於

110/5/14上傳教育部深耕計畫管考平臺。

6.教育部110/7/19臺教高(二)字第1100092856S號函檢送計畫各期經費撥付額度表，本校第1期款經費執行率

已達70%，已於8月6日向教育部辦理請撥第2期款。

7.教育部110/08/18臺教高(二)字第1100107026號函核准撥付第2期款，於110/8/19入帳。

校內執行計畫及經費核配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主計室)
110/4

1.請各計畫於110/4/20(二)提報年度計畫書與經費預算表，一級用途別(人事費、業務費、設備費)比例報部

後不得調整流用，請各單位逕依相關規定確實執行完畢。

2.校長110/2/22裁示，為增進結案效率，110年起加強計畫經費管理規則。

3.110年校內計畫經費於110/5/18全額開帳完成(簽1101001807)。各計畫經費配置原則上不得變更，僅能以互

相授權使用、或簽請換帳辦理。詳見計畫網站公告。

修正計畫書及經費表繳交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各計畫單位)
110/6

1.為回覆教育部審查意見，本辦擬視需求請相關單位提交修正計畫書，待來函後個別通知。

2.歷年經費執行情形與110核配狀況已依實際數據修正(1101001920)報部。

3.110年修正計畫書已於110/6/9完成報部，並填報於教育部高教深耕管考平臺。

1.1.4

1.1.3

列管序號

A1

1.1

1.1.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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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列管序號

計畫經費執行、變更與結算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主計室)
110/1 110/10

配合教育部管考時程，為利整體經費運用與統計，110年度計畫經費變更預計於5月至110/10/29止受理申

請。

校內經費變更 各計畫執行單位 110/10/29

1.校內各單位於教育部核定經費並全額開帳後(6月底前)，得配合計畫執行內容修正提出變更申請，請以校

內換帳方式，以簽文說明變更原因，檢附修正計畫書、變更後經費表、變更申請表辦理。

2.110年度經費變更最終受理日期為110/10/29，請於此前將經費變更決行簽文與附件回閱本辦與主

計室後，請主計室調整帳目，逾期恕不受理。

3.凡涉及不同計畫間換帳、校級計畫分項計畫、經費增減、歸還學校等，皆須以簽文辦

理。

年度經費動支 各計畫執行單位 110/12/10

1.為增進結案效率，110年起深耕計畫經費執行擬比照校內會計作業規定，於12月中關帳並終止110年請購

作業。

2.各項人事聘任(含專兼任人員、工讀生等)期限為12/31，111年1月人員薪資請以111年經費辦理。

3.經110/2/22會議校長裁示，加強設備費執行效率。各計畫設備費應於110/8/31動支50%以上，110/10/29

未請購之設備費，將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

滾存經費動支 各計畫執行單位 110/11/30

1.主冊計畫108年滾存支用情形、109年經費結算暨109年經費滾存申請，業於110/2/25紙本函報教育部。

2.教育部110/4/27臺教高(二)字第1100029620號函同意109年經費滾存，請單位確實依照滾存項目與預定支用

日期執行完畢，110/11/30未完成支付者請依規定辦理餘額繳回。

年度經費結算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主計室)
110/12/30

1.109年經費結算於110/2/25紙本函報教育部，年度執行率計95.65%。

2.教育部110/4/27臺教高(二)字第1100029620號函同意108年滾存暨109年經費核結。

計畫執行相關會議 110/2

計畫管理說明會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
110/3

1.於110/3/24舉辦110年計畫執行說明會，邀請各計畫主持人、管理人、執行團隊蒞臨交流，請各計畫務必

派員參與。

2.於110/3/24上傳《110年深耕計畫工作說明手冊》至深耕網站計畫人員專區，供各計畫團隊下載、瀏覽。

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 (人事室)
110/6

1.依教育部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遴

選之。

2.特聘教授彈性薪資由人事室籌辦提薦審議相關事宜。
3.計畫推動、校務治理兩類彈性薪資獎勵，由深耕辦公室於110/7/14辦理審議會議完畢，簽文110/7/21已決行，並依規

劃辦理核撥作業。

計畫成果展暨分享會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
110/11

1.為增進結案效率，呈現各單位執行成果，110年深耕計畫分享會將於11月底-12月初辦理，將以各計畫成

果影片欣賞為主。

2.預計於111年3月14日(星期一)辦理深耕5年(107-111年)成果展，配合未來教育部實地訪查規劃靜態展與論

壇等活動，請各計畫務必出席參與。

1.3.3

1.2.4

1.3

1.3.1

1.3.2

1.2

1.2.1

1.2.2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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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列管序號

校內繳交執行成果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 (各計畫、校

內相關單位)

110/2

高教深耕計畫網站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各計畫單位)

110/6

111/1

1.為配合教育部年度管考平台辦理計畫績效及成果填報，將以email提醒各執行單位隨時更新深耕網站之執

行成果。

(1)第一次提交：110/6/30提交目前執行情形之成果。

(2)第二次提交：110/12/27提交全年度成果，12月執行成果請於111/1/6補增完畢。

成果報告書 各計畫執行單位 110/11

將以email通知各執行單位繳交110年成果報告書，以利彙整後報部。

(1)第一次提交：110/11/30提交1-11月成果。

(2)第二次提交：111/1/6補增12月成果。

全校辦學績效調查
各計畫、校內相關單

位
110/11

本辦於109進行「全校辦學成果調查」，為落實教育部辦學成效資訊公開，以及推動校務專業管理制度(IR)

，110年起擬透過相關工作會議討論，精進調查辦法。請各單位協助辦理。

優化高教深耕計畫網站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
110/12

1.業於110/3/2完成網站首頁banner設計與更新。

2.業於110/3/2完成盤整深耕網站109年計畫主持人、計畫管理人、計畫成員帳號權限；於110/4/1完成110年

各計畫帳號開通。

歷年成果影片 各計畫執行單位 110/11/8
1.110年額外補助各計畫製作「歷年成果影片」，受補助單位請於110/11/8繳交至少1支5分鐘影片。

2.補助經費使用期限為110/11/30止，逾期餘額收回。

管考平台填報
研發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 (主計室)
110/3 依教育部管考平台系統通知時間辦理相關資訊填報與文件提交。

經費支用情形填報
主計室 (深耕計畫辦

公室)

1.依教育部管考平台規定，每年4次提報計畫經費支用情形(包含主冊、附錄及USR計畫)，填報金額以實支

數為準。表定填報期程：第一季填報(110/4)、第二季填報(110/7)、第三季填報(110/10)、第四季填報

(111/1)。

2.教育部110/5/3臺教高(二)字第1100013252M號函請學校填報110年核配數、各面向配置、截至110/5/31實

支數，於110/6/10前填報完成。

執行成果、亮點與關鍵績效指標

填報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 (各計畫、校

內相關單位)

111/1/10

依教育部管考平台規定，每年2次提報計畫關鍵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包含主冊及附錄計畫)。

1.第一次填報(110/6)：於5/7請績效指標相關推動單位 (計9個)填報110年截至目前執行情形，四大重要議題

融入課程修讀情形由本辦更新至109-2學期。

2.第二次填報(111/1)

教育部調查表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 (校內相關單

位)

111/1

1.教育部高教深耕管考平台自108年10月啟用後，不定時派發教育部調查表，學校須依指定期限回填上傳。

2.本(110)年度已回填調查表：110/1/29「全英語課程辦理情形」、110/6/3「教育部現行規定對於高教深耕計

畫推動之困難及修正建議調查表」、110/7/1「各校與境外大學合作開設EMI線上課程及採認情形調查

表」、110/7/20「中央政府各機關非營業特種基金編列原住民相關經費彙總表」。

成果報告彙整報部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主計室)
111/1/10 依教育部來函辦理1.6

1.4

1.4.1

1.4.3

1.5

1.5.1

1.5.2

1.4.2

1.4.4

1.4.5

1.5.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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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13日 

重點工作—林教務長劭仁 

註冊組 

一、 辦理 110 學年度新生共 819 人(含保留學籍及僑、外、陸生)入學相關事宜，續進行

資料審核及補件作業。 

二、 110-1 學期學生學雜費繳費截止日為 9 月 13 日，續進行繳費資料核對。 

三、 110 學年度轉學生及新生抵免學分申請至 9 月 27 日加退選截止，請各系所輔導學

生依期限處理，以保障自身權益。 

四、 配合學校防疫工作，於 9月 9日將已完成新生註冊資料填報、學歷查驗及繳交學雜

費之校園數位識別證，送至各學系所辦公室協請轉發所屬學生(未完成者，待程序

完成後續發放)，以利記錄學生校園足跡。 

課務組 

一、 9月 13日至 27日辦理本學期課程加退選及特殊個案(如擋修、重覆修習等)課程補

選單收件建檔，結束後進行選課資料檢核作業。 

二、 辦理本學期大學部學生修研究所課程申請及校際選課(含陽明及政大學術合作學

校)申請案。 

三、 辦理本學期加退選後選修課程人數未達開課標準之課程停開公告及學生補選事宜。 

四、 與國際處聯繫提供適用安心就學措施未返校之境外生選課及修課相關協助。 

五、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因應疫情授課原則，已公告於學校官網「防疫專區」及教務處

網頁。 

六、 已調查各教學單位開學第一、二週各課程上課方式，並公告於學校官網「防疫專區」

及教務處網頁。 

招生組 

一、 111 學年度招生會議： 

 9 月 28 日(二)將舉辦 111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年度會議，議程為確認招生工作組織及

分組執掌、學士班單獨招生、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學士班、學士班特殊選才、碩博

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碩博士班甄試、新住民入學招生簡章確認、大學「繁星推

薦」、「申請入學」及「海外僑生」招生簡章核備及各類招生考試日程。 

二、 111 學年度招生試務：  

(一) 碩博士班甄試：招生簡章將於 9 月 29 日(三)公告，屆時將提供網路免費下載。 

(二) 大學「繁星推薦」及「申請入學」：有關 111 學年度招生簡章校系分則登錄作業，

已將簡章修訂相關規定發函至各招生學系(程)進行編修，招生組彙整後依限於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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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五)前至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系統進行檢核及確認。 

出版中心 

一、 張曉雄《踐行者》及世界遺產之旅 28《克羅埃西亞》、29《摩洛哥》，已完成出版。 

二、 鍾明德老師《身體行動方法》影音光碟已完成出版，於榮退研討會辦理首映會。 

三、 9 月 12 日《海上京奇—海派京劇藝術論（1900-1949）》新書分享會，因應疫情發

展採線上及實體同步辦理。 

教學與學習中心 

一、 TA培訓工作坊: 

(一) 與研發處合辦「110年度研究助理(RA)研習暨教學助理(TA)培訓工作坊」將於 10月

1 日(五)中午 12 時 20 分至 14 時，於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辦理，歡迎感興趣之教

職員生報名參加 

(二) 109-2 學期因疫情延期之「6 小時自媒體影像剪輯速成『進階』」活動將於 10 月 8

日(五)中午 12時 20分至 15時 30分，於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辦理，此活動員額已

滿，故不再開放報名。 

二、 博班實驗室：110-1學期博班實驗室系列講座將以「_間_」為主題，邀請音樂、美

術、戲劇、舞蹈、文資等學門講者蒞校辦理講座，擬於 9月下旬公告活動消息，歡

迎有興趣之教職員生踴躍參與。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日期：110/1/1-12/31） 

一、 110年經費執行與提醒：（110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一) 截至 9月 2日全校 110年主冊計畫執行率為：31.82%，各計畫執行率詳見附件 1。

統計圖表同步公告於深耕網站計畫人員專區。 

(二) 設備費各計畫應有明確使用規劃，避免因招標採購流程延宕核銷。至 10月 29日止

設備費未請購餘額，由學校收回。 

(三) 各計畫年度執行率應達 80%以上，核銷期限依主計室公告年度關帳日期（約 12 月

中）為準。受疫情影響活動請儘可能以替代方案持續辦理，如確定不使用之經費請

儘快與深耕專辦聯繫。 

(四) 各計畫若有換帳需求請以簽文辦理，10月 29日截止受理。 

二、 109年滾存經費執行：（經費使用期限至 110年 11月 30日止） 

(一) 109 年滾存經費請單位確實依照滾存項目及預定支用日期執行完畢，11 月 30 日未

完成支付者請依規定辦理餘額繳回。 

(二) 歷年成果影片補助經費（業務費）可支用於深耕計畫相關項目。至遲請於 11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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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將核銷單據送至深耕辦公室，11月 29日前須核銷完畢。 

三、 110年計畫成果填報： 

(一) 為呈現本校辦學績效，擬於 10 月發布全校辦學活動調查表、深耕成果報告書、政

策配合事項等填報表單，請於 11月 30日完成填報與繳交。請各計畫隨時紀錄活動

清單與辦理成果，線上活動亦請統計參與人次或瀏覽人次。 

(二) 為配合教育部年度管考平台辦理計畫績效及成果填報，請各計畫持續上傳目前執行

情形之成果貼文至深耕網站。 

(三) 教育部高教深耕管考平臺（網址：https://sprout.moe.edu.tw/Sproutweb）公開

各大學深耕計畫執行成果與相關資訊，歡迎上網瀏覽。 

四、 110年計畫執行提醒： 

(一) 凡使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透過各類媒體（含社群媒體）進行業務宣導，須標明為

「廣告」，並揭示補助機關/指導單位為「教育部」，詳見深耕網站最新消息。 

(二) 各計畫請於 11 月 8 日前提報 1 部 5 分鐘歷年成果影片繳交至深耕辦公室 NAS 空

間，呈現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教學實踐之執行成果，影片規格與核銷說明請見網站

計畫人員專區公告。 

(三) 為利政府施政資訊分享，出國計畫若因疫情改以參與視訊會議方式辦理者，應比照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規定，於視訊會議結束 3個月內，

由各機關人員擬具視訊會議報告，連同出國報告審核表，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

核定後，上傳至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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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13日 

重點工作—林學務長于竝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獎助學金及就學補助措施】 

（一）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申請至 9/13 止，配合開學前 2 週遠距

教學，延後收件至 9/20截止，相關資訊已公告於學校首頁校園公告及課指組網頁。 

（二） 110 學年度弱勢助學計畫申請自 9/13 起至 10/19 止，請至學校網站校園消息及課

指組網頁下載或至課指組領取紙本申請表。 

（三） 110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補助學生生活「緊急紓困助學金」及「校外住宿租金紓

困補貼」申請至 110 年 8 月 31 日，統計至 8/17 已撥款申請同學共 97 人次，匯款

至帳戶後另行通知學生。 

（四） 受理各類獎助學金申請：如「原住民獎助學金」、「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及校外獎助學金等，相關資訊及截止日期詳見學校網站校園消息及課指組網頁。 

二、 【學校暨社團活動】 

（一） 原訂於 9/12（日）辦理之社團評鑑及社團博覽會，因應校級防疫會議決議開學前

2週採遠距教學，將延至第 3週於藝大咖啡及水舞台前辦理。 

（二） 綜合宿舍社團空間依據社團評鑑結果，將協調各社團空間需求申請。 

（三） 9/13開放校慶藝陣比賽報名於 9/24截止。 

（四） 9/13 透過校內表單系統開放校慶藝啟樂健行學生端及兼任教職員報名於 9 月底截

止（名額若滿將提早截止）。 

（五） 9/13～12/30 關渡 30－藝術 Moving 校慶紀念章收集活動，在學生集滿 4 move 類

別紀念章，即可至課外活動指導組兌換限量紀念品一份，數量有限換完即兌換活

動結束。 

三、 【服務學習】 

（一） 原訂於 9/13～9/17 舉辦之 109 學年度服務學習分享會暨講座，配合開學前 2 週採

遠距教學，將延至第 3週辦理。 

（二） 110-1學期藝術媒介服務學習計畫－專案補助申請時間於 10/8截止申請。 

（三） 110-1服務學習委員會會議提案，請於 10/8前完成專簽提案。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配合 9/13～12/30關渡 30－藝術 Moving校慶紀念章收集活動，原資中心辦理之講

座與活動自 9/6日起開放報名至 12/6日截止。 

二、 9/30辦理原民生期初座談會－原來在"藝"起活動，報名上限人數 40人。 

學生住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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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8/10～9/05施作「學生宿舍」各棟公共空間及寢室清潔作業。 

二、 9/10配合 110學年新生始業式（因疫情改為線上教學），辦理消防講座。 

三、 原訂 110學年第 1學期住宿生入住日：新生（9/10、11）、舊生（9/11、12），配合

開學前 2週採遠距教學，將彈性調整為自 9月 10日起可開始辦理入住，請同學依

據各自之需求，分流入住，遠距教學結束後再行入住亦可，不會影響同學之住宿

權益，援例協請總務處依往例開放家長車輛當日免收停車費。 

四、 10月中旬前，請各系所助教協助提供各班校外賃居同學名冊及輔訪追蹤記錄表，

以利 110學年度校外賃居訪視工作執行。 

生活輔導組 

一、 【校園安全】 

（一） 110-1學期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暨執行委員會議預定於 9/14（二）下午 2時召開，本

次會議因疫情因素採 Webex 視訊會議方式辦理，屆時請所有與會長官準時上線與

會，網址:https://tnuameeting.webex.com/join/virtual10。 

（二） 「萬安 44號」防空演習將於 9/15（三）13:30至 14:00實施，此次演習僅發放防空

警報及「空中威脅告警系統」手機警訊，不人車管制、不疏散避難、不關門關燈。

警報聲響後一切如常，必要時配合警方引導。 

二、 【防制濫用藥物宣導】 

近日有新聞報導指出販毒集團，看準年輕人喜歡抽電子煙，故將大麻摻入電子煙

菸油並以「自然系電子菸」為噱頭販售，本組近期發現相關報導與案例增多，故

於 110 學年新生始業式，製作防制藥物濫用簡報提醒，電子煙可能成為吸食毒品

之媒介，提醒學生須提高警覺，避免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誤用成癮。 

三、 【學生兵役業務】 

持續彙整學生兵役緩徴與儘召相關資料，並針對新生、復學生及延修生之戶籍/服

役資料清查與校正，俾利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學生兵役作業。 

四、 【學生公假調查】 

110-1學期學生公假調查刻正彙整中，將俟簽奉校長核定後公布之，惠請各單位務

必依排定計畫執行，並於活動執行前，將學生公假名單送生輔組辦理登錄，以維

護學生權益。 

五、 【新生始業教育】 

110學年度新生始業教育業於 9/5-9/10以線上方式辦理，並提供新生 120分鐘之同

步直播課程（開幕式、校歌教唱、校友分享、快閃直播）及 230分鐘預錄課程（置

於新藝學園）；截至 9/7止，已有 83%之新生陸續觀看影片、填寫測驗、問卷、填

寫個人作業、進行團體創作，俟課程結束，另案提供上開統計資料予提供課程之

單位。 

https://tnuameeting.webex.com/join/virtua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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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1. 具感染風險個案追蹤管理：自 8/1至 9/7衛保組列管健康追蹤個案統計如下 

（1） 9/7前因境外抵臺需進行健康追蹤者，已完成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師生總計 7

人；尚在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師生總計 11人。 

（2） 因 9/4機師確診案自主回報收細胞簡訊師生總計 16人。 

2. BNT疫苗校園集中注射：本校舞蹈系貫一至貫三同學為 BNT公費疫苗施打對象，

衛保組辦理進度如下 

（1） 已發出「校園集中接種 COVID-19 疫苗」意願調查信函，並請舞蹈系方助教透過

系所管道通知學生及家長配合意願調查工作。 

（2） 已聯絡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承辦人協助進行校園集中接種作業評估、接種時間安排

等事宜。 

（3） 擬於 9/13中午前收執全數意願調查書，依限期於 9/16前學生接種意願造冊陳報臺

北市衛生局。 

（4） 持續配合臺北市衛生局及承辦疫苗接種醫療院所之工作時程及需求辦理相關工

作。 

3. 防疫窗口會議：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會議已於 9/1上午辦理，當日下午已發

放各單位 1000CC酒精供開學期間備用，9/8下午亦發送部分醫療口罩予各學院統

籌供系所備用 

4. 校園餐飲單位防疫輔導： 

（1） 實聯制、出入口管制、人流降載、維持社交距離、人流動線規劃。 

（2） 體溫量，宣導發燒或有上呼吸道症狀之顧客勿進入餐廳。 

（3） 用餐時請勿說話，除飲食外全程佩戴口罩。 

（4） 不同桌顧客間保持 1.5公尺以上間距或使用隔板；同桌者保持 1.5公尺間距或使用

隔板。勿自行移動桌上隔板，不使用未開放之座位區。 

（二） 登革熱防治：為避免登革熱流行風險升溫，臺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擬於 9/15

派員到校稽查校園環境，請各單位落實權管房舍、空地與設備設施之環境管理及

孳生源清除工作，共同維護校園環境安全。 

（三） 110學年度新生體檢： 

1. 新生體檢活動防疫計畫陳核：依教育部 110年 9月 3日臺教綜(五)字第 1100118421

號函規定，於 9/8發文臺北市衛生局陳核。 

2. 配合開學前 2 週採遠距教學，原訂於 9/12 辦理之新生入學健康檢查，暫定延至

10/17辦理，相關執行細則請於 9月 13日至新生入口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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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門診醫療業務：因馬偕醫院考量現行國內 Covid-19疫情仍屬嚴峻，為避免疾病跨

場域傳播風險，無法配合指派醫師到校辦診療作業，故開學後本校門診暫停開診。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 110/7/1～9/10期間，電話關懷輔導達 99人次（21人），來談議題排序分別為：情

緒困擾、人際議題、家庭問題。 

（二） 110-1 學期心理諮商服務時間，開學前 2 週 110/09/13～26 配合學校實施線上遠距

教學，諮商將暫以通訊方式進行，中心個管老師會主動聯繫個案並說明後續進行

方式，前 2週諮商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9:00-17:00，待學校恢復實體上課後，諮

商形式將配合恢復以實體方式進行，服務時間除原有時段外，週二、三將延長至

晚間 20:30。特別說明:當恢復實體諮商後，為防疫動線及人數控管，僅開放預約者

於諮商前五分鐘入內等候，非必要情況下，不建議陪同者入內等候。每位諮商時

間將調整以 40～45分鐘為限，以便在下一位諮商者使用前能進行諮商空間環境消

毒，以上原則將同時配合中央及學校防疫措施與規範滾動式調整。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 進行 110-1新生身心狀況調查表高關懷群學生電話關懷及諮商邀請事宜。 

（二） 10/4-11/15辦理「活力新生‧藝起成長」新生班級輔導活動（施測&解測），共計 10

場。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 110-1學期愛玉私塾生職涯輔導活動確定邀請黃珮迪、劉士達、袁浩程校友擔任業

師，預計 9/29（三）中午辦理活動說明會，歡迎鼓勵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二） 本年度畢業生流向追蹤執行中，正進行校友近況追蹤，將於 110/11/10日前完成追

蹤事宜。 

四、 【資源教室】 

（一） 完成 110年度北金鑑輔分區特殊教育工作推動現況之到校訪視會議。 

（二） 110學年度資源教室新生轉銜會議召開暨新舊生個別化支持會議規劃辦理。 

（三） 110-1學生活動辦理－障礙平權星光電影院電影欣賞，場次：10/18逆光飛翔、11/22

聲之形。 

（四） 110-1學生活動辦理－哲思系列：心靈寫作讀書會～來寫寫字工作坊（場次：10/28、

11/4、11/11、11/18）。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 籌備 110-1性平宣導活動，11/25邀請熱線講師帶領「藝起晚餐－互動式講座 1場」、

11/11邀請美雙工作室負責人帶領「甜蜜蜜－點心手作工作坊 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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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0-1性平主題文宣品「好膽 My皂－創意紙香皂」進行設計案校稿。 

體育中心 

一、 與課外活動指導組合作辦理 10/23日校慶藝啟樂健行活動，9/3日健行路線場地勘

查，緊急救護路線規劃，防疫規範配套方案討論。 

二、 10/1日至 10/31日辦理「挑戰連續運動 5日不間斷，每日 30分鐘」，歡迎同學來挑

戰，完成並登入表單者即可參加抽獎，共計 20份 500元禮卷，還可以參加關渡 30

－藝術 Moving紀念章活動，集滿 4 move類別紀念章，即可至課外活動指導組兌

換限量紀念品一份，數量有限換完即兌換活動結束，相關活動公告在學務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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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13日 

重點工作—莊總務長政典 

一、 營繕組： 

（一） 「體泳館鋼構修繕工程」廠商已於110/08/20起進行室內鋼構除鏽作業以及刮除帷幕

舊有矽膠作業，並於110/08/30會同見建築師、承商及體育中心辦理第1次變更設計

檢討會勘。 

（二） 「行政大樓廁所(含茶水間)整修工程」案近期辦理情形如下： 

(1)進期辦理天花板、小便斗、蹲/座便器、洗手台、導擺以及照明設備之安裝。 

(2)目前已由廠商提送第1次契約變更書圖及詳細價目表供監造單位審查，另涉及追

加工期6天，竣工日期由110/09/10展延至110/09/16。 

(3)另新增本校自行採購項目，包含2樓茶水間電話線遷移、茶水間蒸飯箱及微波爐

之設備新購、廁所垃圾桶更新、廁所入口及廁間標示牌，費用為8萬餘元。 

（三） 「學生宿舍暨學生餐廳改善工程」已經教育部於110/07/07召開審查會議，並由教育

部於110/08/13來函核定補助2,576萬元，已請本校檢附資料辦理第一期款515.2萬元

請款，已促請建築師盡速提供修正報告書以辦理請款。 

另因應餐廳結構安全事宜，已於110/08/06召開餐廳結構安全討論會議，決議以結構

安全為優先考量，經簽准以限制性招標洽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辦理餐廳結構安全鑑

定，已於110/08/26與該公會議價決標(金額39萬元)，公會於110/09/08進行現場損壞

調查，110/09/11現場取樣送驗。 

（四） 「圖書館、音一館斜屋頂及音樂廳伸縮縫漏水修繕」案已於110/08/24進行露臺防水

試水，並於110/08/30澆築地坪混凝土，110/09/05申報竣工，本處會同監造及廠商於

110/09/09進行竣工查驗。 

（五） 「戲舞大樓T2103室隔音門窗及地板裝修工程」案已於110/09/01申報竣工，本處會

同監造及廠商於110/09/07辦理竣工查驗。 

（六） 「音樂與影像跨域學程教研空間整修」案經完成音二館部分之選色後已於110/08/31

進場施作，全案預定110/09/19完成。 

（七） 「舞蹈系館及戲劇系館冷卻水塔更新」已於110/08/18會同監造單位及廠商進行竣工

查驗，並於110/08/30驗收通過，目前辦理竣工計價。 

（八） 「行政大樓後側擋土壁修繕工程」已於110/08/31辦理第二次開標並順利決標，並由

廠商於110/09/07開工，當日上午並召開施工前協調會議，預計本周由廠商進場整地

搭架，全案工期50日曆天。施工中將有噪音產生，敬請同仁見諒。 

（九）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案」於110/09/06收到廠商竣工補正文件，經審查後尚

有缺漏，已請廠商補件。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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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0提送政策公

告相關文件(電子檔)，仍有待修正事項，本組續於110/09/03將建議修正方向提供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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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廠商續於110/09/07修正完成並發文來函。 

（十一） 「荒山劇場及水舞台木平台更新修繕」案已由廠商於110/09/02申報完工，待擇期辦

理驗收。 

（十二） 「汙水系統改善及接管工程」案之設計監造案已於110/08/25與最符合需要廠商完成

議價後決標，續由廠商依契約規定於決標次日起21日(110/09/15)前提供設計圖說及

預算。 

（十三） 「科藝館專業設備採購」統包案已由廠商於110/08/27提送第1版細部設計成果，經

審查後退請修正，另廠商於110/09/03來函請撥預付款，續於110/09/07檢據簽呈中。 

（十四） 「美術系裝修工程」統包案經廠商完成細部設計後，已於110/08/26開工進場，全案

工期為30日曆天。 

（十五） 「行政大樓三至四樓增設無障礙設施」案已彙整設備規格並簽陳招標文件，俟奉核

後即辦理開標。 

（十六） 「行政大樓教務處外牆洗石子龜裂修繕」案已於110/08/28-30利用假日進場施作完

成，包含教學大樓入口外牆磁磚脫落修補。 

（十七） 全校區水塔經清洗後亦進行水塔水質取樣送檢，110/09/06送回檢驗報告均為合格。 

二、 事務組： 

（一） 大南客運通告因疫情關係導致司機人力不足，自110年9月6日起(學期開始)往返本校

專車(周一至周五07:50，08:10，08:30，17:10，17:30)持續暫時停駛，其中部分班次

(周一至周五07:50，08:10，17:10，17:30)改由校車行駛。已於110/09/02發EDM公告

週知。 

（二） 為考量防疫需求及提升行政效率，110學年度汽、機車通行申請全面改為線上申請

，惟因配合現有程式架構，暫由本組以人工方式進行後台線上審查，已於110/08/18

以EDM公告週知，並自110/09/01起受理線上申請。迄110/09/07止，共計申請519筆

(汽車206輛、機車371輛)。 

（三） 110年8月份停車場收入為14萬2,318元，較109年同期收入(27萬9,100元)減少13萬

6,782元，減幅達49.01% 

（四） 地美館對面停車格停放之廢棄汽車經張貼限期移除通知，已由車主於110/09/03自行

移置。 

（五） 為辦理本校駐警及工友110年5月至8月平時考核成績，已於110/09/02函請各單位主

管填寫駐警及工友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並於本(110)年9月17日(星期五)前秘

送總務處事務組彙辦。 

（六） 本校因近期之疫情而管制校園，致於校區活動人員大幅減少，導致校園週邊流浪犬

有靠近校內人員活動熱區的傾向，本組近日實施作為及提醒如下，並已上傳校安群

組： 

(1)經本組觀察，本校週邊流浪犬主要有三群，分布於荒山、一心路及阿福草，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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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傍晚以後出沒，請途經的教職員生特別留意，如有保護的需求，可電洽駐警

隊（02-28961000分機1562）或以緊急電話求援。 

(2)駐警及保全巡邏校園，近日將以驅趕流浪犬為優先業務，尤其是接近人員活動區

域的犬隻，並加強規勸任意餵食流浪犬者。 

(3)總務處已函請動保處協助，除已商借誘捕籠，並於本週密集入校，以執行驅離及

捕捉流浪犬。 

(4)總務處規劃增購野犬誘捕籠，以增進捕捉效能及擴大捕捉區域。 

(5)總務處將持續追縱流浪犬的動向。 

三、 保管組： 

（一） 開學在即，學生餐廳因建物結構安全及內部裝修改善工程，預計至明(111)年暑假前

均無法提供餐點服務，所產生之供餐缺口，除與胖卡大聯盟簽訂合作協議及提供校

園周邊竹圍、關渡地區餐廳資訊予教職員生參考外，亦協請校內各夥伴餐廳預先研

議增加平價多元外帶餐飲之品項與數量，以為因應；為了解各餐廳供餐因應營業準

備情形，已於110/08/31(二)下午2時邀請校內各夥伴餐廳進行座談會議，並邀請學務

處生輔組、衛保組、學生會長、營繕組及事務組列席與會共同討論。 

（二） 宿舍前鵲橋用餐替代空間周邊樹木及環境已於110/09/07(二)至110/09/09(四)進場修

剪與整理，用餐桌椅、傘組桌椅及防疫隔板、告示等，則配合110/09/12(日)學生社

團博覽會同場地使用後，安排於110/09/13(一)上午設置完成，後續每星期一至五每

日上下午由專人進行環境維護與清潔消毒。   

（三） 開學前全校建物公共空間防疫消毒作業已於110/09/04(六)完成，另新生體檢場地(

教學大樓2-4樓)則於110/09/13(一)上午進行第2次消毒，又舞蹈系高中部疫苗施打場

地防疫消毒則配合衛保組通知辦理。 

（四） 110年度報廢品標售案業已簽奉核准辦理後公告上網，預計110/09/09(四)上午10時進

行帶看現場，110/09/14(二)上午11時開標。 

（五） 電影系財產及物品件數合計約1500件，盤點作業已於110/09/07(二)開始進行，後續

將依盤點進度陸續協助系上辦理財產移轉及報廢程序。 

（六） 110學年度帳篷桌椅採購案，業於9/6(一)完成開標，由學生活動王得標。 

四、 出納組： 

（一） 有關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雜費前置作業已由電算中心於110/07/14 召開學雜費協調

會議，研商確認註冊組、課指組、住宿中心、出納組等各相關單位前置作業期程，

出納組於110/08/03完成學雜費繳費主檔上傳中信銀學雜費平台，中信銀續於

110/08/05完成轉檔作業，學生續於110/08/06開始繳費，應收計3,672人，共計新台

幣113,575,450元。110/08/06至110/08/31共計收款金額為44,854,590元，並於110/09/02

完成入帳作業。 

（二） 110年7-8月份場地租借營業稅申報核算結果，計開立發票247,098元(去年同期

665,240元,減少62.8%)，應繳稅額6,711元，進項總額369,760元，可扣抵稅額1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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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因疫情場租退費折讓5,644元，上期留抵稅額11,223元,應繳0元，下期可留抵稅

額22,999元。 

（三） 110年8月份工讀金已於110/09/15核撥入帳，本次總計核發99人次，總金額為413,292

元。 

五、 文書組： 

（一） 已於110年9月7月完成辦理本學期新任主管電子公文系統操作教育訓練1場次，有3

位主管參加。 

（二） 有關文件登記及取件作業系統建置案，會同電算中心、廠商就系統功能需求進行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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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13日 

重點工作—林研發長姿瑩 

綜合企劃組 

一、 \ 系所評鑑實地訪視行前確認事項已寄發各系所調查，請於 110/9/17回復本處。 

二、 \ 11010期校務資料庫 

(一)  校內填報日期為 110/9/1-110/10/29，業已通知校內各填報單位。 

(二)  本期校內檢核表檔案已於 110/9/8上架並發信給各填報單位利用。 

三、 \ 科技部 110年度研究獎勵審查會議業於 110/9/13上午辦理。 

四、 \ 科技部計畫執行追蹤管理（110/7-9） 

 類型 計畫項目 件數 

申請 專案導向研究計畫(子計畫) 1 

核定 

大批專題研究計畫 11 

延攬博士級研究員 1 

獎勵博士生撰寫博士論文 1 

變更 計畫執行各類型變更申請 4 

請款 各類型計畫經費 15 

結案 各類型計畫 2 
 

五、 \ 藝術家教師臺東駐校計畫業於 110/9/3完成驗收，刻正辦理經費請撥作業。 

學術發展組 

一、 110至 111學年度投資管理小組委員聘函，已發函並寄送校外委員。。 

二、 110至 111年度學術審議委員會，刻辦理簽請校長核定退休委員遞補並重新發聘。 

三、 校務資料庫 110年 10月期填報，學校及專任教師學術交流活動情形、學校補助專任

教師研究、進修之獎補助人次及金額等調查表，業已寄請相關行政單位及系所助教

協助轉請教師填報，並請於 110/10/15前回寄本處彙整，以利依限上傳。 

四、 110-1學期國內交換生說明會已於 110/9/11線上方式辦理。 

產學合作組 

一、 近期計畫徵件資訊（含常態性補助計畫）請於本處網站計畫徵求專區查詢了解。 

二、 非科技部計畫執行追蹤管理 

(一)  計畫申辦執行情形（110/7-9） 

類型 補助 委辦 委辦(標案) 合作 合計 

申請 3 0 0 2 5 

核定 5 3 4 1 13 
 

https://rd.tnua.edu.tw/call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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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結案情形（統計基準日：110/9/9） 

類型 件數 

逾期未結案 0 

逾期結案，結案函文簽辦中 0 

依規定 110/9/30前應辦理結案 5 
 

三、 110年度產學合作績效獎勵委員會議訂於 110/9/13下午辦理。 

產學合作組 創新育成 

 
育成粉絲專頁 

一、 本校創新育成網頁建置將邀請 2 位育成業師為諮詢顧問，並訂於

110/9/30召開規劃討論會議。 

二、 本年度育成進駐團隊招募，文宣品預計 9月底前定稿並開始宣傳，暫定 10月底截止

招募。 

三、 教育部 110年度教育部 U-start創新創業計畫（110/5/1-110/10/31） 

(一)  第 2階段創業績優團隊獎勵申請業於 110/9/3完成報部作業。 

(二)  預計於 110/9/14辦理輔導及團隊核銷憑證檢視。 

四、 2021夢想自造所 Dear Dream Maker 

(一)  本年度進階工作坊暨期中檢驗輔導依團隊創業屬性辦理 3場次，業完成 110/9/2、9/3

場次實體輔導，110/9/25場次依防疫警戒情形調整為線上會議方式辦理。 

(二)  本年度成果展售訂於 110/10/23（六）校慶日假學生活動中心辦理實體市集，考量疫

情狀況影響之因應，刻正籌備線上方案。 

五、 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教育 2年期計畫（第 2年 109/8/1-110/8/31） 

(一)  109年計畫補助款經費收支結算表業於 110/9/10函送報部。 

(二)  110學年度修正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業依規定於 110/9/7前報部。 

(三)  藝術創業微學分學程 

 1.設計學．學設計－藝術家的品牌塑造課程業於 110/9/6-10完成線上密集授課。 

2.因應 110 學年度計畫補助經費額度及全期執行績效之達成，將另會檢視整體必修

課程，並就各課程目標及教學設計進行調整討論。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購置教學研究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 109/12/17-110/12/16 

 
計畫平臺 

一、 109年度計畫經費目前執行情形請參見經費執行進度表。 

  

專案名稱：教育部藝術校院辦理推廣藝術教育計畫 110/1/1-110/12/31  

https://www.facebook.com/TNUA.Incubator
https://sites.google.com/gmcc.tnua.edu.tw/tnuafacilities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ea1z5-TlmlQuYZAC2v_Wi-Wio6jX2_m/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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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分項計畫經費目前執行情形請參見經費執行進度表。  

二、 110-1 學期藝術實踐 A 類（課程類）已開始徵件至 110/9/23 為止，業以書函公告並

發信教學單位助教週知。 

三、 2021妖山混血盃跨域創意實驗室 

 
混血盃粉絲專頁 

(一)  本年度成果展預計自 110/10/2 至 10/17 止。因應疫情情勢，開、閉幕

及成果評選，經評估後均調整為線上方式辦理。 

(二)  業於 110/8/20 辦理團隊線上工作會議，將另於 110/9/17 辦理進度檢視

會議，並向學生團隊宣達及協助線上成果展和成果評選之辦理。 

 
成果展文宣 

  

專案名稱：教育部藝術校園美感教育計畫 109/12/29-110/8/31 

 
計畫平臺 

一、 本年度計畫經費目前執行情形請參見經費執行進度表。 

二、 本年度計畫展延申請公文業獲教育部函覆同意，業以 Email 通知各執

行單位暨提醒成果及經費結報期程，並公告於計畫平台供查閱。 

一、 期中績效調查業協助填畢初稿，於 110/8/12經計畫主持人確認後依限提交。 

二、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hR-8rz0MJIiP9fJdtkVsBSTQi5pWRauAP2v2yBQ_F9U/edit?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rPLVAkFEIXFx4P44HdRn9kcYBTeWBpH/view?usp=sharing
https://www.facebook.com/TNUAGenieLab201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gOK3c6zhcuu5VkC5alF-nq-2lW0tyLn/view?usp=sharing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nua-aestheticedu/%E9%A6%96%E9%A0%81/10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QhFvRZxQuD0obatId4Se6EyEnlUrdqC/view?usp=sharing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nua-aestheticedu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gOK3c6zhcuu5VkC5alF-nq-2lW0tyLn/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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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 年 9 月 13 日 

重點工作—林國際長亞婷 

 一、國際交流業務 

(一) 2021 年「Shared Campus 校園共享專案計畫」 

*國際長將於 9 月 14~15 參加 Shared Campus-Strategy Workshop 線上會議。 

*本學期子計畫「Critical Ecologies 生態思辨」，將於今年 11 月 12-13 日(星期五、

六 )依據疫情情況，舉辦線上 /實體混合研討會：主題「Embodying Local 

Knowledges」。已於 8 月 30 號討論舉辦會議，討論研討會細節。 

二、境外學生業務 

(一) 截至 9 月 13 日為止，入境居家檢疫人數有 15 位，其中已有 3 位解除隔離。 

尚未入境 8 位學生，將分別入住於中山或松山意舍酒店、北投雅樂軒酒店或集中

檢疫所，完成檢疫後於其他飯店或是返回租賃處進行七天之自主健康管理。 

(二) 辦理境外新生/舊生入臺程序(外國舊生:1、外國新生:12)、（僑生舊生：9人、僑

生新生：27 人）、(陸生：7 人)，並通知學生在 14 天居家檢疫及 7 天自主健康管

理期間，不宜進入校園。 

(四) 辦理未返台陸生新生入臺證多次簽轉多次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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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過系所審查學生共 29 位。 

因應疫情以及政府規定，申請 110-1 學期學生已確認延期至 110-2 學期， 

第 2 學期是否能入臺進行交換，將依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二) 110 學年度本校學生申請赴外交換共計 32 位。 

110-1 學期通過姊妹校審查並確認將赴外交換共 4 位， 

110-2 學期交換生人數尚待姊妹校審查中。 

四、其他業務 

(一) 國際交流業務(姊妹校/交換學生)承辦人於 9 月 13 日更換，將由陳臻怡專員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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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 年 9 月 13 日 

重點工作—蘇院長顯達 

音樂學院 

一、 辦理 9/3(五)11:40「新聘小提琴專任助理教授黃俊文記者會」，活動於國家音樂

廳地面層「樂格輕食」餐廳舉行。當天除蘇院長、盧文雅主任、黃俊文老師致詞

外；蘇院長、薛志璋老師、李宜錦老師、黃俊文老師以及蔡佳憓老師，也共同演

奏韋瓦第《四把小提琴的協奏曲》，並與旅美小提琴家胡乃元老師視訊連線，胡

老師說明將於本學期 12月時親抵音樂系擔任客座講座教授。現場計有自由時

報、中央社、中央廣播、中國時報、聯合報、PAR雜誌、MUZIK雜誌、新唐人電

視台等多家媒體到場報導。 

※黃俊文老師為國際知名小提琴家，曾榮獲 2009年瑞士汐昂國際小提琴大賽首

獎、2015年費雪事業獎(Avery Fisher Career Grant)以及 2017年林肯中心新銳藝術

家獎，本學院網羅一流人才至系上擔任專任教師，引起國內外教育界與藝文界極

大震撼，國外著名媒體《The Violin Channel》亦立即報導此一聘任消息！ 

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一、 教師事務： 

(一) 本系「教師升等外審委員人才資料庫」110 年度增修案截止收件，相關資料回收

彙整，並提送本學期第 1 次系所教評會議審議。 

(二) 樂團職銜教師聘任相關事宜。 

(三) 兼任教師補聘相關事宜。 

二、 學生事務： 

(一) 新生始業式相關事宜。 

(二) 境外生安心就學措施調查。 

三、 招生： 

(一) 111學年度學士班招生簡章 2校確認。 

(二) 110學年度碩博士暨在職專班招生簡章 2校確認。 

(三) 10/16【鏈結藝術自造與夢想－大學･高中的專業對話】高雄場─出席人員  名單

送出。 

四、 課程： 

 110-1學期第一至二週課程授課方式(實體或遠距)調查。 

五、 考試： 

(一)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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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組學位考試班辦法網路公告。 

2. 學位考試辦法申請流程彙整網路公告。 

(二) 大一新生鋼琴、音樂理論、音基等課程期初鑑定考試公告。 

六、 展演： 

(一) 2021春夏系列音樂會：文宣品資料及各場有聲資料整理存檔。 

(二) 2021秋冬系列音樂會：文宣品主視覺設計、各場演出人員確認及相關經費編列 

。 

(三) 【關渡新聲】評審邀請、初賽順序確認。 

七、 高教深耕： 

(一) 多功能遠距空間設備學生教育訓練。 

(二) 辦理「進階錄音工作坊」。 

(三) 辦理「後花園工作坊」；關藝節、聲響藝術節演出製作處理。 

八、 總務： 

(一) 樂器維修保養(音樂廳鋼琴整琴與期初調音安排、低音提琴維修) 。 

(二) 系辦防疫隔板相關事宜、樂團防疫架相關事宜。 

九、 第 32 屆傳藝金曲獎，音樂系專、兼任教師與校友表現亮眼，入圍名單如下： 

 

專任教師 

《最佳作曲獎入圍》 

林京美／《謐》給弦樂團／寂靜之聲 

《最佳演奏獎入圍》 

范姜毅／桃園四季 

 

退休教師 

《最佳作曲獎入圍》 

潘皇龍／夢遊女／《䪩》—無設限的詩歌紀行  

賴德和／鄉音 III／交響臺北 II 

 

兼任教師 

《最佳演唱獎入圍》 

李靜芳／傳—老歌仔韻．承—本土的根 

《最佳傳統音樂專輯獎入圍》 

傳—老歌仔韻．承—本土的根／李靜芳歌仔戲團 

《最佳演奏獎入圍》 

解瑄／NSO首席之聲 解瑄—小河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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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最佳錄音獎入圍》 

楊敏奇／《䪩》—無設限的詩歌紀行   

楊敏奇／新美學．樂 

《最佳演奏獎入圍》 

鄧皓敦／NSO首席之聲 鄧皓敦—和風 

傳統音樂學系 

一、 會議： 

(一) 9月 13日 10:00召開 110-1第一次系務會議。 

(二) 9月 13日 12:00召開 110-1第一次招生委員會。 

二、 人事： 

(一) 協助新進兼任教師教職員證與電子郵件申請。 

(二) 網頁專兼任教師基本資料更新與照片補充。 

(三) 調查專兼任教師新冠肺炎病毒疫苗施打情形。 

三、 教務： 

(一) 因主任病假及魏心怡老師超鐘點，調整輔系音樂理論組學生的《主修－音樂理

論》授課教師為李秀琴老師。 

(二) 大一新生開學前集中式課程《基礎樂理》於 9/8完成線上課程。 

(三) 布袋戲大師班集中式課程於 9/9 完成實體課程，由於是實體課程，上課前一天

（9/5）全體師生進行快篩，已打疫苗並滿 14 天者提供施打疫苗證明，並於

(9/7)進行第二次快篩。 

(四) 調查全系課程開學前兩周的授課方式。 

四、 學務： 

(一) 協助系學會進行改選與交接事宜。 

(二) 協助二年級學生規劃校慶藝陣活動。 

(三) 了解暑假期間出國學生之身體狀況與僑生入境相關事宜。 

(四) 進行 110學年度入學學士班新生資料彙整與舊生通訊資料更新。 

五、 總務： 

(一) 訂製防疫隔板與腳架以利南管洞簫與北管嗩吶上課進行。 

(二) 進行圖儀設設備費中之直立式鋼琴採購、琴房木製牆面維修與油漆工程核銷。 

六、 高教深耕計畫：北管文物整理計畫於 9/10邀請老師教授戲服整理及保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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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13日 

重點工作—劉院長錫權 

一、 【高教深耕計畫】：本年度《藝術－技術之應用實踐與數位思辨》計畫面向，分項

計畫 1-1［藍染與創作轉譯］，原定於開學第 2周前往南投工藝中心與藍染農場、

工作室進行實作研習，因疫情關係順延至第 8周 11月 5日至 7日進行。 

二、 【創作獎項】：本院舉辦「流域美學藝術啟動 2021-疫游行動」。日前已公布比賽

辦法， 9月 27日前接受初審送件報名。詳情請見臉書【流域美學藝術創生行動】

頁面。 

三、 【創作獎項】：本院與財團法人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持續合作，將舉辦「第四屆當

代雕塑麗寶創作獎」。日前已公布比賽辦法，10月 1日起至 29日接受報名。 

四、 【院務】：因應開學後於疫情情勢中的教學施行因應，本院已於 9月 3日針對專兼

任老師進行全面性課程調查。 

美術學系（含碩士班美創組暨美術史組、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一、 【教學事務】：針對 110系所自我評鑑實體訪查進行空間規劃安排。 

二、 【教學事務】：協助研究生辦理休復學、畢業離校相關事宜。 

三、 【教學事務】：寄發新生開學通知與新生手冊。 

四、 【教學事務】：受理研究生 110學年度第 1學期預選指導教授、學位考試、大綱口

考申請。 

五、 【展覽活動】：本系涂維政老師受邀參與第二屆「奧能登國際藝術祭 2020+」，於

9月 4日進行線上開幕。參展作品《珠洲鯨魚傳說遺址》是根據當地神話特別創作

的全新作品。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教學事務】：針對 110系所自我評鑑實體訪查進行空間規劃安排。 

二、 【教學事務】：協助研究生辦理休復學、畢業離校相關事宜。 

三、 【教學事務】：寄發新生開學通知與新生手冊。 

四、 【教學事務】：受理研究生 110學年度第 1學期預選指導教授、學位考試、大綱口

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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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 年 9 月 13 日 

重點工作—王院長世信 

戲劇學院 

一、 8/18(三)召開 2021冬季公演第二次製作會議。 

二、 8/24(二)召開 2021秋季公演第二次製作會議暨第四次設計會議。 

三、 陳建成老師參與原住民委員會提出「原住民族文化內容產製及推廣藝文創作試辦

計畫」線上說明會，回報此計畫以原住民族相關事件、傳說、歷史乃至於當代議

題等為主軸，以劇本產出為重點。將鼓勵相關系所的學生參與相關議題創作。 

四、 因 111年為校慶 40週年，由戲劇學院院長王世信與藝科中心主任戴嘉明領軍，戲

劇學系王嘉明老師、黃郁晴老師，劇場設計學系劉達倫老師，藝科中心區秀詒老

師，姚一葦學術網主編林乃文老師，組成特展策劃小組，並邀請優秀校友藝術家

從姚老師的理論著述、劇本創作出發，以跨領域、新媒體藝術作品與姚老師隔空

對話。 

戲劇學系/所 

一、 「台灣劇場研究展望暨鍾明德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已於 09/08（三）於本校國

際會議廳舉行，邀集國內外台灣當代劇場研究領域專家學者發表專題論文並舉辦

工作坊，展現台灣近年身體行動方法研究成果。 

二、 戲劇學系於 9/13上午 9：30～10：30舉行第一次線上系大會。 

三、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林書函、呂栩智、洪懿彤將於 9/25～26舉辦獨奏會，將會遵

守防疫相關規則。 

四、 戲劇學系於 9/27上午 10：30召開第一次系所務會議。 

五、 2021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全國碩博士生戲劇學術論文研討會「解鈴還需戲鈴人」，

訂 10月 31日～11月 1日（六至日）於本校戲劇學系 T107教室舉行，共有 22篇

論文經審查通過於本屆研討會發表。 

六、 9/8（三）召開第三次冬季公演製作會議 

七、 9/10（五）進行安全講習 

劇場設計學系/所 

一、 本系教學防疫措施： 

(一) 教室座位增設隔板及消毒用品。 

(二) 多媒體教室規劃梅花座。 

(三) 視不同課程需求調整上課模式(例：分組上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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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出入口添購紅外線感應消毒機。 

二、 本系將於 9/13(一)辦理線上系大會。 

三、 本系將於 9/13(一)進行本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 

四、 本系110年度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自我評鑑報告已於規定時程繳交完成。 

五、 【109圖儀設備計畫】 

本系 LED可切式聚光燈具採購乙案，相關流程辦理中。 

六、 【高教深耕計畫】 

本系將於110-1學期辦理兩門集中式課程： 

(一) 舞台設計專題 - 進階設計思考 

【授課教師】黎仕祺 副教授 

【上課時間】2021/9/26(日)、10/3(日)、10/17(日)、10/24(日) 

【學分】1學分 

(二) 服裝設計專題 - 進階劇場服裝設計 

【授課教師】林恒正 教授 

【上課時間】2021/9/25(六)、10/2(六)、10/16(六)、10/23(六) 

【學分】1學分 

七、 本系實習場所及系館空間暑假分批進行保養維護及工程如下： 

⚫ TD304、TD301碩班圖室層架改善工程：預計於 9/10(五)完成施作。 

⚫ TDB04舞台動力實驗室例行保養：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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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13日 

工作重點−何院長曉玫 

舞蹈學院 

一、 本校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之三連棟合作計畫，本院執行規劃已於 2021 年

9月 5日提送本校。 

二、 關渡藝術節將於 2021年 9月 16日舉辦記者會。 

三、 高教深耕計畫「舞蹈與影像」課程及工作坊已於 2021年 9月 8、9、10日完成，

邀請電影系系主任孫松榮教授以及知名評論人貧窮男前來給予講座。影片完成

成果將於 2021年 10月份進行成果過程講評會。 

四、 2021年 9月 2日與雲門舞集召開實體會議，討論 2022年重建《星宿》和《一藍

色的地方》，會中就排練時段、開課時數、《星宿》緊身衣重製、《一個藍色的地

方》服裝重製、舞者甄選時段等達成初步共識，後續進行資料整理並將簽訂雙

方合作備忘錄。 

五、 持續進行 110 年專項經費會議室活動置物櫃招標規範處理。110 年圖儀設備費相

關劇場投影設備及燈光控制系統採購核銷、110年深耕計畫資本門核銷。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舞蹈學系碩士班、舞蹈學系博士班 

一、 2021年 9月 6日召開舞蹈學系 110年度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自我評鑑會議，討

論現場實地訪評佐證資料準備方式、實地訪評空間、晤座談名單彙整等事宜。 

二、 2021年 9月 10日舞蹈學系針對防疫指引召開全系防疫會議，安排實體與遠距上

課之情形。 

三、 2021年 9月 13日召開全系大會，採視訊方式進行。 

四、 2021年 9月 13日進行關渡藝術節劉奕伶舞作《13+1》舞者排練以及徵選工作。 

五、 2021年 9月 14日召開貫一至三導師會議以及直升考試會議。貫一至三直升考試

預定於 9月 22日舉行。 

六、 2021年 9月 16日進行碩博士班新生迎新活動，將採視訊方式進行。 

七、 2021年 9月 24日舉辦北北風創作平台比賽，將採不開放觀眾方式進行。 

八、 2021年 9月 26日進行碩士班創作主修曾文譽畢業製作預口試。 

九、 2021年 9月 29日進行博士班樊香君學位論文考試。 

十、 2021年 10月 1、2日於展演中心舞蹈廳辦理碩士班創作主修馬修、曾靖恩畢業製

作。 

十一、 針對境外學生，根據選課預選情形，個別協調教師提供遠距授課以協助境外學

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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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與新媒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 年 9 月 13 日 

重點工作—魏院長德樂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研發處與影新學院執行教育部「北藝大智慧創新跨域微學程創設計畫」辦理進度

：魏德樂院長於9/3 (五)出席ITSA 智慧感知與互動體驗中心舉辦之「2021實地訪

視暨產學跨域師資培育講座」。 

二、 影新學院預定於9/28 (二)下午5:30舉辦本年度第三季生日會，歡迎各位主管們與會

。 

電影創作學系 

一、 【第 56屆電視金鐘獎】電影系在校生及校友入圍名單如下： 

(一) 碩士班校友： 

1. 蔣友竹、吳季恩/《天橋上的魔術師》/「戲劇節目編劇獎」(共四位編劇) 

2. 莊翔安/《返校》/「迷你劇集獎」、「迷你劇集（電視電影）最具潛力新人獎」、「戲

劇節目剪輯獎」、「燈光獎」 

3. 林亞佑/《主管再見》/「電視電影獎」、「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男主角獎」、「迷

你劇集（電視電影）男配角獎」、「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導演獎」、「戲劇節目剪

輯獎」、「燈光獎」 

4. 北村豐晴/《戒指流浪季》/「迷你劇集獎」、「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主角獎」、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配角獎」、「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編劇獎」 

(二) 碩士班在校生： 

1. 簡嫚書/《她們創業的那些鳥事》/「戲劇節目女配角獎」 

2. 温晴/《窩卡》/「電視電影獎」、「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導演獎」、「迷你劇集（電

視電影）男主角獎」 

(三) 學士班校友： 

1. 陳又瑄/《公視迷你電影院—家庭式》/「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配角獎」 

2. 游珈瑄/《公視迷你電影院—家庭式》/「迷你劇集（電視電影）最具潛力新人獎」 

3. 林劭慈/《公視迷你電影院—家庭式》/「戲劇節目剪輯獎」 

4. 郭語彤/《公視迷你電影院—家庭式》/「美術設計獎」 

(四) 學士班在校生： 

1. 盧以恩/《天橋上的魔術師》/「戲劇節目女配角獎」 

2. 高倩怡/《客家尋味劇場─女孩上場》/「戲劇節目最具潛力新人獎」 

二、 【高雄電影節 2021國際短片競賽】本學系校友入圍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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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碩士班校友陳翰恩/《巴基之詩》 

(二) 碩士班校友張靖野/《獨攀者》 

(三) 碩士班校友曹仕翰/《貓嶼蒼蠅》 

(四) 碩士班校友劉純佑/《透明的孩子》 

三、 【第 43屆優良電影劇本】本學系在校生及校友，入圍名單如下： 

(一) 碩士班校友吳美枝/《失能少年》 

(二) 碩士班校友傅凱羚/《多那滋之家》 

(三) 碩士班校友柯孟融/《咒》 

(四) 碩士班校友曹仕翰/《南方時光》 

(五) 碩士班校友鄭海伯/《梅姨》 

(六) 碩士班校友楊貽茜/《野鬼》 

(七) 碩士班陳群同學/《水星逆行》 

四、 9/8 至 9/9，電影系與舞蹈系合辦《舞蹈影像工作坊》，本次工作坊作品預計於關

渡藝術節期間公開放映。 

五、 戲舞大樓 F2405 排練教室及藝文生態館樓梯間加裝門禁系統，以利教學空間之安

全及管理。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於 9/8 (三)-9/12 (日)與清華大學共同策劃舉辦 ARS ELECTRONICA 的線上

展覽及活動，前進「2021奧地利電子藝術節」，主題為“Entrance and Distancing 

Deal in Digital Era”，主要探討數位時代來臨社會中的「入口」與「距離」議

題，在 NTHU x TNUA TechArt Festival 的活動中，新竹部分由清華大學負責，

規劃有一場展覽主題為“Entrance Deal”以及一場疫情下的日誌行動藝術活動

“Diaries in the Deal of COVID-19”；臺北部分由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

系負責，規劃有一場展覽主題為“ArtSushi”以及一場以 AR 結合塗鴉藝術的活

動“ARrow”。 

二、 新媒系袁廣鳴老師受邀「希望之後：反抗的錄像(After Hope: Videos of 

Resistance)」國際錄像特展，於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展出《佔領第 561小時》

作品，即日起展出至 12月。 

三、 新媒系王福瑞老師受邀失聲祭藝術家專題，於 9/10(五)舉辦「寂鬧無常：王福瑞

的聲音實踐」講座，地點為「VA Hub 虛擬藝術跨界實驗基地」。 

四、 新媒系「2021 宜蘭獎」得獎名單： 

(一) 碩士班魯志楷同學，作品《垃圾場 Living Room》獲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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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碩士班陳雁蓉同學，作品《一些痕跡/traces》獲立體造型類入選。 

(三) 碩士班侯思齊同學，作品《Void-電視映射》獲攝影與新媒體藝術類入選。 

(四) 碩士班郭子耘同學，作品《溺 II》獲攝影與新媒體藝術類入選。 

動畫學系 

一、 配合教育部來函與教務處修正公告，考量教學空間限制，22人以上課程鼓勵以全

線上教學為優先，如不適用全線上教學的課程，依規定須搭配分流措施才能進行

實體授課，建議採實體+線上授課教學。分流措施實體授課規劃：第 1 週 單號學

生到教室參與實體課(雙號學生於線上參與課程) ，第 2週 雙號同學到教室參與

實體課 (單號學生於線上參與課程) ，本系教室座位將依學號標示，採固定座位。 

二、 本系舉辦「全國小學巡迴動畫營」因應疫情轉成線上動畫營，於 9/4-5 與豐林國

小合作進行。本次活動由王綺穗老師帶領本學系學生一同規劃執行。本活動旨在

將動畫藝術轉化為創意體驗課程，分享傳遞至中小學，同時也培養動畫系學生對

社會關懷面及團隊合作向心力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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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 年 9 月 13 日 

重點工作—林院長承緯 

一、 研究大樓文資書苑空間整修：牆面油漆、更換大門。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111學年度招生海報徵稿進行，預計十月初完成。 

二、 開學第一、二週及安心就學授課方式調查。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9/10~9/12與藝管所共同開設集中式課程《藝術、創意與領導》，邀請Hotel Mvsa (

慕舍酒店) 執行董事王劭仁先生擔任授課講師，課程內容擬加強團隊共識建立與創

意激發等內容，讓新生快速彼此認識、融入校院環境。 

二、 持續輔導並協助學生論文修改、電子論文審核，以及辦理休學、復學、畢業離校

手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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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第三期諮詢委

員線上共識會議於9/10辦理。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一、 9/10~12 藝管所與藝教所合作開授集中式實驗課程，邀請政大「領導與團隊」課程

固定講師之一的王劭仁博士帶領「藝術、創意與領導」，提供新生學習，也增加

兩所學生的認識與互動。 

二、 9/12 安排新生導師時間，交流輔導新生學涯或生活相關。 

三、 9/13 召開本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 

博物館研究所 

一、 109-110年度承接之部會專案: 

（一） 「阿里山林業暨鐵道博物館先期計規劃」：已提出成果報告書 

（二） 「110-111 年澎湖縣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運籌機制計畫專業服務委託案」：已出差

前往澎湖合作社區（火燒坪、紅羅、文澳）進行初步訪視，並與澎湖縣政府文化

局討論未來計畫發展方針與時間進程，擬定於九月底提交修正計畫書。 

（三） 「蘭博文物銀行營運軟體規劃採購案」：8/25 實地走訪蘭陽博物館，與館員交流及

汲取相關博物館經驗，並續進行計畫研擬。 

二、 2020第九屆博物館國際雙年學術研討第二階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出版作業，共15篇

稿件已全數校稿完成，正進行排版作業，並與作者進行稿件的最後確認與校正。

已完成論文集兩款封面設計，正與臺博來回溝通修改。 

三、 110學年度迎新活動將於9/25辦理，新生手冊及簡報正積極製備中。 

四、 111學年度招生海報已展開設計，預定10月中旬寄發，並同步進行相關網路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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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110學年共有 11名新生報到註冊： 2名本地生、2名港澳生、4 名國合會受獎生、

2名台獎生及 1名自費生。另有 4名學生選擇防疫休學。 

二、 ICDF受獎生 Melody Wagner已完成離校程序。第 8屆畢業生 Yazmin Vasquez已於

8/31回國。 

三、 學程助理葉銘浩於 9/1為林亞婷主任、張懿文老師拍攝歡迎新生影片；USR實踐計

畫新任專任助理曹文羿於 9/6到職。 

四、 USR計畫：  

（一） 林亞婷主任、張懿文老師及兩位助理林映雯、阮暄雅於 8/30進行 USR生態思辨研

討會會議。 

（二） 助理阮暄雅於 8/31參與高教深耕線上說明會議。 

（三） 林亞婷主任、兩位助理曹文羿、阮暄雅及研究生助理朱星朗於 9/2為 USR生態思

辨研討會進行場勘；同日兩位助理參與 USR成果評核作業線上說明會議。 

（四） 張懿文老師及兩位助理曹文羿、阮暄雅於 9/8 開會討論 9/28教育部 USR總辦來訪

的相關事宜，和年底參與 USR EXPO的規劃。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BrownBag午餐論壇，110-1學期仍持續維持規劃6個講次的規模，現階段進行活動時

程確認及文字校對中，並將於9月中下旬進行紙本及網路相關活動宣傳。 

二、 110 學年度 1 學期必修課程「學術專題討論Ⅰ」停開一次，可選修博班實驗平台開

設之「英雄之旅：藝術跨域學術專題」3 學分選修課程。本課程為本校五個學院博

士班共同開課，由吳靜吉教授擔任課程顧問及設計，並由林劭仁教務長、于國華所

長及林會承名譽教授共同授課，預定週六日假日期間上課。 

三、 111學年度招生海報已展開設計，預定 11底前寄發，並同步進行相關網路宣傳。 

 



                                                                                  

11-1 

人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13日 

重點工作—吳院長懷晨 

通識教育中心 

一、 110-1學期因應境外生「安心就學」計畫，計23門課程可開放境外生修課。後續啟

動教學影片錄製、檢核、上架事宜。 

二、 通識課程防疫實名制，學生進入教室採刷卡登錄或由教師點名。敬請學生務必攜帶

學生證上課。加退選期間「線上授課」的課程取消發放紙本授權碼，改由教師提供

加選名單由系辦加選。 

三、 通識兼任老師李明璁老師以公共電視《我又在市場待了一整天》第二季獲得評審青

睞，入圍金鐘獎「生活風格節目主持人獎」。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一、 本所碩二梁綉怡同學文章〈島群猶在音景明滅中〉獲刊於八月印刻文學生活誌「當

代文學經驗：拼裝學舌跟文學聲景」專題。 

二、 本所碩二吳緯婷同學獲邀擔任聯合文學雜誌網站九月手寫日記專欄作家。 

三、 本所碩二吳緯婷同學詩集《一次性人生》於9/4宜蘭縣舊書櫃人文咖啡館改編演出，

以影像、舞蹈、現場互文演出，探索「詩」的起源，並帶領大家逼近文字的創意疆

界。新詩集《白T》(時報出版)也將於九月中出版上市。 

四、 本所吳懷晨老師及尹雯慧、郭艾珊、陳麗娟、吳緯婷四位同學共同完成之作品〈心

在山裡：北藝大文學所【加羅神社特輯】〉獲刊於幼獅文藝雜誌9月號。 

師資培育中心 

一、 9/13/本中心辦理教育學程讀書會說明會，目前意願調查約有 30位參加。 

二、 教育部通過核定本校 110-111學年精進師資素質計畫補助 684,000元，本中心將於

9/30前完成報部請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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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機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 110年 9月 13日 

重點工作—孫主任士韋 

一、 個人資料保護專案與校園智財行動方案之推動： 

(一) 110學年度「個資盤點與風險管理」表單(D005-D008)修訂，請各單位個資專人依據

實際業務運作調整內容，並於 9/30前上傳繳交。 

(二) 為免同仁資訊疲乏，110學年度「個資保護認知宣導」已併同資安社交工程教育訓

練於 7/28辦理。當日未能參與研習的同仁，請撥冗觀看線上錄影，填答評量問卷。 

二、 校園網路及安全： 

(一) 校園網路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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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預計開設二場課程，第一場辦於 7/28 以 Webex 視訊方式進行，有 138 人參加

(去年於 R211 教室有 68 人參加)，課後會將教材放上網路，供無法到場的同仁觀

看。 

第二場辦於 11/17，待安排妥善，會再提供課程相關資訊供同仁報名參加。 

線上教材網頁 

 

 

 

 

(二)  教育部將於4-11月進行二次社交工程演練，已提供本校教職員名冊給教育部，教育

部將於演練期間隨機抽出名單人員寄送演練信件，請同仁勿開啟來路不明之信件。 

第一次演練已結束，本校開啟信件1人，點選信件2人。符合演練計畫目標，開啟率

、點閱（連結、附件）率應分別低於10%(含)及6%(含)。 

(三)  校園網路設備調整與更新： 

1. 防火牆設定調整 

2. 網路設備韌體更新、升級 

(四) 協助校內大型WebEx會議，如：校務、行政會議…網路流量監看、相關問題排除。 

(五) 依各系所教學、會議需求，規畫新增無線網路；逐步汰換各棟建築物之老舊交換器

、基地台。 

三、 校務系統開發及重要增修進程、維運事項： 

(一) 教務系統：協助8/1跨學年升級、轉畢業、資料檢查修正、學生離校協助(休畢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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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輸入成績、排名、新生(選課測試、照片更新等)、學籍單位更新(113~108)、

新生填報、交換生程式調整等。 

(二) 招生系統：協助暨大測試主機（申請入學EP資料檢視）建置。 

(三) 學雜(分)費系統：學雜繳費資料產生與調整修正。 

(四) 學務系統：協助新生填報問題、兵役系統問題修正、學生就貸系統申請問題處理等。 

(五) 總務系統：協助通行證系統調整(改線上申請與繳費)。 

(六) 網站：協助校園消息公告、EIP(帳號解鎖、開帳號)、防疫專區更新、網站更新

(校首頁、總務處、關藝節、新生入口、資訊公開網、人事室)等。 

(七) 主機管理：協助藝推網站效能測試、出納主機加強安全、書店網站上線、研發處網

站共存使用等。 

(八) 其他：協助表單統測試、資料彙整(外國教師、差勤紀錄)、權限調整、卡鐘維修等。 

(九) 本校網頁加密憑證（SSL）即將於11/21到期，各單位委外開發之網頁如有使用憑證

加密（網址開頭為https://），請提早聯絡廠商進行準備，如有問題請洽電算中心 

分機2223。 

(十) 進行中之重要系統增修及開發工作： 

1. 作業系統與資料庫升級。 

2. 北藝大APP資安檢測。 

3. 北藝大APP QR-code掃描功能。 

4. 校首頁無障礙規範導入。 

5. 教師個人網站版型設計。 

6. 教務與學務系統改版整合專案， 

(1)廠商已於8/31完成「第一階段範圍」之系統程式，請使用單位（教務處、師培

中心）協助依「招標規範文件」進行測試，預計於9/17前完成驗收。 

(2)後續「第二階段範圍」之系統程式，廠商預計於10/29前完成並開始安排測試（教

務處、學務處、事務組、人事室、主計室），全案將於11/30底前驗收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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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藝術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13日 

重點工作—林主任于竝 

一、 劇場使用事項 

(一) 音樂廳 

1. 8/11~9/13配合最新防疫指引，進行防疫相關措施提升及管理。 

2. 8/11~9/13 音樂廳露臺防水工程持續進行並完成滲漏測試。 

3. 8/30~9/10執行暑期三廳劇場及實習工場演出/製作器材設備檢點保養。 

4. 9/3配合公私立社教機構因應COVID-19 防疫管理指引場館空調系統改以通風換氣

模式，或採取換裝具防疫功能之濾網等替代措施，以強化密閉空間的通風換氣。 

5. 9/6三廳油壓升降平台完成檢點保養。 

(二) 戲劇廳 

1. 8/11~9/13配合最新防疫指引，進行防疫相關措施提升及管理。 

2. 8/30~9/10執行暑期三廳劇場及實習工場演出/製作器材設備檢點保養。 

3. 9/2戲劇廳日前電梯故障，經校簽電梯廠商技師陳先生檢測後發現故障原因為: 

其中一組煞車線圈故障及緊急電源故障, 致使110伏特電源斷電後未能繼續提供

照明。已由廠商詢問煞車線圈備品, 或需更換整組馬達。 

4. 9/3~9/17「戲劇舞蹈兩廳可變焦距LED聚光燈」採購案，已於9/3完成戲劇與舞蹈

兩廳安裝測試，9/17將完成教育訓練，待完成驗收將更新網頁技術資料，提供演

出團體使用。 

5. 9/6三廳油壓升降平台完成檢點保養。 

(三) 舞蹈廳 

1. 8/11~9/13配合最新防疫指引，進行防疫相關措施提升及管理。 

2. 8/17「舞蹈廳貓道劇場門更新工程」安裝完工，並完成核銷作業。 

3. 8/30~9/10執行暑期三廳劇場及實習工場演出/製作器材設備檢點保養。 

4. 9/3~9/17「戲劇舞蹈兩廳可變焦距 LED聚光燈」採購案，已於 9/3完成戲劇與舞

蹈兩廳安裝測試，9/17將完成教育訓練，待完成驗收將更新網頁技術資料，提供

演出團體使用。 

5. 9/6三廳油壓升降平台完成檢點保養。 

6. 9/13~14因應關渡藝術節技術需求，舞蹈廳常用舞台麥克風迴路線路更新工程。 

(四) 佈景工廠 

1. 8/11~9/13配合最新防疫指引，進行防疫相關措施提升及管理。 

2. 8/30~9/10執行暑期三廳劇場及實習工場演出/製作器材設備檢點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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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6三廳油壓升降平台完成檢點保養。 

(五) 服裝工廠 

1. 8/11~9/13配合最新防疫指引，進行防疫相關措施提升及管理。 

2. 8/11~9/13參與戲劇學院秋季公演「米蒂亞的受難」製作會議討論。 

3. 8/30~9/10執行暑期三廳劇場及實習工場演出/製作器材設備檢點保養。 

二、 參訪 

(一) 8/17中心同仁偕同台灣戲曲學院程育君總務長，四位總務處組長及主任秘書參訪

戲劇、舞蹈兩廳。 

(二) 8/18 校長、學務長及主秘偕同香奈爾台灣區傳媒張雅蘋總經理等10名貴賓，參訪

本中心三廳。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關渡藝術節 

一、 「2021年關渡藝術節」 

(一) 謹訂於 2021/9/16（四）下午 1時，假【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共享吧】辦理

2021關渡藝術節記者會（現場與線上同步進行）。今年因疫情場地人數受到限制，

無法邀請所有師長親臨現場，值此疫情嚴峻之時更需要師長們的支持，敬邀無法

出出席現場的各位師長們同步參與線上記者會。 

備註：將依照疫情變化滾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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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科技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13日 

重點工作—戴主任嘉明 

一、  科技藝術館 

(一) 驗收進度 

中心於 8/31隨同進行科技藝術館興建工程正驗複驗，並已提送正驗複驗改善意

見。 

(二) 專業設施採購作業進度 

「科技藝術館專業設施統包工程」已於 7/23上午 10時開標及完成資格審查，

共三家廠商來投標，於 7/28召開評選會議。7/30決標。得標廠商業已於 8/25提

送細部設計第 1版，現正進行細部設計第 1版修改意見討論。 

二、  科技藝術館專業設施建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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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廳∕小表演廳」、「成果發表室 Studio 1、

Studio 2」、「跨領域藝術展演廳（主展演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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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演講廳∕小表演廳」（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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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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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系統網路架構圖、平面配置圖，現正進行細部修正與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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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室」等，其規格與型號目前正

在評估中。 

4. 觀眾席小階梯：小階梯將修改位置於觀眾席中間，採 3、9、3 座椅數的排列方

式提升使用便利性，8 月已完成小階梯修改及走道燈埋管穿線工程，現正進行

地坪平整度改善。 

(三) 「成果發表室 Studio 1、Studio 2」（1樓）： 

1. 頂棚：於天花板施作固定式井字吊桿，供影音設備、感應器、互動裝置等懸吊

使用。 

2. 展牆：於基礎牆壁前面施作固定式木座展牆，供展覽所需之液晶電視、物件裝

置、喇叭之壁掛及投影牆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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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力：於天花板與壁面多處設置 110V/220V 插座，並分別配置三相四線

380/220V 60A之外接電箱各 1組於離地約 3.8米高處。 

(四) 「跨領域展演廳（主展演廳）」（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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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完成施作，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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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系統網路架構圖、平面配置圖，現正進行細部修正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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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評估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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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現

場勘查後，天花板結構吊點與空調風管、斜撐重疊，無法供其懸吊，現擬加裝

副結構做懸吊補強，並改規劃主展演廳約 13組、排練室約 1組，採目字、田字

或一字等複合組合設計，各組並可獨立或群組升降。 

(2) 「演出音響系統」：於 8/25安排第 1次音響測試，9/7安排第 2次音響測試，9/8

安排空間聲響測試。 

4. 垂牆：主展演廳與排練室中間的垂牆目前為輕隔間，無法支撐活動隔音牆約 3.5

噸的重量，已於6/9請活動牆廠商與營造廠共同會勘並於現場討論，其承重結構

改為鋼構的方式，高度離地 5 米，由營造廠與結構技師確認後施作，並已於 7

月中旬完成。 

5. 活動隔音牆：位於 3 樓排練室與展演廳中間，考量隔音效果、空間視覺一致

性，經多方評估以黑色槽型鋁料及夾板、隔音棉組成之活動隔音牆最能符合本

空間之功能與需求，目前正評估與天花板之懸吊結構、軌道結構以及面板材質

的挑選。 

6. 固定式展牆：於主展演廳及排練室基礎牆壁前面施作固定式木座展牆，供展覽

所需之液晶電視、物件裝置、喇叭之壁掛及投影牆面使用。於木座展牆後方埋

設展演訊號線之走線金屬管，展牆底部懸空踢腳內凹設置電力、影音、燈光、

網路訊號插座。 

(五) 「科技藝術常設展覽室」（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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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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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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頂棚：於天花板施作固定式井字吊桿，供影音設備、感應器、互動裝置等懸吊

使用。 

4. 展牆：於基礎牆壁前面施作固定式木座展牆，供展覽所需之液晶電視、物件裝

置、喇叭之壁掛及投影牆面使用。 

5. 電力：於天花板與壁面多處設置 110V/220V 插座，並配置三相四線 380/220V 

50A，之外接電箱 2組，分別設置於展覽室機房內及展覽室入口斜對角約 4米高

處。 

(六) 「創作研發與學術研究實驗室」（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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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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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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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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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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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配合近期業務執行時程，派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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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樓大廳電視牆：位於 3樓大廳，考量呈現的形式及日後維護成本，經評估各式

拼接電視牆及 LED電視牆方案，以點距 p1.8~1.5之 LED數位看板最能符合大廳

的開闊空間及展演資訊展示與直播需求，目前正測試與評估設置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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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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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專案活動「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國際展覽」 

(一) 「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國際展覽」於 2012年開始舉辦，今年度活動由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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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已於 6/2復函同意。 

(二) 活動原擬於 2021/7/27至 9/5在科技藝術館舉行，活動內容含展覽、大評圖、專

題演講等。該活動含佈卸展將延期至 9/22至 11/2舉辦，將採預約參觀、現場報

名，其中大評圖活動於 10/9至 10/11期間進行，實際辦理期程和相關細節將視

疫情狀況、使照核定及科技藝術館專業設施施工期程做滾動式調整。 

四、 科技藝術展覽室參訪與展品維護事項 

(一) 例行性展覽室保養維護作業如下：全區作品說明牌數位相框檢測維護、《語

林》互動效果檢測微調、《舞動綻放》感測模組及互動程式檢測調整、《鏡花

水月》主程式電腦檢測、《印象城市＿臺北》偵測感應器及互動程式檢測微

調、《築霧》投影範圍及效果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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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 年 9 月 13 日 

重點工作—王主任寶萱 

一、推廣教育 

(一) 推廣教育： 

 推廣中心2021秋季推廣課程已上架招生中，合計47門。關渡校區 28門、華山學堂

8門、國際藝術村學堂6門、剝皮寮街區學堂5門。其中部份課程將視課程性質採線

上、現場同步進行。未來持續配合防疫規定辦理課程。 

(二) 學分班課程： 

 110學年度上學期學分班共計49門，其中學士學分班共計25門課程；碩士學分班共

計24門課程。 

二、藝大書店 

(一) 9/13(周一)起書店恢復學期間正常營業運作，各項服務時間如下:書店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六  11:00am - 19:00pm 

為加強防疫，書店已增設體溫感測酒精消毒機，敬請前來書店的師生同仁都能配

合防疫實聯制，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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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13日 

重點工作—廖主任仁義 

一、 社群產學合作計畫 

(一) 8/30文化部文資局局長陳濟民來訪，文化資源學院院長林承緯及傳研中心主任廖

仁義一同接待並洽談未來合作事宜。 

二、 李哲洋先生文物數位化工作及相關專項活動執行 

(一) 檔案文件類文物數位化：檔案文件類文物約計 1,991組件，目前已完成 650組件，

包含海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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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專項計畫刻正擬定計畫書，預定提

交文化部申請專案經費。 

1. 3/29已提送文化部申請李哲洋先生文物數位化專案。 

2. 持續進行紙質文物數位化建置作業，5-7月份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疫情，工

作項目暫以雲端資料彙整與作品詮釋為主；規劃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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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文物資料經重新拍照建檔共計 280件，分別與臺灣音樂

館、電影蒐藏家博物館洽談合作，談定委由兩館進行錄影、錄音資料之轉檔及數

位化，數位化權限由雙方共有。 

1. 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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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認三

方合作協議契約內容，並與電影蒐藏博物館合作進行錄影音帶數位化轉檔事宜，

後續於 7/22、7/28及 9/30分批進行簽署、運送與保險相關事宜。 

2. 研商數位化分流內容之加值應用與合作推廣事宜。 

(三) 開放博物館北藝大分館─李哲洋先生音樂舞蹈資料展專區建置 

1. 策畫線上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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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 518 博物館日宣傳活動。請參閱網

址:https://openmuseum.tw/muse/exhibition/06ffab37527280e891dabb803a75cb5b 

2. 階段性處理文物使用授權。 

3. 北藝大特藏李哲洋資料展第二檔次線上展籌備規劃中。 

(四) 刻正規劃編輯由北藝大典藏之李哲洋音樂史料的撰書計畫，預期 2022 年上半年

完成，共襄盛舉北藝大 40周年校慶活動之公開發表安排。 

 

https://openmuseum.tw/muse/exhibition/06ffab37527280e891dabb803a75cb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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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學程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13日 

重點工作—李主任葭儀 

一、 重要特色課程及活動推動 

（一） 「新生專業器材基礎教育訓練說明會」已於 8/20(五)辦理完成，邀請師長、菁英

校友助教群以及新生，共計 26人與會。 

（二） 配合新生始業教育活動，「系務簡介選課輔導暨導師時間」已於 9/9(四)以視訊會

議方式辦理完成，邀請學程師長及行政助教群共同參與。 

（三） 專題講座大師班課程擬定於 9/22(三)邀請多次擔任金曲獎、金音獎評審之黃浩倫

老師，分享未來流行音樂產業人才的發展關鍵。 

（四） 協助動畫系關渡國際動畫節開幕式等活動演出節目籌備。 

二、 招生事務 

（一） 執行長受招生組邀請，於 8/28(六)參與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線上「認

識大學系列講座─大學端談：人才培育」，進行學程宣傳。 

三、 專業器材教育訓練 

（一） 為提升同仁專業能力，行政同仁基礎器材教育訓練已於 9/10(五)辦理完成。 

四、 協助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士學位學程(IMPACT音樂學程)行政事務 

（一） 線上畢製大會考已於 8/13(五)以視訊會議方式辦理完成，邀請 6位業界畢製導師

群及 2位校內師長擔任評議委員。 

（二） 109學期第二次學生實習點數審核，已於 8/13(五)由學程實習委員會審核完成。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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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文化部已於 9/7(二)至本校完成就地審計。 

二、 文化部－110年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北藝大 IMPAX關鍵人才創育計畫」 

（一） 影音教材已於 8/9(一)-8/11(三)完成兩門課錄製與拍攝，其他課程刻正籌備中。 

三、 教育部－109藝術校園多元美感教育計畫 

（一） 本學程協助台東地區「豐田國中流行音樂班新生訓練暨藝術教育推廣計畫」已於

8/16(一)-8/18(三)辦理完成，進行音樂與影像藝術教育推廣，以及連結在地校友。 

四、 教育部－補助教學研究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MIT學程 藝術創新教育基地及設

施優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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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MIT實驗室 8小間已完成施工，刻正進行相關軟硬體設備採購。 

（二） MIT研討室因疫情影響，持續進行專業教研空間建置與相關軟硬體設備採購。 

五、 110-1教師教學社群－MIT音樂和影像跨域領航聯盟 (MIT Pilot League) 

（一） 教師社群第一次(9/28)活動─音樂與影像的對話，刻正邀請校內師長參與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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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13日 

重點工作—林主任宏源 

一、 教育部本(110)年度將針對本校在內之多所學校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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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線上填報及線上檢核方式，相關線上填報承學務

處及總務處大力協助已於110年8月31日如期完成，將視後續審查意見再作回應。 

二、 有關本校110年教職員工一般健康檢查及特殊健康檢查相關辦理事宜說明如下： 

(一) 本年度本校改採特約方式與關渡醫院合作，由同仁自行安排時間前往關渡醫院辦理

體檢，再持單據向環安室請領體檢費用，並領回體檢報告。 

(二) 關渡醫院為本校鄰近醫院，且為本(110)年度職安署公佈「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

醫療機構」，同時每人體檢費報價1,350元亦相當優惠。 

(三) 同仁前往關渡醫院辦理體檢，已簽准同意給予一天公假，敬請符合體檢資格之同仁

抽空前往。 

(四) 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5條規定：「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定期

實施一般健康檢查：一、年滿六十五歲者，每年檢查一次。二、四十歲以上未滿六

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三、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為預先了解

每位同仁的體檢週期，承電算中心協助嘗試從人事資料庫進行註記及篩檢，以協助

提醒應受檢之同仁辦理體檢。 

(五) 本年度關渡醫院辦理體檢時間預計從110/09/15起至110/12/15止，詳細時間將待關渡

醫院確認後進行公告。 

三、 依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改善通知書指示，本校應設置足夠之急救人員，後續規劃本校

應受訓人員為12名，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展演藝術中心、戲劇學院、美術

學院等代表共有6名已完成受訓，其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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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中舞蹈學院已於110/08/06

指定受訓人員，另人文學院則於110/08/25指定受訓人員，將再個別通知各指定人員

擇期前往受訓機構受訓。 

四、 本校美術系石雕教室依法每6個月應進行作業環境監測，美術系委請廠商已於110年

8月19日進行監測。 

五、 為提升全民「綠色生活」理念及實踐行為的養成，環保署培訓環保綠生活推廣種子

講師，歡迎各學校及機關團體多加利用，逕洽講師邀約授課。該人才庫係經環保署

徵選具多元推廣實務經驗之環境教育人員，公開教學相關專長資訊，提供社會各界

實施環境教育或戶外學習之參考，以促進環境教育認證資源活絡及社會參與，相關

資訊同步置於「環境教育人員人才庫（https://reurl.cc/O03bx9）」及全民綠生活資訊

平台（https://reurl.cc/KAY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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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 年 9 月 13 日 

重點工作−廖館長仁義 

全館業務 

一、 圖書館週末開館時間調整方案 

 圖書館週末開館時間調整案已簽請校長核定，週末開館時間調整為：週六 10：00-

18：00，週日維持為 13：00-17：00，週末遇連續假日不開館，並自 110 學年度第

一學期開始實施。 

二、 圖書館空間改造：首要進行三樓採編組辦公空間遷移規劃。將由圖書館設想方案

後，再對於可能產生之建築空間工程，協請總務處進行可行性評估。 

三、 北藝大機構典藏系統 

(一) 前台網頁設計刻正進行中，預計年底前完成。 

(二) 後台資料庫程式設計經費約 300 萬元尚待核配，預計爭取明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或教

育部補助款。 

採錄編目組 

一、 期刊館藏數位化 

(一) 清查本館已訂購中西文紙本期刊具電子版本者，包括仍出版中及過刊資料庫，將依

每種期刊屬性挑選陸續轉換成電子版本。 

(二) 因應圖書館空間改造，本館陸續淘汰能以電子期刊取代之非核心過期期刊，8月3日

至8月30日淘汰期刊計1797冊。 

二、 著作權法推廣小冊，李佩昌律師撰寫之文稿預計開學前完成基本概念說明部分，暑

假期間再次討論後，決定增加大量範例說明，以增進法律應用面的理解。 

三、 本學期第三次圖書館電子報：推廣新購之戲劇類資料庫「Drama Online」為主題，

預計於開學時發送，並同步張貼重點內容實體海報。 

四、 重新架構本校出版品與教師著作專區館藏之索書號，以利實體圖書排架。第二批檢

視清單共357筆，其中共286筆調整索書號，刻正進行書標重新印製作業，預計9月

底完成上架作業。 

閱覽典藏組 

一、 館藏書庫與閱覽服務 

(一) 新編書點收及展示：藝術人文類圖書，並以史地、美術、攝影、文學、戲劇為主。 

(二) 辦理 109 學年第 2 學期畢業生學位論文繳交離校程序。 

二、 流通與櫃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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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第 2 學期畢業、退學離校作業及 110 學年第 1 學期休學及復學申請，並配

合線上離校管理系統，以線上辦理為主。 

三、 圖書資源利用 

 配合學務處 9/7-9/10 辦理新生入學始業教育，大部分課程改採非同步網路課程方式

進行，本館提供圖書館簡介課程，介紹圖書館各項設施、服務資訊與相關規定，讓

新生初步認識圖書館。新生可依規定時間內登入 iTNUA/新藝學園觀看課程內容。 

四、 電子資源 

 台灣日日新報及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整合檢索平台之資料庫主機，原於 7/26 遇突發

跳電故障，8/25 已完成移機作業並恢復服務。 

校史發展組 

一、 關渡元年 30 週年活動規劃 

(一) 配合關渡元年 30 週年慶祝活動，舉辦主題展，分享校發組歷年徵集典藏之歷史照

片與文物，以及攝影師吳燦興先生當年參與活動側拍之珍貴影像資料。 

(二) 目前已完成照片文物挑選、文案撰寫，進入展版設計與展示空間規劃。 

(三) 開展時間訂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9 日，已得到藝推中心的協助，地點位於

藝大咖啡對面的展演空間。 

二、 《藝術社會實踐展演誌》出版籌備 

 持續諮詢各學院與相關單位之關鍵人，至 8 月底，新增訪談 3 位校友。訪談活動將

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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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美術館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13日 

重點工作−黃館長建宏 

一、 展覽活動 

(一) 展覽： 

因應政府防疫警戒調降之二級，本館已於 7月 27日開館，並配合政府政策採取預

約制及相關防疫措施，目前正進行 2021年 7月份《潮汐時間表－瑪莉娜・克魯斯

個展》與《黎志文個展》，展期為 2021年 7月 16日至 10月 17日。另正進入年底

大展的籌備期，各項展覽調動與防疫措施將視疫情進行滾動式修正，如有異動，

相關訊息將於官網一併公告。 

二、 教育推廣活動 

(一) 線上預約參觀服務： 7月份登記 151人，8月份目前登記 176人。 

(二) 8月 4日 下午 1:30 潮汐時間表：瑪莉娜.克魯斯展覽介紹，主講人:策展人王叡

栩。 

(三) 線上藝術計畫《 PP#2:TAZ太平洋海盜#2臨時自治區：台墨交流計畫》系列活動 

 【聲響】譜偶一族.taz工作坊｜楊政（2021.7.11 9:00-11:00） 

 【書寫】POLY工作坊｜廖芸婕（2021.7.18 9:00-11:00） 

 【表演】3C形意拳開發工作坊｜林亭君（2021.7.25 9:00-11:00） 

 【聲響】《迴響空間》線上演出及分享｜康塞普西翁・赫爾塔（2021.7.31 

21:00-22:30） 

 【聲響】Pop-up聲音裝置｜楊政（2021.8.8 9:00-11:00） 

 【書寫】線上座談｜廖芸婕（2021.8.15 9:00-11:00） 

 【表演】工作坊｜尤齊爾・克魯茲（2021.8.21 21:00-22:30） 

 【書寫】線上座談｜珊德拉・桑切斯（2021.8.22 21:00-22:30） 

 計畫紀錄片線上放映活動｜RRD+Writing FACTory（2021.8.29 9:00-11:00） 

三、 國際交流 

 今年度（110年）《國際對等交換駐村計畫》及《太平洋海盜#2 T.A.Z.臨時自治

區：台墨交流計畫》已與補助單位文化部完成簽約並開始執行。 

四、 典藏 

(一) 已於 7月 15日完成 110年度典藏品複盤作業。 

(二) 持續進行典藏網站管理系統維運，庫房與準備室空間維護、溫濕度控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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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館務工作 

(一) 展覽佈展工程、文宣印刷、推廣及典藏業務等維護、請購、核銷工作進行中。 

(二) 美術館冷卻水塔改善工程已於 7月 26日完工，主要經費由 110藝術村營運扶植計

畫-設備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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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1~12月主管會報開會日期 

十一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13:30 

主管會報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3:30 

主管會報 
(環安室、MIT、研究單位、圖

書館、關美館需參加)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行政會議        

 

十二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30 

主管會報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13:30 

主管會報 
(環安室、MIT、研究單位、

圖書館、關美館需參加) 

     

26 27 28 29 30 31  

 
 

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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