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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03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13 時 30 分 

貳、地點：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 

參、主席：楊校長其文                                  記錄：林吟珊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  
一、有關專案列管項目，請依下列事項續處： 
   (一)教務處第 A1 項次—「各學院課程整合」，上週起已陸續與各學院進行

課程整合意見交流會議，對於參酌標竿學校部分，請各學院就課程設計、

課程學分數、教師授課鐘點等資訊深入瞭解，並提出相關想法、意見，

以利交流、討論。 
   (二)學務處第 A2 項次—「學生學習預警機制之落實與學習輔導－落實及強

化導師輔導功能」，在今日上午召開導師會議，老師們出席情形踴躍，

會中對於學習預警系統等提出相關意見，請學務處、電算中心協助老師

們熟悉及瞭解系統操作等事宜。 
二、日前教育部通知原則同意本校「科技藝術未來館」興建構想案，並獲同意

補助工程費新台幣 1.8 億元(補助比例 50%)，其餘經費 1.8 億元由本校自籌，

並請本校依委員意見修正構想書報部核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本

案歷經二年多的爭取，至今已有進展，感謝總務處、研發處、主計室及藝

科中心等單位的努力。本案原規劃定位為國家級科技藝術中心，經審酌教

育部核覆意見、學校收支狀況，以及財務負擔能力等面向，將調整為科技

藝術創新實驗中心，期能以教育部補助款 1.8 億元、本校自籌款 6,000 萬元

進行後續規劃，並俟報部確認經費調整案後，續行修正構想書。 
三、有關「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案，已於 3 月底經教育部審查原則同意，未

來將興建大宿舍、小宿舍各一棟，並規劃設有立體機車停車場，日前已完

成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本案請總務處掌握期程，積極續處。 
四、自上學期起已提醒系所宣導學生應依校訂期程進行註冊、選課，近日仍有

教學單位陸續提出學生逾期補繳學分費等申請案情形。學校在每學年度開

始前皆已確認行事曆並公告週知，對於逾期未繳情形也進行催繳通知，為

利培養學生自主管理、學習的態度，自下學期起請依行事曆所訂定、公告

之期限進行選課、繳費事宜，不再受理逾期申請案。逾期者將依學校相關

規定處理，請各系所向學生妥為說明，並協助向學生宣導註冊、選課等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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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確定。 
 
柒、下次主管會報訂於 103 年 4 月 21 日(一)下午 13 時 30 分假行政大樓三樓會

議室召開。 

 

捌、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教務處：劉教務長錫權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二、學務處：詹學務長惠登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三、研發處：林研發長劭仁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於今日會議研發長所提北藝風概念店未來將調整以貨櫃屋的模式營運乙

事，有關本校育成中心之運作，雖尚未納入學校組織規程之編制，但成立以

來，在有限的人力及資源狀況下，這幾年來在教育部及文化部的育成及創業

補助、對外爭取合作等，都有豐碩的成果。近半年來，更進一步加快擴展外

部資源的步伐，與相關教學單位合作，在產學、專案計畫上，也有具體的進

展。為因應新世代的社會發展趨勢與需求，育成中心的多元發展、概念店的

轉型等，對於業務拓展的可能性、連結校友網絡，以及開創、整合資源等，

將有實質助益。 
 
四、總務處：陳總務長約宏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關於「戲劇舞蹈大樓花台整建工程」，請以不影響教學進行的工項先行施作，

另易產生較大聲響部分，請總務處儘量安排於假日施作。 
 
五、音樂學院：劉院長慧謹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六、美術學院：陳院長愷璜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七、戲劇學院：簡院長立人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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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舞蹈學院：古院長名伸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補充報告：有關本院舞蹈系二館「實習劇場」建置燈光設備乙節，因考量學

校、學院經費有限，並衡酌專業設備使用效益，規劃分階段進行，經院內開

會討論，研議將對外募款來籌措經費。據瞭解、探詢外界捐款意願，已有校

外團體表達願意協助、支持，為利後續接洽，並向捐款人致意，擬配套以空

間命名方式予以誌記，是否可行，在此提出進行討論。 
●主席裁示： 
(一)對於各單位教學研究資源需求，囿於本校校務基金財源有限，相關設備、資

源之擴充，雖無法一次到位，但各單位可規劃分階段執行及自行籌措經費，

學校也會採逐年編列預算來補足所需，同時積極爭取教育部圖書儀器設備計

畫及外部經費挹注等方式來協助。 

(二)有關上述古院長所提空間命名事宜，因涉及全校整體性之處理方式，為利後

續募款之推動，校內宜有更多討論，以凝聚共識。本案請提案送校園規劃小

組、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進行研商後續辦。 
 
九、電影與新媒體學院：許院長素朱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文化資源學院：林院長會承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一、通識教育委員會：李主任委員葭儀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依今日通識教育委員會工作報告所提，將於 6 月 24 日至 25 日間舉辦「藝術‧

翻轉‧教育研討會」，上述會議將進行課程教學經驗、教學方法新思維等分

享，請通識教育委員會向老師們傳達相關訊息，並請各學院協助邀請校內老

師踴躍參與。 

 

十二、展演藝術中心：王主任世信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日前已召開 2014 關渡藝術節第 2 次籌備會議，確認今年度關渡藝術節節目

內容及執行方式，續請各單位積極推動辦理。為有充裕時間規劃、引進更好

的節目及活動，明年度各項展演節目，請展演中心會同相關主管、各單位及

早進行構思，以連結駐外館、民間企業等外部資源，並積極邀請姐妹校共同

參與、交流，持續結合跨領域學習課程，俾利擴大成效。至經費來源，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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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持續積極爭取卓越計畫之延續，並結合對外之產學合作鏈結，爭取外部經

費挹注，期能延續及擴大多年累積之能量，提升師生展演創作能力及視野。 

 
十三、藝術與科技中心：王主任俊傑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四、電子計算機中心：林主任明灶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五、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曾主任介宏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為利開創資源，擴增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來源，本校已陸續擴展藝術推廣教育

課程授課之校外據點、規劃境外專班，以及辦理夏日學校等。為創造更多國

內外人士參與課程之機會，先前已請藝推中心規劃「文化臺灣」一系列文化

藝術、生活美學推廣課程，後續仍請藝推中心積極推動，並請各單位協助配

合。 

 
十六、國際交流中心：呂主任弘暉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七、傳統藝術研究中心：陳主任婉麗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八、主計室：許主任嘉琳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今日主計室工作報告所提本校 103 年度收支分配狀況乙案，依報告資料顯

示，本年度預估校統籌收入計新台幣約 6.2 億元，校統籌支出計約 6.5 億元，

收支相抵不足約 3 千萬元，須動支 102 年學生宿舍賠償款來支應。在收入面，

其中經常收入來源以教育部基本需求補助、學雜費收入為主，其他為五項自

籌收入等。而在支出面，其中人事費最高，已占經常收入之 76%，其餘可

支用於校務發展經費實屬有限。另依教育部來函，今年 8 月份起，全面調高

兼任教師鐘點費，經估算一年將增加校務基金支出約 750 萬元。在校務基金

規模有限情況下，為利校務永續發展，從上學期起，我們著手推動課程整合、

鼓勵創新教學模式，而未來也將研議檢討最低開課人數門檻等，同時也會藉

由校園空間、人力資源等方面，來設法提升資源運用成效，相關作法的改變，

需要各單位共同費心、體諒，也期待大家的協力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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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提案討論： 
案由：本校「專任教師參加國內外各項會議或活動請假原則」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人事室) 

(一)李主任璁娀補充報告： 

1. 除請參閱本案提案單所列之修正說明外，依現行規定第一條第三款

條文略以..「承辦本校議定之專案計畫至多兩案

2.另再行考量現行第一條第三款條文所提「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研

究成果者」乙節，係指因執行本校專案計畫，有出席國際會議發表

成果之情形。爰此，原提案擬修正至第四款「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

表研究成果者」之文字，敬請同意維持列於第三款。 

，……、出席國際學

術會議發表研究成果者。」為鼓勵校內老師們參與相關計畫及實務

需求，擬刪除原第三款條文「至多兩案」之文字。 

(二)張副校長中煖：有關本修正案第六款所提「應本校姐妹校或締約合作

學校之邀請前往授課者」乙節，為利落實本校教師與姐妹校實質交

流，相關經費來源等面向，建請一併預為規劃。 

    決議：依人事室今日補充報告意見進行修正後通過，並續請依程序公布實

施。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下午15時05分。 





 1-1 

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4 月 14 日 

教務處各組重點工作 
註冊組 

 一、 102-2 學期註冊繳費資料核對，至 3 月 31 日尚未完成註冊繳費人數 9 人，申請就

學貸款未完成 14 人。

 

逾學期三分之一(3 月 29 日)仍未繳費學生狀況，如未有特殊

原因而無故缺繳者，將依本校學則第 13 條規定勒令休(退)學。 
二、 規劃 103 學年度新生線上資料填報及通訊報到流程，並更新「新生入口網」網頁

資訊。 

課務組 

 一、 選課及開課相關作業： 

 (一) 辦理延修生、碩士在職專班暨修習英檢課程學生逾期未繳納學分費案件後續課程

註銷事宜（繳費截止日：3 月 31 日)。 

 (二) 函請教師進行學習成效期中預警線上通報作業及轉請所屬導師輔導事宜（截止

日：4 月 25 日）。 

 (三) 辦理學生申請課程停修事宜（截止日：5 月 23 日）。 

 (四) 查核本學期課程大綱內容品質，並彙整尚待改進之名單通知教師進行必要之修訂。 

 (五) 發出「開課通知」（含相關參考檔案），提醒各教學單位準備資料，開始進行下學

年第一學期之開課作業（含學期課程及跨領域學習週課程）。 

 二、 本學期專兼任教師授課鐘點清冊已移請總務處出納組協助核發。 

 三、 審核各教學單位 103 學年度學分科目表增修訂內容。 

 四、 課程整合：各學院安排簡報日程為：舞蹈學院 103/04/10、影新學院 103/04/22、美

術學院 103/04/23、音樂、文資、戲劇學院 103/04/28。 
 五、 於 4 月 15 日召開博士班聯合開課會議，將研議博士班聯合開課之可能性，如研究

方法、文化研究議題或其他課程等，並討論其他可能合作之事項。 

 六、 自 103 學年度起為與中原大學之「領導創新與博雅碩士學程」更積極合作，已函

請各學院暨通識教育委員會就其「博雅人文」之學程特色，考量協助每學期提供

一門已開設之研究所相關課程供該學程學生校際選修。 

 七、 因應 103 學年度研究生學分費收費方式之異動，已於 4 月 7 日與各相關業務單位

召開學分費繳費管理系統整合協調會，後續將由電算中心協助系統之統整與建置。 

 八、 修訂本校「大學部修習研究所課程實施辦法」。 

出版組 

 一、 《藝術評論》：第 27 期於 3 月底截稿，共 12 篇稿件；本期主編為美術學院賴瑞鎣

教授，現正進行審查中，預計 5 月中下旬召開編輯小組會議。 

 二、 2014 亞洲研究學會年會書展： 

 (一) 臺灣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於 103 年 3 月 28-30 日順利完成，本校出版組及台大出

版中心各 1 名同仁代表參展。 

 (二) 期間與北美各大學圖書館建立友好關係，並獲悉採購途徑，近期將拜訪臺灣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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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提供本校出版品目錄，以擴展海外學術市場，加強國際學術鏈結。 

 (三) 近年來海外圖書館多透過電子書資料庫獲得並收錄最新書訊，本組將持續推動本

校出版品為國內外知名電子書資料庫收錄，期能打開國際能見度。 

 三、 圖書交贈：自教學卓越計畫第一期起，即透過出版大系圖書為媒介，進行圖書交

贈。為加強雙方圖書出版交流與學術資源共享，秉持互惠原則，將以互列長期交

贈單位為目標，以達實質交流之成效。 
期別 執行時間 對象及圖書冊數 
第一期 民國 99 年 7 月 34 所姐妹校，交贈圖書 117 冊。 
第二期 民國 101 年 12 月 85 所姐妹校及我國承認之大陸院校，交

贈圖書共 523 冊。 
第三期 預計民國 103 年 12 月執行 除一、二期交贈對象之外，將增加大學

出版聯盟學校及國內藝文展演中心。 
 

招生組 

 一、 103 學年度大陸學生招生：研究所報名已於 4 月 1 日截止(相關書面資料繳交期限

至 4 月 8 日)，各系所報名人數如下表，本校將於 4 月底進行書面審查，預計於 5
月 9 日公告預分發結果，5 月 23 日正式放榜。 

科系名稱 報名總人數 已繳費人數 書審已收件人數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6 5 4 
電影創作學系 7 7 6 
新媒體藝術學系 8 7 6 
舞蹈研究所表演創作組 1 1 1 
博物館研究所 0 0 0 
戲劇學系 7 6 4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1 1 1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4 2 2 
總報名人數 34 29 24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一、 102-2 學期音樂學系盧文雅老師「西洋音樂史 II」課程，將有四週執行翻轉教室上

課模式，業已完成所有影片拍攝，於 4 月 9 日進行第一次翻轉教室教學。另共同

學科陳致宏老師「通識核心：經典詮釋與生命實踐」於 4 月 8 日拍攝課程影片。 

 二、 擬於 4 月下旬至音樂學院與文資學院推廣「藝學園」學習管理平台使用。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一、 擬於 4 月 29 日（週二）辦理「103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旗艦計畫觀摩研討會議」，

將由各學院與共同學科分享教卓計畫特色成果與未來因應模式，並邀請中原大學

張光正校長針對如何拓展教學資源舉行講座，以提供本校各單位在後教卓時代的

教學發展策略構思。 

 二、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 推動跨校跨領域合作教學子計畫：擬於 4 月 15 日提交第 3 期區域計畫期中報告，

說明本校子計畫於第一年度執行內容、成效評估及經費核銷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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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4 月 14 日 

課指組 
 一、 【獎助學金及就學補助措施】 

(一）本校「博碩士獎學金」申請日期為 3/15 至 4/15 止，所有申請表格、申請資料送所屬

系所辦公室。請各學院最晚於 4/30 前完成「院審」後，將審查結果轉予本處課外活

動指導組進行「校審」。 

（二）獲 102-1 學期學優獎同學，請於 4/25 前攜帶學生證至課指組領獎。 

 二、 【學校活動及學生社團】 

（一）4/7 畢聯會部份代表業與校長報告目前於人文廣場舉辦畢業典禮之工作規劃流程。 

（二）外交部委託救國團辦理「外交部 103 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請各學院協助鼓勵

同學踴躍報名甄選活動。 

 三、 【服務學習及學務特色】 

（一）4/28 於國際會議廳舉辦服務學習系列講座，參與對象為美術、舞蹈、影新大一同學

實施點名。 

（二）4/25 實施服務學習預警，針對本學期服務學習點數大二未達 40 點、大三學生未達

80 點發出預警通知單，將通知所屬系辦、導師及學生本人。 

學生住宿中心 
 一、 綜合宿舍大型修繕工程將於 4/8 上午辦理「細部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開標作業，將邀請

學生宿舍自治會參與作業。 
 二、 4/8 上午與總務處營繕組、事務組開會，討論綜合宿舍暑假期間寢室床組、書桌、衣櫃更

新之需求。 
 三、 特殊原因(僑生、外籍生、陸生)住宿權於 4/7-17 受理申請，審查會議訂於 4 月下旬辦理 

 四、 學生宿舍大會訂於 4/24 上午 6 時假女一舍舉行。 

 五、 自治會訂於 4/30（星期三）假女一舍辦理二場自學活動： 
（一）營養師講座：飲食新文化 健康新概念。(晚上 6 時 ~ 7 時 30 分) 
（二）台灣美食料理教學。(晚上 7 時 30 分 ~ 9 時) 

 六、 女二舍新建樓梯止滑條，已由總務處協助施作完畢。 

軍訓與生活輔導室 
 一、 期中學生缺曠明細通知將於第九週E-MAIL致各同學及任課教師參考核對，另有關採用「刷

卡點名輔助機制」課程，因實施初期，師生們對刷卡規則不熟悉，致曠課資料有誤差之情

事，將印發書面明細請該 41 門課程師生協助再確認。 
 二、 第八週曠課達 13 小時以上者新增約 25 名同學，業已分別寄送缺曠通知致同學及家長；經

通知提醒之同學約有 1/6 回流辦理請假或減少曠課之次數。 

 三、 全國大專校院境外生資訊系統-僑生系統，本校 102 學年度在籍生 97 名資料業已於 4/10 上

傳建置完成。 

 四、 教育部函知各校，汛期將屆，提請各校確實執行校園空間防災安全檢測及落實各項防汛整

備工作。 

 五、 統計自 103/1/1 迄今，校內同學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者已逾 23 件，較歷年同期有增加之趨

勢，甚有同學騎上人行道之情事，造成行人安全虞慮，提請敦促同學加強防衛駕觀念，注



2-2 
 

重自我安全防護，恪遵路權規定，以確保個人及他人之安全。 

衛保組 
 一、 【餐飲衛生】4/9 臺北市衛生局至本校學生餐廳早餐部進行例行性衛生稽查及食品抽驗，稽

查結果大致良好，本組將持續追蹤食品採樣之檢驗結果。 

 二、 【健康促進】 

（一）「青春窈窕健康行」校園健走活動：於 4/9 辦理開訓及基本健康檢測，總計 48 位教

職員工生參加為期 2 個月健走活動。 

（二）健康外食講座：4/15 由兼任營養師陳珮蓉小姐主講外食族健康飲食選擇技巧，並於

課程中帶領至學生餐廳，讓學員將課程習得知識實際運用於之飲食選擇當中。 

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102-2 學期開學迄今（2/17~4/11）個別晤談達 353 人次；來談議題分別為：壓

力調適~外在支持系統與自我功能失衡（25%）、家庭議題~家人溝通與觀念衝突（23%）

與情緒困擾~負向思考與焦慮（18%）；來談身份為：大學部（53%）、研究所（36%）、

先修班（6%）、教職員（5%）。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預訂 5/5 上午 10:30 辦理「讀懂他們的心~如何協助與陪伴身心疾病

患者」身心健康講座，邀請關渡醫院身心科劉弘仁主任與資深諮商心理師劉懿慧共同主

講，歡迎對此主題有興趣之全校教職員生報名參加。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4/7 & 4/9 分別辦理「藝起向前衝」舞蹈系&劇設系大二、大三生涯輔導班級活動。 

（二）提供「得藝人生─CPAS 職能性格診斷」服務，透過線上測驗檢視個人領導能力與穩

定度，協助個人生涯規劃，歡迎本校準畢業生、碩博士及教職員工踴躍報名。 

（三）5 月中擬舉辦模擬面試、履歷健診活動，邀請業界校友擔任主試者，協助畢業生於入

職場前作更充裕的準備，敬請有興趣的同學留意中心訊息。 

 四、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預計將於 5/3~6/13 進行「週二電影院」性別平等主題電影系列講座。 
（二）研擬 103-1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宣導事宜。 

 五、 【計畫案】卓越計畫─4/29辦理「旅英插畫藝術家~鄒駿昇」藝術人職業世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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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4 月 14 日 

UU

 

研發處之重點工作 
一、 系所評鑑 

 (一) 因應教育部 103 年 2 月 13 日函復本校系所自我評鑑機制認定結果所提審查意見，

本校「自我評鑑辦法」及「系所自我評鑑作業實施要點」將配合再修正。修正草案

內容已簽奉核可，將提本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  

 二、 校園規劃 
 (一) 103 年 4 月 8 日召開學院代表色確認會議，於會議中確認各學院代表色 pantone 色

號，後將建檔各院代表色於研發處。另外，舞蹈學院與影新學院的院長袍、學士袍

選色工作，後續由學務處協助辦理，會議紀錄刻正陳核中。 

 (二) 103 年 4 月 8 日召開 102 學年第 2 學期校園規劃小組臨時會，審議圖書館 1 樓左側

大門選樣案、本校「舊警衛室」1 樓委外空間裝修圖審議案、本校活動中心 B402

空間使用調整案。會議紀錄刻正陳核中。 
 三、 建教/產學合作 
 (一) 中華兩岸教育協會委託本校規劃文物維護保存暑期專班案 

1.業針對委託單位意見回復並修正開班規劃書暨 2014 年專班簡章提送該會辦理。 

2.預計於 4 月 15 日及 4 月 23 日由研發長與藝推中心主任拜訪中原建築系、故宮保

存維護處進一步洽談合作開課細節。 

 (二) 舞蹈學院技術移轉案，業完成計價會議，刻正辦理授權合約簽署作業。 

 (三) 有關本校與世代文化合作計畫，業先簽訂合作意向書，具體合作細節將進一步商議。 

 四、 學術發展 
 (一) 業協助檢視本校辦理 2014 ALIA Symposium 經費補助申請整體預算，預計於本週完

成教育部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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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04 月 14 日 

 

音樂學院之重點工作 
一、 本院 4 月 11 日召開第 4 次院長遴選委員會。 

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音樂學研究所 

一、 103 年系所自我評鑑事宜：排定外部評鑑實地訪評行程及辦理訪評委員入住藝大會館申請。 

 二、 持續協助本學期辦理教師自我評鑑的老師匯出並製作自我評鑑檢核明細表等相關事宜。 

 三、 協助本學期客座教授廖曉玲「新音樂工作坊 New Music Workshop」(4 月 22 日至 5 月 5 日)上

課學生分譜製作，教授來台住宿申請。 

 五、 2014 春夏系列音樂會 5 月份演出節目曲目收集，並安排樂曲解說編寫。 

 六、 103 學年學士班招生放榜正取生賀卡製作與寄送，共計 70 份。 

 七、 專題演講：  

2014 年 4 月 8 日，下野龍也 Tatsuya Shimono，日本指揮家，【下野龍也指揮大師班】 

 八、 102 學年度關渡新聲比賽~獨奏(唱)及室內樂組決賽已於 4 月 7 日順利舉行，獲選名單共有 8

組，將於 5 月 3 日之 2014 關渡新聲優勝者音樂會中演出。 

 九、 辦理大學部第 29 屆畢業製作協助音樂會宣傳及相關事務執行，共 56 場。 

 十、 本系碩士班宓冠伶同學榮獲山葉藝術獎學金 

  本系碩士班黃羽薇同學進入上海音樂學院及紐約愛樂共同創辦之樂團學院決選名單。 

 
傳統音樂系 
一、 受理本學期舉辦畢業音樂會碩士學生之學位考試申請共 5 人，將於 4 月 26 日（六）與 4 月 28

日（一）辦理口試。 

 二、 103 學年度系所自我評鑑資料內文修訂與附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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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4 月 14 日 

 

美術學院之重點工作 
一、  本學院與淡水古蹟博物館共同策辦「北海岸七迢人-年輕藝術家雕塑展」訂於 4/20 閉

展，此次展覽活動為本學院與該館首次合作，參展作品均頗具代表性，吸引了各界藝

文人士的參與，更擴增了淡水的藝術欣賞人口。 

 二、 「龍顏圓夢助學金」仍持續受理同學申請收件中，申請受理收件作業訂於 4/30 截止。 

 三、 各姊妹學校國際交換學生的申請作業刻積極推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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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4/14-4/18 南北藝廊、水墨畫廊、暨玻璃屋，辦理學士班期中術科評鑑停閉一

周；八又二分之一藝術空間，「許瑋恩、陳冠宏、黃士家三人聯」(影像、文件、相紙、

裝置複合) 。 

 
二、 本學院刻傾全力彙編學/碩/博士班的評鑑資料，期能完備地展現系所各面向優卓的特色

與成效。 

 三、 本學院正積極進行彙整學/碩/博士班的課程整合會議資料；並同時推辦開課相關作業。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主要重點工作與上揭美術學系同。 

 二、 相關本所評鑑資料業已彙整完成，刻進行最後修整暨編製作業。 

 三、 本所與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合辦 103-104 年度滬水一方系列策展計畫，第二檔展

覽【淡水奧德賽 藝術旅行】由本所研生李政曄策展；為臻展覽活動的完備性展覽內容

於過去幾周作了更調 為受展期訂於5/3–7/26，刻積極辦理展覽經費簽核暨相關作業中。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 「2014 美術創作卓越獎」持續於關渡美術館展呈中，該展訂於 5/4 閉展。 

 

二、 專題講座-「東亞圖像與文化交流」，將於 6 月邀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謝明良教授

蒞院，於黃立芸老師中國美術史課程中演講，藉由謝明良教授在藝術史領域的卓著

鑽研成就，必能增益本學院同學於藝術史上的探研。 

 
三、 「雙年展學院」預計於 9、10 月舉辦，現持續與 Henk SlagerNicolas Bourriaud 兩位國

際策展共同籌劃策辦相關活動相關事宜。 

 
四、 本學院預訂於 5、6 月辦理「紀念之外工作坊」，刻積極連繫並邀請參與的藝術家與

學者俾協調活動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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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4 月 14 日 

 

一、本院師生前往上海『第 7 屆亞太戲劇院校戲劇節』計畫，4/8 召開第 1 次行前製作會議；

另第 1 次機票招標採購流標，進行第 2 次機票招標採購中。 

戲劇學院之重點工作 

二、4/7 召開卓越計畫簡報資料彙整會議。 

各系所之重點工作 
戲劇系 
一、 本系於 4/1~4/5 辦理完成「平田織佐-完全演劇職人工作坊」，活動順利圓滿。 

二、 本系於 4/7 召開系所課程委員會，初步修訂 103 學年學分科目表與 103 學年第 1 學期

課程安排。目前進行開課邀約中。 

三、 

四、 

本系於 4/14~4/16 同舞蹈系與中國戲曲學院進行教學交流與呈現觀摩。 
2014 戲劇學院夏季公演《理查三世和他的停車場》於 2014/04/11（五）15：30 於本

校國際會議廳舉行創作理念說明會。 

劇場設計學系 
一、 與淡水國小、十三行博物館進行活動類服務學習專案計畫合作。 

二、 TD109 燈光實驗室搬遷完成。 

三、 103 學年度學、碩士班招生考試辦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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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4 月 14 日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舞蹈研究所 
一、2014 年 4 月 7 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系課程會議，研議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表與師資架

構調整及排課問題，目前循會議決議，持續辦理中。將聯繫相關東方及當代舞蹈課程異動

事宜。2014 年 4 月 10 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所課程會議，修訂舞蹈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學分科目表，並且確認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架構及授課師資。 
二、本系邀請希臘舞蹈家 Vangelis Legakis 授課，分別於 2014 年 4 月 9 日、4 月 11 日、4 月

18 日三天上午進行課程，針對研究生及大學部授課。 
三、舞蹈系二館實習劇場電動窗簾及手拉窗簾施作工程於 2014 年 4 月 9 日進行驗收。實習劇

場活動式觀眾席刻正進行採購招標程序。希望能趕在 5 月底前完工。 
四、2014 年 4 月 10 日進行「校長與相關同仁與舞蹈學院進行課程意見交流」會議。 
五、本院為鼓勵學生創作，於 2014 年 4 月 10 日舉辦「北北風創作平台呈現」，本次從先修班、

大學部至研究所共 18 支作品，最後計有 9 支作品入圍獎項。 
六、2014 年 4 月 11 日進行 2014 年舞蹈研究所、舞蹈系大學部申請入學、舞蹈系七年一貫制

先修班招生放榜工作。 
七、2014 年 4 月 12 日本系七年一貫制畢業班「焦點舞團」於宜蘭演藝廳進行巡演。 
八、師培中心第二專長班課程已協助處理安排，將於 2014 年 4 月 13 日起連續三個周日於舞蹈

系館教室上課。 
九、系所自我評鑑工作目前正依據執行委員建議進行最後修訂，預計於 2014 年 4 月 15~20 日

間完成並且寄出。 
十、中國戲曲學院來訪相關之課程交流事宜已完成確認及公告通知，本系共開放一貫制四年級

及先修班二年級各 1 堂東方相關課程，邀請戲曲學院董超老師給予示範教學；本院則開放

2 堂當代舞蹈課程、1 堂太極導引課程，提供給戲曲學院每堂各三名學生參與上課。 
十一、目前規劃與音樂或影新學院院長開會討論跨領域課程細節中，並聯繫跨領域學習週開會

討論開課內容事宜。 
十二、刻正研擬舞蹈系七年一貫制資優跳級辦法相關資料蒐集。 
十三、刻正蒐集先修班期中考試成績，之後將寄發先修班教師期中考成績通知單。 
十四、2014 年舞蹈學院初夏展演進行海報與宣傳品發送，並且已於兩廳院售票網開始售票。 

一、主題研討會－台灣舞蹈研究協會年度學術研討會：已完成初步議題規劃。 

專案名稱：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二、跨文化展演－2014 跨藝計畫：已初步確定北京主辦單位提供之各項條件，並積極協商編

舞者行程安排。 
三、持續進行「教學卓越計畫旗艦會議簡報製作」。 
四、持續協助舞蹈學院系所自辦外部評鑑彙整歷年來各項卓越計畫相關資料。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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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與新媒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4 月 14 日 

 

學院之重點工作 
一、 影新學院已於 2 月 25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議之會前會，討論課程整合相關議題。

並 4 月 10 日召開本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會議中除審議電影創作學系 103
學年度學分科目表修訂案，各學系亦進行課程規畫簡報，學系之間彼此觀摩與

交流討論。 

各組、系、所之重點工作 

電影創作學系 
 一、 第 36 屆金穗獎結果已於日前公告，電影創作學系獲獎結果如下： 

(一 )製片組校友林香伶與導演組校友詹凱迪合作之《泳漾》榮獲一般作品獎最

佳劇情片獎。 
(二 )碩士班製片組校友劉瑜萱之《神算》入圍一般作品獎最佳劇情片獎，劉瑜

萱並以該片榮獲學生作品個人單項表現獎。 

 二、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102 年度徵選優良電影劇本獲獎名單已於日前公

告，電影創作學系兼任教師易智言老師之作品《行動代號孫中山》獲得「徵選

優良電影劇本－佳作劇本獎」。 

 三、 電影創作學系戲舞大樓專業教學空間建置與設備採購積極進行中；其中音效錄

音教室已經完成購置，並於 4 月 14 日進行功能驗收。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將於 4 月 26 日（六）進行大四畢業專題評鑑，地點為研究大樓一樓、二

樓，由全系專任教師參與學生畢業作品審查討論。 

 二、 新媒系碩士班李勇志同學《招牌動作》個展將於 4 月 12 日至 5 月 10 日於福利

社藝文空間（Frees Art Space）進行，並將於 4 月 26 日（六）舉辦展覽座談。 

動畫學系 
 一、 動畫學系將於 4 月 17 日（四）邀請當代動畫藝術大師 Georges Schwizgebel (喬

治·史威茲戈貝爾)蒞臨本校，並於當天下午 2 點於藝文生態館 K301 電影院舉辦

講座，演講主題為：「動畫創作的靈感來源」，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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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4 月 14 日 

 

文資學院之重點工作 
一、 匯整「103 年寒假烏茲別克世界遺產國際教學」成果報告書製作。 

 二、 規劃「103 年暑假蒙古世界遺產國際教學」行程規劃調整與報價查詢。 

 三、 文資學院教學卓越計畫 103 年度實施計畫與經費明細編列表修正，並撰寫 103 年

單位計畫項目及分項計畫內容表單。 

 四、 研擬柏泰園捐款補助準則。 

   

各系所之重點工作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4/11 召開課程委員會修訂 103 學年度學分科目表、研議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 

課程。 

 二、 4/15 召開所務會議研擬教室管理辦法；審查交換生資格與台大城鄉所校際選課 
協議。 

   

博物館研究所 

一、 [表博-文資位元與創藝數位典藏暨教學計畫] 1.表博內部典藏文物清單，目前共登

錄 493 筆資料。2.於 4/9 召開「文化藝術資產小組」會議 ，提出現階段工作報告；

同日辦理策展工作坊（一）。 

二、 2014 第六屆博物館雙年學術研討會至截稿日止收件 91 篇（其中包含中國九篇、英

國一篇、印度一篇、韓國二篇、新加坡二篇、菲律賓一篇）；確認keynote speaker
三位學者人選，緊接著將於五月初完成審稿，並與南藝大合作整理漢寶德先生之

相關作品及文書展覽事宜。 

三、 102 年度系所自評報告書，依據本所自評執行委員會校外委員之意見進行評鑑報告

修改，將在 5 月 15～16 日進行自評；現階段已聯絡評鑑委員住宿及交通相關事宜。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一、 3/31 及 4/7 各召開自評小組會議，討論實地訪評日程及評鑑報告付印版內容。 

二、 與所學會籌備 103 級新生迎新活動，4/11 放榜後即刻電話邀請錄取生參加本所 4/19
（六）藝管人迎新活動。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本所教卓計畫「藝‧教‧考－Sue Jennings 戲劇治療工作坊」於 4/1 圓滿落幕，共

計約 50 位校內外師生參與。 

 二、 103 年系所自我評鑑，本所已於 4/7 召開會議進行彙整修稿，預計 4/18 以前寄出

予校外訪視委員。 

 三、 「美感教育活化教學五年計畫」已於 4/1 完成對教育部的計畫案說明簡報會議，



10-1 

目前正著手進行教學網路平台之規劃，同時安排至東區參訪種子學校。 

 四、 「2014 藝術夏令營（印尼專班）」每週依照進度進行例會，目前已完成中英對照

報名表，本週將針對印尼招生端高會長所提出之需要，進行課程。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3/27 舉行藝管所與文創產系所聯合課程整合會議。 

 二、 3/28 文創產系所搬遷至文資學院大樓 R402，完成與國交中心的財產認列轉移。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文化資源學院簡介冊，已完成文化資源學院、建文所、文新博班內容英文翻譯，

中文校正排版與英文版排版則持續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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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委員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4 月 14 日 

各單位之重點工作 
通識教育委員會 
共同學科 
一、 3 月 24 日研究所關渡講座與當代臺灣文學與作家朗讀課程特別邀請知名作家楊澤 

老師朗讀其作品『人生不值得活的』，並與同學做答問互動。而東亞表演視覺藝術 

與大眾性課程則邀請本校戲劇學系講師謝淳清先生以「關於飲食」為題進行演講。 

二、 2014 藝術翻轉教育研討會即將於 6 月 24-25 日舉行，估計兩日之舉辦費用約為 28 

萬元，本周已申請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內學術研討會」補助，共申 

請 15 萬元。 

師資培育中心 

一、 103 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甄選筆試於 4 月 7 日，共計 103 位到考。預計 4 月 15 日 

召開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初審放榜會議，5 月 10 日（六）進行複審面試。 

二、 4 月 10 日薇閣小學學輔處劉主任蒞校與本中心洽談暑期藝術教育營隊事宜，今年 

仍預計於 8 月初進行三天的小學營隊。 

三、 103 年史懷哲計畫原訂至桃園縣立介壽國中服務，但因介壽國中暑期要進行教學區 

所有教室的修繕工程，本中心緊急接洽新北市立三芝國中及八里國中，目前已確定 

改至這兩所學校各執行一週的服務學習營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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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藝術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年 4月 14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劇場使用事項 

 （一） 暑假期間戲劇廳將會進行地板工程，戲劇、舞蹈兩廳也會進行空調維護工程，若各

單位仍有場地上的需要，請早與本中心聯絡協調。 

 二、 『Create  創-2014年關渡藝術節』 

   (一) 

 

 

 (二) 

(三) 

(四) 

三、 

三廳內表演活動期自 103 年 10/3(五)起至 10/27(一)止。關渡美術館展期為 9/26

（五）起至 12/14（日）止。《2014國際動畫節》：10/31（五）起至 11/7（五）

止。《2014關渡電影節》：10/03（五）起至 10/11（六）止。 

已於 103/1/14(二)上午 11時假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 

已於 103/3/17(一)下午 15時假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 

2015關渡藝術節演出節目資料同時籌備規劃中。 

103年度本中心卓越計畫資本門部分，將照去年計畫提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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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科技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4 月 14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日前受邀參加國立臺灣美術館所展出的《臺灣美術家「刺客列

傳」1961～1970 ── 五年級生》展覽，展期為 2014 年 3 月 22 日至 6 月 8 日，展

出作品為《HB-1750》，欲藉由一顆可返老還童的仙丹提出慾望與生命的議題，嘲

諷消費社會的荒謬現象。「刺客列傳」五年級生展延續之前的策劃理念，以藝術家

作為核心對象，並依據題材、形式要素、美學與思想、藝術媒介，以及風格特殊

面貌等面向，選薦展出 22 位藝術家作品，藉由這 22 位生於 1961 年至 1970 年的

藝術家，用各自的創作方式來呈現在臺灣美術發展上，前、後的世代與藝術浪潮

間所發生的轉變。 

 

 二、 本中心超通訊視覺實驗室孫士韋老師日前受邀至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發表

「科技與藝術橋樑─從視覺媒體談起」專題演講，由臺科大資工系助理教授花凱

龍博士主持，從技術層面與跨領域媒體整合經驗，分享藝術創作心得，現場近百

位資工系學生及碩博士班研究生參與講座，現場互動熱烈，學生獲易良多。 

 

 

 三、 本中心王俊傑主任日前受邀參加日本四國愛媛縣主辦之「道後溫泉藝術節」全新

現地創作計畫，創作作品為「靈湯大發現」，展期為 2014 年 4 月 10 日至 12 月 31
日。道後溫泉為日本三大名湯之一，有近三千年歷史，本館建築已列入文化遺產

中，適逢道後溫泉本館改建 120 周年，特舉行「道後溫泉藝術節」，由東京 Spiral
知名策展人岡田勉策劃，邀請近三十位國際藝術家參與，其中包括草間彌生、中

谷芙二子、荒木經惟、石本藤雄、谷川俊太郎和皆川明等知名日籍藝術家，並規

劃「HOTEL HORIZONTAL」活動，以「最深邃的夢」為主題，將旅館客室轉變

為空間藝術作品，是歷史悠久的道後溫泉地區一項大膽的藝術實驗，讓旅客體驗

全新的藝術饗宴。 

 

   

 

http://www.ntmofa.gov.tw/chinese/ShowInfomation1_1.aspx?SN=4070&n=10043�
http://www.ntmofa.gov.tw/chinese/ShowInfomation1_1.aspx?SN=4070&n=1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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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機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4 月 14 日 

項

次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系統名稱 預計期程 現況 備註 

一 教務系統 98/8-102/7 1、依註冊組需求，撰寫研究所畢業生論文

資料報表。 

2、依註冊組需求，修改學位考系統增修專、

兼任教師欄位。 

3、執行第二階段模擬學生線上選課壓力測

試。 

4、4/1 至註冊組會議展示畢審系統，預計

4/15 前完成修正建議改善事項。 

 

二 學務系統 99/5-102/7 依需求調整功能程式，並檢測學生個人缺曠

Email 寄發功能。 

 

三 曠缺課點名自動化輔

助系統 

102/8-103/7 監測上線情形及檢核資料正確性。  

四 人事系統 99/5-102/12 1、新增戲舞大樓刷卡鐘與系統程式修正。 

2、修正同仁實際加班補休剩餘時數問題。 

 

五 數位學習整合系統暨

課程地圖 

102/12-103/7 1、完成建置串流主機環境，測試串流影音

WOWZA 與 Ustream 直播功能。 

2、畢業典禮人文廣場測試串流影音有線、

無線網路電腦設備。 

 

六 數位典藏 II(關美館庫

房典藏管理) 

101/7-102/12 俟關美館申請 Domain，完成系統環境建置。  

七 招生考試系統 99/11-100/7 1、個人申請書審資料上傳作業。 

2、計算學士班第二階段(含傳音系)成績及

印製排名冊事務。 

 

八 總務系統 100/5-102/12 1、線上繳費平台上線準備及申請文件。 

2、4/9 開會確認各學系教室清查狀況及討論

未來空間開放作業規劃。 

 

九 勞健保管理系統 102/9-103/1 修正勞健保系統之人事基本資料建置事宜。  

十 教師自我評鑑系統暨

研發處教師計畫案和

學術成果資料庫管理

系統 

101/3-102/12 修改展演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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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校園網站  新增重要事項說明會連結於學生住宿中心

網頁。 
 

十

二 

跨領域學習護照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三 

學生線上離校管理系

統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四 

註冊組成績及學籍卡

回溯掃瞄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五 

學習預警系統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六 

藝術人才資料庫  四月底完成統計報表程式。 
 

十

七 

服務學習系統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八 

全校性資訊入口網整

合(EIP) 

 調查各大專院校學生資訊公告及資訊異動

切結書相關作業。 
 

十

九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帳

號修訂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二

十 

學習成效分析資料庫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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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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04 月 14 日 

一、推廣教育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推廣教育 

 1. 「2014 北藝大夏日學校」校際宣傳進行中，將針對新媒、舞蹈、傳音三個藝術

學校加強宣傳，舞蹈與傳音會針對全國國中有舞蹈班、音樂班的學校發送公文。 

 2. 秋季課程規劃中，推廣課程將針對在地文化與特色並融入審美生活為後續開課

目標。 

 3. 天悅旅行社委託中心辦理陸生半日美術體驗課程，課程內容以人體翻模與攝影

為主，時間暫定為8/22，正與旅行社確認人數並等待對方支付訂金中。 

 (二) 進修教育 

 1. 中華兩岸教育交流協會委託案目前與北科大、中原大學、故宮等開課課綱已確

認，課表初步規劃完成，將在本月陸續拜訪中原大學及故宮。住宿所需用品、

保險、遊覽車等皆在與廠商接洽中，課程結束後續保管事宜待討論。 

 (三) 中心事務 

 1. 中心網站：進入保固期，持續測試修正。 

 2. 因新進人員增加，調整工作分配與作業標準化，研擬課務、帳務、客服、行政…

等標準 SOP 流程，配合網路自動化，減少人力作業並確保風險管理。 

二、藝大書店 

 (一) 活動部份 

 1. 

 

現正進行活動 

 小書展：緩速移動的舒慢生活。88 折。〈2014/03/16 至 2014/04/15〉 

 2. 籌備中活動 

   下期小書：公平的真況世界？。〈2014/03/16 至 2014/04/15〉 

 邱坤良先生著作書展〈2014/05/05 至 2014/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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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4 月 14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協助姐妹校韓國全南大學公告及協助同學報名 2014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21 日夏

令營活動。(4 月 4 日截止報名) 
二、 外國學生業務 

 (一) 103 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收件至 4 月 15 日截止，本中心資格審查後，將再併

文簽送各學院進行審議。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姐妹校上海戲劇學院 4 名交換學生、香港演藝學院 1 名交換學生，欲申請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至本校戲劇學系進行研修，本中心已將相關資料併文簽送相關

單位進行審議。 
 (二) 姐妹校上海音樂學院 1 名交換學生、上海戲劇學院 1 名交換學生、日本京都造

型藝術大學 1 名交換學生，欲申請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至本校劇場設計學系、

劇場設計研究所進行研修，本中心已將相關資料併文簽送相關單位進行審議。 
 (三) 姐妹校中央美術學院 3 名交換學生、廣州美術學院 2 名交換學生、多摩美術大

學 1 名交換學生、韓國誠信女子大學 1 名交換學生，欲申請 103 學年度第一學

期至本校美術學系、藝術跨域研究所進行研修，本中心已將相關資料併文簽送

相關單位進行審議。 
 (四) 

 
姐妹校上海戲劇學院 1 名交換學生，欲申請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至本校新媒體

藝術學系進行研修，本中心已將相關資料併文簽送相關單位進行審議。 
 (五) 姐妹校南京藝術學院 1 名交換學生，欲申請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至本校音樂學

研究所碩士班進行研修，本中心已將相關資料併文簽送相關單位進行審議。 
 (六) 姐妹校南京藝術學院 1 名交換學生，欲申請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至本校動畫學

系進行研修，本中心已將相關資料併文簽送相關單位進行審議。 
四、 其他 

 (一) 科技部計畫書已於 3 月 31 日由研發處協助上傳，本月工作事項為確認文宣品之

主視覺，以及提交計畫書至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 
 (二) 填報教育部資料庫有關本校 2013-2014 年新締約及續約姐妹校合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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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04 月 14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傳統藝術學分學程 

  (一)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共 2 門) 

    1、「臺灣民俗儀式祭典─北港朝天宮迎媽祖」(林承緯老師) 

       (1)田野課程安排於 4/17~19，帶領學生參與北港朝天宮當地儀式祭典。 

    2、「傳統表演藝術創作專題─傳統音樂與獅陣展演」(葉晉彰、蔡凌蕙老師) 

       (1)預計五月進行總排練並安排二階段甄選活動。 

 

 二、 國科會「未來的傳統藝術」學術研究網站建置計畫 
(一)執行網站資料庫內容彙整，包括中心專案研究、課程與工作坊教學模組，以

及國內外傳統工藝研究資源、社群與網絡等中英文內容建置。計畫執行期程：

2014/01/01 起至 2014/12/31 止。 
(二)3 月份撰擬網站規劃書並召集廠商進行簡報，於 4 月開始網站設計工作。 

 三、 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計畫 
總計畫辦公室邀請專書出版企劃「大學”用”了沒」，預計 104 年出版。 

 四、 國際交流 
(一)跨校國際合作連結網絡 

本校與荷蘭國際亞洲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IAS)
簽訂校級 MOU 乙案，已通過本校國交中心委員會審查，並由傳研中心協

助安排簽約事宜。擬將於 10 月份與 IIAS 正式簽約，以啟動更為實質的交

流合作計畫。 
  (二)印尼峇里島 2014 Pesta Kesenian Bali 展演計畫 

由傳統音樂學系與傳統藝術研究中心接受峇里島演藝團體 Sanggar 
Paripurna 邀請參與 2014 年峇里島藝術節，將於 2014/06/22~07/05 赴峇里島

演出。團隊成員將由傳統藝術學分學程「傳統表演藝術創作專題─傳統音樂

與獅陣展演」課程中徵選 20 名學生。 

  (三)日本多摩美術大學加納豐美教授拜訪 
3/20 多摩美術大學映像演劇學科的加納豐美教授來訪。加納教授為劇場服

裝設計與傳統服飾文化研究學者，本次來訪與傳研中心就原住民與少數民

族文化研究，進行交流及討論。 
 



 

主計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年 4月 14日 

 

主計室重點工作 

一、 

 

 

103/3/31 召開本(103)年度預算分配會議，決議收支分配狀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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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支出

單位：萬元

收入項目 總額 校統籌 支出項目 校統籌

經常收入小計 77,537   59,467  經常支出小計 60,792      
教育部基本需求補助 41,214  41,214 人事費(含校聘) 45,254     
學雜費收入 15,546  13,741 水電電話費 3,547       
場地使用收入 4,200    3,279   單位業務費及專款 8,610       
建教合作收入 5,600    留控業務費 792          
推廣教育收入 939       756      專項經費(經常門) 2,590       
受贈、利息收入 1,659    
招生及其他收入 1,232    478      
補助計畫收入 7,149    -       資本支出小計 4,163        

資本收入 專項經費(固定資產) 1,906       
教育部績效型補助款 2,700    2,700   專項經費(軟體及大修) 2,257       

歷年結餘款 支出分配合計 64,954      
102年學生宿舍賠償款 2,852    2,852   加：折舊攤銷(不動用現金) 9,618       

合計 83,090   65,019  總計 74,572      
說明：

1.共計分配支出6.5億元，由教育部補助款、自籌收入並動支102年賠償款支應。

2.人事費占經常收入76%，8/1起鐘點費調整，一年增加支出約750萬元，尚待籌措。

3.本年度專項經費支出龐大，各單位新增支出項目仍請由歷年結餘經費支應。



 

 

   

    單位
擬分配數

(萬元)
擬分配項目說明

學務處 2,444.4    綜合宿整修工程2,444.4萬元。

電算中心 595.0       

1.無線網路控制器130萬元

2.ISMS renew(重審)10萬元

3.NAS網路備援伺服器30萬元

4.教務系統二期95萬元

5.綜合宿舍網路建設工程300萬元

6.研究大樓室內裝修(網路)30萬元

展演中心

(含各單位關

渡藝術節)
905.5       

1.調光升高機保養維護9萬元

2.戲劇舞蹈廳門弓器修繕9萬元

3.平台鋸汰舊更新16萬元

4.燈光儲藏車25萬元

5.彩色多功能複合機13萬元

6.數位照相機1.5萬元

7.戲劇廳佈景工場地板更新240萬元

8.戲劇舞蹈廳冰水主機汰換60萬元

9.LED燈具汰換60萬元

10.舞蹈廳隔音門開啟輔助系統10萬元

11.戲劇廳假鏡框面更新12萬元

12.各單位關渡藝術節450萬元

總務處 1,837.2    
1.全校性基礎設施及整修1017.2萬元

2.全校性教學空間調整及整修600萬元

3.研究生宿舍設計監造服務220萬元

圖書館 740.9       
1.3樓自修教室裝修330.9萬元

2.期刊資料庫410萬

博館所 65.0         校史室建置業務費65萬元

舞蹈系 96.6         燈光迴路配線工程+活動式觀眾席之80%96.6萬元

動畫系 360.0       
新增系所開辦費(102年度部分)延長使用期限至103年度

360萬元

關美館 131.0       關美館典藏管理系統(無形資產)131萬元

(優先由柏泰園捐贈款支應)

新媒系 48.7         研究大樓設備費48.7萬元（搬遷至研究大樓增加教室

補充不足之課桌椅）

合計 7,224.3   校務基金支應6,752.3萬、教卓留控資本門支應472萬

103年度專項經費分配情形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專任教師參加國內外各項會議或活動請假原則」 

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一條專任教師參加國內外機關團體

或學校

（一） 由學校主動薦送或指派參

加者。 

舉辦之各項會議或活動，

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得給予公

假： 

（二） 由政府機關舉辦之會議或

活動者。 
（三） 承辦本校議定之專案計

畫，並載有出國執行任務需

要者。 
（四）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研

究成果者。 
（五） 

（六） 

受邀出席與教學相關之會

議或活動者。 

 

應本校姐妹校或締約合作

學校之邀請前往授課者。 

第一條專任教師參加國內外機關團體舉

辦之各項會議或活動，符合左列要

件之一者，得給予公假： 
（一） 由學校主動薦送或指派參加

者。 
（二） 由政府機關舉辦之會議或活

動者。 
（三） 承辦本校議定之專案計畫至

多兩案

 

，並載有出國執行任

務需要、或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發表研究成果者。 

    (以下略) 

增進本校邁向國際

化，專任教師應邀

參與各項國際交流

活動，增列第一項

第五款及第六款得

申請公假情形。 

第二條專任教師參加前項六款以外之各

項會議或活動，若有兼行政職者

應先以休假辦理，餘均應申請事

假。事假每學年合計准給七日。 
 

 

第二條專任教師參加前項三款以外之各

項會議或活動，若有兼行政職者

應先以休假辦理，餘均應申請事

假。事假每學年合計准給七日。 

配合上述規定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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