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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03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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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新學年度校務推動，今日會議專案列管表部分，提報新增各相關單位

多項重要列管事項，足見校務工作推動十分需持續努力，期許大家共同投

入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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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 日(三)下午 13 時 30 分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

室召開。(另原訂9 月 15 日(一)中午 12:10召開之主管會報暫停一次

 

，以利與

會主管參與當日下午本校舉辦之「2014 關渡藝術節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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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補充報告：下週三(8月27日)將舉辦本校與政治大學、陽明大學三校學術合作

教務行政作業協調會，除與課程合作相關議題外，若有其他合作可能性建

議，也歡迎各教學單位於會前提出。 
 
二、學務處：詹學務長惠登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補充報告：有關本校僑外生業務，前經學校基於業務屬性考量，將移由國際

交流中心辦理，惟顧及該中心人力，以及今年 10 月即將辦理「2014 亞洲藝

術校院聯盟 臺北高峰會」等活動，先暫仍由學務處承辦此一業務，俟明年

度 103-2 學期起移轉至國交中心，有關國際學生之獎學金等學務相關業務，

本處也續將辦理。 
 
三、研發處：林研發長劭仁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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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務處：陳總務長約宏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詹學務長惠登：感謝總務處對於學生綜合宿舍修繕工程乙案的協助，有關學

生住宿中心希能確認綜合宿舍落地窗玻璃霧化處理部分(貼上四分之三具遮

蔽、隔熱效果的卡典西德紙)，是否能確保面對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側的女生住

宿之同學起居活動隱密性乙事，建請總務處會同相關單位再行踏勘，以利確

認後施作。 
 
五、音樂學院：吳院長榮順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六、美術學院(張正仁老師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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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舞蹈學院(何主任曉玫代理)：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九、電影與新媒體學院(王主任俊傑代理)：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文化資源學院(黃所長士娟代理)：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一、通識教育委員會(吳主任懷晨代理)：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二、展演藝術中心：王主任世信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 補充報告： 
1.有關「2014關渡藝術節記者會」目前暫訂於9月15日(一)下午14:00於好丘信

義 店 舉 行 ， 另 關 渡 藝 術 節 網 頁 已 上 線 ( 網 址 為

http://kdad.tnua.edu.tw/2014/)，歡迎本校師生上網瀏覽及共同參與藝術節活

動。 
2.今年度關渡藝術節行銷企劃案，請參閱今日會議資料。關於本中心於籌劃、

洽談關渡藝術節合作行銷事宜，今年因受各活動資訊取得時間的限制，故

每一個節慶未能均納入校外合作場地露出之企劃，在此補充說明，未來建

請各相關單位能協助配合依規劃期程提供資料，以利進行宣傳成效。這次

關渡藝術節節目很多、類型也很多元，為利各節目行銷，若相關活動有上

電台節目通告的需求，建請各學院主管及老師配合參與，以利提升藝術節

http://kdad.tnua.edu.tw/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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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度及創造人氣。 
3.另本次關渡藝術節記者會活動亮點乙事，提請討論研商。依去年作法係以

幾位得獎者做為宣傳重點，我個人建議今年以本校跨界自製節目《土將洋

兵》來作為活動亮點，惟考量本節目係與校外團體合作案，若邀請校外布

袋戲劇團等人員共同出席記者會，尚涉及人力動員、經費等事宜，故本案

尚需思考、審酌。 
●主席裁示： 
(一)今日會議所提關渡藝術節各項節目行銷乙事，請展演中心與各相關單位多運

用機會進行節目露出宣傳，以增加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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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六、國際交流中心：呂主任弘暉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 補充報告：國交中心於今日會議提供「2014亞洲藝術校院 臺北高峰會」議

程補充書面資料，敬請各單位參閱，並歡迎各位主管及師生共同參與。本次

會議期間將連結本校關渡藝術節活動，目前規劃於10月5日(日)下午將安排與

會外賓參與當日藝陣遊行活動，為利行程規劃，建請學務處協助提供活動時

間(開始、結束)資訊，以利貴賓行程確認。另會議錄影及上網播放事宜，則

建請電算中心、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以及研發處等單位協助。 
●主席裁示： 
(一)本校於今年 10 月 3 日至 5 日間將召開「2014 亞洲藝術校院聯盟 臺北高峰

會」 (2014 ALIA Symposium in Taipei)，年初迄今已召開多次籌備會議，感

謝校內主管及老師們共同參與籌劃事宜，也歡迎全校師生共同踴躍參與，以

把握機會拓展國際交流網絡。 
 
十七、傳統藝術研究中心(王主任世信代理)：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14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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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8 月 20 日 

教務處各組重點工作 

註冊組 

 一、 學籍成績管理： 

 (一) 賡續辦理 103 學年度新生網路通訊報到作業，並進行資料審核及補件作業。 

 (二) 協助 102-2 學期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及證書發放。 

 (三) 辦理102-2學期畢業生學籍資料轉檔及成績資料核對作業與103-1學期新增延修生

學籍資料轉檔作業。 

課務組 

 一、 開/選課作業： 

 (一) 辦理各開課單位 103-1 學期課程異動及配班事宜。 

 
(二) 

103-1 學期課程大綱上網率已達 95.33%，教材內容上傳截止日為 9 月 11 日，將持

續辦理上網進度及品質查核作業。 

 (三) 規劃 103-1 學期新生及轉學生預選事宜(含學期課程及跨領域學習週課程)。 

 (四) 以 EDM 寄送教師授課通知。 

 二、 教學評量相關：102-2 學期網路教學評量教師個別評量結果目前已開放線上查詢列

印。 

 三、 教學優良暨傑出教師遴選：請各學院推薦 102 學年度「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

教師候選人，於 9 月 20 日前將資料送課務組。續由本處簽請校長勾選資深教授五

名為遴選委員，並於 10 月 7 日召開遴選委員會。 

 四、 與電算中心合作編製各系所專兼任教師開課時數分析表。 

 五、 規劃辦理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務助教座談會。 

出版組 

 一、 《藝術評論》：27 期已於 7 月底如期出版。28 期將於 9 月 30 日徵稿截止，目前已

有 2 篇投稿，敬請師生踴躍賜稿。 

 二、 出版大系叢書 

 (一) 103 年第一階段審查通過出版專書《馬勒音樂中的世界觀意象》、《意義的追尋：

族群、文化、語言教育》、《演員筆記 30 篇》及《現代戲劇敘事觀：建構與解構》

（新版）共 4 本，已完成編輯與美術設計並進行招標，預定 9 月底前出版；第二

階段審查出版專書已於 8 月初完成審查，計有《新世代的法國戲劇導演：挑戰與

突破》、《臺灣當代劇場的評論與詮釋》2 書通過，預定 12 月底前完成出版。 

 (二) 規劃出版專書《茫霧島嶼：邱坤良戲劇三種》和《創作能與創作力》2 書已進入

編輯工作，預定 12 月底前完成出版。 

 三、 參加國際書展 

 (一) 2014 馬來西亞海外華文書市(7 月 26 日至 8 月 3 日)：由文化部主辦、聯經出版公

司承辦籌畫之臺灣館，本校提供 117 冊出版品展售，向東南亞華文閱讀圈推薦本

校師生研究與創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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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2014 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上海週（8 月 13-19 日）：主辦單位共選購本校學

術出版品 31 冊參展，並透過華品文創出版公司代銷，期向中國讀者推介本校師生

研究與創作成果。 

 (三) 2014 北京圖書博覽會（8 月 27-31 日）：由主辦單位選書參展，本校共有 6 冊圖

書獲選參展，並提供版權交易。 

 四、 102 年 7 月至 103 年 6 月底之圖書銷售權利金，已於 8 月初完成結算統計後核撥。 

 五、 自 101 年起參與國內外國際書展、與遠流合作出版(節省印刷成本、並收取版稅)、

簽署非專屬電子書授權及校內研討會擺攤、海外圖書通路拓點、網路書店鋪貨等

圖書銷售情形，統計資料截至 103 年 6 月，如附件。 

招生組 

 一、 103 學年度大陸地區學生招生： 

 (一) 

 

由於往年皆由系上提供接機服務，今年教育部不強制規定學校必須協助接機，參

考其他學校作法，改由系上協助學生聯絡接機，交通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 

 (二) 學雜費繳交：由於往年陸生皆於入台後繳納學雜費用，因台灣入台規定每人台幣

現金不得攜帶超過 6 萬元，故增加許多繳費不便之處，今年已與出納組協調，學

生將可透過信用卡線上刷卡或是匯入學校指定專戶兩種方式進行繳費。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一、 本校電影系、舞蹈系、美術系已就教育部課程分流計畫提出理論與實務分流之整

合性課程規劃，將於 8 月 28 日彙整報部。 

 二、 教育部推動教師多元升等計畫延至 8 月底公告補助結果；另本校 103-1 學期教學

助理於 8 月 15 日起聘，預訂 9 月 11 日辦理期初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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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4-105 年度教卓計畫補助以「提升就業競爭力，強化學用合一」及「引

導大學自我定位發展特色，以打造東亞高教重鎮」為兩大方向，由 CTL 彙整計畫

申請書，奉核後於 8 月 22 日報部。 

 二、 本校訂於 10 月 24 日承辦教育部教卓計畫—跨界力論壇，論壇開幕將由本校舞蹈

系七年一貫制學生演出舞碼《詼諧‧曲》。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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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遠距教學辦法目前修訂中，另將於 8

月 27 日「三校學術合作教務行政作業協調會」協商三校訂定優先議定遠距教學收

播課程作業流程。 

 (二) 「102-103 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第一學年度七項子計畫之相

關活動皆已執行完成，已轉知合作之相關系所於 8 月 22 日前將第一年執行成果報

告、收支結算表及相關活動紀錄提供 CTL 彙整，俾利於 8 月 31 日前提交中心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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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8 月 20 日 

課指組 
 一、 【獎助學金及就學補助措施】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相關資訊已公告於學校網頁。

並自 8/1 起開始辦理新生減免及就貸事項。 

 二、 【學校活動】規劃 103-1新生訓練活動、於 9/7(日)辦理新生入宿寢具服務活動、預訂 9/15(一)

辦理全校學生幹部研習營。擬規劃 9 月初辦理各系所及志工單位「服務學習」業務及電

腦系統說明會。 

 三、 【服務學習】海外藝耕服務隊-柬埔寨藝起夢想計畫，本校六大學院共 16 位同學組成，

8/15-8/28 出隊執行國際藝術關懷。 

學生住宿中心 
 一、 8/5 完成 103 學年第 1 學期新（舊）生住宿費及僑、外籍生健保費繳費單資料核對。 

 二、 8/8 完成 102 學年第 2 學期退宿學生住宿保證金核退事宜。 

 三、 8/11-15 女一舍、女二舍更新各寢室內緊急照明燈。 

 四、 8/12 總務處派員協助清潔女二舍公共區域環境。 

 五、 8/14～8/23 夏日學校（藝推中心）校內隊申請住宿，均已安排入住。 

軍訓與生活輔導室 
 一、 「103 學年度新生入學始業式」預定於 9/9-9/12 辦理，提請各相關單位如有新增或修訂之

宣教資料於 8/25 前遞送本室彙整辦理。 
 二、 敬請各單位於暑期出隊時，會請本室協助登錄於教育部校安中心網站，俾利共同維護營

隊師生隊員之安全事宜；另敦請各出隊單位密切注意氣候狀況，注意人身安全。 

 三、 颱風季節來臨，請各單位注意校安中心通報及相關颱風訊息，下班前記得將門窗關閉，

並請依發佈之防颱警報事項，逐一做好準備。 

 四、 辦理二名首屆畢業陸生之畢業離台手續暨相關通報作業。 

 五、 協助三名具役男身分同學辦理逾四個月以上之長期出國申請，並提醒役男出國之相關應

注意事項。辦理畢業役男登錄建檔作業，並協助同學出具「軍訓課程折抵役期證明」事

宜。 

 六、 依據新修正之「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配合宣導港澳學生

畢業延期居留期限由現行 90 日放寬為 6 個月及申請定居台灣之放寛規定。 

 七、 配合宣導內政部新修正之役男出國規定，未來役男只要符合「就讀學歷」及「就學最高

年齡」的限制，出國就讀大學以下學歷在 24 歲以前、碩士在 27 歲以前及博士在 30 歲以

前，即可以出國念書。 

衛保組 
 一、 健康促進： 

（一）本組辦理之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示範學校計畫已於 7/31 執行

完畢，書面成果報告擬於 8/31 前函送報部。 

（二）基本創傷處理課程:本組於 7/3、8/13、8/20 配合藝推中心、關渡美術館辦理 3 場次

訓練課程，總計約有 60 位學生及志工參加。 

 二、 大型急救包回娘家活動：於 8/20-8/29 辦理，請配置有大型急救包之單位於活動期限內將

急救包送至衛保組，以利完成相關醫療物資之汰換及補充。 



 

 三、 傳染病防治:  因應西非伊波拉疫情持續升溫，疾管署已提升國內應變等級成立「伊波拉病

毒感染緊急應變小組」，持續加強「出境衛教、入境檢疫、國內整備/演練、國際合作」等

四大因應作為，目前幾內亞、賴比瑞亞及獅子山等 3 國旅遊疫情為第三級：警告(Warning)，

民眾如非必要應避免前往該地區。另奈及利亞旅遊疫情建議等級為第二級：警示(Alert)，

民眾前往當地應加強防護，避免至醫院探病或接觸病人再次呼籲，民眾自疫區返國後 21

天內，應自主健康管理，如出現有發燒、嘔吐、腹瀉、皮膚出疹等不適症狀，撥打國內

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洽詢並協助就醫，並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暑假期間針對身心狀況不穩定個案及有諮商需求之教職員工仍持續提供心理

諮商服務。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規劃 103-1 學期「面面．俱到」人我關係探索團體。 

（二）規劃 103-1 學期「唉呀．愛啊！」愛情成長團體。 

（三）規劃 103-1 學期「轉角遇見你」情緒探索團體。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持續更新網頁徵才訊息並提供生涯諮詢，敬請鼓勵同學上網查詢或至中心預約。 

（二）103 年教育部公費留考報名自 8/15~8/29 中午 12 時止，詳情請參閱學校首頁最新消息。 

 四、 【資源教室與校園志工】 

（一）進行「103 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障礙類別」填報作業。 

（二）8/19-20 參與 103 年「北區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知能」研習。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規劃 103-1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宣導活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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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深耕~培玉計畫 
 一、 （一）6/29~8/20 已進行 16 場「愛玉私塾」活動，包含行銷企劃、藝術節行銷、展覽策劃、

互動科技製作、品牌經營及動畫製作六組，透過業師的帶領與分享，擴展學生校外

生活學習，更瞭解真實藝術人職業世界。 

（二）已完成藝術人才資料庫-校友資料更新電子郵件 EDM 發送，包含 99-101 年度畢業生

及所有博士班畢業生，敬請各系所助教協助追蹤及更新所屬校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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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8 月 20 日 

處務 
 一、 依本校現行組織規程本處三組英文名稱於前次主管會報討論後調整如下： 

(一) 綜合企劃組 General Planning Section 

(二) 建教合作組 Industry-Academic Cooperation Section 

(三) 學術發展組 Research Promotion Section 

綜合企劃組 
 一、 校務發展 

  本校本（103）學年度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下設各工作小組委員名單已簽奉核定，並

已移由人事室辦理發聘事宜。 

 二、 校園規劃 

  1.103 年度第一學期校園規劃小組臨時會將於 103 年 8 月 20 日舉行，本次會議將審

議舞蹈學院《曼菲劇場空間命名案》。 

2.本校戲劇舞蹈大樓公共藝術勘驗會議將於 103 年 8 月 25 日舉行。 

3.本校 103 年上半年公共藝術通報台北市文化局資料已於 8 月 18 日送出。 

 三、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教育部於 8 月 15 日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辦理「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北區填表暨

系統操作說明會，本校由教務處、人事室、電算中心及本處派員參加。本次會議重

點如下： 

1.103 年 10 月表冊，國立大學計需填報 47 張。 

2.「基本資料表」1、2、3、7 已於 8 月 1 日起開放填報，填報單位為研發處、總務

處、教務處及人事室，尚未填報之單位請於 8 月 22 日前完成。表 4、6 另行公告

開放填報時間(填報單位為教務處)。 

3.本期表冊開放填報時間自 9 月 1 日上午 8 時至 10 月 31 日下午 5 時止。填報表冊

中，「學 24」為新增表冊。請各負責填報單位(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總務處、

國際交流中心、圖書館及人事室)確實依校內分工方式及作業時程辦理。 

4.各校如擬修正填報之資料，申請時間自 11 月 10 日至 12 日止，經核准後，於 11

月 13 日至 17 日期間上網修正。學校填報資料檢核表須於 12 月 22 日前函報教育

部及校庫作業小組。 

建教合作組 
 一、 本處於 8 月 15 日接獲高教司提供本校有關數位 3D 影視產業相關科系、開設課程、近

年產學合作及本校對該產業發展相關規劃等說明，並於當日下班前送部。 

 二、 教育部「協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計畫目的為培育人才進入企業

研發部門，促使大學與優質企業法人合作，建立產學戶中高階人才培育機制。擬轉各

所究所研究相關課程設計配合之可能性。 

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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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北藝風概念店，創意空間評選，於 7 月 16 日舉行第二次評選，共計 4 位學生投件，

選出第一名: Step–Out 出奇櫃以及第二名: VVVV，第三名因未達評分標準，從缺。

第一名與第二名的組別可得到獎金分別為 3 萬元及 2 萬元。建築師將根據其設計

圖，依據地形以及相關法規執照，進行調整，並作細部規劃與設計。 

 二、 「聽我說故事」2014 果實藝術創作營集結 2009-2013 的五屆學員，於嘉義文化中心

進行暑訓排練兩週，於 7 月 25、26 日於松山文創園區 LAB 實驗室舉行公演。 

 三、 「103學年度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獲得創新創業課程開發補助計 30萬元整。 

 四、 「藝起團劇」電影劇本徵選第二階段截止收件日期為 7 月 14 日，已將劇本分場大

綱分給評審老師進行評選。預計八月初選出第三階段優勝者五名。 

 五、 2014「關渡藝術節」市集市集招募已於 7 月 10 日截止收件，共計 52 組投件，36 組

攤位入選市集，並積極規劃市集的硬體規畫及相關招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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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8 月 20 日 

一、 

本處重點工作： 

校舍興建與修繕： 

(一) 「綜合宿舍修繕工程」近期辦理情形如下： 
1.「室內修繕工程」已於 103/08/07 辦理第一施工階段(1-3 樓)查驗，目前已完成工項包

括寢室內油漆、吊扇安裝、插座電源預留、浴廁天花板及吸頂燈，落地鋁窗、廁所

等門門框安裝，另門扇則配合傢俱廠商進場組立床組之進度再逐間安裝。 
2.「傢俱床組採購」刻正進行第一階段安裝作業，預計於 103/08/27 前完成第一階段(1-3
樓)組裝，另將於 103/08/22~28 進行第二階段(4 樓)安裝，部分構件之契約變更設計

將俟廠商函送圖說及報價資料後，儘速辦理議價。 
3.「屋頂修漏工程」目前已完成工項包括斜屋頂舊有屋瓦及防水層之打除，以及露台

頂版裂縫灌注補強與第 1 道矽酸質防水材塗佈等，其餘工項接續施作中。 

(二) 「音樂一館空調冰水主機修繕工程」已於 103/08/04 由廠商申報竣工，並於 103/08/12
辦理驗收。 

(三) 「動畫系教室內裝工程」已由建築師於 103/08/01 提報修正設計圖說，經本處初步審查

後移請使用單位審查確認並於 103/08/12 回復，將再依使用單位意見續辦。 

(四) 「展演藝術中心箱型冷氣更新工程」已於 103/8/13 由監造單位會同承商及相關單位辦

理主機廠驗，俟廠驗程序完成後即進場安裝。 

(五) 「音樂一館屋頂露台修漏工程」已於 103/07/28 開工，並於 103/08/11 完成舊有隔熱及

防水層敲除及運棄，俟監造單位完成查核後續由廠商進行新防水層之施作。 

(六) 「活動中心 4 樓(曼菲教室)空間調整及內裝案」為配合使用單位(藝術推廣中心及創新

育成中心)之需求，已由建築師提出數版修正設計圖說送使用單位審查確認，目前已大

致形成共識，本處將接續製作簽呈陳核。另至 103/08/12 止現場已完成舊有內裝之拆除

以及室內鋼構主體之搭建體。 
(七) 「103 至 106 年全校區邊坡安全監測技術服務」已於 103/08/07 辦理開標(資格審查)，

並於 103/08/11 召開採購評選會議進行投標廠商評選，俟評選記錄簽奉核准後即接續辦

理議價作業。 
(八) 「102 年 7 月至 103 年 6 月全校區邊坡安全監測年度總結報告」已於 103/08/11 召開審

查會議，並邀請專家學者與會協助審查，藉助其專業知識以維護本校校園環境安全。 

(九) 「行政大樓四樓斜屋頂修漏工程」已於 103/07/10 開工，截至 103/08/13 止已完成舊有

屋瓦之拆除，接續清除舊有瓦條及防水材等。 

二、 環境與設備服務： 

(一) 本校 103 年度停電巡檢及水塔清洗作業已於 103/08/10 執行第一階段作業，並於

103/08/15 執行第二階段作業，若有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二) 本校 103 年度消防檢修申報相關缺失已完成改善，並由消防主管機關於 103/08/05 到校

完成前次缺失改善之複檢。另戲舞大樓係於 102 年 9 月始完工啟用之新建物，惟消防

主管機關要求必須列入本年應申報之建物標的，爰由本處依規定補辦。 
(三) 關渡自然公園指派專人於 103/07/25 來校參觀水生植物池，並針對水質改善及魚隻行為

控制等提出相關建議，續由本處評估其可行性及費用。 
三、 公共設施及教學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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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渡自然公園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及藝大會館住宿貴賓優惠方案，凡憑本人有效證件

入園享有門票免費（無期限）與該園內「咖啡鴨餐廳」95 折優惠案，已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其中餐廳因受委外合約期限限制，暫時優惠至 104 年 8 月 31 日止，期滿

再行檢討。本處已轉全校各單位及學生知悉，並於學校首頁最新消息及本處(保管組)
網頁公告週知。 

(二) 配合教育部調查各校犬貓施打狂犬病疫苗之需求，統計本校列管有專人領養之犬隻計

有 6 隻，預計本(103)年 8 月底前完成狂犬病疫苗之注射。 

(三) 有關 103 學年第 1 學期學雜費收繳事宜本處(出納組)已於 103/08/06 將主檔上傳中信銀

學雜費系統產出繳費單報表後，提供各相關單位確認，無誤後由中信印製繳費單，自

103/08/11 完成交寄，繳費期限為本(103)年 8 月下旬至 9 月 15 日止，學雜費系統於同

日起開放查詢及列印繳費單。 
(四) 目前本校領有通行證人員進出校門均採自動化作業方式辨識其職員證、學生證或車輛

通行卡身分，現行核發之紙本通行證業已喪失識別查驗的功能，考量實際需求及節省

公帑等因素，將於 103 學年度起停發紙本通行證，相關申請程序仍維持不變，另 103
學年度通行證預計自 9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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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8 月 20 日 

 

音樂學院之重點工作 
一、 8 月 10 日辦理本院設備財產年度盤點作業。 

 二、 104-105 年度卓越計畫已送件。 

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音樂學研究所 

一、 103 學年度新生個別課選課資料送課務組。 

 二、 持續辦理本學期專題演講場次及主講人聯絡洽談。 

 三、 2014 秋冬系列音樂會海報主視覺設計，日籍低音管演奏家小山昭雄教授簡介翻譯及辦理藝

大會館訂房事宜。 

 四、 103 年度卓越計畫新加坡訪問交流計畫行程細節聯繫。 

 五、 8 月 13 日至 14 日辦理本系所設備財產年度盤點作業。 

 六、 8 月 18 日至 9 月 1 日期間進行系館大教室及琴房開學前清潔工作。 

 
傳統音樂系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題演講場次確認中。 

 二、 2014 年關渡藝術節及秋冬系列音樂會演出場次及場地確認中。 

 三、 103 年度卓越計畫「國際展演交流－巴里島」活動核銷中。 

 四、 8 月 12 日至 13 日辦理本系所設備財產年度盤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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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8 月 20 日 

 

美術學院之重點工作 
一、  「Why We ”Draw”-2014 臺北藝術大學/京都造形藝術大學交流展」訂於 10/30-11/8 假本

學院地美館辦理。京造大由神谷徹暨東島毅教授率該校 11 名繪畫主修學生與本學院作

交流，此次兩校交流展由郭弘坤老師主策並指導，本學院業已評選出參展學、碩生共

計 10 名，相關交流展前置事宜刻積極籌辦中。 

 二、 本學院持續與晟祥電子有限公司合作「LED 光電藝術實驗室」；並同時合作進行第二

項設計研發計畫-「藝術公文自走車研發設計」，本計畫由陳院長愷璜、張乃文暨郭弘

坤老師共同主持並指導同學參與研發設計。相關計畫後續事宜，因合作單位晟祥電子

公司所提供的原車型銷售情形不佳，需再與本學院作協商，故本計畫將俟協商會議後

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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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8/23 地美館：「夏日學校第 2 梯次學員成果展」、南北藝廊一/二/三樓、

水墨畫廊、八又二分之一空間：暑期閉展。 

 
二、 本學院原作為展覽空間的玻璃屋，將轉用為美術系系學會辦公室，刻由系學會主要幹

部於朱百鏡老師的指導下進行內部整修中，預計於下學期開學前正式啟用。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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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檔展

覽訂於 2014/12/3~2015/3/1 辦理，相關展覽活動刻由本所研生曾馨霈策劃中。 

教學卓越計畫專案推動情形 

 

一、 「雙年展學院- Aesthetics Jam 即興美學」訂於 103/9/12-104/1/4 辦理，相關前置作業刻

持續辦理。本展由林主任宏璋帶領本學院多位師生，並邀約法國、荷蘭 10 多位藝術家

暨策展人共同參與，除藝術創作展演的交流外；在課程教學層面上，期能開拓本學院

師生的國際視野，提升國際化學習，並充分建構跨領域、跨文化的實境學習機會。 

 
二、 本學院與典藏出版社將於 9/19(五)下午 3:30-5:00 合辦一場高千惠老師- [第三翅膀 藝術

觀念及其不滿] 新書分享會，將開放校內外師生共同參與分享。 

 

三、 本學院邀請國際知名學者鮑依思‧葛羅伊斯（Boris Groys）於 10/12-18 蒞院進行交流

並分享其卓著的現/當代藝術學術研究成果，相關前置作業刻持續辦理中。本研討會由

林宏璋老師帶領本學院博士生全體與 Boris Groys 進行深入的交流對話，一方面瞭解其

對國際當代藝術發展趨勢的觀察，以刺激本地師生於藝術創作、策展實踐的思考；另

一方面則透過主題規劃性的參訪行程安排，向葛羅伊斯教授介紹傑出的台灣當代藝術

創作者，並期能透過其國際性的連結網絡，適機將本地藝術家推介出去。 

 
四、 本學院特殊教室「數位及暗房中心」設備空間改善現仍持續建置中；同步進行的教室

工作坊計畫業已規劃完成，首將邀請陳進寶老師暨朱祈安校友共同於 10 月開設暗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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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課程，工作坊設立的首要在使師生對黑白暗房基礎、攝影與暗房技法的運用與關

係能有更深入的瞭解，俾建立進階底片攝影創作的基礎。而此次課程，將引導學員了

解原始的針孔相機與黑白暗房基礎，讓影像創作從源頭開始，並對拍攝與暗房技術的

互動有所認知,進而拓展更多攝影可能性。 

 
五、 「2015 美術創作卓越獎」訂於 9 月底至 10 月辦理徵件，相關徵件前置作業刻持續辦理

中。 

 
六、 透過黃立芸老師的聯繫，本學院邀請到日本東京博物館學藝員塚本磨充先生於 11 月蒞

院講授江戶時代的中國書畫收藏，屆時將開放校外有興趣的師生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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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8 月 20 日 

 

戲劇學院重點工作 
一、 8 月 14 至 8 月 23 日為期十天夏日學校，本次戲劇學校共開兩班。 

 二、 戲劇系新聘卓越計畫助理楊禮榕小姐於 8 月 19 日開始上任。 

 三、 戲劇系燈光助教尚未找到合適人選，延長公告中。 

 四、 劇設系學士班迎新宿營活動，各負責小組持續工作中。 

 五、 劇設系學會著手準備 103-1 系大會場地及會議流程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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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系 103 年教學卓越「鈴木忠志」計畫，補助學生黃思瑋、林宗毅前往日本參

加 2014 日本 「利賀藝術節（Toga Festival）」、「亞洲導演競賽」及 SCOT 夏季訓

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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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8 月 20 日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舞蹈研究所 
一、2014 年 8 月 14 日至 8 月 23 日辦理第二梯次夏日學校，共計有 17 名學員。2014 年 8 月

18 日至 8 月 22 日由本院客座教授 Graeme Collins 授課，共計有 18 名學員。 
二、2014 年 8 月 20 日委請研發處召開 103 學年第 1 學期校園規劃小組臨時會議，審議舞蹈系

二館實習劇場命名以及名牌設計圖示事宜。 
三、進行財產盤點後器材報廢或再利用規劃。 
四、2014 歲末展演於暑期進行排練編舞家島崎徹作品，排練助理 Sayo Homma 於 2014 年 8 月

24 日先行抵台，接機及住宿安排中。 
五、聯絡 103 學年度各項築夢有約對談嘉賓。 
六、藝術與醫學計畫相關校內配合款進行調查中。 
七、七年一貫制學生手冊、交換生手冊、舞蹈研究所碩士班學生手冊重新編撰中。 
八、2014 年 8 月 30 日舞蹈研究所研究生林廷緒、陳智青、柯志輝、吳柏翰、邱子瑋辦理畢業

製作預口試。 
九、課程分流計畫申請案持續撰寫中。 
 

一、古典舞蹈教學教材研究：「芭蕾教師教學工作坊」現正進行中，除透過此次研習與執教於

外界各個不同條件及環境之芭蕾教師進行觀念交流和經驗分享外，更可豐富本院教材研究

之內涵與發展。 

專案名稱：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二、研究生海外發表：持續收集自巴西及法國返台研究生之各項資料，以進行後續各項經費核

銷與結案作案。 
三、臺灣舞蹈研究學會年度研討會：業已完成公開徵稿作業，隨即將召集委員會進行審稿後公

告入選名單。 
四、2014 跨藝計畫－北京：業已完成代表團台胞證及中英文簡歷之收集彙整作業，並交由北

京主辦單位進行後續各項流程。 
五、印尼傳統舞蹈大師班：著手進行預算請購流程，持續與兩位印尼老師密切聯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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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0 日 

 

影新學院之重點工作 
一、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與南京理工大學設計藝術與傳媒學院擬簽訂之學

院交流協議書已於日前提送相關資料，準備函送教育部申報審查。  

各組、系、所之重點工作 

電影創作學系 
 一、 第一屆台灣國際酷兒影展（TIQFF）入圍名單揭曉，電影創作學系分別以碩士班

製片組邱勻作品《海倫她媽》，以及 99 級學士班陳彥廷、陳紹涵、許睿恬畢業

製作作品《青親》入圍短片單元。 

 二、 教育部補助大學推動課程分流計畫，電影創作學系以電影數位後期製作為課程

分流目標進行提案。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碩士班張徐展同學《陰極線管的神秘儀式》作品，獲中國西寧

2014 第八屆 Frist 青年電影展大學生影視獎「最佳實驗片獎」。  

動畫學系 
 一、 第二梯次夏日動畫學校將於 8 月 23 日上午在藝文生態館電影院辦理

成果展。  

 二、 動畫系學生會預定於 10 月 3 日至 29 日，在校外「好丘生活空間」進

行關渡國際動畫節學生單元展覽及駐村活動，做為本年度動畫節延伸

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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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第四屆關渡國際動畫節邀請到國際知名動畫策展人和動畫製

作人 Sharon Wu、德國動畫大師 Raimund Krumme、Zagreb Animation 
Festival 藝 術 總 監 Daniel Šuljić 、 日 本 京 都 造 型 藝 術 大 學 教 授

Murakami Satoshi 來訪，分別開設國際大師講座及工作坊。此外，關

渡國際動畫節也於今年度首次與日本 TBS DigiCon6 合作，播映其年

度最新優秀作品。  

 二、 2014 關渡國際動畫節已規劃並連繫進行國內北中南東串連，將於台

北府中 15 動畫故事館、台北當代藝術館、台東縣立文化中心、高雄

電影館（高雄電影節 )、動畫十三國際動畫展單位及活動等，播放

2014KDIAF 精選優秀作品。   



 

10-1 
 

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8 月 20 日 

 

文化資源學院重點工作 
一、 文資學院空間門牌標示確認。 

 二、 院迎新活動絹印模版製作完成。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研究所重點工作 

一、 9/12 所迎新活動籌備積極進行中。 

 二、 林承緯老師承接台北市文獻會「臺北盆地『迎尪公』信仰研討會」，進行活動海報

設計及講者聯絡。 

 

博物館研究所重點工作 

一、 2014 第六屆博物館雙年學術研討會網站資訊及催稿事宜持續進行中，現階段持續

安排專題演講學者之參訪行程，以及外籍學者來台與住宿相關事宜。 

 二、 科技部【博物館、當前研究與觀眾連結-透過博物館展覽與活動的當代科學研究之

呈現】，自 8/1 開始執行本案調查及研究作業。 

 三、 科技部 103 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主題：博物館蒐藏與文化展

示：歐美與亞太博物館學之對話、研究與教學】，圖書館與獲補助單位(本所) 

業已積極展開本案圖書採購事宜。 

 四、 文化部「無形文化資產法制化觀念與體系建構調查分析計畫案」完成期中報告書，

業經文資局審查通過，接續依據評審委員之意見進行修正。                                                                                                                                                                                                                                                                                                                                                                                                                                                                                                                                                                                                                                                                  

 五、 桃園市立木藝生態博物館基本策略規劃及展示資源調查案，預訂於 8/26 前繳交第

二期期中報告書。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重點工作 

一、 本所財產複盤於 8/12 完成。 

 二、 本所歷屆美術相關碩士論文已全數贈予國立臺灣美術館，並發函通知校友。 

 三、 「藝術課程與教學實務 II」已陸續完成實習單位公文發函。 

 四、 「美感教育活化教學五年計畫」進行中。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重點工作 

一、 教育部補助 103 年度大學校院精進全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專任助理於 8/1 到職。 

 二、 國合會計畫第四屆學生名單於上周更新，候補順位第 2 位學生確定獎學金資格，

本屆總計共有六位新生。 

 三、 103 學年度學分科目表修訂草案已在審核階段，預計在開學後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前完備三級三審會議之正常程序。 

 四、 文創學程新生訓練將於 9/12 上午 9 點至 10 點舉行。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文資學院英文簡介冊最終校對進行中，預計 9 月初完成電子版，供各所自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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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一、 8/4 召開「文資學院教學卓越計畫審查意見討論會議」，整合計畫內容，回應教學

卓越計畫 104-105 年第三期（第 2 階段）校內審查意見。 

 二、 103 年度文資學院教學卓越計畫已執行成果上傳「藝學園」。 

 三、 子計畫「國際教學、學術研討會及研究生海外研究發展計畫」蒙古世界遺產國際

教學相關成果彙整。 

 四、 子計畫「文資位元與創藝數位典藏暨教學計畫」進行表博內部典藏文物清點與整

理，清單截至目前共登錄 1259 筆資料；整理 25 週年校慶影像紀錄光碟，編輯說

明清單；整理歷期《關渡四季》，編輯說明清單。 

 五、 子計畫「藝教考」103-1 學期系列講座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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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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0 日 

各單位之重點工作 
通識教育委員會 
共同學科 
一、 配合電算中心完成 C303 教室電腦主機設備搬離作業，預計移除電箱後進行教室 

清潔。相關教學媒體設備與桌椅將於 8 月底安裝設置完成。 
二、 研擬通識課程改進計畫之工作期程與相關協辦單位。 

三、 安排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三場次的英檢考試說明會，並聯繫辦理校園多益考試相 
關事宜。 

師資培育中心 
一、 本中心 103 年 7 月 31 日向教育部函報申請「103 年中小學巡迴展演計畫-連江縣、 

新竹縣市、苗栗縣」，現教育部通知全額補助 100 萬元，已修改經費申請表寄送 
教育部。 

二、 本中心日前函報教育部申請「設置中等教育階段藝術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補助計 
畫，共計申請補助 2,325,256 元。 

三、 本中心獲教育部核准開設「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專長」學分班，8 月 20 日報名 
截止，預計 9 月 1 日公告錄取結果。 

四、 本校校友考取中等學校正式教師名冊： 
姓名 分發/錄取學校 領域 

鍾宛婷 新北市立自強國中 表演藝術 

朱若涵 新北市立三和國中 視覺藝術 

徐子晴 基隆市立建德國中 表演藝術 

陳郁靜 桃園縣立大成國中 表演藝術 

林玉芬 桃園縣立東興國中 表演藝術 

林鈺玲 桃園縣立龜山國中 表演藝術 

王暉翔 新竹市立南華國中 表演藝術 

劉岱姈 新竹市立培英國中 音樂 

楊希婕 台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表演藝術 

董家甄 台南市立民德國中 表演藝術 

簡欣怡 高雄市立仁武高中國中部 表演藝術 

邱羨嘉 高雄市立大寮國中 表演藝術 

葉姵吟 高雄市立彌陀國中 表演藝術 

簡喬芸 澎湖縣立文光國中 表演藝術 

杜孟純 台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表演藝術 

林佑霖 台北市華岡藝術學校 音樂 

蔡佩容 國立龍潭高級中學 音樂 

陳嬿夙 高雄市立美濃國中 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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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藝術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8 月 20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劇場使用事項 

 （一） 8 月份音樂廳外租演出活動包括：台北醫杏聲合唱團、中山醫合唱團演出。 

  (二) 8 月份戲劇廳進行舞台地板工程、佈景工廠地板工程、 

 （三） 舞蹈廳、戲劇廳兩廳化妝室空調整修、前台迴廊粉刷。 

 （四） 8 月份舞蹈廳配合師培中心師資課程，共使用四天，包括燈光音響舞台等課程。 

 (五) 8 月份舞蹈廳外租活動包括：陳亞蘭歌仔戲團排練、舞躍大地舞蹈比賽。 

 (六) 服裝間儲藏物件整理、前台背心及桌布清洗工作。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 2014 年關渡藝術節: 

 （一） 好丘禮盒組紀念品洽談完畢。                                                                                                        

 （二） 海報及酷卡已於 7/15 付印，部份已張貼。                                                                  

 （三） 車體廣告已發包完成，5 條路線。共 14 台車，9/15-10/15 刊登於： 

大南 223 關渡-青年公園、大南 266 新北投-信義國中、大南 218 新北投-萬華、中興

214 中和→內湖、指南 208 中和→大直。 

 (四) 演出活動票卷已上線，8 月 12 日在兩廳院售票網站開賣。 

 (五) 關渡藝術節網頁架構完成已上線，網址為 http://kdad.tnua.edu.tw/2014/  

 (六) 校門口 4 面主旗幟修改中。 

 (七) 貴賓票規劃及印製中。 

 (八) 兩廳院 10 月月刊校對中。 
  

http://kdad.tnua.edu.tw/2014/�


Create A Good Choice 禮盒組 
專屬藝術節的秋日伴手禮 

 

簡介 

秋高氣爽的日子裡，有著台灣人最重視的節日之一「中秋節」，想和外國朋友們分享台灣人在相聚的時刻，與家人朋友聊天相伴適合的台灣在地糕點與飲品。關渡藝術節與

好丘攜手合作，推出 2014 關渡藝術節 X 好丘禮盒組「Create A Good Choice」，希望能保存藝術與創意的美好記憶。 

 

禮盒組以不過度包裝及可重複使用為理念，禮盒本身就是一個可以重複使用的抽屜盒，當將裡面好吃好用的內容物取出後，即可作為收納生活雜物的容器，盒子直接可以提取的

設計，也減少提袋的使用。有〈好丘〉自家以低溫烘烤的貝果拉思古脆片，配上〈蜂蜜先生〉的本產荔枝蜜最對味，再用老窗杯一飲〈阿原〉的古早味青草茶，最後當然不能缺

少中秋的應景物，來自〈本山人〉的柚子乾，大家邊吃邊聊邊笑，分享彼此的生活趣事。 

（包裝會採用關渡藝術節Ｘ好丘作為主要文字重新設計） 



 

2014 關渡藝術節 X 好丘 Good Cho's 

店別 位置 內容 檔期  備註 

信義

店 

穿廊展

覽區 

《紀實與虛構

系列－他鄉》攝

影展與環境舞

蹈 

9/12(五)~10/5(日) 

 

  

戶外演

出 

9/27(六)、9/28(日) 

10/4(六)、10/5(日) 

 
  

圓山

店 

外帶包

裝 

好丘的字(暫

定) 
9 月中開始走到 10 月 

 
  

白色看

板牆 
關渡美術館 9 月中開始走到 10 月 

 

使用泰國藝術家的“偽幣工廠”這組作品。把作

品圖片放進去，將藝術家作品圖像運用於廣告宣

傳版面並結合今年主題識別系統來做規劃。 

https://www.facebook.com/moneyfaketory?fref=photo   



櫥窗 關渡美術館 9 月中開始走到 10 月 

 

天母

店 

小閣樓 

小閣樓上的艾

米國 

(動畫影展) 

10/3(五)~10/29(三) 

 

*詳見附件文字資料與片單 

全店 
動畫影展預告

片拍攝*4 

 

2F 木

屋區 

駐店藝術家 

動 畫 系 學生 創

作平面展覽 



2014 關渡藝術節 X 好丘 Good Cho's 
動畫大師們的狂想世界 

小閣樓上的艾米國－充滿想像的動畫世界 

The Animation Kingdom in the Penthouse: The World of Imagination 
躺臥在溫暖的閣樓，看見動畫大師們最童趣的奇幻想像 

 

演出時間 Dates│10/03(Fri.) - 10/29(Wed.) 

演出場地 Venue │好丘 天母店（台北市士林區天玉街 38 巷 16 弄 2 號） 

演出單位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動畫學系 

免費參與 

 

簡介 

    「艾米國」取自於動畫的英文發音 Animation，北藝大動畫學系將在好丘天母店的閣樓中，

打造一個專屬動畫的王國，引領觀眾進入最童趣的奇幻國度。在影展期間將播放適合兒童、青

少年與親子互動的作品，與觀眾一同欣賞動畫創作的魅力，同時也為將起跑的 2014 關渡動畫節

暖身。 

 影展期間將會播映學生動畫作品，每週推出主打片並由動畫創作者進行創作講座與分享。

同時，將邀請 12 位動畫創作者擔任「駐村藝術家」，在觀眾的見證於展期內輪替創作，一同協

力完成一部未知的作品；二樓展場也將會佈置「動畫系學生創作平面展覽」，展示投稿影片的手

稿、劇照與人偶等，讓觀眾欣賞動畫完成前的規劃與設計。 

動畫播映片單與系列講座 

10/3-10/29 12:00-21:00 學生動畫輪播 

10/4（Sat.） 19:00-20:00 

20:00-21:00 

主打片－願快樂 

創作講座－史明輝 

10/11（Sat.） 14:00-15:00 

15:00-16:00 

主打片－番茄醬 

創作講座－呂文忠 

10/18（Sat.） 15:00-16:00 

20:00-21:00 

創作講座－葉安德 

主打片－禮物（本片不適合兒童觀賞） 

10/25（Sat.） 

10/25（Sat.） 

10/26（Sun.） 

14:00-15:00 

15:00-16:00 

15:00-16:00   

主打片－夢遊動物園 

創作講座－Nagee 

創作講座－駐村藝術家 



 
以肉身譜寫的靈魂之詩 

《紀實與虛構系列－他鄉》攝影展與環境舞蹈 

“Virtual or Real－Another Country” Photo Exhibition and Environment Dance 

穿越四四南村的廣場與陽台，俯拾跌墜在歷史隧道的記憶 

 

演出時間 Dates│攝影展：09/12-10/5  環境舞蹈演出 9/27, 9/28, 10/4, 10/5  14:00 & 16:00 

演出場地 Venue │好丘  信義店（台北市松勤街 54 號） 

演出單位 │野草舞蹈聚落 

免費參與 

 

簡介 

試想，在舊屋的窗台前，一女子的徘徊凝望，對面的二樓的陽台上，一男子來回踱步，一堵老牆前蹲著一名少年。這三個人看似若有似無的關係，究竟會有如何的發展？而

這樣不同的身影，在四四南村會讓多少民眾引出了多少想像？ 

 

《他鄉》是張曉雄紀實與虛構系列回到「台北」的全新創作，意涵著旅途之感。出生於柬埔寨的編舞家張曉雄，過去數十年穿梭歐亞多個城市演出、創作和教學，他把自身

對城市的敏感化成文字、影像和舞蹈，三者相互交錯。藉由攝影展與環境舞蹈的展演，張曉雄老師特殊的人文底蘊與文化背景，搭配四四南村獨有的眷村氛圍，使得作品又更增

疊豐富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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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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0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本中心今年度籌劃之「知覺駭客 Perception Hacker─新世代穿戴式體現工作坊」

將於 8 月 21 日至 22 日在本校研究大樓 R102 教室舉辦，已完成活動宣傳與線上

報名作業，目前完成報名學員共 21 人，另保留開放現場報名名額 4 人；正進行人

力分配、活動文宣製作與上課材料採購作業。 

 

 

 二、 本中心超通訊視覺實驗室孫士韋老師與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鄭文皇

老師、楊奕軒老師共同進行學術研究，以深度攝影機進行人物偵測，並根據其數

據來操控伺服馬達，將光束與聲音指向觀眾，其論文「Attaching-Music: An 
Interactive Music Delivery System for Private Listening as Wherever You Go」己

於 IEEE Intl. Conf. Multimedia Expo (ICME) 2014 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進行實機展

示，展示期間受到美國密蘇里大學的 Wenjun (Kevin) Zeng 教授、iQIUI 愛奇藝技

術產品中心首席科學家王濤博士、荷蘭烏特勒支大學資訊計算科學系教授

Wolfgang Hurst 博士等人熱烈討論，並進一步研討實用化之可能性。ICME 為 IEEE
全球指標性多媒體技術研討會，匯集全球各地專業研究人員之研究成果，透過技

術交流與論文發表，呈現全球最新技術發展與趨勢。 
 
 

 三、 本中心感知介面實驗室林祺政博士日前受資策會雲端研究所邀請，至臺灣 Google

公司參與「Google Solution Day 2014 研討會」，活動目的以介紹雲端應用與未來

趨勢，並互相了解當前使用者未來在各種創新應用上之雲端需求。該研討會由資

策會雲端研究所主辦，該所以研發企業私有雲、混合雲與為資訊服務業開發雲端

應用解決方案為目標，同時協助臺灣 IT 產業升級轉型為雲端產業，以進軍全球私

有雲系統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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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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0 日 

專案名稱：藝術雲端 
教學卓越計畫專案推動情形 

 一 、遠距教室中控室光源及空調改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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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學雜費系統彙整相關學籍及修業學

期數資料。 

2、8/13 至註冊組討論畢業系統，選修學年

課及抵免需求修改狀況。 

 

二 學務系統 99/5-102/7 1、103 學年新生填報系統上線監測。 

2、緊急傷病管理端功能建置。 

 

三 人事系統 99/5-102/12 1、修正人事系統教師兼任行政主管 103 學

年度行事曆與年休假設定問題。 

2、完成教職員名冊更新。 

 

四 數位學習整合系統

暨課程地圖 

102/12-103/7 1、修正藝學園平台無法登入建檔問題及完

成 103 學年度師生授課預選等資料。 

2、完成教務處要求藝學園 103 學年度課程

與學生預選資料轉檔。 

 

五 數位典藏 II(關美館

庫房典藏管理) 

101/7-102/12 完成無障礙空間檢測。  

六 招生考試系統 99/11-100/7 碩博士班遞補作業。  

七 總務系統 100/5-102/12 1、線上繳費平台協助 ALIA 會議收費作業。 

2、自動繳費機系統維護。 

 

八 勞健保管理系統 102/9-103/1 完成檢核至六月份勞健保對帳資料。 
 

九 曠缺課點名自動化

輔助系統 

102/8-103/7 俟新生填報系統開放後，將修正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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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修改展演資料表欄位，預計 103 學年度

上線。 

 
 

十 校園網站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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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

二 

學習預警系統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三 

全校性資訊入口網

整合(EIP)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四 

藝術人才資料庫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五 

跨領域學習護照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六 

註冊組成績及學籍

卡回溯掃瞄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七 

服務學習系統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八 

學生線上離校管理

系統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九 

學習成效分析資料

庫 

 新生照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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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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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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招生組 10 月中港澳宣傳時程，9 月底完成 2015 課程規劃表與裝冊，並於

9/9-9/12 期間與校長召開檢討會，針對去／今年執行狀況、成本結構、海內外市

場進行分析，作為夏日專案未來業務推廣與擴展依據。 

 2. 大地北投溫泉會館合作案： 

為辦理異業合作，將藝術課程送到企業，該會館委託本校規劃 1 次性及 4 次性

之藝術課程，課程含蓋藝術行旅、生活審美及美好手藝及藝探身心靈類課程。 

 3. 安排秋季課程行銷進度，目前每兩周定期發送電子報、8 月底份安排平面廣告露

出、9 月份安排廣播廣告曝光及專訪事宜。 

 4.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委託中心辦理原住民部落大學課程，將於秋季辦理

電影表演特訓班及攝影課程，目前原民局回覆合作內容中。 

 (二) 中心事務 

 1. 中心網站：調整網站版位，增設「形象商品展售」。 

二、藝大書店 

 (一) 活動部份 

 1. 

 

 小書展:夏日輕旅行。88 折。〈2014/08/16 至 2014/09/15〉 

 現在,不就是過去的未來。79 折。〈2014/08/16 至 2014/09/30〉 

 2. 籌備中活動 

   下期小書展籌備中。〈2014/09/16 至 2014/10/15〉 

 洽談商周出版 79 折書展。〈2014/09/01 至 2014/09/30〉 

 2014 藝大書店創意寢具組新生優惠活動。  



 

16-1 
 

國際交流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8 月 20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本中心辦理赴國內外姊妹校交換學生申請案，受理申請案自 104 年度開始，ㄧ

年收件ㄧ次，截止日期為每年 2 月底，實際收件日期依國交中心公告為主。各

系所院需自訂審查辦法及收件日期，並以院為單位送件。敬請各教學單位協助

傳達。 
 (二) 本中心辦理赴本校國際交換學生計畫申請案，受理申請案自 104 年度開始，ㄧ

年收件ㄧ次，截止日期為每年 3 月底。敬請各教學單位協助提醒各姐妹校國際

交流相關事務辦公室辦理交換學生事宜。 
二、 外國學生業務 

 (一) 於 8 月 13 日派員參加教育部辦理「全國大專校院境外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

以利填報作業順利。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上海音樂學院 3 名交換學生已於 7 月 20 日陸續抵臺，本中心協助學生辦理住宿、

校園生活等事宜，以利早日適應。 
 (二) 通知大陸交換學生及國內清華大學交換學生於 9 月 12 日參加新生說明會及校園

導覽活動。 
四、 其他 

 (一) 亞洲藝術校院聯盟  臺北高峰會(ALIA Symposium in Taipei) 即日起開放台灣地

區一般人士及學生報名參加，歡迎校內師生透過 EDM 連結的表單報名，報名截

止日期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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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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20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傳統藝術學分學程 

  (一) 依中心未來發展及橫向教學資源的整合，業經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教

務會議審議通過，自 103 學年開始暫停招生及開課。 

 二、 在地連結 

(一)關渡宮：7/31 拜訪陳玉坤副董事會，共同研議未來與本校在活動連結、資源

共享等更為實質的交流合作，包括 2015 年元宵燈節晚會演出、共同辦理國際

學術研討會等，課程搭配與學生志工培訓等合作計畫。 

(二)關渡自然公園：「2014 年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將邀請菲律賓藝術家 Roger 
Tibon 於 9/11 起至 9/27 在北藝大荒山劇場草地進行現地創作。本屆自然裝置

藝術季另將提供「2014 年關渡藝術節」於摺頁手冊宣傳露出與票券優惠折扣。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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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宜通多媒體承辦網站前後台建置乙案，預計於 9 月完成驗收。 

 四、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計畫」出版計畫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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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完成第一次出版計畫的訪談，由計畫主持人蔡慶同老師說明撰寫方向、

出版期程和契約內容的相關討論，預計九月份進行第一次的排版和校正。 

 五、 教育部「103 年世界南島研究外國學者訪台交流補助案」 
(一) 傳研中心申請通過「太平洋區域染織工藝的發展與轉化」一案，將邀請 Laretna 

T. Adishakti 教授（印尼 Universitas Gadjah Mada 大學建築與規劃系教授、印尼

文化遺產信託的創辦人之一）來台舉辦系列講座與工作坊，與本校師生及台灣

染織工藝社群進行交流。本次研究教學訪問預計自 9/18 起至 10/8，共計三週

（共 21 日）。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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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7/7 傳統音樂學系與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受峇里島演藝團體 Sanggar 
Paripurna 邀請參與 2014 年峇里島藝術節，於 7/6 藝術節中共同呈現一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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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陣舞劇演出，吸引超過 1,500 人次觀眾欣賞。除了藝術節演出之外，也進行

一系列交流工作坊、演出與參訪活動，包括至印尼峇里島國立印尼藝術學院

(ISI, Denpasar)、Bali Safari and Marine Park 表演劇場等進行參訪與示範演出等

交流活動。 

(三) 泰國清邁大學圓桌論壇 
傳研中心陳婉麗主任及江明親老師受主辦單位 IIAS 邀請，將於 8/23 至 8/30
參與「亞洲脈絡下文化與文化遺產的用途」(Uses of Cul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Asian Contexts)系列活動於泰國清邁大學所舉辦之圓桌論壇，論

壇主題為「服飾、文化與發展：以泰國東北部為案例」(Cloth,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NE Thailand)。會後另進行泰北地區的傳統工藝田

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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