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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03 年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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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第 A7 項次—「專藝導師計畫」，本次會議學務處提報於預警系

統增列學生接獲預警通知應主動與系(所)辦公室聯繫乙事，為利即時關懷

學習有狀況受預警的學生，請學務處應配套落實各項輔導措施。 
   (二)研發處第 A3 項次—「建立智慧財產權之資產管理平台機制」，為建立

相關授權機制，以應業務實需，研發處日前已進行各單位著作權授權情

形調查，也請各單位研提疑義或需求，藉由此次探討機會，來協助同仁、

主管瞭解相關法規、知識，以運用於業務所需，故請尚未回復的單位盡

速配合辦理。 

二、本次會議是張副校長中煖今年度最後一次出席主管會報，張副校長原已排

定申請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 8 月起教授休假一學年，惟因考量本校今年 10
月上旬舉辦「2014 亞洲藝術校院聯盟 臺北高峰會」(2014 ALIA Symposium 
in Taipei)籌備事宜，以及 104 至 105 年教學卓越計畫研擬等多項校務工作，

仍須勞請副校長合力推動，特別商請延後於 11 月起休假，在此特別感謝張

副校長全力協助校務推展。 

三、今日上午於戲舞大樓舞蹈系館進行「曼菲劇場」揭牌儀式，以紀念羅曼菲

老師與感謝其家人捐贈「實習劇場」內部燈光相關工程及設備經費。本案

緣起於舞蹈學院因考量學校、學院經費有限，經院內開會討論後，對外籌

募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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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也會酌衡採逐年編列預算及爭取外部經費來補足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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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 日(一)下午 13 時 30 分假行政大樓三樓會

議室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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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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校 104 至 105 年度第三期第二階段教學卓越計畫，由於藝

術大學屬性使然，我們的計畫中會有許多演出活動的辦理，如何去呈現活動

與教學間關係，以及展現各領域的專業成果等，請各單位務必更聚焦於執行

項目之具體作法及成效檢核指標，以利進展。 

 (二)張副校長中煖：有關今日教務長所提請各提案單位提交後續資料乙事，提

出下列二個方向提醒各單位多作思考、說明，以利於總計畫辦公室彙整及回

應： 

   1.長期以來於卓越計畫審查時，常有委員提出本校計畫內有較多的活動，但

各項活動其實是我們的教學成果展現，也是檢核成果的重要標的，此部分

請各單位多予論述。 
   2.各項計畫成果如何以合宜KPI去檢核、呈現，以及相關指標與學生學習成效

面如何有更緊密連結?各單位應有更具體的設計及處理。 
●主席裁示： 
(一)今日教務處工作報告提到本學期尚有80名學生未完成學雜費繳納，請各教單

位提醒學生盡速完成繳費或助學貸款手續。有關繳費時程，已於相關通知管

道週知，並自上學年度起提醒宣導學生應依所訂期程進行註冊、選課，惟近

日仍有教學單位陸續提出學生逾期補選課程等申請案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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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培

養學生自主管理、學習的態度，請依行事曆所訂定、公告之期限進行選課、

繳費事宜，本學期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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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今年度「OPEN DAY」校園參觀日活動已於日前辦理完成，該活動為本校年

度重要招生宣傳管道，藉由邀請全國高國中生參與，透過實際的校園參訪與

課堂體驗，認識不同藝術專業的教學及學習環境，並進行互動交流。感謝教

務處招生組及各教學單位的努力、辛勞。對於此次活動，有校內師生於臉書

提出活動過程中施放氣球對生態造成影響等想法，很謝謝老師們的提醒，因

應推動環保、節能趨勢，請各單位未來於規劃活動時，能多予留意、思考。 
(三)為促進學生跨域學習，每年關渡藝術節由各系所新生參與藝陣遊行的開幕

式，以及大一新生跨領域學習成果的閉幕活動等，有助於結合課程教學及提

升學生自主創意、團隊合作的能力，期能透過逐年經驗及能量累積，促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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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四)有關教卓計畫後續事宜，請總計畫辦公室邀請校內相關主管及各學院院長共

同研商，以利續處。 
 
二、學務處：詹學務長惠登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三、研究發展處：林研發長劭仁，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今日研發處工作報告所提教育部補助辦理「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計畫」乙

案，計畫補助範疇包含國際學術交流、海外招生宣傳等，為多方爭取資源，

請研發處會同國交中心、教務處等單位，研提申請計畫。 
 
四、總務處：陳總務長約宏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補充報告： 
   1.10月22日(三)教育部將蒞校進行「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輔導」計畫統合

視導現地訪視，有關安全環境及災害防救分組訪視部分，請展演中心、各

實習場所等單位予以協助及預為準備。 
   2.上週本處已邀請戲舞大樓各使用單位召開建物使用維護討論會議，協助瞭

解各單位的使用需求，並協調解決使用介面問題，會中也對於建物內有人

於非吸菸區吸菸、菸蒂未置於菸灰筒，以及公共空間清潔維護等情事提出

討論，為利落實各項管理機制，請各使用單位協助宣導，共促成效。 
●主席裁示： 
(一)上述總務長所提環安衛視導事宜，請展演中心及各相關場所管理單位共同

配合。另，為維護校園安全及師生健康，建立具特色的友善校園，請各單

位及師生同仁們共同珍惜、愛護校園公共空間及環境。 
 
五、音樂學院(簡院長立人代理)：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六、美術學院：陳愷璜院長工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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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舞蹈學院：古院長名伸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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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電影與新媒體學院：許院長素朱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 張副校長中煖：關於與境外大學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乙節，相關規劃均涉

各教學單位學分承認、授予學位或給予學分（學程）證明等細部事宜，均需

由學院或系所端與夥伴學校進行洽商、研議。為利各教學單位推動，請教務

處協助提供相關資訊以供參酌，並利促進進展。 
(二) 藝術與科技中心王主任俊傑：日前知悉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已爭取到歐盟學

位，將甄選臺灣學生進行跨國跨校交流，並提供高額的獎學金，在此補充說

明，以利週知。另，跨國跨校的交流已成為國際趨勢，未來新模式的學位授

予情形將日益頻繁，建請本校預為準備及早因應。 
●主席裁示： 
(一) 近年來國內外各校推動國際化的腳步，更趨積極且快速，尤其是在 ｢雙聯學

制｣方面，不管是臺灣，或者大陸或其他地區，許多學校都朝這個方向努力，

也有具體進展。有關本校與境外大學院校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乙事，事涉

課程學分認定、修課方式，以及學位授予等事宜，實質合作協議事項之落實，

涉及相關細節，應由各學院、系所詳細討論，或隨時可洽詢教務處協助瞭解

各項規定，以利周延，並加速進展。若各教學單位有具體提議，應經系、所、

院務會議決議，送國交中心簽准後，再提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方進行協

議書簽署。 
 
十、文化資源學院(陳所長佳利代理)：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一、通識教育委員會：王主任委員雲幼工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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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今日展演中心工作報告所提本校三廳館舍滲漏水乙案，請總務處進行踏勘，

並評估、提報改善方式。 
 
十三、藝術與科技中心：王主任俊傑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國際化已成為高等教育推動重點，不論是對外交流或拓展國際學生來源及數

目，都是高教政策及各校發展要務。目前本校已建立全球各地區之姐妹校網

絡，這些國際夥伴都是資源的延伸，我們更應多加運用，故請各教學單位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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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師生多善用暑假期間，安排與姐妹校進行實質、深入的交流及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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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傳統藝術研究中心(陳所長佳利代理)：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14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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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0 月 20 日 

教務處各組重點工作 

註冊組 

 一、 學籍成績管理： 

 (一) 填報「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等各項學生資料統計報表。 

 (二) 103-1 學期學生學雜費繳費截止日為 9 月 15 日，統計至 10 月 13 日止，尚有 80

名學生未完成繳費手續，名單已轉送各學系所辦公室協轉學生知照，並另以電子

郵件寄送相關訊息予學生本人，請學生儘速完成繳費或助學貸款手續。至 10 月

25 日止(達學期三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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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3-1 學期各項學生人數統計報表已公告於教務處網站。 

 (四) 製作 102-2 學期學優獎名單，提供課指組參考。 

課務組 

 一、 開/選課作業： 

 (一) 通知學生及授課教師於 10 月 31 日前上網查詢確認本學期學生正式選課表及上網

列印教師點名暨平時計分單並確認選修學生名單事宜。 

 (二) 檢視本學期課程大綱內容，並通知教師改善等事宜。 

 二、 彙整 102-2 學期教學評量滿意度未達 3.5 分課程教師之改善情形報告表，請教學單

位主管儘速繳回教務處課務組。 

 三、 跨領域學習週事宜： 

 (一) 彙整統計各開課單位回報之各課程實際上課人數。 

 (二) 另請各學士班回收跨領域學習週課程問卷調查表，以利進行統計分析及整體配套

措施檢討事宜。 

 四、 102 學年度 4 名教學優良教師暨 2 名教學傑出教師已遴選完成，將通知 6 位教師

於第二次校務會議接受表揚，並由 CTL 安排教學觀摩及歷程記錄事宜。 

出版組 

 一、 28 期《藝術評論》計有 12 篇稿件，本期主編為戲劇學院徐亞湘教授，已進行學

術審查作業，將於 11 月中旬召開編輯小組會議。 

 二、 盧文雅老師《馬勒音樂中的世界觀意象》、顏淑惠老師《意義的追尋：族群、文化、

語言教育》、朱宏章老師《演員筆記 30 篇》及紀蔚然老師《現代戲劇敘事觀：建

構與解構》（新版）等 4 本新書已完成出版，並陸續於校內外經銷網絡上架。 

 三、 「2014 年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10 月 23-26 日將拜會澳門大學出版中心、澳門

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及澳門劇場文化協會，拓展本校與澳門學術出版網絡之實

質交流。 

招生組 

 一、 104 學年度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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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碩博士班甄試：招生簡章已於 10 月 7 日開始販售，並函請各大專院校、美術

館、博物館、文化中心協助宣傳。 

  (二)學士班：招生簡章已於 10 月 13 日開始販售，並函請各高中職校協助宣傳。 

 二、 103 年「OPEN DAY 遊樂北藝大活動」已於 103 年 10 月 15 日圓滿完成，感謝各

學系及總務處協助，有關活動成果、人數統計、照片、各學系參訪紀錄表及問卷

將送請各學系參用。 

 三、 10 月 23~26 日將赴澳門參加「2014 年澳門台灣高等教育展」進行海外招生宣傳，

估計約 70 所大專校院參展，已邀請澳門地區畢業校友至活動攤位共襄盛舉。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一、 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本校三門磨課師課程架設於「明德在線 ShareCourse」平台

http://www.sharecourse.net/ 預計於 11 月 15 日正式對外開放宣傳。於 10 月 20 日

完成第二版預告片及廣告文宣品，以利後續課程推廣。 

 二、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計畫：預計於 10 月 27 日，辦理校內、外專家焦點座談會。

目前確認出席校內老師計 10 人，校外專家 3 人。 

 三、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 103-1 學期教師教學社群 10 月 31 日申請截止；103-2 學期教學助理申請將於 11

月 17 日開始申請，敬請協助轉達各院系教師。 

 (二) TA 期中培訓預定於 11 月 26 日舉行，以活絡教學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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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第三期第二階段教學卓越計畫，俟教育部公布初審結果後週

知各單位複審計畫書繳交時間。 

 二、 本校 103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目前執行率經常門動支為 63.5%，請各單位提高執行

進度；103 年經常門（業務費）將於 11 月 30 日關帳，請於時限內將經費報核完

竣，逾時恕難辦理核銷事宜，若有特殊情況請務必提前通知總計畫辦公室。 

 三、 10 月 24 日「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列論壇—跨界力」，預估與會人數為 250

人，協同大同大學、世新大學、政治大學、陽明大學等 4 所主辦學校動員師生參

與，敬請各單位教學卓越計畫執行秘書、助理與相關同仁報名與會，報名時間延

長至 10 月 20 日，網址為 www.tnua7power.com。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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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 學期遠距課程，已邀請共同學

科教師推薦課程，提供給北一區教學資源中心。 

 (二) 103 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核定經費為 137 萬 7,500 元，已通

知各協同執行單位（電影系、新媒系、師培中心、CTL）於 10 月 20 日前提出本

年度活動計畫書及經費預算概估，並依計畫書內容確實執行。 

 



2-1 
 

學務處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0 月 20 日 

課指組 
 一、 【獎助學金及就學補助措施】受理各項獎助學金申請，相關資訊及截止日期詳見本校首頁

校園公告或課指組網頁最新消息區。 

 二、 【學校活動】10/25(六)辦理關渡藝術節閉幕活動，目前報名人數「原住民歌舞」為 103 人

次；「藝齊奏」 為 194 人次。10/21(二)起開始訓練，歡迎全校師生參加。 

 三、 【社團活動】協調各社團使用空間及時間，並辦理各系所社團活動經費核銷事宜。 

 四、 【專藝導師】10/27(一)辦理 103-1 學期導師會議，請各系所導師及助理導師務必參加。 

 五、 【跨領域學習】本屆大四生為首屆「跨領域學習」畢業門檻學生，預警人數為 96 人，其

中 21 人需延畢，擬於 10/21 與教務處、電算中心討論補救方案。 

學生住宿中心 
 一、 10/07 學生宿舍自治會於女一舍辦理「均衡飲食」自學活動。 

 二、 103 學年度校外賃居訪視資料已收集 205 份，10/20 由住宿中心及校安中心人員實施訪視

工作，本次訪視著重於住宿環境、消防設施、瓦斯及電力使用安全。 

 三、 10/27 中午 12：30 配合總務處營繕組辦理「新建研究所宿舍內裝」說明會，海報將公告

於各宿舍公佈欄及住宿中心網頁。 

 四、 綜合宿舍 1F 交誼廳隔間及 4F 健身房地板整修，預計 10/31 前可完工開放同學使用。 

軍訓與生活輔導室 
 一、 10/5本校2014年關渡藝術節開幕式安全秩序維護事宜均依計畫實施交管，圓滿達成任務及

人員掌控，閉幕式安全工作亦已安排妥當。 

 二、 10/13、14兩天，由校園安全承辦人至國家研究院三峽校區参加「第 3079期大專校院推動

防治學生藥物濫用暨校園安全業務研習」，期能有效推動校園工作。 

 三、 103年環境管理現況調查有關校園安全部份，彙整相關資料，俾供10/22受評使用。 

 四、 本學年度新生學生兵役「緩徵暨儘後召集申請作業」，因新生「學務基本資料」線上填報

率不佳及新生兵役資料表逾期繳交之故，於期限前方完成 94 名緩徵申請及 62 名儘召申

請；將洽請相關位研議改善新生入口網之新生學務資料線上填報率。 

 五、 截至 10/15 止曠課達 13 小時以上之同學計有 25 名業已寄送通知學生暨家長協同輔導。 

衛保組 
 一、 【健康促進】 

（一）「守護健康、主動篩檢」愛滋防治匿名篩檢活動：10/18-10/19 上午 11:00~下午 15:00，

與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合作辦理，檢查肝功能、腎功能、尿酸、膽固醇、三

酸甘油脂、愛滋病毒與梅毒抗體檢驗等項目。 

（二）「守護食安~由我做起」餐飲衛生講座於 10/3 下午 14:30-16:00 由兼任營養師為本校

餐廳工作人員辦理從業人員衛生講習。 

(三) 基礎急救講習:10/21、10/22 配合美術系、新媒系機具維安課程共辦理 2 梯次講習。 

 二、 【健康服務】 

（一）10/18、10/19 配合創心同樂嬉遊市集活動辦理醫務支援相關工作。 

（二）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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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費流感疫苗:10/1 開始辦理，接種對象為 65 歲以上長者及安養等機構對象、6 個

月以上幼兒及國小學童、罕見疾病及重大傷病患者、醫事防疫、禽畜業及動物防

疫人員、孕婦及 50 歲以上高風險慢性病患，如有疑問可洽疾管署 1922 防疫專線。 
2.自費流感疫苗:為服務師生，本組與鄰近診所及醫院洽詢可施打自費疫苗之相關資

訊並已公告於校園公告，如有疑問可洽本組。 

  【健康環境】劣質油品事件處理：持續關注食藥署公告不合格產品名單，依公告辦理清

查，不合格產品立即督導廠商進行下架、退貨或銷毀，並網路公告周知清查處理結果。 

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103-1 學期暑期迄今（7/1~10/17）個別晤談達 195 人次，來談議題排序分別為：

人際議題、學習適應、情感議題，推測學生於新學期開始，不論是面對新環境或是專業學

習，都需要身心調適及自我準備，建議任課老師及導師適時提供協助與關懷。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10/6 辦理新媒系、美術系、傳音系大一新生班級輔導活動。 

（二）10/8、10/9 辦理舞蹈系先修班輔導活動，共 4 場。 

（三）接受生理回饋預約，提供學生焦慮管理與放鬆訓練的有效方法。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10/13 辦理「趙自強藝術之路」生涯講座，校內外師生熱情與會，共 152 人參加。 

（二）10/16 辦理「成為文創產業經營者的第一堂課」講座，師生報名共 70 人，迴響熱烈。 

（三）持續辦理畢業班「時光機~班級座談及拆信活動」，與導師及同學取得連繫，深入班

級了解同學面臨生涯轉換之心理適應與準備，預計進行 9 場。 

（四）持續推出「得藝人生~CPAS 職能檢測」活動，協助大四學生及研究生瞭解自我特質

並檢視相關職能。 

 四、 【資源教室與校園志工】 

（一）規劃 103-1 學期資源教室生命教育課程暨活動。 

（二）協助資源教室特殊生辦理特殊學生獎學金申請事宜。 

（三）10/7、10/14 辦理藝術療癒志工培訓團體。 

 五、 【性別平等教育】持續籌備性別平等講座及宣導教育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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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辦理 11/7 校外參訪活動，預計至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及表演藝術雜誌及圖書館進行參訪，邀請管理者與學生座談，協助學生提早儲備相

關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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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0 月 20 日 

綜合企劃組                                                                                    
一、校園規劃 

1. 本校戲劇舞蹈大樓公共藝術，已於 10 月 17 日(五)辦理作品完成後的藝術家現地導覽

活動，公共藝術宣傳物製作目前已進入設計師提案選樣工作階段。 

2. 103 年度第 1 學期校園規劃小組第 1 次會議於 103 年 9 月 26 日辦理完畢，討論舞蹈

系二館「實習劇場」空間命名為「曼菲劇場」案、行政大樓斜屋頂屋瓦調整瓦型及

顏色案、戲舞大樓至崗亭安全廊道擬新設庭園燈案、修正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之建

築物規模案、電影創作學系位於戲舞大樓四間專業教室加掛置「中影專業教室」

案、戲舞大樓公共藝術外牆大型輸出案，會議紀錄已發文週知並公布於研發處網站

上。 

3. 本校公共藝術維護計畫於 10 月 9 日提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實際修繕狀況回報擬於

11 月初回報台北市文化局。 

二、校務發展 

1. 本處於 10 月 7 日上午召開本校 103-107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專案小組第 1 次會

議，會議紀錄已簽奉核定並影送小組人員。刻正依會議決議，請各單位提供 SWOT

分析資料。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訂於 10 月 17 日下午召開。 

三、公務出國報告 

              1. 請各單位應繳報告而未繳交者，盡速繳交公務出國報告。 

建教合作組                                                                                 
一、近期重要徵求計畫 

徵件單位 計畫名稱 徵件日期 徵件說明 
教育部 教育部補助辦理國際學術教育

交流活動計畫 

 

9/15-10/31   國際學術研討會、研習營或學術講

座，不補助藝文音樂展演、參加國

際節日、國際技藝能比賽及兩校間

交流合作 

 赴海外舉辦教育展或招生宣導活動 

 如為兩岸或港澳地區活動請依教育

部補助辦理兩岸(含港澳)學術教育

交流活動實施要點申請 

 

二、本處 103 年 8-9 月份辦理科技部計畫案件管理情形如下表： 

補助類別 工作項目 件數 

專題研究計畫 

經費結案 3 

申復申請 3 

多年期計畫第 2 年請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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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執行科技部各項補助計畫，目前計畫已屆執行期限，惟計畫主持人尚未完成經費

核銷結案，或成果報告繳交者如下，請各計畫主持人儘速辦理完成。 

 

 
 
 
 
學術發展組                                                                                    
一、為推動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制度，9 月 30 日邀請校內教師辦理焦點座談會前會，本處亦依

會中討論意見持續辦理「教師評鑑歷程檔案」實施制度及配套措施研議。 

二、本學年度第一次學術研究獎勵申請已於 9 月 30 日截止，計 2 件，預定於 10 月 20 日召開

學術研究審議委員會審議。 

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                                                                        
一、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預計 10 月 29 日搬遷至學生活動中心。 

二、U-start 訪視: 10 月 27 日上午 10：00， 預計借國際會議廳旁的研究室與長廊作團隊簡報

與作品的展現。 

三、關渡藝術節市集活動， 於 10 月 11、12、18、19 日舉行，屆時蒐集攤商對於市集辦理的

意見，以及未來創意空間的想法。 

計畫變更移入 2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經費結案 1 

103 年度傑出研究獎 送件申請 1 

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 經費結案請款 1 

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送件申請 2 

經費結案請款 3 

補助類別 執行屆滿時間 件數 
專題研究計畫 103/07/31 8 
專題研究計畫 103/09/15 1 
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 103/08/04 1 
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 103/08/11 1 

https://arspb.most.gov.tw/NSCWeb/modules/ORG/orgMp.do?action=forwardURL&applicationId=157FC201-9537-4DD4-AB0F-20D066EDEAA4�
https://arspb.most.gov.tw/NSCWeb/modules/ORG/orgMp.do?action=forwardURL&applicationId=4BD2C5C6-703E-4CFD-BCFE-04F788529F1D�
https://arspb.most.gov.tw/NSCWeb/modules/ORG/orgMp.do?action=forwardURL&applicationId=96661343-0EA1-441E-8457-A8947821A257�
https://arspb.most.gov.tw/NSCWeb/modules/ORG/orgMp.do?action=forwardURL&applicationId=4BD2C5C6-703E-4CFD-BCFE-04F788529F1D�
https://arspb.most.gov.tw/NSCWeb/modules/ORG/orgMp.do?action=forwardURL&applicationId=4BD2C5C6-703E-4CFD-BCFE-04F788529F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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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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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室內修繕工程」已於 103/09/26 辦理驗收，相關缺失已由廠商於 103/10/10 完成改

正，續擇期辦理複驗。 
2.「屋頂修漏工程」已於 103/09/26 辦理驗收，相關缺失已由廠商於 103/10/09 前完成

改正，續擇期辦理複驗。 

(二) 「行政大樓四樓斜屋頂修繕工程」已於 103/09/20 由承商申報完工，並於 103/10/06 完

成驗收。 

(三) 「創意貨櫃屋細部設計及建管請照技術服務」案配合使用單位於關渡藝術節之活動需

求，已於 103/09/30 完成第一期 2 及 4 號貨櫃之主體部分，並配合前項業務單位使用需

求，先行施作整地、配設電源及冷氣機等工項，其中供電及裝設冷氣機工程部分已於

103/10/08 先行完成驗收。 

(四) 「動畫系教室內裝工程」招標文件已簽奉核定，並於 103/10/08 起公告招標，預訂

103/10/21 開標。 

(五) 「音樂一館屋頂露台修漏工程」已於 103/09/16 由承商申報竣工，並於 103/10/03 辦理

驗收，相關缺失已由廠商完成改善，將再擇期辦理複驗。 

(六) 「活動中心 402 教室空間調整及內裝案」配合變更設計完成議價已於 103/10/06 復工，

預定 103/10/20 竣工，另使用單位預定於 103/10/28 當週搬遷。 

(七) 「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近期辦理情形： 
1.本案建築師已於 103/08/15 完成都市設計審議之掛件，經市府主管機關初步審議後兩

次要求補正文件，建築師已於 103/10/01 全部完成補件，市府並於 103/10/17 召開都

審幹事會議進行審議。 
2.本案於 103/10/13 由建築師向校長、學務處(學生住宿中心)及總務處進行設計成果簡

報，提出相關建議供建築師參酌修正。 
3.本案預定於 103/10/27 召開全校第 2 次設計成果公開簡報說明會議。 
4.教育部已於 103/10/09 回復本案修正計畫概估經費仍維持 2 億元，悉數由本校貸款支

應無須教育部審核，請本權責自行核處。 
(八) 「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總工程經費由 3.6 億元調整為 2.4 億元(申請教育部補助 1.8

億元，本校自籌 0.6 億元)，已由校內各單位(研發處、藝科中心、主計室及總務處等)
完成構想書之修正，並於 103/09/22 陳報教育部審查，目前已由教育部於 103/10/06 轉

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中，本處持續追蹤審議情形。 
  

二、 環境與設備服務： 

(一) 本處於 103/10/13 邀集戲劇舞蹈大樓各使用單位召開建物使用維護討論會議，協助滿足

各單位之使用需求並協調解決使用介面。 
(二) 為改善學生餐廳前水生植物池池水混濁現象，本處於 103/10/18（六）進行池底補沙工

程，同時調整魚隻數量，以避免過多魚隻戲土混水而黃濁。 
(三) 陽關大道鷺鷥草原段兩側路樹近年來已有多株死亡，本處將重新評估補植新的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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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善該路段整體景觀。 

(四) 為督促本校委外清潔與園藝景觀廠商加強整理校園環境，預訂於 103/10/24（五）分別

召開定期工作檢討會，相關檢討事項將作為明年度採購招標規範修正參考。 
  

三、 公共設施及教學支援： 

(一) 本校電子公文系統整合 iTNUA 資訊入口網站，於 iTNUA 設置「電子公文公布欄」專

區，作為本校校務資訊傳遞平台之一，並提供「開會通知單」、「校內公文」、「個人公

文」及「校外公文」等 4 個公告訊息頁籤。當個人有開會通知單、校內公文及個人公

文之收件訊息時，公文系統每日彙整發送通知信件 1 次至個人校內電子郵件信箱，以

提醒至 iTNUA 電子公布欄查看相關內容。該電子公布欄功能已開始運作，歡迎各位主

管瀏覽使用。 
(二) 針對南僑公司 103/10/14 發生油品品質疑義事件，本處保管組於當日下午即會同學務處

衛保組前往寶萊納餐廳了解，初步清查現場並無陳列販售或使用教育部通知應配合桃

園縣政府新聞稿所附 123 項應預防性下架產品，惟所販售之麵包、冰淇淋與點水樓點

心內餡等非現場製作之產品無法確認，乃將相關資料留存紀錄，後續將依衛福部食藥

署等相關單位公布檢驗結果後再行依照合約規定辦理。 
(三) 103 學年第 1 學期加退選於 103/09/29 結束，學分費繳納預計自 103/10/13 起至 10/27

止，經課務組統計後，計有 991 位學生、應收金額為 12,069,730 元，已於 103/10/06 上

傳學生主檔資料至中信銀，預計自 103/10/13 寄發繳費單，本組已於 103/10/09 以簡訊

通知，繳費通路比照學雜費之收繳，包含信用卡、ATM、轉帳、郵局、全國四大超商

等。 
(四) 103 年 9 月份工讀金已於 103/10/15 日核發，總計核發金額為 547,492 元，總計核發人

數為總計 240 人。 

(五) 103 學年度汽機車通行證截至 103/10/15 止，共核發汽車通行證 557 張(教職員 396 張，

學生 161 張)，機車通行證為 935 張(教職員 151 張，學生 784 張)，另戲舞大樓地下停

車場通行證共計核發 24 張。 
(六) 依據台電公司 103 年 1 至 10 月份之電費單顯示，本校 1 至 10 月份之全校總用電為

9,420,400 度，較 102 年度同期用電(9,020,400 度)增加 400,000 度(正成長 4.43%)；又 1
至 10 月份之全校總電費支出為 31,817,091 元，較 102 年度同期電費(28,284,643 元)增
加 3,532,448 元(正成長 12.49%)，敬請全校各單位持續協助落實用電管理，減少不必要

之能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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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0 月 20 日 

 

音樂學院之重點工作 
一、 提送音樂學院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優外籍生獎學金申請名單。 

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音樂學研究所 

一、 公告 2014 年 11 月 2 日至 16 日俄裔法籍鋼琴家 Eugen Indjic 大師班課程安排及受理報名，並

向勞動力發展署申請來台期間工作許可。 

 二、 103 學年 OPEN DAY 遊樂北藝大暨 103 學年音樂學系招生宣傳活動規畫與報名事務統籌執行。 

 三、 專題演講： 

10 月 20 日，美籍鋼琴家 Joel Ayau，【Vocal & Collaborative Piano Master Class】 
10 月 20 日，香港管弦樂團首席小號手 Joshua MacCluer，【小號大師班&示範演出】 

 四、 10 月 27 日關渡新聲協奏曲比賽決賽評審邀約。 

 五、 音一學生洪毓婕暑假期間車禍受傷，迄今仍行動不便，提供學生課業及在校生活相關協助。 

 六、 2014 關渡藝術節： 

10 月 4 日~5 日(共 3 場)，2014 關渡藝術節-開幕節目《土將洋兵》 

演出者：指揮/張佳韻、說書人/車炎江、單簧管/陳威稜、低音管/王映丹、小號/鄧詩屏、 

 長號/蔡佳融、擊樂/巫欣璇、小提琴/宗緒嫻、低音提琴/卓涵涵、華洲園掌中劇團、

 北藝大管絃樂團 

10 月 14 日，創~北藝大擊樂創作展 

作曲家：顏名秀、蔡昀恬、馬定一、洪崇焜、楊智勻、林京美 

演出者：北藝大擊樂團 

 七、 2014 秋冬系列音樂會海報 DM 校稿及修正，樂曲解說及宣傳文字撰稿。 

 
傳統音樂系 
一、 收集及彙整學生參加新竹都城隍廟中元節（8月 10日）繞境活動之活動類服務學習心得報告，

及核算學生服務學習點數資料提送課指組核備。 

 二、 配合 104 學年度學士班招生簡章發售及報名時程，寄送系上簡介資料與招生報名資訊給相關

單位（文化中心、文教基金會、南北管館閣及樂器行）、曾參與南北管樂研習音樂教師及參加

本系南北管樂夏令營之高中生。 

 三、 「103 學年 OPEN DAY 遊樂北藝大」活動規畫執行與宣傳事務辦理。 

 四、 確認本系秋冬展演活動場地。 

 五、 2014 關渡藝術節本系負責之節目排練及演出事務聯繫安排與執行，索票事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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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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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地美館展出；盛大開幕式訂於 10/30 下午 5:00 舉行，接續於 6:00 並辦講座一場，

刻積極彙整所有參展作品資料並辦理佈展相關作業。 

 二、 第 28 屆美術學系系展訂於 12/8 假地美館辦理；本屆系展擬以不分組型態辦理，刻積

極籌辦展覽相關前置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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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24 南北藝廊一樓：「MEAT 何俊傑、鍾采恩雙人聯展」(影像)；南

北藝廊二、三樓：「陳冠宏、李傳柔聯展」(複媒)；八又二分之一：「姚竑等聯展」(繪

畫、複媒)；水墨畫廊：「食肉-廖婕辰個展」(複媒)；地美館：美術學院卓越獎評選展

(各類媒材)。  

 
二、 美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展-「我不在乎你好與壞，我在乎你」，業於 10/12-18 圓滿

辦理完成，此次新生展覽作品創作題材豐沛多元。 

 
三、 本學院課程委員會議業於 10/15 召開，主軸討論學分結構、外語檢定、期末觀摩評鑑

等相關事宜，俾完備系所課程的推行。 

 四、 積極推辦 2015 美術系博/碩/學士班的招生宣傳作業。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本所主要工作事項與上揭美術學系同。 

 二、 本所招生宣傳相關事務刻全力推動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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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積極籌

辦第 3 檔展覽，該展由本所主修策展研生曾馨霈擔綱策展，展期訂於

2014/12/3~2015/3/1，展覽相關前置作業刻推辦中。 

教學卓越計畫專案推動情形 

 

一、 本學院於 103/9/13 至 104/1/4 舉辦「即興學院 Aesthetics Jam-2014 年台北雙年展工作

坊」。目前第二期藝術家業於 10/18 陸續抵台，本梯次創作期程為 10/20-至 11/9，所創

作品訂於 11/9-23 展出；另，並訂於 11/9 下午 4 點，假北美館 Gallery D 辦理第二期藝

術家座談會。 

 

二、 本學院訂於 12/14-12/20 邀請國際知名學者鮑依思‧葛羅伊斯（Boris Groys）蒞院交流

其於現、當代藝術的學術研究成果。由林宏璋老師帶領本學院所有博士生深入與 Boris 
Groys 交流對話，一方面瞭解他對國際當代藝術發展趨勢之觀察，刺激本地師生對藝術

創作、策展實踐的思考。 

 
三、 本學院自 10 月起特邀陳進寶老師暨校友朱祈安開設暗房工作坊課程。工作坊的設立計

畫讓師生初步了解黑白暗房基礎，並攝影與暗房技法關係，建立進階底片攝影創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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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課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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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了解拍攝與暗房技術的互動，進而拓展攝影的可能與邊界。 

 
四、 「2015 美術創作卓越獎」訂於 10/17 進行初選，邀請郭昭蘭、陳泰松及徐文瑞老師擔

任評審，複審時間預計為 10/24。本次卓越獲獎生得獎作品將於明年 3 月於關渡美術館

展出。 

 
五、 專題講座：「如何展示故宮文物-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挑戰」，本學院特邀日本東京博物

館學藝員塚本磨充先生於 12/4 蒞院主講，該講座將開放校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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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日 

 

戲劇學院重點工作 
一、 10/6（一）召開戲劇系第 1 次系大會。 

 二、 10/20（一）召開戲劇系博士班第 1 次事務小組與學策會。 

 三、 劇設系教師王奕盛老師以《稻禾》榮獲英國 Knight of Illumination Awards/Theatre 

Award for Projection Design 劇場影像類首獎。 

 四、 10/6(一)召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會議。 

 五、 100 級畢業製作《頂尖女子》已於 10/10-12 於戲劇學院 T305 演出。 

 六、 劇設系本學期與淡水國小合作藝術教育。由大一學生張筑茵、潘則安、吳映叡、

王靖元、陳子傑於每周一早上參與課程，並將於學期末帶領淡水國小四年級同學

呈現淡水的故事。 

 七、 本校「Open Day」已於 10/15（三）舉行，戲劇系完成戲館空間的解說導覽；劇

設系由大三學生主導並帶領大二學生以生動活潑方式介紹本系各主修及空間導

覽，另舉辦體驗活動。 

 八、 10/16(四)與 TATT 一同討論 2015 PQ 規劃相關事宜。 

 九、 10/20(ㄧ)召開劇設系 10 月份系務會議。 

 十、 環安衛委員將於 10/22(三)訪視劇設系燈光實驗室 TD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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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上相遇──台灣原住民歌舞儀式研究、創作與展演」計畫，10/23-10/26 由

鐘明德老師與Terry O'Reilly老師帶領學生，前往屏東進行排灣族五年祭田野調查。 

 二、 「移地學習計畫：亞洲戲劇院校碩博研討會」籌備中，由林于竝老師、張啟豐老

師帶領學生周曼農、林正尉、楊名芝、許書惠，至韓國首爾綜合藝術大學參加「2014
亞洲戲劇院校碩博研討會」。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 
 一、  10/16（四）下午 4 點至 7 點於戲劇學院 T2401 舉行貴島誠一郎客座講座：「電視

製作的祕密」。 

 二、 10/22-29 將舉辦編劇實務課程「皮品．派克寫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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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0 月 20 日 

一、2014 年舞蹈學院歲末展演已於 2014 年 10 月 9 日由劉振祥老師掌鏡完成年度展演劇照拍

攝，陸續進行文宣編輯及設計。 
二、2014 年 10 月 16 日召開校史工作小組會議，登記並粗點本學院海報、節目冊、服裝、影

音光碟等位置及數量。 
三、2014 年 10 月 16 日召開舞蹈學院 30 周年專刊編輯會議，已收集包含歷任校長、教師、校

友、大事紀文件及圖片等約 8 成資料。 
四、2014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10：30 舉辦「曼菲劇場」揭牌儀式。未來將持續以曼菲家屬捐款

進行各項劇場設備建置。 
五、2014 年 10 月 23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自我評鑑後續改善工作會議，討論並確認各項改善

進度。 

一、舞蹈學系 OPEN DAY 活動本年度早上梯次有復旦國小、永樂國小、篤行國小、苗栗國中

之舞蹈班、華僑中學等共 231 人參與；下午梯次有雙園國中、青年高中、大同高中及萬芳

高中合計共 208 人參與。本系另準備招生資料袋及小紀念品轉贈各校帶隊老師，以利宣達

本系特色，協助招生宣傳。本次系內活動由一貫制四年級學生擔任接待與演出工作，服務

學習點數卡於 2014 年 10 月 25 日前繳回。 
二、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於 2014 年 10 月 20 日下午進行參訪，將引導見習本系當代舞蹈相關課

程。彰化藝術高中則於 10 月 31 日進行參訪，將引導參觀本系環境及旁聽相關課程。 
三、2014 年 10 月 25 日舞蹈系先修班三年級於曼菲劇場舉辦「先三創作實驗室」呈現。 
四、美國 Mark Morris 舞團將於 2014 年 11 月 3 日於本系進行工作坊，由 Mark Morris 本人進

行講座，預計於戲舞大樓 SB 教室進行。 
五、資優跳級制度後續事宜進行討論規劃中。 

一、2014 年 10 月 14 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研究所大會，宣達有關學分費繳交事宜、跨領域學

習週課程概況及解釋、教室借用規定等事宜；討論有關研究生實習材料費運用範圍及未來

調整事宜、本校圖書館使用時間調整案說明、2014 年 11 月 22、23 日「創藝、創義：舞蹈

實踐的育成之道」研討會說明；並進行伊利諾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交換學生歸國成果發

表說明。 
二、2014 年 10 月 25、26 日舞蹈研究所創作主修研究生林立川假高雄市左營高中舞蹈班劇場

舉行《此刻彼方》畢業製作展演。 

專案名稱：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舞蹈學院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 

舞蹈研究所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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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舞蹈研究學會年度研討會：已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完成院內研究生工作人員招募，

隨即將進行文宣品設計、宣傳及報名作業。 
二、2014 跨藝計畫－北京：七人代表團已於 2014 年 10 月 11 日抵達北京，隨即展開密集排練，

並將於 10 月 23 日於北京舞蹈學院、11 月 4 日至 5 日於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 
三、馬來西亞 Tari'14 舞蹈節：已彙整代表團名單、演出舞作介紹及工作坊簡介予馬來西亞主

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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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與新媒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日期：103 年 10 月 20 日 

各組、系、所之重點工作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影新學院於跨領域學習週期間開設「創意跨域特色課程」，由許素朱院長、蔡樽

弘老師、戴嘉明老師、孫士韋老師、黃裕雄老師一起主持一週四天的密集課程，

引導來自五個不同學院的學生認識互動科技藝術的發展，並採用 World Cafe 旋

轉教學讓學生討論激盪做專題討論，跨領域同學彼此合作使用 MakeyMakey 工

具進行互動裝置或表演創作。本課程於 10 月 17 日進行學員專題報告和創作分

享後圓滿結束。 

 二、 國際知名科技藝術家日本東京大學河口洋一郎教授與甲尚科技公司陳封平副總

經理於 10 月 16 日聯袂蒞臨影新學院參訪，並與許素朱院長及新媒系老師進行

教學研發以及創作成果交流以及討論未來合作可能性。 

 三、 影新學院於 10 月 16 日下午接獲通知，有關藝文生態館電梯因發現纜索斷裂，

廠商維修期間（約一週）必須暫停使用。藝文生態館電梯長期運作不良，故障

率非常高，嚴重影響師生使用及學院外賓參訪之便利甚至安全性，請相關單位

協助委派廠商進行徹底檢修。 

 四、 影新學院於 10 月 17 日與「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簽訂合作備忘錄，此

案已於 9 月 30 日院務會議中核備通過，後續將由電影系推動兩學院間的合作項

目。 

電影創作學系 
 一、 第 6 屆關渡電影節於 10 月 3 日（五）開幕，本次影展期間共舉辦 2 場講座、1

場交流座談，以及 26 場次的電影放映。今年關渡電影節邀請到「波蘭洛茲國家

電影電視戲劇學院」副校長安椎貝德納瑞克教授及兩位該校碩士畢業生來系上

進行作品放映與交流。歷經 9 天的電影節活動，於 10 月 11 日（六）播放映易智

言老師的《行動代號：孫中山》，並進行導演與觀眾座談後圓滿閉幕。 

 二、 電影創作學系於 10 月 18 日（六）及 10 月 26 日（日）舉辦 2 梯次「器材訓練

認證課程」，邀請系上同學自由報名參加。本課程目標在使同學更全面了解電影

攝製專業器材，並且著重於拍攝實務中兼顧操作效率與工作安全的經驗與訓練。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配合「教育部環安衛輔導計畫現場訪視」，除了加強進行各項安全宣導及

工作環境安全設施檢點，並於近期完成新設置之「跨媒體藝術工作室」的實習

工作場所各項安全宣導及急救設施。 

 二、 2014 臺北美術獎決選名單於 10 月 16 日公布，新媒系碩士班學生張博傑作品「地

圖詩歌系列/臺北」以及張乃仁作品「永別了，愛德華」榮獲入選。 

動畫學系 
 一、 動畫系專任教師全數投入執行跨領域學習週課程開設及 OPEN DAY 招生活動宣

傳。 

 二、 動畫系預定於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赴台東「阿尼色弗兒童之家」

舉辦「動畫扎根：台東動畫快樂營」活動，為東部偏鄉貧孤兒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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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服務及動畫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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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系「 2015 新媒卓越獎」已開始進行徵件，徵件時間自 10 月 1 日

起至 11 月 7 日止。  

 二、 關渡國際動畫節宣傳準備工作持續進行：  
動畫節路燈旗已於 10 月 9 日起在學校周邊主要道路（中央北路、大

業路及大度路）完成掛置。在動態宣傳的部分，10 月 15 日  OPEN DAY
活動當天由動畫系學生進行校園內首波遊行宣傳活動，並預計於 10
月 18 日至 19 日  在淡水、松山文創園區、西門町商圈等地區進行掃

街宣傳。  
此外在網路宣傳的部分，除了動畫節的重點消息固定刊登於官方網

站，並在 Facebook 社群網站提供每日動態更新，希望借由更多的網

路訊息露出，廣泛串連各地動畫愛好者一同參與盛會。  
本屆動畫節開幕邀請函及出席登記表已全數寄發完成，歡迎各單位師

長及同學於 10 月 31 日下午 3 點參加開幕式暨開幕片播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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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0 月 20 日 

 

文化資源學院重點工作 
一、 教師升等著作外審委員聯絡邀請並寄送相關資料。 

 二、 聯繫建文所原傳統藝術研究所戲曲組學生，瞭解其就讀意願與困境。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重點工作 

一、 文化部文資局之「《中華民國文化資產年報》資料蒐集與編印出版計畫」於 10/15

召開第三次編輯會議。 

 二、 江明親老師赴中國參與「世界工藝理事會 50 週年大會論壇及雙年展」。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重點工作 
一、 10/10 本所上海音樂學院藝術管理系 3 名交換生已完成課程離台。 

 二、 跨領域週課程 10/13 曾介宏老師「迷你溝通談判營」；10/14 劉蕙苓老師「行銷行

不行?!」。 

 三、 10/20 召開本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 

 四、 教育部大學校院創新創業紮根計畫:  

 （一） 課程講座: 10/08 銘傳大學新聞系賴玉釵老師主講「藝術繪本與紀實照本的解讀研

究」；10/16 王小棣老師主講「談學習」。 

 （二） 創新案例趨勢講座：10/13 邱正生先生主講「傳統戲曲/轟動武林.驚動萬教的霹靂

布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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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稿事宜持續進行，10/3 報名

作業完成，10/9 公布 250 位參與者名單，大會手冊 10/17 送印，貴賓及晚宴名單

正持續彙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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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助理積極協助本案調查及相關研究作業，預計 11 月底完成初步調查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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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圖書館與獲補助單位(本所) 

雙邊正積極規劃合辦講座，以及會商於 10/30-10/31 第六屆博物館雙年學術研討會

期間主題書展示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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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進行期末

報告撰寫，預計 11/10 完成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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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說帖初步已規劃

完成，並繼續進行木藝匠師、耆老與文史工作者的訪談。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重點工作 

一、 10/14 召開本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針對 103 年系所自辦評鑑改善計畫，進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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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追蹤與後續工作規畫。 

 二、 「美感教育活化教學五年計畫」： 

 (一) 第 3 梯次-東部花蓮地區新媒體藝術【融藝工作坊】，已於 10/3～4 花蓮慈濟附中 
辦理完成。 

 (二) 「藝遊臺灣美感教育網站建置案」目前進入網站功能驗收階段，總驗收會議將於 
10/24 召開，依據驗收情形進行標案結案作業。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重點工作 

一、 10/9 舉行第一次導生會議及餐敘，確認同學本學期選課狀況及印製學程行事曆提 
醒同學相關重要課務及學務日期。 

 二、 10/13Santa Fe International Folk Arts Festival Santa Fe 國際工藝藝術節 
創辦人 Judith Espinar 及其秘書 Suzanne Sugg 與本學程學生分享文創產業創辦 
經驗。 

 三、 103 學年度學分科目表修正案於 10/14 教務會議通過，適用於自 103 學年度入學 
學生。 

 四、 10/21 將召開學程會議，討論第 2 學期排課及實習期中會議事宜。 

 

文化資產與藝術新博士班 
一、 104 年度一般招生海報定稿中，待甄試報名完畢之後，再郵寄各相關單位。 

 二、 文資學院簡介冊英文版定稿中，因本年度本院經費有限，故暫不印製英文版紙本， 
預計 11 月初予各所電子檔，供自行宣傳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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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子計畫「國際教學、學術研討會及研究生海外研究發展計畫」： 「文資研討會」 10/15

第 2 階段全文徵稿截止，並訂於 11/4 召開第 2 次審稿會議；議程確認後預計 11
月初宣傳研討會報名活動；除原有經典講座與研究生論文發表，新安排 Brown Bag 
創新案例分享會 2 場及圓桌論壇，相關主講人皆已聯絡確認。 

 二、 子計畫「藝教考系列講座」預計本週 10/15、18 辦理香港何應豐導演講座暨工作

坊；「藝視界：紐約國際藝術教學參訪」成果報告資料彙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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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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日 

各單位之重點工作 
通識教育委員會 
共同學科 
一、 103 學年度跨領域學習週已完成，本次活動以「在地紮根與藝術視野」為主軸，進

行三場次的演講：「關渡與淡水地區的民間信仰」蘇守政老師、、「我在竹圍工作

室看見的事」蕭麗虹老師、「不只會吃達文士的達文士：那些發生在關渡的科技業

革命」李政宜老師。與一場在地探索活動：「我的關渡綠足跡」。 

二、 完成舞蹈、美術、影新、戲劇學院通識核心課程討論會議，建請各學院以四門課 

程二年一週期規畫相關課程與師資，預計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開設。會中 

各學院對通識課程提出各項改進建議，包含重新思考藝術鑑賞課程的開課方式。 

三、 已完成三場英語文檢測說明會，鼓勵同學參與校外檢測。本學期的多益校園考已 

報名截止，共計 52 人報考。校園多益考試將於 11/15(六)在教學大樓舉行。 

師資培育中心 

一、 10 月 22-25 日本中心安排本校舞蹈系焦點舞團至連江縣進行示範演出及教學活動 

，地點分別安排在南竿介壽堂及北竿塘岐國小大禮堂，參與的學校共計六所。 

二、 10 月 20 日本中心將召開實習說明會，針對師資生學分科目認定表填寫要點、實習 

時程、實習事務申請等進行說明。 

三、 本中心目前正與台北當代館商談合作辦理 103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活動，預計 11 

月及明年 3 月各辦一場，細節正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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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藝術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0 月 20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劇場使用事項 

 （一） 音樂廳 
1.10/4~10/6 關渡藝術節開幕節目《土將洋兵》配合裝台彩排演出完成。 
2.10/8 關渡藝術節示範演出《台北市立國樂團 2014 校於巡迴公演》，配合裝台彩

排演出完成。 
3.10/11《北藝原民風--阿美魯凱樂舞宴》配合裝台彩排演出完成。 

  (二) 戲劇廳 
1.10/6~10/12《哈林李爾》配合裝台彩排演出完成拆台及覆歸，10/13 下午裝櫃離場。 
2.10/14-10/18「傳音系演出」練習。 
3. 10/15 北京電影學院來訪參觀。 

 （三） 
 

舞蹈廳 
1.9/29~10/5 法國舞團《線條--'獨舞封存時光》演出執行完成。 
2.10/6~10/12 台灣獲野草舞蹈聚落《他鄉》演出執行完成。 
3. 10/15 北京電影學院來訪參觀。 

 (四) 佈景工廠  
1.7/15~9/5 關渡藝術節演出《哈林李爾》演出使用。 
2.9/19~10/31 戲劇學院學期製作-大家安靜佈景製作。 

 (五) 服裝工廠 
1.戲劇學院學期製作-大家安靜，打版、製作、學生實習。 
2.2014 關渡藝術節，配合演出單位洗衣、烘乾戲服事宜。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 
 
 
 
 
 
 
 
 
 
 
 
 
二、 

2014 年關渡藝術節: 
關渡藝術節技術執行現況 
1.第一週開幕節目《土將洋兵》與法國《線條--'獨舞封存時光》演出完成，法國 
  團首演因技術問題觀眾延遲入場，將於日後演出前針對技術檢查再加強。                                                                                           
2.第二週菲律賓 PETA 貨櫃比預定日期晚到，截至（10/9）星期四中午止進度順利， 
  貨櫃部分物品不運回由中心叫垃圾車清運處理。舞蹈廳《他鄉》演出順利完成。 
  音樂廳 《北藝原民風－阿美魯凱樂舞宴》演出順利完成。                                                                                                                               
3.第三週示範演出《鏡.私語》於 10/9 完成技術協調會。 
4.第四週跨界力－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育論壇於 10/13 與 CTL 完成技術協調 
  會。第四週日本《海鷗》與賽內加爾《迎向希望》前置準備進行中。                                                                                     
5.為符合法令與確保安全，此次藝術節聘任之專業技術人員皆加入勞保而改以時薪 
  計算，經費預算增加個人勞保負擔部分，一日約 7 元，校方負擔勞保、勞退提撥 
  與 2％雇主負擔二代健保費用。 
2014 秋冬系列音樂會: 

  1.兩廳院 12 月刊收集、校稿、登錄完成。                                                                 
2.音樂會臨演、稅務申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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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兩廳院售票網節目資訊登錄完成，10 月 6 日線上啓售。 
 

本中心劇場與辦公區域多處滲漏，部分滲漏水地域恐影響安全與演出，協請總務處撥冗儘速

修繕。 

擬請總務處協處事宜 

漏水區域如下： 
一、 舞蹈廳迴廊(入口處、裡側遮雨棚接縫處) 
二、 戲劇廳迴廊(入口處、通戲劇系門伸縮縫處) 
三、 戲劇廳內(鋼棚上方、變電箱旁漏水，另內側天花板嚴重壁癌，會如雪花般掉落) 
四、 舞蹈廳靠舞蹈系演員休息室上方天花板管線孔滴水 
五、 戲劇廳通往劇設系側門伸縮縫處、二樓辦公室窗戶牆面及門框柱滲水 
六、 繪景工廠洗手台旁 
七、 舞蹈戲劇二廳空調機房內 
八、 舞蹈戲劇二廳電機機房內(入口處上方風管、內側牆面) 
九、 舞蹈戲劇二廳雨甚大時屋頂積水會全流經一樓並滙入地下室廢水池，排洩不及時常

導致舞蹈廳一樓迴廊地上成小河，地下室廢水池滿溢至走廊及各處 
十、 音樂廳五樓辦公室及樓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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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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廣州美術學院實驗藝術系主任馮峰先生日前來訪本中心，除安排參觀中心展覽室

外，並會面本中心主任及超通訊視覺實驗室主持人孫士韋老師，共同討論中心與

廣州美術學院實驗藝術系未來學術合作之可能性，包含共同策劃跨域性展演活

動，執行教育推廣之新媒體工作坊課程等。 

 

 

 二、 本中心未來聲響實驗室王福瑞老師日前受臺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邀請，

為「混種現場 On Site」系列活動「聲響之夜」進行聲音藝術現場演出，活動日期

為 2014 年 10 月 3 日，地點為臺北國際藝術村。該活動除邀請王福瑞老師外，亦

有來自國外的電子音樂表演者，包括日本 FuyamaYousuke 先生及香港 Gravity 

Alterstra 先生，現場將以聲音與影像共同編製驚奇新穎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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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邀請英國聲音藝術先驅 David Toop 先生至本校進行講座暨示範演出，講座

主題為《尋找聲音．聆聽寧靜 Looking for Sound．Listening to Silence》，活動

時間為 10 月 17 日下午 3 點至 5 點 30 分，地點位於本校音樂廳後臺 1 樓 S1 排練

室，講座現場互動情形十分踴躍，活動已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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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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日 

專案名稱：藝術雲端 
教學卓越計畫專案推動情形 

 一 、遠距課程教室中控室導播視訊監控設備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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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開放課程選修名單予授課教師進

行確認事宜。 

2、協助課務組撰寫批次跨領域特色課程

加選名單程式。 

3、撰寫選課系統提供畢業審查系統連結

程式，及畢業審查系統連結服務學習系

統。 

4、協助註冊組排除高等教育報部學生報

表，輔系、雙主修統 計資料及新生報到

率報表。 

 

二 學務系統 99/5-102/7 1、彙整減免、就貸學分費資料。 

2、因應就貸報部格式異動，修改報部功

能。 

3、新增儘召申請功能。  

 

三 人事系統 99/5-102/12 人事室新電腦雲端桌面業務軟體安裝。  

四 數位學習整合系統暨

課程地圖 

102/12-103/7 1、調整遠距教室資訊講桌，上課教師所需

無線麥克風安裝測試。 

2、完成舞蹈學院新課程地圖系統，網頁舊

資料建檔。 

3、與展演中心共同會勘視訊會議室音響干

擾源問題。 

4、解決部份交換生及陸生無法正常使用

藝學園平台上課問題。 

 

五 數位典藏 II(關美館庫

房典藏管理) 

101/7-102/12 A+無障礙標章網頁 NCC 審查作業中。  

六 招生考試系統 99/11-100/7 製作電算組 104 學年度招生工作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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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總務系統 100/5-102/12 1、新增舞蹈系戲舞教室空間規劃至場地租

借系統。 

2、汽機車通行證申請啟用方式日期調整。 

3、自動繳費機紙匣模組維修及印表機問

題後續處理。 

 

八 勞健保管理系統 102/9-103/1 新增薪資異動調整需求。  

九 曠缺課點名自動化輔

助系統 

102/8-103/7 系統監測及資料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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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版型畫面。 

 

十

一 

校園網站  1、「性平網站」新增「委員會運作」網頁。 

2、更新體育室老師照片及籃球活動公告。 

3、更新上傳關渡藝術節資料。 

 

十

二 

學習預警系統  依照學務處提供版型進行系統修改，於

10/15 完成新增導師端管理介面。 
 

十 

三 

全校性資訊入口網整

合(EIP) 

 新增登入人次資訊，未來於學生專區中新

增畢業資訊。截至10/15使用70,126人次，

使用人數：學生（含畢業生）3,350人；教

師（含專兼任及離職）417人；職員（含

離職）3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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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提供學生參與跨領域通過狀況統計及明

細，協請課指組轉知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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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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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日 

一、推廣教育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推廣教育 

 1. 2015 夏日專案 

已確定分為夏日學校、兒童體驗營、大師專班、海外藝術行旅，預定今年完成

課程規劃、經費預算、行銷宣傳等籌備事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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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建置專業職能課程，推廣教育中心將邀請表演藝術及策展人才規劃藝術製作

人之課程，後續將於 11 月中招開本年度第四次推廣教育課程審查會議。 

 4. 2015 年春夏季簡章課程規劃中，後續將邀請文創相關及音樂類之課程規劃師辦

理課程規畫事務。 

 (二) 中心事務 

 1. 中心網站：進入保固期，10 月 1 日網站收款系統無法對帳，目前已請維護廠商

測試，10 月 16 日收款系統已正常。 

二、藝大書店 

 (一) 活動部份 

 1. 

 

 關渡藝術節期間：憑《關渡藝術節》及《關渡自然公園》票根，全館 85 折，

特殊折扣品不適用。〈20141003-20141101〉‧ 

 2014 北藝大出版品書展，憑關渡藝術節票 68 折〈20141003-20141101〉 

 小書展：從進食到進餐之路。88 折。〈20141016-20141115〉 

 典藏藝術家出版社全館 79 折。〈20141016-20141130〉。 

 2. 籌備中活動 

   下期小書展籌備中。〈2014/11/16 至 201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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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0 月 20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於 10 月 15 日協同電影系李道明主任、王童老師接待北京電影學院校理事會理

事長侯光明、表演藝術研究所所長陳浥與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李進等貴賓一行

四人至本校會晤楊校長，安排參訪本校電影學系教學設備空間、藝文生態館、

展演中心三廳等展演空間。參訪後並由本中心呂主任代表楊校長邀請貴賓於達

文士午餐餐敘。 
 (二) 辦理本校與姐妹校日本多摩美術大學簽訂正式交換學生合作協議相關事宜。 

 (三) 
 

聯繫及協助辦理蒙古國立藝術與文化大學於 11 月 17~21 日來訪本校進行教務與

學務相關的交流訪問行程與相關事項。 

二、 外國學生業務 

 (一) 
 

經 10 月 13 日國交委員會通過後，核定 103 學年第一學期學優外籍生獎助學金，

獲獎名單於 10 月 17 日公告於本中心網站。 

 (二) 10 月 20 日指派人員帶領 103 學年度臺灣獎學金受獎學生參加新生說明會。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經 10 月 13 日國交委員會通過自費交換生申請後，寄送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本

校交換學生資料至國內清華大學、大陸上海戲劇學院、韓國綜合藝術學校、日

本多摩美術大學、英國諾桑比亞大學、奧地利維也納音樂及表演藝術大學等姐

妹校進行審查。 
 (二) 協助 103 學年第 1 學期赴本校交換之國際交換學生辦理簽證延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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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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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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完成傳統藝術學分學程者，共計 3 名(修滿 18 學分)，

分別為音樂系-劉彥均，音樂學研究所-陳欣婕，傳統音樂學系碩士班-林
妏瑄。 

 二、 在地連結 

(一)「關渡聯盟」（名稱暫定）籌備小組會前會：已於 9/4 進行第一次會前會討論，

共同研擬未來關渡宮、關渡自然公園與北藝大三方資源整合、組織設立，以

及建立透過年度重點活動連結之合作機制。 

(二)關渡自然公園：「2014 年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邀請菲律賓藝術家 Roger 
Tibon 於 9/11 起至 9/27 在本校荒山劇場進行現地創作，並於 9/28 舉行開幕嘉

年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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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預計於 10 月份完成驗收、正

式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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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5 完成初稿，進行第一次的排版和校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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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印尼加札馬達大學(Universitas Gadjah Mada)建築與規劃

系教授、印尼文化遺產信託的創辦人之一。本次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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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教學訪問期程：

9/18~10/8，共計三週。 
(二) 「太平洋區域染織工藝的發展與轉化」校內系列講座於研究大樓 R411 舉行，

已完成五場講座及一場傳統印尼蠟染工作坊，於 9/19、10/3 及 10/4 分別舉行，

共計約 140 人次參加。 
(三)校外講座共完成三場次。分別於 9/29 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77 人次參

加)，9/30 台灣歷史經理學會(48 人次參加)及 10/8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45 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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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活動交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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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國際亞洲研究中心(IIAS)
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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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工藝田野調查與機構拜訪。 

(二)「蕭添鎮民俗布袋戲團」校園巡迴演出 
由傳研中心與蕭添鎮民俗布袋戲團共同合辦，10/11 於水舞臺演出該團經典

劇目《好鼻師》。蕭添鎮布袋戲團近年來以其傳統鑼鼓搭配極具舞台效果的

金剛布袋戲演出特色，致力推廣布袋戲的演出與教學，演出當天另邀請「台

中聲五洲掌中戲」團長王英峻老師擔任主持，生動活潑的節目導賞與互動教

學活動，吸引近 50 名師生民眾參與觀賞演出。 

(三) 美國聖塔菲國際工藝市集創辦人蒞校參訪 
傳研中心邀請美國聖塔菲國際工藝市集(Santa Fe International Folk Art 
Market)創辦人、現任藝術總監 Judith Espinar 女士，以及國際工藝聯盟

(International Folk Art Alliance)董事會 Suzanne Sugg 女士於 10/13 蒞校參

訪。此行除了參觀「2014 年關渡雙年展」之外，亦安排與國交中心、北藝

風創新育成中心，以及本校文創產學程學生進行會面與交流對談。 

(四) 「2014 年世界工藝文化節」暨「第一屆南通當代工藝美術雙年展」系列活動

傳研中心陳婉麗主任及江明親老師應主辦單位世界工藝理事會(WCC)之
邀，參與10/17至10/22於中國上海所舉辦之「2014年世界工藝文化節」(WCC 
Golden Jubilee Celebration Summit)，以及 10/23 至 10/25 於中國江蘇所進

行之「第一屆南通當代工藝美術雙年展」 (Nantong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Craft Biennale)系列活動，包括以傳統工藝在政策、教育、

產業與網絡連結為探討面向的系列論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卓越工藝獎」

大展，以及工藝社群參訪，陳婉麗主任作品亦獲邀於工藝美術雙年展中展出。  


	(一)今日研發處工作報告所提教育部補助辦理「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計畫」乙案，計畫補助範疇包含國際學術交流、海外招生宣傳等，為多方爭取資源，請研發處會同國交中心、教務處等單位，研提申請計畫。
	(一)上述總務長所提環安衛視導事宜，請展演中心及各相關場所管理單位共同配合。另，為維護校園安全及師生健康，建立具特色的友善校園，請各單位及師生同仁們共同珍惜、愛護校園公共空間及環境。
	
	academic.pdf
	music
	FA
	CR
	GE
	PAC
	CAT
	computer
	CTA
	dance.pdf
	一、2014年舞蹈學院歲末展演已於2014年10月9日由劉振祥老師掌鏡完成年度展演劇照拍攝，陸續進行文宣編輯及設計。
	二、2014年10月16日召開校史工作小組會議，登記並粗點本學院海報、節目冊、服裝、影音光碟等位置及數量。
	三、2014年10月16日召開舞蹈學院30周年專刊編輯會議，已收集包含歷任校長、教師、校友、大事紀文件及圖片等約8成資料。
	四、2014年10月20日上午10：30舉辦「曼菲劇場」揭牌儀式。未來將持續以曼菲家屬捐款進行各項劇場設備建置。
	五、2014年10月23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自我評鑑後續改善工作會議，討論並確認各項改善進度。
	一、舞蹈學系OPEN DAY活動本年度早上梯次有復旦國小、永樂國小、篤行國小、苗栗國中之舞蹈班、華僑中學等共231人參與；下午梯次有雙園國中、青年高中、大同高中及萬芳高中合計共208人參與。本系另準備招生資料袋及小紀念品轉贈各校帶隊老師，以利宣達本系特色，協助招生宣傳。本次系內活動由一貫制四年級學生擔任接待與演出工作，服務學習點數卡於2014年10月25日前繳回。
	二、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於2014年10月20日下午進行參訪，將引導見習本系當代舞蹈相關課程。彰化藝術高中則於10月31日進行參訪，將引導參觀本系環境及旁聽相關課程。
	三、2014年10月25日舞蹈系先修班三年級於曼菲劇場舉辦「先三創作實驗室」呈現。
	四、美國Mark Morris舞團將於2014年11月3日於本系進行工作坊，由Mark Morris本人進行講座，預計於戲舞大樓SB教室進行。
	五、資優跳級制度後續事宜進行討論規劃中。
	一、2014年10月14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研究所大會，宣達有關學分費繳交事宜、跨領域學習週課程概況及解釋、教室借用規定等事宜；討論有關研究生實習材料費運用範圍及未來調整事宜、本校圖書館使用時間調整案說明、2014年11月22、23日「創藝、創義：舞蹈實踐的育成之道」研討會說明；並進行伊利諾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交換學生歸國成果發表說明。
	二、2014年10月25、26日舞蹈研究所創作主修研究生林立川假高雄市左營高中舞蹈班劇場舉行《此刻彼方》畢業製作展演。
	U專案名稱：103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一、臺灣舞蹈研究學會年度研討會：已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完成院內研究生工作人員招募，隨即將進行文宣品設計、宣傳及報名作業。
	二、2014跨藝計畫－北京：七人代表團已於2014年10月11日抵達北京，隨即展開密集排練，並將於10月23日於北京舞蹈學院、11月4日至5日於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
	三、馬來西亞Tari'14舞蹈節：已彙整代表團名單、演出舞作介紹及工作坊簡介予馬來西亞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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