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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 次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03 年 1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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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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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日(一)下午 13 時 30 分假行政大樓三樓會

議室召開。另，通過秘書室所提 104 年 1 至 3 月主管會報時間，排定於 1
月 12 日(一)下午 13 時 30 分、1 月 21 日(三)下午 13 時 30 分、2 月 4 日(三) 
下午 13 時 30 分

 

、3 月 2 日(一) 下午 13 時 30 分、3 月 16 日(一) 下午 13
時 30 分、3 月 23 日(一) 下午 13 時 30 分召開會議，請各位主管預留行程，

準時與會。上述會議時間並將於會後登載於學校官網左方 ｢行事曆｣項下，

以供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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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有關畢業生就業現況統計資料乙事，請各系所應持續建置校友資料，並追

蹤、掌握畢業生流向，加強聯絡，強化校友關係連結，以齊備校友資料庫內

容，提升相關服務措施。 
(二)已屆年底，請各教學卓越計畫執行單位，掌握時程盡速完成各項經費核銷作

業。 
 
二、學務處：詹學務長惠登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劉教務長錫權：回應今日詹學務長所提，配合本校組織調整自103年11月8日

起已無軍訓單位及軍訓主管，有關軍訓課程折抵役期作業，宜依相關規定由

教務單位辦理乙事，教務處日前已先進行日後軍訓課程開課事宜內部討論，

後續將商請學務處、各系所協助瞭解、搜集學生選修課程需求(如：折抵役 期、

選修意願及動機等)，以利未來通識教育委員會進行課程規劃，日後教務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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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配合辦理軍訓課程折抵役期作業。 
●主席裁示： 
(一)上述劉教務長所提軍訓課程乙事，請盡速統整開課需求，並請教務處、學務

處，以及通識教育委員會共同討論研議。 
(二)今日學務處工作報告所提，本學年度尚有 58 位新生未完成入學健康檢查乙

事，為落實校園健康管理及公共衛生安全，請系所持續協助洽催外，併請學

務處會同教務處盡速思考較具約束力或有效之措施。 
 
三、研究發展處：林研發長劭仁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上週已獲通知本校獲第一屆「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的績優學校獎，並將

於 12 月中旬頒獎。這份獎項的榮耀，是構築在北藝大創校以來的先進，以

及各位老師、同仁們的共同付出。在此，再次謝謝大家的努力。 
(二)為拓展推廣教育成效，針對推廣課程開課事宜，除請藝推中心會同各教學單

位共同努力，以提升成果回饋於教學發展所需外，並請積極開拓、善用校友

資源，擴大師資來源及課程內容。 
 
四、總務處：陳總務長約宏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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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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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舞蹈學院：古院長名伸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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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代理院長婉麗工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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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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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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藝推中心工作報告曾主任所提，目前規劃之明年度夏日學校舉辦期間的

學生宿舍床位需求，宿舍住宿及清舍作業恐未及配合乙事，續請詹學務長與

曾主任再行協調研商解決。 
 
十六、國際交流中心：呂主任弘暉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蘇黎世藝術大學為高度國際化學校，已在亞洲地區建立多處據點，近日該校

將至本校參訪交流，另於12月中旬本人、劉教務長與林研發長也將出席參與

該校於香港舉辦的「Connecting Spaces: Hong Kong-Zurich Forum II」論

壇，對於建立跨學科、跨文化的碩士教育等議題進行討論，希望藉此機會洽

談未來合作交流可能性，並擴大國際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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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14 時 30 分。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 次主管會報議程 

時間：103 年 11 月 17 日（一）下午 13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楊校長其文                                   記錄：林吟珊 

壹、主席致詞 

貳、專案列管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參、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 

二、學務處 

  三、研發處 

四、總務處 

五、音樂學院 

六、美術學院 

七、戲劇學院 

八、舞蹈學院 

九、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十、文化資源學院 

十一、通識教育委員會 

十二、展演藝術中心  

十三、藝術與科技中心 

十四、電子計算機中心 

十五、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 

十六、國際交流中心 

十七、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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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1 月 17 日 

 

教務處各組重點工作 

一、 教育部修正「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修正條文已公告於

本校電子布告欄-校外公文區，茲摘要如下： 

 (一) 增列新設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專任師資數未達師資質量標準，並經次年追

蹤評核後仍未達成者，予以停招之規定。 

 (二) 增列學校申請增設或調整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之提報資料，應包

括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畢業學生就業現況統計資料，並刪除一般大學申

請增設未包括醫事或師資培育之碩士班，需先檢具計畫書報教育部專業審查之規

定。 

 (三) 明定違反招生相關規定及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未達基準之扣減原則，至多

調整招生名額總量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之 95％。 

註冊組 

 一、 學籍成績管理： 

 (一) 協助教學卓越報告說明資料撰擬，提供 101-102 學年度學生英檢通過人數之統計。 

 (二) 依教育部建議修訂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為顧及專業教學考量及修法周延性，

已於 11 月 6 日分送修正草案意見調查表至各單位徵詢意見，敬請於 11 月 17 日前

將調查表回傳，俾利彙整研修。 

課務組 

 一、 開/選課作業： 

 (一) 辦理本學期所有延修生、103 學年度入學之研究所學生、碩士在職專班、選修學

程與修習校訂英檢課程之學生未依規定繳交學分費之後續課程註銷作業。 

 (二) 請各教學單位於 12 月 3 日前將 103-2 學期開課資料繳至課務組，俾辦理開課資料

建檔暨彙編印製作業。 

 (三) 通知各授課教師於 11 月 21 日前進行線上期中預警通報，另請導師於接獲電子郵

件通報後儘速處理並於 12 月 5 日前完成輔導。 

 (四) 受理學生課程停修申請(12 月 19 日截止)。 

 (五) 與電算中心就台大所提供之課程地圖系統，進行分析與重新建置，正與音樂學院

及舞蹈學院進行移轉後之資料確認。 

 二、 跨領域學習週本年度到課率為 74.25%；目前正就課程問卷調查表進行統計分析及

整體配套措施檢討事宜。 

 三、 本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將於 12 月 9 日召開，各教學單位如有教學暨課程等相

關提案，請於 11 月 25 日前送至課務組。 

 四、 陽明大學與中研院合作人文講座課程，本學期每門課程皆開放 10 名供政大及本校

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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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組 

 一、 完成電子書刊送存：上傳 102 年 7 月-103 年 6 月已出版圖書 6 本至國家圖書館，

已累計 40 本提供讀者單機閱讀，並同步上傳給 6 家電子書平台廠商展售。 

招生組 

 一、 104 學年度招生考試： 

 (一) 碩博士班甄試：已於 103 年 10 月 29 日(三)結束報名，經報名組資格審查確認後，

符合報考資格考生共計 146 名(103 學年度為 135 名)。 

 (二)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招生簡章草案 11 月 13 日已送請舞蹈學系及招

生相關單位進行二校，預計於 11 月 20 日前彙整修訂資料。 

 (三) 「大學繁星推薦」及「大學個人申請」：簡章已公告於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站，

已將簡章電子檔寄送至各學系參用，同時公告於本校招生訊息詢網頁。 

 (四) 海外僑生(含港澳生)：學士班及碩士班僑生簡章已公告於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

站，同時公告於本校招生訊息詢網頁，報名時間自 103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止，須向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報名。 

 二、 校園參觀：11 月 18 日明倫高中約 40 名師生、11 月 19 日東興國中舞蹈班 53 名師

生蒞校參訪。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一、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計畫：本校「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計畫」修正計畫書與

補助款領據已於 11 月 10 日報部。俟教育部回復後，將辦理第二場「教師多元升

等制度」焦點座談，邀請校內外專家討論，俾利完成多元升等法規的制定。 

 二、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 103-1 學期 TA 期中培訓會議將於 11 月 27 日舉辦，藉由 TA 學習經驗交流與討論

期末成果發表形式，活絡協同教學能量，提升教學品質。 

 (二) 103-2 學期 TA 申請自 11 月 17 日起至 12 月 19 日截止，預計於 12 月 4 日辦理申

請說明會，敬邀有意願申請 TA 之老師與相關承辦人員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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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各單位業務費未核銷數為 233 萬 3,437 元、未請購數 659 萬 3,091 元，實支核

報執行率僅達 41.69%，12 月 1 日起各單位結餘將調整為全校留控款，逾時恕難辦

理核銷事宜，敬請各單位儘速執行所掌預算，並於 11 月 30 日前核銷完畢。 

 二、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103-2 學期北一區大學（含本校）共開設 7 門遠距課程，

本校開設之「藝術鑑賞─舞蹈」課程，陽明大學確定收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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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1 月 17 日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獎助學金及就學補助措施】預計 11 月底完成簽請就學貸款核退生活費、書籍費、校外

住宿費用。業於 11/3 簽核 103 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研究所優秀僑生暨清寒僑

生獎助學金獲獎名單業於學校首頁公告。 

 二、 【學校活動】籌備辦理 12/22 冬至湯圓會活動，業於 email 通知各單位及社團擺設攤位，

歡迎共襄盛舉。 

 三、 【社團活動】研擬 12/8 與學生活動中心辦理全校學生社團幹部訓練，並討論本校「社團輔

導準則」、「社團空間使用規則」及「社團經費補助要點」之修正條文。 

 四、 【服務學習】藝術服務隊 11/24 將至烏來國小進行藝術人文課程。11/17 邀請今年海外柬埔

寨藝耕服務隊分享國際志工服務，於本校國際會議廳辦理服務學習講座，歡迎全體師生

參加。 

學生住宿中心 
 一、 為能儘量結合校園 e 卡通原則，現正估價女一舍冷氣儲值卡改換成悠遊卡系統之可能性，

另為考量節能減碳及使用者付費原則，也一併評估女二舍及綜合宿舍各寢室冷氣是否加

裝悠遊卡系統，列入 12 月宿舍自治會議中討論。 

 二、 女二舍預計於 104 年暑假期間實施封館修繕，住宿中心已完成擬修繕項目初步規劃與數量

統計，並送請總務處及電算中心協助估價。 

 三、 綜合宿舍 1 樓交誼廳與社團辦公室隔間工程已於 11/11 完工。（已開放社團及住宿生使用） 

 四、 新建研究生宿舍「停車場設置」問卷調查持續進行中，預計 11/18 截止。 

 五、 校外賃居生實際訪視持續進行中。 

 六、 宿舍自治會於 11/11 辦理本學期第 2 次自學活動「輕食介紹」。 

生活輔導組 
 一、 有關「紫錐花運動自評表」上網填報作業，業已依教育部規定完成填報；本年度分別辦

理教職員研習 2 場，140 人次，學生研習 2 場，共 724 人次。另本組預訂於冬至湯圓會活

動時，辦理反毒、拒菸、反詐騙、交通安全、防震防災、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教育宣導。 

 二、 為使校安通報更落實，業已依據教育部 103/01/16 臺教學(五)字第 1030006876A 號校園安

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修正本校校安通報流程表，並將通案檢視本校災

害防救相關流程、圖表、組織計畫及架構，俟彙整完成後，預訂於 11 月底辦理校園安全

通報機制工作協調會，以利校安工作順利執行，維護校園安全。 

 三、 本校 103/11/8 起本校即無軍訓單位亦無軍訓主管，有關軍訓課程折抵役期作業，依

102/3/18/教育部臺教學(六)字第 1020039194 號函「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

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第四條「...學校未設軍訓單位或未置軍訓主管者，

由教務單位辦理。」之規定，為顧及學生權益，宜依作業規定辦理。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飲食環境】近期油品食安事件層出不窮，本組持續關注衛福部食藥署之最新訊息，

並依規定立即清查校內餐飲業者是否使用不合格品項，清查結果，皆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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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傳染病防治】 

（一）業已建立本校各單位防疫窗口負責人，將針對近期常見傳染病（伊波拉、 

流感、登革熱..等）進行衛教宣達，再請防疫窗口負責人協助轉知單位內師生同仁

相關防護及通報需知。 

（二）依疫情之進展，陸續採購防疫物品（防護衣、防護面罩、隔離衣..等），以因應突

發個案事件處理。 

 三、 【健康服務】新生入學健康檢查後續業務： 
（一）入學健康檢查未完成者追蹤:至 11/12 止 103 學年度新生尚有 58 位學生未完成檢查

（大學部：2 人、碩博士：56 人），音樂學院 22 人、美術學院 4 人、戲劇學院 5
人、舞蹈學院 4 人、文資學院 9 人、影新學院 14 人，本組持續聯絡上述學生盡速

完成。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103-1 學期暑期迄今（7/1~11/14）個別晤談達 358 人次，來談議題最多為「人

際關係」、「生涯探索與規劃」，顯示同學們關注於「個人與他人」或「個人與專業」之間，

嘗試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位置，讓學習與生活更自在。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本中心申請僑委會補助計畫已通過審核，預計於 11/17 辦理「僑緣

TNUA~生活大拼盤」活動，提供僑生相互交流及心理調適諮詢；同時於 11/26 辦理「勇闖

大未來~僑生在台求職之路」講座，邀請資深職涯諮詢師呂子瑜先生蒞臨講演。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11/5 舉辦傳音系大四學生拆信活動，共計 25 人參加。敬請大四各系導師於今年底前，

踴躍與諮商中心約拆信時間，共同協助應屆畢業生為未來提前做準備。 
（二）持續推出「得藝人生~CPAS 職能檢測」活動，協助學生瞭解自我並檢視相關職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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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資源教室與校園志工】 
（一）11/11 辦理藝術療癒志工培訓團體。 
（二）11/18 藝術療癒志工團幹部會議。 
（三）103 學務輔導特色主題計畫－會心志工成果報告 
（四）持續提供資源教室學生各項生活協助與心理輔導。 

 五、 【性別平等教育】 

（一）將於 12 月辦理「好好說再見~分手博物館徵件」性別平等教育活動，歡迎全校師生

參與。 

（二）將於 12 中旬辦理「103 年‧誰來晚餐」多元性別講座，延續去年愛情、親子主題，邀

請同志諮詢熱線講師蒞校與同學進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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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完成校外參訪活動，學生回饋反應熱烈，未來盼能多舉辦相關活動，共計 32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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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1 月 17 日 

綜合企劃組                                                                                    
一、校園規劃 

(一) 戲劇舞蹈大樓公共藝術宣傳品已選樣完成，目前正在出版打樣，預計 12 月初會完

成宣傳品製作。屆時，會再與校內相關單位討論訂定宣傳品發放計畫。 

(二) 戲劇舞蹈大樓公共藝術作品《場景》遭民眾投訴環保局案，已將投訴文件轉知藝

術家及本案召集人，後續將協助藝術家處理相關工作。 

(三) 本校公共藝術作品《臥看雲起》修繕工作已完成，將於 11 月中旬前將修繕過程、

公共藝術通報表一併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四) 美術學系提案「Terracotta 赤燒工作營成果展案」，由於校園規劃小組下次會期為

12-1 月間，故以會核方式收集委員意見，目前正在辦理委員意見會核，預計 11 月中

旬完成會簽。 

二、境外專班開設 

(一)教育部為促進大專校院國際化及高等教育輸出，請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協助

調查各大專校院有關「擴大辦理境外教育」相關意見。本案已請教務處、國際交流

中心、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及人事室協助提供意見，並將俟意見彙齊後送該協

會。 

三、公務出國報告 

(一) 教育部於 103 年 11 月 10 日發文催繳 101、102 年未繳之出國報告，本校未繳報告

數為 1，目前已聯絡應繳報告而未繳者於兩週內完成補繳作業。 

建教合作組                                                                                 
一、103 年至今，本校非科技部建教合作計畫案共 50 案，統計資料如下： 

序號 補助單位 案量 

1 教育部 23 

2 文化部 8 

3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5 

4 外交部 2 

5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 2 

6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1 

7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1 

8 財團法人高雄市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 1 

9 財團法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1 

10 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 1 

11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1 

12 北京國家大劇院 1 

13 財團法人果實文教基金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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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1 

15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1 

合計  50 

學術發展組                                                                                    
一、業配合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完成修正報部計畫書本處執行部分內容，並將持續依會中

討論意見及教育部補助核定函附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應注意事項等，辦理「教師評鑑

歷程檔案」實施制度及配套措施之研議。 

二、本校臺灣人才躍昇計畫複審計畫書業完成彙整與撰寫並已依限函報。（請會後撤網） 

三、推動本校計畫研究倫理審查工作 

(一)臺大暨北區聯盟將於 11 月 28 日辦理研究倫理教育訓練課程，上午議程包含「研究

人員的法律責任－談人類研究需注意之法律與倫理規範」，下午由舞蹈系趙綺芳老

師分享「為什麼研究計畫要送倫理審查？－人文藝術類研究倫理審查經驗談」，目

前尚有名額，且本校人員均免費報名，歡迎鼓勵所屬師生研究人員與會了解。 

(二)有關年底申請科技部 104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需辦理研究倫理審查之計畫，計畫主持

人可於計畫獲核後再盡速送審即可，最遲於 104 年 7 月底前增補研究倫理送審證明。 

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                                                                        
一、本校與中影公司合作之「藝起團劇劇本徵件計畫」已於 11 月 10 日為第三階段截稿，後

續將於 11 月底召開第三階段作品之討論會議。 

二、「北藝風創意空間」預定地將由總務處進行整地工程招標，預計於 12 月份完成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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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1 月 17 日 

一、 

本處重點工作： 

校舍興建與修繕： 

(一) 「關渡美術館冰水主機壓縮機修繕工程」案已於 103/11/07 完工，待製作結算明細等竣

工文件後即辦理驗收。 

(二) 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創意貨櫃屋設置」案之現地貨櫃配置方式，已由建築師於

103/11/06 將變更設計圖說及預算送交本處(營繕組)，本處已將招標文件依程序簽核，

俟奉核後即上網公告辦理採購。 

(三) 配合前述「創意貨櫃屋」之設置，舊警衛室旁停車場有需要重新檢討規畫，以提供合

理及安全之停車空間及動線。本處已先邀集北藝風及本處各組會勘並初步規劃，未來

將視需要邀集校外交通專家到校協助勘查，並將完整規劃案提送校園規劃小組審查。 

(四) 「動畫系教室內裝工程」已於 103/11/04 起由廠商進行藝大會館 3 樓天花板之拆除作

業，並預計 103/12/03 前完成 3 樓空間裝修，104/01/02 前完成 1 樓空間裝修。 

(五) 「圖書館自修室氣冷式冰水主機增設工程」已於 103/11/11 由本處(營繕組)偕同施工廠

商與圖書館同仁召開施工前協調會，承商預計自 103/11/24 起進場施工，施工期間圖書

館自修室將暫停開放，已由圖書館協助公告宣導。 
  

二、 環境與設備服務： 

(一) 近期景觀事務重要辦理情形如下： 

1.景觀廠商於 103/11/11 補植學務處外變葉木、學人會館旁鵝掌藤以及戲舞大樓周邊之

梅花、五彩茉莉及梔子花。 
2.有關陽關大道規劃補植 14 公分樹徑土肉桂樹案，為確保所植樹木之樹型及品質，本

處指派代表於 103/11/14 赴彰化現場勘查樹木狀況並標記後，始得由景觀廠商辦理補

植。 
(二) 本處預計 103/12/05 上午辦理校園導覽，以環境教育為主題，介紹校園生態維護與大地

地貌，歡迎全校師生報名參加。 
(三) 104 年度清潔採購案經製作招標文件並簽奉核准，已上網公告招標，預訂 103/12/03 辦

理開標。 
(四) 本處(保管組)近期辦理校園公共藝術品修復之重要事項如下： 

1.女一舍前方之「臥看雲起」：經與藝術家議價後，已於 103/11/09 施作完成。 
2.音一館鄰陽關大道旁之「迴旋穿透 325」：已於 103/11/12 與施作廠商完成議價後，廠

商已進行修復作業，預計本(103)年 12 月底前完成。 

  

三、 公共設施及教學支援： 

(一) 本校公文檔案管理系統為確認系統設計符合行政院「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

法規規定，經向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申請「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驗證，於 103
年 11 月 6 日通過系統完整版驗證，包括公文檔案從產生、應用至保管等系統功能皆合

於標準。另為瞭解教學單位於系統使用意見，預定 103 年 12 月 3 日召開使用座談會，

邀請教學單位承辦人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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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3 年 10 月份全校工讀金原訂於 103/11/15 核發，因該日適為假日，本處(出納組)已提

前於 103/11/14 核發。本次工讀金共計核發 260 人，總金額為 525,461 元整。 

(三) 103 學年第 1 學期專兼任教師鐘點費(9-10 月份)已於 103/11/14 核發，並於 103/11/13 以

電子郵件通知各受款師長，另預計自 11 月份起至本學期止，每月鐘點費依照時程於該

月底核發。 
(四) 本校業依所得稅法規定申請營利事業登記，凡租借本校經管場地時，本校應依營業稅

法規定開立發票，並按時申報繳納營業稅，故本校各單位於受理場地外租時，應請租

借人至總務處出納組繳款及開立發票，切勿自行收受場租並漏開立發票。 
(五) 「魯旦‧川鍋」餐廳因廚師人力異動，目前只剩 1 名廚師服務，故定於 103/11/10、17

及 24 等三個星期一公休。該餐廳已積極尋找替補人力，預計 12 月起恢復星期一營業。 

(六) 學生餐廳目前推出離峰時段主菜不加價之措施，全校師生於消費時若有任何意見，歡

迎逕向本處(保管組)反映。 

(七) 104 年度全校建物與公共意外險已洽保險公司報價，相關文件簽准後即辦理採購。 

(八) 104 學年度學士班招生考試已開始受理報名，本處(出納組)已協助辦理報名費收繳，並

辦理核對繳款明細報表、彙整各系報考人數及金額統計後，再依程序辦理入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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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1 月 17 日 

 
音樂學院之重點工作 
一、 協助審核上海音樂學院碩士生申請來校交換學習研究ㄧ學期。 

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音樂學研究所 

一、 音樂系主任暨所長遴選辦法於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所務會議(103.9.22)修正通過並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二、 辦理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赴國外交換生選課相關事務 

（ㄧ）蔣舒雅、李聖文、金玟儀赴赫爾辛基藝術大學西貝流士音樂學院 ( University of the Arts 

Helsinki_Sibelius Academy) 

（二）黃冠惟、陳盈錚赴爾茲堡莫札特大學 ( Mozarteum University Salzburg) 

（三）黃晟育赴以色列特拉維夫梅塔音樂學院 ( Israel Tel Aviv Buchmann Mehta Music School) 

（四）于佩玄赴維也納市立音樂院 (Konservatorium Wien University) 

 三、 音樂廳碩士班學位考試 20 場音樂會彩排時間安排及公告。 

 四、 103 學年第 1 學期碩士班第 2 外語、音樂史類鑑定考命題聯繫、製卷。 

 五、 專題演講： 

（ㄧ）11 月 10 日，香港作曲家聯會創會主席曾葉發教授，【當代音樂創作何去何從？21 世紀

的音樂挑戰】 

（二）11 月 10 日，鋼琴大師 Eugen Indjic，【How I use Heinrich Schenker's tonal theory together 

with Neo-Reimann's theory not only to analyse music but to play it on the piano.】 

 六、 2014 秋冬系列音樂會： 

11 月 14 日，鋼琴大師 Eugen Indjic 獨奏會 II。 

 七、 音樂學系博士班趙立瑋同學榮獲於日本東京橫濱舉行之第 32 屆亞洲作曲家聯盟大會暨音樂節

「青年作曲家比賽」第一名。 

 
傳統音樂系 
一、 測試新課程地圖網站，檢核相關內容及填送修訂表。 

 二、 確認 2015 年外國學生招生簡章內容。 

 三、 聯繫碩士班四年級學生確認是否於本學習申請學位考試或辦理休學事宜。 

 四、 提供師資、教務、104 學年度招生試務等資料並更新網頁資訊。 

 五、 本系 103-1 學年度秋冬展演活動自 11 月 15 日起正式展開，本學期共計演出 20 餘場，歡迎全

校師生蒞臨欣賞！ 
103 年 11 月 24 日 1930「傳統樂展－琵琶」，傳音系主修琵琶學生。 
103 年 11 月 25 日 1900「印度西塔琴之響音樂會」，Aki Ueda、金光亮平“YO”、若池敏弘。 
103 年 11 月 30 日 1430「蔡婷如畢業音樂會」，傳統音樂學系碩士班學生蔡婷如。 
103 年 12 月 1 日 1900「蔡卓芮琵琶音樂會」，傳統音樂學系學士班學生蔡卓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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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1 月 17 日 

 

美術學院重點工作 
一、  美術學系第 28 屆系展訂於 12/8-20 辦理，本屆系展以退件暨獎項兩階段評審評選展覽

作品。第一階段作品評選訂於 11/27 辦理；第二階段採分組評選訂於 12/18-19 辦理，

刻積極進行作品收件暨第一階段作品退件評審前置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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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21 南北藝廊一、二樓、水墨畫廊、八又二分之一空間：「無題-黃韶瑩

等多人聯展」(影像、雕塑、複合媒材、版畫、繪畫等)；地美館：進行系展場地整理暨

佈置中。 

 二、 積極籌辦 104 學年度招生宣傳作業，刻進行海報設計印刷暨廣告宣傳等事務。 

 三、 持續協辦交換生選課作業並進行下學期的交換生入學審查作業。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F306 教室規劃設置本所展演空間，相關設置作業持續籌辦中。 

 二、 本所與新北淡水古蹟博物館合辦「103-104 年度滬水一方系列策展計畫」，第 3 檔「生

猛購物中心 Ani-mall」由本所研生曾馨霈主策，展期更訂為 2014/12/20~2015/3/1，並

於 12/20 開展當日舉行開幕式。 

教學卓越計畫專案推動情形 

 

一、 「即興學院 Aesthetics Jam-2014 年台北雙年展工作坊」第三階段開始時間為 11 月 24 日

至 12 月 14 日。本階段邀請 Andre Alves、Mick Wilson、洪子健、黃建宏老師以及博士

班學生王曉華 5 位藝術家共同參與。。 

 

二、 本學院訂於 12/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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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院訂於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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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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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院訂於 12/4邀請日本東京博物館學藝員塚本磨充先生蒞院講授[如何展示故宮文物

-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挑戰]，講座開放校內外的師生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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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1 月 17 日 

 

戲劇學院重點工作 
一、 戲劇學院 2014 秋季公演《大家安靜》進行第二週 11/14-16 的演出，票券提早售

罄，觀眾好評不斷。 

 二、 11/10（一）召開第一次院演策會，討論學製演出狀況及劇照授權事宜 

 三、 103 通識核心課程改進計畫，本院已確定 3 門授課教師，戲劇系為黃建業老師及

客座教授細井尚子老師，劇設系為房國彥老師，103-2 將由細井尚子老師開設《日

本近代大衆娛樂「少女歌劇」専題》。 

 四、 戲劇系林于竝主任 11/11～17 前往北京參加第六屆戲劇奧林匹克活動。 

 五、 11/17（一）10：00AM 召開劇設系本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 

 六、 蒙古國立藝術與文化大學由該校副校長Chuluun Altantsetseg帶領團隊一行九人於

11/18-19 來訪本校(隨行並有蒙古在台協會安排中文翻譯)，由於來訪團隊表達對

劇設系的燈光/舞台實驗室有濃厚興趣，國交中心特會本系支援相關參訪行程，時

間訂於 18 日(二)下午 2:00-2:30，目前已表達該時段皆有課程進行中，亦知會該時

段任課老師。 

 七、 劇設系大一導師陳湘琪老師已完成導生會談時間；大二導師曹安徽老師已完成導

生會談時間、導生聯誼活動、校外賃居訪視。其他導師亦陸續與學生進行會談時

間安排。 

 八、 期中預警之學生，已由導師及系主任進行晤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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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地學習計劃：亞洲戲劇院校碩博研討會，11/6-8 由林于竝老師、張啟豐老師帶

隊，與四名碩博生周曼農、楊名芝、林正尉、許書惠至韓國發表論文、參與研討

會，師生發表論文成功並陸續返台。 

 二、 教學卓越「在山上相遇」計畫，10/23－10/26 排灣族五年祭田野調查進行經費核

銷，審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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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木訓練二階段：每週六 10：00-13：00。 

 二、 寶塚歌劇導演草野旦導演工作坊與講座：11/21-25。 
校園講座：11/21（五）18:00-21:00； 
校外講座：11/23（日）14:00~17:00 地點：思劇場 
導表演講座：11/22（六）14:00~17:00、18:00~21:00； 
課程講座：11/25（二）9:30-12:20   

 三、 科學表演工作坊— Yat’s Book Workshop ：11/15（講師：陳家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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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1 月 17 日 

一、舞蹈學院實習劇場「燈光控制系統」設備採購案已於 2014 年 11 月 11 日開標。刻正進行

實習劇場燈光調光器及燈光配線工程訪價及需求說明書擬定。 
二、2014 年 11 月 19 日東興國中共計 53 人來校參訪，以及蒙古國立藝術與文化大學參訪。 

一、2014 年 11 月 13 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報告用電管制事宜、課程異動及確認下

學期課程架構、明年度年度展演相關課程及進行方式確認、根據課程會議決議下學期新聘

兼任教師事宜、104 學年度先修班及大學部招生工作初步報告、本學期教學卓越計畫進度

報告等事宜；討論 104 學年度學士班招生日程事宜，及本院與實習機構實習合作備忘錄和

簽約單位研討。 
二、2014 年 11 月 18 日召開系所教評會，201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院教評會，擬審議下學期新

聘任之兼任教師。 
三、本院與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交換學生合約，正進行檢視舊約內容辦理續約事宜。 
四、2014 年 12 月 1 日召開資優跳級小組會議，相關法規正根據學則進行修訂及討論提案。 

一、2014 年 11 月 11 日召開舞蹈研究所大會，預告下學期研究所課程架構、下學期年度展演

調整情形等事宜、討論實習費支用情形。 
二、2014 年 11 月 13 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確認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博士班課程

架構、確認系所自辦外部評鑑自我改善執行情形、並討論 104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簡章。 
三、審核南京藝術學院研究生申請來校交換學生事宜。 

一、臺灣舞蹈研究學會年度研討會：將於下週六、日（2014 年 11 月 22 日至 11 月 23 日）假

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辦，各項籌備工作持續進行中，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專案名稱：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二、馬來西亞 Tari'14 舞蹈節：代表團已於 2014 年 11 月 11 日出發前往吉隆坡，預計 11 月 17
日晚間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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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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與新媒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1 月 17 日 

各組、系、所之重點工作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顧問蘇朝琴教授於11月11日來訪本學院，就教育部「智

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計畫」第二期計畫徵件案與許素朱院長進行會談，期盼

學院能提出聯盟計畫。本學院目前正積極規劃籌組「智慧生活整合應用聯盟」

合作開設相關跨域課程，透過場域實作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新方向。 

 二、 本學院於 11 月 17 日上午召開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大會，會中除了進行院務報

告，也安排由三系學生分享關渡電影節、關渡動畫節等工作經驗、發表作品，

以及教師計畫成果交流。 

電影創作學系 
 一、 電影系於 11 月 10 日舉行臨時系大會，就同學課程出席率偏低與各項課程安排方

式交換意見，會議中與學生的討論將作為未來課程規劃的重要依據。 

 二、 電影系將於 11 月 21 日起至 23 日舉辦「燈光大師工作坊」，邀請好萊塢業界知名

攝影師/導演 Geoff Schaaf 先生，就綠幕攝影從理論到實務進行分享和教學。現

場並將使用同學提供的劇本進行實習，以實際案例探討綠幕效果與拍攝技巧。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完成學士班 99 級至 102 級招生資料分析作業，並在 11 月 14 召開之系務

會議中進行內部檢討，藉此瞭解新媒系學生招生來源、學習成效及畢業出路情

形；其中經由繁星計畫入學的學生在各方面表現均明顯突出，因此新媒系未來

擬增加繁星計畫招生名額。 

 二、 新媒系於 11 月 14 日完成「雷射切割雕刻系統」租賃評選作業，未來該系統將用

於造形設計相關課程以及師生研究創作，可望提升安全性以及實習成效並與業

界標準接軌。 

 三、 新媒系孫士韋老師與台灣科技大學、中央研究院合作之時尚元素自動判別學習

演算法研究論文“What are the Fashion Trends in New York?”，於 11 月 6 日榮獲全

球多媒體研究最重要之學術交流平臺──ACM Multimedia 2014 學術研討會「電

腦多媒體應用頂尖挑戰」競賽項目評選為第二名。 

動畫學系 
 一、 動畫系近日正進行新設辦公室及教師研究區工程，同時與總務處及電算中心保

持密切聯繫，協調和確認各施工項目。新設系辦公室及教師研究區預定將於 12
月 4 日完工；一樓教學空間預定將於 104 年 1 月完成建置。 

 二、 動畫系史明輝主任動畫長片作品「寂寞碼頭」入選 2014 年台北金馬影展「金馬

創投」企劃徵選，將於 11 月 18 日金馬創投會議中接受評選。 

 三、 大四張淳淳同學動畫作品“PLUS”榮獲 2014-ISFFH（好萊塢國際學生影展），最

佳外語動畫短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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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體藝術學系將自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 日邀請德國藝術家朱麗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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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格勒主持「卓越大師－跨領域意思考方式與創作工作坊」，工作

坊將於研究大樓二樓 205 教室進行。  

 二、 第 4 屆關渡國際動畫節於 11 月 8 日正式閉幕。在獎項的部分，共頒

發了三個關渡國際動畫獎，四個信誼兒童動畫獎，動畫系大三陳威元

同學及合作團隊作品榮獲關渡國際動畫獎學生組首獎；大三楊子新同

學榮獲信誼兒童動畫獎台灣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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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1 月 17 日 

 

文化資源學院重點工作 

一、 11/17 召開院教評會審查博館所、建文所聘期屆滿之專任教師續聘案及藝教所兼任

助理教授級專技人員提聘案。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研究所重點工作 

一、 11/6 舉辦本學期論綱發表。 

 二、 104 學年度甄試招生面試時間安排、考生資料整理並發送各面試委員。 

 三、 104 學年度一般招生海報設計定稿並印製，預計於 11 月中旬前完成寄送。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一、 2014 文化資源經典講座暨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將於 12/4~12/5 舉辦，已於 11/10(一)

開放報名，研討會主題為「新練習時代」。 

 

博物館研究所重點工作 

一、 2014 第六屆博物館研究雙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預訂於 12/10 結案，目前進行經費核

銷、彙整結案報告書、相關影音及紙本紀錄，以集結成冊作為本所典藏之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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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彙整與確認採購之博物館類圖書內容，目前已進行 60%(約 1 千餘冊)的圖書

採購。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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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調查及相關研究作業，預計 11 月底完成初步調查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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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期末報告

撰寫，已於 11/10 發函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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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成果發表方案

(博物館簡介摺頁)初稿，辦理兩次工作坊，完成博物館基本策略規劃、行動方案

內容及建議期程，以及撰寫期末報告，預定本週完成初稿。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重點工作 

一、 「藝教徒回巢－所友回娘家活動」傑出所友回校職涯分享邀約中。 

 二、 「2015 年暑假藝術夏令營」已於 11/6 召開導生會暨工作會議，預計 2015 年 7 月 
1－5 日辦理。 

 三、 2015 年秋季入學僑生及港澳學生申請就讀本所，招生宣傳中。 

 四、 「美感教育活化教學五年計畫」： 

 (一) 東部宜蘭地區表演藝術教學觀摩於 11/11 假宜蘭國中辦理完成。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重點工作 

一、 8 名學生錄取圖書館舉辦之語言交換活動，於 11/17 中午參加見面會並聽取活動 
細節。 

 二、 今年度 TICA Cup 運動會於 11/22 在嘉義中正大學舉辦，國合會駐校經理將帶領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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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會獎金生參加並於會後前往阿里山進行深度文化之旅，於 11/23 回台北。 

 三、 本學期實習期中會議於第 11 週，11/27 舉辦，學生將報告實習狀況並與指導教授

討論畢業實習報告方向。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104 年度甄試招生完成收件整理，審查資料已送交考試委員，面試訂於 11/23 上 

午舉行。 

 二、 104 年度一般招生海報已印製完成，預計上週完成寄至全國各相關單位。 

 三、 103-2 學期開課規劃中，預計與美博班、藝教所、藝管所、博館所、建文所、舞 
蹈所、新媒所、劇研所等單位共同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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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度預計出版之三本世界遺產之旅-伊朗、泰國與韓國進行三校與封面設計。 

 二、 子計畫「國際教學、學術研討會及研究生海外研究發展計畫」：  

 （一） 「103 年暑假蒙古世界遺產國際教學」成果報告書校對與送印。 

 （二） 「2014 文資研討會：新練習時代」，由藝管所主辦，將於 12/4~12/5 假本校國際會

議廳及視訊會議室舉辦。 

  1. 相關經費借支與核銷。持續聯絡確認研討會各論文發表場次之評論人及主持

人，預計 11/14 寄發各場次論文給相關評論人及主持人。 
2. 經典講座兩場:12/4 邀請朱宗慶教授主講「創新與整合:藝術工作者的新練習」，

12/5 邀請香港太平紳士黃英琦女士主講「練習公民與創意、練習反思與改變」。 
3. Brown Bag 分享新練習兩場：於 2 天的中午時段安排創意相關業者分享，12/4

空間的創新及 12/5 平台的創新。 
4. 12/4 圓桌論壇:「新練習時代藝術動員的挑戰」。 

 三、 子計畫「文資位元與創藝數位典藏暨教學計畫」：  

 （一） 進行表博內部典藏文物清點與整理，以及二次核對，清單截至目前共登錄 1511
筆資料。 

 （二） 於 11/3 邀請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 Anthony Alan Shelton 辦

理「2014 國際博物館大師講座：天地一策展 - 退場中現代性的策展策略」。 

 四、 子計畫「C a-r-t 藝教推車：改變中的行動－反思－教學」： 

 （一） 成果報告彙整中。 

 （二） 於 10/23、10/25、10/30、11/1 邀請長庚大學工業設計學系教授辦理「新媒體科技

與藝術教育 I Design Society I」、「新媒體科技與藝術教育 I Social Innovation I」、「新
媒體科技與藝術教育 II Design Society II」、「新媒體科技與藝術教育 II Social 
Innovation II」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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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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7 日 

各單位之重點工作 
通識教育委員會 
共同學科 
一、 關渡講座：第九週「走進田野台灣史」課程（11/10）邀請中正大學助理教授浦 

忠勇分享「長老的智慧」，從鄒族的社會制度、部落藝術與地方知識等面向，談 

傳統知識的意義與價值。同時完成與浦老師之訪談，詢問其演講導言與對於北 

藝大同學的期許。 

二、 英文：11/11(二)召開英語教師教學會議，交流並研擬教學方法與教材。 

11/15(六)上午於教學大樓舉辦本學期校園多益考試。 

三、 實用中文講座：11/13(四)邀請新生代詩人崔舜華與鄭聿對談，分享其創作與生 

活之關聯。 

師資培育中心 

一、 11 月 28 日本中心舉辦第三次實習返校座談-模擬面試，邀請新北市清水高中鍾雲 

英校長、臺北市成功高中李慶宗校長、臺北市大直高中李世文校長及臺北市石牌 

國中陳玲玲校長蒞校指導。 

二、 本中心近期已公告明年度實習學校名單供同學參考，並預定於 12 月 8 日舉行實習 

學校選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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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藝術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1 月 17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劇場使用事項 

 (一) 音樂廳 
1.11/12 音研所畢業音樂會兩場《聲樂》配合裝台彩排演出完成。 
2.11/14 秋冬系列音樂會《鋼琴大師 Eugen Indjic 獨奏會 II》配合裝台彩排演出完成。 

  (二) 戲劇廳 
1.11/1~11/16 秋季公演《大家安靜》共演出八場，配合裝台彩排演出執行完成。 

  (三) 舞蹈廳 
1.11/15 傳音系《古琴》配合裝台彩排演出完成。 
2.11/20 開始舞蹈系歲未展演每週於舞蹈廳進行整排。 

 (四) 佈景工廠  
1. 11/1~11/16 秋季公演《大家安靜》配合製作裝台彩排演出完成。 

 (五) 服裝工廠 
1.戲劇學院學期製作-大家安靜，配合製作裝台彩排演出完成。 

 (六) 參觀業務 
1.11/4 配合《桃園至善高中》參訪，音樂廳、戲劇廳導覽解說完成。 
2.11/5 配合《復興高中》參訪，戲劇廳、佈景工廠導覽解說完成。 
3.11/14 配合《香洪明愛培立學校》參訪，音樂廳導覽解說完成。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 
 

2014 年關渡藝術節: 
(一) 關渡藝術節核銷作業進行中。 
(二) 預訂 12/8 下午 3:00 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召開 2014 年關渡藝術節成果報告

暨 2015 年關渡藝術節節目推薦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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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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7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德國 ZKM（卡爾斯魯厄藝術與媒體中心）策展人 Dr. Andrea Buddensieg 為尋找

明年度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節的參展作品，日前由文化部李明俐小姐陪同來訪本

中心，除安排參觀中心展覽室外，並與本中心王俊傑主任討論未來進行跨域性展

演合作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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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助研究員鄭

文皇博士、奧地利克拉根福大學助理教授 Klaus Schoeffman 博士，以及法國歐洲

通訊大學Benoit Huet博士等人合作提案，通過歐盟Horizon 2020先導研究計畫「手

感互動智慧電視」，將發展前瞻互動技術，並應用於視覺、聽覺與虛擬觸控介面，

將可應用於科技藝術相關作品之發展。此為 2012 年邀請奧地利克拉根福大學助理

教授 Klaus Schoeffman 博士至本校進行未跨講座後，所延伸發展之跨域國際合作

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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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籌劃之「影舞之眼、視域之外」第二屆深圳獨立動畫雙年展─臺北論壇活

動： 
(一) 2014 年「第二屆深圳獨立動畫雙年展－影舞之眼．視域之外」由董冰峰、鄭

慧華擔任策展人，以關注動畫／影像創作、深化理論研究為兩大主題，活動內

容包含競賽單元、雙年展主題展與流動論壇三個部分，主題展將於 12 月 6 日

在深圳華僑城創意文化園正式開幕，歡迎各位師長蒞臨觀賞。 
(二) 完成大陸學者董冰峰老師與汪民安老師接送機與入住藝大會館事宜。 
(三) 臺北論壇已於 11 月 7 日下午 1 點 30 分舉辦，共計 100 人次參與，現場互動

情形十分踴躍，活動已圓滿落幕。 

 

 

 二、 本中心策劃之「Linking LAB 實驗室聯盟」－《索多瑪兒童之夜》，執行進度如

下： 
(一) 階段實驗發表：已於 11 月 12 日(三)發送《索多瑪兒童之夜》階段實驗發表

EDM 及 FB 訊息刊登，將於 17 日 10 點 30 分至 15 點在音樂廳後臺地下 1 樓

S8 排練室進行實驗發表，同日 15 點 30 分在 1 樓 S1 排練室舉辦聯合座談，邀

請各實驗室主持人分享創作心得，歡迎師長蒞臨觀賞。 
(二) 自動控制系統：已完成實驗發表所需自動控制編程設計；第一版自動控制程

式已完成設計開發，正進行整合燈光 DMX 訊號、定位追蹤演算、動力裝置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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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多聲道聲音編碼、多頻道影像訊號轉換等相關設定，持續進行系統測試與

程式除錯之作業。 
(三) 道具製作：頂部物件製作過程中，因第一次成品的呈現角度有誤差，已重新

請鐵工師父及模型製作人員進行修改重製，目前已修改完畢並懸吊至動力軌道

上；另為調校落葉機落葉飄落速度，已進行電容器更換，以控制電流之方式進

行測試；為使落葉視覺有其真實感，故需大量體積、重量較為一致之真實樹葉，

持續安排人力，進行落葉收集、挑選、壓平、日曬、烘乾及除蟲等處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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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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7 日 

專案名稱：藝術雲端 
教學卓越計畫專案推動情形 

 一 、遠距課程上課視訊設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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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舞蹈系教師 

線上期中成績給分系統，11/10 開放上 

線。 

2、因應103學年度第1學期將不再提供學

生操行成績，與註冊組討論成績單預計

修改調整方式。 

3、持續彙整科目、課程群組、課程標準

差異報表，11/6-11/7至課務組討論資料

正確性進行修正。 

 

二 學務系統 99/5-102/7 學生基本資料維護功能改版。  

三 人事系統 99/5-102/12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四 數位學習整合系統暨

課程地圖 

102/12-103/7 1、音樂及舞蹈學院課程地圖網頁資料更

新。 

2、解決代管 CTL 第一代 VOD 主機時常

當機問題。 

 

五 數位典藏 II(關美館庫

房典藏管理) 

101/7-102/12 請廠商提報 2014 年底維護合約經費。  

六 招生考試系統 99/11-100/7 104 學年度研究所碩博士班甄試相關設定

及考生資料匯入。  

七 總務系統 100/5-102/12 1、公文系統憑證更新問題處理。 

2、總務處人員異動權限調整。 

 

八 勞健保管理系統 102/9-103/1 依事務組需求，修改人員基本資料欄位。  

九 曠缺課點名自動化輔

助系統 

102/8-103/7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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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102/12 修正版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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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十

一 

校園網站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

二 

學習預警系統  1、更新使用者介面。 

2、修改預警通知信件格式。 
 

十 

三 

全校性資訊入口網整

合(EIP) 

 測試學生專區中新增畢業資訊功能，預計

11/21 進行上線。 
 

十 

四 

藝術人才資料庫  匯出101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資訊。 
 

十

五 

跨領域學習護照  1、彙整及統計更新學生參與跨領域統計資

料。 

2、登錄學生參與狀況功能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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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7 日 

一、推廣教育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推廣教育 

 1. 2015 夏日專案 

(1)夏日學校 

夏日學校為避開國高中生暑期輔導時間，預訂於 104/07/02-07/11 為活動日，因

與本校住宿中心安排有衝突，仍需作時間與床位協調。 

(2)兒童藝術體驗營 

為讓藝術向下扎根，讓兒童提前體驗藝術，中心將向三年級至七年級（9-13 歲）

的兒童發出藝術體驗計畫，開設結合戲劇、舞蹈、音樂及動畫之綜合性藝術體

驗課程，預計 2014 年 12 月中旬招開招商說明會。 

(3)大師專班及國內外藝術行旅 

為推廣社會大眾了解傳統藝術編織技藝及部落文化，於 11 月 21-24 日與傳研中

心合作開設「傳統藝術工作坊系列－布農族樹皮布藝術」課程，進行試營運資

料蒐集與分析研究。 

 2. (1)秋季推廣課程將培養學員音樂技能及策展執行之職能為後續開課目標，將於

11 月 17 日召開課程審查會議，並於 11 月 20 日著手簡章編排事宜。 

(2)規劃 2015 年度春季招生宣傳事宜，為增加大眾接近藝術之意願 2015 春季班

將舉辦 3 次生活審美沙龍講座，凡學員消費金額達 5,000 元，即可來電預約報名，

相關課程鐘點費用將由中心部門結餘款支應。 

 (二) 中心事務 

 1. 中心網站： 

(1)本中心電子報「愛上學報」發送系統仍未穩定，將持續追蹤廠商處理狀況。 

(2)網站保固一年已到期，已請廠商提供年度維護合約報價。 

   

二、藝大書店 

 (一) 活動部份 

 1. 

 

現正進行活動 

 小書展：移動的意義 88 折。〈2014/11/16-2014/12/15〉 

 2. 籌備中活動 

   下期小書展籌備中。〈2014/12/16 至 2015/01/15〉。 

 手作書展：你有多久沒有自造了？88 折〈2014/11/26 至 201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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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3 年 11 月 17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協助辦理 12 月 8 日蘇黎士大學 Connecting Space 工作團隊來訪事宜，參觀本校

音樂廳、關渡美術館、藝科中心及教學空間。 

 (二) 協助辦理 12 月 11-12 日楊校長、劉教務長與林研發長赴香港參加由蘇黎世藝術

大學邀請有關碩士教育論壇之相關工作事宜。 

二、 外國學生業務 

 (一) 協請校內各教學單位填寫「2015 年招生資訊增修表」，並於 11 月 28 日前擲回本

中心彙整，以編修本校 2015 年外國學生招生簡章。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協助辦理國內外及大陸姐妹校申請本校交換學生之錄取通知(入學許可)並寄發

國際交換學生手冊等相關事宜。 

 (二) 與國內外及大陸姐妹校聯繫有關本校申請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赴外交換之申請

事宜及後續結果。 
 (三) 協助辦理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赴姐妹校芬蘭赫爾辛基藝術大學西貝流士音樂學

院交換之音樂系碩士班學生蔣舒雅擬延長交換一學期之相關事宜。 
四、 其他業務 

 (一) 辦理 2014 ALIA 亞洲藝術校院  臺北高峰會核銷與結案工作。 

 (二) 協助辦理 ALIA 後續相關事宜。 

 (三) 11 月 13 日召開第一次國際書苑空間規畫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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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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7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傳統藝術工作坊系列 

(一)自傳統藝術學分學程暫停招生後，傳研中心將傳統藝術學分學程內容轉化為

工作坊形式，以延續跟地方社群和藝師的連結，並提供校內學生跨領域學習

傳統藝術，以豐厚未來的藝術創作根基。預計每學期開設一至二門工作坊，

持續經營累積藝術社群的網絡。 

    1、103-1 學期開設一門：布農族樹皮布藝術。指導老師為潘娉玉老師(美術學

院)、劉金蕉及余桂蘭老師(部落藝師)。地點在台東關山崁頂部落。活動日

期為 11/21~11/24。已招收 14 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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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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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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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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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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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1/14 完成結案及核銷作業。 

 六、 活動交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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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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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 於中國浙江所舉辦之「2014 年世界工藝文化節」(WCC 

Golden Jubilee Celebration Summit)，以及江蘇南通所進行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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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交

流活動後，傳研中心與論壇發表單位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將進一步研議 2015

年交流計畫與未來合作發展規劃。 

(三) 協辦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tizens, 

Civil Socie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eritage-Making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12/12 圓桌會議及 12/13City Tour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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