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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104年11月2日（星期一）下午13時30分 

地點：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 

主席：楊校長其文                                        記錄：曾昭榕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一、本校今年所籌辦的關渡藝術節、動畫節、電影節等活動皆已順利、圓滿結

束。今年動畫節的各項精彩的活動內容，明顯看到這幾年來我們的能量及

成效，一年比一年好，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累積。 

二、經過校內老師、行政同仁們的投入，以及鬧熱關渡節專案辦公室一年多來

的辛苦接洽、聯繫及籌劃，讓此次活動順利成功。本校將藝陣踩街匯演結

合首屆「鬧熱關渡節」擴大舉辦，讓這項北藝大的特色活動走出校園，與

北投、關渡、淡水、八里等地的鄰里、學校、單位、企業等夥伴團隊共襄

盛舉，打造關渡地區的節慶盛會，將活動於社區分享展現，並與社區共生

共榮，收穫豐碩。其中，各系所藝陣比賽活動內容精彩，將教學成果呈現

於表演中，展現充沛的創意，不僅為關渡地區建立更多的凝聚力及發展亮

點，也為本校帶來更多的激盪及在地連結管道，期透過逐年經驗及能量累

積，促進更大的成效。 

三、藝管所於11月1日藉由所慶活動舉辦【PointA 創意革新插電計畫】，透過專

業講者及圓桌會議兩階段方式，讓與會者相互交流，成效良好。校內各學

院都有很多很好的學術性研討會及活動，應鼓勵學生多多參與類此活動，

彼此觀摩、學習成長及分享，請各學院爾後可將研討會及活動公布於本校

官網行事曆中，以便學生知悉及參與活動。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確定。 

參、下次主管會報訂於本(104)年11月9日(一)下午13時30分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

室召開。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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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學期第5次主管會報(10月19日)學務處工作報告所提，本學期學分費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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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單於出單時漏未轉入已辦理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同學資料，影響資

料正確性部分，經教務處與學務處課指組瞭解及澄清，教務處課務組確

實已依標準作業流程辦理，並無違失，故在此說明、並請更正第5次主管

會報學務處工作報告資料。 

 

二、學生事務處：詹學務長惠登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三、研究發展處：林研發長劭仁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研發處工作報告所提「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藝術及設計人才培育計

畫要點」乙案，結合跨領域教學空間、業界平臺及國際交流等資源，於

校內接軌，建構完整之人才培育環境，以培養學生創意、創新及創業能

力等，為多方爭取資源，請研發處會同各教學單位研提構想，以利未來

申請。另，「教育部產業碩士專班105年度秋季班申請作業」部分，請研

發處再行瞭解相關申請作業流程及招生員額，研擬後續與產業合作之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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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釐清「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坡審擋土壁與建築外牆間距問題，10月

28日由校長、總務處主管及同仁至臺北市議會參與協調會，與建管處人

員進行研商解決方案，目前由建築師進行圖面修正，總務處將持續追蹤

請照進度。 

2. 「創意貨櫃屋設置」原訂11月2日(一)進行灌漿作業，因天候因素延至本

周完成。另，排定11月9日(一)進行貨櫃屋組裝及11月12日(四)進行貨櫃

屋前方地坪整理，預計於11月底前完成設置。 

3. 總務處配合美術學院特殊教室使用、管理需求，已協助將特殊教室照明

供電系統迴路改為每日晚上12時至隔日6時停止供電，但仍保留門禁系

統供電，並配合駐衛警協助夜間用電安全巡查，各學院如有需求可洽請

總務處辦理。另，如遇颱風期間需將各系館照明設備斷電時，可比照此

方式處理。 

4. 人文廣場洗石子牆壁遭塗鴉事件，因洗石子牆壁清洗不易，處理後之復

原狀況應可更為理想。 

5. 105年度景觀園藝維護招標案增加樹木矮化項目，各單位如有需求，總

務處將納入明年度採購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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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近期協助辦理校外單位場地租借時發現部分活動影響藝推中心學生上

課，如有類此狀況，可與總務處反映，總務處將協助與校外單位溝通或

更換場地。 

●主席裁示： 

(一)總務處上述所提「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坡審過程所遭遇問題之處理，

幸因本案於審查過程發現須進一步溝通、釐清之問題，立即反應、因應

處理，並積極謀求有效解決方式，始能順利推展，不致延宕後續進度。

本案請持續追蹤進展，俾利進度掌握。 

(二)上述所提塗鴨事宜，因復原狀況尚未理想，仍應請要求完整復原。本次

事件實不足取，全校師生有責任共同珍惜與愛護學校的校園環境。 

 

五、音樂學院(簡院長立人代理)：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本屆鬧熱關渡節藝陣比賽，傳音系《只要大家攏甲呆玩米》創意十足，

同學非常投入於演出，表現亮眼，請鬧熱關渡節專辦將該演出影音進行

剪輯，送請北市府觀傳局參考。 
 

六、美術學院：陳院長愷璜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本校於10月29日與土耳其米馬爾希南美術大學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締

約結盟，未來兩校將就師生交換、文化藝術交流等項目，展開各項合作

機制，請國交中心協同美術學院續與米馬爾希南美術大學商議交換學生

事宜。另，請各教學單位鼓勵師生，多善用暑假期間安排與姐妹校進行

實質國際交流及互動。 

 

七、戲劇學院：簡院長立人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戲劇學院工作報告所提戲劇系專任講師徵聘於課程公開試教乙事，請戲

劇學系邀請院內各系老師一同參與試聽；對於遴選之新聘教師，應使其

充分瞭解職責角色及進行分工安排，俾能除教學事務外，亦能積極投入

各行政事務，促進對校務及系所務之參與。 

 

八、舞蹈學院：王院長雲幼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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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電影與新媒體學院：曲院長德益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文化資源學院：張院長婉真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一、通識暨共同教育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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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補充報告： 

1. 2015舞蹈學院歲末展演全版《薪傳》將於12月份在展演中心舞蹈廳演出

，由於表演過程有明火演出，依法需報請北市府消防局審查，經取得許

可後才能進行演出，中心刻正辦理申請許可事宜，希能以原班原樣呈現

表演。若明火演出部分未獲消防局許可，將與雲門舞集聯繫、尋覓替代

方案。 

●主席裁示： 

(一)展演中心上述《薪傳》明火演出，請中心儘速提出審查申請，俾利續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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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請藝科中心配合總務處的計畫辦理期程

，務必使工期順利推動、儘早完工。 

 

十四、電子計算機中心：林主任明灶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補充報告： 

1. 中心訂於11月3日(二)與課指組、國交中心研商建立「學生獎助學金E化

系統」及作業流程，將透過實際訪談、瞭解使用單位需求，並列入104

學年度主管會報專案推動列管表中進行列管。 

2. 但因電算中心迫於時程漏未洽請課指組檢核就學貸款減免名單，將於11

月3日(二)由電算中心、課務組、課指組及出納組就標準作業流程召開檢

討會議。 

(二)其他意見： 

1. 舞蹈學院王院長雲幼：由於參與他校教師評鑑過程，發現他校評鑑系統

有自動換算功能，評鑑委員不需再使用計算機自行換算，本校是否有改

進之可能性，以利評鑑之進行。 

2. 張副校長中煖：建議由研發處統籌整合，再由電算中心進行技術處理。 

3. 林研發長劭仁：本處將擇期與王院長雲幼、電算中心研商評鑑系統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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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主席裁示： 

(一)10月27日校務會議臨時動議中本校師生所提校園網路環境、增設Wi-Fi

分享器及手機收訊問題等，請電算中心及總務處儘速檢視校內網路和手

機收訊狀況，以進行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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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院長雲幼代理)：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七、傳統藝術研究中心：林主任會承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伍、提案討論： 

一、本校各行政單位及研究中心英文名稱調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研

究發展處) 

(一)補充報告： 

1. 林研發長劭仁：本處彙整本校各行政單位及研究中心英文名稱，將較大

的差異點部分彙整後，將「組」統一使用「Section」、「中心」統一使用

「Center」，並將建議名稱與傳研中心、國交中心、圖書館、學務處、總

務處等單位確認，請各位參考。 

(二)其他意見： 

1. 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曾主任介宏：就一級中心及二級中心統一使用

「Center」是否會有隸屬上的混淆？由於中文使用者已習慣「Center」

用詞，就英文使用者可能對於Responsibility責任貢獻會有一些想像，如果

在「Office」下設二級「Center」的話，相對的英文使用者也會好奇其他

的「Center」是隸屬於那些「Office」所掌管，不知道會不會產生這類困

擾。 

2. 林研發長劭仁：本次提案其實有發現一、二級都設置中心的問題，但因

研究中心譯名都是經過會議討論通過，有些中心將「Center」放置於前

面，有些則將「Center」放置於後面，故本次僅就差異點較大的單位提

報建議修正事宜。 

3. 張副校長中煖：105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作業-12大專校院國際

化品質訪視指標項目中，將對於校園建築物標示牌及各單位業務窗口標

示的中英雙語化程度進行檢核，建議及早確定各單位英譯名稱，並進行

標示設置及汰換。 



 6 

決議：就部分中心中文名稱及譯名，請研發處協處日後再行提案討論，本案

先依研發處所提建議名稱內容公布實施。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14時40分。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第 6 次主管會報議程 

時間：104年 11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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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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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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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一、本校各行政單位及研究中心英文名稱調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研

究發展處)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1

填報日期：104/11/02　填報單位：教務處

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A1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高中優質精進計畫」 教務處 104/08/01 105/07/31

學生學習方案：開辦MOOCsAP課程 教務處 104/08/01 105/07/31
1.計畫審查意見回覆書已於104/09/11提交北一區中心。

2.北一區中心來信表示總計畫已核定，惟經費尚在教育部會計處審議，故各校可先

執行後辦理經費歸墊。

規劃重開5門MOOCs課程 教務處 104/08/01 105/01/31 預計於105年4月開課。

執行MOOCs課程與學分認證 教務處 104/08/01 105/07/31 預計於12月31日第2次計畫總主持人會議討論執行期程。

A2 北一區區域教學中心-「教學增能計畫」
教務處(學務處、

國交中心)
104/08/01 105/12/31

每月回報北一區中心計畫經費執行率 教務處 104/08/01 105/12/31
1.已於104/09/15提交計畫修正書與經費表。

2.已於104/10/27回報10月份經費執行率。截至10月26日止，總計畫經費執行率分別

為：人事費65,041元，執行率1.08%、業務費51,000元，執行率0.35%、設備費0元。

每季召開計畫審議評核委員會議

(計畫自訂績效指標檢核、工作執行進度檢

核、經費執行率控管)
教務處 104/08/01 105/12/31

1.已通知各執行單位申請會計權限。

2.已於104/10/22舉辦工作小組會議，各單位須於104/10/30完成自訂績效指標填寫及

工作時程規劃。

104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列管序號

1.1

1.1.1

1.1.2

2.1

2.2



2

填報日期：104/11/02　填報單位：學生事務處

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A1 學務處(電算中心) 104/05/20 104/11/16

導生輔導系統新介面建置 學務處(電算中心) 104/05/20 104/11/16

1.104/05/20與電算中心商擬【導生互動E化介面】，結合學務系統提供學生自傳、瞭解學生選課及預警

狀況、提供就業輔導資訊，讓導師可以記錄，於學期末即可匯出導師輔導紀錄表。

2.104/07/29將與電算中心確認【導生輔導E化介面】，預計104-1學期於導師會議說明後，11月下旬上線

使用。

3.104/10/8業與電算中心討論新系統設置及介面資料問題。

4.預計104/10/20與電算中心測試系統。

5.預計104/10/26導師會議宣導新介面。

6.預計於104/11/16系統上線使用。

A2 學務處(總務處) 103/08/13 105/09/30

擬定修繕需求及公共空間規劃 學務處(總務處) 103/08/13 104/01/31

1.已於10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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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已於103/12/25邀集總務處及電算中心等相關單位召開修繕規劃討論會議，會議紀錄已陳核。

3.本案因104年預算因素，經簽奉核定暫緩。

4.本案已編列105年度預算1,623萬5,000元，其中固定資產459萬8,000元、遞延費用1,163萬7,000元。

召開說明會(期程及配合事項周知) 學務處(總務處) 104/08/01 105/03/31

辦理相關招標事宜 學務處(總務處) 104/08/01 105/05/10

施工 學務處(總務處) 104/08/01 105/08/25

驗收 學務處(總務處) 104/08/01 105/09/01

1.1

104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列管序號

導師輔導計畫

女二舍2016年暑期修繕計畫

2.5

2.1

2.4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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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4/11/02　填報單位：研究發展處

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A1 研發處(各系所) 104/08/01 104/12/31

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階段 研發處(各系所)

自評指導委員會召開會議，審議系所自

我改善執行情形
研發處(各系所) 104/08/01 104/12/31

1.本校第四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已於104/08/18下午13:30完成審查作業，依委員會建議，部分項目將進

行後續之精進。

2.已將自評指導委員會會議記錄發文至各受評單位，續依評鑑委員意見與各單位協商進行改善精進。

A2 研發處(各單位) 103/08/13 104/01/31

召開103-107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專案小組會議，修訂計畫內容
研發處 103/08/13 104/10/31

1.研發處於104/05/26召開校務發展計畫初稿審定會議，預計6月中完成第1次修訂。

2.研發長於104/07/27審閱初稿，並指示架構及內容修正，承辦人員進行計畫修改撰寫中。

3.研發長於104/10/21主持審閱會議，並指示撰寫人員進行計畫修改中。

103-107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內容

定稿
研發處(各單位) 103/08/13 104/11/30

提送校園規劃小組、校務發展小組、校

務研究發展委員會、校務會議審議
研發處 103/08/13 104/12/31

103-107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美編

排版印製完成，函送各單位
研發處 103/08/13 105/01/31

A3
研發處、各視導項

目主責單位(校內相

關單位)
104/08/01 105/12/31

前置作業 研發處 104/08/01 104/09/30

1.本處與各視導項目主責單位承辦人於104/07/15出席教育部辦理說明會。

2.業依視導實施計畫規劃作業程序完成本校整體工作規劃，惟因高教評鑑中心尚未公告自評報告繳交及

後續相關作業確切時間點，本處僅先洽請各視導主責單位依公告期程及訪視表進行自我檢核作業。

3.高教評鑑中心公告視導實施計畫勘誤表、資料填報範圍說明，本處業於104/08/19、104/09/04轉知各視

導主責單位，並請各單位依辦理訪視表填報暨自我檢視。

4.有關視導項目5-大學校院辦理樂齡大學執行成效因本校未申請該計畫補助，經提報後業於104/09/10獲
高教評鑑中心通知不納入本次視導項目。

5.本次視導預計於105/4/12至105/5/17間每週二或四辦理，各校訪視日抽籤訂於104/11/4辦理，擬由研發

處派員出席。並另擇定時間召集相關單位會商工作執行細節。

自我檢核

研發處、各視導項

主責單位(校內相關

單位)

各視導項目進行自我檢核作業
各視導項主責單位

(校內相關單位)
104/08/01 104/12/313.2.1

2.4

修正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2.2

教育部105年度大專校院統合視導

3.1

3.2

104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2.1

2.3

1.1.1

列管序號

系所自辦外部評鑑作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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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視導項目完成自我改善規劃與執行，

改善成效請納入訪視表

各視導項主責單位

(校內相關單位)
104/08/01 104/12/31

各視導項目訪視表提交
研發處、各視導項

主責單位
104/08/01 105/1/10

學校上傳並提交各項目訪視表及附件 研發處 104/08/01 105/1/31

實地訪視
研發處(各視導項目

主責單位)

實地訪視籌備事項規劃與執行
研發處(各視導項目

主責單位)
訪視日

前二個月

訪視日

前一日
後續期程將待確定訪視日期後提報。

視導項目簡報
研發處(各視導項目

主責單位)
訪視日

前三週

訪視日

前一日

實地訪評日
研發處(各視導項目

主責單位)
105/04/12~1

05/05/17 訪視日

訪視結果及後續相關作業
研發處(各視導項目

主責單位) 訪視日 105/12/31

3.3.2

3.3.3

3.4

3.2.2

3.2.3

3.2.4

3.3

3.3.1



5

填報日期：104/11/02　填報單位：總務處

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A1 總務處（學務處） 103/08/06 106/06/30

細部設計及建照請領 總務處（學務處）

1.提送之30%規劃設計圖說(大宿舍及機車停車場各1棟)已於103/08/06奉 鈞長核定。

2.已於103/10/13由建築師向校長、學務處(學生住宿中心)及本處報告細部設計執行情形。

3.103/10/27辦理設計成果第2次全校公開說明會，會中學務處建議機車停車場之配置應向學人會館方向移

動，另出席學生質疑興建機車停車場之必要性，故決議請學務處(住宿中心)協助邀集同學檢討機車停車場

之配置或興建事宜，並於1個月內提出具體建議。

4.已請建築師協助研擬機車場調整因應腹案共計三種方案，已於103/11/05簽送學務處(住宿中心)協助辦理

學生意見調查，期望學務處能於103/11/21前擲回具體建議，以利工程推動。

5.由建築師依據都審幹事會審查意見及本校第2次公開說明會之建議修正建築規劃內容，並於103/11/24由
建築師向校長專案報告規劃設計成果，另於103/11/25由總務處邀請學務長及學生住宿中心主任討論住宿空

間之細部設計事宜。

6.已要求建築師檢討後續完成細部設計及發包書圖預算文件作業與時程。

7.已於103/12/27請建築師到校針對後續興建經費與期程以及因應都審可能之意見進行研討，並要求建築師

就機車停車場由鋼構改為混凝土構造、宿舍調整採光與增築一層之造價及工期進行評估，建築師已提出修

正後說明資料。

8.建築師於104/01/06提供調整後之整體計畫修正預定進度表及資金需求表，將盡速配合都設審議後時程檢

討調整。

9.已於104/2/5邀集建築師、機電技師、電算中心及住宿中心等單位召開機電系統設備設計檢討會議，確認

未來機電、網路、門禁及電話等系統發展方向及內容。

10.已於104/2/11由建築師向校長報告山坡地建築開發坡度限制檢討方案，確認調整機車停車場建物配置。

11.104/3/4機電設計師會同總務處及電算中心人員場勘既有弱電及網路系統線路。

12.請許淑華議員辦公室協助104/3/5邀請市府都發局都設科科長及建照科科長協助釐清停車場建物聯外橋

梁及退縮人行道上懸挑建築之疑義，確認送都設審議修正計畫書之方向與程序。

13.104/03/13邀集建築師及水保技師到校進行坡度開發限制研商會議，檢討建物配置之限制及因應方案，

並於104/03/19由總務處內部先行檢討建築師提案之初步成果。

14.建築師規劃之修正方案於104/03/24、3/26及4/2到校向校長及相關師長進行簡報及討論。

15.已於104/04/16再次邀集電機技師及管理單位檢討機電系統設計內容。

16.104/04/20再次由建築師準備最新修正圖說向校長及相關師長進行簡報。建築師據以於104/04/22向市府

都發局提送修正預算書圖，並於104/04/27提出計畫修正預定進度表。

17.5/19邀集住宿中心及事務組與建築師討論住宿單元細部規劃。

18.原定104/05/27中午辦理第三次全校師生說明會，因需配合104/05/21都審決議檢討修正建築配置，故另

擇期再辦理。

19.104/05/27承市議員邀集市府大地工程處.都發局都設科及建管處人員進行研商本案後續，建議後續應朝

擋土壁與建物外牆脫離，建物入口停車位調整至他區，比照案例，免留設1.5公尺寬人行道。

20.因應市府都發局要求本案調整法定汽車停車位設置乙案，已於104/06/11由校長主持檢討會議，邀集主

秘、總務長、學生住宿中心及建築師等確認宿舍1樓配置圖說。

21.已於104/07/24至104/07/31於建築基地進行自來水管線試挖，後續由機電技師提出上水塔供水幹管遷移

工程預算書圖。目前建築師進行細部設計及建照申請圖說修正。

104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總務處（學務處） 103/08/06 104/11/14

1.1

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計畫

列管序號

1.1.1 細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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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設計 總務處（學務處） 103/08/06 104/11/14

22.已於104/08/10由建築師與機電技師到校檢討工程預算編列情形，目前全案預算約需2.2億元，已超過原

編列預算，已再要求建築師進行檢討。

23.已於104/09/09向校長及相關師長進行期程及預算檢討簡報，原則上預算調增至2.1億元，續由總務處會

同學務處及主計室辦理相關校內及陳報教育部之行政作業。其預算增加之原因包括：

(1)配合都審決議及水保審查意見，增設足夠強度之擋土排樁。

(2)依據校內高壓電巡檢結果，本建物所需之高壓電纜線絕緣不佳，需額外編列預算抽換。

(3)本案基地現有自來水管路通過，需額外便列預算遷移。

24.104/09/10向校長報告擴增預算及預訂工作進度，預定10月中旬召開第3次說明會。有關調增計畫預算作

業，於104/09/18上午電洽高教司曾科長表示，以構想書之預算總表提出差異說明，於目前或決標後甚至結

算時報部辦理均可；104/09/22已向主計室孫主任說明，目前計畫俟主體工程發包後將有較確切金額後再研

議報部，至於財政部審議之貸款經費自償性問題請主計室洽主計總處了解。

25.已於104/10/08會同技師及住宿中心召開機電細設審查會議，相關意見由技師據以修正設計圖說。

26.已於104/10/14召開全校第三次設計成果公開說明會。

27.104/10/20建築師及機電技師提交修正部分細部設計圖說及預算，本處提供審查意見退

請檢討修正。

都市設計審議 總務處（學務處） 103/08/15 104/11/15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已於103/08/11函復教育部本案無須配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本案建築師於103/08/15辦理都市設計審議掛件，市府初步審議後於103/08/25來函要求於文到7日內補件

，建築師已於103/09/01辦理補件。

3.市府都發局又於103/09/23發文要求於一周內修正坡度圖及景觀鋪面等圖說，建築師已於103/10/01完成補

件。

4.市府都發局於103/10/17召開本案都市設計審議幹事會進行審議，決議本案修正後送委員會審議，幹事會

會議紀錄已由都發局於10/27函送本校。

5.由建築師依據都審幹事會審查意見及103/11/24向校長專案報告之指示意見，已修正都審報告書並於12/2
提送都發局轉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大會審議。

6.都發局於103/12/12函文要求補正都審報告書部分資料，建築師已於12/17提送都發局。

7.都發局於104/01/15召開都審委員會審議本案，決議「修正後通過」，已於104/02/02函送會議紀錄並要求

於文到起30日內(104/03/09)提送修正報告書至市府核定，惟建築師因辦理坵塊坡度分析、建物量體及跨橋

設置之檢討，已於3/9向市府都發局辦理展期，並由市府都發局3/16函文核定同意展期。

8.建築師於104/04/22提送修正都審報告書至市府都發局，都發局104/05/21上午召開委員會議審查，惟決議

本案擋土壁與建物結構體若維持共構方式，應先通過水保審查及加強坡審，再至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報告

通過後，始能取得都市設計審議之核定。經104/05/21中午校長室會議確認，後續再次檢討建物配置及加速

進行水保計畫與加強坡審送審作業。

9.經104/05/27研商會議之結論辦理續完成水保計畫及加強坡審審查，如與原送都審內容無不一致處，將可

逕經業務單位審核後核定。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總務處（學務處） 104/05/18 104/10/13

1.已於104/1/30邀集校外專家辦理本工程水土保持計畫自行審查，以確認設計內容及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相關意見已請水保技師會同建築師據以檢討設計內容。

2.已於104/3/20邀集校外專家辦理本案水保計畫書之第2次自行審查。

3.104/05/04由水保技師提送修正水保計畫書到校審查。

1.1.2

1.1.3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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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總務處（學務處） 104/05/18 104/10/13

4.104/05/18與水保技師召開工作會議檢討修正，並由技師先行用印送件至市府申辦水保計畫審查。惟

104/05/21市府大地工程處於104/05/21以計畫書內容未符規定函退，已於104/05/21傍晚聯繫設計單位與大

地工程處了解待補正之處。

5.依104/05/27研商會議結論，請水保技師盡速調整送審計畫書內容再報市府。

6.水保計畫已由水保技師於104/06/15至市府掛件審查。市府大地工程處104/06/22函文通知繳交水保審查費

用8萬元，本校已於104/07/03撥入指定帳戶。市府104/07/07函送收據並通知104/07/17提送水保計畫書過處

，技師已於104/07/09送件至市府辦理。

7.已於104/07/23由水保審查委員到校進行水保第1次審查，相關意見請專業技師於1個月內完成修正再行送

審。

8.已於104/08/05由建築師與水保技師到校說明水保計畫修正情形，並於104/08/24提出水保修正計畫再送審

，審查單位於104/08/31召開第2次審查會議。

9.本案已獲審查單位原則通過，並依審查單位要求提送檢視本分送主管機關及審查單位，若無異議則可提

送定稿本送請備查。

10.104/08/31水保計畫第二次審查已獲原則通過，104/09/15提送檢視本、104/09/22通知可製作核定本、

104/09/23水保技師到校用印、104/09/30提送至公會審查中。

11.104/10/08大地工程處核發水保計畫核定本許可函，水保計畫送審完成。

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 總務處（學務處） 104/07/09 104/11/14

1.訂於104/06/24邀集建築師、結構技師及水保技師到校討論坡審計畫書內容。

2.水保技師已於104/07/01提出加強坡審計畫書初稿，並於104/07/09本校完成用印，並由建築師於104/07/17
掛件申辦審查。

3.建管處承辦人員於104/07/21提供初步審查意見，惟因水保審查之意見所涉之修正幅度甚大，必須配合水

保計畫修正後再行修正坡審計畫。

4.配合水保審查已獲原則同意，已由建築師製作修正坡審報告書，於104/09/23提送建管處。

5.建築師於104/10/08將水保計畫核定函及加強坡審補充資料提送建管處簽辦，據悉建管處預定104/10/27召
開加強坡審大會。

6.建管處104/10/27坡審大會中因針對擋土壁與建築外牆間距之檢討與認定尚未獲得支持

，故審查未實質通過；另於104/10/28傍晚由市議員協助邀請建管處人員進行研商解決方

案，續由建築師於104/10/29洽建管處人員研討圖面修正方式，已由建築師根據會議討論

成果進行圖面修正，並即再赴再赴建管處商請初步檢視。

建照請領 總務處（學務處） 104/03/06 105/02/12 1.建築師彙整建照申請書圖於104/03/06辦理掛件申請，待補正書圖資料。

2.104/10/14下午建築師公會派員到校辦理建照協審之現勘作業。

五大管線送審 總務處（學務處） 105/02/13 105/04/12

工程招標 總務處

招標文件製作 總務處 104/11/01 104/11/15

公告招標 總務處 104/11/16 105/01/16

施工 總務處 105/04/13 106/05/11

1.2.2

1.3

1.2.1

1.1.5

1.1.6

1.2

1.1.3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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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
總務處(學務處等單

位)
106/05/12 106/06/30

使照請領 總務處 106/05/12 106/06/30

公共藝術設置 研發處(總務處) 103/07/16 106/06/30

A2 總務處（研發處、藝

科中心）
103/08/13 107/12/31

建築師遴選 總務處（藝科中心） 104/09/30

1.待本案修正構想書奉教育部核定後，再由本處將該構想書納入招標文件中據以辦理建築師之遴選作業。

2.103/11/05總務處已與藝術與科技中心王主任就委託設計監造服務之招標設計需求書之撰寫進行初步討論

，並依師長建議向相關單位(如文化局)尋求相關案例參酌，以訂定建築師遴選需求規格書。

3.市府文化局已於103/11/28提供個案資料，總務處於103/12/01已轉送藝術與科技中心參酌。

招標文件製作 總務處（藝科中心） 104/05/29

1.藝科中心104/03/03 e-mail提供空間需求之說明資料，納入刻正研擬之委託設計監造招標文件。

2.針對本建物外觀造型風格之需求內容，參酌藝科中心建議提報104/03/17校園規劃小組審議確認。

3.已於104/04/10依行政程序簽陳設計監造招標文件，並於104/04/17奉核，另本案之採購評選委員名單已於

104/04/28簽奉核定，已於104/05/29上午召開第1次評選委員會議審查招標文件。

4.因應本案評選委員基於減少未來都市設計審議時之挑戰，建議本案建物擴大建築基地面積，將體泳館前

方之停車場納入基地範圍，已於104/06/10提送本校校園規劃小組審議，決議原則如下：

(1)建築物涉及大景觀的配置，應考量學校未來整體空間開發。

(2)有條件放寬範圍，但規範以右邊坡地為優先考量，仍保留空間把左邊平地納進來做整體設計。在招標

規格書上傳遞以右邊坡地為主要思考的訊息。

5.已於104/06/28呈核修正完成招標文件，104/07/09簽奉核准。

公告招標 總務處（藝科中心） 104/08/31

1.已於104/07/10上網公告招標，並函文通知建築師公會邀標，預訂104/09/01開標(資格審查)。
2.已於104/07/19辦理設計監造勞務採購之招標說明會。

3.本案投標至104/08/31截止，並於104/09/01開標(資格審查)，訂於104/09/04召開評審會議。

4.本案已於104/09/04辦理評審，共計有6家廠商參與簡報，經評選出前三名後，評選紀錄已簽奉核准，待

擇期辦理議約。

5.104/09/17辦理議約決標，104/09/30陳核契約書，以校長核准日104/10/05起算契約時間。

設計及建照請領 總務處（藝科中心）

規劃及初步設計 總務處（藝科中心）

1.104/09/22下午於科藝中心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初步確認服務建議書中各空間配置。

2.已於104/10/06由建築師向校長、副校長等師長簡報設計概念。

3.104/10/16會同建築師與藝科中心召開第2次工作會議，研商建築設計內容，相關意見由建築師據以

修正圖說再送本校確認。

細部設計 總務處（藝科中心）

都市設計審議 總務處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總務處

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計畫

2.2.3

1.5

1.4

2.2.1

2.1.1

2.2.4

2.2.2

1.6

2.1.2

2.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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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 總務處

建照請領 總務處

五大管線送審 總務處

工程招標 總務處

招標文件製作 總務處

公告招標 總務處

施工 總務處

驗收 總務處(相關單位)

使照請領 總務處

公共藝術設置 研發處(總務處)

A3 103/11/26 104/11/15

學務系統導師介面登錄串接教務系

統讀取功能及上線
學務處(電算中心) 103/11/26 104/11/15

1.經103學年第1學期完成各系導師配置方案之調查，仍實施班級導師制度，續統計103學年第2學期只有4
位導師減授抵免時數，對於核計專任教師鐘點時數及導師費時效影響層面小，由學務處與電算中心商議及

評估後，維持現階段作業方式。

2.經統計104學年第1學期僅有2位導師減授抵免時數，對於核計專任教師鐘點時數及導師

費時效影響層面小，由學務處與電算中心商議及評估後，維持現行作業方式。

人事與教務系統介接，教務系統新

增檢核試算功能及上線
教務處(電算中心) 103/11/26 104/11/15

1.本案仍由電算中心內部針對教務系統與人事系統資料表欄位進行整合討論。

2.電算中心比對人事系統資料中，若有欠缺教師資料則由教務系統中匯入。

3.電算中心已進行教師資料庫與人事系統資料比對，並針對代碼重覆情形進行統一調整。

4.配合104學年第1學期開課時程，新的人事與教務系統介接已由電算中心於5月初完成，續已完成教務與

人事系統教師資料校對及上線準備工作，將於9月正式上線。

5.出納組業依人事室提供教師提聘表刻正進行教師撥款資料建檔及催繳作業，尚有美術系、電影系未

完成資料提交。

6.課程加退選因颱風來襲順延至104/09/30，補選至104/10/07止，課務組於104/10/20完成各類統計

表、鐘點費專案簽辦等作業，出納組續於104/10/23完成造冊，刻正陳核中，依上學期召開

核發流程改善會議決議期程，預計於104/11/05核撥。

A4 總務處、研發處(影新

學院、相關單位)
103/08/01 107/07/31

規劃構想評估 總務處 103/08/01 103/08/31 委請黃偉倫建築師事務所辦理初步評估。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

4.1

專兼任教師鐘點費核發作業流程改善

2.6

3.2

3.1

2.7

2.2.5

2.2.6

2.2.7

2.3

2.3.2

2.3.1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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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報告製作 總務處 104/01/01 104/05/05 經104/05/05校長室會議核定評估報告書。

管理及使用單位需求核定
總務處(研發處、影新

學院)
104/07/17 104/11/30

1.已於104/07/17簽文請示爾後管理使用單位為影新學院，目前尚待影新學院回復管理窗口。

2.影新學院於104/10/06提供本案工作小組成員為電影系-楊宗穎老師、動畫系-王綺穗老師、新媒系-林佑任

助理(小組聯絡人)等3人， 已請聯絡人約排第1次工作會議時間以利使用單位提供需求。

3.104/10/19由本處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 ，續於104/10/21由曲院長邀集院內各系討論設置

方向，初步決議以電影系佈景道具製作為主體，預計11月中提交彙整需求。

建築師技術服務遴選 總務處 104/12/01 105/02/29 本案設計監造勞務預算未達公告金額，規劃以公開取得企劃書方式評審建築師。

招標文件製作 總務處 104/12/01 104/12/21

公告招標 總務處 104/12/22 105/02/29

細部設計及建照請領 總務處(影新學院) 105/03/01 106/08/31

規劃及初步設計 總務處(影新學院) 105/03/01 105/05/31

細部設計 總務處(影新學院) 105/06/01 106/06/30

都市設計審議 總務處 105/06/01 105/11/30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總務處 105/11/01 106/01/31

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 總務處 106/01/31 106/03/31

建照請領 總務處 105/12/01 106/06/30

五大管線送審 總務處 106/07/01 106/08/31

工程招標 總務處 106/07/01 106/10/31

招標文件製作 總務處 106/07/01 106/07/31

公告招標 總務處 106/08/01 106/09/15

施工 總務處 106/09/16 107/04/30

驗收 總務處(相關單位) 107/05/01 107/05/31

使照請領 總務處 107/05/01 107/07/31

公共藝術設置 研發處(總務處) 105/05/31 107/07/314.8

4.4

4.4.1

4.4.2

4.5

4.6

4.7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1.1

4.1.2

4.2

4.2.1

4.2.2

4.3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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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4/11/02　填報單位：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

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A1 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

會(教務處)
103/08/13 106/01/31

通識核心課程建構之整體規劃與執行

，並建立通識與專業課程融通之機制

與創新課程研發 (執行教學增能計畫-
「校級特色課程推廣與深化-發展通識

核心課程」)

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

會 (教務處、各學院)
104/02/01 106/01/31

1.修課學分總數與課程內容總盤點配合通識核心課程課程改革，持續與各學院教師進行課程深度討論，

預計執行至105-1學期末。

2.104-2學期通識核心課程已請各學院授課教師提供課程大綱，預計於11月中完成各學院所提之通識核心

課程大綱討論會議。

通識課程出版計畫，推出北藝大藝術

通識課程之典範教科書/ 通識核心課程

出版事宜

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

會 (教務處、出版組)
103/08/13 106/01/31

1.本項出版計畫與藝術鑑賞(舞蹈)課程教師研擬中，因為進行遠距課程的上課方式而稍有調整，預計

105/7/31辦理完成。

2.配合教學增能計畫之執行，擬整理通識核心課程整體規劃、教學與學習內容等資料，

以訪談方式進行紀錄並集結出版。

1.2

1.1

列管序號

通識教育課程改進計畫

104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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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4/11/02　填報單位：展演藝術中心

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A1 展演中心(教務處、學

務處)
103/08/13 105/04/30

評估規劃開課方式(學分課程或社團

活動)
展演中心(教務處、學

務處)
103/08/13 105/01/31 為配合教育部增能計畫，本案經中心學期初會議討論，將以研習活動方式進行。

完成工作坊教案(初階) 展演中心(教務處) 103/08/13 105/02/15 因應增能計畫，相關研習內容將另作調動以符合實際執行規劃。

工作坊(初階) 展演中心(教務處) 103/08/13 105/04/30 已申請專案會計權限，目前進行規劃作業並撰寫企劃書。

1.1

1.2

1.3

列管序號

劇場演出前台及技術服務學員培訓計畫/課
程

104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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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4/11/02　填報單位：國際交流中心

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A1 國交中心、教學單位 104/05/01 104/11/30

教學單位建立國際交流事務專責

人員及權責事務
國交中心、教學單位 104/05/01 104/11/30

1.於104/05/08完成調查並確認各系所專責人員名單。

2.各系所專責人員名單及權責事務，如下：

(1)美術系：國際事務：吳素梅；國際學生：張琇媛

(2)音樂系：國際事務：張謙惠；國際學生：游璧霞

(3)傳音系：國際事務：王玉玲；國際學生：蘇芳玉

(4)戲劇系：國際學生及國際事務：馮意倩(碩博)、簡秀芬(大學)
(5)劇設系：國際學生及國際事務：廖元瑄、林汶智

(6)舞蹈系：國際學生：葉國隆(碩博)、陳孟玉(大學)；國際事務：陳孟玉、葉國隆、方初惠、杜惠敏

(7)新媒系：國際學生及事務：呂芃穎

(8)電影系：國際學生及事務：林鎮生(招生)、陳宇珊(選課)；國際事務：林鎮生

(9)動畫系：國際學生及事務：蔡珮韻

(10)藝管所：國際學生及事務：王怡婷

(11)建文所：國際學生及事務：葉芳芸

(12)博館所：國際學生及事務：黃秀梅

(13)藝教所：國際學生及事務：陳齊奐

(14)文創產學程：國際學生及事務：劉奕謙

建立各窗口互動、互享機制
國交中心、教學單位、

電算中心
104/05/01 105/3/31 1.已與電算中心承辦人聯繫國際交流平台介面及系統操作。1.2

1.1

列管序號

建立系所至校級國際事務推動網絡

104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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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4/11/02　填報單位：人事室

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A1 人事室(各單位) 104/07/01 105/07/31

制定因應措施 人事室(各單位)

制定學生兼任助理全校性處理規範

及申訴制度
人事室(各單位) 104/07/01 104/10/30

1.104/7/30完成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處理辦法(草案)，於104/9/22辦理學生說明會。

2.業經104/10/27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公告實施。

研訂勞動契約、相關表件及SOP 人事室 104/07/31 104/10/30 分別於104/8/5、8/18完成兼任人員簽核表、勞動契約、相關表件及聘僱兼任人員作業流程SOP，除以公文、EDM
周知外，並於人事室網站公告相關規定、表單及隨時更新。

辦理各單位說明會 人事室(各單位) 104/07/08 105/07/31 1.於104年7~9月份共舉辦5次全校說明會(104/7/8、7/15、7/29、8/19、9/1)及1次學生說明會(104/9/22)。
2.總務處事務組於10/1召開「學生兼任勞動型助理（工讀生）勞健保投保作業說明會」，計有40人參加。

負責校內分工統籌、溝通及與校外

單位聯繫事宜。
人事室(各單位) 104/07/08 105/07/31

1.分別於104/6/26、6/29、7/1、8/13與秘書室、學務處、教務處、研發處、總務處、主計室進行校內會議，完成校

內權責分工。

2.104/6/5配合臺北市勞動檢查處進行勞檢，本校均符合規定。

3.已將待解決議題提供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4.已完成教育部、勞動部、監察院、國立大學校院協會調查資料回復。

盤點校內學生兼任助理及因應進用

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人數
人事室(總務處)

盤點校內學生兼任助理人數 人事室(總務處) 104/07/08 105/07/31
1.104年7月份盤點人數，學生兼任助理69人，計畫案臨時工61人，校內工讀生220人，合計共350人。

2.104年8月份，學生兼任助理37人，計畫案臨時工33人，校內工讀生28人，合計98人。

3.104年9月份，學生兼任助理 55 人，教學助理10人，計畫案臨時工 52人，校內工讀生176 人，合計293人。

評估及管控應進用身心障礙者及原

住民人數
人事室 104/07/08 105/07/31

1.104年8月底，本校員工總人數463人，應進用身心障礙者14人，實際進用身心障礙者16人，進用比例為3.45%。

2.104年9月底，本校員工總人數530人，應進用身心障礙者15人，實際進用身心障礙者16人，進用比例為3.01%。

3.依104年8月17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釋，學生兼任助理如非屬原住民族保障法第4條第1項規定之約僱人員等5類人

員，得排除進用人數計算，本校進用人數3人。

經費因應及管控
學務處、主計室

(研發處)

檢視學生公費獎助學金分配比例及

修訂相關規定
學務處 104/06/26 104/12/31 1.學務處分別於104/6/30、7/20召開會議研議學生公費獎助學金分配比例及名額。

2.配合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修訂，刻正修正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暨學生急難救助金申請要點。

學校整體預算經費編列及控管 主計室(研發處) 104/08/07 105/07/31

1.學生兼任助理納保後，本校105年度勞健保及勞退金支出總額約計8,118,408元，為免增加學校經費負擔，納保費

用原則由各執行單位於原編列預算或計畫額度內勻支。

2.依科技部來文，104/8/1前已核定之研究計畫，因納保所生費用應於原計畫總經費內勻支，如不足支應者，得於

計畫執行結束後由研發處與人事室個案協助申請追加差額。

學生兼任助理定位、進用及管理配

套措施

學務處、教務

處、研發處(各教

學單位、電算中

心、人事室)

104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列管序號

學生兼任助理納保作業因應措施

1.2.1

1.2.2

1.1.1

1.1.2

1.1.3

1.1

1.1.4

1.2

1.3.1

1.3.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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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助理、獎助學金聘用兼任

助理之界定、進用、管理

學務處(教務處、

人事室、總務

處、電算中心)
104/06/26 104/12/31

1.服務學習助理之界定、進用、簽約與管理仍依現行服務學習辦法執行。現行以獲取點數方式進行認證，現正修

正核發機制，修訂草案已於104/10/20教務會議審議通過，擬提104-1學期校務會議討論。

2.獎助學金聘僱學生兼任助理屬勞動型兼任助理，已請各單位配合規範辦理進用。現正與總務處事務組、電算中

心研議勞動型兼任助理每月薪資造冊及核發流程。

檢視教學助理(TA)制度並建置相關

規範(規劃為「協同教學助理」及

「計畫教學助理」兩類)

教務處(各教學單

位)
104/08/01 105/09/11

1.已積極與各教學單位溝通規劃教學實習方案，以利融入培育種子教師之核心精神。

2.教學助理檢核機制，現行仍依本校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並研議修正核薪制度，擬提104/11/24行政

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3.經104/10/15教學助理審議委員會決議，本校TA區分「協同教學助理」與「計畫教學助理」兩

類。

檢視研究計畫助理(RA)制度並訂定

相關規範(含著作權及專利權之歸屬) 研發處 104/07/08 104/11/30
1.已於兼任人員勞動契約及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處理辦法(草案)列入智慧財產權條款。

2.經檢視本校研發成果管理要點、建教合作實施暨收支管理要點，無修正之需。

3.計畫相關人員智慧財產權利歸屬或有另約定需求時，可個案洽詢研發處辦理。

辦理兼任人員勞保、健保及勞退金

業務

總務處(電算中

心、主計室)

製作勞健保報到單及辦理勞健保加

退保作業

總務處(電算中

心)
104/07/08 105/07/31

1.104/7/30完成聘僱兼任人員勞健保報到單及勞健保加退保Q&A。

2.104年8月加保82人次，退保24人次，合計106人次；9月加保205人次，退保122人次，合計327
人次；10月截至10/22加保181人次，退保100人次，合計281人次。

重新評估勞健保加退保及薪資核發

流程
總務處(主計室) 104/07/08 104/10/31

1.為簡化兼任人員聘僱流程，各單位辦理聘用會辦事務組時，事務組將先抽存勞健保報到單續辦加保事宜。

2.依聘期起迄辦理勞健保加退保，免除退保申請程序。

3.勞健保雇主負擔額，由事務組每月核算。

4.勞健保雇主及個人負擔帳務核對，由事務組配合勞、健保局帳單(寄送時間約於核付薪資後2
個月)確認無誤後交主計室辦理核銷事宜，104年8月兼任人員勞保、勞退及健保刻正計算中，預

計11月初完成核銷。

5.配合主計室兼任人員薪資核銷需檢附簽核資料，自11月1日起聘期29天以下之兼任人員勞健保

通報單，請各單位於單位主管核章後自行影印留存，10月31日以前申請者，由事務組影印勞健

保月報表併同10月份勞健保扣款月報表交由各用人單位辦理薪資發放事宜。

A2
電算中心(總務

處、學務處、人

事室)
104/09/18 105/03/31

勞保二合一(勞保及勞退)批次上傳作

業（勞健保系統）

電算中心 (總務

處)
104/09/18 104/09/30 事務組10/19~23測試後成功上傳，10/26~27測試結果無法產出報表，相關問題由電算中心進行

修改中。

勞健保線上加退保作業平台（勞健

保系統）

電算中心 (總務

處)
104/09/18 104/12/31 待總務處事務組表單欄位整併後，再進行功能流程討論。

工讀金管理系統介接勞健保資料功

能（工讀管理系統）

電算中心 (學務

處)
104/09/18 105/01/31 待勞健保線上加退保作業平台上線運行後再進行功能開發，已列入105年工作期程。

兼任人員工讀時數計算及休假日數

統計（艾富系統、人事系統）

電算中心 (人事

室)
104/09/18 105/3/31 待勞健保線上加退保作業平台上線運行後再進行功能開發，已列入105年工作期程。

2.3

2.4

兼任助理工讀生勞健保E化系統

1.5.1

1.5.2

1.4.2

1.4.1

1.5

2.1

2.2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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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教務處重點工作 

註冊組 

 

一、 104-1學期學生學雜費繳費截止日為9月14日，經多方管道催繳後，至10月24日止(

本學期三分之ㄧ日)，尚有9名學生(學士班1名、碩士班8名)未完成註冊繳費手續，

已依學則第13條規定，簽辦未註冊學生勒令休(退)學之公文程序。 

 二、 103-2學期研究所學位論文總計164件，預計於11月初繳送國家圖書館典藏。 

 三、 填報內政部之103學年度畢業生及104學年度新生教育程度資料檔。 

   

課務組 

 一、 開/選課作業： 

 (一) 
本學期延修生、103學年度入學之研究生、碩士在職專班、選修學程暨英檢課程學

生繳交學分費於10月26日截止，未繳費者將依學則規定註銷課程。 

 
(二) 加退選後學士班學分數不足及已註冊未選課學生名單已請各學系確認並進行後續

輔導。 

 
(三) 本學期課程大綱內容品質已完成初步檢視，彙整需修改之名單通知系所轉知所屬

教師補齊相關資料，將於近日內進行第2次檢視。 

 
(四) 通知各授課教師於11月20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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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五)前完成輔導。 

 二、 
彙整103-2學期教學評量改善情形報告表，敬請尚未繳回之教師於填寫後儘速繳回

課務組。 

 三、 
法規修正：主計室轉知為因應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修正，配合將相關業務法規內容文字「五項自籌收入」修正為「自籌收入」。 

 (一) 本校「獎勵教師以全英語授課辦法」修正案。 

 (二) 本校「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修正案。 

 (三) 本校「通識核心課程經費補助要點」修正案。 

 (四) 本校「教學講座實施要點」修正案。  

 (五) 本校「關渡講座實施辦法」修正案。 

   
招生組 

 一、 105學年度招生試務： 

 (一) 碩博士班甄試招生已於10月28日結束報名，報名組目前進行資格審查，並產出准

考證號供各系所及工作組做後續試務工作。 

 (二) 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已於11月2日(一)開始販售，並函請各美術館

、博物館、文化中心協助宣傳。 

 (三) 學士班：將於11月9日(一)~ 11月16日(一)開放線上報名，陸續於中央社新聞平台刊

登招生報名訊息。 

 (四)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電影創作學系)：目前進行招生簡章分則內容修訂，並於11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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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於技專校院簡章制定系統完成填報作業。 

   
出版組 

 一、 依本學期第一次學術出版委員會決議，於出版組網頁開闢「助學索書區」，協助弱

勢學生學習之需，每學年度可索取本校出版品至多2本。截至10月底止，已有2位

學生完成索書。 

 二、 召開本學期第二次學術出版委員會(通訊會議)，延續第一次學術出版委員會外審申

請案《腳步：台灣舞蹈教育再找路》，審議外審結果。 

 三、 誠品講座：與臺大出版中心於誠品－台大店舉辦博物館主題系列講座，11月10日(

二)邀請張婉真老師主講「收藏、博物館、公共性」專題，歡迎踴躍前往聆聽。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一、 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 

 (一) 第二期磨課師新星課程「臺灣當代劇場面面觀」訂於11月30日(一)、「攝影-影像

造形與敘事」訂於11月23日(一)，於學聯網平台(ShareCourse)線上開課；課程均已

上架，歡迎同仁至學聯網平台選課http://sharecourse.net。 

 二、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 「教學實務升等教師社群」第二次社群活動，訂於11月6日(五)下午3時於國際書苑

舉辦公開講座，將邀請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王維君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音樂劇

場課程設計與實踐」。 

 (二) 「TA期中培訓工作坊」將於11月6日(五)與教學實務升等教師社群講座合併辦理，

藉由講座促使TA發展多元的協同教學模式，並說明TA期末評核重點與期末成果發

表會等作業時程。 

 (三) 「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及「藝術教學創新計畫實施要點」將於11月24日(二)

提報行政會議審議，重點摘要如下: 

1.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依工作任務性質及經費來源，區分為「協同教學助理」

及「計畫教學助理」兩類，並調整相關配套之條文內容。 

2.藝術教學創新計劃實施要點預計補助項目：核實編列「計畫助理費」（CA-以大

學生支援行政庶務為主；TA-以研究生支援協同教學為主）及「業務費」，每案

補助上限為5萬元。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 教學增能計畫： 

 (一) 截至10月27日止，專任計畫助理與助理研究員合計應聘6名，實聘2名；兼任計畫

助理應聘5名，實聘2名，敬請各用人單位儘速徵聘，以利計畫執行與推動。 

 (二) 10月22日已辦理工作小組會議，請各計畫執行單位於10月30日前完成自訂績效指

標填寫及工作時程規劃。 

 (三) 為執行專業學院總整課程計畫，將與各教學單位協助彙整歷年學生畢製作品，建

立學習成效評估工具。 
 

http://sharecours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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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學務處重點工作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獎助學金及就學補助措施】10/30完成上傳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弱勢助學之學

生申請資料至教育部檢核系統。 

 二、 【學校活動】 

（一）10/22辦理本校第一階段藝陣比賽，第二階段比賽接續於10/31鬧熱關渡節順

利舉辦完成。 

（二）104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業於10/13~15選舉完成，由傳統音樂系三年級劉育秀

同學當選。此次投票率為11.8%，其當選有效票數為246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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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住宿中心 

 一、 104學年度校外賃居訪視資料已收集180份，持續跟未繳科系的助教催收；現正實施

電話訪查，11月上旬起由住宿中心及校安中心人員實施訪視工作。 

 二、 「學生宿舍專任助理暨管理員業務人力勞務採購」合約將於12/3(四)到期，現正由

總務處事務組協助辦理招標事宜。 

 三、 綜合宿舍8207、8218、8344寢室靠近陽台的天花板因滲漏水、造成油漆脫落及壁癌

現象，嚴重引響安全及環境美觀，現正由廠商進行估價中，預計11月中旬施作。 

檢視104年度水電開口契約施作品項及金額，彙整修訂105年度水電修繕開口契約內

容。 

 四、 104學年度校外賃居訪視資料已收集180份，持續跟未繳科系的助教催收；現正實施

電話訪查，11月上旬起由住宿中心及校安中心人員實施訪視工作。 

   

生活輔導組 

 一、 錢財雖是身外物，但卻是最實際的民生必需品，請千萬保管好自己的財物，大學為

開放式校園，近來演出頻繁，雖已於各公開場合加強宣導，仍發生財物疑遭竊事件

，校安中心再次提醒同學「離開座位、離開教室、離開琴房、離開寢室等....即便是

短暫離開，亦請將門上鎖，或財物隨身攜帶，不要心存僥倖」，並以校園公告及EDM

發給全校師生。 

 二、 學生兵役作業 

（一）105年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班考選簡章，已於104/10/26以EDM

及校園公告發予全校學生知悉，有意願報名者應於105/01/12(二)上午8時至

105/02/16下午5時前自行上網完成報名手續。 

（二）寒假將至，春節連續假期增加，放假天數增多，許多家庭會安排出國旅遊，

內政部役政署呼籲民國86年次（含以前）出生的男子，如果要出境，應經事

先申請核准，以免造成困擾，影響遊興，已於104/10/26以EDM及校園公告予

同學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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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截至10/28止總曠課時數達13小時以上者，計42人，其中曠課時數達25小時有7人（

音樂系3名、新媒系2名及電影美術學位學程2名），均已寄送學生學習預警通報，

並請接獲通報之導師及系所，惠予學生適當之關心及瞭解。 

 四、 為加強大一及舞貫四同學對人權法治教育認知，於104/11/2(一)上午10:30假音樂廳

辦理104年法治教育宣導，邀請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邱獻民先生蒞校講

授「你非知不可的生活法律」。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健康檢查缺點追蹤：針對104學年度新生進行體格缺點追蹤、疾病轉介及特殊

疾病個案管理等健康輔導工作。 

（二）活動醫療支援：10/22校慶藝陣比賽及10/31鬧熱關渡節支援醫療救護工作。 

 二、 【健康飲食】 

依據教育部校園餐飲食材登錄計畫，持續輔導本校各餐飲業者如期、如實完成食材

登錄工作。 

 三、 【健康促進活動】 

CPR及AED訓練，11/16(一)、11/23(一)針對104學年度入學大學部學生辦理4梯次訓

練課程。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104-1學期暑假迄今（8/1~10/30）個別諮商達462人次，來談議題排序分別為：家庭

議題、人際困擾與生職涯議題。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10/23、10/26、11/2(一)辦理「舞動青春&悠遊藝海」舞蹈系先修班班級輔導活

動。 

（二）9/30~11/18每週三晚間18:00~20:00辦理「與內在自我不期而遇」夢境探索團體

。 

（三）10/1~12/3每週四晚間18:00~20:00辦理「進擊的壓力」表達性藝術舒壓團體。 

（四）10/13~11/24每週二晚間18:00~20:00辦理「相信愛情」表達性情傷療癒團體。 

（五）生理回饋預約人數提升，顯示學生逐漸進入期中壓力階段，透過生理回饋放鬆

訓練舒緩身心壓力反應，學習化阻力為助力。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10/23商請各系所助教追蹤尚未回填之100、102學年度畢業生流向，母數共954

人，截至10/28止已有281人回填(約29％)，尤以舞蹈系所回填率佳，敬請各系

所助教加強辦理，並於11/11(三)前完成至少50％以上之回填率。 

（二）10/13辦理「Flying V群眾募資平台」鄭光廷執行長職涯分享，共計23人參加。 

（三）因杜鵑颱風延期之「雷亞遊戲林昱廷3D視覺總監」職涯講座，確定改於11/10(

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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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資源教室與校園志工】 

（一）11/3(二)晚間18：00~20：00辦理身心障礙者宣導電影活動－星星的孩子。 

（二）11/10(二)晚間18：00~20：00進行會心志工團體。 

（三）11/17(二)出席北金鑑輔分區初審會議，將帶領身心障礙學生前往師大參與會議

。 

（四）持續協助資源教室學生各項生活協助及心理輔導。 

 五、 【性別平等教育】 

（一）籌備104-1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宣導週系列活動（禪繞畫工作坊、分手博物館）。 

（二）製作性平文宣「一個人的靜心~舒壓手冊」。 

 六、 【補助計畫申請】 

依學生輔導法之規定申請「105年度教育部補助公私立大專校院聘用專任輔導人員」

計劃。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鬧熱關渡節 

 一、 執行工作小組： 

（一）活動日期：10/31(六)踩街、匯演13:45~19:00；鬧熱市集10:00~19:00。 

（二）活動區域：關渡水岸自然公園大型停車場及關渡水岸公園廣場。 

（三）踩街路線：由知行路260巷及關渡國中集結，走知行路至關渡宮定點表演，再

至關渡水岸公園廣場大型停車場匯演。 

（四）行銷宣傳：10/28(三)14:00召開鬧熱關渡節記者會。 

（五）各於10/19及10/26召開校長專案報告會議，10/31召開最後工作小組確認會議。 

 二、 校內外夥伴大會:已於9/16及10/15召開，通知最新活動訊息、需注意及配合事項。 

專案名稱：教學增能計畫 

 一、 子計畫「夢想實驗室」： 

（一）11/4(三)辦理提案（規劃）說明。 

（二）本學期各講座講師正邀約中。 

 二、 子計畫「藝術實習平台」：洽談實習合作單位並擬於12月中旬公開招募實習學生。 

 三、 子計畫：海外藝耕服務學習： 

（一）8/2~8/15完成柬單夢想－柬埔寨社區創藝生活家16位同學。 

（二）10/26週會服務學習講座分享柬單夢想－柬埔寨社區創藝生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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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 年 11 月 2 日 

研究發展處工作重點 

綜合企劃組 

 一、 評鑑相關 

 (一) 系所評鑑 

本校第4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已於8月18日完成審查作業，依委員會建議待改善

相關建議事項將陸續發送各系所續處。 

 (二) 105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 

1.高教評鑑中心訂於11月4日(三)辦理訪視日抽籤，本處將派員參加。 

2.本次視導相關資訊文件，除以校內書函或電子郵件通知各視導單位外，亦請逕行

於本處網頁專區查詢https://sites.google.com/a/rd.tnua.edu.tw/105adminaccess/ 

 二、 校務發展 

 (一) 系所增設調整 

本校申請辦理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士學位學程(簡稱IMPACT音樂學程)，已依教

育部大學校院105學年度續(招)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規定於10月8日

備函報部申請，依教育部104年10月14日臺高教(四)第1040139834函，業已轉辦審

查程序，審查結果另案核復。 

 (二)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104年10月表冊填報作業，本次填報單位為教務處、學務

處、研發處、總務處、國交中心、圖書館、人事室，所有表冊已於規定期間10月

30日下午5時前完成填報，並進行檢核作業。 

 (三) 校務發展計畫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已進行二次修正，預計10月底完成。 

建教合作組 

 一、 近期重要徵求計畫及推動情形 

 (一) 科技部10-12月近期徵件計畫 

計畫名稱 申請截止 公告文號 

(1)延攬人文及社會科學類博
士後研究人員(104年度第2期) 

104年11月27日(五) 
104年9月23日北藝大研
字第1040007649號 

(2)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105年1月4日(一) 
104年10月23日北藝大研字
第1040008352號 

(3)105年度人文學及社會科學
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104年12月31日(四) 

 (暫定) 
待科技部公告 

※申請人務請於完成線上申請後與本處承辦人確認文件無誤，俾利本 校彙整造冊

暨備函報部。 

※各常態性計畫補助規定和申請說明請逕上本處專區查詢https://sites.google.com/a

/rd.tnua.edu.tw/www2/index/law/law2 

https://sites.google.com/a/rd.tnua.edu.tw/105adminaccess/
https://sites.google.com/a/rd.tnua.edu.tw/www2/index/law/law2
https://sites.google.com/a/rd.tnua.edu.tw/www2/index/law/law2


 

 3-2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於日前修正，本處業以104年10月23日北藝大研字第1040008255號書函送各教學

研究單位提供參照。 

 (二)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藝術及設計人才培育計畫要點 

1. 申請期限：依每年教育部公告時程受理，審查結果於每年7月20日前公告為原則

，執行期程為三年，自每年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 

2. 申請說明：本案為將設計思維及互動思考落實大學校院設計院系所基本課程，

以設計思考學程之規劃及操作，結合跨領域教學空間、業界平臺及國際交流等

資源，於校內接軌，建構完整之人才培育環境，以培養學生創意、創新及創業

能力。以校為單位，應提出培育藝術及設計人才具體作為，包括： 

(1)學校課程規劃：跨領域組織整合、課程設計及創新、師資引入及引導、學生

學習及成果。 

(2)資源交流共享：提供校內外創意實體空間等空間發展、育成平臺等。 

(3)產業資源連結：業界師資延攬、產學媒合及橋接、產業行銷推廣。 

3. 具體作法：本案以校為單位彙總提案，鼓勵有相關想法之單位向本處提出構想

以利未來提案。本案要點亦公告於研發處網站最新消息處，標籤【獎補助計畫

徵求公告】。 

 (三) 教育部辦理補助「教育雲服務策略聯盟計畫」徵件事宜 

1. 申請期限：即日起至104年11月15日(日)止 

2. 申請說明：旨揭計畫為推動資訊與網路應用於學習教學，整合雲端資源，提供

師生豐富數位資源，徵求各界針對中小學服務之雲端服務系統、工具或數位內

容等，於教育部已建置完成之雲端平臺上開發更多應用服務或匯集數位資源，

提供服務對象無償使用。服務內容(擇一項或多項規劃)： 

(1)雲端教與學內容(數位內容或含系統) 

(2)雲端教學(或應用)系統 

(3)學生雲端學習內容與系統 

(4)雲端教與學社群系統 

(5)其他雲端教學與學習相關之內容、系統工具 

(6)教育雲大數據分析機制之研發、提升服務成效之探討 

3. 具體作法：本處以北藝大研字第1040008524號書函送各教學研究單位提供參照

，並另轉知本校師培中心及新媒體藝術學系參考。 

 (四) 教育部產業碩士專班 105 年度秋季班申請作業說明會 

1. 會議日期：104年11月10日(二)10~12時，於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2. 會議說明：有關產業碩士專班105年度秋季班申請事宜。計畫申請預計收件日為

104年12月18日(五)，並於105年2月下旬公布核定結果，其後由學校對外辦理招

生考試作業。 

3. 具體作法：意者請於104年11月5日(四)前填妥報名表以傳真或E-mail方式回傳旨

揭計畫專案辦公室(傳真：02-6631-6531；E-mail：rdmaster@iii.org.tw)。報名表

件與相關說明公告於研發處網站最新消息處，標籤【計畫說明會】。 

 二、 計畫專案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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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與華碩(ASUS)合作之課程開發案 

已於10月17日完成本年度與華碩第二次課級培訓體驗活動，並於10月23日進行活

動檢討。藉由今年度與華碩人資處之關卡設計案，開發出肢體、美術與傳音三個

關卡模組，促成本校學生與華碩接洽文化手冊設計、部級人文藝術體驗演出等合

作機會，並可能於未來邀請傳音系前往華碩示範演出。 

 (二) 教育部臺灣人才躍昇計畫 

1. 國際師資駐校講學方面：於第5次審議會議後，辦理舞蹈學院Leigh Warrewn、

戲劇學系坂東扇菊、文資學院Fabienne Galangau-Quérat教授聘任程序。近期協

助戲劇學系邀請法國陽光劇團師資開設「陽光劇團演員創作專題」學分課程，

文資學院邀請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教師Fabienne Galangau-Quérat教授訪校，

電影創作學系R. Norman教授訪校接待事宜。 

2. 培養年輕學者專案：協助舞蹈學院2位研究生前往德國合作機構「特里爾舞蹈劇

場」及「布倫瑞克國家大劇院」實習前置準備工作，並開立獎學金證明。這兩

位學生預計分別於今年11月及明年1月出發。 

 (三) 教學增能計畫 - 校務研究 

已完成IR計畫之自訂績效指標與工作時程規劃。 

   
文創發展中心 

 一、 空間建置 

 (一) 「北藝風創意空間」工程預定地之建照審查已完成，業已收到臺北市政府建管處

核發建照，待勘驗開工核准公文核發即可動工，整體工程預訂完工日未定。 

 二、 產學合作 

 (一) 廣達文教基金會委託案： 

本校接受廣達文教基金會委託公關紀念品製作一案，目前已開始進行打樣，預計

11月15日(日)完成交件。 

 (二) 李國鼎科技文教基金會： 

已開始設計相關製作物，並進行場地佈置規劃。 

 三、 政府計畫 

 (一) 基隆市文化局： 

「基隆市漁會正濱大樓暨周邊廊帶資源盤點調查計畫」已與基隆市文化局完成工

作協調會，並開始進行計畫執行。 

 (二)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4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已完成第一階段第一期代收代付款撥款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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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總務處重點工作 

一、 校舍興建與修繕： 

(一) 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創意貨櫃屋設置」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承商於104/10/19至建管處施工科辦理放樣勘驗補件，獲建管處於104/10/22核發許

可，續由承商於104/10/23進場動工。 

2.本處於104/10/27召開邀集建築師、貨櫃屋工程之承商以及停車場鋪面整修工程之

廠商進行研商，整合高程及確認後續排程。預計貨櫃屋工程完成組模、配筋及配

電後，於104/11/02(一)進行灌漿，並於104/11/09(一)進行貨櫃屋吊裝，另停車場地

坪則於104/11/12(四)進場施作，若天候等條件配合將於11月底前完工。 

(二) 「戲劇系館空調汰換工程」雖已驗收結案，惟為配合現場需求，另於104/10/21會同

空調技師及助教辦理現場會勘，研議運用節餘款另案更新箱型機。 

(三) 「104年屋頂修漏工程」已由廠商申報竣工，並於104/10/28辦理驗收，相關缺失請

廠商限期改善，預定一周後改正完成後再辦理複驗。 

(四) 「校史室室內裝修及展示工程」預定104/11/02(一)由管理單位就各系所展示內容召

開會議研商確認，再續由本處辦理後續採工程採購事宜。 

(五) 
「地錨補強改善工程」已於104/10/15實質完工，業依契約簽辦工程數量檢討變更，

並先行辦理第1期估驗計價，另擇期辦理驗收。 

(六) 

配合美術學院對其特殊教室使用的管理需求，本處已協助將特殊教室照明供電系統

之電路改為每日晚上12時至隔日6時停止供電，並請駐衛警協助夜間用電安全巡查

。 

  

二、 環境與設備服務： 

(一) 日前蘇迪勒颱風及杜鵑颱風造成本校校園多處災損情形，經本處彙整相關災損情形

分別向陳報教育部爭取補助復建經費250萬元及280萬元，惟教育部近日回覆僅同意

補助100萬元(資本門經費)，刻由本處進行經費科目之調整。 

(二) 105年度景觀園藝維護招標案已於104/10/27簽陳招標文件，全案採購金額為870萬(3

年)，其中第1年(105年)將增加樹木矮化項目，預算經費為330萬，其餘2個年度預算

金額均為270萬元。 

(三) 配合104/10/31鬧熱關渡節及校內場地租借活動，加派清潔人員加班因應，包括鬧熱

主場地以及跟隨遊行隊伍後面進行環境復原，其中，遊行結束後協助將垃圾集中，

再於次日清晨由關渡清潔分隊進行清運。 

  

三、 公共設施及教學支援： 

(一) 鬧熱關渡節各夥伴單位代為申請適用校內各餐廳睦鄰方案(九折)優惠案，已協調彙

整完成，並已發文通知各單位優惠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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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園安全地圖及友善校園地圖已委請2位動畫系同學於104/10/16完成地圖草稿，並

於104/10/22由總務長進行初步檢視討論，同學預計104/11/10(二)繳交設計成果。 

(三) 大門崗亭監控用電腦因機齡老舊、功率較差，導致常當機無法順利開啟監控系統，

為維護校園安全，已商請電算中心調撥堪用電腦替換。 

(四) 近期協助辦理校外單位場地租借案： 

1.資策會訂於104/10/31假本校校區辦理健行活動，主要活動場地為人文廣場，為因

應當天鬧熱關渡節之校內停車需求，本案活動車輛擬採預先申請以利配合管制，

活動人數約為800人。 

2.和信醫院及汎球藥理參與鬧熱關渡節，將於104/10/31辦理行經本校校區之健行活

動，活動人數約為500人。 

3.創想行銷預訂於104/11/06(五)至11/07(六)假本校人文廣場及藝術大道等校區辦理

BOSCH家庭日活動，活動人數約為1,500人，當日已商請藝推中心電影表演特訓

班調整至藝文生態館k102上課，感謝該中心之協助。 

4.「2015兩岸網路科普暨互動遊戲創新與發展論壇」預定於104/11/12(四)至11/13(

伍)假國際會議廳及教學大樓空間舉辦。 

(五) 近期協助辦理採購案： 

1.「啟視錄-臺灣錄像藝術創世紀」已於 104/10/08 書面評審，並於 104/10/22 決標。 

2.104年學生宿舍專任助理暨管理員業務人力勞務採購案已於 104/10/05 簽奉核准，

並於 104/10/26 決標。 

3.「鬧熱關渡節演出設施租賃及執行合約」已於 104/10/08 簽奉核准，104/10/15 開

標審查資格，續於 104/10/21 辦理評審，並於 104/10/23 決標。 

4.105至 106年關渡通訊包裝郵寄案已於 104/10/14 簽奉核准，並於 104/10/23 決標。 

5.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維護委外服務已於 104/10/15 簽奉核准，並於 104/10/28 決標。 

(六) 104 年 9 月份補充保費機關負擔 2 萬 5,068 元，另代扣個人負擔 1 萬 2,056 元，合

計 104年 1至 9 月機關負擔為 154萬 8,102 元，較 103年同期(148萬 9,744元)增加

3.91%。 

(七) 71-75 年檔案約 5,448 件，自本(104)年 4 月起進行整理、建檔，至本年 10 月 28 日

止完成建檔 3,00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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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音樂學院重點工作 

 一、 音樂學系兼任教師升等案通過院務會議後相關資料轉送人事室。 

   

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一、 104 年 10 月 26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系所教評會議，通過教師升等資格及教學服

務審查，及專任教師續聘案等事宜。 

 二、 11 月 2 日(一)召開本學期第 2 次系所務會議，向全體專任教師報告系所務工作成

果及進度。 

 三、 辦理音樂學院「教師自我評鑑項目及評分標準」意見調查相關事宜。 

 四、 專任副教授蔡佳憓老師延長病假申請協助。 

 五、 本學期博士班學位考、資格考和音樂會等日程地點及口試委員安排。 

 六、 11 月 16日(一)至 12月 12日(六)「大師講座-胡乃元專題」辦理大師班課程安排及

甄選等相關事宜。 

 七、 專題演講： 

10月 23日，俄羅斯鋼琴家薛巴柯夫 Konstantin Scherbakov，【Piano Master Class】 

11 月 2日(一)，蘇郁涵、Matt Holman、Kenji Herbert、Petros Klampanis，【校友分

享~從古典到爵士樂：說好一個故事的即興】。 

11 月 2日(一)，瑞士豎琴家 Chantal Mathieu，【Chantal Mathieu 豎琴示範演出&大

師班】。 

11 月 2 日(一)，希臘小提琴家 Dimitris Karakantas，【Dimitris Karakantas 音樂會

&Violin Master Class 大師班】。 

 八、 10月 26日舉行 2015關渡新聲協奏曲比賽決賽(鋼琴&聲樂)，共有 9 名學生獲選，

將參與 12月 19 日(六)2015 關渡新聲協奏曲音樂會演出。 

 九、 「2016 年小澤年徵爾音樂塾管弦樂團巡迴演出」台灣區甄選計劃將於 11 月 24 日

(二)於本系舉行，相關事宜安排聯繫。 

 十、 10月 23日彰化藝術高中音樂班師生 27 人至本校參訪，本系配合招生宣傳特別安

排導覽演出等系列活動。 

 十一、 2015 秋冬系列音樂會 12月節目簡介撰稿，節目單封面定稿。 

   

傳統音樂系 

 一、 協助教師升等與講師證申請相關事宜。 

 二、 提醒 104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授課鐘點核對確認。 

 三、 協助傳音四應屆畢業學生審查核對畢業學分。 

 四、 10月 23日彰化藝術高中音樂班師生 27 人至本校參訪，本系配合招生宣傳安排參

觀南北管樂教學及古琴琵琶學生示範演出。 

 五、 本系藝陣團隊配合鬧熱關渡節於 10月 28日參與記者會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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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美術學院重點工作 

 一、 【2016美術創作卓越獎】，由本學院邀聘校、內外評選委員，經初、複審兩階段的

評選產生，獲獎同學為蔡尚孚(美三) ，何彥諺(美四) ，楊懿軒(美四) ，吳尚洋(

碩一) ，歐靜雲(碩三)等5名。 

 二、 【2015京造大VS北藝大交流展-Here I Am】業於10/29圓滿閉幕，此次展覽暨座談

更深化本校及京造大兩校在藝術創作的互動與交流；本交流展訂於12/1(二)~12/15(

二)移至京造大校園展出。 

 三、 本學院將參展日本福岡教育大學主辦的【2016國際大學美術 /書法交流展 in 

FUKUOKA】，參展老師與學生業已確認各3名，刻積極進行參展作品運送暨相關

參展事宜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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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一)-11/6(五)南北藝廊一樓：「葉炫均/陳婕妤聯展」(雕塑)；八又二

分之一空間：黃郁心個展(雕塑)。 

 
二、 「美術學系第29屆系展」訂於11/30(一)~12/8(二)假本學院地美館展出，刻正積極展

覽相關籌備事宜，此次系展參展作品訂於11/23(一)~11/27(五)進行評選。 

 
三、 本學刻積極籌辦各項下年度的碩博士班招生考試前置作業；以及編修外國學生入學

招生簡章，並集力於一般生的招生宣傳作業。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本所與藝高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進行2015藝術裝置活動計畫。 

 二、 本所刻進行下年度招生考試前置作業；以及編修外國學生入學招生簡章，並積極推

動一般生的招生宣傳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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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戲劇學院重點工作 

 一、 10/26 戲劇系召開 104學年第 1次課委會，席間討論 104-2課程規劃，將陸續安

排下學期課表及兼任教師聘任作業。 

 二、 戲劇學系專任講師徵聘作業，於 10/16 完成收件，共計 5件。經 10/26 本系教師

遴選委員會議評估及討論後，從五位應徵者中，選出兩位適合人選，12/2(三)中

午 12：00~2：00戲劇系館【劇本創作Ⅱ】課程舉行公開試教，授課對象為本系

大二學生。 

 三、 劇設系已於 10/22、10/31 參與藝陣活動，由大一同學參與節目呈現。 

 四、 戲劇學院 2015 秋季公演《此時此地》將於 11/2(一)進劇場裝台。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教育部臺灣人才躍昇計畫 

 一、 人才躍升計畫之「陽光劇團演員創作專題」課程，舉行一系列活動，歡迎各位老

師蒞臨指教。 

11/1下午 3:30 舉行公開課程呈現 

11/8(日)晚上 7:30 法國老師示範演出《演員的話語》 

 二、 日本大眾戲劇學者細井尚子老師將於 11/2(一)舉辦「日本『演劇改良』專題Ⅱ」

之「日本娛樂市場軟體的近代化：明治．大正時代」講座。 

 三、 日本舞踊專家坂東扇菊老師將於 2015 年 12月 11日(五)至 12 月 20日(日)舉辦舞

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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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舞蹈學院工作重點 

舞蹈學院 

一、文化部文化交流司辦理「亞太當代舞蹈大師對談講座及工作坊-傳統的超越：老靈魂新

聲音」計畫，2015年11月3日(二)赴文化部進行第二次工作會議，並已進行第一期款項

請款作業。 

二、2015年10月29日進行舞蹈學院教師評鑑工作，評鑑結果12位專任教師皆通過評鑑。 

三、2015年舞蹈學院歲末展演全版《薪傳》，刻正進行文宣品設計及製作，以及票務上線工

作。 

四、2015年10月29日召開院教評會。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 

一、2015年10月20日召開系教評會，審查兼任教師升等案等事宜。 

二、2015年10月20、23、27日完成兼任芭蕾、當代舞蹈教師試教遴選工作。 

三、2015年10月29日宜蘭羅東高中訪校。 

四、進行畢業一年及三年畢業生流向調查。 

五、2015年11月5日(四)召開本學期第二次課程會議，討論104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及教師

架構。 

  

舞蹈研究所 

一、2015年10月27日召開所教評會，審查專任教師升等案等事宜。 

二、進行畢業一年及三年畢業生流向調查。 

三、2015年10月27日進行「經典舞餐電影院」活動，由古名伸老師導聆影片「Trailblazer of 

Modern Dance」。 

四、2015年11月2日(一)召開博士班事務會議。 

五、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於2015年10月26日抵台進行一個月的短期交流，協助課程安排等

相關事宜。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臺灣人才躍昇計畫 

一、刻正聯繫Lucas Viallefond將於12月來台排練及授課事宜。 

專案名稱：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獨具焦點-舞蹈專業實務課程革新計劃 

一、沖繩傳統舞蹈大師Izumi Higa老師於2015年10月31日至2015年11月5日來台進行短期大

師班活動。 



9-1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重點工作 

 一、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於10月21日召開「道具佈景製作工廠」需求討論會議，由曲

德義院長主持，邀集三系主任或代表出席討論總務處提供之建案計畫書，並決

議由電影系提出符合專業需求之空間規劃，並與新媒系、動畫系共同研議整合

各系之使用需求，預定將於11月16日(一)以前提出需求構想書及設計建議圖。 

電影創作學系 

 一、 電影系舉辦2016年「香港演藝學院交流活動」徵選，預定本次將錄取7名學生，

於2016年1月份進行相關交流活動。 

 二、 電影系學生籃球隊參加本校「新生盃籃球賽」，於女籃組榮獲第一名，男籃組榮

獲第三名。 

 三、 電影系於10月30日與11月1日舉辦「第一屆臺灣及亞洲電影史國際研討會：1930

與1940年代的電影戰爭」，總計邀請到日本學者岩本憲兒、四方田犬彥、Michael 

Baskett、Darrell Davis、劉文兵等日本、美國、澳洲、大陸學者來演講，並有北

京市社會科學院張泉研究員等海內外學者7篇論文發表，以及1場圓桌論壇，並

邀請本校黃建業、世新張昌彥、中研院臺史所張隆志、香港浸會大學葉月瑜、

中央大學林文淇等教授擔任主持暨講評人。研討會內容豐富，獲得與會學者盛

讚。 

 四、 電影系舉行第六屆兩岸三地電影學校電影節比賽徵選活動，共有14部作品應徵

，已選出其中4部作品，並將推派第一屆香港演藝學院交流合作影片作為特別參

展作品。 

 五、 電影系系碩士班與學士班多位同學入圍MOD微電影暨金片子創作大賽，包含校

園組13部入圍作品中本學系學生佔5部；金片子組12部中本學系入圍1部；此外

還入圍16個人獎項。 

 六、 電影系碩士班導演組吳季恩同學短片《他好嗎？》入圍「台灣國際酷兒影展」

2015台灣酷兒獎。 

 七、 電影系碩士班導演組金仲華同學的短片《出遊》獲得高雄電影節第五屆國際短

片競賽「台灣學生獎」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袁廣鳴老師、王俊傑老師、林俊吉老師提供各自於1983～1999年間的多

件錄像藝術作品，於關渡美術館《啟示錄：臺灣錄像藝術創世紀》聯展中展出

，展覽期間自10月2日至12月6日(日)。 

 二、 新媒系配合招生組辦理招生宣傳工作於10月29日完成明倫高中參訪宣傳活動。 

 三、 新媒系於10月21日完成竹圍高中合作課程之新媒體藝術參訪活動。 

   

動畫學系 

 一、 關渡國際動畫節已順利完成動畫短片評選作業，訂於10月31日下午2時於藝文生

http://www.tiqff.com/tw_queer_award/2015
http://www.kff.tw/home02_1.aspx?ID=$5004&IDK=2&EXEC=D&DATA=3192
http://www.kff.tw/home02_1.aspx?ID=$5004&IDK=2&EXEC=L
http://www.kff.tw/home02_1.aspx?ID=$5004&IDK=2&EXE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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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館電影院舉行頒獎典禮暨閉幕片放映，並邀請到閉幕片原著作者Jean Ragnaud

於映後進行講座。 

 二、 動畫系配合招生組辦理招生宣傳工作，擬於11月11日(三)派員至景美女中進行招

生宣傳說明。 

 三、 動畫系四年級陳威元、詹凱勛、陳文意同學作品〈扭蛋叩嘍叩嘍〉榮獲 2015 TIAF 

臺中國際動畫影展評審團特別獎。 

 四、 動畫系四年級林軒愉同學作品〈Hide and Seek〉榮獲 2015 TIAF臺中國際動畫影

展最佳學生作品。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 電影系執行教育部分流計畫，將於 11 月 9日(一)至 11月 20日(五)舉辦「好萊塢

『電影後期製作監督』工作坊」，邀請美國知名後期製片人 Mickie Reuste擔任指

導，已完成工作坊學生的徵選工作。 

 二、 電影系執行教育部補助本校與香港浸會大學合作蒐集及建置 1949年以前臺灣電

影史研究史料資料庫計畫，已完成成果報告，正進行經費核銷工作。 

 三、 電影系執行科技部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建置臺灣電影研究網計畫，

已完成期中報告及第二年申請計畫送該中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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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文化資源學院重點工作 

 一、 本學院容淑華老師教學成果榮獲校方肯定，獲選為103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二、 學院網站架構調整及內容更新。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105學年度甄試招生考生資料整理。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一、 11/1辦理藝管所15周年活動「PointA創意革新插電計劃」。 

 二、 與台北藝術產經研究室討論預計於11/12(四)舉辦【2015 第三屆藝術經濟力國際合

作平台】，今年主題為產業環境與趨勢研究以及藝術市場-量化與質化調查分析，

歡迎與會參與。 

   

博物館研究所 

 一、 本所今年度承辦2015文化資源學院經典講座暨研究生學術研討會-邊界與超越：文

化闡釋與藝術再生，訂於104年12月3~4日(四～五)假本校國際會議廳及視訊會議

室舉辦。第二階段審稿(全文審查)已於10/17公告審查結果，現階段積極聯絡議程

排定事宜，預訂於11月初開放活動線上報名。 

 二、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人權教育推廣活動補助計畫「博物館展示之人權教育角色

與功能之研究」，現階段積極進行研究對象事宜，以及本案經費預算之修訂函發委

辦單位請示中，同時進行本案成果報告書的撰寫工程。 

 三、 「文化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動博物館人才培育計畫」，已完成9月份「2015生活的展

示：生活物件與生活方式」工作坊研修課程，現正展開本案核銷及結案成果報告

書彙整事宜。 

 四、 科技部【觸摸、聆聽與回憶：博物館高齡教育活動之研究 (I)】，進行本案研究調

查地點選定及規劃調查事宜。 

 五、 科技部【策展非物質與其觀眾連結：展示場所記憶的台法比較研究】，現階段以本

案研究調查之選定為主軸，並調整部份經費之分配。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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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經費核銷與結案報告。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104學年第1學期【藝‧教‧考】藝術與人文教育系列講座開跑，目前進行了4場公

開講座： 

 (一) 10 /21鄭黛瓊(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中心副教授)：Mantle of Expert定義及教

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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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24徐敏雄 (國立暨南大學成教所副教授／臺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執行長)：夢想

城鄉營造協會與弱勢學習者的接應。 

 二、 「美感教育活化教學五年計畫」： 

 (一) 第26梯次－西部竹苗中投地區表演藝術【遊藝工作坊】已於10/16~17假光武國中

辦理完成。 

 (二) 本學期第二次美感教育諮詢會議10/19召開完畢，會中討論高中職美感教育活化教

學計畫合作學校遴選方案、「經驗生命的真實-2016年美感教育國際研討會」場次

主題，依照決議修改辦理。 

 (三) 第28梯次－西部竹苗中投地區新媒體藝術【遊藝工作坊】已於10/23~24假國家高

速網路中心辦理完成。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教育部來函有關104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精進全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補

助經費乙案，教育部同意補助本學程90萬元。須於11/5(四)前檢送修正計畫書一式

2份及電子檔1份，併領據函報教育部。 

 二、 10/27召開104年度第2次學程會議，商討下學期開設課程以及教育部全英計畫經費

執行方式等。 

 三、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與本學程合作之「國際高等人力培訓外籍生獎學金

計畫-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第3屆兩年經費結算事須11/30(一)前將該

結餘款支票返還國合會。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10/26寄送105學年度招生海報約400份至全國各大專院校研究所、公私立館舍單位

，並完成網站招生公告之頁面更新，以及招生訊息公告周知。將持續進行電子招

生宣傳。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教育部臺灣人才躍昇計畫 

 一、 本學院提案「當代社會、資產活化與詮釋研究教學計畫」，邀請法國自然史博物館

學者Fabienne Galangau-Quérat女士擔任國際講座教授，10/19校級會議審查通過

，學院於10/28召開工作會議協調計畫分工。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學院教學平臺-文化資源學程計畫 

 一、 輔導學員至計畫網站註冊選課，彙整期初學籍資料寄送至行政平臺，105年度推廣

研習規劃中。 
 

 



11-1 

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重點工作 

通識教育中心 

一、 本學期舉辦之校園多益考試共計有 50名同學報名參加，其中大學部與研究生各為 25

名。預計於 11/14(六)假教學大樓進行考試。 

二、 104學年度第 2學期各學院所推出的通識核心課程已確定授課教師與課程，陸續將於

11/2(一)、11/4(三)與 11/9(一)分別與各學院授課教師討論教學與課程規劃。 

三、 本學期邀請臺北市天文館徐毅宏老師到校教授與星子對話課程，於 11/1 晚上帶領學

生進行戶外觀星教學，觀星地點為光害較少的本校體育園區 929 劇場附近。 

  

師資培育中心 

一、 105年表演藝術第二專長學分班業已獲教育部同意開班，目前已擬好招生簡章將發文

至各縣市教育局及中等學校機關，鼓勵現職教師踴躍報名。 

二、 11 月 16～17 日(一~二)本中心安排表演團體至宜蘭、花蓮、臺東等地區進行巡迴展

演活動，參與學校有宜蘭深溝國小等四所學校、花蓮玉東國中等三所學校、臺東高

中等三所學校。 

三、 本中心於 10 月 21 日召開桃源國中合作案第 1 次會議，會議中達成部分共識，將備

妥相關資料召開第 2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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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藝術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 劇場使用事項 

 (一) 音樂廳 

1. 10/19協助衛保組週會執行完成。 

2. 10/20關渡藝術節《德國萊納。金澤大提琴獨奏會》排練演出完成。 

3. 10/21關渡藝術節《馬水龍校長感恩音樂會》排練演出完成。 

4. 10/23關渡藝術節《台北市立國樂團》排練演出完成。 

5. 10/24關渡藝術節《青年管樂團》排練演出完成。 

6. 11/1外租《G大調男聲合唱團》裝台排練演出拆台完成。 

 (二) 戲劇廳 

1. 10/22 校內藝陣比賽雨天方案執行完成。 

2. 10/25關渡藝術節《救母小金剛布袋戲》裝台排練演出拆台完成。 

3. 10/26~11/1 關渡藝術節《凱吉一歲》裝台排練演出拆台完成。 

 (三) 舞蹈廳 

1. 10/19 關渡藝術節《贛南採茶戲》《印尼皮影戲》裝台排練演出拆台完成。 

2. 10/24 關渡藝術節《北管戲—破五關》裝台排練演出拆台完成。 

3. 10/27關渡藝術節《浙江地方戲集萃》裝台排練演出拆台完成。。 

 (四) 佈景工廠  

1. 配合學期各項實習課程，關渡藝術節各項支援工作。 

 (五) 服裝工廠 

1. 配合學期各項實習課程，關渡藝術節各項支援工作。 

 (六) 配合各場地活動  

1. 10/25關渡藝術節《阿卡貝拉人聲饗宴》裝台排練演出拆台完成。 

2. 10/31關渡藝術節《鬧熱關渡節》排練演出拆台完成 

3. 各項工作坊執行。 

 (七) 參觀業務 

1. 10/23配合招生組《彰化藝術高中音樂班》，參訪戲劇廳導覽解說完成。 

2. 10/27配合國際交流中心《上海音樂學院》，參訪音樂廳導覽解說完成。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2015年關渡藝術節 

 一、 2015年關渡藝術節 

 (一) 現正進行活動所有相關人事、庶務、展演及租賃等費用核銷中。 

 (二) 2015關渡電影節已於 10月 9日已順利完成。 

 (三) 2015關渡國際動畫節已於 11月 1日已順利完成。 

 (四) 三廳內暨戶外表演活動期已於 11月 1 日已順利完成。 

 (五) 關渡美術館展期將於 12月 6日(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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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科技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  本中心策劃之「Linking LAB 實驗室聯盟」－《索多瑪之夜》跨域創作作品，現

於臺北市立美術館展覽室 1B進行展出，10月份參訪貴賓列舉如下： 

(1) 10月 06日新加坡共和理工學院藝術科技學系師生一行人。 

(2) 10月 08日柏林藝術大學校長 Prof. Martin Rennert，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

研究所林佩淳教授。 

(3) 10月 13日胡氏藝術執行長胡朝聖先生。 

(4) 10月 14日英國利物浦雙年展策展人 Rosie Cooper女士。 

(5) 10月 17日廣達電腦廣藝基金會行政總監陳郁敏小姐 

(6) 10月 21日國立臺灣美術館陳昭榮副館長與展覽組蔡昭儀組長。 

(7) 10月 22日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藝術與設計學系師生一行人。 

(8) 10月 27日法國 Le Lieu Unique南特國家藝術中心總監 Mr. Patrick Gyger。 

 二、 本中心配合「啟示錄－臺灣錄像藝術創世紀」展覽，與關渡美術館共同策劃辦理

「回放：台灣錄像藝術家對話系列」錄像藝術座談會，日前舉行第一場座談會「本

體論無解之後」，由本校黃建宏老師擔任座談主持人，邀請林俊吉老師與藝術家崔

廣宇先生共同交流對話，剖析臺灣錄像藝術的發展脈絡，活動時間為 10月 7日

13:30~15:30，地點在關美館 103展廳，同場並加演：林俊吉行為錄影作品《酒杯

Ⅱ 》現場演出，現場觀眾反應十分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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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機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為提升本校郵件伺服器安全性及增加信箱容量等服務，已於8/24更新郵件伺服器主機。 

二、為了讓校園網路使用者更加了解操作使用新系統，及社交工程資安意識的相關問答，將

於10/28、11/4(三)、11/11(三)、11/18(三)，時間為9:30-11:30及14:00-16:00上、下午各一

場時間，於研究大樓三樓R305電腦教室，進行Web mail介面說明及教學，歡迎校園網路

使用者報名參加。 

三、專案系統現況及增修項目 

項次 專案系統名稱 現況及系統增修項目 

一、 教務系統 

1、註冊組於10/20更新學生成績資料，持續檢測相關報表

及資料正確性，10/21重新執行103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

排名作業。 

2、檢測及修正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統計表。 

3、原訂10/20關閉校庫系統之各單位修改權限，延後至

10/26關閉。 

4、修正校庫報表及大專校院定期統計表給註冊組。 

二、 學務系統 
1、協助傷病雲端系統檢測。 

2、將依需求建置操行成績查詢及證明單下載。 

三、 人事系統 完成10/31鬧熱關渡節當天請假功能設定。 

四、 
數位學習整合系統暨課程

地圖 

1、依CTL建議遠距教室新舊CCTV重新定位安裝測試中。 

2、完成課務組要求修正的課程地圖網頁資料。 

五、 總務系統 自動繳費機系統問題追蹤。 

六、 招生考試系統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七、 
曠缺課點名自動化輔助系

統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八、 
數位典藏II(關美館庫房典

藏管理) 
系統轉入虛擬平台中。 

九、 勞健保管理系統 

修改勞保局二合一上傳匯入格式，供事務組承辦人檢測，

另俟事務組確認流程後，提供相關報表，利於後續開發作

業。 

十、 學習預警系統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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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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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校園網站 
環安室網站架構確認，預計10/23提供測試區供使用者確認

版面。 

十三、 
全校性資訊入口網整合

(EIP) 
協助圖書館論文系統廠商整合EIP SSO。 

十四、 學習成效分析資料庫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五、 服務學習系統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六、 學生線上離校管理系統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七、 藝術人才資料庫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八、 
註冊組成績及學籍卡回溯

掃瞄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十九、 跨領域學習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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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11月 2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推廣教育 

 (一) 推廣教育 

 1. 2016夏日專案-夏日學校： 

(1)預計於2016年3月12~13日(六~日)辦理「2016北藝大Summer School初體驗」，

活動當天除了夏日各學校深入介紹外，亦提供免費體驗課程，讓學生搶先了

解Summer School活動訊息，認識北藝大。 

 2. 「果酒習舞場」籌備進度 

(1)目前已和華山確認場地的使用與規劃，預計於明年1月進行施工。 

(2)雙方的合作契約正密切接洽中。 

(3)課程審查會議預計於11/4辦理。 
   

二、藝大書店 

 (一) 活動部分 

 1. 現正進行活動： 

   【小書展-「非正確」的學習視野】 

展期：2015 / 10 / 16 至 2015 / 11 / 15(日) 

 【真人圖書館】借閱活動 

真人圖書館簡介 

每個人的人生經歷，皆猶如一本趣味橫生的書籍， 

透過親至書店與這些真人所扮演的書籍角色交流， 

相互激盪出有別於一般平面圖文的閱讀經驗。 

(1)真人書介紹：《張至廷》 

   琴棋書畫篆刻、餵狗餵貓餵自己。文學創作者、戲劇創作者、 

   自我創作者。其為人也，有學無纇，不嗜體制內學習， 

   走跳江湖混名曰__________。 

   開放借閱日期： 

   2015 / 10 / 16 (五) 15 : 30 – 17 : 30 

   2015 / 11 / 13 (五) 14 : 30 – 16 : 30 

   2015 / 12 / 24 (四) 14 : 00 – 16 : 00 

(2)真人書介紹：《 于善祿 》 

   召喚與閱讀 ‧ 被忽視的華人區塊 ‧ 文化比較 ‧ 出版與文訊 

   開放借閱日期： 

   2015 / 10 / 22 (四) 14 : 00 – 16 : 00 

   2015 / 11 / 12 (四) 14 : 00 – 16 : 00 

   2015 / 12 / 24 (四) 14 : 00 – 16 : 00 

 2. 籌備中的活動： 

   【關渡國際動畫節 - 學生單元展】於二樓長廊展覽 

展期 : 2015 / 11 / 3(二) 至 2015 / 11 /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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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 國際交流業務 

 (一) 協助安排10月19日英國伯明罕城市大學國際辦公室經理曾俊英博士等2人校內參

訪行程，安排會晤美術學院院長及國交中心主任，參訪美術學院教學設備、舞蹈

廳與戲劇廳。 

 (二) 協助安排10月27日廣州美術學院美術教育學苑主管教學副院長鄭念軍等4人校內

參訪行程，安排會晤美術學院院長及關美館館長，參訪美術學院教學設備及關美

館。 

 (三) 協助安排10月27日上海音樂學院張顯平副院長等16位師生校內參訪行程，安排會

晤校長、音樂學院院長及國交中心主任，參訪音樂廳及關渡美術館。 

 (四) 協助安排10月29日土耳其米馬爾希南美術大學副校長Prof. Dr. Kayhan Ulker及雕

塑系教授Prof. Neslihan Pala校內參訪，安排會晤校長、關美館館長、美術學院院

長、主任及國交中心主任，參訪美術系教學空間與設備及關美館。 

   

二、 境外學生業務 

 (一) 派員參加10月30日由高等教育合作基金會舉辦之「招收國際學生策略與網路行銷

系列研討會」，以提升招生國際學生策略與網路行銷能量。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協助音樂系所赴芬蘭西貝流士音樂學院、奧地利薩爾茲堡莫札特音樂大學交換生

蔣舒雅、金玟儀、陳盈錚於10月20日於國際書苑大廳舉辦返國聯合分享會。 
   

四、 其他業務 

 (一) 於11月2日(一)中午12:00~13:00辦理國際交流服務隊招募說明會，招募對象為本校

學生，以協助本校境外學生適應校園生活，並協助接待參訪本校之外賓。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學增能計畫 

一、 國際書苑 

 (一) 為配合教育部增能計畫，本案經中心與留學生社團會議討論，將以境外學生學習

臺灣文化及境外學生文化週活動方式進行。 

 (二) 進行規劃作業並送活動計畫書及經費表至教務處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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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4年 11月 2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 「無地不生－與苧麻的六十五天」特展 

 (一) 展期自10/3(六)起至12/6(日)止。 

 (二) 苧麻在人們的生活中曾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是臺灣過去重要的文化地景，而今仍

是原住民部落中重要的織物原料，目前仍有少數辛勤種植、織作的保存者。特展

教育活動以實作體驗為主，紀錄片放映為輔，邀請臺灣的苧麻耕織者帶領觀眾一

同體驗苧麻的種植、收割、加工等過程，並進一步了解苧麻工藝與人、土地、情

感和社群的深層關係。 

(1)10/3~4的開幕活動為種苧麻、織布歌傳唱，及主題式原創市集，參與及觀展

人數共約160人，活動訊息觸及人數共3,596人次。 

(2)10/17邀請泰雅族弗耐‧瓦旦導演進行紀錄片放映講座，參與及觀展人數共

約40人次，活動訊息觸及人數共19,480人次。 

(3)11/14(六)邀請二皿設計帶領親子手抄紙工作坊。 

(4)11/29(日)邀請戴寶村老師演講「麻與臺灣文化」。 

(5)12/5~6(六~日)的閉幕活動則為採收與刮麻實作、苧麻纖織工作坊。 

 二、 「臺灣與東南亞偶戲（名稱暫定）」特展 

 (一) 展期自104/12/16(三)起至105/2/29(一)止，將與台原亞洲偶戲博物館合作策展及教

育活動。 

 三、 「嘉義縣文化集會所」展覽 

 (一) 應嘉義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之邀，「轉．場－隨域而生」特展擬參與嘉義縣文化集會

所展覽，展期自11月10日(二)起至1月31日(日)止，並於展出期間辦理一場傳統染

織工藝體驗工作坊。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主管會報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單位 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本校各行政單位及研究中心英文名稱調整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係依 104年 8月 17日校長裁示，請研發處整合各中心處

室的英文名稱。 

二、 案經查詢對照，本處建議各行政及研究中心一級單位下之二級

單位，「組」統一使用「Section」，「中心」統一使用「Center」

(如附件)。 

 

辦 法 本案經主管會報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討論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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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各研究中心現行中英文名稱對照與建議 

 

 

 

 

 

 

 

 

 

各研究中心中文名稱及現行英文名稱 建議名稱 
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raditional Arts 

教育研究組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ivision 
無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ection 

企劃推廣組 Project and Outreach 

Division 

Project and Outreach  

Section 

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 Center for Arts Resources 

and Educational Outreach 
無  

藝術與科技中心 

Center for Art and 
Technology 

研究開發組 Development Section 

無 

無 

展演策劃組 Curatorial Section 無 

教育推廣組 Education Section 無 

行政管理組 Administration Section 無 

電子計算機中心 

Computer Center 

教學支援組 Teaching Support Section 

無 

無 

校園網路組 Network Management 

Section 

無 

系統發展組 System Development 

Section 

無 

展演藝術中心 Performing Arts Center 無 

國際交流中心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er 

國際合作組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無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ection 
國際學生組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ection 
綜合事務組 Division of General 

Affairs 

General Services Section 

圖書館 

Library 

採錄編目組 Technical Service 

Department 

無 

Acquisition and Cataloging 

Section 
閱覽典藏組 Public Service Department Circulation and Collection 

Section 
校史發展組 Department for University 

History 

University History Affairs 

Section 
關渡美術館 Kuandu Museum of Fine 

Arts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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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各行政單位現行中英文名稱對照與建議 

各行政單位中文名稱及現行英文名稱 建議名稱 

教務處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註冊組 Registration Section 

無 

無 

課務組 Curriculum Section 
無 

出版組 Publishing Section 無 

教學與學習
支援中心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無 

招生組 Admission Section 
無 

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生活輔導組 Guidance Section 

無 

無 

課外活動指
導組 Student Activity Section 

無 

衛生保健組 Health Section 
無 

學生諮商中
心 Center for Student Counseling   

無 

學生住宿中
心 Student Housing Service Division Center for Student Housing 

研究發展處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綜合企劃組  General Planning Section 

無 

無 

建教合作組  Industry-Academic Cooperation Section 無 

學術發展組  Research Promotion Section 無 

文創發展中

心 

Center for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無 

總務處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文書組 Documentary Section  

無 

Documentation Section 

事務組 Business and Services Section 無 

出納組 Cashier Section 
無 

營繕組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Section 
無 

保管組 Property Management Section 
無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ygiene 

Office 

無 

秘書室 Secretariat Office 無 

人事室 Personnel Office 無 

主計室 Accounting Office  無 

 

1-3



1-4



1-5



1-6


	104.11.02主管會報紀錄.pdf
	簽到表
	1041102議程
	104.11.02
	教務
	學務
	研發
	總務
	通識
	展演
	國交中心
	人事

	1041102工作報告
	academic.pdf
	student
	RD
	general
	music
	FA
	TA
	dance
	FNM
	CR
	GE
	PAC
	CAT
	computer
	CAREO
	IEC
	CTA
	P1
	01-提案單-英文名稱整合.pdf
	01-本校各行政及研究中心現行中英文對照及建議名稱
	01-提案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