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12次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106年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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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適逢本校創校35週年，為擴大慶祝，將於本(9)日會後擇期召開35

週年校慶籌備會議，就35週年校慶系列活動規劃方向與分工進行討論，以

展開各項活動規劃及執行。校慶活動擴大辦理之用意，係期藉此凝聚北藝

大創校以來所累積的豐厚成果，展現動能，推展學校前進未來的動力，並

拓展與外部關係之連結，進而引進資源、累積發展能量。 

二、為利校慶系列活動展開，經邀集相關主管共商，35週年校慶將以全年度系

列展演方式來辦理，本日會上將於議程最後一項列入專案討論，希望各主

管共同腦力激盪，就校慶主題、活動一同構思。 

三、展演藝術中心專案列管項目A1「劇場演出前台及技術服務學員培訓計畫/

課程」乙案，業已完成工作坊教學課程及結案，同意解除列管。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確定。 

 

參、下次主管會報訂於 106 年 1 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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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利各教學單位瞭解，本日會上提供本校102~106學年度碩博士班暨碩

士在職專班之報名人數一覽表及招生統計資料供參。106學年度報名人

數為1,159人，已較102學年度減少13%，平均每一學年度減少3~5%，面

對少子女化現象，報名人數仍將持續下降，另部分系所106學年度錄取

率高於50%，可能將面臨招生不足額的問題，請106學年度錄取率高於

50%系所，預先考量課程整合、人力資源使用及退場機制等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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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也請各教學單位可自行連結教育部大專校院系所特色及新生註冊率查

詢系統(https://stats.moe.gov.tw/enrollweb/Default.aspx)，查詢、瞭解各校

系所特色及新生註冊率統計資訊。 

●主席裁示： 

(一)教務處上述所提102~106學年度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報名人數一覽

表及招生統計資料，請與會主管與各教學單位瞭解、參考，並依各學年

度報名狀況及各系所人數增減情形，留意少子女化現象、各系所隨社會

趨勢變化的影響，請教務處會同研發處及各教學單位共同研商，以利及

早研議因應措施。 

(二)關於部分系所招生已有遞減、資源不足問題，請各學院設法由學院為核

心的方向來思考整合發展問題，如系所師資員額等，及早就教學發展提

出前瞻性視野，並應積極思考因應社會發展需求，加速進行彈性、跨界

學制或課程之開設。 

 

二、學生事務處(林副學務長大偉代理)：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本校訂於3月20日(一)上午於人文廣場進行畢業生團體照拍攝、6月10日(

六)於音樂廳及各場館舉行全校及各學院之畢業典禮，請各院長及系所主

管務必親自出席，給予畢業生鼓勵及祝福。 

 

三、研究發展處：陳研發長雅萍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補充報告： 

1. 由於教育部已將「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和「

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整併為「高等教育競爭性經費延續計畫」，並

於107年「高教深耕計畫」推動前，先以106年先行啟動「大學在地實踐

聯盟」、107年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計畫）做為過渡方

案。 

2. 因「大學在地實踐聯盟」係以技專校院與產業公協會合作的經驗為基礎

，結合一般大學對人文及社會的研究與關懷，透過分區聯盟型式，串聯

起大學及技專校院，以「在地連結．區域合作．社會創新」為願景，採

取具體實踐行動，達成四大核心任務：(1)強化區域產學鏈結，協助在地

產業發展與升級、(2)連結區域學校資源，協助城鄉教育發展、(3)整合

部會與地方政府資源，挹注在地發展、(4)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師生

社會創新，並續於107年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計畫）。

https://stats.moe.gov.tw/enrollweb/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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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享，提供與會主管共同參考、瞭解。 

3. 承上，目前本處刻正彙整「106年北北基宜大學在地實踐聯盟－聯盟學

校資源盤整調查表」，並就(1)盤整在地發展需求議題、(2)推動在地連結

人才培育、(3)協助在地產業發展與升級、(4)建立價值創新實踐場域等

分項計畫，擬定推動作法及預計達成目標，勞請各單位協助填報資料，

俾利計畫爭取。 

4. 本處已向教育部提報「臺灣人才躍昇計畫」第3期計畫補助經費，並經

該部審查同意核撥新臺幣(以下同)840萬元。本處將於近日參照教育部計

畫審查意見，洽請相關教學單位共同檢討、修正調整計畫內容後，提報

核定各單位第3期計畫經費與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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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美術學系於105年12月22日美術系館廁所改建工程現勘時，提出地

美館廁所修繕事宜，目前已由美術學系協助將該區雜務清出，並預計1

月18日(三)前往現勘後，再行討論修繕事宜。 

●主席裁示： 

(一)總務處工作報告所提「體泳館過濾缸修繕」乙案，為引進外部資源，改

善學校教學環境，請總務處會同體育室研提相關計畫及經費預算，以提

報教育部體育署申請經費補助。 

 

五、電子計算機中心：孫主任士韋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六、國際交流中心：趙主任綺芳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鼓勵學生赴國外交換學習或實習，已是近年來各國內外大學的發展趨勢

，教育部也為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辦

理「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及「學海築夢」等補助計畫，以推展國

際連結機會。另，各學院若有帶領學生進行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之規

劃，亦可積極擬訂相關計畫，提報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以爭取資源挹

注機會，擴增學生出國學習經費來源。 

 

七、音樂學院：劉院長慧謹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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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美術學院：曲院長德益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九、戲劇學院：簡院長立人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舞蹈學院：王院長雲幼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補充報告： 

1. 配合「2017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式節目製作及演出安排，本年

度暑假期間，將有臺中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舞蹈系、高雄市立左營高

中舞蹈班師生，以及本學院碩、學士班學生，約計280人，共同入住學

生宿舍，以進行節目籌備及集訓。 

●主席裁示： 

(一)舞蹈學院上述所提「2017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式演出學員入住

學生宿舍乙案，前經舞蹈學院簽會住宿中心協處，並依相關住宿收費標

準簽核辦理，請提醒住宿人員依宿舍管理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電影與新媒體學院(王主任俊傑代理)：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二、文化資源學院：張院長婉真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三、通識暨共同教育委員會：劉主任委員錫權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四、展演藝術中心(簡院長立人代理)：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五、藝術與科技中心：王主任俊傑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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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傳統藝術研究中心：陳主任俊斌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八、秘書室： 

(一)郭主任秘書美娟口頭報告： 

1. 106年2~3月主管會報會議時間如下，請各位主管預留行程，後續並將登

載於學校官網左方「行事曆」項下，以供查詢。 

(1) 106年2月份：2月13日(一)下午13時30分、2月20日(一)下午13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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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6年3月份：3月13日(一)下午13時30分、3月20日(一)下午13時30分。 

●主席裁示： 

 (一)秘書室上述所提106年2~3月主管會報會議時間，請各位主管預留行程並

準時與會。 

 

十九、人事室： 

(一)李主任璁娀口頭報告： 

1. 「105學年度歲末文康聯誼活動」訂於1月20日(五)晚上6時30分假台南海

鮮會館(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30號B1)舉行，請各位主管及已報

名同仁準時與會。 

2. 「106年度新春團拜」訂於2月8日(三)上午10時假行政大樓一樓舉行，歡

迎各位主管及同仁踴躍參加。 

 

伍、專案報告與討論： 

一、案由：有關「35週年校慶系列活動」籌劃事宜，業於本日上午由本人邀集

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總務長、主秘、曲館長、王俊

傑主任…等主管先行會商。本次校慶將不以過往大規模藝術辦桌方

式辦理，對於校慶所需資源籌募，將另尋管道籌措。針對系列活動

概要，勞請副校長及主秘協助說明初步結論，並請各單位主管踴躍

提供意見，俾利續處。 

說明： 

(一)有關35週年校慶活動，將比照30週年校慶，以一整年系列活動方式呈

現、舉辦，主要核心在於呈現國際連結(姊妹校、ALIA)及校友能量(創

校以來人才培育成果)為主軸。 

(二)在各項活動開始前，將由關渡美術館研提35週年校慶主視覺，俟後續

確認定稿後，將於各活動之文宣品等進行露出，以利整體行銷。考量

系列活動時間點，主視覺設計將加速進行，有勞曲館長費心。 

(三)目前擬列之本年度系列活動如下： 

1. 記者會：辦理時間及行銷宣傳(含slogan)計畫，將邀請藝管所劉所長規

劃執行。 

2. 二月份活動：關渡美術館展覽。 

3. 三月份活動：新媒系學生畢業製作，於3月底假中正紀念堂展出。 

4. 五~六月份活動：除各學院學生畢業及年度展演活動外，並請各學院

延伸規劃鏈結國際姊妹校、校友或資深教師進行教學研究、展演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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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活動。呈現場域則不限於校內，亦可規劃於校外辦理，故建議各

學院於寒假期間先行與老師們討論、規劃，並研擬執行內容、所需經

費，學校將酌予補助。 

5. 六月：6月10日(六)畢業典禮(含名譽博士授證)。 

6. 七月份活動：2017WSD相關活動。 

7. 十月份活動： 

關渡藝術節及相關展演活動，包括展演中心各廳、關渡美術館展覽、

關渡電影節、關渡國際動畫節、關渡光藝術節等。其中，關渡藝術節

將配合校慶整體重點，邀請國際姊妹校及校友進行展演交流為主軸。

此外，也將新規劃IMPACT音樂學程教學成果，於10月21日校慶活動

日進行呈現。另於同月份，校內其他相關活動如下: 

(1)學生藝陣競賽。 

(2)校史特展。 

(3)於10月21日(六)校慶活動日併同舉行傑出校友頒授。 

8. 十一月份活動：深化「2016開南展翼：亞洲藝術高教領袖高峰會議」

之交流互動，辦理世界大學校長論壇，邀請對象包括：ALIA會員學校

、東南亞藝術學校及國際姊妹校校長。 

9. 此外，本年度本校重要活動，尚包含與北市府及社區合作之事項，如

：10月28日(六)鬧熱關渡節，以及關渡水岸文化地景與產業創發計畫(

含河岸藝術節)，亦請併參。 

(四)有關35週年校慶活動之所有成果內容，後續亦將納入本年度本校校務

評鑑之自我評鑑依據及教學成果展現。 

(五)本日會後將於近日擇期召開35週年校慶籌備會議，以確認活動項目、

籌備委員會組織架構與各分組分工內容。 

(六)為利後續推動，將由學務處擔任統籌窗口，彙整各分組進度及資料，

提報於每次主管會報進行專案報告。 

決議：有關35週年校慶活動主題名稱，以及各項活動、節目鏈結，請各單位

先行盤點，俾利校慶籌備會議續行討論。 

 

陸、散會：下午14時45分。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2 次主管會報議程 

時間：106 年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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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機中心 

六、國際交流中心 

七、音樂學院 

八、美術學院 

九、戲劇學院 

十、舞蹈學院 

十一、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十二、文化資源學院 

十三、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 

十四、展演藝術中心 

十五、藝術與科技中心 

十六、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 

十七、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填報日期：10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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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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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8/01 106/01/31

每月回報北一區中心計畫經費執行率 教務處 104/08/01 106/01/31

8.已於105/03/25回報3月份經費執行率。截至105/03/24止，總計畫經費執行率分別為：人事費

1,157,612元，執行率19.29%、業務費1,413,853元，執行率14.14%、設備費1,088,978元，執行率

27.22%。

9.已於105/04/28回報4月份經費執行率。截至105/04/27止，人事費1,477,475元，執行率24.62%、業務

費1,844,051元，執行率18.44%、設備費2,019,222元，執行率50.48%。

10.已於105/05/27回報5月份經費執行率。截至105/5/27止，人事費1,893,381，執行率31.56%、業務費

2,457,984元，執行率24.58%、設備費2,676,592元，執行率66.91%

11.已於105/06/24回報6月份經費執行率。截至105/06/24止，人事費2,303,374元，執行率38.39%、業

務費2,870,349元，執行率28.7%、設備費2,677,506元，執行率66.93%。

12.已於105/07/26回報7月份經費執行率。截至105/07/26止，人事費2,709,771元，執行率45.16%、業

務費3,301,564元，執行率33.01%、設備費2,677,506元，執行率66.94%。

13.已於105/08/26回報8月份經費執行率。截至105/08/26止，人事費3,164,191元，執行率52.74%、業

務費3,425,584元，執行率34.26%、設備費2,805,906元，執行率70.15%。

14.已於105/09/30回報9月份經費執行率。截至105/09/30止，人事費3,625,904元，執行率60.43%、業

務費4,451,525元，執行率44.52%、設備費3,072,306元，執行率76.81%。

15.已於105/11/01回報10月份經費執行率。截至105/10/31止，人事費4,077,028元，執行率67.95%、業

務費5,215,141元，執行率52.15%、設備費3,097,206元，執行率77.43%。

16.已於105/12/01回報11月份經費執行率。截至105/11/30止，人事費4,695,233元，執行率78.25%、業

務費6,592,822元，執行率65.93%、設備費3,097,206元，執行率77.43%。

17.計畫業於105/12/31執行結束，辦理報部核銷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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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3(一)召開第三次成果分享會議，以分組方式辦理，本次由研究發展處就校務研究計畫說明執行

進度及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10.第三次成果分享與評核會議以分組方式進行，6/13(一)研究發展處就校務研究計畫、6/20(一)音樂

學系就種子室內樂團培育方案計畫、7/4(一)展演藝術中心、關渡美術館、國際交流中心，分別就藝

術職能實習場域方案（展演藝術中心、關渡美術館）與國際化―國際書苑(國際交流中心) 等計畫說

明執行進度及績效指標達成情形。預定8月份規劃報告單位為通識中心與CTL，分別就發展通識核心

課程及大學通識先修課程、推動教師多元升等、教學傳習與創新—教學助理與協同教學與教師教學

社群等計畫進行報告。

11.第三次成果分享與評核會議以分組方式進行， 8/30(二)由通識中心與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就發

展通識核心課程與大學通識先修課程方案計畫、推動教師多元升等、教學傳習與創新—教學助理與

協同教學與教師教學社群等計畫，說明執行進度及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12.第四次成果分享與評核會議訂於11/21(一)召開，由動畫學系、舞蹈學系、學務處與本處，分別就

動畫職涯輔導教學開發方案 、焦點舞團革新方案 、藝術開拓者及海外藝耕服務學習，以及內外部稽

核制度、專業學院總整課程、新進教師傳習、藝術教學創新計畫、開放式課程與遠距教學、教學出

版等計畫報告執行進度。

A3 教務處 105/08/01 106/07/31

105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列管序號

2.1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2.2

1



教學實務升等審查基準修訂 教務處 105/08/1 106/07/31

1.將赴各學院說明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教學實務新制升等審查基準」法

規修訂事宜。

2.目前已確認之學院時間如下，並會同研發處及人事室說明教師評鑑修訂事宜。

(1)11/7(一)音樂學院(傳音系)。

(2)11/8(二)美術學院。

(3)11/10(四)舞蹈學院。

(4)11/14(一)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5)11/28(一)戲劇學院。

(6)12/06(二)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與文資學院(聯合舉辦)。

(7)12/26(一)音樂學院(音樂系)。

3.106年1月3日召開「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制度推動委員會，邀集副校長、教務長、

研發長、各學院院長與「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執行工作小組」成員審議「教學、

服務成績考核」、「教學實務成果評分項目」等修訂內容。

A4 教務處 105/05/01 106/04/30

磨課師課程製作與上線 教務處 105/05/01 106/04/30

1.7/14起105年磨課師課程─藝教所陳俊文老師「社會創新與藝術實踐」進行教學規劃與課程製作。

預計於11月份拍攝完畢，12月於學聯網(ShareCourse)開課。

2.105-1學期磨課師課程計畫於10/14上傳期中考評報告及 1 週以上完整課程內容(含教學影片、測

驗、作業)。

磨課師課程應用與推廣(海外平台合作及推

薦、建構微型課程模式)
教務處 105/05/01 106/04/30

1.9/19~11/28「曠世名琴訴說的故事」於上海交通大學「好大學在線」平台上線開課。

2.10/10「攝影─影像造形與敘事」、10/17「臺灣當代劇場面面觀」於北京清華大學「學堂在線」增

開二門新課程。

3.三門課將陸續於11月底結課，選課人數為「曠世名琴訴說的故事」817人、「攝影─影像造形與敘

事」7,106人、「臺灣當代劇場面面觀」889人。

4.已接獲上海交通大學「好大學在線」邀約續於2017春季再次開設「曠世名琴訴說的故事」，評估

後向該平台提出增開「動作分析─了解身體、了解自己」、「華文戲劇概論」及「攝影─影像造形

與敘事」4門課程之申請，目前由該平台評估審核中。

5.已通過上海交通大學「好大學在線」審核，開課資訊已發布至該平台會員學校申請選修。

執行MOOCs課程與學分認證 教務處 105/08/01 106/04/30
1.因105-1學期無他校勾選本校課程「曠世名琴訴說的故事」做為通識學分，故未能執行學分認證事

宜，將於105-2學期再行規劃。

4.2

4.3

4.1

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

3.1

2



填報日期：10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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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 103/08/13 106/01/31

計畫書稿提送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校

務會議審議
研發處 103/08/13 105/12/27

1.計畫書業提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發展小組會議及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續提送105

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

2.業經105/12/27經校務會議審議，並依會議決議補充計畫內容。

103-107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函送

各單位
研發處 103/08/13 106/01/31 1.預計於106/1/16完成修正並函送各單位。

A2

研發處、各視導項

目主責單位(校內相

關單位)

104/08/01 106/01/31

訪視結果及後續相關作業
研發處(各視導項目

主責單位)
105/04/26 105/12/31

1.業於105/07/29接獲105年統合視導訪視結果報告初稿，並已依限辦理項目11申復申請，正式結果訂於12

月公布。

2.業於105/10/03接獲105年統合視導訪視結果報告初稿申復意見回覆說明，公文已完成簽辦，並會辦性平

會及後會性平會召集人、教務處、舞蹈學院知悉。

視導項目自我改善計畫
研發處(各視導項目

主責單位)
105/12/27 106/01/31

1.105年度大專校院統合視導結果業於105/12/27公布，本校各項目均通過。

2.刻正將視導報告分送各項目主責單位存參，並依規定置於本校資訊公開區供參閱。

3.教育部105/12/26發函告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規劃方案自106/1/1停止適用，目前除

數位學習及國際交流二項目外，其他項目均已公告未來簡化訪視、評鑑及行政減量措

施。

2.1

修正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教育部105年度大專校院統合視導

2.1.1

105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1.3

列管序號

1.4

3



填報日期：10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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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8/06 106/08/30

細部設計及建照請領 總務處(學務處)

施工 總務處 105/04/13 106/06/30

19.已於105/10/26邀集承商及建築師召開第16次工程執行檢討會議。

20.教育部於105/11/04到校辦理工程施工查核，本處於105/11/01邀請校外專家先行辦理自我查核，相關查核

缺失由本處會同監造單位追蹤廠商改善情形，以提升施工品質。

21.教育部105/11/04施工查核結果，因鋼筋與混凝土面間之保護層控制有瑕疵，施工承商及監造各計扣品質

缺失2點，本處已督導廠商改正。

22.第一次變更設計已於105/11/16完成議價。

23.已於105/11/17下午召開第17次工程執行檢討會議。

24.已於105/12/07下午召開第18次工程執行檢討會議。

25.已於105/12/29下午召開本案工程督導小組第2次會議。

水土保持工程(擋土排樁、沉砂池、

排水溝)
總務處 105/05/17 105/12/31

9.大地工程處委託水保技師公會已於105/08/17辦理8月份施工查驗，尚無缺失。

10.排樁上緣排水溝已於105/09/03施作完成。

11.大地工程處委託水保技師公會已於105/09/14辦理9月份施工查驗，尚無缺失。

12.大地工程處委託水保技師公會已於105/10/12辦理10月份施工查驗，尚無缺失。

13.本案水保計畫辦理變更乙案已於105/10/21向建管處掛件，續由建管處於105/10/28移送大地工程處審查。

14.本案水保計畫辦理變更案已於105/11/16完成審查費用繳納。

15.水保技師公會已於105/12/07辦理現勘並召開審查會議，水保技師依審查意見修正後於105/12/13

檢送檢視本，經公會審查同意後續於106/01/04製作第1次變更案核定本提送公會。

B1F~頂樓結構施工 總務處 105/10/13 106/03/27

1.預訂105/10/03開始施作B1F側牆紮筋組模。

2.已於105/10/11進行B1F側牆第1次混凝土澆置。

3.已於105/10/23進行B1F側牆(含1樓版)第2次混凝土澆置。

4.施作1樓柱及側牆之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以及各管路配置。

5.施作2樓版之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以及各管路配置。

6.已於105/11/25進行1F柱、牆及2樓版之混凝土澆置。

7.施作2樓柱、牆及3樓版之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以及各管路配置，並於105/12/20施做混

凝土澆置。

8.施作3樓柱、牆及4樓版之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以及各管路配置，並於106/01/06施做混

凝土澆置。

驗收
總務處(學務處等單

位)
106/07/01 106/08/30

使照請領 總務處 106/07/01 106/08/30

1.1

1.2

1.1.2

1.3

1.1.4

105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計畫

列管序號

1.1

4



公共藝術設置 研發處(總務處) 103/07/16 106/06/30 1.本校研發處已於105年11月24日召開第1次會議。

傢俱採購 總務處(學務處) 105/09/01 106/08/30

1.傢俱設備已由住宿中心簽辦採最有利標方式辦理採購，並由本處於105/09/29呈報異質採購分析表至教育

部審查，教育部已於105/10/12核定。

2.於105/10/17邀集相關單位檢討招標文件內容。

3.招標文件簽核後，已自105/11/02起上網公告招標，預訂105/11/22上午9:30截止收件，共有5家廠商投標，

續於105/11/22上午10:00開標(資格審查)。

4.已於105/11/28上午辦理評選，評選結果已於105/12/01簽奉核准，續於105/12/05辦理簽約。

5.已於105/12/15下午召開與建築廠商之介面檢討會議，並由承商於106/01/04提送設計成果

報告到校審查。

指標系統 總務處(學務處) 105/09/01 106/08/30

1.已由建築師提供設計圖說及預算送營繕組審查，並送住宿中心協助檢視審查。

2.招標文件已於105/11/09簽陳，經上網公告招標後已於105/11/30開標並順利決標。

3.已由承商於105/12/28提送設計成果到校審查，並已簽會住宿中心。

A2
總務處（研發處、

藝科中心）
103/08/13 108/08/31

設計及建照請領 總務處(藝科中心) 104/10/01 106/07/31

規劃及初步設計 總務處(藝科中心) 104/10/01 106/01/31

7.建築師已於104/12/24提交本案30%基本設計圖說，並配合前項說明於105/01/06簽呈提報教育部審查，俟

教育部完成審查後再轉工程會審議。

8.教育部已於105/04/06函送本案基本設計報告書之審查意見，續於105/04/08轉送建築師據以修正，已於

105/04/20中午請建築師到校逐項說明補正情形，並由建築師陸續提送修正成果報校審查。俟教育部完成審

查後再轉工程會審議。基本設計修正報告已於105/07/29再送教育部審議。

9.已於105/05/25會同建築師及藝科中心師長前往雲門舞集參訪。

10.基本設計修正報告已於105/11/17由教育部轉工程會審議，工程會來電取補充資料，已於105/11/25提供。

細部設計 總務處(藝科中心) 105/05/01 106/05/15

1.已簽陳辦理基地測量採購，並因應本校929邊坡部分區域被經濟部公告劃定為地質敏感區，配合辦理地籍

分割。測量廠商已於104/11/17將測量結果提送建築師初審，建築師要求補測污水孔及現場樹木位置尺寸，

預計104/12/11前完成測量成果報告。

2.本工程地質鑽探採購已於104/11/11簽奉奉准，並於104/11/24完成比價決標，承攬廠商於104/11/26進場，

已完成現場鑽探作業，取樣送請試驗，並於104年12月底完成送交建築師及相關技師確認。3.105/02/24召開

第4次工作會議，檢討空間規模需求差異。

4.105/03/09由校長主持空間使用管理研商會議，邀集相關師長參加。

5.105/08/02召開第7次工作會議，檢討細部設計內容。

6.105/09/09召開第8次工作會議，檢討細部設計內容。

7.已於105/10/14召開第9次工作會議，檢討細部設計內容。

8.已於105/11/08召開第10次工作會議，檢討細部設計內容。

9.已於105/11/21召開第11次工作會議，檢討細部設計內容。

10.已於105/11/25召開網路系統需求研商會議。

11.已於105/11/28由設計單位會同藝科中心師長參訪三創生活園區之展演設施。

12.已於105/12/08召開第12次工作會議，檢討細部設計內容。

13.暫定106/01/13召開第13次工作會議，檢討細部設計內容。

2.1.2

2.1

1.5

2.1.1

1.6

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計畫

1.4

5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總務處 105/04/01 105/12/31

1.105/03/09下午邀請校外專家召開本案水保初步計畫書審查會議，針對都審幹事會議審查意見之回應進行

檢討，同時檢討未來水保設施之規劃配置，預定15天內完成都審報告之修正。

2.水保計畫書於105/06/15由建管處送大地工程處會辦審查，大地工程處於105/06/21函文退件要求補正，已

由技師完成修正提送市府審查。市府通知本校於105/08/18前繳納審查費8萬元，已由本處如期繳納。

3.本校校區涉及敏感地質部分，已於105/07/14洽建管處表示，本案應製作敏感地質評估報告提送專業審查

，已由建築師洽請專業技師製作評估報告書。

4.本案水保計畫已於105/08/31下午召開第1次現勘及審查會議，相關意見由水保技師據以修正報告書。

5.本案水保計畫已於105/10/12召開第2次審查會議，原則審查通過，修正後製作檢視本續送公會及大地工程

處審查。

6.本案水土保持報告已由大地工程處於105/12/27發函核定。

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 總務處 105/10/01 106/03/31

1.105/09/22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向主管機關辦理掛件。

2.敏感性地質評估報告已於105/10/14提送台北市水保技師公會掛號審查，並由審查技師於105/10/25到場現

勘。

3.市府建管處已於105/10/27下午召開本案第1次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會議，審查意見初步整理如下(實際意

見須待建管處會議紀錄)：

(1)因結構具特殊性，審查委員『建議』辦理結構外審。

(2)因鄰近邊坡，審查委員『建議』應施作基樁，而非地質改良樁。

(3)周遭邊坡開發應先確認整地原則，包括GL及樓層之認定。

(4)部分坡地坵塊分析似乎有錯誤，還要再做檢討，確認建築物位於可開發之範圍。

4.針對前述審查意見，已於105/11/08會同建築師、水保技師及結構技師研商處理方案，決議如下：

(1)由結構技師辦理結構外審事宜，並已於105/11/08下午向台大地震中心掛件。

(2)基樁部分亦由結構技師進行檢討，且併入結構計算報告一併送請結構外審。

(3)整地原則及坵塊分析問題，本案建管處原承辦人員已離職，由建管處於105/11/09指派新承辦人員，並由

建築師於105/11/10與新承辦人會商，修正圖說已於105/11/11再提承辦人員審議。

5.敏感性地質評估報告依審查技師意見進行修正，已於105/11/16重新提送審查。

6.本案結構外審已於105/12/07晚上於台大地震中心召開第1次審查會議，相關審查意見由結構技師據以修正

設計內容後送回台大簽辦初審意見中。

7.建築師會同水保技師於105/12/19將修正後之坡審報告書提送建管處審議，待建管處再次

召開坡審會議。

建照請領 總務處 105/10/01 106/07/31

五大管線送審 總務處 106/06/01 106/07/31

主體工程招標(不含特殊設備) 總務處 106/08/01 106/10/30

招標文件製作 總務處 106/08/01 106/09/30

公告招標 總務處 106/10/01 106/10/30

主體工程施工(不含特殊設備) 總務處 106/11/01 108/05/31

2.2.1

2.2

2.2.2

2.1.6

2.1.5

2.3

2.1.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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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 總務處(相關單位) 108/06/01 108/08/31

使照請領 總務處 108/07/01 108/09/30

公共藝術設置 研發處(總務處) 105/01/01 108/08/31

A3
總務處、研發處(影

新學院、相關單位)
104/12/01 107/08/31

建築師技術服務遴選(含招標文件製作及公告招標)總務處 104/12/01 105/12/0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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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擬招標文件及預算中，完成後即依程序簽陳並辦理招標。

3.影新學院已於105/01/11補充一樓規劃新增新媒系、動畫系之設計需求，105/02/26簽呈招標文件，已於

105/03/07簽奉核定。

4.已於105/03/09上網公告招標，等標期至105/03/29止，預定105/03/30開標(資格審查)；另於105/03/08簽呈

組成評審小組。

5.105/03/30之開標因無人投標而流標，已簽准再次上網公告，至105/04/13截止投標，同日下午5:30開標(資

格審查)，又因無人投標而流標。

6.經徵詢部分建築師之意見，初步判斷原因為基地條件較差，導致審查成本較高及審查期程較長，已再徵

詢部分與學校較有往來之建築師，請其針對流標原因提供具體建議，再由本處彙整簽辦。

7.已重新簽辦追加建築師設計及請照費用，並於105/08/08奉核，續於105/08/11上網公告招標，預訂

105/09/12開標(資格審查)。

8.本案採購採購評選委員會已於105/08/15簽奉核可。

9.本案已於105/09/12開標(資格審查)，僅1家廠商投標，並於105/09/22召開評選會議，會議紀錄已於

105/10/03奉校長核定，因投標廠商被評為不合格，已於105/10/14再次簽呈重新上網公告。

10.第2次上網公告等標間為105/10/24~11/22，已於105/11/23開標(資格審查)，僅1家廠商投標，續於

105/11/28召開評選會議，評審結果經簽核後已於105/12/09完成議約。

細部設計及建照請領 總務處(影新學院) 105/12/10 107/03/17

1.影新學院於105/12/13召開第1次細部設計討論會議，就建築師提案各系提出使用需求進

行討論，105/12/20由建築師完成修正後，於105/12/22由校長主持召開第2次會議。

2.影新學院於105/12/28召開第3次細部設計檢討會議。

3.106/01/03建築師提交修正後設計圖及預算，惟尚未納入完整基本需求，故請建築師補正

中。

細部設計 總務處(影新學院) 105/12/10 106/02/12

都市設計審議 總務處 106/02/12 106/04/22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總務處 106/05/07 106/09/28

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 總務處 106/09/28 107/03/17

建照請領 總務處 106/04/22 107/03/17

五大管線送審 總務處 107/03/18 107/05/11

3.2.3

3.2.4

3.2

3.1

2.5

2.4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

2.6

3.2.2

3.2.5

3.2.6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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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招標 總務處 107/03/27 107/05/16

招標文件製作 總務處 107/01/31 107/04/10

公告招標 總務處 107/04/11 107/04/24

施工 總務處 107/05/12 107/08/14

驗收 總務處(相關單位) 107/08/15 107/08/29

使照請領 總務處 107/07/17 107/08/29

公共藝術設置 研發處(總務處) 106/03/01 107/08/313.7

3.3

3.3.1

3.5

3.6

3.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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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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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5/01 106/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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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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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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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庭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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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秀雯。

建立各窗口互動、互享機制
國交中心、教學單

位、電算中心
104/05/01 106/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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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與電算中心承辦人員溝通、確認增加平台功能(如資料搜尋及匯出)。

3.7/31因電算中心承辦人更替，與電算中心重新溝通、確認增加平台功能(如資料搜尋及匯出)中。

4.9/19與電算中心討論平台後，先由國交中心將近年來外賓來訪資料及校長出訪等資料建檔後，再來討論是

否再新增平台功能。

5.中心將104~105年度外賓來訪資料及校長出訪資料匯入平台。

6.將與電算中心再次討論新增平台功能，如上傳照片搜尋及表單輸出功能；待功能完善後，即開放給各系所

國際交流事務專責人員填報。

促進國際書苑空間之有效利用 國交中心、教學單位 105/10/30 106/03/31
1.本中心擬於106年3月中旬前完成向各系所國際交流事務專責人員索取國際交流活動資料

，並製成影片後並於國際書苑大廳撥放。
1.3

1.1

列管序號

建立系所至校級國際事務推動網絡

105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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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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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8/13 106/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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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已完成美術學院(11/2)、音樂學院(11/4)、戲劇學院(11/4)、影新學院(11/9)、舞蹈學院(11/9)之104-2通識

核心課程發展討論會議。

4.已於105/1/14舉辦通識教師期末教學分享會，會中教師針對教學與學生學習進行意見交流，並於會後組

成臉書社團，將再進一步討論合作開設主題課程的可能性。

5.已於105/3/17完成美術學院通識核心課程大綱討論會議，預計105/3/24與音樂學院召開會議討論。

6.已完成音樂學院(3/24)與戲劇學院(4/6)通識核心課程大綱討論會議。

7.已完成第一輪四學期通識核心課程之開設，將於105-2學期依各學院原規劃開課。

8.9/20召開通識教育中心會議討論通識課程資源整併與通識學分、課程內容面的發展可能，將持續進行各

可能性的課程開發。

9.105-2學期通識核心課程已完成與戲劇學院討論課綱事宜，陸續將再與音樂學院、舞蹈學院等針對新提

課綱進行討論。

10.已於10/31與戲劇學院童偉格老師討論105-2學期通識核心課綱，童老師並於11/14提出調整後的資料。

11.105-2學期擬開設之通識核心課程內容，陸續與各學院召開開課計畫書討論會議，並已完成美術學院與

戲劇學院課程討論，以及音樂與舞蹈學院課程討論會議。

12.105-2學期通識核心課程已完成開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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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8/13 106/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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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4/11/2召開出版計畫小組會議，擬定工作期程與預計訪談小組名單。

4.藝術鑑賞(舞蹈)課程教材出版因教材內照片版權考量，預計於106/2/28前完成版權確認

後排版印製。

105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1.2

1.1

列管序號

通識教育課程改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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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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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8/13 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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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演中心(教務處教學

與學習支援中心)
103/08/13 105/02/15

已於104/12/28參加增能計畫會議進行子計畫報告，針對與會主管建議，於學期結束前召開工作會議，討

論調整相關目標與內容。

工作坊
展演中心(教務處教學

與學習支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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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簡章發放及報名作業 展演中心 105/06/29 105/07/15
105/6/29下午發送電子簡章請各教學單位公布，分四組教學，每組招收學員10人共計40人，每組另提供

備取名額2人，105/7/1晚間所有報名名額額滿，並將備取轉正，完成報名人員共計48人。

工作坊教學課程 展演中心 105/08/15 105/08/25

1.105/8/15-8/17進行共同課程，除劇場通識入門課程外，另安排急救救護證照講座及消防防災講座。

2.8/19-8/23依學員志願分前台、燈光、音響、舞台四組分別利用本中心戲劇廳、舞蹈廳、音樂廳、音樂

廳排練室、布景製作實習工場、繪景工場等空間，分別進行各類別專業教學講座與實作練習。

3.8/24-8/25參訪台灣戲曲中心新建廳館及雲門劇場，雲門劇場並提供相關專題講座課程，以利學員深入

了解專業舞蹈劇場與劇場營運管理等工作。

預算結清
展演中心(教務處教學

與學習支援中心)
105/08/26 105/11/30 各項核銷作業已完成。

結案作業
展演中心(教務處教學

與學習支援中心)
105/08/26 106/01/06

工作坊教學成效分析作業 展演中心 105/08/26 105/12/31 工作坊教學成效分析作業已完成。

結案
展演中心(教務處教學

與學習支援中心)
105/08/26 106/01/06 已完成結案。

列管序號

劇場演出前台及技術服務學員培訓計畫/課

程

1.5.1

1.5.2

1.3.1

1.4

1.5

105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1.3.2

1.1

1.2

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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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教務處重點工作 

註冊組 

 一、 105年12月20日起開放105-1學期教師線上登錄學期成績，系統將於106年1月24日(

二)晚上23:59關閉，共計1,396門課程需繳送成績。另以EDM通知各專、兼任教師

協助依限登錄成績，以利學生成績查詢及成績單寄送。 

 二、 105-1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線上申請已於105年12月31日截止，本學期共計71人完

成申請作業。 

 三、 進行105-2學期學雜費系統註冊繳費學籍資料檔案維護及檢核，相關檔案將於106

年1月11日(三)委由出納組轉匯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印製並寄送繳費單據。 

   課務組 

 一、 彙整105-2學期開課資料異動事宜，並於106年1月16日(一)至1月20日(五)進行105-2

學期課程預選作業，正與電算中心進行預選相關程式測試。 

 二、 請各授課教師於106年1月12日(四)前完成上傳105-2學期課程大綱、2月9日(四)前完

成教材上傳作業。 

 三、 完成105-2學期開課資料之建檔及彙編，印製後將轉送相關單位參用。 

 四、 106年1月3日至1月20日(五)辦理105-1學期教學評量相關事宜。 

   招生組 

 一、 106學年度招生考試： 

 (一) 學士班： 

1、依電算中心與大考中心學士班考生比對資料，已完成考生聯繫及確認，共26人

次未報考學測、35人次未報考術科考試，已針對前揭人數(共48人)寄出報名結

果通知單。 

2、106年1月3日至1月9日進行電影創作學系甲類考生書審資料收件作業。 

 (二) 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 

1、報名組：於105年12月12日至12月19日開放線上報名，共計1,272人報名，實際

繳費人數為1,161名，經報名組審查確認後人數為1,159名(105學年度為1,221名)

，各學系報名人數及近五年報名統計資料請詳附件。 

2、試場組：預計於106年1月12日(四)確定試場座位表並提供給相關工作組進行後

續作業。 

 (三) 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業於105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議年度會議中決議，暫緩辦理106

學年度身心障礙單獨招生，另函復教育部本校暫無參與該招生管道之意願。 

 (四) 海外僑生及港澳學生：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皆已於105年12月15日完成報名作

業，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預計於106年1月16日(一)開放各校下載考生備審資料，俟

下載後將分送各系所進行審查作業。 

   出版組 

 一、 32期《藝術評論》：本期刊載5篇，已完成書目、英摘校對及排版，現進行二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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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預計1月底前完成出版。 

 二、 105年出版大系各申請案執行進度： 

 (一) 《黑袍下的音樂宣言──李斯特神劇研究（再版）》及《莫理哀《守財奴》新譯》：

現進行二校後付梓，預計1月底前完成出版。 

 (二) 《琵琶演奏詮釋新繹-經典文曲《塞上曲》〈思春〉》：現進行二校後付梓，預計1月

底前完成出版。 

 三、 《蘇顯達的魔法琴緣-真情台灣》演奏專輯：首刷已售罄，目前進行加印授權及製

作，校內教職員生可至藝大書店購買享7折優惠。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一、 教學助理： 

 (一) 已於106年1月3日召開「第2次教學助理暨藝術教學創新計畫審議會議」，評定105-1

學期優良教學助理及審核105-2學期協同教學助理課程及藝術教學創新計畫課程。

105-2學期獲TA補助課程計有音樂學院【鋼鼓音樂】、美術學院【繪畫作為保存術

】、戲劇學院【京劇動作II】、影新學院【電影製作IV】、【動畫產業專題】、通識暨

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核心：音樂情感美學與應用】、【通識核心：武藝中的身體

文化】、【通識核心：學與思─經典中的人生智慧】、【通識核心：探索全球藝術創作

網路-在地與國際的相遇】、【藝術鑑賞(舞蹈)】等10門。 

 (二) TA期末成果分享會訂於106年1月18日(三)於國際書苑辦理，以教學演示、學生展

演、影片及策展發表等多元形式呈現，以落實培養藝術種子教師之目標。 

 二、 藝術教學創新計畫：105-1學期藝術教學創新計畫期末成果分享會訂於106年1月18

日(三)下午2時15分於國際書苑辦理，由參與計畫之6位教師分享其特色課程教學設

計、課堂經營策略與計畫執行成效。 

 三、 教學增能計畫辦公室：已依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來函，於105年12月9日辦理

完成「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推動跨校跨領域合作教學方案」學校自評初

審事宜。 

 四、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一) 已於106年1月3日召開「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制度推動委員會，審議「教學、服務

成績考核」、「教學實務成果評分項目」等修訂內容；另將提報105-2學期校教評會

及校務會議審議。 

 (二) 藝術學門領域第3次協調會議已於106年1月5日召開，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玄奘大學與本校「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執行工作小組」等相關單位主管，針對

藝術學門「教學實務升等審查基準」、「審查人才資料庫」等議題研商，尋求共識

。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 106年教育部磨課師計畫徵件：本校將以林姿瑩老師「世界音樂微旅行」及陳婉麗

老師「藍染」(課名暫定)課程提出申請，並於1月16日前繳交計畫書、課程規劃書

及一週完整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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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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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鄭銘康先生暨勵志獎學金評審會議訂於106/1/10(二)中午召開，獲獎名單另行通

知同學。 

（二）受理105-2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 

（三）預計106/1/11(三)開放就學貸款線上申辦系統。 

（四）本組已依各單位工讀生員額及學生比例調整106年度工讀金預算分配，請各單位

於每月月底前至系統登打並彙送至本組。 

 二、 學校活動： 

（一）106級畢聯會業於105/12/26舉行第1次會議，但仍有系所尚未推派畢聯會代表，

請各系所師長推薦同學參與畢業典禮工作組幹部組織，討論畢典主題與形式。 

（二）整理行政師長及院長博士袍修改或重新製作。 

（三）辦理全校系所及學生社團幹部研習會，擬於106/1/14~15(六~日)於國際書苑辦哩

，以增加學生組織之凝聚力及幹部領導能力。 

 三、 學生社團： 

（一）本校藝術服務隊於106/1/23~25(一~三)辦理「快樂星星9」自閉症兒童寒假營隊

事宜。 

（二）辦理社團空間照明設備改善及辦理社團申請核銷。 
   
學生住宿中心 

 一、 新建研究生宿舍寢室傢俱採購案，於105/12/15召開履約協調會，廠商已於105/12/28

提送「設計成果報告書」。 

 二、 校外賃居生實際訪視持續進行中，目前已完成120份電訪，實地訪視50位。 

 三、 106年度學生宿舍水電維修開口契約案，已於105/12/14完成招標作業。 

 四、 105-2學期學生宿舍床位遞補抽簽作業，訂於106/1/12(四)中午由宿舍自治會幹部代表

抽出遞補序號，住宿中心後續依規定辦理遞補入住事宜。 

 五、 學生宿舍設置「智慧郵箱」，目前已完成置物箱組裝，廠商現正進行主機測試，預訂1

月中旬安裝主機。 

 六、 宿舍修繕： 

（ㄧ）為補強綜合宿舍樓層安全監視不足，已於105/12/27完成監視系統主機、攝影機

購置及安裝。 

（二）綜合宿舍8401寢室傢俱日前遭白蟻侵蝕，已於105年12月底由廠商完成寢室傢俱

組裝。 
 
 

  
生活輔導組 

 一、 學生學習預警： 

（一）截至106/1/3共發出預警通知247人次(期初預警17人次、期中預警166人次、曠課預

警64人次)，已輔導(含已轉介)共191人次，總輔導率77.3%；總輔導率略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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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相較於目標值95%輔導率，仍有待加強，惠請各系所多加協助輔導，若導師有

需要協助事宜，歡迎隨時與承辦人(分機1312)聯絡。  

  學院 系所 
系所預

警人次 

未輔導

人次 

已輔導

人次 
輔導率 

大

學

部 

音樂學院 
音樂學系 33 9 24 72.7% 

傳統音樂學系 20 1 19 95.0% 

美術學院 美術學系 40 9 31 77.5% 

戲劇學院 
戲劇學系 36 2 34 94.4% 

劇場設計學系 25 9 16 64.0% 

舞蹈學院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大學) 7 0 7 100.0% 

影新學院 

電影創作學系 32 13 19 59.4% 

新媒體藝術學系 26 5 21 80.8% 

動畫學系 15 0 15 100.0% 

碩

士

班 

音樂學院 

傳統音樂學系碩士班 1 0 1 100.0%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班 1 0 1 100.0% 

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 0 1 100.0% 

美術學院 
美術學系碩士班 5 3 2 40.0% 

美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 1 0 0% 

影新學院 
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 3 1 2 66.7% 

電影創作學系碩士班 1 1 0 0.0% 

（二）本组業已於105/11/22至106/1/3對尚有學習預警學生未輔導的導師，進行3-5次電子

郵件提醒；並電請系上助教協助提醒輔導比率為0%的導師上系統登錄輔導結果。 

（三）至106/1/3共39位導師的學生有接獲學習預警，導師輔導比率分析如下： 

 輔導比率 

0~20 21~40 41~60 61~80 81~100 

導師人數 6 2 4 4 23 
 

 二、 為維護同學寒假期間安全，本校依教育部規定，針對「活動安全、工讀安全、交通安

全、居住安全、校園及人身安全、藥物濫用防制、菸害防制、詐騙防制、網路賭博防

制、犯罪預防、網路沉迷防制」等事項，發送EDM及校園公告加強宣導，避免同學

涉足不良場所或從事無安全規劃之工作，肇生意外事件。 

 三、 寒假將近，役男(不論在學與否)短期出境申請，皆可直接上網申辦，業已加強宣導。

申辦網址：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apply/addPage。 

 四、 106/1/4辦理87年次同學兵役緩徵申請計64名，另再次提醒同學於填寫基本資料時，務

必確實，以免造成資料錯誤，損及個人權益情事發生。 

 五、 105/12/21冬至湯圓會活動，本組辦理遺失物(95至104年之遺失物品)義賣活動，義賣

所得新臺幣1,035元，將依「遺失物處理要點」捐助本校急難救助金。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促進】申請106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案已獲核定部份補助，金

額21萬元整。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apply/add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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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健康服務】本學期家庭醫學科門診醫療服務至106/1/13(五)止，復健科及物理治療服

務至106/1/5止。 

 三、 【餐飲衛生】經營養師協助輔導配膳作業流程，105/12/12送左岸餐廳異國料理餐盒檢

體至北市衛生局複驗，105/12/27接獲複查合格報告。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本學期迄今(105/8/1-106/1/6)個別晤談達1,037人次(118人)，來談議題排序分別為：情

緒調適、人際議題、家庭困擾。 

 二、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統整與製作本學期生職涯業務成果與籌畫第二學期生職涯活動期程。 

 三、 【資源教室】 

（一）105-2學期聽打員招募作業進行中。 

（二）105 -2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檢附資料彙整準備中。 

（三）105年度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計畫經費結算暨結案報告撰寫。 

 四、 【性別平等教育】 

（一）進行105-1學期性平活動經費核銷結案。 

（二）籌製本校性平宣導短片，預計於105-2學期活動中推廣宣導。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學增能計畫 

 一、 子計畫「夢想實驗室」：已完成結案所需相關資料繳交。 

 二、 子計畫「藝術實習平台」：進行「青而就業與青而創業」成果報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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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研究發展處工作重點 

綜合企劃組 

 一、 本校106年財務規劃報告書業依規定提送校務會議審議並依限報部。 

 二、 教育部新版系所學程學科標準分類調查表業依限報部，並依教育部來信說明辦理調

查表內容確認及修正事項。 

 三、 105-2學期第1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將視委員時間於105-2學期第10週或第11週召開

，提案日期訂於第8週106/4/7(五)截止，敬請需求單位參酌提案截止期限規劃作業

並提送紙本提案資料至本處。 

 四、 105年度統合視導結果及未來實行說明： 

 (一) 105年度大專校院統合視導結果業經公布，本校各項目均通過。刻正將視導報告分

送各項目主責單位存參，並依規定置於本校資訊公開區供參閱。 

 (二) 為簡化落實大學自主管理並減少行政負擔，日前教育部業公告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規

劃方案停止適用，並陸續函知各視導項目未來檢核方向簡述如下： 

1. 項目1大學甄選入學招生：106年起改以針對異常現象追蹤，必要時再到校訪視。 

2. 項目6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106/1/1起回歸既有方式了解

學校業務推動情形。 

3. 項目7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安全（含個資保護）： 

(1)自106/1/1以由各大專校院自我管理課責為主。 

(2)未來辦理本項自評作業仍以4年一次為原則（除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項目外），

惟若學校前度有特殊情形時，教育部得要求其於下一年度配合提送自評作業。 

4. 項目9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辦理情形及項目11大專校院推動性別平等

教育工作辦理情形：106年度起整併為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輔經費及性別平等

教育業務辦理情形書面審查工作計畫以書面審查為原則，如有異常或特殊情形再

追蹤。 

5. 項目8數位學習、項目12國際交流尚未公告。 
   
建教合作組 

 一、 近期重要徵求計畫及推動情形 

 (一) 科技部近期徵件計畫 

1.各類型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校內申請截止 公告文號 

(1)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106/1/9(一) 105/11/228北藝大研
字第1050007440號 

(2)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 

(3)數位人文主題研究計畫   
106/3/1(三) 

105/11/28北藝大研字
第1050007608號 

2.人才延攬、培育與進修計畫 

計畫名稱 校內申請截止 公告文號 

(1)MOST-DAAD共同補助博士

班研究生赴德研究進修(三明

106/2/15（三） 105/12/27北藝大研

字第10500082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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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計畫) 

(2)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106/2/17（五） 105/12/29北藝大研

字第1050007993號 

(3)鼓勵企業參與培育博士研究

生試辦方案 

A、併專題研究或產學合

作計畫同時申請 

B、已核計畫隨到隨審 

104/11/13北藝大研

字第1040009455號 

3.國際合作交流計畫 

計畫名稱 校內線上申請截止 公告文號 

(1)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會議舉辦月前2個月底，學
校每月1日送審，回國日後

隔月報結 

常態補助不另公告 

(2)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會議舉辦日前6週(42天)，

隨收隨送審，回國日後隔
月報結 

常態補助不另公告 

(3)研究團隊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會議舉辦日前2個月，學校
隨收隨送審，回國日後隔

月報結 

常態補助不另公告 

(4)東南亞區域國際共同研究暨

培訓型合作活動計畫 

106/2/15(三) 105/11/9北藝大研字

第1050007178號 

※科技部計畫申請案自103年起將依學術服務網系統線上申請為主，學校造冊備函

報部為輔，請計畫主持人務必掌握線上申請資料之正確與完整。 

※申請人於完成線上申請後請與本處承辦人確認文件無誤，俾利彙整報部。 

※與國外合作、雙/多邊交流研究計畫請參見科技部網站(http://www.most.gov.tw/) >

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國際合作業務)>各類補助申請時程一覽表專區。 

4.科技部計畫申辦、執行與結案情形(105/12-106/1) 

類型 徵件計畫 案件數 

申請 
專題研究計畫 19 

經典譯注計畫 1 

變更 
計畫執行、變更申請校內簽陳程序 1 

計畫執行、變更申請報部核准程序 2 

結案 各類型計畫 4 
 

 (二) 政府(非科技部)近期徵件計畫 

計畫名稱 申請截止 公告文號 

1. 教育部辦理補助106年度
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

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
集計畫徵件 

(1) A類補助博士論文改寫學術
專書受理至106/2/28(二)止 

(2)B類補助編纂主題性論文集
受理至106/4/15止 

105/9/21北藝大研字
第1050005452號 

2. 教育部辦理106年度藝術
教育活動案件 

(1)106年第1期(活動辦理時間
106/3-106/8)申請截止：即日

起至106/2/3(五)止 

(2)106年第2期(活動辦理時間

106/9-107/2)申請截止：
106/7/1-7/31(一) 

105/12/29北藝大研
字第10500081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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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部辦理西亞及南亞地

區與臺灣文化交流合作補
助要點(琉璃計畫) 

受理申請期間即日起至106/1/20(

五)止 

106/1/5北藝大研字

第1060000024號 

4.文化部辦理臺灣與拉丁美
洲文化交流合作補助要點

(珊瑚計畫) 

受理申請期間即日起至106/1/20(

五)止 

105/12/8北藝大研字
第1050007769號 

 

 二、 教育部自106年度啟動「大學在地實踐聯盟」，目前本校刻正進行北北基宜大學在

地實踐聯盟學校資源盤整調查表彙整。 
   
學術發展組 

 一、 本校與國內大學研修交換計畫 

 (一) 106年度薦送學生赴國內大學研修交換申請案已函告各系所(文號：106/1/5北藝大研

字第1061000016號)校內受理申請截止日期與名額如下： 

1.申請至交通大學交換：106年2月24日(五)，10名。 

2.申請至清華大學交換：106年3月31日(五)，10名(前5名為互惠，後5名為自費)。 

 (二) 各系、所、院需自訂審查辦法及收件日期，並以院為單位使用學院薦送表送件。送

件時需檢附學生申請資料及相關會議討論紀錄。 

 二、 本校前瞻講座 TNUA Vision Talks持續以「國際前瞻議題」、「跨領域對話」為主

軸，與不同教學或研究單位合作，各單位如有相關提議歡迎與本處洽詢。 
   
文創發展中心 

 
一、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5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Ｕ-start）第二階段績優

創業團隊評選，本校計有1組創業團隊申請。 

 
二、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委請本校承攬『「新北投車站」識別系統設計及文創商

店諮詢規劃建議』專案將於近日內完成契約簽訂。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臺灣人才躍昇計畫 

 一、 計畫專案執行情形 

 (一) 各單位聯繫國際學人創研團隊專案執行國際講座活動（106年1~2月） 

執行單位 時程 國際師資 活動名稱 

電影系 

105/10~106/1 Ron Norman 
編劇工作坊、電視與電影專
業密集培訓計畫 

106/1/1~12 Maurizio Cinquegrani 

參與電影系課程擔任客座講
者，並主講1場北藝大前瞻

講座波蘭之旅 

戲劇系 
106/2/23~3/7 坂東扇菊 日本舞踊工作坊 

106/2/25~3/29 細井尚子 主持東亞大眾戲劇講座 

舞蹈學院 106/1~106/6 Leigh Warren 舞蹈技巧專題課程 
 

 (二) 培育年輕藝術家專案，105-2 學期薦送學生出國研修計畫 

執行單位 時程 人數 研修性質 國外研修單位 

文資學院 106/2~106/5 2 實習 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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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延續計畫 法國人類博物館 

電影系 
105/8~106/4 

*第二期延續計畫 
1 交換就讀+實習 

美國查普曼大學電影與
媒體藝術學院 

戲劇系 

106/3~106/5 

*第二期延續計畫 
1 實習 法國陽光劇團 

106/2~106/8 1 實習 奧地利薩爾茲堡大學 

劇設系 106/2~106/8 1 實習 美國紐約Hafstra 大學 

舞蹈學院 

106/4~106/6 

*第二期延續計畫 
2 交換就讀 

德國福克旺藝術大學當
代舞蹈學院 

106/4~106/11 1 交換就讀 
英國Trinity-Laban音樂
及舞蹈學院 

 

 二、 已向教育部請領第3期計畫補助經費，將於近日參照教育部計畫審查意見，修正調

整計畫內容後，提報核定各單位第3期計畫經費與明細。 

 三、 已於106/1/4舉辦第3場北藝大前瞻講座「波蘭之旅：紀錄戰爭城市風景的影片」，

由英國肯特大學電影學者 Maurizio Cinquegrani 應電影系之邀訪問北藝大，分享他

近期對於電影歷史、影像、城市地誌、空間等面向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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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總務處重點工作 

一、 校舍興建與修繕： 

(一) 圖書館5樓更換PVC地坪案已於105/12/29下午開標並順利決標，承商預計106/01/06

提送施工品管計畫書及材料證明文件。本案工期配合使用單位需求，限定廠商施工

時間為106/01/13(五)起至106/02/20(一)止。 

(二) 音二館6樓及屋凸層係採玻璃帷幕方式興建，其玻璃間之矽利康填縫劑經多年日曬

雨淋，已有老化龜裂，造成漏水問題嚴重(甚至延伸至4樓401教室)，然因受結構型

態之限制，該處修繕難度甚高且修繕費用龐大，本處已於105年底將原設計圖說提

供原設計建築師(黃永沃建築師事務所)，請其提供修繕建議，並另商請原承商(國記

營造)協助，該公司已於106/01/04回覆將另洽專業廠商到校會勘。 

(三) 美術系館廁所改建工程已商請建築師於105/12/22到校現勘，預定106/01/13(五)前由

建築師提出規劃方案，再送美術學系參酌。 
  

二、 環境與設備服務： 

(一) 音樂一館空調改善計畫(第2期)係由內政部建研所106年度「建築節能與綠廳舍改善

補助計畫」核定補助280萬元，本校配合編列自籌款295萬元(年度專項計畫)執行，

已於105/12/29與空調技師針對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辦理議價決標，並於106/01/04

由審查單位(台灣建築中心)通知將於106/01/25邀請技師會同參加設計審查會，本案

設計技師並於106/01/04下午會同監控顧問到校勘查研商。 

(二) 女一舍熱泵工程節能計畫係由本校申請教育部106年度「教育部建構智慧低碳校園

計畫」補助150萬元，本校並於106年度配合編列自籌款30萬元(年度專項計畫)，已

於106/01/04由教育部資科司環境科告知通過初審階段進入複勘作業(時間未定)，目

前依初審意見研修計畫書內容。 

(三) 體泳館過濾缸修繕工程，已於105/12/15簽呈工程採購招標文件後上網公告招標，並

於106/01/06決標，後續安排施工協調會及擬定工期。 

(四) 106年度景觀維護廠商之履約續約案已於105/12/15簽奉核定，105/12/21議約完成。 

(五) 106/01/03~01/04已督導景觀維護廠商至荒山劇場周遭打草，並進行路樹及雜樹修剪

。另為因應枯草期，已請廠商將本校牛隻放養至關仔嶺周邊，並輔以人工餵養牧草

。 

(六) 本校用水監測管理平台規劃增設供水監控設備，故辦理「研究大樓等建物用水監測

設備建置及整合工程」，惟得標廠商因自身估價偏低，已於105/12/16提出終止契約

之申請，惟此項係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本處應依採購法第101條應沒收履約保證

金並公告廠商停權一年，已於106/01/03發函告知並以雙掛號寄出，廠商得於接獲通

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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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設施及教學支援： 

(一) 105學年度珍貴動產委員會議預計106/01/10(二)上午假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召開，開

會通知及議程(含附件)已於105/12/28上午先向主任委員報告後簽陳，會議通知單及

附件資料續於106/01/03以紙本及電子郵件送達各委員。 

(二) 105年12月份工讀金將於106/1/15(日)入帳，本次總計核發196人次，總金額為107萬

1,057元。。 

(三) 近期辦理採購案件如下： 

1.「關美館戶外帆布、電腦輸出及割字開口契約」採購案已於105/12/29決標。 

2.「106年精緻型海報文宣印刷品開口合約」已於105/12/30決標。 

(四) 106/01/16(一)起為本年度寒假期間，本校接駁車班次改以寒假班次行駛，請師生注

意。 

(五) 105年11-12月份營業稅申報核算結果，計開立發票69萬8,280元(去年同期為70萬

9,763元)，應繳稅額3萬4,911元，進項總額52萬1,091元，可扣抵稅額2萬6,054元，

上期留抵稅額1萬0,965元，本期無須繳納，尚可於下期扣抵2,108元。 

(六) 為利全校各單位人員對於現行電子公文系統提出使用建言，本處文書組已發通函予

全校一二級單位，若有任何疑問或建議，敬請逕送本處文書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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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機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  個人資料保護專案之推動： 

(一)整體推動事項與期程之規劃： 

1.105/5/31完成教學單位個資流程鑑別文件、105/6/30完成教學單位訪談。配合

單位及人員：各行政單位、教學單位個資管理專人。 

2.105/7/29完成全校個資盤點。配合單位及人員：各行政單位、教學單位個資管

理專人。 

3.105/10/24繳交個人資料檔案衝擊分析表及個人資料檔案風險評估表，進行個

資風險評估作業。 

4.105/11/29召開個資管理委員會，並完成可接受風險值訂定，後續各單位需配

合針對高風險個資進行處理以降低風險。配合單位及人員：各行政單位、教

學單位個資管理專人。 

5.預訂於106/2/7(二)~2/16(四)間，由本校內部稽核小組進行個資稽核作業，已由

內部稽核小組通知受稽核之16個單位，進行實地及書面稽核作業。配合單位

及人員：受稽核單位行政單位、教學單位個資管理專人。 

6.預訂於106/1/18(三)下午2:00假研究大樓R211視訊會議室，辦理個資管理稽核

教育訓練，將邀請內部稽核小組委員及受稽核單位人員與會。 

(二)最新辦理情形： 

1.完成105學年度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稽核時間與場地安排，並通知被稽核相關稽

核程序及注意事項。 

 二、  校園網路及安全： 

(一)解決秘書室電腦IP與新媒系一樓MAC教室IP衝突事件，經綁定固定IP後，網路

已恢復正常。 

(二)新增設諮商中心行政NAS四個帳號。 

(三)ISMS於105/12/26完成TUV NORD外部稽核公司稽核，待完成改善事項後即可

發證。 

(四)協助藝大書店、教務處、衛保組、諮商中心、人事室、校長室、秘書室、藝

教所、音樂系、女一、女二舍排除網路電腦相關問題。 

(五)總變電站converter變壓器故障更換、汙水處理廠sensor網路無法連結，已將該

設備IP重設後恢復正常。 

(六)戲舞大樓暨全校無線網路升級案於105/12/26~12/27完成驗收，目前正常使用中

。 

 三、  校務系統開發及重要增修進程、維運事項： 

(一)資訊系統維運事項： 

1.教務系統：105-2學期開課及選課作業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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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生系統：106年度學士班及碩博考試作業準備。 

3.兼任助理勞健保系統：勞健保系統問題盤點及功能評估。 

5.學雜費系統：105-2學期資料檢測。 

(二)進行中之重要系統增修及開發工作： 

1.配合105-2學期選課作業，完成選課主機設定工作，並進行測試。 

2.兼任助理勞健保作業針對現有系統問題及其他學校作業進行分析評估，於

105/12/30由相關單位一同討論，以找尋適合的解決方案。 

 四、  其他： 

(一)資本門專項計畫執行規劃 

1.105年度專項計畫執行情形： 

(1)軟體雲端服務平台：已完成系統建置，後續針對上線前進行準備工作。預

期成效為：達成全校軟體資源共享。 

(2)全校無線網路擴增(含戲舞大樓部分)：已完成擴增及汰換作業，以增加無線

網路收訊範圍。(戲舞大樓部分於 105/12/26~12/27完成驗收) 

(3)影音緩存伺服器維護合約：105/11/16完成開標作業，105/12/7完成履約作

業。預期成效為：節省對外頻寬、加快影音流覽速度。 

(4)105年度 ISMS renew(擴大驗證範圍與資訊安全健診)：為符合法令法規的要

求，完善資訊安全驗證範圍，目前已完成外稽作業。 

(5)校園網路設備維護：合約已於105/11/3到期，配合3個月免費服務，為維護

校園網路正常運作，已於105/12/28完成校園網路合約採購。 

2.106年度專項計畫執行情形：專項計畫尚在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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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 境外學生業務 

(一) 2017外國學生招生簡章已於國際交流中心官網及本校官網中公告。 

(二) 106年1月3日舉行境外學生圍爐餐會，邀請全體境外生以及交換學生一同參與，僑委

會陳科長亦一同出席並提供抽獎禮品給參加學生抽獎，另致贈加菜金及紅包給全體僑

生。  
   

二、 交換學生業務 

(一) 本中心辦理教育部106年度「學海築夢」、「學海飛颺」、「學海惜珠」等「鼓勵國內大

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申請案，本中心受理申請案之截止日期為106年3月3日(

五)，敬請各系所院需自訂審查辦法及收件日期，以院為單位送件，並依規定於時限

內繳交。 

(二) 本中心辦理106學年度赴國際及大陸姊妹學校交換學生自費申請案，本中心受理申請

案之截止日期為106年3月3日(五)，敬請各系所院需自訂審查辦法及收件日期，以院

為單位送件，並依規定於時限內繳交。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專案名稱：「開南展翼：亞洲藝術高教領袖高峰會議」 

(一) 辦理開南展翼會議核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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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音樂學院重點工作 

 一、 106年1月6日召開第一次院長遴選委員會。 
   

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一、 105年12月26日召開本系所展演規劃小組會議，討論規劃105-2學期展演活動。 

 二、 105年12月26日召開本學期第4次系所務會議，本校<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重點

學校計畫>工作小組報告蒞會報告。 

 三、 105年12月27日召開本學期第3次學術委員會，討論學位考試辦法調整的細節。  

 四 106年1月9日(一)召開本學期第4次系所教評會議， 

 五、 配合辦理本校個資保護「D025-矯正與預防項目處理單」改善作業。 

 六、 教師升教等送審資料聯絡取回點收，審查結果彙整。 

   
傳統音樂系 

 一、 辦理學士班主修期末會考、成績計算及上傳等工作。 

 二、 協助教師進行105-2學期課程大綱與教材上傳、105-1學期成績上傳事宜。 

 三、 召開105-1學期南管樂教學討論會，會議內容為：104學年度入學後適用之學程表

修訂。 

 四、 105-1學期碩士學位考試資格考、學位考試分別有4位、1位學生申請，將於106年1

月17日(二)上、下午進行口試。 

 五、 助教職務代理人甄選收件於106年1月5日截止，預計於1月中旬完成面試評選，擬

自106年2月1日(三)起聘任。 

 六、 音樂會： 

106年1月10日(二)上午11：00「傳統器樂語法期末呈現」，地點：M2401教室。 

106年1月12日(四) 上午08：30「傳統器樂創作期末呈現」，地點：M2307教室。 

 七、 提送「北一區106年度"協助各級學校推動戶外教育計畫"」，合作單位與期程如下

：106年2月14日(二)桃園中興國中音樂班、106年4月24日(一)新北市中平國中英國

交換生、106年6年16日(五)臺北市福星國小音樂班。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學增能計畫 

一、「音樂種子室內樂團培育計畫」：本計畫已全數執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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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美術學院重點工作 

 一、 106學年度本學院博/碩士班招生考試訂於3/3(五)~3/7(二)辦理，刻積極推辦試務前

置作業。 

 二、 本學院美術系館及特殊教室男女廁所重建案，業與總務處進行實地會堪，並業由總

務處商請專業建築師作實地視察，俾重新規劃空間並進行後續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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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1/13(五) 

南北藝廊一、二樓：涂維政老師學士班課程期末呈現(立體)； 

八又二分之一空間：陳俞均/林沛儀聯展。 

 二、 美術系105-1學期水墨獎助金評選會議訂於1/12(四)辦理，將評選出止止盦及張光賓

獎助學金獲獎同學數名。 

 三、 105-2學期美術系各展覽空間檔期訂於1/16(一)截止申請作業。 

 四、 辦理學/碩士班生申請交換學生的公告作業及申請資料範例說明等。 

 五、 美術學碩士班學會業於本周進行交接事宜。 

 六、 美術系大四畢業初審業於1/5~1/6辦理完成。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藝術跨域研究所期末論壇『小明』業於1/5~1/8舉行，地點除本校外，也連結校外

淡水永富五號、藝境畫廊、慢慢生·活藝術、光子豆豆等空間進行系列活動。 

 二、 辦理本所研生申請交換學生公告及申請資料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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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戲劇學院重點工作 

 一、 戲劇學系碩士班、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1. 106學年碩博大考戲劇學系博士班、碩士班及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報名總人

數為歷年最高，已開始進行相關庶務的準備工作。 

2. 105-1學期，戲劇學系暨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共有五位學生提出口試申請。其

中已有一位同學順利通過口試，取得畢業資格。 

 二、 戲劇學系於2017/1/6進行傳統歌舞祭呈現。 

 三、 本學院已於2016/12/23~2016/12/29進行2016冬季公演《頭路》、《在那遙遠的星

球，一粒沙》演出，演出順利結束並獲得熱烈迴響。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人才躍昇計畫 

 一、 坂東扇菊老師預計於2017/2/16(四)~2017/2/28(二)來台，再次進行舞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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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舞蹈學院工作重點 

舞蹈學院 

一、2017舞蹈學院初夏展演於2017年1月14日(六)進行當代編舞大師Leigh Warren以及

William Forsythe合作計畫的舞者甄選，將於1月16日(一)至1月22日(日)進行密集工作坊

。 

二、舞蹈學院106學年度交換學生申請進行收件，系、所收件截止日為2017年1月11日(三)

，正輔導相關學生申請。 

三、舞蹈學院與台北美術館雙年展合作Yvonne Rainer演出專案於2017年1月2日、1月3日於

戲劇舞蹈大樓舞蹈系二館舞IIC教室進行呈現，活動圓滿完成，參與演出人員包括舞蹈

研究所學生、文創產業國際藝術學程學生、大學部交換學生以及多名大學部校友及校

外男舞者共計七個國籍，為一跨國際、跨領域合作演出計畫。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 

一、舞蹈學院於2017年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活動，預計邀請一貫制三、四、五學生參

加。 

二、106學年度舞蹈系大學部單招報名結果已出爐，共185人報名（不含原住民），含女生169

名、男生16名，原住民2名。 

三、本學期先修班寒假期間舉辦寒訓，進行時程為一貫制一、二年級自2017年1月16日(一)

至1月24日(二)；一貫制三年級自2017年1月16日(一)至1月20日(五)，及2月6日(一)至2

月11日(六)止。 

四、2017年1月9日(一)召開全系大會、1月10日(二)下午1:30分舉行全系共同呈現、1月12日(

四)舉行一貫制五年級舞蹈創作呈現。 

五、舞蹈系七年一貫制七年級實習舞團「焦點舞團」應美國印第安那大學邀請參與該校「

Global Arts and Humanities Festival: China Remixed」藝術節，楊美蓉與趙綺芳老師將帶

領22位一貫制七年級學生前往演出，出訪時間為2017年2月17日(五)至2017年2月27日(

一)止。 
 

舞蹈研究所 

一、2017年1月5日召開研究所大會，選出新任所學會會長、並公告下學期課程、課程評量

事宜、下學期課程預選等事宜。 

二、舞蹈研究所理論組2017年1月4日張書瑜進行學位論文口試通過、1月16日(一)蔡采晴將

進行學位論文口試。 

三、2017年1月10日(二)舉行研究生論文共同呈現，1月11日(三)舉行研究生編創與名作呈現

。 

四、寒假將邀請研究所理論組校友回娘家舉辦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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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專案名稱：教育部人才躍昇計畫 

(一)Leigh Warren將於2017年1月13日(五)抵台，並且即刻於隔日進行舞者徵選及工作坊工

作。 

(二)Lucas Viallefond已於2016年12月18日(日)抵台排練焦點舞團作品以及兩位研究生畢業

作品，已於12月31日(六)離台。 

(三)計畫助理已著手收集教學紀錄並撰寫年度報告。 

二、專案名稱：關渡共生共好行動計畫 

(一)2017年1月11日(三)於國際書苑辦理「關渡共好」分享會，由計畫主持人張中煖老師主

持，邀請關渡地區夥伴單位一同參與，交流討論2017年北藝大與合作夥伴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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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與新媒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重點工作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影新學院三系24名專任教師中共有15名應於本學年度接受教師評鑑，學院已於本

學期初進行各項教師評鑑準備工作，並於106年1月3日召開教師評鑑小組會議，完

成教師評鑑資料及總成績複審，會議確認15名受評鑑教師通過評鑑。 

 二、 影新學院佈景工廠新建工程已於105年12月22日及28日召開第2次及第3次細部設

計會議，經建築師事務所提出之設計修訂方案已交由總務處協助評估。 
   

電影創作學系 

 一、 電影系配合研發處執行「臺灣人才躍昇計畫」，業於106年1月4日邀請英國肯特大

學電影學者Maurizio Cinquegrani於藝文生態館電影院舉辦「北藝大前瞻講座2－波

蘭之旅：紀錄戰爭城市風景的影片」，並邀請Cinquegrani老師於電影系課程中與江

美萱老師進行對談。老師從二戰期間的大屠殺主題出發，探討城市記憶的各種想

像，提供同學未來創作研究參考。 

 二、 第39屆金穗獎入圍名單於日前公告，電影系師生入圍如下： 

1. 入圍學生組劇情片類 

碩士班導演組張志威作品《登入晚餐》 

學士班楊士暄、洪郁婷、高曼華等人作品《_012》 

學士班謝麗伶與畢業校友陳子玉作品《母親節快樂》 

學士班校友楊心荷、周佳穎畢業作品《等風來時叫醒我》 

2. 入圍一般組劇情類。 

廖慶松老師與碩班製片組畢業校友林香伶(製片)合作作品《衣櫃裡的貓》 

畢業校友徐瑞良畢業作品《我的告別式》 

碩士班導演組同學莊知耕作品《直線七秒》 

碩士班導演組同學林亞佑作品《一直騎呀一直騎》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於106年1月5日舉辦大三評圖展，地點於研究大樓一及二樓展覽空間。 

 二、 新媒系將於106年1月19日(四)~1月22日(日)舉辦學士班一年級班展－《死離譜霍金

》，地點於研究大樓一樓及二樓展覽空間。 
   

動畫學系 

 一、 動畫系101級學生周建安、詹凱勛榮獲105年教育部獎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

際競賽第一等入選，動畫系已於106年1月6日邀請兩位校友與系上同學分享國際影

展參賽經驗。 

 二、 動畫系史明輝主任將於106年1月12日(四)前往信誼基金會拜會張杏如執行長，商

議未來3年合作計畫，並在既有基礎上爭取更多資源以增進學生專業發展與實習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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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文化資源學院重點工作 

 一、 研擬申請科技部大型計畫之前置規劃案，106/1/12 (四)將開會討論計畫初稿。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關渡水岸文化地景與產業創發計畫」內容撰寫及資料蒐集。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一、 105/12/19召開本學期第4次所務會議。 

 二、 105/12/24 假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中三館2F拱廳辦理【2016 PointA 系列活

動】年度十大藝文新聞揭曉記者會暨藝管新主張趨勢論壇，獲公視新聞及相關媒

體報導。 

 三、 105/12/20 邀請6名校友回娘家論文寫作經驗分享。 

 四、 106/1/6 辦理期末實習分享會，交流分享暑期至學期末學生於各機構實習之甘苦談

與獲得。 

 五、 所學會完成會長與副會長選舉於105/12/26開票，並於106/1/6完成104級與105級交

接儀式。 

 六、 106/1/9(一)召開本學期第5次所務會議，審議105-2學期藝術管理實務申請。 
   

博物館研究所 

 一、 本所105-1學期共計有4位研究生申請論綱考試，4位同學預訂於106年1月底前完成

論綱考試。 

 二、 本所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合辦「2016年第七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人

類 世的博物館－藝術、科學、當代社會變遷」，已完成本案第一年度經費核銷及

本案成果報告書繳交，後續為本案第二年度研討會論文集彙編計畫將於106年3月

份展開，惟期中本案專任助理仍持續進行本研討會後論文集稿源確認相關事宜。 

 三、 文化部文資局委託本所辦理「2017年無形文化資產論壇—地方遺產意識建構、社

區發展與文化多樣性」，本案第三期報告書業經文資局審定；預訂於106/2/24(五)

前提送本案工作報告書，必要時將召開會議說明工作細項。 

 四、 文化部委託本所辦理「地方文化的發現、保存與活用—2016地方博物館人才培育

研習課程」計畫，本案正積極進行經費核銷及成果報告書彙編，己於底完成結案

事宜。 

 五、 文化部委託本所辦理「研擬文化資產保存法無法文化資產相關子法與行政規則計

畫案」，已於105/12/29召開第四次審查會議討論無形文化資產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

辦法，未來將至少召開一次以上的審查辦法以訂定之。 

 六、 科技部【觸摸、聆聽與回憶：博物館高齡教育活動之研究 (Ⅱ)】，現階段仍持續以

博物館訪談及研究資料彙整為主軸。 
   

https://www.facebook.com/aamPointA/
https://www.facebook.com/artnew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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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預定於106/2/1(三)至106/4/6(四)進行國際招生(含港澳及陸生)。 

 二、 為配合國家新南進政策及教育部菁英來台計畫，北藝大將新設置開南展翼獎學金(

Asian Wings Scholarship)，預計提供學費及部分雜費全免，刻正草擬名額、獎懲規

範等內容。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文新博班持續辦理105-2學期本學院Brown Bag教師社群活動，已於106/1/5推出本

學期第五場Brown Bag活動，本次活動邀請到本學院榮退後仍持續教學奉獻的江韶

瑩老師，分享其豐富的學術期刊主編台報告，現場獲得十分踴躍的支持及掌聲，

亦為本學院師生帶來一個豐富的學術研究盛宴。 

 二、 本博班106學年度招生時程及相關細節規劃，正積極研議討論中，考生面時間預訂

於106年3月初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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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重點工作 

通識教育中心 

一、 本學期校園多益考試成績已公布。最高分：985分(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四年級生)

，平均分數：628分。其中應考人數：64人，取得成績人數：59人，有4人缺考，1

人違規(手機響)。另，本次考試590分以上計有41人，通過率為68.33%，其中大學

部學生31人。 
  

師資培育中心 

一、 於106/1/12(四)召開精進師資素質計畫花東巡迴展演活動籌備會議，邀請音樂系盧

主任、傳統音樂學系蔡主任一同討論規劃。 

二、 本中心精進師資素質計畫於106/1/20~22(五~日)前往花蓮五味屋辦理「2017藝游五

味‧抱米鄉藝術教育冬令營」、106/1/14~15(六~日)在東華大學辦理「藝游五味•身聲

與共教師社群工作坊」活動。 
  

體育室 

一、 擬於106/1/20(五)前完成申請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推動學校游泳及水域運動實施要

點」作業程序。其中，區域性水域體驗推廣活動、計畫金額新臺幣30萬；充實與更

新水域運動體驗場地及設備、計畫金額新臺幣60萬，兩案共計90萬元。 

二、 本校教職員工網球社於106/1/21~23(六~一)前往參加大專院校教職員工網球錦標賽

，比賽地點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本次共計12位教職員工前往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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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藝術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 劇場使用事項 

 (一) 音樂廳 

1. 12/15  配合音樂系學位考《陳映蓁音樂會》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2. 12/16  配合音樂系秋冬音樂會《北藝大管樂團》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3. 12/17  配合音樂系秋冬音樂會《美國 Lydian弦樂四重奏 II》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4. 12/19  配合國交中心《開南展翼開幕式音樂會》，負責舞臺監督工作，協助活動

執行完成。 

5. 12/19  配合音樂系學位考《賴鈺嬿音樂會》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6. 12/20  配合音樂系秋冬音樂會《關渡新聲協奏曲》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7. 12/21  配合音樂系學位考《游婉婷音樂會》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8. 12/21  配合音樂系學位考《謝雨珊音樂會》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9. 12/22  配合音樂系學位考《李翠芸音樂會》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10. 12/22  配合音樂系學位考《彭瀞瑩音樂會》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11. 12/23  配合音樂系秋冬音樂會《北藝大合唱團》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12. 12/24  配合音樂系秋冬音樂會《當巴哈遇上莫札特~2016陳彥豪法國號獨奏會》

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13. 12/26  配合音樂系學位考《陳榮盼音樂會》排練演出執行完。 

14. 12/27  配合音樂系學位考《吳珮逸音樂會》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15. 12/28  配合音樂系學位考《林語荷音樂會》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16. 12/28  配合音樂系學位考《張聖佳音樂會》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17. 12/29  配合音樂系學位考《陳盈錚音樂會》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二) 戲劇廳 

1. 12/12~29 配合戲劇學院冬季公演《Interview，在那遙遠的星球，一粒沙》裝台排

練演出拆台執行完成。 

2. 12/30~1/8 配合劇設系期未展裝台展期拆台執行完成。 

 (三) 舞蹈廳 

1. 12/5~20 配合舞蹈系《歲末展演》裝台排練演出拆台執行完成。 

2. 12/20 配合國交中心《開南展翼舞蹈系演出》排練拆台執行完成。 

3. 12/28~31 外租《野草舞蹈聚落》裝台排練演出拆台執行完成。 

4. 1/4  配合音樂系學位考《賴韻安音樂會》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5. 1/4  配合音樂系學位考《林子安音樂會》排練演出執行完成。 

 (四) 佈景工廠 

1. 配合戲劇學院冬季公演各項工作執行完成。 

2. 配合劇設系期未展活動各項工作執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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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服裝工廠 

1. 配合戲劇學院冬季公演服裝製作完成。 

 (六) 參觀業務 

1. 12/15配合音樂學程《業界師長》參訪音樂廳，執行完成。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2016年關渡藝術節 

 一、 「2016年關渡藝術節」 

 (一) 藝術節三廳暨戶外演出節目及工作坊執行完成，後續辦理資料整理與核銷相關作業

。 

 (二) 2016關渡藝術節總檢討會議訂於2017年1月9日(一)下午15:00(主管會報後)，假行政大

樓三樓會議室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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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科技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  106年度藝科中心展覽室 OPENDAY預計於 106年 4月下旬舉辦，執行狀況如下： 

1. 為增強科技藝術教育推廣，邀請對象將以大臺北地區大專院校藝術相關科系為

主，已蒐集完相關系所名單。 

2. 已完成活動主視覺與海報設計、現正進行 EDM設計製作。 

 二、  中心籌劃之《數位構成與聲音視覺》專題講座，執行進度如下： 

1. 邀請法國龐畢度音樂與聲學研究中心（IRCAM）的藝術家 Mr. Olivier Pasquet 

與 Mr. Gilbert Nouno 蒞校演講，分享他們精彩的創作歷程。 

2. 法國龐畢度音樂與聲學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Coordination in 

Acoustics / Music, IRCAM）為國際最具指標性的機構之一，由法國龐畢度總統

於 1970年間邀請著名音樂大師布列茲（Pierre Boulez）所籌組成立的國家級音

樂研究機構，數十年來致力於音樂、視覺與科技間之創作與系統研發，是世界

上最重要的音樂科技與互動多媒體研究發展中心。 

3. 活動已於 105年 12月 13日下午 2:00研究大樓 R211視訊會議室舉辦，現場互

動踴躍，活動已順利完成。 

 三、  《索多瑪之夜》專輯製作： 

展演專輯與展演紀錄 DVD 已印製完成，並於 105 年 12 月 27 日送達中心，目前

正陸續進行分送與寄發作業中。 

 四、  本校「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 

1. 105 年 12 月 16 日與總務處、建築師事務所召開第十三次工作會議，由設計單

位與使用單位進行空間細節調整、空調系統規劃、專業空間及設備細節確認等

討論，總務處並請設計單位加速辦理綠建築、碳足跡估算及 BIM衝突檢討等細

部設計項目。 

2. 105 年 12 月 22 日與總務處、建築師事務所召開室內裝修討論會議，由設計單

位與使用單位進行室內地坪、天花、燈具、戶外招牌等項目討論。 

 五、  科技藝術展覽室： 

1. 105年 12月進行展覽室作品簡介文宣內容更新及英文翻譯，展覽作品維護調整

工作項目如下：《鏡花水月》3D 追蹤程式檢測維護、《築霧》造霧機硬體檢測

及水霧視覺效果調整。 

2. 來訪單位： 

105年12月13日配合國交中心規劃，協助印尼萬隆理工學院校長Prof. Kadarsah 

Suryadi一行人來校參訪事宜。 

105 年 12 月 13 日法國 IRCAM 龐畢度音樂與聲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Mr. Olivier 

Pasquet 與Mr. Gilbert Nouno 來訪本中心，並進行合作可能性與專業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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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2 月 15 日配合師培中心規劃，協助國家教育研究院許添明院長一行人

來校參訪事宜。 

105 年 12 月 20 日配合「開南展翼：亞洲藝術高教領袖高峰會議」活動，協助

多所藝術高等院校代表一行人來校參訪事宜。 

105 年 12 月 28 日配合副校長室規劃，協助國立清華大學陳信文副校長一行人

來校參訪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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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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 月 9 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推廣教育 

 (一) 推廣教育： 

 1. 2017夏日專案-夏日學校：執行期間2017/7/6(四)至2017/7/15(六)。 

(1) 2017夏日學校的課程內容規劃截止日為1月中旬，目前陸續統整各系所的課程

資訊及時間安排。 

(2) 2017夏日學校簡章預計於2月中完成設計及定稿，3月初出刊。 

 2. 推廣課程： 

(1) 「北藝舞書院」－專業舞蹈課程已於2017/1/7正式開課，首波開課課程為芭

蕾及當代舞蹈。 

(2) 2017春季課程簡章已完成設計，預計於1月底前出刊 

(3) 2017年春季課程已於2017/1/1上網公告。 

   

二、藝大書店 

 (一) 近期活動部分： 

 1. 年終行銷活動-"快閃"季節，於2017/1/5結束檔期，翌日起改為新年主題布置。 

 (二) 規劃中活動部分： 

 1. 二月開學季活動，增加文具品項及數量。 

 (三) 店務調整： 

 1. 寒假盤點工作，期間：2017/1/17(二)~2017/1/20(五)，為期4天，已協調店內人力

，屆時將會全員支援。 

 2. 提撥部分業務費做FB網路行銷宣傳費用，增加網路知名度，同步宣傳店內新商

品及不定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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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年 1月 9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 「未褪色的金碧輝煌：緬甸古典音樂在北藝大」特展 

 (一) 展期自105/12/21至106/3/12(日) 

1、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及傳音系合作共同規劃，邀請緬甸音樂家到校進行

交流合作。 

2、本展覽邀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呂心純副研究員策展，並配合本校傳統音

樂系收藏之緬甸傳統塞恩樂團樂器，介紹緬甸傳統音樂及其延伸出的文化脈絡

。展示期間將搭配相關展演及講座等活動，藉由實物展示、數位影音呈現及動

態展演，引領觀眾欣賞緬甸傳統音樂之美。透過本次展示，希望擴大民族所緬

甸特展的成果，增進中央研究院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之間的學術合作，並響應

政府新南向政策的推動，加深學校師生及社會大眾對東南亞音樂文化的認識。 

3、配合開南展翼活動，開幕式於105/12/21下午1:00盛大舉行，開幕當天由校長、

呂心純研究員及兩位來自緬甸的Kyaw Myo Naing & Parami Shyon學者共同

揭幕。並由兩位學者與緬華「五朵金花音樂舞蹈藝術團」團員帶來緬甸傳統塞

恩樂團樂器演奏及精彩的傳統舞蹈表演，作為精彩的開幕演出。 

4、105/12/24下午2:00~5:00於音樂系一館M302教室舉行【亞洲傳統樂舞工作坊—

緬甸古典舞蹈的風華】微型課程，當天聘請緬華「五朵金花音樂舞蹈藝術團」

的團員Dan Dan&Ni Ni教授學員們緬甸古典舞蹈，工作坊當天由Dan Dan示範

完整的緬甸古典舞蹈，之後再一一帶領學員學習其中幾種舞蹈動作。 

 二、 校內交流合作 

 (一) 為落實校內空間共享，本中心將陸續與各系所討論合作事宜，也歡迎各系所如有

合作意願，可與傳研中心共同規劃、討論。 

 (二) 以「緬甸音樂工作營」、「排灣族藝術與社區營造工作營」及「未來‧傳統實驗基

地場域改造計畫」等具傳統藝術教育意義及關渡地區社區經營之課程與空間改造

計畫，加入「關渡共生共好行動計畫」，拓展中心成長與跨域合作能量。目前已開

始著手進行「未來‧傳統實驗基地場域改造計畫」，預計於年底前完成，並由王雲

幼老師協助，爭取到安益國際展覽集團贊助部分經費。 

 三、 校外交流 

 (一) 與傳音系校友所組成之「猴囝仔北管樂團」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呂心純副

研究員合作，以「鑼鼓和鳴－臺灣與緬甸樂舞交流計畫」申請文化部「翡翠計畫-

東南亞人士來臺文化交流合作」申請計畫案，期擬邀請緬甸國寶級的歌唱家兼六

音鼓手Ma Hlaing Than Tun(Aye Kyu)、以及新生代最具影響力的塞恩樂Myo Hein 

Oo來臺進行文化交流，舉辦一系列相關活動，以推廣緬甸藝術與文化。 

 四、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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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與國交中心共同規劃澳洲國立大學移地課程，於105/11/23~105/12/12執行為期3週

的課程，將安排講座、工作坊及臺灣藝術相關田野課程。 

 (二) 已於12/12下午1:30在國際書苑進行課程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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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2月主管會報開會通知(草案) 

二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29 1/30 1/31 2/1 2 3 4 

春節 春節 春節 春節       

5 6 7 8 9 10 11 

          寒假結束   

12 13 14 15 16 17 18 

  
13：30 

主管會報 
        

和平紀念日

調整放假 

補行上班 

19 20 21 22 23 24 25 

  
13：30 

主管會報 
          

26 27 28         

  
和平紀念日 

調整放假 
和平紀念日         

 
 106年 3月主管會報開會通知(草案) 

三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3：30 

主管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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