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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主管會報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106年8月2日（星期三）下午13時30分 

地點：行政大樓3樓會議室 

主席：陳校長愷璜                              記錄：林宏源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一、本次主管會報為本學期第1次主管會報，也是新的行政團隊上任後的第1次

主管會報，在此歡迎所有同仁出席會議，更藉此特別歡迎美術學院楊院長

凱麟及音樂學院蘇院長顯達等兩位新任院長，以及其他如副校長、教務長

、學務長及研發長等新任主管。擔任行政職務需要奉獻與付出，也需要熱

情與智慧，感謝兼任行政主管之各位老師於忙碌創作教學研究之餘，願意

挺身協助校內之行政工作。 

二、有關建立北藝大新的方向與新的文化，目前重要規劃如下： 

(一)行政工作部分： 

1.請各行政單位洽秘書室依序排定具有詳細內容之業務簡報，簡報應有詳實

的概況分析，避免只有數據的籠統資料，並應試著指認出業務執行上之問

題，甚至提出解決的初步參考方案，且本項業務簡報宜於本學期正式上課

前完成。 

2.評估增設『行政聯合評質會議』以評鑑行政單位之行政品質，鼓勵行政單

位之同仁自我評量，並追求行政工作之藝術品質。學術單位免參與本會議

，但是歡迎列席參加。 

3.為追求行政工作之和諧，行政主管不宜謾罵下屬，至於學術單位主管則自

行斟酌處理。 

(二)教學研究部分： 

1.尊重且敬重學校每一位藝術家老師就自我藝術生涯規劃之時間排程

(Agenda)，但身為國立大學之教師有其權利及義務，故個人之時間排程

(Personal agenda)不應凌駕學校整體發展之時間排程。 

2.請各學院院長協助於適當時間安排各單位學年或學期之『小組會面論壇』

，由本人與每位老師(特別是專任老師)每學年（期）都至少見面一次，以

了解老師們的整體創作、教學、研究等的專業狀況，作為學校階段發展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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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並由學校提供老師實質之協助。 

3.各學院、學系應提出自我發展之計畫，包含發展階段及發展遠景，同時對

於牽涉師資（員額）、課程、設備、教學資源分配等，亦應有所規劃。 

(三)校園溝通發展部分： 

1.各單位主管間之互動溝通管道不限於正式的會議，未來將不定時邀集主管

（包括行政與學術）進行早餐或午茶會議，隨時討論校園事務。 

2.針對全校性的各種議題，包括可行性、意見、觀點、建議甚至批評，爾後

只要有幾位老師以上連署之議題，我們就會成案來進行討論。 

3.待新任主任秘書到任後，將在秘書室成立校友聯絡中心，加強學校與校友

間之雙向互動聯繫。 

 

貳、專案推動列管表執行情形報告： 

一、教務處「A3：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度」專案已完成法規修訂，同意解除列

管。 

二、國際交流中心「A1：建立系所至校級國際事務推動網絡」專案已執行完成

，同意解除列管。 
 

參、下次主管會報訂於106年8月16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假行政大樓三樓

會議室召開，出席人員與本次會議相同。 
 

肆、報告及討論事項： 

一、教務處：徐教務長亞湘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二、學生事務處：林學務長于竝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一）補充報告： 

1.昨日(106/08/01)舉辦校長就職典禮，感謝總務處於尼莎颱風侵襲之後

迅速整理環境恢復校園景觀，並感謝音樂學院蘇院長於典禮上之音樂

表演。 

2.106學年度新生始業教育課程經檢視評估，規劃將辦理期程由4天縮短為

3天(含半天新生健康檢查)，因此每個單位之報告時間均有縮短，其中

並將總務處之報告時段暫予移除，在此表示歉意。新生始業教育課程

提供新生認識校園環境及行政教學單位，是新生開始大學生活的重要

平台，然而，學務處亦期待於始業教育課程中，教導新生能以主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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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融入環境。對於本處目前之規劃嘗試，歡迎各單位提出建議。 

（二）其他意見 

1.陳總務長：本處雖然放棄於新生始業教育中以口頭報告方式向新生說明

總務處之業務及服務內容，惟本處仍將提供紙本說明，以協助新生了

解總務處之業務服務。 

●主席裁示： 

（一）為舉辦校長就職典禮，可能帶給同仁額外之工作負擔，在此對每位協

助者表達感謝。 

（二）就臺北市內之國立大學而言，本校應為單一校區面積最大者，故即便

是長期於學校服務之同仁，或許亦非完全認識校園環境，建議學務處於

舉辦新生始業教育課程時，可思考如何將校園圖像化(mapping)，讓每一

位學生更熟悉自己的校園環境，隨時可成為校園之導覽員，逐步讓校園

文化更具活力。 
 

三、研究發展處：王研發長盈勛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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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本處同仁了解校長之治校理念，並做為本處同仁未來

業務努力之方向，陳請校長提供治校理念之文字檔以利本處同仁傳閱。 

●主席裁示： 

（一）有關本人治校理念之文字檔，請副校長轉請秘書室等相關單位協助提

供。 

（二）請總務處(營繕組)進行全校性建物修繕計畫之評估，對於不涉及安全

或結構穩定疑慮之修繕需求，是否得考量暫緩修繕；另對於涉及安全疑

慮之修繕需求，則彙整成完整計畫，嘗試向教育部或者臺北市政府等有

關單位爭取預算。 
 

五、電子計算機中心：(魏院長德樂代理)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一）新世代年輕人之生活及學習與網路之連結非常密切，本人已與孫主任

有過數次討論，商請孫主任規劃建置學校優越之網路系統。 

（二）學校現有之官方網頁不具備趣味性，無法吸引師生上網瀏覽，本人亦

已商請孫主任評估規劃改善方案。 

（三）過往藝術的紙筆世界在現今環境中，功能強大之虛擬平台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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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無該平台之協助，藝術家的影像無法被看見，藝術家的聲音亦無法被

聽見。 

(四)未來規劃將分期或分階段以專案方式向公部門或私人機構提案爭取資源

，以幫助學校解決教學、研究或展演上之問題。 
 

六、國際交流中心：林主任宏璋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一）補充報告：  

1.已於106/07/31與泰國布拉帕大學(Burapha University)完成姐妹校簽

訂事宜。 
 

七、音樂學院：蘇院長顯達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一）其他意見：  

1.王院長雲幼(關渡藝術季藝術總監)：針對國立臺灣交響樂團將於

106/11/03與柏林愛樂交響樂團伸縮號首席來校舉辦音樂會，音樂學院

建議本年關渡藝術節適度延長至106/11/03，並將該音樂會納入關渡藝

術節之節目乙案，已經內部研究同意配合。 
 

八、美術學院：楊院長凱麟工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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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補充報告：  

1.2017世界劇場設計展（WSD 2017）自本年7月初舉辦後，目前方始進入

最後之結算階段，藉此感謝提供空間、人力協助舉辦WSD之所有單位。 

2.有關影新學院、音樂學院與本學院跨領域合作承接教育部之特色計畫(

新創歌劇)乙案，目前是否有所變更，謹請相關單位協助說明。 

（二）其他意見： 

1.王研發長盈勛：目前教育部之特色計畫並無變更，仍請依原定計畫繼續

推動。 
 

十、舞蹈學院：王院長雲幼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十一、電影與新媒體學院：魏院長德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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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補充報告：  

1. 本人與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林亞婷主任於106/07/24帶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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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2位研究生，一同拜訪泰國朱拉隆功大學美術暨應用學院，該校提議

兩校可進行多層次、多領域之交流及合作，並提議雙方簽訂雙邊合作

備忘錄(MOU)。 

2. 本學院本學年新聘一位教師，目前正為其尋覓教師研究室，已知研究

大樓5樓有兩間原屬師培中心之教師研究室現為空缺，是否得移由本學

院使用請相關單位協助。 

●主席裁示： 

（一）感謝文資學院張院長及同仁推動國際合作事務，此亦契合國家現行推

動之新南向政策，有關本校與泰國朱拉隆功大學雙邊合作或簽訂備忘錄

之相關事宜，請國交中心協助文資學院辦理。 

（二）至於文資學院教師欠缺教師研究室乙事，本人願居中協助文資學院與

師培中心進行協調，並請總務處提供後續必要協助。 
 

十三、通識暨共同教育委員會：吳主任委員懷晨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一）補充報告：大學階段是青年人生涯重要的轉折，且通識課程佔有大學

部課程28學分，具有相當之份量，為提供符合學生需要之學習，本委員

會規劃在未來重新檢視通識課程，活化課程內容，並期待各教學單位之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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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院長德樂代理)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十六、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陳主任俊斌工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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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廖館長仁義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十九、關渡美術館：(林主任宏璋代理)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二十、人事室：李主任璁娀口頭補充報告： 

（一）教師兼任行政主管適用公務員服務法，相關權利義務，謹此概要說

明，提醒新任主管瞭解： 

1.上班時間類同公務人員，原則上每星期一至星期五為上班時間，週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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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定假日則為放假時間。若於星期一至星期五至校外開會、處理公

務或教學研究相關業務者，得請公假，若為處理私人事務者，應請休

假或事假。 

2.得申辦國民旅遊卡享有旅遊補助，具14天以上休假者，可請領每年

16,000元之旅遊補助，本(106)年度政府新規定，一半額度(8,000元)

必須使用於觀光旅遊(旅宿)業。 

3.原則上不得至營利事業之公司兼職，與本校具有產學合作關係者則可例

外，若至非營利事業機構兼職，則應先行填報申請表依程序取得學校

同意。 

4.師長若對於以上各項有任何疑義，歡迎逕洽人事室再予說明。 

（二）自106/08/01起，依據勞工保險條例規定，本校兼任老師不具公保身分

者需全面參加勞保。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下午3時30分。 







填報日期：106/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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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A3 教務處 105/08/01 106/07/31 本案已完成建請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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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將提報105-2學期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4.教師多元升等制度相關修訂法規已於3月21日本學期第一次校教評會審核通過，將續提4月18日校

務會議審議。

5.教師多元升等制度修法未獲105-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將另行研議後續提第2次校務會議審

議。

6.教師多元升等制度相關修訂法規已於105-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自106學年度起公告實施。

7.該修訂法規已由人事室於106/6/30以北藝大人字第1061002280號函各單位週知，建

請解除列管。

A4 教務處 105/05/01 106/10/30

105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列管序號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

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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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校106年磨課師徵件製作之陳婉麗老師「臺灣藍」(談臺灣藍染工藝新認同)、林姿瑩老師「世界

音樂微旅行」(世界民族音樂之介紹)等兩門課程，已於1月16日完成教育部徵件計畫提報作業。

4.「社會創新與藝術實踐」106年2月-106年4月於學聯網上線。

5.「臺灣藍」獲106年教育部磨課師推動計畫審核通過，核定補助經費總額70萬元整。

6.「社會創新與藝術實踐」期末成果考核報告已於106年4月17日上傳計畫辦公室。

7.「臺灣藍」修正計畫書已於106年5月5日寄送計畫辦公室。

8.106年磨課師課程─劇設系陳婉麗老師「臺灣藍」於5月起進行教學規劃與課程製作，預計於8月份

拍攝完畢，11月於學聯網(ShareCourse)開課。

9.106年磨課師系列課程推動計畫已於5月31日以「傳藝創新力」為新南向課程計畫專題，將修正計

畫書報部審核，將於6月10日由CTL江明親主任代表出席「106年度磨課師系列課程計畫徵件簡報審

查會議」。

10.教育部來函通知106年磨課師系列課程推動計畫因補助經費有限，未克補助，審查意見於7月31日

起開放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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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課人數為「曠世名琴訴說的故事」195人、「攝影

─影像造型與敘事」12人、「台灣當代劇場面面觀」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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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17年春季3/6於上海「好大學在線」平台開設「曠世名琴訴說的故事」、「動作分析-了解身體、

了解自己」及「攝影-影像造型與敘事」共計3門課程。

執行MOOCs課程與學分認證 教務處 105/08/01 106/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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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5-2學期以「華文戲劇概論與台灣當代劇場面面觀」作為通識學分，因金門大學選修人數不足，

故不予開課。106-1學期將進一步評估適合課程及教師意願。

3.經評估，交大育網通識磨課師之利潤分配難以平衡開課成本，故暫緩106-1學期開課規劃，將另擇

合作方案及平台。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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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01 106/12/31

4.2

4.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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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回報北一區中心計畫經費執行率 教務處 106/01/01 106/12/31

1.教育部以106年1月6日教臺教高(二)字第1050182114號函函知，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教學增能計畫、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以延長1年執行期間至106年12月之方式作

為橋接107年計畫，其補助額度將以不超過各計畫105年之經費為限。教育部將依104-105年度教學增

能計畫考評結果，併同105年度計畫考評意見，另函核定經費補助額度。

2.教育部於106年3月31日以臺教高(二)字第1060043214A號來函核定「教育部第三期獎勵大學校院辦

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教學增能計畫(106年度延續性計畫)」補助金額新臺幣1,100萬元(經
常門880萬元及資本門220萬元)，已於4月14日申請第一期補助款880萬元。

3.已於106年5月31日於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專網回報5月份經費執行率。截至106年5月31日止，人事

費154,167元，執行率4.67%、業務費456,839元，執行率8.31%、設備費23,800元，執行率1.08%。

4.已於106年7月4日於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專網回報6月份經費執行率。截至106年7月4日止，人事費

269,478元，執行率8.17%、業務費735,089元，執行率13.37%、設備費23,800元，執行率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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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01 106/12/31

1.本校106年度教學增能計畫已於2月底完成經費開帳(經常門800萬，資本門200萬)。
2.已於4月上旬協請主計室更新經費開帳金額(經常門880萬元及資本門220萬元)。
3.106年度教學增能計畫第1次成果分享與評核會議，以小組會議方式辦理。首場已於6月5日辦理，

由北藝風文創發展中心、展演中心、關渡美術館與國際交流中心等單位，分別就夢想實驗推進器—

學生自主學習推動方案、藝術職能實習場域－展演中心與關渡美術館、國際書苑與國交中心－學生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2017香港跨文化合作碩士學程」)，報告執行進度。

4.第2場已於6月14日辦理，由電算中心、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就校務研究、內外部稽核制度、推

動教師多元升等、新進教師傳習、藝術教學創新計畫、教學助理與協同教學、開放式課程與遠距教

學、教師教學社群與教學出版大系等計畫，報告執行進度。

5.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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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6/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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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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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4/13 106/07/15

35.已於106/05/02上午召開第25次工程執行檢討會議，要求廠商用心整合各工項管控出工人數，儘速趕工。

36.已於106/05/09上午召開第26次工程執行檢討會議。

37.已於106/05/16上午召開第27次工程執行檢討會議，除持續檢討工進及介面整合外，並要求加強管理工區

物料進出及儲放情形，避免危害人車通行。

38.已於106/05/23上午召開第28次工程執行檢討會議，除檢討工進外，並對綠建築標章取得作業進行討論。

39.已於106/06/06召開第29次工程執行檢討會議。

40.已於106/06/20召開第30次工程執行檢討會議，要求廠商高階主管與會協助督導趕工。

41.已於106/06/30、106/07/19分別召開第31次及第32次工程執行檢討會議，檢討請領使用執照辦理事項及文

件準備作業。

水土保持工程(擋土排樁、沉砂池、

排水溝)
總務處 105/05/17 106/07/15

16.水保變更計畫已由大地工程處於106/01/12核定。

17.大地工程處委託大地技師公會已於106/02/24辦理2月份水保施工查驗，尚無缺失。

18.大地工程處委託大地技師公會已於106/05/24辦理5月份水保施工查驗，尚無缺失。

19.配合工地施作現況，水保技師會同承商已向主管機關請准展延水保竣工期限至106/07/15。

20.大地工程處委託大地技師公會已於106/06/14辦理6月份水保施工查驗，尚無缺失。

21.水保技師暨承商於106/06/30申報水保竣工，大地技師公會於106/07/12辦理竣工查驗，106/07/19該公會已

函送"已達完工標準"紀錄。

B1F~頂樓結構施工 總務處 105/10/13 106/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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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施作4樓柱、牆及5樓版之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以及各管路配置，並於106/01/24施做混凝土澆置。

10.施作5樓柱、牆、梁及6樓版之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以及各管路配置，並於106/02/16施做混凝土澆置。

11.施作6樓柱、牆、梁及7樓版之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以及各管路配置，並於106/03/04施做混凝土澆置。

12.施作7樓柱、牆、梁及屋頂版之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以及各管路配置，並於106/03/16施做混凝土澆

置。

13.完成女兒牆及屋頂構造物鋼筋綁紮及灌漿，並於106/04/12完成屋頂水箱灌漿。

1.1.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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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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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隔間及裝修施工 總務處 106/02/20 106/07/09

1.已於106/02/22起進行一樓預鑄輕質灌漿隔間牆放樣，並配合泥作工程進度自106/03/03改先組立2樓隔間

牆。

2.各項室內外裝修材料選色選樣已於106/02/23(四)上午10時邀集校園規劃小組委員審議，並由校長主持。

3.地下1樓、1樓及2樓部分牆面粉光。

4.進行4-5樓隔間牆組立。

5.已於106/04/07進行鋁門窗風雨試驗。

6.繼續進行內部空間5-7樓隔間牆組立，外部牆面5-7樓外牆泥作打底粉刷，以及1-4樓外牆磁磚貼覆。

7.106/05/27~29進行4樓浴廁試水完成，隨即施作4樓浴廁磁磚鋪設。

8.目前進行6樓浴廁磁磚鋪設，5樓隔間牆封版，窗戶玻璃吊裝，並於106/06/22~23拆除鷹架。

9.施作6及7樓地磚鋪設，B1F及1F隔間牆封版，並於106/07/04完成外牆鋁格柵裝置。

10.施作各樓層天花板封板及室內油漆。

水電設備工程施工 總務處 106/02/20 106/07/15

1.106/02/20電力變更設計書圖掛件送交審查。

2.消防及給排水等機電設備施工計畫書及開關插座配電盤等材料，廠商於106/03/01提送監造審查陸續轉交

本校核定。

3.目前現場進行二樓汙水管線工程。

4.已於106/03/24辦理高壓配電盤廠驗。

5.已完成3樓汙水管線及弱電配管作業。

6.持續進行4-7樓汙水管線及弱電配管作業。

7.106/05/05發電機進場安裝。

8.完成1~4樓空調室外機安裝。

9.106/05/26~29進行汙水外管於道路範圍段之開挖埋設。

10.繼續完成5~7樓空調室外機安裝、5~7樓樓層集中分電盤安裝。

11.106/06/03~04進行汙水外管於女一舍旁範圍段之開挖埋設。

12.完成5~7樓空調室外機安裝，5樓室內機裝設，戶外一樓汙水及電訊接管。

13.完成2~7樓空調室內機安裝，2~4樓燈具安裝，進行衛浴設備安裝，熱泵安裝。

驗收
總務處(學務處等單

位)
106/07/01 106/08/30 廠商申報106/07/22竣工，由總務處會同監造單位及承商於106/07/31辦理竣工查驗。

使照請領 總務處 106/07/10 106/09/10
1.106/07/07使用執照掛件。

2.各使照相關文件彙整中。

公共藝術設置 研發處(總務處) 103/07/16 106/08/30

1.本校研發處已於105年11月24日召開第1次會議。

2.研發處已於106/04/20辦理邀請比件場勘說明會。

3.研發處已於106/06/02上午10時召開比件徵選會議。

4.研發處於106/06/26召開鑑價會議。

1.2

1.3

1.4

1.1.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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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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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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中心暨總務處相關意見已於106/01/16送達，廠商已於106/01/23修正回復。

6.已於106/02/13、106/02/22及106/03/06召開三次傢俱細部設計檢討會議，相關意見請廠商據以修正，並於

106/03/09下午向校長報告設計成果，就傢俱樣式、材質及顏色進行確認。

7.已於106/04/14現場組裝實體樣品，並由校長及相關師長現勘，將由承商依據部分修正意見進行工廠製作

，配合工地進度進場組裝。

8.已於106/07/28進場安裝，優先施作7樓及6樓各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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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簽會住宿中心審查，相關意見於106/01/19完成彙整再送

廠商據以修正，廠商於106/02/13提出修正圖樣並會簽住宿中心表示意見，已完成修正，待提案106/04/17校

規小組審查。

4.已於106/04/17提送校園規劃小組審查，將依據審查意見進行修正，並向相關藝術家進行諮詢。

5.已於106/04/25修正初稿提供住宿中心審查，廠商於106/05/05再次完成圖面修改，續於106/05/09邀集住宿

中心、保管組與設計顧問召開審查會議，由廠商依據意見辦理修正，已於106/05/17提送校園規劃小組辦理

第2次審查通過。

6.106/07/17圖稿核定，另配合使照申請，已優先施作無障礙相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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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01 106/07/312.1

1.5

1.6

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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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及初步設計 總務處(藝科中心) 104/10/01 106/01/31

11.工程會於105/12/23函退本案基本設計，要求檢討工程造價偏低事宜(教育部105/12/28函轉)，建築師已於

106/01/06提供初步核算檢討，並於106/01/13開會逐項討論，並要求建築師補正。

12.建築師已於106/02/22提供修正彙整預算，並請建築師及藝科中心進行各預算項目之價值工程評估與需求

確認。續於106/03/03及106/03/08召開兩次預算檢討會議，預定106/03/13由建築師再次提出修正預算。

13.建築師已於106/03/13提出修正預算，經由本處營繕組會同藝科中心多次審查檢討，並由藝科中心專業設

備討論會議後，初步確認後調增預算為2.65億元，已於105/04/05簽呈修正構想書及整體計畫經費。

14.前項經費調整案已於106/04/11簽奉核定，將提案送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並製作修正計畫預算

及基本設計圖說送教育部審查。另於106/04/19電洽教育部高教司承辦人員表示，107年度教育部預算已分配

確認，無法再提供餘額予本案。

15.修正計畫預算及基本設計圖說已於106/05/02送教育部審查。另預算調增事宜已於106/05/09提送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審議。

16.修正計畫預算及基本設計圖說教育部已於106/05/22函轉工程會審查，並於106/06/06獲工程會審查核定，

另於106/06/16發文陳報教育部辦理編列107年預算，教育部並於106/06/26發函同意本工程107年度暫列8,300
萬元預算。

細部設計 總務處(藝科中心) 105/05/01 106/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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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106/01/13召開第13次工作會議，檢討細部設計內容及預算內容。

14.藝科中心於106/05/09邀請專業委員召開專業設備檢討會議。

15.藝科中心於106/05/17邀請專業委員召開第2次專業設備檢討會議。

16.藝科中心於106/06/08下午1:30分召開專業設備工作小組會議。

17.建築師事務所已於106/05/19提供約85%圖面及預算到校，於106/06/08召開審查會議。

18.藝科中心106/06/08邀請專業委員召開第3次專業設備檢討會議。預定106/06/26召開第4次專業設備檢討會

議。

19.藝科中心106/06/20召開內部裝修討論會議，設計單位預定106/06/26前提交完整設計預算書圖。

20.因應建築師完成預算整合後之請求，已於106/7/12召開「工程招標預算編列研商」會議，研商招標工項

及預算調整事宜。

21.預定於107/08/07邀請外聘機電及土建專家協助審查工程招標預算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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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2.1.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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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 總務處 105/10/01 106/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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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內容再送台大審查，已於106/01/23召開第2次審查會議，部分上部結構設計未完成討論，續於106/02/10
傍晚召開第3次會議，原則通過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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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11電洽建管處承辦人表示，目前僅有本校一案，尚未排訂開會時間；106/02/07再洽建管處承辦人表

示，目前已有2案，已內部簽呈會議通知中)。
8.建管處於106/03/20(一)下午2:00召開坡審會議，由本處營繕組會同建築師參加，已獲主管機關核定修正後

通過。建築師已於106/04/25提送核定版報告書至建管處，建管處經內部審查後於106/05/10分送各審查委員

審定。建築師續於106/05/26將坡審核定本正式掛件，北市府於106/06/08函發核定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報告。

建照請領 總務處 105/10/01 106/07/31

1.建築師公會106/02/21辦理申請建築執照山坡地現勘。

2.106/04/28召開建照申請進度研商會議，設計單位於5/3提送後續工作項目期程表。

3.106/06/13與公會協審及建照科承辦對圖，完成檢討修正，建照科承辦已於106/06/28簽辦呈核核發建照

中。經106/07/31電話洽詢，仍於建照科之內部簽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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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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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研發處106/05/03召開本工程公共藝術執行小組第1次會議。藝科中心106/04/28召開會前工作會議研商辦理

事宜。

2.2.1

2.3

2.2

2.5

2.4

2.6

2.2.2

2.1.6

2.1.5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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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總務處、研發處(影
新學院、相關單位)

104/12/01 10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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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部設計 總務處(影新學院) 105/12/10 106/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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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建築師於106/01/06補正，雖就

預算差額研提初步說明，本處經審查後已再次要求補充相關資料。

4.建築師已再次補充相關資料，針對本案預算不足問題已於106/02/06簽呈修正預算，並會簽影新學院。

5.已於106/03/29上午10:00召開細部設計成果會議，並由校長主持，將俟影新學院確認使用維管單位及經費

後呈核修正成果報告。該會議紀錄會經簽會影新學院已於106/05/03奉核，同日函送各相關單位。

都市設計審議 總務處 106/02/12 106/04/22

1.已於106/05/03發函請建築師於106/05/18前辦理都市設計審議掛件。

2.106/06/01市府函文要求14日內補正圖說，已函轉建築師要求限期辦理。建築師已於106/06/14掛件補正。

3.市府於106/06/27召開都審幹事會，106/07/03函發會議紀錄，要求106/08/01前由建築師完成修正後提送報

告書。建築師已於106/07/27提送市府都發局修正報告書掛件，續辦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總務處 106/05/07 106/09/28
1.已於106/06/22召開水土保持計畫進度研商會議，邀集建築師及其複委託之水保技師與會，並邀請富國公

司之專業技師列席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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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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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3.3

3.2.4

3.3.1

3.5

3.4

3.2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

3.3.2

3.2.2

3.2.5

3.2.6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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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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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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6/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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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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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5/01 106/07/31 本案已完成建請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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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瑋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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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懿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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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5/01 10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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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已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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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因電算中心承辦該業務人員仍在待補中，新增平台功能部分待人員確定後，再行新增。本中心擬於3月底

前，先行請各系所執掌國際事務承辦人協助填報。

8.電算中心已於4/19將各系所國際事務專責人員開放平台填報權限；國交中心已於4/21通知各系所國際事務

專責人員進行填報。

9.截至6月3日上網調查填報情況，已填報的系所單位計有博館所。煩請尚未填報的系所，請盡速填報。

10.本中心已於7月14日將各系所在官網及關渡通訊上有刊登的外賓來訪資料登錄於系統中，業請各教學單位

至系統查看資料是否需增修，日後請各系所專責人員每個月至系統填報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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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填報日期：106/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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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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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8/13 10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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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8/13 10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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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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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藝術鑑賞(舞蹈)課程教材已完成文字校稿，書名為：《舞蹈與文化：一個人類學的觀點》，並提送校內

出版大系會議審議。

105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1.2

列管序號

通識教育課程改進計畫

11



 1

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 年 8 月 2 日 

教務處各組重點工作 

註冊組 

 一、 106-1 學期於 8 月 1 日起開放應復學學生網路申請復學或繼續休學作業，申請截止

日為 9 月 11 日止(開始上課日)。 

 二、 進行 106 學年度新生網路報到作業，新生「個人資料填報系統」將於 8 月 3 日至

8 月 9 日止開放填報，並持續進行學籍資料核對及校正作業。 

 三、 進行 106-1 學期學生學雜費用檔案檢核及校對。繳費單張預定 8 月中旬委由中國

信託商業銀行寄發，學生亦可至學校官網自行下載列印，繳費截止日為 9 月 11 日

止。 

 四、 進行 105-2 學期畢業生、106-1 學期新增延修生教務系統學籍及成績資料處理、轉

檔及比對。 

 五、 協助 105-2 畢業生辦理離校手續。 

 六、 105-2 學期研究所預計畢業學生共 190 人，畢業離校截止日為 9 月 11 日。將以電

子郵件通知各生如期到校辦理，逾期如仍有修業年限者，依學則規定於新學期註

冊繳費後始得辦理離校。 

課務組 

 一、 規劃 106-1 學期新生、轉學生預選及全校學生加退選事宜。 

 二、 105-2 學期網路教學評量教師個別評量結果將於 8 月下旬開放教師線上查詢列印，

請各教學單位主管於 10 月 2 日前將所屬未滿 3.5 分之教學改善處理報告表送交教

務處。 

 三、 辦理並彙整 106-1 學期開課資料異動相關事宜。 

 四、 辦理 105 學年度舞蹈學系七年一貫制先修班自學輔導課程授課教師鐘點費造冊請

領事宜。 

 五、 預定 8 月 30 日召開 106 學年度課務相關業務座談會，將邀集各教學單位課務助教

參與。 

招生組 

 一、 107 學年度招生簡章： 

 (一) 學士班、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碩博士班甄試：預計於 8 月下旬進行簡章二

校作業，屆時將通知各學系(所)進行二校內容修訂工作。 

 (二) 海外僑生：招生簡章校稿作業已於 6 月 23 日通知各系所進行修訂工作，今年續用

「備審資料數位化」作業並收取審查費用新臺幣 1,000 元整(內含 2%銀行手續費)。

另海外聯招會官網將於 107 學年度起改版為中、英文雙語化，並函請各校提供中、

英文系所分則規定，已於 7 月 21 日轉請各系所提供中、英文資料，並再次確認中、

英文系所分則規定，將於彙整各學系所簡章修訂資料後，於 8 月 8 日(二)前完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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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簡章上傳作業。 

 二、 107 學年度招生總量：教育部預計於 8 月中開放 106 學年度「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

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管制系統」，將依教育部來文填報依限報部核定。 

出版組 

 一、 《藝術評論》:33 期已於 7 月底付梓，34 期現進行徵稿。 

 二、 藝術教學出版大系： 

 (一) 《好攝影》:作者已依評論意見完成修改，正進行排版。 

 (二) 《琴曲名家的故事》、《音樂美學》：作者已依評論意見完成修改，現進行文字

編輯。 

 (三) 《舞蹈與文化》：作者依評論意見修改中。 

 (四) 《華文戲劇概論》：審查評論中，預計 9 月中前完成評論提供作者修改。 

 三、 行銷推廣：誠品 R79（原台北地下街）大學出版聯盟專區：7 月 14 日已舉辦試營

運媒體導覽，十所大學出版社夥伴前往參與，8 月 7 日正式開幕，本校預計於 9

月份利用該場地辦理新書講座。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一、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 藝術教學創新計畫：105-2學期藝術教學創新計畫之評選結果已出爐，葉晉彰老師

「台灣藝陣概論」課程及余昕晏老師「社區藝術教育與實踐」課程，同為最高分

並列特優課程(共二門)；黃渼娟老師「音樂即興與生命關懷」課程及林俊吉老師、

黃華真老師、郭弘坤老師、楊美蓉老師合授之「跨界素描與觀看之道」課程，亦

以第二高分並列優良課程(共二門)；預定於106-1學期校務會議予以公開表揚以資

鼓勵。 

 (二) 開放式課程徵件：106-1學期開放式課程徵件申請至8月14日截止，協助本校教師

保存藝術課程資源並公開推廣，審查通過者將補助課程2萬元教材費，敬請推薦教

師踴躍申請。 

 二、 教育部教學創新試辦計畫：106年教學創新試辦計畫獲教育部核定補助新臺幣

1,000萬元整，已通知各提案單位依審查意見回覆並調整經費，修正計畫書需於8

月18日前備文檢送至教育部。 

 三、 高教深耕計畫：以「落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為主軸，研提教務處構想規

畫書，涵蓋「虛擬學院—菁英學程s」、「從數位內容到數位鏈結」、「教學創新多元

支持系統」等三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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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 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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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雜費減免、舞蹈系七年一貫免學費補助申請於即日起受理，相關

資訊已公告於學校網頁。 

 二、 【學校活動及學生社團】  

（一）海外藝耕服務隊於 8/2-13 至柬埔寨進行國際藝術營隊服務。 

（二）籌備 9/7 辦理 106 學年度社團評鑑暨觀摩會活動。 

學生住宿中心 

 一、 7/5-7/28施作綜合宿舍寢室80間壁癌處理及補漆工程。 

 二、 7/17-7/31 配合電算中心開始施作女一舍無線網路裝置工程。 

 三、 7/25 開放「106學年學士後學士學位學程」新生網路申請住宿登記。 

 四、 8月上旬起，各棟宿舍寢室採逐間實施冷氣機清洗及保養。 

 五、 8 月中旬起，各宿社由管理員實施逐層逐間寢室巡檢，巡檢項目： 

（一）公共區域（含樓梯、公布欄）整潔狀況。 

（二）各寢室內設施（含浴廁、冷氣機、桌椅）狀況及清潔。 

（三）廚房、洗衣間、曬衣間設施及清潔狀況。 

（四）各區域天花板有無破、漏及清潔狀況。 

 六、 預計8月上旬完成106學年第1學期新、舊生住宿寢室安排。 

生活輔導組 

 一、 106/7/27 尼莎颱風來襲前夕，援例以校園公告及發送 EDM 提醒各單位加強整備，下班

前記得將門窗關閉，並請依發佈之防颱警報事項，逐一做好準備 ；目前正值颱風高峰期，

本組隨時掌握氣象資訊，配合教育部校安中心發送校園安全通報，提醒各單位做好防颱

工作。 

 二、 各系自新生報到後，將陸續辦理迎新活動，除籲請各系瞭解同學迎新活動地點、參加人

數知會本組外，並勸導活動地點應遠離危險水域、高山及偏遠露營地等場所，以降低意

外風險。 

 三、 106 學年度新生始業教育課程經再檢視調整規劃如下： 
（一）預定於 106/9/6(三)至 9/8(五)08：30~15:30， 舉辦為期 3 天之新生入學始業教育課

程，其中 9/6(三)09:00~09:50 將辦理「始業式」，惠請各位主管預留時段，屆時蒞

場給予新生打氣。 

（二）為使本課程規劃更為周延，業已先行徵詢相關協辦單位，並依建議意見修正之，

課程草案如下： 

主題：「藝大開門-藝心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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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北藝大是藝術寶藏所在地，新生入校學習如開展挖掘寶藏的冒險之旅，期許新

生透過探索冒險歷程，尋找自我定位、創造自我價值。」 

106 年 9 月 6 日 

(星期三) 

106 年 9 月 7 日 

(星期四) 

106 年 9 月 8 日 

(星期五) 

08:30-08:50 
集合引導就位 

<學生幹部> 08:30-08:50
集合引導就位 

<學生幹部>

08:00-12:00 
樂藝•健檢去

 

<衛保組>

09:00-09:50 

始業式• 

校長致詞暨介紹師

長 

<校長> 

08:50-09:50

北藝小學堂• 

“通通”動起來

 <通識教育中心>

09:50-10:00 休  息 09:50-10:00 休   息

10:00-10:20 
蛻變•北藝大 

<校簡介影片> 

10:00-10:15
藝思•教育學程簡介 

<師資培育中心>

10:15-10:30

愛上圖書館-- 

閱讀•學習•零距離 

<圖書館>

10:20-10:50 
北藝頌•校歌學堂 

<生輔組> 10:30-10:45
Teaching Learning Best藝 

       <CTL>

10:50-11:00 休  息 10:45-10:50 休  息 

11:00-12:00 

安全保可夢~ 

藝起好汔機 

防震１２３ 
<生輔組> 

10:50-12:00
新心相映 

<學生諮商中心>

12:00-13:10        午     休

13:10-14:１0 
藝起逗陣 Ι 

自由創藝 

<生輔組> 
13:10-15:10

不完美心跳 Lost Heartbeat•CPR

練習 

<衛保組>

13:10-14:10 

愛知旅~ 
迎向健康、擁
抱愛 

北藝健康生

活圈

<衛保組>
14:20-15:20 

系務簡介、 

選課輔導暨導師時間 

<各系> 

15:20-15:30 休  息 15:10-15:20 休  息 14:10-14:20 休   息 

15:30-17:00 

藝宿安全 ‧ 

 BoBi  Go ! 

 

<學生住宿中心> 

15:20-17:00

校園巡禮-- 

1.劇場安全真體驗 

2.安全廊道知多少 

3.新玩藝•社團博覽會 

<展演中心、性平會、

總務處、課指組>

14:20-15:30 
藝起逗陣Ⅱ 

構思發表會

<生輔組>

 

衛生保健組 

 一、【衛生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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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健康資料檔案整理及過期文件銷毀。 

（二）醫療衛材盤點及採購。 

（三）門診醫療招標。 

 二、【健康促進】 

（一）撰寫 107 年度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二）撰寫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成果報告。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理諮商】 

暑假期間仍持續提供心理諮商服務，106/7/1-8/1 期間個別諮商達 80 人次(29 人)，來談議

題排序分別為：家庭困擾、情緒調適、感情議題。 

 二、 【心理衛生教育推廣】 

（一）印製 105 學年度心理諮商及心衛推廣相關業務成果報告。 

（二）規劃 106-1 舞動青春系列「你有 lifestyle 嗎?」舞蹈系先修班班級輔導活動。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7 至 10 月進行畢業生流向追蹤，本年度追蹤對象為 100、102、104 學年度畢業之

畢業生，此次畢業生流向追蹤共計 3 名訪員，已完成訪談技巧等培訓課程，目前

正在追蹤 104 學年度之畢業生流向調查。 

（二）106-1 學期預計辦理兩日職涯工作坊，並規劃至電視台進行參訪活動。 

 四、 【資源教室】 

（一）106 年 1~6 月經費彙整暨下半年度輔導活動規劃。 

（二）106 年 10 月師大特教中心到校輔導相關訪視資料準備。 

 五、 【性別平等教育】 

（一）印製 105 學年度性別平等教育推廣業務成果報告。 

（二）規劃 106-1 學期性平推廣宣導主題及相關宣導活動(新生訓練、性平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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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 106 年 8 月 2 日

研究發展處工作重點 

 一、 本校辦理第二週期校務評鑑 

 (一) 本處為學校聯絡總窗口及統籌執行單位。高教評鑑中心預計於 106/11 辦理受評日期

抽籤，並將陸續與學校聯繫行政作業。 

 (二) 本校預計 106/12/11 辦理校務自我評鑑實地訪評，作業進度如下： 

(1)業完成本校 107 年校務自評實施計畫法制程序並公告實施。 

(2)目前由本處與教務處、秘書室進行自我評鑑報告書資料蒐集、彙整與撰寫。 

(3)依前次校務自評計畫小組會議決議，自評指導委員會及實地訪評委員人選待陳校

長確認人選名單並依程序簽核後召開自評指導委員會確認本次評鑑總體規劃。 

 二、 重要計畫推動與執行情形 

 (一)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1. 業依 7/12 計畫說明會公告重點，於 7/18、7/26 與教務處共商整理計畫架構初稿 

2. 預計於 8/2 由校長主持專案會議討論與修正。 

 (二) 本校公共藝術設置專案 

1.研究生宿舍公共藝術設置案：刻正辦理徵選結果報告書撰寫，預計 8 月上旬函報

送北市府文化局審議。 

2.科技藝術館公共藝術設置案刻由藝科中心邀請藝術家參與比件，預計於 7 月底前

完成設置計畫書報送台北市文化局審議。 

3.文化部函送 106 年公共藝術維護狀況通報表，業於 7/7 送請保管單位動畫系、保管

組、住宿中心於 8/2(三)前將調查表回傳本處，以利彙整送交北市文化局。 

 (三) 中影公司與本校文創發展中心共同辦理「中影製片廠 2017 影像製作實務營」將於

8/7 至 9/9 辦理兩梯次活動，第一梯次招生業已額滿，第二梯次招生即將額滿。 

 三、 近期重要徵求計畫及推動情形 

 (一) 科技部函知責定由各校自訂專任助理工作酬金及延攬客座科技人才博士後人員教學

研究費支給標準並自 106/8/1 起適用，業經人事室研提本校規準並簽准在案，本處依

規限完成規準文件上傳科技部系統，俾利後續計畫申請人編列經費及科技部審核經

費之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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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產學技術聯盟合作計畫(產學小

聯盟) 
106/9/4(五) 106/7/12 北藝大研字

第 106000527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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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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度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

短期研究 
106/5/1-8/31 隨收隨送審 106/04/14北藝大研字

第 1060002664 號 

(2)德國學術交流總署(DAAD)補助博

士生赴德進修(三明治計畫) 
106/9/8(五) 106/7/4北藝大研字第

1060004974 號 

3.國際合作、交流計畫(議題含人社藝術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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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106 年第 2 期 106/9/26 (二) 
107 年第 1 期 106/3/28 (三) 

常態補助不另公告 

(5)台法(BFT)雙邊研討會 106/8/22 (二) 106/4/28 北藝大研字

第 1060003034 號 
(6)德國研究基金會(MOST-DFG)

雙邊研討會及研究訪問計畫 
會議舉辦日前 6 週隨收隨送隨審 106/5/8 北藝大研字

第 1060003292 號 
(7)中歐三國 2018-2019 國際合作

計畫人員交流 PPP 計畫 
106/9/8(五) 106/6/16 北藝大研字

第 1060004581 號 
(8)台法(MOST-INRIA)聯合團隊

人員交流計畫 
106/9/21(四) 106/7/12 北藝大研字

第 106000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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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8) 

類型 徵件計畫 案件數 

申請 
研究生申請出席國際會議 3 

各類型計畫經費請款 14 

核定 

研究生申請出席國際會議 1 

專題研究計畫 11 

延攬科技人才/博後 1 

補助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論文 1 

變更 
計畫執行變更申請 報部核准程序 2 

計畫執行變更申請 校內簽陳程序 1 

結案 各類型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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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非科技部之政府近期徵件計畫 

計畫名稱 申請截止 公告文號 

1.教育部補助辦理國際學術教育交流活

動（含國內辦理國際學術研討會、研習營

或學術講座赴海外舉辦之教育展、辦理招

生宣導活動或校際間國際學術研討會教

育部政策認定之國際學術教育交流活動

不含藝文、音樂展演、參加國際節日及國

際技藝能比賽等活動） 

每年三次 
1. 2/1~2/28 受理當年 5~8 月

辦理之活動 
2. 6/1(四)~6/30(五)受理當年

9~12 月辦理之活動 
3. 11/1(三)~11/30(四)受理次

年 1~4 月辦理之活動 

常態補助不另

公告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 106-109 學校特色發展計畫(第一年) (106/1~106/12) 

 一、 2017 GenieLab 妖山混血盃─跨域創意實驗室 

 (ㄧ) 業於 7/5 完成徵件審查會議並於 7/18 公告甄選結果。各入選計畫預計於 8 月擇定指

導教師，並完成簽約、第 1 階段獎勵金核撥、場地協調等作業。 

 (二) 業完成實驗計畫呈現工作方案及期程規劃，將陸續與各計畫團隊研商。 

 二、 2017 關渡藝術節教育場，併北一區戶外教育計畫(106/5-106/11)執行 

 (ㄧ) 本年業規劃 5 場次：1.10/05(四)14:30 德國呂貝克音樂院爵士樂團 

2.10/12(四)14:30 瑞士 Cie ZeiSprung 舞團 

3.10/13(五)14:30 蒙古國立藝術與文化大學 

4.10/20(五)14:30 三校舞蹈系聯演 

5.10/27(五)15:00 日本沖繩縣立藝術大學 

 (二) 業已邀請鄰近中小學校參加，各校預計於 8 月底再回覆參加場次。 

專案名稱：教育部 105 年補助圖書儀器設備計畫(105/12/1-106/8/31) 

 ㄧ、 各單位經費運用情形 (截至 106/7/28) 

執行單位 進度(%) 執行單位 進度(%) 

美術學院 59.25 新媒系 62.19 

戲劇系 87.75 電算中心 92.34 

劇設系 87.94 圖書館 98.10 

經費執行進度未滿 80%之單位，敬請加速辦理，以利結案。 

 二、 本年度計畫執行成果報告撰寫格式業寄送各執行單位請於 8/30 前回覆本處彙整。 

專案名稱：教育部臺灣人才躍昇計畫 (103/12-106/11) 

 一、 各單位國際學人創研團隊專案執行國際講座活動(106 年 1-11 月) 

執行單位 時程 國際師資 活動名稱 

舞蹈學院 
106/1~106/6 Leigh Warren 開設舞蹈技巧專題課程、舞作排演課程 

106/10~106/11 David Krügel 開設舞蹈名作研習、排練與呈現課程 

戲劇系 106/8/1~9/10 細井尚子 主持東亞大眾戲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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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11~6/23 
106/7/11~7/25 
106/8/10~8/22 

坂東扇菊 日本舞踊工作坊 

106/9/1~11/30 Christoph Lepschy 開設戲劇顧問、劇場與都市記憶等課程 

影新學院 106/2~106/8 陳珠櫻 
新媒體藝術及《無限軀體》等創作與教學計

畫 

文資學院 106/4/12~7/12 
Fabienne 
Galangau-Quérat 

規劃「資產詮釋與跨域策展」工作坊並在博

館所開設相關課程 

劇設系 106/5~106/11 蘇珮琪 
主持劇設系服裝設計專題課程協助策辦

WSD 策展工作 

電影系 
106/9~107/1 Ron Norman 開設電影編劇課程 

106/9/30~10/29 Brian Dunnigan 主持電影編劇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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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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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資學院 
106/2~106/5 
*第二期延續計畫 2 實習 

法國國立自然史博物館 
法國人類博物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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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實習 美國紐約 Hof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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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106/11 1 交換就讀 英國 Middlesex 大學 
 

 三、 106 年計畫期中成果報告及績效表 

 (一) 已陸續回收各執行單位更新補充的第三期期中(105/12/1~106/6/30)執行成果報告書，

已編輯彙整舞蹈學院、戲劇學系的報告書，續請修改補充。暫定於 7/21（五）提供

總計畫期中績效報告書初稿，呈鈞長核閱以備提報教育部。 

 (二) 本計畫將於 11/30(四)結束為便及早準備報部成果報告本年度期末報告及績效調查表

回填作業時間預定於 9/25(ㄧ)-10/16(ㄧ)辦理。計畫辦公室將視教育部要求繳交報告

情形更新通知期末報告工作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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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 年 8 月 2 日 

總務處重點工作 

一、 校舍興建與修繕： 

(一) 「活動中心修漏改善及特殊教室工程」於106/06/16及106/06/27兩次辦理開標，均因

投標廠商家數不足或無廠商投標而流標。經建築師重新檢討預算內容並簽奉核定後

，再於106/07/18辦理開標，因僅有1家廠商投標而流程，續於106/07/25辦理開標，

因最低標廠商之標價超過底價但不逾預算，已於106/07/26簽淮超底價決標。 

(二) 「音二館一樓廁所改善工程」已於106/07/04辦理開標並順利決標，並於106/07/21

音樂學院院長選定材料色樣，工期為30日曆天，且為配合使用單位暑期活動期程於

106/07/31進場施工。 

(三) 「體泳館外觀(鋼構)整修工程」於106/07/18辦理開標，因投標廠商(僅2家)未達3家

而流標，經再次上網公告招標後於106/07/25開標並順利決標，並於106/08/02會召開

施工協調會議，續於106/08/03進場開工，工期為45日曆天。 

(四) 「跨藝音樂學程專業實驗室裝修工程」已於106/06/30及106/07/04召開兩次設計檢討

會議，並由廠商於106/07/07完成圖說修正，經再次審查後又於106/07/17檢送修正細

部設計圖說(第3版)，經審查後已於106/07/25備齊招標文件簽陳，已於106/07/31奉

核當日即上網公告招標，預計公告14天，訂106/08/15開標。 

(五) 「音一館琴房整修工程」已於106/07/04召開施工前協調會，廠商續於106/07/07進場

開工，工期為45日曆天，已由廠商檢具各材料文件提送本校核定，目前進行地板及

隔音門之修繕。 

二、 環境與設備服務： 

(一) 本(106)年度全校水塔定期清洗訂於106年8月12日(六)至106年8月13日(日)施作，另

高壓電設備定期巡檢則於106年8月26日(六)施作，施作過程中須配合停水及停電，

請各單位預做因應措施，若有任何疑問請洽本處營繕組，造成不便處敬請見諒。 

(二) 「關渡美術館展場照明系統改善工程」已於106/07/28備齊招標文件簽陳，俟奉核後

即上網公告招標。 

(三) 本處事務組已於近兩週巡查全校118部緊急電話，部分線路銹蝕或故障者已請維護

廠商修復，以維護緊急之通話正常。 

(四) 暑假期間洗地打蠟作業已與各單位協調時間進行，106/07/29施作行政大樓部分，

106/07/31施作音二館部分，106/08/05施作研究大樓部分，至於尚未施作之單位將會

另行聯繫以協調合宜時間。 

(五) 因應尼莎颱風侵襲，本處事務組駐衛警同仁於106/07/28協助巡視部分校舍頂樓，確

認露臺出入門扇是否確實關閉，併此籲請各校舍使用單位善盡管理職責，於颱風警

報前後應自行巡視校舍門窗，確認關閉無誤，倘若有故障情事即報請本處營繕組緊

急修繕，以減少強風豪雨中之受災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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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音樂一館空調改善計畫(第2期)」因全案進度達50%以上，已於106/07/28發函向補

助單位請領第二期補助款。 

(七) 「女一舍熱泵工程節能績效保證計畫」已於106/07/13簽呈統包工程招標文件，另同

步陳送教育部審核，經於106/07/20簽奉核准後即上網公告招標，訂於106/08/04辦理

開標進行資格審查。 

(八) 「增設建物用水監控設備工程」由廠商進場安裝施作後已於106/06/30完成現場設備

安裝及系統整合並進行測試，並於106/07/13辦理驗收通過。 

三、 公共設施及教學支援： 

(一) 配合校內一級主管之異動，協助辦理卸任主管公務手機之退租或過戶，並依據新任

主管名單聯繫新任主管，依據需求辦理公務手機新租或過戶。 

(二) 106/08/19(星期六)保德信人壽公司租借本校鷺鷥草原及藝術大道等空間舉辦員工家

庭日活動，並定於106/08/18進場布置，本處除將於活動時派員值勤，並將於活動前

召開工作協調會，以期減少活動對本校之干擾。 

(三) 配合新任主管就任，已於106/07/28安排1場主管電子公文系統教育訓練，並將洽詢

其他新任主管行程以安排其他教育訓練場次。 

(四) 配合本校106/08/01新舊任校長交接，為利業務銜接，已辦理出納業務相關之機關代

表人變更及向各校務基金專戶金融行庫申請移交文件事宜： 

1.106/07/26辦理本校校務基金各專戶及郵局之機關代表人印鑑變更及餘額證明申

請事宜。 

2.106/07/27至國稅局北投稽徵所辦理本校校園營運管理營業人(場地租借)負責人、

綜合所得稅扣繳義務人變更申請等事宜，待稽徵所審核通知後辦理變更程序。 

(五) 106年6月份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機關負擔147,684元，另代扣個人負擔21,175元，106

年1-6月機關負擔計155萬1,901元，較105年同期(155萬2,318元)減少417元(0.03%)。

(六) 本校研究生宿舍工程校務基金貸款案業依奉核簽呈於106/07/31發文通知第一商業

銀行北投分行於106/08/07動支新台幣2,539萬元(累計動支新台幣101,000,000元)，並

已知會學務處住宿中心，嗣後依約辦理還款事宜。 

(七) 本年度文件銷毀作業於106/07/19辦理，計有16個單位參加。由於尚有單位仍有文件

整理中，將聯繫相關單位於106/08/25將需求單送交文書組彙整，俾便辦理第二次銷

毀作業。 

(八) 民眾王琮方先生投訴於105/08/14下午約1時30分欲前往本校網球場打球時，騎乘腳

踏車行經舞蹈系館東側旁道路，因道路底端排水溝蓋孔隙寬度超過其輪胎寬度致跌

倒受傷，本處雖已聯繫保險公司辦理公共意外險之理賠，惟王君認為額度太低而拒

絕接受，遂向法院請求本校應賠償損害136.5萬元，全案於106/06/19簽奉核定委由

本校法律顧問「林信和律師事務所」辦理全般訴訟事宜，委任書及答辯狀均已由律

師事務所送達士林地方法院，出庭日期尚待士林地方法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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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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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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5月規劃年度個資管理期程。校內配合單位及人員：行政小組。 

2. 6月～9月進行全校個資盤點。配合單位及人員：各行政單位、教學單位個資

專人。 

3. 9月進行事故應變演練。配合單位及人員：未定。 

4. 10月進行適法性評估。配合單位及人員：行政小組。 

5. 10月～11月進行個資風險評估。配合單位及人員：各行政單位、教學單位個

資專人。 

6. 11月～12月進行個資風險評估及管理。配合單位及人員：各行政單位、教學

單位個資專人。 

7. 明年1月~2月進行個資制度稽核作業。配合單位及人員：各行政單位、教學

單位個資專人、內稽小組。 

(二)最新辦理情形： 

1. 配合106學年度二級主管更動將影響各單位個資專人調整，待更新名單後通

知各單位進行全校個資盤點。 

 二、 校園網路及安全： 

(一)Hinet 對外光纖到府專線租約已到期，目前共計租用 100M/20M 線路五路，因

為現在 Hinet 線路租金已經調降，屆時上簽請購擬增加 100M/20M 三路租用，

共計 100M/20M 線路八路，用以滿足開學後校園網路用量與設備設定所需的

IP。 

(二)校內相關設備紀錄檔、軟體監控暑假期間尚無嚴重電腦病毒擴散，持續監控。

(三)女一舍無線網路工程，目前已設定好 AP 相關組態，待 2F、4F、5F 佈好線路

後即可安裝，進行測試。 

(四)協助校長室、副校長室、傳音系、新媒系故障與電腦問題排除。 

(五)音樂系同仁帳號密碼被校外人士猜中，將該帳號對校外發送大量 EDM，被校

外防垃圾郵件單位評定校內郵件伺服器為 spamer，經更改路由後恢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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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1061新生資料。 

2. 學務系統：離校程序學生畢業流向填報追蹤。 

3. 招生系統：106學年度正備報到作業。 

4. 人事系統：106學年度兼任教師聘書樣版調整及列印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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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雜費系統：106-1學雜費資料測試。 

6. 遠距教室視訊會議系統：新投影機及環控電力工程招標作業。 

(二)進行中之重要系統增修及開發工作： 

1. 學雜費中可貸金額項目配合教育部解釋，將原本不可貸的網路與電腦使用費

改列入可貸金額，預計調整學雜費計算程式及報表於106學年度上線使用。 

 四、 其他： 

(一)資本門專項計畫執行規劃 

1. 校園網路強力防火牆預計7/31可完成測試，預定八月底以前進行採購程序，

預期成效:可以加強對校內作一有效閘道阻隔校外對內網路攻擊。 

2. 女一舍無線網路，已於7/10開始施工，預計8月底可完成建置與檢核，預期

成效：女一舍宿舍房間內可使用無線網路。 

(二)校園微軟授權網站建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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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流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 年 8 月 2 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 國際交流業務 

(一) 與泰國清邁大學聯繫姐妹校簽訂事宜，待對方簽署寄回合約，即為本校第 78 所姐妹

校。 

(二) 協助於7月26日安排一德里里長帶大陸參訪團至本校參訪交流。 

  

二、 境外學生業務 

(一) 

 

 

寄發106學年度本校境外學生(外國學生、僑生、陸生、國際暨大陸交換生)新生入學

須知，含居留簽證辦理、單次入台證、來臺必須攜帶之文件、保險事宜與註冊報到流

程等。 

(二) 106學年度本校境外學生(外國學生、僑生、陸生)住宿調查。 

(三) 指派外國學生、僑生事務承辦人員於7月26日至世新大學參加全國大專校院境外生資

料管理資訊系統說明會，以利業務執行。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105 學年度領取教育部學海奬學金赴外交換同學返國辦理核銷。 

(二) 協助 106 年度國際暨大陸交換生辦理入學相關事宜，並於學校系統中進行建檔流程。 

(三) 寄發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陸交換學生入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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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 年 8 月 2 日 

音樂學院重點工作 
音樂學院 

 一、 持續協助音樂系所的「菁英入學」與「璞玉培植」獎學金系列計畫募款。 

 二、 音二館1樓廁所整修工程預計於7月31日開始進行。 

 三、 第25期關渡音樂學刊已上傳至學院網站；網站亦已更新新院長簡介以及相關

內容。 

 四、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欲於11月3日與柏林愛樂交響樂團伸縮號首席來校舉辦音樂

會，建議王雲幼藝術總監評估今年關渡藝術節是否可延長至11月3日，並將該

音樂會納入關渡藝術節之節目。 

音樂學系、管絃與擊樂研究所、音樂學研究所 

 一、 持續聯絡並協助辦理系所兼任教師填報本校「兼任教師勞、健保暨勞工退休

金(離職儲金)資料表」。 

 二、 系所官網106學年度專兼任師資資訊內容更新。 

 三、 107學年度僑生及港澳生招生考試簡章中英文版一校。 

 四、 辦理音樂系 (含碩士班)及管絃擊所105學年度赴國外交換生成績登錄抵免。 

 五、 辦理106學年度第1學期線上配班選課，含「主修」、傳統樂器(古琴/琵琶) 、「

新音樂演奏與實習」及「爵士大樂團」等課程。  

 六、 106學年度第1學期專題演講檔期及講者聯繫安排。 

 七、 國立嘉義大學音樂系教授兼人文藝術學院院長劉榮義老師將於106年8月18日

假本校音樂廳舉行一場「Oboe Gala Taiwan 傳承‧雙簧管 ― 音符上的三十

年」音樂會，協助處理貴賓票券相關事宜。 

 八、 協助管絃樂團指揮梶間聰夫老師辦理關渡藝術節演出譜租借授權事宜。 

傳統音樂系 

 一、 本系參與「2017仲夏來尞－藝文聯誼茶會」後續核銷作業持續辦理中。 

 二、 106-1高中藝術新鮮人活動聯絡進行中。 

 三、 本系王世榮老師以及學生任林建生紀念圖書館「日本箏體驗坊」之講師。原

定活動為7月29及7月30日兩天，因颱風延至8月5日及8月6日。 

 四、 配合教學支援中心規劃之時程，進行「106年教學創新試辦計畫」計畫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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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 年 8 月 2 日 

美術學院重點工作 
一、 姊妹校沖繩藝術大學交換講座事宜，邀請波多野泉教授，於 9/11~9/16 進行漆作工

作坊。 

二、 

 

 

姊妹校東京藝術大學策展背包客工作坊事宜，邀請住友文彥教授與師生共 14 名，

於 9/6~9/10 進行交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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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大學部學生辦理離校手續。 

二、 

三、 

四、 

針對大學部畢業班學生成績審查缺修狀況輔導。 

碩博士生進行大綱、學位考試相關事宜、畢業離校事宜。 

美術學系碩士班畢業展「過場」目前刻正展覽中(2017.7/23～8/14)，訂於本周六 8/5 

13:00 假地下美術館進行開幕講座，邀請藝術家郭維國、趙世琛，策展人郭昭蘭進

行與談。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碩博士生進行大綱、學位考試相關事宜、畢業離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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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 年 8 月 2 日 

戲劇學院重點工作 
 一、 劇場設計學系 8/1 起聘專任助理教授林隆圭老師，未來將進行演出製作相關教

學。 

 二、 8/09~8/10 劇場設計學系年度財產盤點。 

 三、 戲劇學習邀請法國陽光劇團資深演員 Maurice Durozler 來台舉辦 2017 陽光劇團

工作坊，自 7/13 至 8/13，並於最後一週開放彩排觀摩。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人才躍昇計畫 
 一、 日本舞踊坂東善菊老師已於7/13來台舉辦例行性工作坊，並於7/25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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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 年 8 月 2 日  

 

舞蹈學院工作重點 

舞蹈學院 

一、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文化節目持續進行排練，近期於 2017 年 8 月 1、2、3 日於台北田

徑場進行分段整排，8 月 8 日至 8 月 11 日進行全員技排，8 月 15 日至 8 月 18 日進行全

員總彩排，於 8 月 19 日進行開幕演出。此次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文化節目主要導演及

創意工作絕大部分皆由本校教師及校友、學生擔綱發想及執行，本院亦動員 102 名大學

部及校友參與演出，106 年傑出校友簡珮如亦自美返台參與排演，將於本開幕活動呈現

獨舞。   

二、本校簽約姊妹校「蒙古國立藝術與文化大學」交換教師計畫，本院已於六月下旬至七月

份指派楊美蓉老師前往教學，已順利完成。目前擬邀請該大學 Munkhbadrakh 

Munguntsetseg 老師於 106 學年第 1 學期至本學院無償交換授課，交通費及住宿費擬由

「教育部 106-109 年學校發展特色計畫－創新．移動．藝術節（第一年）」補助，優惠

住宿簽核中。 

三、2017 關渡藝術節本學院負責接待舞蹈 10 個團隊，並負責開幕式及三校聯演，相關接待

及宣傳資料聯繫中。 

舞蹈學系七年一貫制 

一、前澳洲Sydney Dance Company明星舞者，理查・契理以及娜塔莉・艾倫將於暑期2017

年8月1日至8月4日上午於本系開設大師課程及工作坊，目前各班約有70人參與。 

二、本校七年一貫制七年級實習舞團「焦點舞團」於11月份前往姊妹校泰國布拉帕大學進

行交流，相關機票、住宿及交流事宜辦理中。 

舞蹈研究所 

一、106學年度第一學期課程因應教育部教學創新計畫獲補助，將進行部分課程調整，師資

課程內容調整部分正進行與學生協調及聯繫中。 

二、持續協助應屆畢業生進行新論文上傳系統及離校工作。 

三、將聯絡研究所新生說明有關課程架構及修業須知，並因應僑外陸生抵台時程，於開學

第一週辦理新生座談會。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專案名稱：教育部人才躍昇計畫 

（一）確認交換研究生劉育寧及王筑樺等學分申報及抵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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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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 日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重點工作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電影創作學系 

 一、 電影系執行與中影公司產學合作計畫，已開始進行107年度電影長片劇本徵選，同

時陸續進行106年度電影長片製作會議。 

 二、 2017第九屆關渡電影影節籌備工作刻積極進行中。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已完成系主任交接工作，自106學年度第1學期起由戴嘉明副教授兼任系、

所主任。 

 二、 新媒系碩士班陳奕如、高德亮、郭佩琪、許巽翔共四組同學參與教育部補助、本

校研發處承辦之「學校發展特色計畫─創新．移動．藝術節」，通過「2017 GenieLab

妖山混血盃─跨域創意實驗室」甄選，共獲補助28萬元。 

動畫學系 

 一、 2017關渡國際動畫節籌備進度如下： 

1. 將於活動期間邀請邀請巴黎第八大學陳珠櫻老師及Cédric Plessiet講師來台進行

演講與工作坊。 

2. 將與韓國獨立動畫影展交換網頁橫幅連結及廣告頁面，藉以提升活動國際知名

度。 

3. 將與法國在台協會合作，於動畫節特別播映2016年渥太華國際動畫影展首獎動

畫片《Louise en h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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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 年 8 月 2 日 

文化資源學院重點工作 

 一、 辦理科技部跨領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聘任兼任助理相關事宜。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GRIPS)都市計畫研究所預計於 10 / 2 來校交流，現正聯

繫參訪事宜。 

 

藝術行政與管理研究所 

一、 「藝術經紀和文化策展專題」課程 :  7/29~8/5 帶領同學進入偏遠農村，站在土地

上思考農村問題，以及社區營造和農業發展，學習做個生活者，把台灣第一個有

機村-羅山村當成生態博物館，用生態博物館的概念思考文化策展，用文化產業概

念思考經濟。此課程邁入第三年，本年課程不僅有見地觀察研討，更有歷屆同學

組織實踐的羅山生活節，帶領旅人體驗農家課程及認識羅山人文特色活動 

二、 7/27~28 舉辦 2 場學位考試，本學期共 11 場學位考試全數辦理完畢。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本所研究生籌辦【2017藝遊祭．誰是魔法師？】五天四夜兒童藝術夏令營已圓滿

落幕，目前陸續進行經費結算與成果報告。 

二、 105-2學期共19場研究生研究大綱審查暨學位考試於7/20全部順利舉行，並陸續協

助研究生進行畢業離校手續。 

三、 「美感教育活化教學五年計畫」： 

（一） 第二階段「高中／職教師表演藝術及新媒體藝術研習計畫」執行完畢，陸續進行

經費核銷與結案報告。 

（二） 下一期計畫申請「美感教育活化教學－第三階段：推廣與研發高中/職微型音樂劇

及新媒影像實驗課程計畫書及經費表」已提交教育部審核。 

  

博物館研究所 

一、 今年度本院迎新活動由本所承辦，活動訂於 9 / 9 假美術學院F205視聽室舉辦，將

邀請本學院五個所的教職員及本年度各所(含博一)新生一同參與，亦將邀請校長參

與及致詞，現階段確認本學院各所參與的師生名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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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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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館－藝術、科學、當代社會變遷」，本案第二年度主軸為研討會論文集彙編計畫

，全文稿件已蒐集達九成以上，並送印刷廠初排，論文集封面打樣預訂於7月底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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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召開驗收會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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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過審查，本案無形文化資產實務執行參考手冊預訂送印500本，並預

訂於7/31前結案。 

五、 關渡宫委託「關渡宮文物館規劃案」，已開始撰寫本案期中報告，以及構思本案的

展示構想;預訂於8月中旬與關渡宮開會報告現階段工作進度並互相交換意見。7/20

召開小組會議，向協同主持人諮詢庫房及文物修復之建議。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持續規劃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社群-文資 Brown Bag 活動，106-1 預計安排 7

場，現階段正積極與文資教師及博碩士班學生協調相關發表細節，預訂 9/18 前向

CTL 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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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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 日 

通識暨共同教育委員會重點工作 
通識教育中心 

一、 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三校合作通識課程維持邀請政大蘇文郎老師(日文)、朴炳善老

師(韓文)以及陽明大學任一安老師(性別與醫學)至本校授課。本校則由邱博舜老師

與蘇守政老師前往政大擔任通識課程授課。 

二、 106-1 學期校園多益考試時間將於 9/1(五)~10/16(一)公告報名，11/18(六)進行考

試，可於 12/7(四)上網查詢成績。 

師資培育中心 

一、 106 年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專長學分班 8/8 日(二)正式開課。另外教育部公費學分

班班第二階段課程至 8/24 日(四)結束。 

二、 繳交教育部深耕計畫初步構想內容。 

三、 進行主管交接資料彙整。 

體育室 

一、 籌備106學年度全校大隊接力比賽及新生藝活盃5對5籃球賽，初步預計11月份舉辦，

相關辦法擬定後公告。 

二、 106年科技部延攬科技人才及兩岸科技交流 (延攬博士後研究人才)計畫通過，辦理相

關後續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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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藝術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 年 8 月 2 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 劇場使用事項 

 (一) 音樂廳 

1. 7/17~19，7/25~27 外租鄧吉龍聲樂錄音執行完成。 

2. 7/29~30 外租擊樂文教基金會《國際打擊樂夏令研習營》。 

3. 7/31 外租《弦樂之音弦樂團》。 

 (二) 戲劇廳  

1. 7/17~7/19 空調保養 

2. 7/31~8/6 外租凱達格蘭學校《十二怒漢》 

 (三) 舞蹈廳 

1. 7/17~7/19 空調保養 

2. 7/20~23 外租傳藝中心《國光劇團》裝台排練演出執行完成。 

3. 7/25~30 外租傳藝中心《臺北木偶劇團》裝台排練演出執行完成。 

 

 

(四) 佈景工廠 

1. 配合各項活動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支援。 

 

 

(五) 服裝工廠 

1. 場地、設備整理保養。 

 

 

(六) 參觀導覽 

1. 6/28教育部姚次長來校參訪戲劇廳，導覽執行完成。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Rendez-Vous（匯聚） 2017關渡藝術節』 
 一、 『Rendez-Vous（匯聚） 2017關渡藝術節』暫訂9/11下午3:30召開第五次籌備會議，

9/18召開記者會（仍需待新校長8月上任才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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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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 
 一、 邀請展《2017 TAIPEI 101 Smart Trend 智慧趨勢展》 

1. 獲臺北 101（臺北金融大樓股份有限公司）邀請參加《2017 TAIPEI 101 Smart 

Trend 智慧趨勢展》，展覽時間為 106 年 8 月 21 日至 9 月 22 日，展覽地點於臺

北 101 金融大樓 1 樓大廳，展覽記者會於 8 月 21 日下午 1 點舉行，歡迎各位師

長蒞臨參加。 

2. 中心受邀進行展覽主題專題演講，題目為「未來藝術的新可能：新媒體與跨領

域」，演講時間為 8 月 22 日下午 4 點，並於本次展覽舞臺（臺北 101 金融大樓 1

樓大廳）舉行。 

3. 將於 8 月 19 日、20 日進行場佈工作，正進行合約簽定、展覽空間硬體規劃與測

試、展場視覺設計、活動文宣製作等作業。 

 二、 國際新媒體互動跨域工作坊 

1. 與法國里昂音樂創音中心（GRAME）、本校音樂系共同舉辦跨域工作坊活動，

課程內容以應用由 GRAME 開發的互動整合程式 Light Wall Syetem，讓校內學生

體驗人體動作、聲音、影像的跨域表演與程現。 

2. 活動擬定於 11 月 18 日至 20 日舉辦，現正進行活動內容規劃討論作業。 

 三、 本中心年度跨域創作計畫：科技媒體無人劇場《罪惡之城》專輯製作 

1. 版面設計：已完成專輯落版討論事宜，美編設計正進行第一版設計製作。 

2. 影片剪輯：現正確認最後版本。 

3. 圖片整理：正就演出劇照、平面圖照、工作記錄照片等項目進行篩選。 

4. 專文：創作論述、導演與編劇對談、創作日誌、展覽版開場文待發翻譯。 

5. 創作日誌：現正進行創作日誌整理。 

 四、 本校「科技藝術館新建工程」 

1. 6 月 22 日與總務處、建築師事務所、展演藝術中心召開專業設施工作小組第四

次討論會議，針對展演廳的工作燈與場燈／觀眾席燈系統、展演用木地板、吸

音建置規劃及各式展演訊號管線等專業項目規劃內容進行詳細討論，以便按照

預定的工作時程進行建造。 

2. 7 月 12 日與總務處、建築師事務所召開招標預算編列研商會議，設計單位所送

修正整體預算內容，包含專業設備預算、尚有工項金額不符、項目內容不明確

等問題，業務單位提示多項意見，仍請設計單位逐一檢查確認，以利繼續檢討。

 五、 科技藝術展覽室 

1. 106 年 7 月展覽室維護作業如下：《機械提琴》控制馬達線材維護及加強焊點、

《名畫大發現－清明上河圖》左側投影機投影範圍微調及畫面融接程式調整、

《築霧》造霧機硬體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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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來訪單位： 

7 月 4 日至 6 日配合 WSD 展覽規劃，協助 OISTAT（國際舞台美術家劇場建築

師暨劇場技術師組織）開會代表、參展設計師、展覽義工一行人來校參訪事宜。

7 月 6 日臺北金融大樓股份有限公司大樓事業部蔡清徽總經理一行來訪本中心，

並討論未來合作之可能性。 

7 月 10 日配合校長室規劃，協助中強光電張威儀董事長與馨昌股份有限公司鄧

傳馨董事長一行來校參訪事宜。 

7 月 12 日配合師培中心規劃，協助新北市立三芝國民中師生一行來校參訪事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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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 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推廣教育 

 (一) 推廣教育： 

 1. 夏日學校： 

(1) 2017年夏日學校於7/16圓滿落幕，本次共計202名學員參加，美術：18人、動

畫：53人、科藝：13人、電影：32人、舞蹈：39人、戲劇：47人。 

(2) 截至8/1已完成檢討報告並進行相關行政事務，費用核銷流程持續進行中。 

 2 推廣課程： 

(1) 2017秋季簡章已完成打樣，預計8月中發送簡章至各大藝文場所。 

(2) 目前秋季已開放報名課程： 

關渡校區- 11門課  

史博學堂-3系列主題，共計19門課  

華山學堂-14門課  

光點學堂-3門課  

大稻埕學堂-15門課 

 3. 學分班： 

(1)106年度第1學期隨班附讀學分班已於8/2與各系所確認完畢並上架。 

二、藝大書店 

 (一) 近期活動部分： 

 1. 7/25-9/25  陶藝社社團聯展。 

 (二) 規劃中活動部分： 

 1.  9 月 語言書展 

 2. 10 月 大學出版社聯展。 

 (三) 店務調整： 

 1. 6/17-9/10 暑期營業時間調整為 11:3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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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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 日 

中心重點工作 
 一、 本中心將與「伊誕創意視界」藝術總監伊誕‧巴瓦瓦隆，共同策劃「原味交織」

藝術展及工作坊，期間將放置伊誕老師其木雕、版畫、布畫及裝置藝術等作品，

預計將於9月15日(五)舉辦開幕儀式，敬請各位師長蒞臨指導。 

 (一) 展期106年9月16日至106年11月30日 

   

 二、 校內、外交流 

 (一) 為落實校內空間共享，本中心將陸續與各系所、民間藝師及藝術家，討論策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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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討論。 

 (二) 為拓展中心未來展覽的多元性與可能性，與甫結束的校內「關渡共生共好行動計

畫」之電視財產轉移，目前已正式置於「未來‧傳統實驗基地」門口播映中心活

動介紹，並歡迎校內各單位協請提供宣傳資訊。 

 (三) 本中心與師培中心吳玉鈴副教授、舞蹈學院趙綺芳副教授、私立亞東技術學院兼

任助理教授楊士範及新北市雙城國小陳正福母語教師，擬共同策劃及申請106年度

USR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舞動新原鄉─打造「新店溪洲阿美族生活文化園區

」，本計畫擬執行期程為106年8月1日至107年3月31日止，旨揭計畫經費預算共計

119萬8,600元整，業經5月16日校內審查並通過，已由研發處於5月25日寄發至計

畫辦公室。 

 (四) 本中心陳俊斌主任與本校圖書館，共同策劃及申請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亞太音樂文化》，本計畫執行期程為106年6月1日至107年5

月31日止。目前業已通過科技部之審查，補助經費共計243萬3仟元整，並已開始

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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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 年 8 月 2 日 

圖書館重點工作 
一、 閱覽典藏組： 

(一) 圖書館自動化系統版本升級(Aleph v22)作業正進行客製化程式及WebPAC功能測試

，預計開學前完成版本升級至22版，屆時系統整體運作效能將更提升。惟館內讀者

使用及館員作業共30餘台老舊電腦設備尚需經費配合汰舊換新，以彰顯系統效能。

(二) 「北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代借代還服務」於106/08/01重新啟動。 

(三) 配合學校財產盤點作業，本組已於106/06/30完成初盤工作，於106/07/13由保管組進

行複盤。本館館藏圖書已完成C類圖書之初、複盤工作。 

(四) 跨暑假借期調整：教師(專、兼任)到期日為106/09/18；學生及職員到期日為106/09/11(

開學日)。 

(五) 圖書館開館時間如下： 

樓層 平日 寒暑假 

四樓-七樓 週一~週五 8:30-21:30 

週六      8:30-20:00 

週日     13:00-17:00 

週一~週五 8:30-16:20 

三樓自修室 24 小時開放 8:30-凌晨 1:00 
 

(六) 圖書館三樓自修室空間配置及服務內容如下： 

分區名稱 說明 

公共自修區 提供 34 席自修座位。 

團體討論室 設置 3 間討論室供校內師生進行課業討論。 

個人研究室 設置 9 間研究室供專任教師及研究生進行論文寫作。 

資訊檢索區 提供 7 台電腦供校內師生使用。 

二、 採錄編目組： 

(一) 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105年度徐亞湘老師與本館提出「文

學I—戲曲與表演文化」案，計301萬，已於07/31結案；106年度刻正執行「亞太音

樂文化」計畫，係與陳俊斌老師合作，計畫金額243.3萬。 

(二) 105年度教育部圖書儀器設備補助款，本館獲配424.7萬，用以支應持續訂購之期刊

、資料庫(384.7萬)及上半年度之圖書款(40萬)。本案將於8月底結案，下半年度圖書

經費目前為零，將以專簽上陳，懇請鈞長支持。 

(三) 圖書資源持續強化數位化形式：為利於使用及緩解館藏空間壓力，期刊方面，近來

持續進行紙本形式停訂、改訂電子版意願調查，並新訂「機器人」、「Shopping Design

」等4種電子雜誌；圖書方面，若有特殊性質適用電子版者則以數位形式為主，例

如：配合科技部計畫採購之「申報」資料庫；資料庫方面，今年則新增：「Project 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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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 Collection」、「The International Index to Film Periodicals」及「Easy Test全民

英檢/多益模擬試題」。 

(四) 本校博碩士電子論文繳交平台自今年5月起由原華藝系統轉換至國家圖書館博碩士

論文系統，本學期畢業之碩博士生已陸續上傳，使用情況良好，並已將歷年書目資

料轉檔至新系統。 

(五) 「李哲洋教授典藏研究計畫前置作業」案，就手稿、散頁等少部份重要項目，再進

行細部清點，以利後續鑑價等作業進行。 

(六) 七樓過刊區的館藏空間不敷使用，因此暑假期間進行移架與適度淘汰作業，以疏通

足夠的空間，容納新期刊館藏。 

(七) 暑假期間進行期刊過刊書標的回溯作業，全面更新未含館藏代碼P，以及嚴重褪色

的書標。 

(八) 圖書館館藏統計(106/7/26) 

 圖書 電子書 CD DVD/

VCD 

套譜 期刊

裝訂

本 

期刊

現刊

手

稿 

舊式視

聽資料 

其他
總計 

中文 西文 中 大陸 西文          

170,324 68,565 39 11,772 51,469 16,094 13,204 2,726 39,643 4,716 82 73,514 1,779 453,927 
 

三、 校史發展組： 

(一) 校史室管理、展示內容更新與校史特展 

1. 規劃本校35週年校慶特展《關渡藝術節的誕生：1990年代藝術、展演與社群關

懷》，已完成展示基礎資料蒐集與子題規劃，以及初步訪談資料蒐集，展品與展示

文案預計於8月中旬定稿，9月執行設計排版與影音剪輯，106/10/20開幕。 

2. 校史室設備及展品定期巡視維護與管理，本年度部分展示內容更新，預計於特

展規劃同時進行。 

(二) 校史推廣 

1. 延伸校史室展示資料與內容於校史發展組臉書專頁推出系列報導，本年度以校

史區為主題，並預計於106/10/20出版為展示圖錄《藝術之道：序曲》，預計完成37

篇，目前已完成23篇，排版設計與插圖繪製預計於8月中旬完成，9月定稿。 

2. 導覽依預約需求辦理，106/07/21辦理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在職專班之導覽。 

(三) 校史蒐藏、數位典藏與紀錄 

1. 持續蒐集校史文物資料，並進行數位化與登錄詮釋。數位典藏平台之校史物件

已登錄817件，各學院協作登錄共約1500件；校發組內部清單已登錄2251件。

2. 7月下旬由課指組移轉2002年至2012年畢業紀念照相關資料，共163張，已全數

掃瞄數位化與登錄建檔。整理及分類由秘書室移轉之籌備處時期公文與文書檔

案，共219件，已掃瞄126件，待持續辦理與登錄建檔。 

3. 校史資料使用授權申請，今年已辦理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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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美術館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6 年 8 月 2 日 

美術館之重點工作 
 一、 展覽活動 

1. 7 月 1 日至 12 日《2017 世界劇場設計展》展覽及卸展工作完成。 

2. 7 月 13 日至 24 日，《版藝新象》、《忘山-謝牧岐個展》、《李明學個展-好多事量

販》、《毛旭輝-我就在這兒》，四檔展覽佈展工作及開幕活動完成。 

3. 關渡藝術節特展《熱帶氣旋》展覽籌備進度： 

7 月 31 日完成參展藝術家資料收集、展出作品確認。 

預計 8 月中完成策展專文收集並開始翻譯、校稿，文宣主視覺定稿、開始宣傳

短片拍攝製作。 

預計 8 月底完成場地規劃、各項佈展工程請購流程、確認展覽經費到位(已獲文

化部補助 50 萬元，尚缺 80 萬元展覽經費)、開始進行第一波展覽宣傳工作。 

4. 《版藝新象》歐洲巡迴展覽籌備進度：8月底完成倫敦藝術大學、馬德里康普頓

斯大學展覽經費申請補助(本巡迴展台灣展出獲文化部補助 100 萬元經費)。 

 二、 教育推廣活動 

1. 各檔新開幕展覽導覽課程：(參加對象：美術館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7 月 19 日，《忘山-謝牧岐個展》展覽介紹，講者：藝術家謝牧岐。 

7 月 20 日，《毛旭輝-我就在這兒》展覽介紹，講者：策展人馮博一、藝術家毛旭輝。

7 月 26 日，《版藝新象》展覽介紹，講者：策展人克利斯．韋恩萊特、艾蓮娜．

布朗奇．岡薩雷茲。 

8 月 2 日，《李明學個展-好多事量販》，講者：藝術家李明學。 

2. 「駐館創作/研究計畫」推廣活動：(參加對象：美術館志工、實習生及一般民眾)

7 月 19 日，首爾藝術空間-衿川駐村成果分享會，講者：藝術家陳呈毓。 

7 月 20 日，社區創作工作坊：淡水馬偕醫院安寧 31 病房，講師：駐館藝術家千

載龍(韓國)。 

7 月 26 日，開放工作室暨駐館成果展覽，駐館藝術家：千載龍(韓國)、李美貞(韓國)。

8 月 9 日、23 日，藝術開講，駐館藝術家：布萊恩．潼恩．查克利(英國)、松竹

龍藏(日本)。 

8 月 30 日，創作工作坊，講師：駐館藝術家松竹龍藏(日本)。 

3. 貴賓參訪：7 月 4 日至 6 日配合 WSD 展覽規劃，協助 OISTAT（國際舞台美術

家劇場建築師暨劇場技術師組織）開會代表、參展設計師、展覽義工參訪、7 月

30 日文化部交流司美洲科何世德及貴賓共 3 人參訪。 

4. 團體導覽服務：7 月份已完成 69 人次，8 月份目前登記預約 15 人。 

5. 7 月份參觀人數統計：1490 人(不含《2017 世界劇場設計展》期間參觀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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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國藝會委託「視覺藝術國際策展資源平台」專案 

1. 7 月中完成第三期委託案簽約程序。 

2. 進行第一期「策展人才海外進駐計畫」成果視察暨分享會(籌備中)。 

3. 預計 8 月初完成第二期「策展人才海外進駐計畫」合作機構聯繫、簽訂合作備

忘錄等工作。 

 四、 典藏 

1. 典藏網站管理系統維運、庫房及準備室規劃維持。 

2. 張光賓教授家屬捐贈手稿整理、歸檔、數位化工作。 

 五、 總務 

1. 7 月 16 日起進行美術館頂樓平台漏水修補工程，預計 8 月底完工。 

2. 燈光工程招標工作進行中 (由文化部補助藝術村營運扶植計畫經費支出)。 

3. 館內財產盤點工作進行中。 

4. 各檔展覽佈展工程、文宣印刷、推廣業務等請購、核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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