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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主管會報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107年4月9日（星期一）下午1時30分 

地點：行政大樓3樓會議室 

主席：陳校長愷璜                              記錄：吳淑鈴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一、4月20日的招生會議及4月30日、5月1日的校務評鑑是接下來這段時間比較

重要的兩件事情，連假剛過，許多事情已在陸續推進，高教深耕計畫各單

位提案部分請總計畫辦公室儘快收齊並訂定評選會議時間，我們將邀請校

內外委員一起參加評選會議。 

 

貳、專案推動列管表執行情形報告：略。 

 

●主席裁示： 

（一）科藝館新建工程案已經上網公告招標，預計4月25日開標，若各位主管

有認識的營造廠商，請多鼓勵他們投標。 

 

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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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關於新生報到，請系所端多關注，可以提早打電話給新生、逐一邀請他

們報到，特別是研究所，這樣可以讓正備取生的報到比較順利。 

 

二、學生事務處：林學務長于竝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一）學生的生涯與就業輔導這部分可以考慮跟校友會做更多的連結，讓學生

可以更清楚知道他們畢業後之專業出路，以利未來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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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發展處：何研發長曉玫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一）4月27日的校務評鑑總彩排我們就照著流程整個順一次。 

 

四、總務處：戴總務長嘉明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一)蘇院長顯達補充： 

1.關於掃落葉的問題，跟大家分享，音樂學院已經實施多年–每年由新生

做全系的大掃除，上下學期各一次，目前都沒有聽到什麼抱怨。 

 

●主席裁示： 

（一）「荒山劇場整修工程」因為是低於底價8折決標，請總務處林簡任秘書

多費心、注意廠商用料及施工等。 

（二）關於樹葉清掃問題，東海大學20幾年前即有服務學習課，所以我們可以

研議開闢新的服務學習課。老師或同仁若有其他的想法或意見可以提供

給總務處參考。 

 

五、音樂學院：蘇院長顯達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一) 蘇院長顯達補充報告： 

1.大學部跟研究所都已經放榜，音樂系各組的召集人已分別一一打電話給

錄取的學生鼓勵他們踴躍報到。 

2.昨天得知本校校友謝斯韻獲得4月1日莫斯科第二屆特福林國際合唱指揮

大賽第二名（第一名從缺），非常優秀，原本名字後面是被括號中國台

灣，經過台灣駐俄羅斯單位極力爭取，獲得很好的回應，已改為台灣。 

 

●主席裁示： 

（一）西田社布袋戲基金會布袋戲偶放置音樂學院這件事，現在有可能會轉贈

給故宮南院，他們倆方會再跟學校接觸、洽談後續協助的事宜。 

 

六、美術學院：（張主任乃文代理），詳如會議資料。 

(一)張主任乃文代補充： 

1.美術系現在正在應徵2位老師（繪畫跟水墨），到4月9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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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應徵老師請務必要謹慎。學校每個學院聘任老師時都要審慎考慮人選的

適任性，若真的沒有好的人選，儘可能先用客座聘任。屬於各單位、各

學門的職缺我們會尊重、保留，不會隨便去動。 

 

七、戲劇學院：簡院長立人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八、舞蹈學院：王院長雲幼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一）焦點舞團的畢業製作展演非常精彩，值得大家去看。 

 

九、電影與新媒體學院：魏院長德樂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十、文化資源學院：張院長婉真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十一、通識暨共同教育委員會：吳主任委員懷晨，詳如會議資料。  

 

十二、人事室 

（一）人事室蔡主任旻樺補充報告： 

1.公務人員每年辦理二次平時考核，一月至四月之平時考核表人事室將於

近日內函請各單位辦理，請各單位主管依考核表說明事項確實評核，以

做為年終考績之參據。 

 

●主席裁示： 

（一）各主管對於單位內公務系統人員的考核事宜若有不清楚的可以再請教蔡

主任。 

 

肆、提案討論： 

案由：廢止本校「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校園內活動犬貓處理原則」，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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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臨時動議： 

一、過去我們曾在關渡藝術節期間有跨領域學習週的活動，它已經停了2、3年

，在這裡提出來並不是要恢復而是希望可以瞭解一下過去是在什麼樣的背

景因素或困難下變成停止？跟大家分享我的經驗，過去我在法國留學的時

候因為有拿到學校獎學金所以必須在樂團演出，一個是配合學校指揮班的

活動，另外一個是很有趣的電影跟聲音跨域結合的活動，那已經是30幾年

前了，而這個的結合是：大家所看到的影片都一樣，而根據每個人所看到

的影片所反映出來的編曲是不一樣的，之後再由編曲人指揮樂團演出、錄

影，這是當時在法國留學時給我印象很深刻的結合，我的意思是，或許有

時候我們會採取很多不同藝術學門的視野，而這種視野搞不好種下了一個

很棒的種子。所以希望能有機會可以瞭解一下過去是在什麼樣的背景因素

下停止了跨域學習週的活動。（提案人：音樂學院蘇院長顯達） 

 

●主席裁示： 

（一）北藝大的跨領域學習週並沒有被廢止，它是大約2、3年前在校的課程委

員會跟教務會議決議暫時停止，當時有非常多正反的意見，請教務處同

仁把當時會議記錄中的正反意見在下次主管會報提出讓大家進一步瞭解

。若有更多的教學單位覺得需要提出評估或開辦，這機制都還在，也可

以再討論。 

 

陸、散會：下午2時40分。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主管會報議程 

時間：107 年 4 月 9 日（一）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主席：陳校長愷璜                               記錄：吳淑鈴 

壹、 主席致詞 

貳、 專案列管事項執行情形報告 

參、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 

二、學務處 

三、研發處 

四、總務處 

五、音樂學院 

六、美術學院 

七、戲劇學院 

八、舞蹈學院 

九、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十、文化資源學院 

十一、通識暨共同教育委員會 

肆、提案討論 

一、廢止本校「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校園內活動犬貓處理原則」，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總務處） 

伍、臨時動議 

陸、散會 

 



填報日期：1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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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教務處 105/05/01 106/10/30

1.105年7月14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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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1月拍攝完畢，106年2月已於學聯網(ShareCourse)開課。

2.105-1學期磨課師課程計畫於105年10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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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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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已於學聯網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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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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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計畫書

報部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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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臺灣藍」課程已於6至11月陸續與「繡蓮工坊」、「自然色手作坊」、「卓也藍染」、「三峽染

工坊」合作、拍攝影片，同時進行剪輯與後製。

12.創新教學試辦計畫─「藝譯數計畫」規劃與清邁大學合作數位學習課程，已於10月31日至11月6日

赴清邁當地拍攝，預計完成兩大主題課程影片：傳統天然染色與手織物、傳統工藝@生活。

13.已於12月11日回復「106年磨課師推動計畫-臺灣藍」期中審查意見，並於12月15日請撥第二期經

費。

14.106年度「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第二期經常門補助款350,000元已於1月2日入帳。

15.「106年度磨課師推動計畫-臺灣藍」已於2月5日於學聯網(ShareCourse)開課。

16.「106年度磨課師推動計畫-臺灣藍」已於3月18日完課，並於3月15日依執行狀況繳交期末報告，

以利結案審查。

106/04/30105/05/01教務處磨課師課程製作與上線4.1

106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列管序號

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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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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管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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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年9月19日~11月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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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5年10月10日「攝影─影像造形與敘事」、10月1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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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門課程已於10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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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6日於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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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攝影─影像造型與敘事」與「台灣當代劇場面面觀」等兩門課程已於9月5日在北京「學堂在

線」、9月18日在臺灣育網平台開課。

8.磨課師標竿課程已提報「曠世名琴訴說的故事」、「華文戲劇概論」、「攝影─影像造型與敘

事」課程參與甄選。

9.本校「曠世名琴訴說的故事」獲選2017年磨課師標竿課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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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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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4/13 106/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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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市府大地工程處已於106/07/27核發水保計畫完工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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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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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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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管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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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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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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管序號

驗收
總務處(學務處等單

位)
106/07/01 106/08/30

1.廠商申報106/07/22竣工，由本處會同監造單位及承商於106/07/31辦理竣工查驗。

2.106/08/29辦理初驗，相關缺失由廠商完成改正後，已於106/09/22提送初驗缺失改正書面資料，經監造單位

審查後於106/09/29轉送學校，惟部分照片有誤植，已退請廠商修正。

3.初驗缺失改正書面資料經承商核對改正完成已再送本校，經本處營繕組審核後已自106/10/27起辦理初驗之

複驗，逐項複查各缺失改情形。一旦完成初驗階段作業後，將接續辦理正式驗收。

4.有關住宿者反映使用意見乙項，本處會同學務處已於106/11/07邀集建築師及廠商召開研商會議，針對各項

意見進行分類並逐類檢討原因及研擬改善方案，並由學務處於106/11/09晚上邀請住宿學生溝通討論。

5.106/11/13上午由營繕組會同住宿中心、監造單位及承包商召開缺失改善及修繕工作檢討會議。

6.106/11/20至24由承商針對熱泵系統進行管閥調整，並於106/11/29下午再次召開缺失改善及修繕工作檢討會

議。

7.本工程正驗作業已於107/01/09奉校長指派邱副校長擔任主驗人，並於107/01/22及26辦理驗收作業，且由本

處準備相關資料報請教育部派員監驗。相關缺失要求廠商於107/02/13前完成改善。

8.本工程已於107/02/22辦理正驗之複驗，針對相關缺失改善情形進行查驗，惟：

(1)學務處提出先前有關水管異音問題僅為抽驗，應由該處進行全面性之查驗後，再由廠商及監造等相關單

位依據缺失情形進行分析改善。

(2)有關寢室隔間牆隔音問題，因登記同學僅有部分同意廠商得進入施作，已先暫時排除，將另擇期或延至

暑假再通知廠商進場。

9.已於107/03/02邀集建築師及承商就水管異音及隔間牆隔音問題研商後續處理方案。

10.廠商及監造單位利用空餘房間進行水管異音改善方式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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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6/08/15使照科辦理竣工勘驗及無障礙設施竣工勘檢會勘原則通過，已檢附無障礙設施資料申請核

發勘檢許可函。

4.106/08/22消防竣工勘檢會勘，尚有缺失待複檢，已於106/08/29複驗通過，並於106/09/06取得消防局

許可函。。

5.106/08/29汙水管路現勘通過，市府衛工處已於106/09/07核發竣工勘檢許可。

6.各項使照申辦文件由營造廠專人依市府程序陳送會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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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處106/09/06召開議約會議，106/09/26奉准簽訂合約，合約工期為簽約日起120天。

6.公共藝術作品(交誼室藝術傢俱)已於106/12/14下午邀請公共藝術小組委員至作品存放處辦理勘驗。

7.107/01/04公共藝術作品(傢俱)進場裝設。

8.研發處邀集本案藝術家辦理數場公共藝術設置說明會。

9.本案已於107/01/19經公共藝術小組委員驗收通過。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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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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管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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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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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進行5樓以下各樓層傢俱組裝。

9.已於106/08/30(三)上午10時辦理驗收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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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已由廠商提送材料樣品報校審查，並由廠商於106/09/11完成現場安裝。

8.本案已於109/09/28完成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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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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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管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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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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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106/08/07邀請外聘機電及土建專家協助審查工程招標預算書圖，目前由建築師依委員意見修正圖說

預算。

22.原訂106/09/08上午召開空調型式及用電設計檢討會議，然因故展延，將另擇期召開。

23.本處於106/09/11邀請設計建築師及機電技師報告細部設計執行情形與討論後續待辦事項。

24.本案於106/09/29會同藝科中心及建築師向校長及其他師長簡報過去推動歷程及迄今設計成果，奉示為務

實考量學校之資源運用整合及本建築物完成後之營運管理，應檢討本建築物於完成啟用後是否可與學校之

教學研究有更緊密之結合。

25.本案於106/10/12由藝科中心召開會議，邀請邱副校長、王主任秘書、影新學院、新媒系及本處共同與會

，就目前設計成果與教學研究之結合以及未來啟用後之使用規劃進行研討。

26.已於106/12/15下午召開建築資訊模型(BIM)成果檢討會議。

27.已於106/12/20召開營運管理研商會議。

2.1.2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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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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管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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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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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府106/08/29發建照審核通知辦理副本校對。

4.本案因市府建管處(建照科)承辦人員更替，經建築師重新再與新承辦人員進行校核後，已由承辦人員進行

簽核，惟建照科長要求本案應補送建築基地之測量成果報告書，已由本處商請測量技師報價製作，並於

106/10/17完成後提送建築師彙整用印，並由建築師於106/10/18再轉市政府審核。

5.建築師於106/11/02回報，經建管處加會測量單位後已陳核至處長，惟處長批示意見後要求承辦人員補充資

料再簽。經再洽建管處了解，106/11/07已再陳送達處長審核中。

6.已於106/12/12獲市府建管處核發建造執照。

五大管線送審 總務處 106/06/01 106/07/31
1.已由建築師會同各專業技師申辦。

2.本案電氣、電信、給水及消防均已完成主管機關之審查，另汙水部分於107/01/29掛件審查中。
2.1.6

2.1.5

2.1.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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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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管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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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築師於106/11/13提送工程預算書圖及施工規範等公開閱覽之資料到校審查。經審查後已彙整相關缺失，

於106/11/29退請建築師修正。

2.建築師已重新提送工程預算書圖及施工規範等文件到校，將於審查後儘速簽陳辦理工程招標文件之公開

閱覽。

3.經簽奉核准已於107/01/02~11辦理工程採購文件公開閱覽。

4.本案辦理工程採購公開閱覽後僅有1家廠商提出疑義意見，已轉請建築師於107/02/09前提出檢討說明，並

預定107/03/01召開檢討會議。

5.已於107/03/01召開公開閱覽廠商意見檢討會議，建築師於107/03/09提報修正工程設計書圖及預算到校辦理

後續招標事宜。

6.已於107/03/26至107/04/24上網公告招標，採購金額為2.3億元，預訂107/04/25開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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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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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3.2

2.3

2.2

2.5

2.4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

2.6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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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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管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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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市府於106/08/17函文要求本校於106/08/30前提送修正計畫書，已由建築師配合辦理。

5.市府於106/09/07召開都審審查會議(大會)，本校由營繕組林奕秀組長、蔣宗倫技士及建築師代表與會，相

關審查意見及審查紀錄由市府於106/09/18函送本校，並要求本校於30日內製作修正報告書重新送審。

6.106/09/25由總務處會同建築師、影新學院、電影系、新媒系及動畫系等共同研商都審意見回應方案，後續

由建築師依據研商結論修正都審報告書。

7.為審慎完成都審報告書之修正，已由建築師向市府申請都審報告修正展期30天，並由本處於106/10/20召開

都審報告書內部檢討會議，提供相關建議請建築師據以修正。

8.建築師於106/10/31提送修正後之都審報告書到校，經由本處營繕組簽呈用印，建築師已於106/11/10提交都

發局掛件送審，本處持續追蹤都審大會召開時間。

9.本案第2次都審大會承臺北市政府都發局於106/11/30召開，本案已獲審議通過。

10.經由建築師依都審會議紀錄修正都審報告書，已於106/12/22提送定稿本報主管機關核定，市府都發局於

107/01/16函文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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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建築師會同水保技師撰擬水保計畫。

3.臺北市政府建管處於107/03/01將本案之水保計畫會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審查，大地工程處於

107/03/08檢附初步審查意見退請本案水保技師據以修正水保計畫。

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 總務處 106/09/28 107/03/17

3.2.3

3.2.4

3.2.2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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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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管序號

建照請領 總務處 106/04/22 107/03/17

1.建築師於107/01/30提送台北市政府建管處掛件，建管處於107/02/13函送審核結果表要求補正資料，已轉請

建築師據以修正。

2.建築師於107/03/08上午到校研商建照請照辦理事宜。

3.配合建管處要求，已請美術系及新媒系於3月底前完成現地存放雜物清理，預定4月上旬

前拆除現有組合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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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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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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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7/4/9　填報單位：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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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31

1.1 自我評鑑報告作業
研發處、教務處、秘

書室
107/02/14

1.107/01/25自評指導委員會第2次會議，請外部委員提供自評報告改善及修正建議。

2.107/01/26自評報告總檢討第3次會議，依指導委員建議討論報告修正方向及增補內容。

3.107/02/05自評報告總檢討第4次會議，檢視報告補充資料及修正內容。

1.2 現場實地訪視(107/04/30-05/01) 研發處(各相關單位) 107/05/01

1.2.1 自評報告書暨相關文件送高評中心 研發處 107/02/22

1.107/01/26函送實地訪視委員迴避申請名單。

2.自評報告、現場晤談及問卷調查名單、參觀學校相關設施動線規劃等107/02/14繳送線上繳交、

107/02/22紙本繳交。

1.2.2 各單位網站公開資訊更新結果檢視 研發處(各相關單位) 107/1/8 107/04/10
依訪評現場佐證資料檢核表提出之以線上檢閱之資料、各藝術節、各單位網站內基本資訊等，請務

必進行更新，以利委員檢閱。

1.2.3 實地訪評現場準備作業 研發處(各相關單位) 107/04/27

1.2.3.1 訪評現場檢閱資料 107/04/20

1.業於107/03/07召開訪評現場資料準備工作說明會，規劃以紙本(實體)、網頁二種方式呈現。

2.已於107/04/03辦理現場工作籌備會議。
3.107/04/10各單位繳交現場佐證（紙本、實體）資料夾及檢核表，並請完成網頁專區維護更新。

4.107/04/13評鑑工作小組確認現場檢閱資料內容，並會再與各單位個別確認。

5.107/04/23各單位繳交現場佐證資料夾確定版。

6.107/04/27-28現場佐證（紙本、實體）進場佈置。

1.2.3.2 訪評現場布置與器材測試 107/04/27

1.已完成確認及借用需用場地。

2.預定於107/04/13完成實地訪評場地佈置圖。

3.預定於107/04/18辦理現場工作人員說明會。

4.預定於107/04/24前完成訪評所需器材準備及測試。

5.預定於107/04/26前完成校園整體環境、訪評委員出入及參觀動線清潔整理。

6.預定於107/04/27完成訪評使用電腦、印表機、無線網路之設定及測試。

1.2.3.3 簡報與彩排 107/04/27

1.已完成與各參觀單位溝通講解內容。

2.預定於107/04下旬完成簡報製作。

3.預定於107/04/24下午2時辦理第一次彩排。預計出席人員另通知。
4.預定於107/04/27下午辦理總彩排。

1.2.4 實地訪評聯繫作業 研發處 107/04/16 107/04/30
1.高評中心預定於107/04/16提出現場晤談及問卷調查抽樣名單，供本校聯絡確認

2.高評中心預定於107/04/23提出待釐清問題表。

1.3 自評結果 研發處

1.3.1 訪評報告書初稿及申覆 研發處(各相關單位) 8-9月 高評中心預計8月寄送訪評報告書初稿，學校於9月提出申覆

107年校務評鑑

106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列管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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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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管序號

1.3.2 公布評鑑結果 12月 預計12月由教育部公告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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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4 月 9 日 

教務處各組重點工作--徐教務長亞湘 

註冊組 

 一、 為辦理教師線上成績繳交作業，現調查課程給分教師名單及評分方式。 

 二、 106-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成績更正案審議通過後，已重製學業成績單送各系所

辦公室轉發學生本人，另配合「學生學業優異」獎勵要點，核計 106-1 學期各班

學業平均成績前三名(43 班，共 130 人)依序造冊送交學務處審核。 

 三、 106-2 學期「學生人數統計表」已公告於教務處網頁，供各單位參酌使用。 

課務組 

 一、 函請各教學單位所屬教師進行學習成效期中預警線上通報作業（教師作業期間為 4

月 16 日至 5月 4日）。 

 二、 辦理學生申請課程停修事宜（截止日：6月 1日）。 

 三、 預計 4月 13 日前函發「開課通知」（含相關參考檔案），提醒各教學單位準備資料，

開始進行 107-1 學期之開課作業。 

 四、 已於 3 月 26 日將本學期學士班學分不足(94 名)及已註冊未選課名單(63 名)發函

至各學系進行輔導，並預計於 4月 13 日將各學系處理情形彙整完畢。 

 五、 正彙整 106-1 學期教學評量改善情形報告表，目前尚有戲劇學系、舞蹈學系、電

影系未繳回，請單位主管協助填寫後繳回課務組(截止日：3月 16 日)。 

招生組 

 一、 107 學年度招生試務： 

 (一) 學士班—單獨招生：  

 1、 音樂學系：正取生報到至 4月 10 日(二)中午 12 點止，備取生於 4月 11 日(三)上

午 10 點起開始遞補，將連同美術學系最後遞補至 5月 4日(五)，同時將已完成報

到名單送交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屆時音樂、美術學系已完成報到作業考生，不

得再參加甄選會 107 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網路就讀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

發。 

 2、 傳統音樂學系、美術學系、戲劇學系、舞蹈學系、電影創作學系(甲類)、動畫學

系：已於 3月 31 日~4 月 3 日完成第二階段面試，4月 20 日(五)放榜。 

 3、 劇場設計學系、電影創作學系(乙類)、新媒體藝術學系：4月 11~14 日進行第二階

段面試，4月 20 日(五)放榜。 

 (二) 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正取生報到至 4 月 12 日(四)中午 12 點止，備取生

於 4月 13 日(五)上午 10 點起開始遞補。 

 (三) 學士班－個人申請：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已於 3月 28 日(四)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報名人數及通過

第一階段篩選人數如下表，已請電算中心協助將考生資料匯入本校線上報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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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考生書審資料預計於 4 月 9 日(一)自甄選會網站下載並轉送交劇場設計、新

媒體藝術學系進行書審作業，預計 4月 13~14 日辦理考試。 

學系 招生名額 報名人數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人數

劇場設計學系 

男 7 
215 人 

(106 年 226 人) 

29 人 

 (106 年 28 人) 

女 7 
28 人 

 (106 年 28 人) 

新媒體藝術學系 10 
251 人 

 (106 年 202 人) 

80 人 

 (106 年 80 人) 
 

 (四) 學士班轉學考：已於 4 月 2日(一)公告簡章，5月 7~10 日受理報名，6月 30 日(六)

辦理考試。 

 (五)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已於 4月 2日(一)公告簡章，4月 30 日至 5月 14

日受理報名，7月 5~6 日辦理考試。 

 (六) 大陸學生—碩博士班：招生名額已於 3月 19 日(一)獲教育部核定，107 學年度本

校可招收博士班 4名、碩士班 14 名(106 學年度博士班 3名、碩士班 10 名)。報名

時間為 3月 19 日至 4月 12 日，預分發結果為 5月 23 日(三)，正式分發結果為 5

月 28 日(一)。 

出版組 

 一、 完成《藝術評論》申請「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錄」計畫。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一、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度：規劃於4月中旬召開「藝術學門子領域諮詢會議」—美

術、通識、文資領域，並邀請有意願擔任外審委員之學者專家與會研商藝術學門

「教學實務升等」審查共識及審查人才資料庫評核及維護機制。 

 二、 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106年磨課師(MOOCs)課程推動計畫—臺灣藍，於國內學聯

網(ShareCourse)之課程已於3月18日結束，並於3月15日提交期末報告，說明實

施成果、開課狀況與經費運用情形；4月16日前將依審查意見修正期末實施成果

報告並繳交收支結算表辦理結案。 

 三、 推動藝跨學程方案：持續與有意願申請學程之教學單位（音樂學院、戲劇學院、

藝管所）討論學程規劃與配套措施，並研擬修正本校學程實施辦法。 

 四、 新進教師傳習：規劃於4月下旬或5月上旬辦理「新進教師迎新茶會」(目前正調

查可出席日期)，將邀請相關行政主管與新進教師共聚交流，促使新進教師掌握

行政體系資源、支持措施與諮詢管道，建立行政端與教學端的良好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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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4 月 9 日 

學務處重點工作--林學務長于竝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獎助學金及就學補助措施： 

（一）106 學年度博碩士獎學金申請訂於 3/15-4/16 止，所有申請表格、申請資料請學生

送所屬系所辦公室進行初審。 

（二）106 學年度圓夢助學金於 4/1-4/30 受理申請，申請表件請送至課指組。 

（三）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外相關獎助學金，請參照課指組網頁申請辦理。 

（四）學生就貸加貸款項將俟教育部家庭年所得查調結果確認後，預計 4 月中旬前完成

書籍費、校外住宿費及生活費撥款至申貸學生帳戶。 

 二、 學校活動及學生社團： 

（一）106 級畢聯會於 4/2 舉行第 5 次會議，就 6/23 音樂廳主會場主題活動進行討論。

（二）協助學生會公告 107 學年度正副會長登記參選，請各系所推薦優秀學生參選。 

（三）運作社團新學期幹部更新、活動申請及社課空間借用事宜。 

學生住宿中心 

 一、 107 學年度特殊原因（含僑生、外籍生、陸生）申請住宿權於 4/2-4/13 受理申請，依學

生住宿辦法規定，未依規定時程申請者，不予受理。學務處審查會議預訂於 5 月上旬

實施。 

 二、 107 學年度新生網路申請住宿事宜，相關訊息已公布在新生入口網、學務處、學生住

宿中心官網。 

 三、 4/2-4/13 辦理 107 學年度「研究生宿舍」舊生住宿網路登記申請作業（床位釋放比例

為－研究生 7：大學部 3），若申請人數超過可釋放之床位數，將於 4/18 舉辦抽籤作業。

 四、 3/20償還「研究生宿舍工程校務基金貸款」第2期利息（49萬4,367元）；預定6月檢附相

關資料向教育部申請補助。 

生活輔導組 

 一、 本學期校安執行會議業於 3/27 召開，會議重點於校園安全執行工作之意見交流、經驗

傳承、防震教育宣導暨騎乘機車安全駕駛等，請各單位加強宣導以提升校園安全工作。

 二、 3/27 北投區健康中心到校進行例行性環境檢查及校園吸菸區查察，在美術學院前往藝

術大道的樓梯口發現兩位女同學在非吸菸區吸菸，健康中心視察員當場予以勸導，請

各學系協助於系大會時提醒學生本校全面禁菸除吸菸區外。 

 三、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導師會議業於 4/9（一）上午 10:20 假國際書苑舉行，本次以「戀

戀桃花緣」為主軸探討校園常見性平事件及分手議題之輔導通則與技巧，期提升導師

輔導知能。 

 四、 配合宣導 107 年一般替代役役男申請服指定役別機關甄選作業自 4/17 上午 8 時至 4/30

下午 5 時止截止報名事宜，並提供相關諮詢服務及服役的另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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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傳染病防治： 

1. 校園防疫會議：3/27 中午邀請全校各系所及行政單位之防疫業務聯絡人，針對本

年度防疫業務進行重點報告及傳染性疾病衛生教育，共 30 位同仁參加。 

2. 流感疫苗注射：配合公費流感疫苗全面施打的衛生政策，於 3/20 與北投區健康

服務中心合作辦理第二次公費流感疫苗注射活動，共 44 位教職員工生參加。 

3. 流感疫情通報：國內流感整體疫情雖已逐漸緩和，然近期本校仍有流感個案發

生，衛保組對罹病個案已收案，進行疾病追蹤及健康輔導，提醒師生如發生類流

感症狀請戴上口罩、盡速就醫，如確診為流感請通報衛保組協處。 

（二）試務工作醫療服務：支援 3/22-3/24 舞蹈系七年一貫制、3/31-4/3 學士班、個人

申請招生考試醫療服務工作。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理諮商】2/26-4/6期間統計個別諮商來談達309人次（88人），來談議題前三排序

分別為：感情困擾、生活壓力、人際關係。 

 二、 【心理衛生教育推廣】 

（一）3/19 辦理「即刻．覺醒~聊法律與身體界線的藝術」舞蹈系先修班性平教育講座；

3/26 辦理「超越壓力~與勇敢自信相遇」舞蹈系先修班輔導活動。 

（二）3/21 辦理「開門見夢」夢 X 自我探索工作坊。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4/16、4/30 分別與電影創作學系及音樂系合作辦理生/職涯講座，邀請校友許立達、

林威震分享求學至畢業後的生命故事，歡迎鼓勵學生踴躍參加。 

（二）106-2 生涯導師諮詢時間已開放線上預約，邀請到四位校友駐點諮詢日期分別為

4/12（四）簡義哲、4/16（一）歐陽穎華、5/3（四）邱瓊玉、5/11（五）劉湘湘，

時間皆為 13:00 至 16:00 在諮商中心，敬請鼓勵學生預約報名參加。 

（三）3/20、3/27 辦理研究生面對煩惱系列工作坊，主題分別為「那些說不出口的話」、

「我的身體我作主」。 

 四、 【資源教室】 

（一）規劃 4/14（六）資源教室學生系列活動：愛人愛自己系列一手作這件事，手作皂

的樂趣、4、5 月份兩場次星光電影院電影欣賞活動，歡迎鼓勵學生踴躍參加。 

（二）身心障礙學生校外民間團體基金會獎學金申請審核送件。 

 五、 【性別平等教育】 

辦理性別平等主題創作大賽「是該停止了!~停止對立偏見，停止無禮對待；視角開始

換位，幸福重新堆疊」，參賽作品以能夠傳達「多元、平等、尊重」等概念為主，分

為「生活攝影組」、「創意展演組」，歡迎全校師生共同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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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年 4月 9日 

研究發展處工作重點--何研發長曉玫 

 一、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發展小組會議及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議訂於 107 年

4月 23日召開，各單位如有提案務請於 4/20前簽准並送本處彙辦。 

 二、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上半年公共藝術維護狀況調查案，本校 9 件作品經負責

保管單位保管組、住宿中心及動畫學系回報現況正常，並已於 3/21回復文化局。 

 三、 近期重要徵求計畫及推動情形 

 (一) 科技部近期徵件計畫 

1.人才延攬、培育與進修計畫 

計畫名稱 校內線上申請截止 公告文號 

(1)107 年度愛因斯坦培植計畫補助

案(第二梯次) 

107/5/24(四) 北藝大研字第 1070002320號 

(2)107 年度第 1 期補助延攬人文學

及社會科學類博士後研究人員 

107/5/1 至 5/31 北藝大研字第 1070001764號 

(3)108 年度博士生/後赴國外研究 107/6/1 至 7/31 北藝大研字第 1070001566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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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底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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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第 1期 107/3/29 (四) 

107年第 2期 107/9/27 (四) 

常態補助不另公告 

(5)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 活動舉辦日前 6 週隨收隨送隨審。回

國日後隔月報結 

常態補助不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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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藝大研字第

1060003292號 

(7)107 年度補助任務導向型團隊

赴國外研習計畫(龍門計畫) 

107/4/18(三) 北藝大研字第

10700022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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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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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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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提供學術單位或教研人員補助包括：人才培育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延聘國內訪問學者）、學術活動

（國內學術研討會、學術研究網站、學術研習營、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

班）、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書刊及期刊補助（期刊審查專書

書稿、期刊編輯費），由各單位自行函送申請，毋需透過本處，補助期程請至

網站查詢 http://www.hss.ntu.edu.tw/subsidy.aspx?no=21。 

4.科技部計畫申辦、執行與結案情形 (107/1-3) 

類型 徵件計畫 案件數 

申請 

專題研究計畫 12 

國內舉辦學術研討會 1 

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 1 

補助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1 

各類型計畫經費請款 17 

核定 
新進人員專題研究計畫 1 

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 1 

變更 
計畫執行變更申請 報部核准程序 1 

計畫執行變更申請 校內簽陳程序 5 

結案 各類型計畫經費 3 

 

 

 (二) 非科技部之政府近期徵件計畫 

計畫名稱 單位自行申請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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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30受理當年

9-12 月辦理之活動 

3. 11/1-11/30受理次

年 1-4月辦理之活動 

常態補助不另公告 

2.通傳會 106 年度受理媒體識讀教育研習活動

補助申請 

自公告日起受理申請 北藝大研字第

1070001355

號 

3.教育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改寫專 107/4/15(日) 北藝大研字第

http://www.mo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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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暨編纂主題論文集徵件（受理 B 類計畫補助彙

編國內學者著作之具代表性學術論文並撰寫深度導

論，成為具主題性論文集有助於教學及研究） 

1070001270

號 

4.中央研究院 107 年度第 2 梯次獎勵國內學人

短期來院訪問研究 

1074/15(日) 北藝大研字第

1070001509

號 

5.文化部 107 年度加速文化內容開發與科技創

新應用補助（協助催生臺灣文化內容及衍生創

作，並連結科技或創新商務模式，帶動文化科技應

用與內容服務生態發展） 

107/4/30(一) 北藝大研字第

1070001670

號 

6.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107 年度電影

短片輔導金辦理申請 

107/5/31(四) 北藝大研字第

1070002067

號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第一年 107/1/1-12/31 

 
一、 本校高教深耕總計畫辦公室人員業於 4/2 到職，總辦將設置於行政大樓 5 樓，預計

本週完成相關設置，以利計畫人員進駐辦公室及各單位聯繫。 

 
二、 高教深耕計畫第二階段計畫作業校務或教學發展性計畫提案，業規劃辦理計畫審查

會議，會議時間將另通知。 

 

三、 教育部訂於 4/10 下午召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暨績效指標說明會，相關指標資

訊將於會後提供各單位參考以利計畫研修，後續將由總計畫辦公室參考教育部相關

規定另規劃本校相關績效指標研考及成果資訊彙整方式。 

專案名稱：教育部 107年補助學校四年發展特色計畫 107/1/1-12/31 

 一、 106年度計畫經費各執行單位業完成核銷程序，刻正辦理結案報部作業。 

 二、 107 年度計畫各提案單位業提供修正計畫及經費預算，刻正辦理計畫書彙整修正暨

計畫經費核算作業。 

專案名稱：教育部 106 年補助教學研究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 106/11/15-

107/11/14 

  

執行進度（統計時間：3/30） 

執行單位 進度(%) 執行單位 進度(%) 

圖書館 60.88 美術學院 0 

電算中心 35.72 舞蹈學院 14.29 

秘書室 55.49 通識委員會 13.79 

體育室 0 通識中心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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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名稱：教育部 106年藝術下鄉趣－多元美學計畫 106/9/1-107/7/31 

  執行進度（統計時間：3/30） 

執行單位 進度(%) 執行單位 進度(%) 

美術學院 0 通識中心 60.20 

舞蹈系(焦點) 19.81 傳研中心 36.30 

動畫系 8.97 學務處 12.30 

IMPACT 13.52 研發處 52.78 

傳音系 0   

 

 



主管會報 4/9/2018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彩排流程 出席人員 

第一次彩排 

(不含簡報) 

4/24(二) 

14:00-15:30 

1. 委員到校入口接待 

2. 會場引導動線 

3. 設施參訪 

主管：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總務長、主秘 

評鑑日現場工作人員 

參訪單位：圖書館、關美館、展演中心三廳及工廠、研究生宿

舍、戲舞大樓(燈光實驗室、舞蹈大排)、藝科中心 

第二次彩排 
4/27(五) 

15:30-17:00 

1. 委員到校入口接待 

2. 簡報 

3. 陳閱資料檢視 

4. 設施參訪 

主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總務長、主秘 

評鑑日現場工作人員 

參訪單位：圖書館、關美館、展演中心三廳及工廠、研究生宿

舍、戲舞大樓(燈光實驗室、舞蹈大排)、藝科中心 

※ 設施參訪路線及時間表將另製作後寄送相關人員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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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4 月 9 日 

總務處重點工作--戴總務長嘉明 

一、 營繕組： 

（一） 「女一舍熱泵工程節能計畫」已於107/03/28辦理驗收，部分缺失已請廠商限期改善

再辦理複驗。 

（二） 「荒山劇場整修工程」已於 107/03/16 上午開標，因最低標低於底價 8 折，經請廠

商提出說明後於 107/03/23 簽准決標，並由廠商於 107/03/26 申報開工。 

（三） 「行政大樓5樓專案辦公室修漏及整修工程」已於107/03/21辦理驗收。 

（四） 「美術系館1樓廁所整修工程」已由美術學院於107/03/21簽會本處營繕組，俟奉核

後將優先辦理設計(監造)之勞務採購。 

（五） 「籃球場整修工程」已由體育室簽會本處營繕組，俟奉核後將優先辦理設計(監造)

之勞務採購。 

（六） 「107至110年全校區邊坡安全監測」勞務採購已於107/03/09至29上網公告招標，並

於107/03/30開標辦理資格審查，續於107/04/03上午9:30召開評選會議。另「105至

107年全校區邊坡安全監測」已於107/03/29辦理年度成果總結報告之審查，由校長

主持，並商請校外專家學者協助專業審議。 

（七） 「博碩生平台空間整修」(圖書館3樓原自修室)配合美術學院需求，訂於107/04/03

至107/04/17間加裝隔牆上拉門。 

（八） 「展演中心空調箱更新工程」已由使用單位於107/03/20簽會採購需求，已先與該中

心確認需求並洽專業廠商估價，俟奉核後即辦理採購。 

（九） 關渡美術館3樓女廁2組壁排式馬桶後方金屬飾板漏水鏽蝕，經檢視評估建議更換馬

桶沖水件及金屬飾板，以處理漏水及鏽蝕問題。相關採購於107/03/09奉准，廠商備

料後於107/03/20施作完成。 

（十） 戲舞大樓往校門口部分人行道路段進行照明改善，調整原有部分低矮LED燈之型式

，以提升夜間照度以維安全，相關採購於107/03/22奉准，廠商備料後於107/03/26

施作完成。 

（十一） 音樂廳及關渡美術館之空調箱送風量變小，經檢查為中級濾網已達年限，應將該濾

網汰換，相關採購於107/03/26奉准，廠商於備料後隨即進場施工。 

（十二） 研究大樓R516教師研究室臨外壁面漏水修繕(含外牆及上部露台處理)，相關採購於

107/03/27奉准，廠商於備料後隨即進場施工。 

二、 事務組： 

（一） 藝文生態館外學園路人行道機車違規停車遭北投分局關渡派出所取締乙案，已於

107/03/13由本校主任秘書協助邀集市政府相關單位會勘，經相關單位建議以該址人

行道屬本校校地、非道路範圍之理由提出申訴，本處事務組已通告影新學院協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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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本校教職員生違規資料後(計五件)於107/03/27函請北投分局協助撤銷罰單。未依

期限提送違規資料者，待收到違規紅單後即請其依相同模式自行申訴。惟該處人行

道上停放機車確有影響行人通行，已公告該處禁停機車，警察單位亦可能隨時開單

取締，請全校師生切勿再違規停車。 

（二） 電話業務近期辦理如下： 

1.教學大樓、美術學院及研究大樓於 107/03/09 通報電信設備故障，經查為變壓器

故障，已請廠商更新。 

2.107/03/08 至 107/03/27 共計巡查緊急電話 92 支，其中研究大樓 1F-女廁及後方小

徑故障，已請廠商更換話機；另兩處話機線路故障，已請廠商更換線路，測試後

通話正常。 

3.美術學系新設空間因無可用分機線路，已請廠商新增佈線施工。 

4.美術學系新增人員及關渡美術館電話故障無法修復，已更換堪用電話，共 2 部。

5.副校長室新增人員，配合新設電話 1 部。 

（三） 本(107)年度工友考核委員已經完成同仁投票及主管圈選，全部 7 位委員並已完成聘

任作業。 

（四） 本校校園開放，經常有無主犬隻進入校園內棲息活動，為管理校園內之無主活動犬

隻，已經主管會報(102年10月14日)通過「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校園內活動犬貓處理原

則」，要求校園內之無主活動犬隻應有人員填具申請書向粽務處事務組申請登記成

為飼主(或認養人)後，該犬隻始得在校園內活動。惟實務上因飼主（或認養人）多

數為校內學生，雖有熱心但受限於課業繁忙，難以善盡善良管理人之責，且因經濟

能力較為薄弱，有關犬隻照料所需之飼料、罐頭等費用造成學生經濟負擔。更重要

的是犬隻傷人事件無法避免，這包括直接遭犬隻咬傷或機車騎士遭受犬隻驚嚇而摔

傷等。每有發生，飼主（或認養人）於法律上必須承擔相關民事及刑事責任，使得

熱心的學生卻承擔過多的責任。本處近期委請林信和律師針對校園內犬貓管理出具

法律意見書，已經從國立大學管領之校園內若發生犬隻咬人事件，分析所有可能涉

及之民事責任、刑事責任、政府單位之國家賠償責任以及行政責任等，建議逕按教

育部訂頒「各級學校犬貓管理注意事項」第二點規定，將校園之無主活動犬隻通以

第三類犬隻管理，亦即由學校掌握常出現校園之無主犬貓並加以記錄，定期連繫臺

北市動物保護處協助完成狂犬病疫苗施打，若有犬隻需驅離時，則商請該處協助捕

捉安置，爾後若有無主犬隻於校園內傷人，因其並無占有人，被害人無法直接請求

侵權行為損害賠償之對象，只可能以公務員怠於行使職務或學校管理有欠缺為由，

向學校請求國家賠償，降低飼主學生承擔之刑事及民事責任。總務處將於107/04/23

主管會報中正式提案討論廢除「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校園內活動犬貓處理原則」。 

備註： 

1.第一類：校園犬貓，指由學校或校內人員認養或長期飼養之犬貓。 

2.第二類：校外犬貓，指有固定校外飼主，由學校決定開放可進入校園之犬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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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類：野犬野貓，指以上二類之外，無飼主之犬貓。 

三、 保管組： 

（一） 為減少環境整理(樹葉清掃)使用機具造成之噪音或甚至空汙影響，校圍清潔人員已

於107/03/22起暫停使用吹葉機，針對公共區域落葉清掃頻率與執行重點，續於

107/04/03召開工作檢討會進行討論，逐步規劃可行之清潔方案，並視實際執行情形

再作檢討調整。 

（二） 107年度財產盤點計畫進行規劃整理中，本年度將結合系統廠商提供的QR CODE功

能進行行動盤點試辦，並全面換發具QR CODE之財產標籤，相關系統教育講習規

劃於107/04/19及107/05/03分二梯次假研究大樓R312電腦教室辦理，屆時請各單位

務必派員擇期參加。 

（三） 為規劃本校107學年度珍貴動產評審委員會議，業已函文通知全校各一、二級單位

如有經管財物符合要件，請於107/03/31前送本處保管組彙整。 

（四） 本校學生餐廳及超商標租業務預計於本年4月份簽核後上網公告，有關超商標租業

務相關資訊，規劃於公告後以書函通告國內四大超商標邀請其參與投標。 

四、 出納組： 

（一） 關於106學年度第2學期學分費繳納作業，課務組、課指組、電算中心等相關單位已

於107/03/12至107/03/15進行前置作業，續由出納組於107/03/16完成繳費主檔上傳，

學生依校訂行事曆於107/03/26至107/04/09繳費，預計繳費人數為1,095人，總金額

新台幣1,444萬9,456元。 

（二） 107年2月份補充保費機關負擔67萬1,323元，另代扣個人負擔1萬1,149元，累計107

年1-2月份機關負擔計97萬1,828元，較106年同期略增0.19%。 

（三） 本校校務基金代理銀行(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已依合約於 107/03/14(三)完成ATM(兼

具存/提款功能)及補摺機更新，該機設置於活動中心外之人行道邊，歡迎師生多加

利用。 

五、 文書組： 

（一） 有關教學單位會議紀錄徵集作業，共需徵集21個單位，尚有：傳音系、戲劇學系、

劇設系、舞蹈學系院、電影創作學系、新媒體藝術學系、文創產業碩士學程等7個

單位未完成。 

（二） 106年各單位未歸檔公文，截至4月9日止尚餘25件，包括電影系10件、展演中心3

件、傳音系2件、新媒系2件、動畫系2件、建文所2件、通識教育中心2件、美術系1

件、劇設系1件，持續洽請各單位承辦人儘速辦理歸檔。。 

（二） 為辦理本校民國76-81年檔案之清理作業，陸續製作檔案目錄送請單位檢視以提供

清理建議，計需發送目錄清單給24個單位，已發送秘書室、教務處、註冊組、課務

組等4個單位，敬請各相關單位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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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4 月 9 日 

音樂學院重點工作--蘇院長顯達 

音樂學院 

 一、 3月14日，召開106-2第一次院務會議。 

 二、 3月20日，蘇院長邀請影新學院魏院長、新媒系王主任、音樂系盧主任、傳音

系蔡主任，共同討論高教深耕計畫跨院合作案。 

 三、 3月20日，西田社布袋戲基金會董事來訪，與蘇院長討論布袋戲偶文物未來放

置音樂學院空間規劃之可能性。次日，蘇院長親至總圖察看布袋戲文物目前

存放空間，並與圖書館廖館長討論存放之客觀條件與可能性。 

 四、 3月22日，蘇院長與音樂系盧主任親至NSO國家交響樂團，與呂紹嘉總監、邱

瑗執行長，就音樂系與NSO合作樂團職銜學分學程合作計劃進行意見交流與

討論。 

 五、 3 月 23 日，教育廣播電台親至院長室拜訪蘇院長與盧主任，就 MOOCs(磨課

師)「曠世名琴訴說的故事」主題課程內容進行深度專訪。 

 六、 4 月 2 日至 8日，蘇院長與音樂系劉慧謹老師赴美國加州南加大，參加 2018

泛太平洋音樂院校校長聯盟(PAMS)年度會議。 

音樂學系、管絃與擊樂研究所、音樂學研究所 

 一、 3月26日召開本學期第2次系所教評會議，邀絃樂組專業領域教師列席，討論

擬邀出席面談教師名單，並擬定面談內容。 

 二、 聲樂組兼任教師徵聘案個別書審作業自3月27日起至4月12日止。 

 三、 本系所106學年度有4名教師自我評鑑程序完成，相關資料送學院辦理複評。 

 四、 3 月 19 日召開本學期第 1次系所學術委員會，討論本學期碩博士班各項考

試、音樂會及學術研討會相關申請案。 

 五、 音樂學系與NSO合作樂團職銜學分學程合作內容修定暨校內公告。 

 六、 歐德公司贊助學生琴絃奬助計畫，該公司於4月2日來訪與獲奬學生對談。 

 七、 第33屆音樂學系大學部畢業製作將於4月13日至5月29日間於校內舞蹈廳及戲

劇廳舉行，共51場。總舞監時程協調及相關事務處理。 

 八、 專題演講： 

*3月8日(四)，法國號音樂家Kerry Turner，【Horn Ensemble Mater Class】、【

CompositionWorkshop】 

*3月12日(一)，德國呂貝克音樂院教授Bernd Ruf，【古典與爵士-音樂跨界的優

勢與困境】 

*3月19日(一)，鋼琴家Nariaki Sugiura、大提琴家Simona Barbu、單簧管音樂家

葉明和，【Trio Con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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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一)，Reed Criddle (Director of Choral Activities &amp;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usic, UtahValley University)，【”Successful Choral Composition 

Techniques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Conductor” and ”Composition Masterclass”】 

3月23日(五)，大提琴家Anzel Gerber，【Cello Master Class】 

3月26日(一)，蘇立群(北藝大傑出校友，任教於柏林藝術大學)，【校友分享系

列-學習樂曲的方法】 

 九、 本學期關渡新聲獨奏(唱)及室內樂組比賽初選已於3月26日舉行完畢，評審委

員共選出15組進入複賽，複賽訂於4月16日舉行。獲選者將於5月4日(五)19:30

關渡新聲優勝者音樂會演出。 

 十、 2018春夏系列音樂會： 

*3月24日(六) 14:30，2018校際學生作品交流音樂會 

演出者：師大、東吳及北藝大三校作曲組學生 

*3月31日(六) 14:30，深情美籟 

演出者：女高音/李葭儀、林惠珍、鄭琪樺、蘇秀華、林孟君、男高音/鄧吉龍

、鋼琴/徐嘉琪、陳毓賢、蔡世豪、方怡婷、黃郁文、許郁瑛、小號/魏廣晧、

低音提琴/山田洋平 

傳統音樂系 

 一、 4月16日將召開106-2第二招生委員會，進行108學年度招生簡章修訂。 

 二、 4 月 23 日將召開 106-2 第二次系務會議。 

 三、 進行 107 學年度徵聘專任教師面試相關事宜。 

 四、 進行 107 年度設備費分配後採購事宜。 

 五、 4 月 21 日將於 401 演奏廳舉行古琴音樂會，歡迎全校師生蒞臨參與。 

 六、 彙整系上專任教師校庫填報資料，並於 3月 30 日交回給研發處。 

 七、 系網設計並架構中，目前正處測試階段。 

 八、 連絡並彙整「傳統音樂藝術新鮮人」教師示範演講（六校七場）、駐校教學

（三校五週）、大三生中部（三天二夜）演出場次。 

 九、 籌辦音樂學研討會（六月 8-9 日）與傳音夏日學校（教師營隊七月 1-3 日，

高中生營隊七月 4-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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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4 月 9 日 

美術學院重點工作--楊院長凱麟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競賽獎項】：稍早公布之「2018 高雄獎」獲獎名單，包含本院美創所畢業校友

林羿綺（高雄獎）與美創所學生紀人友（高雄獎優選：水墨、膠彩類），呈顯本院

於視覺藝術創作的多元發展實力。 

甫畢業一年的美創所校友林羿綺同時入圍 2018 「第 40 屆金穗獎」影展，作品名

稱:《運行針：曼谷 Running Stitch-Bangkok》 

播放時間: 03/25 20:30 華山 2廳 實驗片入圍+QA 場 

          03/30 13:10 華山 1廳 實驗片入圍 

美術學院刻正安排訪談專兼任教師，更新專業創作與教學資料庫。 

【展演活動】：本院張乃文老師受邀參加 5月 11-14 日於韓國首爾舉行之國際雕塑

節「International Sculpture Festa 2018」，組織策畫 10 位藝術家（包含 3位美術

學院在學學生）前行展出。期間並參訪弘益大學洽談未來實質合作可能。刻正積極

規劃協調中。 

【學術活動】：本院黃建宏老師受邀參加 3月 26-27 日於中國北京中國美院所舉辦

之「Panel21：廿一世紀藝術／教育圓桌會議」，就會議主題「前線，我們何以可

能討論未來？」發表講演。 

【學術活動】：北藝大博班實驗室系列演講於 4月 3日(二)下午一點半舉行系列演

講之三：「身體現代主義」，講者于昌民為愛荷華大學電影系博士候選人，中國《電

影藝術》期刊特約編輯。本次演講將聚焦於重構「電影身體」在理論與歷史上的地

位。透過梳理電影理論，釐清電影身體的概念範疇，更進一步分析再現的身體與觀

眾身體之間的哲學及其倫理關係。本講座之影音與文字紀錄已逐步上傳至專屬網站

（https://www.tad-lab.net/），歡迎各位師長前往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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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學術活動】：4月 21 日(六)將於本院 F215 教室與師範大學、中央大學共同舉行

「2018 藝術史研究生論文聯合發表會」，歡迎本校師生踴躍報名參加。 

【招生】：學士班招生於 3/31，4/1，4/2 舉行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二、 

 

【展演活動】：召開藝術跨研究所會議與師生會議，商討藝術跨域十周年系列活動。

【學術活動】：為增強藝術之跨領域思維與社會探問關懷能力，以及訓練資料研究

與編輯之實作技巧，本所配合課程組織學生成立「科技正義小組」，針對台灣工業

／科技發展歷史進行「調研」實踐之田野調查。師生定期舉行會議討論工作進度與

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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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4 月 9 日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專案名稱：客家音樂歌舞劇《天光》展演活動 

（一）業已於 2018 年 3 月 13 日上午在客委會完成第 5 次工作會議，並針對數項契約變更、

追加預算，以及臺北場行銷、公關、宣傳、票務等事宜達成共識。 

（二）臺北場將於 2018 年 5 月 19 日（六）19:30、5 月 20 日（日）14:30 在國家劇院場演出，

劇場週訂於 5 月 14 至 20 日，演出人員（含樂團、舞者等）將於 15 日起陸續進場/加

排。 

（三）擬訂 2018 年 5 月 17 日下午於國家劇院召開總彩排/演出前記者會，目前時間暫定

舞蹈學院工作重點--王院長雲幼 

舞蹈學院 

一、本學院徵聘東方及現代舞專長老師各一名，自 2018 年 3 月 26 日至 4月 3日密集安排應

徵者試教事宜，共有現代舞專長 8名、東方舞專長 5名，將於 4月 10 日進行初選，4

月 12 日進行複試。 

二、2018 年舞蹈學院初夏展演，於 2018 年 3 月 29 日進行宣傳照拍照事宜。另本次年度展

演季里安計畫《士兵彌撒》第一位重建者 Urtzi Aronburu 先生於 3月 10 日至 3月 31 日

來台，已規劃每日晚間排練。 

三、舞蹈學院高教深耕計畫於 2018 年 3 月 22 日就計畫經費配置規劃申請專任助理，3月 26

日進行公告，並於 3月 30 日進行面試應徵者。 

四、本院與北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交換合約修訂案已進行報部程序，2018 年 3 月 28

日教育部已回函，將依回函進行修訂。 

五、彙整 106 年教育部校務資料庫研究/展演成果資料交研發處惠辦。 

舞蹈學系七年一貫制 

一、2018 年 4 月 12 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系課程會議，確認 107 學年度第一學期課程架構。

二、2018年3月22、23日進行七年一貫制學制初試，3月24日進行複試，本次有426位考生報

考。2018年3月31日舉行學士班招生考試。 

三、2018年3月23至25日舞蹈系七年一貫制焦點舞團於本校展演中心舞蹈廳進行畢業製作展

演「撞牆天團」，4月14日將前往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開啟全台巡演。 

舞蹈研究所 

一、2018 年 3 月 28 日邀請西班牙表演及影像藝術家 Meritxell.Aumedes Molinero 給予課

堂講座。 

二、2018 年 3 月 28 日舞蹈研究所教育研究主修江宜芳以題目「創造性舞蹈應用於親子共學

團體之教學探究」進行學位論文預口試，通過。 

三、2018 年 4 月 10 日進行舞蹈研究所表演主修黃之羿、王筑樺畢業製作第二次預口試。 

四、2018 年 4 月 12 日進行舞蹈研究所表演主修余建宏、張雅媛畢業製作預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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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6:00，惠請校長、副校長、主祕及製作團隊內各一、二級主管先行保留時段。

在此亦感謝音樂學院大力支持，協調指揮及樂團配合提前進場。 

（四）預計於下週三前發送予校內一、二級主管「北藝大校內貴賓臺北場邀請函」，敬請於

2018 年 4 月 25 日（五）下班前回覆。因貴賓票數量安排及本劇預算緣故，客委會僅

提供我方貴賓票予本劇顧問、製作團隊、及本校校長、副校長與主祕。非製作團隊票

券預計由本劇製作費核支，目前一級主管擬提供 2 張票券，二級主管擬提供 1 張票券。

也請各單位協助推票，學生憑證或 30 張以上團體票皆享 5 折優惠，請逕自儘早於兩廳

院售票系統購票選位。截至 4 月 2 日晚間 6 點，5 月 19 日（六）晚場剩餘 689 席，5

月 20 日（日）午場剩餘 587 席。 

（五）春假後陸續展開本劇各項行銷宣傳活動，將積極安排劇組人員上數個已在接洽中的廣

播節目推票，也會與參與世大運開幕演出的各友好學校連結。目前已由導演、客籍演

員陳石貴（吟唱者/宗祠管理人）、以及演員蔣逸文（飾演鍾郁雯）完成蔡詩萍主持之

「POP 大國民」廣播節目錄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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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4 月 9 日 

戲劇學院重點工作--簡院長立人 

一. 戲劇學院107學年度碩士班已於3/30放榜。 

二. 劇設系107學年度學士班申請面試時間4/12-13及單招面試時間4/13-14。 

三. 劇設系106-2學期聘任服裝客座教授 莫理圖教授，開授碩班課程《服裝設計專題演討II

》、《服裝設計實務II》、《彩繪進階》三堂課。 

四. 2018法國舞蹈中心Camping舞蹈夏令營預計於6/18～6/29舉行，本系與舞蹈學院聯合甄

選共選出十位學生參加。 

五. 2018年亞太戲劇院校戲劇節將於9月15-21日舉行，主辦學校為印尼日惹藝術學院，主辦

方將落地接待參與學校7名成員（2位老師、5位學生)，戲劇系將派代表參與。 

六. 107學年度戲劇學院學士班招生於4/3辦理完畢。 

七. 戲劇學院夏季公演《恐怖行動》將於4/9舞台組於展演中心布景工廠開工。 

八. 劇設系將邀請國際級講座教授蘇佩琪老師於五月來系開設「國際交流-服裝結構大師班

工作坊」，此工作坊為高教深耕年度計畫內補助計畫。 

九. 戲劇系所將於4/10（二）上午10：30召開106-2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討論下學期課程安

排。 

十. 劇設系所將於4/23（一）上午10：00召開106-2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討論下學期課程安

排。 

十一. 戲劇學院畢業製作《危險關係》將於4/13～15戲劇系館T305演出，歡迎各位師長蒞

臨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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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與新媒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年 4月 9日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重點工作--魏院長德樂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電影創作學系 

 一、 電影系107級學士班招生工作進度如下： 

1. 甲類招生面試審查於3月30日(五)起至4月2日(一)止，已順利完成。 

2. 乙類招生面試審查將於4月11日(三)起至14日(六)止，相關備審資料已整理提供審查

。 

 二、 第40屆金穗獎頒獎典禮於3月30日(五)舉行，電影系師生獲獎情況如下： 

1. 碩士班導演組學生曾威量作品《海中網》榮獲學生作品獎首獎。 

2. 學士班表演組黃泰維（擔任導演、表演）、湯佩潔（擔任美術設計），林紹慈（擔

任製片）共同製作的畢業作品《閃焰假面》榮獲學生作品獎最佳劇情片獎。 

3. 碩士班導演組學生王逸帆以作品《洞兩洞六》榮獲學生作品獎優等獎。 

4. 碩士班導演組學生王逸帆以作品《洞兩洞六》榮獲學生作品個人單項表現的導演

獎。 

5. 學士班表演組黃泰維同學以作品《閃焰假面》作品榮獲學生作品個人單項表現的

動作設計獎。 

6. 學士班表演組林劭慈同學以作品《閃焰假面》作品榮獲學生作品個人單項表現的

製片獎。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持續進行107級學士班招生考試資料收件及彙整工作，考試時間為4月11日(三)

至13日(五)。 

 二、 新媒系碩士班高德亮同學入圍2018「第12屆拉古納國際藝術獎」環境藝術類決選，作

品於義大利威尼斯軍械庫展出，展期自自3月17日(六)至4月9日(一)。 

 三、 新媒系碩士班謝佑承同學作品「變形記」獲2018台南新藝獎，作品於台南B.B.ART展

出，展期自3月15日(四)至4月15日(日)，並將受邀至2018台南藝術博覽會展出。 

動畫學系 

 一、 動畫系史明輝主任與IMPACT學程林姿瑩執行長於3月19日(一)就雙方未來在課程、空

間及設備等面向，擬定深化交流與合作發展策略，以提高教學資源使用效益及改善彼

此現有資源不足情形。 

 二、 動畫系將邀請斯洛伐克插畫藝術家Rado Repicky於4月24日(二)來訪並舉行演講及工

作坊各一場，以多元教學方式提升學生國際視野與國際連結。 

 三、 2018關渡國際動畫節將邀請去年國際一般組首獎作品《Negative Space》導演Ru 

Kuwahata與Max Porter蒞臨擔任本屆動畫節貴賓，期間將安排演講及工作坊等教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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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提供學生最新的國際動畫發展資訊與技術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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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4 月 9 日 

文化資源學院重點工作--張院長婉真 

 一、 籌組院長遴選委員會並擇日召開第一次遴選委員會議，確認徵人公告內容及表件。

 二、 高教深耕計畫專任助理聘任事宜。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3/20 召開所務會議議定高教深耕計畫課程配合相關事宜。 

藝術行政與管理研究所 

 一、 姐妹校泰國朱拉隆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MACM (Master of Arts in 

Cultural Management Program) 碩士學程 Duang-Kamol Chartprasert 主任於 3/22 率

團蒞校參訪，與文資學院商談未來雙方合作等相關事宜。MACM 是泰國朱拉隆功

大學的全英文碩士學程， 文創產學程及本所與該學程 就未來學術交流交換意見

及討論具體可行方案。 

 二、 2018 第二屆藝術管理與創藝創新研討會：3/30 全文繳交截稿，4/2 審稿並訂定議

程，預計於 4/10 公布研討會議程及開放民眾報名。 

 三、 4/2 召開本學期第 3次所務會議，討論課程規劃、學術交流等各項所務。 

 四、 3/21~3/23 辦理 5場論文/畢製綱要發表。 

 五、 3/28 配合辦理個資稽核作業。 

 六、 教育部創新創業課程扎根計畫：3/15~3/22 邀請創業顧問辦理兩場創業工作坊" 創

造自己的商業模式"，並於 3/29 及 4/12 辦理兩場創業講座並設為微學分課程希望

有興趣的大學部學生修習。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本所106-2學期第1次研究生論文大綱發表順利結束，完成論文大綱3篇之審查。 

 二、 106學期第2學期【藝‧教‧考】藝術與人文教育系列講座： 

 03/15黃瑞菘老師／藝術領域核心素養課程設計工作坊I 

 三、 「美感教育活化教學五年計畫」： 

 （一） 截至目前為止，美感教育計畫助理至三所合作學校觀課共四次。 

 （二） 3/28召開本學期第一次諮詢委員會議。 

 （三） 去年合作夥伴嘉義女中確定加入本期計畫成果發表會。 

 （四） 計畫成果發表會預定於6/10 於本校戲劇廳舉行。 

博物館研究所 

 一、 3/26召開所務會議暨課程委員會議，確認結合2018高教深根計畫中，本所107學年

第1學期課程及經費規劃，並通過107學年度第1學期開課及隨班附讀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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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由博館所承辦，與國立臺灣博館、國家人權博物館籌備處、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合

辦「2018第8屆博物館研究雙年國際學術研討會--記憶所繫之博物館：再現、傳承

與遺忘」，訂於10/25~10/26假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辦，已完成專題演講主講人之邀請

。基於現階段稿源以國外稿源為多，已再次進行國內的徵稿訊息宣傳作業。 

 三、 文化部補助本所辦理「博物館與地方學：知識生產、公民參與及博物館技藝」， 4/27

舉辦之本案第一堂課程已確認，海報設計已完成並準備開始招生。 

 四、 台北市文化局委託本所辦理「北投生態博物園區整體規劃專業服務」，本案訪談名

單與座談活動時間（第一場北投焦點座談確定於5/19假台北市中山堂台北書院舉行

）均已確認，近期已展開相關的個案訪談。本案第一期款業已入帳本校。 

 五、 科技部【文物與口述史應用於博物館人權教育之研究(第一年計畫)】，規劃今年7

月份暑假期間前往加拿大進行訪視及研究調查。 

 六、 科技部【從推廣到創造：科學博物館內的藝術介入(第一年計畫)】，現階段持續進

行本案相關之研究資料蒐集及參訪，並進行國外各科學博物館之藝術運用及創作案

例彙整等。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3/22～3/24泰國朱拉隆功大學美術暨應用學院院長及3位教授來本校參訪交流，初

步提出未來兩校合作議案：可先行以線上課程方式進行兩院授課，具體執行細節將

接續提出。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106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社群-文資BrownBag活動已規劃完成，本學期共計推出8個

場次，第二場次訂於4/19由博物館研究所研究生謝宇婷同學分享其於2017年參加威

尼斯國際藝術節的實習經驗，亦歡迎本校其他學院師生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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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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4 月 9 日 

通識暨共同教育委員會重點工作--吳主任委員懷晨 

通識教育中心 

一、 辦理「給藝術家的孤獨課：向海」蘭嶼藝術下鄉工作坊，已完成面試招募，並購妥相

關交通票券、安排師生公假事宜。 

二、 辦理「給藝術家的孤獨課：向山」工作坊，進行宣傳，招募成員中。 

三、 寫作中心成立籌備中，正積極與各學院開會尋求合作，並徵聘兼任助理以處理相關業

務。 

四、 敦請總務處營繕組及建築師進行研究室、辦公室修繕評估，預計 4月完成階段性防漏

工程。 

五、 聘任協同教學助理，強化關渡講座、通識核心、特色課程之師生互動與彈性指導，提

升課程教學品質。 

六、 「關渡講座：另立全球化運動」3月 29 日放映紀錄片《大帳篷——想像力的避難所》

暨映後講座﹔「關渡講座：身體．行動．藝術」3 月 16 日、3 月 23 日進行蘇菲旋轉

之理論與實務教學。其課程內容與學習紀錄，公開於「關渡講座」課程網站，提供學

習者課前課後之學習資源，並作為課程資料庫。 

七、 積極進行寫作中心、北藝大特色刊物之建置討論會議。 

師資培育中心 

一、 本中心 3/23 日前已提報「107 年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至教育部申

請相關補助款。 

二、 本中心 3 月底前提報「107 年新課綱藝術教育的翻轉與創造」學術研討會」實施計

畫至教育部申請相關補助款。 

三、 本中心三月至五月辦理一系列教學能力培訓相關講座，歡迎校內同學參加。 

(一) 107.3.19（一）培訓講座─美感素養導向課程發展與實務 

(二) 107.4.16（一）培訓講座─藝術領域素養教學課程與評量之設計與實作 

(三) 107.5.14（一）培訓講座─教學實務分享與教師甄試實作 

(四) 107.5.21（一）培訓講座─數位教材應用之簡報技巧 

體育室 

一、 本室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同意補助「106年學年度大專校院棒球參賽及培訓

經費實施計畫」補助8萬元，積極展開培訓，增取佳績。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主管會報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案 由 

廢止本校「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校園內活動犬貓處理原則」，提請審

議。 

說 明 

一、本校於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主管會報(102 年 10 月 14

日)通過之「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校園內活動犬貓處理原則」，惟

管理方法實施迄今，實務上衍生管理上之問題(詳如簽呈)。 

二、本處近期委請林信和律師針對「校園內犬貓管理」出具相關之

法律意見書，包含管理方式與其可能衍生之相關責任。 

三、本處綜合現行管理方式之優缺點及律師意見，擬廢止「本校活

動犬貓處理原則」，將犬貓之管理回歸教育部頒定之「各級學

校犬貓管理注意事項」及「動物保護法」之管制精神。 

辦 法 

 

本案原則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廢止。 

 

審議意見 

 

 

 

 

決 議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主管會報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案 由 

廢止本校「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校園內活動犬貓處理原則」，提請審

議。 

說 明 

一、本校於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主管會報(102 年 10 月 14

日)通過之「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校園內活動犬貓處理原則」，惟

管理方法實施迄今，實務上衍生管理上之問題(詳如簽呈)。 

二、本處近期委請林信和律師針對「校園內犬貓管理」出具相關之

法律意見書，包含管理方式與其可能衍生之相關責任。 

三、本處綜合現行管理方式之優缺點及律師意見，擬廢止「本校活

動犬貓處理原則」，將犬貓之管理回歸教育部頒定之「各級學

校犬貓管理注意事項」及「動物保護法」之管制精神。 

辦 法 

 

本案原則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廢止。 

 

審議意見 

 

 

 

 

決 議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內活動犬貓處理原則 

  102年10月14日 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主管會報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基於維護校園安全、環境衛生及

關懷生命之原則，有效管理校園內活動犬貓，特訂定本原則。 

第二條 本校設立「校園內活動犬貓管理小組」處理校園內活動犬貓相關事

宜，該小組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三條 本校對於校園內活動犬貓進行資料建檔及動態觀察紀錄，並定期報請

動物防疫機關依權責處理校園犬貓問題。 

第四條 校園活動犬貓須由飼主（或認養人）依「校園內活動犬貓申請登記/

變更之標準作業程序」，填具申請書向總務處事務組申請登記/變

更，並經本校校園內活動犬貓管理小組核准後方得以在校園內活動。 

「登記」之犬貓必須全面佩帶識別項圈，以為辨識。 

「未登記」之犬貓，在兼顧關懷生命及環境衛生原則下，以驅離、

不撲殺為原則。 

第五條 飼主（或認養人）需善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並遵守本原則之一切規

定，如有違反規定，校園內活動犬貓管理小組有權將其犬貓撤銷登

記。 

第六條 校園內禁止任意餵食犬貓。對於校外人士在校園進行餵食行為，由學

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製作餵食計畫及連絡方式宣傳單張，交由駐警

隊協助發放，以維護校園環境衛生。 

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報由駐警隊予以勸導並制止。 

第七條 校園內活動犬貓事件依「校園內活動犬貓事件處理標準作業程序」辦

理。 

校園內活動犬貓之處理流程如下： 

一、投訴人向總務處事務組或校園安全管理單位通報，填寫「校園

內活動犬貓事件報案單」交由總務處事務組彙整處理。 

二、總務處事務組偕同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及相關單位處理，必

要時得轉送動物防疫機關。 

三、總務處事務組應將處理結果回復投訴人及通報單位。 

第八條 校園內發現具有攻擊性或傳染病等安全、衛生疑慮之犬貓時，由總務

處事務組委請動物防疫機關採取適當隔離或捕捉措施，處理過程應

合乎人道方式。 



第九條 攜帶未登記之犬貓進入本校校園者，應善盡管理之責，並繫上狗鍊，

隨時清理排泄物；如有違反者經校園內活動犬貓管理小組認定屬情

節重大者，本校得拒絕該犬貓進入校園，並逕行執行驅離。 

第十條 本原則經主管會報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各級學校犬貓管理注意事項 

               

一、 為維護校園安寧、環境衛生、教學環境品質、師生安全及防疫需求，提供

各級學校管理進入學校之犬、貓及訂定管理相關規範之參考，特訂定本注

意事項。 

二、 學校犬、貓之分類如下： 

(一) 第一類：校犬、貓，指由學校或校內人員認養或長期飼養之犬、貓。 

(二) 第二類：校外犬、貓，指有固定校外飼主，由學校決定開放可進入校園

之犬、貓。 

(三) 第三類：野犬、貓，指以上二類之外，無飼主之犬、貓。 

三、 第一類校犬、貓之管理如下： 

(一) 學校對於校犬、貓，應善盡管理之責，經校內主管單位許可並指定飼主，

由飼主完成寵物登記、晶片植入及完成狂犬病等預防注射，並應配戴頸

圈及狂犬病預防注射頸牌等其他可供識別之標記。 

(二) 學校應就校犬、貓造冊列管(格式可參考附件 1)，並視學校人力或幅員

等條件，訂定策略善加管理(如校犬、貓合理數量、適當安全防護措施

等)。  

(三) 有關校犬、貓之取得、轉讓、遺失、死亡等事項，應依寵物登記管理辦

法確實執行。 

四、 第二類校外犬、貓之管理如下： 

(一) 學校是否開放有固定飼主之校外犬、貓進入校園，由各校自行決定。 

(二) 學校若決定開放，應訂定校外犬、貓進入校區須配戴狂犬病預防注射頸

牌、狗鍊、頸圈及不可放任校外犬、貓遊蕩等之注意事項。 

(三) 飼主攜帶校外犬、貓進入校園時，應由七歲以上之人伴同，且依其體型

及種類，使用口罩、鏈繩、箱籠或其他適當防護措施。 

(四) 學校應視需要，規範校外犬、貓除特殊情形外不得進入或需特殊防護措

施方得進入之區域(如餐廳、廚房或福利社等)。 

(五) 特殊用途之校外犬(如導盲犬等)，得依規定進入校園。 

五、 第三類野犬、貓之管理，學校應掌握常出現校園之野犬、貓，視需要詳加

記錄，並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當地環境保護機關



及動物防疫機關協助處理。 

六、 如遇疫情流行期間或學校犬、貓出現異常行為時，應立即進行必要之防護

及疏散人員，並通知相關單位予以處理。 

七、學校應指定專人或專責單位進行學校犬、貓管理，並訂定違反規定之處理

原則，俾利落實執行。 

八、狂犬病疫情流行期間，各級學校應指定專人定期(每週四)回報學校犬、貓

管理及疫苗注射資料，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統計

轄屬各級學校回報至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大專校院回報至本部資訊

及科技教育司後，由該署、司於每週一本部輿情會議上報告，並視疫情需

要調整回報頻率。 

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級學校得依動物保護法、寵物登記管理辦法、

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及各直轄市、縣(市)動

物自治條例等相關法規，視需要自訂及增列學校犬、貓管理事項。 

十、學校辦理學校犬、貓管理之情形，應列入直轄市、縣(市)督學視導事項、

校長成績考核及私立學校各項獎勵補助經費之參考。 

十一、社教機構、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得比照本注意事項之規

定，其犬、貓管理及疫苗注射資料並回報至本部終身教育司後依第八點規

定辦理。 

 


	1070409主管會報紀錄
	簽到表
	1070409議程
	主管會報資料1070409(提案單簡版)
	主管會報資料1070409
	table
	academic
	student
	RD-new
	RD
	RD p5

	general
	music
	FA
	dance
	TA
	FNM
	CR
	GE
	總務處提案單All
	1070321主管會報提案單
	1070328簽准後的簽
	1070328簽准後的簽含附件黑白


	網路公告(簡版)
	1070321主管會報提案單
	tnuadog1106-1
	(附件)各級學校犬貓管理注意事項(資科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