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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107學年度第1學期第8次主管會報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107年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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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 

 

貳、專案推動列管表執行情形報告：略。 

 

●主席裁示： 

（一）有關科技藝術館新建工程的施工安全暨通行動線調整要請總務處事先預

作周全的規劃，並與學務處充分溝通，讓學生可以清楚這個工程的施作

期程。 

（二）12月10日有高教深耕計畫的提案分享會，由各提案單位針對來年提案進

行分享交流。各主管時間若可以請儘量參加。 

 

參、報告及討論事項： 

一、教務處：（張副教務長曉雄代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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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總務處：戴總務長嘉明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一）林學務長于竝補充： 

1.有關科技藝術館新建工程安全圍籬設置部分，目前規劃大型巴士停放的

位置是一個很大的斜坡，宿舍的學生騎車也會上那個斜坡，那個地方又

陡又窄，若再加上學生會車、天雨路滑等，恐怕有安全上的顧慮，是否

有其他更適當的地方可替代？ 

2.科技藝術館工程接下來會有不同的施工階段，包括挖土、灌漿、大型機

具進入等，建議在未來的工程期間內要有一個很清楚的資訊網絡，也許

是APP或學務處的公告系統等，讓學生可以很充分地掌握工程資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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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灌漿會有連續幾天的大型卡車進出，要特別注意交通動線等問題。 

3.本校有一個視障生，在科藝館工程期間，他的行進動線是否需要調整也

要一併考慮到。 

（二）陳校長愷璜補充： 

1.科藝館工程期間，車是從正門還是後門進出需評估，若評估可行，大型

工程車輛一律由後門進出。 

2.增設人行坡道這件事需要請總務處再審慎的評估，因為那個地方坡度很

陡，要考慮到它的安全性，若萬一發生狀況，可能會衍生國賠問題。是

否參考北市府綠色標線型人行道的規劃方式？ 

（三）戴總務長嘉明補充報告： 

1.12月10日會舉辦「科技藝術館新建工程施工安全暨通行動線調整說明會

」，12月17日會進行圍籬的工程、12月24日舉辦開工動土典禮。 

2.未來科藝館的工程進度總務處會將相關資訊即時提供給校安中心。 

3.就行車安全部分，這邊以前就有會車，只是這段期間較頻繁，若以人車

分道來規劃，它的安全性會高一點，且步道坡度規劃等也會符合一般的

需求安全性。 

4.因科藝館工程的那個區域基本上是個工地，工程期間的動線調整是臨時

性、沒有做固定指標，所以視障生的動線需特別安排。 

（四）林院長劭仁補充： 

1.覆議校長所提工程車由後門進出。因為科藝館位在學校後端，若由正門

進出勢必穿越整個校園，會增加管理上及安全上的負擔，大型機具也可

以請他們用申請的方式進出（早上8點以前、下午5點以後），儘量避開

學生上課期間。 

 

●主席裁示 

（一）科藝館工程的相關規劃，包括安全圍籬設置及通行動線調整、工程車進

出等，請總務處妥為處置。 

（二）視障生的動線安排請總務處及學務處做必要的輔導與協助。 

 

四、研究發展處：林研發長姿瑩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一）各專案計畫的執行進度請各所屬主管多關注並儘快辦理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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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事務處：郭國際事務長昭蘭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一）教育部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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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院需以院為單位於

108年2月27日前送國際事務處申請。請各學院務必注意辦理程序及期程

，以免影響學生申請的權益。 

 

六、音樂學院：蘇院長顯達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七、美術學院：楊院長凱麟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八、戲劇學院：簡院長立人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九、舞蹈學院：何代理院長曉玫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十、電影與新媒體學院：（戴總務長嘉明代理），詳如會議資料。 

 

十一、文化資源學院：林院長劭仁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十二、通識暨共同教育委員會：（何代理院長曉玫代理），詳如會議資料。  

 

十三、主計室：蔡主任素枝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一）資本支出需辦理保留者請務必按照程序儘快辦理。 

（二）電影系的借支轉正案辦理進度仍不理想，請魏院長及電影系主任積極協

助處理。 

 

十四、李副校長室：李副校長葭儀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肆、臨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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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散會：下午14時55分。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8 次主管會報議程 

時間：民國 107 年 12 月 3 日（星期一）下午 13 時 30 分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主席：陳校長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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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四、研發處 

五、國際事務處 

六、音樂學院 

七、美術學院 

八、戲劇學院 

九、舞蹈學院 

十、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十一、文化資源學院 

十二、通識暨共同教育委員會 

十三、主計室 

十四、李副校長室 

肆、臨時動議 

伍、散會 



填報日期：10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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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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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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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107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列管序號

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計畫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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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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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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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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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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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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7/07/24台灣建築中心核發候選智慧建築證書評定通過函，續向內政部申請認可，內政部於107/09/04核發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

8.107/08/10建築師已收執申辦候選綠建築證書申請書用印資料，經評定單位通知繳款，評定單位已於

107/09/06收件審查，並於107/09/17函送評定意見，要求建築師於107/10/11前完成補正，建築師已於107/10/09

送件續審。

9.本工程建照開工申報期限(107/09/11)已屆，已於107/08/16及107/08/28兩度函文市府申請展延，又於

107/09/06依市府建管處施工科要求提供本校補充展期期限說明，市府已於107/09/20回覆同意本案須自

107/09/17起6個月內完成工程採購決標，並於決標後6個月內辦理申報開工。

10.候選綠建築證書已由評定單位於107/10/30函送候選綠建築證書評定通過紀錄，續交由

建築師製作評定報告書以取得候選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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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20市府

衛工處函覆審查通過。

2.1.5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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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7/04/17邀請土建及機電專家召開工程底價審議委員會，會後並依程序簽核底價。

8.本工程於107/04/25第1次開標，因無廠商投標而流標，續於107/04/27至107/05/10第2次公告招標，並於

107/05/11辦理開標，又因無廠商投標而流標。

9.已於107/05/22中午由校長主持本工程流標檢討會議，研議後續推動方案。

10.考量營建金屬材料物價仍維持上漲趨勢及建照之法定開工時限(107/09/11)，已於107/06/19簽呈建議目前因

應方案，擬於扣除法定之必要經費外，集中有限經費約2.5億元優先再次辦理主體建築工程之採購作業，並

於107/06/25奉准辦理。

11.107/07/02校長會同相關人員赴教育部爭取經費挹注本校發展藝術科技教育，進而紓解本案自籌經費之窘

境，本校遂於107/07/05發文至教育部調增本案總預算為3.13億元。又配合本案既已調增預算，前述以2.5億

元辦理工程發包乙案暫緩辦理，本處已簽呈逕以2.7億元辦理工程發包。

12.教育部於107/07/25函覆同意本計畫總經費調高為3.13億元。

招標文件製作 總務處 106/08/01 106/09/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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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招標 總務處 106/10/01 106/10/30

1.依據本計畫最新核定之總經費，本案已於107/07/16上網公告招標，訂於107/08/14截止投標，並於107/08/15

辦理開標。

2.已於107/08/09召開工程底價審議委員會。

3.107/08/15因無廠商投標而流標，已續簽第2次上網公告招標，預計107/09/03開標。

4.107/08/21本校函文營造同業公會邀標。

5.107/08/23校長主持本案流標檢討會議，會中要求建築師洽詢市府有關申請展延建照開工期限之可能性，

倘若無法展延，則本案工程招標及開標事宜應先予暫停。

6.本案因前述建照之開工申報期限展延尚無結果，為避免衍生採購爭議，爰依107/08/23會議決議於107/08/31

暫予撤銷第2次招標公告。

7.本處於107/09/19會同建築師召開重新招標因應對策研商會議，其後簽准於107/09/26重新上網公告招標

(107/09/26~107/10/25)，並於107/10/26上午開標，惟截至投標期限屆滿僅有1家廠商投標，投標廠商家數不足

而流標，已簽陳再次上網公告招標，預訂107/11/13上午開標。

8.經第2次上網公告招標(107/10/29~107/11/12)，已於107/11/13上午開標並順利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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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已於107/11/20召開第1次工務會議就申報開工之前置作業進行討論。

2.已於107/11/29邀集體育室、學務處、電算中心、事務組、營造廠及設計監造單位等相

關單位辦理施工圍籬周邊動線暨外管線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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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10 107/03/173.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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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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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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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校於107/04/10發函要求建築師事務所盡速會同水保技師再辦理水保計畫之掛件送審。

5.本案水保技師已於107/04/27掛件送審，大地工程處於107/05/07再次退請修正，已轉知建築師及水保技師儘

速修正。

6.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於107年/05/11受理修正水保計畫，107/05/17來函要求繳審查費用俾續行審查

，本校已於107/05/23完成匯款。

7.市府即委託審查之技師公會於107/06/14到校辦理水保計畫現勘及召開審查會議，另要求本案於107/07/17前

提送修正計畫書。

8.市府大地工程處107/08/23函文核定本案水保計畫，並移送核定本至建管處。

9.市府都發局107/09/04函轉本案水保計畫核定本2份至本校。

加強山坡地開發審查 總務處 106/09/28 107/03/17
1.建築師已於107/09/27發函市府申辦加強坡審。

2.10711/26市府承辦人電話通知本案預訂107/12/14召開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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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107/04/02招商拆除建築基

地上之舊有組合屋。

4.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審查已由本校簽辦規費繳納，繳費後即通知建築師向臺灣

省地質技師公會掛件。

5.地質技師公會於107/05/23辦理現勘及第一次審查會，請承辦技師依審查意見修正後提送報告書辦理後續

審查。

6.地質安全評估報告書之承辦技師已依審查公會之意見修正報告書後再送審，經公會審查通過並同意製作

核定報告書，續於107/06/29發函核定。

7.107/08/27函請建築師加速建照申辦作業，並於107/09/13會同建築師檢討建照申辦情形。

8.建築師對於本案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費用提出質疑，主張該筆費用應由本校另

外支付而非內含於契約價金中，本處於107/10/02邀集建築師到校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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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3.3

3.2.4

3.3.1

3.2.5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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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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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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6

3.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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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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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06 107/12/31 以下為暫定期程，將依教育部相關資訊正式公告後調整。

計畫分享會 研發處 107/12/31

107年成果分享會 研發處 107/10中旬

1.已於9/17完成分享會初步規劃，包括籌備工作期程、主持人時間調查、議程、簡報內容與文宣形式規劃。

2.9/26以Email進行出席日期調查後，預定於10/23辦理，並進行場地、出席統計與流程安排等事宜。

3.業進行活動文宣設計，預計10/5看稿定案後，辦理宣傳及校內人員邀請。

4.已於10/23舉辦第一次分享會；分別由跨學院計畫、學院基本補助計畫代表報告，總辦亦對本年度成果報

告格式及108-111年之提案方式進行說明。

5.10/26寄送成果報告及提案相關格式之原始檔供各單位使用。

6.已完成會議紀錄初稿，預計於10/30完成會議紀錄確認。

107年分享會 研發處 107/12下旬 選擇重要發展議題辦理。將另規劃。

KPI填報作業 研發處 107/11/30

1.業請各計畫於11/30併成果報告繳交「績效表」，由總辦依教育部成果報告格式，KPI

將收取106、107年現況，及提報或調整108年目標值。目前併單位成果報告繳交確認收件

情形併聯繫提醒未交件計畫。

本校計畫指標整理與確認 研發處

1.已就「教育部共同性」、「本校自訂」各項績效指標所需填報內容，與教育部校務資料庫填報表項進行

比對：

(1)依校庫所設定之填報單位，進一步確認本計畫指標資料提供單位及承辦人。

(2)了解目前本校尚未統收之資料，以利於107年計畫成果報告一併收集。

2.需由總辦收集之資料，已陸續研議收集內容，將製作統一格式，以利各單位協填。

3.預計於10/8起陸續與目前已有彙整收集資料單位聯繫，討論後續績效數據彙整作法。

KPI指標資料蒐集 各計畫執行單位

彙整及填報作業 研發處 預計於10月底先彙整校務資料庫相關表冊數據，以為後續填報準備。

107年度結案 研發處

各單位成果報告繳交 研發處 107/11/30 於11/30收件截止。目前正確認收件情形並連繫提醒未交件計畫。

成果報告繳交 研發處 107/11/30

成果報告彙整報部 研發處 未定

新年度提案 研發處 107/12

各單位提案繳交 研發處 107/11/30 於11/30收件截止。目前正確認收件情形並連繫提醒未收到紙本交件計畫。

計畫評選會 研發處 107/12/10 將訂於12/10(一)辦理提案分享會，由各提案單位針對來年提案進行分享交流。

提案報部 研發處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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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12 月 3 日 

教務處各組重點工作--林教務長宏璋（張副教務長曉雄代理） 

註冊組 

 一、 107-1 學期學生休學申請截止日為 12 月 14 日，請輔導所屬學生把握時程辦理。 

 二、 於 11月 19日以 e mail 通知 107-1 學期學士班應畢業學生至教務系統中繕登正確

之英文姓名；碩士班學生於學位考試提送時一併登打。「英文姓名登錄」系統擬

於 107 年 12 月 20 日至次年 1月 15 日期間關閉，俾利製作學位證書。 

 三、 107-2 學期學生註冊須知(草案)，已轉請各相關單位協助編修相關資料，預計於

107 年 12 月下旬函送各系所轉發學生周知。 

課務組 

 
一、 107-2學期之開課資料請各教學單位於12月 7日前完成上傳至教務系統，尚未完

成之系所請儘速辦理。 

 

二、 本學期截至 11 月 27 日已有 303 位同學於線上登記停修課程，惟僅有 191 位學生

送出申請表並經核准停修，請各學系提醒學生，欲辦理停修者務必於 12 月 14 日

前將申請表經系所導師、主管核章後送至教務處始完成申請程序。 

 三、 12 月 4 日召開本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 

 四、 彙整本學期各系所課程是否參與網路教學評量(含使用版本)或自行評量之調查。

招生組 

 一、 108 學年度碩博士班甄試招生委員會議與舞蹈學系七年一貫制學制招生委員會於

12 月 4 日(二)舉行，議程為決定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最低錄取標準及錄取名單、確

認舞蹈學系七年一貫制招生簡章。 

 二、 108 學年度招生考試： 

 (一) 學士班—單獨招生：已於 11 月 12 日(一)結束報名，已完成考生資格審查，經統

計報名人數為 4,198 名(107 學年度為 5,066 名)。 

 (二) 學士班—特殊選才：已於 11 月 21 日(三)結束報名，報名繳費人數共計 143 名，

報名組目前正進行考生資格審查作業。 

 (三) 碩博士班甄試：目前已完成助教抽測與系所主管預畫低標作業，將於 12 月 4 日

(二)進行放榜作業。 

 (四) 舞蹈學系七年一貫制學制：已完成簡章修訂作業，簡章內容將於 12 月 4 日(二)

招生會議中確認，預定於 12 月 19 日(三)公告。 

教學與學習中心 

 一、 北藝大博班實驗室：《北藝學：書寫進行式》申請案 29 件，其中 1件不符合申請

資格，共計 28 件通過資格審查，已於 12 月 3 日召開審議委員會，將續公告周知

錄取名單。 

 二、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已完成提報教育部「106 學年度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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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計畫」經費收支結算表、第 2年成果報告暨第 3年計畫執行規劃書。 

 三、 大專校院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教育部青年發展署舉辦之 106 學年度大專校院國際

體驗學習計畫成果競賽，本校美術系林子瑜同學榮獲優勝，美術碩班溫佳寧同學、

美術碩班陳彥蓁同學及新媒系邱靖雅同學榮獲佳作；教育部將於 12 月 15-16 日舉

辦「106 年大專校院國際體驗學習計畫年度分享會」，地點訂於華山 1914 文化創

意產業園區，歡迎踴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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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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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雜費減免於 107/12/10-108/1/11 受理申請，相關資訊公告

於學校網頁。 

（二）107 學年度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審核結果已逐一通知學生，並辦理複查

作業。 

（三）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業優異獎獲獎名單業於學校網頁公告，請還未領獎的同

學盡速攜帶學生證至課指組領取獎狀及圖書禮券。 

 二、 【學校活動】 

（一）12/8(六)北藝大藝術服務隊 17 位參與新光人壽慈善基金會大小筆友聖誕活動。

（二）12/17(一)召開「108 級應屆畢業生聯合會成立暨第 1 次工作會議」。 

 三、 【社團活動】 

（一）協助各社團使用空間及維修，並辦理各系所社團活動經費申請及核銷事宜。 

（二）協助學生會推動貨櫃屋 2 樓使用功能。 

學生住宿中心 

 一、 「研究生宿舍工程校務基金貸款」第 3 期利息 70 萬 0,652 元，已於 10/09 匯入第一

商銀；現正陳報教育部申請銀行貸款利息補助。 

 二、 107 學年度校外賃居訪視資料，現正實施電話訪查，11 月上旬起與生輔組共同實施

實地抽訪工作，遇資料登載或訪查所見有安全疑慮之居住場所，將聯繫房東進行勸

導改善。 

 三、 107年度「冷氣維護合約」及「水電開口契約」均於12/31到期，現正辦理續約相關事

宜。 

生活輔導組 

 一、 「加強推廣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及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一）每年 12 月 16 日為「一氧化碳預防日」。 

（二）每年 12 月至翌年 2 月為「一氧化碳預防季」。 

（三）請各系所宣導居家或校外賃居同學，鼓勵住家加裝火災警報器及使用瓦斯熱水

器應保持良好通風，以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及意外發生。 

 二、 有關特教生相關徵兵檢查及服役等問題，役政署已建置於全球資訊網 (網址

https://www.nca.gov.tw/)-役男服務-常見問答集-常備兵徵集類，業已公告於學校首頁

暨寄送本校資源教室提供學生參考。 

 三、 學生缺曠截至 11/26 止，曠課 13 小時以上達 91 名，其中曠課 25 小時以上者 13 名(音

樂系 4 名、傳音系 2 名、美術系 1 名、戲劇系 2 名、劇設系 1 名、電影系 2 名、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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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班 1 名)，惠請導師協同輔導。 

 四、 本學期截至 11/27 為止之學生學習成效各項預警-導師輔導分析如下： 

預警原因 人次 預警比例 已輔導 

人次 

已輔導 

比例 

尚未輔導

人次 

尚未輔導

比例 

期初預警 17 5.13% 4 23.52% 13 76.48% 

曠課預警 13 3.92% 2 15.38% 11 84.62% 

期中預警 301 90.93% 87 28.90% 214 71.1% 

合計 331  93 28.09% 238 71.91% 

茲因學習預警現階段輔導率僅 28.09%，籲請各系所導師於接獲學生預警通知 2 週內

關懷並輔導學生，並於預警系統上登錄輔導結果，藉由協同輔導期使學生學習更為

順利；若有轉介需求，請善用轉介機制轉介至相關單位。 

 五、 107-1 學生事務會議預訂於 107/12/11(二)下午 15:00 假行政大樓 3 樓會議室召開，敬

請五長、各院院長、各系所所長與主任、各相關教學單位主管預留時間，踴躍出席。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促進】 

(一)捐血活動: 12/6 上午 10:00~16:00 與台北市捐血中心合作辦理捐血活動，活動地點

為美術系前廣場，敬邀全校師生踴躍捐血。 

(二)愛滋病防治系列活動：12/5 與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合作辦理愛滋防治

活動，包括血液匿名篩檢活動、愛滋及毒品防治知能闖關挑戰等活動；另提供愛

滋防治諮詢專線 02-28976115 及諮詢信箱:health@student.tnua.edu.tw，辦理愛滋防

治衛生教育、健康諮詢及轉介服務。 

 二、 【餐飲衛生】 

(一)10/30 抽驗本校餐飲單位（怡林早餐、怡林自助餐、寶萊納及藝大食堂）販售之

餐飲送台北市衛生局檢驗室檢驗，檢驗結果全數合格。 

(二)大專校院餐飲衛生輔導：教育部委辦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擬於 12/26

至本校執行校園餐飲衛生輔導工作，屆時由本校餐飲相關業管單位（衛保組、保

管組、營繕組）陪同輔導委員及相關主管機關代表進行實地輔導。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理諮商】 

107/8/1~11/30期間統計個別諮商來談達750人次（122人），來談議題前三排序分別為

：情緒困擾、人際議題、壓力調適。 
 二、 【心理衛生教育推廣】 

（一）11/19 辦理「當壓力來敲門」舞蹈系先修班班級輔導活動，共計 3 場。 

（二）11/20、11/27 辦理「夢遊童話」內在原型探索成長團體；11/20、11/27 辦理「藝

起遇見你」人際關係探索成長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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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27 邀請沙遊治療黃梅芳心理師協助辦理期中個案研討會。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12/3「山外之境─校外參訪」地點為：社會創新實驗中心、主義甜食、噪咖藝

術，活動報名人數踴躍，共計 37 人。 

（二）預計於 12/3 中午辦理音樂四甲乙班「下一站，幸（信）福」畢業生拆信生/職

涯輔導活動，並持續連繫尚未進行活動之班代。 

（三）107 年度畢業生流向調查，調查對象為 105、103、101 學年度之畢業校友，已

於 11/15 完成追蹤進度。 

 四、 【資源教室】 

（一）11/28 資源教室愛自己愛別人系列「初秋微陽~來自食物的力量」學生活動辦理。

（二）108 年度身心障礙學生輔導經費申請發函暨 107 年度輔導經費統籌核結。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11/26-12/21 於學生餐廳內展出行政院「看見多元性別」攝影比賽之作品，歡

迎全校師生一起來參加，透過觀看以及展覽中的互動遊戲認識多元性別。 

（二）11/27 辦理「愛情得來速」親密關係探索成長團體。 

（三）擬 12/5 辦理「愛的總動員」擺攤宣導活動，諮商中心將有用發票兌換傳情小

禮，以及桌上牌卡遊戲宣導戀愛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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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12 月 3 日 

總務處重點工作--戴總務長嘉明 

一、 營繕組： 

（一） 「活動中心空調改善工程」案完成改善後之系統量測報告(修正版)獲臺灣建築中心

於 107/11/22 同意核定，並於 107/11/28 由本校辦理驗收。 

（二） 「校區擋土牆地錨(第3區及第4區)補強」由承商於107年11月19日進行第3區地錨適

用性試驗，過程中發生地錨拉脫破壞情形，本處於107/11/26邀集承商及設計監造單

位研商，確認必須辦理變更設計，適度延伸地錨長度。 

（三） 「博碩生平台空間整修工程」(圖書館3樓自修室)由承商於107/09/25申報開工，並於

107/11/03完工，並於107/11/19辦理驗收，相關缺失已要求廠商進行改善後訂於

107/12/04辦理複驗。 

（四） 「戲劇舞蹈大樓T2103室新增電力需求」案已於107/11/22辦理配電盤廠驗，續於

107/11/24上午停電進行配電盤安裝(停電通知已發送)，並於107/11/30完工，後續待

擇期辨理驗收。 

（五） 本校汙水處理系統操作維護技術服務案已於107/11/29上午辦理開標進行資格審查

，並訂於107/12/10下午召開評選會議。 

（六） 體泳館熱泵系統能源技術服務案之6年節能保證期限將屆，本處已於107/11/29邀集

體育室、游泳池委外經營廠商、電機技師及承商等開會研商熱泵系統統現況，以及

系統移交之相關事宜。 

二、 事務組： 

（一） 全校攝影機及主機已更換完成，預定本(107)年12月份辦理驗收及登帳事宜，並請保

管組協助辦回饋項目財產列帳事宜。 

（二） 107/11/14至28協助營繕組查修消防受信總機電話線路，目前已修復完成女1舍、女2

舍、綜合宿舍、學生餐廳、特殊教室、圖書館、展演中心、藝文生態館、戲舞大樓

、研究生宿舍及體泳館等共計11處。 

（三） 10711/07至27共計巡查全校緊急電話31支，其中本組旁之緊急電話外盒故障已招商

更換完成，其他皆測試通話正常。另招生組新增話機需求，已請廠商重新佈線施工

完成。 

（四） 研究大樓4F飲水機感溫線老化以及學人宿舍飲水機內部矽膠管老化，均已請廠商修

復完成。 

三、 保管組： 

（一） 108-110年景觀園藝採購案經上網公告招標後，於107/11/30上午10時截標、同日11

時開標進行資格審查，訂107/12/05(三)下午2時召開評選會議。 

（二） 民眾王琮方請求國家賠償案二審於107/11/07(三)上午第一次開庭，開庭過程已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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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28上午續進行第二次開庭。 

（三） 活動中心二樓餐廳空間標租案於107/11/30上午進行場地點交與議約(價)後簽約，裝

修計畫則繼續提送本校校園規劃小組審議。 

（四） 107年度盤點結果業於107/11/16奉校長核定後函送各單位查照。 

(五) 107/12/08民間企業(KPMG) 租借本校場地舉辦家庭日案，預計12月初召開活動前協

調會，活動中視需要將協請警衛同仁啟動荒山後門進行人員疏散，以降低活動對校

內各項影響。 

四、 出納組： 

（一） 107年11月份(第7至10週)專兼任教師鐘點費已於107/11/30核撥入帳，本次共計核發

511人次，總金額為530萬3,697元。 

（二） 107年10月份公費助學金核撥已於107/11/15核撥入帳，本次總計核發192人次，總金

額為65萬6,544元。 

（三） 108學年度學士班單獨招生報名繳費自107/11/05起至107/11/12止，刻正依程序辦理

核對入帳事宜。 

（四） 108學年度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考試報名繳費自107/11/19至107/11/21止，刻正依程

序辦理核對入帳事宜。 

五、 文書組： 

（一） 為辦理本校民國76-81年永久保存檔案移轉國家檔案目錄送審作業，持續彙整檔案

清理建議清單中。 

（二） 就辦理本校民國71-75年檔案影像數位化作業，廠商已完成掃描，預定本月底交付

成果進行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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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12 月 3 日

研究發展處工作重點—林研發長姿瑩 

 一、 因應教育部 107/11/26 函知 109 學年度系所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作業時程提前至

108/1 報部進行專案審查，本處原定 107/12/3 召開之校務發展小組會議、校務研究

發展委員會配合延期至 107/12/17 召開；各教學單位如有系所班組調整之需求，請

於 108/01/14(一)前依本校「增設、調整系所班組暨招生名額總量管制發展報核作業

流程」簽請校長同意提送校務發展小組會議審議，俾利辦理續提校務研究發展委

員會、校務會議審議及報部事宜。 
 二、 本處與電算中心於 11/22 出席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研究跨域整合資料庫上傳說明

會，依階段性規劃每年定期提供學校基本資料、學生基本資料、學生學習歷程、

學生學習成效、畢業與就業、教師資料及研究成果、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國際化

資訊等八類內容，作為全國性校務研究數據資料倉儲中心。針對本年度公告需提

供學生基本資料及相關作法，將由本處與電算中心另邀請教務處與學務處研商。 
 三、 本校系所評鑑業於 11/27 行政會議確定選擇委辦方案。本處刻正依規定準備相關申

請文件，預計於 108/1 向高教評鑑中心提出申請。後續評鑑相關工作及期程將待本

處與評鑑中心聯繫確認委辦作業規劃後，另公告各受評單位憑辦。 
 四、 本處業研擬「教師及研究人員產學合作績優獎勵辦法」，為鼓勵專任教師及研究人

員積極參與校外各項產學合作與展演活動，以提高本校產學合作成果，刻正辦理法

制提會審議程序。 
 五、 配合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及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規

定，刻正編製本校 108 年度財務規劃報告書，並於 11/28 與主計室研商確立報告書

架構。續將依規定提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校務會議審議後辦理報部作業。 
 六、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107 年度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第二階段申請說明會將於

12/5(三)舉辦。另本校育成團隊「你好藝思有限公司」經輔導申請「臺北市產業發

展獎勵補助計畫」通過，獲得創業補助 85 萬元。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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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度科普產品製播推廣產學合作計畫 107/12/4 北藝大研字第 1070007835 號

(2)108年度延攬研究學者暨執行專題研究計畫 107/12/13 北藝大研字第 1070008053 號

(3)108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 108/1/2 尚未公告 

(4)108 年度鼓勵女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

案計畫 
108/1/2 北藝大研字第 1070007523 號

(5)108年度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執行特約研究計畫 108/1/2 北藝大研字第 107000812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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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8 年度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

寫作計畫 
108/1/2 北藝大研字第 1070008664 號

(7)108 年度年輕優秀學者研究計畫 108/1/2 北藝大研字第 1070008590 號

(8)108 年科普活動計畫(主題 5) 
活動前四個月

隨送隨審 
北藝大研字第 107000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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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年第 1 期 108/3/28 
108 年第 2 期 10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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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攬客座科技人才 
起聘日前 2 個月隨收隨送隨審。

補助期間 3 個月至 1 年為一期，

最多補助 3 年 
常態補助不另公告

(7)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力計畫(拋
光計畫) 

隨收隨送隨審 
北 藝 大 研 字 第

1070003213 號 

(8)國際合作加值方案(MAGIC) 
限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申

請隨收隨送隨審 
北 藝 大 研 字 第

1070004835 號 
(9)2019 愛丁堡皇家學會雙邊訪問

(BVP)計畫 
108 年第 1 次 108/5/24 
108 年第 2 次 108/11/23 

北 藝 大 研 字 第

107000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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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申請人逕行申請) 
計畫名稱 自行申請截止 公告文號 

(1)延聘國內訪問學者（含暑期進修） 
每年 4 次申請 
1、4(暑期進修申請梯

次)、7、10 月底前 
常態補助不另公告

(2)學術研習營 
     107 年 11 月申請延至 12/15 止 

每年 2 次申請 
5/1-5/31、11/1-11/30 

常態補助不另公告

(3)補助青年學者暨跨領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 8/1-9/30 常態補助不另公告

(4)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讀班 每年 9/1-9/30 常態補助不另公告

(5)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 每年 9/30 常態補助不另公告

(6)科技部跨領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規劃案擬開始執行日

3 個月前，隨送隨審 
常態補助不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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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單位自行函送申請，毋需透

過本處，各項目詳細內容請至網站查詢 http://www.hss.ntu.edu.tw/subsidy.aspx?no=21。 

5.科技部計畫申辦、執行與結案情形 (107/10-12) 
類型 徵件計畫 案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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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 2 

核定 產學合作-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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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結案 各類型計畫經費 6 
 

 (二) 非科技部政府補助案近期徵件計畫及推動情形 
1.教育部  

計畫名稱 單位自行申請截止 公告文號 

(1)補助辦理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第一梯次：每年 1 月申請當年

3 月至 8 月辦理之活動 
第二梯次：每年 7 月申請當年

9 月至次年度 2 月辦理之活動 

常態補助不另公告

(2)補助辦理國際學術教育交流活動*  第一梯次：3/15-4/30 受理當年

7/1-12/31 辦理之活動 
第二梯次：9/15-10/31 受理次

年 1/1-6/30 月辦理之活動 

常態補助不另公告

(3)補助辦理兩岸(含港澳)學術教育交流

活動*  
活動辦理 2 個月前提出申請 常態補助不另公告

(4)青年發展署促進青年公共參與獎補助 活動開始之日 21 日前 常態補助不另公告

(5)補助大專校院推動臺灣研究國際合作

計畫 
每年 10/15-11/30 申請次年 8/1
起執行之計畫 

常態補助不另公告

標註「*」計畫因同一單位辦理性質相同案件，每年以補助 1 次為限，申請前請先洽本處

2. 其他單位 
計畫名稱 單位自行申請截止 公告文號 

(1)文化部及所屬機關(構)辦理影視及流行

音樂類補(捐)助業務作業 
活動辦理 1 個月

前提出申請 
常態補助不另公告 

(2)臺北市政府秘書處 108 年協助社會團體

及各級學校辦理或參加國際會議活動 
第 1 期 107/12/15 北藝大研字第 107 0007015 號

(3)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108 年度補(捐)
助研究生進行專題研究計畫 

107/12/31 前 北藝大研字第 1070008404 號

(4)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108 年度補(捐)助
研究生進行專題研究計畫 

108/1/16 前 北藝大研字第 1070008321 號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 108-111 年校內跨學院合作提案於 11/30 截止收件，並訂於 12/10 辦理分享會，總辦

將續安排並公告簡報程序。 
 二、 107 年度成果報告業請各單位 11/30 前提報，請尚未繳交的計畫盡速提交，以利總

辦撰寫本年度成果報部報告書。 

三、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果報告暨考評作業方式如下： 
 (一)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依 11/19 臺教高(二)字第 1070200563 號函知考評

作業分三類及本校辦理方式如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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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書面考評： 

(1) 每年均進行執行成果書面考評，由教育部考評小組進行「年度執行成果報告」書

面審查。執行進度落後或成效不佳者，將視情形安排到部簡報，協助學校檢視整

體規劃並提供改進建議。 

(2) 計畫執行成果報告規定項目包括，計畫摘要、執行情形摘要及亮點、四大目標計

畫執行情形（從「計畫執行前後之改變」的角度進行敘寫具體措施、創新作法及

亮點特色）、績效指標執行情形、經費執行情形及對未來推動的檢討與建議（後

四項合計總頁數以 30 頁為限）。 

(3) 成果報告將由總辦彙整校內各計畫執行成果，依教育部規定項目及格式撰寫，並

依限於 108/1/15 前函送報部。所有附件參考資料將置於網上供查閱。 

2. 實地考評：教育部共規劃兩次實地考評，第一次為 109 年 3-5 月，第二次為 111

年 9-10 月。俟後將續教育部公告後另籌劃。 

3.資訊公開： 

(1) 學校應將計畫執行情形於學校網站中進行資訊公開。總辦刻正進行本校計畫網站

建置，並將規劃相關專區，以符合資訊公開及考評需求。 

(2) 教育部管考填報網站預計於 108 年完成建置，由學校定期填報績效指標及經費執

行情形。俟後續教育部公告期程，由總辦彙整本校相關執行成果進行填報。 
 (二) 附冊 107 年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依教育部 11/27 臺教技(三)字第

1070207657 號函知執行成效評核方式，本校評核方式以書面審查為主，教育部將視

實際需要斟酌安排實地評核。 

1. 執行成效評核架構包括：  

(1) 學校整體 USR 之校務支持落實度，包含學校整體校務發展與實踐大學社會責

任相關之具體制度與承諾，學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整體組織運作，

以及學校成為區域發展、地方創生推進者的整體作為。 

(2) 個別 USR 計畫推動成效，包含團隊形成及推動機制、課程發展及教學實施、場

域經營與夥伴關係發展、跨校交流及合作、資源鏈結及外部合作及經費執行等六

面向。 

2. 107 年執行成果將由本處與 imcci 共同完成，預計依規定於 12/20 完成報部作業。

 (三)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附錄(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成果格式及考評方式尚待

教育部通知。預計於12/4(二)與學務處、教務處研商高教深耕計畫「附錄-完善弱勢

協助機制」108年度計畫方向，以利後續依教育部函知方式辦理年度計畫提報。 

 四、 107 年高教深耕計畫推動教師之彈性刻正核發作業，完成後將於本處網站公告獎勵

情形，並另通知獲獎教師了解審查結果。 
 五、 本年度計畫核定經費分三期撥付（前二期累積請款金額須達 70%方能請領第三期

款），本校第一、二期款累計執行率至 11/29 為 40.56%。 
  各單位如有已執行、已簽辦之經費項目，請務必盡速於會計系統辦理請購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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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利賡續請撥第三期款。目前各子計畫經費執行進度： 

前/當期進度

執行單位 

進度 (%) 前/當期進度

執行單位 

進度 (%) 

11/8 11/29 11/8 11/29 

基
本
補
助
款 

音樂學院 28.75 52.21 影新學院 40.56 54.30 

美術學院 75.43 88.01 文資學院 49.69 76.90 

戲劇學院 53.24 66.21 通識教育委員會 89.00 93.18 

舞蹈學院 54.33 55.52    

校
級
計
畫 

音樂+影新 / 科藝跨域合創計畫 46.38 69.59 

美術+文資學院 / 山海河的城市藝術製圖學 59.64 98.31 

戲劇+舞蹈+音樂 / 跨域混藝 Fusion Theatre 計畫劇場管理 8.07 15.45 

通識教育委員會 / 人文跨域學院計畫 23.98 33.88 

北藝大博班實驗室 43.31 50.53 

北藝大利賀夏日學校 86.00 86.00 

教務處 / 教務與教學升級發展計畫 36.09 77.56 

學務處 / 藝術媒介-社會實踐：建立媒合連結藝術與社群的相遇 15.12 25.99 

國際處 / 蘇黎世跨文化課程 56.92 59.88 

藝科中心 / 展演與教學分享影像攝錄設備 83.52 100.00 

電算中心 / 校園 APP 開發 79.33 79.33 

研發處 / 總計畫辦公室 58.14 63.21 
 
 

專案名稱：教育部 107 年推廣藝術教育計畫 107/1/1-12/31 
 一、 2018 年妖山混血盃學生跨域創作實驗室 2.0 超媒體意識流，業於 11/16 辦理閉幕論

壇及獎勵金審議會議，共 3 組獲得成果獎勵，獲獎結果刻正簽核中。 
 二、 完成 108年計畫規劃，刻正辦理 107年計畫結案成果彙整，預計依教育部 11/13其中

簡報會議紀錄決議於 12 月底前完成報部作業。 
 三、 107 年度計畫執行期程至 107/12/31 止，經費帳務請依主計室公告 107 年度經費請購

及核銷截止期限辦理，務請各執行單位掌握時程。目前經費執行進度：(統計時間

107/11/8) 

執行單位 進度(%) 執行單位 進度(%) 

音樂系製作 90.83 美術學院 44.51 

舞蹈系製作 59.59 文資學院 51.64 

通識中心 67.67 關渡美術館 38.23 

藝科中心 76.31 研發處(含總計畫管理) 71.37 
 

 四、 依教育部 11/13 期中簡報會議中決議由四所藝術院校跨校合作辦理推廣藝術教育計

畫，本校獲擔任首次四校聯展總籌學校，四校校長及代表於 11/22 召開籌備討論會

議，由本處與學務處整合規劃及彙整各校計畫，並依規定於 11/30 完成報部作業。

專案名稱：教育部 106 年教學研究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 106/11/15-107/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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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06 年度計畫經費執行進度如下，除電算中心因計畫支付期程考量外，進度未達

100%單位係計畫尚有餘額或有經費未完成核銷程序，請盡速辦理請購核銷。 

前/當期進度

執行單位 

進度(%) 前/當期進度

執行單位 

進度(%) 

11/7 11/29 11/7 11/29 

圖書館 99.44 100.00 美術學院 100.00 100.00 

電算中心 77.06 77.06 舞蹈學院 86.85 99.69 

秘書室 97.72 100.00 通識教育委員會 99.92 99.92 

體育室 100.00 100.00 通識中心 98.88 98.88 
 

 二、 106 年計畫結案報告前曾請各執行單位於 11/30 回寄本處彙整，請尚未繳交 3 單位

盡速繳交，以利依期辦理報部結案。 

專案名稱：教育部 107 年藝術校園美感教育計畫 107/12/1-108/7/31 
 一、 依教育部 11/22 臺教師(一)字第 1070203378 函知，完成教育部美感教育第 2 期 5 年

計畫(108-112) 推動校園多元美感體驗活動「藝術校園美感教育計畫」報部作業，後

續本處將依期推動計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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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12 月 3 日 

國際處重點工作--郭國際事務長昭蘭 

一、 國際交流業務 

 (一) 11月30日蘇黎世藝術大學 Daniel Spaeti 來訪，就本校與該校合作之 Shared 

Campus 計畫及跨文化合作碩士學期課程進行討論。 

 (二) 12月11日日本熊本大津高中來訪，預計拜訪國際事務處，關渡美術館，電影系

等，人數共25名(學生20名,教師等相關人員5名)。 

 (三) 本校與西班牙馬德里康普頓斯大學(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合作締

約洽談。 

 (四) 本校與芬蘭赫爾辛基藝術大學西貝流士音樂學院(Sibelius Academy)合作續約辦

理。 

 (五) 本校舞蹈學院與美國伊利諾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舞蹈學系合作續約辦理。 

 (六) 本處代影新學院辦理與墨西哥自治大學電影研究中心(The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éxico)院級合作合約審議事宜。 

 (七) 與姊妹校英國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洽談進行交換學生之計畫。 

 (八) 本校與奧地利林茲藝術與設計大學(Kunstuniversität Linz)合作締約洽談。 

 (九) 國際事務長11月16日與法國亞爾國立高等攝影學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la Photographie) Tadashi Ono 教授會晤，就雙方未來合作發展可能性進行討論

。 

二、 境外學生業務 

 (一) 本中心於12月7日帶領僑生代表參加北區中央聯合訪視僑生活動，會中僑生代表

將在台灣求學時遇到的困境與大家分享。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107學年度第2學期本校赴國外交換學生學海奬學金之借支作業。 

 (二) 本中心辦理教育部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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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年 2 月 27 日。各系所院需自訂審查辦法及收件日期，並以院為單位送件。

敬請各教學單位依規定辦理並於時間內繳交。 

 (三) 本中心辦理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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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年2月27日。各系所院需自訂審查辦法及收件日期，並

以院為單位送件。敬請各教學單位依規定辦理並於時間內繳交。 

 (四) 協助107學年度第1學期之國際交換學生辦理停留簽證延長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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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業務 

 (一) 國際事務處於 11月 17日(六)帶領境外學生及交換學生至宜蘭傳統藝術中心進行為

期一日之校外文化參訪活動，活動包含宜蘭農村體驗，親自製作蔥餅以及下田實

作農務，午後至宜蘭傳統藝術中心體驗台灣傳統手創藝術及觀賞台灣傳統文化表

演布袋戲，歌仔戲等，參加人數計 56 名。 

 (二) 國際事務處與留學生社團於 12 月 3 日至 7 日舉辦第三屆境外學生文化週活動，活

動包括 12 月 3 日開幕活動、創異市集、祕魯道地美食工作坊；12 月 4 日巴西聖

若昂節特色燈籠工作坊；12 月 6 日澳門紮染工作坊；12 月 7 日東京人的大阪燒教

室。 

 (三) 12 月 5 日於國際書苑辦理姊妹校博覽會，參與學校數為 15 間姊妹校。博覽會是藉

由交換生親自介紹自己的國家和母校環境，希望有意赴外交換的同學們能透過本

次活動探索各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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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12 月 3 日 

音樂學院重點工作--蘇院長顯達 

音樂學院 

 一、 11 月 12 日以及 27 日，蘇院長、盧文雅主任與影新學院魏德樂院長、王俊傑

等人開會討論 108 高教深耕跨院合作計畫案。 

 二、 11 月 21 日，蘇院長、傳音系李婧慧老師、魏心怡老師與文資學院林劭仁院長

等人開會討論 108 高教深耕跨院合作計畫案。 

 三、 11 月 27 日，召開 107-1 第四次院教評會議。 

 四、 繳交音樂學院 107 院級合作夥伴調查表。 

 五、 繳交音樂學院 108-111 年度高教深耕跨院合作計劃案。 

音樂學系、管絃與擊樂研究所、音樂學研究所 

 一、 11 月 12 日(一)召開本學期第 2次所務會議，報告系所各項行政工作進度及成

果。 

 二、 各式學位考試收件、日程、口委確認、評分袋、聘函製作 

 三、 107-1 碩士班音樂廳學位考：技術會議及音樂廳進樂器時間安排協調。 

107-1 畢業製作：評語及成績處理。 

 四、 11 月 26 日(一)至 12 月 22 日(六)電影配樂錄音演奏實務培訓工作坊、配樂編

創工作坊開始執行。 

 五、 11 月底到 12 月初關渡藝術節邀請到加拿大英屬哥倫比亞大學音樂學院專任鋼

琴教授 Corey Hamm 來系上做三場講座及大師班。 

(一)11/30【Ancient Music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13:10~14:50 於 

    音樂一館 M101 

(二)12/03【Piano Master Class】13:30~15:10 於音樂一館 M101 

(三)12/03【Piano Recital】19:30 於音樂二館演奏廳舉行 

 六、 《車過枋寮》美聲音樂劇排練、執行。演出時間 12 月 19 日(三) 18:00 舞蹈

廳。 

 七、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開課事宜： 

(一)開課會議資料彙整 

(二)開課資料上傳教務系統 

(三)在職音碩開課暨時間安排 

(四)107-2 客座教授 Prof.Hashimoto 開課規劃，課程包含：鋼琴大師班、室

內樂專題、專題演講、音樂會。 

 八、 107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結案報告彙整。 

 九、 108-111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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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108 碩甄/學士班/特殊選材招生報名試務處理。 

傳統音樂系 

 一、 11 月 28 日與 12 月 5 日召開 107-1 第 5 次與 6 次招生試務委員會，確認大學

選才系統學系問卷填寫內容與進行 108 學年度特殊選才面試相關事宜。 

 二、 12 月 10 日召開 107-1 第 1 次教評會，進行 107-2 新聘兼任教師提聘審核。 

 三、 公告 107-1 學期期末考試事宜，含聯繫教師、公告考試時間、曲目、收集理

論組口試題目與書面資料及製作南北管樂考試曲目資料本。 

 四、 確認 2019 年大陸學生研究所招生簡章與編修 2019 年外國學生招生簡章。 

 五、 新網站建置進度：整理傳音系開辦以來大事記、剪輯 2012-2017 年展演影

片、校友名單、蒐集專兼任老師照片並剪輯、持續規劃調整適宜版型。 

 六、 高教深耕進度協調、進行結案報告整理。 

 七、 完成高教深耕跨院合作會議。 

 八、 11 月 16 日下午 13 時至 15 時 30 分，建成國中前來本系參訪，一行共計約 29

人，本系安排體驗傳統音樂。 

12 月 3 日下午 13 時至 16 時，中興國中前來本系參訪，一行共計約 35 人，本

系安排體驗傳統音樂。 

 九、 專題演講：12 月 5 日，樊夏，【水舞台泰國音樂會】 

 十、 本系 107-1 學年度秋冬展演活動自 10 月 6 日起正式展開，歡迎全校師生蒞臨

欣賞： 

107 年 12 月 13 日 19:30「陳奕慈個人音樂會－吹毛求慈」，傳統音樂學系學士

班學生陳奕慈。 

107 年 12 月 14 日 19:00「林憶如個人音樂會」，傳統音樂學系碩士班學生林憶

如。 

 十一、 11 月 18 至 23 日，蔡淩蕙主任與潘汝端老師參加德國漢諾威 TRAIECT 亞洲傳

統樂器與電聲音樂節，確認 2019 年合作細節並發表論文。 

 十二、 11 月 26 至 29 日，高教深耕跨院（傳音、舞蹈）合作計劃“活水的芬芳＂移

地教學於越南胡志明市舉行，並參與越南國際民族音樂節工作坊、演出新編

樂舞“客途＂，及與其他六國音樂家於閉幕音樂會演出共同即興音樂合奏。 

 十三、 本系蔡淩蕙主任將於 12 月 17 至 21 日受邀參與韓國首爾國立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音樂節活動，主辦單位同時提供 2 位同學（南管樂與北管

樂各 1 位）落地招待參與，本系將於 12 月 3 日上午舉辦甄選。  



7-1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12 月 3 日 

美術學院重點工作--楊院長凱麟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學術研究】：本院黃建宏老師邀請當前技術哲學研究先鋒，德國/香港哲學家許

煜（Yuk Hui），來台訪問並於本校與中研院進行學術講演分享（12/10）及研討班

（12/11-13），主題「宇宙技術 Cosmotechnics」。將分享其近年關鍵思想研究項

目與國際合作情況，並針對感知學（aesthetics / aisthetikos）與技術此一主題提出協

作的可能與進行方式。 

【學術研究】：本院高教深耕計畫項目：「離線瀏覽-影像工作坊」，邀請藝術家/

策展人許家維，於 10 月 7 日開始，進行為期四次之影像創作研習。本次工作坊與

鳳甲美術館所舉辦之 2018 台灣國際錄像藝術展為平行連結之活動。針對當代媒體

環境的虛擬特徵，探索影像作為創作手段之意義與其可能。 

【學術研究】：本院潘娉玉老師於 11 月 20 號邀請美國藝術家暨策展人 MARY 

SHERMAN，來院演講「導向全球的藝術實踐」。 

【學術研究】：本院黃立芸老師於 11 月 21 號邀請國立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助理研究

員方令光老師，來院演講「筆墨見真章 - 中國歷代書法」。 

【學術研究】：本院江凱群老師於 11 月 22 號邀請劉博文律師，來院演講「民族誌

藝術計畫系列：藝術人法律專題」。 

【學術研究】：本院郭昭蘭老師將於 12 月 12 號邀請美國亞利桑納大學藝術史教授

Joanna Grabski，來院演講「藝術世界城：藝術家、城市生活與全球化的達卡」。 

【計畫執行】：高教深耕計畫 107 年度結案內容彙整與製作。 

【計畫執行】：高教深耕計畫 108 年度計畫撰寫與提案準備。 

【獎項與展覽】：提昇美術學院學生藝術涵養、研究與創作能力，鼓勵創作富開創

性之作品，並促進同儕良性競爭、刺激創作潛能，每年度特舉辦創作卓越獎。本屆

獲獎者共 14 名現正籌畫展覽細節中，預計於 2019 年 1 月於關渡美術館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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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108 學年度學士班特殊選才收件作業。 

【教務】：美術學校碩士班(主修創作)申請畢業展演報告發表 6人、大綱發表 15

人。 

【課程展覽】：黃華真老師帶領課程學生進行「色彩計畫」系列活動，展開「拾彩

計畫：從北藝大出發」展演活動，展覽時間為 11/30（五）12/7（五），地點為本

院南北藝廊。該計畫帶領學生走訪北藝大校園，開啟了一場環境與色彩關係的研 

究。迄今已萃取獲得超過兩百種色彩，透過採集在地植物、萃取其自然有機色素為

方法，踏查、歸納整理出屬於特定「地方」與「路徑」的色譜。 



7-2 

 三、 

 

四、 

【課程展覽】：12/17（一）12/21（五）於地下美術館舉辦「美碩在職專班期末評

鑑觀摩展」。 

【學生交流】：美術系博士班於 11 月 25 號（日）假北投文物館舉辦，「2018 博

班秋聚」。同學針對近期國際交流（林晏竹／東京藝大交流經驗）、博士研究方法

建立與資源管理（王曉華／博士候選人、大綱考申請者）及博班實驗室年度執行報

告（徐明瀚／博班實驗室首年度博生執行代表）等議題進行分享。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二、 

【學務】：辦理學生大綱與學位考試相關事宜 

【教務】：央請校友張紋瑄編撰藝跨所十周年回顧專刊。 

【展演活動】：本所蔡士翔同學策畫之「車書計畫 - 腳踏車書店 Little Talks」在

11/24（六）於八里進行第一場次活動。本計畫企圖藉由直接介入的區域行動，擾

動內部體系與外部體系的兩者界線，試圖提問：實驗隨機碰觸的群體中有無可能因

為外力而重構？藝術敘事是否也有機會藉由草莽的行動而有所鬆動？本計畫為本

院高教深耕「山海河的城市藝術製圖學」執行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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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12 月 3 日 

戲劇學院重點工作--簡院長立人 

【高教深耕計畫】 

一、 高教深耕「跨域混藝 fusion 實驗劇場」舞台管理工作坊，活動日期為 12 月 09、14、

15、16 日，已報名截止。 

二、 高教深耕「跨域混藝 fusion 實驗劇場」五年計畫第一期電力改善工程已於 11 月完成。

戲劇學系、劇場設計學系 

一、 2018冬季公演《第十二夜》12/21-12/28，於戲劇廳演出7場，貴賓陸續邀請中。 

二、 戲劇學系學生及校友得獎名單: 

 2018 MOD 微電影暨金片子創作大賽 

最佳男演員：《癡情馬殺雞》賴澔哲（戲劇系校友） 

最佳女演員：《紐約下雪了》劉馨檜（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表演組） 

 第55屆金馬獎 

最佳女主角：《誰先愛上他的》謝盈萱（戲劇系校友） 

三、 《戲劇學刊》獲選2018年「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錄」 

四、 劇設系107年度專項經費，電腦燈採購事項已執將完畢 

五、 劇設系燈光技術助教11月離職，進行徵才作業中。 

 



9-1 

舞蹈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12 月 3 日 

 

舞蹈學院工作重點--何代理院長曉玫 

舞蹈學院 

一、2018 年舞蹈學院歲末展演將於 2018 年 12 月 13 至 16 日演出，目前已經寄出貴賓票券

登記表，邀請各單位師長、同仁觀賞。12 月另刻正進行節目單設計製作。 

二、進行 107 年度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設備計畫採購核銷，執行率已達 98.65%，刻正進行

結案報告書撰寫。 

三、107 年專項經費目前正進行核銷桌上型電腦 11 台，已於 2018 年 11 月 30 日完成驗收。

目前餘 S7 音響更換喇叭費用、飲水機、劇場專業軟體進行安排施工及核銷。 

四、2018 年 12 月 20 日召開院教評會，將審議客座教師、兼任教師聘任案。 

舞蹈學系七年一貫制 

一、舞蹈系七年一貫制先修班期中成績紙本已於 2018 年 11 月 26 日寄發家長。 

二、一貫制四年級於 2018 年 12 月 3 日進行舞蹈學院歲末展演裝台工作。 

三、2018 年 12 月 10 日進行築夢有約講座，將由香港舞蹈團以《從創作中看見香港：文化、

身份、生活與機遇》為題進行分享。 

四、2018 年 12 月 15 日將召開先修班家長會。 

舞蹈研究所 

一、2018年12月3日中午於本系館一樓中庭舉辦古名伸老師《完美，稍縱即逝》簽書會。 

二、108學年度碩博士班招生宣傳工作持續進行中。 

三、聯繫107學年度第二學期課程教師安排及時間。 

四、開始受理及輔導學位論文考試事宜。 

五、2018年12月6日召開本學期第四次所大會。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舞蹈學院基本補助計畫 

（一）刻正進行年度結案報告。 

二、教育部高教深耕中長程計畫  

（一）與傳音系合作之《活水的芬芳》專案第一階段：越南樂舞編創研習與交流南向計畫：

已於 2018 年 11 月 26 至 12 月 2 日抵達越南胡志明市音樂學院前往進行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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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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 日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重點工作--魏院長德樂（戴總務長嘉明代理）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影新學院於11月20日(二)上午接待電影系邀請蒞臨之墨西哥國立自治大學Santiago 

Torres Pérez教授，由魏德樂院長於國際書苑進行學院簡介，並討論未來兩校/學院

合作交流事宜。 

 二、 影新學院於11月27日(二)下午召開108年度高教深耕計畫提案討論會議，邀請音樂

學院師長、同仁與會，討論兩學院合作計畫項目等議題。 

電影創作學系 

 一、 電影系108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審查於11月23日(三)進行，已經順利完成審查。 

 二、 電影系於11月19日 (一 )邀請來自墨西哥國立自治大學（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UNAM）的Santiago Torres Pérez教授/紀錄片導演蒞臨，舉辦

「墨西哥電影的過去與未來－墨西哥電影簡史以及產業現況」講座，並於當天當

天晚上放映影片《Everybody's Got Somebody...Not Me》。另為籌備108年關渡電影

節墨西哥電影專題活動，電影系與Pérez教授也就未來兩校合作事宜進行深入討論

。 

 三、 電影系客座副教授陳慧老師與學士班蔡慈庭同學於11月24日(六)至26日(一)代表參

加澳門「未來之路：海峽兩岸暨港澳地區大專學生電影作品交流展」；電影系展出

作品包括學士班蔡慈庭同學、邱子耘同學以及周潔潔同學畢業作品《美芳》、碩士

班陳晶亮同學作品《我也很好》、學士班李騁佺同學作品《Shell》。 

 四、 2018年第55屆金馬獎於11月17日(六)揭曉，電影系老師獲獎如下： 

1. 兼任教師雷震卿老師以《誰先愛上他的》榮獲最佳剪輯獎。 

2. 兼任教師廖慶松老師榮獲特別貢獻獎。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參與「台北市國民中小學卓越藝術教育普及藝術活動參與計畫」，辦理科技

藝術介紹（視覺類、聽覺類、表演類）巡迴活動，已於11月底順利完成臺北市30

所中小學推廣活動。 

 二、 新媒系2018關渡光藝術節節目－《游泳克》已於11月23日(五)至25日(日)順利完成

演出，獲得校內外觀眾及專業人士好評。 

 三、 新媒系碩士班張子謙同學入圍「photo go－台南國際攝影節」，作品自11月30日(五)

至12月2日(日)於「台南水交社工藝聚落」展出。 

 四、 新媒系碩士班謝佑承同學榮獲2018集保結算所（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集思廣義

－當代藝術賞」首獎、學士班謝竺勳同學榮獲優選，獲獎作品於107年11月1日至

108年9月30日在「集保結算所辦公大樓藝術展示空間」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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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學系 

 一、 動畫系於11月12日(一)、19日(一)針對本年度關渡國際動畫節執行成果，進行2次檢

討會議，使參與學生可充分反應不同觀點與建議；學系專任教職員執行團隊於11

月21日(三)進行行政總檢討會議，擬定改善方式與未來方向。 

 二、 動畫系訂於12月15日(六)完成文化部補助計畫結案相關作業。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 影新學院執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配合總計畫辦公室計畫成果收集作業，刻辦

理各系計畫成果資料彙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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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12 月 3 日 

文化資源學院重點工作--林院長劭仁 

 一、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一） 基本計畫已於11/30繳交本年度成果報告。共補助3門課程進行海外移地教學：美

國紐約(國際藝術教學專題-藝教所)、日本關西四國(文化資產應用研究-藝管所)、

馬來西亞新加坡(博物館規劃與管理-博館所)均全數辦理完畢，亦完成海外移地教

學成果報告書3份。 

 （二） 由本院博館所黃貞燕老師執行「看不見的北投」，以北藝大的專業知識與北投的

地方知識相互連結、跨域合作，設計環境、生活、街區和社會設計四個子題，藉

此達到高教深耕的目的。目前辦理兩場社區教室（北投新武獅、北投新樂社），

和一場展覽（鏡投 · 近投）。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11/23 召開課程委員會審議 107-2 開設課程。 

 二、 11/23 本所 108 學年度甄試招生共計 22 位考生，全員應試無缺考。 

藝術行政與管理研究所 

 一、 辦理 108 學年招生宣傳事務。 

 二、 籌辦 2018 文化資源經典講座暨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將於本週 12 月 6~7 日(四~五)

舉辦，集結四大講者、七大主題論文的文資研討會，歡迎蒞臨指教。  

 （一） 經典講座： 特邀日本學者鈴木伸治教授來台分享《社群參與：橫濱與神奈川的藝

術計畫》 

 （二） 專題論壇：力邀三位講者透過場域、鄉村文化、地方知識與我們談談《共創參與》

講者有張世杰(嘉義縣表藝中心主任)何培鈞(小鎮文創公司創辦人)陳佩歆(桃園木

藝生態博物館秘書)，並邀請本院建文所黃士娟所長及藝教所容淑華所長對談。 

 三、 11/19 召開所務會議，11/20 召開所教評會議。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本學期第4次所務會議於11/23召開，針對本所107-2學期預計聘任國藝會執行長彭

俊亨教授為本所兼任教師，教授科目【藝術教育與非營利組織】，進行相關討論。

同日召開本學期第1次所課程委員會議，討論本所107-2學期開課規畫。 

 二、 107學期第1學期【藝‧教‧考】藝術與人文教育系列講座： 

11/13  周郁齡助理研究員／野根莖：台灣當代藝術地誌想像 

11/13  黃心健理事長／VR 作為新媒體藝術創作的無限可能 

11/14  徐亞湘教授／戲曲社會心理學 

11/17  林智海總監／解說設計與實戰演練 

11/21  韓淑華藝術長／一條長長的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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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陳懷萱老師／田野工作方法與社區田野經驗分享 

11/28  陳俊欽老師／關渡自然生態探索 

 三、 「美感教育活化教學五年計畫」： 

 （一） 11/21至教育部報告本期美感計畫成果。 

 （二） 11/21至台南家齊高中辦理南區第二場推廣工作坊。 

 （三） 11/29前往台東國家史前博物館辦理第一場與第二場推廣工作坊。 

博物館研究所 

 一、 本所高教深耕計畫「博物館規劃與管理」課程，由廖仁義所長與陳佳利老師帶領

研究生，已於 11/11-19 前往馬來西亞及新加坡進行為期 9 天海外國際教學，成果

豐碩，亦獲得新加坡國家美術館、馬來西亞國家博物館及國家美術館之熱烈回應，

預計將進行下一波之交流及合作。 

 二、 由本所承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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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積極處理本案經費核銷及期末報告相關事宜，預定於 12/15 前

結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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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已完

成本案期末成果報告撰寫，本案期末成果審查會議已於 11/13 召開，嗣期末報告

繳交後即完成結案。 

 四、 科技部【文物與口述史應用於博物館人權教育之研究(第二年計畫)】，現階段正積

極展開相關研究及調查個案規劃。 

 五、 科技部【從推廣到創造：科學博物館內的藝術介入(第二年計畫)】，已於 11/2 進行

科教館特展現場之觀眾研究問卷調查，現正進行前述問卷調查的逐字稿及資料彙

整。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高教深耕成果報告 -  批判性思考與創意型溝通演講系列 及國際品牌行銷工作坊。

 二、 108 年度 USR 執行期間自 108 年 1 月 1 日至 108 年 12 月 31 日。計畫主持人：郭

昭蘭副教授。共同主持人：林亞婷副教授、余昕晏助理教授、張懿文助理教授。

 三、 2018 年國合國 TICA 聯合活動訂於 12/1 在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舉行，七位國合會受

獎生報名參加達人秀表演。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11/28召開課程委員會，通過107學年度第2學期開課事宜。 

 

 

 



12-1 

通識暨共同教育委員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12 月 3 日 

通識暨共同教育委員會重點工作--吳主任委員懷晨（何代理院長曉 
                              玫代理） 

通識教育中心 

一、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籌備工作： 

系列文學講座第三場「文學，走進田野—書寫的社會實踐」訂於 107 年 12/2 日（日）

21:00 於作家事粉絲頁線上直播，邀請顧玉玲老師、張娟芬老師對談。 

師資培育中心 

一、 本中心目前已完成修訂本校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修訂

相關工作，經校課程會議審議通過後，預計 12 月份上傳教育部相關平台後，再送教

育部備查。 

二、 本中心 12/13 日(四)辦理 107 年新課綱藝術教育翻轉與創新學術研討會，目前正準

備相關籌備工作中。 

體育室 

一、 107學年度107 學年度棒球運動聯賽，本校參加一般組，比賽日期12/6日(四)~12/11

日(二)，地點北市社子島， 將持續強化訓練、爭取佳績。 

二、 12/13 日(四)晚上 6點本校籃球隊與基督書院籃球隊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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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12 月 3 日 

重點工作--蔡主任素枝 

一、107 會計年度即將於 12 月 31 日結束，有關各類經費(含累積業務費、實習費、結餘款及

管理費等)請購、報支及申請保留等相關事宜，業於 107 年 11 月 27 日以北藝大主字第

1071004489 號書函周知各一、二級單位，請各單位配合辦理。茲概述重點如下： 

(一)各項經費請於 12 月 20 日前送達主計室，如因情形特殊無法送達者，最遲於 12 月

25 日前送達主計室。 

(二)12 月 21 日至 12 月 28 日止因特殊情形及事實需要所發生之各項經費，如差旅費報

支及印領清冊（含加班費、婚喪生育補助費…等），至遲仍應在 12 月 28 日前送達

主計室，特殊情形無法送達者，最遲仍應在 108 年 1 月 2 日前完成。 

(三)國內外出差差竣日在 107 年度者，差旅費請於當年度核銷；出差日期跨 108 年度者，

差旅費可於 108 年度一併核銷。 

(四)資本支出之工程及設備，無法於 12 月 31 日前完成驗收付款，但已發生權責須辦理

保留之案件，請專簽並敘明無法完成驗收付款須申請保留原因，檢齊資料於 12 月

25 日前送達主計室彙辦。 

(五)已先行借支之各種「預借款項」，除另依相關規定得以繼續執行者外，請依前述時

程辦理，儘速完成轉正或歸墊事宜。 

(六)特殊情形無法於上述時間內完成者，請先洽主計室承辦人員。 

二、有關帳列 107 年 9 月 30 日以前預借現金未結案件資料（不含僅 1-2 筆今年下半年度未

結之借支案件），業於 107 年 11 月 26 日以北藝大主字第 1071004493 號書函周知相關單

位。其餘借支案件，請依前項第五款時程辦理。 

三、有關本校兼任助理於 104 年 9 月至 107 年 2 月期間投保勞、健保且尚待收回之應收保費

計有 20 萬 9,284 元，業於 107 年 11 月 23 日以北藝大主字第 1071004011 號書函，請各

相關單位查明並協助收回或核銷轉正［如屬不可抗力因素造成，始可由相關公款（如單

位業務費、計畫經費或單位結餘款及管理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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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副校長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7 年 12 月 3 日 

李副校長室重點工作--李副校長葭儀 

一、 台北商業大學副校長蕭幸金教授、創新經營學院院長黃國珍教授與圖書館館長林盈均

教授於 11 月 15 日蒞校拜訪，說明擬邀請本校一同組成「臺北專業大學系統」。此專業

大學系統由台北商業大學啟動，目前已邀請台北市立大學與台北護理健康大學加入組

成聯盟，為發展此系統正陸續邀請其他相關大學參與中。本室於拜訪當日安排參觀本

校圖書館與美術館，促進彼此認識與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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