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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主管會報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108年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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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考慮學校接下來有許多重要的計畫推動，目前有一小波人事的調整，王

寶萱主任秘書這個月會卸任、轉換到學校的研究系統，學校許多全校性及

中央部會的計畫將會繼續倚重她的專長。新的主任秘書會由前台北市文化

局局長鍾永豐先生接任，鍾局長來北藝大接任主任秘書對於學校與臺北市

政府間的聯繫應該會有助益。邱副校長原本有兼任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

心主任，現在回歸校長室執行長的專職工作，協同推動全校性的重大計畫

、不再兼任藝推中心主任。另外IMPACT音樂學程方面，考量音樂學院蘇

院長及音樂系盧主任在整體發展上有與教學比較一致的視野，且目前文化

部對IMPACT音樂學程的補助都是逐年提案，什麼時候結束也不知道，我

們要預先做準備。也因應目前高教深耕計畫的藝科融合，音樂學院也大量

推動跨學門的整合計畫，這都是IMPACT先一步怎麼內化到音樂學院的可

能，這個鋪陳我們要先提早啟動，所以林文斌主任繼續兼體育中心主任、

但不再兼任IMPACT主任，IMPACT主任委由音樂系盧文雅主任兼任、實

際上執行仍由研發長推動。學期結束後也許會另有小的局部調整。 

二、年度專項經費我們給電算中心、展演藝術中心、圖書館三個單位相當多的

資源，這幾個單位要在既定的時間內讓執行率有妥當的處理。 

三、目前很多單位還在進行招生事務，務必請各單位主管多費心。目前有三、

四個單位正在招聘專任教師，要請各院長多關注，此事不宜過度輕率的選

用專任老師，請教學單位要審慎的處理。 

 

貳、專案推動列管表執行情形報告：略。 

 

●主席裁示： 

（一）高教深耕的經費大概3月底才會知道教育部會確定補助多少經費，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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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是按去年的預算原則提撥第一期的經費，我們也以七個教學單位

優先、做基本款的支用，之後有更明確的分配方式會再跟各單位說明。

原則上今年不再邀請校外委員來做評選，而是會以基本款跟跨單位合作

、藝科融合的精神作為分配原則。 

 

參、報告及討論事項： 

一、教務處：李教務長葭儀工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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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總務處：戴總務長嘉明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一)戴總務長嘉明補充報告： 

1.目前正在規劃併同增設機車辨識進場，之後學生可以用車牌辨識+E-

TAG以自動感應方式進出學校。未來校內會設3個收費站，外面來的人

就可以去收費站以掃描條碼的方式繳費，收費亭也可以做折扣連結，比

如與校友證或學校活動連結，也可減少過去大型活動校內塞車的問題。 

 

●主席裁示： 

（一）上學期學生代表會議提案希望學生可以比照教職員開車入校是使用感應

系統，經過這些時間的統整與研議，今年內會實施全校在職、有學籍者

進入學校（包含汽車、機車）都可以用感應系統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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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教育部藝術推廣教育計畫今年多了一個四個藝校的聯演，目前由北

藝大首推四校聯演的年度成果呈現，現由學務長辦公室主導這個專案計

畫，今年6月底以前在桃園、台南會有盛大演出，我們拭目以待。 

（二）非常感謝研發長及主秘在前兩個禮拜進行教育部大學協助地方創生計畫

相關籌備工作，這週四台東縣關山鎮的鎮長會來拜訪，下個禮拜台東縣

長會來拜訪並簽合作協議。北藝大過去在台東、花蓮地區有很多單點活

動，但比較缺乏整合，現在透過許多校友的協助將整個脈絡整理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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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推動大型計畫非常不容易，在這邊要給他們加油。 

 

五、國際事務處：王國際事務長綺穗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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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代理院長錫權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八、戲劇學院：（張主任啟豐代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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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吳院長懷晨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十三、電子計算機中心：孫主任士韋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十四、展演藝術中心：王主任世信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十五、藝術與科技中心：王代理主任盈勛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一）請圖書館務必與藝科中心保持緊密的聯絡，並利用新加坡籍藝術家S. 

Chandrasekaran這次來校的機會將校牛的歷史有完整的記錄與搜整。 

 

十六、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邱執行長顯洵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十七、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吳代理主任懷晨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十八、學士後跨藝合創音樂學士學位學程：林主任文斌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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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 

 

十九、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陳主任約宏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二十、圖書館：黃館長貞燕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二十一、關渡美術館：黃館長建宏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二十二、人事室：蔡主任旻樺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二十三、主計室：蔡主任素枝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一）本校兼任助理尚待繳回之應收保費一案，請各單位於4月底前完成清理

。 

 

肆、專案報告： 

一、新版學位證書簡報。〈報告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討論意見及補充說明： 

（一）王主任世信：請問畢業證書為什麼要改版？是否要讓學生看看新版

畢業證書？ 

（二）陳校長愷璜：現行的畢業業書並沒有透過學校的程序會議確認，所

以此次會就學校的中英文標準字做比較簡潔的重新配置。 

（三）林學務長于竝：新版畢業證書設計案可以瞭解學生意見如何，但也

許並不適宜做全校性廣泛的學生意見調查，學務處會研議如何跟大

四學生或利用其他機會跟學生做親密性的接觸並蒐羅學生的意見。 

決議：請學務處蒐集學生意見、教務處蒐集師長意見作為新版畢業證書最

後修正的依據。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下午15時10分。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主管會報議程 

時間：民國 108 年 3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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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 

十三、電子計算機中心 

十四、展演藝術中心 

十五、藝術與科技中心 

十六、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 

十七、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十八、學士後跨藝合創音樂學士學位學程 

十九、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二十、圖書館 

二十一、關渡美術館 

二十二、人事室 

二十三、主計室 

肆、專案報告 

 一、新版學位證書簡報。〈報告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伍、臨時動議 



陸、散會 



填報日期：108/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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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單位於107/12/04函送該評定書1式2份，轉請建築師請領候選證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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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於107/12/10中午為全校教職員生辦理本工程施工圍籬周邊動線調整說明會。

4.北市環保局已於107/12/22核備本工程「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

5.本工程已於107/12/24上午9點舉行開工動土典禮。

2.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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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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工前前置作業 總務處 107/11/15 108/01/27

1.北市環保局已於107/12/22核備本工程「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108/01/09施作逕流廢水排水溝

等。

2.本校107/12/24發文台北港申請收容剩餘土石方，台北港108/01/02核准。

3.北市環保局已於108/01/07核備本工程「營建廢棄物清理計畫」。

4.施工計畫外審作業已於108/01/21赴審查單位會審，預計108/01/25完成審查。

5.108/01/09上午召開施工前準備會議檢討各項計畫書送審內容及準備開工之各項作業進度。

6.108/01/10下午本組邀請電算中心、事務組、體育室及承包商、監造等召開第2次管線遷移會勘，確認接管

位置及調整之暨有線路，並於次日試挖確認位置。

7.市府建管處已於108/01/07核備本工程開工，並於108/01/22與施工科承辦核對資料。

8.已於108/01/18邀集承商及監造單位召開第2次施工前準備會議。

9.日前發現體泳館游泳池有滲漏情形，已於108/02/11上午偕同學校邊坡監測廠商(富國)及體育室會勘，並要

求富國公司加強相關體泳館周邊相關監測，初步監測數據顯示尚無異狀。續於108/02/13下午會同科藝館工

程之設計建築師、結構技師、監造主任及承商會勘，研商游泳池滲漏修漏與科藝館工程後續施工之相互關

連性，並視需要進行必要之變更。本處續於108/02/22邀集體育室、事務組及營繕組就後續泳池修繕及營運

時程等進行研商。

10.市府建管處已收受本工程承商放樣勘驗之申請書，並於108/02/19到校勘驗，已原則同意勘驗通過。

11.市府委託技師公會於108/02/26到校查驗水保計畫施工。

12.本工程依約訂108/02/20為契約開工日。

土方及基樁 總務處 90天

1.108/02/19召開第1次工務會議，追蹤各項施工準備作業。

2.108/02/28搬移基地開挖後所得之石塊至學校指定地方，同時編號拍照造冊。

3.108/03/06召開第2次工務會議，追蹤各項施工準備作業。

4.108/03/07開始進行土方運棄作業，並公告通知教職員生注意交通安全。

5.108/03/11承商向本處及監造說明泳池修繕方案內容以及與基樁施工作業之相互排程。

結構體工程 總務處 29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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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2.5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

2.3.1

2.4

2.6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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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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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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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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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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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7/11/26市府承辦人電話通知本案預訂107/12/14召開審查會，市府都發局已於107/11/27函文正式通知。

3.市府建管處已於107/12/14召開審查會，決議需依委員意見修正且經確認修正完成後通過。該次審查會議記

錄已由建管處於108/01/02函發，建築師預計108/01/25前完成修正提送市府再審。

4.經查建築師未於108/01/25完成文件修正提送市府再審，已先電話催辦，並於102/02/13再發文催辦。

5.建築師於108/02/25提送坡審計畫書修正版至市府建管處，經承辦人檢視尚有部分缺漏，已再請建築師補

充。

6.108/03/08下午邀集影新學院、電影系、新媒系及動畫系與建築師再次確認空間配置需

求，部分設計須配合需求調整，已請建築師研議，會中並促請建築師加速推動請照作業。

3.2.3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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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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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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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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01 107/08/31

3.3.2

3.7

3.6

3.3

3.3.1

3.5

3.4

3.2.5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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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8/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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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教育部公告管考平台相關作業方式及期程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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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各計畫於11/30(五)併成果報告繳交「績效表」取得計畫成果KP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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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已請各單位於1/3（四）回填共同性績效指標；學校自訂績效指標另於十八週前協請各單位填報。

彙整及填報作業 研發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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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刻正辦理各計畫單位填報資料彙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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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學務處服務學習計畫因執行期程多在期末，故未能如期繳交之外，其餘結案報告已全

數收齊。

成果報告繳交 研發處 107/11/30
107年計畫成果報告預計於1/3(四)完成初稿，1/8(二)完成修改，1/9(三)呈校長核定後送印，以利依限於

1/15(二)送交教育部。

成果報告彙整報部 研發處 未定 1/15(二)已將107年度計畫成果送交教育部。

新年度提案 研發處 107/12 108年3月將由校內高教深耕相關主管進行經費會議，確立總經費核定後之校內分配原則。

107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列管序號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

1.2.1

1.2.2

1.2.3

1.1

1.1.1

1.1.2

1.2

1.3.1

1.3

1.3.2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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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單位提案繳交 研發處 107/11/30

1.於11/30收件截止。已提交計畫19件，目前完成交件（含紙本及電子檔）計畫有：

跨學院合作計畫，斜線後為合作單位

  (1)山海河藝文製圖術II：從淡水河出發的數位藝文景觀 /美院+影新

  (2)人文學院旗艦計畫 /通識委員會

  (3)影像音樂藝術實驗計畫 / 音院+影新

  (4)跨域混藝․Fusion Theatre暨劇場管理計畫 /戲院+舞院+影新

  (5)新媒體藝術跨域創新計畫 /新媒+舞院+藝科中心

  (6)舞蹈電影與傳統音樂配樂合作計畫 /電影系+舞蹈系+傳音系

  (7)北投散步：歷史、環境、生活、記憶以及其展演 /文資+舞院+音院

  (8)身體丈量--舞蹈學院2019-22深耕教育計畫提案 /舞院+關美館+IMPACT+戲劇系

  (9)聲音撞擊動畫 / 碰撞：聲音＆動畫 /動畫系+IMPACT+音樂系

  (10)音樂學院與文資學院跨院合作

  (11)活水的芬芳：傳統音樂與舞蹈合創計畫-Part II

校級教學與行政發展計畫，斜線後為統籌執行單位

  (1)北藝大媒體中心建置暨程式課程寫作計畫 /藝科中心

  (2)藝術媒介-社會實踐：建立媒合連結藝術與社群的相遇 /學務處

  (3)跨域‧共感‧實踐 /教務處

  (4)北藝大博班實驗室 /教務處

  (5)藝術資料數位化建置及人才培育計畫 /圖書館

  (6)臺北藝術大學簡介宣傳影片計畫 /美院+影新

  (7)左腦A計畫—教研人員及碩士生助理培育計畫 /研發處+教務處

  (8)蘇黎世藝術大學之香港跨文化合作碩士課程/國際處(尚無「計畫書」)

計畫評選會 研發處 107/12/10

1.總辦已於12/10(一)辦理108-111年跨域合作計畫提案分享會，由各提案計畫單位進行簡報，促進計畫間相

互的了解與交流。

2.會中公布人事費用規劃方案，以回應各單位續聘需求。

3.108/1/23(三)已於校長室午餐會舉行行政單位計畫分享。

計畫網頁建置 研發處 108/2/25

1.108/1/21已完成站台建置

2.108/2/22、2/25完成兩梯次教育訓練，並完成兩階段書面驗收。

3.本案所需經費屬去年度設備費，在滾存未獲教育部核准前，先借支今年度設備費。本案借支已於3月5日

由校長決行，刻正進行核銷作業。

4.站台內容陸續建置中，經費核定前將先開放基本款助理人員帳號，公開計畫執行成果。

1.4.3

1.4.2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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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教務處各組重點工作--李教務長葭儀 

註冊組 

 一、 107-2 學期學生註冊及繳費期限至 2 月 18 日止，截至 3 月 13 日尚有 193 人未完

成繳費，已於 3月 13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學生；另將未繳費名單轉請各系所辦公室

轉知學生儘速完成繳費或助學貸款手續。至 3月 30 日止(達學期三分之一)，如未

有特殊原因而無故缺繳者，將依本校學則第十三條規定辦理勒令休(退)學。 

 二、 依教育部統計資料基準日為 3 月 15 日，本校 107-2 學期學生人數共 3,337 人(在

校生 2,924 人、休學生 413 人)，各學院、學制「學生人數統計表」另公告於教務

處網頁項下，供各單位參酌使用。 

 三、 本校新版學位證書籌辦工作(專案簡報說明) : 

 (一) 本校原學位證書自民國 94 學年改版後沿用至今，為提升本校學位證書之辨識度並

兼具國際性與現代感，特委請本校新媒系碩士班畢業校友進行版面設計，並商請

美術學系趙宇脩老師惠予證書題字。各級學位證書（含證明書）版面設計完成稿

（詳簡報資料），經本次主管會報報告後將再提送教務會議確認，並報部核備，

俾於本學期(107-2)畢業生開始適用。 

 (二) 本案學位證書改版事宜，謹依教育部「大學校院各級各類學位證書、證明書格式」

規定辦理。 

 (三) 本校歷次改版簡述：民國 71 年創校迄今 36 年，學位證書歷 3次改版如下:  

 1、 民國 86 年學院時期學位證書改版 1次，中英文版分開（格式大小：B4 改 A4)。 

 2、 民國 90 年改制大學，載列大學校名證書，中英文版分開（格式大小：A4)。 

 3、 民國 94 年度因應公文橫式書寫，改為中英文版合併證書(格式大小：A4)。 

課務組 

 
一、 辦理延修生、103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研究生、碩士在職專班及英檢課程學生繳納

學分費事宜，並協助解決學生繳費問題及逾期案件追蹤（3月 18 日至 4月 1日）。

 
二、 彙整 107-1 學期教學評量改善情形報告表，目前仍有部分尚未繳回，請單位主管

協助填寫後繳回課務組(截止日：3月 8日)。 

 
三、 通知學生於第 6週前（3月 29 日）上網查詢確認本學期學生正式選課表，並請授

課教師上網列印教師點名暨平時計分單及確認選修學生名單等事宜。。 

 四、 彙整各單位意見編擬 108 學年度行事曆草案，將提送本學期第 1次行政會議審議。

招生組 

 一、 108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臨時會議：將於 3 月 19 日(二)召開，議程為碩博士班(含

碩士在職專班)考場違規扣分處理，原訂上午 10 時 30 分召開，因本次違規案件僅

只一件，故調整至同日下午 1時 10 分召開(教務會議前)，請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

專班招生委員出席。 



1-2 

 二、 108 學年度招生試務： 

 (一) 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筆試與面試已於 3月 14 日辦理完成，目前成績榜務

組進行成績輸入與檢核作業，3 月 22 日~27 日將進行系所助教抽測及系所主管預

畫低標作業，於 4月 1日(一)放榜。 

 (二) 108 學年單獨招生考試： 

 1、 傳統音樂、美術乙丙類、電影創作甲乙類、新媒體藝術及動畫學系目前進行書審

資料收件作業，收件時間為 108 年 3 月 12 日(二)~18 日(一)止，已請系所提醒考

生相關收件時程。 

 2、 傳統音樂、美術、戲劇、舞蹈、電影創作甲類、動畫學系將於 108 年 3 月 29 日

(五)~4 月 1 日(一)舉行考試，請各學系及各工作組提前準備相關事宜。 

 (三) 學士班－「繁星推薦」：3月 18 日公告錄取名單，本次招生名額 35 名，如有錄

取生放棄入學資格，缺額將一併流回本校單獨招生考試使用。 

 (四) 學士班－「個人申請」：108 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篩選通過第一階段學科能力測

驗考生資料」將於 108 年 3 月 27 日(三)開放網路下載，包括通過篩選考生基本資

料檔、通過篩選考生學測成績、篩選標準及照片檔等相關資料，招生組完成下載

後將轉送參與個人申請之劇場設計、新媒體藝術學系；另協請電算中心協助將考

生資料匯入本校線上報名系統。 

 (五) 舞蹈學系七年一貫制學制：已於 2月 18 日~22 日完成報名作業，經報名組審查

報考資格後共計 373 人(男 23、女 350)，107 學年度 426 人(男 16、女 410)，3

月 21 日~23 日將舉辦術科考試。 

 三、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將於 108 年 5 月

正式上線開放各界檢索，提供高中生涯輔導與課程諮詢，已請各學系負責人於 4

月 19 日前登入系統確認資料內容。 

教學與學習中心 

 一、 108 年度「大專校院學生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本校獲教育部青年發展署補助 70 萬

元，後續將依來函所示辦理計畫書與申請經費修正事宜。 

 二、 北藝大博班實驗室：  

 (一) 107-2 學期北藝大博班實驗室將於 5 月份陸續邀請 Emily Wilcox、謝杰廷、黃冠

閔、黃舒楣等國內外學者以「時空移轉‧文化續存」為題辦理系列講座，各場次

時間將於 4月上旬公告於 CTL 網站，歡迎踴躍參加。 

 (二) 《北藝學：書寫進行式》：第二屆「北藝學」論文徵件辦法預計於 5月公告。 

 三、 開放式課程：本學期協助拍攝關渡講座「寫人生的劇本」及「北藝大博班實驗室

系列」等 2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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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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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原住民獎助學金於 3/18 前受理申請。 

（二）107 學年度博碩士獎學金申請訂於 3/1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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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7 學年度圓夢助學金訂於 4/1 開始受理申請，申請書及證明文件請送至課外

活動指導組。 

 二、 【學校活動】 

（一）學務處深耕教育計畫，藝術媒介社會實踐已於 3/8 截止經費補助申請，第二階

開放校友參與社區服務申請至 3 月中截止。 

（二）3/18 服務學習週會講座邀請 VYA 楊苔萱組長分享「出發吧！用服務探索世界

與自我！」。 

（三）3/25（一）全校畢業生團拍敬邀各位師長參與。 

（四）彙辦 4/15(一)107 學年度五長與學生代表會議資料。 

 三、 【社團活動】 

（一）協助本校學生會租借本校貨櫃屋二樓空間運作。 

（二）協助學生社團社課空間設定暨活動規畫、申請補助、及核銷等事宜。 

（三）輔導學生會製作 108 學年度學生會選舉公告及前置行政作業。 

學生住宿中心 

 一、 4/1~12 辦理 108 學年「特殊原因」(含僑生、外籍生、陸生)優先住宿權申請作業，未

依規定時程申請者將不予受理。 

 二、 4/1~12 辦理 108 學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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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公告 108 學年學生宿舍自治幹部甄選辦法，3/04~22 受理報名。 

 四、 持續辦理本學期賃居訪視工作，並加強宣導一氧化碳安全注意事項，訪視人員將由

住宿中心人員及校安人員協助訪視。 

生活輔導組 

 一、 校園安全： 

（一）近期科技藝術館新建工程運送土方車輛進出校園頻繁，為維護教職員生安全，

已於 3/5、11 及 12 透過 EDM、紙本公告、「hot tnua」APP 推播暨發送簡訊等

方式提醒全體教職員工生，行人或車輛行經校園陽關大道時，切勿「緊跟大車

後方及任意超車」，並保持安全距離，以維自身安全。 

（二）108/3/29 為學士班招生考試首日，美術系及戲劇系當日上午約有 500 名考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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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段入校，且動畫系考場接近工區，業商請總務處營繕組協調該時段大型工

程車暫停行駛。 

 二、 兵役業務：本組業已辦理緩徵暨儘後召集申請作業 32 人次，目前尚在核定中，另申

請緩徵暨儘後召集消滅作業計 23 人次。 

 三、 導師業務： 

(一) 有關「註冊組」針對上學期學生學分達 1/2 以上不及格之期初預警通知，已輔

導 2 名學生，尚有 28 名學生未輔導，請收到預警通知之導師至「導師輔導系

統」填寫輔導紀錄。 

(二) 107-2 學期導師會議訂於 4/22(一)上午 10:30 辦理，惠請各教學單位協助宣導請

導師屆時出席。 

 四、 學生請假： 

(一) 107-2 學期學生公假案業已於 3/4 校長核定，並已轉發各教學單位及任課老師參

閱。 

(二) 因應期初學生課程加退選課程，於 3/15 前寄發學生缺曠明細給學生個人及任課

老師核對，期中學生缺曠明細通知將於第 9 週 e-mail 致各同學及任課教師參考

核對。 

 五、 遺失物招領公告已於 3/6 上傳至 FB 學生二手資訊平臺，請各系協助公告讓想找回心

愛遺失物的人，可上網查詢或至生輔組詢問。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新生入學健康檢查： 

1.辦理 108 學年度學生健康檢查招商事宜。 

2.新生健康檢查補檢作業：通知本學期復學且尚未完成入學體檢之復學生，盡

速到醫院完成新生入學體檢程序。 

（二）考試醫療救護工作：支援 3/8~3/13 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及 3/21-3/23 舞蹈

系七年一貫制招生考試醫療工作。 

（三）防疫宣導： 

國內腹瀉疫情增溫，群聚案件中以感染諾羅病毒為主，提醒師生，病毒性腸胃

炎具有高傳染力，且容易引發群聚感染，請民眾留意個人健康及飲食安全，並

落實手部衛生、避免食用未充分加熱的蛋、肉類，或生食貝類水產品及生病在

家休息等措施；如有腹瀉情形，待症狀解除至少 48 小時以後再恢復上班上學，

降低病毒傳播的風險。 

 二、 【健康環境】 

（一）疑似病媒蚊孳生源環境清查：每周不定期巡檢校園室內外環境，如有積水容器

立即協請相關業管單位改善及清除。 

（二）餐飲衛生：完成 107 學年度大專校院餐飲衛生輔導改善報告並函復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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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理諮商】108/2/18~3/15 期間統計個別諮商來談達 220 人次（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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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8 辦理「關係不靠 line」舞蹈系先修班班級輔導活動，共計 6 場。 

（二）3/11&3/14 辦理「班代小聚」邀請各系大一至大四班代協助中心活動宣傳並調

查學生參與活動之需求及相關建議，以利後續活動規劃之參考，共計 2 場。 

（三）規劃與籌辦生命教育系列活動，預計於 3/23 辦理「死亡的溫度-由生入死體驗」

工作坊、3/26 辦理「安放那些等待回歸的愛-家族排列療癒」講座。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持續聯繫傳音、劇設大四班代，以辦理畢業班生/職涯輔導活動「下一站，幸（信）

福」，透過拆閱四年前寫給自己的信回顧所學、展望未來。 

（二）3 中旬宣傳生涯導師諮詢時間，分別邀請校友擔任生涯諮詢導師：4/9 下午蕭勝

元、4/10 上午陳志建、4/12 上午陳政道、4/17 下午林霈蘭，預計服務 16~24 位

學生，歡迎鼓勵學生報名參加。 

 四、 【資源教室】 

（一）107學年度第2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申請報告撰寫彙整。 

（二）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聽打員培訓訓練辦理完成。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籌備「107-2誰來晚餐－性別平等主題交流聚會」宣傳招生事宜。 

（二）籌備「性別無疆界－情歌對唱比賽」招生宣傳及與場勘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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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總務處重點工作--戴總務長嘉明 

一、 營繕組： 

（一） 「活動中心二樓餐廳屋頂防水修繕」已由廠商積極施工中，目前已完成露臺舊有防

水層之打除、廢棄物清運，並進行清理表層及裂縫修補。 

（二） 「運動場週邊水溝蓋更新工程」已由廠商於108/03/06完成清淤，並辦理溝蓋訂製，

並於108/03/15進場安裝。 

（三） 「行政大樓副校長室及三樓茶水間整修工程」採統包及最有利標方式辦理採購，已

於108/03/07至18上網公告招標，並於108/03/19開標辦理資格申查。 

（四） 「女一舍電梯系統升級工程」已由廠商於108/02/28至108/03/02完成更新，待擇期辦

理驗收。 

（五） 「0111活動中心四樓火災事故後續修繕」案(主要為活動中心四樓空間搭架及油漆)

已於108/02/26開標，因最低標廠商標價低於底價70%，暫先保留決標後通知廠商限

期提出說明，並於108/03/07奉准照價決標，續由通知廠商於108/03/13起開工。 

（六） 「圖書館空調改善工程」係由本處營繕組提案，獲內政部建研所108/02/15函示核定

計畫總金額450萬元，其中補助292.5萬元，自籌157.5萬元。其後於108/03/05簽准辦

理委託設計監造採購，並於108/03/11至108/03/15上網公告招標，續於108/03/18開標

辦理資格審查，108/03/19召開評審會議。 

（七） 「關美館空調改善工程」係由本處營繕組提案，獲教育部108/03/05函示核定採節能

績效保證方式執行，計畫總金額500萬元，其中補助150萬元，108至114年由本校分

年自籌350萬元。108/03/11教育部委員到校訪視，預定1個月內依委員建議完成計畫

修正報部，本處並於108/03/12邀請空調技師協助到校現勘。自來水供水系統修繕 

（八） 本校自來水下水塔(位於中央北路4段路邊)之揚水馬達日前發生供電線路故障及馬

達燒毀情事，相關情形說明如下： 

1.本校自來水下水塔設有兩組揚水馬達，並由學校總配電室(位於音二館對側)供應

電源，108/03/07清晨因供電電纜發生短路致使下水塔揚水馬達一組燒毀跳脫，造

成下水塔無法正常供水，不久即使校區未設水塔之校舍(如綜合宿舍)無水可用。

2.經緊急調度柴油發電機於108/03/07中午運到，再藉由該發電機恢復供電及供水，

本處同步委託專業廠商派員檢測電纜短路狀況，並評估下水塔變更由台電直接供

電(申請獨立電表)之流程及成本，配套評估揚水馬達等週邊設備之修繕方案。 

3.又查供電管路中約有兩處人孔因設置久遠，已於後續路面鋪設中遭瀝青掩蔽，影

響電纜絕緣之巡查及後續重新拉設之作業，經再委託廠商借用探地雷達於

108/03/12到校探查，已查出其中一處人孔位置，惟另一處人孔位置仍無法查明。

4.再續委託廠商借用聲源探測及聲源製造設備繼續探查該不明人孔之位置，並請專

業廠商估算抽換電纜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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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案牽涉發電機租借(每日1500元)及燃油費用、線路探查、電纜抽換或重新開挖

管路、揚水馬達修復或更換以及向台電申請獨立電表之眾多事項及成本，初估所

需費用高達數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本處將盡速整理簽辦。 

二、 事務組： 

（一） 近期校園停車收入統計如下： 

1.107年全年停車場收入590萬770元，較106年同期收入(606萬710元)減少15萬2,940

元，減幅為2.52%。 

2.108年2月停車場收入43萬4,710元，較107年同期收入(29萬2,625元)增加14萬2,085

元，增幅為48.56%。 

3.108年1至2月停車場收入合計為80萬640元，較107年同期收入(64萬8,250元)增加15

萬2,390元，增幅為23.51%。 

（二） 本校新修正汽機車管理暨違規處理辦法業於107/12/25經107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校

務會議決議通過，修正重點為取消室內地下停車場全天通行證，收費則統一為每年

3,600元，並自108學年度開始實施，已於108/01/15以書函發布周知。 

（三） 學校現有停車場設備是由多家廠商設備拼湊而成，各設備內部零件及多項硬體設備

零件逐漸老化且易生故障，本處已規劃併同增設機車辨識進場，更新本校停車管理

系統為車牌辨識+E-TAG，同時增設自動繳費機設置，預定於108學年度設置完成。

（四） 108/02/26至108/03/11共計巡查校園緊急電話79支，測試結果均為正常。 

（五） 本校電信系統老舊，經會同專業廠商完成評估規劃，將採用IPPBX總機系統+即時

緊急電話管理並結合電信節費方案，預定於108年3月份起辦理招標事宜。108年工

友考核委員已經工友互相投票及長官圈選完成，聘函已於本週發文。 

（六） 108年度工友(含司機及駐衛警)考績委員已經工友同仁互相投票及總務長圈選完成

，聘函隨後發送。 

三、 保管組： 

（一） 為佈景工廠工程預定地周邊蛙類生態維護考量，預定108/03/20(三)下午2時會同關渡

自然公園及營繕組進行現勘與研議。 

（二） 寶萊納餐廳目前延長營運至108/03/31(星期日)，經與該餐廳協調，本(108)年青年節

(108/03/29)優惠活動仍援例辦理，活動公告EDM已發送全校師生公告周知。 

（三） 藝大咖啡及學生餐廳合約期限至108/06/30，按合約規定廠商享有優先續約權，目前

二家廠商均已於期限內提出續約申請，後續將依本校委外營運管理評核計畫預計四

月底送評核委員會審議；另爐鍋咖啡合約期限亦至108/06/30，按合約規定已續約過

一次，本次無優先續約之適用，將依規定重新辦理標租作業，或配合學校整體政策

繼續辦理。 

（四） 為維護本校三隻校牛之健康，商請獸醫於108/03/15(五)上午11時到校出診。 

（五） 民眾王琮方請求國家賠償案第二審，業於108/03/06上午召開第五次準備庭，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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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09(二)上午召開言詞辯論庭，屆時將由合議庭聽取雙方之言詞辯論，原則上

該次開庭應為本案二審最後一次開庭，屆時將派員蒞庭旁聽。 

（六） 藝文生態館綠牆植生修剪與維護原則，已聯繫電影系助教協助提案院務會議討論，

後續將配合通知之決議繼續辦理。 

四、 出納組： 

（一） 107學年第2學期學雜費收款作業，已由同學於108/01/18開始繳費，應繳人數3,294

人，應繳金額9,546萬5,021元。目前入帳作業情形如下： 

1.108/01/18至108/01/31各通路收繳新台幣886萬3,378元(含學費、平安保險費、住宿

費、宿舍費、健保費等)。 

2.108/02/01至108/02/28收繳新台幣6,263萬5,820元(含學費、平安保險費、住宿費、

宿舍費、健保費等)。 

3.為利境外生繳費(未能執有國內銀行發行信用卡及減少匯兌手續)，104學年第1學

期起除原繳款通路外，另提供本校藝付款平台以信用卡方式繳款，107學年第2

學期計有30位學生，透過藝付款系統完成境外刷卡繳納學雜費，計新台幣148萬

7,559元已入帳(使用人數約佔22.35%)，並依程序完成銷帳事宜。 

（二） 107學年第2學期專兼任教師鐘點費核發事宜，依學校行事曆於學生課程加退選自

108/02/18至108/03/04止，續由課務組進行鐘點費專案簽辦，出納組依簽呈及授課時

數資料完成鐘點費清冊，援例專兼任教師1-6週鐘點費將於108/04/06入帳。 

（三） 107學年第2學期學分費收款作業，課務組、課指組、電算中心等各相關單位於

108/03/05至108/03/07進行前置作業，本組已於108/03/08完成繳費主檔上傳，學生將

依校訂行事曆於108/03/18至108/04/01繳費，應繳人數1,072人，金額1,391萬315元。

（四） 本校場地租借之108年1-2月份營業稅申報核算結果，108年1-2月份營業稅申報核算

結果，計開立發票45萬5,594元(去年同期為64萬1,274元)，應繳稅額2萬4,893元，進

項總額38萬8,273元，可扣抵稅額1萬6,914元，折讓2,115元，實繳5,864元。 

五、 文書組： 

（一） 107年度未歸檔公文稽催作業持續進行中，截至108/03/18止，各單位尚餘100件公文

未完成歸檔作業。 

（二） 108年教育部檔案管理作業成效訪視自評表已完成函報教育部，相關準備作業進行

中。 

 



4-1 

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研究發展處工作重點--林研發長姿瑩 

 一、 109 學年度系所調整案已於 108/3/15 函報教育部申請。 

 二、 108 學年度本校學生申請至交通大學交換共 1名，業於 108/03/13 發函。 

 三、 本期學術獎勵申請受理至 3/31 止。至 3/10 申請案計 7件。 

 四、 教育部為協助各校完備學術倫理相關規定之訂定，於 3/19 辦理學術倫理自律規範

工作坊台北場，由本處代表出席以了解本校現行法規內容符合教育部要求規範。 

 五、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6 年度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第二階段、107 年度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第一階段已於 3/13 完成結案作業。 

 六、 為籌備教育部大學協助地方創生計畫，於 3/13-14 進行在地合作洽談與調研。 

 七、 近期計畫徵件資訊（含常態性補助計畫）請於本處網站 rd.tnua.edu.tw/計畫徵

求專區查詢了解。  

 八、 計畫申辦、執行與結案辦理件數情形 (108/01-03) 

 (一) 科技部計畫 件數 

申請 

專題研究計畫 13 

國際合作加值經費 1 

各類型計畫經費請款 17 

核定 各類型計畫 0 

變更 
計畫執行變更申請 報部核准程序 0 

計畫執行變更申請 校內簽陳程序 5 

結案 各類型計畫經費 6 
 

 (二) 非科技畫計畫 補助案 委辦案 委辦-標案 小計 

申請 24 1 6 31 

核定 7 1 4 12 

結案 0 0 0 0 

合計 31 2 10 43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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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名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 108 年計畫業已完成各學院基本補助款及行政單位校級計畫部分額度開帳作業。各

單位業依預先規劃方案完成教師、研究人員及助理人員聘任作業。截至 2 月底預

開經費合計總執行率 13.16%（月統計）。 

 二、 教育部於 2、3 月分別函知 107 年度主冊及 USR 計畫成果報告審查均辦理中，續將

依審查結果再予核定 108 年度經費。目前已先依來函說明，以 107 年度補助額度

完成二項經費第一期款請撥款作業。 

專案名稱：教育部 108 年度推廣藝術教育計畫 108/1/1-12/31 

 一、 2019 年妖山混血盃學生跨域創作實驗室預計 3 月中旬公告徵件辦法，屆時將以公

文公告，煩請各系所助教協助公告鼓勵學生參與。另為鼓勵並增進學生對徵件計

畫的了解，計畫辦公室自 3 月下旬陸續辦理徵件說明會、工作坊活動，詳細辦理

時間地點請見本處網站公告。 

專案名稱：教育部 107 年度教學研究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 107/12/10-108/12/20

 一、 本計畫需依核定補助項目辦理，敬請各單位依所提出之修正經費表項目請購核銷，

如有經費變更或項目間流用，請在各單位核配額度內，依教育部規定循校內簽請校

長同意後辦理；如有其他項目增減調整之需求，請務先洽本處承辦人。 

 二、 本年度計畫經費請購核銷期限，敬請依主計室公告之年度計畫經費核銷期程辦理。

專案名稱：教育部 107 年度藝術校園美感教育計畫 107/12/1-108/7/31 

 一、 本年度計畫執行與經費請購核銷期限請依照計畫執行說明規劃期程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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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國際處重點工作--王國際事務長綺穗 

一、 國際交流業務 

 (一) 3月15日協助安排美國Fulbright Taiw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Seminar (IEA)至本校交流拜訪之相關事宜。 

 (二) 辦理本校 2019 Transcultural Collaboration 跨文化合作碩士學期課程學生甄選公

告、學生諮詢及收件作業，收件截止日期為本(108)年4月19日星期五，惠請各院

推薦適合及有興趣之碩士同學報名參與甄選，本校今年度名額共3位。 

 (三) 辦理本校與 Shared Campus 計畫夥伴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香港城市大學

創意媒體學院、中國美術學院、日本京都精華大學(Kyoto Seiko University)、新

加坡拉薩藝術學院(LASALLE College of the Arts)、蘇黎世藝術大學(Zurich 

University of the Arts)、英國倫敦藝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本年度計

畫活動執行等相關業務。 

 (四) 3月15日參與 2nd Shared Campus Project Team Meeting 線上會議。 

 (五) 辦理本校與奧地利林茲藝術與設計大學締結姊妹校一事。 

 (六) 辦理本校與英國巴斯斯巴大學、奧地利維也納音樂與表演藝術大學合作續約。 

二、 境外學生業務 

 (一) 經3月4日國際事務委員會通過後，核定107學年度第二學期由本校提供之外國學

生獎學金，獲獎名單業於3月11日公告於本處網站，並通知個別學生。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寄送108學年度本校交換學生資料至芬蘭赫爾辛基藝術大學西貝流士音樂學院

、、奧地利薩爾茲堡莫札特大學、維也納音樂表演藝術大學、德國柏林藝術學

院、斯圖加特設計高等學院、德國福克旺藝術大學、法國巴黎高等美術學院、

巴黎國立高等裝飾藝術學院、芬蘭赫爾辛基藝術大學美術學院、捷克布拉格藝

術學院、英國倫敦藝術大學、英國巴斯斯巴大學、荷蘭萊頓大學、烏特列支藝

術大學、瑞士蘇黎世藝術大學、美國紐約州立大學帕契斯藝術學院、俄亥俄州

立大學舞蹈學系、日本東京藝術大學、京都市立藝術大學、京都造形藝術大學

、韓國弘益大學、澳洲艾迪斯柯恩大學西澳洲表演藝術學院、大陸中央美術學

院、中央音樂學院、上海戲劇學院、上海音樂學院、南京藝術大學等姊妹校進

行審查。 
 



6-1 

音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音樂學院重點工作--蘇院長顯達 

音樂學院 

 一、 辦理 4/1~4/8 蘇院長、院秘、音樂系黎國媛老師、劉姝嫥老師赴法國里昂市立音

樂院以及里昂國立高等音樂舞蹈學院演出交流事宜。 

 二、 辦理 4/14~17 蘇院長與音樂系劉慧謹老師，赴韓國首爾大學參加「泛太平洋音

樂院校院長」(PAMS)年度大會事宜。 

 三、 協調與辦理由林昭亮所主辦、音樂學院協辦之「2019 年台北大師星秀音樂節」

活動相關事宜。 

 四、 辦理本學院高教深耕計畫案專任助理聘任事宜。 

音樂學系、管絃與擊樂研究所、音樂學研究所 

 一、 管絃與擊樂研究所徵聘絃樂小提琴專任教師 1 名於 3 月 1 日截止收件；音樂學

系徵聘理論作曲專任教師 1 名於 3 月 8 日截止收件。陸續辦理資料點收彙整及

個別資料書審等相關事宜。 

 二、 本系所 107 學年度有 5 名教師須辦理自我評鑑，其中 3 名教師是第 1 次評鑑。

提供資料上傳及佐證資料列印協助。編輯個人檢核明細表，提供教師對照評分

表辦理自評計分使用。 

 三、 108 年 3 月 8 日至 3 月 12 日間辦理 108 學年碩博士暨在職專班考試，考程共計

5 天，應試考生人數 294 人次。 

 四、 本學系擬將規劃「電影‧音樂跨域工作坊」邀請黃渼娟老師、林京美老師與電

影系李啓源老師於 108 年 3 月 5 日(二)下午 4:30 討論，預定於 4 月 28 日(日)舉

辦工作坊，6 月 17 日(一) 進行成果呈現。 

 五、 108 年 3 月 18 日(一)下午 13:30~15:10 於音樂二館演奏廳將邀請慕尼黑大提琴教

授 Reiner Ginzel 來系舉辦一場大師班，並於晚間 19:30 舉行獨奏會。 

 六、 108 年 3 月 18 日(一) 下午 13:30~15:10 於音樂一館 M102 邀請得過眾多國際大

賽首獎，任教於漢堡音樂院法國號教授 Szabolcs Zempléni 舉辦法國號大師班，

隔天 3 月 19 日(二)晚間 19:30 於音樂二館 M2601 舉辦【Szabolcs Zempléni Horn 

Recital】。 

 七、 2019 春夏系列音樂會：演出節目文宣刊登、演出票券處理、海報 DM 郵寄、相

關經費核銷。 

 八、 音樂系第 34 屆大學部畢業製作：演出申請表收件處理、技術說明會議召開及相

關事務處理。 

傳統音樂系 

 一、 3 月 4 日召開 107-2 臨時招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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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處理 106-2 與 107-1 學期學生赴外國交換生修習課程名稱異動上簽申請與成績

登錄。 

 三、 辦理碩士班招生考試經費核銷、試務工讀同學服務點數上傳與申請。 

 四、 進行學士班招生考試前置作業：迴避切結書填寫回收、發送聘函、彙整考生書

面資料、提供委員考生書審資料、考試日程網路公告、試務工讀服務生規劃、

採購試務工作用品等。 

 五、 3 月 30 與 31 日辦理 108 學年度學士班招生考試。 

 六、 提交 2019 藝術深化體驗計畫-企畫與預算書。 

 七、 已舉行專題演講-「紀錄片名導的攝影課」-周世倫導演主講「紀錄與真實」。 

 八、 已舉行專題演講-孫天致主講「邁向金曲獎的錄音之路」。 

 九、 上簽處理李婧慧老師捐贈學生國外交流款項。 

 十、 詢問校內雲端主機申請事宜。 

 十一、 辦理學生外出比賽保險、學校關防大印。 

臺中文資局越南展落幕，點交傳音系出借樂器。 

 十二、 規劃藝術下鄉經費、聯繫交流單位及旅運細節。 

 十三、 3 月 4 日召開 107-2 臨時招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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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美術學院重點工作--劉代理院長錫權 

 一、 

 

 

 

二、 

 

三、 

【獎項與展覽】：【2019 臺南新藝獎「[不]可見的維度」】評選結果公布，本院

美創所學生李芷筠、鄭文豪，畢業生林羿綺;與藝術跨域研究所學生豆宜臻皆獲選

得獎。於 3 月 14 日至 4 月 14 日分別於台南大新美術館、德鴻畫廊、么八二空間、

甘樂阿舍美術館展出。 

【學術交流】：3 月份本院邀請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教授暨策展人 Sophie Goltz、

國防醫學院教授顏芳姿與邱琳婷博士進行演講。 

3 月 13 日與營繕組針對本年度圖儀經費應用於系館修繕之工程項目進行執行協商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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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招生】：108 學年度碩博士班招生考試已順利辦理完畢。 

【招生】：刻正進行 108 學年度學士班招生考試前置作業：面試與作品考場清查、

工作人員訓練、流程規劃控管演練等。 

【學務】：美術學系碩士班創作組期初評鑑觀摩展，3 月 18 至 20 日於地下美術

館辦理。 

【活動】：本院辦理第一屆「當代雕塑麗寶創作獎」得獎作品獲麗寶文化藝術基

金會典藏，於 3 月 18 日上午運送入倉。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二、 

 

三、 

【招生】：108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已順利辦理完畢。 

【教務】：藝跨所十周年回顧專刊【火線上的藝術】，已印刷與加工完畢。刻正

寄予國內各大相關系所暨研究單位以利宣傳。 

【學術研究】：本所梁廷毓同學獲選參與台北當代藝術館展覽【烏鬼】展出，錄

像裝置作品《斷頭之河》以影像敘事原民與客家衝突的村落文化與集體記憶。展

期：1 月 26 日(六)至 4 月 14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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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戲劇學院重點工作--鍾院長明德（張主任啟豐代理） 

【高教深耕計畫】 

一、 戲劇學系擬於下半年邀請中國一級導演陳大聯於系上授課及演出製作。 

戲劇學系、劇場設計學系 

一、 劇設系與台灣技術劇場協會(TATT)合辦「2019劇場設備博覽會」活動時間為：3/1-3/3

，展覽及講座地點為本校戲劇廳、舞蹈廳，所有活動已順利圓滿結束。 

二、 劇設系108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已於3/9(六)結束。 

三、 劇設系108年度學士班單獨招生第一階段已於3/11(一)公布。 

四、 劇設系TD302服裝材質實驗室，配合教育部107年圖儀設備經費，建置服裝專業染房

，未來將持續開設相關專門課程。 

五、 戲劇學院春季公演<西藏度亡經><Trade Trade Love>於3/22-24、3/29-31於本校戲劇

廳演出。 

六、 戲劇系108學年碩博士班招生考試，已於3/12（二）結束。 

七、 戲劇學系擬於3/21（四）下午召開108學年度學士班招生考試工作會議。 

八、 繁星預計於3/18放榜，戲劇學系擬於3/20～22擇日舉行繁星生導覽系館活動。 

九、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許照慈、鍾婕安預計於3/25下午舉行學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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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舞蹈學院工作重點--何代理院長曉玫 

舞蹈學院 

一、108學年度交換學生事宜，目前因應學生欲前往德國福克旺大學進行交換，刻正與對 

方進行締約續約事宜。 

二、第 17 屆台新藝術獎入圍名單公布，本次計有 15 組展演入圍，其中校友作品布拉瑞揚

舞團-《路吶 LUNA》、蘇品文-2018 台北藝穗節《少女須知》、林素蓮-2018 新點子舞

展「春之祭」微舞作三項作品入圍。 

舞蹈學系七年一貫制 

一、舞蹈系七年一貫制畢業製作實習舞團「焦點舞團」於 3 月 6、7 日，分別前往東興國

中、竹北高中進行校園巡迴教學及宣傳。 

二、2019 年 3 月 14 日召開舞蹈系學士班招生考試評審會議，確認考試委員、考試流程及

簡章內容。2019 年 3 月 29 日舉行學士班招生考試。 

三、2019 年 3 月 14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系課程會議，討論 108 學年度新開課程或課程調

整授課規劃、以及新進兼任師資聘用規劃。 

四、2019 年 3 月 21、22 日進行七年一貫制學制初試，3 月 23 日進行複試，本次計有 377

位考生報考。 

舞蹈研究所 

一、2019 年 3 月 10、11、12 日已順利完成舞蹈研究所碩博士班招生考試術科考試。 

二、2019 年 3 月 14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所課程會議，討論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架

構、洽詢兼任教師試教事宜、技巧課程相關配套等事宜。 

三、2019 年 3 月 3 月 24 日進行表演主修吳孟庭、蕭翊涵畢業製作預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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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長程計畫 

1.身體丈量計畫之國際交流計畫：2019 北藝大前進法國國家舞蹈中心 CND CAMPING

交流人才計畫，將於 2019 年 3 月 18 日進行徵選，3 月 19 日公布獲選名單。 

2.四校聯演：已完成場勘，將於 6 月底台南/桃園進行演出。 

3.歸巢計畫：目前規劃授課老師為李貞葳、林燕卿、莊凱雯，於暑期進行課程，刻正進

行初步規劃中。 

4.學院網站架設更新，目前正進行舊網站資料整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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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與新媒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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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四)召開本學期第1次畢業典禮籌備會議，除推選出學院畢聯會幹

部，會中並決議請學務處協助安排本年度典禮場地協調事宜。 

 二、 影新學院於3月12日(二)召開本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會中討論加強各系教學成果相關

影音內容收集製作，及規劃經營本學院網路宣傳推廣等措施，以面對招生競爭並符合

國際交流需要。 

電影創作學系 

 一、 電影系108級碩士班招生審查已於3月9日(六)完成；108級學士班招生審查業已開始收

件。 

 二、 電影系電影美術教室持續進行建置，教學桌椅已經陸續送達。另為準備學士班招生審

查，正積極進行藝文生態館一樓空間整備工作。 

 三、 電影系「藝術美學與電影」課程於3月5日(二)邀請國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郭力昕教授

蒞臨進行講座，從當代美學思考出發，與同學討論攝影的藝術性與政治性。 

 四、 電影系「電影專題講座」課程於3月11日(一)邀請中國影視特效製作公司－北京VHQ

電影特效總監邱瑞朗先生蒞臨進行講座，就中國的電影後製產業與市場現況跟同學分

享。 

 五、 文化部107年度優良電影劇本入圍名單於日前公佈，本學系校友入圍如下： 

1. 碩士班編劇組校友張耀升作品《腿》 

2. 碩士班導演組校友賴孟傑作品《第六天》 

3. 學士班美術組校友鄭雅之與盧信諺共同作品《廻陰》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於3月7日(四)召開2019光藝術節創作會議，並完成游泳館第一次場勘工作。 

 二、 新媒系於3月8日(五)由大二學生在寶藏巖國際藝術村進行「輕量級Light Weight」跨校

聯合工作坊總評。 

 三、 新媒系於3月10日(日)已順利完成碩士班招生面試作業。 

 四、 新媒系於本學期開設聲音物件跨域展演課程，與本校音樂系及法國里昂音樂中心合作

，並已於3月13日(三)再次召開合作會議，將製作整合手機、自製樂器、電子音樂作

曲，呈現新媒體藝術與現代音樂之跨領域展演。 

 五、 新媒系與本校舞蹈系合作，於3月14日(四)召開合作會議，確定將在六月底參與在臺

南舉辦為期一週的四校聯演活動。 

動畫學系 

 一、 動畫系本年度持續檢討及修正學士班招生考試試場安排、試務動線及考生家長休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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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等試務規劃，有效利用有限的教學空間，研擬動線改良及場地配置，以提供考生及

家長更為便利舒適的考試環境與應試經驗。 

 二、 動畫系學士班招生於3月14日(四)完成考生服務隊招募，訂於3月27日(三)至28日(四)

進行考生服務隊培訓及試場環境定位。 

 三、 2019關渡國際動畫節擬邀請斯洛維尼亞獨立動畫導演Spela Cadez及日本動畫師山村

浩二擔任動畫節評審。 

 四、 2019動畫系展「補。間餃」於3月15日(五)至3月31日(日)在西門町「鬧空間」NOW space

展出，歡迎師長及同仁蒞臨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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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文化資源學院重點工作--林院長劭仁 

 一、 本學期院內共二位老師申請升等，3/4召開院教評會審議所級初審資料無誤，且教

學服務成績通過，現進行升等著作（技術報告）外審。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108-1 課程規劃二位校外老師兼課，已完成邀約確認來校授課。 

藝術行政與管理研究所 

 一、 3/8~9 辦理招生面試。 

 二、 2019 藝術行政與管理研討會：所學會召開數次籌備小組會議，邀約講者等各項事

宜。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108學年度碩士班暨在職專班招生面試於3/8、3/10兩日順利舉行完畢，後續持續進

行考生資料整理與相關個資銷毀作業。 

 二、 107學期第2學期【藝‧教‧考】藝術與人文教育系列講座： 

03/05 林茹鴻  所長／遊戲與身體發展I 

03/05 葉安德  助理教授／故事中的影像 

03/06 林建享  講師／田野民族誌I：關係的建立 

03/12 李承恩  講師／關於青蛙的兩三事 

03/13 李應平  執行長／不只是美學─走在文化實踐的路上 

03/14 畢恆達  教授／教授為什麼沒有告訴我 

博物館研究所 

 一、 2019 文化資源經典講座暨研究生學術研討會由本所負責辦理，本活動預訂於 12

月 5-6 日假國際會議廳舉辦，相關徵稿訊息預定於 5 月底前展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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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08 年度為本案第二階段，預訂於 4/12 進行第一場活動，現階段講師及與談人已

完成邀請，並進行主視覺設計及講座手冊製作。3/2 前往苗栗苑裡進行田野調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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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本案

研究，已分別投稿於人權季刊，以及博物館學季刊；前者已刊出，後者已獲審查

通過刊登，緊接著將進行本案相關成果報告之資料彙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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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於科教

館特展現場之觀眾研究問卷調查，並規劃 4 場專題演講，以強化本案之研究主軸。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第七屆學生 Chase Carr-Braint 於 3/5 通過畢業論綱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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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USR 計畫於 3/6 召開第一次會議，討論 107-2 學期的校外參訪活動以及與國小的

合作。 

 三、 第七屆學生 Mauricio Jose Poujol Brincker 預計於 3/14 舉行畢業論綱口試。 

 四、 第七屆學生 Alicia Gabriela Medina Cruz 預計於 3/20 舉行畢業論綱口試。 

 五、 第七屆學生 Steven Peter Kelly Pagasa 預計於 3/21 舉行畢業論綱口試。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BrownBag午餐論壇，本學期主軸以本博班之博士生分享個人之學術研究主題，並

由本學院教師搭配講評，共計推出8場講次。3/7為本梯次活動第二場，由博二黃

峻賢同學分享「藝術?治療?藝術治療?」，吸引近40位聽眾參與。第三場訂於3/21

由博一朱筱琪同學分享「穿梭在衝突與餐桌之間」，藉由其至巴勒斯坦為期約半年

的學習經驗，分享諸多中東的故事與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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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人文學院重點工作--吳院長懷晨 

通識教育中心 

一、 為鼓勵學生書寫表達意見，主動投稿媒體引發對話，帶動社會關懷及寫作風氣。寫作

中心「妖言」獎勵計畫自 107 年 11/17 日開辦以來，補助多件優秀作品。敬請鼓勵學

生申請，詳細獎勵辦法詳人文藝術寫作中心官網 https://tnuawritinglab.wixsite.com/。

二、 通識教育中心於 3/25 日(一)辦理從自然觀察到創作：北藝生態學「我們尚不知道那

些鳥的名字」邀請許勝發老師授課並實地至校園觀察鳥類生態。 

三、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籌備工作：108 學年度文學所招生順利完成面試，成績已移交至

招生組。 

師資培育中心 

一、 本中心 3/19 日(二)召開教育學程招生委員第一次會議，確認 108 學年教育學程招生

簡章及時程。 

二、 本中心 3/20 日(三)由吳玉鈴老師及陳俊文老師帶隊前往暑假營隊合作學校貢寮國

中及雙溪高中進行教育參訪，除了瞭解學生特性外，也進行學員召募活動。 

體育中心 

一、 108年度全國大專運動會本校共計8位選手參加網球、田徑、射擊共計3項參賽項目，

網球預賽日期：3/25日(一)至3/29(五)，將持續強化訓練、爭取佳績。 

二、 本室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同意補助「107年學年度大專校院棒球參賽及培訓

經費實施計畫」補助6萬元，積極展開培訓，增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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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機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年3月18日 

中心重點工作--孫主任士韋 

 一、 個人資料保護專案之推動： 

  （一）個資最新辦理情形： 

1. 各執行小組專人已全數完成業務流程屬性檢核，區分為共通流程、主責業務、庶

務活動三類，以利108學年度簡化個資檔案風險評估作業，提升一致性。 

2. 預計於四月間實施個人資料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演練。行政小組已研提

「107學年度個人資料事故應變演練計劃書」草案，並委由資安顧問協助擬定演

練步驟。 

（二）智財最新辦理情形： 

1. 依107學年度「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發函通知各單位如提供影印服務

或設置公用電腦，須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 

2. 為利起聘107-108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委員會」委員，已協請各學

院推派教師代表1名，學生會推派學生代表3名。 

 二、 校園網路及安全： 

（一）3/8凌晨 3點空調系統冰水溫度異常與壓縮機故障，造成校園網路機房溫度不

預期上升及伺服器高溫運轉，經緊急使用大型風扇散熱與營繕組維護契作廠

商處理於 10點左右空調正常供應，機房環境溫度回復正常。 

（二）因應各單位業務需要，寄送大量電子郵件，考量傳遞之效率與資訊安全，並確

保正確及合法使用學術網路資源，大量電子郵件寄送服務， 僅限以公務信箱

為代表寄件位址，請勿使用個人電子郵件帳號寄送。 

（三）協助招生考試網路需求及協助相關網路設定及問題排除：新媒系、戲劇系、國

際事務處、總務處營繕組、環安室等。 

（四）感謝學校經費支應汰換老舊伺服器群（8年以上占 55%），移轉至超融合伺服

器，部署後可增加服務可靠性與減少設備耗電節能等效益。汰換老舊伺服器

移轉預計期程如下： 

3~5月：前置作業「超融合伺服器環境需求測試」與「現行校園伺服器環境服

務整合測試」。 

6~9月：規劃採購與部署安裝轉移上線、管理者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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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107學年度第2學期加退選、期初預警、開課與配班、學雜費更

新、學分費產出資料、停修問題處理、校庫填報、教育部課程資料彙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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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論文上傳、成績排名等。 

2. 學務系統：點名問題排除、缺曠通知寄送、導師名單更新等。 

3. 公文系統：協助教育部訪視資料準備。 

4. 招生系統：協助學士班考試、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考試、舞蹈貫七考試

等。 

5. 其他：iTNUA開帳號、調整權限、學生登入區塊問題、學務系統權限、場地租

借統權限、教育部校庫、主機老舊故障問題排除、自動備份機制問題排除等。 

（二）進行中之重要系統增修及開發工作： 

1. 學校新校首頁：RWD英文網頁製作。 

2. 教務師生入口網：RWD版型設計。 

3. 線上書審：PDF上傳及影片連結功能調整與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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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藝術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中心重點工作--王主任世信 

 一、 劇場使用事項 

 (一) 音樂廳 

1. 2/18~3/18 每週一,二和三音樂系管風琴課程及練習。 

2. 2/19~3/12 每週二音樂系表演課 S1 教室。 

3. 2/20~2/13 每週三音樂系整合教育課程 S1 教室。 

4. 2/21~3/14 每週四歌劇課 S1 教室。 

5. 2/22~3/15 每週五管風琴課程。 

 (二) 戲劇廳  

1. 2/18,2/25,3/4 & 3/11 戲劇系技術劇場與實習。 

2. 2/18~3/18 每週一,三和五 戲劇系燈光實習課程。 

3. 2/19~3/15 每週二,四和五 劇設系燈光實習課程。 

4. 2/19 戲劇戲表演基礎課程。 

5. 2/26 技術設計二課程。 

6. 2/27~3/2 劇設系&台灣技術劇場協會設備展及專題講座。 

7. 2/22~3/3 每週五戲劇系及劇設系燈光實習課程。 

8. 3/11~3/15 戲劇學院春季公演燈光組實習課程。 

9. 3/15~3/31 戲劇學院 2019 春季公演《西藏度亡經》《Trade Trade Love

愛 -換 -換》  劇設系技術設計課程。 

 (三) 舞蹈廳 

1. 2/26 技術設計二課程。 

2. 2/27~3/2 劇設系&台灣技術劇場協會設備展及專題講座。 

3. 3/11 新媒系劇場實務課程。 

4. 3/18 ~3/24 舞蹈系貫七畢業製作 2019 焦點舞團《朵》。 

 

 

(四) 佈景工廠 

1. 2/18~3/18 配合戲劇學院-戲劇學院 2019 春季公演製作。 

2. 2/18~3/18 每週一,三和五 戲劇系排演實習課程。 

3. 2/19~3/15 每週二,四和五 劇設系劇場實習課程。 

 (五) 服裝工廠 

1. 2/18~3/18 配合戲劇學院- 2019 春季公演製作。 

2. 2/18~3/18 每週一,三和五 戲劇系排演實習課程。 

3. 2/19~3/15 每週二,四和五 劇設系劇場實習課程。 

4. 2/21~3/14 每週四戲劇系劇場與實務 B組課程。 

 (六) 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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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7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大學藝術中心處長黃順珍女士等四名來賓參訪音樂

廳。 

2. 3/13 藝推中心同仁偕同 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等五位來賓參訪音樂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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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科技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王代理主任盈勛 
 一、 「牛奔電視」（New Ben TV）直播頻道 

1. 「牛奔電視」直播頻道及粉絲專頁已於 10 月 18 日正式上線，24 小時直播鷺

鷥草原的生態與景觀變化，除不定期出現的校牛之外，白鷺鷥等鳥類也常在鏡

頭前覓食、遨翔。上線至今陸續並有蘋果日報、中央通訊社、自由時報、臺灣

新生報、Yahoo 新聞及聯合新聞網等媒體報導。 

2. 「牛奔電視」除校牛直播外，也規劃藝文節目直播。首部節目將由學生負責企

劃，節目內容設定以學校主題，希望能藉由此節目活絡校園交流，也期望未來

能有更多的跨領域創作產生。 

 二、 「牛奔藝術節」策劃辦理 

1. 配合「牛奔電視」直播頻道上線，規劃舉辦年度性的，以探索與思考表演和媒

體之間關係為核心的「牛奔藝術節」。今年度將以「臺灣水牛的東南亞身世，

及其廟宇身體」為主題，邀請新加坡籍藝術家 S. Chandrasekaran 以校牛和慢電

視為創作發想，在鷺鷥草原發表題為《多重現實之迴圈—廟宇作為身體、現實

時間的動物以及儀式作為牢籠》的行為藝術網路直播表演。活動自 3/26 至 3/28

共 3 天，演出時間分別為 3/26 16:00~19:00，以及 3/27 和 3/28 12:00~15:00，並

於演出結束隔日 3/29 14:00 安排藝術家與國內專家學者在音樂廳後臺 1 樓 S1

排練室進行深度座談與交流，全程也將於「牛奔電視」上直播。 

2. S. Chandrasekaran 於 2005 年參與「亞太藝術論壇•亞太傳統藝術節」，因其所

作的現場行為表演而將水牛首次遷入北藝大。他目前也是新加坡拉薩爾藝術學

院 McNally 藝術學系系主任。邀請 S. Chandrasekaran 教授以全新的行為藝術作

品來啟動「牛奔藝術節」別具意義。 

3. 臺灣本無水牛。臺灣最早的水牛足跡可朔源至冰河時期，因海平面降低而徒步

走過臺灣海峽前來避寒，卻又於爾後的數千年間絕跡。今日臺灣的水牛，多為

十七世紀荷蘭人殖民臺灣時期從印尼爪哇運來，以及隨後明末清初漢人從中國

帶進。「2019 牛奔藝術節」邀請 S. Chandrasekaran 重回北藝大現場，以不一

樣的角度發掘臺灣水牛的多重文化身份和其在地性誤認，以及水牛在東南亞和

印度文化中的精神性位置，並進一步探討文化、藝術、身體、行為、儀式與科

技媒體的混種質變和想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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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科技藝術展覽室參訪與展品維護事項 

1. 例行性展覽室保養維護作業如下：入口處迎賓牆影片連動程式維護、《須彌芥

子》因控制電腦及感測器損壞，進行硬體更換及互動程式重新設定、《舞動綻

放》感應器及互動程式檢測調整、《梵谷眼中》因影像擷取設備損壞進行檢測

並進行更換、《印象城市＿臺北》展出紀錄影片之顯示效果微調、《名畫大發

現－清明上河圖》投影範圍及互動程式效果調整、《築霧》造霧機硬體保養維

護。 

2. 美國密西根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院長 Gunalan Nadarajan 於 2 月 20 日來訪本校

並參觀本中心，由中心導覽人員詳細為來賓介紹各項科技藝術作品。來賓透過

實際操作的過程，對於人與作品所產生的互動留下深刻印象，讚賞各項作品概

念帶給人們不同的思維，同時也表示本中心對於跨領域的藝術創作相當具有教

育意義。 

3. 奧地利林茲藝術與設計大學副校長 Mr. Frank Louis 一行 3 人，於 3 月 4 日來訪

本校並參觀本中心，由中心導覽人員詳細為來賓介紹各項科技藝術作品。透過

中心人員的解說，來賓暸解本校在科技藝術方面所做的各項研究及創作成果，

並肯定本校致力於科技藝術發展的努力。 

4. 維琳集團周東權總經理及熊明德總監、所明心教授、學者影業盧美惠董事長一

行 8 人於 3 月 7 日來訪本校並參觀本中心，由中心導覽人員詳細為來賓介紹各

項科技藝術作品。透過實際操作的過程，來賓對於「語林」、「梵谷眼中」等

科技藝術作品留下深刻印象，亦對於本校將音樂、科技、藝術結合表示相當讚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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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中心重點工作--邱執行長顯洵 

一、推廣教育 

 (一) 推廣教育： 

 1. 推廣課程： 

(1) 推廣課程：2月份於網路及臉書開始宣傳春季課程，並於3月份開始陸續開課

。 

(2) 中心現階段廣邀專/兼任老師開設推廣課程，請各系所轉知系所教師，有興趣

者，可與中心聯繫。 

 2. 夏日學校： 

(1) 已進行第一波國高中校園宣傳，並詢問系所有否對外展覽/演出，可搭配宣傳

夏日學校。 

二、藝大書店 

 (一) 近期活動部分： 

   2-3 月 兩廳院書展及開學季促銷活動 

   4 月    "補間餃"動畫系展  

           "烏托邦工具箱"相關主題書展 

 (二) 店務： 

 因書店資料主機的電腦發生硬體故障，原廠將機器搬回去檢修，故 3/6~截至本

會議資料更新日期 3/12 期間之現金營收帳務將待機器修復後立即處理，避免類

似狀況再次發生，已採購外接式硬碟，作資料備份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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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中心重點工作--吳代理主任懷晨 

 一、 未來‧傳統實驗基地 

 (一) 「未來．傳統實驗基地」於 104 年 5 月正式啟用空間，迄今規畫辦理共 11 場特

展，期許透過傳統藝術有機整合的特性，發展合創展演、教育活動、行動論壇

等各項跨域合作計畫，作為當代創意行動者親身參與和實踐的場域。 

 (二) 空間借用：1 ~6 月 

  1、傳音系「蓮藏尺八音樂會」：4/24 

2、「人文藝術寫作中心」進駐，將提供學生寫作上的個別諮詢及辦理相關講

座、寫作工作坊等。 

 二、 教育部 107 年度補助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 

 (一) 擬提升本中心「未來‧傳統實驗基地」教學活動空間使用，依序辦理空間改善工

程及教學設備採購後續事宜。 

1、3/6 完成教學設備擴音機採購及核銷。 

 三、 校內、外交流 

 (一) 2019 年「原住民族歷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全國巡迴講座申請辦理中(5/1、6/12)。

 (二) 合作辦理通識課程「藍染越界」木灰水建藍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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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音樂學程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IMPACT 音樂學程之重點工作--林主任文斌 

一、 畢業製作 

 暫定開放 5/24(五)、5/25(六)、5/31(五)、6/1(六)之 15:00 及 19:00，共八時段進行。

二、 108 學年度招生 

 1. 招生面試預計於 7/4(四)、7/5(五)舉行。 

 
2. 擬於 3/28(四)前完成招生簡章修訂，於 4/1(一) 學士後學士學位學程招生會議

中審議。 

三、 課程執行 

 
1. 2/22(五)~2/23(六)，洪敬堯老師指導之編曲實務課程，辦理演唱會校外觀摩活

動。 

 
2. 3/8(五)~3/9(六)，邀請維也納爵魅音樂實驗室大學黃愉鈞教授，舉辦「國際影

音配器工作坊」。 

四、 空間管理 

 
2/21(四)完成 B116 跨藝實驗室空間音場校正，含喇叭定位、訊號線路重佈、內外

場音量調整等。 

五、 法規修正 

 為配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設置辦法」修正，近期擬召開系、院教評會，修

訂「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一、 文化部－流行音樂人才培訓補助案「北藝大 IMPACT 音樂學程菁英展翅計畫」 

  1. 2/15(五) 已檢送 107 學年度第一期補助金核撥申請函、期中成果報告書進行審

查。 

2. 3/12(二) 赴文化部影視及流行音樂產業局進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3. 本學期文化部實地查核暫定於 4 月份進行，刻正安排中。 

 二、 教育部－「107 年美感教育-IMPACT (藝起 JAM－原鄉文化與樂舞即興計畫)」 

  進行教育部－「107 年美感教育-IMPACT (藝起 JAM－原鄉文化與樂舞即興計

畫)」，執行期程至 7/31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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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重點工作--陳主任約宏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臺北市勞動檢查處於本(108)年 2 月 26 日辦理「臺北市高中、高職、大專校院職

業安全衛生宣導」會，並於會中告知各校應完成辦理各機關之人員設置報備、人

因、過勞、職場暴力及母性保護等三計畫之制定、工作守則報備、作業環境測定

等相關事項。並告知將派員至各校進行勞動檢查。 

美術系實習場所「石雕教室」於 108 年 1 月 18 日委請政府核可之專業機構進行本

(107)學年度粉塵作業環境檢測，環境監測之粉塵容許濃度值在政府許可標準值

內，結果合格。 

本校已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以及同法施行細則第 9 條規定訂

定本校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在案。並於 107 年 3 月 7 日及 8 日依計畫內容將「肌

肉骨骼症狀調查表」個別以電子郵件寄送本校教職員工信箱俾供填寫，已發出約

600 人次，預計於 3 月 14 日前回收，俟截止後再由本室製作總表，請本校職業安

全衛生專科醫師辨識並評估危害，以避免同仁職場人因傷害發生。 

本校本(108)年度第一次職醫臨場服務訂於本(108)年 3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辦理。

本次臨校服務重點係就人因性危害防止-肌肉骨骼症狀調查結果進行資料檢視及

評估。 

教育部於 107 年 4 月 9 日函轉勞動部說明各級學校應落實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

安法)僱用或特約護理人員辦理勞工健康保護事項之規定，以維護勞動權益。緣

此，本室簽准特約「職業安全健康服務護理人員(職護)」專業技術勞務採購案。

本標案於 107 年 7 月 18 日、8 月 6 日及 8 月 13 日歷經 3 次公告均因無人投件而

流標。於 107 年 9 月 6 日、10 月 12 日及 11 月 28 日再上簽，准以勞務採購方式

再行招標，並於 12 月 10 日簽採購簽後，於本(108)年 1 月 9 日、1 月 30 日上網招

標，均無廠商投標，並於 3 月 2 日第 3 次上網標，預計 3 月 20 日截標。 

每週辦理實習場所日常訪視並作成記錄，部分空間如有建議改善或應注意事項另

以書面或電話通知相關單位協助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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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圖書館重點工作--黃館長貞燕 

一、 全館業務： 

(一) 圖書館電子報改版工作，已於 3 月初發送，並於關渡通訊、校史 FB 發文宣傳。 

(二) 圖書館中長期轉型計畫規劃進度: 
1 月底擬定工作方向與任務分配。三組同仁分別著手進行相關調查與資料收集，

包括圖書館大趨勢、閱讀及文化觀察及本校師生訪談調查等。 
針對對本館發展方向有參考價值之國內近年推動數位資料庫、圖書館轉型之機構

單位，展開參訪與交流，目前已拜訪的單位包括國立台北教育大學美術館及圖書

館、台北市立美術館文獻中心、國家圖書館等。 
未來將規劃每個月 1-2 次之同仁研習活動，預計近期將邀請中研院「數位人文研

究平台」之專案研究人員至本館演講。 
預計於 3 月底進行計畫期中討論，以取得轉型方向及策略之雛型。 

二、 採錄編目組： 

(一) 108 年度資料庫續訂作業已完成上半年度 12 種續訂作業，核銷完成。 

(二) 107 年度教育部補助圖儀設備費，執行率已達 99.21%，餘款 7,947 元。 

(三) 本學期贈書活動預計於 3 月 25 日至 4 月 3 日在圖書館大廳門口舉辦，提供本館收

受之贈書複本供師生自由取閱。 

(四) 收受出版組送存之學校出版品 6 冊，近期將加工編目處理上架，並發送 EDM 宣

傳，以廣為周知，增進利用。 

(五) 書標未標示館藏代碼 P 的過期期刊，2 月 12 日至 2 月 26 日完成書標更新計 200

冊。 

三、 閱覽典藏組： 

(一) 館藏書庫與閱覽服務 

館內不得吸煙、飲食，亦不得攜帶食物、飲料入館，請讀者遵守規定，共同維護

閱覽環境之品質。 

601 專室及 6 樓書庫音樂類圖書整理及移架作業，完成後將進行書架標示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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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料庫講習 

【圖書館資料庫講習：Refworks 書目管理系統】將於 3 月 29 日(五) 10:30-12:30

假研究大樓 R312 電腦教室舉行，報名至 3 月 27 日(三) 23:59 止，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Cyf2RMYBOmEJzCWp1。敬請師長協助宣傳，鼓勵學生踴躍

報名。 

(三) 圖書資源利用教育： 

辦理圖書資源利用講習，以研究生為主要對象，介紹圖書館實體與電子資源的使

用方法，學習基本檢索技巧並練習各類型資料庫的操作方式；本學期目前有 4 門

碩班課程及 1 門學士班課程提出申請。 

建置「北藝圖線上資源指南」網頁，介紹圖書館資源的使用與查詢方法，內容將

持續擴充更新。 

(四) 指定參考書服務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指定參考書目前有 19 門課程提出申請，學期中仍持續受理，

歡迎各位師長提出申請。若設定之指定參考書非既有館藏，將視經費情形列入採

購，每門課新購圖書上限為 5 冊；另由於新購圖書到書時間不定，建議可提前提

出申請。 

(五)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師生於 3 月 7 日(四)蒞館參訪。 

四、 校史發展組： 

(一) 西文版校史圖錄改版執行暨校史資料蒐集計畫。 

1.已接洽各學院助教與專員，寄送計畫書與相關資料，並請各學院推派教師協助

編選與資料收集事項。 

2.預計三月下旬與各學院推派教師進行第一次會議討論。 

3.圖錄改版與計畫進行所需經費已上簽申請，惠請相關單位協助。 

(二) 五月校史特展以馬水龍老師為主題。已確認展示子題與腳本，展示設計交付給相

關負責人員，目前持續整理相關資料與文物，預計四月購買所需設備與佈置場

地，五月中旬開展。 

(三) 圖書館轉型中長程計畫，校發組負責部分案例整理，協助整理未來能作為參考的

作法與方向。 

(四) 校史資料蒐藏與整理、數位典藏與紀錄 
整理研發處轉移之早期學校闈場資料，進行文物清潔與數位化工作。 
整理秘書處轉移之校景錄影帶、活動文宣品、學校簡介等。 
校史藏品光碟之目錄建檔，進行光碟轉檔備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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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美術館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美術館之重點工作--黃館長建宏 
 一、 館務 

1. 通過 2019 年文化部「申請補助藝術村扶植計畫」申請計畫，獲得文化部補助金額

230 萬元整 。 

2. 2019 年第一期關渡美術館公開招募實習生，共計 2 名實習生獲得實習資格。 

3. 完成美術館專項經費申請計劃案。 

 二、 展覽活動 

1. 108 年一月份三檔展覽：《虛寫邊界》、《2019 創作卓越獎－美術學院》、《2019 創作

卓越獎－新媒體藝術學院》，已於 1 月 18 日順利開幕，展期為 1 月 18 日至 4 月 7

日。 

2. 正籌備進行 108 年四月份展覽主題「影像的現身」，含五檔展覽：《隨選》、《我的

笑容力量》致穎個展、《透明的風景－張永達》、《太平洋海盜》、《撕裂傷：不斷分

裂的禁忌地圖》陳冠宏個展等五檔之佈展與前置工作，開幕為 4 月 19 日（五）下

午五點，展期至 6 月 30 日止。 

 三、 教育推廣活動 

1. 當期展覽推廣活動： 

(1) 2 月 13 日，《虛寫邊界》展覽介紹(2)，講者：策展協同黃佩蔚、藝術家周代峻、

陳飛豪。 

(2) 3 月 20 日，志工年初聚會。 

2. 團體導覽服務： 2 月份登記 45 人，3 月份目前登記 95 人。 

 四、 駐館創作／研究計畫 

1. 「駐館創作／研究計畫」徵件共徵集 36 位國外藝術家／策展人申請資料，「國際

對等交換駐村計畫」徵件共徵集 42 位台灣藝術家申請資料。已於 1 月 31 日召開

評審會議，2 月 19 與 27 日公佈徵選結果。 

2. 4 月 1 日起光州美術館推薦之藝術家 Eunhyun Park 進駐關美館，預計進行兩個月

的駐村，至 5 月 31 日止；五月則為韓國全北道立美術館推薦之 Duri Park 來館進行

一個月的駐村。 

3. 4 月起關美館也已安排藝術家黃品玲赴韓國全北道立美術館、許喬彥赴澳洲黃家墨

爾本理工大學進行駐村交換。 

 五、 典藏 

1. 107 年度新入藏作品資料於 2 月 14 日發函至文化部備查，文化部已於 2 月 23 日回

函同意。 

2. 已拍攝之新入藏作品部分完成編碼上架，預計 4 月 15 日前完成所有作品拍攝暨上

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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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續進行典藏網站管理系統維運，庫房與準備室空間維護、溫濕度控管等工作。 

 六、 總務 

1. 展覽佈展工程、文宣印刷、推廣及典藏業務等維護、請購、核銷工作進行中。 

2. 本館漏水修繕工程預計 4 月 10 日完工，本案經費由文化部駐村計畫補助款項下支

應。 

3. 典藏庫房恆溫恆濕專案業於 3 月 11 日辦理委員現勘，本案預計補助新台幣 150 萬

元。 

4. 刻正辦理本館 108 年度各項開口契約採購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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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人事室重點工作--蔡主任旻樺 

一、 請各單位主管核實指派所屬同仁加班，並顧及員工身心健康及撙節經費，鼓勵所屬同

仁利用時間安排加班補休，以免人事費超過規定被檢討影響各單位用人。 

(一) 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30 條規定，人事費支出超過最

近年度決算自籌收入百分之 50%者，教育部得命學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視其情節輕重，調降學校所定比率上限(50%)或限制不得支給。本校 107 年底人

事費支出占 106 年度決算自籌收入之比率約 46%。 

(二) 依新修正勞動基準法第 31 條之 1 條規定，勞工加班補休期限屆期或契約終止未補

休之時數，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校務

基金進用人員之加班費前簽奉核定由各單位業務費或自籌收入負擔，計畫進用專

任助理人員加班費由各計畫經費負擔。由於本校校務基金人事費有限，請各單位

主管儘量鼓勵同仁加班補休，補休期限屆滿確實無法補休同仁依規定由單位業務

費核給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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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3 月 18 日 

重點工作--蔡主任素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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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萬 10 元一案，經各相關單位回覆並經本室審核截至 107 年 12 月 31 日止之執行情形彙整

如下表，其中單位同意並已繳回計有 4 萬 7,366 元、本室審核同意轉正核銷者計有 6 萬

4,004 元及仍須繳回者計有 9 萬 8,640 元。除感謝已協助回覆及處理之 23 個單位外，並請

美術學院等 24 個單位協助積極清理久懸應收保費。 

     單位：元 

單位 單位總金額

執行情形 

已繳回 
已轉正 

(含同意轉正) 
尚未繳回 

1 音樂學院        2,354 2,354 - -

2 音樂學系        1,420 1,420 - -

3 傳統音樂學系        1,583 1,583 - -

4 美術學院           54 - - 54

5 美術學系       10,680 - - 10,680

6 藝術跨域研究所          785 - - 785

7 戲劇學院        4,016 4,016 - -

8 戲劇學系        9,142 - 6,570 2,572

9 劇場設計學系       13,149 - - 13,149

10 舞蹈學院       12,594 296 4,760 7,538

11 舞蹈學系          727 93 - 634

12 影新學院        7,599 - 1,594 6,005

13 電影創作學系       19,734 - 14,118 5,616

14 新媒體藝術學系        9,615 - 988 8,627

15 動畫學系        5,000 - 1,534 3,466

16 文化資源學院            5 5 - -

17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8,903 3,961 1,904 3,038

18 博物館研究所        6,384 - - 6,384

19 藝術行政與管理研究所        2,359 - 383 1,976

20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2,871 2,871 - -

21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

程       11,793 - 7,768 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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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單位總金額

執行情形 

已繳回
已轉正 

(含同意轉正) 
尚未繳回

22 國際事務處       12,998 3,590 8,496 912

23 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          820 - 47 773

24 師資培育中心       26,393 783 10,808 14,802

25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3,003 296 - 2,707

26 展演藝術中心        2,033 - - 2,033

27 文創發展中心        5,273 5,273 - -

28 招生組            1 - 1 -

29 生輔組          342 154 188 -

30 學生諮商中心       12,184 10,752 - 1,432

31 通識教育中心        4,568 4,528 39 1

32 出版組           18 18 - -

33 課指組           91 1 90 -

34 衛生保健組          115 115 - -

35 秘書室          984 833 151 -

36 人事室          376 376 - -

37 美術館          101 101 - -

38 圖書館        1,912 1,904 - 8

39 圖書館校發組          680 152 528 -

40 體育室          262 37 225 -

41 文書組          621 621 - -

42 學務處           19 - 19 -

43 教務處           76 - 76 -

44 主計室          282 282 - -

45 研究發展處          743 488 255 -

46 藝術與科技中心           22 22 - -

47 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5,326 441 3,462 1,423

  合      計      210,010 47,366 64,004 9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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