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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5次主管會報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108年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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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錄：吳淑鈴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一、目前仍有幾個單位在甄聘專任教師，為了各個學門的長遠發展，請各系所

甄選專任教師一定要謹慎、寧缺勿濫。 

二、教學單位的招生事務到這禮拜就會結束，請還未放榜的教學單位持續努力

，並請各單位仍要審慎處理相關事宜。 

 

貳、專案推動列管表執行情形報告：略。 

一、研發處「A1：107年高教深耕計畫」專案同意解除列管。 

 

●主席裁示： 

（一）科技藝術館新建工程計畫等工程案請總務處注意興建工程中邊坡的安全

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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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李教務長葭儀補充報告：研究生學分費調整方案，上禮拜我們做了學生的

公開說明會，學生對這個方向是支持的，但他們也表示這件事他們知道的

時間太晚。他們會在4月18日辦一個他們自己的公開說明會，我們會持續

關心學生後續的反應與意見。 

(一)林學務長于竝補充：4月18日學生會會主動召開學生說明會，學生會比較

在意的點是整體的程序問題。而我們整個程序上是沒問題的。另外他們對

目前的收費方式以及改成這個方案並沒有太大的反對意思。透過說明會讓

他們學生之間有個討論、彙整出學生代表的意見也是好的，可當作學校之

後決定這件事情的參考。在程序問題方面，他們主要認為是資訊公開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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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點上，他們收到訊息的時間太短、來不及消化這麼多的資料。另外在學

生的說明會時他們有提出審議小組會議有學生代表但行政會議上沒有學生

代表，所以他們對在行政會議上提出新的版本的行政程序上有些意見。 

 

●主席裁示： 

（一）研究生學分費調整案已經在學校內醞釀了好幾年並討論了一段時間，請

務必把所有資訊讓學生會掌握、不需隱瞞，學校對這件事也不會急就章

，學生若有任何疑慮，我們寧可慢一年也不要讓學生產生不必要的誤解

。要讓他們瞭解學校是站在學生的立場去想，並不急於一時來推這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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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請美術系協助移除一心路機車停車場下層靠近特殊教室處堆置的雜物，

並處理特殊教室石材堆置問題。總務處請協調可用的區域讓他們做必要

的堆置。 

（二）請總務處對校園內荔枝椿象蟲害生物防治作業做整體評估，避免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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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的經費會在4月下旬進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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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主任文雅代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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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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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戲劇學院：鍾院長明德工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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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院長德樂工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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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王代理主任盈勛補充報告：藝科中心的同仁有在討論要不要辦藝科中心的

Open Day，個人覺得藝科中心辦這個沒有不可以，但高中生來看個20分鐘

就看完了，所以教學單位或學校不同的展演空間若要做Open Day是否要稍

微整合一下？讓來參觀的高中生或其他人可以一次看比較多的地方，北藝

大看起來會比較有吸引力，若大家覺得不要做、各弄各的，我是覺得有點

可惜。不知道教學單位有沒有因招生也有辦Open Day的需求？這兩個可以

整合。 

(二)陳校長愷璜補充：之前在主管午餐會報有提過學校應該是要開闢另一個軸

線，不只是參觀藝科中心，應該是把學校的幾個館舍，包括展演中心三廳

、美術館、藝科中心等納進來。以前有全校性在辦，後來變成各別教學單

位在辦Open Day。Open Day若有需要一個參觀軸線的導演，可找林于竝學

務長，要讓導覽變成非常好看、有趣，時間也不宜過長，透過這樣參訪的

軸線，對招生也會有不可預期的助益。若有需要可委由來盈勛主任邀集相

關的主管一起討論如何將Open Day弄得比較紮實一點。必要的時候可請主

秘協助。這件事的必要與否，要仰賴大家丟出一些意見，若覺得有必要，

則請大家討論是否可以用專業的場館來翻轉Open day、做出改版的Open 

day。 

(三)李副校長葭儀補充：以前跨領域週的Open Day做的很盛大，但現已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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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魏院長德樂補充：現在各大學都很重視Open Day，透過Open Day，對招生

很有幫助。 

 

●主席裁示： 

（一）Open Day若要擴大辦理，請王盈勛主任邀集相關主管討論，必要的時候

請主秘協助。 

 

十六、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王主任寶萱工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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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主任文雅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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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西田社放置於本校圖書館的物品等正移置他處，將來這些空間騰出以後

，請圖書館對後續整體空間的運用要有更長遠的評估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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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鍾主任秘書永豐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一）108年7-8月主管會報時間依秘書室所提草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14時40分。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主管會報議程 

時間：民國 108 年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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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肆、臨時動議 

伍、散會 



填報日期：108/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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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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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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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8/03/22召開BIM成果檢討會議，對於管線、構造空間與設計需求淨高之衝突，要求設計監造會同承商於

10日內釐清。

7.108/04/01召開第4次工務會議，追蹤施工進度及各項準備作業。

8.建築師於108/04/03邀集結構技師、建築承商及機電承商研商確認管線穿樑及相關整合

方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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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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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8/03/20召開第3次工務會議，追蹤施工進度及各項準備作業。

7.108/03/25吊運施作基樁之機組進場裝設，並於108/03/28起進行基樁施工。

8.截至108/04/11止累計已完成29支基樁，並於108/04/12完成全部32支基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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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2.4

2.3.2

2.3.3

2.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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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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總務處、研發處(影

新學院、相關單位)
104/12/01 10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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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部設計 總務處(影新學院) 105/12/10 106/02/12

1.影新學院於105/12/13召開第1次細部設計討論會議，就建築師提案各系提出使用需求進行討論，105/12/20

由建築師完成修正後，於105/12/22由校長主持召開第2次會議。

2.影新學院於105/12/28召開第3次細部設計檢討會議。

3.106/01/03建築師提交修正後設計圖及預算，惟尚未納入完整基本需求，經建築師於106/01/06補正，雖就

預算差額研提初步說明，本處經審查後已再次要求補充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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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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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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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本案電機技師將擇期到校與各使用單位確認水電細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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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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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8/03/29電冾建管處承辦人員表示，一位坡審委員針對基地開挖對北側擋土牆之影響

及因應措施之回覆仍有疑慮，該承辦人建議建築師親洽委員後修正，修正版再轉委員確認

，以節省時效，目前尚由結構技師進行內容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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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3.2.5

3.3.2

3.2.6

3.7

3.6

3.3

3.3.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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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8/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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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3.1

1.3

1.3.2

1.3.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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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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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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1.4.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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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4 月 15 日 

教務處各組重點工作--李教務長葭儀 

註冊組 

 一、 107-2 學期學生學雜費、使用費、代辦費繳費截至 4月 1日止(逾學期三分之ㄧ日

為 3月 30 日，因遇假日順延)，計有 16 名學生因未繳學費、雜費而未完成註冊程

序，刻依本校學則第 13 條規定應予勒令休(退)學程序辦理中；另有 18 名學生未

繳其他代辦費或使用費（如網路電腦使用費、實習費、平安保險費、住宿費等），

已將未繳費名單送各相關收費單位周知續處。 

 二、 辦理 107 學年度預計畢業學生成績學分第 1次審查作業。 

 三、 彙整本校 108 學年度開放陽明大學跨校輔系及雙主修申請相關規定及名額，俟陽

明大學資料回覆，將同步於學校官網公告受理時程(101 學年度曾有 1名陽明大學

學生申請本校美術學系跨校輔系，該生已於陽明大學畢業，本校輔系未完成)。 

課務組 

 一、 已函請各授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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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至 4月 26 日）。 

 二、 辦理學生申請課程停修事宜（截止日：5月 24 日）。 

 三、 函發「開課通知」暨相關參考檔案，提醒各教學單位進行下學期之開課作業(資料

繳交日：5月 17 日以前)。 

 四、 108 學年度行事曆草案原已提經本學期第 1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但為因應 109 年

1 月 11 日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與第 10 屆立法委員選舉投票日，擬將 108-1 學期

開學日由 108 年 9 月 16 日提前一週至 9月 9日，已於 4月 2日將修正後之草案函

發各單位，請協助於 4月 26 日前回傳修正意見至課務組，以利彙整及重新提送本

學期第 2次行政會議審議。 

招生組 

 一、 108 學年度招生試務： 

 (一) 學士班－單獨招生： 

 1、 音樂學系：正進行正備取生報到作業，預計 5 月 3 日(五)前將已完成報到名單送

交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屆時已完成報到作業考生，不得再參加甄選會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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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設計學系、舞蹈學系、電影創作學系、

新媒體藝術學系及動畫學系：已於 3月 29 日~4 月 1 日及 4月 11 ~14 日完成專業

術科考試，預計於 4月 19 日(五)放榜。 

 (二) 學士班－個人申請：劇場設計學系、新媒體藝術學系已於 4月 12 ~14 日完成專

業術科考試，預計於 4月 19 日(五)放榜。 

 (三) 大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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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碩博士班：已於 4 月 10 日(三)截止報名，預計 5 月初進行書面審查，5 月 27 日

(一)正式分發。 

 2、 學士班：已於 4月 2日(二)向教育部提報招生計畫。 

 二、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持續走訪高中學校，以瞭解各校學生學習歷程及

諮詢藝術才能班(美術類)前導學校計畫相關資訊。 

 (一) 4 月 23 日(二)苗栗縣立苑裡高中。 

 (二) 5 月 8 日(三)國立嘉義高中。 

 三、 校園參訪：4月 26 日(五)國立師大附中音樂班約 33 名師生將蒞校參訪。 

教學與學習中心 

 一、 原定 4月底舉辦教學經驗分享系列工作坊，為擴展活動效益及增進教師參與，擬

調整於本學期第 19 週辦理，活動規劃以教學實務升等、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及教師

社群教師分享執行經驗。 

 二、 教學與學習中心新網頁將於 4月底上線，並同步更新 CTL 電子報，首期將刊載特

別企劃─校長專訪、105 學年度優良教師專訪─黃蘭貴、2018 年教學活動總回顧

與 2019 年教學活動新知，CTL 電子報於每月刊載校內教學相關活動成果，鼓勵學

生踴躍投稿。 

 三、 教師教學社群：  

 (一) 108-1 學期教師教學社群訂於第 10 週至第 14 週受理申請，將於近日發函公告徵

件時程，敬請各教學單位協助轉知所屬教師，申請文件請參見 CTL 官網。 

 (二) 107-2 學期教師社群分享會將於 5月 16 日中午於國際書苑舉辦，將邀請「素描教

師社群」林俊吉老師及「音樂和電影的想像與實踐教師社群」黃渼娟老師分享社

群經驗，以分組討論型式帶領參與教師草擬教師社群計畫，透過實際演練促進教

師瞭解社群意義。 

 

 

 

 

 



2-1 

學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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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辦理就學貸款所申貸之書籍費、校外住宿費、（中）低收入戶生活費，已

於 4/3 撥款至申貸學生帳戶。 

（二）本校「博碩士獎學金」申請至 4/15 截止、「學生圓夢助學金」申請至 4/30 截止，

相關資訊詳見本校網站校園消息及課指組網頁。 

（三）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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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業優異獎獲獎名單預計於 4 月下旬公告於學校網頁。 

 二、 【學校活動】 

（一）4/15 辦理「107 學年度五長與學生代表座談」。 

（二）協助學生會辦理貨櫃屋借用美術系大三聯展事宜。 

（三）輔導辦理「108 年度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會議員選舉」。 

（四）輔導學生社團辦理活動經費申請及核銷事宜。 

（五）畢聯會預計於 4/15 召開第六次工作會議。 

 三、 【服務學習】 

（一）4 月下旬（第九週）發送服務學習預警名單。 

（二）4/24 上午預計召開 107-2 服務學習委員會，請本學期提案單位列席。 

學生住宿中心 

 一、 108 學年特殊原因（含僑生、外籍生、陸生）申請住宿權，已於 4/12 停止受理登記，

學務處審查會議預訂於 4 月下旬實施。 

 二、 108 學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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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年「研究生宿舍」舊生住宿網路登記申請作業，已於 4/12 停止受理（床位釋

放比例為－研究生 7：大學部 3），於 4/16 舉辦抽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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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5/6 辦理校外賃居安全講座事宜。 

生活輔導組 

 一、 交通安全宣導：108/4/29（一）上午 10：30 分於國際會議廳辦理交通安全教育週會，

邀請臺北市政府「交通守護團」講師蒞校演講，參加對象為大學部一年級同學，歷

年本活動同學到課率低，宣導效果不佳，請各單位協助轉達同學參加。 

 二、 學生請假缺曠管理： 

（一）107-2 學期學生公假案業已奉校長核定，公假總表已轉發各教學單位運用，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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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務必於各項活動行前將學生公假名單送生輔組登錄，近期有部份單位未

按原設計表格填寫造成本組困擾，期能改善以利缺曠管理。 

（二）期中學生缺曠明細預定於第九週（108/4/19 前）以電子郵件寄發學生個人核對，

同時亦寄送各任課老師參考，並請於收到通知七日內提出勘誤更正。 

 三、 學生兵役作業： 

（一）6 月可畢業優先入營：申請期限預定自 108/5/16（四）上午 10 時起至 108/6/17

（一）下午 5 時止（入營日期預計 108 年 7 月至 108 年 10 月）。 

（一）延緩入營：申請期限預定自 108/7/1（一）上午 10 時起至 108/9/30（一）下午 5

時止（入營日期空軍及海軍預計 109 年 1 月以後、陸軍預計 109 年 3 月以後）。

（一）未提出前二項申請者，於「6 月可畢業優先入營」役男徵集完畢後，接續徵集

（入營日期預計 108 年 10 月至 109 年 2 月）。以上資訊已以 EDM 通知學生知

悉，並公告於校園消息。 

 四、 導師會議：本學期導師會議訂於 108/4/22（一）上午 10:30-12:30 假本校國際書苑舉

行，本次邀請毛蟲藝術心理諮商所－洪意晴諮商心理師擔任講師，主題為「學生緊

急危機事件之評估暨處遇技巧」，惠請校長、各系所主管、各班導師、學務處主管

等預留時間出席。 

 五、 學習預警：近期各任課教師將發出 107-2 學期之期中預警通知，籲請各系所導師於

接獲學生預警通知後，主動關懷輔導學生，並於 108/5/10（五）前由 iTNUA 資訊入

口網 http://eip.tnua.edu.tw/，至預警系統登錄輔導結果，如有轉介需求，請善用轉介

機制轉介至相關單位。 

 六、 學生事務會議：107-2 學生事務會議預計於 108/5/22（三）下午召開，近日函發開會

通知。本案已先行寄發 e-mail 通知請學生會代表於 108/5/3（五）前送交相關提案。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辦理 108~110 學年度學生團體保險招標業務。 

（二）考試醫療救護工作：支援 4/11~4/14 學士班單獨招生考試醫療工作。 

 二、 【健康宣導】 

近期校園中發現荔枝椿象、蜂類等昆蟲蹤跡，提醒師生注意下列事項以免危害健康：

（一）荔枝椿象受到干擾時可將其分泌物噴向接近的動物，分泌之臭液除了氣味不佳

外，接觸人的皮膚可能會產生紅腫、灼傷的過敏反應，接觸眼睛後可能會造成

短暫失明，且其有在寄主植物以外器物產卵行為，包括居家中晾曬的衣服、棉

被、居家牆壁與器物、窗戶的紗網，師生須提高警戒。 

（二）請避免於人煙稀少之地區活動，以減少意外發生。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理諮商】108/2/18~4/12期間統計個別諮商來談達494人次（137人），來談議題前

三排序分別為：情緒管理、人際議題、壓力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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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心理衛生教育推廣】 

（一）4/9 辦理「慢慢來･比較快」研究生支持成長團體，共計 1 場。 

（二）完成辦理 3 場生命教育系列活動：3/23「死亡的溫度-由生入死體驗」工作坊共

44 人次、3/26「安放那些等待回歸的愛-家族排列療癒」講座共 15 人、4/13「失

落時的鎮痛夥伴」寵物輔助療癒工作坊共 15 人。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生涯導師諮詢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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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次皆已額滿，導師們也願意增加諮詢時間，以嘉惠更多學生。

（二）4/8 宣傳「生涯測驗三部曲」，透過三種生職涯測驗與活動，增進學生對自我

能力、生涯阻礙有更進一步的認識，並商討因應策略，促進生涯決定與行動。

 四、 【資源教室】 

（一）籌畫辦理障礙平權主題系列活動-口述影像人員帶領人訓練工作坊(5/4、5/5)。

（二）籌畫辦理障礙平權主題系列活動-星空電影院兩場次(5/8、5/21)。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規劃「性別無疆界-性平宣導」及「藝起晚餐-主題交流聚會」宣傳活動。 

（二）辦理「性別無疆界-情歌對唱比賽」宣傳寄送、參賽者招募、設備租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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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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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由廠商完成露臺打除、清運、表層清理、

裂縫修補及防水層施作，俟查驗合格後試水 3 天。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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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25召開評選會議擇最優勝場商，評選記錄奉核後於108/04/03議約決標，續

於108/04/03由廠商與李副校長檢討修改設計細部，再於108/04/10下午與邱副校長檢

討設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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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由廠商於108/03/25完工，並於108/04/02辦理驗收。 

（四） 「圖書館空調改善工程」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已於108/03/25議價決標。預計決標後15

日內提出設計預算書圖，並於108/04/02邀請圖書館與設計技師研商確認設計需求與

施工規劃。 

（五） 「關美館空調改善工程」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已於108/03/12邀請空調計師協助現勘，

研議修正規劃及計畫書內容，並於108/04/11簽陳修正計畫書，俟奉核後即陳送教育

部並請領補助款150萬元。 

（六） 「電算中心空調改善工程」已於108/03/25簽陳辦理委託設計監造之勞務採購，並於

108/04/01奉准辦理。 

（七） 「舞蹈廳空調箱更新工程」已由展演中心簽准移由本組辦理招標，本案規劃更新空

調箱2組(1組置於頂樓機房，1組於地下室機房)，並增加控制功能，以改善室內空調

品質，本組續於108/04/09簽陳辦理委託設計監造之勞務採購。 

（八） 本校自來水下水塔(位於中央北路4段路邊)之揚水馬達燒毀及供電線路故障情事，經

緊急查線搶修，已由廠商完成修繕，並於108/04/02完成驗收。 

二、 事務組： 

（一） 108年3月份停車場收入55萬415元，較107年同期收入(62萬175元)減少6萬9,760元，

減幅為11.25%。 

（二） 分機及緊急電話管理 

1.108/03/27至108/04/09共計巡查73支緊急電話，查有5部電話故障，包括活動中心

2F女廁外#4535(線路故障)、戲舞大樓1F電梯外#5811、2F(D210 2室外)#5813、女

一舍戶外#6399(話機故障)、生態館電梯#4591(話機故障)，已招商修繕。 

2.另關子嶺(#4559)緊急電話因線路位於科技館新建工程地區內，故廠商施工時損及

線路，經與廠商及營繕組討論，評估若依原線路修復仍會發生施工界面，建議更

改線路改由藝大會館周邊緊急電話併線處理，待廠商報價後進行施作。 

3.美術系特殊教室因監視器線路老舊短路引起總電源電力超過負載，導致連接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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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內之線路燒毀，影響鄰近一心路上之緊急電話#4590*3、#2799*1、#4589*1

之主幹線故障，需重新配線，已請廠商報價，目前該區緊急電話暫時無法使用。

（三） 監視系統相關事務： 

1.美術系特殊教室因監視器線路老舊短路引起總電源電力超過負載，導致連接戶外

管線內之線路燒毀，影響一心路上及圖書館後方之監視器之主幹線故障，需重新

配線，已請廠商報價，目前該區監視器暫時無法使用。 

2.近日發現一心路機車停車場下層靠近特殊教室處有美術系師生堆置雜物(如下附

圖)，甚至已影響監視攝影機鏡頭之拍攝，雖已數次商請助教協助移除，但迄今

尚未改善。另該處為公共空間且為學校建築物之法定機車停車場，隨意變更使用

有違建管法規，且若美術系有短期空間需求，應循程序向本處保管組申請借用，

若為長期之空間需求，建請循程序向學校爭取。 

  
 

（四） 傳音系二館2F飲水機熱水出水按鈕接觸不良，經維護廠商回報該設備於96年購置至

今，按鈕面板零件已停產，雖儘可能復原讓按鍵稍能使用，但無法改善接觸不良之

問題，建議使用單位更換新設備。 

（五） 窗型及分離式冷氣事務： 

1.動畫系冷氣故障，經廠商檢修為外機機板及內機機板故障，已無替代備料可用，

僅能送原廠檢修，已提供報價單給予單位參考。 

2.體泳館司機休息室冷氣抽水馬達故障，經維修廠商檢修為自動排水器故障，已更

換零件。 

三、 保管組： 

（一） 校園內荔枝椿象蟲害生物防治作業，業於108/04/03(三)進行第一次平腹小蜂卵卡吊

掛，預計施放4次，每次間隔7-10天；另台灣莿桐之刺桐釉小蜂蟲害防治，亦於

108/04/08(一)施作完畢，後續將持續觀察施作成效調整因應。 

（二） 本校內部稽核小組針對107年度場地使用(餐廳及場地租借)業務進行稽核，已於

108/04/11(四)上午10時假總務處會議室辦理。 

（三） 行政大樓因汙水管線老舊易堵塞，已張貼提醒使用人勿將衛生紙丟入馬桶，其他老

舊建物將持續觀察，如有類似情形將評估擴大張貼提醒使用範圍。 

（四） 民眾王琮方請求國家賠償案二審程序已於108/04/09(二)上午第六次開庭，審判長當

場宣布本案言詞辯論終結，預計108/04/30(二)上午10時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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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校委外餐廳108年評核會議預計4月底或5月初召開，屆時將針對定期評核及續約

評核(藝大咖啡及學生餐廳)進行審議；關渡美術館2樓(爐鍋咖啡)及藝文生態館1樓(

寶萊納餐廳)餐飲空間標租案評選會議，則另案簽奉核定後擇期辦理。 

（六） 近期為綬草(如下圖)生長季，已提醒園藝廠商注意本校綬草保護區內之打草作業，

以確保其生長環境不受破壞。 

 

 

 

 

 

 

 

四、 出納組： 

（一） 有關107學年度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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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於108/03/17進行鐘點費專案簽辦(108/03/21奉

核)，出納組108/03/22收到簽呈後於108/03/26完成鐘點費清冊，相關流程援例計花

費七週。本次專兼任教師第1至6週鐘點費已於108/04/04入帳，共計524人次，共計

新台幣761萬6,161元(專任教師174人，兼任教師350人)。 

（二） 108年3月份工讀金已於108/04/15核撥入帳，本次總計核發145人次，總金額為68萬

5,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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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10止，各單位尚餘37件公文

未完成歸檔作業。 

（二） 因應檔案訪視作業，已於108/04/12前製作「行前聯繫注意事項」陳送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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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4 月 15 日 

研究發展處工作重點--林研發長姿瑩 

 一、 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 108 年 03 月份表冊 

 (一) 校內填報作業時間至 108/04/23 止，尚未完成填報之單位，務請盡速上線填報並製

作校內檢核表，經主管用印後回傳研發處，俾利辦理彙整報部事宜。 

 (二) 本處負責填報之專任教師榮譽、競獎、論文、專書、展演及參與國內外學術組織等

學術成果（研 2、3、16-19 表），業於 108/02/27 循例以 Email 通請各教學單位助

教協助調查，請於 04/20 前回覆本處，以利彙整後上傳校務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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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專區查詢了解。  

 三、 計畫申辦、執行與結案辦理件數情形 (108/01-03) 

 (一) 科技部計畫 

類型 計畫辦理項目 件數 

申請 

專題研究計畫 14 

補助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論文 1 

研究生申請出席國際會議 1 

變更 計畫執行各類型變更申請 7 

請款 各類型計畫經費請款 17 

結案 各類型計畫經費 8 
 

 (二) 非科技部計畫 

類型 補助案 委辦案 委辦-標案 合計 

申請 27 3 6 36 

核定 10 1 5 16 

結案 0 0 0 0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 教育部 108/4/3 函知 108年各項計畫核定補助金額，主冊、USR計畫核補額度與去

年相同，附錄（弱勢協助機制）計畫之提升弱勢學生入學機會項核補額度增加，另

新增學生輔導項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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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為利校內計畫經費正式核配，總辦業辦理核對並調整預核配及帳務系統登列差異

處。2月底預開總額11,698,797元，執行率13.16%；3月底預開帳總額14,042,356

元，執行率 18.50%；4 月初調整後預開帳總額 13,997,198 元，執行率 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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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校內分項計畫經費刻正辦理分配簽核，俟核定後將依規定辦理修正計畫書與預算表

報部作業。 

 二、 2019年妖山混血盃學生跨域創作實驗計畫徵件將於5/3截止，懇請各位主管多予協

助鼓勵學生提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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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年度計畫經費請購核銷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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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年度計畫經費請購核銷期限，請依本處通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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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 

國際處重點工作--王國際事務長綺穗 

一、 國際交流業務 

 (一) 辦理本校與大陸地區中央音樂學院合作續約一案。 

 (二) 協助接待姊妹校泰國詩納卡寧威洛大學於4月3日來訪本校。 

 (三) 辦理本校加入歐洲藝術校院聯盟(ELIA)之聯繫。 

 (四) 追蹤本校與西班牙巴塞隆納大學合作締約一事。 

二、 境外學生業務 

 (一) 協處僑生、陸生及外籍生登記108學年度學生宿舍，並於4月12日彙整資料後， 

寄給住宿中心辦理後續相關事宜。 

 (二) 辦理並審查2019年外國學生報考之學歷與資格。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107學年度第1學期赴外交換學生歸國核銷。 

 (二) 延長辦理108學年度國際暨大陸交換學生收件作業。 

 (三) 107學年度第2學期赴外交換學生選課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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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4 月 15 日 

音樂學院重點工作--蘇院長顯達（盧主任文雅代理） 

音樂學院 

 一、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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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MD)進行演出與學術等校際合作交流： 

4/2 上午：黎國媛老師鋼琴大師班 (於里昂市立音樂院)。 

4/3 中午：與里昂高等音樂院教授 Jean Geoffroy 餐敘，商談兩校合作交 

      流事宜。 

下午：拜會 CNSMD 的舞蹈學院院長 Mr.Davy Brun 與新任音樂學院院長 

      Mathieu Ferey。 

晚上：與就讀里昂高等音樂院的五位北藝大學生們餐敘交流。 

4/4 上午：蘇顯達院長小提琴大師班 (於里昂市立音樂院)。 

    晚上：由蘇院長與黎國媛老師全程以法語所主講的「台灣音樂的傳統 

          與創新」(Traditions et Créativité dans la Musique  

          Taïwanaise)音樂講座，介紹台灣音樂史上重要作曲家、北藝 

大音樂系歷年來的作曲老師們；以及介紹音樂學院的音樂學系與傳

統音樂學系。此外，三位老師也現場演出蕭泰然《福爾摩沙三重

奏》、音樂系顏名秀與林京美老師所創作改編的音樂 (於Vaise圖書

館)。 

4/5 上午：劉姝嫥老師室內樂大師班 (於里昂市立音樂院)。 

4/6 晚上：三位老師與里昂克雷蒙交響樂團 

          (Orchestre Symphonique Lyon-Clermont)，在里昂市立音樂院 

          校長 Alain Jacquon 的指揮下，共同演出貝多芬的《三重協奏 

          曲》(於 Albert Thomas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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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學系、管絃與擊樂研究所、音樂學研究所 

 一、 4 月 8 日召開本學期第 4 次系所教評會，邀請理論與作曲組專業領域教師列

席。會中進行本學期理論與作曲組專任教師徵聘案面談；4 月 9 日召開本學期

第 5 次系所教評會，邀請絃樂組專業領域教師列席。會中進行本學期絃樂專任

教師徵聘案面談。 

 二、 108 學年度樂團職銜學分學程簡章修訂及面試時間協調。 

 三、 108 學年學/碩博士暨在職專班/學士班/放榜後正備取生資料彙整與邀請正取生如

期報到。 

 四、 107 學年第 2 學期音樂廳學位考試，彩排時間異動受理及相關事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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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34 屆大學部畢業製作，裝台、調音、搬鋼琴等事物處理及相關事務聯繫處理。 

 六、 Prof. Hashimoto 專題講座，鋼琴及室內樂大師班曲目整理、上課時間協調安

排。 

 七、 2019 春夏系列音樂會演出節目文宣刊登、鐘點費及印刷費相關經費核銷。 

 八、 專題演講： 

4 月 15 日(一)1330~1510，將舉行兩場大師班 ： 

   1. Timothy Ridout 主講【Viola Master Class】於音樂二館四樓演奏廳 

   2. 張巧縈 主講【Piano Master Class】於音樂一館 M101 

傳統音樂系 

 一、 進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表三之修正意見建議與「教師申請

升等日程表及程序」修訂研議。 

 二、 輔導被通報從未到課與學期學習成效期中被預警學生，協助請假、停修課程申

請及請學生與授課教師確認是否為誤報情形。 

 三、 完成 107-2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資料審核，計有 3 名學生將於 4 月下旬與 5 月上

旬進行口試。 

 四、 處理音樂二館安全門卡榫疑似被蓄意破壞之維修事宜。 

 五、 填寫與彙整 107 年各項開源節流報告執行表。 

 六、 配合研發處填報教育部校務資料庫系統，彙整 107 年度(107/1/1-107/12/31)專任

教師個人學術及展演、競賽獲獎及學術榮譽等資料。 

 七、 傳送簡訊祝賀 108 學年度碩士班錄取新生、預告新生座談會時間與新生行事曆

事宜，以電話聯繫新生了解報到意願、本系概況與學校資源。 

 八、 樂器教學存放空間-廠商、營繕組實地勘查與會議。 

 九、 音樂二館教學空間與監視器盤查。 

 十、 傳音系師生特約優惠旅館簽訂-承億文旅。範圍：全台灣分店。 

 十一、 琴房管理錯誤排除與更新。 

 十二、 新網站進度-主機已開啟，預備本月上線。 

 十三、 美感教育計畫-內壢國中北管教學講座、19-20 日兩天一日雲嘉南南管交流。 

 十四、 進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表三之修正意見建議與「教師申請

升等日程表及程序」修訂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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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4 月 15 日 

美術學院重點工作--劉代理院長錫權 

 一、 

 

二、 

 

三、 

 

四、 

 

【修繕工程】：4月 2 日與營繕組及圖書館針對圖書館空調工程修繕之執行進行協

商會議。 

【學術交流】：4月 3日協助接待泰國詩納卡寧威洛大學，參訪本系版畫課程與地

美館展出之研究生級展。 

【展覽活動】：【第一屆當代雕塑創作麗寶獎】展覽畫冊已編輯設計完成，刻正進

行 ISBN 申請與印務安排等事宜。 

【展覽活動】：【2019 亞洲雕刻五七五展】受理徵件事宜，目前已經將徵件辦法

等事項中譯完成，提請徵件中，訂於 7月中旬後送日本沖繩藝術大學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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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六、 

【展覽】：美術學系碩士班 106 級級展【四顆心的奉獻 Dedication of Four 

Hearts】， 4 月 3 日至 16 日於地下美術館展出。開幕茶會時間為 4 月 3 日下午 6

時，歡迎各界及本校師生蒞臨鑑賞。 

【展覽】：4月 15 日至 19 日於南北畫廊一樓舉行【Sucré】學生周昉個展。 

【展覽】：美術學系在職碩士班 106 級級展【抽身】， 4 月 22 日至 5月 2日將於

地下美術館及其他校外空間展出，包含：新北市立頭前國中、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嶼魚廚房、台北市仁愛路四段 345 巷 2 弄 5 號 2 樓、淡水海關碼頭 C棟倉庫、花蓮

時光書店、「申社」張辰申工作室、M 畫廊、中心新村等。並於 4 月 25 日 18:30

時舉辦展覽論壇，邀請本系劉錫權老師與江衍疇老師與談。歡迎各界及本校師生蒞

臨鑑賞。 

【展覽】：美術學系大三班展【流水下麵】， 4 月 12 日至 5月 3日於校園內各式

選定地點展出：貨櫃屋（4/12-4/22）、美術系館南北畫廊（4/22-5/3）、校園各

處(圖書館樓梯下、藝大書店外穿堂、OK 超商外地板、音樂系館外榕樹下、美術系

館木工教室外草皮、美術系 215 教室外廣場、圖書館旁通往美術系特殊教室之彎

坡、行政大樓正前方通人文廣場樓梯、學餐水池、鷺鷥草原、美術系館往人文廣場

之大樓梯等)(4/12-5/3)。歡迎各界及本校師生蒞臨鑑賞。 

【學務】：受理申請 107 學年度【博碩士獎學金】，至 4月 15 日截止。 

【教務】：4月 3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討論 108-1 學期開課與 108 學分科目表修訂相

關事宜。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教務】：4月 11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討論 108-1 學期開課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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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展覽活動】：本所陳佳暖同學共同策展之【咁敢趕幹——岡山國際當代藝術倉庫

交流展】，4月 1日至 14 日於高雄市日盛七號倉庫展出，集結了 9國、26 位國內

外青年藝術家之作品共同對話、交流，為高雄岡山首次大型當代藝術展覽。 

【展覽活動】：本所廖思涵同學策展之【駭.zip】，4 月 17 日至 5 月 1 日於寶藏

巖國際藝術村的口丁展出，思索駭客(life hack)於日常生活中的可能性意涵，試

圖讓展覽現場成為生產發明的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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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4 月 15 日 

戲劇學院重點工作--鍾院長明德 

戲劇學院 

一、 已於 4/3 進行院務會議及院教評會審議院及系所升等法規修正案；另規劃於 4/22 召

開院教評會，審議兩系所師資升等案。 

二、 已於 3/11 召開院演策會，決議未來畢業製作之畢製生名單異動，須在演出日前 4 個

月向學院通報，以利畢製生劇組協調，避免畢製生權益受損。 

三、 108 年春季公演《西藏度亡經》、《Trade Trade Love》， 3/22~31 在本校戲劇廳演出圓

滿落幕。已於 4/3 召開檢討會議，劇組現正進行結案核銷工作流程。 

四、 108 年夏季公演《物種起源》，於 3/14、3/25、4/11 召開製作會議，進行設計進度與

工作細節確認、擬定製作預算。已於 4/9 開始各組實習工作、4/12 辦理設計理念說

明會，將於 5/24~6/2 在本校戲劇廳演出。 

五、 104 級畢業製作《最後的遺言》於 4/19～4/21 在戲劇系館姚一葦劇場演出。 

六、 104 級畢業製作《殺戮之神》4/26～4/28 在戲劇系館姚一葦劇場演出。 

戲劇學系/所 

一、 108學年度學士班招生考試，已於3/29~4/1舉行。 

二、 預計於4/22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系所課委會、4/29召開本學期第二次系所務會議、4/30

召開本學期第二次系所教評會議。 

三、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校友廖期正（筆名陳有銳）獲得第 21 屆臺北文學獎舞台劇本組

首獎、郭耘廷獲得優等獎。 

四、 戲劇學系所校友楊儒强編導之電影《夢遊》，獲得 2018 年美國洛杉磯 Festigious 國際

電影節 10 月電影競賽之【榮譽獎】最佳原創劇本獎、最佳新導演獎、最佳實驗電影

獎。 

五、 戲劇學系佰七級排演基礎期末製作《解》於04/19～04/21在戲劇系館T106演出 

劇場設計學系/所 

一、 已於3/18召開本學期第二次製作會議，審議108學年度105級學士班與碩士班畢業製作

排序及106級學製助理分配。 

二、 108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錄取名單已於4/1公佈。 

三、 108學年度學士班第二階段單獨招生面試，已於4/12-14舉行。 

四、 104 級畢業展《週末聚聚吧》05/11-12、05/18-19 將於鷺鷥草原展出，歡迎各位師長

蒞臨指導。 

五、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末作業展《ㄇㄉㄈㄎ展》將於 5/28-6/1 於北藝大戲劇舞蹈大樓

B1~2F 展出，歡迎各位師長蒞臨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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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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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推出演出製作《盛

宴》。 

二、 戲劇學系擬於 6 月舉行「李行導演 90 學術研討會」 

三、 戲劇學系擬於 7 月舉行法國陽光劇團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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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4 月 15 日 

舞蹈學院工作重點--何代理院長曉玫 

舞蹈學院 

一、本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二月至四月舞蹈學院工作報告彙整，已於4月8日繳交秘書室。

二、2019年4月9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院教評會議，研討教師升等案及相關法令修訂案。 

三、2019年4月10日本院與藝術與科技中心研討光藝術節事宜。 

四、本院正積極籌辦有關四校聯演合作事宜。 

五、進行107年教育部校務資料庫-系所教師學術及展演成果調查資料庫填報。預計於4月

20日前繳交。 

六、舞蹈系館S8空調主機故障更換方案評估，將協請營繕組協助採購及工程規劃事宜。 

舞蹈學系七年一貫制 

一、2019 年 4 月 11 日召開舞蹈系畢業典禮籌備會議。 

二、2019 年 4 月 13 日舞蹈系七年一貫制實習舞團-焦點舞團前往台南文化中心演藝廳，4

月 21 日前往桃園中壢藝術館音樂廳進行全台巡演。2019 年 4 月 15 日至 18 日間，分

別前往屏東明正國中；高雄苓雅國中、左營高中、鼎金國中、五福國小、樹德科技大

學；台中青年高中、光明國中、彰安國中、彰化藝術高中等進行校園巡迴教學及宣

傳。 

三、2019年 4月 18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系課程會議，確認 108學年度第一學期課程架構，

以及課程所需專長教師建議。 

舞蹈研究所 

一、國光劇團‧新加坡湘靈音樂社合製作品《費特兒》，特邀張曉雄主任編舞，研究生吳

建緯、吳孟庭、李冠霖擔任舞者演出，受邀於 2019年 4月 6至 7日在新加坡史丹福藝

術中心開幕演出季舉行演出。 

二、2019 年 4 月 12 日至 15 日舞蹈研究所表演創作組王珩及張雅為以「複象公場舞蹈計畫

《哈瓦那》Havana」假松山文創園區 LAB 創意實驗室辦理畢業製作公演。 

三、2019 年 4 月 15 日舞蹈研究所理論組李彥儀以「嘻嘻哈哈玩社團-國小生的 Hip-hop 舞

蹈課新嘗試」、4 月 23 日理論組鄭安容以「運用舞蹈動作元素加入七年級表演藝術課

程以提升動作技能」進行論文研究計畫預口試。 

四、2019 年 4 月 18 日進行兼任教師遴選，徐瑋瑩博士以「從社會學看藝術世界」進行試

教。 

五、2019年 4月 18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所課程會議，確認 108學年度第一學期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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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巢計畫：暑期進行課程規劃，目前安排授課老師行程以及住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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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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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進行合約簽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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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與新媒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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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影新學院於4月1日(一)召開本學期第2次畢業典禮籌備會議，確定本年度畢業典禮

與音樂學院協調輪流使用音樂廳進行撥穗授證儀式，並完成工作小組任務分派，開

始進行家長出席調查及典禮流程規劃等籌備工作。 

電影創作學系 

 一、 電影系108學年度學士班乙組招生，已於4月12日(五)至14日(日)完成審查工作。 

 二、 電影系於4月11日(三) 舉辦「影像對話－紀錄片的攝影」講座，邀請紀錄片攝影師

王盈順老師蒞臨，就拍攝稍縱即逝的紀實影像進行分享。。 

 三、 第41屆金穗獎獲獎名單於日前公布，電影系學生與校友獲獎如下： 

1. 碩士班導演組莊翔安同學畢業作品《媽媽桌球》榮獲「一般作品獎優等獎」 

2. 碩士班校友林艾德紀錄片作品《之之》榮獲「最佳紀錄片獎」 

3. 學士班表演組劉主平同學擔任女主角作品《發射倒數》榮獲「學生作品個人單

項表現獎」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108學年度學士班招生工作項目：於4月9日(二)進行工作人員培訓及工作分

配確認，於4月10日(三)完成考場配置、家長休息區及試務動線規劃與定位，並已

於4月11日(四)至13日(六)完成考試工作。 

 二、 新媒系完成研究大樓空間R208地磚鋪設及投影幕建置；R209地磚鋪設、牆面粉刷

及會議桌等空間建置。 

 三、 新媒系於4月10日(三)召開光藝術節合作會議，與舞蹈學院討論四校聯演及光藝術

節合作事宜與期程規劃。 

 四、 新媒系於4月15日(一)進行大一期中評圖，地點為研究大樓R211視訊會議室。 

動畫學系 
 一、 動畫系近期將針對動畫節、系展、招生考試等本系自行規劃籌辦服務學習活動，

重新檢視學生於參與過程中的學習回饋，研擬鼓勵學生積極參與的方式，以落實

服務學習實質意涵。 

 二、 2019動畫系展「補。間餃」，於4月8日（二）至14日(日)在本校「藝大書店」二樓

空間舉辦校內放映活動。 

 三、 2019關渡國際動畫節將於4月15日(一)開始徵件，預計在動畫節官方網站、臉書粉

絲頁與國內外徵件比賽平台露出徵件辦法。 

 四、 動畫系訂於4月17日(三)召開課程會議，邀集專任教師及二、三年級共4位學生代表

，進行第一階段課程意見彙整及開課規劃說明，以作為下學期開課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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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4 月 15 日 

文化資源學院重點工作--林院長劭仁 

 一、 教師升等外審資料回收中，將於4/23召開院教評會審議。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4/22 召開所課程會議研議 108-1 開設課程。 

藝術行政與管理研究所 

 一、 2019 藝術行政與管理研討會：4/9 公佈論文全文審查錄取名單及研討會議程。 

 二、 4/13 辦理本所 108 級準新生迎新。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輔導並協助學生辦理學位考試相關申請手續。 

 二、 處理本所108學年度招生放榜與新生聯繫事宜。 

 三、 107學期第2學期【藝‧教‧考】藝術與人文教育系列講座： 

04/11 許樹珍  教授／現象學方法 

04/12 蔡明君  講師／從後場到前場：策展實務工作坊I 

04/12 蔡明君  講師／從後場到前場：策展實務工作坊II 

04/13 姜敏君  助理教授／談安頓生命的跨領域敘說研究--自我民族誌 

04/13王維潔  教授／談瀨戶內海藝術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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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博館所研究生學會已與前屆承辦之本學院藝管

所完成工作交接，相關徵稿海報開始設計中，徵稿訊息預定於 5 月底前展開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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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進行案例參訪、5/4 進行第一場活動，已於

4 月初將本次活動訊息公告於官網及粉絲頁，並於 4/8 開放活動報名；現階段正進

行本案經費調整之作業。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4/1黃靖雅助理參加國合會在臺北醫學大學大安校區召開之 108年度第 1次業務層

級會議，主要討論新版的合作學程評量機制及退場機制，眾多與會的學程主任及

老師皆針對此評量機制提供良好的意見，希望國合會能夠設立一個較為客觀公平

的評量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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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學院教師或博班學生搭配講評，共計推出8場講次。第四場訂於4/18由本博班



11-2 

博二奚昊晨同學將以「如果文化的語言是酒」的主題進行分享，歡迎本校其他各

學院師生共襄盛舉。 

 二、 103級第一屆博士生顧玉玲同學提出學位考試申請，口試時間訂於5/25舉行；論文

口試如順利通過，將成為本博班第一位博士。 

 



12-1 

人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4 月 15 日 

人文學院重點工作--吳院長懷晨 

通識教育中心 

一、 辦理工作坊：4/28 日(日)菜市場裡的文學課「料理與讀書日常」，邀請作家番紅花帶

領學生實地踏查北投市場，料理當季食材，閱讀文本及討論。 

二、 多益校園考試於 4/27 日(六)辦理計 59 學生參加。 

三、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籌備工作： 

1、 108 學年度研究所碩博士班招生已順利完成面試，正取生 7名，備取生 18 名。

2、 擬定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學分科目表，預計 5月中旬通過。 

師資培育中心 

一、 本中心執行教育部補助地方教育輔導活動計畫，預計七月初與本校 IMPACT 音樂學程

合作辦理教師在職進修研習活動，將現代及流行音樂之編創課程推廣至國高中。 

二、 本中心教學實習課程與薇閣中學合作的部分，3/29 日(五)、4/12 日(五)及 4/19 日

(五)高中部學生至本校進行戲劇與舞蹈課程，感謝相關單位借用專業教室配合。 

一、 本中心執行教育部補助地方教育輔導活動計畫，預計七月初與本校 IMPACT 音樂學程

合作辦理教師在職進修研習活動，將現代及流行音樂之編創課程推廣至國高中。 

體育中心 

一、 108年度全國大專運動會於4/26日(五)-5/1日(三)假嘉義中正大學舉行，本校共計8位

選手參加，比賽有網球、田徑、射擊共計3項參賽項目，網球預賽電影系二年級孔怡

月獲得女子單打第五名，進入總決賽，將持續強化訓練、爭取佳績。 

二、 本校棒球隊參加第二屆全國大專院校系際棒球爭霸戰，分組第二名進入複賽，4/13

日(六)於蘆洲球場舉行複賽。 

三、 4/11(四)與營繕組及鋼管建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勘查游泳館建築物現況，基地開挖前

游泳館建築物現狀拍照及記錄作成資料，作為日後若有損壞爭議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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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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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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個人資料事故應變演練」經委員會召集人裁

示由學務處衛保組擔綱，主題為傳染病防治流程個資事故。經參與單位衛保

組、秘書室、行政小組協調，延至 6/18 實施。各項資料準備，請依［演練計

畫書］說明，於 6/7 前回傳。 

（二）智財最新辦理情形：107 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委員會」會議，

預定於 6/4 與資訊安全會議合併舉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工作

小組（教務處、學務處、圖書館、通識中心、電算中心）請於 4/30 前，繳回

107 學年度自評表與佐證資料，以利委員會議召開。 

 二、 校園網路及安全： 

（一）老舊伺服器專案進度： 

  1.借原廠設備與現行校園伺服器環境服務整合測試中。 

  2.與相似解決方案廠商訪價及校園環境架構討論。 

（二）協助招生考試網路需求及協助相關網路設定及問題排除：劇設系、動畫系、舞

蹈系、文資學院、藝推中心、秘書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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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開放學生正式選課確認表、教師選課名單下載、設定評分教師、

休學資料調整、虹橋定期會議、教學評量處理、停修問題、排名更新、教師鐘

點費問題處理、學分費發MAIL通知、報部資料整理(合計7表)等。 

2. 學務系統：衛保組看診系統登入問題排除、服務學習系統功能增修等。 

3. 公文系統：協助教育部訪視資料準備。 

4. 招生系統：協助舞蹈貫七面試作業、碩博士班成績計算、學士班第二階段專業科

目選填前置作業等。 

5. 其他：新增組織單位、開帳號、場地借用新增系統表單與調整文字、系統登入問

題、權限調整、校首頁更換牛奔藝術節按鈕、學務處新站諮詢、單位申請網站

空間建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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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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它： 

（一）研究成果： 

1. 本中心孫士韋主任，指導本校舞蹈理論研究所方志捷同學、中央大學通訊系碩

士班牟庭辰同學，論文名稱：“Baseball Player Behavior Classification System using 

Long Short-Term Memory with Multimodal Features”, 於 2019 年 3 月發表於 

Sensors 國際學術期刊 (SCI impact factor: 2.475, Q1期刊)，於該期刊為感測訊號

分析領域國際指標性學術期刊，於該學術期刊刊載之論文必須具備感測器之創

新應用之理論基礎、實驗驗證、與雛形系統，該論文所提出之理論，透過人工

智慧深度學習演算法，針對穿戴感測器人物進行動作分類與辨識，未來將應用

於表演場域表演者、展覽場域之參觀者進行穿戴感測應用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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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藝術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4 月 15 日 

中心重點工作--王主任世信 

 一、 劇場使用事項 

 (一) 音樂廳 

1. 3/19~4/15 每週一,二和三音樂系管風琴課程及練習。 

2. 3/19 ~4/9 每週二音樂系表演課 S1 教室。 

3. 3/20~4/10 每週三音樂系整合教育課程 S1 教室。 

4. 3/21~4/11 每週四歌劇課 S1 教室。 

5. 3/22~4/12 每週五管風琴課程。 

6. 3/23 音樂系春夏音樂會-(真摯美籟)。 

7. 3/25 畢業照(雨天備案) 團拍。 

8. 3/28~3/29 藝術與科技中心-專題講座 S1 教室。 

9. 3/29 音樂系春夏音樂會-(北藝大教授室內樂) 。 

10. 3/30 音樂系春夏音樂會-(藝心絃樂四重奏) 。 

11. 4/2~4/16 每週二音樂系歌唱語韻課程 S1 教室。 

12. 4/12 師培中心戲劇教學實習課程 S1 教室。  

 (二) 戲劇廳 

1. 3/15~3/31 戲劇學院 2019 春季公演《西藏度亡經》《 Trade  Trade  Love

愛-換 -換。 

2. 4/1 戲劇廳音響檢修工程。 

3. 4/1 戲劇系技術劇場與實習。 

4. 4/9~4/23 音樂系畢業製作 。 

 (三) 舞蹈廳 

1. 3/18 ~3/24 舞蹈系貫七畢業製作 2019 焦點舞團《朵》。 

2. 4/1 新媒系劇場實務課程。 

3. 4/2 技術設計二課程。 

4. 4/2 傳音系林育萱&李言云萱琵琶聯合音樂會。 

5. 4/3 舞貫四劇場實習。 

6. 4/9~4/23 音樂系畢業製作 。 

 

 

(四) 佈景工廠 

1. 3/15~3/31 配合戲劇學院-戲劇學院 2019 春季公演製作。 

2. 3/19~4/15 每週一,三和五 戲劇系排演實習課程。 

3. 3/20~4/12 每週二,四和五 劇設系劇場實習課程。 

 (五) 服裝工廠 

1. 3/15~3/31 配合戲劇學院- 2019 春季公演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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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9~4/15 每週一,三和五 戲劇系排演實習課程。 

3. 3/20~4/12 每週二,四和五 劇設系劇場實習課程。 

4. 3/21~4/11 每週四戲劇系劇場與實務 B 組課程。 

 (六) 

 

 

 

 

參訪 

1. 3/21 研發長及秘書室同仁偕同台東縣關山鎮長及公所人員，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副校長邱韻祥教授等五名來賓參訪音樂廳。 

2. 4/3 國際事務處同仁偕同姊妹校，詩納卡寧威洛大學師生等六十位來賓參訪音樂

廳。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案名稱：關渡藝術節 

 一、 「2019年關渡藝術節」 

 (一) 謹訂於2019/04/15（一）下午15時30分（主管會議後）假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召開藝

術節第一次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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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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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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節目於 4/1 在學生餐

廳直播，是校園談話性節目由學生負責企劃，內容設定以學校主題，希望藉此

節目活絡校園交流。同時也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舉辦節目命名按讚活動，前 3

名還可獲得的獎品，歡迎本校學生、校友及教職員踴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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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各 3 小時，藝術家全身彩繪站在象徵廟宇的木作裝置中，如祭司

念咒一般與校牛分享國際上和臺灣相關的新聞，同時在表演過程中不定時說出

「因為我是一個臺灣人，我是一個臺灣人」，是為藝術家對於其身體所處現實

的隱喻。另外，於演出結束隔日也安排藝術家與國內專家學者在音樂廳後臺 1

樓 S1 排練室就「媒體化儀式，儀式化媒體：身體、儀式、行為與科技的混種

現實」進行深度座談與交流，並全程於「牛奔電視」上直播。現場與直播留言

區皆有不少觀眾回應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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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學系系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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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灣水牛的東南亞身世，與其廟宇身體」為

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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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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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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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林》互動式聲響效果調校、《舞動綻放》

感應器及互動程式檢測調整、《鏡花水月》互動感測範圍微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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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偵

測零件更新。 

2. 臺北市美術學科平臺教師一行 15 人於 3 月 12 日來訪本校並參觀本中心，由中

心導覽人員詳細介紹各項科技藝術作品。透過實際操作的過程，對於「梵谷眼

中」及「鏡花水月」這二項作品所展現效果深感興趣，並向中心人員詢問許多

科技藝術作品設計的概念。 

3. 臺東縣關山鎮戴文達鎮長一行 6 人於 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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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賓透過中心人員的解說與實

際的互動對於各項科技藝術作品所呈現的效果留下深刻印象，並在親身體驗與

作品互動後，讚賞科技藝術帶給人們不同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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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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 

中心重點工作--王主任寶萱 

一、推廣教育 

 (一) 推廣教育： 

 1. 推廣課程： 

(1) 推廣課程： 

 春季課程目前開設：關渡校區15門、華山學堂6門、國際藝術村5門。 

 目前進行下半年課程規劃，預計於5月召開課程審查會議。 

(2) 暑期營隊：與藝教所合作6/30~7/4舉辦之「藝童去郊遊」營隊。 

 2. 夏日學校： 

(1) 持續透過臉書籍Line@進行網路宣傳，另透過系所巡演，協助發送DM宣傳。

二、藝大書店 

 (一) 近期活動部分： 

 4-5 月 

 "補間餃"動畫系展  校內放映場 

時間 4/8-4/14  10：30~20：00 

地點 藝大書店 2 樓 

*不需門票，一般民眾也可觀賞 

*校內放映場「只展出動畫短片」 

*現場會販賣少量週邊商品，校內師生展覽不收場租，商品售出後抽成 

 "烏托邦工具箱"相關主題書展 

 (二) 店務：暫無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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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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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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完成教學設備採購白板布幕訂製及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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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 

IMPACT 音樂學程之重點工作--盧主任文雅 

一、 畢業製作 

 1. 畢業製作將於 5/31(五)至 6/8 (六)間執行，共六組別。 

 2. 畢業製作大會考訂於 6/11(二)進行。 

二、 108 學年度招生 

 1. 報名時間為 5/13(一)至 5/24(五)，面試將於 7/4(四)、7/5(五)舉行。 

 
2. 招生簡章業經 4/1(一)學士後學士學位學程招生會議審議通過，4/2(二)公告上

網。 

三、 課程執行 

 
1. 預計於 4/26(五)邀請「浩世音樂製作」負責人黃浩倫老師，開設流行音樂人聲

錄製工作坊。 

 
2. 預計於 6/14(五)、7/2(二) 與師培中心合作邀請李富興、黃介文兩位老師共同研

發為中學教師的流行音樂體驗課程。 

四、 法規修正 

 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設置辦法」修正，已於 3/26(二)、3/28(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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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產學合作 

 1. 4/2(二)邀請「大禾音樂製作」代表召開會議，商討 2019 關渡國際動畫節配樂獎

項合作事宜。 

 2. 邀請「翻面映畫有限公司」簽署 107-108 學年度產學合作同意意向書，刻正辦

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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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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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文化部已函覆第一期補助金審查通過，刻正辦理補助金撥款事宜。 

3. 本學期文化部實地查核課程，安排為馬世芳老師「搖滾音樂史」，4/16 (二) 

13: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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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 

重點工作--陳主任約宏 

 一、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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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3月 22 日止回收 59 份，本室依回覆資料製作總表，並商請本校職

業安全衛生專科醫師辨識協助判讀並評估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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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108)年 3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辦理。

現場人因危害評估係至環安室、圖書館、藝科中心、音樂學院、展演中心現場辨

識與評估工作環境，由本校職醫說明如何自我評估神經系統症狀、腕隧道症候群

及示範肌肉骨骼柔軟操運動。另針對「潛在職場暴力風險評估」，職醫以「職場不

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識及風險評估表」初評，並說明現有控制措施與降低風險控

制措施：「外部暴力」加強夜間門禁、監視器、警衛巡邏、緊急聯絡電話等預防措

施，「內部暴力」另行教育訓練等預防措施。職醫將提供「職場身心不法侵害之防

制」衛教檔，供本校作為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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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3月 20 日截標，仍無人投標，

本案擬暫不續上網公告，將另行文職署說明本校所遭遇困難，俟回函狀況，再行

處理後續事宜。 

依職安法規定每月應上網填報職災月報，3 月份本校並無職安法 37 條所列之職災

情形，職災月報業依現況及人事室提供相關資料，於本(4)月 2 日填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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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5 日 

圖書館重點工作--黃館長貞燕 

一、 全館業務： 

(一) 本校論文獲頒臺灣學術資源影響力之學術熱點獎，本獎項係指在臺灣博碩士論文

知識加值系統中，2018 年度本校電子論文書目被點閱次數為公立綜合大學組前五

名。 

(二) 圖書館中長期轉型計畫規劃，於 4月 10 日進行期中分享，並討論、確認下一階段

規劃工作之調查、整理事項。 

(三) 西田社布袋戲基金會寄放於本館之戲台及戲偶，已確定由國立臺灣博物館典藏，

預計 4月 18 日徹離。 

二、 採錄編目組： 

(一) 108 年度獲配之校務基金專項經費，其中採購資料庫及期刊部份，已執行動支逾

80%，預計 6月底止，核銷執行率將達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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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熱烈。 

(四) 書標未標示館藏代碼 P 的過期期刊，3 月 11 日至 3 月 27 日完成書標更新計 371

冊。 

三、 閱覽典藏組： 

(一) 表演藝術圖書館於 3 月 26 日(二)蒞館交流座談。 

(二) 資料庫試用： 
1. 藝術文獻資料庫：Arts Premium Collection [ProQuest] ，試用至 4 月 19 日。 

2. 影音平台：刷刷電影院(試用版僅能收看預告)、想享學知識館(雲端課程)、公

視影音公播網，試用至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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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0 日與各學院推派教師進行第一次會議，說明圖錄新增內容方向，並初

步討論常態性院史資料建構的可行模式，並了解各學院個別需求與課題。 

2. 整理既有校史資料，規劃新版圖錄之架構，以利後續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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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月校史特展，以馬水龍老師的音樂作品為案例，拓展常設展聲音展示的可能

性。 

1. 展示設計已交付給相關負責人員，預計四月初完成。 

2. 整理相關資料與文物，展示文案與展品輸出於四月中旬進行，預計五月中旬

開展。 

3. 配合特展內容調整與更新校史室常設展的展品與展示方式（音樂學院區域） 

(三) 校史資料蒐藏與整理、數位典藏與紀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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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整理秘書處轉移之校景錄影帶、活動文宣品、學校簡介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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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 

美術館之重點工作--黃館長建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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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7 日順利閉幕。 

2. 目前正進入 108 年四月份展覽主題「影像的現身」的佈展期，含括五檔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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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為 4 月 19 日（五）下午五點，展期

至 6 月 30 日止，歡迎大家參加開幕。 

 二、教育推廣活動 

1. 當期展覽推廣活動： 

(1) 4 月 17 日，韓國駐館策展人朴殷賢藝術開講。 

(2) 4 月 24 日，太平洋海盜展覽介紹。 

2. 團體導覽服務： 3 月份登記 110 人，4 月份目前登記 75 人。 

 三、駐館創作／研究計畫 

1. 韓國駐館策展人 Eunhyun Park 駐館計畫，目前已拜會北美館、當代館、TCAC 及就

在藝術等美術館/藝文空間進行踏查及研究。 

2. 已完成4月份赴韓國全北道立美術館及澳洲黃家墨爾本理工大學駐村交換藝術家黃

品玲及許喬彥之機票及生活日支費等行政程序。 

3. 預計四月底完成與駐村合作單位韓國首爾藝術空間_衿川合約書續約。 

 四、典藏 

1. 已於 3 月 30 日配合保管組規定，完成藏品財產標籤更新作業。 

2. 已拍攝之新入藏作品完成編碼上架，預計 4 月底前完成所有作品拍攝暨上架工作。

3. 預計 4 月底前完成本館典藏作品盤點初盤作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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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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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館漏水修繕工程因雨天因素延遲工期，並預計於 4 月底前完工。本案經費由文化

部駐村計畫補助款項下支應。 

3. 本年度「館務美術設計勞務委託案」以及「攝影勞務委託案」業於 3 月底完成。另，

刻正辦理「文宣印刷」及「展覽帆布輸出、電腦割字」開口契約之採購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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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年 4 月 15 日 

秘書室重點工作--鍾主任秘書永豐 

一、 108年 7~8月主管會報開會日期（草案） 

七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13:30 

主管會報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13:30 

主管會報 
(環安室、IMPACT、研究單位、

圖書館、關美館需參加) 

      

28 29 30 31    

            

 

八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3:30 

主管會報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3:30 

主管會報 
(環安室、IMPACT、研究單位、

圖書館、關美館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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