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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7次主管會報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108年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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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天剛亮雨就狂下、雨量驚人，北藝大在關渡這麼久以來第一次看到學

園路的水像河流一樣，有教學單位的主管在問是否停課，一早我們邀請了

主秘、教務處、學務長、總務長就天候狀況跟學校整體情形做了簡單快速

的討論，決議責成各教學單位視教學情況個別調整課程、不宜讓學生冒著

風雨來上課，今早若上課的學生出席率較低，也請各主管向授課老師們表

達關心與說明。 

 

貳、專案推動列管表執行情形報告：略。 

 

●主席裁示： 

（一）科技藝術館新建工程施工期間請總務處、學務處特別注意工程安全及校

園安全。 

（二）高教深耕計畫當年度的審查意見已經送到學校，總計畫辦公室會讓各單

位知道審查意見的具體內容，各相關計畫的主導師長要針對審查意見做

確認，並對計畫做逐步推進，以利後續修正績效指標及年度計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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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6月3日的108學年度招生委員會年度會議請擔任委員的主管務必參加。 

 

二、學生事務處：林學務長于竝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一)林學務長于竝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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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天在研究生宿舍又發生消防警報器誤報情況，這已經是這學期第四次

，總務處已經跟廠商聯絡，正設法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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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上的強降雨造成校園多處漏水，目前正在搶修中。若各單位有其他

漏水狀況也請向總務處回報。 

2.關於研究生宿舍火災警報器誤報的事情，總務處會以全面性普查的方式

逐層樓檢測，並已擬相關公告，會向學生說明對於此事後續處理的相關

措施。 

(二)鍾主任秘書永豐補充： 

1.使用公文系統上有二個部分是否可再討論：一是紙本公文簽收流程簽收

送出問題，二是收到電子公文，點進去要先按一個「簽收」鈕，不知系

統上這兩部分是否可以調整以增加行政效率。 

 

●主席裁示： 

（一）關於學校建築物修繕一事，去年我們曾向教育部部長做過整體簡報、爭

取資源，這禮拜三我們會再次拜會教育部爭取資源。過去幾年學校教學

單位已透過圖儀設備費等經費進行逐步修繕，請各單位主管仍要注意單

位內所屬建築物若有狀況，請即時回報給總務處，之後若我們有專案資

源就可以做統整的分期改善計畫。 

（二）請總務處評估公文系統使用上是否可調整以增加行政效率。 

 

四、研究發展處：（趙組長瞬文代理），詳如會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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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院長明德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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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舞蹈學院：（張主任曉雄代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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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院長劭仁代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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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助理研究員光慧代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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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藝科中心目前正從校史的觀點製作校牛的紀錄片。 

2.通識中心之前有邀請戴寶春老師開設跟北投地區有關的關渡講座，為因

應學校未來可能會開設「北投學」課程，目前藝科中心正在規劃北藝大

觀點的北投地區簡單歷史紀錄片。. 

 

●主席裁示： 

（一）若要推「北投學」可以跟文資學院在處理北投專案計畫的余昕晏老師多

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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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院長劭仁代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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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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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今日環安室工作報告所提向職安署請釋約聘職護一事，若有需要跟

勞動部溝通，可以請邱顯洵執行長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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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許多教學單位都有空間不足的情況，但有些學系，例如音樂系、舞

蹈系在學院裡有設圖書室，教學單位的主管也可以評估是否將學院的圖

書室轉型，比如只留部分資料、圖書就移給圖書館，這樣就會有多的空

間。 

 

二十一、關渡美術館：（孫研究助理睦怡代理），詳如會議資料。 

(一)黃館長貞燕補充： 

1.關美館工作報告上提及關美館將以「美術館專業經理人才培育計畫」向

文化部申請109年度「博物館事業推展補助」。文化部的「博物館事業

推廣補助」過去十年都是由文資學院博物館研究所每年提案、並無間斷

。據了解一個單位只能有一個提案，也就是本校只能有一個提案，所以

是否可以再跟關美館黃館長商量？ 

 

●主席裁示： 

（一）請圖書館黃館長跟關美館黃館長協商。 

 

二十二、主計室：蔡主任素枝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肆、提案討論： 

案由：訂定本校「108 學年度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日程表」（草案），提

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請秘書室依循程序公告實施，並請週知校內各單位。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下午15時00分。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7 次主管會報議程 

時間：民國 108 年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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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肆、提案討論 

一、訂定本校「108 學年度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日程表」（草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秘書室） 

伍、臨時動議 



陸、散會 



填報日期：10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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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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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列管序號

細部設計 總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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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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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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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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2.1.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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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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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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8/01 106/09/30

2.2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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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列管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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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已於108/04/17召開第5次工務會議，並於108/05/02召開第6次工務會議。

10.會同建築師、施工廠商與藝科中心於108/04/24上午檢討各展演空間使用淨高，並於108/05/09上午

9:30再次召開會議檢討各空間使用淨高。

11.已於108/05/15召開第7次工務會議。

12.北市府委託技師公會訂於108/05/23到校進行水保計畫施工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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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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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已於108/04/26完成現場基樁載重性試驗，並於108/04/27完成基樁完整性試驗。

10.108/05/09完成GL1第2階段開挖及出土、並完成部分PC大底，108/05/11開始組立基礎

版鋼筋，108/05/14進行2號電梯機坑混凝土澆置作業。

11.預訂108/05/25進行基礎版混凝土澆置作業。

結構體工程 總務處 296天

驗收 總務處(相關單位) 108/06/01 108/10/31

使照請領 總務處 108/07/01 10/11/302.5

2.3.3

2.3.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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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藝術設置 總務處 105/01/01 109/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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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於108/03/20奉示由研發處移交總務處(營繕組)執行，因期間之作業已中斷2年，已

於108/04/26奉准重組執行小組辦理後續。

3.為召開重組後第1次公共藝術執行小組會議，已調查各委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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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建築師及電機技師於108/04/24到校與各使用單位檢討水電細部需求，續請各使用單位填報用電設備使

用調查表，以利計算用電負載。

7.各使用單位用電調查表及既有管線資料已於108/05/08提供電機技師辦理細部設計。

3.2.1

3.2

2.6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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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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設計審議 總務處 106/02/12 106/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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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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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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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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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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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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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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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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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建築師依據研商結論修正都審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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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審報告書內部檢討會議，提供相關建議請建築師據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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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局掛件送審，本處持續追蹤都審大會召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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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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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1/16函文核定。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總務處 106/05/07 106/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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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專業技師列席指導。

2.由建築師會同水保技師撰擬水保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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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3/08檢附初步審查意見退請本案水保技師據以修正水保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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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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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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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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建築師及結構技師已完成內容修正，於108/04/25送交市府承辦轉請委員確認，已持續追蹤建管處承

辦人員之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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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3.2.4

3.3.1

3.2.5

3.3.2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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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列管序號

施工 總務處 107/05/12 107/08/14

驗收 總務處(相關單位) 107/08/15 107/08/29

使照請領 總務處 107/07/17 107/08/29

公共藝術設置 研發處(總務處) 106/03/01 107/08/313.7

3.6

3.5

3.4

10



填報日期：108/05/20　填報單位： 研發處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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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高教深耕計畫 研發處

計畫及經費核定 108/3

經費核定及分期請款
研發處 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108/4/30

1.依教育部來文指示於108/3/4函報請撥主冊計畫第一期款，經費於108/3/26入帳。

2.108/4/8收到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80045611U號函核定主冊計畫、附錄弱勢學生協助機制計畫、附冊

USR計畫之經費補助額度。

3.主冊計畫依上函通知應於108/4/15前函報計畫經費配置表。

4.附錄計畫業依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1080049364S號函知審查意見及修正計畫書事宜，前經協調由學務處

統籌計畫執行管理事宜。

5.附冊計畫另由IMCCI執行，於108/4/26接獲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USR)推動中心通知高教司將於4月底發函

，108/5/8收到教育部臺教高(三)字第1080062807S號函知審查意見及修正計畫書事宜。由

本處產學組辦理校層級統籌管理，並負責校務支持落實度意見回應辦理。

校內執行計畫及經費核配
總計畫辦公室(主

計室)
108/5

1.為學院教學計畫賡續推動相關工作，比照本校單位業務費於年初先開前一年度金額半數之原則，108/1開

放各學院基本補助款100萬，以利助理人員續聘。各單位計畫如有新年度計畫執行需求，則簽請校長同意以

其他財源借支應，俟計畫核定後歸墊。

2.依108-111年教學單位跨域計畫提案分享會議決議(校簽1071004927號)，108年度人事經費規劃，先核予各

學院1個專任助理人員額度。

3.108/4/11由校長邀請研發長、主任秘書、校長室主任召開計畫經費分配討論會議，決議將各學院跨院合作

計畫整合為三項校級計畫。並請研發長先與行政端、校級計畫主持人溝通討論。

4.108/4/23由校長邀請副校長、研發長、主任秘書、校長室主任、三校級計畫主持人召開108年度高教深耕

校級計畫討論會，決議校內經費分配。會議紀錄公告於計畫網站「計畫人員」專區供查詢。

5.校內經費核配結果業於108/5/2校長決行後公告，同日業通告各計畫主持人及管理人員

，並協請主計室開設計畫經費帳。

108年度修正計畫書及經費配置

表繳交

總計畫辦公室(各

計畫單位)
108/4

1.業併經費核配結果通知各計畫主持人及管理人於108/5/24前提交108年度修正計畫書（含KPI）及經費配置

表，以利計畫成果管理。

2.108/5/8收到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80063255M號函知107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

果報告主冊審查意見，意見涉相關行政單位業務，業個別聯繫權責單位協助回應；另訂於

108/5/21與三校級計畫討論KPI，以利總辦統籌修正績效指標作業。

3.總辦將於收到各計畫修正計畫書後，估算年度指標達成值，並據以修正本校高教深耕計

畫書及績效指標，以便依規定於108/6/6下午5時前將備文送達教育部高教司。

2.1.3

107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列管序號

A2

2.1

2.1.1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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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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經費變更
總計畫辦公室(主

計室)
108/10

為利整體經費運用與統計，108年度計畫經費變更預計於108/6、108/10受理申請。變更作業方式將於計畫說

明會時公告。

第一次變更申請 各計畫執行單位 108/6

各計畫經費如有需求，可進行計畫間經費換帳。請依總辦公告及電子郵件通知方式，於

108/5/31前於計畫網站「計畫人員」專區內提出需求資訊，總辦將於6/3彙整並統一週知

各計畫單位。相關資訊、作業流程說明亦同步公告於計畫網站專區內供查詢。

第二次變更申請 各計畫執行單位 108/10 受理申請時間另公告。

計畫會議
研發處 高教深耕

計畫辦公室
108/5 108/12

計畫人員專案執行與管理工作

分享會

研發處 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108/6 預計於經費核配公告後辦理。辦理時間另訂。

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
研發處 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108/6 預計於5月底召開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刻正辦理會議作業。

108年計畫成果分享會
研發處 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108/11 預計辦理對外公開計畫成果分享會，由各計畫提出執行特色亮點與成效。

年度計畫結案 暫依教育部107年度計畫成果提交方式與時程規劃。續視教育部108年度公告作業期程調整。

年度成果報告繳交 各計畫 108/11/30

KPI資料表填報

研發處 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各計

畫、校內相關單位)

108/12/31 續依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管考平台規定填報期程及方式辦理。

十二月執行情形繳交 各計畫 109/1/6

成果報告彙整報部
研發處 高教深耕

計畫辦公室
109/1/15

2.3.2

2.3.3

2.4

2.4.1

2.4.2

2.4.3

2.4.4

2.2

2.2.1

2.2.2

2.3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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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5 月 20 日 

教務處各組重點工作--李教務長葭儀 

註冊組 

 一、 107-2 學期學生休學申請截止日為 5月 24 日。 

 二、 108-1 學期學生註冊須知(草案)，已轉請各相關單位協助編修相關資料，預計於 6

月中旬送各系所轉發學生周知。 

課務組 

 一、 審核各教學單位 108-1 學期上傳至教務系統之開課資料，並請尚未完成開課之系

所儘速辦理，課程資料審核完畢後將上網公告並轉檔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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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4 月 15 日已發送暑期班課程第一期及第二期開設調查，請有意開設之教學單位分

別於 5月 20 日及 6月 20 日前回覆。 

 四、 107-2 學期學生停修申請截止日為 5月 24 日。 

招生組 

 一、 108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年度會議將於 6月 3日(一)上午舉行，議程為確定 108 學年

度招生工作檢討、109 學年度各學制招生名額及各類考試日程(草案)議定。 

 二、 108 學年度招生試務： 

 (一) 學士班單獨招生：目前皆已完成正備取生報到作業，除音樂學系及美術學系以外之

學系，若日後有已報到學生放棄，遞補作業將持續至 8月 31 日(六)止。 

 (二) 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劇場設計學系、新媒體藝術學系：5 月 16 日已公告分發結

果，本校共計分發錄取 27 名，劇設系 17 名(含離島外加 1名)、新媒系 10 名，已

寄發錄取通知函及學校簡介，分發錄取生若欲放棄入學資格須於 5月 20 日前完成

申請，後續將上網登錄錄取生放棄入學資格名單。 

 (三) 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目前皆已完成正備取生報到作業，若日後有已報到學

生放棄，遞補作業將持續至 8月 31 日(六)止。 

 (四) 學士班轉學考：已完成報名作業，目前報名組仍在審查報考資格，預計於 6 月 30

日(六)辦理考試，7月 10 日(三)正式放榜。 

 (五) 學士後學士學位學程：線上報名至 5 月 20 日(一)止，預計於 7 月 5~6 日辦理考

試，7月 10 日(三)正式放榜。 

 (六) 大陸學生－研究所：本校各系所皆已完成書面審查作業，陸生聯招會預計於 5 月

22 日(三)公告預分發，5月 27 日(一)公告正式分發結果，屆時將寄發錄取通知並

請國際事務處協助陸生入台證件辦理事宜。 

出版中心 

 一、 提供 106-107 年電子書至凌網及華藝平台銷售，並同步上傳至本校電子書平台。

 二、 核算 107 年 8-12 月作者版稅權利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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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辦理 2019 年臺北國際書展國立大學出版社聯展計畫結案。 

教學與學習中心 

 一、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 108-1 學期教師教學社群：於 5 月 24 日止受理申請，執行期間為 108 年 8 月 1 日

至 109 年 1 月 22 日止，歡迎教師踴躍申請。 

 (二)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為期本校教學實務升等審查制度周延，擬修正「教學實務成果

審查意見表」(甲、乙表)，人事室已於 5月 15 日將修正草案函知各教學單位，如

有相關建議請於 6月 5日(三)前回覆教學與學習中心。 

 二、 北藝大博班實驗室： 

 (一) 第二屆《北藝學：書寫進行式》於 5月 31 日前受理申請，訂於 6 月底公告第一階

段審查結果。 

 (二) 107-2 學期北藝大博班實驗室系列講座「時空移轉‧文化續存」第 5場，訂於 5月

27 日(一)下午 1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於基進講堂(圖書館旁自修室講堂空間)

辦理，邀請國立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黃舒楣助理教授主講「再現監禁與離

散：從殖民監禁與上海隔都談困難襲產在東亞」，敬邀本校教職員生一同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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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5 月 20 日 

學務處重點工作--林學務長于竝 

學務長辦公室 

 一、 藝術 4 校聯展「《埕》－藝術四校合作展演計畫」 

（一）主題：「藝術繞境－藝術四校合作展演計畫」。 

（二）臺南場活動日期規劃：（使用臺南市中西區大天后宮、媽祖樓、普濟殿、永樂市

場、吳園、愛國婦人會館等場地） 

1.導覽：6/25 下午 

2.工作坊：6/26-28 

3.漫遊劇場：6/29-30 

4.開幕踩街拼場：6/29 

5.四校聯合匯演：6/29 晚上 

（三）桃園場活動日期規劃：（使用桃園市景福宮） 

1.開幕踩街拼場：7/6 

2.四校聯合匯演：7/6 晚上 

（四）各校演出規劃： 

1.北藝大：舞蹈學院及新媒系合作工作坊及漫遊劇場；傳音系校友團負責開幕踩街拼

場；舞蹈學院負責聯合匯演。 

2.臺藝大：中國音樂學系、戲劇系及舞蹈系合作漫遊劇場；中國音樂系負責工作坊、

開幕拼場及聯合匯演。 

3.南藝大：藝創所及建築所合作漫遊劇場及工作坊；中國音樂系負責開幕踩街拼場及

聯合匯演。 

4.戲曲學院：戲曲音樂學系負責工作坊及開幕踩街拼場；民藝系負責漫遊劇場；客家

戲學系、歌仔戲學系及戲曲音樂學系合作聯合匯演。 

（五）目前進度：各校演出節目及活動內容持續發展中、各相關協助單位陸續協調接洽

中、技術相關資料彙整詢價準備標案中、主視覺及文宣品設計製作

中、貴賓名單彙整準備中。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獎助學金及就學補助措施】 

（一）本校博碩士獎學金業於 5/13 評審完畢，獲獎同學名單簽核後公布於學校網頁之

校園消息，並於 6/4 校務會議接受頒獎。 

（二）本學期執行高教深耕「學生圓夢助學金、生活學習補助金」申請已於 5/15 截止，

並於 5/20 召開審查會議，審查結果另行通知申請學生。 

（三）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雜費減免 5/20 至 6/14 受理申請，相關資訊已公告於學校網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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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5/27 上午 10:30~12:30 於教學大樓 C304 教室辦理 107 學年度就學貸款講習，歡迎

同學踴躍參加，報名請至課指組網頁最新消息區。 

 二、 【學校活動】 

（一）協助學生會辦理貨櫃屋借用美術系畢業聯展事宜。 

（二）輔導辦理「108 年度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會議員選舉」及交接事宜。 

（三）輔導學生社團辦理 107 學年度活動經費申請核銷及評鑑平時考核事宜。 

（四）輔導本校學生社團搖研社 5 月 25 日 2019 搖滾音樂研究社交流活動「清醒派對」。

（五）預計 5 月 30 日辦理「107 學年度第 2 次學生社團幹部會議」並表揚北藝大藝術服

務隊參與全國社團評鑑榮獲[大學校院組-服務性]佳作獎。 

（六）5 月 20 日下午 15:10 召開全校畢業典禮籌備委員會暨技術協調會。 

 三、 【服務學習】 

（一）107-2 藝術媒介與社會實踐計畫，協助本校音樂/戲劇/舞蹈系共 4 堂課程及 3 個學

生團隊媒合學期中服務 8 個社區單位及 33 所全國國高中。 

學生住宿中心 

 一、 5/9 辦理 108 學年度研究所新生住宿權線上抽籤作業，抽籤結果已公告在學務處及學生

住宿中心網頁；5/10～20 辦理住宿確認作業。 

 二、 5/13 辦理 108 學年度「舊生住宿權」線上抽籤作業，抽籤結果已公告在學務處及學生

住宿中心網頁；5/14～24 辦理住宿確認作業。 

 三、 5/3～14 辦理 108 學年度大學部新生住宿申請作業，5/24 公布住宿確認名單。 

 四、 6/21～24 為本學期學生宿舍清舍時間；各系所如有特殊需要延後清舍事項，請事先協

調住宿中心辦理。 

生活輔導組 

 一、 學習預警： 

（一）本學期截至 5/13 止，學生學習預警系統共發出 420 人次，輔導率目前為 34%，

已較前期（16%）大幅提升，惟距 85%輔導率仍待努力，本組於 5 月初以 E-mail

個別通知接獲預警通知之導師主動關懷輔導學生，並登錄預警系統填寫輔導結果

外，亦改採逐一電話通知受預警同學須填妥輔導需求表主動洽導師晤談。 

（二）惠請各系所提醒導師撥冗適時輔導學生並於系統上登錄輔導歷程，若有需要協助

之處，惠予隨時與生輔組聯繫。各系所輔導進度如下表： 

系所 
期初 

預警人數 

期中 

預警人數

曠缺 

預警人數

系所 

預警人數

未輔導 

人數 

已輔導 

人數 
輔導比例

學士後跨藝合創音樂 

學士學位學程 
0 5 0 5 0 5 100% 

音樂學系 3 68 3 74 58 16 22% 

傳統音樂學系 5 46 2 53 14 39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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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系 6 71 4 81 55 26 32% 

戲劇學系 3 36 3 42 34 8 19% 

劇場設計學系 2 30 2 34 32 2 6% 

電影創作學系 5 27 0 32 24 8 25% 

新媒體藝術學系 4 42 2 48 31 17 35% 

動畫學系 1 16 0 17 9 8 47% 

舞蹈七年一貫制（大學） 1 13 1 15 13 2 13% 

學士班小計 30 354 17 401 270 131 33% 

傳統音樂學系碩士班 0 4 0 4 0 4 100% 

音樂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0 1 0 1 1 
0 

(已休學) 
0% 

美術學系碩士班 0 1 0 1 1 0 0% 

舞蹈研究所碩士班 0 3 0 3 2 1 33% 

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 0 2 0 2 0 2 100% 

藝術行政與管理研究所

碩士班 
0 2 0 2 0 2 100% 

碩士班小計 0 13 0 13 4 9 69% 

舞蹈七年一貫制（先修） 0 6 0 6 2 4 67% 

先修班小計 0 6 0 6 2 4 67% 

全校總計 30 373 17 420 276 144 34% 
 

 二、 學生請假缺曠管理：本學期截至 5/13 止，學生曠課總時數達 13 小時者共計 103 人，其

中曠課 25 小時以上達學習預警標準者 15 人（音樂 3、傳音 2、美術 4、戲劇 3、劇設 1、

新媒 2），業已陸續寄送缺曠明細致學生及家長，惠請師長能適切關心及瞭解。 

 三、 交通安全宣導：107-1 學期校園交通事故以車輛迴轉與直行機車發生擦撞比率最高，

本學期加強宣導後，已明顯改善，惟近期學生校園騎機車因車速過快或注意力不集中

發生多起自摔事故（本學期迄今 4 件），請各單位加強宣導校內限速 30 公里規定，以

維自身安全。 

 四、 學生兵役作業：83 年次以後且經徵兵檢查判定替代役體位役男，依規定只需接受 12

天補充兵役，為利役男儘早履行兵役義務，本組業已於 5/1 以 EDM 發予全校未役役男，

並以紙本發送各教學單位協助張貼。 

 五、 新生始業教育籌備作業： 

（一）108 學年度新生始業教育，預定於 108/9/2（一）至 9/4（三）08：30~17:00 舉辦

為期 3 天之課程，有關課程規劃刻正積極徵詢相關協辦單位意見，共同研議課程

安排。 

（二）各系輔導員暨讀生工招募資訊已於 108/5/9 公告於學校官網－校園消息，並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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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各系學務助教，惠請協助轉知上。徵求項目有：各系輔導員、主持人、主視

覺設計、舞監、音控、燈光及場務支援等技術人員數名，歡迎有意願之學生於

6/14 前至 https://goo.gl/ufSwa9 報名。 

 六、 學生獎懲建議案：為辦理本學期學生獎懲案，本組業於 5/14 以 e-mail 通知各教學單位

如有學生獎懲建議，請於 6/21 前送交奉核之書面資料並回傳電子檔，俾生輔組續辦。

 七、 導師輔導紀錄表及各系所導師會議紀錄：本學期各班導師輔導紀錄表及各系所導師會

議紀錄，本組業已於 5/14 以 E-mail 通知各導師暨各系所惠予配合於 6/21 前繳交至生輔

組，俾利彙整結案作業。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促進】 

（一）健康飲食活動： 

1.健康盒餐：5/20～5/31（週六、日除外）由營養師輔導怡林餐廳自助餐部，推出健

康餐（含水果），活動期間每天中午限量 20 個販售，70 元/份，歡迎師生踴躍購買。

2.健康飲食宣導：製作相關文宣海報，宣導正確飲食觀念，期使師生重視自身每日飲

食選擇。 

（二）菸害防制活動：與生輔組合作於 5/29 世界無菸日辦理宣導活動，使學生瞭解吸

菸及二手菸對環境及健康之危害，營造校園拒菸氛圍。 

（三）暑期教職員工生 CPR 及 AED 使用訓練：籌辦 6/26 上午及 7/3 下午與台北市衛生

局委外單位合作辦理之訓練課程。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理諮商】2/18～5/17 期間統計個別諮商來談達 1,027 人次（186 人），來談議題前

三排序分別為：情緒調適、人際議題、情感困擾。 

 二、 【心理衛生教育推廣】 

（一）5/7 辦理辦理「慢慢來･比較快」研究生支持成長團體。 

（二）5/9 辦理個案研討會議。 

（三）「107 年度公私立大專校院推動學生輔導工作評鑑」審查結果本校為「通過」，後

續將依委員建議意見列入未來學生輔導工作計畫參考。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5/6 與舞蹈系合辦校友講座，邀請周章佞校友分享生涯發展經驗，共計 43 人參與。

（二）5-6 月預計邀請愛玉私塾業師為：黃珮迪（音樂行銷與企劃）、王仲堃（互動科

技製作與設計）、劉承杰（2D/3D 導演及動態設計）。 

 四、 【資源教室】 

（一）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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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21

辦理星空電影院兩場次活動，歡迎同學踴躍參與。 

（二）5/21 辦理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會議。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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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6 晚上於國際會議廳辦理「性別無疆界－情歌對唱比賽」，獲獎名單：第一名周

心瑜&裴子齊（電影一）；第二名黃子芸&娜塢悟吉納（電影三）；第三名黃錫聖

&孔書亞（音四甲），現場同時搭配性平宣導小遊戲，透過有趣的活動宣導性別

平等概念，活動當天同學參與踴躍，共計 136 人參加。 

（二）5/14 舉辦「藝起晚餐～關係美味嗎?」主題討論交流會，透過經驗交流與分享引

導同學探索與了解自己對親密關係的認知想法，並學習如何自我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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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年 5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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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承商於 108/05/03 申報原合約工項完成，

並由監造單位於 108/05/09現勘確認，另本案變更設計於 108/05/07奉核辦理，並於

108/05/14辦理議價，後續待擇期辦理驗收。 

（二） 「行政大樓副校長室及三樓茶水間整修工程」經廠商與兩位使用師長檢討細部設計

並配合意見進行圖面修正，續於108/04/25再次與兩位使用師長進行圖面檢討以及選

色選樣，相關圖說及預算於108/05/02補正完成後簽核據以施工。使用單位已於

108/05/9起搬遷現有物品，108/05/10由承商進場施作舊有設施拆除。 

（三） 「圖書館空調改善工程」經空調技師會同圖書館與研商確認設計需求與施工規劃，

已函送設計預算書圖至建築中心審查，並已再依委員意見於108/04/30提交修正預算

書圖送審。建築中心108/05/06函覆同意細部設計，已續研擬招標文件以辦理後續招

標。 

（四） 「關美館空調改善工程」已於108/04/30簽呈委託專案管理(PCM)並陳報教育部申請

以有利標方式辦理節能績效保證工程，本處續於108/05/09與專業廠商簽訂PCM合約

，教育部則於108/05/13回覆同意本案以最有利標方式辦理招標，本處再會同PCM及

關美館於108/05/14召開需求研討會議。 

（五） 「電算中心空調改善工程」已於108/05/08下午會同空調技師及電算中心檢討設計書

圖預算及需求，再由空調技師依據相關意見進行圖面及預算修正，全案預計

108/05/23至28上網公告招標，並配合電算中心作息排定於7月施工。 

（六） 「舞蹈廳空調箱更新工程」已於108/04/30下午會同空調技師及展演中心檢討設計書

圖預算及需求，相關意見由空調技師配合完成修正，由本處於108/05/17簽陳採購招

標文件，俟奉核後辦理招標。 

（七） 校園邊坡安全監測年度報告檢討會議已於108/05/08上午10時召開，並邀請校外專家

學者與會協助審查，綜合全年度(107年4月至108年3月)監測成果，本校校園邊坡尚

無異狀。 

（八） 本(108)年度預定辦理圖書館及舞蹈系館之建築物耐震詳評，已接洽相關專業技師公

會，惟因舞蹈系館與展演中心及戲劇系館相連，公會再考量實務上是可否分開辦理

評估，同時估算不同評估方案之費用。 

（九） 教育部補助107年度圖儀費用已由學校完成分配，因預算均為經常門，無法購置財

產設備，各單位幾乎全部規劃空間整修，整修項目既多且雜，且幾乎全部集中於本

(108)年暑假期間施作，本處營繕組同仁已盡力了解各單位需求，並全力協助辦理招

標，亦請各需求單位相互配合營繕組之作業。 

二、 事務組： 



3-2 

（一） 本校車牌辨識系統及自動繳費機採購案之招標需求及文件經簽會電算中心，承該中

心提供相關建議，已據以修改招標需求及文件內容，再依行政程序簽核。 

（二） 本校電信總機系統及電信節費採購案之招標需求及文件經簽會電算中心，承該中心

提供相關建議，已據以修改招標需求及文件內容，再依行政程序簽核。 

（三） 分機及緊急電話管理： 

1.108/04/30至108/05/13共計巡查緊急電話78支，皆測試正常。 

2.藝文生態館消防總機之通報線路故障，已重新拉線完成並測試正常。 

3.配合副校長室進行裝修，原電話號碼暫時移遷至教務處，已請廠商拉臨時線路供

單位使用。 

（四） 本校環安室工友施金全先生將於108/07/16屆齡退休，另由本處協助辦理各項退休及

勞保的給付申請。施先生自79年8月起即在本校服務，服務年資達30年，見證了本

校從草創迄今蓬勃發展的過程。 

（五） 108年4月停車場收入48萬3,635元，較108年3月收入(55萬415元)減少6萬6,780元，減

幅為12.1%，另較107年同期收入(57萬4,365元)減少9萬730元，減幅達15.8%。 

三、 保管組： 

（一） 藝大咖啡旁荷花池已於108/05/15開始施作大干擾，整理後並將進行荷花補植及池邊

紫藤壓條繁殖，以維持該區整體生態景觀。   

（二） 民眾王君於本校校園騎乘腳踏車摔傷致向本校訴請國賠案二審已於108/04/30宣判

，被上訴人(王君)得主張請求賠償之損害為新台幣23萬1380元整，包含醫療費1080

元、修車費300元、工作損失15萬元及精神慰撫金8萬元；惟被上訴人(王先生)應自

負一半之過失責任，因此本校應負擔賠償金額為得主張請求賠償金額之50%共新台

幣11萬5,690元整(231,380元/2=115,690元)，另外，就前項給付本校應加給被上訴人

於107年11月29日為訴之追加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給付之利息；訴訟費

用則由本校負擔五分之二，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三） 教育部辦理各校院108年度事務檢核事宜，已通知訂於108/07/09(二)上午10時至下午

5時到校執行檢核，來文已簽會各相關單位預為準備，預計6月初召開準備會議確認

各項工作與時程。 

（四） 本校108年度財產管理人員教育訓練，已於108/05/15(三)上午9時及下午2時分2梯次

辦理，除針對今(108)年度財產盤點計畫及系統使用進行說明外，併予提醒各單位務

請落實5-6月之財產初盤，確實掌握財產位置與狀況，並將盤點結果於108/06/30前

送回保管組，俾利前述108/07/09教育部事務檢核之資料備檢。 

（五） 108年度報廢品標售案業奉核定，已於108/05/16(四)下午2:30辦理廠商現勘，續於

108/05/21(二)上午11時開標。 

（六） 達文西廚房來文要求本處提供活動中心防水測試完成報告，並自收訖前述文件日起

算免租日案，業於108/05/10檢附相關書面報告函復該公司，並告知該公司有關要求

同意重新起算免租日期乙節，歉難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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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因應本校「校園規劃小組設置要點」已經相關行政程序審議通過，爰配合修正本校

「公共空間及會議室場地租借管理要點」第六點及新訂「公共空間使用審查小組設

置要點」，簽奉核定後提送108/05/28行政會議審議。 

四、 出納組： 

（一） 107學年第2學期學雜費收款作業，依校訂行事曆於108/01/18開始繳費，應繳人數

3,294人，金額9,546萬5,021元，目前入帳作業情形如下： 

1.1/18-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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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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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31收繳新台幣781萬5,521元(含學費、平安保險費、住宿費、宿舍費、健保

費等)。 

4. 4/1-4/30收繳新台幣52萬7,300元(含學費、平安保險費、住宿費、健保費等)。 

5.為利境外生(255人)繳費(未執國內銀行發行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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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4月份公費助學工讀金核撥，已於108/05/15入帳，總計核發150人次，總金額

為65萬8,430元。 

（三） 108年3-4月份營業稅申報核算結果，計開立發票70萬3,789元，應繳稅額35,184元，

進項總額36萬8,267元，可扣抵稅額18,413元，折讓1,410元，實繳15,361元。 

（四） 107學年第2學期學分費收款作業，依校訂行事曆繳費期限為108/03/18至108/04/01

，應繳人數為1,072人，應繳金額為1,391萬315元，目前入帳作業情形如下： 

1.3/18-3/31收繳615萬6,001元(含大學學費/雜費/研究所學分費、實習費、個別指導

費等)。 

2.4/1-4/28收繳新台幣504萬4,096元(含大學學費/雜費/研究所學分費、實習費、個別

指導費等)。 

（五） 「自動繳費機採購案」經上網公告招標後，已於108/04/29開標進行資格審查，計有

2家廠商投標且其資格均符合招標文件要求，續於108/05/07(二)下午召開評審會議，

評審紀錄經簽奉校長核定，再於108/05/17(五)下午與第一序位廠商進行議約(價)。 

五、 文書組： 

（一） 5月10日完成檔案庫房蟲害防治燻蒸作業，以妥善保存公文檔案。 

（二） 今年度文件銷毀作業已函知各單位於108/08/23(五)前將銷毀需求單送本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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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5 月 20 日

研究發展處工作重點--林研發長姿瑩（趙組長瞬文代理） 

 一、 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 108 年 03 月份表冊 

 (一) 本期表冊校內填報作業已完成，感謝各單位的協助。本期報部時間為 108/5/30(四)

前，請各單位於統一修正時間內再次檢核填報資料是否有誤。統一修正時間至

108/5/22(三)止，若尚有需要修正表冊，請於截止期限前向本處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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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感謝各教學單位助教協助準時回覆調查，業依

限上傳校務資料庫。今年度有三單位未送交教師學術成果資料，本處業已另通知請

於 108/5/20(一)下班前，以便申請辦理資料修改作業。  

 二、 108學年度清華大學申請本校交換學生共 14名，已將申請資料分送相關學系審查，

並請於 108/5/20(一)前回覆審查意見，以利函覆清大。 

 三、 業完成召開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投資管理小組會議及學術研究審議委員會，刻正

辦理會議紀錄簽核。 

 四、 計畫申辦、執行與結案辦理件數情形 (108/4-6) 

 (一) 科技部計畫 

類型 計畫辦理項目 件數 

申請 
研究生申請出席國際會議 1 

專家申請出席國際會議 2 

變更 計畫執行各類型變更申請  5 

結案 各類型計畫經費 1 
 

 (二) 非科技部計畫 

類型 補助案 委辦案 委辦-標案 合計 

申請 5 4 3 12 

核定 3 1 2 6 

結案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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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12/31 

 一、 本年度計畫經費已完成全數開帳作業。計畫辦公室業通知各計畫若曾辦理經費預借

支，請於 108/6/20 前完成經費歸墊作業，以利經費執行進度統計。 

 二、 教育部 108/5/9 函知本校 107 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行成果報告審查委員意見，部

分涉各計畫執行成效或行政單位權責業務，計畫辦公室業個別通知並請協助回應或

提供資料，以利計畫辦公室得據以修正計畫書，並依限於 6/6 備文檢送報部。 

 三、 本年度各計畫修正計畫書及經費表請於 108/5/24 上傳指定雲端硬碟，俾利計畫辦公

室依限辦理修正計畫書報部。 

 四、 教育部 108/5/15 來函同意 107 年計畫經費滾存及核結申請。請各申辦 107 年度經費

滾存單位依所報項目及預定支用日期確實辦理。 

 五、 以上相關資訊，計畫辦公室業以電子郵件聯繫各計畫聯絡管理窗口，各計畫單位對

於計畫執行、經費處理如有疑義，歡迎來信洽詢服務貴單位計畫之總辦助理，或利

用計畫網站（http://hespo.tnua.edu.tw/ ）查詢了解。 

專案名稱：教育部補助教學研究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 108/1/1-12/31 

 一、 本計畫執行期程至 12/24 止，配合年度會計請購作業時程，請各執行單位務必於

12/5 完成經費請購作業程序，若尚未動支之經費，將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以利

進行計畫經費收支結算，敬請務必掌握辦理期程。 

 二、 各單位執行情形如下：（統計時間：108/5/9） 

執行單位 執行率(%) 執行單位 執行率(%) 執行單位 執行率(%)

音樂系 2.94 動畫系 5.28 人文學院 1.53 

傳音系 0 電影系 0 文學所 0 

美術學院 44.85 新媒系 29.14 通識中心 0 

舞蹈學院 0 圖書館 100 體育室 0 

戲劇學院 8.29 電算中心 0 傳研中心 64.14 

各計畫已完成開帳，執行率過低單位，請盡速辦理會計系統請購核銷登帳作業，以

利計畫總經費執行統計。 

專案名稱：教育部藝術教育推廣計畫～學校發展特色四年計畫－創新．移

動．藝術節 108/1/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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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處執行分項計畫辦理情形： 

 (一) 108年藝術教育計畫已於 108年 5月 8日北藝大研字第 1081001586號函辦理完修正

計畫書及修正經費表報部事宜。 

 (二) 2019 年徵件計畫辦理情形如下： 

徵件項目 受理截止日 申請件數 評選辦理情形 

1.妖山混血盃學生跨域創作計畫 108/5/3 34 108/5/23 辦理簡報評選

2.藝術教育推廣計畫 

A 類：藝大平台 

B 類：藝大開門 

C 類：藝術實踐 

108/5/3 

 

A：1 

B：3 

C：2 

因申請案件數不多於補

助案件數，業經簽准全

數補助，並完成核定結

果公告與開帳作業。 
 

專案名稱：教育部補助藝術校園多元美感教育計畫 107/12/1-108/7/31 

 一、 本計畫執行期程至 7/31 止，請各執行單位務必於程序，以利進行計畫經費收支結

算，請各單位掌握請購核銷時程。請各執行單位務必於 6/30 完成經費請購、8/31

前完成經費核銷作業，若尚未依期辦理請購、核銷之經費，將由學校收回統籌運

用，敬請務必掌握辦理期程。 

 二、 各單位執行情形如下：（統計時間：108/5/9） 

執行計畫 執行單位 執行率(%)

(1)全國小學巡迴動畫影展暨講座 動畫系 31.49 

(2)藝起 JAM-原鄉文化與樂舞即興計畫 舞蹈系、IMPACT、師培中心 3.75 

(3)2019 藝術服務隊 學務處 0 

(4)河的進行式：一趟船的旅程 美術學院 0 

(5)傳統音樂體驗與入班教學計畫 傳音系 35.81 

各計畫已完成開帳，執行率過低單位，請盡速辦理會計系統請購核銷登帳作業，以

利計畫總經費執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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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5 月 20 日 

國際處重點工作--王國際事務長綺穗 

一、 國際交流業務 

 (一) 國際事務長於5月15日至18日赴新加坡拉薩藝術學院參與Shared Campus 計畫平

台第二次領袖會議。 

 (二) 義大利大使Davide Giglio(紀大為全權公使)與羅馬大學國際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Prof. Andrea Carteny及Prof. Stefano Pelaggi於5月11日至本校拜訪校長，並討論日

後合作可能。 

 (三) 辦理5月29日奧地利姊妹校維也納音樂及表演藝術大學校長 Ms. Ulrike Sych 與

國際事務資深專員 Ms. Anita Taschler 赴本校參訪，並進行合作續約簽屬。 

 (四) 追蹤辦理本校與英國巴斯斯巴大學、香港演藝學院合作續約事宜。 

二、 境外學生業務 

 (一) 調查各系所109學年度外籍學生招生名額。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陸續通知申請108學年度赴外交換學生申請結果。 

四、 其他業務 

 (一) 5月9日派員參加教育部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之108年境外學生輔導人

員服務素養培訓。 

 (二) 5月9日派員出席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於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召開「

2019馬來西亞教育展檢討會暨升學輔導交流會。 

 (三) 5月31日派員參加教育部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之108學年度大學校院陸

生輔導人員研習會。 

 (四) 辦理本處將於7月6日派赴代表受邀參與 Singapore School of the Arts 2019高等教

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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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5 月 20 日 

音樂學院重點工作--蘇院長顯達 

音樂學院 

 一、 5/07 召開 107-2 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二、 5/14 召開 107-2 第二次院務會議。 
 三、 5/20 召開 107-2 第三次院教評會會議。 

 四、 辦理教師自我評鑑作業。 

 五、 音二館一樓大廰展示櫃購置新電視，以提供本學院與兩系活動宣傳影片之播放。 

音樂學系、管絃與擊樂研究所、音樂學研究所 

 一、 5 月 13 日召開本學期第 7次系教評會，進行專兼任教師、助教續聘相關事宜。 

 二、 107 學年第 2學期<碩士班學位考試> <詮釋報告>辦理。 

 三、 108 學年度外籍生/陸生入學考試系所專業審查辦理。 

 四、 108 學年度學士班轉學考辦理。 

 五、 北藝大音樂學院音樂學系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交響樂團「樂團職銜學分學程」

招生事宜，重要日程如下： 

簡章公告：108 年 5 月 13 日(星期一) 

第一階段報名：即日起至 108 年 5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5:00 止，請至本校音樂

學系繳交，逾期不接受補件。 

第二階段報名：108 年 6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5:00 止 

第二階段甄選：音樂行政組：108 年 6 月 20 日(星期四) 

              樂團實踐組：108 年 6 月 21 日(星期五) 

第二階段錄取公告：預定 108 年 7 月 5 日(星期五)          

 六、 108 學年度音樂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在職音碩）、管絃擊所、音樂學所電子

郵件聯絡新生主修教師安排暨修業相關提醒。 

 七、 本(1072)學期 麥基爾音樂學院（McGill Conservatory）鋼琴家橋本京子（Kyoko 

Hashimoto）教授蒞臨本學系客座講學，5/13 至 6/1 進行一系列大師班及 2 場音

樂會。 

 八、 2019 春夏系列音樂會：5/10 及 5/11 節目單校稿印製及演出相關事務處理。 

五月份演出場次： 

5/17(五) 19：30 東歐風情-北藝大管樂團 2019 春夏音樂會 

5/22(三) 19：30 星際謎語-北藝大銅管重奏團 2019 春夏音樂會 

5/24(五) 19：30 北藝大合唱團 2019 春夏音樂會 

5/31(五) 19：30 橋本京子與北藝大教授室內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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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107-2 展演會議：108-1 相關檔期安排及各場資料收集。 

 十、 專題演講： 

5/20(一) 13:30：KyoKo hashimoto 橋本京子【Chamber Master Class】於 102

舉行 

5/20(一) 13:30：蔡佳修【薩克斯風風采系列一神秘的東方】於 2401 舉行 

傳統音樂系 

 一、 進行 108-1 開課資料上傳教務系統、107 暑期開課申請上簽事宜。 

 二、 5 月 18 日辦理 108 學年度新生研習會，活動時間為上午 10:30～14：30。 

 三、 5 月 20 日召開 107-2 第 2 次招生會議，議題含：108 學年度招生考試檢討、109

學年度各項招生管道名額確認、108 學年度大陸姐妹校來校交換生申請審查、108

學年度轉學考試日程表確認、大學招生專業化之評量尺規訂定、109 學年度學碩

士班招生簡章修訂討論。 

 四、 樂器送修 

北管三絃-皮裂 

北管吊鬼子-皮裂 

北管提絃-琴橋更換、斷弦 

待處理-北管通鼓-皮裂 

添購提絃備絃 

 五、 美感藝術教育計畫 

6 校南管交流子計畫-車資、餐點。 

內湖高中南管子計畫-協調中。 

南崁高中北管子計畫-樂器出借。 

八堵國小北管子計畫-樂器出借。 

 六、 傳音系新網站已上線 trd-music.tnua.edu.tw/ 

 七、 音樂二館安全門監視器、門禁協調、安全巡視及院務會議回報。 

 八、 傳音系獎學金書審流程與彙整。 

 九、 門禁系統預算、執行數量變更、廠商聯繫與溝通。 

 十、 樂器空間評估評審須知內容、簽文、廠商與營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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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5 月 20 日 

美術學院重點工作--劉代理院長錫權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計畫執行】：色彩與文化研究室於 5 月 1 日進行「藍草培育工作坊」。實驗藍草

種植與體驗，實現原料採集、染料製作至課程訓練之一條龍流程，特前往南投草屯

取集藍草株苗回校，並與國立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自然色染工坊負責人湯文君老

師研討相關硬軟體建置之可能性。感謝總務處暨相關行政單位人員協力。 

【學術交流】：本院邀請國際知名版畫藝術家園山晴巳於 5 月 6 日至 10 日舉辦石版

畫工作坊。以實際施作示範分享石版畫創作之技藝。園山晴巳亦捐贈版畫作品《預

兆-P》予美術學院。 

【學術交流】：本院林宏璋教授與博士生徐明瀚同學受邀參加由赫爾辛基藝術大學

主辦之「第三屆研究館(Research Pavilion)多樣性展演計畫」，5 月 13 日於威尼斯卡

米諾廳舉行。發表主題為：特屬台灣的一門思辨地形學。 

【學術交流】：本院邀請《攝影之聲》總編輯李威儀於 5 日 14 日舉辦演講「攝影之

聲—一份影像文化刊物的想像與實踐」。介紹《攝影之聲》的編輯歷程，以及透過

出版對於影像狀態的觀察切片。 

【學術交流】：本院楊凱麟教授受邀參加「理論與歷史：影像何為？工作坊」，5

月 18 日於北京中央美術學院美術館進行。 

【學術交流】：本院邀請國立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助理研究員鄭涵云於 5 月 22 日舉辦

演講「交融之美－江戶時代日本繪畫的西洋要素」。介紹故宮南院特展「交融之美

－神戶市立博物館精品展」，分析南蠻屏風與日本江戶時代具西洋要素的繪畫特徵。

【學術交流】：本院邀請哥本哈根大學文化批評與藝術史教授 Mikkel Bolt Rasmussen

於 5 月 28 日舉辦演講「從超現實主義者之夢到情境主義者的文化革命」。本活動為

教育部玉山學者演講系列。 

【學術交流】：本院陳愷璜教授受邀主持由科技部主辦之「文化與科技論壇（三）：

人類世的文化與科技－臺灣社會如何實驗藝術？」，6 月 8 日於華山 1914 文創園區

進行。 

【學術交流】：本院邀請聲音創作者羅頌策於 6 月 14 日舉辦演講「聲音製造的敘事

與實踐」。談論聲音裡的敘述、線性剪輯與時間性，並分享張乾錡、陳界仁與楊俊

等藝術家在作品製作中聲音設計的實踐過程。 

【展覽獎項】：本院藝術跨域研究所高登輝同學與劉文琪同學分別以作品《涼一下！

冷飲販售計畫》與《遙控迷路野丘》獲得「第 17 屆桃源創作獎」首獎。碩士班美創

組蔡奕勳校友及段沐同學則榮獲優選。 

【展覽獎項】：本院藝術跨域研究所蔡士翔同學與美術系吳芊頤校友以作品《忘川》

與《印象窗景》分別獲得「2019 全國美術展 綜合媒材類」金牌獎與銅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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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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展覽】：郭維國教授課程聯展「繪畫與拖延：掙扎與妥協」，5 月 4 日至 10 日於

南北畫廊一樓舉行。 

【展覽】：美術學系大學部第 34 屆畢業展「傷心藝術家遊樂園」，將在 5 月 13 日

至 29 日於地下美術館展出，並於 5 月 18 日 16:30 時舉辦開幕茶會。歡迎各界及本校

師生蒞臨鑑賞。詳情請見展覽網站 https://reurl.cc/nx5An  

【展覽】：色彩與文化研究室子課程項目：拾採計畫，5 月 13 日至 5 月 24 日於南北

畫廊舉行展覽「印刻春天」。以墨水（Ink）作為萃取植物色彩的成果形式，與用於

紀錄的繪畫媒材。實踐台灣在地自然色彩的系統化與檔案化嘗試。 

【展覽】：美創所學生林艷評個展「畫言吾」，5 月 11 日至 17 日於南北畫廊二樓與

水墨畫廊舉行。 

【展覽】：大學部學生陳昕個展「藝術家的情書」，5 月 18 日至 24 日於南北畫廊二

樓舉行。 

【展覽】：大學部學生呂柏翰個展「外面」，5 月 25 日至 31 日於南北畫廊一樓舉行。

【展覽】：大學部學生蔡昀儒、陳芊伊聯展「公園序幕」，5 月 25 日至 31 日於南北

畫廊二樓與水墨畫廊舉行。 

【學術活動】：博士班凃倚佩同學、許鈞宜同學與藝跨所吳欣怡同學以團體方式參

加「第 41 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群組主題為「德勒茲視角下的譫妄、失能與重複」。

6 月 22 日於國立交通大學人社三館進行。 

【學務】：博士班新生座談會於 5 月 27 日舉行。 

【學務】：博士班夏聚於 5 月 27 日舉行。本次將邀請博士生陳依純同學分享其國際

參展之經驗。 

【學務】：美術學系碩士班新生座談會於 5 月 31 日舉行。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二、 

 

三、 

四、 

【展覽】：本所高登輝同學 5 月 19 日至 6 月 16 日於水谷藝術舉辦個展「湳興橋

lamL-hing-kiô」。由自身對島的踏查與媒體訊息報導的影像生產，探究地方環境的

轉變。進一步的以「濕地如何成為城市的生命系統」的提問，進行階段性的實驗和

描繪，並重新思考土地與河流、城市與島嶼的關係。 

【學術活動】：本所梁廷毓同學參加「2019 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發

表主題：清代龍潭、關西地區「食番肉」的口述記憶之考察。 

【學務】：新生座談會於 5 月 27 日舉行。 

【學務】：本學期期末論壇「我的心有一道牆」6 月 3 日於美術學院 F102 藝跨教室

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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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5 月 20 日 

戲劇學院重點工作--鍾院長明德 

戲劇學院 

一、 已於 5/13 召開院演策會，確認 107-2 學期演出製作進度，並擬定 108 學年度學期製

作及畢業製作檔期與相關規畫細節。 

二、 已於 5/20 召開院教評會，審議兩系/所教師聘用相關提案。 

三、 108 年夏季公演《物種起源》，已於 5/17 進入劇場週，將於 5/24~6/2 在本校戲劇廳

演出。 

戲劇學系/所 

一、 已於 5/13 舉行專任講師面試，預計交付 6/10 第三次系所務會議決議。 

二、 預訂於 5/25(六)舉辦 108 學年大學部及研究所新生座談會，邀請新生與家長與導師

交流，瞭解課程規劃與修業規定，並安排觀賞學期製作《物種起源》。 

三、 戲劇學系轉系考預訂於 5/27(一)11:00~12:00 舉行筆試，6/10(一)16:30~18:00 舉行

面試，本次有 6位學生申請。 

四、 本系預計於 5/27(一) 18:30~21:30 於戲舞大樓 T2103，舉行「日本和泉流能樂師野

村太一郎工作坊 ╳ 狂言經典曲目示範表演與入門初階傳習講座」 

五、 108-1 學期第四屆博班微型論壇「黑洞：劇場的已知與未知」訂於 6/24(一)在國際

書苑舉行，將廣邀博一至博三學生參與論文發表。 

六、 規劃於 10/19-20 舉辦全國碩博生戲劇學術研討會「劇戲靡遺」，目前公開徵稿徵中，

稿截止日至 2019 年 6 月 21 日(五)中午 12：00 止。 

劇場設計學系/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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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4級畢業展《週末聚聚吧》，已於05/11~19順利完成開幕及各項活動，並於5/18(

六)舉行院畢業典禮。 

三、 預訂於6/01(六)舉辦108學年新生座談會，讓新生與家長能更清楚系所與課程整體狀

況，並於當天下午觀賞學期製作《物種起源》。相關導師將出席參與座談。 

四、 107-2學期將於6/6(四)結束，期末評鑑預訂於5/31(五)、6/4(二)-5(三)舉行。 

五、 109學年各式招生簡章修訂中。 

專案計畫推動-【高教深耕計畫】 

一、 戲劇學系訂於 6/21-22 舉行「李行導演 90 研討會」。本次系列活動將舉辦學術研討

會、贈書儀式、電影放映與座談會，將邀請臺灣、香港、中國的學者與資深電影工

作者參與。 



8-2 

二、 戲劇學系擬於7月舉行法國陽光劇團工作坊。將於7/19舉行，為期四週，並於第四週

8/17-18公開演出。 

三、 2019「東亞大眾戲劇論壇」訂9月於北藝大舉行，12/13～15於日本立教大學舉行。

四、 2019年亞太戲劇院校戲劇節將於9/23-29舉行，主辦學校為越南國際表演學院，主辦

方將落地接待參與學校7名成員（2位老師、5位學生）。 

五、 2019「台日韓中四校國際亞洲論壇」日期預定為11/1～4，由上海戲劇學院舉辦。待

與上戲確認活動訊息後，將向研究生與博士生公告徵稿。 

六、 紐約大學榮譽教授、葛氏表演訓練體系專家Stephen Wangh訂於11/25-12/6駐校二週

，主持「身心合一，心之體操：表演訓練三年計畫」的第二年訓練課程，期間將為

本校師生開設為期二週的初階入門課程。本次活動為今年以劇場藝術為主題的關渡

藝術季系列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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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5 月 20 日 

舞蹈學院工作重點--何代理院長曉玫（張主任曉雄代理） 

舞蹈學院 

一、2019年5月16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院教評會。 

二、進行108年度財產盤點初盤作業，以及財產物品已達年限不堪使用之報廢減損工作。 

三、2019年舞蹈學院初夏展演於2019年5月21日至5月26日以《逆流》為名舉辦展演，本次

有澳洲當代舞蹈舞之父李華倫舞作《Noodle Dance》；本系教師蔡惠貞新編舞作《

Sisyphus life》；本系教師張曉雄新編舞作《一蓑煙雨》；旅居德國碧娜．鮑許舞團的校

友田采薇和編舞家Jan Möllmer共同編創的《I will celebrate》。2019年5月27日進行全系

補假。 

四、持續進行108年度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設備計畫採購案。 

舞蹈學系七年一貫制 

一、舞蹈系七年一貫制實習舞團-焦點舞團於 2019年 5月 18 日於高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進

行巡演。2019 年 5 月 19 日至 5 月 23 日前往台東執行「教育部 107 年度藝術校園美感

教育計畫-舞蹈系(藝起 JAM－原鄉文化與樂舞即興計畫)」。 

二、2019 年 5 月 25 至 5 月 31 日進行先修班一、二年級學科海報呈現。 

三、2019 年 5 月 25 日上午舉行先修班新生家長說明會，提供家長本系師資、課程、學習

環境、學生生活常規管理、升學管道及畢業生流向等，同日下午進行先修班家長會

議，提供先修班家長有關目前學生學習情況的說明，並邀請觀看本院年度展演。 

四、進行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開課作業，聯絡專兼任師資、伴奏課程時間。 

五、2019 年 5 月 30 日將舉辦本學期第三次課程會議。 

六、2019 年 6 月 6 日至 6 月 9 日假曼菲劇場辦理舞蹈系一貫制三年級結業呈現。 

舞蹈研究所 

一、2019 年 5 月 20 日至 5 月 31 日辦理博士生陳代樾資格考試。 

二、2019 年 5 月 21 日辦理舞蹈研究所文化研究與評論主修碩士生王昱程預口試，5 月 22

日辦理文化研究與評論主修碩士生王甯預口試。 

三、2019 年 6 月 1、2 日舞蹈研究所表演主修蕭翊涵、吳孟庭將於展演中心舞蹈廳以《凝

視》為題辦理畢業製作。 

四、第 14 週進行研究所指導教授志願收集。並輔導研究生本學期辦理學位論文考試申請

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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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各分項子計畫整合及經費分配。  

2.季里安計畫-墮落天使預計 2019 年 9 月開排。 

3.亞太舞蹈平台預計 2019 年 8 月 26 日至 9 月 7 日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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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 北藝大前進法國國家舞蹈中心 CAMPING 交流人才計畫：與法國 CND 完成簽

約，工作坊規劃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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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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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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一)召開本學期第4次畢業典禮籌備會議，確定典禮出席名單及流

程，協調彩排時程及出席人員，並開始進行視覺設計製作及典禮派對等籌備工作。 

電影創作學系 

 一、 電影系於5月6日(二)開始大三「電影製作III」課程時代劇拍攝佈景製作工作，預計於

6月中旬完成相關準備工作，並於6月23日(日)開始拍攝。 

 二、 電影系於5月15日(三)召開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 

 三、 電影系為派員參加上海大學舉辦2019年「海峽兩岸大學生電影節」活動，已於近日完

成影片徵選，並開始進行相關準備工作。 

 四、 電影系近期課程舉辦講座： 

1. 5月10日(五)邀請鄭秉泓先生蒞臨舉辦「我們與國際短片的距離」講座。 

2. 5月14日(二)上午邀請胡永芬老師蒞臨舉辦「當代藝術搞甚麼」講座。 

3. 5月16日(四)上午邀請盛子毅老師蒞臨舉辦「商務合作集資與運用」講座。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於近期完成研究大樓R202、R203展覽空間地磚鋪設及天花板、牆面建置。 

 二、 新媒系於5月9日(四)進行大三期中評圖，地點為研究大樓一、二樓展覽空間。 

 三、 新媒系於5月19日(日)進行大一期末評圖，地點為研究大樓一、二樓展覽空間。 

 四、 新媒系「108年全國美展」新媒體藝術類得獎名單如下：碩士班蘇粲淵同學作品「行

星印象」榮獲金牌獎；學士班古士宏同學作品「Slinky Light Project裝置版」榮獲銅

牌獎。 

動畫學系 

 一、 動畫系為分析及提供學生畢業就職與進修方向，近期進行畢業生流向追蹤調查，以了

解歷年校友發展情形，目前已有約四分之一畢業校友填寫回報，待調查資料更完整，

將進行分析與歸納，做為未來系所評鑑及學生參考使用。 

 二、 本年度「全國小學巡迴動畫營」第5場活動將由葉安德老師帶隊，於5月31日(五)前往

澎湖（虎井嶼）虎井國小辦理。本計劃巡迴藝術課堂活動，旨在將動畫藝術轉化為創

意體驗課程，分享傳遞至外縣市小學，同時也培養動畫系學生對社會關懷面及團隊合

作向心力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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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年 5 月 20 日 

文化資源學院重點工作--林院長劭仁 

 一、 5/20院教評會審議通過院內各單位專任教師續聘及敘薪案、兼任教師續聘及新聘

案，續送校教評會審議。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5/17~5/20 本所「文化資產跨域專題」由黃士娟所長、有形組許勝發老師、無形組

江明親老師帶領選課學生前往台東進行跨域教學，預計參訪當地工藝師及實際走

訪合歡越嶺古道殘存遺跡（錐麓古道）。 

 二、 本學期共一位教師申請升等，5/20 召開所教評會進行資格審查及教學服務審議。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一、 5/13 召開陸生入學申請視訊面試審查。 

 二、 辦理本學期第 3 梯論文綱要發表申請及受理學位考試申請。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5/9召開所教評會，討論本所108年度續聘之專、兼任教師，以及所內專任教師薪

級晉敘相關議題。 

 二、 5/16召開所務會議，針對本所108年度高教深耕預計執行計畫內容與經費運用方式

進行討論，並討論【藝遊祭】兒童營隊與校內單位合作相關事宜。 

 三、 107學期第2學期【藝‧教‧考】藝術與人文教育系列講座： 

05/07  郭炳宏  製作人／以電玩遊戲來說一個動人的故事 

05/08  林建享  講師／田野民族誌IV：觀點的再現 

05/09  吳怡瑢  助理教授／3、2、1，Action！--如何做「行動研究」？ 

05/11  吳怡瑢  助理教授／3、2、1，Action！--如何做「行動研究」？ 

05/18  林建享  講師／圓桌藝家談 

 四、 教育部「中小學在職教師暨行政人員美感素養提升計畫」： 

 （一） 召開計畫活動規畫內部協調會議。 

 （二） 進行計畫案專任助理徵聘事宜。 

 五、 「藝起來尋美」-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辦理美感體驗教育計畫」： 

 （一） 第二期（108年度）計畫經費已撥款。 

 （二） 進行計畫案專任助理徵聘事宜。 

 六、 文化部「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108年『文化體驗教育教案輔導計畫』」 

 （一） 完成計畫專、兼任助理招聘作業。 

 （二） 5/24舉辦臺北市立美術館「育藝深遠—藝術欣賞啟蒙方案」觀摩活動與「兒童美

術策展與教學方案設計」課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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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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訂於12月5-6

日假國際會議廳舉辦，現階段正籌備相關徵稿海報之意象設計，徵稿訊息預定於

6/10展開宣傳。 

 二、 本所 108級新生迎新座談會暨校友回娘家分享會訂於 5/25舉辦，期間除進行本所

課程、師資，以及學生校外實習之深度介紹外，亦邀請本所 4 位校友返回所上分

享其在博物館及相關藝文機構之寶貴工作經驗並與在校學弟妹進行交流。目前已

有多位校友報名欲參與校友回娘家活動。 

 三、 本所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申請學位考試申請研究生共計 15位，學位考試申請及相

關審查事宜陸續辦理中，預計於 5/27前全數送交教務處申請審查作業。 

 四、 配合 107-2 高教深耕海外國際交流課程，由本所黃貞燕老師開設之「東亞博物館

研究」課程，已於 5/13～5/18前往日本長崎進行為期約一週的博物館深度考察及

教學研究活動，預計約走訪日本長崎 10個博物館。 

 五、 文化部補助本所辦理「博物館歷史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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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6/15進行本案第二場課程，現階段正展開第二場

課程之師資聯絡及報名訊息宣傳。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5/9 召開 108 學年度國合會獎學金甄審會議及 107 學年度期中工作檢討會議，與會

者有國合會國際教育訓練處何佩如組長、朱芳薇專員、北藝大文創學程王綺穗主

任、專任教師張懿文老師、專任助理黃靖雅及專任助理高士婷。 

 二、 5/15 本學程 USR 計畫與北投國小學生進行交流，主題為「北投身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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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訂於5/23由本學院

藝教所研究生李特恩、李嘉偉同學以「遊戲與身體：人際互動的可能性」為主題

進行分享，歡迎本校其他各學院師生共襄盛舉。本博班108-1BrownBag午餐論壇

之計畫書亦規劃研議中，將於5/24前向CTL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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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年 5 月 20 日 

人文學院重點工作--吳院長懷晨（林院長劭仁代理） 

通識教育中心 

一、 因應學院轉型，人文學院執行圖儀計畫，整修教學大樓，期待改善教學及研討空間。

已協請總務處辦理工程招標事宜。 

二、 5/18 日(六)辦理北藝風味採集「煮一碗土地的雜草茶」工作坊，邀請煮茶人林芝宇

帶領學生採集北藝植物，煮一鍋北藝風味的茶。 

三 6/2 日(日)辦理「心象定格 用攝影看見城市」工作坊，由林庭瑩老師帶領學生觀察

台北城市風景街頭實拍。 

四、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籌備工作：文學所學分科目表已通過校內行政程序，將依表進行

開課作業流程。 

師資培育中心 

一、 本中心於 7/2日(二)辦理地方教育輔導活動-多媒體音樂創作體驗教學工作坊，歡迎

現職教師報名。。 

二、 本中心暑假辦理兩班次的第二專長學分班課程，目前正受理報名中，待確認報名人

數後統一公告錄取名單，預計 7/1日(一)開課。。 

體育中心 

一、 本室於6/19日(三)辦理108年度教職員工體適能活動，人數上限40人，地點:體泳館2

樓，希望藉由課程提升教職員工體適能，養成運動習慣促進身心健康，敬邀有興趣

教職員工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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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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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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於5/28召開本校107學年度「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行政小組

將規劃108學年度業務推動期程送審，並提案修訂本校〈個資保護管理要點〉與

《個資安全維護規定文件》。 

（二）智財最新辦理情形： 

1. 訂於6/4召開本校107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委員會」第1次會議（與

資訊安全會議合併舉行）。預定審查本校107學年度「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

案」與資訊安全工作執行成效，請工作小組（教務處、學務處、圖書館、通識中

心、電算中心）列席備詢。 

 二、 校園網路及安全： 

（一）老舊伺服器專案進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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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安裝第二款解決方案原廠測試設備，並於

5/10已完成測試。 

（二）配合教育部 108 年學術網路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將於 108 年 5

月至 10月，期間進行 2次演練，由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以偽冒公務、個

人或公司行號等名義發送惡意郵件給演練對象，郵件主題分為政治、公務、健

康養生、旅遊等類型，郵件內容包含連結網址 word附檔，預計受測對象為學

校正、副校長、一級主管及一般行政人員，請同仁勿開啟非公務相關信件，以

保護本校資訊安全。 

（三）協助相關網路設定及問題排除：秘書室、總務處保管組、高教深耕辦公室、鬧 

  熱關渡專案辦公室、藝推中心、文資學院、劇設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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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教務系統：協助學雜費收費方式更新、學習預警(補記預警信件、調整報表)、

學分費系統調整、補校友資料、離校系統問題、學位考系統問題等。 

2. 學務系統：協助資料匯入、缺曠系統明細下載、管理端通知問題、新生就貸處

理等。 

3. 公文系統：協助教育部訪視資料準備。 

4. 招生系統：協助招生系統報表修改、試務工作流程文件、單招、碩博備取遞補

作業、提供音樂及美術報到名單、學習成效資料庫-繁星、個人申請考生清冊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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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重覆錄取功能檢測等。 

5. 其他：協助系統權限調整(諮商、營繕、住宿、校庫等)、校首頁教學、印表機

設定、公文系統訪視資料準備、聘用系統列印問題等。 

（二）進行中之重要系統增修及開發工作： 

1. 學校新校首頁：英文網頁製作(翻譯)已完成，待［校園網頁規劃小組］開會確

認後上線時間。 

2. 教務師生入口網：RWD版型設計已完成，進行頁面實做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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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日 

中心重點工作--王主任世信 

 一、 劇場使用事項 

 (一) 音樂廳 

1. 4/15~5/20 每週一,二和三音樂系管風琴課程及練習。 

2. 4/15 音樂系關渡新聲比賽。 

3. 4/16 音樂系週會。 

4. 4/16 ~5/14 每週二音樂系表演課 S1 教室。 

5. 4/17~5/15 每週三音樂系整合教育課程 S1 教室。 

6. 4/18~5/16 每週四歌劇課 S1 教室。 

7. 4/19~5/17 每週五管風琴課程。 

8. 5/2 北藝大擊樂團 2019 春夏音樂會。 

9. 5/4 北藝大管絃樂團 2019 春夏音樂會。 

10. 5/7~5/16 音樂系學位考彩排暨演出。 

11. 5/10 <2019>關渡新聲優勝者音樂會 

12. 5/11 來自新世界~美國的法國號音樂春夏音樂會。 

13. 5/17 東歐風情~北藝大管樂團 2019 春夏音樂會。 

14. 5/19 外租成大校友合唱團。 

 (二) 戲劇廳 

1. 4/15~4/23 音樂系畢業製作。 

2. 4/26 劇設系技術設計 2。 

3. 4/29~5/20 每週一戲劇系技術劇場與實習。 

4. 5/2~5/10 每周四&週五戲劇系排演課(燈光組)實習。 

5. 5/6, 5/13 新媒系劇場實務課程。 

6. 5/7, 5/9 & 5/10 劇設系燈光實習 1。 

7. 5/14~5/17 戲劇系排演課(燈光組)實習。 

8. 5/17~6/2 戲劇學院學期製作<物種起源>。 

 (三) 舞蹈廳 

1. 4/15~4/23 音樂系畢業製作。 

2. 4/25, 5/2 & 5/9 舞蹈系初夏展演整排。 

3. 4/29 新媒系劇場實務。 

4. 5/1 傳音系<響>-大二班展。 

5. 5/3 & 5/4 傳音系第二十一屆南管畢業音樂會。 

6. 5/7 傳音系傳統樂展-北管樂。 

7. 5/8 傳音系第二十一屆北管畢業音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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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10 傳音系傳統樂展-南管樂。 

9. 5/11 傳音系何惠君&廖柏傑琵琶北管碩士畢業音樂會。 

10. 5/13~5/26 舞蹈系初夏展演<逆流>。 

 

 

(四) 佈景工廠 

1. 4/15~6/2 配合戲劇學院-戲劇學院學期製作<物種起源>。 

2. 4/15~5/20 每週一,三和五 戲劇系排演實習課程。 

3. 4/16~5/21 每週二,四和五 劇設系劇場實習課程。 

 (五) 服裝工廠 

1. 4/15~6/2 配合戲劇學院-戲劇學院學期製作<物種起源>。 

2. 4/15~5/20 每週一,三和五 戲劇系排演實習課程。 

3. 4/16~5/17 每週二,四和五 劇設系劇場實習課程。 

4. 4/18~5/16 每週四戲劇系劇場與實務 B組課程。 

 (六) 

 

 

 

參訪 

1. 4/19 舞蹈系張主任曉雄偕同澳亞藝術節藝術總監 Joseph Mitchell 及李華倫老師

參訪舞蹈廳及戲劇廳。 

2. 4/25 李副校長葭儀偕同上海音樂學院葛毅教授參訪音樂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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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5/10（五）下午14時假校長室召開行銷文宣等議題之決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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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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日 

中心之重點工作--王代理主任盈勛 
 一、 「2019 關渡光藝術節」策劃辦理 

1. 「關渡光藝術節」已邁入第四屆，今年由新媒系、藝術與科技中心共同主辦，舞

蹈學院協辦，節目將以環境劇場的型式，搭配專題課程與年輕藝術家創作，結合

光的裝置、雷射雕塑及當代舞蹈表演，打造具劇場感的行動式多點觀賞視角。 

2. 活動目前正進行觀賞動線規劃、演出結構設計、節目內容與技術應用討論、製作

規劃設計、專業團隊面試與籌組，並舉辦新媒系與舞蹈系專題課程學生的跨系媒

合工作坊。 

3. 跨系媒合工作坊規劃分為兩階段共舉行 8 次，時間如下： 

(1) 第一階段於 4/24（三）、4/29（一）、5/1（三）、5/6（一）18:30~22:00 在舞

蹈系排練場進行。 

(2) 第二階段於 6/10（一）、6/13（四）、6/20（四）、6/21（五）18:30~22:00，分

別於體泳館、舞蹈系排練場進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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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節目由學生負責企劃，

於 4 月 1 日起每週一中午在學生餐廳直播，節目名稱經由 Facebook 粉絲命名活

動叫作「哞郎熟識」，是校園談話性節目，內容設定以學校為主題，希望藉此節

目活絡校園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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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賓電視牆系統水銀電池全數更新並檢測維護

影像連動程式、《梵谷眼中》動態擷取攝影機及影像偵測程式檢測調整、《鏡花

水月》互動感測程試檢測、《印象城市＿臺北》互動程式完整備份並異地儲存、

《名畫大發現－清明上河圖》投影範圍及效果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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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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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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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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教營：持續招生中，截至5/13共36人報名，場地都已協助借用完成。 

 2. 

 

 

 

  3. 

夏日學校： 

(1) 持續招生中，截至5/13，各校招生如下：舞蹈學校22人；動畫學校51人；美

術學校23人；戲劇學校31人；傳音學校9人。並規劃開始進行餐飲、住宿等相

關行政作業。 

職能認證： 

(1) 開辦造園景觀乙級證照班，即日起宣傳招生，預計招收平、假日二班，每班

上限15人，8月中旬開課。 

(2) 目前規劃花藝相關職能認證課程，預計於5月底送計畫申請職能導向課程補助

。 

二、藝大書店 

 (一) 近期活動部分： 

 4-5 月 

 "補間餃"動畫系展  

  "ACTION!藝術介入社會"主題書展 

 (二) 規劃中： 

 6 月 畢業季主題行銷 

 (三) 店務： 

 暑期盤點計畫:7/15-7/19，店休五日進行年度大盤點及陳列櫃位調整，大掃除及

員工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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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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日 

中心重點工作--吳代理主任懷晨（林院長劭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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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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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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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完成空間改善燈具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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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申請 2場，已完成 5/1

場次，6/12預計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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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音樂學程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年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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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課程執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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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預計於 5/28(二) 邀請卡內基音樂廳孫紹庭錄音師開設錄音專案工作坊，教授

遊戲、電視劇與預告片專案錄音及混音分享。 

 四、 會議執行 

  1. 已於 5/2(四)、5/7(二)召開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授

課程、遠距教學課程、獎勵教師參與計畫案執行並開設課程獎勵。 

2. 已於 5/14(二)召開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新聘專案兼任師資及 108 學年

度續聘兼任教師，5/20 (一)將召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五、 產學合作 

  1. 與「翻面映畫有限公司」完成 107-108 學年度產學合作同意意向書之簽署。 

  2. 邀請「享榮有限公司」、「IC 之音竹科廣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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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補助金審查通過，並已撥款入本校帳戶。 

2. 本學期文化部實地查核馬世芳老師「搖滾音樂史」課程，已於 4/16 (二) 執行完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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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 5/19(日)-5/23(四)與本校焦點舞團、師培中心合作，出隊前往臺東關山工商、

關山國中、崁頂國小及中福社區，辦理藝術多元美感體驗教學暨展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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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5 月 20 日 

重點工作--陳主任約宏 

 一、 

二、 

三、 

四、 

五、 

教育部統合視導轉型，原統合視導項目 6-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與執行

成效，自 107 年起改以線上審查，並擬訂「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與執

行成效檢核實施計畫」，本(108)年度再次修正實施計畫內容，包括：(一)環境保

護及能資源管理現況：1、刪除總綠色採購比率大於 90%。2、新增訂定螢光燈具、

老舊空調汰換計畫、用電設備定期檢驗、近 3 年受環保單位稽查處分情況。(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現況：1、刪除高壓氣體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2、新增

自動檢查計畫執行情形、評估風險等級、近 3 年受勞檢單位(安全衛生)稽查。3、

修正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三)校園災害管理現況：配合學校災害管

理執行，修正檢核項目、細項與指標。(四)執行成效與特色評分：配合學校執行

環保、能資源、安衛與災防，調整填報方式。本校於日前接獲教育部函示被評核

年度為 110 年度。 

教育部編訂「學校實驗室一般注意事項及安全指引」，為協助大專校院循各作用法

令規範事項進行校園實驗室安全管理，教育部函請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消防署、

勞動部、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提供就實驗室安全衛生主管相關規定，並召開專家諮

詢會議後據以彙編本指引，可作為學校未來新設置一般實驗室或檢核既有實驗室

管理作為時查閱參考。指引分別依實驗室建築設施、防護設備、空間環境及其他(含

行政管理類)等類別進行規範。各項內容應符合之安全衛生相關規定條文置於本校

環安室網頁供下載。 

依教育部來函指示完成學校安全衛生資訊網實習場所及危險機械設備資料更新。

經詢問各實習場所管理人員有關教育部所稱危險機械或設備更新狀況，均獲回覆

無異動。108 年 04 月 30 日已上網填覆確認。 

107 學年第二學期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於 107 年 5 月 27 日中

午 12 時召開，會中報告各項工作執行情形，及提案討論本校各實習場所應就其機

械或設備之危害進行風險管理，所購置機械或設備應取得安全標示或合格標章，

並配置足夠之個人防護具供工作者使用等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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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另行文職安署請釋示約聘事宜，俟回函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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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七、 

八、 

再行處理後續。 

依職安法規定每月應上網填報職災月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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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 日填報完畢。 

本(108)年度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計畫，預計於本(108)年 7 月初辦理，已於本

(5)月 16 日向「臺北市勞檢處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學院」申請補助與講師支援等作

業程序，並回覆已收到電子郵件，將另發文通知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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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日 

圖書館重點工作--黃館長貞燕 

一、 全館業務： 

(一) 圖書館高教深耕計畫第一場講座 

講題:用數位空間典藏記憶，以時空角度述說故事－建構共享共創的數位博物館 

講者:許正欣(中研院數位文化中心組長) 

時間:108 年 5 月 22 日 10:00-12:00 

地點:圖書館 603 室 

(二) 李行導演藏書捐贈 

李行導演透過戲劇系徐亞湘老師轉贈中文戲劇類圖書一批，計 143 冊，出版年代

多所 1940 至 50 年代左右，由於具珍貴收藏價值且書況不佳，除了將進行修復作

業外，暫不開放外借，並研擬以影本流通之可行性。此外，於6月 21日與戲劇系

共同舉辦捐贈儀式。 

（三） 改版第二期圖書館電子報於5月 3日正式發送。本期以「超狂!北藝大的水上畢業

典禮」為頭版報導，並於圖書館大廳以實體海報看板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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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7%，預計 6月底止全數執行完成。 

(二) 107 年度教育部補助圖儀設備費，已全數執行完成。 

(三) 上傳至國家圖書館「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之博碩士論文共計63筆，紙

本論文共收藏種 158 冊(含學士論文 16 種 32 冊)。 

(四) 書標未標示館藏代碼 P 的過期期刊，3 月 28 日至 5 月 10 日完成書標更新計 860

冊。 

三、 閱覽典藏組： 

(一) 館藏書庫與閱覽服務 

 1. 5樓書庫建築類(NA)、民俗類(GR)及服飾類(GT)圖書整理及移架作業，完成後

將進行書架標示更新。 

(二) 圖書資源利用教育 

 1. 本學期共辦理 5 場，最後一場於 5 月 14 日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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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北藝圖線上資源指南網站新增「資料的類型和內容」與「資料蒐集攻略整

理」單元。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tnualib。 

(三) 師大附中音樂班學生於 4 月 26 日蒞館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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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至 6 月請學院以具代表性的教學與展演活動為主題，撰寫

新的圖錄文章，校發組整理相關資料並進行後續翻譯作業。 

 2. 預計 7 月召開第二次會議，確認執行情形與意見回覆。 

(二) 五月校史特展以馬水龍老師與他的音樂教育理念為主題，名稱為「馬水龍的音樂

教室：乘著船兒的樂聲」。 

 1. 訂於 5 月 17 日開展。子題與展示腳本、文物已確認，進行展板印刷、展區佈

展作業，並配合特展內容調整、更新校史室常設展的展品與展示方式（音樂

學院區域）。 

 2. 配合特展主題於校史臉書宣傳，並於下期圖書館電子報刊登專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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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配合圖錄西文版的規劃，梳理學院院史相關資料，進行資料整理與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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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美術館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年 5月 20日 

美術館之重點工作--黃館長建宏（孫研究助理睦怡） 

 一、  館務 

1. 完成文化部博物館事業補助（109年度）「美術館專業經理人才培育計畫」提案。 

 二、  展覽活動 

1. 108年春季展覽主題「影像的現身」已於 4 月 19日順利開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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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至 6月 30日止。 

2. 正籌備進行 108年夏季檔展覽共四檔展覽：《情書•手繭•後戰爭》、《Days Escape the 

Tongue, Stumble by Eyes》－蘇予昕個展、《我們是烏龜》－林亦軒個展、《光年》－

傅饒個展等展覽籌備工作，展期自 7月 12日起至 9月 22日止（開幕日：7 月 12

日下午 17:00）。 

 三、  教育推廣活動 

1. 當期展覽推廣活動： 

(1) 4月 30日，《透明的風景－張永達》、《撕裂傷：不斷分裂的禁忌地圖》導覽活動。 

(2) 5月 8日，《隨選－Giloo 紀實影音》、《我的笑容力量》導覽介紹。 

(3) 5月 14-15日，「導覽種籽培育計畫」工作坊 

(4) 5月 18日，「影像 x科技 x媒體｜解密影像：串流與基礎建設」講座。 

(5) 5月 21日，繪畫中的短篇小說朴-駐館藝術家嘟麗藝術開講。 

(6) 5月 25日，「導覽種籽培育計畫」成果發表。 

2. 團體導覽服務：4月份登記 155人，5月份目前登記 99人。  

 四、  駐館創作／研究計畫 

1. 韓國駐館藝術家朴嘟麗，目前已於 5/10 抵台，將於 5/21 與美術學院郭弘坤老師課

堂結合舉辦一場講座。 

2. 已完成 7-8 月份赴韓國光州美術館及首爾藝術空間-衿川駐村交換策展人/藝術家廖

思涵及張乃仁之機票及生活日支費等行政程序。 

3. 赴日本京都造型藝術大學及成都藍頂美術館駐館藝術許家楨家及簡麗庭，分別已於

5/13 及 5/16 出發前往。赴韓國全北道立美術館駐館藝術家黃品玲預計 5/28 完成駐

館計畫返台。 

 五、  典藏 

1. 5月 6日，日本版畫藝術家園山晴巳先生捐贈乙件作品予本館，預計於年底召開 

    典藏會議。  

2. 5月 10日，完成 107年度新入藏作品拍攝暨上架工作。 

3. 5月 13日，完成本館典藏品盤點初盤作業，預計 7月進行典藏品複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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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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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館漏水修繕工程業於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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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建構智慧低碳校園計畫--關渡美術館典藏庫房空調改善計畫」目前已完成

設計監造作業，並於 5月 14日召開第一次討論會議，預計 9月 23日將進行現場施

工工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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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配合總務處保管組進行本館財產盤點初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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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5 月 20 日 

重點工作--蔡主任素枝 

一、本校 108 年度截至 108 年 4 月底止預算執行情形如下： 

（一）經常收支：總收入 3億 911 萬 2 千元，總支出 2億 7,877 萬 1 千元，本期賸餘 3,034

萬 1 千元，詳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預算數 
累計分配數 

(1) 

累計實收(支)數 

(2) 

比較增減 

(2)-(1) 

業務收入 853,692 315,199 284,752 -30,447 

業務成本與費用 940,243 337,202 272,044 -65,158 

業務賸餘(短絀-) -86,551 -22,003 12,708 34,711 

業務外收入 82,334 28,343 24,360 -3,983 

業務外費用 29,747 10,197 6,727 -3,470 

業務外賸餘(短絀-) 52,587 18,146 17,633 -513 

本期賸餘(短絀-) -33,964 -3,857 30,341 34,198 

 

（二）購建固定資產：本年度可用預算數 1 億 2,696 萬 1 千元，累計實際執行數 1,240

萬 9 千元，執行率 122.59%，詳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預算數 
累計分配數 

(1) 

累計實支數 

(2) 

執行率％ 

(2)/(1) 

土地改良物 0 0 473 - 

房屋及建築 83,742 2,000 10,503 525.15 

機械及設備 18,375 3,119 838 26.86 

交通及運輸設備 4,337 905 141 15.58 

什項設備 20,507 4,098 454 11.08 

合  計 126,961 10,122 12,409 122.59 

說明：本校科技藝術館新建工程之期程較難掌握，目前執行率已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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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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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元一案，經 108 年 3 月 26 日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行政會議校長裁示：

請各相關單位儘速於 108 年 4 月 30 日前查明，並續辦繳回或核銷轉正。案經本室彙整截

至 108 年 5 月 13 日止之執行情形如下表，其中單位已繳回者計有 11 萬 1,368 元、同意

轉正核銷者計有 6 萬 7,776 元及仍須繳回者計有 3 萬 865 元。除感謝已協助回覆及處理

之 42 個單位外，並請舞蹈學院、舞蹈學系、博物館研究所、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

學程及師資培育中心等 5個單位協助積極清理久懸應收保費。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4 年 9 月至 107 年 2 月應收保費彙整表    

 截至 108 年 5 月 13 日止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 單位總金額 

執行情形 

已繳回 已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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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2         6,5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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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         1,594        -

13 電影創作學系       19,734       5,616        14,118        -

14 新媒體藝術學系        9,615       8,627           988        -

15 動畫學系        5,000        698         4,302        -

16 文化資源學院            5           5           -        -

17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8,903       6,999         1,904        -

18 博物館研究所        6,384       2,518           -      3,866

19 藝術行政與管理研究所        2,359       1,884           4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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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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國際事務處       12,998       3,590         9,408        -

23 
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

心 
         820         773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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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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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4           -        -

31 通識教育中心        4,567       4,528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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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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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4         3,462        -

 合計      210,009     111,368        67,776     30,865

 

三、有關電影系建教合作及補助計畫執行異常及借支款項核銷轉正進度落後情形如下表，仍

請影新學院及電影系協助積極清理久懸之借支款項。 

  
電影創作學系建教合作及補助計畫執行異常統計表 

截至 108 年 5月 8日止 

單位：新臺幣元 

項

次 

計畫名

稱 

經

費

來

源 

實收數 

已執行數 

問題 

107/10/2

6 至

108/5/8

核銷執行

績效 
實支數 暫付數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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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名

稱 

經

費

來

源 

實收數 

已執行數 

問題 

107/10/2

6 至

108/5/8

核銷執行

績效 
實支數 暫付數 合計 

1 

中影北

藝大產

學研發

經費 

中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6,500,000 

(含增列歸

墊 50 萬元) 

15,245,974 602,732 15,848,706

計畫借支已久尚

未轉正核銷(105

年 2 月借支邀請

Tashi Trieu 數

位調光師

215,232 元、105

年 7 月借支查爾

斯.麥克凱利鐘

點費 50,000、105

年7月借支Barry 

Blaustein 鐘點

費 167,000 元、

107年8月借支電

影後期錄音工作

費 170,500 元)。 

核銷轉正

200,000

元 

2 

中影北

藝大產

學研發

經費延

伸計畫

(第一

期) 

中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500,000 

(含減列歸

墊 50 萬元) 

3,396,014 822,410 4,218,424

計畫借支已久尚

未轉正核銷(107

年 2 月借支失路

人前置期相關作

業 92,298 元、

107年3月借支電

影拍攝執行作業

369,974 元、107

年 4 月借支電影

拍攝執行作業 

360,138 元)。 

核銷轉正

1,881,42

8 元 

3 

電影創

作學系

碩士班

課程分

流計畫

(計畫期程

103 年 12

月 1 日至

104 年 11

月 30 日) 

教

育

部 

800,000 446,997 232,000 678,997 

計畫借支已久尚

未轉正核銷(104

年 8 月借支 103

學年碩士班課程

分流計畫外國業

界講師酬金

232,000 元)。 

核銷轉正

129,9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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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名

稱 

經

費

來

源 

實收數 

已執行數 

問題 

107/10/2

6 至

108/5/8

核銷執行

績效 
實支數 暫付數 合計 

4 

電影創

作學系

碩士班

課程分

流計畫

(計畫期程

105年 1月

1日至 105

年 12月 31

日) 

教

育

部 

500,000 101,783 192,000 293,783 

計畫借支已久尚

未轉正核銷(105

年 7 月借支邀請

Jeff Phillips 

講座鐘點費及交

通費 192,000元) 

無 

  合計      1,849,142     

 

四、教育部於 107 年 12 月 22 日修正「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修

訂重點如下： 

(一)第十一點第三款：因故無法於原定期程內報核，應於期限截止前向教育部申請展

延，並在教育部同意可延展期限內，完成結報。 

(二)第十一點第四款：未依限結報且未依限申請展延者，教育部得於完成計畫結報前不

再撥付相同計畫主持人或執行單位新計畫款項，並得逕予撤銷該補助或委辦案件及

收回已撥付款項。 

(三)第三點：本要點所稱執行單位係指本校。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主管會報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單位 秘書室 

案  由 
訂定本校「108 學年度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日程表」（草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本案係依據本校「107 學年度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日程表」會議日

程排定原則及參考「108 學年度行事曆」資料，並徵詢校內相關單

位意見後擬訂之。 

辦  法 本案擬於主管會報討論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審  議 

意  見 
 

決  議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8 學年度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日程表 
108.○.○主管會報通過 

學期別 日  期 時間 
會議次別

及名稱 
備註 

第一學期 

108.09.24 

(二) 

下午 1 時 30 分 第 1 次 

行政會議 

108.09.09 開始上課 

108.10.29 

(二) 

下午 1 時 30 分 第 1 次 

校務會議 

 

108.11.26 

(二) 

下午 1 時 30 分 第 2 次 

行政會議 

108.11.04~09 期中考試 

108.11.20~22 碩博士班甄試入學

招生考試 

108.12.24 

(二) 

下午 1 時 30 分 第 2 次 

校務會議 

109.01.06~10 期末考試 

109.01.13 寒假開始 

第二學期 

109.03.17 

(二) 

下午 1 時 30 分 第 1 次 

行政會議 

109.02.17 開始上課 

109.03.06~11 碩博士班(含碩士

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109.03.19~21 舞蹈學系七年一貫

制招生考試 

109.04.13~18 期中考試 

109.04.16~19 學士班單獨招生

(含個人申請)考試 

109.04.21 

(二) 

下午 1 時 30 分 第 1 次 

校務會議 

 

109.05.19 

(二) 

下午 1 時 30 分 第 2 次 

行政會議 

 

109.06.02 

(二) 

下午 1 時 30 分 第 2 次 

校務會議 

109.06.08~11 展演評量 

109.06.08~13 術科評量 

109.06.13 畢業典禮 

109.06.15~20 畢業考及期末考試

109.06.22 暑假開始 
 

備註事項： 

1.開會通知單由秘書室於會議前一個月發送，會議日期如有調整，另行通知。 

2.會議日期除表列時間外，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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