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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主管會報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108年8月28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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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許多事情都持續推動中，暑假期間影新學院魏院長大概是學校最勞累

的主管，這邊代表學校跟他致謝。戴總務長跟總務處的一些同仁也特別勞

累，也一併在這邊跟大家打打氣。學校許多更新的系統，包括校園車牌辨

識系統、網路電話交換機設備系統及電話話務服務等，目前都在進行更新

與替換，再過不久相信便利性就會出來。離開學不到2個禮拜，很多準備

中的事情也要請同仁在最後的時間點上如期推進相關工作。也要特別謝謝

戲劇學院鍾院長，戲劇系T2103的工程案經費問題已在必要的會議取得具

體的結果，也請院長把一些訊息帶回學院，雖然會議協議借支款分七年攤

還，但若學校有能力可以把還款時間縮短，我們會縮短，也希望能儘快讓

學院在這個場域做專業的課程與培訓。 

 

貳、專案推動列管表執行情形報告：略。 

 

參、報告及討論事項： 

一、教務處：林教務長劭仁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二、學生事務處：林學務長于竝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一）8月1日起原本的體育室更名為體育中心並移至學務處，現由學務長兼任

體育中心主任，請同仁多多善用體育中心的設備。 

 

三、總務處：戴總務長嘉明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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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達文士餐廳約12月初會正式開幕，請大家再等一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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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高教深耕總辦同仁主動協助各單位經費請購核銷作業。 

 

五、國際事務處：（戴總務長嘉明代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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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鍾院長明德補充報告： 

1.T2013整建計畫的這個劇場將來希望可以讓音樂舞蹈影新等各學院做跨領

域的製作。目前它的經費是向學校預借160萬元，未來預計用兩系的業

務費分七年逐年攤還，工程方面則希望可以在寒假施工。 

 

●主席裁示： 

（一）T2013整建計畫案仍建議學院可以儘量在年度的專項計畫裡爭取經費，

，會比較容易縮短經費的攤還年限。 

 

九、舞蹈學院：何院長工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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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代理院長承緯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十二、人文學院：（王主任盈勛代理），詳如會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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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電子計算機中心：孫主任士韋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一）老舊伺服器更新一事仍要逐步分期規劃並編列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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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六、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林研發長姿瑩代理），詳如會議資料。 

 

十七、傳統藝術研究中心：（林院長承緯代理），詳如會議資料。 

 

十八、學士後跨藝合創音樂學士學位學程：（林院長承緯代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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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組長家蕙代理），詳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一）圖書館的轉型簡單講就是朝博物館化、展演化、自動化這幾個面向在走

，過去都是單純的資料庫，依北藝大的特性我們需要更快的轉型。本校

圖書館也持續安排館內同仁參觀國內重要的代表性圖書館的軟硬體，9

月初也會參觀日本的圖書館。特別提圖書館是因為圖書館在大學的角色

非常關鍵，這些觀念需要與時俱進並讓校內同仁瞭解。 

 

二十一、關渡美術館：（王研究助理叡栩代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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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鍾主任秘書永豐補充報告： 

1.昨日已與教育部高教司針對教育部要補助本校的4,800萬元中的第一期

1,600萬元做確認，教育部並且希望1,600萬元能於今年底完成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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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108年11-12月主管會報時間依秘書室所提草案通過。 

 

二十三、李副校長室：李副校長葭儀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肆、提案討論： 

案由：擬建議自 108 學年度起調高本校教師升等或送審教師資格所送專門

著作(或作品或技術報告等)之外聘委員審查費一案，提請審議。 

討論意見及補充說明： 

（一）陳校長愷璜：本案其實是由音樂學院蘇院長在上個學期期末時提

出，這其實跟國內一般參與公部門會議的出席費從過去的 2,000 元

變成 2,500 元是同樣的事，國內一般私立大學幾年前審查費已經是

3,000 元，我們是不是也應該考慮基本的變動來做必要的修訂？ 

（二）鍾主任秘書永豐：關於 3,000 元或 2,500 元，目前一般的行政單位

出席費大概都是 2,500 元，但考慮到若調整到 2,500 元之後依目前

的趨勢應該很快就會到 3,000 元，所以此案個人建議是否一次就調

到 3,000 元。 

（三）王主任盈勛：對於專任老師資格審查或升等的外審審查費我個人沒

有意見，但通識中心的兼任老師很多，上學年就有 3 位兼任老師同

時送審，因我們長期沒有跟兼任老師收外審審查費，往年件數很零

星、人數也不多，但若兼任老師們口耳相傳，因為一般學校是不願

意幫兼任老師出外審費，且就我所知外審費是由單位的業務費支

出，所以我們擔心未來若經費沒有那麼寬裕的話是否就可能會無法

支應？因此我想瞭解一下學校對於兼任老師是否有一個統一政策比

較好還是不需要？ 

（四）陳校長愷璜：就我所知，北藝大大部分的教學單位是沒有對兼任老

師收取外審費，但少部分可能是有的。是否要統一機制大家可以討

論。 

（五）音樂學院蘇院長顯達：因音樂系兼任老師非常多，所以幾年前我們

已經透過系所務會議及系所教評會確認，一致決議專任老師的送審

還是由系上業務費支應，但兼任老師部分，我們願意幫忙送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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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是由兼任老師支付。以上供各位參考。 

（六）王主任世信：建議兼任老師部分開放給各學院或系所決定，因為有

些系所會覺得兼任老師鐘點費也不高送審還要自己出外審費，是不

是由各學院及系所決定會比較好。 

（七）陳校長愷璜：北藝大是少數大學沒有對兼任老師收取停車費的學

校，為什麼？在外面有專任的兼任老師其實他們都是來幫忙的，因

為他們也很忙，而在外面沒有專任的兼任老師其實大部分他們的經

濟狀況都沒有太好，所以學校並沒有跟他們收取這點錢。就本案而

言，是否依王主任建議尊重各教學單位本身領域而有不同的判斷跟

決定，費用部分則依鍾主秘建議一次調整至 3,000 元？ 

 

決議： 

     1.108 學年度起本校教師升等或送審教師資格所送專門著作(或作品或

技術報告等)之外聘委員審查費調整為 3,000 元，請人事室依循程

序公告實施，並請週知校內各單位。 

     2.兼任教師升等之外聘委員審查費支付問題，則請各教學單位依各專

業領域經系所務等相關會議決議後施行。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下午15時00分。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主管會報議程 

時間：民國 108 年 8 月 28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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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李副校長室 

肆、提案討論 

一、擬建議自 108 學年度起調高本校教師升等或送審教師資格所送專門著作

(或作品或技術報告等)之外聘委員審查費一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人事室） 

伍、臨時動議 

陸、散會 



填報日期：108/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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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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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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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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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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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已於108/05/29及108/06/12分別召開第8及第9次工務會議。

14.北市府委託技師公會訂於108/06/27到校進行水保計畫施工查核。

15.已於108/06/26召開第10次工務會議，續於108/07/10召開第11次工務會議。

16.北市府委託技師公會已於108/07/17到校進行7月份水保計畫施工查核。

17.北市府於108/08/20辦理GL1區二樓版施工勘驗，另市府委託技師公會於108/08/20到

校進行8月份水保計畫施工查核。

18.已於108/08/07及108/08/21分別召開第13次及第14次工務會議，其中第13次工務會議

中已針對變更設計事項進行初步，並於108/08/22由建築師向校長專案報告。

2.3

2.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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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05/25、108/05/30及108/05/31進行基礎版混凝土分次澆置作業。

2.3.2

2.3.1

3



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列管序號

結構體工程 總務處 296天

1.108/06/06會同結構技師、監造及營造廠赴鋼構廠辦理鋼構箱型柱2次成品查驗。

2.108/06/19起組立GL1牆模、牆筋及機電管路，108/06/22~24吊裝GL1鋼柱。

3.108/07/01至16進行吊裝GL1鋼梁、牆及柱鋼筋綁紮與配管，又於108/07/08、108/07/11及108/07/16分次澆灌1

樓牆面與樓梯。

4.108/07/24起進行GL1區2樓板模組立、版筋綁紮與配管，108/08/12完成GL1區2樓板灌

漿。

5.108/08/14起進行GL1區回填土側外牆防水施工。預計108/08/25進行GL2區擋土支撐作

業，108/08/26進行GL2區土方開挖及GL1區土方回填。

6.預計108/08/28起進行機電聯外管線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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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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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108/06/04召開重組後第1次公共藝術執行小組會議。

4.已進行委員時間調查，預定108/09/10召開第2次公共藝術執行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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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已於108/07/24下午邀請建築師到校檢討本案工程預算及進度。

2.3.3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

2.4

2.6

3.2.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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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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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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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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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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市府建管處已於108/05/24函覆同意審議通過，要求製作報告書定稿本，水保技師已於108/05/27送交建管

處。

10.建管處其後又以電話通知定稿本部分內容仍需修正，已於108/06/28發文催請建築師盡速配合修正以取得

加強坡審核定許可及辦理後續。

11.市府建管處加強坡審承辦人通知本案定稿本已簽陳通過，俟完成用印後發文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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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本校已於108/08/20完成建照複審申請書用印，並請建築師儘速送件審查。

五大管線送審 總務處 107/03/18 107/05/11

3.2.5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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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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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3.7

3.6

3.3

3.3.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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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日期：108/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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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處高教深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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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修正計畫書及經費配置

表繳交

研發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各計畫

單位)

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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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依規定於108/6/6下午5時前將備文送達教育部高教司。其中針對108年校內計畫規劃及參酌審查意見進

行KPI之增修訂，將陸續聯繫相關單位了解，以利協助提供相關成果統計資訊。

4.總辦已於5月底收齊各計畫修正計畫書及經費表，並已陸續回覆修正意見，請各計畫單位配合進行計畫書

之再修正，以利執行管理及年底成果報告。原預計各計畫於108/6/28完成修正，惟目前僅約半數確認定稿。

請逾期未交之計畫單位盡速補齊。

5.為避免執行單位誤判業務費項目與設備費項目，應開立設備費需求清單請保管組核章確認，並回傳總辦

存查。截至108/08/20，尚未繳回核章清單者有影新學院基本款、文資學院基本款、共創敘

事：從北投到世界—人文藝術跨域計畫、科藝跨域合創計畫。請逾期未交之計畫單位盡速

補齊。

計畫經費變更
研發處高教深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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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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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辦已於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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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請有意換帳單位及早與需求單位聯繫,並於108/6/28(五)下班前完成簽陳校長核准變更經費，並副知總辦，

以利於7月初統一辦理會計換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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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辦預計8/28辦理執行說明會，會中將針對：(一)計畫下半年行政期程規劃、(二)年底

成果報告格式、撰寫及收取方式、(三)執行現況問題，進行宣達與溝通。

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
研發處 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108/6

1.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業於5/30召開，會議紀錄業奉核定，已續辦理獲獎勵教師彈性薪資撥發作業。

2.本年度另辦理各學院特聘教師推薦審議作業，人事室業週知各學院已於6/20召開講座教授暨特聘教師遴聘

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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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2.3.3

2.1.3

2.2

2.2.1

2.2.2

2.3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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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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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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計畫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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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計畫執行單位 109/1/6

成果報告彙整報部
研發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主計室)

109/1/15

2.4

2.4.1

2.4.2

2.4.3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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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8 月 28 日 

教務處各組重點工作--林教務長劭仁（張組長翠琳代理） 

註冊組 

 一、 8 月 1 日起開放 108-1 學期應復學學生，網路申請復學或繼續休學作業，申請截止

日為 9月 9日止(開始上課日)，將另以電子郵件聯繫學生於期限內辦理。 

 二、 辦理 108 學年度新生網路通訊報到作業，於 8 月 2 日至 8 月 6 日開放網路填報。

持續進行報到新生資料審核及通知補件；未報到學生資料已轉送招生組續進行其

他備取生遞補作業。 

 三、 核對 108 學年度新生註冊及校園數位識別證資料，並配合衛保組 9月 1、8日新生

體檢程序及體檢資料彙整，識別證於新生完成報到及健康檢查後於 9 月 9 日(一)

送各學系、所辦公室轉發新生使用。另有缺件者，待完成程序後始可領取「校園

數位識別證」。 

課務組 

 一、 辦理並彙整 108-1 學期開課資料異動相關事宜。 

 二、 107-2 學期網路教學評量教師個別評量結果已開放教師線上查詢列印，另請各教學

單位主管於 9月 27 日前將所屬未滿 3.5 分之教學改善處理報告表送交教務處。 

 三、 以 EDM 寄送教師授課通知有關本學期授課注意事項及應辦事項之相關期程。 

 四、 本學期目前課程大綱上網率為 72.12%，教材上網率為 46.83%，已通知各授課教師

於 9月 5日前完成上傳。 

 五、 8 月 29 日至 8月 30 日進行 108-1 學期新生課程預選，已將選課公告以 EDM 寄送新

生週知，請各教學單位協助輔導所屬新生選課。 

 六、 9 月 9 日至 9 月 23 日辦理 108-1 學期課程加退選，將進行開課資料及系統設定、

測試等事宜。 

 七、 9 月 4 日召開 108-1 學期課務相關業務座談會，將邀集各教學單位課務助教參與。

招生組 

 一、 108 學年度招生簡章：學士班單獨招生、學士班特殊選才、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

專班)、碩博士班甄試：預計於 8 月 21 日(三)進行簡章二校作業，屆時將通知各

學系(所)進行二校內容修訂工作。 

 二、 107 年度大學招生專業化試辦計畫:教育部將於 8月 29日(四)14:00-16:30 蒞校進

行實地訪視座談。 

 三、 109 學年度招生總量：教育部預計於 8月下旬開放 109 學年度「大學校院增設調整

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管制系統」，將依教育部來文期限填報完成並備

文報部核定。 

出版中心 

 一、 本期出版品補助受理申請截止日為 9月 2日，預計 10月上旬召開學術出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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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教師踴躍申請。 

 二、 38 期《藝術評論》主編張婉真教授，徵稿至 9 月底止，歡迎公告週知並鼓勵所踴

躍投稿。 

 三、 《表演藝術領導力》已於 8月底完成出版，後續將辦理相關結案事宜。 

教學與學習中心 

 一、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07 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流會「人文藝術及設計

學門」已於 8月 14 日假成功大學辦理，由本校藝教所陳俊文老師及傳音系潘汝端

老師以口頭報告、新媒系林俊吉老師以海報形式呈現計畫成果；「通識(含體育)學

門」於 8 月 28 日-29 日假逢甲大學辦理，由通識教育中心朱珀瑩老師分享教學成

果；「教育學門」將於 9月 6日假銘傳大學基河校區辦理，由師資培育中心吳玉鈴

老師分享計畫成果。 

 二、 108-1 學期北藝大博班實驗室「邁向未知之境:創造性實踐做為研究的方法學」系

列講座擬邀請 Bernard Stiegler、Made Mantle Hood、Thomas Kampe、林平、許煜、

陳偉誠等學者蒞校演講，詳細活動議程預計 9 月中前公告週知，並展開校內外宣

傳，敬請各位師長踴躍參與。 

 三、 第二屆《北藝學：書寫進行式》審議委員會業於 8月 20 日召開，通過初審之研究

計畫書共計 10 篇，投稿人須於 10 月 30 日繳交論文全文，預計 11 月中旬召開審

議委員會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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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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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越境－藝術四校合作展演

計畫】 

目前進度：台南場已於 6/24-30 執行完畢、桃園場亦於 7/6 執行完畢，感謝各校的配

合、各位師長們的協助與蒞臨，讓活動順利完成。目前進行資料蒐集與匯

整，並提醒各校於 8/20 日前提供資料以利本校結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獎助學金及就學補助措施】 

（一）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就學貸款受理申請至 9/9 截止。 

（二）108 學年度各項校內外獎助學金及就學補助資訊，不定期更新於學校網頁校園

消息及課指組網頁獎助學金專區。 

 二、 【學校活動及學生社團】 

（一）協助各系所學會及社團辦理活動之經費補助核銷暨社長幹部交接等事宜。 

（二）配合新生始業式於 9/2 上午辦理社團博覽會，下午辦理社團評鑑及宣導活動。

（三）校慶藝陣比賽報名即日起至 9/20 止；於 10/26 鬧熱關渡節進行踩街匯演評分。

學生住宿中心 

 一、 8/12～23，各棟宿舍寢室逐間實施冷氣機清洗及保養。 

 二、 完成 108 學年第 1 學期新、舊生住宿寢室安排及公告。 

 三、 8 月中旬起，各宿舍由管理員實施逐層逐間寢室巡檢，巡檢項目： 

（一）公共區域（含樓梯、公布欄）整潔狀況。 

（二）各寢室內設施（含浴廁、冷氣機、桌椅）狀況及清潔。 

（三）廚房、洗衣間、曬衣間設施及清潔狀況。 

（四）各區域天花板有無破、漏及清潔狀況。 

 四、 108 學年第 1 學期住宿生入住日：新生 9/1、舊生 9/7～8，已協請總務處依往例開放

家長車輛當日免收停車費。 

生活輔導組 

 一、 【校內外生活安全】 

本校 108 年度國家防災日演練擬訂於 9/3 音樂廳新生始業教育辦理，演練對象為學

士班及舞蹈先修一新生，以一分鐘地震避難掩護演練動作（蹲下、掩護、穩住、疏

散集合）為重點，提昇同學地震災害應變能力，降低災損，維護安全。 

 二、 【交通安全】 

為減少本校汽機車交通事故，108 學年度新生始業教育邀請「臺北市政府交通安全

守護團」曾明理教官實施交通安全教育講座，期強化新生交通安全觀念，減少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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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 

 三、 【防制藥物濫用宣導】 

教育部已函發各大專院校「防制學生藥物濫用」海報，本校將於年度宣導活動中張

貼相關海報，並以 EDM 方式強化宣導效能；各學系集會時亦可利用相關文宣資料，

協助宣導，防範毒品進入校園（文宣專區：http://enc.moe.edu.tw/Poster），請自行下

載運用。 

 四、 【學生公假作業】 

本學期學生公假調查表，尚有部份系所尚未排定學生公假計畫之期程，惠請有需要

統一申請之單位至遲於於 9/6 前送生輔組彙辦。 

 五、 【導師相關業務】 

為辦理108學年度導師發聘作業，惠請尚未繳回新學年度導師名冊之系所務必於8/30

（五）前提送導師名冊（書面及電子檔）致生輔組。 

 六、 108 學年度新生始業式訂於 9/2（一）至 9/4（三）假本校音樂廳辦理，主題：「藝

大開門-藝想超能力」，本次課程規劃如下表，其中 9/3（二）上午 9 時安排「介紹

師長」時段，邀請一級單位主管暨各教學單位主管蒞臨現場予以新生打氣，請師長

預留時間參加 108 學年度新生始業式。 

108 年 9月 2日(星期一) 108 年 9月 3日(星期二) 108 年 9月 4日(星期三) 

08:30-08:50 
集合引導就位 

行政大樓廣場前 
08:30-08:50 集合引導就位 08:30-08:50 集合引導就位

09:00-12:00 

藝想超能力 I－ 

藝拍即合 

．行政資源全攻略 

．公共藝術饗宴 

．藝遊藝境-關渡美術 

   館、傳藝中心－未 

   來‧傳統實驗基地 

．安全廊道必知道 

．生生不息．生態教育

．藝起來踅街－社團博

   覽會 

09:00-09:20 

始業式 

校長致詞介紹師

長 

<校長>

09:00-10:10 

北藝小學堂․

通通動起來 

<通識教育中心>

09:20-09:40 
當我們藝起走

過‧北藝大 
10:10-10:20 

愛上圖書館—

閱讀․學習․零距離

<圖書館>

09:40-10:10 

北藝頌․校歌學

堂 

<生輔組>

10:20-10:30 

學習結伴 ．「藝」

起冒險—CTL 與你

創造傳奇！ 

<教學與學習中心

-CTL> 

10:10-10:40 
藝啟․啟藝 

<課指組>
10:30-10:40 休息 

10:40-11:40 
安全藝把罩 

<生輔組>
10:40-10:50 

嗚欸哞欸混作伙․

北藝大妖山混血盃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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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課指組、總

務處、關渡美術館、

傳研中心> 

域創意實驗室介紹

<研發處>

10:50-11:00 

育․藝英才－

教育學程簡介

<師資培育中心>

11:40-12:00 
防震大小事 

<生輔組>
11:00-12:00 

藝想超能力III-

張逸軍這藝路走來

<生輔組>

12:00-13:10 午休 

13:10-15:10 

生命搶救員․CPR 練

習 

<衛保組>

13:10-14:40 

聊心．療心 

<學生諮商中心

>

13:10-14:30 
愛與礙的距離

<衛保組>

14:40-14:50 休息 14:30-14:40 休息 

14:50-15:40 

藝想超能力 II

－ 

藝想天開 

<行政單位、總務

處、課指組、性平

會、學生申訴委員

會、電算中心、生

輔組、>

14:40-15:40 

藝想超能力 IV-

藝製力發表 

<各系、生輔組>

15:10-15:30 
休息＆集合引導就

位 
15:40-15:50 休息 

15:30-17:00 

逗陣來企投․社團演

出 

<課指組>

15:50-17:00 

藝宿開門․安全

無縫 

<學生住宿中心>

15:40-17:00 

系務簡介 

選課輔導暨導

師時間 

<各系>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檢查】 

（一）108 年新生體檢書面通知於 8 月 14 日已個別寄發大學部及研究所全體新生。 

（二）教職員如有意願參與檢查，可於 8 月 30 日前洽衛生保健組，本次新生體檢時

間皆在星期日，分別於9月1日下午（13:00-16:30）及9月8日上午（08:30-11:30）

共二梯次。 

 二、 【防疫訊息】 

（一）登革熱：衛福部疾管署近期分別公布雙北新增 2 起本土型登革熱案例，都會區

因人口密集更易提升疫情傳播的風險，請各單位依巡、倒、清、刷原則加強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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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辦公室內外有無積水容器，如需長時間在室外活動，請穿著淺色長袖衣褲，

身體裸露部位塗抹政府核可之防蚊藥劑。 

（二）非洲猪瘟：非洲猪瘟災害中央應變中心因應東南亞非洲猪瘟擴散，防檢局近期

將緬甸、菲律賓增列為高風險地區，對來自該國旅客進行手提行李檢查，加強

宣導師生自疫區返國勿攜帶猪肉產品入境。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理諮商】 

暑假期間針對身心狀況不穩定之個案，皆由各學院個管分別進行追蹤關懷輔導或提

供個別諮商服務。 

 二、 【心理衛生教育推廣】 

（一）規劃 108-1 學期新生普測及高關懷學生轉進聯繫相關事宜。 

（二）規劃 108-1 學期中心簡介及衛教文宣等事宜。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預計 8/28 寄送 108-1 愛玉私塾活動 EDM，本次邀請業界校友黃珮迪、王仲堃

分別擔任音樂行銷與企劃、互動科技製作與設計 2 組講師，9/18 中午辦理愛玉

私塾說明會。 

（二）7 月底已寄送合辦校友講座邀請信予傳音、美術、戲劇、新媒、動畫系助教參

酌，預計 8 月底前再致電洽詢是否合辦校友講座及預計辦理之日期、講師等資

訊。 

（三）執行本年度畢業生流向追蹤事宜，已完成追蹤率設定表上傳至教育部指定資料

庫，今年執行期限至 108 年 11 月 15 日。 

 四、 【資源教室】 

（一）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申請說明會參與。 

（二）8/26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到校進行 107 學年度本校特殊教育工作訪視。

（三）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進 8 位身心障礙新生，就學生障礙狀況與需求進行了解，

陸續將與系所相關單位召開輔導會議。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由性平會與諮商中心、資源教室經費項下支出印製性平衛教文宣品～冷熱敷

袋，預計於新生訓練發送。 

（二）規劃 108-1 學期性平宣導活動。 

體育中心 

 一、 執行 108 學年度高教深根計畫，預計於 10 月份在課程中學生融入核心肌群訓練、肌

肉貼紮、運動按摩放鬆，針對不同科系學生注入不同元素，提供更多元化學習，讓

學生能充分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二、 9 月底邀請知名職業籃球教練及體能訓練師，指導喜愛籃球運動的同學比賽戰術運

用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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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8 月 28 日 

總務處重點工作--戴總務長嘉明 

一、 營繕組： 

（一） 「圖書館空調改善工程」工程案已於108/07/21完成變更設計議價，續於108/08/19會

同廠商辦理冰水主機廠驗，並於108/08/21進場拆裝主機及空調箱。 

（二） 「關美館空調改善工程」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已於108/07/31下午第2次開標進行資格

審查，續於108/08/08召開評選會議，評選結果於108/08/14簽准，並於108/08/21召開

決標會議。 

（三） 「電算中心空調改善工程」新購冰水主機已於108/08/12進場安裝，並於108/08/19裝

置完成，承商並於108/08/20申報竣工，待擇期辦理驗收。 

（四） 「舞蹈廳空調箱更新工程」新購空調箱已於108/07/31進場，續於108/08/16設備裝置

完成，目前系統測試運轉中。 

（五） 本校圖書館、舞蹈系館、展演中心及教學大樓等4棟建築物之建築物耐震初評案已

由台北市結構技師公會推派技師於108/07/29到校現勘後，並已提交耐震初評報告，

依據該報告結果顯示，本案四棟建物之結構安全尚無疑慮，目前無再進一步辦理詳

評之必要。 

（六） 教育部補助107年度圖儀費用近期辦理情形如下： 

1.「音樂系-演奏廳錄音空間建置工程」由設計建築師於108/07/29提供細設預算書圖

及規範，已奉核上網公告招標，預訂108/08/27辦理開標。 

2.「傳音系-亞洲樂器教學展示空間整修」之空調設備已於108/08/12進場，另主機已

於108/08/17裝設完成，目前裝設主機強制排風機及排風風管中，預訂108/08/23完

成。 

3.「戲劇系-T2103基本照明及空調改善工程」仍持續等待戲劇系爭取校內經費支援

，本組再視預算情形再配合辦理後續採購作業。 

4.「美術系-F201教室及F213小素描教室裝修改善」採統包及最有利標方式辦理採購

，已於108/08/14與美術系主任確認設計內容，並由承商於108/08/15開工。 

5.「通識中心-C104階梯教室、C103教師休息室及C305主任辦公室等空間改善」採

統包及最有利標方式辦理採購，已於108/08/16簽核設計圖說預算。 

6.「舞蹈系-教學與學習支援空間修繕計畫」已於108/08/13開標並決標，續於108/08/15

召開施工前協調會，並由廠商於108/08/19開工，目前進行各單位物品搬移及拆除

作業。 

（七） 「舞蹈系館二樓S8教室空調更新工程」由本組於108/07/24簽呈委託設計監造採購文

件，並於108/07/31奉准辦理採購，經設計技師提送設計圖說後，已於108/08/13簽陳

辦理工程採購，俟奉核後即辦理採購。 

（八） 「師資培育中心空間整修工程」委託設計監造已於108/07/31開標決標，經設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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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送設計圖面送師培中心審查，已再依審用單位意見改正完成，並再簽會使用單位

，俟核定後即辦理工程採購作業。 

（九） 「圖書館2號電梯馬達控制系統更新工程」經於108/08/02完成議價後，已由承商完

成修繕，待擇期辦理驗收。 

（十） 「活動中心川堂油漆工程」經於108/08/21開標並順利決標，承商並於108/08/24進場

施工。 

（十一） 「音樂二館防水修繕工程」經設計建築師提交規劃報告，已於108/08/22召開審查會

議進行互動討論。 

二、 事務組： 

（一） 本(108)年7月份進行飲水機水質檢驗，其中行政大樓3樓會議室大腸桿菌群檢驗值為

5(正常標準值為6)，為避免超標發生產生飲用安全，經請廠商重新強力殺菌後並重

新檢驗水質，大腸桿菌群檢驗值已<1，符合飲用標準，檢驗報告亦會放置網頁中。

（二） 本校「網路電話交換機設備系統及電話話務服務」採購案近期辦理情形如下： 

1.保留學校電話代表號(28961000)部分已與中華電信討論，初步決議以攜碼方式辦

理。 

2.有關保留本校部分DID直播號碼部分亦與中華電信討論，中華電信表示DID號碼出

租須以10門為單位，每門90元/月，由於本校目前提出保留號碼需求者並非連號，

故若需要滿足保留號碼之需求，大約需租用100個以上號碼，且須花費基本電路

約租費(12000元/月)，將另案研議實際採行方案。 

3.目前「網路電話交換機設備系統工程」廠商已開始佈線施工各棟樓內及光纖，預

計10月份完成佈線線路，其中就近拉電力線將與營繕組再確認。 

（三） 本校「校園車牌辨識及停車繳費機」設置案近期辦理情形如下： 

1.廠商於108/08/21至31進行校門口車輛進出口施工，配合新舊系統拆裝銜接，從

108/08/23至31將暫停收費及管制。 

2.鷺鷥草原旁之票亭及各部自動繳費機，廠商預計108/09/01後開始安裝施作，已請

美術系蘇老師速完成鷺鷥草原旁之票亭設計，以利於後續製作。 

3.由於電子發票與悠遊卡設備等資料正送審財政部及悠遊卡公司，待審查通過後才

可開始使用，故9月-10月期間僅收「現金」，並由警衛或保全以人工收費及開立

二聯式統一發票為主。 

（四） 108年7月份停車場收入為33萬2,655元，較107年同期收入(50萬7,070元)減少17萬

4,415元，減幅達29.29%。 

（五） 原音樂二館與行政大樓共同使用電子保全系統，且設備係放置於音樂二館控制室內

，惟常因下雨受潮導致斷線異常，又因現有線路引用本校電話線盤迴路，未來電話

線盤將重整，故無法繼續使用，為維護行政大樓門禁安全，故將重新拉線讓行政大

樓獨立門禁管理。 

（六） 臺北市動物保護處於108/08/07蒞校協助校園內活動犬隻注射狂犬病疫苗，共計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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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其中一隻為學生飼養犬隻)；另臺北市動物保護處亦於108/08/21蒞校協助捕抓野

犬，惜無所獲。 

三、 保管組： 

（一） 藝文生態館電梯外牆爬藤植物「薛荔」經修剪乾枯後，已於108/08/21進行清除。  

（二） 因應開學在即，業已提醒廠商加請環境整理，尤其各系館中庭務必於開學前完成整

理。 

（三） 為改善夏季草長打草作業後，枯黃的乾草造成景觀上的影響，園藝廠商已採購配屬

坐式割草機使用之收草機因應，使用效益將持續評估檢討。 

（四） 行政大樓公共空間地板除蠟作業因囿於經費有限，今年預計施作一樓以下範圍，並

將於開學前完成，另二樓以上則視經費逐年評估施作。 

（五） 108/01/11本校活動中心四樓火災災損賠償案總計獲賠建物火險108,271元整，另清潔

廠商盟浩公司之保險理賠預估有168,000元整，合計保險理賠共276,271元整，經檢

討災損實際支出金額，並與各單位協調後應已足夠因應，實際分配情形將俟收到款

項後簽陳核示。 

（六） 有關餐廳優惠停車現況與擴大適用至各餐廳之可能，將彙整資料後配合新的車牌辨

識系統作業方式簽陳核示後辦理。 

（七） 達文士餐廳新的廠商議約(價)，預計於108/08/30(五)上午10時辦理。 

（八） 本(108)年度新生訓練生態導覽部分，預計與學生餐廳合作提供獎品，以提高學生參

與性。 

（九） 美術學院董振平教授放置於本校科藝中心旁廣場之藝術品「PONY小馬」，因董教授

近期聯繫另有展場規劃，將運離本校後不再送回，案經校長室一級主管以上會議討

論，希望能複製原型1件原地設置，經保管組繼續聯繫，董教授同意無償授權本校

以「黃銅」(中心管柱則為#316不銹鋼)複製1件，並推薦協作廠商協助完成，所需經

費由本校自行籌措，全案簽奉核定完成後原地設置並填列財產增加單列帳管理。 

四、 出納組： 

（一） 電算中心於108/06/21召開108-1學雜費協調會議，研商確認註冊組、課指組、住宿

中心、出納組等各相關單位前置作業期程，出納組已於108/08/06完成學雜費繳費主

檔上傳，中信銀於108/08/07至10印製及寄送繳費單，學生續於108/08/07開始繳費。

(預計繳費學生人數3,566人，金額新台幣 1億510萬1,930 元) 

(二) 108年7月份工讀金已於108/08/15核撥入帳，本次總計核發89人次，總金額為45萬

1,779元。 

(三) 有關列印成績單等文件自動繳費機採購案，108/07/10廠商至校完成主機模組與教務

系統介接測試，108/08/08進行系統軟體及使用者介面測試。已與得標廠商協商加快

本案檢測進度，新機預計於9月初進校測試。 

五、 文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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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8/08/16已為兩位新任主管辦理電子公文系統操作教育訓練，另尚有其他兩位新任

二級主管正在安排課程時間。 

（二） 本年度文件銷毀作業在108/08/23彙整相關校內銷毀需求，將接洽廠商安排送銷毀日

期，歡迎各單位尚有銷毀需求者，可先行告知以利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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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年 8月 28日 

研究發展處工作重點--林研發長姿瑩 

 一、 育成輔導 

 (一) 為重整本校育成輔導制度，於 108/8/7辦理顧問諮詢會議。刻正初步研擬中。 

 (二) 教育部 U-start 計畫訂於 108/10/9(三)蒞校辦理 108 年度實地訪視作業，刻正與

受訪視團隊聯繫準備中。 

 二、 因應教育部 9/30-10/2到校訪查 108年度預算執行情形與接受委補助計畫經費運用

情形，刻正協助準備未依相關規定完成結報案件之處理情形。 

 三、 推動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一) 第二期申請類型取消原第一期之種子型計畫，改分為「大學特色」、「國際連結」

二類，二類計畫下再區分為「萌芽型」、「深耕型」等二等級，提案申請資格： 

1.萌芽型：第一期計畫之延續、升級計畫；計畫主持團隊成員曾主持或協同主持

第一期計畫或其他部會相關計畫經驗累積 2年以上；或高教深耕計畫自評培育並

有具體績效之社會實踐計畫等。 

2.深耕型：提案團隊須為第一期萌芽型計畫之升級或深耕型計畫之延續。 

3.國際連結類：須為第一期萌芽型計畫之升級或深耕型計畫之延續。 

 (二) 本處與 IMCCI、藝推中心於 7月份 2次會議討論後，刻正進行計畫書擬撰。 

 四、 計畫申辦、執行與結案辦理情形 (1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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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專家申請出席國際會議 1 

核定 

研究生申請出席國際會議 2 

專家申請出席國際會議 1 

專題研究計畫 10 

變更 計畫執行各類型變更申請 2 

結案 
各類型計畫 0 

各類型計畫經費請款 13 
 

 (二) 非科技部計畫 

類型 補助案 委辦案 委辦-標案 合計 

申請 5 1 0 6 

核定 4 0 0 4 

結案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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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08/1/1-12/31 

 一、 計畫管理與提醒 

 (一) 計畫經費請購核銷請依所提報修正計畫書與預算表項目執行。如有支出用途變更

或其他新增項目需求，務請敘明必要變更經費或項目的理由、預算變更表、變更

後執行績效等，循校內程序簽經校長同意後，再進行請購核銷作業。 

 (二) 本計畫經費分期核撥，請撥款項執行率需達 70%方能請撥次一期款，即總執行率

28%。各單位已執行經費請務必及早辦理線上經費請購核銷作業，以利進度統計。

目前全校經費總執行率 26.50%，各計畫經費執行情形如下： 

基本補助款 
執行率(%) 

校級專案推動計畫 
執行率(%) 

7/31 8/20 7/31 8/20 

音樂學院 31.01 31.35 校 1共創敘事：從北投到世界-人文藝術跨域計畫 7.92 9.38 

美術學院 45.43 45.43 校 2藝科跨域合創計畫 1.67 2.47 

戲劇學院 39.85 49.23 校 3混藝計畫 0.29 0.59 

舞蹈學院 17.11 17.71 副校長室/校務研究（IR）推動計畫 0 6.48 

影新學院 12.13 16.81 國際處/Shared Campus專案合作計畫 42.38 48.12 

文資學院 20.88 21.13 教務處/教務與教學升級發展計畫 19.67 21.07 

人文學院 43.74 45.33 學務處/藝術媒介－社會實踐 43.59 51.47 

 研發處/教研人員及碩士生助理培育計畫 0*
1
 0*

1
 

總籌管理 執行率(%) 圖書館/藝術資料數位化建置及人才培育計畫 3.32 3.32 

計畫辨公室 35.07 35.07 藝術教育與文化政策研究中心 6.42 6.42 

校長室計畫 39.46 39.46 博班實驗室暨北藝學研究書寫計畫 19.77 30.25 

依教育部分期經費請撥規定，各單位執行率以累計實付數/核配數。 

*1：依執行單位規劃之計畫項目預計於 108/9辦理。 
 

 二、 計畫辦公室於 8/28 辦理計畫執行說明會，針對下半年計畫行政期程、年度成果報

告格式及撰寫方式、執行現況問題等與各計畫管理人員溝通。 

專案名稱：教育部 107 年度圖儀設備計畫 108/1/1-12/31 

 一、 
配合年度會計作業時程，請各執行單位務必掌握辦理期程於 12/5前完成請購程序；未動支額度將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以利計畫經費

結算。目前各單位經費執行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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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單位 

執行率(%) 時間 

單位 

執行率(%) 時間 

單位 

執行率(%) 

8/2 8/26 8/2 8/26 8/2 8/26 

音樂系 2.94 2.94 動畫系 51.41 65.12 人文學院 42.82 42.8 

傳音系 32.51 32.51 電影系 0*
1
 0*

1
 文學所 50.00 50.00 

美院 47.39 47.39 新媒系 69.27 74.12 通識中心 50.00 50.00 

戲院 18.48 19.56 圖書館 100 100 體育室 0*2 0*2 

舞院 5.62*
1
 10.46*

1
 電算中心 0*

3
 50.00 傳研中心 100 100 

*
1
：空間修繕項已由總務處協助辦理，惟單位尚未於會計系統辦理請購作業。 

*
2
：依執行單位 108/6/10進度提醒電子郵件回覆將於暑假辦理。 

*
3
：執行單位需求項目採購時間未到。 

 

 二、 107 年度計畫結案成果報告格式業公告於計畫平台，請各承辦人上網查詢利用。 

(本處網站 https://rd.tnua.edu.tw/ 於「計畫專區」中點選本計畫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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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08年藝術教育推廣計畫徵件補助 

 (一) 辦理 108 年「藝術教育推廣計畫」第二次補助徵件，此次徵件項目僅 A 類藝大平

台，預計補助 4案，申請時間自公告日起至 9/20(五)止，詳細辦法業以 108/8/2北

藝大研字第 1081002774號書函公告週知，敬請鼓勵所屬教師踴躍申請。(本處網站 

https://rd.tnua.edu.tw/ 於「計畫專區」中點選本徵件公告連結) 

 (二) 藝術教育推廣計畫 B 類藝大開門、C 類藝術實踐等二類補助計畫補助兼任助理人事

費，敬請新媒系盡速提供聘任者名單，以利依規定完成作業程序。 

 (三) 配合年度會計作業時程，請各執行單位務必掌握辦理期程於 12/15 前完成請購程

序；未動支額度將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以利計畫經費結算。目前各單位經費執

行情形如下：（統計時間：8/22） 
類別 單位 計畫名稱 執行率(%)  

藝大平台 

美術系 後河流：流域中的藝術製圖路徑 56.30 

IMPACT 淡水環境藝術節合作案 7.52* 

鬧熱專辦 鬧熱關渡節社區藝術工作坊 0.00* 

研發處 妖山混血盃 33.03 

藝大開門 

新媒系 未來跨域新媒體藝術教育推廣 0.21* 

藝跨所 關鍵展演教育推廣平台 0.00* 

舞蹈學院 雙向連結‧迎向頂尖 0.00* 

藝術實踐 
音樂學院 車過枋寮－余光中音樂劇 63.56 

舞蹈學院 《極相林》藝術實踐展演計畫 0.00* 

藝術傳播 藝科中心 網路電視台 52.39 

https://rd.tnua.edu.tw/
https://rd.tn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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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 跨域書寫 0.02 

*：執行項目時間為 108-1學期，或近期開始執行，將會陸續辦理核銷。 
 

 二、 2019妖山混血盃跨域創意實驗室將自 9月底開始展覽/演。預計於 9/27(五)18:00

假吐納冰淇淋店辦理開幕活動，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 

混血盃活動及學生相關展演訊息均會即時發布於實驗室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NUAGenieLab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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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截止日已屆，尚有部分單位經費核銷憑證尚未送至主計室審核，請各執行

單位多加留意並於 8/31前完成作業流程。後續結案作業時程如下： 

時間 結案項目 

8/31前 執行單位完成經費核銷作業 

9/3 執行單位提交會計系統收支明細表 excel檔 

9/15 執行單位完成計畫成果平台照片、影音及成果摘述上檔 

9/30前 成果報告暨經費收支結算表函送報部 
 

 二、 業收齊各執行單位成果報告電子檔，刻正彙製作報部成果報告中。 
 

https://www.facebook.com/TNUAGenieLab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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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8 月 28 日 

國際處重點工作--王國際事務長綺穗（戴總務長嘉明代理） 

一、 國際交流業務 

 (一) 辦理2019跨文化合作碩士學期課程。 

二、 境外學生業務 

 (一) 寄發108學年度本校境外學生(外國學生、僑生、陸生、國際暨大陸交換生)新生

入學須知，含居留簽證辦理、單次入台證、來臺必須攜帶之文件、保險事宜與

註冊報到流程等。 

 (二) 於8月22日派員參加臺灣獎學金及華語文獎學金承辦人員知能研習會。 

三、 交換學生業務 

 (一) 協助108年度國際暨大陸交換生辦理入學相關事宜，並於學校系統中進行建檔流

程。 

 (二) 協助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赴姐妹校交換之交換生辦理出國報備程序，通知延修

生繳交學雜費、學分費。 
 



6-1 

音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8 月 28 日 

音樂學院重點工作--蘇院長顯達 

音樂學院 

 一、 8/8 下午，蘇院長、簡美玲老師以及校友方怡婷小姐於台北忠孝醫院祈翔病

房，為漸凍人舉行「來自北藝大的溫暖」音樂會，現場氣氛誠摯感人。 

 二、 由音樂學院所協辦的林昭亮《第一屆台北大師星秀音樂節》活動與閉幕音樂會

已於 8/18 結束。本學院特別感謝保管組、展演中心、學務處、影新學院電影系

等各單位的大力協助以及許多老師們的參與，讓活動順利圓滿，也感謝校長的

大力支持！ 

音樂學系、管絃與擊樂研究所、音樂學研究所 

 一、 108 年公務文件銷毀相關事宜。 

 二、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徵聘音樂學組專任教師，應繳資料表格收件整理。 

 三、 108 學年度新生(含音樂系、音樂碩士班、管絃擊所、音樂學研究所、在職音碩

班及音博班)選課相關事務提醒與協助。 

 四、 樂團職銜學分學程協助線上配班選課。 

 五、 108 學年各類考試資料存檔整理。 

 六、 108 學年各類招生試務工作報告填寫：「招生工作日程表」、「招生標準作業流

程」、「系所面試標準作業流程」。 

 七、 2019 春夏系列音樂會:各場次宣傳資料收集。 

 八、 2019 關渡藝術節:(1)各場次節目文宣校稿(2)相關排練時程及場地安排(3)樂曲

解說撰稿。 

 九、 科技與音樂跨域實驗計畫 9 月 24 日(二)~9 月 30 日(一)將邀請 Jean Geoffroy

來校客座指導，並於 9 月 30 日(一)15:30、19:30 在曼菲劇場進行《能量轉

換》演出。 

 十、 《車過枋寮－余光中音樂劇》屏東文化處、文化部補助結案處理及經費核銷。 

傳統音樂系 

 一、 進行高教深耕計畫專任助理之聘任簽核與報到事宜，辦理部分業務調整與交

接。 

 二、 提請異動人事系統本系教職員名冊資料。 

 三、 公告 108-1 學士班主修古琴與琵琶之期初考試日期。 

 四、 陸續協助碩士班生畢業論文或書面報告繳交與離校辦理。 

 五、 進行學士班新生群組成員異動與群組選課說明，於新生座談會行選課輔導。 

 六、 提交回覆「特殊選才」委員審查意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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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陸續繳交報廢申請獲核之非消耗品與動產物品。 

 八、 確認新生置物櫃編列和預計出借樂器之清冊，及辦理左列資料新生領取事宜。 

 九、 辦理北管部分樂器維修事宜。 

 十、 關渡藝術節傳音系節目排練進行中。 

 十一、 門禁工程詢價中。 

 十二、 撰寫教育部美感教育計劃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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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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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執行】：高教深耕專案之色彩與文化研究室計畫，本院潘娉玉老師開設之《藍

染與創作轉譯》課程，分別邀請湯文君老師（國立臺灣工藝研究中心藍染工坊工藝

師）、劉俊卿老師（安染工坊負責人）與梅崎由起子（日本京都造型藝術大學藝術

學部美術科專任講師），舉行三場實作工作坊活動。建文所江明親老師亦將提供三

場藍染講座。將會是創作與論述兼富之課程安排。 

【計畫執行】：本院邀請義大利布雷拉美術學院視覺藝術系 Massimo Pellegrinetti

教授於 9月 23 日至 10 月 4 日進行《H.O.M.E.-地景現地製作雕塑工作坊》。於本

校進行為期二週的石雕創作，透過實作展示創作技法。 

【計畫執行】：本院邀請義大利布雷拉美術學院視覺藝術系 Roberto Rocchi 教授

於 9 月 23 日至 27 日進行《榮耀與苦難的再現-雕塑學理工作坊》，分享個人雕塑

創作經驗及當代歐洲雕塑問題發展之思想成果。 

【交流合作】：本院黃建宏所長將於 9月 16 日至 22 日帶領三位學生前往韓國江原

道與東京藝術大學國際藝術創造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of Global Arts, Tokyo 

University of the Arts）及韓國藝術綜合學校（(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進行工作坊學術發表與交流，主題為都市空間與仕紳化現象。 

【交流合作】：本院張乃文主任及蘇孟鴻老師於 9月 17 日至 23 日將帶領十位學生

前往中國杭州參與【兩岸青年藝術家交流展暨藝術論壇】展覽活動。。 

【交流合作】：【2019 亞洲雕刻五七五展】本院張乃文系主任與王德瑜老師將帶

領五位研究生於11月8日至14日前往日本沖繩縣立藝術大學參與展覽開幕及研討

會。 

【交流合作】：【東京藝術大學創作學理訪問】為增進學生美感鑑賞之國際視野，

以及促進姊妹校實質合作關係，由本院黃立芸老師策畫，偕同陳曉朋老師、吳繼濤

老師、陳介一老師，及六位水墨、版畫與藝術史主修之研究生，將於 11 月 8 日至

14 日自費前往日本東京藝術大學進行訪問，於創作與理論研究等多方面進行交流。

【創作獎項】：為提昇美術學院學生藝術涵養、研究與創作能力，鼓勵創作富開創

性之作品，並促進同儕良性競爭、刺激創作潛能，特與財團法人麗寶文化藝術基金

會合作，舉辦「第二屆當代雕塑麗寶創作獎」。預計於 2019 年 11 月 15 日舉行頒

獎典禮。 

【展覽活動】：本院郭昭蘭老師於臺北日動畫廊策展「旋轉歷史編撰學的爆炸圖」，

展期自 9月 7日至 10 月 20 日。將展覽看作是一張與歷史編撰學相關的爆炸圖，以

日本藝術家藤田嗣治的作品與缺席的戰爭畫為引子，同時展出高重黎、彭瑞麟、李

國民、區秀詒、鄧兆旻及張紋瑄等藝術家之作品。 

【展覽活動】：本院黃華真兼任教師於臺北市立美術館舉辦個展「曠野的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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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期自 8月 17 日至 11 月 3 日。以曠野作為自身繪畫創作經歷的比擬，於畫布展開

自我相遇、迷惘、煉靜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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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協助學生畢業離校相關事宜。 

【學務】：大學部與研究生工作室年度清理與整治工作。 

【學務】：寄發新生開學通知。 

【展覽活動】：本系博士生王叡栩於良日激動所策展「壞結構 NON-Construction」，

邀請林晏竹與吳芊頤二位藝術家進行展出。展覽發想自 1950 年代後於臺北盆地大

量興建的「步登公寓」之歷史發展脈絡為起始，跳脫建物結構歷史發展的必然性，

嘗試從歷史的再構中探討現今人、世界與存在的關係結構。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二、 

三、 

【學務】：協助研究生畢業離校相關事宜。 

【學務】：寄發新生開學通知。 

【展覽活動】：本所劉紀彤同學 9月 1日至 10 月 6 日於台南絕對空間舉辦個展「沿

河」。以河流實質／象徵性之雙重追索，指向個人生命主體經驗與都市空間歷史脈

絡的眾多意義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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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8 月 28 日 

戲劇學院重點工作--鍾院長明德 

戲劇學院 

一、 已於 8/19 上午召開 108 學年度 T305/T205/T106 畢業製作劇組第一次製作會議，排

定本學年工作期程、確認各組工作進度與相關注意事項。 

二、 已於 8/19 下午召開 108-1 戲劇學院秋季公演《Pornography》第二次製作會議，確

認設計稿並溝通各部門製作經費需求。 

戲劇學系/所 

一、 規劃於 9/3 15：30 於戲劇系館 T107 舉辦新生系務介紹及選課輔導。 

二、 「2019 歐丁獎學金」由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陳弘洋同學獲得，將於 8/23～9/2 前往

參與歐丁工作坊。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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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落地接待參與學校 7 名成員，本系預計請何一梵老師帶領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陳昶

旭、周品嘉同學等人及周同學創作之《玻璃箱》至當地呈現。 

四、 戲劇學系碩士班將於 10/19～10/20 舉辦 2019 全國碩博生戲劇學術研討會「劇戲靡

遺」，日前論文摘要初審通過 19 篇。 

劇場設計學系/所 

一、 2019年布拉格劇場設計大展，學生補助款項已開始辦理核銷。 

二、 TD109燈光實驗室倉儲架工程以及網路系統工程已於8/20-21完成。 

三、 109學年各式招生簡章已修訂完成。 

四、 暑期集中課程【繪染專題】，由莊世琦老師開課，即將在8/26(一)、8/28(三)、8/30(

五)、9/2(一)、9/4(三)、9/6(五)暑假期間授課，開學後之上課時間將由老師和學

生協調而定。 

五、 規劃於9/9(一)早上舉辦第一次系大會，向學生宣布系上之各項事宜以及注意事項。

專案計畫推動-【高教深耕計畫】 

一、 本系與關渡藝術節合作之《盛宴》，預計於9/20～9/22演出。導演陳大聯已於8/16

來台，每日進行密集排練中。 

二、 2019「東亞大眾戲劇論壇」9月份於北藝大舉行，12/13～15於日本立教大學舉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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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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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8 日 

舞蹈學院工作重點--何院長曉玫 

舞蹈學院 

一、四校聯演《埕》正進行核銷與成果報告彙整。 

二、藝大開門舞蹈學院-《雙向連結‧迎向頂尖》第一場工作坊已於2019年8月21日圓滿完

成，有54位校外人士參與，年齡層跨越15至50歲。 

三、持續進行108年度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設備計畫，目前工程已經於2019年8月22日開始

進行，包括教學支援空間廢棄品拆卸運棄，水電與地板裝修工程等事宜。 

四、舞蹈系館舞八S8教室空調主機整修工程，將於近期進行工程招標。 

五、何曉玫老師舞團「Meimage Dance」舉辦第九年鈕扣計畫（鈕扣取其諧音New 

Choreographer）-給流浪舞者的回家計畫，挖掘旅外新生代的編舞家，本次有本系四

位優秀校友，包括德國Emanuel Gat Dance Company擔任舞者的鄞廷安、德國萊比錫歌

劇 院 舞 者 的 劉 方 怡 、 韓 國 環 球 芭 蕾 舞 團 獨 舞 者 的 梁 世 懷 、 紐 約

Abraham/Abraham.In.Motion舞團擔任舞者的蕭潔恒。於2019年8月23至25日於國家兩

廳院實驗劇場進行演出。 

六、本系創系元老、台灣現代舞專業訓練體系的奠基者、本校名譽博士羅斯帕克斯於2019

年8月初於紐約辭世，受教師生共同緬懷該師在校貢獻。 

舞蹈學系七年一貫制 

一、由退休教師吳素君老師擔任導演，張曉雄主任編舞，於 2019 年 8 月 19 日於新北市政

府多功能集會堂舉辦演出《原心原聲-音聲海》。 

二、由主任張曉雄老師及金馬獎最佳女配角呂雪鳳所主演張作驥的電影新片《那個我最親

愛的陌生人》已進入第 56 屆金馬獎複選，頒獎典禮將於 2019 年 11 月 23 日舉行。 

三、舞蹈系七年一貫制實習舞團焦點舞團，2019 年 8 月 5 日至 8 月 23 日進行於英國知名

當代舞團侯非胥．謝克特現代舞團的校友張建明大師名作排練。 

四、109 學年度各項招生簡章確認中。 

五、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各項課程異動確認、公假名單製作中、選課輔導等事宜。 

舞蹈研究所 

一、本所所長林亞婷老師、陳雅萍老師、以及博士生于知愛獲邀參加於 2019年 8月 8日至

11 日舞蹈研究學會（DSA）於美國芝加哥西北大學辦理之 2019 國際舞蹈學術研討

會，博士生于知愛並獲科技部補助，後續結案程序協助處理中。 

二、2019 年 9 月 3 日進行舞蹈研究所專業知識測驗。 

三、2019 年 9 月 3 日召開舞蹈研究所新生座談會。 

四、舞蹈研究所創作主修研究生江婕希於 2019 年 9 月 5 至 7 日假納豆劇場舉辦畢業製作

《漫漫》。 

五、協助應屆畢業生完成各項論文審查、繳交以及離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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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聯繫及協助 108 學年度新生相關課程預選事宜，修訂研究生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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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CND 研習營，整理成果結案與核銷，預計 9 月底進行分享。 

2.國際領航子計畫：季里安《墮落天使》作品重建演出，已展開製作籌備，9 月初開始

排練。 

3.首屆亞太當代舞蹈平台於 2019 年 8 月 26 日正式展開，為期兩週的舞蹈編創與研習

營，共 75 人報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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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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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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新學院近期協助電影系辦理新聘助教職務代理人作業，預計於9月初完成人事聘

用程序。 

 二、 影新學院近期彙整三系擬提108年度教育部補助圖儀設備經費計畫，以配合研發處

計畫時程辦理計畫申請。 

電影創作學系 

 一、 電影系於8月15日(四)召開本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感謝校長蒞臨會議，給予學系教

職員指導與鼓勵。該次會議除討論108年教育部補助圖儀設備計畫提案，及系務相

關議題，並正式通過在代理系主任在任期間，由李啟源老師負責電影系工作協調

，所有應由學系主管出席之學校會議，皆會請李啟源老師出（列）席。 

 二、 電影系新任高教深耕計畫專任助理李益丞先生於8月19日(一)順利完成報到，接手

學系器材設備管理工作，並即刻展開財產清點、器材設備採購規劃等工作。 

 三、 電影系於8月28日(三)召開本學期第2次教評會議，進行108學年度第1學期擬補提聘

兼任教師審查。 

 四、 電影系因應教師人員異動，近期針對本學期開設課程進行清查，確認開學後各必

、選修課程之授課教師及課程時間。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於8月12日(一)進行2019光藝術節的第二次作品報告會議，確認裝置展參展

作品及作品製作預算等項目。 

 二、 新媒系於8月中旬完成系辦公室空間隔間與照明整修，完成整修之系辦公室將提供

更多洽辦公務及師生交流之公共空間。 

 三、 新媒系碩士班李珞伊同學，「獨腳仙紀事」個展，展出時間為8月3日(六)至8月25日

(一)，於「新樂園藝術空間」展出。 

 四、 新媒系王俊傑老師「影‧暴‧性」錄像藝術展，展出時間為8月17日(六)至9月21日

(六)，於「双方藝廊」展出。 

 五、 新媒系王福瑞老師聲音裝置作品受邀德國威瑪藝術節展出，展出時間為9月5日(四)

至9月7日(六)。 

動畫學系 

 一、 動畫系電腦教室網路改善工程預計將於8月底完成，完工後將有效提升教學廣播品

質及3D動畫運算需求。 

 二、 動畫系擬於8月底完成年度報廢財產繳送作業，並配合文書組公務文件銷毀作業，

於9月5日(四)繳送逾期招生審查資料及個資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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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2019關渡國際動畫節訂於8月28日(三)召開初審會議，並於8月30日(五)公告於動畫

節官方網站及相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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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8 月 28 日 

文化資源學院重點工作--林代理院長承緯 

 一、 邀約108學年度院教評會及院課程委員會委員。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所學會籌備及聯絡 9/8 所迎新相關事宜。 

藝術行政與管理研究所 

 一、 籌辦 108 級新生入學密集課程，本課程於開學前 9/6 至 9/8 舉辦。 

 二、 文化資源學院迎新活動本學年由藝管所主辦，學生會已完成師長及新生邀請，活

定細節正陸續籌備辦理中。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持續輔導並協助學生論文修改、電子論文審核，以及辦理休學、復學、畢業離校

手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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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8/30及9/2召開南、北各一場諮詢委員共識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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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年 

12月5-6日假國際會議廳暨多媒體視訊會議室舉辦，相關徵稿公告已於6月底開始

展開宣傳，大綱截稿時間為9/13；本研討會本年度將特邀加拿大學者Jennifer Carter

及日本神奈川大學知名學者蒞場進行專題演講，兩位外籍學者相關行程正安排規

劃中。 

 二、 本所訂於今年 10-11 月邀請加拿大學者 Jennifer Carter 來台講學 1 個月，期間除在

本所進行課程講學訪問外，亦訂於 10/17 在文資 BrownBag 午餐論壇以「1970 年

代新博物館學運動」為題進行演講，期與本校師生進行相關主題之深度交流，學

者相關住宿藝大會館事宜及來台行程亦已安排及確認。 

 三、 訂於 7 月底 8 月初辦理及完成本所研究生於暑假期間至公私立博物館、大學附屬

博物館實習之雙邊簽約事宜；今年度為本所第一年度以校方名義展開與學生實習

單位；目前已確認同意簽約以及將回覆單位計有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國立臺灣

科學藝術教育館及國立交通大學藝文空間。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108 學年度新生確認為國合會獎學金受獎生者共 3名，分別來自貝里斯、瓜地馬

拉及宏都拉斯。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本博班Brown Bag午餐論壇，108-1學期共計規劃8個講次，將分別由本博班博士生

、博物館研究所研究生長崎考察團、IMCCI兩位研究生，以及博物館研究所邀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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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國際學者Jennifer Carter進行１場分享。本活動各場次及地點均已安排底

定，現階段正進行活動海報及粉絲頁的設計及活動細部修訂，預訂8月底展開相關

粉絲頁及Ｅmail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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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年 8月 28日 

各單位之重點工作--吳院長懷晨（王主任盈勛代理） 

通識教育中心 

一、 圖儀計畫:教學大樓空間整修工程動工，業已於出入口施工公告，敬請出入教學大

樓師生注意。施工期間工地聲音干擾，部份課程將調動上課教室。 

二、 經財產盤點作業，教學大樓報廢清運不堪使用且過年限之鐵製辦公桌，感謝保管

組協助清運作業。 

三、 提案申請 108 年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擬整修教室大樓部份光線及空

氣循環不佳之教室環境及改善 2 樓廁所。教學大樓公共區域油漆脫落係經去年營

繕組會勘後所需經費龐大，故無列入此次整修範圍。 

四、 教學大樓教室因人力有限，僅開放周間上班時段，歡迎教學目的借用。周六藝術

推廣教育中心借用。並請借用單位務必場復、關閉冷氣電源、保全設定。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一、 規劃 109學年度碩博班招生宣傳活動與官網改版作業。 

師資培育中心 

一、 因應本中心 B301、B302辦公空間工程，九月份部分課程將暫時借用其他教室上課，

工程期間將先移至 B304辦公。 

二、 本中心表演藝術第二專長學分班第三階段已於上週結束課程，將統整各科成績製

作成績單分送各學員，第四階段將於明年寒假上課。 

三、 提案申請 108 年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擬整修辦公室、教室部份空調

及教學空間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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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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 

中心重點工作--孫主任士韋 

 一、 個人資料保護專案與校園智財行動方案之推動： 

  （一）個資最新辦理情形：於 6/19 辦理本校 107 學年度「個人資料事故應變演

練」，演練單位：學務處衛保組，秘書室與電算中心行政小組協同參與。本

次活動邀請資安顧問創逸科技林宗鈞先生全程指導。 

（二）智財最新辦理情形：本校 107 學年度「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

評表，已於 6/21日連同佐證資料報部備查。 

 二、 校園網路及安全： 

（一）感謝總務處快速協助修復研究大樓發電機，對於台電突然斷電之緊急供電

可有效保障網路機房設備免於斷電後之損壞。 

（二）老舊伺服器移轉至超融合伺服器案進度： 

第一階段 3-6月： 

前置作業「超融合伺服器環境需求測試」與「現行校園伺服器環境服務整

合測試」：完成三款解決方案原廠設備相容測試。 

專案評估報告(108.06.17)： 

107學年度第 2學期計算機指導委員會，審議 3 家超融合伺服器評估通過。 

第二階段 6-9月： 

7月：完成採購下單（貨運期約 4周）及超融合伺服器建置與時程會議。 

8月：部署安裝超融合伺服器與移轉老舊伺服器。 

     目前移轉進度 50%以上，已轉移校園伺服器服務 41台左右(代表性系 

     統：校園防毒軟體伺服主機、校園網路設備偵測伺服主機、門禁系統、 

     報名系統、差勤系統、財產管理系統)，陸續排程增加中（108.08.21）。 

9月：測試上線與管理者教育訓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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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對象為學校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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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執行年度 ISMS資訊安全系統持續維運更新 

7月：辦理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8-9月：ISMS文件制（修）訂作業、營運持續演練、稽核缺失改善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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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管理審查會議、第三方國際認證機構重新驗證稽核（Renew Audit）。 

（五）協助相關網路設定及問題排除：總務處營繕組、事務組、鬧熱專辦、戲劇

系、劇設系、新媒系、女生一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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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2學期成績輸入、轉歷年成績單、轉畢業、資料

調整、線上續休協助、在學證明、成績單文字、暑修、轉延修、貫七直升、

排名等。 

108學年度開課、選課、輔雙問題、師培生匯入、新生匯入、學雜費系統改版

（吃到飽）、課標問題、照片清冊、離校、同步學務檢查、新生填報等。 

2. 招生系統：轉學考、學士後考生報到資料、備取生遞補。 

3. 其他：新學年資料建立(組織單位、姊妹校、課標等)、國際中心更名相關調整、

資料彙整(人事室)、單位網站問題排除、資安預警程式修改、各單位網站協

助調整。 

（二）進行中之重要系統增修及開發工作： 

1. 學校校首頁上方大圖輪播測試。（校園網頁規劃小組於6/20開會決議） 

2. 教務師生入口網：目前正進行網頁程式實作。 

3. 通行證線上申請系統：配合車牌辨識系統上線，協助事務組進行系統介面調

整與廠商API整合。 

4. 線上書審系統：8月14日已協助招生組完成系所教育訓練，預計109碩博士班

甄試使用（108/11/5開始上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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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藝術中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8 月 28 日 

中心重點工作--王主任世信 

 一、 劇場使用事項 

 (一) 音樂廳 

1. 7/24~8/28 關渡藝術節活動* [盛宴]排練 S1 教室。 

2. 7/27 & 7/28 外租 台北室內合唱團錄音。 

3. 8/3 & 8/4 外租 擊樂文教基金會 [2019 打擊樂夏令營]。 

4. 8/10,8/11,8/15&8/18 外租台灣公益組織教育基金會[台北大師新秀音樂節]。 

 (二) 戲劇廳 

1. 7/24~8/28 戲劇廳劇場維護檢修工程。 

2. 7/22 戲劇學院學期製作劇場測量。 

3. 7/31,8/2& 8/7 兩廳前台轉播設備數位化工程。 

4. 8/25 三廳油壓升降平台專業檢修維護。 

 (三) 舞蹈廳 

1. 7/24~8/28。舞蹈廳空調箱更新工程。 

2. 7/31,8/2& 8/7 兩廳前台轉播設備數位化工程。 

3. 8/25 三廳油壓升降平台專業檢修維護。 

 

 

(四) 佈景工廠 

1. 6/24~9/6 劇場隔音門及工廠地板修繕工程。 

2. 8/25 三廳油壓升降平台專業檢修維護。 

 (五) 

   

(六) 

 

 

服裝工廠 

1. 服裝間儲藏室倉儲修繕工程。 

參訪 

8/1 學務長偕同日本台灣交流協會、松原一樹(新聞文化部長)、淺田雅子(新聞文化

部主任)、陳麗雲(新聞文化部)等共五名來賓參訪展演中心。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案名稱：關渡藝術節 

 (一) 

 

 

(二) 

(三) 

謹訂於 2019/09/09（一）下午 2時，於市長官邸藝文沙龍表演廳辦理 2019 關渡藝

術節記者會。敬請各位主管、老師預留時間。 

市長官邸藝文沙龍表演廳地址：台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46 號（02- 2392-9510） 

2019 關渡藝術節節目陸續收集文宣資料，手冊排版中。 

2019 關渡藝術節節目確定；進行確定節目簽約、採購議價中。各檔技術統籌負責人

就現有資訊已先行分派技術組各負責人，針對技術問題與演出團隊聯繫協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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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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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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年正式上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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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除上學期開播由學生負

責企劃的校園談話性節目外，也正規劃開設新的節目內容。 

3. 配合研發處妖山混血盃創作計畫徵選活動，預計在 9 月 27 日開幕活動及 10 月 9

日閉幕活動進行全程直播，並於 8 月 22 日進行實地場勘及直播準備工作討論。

後續也希望透過「牛奔電視」平台宣傳及社群行銷吸引校內師生關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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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目前正進行演出腳本修正、物件裝置設計與測試、技術應用測試、劇場技術

規劃、宣傳作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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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投射燈檢測及更換燈泡、《聲點》電路及

各項電子設備檢測、《梵谷眼中》紅外線攝影機及偵測位置檢測微調、《鏡花水

月》感測範圍及投影相對位置微調、《印象城市_臺北》互動裝置檢測及效果微

調。 

2. 馬來西亞國家藝術文化遺產大學講師 Fasyali Fadzl bin Saipul Bahri及瑪美里文化

村總監 Rashid bin Esa 由文化部文化交流司亞太科武蔚翔先生陪同於 8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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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人與作品所產生的互動表示讚賞，並對於「舞動綻放」、「清明上河圖」等

科技藝術作品留下深刻印象，也肯定本校致力於科技藝術發展的努力。 

3. 朱宗慶打擊樂團教學系統文化之旅成員一行 68 人於 8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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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透過實際操作的

過程，對於「梵谷眼中」、「鏡花水月」等科技藝術作品感到相當有興趣，亦希

望未來有更多機會能接觸科技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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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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8 日 

中心重點工作--王主任寶萱（林研發長姿瑩代理） 

一、推廣教育 

 (一) 推廣教育： 

 1. 推廣課程： 

 2019年秋季班，目前經課程審查會議通過並上架58門課程，計關渡校區36門、

華山學堂9門、思劇場2門、國際藝術村11門。 

 規劃未來將與剝皮寮歷史街區合作開設課程。 

 2. 

 

 

職能認證： 

 勞發署已來文通知＂花藝設計職能導向課程補助計畫＂同意補助，目前就委員

及承辦單位意見進行修正送審中。 

二、藝大書店 

 (一) 近期活動部分： 

 9-10 月 

 北藝大文創新品~ 上市囉!!!   

北藝大萬用卡片 白色/綠色  售價 $60 

希望大家每天都是「有太陽的日子」 

Ta la a dja van ne cu 

北藝大信封信紙組合包       售價 $70 

 一包內有三份信紙信封喔! 

寫推薦信不能沒有的小物~ 

以上商品皆享有校內單位採購 75 折, 學生/教職員 9 折優惠折扣 

相關訊息已同步公告於書店粉絲頁及校內 EDM 上, 歡迎來店看漂亮的

新品 

 9/27-10/12 [ 第十一屆關渡電影節X藝大書店展前放映 ]活動, 將於9/27在書

店二樓(五)於書店舉辦展前放映與映前.映後座談會。 

 9/29-10/13  2019 妖山混血盃 [夢語計畫 I ] 作品展出 。 

三、徵人啟事 

 1. 尋求神隊友：中心徵專員，相關公告已再次發送，還請同仁協助轉發及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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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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8 日 

中心重點工作--江主任明親（林代理院長承緯代理） 

 一、 未來‧傳統實驗基地 

 (一) Making 實驗講座：傳研中心作為跨界平台，108 年年底前將辦理多場結合實作特

質之講座活動，包含「工藝作為教育實踐：印度染織為例」（邀請臺灣染織藝師與

研究者進行對談）、「藍染轉譯」（與美術學院合作）、「日本正倉院樂器修復示範講

座」（與傳統音樂系合作）等多場活動，並將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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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特展：「中國裝束復原」特展（展演中心主辦），預計於 11/17-12/2 展出。 

 (三) 手做小時光：在日常生活中以身體連結傳統，依循節慶辦理小型工作坊，邀請北

藝大本地、外籍師生與教職員參與臺灣傳統生活，108 年底前預計辦理「紙之春」

體驗工作坊。本系列活動皆提供中英雙語資訊。 

 二、 國際合作 

 (一) 與日本京都精華大學傳統產業創發中心研議合作同意書之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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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音樂學程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8 月 28 日 

IMPACT 音樂學程之重點工作--盧主任文雅（林研發長姿瑩） 

一、 音樂與影像藝術學士學位學程籌備 

 已於 1/11、4/24、5/10、5/27、6/5、6/13、7/3、7/12、7/16、7/18 分別召開諮詢會

議，並於 8/14(三)召開第一次籌備委員會議，召集人為陳校長愷璜。 

二、 2019 關渡國際動畫節 

 與動畫系合作國際動畫節「最佳動畫配樂獎(Best Original Score)」與「最具產業潛

力配樂獎(Best Promising Score in Industry) 」已邀請內外專業評審與學生評審團，

預計 8/26(一)召開會議討論執行情形。  

三、 108 學年度迎新活動 

預計 9/9(一)辦理第四屆新生訓練活動：選課作業、實習辦法說明、專業空間介紹、

學長姐經驗分享、師生意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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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107 學年度第二期補助金暨期末成果報告申請，待文化部函覆查核結果。

 二、 教育部－「108 年藝術教育推廣計畫-IMPACT 拉吉歐 –音樂跨藝合創計畫」 

  (一) 淡水環境藝術節跨校合作 

  1. 與淡江大學跨校合作，於淡水環境藝術節期間，假淡水遊滬中心辦理跨藝音樂

展演，刻正進行跨校交流及活動之預備。 

2. 8/19(一) 第一場讀劇工作坊假淡江大學傳播館已辦理完成，8/26(一)第二場讀

劇工作坊刻正辦理中。 

(二) 礁溪地區藝術推廣音樂營 

1. 7/30(二)至宜蘭礁溪國中拜訪校長與家長會長，諮詢辦理礁溪地區音樂營評估。

2. 8/20(二)至宜蘭礁溪地區拜訪 6 所(礁溪國小、三民國小、四結國小、吳沙國中、

玉田國小、礁溪國中)中小學校長，並討論礁溪地區音樂營實施之可行性。 

3. 8/22(五)至社子福安國中觀摩基石/馬雅音樂辦理偏鄉反毒音樂營形式。 

4. 暫定 11 月底於宜蘭礁溪國中辦理為期 4 天礁溪跨校聯合音樂營，刻正進行活

動安排與相關工作坊之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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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8 月 28 日 

重點工作--陳主任約宏 
 一、 

二、 

 

 

 

 

 

 

 

 

 

 

 

 

 

 

三、 

 

 

四、 

 

本(108)年 5 月向職安署詢問有關「勞工健康服務護理人員」設置相關疑義，獲職

安署回覆重點為：「1.無論是僱用或是特約之護理人員，均為常態且持續於工作場

所辦理辦理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 條至第 12 條事項。2.基於危風險及保障工作

者安全及健康之立場，特約醫師臨場服務之頻率應以風險類別高者(第 2 類)計

之，即依本規則附表 2 之規定，醫師臨場服務頻率應為每 2 個月 1 次。」本校對

於職安署所回覆事項再提出疑議，包括：「1.就本校兼任教師之數量認定影響職醫

臨場服務頻率之問題。2.職安署所指示之職醫臨場頻率為每 2 個月 1 次，並未依

「危害風險」不同進行區分。3.增列特約勞工健康服務護理人員服務頻率係建議

修法內容。」職安署於本(108)年 7 月 29 日發文給教育部，副本送本校，就有關

各校勞工人數涉及兼任教師受聘於多校任職之情形時，其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責任歸屬等事項，建議由教育部統一回覆，俾憑辦理。本案擬俟職安署函復後，

再簽辦後續職醫及職護相關事宜。 

教育部於本(108)年 8 月 6 日來函指示各大專校院應依「大專校院環境安全衛生組

織人員設置指引」辦理各校環境安全衛生相關事宜。本指引分組織及人員類別進

行彙編，經檢視本校設置情形重點摘錄如下：(一)組織：１、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單位：本校設有「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2、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本校

設有「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3、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理委員會、生

物安全、輻射防護及動物等委員會：經查本校無相關實習場所，暫無需設置。(二)

人員：1、校級設置人員：(1)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已設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員、專責人員。(2)從事勞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已有

特約職業醫學專科醫師每 3 個月臨場服務 1 次。勞工健康服務護理人員已多次上

網依特約方式聘用，惟未有相關單位投標，目前已行文向職安署反映，擬俟函復

情形簽報僱用事宜。(3)環境保護專責技術人員：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部份，本

校無環保署公告依法應設置空污人員之製成條件，無需依法設置專責人員、室內

空氣品質維護管理專責人員及廢水處理專責人員目前均由總務處營繕組設置完

成。2、現場作業應設置人員：各實習場所已依法設置相關人員。3、急救人員：

學務處衛保組設置有相關人員，未來併職護到任後辦理。4、毒化物技術管理人員：

本校尚無需設置。 

於本(108)年 8 月 7 日向本校各實習場所管理人員發出本(108)學年度進出實習場

所教職員工名冊，以作為本校第二類事業人員數計算，預計於 9月 10 日回覆本室

後，俾辦理相關職安衛管理事宜。 

依職安法規定每月應上網填報職災月報，本(108)年 7 月份本校並無職安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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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5 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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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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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8 日 

圖書館重點工作--黃館長貞燕（彭組長家蕙代理） 

一、 全館業務： 

(一) 圖書館轉型計畫架構與方向已於 7月 24 日向校長及師長們報告，開始撰寫正式版

本以及規劃執行辦法，將首先由與中央研究院簽訂「開放博物館／北藝大分館」

合作協定，試辦專案計畫工作室、訂定館藏淘汰基準及電子資源採購原則等項目

進行。 

(二) 高教深耕計畫研習 
國內研習方面，8月20日共10位同仁參訪國立臺灣博物館庫房，以作為校史及非

書資料典藏環境建置參考，同時參訪文物管理系統，以借鏡其自動化處理流程，

作為圖書館轉型執行參考。 

二、 採錄編目組： 

(一) 李行導演及洪鈐作家轉贈150冊藏書一案，已完成圖書修復評估，並預計申請108

年教育部圖儀設備補助款進行數位化掃瞄及圖書修復作業。 

(二) 暑期期刊裝訂已回館，陸續處理上架中，急需使用者可洽採編組王彥翔組員。 

(三) 書標未標示館藏代碼 P 的過期期刊，7 月 23 日至 8 月 16 日完成書標更新計 368

冊。 

(四) 107年教育部圖儀設備補助款已全數執行完畢，刻正規劃108年計畫書申請內容，

並將依規定於 8月底前繳交。 

三、 閱覽典藏組： 

(一) 館藏書庫與閱覽服務 
1. 完成 108 年度館藏盤點作業，範圍為類號 DS1-DS710。報表經主管核章後已

送保管組彙整。 
2. 完成 DVD 區移架及標示重製作業。因架位不足，同時將 A-M 類及 PN 類中之

複本 DVD 撤架，改置 4 樓罕用書區。 
3. 8/8 台北 4 級地震，造成 5-6 樓各書架最上層書籍掉落，數量相當多。為盡快

復原書庫的使用，本組同仁在開館後第一時間即於書庫進行書籍整理上架，並

發現部分書籍因掉落而摔壞，需再做修補。 

(二) 指定參考書服務：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指定參考書目前有 11 門課設定 64 件資料，

現正持續受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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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圖書資源利用教育：108學年度第 1學期圖書資源利用講習調查函已發送，目前有

4 門研究方法／論文寫作相關課程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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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稿翻譯已完成，目前安排母語使用者為校稿人員，確認翻譯品質。 

2. 聯繫排版人員試排，9月進行全書排版。 

(二) 研擬與中研院數位文化中心開放博物館的合作計畫，目前從系統建置、分館架構

等具體項目進行討論，並規劃與整理第一批上傳的內容，主題暫定為校史圖錄資

料。 

(三) 為使校史資料獲得更好管理，將校史資源後設資料導入圖書館系統中，初步進行

較為緩慢，預計 9 月登錄完其中一箱資料，約 150 筆資料。 

(四) 校史資料蒐藏與整理、數位典藏與紀錄 
1. 重新梳理已登錄之校史實體文物共將近 3000 件，配合導入圖書館系統。 

2. 校史藏品光碟之目錄建檔，釐清光碟內容，已將現有光碟全數梳理完畢。 

3. 配合開放博物館的規劃，梳理校史圖錄的相關資料，檢查圖像解析度與檔案

格式等。 

 



21-1 

關渡美術館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08 月 28 日 

美術館之重點工作--黃館長建宏（王研究助理叡栩代理） 
 一、展覽活動 

1. 《情書•手繭•後戰爭》、《用色拼字－蘇予昕個展》、《我們是烏龜－林亦軒個展》、《光

年－傅饒個展》等四檔展覽於 7 月 12 日順利開幕，展期預計至 9 月 22 日止。 

2. 同期舉辦韓國首爾藝術空間＿衿川的交換藝術家卞相煥的駐村成果展《當季的顏

色》，展期自 8 月 7 日起至 8 月 25 日止，並接續舉辦由韓國 OCI 美術館來台駐館的

藝術家崔秀珍的駐村成果展《Summer Twist》，展期自 8 月 27 日起至 9 月 08 日止。

 二、教育推廣活動 

1. 當期展覽推廣活動： 

2. (1) 8 月 19 日，韓國駐館藝術家崔秀珍馬偕醫院安寧病房工作坊。 

3. (2) 8 月 21 日，志工藝文空間參訪-安卓藝術劉文瑄個展。 

4. (3) 8 月 28 日，韓國駐館藝術家卞相煥工作坊。 

5. (4) 9 月 15 日，關渡美術館 2019 海外駐派藝術家分享暨作品發表會。 

6. 團體導覽服務：7 月份登記 26 人，8 月份目前登記 60 人，9 月份目前登記 45 人。

 三、駐館創作／研究計畫 

1. 國際對等交換駐村計畫合作單位澳洲墨爾本皇家理工大學及韓國京畿道創藝中心

於 9 月 16 日執行今年度交換計畫，來台駐館分別為藝術家 Kieran Boland and Brie 

Trenerry 及策展人姜旻知。 

2. 7 月 22 日蕭瓏駐村藝術家 Samuel Seger 來館進行關美－蕭瓏對等交流駐村計畫，9

月 2 日澳洲藝術家 Mark Themann 來台駐館。 

 四、典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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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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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9 月 23 日進行現場施工工程。 

3. 配合全校區 8/18 停電檢修機電設備及 8/24 停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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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年 8 月 28 日 

秘書室重點工作--鍾主任秘書永豐 

一、 108年 11~12月主管會報開會日期（草案） 

十一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3:30 

主管會報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13:30 

主管會報 
(環安室、IMPACT、研究單位、

圖書館、關美館需參加) 

  
      

24 25 26 27 28 29 30 

  
 

13:30 

行政會議  
       

 

十二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13:30 

主管會報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13:30 

主管會報 
(環安室、IMPACT、研究單位、

圖書館、關美館需參加) 
 

        

22 23 24 25 26 27 28 

  
13:30 

校務會議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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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副校長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08 年 8 月 28 日 

李副校長室重點工作--李副校長葭儀 

一、 本室於 8月 12 日邀集教務處、研發處與電算中心一同參訪國立宜蘭大學。由宜蘭大學

進行簡報分享，分別就校務研究、校務研究雲端資料庫之運作以及招生專業化等三面

向進行交流，獲益良多。 

二、 本年度校友歸巢活動預計 10 月 19 日中午於寶萊納辦理校友畢業 30 重聚餐會。主要邀

請對象為第三屆畢校友與師長，業於 7月 30 日與第三屆校友代表召開籌備會議，活動

內容積極籌畫中。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主管會報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  由 
擬建議自 108 學年度起調高本校教師升等或送審教師資格所送專

門著作(或作品或技術報告等)之外聘委員審查費一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依據本校 108 年 7 月 24 日主管會報決議事項辦理。 

二、本校 86 年 12 月 15 日 86 學年度第 9 次主管會報決議：教師升

等著作審查費支給標準，校內審查委員為新台幣 1000 元，校

外審查委員為新台幣 2000 元。 

三、經調查國內 15 所大專校院外聘委員審查費大多為 3000 元，僅

陽明大學、成功大學及臺南藝術大學 3 校為 2500 元，（如附件

一）。另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數額表規

定：中文審查費按字計酬，每千字中文 200 元、外文 250 元或

中文每件 810 元、外文每件 1,220 元。以本校最近一次辦理教

師升等著作(或作品)之 8 位教師著作(或作品或技術報告)為

例，8 位教師著作(或作品或技術報告)字數及件數均已超過

3000 元標準（如附件二）。 

四、建請調高外審委員審查費支給標準為 3,000 元或 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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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著作(或作品等)外聘委員審查費 

 

編號 學校 支給標準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000 元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3000 元 

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3000 元 

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3000 元 

5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3000 元 

6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3000 元 

7 國立屏東大學 3000 元 

8 國立成功大學 2500 元 

9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2500 元 

10 國立體育大學 3000 元 

11 國立政治大學 3000 元 

1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3000 元 

13 國立陽明大學 2500 元 

14 臺北市立大學 3000 元 

15 國立空中大學 3000 元 

 

附件 1 



本校最近一次升等教師之著作或作品字數統計一覽表 

  專兼任  姓名  升等途徑(著作或作

品或教學實務或技術

報告) 

主要代表著作或作

品等字數 

參考作字數或件

數 

1  專任  ○○○ 作品送審  60,000 字  3 件 

2  專任  ○○○ 作品送審  89,184 字  4 件 

3  專任  ○○○ 專門著作送審 171,036 字  4 件均為中文

(18,550 字、6,017

字、14,751 字、

6,678 字) 

4  專任  ○○○ 應用科技技術報告送

審 

115,742 字  4 件均為中文

(14,940 字、

24,469 字、6,577

字、9,674 字) 

5  專任  ○○○ 教學實務技術報告送

審 

6,671 字  4 件(中文 7,000

字、外文 1,700

字、外文 30,000

字、中文 12,048

字) 

6  兼任  ○○○ 作品送審  95,751 字  3 件 

7  兼任  ○○○ 作品送審  230,000 字  3 件 

8  兼任  ○○○ 作品送審  27,129 字  4 件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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