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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1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國際會議廳 

主席：陳愷璜校長                                       紀錄：楊學慧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會議出席人數：應到 126 人，實到 79 人。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一、2022 第十屆博物館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訂於 111 年 10 月 27~28 日假本校

國際會議廳舉辦，以「公共博物館學：公共性、新性與方法論的想像及其

實踐」為主題，探討、反思博物館當前的角色與課題，歡迎師生們踴躍參

與。 

二、10 月 22 日本校辦理「名譽博士暨傑出校友頒授典禮」，在此特別感謝林

于竝學務長擔任北藝大創校 40 週年校慶總導演之辛苦籌劃、王玉玲組長

以及本次參與頒授典禮的所有工作單位主管及同仁們，本人在此致上最大

的謝意，我覺得這是有始以來最好的一次，希望未來一次能比一次更好，

頒授典禮後，我也收到許多貴賓給予的稱讚和支持，非常令人動容。 

三、11 月份起，本人將會同行政一級主管們赴各學院與主管及專任教師座談，

交流系所評鑑結果後續改善、未來校務發展計畫、藝術永續推動及第二期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等事項之意見，以利瞭解各院、系所期待及行政單位協

助之處。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暨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確定。 

 

肆、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教務處林劭仁教務長（詳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第 2 頁；共 9 頁 

（一）111 學年度大學入學係招收首屆使用108新課綱的學生，他們的學

習歷程和以往之學生不同，請各教學單位宜有相關之因應與調整。 

 

二、 學生事務處林于竝學生事務長（詳工作報告）。 

 

三、總務處莊政典總務長（詳工作報告）：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劉慧謹老師：學生餐廳開幕至今將近二個月，據住宿生反應每天菜

色幾乎都一樣，我本人也去消費 7~8 次確實如學生所述，我覺得他

們真可憐每天面對同樣的菜色。 

●主席裁示： 

（一）有關劉慧謹老師所提學生餐廳菜色問題乙節，請總務處督促廠商

儘速改善，並請廠商應規劃設計不同的菜單定期循環使用。 

（二）因發展觀光條例之規定，本校藝大會館目前提供短期住宿及房務

服務等營運，應於114年1月22日前取得旅館業登記、領取登記證

及專用標章，始得繼續營業，且囿於學校用地依現行政府規定，

尚不得設立旅館。本校經整體評估，如須維持藝大會館繼續合法

營運，所投入之成本巨大無法預料完成時程，另考量影新學院及

文資學院之教學空間不足等問題，本學期起將依校內行政程序，

提送藝大會館退場案，該空間調整為影新學院教學空間使用。 

（三）112年起，將以專項經費整修學人宿舍，以供本校聘任之外國短期

駐校學者或藝術家住宿使用。 

（四）佈景工廠新建工程終止執行後，111年5月起本校之污水已納入台

北市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校門口所遺留之污水處理廠空間，業

已整修完成，後續將轉予電影創作學系使用。 

（五）藝大書店自111年10月起委外經營，廠商承接藝大書店原有商品及

原有服務功能。 

四、研究發展處于國華研發長（詳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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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隨著全球各地極端氣候事件與災害頻繁，是各國政府及企業面臨

的急迫議題，而藝術也不例外，請各教學單位導師帶領學生一同

參與111年11月23~26日由赫爾辛基藝術大學主辦之「ELIA 

Biennial Conference」線上會議（請洽國際事務處），及12月8~9

日本校於科技藝術館舉辦之北藝大40周年「藝術永續：展演創作

的趨勢與實踐」論壇，以期共同實踐藝術的社會責任。 

 

五、國際事務處林亞婷國際事務長（詳工作報告）。 

 

六、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林宏源主任（詳工作報告）。 

 

七、音樂學院蘇顯達院長（詳工作報告）。 

 

八、美術學院劉錫權院長（詳工作報告）。 

 

九、戲劇學院王世信院長（詳工作報告）。 

 

十、舞蹈學院何曉玫院長（詳工作報告）。 

 

十一、電影與新媒體學院史明輝院長（詳工作報告）。 

 

十二、文化資源學院林承緯院長（詳工作報告）。 

 

十三、人文學院李葭儀院長（詳工作報告）。 

 

十四、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五、電子計算機中心孫士韋主任（詳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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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展演藝術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七、藝術與科技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八、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余昕晏主任（詳工作報告）。 

 

十九、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二十、圖書館黃士娟館長（詳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一）圖書館近期規劃建置之北藝大機構典藏系統，係以典型的機構典

藏系統為核心架構，收藏本校各學院、相關行政單位、展演及研

究單位之學術產出，其形式包含紙本、錄音或錄影資料，加以數

位化典藏並提供瀏覽。該系統的檢索技術、著作權之取得有別於

現今常用的系統，系統建置成功後，可促進文化資源保存與推廣。 

 

廿一、關渡美術館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廿二、主計室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廿三、人事室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伍、提案討論： 

一、本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本校「科技藝術館展演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藝術與科技中心〉 



 第 5 頁；共 9 頁 

決議：照案通過。 

 

三、本校「教師正向管教與輔導學生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學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四、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請報教育部核定。 

 

五、本校「專任教師聘約」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自 112 年 2 月 1 日生效。 

 

六、本校「研究人員及助教聘約」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自 112 年 2 月 1 日生效。 

 

七、本校「新制助教聘約」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自 112 年 2 月 1 日生效。 

 

八、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人

事室〉 

    討論意見及補充說明： 

（一） 徐亞湘主任：因學院較無法掌握系所的專業性，系所和院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的外審委員推薦人數，建議調整為系所的推薦人數為

三分之二，院級為三分之一。另外，系級初審時間修正為 3 月 31

日和 9 月 30 日前，院級複審為 7 月 31 日和隔年 1 月 31 日前，實

際上不需要這麼長的時間，3 個月就已足夠，請問時間間隔這麼長

的原因為何？ 

（二） 蔡旻樺主任：系所和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皆可建立專家學者資料

庫名單，系所和院級可使用同一個資料庫名單，不致於會有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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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系所專業性的疑義。另外，第十三條第一項教師申等之日

程表，係考量院級教評會初審及遴選外審委員名單，再行送外審

之時程可能需要較長的作業時間，校教評會召開前尚有小組審查

會，及學校寒暑假時間較不易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等。 

（三） 滕兆鏘主任： 

1.  本次修正條文非常多，且與老師升等的權益有重大關係，建議

可否讓我們帶回去與系所老師們充分討論後，下次會議再審議。 

2.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第二目之條文：前開……，由院級教

評會參考專家學者資料庫名單，或系級教評會建議審查人名

單，依其專業領域推選審查人名單，併同系級教評會推薦名單，

送請……，這個條文的文字讀不懂啊！ 

3.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第四目之條文：……於教師資格審查

程序中，發現外審意見有疑義者，應依下列規定處理……，請

問這是否意謂保密原則將會有所調整，和現行條文不同？另

外，審查意見為何不能提供予升等當事人？ 

（四） 蔡旻樺主任： 

1.  有關辦理一次外審，本校經校教評會決議採院級教評會辦理外

審，送請 5~6 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其中系級教評會、院級教

評會各推薦 2~3 人。各單位遴選外審委員時會參考教育部專家

學者資料庫名單，或系教評會建議審查人名單來決定人選，所

以院級教評會遴選外審委員，將兩者均列入，未來各系級及院

級皆建置審查委員資料庫後，教評會即可從所建置資料庫名單

中遴選外審委員，提送升等教師亦可就資料庫名單提送迴避名

單。 

2.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第四目之條文，主要係明訂教評會於

教師資格審查程序中，發現外審意見有疑義時之處理機制，係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如分數或評語有誤等情形，送原審查人釐

清後由教評認定；如分數與評語矛盾、研究方法內容或其他足

以動搖專業審查可信度與正確性疑義時，則組專業審查小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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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並由教評會認定處理。在升等審查階段中，外審意見不提

供予升等當事人參閱。 

（五） 林劭仁教務長：於下次校務會議前，請各教學單位老師們先參閱

修正條文，若有疑義之處歡迎洽詢人事室蔡主任或本人討論。 

決議：本案緩議，本修正草案條文請各教學單位之老師們再行研閱，並

請人事室參酌上述主管之建議，彙整系所老師之意見後，依程序

提送下次校務會議審議。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3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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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列管表 

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錄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1 

研
究
發
展
處 

本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

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研
究
發
展
處 

 

2 

藝
術
與
科
技
中
心 

本校「科技藝術館展演審

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藝
術
與
科
技
中
心 

 

3 
學
務
處 

本校「教師正向管教與輔

導學生辦法」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學
務
處 

 

4 
人
事
室 

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人事室〉 

照案通過，請報教育

部核定。 

人
事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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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錄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5 
人
事
室 

本校「專任教師聘約」修

正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自 112 年

2 月 1 日生效。 

人
事
室 

 

6 
人
事
室 

本校「研究人員及助教聘

約」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自 112 年

2 月 1 日生效。 

人
事
室 

 

7 
人
事
室 

本校「新制助教聘約」修

正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自 112 年

2 月 1 日生效。 

人
事
室 

 

8 
人
事
室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

查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本案緩議，本修正草

案條文請各教學單位

之老師們再行研閱，

並請人事室參酌上述

主管之建議，彙整系

所老師之意見後，依

程序提送下次校務會

議審議。 

人
事
室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 

校務會議資料  

(111 年 10 月 25 日) 

  

秘書室製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議程 
 

壹、主席宣布開會〈秘書室報告會議出席人數〉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p.1-1 

肆、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p.2-1~2-7 

  二、學務處……………………………………………………………p.3-1~3-10 

  三、總務處……………………………………………………………p.4-1~4-6 

  四、研究發展處………………………………………………………p.5-1~5-10 

 五、國際事務處………………………………………………………p.6-1~6-2 

六、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p.7-1 

七、音樂學院…………………………………………………………p.8-1~8-6 

八、美術學院…………………………………………………………p.9-1~9-5 

九、戲劇學院…………………………………………………………p.10-1~10-3 

十、舞蹈學院…………………………………………………………p.11-1~11-5 

十一、電影與新媒體學院……………………………………………p.12-1~12-5 

十二、文化資源學院…………………………………………………p.13-1~13-5 

十三、人文學院………………………………………………………p.14-1~14-4 

十四、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p.15-1~15-2 

  十五、電子計算機中心………………………………………………p.16-1~16-2 

  十六、展演藝術中心…………………………………………………p.17-1~17-3 

  十七、藝術與科技中心………………………………………………p.18-1~18-2 

  十八、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p.19-1~19-2 

 十九、傳統藝術研究中心……………………………………………p.20-1~20-2 

 二十、圖書館…………………………………………………………p.21-1~21-5 

 廿一、關渡美術館……………………………………………………p.22-1~22-3 

 廿二、主計室…………………………………………………………p.23-1~23-2 

 廿三、人事室…………………………………………………………p.24-1~24-4 



伍、提案討論 

一、本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pp. 25-1~25-5 

二、本校「科技藝術館展演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藝術與科技中心〉………………………………pp. 26-1~26-7 

三、本校「教師正向管教與輔導學生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pp. 27-1~27-9 

四、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pp. 28-1~28-14 

五、本校「專任教師聘約」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pp. 29-1~29-8 

六、本校「研究人員及助教聘約」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pp. 30-1~30-5 

七、本校「新制助教聘約」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pp. 31-1~31-4 

八、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pp. 32-1~32-61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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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列管表 

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錄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1 

研
究
發
展
處 

本校「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

學士學位學程裁撤」案，提

請審議。 

照案通過。 

研
究
發
展
處 

俟教育部公告 112 年度調

整作業時程後，依規定辦

理報部作業。 

2 

內
部
稽
核
小
組 

本校 111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

組委員遞補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內
部
稽
核
小
組 

業於 111 年 6 月 9 日函聘

王盈勛教授為內部稽核

小組委員。 

3 
秘
書
室 

本校「捐贈收入收支管理要

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秘
書
室 

本案業於 111 年 6 月 14

日 以 北 藝 大 秘 字 第 

1111002345 號函知校內

一、二級單位。 

4 

研
究
發
展
處 

本校「110 年度校務基金績

效報告書」，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請函報教

育部備查。 

研
究
發
展
處 

本案業於 111 年 6 月 14

日函報教育部，經教育部

111 年 6 月 27 日臺教高

(三)字第 1110059677號函

復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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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教務處 

資料時間：111年 8月～111年 10月 

 

一、 本校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訂定二校「課程教學合作作業要點」，自本

學年度開始實施。 

二、 今年度三校(本校與政治大學、陽明交通大學)教務資源整合會議將於

10 月 20日(四)假國立政治大學舉行。 

三、 10 月 11日(二)於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召開本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 

   四、 選課相關作業： 

 (一)辦理延修生、103 至 107學年度入學之研究所學生、碩士在職專班

學生、非在職學生修在職課程、研究所學生選修大學部課程或選

修學程與修習校訂英語能力檢定課程者、輔系及第二主修選修個

別指導課程或術科課程者繳納學分費事宜，並配合學生繳費問題

查詢及逾期案件追蹤，繳費日期為 10 月 11 日至 11 月 25 日。 

 (二)統計本學期選修人數不足開課標準之課程明細，辦理公告停開及

學生補選事宜（本學期計有 8 門課程停開）。 

 (三)核算、統計本學期教師授課鐘點，並統計兼任導師及基本授課時

數不足之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資料。 

 (四)通知學生於 10 月 21 日前上網查詢確認本學期學生正式選課表。 

 (五)通知授課教師於 10 月 21 日前上網自行列印教師點名暨平時計分

單及確認選修學生名單。 

 (六)統計本學期學分不足及已註冊未選課名單予所屬單位主管。 

   五、 彙整 110-2 學期教學評量改善情形報告表，目前仍有部分尚未繳回，

敬請單位主管協助填寫後繳回課務組（原截止日為 10月 17 日）。 

   六、 已順利遴選出 110 學年度 6 名教學優良教師及 2 名教學傑出教師，已

通知 8 位教師於第 2 次校務會議之頒獎表揚事宜，並由本處教學與學

習中心安排教學觀摩及歷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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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辦理本學期開課資料上傳教育部課程資源網及 111年 10月校務資料庫

填報。 

   八、 學籍管理： 

 （一）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人數共 3687 人(在校生 3190 人、休學生

497 人)（統計至 10 月 3 日止）。各學系「學生人數統計表」已

公告於教務處網頁項下，供各單位參酌使用。 

 （二）新生「校園數位識別證」已於 9 月 10 日將已完成新生註冊資料

填報、學歷查驗、繳交學雜費及新生體檢之校園數位識別證，送

至各學系所辦公室協請轉發所屬學生。(未完成者，待程序完成後

續發放。)  

 （三）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業年限屆滿退學案共 4 人（研究所 3 人，

學士班 1 人）。(110-1 學期：0 人、109-2 學期：7 人、109-1 學期：2 人。) 

 （四）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受理申辦復學或繼續休學期間為 111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12 日止，休學期滿未辦理復學，亦未辦理繼續休學者

共 32 人(110-2 學期 23 人，110-1 學期 48 人，109-1 學期 57 人)，已依學

則第 46 條第 3 款及第 63 條第 3 款規定簽辦勒令退學程序。 

 （五）註冊繳費查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統計至 10 月 3 日未完成註冊共 309 人，名單

已轉送各系所協助輔導，如逾學期三分之一(10 月 22 日)，學生未

有特殊原因且無故缺繳者，將依本校學則第 13 條規定勒令休(退)

學。 

 （六）彙整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所畢業生學位論文函送國家圖書館

收執。 

   九、 成績管理： 

 （一）依「學生學業優異」獎勵要點，將學士班各班在校學生 110 學年

度第 2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前三名，依序造冊送交學務處審核。 

 （二）處理 111 學年度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案。 

  十、 安心就學措施： 

 （一）因應國家防疫規範，為保障學生就學權益，其註冊、休復學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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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安心就學措施 111-1 學期仍延續實施，相關申請時程、表格已

於學校官網/「防疫專區」及註冊組網頁公告。 

 （二）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休學人數計 398 人，其中防疫休學學生共 29

名。(統計至 10 月 3 日。)  

十一、 填報教育部及內政部統計報表： 

 （一）協填「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各項統計資料。 

 （二）填報內政部 110 學年度畢業生及 111 學年度新生教育程度資料檔。 

 （三）填報教育部「111 學年度大專校院定期公務統計報表」。 

十二、 招生會議： 

 (一)招生委員會：9 月 27 日舉行 112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年度會議。 

十三、 112 學年度招生試務： 

 (一)碩博士班甄試：招生簡章已於 9 月 28 日公告，10 月 17-21 日開放

線上報名作業。 

 (二)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簡章已於 10 月 4 日公告，10 月 25 日至 10

月 31 日開放線上報名作業。 

 (三)學士班單獨招生：招生簡章於 10 月 4 日公告，招生資訊將發函各

高中職校進行宣傳。 

 (四)新住民入學：招生簡章於 10 月 4 日公告。 

 (五)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將於 10 月 24 日公告。 

十四、 招生名額： 

 112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業奉教育部核定如下：學士班 400 名、碩士班

275 名、博士班 17 名及碩士在職專班 60 名。 

十五、 大學招生專業化： 

 (一)原訂於 6 月 18 日(六)舉辦之「鏈結藝術自造與夢想－大學‧高中的

專業對話」臺北場，確定延期至 12 月 10 日(六)辦理活動。屆時本

校出席人員需於當日出示黃卡(需打兩劑疫苗)。 

 (二)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五校策略聯盟微課程： 

   第一梯次由戲劇學系及劇場設計學系分別辦理，自 9 月 21 日起每

週三下午 13：30-16：30 進行課程，持續 6 周共 12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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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梯次由新媒體藝術學系辦理，自 11 月 9 日起每週三下午 13：

30-16：30 進行課程，持續 6 周共 6 堂。 

   兩梯次課程共計 18 堂課。 

 (六)10 月 29 日參與政治大學「包種茶節」，預計設攤進行招生宣傳與

高中師生互動交流。 

十六、 44 期《藝術評論》收到 10 篇投稿稿件，上期已通審查 4 篇，尚有 11

篇留至本期審查，預計 10 月下旬召開第一次編輯委員會。 

十七、 專書出版： 

 （一）林珀姬《南管曲唱有聲行動教材》（五南合作出版）：目前完

成文字及格式校對，將於近期付梓。 

 （二）《北藝學》出版計畫：已完成排版並請主編廖仁義撰寫序文，

將配合校慶出版。 

 （三）邱坤良《月夜情愁》（俞大綱紀念基金會合作出版），已召開

美術設計工作會議，續進行封面設計及內文排版初稿，預計 12

月出版。 

 （四）「華劇本色」叢書出版計畫：李季紋《1399 趙氏孤兒》（書林

合作出版），已完成劇本校對，現進行排版，預計 12 月出版。 

 （五）林會承《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增修版）》及邱博舜《《集

福延慶》研究》，作者已依評論意見完成修改，續進行編輯作

業，預計明年度出版。 

 （六）多元寫作計畫「大溪 624 民俗學田野樂園的採集手帖」及「亡

魂之眼：鬼魅、影像的視覺思辨與論述形構」，已請作者依評

論意見修改，預計明年度出版。 

十八、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傳統藝術影音出版《梨園尋夢》、《大城歌仔》及《功

名在掌上》已完辦理新聞發表會及 3 場放映會。 

十九、 行銷活動： 

 （一）《表演藝術領導力》獲英雄之旅課程選為指定教材。 

 （二）每月書評：與教學與學習中心合作於《藝游誌》電子報每月刊

載書評，10 月號書評為《劇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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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配合 40 週年校慶：搭配學務處「藝啟樂健行」及圖書館贈書活

動，另推出姓名有「北」、「藝」或身份證字號「40」皆可兌

換本校出版品。 

 （四）配合研討會活動：10 月 27-28 日「2022 第十屆博物館研究國際

雙年學術研討會」、11 月 5-6 日「全國碩博士生戲劇學術論文

研討會」及 12 月 1-2 日「2022 文化資源經典講座暨研究生學術

研討會」及 12 月 8-9 日為「全國性大型藝術永續論壇研討會」，

將前往擺攤，推廣本校出版品。 

廿、 

 

籌備 2023 年臺北國際書展事宜，明年由本校與國立中興大學為主辦學

校，預計 10月中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各校參展意願及經費規劃等事宜。 

廿一、 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一)教師教學社群：111-1 學期核定補助案共計 6 案，執行期間自 8 月

1 日至 112 年 1 月 31 日止。 

 (二)開放式課程：111-1 學期核定補助案 1 案，執行期間自 8 月 1 日至

112 年 1 月 31 日止。 

 (三)TA 培訓工作坊：業於 10 月 7 日假文資書苑辦理簡報設計工作坊，

擬於 11 月及 12 月辦理學術倫理工作坊及課堂影像紀錄技巧工作

坊，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四)教學傑出與優良教師：109 學年度教學傑出暨優良教師─音樂學系

蘇顯達教授、美術學系黃建宏教授、電影學系江美萱助理教授，將

依序刊載於 8 月至 10 月 CTL 電子報《藝游誌》看板人物專欄。 

 (五)CTL 電子報《藝游誌》：「教學工坊」專欄係鼓勵學生分享課程、

活動、展演等活動學習心得，每月 25 日徵稿截止，提供每千字 700

元稿費，歡迎教師鼓勵學生投稿，投稿信箱：ctlepaper@gmail.com。 

 (六)新藝學園：擬公開徵求網頁版頭設計，詳細辦法請留意 CTL 官網

徵件資訊，另已新增校園圖片於課程縮圖圖庫，歡迎教師選用。 

 (七)業於 9 月 26 日辦理 111-1 學期新進教師小型歡迎會，歡迎本校新

進教師音樂學系陳家輝助理教授、電影創作學系郭禮杞副教授及動

畫學系吳建錩講師。 

mailto:ctlepap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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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擬於 11 月 10 日中午 12 時 30 分至下午 14 時，假文資書苑辦理「研

究倫理核心精神與相關案例」，歡迎感興趣之教職員生踴躍參與。 

廿二、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一)110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USR(多年期)第一期執行日至 7 月 31 日

止，將於 9 月底前依教育部規定辦理第二期款請撥；111 年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獲補助案為 1 案：新媒體藝術學系魏德樂教授。 

 (二)業於 10 月 6 日辦理「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講座」，邀請銘傳大學商

品設計學系衛萬里教授兼系主任，借重其擔任該計畫人文及藝術學

門副召集人之經驗，分享計畫核心概念、計畫撰寫策略等，提供今

年有意願申請教師參酌。 

廿三、 博班實驗室： 

 (一)第五屆《北藝學：書寫進行式》論文全文交件將於 10 月 31 日截止，

擬於 11 月下旬召開北藝學審議會議，於 12 月上旬公告審查結果。 

 (二)「英雄之旅：藝術跨域學術專題」博士班跨域選修課程於 111-1 學

期開課，以自主學習和體驗學習為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探討

藝術實踐議題並建立個人及跨領域團隊學習成長的人際網絡。 

廿四、 英雄之旅-藝術探索者計畫： 

 (一)業於 8 月 11 日與總計畫辦公室召開線上入校交流會議，提供本校

計畫諮詢及建議。 

 (二)業於 9 月 1 日赴清華大學參加計畫案第一次跨校共學「開學倒數－

那些學生眼中最重要的小事」活動。 

 (三)業於 9 月 5 日辦理計畫第一次教師社群會議，於 9 月 12 日辦理教

學助理培訓工作坊，參與人次共 21 人。 

 (四)業於 10 月 21 日辦理「期中分享暨英雄之旅課程說明會」，介紹計

畫內容及課程徵件辦法，並邀請 111-1 學期計畫課程參與師長分享

課程實施經驗，鼓勵本校教師踴躍申請 111-2 學期計畫課程補助。 

 (五)計畫課程補助申請：111-1 學期補助徵件業於 8 月 26 日截止，申請

案共計 9 件，歡迎本校教師踴躍申請 111-2 學期計畫課程補助，如

有疑問請來信聯繫：artxplorer.tnu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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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111年主冊計畫經費執行  

 1、截至 10 月 3 日全校主冊經費實支率為 48.40%（去年同期 10 月 5

日為 42.43%）。教育部規定年度執行率應達 80%以上。 

 2、為辦理高教深耕計畫第一期（107-111年）結案，將逐步收回各計

畫「不使用」經費，相關日程已於 9 月 12 日通知各計畫並公告於

深耕網站計畫人員專區。 

 3、111年經費依學校關帳期程辦理。若有配合課程展延需求（僅限業

務費，且不含聘任工讀生），原則上執行率達 75%始得申請展延至

1 月 13 日，並至遲於 1 月 19 日將所有單據送至主計室，逾時不候。 

 (二)計畫成果管考： 

 1、請各計畫於 11 月 30 日（三）前繳交 111年成果報告書、辦學活動

調查表，以利彙整報部。報告書與調查表格式已寄發計畫管理人。 

 2、為配合教育部管考平台計畫績效及成果填報，請各計畫管理人隨時

更新網站上執行成果貼文、亮點特色、相簿等，本辦將於 11 月 30

日檢核全年度成果。12 月執行成果請於 112 年 1 月 6 日補增完畢。

計畫網站：https：//hespo.tnua.edu.tw 。 

 3、深耕計畫相關社群平台：YouTube 頻道「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高教深

耕計畫」、Instagram 帳號「hespo.tnua」、Facebook名稱「北藝

大高教深耕計畫」，定期轉貼本校相關活動資訊，歡迎訂閱關注。 

 (三)112年計畫申請： 

 1、教育部預計 10月底至 11 月中旬公告下一期高教深耕計畫，屆時將

通知相關單位配合提交計畫申請資料（最早 11 月底繳交）。 

 

https://hespo.tn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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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獎助學金與就學補助措施】 

（一）111 學年度第１學期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申請至 9/12 止（新生

就學貸款至 8/19 止），相關資訊已公告於學校首頁校園公告及課

指組網頁。 

（二）111 學年度弱勢助學計畫申請將自即日起申請至 10/19 止，申請

表件將公告於學校首頁校園及課指組網頁下載或至課指組領取

紙本。 

（三）開學後受理各類獎助學金申請：如「原住民獎助學金」、「低收入

戶學生助學金」及校外獎助學金等，相關資訊及截止日期詳見學

校首頁校園公告及課指組網頁。 

二、 【學校暨社團活動】 

（一）創校 40 週年校慶相關活動： 

 1.創校 40 週年校慶 10/15 觀音山藝啟樂健行，報名參與 150 人上限，

完成活動，集滿四個印章，即可參與校慶募集紀念品福袋抽獎。 

 2.10/22 校慶藝陣比賽報名共 8 系：音樂系、傳音系、美術系、戲劇

系、舞蹈系、電影系、新媒系及動畫系。 

 3.10/29（六）下午校慶藝陣比賽五名獲獎團隊，代表本校前往社區參

與鬧熱關渡節表演。 

（二）彙辦 10/24（一）111 學年度校長與學生代表會議資料。 

三、 【服務學習】 

（一）9/1-8 開放校內表單系統報名，110 學年度服務學習分享會講座 6

個場次，為畢業門檻講座。 

（二）9/12-16 於舉辦假活動中心藝大咖啡周邊迴廊，舉辦 110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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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分享會講座暨靜態海報展。 

（三）10/16-23「十二光年星空相遇展」假北藝大未來•傳統實驗基地

展場，展出北藝大持續 12 年藝術陪伴自閉症光譜族群活動成果

影像展。 

 1.10/16 及 10/23 辦理藝術教育推廣親子工作坊，四個藝術領域各三梯

次採報名制，邀請自閉症家庭與一般家庭融合活動。 

 2.10/22 校慶當天邀請曾參與過「快樂星星藝術冬令營」的自閉症家

庭及校友返校參與「相聚茶會」。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原資中心 8-10 月辦理系列活動： 

（一）9/29 辦理期迎新暨初座談會－計 25 名參加。 

（二）9/01 開放全校師生報名族群文化課程，9/15、9/22、10/6、10/13

辦理阿美族情人袋製作課程。 

（三）配合本校創校 40 週年校慶，原資中心於 10/17-22 辦理慶豐收－

年祭系列活動，內容包含原住民族傳統智慧財產權講座、部落青

年會議座談、賽德克族部落踏查成果展，開放全校師生報名參加。 

學生住宿中心 

一、 自 111 學年起，為保障需要住宿同學住宿權益及提升宿舍住率，研擬

修正學生宿舍住宿契約。修正重點，略以： 

住宿契約以學期為租用單位簽訂，係供甲方學生求學期間有限期住

宿，是以，生效日起乙方非因喪失本校在學學生身分者，於租賃契約

有效期限內，不得為解約之請求，惟有特殊情形者，以書面申請經甲

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 「學生宿舍」所有寢室（含冷氣）及公共空間清潔作業，已於 8 月 29

日施作完畢。 

三、 學務長於 09/28 邀集宿舍管理員實施座談，置重點於： 

（一）如何於宿舍清舍期限內，確實完成清舍事宜。 

（二）如何於開學及暑假住宿時，確實將寢室整理完成後交給同學。 

（三）如何確保辦公室同仁、管理員工作品質及工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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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8 月中旬起，各宿舍由管理員實施逐層逐間寢室巡檢，學生住宿中心另

完成 111 學年第 1 學期各棟宿舍寢室安排；並於 9 月 4、10 及 12 日順

利完成新、舊生入住事宜。（另於住宿生入住日，為同學方便搬運行

李，援例協請總務處開放家長免費停車。） 

五、 111 學年校外賃居訪視工作，請各系所助教及班代協助調查校外賃居同

學資料，並於 10 月中旬前交至學生住宿中心，以利後續填報教育部及

訪視工作進行。 

六、 「研究生宿舍工程校務基金貸款」第 11 期利息（67 萬 5,601 元）及攤

還本金（312 萬 5,000 元）已於 10 月中旬償還第一商銀；另 12 月份檢

附相關資料向教育部申請利息補助。 

七、 校外賃居訪視： 

（一）電話普訪：10 月中旬～12 月中旬，普訪填報校外賃居資料的同

學。 

（二）實地訪視：依據電話普訪及同學意願安排實地訪視，藉以關懷校

外賃居學生，本學年預計抽訪 80 位同學。 

生活輔導組 

一、 【校園安全】 

（一）為減少校園內危險路段車禍事件發生，總務處事務組會請校外專

家及校內相關單位，針對陽關大道共同會勘出較危險路段，於該

路段加裝減速墊（路凸），期使校內行車速度能大幅降低，減少

車禍案件發生。 

（二）9/27 約 22：50 時許，舞蹈系 5 位學生於陽關大道一舍前，疑似

騎機車競速，其中一輛機車車速過快，並跨越雙白線撞擊對向美

術系學生所駛之機車，緊跟在後的 2 輛機車也因閃避不及追撞到

美術系同學所騎之機車，此次車禍計有 4 位同學受傷（美術 1，

舞蹈 3）。為維護學生安全，避免校園內再次發生較重大車禍事

件，生輔組除對違規學生持續輔導教育外，也請總務處能適時修

訂相關管理辦法，對於嚴重違規之學生給予停權之處分，以維校

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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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活動安全】 

（一）校安中心於 9/26 接獲電影生態館對面住戶反映聲稱連日來（週

休假日）之半夜，本校學生於藝文生態館木棧道上吵鬧聲及機車

聲響過大，影響住戶安寧，經初步瞭解疑似為電影系辦理迎新活

動時所肇生之事件。為避免類似案件再生，請各系所辦理迎新活

動時，系上助教（師長）能主動瞭解同學迎新活動的內容、方式

及地點是否妥適，避免活動過程中有擾鄰事件發生。 

（二）教育部鑑於學生從事戶外活動意外狀況頻傳，請持續宣導學生社

團、系（所）或各單位辦理 2 天 1 夜以上之學生校外活動時，應

事先填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校外活動登錄表」（生輔組網

頁－表格下載區）通報本校學務處生輔組，以利本校「校安中心」

至教育部填報「各級學校戶外活動登錄系統」，俾利掌握學生戶

外活動，以即時因應緊急狀況並協處。 

三、 【學生兵役業務】 

（一）本組業已於 10/7 前完成辦理 111-1 學期學生兵役緩徵、儘後召集

申請人數共 301 人次，其中新生與復學生緩徵申請計 113 人次，

延修生緩徵申請計 88 人次，新生與復學生儘召 55 人次，延修生

儘召申請 45 人次。 

（二）為便利 93 年次役男學生減少請假至公所辦理兵籍調查作業，內

政部役政署已完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系統，只要在本

（111）年 10/5 上午 10 時至 11/30 下午 5 時之時限內，透過手機

登入內政部戶役政管家 APP 或由內政部役政署網站首頁點選連

結進入，再填報兵籍調查資料即可，既省時又便利。本組業已透

過學校官網及生輔組粉絲專頁公告週知，另利用 EDM 發送大一

男學生知悉。 

四、 【防制濫用藥物宣導】 

（一）依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本校

業於學期初完成 111-1 學期特定人員提列，計有 2 名特定人員，

除校車司機已於暑假期間實施尿液篩檢外，本學期已對另一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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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學生）施以快速檢驗試劑進行第一次篩檢，結果為陰性，

將持續輔導該生避免再碰觸毒品。 

（二）行政院業於今（111）年 7/4 公告修正「毒品之分級及品項」，將

「墨西哥鼠尾草（Salvia divinorun）及其成分「沙維諾林Ａ

（Salvinorin A）列為第三級毒品。墨西哥鼠尾草因價格較大麻便

宜，常會被用來替代大麻，或使用於宗教通靈儀式上，因其具有

精神活性成份，吸入後會產生短暫且強烈的迷幻作用，會令人心

情愉悅放鬆而無法自制地大笑，容易出現妄想幻聽等症狀，可能

導致精神障礙或精神分裂。提醒師生：千萬不要好奇或聽信不實

廣告而誤用，以免染毒又傷身，也不要在網路販售墨西哥鼠尾

草，以免誤觸法網。 

五、 【校園菸害防制宣導】 

（一）本學期自開學統計至 10/3 止，校內勸導吸菸人數共 33 人（男生

21 人、女生 12 人），其中以教學與研究大樓 4 樓出入口旁椅子

勸導 25 人次最多、萊爾富超商前及學餐周圍勸導 7 人次之，均

已列為巡察勸導熱點，籲請各位師生及同仁協助勸導，以維護校

園清新環境。 

（二）教育部來文預告「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可能於今年底通過，屆

時大專校院校園將列入全面禁菸場所，本校將無法再設置吸菸

區，籲請各位師長或行政人員共同協助勸導，另吸菸人員如有需

要亦可轉介醫療院所提供戒菸教育，或透由諮商中心協助紓解壓

力，盼師生一起來為邁向無菸校園共同努力。 

六、 【學生學習預警】 

有關「註冊組」針對上學期學生學分達 1/2 以上不及格之期初預警通

知，共發出 10 人，截至 10/4 止已輔導 1 人，尚未輔導 9 人，其中 5

位同學每學期皆有期中預警或曠課預警之情況，生輔組將持續追蹤輔

導情形，另惠請系所主管、導師亦可善加運用校內轉介功能，視個案

狀況轉介至相關輔導單位，以協助改善學生學習狀況。 

七、 【新生始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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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新生始業教育業於 8/29～9/2（線上）及 9/5-7（實體）方式

辦理完畢，在各單位同仁、各系學程及學生幹部的通力合作暨新生的

熱忱參與下，已協助新生完成「蛻變北藝」、「藝路走來」、「藝享

資源」、「生活智能」及「北藝聚場」等 5 項主題系列課程，線上課

程相關統計資料與圖表已另 mail 課程提供單位。 

八、 【導師業務】 

111 學年度導師聘函業已於 9/26 發放，刻正辦理 111 學年度導師費簽

核作業。 

九、 【學生缺曠管理】 

新版學生線上請假申請系統已於本（111）9/1 正式上線，系統之操作

手冊、系統操作懶人包放置於學務處/生輔組網站/學生請假專區項下，

供同學參考，請同學仔細參閱並依限提出請假申請，針對逾 3 日之請

假，請於系統提出申請後並列印出假單，依紙本假單呈核之程序送審，

該系統亦提供查詢學生缺曠資料，請同學定期查閱；另因新制方上線

月餘，導師暨系所主管尚未熟悉新制，致學生假單在系統端未審批之

情事，將再個別通知相關師長上線審批。 

十、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本學期將於 10/24（一）10:30 假 R211 國際會議廳視訊會議室舉行，邀

請士林地方法院主任觀護人吉靜如以「法治原來如此！」議題，包括

防制校園霸凌及毒品危害防制之主題，以營造校園正向的學習風氣並

提供學生安全的學習生活；另為因應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

施，保持一定社交距離採行分場次辦理，本次宣導由舞蹈系先修班同

學參加。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門診服務：本學期門診於 9/21 開診，家庭醫學科門診每周三上

午 9:00～12:00，復健科門診每周四下午 14:30～17:30，物理治療

每周二、四下午 15:00～18:00。 

（二）新生入學健康檢查業務：9/6 辦理本學年度新生入學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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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660 人參加，已連繫未檢學生，通知並協助 9/30 前完成補檢

事宜。 

（三）傳染病防治： 

 1.COVID-19 疾病防治工作： 

  ⑴具感染風險學生個案追蹤管理：持續辦理確診個案密切接觸者疫

調、學生健康關懷醫療轉介及疫情通報等工作。 

  ⑵防疫窗口會議：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防疫會議已於 8/31 辦

理，說明新學期校園防疫規範及作業流程。 

  ⑶防疫物資整備：於 8/31 及 9/26 發放各防疫窗口酒精及口罩等防

疫備品，供開學期間緊急因應使用，後續將視疫情狀況持續安排

防疫物資撥補事宜。 

 2.登革熱防治：鑑於國內首例本土登革熱病例現蹤，且近日各地常有

陣雨，更適合病媒蚊生長，請各單位配合所屬登革熱病媒孳生源清

除及環境衛生自主巡查工作。 

 3.流感疫苗注射：111 年度公費流感疫苗注射預計為 10/31 由關渡醫院

到校辦理，本校舞蹈系先修一至先修三學生及本校 50-64 歲教職員

工（無高風險慢性病者）為公費疫苗施打對象，本組擬與環安室共

同配合辦理。 

（四）學生平安保險業務：學生平安保險業務：辦理 111 學年度第 1 學

期學生團體保險加退保作業，已於 9/30 截止。 

（五）醫療救護：10/15 及 10/22 支援校慶系列活動。 

二、 【餐飲衛生】 

（一）兼任營養師每週至本校各餐廳進行餐飲衛生及餐具衛生稽查，稽

查缺失除督導商家立即或限期改善外，另依行政程序提送缺失報

告。 

（二）本組於 9/26 日抽驗校園餐飲業者販售之餐盒（小王子飛行旅程、

向億美食兩隻老鼠義起吃麵～義大利麵、向億美食麗宴自助

餐），外送至台北市衛生局檢驗單位檢驗，檢驗結果全數合格。 

三、 【健康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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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1 學年度新生始業式衛生保健線上課程：包括 CPR 及 AED 使

用、愛滋防治及菸害防制共三種課程。 

（二）口腔衛教活動：9/6 上午 09:00～12:00 請陽明交通大學牙醫系口

腔衛生服務隊，到校協助於新生健檢口腔衛生不良之個案，教導

其正確潔牙及牙線使用等口腔衛生教育。 

（三）捐血活動：於 10/19 上午 11:00 至下午 17:00 於美術系前廣場辦

理。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111-1 學期心理諮商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30～17:00（週二、

三延長至晚間 20:00），歡迎全校學生善加運用。 

（二）111-1 學期（111/8/1～9/30）個別諮商達 171 人次（79 人），來談

議題排序分別為：情緒困擾、生涯職議題、個人覺察（自我探索）。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9/12-26 辦理「活力新生•藝起成長」新生班級輔導與解測活動，

共計 10 場。 

（二）10/3～11/21 辦理「轉念•從心出發」舞蹈系先修班班級輔導活

動，共計 9 場。 

（三）9/28～11/16 辦理「親愛的•我們能好好聊聊嗎？」親密關係學

習成長團體（8 週）、10/4～11/22 辦理「客製化•完美」自我探

索學習成長團體（8 週）。 

（四）10～11 月辦理會心志工培訓課程－正念覺察與牌卡輔導增能各

一場。 

三、 【生職涯諮詢輔導】 

（一）9/29 中午辦理「愛玉私塾說明會」，邀請校友黃珮迪、鄭達敬擔

任業師，分別帶音樂及音樂節行銷企劃、藝術攝影與職涯規劃兩

組，合計 12 位同學參與，將執行 10 場次愛玉私塾活動。 

（二）9/15、10/7 分別完成傳音及戲劇系大四「下一站，（信）幸福」

班級輔導拆信活動，另持續聯繫其他系大四學生拆信活動時間，



3-9 

以協助準畢業生進行生涯回顧與展望。 

（三）111-1 學期生涯導師諮詢時間：10/24、10/31、11/1 將分別邀請校

友朱玉頎（供事屋設計所負責人）、陳冠文（米特藝術文化有限

公司創辦人）、陳姿縈（盛之創意整合有限公司創辦人）擔任學

生生涯諮詢業師，預計服務 12～18 位學生，歡迎鼓勵學生報名

參加。 

四、 【資源教室】 

（一）111-1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提報相關作業。 

（二）111-1 學期身心障礙新生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陸續辦理。視學生

需求邀請校內行政相關人員、導師、系助教、學生本人、資教輔

導員共同參與，共同討論身心障礙學生現況及學習需求，訂定學

生個別化支持計畫內容。 

（三）身心障礙學生校內外、教育部獎補助學金相關資訊彙整發送及協

助申請。 

（四）即時聽打員培訓工作坊前置作業－聽打員招募與測試評估。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於新生始業式發送大一新生 111-1 製作性平宣導品（多功用小物

－口哨+筆+手電筒）。 

（二）於大一新生班級座談宣導「跟騷法」、「網路交友安全」（預計共

10 場）。 

（三）辦理「迎新咖啡」新生線上性平有獎徵答活動。 

體育中心 

一、 10/17（一）辦理水上運動會暨游泳館啟用儀式，與學生會合作，兼具

趣味及表演活動，敬邀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參加，相關報名活動於

FB 及官網公告。 

二、 10/15（六）辦理創校 40 周年校慶藝啟樂健行暨淨山活動，於 9 月份底

安排觀音山第 4 次場勘，相關周邊安全及動線規劃，區分挑戰組及休

閒組路線集合地點。 

三、 游泳館整修工程 9/12（一）完工，勘驗後試放水測試運轉，測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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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已經委外營運，待營運團隊進場熟悉相關業務後會再試營運，

相關訊息公告至 FB 及官網。 

四、 健身中心預計 10 月份起至 12 月底，每周二下午 5:00～7:00 免費開放

給教職員工及學生使用，每週五 12:10～13:30 開放桌球教室及健身中

心，歡迎教職員工生來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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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總務處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一、 營繕組： 

(一) 「佈景工廠新建工程」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本案因非可歸責廠商事由而停工超過 6 個月以上，已由廠商發函要求

終止契約，本校於 111/7/11 邀集廠商召開會議協商，針對廠商所提終

止契約之費用進行討論，並請廠商再補充損失費用之說明及檢附必要

之佐證文件。廠商續於 111/08/5 來函提送修正後試算金額及資料，經

審核後於 111/09/21 奉核同意廠商終止契約，結算金額另案撥付廠商。 

2.考量本案施工廠商已終止契約，又本案水保計畫施工期限已於

111/8/19 屆滿，評估後續重新申辦建管程序之期程冗長，再次辦理工

程招標之成本高漲，考量本校已規劃相關教學研究空間之替代方案，

繼續執行本案之效益不高，本案已簽准終止執行。 

3.本案建築師涉及採購法之不良廠商情事，工程會已召開前置採購申訴

會議，預計近期將召開大會審議。本校配合工程會大會審議結果，針

對本案終止執行乙項，將洽律師諮詢針對建築師提出損害求償之相關

事宜。 

(二) 「體泳館主體空間鋼構修繕工程」已由廠商於111/9/12全部完工，並於

111/9/26驗收通過。另配合後續場館營運，已委請專業廠商進場試水巡

查熱泵系統，汰換檢修故障設備。 

(三) 「學生宿舍暨學生餐廳改善工程」近期辦理事項如下： 

1.綜合宿舍及女二舍整修工程之第一階段工程已由廠商於111/9/15申報

竣工，本處會同監造單位於111/9/23確認竣工，111/10/5辦理驗收，

相關缺失限期改善中；另第二階段工程已於111/9/19開工。 

2.部分屋頂天花拆除後發現有屋頂版混凝土剝裂之情形，已於111/10/3

已會同結構技師現勘，並於111/10/5洽結構修復專業廠商報價，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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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13再次會同結構技師及專業廠商現勘。 

3.綜合宿舍及女二舍公共空間網路工程已於111/9/2完成基本佈線，預計

進口網路設備於10月底前到貨即可完成安裝。 

4.綜合宿舍及女二舍公共空間傢俱經召開評審會議後已於111/9/29完成

議價，預計10月底前完成。 

5.女二舍增設無障礙電梯案經由設計單位提送外觀示意圖後，已於

111/9/19提送本校校園規劃小組審查，並於111/10/4由本處邀集建築

師針對本案之設計成果、預算及期程進行檢討。 

(四) 「藝術大道景觀評估案」已由建築師於111/8/7前提交期初報告，

1111/8/17召開期初報告簡報及檢討會議，續於111/8/29向校長簡報後核

定期初成果報告，建築師依據相關意見於111/10/2交付期末成果報告，

並於111/10/14召開審查會議。 

(五) 「音樂與影像學程教學空間整修工程」已由建築師提出細部設計成果

經簽奉校長核定，續由本處辦理工程採購，經上網公告招標後於

111/9/28辦理第1次開標，因投標未達3家而流標，再次公告後於111/10/5

辦理開標且順利決標，廠商於111/10/6開工進場，工期60日曆天，同日

下午召開第一次工務會議。 

(六) 「展演中心空調改善工程」案已由施工廠商於111/9/10申報竣工，並於

111/9/27驗收通過。 

(七) 「研究大樓1號電梯更新」案廠商已於111/8/30完成施作，續於111/9/27

驗收通過。 

(八) 「教學大樓及學餐前景觀燈具改善工程」已由廠商於111/9/9完成履約

，續於111/9/28辦理驗收，相關缺失限期10日內改善，並於111/10/11辦

理複驗。 

(九) 「科藝館專業設備採購」案近期辦理情形如下： 

1.第1階段驗收後之相關缺失改善因配合場地6、7及8月外借檔期，已於

111/10/12辦理複驗。 

2.第2階段追加音響設備部分已於111年10月初交貨安裝，目前由監造單

位辦理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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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門增設風除室案已由廠商於111/8/15進場，並於111/8/30完工報竣，

續於111/9/12辦理驗收。 

(十) 「電影系寶來納下層空間電力及空調整修」案規劃優先施做配電部分

，並以小額採購方式委任電機技師辦理規劃設計與監造。電機技師於

111/8/26提送設計成果，111/9/29核定設計成果及奉准招標，已於111/9/30

上網公告招標，並於111/10/12辦理開標且順利決標。 

(十一) 本(111)年度全校區各棟建物水塔清洗已於111/8/28及29辦理完成。 

(十二) 近期本校水電使用情形檢討： 

1.依據台電公司電費單統計，本校111年1至10月份累計總用電度數為

7,748,400度，較110年度同期用電度數(7,273,600度)增加474,800度，

正成長6.53%；又1至10月全校總電費支出為25,592,061元，較110年

度同期電費(22,656,515元)增加2,935,546元，正成長12.96%。懇請全

校各單位持續協助落實用電管理，減少不必要之能源浪費。 

 2.依據自來水公司水費單統計，本校111年1至10月份累計總用水度數為

135,091度，較110年度同期累計用水度數(99,903度)增加35,188度，正

成長35.22%；又1至10月全校總水費支出為2,888,248元，較110年度

同期累計水費(2,073,093元)增加815,155元，正成長39.32%。鑒於今

年度校內用水量明顯增加，敬請全校師生務必節約用水。 

(十三) 本校111年度高壓供電設備停電巡檢已於111年8月21日(星期日)進行，

另各建物自來水水塔清洗則於111年8月27日(星期六)及28日(星期日)進

行，並於111年8月31日進行水塔水質檢驗，共採樣27處皆符合水質規定

。 

(十四) 「書店委外經營之基礎設施及室內裝修」案之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小

額採購方式辦理，已於111/9/19簽奉核准，設計廠商於111/9/26提送書

店第一版室裝圖說，配合書店營運需求，規劃先行辦理地板牆面整修

；另基礎設施整修部分之樓梯扶手已請設計廠商於111/10/8檢討材質及

細部設計，並依無障礙法規進行重新設計，並於111/10/12檢送第二版

圖說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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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務組： 

(一) 111學年度本校汽機車通行申請已改為全線上辦理，並自111/9/1開始受

理，若有師長及同仁尚未完成申辦者請儘速補辦。 

(二) 本校申請新闢大南客運行駛本校之紅35區間車案，經試營運5個月後，

經臺北市政府公共運輸處於111/9/19核定為正式路線。 

(三) 本組四至五職等助理員職缺經簽奉核准，已於111/10/5至111/10/14經人

事室上網公告徵才，將另案辦理面試。 

(四) 部分同學於校區內違規停放機車遭駐衛警鎖車取締，未依停車管理辦

法繳交違規處理費，卻自行將本校駐衛警保管之鎖車鐵鍊破壞後逕將

機車駛離，本處於查證後即移送學務處(生輔組)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

理。在此籲請全校師生切勿違規停車，以免造成其他用路人之不便。 

(五) 111年9月份停車場收入33萬5,530元，較110年同期收入(30萬4,395元)增

加3萬1,135元，增幅為10.23%。 

  

三、 保管組： 

(一) 學生餐廳已於111年9月2日起開始試營運，並於111年9月12日起正式營

業，相關攤商營業訊息已公告於校網首頁/校園消息/餐廳資訊及保管組

網頁，另亦商請學生會協助公告周知。如有任何營運上之建議，歡迎

逕洽總務處保管組。 

(二) 學生餐廳前生態池營造工程業於111年8月31日上午完成驗收，並於111

年9月12日下午(主管會報後)陳請校長、副校長、主秘及各一級主管們

進行原生種蓋斑鬥魚放養及生態導覽，導覽後假學生餐廳進行環境參

訪。 

(三) 依111年8月10日本處與學務處工作協調會之決議，本處提供住宿中心各

棟宿舍使用之垃圾桶及資源回收桶7組，已完成採購並於111年9月2日送

住宿中心使用。 

(四) 本學期開學前全校各建物室內公共空間(走廊、電梯、樓梯、廁所等)

防疫消毒已於111年9月3日施作完成。 

(五) 校內各委外餐廳水質檢測及餐盒、冰塊送驗事宜已分別於9月7日及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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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統一採檢送驗，檢驗結果均為合格。 

(六) 景觀園藝廠商本(111)年度9-10月份工作檢討會已於111年10月7日(五)

上午10時召開完畢，除針對111年10月22日(六)校慶相關活動場地周邊

環境整理重點提醒外，111年度合約回饋項目亦請盡快安排施作(含展演

中心中庭雞蛋花1棵補植事宜)。 

(七) 校門口至行政大樓間14個空樹穴，經評估後進行採購，已於本(111)年9

月底完成10個樹穴補植扶桑花、4個樹穴依周邊地坪材質以水泥抹平。 

(八) 音樂廳內部及周邊人行道環境已陸續於111年10月7日至8日派員加強

整理；另全校環境清潔9-10月份工作檢討會於111年10月12日(三)下午2

時召開，針對111年10月22日(六)校慶活動當天為調整上班日，同步提

醒廠商要求所屬人員正常上班與加強當日校園環境整理。 

(九) 校內各委外餐廳水質檢測及餐盒、冰塊送驗事宜，分別於111年9月7日

及9月26日統一採檢送驗，檢驗結果均為合格。 

(十) 111年10月22日(六)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午宴假達文西廚房辦理，有關

菜單及場地事宜配合學校需求與廠商協調。 

(十一) 依據學生餐廳合約及議約內容於111年9月23日(五)與廠商協商有關回

饋方案，決議由廠商每學期回饋15,000元餐券，面額50元共300張，不

限使用日期，並於111年10月11日(一)已送學務處使用。 

(十二) 戲舞大樓旁李再鈐老師藝術品「0&1無上有」修復事宜，已聯繫廠商完

成報價與採購，後續視天候狀況進場施作於111年10月20日(四)前完成

，遇雨順延。另外，劉時棟老師「帶祿壽」藝術品維修案，已洽詢美

術系校友初步同意協助，後續由劉老師現場技術指導後進行報價與採

購。 

  

四、 出納組： 

(一) 自109學年度起將不再寄發學雜(分)費繳費單紙本，由同學自行上網查

詢繳費或下載列印繳費單，於出納組辦公室提供公用電腦與印表機及

操作說明供有需求同學使用。依學校行事曆公告，111學年第1學期學雜

費收繳時間自 111年8月5日至 9月12日止；學分費111年10月11 日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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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5日止，上述二項均已陸續完成入帳作業，餘未繳納部分配合註冊

組及課務組等單位續辦。 

(二) 111年7至8月份場租營業稅申報核算結果，計開立發票407,296元(去年

同期134,213元,約增加3.03倍)，應繳稅額20,364元，進項總額445,468元

，可扣抵稅額22,274元，委外餐廳租金減免折讓稅額7,784元，本期應

繳0元，下期留抵9,694元。 

(三) 111學年度第1學期專兼任教師鐘點費，配合學校行事曆課程加退選自

111年9月12日至9月26日止，俟課務組完成鐘點費專案簽辦，出納組依

簽呈及授課時數資料完成鐘點費清冊，第1至6週鐘點費援例於第7週(10

月29日)入帳。後續每月原則上以4週鐘點數計算，於當月底核撥。 

(四) 111年8月份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機關負擔81,906元，另代扣個人負擔

27,693元。 

  

五、 文書組： 

(一) 本年度預定辦理民國76-81年歷史檔案銷毀作業報送教育部審核事宜，

已將擬銷毀目錄移請圖書館校史組協助再行確認檢視，待完成彙整後

復依程序辦理報部事宜。另，民國87-88年擬銷毀檔案目錄分送各業務

單位協助檢視，已陸續完成回擲。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一、 系所評鑑 

教育部補助 111 年度「實際完成辦理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費用業於

111/10/3 函知同意撥款，業簽會請主計室辦理經費調整後續辦理報部結案。 

二、 校務評鑑 

（一） 校務評鑑規劃小組會議業於 111/8/10 召開，討論第三週期校務評鑑相關

準備工作。為因應即將啟動之下一期校務發展計畫，業規劃邀請各學院

教學主管、專任教師與校長和校務行政主管團隊，針對學院系所發展方

向及校務推動建議、各系所品保改善計畫中學校協助與支持等事項進行

學校前瞻發展座談會，預計 11 月至本學期結束前辦理。刻正商洽各學院

場次會議時間中。 

三、 研發處相關會議暨教師獎勵辦理情形 

（一）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 

1. 業於 111/9/27 召開臨時會，完成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新訂校務發

展小組設置要點，以及藝大會館空間使用。會議紀錄業經校長核定，委

員會設置要點業依程序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2. 預計於 111/10/31 召開第 2 次臨時會議，審議藝推中心更名暨設置要點

修正案。本案業曾於 111/8/29 由研發長、教務長、藝推中心主任會商，

並向校長報告後，續由藝推中心依校內行政程序提經校務發展小組、校

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3. 預計於 111/12/20 召開本學期第 1 次會議，審議系所增設調整案。提案

請簽經校長核定，於 111/11/21 下班前送達研發處，以利循程序辦理小

組、委員會議審查。 

（二） 學術研究審議委員會 

業於 111/10/4 召開 111 年度第 3 次會議，完成審議本校提昇學術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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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辦法修正案，會議紀錄業經校長核定，並依程序提送行政會議及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三） 國科會研究獎勵審議委員會 

1. 110 年度研究獎勵經費業於 111/9/30 完成結報，國科會於 111/10/7 函覆

同意備查。 

2. 111 年度獎勵補助額度業於 111/8/15 核定公告，於 111/10 底前完成校

內獎勵金額審定。 

（四） 111 年度產學合作績優獎勵委員會訂於 111/11/14 召開，審議產學合作優

良獎。 

（五） 111 年度投資管理小組會議預計於 11 月中召開，討論 112 年度投資計畫。 

四、 藝術永論壇籌備情形 

（一）校慶 40 周年「藝術永續」論壇訂於 111/12/8-9 於科技藝術館展覽廳舉辦。

議程草案如附件請參閱。 

（二）刻正辦理講者講題聯繫、會場設計、主視覺設計等籌備作業。 

（三）業完成經費預算編列及企劃書，業完成補助申請 2 件。 

五、 出席校務研究發展相關會議 

（一）本年度第 12 屆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於 111/10/20-21 由輔大舉辦，本校

由研發長及產學合作組長出席。 

（二）本年度三校教務行政資源整合會議由政治大學於 111/10/20 召開，由綜

合企劃組專員代表參加。 

（三）陽明交通大學於 111/10/21 辦理「2022 年校務研究鏈結永續發展及大學

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交流分享會」，由產學合作組育成經理代表出席。 

（四）新北市政府青年局於 111/8/30 辦理「雙北地區大專院校育成中心交流會

議」，由產學合作組育成經理代表出席。 

六、 111 年 10 月期校務資料庫填報 

（一） 教育部填報說明會於 111/8/22 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辦理，由本處專

員及電算中心派員出席。 

（二） 基本資料作業業請相關負責人確認調整，並於 111/8/30 完成。 

（三） 本期校內分工作業於 111/9/16 簽會各填報單位並完成通知填報時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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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1 至 111/10/24，請各負責填報單位完成檢核表，於 111/10/31 前紙

本送本處線上覆核及存查。 

（四） 本處負責表冊填報情形 

1. 研 5 學校補助專任教師研究、進修之獎補助人次及金額，已填報完成。 

2. 研 6 學校及專任教師學術交流活動情形，業於 111/9/14 寄請各行政單位

及系所於 111/10/7 前回寄本處彙整中，並於 111/10/24 前完成上傳。 

七、 國內交換生辦理情形 

（一）他校赴本校交換生 

1. 111 學年度交換生 10 人之學號建置作業於 111/8/5 完成。 

2. 110-2 學期交換生 14 人成績單業於 111/8/17、9/13 分批寄送學生原校。 

3. 111 學年度交換生說明會業於 111/9/12 上午於本處會議室辦理。 

4. 111-1 學期選課作業於 111/9/26 確認完畢。 

（二）本校赴他校交換生 

1. 111-1 學年度交換報備業於 111/8/31 完成。 

2. 111-1 學年度選課報備業於 111/9/30 完成。 

八、 相關單位資料提報 

（一）生輔組調查 111 學年度新生始業教育課程新生宣導資料，業於 111/8/12

提供本處創新育成輔導、國內交換學生等資訊。 

（二）學務處為製作 40 校慶節目總表調查各單位年度有關節目資訊，業於

111/8/17 回填。 

（三）主計室通知更新 112 年度收支預算案口頭報告資料，業於 111/8/31 回傳。 

（四）秘書室通知填報 112 年度立法院質詢題庫總覽預決算類第 6 項：校務基

金主要投資項目及投資決策之決定方式，業於 111/9/1 回傳。 

（五）學務處通知提報 111-1 學期「校長與學生代表座談會」業務宣導資料，業

於 111/9/19 回傳。 

（六）電算中心通知辦理個資盤點與風險管理表單修正作業，業於 111/9/27提交。 

（七）主計室通知辦理內部控制作業 111 年評估及修正，業完成本處 4 項評估

表填報並於 111/9/30 回傳；另辦理作業流程修正提送內控小組審議。 

（八）秘書室通知統計教職員生之相關紙本表單總數，業於 111/10/4 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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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秘核判教育部調查各大專校院永續報告書出版情形由本處填報，業於

111/10/5 完成線上填報。 

九、 計畫公告、申請推動及追蹤管理 

（一）科技部公告自 111/7/27 起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簡稱國科

會），網站網址調整為 www.nstc.gov.tw，舊網址自動轉新址 112/1/1 停用。 

（二）計畫推動管理 

1. 為協助國科會 111 年度一般專題研究計畫主持教師計畫執行，業於 111/8

提醒辦理校內主持人通報，並請注意學術倫理相關規範。 

2. 國藝會第 10屆董監事人選推薦案業經校長核定後於 111/9/30寄送文化部。 

3. 「數位擾動」領航新世代：AI 人工智慧與藝術鏈結 3 年計畫（第 3 年計

畫）業協助簽辦結案報部。 

（三）近期計畫徵件資訊請於本處網站計畫徵求專區查詢了解。與學生有關獎

補助資訊亦同步公告於北藝廣告資訊平台 FB 社團中。 

（四）計畫申辦、執行與結案情形（111/7-10） 

1. 國科會計畫 
類型 計畫項目 件數 

申請 

專案研究計畫 1 
專案計畫構想書 1 
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1 
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1 

核定 

計畫構想書 1 
人文社會經典譯注計畫 1 
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1 

變更 各類型計畫 6 

請款 各類型計畫 3 

結案 各類型計畫 1 

2. 非國科會 (統計時間：111/10/5) 
類型 補助 委辦(標案) 合作 合計 

計畫申請 8 1 0 9 

計畫核定 11 10 3 24 
申報結案 11 0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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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校園創業育成輔導辦理情形 

（一）創業季度講座 

季度 日期 場地 主講人 講題 參加人數 

秋 111/9/19 (一)  
18:30-20:20 

學生活動中心 
未來．傳統創

新實驗基地 

簡單開公司共同創辦人林端容 
玠系首飾創辦人雷衍星 

接案、就業，

還是創業？ 28 

冬 111/10/12 (三)  
18:30-20:00 

研究大樓 
國際會議廳視

訊會議室 
萬秀洗衣店創辦人張瑞夫 

用趣味企劃振

興傳統產業 42 

（二）111 年度學生團隊招募說明會業於 111/10/12 併冬季講座辦理。 

（三）高教深耕計畫「StARTup!創育計畫」預計於 111/11/30 提交結案報告，刻

正彙整計畫辦理成果中。 

十一、 教育部青年署創新創業 Ustart 計畫 111/5/1-10/31  

（一）業協助團隊備齊文件於 111/9/30 前完成公司成員變更送件。 

（二）業完成團隊第一階段計畫輔導，預計於 10 月底前完成經費核銷並結案。 

（三）第二階段績優團隊獎勵申請 

1. 教育部於 111/8 辦理第二階段申請線上說明會，由本處育成經理出席參

加 111/8/5 場次。 

2. 本校團隊 Underground Studio 申請計畫書業於 111/9/2 報部，111/9/30 獲

教育部函知入選，業輔導團隊於 111/10/7 提交複審簡報，並於 111/10/12

完成簡報複審。 

十二、 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教育計畫 111/8/1-113/7/31 

（一）110學年度教育部大學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於 111/7/26報部結案，

並於 111/8/3 獲教育部函覆同意結案。 

（二）109-110 年度計畫於 111/8/31 完成報部結案，並於 111/9/2 獲教育部函覆

同意結案。 

（三）111 年度計畫業於 111/8/1 獲教育部函知核補，111/8/11 完成修正計畫報

部作業，並於 111/8/29 獲函覆經費核定及撥款。 

（四）藝術創業微學分學程 

1. 業於 111/10/4 召開第 1 次課程與實習委員會修正學程學分科目表、企業

見習作業要點，將循程序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及校外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 

創新育成中心 

5-5

https://incubation.tnua.edu.tw/


2. 111-2 學期開設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時間 

創業學．學創業 2 112/1/14 (六)至 112/1/17(二)、2/11、12(六、日) 

創業實踐 1 112/2/6 (一)至 112/2/10 (五) 

3. 111-2 學期課程將於 11 月中進行宣傳並開放申請。 

4. 創業實踐課程招生說明會訂於 111/12/7 (三) 12:30-13:30於C403教室舉辦。 

十三、 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設備計畫 110/12/15-111/12/14 

截至 111/10/3 計畫總實支率 29.42%、總動支率 98.87%。各

計畫每月執行進度如下： 

 
十四、 教育部推廣藝術教育計畫－犇放計畫 111/1/1-12/31 

（一）計畫經費管理 

截至 111/10/3 全校計畫實支實付率 29.84%，為利於 11 月底前達成第 2

期款請撥標準（實支實付率 42%），業以電子郵件及社群提醒各執行單位

於盡速辦理核銷。各計畫單位執行進度如下： 

年度補助計畫  
主持教師 
/執行單位 

動支率(%) 實支率(%) 
備註說明 

9/5 10/3 9/5 10/3 

藝

大

平

台 

2022 犇藝獎 研發處 32.37 39.54 19.06 25.80  

舞蹈音像在地實驗計畫 張曉雄老師 38.52 65.64 4.87 18.08 111-1 課程 

111 年度藝術校園計畫 蔡慧貞老師 0 0 0 0 111-1 課程 

干豆風 LOOP 計畫 趙瞬文老師 48.72 48.72 4.61 4.61 配合動畫節 

當代文學經驗藝術推廣計畫 吳懷晨老師 93.2 93.20 93.20 93.20  

聲存之藝-推廣聲音藝術教育計畫 李葭儀老師 0 0 0 0 111-1 課程 

島語漫遊-藝術教育的探索與啟發計畫 林姿瑩老師 3.99 12.25 3.99 12.25 111-1 課程 

藝 電影與新媒體教育推廣實踐計畫 影新學院 40.59 59.15 26.92 29.55 疫情展延場次 

計畫成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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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補助計畫  
主持教師 
/執行單位 

動支率(%) 實支率(%) 
備註說明 

9/5 10/3 9/5 10/3 
大

開

門 

後花園 III -科技與音樂跨域實驗劇場計畫 音樂學院 0 0 0 0 111/10 演出 

事件是一所學校：轉型中的藝術教育 美術學院 51.30 80.02 48.38 71.67 111/9-11 展覽 

關渡妖言文學節策展、對談、行動計畫 人文學院 72.78 78.33 72.78 72.78  

動畫開門 動畫系 13.54 27.02 8.16 14.50 配合動畫節 

雙向連結．迎向頂尖 舞蹈系 48.58 71.57 16.16 17.86  

永續展演平台藝術教育推廣計畫 關美館 0 0 0 0 配合雙年展 

十二光年星空相遇 學務處 30.95 59.22 0 0 111/10 演出 

響遏行雲．歷史迴聲-老琵琶特展 傳音系 8.59 23.88 7.4 8.59 111/10 展演 

全校計畫執行率 41.03 47.80 24.04 28.22  

（二） 藝術創新實踐競賽 2022 犇藝獎 BEN Award  

1. 團隊期中審查會議業於 111/9/7 完成辦理，並於 111/9/23 公告團隊製作

補助費，刻正辦理團隊經費合作作業。 

2. 本年度成果分享會訂於 111/12/3(六)下午於基進講堂辦理。報名訊息 

3. 本年度以輔導團隊向校外場地申請演出為目標。各團隊演出場次如下： 
團隊名稱 節目名稱 展演時間 場地 辦理情形 

派對份子 
《INTER-SIGHT》x《視探》

創作計畫 

展覽 111/9/16-10/16 
演出 111/10/1, 2, 15, 16 
 (六,日)14:30 

臺北國際藝術

村百里廳 
完成 

Shiun 
Dance 

2022 SHIUN DANCE「異

態」臺北場 
111/10/1 (六) 
13:30/16:30/19:30 

R13 半島體創

作基地 
完成 

白鹿迷路 
《夢拾夜——成癮 100》
戲劇演出暨文學跨域座

談會 x 特邀作家言叔夏 

111/10/2 (日) 13:30 
演出及座談約 120 分鐘 

信義好好生活

廣場知新劇場 
完成 

北冥有魚， 
北藝有牛 

《臟／葬》 111/10/14,15 (五, 六) 
14:00/16:00/18:00/20:00 

平谷試誤所 完成 

Ballade 
Studio 

《 The Target of Hostility
敵意標靶》 

111/10/16 (日) 
大稻埕國際藝

術節 
完成 

天地銀行 
《掌上/酌量》 NFT 藝術

品生成發表 
111/10/21 (日)-10/29 (六) akaSwap  展演中 

SUKADA 《堆疊溢位》 
111/11/11 (五) 19:30 
111/11/12 (六) 
14:30/16:30 

臺北數位藝術

中心 
展演中 

EEC 
《MY SUN 男孩與他的太

陽》科普繪本暨專輯製作

企劃 
111/11/20 (日) 19:00 待定 展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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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8030807051373159318
https://decisive-gateway-bcf.notion.site/The-bank-a8359500785e4047920ea83c2ac3ca37
https://akaswap.com/curation


十五、 教育部藝術校園美感教育計畫 110/11/14-111/12/31(展延) 

（一）為利計畫結案作業，業以電子郵件通知本年度計畫結案作業

並提醒未提申請展延之單位盡速辦理核銷。 

結案工作執行期程 未申請展延計畫 展延計畫 

經費核銷完畢 111/10/31 111/12 依主計室規定 

關帳 111/11/01 
11/1 關帳後，11/7 重開帳；

111/12 依主計室規定 

成果提交 
1.內容上網 
2. 成果報告表電子檔寄研發處彙整 

111/11/30 112/1/20 

（二）請各執行單位於活動完成後盡速辦理核銷作業。截至 111/10/3，全校計

畫總動支率 79.06%、總實支率 73.36%。各計畫目前執行進度： 
計畫執行單位 課程活動 線上成果 報告表 經費 動支餘額 結案 

舞蹈系 焦點舞團校園推廣計畫 完成 V V 完成 0 V 

動畫系 動畫營 展延執行 － － 核銷中 22,929 X 

MIT 美感教育探索與創發計畫 完成 X X 完成 0 X 

學務處 暑假戲劇藝術服務隊 完成 V V 完成 0 V 

傳音系 傳統音樂推廣計畫 完成 X X 完成 0 X 

師培中心  小北藝-跨域藝術教

育師資培育計畫 
展延執行 － － 核銷中 41,118 X 

藝教所 大成國小夏日文化樂學學 展延執行 － － 核銷中 77,604 X 

 

 

 

 

議程 

計畫成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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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藝大 40周年論壇「藝術永續：展演創作的趨勢與實踐」議程 

第 1天 111 年 12月 8日 

時間 時長 形式/主題 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 
10:00 

| 
10:30 

30 開幕式 
校長致詞 
貴賓致詞 

10:30 
| 

12:00 
90 

大會演講 1（影片） 
極端氣候下的藝術永續變革 
對談與交流 

主持人：陳愷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主講人：Caitlin Southwick（荷蘭） 

／Ki Culture, Founder and Executive Director 
與談人：楊家彥／樹冠影響力投資執行長（邀請中） 

莎家義 Alessandro Sossa-Izzi 
／台達電企業信息部經理 

12:00 
| 

13:30 
90 午餐休息 

13:30 
| 

13:35 
5 主題論壇 1 永續場館 

主持人：林劭仁／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務長 
主講人 1：Emma Bombonato（澳洲） 

／Sydney Opera Hous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Manager 

主講人 2：Heidi Wiley（德國）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European 
Theatre Convention 

與談人：施馨媛／國家兩廳院副總監 
Michaela Rýgrová（捷克） 
／ETC Green Theatre Committee Member 
Caitlin Southwick（荷蘭） 
／Ki Culture, Founder and Executive Director 

13:35 
| 

14:05 
30 

來賓演講 1（影片） 
雪梨歌劇院的永續行動 

14:05 
| 

14:35 
30 

來賓演講 2（影片） 
歐洲劇場的永續倡議 

14:35 
| 

15:05 
30 對談與交流 

15:05 
| 

15:15 
10 中場休息 

15:15 
| 

15:20 
5 主題論壇 2 永續製作 

主持人：王世信／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院長 
主講人 3：Paddy Dillion（英國） 

／Coordinator Theatre Green Book 
主講人 4：Dawn Furness（英國） 

／Sustainability Champion, Opera North 
與談人：王孟超／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執行長 

15:20 
| 

15:50 
30 

來賓演講 3（影片） 
綠色製作指南 

15:50 
| 

16:20 
30 

來賓演講 4（影片） 
永續製作案例Opera North’s 
Alcina 

16:20 
| 

16:50 
30 對談與交流 

16:50 
| 

17:00 
10 中場休息 

17:00 
| 

17:30 
30 論壇 

主持人：于國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發長 
與談人：施馨媛／國家兩廳院副總監 
    王孟超／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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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天 111 年 12月 9 日 

時間 時長 形式/主題 講者／與談

09:30 
| 

09:35 
5 主題論壇 3 材料循環與設計 

主持人：林承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

學院院長

主講人 5：Sandra Goldmark（美國）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in Theatre, Director of Campus 
Sustainability and Climate Action of Barnard 

主講人 6：Tara Sansone （美國） 
／Executive Director of Materials for the Arts 

John Cloud Kaiser（美國） 
／Gallery Director and Director of 

Education at Materials for the Arts 
與談人：陳錦誠／表演藝術聯盟理事長

09:35 
| 

10:05 
30 

來賓演講 5（影片） 
美國永續製作 Sustainable 
Production Tool Kit 

10:05 
| 

10:35 
30 

來賓演講 6（影片） 
材料回收再利用

10:35 
| 

11:05 
30 對談與交流

11:05 
| 

11:15 
10 中場休息

11:15 
| 

12:30 
85 

大會演講 2 循環設計 
對談與交流

主持人：陳愷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主講人：深澤直人／產品設計大師

與談人：張基義／台灣設計研究院院長
12:30 

| 
14:00 

90 中場休息

14:00 
| 

14:05 
5 

主題論壇 4 
視覺藝術的永續行動 

主持人：劉錫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院長

主講人 7：Heath Lowndes（英國） 
／Gallery Climate Coalition, Managing Director 

主講人 8：石隆盛／藝科智庫執行長 
與談人：蘇瑤華／視覺藝術聯盟理事長

國際畫廊氣候聯盟台灣分會

14:05 
| 

14:35 
30 

來賓演講 7（影片） 
國際畫廊氣候聯盟的藝術

去碳行動
14:35 

| 
15:05 

30 
來賓演講 8（現場） 
臺灣畫廊的初步檢視

15:05 
| 

15:35 
30 對談與交流

15:35 
| 

15:45 
10 中場休息

15:45 
| 

15:50 
5 

主題論壇 5 
永續藝術節慶 主持人：史明輝／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與新

媒體學院院長

主講人：（邀請中）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主講人：Gill Minervini（澳洲）（邀請中） 

／Festival Director of Vivid Sydney 
與談人：李應平／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

15:50 
| 

16:20 
30 

來賓演講 9（影片） 
愛丁堡藝術節經驗

16:20 
| 

16:50 
30 

來賓演講 10（影片） 
Sustainable Event（待定） 

16:50 
| 

17:20 
30 對談與交流

17:20 
| 

18:00 
40 

綜合論壇 

我們可以有什麼行動？ 

主持人：陳愷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與談人：李永得／文化部部長

陳錦誠／表演藝術聯盟理事長

蘇瑤華／視覺藝術聯盟理事長

張基義／台灣設計研究院院長

 

  李應平／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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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國際事務處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一

、 

國際交流業務 

 (一) Shared Campus 校園共享計畫 

1. 與蘇黎世藝術大學及校園共享計畫夥伴討論五年(2022 年~2027 年)計

畫細節。 

2. Commoning Curatorial and Artistic Education_策展與藝術教育的同眾:

美術學院及 IMCCI 共 7 位參與第 15 屆德國卡塞爾文件展師生一同於

9 月 26 日在本校文資書院舉辦分享會，共計 37 位同學參與聆聽分享

會。 

3. 與蘇黎世藝術大學等夥伴學校合辦「跨文化合作碩士學位課程」

（Transcultural Collaboration, 簡稱 TC）於 8 月 23 日至 11 月 30 日為

期 15 週之 111-1 學期課程，於瑞士蘇黎世、新加坡及印尼日惹辦理。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教師王綺穗老師將於 9 月 26 日至 10 月 2 日赴新加

坡授課。現正於印尼日惹進行課程中。 

 (二) ELIA Biennial Conference 2022 

ELIA 於 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6 日舉辦 ELIA Biennial Conference。由赫

爾辛基藝術大學主辦，並以「永續性」為主題，討論人類對環境、藝術

和社會正義的關係。歡迎本校一、二級主管預留時間，線上參與。 

 (三) 國際處與文創產學程籌備 2022 年文化嘉年華，將於 11 月 18 日(五)舉    

行。目前共 14 個大使館回復出席(含巴布亞紐幾內亞、印尼、捷克、南

非、新加坡、 匈牙利、加拿大、史瓦帝尼、聖文森及格瑞那丁大使館、

莫斯科駐台北代表處、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宏都拉斯共和國、墨西哥、

泰國)，敬邀各位師長和同學蒞臨參與。 

二、境外學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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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截至 9 月 29 日為止，境外學生及國際交換學生入境居家檢疫人數有 114

位。 

 (二) 協助境外學生辦理到校註冊、辦理居留證及工作證。 

 (三) 協助未返台之境外學生辦理防疫休學等事宜。 

 (四) 辦理陸生新生入臺證多次簽轉多次簽程序。 

 (五) 提醒在台境外學生新生於規定時間內報到註冊以及新生體檢。 

 (六) 111 學年度外籍新生在臺生活須知及居留證辦理事項已透過郵件方式通

知正在隔離之學生 

(七) 國際處於 9 月 6 日協處 2022 國合會聯合新生訓練活動。 

(八) 請各學院協助公告、收件、審查本校外國學生獎學金，國際處僅收由學

院薦送的資料，請各學院自訂收件及審查時間，國際處收件截止日期為

9 月 30 日 

(九) 辦理僑生清寒助學金、僑生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上海儲蓄銀行文教基

金會馬來西亞華裔獎學金、研究所僑生優良獎學金申請及收件，國際處

收件截止日為 9 月 30 日 

(十) 辦理台北市廣東同鄉會 110學年度粵籍大專學生獎助學金申請及收件，

國際處收件截止日為 9 月 30 日。 

(十一) 協助僑生向僑務委員會申請清寒僑生健保補助。 

三、交換學生業務 

 (一) 協助 111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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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26 名學生赴外交換。 

(二) 協助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赴本校交換學生入境事宜，共計 7 名交換生。 

(三) 協助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附姊妺校交換之交換生提名及申請事宜。 

 (四) 110 學年度領取教育部學海奬學金赴外交換同學返國辦理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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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一、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7條之規定

，雇主應為在職勞工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或特殊健康檢查，本校本(111)

年度在職員工健檢事宜經招商比價後已由康寧醫院承攬，已於111年10

月19日(星期三)早上8時至11時假本校活動中心川堂(藝大書店前方) 辦

理。倘有未及參檢之師長同仁仍有意願參檢，請於111年11月2日(星期三

)前自行至康寧醫院預約辦理(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420巷26號

)。 

二、 教育部委託工研院辦理111年度學校化學品管理(含毒性化學物質申報異

常)專案輔導，本校已提出申請，工研院已於111年10月18日下午到校輔

導，針對美術學系版畫教室進行勘查。 

三、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已於本(111)年6月22日下午辦理第二次臨校輔導檢查

，經實際檢視相關職安文件並訪視部分實習場所後，總計開立16條缺失

並於111年7月1日發函本校，限期本校於3個月內(111年9月30日)完成改善

，改善作業已於111年8月17日邀請相關單位共同研商，並請相關單位於

111年8月31日前提送改善方案初稿，續由環安室彙整後於111年9月29日

回復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四、 本校111學年第1學期第1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已於

111年9月28日上午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召開，感謝各委員撥冗出席，

下次會議預定111年12月中辦理。 

五、 本(111)年度職醫第三次臨校健康照護服務已於本年9月7日上午辦理，另

本年度職醫第四次臨校健康照護服務訂於本年12月中辦理。 

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訂於111年11月3日(星期四)上午辦理「高危害性化學品

危害預防說明會」，本室將派員參加，亦請校內其他單位斟酌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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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音樂學院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音樂學院 

一、111/08 

    (一) 完成校慶 40 週年音樂系列音樂會主視覺海報設計、OPENTIX 上線售

票。 

    (二) 協辦 8/13~8/14 台北大師星秀音樂節活動，執行音二館封館等防疫事項

細節，活動順利成功。     

    (三) 辦理第 36 期《關渡音樂學刊》。 

二、111/09 

(一) 9/5(一)14:00 召開校慶 40 週年-音樂學院系列音樂會記者會，感謝校長、

副校長蒞臨指導，朱宗慶、錢南章、賴德和、潘皇龍、吳素霞、潘家

琳、蕭慶瑜等貴賓出席，現場計有 40 多位師長、貴賓與媒體記者參與，

期盼能激發校慶活動之熱烈迴響與效應！ 

(二) 9/19(一)召開 111-1 第一次院教評會議。 

三、111/10 

    (一) 執行校慶 40 週年-音樂學院系列音樂會，包含票務、宣傳、節目單印

製、音樂廳前後台等各項工作。 

    (二) 第 36 期《關渡音樂學刊》出刊。 

 

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一、 重要會議召開：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 

111.09.12(一) 10:00 第 1 次系所教評會議 
111.09.26(一) 09:30 第 2 次系所教評會議 

10:30 第 1 次系所務會議 
111.10.31(一) 10:00 第 3 次系所教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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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 

111.11.74(一) 10:30 第 2 次系所務會議 
111.12.12(一) 10:00 第 4 次系所教評會議 
111.12.19(一) 10:30 第 3 次系所務會議 
111.12.26(一) 10:00 第 5 次系所教評會議 

二、 課程： 

   (一) 111-1 學期音樂學系專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黃俊文老師專案課程

規劃及安排。 

   (二) 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選課相關： 

       1. 「音樂理論 I」、「音樂基礎訓練」及「鋼琴」鑑定考試及選課分班。 

       2.「爵士大樂團」、「聲響跨域」、「室內樂」課程預選登記及配班選課。 

       3. 新生選課輔導相關協助。 

       4.「種子室內樂菁英培育」計劃報名選課：自由組 6 組、經典組 10 組。 

   (三) NSO 與本學系「樂無界教育計劃」其中「作曲家計劃」共設置兩門課程。 

     1. 管絃樂作品排練與演出實務，作曲家與協同指揮座談、小組討論並參

與樂團排練。 

     2. 管絃樂配器與作品創作理論實務，邀請 Jun Märkl 總監及 NSO 音樂家

蒞校講座，共計 9 場。 

(四)「NSO 樂團職銜學分學程」 

  1. 新生座談: 111 年 9 月 14 日上午 10:30 於國家交響樂團會議室舉行。 

  2. 本學期錄取 12 名 (小提琴 2 名、大提琴 2 名、低音提琴 1 名、長笛 2 

名、小號 1 名、法國號 1 名、單簧管 1 名、低音管 1 名、低音號 1 名)。 

(五 ) 義大利經濟貿易文化推廣辦事處與本學系合作交流邀請聲樂家

Emanuela Barazia 與鋼琴家 Maurizio Colacicchi 蒞校講學及音樂會。 

1. 音樂會：10 月 26 日晚上 6:30~ 9:00 北藝大音樂廳 

  2. 大師班：10 月 27 日上午 10:30~12:10、下午 13:30~15:10、晚上

18:00~20:00 

(六) 北藝大名譽教授朱宗慶老師—「北藝大擊樂新思維講座」共計 2 場論壇、 

3 場演講、1 場大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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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位考試： 

(一) 110 學年第 2 學期碩博士班研究生線上學位考試/論文線上審核/離校手

續受理/考試經費核銷辦理。 

(二) 音樂學系考試資訊網網頁建置與本學系所招生與各類考試辦法公告。 

(三) 112 學年音樂學系所各類招生入學考試簡章一校二校處理。 

四、專題演講： 

日期 時間 專題演講名稱 

111.09.19(一) 13:30~15:10 
【聲樂大師班】徐惟恩 
【大提琴大師班】李孟坡 

111.09.26(一) 13:30~15:10 
【聲樂大師班】王敏靜 
【美國國務院藝術大使的鋼琴演奏之路】 

111.10.03(一) 13:30~15:10 【Recent Compositions for Instruments and Electronics】   
  Jacob Sudol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副教授) 

111.10.04(二) 18:30~20:10 【中提琴片段大師班】(遠距線上) Danilo Rossi 

111.10.27(四) 10:30~12:00 【聲樂大師班】Maurizio Colacicchi、Emanuela Barazia 
13:30~15:10 

111.10.31(一) 08:30~12:30 【大提琴樂團片段大師班】(遠距線上)Mark Kosower 
13:30~15:10 【排練與演出實務】Jun Märkl 總監 

 

五、「北藝大擊樂新思維講座」系列主持人：朱宗慶（北藝大名譽教授） 

日期 時間 「北藝大擊樂新思維講座」系列 
111.10.12(三) 18:00~21:00 【校際論壇】擊樂是什麼？從多面向與跨領域的思維談起 
111.10.19(一) 18:00~21:00 【跨域論壇】擊樂與劇場元素的互動整合 

111.10.26(一) 18:00~21:00 【專題演講】我們可以沒有藝術嗎？從藝術與文化政策談
起/主講人：鄭麗君（前文化部長，青平台基金會董事長） 

六、關渡新聲： 

    本次比賽為協奏曲，已於 9 月 26 日(一)舉行初賽，10 月 3 日(一)舉行決賽。  

    優勝者將於 111 年 12 月 20 日(二)2022 關渡新聲協奏曲音樂會當日頒獎並演

出。 

七、總務營繕： 

(一) 「音樂學系會議室空間整修工程」、「琴管室外牆面油漆工程」已於 111 

年 8 月 26 日完成施作。 

(二) 「音樂系館清潔、景觀工程」已於 111 年 9 月 4 日完成施作。 

八、2022 第 33 屆傳藝金曲獎入圍： 

    專任教師：蘇顯達院長(最佳演奏獎、最佳跨界音樂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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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京美老師(最佳作曲獎) 

    名譽博士/特聘講座教授：呂紹嘉老師(最佳專輯製作人獎、最佳演奏獎) 

    兼任教師：安德石老師(最佳編曲獎、最佳專輯製作人獎、最佳演奏獎) 

              簡凱玉老師(最佳藝術音樂專輯獎) 

              謝宛臻老師(最佳藝術音樂專輯獎) 

    校友：李元貞(最佳作曲獎)、官大為(最佳編曲獎) 

 

傳統音樂學系 

一、 會議召開：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 

111.09.13（一） 
10：00 
12：30 

第 1 次系務會議 
第 1 次招生委員會 

111.10.03（一） 10：00 第 1 次課程委員會 
111.10.24（一） 12：00 第 1 次教評會 

二、人事： 

(一) 協助新聘兼任教師教職員證與電子郵件申請、專任教師子女教育補助費

申請。 

(二) 檢視系上網頁人事內容、協助更新資料。 

三、招生： 

(一) 確認各項招生管道招生名額、修訂暨確認 112 學年度學士班招生簡章

（港澳生、繁星計畫、特殊選才、單獨招生、新住民）、碩士班招生簡

章（港澳生、甄試、一般考試、新住民）。。 

(二) 進行 112 學年度學士班與碩士班招生宣傳、與部分高中職學校聯繫。 

四、學務： 

(一) 協助系學會規劃與辦理迎新、校慶藝陣活動。 

(二) 調查入學新生疫苗施打狀況。 

(三) 進行 111 學年度入學學士班新生資料彙整與舊生通訊資料（含校外住宿

調查與緊急聯絡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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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務： 

(一) 盤點與維修樂器、協助南北管同學各年級共用樂器清點與交接。 

(二) 整理部分研究室、調整樂器與物品放置空間。 

六、教務： 

(一) 輔導學碩士班新生選課，及協助學生選課作業。 

(二) 安排開學前課程－基礎樂理的上課時間：8/29,30,31,9/1,2,5 (集中上課)。 

(三) 與碩士班演奏組學生確認主修老師選定，並講解演奏組學生上課方式與

期末考試辦法。 

(四) 因應疫情，111-1 仍協助大班課安排固定座位表。 

(五) 9/22 完成古琴期初考；9/30 完成琵琶期初考，但因有老師確診無法到現

場評分，因此考試現場錄影存檔，將影片傳給無法前來的老師評分。 

七、展演活動與專題演講： 

(一) 專題演講： 

(1) 10/03、17、24、31，Jirayuth Panomrak－泰國傳統舞劇「倥舞」的

肢體與音樂。 

(2) 10/12，林宗賢－從樂器維修的角度認識琵琶。 

(3) 10/13，彭一奇－四相十三品絲絃琵琶之存見與修復。 

(4) 10/17，Alena Murang－沙貝琴(Sape)工作坊 

(3) 10/31，黎海登－「亭於越南：信仰與禮樂」講座與示範演奏 

(二) 展演活動： 

(1) 09/30，春去秋來－古琴師生聯展，音樂廳，晚上 19:30。 

(2) 10/14，《響遏行雲‧歷史迴聲》琵琶音樂會，音樂廳，晚上 19:30。 

(3) 10/28，【南管戲《郭華》選粹】〈買胭脂〉〈約會〉，音樂廳，晚上

19:30。 

八、高教深耕計畫： 

(一) 北管文物整理計畫正在進行抄本謄打的文字校對及將北管抄本上的特

殊符號繪製入文字檔案中，以完整呈現出抄本的所有內容。 

(二) 北管青少年育苗計畫已完成與六個北管團體的契約簽訂，後續待各團體

回傳錄影影片並將影片彙整之後，預計於 12 月份播放線上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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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管青少年育苗計畫－第四屆新綠妍萌南管音樂會已確認邀請五個南

管團體，待簽訂契約書。 

九、其他： 

(一) 犇放計畫－【響遏行雲‧歷史迴聲—老琵琶展】已於 10/4 開幕，展期至

10/20，其他系列活動還有 10/12、13 的兩場琵琶維修講座及 10/14 在音

樂廳有琵琶音樂會。 

(二) 文化部新南向計畫－「亭於越南：臺越禮樂交流」計畫的專書出版已在

做最後的校對工作，預計 10 月份出版。越南團隊也將於 10 月份抵臺，

進行一系列的禮樂交流活動。 

(三) 蘇筠涵老師 9/24 帶領學生參與「2022 故宮亞洲藝術節」活動演出越南

才子樂。此改為錄製影片之後於網路平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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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美術學院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美術學院 

一、「院務」： 

(一) 美術系館南北藝廊一樓進行展牆木工整修。 

(二) 地下美術館進行展牆木工整修。 

(三) 本院 CNC 教學建置計畫： 

1. 空間整治於 8 月至 9 月中進行。 

2. CNC 機台於 9 月 13 日安置完畢。 

3. 9 月 24 日至 10 月 22 日間舉行四次教學工作坊。 

(四) 9 月 23 日舉辦本校第 2、3 季專任老師生日會。 

二、「展演活動」： 

(一) 本院於關渡美術館一至三樓舉辦美術系回顧展覽：《事件是一所學校：

轉型中的藝術教育》。自 9 月 23 日至 11 月 27 日展出，歡迎各位前往參

觀。 

1. 7 月至 8 月中，美術系初代教師之歷史口述訪談、文字整理與影音編

輯工作；召開展呈規劃與協調會議。 

2. 8 月中至 9 月初，資料整合與作品借展運輸階段。 

3. 9 月 15 日至 21 日，展覽進場佈置。 

4. 9 月 23 日，於關美館大廳舉辦聯合開幕典禮。 

5. 現正進行展覽資料與論述之出版預備編輯工作。 

(二) 本院郭昭蘭老師規劃辦理之研討會《2022 重建臺灣藝術史學術研討會

「水平的藝術史：藝術史編撰法在臺灣」》，9 月 3 日至 4 日於國立台灣

美術館進行。本研討會試圖近一步推進「水平」的視野與位置，透過「在

人類世中書寫藝術史」、「歷史終結後的地誌學」、「藝術史編撰法的轉

向」、「藝術與文化中的力動學」，「藝術及其全球史」以及「批判性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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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館：展覽製作作為藝術史編撰法」等六大主題，邀請國內外 14 位學

者，進行專題演講與論文發表。 

(三) 由本院郭弘坤老師策畫，呼應美術系回顧展之校慶慶祝活動《交換實體

作品》，10 月 3 日至 21 日於美術系館進行。 

三、「計畫執行」： 

(一) 本院分項計畫「色譜編織─技藝研究及媒材創造」，由潘娉玉老師所開

設之《藍染與創作轉譯》課程，將於 111-1 學期邀請湯文君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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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實作工作坊。以台灣藍為主題，透過工藝美學及其所蘊含的身體技

藝及文化智慧，思考自然資源永續的藝術實踐樣態。 

1. 師生於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前往南投，進行《製靛與糊染工作坊》，

由湯文君老師授課。 

(二) 本院分項計畫「流域美學藝術啟動計劃-公司田溪行動」，是本院涂維政

老師繼「佔領淡水河」、「疫游行動」、「過三關-北台以北」等計畫後，

又一關注三芝、關渡、淡水河流域之環境與社會的藝術行動計畫。預計

11 月 12 日至 26 日於程氏古厝基地進行展覽。現正進行創作計畫徵件

與規劃討論。 

四、「創作獎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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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當代雕塑麗寶創作獎」。10 月 1 日開始接

受報名收件，預計於 11 月 11 日舉行頒獎典禮。 

五、「合作交流」： 

(一) 本院與大溪工藝平台 C house 合作，於 9 月 23 日至 10 月 23 日在大溪

工藝基地進行雕塑師生聯展《大蓋—木質創作展》。歡迎各位前往參觀。 

1. 7 月 13 日與 8 月 17 日，前往大溪與在地木工產業團隊(木類原材、

家具器皿、木雕創作等)進行交流與經驗分享。 

2. 8 月 10 日，與大溪木藝博物館及 C house 召開展覽三方會議，針對

展覽主題論述及架構進行溝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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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月 5 日至 7 日，進行佈展。 

4. 9 月 30 日，展覽開幕。 

(二) 本院與 99 度藝術中心合作，以 S7 美術館四樓空間作為學生展演試驗空

間之計畫：「∑美創 Xpace」，8 月中至 9 月初針對本院在學與近五年畢

業生進行展覽徵件作業。 

1. 本院郭弘坤老師策展，曾奕潔、黃冠傑、許祐羚、劉文豪、張庭甄、

陳薇婷等六位同學共同參與之首檔聯展《圓是遠行的球體》，從 9 月

3 日到 25 日展出。 

2. 本院學生梁凱棋策展，鄺鉅裁個展《事後 EVER AFTER》，從 10 月

1 日至 23 日展出。 

 

美術學系（含碩士班美創組暨美術史組、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一、「系務」： 

(一) 9 月 13 日舉辦 111-1 第 1 次系務會議。 

(二) 9 月 14 日舉辦第 1 次所/院教評會議。 

(三) 9 月 27 日舉辦第 1 次系課程會議。 

二、「教學課務」： 

(一) 研究生 111-1 休、復學暨各項考試申請於 8 月 1 日開始受理。 

(二) 協助研究生進行論文修改輔導與畢業離校程序辦理之諮詢。 

(三) 修訂 111 學年度美術系碩士班、博士班新生手冊。 

(四) 協助 111 級新生入學相關事宜。 

三、「學生事務」： 

(一) 大學部與研究生工作室年度清理與整治工作。 

(二) 本系 111-1 期初系大會於 9 月 26 日召開。 

(三) 辦理 111-1 外國獎學金宣傳與申請事宜。 

四、「展演活動」： 

(一) 本系碩士班鄭文豪同學於水谷藝術舉辦個展《震盪之前》，展期自 7 月

9 日至 8 月 7 日止。 

(二) 本系碩士班曾奕潔同學於新樂園藝術空間舉辦個展《基諾普西亞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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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展期自 8 月 6 日至 8 月 21 日止。 

(三) 本系碩士班蔡尚孚同學於福利社藝術空間舉辦個展《G.I@孚》，展期自

8 月 20 日至 9 月 17 日止。 

(四) 本系郭弘坤老師於九十九度藝術中心舉辦個展《連動的視覺效應》，展

期自 10 月 1 日至 30 日止。 

(五) 本系碩士班創作組於地下美術館舉辦 111-1 期初評鑑觀摩展，展期自 10

月 3 日至 4 日止。 

(六)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於地下美術館舉辦 110 級班級級展《精神實驗室 

SPIRIT LAB》，展期自 10 月 11 日至 29 日止。 

五、「講座活動」： 

(一) 本系涂維政老師於 10 月 4 日邀請姚莉亭老師、陳江河老師進行公司田

溪流域環境與自然人文導覽。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教學課務」： 

(一) 研究生 111-1 休、復學暨各項考試申請於 8 月 1 日開始受理。 

(二) 協助研究生進行論文修改輔導與畢業離校程序辦理之諮詢。 

(三) 修訂 111 學年度藝跨所新生手冊。 

(四) 協助 111 級新生入學相關事宜。 

二、「學生事務」： 

(一) 研究生工作室年度清理與整治工作。 

(二) 8 月 29 日由 110 屆班會同學舉辦 111 屆學生迎新活動。 

(三) 111-1 新生座談於 9 月 15 日召開。 

(四) 辦理 111-1外國獎學金宣傳與申請事宜。 

三、「展演活動」： 

(一) 本所陳佳暖同學於永富五號藝術空間舉辦個展《敘事的復生與補遺》，

展期自 8 月 20 日至 9 月 4 日止。 

(二) 本所林宏璋老師於 6 月 23 日至 7 月 7 日，帶領藝術跨域研究所的吳瑀

俐、林郁晉、沈湘芸，美術學系博士班的鄭翔宇，及 IMCCI 的 Heloise 



                                                                             

9-5 

Hamana 與 Janelle Winna Go，共六位同學前往德國卡塞爾第 15 屆文件

展（Documenta 15 in Kassel）進行參訪暨工作坊活動：《策展與藝術教

育的同眾》。9 月 26 日於文資學苑進行經驗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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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戲劇學院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0 年 10 月 
 
【戲劇學院】 

一、 行政事務 

1. 本學期第一次院主管會議業於 9/27(二)召開完成。 

2. 本學期第一次院教評會議業於 9/27(二)召開完成。 

二、 展演事務 

1. 2022秋季公演明火申請進行中，9/30前將整理好文件提出申請。 

2. 2022 秋季行銷文案初稿完成，演員大頭照拍攝完成，節目單資

料蒐集中。 

3. 2023 春季公演發甄選公告，助理於 9/29、演員於 10/15 進行甄

選。 

4. 2022冬季公演送兩廳院開賣申請，10/1 開賣。 

5. 10/7-9 佰捌級畢製《文明的野蠻人》 

6. 10/21-23 佰捌級畢製《旅鼠》 

 

【戲劇學系/所】 

一、行政事務 

1. 戲劇系館因年久失修，日前總務處已派人檢視本系系館急需修整

之處：T305 劇場之天花板漏水及鋼筋生鏽、三層樓之男女廁所

老舊，木門及洗手台常常損壞、一樓天花板牆壁壁癌導致粉塵不

斷脫落等，將討論逐步汰換及編列預算之可能。 

2. 戲劇學系已於 9/7 下午 1：30 於 T102 舉辦大一新生選課輔導說

明會。 

3. 戲劇學系已於 9/12 上午 10 點舉辦第一次系大會、11 點召開第

一次系所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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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戲劇學系已於 9/19 上午 10：30召開第一次系所務會議。 

5. 戲劇學系已於 10/17 上午 10點召開第一次系所課委會。 

6. 戲劇學系已完成或正在處理整頓系館相關事務：道具儲藏室清理

(橘色貨櫃屋)、T2103姚一葦劇場前台整理(進行中)、與保管組

聯繫清洗系館外牆(預計近期將清洗，時間待定)、與保管組聯繫

系館陽台雜草清除、近日進行陽台青苔清除等。 

7. 姚一葦劇場音響系統更新已驗收完畢；正在處理後續核銷事宜。 

8. 系館教室冷氣機更換(T208、T101、辦公室)與投影機面板更換事

宜。 

9. 戲舞大樓 T2203投影機已經使用逾十年，主機板與燈泡都已老舊

需更換，已請廠商報價，準備處理後續事宜。 

二、 招生與教學 

1. 法國訪問學者 Maurice Durozier 已於 07/12~08/15 完成駐校主

持集中式實驗課程「陽光劇團即興創作技巧工作坊」。 

2. 五校聯盟微課程，已於 9/21 開始，本系將四主修分 6 週完成授

課。 

3. 泰國傳統舞教師 Jirayuth Panomrak 已於 10/15、16、22、23

兩個週末上午舉辦倥舞工作坊。 

4. 戲劇系館T304燈光迴路48組含機櫃已請搬運公司移動至劇設系

TD109燈光實驗教室供課程使用，預計借用至 111-1年寒假。 

5. 戲劇學系已於 10/18 參與招生組舉辦蘭陽女中宣傳活動。 

三、展演與交流活動 

1. 10/1 張孟鈺畢製讀劇會《一紙劇本讀劇會》。 

2. 10/14～16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徐欣妍、李至元、陳佳君獨奏會。 

 

【劇場設計學系/所】 

一、 行政事務 

1. 於 9/12(一)09:00辦理劇場設計學系線上系大會。 

2. 於 9/12(一)10:00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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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 10/17(一)10:00召開本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 

4. 劇設系 TD109 燈光實驗室調光機採購案於 9/13(二)招標結束。 

5. 111 學年度各會議委員代表名單於暑假期間以由系主任邀約完

成。 

二、 招生與教學 

1. 112 學年劇場設計學系暨碩士班招生各項簡章已完成修訂進入

二校，相關招生宣傳進行中。 

2. 本學期北市高中五校聯盟微課程(建中、師大附中、中山、成功、

北一女)已於第 2週開始上課。 

3. 本系教學防疫措施： 

4. (1)教室座位增設隔板及消毒用品。 

(2)多媒體教室規劃梅花座。 

(3)視不同課程需求調整上課模式(例：分組上課等)。 

(4)各出入口添購紅外線感應消毒機。 

5. 已於 9/22(四)完成安全講習。 

三、 展演與交流活動 

1. 劇設系碩士班開學作業展《Project 0 -可能不是畫展》已於

9/19(一) 至 9/22(四)完成。 

2. 劇設系迎新活動預計於 9/28(三)19:30 舉行新生晚會。 

 

【專案計畫推動：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戲劇學院】 

1. 集中式課程：暑假期間已完成 110-2 學期集中式課程黃文英「大

師班-電影美術與服裝設計專題」及 111-1 學期集中式課程由劉

達倫老師規劃、陳新發老師及廖惠麗老師共同授課「影視質感處

理專題」。 

2. 戲劇學系發行之《本行 2》已於 10月初印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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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舞蹈學院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一、舞蹈學院 

（一）展演、研習、獲獎等相關活動事務： 

1.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12 日進行雲門舞集藝術總監鄭宗龍舞作《一個

藍色的地方》的暑期排練。8 月 15 日至 8 月 24 日進行葉晉彰老師舞作

《風‧雲》暑期排練。 

2. 本學院教師參加本校「英雄之旅：藝術探索者計畫」教師研習，由政治

大學創造力講座教授吳靜吉帶領，本院院長何曉玫老師、陳雅萍老師、

林亞婷老師、葉晉彰老師、林怡棻老師、林雅嵐老師、兼任教師王元俐

老師皆踴躍參與。 

3. 2022 北藝創校四十週年舞蹈學院「40 如 400」系列演出及論壇場次底定，

宣傳品確認並已進行網路宣傳，其中 2022 年 8 月 3 日主視覺露出、8 月

6 日院長及策展人之活動內容介紹與主題海報露出、8 月 8 日線上售票

正式於 Opentix 上線及形象宣傳片投放、8 月 13 日起系列演出及系列講

座總覽介紹、8 月 20 日早鳥票宣傳介紹、8 月 25 日系列講座報名連結

開放、9 月完成「40 如 400」主題海報以及《經典再現》《當代風潮》《解

穢酒》節目海報張貼。 

4. 「40 如 400」系列演出-經典再現：2022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9 日進行《三

種看法》《星宿》暑期排練，9 月 5 日至 9 月 8 日進行《破陣而出》排練，

9 月 7 日至 9 月 9 日進行《凌晨時分》排練。 

5. 「40 如 400」系列演出-當代風潮：2022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9 日進行雲

門舞集藝術總監鄭宗龍舞作《一個藍色的地方》的暑期排練。 

6. 「40 如 400」系列演出-台法三校匯演：2022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9 日，

進行蔡慧貞老師《歧徑》排練。 

7. 舞蹈虛擬實境《舞動 360 II》影片徵選，於 2022 年 8 月 29 日線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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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0 如 400」系列演出-臺法三校匯演：法國里昂、巴黎兩校師生來台

入境簽證辦理，9 月份陸續完成相關來臺名單造冊以及入境簽證辦理所

需證件蒐集。 

9. 2022 年舞躍大地舞蹈創作比賽參賽 90 支作品，八月份公布決選入圍名

單，決選入圍的 25 支舞碼中，本學系有七年一貫制五年級黃騰生《亢

奮》《反抗者》《自裂》、六年級葉承融《伍》《光明的路》、六年級簡子

勛《碎骨片》、七年級翁瑞伶《米羅｜Miró》、七年級廖婕妤《共振》、

七年級蕭樂恩及賴珮綸《你聽我說》、應屆畢業生楊楓笛《鐘擺上的杜

普勒少女》、博士班徐哲《顫的練習曲》、碩士班劉靄淇《系-纏繞》、謝

承家《走啊走啊》、黃筱捷《Sinful Dinner》、校友方駿圍《再來，啊！》、

張杰翰《Cave》《Avatar》、許育瑄、葉家芬《Matters》、吳鎮江《萬惡萬

樂》共 19 支舞碼入選。2022 年 9 月 29 日公布決賽結果，本學系獲獎豐

碩： 

金牌及最佳造型獎：蕭樂恩及賴珮綸《你聽我說》 

銅牌獎：六年級葉承融《伍》 

優選獎：五年級黃騰生《亢奮》《自裂》、七年級廖婕妤《共振》、應屆

畢業生楊楓笛《鐘擺上的杜普勒少女》、博士班徐哲《顫的練

習曲》 

佳作：六年級葉承融《光明的路》、七年級翁瑞伶《米羅｜Miró》、碩士

班黃筱捷《Sinful Dinner》、校友吳鎮江《萬惡萬樂》 

10. 2022 年 9 月 9 日張曉雄老師參與台電公司《黃金盛典藝術祭》的展演

合作，根據金瓜石場域製作全新作品《山城遺緒》，以三部曲《時空膠

囊》《色》《將進酒》為主軸進行演出。 

11. 2022 北藝創校四十週年舞蹈學院「40 如 400」系列演出及論壇：於 2022

年 9 月 19 日上午舉辦第一場北藝 40 系列座談：邀請舞蹈系創系主任

林懷民老師於國際會議廳以「專業化、本土化、國際化-北藝大舞蹈系

的起步」進行專題講座。 

12. 2022 年 9 月 23、24 日辦理藝術教育推廣計畫「藝大開門」，9 月 23 日

為【雙向聯結】「推廣專場」工作坊，9 月 24 日為【迎向頂尖】「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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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才」工作坊，開設兩場四班，以本系經典再現、焦點舞團大師作做

為主要推廣內容，參與對象包括：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澎湖文光

國中、臺中文華高中、桃園中興國中、桃園東興國中、新北市立新埔

國民中學、臺北市北安國中，共計 7 所學校及少許個人報名者，預計

約 210 人來參訪。 

13. 2022 北藝創校四十週年舞蹈學院「40 如 400」系列演出及論壇：於 2022

年 10 月 17 日上午舉辦第二場北藝 40 系列座談：由葉晉彰老師主持，

邀請本系東方舞蹈教師吳素君、林佳良、林雅嵐老師於國際會議廳以

「從《星宿》的展演談北藝大東方身體訓練體系」為題進行經典重現

座談 I。 

14. 2022 北藝創校四十週年舞蹈學院「40 如 400」系列演出及論壇：於 2022

年 10 月 24 日上午舉辦第三場北藝 40 系列座談：由林亞婷老師主持，

邀請本系校友及老師王如萍、蔣秋娥、蔡慧貞老師，於國際會議廳以

「《三種看法》與《凌晨時分》國際化的紮根」為題進行經典重現座談

II。 

15. 2022 北藝創校四十週年舞蹈學院「40 如 400」系列演出及論壇：於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上午舉辦第四場北藝 40 系列座談：由林怡棻老師主持，

邀請本系校友及老師張曉雄、古名伸、古竺穎老師，於國際會議廳以

「《破陣而出》與《緘默之島》解嚴新生代的臺灣現代舞」為題進行經

典重現座談 III。 

（二）行政工作： 

1. 文化部同意補助本校辦理「舞動衛武營」一案，將補助本院辦理「K-Hub

舞蹈暖身系列活動」及動畫系「動畫教學工作坊」。 

2. 2022 年 9 月 26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3. 舞蹈學院新增專任教師員額，正進行聘任公告擬定、安排試教期程、遴

選委員會議組成及審查會議期程排定。 

（三）總務相關事宜： 

1. 完成 111 年年度財產盤點作業，以及財產物品已達年限不堪使用之報廢

減損工作。保管組已於 2022 年 8 月 1 日進行舞蹈學院、系財產盤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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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2. 暑期進行舞蹈學系專任教師研究室內部鋼管移除工程、戲劇舞蹈大樓一

樓資料典藏室影像線路更新、專任教師研究室影印機採購等事宜。 

 

二、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碩士班、博士班 

（一）招生相關事宜： 

1. 2022 年 9 月 13 日召開貫一至三導師會議以及直升考試會議。貫一至三

直升考試於 9 月 21 日完成，免試直升 3 人，具考試資格 27 人，共 26

人通過直升考試，並於 10 月 12 日針對 1 名因傷無法考試學生進行補考。 

2. 碩士班甄試考試於 2022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1 日間受理報名。 

（二）行政相關事宜： 

1. 2022 年 9 月 12 日召開全系大會，宣導本學期學院辦理創校四十週年系

列演出及講座，新任系學會幹部介紹等事宜。 

2. 完成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項課程異動確認、公假名單製作、選課輔導

等事宜。 

3. 聯繫及協助 111 學年度新生相關課程預選事宜，修訂研究生手冊並公告

周知。 

4. 本學期一貫制一至三年級家長會已於 2022 年 9 月 24 日上午採線上方式

由貫一至三年級總召集葉晉彰老師召開完畢，吳易珊主任及導師林怡

棻、林雅嵐、林立川老師與會，家長踴躍參與過程十分順利。 

5. 辦理 111 學年楊美蓉老師續辦留職停薪研究講學案。 

6. 配合教育部「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查辦法修正」，進行本校教師及升等

審查辦法修正意見調查。 

7. 111 學年度赴外交換學生共 3 名，一貫五 1 名（赴北京），一貫六 2 名（赴

北京、韓國）。另 2 名英國倫敦當代舞蹈學院學生本學期到訪就讀，另

有 1 位改於下學期到訪。 

8. 「舞蹈學院胡鐵城先生國際舞蹈交換獎學金」已於 111 學年度啟動，目

前已入款新台幣 25 萬元整，已公告學生遞件，本學期收件於 2022 年

10 月 10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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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演、競賽以及講座等活動： 

1. 第四屆亞太國際舞蹈平台研習營已於 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8 月 27 日舉

辦，本次邀請的校友包括旅美的洪綵希、旅英的張杰瀚、旅法的葉家芬、

曾經旅英的陳群俯、以及甫上本系碩士班的邱柏盛任課研習。 

2. 2022 年 9 月 4 日七年一貫制畢業製作實習舞團「焦點舞團」參加桃園土

地公國際民俗藝術節戶外演出。2022 年 9 月 10 日完成焦點舞團審舞工

作。 

3. 本系與日本高円寺劇場共同舉辦北北風創作平台比賽，於 2022 年 9 月

30 日舉行，日方 Akiko Nobue 啟子女士因不克來台，參與徵選後影片

討論。 

4. 2022 年 10 月 12 日辦理歐洲藝術家 Jill Crovisier 工作坊，安排一貫制四

至六年級課程及研究生參與。 

（四）畢業製作與學位考試相關工作： 

1. 輔導碩博士班應屆畢業生完成論文上傳、畢業審查、以及辦理離校等事

務。 

2. 完成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位論文考試相關經費核銷。 

3. 2022 年 9 月 11、12 日分別進行碩士班表演主修林俊毅、創作主修唐筠

雯畢業製作預口試。 

4. 2022 年 10 月 3 日至 10 月 13 日進行博士班莊國鑫學位考試資格考。 

5. 2022年 10月 16日進行碩士班表演主修李文欣、謝承家畢業製作預口試。 

6. 2022 年 10 月 17 日進行碩士班創作主修王弈樺畢業製作預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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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資料時間：111年 8月～11年 10月 

 

一、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會議 

 1、8 月 03 日召開第一次影新學院空間協調會議。 

 2、9 月 06 日第二次影新學院空間協調會議。 

 3、9 月 20 日召開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4、9 月 20 日召開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外國學生獎學金審查會議。 

 5、9 月 29 日召開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教評會議。 

 6、10月 25 日召開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院教評會議。 

二、 電影創作學系 

 (一)教學、招生等行政工作 

 1、關渡電影節徵件於 7 月 24 日截止，本屆共有 155部片投遞，其中本系作

品佔了 37 部。影展團隊預計 8 月 20 日選片，8 月 22日公布結果。 

 2、9 月 7日學士班、碩士班新生入學系務及導師時間。 

3、9 月 12 日系務會議。 

4、9 月 12 日空拍公司合作會議。 

5、9 月 19 日半系大會。 

6、9 月 19 日學士班畢業製作辦法討論。 

7、9 月 26 日半學士班畢業製作提案。 

8、9 月 26 日系教評會議。 

9、9 月 27 日 112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年度會議。 

10、9月 27 日 MIT院教評會議。 

11、9月 27 日第一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 

 (二)獲獎、展覽與活動 

 1、電影系校友及在校生榮獲「2022台北電影獎」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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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同學王渝萱主演《該死的阿修羅》榮獲第 24 屆最佳女配角。 

碩士班校友柯孟融編導電影《咒》榮獲第 24屆最佳男配角、最佳美術設

計。 

 2、電影系校友及在校生入圍「2022 桃園電影節台灣獎」名單： 

碩士班校友曹仕翰導演作品《父親的電影院》。 

碩士班校友莊翔安導演作品《我在隔離中》。 

碩士班陳品儒同學導演作品《悄悄告訴她》。 

學士班校友劉立導演作品《鍵盤俠》。 

碩士班伊江同學導演作品《公雞》。 

學士班校友楊芸喬導演作品《門之後》。 

 3、電影系通過台北市電影委員會產學合作計畫決選名單： 

學士班包明茜同學作品《留下來的人》，獲聲色盒子公司之混音補助。 

學士班黃式佳同學作品《完美的死亡之旅》，獲現代電影公司之調光補

助。 

學士班方維楷同學作品《特約服務包廂》，獲現代電影公司之調光補助。 

4、本學系兼任詹京霖老師導演作品《一家子兒咕咕叫》，由本學系校友胡

智強、李夢苡樺演出，獲選 2022金馬影展開幕片。 

5、111 年度「高雄拍」影像創作獎助計畫，本學系入圍名單如下： 

碩士班校友劉純佑導演作品《一點一滴的死》。 

碩士班校友丁冠濠導演作品《五福女孩》。 

碩士班同學許聖宗導演作品《隔河》。 

6、2022 高雄電影節國際短片競賽-臺灣組，本學系入圍名單如下： 

碩士班校友莊翔安導演作品《關係暴力》。 

碩士班校友陳韶君導演作品《軟弱的梨》。 

碩士班鍾易澄同學導演作品《套子套》。 

碩士班唐豪同學導演作品《燒》。 

學士班校友楊芸喬導演作品《門之後》。 

學士班校友鄭安群導演作品《吸血鬼與魔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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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2女性影展-台灣競賽，本學系入圍名單如下： 

碩士班陳品儒同學導演作品《悄悄告訴她》。 

碩士班校友陳韶君導演作品《軟弱的梨》。 

8、【第 57 屆金鐘獎】 

碩士班校友林君陽導演以《茶金》入圍【戲劇節目獎】、【戲劇節目導

演獎】等 16 項大獎。 

碩士班校友莊絢維導演以《逆局》入圍【戲劇節目獎】、【戲劇節目導

演獎】等 8 項大獎。 

碩士班校友許立達導演以《2049》入圍【迷你劇集獎】。 

碩士班學生張靖野導演以《獨攀者》入圍【電視電影獎】。 

學士班學生王渝萱以《台北過手無暝無日》入圍【迷你劇集／電視電影

女主角獎】。 

學士班學生姜典以《愛的奧特萊斯》入圍【迷你劇集／電視電影最具潛

力新人獎】。 

9、【2022 新北市學生影像新星獎】本學系入圍名單： 

劇情片：學士班校友林治文、劉澄雍導演《龔囝》。 

碩士班校友陳韶君導演《軟弱的梨》。 

碩士班同學謝麗伶導演《當哨聲響起》。 

學士班校友方維楷導演《特約服務包廂》。 

碩士班同學鍾易澄導演《套子套》。 

三、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教學、招生等行政工作 

 1、7 月底進行教室空間改善工程，並於 8 月起進行全系所教學及展演器材

例行保養作業。 

 2、8 月 11 日至 8 月 12 日新媒系魏德樂老師與師培中心合作，至臺南市中

山國中舉辦「小北藝@臺南藝饗食光–新媒體藝術創作體驗營」。 

 3、8 月 24 日新媒系魏德樂老師與研發處執行教育部「教育部智慧創新跨域

人才培育-數位創新跨藝微學程計畫」辦理線上交流觀摩活動，由新媒系

魏德樂老師、林書瑜老師、通識教育中心林暐智老師及數位創新跨藝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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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學程盧藝老師分享本計畫執行成果。 

 4、7 月 26日新媒系戴嘉明主任前往美國紐約參加 2022 AHFE（Applied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國際會議，發表科技部研究計畫沉浸式餐飲

論文「An installation on immersive dining of image and food」。 

 5、10 月 14 日舉行「招募新媒系最強」迎新活動，增進大一新生與學長姐

間的情感交流及互通學習資訊及學業技能，地點為研究大樓「R101 黑盒

子」。 

6、10 月 20 日完成仿寮高中參訪行程，地點為國際會議廳，參訪師生共計

76 人。 

 (二)獲獎、展覽與活動 

 1、新媒系學士班楊茗柯、林慧儒、韓承芯、林珈誼同學，參與 2022 XR Battle

競賽。 

 2、新媒系學士班學生潘人賓、施坤芳、陳奕臻、劉張妙齊、莊佳宜、黃子

晏同學於 9月 30日受邀《太陽的血是黑色的》音像演出，地點為「The Wall 

Live House」。 

 3、新媒系兼任教師張徐展作品「熱帶複眼」入圍「第 59 屆台北金馬影展」

最佳動畫短片獎。 

4、新媒系袁廣鳴老師作品《棲居如詩》、《日常演練》及王連晟老師作品

《閱讀計畫》受邀國立台灣美術館與法國南特當代藝術中心合作「暴風

之眼」主題展，於 10 月 6 日(四)赴法國演出，展覽地點為法國南特當代

藝術中心－獨特之所（Le Lieu Unique）。 

四、 動畫學系 

 (一)教學、招生等行政工作 

 1、「2022第十二屆關渡國際動畫競賽徵件」於 7 月 15 日截止收件，今年共

收到 2052 件部影片，分別一般組 1118 部影片，學生組 936 部影片於 8

月 2 日進行初審會議。 

 2、111 年度「全國小學巡迴動畫營」將於 8 月 11 日至 14 日前往高雄鳳新

高中美術班辦理，本次活動帶由趙瞬文主任帶隊前往。本計畫巡迴藝術

課堂活動，旨在將動畫藝術轉化為創意體驗課程，分享傳遞至外縣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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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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獲獎、展覽與活動 

 1、動畫系 106 級杜彥霆畢業作品《神秘帽》榮獲瑞士 Savigny 動畫節 La 

Branche特教學校評審團獎金。 

2、動畫系 106級林書慈、陳亮潔畢業作品《moon monsoon》入選韓國 2022 

Seoul Indie-AniFest PANORAMA單元。 

3、動畫系林書慈、陳亮潔畢業作品《moon monsoon》、饒予安畢業作品《奢

侈凡夜》、鄧靳琦畢業作品《屯門往事》、兼任講師余聿作品《島影》，

均入選 2022 南方影展動畫類單元。 

4、動畫系王綺穗副教授個展《瀅繞》於 7月 2日至 8月 23日在成大藝坊（NCKU 

ART GALLERY）舉辦。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70288406424054/user/100002691154585/?__cft__%5b0%5d=AZUcMZmYhoVaarN0P7p8bw4O23nSIfLzCH0ymIBFEtFqWwbCdPMRPwGZtz2Lh7H87MRY3-_qIiftwteGMPEXSXyQ8tobogb3lEqg_AiK50DAKYKaBDUc6Es9NGdQxHG0R-JK754dYDQ7mGwT8l-ir05QEkUgo1qMNrUg1LJqFGM8KRxYubAOiPBOto4lXmPPYiBpkCnTCSjdb9AuQ0gw4AR6gBPPHnU-DVEkcWfDOkefPQ&__tn__=-%5dK-R


13-1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文化資源學院 

資料時間：111年 8月～111年 10月 

 

一、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今年度共 12 位學生入學，9 位學生已完成隔離，進入校園，剩下 3

位學生預計於 10月入境。 

(二) 國際處與文創產學程籌備 2022 年文化嘉年華，將於 11 月 18 日(五)

人文廣場舉行。目前共 14 個大使館回復出席(含巴布亞紐幾內亞，

印尼，捷克，南非，新加坡，匈牙利，加拿大，史瓦帝尼，聖文森及

格瑞那丁大使館，莫斯科駐台北代表處，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宏都

拉斯共和國，墨西哥，泰國)，敬請各位師生蒞臨參與。 

(三) 文資學院 Brown Bag 活動文創學程 10 月 17日(一)邀請智利代表參

與，分享智利相關文化，邀請大家共同參與。 

(四) 文創學程 11 月初將帶領學程學生參加由張懿文，徐文瑞老師所策劃

的 2022台灣美術雙年展。 

(五) USR 計畫 

(1) USR 計畫所有參與老師與助理包含張懿文、林亞婷、徐文瑞、余昕晏、

江明親老師，另與許勝發老師一同於 8/16-8/18 執行 USR 田調與下

一期 USR計劃案撰寫會議。 

(2) USR 計畫邀請琉璃珠工藝藝術家洪雅蕾老師於 10 月 15 日至凱達格

蘭文化館，為北藝大師生進行展覽導覽與琉璃珠介紹。 

(3) USR 團隊於 8 月 31 日順利繳交 2022 USR 博覽會的參展資料，也邀

請北藝大學生簡志霖參與 USR Talk短講及畢業生呂佩珣表演恆春民

謠；2022 USR博覽會訂於 11 月 19 日至 20 日。 

(4) 計畫團隊目前正在撰寫年度成果報告、季度管考及下一期提案計畫

書；年度成果報告將於 10月 24 日前繳交至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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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ICDF 

(1) 國合會第 12 屆 4 名新生已全數抵台並完成隔離 

(2) 國合會 110 年度評量報告，期末報告及會計報表已完成並送出 

(3) 111 年度國合會聯合新生訓練活動已於 111 年 9 月 6 日在臺北藝術

大學順利完成。 

(4) 國合會 111 學年度第 12 屆計畫書及兩年經費預算已完成 

(5) 國合會 110 年度期末檢討工作報告會議預計於 10 月下旬進行 

二、 博物館研究所 

(一) 2022第十屆博物館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本校已與國家人權博物館、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完成合辦契約簽訂，

訂於 111年 10 月 27-28日（四～五）假國際會議廳舉辦。8/26 收完

發表論文全文後，續將進行議程安排、基調演講、公共座談會、研討

會手冊編輯等準備作業，以及配合雙年會宣傳持續露出相關資訊，與

會者報名系統預訂 10 月初啟動。 

(二) 本所結合高教深耕計畫開設「生態博物館專題」課程，訂於 12月 5-

8 日進行為期 4天宜蘭就是一個博物館校外移地教學參訪，9-11月份

行前課程及相關計畫書撰寫及行程規劃。預訂參訪的單位包括： 蘭

陽博物館、宜蘭舊城鄂王社區、宜蘭大溪、龜山社區、宜蘭南館市場、

宜蘭東嶽廟、宜蘭深溝社區、二結穀倉稻農文化館等進行深度參訪。  

(三) 本所 111學年度新生入學手冊彙整編修及送印，以利新生參考使用。 

(四) 本所 112學年度招生事務準備，預訂 10 月中旬送印海報，11月初寄

送至全國各大專院校。 

三、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本博班 111-1 學期活動 BrownBag 午餐論壇，原則上仍維持 6 場的規

模，將於 10/17（一）辦理本學期第 1 場活動，邀請到智利商務辦事

處代表分享，後續隔週辦理 1 場，續將邀請台東縣文化處處長、文化

資產局局長、雲林開路鼓保存者，以及本學院碩博士班學生分享相關

研究主題，有助於本博班與文資各界建立一個學術交流及意見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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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 

(二) 本博班網站資訊於 7-9 月份進行網站內容維護更新，後續將持續充實

本博班網站資訊內容，以期有助於相關招生作業。 

(三) 本博班 112 學年度招生事務，預訂 10 月中旬送印海報，11月初寄送

至全國各大專院校學系所、各研究機構、公私立博物館等，同時輔以

網路宣傳，以展開招生宣傳。 

(四) 本博班「文化資產保存政策專題」課程規劃 10/10-10/12 金門縣文資

保存活化校外移地教學行程，將參訪國立金門大學戰地史蹟與閩南建

築研究中心、金門戰地文化遺產、金門縣文化園區管理所、海洋藝術

季，並由金門在地研究者分享「金門無形文化資產與地方產業」課題。 

四、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112 學年度招生籌備進行(9月完成海報設計、10 月初印製)。 

(二) 原訂 110-2 學年辦理本所首場校友活動，因疫情影響將順延至 9月，

再改訂 12 月 22 日舉辦。 

(三) 兩場校外專家學者講座： 

(1) 在歷史場域中之展演與空間敘事/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曾景

濱助理教授 

(2) 史學方法論/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楊肅獻教授 

五、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本所 9/16(五)~9/18(日)與藝管所共同開設集中式課程《藝術、創意

與領導》，邀請 Hotel Mvsa (慕舍酒店) 執行董事王劭仁先生擔任授

課講師，課程內容擬加強團隊共識建立與創意激發等內容，讓新生快

速彼此認識、融入校院環境。 

(二) 本所 111學期第 1學期持續規劃辦理【藝‧教‧考】藝術與人文教育

系列講座，邀請不同藝術專業工作者與師生分享經驗與學習，也規劃

踏訪不同藝術場館、走入社區，共同創造不一樣的體驗與學習。 

(三) 「中小學在職教師暨行政人員美感素養提升計畫」： 

(1) 新媒體專書內容初稿完成，同步進行排版。 

(2) 美感計畫第二階段已報部進行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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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期磨課師課程影片剪輯完成，近期將上線。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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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已完成： 

(1) 教育部 x文化部跨部會記者會籌備會議。 

(2) 111 年度藝起來尋美館校計畫線上審查會議。 

(3) 111 年度諮詢委員共識會議兩場。 

(4) 110 年度藝起來尋美高雄市立美術館 X 中山國小體驗課程。 

(5) 110 年度藝起來尋美鶯歌陶瓷博物館 X 大觀國小 X 中湖國小體驗課

程。 

(6) 110 年度藝起來尋美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X內柵國小體驗課程。 

(7) 110 年度藝起來尋美國立故宮博物院 X 北投國小體驗課程。 

(8) 110 年度全數課程結案。 

十月份預計開始辦理 111 年度各案三方會談，111 年度共 26 案（22 案

新案，4案舊案）為歷年來案例最多的一次！ 

六、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一) 2022文化資源經典講座暨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1) 本年度研討會主題 以「 新共生時代」為題，探究正值後疫情不確定

年代的我們，如何思考與環境共生共處，進而實踐為文化藝術之呈

現。將於 2022 年 12 月 1~2日假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辦。 

(2) 第一階段論文摘要投稿 9/16 截止，共計有 44 篇稿件，並於 9/26 公

告；通過摘要審查通過之論文得投稿全文，投稿截止日期為 10/28，

將於 11/7 公告入選名單。 

(二) 所務： 

(1) 本所卸任、新任所長已於 8/1 辦理交接。 

(2) 本所劉蕙苓教授以著作《從解嚴到數位匯流的新聞工作者：跨時代

的比較》研究入圍第 48 屆曾虛白先生新聞獎之「新聞學術著作獎」；

曾虛白先生新聞獎素有台灣新聞界普立茲獎之美譽。 

(3) 第 1 次所務會議已於 9/19(一)完成。 

(4) 8/30 舉辦線上新生選課輔導說明；9/23 辦理實體迎新暨期初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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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訂 112 學年度各招生管道之招生簡章。 

(三) 教務： 

(1) 藝術管理實務：為學生投保校外學生實習保險；辦理實習合約用印。 

(2) 集中式實驗課程：由本所與藝教所合開及籌備「藝術、創意與領導」

課程，於 9/16~9/18 開課並圓滿完成。 

(3) 聯繫確診與類確診學生，協助遠距上課事宜。 

(4) 辦理 110-2 學期學位考試暨畢業生離校相關事宜。 

(5) 本學期第一梯次論文綱要審查於 10月中旬辦理完成。 

七、 文化資源學院 

(一) 文化資源學院高教深耕:聯合辦公室空間修繕與設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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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人文學院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一、 通識教育中心 

(一) 111-1開課三門三校合作課程 

(1)「那些動物教我的事」 

合開學校：政大、陽明交大、北藝大 

授課形式：同步遠距課程 

課程目標：本課程以跨領域跨學科的合作方式授課，從科學、生理學、

醫學、心理學、文學、哲學和舞蹈學等多方思考動物對人的意義，以謙

卑而開放的態度，試圖了解動物的人性，和人的動物性，以及兩者的差

異。 

選課人數：各校選課人數陽明交大 30 人，政大 28 人，北藝大 32 人，

三校合計 90 人。 

(2)「東南亞藝術與社會巡禮」 

合開學校：政大、北藝大 

授課形式：依課程主題週次安排實地授課或同步遠距。 

課程目標：集結政大及北藝大各類群資源，整合音樂、語言、戲劇、舞

蹈、工藝、文化等領域，讓學生更完整的接觸東南亞藝術、文化與社會。

以泰國、印尼和越南的表演藝術文化為核心，增進學生對東南亞社會及

文化背景的認識，瞭解傳統表演藝術的基本概念、文化多樣性、理論思

維和技能知識。 

選課人數：政大 15 人選課，北藝大 49 人選課。 

(3) 「音樂、舞蹈與藝術治療之理論與實作：藝術教育與腦科學之觀點」 

合開學校：政大、陽明交大、北藝大 

授課形式：第 1 週~15 週為線上網路直播授課。第 16 週~17 週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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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藝術大學採實體課程授課。 

課程目標： 

1. 期望學生了解音樂、舞蹈、劇場創作相關藝術理論、認識腦科學研

究於藝術家之科學實證，以及臨床方面認識社工資源與概論，了解

與體驗音樂治療、藝術(美術)治療、舞蹈治療理論與課程。 

2. 期望透過三校跨領域通識課程，增進學生對藝術的認識、了解腦科

學於藝術家研究實證、社工如何運用藝術為媒介協助案主提升社會

能力，最後延伸至藝術治療。 

3. 期望學生學習跨領域應用，從藝術理論、腦科學理論，到社會與臨

床之應用。 

4. 期望跨領域學習引導及啟發學生於本身專業課程外，能夠開創未來

跨界跨領域的思維。 

選課人數：陽明交大 45 人選課、政大 49 人選課、北藝大 52 人選

課。 

(二) 三校合作會議於 10 月 20 日於政大召開，本次有二個提案討論，分別有：

提案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與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術合作

作業要點。 

提案二、有關國內交換生合作協議條文修訂事宜。 

及三個報告案，本學期三門三校合作通識課程的執行報告。北藝大由傳音

系蔡淩蕙老師報告課程執行情況。 

(三) 111 年十月課程講座: 10 月 20 日通識課程「旅行文化與歷史」邀請張凱絲

分享「西班牙聖地牙哥朝聖之旅與文化實踐」。 

(四) 人文藝術寫作中心，持續提供一對一每次 50分鐘寫作諮詢服務。歡迎對學

術發表、評論寫作有興趣或需要諮詢的同學前來 C305寫作中心。 

(五) 111-1 學期多益校園考將於 11 月 20 日於教學大樓辦理。報名時間 9 月 20

日起至 10 月 17 日截止截止。報名資訊詳通識官網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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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師資培育中心 

(一) 課程教學 

1. 辦理教育專業成長講座 

2. 配合教育部政策草擬本校雙語教育專業學分科目表，待教育部核

定後開課讓本校師資生修習，以提高本校師資生教師甄試競爭能

力。 

3. 本中心獲教育部補助 110-111 學年精進師資素質計畫，本學年接

續辦理第二年期相關課程及營隊活動。 

(二) 實習輔導 

1.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自 8 月 1 日開始，實習學生共 14 名。

實習期間將於 111 年 09 月、10 月、11 月以及 112 年 01 月，各辦

理 1 次返校研習。 

2. 辦理 112 學年度教育實習之申請與資格審核。 

3. 111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成績放榜。本

年度本校應屆師培生報考人數 21人，通過人數 15人，通過率 71%。 

4. 本學期將辦理 4 場現職中、小學藝術領域教師分享講座，邀請講

者與講題如下： 

甲、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丁麗萍老師：雙語教育：課室英語。 

乙、臺北市立永春高中李睿瑋老師：音樂課雙語教學教學 

丙、臺北市立中正國中林佳文老師：雙語教學─如何準備雙語教

甄。 

丁、新北市立中平國中黃翊倫老師：教甄經驗分享 (含職涯規劃

經驗)、學校生活經驗分享。 

三、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一) 本所學生郭明珠以《好男好女在礦山》非虛構寫作計畫，榮獲臺北市

政府文化局 111年度第二期藝文補助之文學類創作補助。 

(二) 本所學生吳緯婷作品〈家人、愛人、土地上的詩人〉、學生鄭琬融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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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麻黃〉、學生楊雅凌（筆名：洛駽）作品〈前往濱海的路上〉、學生

游以德作品〈女演員的 mic帶〉，均獲刊於《幼獅文藝》2022 年 8月號

824 期。 

(三) 本所學生游以德及前輩作家瓦歷斯．諾幹對談之講座《原來很混——》

側記（由本所學生林宇軒側記撰文）獲刊於《文訊雜誌》2022年 8 月

號 442期「因為不一樣，所以很美麗──台灣原住民文學」專題。 

(四) 本所學生王天寬小說作品〈王的故事（法的門前）〉及〈王的故事──

可思考不可表現之物〉、本所學生蕭宇翔作品〈萬物自然生長〉獲刊於

《印刻文學生活誌》2022年 8 月號 228 期。 

(五) 本所學生鄭琬融以〈骷髏狀的人馬〉詩創作計畫獲選為 2022年國立臺

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基地秋季駐村作家。 

(六) 本所學生劉庭妤作品《後少女時代》入選為 2022 法蘭克福書展臺灣館

「女性書寫‧書寫女性」主題書單。 

(七) 本所賀淑芳老師「田調考察：島嶼上的異鄉人」課程，邀請紀錄片導

演劉吉雄於 10 月 12 日蒞校分享，講題為「澎湖越南難民營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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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一、重要特色課程及活動推動 

(一)第二屆新生基礎器材教育訓練已於 9 月 12 日至 9 月 13 日辦理完成。 

(二)期初學程大會業於 9 月 15 日辦理完成，邀請校長、副校長到場勉勵，學

程師生共計 67 人參加。 

(三)系學會迎新宿營業於 9 月 17 日至 9 月 18 日假金溪露營區辦理完成。 

(四)學程師生參與 2022 關渡國際動畫節活動，共創「干豆風 loop 動畫」、「四

十週年校慶校園地圖動畫」、「十秒動畫」等動畫配樂及音效製作，作品

將於 10 月 23 日動畫節開幕及 10 月 24 日學生之夜放映，雙方系學會將

合作進行學生之夜節目籌備。 

二、招生事務 

(一) 10 月 24 日將至板橋高中進行招生專業化講座。 

三、專案計畫 

(一)文化部－110 年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北藝大 IMPAX 關鍵人才培育計

畫」 

「音樂製作導論」影音教材拍攝完成。 

「音效設計導論」刻正進行後期製作。 

(二)教育部－111 年度犇放-推廣藝術教育計畫「島語漫遊-藝術教育的探索與

啟發計畫」 

本案業已辦理完成，刻正進行結案報告整理。 

(三)教育部－111 年度犇放-推廣藝術教育計畫「聲存之藝-推廣聲音藝術教育

計畫」   

由學程師長帶領學生完成 Light-Up「南村有光」光雕藝術節音樂與聲音

設計，並於 9 月 12 日起假四四南村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常態展覽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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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部－111 年度-USR 藝術社會實踐中心育成計畫「MIT 播客藝棧-青

銀共學跨藝合創平台」 

由學程師長帶領學生於 8 月 25 日至 8 月 26 日至礁溪，與在地合作夥伴

及樂齡夥伴，進行連結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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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一、 個人資料保護及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 

(一)111 學年度「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執行小組未能在 9/30 前修正

D005-D008 個資盤點與風險管理表單者，請盡速上傳繳交。 

(二)111-112 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委員會」，已完成委員聘任。 

二、 校園網路及安全 

(一)因應資通安全管理法(簡稱資安法)於 10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依資

安法要求，每人每年應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 

今年二場社交工程教育訓練已舉行完畢，簡報及錄影檔已放上教材網頁

，未參加及想再次複習的同仁可以撥冗觀看，提升自我資安意識。 

網址：https://ccnet.tnua.edu.tw/教育訓練/ 

線上教材網頁 

 

 

 

 

(二)教育部將於今年 3 月至 11 月期間辦理 2 次社交工程演練，演練對象為

全校教職員，演練將針對受測人員寄送 5 封社交工程演練郵件。信件標

題多為旅遊、投資、政治、養生保健、休閒娛樂…等吸引人之標題，請

同仁勿點開來路不明之信件。 

(三)近期有駭客利用本校監視器做為跳板，對外進行網路攻擊之行為，請各

單位監視器管理人員確認監視器管理主機以及其它有對外服務的主機

密碼長度、複雜度是否足夠，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 

(四)因應資安法施行，教育部為落實法令規定，規畫每年度自所屬公務機關

及所管特定非公務機關擇定受稽核對象，查核其資通安全管理法 

https://ccnet.tnua.edu.tw/%E6%95%99%E8%82%B2%E8%A8%93%E7%B7%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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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遵符合情形與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以協助機關改善並強化資

通安全防護工作之完整性及有效性，持續精進機關資安防護水準。 

本校為今年第三批受稽名單之一，稽核日期訂於 12/20。 

三、 校務系統開發及重要增修進程、維運事項 

(一)校務系統維運事項： 

1. 教務系統：協助學生續休、新生照片匯入、離校(學生回覆、畢業問

卷)、報表錯誤、成績單產生、轉畢業、資料修正、姊妹校新增、8/1

升級轉換、畢審、編學號、教師成績輸入、補舊生資料、難字、科目

調整、課標抄錄、開課、廠商會議、新生選課、加退選等。 

2. 學務系統：協助新生填報問題、兵役系統問題資料修正、服務學習點

數查詢、新缺曠與點名系統上線、新學生線上請假上線等。 

3. 學雜(分)費系統：協助 111-1 學雜費繳費資料更新、學分費繳交等。 

4. 總務系統：協助通行證申請功能開發(前/後端)、工讀金資料彙整、111-1

通行證申請業務進行等。 

5. 招生系統：協助考生入口網登入驗證及鎖定機制開發、彙整入學生資

料等。 

6. 網站：協助國際處網站調整、校首頁調整、事務組發文、Alia 網站修

復、音樂系網站廠商討論。 

7. 其他：協助新增權限、學生問題回覆、EXCEL教學、教師升等操作教

學、任職資料彙整、遠距教室設備測試等。 

8. 本校網頁加密憑證（SSL）即將於 11/21 到期，各單位委外開發之網頁

如有使用憑證加密（網址開頭為 https://），請提早聯絡廠商進行準備，

如有問題請洽電算中心分機 2223。 

(二)進行中之重要系統增修及開發工作： 

1. 教務與學務系統改版整合專案：新版新生填報、學生資料維護(學

務)、學生線上申請資料異動、教師與學生入口、學生線上請假等，上

述功能已於 8/1 及 9/1 正式上線。 

2. HOT TNUA APP：跨系統登入功能已開發完成，目前可透過本校

APP 代登入公文系統與表單系統（可視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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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展演藝術中心 

資料時間：111年 8月～111年 10月 

 

一、 活動企劃、執行與參訪 

(一) 2022/10/22~2022/12/24配合音樂學院「秋冬系列音樂會」演出約 13

場音樂會，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因應新冠病毒疫情，採實聯制售票演出)。 

因疫情狀況不明，展演活動視疫情狀況，配合疾管局與教育部防疫

規範指引使用。 

(二) 2022/10/22 配合學校辦理校慶典禮，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

調與支援。(因應新冠病毒疫情，採實聯制售票演出)。 

因疫情狀況不明，展演活動視疫情狀況，配合疾管局與教育部防疫規

範指引使用。 

(三) 2022/10/17~2022/12/25 配合學校辦理校慶 40 週年系列相關展演活

動，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因應新冠病毒疫情，

採實聯制售票演出)。 

因疫情狀況不明，展演活動視疫情狀況，配合疾管局與教育部防疫規

範指引使用。 

(四) 三廳各展演系、所、單位演出、活動及租用之前、後台業務執行。 

二、 劇場專業設備維護 

(一) 執行三廳劇場及實習工場演出/製作器材暑期設備檢點保養。 

(二) 三廳油壓升降平台檢點保養維修已於 9/1 保養完成。 

(三) 戲劇廳燈光線材燈具之維修工作，已於 8/30完成，刻正核銷中。 

(四) 戲劇、舞蹈兩廳調燈梯共三部，於 9/1 完成保養，刻正核銷中。 

(五) 三廳劇場燈具燈泡採購，刻正進行報價訂貨。 

(六) 戲劇廳及舞蹈廳空調改善及監控增設工程，自本年 7 月 25 日至 8月

28 日施作，業己完成並測試正常，9 月 27 日完成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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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戲劇廳及舞蹈廳建築結構補強工程：舞蹈廳舞臺升降平臺區外鐵門

屋簷檢修、二廳三樓近舞臺側邊樑補強、地下室消防機房頂板補強，

自本年 8月 15 日至 8 月 28 日施作完竣，9月 19 日完成驗收。 

(八) 戲劇廳佈景工廠電箱配合勞動部安全檢查，於本年 10月 1 日完成遷

移作業。 

三、 展演藝術中心協助各單位辦理企劃及執行活動 

(一) 音樂廳協辦事項 

1. 配合音樂學院相關課程場地、設備使用技術協調與支援。 

2. 2022/09/05~09/07配合生活輔導組「新生入學始業教育訓練」系

列活動、講座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3. 2022/09/30 配合傅音系「春去秋來-古琴師生聯展」音樂會裝拆

台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4. 2022/10/14 配合傅音系「響遏行雲，歷史迴聲琵琶音樂會」裝拆

台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5. 2022/10/22 配合校慶典禮「禮讚 40」活動，裝拆台、彩排及演出

等技術協調與執行。 

6. 2022/10/25配合音樂學院「聽古典音樂起笑」音樂會裝拆台場地、

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7. 2022/10/26 配合音樂學院「Prof. Colacicchi  與女高音 Ms. 

Emanuela Barazia」音樂會裝拆台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

調與支援。 

8. 2022/10/27 配合音樂學院「擊慶 40」音樂會裝拆台場地、設備使

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9. 2022/10/28配合傅音系「南管戲<郭華>選粹」音樂會裝拆台場地、

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10. 2022/10/29~30 配合「國藝交流協會排練及錄音」裝拆台場地、 

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二) 舞蹈廳協辦事項 

1. 配合舞蹈學系舞台技術實習、戲劇學系技術劇場與實習及劇場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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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學系舞台技術基礎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2. 2022/10/17~10/30配合舞蹈學院「經典再現」製作整排場地使用，

裝拆台、彩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三) 戲劇廳協辦事項 

1. 配合戲劇學院相關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2. 配合新媒體藝術學系劇場實務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協

調與支援。 

3. 2022/09/12 配合劇場設計學系系大會裝拆台等活動場地使用相

關技術協調與支援。 

4. 2022/10/21~10/23配合學務處校慶藝陣活動，雨天備案場地使用

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5. 2022/10/24~11/13配合戲劇學院秋季公演「千秋場」裝拆台、彩

排及演出等技術協調與支援。 

(四) 服裝間協辦事項 

1. 配合戲劇學院相關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相關技術支援。 

2. 服裝儲藏室服裝整理及配合課程服裝租借事宜。 

3. 2022/09/12~11/13配合戲劇學院秋季公演「千秋場」服裝技術指

導及製作執行工作，並配合裝拆台、彩排及演出服裝修改等事宜。 

4. 配合校慶活動，協助及製作榮譽博士袍與任內博士袍。 

(五) 佈景工場協辦事項 

1. 配合戲劇學院相關課程場地、設備使用及課程技術支援。 

2. 2022/07/12~08/02配合劇設系「影視質感專題」集中式課程協助

及設備使用管理，裝、拆台及課堂呈現展出活動場地使用。 

3. 2022/09/12~11/13配合戲劇學院秋季公演「千秋場」演出舞台技

術製作實習課程協助及設備使用管理，裝、拆台期間後台調度場

地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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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藝術與科技中心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一、 科技藝術館專業設施施作 

1. 「科技藝術館專業設施統包工程」統包廠商已於 110 年 12 月 2 日申報

開工，本校於 12 月 8 日同意核定，12 月 9 日與中心完成點交，12 月

20 日開始施工；統包廠商於 111 年 4 月 30 日申報竣工，本校並於 5 月

26 日辦理第 1 階段驗收，中心已於 6 月 14 日提送缺失改善彙整項目予

總務處營繕組，目前已完成第 1 次缺失改善作業，本校續於 10 月 12 日

進行（第一階段）驗收複驗，後續相關事宜辦理中。 

2. 為使硬體工程、機電工程、消防工程、專業設施工程等運作穩定，故陸

續安排測試性展演以進行全館各項設施壓力測試，同時配合展演檔期

規畫，安排專業設施整合試運轉、細節調校及各項改善作業。 

二、 新建工程保固改善項目 

1. 館內滲漏水：9 月 2 日和 9 月 12 日分別受中度颱風軒嵐諾、梅花颱風

外圍環流影響，科技藝術館各樓層多處發現滲漏水問題。其中以各樓層

兩側走廊滲漏水狀況最為嚴重，多處沿著頂樓走廊防颱百葉、5 樓走廊

百葉、天花、管線、管槽與 4 樓行政區走廊窗臺、4 樓和 3 樓走廊對外

玻璃門防颱百葉往下滲漏，以及從 3 樓走廊通風格柵往內灌水。9 月 23

日連同營繕組、郭旭原建築師及營造廠進行防水保固改善方案會勘。颱

風外圍環流夾帶風雨引致滲漏水問題，營造廠於 9 月 28 日起開始進行

屋頂修漏工程，10 月 15 日完成相關防水改善；餘走廊滲水與灌水等問

題多與設計有關，營繕組已委請建築師協助提供改善方案，以作本館後

續空間改善參考。 

2. 空調保固檢修：9 月 12 日已完成。 

3. 偵煙器保固檢修：8 月 11 日已完成第一次檢修，9 月 8 日和 9 日相同偵

煙器再次故障觸發，9 月 12 日已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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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餘 3 樓展演廳地坪刮傷與龜裂、3 樓斜坡道地坪色差、全館洗手槽水

龍頭除鏽、圍籬扶手除鏽、感應門保固檢修、水泥崩裂修復等多項保固

改善工程，營造廠已於 10 月上旬陸續安排施工期程。 

三、 科技藝術館配套優化工程 

1. 為維護本館設施與人員進出安全並完善館內基礎設施，現正陸續進行各

項配套工程，整理如下： 

(1) 電子刷卡門禁增設：共加裝 5 組，已於 9 月 21 日完成驗收 

(2) 3 樓大廳活動式柵欄：已於 7 月 21 日完工並正測試使用中。 

(3) 貨梯門鎖開關調整：已於 8 月 1 日完工。 

(4) 2 樓大門訪客對講機設置：已於 8 月 23 日完工。 

(5) 2 樓大門風除室整修工程：已於 9 月 5 日完成驗收。 

(6) 2 樓地板、大階梯剪力牆防水材灌注工程：已於 9 月 9 日完工。 

(7) 空調及電力管理工程：採購招標事宜已於 9 月 5 日完成，並於 9 月

21 日開始施作，除空調變頻器及其控制箱未到貨，其餘施工項目已

於 10 月 10 日完成。 

四、 科技藝術館參訪事項 

1. 8 月 15 日行政院人事處張美娟副處長、林青霞諮議等一行 7 人在人事

室主任陪同下參訪科技藝術館。 

2. 8 月 19 日臺北市立美術館王俊傑館長、蔣雨芳副館長、臺北市政府新

工處莊素清股長、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劉培森建築師、張瑞璇主任設計

師等一行 23 人參訪科技藝術館。 

3. 9 月 22 日臺北流行音樂中心黃韻玲董事長、董事長特助鄧乃慈等一行

3 人在校長陪同下參訪科技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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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 

資料時間：111年 8月～111年 10月 

 

一、推廣教育中心 

 (一)推廣課程 

     中心各課程持續配合指揮中心發佈之規定辦理相關因應措施照常進行中。 

 2022夏季課程關渡學堂累計至8月17日已開課程28門，招生中6門，含1門

園藝丙級技術士密集輔導班；校外學堂累計開課15門，招生中2門。 

 2022秋季課程暨工作坊預計上架77門，陸續招生中。其中，關渡學堂預計

上架39門，含1門花藝設計助理職能認證課程；校外學堂預計上架39門，

含華山學堂預計上架17門，國際藝術村13門，剝皮寮街區學堂9門。歡迎

校內教職員同仁報名享有5折優惠；本校校友及在學學生享8折優惠。 

 (二) 碩學士學分班課程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分班，隨班附讀共計學士班開課4門4人，碩士班8門

14人，合計18人。 

 (三) 其他 

 本中心經行政會議通過「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校內外單位如有使用需求請依相關規定申請。本校教職員工(含本中心聘

任教師)、學生、校友因私人需求之使用，享有使用費七折優惠。 

二、藝大書店 

 藝大書店委外營運暨內部修繕工程進行中，預計暫停營運至9月30日，僅

提供購票服務(上午11時至下午7時)。10月配合校慶及相關活動暫時恢復

各項營業。 

 11月起至寒假期間將進行裝修工程，預計下學期開學正式對外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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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社會實踐中心 

 為促進校務發展，落實大學藝術推廣與教育功能，透過藝術的社會創新與

實踐過程發揮社會影響力，藝術社會實踐中心已簽奉核准將與藝推中心整

併，進行組織再造。 

 本中心執行第二期（109-111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劃，今年度各子計

劃持續進行中，共有16位老師參與，擔任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 

 目前針對第三期(112-113)USR徵件計劃進行討論及提案中，邀請有興趣的

老師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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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一、 李哲洋先生文物數位化工作及相關專項活動執行 

(一) 檔案文件類文物數位化：檔案文件類文物約計 1,991 組件，目前已完成

650 組件以上，包含海報、節目單、剪報、相片、文章手稿、樂譜等類

型資料，工作團隊持續進行掃描及數位化建檔等工作。 

(二) 中研院「開放博物館」北藝大分館─李哲洋先生音樂舞蹈資料展專區建

置維護與檔案更新事宜。 

(三) 辦理《聽見臺灣土地的聲音─臺灣音樂學家李哲洋文獻典藏與重建實

錄》新書發表會，日程為 10/23 日上午 10:00-12:00 假文資書苑舉辦。當

天活動除致贈專書給家屬，同時邀請導演李立劭現場播出相關影像紀

錄，並偕同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分享家庭錄影帶修復與數位化經驗。會後

將專書發送全國大專院校圖書館與音樂研究相關單位。 

  

二、 「傳研四〇經典講座」專案規劃 

(一) 今年適逢本校建校四十周年，創校時期成立之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將籌

辦「傳研四〇經典講座」。在傳統藝術研究的框架下，本講座定錨「民

俗」、「傳統工藝」及「傳統表演藝術」三大主軸。每場次邀請 2 至 3 名

主講人與談，並於 2022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間於本校基進講堂舉行。 

(二) 為共同推動無形文化資產國內學術交流之協作網絡，邀請文化部文資

局擔任本案協辦機關，首場次由民俗科莊薏華副組長代表出席並致詞。 

(三) 講座場次安排如下： 

1、第一場講座已於 10/03 圓滿完成並開啟系列講座的序幕，由中研院

院士李豐楙、臺南市美術館館長林育淳與策展團隊從「亞洲的地獄

與幽魂」開啟廟宇藝術、民間信仰、殭屍人鬼等關鍵主題，進行對

話。校內外共 73 名人次報名，現場共 78 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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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場講座為 12/09，力邀人間國寶李秉圭與李昱助理教授、李建緯

教授從艋舺青山王神轎修復實務經驗，解析文物修復之深奧。 

3、第三場講座為 12/29，邀請何曉玫教授與民俗泰斗林茂賢教授引領我

們從「默島新樂園」所觸及的行動劇場以及民俗的藝與陣相關話題。 

12 月份講座排定學校首頁、國藝會、科技部、文化快遞與表演藝術聯

盟 PRR 等網頁進行宣傳活動。 

三、 校內行政及專案規劃 

  (一) 將召開中心會議，商榷校內外諮詢委員聘任與相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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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圖書館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一、全館業務 

(一)圖書館空間改造: 

1.預計明年（112年）進行全館三至八樓空間規劃設計招標，已繳交計畫書及

詳細預算經費至研發處，以申請教育部圖書儀器設備補助款。 

2.暑假期間(8 月 31 日)，全館同仁參訪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汲取空間改造

經驗。 

3.館內同仁以每月開會研討方式，訂定空間改造細部需求規劃。 

(二) 機構典藏系統： 

1.第二階段建置已發包完成，11 月底建置完成。並將陸續上傳及編目已數位

化之典藏資料，以協助進行系統測試。 

2.委託李佩昌律師撰寫的《藝術資料的授權與利用》一書，全書規劃七單元，

已完成六個單元。刻正著手進行插畫及排版作業中。預計以電子書形式出

版。 

二、採編與期刊業務 

(一)新訂資料庫  

1. KMOVIE 智軒雲端公播電影網:提供公播使用之影音串流平台，其中迪士尼

影片為目前獨家供應，本年度採購 100 部，上架後師生反應熱烈。 

 2. Giloo 紀實影音: 是台灣唯一以影展及議題為導向的影音平台，提供世界

各大影展的得獎電影、紀錄片、劇情片、經典電影、藝術電影、熱門電影線

上看。與廠商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觀影方案」合作，

供全校師生觀影總時數 5000 小時，已於 7 月 1 日上

線。本館提供之所有影音資料庫，可透過首頁「影音平台」點選使用。 

(二)本校加入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基於發展數位館藏，於 111 年試辦加入聯盟共享電子圖書，擴大師生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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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學科領域，刻正進行選書作業，今年預計購入 3,000餘冊。其中由圖諮委

員挑選之單書選購模式（P&C），已陸續開通驗收中；參考讀者試閱情形之讀

者導向選購模式（PDA），預計於年底確定採購項目及入館。 

已上架電子書使用途徑: 

   

HyRead eBook (中文) iRead eBook (中文) UDN讀書館 (中文) 

   

Wiley Online Library 

(西文) 

IG Library (西文) Cambridge Core (西文) 

 

(三)新增每月新進館藏宣傳 

本館新進館藏宣傳目標，包含：圖書、期刊雜誌、視聽資料、資料庫、電子

資源等各種資料，除透過本館網站首頁的新進館藏

LOGO，讓讀者連結使用外，本館也主動發送新進館藏

EDM，廣為宣傳。預計每月中旬更新新進館藏宣傳內容，

並同時發送 EDM，以提高資料的使用率。 

(四)7樓過刊區電子期刊使用指引標示 

為提高電子期刊使用率，製作電子期刊使用指引標示，張貼於 7 樓過刊區

書架上，讓讀者瀏覽書架時，除得知該刊有電子版本可使用外，也可在現場

透過行動裝置掃描 QR Code 以立即使用電子期刊。 

(五)贈書活動 

為提升本校閱讀風氣，本館於 9 月中旬開始在圖書館大廳舉辦贈書活動，

將所收受之優質複本贈書轉贈校內師生。 

(六)112年期刊詢價作業 

本館將於 9 月進行 112 年期刊詢價作業，預計訂購西文紙本期刊 72 種；西

文電子期刊 52 種；西文電子雜誌 4 種；中文期刊 44 種；中文電子雜誌 10

種；日文期刊 26種；大陸期刊 2種。經向廠商詢價後，以此擬訂期刊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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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並作為後續正式期刊採購金額之參考。 

(七)111年學報第三次寄贈作業 

為提高學校出版品之能見度，預計 10 月進行學報寄贈作業，包括：戲劇學

刊、藝術評論、關渡音樂學刊等 3種學報，惠予各圖書館陳列典藏，俾促進

學術交流。 

(八)110學年度第 2 學期博碩士論文加工與編目作業：110 學年度第 2學期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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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筆，紙本

論文共收藏 163 種 326 冊(含學士論文 22 種 44冊)，刻正辦理加工及編目，

預計 10月底陸續完成相關作業。 

三、閱覽典藏與參考服務業務 

(一) 本學期 5 樓研究小桌申請時間及使用期限： 

 申請時間 使用期限 

第 1 次 
111/9/12(一)起 

(已額滿) 
111/9/12(一) ~ 111/11/10(四) 

第 2 次 
111/11/7(一)起 

(額滿為止) 
111/11/14(一) ~ 112/1/12(四) 

(二) 圖書資料借閱提醒： 

1. 圖書可辦理線上續借，續借完成，需確認到期日是否更新。該書若已被

預約，到期日不會更新，並會告知續借未成功，請務必留意畫面訊息。 

2. CD、DVD 資料不可續借，需至館歸還後，若無人預約，可當場再次借

閱。 

(三) 圖書資源利用教育 

1. 配合學務處 8/29-9/2 辦理之新生始業教育課程，以線上課程介紹圖書館

內各項設施、服務資訊與相關規定，讓新生初步認識圖書館。 

2. 圖書資源利用講習：配合各系所必修之研究方法相關課程或授課教師需

求，於課堂中介紹圖書館實體與線上資源的使用方法。本

學期計有研究所利用講習 9 場（9/20、9/27、9/28、10/6、

10/13、10/25、10/27、11/10、11/18）與舞貫導覽 1 場（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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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中持續受理，歡迎老師提出申請。 
 

3. 自己來找查：北藝圖線上資源指南網站 

甲、 新增「影音平台」介紹圖書館訂閱的影音資源，並附有登入教學

與快速連結：除了持續訂閱的 Drama Online、medici.tv、Naxos 

Music Library 和 Dance in Video，今年暑假起加入 Giloo 紀實影音

（以影展片與紀錄片見長）和 K Movie 雲端電影公播網（與迪士

尼簽約多部動畫與劇情片）兩個電影資料庫，歡迎多多利用。 

乙、 更新「圖書館簡介影片」與「RefWorks」書目管理

系統之圖文教學。 
 

(四) 指定參考書服務 

圖書館為支援教學，每學期提供指定參考書服務，將老師指定同學閱讀的

館藏資料集中放置在指定參考書區，供同學於館內參考閱覽。本學期指定

參考書已設定 24 門課，141 件資料，另有 19 件資料仍在訂購中。 

(五) 電子資源 

今年度加入的「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中文電子書分屬以下三個

資料庫，歡迎踴躍使用： 

HyRead 電子書 Udn 讀書館 華藝電子書 

   

三、校史發展組與其他業務 

(一) 40 週年校慶 校史圖錄《藝術社會實踐展演誌》出版 

1. 文章全數書寫完畢，共三大章八小節，包含展演大事記年表、三篇邀稿

文章、36 篇主題報導文章。 

2. 已完成排版文章校稿、封面設計，執行招標程序，將於 10 月付印。 

(二) 40 週年校慶「北藝藍圖：校園空間與展演場域」特展 

1. 展覽主題為「校園空間與展演場域的發展歷程」。校園場域承載了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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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的成果，也是見證北藝大校園記憶的重要一環，希望透過校景照片、

地圖、活動照片的整理，帶領觀眾了解校園場域增減與學校發展歷程的

關聯，以及場域上發生的大小故事。 

2. 完成展覽文案撰寫、文物挑選，以及展板設計。 

3. 於 10 月 22 日校慶當日開幕，地點為圖書館四樓大廳，歡迎參觀。 
 

 
 
 
 
 

《藝術社會實踐展演誌》封面 

 
 
 
 
 
 
 
 
 
 
 
 
 
 
 
 
 
 
 
 
 

「北藝藍圖」特展主視覺 

 
 



22-1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關渡美術館 

資料時間：111年 8月~ 111年 10月 

 

一、展覽活動 

因應政府防疫警戒調降之二級並配合政府政策採取預約制及相關防疫措

施，目前正舉行《一個編舞者：古名伸研究展》及《事件是一所學校：轉

型中的藝術教育》展覽， 已於 9月 23日開幕，展期為 9月 23日至 11月 27

日。另各項展覽調動與防疫措施將視疫情進行滾動式修正，如有異動，相

關訊息將於官網一併公告。 

二、教育推廣活動 

1. 8 月 5 日(五)下午 2:00-3:30《呼攏老大哥－阮柏遠、林哲志×王柏

偉》藝術家座談，主持人：數位藝術基金會藝術總監王柏偉；與談

人：藝術家阮柏遠、林哲志。 

2. 8 月 13 日(六) 下午 2:00-3:30 《晶體湍流－金雅瑛個展》專題演講

－水火相容：地熱谷大磺嘴，講者：北投文史工作者楊燁。 

3. 8 月 20 日(六)下午 2:00-4:00《碎片記憶的網》專題講座：關於記憶

的雜談，主持人：黃建宏館長；與談人：策展人朴殷賢、廖思涵。 

4. 8 月 27 日(六) 下午 2:00-3:30《晶體湍流－金雅瑛個展》藝術家對

談：關於金雅瑛的「需構」二三事，主持人：黃建宏館長；與談人：

藝術家金雅瑛。 

5. 9 月 30 日(五) 下午 3:30-4:00《一個編舞者：古名伸研究展》現場演

出：解讀亂碼 2（第一場）。 

6. 10 月 22 日(六)下午 1:30-2:00《一個編舞者：古名伸研究展》現場演

出：解讀亂碼 2（第二場）。 

7. 10 月 22 日(六)下午 2:30-4:30《事件是一所學校：轉型中的藝術教

育》座談：在前衛外圍的莘莘學子：從 1985 素描事件出發，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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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系郭昭蘭副教授；與談人：藝術家侯俊明、陳世明、南藝大材

質創作與設計學系龔義昭副教授。 

8. 10月 23日(日) 下午 2:00-5:00《駐館創作與研究計畫》討論會：未來

駐村討論松，主持人：研究助理侯昱寬、廖思涵。 

三、 媒體報導 

1. Klook客路：事件是一所學校：轉型中的藝術教育｜展覽｜關渡美術

館 (https://www.klook.com/zh-

TW/?spm=Home.TopNavigation.BackHome&clickId=98508d6a62) 

2. 非池中：【《事件是一所學校轉型中的藝術教育》】The Event is a 

School: Arts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13462） 

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展覽】事件是一所學校：轉型中的藝術教育

（https://w3.tnua.edu.tw/event/【展覽】事件是一所學校：轉型

中的藝術教育/） 

4. 文化快遞：《事件是一所學校：轉型中的藝術教育》

（https://cultureexpress.taipei/Event/C000003?ID=0eae2032-

fbe6-48df-b46c-f9a24e8ca72f&PageIndex=3&PageType=1） 

5. 小藝行事曆：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關渡美術館  《事件是一所學校：

轉型中的藝術教育》（https://art.turn.tw/events/8779） 

6. 台北新聞網：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事件是一所學校：轉

型中的藝術教育》】（https://tnews.cc/02/NewsCell471062.htm） 

7.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展覽】一個編舞者：古名伸研究展

（https://w3.tnua.edu.tw/event/【展覽】一個編舞者：古名伸研

究展/） 

8. 非池中：【《一個編舞者古名伸研究展》】A Choreographer: Research 

Exhibition of Ming-Shen Ku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13461） 

9. 台灣數位藝術中心 FB：{{好展ㄉㄠˋ相報}} 一個編舞者：古名伸研

究展（https://z-p3-

https://www.klook.com/zh-TW/?spm=Home.TopNavigation.BackHome&clickId=98508d6a62
https://www.klook.com/zh-TW/?spm=Home.TopNavigation.BackHome&clickId=98508d6a62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13462
https://w3.tnua.edu.tw/event/
https://cultureexpress.taipei/Event/C000003?ID=0eae2032-fbe6-48df-b46c-f9a24e8ca72f&PageIndex=3&PageType=1
https://cultureexpress.taipei/Event/C000003?ID=0eae2032-fbe6-48df-b46c-f9a24e8ca72f&PageIndex=3&PageType=1
https://art.turn.tw/events/8779
https://tnews.cc/02/NewsCell471062.htm
https://w3.tnua.edu.tw/event/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13461
https://z-p3-upload.facebook.com/DigitalArtCenter.tw/posts/125498943865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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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facebook.com/DigitalArtCenter.tw/posts/12549894386566

25） 

10. Klook客路：一個編舞者：古名伸研究展｜關渡美術館

（https://www.klook.com/zh-TW/event-detail/101009305-2022-

achoreographer/） 

四、 獎項提名 

    《沈默中變態—阮柏遠個展》獲第二十一屆台新藝術獎第二季提名。 

https://z-p3-upload.facebook.com/DigitalArtCenter.tw/posts/1254989438656625
https://z-p3-upload.facebook.com/DigitalArtCenter.tw/posts/1254989438656625
https://www.klook.com/zh-TW/event-detail/101009305-2022-achoreographer/
https://www.klook.com/zh-TW/event-detail/101009305-2022-achoreogra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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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主計室   

資料時間：111年8月～111年10月 

 

一、本校 111 年度截至 111年 9 月底止預算執行情形如下： 

（一）經常收支：總收入 6億 8,329萬 9 千元，總支出 6 億 8,609 萬 2 千元，

本期短絀 279 萬 3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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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451 622,354 627,615 5,261 

業務成本與費用 916,275 668,772 668,216 -556 

業務賸餘(短絀-) -63,824 -46,418 -40,601 5,817 

業務外收入 77,083 58,434 55,684 -2,750 

業務外費用 25,069 18,409 17,876 -533 

業務外賸餘(短絀-) 52,014 40,025 37,808 -2,217 

本期賸餘(短絀-) -11,810 -6,393 -2,793 3,600 

 

（二）購建固定資產：本年度可用預算數 1 億 2,833萬 3 千元，累計分配數

7,211 萬 9 千元，累計實際執行數 6,698 萬 2 千元，執行率 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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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及建築 44,581 39,881 41,523 104.12 

機械及設備 44,469 17,843 17,640 98.86 

交通及運輸設備 10,677 3,010 2,596 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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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預算數 
累計分配數 

(1) 

累計實支數 

(2) 

執行率％ 

(2)/(1) 

什項設備 28,606 11,385 5,223 45.88 

合  計 128,333 72,119 66,982 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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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人事室  

資料時間：111年8月～111年10月 

 

一、本校本學期教師評審委員會分別訂於 111 年 10 月 18 日、111 年 11 月 29

日、112年 1 月 3日召開，各單位如有提案，請經系（所）及院（館、中心）

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請於期限內將奉准後之提會資料送人事室彙辦。 

二、人事異動 

(一)編制內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原因 到離日期 

音樂學系 助理教授 陳家輝 到職 111.08.01 

電影創作學系 
副教授級專業

技術人員 
郭禮杞 到職 111.08.01 

動畫學系 講師 吳建錩 到職 111.08.01 

文學跨域創作研

究所 
客座副教授 高翊峯 到職 111.08.01 

文學跨域創作研

究所 
客座助理教授 賀淑芳 到職 111.08.01 

博物館研究所 客座教授 王嵩山 到職 111.08.01 

舞蹈學系 客座教授 蔣齊 到職 111.09.08 

劇場設計學系 助教 彭久芳 離職 111.08.31 

劇場設計學系 助教 吳昱穎 到職 111.09.01 

總務處文書組 組員 鄭序華 

回職復薪(由保

管組調整至文

書組工作) 

111.08.01 

總務處保管組 組員 杜崇煒 
由文書組調整

至保管組工作 
111.08.01 

人事室 秘書 吳秉衡 到職 111.08.15 

總務處事務組 事務員 葉瑞美 離職 11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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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務基金進用人員：離退 6 人、新進 8人。 

(三)專兼任助理： 

專任助理到職 8人，離職 3人。 

兼任助理到職 28人，離職 13 人。    

三、主管發聘：核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 2 級主管 1 人、續聘 2 級主

管聘書 15 人。 

四、教師升等 

本校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專任教師通過升等共 2 名：音樂學系盧文雅老師、

美術學系蘇孟鴻老師。 

五、教師續聘 

辦理本校專任教師聘期至 111 年 7 月 31 日屆滿者續聘 58 人；111 學年度

第 1 學期聘任兼任教師 388人。 

六、獎勵考核 

（一）辦理職員 40 人平時成績考核案。 

（二）為評選本校 111 年績優職員(含助教、研究人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經於 111年 8 月 31 日北藝大人字第 1111003364 號書函請各一級

單位提送績優職員(含助教、研究人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推薦表，

將於 10月中旬提送職員考績委員會評選。 

（三）辦理獎懲案件，並依規定發佈獎勵令(書函)：校務基金人員：嘉獎 2

次計 4人；嘉獎 1次計 2人。 

七、待遇、津貼補助、撫卹及員工協助 

（一）協助申辦喪葬津貼補助2案，健康檢查6案，已完成核發作業。 

（二）辦理111學年度第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案核發作業。 

（三）辦理撫卹人員遺族中秋節慰問金核發。 

（四）111年員工子女托育機構簽訂合約如下（相關資訊請至人事室網站查

詢），請同仁多加利用： 

1、新北市立安安托嬰中心 

2、臺北市私立道生南港幼兒園 

3、臺北市私立城市國際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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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北市私立培爾幼兒園 

5、臺北市私立采郁蒙特梭利幼兒園 

6、臺北市私立雙連幼兒園 

八、行政中立及反賄選宣導 

（一）本（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之複決案投票將於 111 年

11 月 26 日舉辦，依教育部 111 年 8 月 24 日函轉及銓敘部 111 年 8

月 22 日函示，請各校向所屬宣導落實嚴守行政中立之原則如下: 

1、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各地方選舉委員會業於本年 8 月 18 日發布旨揭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公告，並將於同年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受理候

選人登記之申請，同年 11 月 26 日併憲法修正案之複決案辦理投

票，請轉知所屬人員於公職人員選舉及公民投票辦理期間，確依公

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以下簡稱中立法）相關規定嚴守行政中立。 

2、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6 條及第 20 條規定，公務員應謹慎勤勉，且非

因職務之需要，不得動用行政資源。次依中立法相關規定，公務人

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或公職候選人，利用職權或動用行政

資源從事相關政治活動或行為；亦不得要求他人對於公職人員之選

舉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基上，為確保依法行政、執行公

正及政治中立，公務人員於公職人員選舉辦理期間，除不得違反中

立法之規範外，亦不得「動用行政資源」、「利用職務關係」、「影響

公務執行」或「使用職銜名器」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公職候選人；

又公務人員對於公民投票案相關事項，依中立法第 10 條及其施行

細則第 7條規定，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要求他人

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至基於職責受指示辦理宣傳機關政

策相關事宜，或受指派代表機關表達行政機關立場之行為，則無違

中立法之規定。另依中立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長官（含政務人

員及民選首長）不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中立法禁止之行為，以維政

府機關行政中立之公正形象。 

（二）教育部 111 年 9 月 14 日臺教政(一)字第 1114300323 號函示，有關

「反賄選，愛臺灣系列--青年篇」宣導影片雲端網址連結一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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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最高檢察署為加強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製播

「反賄選，愛臺灣系列 --青年篇」宣導影片，雲端網址連結

（https://www.tps.moj.gov.tw/16542/743730/。最高檢察署/選舉專

區/反賄選影音專區。）請各單位同仁踴躍點閱參考。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本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第三條增列國際事務長為組成委員。

二、本案業經 111 年 9 月 27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研究發展

委員會臨時會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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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會由校長、副校長、教

務長、學務長、研發長、

總務長、國際事務長、各

學院院長、主任秘書及本

會各工作小組召集人為

組成委員。 

三、本會由校長、副校長、教

務長、學務長、研發長、

總務長、各學院院長、主

任秘書及本會各工作小

組召集人為組成委員。 

增列國際事務長為組成委

員。 

25-2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81年 6月 16日本校 80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87年 3月 31日本校 8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1月 22日本校 9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6月 12日本校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6月 7日本校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2月 27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4月 23日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因應本校未來發展，完成整體規劃，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九條規定，設置「校務

研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 規劃整體校務發展計畫之方向與重點。

(二) 初審本校學院、系、所、處、室、中心、組及其他單位暨附設機構之增設、調整、

停辦、裁撤事項，並提供具體評估意見，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三) 規劃校園建築、整體景觀及重大工程。

(四) 教學使用空間配置事項。

(五) 校長及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三、 本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

主任秘書及本會各工作小組召集人為組成委員。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 

四、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研發長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負責本會有關事宜。 

五、 本會每學期以開會一次為原則，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開會時如有必要，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說明。 

六、 本會因會務推動需要，得經決議後授權相關單位組成工作小組，各工作小組之設置要

點另訂之。 

七、 本會決議事項，交研究發展處執行或協調有關單位辦理。 

八、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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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 臨時會 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二)  15:30 (行政會議後) 
地 點：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陳主任委員愷璜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 錄：研發處專員許書惠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提案討論：

【案由 1】本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研發處〉

說明：第三條增列國際事務長為組成委員。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 2】本校「校務發展小組設置要點」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研

發處〉

說明：本校為辦理整體校務發展計畫規劃，校內組織單位增設、調整、停辦、

裁撤事項等，設置有校務發展小組辦理規劃初審作業。依本校校務研究

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六點，設置要點應另訂。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 3】為影新學院教學空間不足因應案。〈提案單位：影新學院〉 

說明：影新學院三個學系 110 學年度學生人數共 763 人，112 學年預計開始招

收動畫學系碩士班，學生人數增加為 770 人，為全校各學院之冠，惟長

期以來因為教學空間不足飽受困擾，且相較於校內其他學院平均學生

使用面積明顯偏低，擬請鈞長協助增加分配本學院教學空間，以改善整

體教學資源發揮效益及提升教學評鑑品質。

決議：照案通過。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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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三、

說明：

擬辦：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1年10月7日

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檢陳本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修正

草案，擬提校務會議審議，陳請核示。

 

本案業經111年9月27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研究發展

委員會臨時會審議通過，會議記錄詳見附件一。

要點修正內容為增列國際事務長為組成委員。

檢附要點修正相關文件：「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

點」修正對照表、「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校務會議提案單。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會辦單位：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裝

訂

線

檔號： 0111/080102/ / /
保存年限： 20年

第1頁，共1頁
1111004014

111/10/07 16:39:47

綜合企劃組
許書惠    

111/10/07 16:54:40

綜合企劃組

組 長
吳玉鈴    

111/10/11 15:19:07

研究發展處

研 發 長于國華    

核稿
 加會楊專員學慧。

111/10/11 15:57:55

秘 書 室
秘 書

吳淑鈴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PDF檔及提案資料Wor
d檔予秘書室續辦。

111/10/11 17:12:43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

楊學慧 

111/10/12 14:14:54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鍾永豐 

如擬

111/10/12 15:15:44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25-5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2 提案性質 法規修訂 提案單位 藝術與科技中心

案 由
本校「科技藝術館展演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 修正第四條委員人數，現行條文置委員七人至九人，修正為

九人至十一人，以利跨領域專家學者多元背景之組成。

二、 本案業經 111 年 10 月 3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藝術與

科技中心執行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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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科藝館展演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人

至十一人，由校長就校

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

者聘任之；其中校外委

員須達二分之一以上。 

第四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

至九人，由校長就校內

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聘任之；其中校外委員

須達二分之一以上。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

九人改為九人至十一

人，以利跨領域專家學者

多元背景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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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館展演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8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核定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館（以下簡稱本館）由本校藝術與科技中心負

責掌理營運管理。

第二條 為有效落實本館展演節目之專業性，推動國內科技藝術、跨領域藝術、新

媒體藝術等現代科技所促成之多樣性創作類型，依「藝術與科技中心設置

要點」第三條規定，設置「科技藝術館展演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1） 本館展演節目、研究計畫之監督與審議。

（2） 本館駐館藝術家及專家學者遴選與規劃。

（3） 本館對外跨館際合作、產學合作及其他重要館務指導與諮詢。

第四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由校長就校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聘任之；

其中校外委員須達二分之一以上。

第五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科技中心主任兼本委員會召集人，負責定期召開、

主持本委員會會議。

第六條 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聘期二年，得連聘之。

第七條 本委員會會議需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人員出席。

第八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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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學慧
螢光標示

楊學慧
螢光標示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科技中心	

執行委員會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會議簽到表	

會議時間：111 年 10 月 3 日（一）12 點 00 分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室 Cisco	Webex	Meeting（會議號：2513	514	1266）	

主席：鍾永豐委員	

出席：鍾永豐委員、魏德樂委員、盧文雅委員、郭昭蘭委員、楊金源委員、吳文安

委員	

請假：黃建宏委員	

列席者：林雅芳助教、區秀詒研究助理、陳家文專員、江昆哲專員	

記錄：區秀詒研究助理	

（吳⽂安委員） 

（鍾永豐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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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說明：

擬辦：

速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1年10月5日

藝術與科技中心

 檢陳本校「科技藝術館展演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草案擬提校務會議審議，陳請核示。

 

本案業經111年10月3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藝術與科

技中心執行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會議記錄如附件一。

檢附要點修正相關文件：「科技藝術館展演審議委員會

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科技藝術館展

演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校務會議提案

單乙式。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會辦單位：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裝

訂

線

檔號： 0111/090103/ / /

保存年限： 20年

第1頁，共1頁
1111003960

111/10/05 13:36:44

藝 術 與 科
技 中 心

助 教
林雅芳         

111/10/05 15:27:01

藝 術 與 科
技 中 心
主任秘書

鍾永豐         

111/10/06 08:24:13

人 事 室
秘 書

吳秉衡 

111/10/07 09:11:12

人 事 室
主 任

蔡旻樺         

核稿
 加會楊專員學慧

111/10/07 10:30:12

秘 書 室
秘 書

吳淑鈴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PDF檔及提案資料Word
檔予秘書室續辦。

111/10/07 14:28:32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

楊學慧 

111/10/07 14:52:21

總 務 處
總 務 長莊政典 

代

如擬

111/10/11 11:14:57

校 長 室
校 長

陳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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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3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 由 本校「教師正向管教與輔導學生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配合「教師法」及「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分

別於 108年 6 月及 111 年 2月修正通過，爰重新檢視本校「教

師正向管教與輔導學生辦法」，並因應實務作業之需修正本

法。 

二、 本次修法明確敘明校內法規之通報義務並擴大適用範圍與文

字酌修。 

三、 本案業經 111年 5月 31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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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師正向管教與輔導學生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育部「教師

法第三十二條」及「教師

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

意事項」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育部「教師

法第十七條」及「教師輔

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

事項」訂定之。 

配合 108 年 06 年 05 日修正通過

之「教師法」及 111年 02月 11日

修正通過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辦法注意事項」，爰進行本校法

規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本校教師知悉疑似兒

童及少年保護、家庭

暴力、霸凌事件、校園

性騷擾、性侵害或性

霸凌事件，應於知悉

事件二十四小時內依

法進行責任通報與校

園安全事件通報，由

校長啟動危機處理機

制。 

本校通報前項事件

時，應以密件處理，並

注意維護被害人之秘

密及隱私，不得洩漏

或公開，對於通報人

之身分資料應予以保

密，以維謢學生個人

及相關人員隱私。 

第十一條 本校教師知悉兒童及

少年保護、家庭暴力、

性侵害及校園性騷擾

事件，應於知悉事件

二十四小時內依法進

行責任通報（一一三

專線），並進行校園安

全事件通報，由校長

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本校通報前項事件

時，應以密件處理，並

注意維護被害人之秘

密及隱私，不得洩漏

或公開，對於通報人

之身分資料應予以保

密，以維謢學生個人

及相關人員隱私。 

一、 明確敘明校內法規之通報義

務。 

二、 擴大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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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

議及校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

議及校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

實施。 

文字酌修。 

27-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師正向管教與輔導學生辦法（修正草案） 

97年 12月 2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7年 12月 23日校務會議通過 

111年 5月 31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Ｏ年Ｏ月Ｏ日Ｏ學年度第Ｏ學期第Ｏ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育部「教師法第三十二條」及「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訂

定之。

第二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 

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及本校校規。

第三條 本校教師輔導、管教學生應符合下列之目的： 

一、 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以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及

身體自主，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二、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三、維護校園安全，避免學生受到霸凌及其他危害。 

四、維護教學秩序，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第四條 本校教師輔導、管教學生時，應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平等原則：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二、比例原則：教師採行之輔導與管教措施，應與學生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相當。 

第五條 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先了解學生行為之原因，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問題之 

方法，並視狀況調整或變更。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如下： 

一、尊重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二、輔導與管教方式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 

三、啟發學生自我察覺、自我省思及自制能力。 

四、對學生所表現之良好行為與逐漸減少之不良行為，應多予讚賞、鼓勵及表揚。 

五、應教導學生，未受鼓勵或受到批評指責時之正向思考及因應方法，以培養學生

承受挫折之能力及堅毅性格。 

六、不得因個人或少數人之錯誤而處罰全班學生。 

七、對學生受教育權之合理限制應依相關法令為之，且不應完全剝奪學生之受教育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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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得以對學生財產權之侵害（如罰錢等）作為輔導與管教之手段。但要求學生

依法賠償對公物或他人物品之損害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本校教師處罰學生，應視情況適度給予學生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了解其行為動機與

目的等重要情狀，並適當說明處罰所針對之違規行為、實施處罰之理由及處罰之手

段。 

學生對於教師之處罰措施提出異議，教師認為有理由者，得斟酌情形，調整所執行

之處罰措施，必要時得移請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或學生諮商中心處理。教師應依

學生或其監護權人之請求，說明處罰過程及理由。 

第七條 本校應對學生及監護權人公開學校所訂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校規、有關學

生權益之法令規定、權利救濟途徑等相關資訊。 

第八條 教師實施輔導與管教時，發現學生有身心障礙或精神疾病者，應將輔導與管教紀錄，

送至本校學生事務處學生諮商中心，斟酌情形安排學生接受心理諮商，或依法定程

序接受特殊教育或治療。 

第九條 本校教師、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及學生諮商中心對因重大違規事件受處罰之學生，

應追蹤輔導，必要時得會同校內外相關單位共同輔導。學生須接受長期輔導時，本

校得要求監護權人配合，並協請社政、輔導或醫療機構處理。 

第十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過程中，發現學生可能處於高風險家庭時，應通報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或學生諮商中心。 

第十一條 本校教師知悉疑似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霸凌事件、校園性騷擾、性侵害

或性霸凌事件，應於知悉事件二十四小時內依法進行責任通報與校園安全事件通

報，由校長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本校通報前項事件時，應以密件處理，並注意維護被害人之秘密及隱私，不得洩

漏或公開，對於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以保密，以維謢學生個人及相關人員隱私。 

第十二條 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輔導與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

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提出申訴。 

第十三條  教師因合法管教學生，與監護權人發生爭議、行政爭訟或其他司法訴訟時，本校

應依教師之請求，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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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摘錄） 

會議時間：111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 分 

地點：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會議 

壹、主席致詞：略  記錄：曾珮雯 

貳、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略

參、各組工作報告：略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本校「教師正向管教與輔導學生辦法第一條、第十一條及第十四條」修

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配合「教師法」及「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分別於 108 年 6

月及 111 年 2 月修正通過，爰重新檢視本校「教師正向管教與輔導學生

辦法」，並因應實務作業之需修正本法。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詳見附件 1（pp.11-14）。 

辦法：本案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2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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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簽到單 

林于竝學務長

王玉玲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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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三、

四、

說明：

擬辦：

速別： 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1年10月5日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檢陳本校「教師正向管教與輔導學生辦法第一條、第十

一條及第十四條」修正草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簽請

核示。

 

配合「教師法」及「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

項」分別於108年6月及111年2月修正通過，爰重新檢視

本校「教師正向管教與輔導學生辦法」，並因應實務作

業之需修正本法。

本次修正重點為：「本校教師知悉疑似兒童及少年保

護、家庭暴力、霸凌事件、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

凌事件，應於知悉事件二十四小時內依法進行責任通報

與校園安全事件通報，由校長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本案業經111年5月31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審議通過。

檢附校務會議提案單、修正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及110
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摘錄）各1份，如附

件。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會辦單位：

裝

訂

線

檔號： 0111/030301/ / /
保存年限： 10年

第1頁，共2頁
1111003952

27-8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第2頁，共2頁

111/10/05 11:40:21

生活輔導組

輔 導 員曾珮雯    

111/10/05 12:10:14

生活輔導組

組 長蔡明施    

111/10/05 12:28:46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林于竝 

核稿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PDF檔及提案資料Wor
d檔予秘書室續辦。

111/10/05 14:58:02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楊學慧 

111/10/05 15:25:55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鍾永豐 

111/10/05 16:18:21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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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4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 由 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組織規程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一) 依本校 111 年 6 月 7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決議通過「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士學位學程」裁撤案，爰

配合刪除相關文字。(第四條)

(二) 教育部 111 年 8 月 31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79282 號函核

定本校員額編制表修正案說明以，本校部分二級行政單位主

任及組長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者，未明定兼任人員之職

級，請於下次研修組織規程時併同修正。為應本校實務需要

與用人彈性，爰修正部分二級行政單位主管由校長聘請講師

（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以上教學、研究人員兼任。(第八

條、第二十八條)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送教育部核定，並自核定日生效。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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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校設下列各教學單

位： 

一、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一）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二）音樂學研究所

（三）傳統音樂學系（含

碩士班）

二、美術學院 

（一）美術學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

班、博士班） 

（二）藝術跨域研究所

三、戲劇學院 

（一）戲劇學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

班、博士班） 

（二）劇場藝術創作研究

所

（三）劇場設計學系（含

碩士班）

四、舞蹈學院 

舞蹈學系（含七年

一貫制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 

五、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電影創作學系（含

第四條  本校設下列各教學單

位： 

一、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一）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二）音樂學研究所

（三）傳統音樂學系（含

碩士班）

二、美術學院 

（一）美術學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

班、博士班） 

（二）藝術跨域研究所

三、戲劇學院 

（一）戲劇學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

班、博士班） 

（二）劇場藝術創作研究

所

（三）劇場設計學系（含

碩士班）

四、舞蹈學院 

舞蹈學系（含七年

一貫制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 

五、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電影創作學系（含

依本校 111年 6月 7日 110學

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

決議通過「學士後跨藝合創音

樂學士學位學程」裁撤案，爰

配合刪除該學程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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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碩士班、學士後電

影美術設計學士學

位學程，碩士班分

組為電影創作組、

電影史與電影產業

研究組） 

（二）新媒體藝術學系（含

碩士班） 

（三）動畫學系

六、文化資源學院 

（一）建築與文化資產研

究所 

（二）藝術行政與管理研

究所

（三）博物館研究所

（四）藝術與人文教育研

究所(含碩士在職

專班)

（五）文創產業國際藝術

碩士學位學程

（六）文化資產與藝術創

新博士班

七、人文學院 

（一）通識教育中心 

（二）師資培育中心

（三）文學跨域創作研究

所

碩士班、學士後電

影美術設計學士學

位學程，碩士班分

組為電影創作組、

電影史與電影產業

研究組） 

（二）新媒體藝術學系（含

碩士班） 

（三）動畫學系

六、文化資源學院 

（一）建築與文化資產研

究所 

（二）藝術行政與管理研

究所

（三）博物館研究所

（四）藝術與人文教育研

究所(含碩士在職

專班)

（五）文創產業國際藝術

碩士學位學程

（六）文化資產與藝術創

新博士班

七、人文學院 

（一）通識教育中心 

（二）師資培育中心

（三）文學跨域創作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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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

位學程 

本校得設學位學程、學分學

程。 

系所、學位學程之增設或變

更，及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

點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八、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

士學位學程 

九、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

位學程 

本校得設學位學程、學分學

程。 

系所、學位學程之增設或變

更，及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

點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八條  本校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掌理註冊、課

務、招生及出版、教學

品質提升等其他教務事

項。並分設註冊、課務、

招生等三組及出版中

心、教學與學習中心。 

二、學生事務處：掌理心理

輔導、生活輔導、課外

活動指導、衛生保健、

住宿管理、體育教學與

體育活動等及其他輔導

事項。並分設課外活動

指導、衛生保健、生活

輔導等三組及學生諮商

中心、學生住宿中心、

體育中心。 

三、總務處：掌理文書、事

第八條  本校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掌理註冊、課

務、招生及出版、教學

品質提升等其他教務事

項。並分設註冊、課務、

招生等三組及出版中

心、教學與學習中心。 

二、學生事務處：掌理心理

輔導、生活輔導、課外

活動指導、衛生保健、

住宿管理、體育教學與

體育活動等及其他輔導

事項。並分設課外活動

指導、衛生保健、生活

輔導等三組及學生諮商

中心、學生住宿中心、

體育中心。 

三、總務處：掌理文書、事

一、教育部 111 年 8 月 31 日

臺 教 人 ( 二 ) 字 第

1110079282 號函核定本

校員額編制表修正案說

明以，本校部分二級行政

單位主任及組長由教師

或研究人員兼任者，未明

定兼任人員之職級，請於

下次研修組織規程時併

同修正。 

二、為應本校實務需要與用

人彈性，爰修正部分二級

行政單位主管由校長聘

請講師（含具教師身分之

助教）以上教學、研究人

員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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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務、出納、營繕、保管

及其他總務事項。並分

設文書、事務、出納、

營繕、保管等五組。 

四、研究發展處：掌理校務

規劃、評鑑、學術交流、

產學合作、育成輔導、

鼓勵研發成果轉移及專

利權申請等事項。並分

設綜合企劃、產學合

作、學術發展等三組。 

五、國際事務處：掌理國際

合作及國際交流教育事

務等事項，並分設國際

合作組、國際學生組及

國際教研組等三組。 

六、圖書館：負責蒐集教學

研究及校史文物資料，

提供資訊服務。並分設

圖書資料之採錄編目、

閱覽典藏及校史發展等

三組。 

七、美術館：掌理一般美術

館之典藏、研究、展覽、

教育推廣等有關事項，

以配合本校教學、研究

工作，並發揮大學美術

館之功能。 

務、出納、營繕、保管

及其他總務事項。並分

設文書、事務、出納、

營繕、保管等五組。 

四、研究發展處：掌理校務

規劃、評鑑、學術交流、

產學合作、育成輔導、

鼓勵研發成果轉移及專

利權申請等事項。並分

設綜合企劃、產學合

作、學術發展等三組。 

五、國際事務處：掌理國際

合作及國際交流教育事

務等事項，並分設國際

合作組、國際學生組及

國際教研組等三組。 

六、圖書館：負責蒐集教學

研究及校史文物資料，

提供資訊服務。並分設

圖書資料之採錄編目、

閱覽典藏及校史發展等

三組。 

七、美術館：掌理一般美術

館之典藏、研究、展覽、

教育推廣等有關事項，

以配合本校教學、研究

工作，並發揮大學美術

館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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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

生室:辦理環境保護、職

業安全衛生等業務。 

九、秘書室：辦理秘書、公

關、專案列管、校友服

務及協調校務發展規劃

等業務。 

十、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

管理事項。 

十一、主計室：依法掌理歲

計、會計、統計事項。 

前項各單位分組（中心）辦

事者，各組（中心）置組長

（主任）一人，除人事室、

主計室外，組長由校長聘請

講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

以上教學、研究人員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之；主任由校

長聘請講師（含具教師身分

之助教）以上教學或研究人

員兼任。其辦事細則另定之。 

生活輔導組置組長一人，由

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

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

人中擇聘之，或由校長聘請

講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

以上教學、研究人員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之。 

八、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

生室:辦理環境保護、職

業安全衛生等業務。 

九、秘書室：辦理秘書、公

關、專案列管、校友服

務及協調校務發展規劃

等業務。 

十、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

管理事項。 

十一、主計室：依法掌理歲

計、會計、統計事項。 

前項各單位分組（中心）辦

事者，各組（中心）置組長

（主任）一人，除人事室、

主計室外，組長由校長聘請

教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

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主任由校長聘請教

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

研究人員兼任。其辦事細則

另定之。 

生活輔導組置組長一人，由

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

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

人中擇聘之，或由校長聘請

教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

教）、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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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學生住宿中心置主任一人，

由校長聘請講師（含具教師

身分之助教）以上教學、研

究人員或軍訓教官兼任。 

體育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之體育教

師兼任之。並置體育教師、

運動教練若干人，由校長聘

任之；另置組員、助理員、

書記若干人。 

學生住宿中心置主任一人，

由校長聘請教師（含具教師

身分之助教）、研究人員或軍

訓教官兼任。 

體育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之體育教

師兼任之。並置體育教師、

運動教練若干人，由校長聘

任之；另置組員、助理員、

書記若干人。 

第二十八條  本校為教學、研

究、推廣、展演之需要，設

下列各種中心： 

  一、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分

設教育研究組及企劃推

廣組。 

  二、藝術與科技中心：分設

研究開發組、展演策劃

組、教育推廣組及行政管

理組。 

  三、電子計算機中心：分設

教學支援組、校園網路組

及系統發展組。 

  四、展演藝術中心 

  五、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

心：分設推廣教育組、行

銷公關組、創意產業組。 

前項各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第二十八條  本校為教學、研

究、推廣、展演之需要，設

下列各種中心： 

  一、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分

設教育研究組及企劃推

廣組。 

  二、藝術與科技中心：分設

研究開發組、展演策劃

組、教育推廣組及行政管

理組。 

  三、電子計算機中心：分設

教學支援組、校園網路組

及系統發展組。 

  四、展演藝術中心 

  五、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

心：分設推廣教育組、行

銷公關組、創意產業組。 

前項各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一、教育部 111 年 8 月 31 日

臺 教 人 ( 二 ) 字 第

1110079282 號函核定本

校員額編制表修正案說

明以，本校部分二級行政

單位主任及組長由教師

或研究人員兼任者，未明

定兼任人員之職級，請於

下次研修組織規程時併

同修正。 

二、為應本校實務需要與用

人彈性，爰修正部分二級

行政單位主管由校長聘

請講師（含具教師身分之

助教）以上教學、研究人

員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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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並得分設組

辦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

校長聘請講師（含具教師身

分之助教）以上教學、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一項各中心設置要點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必要時，循修正組織規程程

序，增設其他教學、實習及

研究機構。 

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並得分設組

辦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

校長聘請教師（含具教師身

分之助教）或研究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一項各中心設置要點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必要時，循修正組織規程程

序，增設其他教學、實習及

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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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第一條至第三條(略) 

第四條 本校設下列各教學單位： 

一、 音樂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一）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二） 音樂學研究所

（三） 傳統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二、 美術學院 

（一） 美術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三、 戲劇學院 

（一） 戲劇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三） 劇場設計學系（含碩士班）

四、 舞蹈學院 

舞蹈學系（含七年一貫制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五、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一） 電影創作學系（含碩士班、學士後電影美術設計學士學位學程，碩士

班分組為電影創作組、電影史與電影產業研究組）

（二） 新媒體藝術學系（含碩士班）

（三） 動畫學系

六、 文化資源學院 

（一）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二）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三） 博物館研究所

（四）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含碩士在職專班)

（五）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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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七、 人文學院 

（一） 通識教育中心 

（二） 師資培育中心

（三）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八、 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本校得設學位學程、學分學程。 

系所、學位學程之增設或變更，及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點另定之，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五條至第七條(略) 

第八條 本校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掌理註冊、課務、招生及出版、教學品質提升等其他教務事項。

並分設註冊、課務、招生等三組及出版中心、教學與學習中心。 

二、學生事務處：掌理心理輔導、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住宿

管理、體育教學與體育活動等及其他輔導事項。並分設課外活動指導、衛

生保健、生活輔導等三組及學生諮商中心、學生住宿中心、體育中心。 

三、總務處：掌理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及其他總務事項。並分設文

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等五組。 

四、研究發展處：掌理校務規劃、評鑑、學術交流、產學合作、育成輔導、鼓

勵研發成果轉移及專利權申請等事項。並分設綜合企劃、產學合作、學術

發展等三組。 

五、國際事務處：掌理國際合作及國際交流教育事務等事項，並分設國際合作

組、國際學生組及國際教研組等三組。 

六、圖書館：負責蒐集教學研究及校史文物資料，提供資訊服務。並分設圖書

資料之採錄編目、閱覽典藏及校史發展等三組。 

七、美術館：掌理一般美術館之典藏、研究、展覽、教育推廣等有關事項，以

配合本校教學、研究工作，並發揮大學美術館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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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辦理環境保護、職業安全衛生等業務。 

九、秘書室：辦理秘書、公關、專案列管、校友服務及協調校務發展規劃等業

務。 

十、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十一、 主計室：依法掌理歲計、會計、統計事項。 

前項各單位分組（中心）辦事者，各組（中心）置組長（主任）一人，除人事

室、主計室外，組長由校長聘請講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以上教學、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主任由校長聘請講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以

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其辦事細則另定之。 

生活輔導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

至三人中擇聘之，或由校長聘請講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以上教學、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學生住宿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講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以上教學、

研究人員或軍訓教官兼任。 

體育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之體育教師兼任之。並置體育教

師、運動教練若干人，由校長聘任之；另置組員、助理員、書記若干人。 

第九條至第二十七條(略) 

第二十八條  本校為教學、研究、推廣、展演之需要，設下列各種中心： 

一、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分設教育研究組及企劃推廣組。 

二、藝術與科技中心：分設研究開發組、展演策劃組、教育推廣組及行政管理

組。 

三、電子計算機中心：分設教學支援組、校園網路組及系統發展組。 

四、展演藝術中心 

五、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分設推廣教育組、行銷公關組、創意產業組。 

前項各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之。並得分設組辦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講師（含具

教師身分之助教）以上教學、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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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各中心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必要時，循修正組織規程程序，增設其他教學、實習及研究機構。 

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六條(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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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說明：

擬辦：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1年9月21日 

人事室

 檢陳本校組織規程第4條、第8條、第28條修正條文草案

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1份，擬提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陳請核示。

 

本校「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士學位學程裁撤」案，業

經111年6月7日本校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決

議通過，爰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4條條文。

另教育部111年8月31日臺教人(二)字第1110079282號函核

定本校員額編制表修正（3次）案說明以，本校部分二級

行政單位主任及組長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者，未明定

兼任人員之職級，請於下次研修組織規程時併同修正。

為應本校實務需要與用人彈性，爰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

第8條、第28條規定，部分二級行政單位主管由校長聘請

講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以上教學、研究人員兼

任。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另案陳報教育部核定，並

自核定日生效。

會辦單位：

裝

訂

線

檔號： 0111/070103/ / /
保存年限： 永久

第1頁，共2頁
111100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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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第2頁，共2頁

111/09/22 09:22:37

人 事 室
秘 書吳秉衡    

111/09/23 10:23:48

人 事 室
主 任蔡旻樺    

核稿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PDF檔及提案資料Wor
d檔予秘書室續辦。

111/09/23 15:31:11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楊學慧 

111/09/23 16:41:08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鍾永豐 

如擬

111/09/23 16:48:13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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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5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 由 本校「專任教師聘約」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配合本校 111 年 3 月 29 日召開之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霸凌防制

規定」，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納入專任教師聘約中，爰修正本

校專任教師聘約第十二點規定。 

二、本案業經本校 111年 6 月 14 日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12年 2 月 1日生效。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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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專任教師聘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二、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

防治準則或校園霸凌防

制準則等相關法令規

定。於執行教學、指導、

訓練、評鑑、管理、輔

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

時，不得發展有違專業

倫理之關係，加強與培

養校園霸凌法治意識。

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

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

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

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

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

突。

十二、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準則等相關法

令規定。於執行教學、

指導、訓練、評鑑、管

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

作機會時，不得發展有

違專業倫理之關係。尊

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

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

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

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

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

之衝突。

為配合本校 111 年 3 月 29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訂

定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校園霸凌防制規定」，將校

園霸凌防制準則納入專任

教師聘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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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專任教師聘約(修正草案) 

96年6月12日本校95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0年4月26日本校9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1年4月24日本校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1年10月30日本校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3年12月30日本校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8年12月24日 本校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11年10月  日 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本聘約有效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 聘約屆滿不再應聘，或聘約中途辭聘，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本校，並依規定辦妥

離職交代後，方得離校。續聘時本校應於本聘約屆滿前一個月另送新約。 

三、 應在校三天以上，其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兼行政職務酌減授課時數，依有關法令規

定；超時授課至多以四小時為限。授課未達規定時數者，除擔任行政事務或實際上須

以充分時間從事與展演教學或研究推廣相關之工作，經本校允許者外，應予改聘為兼

任教師。 

四、 應確實按排定之時間授課，因故不克到校授課時，事前應辦妥請假。請假期間應授課

程須依規定補授或請資格符合者代課，代課鐘點費並移由代授教師具領。 

五、 除專職從事教學外，應履行由各學系、所、科因應教學、展演、研究、輔導等需要所

指定之職務與專業工作、行政事務，詳細工作項目及規範，得由所屬單位以書面簽訂

之；教師並應依所具專長參與跨系所領域暨各研究中心之研究、服務工作及應邀參與

校內各項活動、出席相關會議。 

自九十六學年度起，新聘任專任教師應義務擔任學校或所屬教學單位指派之行政事務

至少三年。但情形特殊，簽奉校長核定者，不在此限。 

六、 在校外兼職，應合於相關法令之規定，並事先報經校方同意；在校外兼課者，依規定

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且應事先經校方同意。違者視情節輕重予以停聘、解聘或改聘

為兼任教師。 

七、 應以身作則，為學生表率，並輔導學生進德修業。 

八、 各項待遇、晉薪及超授課程鐘點費支給標準，依規定辦理。 

九、 應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接受評鑑。教師扣除得延後辦理評鑑之時間，在滿五年應接受

評鑑之後，評鑑未通過滿三年，仍未通過評鑑者，應申請退休或不予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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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新聘教師應經試聘二年，初聘及第一次續聘均為試聘期間，教學單位應與所聘任之教

師訂定工作約定書，包含工作重點與預期成果，試聘評核未通過者，不予續聘。第三

年起，須通過評核後，始繼續聘任。 

自九十六學年度起，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應於起聘後之八年內升等；未通過升等者，

送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就未能升等之理由，視其情節得做出

以下處置：(一)不予續聘，(二)由系所輔導三年，輔導期間不得校外兼職、兼課，輔

導結束後仍未能升等者，不予晉級，並送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是否續聘。

兼任本校主管年資、出國進修學位、留職停薪、懷孕生子、重病，得依其年數計算延

長前項期間。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比照辦理。

十一、 接受委託專案，應透過學校行政作業，獲得校方同意，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應確

保委託研究經費之使用及委託專案之推行符合法令、契約之規定，以及專案計畫之

目的與限制。 

兼任行政主管職務或辦理採購案件應依法行政。

十二、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準則或校園

霸凌防制準則等相關法令規定。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

供學生工作機會時，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加強與培養校園霸凌法治意識。

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

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三、教師違反本聘約、本校規章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視

其情節輕重得處或併處以下之處置： 

(一)不同意在校外兼職、兼課。

(二) 不得休假研究、國內外講學、研究或進修、申請或執行研究計畫。

(三)停止晉級加俸。

(四)改聘為兼任教師。

(五)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十四、本聘約未盡事宜，悉照有關法令暨本校所訂規章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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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會議紀錄 

(節錄) 

主 席：林召集人劭仁 

時 間：1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視訊會議 

出席委員：蘇委員顯達、劉委員錫權、王委員世信、何委員曉玫、 

林委員承緯、魏委員德樂、吳委員懷晨、吳委員思珊、 

簡委員秀珍、陳委員婉麗、陳委員雅萍、孫委員松榮、 

黃委員士娟、許委員皓宜   

請假委員：王委員美齡、林委員宏璋、孫委員松榮 

執行秘書：人事室蔡主任旻樺    記錄：陳佳吟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111 年 4 月 12 日）決議執行情形：(略)。

參、 報告事項：(略)。 

肆、審議事項：

第 4 案：本校「專任教師聘約」第十二點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P161-P179) 
說  明： 

一、為配合本校 111 年 3 月 29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行

政會議通過訂定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霸凌防制規

定」，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納入專任教師聘約中，爰擬修正

本校專任教師聘約第十二點規定。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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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學慧
螢光標示

楊學慧
螢光標示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12 年 2 月 1 日起生

效。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 會：下午 4 時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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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學慧
螢光標示



主旨：

一、

二、

說明：

擬辦：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1 年 6 月 22 日

人事室

檢陳修正本校專任教師聘約第十二點規定修正草案暨條文對

照表各1份，擬提送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審

議，陳請核示。

為配合本校111年3月29日召開之110 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

政會議通過訂定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霸凌防制規

定」，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納入專任教師聘約中，爰擬修正

本校專任教師聘約第十二點規定。

案業經本校111年6月14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教評會

審議通過。

本案依規定提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112年2月1日生效。 

會辦單位：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核稿
 加會楊專員學慧。

核稿
 1.本提案「修正草案對照

表」及「修正草案」之修
正內容，擬請標註粗體藍
字，以利與會人員於平板
電腦研閱。

 2.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PDF檔及提案Word檔予
秘書室續辦。

裝

訂

線

檔號： 0110/070101/　 　/　 　/

保存年限： 永久

111/06/22 11:32:25

人 事 室
秘 書

陳佳吟

111/06/23 09:34:53

人 事 室
主 任

蔡旻樺
111/06/23 09:46:48

秘 書 室
秘 書

吳淑鈴

第1頁，共2頁
111100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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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23 10:42:24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楊學慧

111/06/23 11:06:29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鍾永豐

111/06/23 12:21:38

總 務 處
總 務 長

莊政典
決代
行為

代

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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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6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 由 本校「研究人員及助教聘約」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為配合本校 111 年 3 月 29 日召開之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行政會議通過訂定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霸凌防制規定」，

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納入聘約，另參酌專任教師聘約等相關規

定，新增離職預告、聘任法源依據及修訂程序等，爰擬修正本校

研究人員及助教聘約規定。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12年 2 月 1日生效。 

審議意見  

決 議  

  

30-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人員及助教聘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研究人員以從事研究計畫，

助教以協助教學及研究，並

擔任行政工作為主，詳細工

作項目及規範，另由單位主

管商議簽訂之。 

五、研究人員以從事研究計

劃，助教以協助教學及研

究，並擔任行政工作為

主，詳細工作項目及規

範，另由單位主管商議簽

訂之。 

酌作文字修正。 

六、研究人員及助教應專職在本

校服務，不得在外兼職或兼

課。但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於

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

施行前已聘任並仍在職之助

教，其進修依本校教師研究

進修或講學實施要點之規定

辦理。 

六、研究人員及助教應專職在

本校服務，不得在外兼職

或兼課。助教從事國內外

進修，應辦理辭職。但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於八十六

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

前已聘任並仍在職之助

教，其進修依本校教師研

究進修或講學實施要點之

規定辦理。 

本點後段已明定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於八十六年三月

二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已聘

任並仍在職之助教（舊制助

教），其進修依本校教師研

究進修或講學實施要點之

規定辦理，且本校訂有新制

助教聘約另予規範，爰刪除

助教從事國內外進修，應辦

理辭職等文字。 

八、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

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性霸凌防治準則或校

園霸凌防制準則等相關法令

規定。於執行研究計畫、教

學、指導、訓練、評鑑、管

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

會時，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

理之關係，加強與培養校園

霸凌及職場霸凌法治意識。

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

八、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

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

則等相關法令規定。於執

行教學、指導、訓練、評

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

生工作機會時，不得發展

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尊

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

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

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

配合本校 111 年 3 月 29 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

行政會議通過訂定之「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校園霸凌防

制規定」，將校園霸凌防治

規定納入聘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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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

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

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

之衝突。 

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衝突。 

九、研究人員或助教擬於聘約期

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

約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

學校。如欲於聘約存續期間

內辭職者，應經學校同意

後，始得離職，其薪給自實

際離職之日停支。離職時應

將經辦事項及經借公物移交

清楚，始發給離職證明書。 

一、本點新增。 

二、參考教師聘約規定，新

增研究人員或助教

(辭)離職預告期間，並

明確規範研究人員及

助教離職程序。 

十、本聘約未盡事宜，悉照大學

研究人員聘任辦法等有關法

令暨本校所訂規章辦理。 

九、本聘約未盡事宜，悉照有

關法令暨本校所訂規章辦

理。 

一、點次遞移。 

二、增列研究人員及舊制

助教聘任法源依據，以

茲明確。 

十一、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 

一、本點新增。 

二、增列本聘約修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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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人員及助教聘約(修正草案) 

111 年○月○日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本聘約有效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本聘書適用於編制內研究人員及助教。 

三、聘約屆滿不再應聘，或聘約中途辭聘，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本校，並依規定辦妥離

職交代後，方得離校。續聘時本校應於本聘約屆滿前一個月另送新約。 

四、聘任資格及待遇支給標準等，悉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五、研究人員以從事研究計畫，助教以協助教學及研究，並擔任行政工作為主，詳細工作項

目及規範，另由單位主管商議簽訂之。 

六、研究人員及助教應專職在本校服務，不得在外兼職或兼課。但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於八十

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已聘任並仍在職之助教，其進修依本校教師研究進修或講

學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七、新聘研究人員應經試聘二年，初聘及第一次續聘均為試聘期間，單位應與所聘任之研究

人員訂定工作約定書，包含工作重點與預期成果，試聘評核未通過者，不予續聘。第三

年起，須通過評核後，始繼續聘任。 

八、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準則或校園霸

凌防制準則等相關法令規定。於執行研究計畫、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

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加強與培養校園霸凌及職場霸

凌法治意識。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

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九、研究人員或助教擬於聘約期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學校。

如欲於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者，應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其薪給自實際離職之日停

支。離職時應將經辦事項及經借公物移交清楚，始發給離職證明書。 

十、本聘約未盡事宜，悉照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等有關法令暨本校所訂規章辦理。 

十一、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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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說明：

擬辦：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1年9月22日 

人事室

 檢陳本校研究人員及助教聘約修正草案及對照表各1份，

擬提送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審議，陳請

核示。

 

為配合111年3月29日本校110 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

議通過訂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霸凌防制規定」，

其中第33及34條規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須納入教職員工

聘約，另新增是類人員離職預告期間、研究人員聘任法

源依據及聘約修訂程序等規定，爰擬修正本校研究人員

及助教聘約規定。

檢附旨揭聘約修正草案及對照表各一份。

 本案如奉核可，擬提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均自112年2
月1日起生效。

會辦單位：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裝

訂

線

檔號： 0111/070101/ / /
保存年限： 永久

第1頁，共1頁
1111003714

111/09/22 09:13:00

人 事 室
秘 書

吳秉衡    

111/09/23 10:18:13

人 事 室
主 任

蔡旻樺    

核稿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PDF檔及提案資料Wor
d檔予秘書室續辦。

111/09/23 15:33:52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

楊學慧 

111/09/23 16:44:14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

鍾永豐 

如擬

111/09/23 16:49:47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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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7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 由 本校「新制助教聘約」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教育部 108 年 12 月 24 日修正「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淩防治準則」第 35 條規定及本校 111 年 3 月 29 日

召開之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之「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校園霸凌防制規定」，酌予修正文字，並將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性霸凌防治及校園霸凌防制等相關規定納入聘約，爰擬修正

本校新制助教聘約第三點、第十點、第十一點規定。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12年 2 月 1日生效。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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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制助教聘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服務期間應認真協助教

學、研究工作，並接受學

系、中心主任、所長等單

位主管之指導協助單位業

務之推動。 

三、服務期間應認真協助教學、

研究工作，並接受系、科主

任、所長之指導協助系、

科、所務之推動。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設置單

位酌予修正文字。 

十、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

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準

則或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等

相關法令規定。於執行教

學、指導、訓練、評鑑、

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

作機會時，不得發展有違

專業倫理之關係，加強與

培養校園霸凌法治意識。

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

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

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

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衝突。 

1、本點新增。 

2、依據教育部 108年 12月

24 日修正「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淩防治準

則」第 35條規定，並配

合本校 111年 3月 29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

霸凌防制規定」，將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

治及校園霸凌防治等相

關規定納入聘約。 

十一、檢附「本校助教聘任及

服務要點」一份。 

十、檢附「本校助教聘任及服務

要點」一份。 

點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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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制助教聘約(修正草案) 

100 年 6 月 7 日本校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11 年○月○日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本聘約有效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助教應於接獲聘書後十日內向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手續，逾期視為不應聘，聘書應予註

銷。 

三、服務期間應認真協助教學、研究工作，並接受學系、中心主任、所長等單位主管之指導

協助單位業務之推動。 

四、服務期間遵守有關法令及本校之規定，違者視情節予以停聘、解聘、或不續聘。 

五、助教應專職在本校服務，不得在外兼職或兼課，差假及出勤管理依本校規定辦理。 

六、助教在不影響業務推展，經單位主管同意並簽奉校長核准者，得從事國內進修。 

七、聘期屆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期屆滿前二個月以書面通知本校；如在聘期中辭職者，

應經本校同意後始得離職。並均應於離職日辦妥離職交代後，方得離校。 

八、本聘約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助教聘任及服務要點之規定辦理。 

九、新聘助教應經試聘一年，未通過者，不予續聘。第二年起，需每年通過考核後始得續聘。 

十、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準則或校園霸

凌防制準則等相關法令規定。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

工作機會時，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加強與培養校園霸凌法治意識。尊重他人

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

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一、檢附「本校助教聘任及服務要點」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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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說明：

擬辦：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1年9月21日 

人事室

 檢陳本校新制助教聘約第三、十、十一點修正草案及對

照表各1份，擬提送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

議審議，陳請核示。

 

為配合111年3月29日本校110 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

議通過訂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霸凌防制規定」，

其中第33及34條規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須納入教職員工

聘約，另配合本校組織規程設置單位，擬修正本校新制

助教聘約第三、十、十一點規定。

檢附旨揭聘約修正草案及對照表各一份。

 本案如奉核可，擬提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均自112年2
月1日起生效。

會辦單位：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裝

訂

線

檔號： 0111/070101/ / /
保存年限： 永久

第1頁，共1頁
1111003700

111/09/22 08:54:56

人 事 室
秘 書

吳秉衡    

111/09/23 10:16:49

人 事 室
主 任

蔡旻樺    

核稿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PDF檔及提案資料Wor
d檔予秘書室續辦。

111/09/23 15:33:06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

楊學慧 

111/09/23 16:41:42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

鍾永豐 

如擬

111/09/23 16:48:58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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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8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    由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1、「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下簡稱審定辦法）業經

教育部 111 年 8 月 17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12203367A 號令修正

發布，爰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條文配合修正重點如

下： 

（1）配合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修正聘任、升等與資格審查

「通過」文字為「合格」。(第三、五、六、十七、十八、二

十一、二十六條)

（2）審定辦法新增第三十一條，第三款規定外審以一次(級)為

限，避免同一學校外審結果不一致之情形，明定學校辦理外

審之委員人數、合格比例，並授權學校訂定審查人審查之及

格基準，爰配合修正本校辦理教師資格審查程序及相關作業

規定。(第四條)

（3）配合審定辦法第十三條規定修正相關文字，另為鼓勵教師積

極進修與升等，爰增訂講師以取得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提出助理教授資格審查者，得不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

六條之一所列曾任講師三年以上之限制。(第八條)

（4）配合審定辦法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各送審類別及附表，修正

教師提出升等審查類型。(第九條)

（5）審定辦法第三十條新增第三項規定編制內專任及編制外專案

教師，於到職三個月內報教育部審查教師資格，爰配合修正

教師提出升等申請期程。(第十、十七條)

32-1



（6）配合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刪除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作

升等時代表作之限制規定，並明定送審著作應增加或更換一

件以上；該辦法第二十五條，刪除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

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申請展

延、消極教評會同意等規定，爰修正相關文字。(第十一條)

（7）配合審定辦法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九及第四十三

條規定，經校教評會決議採院級教評會辦理外審，爰修訂本

校教師申請升等期程、外審審查人名單決定方式、外審意見

有疑義之處理機制。(第十三條)

（8）配合審定辦法新增第三十一條規定，爰增訂教評會之委員不

得低階高審及保密原則等規範；另系、院級教評會應建置審

查委員資料庫。(第十五條)

（9）配合審定辦法第四十四條增訂第三項規定，明定送審人同時

涉有二種以上情事，一定期間內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

申請時，應依較重處分之規定論處，爰修正相關文字。(第十

九條)

（10）配合審定辦法第二條規定明訂初聘之兼任教師於申請資格審

定該學期需有實際在校授課事實，爰修正相關文字。(第二十

五條)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12年 2月 1日生效。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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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一 章  通  則 第 一 章  通  則 未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

會）設置辦法第十條規定訂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十條規

定訂之。 

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及升

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

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及升

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

本辦法辦理。 

未修正。 

第三條  本校新聘或升等教師

之審查，採三級三審制，由

各系、所、學程、中心等相

關教學單位教評會（以下簡

稱系級教評會）初審合格

後，提送院級教評會複審，

複審合格後，提送校級教評

會決審。 

第三條  本校新聘或升等教師

之審查，採三級三審制，由

各系、所、相關教學單位教

師評審委員會初審通過後，

提送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複

審，複審通過後，提送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決審。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及「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第二十一條等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第 二 章  聘  任 第 二 章  聘  任 

第四條  各系、所、學程、中

心等相關教學單位擬新聘教

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除特殊情況並有正當理

由外，第一學期擬聘者

應於八月一日前聘定，

第二學期擬聘者，應於

二月一日前聘定。 

二、提聘教師應檢具下列表

第四條  各系、所、中心等相

關教學單位擬新聘教師，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除特殊情況並有正當理

由外，第一學期擬聘者

應於八月一日前聘定，

第二學期擬聘者，應於

二月一日前聘定。 

二、提聘教師應檢具下列表

一、教育部 111 年 8 月 17

日修正「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新

增第三十一條，第三款

規定外審以一次(級)

為限，避免同一學校外

審結果不一致之情形，

明定學校辦理外審之

委員人數、合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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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件： 

（一）教師提聘表。 

（二）最高學位證書。持

國外學歷者，應於

系級教評會審議前

須先行查(驗)證，

境外學歷須依大學

辦理國外學歷採認

辦法、大陸地區學

歷採認辦法、香港

澳門學歷檢覈及採

認辦法規定及教育

部公告辦理查(驗)

證。 

（三）擬聘等級教師證書

（尚未取得教師證

書者免附）。 

（四）專門著作（已有擬

聘等級教師證書者

得免附）。 

（五）個人學經歷。 

（六）教評會紀錄。 

三、聘任程序： 

（一）審酌教學需要、教

師缺額及授課鐘點

數等因素，決定是

否新聘教師。 

（二）本於公正、公平、

件： 

（一）教師提聘表。 

（二）最高學位證書。持

國外學歷者，應於

系級教評會審議前

須先行查(驗)證，

境外學歷須依大學

辦理國外學歷採認

辦法、大陸地區學

歷採認辦法、香港

澳門學歷檢覈及採

認辦法規定及教育

部公告辦理查(驗)

證。 

（三）擬聘等級教師證書

（尚未取得教師證

書者免附）。 

（四）專門著作（已有擬

聘等級教師證書者

得免附）。 

（五）個人學經歷。 

（六）教評會紀錄。 

三、聘任程序： 

（一）審酌教學需要、教

師缺額及授課鐘點

數等因素，決定是

否新聘教師。 

（二）本於公正、公平、

並授權學校訂定審查

人審查之及格基準，爰

配合修正本校辦理教

師資格審查程序及相

關作業規定。 

二、經校教評會決議採院級

教評會辦理外審，送請

五至六位校外學者專

家審查，其中系級教評

會、院級教評會各推薦

二至三人。 

三、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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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公開之原則，於十

月三十一日或三月

三十一日前，在傳

播媒體或學術刊物

刊載徵聘資訊。 

（三）初審須就應徵人員

各項條件及個人資

料，符合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有關聘任

要件之規定者，以

試教或面談方式遴

選適當人選，提教

評會審議。 

（四）擬聘專任教師，經

系級教評會初審合

格後，送院級教評

會，將其專門著

作、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等送

請五至六位校外學

者專家審查（其中

系級教評會、院級

教評會各推薦二至

三人），審查結果四

人以上給予及格

（七十分以上）者

為合格，並進行複

審。但申請人已取

公開之原則，於十

月三十一日或三月

三十一日前，在傳

播媒體或學術刊物

刊載徵聘資訊。 

（三）初審須就應徵人員

各項條件及個人資

料，符合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有關聘任

要件之規定者，以

試教或面談方式遴

選適當人選，提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 

      擬聘專任教師，先

由系、所、中心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將

其專門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等送請三位校

外學者專家審查，

審查結果二人以上

給予及格（七十分

以上）為通過。僅

採一級（次）外審

者，初審前由學院

將其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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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得教育部所頒與聘

任同等級之教師證

書者，不在此限。 

（五）檢送複審合格之擬

新聘教師提聘表及

其學經歷證件、著

作等資料，簽會教

務處就課程開授情

形（包括科目、時

數等）及人事室就

員額、資格等查核

並奉校長核可後，

提送校級教評會決

審。 

術報告等送請校外

學者專家五人審

查，審查結果四人

以上給予及格（七

十分以上）為通

過。但申請人已取

得教育部所頒與聘

任同等級之教師證

書者，不在此限。 

（四）初審通過後，送院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進行複審前，將其

專門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等送請三位校外學

者專家審查，審查

結果二人以上給予

及格（七十分以

上）為通過。但申

請人已取得教育部

所頒與聘任同等級

之教師證書者，不

在此限。 

（五）檢送通過複審之擬

新聘教師提聘表及

其學經歷證件、著

作等資料，簽會教

務處就課程開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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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形（包括科目、時

數等）及人事室就

員額、資格等查核

並奉校長核可後，

提送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決審。 

第五條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成

績優良，除成績證明外， 並

得以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

就證明文件或資料，替代或

補充之，經校外學者專家比

照專門著作或作品之程序審

查合格者，評定為成績優

良。 

第五條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成

績優良，除成績證明外， 並

得以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

就證明文件或資料，替代或

補充之，經校外學者專家比

照專門著作或作品之程序審

查通過者，評定為成績優

良。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條  各級教評會審議新聘

教師案件，應以無記名方式

表決，經參加表決委員三分

之二之同意方得決議。 

  決審合格之聘任案，由人事

室依規定簽請校長核定後致

發聘書。 

第六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新聘教師案件，應以無

記名方式表決，經參加表決

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方得決

議。 

  決審通過之聘任案，由人事

室依規定簽請校長核定後致

發聘書。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第 三 章  升  等 第 三 章  升  等  

第七條  專任教師經核准帶職

帶薪進修、研究、講學者，

於升等時，其年資至多採計

一年。經核准借調者，每週

第七條  專任教師經核准帶職

帶薪進修、研究、講學者，

於升等時，其年資至多採計

一年。經核准借調者，每週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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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至少義務返校授課四小時，

該借調年資於升等時折半採

計，但至多以二年為限。 

至少義務返校授課四小時，

該借調年資於升等時折半採

計，但至多以二年為限。 

第八條  教師得依其專長或專

業領域，以專門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等方

式，呈現其專業理論、實務

或教學之研究或研發成果送

審教師資格，依教育部訂定

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辦理。 

    專任教師於本校服務滿

二年以上，得併計他校任教

或其他學術研究機構任職年

資，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

關規定提出升等，惟循教學

實務型升等之教師，須在本

校服務滿三年始可提出升

等。但各系所如訂有更嚴格

之服務年限規定者，從其規

定。 

    講師以取得博士學位或

其同等學歷證書提出助理教

授資格審查者，得不受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之一

所列曾任講師三年以上之限

制。 

    專任教師自 101學年起，

第八條  教師得依其專業領

域，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

證明)、技術報告等方式，呈

現其專業理論或實務（包括

教學）之研究或研發成果送

審教師資格，依教育部訂定

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辦理。 

    專任教師於本校服務滿

二年以上，得併計他校任教

或其他學術研究機構任職年

資，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

關規定提出升等，惟循教學

實務型升等之教師，須在本

校服務滿三年始可提出升

等。但各系所如訂有更嚴格

之服務年限規定者，從其規

定。 

    專任教師自 101學年

起，未通過本校最近一次評

鑑者，不得提出升等。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十三條規

定，修正相關文字。另為鼓

勵教師積極進修與升等，爰

增訂講師以取得博士學位

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提出助

理教授資格審查者，得不受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

條之一所列曾任講師三年

以上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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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未通過本校最近一次評鑑者，

不得提出升等。 

第九條  本校專任教師依其專

長分流，得選擇下列四種類

型之一提出升等審查： 

  一、學術研究型 (簡稱學術

類)：指在藝術或相關領

域從事學術或理論研究

為主之教師為適用對

象。 

  二、文藝創作展演型 (簡稱

展演類)：指在藝術或相

關領域以各類展覽、表

演或創作等方式為主要

傳習任務之教師為適用

對象。 

  三、技術研發型 (簡稱科技

類)：指在藝術或相關領

域持續從事學理、技

術、實務研發或創新、

改進或延伸應用，其成

果及貢獻具有相當之水

準之教師為適用對象。 

  四、教學實踐型 (簡稱教學

類)：指在藝術或相關領

域持續積極投入教學實

踐研究，對於課程設

計、教材、教法、教

第九條  本校專任教師依其專

長分流，得選擇下列四種類

型之一提出升等審查： 

  一、學術研究型 (簡稱學術

類)：指在藝術或相關領

域從事學術或理論研究

為主之教師為適用對

象。 

  二、展演創作型 (簡稱展演

類)：指在藝術或相關領

域以各類展覽、表演或

創作等方式為主要傳習

任務之教師為適用對

象。 

  三、應用科技型 (簡稱科技

類)：指在藝術或相關領

域持續從事學術、技

術、實務研發或創新應

用，其成果及貢獻具有

相當之水準之教師為適

用對象。 

  四、教學實務型 (簡稱教學

類)：指在藝術或相關領

域持續積極投入教學，

對於課程設計、教學評

量及教學推廣等提出創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十四條至第

十八條各送審類別及附表，

修正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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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科技媒體運用、教

學評量及教學推廣等提

出創新與精進之教師為

適用對象。 

新與精進之教師為適用

對象。 

第十條   本校專任教師符合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之一、第十七條及

第十八條升等要件者，應於

每年二月份或八月份，檢齊

下列資料提出申請： 

  一、教師升等提名表。 

  二、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三、教學成績評分表。 

  四、服務成績評分表。 

  五、升等著作或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或教學實

務成果技術報告。(含送

審著作(作品)基本資料

表) 

  六、有關證明(佐證)資料。 

  七、現職教師證書，或經核

准繼續進修所得較高等

級正式學位證書，或其

他足以證明資格之文

件。 

      送審代表著作與曾送審

之代表著作名稱或內容近似

者，應檢附曾送審代表著作

第十條   本校專任教師符合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之一、第十七條及

第十八條升等要件者，應於

每年四月份或十月份，檢齊

下列資料提出申請： 

  一、教師升等提名表。 

  二、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三、教學成績評分表。 

  四、服務成績評分表。 

  五、升等著作或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或教學實

務成果技術報告。(含送

審著作(作品)基本資料

表) 

  六、有關證明(佐證)資料。 

  七、現職教師證書，或經核

准繼續進修所得較高等

級正式學位證書，或其

他足以證明資格之文

件。 

  送審代表著作與曾送審之代

表著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

應檢附曾送審代表著作及本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三十條新增

第三項規定編制內專任及

編制外專案教師，於到職三

個月內報教育部審查教師

資格，配合修正教師提出升

等申請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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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次著作異同對照；其名

稱或內容有變更者，亦同。 

次著作異同對照；其名稱或

內容有變更者，亦同。 

第十一條  各級教評會受理教

師申請升等案件，應就教師

員額狀況、申請人所具教學

事實年資等先行審酌，並應

就申請人所提之著作或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以

及其在校教學、研究、推廣

服務、學生輔導、參與校務

等情形，依下列項目分別評

審或審查： 

  一、升等著作或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 

  二、教學及服務成績。 

      前項「升等著作或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及

「教學及服務成績」均須通

過，其中一項未達標準者，

仍為不及格。 

      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

明)及技術報告至多五件，應

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

資格後之著作或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並自行擇一

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

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

者，得合併為代表作。前經

第十一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受理教師申請升等案件，

應就教師員額狀況、申請人

所具教學事實年資等先行審

酌，並應就申請人所提之著

作或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以及其在校教學、研

究、推廣服務、學生輔導、

參與校務等情形，依下列項

目分別評審或審查： 

  一、升等著作或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 

  二、教學及服務成績。 

      前項「升等著作或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及

「教學及服務成績」均須通

過，其中一項未達標準者，

仍為不及格。 

      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

明)及技術報告至多五件，應

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

資格後之著作或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並自行擇一

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

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

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

一、「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

條，刪除曾為代表作送

審者，不得再作升等時

代表作之限制規定，並

明定送審著作應增加

或更換一件以上，爰配

合修正相關文字。 

二、另前開辦法第二十五

條，刪除國內外學術或

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

發表之證明送審者，未

能於一年內發表者申

請展延、消極教評會同

意等規定，配合修正相

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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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審定不合格者，重

新提出申請時，其送審著作

應增加或更換一件以上。送

審人曾於境外擔任專任教師

之年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

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

併計。 

      著作需係公開出版發行

之專書，或於國內外學術或

專業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

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

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

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在國

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

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

發行、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

公開發行之著作。 

      前項國內外學術或專業

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

送審者，其代表著作應自該

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

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

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

交本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

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

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至多

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

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作升

等時之代表作。送審人曾於

境外擔任專任教師之年資，

經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

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得予併計。 

      著作需係公開出版發行

之專書，或於國內外學術或

專業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

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

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

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在國

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

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

發行、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

公開發行之著作。 

      前項國內外學術或專業

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

送審者，其代表著作應自該

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

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

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

交本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

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

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於

一年期限屆滿前檢附該刊物

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

表時間之證明，向校教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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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三年內為限。 

      作品之審查基準如附表

一，技術研發型教師技術報

告之審查基準如附表二，教

學實踐型教師教學實踐研究

成果技術報告之審查基準如

附表三。 

審委員會申請展延，至多以

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

三年內為限。經校級教評會

同意後，始得為之。 

      作品之審查基準如附表

一，技術報告之審查基準如

附表二，教學實務成果技術

報告之審查基準如附表三。 

第十二條   本校每學年得申請

升等人數為全校同等級專兼

任教師合計人數之五分之

一。 

第十二條   本校每學年得申請

升等人數為全校同等級專兼

任教師合計人數之五分之

一。 

未修正。 

第十三條   教師申請升等依據

下列日程表及程序進行： 

 

 教師申請 系級初審 院級複審 校 級 決

審 

第 一 學

期 日 程

表 

二月二十

八日前 

三月三十

一日前 

七月三十

一日前 

九 月 三

十日前 

第 二 學

期 日 程

表 

八月三十

一日前 

九 月 三 十

日前 

（隔年）一

月三十一

日前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項目 教師填寫

教學成績

評分表及

服務成績

評 分 表

(自評)，

依第十條

規定檢附

文件，向

所屬系、

所、中心

等相關教

學單位申

請，逾期

不受理。 

初審合格

後，於期限

內將審議

結果送各

院級教評

會依規定

程序複審。 

複審合格

後，於期限

內將審議

結果送校

級教評會

依規定程

序決審。 

決 審 合

格後，於

該 學 期

開 始 三

個 月 內

報 教 育

部備查。 

第十三條   教師申請升等依據

下列日程表及程序進行： 

 

 教師申請 各系、所、

中心初審 

院級複審 校級決審 

第 一 學

期 日 程

表 

四月三十

日前 

七月三十

一日前 

十月三十

一日前 

（隔年）一

三十一日前 

第 二 學

期 日 程

表 

十月三十

一日前 

（隔年）一

月三 十一

日前 

四月三十

日前 

七月三十

日前 

項   目 教師填寫

教學成績

評分表及

服務成績

評 分 表

(自評)，

依第十條

規定檢附

文件，向

所屬系、

所、中心

等相關教

學單位申

請，逾期

不受理。 

初審通過

後，於期限

內將審議

結果送各

院級教評

會依規定

程序複審。 

複審通過

後，於期限

內將審議

結果送校

教評會依

規定程序

決審。 

決審通過後

專任教師

該學期內

教育部備查

兼任教師

次一學期

教育部備查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三十條、第

三十一條、第三十九及第四

十三條規定，經校教評會決

議採院級教評會辦理外審，

爰修訂本校教師申請升等

期程、外審審查人名單決定

方式、外審意見有疑義之處

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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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所、學程、中心等

相關教學單位審（初

審）： 

    (一)申請升等教師應備妥

資料於每年二月底(擬

於當年八月一日升等

者)、八月底(擬於次

年二月一日升等者)前

提出申請，由各系、

所、學程、中心等相

關教學單位受理教師

升等案，逾期不予受

理，並由系級教評會

審查下列項目： 

     1.送審人應符合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第十

六條、第十六條之

一、第十七條及第

十八條資格條件。 

     2.教學及服務成績評

核，成績均採五等

第評量，成績達三

分(含)以上為通

過。 

     3.送審著作、作品、

技術報告或教學實

踐成果技術報告等

之格式、基準。 

  一、系、所、中心等相關教

學單位審（初審）： 

    (一)申請升等教師應備妥

資料於每年四月底(擬

於當年八月一日升等

者)、十月底(擬於次

年二月一日升等者)前

提出申請，由各系、

所、中心等相關教學

單位受理教師升等

案，逾期不予受理，

並由該教學單位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查下列

項目： 

     1.送審人應符合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第十

六條、第十六條之

一、第十七條及第

十八條資格條件。 

     2.教學及服務成績評

核，成績均採五等

第評量，成績達三

分(含)以上為通

過。 

     3.送審著作、作品、

技術報告或教學實

務成果等之格式、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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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系級教評會初審合

格之升等案件，應將

審查情形加註評語，

連同升等推薦表、提

審人之著作或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或

教學實踐成果技術報

告、教學及服務成績

評分表與會議紀錄

等，應於每年三月底

前或於九月底前將審

議結果送院級教評會

複審。 

        並由系級教評會依升

等著作或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或教學

實踐成果技術報告之

專業領域推選審查人

名單，密送院級教評

會。 

  二、院審（複審）： 

    (一)教學及服務成績評

核。 

    (二)前開教學及服務兩項

成績評核通過後，著

作或作品(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或教學

實踐成果技術報告，

    (二)前開教學及服務兩項

成績均通過，始可辦

理著作、作品(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或教學

實務成果技術報告外

審，由系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召集人參考專

家學者資料庫名單或

該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建議審查人名單，送

請三位校外學者專家

審查，審查時應一次

送三位校外學者專家

審查，成績以百分法

評分，七十分以上為

及格，審查結果二人

以上給予及格（七十

分以上）為通過。 

    (三)僅採一級（次）外審

者，由院級教師評審

委員將其專門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技

術報告或教學實務成

果技術報告送請校外

學者專家審查。 

    (四)經各系、所、中心等

相關教學單位教師評

審委員會初審通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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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院級教評會參考專

家學者資料庫名單，

或系級教評會建議審

查人名單，依其專業

領域推選審查人名

單，併同系級教評會

推薦名單，送請五至

六位校外學者專家審

查（其中系級教評

會、院級教評會各推

薦二至三人），成績以

百分法評分，審查結

果四人以上給予及格

（七十分以上）者為

合格。 

    (三)院級教評會應就升等

教師之教學、服務、

研究情形、初審有關

資料及送審著作或作

品進行複審，如發現

有瑕疵時得退回重

審，複審合格後送校

級教評會決審。 

    (四)該級教評會於教師資

格審查程序中，發現

外審意見有疑義者，

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1.分數或評語有誤

升等案件，應將審查

情形加註評語，連同

升等推薦表、提審人

之著作或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或教學

實務成果技術報告、

教學及服務成績評分

表與會議紀錄等，應

於每年七月底前或於

隔年一月底前將審議

結果送院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複審。 

  二、院審（複審）： 

    (一)教學及服務成績評

核。 

    (二)前開教學及服務兩項

成績評核通過後，著

作或作品(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或教學

實務成果技術報告，

仍以百分法評分，由

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召集人參考送審人所

屬系、所、中心等相

關教學單位建議之審

查人名單，送請三位

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審查結果二人以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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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誤算或其他類

此之顯然錯誤：送

原審查人釐清後，

由教評會認定。 

    2.分數與評語矛盾、 

涉及研究方法與研

究內容，或有其他

足以動搖該專業審

查可信度與正確性

之疑義：組成專業

審查小組審查後，

送原審查人釐清，

並由專業審查小組

及教評會認定。 

        3.專業審查小組人數

為五人，由送審人

所屬系級單位主管

一人、院級教評會

召集人推選該級教

評會委員一至三

人，以及校外學者

專家一至三人組

成。校外學者專家

應由送審著作專業

領域具有充分專業

能力之學者專家擔

任。 

        4.外審意見符合下列

予及格（七十分以

上）為通過。 

    (三)僅採一級（次）外審

者，由院級教師評審

委員將其專門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技

術報告或教學實務成

果技術報告送請校外

學者專家五人審查，

審查結果四人以上給

予及格（七十分以

上）為通過。 

    (四)院級教評會應就升等

教師之教學、服務、

研究情形、初審有關

資料及送審著作或作

品進行複審，如發現

有瑕疵時得退回重

審，複審通過後送校

教評會決審。 

  三、校審（決審）： 

   （一）提送決審之升等案

件，應於每年十月底

前或四月底前，提送

校教評會審議，決審

通過後，專任教師於

該學期內報教育部備

查，並自該學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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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者，教評會應

列舉明確之具體理

由後剔除之，並依

剔除之份數加送足

額之學者專家審

查： 

       (1)經教評會認定後，

確有分數或評語有

誤寫、誤算或其他

類此之顯然錯誤之

情事。 

       (2)經專業審查小組及

教評會認定後，確

有專業學術依據之

具體理由，動搖該

專業審查可信度與

正確性之情事。 

        5.教評會於同一教師

資格審查案件，依

規定 剔除外審意

見，以一次為限。 

  三、校審（決審）： 

   （一）提送決審之升等案

件，應於每年七月底

前或隔年一月底前，

提送校級教評會審

議，決審合格後，自

學期開始三個月內報

之年月起計年資。但

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

教師升等案時間晚於

該學期開始之日者，

自最低一級教評會通

過月起算年資；兼任

教師於次一學期報教

育部備查，並自次一

學期起計年資。 

  （二）送經審查之著作或作

品(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或教學實務成果

技術報告，應由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召集人

依升等著作或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或

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

告之學術領域，會同

申請人所屬系、所、

中心等相關教學單位

主管及相關學術領域

之委員四至五人組成

小組會議，就升等教

師之教學、服務、研

究情形及初、複審程

序審查，並參考初審

及複審之審查人所提

意見開會商議，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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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備查，並自學

期開始之年月起計年

資。 

  （二）送經審查之著作或作

品(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或教學實踐成果

技術報告，應由校級

教評會召集人依升等

著作或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或教學

實踐成果技術報告之

學術領域，會同申請

人所屬系、所、中心

等相關教學單位主管

及相關學術領域之委

員四至五人組成小組

會議，就升等教師之

教學、服務、研究情

形及初、複審程序審

查，並參考初審及複

審之審查人所提意見

開會商議，並決定是

否建議送審人參酌修

正，將完整之審查結

果提送校級教評會進

行決審。 

        必要時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技術報告或

定是否建議送審人參

酌修正，將完整之審

查結果提送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進行決審。 

        必要時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技術報告或

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

告得再送三位校外學

者專家審查，審查結

果二人以上給予及格

（七十分以上）為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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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成果技術報

告得再送三位校外學

者專家審查，審查結

果二人以上給予及格

（七十分以上）者為

合格。 

第十四條  教師教學及服務成

績之考核，依本校教師教學

服務成績考核辦法規定辦

理。 

第十四條  教師教學及服務成

績之考核，依本校教師教學

服務成績考核辦法規定辦

理。 

未修正。 

第十五條  各級教評會委員及

系、所、中心等相關教學單

位主管申請升等案件，審查

時應行迴避。 

      教評會委員不得低階高

審教評會委員人數不足者，

得聘請校內或校外學者專家

補足。 

      各系級、院級教評會應

建置審查委員資料庫，俾利

遴選審查人名單。 

      教評會應遵循專業、公

正及保密原則選任具送審著

作專業領域之審查人名單辦

理外審。 

    各級教評會審議教師升

等案件，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

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專業

第十五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委員及系、所、中心等相

關教學單位主管申請升等案

件，審查時應行迴避。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

師升等案件，除能提出具有

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

動搖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

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專業審

查學者之判斷，其餘項目之

審查及全案，應以無記名方

式表決，經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之同意方得決議。 

    各級教評會審議升等案

未予通過者，應就未通過之

理由加以討論，循序經三級

教評會審議後，敘明理由併

同救濟管道及期限通知申請

一、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新增

第三十一條規定，增訂

教評會之委員不得低

階高審及保密原則等

規範；另系、院級教評

會應建置審查委員資

料庫。 

二、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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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

即應尊重專業審查學者之判

斷，不得僅以投票方式推翻外

審結果，其餘項目之審查及全

案，應以無記名方式表決，經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方

得決議。 

    各級教評會審議升等案

未予合格者，應就未合格之

理由加以討論，循序經三級

教評會審議後，敘明理由併

同救濟管道及期限通知申請

人。 

    申請升等之教師如對升

等審查過程有疑義者，得向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出申訴。 

人。 

      申請升等之教師如對升

等審查過程有疑義者，得向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出申訴。 

第十六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於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

正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

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

任教而未中斷者，其等級得

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 

第十六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於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

正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

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

任教而未中斷者，其等級得

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 

未修正。 

第 四 章   資格審查 第 四 章   資格審查  

第十七條  校級教評會合格之

新聘案，除新聘教師已持有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師證書

者外，應於到職三個月內，

第十七條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通過之新聘案，除新聘教

師已持有教育部審定合格之

教師證書者外，應於聘期開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及

增訂第三十條第三項等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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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相關文件列冊報教育部

核備。 

始三個月內，檢附相關文件

列冊報教育部核備。 

第十八條  校級教評會合格之

升等案，經簽請校長核定

後，應檢件報請教育部核

備，報部核備期間，升等申

請人仍以原職任教，俟教育

部轉發相當等級之教師證書

後，再補發新職聘書。 

第十八條  校教評會通過之升

等案，經簽請校長核定後，

應檢件報請教育部核備，報

部核備期間，升等申請人仍

以原職任教，俟教育部轉發

相當等級之教師證書後，再

補發新職聘書。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九條  以著作送審教師資

格者，送審之專門著作應有

個人之原創性。凡依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一

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

或依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

前之第十七條第一款，以碩

士學位取得講師資格，或以

博士學位取得助理教授、副

教授資格者，不得再以該學

位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

分，送審較高等級之教師資

格。 

      本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

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

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之一，

經審議確定者，其資格審定

應不合格，將審議程序及處

第十九條  以著作送審教師資

格者，送審之專門著作應有

個人之原創性。凡依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一

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

或依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

前之第十七條第一款，以碩

士學位取得講師資格，或以

博士學位取得助理教授、副

教授資格者，不得再以該學

位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

分，送審較高等級之教師資

格。 

      本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

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

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之一，

經審議確定者，應不通過其

資格審定，將審議程序及處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四十四條增

訂第三項規定，明定送審人

同時涉有二種以上情事時，

應依較重處分之規定論處，

修正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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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結果，報教育部備查，自

學校審議決定之日起，依各

款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

師資格審定之申請﹔不受理

期間為五年以上者，應同時

副知各大專校院：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

代表著作未確實填載為

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

明、未適當引註、未註

明而重複發表、未註明

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

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

學術倫理情事者：一年

至五年。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

術報告有抄襲、造假、

變造或舞弊情事：五年

至七年。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

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

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

明、合著人證明為偽

造、變造、以違法或不

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

查：七年至十年。 

  四、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

置結果，報教育部備查，自

學校審議決定之日起，依各

款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

師資格審定之申請﹔不受理

期間為五年以上者，應同時

副知各大專校院：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

代表著作未確實填載為

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

明、未適當引註、未經

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

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

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

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者：一年至五年。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

術報告有抄襲、造假、

變造或舞弊情事：五年

至七年。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

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

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

明、合著人證明為偽

造、變造、以違法或不

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

查：七年至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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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關說、利誘、威脅

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

查程序情節嚴重：一年

至二年。 

      送審人同時涉有前項二

種以上情事者，依各該不受

理期間規定中最高期間之規

定論處。 

第二十條  本校於受理教師資

格審查案件期間，或教師資

格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送

審人涉及第十九條所定各款

之一情事者，送審人不得申

請撤回資格審查案，仍應依

程序處理，並由校級教評會

組成專案小組依據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

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

初步作成結論後，提送校級

教評會議決。 

第二十條  本校於受理教師資

格審查案件期間，或教師資

格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送

審人涉及第十九條所定各款

之一情事者，送審人不得申

請撤回資格審查案，仍應依

程序處理，並由校教評會組

成專案小組依據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初步

作成結論後，提送校教評會

議決。 

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一條  經審查合格之代

表著作、作品(成就證明)、

學位論文或技術報告，應送

圖書館保存並陳列，提供學

術研究之參考。 

第二十一條  經審查通過之代

表著作、作品(成就證明)、

學位論文或技術報告，應送

圖書館保存並陳列，提供學

術研究之參考。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有關資格

審查之規定如有未盡事項，

悉依教育部訂定之「專科以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有關資格

審查之規定如有未盡事項，

悉依教育部訂定之「專科以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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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辦理。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辦理。 

第 五 章   附  則 第 五 章   附  則  

第二十三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

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依

教育部訂頒之「大學聘                       

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

法」及本校專業技術人員聘

任、升等及資格審查作業實

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

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依

教育部訂頒之「大學聘                       

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

法」及本校專業技術人員聘

任、升等及資格審查作業實

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  研究人員之聘

任、升等，依教育部訂頒之

「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

及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升等

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研究人員之聘

任、升等，依教育部訂頒之

「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

及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升等

辦法之規定辦理。 

未修正。 

第二十五條  兼任教師之聘任

及升等，比照專任教師之規

定。其升等應提著作或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及其

在校教學、研究、推廣服

務、學生輔導、參與校務等

情形，依下列項目分別評審

或審查： 

  一、升等著作或作品或技術

報告。 

  二、教學及服務成績。 

      前項「升等著作或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及

第二十五條  兼任教師之聘任

及升等，比照專任教師之規

定。其升等應提著作或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及其

在校教學、研究、推廣服

務、學生輔導、參與校務等

情形，依下列項目分別評審

或審查： 

  一、升等著作或作品或技術

報告。 

  二、教學及服務成績。 

      前項「升等著作或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及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二條規定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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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教學及服務成績」均須通

過，其中一項未達標準者，

仍為不及格。 

      初聘之兼任教師於任滿

一學年後，且每學期至少應

實際任教滿一學分，且於申

請資格審定該學期需有實際

在校授課事實，始得經由各

系級、院級教評會審議合

格，提請校級教評會同意，

報請教育部發給教師證書。

其升等年資之採計依規定應

予折半計算。 

「教學及服務成績」均須通

過，其中一項未達標準者，

仍為不及格。 

      初聘之兼任教師於任滿

一學年後，且每學期至少應

實際任教滿一學分，始得經

由各系、所、中心等相關教

學單位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提請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同意，報請教育部

發給教師證書。其升等年資

之採計依規定應予折半計

算。 

第二十六條  本校聘任兼任教

師時若助理教授未具有相當

等級教師證書或學歷，副教

授未具有相當等級教師證

書，應於連續任教一學年內

提送資格審查，若未能提出

或審查未合格者，不予續聘

或改聘。 

第二十六條  本校聘任兼任教

師時若助理教授未具有相當

等級教師證書或學歷，副教

授未具有相當等級教師證

書，應於連續任教一學年內

提送資格審查，若未能提出

或審查未通過者，不予續聘

或改聘。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由校級教

評會討論後，送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由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討論後，送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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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草案) 
 

90年 10月 9日 9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 

  90年 10月 16日 9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94年 1月 11日 9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 

94年 3月 22日 9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  

                              94年 4月 12日 93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6年 6月 5日 95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 

                        96年 6月 12日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7年 6月 10日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教評會通過 

97年 6月 17日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8年 12月 22日 9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9 年 6月 15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增訂第四條之一 

100年 4月 26日本校 99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1年 4月 24 日本校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4年 6月 2 日本校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5年 10月 25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6年 5月 23日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7年 12月 25日本校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9年 12月 29日本校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年○月○日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 一 章  通  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設置辦法第十條

規定訂之。 

第二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及升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本校新聘或升等教師之審查，採三級三審制，由各系、所、學程、

中心等相關教學單位教評會（以下簡稱系級教評會）初審合格後，

提送院級教評會複審，複審合格後，提送校級教評會決審。 

             

          第 二 章  聘  任 

第四條    各系、所、學程、中心等相關教學單位擬新聘教師，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 除特殊情況並有正當理由外，第一學期擬聘者應於八月一日前

聘定，第二學期擬聘者，應於二月一日前聘定。 

二、 提聘教師應檢具下列表件： 

（一） 教師提聘表。 

（二） 最高學位證書。持國外學歷者，應於系級教評會審議前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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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查（驗）證，境外學歷須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

及教育部公告辦理查（驗）證。 

（三） 擬聘等級教師證書（尚未取得教師證書者免附）。 

（四） 專門著作（已有擬聘等級教師證書者得免附）。 

（五） 個人學經歷。 

（六） 教評會紀錄。 

三、 聘任程序： 

（一） 審酌教學需要、教師缺額及授課鐘點數等因素，決定是否新

聘教師。 

（二） 本於公正、公平、公開之原則，於十月三十一日或三月三十

一日前，在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 

（三） 初審須就應徵人員各項條件及個人資料，符合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有關聘任要件之規定者，以試教或面談方式遴選適當人

選，提教評會審議。 

（四） 擬聘專任教師，經系級教評會初審合格後，送院級教評會，

將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等送請五至六位

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其中系級教評會、院級教評會各推薦二

至三人），審查結果四人以上給予及格（七十分以上）者為

合格，並進行複審。但申請人已取得教育部所頒與聘任同等

級之教師證書者，不在此限。 

（五） 檢送複審合格之擬新聘教師提聘表及其學經歷證件、著作等

資料，簽會教務處就課程開授情形（包括科目、時數等）及

人事室就員額、資格等查核並奉校長核可後，提送校級教評

會決審。 

第五條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成績優良，除成績證

明外， 並得以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就證明文件或資料，替代或

補充之，經校外學者專家比照專門著作或作品之程序審查合格者，

評定為成績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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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各級教評會審議新聘教師案件，應以無記名方式表決，經參加表決

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方得決議。 

          決審合格之聘任案，由人事室依規定簽請校長核定後致發聘書。 

 

          第 三 章  升  等   

第七條    專任教師經核准帶職帶薪進修、研究、講學者，於升等時，其年資

至多採計一年。經核准借調者，每週至少義務返校授課四小時，該

借調年資於升等時折半採計，但至多以二年為限。 

第八條    教師得依其專長或專業領域，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

報告等方式，呈現其專業理論、實務或教學之研究或研發成果送審

教師資格，依教育部訂定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辦

理。 

          專任教師於本校服務滿二年以上，得併計他校任教或其他學術研究

機構任職年資，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提出升等，惟循教學

實務型升等之教師，須在本校服務滿三年始可提出升等。但各系所

如訂有更嚴格之服務年限規定者，從其規定。 

          講師以取得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提出助理教授資格審查者，

得不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之一所列曾任講師三年以上之限

制。 

          專任教師自 101學年起，未通過本校最近一次評鑑者，不得提出升

等。 

第九條    本校專任教師依其專長分流，得選擇下列四種類型之一提出升等審

查： 

一、 學術研究型 (簡稱學術類)：指在藝術或相關領域從事學術或理

論研究為主之教師為適用對象。 

二、 文藝創作展演型 (簡稱展演類)：指在藝術或相關領域以各類展

覽、表演或創作等方式為主要傳習任務之教師為適用對象。 

三、 技術研發型 (簡稱科技類)：指在藝術或相關領域持續從事學理、

技術、實務研發或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其成果及貢獻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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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水準之教師為適用對象。 

四、 教學實踐型 (簡稱教學類)：指在藝術或相關領域持續積極投入

教學實踐研究，對於課程設計、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

用、教學評量及教學推廣等提出創新與精進之教師為適用對象。 

第十條    本校專任教師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十六條之一、第

十七條及第十八條升等要件者，應於每年二月份或八月份，檢齊下

列資料提出申請： 

一、 教師升等提名表。 

二、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三、 教學成績評分表。 

四、 服務成績評分表。 

五、 升等著作或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或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

告。（含送審著作（作品）基本資料表） 

六、 有關證明（佐證）資料。 

七、 現職教師證書，或經核准繼續進修所得較高等級正式學位證書，  

或其他足以證明資格之文件。 

          送審代表著作與曾送審之代表著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應檢附曾送

審  代表著作及本次著作異同對照；其名稱或內容有變更者，亦

同。 

第十一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受理教師申請升等案件，應就教師員額狀況、

申 請人所具教學事實年資等先行審酌，並應就申請人所提之著作

或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以及其在校教學、研究、推廣服

務、學生輔導、參與校務等情形，依下列項目分別評審或審查： 

一、 升等著作或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二、 教學及服務成績。 

          前項「升等著作或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及「教學及服務

成績」均須通過，其中一項未達標準者，仍為不及格。 

          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至多五件，應為送審人取得

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或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並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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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

為代表作。前經教師資格審定不合格者，重新提出申請時，其送審

著作應增加或更換一件以上。送審人曾於境外擔任專任教師之年

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得予併計。 

          著作需係公開出版發行之專書，或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

（含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

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

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 

前項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其代表

著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

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本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可歸責於送

審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

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作品之審查基準如附表一，技術研發型教師技術報告之審查基準如

附表二，教學實踐型教師教學實踐研究成果技術報告之審查基準如

附表三。 

第十二條  本校每學年得申請升等人數為全校同等級專兼任教師合計人數之五

分之一。 

第十三條  教師申請升等依據下列日程表及程序進行： 

 教師申請 系級初審 院級複審 校級決審 

第一學期 

日程表 
二月二十八日前 三月三十一日前 七月三十一日前 九月三十日前 

第二學期 

日程表 
八月三十一日前 九月三十日前 

（隔年）一月三十一
日前 

三月三十一日前 

項目 教師填寫教學成績

評分表及服務成績

評分表(自評)，依

第十條規定檢附文

件，向所屬系、所、

中心等相關教學單

位申請，逾期不受

理。 

初審合格後，於期限內

將審議結果送各院級教

評會依規定程序複審。 

複審合格後，於期限

內將審議結果送校級

教評會依規定程序決

審。 

決審合格後，於該學

期開始三個月內報

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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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所、學程、中心等相關教學單位審（初審）： 

（一） 申請升等教師應備妥資料於每年二月底(擬於當年八月一日

升等者)、八月底(擬於次年二月一日升等者)前提出申請，由各

系、所、學程、中心等相關教學單位受理教師升等案，逾期不予

受理，並由系級教評會審查下列項目： 

1、 送審人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十六條之一、

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資格條件。 

2、 教學及服務成績評核，成績均採五等第評量，成績達三分（含）

以上為通過。 

3、 送審著作、作品、技術報告或教學實踐成果技術報告等之格

式、基準。 

（二） 經系級教評會初審合格之升等案件，應將審查情形加註評語，

連同升等推薦表、提審人之著作或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

告或教學實踐成果技術報告、教學及服務成績評分表與會議

紀錄等，應於每年三月底前或於九月底前將審議結果送院級

教評會複審。 

並由系級教評會依升等著作或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或教學實踐成果技術報告之專業領域推選審查人名單，密送

院級教評會。 

二、 院審（複審）： 

（一） 教學及服務成績評核。 

（二） 前開教學及服務兩項成績評核通過後，著作或作品(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或教學實踐成果技術報告，由院級教評會參考

專家學者資料庫名單，或系級教評會建議審查人名單，依其

專業領域推選審查人名單，併同系級教評會推薦名單，送請

五至六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其中系級教評會、院級教評會

各推薦二至三人），成績以百分法評分，審查結果四人以上

給予及格（七十分以上）者為合格。 

（三） 院級教評會應就升等教師之教學、服務、研究情形、初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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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及送審著作或作品進行複審，如發現有瑕疵時得退回

重審，複審合格後送校級教評會決審。 

（四） 該級教評會於教師資格審查程序中，發現外審意見有疑義者，

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1、 分數或評語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送原審查

人釐清後，由教評會認定。 

2、 分數與評語矛盾、 涉及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或有其他足

以動搖該專業審查可信度與正確性之疑義：組成專業審查小

組審查後，送原審查人釐清，並由專業審查小組及教評會認

定。 

3、 專業審查小組人數為五人，由送審人所屬系級單位主管一人、

院級教評會召集人推選該級教評會委員一至三人，以及校外

學者專家一至三人組成。校外學者專家應由送審著作專業領

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專家擔任。 

4、 外審意見符合下列規定者，教評會應列舉明確之具體理由後

剔除之，並依剔除之份數加送足額之學者專家審查： 

(1) 經教評會認定後，確有分數或評語有誤寫、誤算或其他

類此之顯然錯誤之情事。 

(2) 經專業審查小組及教評會認定後，確有專業學術依據之

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可信度與正確性之情事。 

5、 教評會於同一教師資格審查案件，依規定 剔除外審意見，

以一次為限。 

三、 校審（決審）： 

（一） 提送決審之升等案件，應於每年七月底前或隔年一月底前，

提送校級教評會審議，決審合格後，自學期開始三個月內報

教育部備查，並自學期開始之年月起計年資。 

（二） 送經審查之著作或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或教學實踐

成果技術報告，應由校級教評會召集人依升等著作或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或教學實踐成果技術報告之學術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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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會同申請人所屬系、所、中心等相關教學單位主管及相

關學術領域之委員四至五人組成小組會議，就升等教師之教

學、服務、研究情形及初、複審程序審查，並參考初審及複

審之審查人所提意見開會商議，並決定是否建議送審人參酌

修正，將完整之審查結果提送校級教評會進行決審。 

必要時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教學實踐成果技

術報告得再送三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審查結果二人以上給

予及格（七十分以上）者為合格。 

第十四條  教師教學及服務成績之考核，依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規

定辦理。  

第十五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及系、所、中心等相關教學單位主管申請

升等案件，審查時應行迴避。 

教評會委員不得低階高審教評會委員人數不足者，得聘請校內或校

外學者專家補足。 

各系級、院級教評會應建置審查委員資料庫，俾利遴選審查人名單。 

教評會應遵循專業、公正及保密原則選任具送審著作專業領域之審

查人名單辦理外審。 

各級教評會審議教師升等案件，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

理由，動搖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專業審查學者

之判斷，不得僅以投票方式推翻外審結果，其餘項目之審查及全案，

應以無記名方式表決，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方得決議。 

各級教評會審議升等案未予合格者，應就未合格之理由加以討論，循

序經三級教評會審議後，敘明理由併同救濟管道及期限通知申請人。 

          申請升等之教師如對升等審查過程有疑義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十六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於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講

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者，其等級得逕依

原升等辦法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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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章   資格審查 

第十七條  校級教評會合格之新聘案，除新聘教師已持有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

師證書者外，應於到職三個月內，檢附相關文件列冊報教育部核

備。 

第十八條  校級教評會合格之升等案，經簽請校長核定後，應檢件報請教育部

核備，報部核備期間，升等申請人仍以原職任教，俟教育部轉發相

當等級之教師證書後，再補發新職聘書。 

第十九條  以著作送審教師資格者，送審之專門著作應有個人之原創性。凡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或依八

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前之第十七條第一

款，以碩士學位取得講師資格，或以博士學位取得助理教授、副教

授資格者，不得再以該學位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送審較高

等級之教師資格。 

        本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

情事之一，經審議確定者，其資格審定應不合格，將審議程序及處

置結果，報教育部備查，自學校審議決定之日起，依各款所定期

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不受理期間為五年以上者，

應同時副知各大專校院： 

一、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著作未確實填

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

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

術倫理情事者：一年至五年。 

二、 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

五年至七年。 

三、 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

證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

審查：七年至十年。 

四、 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

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一年至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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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人同時涉有前項二種以上情事者，依各該不受理期間規定中最

高期間之規定論處。 

第二十條  本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或教師資格審定後，經檢舉或

發現送審人涉及第十九條所定各款之一情事者，送審人不得申請撤

回資格審查案，仍應依程序處理，並由校級教評會組成專案小組依

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初

步作成結論後，提送校級教評會議決。 

第二十一條  經審查合格之代表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學位論文或技術報

告，應送圖書館保存並陳列，提供學術研究之參考。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有關資格審查之規定如有未盡事項，悉依教育部訂定之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辦理。 

 

              第 五 章   附  則 

第二十三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依教育部訂頒之「大學

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及本校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升

等及資格審查作業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研究人員之聘任、升等，依教育部訂頒之「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

法」及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升等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兼任教師之聘任及升等，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其升等應提著作

或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及其在校教學、研究、推廣服

務、學生輔導、參與校務等情形，依下列項目分別評審或審查： 

一、 升等著作或作品或技術報告。 

二、 教學及服務成績。 

            前項「升等著作或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及「教學及服

務成績」均須通過，其中一項未達標準者，仍為不及格。 

            初聘之兼任教師於任滿一學年後，且每學期至少應實際任教滿一

學分，且於申請資格審定該學期需有實際在校授課事實，始得經

由各系級、院級教評會審議合格，提請校級教評會同意，報請教

育部發給教師證書。其升等年資之採計依規定應予折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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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本校聘任兼任教師時若助理教授未具有相當等級教師證書或學

歷，副教授未具有相當等級教師證書，應於連續任教一學年內提

送資格審查，若未能提出或審查未合格者，不予續聘或改聘。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由校級教評會討論後，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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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在文藝創作展演領域內，送審

作品需具有獨特性及持續性，

並有具體貢獻者。其範圍分

為：1.音樂、2.戲曲、3.戲

劇、4.劇場藝術、5.舞蹈、6.

民俗技藝、7.音像藝術、8.視

覺藝術、9.新媒體藝術、10.設

計等 10類。 

一、 送審作品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後出版或發表之規定。 

二、 如係數人合作完成之作品，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

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作品作為代表作品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

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作人簽章證明之。 

三、 送審人得擇定至多五式為送審著作，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

為參考作，屬系列之相關作品可併為一式(音樂、舞蹈、民俗技藝類

的「場」；戲曲、戲劇、劇場藝術類的「齣」；電影類的「部」、

「件」同此)。 

四、 各式作品均需就其內容撰寫創作或展演報告，得合併為一份送審。

報告內容應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論述，包括下列主要

項目：(一)創作或展演理念、(二)學理基礎、(三)內容形式、(四)

方法技巧(含創作過程)。 

五、 送審人另以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為代表作或參考作送審者，其件數

合併第三款送審作品不得超過五件。 

六、 所提作品或成就證明送審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得

不予公開出版者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站、

圖書館公開或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行。 

1.音樂 

1-1創作 

1-2指揮、演奏(唱)及鋼琴合作 

1-3其他 

(1)歌劇(音樂劇場)導演 

(2)樂器製作 

(3)流行音樂創作、演奏(唱) 

(4)爵士音樂創作、演奏(唱) 

(5)應用音樂創作、演奏(唱) 

(6)錄音及唱片製作 

（一）創作：包括1.管弦樂作品，2.室內樂曲，3.聲樂曲，4.其他類作

品，提出至多五式作品，創作作品總和時間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九十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講師：六十分鐘 

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樂譜、公開演出證明、演出光碟。 

（二）指揮、演奏(唱)及鋼琴合作： 

1.指揮：應提出至多五場不同曲目之公開演出音樂會資料。 

2.演奏(唱)及鋼琴合作：應提出至多五場曲目不同之公開演出音樂

會資料。若為演奏(唱)，應至少包括三場獨奏(唱)會，每場演出

時間不得少於六十分鐘，並以其中一場獨奏（唱）會為代表作。

若為鋼琴合作，合計演出時間不得少於一百八十分鐘，送審之代

表作及參考作其協同演出者需填具放棄該部分作為送審之權利。 

3.送繳之音樂會資料，應包括節目內容、公開演出證明、現場整場

之光碟。 

（三）其他： 

1.歌劇(音樂劇場)導演：應提出至多五齣其所執導的歌劇(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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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內容、公開演出證明、現場演出整場之光碟資料，創作報告

應包括該劇之導演理念、劇本演繹、舞台調度、燈光佈景音樂設

計搭配、排練過程、演出經過。 

2.樂器製作：應提出至多五組已投入生產，或已獲得專利，或曾參

加公開競賽，或具有特定研究主題，或具有改革性之樂器作品，

送繳展示樂器實務聲響之影像及相關證明文件，創作報告應包括

樂器製作過程敘述與分析、聲學數據分析。 

3.流行音樂創作、演奏(唱)：應提出至多五式已出版之專輯，樂曲

總長不得少於一百八十分鐘，創作報告應包括論述創作與製作理

念、編曲、錄音、混音、製作過程之資料與分析。 

4.爵士音樂創作、演奏(唱)：應提出至少三場曲目不同之公開演出

音樂會及兩張已出版之專輯資料，兩者合計音樂長度不得少於一

百八十分鐘。送繳之音樂會演出資料，應包括節目內容、公開演

出證明、現場整場之光碟；專輯資料應包括實體出版品及相關出

版證明。創作報告應包括創作與製作理念、編曲、錄音、混音、

製作過程之資料與分析。 

5.應用音樂創作、演奏(唱)：應提出至多五組且公開發表或發行之

應用音樂作品，其中可包括：影像配樂、廣告配樂、電玩音樂、

音樂劇、劇場作品音樂及音效設計等類型之作品，所提出作品之

音樂總長度不得少於一百八十分鐘。送繳之資料若為現場演出類

型，應包括節目內容、公開演出證明、現場整場之光碟；若為出

版類型應包括實體出版品與出版證明；以播放形式公開發表之作

品，應包括該作品之影音光碟與播出紀錄。創作報告應包括創作

與製作理念、編曲、錄音、混音、製作過程之資料與分析。 

6.錄音及唱片(包括同性質之成品，如CD、DVD…等等)製作：應提

出至多五組且公開發表或發行之專輯，其音樂總長度不得少於三

百分鐘，並以其中一組就製作理念、錄音、混音過程及相關資

料，進行敘述與分析，作為創作報告，送繳之資料應包括實體出

版品與出版證明。 

7.以上各類可混合繳交。 

2.戲曲 

2-1劇本創作 

2-2表演 

2-3文武場演奏 

2-4音樂設計 

2-5導演 

包括傳統戲曲京劇、歌仔戲、客家戲、南管戲(梨園戲)、北管戲(亂彈

戲)、偶戲及各地方戲曲為範疇，送審方式分： 

（一）劇本創作： 

應提出至多五齣已出版或已演出之原創或新編之戲曲劇本。演出時

間不得少於以下規定： 

1.教授：九十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講師：六十分鐘 

（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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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出至多五齣擔任生、旦、淨、末或丑行之主要角色所演出之戲

曲。劇目總長與個人演出長度分別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九十分鐘；五十四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四十八分鐘 

3.助理教授：七十分鐘；四十二分鐘 

4.講師：六十分鐘；三十六分鐘 

（三）文武場演奏: 

應提出至多五齣擔任文場或武場領奏所演出之戲曲。劇目時間總長

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九十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講師：六十分鐘 

（四）音樂設計: 

應提出至多五齣已演出或已出版之原創戲曲音樂作品。時間總長不

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九十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講師：六十分鐘 

（五）導演： 

應提出至多五齣所導演之戲曲。時間總長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九十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講師：六十分鐘 

以上送繳的資料應包括演出節目內容、演出證明、現場演出整場光碟，及

創作展演報告。已出版未演出之戲曲劇本或戲曲音樂作品無需附演出證

明，出版與演出兩類作品可混合繳送。 

3.戲劇 

3-1劇本創作 

3-2導演 

3-3表演 

(一)劇本創作： 

應提出至多五齣已出版或已演出之原創劇本。 

(二)導演: 

應提出至多五齣所導演戲劇。 

(三)表演： 

應提出至多五齣擔任主要角色所演出之戲劇，且不少於一百五十分

鐘。 

以上三項作品可混合繳交。每齣戲全場演出時間不得少於七十分鐘，送繳

之資料應包括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已出版未演

出之原創劇本無需附演出證明。 

4.劇場藝術 (一)劇場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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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劇場設計 

4-2劇場跨域 

包括舞台、燈光、服裝、化妝、技術、音樂及音效等設計項目，應提

出至多五齣原創設計或專業技術設計。 

(二)劇場跨域： 

包括劇場跨域創作、跨領域媒體劇場、科技表演藝術、聲音藝術等。

應提出至多五齣擔任主要創作者之劇場跨 

域作品。 

以上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節目內容、演出證明、現場演出整場光碟。 

5.舞蹈 

5-1創作 

5-2 演出 

(一)創作： 

1.應提出至多五齣不同且具代表性之作品資料。 

2.前述舞作合計演出時間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一百二十分鐘 

(2)副教授：一百分鐘 

(3)助理教授：八十分鐘 

(4)講師：八十分鐘 

(二)演出： 

1.應提出至多五齣不同且具代表性節目之獨舞或主要舞者演出資

料。 

2.前述舞蹈演出個人參與部分之合計時間，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八十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一百分鐘 

(4)講師：一百分鐘 

以上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節目內容、演出證明、現場演出整場光碟。 

6.民俗技藝 

6-1創作 

6-2表演 

6-3雜技 

包括民俗陣頭、歌舞小戲、說唱、相聲、雜技等民俗表演藝術。 

(一)創作： 

1.應提出至多五齣不同且具代表性之作品資料。 

2.前述創作合計演出時間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一百二十分鐘 

(2)副教授：一百分鐘 

(3)助理教授：八十分鐘 

(4)講師：八十分鐘 

(二)表演： 

1.應提出至多五齣不同且具代表性節目之演出資料。 

2.前述演出合計之時間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八十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一百分鐘 

(4)講師：一百分鐘 

(三)雜技： 

1.應提出至多五齣不同內容，且具代表性之公開表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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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述表演之合計時間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五十分鐘 

(2)副教授：六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講師：八十分鐘 

以上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節目內容、演出證明、現場演出整場光碟。 

7.音像藝術 

7-1長片 

7-2短片創作 

7-3紀錄片 

7-4動畫 

7-5數位遊戲 

(一)長片(片長七十分鐘以上，包括編劇、導演、製片、攝影、錄音或音

效、剪輯、美術設計、表演等) 

1.應提出至多五部且至少八十分鐘的作品。 

2.送繳之資料應包括: 

(1)編劇：所擔任編劇之影像拷貝，並附影像原創劇本。 

(2)導演：所擔任導演之影像拷貝，並附文字分鏡劇本或分鏡

圖。 

(3)製片:所擔任製片之影像拷貝，並附完整製片企劃書等。 

(4)攝影：所擔任攝影師之影像拷貝，並附燈光、鏡頭等設計

圖。 

(5)錄音、音效：所擔任錄音師或音效師之影像拷貝。 

(6)剪輯：所擔任剪輯之影像拷貝。 

(7)美術設計：所擔任美術設計之影像拷貝，並附設計圖等。 

(8)表演：所擔任演出之影像拷貝，並附人物分析及劇本分析報

告。 

(二)短片創作(少於七十分鐘) 

1.應提出至多五部且至少八十分鐘之創作。(系列性短片可併為一

部) 

2.送繳之說明資料應包括所製作之影像拷貝或數位錄像作品。 

(三)紀錄片 

1.應提出至多五部且至少八十分鐘之創作。(系列性短片可併為一

部) 

2.送繳之說明資料應包括所製作之影像拷貝或數位錄像作品。 

(四)動畫 

1.應提出至多五部且至少八十分鐘之創作。(系列性短片可併為一

部) 

2.送繳之說明資料應包括所製作之影像拷貝或數位錄像作品。 

(五)數位遊戲 

1.應提出至多五件之作品。(系列性作品可併為一件) 

2.送繳之說明資料應包括原作品之拷貝(可播放影片、電腦程式、

電腦檔案等)、充分之圖說(作品內容、安裝、操作說明)。 

(六)以上各項可混合送審。 

8.視覺藝術 

8-1平面作品 

(一)平面作品：包括繪畫、書法、版畫、攝影作品。 

(二)立體作品：包括雕塑、篆刻、造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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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立體作品 

8-3綜合作品 

8-4其他 

(三)綜合作品：包括複合媒材(體)、裝置藝術、數位藝術。 

(四)其他：包括行動藝術及其他作品類型。 

送審需符合以下規定： 

1.應提送至多五式作品，其中至少兩式為以個展呈現，並至少有一

場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展覽一個月前應通知學校。展出應

有特定研究主題，呈現有系統之創作思想體系。 

2.前述個展展出之作品不得重複，依其不同類別，數量總計不得少

於下列規定： 

(1)平面作品：十五件 

(2)立體作品：十件 

(3)綜合作品：五件 

(4)其他：五件 

以上四項可依比例混合呈現。 

3.送審時得繳交之補充資料包括：所舉辦個展之專輯或光碟、公私

立美術及展演機構之展出資料、典藏或得獎證明。 

9.新媒體藝術 

9-1數位影音藝術 

9-2互動數位藝術 

9-3虛擬實境 

9-4多媒體藝術及其他 

包括相關媒體藝術及互動藝術之創作為範疇，送審方式為應提出至多五式

作品。 

10.設計 

10-1環境空間設計 

10-2產品設計 

10-3視覺傳達設計 

10-4體驗視覺設計 

10-5流行設計 

(一)環境空間設計，包括建築設計、都市設計、室內設計、景觀設計等。 

(二)產品設計，包括產品設計或工藝設計等。 

(三)視覺傳達設計，包括繪本、平面設計、立體設計或包裝設計、網頁設

計等。 

(四)體驗視覺設計，包括非商業空間之指標規劃設計、商業空間之環境視

覺與展示設計等。 

(五)流行設計，包括服裝設計、織品設計、時尚與造形設計等。 

以上五項設計，送審時需符合以下規定： 

1.作品應為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已投入生產，或曾參加公開競

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送審應提送至多五式作品，以其中

一式為代表作，並以其內容撰寫展演創作(設計)報告。各項設計

之送審數量不得少於以下件數： 

(1)環境空間設計：三件 

(2)產品設計：五件 

(3)視覺傳達設計：十五件 

(4)體驗視覺設計：十件 

(5)流行設計：十件 

如設計超過一項，其總計件數依各項之數量比例加總。 

2.送繳之說明資料應包括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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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技術研發型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範圍  相關規定  

一、有關專利、技術移轉或創新之成

果。  

二、有關專業、管理之個案研究、全國

性或國際性技術競賽獎項，經整理

分析具整體性及獨特見解貢獻之報

告。  

三、有關產學合作、技術應用及衍生成

果或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

成果。  

送審成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審研發成果符合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送

審時間規定。 

二、技術應用升等應具有專利成果，並符合以下

條件： 

申請升等當學期往前推算累計至前一職級，

升助理教授至少一件，升副教授二件，升教

授三件。專利必須為發明專利且與送審教師

之專業相關。發明專利之認定以專利公告日

期為準，含國內外｢發明專利｣，須檢附專利

證明（含專利名稱、發明人、專利權人、證

書號碼、國別及專利期間等）及通過文件，

若為國際專利應同時提供中文摘要。 

除前述專利條件外，另應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 

（一）技術移轉金：技術移轉以合約簽訂日

期為準，且以本校名義簽署，成果之

認定為申請升等當學期往前推算累計

至前一職級，升助理教授本校累積實

收總金額（以下簡稱實收總金額）達

新台幣（下同）50萬，升副教授實收

總金額達 100萬，升教授實收總金額

達 150萬。須檢附合約（含技術名

稱、技轉金額及對象）等證明文件，

若為國際技術移轉應同時提供中文摘

要。 

（二）產學合作金額：產學合作計畫以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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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日期為準，且以本校名義簽署，

實績之認定為申請升等當學期往前推

算累計至前一職級，升助理教授實收

總金額達 100萬，升副教授實收總金

額達 150萬，升教授實收總金額達 250

萬，且為研發處認可之產學合作案。 

三、以二種以上研發成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

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其屬一系列相關之研究

者，得自行合併為代表成果。 

四、如係數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一人

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須放棄以該

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

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

證明之。 

五、研發成果涉及機密者，送審人得針對機密部

分提出說明，並要求審查過程及審查者予以

保密。 

六、送審成果應附整體之技術報告，其內容應包

括下列之主要項目：  

（一）研發理念。 

（二）學理基礎。 

（三）主題內容。 

（四）方法技巧。 

（五）成果貢獻。 

七、所提技術報告送審通過，且無「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

書規定得不予公開出版或一定期間內不予公

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站、圖書館公開，或

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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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教學實踐型教師以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相關規定 

教師以教學實踐作為研究，其內涵得

以各教育階段別之教學場域及受教者

作為研究對象，在課程設計、教材、

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

具運用等方式，採取適當之研究方法

驗證成效之歷程，具有創新、改進或

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發）成果，於

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者，就

下列各項條件符合三項資格者，即可

提出申請，並檢附佐證資料： 

一、送審前曾獲得本校校級傑出教師

或教學優良教師。 

二、前六個學期教學評量平均 4.0以

上，且無任一授課科目低於 3.5

以下。 

三、曾開設開放式課程(OCW)、磨課師

課程(MOOCs)，或教育部審查通過

之數位學習認證課程 1門以上。 

四、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曾

於研討會、工作坊等公開場合發

表教學相關成果 3次以上。 

五、曾擔任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主持人，或其他教學相關計畫主

持人。 

教學實踐成果審查評分要項如下： 

一、代表成果（70%）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一）教學成果報告：選擇 1至 3

送審成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審教學實踐研究成果符合「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查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

款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發表

之規定。  

二、以二種以上教學實踐研究成果送審者，應自

行擇定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其屬一系列相

關之研究者，得自行合併為代表成果。  

三、如係數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一人

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

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

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

證明之。 

四、所提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報告送審通過，且無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第二十

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得不予公開出版或於一

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站、

圖書館公開，或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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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具創新特色之教學表現與

成果書面報告。其內容應包

括下列項目： 

1.教學實踐研究動機與主題 

2.學理基礎或相關文獻探討 

3.教學設計與研究方法 

4.研究成果及學生學習成效 

5.方法或應用之創新及貢獻 

6.教學省思 

（二）教學影音記錄：選擇 1門能

完整呈現教學技巧及學習之

影音紀錄資料。其內容應包

括： 

1.教學影音檔案：以下列方式

擇一繳交。 

  (1)開放式課程(OCW)。 

  (2)磨課師課程(MOOCs)。 

  (3)數位學習認證課程。 

  (4)其他教學影音檔案。 

2.影音記錄說明：前項教學影

音課程之說明，以Ａ4紙張規

格大小之資料冊或印刷裝訂

成冊繳交。 

3.其他相關之佐證資料：包括

自編之教材或教科書、課程

網站等與課程相關之說明。 

二、參考成果(30%)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與

其專業領域相關之教學、研究或

創作參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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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第 2 條

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EN

修正日期： 民國 111 年 08 月 17 日

生效狀態： ※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最後生效日期：民國 112 年 02 月 01 日

111.08.17 修正發布全文 52 條；除第 30 條第 3  項、第 31 條第 3款自一百

十二年二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類別： 行政 ＞ 教育部 ＞ 高等教育目

附檔： 附表一、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PDF

附表二、以教學實踐研究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PDF

附表三、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PDF

附表四、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PDF

第 一 章 送審要件

 

列印時間：111/10/20 13:36

本辦法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四條第四項及教師

法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教師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資格審定：1

一、專任教師，經學校聘任，且實際任教。但已核准成立之學校，第一

學年學生尚未入學前，經學校聘任且實際到職者，得提前申請。

二、兼任教師，已有聘書，聘任學期排定任教至少一學分，且有任教事

實。

三、教師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其返校義務授課，符合前款授課

時數。

前項申請，教師應經專任服務學校為之，教師借調他校滿三年以上者，

得經原服務學校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同意，由借

調學校為之；無專任服務學校者，得擇一兼任服務學校為之。

2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送審：3

一、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其向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

提出申請送審之當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

二、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情形

之一，尚在調查、解聘或不續聘處理程序中。但因教師未符學校升

等期限規定而有教師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三、有教師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情形，尚在調查、停聘處理程序中或停聘期間。

四、有教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尚在調查、資遣

處理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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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第 4 條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二 章 送審表件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擔任教學工作，其年資依下列方式計

算：

1

一、曾任某一等級教師之年資，依該等級教師證書所載起資年月起計，

並有擔任該等級教師實際聘任之年資始得採計。

二、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或學術交流者，於申請升等時，其

全時進修、研究或學術交流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一年。經核准借

調，且於借調期間返校義務授課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借調期間年

資，最多採計二年。

前項第一款教師以境外學校專任教師年資採計為送審教師資格年資者，

境外學校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2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編印之國外大專校院參考名冊（以下簡稱

參考名冊）所列之學校；非參考名冊所列之學校，應經本部審查認

定。

二、本部公告之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大專校院認可名冊（以下簡稱認

可名冊）所列之學校。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擔任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之年

資，依服務機關（構）正式核發之服務證明所載起迄年月計算，並由學

校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相關規定，按送審人經歷自行認定。

3

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已取得本部核發助教

證書或講師證書之現職人員，繼續任教未中斷者，得申請依修正生效前

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但審定程序，仍應依本辦

法規定辦理。

前條所定繼續任教未中斷，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專任教師：每學期應實際任教。但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而未

實際任教者，不在此限。

二、兼任教師：連續每學期應均有聘書，而各學期實際任教至少滿一學

分，提出申請之當學期排定任教至少一學分。

三、專任助教：每學年應均有聘書，且協助教學及研究。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申請講師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

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及成績證明。

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相

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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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第 8 條

第 9 條

第 10 條

依本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申請講師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

履歷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六條第一

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與相關服務

年資及成績證明。

二、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六條第二

款規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助教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

明及專門著作。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規定申請助理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

審查履歷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

證書、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

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三、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三款規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相關服

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四、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四款規定送審者：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

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依本條例第十七條規定申請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

歷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助理教授證書、相關服務年

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依本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申請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

查履歷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一

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或講師證

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二

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或講師證

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及專門著作。

三、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三

款規定送審者：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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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第 12 條

第 13 條

第 14 條

 第 15 條

 第 16 條

 第 17 條

 第 18 條

 

 

 

第 三 章 送審類別

 

 

 

 

 

 

依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申請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

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相關服務年資證明及其創作、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之證明或重

要之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副教授證書、相關服務年資

與成績證明及重要之專門著作。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成績優良，除成績證明外，並得以個人

其他學術、專業成就證明文件或資料，替代或補充之。

教師得依其專長或專業領域，以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

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等方式，呈現其專業理論、實務或

教學之研究或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

教師在該學術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送審。

教師在技術研發領域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

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一。

教師在教學實踐研究領域，透過課程設計、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

體運用、評量工具運用等方式，採取適當之研究方法驗證成效之歷程，

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發）成果，於校內外推廣具有

重要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

附表二。

教師在文藝創作展演領域，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

者，得以作品及成就證明，並附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其範圍包括音

樂、戲曲、戲劇、劇場藝術、舞蹈、民俗技藝、音像藝術、視覺藝術、

新媒體藝術、設計及其他藝術類科；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三。

教師在體育競賽領域，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

會，獲有名次者，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並附競賽實務報告送審；其審

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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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

第 20 條

第 21 條

第 22 條

 

 

第 四 章 送審著作及學歷

 

依第六條第一款、第七條第一款、第八條第一款及第十條第一款規定，

以學位送審者，得以其取得學位之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

報告（以下簡稱學位論文）替代專門著作送審。

依本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在學術上有傑出貢獻，申請教師資格審定，學

校應依本辦法規定，將其專門著作送請校外該領域學者專家審查，經學

校審查合格，報本部審查者，連同其學術上傑出貢獻之證明文件，由本

部審定之。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

報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1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

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

英文摘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

時，學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

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前經教師資格審定不合

格者，重新提出申請時，其送審著作應增加或更換一件以上。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公開出版或發表；送審人曾於

境外擔任專任教師之年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審專門著

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併計。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2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

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

行、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合格者，應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發

行。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公

開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

3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代表作，應符合下列規定：1

一、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二、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屬學位論文延

續性研究者，經送審人主動提出說明，並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作具

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未符前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教師資格審定不合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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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

第 24 條

第 25 條

第 26 條

第 27 條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代表作係數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

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

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非第一作者或

通信（訊）作者之合著人簽章證明。

前項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

分，及無法取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送審學校校級教評會審議同

意者，得予免附。

2

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合格之代表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

曾送審合格之代表作及本次代表作異同對照；其名稱或內容有變更者，

亦同。

持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

之證明送審者，其代表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

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

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

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1

本部應經學校查核前項送審人是否確於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期限內發

表。

2

第一項專門著作經審定合格後，不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3

因可歸責於送審人未發表，或未於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發

表者，學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本部；其教師資格尚在本部審查者，應

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由本部廢止其教師

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4

以境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位或文憑之入學資格、畢業學校、修習

課程、修業期間及不予認定之情形，準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專科學校辦理

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以下合稱採認辦法）之規定。但送審人修業期間達

採認辦法所定期間三分之二以上，且學位論文、專門著作、作品、成就

證明或技術報告經學校審查及本部審查合格者，不在此限。

1

前項本部審查程序，其屬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者，免予辦

理。

2

境外學位或文憑，應由學校依採認辦法規定辦理查證（檢覈）後採認。

但該國外及香港、澳門學校、學位名稱及相關學術水準，經本部公告

1

32-53



第 28 條

第 29 條

第 30 條

 

 

第 五 章 審查程序

 

 

者，得以驗證替代查證（檢覈）。

境外學校之學制或學位與文憑之名稱及屬性，與我國不同者，除準用前

條規定外，其認定原則，由本部公告之。

2

學校對於送審人之境外學位或文憑認定有疑義者，應依採認辦法規定向

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或相關單位查

證後提校級教評會認定。

3

未列入第一項及第二項本部公告之境外學校學位或文憑，學校應函請駐

外館處或相關單位查證後，送本部審議決定；必要時，本部得就其學位

論文、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審查認定。

4

以就讀學校正式核發之臨時學位證明書送審者，經送審學校查證後得依

其所載取得該學位事實認定時間送審。但於取得正式學位證書後，應於

一個月內送交學校查核並影印存檔，學位證書所載畢業日期與臨時學位

證明書未符者，依學位證書所載日期認定之。

1

未依前項規定送繳，其教師資格尚在學校審查程序中者，應駁回其申

請；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由學校報本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

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2

教師資格審定，分學校審查及本部審查二階段；其屬認可學校（包括部

分認可學校）者，免予辦理本部審查。

1

前項認可基準、範圍及作業規定，由本部公告之。2

學校應訂定教師專業發展目標，規劃教師多元升等制度，並納入校內章

則。

1

學校為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應將下列事項納入校內章則並公告：2

一、針對送審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訂定明確之審查程序與

方式、審查與合格基準、迴避原則、疑義處理及申訴救濟等規定；

學校得考量編制內專任、編制外專案及兼任教師之差異，將教學、

研究、服務及輔導成績合格基準分別明定。

二、建立符合專業審查之外審程序與方式、審查與合格基準、外審學者

專家遴聘與迴避原則及外審意見有疑義之處理機制。

三、審查結果通知、各類文書與資料保管、送審著作公開保管利用之規

定。

學校聘任未具擬任等級教師證書之編制內專任及編制外專案教師，應於

到職三個月內依前項校內章則報請本部辦理教師資格審查，除有不可歸

責於教師之事由外，屆期不送審者，聘約期滿後，不得再聘；送審不合

格者，應即撤銷其聘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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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教師資格審查：

一、教評會委員不得低階高審；教評會委員人數不足者，得聘請校內或

校外學者專家補足。

二、教評會應遵循專業、公正及保密原則，選任具送審著作專業領域之

審查人名單辦理外審。

三、外審以一次為限。認可學校自審案件，審查人至少五人以上；非認

可學校自審案件，審查人至少三人以上。審查人三分之二以上審查

及格者為合格；其及格基準由學校自行訂定。

四、教評會應尊重審查人就送審著作之專業審查意見，除依第三十九條

規定辦理外，應尊重其判斷，不得僅以投票方式推翻外審結果。

五、教評會之決定過程，應詳載於會議紀錄中，並妥善保存；教評會之

決定應敘明具體理由，並以書面告知送審人；決定結果為不合格

者，並教示其對決定不服時之救濟方法。

本部審查作業，規定如下：1

一、以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經歷證件，依本條例、本辦法及其他相

關規定辦理；其學位認定有疑義或學校審查未落實者，得由本部再

為審查決定；必要時，本部得就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為審查。

二、以專門著作送審者，依所屬學術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各該領域

之顧問推薦學者專家審查。

三、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依所屬領域歸類後，由本部

聘請各該領域具實務經驗之顧問推薦具實務經驗之教師或實務界具

教師資格之專家審查。

本部得委由審查制度健全之學校、專業學術機構或團體（以下簡稱代審

機構），代為辦理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外審程序。

2

本部辦理審查時，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與技術報告之審查項目及

審查評定基準，由本部公告之。

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送審者，由本部送三位學者專

家審查。審查人不得低階高審。

本部辦理審查時，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審查分數以

七十分為及格，未達七十分者為不及格；二位審查人審查及格者為合

格。

本部處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應自本部收文之日起四個月內審定完成，

遇寒暑假期得予順延。但案情複雜、涉嫌抄襲或遇有窒礙難行之情事

1

32-55



第 37 條

第 38 條

第 39 條

第 40 條

 

 

 

 

者，其審定期間得予延長，並通知送審人。

本部辦理審查時，遇有需補件或說明之案件，學校應自本部通知之日起

一個月內補送或說明；屆期未補送或說明或未符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

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規定者，不予受理，並將原件退還。但因情形特

殊，報本部核准延期者，不在此限。

2

本部審查程序尚未完成前，送審人不得再次申請同一等級教師資格審

查。

3

本部審定完成後，應以書面函復學校審定結果，並依下列規定通知送審

人：

一、審定合格者，學校應自收受審定結果之日起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

送審人。

二、審定不合格者，由本部以書面通知送審人。

本部辦理審查完畢，應選擇適當之地點，公開、保管送審人經審查合格

之專門著作、學位論文、作品、技術報告或成就證明；其經本部認可之

學校審查合格，且無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情形者，應於該校圖書

館公開、保管。

教評會或本部於教師資格審查程序中，發現外審意見有疑義者，應依下

列規定處理：

1

一、分數或評語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送原審查人釐清

後，由教評會或本部認定。

二、分數與評語矛盾、涉及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或有其他足以動搖該

專業審查可信度與正確性之疑義：組成專業審查小組審查後，送原

審查人釐清，並由專業審查小組及教評會或本部認定。

前項第二款專業審查小組，應由送審著作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

學者專家組成。

2

第一項外審意見符合下列規定者，教評會或本部應列舉明確之具體理由

後剔除之，並依剔除之份數加送足額之學者專家審查：

3

一、第一項第一款疑義經教評會或本部認定後，確有分數或評語有誤

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之情事。

二、第一項第二款疑義經專業審查小組及教評會或本部認定後，確有專

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可信度與正確性之情事。

教評會或本部於同一教師資格審查案件，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剔除外審意

見，以一次為限。

4

學校與本部審查過程、審查人及審查意見等相關資料，應予保密，以維

持審查之公正性。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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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審查過程及審查意見，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

二、將評定為不及格之審查意見，提供予送審人。

認可學校得就下列事項，自行訂定規定，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1

一、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有關技術報告之審查基準。

二、第十七條有關作品及成就證明，除附表三以外之送審範圍、類別、

送繳資料及審查基準。

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有關送審著作件數、前經教師資格審定不

合格，重新提出申請時，應增加或更換件數及第二項有關專門著作

之出版方式。

四、第三十一條第三款所定外審結果合格之審查人審查及格比例。

五、就曾於符合採認辦法規定之國外大學或香港、澳門大學擔任專任教

授或學術研究機構人員，並符合下列資格之教師，另定其送審著作

審查及教師資格審查程序；其資格如下：

（一）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

（二）國家級研究院院士。

（三）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四）在其他相當於前三目資格之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傑出成就者。

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得自行訂定較本辦法更嚴格之審查程序

及基準。

2

教師資格經審定合格者，發給送審等級之教師證書。1

教師證書格式，由本部定之。2

教師證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黏貼最近三個月一吋半身正面相片及加蓋

鋼印：

3

一、姓名。

二、出生年、月、日。

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統一證號。

四、審定等級。

五、證書字號。

六、年資起算。

七、送審學校。

八、發給證書之年月日。

教師證書所列年資起算年月之核計方式如下：1

一、新聘教師經審定合格者，以聘書起聘年月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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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升等教師經審定合格者，以學期開始年月起計。

前項第二款升等教師，學校應自學期開始三個月內報本部審查。2

升等教師因審查不合格提起救濟致原處分撤銷，並經重新審定合格者，

其年資得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起計。

3

本部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

之一，並經本部審議確定者，其資格審定不合格，並自本部審議決定之

日起，依各款所定期間，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不受理期間為

五年以上者，應同時副知各大專校院：

1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

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註明而重複發表、未註明

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一

年至五年。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五

年至七年。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

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

查：七年至十年。

四、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

審查程序情節嚴重：一年至二年。

前項各款審查作業及認定基準，由本部定之。2

送審人同時涉有第一項二種以上情事者，依各該不受理期間規定中最高

期間之規定論處。

3

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前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並經

審議確定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其原經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應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資格及追

繳其教師證書，並依前條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

之處分。

二、其原經審定不合格者，應依前條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

定申請之處分。

送審人之代表作經審議認定有未適當引註、未註明而重複發表、未註明

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抄襲、造假、變造、舞弊、以違法

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之一，且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者，免依前二條規定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1

一、送審著作所涉情事非屬送審人之貢獻部分，且其貢獻部分應可供查

對，並於送審前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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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專業同儕調查認定，送審著作所涉情事部分非送審人所屬之學術

專業領域。

三、經專業同儕調查認定，送審人非送審著作之重要作者或計畫主持

人。

送審人之參考作經認定有前項序文所定情事之一，且符合前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規定者，免依前二條規定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2

送審人之參考作經認定有第一項序文所定情事之一，且符合第一項各款

規定者，得於排除該參考作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3

一、尚於審查階段之案件：續行教師資格審查。

二、已審定合格案件：認可學校之案件經學校教評會審議符合送審時規

定及外審結果合格者；非認可學校之案件經學校報本部認定符合送

審時規定及外審結果合格者，免依前條第一款規定為撤銷教師資格

之處分。

教師資格經本部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各

款情事之一者，應將其認定情形及處置建議，報本部審查。

1

學校於報本部審查前、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之送審人於送審

中或其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

事之一者，應準用第四十四條至前條規定處理，並依第四十四條所定期

間，自校級教評會審議決定之日起，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經審議確定成立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本部備查。

2

本部發現學校處理涉及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案件有違法或不當

之疑義者，應針對案件違反情形作成具體認定及建議，交付學校據以辦

理。

3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

撤回資格審查案，仍應依程序處理。

4

本部依前四條規定為不受理之處分後，應通知學校依本條例、教師法等

相關規定辦理。

學校對經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其他救濟機關要求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仍不辦理者，經同一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救濟機關再判定違法者，得由

高一級之教評會自案件應重行辦理階段，依規定續行辦理；校級教評會

未依相關送審法令辦理者，本部應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依第

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處理，學校並將另為適法處理機制，納入校內章則並

公告。

1

學校教師同一案件經同一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救濟機關判定違法達二次

以上者，該教師得向本部申請代審，經本部認定有必要者，本部得委由

代審機構辦理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審查，替代學

校外審程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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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條

第 51 條

第 52 條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本部得定期評鑑學校辦理教師資格審定之績效。1

學校未依教師資格審定相關規定確實辦理審查，或有前條第一項所定屆

期未改善之情形者，應納入學校評鑑、扣減獎（補）助或行政考核之依

據，並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2

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有前項規定情事，屆期未改善者，本部

得廢止其認可之部分或全部，並公告之。

3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經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審查合格之教師資格送審案

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本辦法除第三十條第三項、第三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

年二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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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說明：

擬辦：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1年10月20日 

人事室

 檢陳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條文修正草案及修正

對照表各1份，擬提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

議審議，陳請核示。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業經教育部111年8
月17日臺教高(五)字第1112203367A號令修正發布，爰配

合修正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相關條文。

本案經本校教師評議委員會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會議

決議修正通過，續提本校校務會議審議（會議紀錄另案

簽陳中）。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另案函布公告，並自112年
2月1日生效。

會辦單位：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裝

訂

線

檔號： 0111/070101/ / /
保存年限： 永久

第1頁，共1頁
1111004212

111/10/20 09:07:01

人 事 室
秘 書

吳秉衡    

111/10/20 09:43:23

人 事 室
主 任

蔡旻樺 

核稿

111/10/20 16:03:13

秘 書 室
秘 書

吳淑鈴 

代

111/10/20 17:10:53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

鍾永豐 

111/10/20 17:22:44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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