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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112年2月8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 

地點：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 

主席：陳校長愷璜                                      紀錄：吳素梅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副校長及各位院長、主管大家午安，因上午有幾位大學校長來參訪本

校，並談論了一些可能的合作，致會議時間有點延宕，現就請主秘先作

專案列管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貳、專案推動列管表執行情形報告。(略) 

 

 

參、主管會報工作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教務處：林教務長劭仁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出版中心參展「2023 臺北國際書展」成果分享：于主任善祿報

告，詳如會議資料。 

 

二、學生事務處：林學務長于竝，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校長裁示：  

(一)自今年 1/1起工讀時薪調升為 176元・請院長們務必責成學院內系

所主管，盡可能在系辦方面的工讀金使用，要第一優先以學務處每

年度分配的工讀金支應，並請研訂出必要的工時才去遴聘工讀生。

由於工讀金的總量不變，而每單位數(時薪)已提高，致能使用的單

位數就銳減，因此請單位主管務必要多評估，俾使這有限的資源，

讓各教學單位於系所務業務推動上有最好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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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菸害防制部分，務必請各學院主管們，甚至在必要時請人事室，  

發必要通知給每個人，俾宣導之。 

(三)學務長所提開學前 2/11、12學生入住宿舍日，家長開車進校園協

助住宿生入住免收停車費事宜，請副總務長責成事務組與承商通告

協調相關事宜。 

(四)防疫部分，李副校長已於上次主管會議提過，學校已將例行的防疫

報告取消，但防疫相關訊息還是持續提供給各單位，但也請主管們

主動蒐尋俾掌握相關資訊。 

 

李副校長補充防疫資訊 

(一)防疫相關公告之前每天發，後每周發一次，學校目前累計確診人數

為 1029人。因寒假期間沒學生住校，加上沒課而無請假問題，致

很多人就沒有通報，而防疫相關措施目前並沒有進一步鬆綁的訊

息。 

(二) 現階段國家的快篩劑很多，下學期學校有招生考試、畢業考等，

又開學後師生都回到校園，因此相關單位若需要的可以填表申領以

備用；另，招生考試期間的防疫，還是要請單位逕做規劃。 

 

三、總務處：林副總務長宏源代理(莊總務長政典請假)工作報告，詳如

會議資料。 

 

●校長補充： 

(一)女二舍的增設無障電梯案，相關工安措施與預防設置，均必需作到

盡好盡安。 

(二)本年度「影新大樓教學空間整修委託設計服務案」、「學人會館整

修工程」、「戲劇系館防水整修工程」及「展演中心防水整修工

程」、「教學大樓防水整修工程」、「研究大樓 2樓廁所更新工

程」等幾項重大修繕案中，規模最大的是戲劇系及展演中心案，該

工項經初步操作後，才發現需再增列三項工項，致該案經費增加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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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因學校每個年度的專項經費有限，而該案增加的工項又都得

列入今年度的修繕工項中，因此，下周一還要赴立法院再商談學校

圖儀設備費與提報的幾項重大工程補助事宜，期教育部理解我們整

體推動的必要。 

 (三)有關設置於校門口草皮的兩件藝術品「帶祿壽」嚴重銹損一案，

學校第一時間有考量以藝術與支持校友的立場，洽請原創者及協助

修復校友作修復評估，經評估其修復費用極高；又，該藝術品是富

邦藝術基金會於 98年捐贈本校，屬捐贈財產，在囿於學校經費有

限下，最後依行政程序進行財產報廢。 

 

四、研究發展處：于研發長國華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校長補充： 

2023永續國際論壇部分，據悉會有一國際劇場相關的組織，將由臺中

國家歌劇院主導，因此，初步計畫學校今年的藝術永續論壇，應會與

表演藝術這部分作些連結，俾雙軌並行來推動，這是在上周研討會議

中作出的初步方向。 

 

五、國際事務處：江副國際長明親代理(林國際長亞婷請假)工作報告，

詳如會議資料。 

 

六、音樂學院：蘇院長顯達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七、美術學院：劉院長錫權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八、戲劇學院：王院長世信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九、舞蹈學院：何院長曉玫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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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電影與新媒體學院：史院長明輝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一、文化資源學院：林院長承緯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二、人文學院：李代理院長葭儀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三、人事室：蔡主任旻樺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十四、主計室：汪主任玉雲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校長補充： 

謝謝主計室同仁的專業靈活調配，每年為學校增加了利息收入 3、4百

多萬；本校不似台大、清大、交大那樣層級的大學會購置基金以盈收，

北藝大每年校務基金只能採取最保守而無風險的定存方式孳息，為學校

增加小收入，又學校場館廳租借收入，也是不無小補，這都可作為行

政、教學單位年度推動事項經費的增補。 

 

何院長提問： 

請教主計主任，依資料顯示學校 111年自籌經費增加頗多，基此，今年

(112)我們教學單位較需要的編制外人事費，是否較有餘力來支用?  

 

汪主任說明： 

學校 111年自籌收入是有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26,884,588，然編制外的

人事費是以該年度自籌收入的一半為限，所以就何院長前揭所提問題，

以學校來說因自籌收入的增加可用額度是有增加的，至於人事聘用相關

事宜部分，要請人事室來說明。 

 

蔡主任說明： 

教育部在去年有修正編制外教學人員相關管制規範，且監察院也有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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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要控管各單位員額數，而本校編制外教學人員的上限是編制老師員

額的 5.33%，核算起來最多只能進用到 8名；目前校務基金自籌收入雖

有提高，但人事經費是需計量到人員一聘用進來，其後續未來的進階經

費，爰此，學校不能因 1個年度的經費較寛鬆，就馬上開放進用人員。 

 

何院長提問： 

本校有 7個學院而只有 8名額度，等於每個學院只能有 1名，但舞蹈學

院極需短期的客座教授，俾提昇教學質量，這對本學院很重要，請問學

校有無其他方式可協助解決? 

 

●校長說明： 

客座教授編制外教師其實不只有經費的問題，還有要佔員額的議題。建

議採用所謂的集中式課程；學校推動集中式課程已幾年，成效很不錯。

密集短期課程，對高榮銜大師級的教授或專業級教授來說，是很好的禮

遇及回饋，基本上不會有佔缺問題，教學鍾點費又更高，又可滿足教學

單位各學門專業的需求，學院不妨考慮朝這個方向來推動。 

 

教務長補充： 

編制外教學人員，教育部就是給學校 5.33%的限制，所以客座教授就法

令來講，應是沒有空間；校長所提到的集中式課程確是不錯的方法，且

集中式課程還可搭配兼任教師的方式進行。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2 時 5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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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起重要會議/專案推動列管表                                   填報日期：112/2/8  填報單位：教務處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列管

序號 
列管事項及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共同辦理單位) 

交辦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最新辦理進展/落後原因說明 

及補救措施/擬展延期程 

A1 112 年高教深耕計畫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1.1 計畫規劃與核定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111/12  

深耕第一部分主冊計畫第一期(107-111 年)成果報告暨第二期

(112-116 年)計畫書於 111/1/9函報教育部(北藝大教字第

1110009614號)，結果尚待核定。 

1.1.1 計畫規劃及經費預核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主計室) 
111/11 112/3 

112 年經費部分預開帳及人事續聘案於 111/12/7 獲准(簽 1111005024)，第一期延

續型計畫(學院基本款、行政端計畫)業依 111 年核定約三分之一額度預開經

費，可於 112/1/1 起使用。 

1.1.2 經費核定及分期請款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111/12 112/12 
依教育部 111/12/28 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5416 號函辦理 112 年第 1 期款請撥作

業。 

1.1.3 校內執行計畫及經費核配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主計室) 
 112/5 

因應第二期深耕計畫提案，截至 111/11/22 為止收到 24件提案(含

延續型計畫 14件、新興計畫 10件)。擬於 2月辦理新興計畫審查

作業。 

1.1.4 修正計畫書繳交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各計畫

單位) 
 112/5 

尚待來函通知 

1.2 
計畫經費執行、變更與結

算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主計室) 
112/1 112/12 

 

     

1.校內各計畫經費於教育部核定並全額開帳後，不得變更費別比例。惟因配合

計畫執行內容調整而有相關需求時，請以校內換帳方式，由執行單位自行確

認互換計畫後以簽文辦理。 

1.2.1 校內經費變更 各計畫執行單位  112/10 
2.教育部核定前，若各計畫有變更預開經費需求，請先與專辦聯繫確認後再辦

理。 

     
3.所有「核定金額」變更皆須以簽文辦理(校長決行)。包括不同計

畫編號間(含校級分項計畫)換帳、經費增減、歸還學校等，並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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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於簽文敘明調整金額、費別及檢附變更前後經費配置表與修

正計畫書等佐證資料。 

1.2.2 年度經費動支 各計畫執行單位 112/1 112/12 

1.112 年經費使用期限為 112/12/31止，不開放申請展延，依主計

室年度關帳期程及本計畫公告辦理。113/1/1起支出請以 113年

預開帳目或其他經費報支。 

     
2.各計畫 112/10/27(五)「未請購設備費」將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已請購設備

務必於關帳前完成驗收與核銷。 

1.2.3 滾存經費動支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112/12 

教育部未開放 111 年經費餘額滾存。 

1.2.4 年度經費結算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主計室)  
112/12 113/2 

教育部 111/12/19 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5209 號函知主冊計畫補助經費結報作業

案，擬依限於 112/2/24 報部。 

1.3 計畫執行相關會議  112/1   

1.3.1 計畫管理說明會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112/3 

依需求辦理 

1.3.2 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112/8 

1.依教育部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

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遴選之。待年度經費核定後辦理。 

  
畫辦公室(人事室) 

  
2.綜合歷年委員意見，將先由人事室辦理特聘教授遴選，再召開深耕計畫校級

彈性薪資審議會議。且以同一年度內不重複獎勵同一人為原則。 

1.3.3 計畫成果發表會暨成果展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112/11  

1.4 校內執行成果繳交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各計畫 

、校內相關單位) 

112/2  

 

     
1.為配合教育部管考平台計畫績效及成果填報，請各計畫隨時更新、充實深耕

網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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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高教深耕計畫網站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各計畫

單位) 

 
112/6 

112/12 

(1)第一次檢核：112/6/30 填報目前執行狀況。 

(2)第二次檢核：112/11/30 提交全年度成果，12 月執行成果請於 113/1/5 補增

完畢。 

  

 

  

2.因應資訊公開，Youtube 頻道「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高教深耕計畫」，Facebook

「北藝大高教深耕計畫」、Instagram「hespo.tnua」社群平台，定期轉貼本校深

耕計畫相關資訊。 

1.4.2 成果報告書 各計畫執行單位  112/11 

1.於 112/10/7 通知各計畫繳交 112 年成果報告書，以利彙整報部。 

(1)第一次提交：112/11/30 提交 1-11 月成果。 

(2)第二次提交：112/12/29 補增完畢 12 月執行成果。 

1.4.3 全校辦學績效調查 
各計畫、校內相關

單位 
 112/11 

為落實教育部辦學成效資訊公開，以及推動校務專業管理制度(IR)，於每年 10

月請全校各單位填報「辦學活動調查表」，蒐集資料區間為 112/2/1 至 113/1/31

止。請於 112/11/30 前完成填報與繳交。 

1.5 管考平台填報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主計室) 

112/3   
依教育部來函通知辦理計畫成果填報與文件提交。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

考平臺網址：https://sprout.moe.edu.tw/Sproutweb。 

1.5.1 經費支用情形填報 
深耕計畫辦公室 

(主計室) 
 113/1 

每年分 4 季填報計畫經費支用情形(含主冊、附錄 1、附錄 2 及 USR 計畫)，填

報資料以實支數為準。表定於 4 月、7 月、10 月、1 月進行填報。 

     
1.依教育部規定，每年 2 次填報計畫關鍵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包含主冊及附錄計

畫)。 

1.5.2 
執行成果、亮點與關鍵績

效指標填報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各計畫 
 113/1 

2.110 年績效指標達成情形、中英文版執行成果與亮點文章、成果報告暨計畫書

全文已於 112/1/11 上傳管考平臺完畢。 

  、校內相關單位)   3. 112 年第一次績效指標填報：待來函通知，預計於 5 月請校內計畫填報。 

     4. 112 年第二次績效指標填報：待來函通知，預計於 12 月請校內計畫填報。 

1.5.3 教育部調查表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各計

畫、校內相關單

位) 

 

112/12 
教育部高教深耕管考平台自 108 年 10 月啟用後，不定時派發教育部調查表，學

校須依指定期限回填上傳，請相關業務執行單位配合提供資料。 

https://sprout.moe.edu.tw/Sprout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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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成果報告彙整報部 
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 
 113/1 

依教育部 111/12/9 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5225 號函辦理，依限於 112/1/9 提報第

一期成果報告暨第二期計畫書。 

1.7 

附錄 1「提升高教公共

性：完善就學協助機

制，有效促進社會流

動」 

教務處招生組、

學務處課指組、 
111/1 113/1 

依教育部 111/12/8 臺教高(四)字第 1112204245 號函辦理，依限於 112/1/5 提報

112 年計畫申請。 

1.8 

附錄 2「提升高教公共

性：透過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輔導原住民學

生成效」 

學務處原資中心 111/1 113/1 
依教育部 111/11/23 臺教綜(六)字第 1112101113 號函辦理，依限於 112/1/5 提報

112 年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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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2月 8日 

重點工作－林教務長劭仁 

註冊組 

一、 進行 111-1 學期應畢業學生成績畢業審查及離校事宜，研究所學生離校至 2/13

止，未辦理離校者，除修業年限已屆滿者予以退學外，其餘學生仍須完成 111-2學

期註冊繳費。 

二、 2/1 起開放 111-2 學期應復學學生，網路申請復學或繼續休學作業，申請截止日

為 2/13止(開始上課日)，已以電子郵件聯繫學生於期限內辦理。尚未申辦學生名

單擬轉送各學系知照。 

三、 辦理 112 學年度研究所甄試錄取新生(共 6 名)申請提前入學事宜，續進行資料審

核及校園數位識別證製發作業。 

課務組 

一、 辦理本學期課程加退選暨特殊個案(如擋修、延畢生…等)課程補選單收件建檔

（2/13至 3/1）。 

二、 辦理本學期大學部學生修研究所課程申請及校際選課申請案（2/13至 3/1）。 

三、 本學期課程大綱上網率目前為 72.27%，將於開學前寄送 E-mail 提醒未上傳之授

課教師。 

四、 111-1 學期教學評量回收率為 91.64%，另請各教學單位於 3/3 前將教師改善情形

報告表繳回課務組彙辦。 

五、 112學年度行事曆草案正函發各單位蒐集意見。 

招生組 

一、 112學年度招生試務： 

(一) 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主修：表演)及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預計將於 2/13-14 進行

第一階成績輸入及系所主管畫標作業，預計將於 2/15公告第一階段通過名單。 

(二) 學士班單獨招生：  

  1. 有關單獨招生考試，針對受疫情影響致無法參加學測，日前已請各學系(程)因應

疫情研擬調整後之占分比例及考試方式，彙整後相關應變措施將公告於本校招生

資訊網。 

  2. 2/6-10進行劇場設計學系、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考生審查資料收件作業，

已請學系(程)提醒考生相關收件時程。 

  3. 音樂學系將於 2/18-20 辦理考試，後續進行成績輸入檢核、助教抽測與學系主管

預劃低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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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將於 2/14-17 (五)開放線上報名。 

(四) 海外僑生及港澳學生：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各學系(所)目前正進行考生資料

線上審查，招生組將於 3/2 (四)前將審查結果填報至系統。 

二、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一) 「鏈結藝術自造與夢想－大學·高中的專業對話」(臺北場)活動影片，目前正在進

行整理及剪輯，部分影片已上傳至 youtube提供瀏覽。 

(二) 新媒體藝術學系將參與選育計畫辦公室 2023「ColleGo！大學 OPEN DAY」線上推

廣活動，線上交流活動日為 2/19（日）。 

(三) 本學期五校微課程，確定開課學系為:戲劇學系及劇場設計學系。開課日期：3/8、

3/15、3/22、3/29、4/12、4/19，共計六週。持續與師大附中窗口進行開課事宜

溝通。 

出版中心 

一、 2023台北國際書展已於 2/5閉幕，期間本校共舉辦 7場新書講座，包含校長、副

校長及諸多師長同仁皆到場參與及支持，共吸引近百位聽眾、銷售百餘本書籍。 

二、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影音紀錄片設計出版暨行銷推廣計畫：已完成結案並驗收合

格，第三期款 25萬 6千元已核撥，全案委託製作費用共計 69 萬元。 

三、 《藝術評論》獲國科會補助核心期刊編輯費用 36,600元。 

教學與學習中心 

一、 教學與學習支持： 

(一) 教師教學社群：本學期徵件業於 2/1 召開審議會議，共計核定 7 案，執行期程自

2/13至 6/30止，已另以信件寄送審查結果通知。 

(二) TA 及學生學習工作坊：將於 2/13 辦理「TA/RA 培訓工作坊」，介紹校內外相關法

規及核銷作業須知。 

(三) 開放式課程：開放式課程「連結 connection」及「表演 I」擬於 2 月下旬上架，

歡迎感興趣之教職員生踴躍點閱。 

二、 數位創新跨藝精進計畫： 

(一) 本校獲教育部智慧創新關鍵人才躍升計畫(A類)補助，核定補助經費 80萬元；經

費修訂表將於 2/20 前上傳、修訂計畫書將於 3/15 前上傳；領據及經費修訂表將

於 3/15前寄送至計畫推動中心。 

(二) 「數位創新跨藝微學分學程」於 111-2 學期開設：資訊科學與數位生活、程式設

計與應用、互動影像設計、聲音藝術、互動裝置，共計 5 門課程；擬於加退選期

間辦理學程工作坊，以吸引校內學生報名參加及選修課程。 

三、 博班實驗室： 

(一) 業於 112/1/12 召開第五屆《北藝學：書寫進行式》審議委員會，依審查流程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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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下旬公告審議結果。 

(二) 第六屆《北藝學：書寫進行式》徵件自 2/13（一）起至 3/26（日）止，歡迎本校

在籍碩博士生踴躍投稿。 

四、 藝術探索者計畫： 

(一) 業於 2/6至 2/7辦理「共伴與蛻變：藝術探索者計畫期末分享暨教師研習工作坊」，

假南投埔里辦理，邀請吳靜吉博士主講，以引導自主探索及團隊共創的教學模式

為研習宗旨，並邀請 111-1學期計畫課程教師進行課程執行分享。 

(二) 將於 2/14辦理本學期第一次教師及教學助理社群活動，進行課程執行相關說明。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日期：112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一、 第一期計畫成果考評與第二期計畫申請： 

(一) 第一期深耕主冊計畫成果報告暨第二期計畫書已於 1/9 函報教育部。111 年經費

執行情形（含附錄 1就學協助、附錄 2原資中心、附冊 USR計畫）、關鍵績效指標

達成情形、中英文亮點文章 1/11已依限於管考平臺填報完畢。 

(二) 教育部預計於 2月至 3月進行簡報審查，112年補助經費預計於 4月底核定。 

(三) 111年經費至使用期限 112/1/31止已全數實支完畢，執行率 100%。將於 2/24（五）

前函送教育部核結。 

(四) 附錄 1「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111年成果報

告已於 1/18依限報部。 

二、 校內經費執行提醒： 

(一) 112 年延續型計畫（包括學院基本款、行政端計畫）已預開部分經費（12G205），

請由主持人授權使用。若有其他需求請與本辦聯繫。 

(二) 擬請校內各計畫於 3月中繳交 112年經費配置表與修正計畫書，由本辦另行通知。 

(三) 為增進結算效率，112 年經費使用期程至 112/12/31止，不開放展延申請，依關帳

規定辦理。113/1/1起請以 113年預開帳目報支(預計於 12月中預開)。 

三、 校務與計畫資訊公開： 

(一) 有關本校深耕計畫網站帳號管理，擬自 112 年起調整作法，將另行公告。請各計

畫管理人隨時更新計畫網站內容，落實校務資訊公開。 

(二) 教育部公告、計畫規定、研習訊息等將隨時更新於本計畫網站

(https://hespo.tnua.edu.tw/，或掃描右圖 QR Code)，請多加

瀏覽。YouTube 頻道「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Instagram名稱「hespo.tnua」、Facebook「北藝大高教深耕計畫」

歡迎師生前往瀏覽辦學績效。 

 

計畫網站 

https://hespo.tnua.edu.tw/


1-4 

四、 因應防疫政策及增進效率，公文會辦請以電子公文為主，計畫相關資料請以電子

檔案繳交，紙本由執行單位自行留存。計畫書與經費表核章可彈性採用 Adobe Sign

等電子簽署方式辦理。 

 



2023台北國際書展
北藝大出版中心

2023.1.31~2.5



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



北藝大展位







1/31
創造的凝視：北藝學‧進行式



1/31
身論集：
身體創作與書寫的紙上展演



2/2
Still I Sing a Song--
談孟德爾頌神劇



2/2
所有學校都是藝術學校



2/3
當教學成為形式：
課程—創作 —駐地 — 關係—情境



2/3
談歌仔戲正青春：
王世信的舞台設計



2/4
走過台灣文化資產保存三十年，
定睛台灣建築



【迴響】
• ６天７場講座現場百餘人參與，銷售130餘本書
• 各界師長蒞場支持
• 書櫃備書空一半．．．



感謝所有師長及同仁支持

相約2024台北國際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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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2月 8日 

重點工作—林學務長于竝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獎助學金及就學補助措施】 

（一） 112 年度工讀金業於 1/1 調整時薪為 176 元，本年度除依各單位工讀生員額及學

生比例調整工讀金預算分配，將另於學生公費總預算留控 10%以支應各單位保費，

各單位工讀金將比往年略有縮減，囿於經費有限，請各單位通盤考量全年度業務

及活動規劃妥適分配必要之工讀人力。 

（二）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就學貸款於 112年 1月中旬開始受理至 2/13截止，相關資訊

已公告於學校網頁。 

二、 【學校暨社團活動】 

（一） 推薦本校優良社團報名 112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二） 辦理社團寒假活動經費核銷及保險事宜。 

三、 【服務學習】 

（一） 111-2 服務學習委員會會議提案及深耕藝術媒合服務學習專案補助申請，請依據

規定於學期第四周前送至本組。 

（二） 2/6-8與新北市自閉症服務協進會－星樂小站合作於本校舉辦快樂星星 14藝術冬

令營。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專任助理聘任中並規劃 112年度活動與講座。 

學生住宿中心 

一、 111-2學期學生宿舍床位遞補申請，已於 1/11完成相關作業，住宿中心依規定辦

理遞補入住事宜。 

二、 辦理宿舍住宿生 111-2學期不續住退舍及寒假住宿入住事宜。 

三、 111-2 學期學生宿舍住宿費，已完成相關資料彙整，並於 1/13 交電算中心納入

111-2學期學雜費單。 

四、 持續辦理 112年度「冷氣維護」、「水電開口契約」招標事宜。 

五、 各宿舍管理員持續就住宿生寢室實施關懷並宣導用電安全及注意事項。 

六、 2/11-12 為 111-2 學期開學前宿舍入住日，為方便住宿生家長開車進入校園協助

搬運行李，援例協請事務組同意是日免收停車費。 

生活輔導組 

一、 【校園安全】 

（一） 春節期間校安中心於值班重點時間（1/20上午 8時～1/30上午 8時止）均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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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教育部校安中心填報當日安全狀況，本校狀況良好；惟在 1/23下午 1時 20分，

學校附近住戶曾小姐來電告稱於前日（1/22）下午 3-4 時，行經本校動畫館系館

旁草坡時，遇野狗群從後方襲擊，幸經路人提醒未釀憾事，曾小姐特地提醒本校

務必儘快處理野狗群問題，避免發生嚴重遺憾事件。 

（二） 111-1 學期校安事件總計 219 件，其中疫情通報 154 件，車禍事件 11 件（校內 8

件、校外 3件）；校內車禍熱點依序為：女一舍前、鷺鷥草原及戲舞大樓。就其肇

事原因多為車速過快、未注意前方路況、支線車道未禮讓主幹道車輛所致，籲請

各單位（系所）加強宣導，車輛行經減速墊（路凸）時務必減速通過，無減速墊

路段也要保持時速 30以下行駛較為安全。 

二、 【防詐騙宣導】 

收到簡訊一點就遭詐！近期常見詐騙簡訊類別為假冒送貨業者、假冒政府機關、

假冒帳單欠費、假冒金融機構，另請留意詐騙集團近日恐發送簡訊，假冒政府稱

點擊連結即領取現金$6000，如果收到上述簡訊附帶網址，請小心查證，行政院尚

未公告發送程序及時間，警方亦未接獲相關報案，仍請各位朋友提高警覺！如有

疑慮，請撥打 165反詐騙專線查證。 

三、 【校園菸害防制宣導】 

《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已於 112/1/12 三讀通過，明訂禁菸年齡至 20 歳及大專

校院全面禁菸等新規定，施行日期將俟總統令發布之，本組將依教育部來文進行

相關因應措施含撤除吸菸區，並重新製作禁菸指示牌等，以符法令規定。 

本次《菸害防制法》修正通過之條文，重點如下： 

（一） 禁止包括電子煙在內之各式類菸品。 

（二） 任何人不得供應予未滿 20歲之人。 

（三） 菸品容器警示圖文標示面積由 35%增加至 50%。 

（四） 禁止吸菸之年齡由未滿 18歲，提高至未滿 20歲。 

（五） 大專院校、幼兒園、托嬰中心及居家式托育場所全面禁菸。 

四、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111 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自評表填報，業已於 112/1/3 完成並回傳

教育部。 

五、 【學生兵役】 

（一） 94/1/1後出生之役男，自 113/1/1起回復徵集服常備兵現役為期 1年，義務役二

兵薪資也將從 6,510元調漲至 2萬 6,307元；另 94年次以後之役男，申請改服替

代役，須符合家庭因素及宗教因素等 2 類，役期、薪俸都將比照義務役士兵，唯

以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役期調整為 1年 2個月。112學年度入學之大一新生，

部分為 94年次役男，將利用新生始業教育宣導及學校官網公告周知，以利學生獲

取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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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前出國交換學生電子郵件詢問是否可延長為 1 年案，因其為役男出境涉及兵役

問題，經詢問縣府兵役承辦人員，確認可以申請變更為 1 年。提醒國際處及各系

所，如役男學生出國後欲申請變更為 1 年，請於出境到期前 2 個月檢附學生護照

內頁影本、推薦單位推薦函、簽證影本、入學許可證明書等文件，逕至生輔組辦

理即可。 

六、 【學生請假管理】 

（一） 111-2 學期學生公假調查業已行文至各級單位，惠請各單位及早規劃活動暨展演

計晝，並於 2/13前將該調查表送生輔組彙辦。 

（二） 本組業已於 2/1 假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召開「學生線上請假系統上線實施後執行

現況檢討暨改善會議」，由各教學單位代表及電算中心出席參加，共同研議可行性

之改善方案。 

七、 【學生獎懲建議案】 

111-1 學期學生獎懲建議案已統整並核算完畢，本學期共發出 355 人次之學生獎

懲，學生可於 2/2起可登入 itnua系統查詢及申請。 

八、 【導師業務】 

（一） 111-1學期學生學習預警共發出 427人次之預警，輔導率為 89.9%，已達 85%輔導

率之目標。 

（二） 已於 2/4完成 111-2學期導師名單確認作業及系統設定。 

（三） 辦理 111-1 學期「班級導師輔導紀錄表」、「班會會議紀錄」或「班級活動紀錄」

及「各系所導師會議紀錄」彙整作業，近日將完成結案報告。 

九、 111-2學期生輔組會議預告如下表，惠請相關單位及系所師長預留時間與會。 

日期 地點 會議名稱 與會人員 

112/3/7(二) 

10:00~11:30 

行政大樓 3樓 

會議室 

111-2學期 

校園安全 

執行委員會議 

學務長、生輔組長暨校安人

員、各單位校安窗口、校警隊

代表、學生會會長。 

112/4/17(一) 

10:30~12:40 

文資書苑或 

國際會議廳 

111-2學期 

導師會議 

校長、學務長、各系所主管、

各班導師、各班助理導師、學

務處各主管。 

112/5/16(二) 

15:30~17:00 

行政大樓 3樓 

會議室 

或國際會議廳 

111-2學期 

學生事務會議 

五長、各院院長、各系主任、

各所所長、師培中心主任、各

學程主任、學務處各主管、各

系所學會會長、學生會會長、

學生宿舍自治會會長。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COVID-19防治】 

（一） COVID-19自主防疫新制宣導：2/7起 0+7自主防疫指引調整摘要如下 

 1. 篩檢時機：取消原入境當日或自主防疫第一天或匡列為接觸者當天以快篩試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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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快篩、以及外出須有 2 日內快篩陰性結果之規範，改為「自主防疫期間如出現

症狀再使用家用快篩試劑篩檢，並於自主防疫地點休息。 

 2. 防疫處所環境條件：符合「1人 1室」（獨立衛浴）條件之自宅、親友住所或旅館

與民宿為原則；倘能於每次使用浴廁後均能適當清消，則可於不含獨立衛浴設備

之個人專用房間自主防疫；倘家戶中所有同住者或同行者皆為自主防疫對象，可

不受「1人 1室」之限制。 

 3. 注意事項： 

（1） 外出、上班、上學期間全程佩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有飲食需求可暫免佩戴口

罩，並於用畢後立即佩戴口罩。 

（2） 有用餐需要，得於餐廳內獨自或與特定對象共餐。離開座位時及餐點使用完畢後

應立即佩戴口罩。 

（3） 避免前往醫療機構及長照機構。如有必要前往，需具當日快篩試劑陰性證明。 

（4） 避免接觸重症高風險對象（包括 65歲以上長者、6歲以下幼童、免疫不全及免疫

力低下者等）。 

（二） 大型救難包物資整備：寒假期間辦理各棟建物救難包衛材汰補事宜。 

（三） 學生團體保險業務：辦理 111學年度第 2學期休學生團體保險加退保業務。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 寒假期間針對身心狀況不穩定之個案中心持續提供短期諮詢與個管電話追蹤關懷

服務。 

（二） 為因應寒假期間不穩定個案突發事件與緊急狀況，中心彙整高關懷學生名單（返

家與寒宿）提供校安與住宿中心共同留意關懷。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 規劃 111-2學期主題式成長團體。 

（二） 規劃 111-2學期舞蹈系先修班級輔導活動，預計 9場。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 111-2學期邀請音樂、傳音、舞蹈、戲劇、劇設系合辦校友講座，已確定劇設及舞

蹈系將於 2/20、4/24邀請卿孝德、洪綵希校友蒞臨講座分享，其他三系將於開學

後陸續完成確認。 

（二） 聯繫 111-2學期生涯諮詢業師，預計於 2月底前確定三位業師簡介及諮詢時間。 

四、 【資源教室】 

（一） 111年度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計畫經費結算、成果報告報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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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1-1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結果通知發送；111-2學期鑑定申請工作前置準備、

申請鑑定作業進行。 

（三） 規劃 111-2 學期資源教室學生系列活動（障礙平權系列電影欣賞、生涯系列時間

管理講座、生涯系列個別諮詢）。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 規劃 111-2學期性平宣導活動。 

體育中心 

一、 112年大專全國大專運動會，北區預賽比賽日期，3/25至 3/31，本校參加羽球團

體賽、個人項目及網球個人項目，將持續強化訓練，爭取佳績。 

二、 本中心體適能中心（健身房）預計於 3/1 開始每週二下午 5:00～7:00 免費開放

（寒暑假不開放），聘請專業工讀生管理，希望藉由優質之室內運動休閒環境，提

供教職員工生紓解身心壓力，促進身心健康。 

三、 預計於 112/3/20-22 辦理 111 學年度第一屆系際盃籃球錦標賽，希望藉由團隊運

動比賽培養校內良好運動風氣，增進彼此情感、以及各系間的互動，達到強健身

心及運動素養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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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2月 8日 

重點工作－林副總務長宏源代理(莊總務長政典請假) 

一、 營繕組： 

（一） 「學生宿舍公共空間及餐廳整修工程」消防竣工勘驗相關缺失已於112/1/31完成

改善，另綜合宿舍室內裝修竣工勘驗缺失涉及部分既有鋁隔牆疑有違建情形，

已洽鋁門窗廠商現勘估價改善，以儘速取得裝修許可。 

(二) 「女二舍增設無障礙電梯計畫」已於112/1/17取得雜項執照，並轉交廠商接續辦理

建管開工申請，相關工期配合雜照取得時程及農曆春節連假進行調整，並於

112/2/6召開第1次工務協調會議。

(三) 「MIT 3D聲音影設計與混音實驗室裝修工程」現場持續進行聲學工程之隔音牆、天

花板、弱電管線及隔音門安裝等項目，全案預計本年2月底前完成。

(四) 「影新大樓教學空間整修委託設計服務案」已於112/1/10開標進行資格審查，並於

112/1/16召開評選委員會，評選紀錄簽核後續於112/1/31議價決標。

(五) 「學人會館整修工程」委託設計監造之勞務採購已於112/1/17上網公告招標，預定

112/2/14開標辦理資格審查。

(六) 「戲劇系館防水整修工程」及「展演中心防水整修工程」已簽辦委託設計監造勞務

採購案，俟奉核即辦理招標作業。

(七) 「教學大樓防水整修工程」已簽陳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招標文件，俟奉核即辦理招

標作業。

(八) 「研究大樓2樓廁所更新工程」已彙整新媒系及保管組提供相關整修意見，簽陳設

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招標文件，俟奉核即辦理招標作業。

(九) 「藝文生態館教學空間整修評估案」採小額方式簽陳採購，並於112/1/12簽奉核准

完成採購，續由建築師擇期與電影系師長進行研商。

(十) 「行政大樓客梯設備更新」依據電梯廠商提供之報價資料，已於112/1/13簽請採購

招標事宜，俟奉核後即與廠商議價訂約。

(十一) 「音二館及研究大樓空調冷卻水塔更新工程」已於112/1/13與空調技師完成訂

約 ，並請其於112/2/15前交付工程圖說及預算等資料。

(十二) 「衛武營Q棟S棟整修工程委託設計」已由建築師於111/12/23提報「規劃報告

書」 ，並於112/1/6邀集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召開(線上)審查會議，續請建築師依各

單位意見修正規劃報告。

(十三) 「綜合宿舍和女二舍整修評估」已由建築師111/12/27提報修正後預算及進度表，

並於112/1/16再次審查修正版之概算，訂於112/2/13於校長室召開研商會議。

(十四) 「館舍廁所改建計畫」已完成各館舍廁所面積統計，並參考先前採購案件之契約單

價，彙整戲劇系館、舞蹈系館、音一館、活動中心及研究大樓等第1期整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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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 

二、 事務組： 

（一） 本校校車駕駛因確診新冠肺炎，接駁車自112/1/12下午停駛至112/1/19(春節假期

前)，已緊急發送EDM週知，並於校內站牌張貼公告。 

（二） 本校111年12月份停車場收入25萬2,558元，較110年同期收入(33萬7,805元)減少8

萬5,247元，減幅達25.24%；又111年度全年停車場收入434萬8,073元，較110年同

期收入(444萬9,263元)減少10萬1,190元，減幅達2.77%。 

（三） 本校技工職缺甄選優先由工友內升轉化，蒙校長於112/1/12圈選陳玉佩女士為正

取人員，另陳女士所遺工友職缺已奉校長核准以外補方式辦理，公開徵才時間至

112/2/10止。 

（四） 112/1/12辦理駐警及工友考績委員會之委員票選，正取二名，備取四名，選舉結

果已簽奉核定。 

（五） 本校修正公告「本校校區門禁及安全管理事項」，業於112/1/13以書函發布週知，

並公告於校門口佈告欄；另本校汽機車管理暨違規處理辦法修正案業於112/1/12

以書函發布周知。 

三、 保管組： 

（一） 112年上半年全校高枝修剪於寒假期間陸續施作，預計開學前全部完成；學園路擋

土牆上方傾倒枝幹，則由廠商派吊車於112/2/1上午完成修剪。 

（二） 景觀園藝廠商1-2月份工作檢討會預計2/7(二)上午10時召開，環境清潔廠商1-2

月份工作檢討會，則於1/17(二)下午2時併過年期間重點工作提醒召開完畢。 

（三） 學生餐廳寒假期間自助餐菜色烹調改善案，承攬廠商負責人於2/1 (三)上午10時

併2/13 (一)開學整體營業改善方式到校說明與討論。 

（四） 鄰近校門口右側草皮之藝術品「帶祿壽」二件(作品年代：94年，至今約18年)，

於98年由「富邦藝術基金會」捐贈(列帳金額二件共35萬元)設置，因長年受天候

影響，車體多處損壞、烤漆脫落，而基腳固定鐵件也銹損嚴重致部分傾斜，恐有

安全疑慮，111年10月洽原創作藝術家劉老師及協助修復之校友共同現勘，11月中

收到報價修復費用共需79萬元，評估修復經費過高而不予辦理，又考量校園公共

空間安全之重要，謹依行政程序辦理報廢作業。 

（五） 為提升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之會議品質，繼去(111)年底採購電視牆後，今年擬繼

續採購視訊會議使用之4K會議攝影機及桌機(含螢幕)。 

四、 出納組： 

（一） 有關111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費作業經電算中心於111/12/14召開協調會議，研商確

認註冊組、課指組、住宿中心、出納組等各相關單位前置作業期程，出納組於

112/1/13完成學雜費繳費主檔上傳中信銀學雜費平台，並由中信銀1/17完成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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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學生續於1/18-2/13繳費，預計收款人數為3,448人，收款金額為新台幣

109,476,402元。 

（二） 依勞動部公告發布，自112/1/1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26,400元，自該日

起，於該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未滿183天之外籍人士(含已除戶之

本國人)，各單位申報所得時，全月薪資給付總額超過39,600元（基本工資之1.5

倍）者，應扣繳18％稅額；未超過39,600元者，則應扣繳6％稅額，其餘非薪資所

得扣繳率，請參閱出納組網頁公告「常用各類所得扣繳率簡表」。 

（三） 111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核發事宜依人事室轉知依據行政院來函辦理，另校

務基金人員及計畫案(編列年終獎金預算者)等人員併同辦理，出納組完成造冊後

已依規定於春節前10日(112/1/12)核撥年終獎金。 

（四） 配合學校111年度關帳作業，主計室完成帳務結算後，出納組後續進行111年度扣

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已於112/1/13完成申報。 

（五） 本校內部稽核小組於112/1/4 至本組進行111學年度個人資料管理稽核，查核項目

:個資管理、人員管理及教育訓練、個資流程鑑別、檔案清查、辦公室個資保管、

個資銷毀，以及委外廠商-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郵局之委外監督等，已提供相關佐

證資料供委員參閱。 

五、 文書組： 

（一） 為辦理111年公文歸檔稽催作業，已函請各承辦人於1/31前將辦結公文送交本組完

成歸檔程序，迄今仍有部分單位未完成（以舞蹈系、新媒系未完成件數較多），

刻由本組持續稽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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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2月 8日 

重點工作—于研發長國華 

研發長室 

一、  藝術永續推動工作籌備情形 

(一) 文化部補助計畫成果報告及經費核銷業經部審核後，已於 112/1/9 撥款入校。 

(二) 刻正辦理 2022 論壇文字內容記錄與整理，以利續辦電子論壇集出版作業。 

(三) 業於 112/2/1 召開論壇 111 年檢討暨 112 年第一次籌備討論會議；另於 112/2/8 邀

請各學院院長請益今年論壇主題方向。 

二、  112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業經教育部 112/1/9 函復同意備查，並依規定上傳至校務

基金公開專區。 

三、  主計室通知填報 111年度決算書總說明，業於 112/1/9更新回傳。 

四、  主計室通知填報 113年概算籌編表件，業完成回傳。 

綜合企劃組 

一、  校務前瞻發展座談會會議紀錄業整理完成並辦理簽陳校長後寄發相關單位。 

二、  110 系所品保自我改善計畫表格式皆於各場座談會後併簡報寄送學院參考，並請各

受評單位於 112/2/28 前回寄研發處。 

三、 \ 國科會計畫執行管理 

 計畫申辦執行情形（112/1，統計基準日 112/1/11） 

類型 計畫項目 件數 

申請 
專題研究計畫 14 

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1 

變更 各類型計畫 12 

結案 各類型計畫經費結報 1 
 

學術發展組 

一、 學術倫理案件審議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業於 112/1/3 召開，會議紀錄將寄送委員確認

後再簽陳校長核定。 

二、 國內交換生辦理情形 

(一) 交換至本校 1 學期同學於學期結束(112/1/31)前辦理離校。本學期成績單將郵寄至

學生原就讀學校；交換 1 學年同學不用辦離校，有住宿者依宿舍規定辦理寒宿或

清宿，本學期開學於研發處親領本學期成績單。 

(二) 111-2學期國內交換生共 8位，說明會訂於 112/2/14上午於本處會議室舉行。 

(三) 112學年度國內交換生已於 111/12/26 公告開始受理申請，請各教學單位自行訂定審

查作業時程公告所屬學生周知，並於 112/4/7 前將推薦學生資料送本處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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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組  

一、  近期計畫徵件資訊（含常態性補助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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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非科技部計畫執行追蹤管理（112/1-2，統計基準日：111/1/17） 

類型 補助 委辦(標案) 合作 合計 

計畫申請 6 4 0 10 

計畫核定 7 2 0 9 

結案申報 8 6 5 19 
 

創新育成中心 

 

創新育成中心 

一、 學生團隊創新育成輔導 

(一) 112年 1月份學生團隊個別諮詢輔導業辦理 5場次。 

(二) 業於 112/1/9 辦理學生團隊團體輔導「影片企劃與簡報技巧實作工作

坊」工作坊。 

(三) 業於 112/2/4 辦理業師顧問交流餐敘，凝聚產學業界創育能量，增進藝術創業交流

與商機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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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創業微學分學程 

1. 111-2學期必修科目業完成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時間 修課人數 

創業學．學創業 2 112/1/14 (六)至 112/1/17(二)、2/11、12(六、日) 25 

創業實踐 1 112/2/6 (一)至 112/2/10 (五) 6 
 

2. 創業學課程業於 112/1/16 辦理一日企業見習，由教師與本處同仁帶領修課學生赴

ISM 主義甜時、米特藝術文化、Impact Hub Taipei、狂想劇場、山峸製作設計等 6

間企業見習交流。 

3. 創業實踐課程與星濱山共創工作室合作，業於 112/1/13 辦理行前說明會，訂於

112/2/10辦理分享會。 

(二) 111年度第 1梯次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 

輔導學生團隊提案計畫書，預計 112/2/10 前完成報部。 

專案計畫推動情形 

專案名稱：教育部購置教學研究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  110/12/15-112/4/30 

 
計畫平臺 

一、  業於 112/1/10 提醒各計畫單位截至 112/2/1 各計畫執行辦理情形如

下： 

（○未完成，●已完成） 

 

https://rd.tnua.edu.tw/callfor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83859931751651/search/?q=%E7%A0%94%E7%99%BC%E8%99%95
https://incubation.tnua.edu.tw/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nuafacilities/
https://incubation.tnua.edu.tw/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nua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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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線上成果報告 經費 餘額 結案情形 

電算中心 ● 完成 140,314 結案。餘額經結算後轉校務基金 

圖書館 ● 核銷中 0 典藏系統業驗收完成，辦理核銷中 

藝科中心 ○ 完成 0 經費結案、報告未交 

3D遠端實驗教學與

空間建置計畫/ MIT 
○ 

20.1% 

履約中 0 
空間整建工程業獲教育部同意展延，預

計 112/3完成 
 

專案名稱：教育部藝術校院辦理推廣藝術教育計畫 111/1/1-111/12/31  

一、 111年度計畫成果分享會業於 112/1/9完成辦理。 

二、 111 年度計畫成果業通知於 112/1/14 繳交。目前結案辦理情形：（○未完成，●已完

成） 
 

年度補助計畫 成果報告 
成果照片 

/影片 
線上成果 經費 結案情形 

藝
大
平
台 

研發處 2022犇藝獎 ● ● ● 核銷中  

張曉雄老師 
舞蹈音像在地實驗計畫 

● ● ○ 完成  

蔡慧貞老師 
111年度藝術校園計畫 

○ ● ○ 完成  

趙瞬文老師 干豆風 LOOP計畫 ● ● ○ 完成  

吳懷晨老師 
當代文學經驗藝術推廣計畫 

● ● ● 完成 結案 

林姿瑩老師 
聲存之藝-推廣聲音藝術教育計畫 

● ● ● 完成 結案 

林姿瑩老師 
島語漫遊-藝術教育的探索與啟發計畫 

● ● ● 完成 結案 

藝
大
開
門 

影新學院 
電影與新媒體教育推廣實踐計畫 

○ ● ○ 完成  

音樂學院 
後花園III -科技與音樂跨域實驗劇場計畫 

● ● ● 完成 結案 

美術學院 
事件是一所學校：轉型中的藝術 教育 

● ● ● 完成 結案 

人文學院 
關渡妖言文學節策展、對談、行動計畫 

● ● ● 完成 結案 

動畫系 動畫開門 ● ● ○ 完成  

舞蹈系 雙向連結．迎向頂尖 ● ● ● 完成 結案 

關美館 
永續展演平台藝術教育推廣計畫 

● ● ● 完成 結案 

學務處 十二光年星空相遇 ● ● ● 完成 結案 

傳音系  
響遏行雲．歷史迴聲-老琵琶特展 

● ● ● 完成 結案 
 
 

專案名稱：教育部藝術校園美感體驗教育計畫 110/11/24-111/12/31 

 
一、 \ 111年度計畫成果業通知於 112/1/14繳交。目前結案辦理情形：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nua-aestheticedu/%E9%A6%96%E9%A0%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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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已完成） 
計畫平臺 

計畫執行單位 課程活動 線上成果 報告表 經費 結案 

舞蹈系 焦點舞團校園推廣計畫 完成 ● ● 完成  

動畫系 動畫營 完成 ● ● 完成  

MIT 美感教育探索與創發計畫 完成 ● ● 完成  

學務處 暑假戲劇藝術服務隊 完成 ● ● 完成  

傳音系 傳統音樂推廣計畫 完成 ● ● 完成  

師培中心 小北藝-跨域藝術教育師資培育計畫 完成 ● ○ 完成  

藝教所 大成國小夏日文化樂學學 完成 ● ● 完成  
 

 

 
 

 

二、  111學年度計畫書業依經核定，刻正辦理校內簽核程序。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nua-aestheticedu/%E9%A6%96%E9%A0%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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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 年 2 月 8 日 

重點工作－江副國際長明親代理 (林國際長亞婷請假) 

國際交流業務 

一、 2023/2/23、24 Shared Campus成員學校於北藝大進行跨年度課程及跨國研討，請

各院院長及各系所老師預留時間與會參與。另於 2/17（五）中午 12:00於國際處召

開說明會說明跨年度課程及跨國研討會相關事宜，並由蘇黎世藝術大學 Daniel 

Spaeti擔任會議主講者。 

二、 辦理本校與姊妹校日本京都精華大學簽訂 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以詳盡交

換合約相關事宜。 

三、 辦理本校與法國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CNSMDP）以校級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簽訂合約事宜。 

境外學生業務 

一、 2023年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於 2/1至 3/31止開放報名。 

二、 辦理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外國學生獎學金申請，敬請協助公告週知，各系所需自訂

收件截止日期，並以院為單位送件，敬請於 2/22前將申請文件及學院薦送表交至

國際事務處。 

三、 辦理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及【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

申請，收件截止日期為 2/25。 

交換學生業務 

一、 辦理教育部 112年度「學海築夢」、「學海飛颺」、「學海惜珠」等「鼓勵國內大學校

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申請案，受理申請案之截止日期為 112/2/22。各系所院需

自訂審查辦法及收件日期，並以院為單位送件。敬請各教學單位依規定辦理並於時

間內繳交。 

二、 辦理 112學年度赴國際及大陸姊妹學校交換學生自費申請案，受理申請案之截止日

期為 112/2/22。各系所院需自訂審查辦法及收件日期，並以院為單位送件。敬請各

教學單位依規定辦理並於時間內繳交。 

三、 辦理 111-2學期赴本校交換生入境及交換相關事宜。 

四 聯繫各姊妹校 112學年度赴本校交換生申請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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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2月 8日 

重點工作—蘇院長顯達 

音樂學院 

一、 2/3 (五)上午泰國 Mahidol University國際招聘院長 Christopher Schaub來

訪，洽談續簽姐妹院事宜。 

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一、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兼任教師辦理勞保加保作業。 

二、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專任教師聘任資料整理 

三、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成績上網登錄。 

四、 112學年音樂學系學士班入學考試:日程安排。 

112學年碩博班入學考試：考生紙本資料整理。 

五、 2023春夏系列音樂會：文宣品主視覺設計、各場次節目名稱構思、演出人員及

演出曲目確認、樂曲解說、相關經費編列等事宜。 

六、 音一館、音二館大教室整理，器材維護。 

傳統音樂學系 

一、 會議：2/13 (一)10:00召開 111-2第 1次系務會議 

二、 人事： 

（一） 上簽申請 111-2學期續聘三年內聘任有案之 2位兼任教師聘書。 

（二） 簽請核發 111-2學期他校專任教師前來授課之書函。 

三、 招生： 

（一） 確認 112學年度碩士班與學士班招生考試評審委員名單。 

（二） 進行 112學年度海外僑生及港澳生招生申請資料審核。 

四、 總務： 

（一） 確認 111-2學期兼任教師勞健保辦理申請。 

（二） 進行教學空間清潔、樂器維修與多功能講桌維護、物品報廢事宜。 

五、 財務：編列與提交 113年度概算籌編表。 

六、 教務： 

（一） 確認休學學生年限，並聯繫學生確認他們是否復學；提醒及確認年限將至的碩士

生是否要申請論文口試。 

（二） 協助學生加選由系辦配班的課程，並輔導學生選課及學分數的計算與確認。 

（三） 協調隔週上課課程的上課時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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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1-2學期期初考日期：古琴組訂於 112/3/2 (四)；琵琶組訂於 112/3/3 

(五)。 

七、 展演活動與專題演講： 

（一） 111-2學期音樂會場次共計有 24場。 

（二） 111-2學期馬水龍廳演出場次待與音樂系協調場地時間。 

（三） 學生申請音樂會場地之計畫書補件繳交截止日為 112/2/18。 

八、 高教深耕計畫：將於 112/2/13系務會議提案確認 112學年度高教深耕要執行的

子計畫及經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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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2月 8日 

重點工作—劉院長錫權 

一、 【高教深耕計畫】：112年度本院高教深耕計畫進行子計畫彙整與總預算規劃中。 

二、 【獎項競賽】：【2023高雄獎】本院多位校友與在學生獲獎，洪瑄（美碩 104級

校友）、翁榛羚（美碩 107級）獲首獎，姜鴻逸（美術系 83級校友）、劉文豪（美

碩 108級）、朱仲文（藝跨所 110級）、張驊（美術系 99級校友）、許芯慈（美

術系 103級校友）、黃孟雯（藝跨所 103級校友）楊祐丞（美碩 107級）、林彥翔

（藝跨所 108級）獲入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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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事務】：112學年度美術學系碩、博士班招生考試前置作業執行中，包含收

取考生書面資料、製作考生考試資訊、招生工作人員招募、停課通知、書面審查等。 

二、 【招生事務】：112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招生書面資料彙整並預備進行審理。 

三、 【教學學務】：111-1學期碩博士班大綱發表與學位考試已辦理完畢。現正輔導學

生論文修改與離校程序辦理之諮詢。 

四、 【教學學務】：輔導學生 111-2學期開學各項事宜，及課程加退選申請詢問。 

五、 【獎項競賽】：【第十七屆龍顏藝術創作獎】將於 2/14舉行複審評選， 2/ 20於

地下美術館開幕展出。本獎為財團法人龍顔基金會專款贊助所創立，十多年來提供

本院學生對於平面媒材創作方面之實質鼓勵。 

藝術跨域研究所 

一、 【招生事務】：112學年度藝跨所招生考試前置作業執行中，包含收取考生書面資

料、製作考生考試資訊、招生工作人員招募、停課通知、書面審查等。 

二、 【招生事務】：112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招生書面資料彙整並預備進行審理。 

三、 【教學學務】：111-1學期大綱發表與學位考試已辦理完畢。現正輔導學生論文修

改與離校程序辦理之諮詢。 

四、 【教學學務】：輔導學生 111-2學期開學各項事宜，及課程加退選申請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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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2月 8日 

重點工作－王院長世信 

戲劇學院 

 戲劇學院紀念戲劇大師姚一葦先生系列活動－「X VOICE姚一葦先生百年冥誕特

展」業於 1/8閉幕，已於 1/18撤展完畢。 

戲劇學系/所 

一、 戲劇系館因年久失修，日前總務處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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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 

處已派人清洗本系系館牆面之青苔，亦已安排戲劇系館屋頂漏水整修工程。 

二、 已於 1/18完成寒假系館保養。 

三、 已於 2/2完成清洗戲劇系館一樓玻璃牆面。 

四、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邀集具代表性的戲劇科系學校代表及本系，於 2/2舉辦戲劇

聯演方案研商會議，研商如何再現大專院校戲劇聯合展演的方案與形式。 

五、 戲劇學系暨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僑生入學考試，相關資料及作業時程業已通知考

試委員，預計 2/18當天完成面試視訊。 

六、 戲劇學系預計於 2/13上午 10點舉行第一次系大會。 

七、 戲劇學系預計於 2/17下午 3：30於戲劇廳舉行排演課安全講習。 

八、 戲劇學系暨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預計於 2/20舉行第一次系所務會議及系演策

會。 

劇場設計學系/所 

一、 已於 1/10(二)-1/15(五)完成展演中心戲劇廳舉辦劇場設計學系期末作業展與期

末評鑑。 

二、 本系於 2023/1/17(一)至 1/20(四)、2/1(三)至 2/3(五)安排 TDB04舞台動力實

驗室、TD109燈光實驗室、TD302、TD303服裝材質實驗室、TD200數位工作站進

行器材保養維護。 

三、 【高教深耕】預計於 2/7(二)至 2/10(五)邀請本系 86級校友鄒蕙筠老師開設國

際巡迴演出製作技術管理工作坊，本次工作坊開放戲劇學院全體學生和校友參

加。 

四、 預計於 2/13(一)召開 111-2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 

五、 預計於 2/13(一)召開 111-2學期系大會。 

六、 【高教深耕】預計於 2/20(一) 10:00-12:00 邀請 99 級校友卿孝德舉辦校友分

享講座:「想在海外工作,一定要出國唸研究所?---從獅子王音樂劇、太陽馬戲到

環球影城。」本次講座開放外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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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11-2 學期「高中五校聯盟微課程」將於 112/3/8、3/15、3/22、3/29、4/12、

4/19(三)連續舉辦。 

八、 一月上旬已於戲舞大樓地下室（舞台動力實驗室外腹地）增設高演色性繪景工作 

專用照明燈具，提升學生繪景等作業效率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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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2月 8日 

工作重點−何院長曉玫

舞蹈學院 

一、 進行 113年度經費概算籌編，預估 113年度業務實需編列業務費需求。 

二、 2023 年舞蹈學院初夏展演，2023/2/6-2/10 進行蔡慧貞老師舞作、以及洪綵希

老師密集排練，2/7-2/10進行張曉雄老師舞作密集排練。 

三、 2023 年臺灣燈會，舞蹈學院何曉玫院長 Meimage Dance 於 2023/2/5 進行踩街

遊行以及夜間於光源舞台（台北 101 水舞廣場）演出《默島新樂園》；舞蹈學院

並將於 2023/2/17夜間於光源舞台（台北 101水舞廣場）進行匯演。 

四、 111 學年度舞蹈學院教師評鑑本次計有曾瑞媛教授、林立川講師受評，預計

2023/2/18繳交教師成果資料，3月份受評。 

五、 2023/2/19-2/25，日本高円寺劇場藝術總監啟子老師等一行人來訪，進行北北

風創作比賽交流，並於 2/24進行台日北北風創作交流呈現。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舞蹈學系碩士班、舞蹈學系博士班 

一、 海外聯招會 112年僑生申請入學審查開始進行，刻正召集教師進行審查。 

二、 2023/2/1進行一貫制六年級班展審舞，3/2舉辦一貫制六年級班展呈現。 

三、 2023/2/13 上午進行七年一貫制大會及貫一至貫三大會，2/17 召開貫一至三導

師會議。 

四、 2023 年碩博士班招生考試，進行書面審查資料發送，以及提醒出題作業，於

2023/2/16 召開碩博士班招生評審會議，考試於 3/4、5 進行，各項考前準備工

作持續準備中。另進行試場工作分配以及考試日程表建立。 

五、 112 學年度交換學生申請案於 2023/2/16 進行審查面試會議。本次計有 19 名申

請。 

六、 2023年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招生報名於 2023/2/17截止，於 3/13召開招生評審

會議。考試於 3/16、17、18進行，各項考前準備工作持續準備中。 

七、 各項課程異動通知及選課公告持續進行，進行學生選課輔導。 

八、 安排本學期行事曆以及築夢有約講座。 

九、 2023 年台北書展 2023/1/31-2/5 於台北世貿展覽館進行，2023/1/31 由本系陳

雅萍老師及林亞婷老師展開首場新書發表講座《身論集：身體創作與書寫的紙

上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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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與新媒體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2月 8日 

重點工作—史院長明輝 

電影創作學系 

一、 【2023克萊蒙費宏短片國際影展】國際競賽本學系入圍名單如下： 

(一) 碩士班唐豪同學短片作品《燒》 

(二) 學士班校友林劭慈短片作品《六月雨》 

二、 【2023克萊蒙費宏短片國際影展】本學系及動畫學系受邀代表臺灣電影學校交

流，參加活動如下： 

(一) 滕兆鏘主任受邀參加「臺灣電影圓桌論壇」。 

(二) 校系簡介活動。 

(三) 本校學生作品放映，交流作品名單如下： 

碩士班葉伊同學、李騁銓同學短片作品《流光》 

碩士班許鴻財同學短片作品《公雞》 

碩士班校友林亞佑短片作品《主管再見》 

學士班劉澄雍同學、校友林治文短片作品《龔囝》 

學士班校友廖家岑短片作品《財神大樓》 

學士班校友游珈瑄短片作品《家庭式》 

新媒體藝術學系 

一、 新媒系 1/6(五)為大四期末評圖，地點為研究大樓一、二樓展覽空間。 

二、 新媒系 1/9 (一)召開期末系大會，針對學生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及檢討，並宣布

系上活動及重要時程。 

三、 新媒系 1/13 (五)召開「2023新媒系願景共識營」，針對學系定位、課程、招

生、學系規定等方向進行研討與調整。 

四、 新媒系 1/12 (五)「穿戴裝置表演」課程期末呈現，地點為科藝廊 B。 

五、 新媒系於 2/6 (二)完成學海飛颺 112學年度赴外交換系所審件排序作業。 

六、 新媒系碩士班謝佩庭同學，作品《Ghosts of Google》入圍「2023高雄獎」影

像暨科技媒體藝術類入選獎，作品將於 1/21 (六)- 4/30 (日)於「高雄市立美

術館四樓展覽室」展出。 

七、 新媒系碩士班魯志楷、趙若彤同學，參與美院碩班 Duncan Mountford老師所開

設的「環境藝術創作研習」期末聯展《長島》，展期 1/6 (五)-1/15(日)，地點

為「卡卡藝術」。 

動畫學系 



10-2 

一、 動畫學系及電影系受邀參加 1/27~2/14「法國克萊蒙費宏短片國際影展」，北藝

大作為焦點學校策畫兩個單院共計 14部動畫，6部電影短片。現場觀眾反應極

佳。 

二、 動畫學系新進客座專任老師 Michael Robinson老師於 2/1完成報到手續。當天

就老師權利義務、新學期期程安排、器材需求、加選原則與助理規畫進行溝通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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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2月 8日 

重點工作—林院長承緯 

一、 教師升等案之外審委員聯絡及資料寄送。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一、 海外僑生報考資料審查。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一、 本所 111-1 學期研究生論文大綱發表暨學位考試順利結束，完成學位論文 8 篇、

論文大綱 17篇之審查。 

二、 輔導並協助學生論文修改、電子論文審核，以及畢業離校手續。 

三、 安排及處理 112學年度碩士班暨在職專班招生面試資料整理等前置作業。 

四、 安排本所 112學年度「海外僑生及港澳生招生」個人申請審查作業。 

五、 「藝起來尋美」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辦理美感體驗教育計畫： 

預計於 112/2/17(五)辦理第三期「藝起來尋美」藝起來尋美美感體驗課程發展記

者會暨課程成果分享交流工作坊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一、 2/8前初審本所僑生申請入學書面資料。 

二、 2/8審核本所赴外交換生申請。 

三、 1/16公告 111-2學期藝術管理實務名單並辦理學生校外實習保險。 

四、 1/12辦理學位考試 

五、 1/10完成藝管所個資稽核。 

博物館研究所 

一、 2022「第十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案第二年計畫研討會論文集彙編

出版，現階段已大致統計完成有意願投稿的人數約 20位，並展開論文集投稿收件

。有關本案與華藝研討會論文集授權簽約事宜，亦進行簽約內容討論中。 

二、 連江縣政府文化處委託本所辦理「111 馬祖島嶼博物館專書調研書寫及編輯計畫」

，本案書籍編輯文章邀稿格式規劃；規劃於三月進行馬祖實地考察。 

三、 本所新聘教師林益仁副教授已於 112/2/1報到，111-2學期擬開課程包括：科學博

物館專題、生態博物館規劃與管理等。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一、 刻正規畫跨國「校園共享 Shared Campus」微學分學程。 

二、 ICDF計畫：撰寫 111學年第一學期期中工作報告及整理會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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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一、 本博班 111-2學期活動 BrownBag午餐論壇，原則上仍規劃 6場的規模，假文資書

苑舉辦，本案計畫書已於 1/31送交 CTL審查。本學期預定邀請：甫獲金馬獎最佳

動畫短片獎的張徐展、文化部李靜芳次長、臺師大白適銘教授、本校藝管所劉蕙

苓教授、本博班康碧真同學、藝教所柯宛均同學蒞場分享，活動預訂於 3-5 月份

每隔週一展開，歡迎校內師生、同仁共襄盛舉。 

二、 臺大借調本博班服務之洪一平教授，確定於 111-2 學期開始借調至本博班服務，

並業於 112/2/1報到，111-2學期擬開課程：科技、文化與社會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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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2月 8日 

重點工作－李代理院長葭儀 

通識教育中心 

一、 辦理教學大樓空間維護及設備整修事宜。 

二、 辦理通識核心教學助理申請及起聘事宜。 

三、 111-2學期多益校園考試將於 4/30於教學大樓辦理。報名時間 2/22-3/22止，有

考試需求的學生、同仁可詳洽通識中心官方網站最新消息。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一、 本所學生林宇軒以詩集《心術》獲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12年度第 1期藝文補助之

文學類出版補助。 

二、 本所顧玉玲老師、廖偉棠老師，以及學生吳佳駿、謝文傑（望日）將於 2023台北

國際書展期間出席講座活動。 

三、 本所學生游以德 Sayun Nomin編劇作品《泰雅精神文創劇場》（入圍 2021年臺灣文

學獎劇本創作獎），4/7-4/9將於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藍盒子劇場演出。 

師資培育中心 

一、 本中心寒假期間 1/30起陸續辦理教育部「精進師資培育計畫」-新媒體藝術及多媒

體音樂專題相關課程。 

二、 本中心 2/8辦理 112學年公費師資生甄選面試活動，預計甄選兩名公費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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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2月 8日 

重點工作--蔡主任旻樺 

一、 教育部依 111/6/22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服務法第 26條第 1項授權規定，於 112/2/2

訂定發布「國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並併同修正發布「公

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自 112/2/4 生效，請各單位主管配合辦理，

並轉知所屬同仁。 

(一) 本次「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之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1. 刪除教師持股比例限制。 

2. 增訂教師到職時有違反經營商業情事辦理解任登記之緩衝期限，至遲應於到職時提

出書面辭職，3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特殊情形得延長 3個月，未完成解任登記前，

不得參與經營及支領報酬。 

3. 增訂教師得於下班時間從事具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

作，或依個人才藝表現，獲取適當報酬，並得就其財產之處分、智慧財產權及肖像

權之授權行使，獲取合理對價。惟不得至校外從事補習、家教之教學活動。 

4. 將教育部 111/7/18 令釋曾任或現任國家代表隊運動選手之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

得接受商業代言等相關事項，納入規範 

(二) 本次新訂「國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考量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雖負行政工作職責，惟其從事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事務，宜回歸公立各級

學校教師所適用之行為準則，爰其兼職規範放寬至與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規範趨於

一致，不同之處僅在審酌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需投注相當之時間與心力於行政工作，

是以，於「國外及港澳地區」得兼職之範圍，不包括與專科以上學校建立產學合作

關係之外國公司。 

二、 本(112)年 2/14 下午 2 時 30 分於本校行政大樓一樓舉辦春節團拜活動，請各主管

及同仁踴躍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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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2月 8日 

重點工作—汪主任玉雲 

一、本校 111年度決算情形： 

(一)111年決算收入 962,676,933元，支出 970,607,498元，決算短絀 7,930,565元。 

(二)資本支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遞延費用執行： 

 預算數 決算數 百分比 

固定資產 122,297,659 101,968,369 83.38% 

無形資產 8,561,000 2,834,813 33.11% 

遞延資產 45,000,000 88,012,138 195.58% 

合計 175,858,659 192,815,320 109.64% 

111年度固定資產預算保留： 

1.校園網路邊際交換器 2,600,000元。 

2.女二舍增設無障礙電梯工程 10,893,000元；合計 13,493,000元。 

(三)111年度決算短絀 7,930,565元，較預算短絀 11,810,000元，減少短絀 3,879,435元。

收支增減情形如下： 

1.學雜費收入 183,791,926元，較預算數增加 10,723,926元。 

2.編制內-用人費用較預算數減少 26,926,337元，編制外-計時計件人員薪資較預算數

增加 50,103,476元，支出合計較預算數增加 23,177,139元。 

3.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59,519,856元，較預算數增加 3,019,856元。 

4.利息收入 6,119,677元，較預算數增加 2,045,677元。 

(四)111年決算短絀較 110年度決算短絀 27,730,932元減少 19,800,367元，主要係： 

1.學雜費收入較去年增加 9,461,300元。 

2.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較去年增加 10,349,839元。 

(五)110年度及 111年度自籌收入情形： 

 
學雜費收入 

建教合作收
入 

推廣教育收
入 

利息收入 
資產使用及
權利金收入 

受贈收入、
招生及其他

收入 
合計 

110年度 165,379,340 69,769,906 7,030,744 4,507,420 49,170,017 22,977,036 318,834,463 

111年度 174,840,640 74,264,635 10,719,477 6,119,677 59,519,856 20,254,766 345,719,051 

增減數 9,461,300 4,494,729 3,688,733 1,612,257 10,349,839 -2,722,270 26,884,588 

二、為減少購建固定資產之補辦預算情形，教育部函轉行政院來函，要求各單位應妥慎評估

各年度經費需求，核實編列預算；相關資料業函送各單位周知，請各單位依前揭原則，

審慎評估 113年度經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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