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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資料時間：112 年 2 月～112 年 4 月 
 

一、 校務評鑑籌備作業 

（一） 校務前瞻發展座談會會議決議及相關建議業提送各學院與相關行政單

位協處。 

（二） 各系所 110系所品保自我改善計畫截止提交日期遞延至 112/3/15，將完

成整理需由相關行政單位協助事項。 

（三） 高教評鑑中心業於 112/2/24 寄送第三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務手冊

供學校參考。本校將於 113年下半年接受教育部校務評鑑，並訂於 113

年 3 月辦理自我評鑑。 

1. 本次評鑑共「校務治理與經營」、「教師教學與學術專業」、「學生學

習與成效」、「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等四項目 15 項指標。評鑑重點

為落實辦學自我品質保證、風險控管機制與作為，及展現大學校院辦學

成效、善盡社會責任。 

2. 評鑑準備作業由研發處、教務處統籌工作小組辦理，請各一級單位主管

指派聯絡窗口予以協助資訊蒐集彙整與現場訪評作業。預計 4 月邀集各

一級單位主管暨窗口辦理說明會，了解本次評鑑內涵及相關作業方式。 

二、 學校藝術永續推動情形 

（一） 藝術永續國際論壇籌辦情形 

1. 111 年論壇成果整理 

(1) 業完成文化部補助計畫結報，補助款業經審核後於 112/1/9 撥款入校。 

(2) 業完成國科會補助計畫結報，補助款經審核後將另撥款入校。 

(3) 刻辦理直播影片字幕上稿作業，預計 3 月底完成。 

(4) 論壇成果電子書刻正進行文字編輯、美編設計及上架通路洽談中。 

2. 112 年論壇籌備作業 

(1) 112/2/1 午餐會報業辦理 111 年檢討暨 112 年第 1 次籌備討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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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2/2/8 業進行論壇籌備工作會議，與顧問討論本年度主題規劃。 

(3) 112/3/1 業與預計合作單位視訊會議，討論本年度論壇合辦規劃。 

(4) 112/3/7 業邀請各學院院長請益今年論壇主題方向。 

(5) 112/3/16 業辦理論壇現場直播技術諮詢會議。 

(6) 刻正準備相關部會相關補助申請作業。 

（二） 產學研究 

由楊金源老師以本學期戲劇學院公演作品進行本校永續製作研究，在

展演中心、總務處協助產學合作進行能源與材料使用情形分析。 

（三） 藝術永續推動工作辦理情形 

1. 112/2/15 與營繕組及顧問辦理永續校園盤點會議，了解能源管理現況。 

2. 112/2/21 與展演中心辦理溝通會議，討論永續製作與場館可能作為。 

3. 112/2/22 午餐會報業由顧問說明溫室氣體盤查與減碳推動作法。 

4. 112/4/18 校務會議將邀請顧問於時向校務代表說明學校進行組織溫室氣

體盤查導入作業與減碳推動作法。 

5. 業完成 112 學年度新開設永續課程溝通與規劃。 

6. 業完成教育部永續校園補助申請規劃，並於 112/3/10 完成線上繳交。 

7. 本校藝術永續推動介紹影片製作中，以作為年度推動成果呈現。 

8. 刻正研擬本校藝術永續推動委員會及永續辦公室設置要點，以統整校內

永續作為推動成果。 

三、 112 年 3 月期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 

（一）本期基本資料業由教務處、人事室、總務處協助於 112/3/3 完成確認。 

（二）本期校內填報時間至 112/4/26 止，業以電子郵件寄請各填報單位準時填

報作業並完成校內檢核表送研發處，以利後續作業時程內檢核報部。 

（三）本期本校專任教師榮譽獲獎、參與學術組織、學術與展演發表等 7 項調

查表，業以電子郵件寄請各系所助教協助轉請教師填報，並請於

112/4/12 前回寄本處。 

四、 校務發展暨教師獎勵會議辦理情形 

（一）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 

1. 111-2學期校務發展小組會議訂於 112/5/16召開、委員會訂於 112/5/23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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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各單位如有提案請循行政程序於 112/5/9前簽准並送達研發處辦理。 

（二）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委員會 

2. 112 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及外文著述潤稿經費補助申請期限至 112/3/31 截

止，業以 112/2/13 北藝大研字第 1121000429 號函公告周知。 

3. 112 至 113 年度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業簽經校長核定並製發聘函。 

（三）國科會補助研究獎勵審議委員 

112 年度研究獎勵自即日起至 112/5/12 止受理申請，請有意申請之師長

於期限前經系所院相關會議討論後，將推薦資料送至本處。 

（四）學術倫理案件審議委員會 

第 2次會議紀錄業經校長核定，審議結果於112/2/20書面通知相關人員。 

（五）投資管理小組委員會 

111-2 學期會議訂於 112/4/12 召開，討論 111 年度投資效益評估案。 

五、 國內交換生辦理情形 

（一）111-2 學期國內交換生： 

1. 112/2/14 業完成 111-1 學期成績單交付學生並寄送原就讀學校留存。 

2. 112/2/14業完成辦理 111-2學期國內交換生說明會，本學期 8名交換生，

其中 1 名為本學期新生。 

（二）112 學年度國內交換生至 112/4/7 受理校內教學單位推薦。 

六、 與 CTL 合辦「教學助理(TA)培訓暨研究助理(RA)研習工作坊」已於

112/2/13 完成。 

七、 校內相關業務協辦及調查表協填情形 

（一）主計室通知填報 113 年概算籌編表件，業於 112/2/7 回傳。 

（二）秘書室通知填報 112 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稽核結果及建議事項回應表： 

1.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已落實或合於規定，業於 112/3/1 回傳。 

2. 「110 年度國科會補助計畫經費支用合規情形」就委員查核部分均合於

規定，業於 112/3/10 回傳。 

（三）主計室通知填報「111 年度校務基金開源節流計畫執行情形」，業於

112/3/8 回傳。 

（四）主計室通知填報「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07 至 111 年度決算餘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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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補助及自籌收支餘絀調查表」，業於 112/3/9 回傳。 

（五）主計室通知填報「111 年度出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表」，業於 112/3/18

回傳。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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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創新育成輔導及交流  

 

育成網站 

（一） 辦理 112 年學生團隊輔導，1 月 5 場次、2 月 12 場次。 

（二） 112/2/1 業辦理學生創業成果 Demo Day，邀請校內外業師針

對團隊募資文案、影片及簡報給予優化建議與指導。 

（三）112/2/4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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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12/2/24 業完成 112 年度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報部作業。本次申請文創

教育類、創新服務類共 3 組學生團隊。 

（五）112/4/28(五)13:00-17:00 假圖書館基進講堂辦理華碩 NFT 實作工作坊。

近期將辦理報名及宣傳事宜。 

十、 2023 犇藝獎 BEN Award 

（一）112/3/6 業辦理年度徵件說明會，本年度徵件報名業於 112/3/20 截止。 

（二）為本年度團隊輔導，訂於 112/4/29-30 辦理「新創訓練營×提案診療」。 

十一、 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教育 2 年期計畫（111/8/1-113/7/31） 

（一）藝術創業微學分學程 

1. 112/2業完成 111-2學期「創業學．學創業」、「創業實踐」課程辦理。 

2. 112/2/10 業完成辦理創業實踐課程成果發表會。 

3. 112-1 學期「設計學．學設計」課程訂於 112/6/26-30 開課，預計於 4 月

中開始報名。 

（二）112 年度第 1 梯次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 

1. 112/2/8業完成學生團隊提案計畫書報部作業，本年度共 6組團隊提案。 

為輔導學生團隊於平臺上向教練團學習並爭取創客基金補助，本處業於注資

階段（112/3/1-3/22）辦理「一人五萬-肥水不落外人田抽獎活動」， 提升大

家對本校學生團隊的支持與關注。4 月中公告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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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moe.gov.tw/cases?qname=&school_id=85&classification_id=%E5%85%A8%E9%83%A8%E4%B8%BB%E9%A1%8C%E5%88%86%E9%A1%9E&order_seq=%E9%9A%A8%E6%A9%9F%E6%8E%92%E5%BA%8F&year=%E5%85%A8%E9%83%A8%E5%AD%B8%E5%B9%B4%E5%BA%A6&stage=%E5%85%A8%E9%83%A8%E6%A2%AF%E6%AC%A1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215163687690992&set=pb.100075920873540.-2207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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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教育部補助圖書儀器設備計畫 （110/12/15-112/4/30）  

 

計畫平臺 

（一）110 年計畫業待 MIT 學程空間整建工程完成履約驗收及成果

提交後，將依限辦理報部結案作業。 

十三、 教育部推廣藝術教育計畫－犇放計畫   

 

計畫平臺 

（一）112/2/24 業完成 111 年計畫報部結案作業。 

（二）112/3/9 業由高教司長召集四校校長會議溝通計畫方向。 

（三）本年度推廣藝術教育徵件定訂於於 4/20 截止受理申請，徵件

辦法與申請表刻正辦理公告作業中。 

 

 

 

議程草  

https://sites.google.com/gmcc.tnua.edu.tw/tnuafacilities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rts-runnig/111%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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