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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林教務長劭仁                                        紀 錄：余琇媚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詳如議程第4-5頁。 

   

參、 教務處業務報告  
 一、 教務長室：詳如議程第 6頁。 

補充說明:性平會補助之經費為 5萬元，歡迎踴躍申請，倘經費用罄則無法受理

申請補助。 

 

 二、 教學與學習中心 : 詳如議程第 6-7頁。 

補充說明:配合安心就學防疫措施-課程部分，各系所分配ㄧ名兼任助理，同步與

非同步遠距課程並由工讀生協力課程拍攝與上傳作業。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7-9頁。 

補充：詳如附件一「教育部 109年 3月 13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7810號函」大

學校院建置學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配合修訂本校研究生學位考

試規章等相關辦法，並於下次教務會議提案。 

 

 四、 課務組：詳如議程第 9-10頁。 

補充：詳如附件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採遠距教學實施說明」及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遠距課程每日防疫記錄(課

程以外時間)」。 

 

 五、 招生組：詳如議程第 11-12頁。 

  主席補充說明：每年 3、4月是招生最繁忙的時候，今年又遇肺炎疫情，更是備極

辛勞。相關單位若是有人力需求，可尋求協助。另，4月 7日(一)為學士、碩博士

及學士班轉學招生委員會，請各主管預留時間與會。 

   

 六、 出版中心：詳如議程第 12-13頁。 

  主席補充說明：本處出版中心所出版之作品，美編及排版皆有傑出之水準，若有出

書之需求，可洽出版中心。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通識教育中心 108-1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通識教

育中心)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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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授課教師林瓊華老師因誤植「海洋史觀下的台灣」成績為另一黃姓同學 

之成績。經學生提問後且確認無誤，擬請將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電影

系學生黃 00(學號 1107**045)成績修改為 73分(說明詳第 14頁)。 

 二、 業經通識教育中心 109年 3月 4日 108-2學期第 1次中心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 戲劇學系兼任教師姜睿明老師、馬奎元老師本學期授課超過 10小時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戲劇學系) 

 說 明：  

 一、 姜睿明老師每週授課四年級「畢業論文/畢業製作」（3 小時）、一年級

「表演基礎」（4小時）、「技術劇場與實務 A」（1.5小時）、舞蹈系「舞

者聲音與語言表演專題」（2小時）、師培中心「表演方法」（2小時），

共計 12.5小時。 

 二、 馬奎元老師每週授課「畢業論文/畢業製作」（0.5 小時）、一年級「劇

本創作 AB」（8小時）、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研究指導」（2小時），共

計 10.5小時。 

 三、 業經戲劇學系 108年 12月 30日 108-1學期第 3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傳統音樂學系兼任教師蘇筠涵老師、吳素霞老師本學期授課超過 10小

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傳統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蘇筠涵老師每週授課總鐘點為音樂系 4 小時、傳音系 8 小時。 

 二、 吳素霞老師每週授課《南管戲曲排演》4 小時、《指譜-大三》與《指譜

-大四》;併班上課 2 小時、《南管樂合奏-大三》與《南管樂合奏-大

四》併班上課 2小時、《曲-大三》與《曲-大四》併班上課 3 小時，

總計 11 小時；碩士班學生若在加退選期間確認加選主修個別課，則

總計 12 小時。 

     三、 業經傳統音樂學系 109年 3月 2日 108-2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四、 藝管所畢業製作申請要點修正條文(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藝

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說 明：  

 一、 因應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修正並業經教育部備查，故配合該

規章第七條之一以及第十七條，修訂藝管所畢業製作申請要點。 

 二、 畢業製作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暨全文(草案)，詳第 15-22頁。 

 三、 業經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109年 2月 24日 108-2第 1次所務會議

及文化資源學院 109年 2月 25日 108-2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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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五、 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學生彈性學習修業規

定」，提請備查。（提案單位：註冊組、課務組） 

 說 明：  

 一、 本規定依教育部 109 年 2 月 3 日「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大專校院陸生安

心就學措施」及本校學則處理原則訂定，以保障受疫情影響學生之學習

權益。 

      二、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學生彈性學習修業規定」業

經 109 年 2 月 5 日主管會報審議通過實施。 

 三、 本校彈性修業規定須於 109 年 2 月 7 日回報教育部，故先提報 2 月 5

日主管會報審議通過後實施。依 2 月 3 日教育部「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大專校院陸生安心就學措施」規定：校內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之學生彈性修業機制之範圍及方式，應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辦理。故提報

本次教務會議備查。 

 四、 本彈性學習修業規定(詳第 23-24頁)經教務會議備查後公告施行。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六、 有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辦法」修正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說 明：  

     一、 配合實際招生情況調整研究生甄選名額，相關條文對照表及法規條文

詳第 26-29 頁。 

     二、 業經師資培育中心 109年 1月 9日 108-1第 3次中心會議及人文學院

109年 3月 17日 108-2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七、 有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說 明：  

 一、 配合新的師資培育相關法規進行修訂，相關條文對照表及法規條文詳

第 30-38 頁。 

      二、 業經師資培育中心 109年 1月 9日 108-1第 3次中心會議及人文學院

109年 3月 17日 108-2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提 案 動畫學系 108-1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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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動畫學系楊 00 同學(學號 110***033)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視覺特效」課程（課程

編號：1633007）已完成作品繳交，但開課教師高維德老師當時並未收到作品，以

致楊同學該課程成績不及格。經高老師與楊同學就繳交過程釐清誤解後，同意將楊

同學「視覺特效」學期成績由 50 分修正為 79 分(說明詳附件三)。 

二、 業經動畫學系 109 年 2 月 19 日 108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及電影與新媒體

學院 109 年 2 月 25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議: 照案通過。 

  

  

陸、 散會:14時 40分 

 

             

 



附件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採遠距教學實施說明 

一、 依109年3月19日教育部通報「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採

遠距教學注意事項」辦理。 

二、 適用時機： 

(一) 遇確診病例或其相關接觸案例： 

1. 本校得即時啟動將實體課程改為遠距教學，並同步通報教育部，無

須事先報部。

2. 相關作業規定請依教育部109年2月20日臺教高通字第1090026946號

函頒之「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及「校園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標準」辦理。

(二) 大規模演練或全校性實施時：

1. 本校防疫小組應將防疫需求考量及遠距教學方式，依前述原則規劃

並先行報部，經檢視後始得辦理。

2. 採遠距教學方式應保留相關授課互動紀錄，並提供三組遠距教學平

臺帳號，俾利教育部檢核小組不定時登入，了解實施情形。

三、 實施方式與原則 

(一) 遠距課程可透過本校教學平台「藝學園」、「影音網」及「Zoom同

步視訊軟體」進行線上教學。

(二) 調整實體課程為遠距教學，依「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規定，除須符合授課品質、學分採計、教學設備與師資等相關規定

外，如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已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一定比例(即

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而未超過二分之一)，須報部審查後

辦理。

(三) 如採遠距教學，於每堂課進行期間應確實掌握並記錄學生線上出席

及參與狀況，學生應在家中或宿舍參與課程，不應於公共場所學

習。

(四) 為確保學生學習成效，進行遠距教學時應注意學生線上出席狀況、

觀課與討論情形、評量方式等各面向情形，並保留相關紀錄，以利

未來稽考。

(五) 遠距教學大規模演練或全校性實施時，應要求學生撰寫每日防疫紀

錄(以書面、線上系統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記錄課後旅遊、聚

會與其他集會活動，以利日後疫調。

(六) 應提醒學生須誠實記錄，如因隱匿而造成日後校園防疫破口，將依

校內獎懲規定追究其責任。

(七) 提醒學生在遠距教學大規模演練或全校性實施期間，並非放假，切

勿私下出國或旅遊；參加集會亦應審慎評估與會者資訊、活動場所

環境等風險，盡量避免或俟疫情結束再參加。

附件二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學年度第 2學期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遠距課程每日防疫記錄(課程以外時間) 

學號 姓名 學制 
□七年一貫制 □研究所

□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系所 年級 

身分 
□中國大陸學生 □外籍生 

□港澳生 □僑生 □本國生 

實施

期間 
109年 月 日至  月  日 

E-mail 電 話 

每 日 防 疫 記 錄 (欄位若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填寫) 

天數 日期 時間 課程以外時間活動項目 備註 

第 1天 

第 2天 

第 3天 

第 4天 

第 5天 

第 6天 

第 7天 

第 8天 

第 9天 

第 10 天 

第 11 天 

第 12 天 

第 13 天 

第 14 天 

備註： 

1. 本表於遠距教學大規模演練或全校性實施時填寫。

2. 請同學將每日課程以外時間相關活動(如旅遊、聚會與其他集會活動)誠實填

寫，以利日後疫調。

3. 依 109年 3月 19日教育部通報「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採遠

距教學注意事項」：學生須誠實記錄，如因隱匿而造成日後校園防疫破口，將

依校內獎懲規定追究其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