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教務處業務報告 

教務長室 

一、 本校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兩校之「課程教學合作作業要點」將自 111學年

度起開始實施。 

二、 111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經會議決議不予調整，業陳報教育部備查在案，

並將公告於教務處/學雜費資訊專區。 
三、 第二階段總量提報作業將於 7 月填報，其中院、系、所、學位學程之師資

質量，採後端查核方式辦理，目前本校無連續兩學年(108 及 109、109 及

110)未符師資質量之系所。另，文化資源學院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班自

109學年度起須符合以下規定:實聘專任師資至少二人以上，得列計系所支

援之專任教師，並得以兼任教師四人折算列計為專任教師一人，其折算數

不得超過三人，超過者不予列計。
四、 今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課程教材與教學小組經本校性平會補助經費

4 萬元，凡與性平議題相關之「課程、講座」及「學生期末呈現或畢業製

作」，均可提出補助申請，敬請轉知所屬教師及學生多加利用。因經費有

限，將以申請順序予以補助。 
五、 111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訂於 10月 11日(二)下午 1時 30分召開，

請與會人員預留行程，敬請各教學單位預為排定系所院等相關會議先行審

議提報教務會議提案。 

教學與學習中心 

已完成之重點工作 

一、 協同教學助理：本學期學生學習工作坊「影像敘事工作坊」、「剪輯實務工

作坊─初階/進階」共計三場，業已辦理完畢。 

二、 優良教師訪談：業已於 CTL 電子報《藝游誌》看板人物專欄刊載 109 學年

度教學傑出教師：舞蹈學系何曉玫副教授、音樂學系劉慧瑾教授，歡迎有

興趣至官網閱覽。 

三、 夏季學院：業於 5月 4日公告暑期課程，第一階段選課至 5月 9日截止。 

四、 北藝學：第四屆《北藝學：書寫進行式》審查通過文章共 3 案，於 5 月上

旬完成獎學金請領並公告審查結果。 

辦理中之重點工作 

一、 夏季學院：第二階段選課自 5 月 25 日至 5 月 31 日、第三階段選課自 6 月

13日至 6月 17日中午 12時止，歡迎有興趣選課學生留意報名時程，並逕

自官網參閱選課辦法及課程資訊。 

二、 博班實驗室：110-2學期博班實驗室「連結-connection」，講座場次如下，

歡迎感興趣之教職員生踴躍參與。 
時間 地點 講題 講者／與談人 

4月 29日(五) 

14:00-17:00  
線上 臺灣美學研究知識論與方法論 

講者：李謁政 

與談：于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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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7日(五) 

13:30-16:30 
基進講堂 

記憶與想像中的觀點、自我與

他者 
講者：林映彤 

5月 30日(一) 

13:30-16:30 

基進講堂 

線上同步 

狂人日記：歐洲當代擊樂跨域

理論與實際 

講者：陳易、滕晴晴 

與談：吳思珊 

6 月 6 日(一) 

13:30-16:30 

學生活動

中心 B304 

我們與家的距離：當代藝術中

的家、非家、離家與回家 
講者：魏竹君 

6 月 7 日(二) 

13:30-16:30 

學生活動

中心 B302 

從田野到識／視野：走路作為

方法及其認識論意涵 
講者：林文玲 

6月 10日(五) 

13:30-16:30 

教學大樓

C105 

乩身抑或魂身：電影的多義性

作為一種方法 
講者：史惟筑 

三、 北藝學：第五屆《北藝學：書寫進行式》徵件業於 4月 27日截止，擬於 5

月下旬公告第一階段研究計畫書審查結果。 

四、 教師教學社群：110-2學期核定補助案共計 7案，敬請於 6月 24日前繳交

成果報告書。 

五、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擬於 6月中旬公告 111年申請案審查結果。 

六、 教師教學社群：111-1學期徵件申請，自公告日至 6月 30日止，歡迎有興

趣教師踴躍申請。 

七、 開放式課程(OCW)：111-1學期徵件申請，自公告日至6月30日止，歡迎有興

趣教師踴躍申請。 

未來重點工作 

ㄧ、 學生學習工作坊：擬於下學期辦理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講座，敬請留意相關

資訊。 

二、 博班實驗室：110-2學期研究小間使用期限至6月15日止；111-1學期申請日

自7月1日至7月14日止。 

註冊組 

已完成之重點工作 

ㄧ、 完成填報教育部 111年 3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 

二、 彙整 110-1學期研究所畢業生學位論文（共 80 件）函送國家圖書館收執。

三、 110-2 學期未完成學雜費用註冊繳費人數共 17 人，已依學則第 13 條規定

簽辦勒令休(退)學程序。其他使用費及代辦費未繳費學生名單，另轉送業

務權責單位處理。 

四、 110-2 學期學各學系學生人數統計表已置於學校官網「歷年學生人數表」

項下，供各單位參酌使用。 

辦理中之重點工作 

一、 受理 111 學年度轉系申請案共 4 件（申請轉系截止日為 5 月 1 日，110 學

年度轉系申請案共 5件）。 

二、 受理 110-2學期學生休學申請事宜(申請休學截止日為 5月 20日)。 

三、 受理 110-2 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線上申請並協助系所處理線上申請相關事

宜（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為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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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進行 110-2學期學士班畢業班學生(約 488名)先修班 3年級學生(約 26名)

之應修學分人工審查事宜，並同步檢核「畢業審查系統」資料。 

 五、 請 110-2 學士班應畢業學生於 4 月 30 日前進入「英文姓名登錄」系統登錄

正確之英文姓名，研究所畢業生則請於學位考試提送時一併登錄。本組已

通知各學系、所，協請轉知學生上網填寫資料在案；系統將於 5 月 1 日關

閉，以執行畢業學生資料下載、核對及學位證書製作事宜。 

 六、 編修 111-1 學期學生註冊須知(草案)，現轉會各相關單位協請編修相關資

料，預計於 6月下旬送各系所轉發周知學生。 

 七、 110-2學期線上成績登錄功能預計 5月 24日開放，本學期成績繳交期限為

6月 29日 23:59(星期三)(共 1,465門)。 

 八、 有關 112 學年度博士班開放本校學生逕讀名額調查，將於今年 6 月發函調

查，相關提醒事項如下，惠請有意開放之系所提早因應： 

1、逕修讀博士班名額依 112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各博士班招生名額 40%為限。 

2、核定招生名額不足 5名者，逕讀博班名額至多以 2名為限。 

3、有意開放名額之系所，請先依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訂定該

所學生成績審查標準，經系所相關會議通過，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布，並

送教務處備查。 

 九、 研究生未完成畢業條件先行舉辦學位考試之相關措施宣導： 

日前本校研究所學生因未達畢業條件而退學的訴願案件，經教育部於 111

年 4月 28日駁回其訴願，特周知以下事項： 

1、教育部於駁回訴願決定書中要求本校學生於未完成畢業條件前，若系所

同意其先行舉辦學位考試者，需於學位考試細則配合修訂相關規定。故

惠請檢視貴所之學位考試相關規定，並請配合修訂之，以取得彈性處理

之法規依據。 

2、系所於修法期間，如需要暫准學生先行辦理學位考試者，建請學生填具

「學生畢業條件未完成切結書」(詳第 30 頁)，並於申請學位考試時一

併繳送，以符合行政程序規範。 

 十、 因應疫情升溫，本校 110-2學期辦理學位考試因應事項如下： 

1、本學期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至 111 年 5 月 31 日止，線上申請系統將於當

日 23:59關閉，請提醒學生預先上網申請。 

2、為避免通勤及群聚染疫風險，學位考試進行方式得視需要採視訊辦理。 

3、為維持學位考試之嚴謹，以視訊方式進行時建議依下列流程辦理： 

 A. 請系所助教協助開啟口試委員及學生帳號密碼。 

 B. 邀請口試委員並先就校外委員中選定召集人。 

 C. 以 E-mail 寄發「委員個別評分表」、「成績報告表」及「學位考試 

    審定書」給口試委員。 

 D.口試委員討論及評分時，務必請學生暫時離開下線，俟確認學生成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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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考試結果時再請學生上線。 

 E.「委員個別評分表」、「成績報告表」及「學位考試審定書」可以電子 

   簽名、傳真簽名方式處理。 

4、為避免爭議，考試過程請全程紀錄或錄影。 

5、本學期學位考試應於 7 月 31 日學期結束前舉辦，惟學生若受疫情影響

（例如：個人確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等），未能於該期限完成者，得 

  專案申請延期辦理。 

未來重點工作 

 一、 辦理 110-2學期學生成績登錄事宜。 

 二、 製作 110-2學期畢業生學位證書。 

 三、 編排 111學年度新生學號等資料。 

 四、 進行 111-1學期應註冊學生確認。 

課務組 

已完成之重點工作 

 一、 選課及開課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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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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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

納學分費事宜暨逾期未繳費者註銷課程等事宜，本學期共計 24位同學未繳

費遭註銷課程。 

 (二) 辦理學士班選修學分不足及已註冊未選課學生後續處理。 

 (三) 線上期中預警通報(本學期合計 276人次)於 4月 29日截止，已通知導師於

接獲通報後於 5月 13日前完成輔導。 

 (四) 已通知學生、授課教師於 3月 25日前上網查詢確認本學期正式選課表及列

印教師點名暨平時計分單及確認選修學生名單。 

 二、 彙整本學期專兼任教師授課鐘點清冊，已移請總務處出納組協助核發。 

 三、 辦理本學期開課資料上傳教育部課程資源網及 111 年 3 月校務資料庫資料

上傳。 

 四、 召開本學期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5月 10日）。 

 五、 審核各系所學分科目表修訂案，已提送 5月 10日 110-2學期第 1次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 

 六、 函請各學院於 7 月底前召開相關會議遴選並推薦 110 學年度教學優良暨傑

出教師。 

辦理中之重點工作 

 一、 選課及開課相關作業： 

 (一) 本學期截至 4 月 29 日已有 204 位同學於線上登記停修課程，惟僅有 9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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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送出申請表並經核准停修，將轉請各學系提醒學生，欲辦理停修者務

必於 5月 20日前將申請表經系所導師、主管核章後送至教務處始完成申請

程序。 

 (二) 進行 111-1 學期開課作業，審核各教學單位下學期開課資料，轉檔編輯並

印製。 

 (三) 進行 111-1 學期開課暨選課作業前置工作(課程標準暨領域群組等設定檢

查)。 

 二、 4月 11日已發送暑期班課程第一期及第二期開設調查，請有意開設之教學

單位分別於 5月 20日及 6月 20日前回覆。 

 三、 召開本學期第 2次集中式實驗課程委員會（5月 17日）。 

 四、 彙整本學期各系所課程是否參與網路教學評量(含使用版本)或自行評量之

調查。 

 五、 審核本學期學位考試申請案件(5月 31日以前)。 

 六、 業於 5月 16日更新本校 110-2學期因應疫情上課原則： 

 (一) 本校通識課程、體育課程及師培課程採遠距方式上課至本學期末。 

 (二) 各系所課程採遠距視訊為主，實體課程為輔的原則。授課教師可依教學需

求，與修課同學討論後決定上課方式。 

未來重點工作 

 一、 選課相關作業： 

 (一) 辦理舊生 111-1 學期網路課程預選作業（暑假第 1 週），並與電算中心研

商選課測試作業時程。 

 (二) 通知並追蹤 111-1學期授課教師上傳課程大綱事宜(截止日：6月 16日)。 

 二、 辦理本學期網路教學評量，時間為第 17週至暑假第 1週（6月 6日至 6月

24日）。 

 三、 111 學年度學分科目表確定後，將進行編修排版印製成冊分送各單位，並

上網公告供全校師生參用。 

招生組 

已完成之重點工作 

 一、 111學年度招生委員會： 

  學士班招生委員會議已於 5月 10日(二)召開，主要內容為決議學士班單獨

招生最低錄取標準及錄取名單放榜。 

 二、 111學年度招生試務： 

  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目前皆已完成正備取生報到作業，若日後有

已報到學生放棄，遞補作業將持續至 111學年度開學日止。 

 三、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五校策略聯盟彈性學習微課程(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因受疫情影響，緊急

取消第 1梯次最後一堂及第 2梯次「動畫系與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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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合開課程」（4 月 20 日-6 月 8 日）之授課，第 1 梯次課程回饋問卷擬

於月底前提供授課教師參閱。 

辦理中之重點工作 

 一、 111學年度招生委員會： 

  學士班招生委員會議將於 6 月 1 日(三)召開，會議內容為決議學士班申請

入學最低錄取標準及錄取名單放榜。 

 二、 111學年度招生試務： 

 (一) 學士班單獨招生： 

 1、 傳統音樂學系、戲劇學系、劇場設計學系、舞蹈學系、電影創作學系、新

媒體藝術學系、動畫學系、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已於 5 月 10

日(二)公告榜單，目前已完成正取生報到作業，備取生自 5 月 17 日(二)

起開始遞補，相關遞補作業將持續至 111學年度開學日止。 

 2、 音樂學系、美術學系：美術學系已於 5月 10日(二)公告榜單，最終報到結

束後會與音樂學系報到名單一併於 6 月 2 日(四)送交大學甄選入學委員

會，屆時音樂學系及美術學系已完成報到作業考生，不得再參加甄選會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二) 學士班申請入學：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已完成第二階段繳費及面試時間選填，本組將於 5

月 18 日領取考生審查資料行動硬碟，後續轉請電算中心匯入本校評量輔

助系統，供各招生學系(程)進行審查作業。 

 (三) 學士班轉學考：已於 5月 2~5日開放線上報名，6月 20日(一)辦理考試，

6月 29日(三)放榜。 

 三、 111學年度招生試務工作報告彙整：將於 5月 30日(一)函請各系所及招生

工作組繳交 111學年度招生試務工作報告，本組進行後續彙編事宜。 

 四、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一) 有關【鏈結藝術自造與夢想－大學･高中的專業對話】臺北場(國家戲劇院

交誼廳)活動，原訂 6月 18日(六)辦理，本組考量目前疫情嚴峻，經審慎

評估後，將活動延期辦理，目前洽詢兩廳院相關檔期中。 

 (二) 教育部國教署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藝術生活學科中心擬於 6 月 7 日(二)至本

校參訪，相關活動細節目前仍在規劃中。 

未來重點工作 

 一、 持續辦理校內外招生宣傳活動。 

 二、 111學年度招生試務： 

 (一) 辦理大陸學生碩士班招生作業。 

 (二) 辦理學士班申請入學招生考試。 

 (三) 辦理學士班轉學考招生考試。 

 三、 持續辦理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相關活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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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中心 

已完成之重點工作 

 一、 完成統計 110年下半年版稅權利金。 

 二、 完成辦理 4場科技部補助學術性專書及經典譯注新書發表會。 

 三、 完成 42期《藝術評論》贈投稿者、編輯委員及審查委員專刊，並上傳電子

檔案至官網、國家圖書館、凌網、華藝等期刊資料庫供使用下載。 

 四、 已完成召開本學期「學術出版委員會」及「藝術評論」第一次編輯委員會。 

辦理中之重點工作 

 一、 43期《藝術評論》截稿至 3月底止共收到 27篇投稿稿件，5篇初審退稿後，

續進行外審作業，預計 6月下旬召開第二次編輯委員會。 

 二、 專書出版： 

 (一) 王世信《歌仔戲〈燕歌行〉與敘事設計》（本校自行出版）：已完成出版。 

 (二) 林會承、傅朝卿與徐明福合著《台灣建築史綱》（遠流合作出版）：預計

5月底出版。 

 (三) 《劇透》（本校自行出版）：第 1輯收錄通過評審 4篇劇作，預計 6月底

前完成出版。 

 (四) 邱坤良《月夜情愁》（俞大綱紀念基金會合作出版），作者校對劇本內容，

預計 7月出版。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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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出版。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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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 8月出版。 

 (七) 盧文雅《猶唱新歌－孟德爾頌神劇研究》（遠流合作出版）：目前完成文

字及格式校對，預計 8月出版。 

 (八) 林會承《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增修版）》（遠流合作出版）：目前作

者已交付修改後書稿，後續進行排版及圖片版權清查，預計明年度出版。 

 (九) 《北藝學》出版計畫：第 1輯預計收錄 7篇通過出版審查之論文，已確認

封面及內文版型，5 月 16 日召開第 6 次編輯會議，將結合校慶於今年 10

月完成出版。 

 三、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傳統藝術系列叢書出版計畫及傳統藝術影音出版計畫： 

 (一) 糊紙藝師專書《紙上乾坤—張秋山的糊紙藝術》與《天地一紙—李清榮的

糊紙藝術》，已申請第二期款撥付，並於近期完成出版。 

 (二) 傳統藝術紀錄片《梨園尋夢》、《大城歌仔》及《功名在掌上》預計於 7

月出版，並於 8-10月辦理新聞發表會及 3場放映會。 

 四、 2022台北國際書展將於端午佳節 6月 2-7日登場，本校原規劃 5場新書發

表會，因考量近期疫情居高不下且書展期間可能正值高峰期，實體參展的

效益恐不樂觀，為保障講者及工作人員人身安全，故取消實體講座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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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至疫情趨緩時另擇適當場地辦理。原 6 月 3 日(五)10:30-11:30 訂於

台北國際書展夢想沙龍舉辦之「一紙天地化乾坤」糊紙新書發表會，因與

臺北市文化局有契約關係，約定於 6月底結案，因此改於 6月初採線上方

式舉辦，目前正緊急確認辦理日期及場地。 

未來重點工作 

一、 預計於下半年度進行《劇透》第 2輯徵稿。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已完成之重點工作 

一、 經費規劃與執行： 

(一) 111 年主冊計畫（11G205）學士級、碩士級專任助理自 5 月 1 日起依本校

接受委託、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106 年 8 月 1 日

版）晉薪一級。

(二) 校內計畫書與經費預算表已於 4月 22日截止繳交，待教育部核定經費後全

額開帳。 

辦理中之重點工作 

一、 由本校藝術社會實踐中心辦理 111 年度校內育成計畫徵件，詳見北藝大高

教深耕計畫網站最新消息《藝術社會實踐中心育成計畫 徵件辦法》，收件

截止日為 5月 23日（一），歡迎本校專任教研人員踴躍提案申請。 

二、 深耕計畫網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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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若需本辦協助宣傳計畫相關活動，請私訊 Facebook粉絲專頁「北藝大高教

深耕計畫」，將由本辦轉貼公告。

(三) 深耕辦公室社群網站：YouTube名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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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定期轉發本校深耕計畫活動資訊，歡迎訂閱關注。

三、 教育部 4月 27日來函核定 111年深耕主冊計畫，本辦擬依各計畫所送校內

計畫書撰寫並請相關單位填報上半年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將依限於 5月 27

日（五）提報修正計畫書。另以 email通知相關計畫配合辦理。 

未來重點工作 

一、 111年經費執行提醒： 

(一) 111年深耕經費不得滾存至 112年，請於年度關帳前執行完畢。

(二) 配合學期課程執行經費，將於年底調查展延需求。原則上計畫執行率達 80%

始得申請，且應於關帳前先行請購，至遲於 1月 20日核銷完畢（110-2學

期課程結束日為 1月 15日）。

二、 深耕成果展將於 6月 17日（五）閉展，擬於展期結束後陸續歸還展覽物件

予各計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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