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 1 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紀 錄：余秘書琇媚 

時間：111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 

主席：林教務長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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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第 6頁）

參、 教務處業務報告：（詳見第 7-15頁） 

一、 教務長室：詳如議程第 7頁。 

主席補充: 

一、本處與南藝大教務處已進行研商兩校學術合作-課程教學作業要點，兩校學生

可至對方學校修課。另，有關兩校之間簽訂校級學術合作，惠請研發處卓處，

預計於本學期完成相關作業。 

二、本校有申請到教育部素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畫（XPlorer探索者計畫），感謝

吳懷晨院長、于國華所長及陳致宏主任及通識教育中心老師集思廣益提出大學

部或研究所的英雄之旅課程概念，在課程中融入社會情緒學習，增加學生之自

我生涯探索，本計畫將會提供 TA 及必要之教學資源，未來惠請通識教育中心

協助推動，歡迎老師提出申請。 

二、 教學與學習中心：詳如議程第 7-8頁。 

補充報告:本學期優良 TA甄選的截止日為 3月 28日。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8-10頁。 

補充報告: 

一、截至今日(3 月 15 日)尚未繳交註冊費之學生共 167 人，名單將提供給與會主

管，如逾學期三分之一(3月 26日)無故缺繳者，將依學則辦理勒令休(退)學。

二、有關 96 年度音碩班畢業生學位論文抄襲案，經校級審定會議確認後製作處分

書送達該生，該生逾訴願期限並無提出訴願，故將於近日發函註銷該生論文及

學位證書。另外提醒各系所有關論文替代之各項書面或創作報告皆視同論文，

學位論文抄襲之追溯期為 20年，請審慎為之。 

三、本學期截至 3月 15日止申請防疫休學學生共 40位，學生因經濟休學共 59人，

因經濟因素休學人數有增長趨勢，請教學單位多予以關懷。 

主席補充: 

一、有關學位論文涉嫌抄襲，創作、展演、詮釋報告皆視同學位論文，請學生代表

及老師們能予以重視。 

二、請系所（尤其是研究所）檢視是否訂定英檢替代輔導方案。 

四、 課務組：詳如議程第 10-11頁。 

五、 招生組：詳如議程第 1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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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報告:此期的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經費可使用至 7月 31日，各學系之經費

若無法使用完畢，請儘早告知招生組。 

六、 出版中心：詳如議程第 13-14頁。 

補充報告：老師若在課程中有使用到由學校出版之出版品(書籍、影音作品)，歡迎

洽出版中心相關優惠方案。 

主席補充:《藝術評論》獲 2021年科技部期刊評比藝術學門核心期刊，鼓勵師長踴

躍投稿。 

七、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詳如議程第 15頁。 

主席補充:深耕成果發表及活動已於昨日順利舉辦完成，相關計畫成果放置於行政大

樓 1 樓大廳，展覽至 4 月底。為讓展出之資料更豐富，請計畫主持人再

提供相關成果資料給深耕辦公室，讓更多同仁看到計畫成果。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音樂學系林京美老師申請將洪○○同學(學號 1106**037)選修 110 學

年度第 1學期「1113005二十世紀音樂理論 I」成績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因誤解該生作業未完成情況，導致成績有誤，後經學生說明，確實已

繳交，擬予成績更正，原53分更正為60分。 

     二、 檢附申請書乙份。 

三、 案經 111 年 3 月 1 日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110-2 學期第 1 次臨時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 傳統音樂學系申請將林○○同學(學號 1108**010)選修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南管樂-曲」（大三）成績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傳統

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教務助教在統計分數時，不小心把計算公式填錯，造成學生期末術科

考試成績分數有誤，經學生提問後．重新計算確認分數有誤，擬請將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傳音系林同學(學號 110812010)成績修改為 78

分，相關資料請參見附件。 

二、 案經 111年 2月 23日傳統音樂學系 110-2學期臨時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戲劇學系申請將林○同學 (學號 1106**026)與林○同學 (學號

1107**008)選修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排演」成績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戲劇學系)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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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林向與林尚因 110-1 學期選修之「排演」（課程代號分別為 1313001、

1314001）實為其「畢業製作」，非本系規定之「排演」（技術組），理應

退選課程或無法獲得該課程成績。經本系系所務會議討論，決議修改兩

人 110-1學期「排演」課成績為不及格 59分。林尚於 110-2學期重新

選修「排演」，林向將於 111-1學期重新選修「排演」，並不影響其原先

畢業年限。 

二、 案經 111年 2月 21日戲劇學系 110-2學期第 1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四、 電影學系江美萱老師申請將葉○○同學(學號 1106**021)選修 110 學

年度第 1學期「世界電影史」成績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電

影與新媒體學院) 

說 明： 

一、 《世界電影史》授課老師江美萱老師於成績送出後，發現葉廷麒同學

(學號：110661021)確實有在要求時間截止前送出應補交的作業，申請

修正葉生成績為 61分。（詳見附件） 

二、 案經 111 年 2 月 14 日戲劇學系 110-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11 年 2

月 17日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110-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五、 動畫學系馮凱文老師申請將盧○○同學(學號 1110**005)選修 110 學

年度第 1學期「動畫美學」與張○○同學(學號 1110**038)選修 110學

年度第 1學期「全球娛樂產業專題」成績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說 明： 

一、 馮凱文老師申請修改《動畫美學》盧奕禎同學 (學號：111063005)課程

成績，由 47分異動為 97分。盧同學於 1月 14日繳交作業，凱文老師

於 1月 16日回覆收到，唯老師後來資料整理、存於硬碟時發生疏漏，

未存入盧同學的作業，以致於發生成績誤算之情事。（詳見附件） 

二、 馮凱文老師申請修改《全球娛樂產業專題》張斯晴同學(學號：

111063038)課程成績，由 47 分異動為 92 分。本課程期末作業為兩人

一組之小組作業，凱文老師於打分數時未確實核對分組名單，誤以為張

同學未繳交作業。（詳見附件） 

三、 案經 111 年 2 月 17 日動畫系 110-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11 年 2 月

17日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110-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六、 通識教育中心辛意雲老師申請將林○同學(學號 1110**017)選修 110學

年度第 1學期「經典導讀-莊子」成績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一、 辛意雲老師「經典導讀-莊子」因教師一時疏忽誤寫成績，將原本 8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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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寫為 40 分。擬請將傳音系林琪同學(學號 111012017)選修「經典導

讀-莊子」課程之成績修改為 86分，相關資料請參見附件。 

二、 案經 111年 2月 23日 110-2學期第 1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七、 本學期音樂學系兼任教師陳昌靖老師、蔣啟貞老師超授鐘點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陳昌靖老師本學期於音樂學系開設「傳統樂器-古琴」（10.5 小 時）及

傳統音樂學系「琴」（4 小時），合計 14.5 小時。 

二、 蔣啟真老師本學期於音樂學系開設「主修－聲樂」（5 小時）、「畢業製

作（聲樂）」（4 小時）、 「個別課-聲樂」(2 小時)及「歌劇基礎表演」

(2小時)合計 11小時。 

三、 案經 111年 3月 1日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110-

2學期第 1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八、 本學期傳統音樂學系兼任教師黃立騰老師及吳素霞老師超授鐘點案，

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傳統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黃立騰老師總鐘點為 10.5小時(傳音系 5小時、音樂系 5.5小時)。(原

系務會議審核為 14位學生 7小時鐘點，這學期經最後確定，音樂系選

課人數更改為 11位學生，故更改為 5.5小時。 

二、 吳素霞老師總鐘點為 13 小時，課程包含：《南管戲曲排演》(4 小時與

碩班合開)、《指譜》（2 小時大三）、《南管樂合奏》（2小時大三）、《指

譜》（2小時大四）、《南管樂合奏》（2小時大四）、《主修-南管樂》（1小

時碩班）。 

三、 案經 111年 2月 14日傳統音樂學系 110-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九、 本學期戲劇學系兼任教師姜睿明老師超授鐘點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戲劇學系） 

說 明： 

一、 兼任教師姜睿明於 110 學年第 2 學期在戲劇學系學士班開設「畢業製

作」（3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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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共計 12.5小時。 

二、 案經 111年 1月 3日戲劇學系 110-1學期第 3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 本學期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兼任教師王筑筠老師超授鐘點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說 明： 

一、 王筑筠老師開設通識教育中心「舞動、遊戲與社會互動」（2小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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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學系碩士班「舞蹈教育與社會參與藝術」（3小時）、藝術與人文教育

研究所「舞蹈與人文專題」（3小時）、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藝術方

法學」(1小時)、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舞蹈與人文專題」

（3 小時），每週共計 12 小時。(一般課程 9 小時，在職專班課程 3 小

時) 

二、 依 90年 6月 5日本校校教評會議決議，因涉及專業領域之特殊需求超

過 10小時者，以 2人為限。本所仰仗王筑筠老師於舞蹈教育、藝術與

人文及美感教育之專業，為本所碩士班與在職專班開設「舞蹈與人文專

題」、「藝術方法學」課程，本學期兼任教師僅王筑筠老師 1人出現超授

鐘點狀況，符合 90年 6月 5日本校校教評會議決議。 

三、 案經 111年 2月 14日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110-2學期第 1次所務會

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提  案、 請加強學生對於學術倫理觀念之建立及認知，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音樂學系盧文雅主任） 

說 明： 

一、 本系會議中有老師提出需加強學生對於學術倫理觀念之建立，參考他

校作法，例如：嘉義大學訂有學術倫理線上課程，學生須完成後，才能

辦理畢業相關程序。 

註冊組: 有關學術倫理教學課程，教育部建置有「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有相關學習資源可供系所、學生參考使用。 

網址：https://ethics.moe.edu.tw/courses_intro/。 

決 議： 請註冊組將國立交通大學開設之學術倫理課程網址連結給系所助教。

並請本處教學與學習中心定期為學生及教師舉辦相關研習，亦請系所

思考研商是否將此列為申請論文口試之門檻。 

陸、 散會(下午 2點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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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議程 

時間：111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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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詳見第 6頁）

參、 教務處業務報告：（詳見第 7-15頁） 

肆、 提案討論：

前言: 

提案一至六係依本校學則第 28 條規定，學生各項成績經授課教師送至教務處註冊

組後，不得更改。如確因授課教師疏忽而誤算、漏列者，得由該授課教

師提出原始證明，經各學系（科）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於次學期開學

前送請次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議決處理。 

提案七至十係依本校人事室 90 年 6 月 5 日教評會決議，無專職之兼任教師授課時

數超過 10小時者，以 2名為限，並經系務會議及教務會議討論。 

提案一、 音樂學系林京美老師申請將洪○○同學(學號1106**037)選

修 110-1學期「二十世紀音樂理論 I」成績修正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林師因誤解洪同學作業未完成情況，導致成績有誤，後經學
生說明，確實已繳交，擬予成績更正，原 53分更正為 60分。 

 申請書詳見第 16頁。 

三、 案經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111 年

3 月 1 日 110-2 學期臨時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 

提案二、 傳統音樂學系申請將林○○同學(學號 1108**010)選修

110-1學期「南管樂-曲」（大三）成績修正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傳統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傳統音樂學系教務助教在統計分數時，不小心把計算公式

填錯，造成學生期末術科考試成績分數有誤，經學生提問

後，重新計算，確認分數有誤，擬請將傳音系林○○同學

110-1學期「南管樂-曲」（大三）成績修改為 78 分。(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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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頁) 

 二、 案經傳統音樂學系 111 年 2 月 23 日 110-2 學期臨時系務

會議通過。    

決 議： 

提案三、 戲劇學系申請將林○同學(學號 1106**026)與林○同學(學

號 1107**008)選修 110-1 學期「排演」成績修正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戲劇學系) 

說 明： 

 一、 林○(學號 1106**026)與林○(學號 1107**008)因 110-1 學

期選修之「排演」（課程代號分別為 1313001、1314001）

實為其「畢業製作」，非本系規定之「排演」（技術組），

理應退選課程或無法獲得該課程成績。經本系系所務會議

討論，決議修改兩人 110-1 學期「排演」課成績為不及格

59 分。林○(學號 1107**008)於 110-2 學期重新選修「排

演」，林○(學號 1106**026)將於 111-1 學期重新選修「排

演」，並不影響其原先畢業年限。(詳見第 18頁) 

二、 案經戲劇學系 111 年 2 月 21 日 110-2 學期第 1 次系所務

會議通過。 

決 議： 

提案四、 電影學系江美萱老師申請將葉○○同學(學號1106**021)選

修 110-1 學期「世界電影史」成績修正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說 明： 

一、 江美萱老師教授 110-1「世界電影史」於成績送出後，發現

葉○○同學(學號1106**021)確實有在要求時間截止前送出

應補交的作業，故申請修正葉同學成績為 61分。(詳見第 19

頁) 

二、 案經電影學系 111 年 2 月 14 日 110-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

議、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111 年 2 月 17 日 110-2 學期第 1 次

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 

提案五、 動畫學系馮凱文老師申請將盧○○同學(學號1110**005)選

修 110-1學期「動畫美學」與張○○同學(學號 1110**038)

選修 110-1學期「全球娛樂產業專題」成績修正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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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盧○○同學(學號 1110**005)選修 110-1學期「動畫美學」

於 1月 14日繳交作業，凱文老師於 1月 16日回覆收到，唯

老師後來資料整理、存於硬碟時發生疏漏，未存入盧同學的

作業，以致於發生成績誤算之情事。故馮凱文老師申請修改

盧同學課程成績，由 47分異動為 97分。(詳見第 20頁) 

 二、 張○○同學(學號 1110**038)選修 110-1學期「全球娛樂產

業專題」，本課程期末作業為兩人一組之小組作業，凱文老

師於打分數時未確實核對分組名單，誤以為張同學未繳交作

業，致使成績誤算。故馮凱文老師申請修改張同學課程成績，

由 47分異動為 92分。(詳見第 21頁) 

 三、 案經動畫學系 111 年 2 月 14 日 110-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

議、111 年 2 月 17 日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110-2 學期第 1 次

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  

 

 提案六、 辛意雲老師申請將傳統音樂學系林○同學(學號1110**017)

選修 110-1學期「經典導讀-莊子」成績修正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一、 辛意雲老師教授 110-1「經典導讀-莊子」，因一時疏忽將傳

統音樂學系林○同學成績誤寫為 40 分。故申請修改林○同

學成績為 86分。(詳見第 22頁) 

 二、 案經通識教育中心 111 年 2 月 23 日 110-2 學期第 1 次中

心會議通過。 

 決 議： 

 

 

 提案七、 本學期音樂學系兼任教師陳昌靖老師及蔣啟真老師超授鐘

點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陳昌靖老師本學期於音樂學系開設「傳統樂器 -古琴」

（10.5 小時）及傳統音樂學系「琴」（4 小時），合計 14.5

小時。 

 二、 蔣啟真老師本學期於音樂學系開設「主修－聲樂」（5 小

時）、「畢業製作（聲樂）」（4 小時）、「個別課-聲樂」(2 小

時)及「歌劇基礎表演」(2 小時)，合計 13 小時。 

 三、 案經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111 年

3 月 1 日 110-2 學期臨時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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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八、 本學期傳統音樂學系兼任教師黃立騰老師及吳素霞老師超

授鐘點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傳統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黃立騰老師總鐘點為 10.5小時(傳音系 5小時、音樂系 5.5

小時)。(原系務會議審核為 14 位學生 7 小時鐘點，這學期

經最後確定，音樂系選課人數更改為 11 位學生，故更改為

5.5小時。) 

 二、 吳素霞老師總鐘點為 13小時，課程包含：《南管戲曲排演》

(與碩班合開)4小時、《指譜》(大三)2小時、《南管樂合奏》

（大三）2小時、《指譜》（大四）2小時、《南管樂合奏》（大

四）2小時、《主修-南管樂》（碩班）1小時。 

 三、 案經傳統音樂學系 111 年 2 月 14 日傳統音樂學系 110-2 學

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  

 

 提案九、 本學期戲劇學系兼任教師姜睿明老師超授鐘點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戲劇學系） 

 說 明：  

 一、 姜睿明老師於戲劇學系學士班開設「畢業製作」（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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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2.5小時。 

 二、 案經戲劇學系 111 年 1 月 3 日 110-1 學期第 3 次系所務會

議通過。 

 決 議： 

 

 

 提案十、 本學期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兼任教師王筑筠老師超授鐘

點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說 明：  

 一、 王筑筠老師開設通識教育中心「舞動、遊戲與社會互動」（2

小時）、舞蹈學系碩士班「舞蹈教育與社會參與藝術」（3小

時）、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舞蹈與人文專題」（3小時）、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藝術方法學」(1小時)、藝術與人

文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舞蹈與人文專題」（3小時），合計

12小時。(一般課程 9小時，在職專班課程 3小時) 

 二、 本所仰仗王筑筠老師於舞蹈教育、藝術與人文及美感教育之

專業，為本所碩士班與在職專班開設「舞蹈與人文專題」、

「藝術方法學」課程，本學期兼任教師僅王筑筠老師 1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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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超授鐘點狀況，符合 90年 6月 5日本校校教評會議決議。 

三、 案經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111年 2 月 14日 110-2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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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110/12/14）決議及

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 

 

編號 案由 決議及裁示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或進度 

提案一 

本學期音樂學系兼任教師蔣啟

真老師超授鐘點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照案通過。 
課務組 

已配合列冊核發教師鐘點費

在案。 

提案二 

110-2 學期文學跨域創作研究

所課程「當代文學經驗」申請共

時授課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照案通過。 

課務組 

提案三 

因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合併，整

合本校與交通大學學生交流協

議、本校與陽明大學、政治大學

合作協議書內容，並經第 24次

三校教務行政資源整合會議確

定文字內容，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研究發展處） 

照案通過。 

研發處 

一、本案合作協議書業於 111

年 2月 24日經三校用印完

畢，各據正本一份存查。 

二、本協議內容自即日起適

用，111學年度薦送國內交

換生校內申請至 4 月 8 日

截止，請各教學單位配合

提送研發處彙辦。 

提案四 

本校與國立政治大學、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學術合作作業要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修正後通過。 

課務組 
續提本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審

議。 

提案五 

為推動本校「16+2」學期課程，

擬調整行事曆內容，並自111學

年度起實施，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照案通過。 

自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面實施。通

識課程教師倘先

行試辦，請於課程

大綱註明 16+2，並

於課堂內清楚告

知學生。 

課務組 
續提本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審

議。 

提案六 

本校「學則」第七條及第七十九

之三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招

生組） 

照案通過。 

註冊組 

招生組 

一、業經教育部 111年 1月 19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10003791號函同意備查。 

二、修正條文業於 111年 2月

8 日 北 藝 大 教 字 第 

1110000519 號書函轉送各

教學單位周知，修正條文

另置於學校官網供參。 

提案七 

修訂本學程「系級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院級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

學位學程） 

照案通過。 音樂與

影像跨

域學士

學位學

程 

本學程於 110 學年度正式成

立，本學期擬訂於 4月召開系

級、院級課程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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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務處業務報告 

教務長室 

一、 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擬兩校學術合作-課程教學作業要點。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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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申請期限為開學後第 12 周(111 年 5 月 6

日止)。 
三、 依教育部 111年 1月 25日來函，112學年度總量提報說明各項作業提報時 

程規劃及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一)第一階段:系所增設調整(含博士班及醫事、師培相關學碩等特殊項目

及學、碩增設調整及學、碩、博停招裁等一般項目)，一般項目應於

111 年 2 月 10 日至 3 月 15 日前提報申請；核定結果預計於 7 月中旬

公告於總量系統。

(二)第二階段:招生名額總量，包含寄存(主動調減)、回復、調整流用、碩

士在職專班、隔年招、擴增招生名額總量等項目，應於 7月 21日至 8

月 3 日前提報申請，教育部預計於 8 月中旬核復，各校再據以規劃各

學制班別招生名額分配。

(三)第三階段:招生名額分配，俟依教育部 5月公告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分

配表填表說明，於 8 月 19 日至 8 月 31 日前提報申請，教育部預計於

9月下旬至 10月上旬核定。

(四)另，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未涉及對外招生之學院增設或調

整案，應於 3 月 1日至 4 月 30 日及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另行提報

申請，不納入前揭各階段受理。

(五)有關院、系、所、學位學程之增設及調整，應於第一階段提出，第三

階段僅受理招生名額之分配；招生名額一經核定，各校應依核定名額

辦理招生，不得擅自調整更動。
四、 本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訂於 5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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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支援：業於 2月 10日(四)辦理「110-2期初見面會」，鼓勵社群教師

及 OCW 課程教師相互交流、說明行政配合相關事項，參與團體共 6 個社群

及 2門 OCW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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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進教師傳習工作坊：業於 2月 21日上午辦理「新進教師傳習工作坊」，

邀請 109-2 學期至 110-2 學期新進專任教師參加，本期新進專任教師合計

7人。 

三、 業於 2月下旬公告 110-2學期優良 TA甄選辦法，由彙整本學期各教學單位

聘用協同教學助理名單，由授課老師訂定考核項目。 

四、 新藝學園系統業於 110 年 8 月 1 日正式上線，基於網絡安全性考量，舊版

藝學園系統資料於 111 年 3 月 1 日起，僅限校內網路才可存取，相關資訊

業於 2月中旬公告周知。 

五、 博班實驗室：110-2學期研究小間第二期申請於 2月 22日截止，申請結果

已公告於中心官網。 

辦理中之重點工作 

一、 協同教學助理：將於 3 月 25 日(五)辦理「影像敘事製作工作坊」，透過講

座及實務操作了解影像敘事的規劃與創作方法，詳細活動資訊將公告於

CTL 官網，歡迎感興趣之教職員生踴躍報名參與。 

二、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擬依教育部來函規定，於 3 月 31 日(四)前完成 109 年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獲補助計畫展延案成果報告與經費核結，製作收支結算

表，及線上填報後公文報部。 

三、 博班實驗室：110-2 學期博班實驗室系列講座擬以「連結-connection」為主

題，邀請音樂、美術、戲劇、舞蹈、文資等學門講者辦理講座及論壇，活

動資訊擬於 3 月中旬公告，歡迎感興趣之教職員生踴躍參與。 

未來重點工作 

ㄧ、 協同教學助理：擬於 4月 15日及 4月 22日辦理「剪輯實務工作坊」，透過

實際操作，學習剪輯、輔以字卡、片頭、背景音樂、調光及調音等，製作

流暢且動人的影片，歡迎感興趣之教職員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 第五屆《北藝學：書寫進行式》徵件至 4 月 13 日(三)止，歡迎本校碩博士

生踴躍投稿。 

註冊組 

已完成之重點工作 

ㄧ、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成績三分之二不及格者共 2 人(詳見表 1)。依據本

校學則第 31 條規定：「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期

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者，應予勒令退學」。 

二、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成績二分之一不及格者共 12 人(詳見表 1)。依據

本校「學生學習成效預警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期初預警：學士班

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二分之一者、、、』學生名

單已列於學習預警系統，請系所轉知所屬導師關注學生並適時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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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學業成績不及格人數統計 

(一)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成績三分之二不及格者 

學系 年級 人數 學系 年級 人數 

音樂學系 4 1 新媒體藝術學系 2 1 

(二)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成績二分之一不及格人數 

學系 年級 人數 學系 年級 人數 

音樂學系 1 1 新媒體藝術學系 1 1 

音樂學系 3 1 新媒體藝術學系 4 1 

音樂學系 4 2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 4 3 

美術學系 2 1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 5 1 

劇場設計學系 2 1    
 

辦理中之重點工作 

 一、 「線上復學及繼續休學系統」本學期應復學學生 398名，統計至 2月 14日

止，休學期滿未辦理復學，亦未辦理繼續休學者共 23 人(學士班 5 人、七

年一貫制 0人、研究所 18人)，本校學則第 46條第 3款及第 63條第 3款

規定：「休學期滿未辦理復學，亦未辦理繼續休學者，視為無就讀意願，

應予勒令退學」。(詳見表 2) 
 

【表 2】近 3學年未復學學生人數統計表： 

學制 

學期 
學士班 七年一貫制 研究所 合計 

110-1 6 3 39 48 

109-2 3 0 16 19 

109-1 11 3 43 57 

108-2 11 0 22 33 

108-1 15 0 30 45 

107-2 2 0 20 22 

107-1 6 1 29 36 
 

 二、 製作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人數統計表」，將公告於教務處網頁項下，

供各單位參酌使用(資料統計基準日為 3月 15日)。 

 三、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註冊及繳費資料（繳費期限至 2月 14日止），截

至 2月 24日尚有 679人尚未繳費【學士班 381 人，研究所 298人】，另，

未註冊學生名單以可於「學雜費系統」查詢，並已 E-mail 通知學生補繳，

如逾 3 月 26 日(達學期三分之一)而無故缺繳者，將依本校學則第 13 條規

定勒令休(退)學。 

 四、 彙整 110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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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填報教育部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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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辦理 111 學年度研究所甄試錄取新生申請提前入學事宜，續進行資料審核

及補件作業。 

 七、 安心就學措施： 

 (一) 配合防疫規範，保障學生就學權益，其註冊、休復學等防疫安心就學措施

110-2學期仍延續實施，相關申請時程、表格已於註冊組網頁公告。 

 (二) 110-2學期申請防疫休學學生共 36名。(統計時間 111年 2月 23日) 

 八、 英文檢定畢業門檻宣導： 

 (一) 依教育部函示，大學之英文檢定畢業門檻，學校應開設相應課程或具體配

套措施，以協助學生得以提高語文能力，通過所訂之畢業門檻。 

 (二) 惠請各系所檢視現行英文檢定畢業門檻之適切性，並加強宣導、輔導及配

套措施，以協助學生順利完成畢業條件，減少爭議。 

 (三) 另，針對學生就學期間未能通過英檢畢業門檻資格者，系所應予輔導並鼓

勵學生使用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語言課程及校內各項國際交流工作坊、論

壇、讀書會等教學資源，以提升其語文能力。 

 (四) 相關資訊業於 111 年 2 月 15 日以北藝大教字第 1110000674 號書函周知各

教學單位。 

未來重點工作 

 一、 配合「學生學業優異」獎勵辦法，彙整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班學業平均

成績前三名，依序造冊提供學務處審核。 

 二、 調查 110 學年度畢業生主修別。 

課務組 

已完成之重點工作 

 一、 選課及開課相關作業： 

 (一) 已於 2月 9日以 EDM寄發本學期教師授課通知。 

 (二) 彙整及建檔各系所課程異動資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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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至他校

2人，他校至本校 9人）。 

 (四) 辦理本校、陽明交大及政大三校校際選課公告及登錄事宜（本校至政大 4

人、政大至本校 1人、本校至陽明交大 3人、陽明交大至本校 1人）。 

 (五) 辦理課程網路加退選事宜及特殊個案(如擋修等)課程補選。 

 (六) 執行課務系統本學期學生加退選資料，篩選衝堂、擋修、重覆修習等選課

資料。 

 (七) 已完成本學期選修人數不足之課程明細統計，並辦理公告停開及學生補選

事宜。 

 二、 完成 110-1 學期網路教學評量施測、統計、彙整等相關事宜，本次回收率

為 93.38%，已通知教師至教師入口網查詢個別評量結果，未達 3.5分計有

1門課程、1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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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學期因應疫情上課原則已公告於防疫專區及教務處網站，採實體上課為

主，遠距視訊為輔的原則。 

辦理中之重點工作 

 一、 開課及選課相關： 

 (一) 辦理本學期延修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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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者繳納學分費事宜，繳納期間為 3月 14日至 3月 28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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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通知學生於第 6週(3月 25日)前上網查詢確認本學期學生正式選課表。 

 (四) 通知授課教師於第 6週(3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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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二、 彙整課程大綱必填項目「課程目標」、「評分標準」及「每週授課進度」

尚未完成者，並通知各系所助教轉知授課教師補充。 

 三、 彙整 110-1學期平均數未達 3.5分之課程及教師明細(共 1門課程、1位教

師)，已發函通知系所主管進行瞭解，並請教師所屬單位於 3 月 21 日前填

妥教學改善處理報告表送教務處。 

 四、 填報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課務相關表冊，並將 110-2學期開課資料上傳教

育部課程資源網。 

 五、 彙整各單位意見編擬 111學年度行事曆草案，將提送本學期第 1次行政會 

議審議。 

 六、 3月 15日(二)召開本學期第 1次集中式實驗課程委員會。 

未來重點工作 

 一、 選課相關作業： 

 (一) 辦理本學期學士班學生修習學分不足（含未選課）學生之資料確認等後續

相關事宜。 

 (二) 協助學生查詢繳交學分費問題，並追蹤逾期案件。 

 (三) 通知授課教師於 4月 22日前進行期中學習預警事宜。 

 二、 函發「開課通知」提醒各教學單位準備資料，開始進行下學期之開課作業。 

 三、 5月 10日召開本學期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 

 四、 5月 17日召開本學期第 2次集中式實驗課程委員會。 

招生組 

已完成之重點工作 

 一、 學士班單獨招生：第一階段成績已於 3月 7~10日進行抽測及預劃低標作業。 

 二、 學士班－特殊選才： 

  已於 3 月 8 日(二)將本校錄取生名單發函至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及技專校

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核備，依規定錄取生不得再參加 111 學年度各項招生

11



考試。 

三、 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已於 3月 2~7日辦理考試完成。 

四、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已於 2月 14 ~18日完成線上報名，目前正進行考生

資格審查作業。 

五、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已於 2月 26日(六)辦理完成「ColleGo!大學 OPEN DAY-一日線上大學探索

日活動」，因活動時程緊湊，本校僅新媒體藝術學系報名參加，活動成果

影片擬由計畫團隊上架至該平台，供全國學生及一般民眾參考。 

六、 校園參訪： 

3月 4日(五)已至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參與該校「大學博覽會」。 

辦理中之重點工作 

一、 111學年度招生委員會： 

(一) 學士班招生委員會於 3月 15日(二)召開，主要決議內容為學士班第一階

段最低通過標準及通過名單(不含音樂學系及傳統音樂學系)、確認是否辦

理學士班轉學生招生考試。

(二) 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會將於 3月 29日(二)召開，主要決議

內容為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最低錄取標準及錄取名單。

二、 111學年度招生試務： 

(一) 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面試已於 3 月 2~7 日辦理完成，成績榜務組已完成成績輸入及系所主管預

畫低標作業，預計於 3月 29日(二)放榜。

(二) 學士班－單獨招生：

1、 傳統音樂、美術乙丙類、電影創作甲乙類、新媒體藝術及動畫學系將於 111

年 3 月 18~25 日進行審查資料繳交作業，擬請各學系提醒考生相關繳件時

程。 

2、 音樂學系已於 2月 20 ~22日辦理考試，後續進行成績輸入及檢核作業，預

計 3月 25日(五)前進行助教抽測與學系主管預劃低標作業。 

(三) 學士班－「繁星推薦」入學：

111 年 3 月 22 日將公告錄取名單，本次招生名額 37 名，如有錄取生放棄

入學資格，缺額將一併流回本校單獨招生考試使用。

(四) 學士班－「申請入學」：

有關通過第一階段學科能力測驗篩選結果，將於 3月 31日(四)開放網路下

載，包括：通過篩選考生基本資料檔、考生學測成績、篩選標準及照片檔，

本組將於當日下載相關資料，轉送參與申請入學之劇場設計、新媒體藝術

學系及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另請電算中心協助將考生資料匯入

本校線上報名系統。

(五) 海外僑生及港澳學生：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各學系所皆完成考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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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審查，並於 3月 4 日(五)完成系統填報作業，海外聯招會預計於 3 月

25日(五)公告榜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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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會分別於 109年在臺

中歌劇院及 110 年於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辦理 2 場活動，感謝各

位主管及師長的支持及參與，今年本組安排於 6月 18日(六)，在臺北國家

戲劇院交誼廳舉辦，敬邀各位主管及師長共襄盛舉。另，本組擬於 5 月時

舉辦行前說明會，將另行通知。 

 (二) 111-112學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書，本組擬於 3月 18日（五）前

提交至教育部及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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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各招生考試防疫措施與宣導。 

 (二) 辦理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成績榜務相關作業。 

 (三) 辦理學士班招生考試。 

 (四) 辦理大陸學生碩士班招生作業。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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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中心 

已完成之重點工作 

 一、 完成 111-112 年學術出版委員會及藝術評論編輯委員會委員聘任。 

 二、 42 期《藝術評論》已於 111 年 1 月完成出刊。 

 三、 完成科技部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補助申請。 

 四、 完成 111 年 2-4 月誠品 R79 台北地下書街主題展。 

 五、 完成參與高教深耕-春耕市集「藝布克郵便所」活動。 

 六、 鍾明德《身體行動方法》影音紀錄片已上架至五南線上學院，提供民眾付

費觀賞。 

 七、 報名文化部第 44 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提供本校 6 種共 34 冊（含世界遺

產之旅叢書）出版品參選。 

 八、 完成《身體行動方法》報名第 13 屆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辦理中之重點工作 

 一、 43 期《藝術評論》截稿至 3 月底止，統計至 3 月 2 日已收到 10 篇投稿稿

件。 

 二、 111 年度第 1 期出版品補助受理申請至 3 月 1 日，共收到 4 件申請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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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內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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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封面設計及圖片版權確認，預計 3 月底前完成出版。 

 (二) 《劇透》（本校自行出版）：第 1 輯收錄通過評審 4 篇劇作，預計 3 月底前

完成出版。 

 (三) 林會承、傅朝卿與徐明福合著《台灣建築史綱》：已完成圖片版權及排版校

對，後續研擬印刷費招標作業，預計 4 月底出版。 

 (四) 「華劇本色」叢書出版計畫（書林合作出版）： 

   1、 李季紋《1399 趙氏孤兒》，已完成劇本校對，現進行排版，預計 5 月出版。 

   2、 邱坤良《月夜情愁》，作者校對劇本內容，預計 5 月出版。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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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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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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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出版。 

 (八) 《北藝學》叢書出版計畫：第 1 輯預計收錄 8 篇通過出版審查之論文，持

續與作者進行校對確認，因圖片版權尚未確認，本書預計結合校慶活動 10

月出版。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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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已回覆二樣初稿審查通過，預計 3 月底前送完稿審查，4

月完成出版印刷，於台北書展舉辦新書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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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行銷宣傳： 

 (一) 陳俊斌老師與楊莉莉老師分別獲得科技部補助舉辦學術性專書及經典譯注

新書發表會，將陸續辦理 4 場新書發表會，資訊將公布於中心官網及臉書

專頁進行宣傳。 

 (二) 2022 台北國際書展（6 月 2-7 日）大學出版社聯展，待完成展位設計後，

續規劃本校新書發表會場次。 

 六、 統計 110 年度下半年版稅權利金事宜。 

 七、 有關教育部審查「保護智慧財產權」意見：請出版中心協助弱勢生索取需

要的出版品。已與學務處課指組溝通，未來，除「圓夢計畫」獎助學生可

免費索取 2 本學校出版品外，弱勢學生如需本校出版品可採免費或低折扣

方式獲得。 

 八、 本中心獲國家圖書館贈予之「感謝狀」，作為鼓勵本校協辦國際出版品交贈

業務。 

未來重點工作 

 一、 預計於 3 月底召開 111 年第 1 期學術出版委員會。 

 二、 預計於 4 月中旬召開 43 期《藝術評論》第一次編輯委員會。 

 三、 預計於下半年度進行《劇透》第 2 輯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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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已完成之重點工作 

 一、 110年計畫經費結算： 

 (一) 110年高教深耕主冊計畫經費結算及滾存申請，已於 2月 25日（五）依限

報部。110年度經費執行率為 97.04%。 

 二、 111年計畫經費： 

 (一) 教育部 2月 17日函知深耕計畫主冊第 1期款經費請撥案，本辦已於 3月 1

日（二）備文掣據報部請款。 

辦理中之重點工作 

 一、 教育部實地訪查： 

  教育部訪視委員將於 3 月 31 日（四）上午 9 時至 12 時進行本校高教深耕

主冊計畫視訊訪視，假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舉辦，請與會師長、同學準時

出席。 

 二、 深耕計畫第一期成果發表： 

 (一) 深耕五年成果展檔期為 3 月 14 日（一）至 4 月 29 日（五）於行政大樓 1

樓大廳展出，敬邀各位師長、同仁蒞臨觀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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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計畫書與經費預算： 

 (一) 教育部約於 5 月核定主冊計畫經費，預計 3 月 18 日（五）請各計畫提報

111年預算表，4月 15日（五）前繳交，以利核定後儘速全額開帳。 

 (二) 111年為深耕第一期最後一年，經費不開放滾存，使用期限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敬請提早核銷完畢。配合學期課程執行經費，將另於年底調查展

延需求。 

 四、 計畫網站成果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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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重點工作 

 一、 111年校內計畫提報： 

  預計於 3月 18日（五）請各計畫提報 111年校內計畫書及經費預算表，請

於 4月 15日（五）前 e-mail繳交電子檔。 
 

15



16



17
■



18



19



20



21



22






	
	教務會議議程(前)(p.1-p.5)
	提案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表(p.6)
	教務處工作報告(p.7-p.15)
	附件(p.16-p.22)
	1.音樂系改成績
	2.傳音系改成績_說明
	3.戲劇系務改成績_會議紀錄
	4.電影改成績_說明
	5.動畫改成績_說明
	6.通識中心改成績_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