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 1 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Webex線上會議室 

主席：林教務長劭仁                             紀 錄：余秘書琇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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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第 3-4頁） 

參、 教務處業務報告：（詳見第 5-12頁） 

一、 教務長室：詳如議程第 5頁。 
主席補充: 
一、本校與臺南藝術大學兩校之課程教學合作將自下(111)學年開始，

凡是課程合作、師資共享及交換學生均可依規辦理。 
二、與性平有關之課程、講座或是學生期末呈現、畢業製作，歡迎踴躍

提出申請經費。 
 

二、 教學與學習中心：詳如議程第 5-6頁。 

補充報告:因應疫情本學期博班實驗室部分講座採線上或實體同步之方

式進行。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6-8頁。 
主席指示: 
一、有關研究所未完成畢業條件先行舉辦學位考試，請各系所參考本處

註冊組提供之切結書或訂定明確之規範。 
二、本學期學位考試應於 7 月 31 日前舉辦，若因疫情，可專案申請延

期辦理，可採視訊方式辦理，授權各系所逕行依規辦理。 
三、本學期成績倘因疫情無法於 6 月 29 日前完成繳交登錄，可向註冊

組申請延期繳交。 
 

四、 課務組：詳如議程第 8-9頁。 
補充報告:本學期截至 5月 17日已有 358位同學於線上登記停修課程，

惟僅有 201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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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指示:請各系所確實依防疫課程指引規範進行課程。 
 

五、 招生組：詳如議程第 9-10頁。 
 

六、 出版中心：詳如議程第 11-12頁。 
 

七、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詳如議程第 12頁。 



 

 

補充報告: 
(一)藝術社會實踐中心育成計畫徵件，收件截止日延長至 5月 31日（星

期二），歡迎本校專任教研人員踴躍提案申請。 
(二)教育部 4月 27日來函核定 111年深耕主冊計畫，本辦業依各計畫

之經費預算表簽核，並於 5月 9日全額開帳完畢。 
(三)申請獲准展延之經費，應至遲於 1 月 19日（星期四）前核銷完畢

（111-1學期結束日為 1月 14日）。 
主席指示:今年度的經費已完全開帳，請各主管督導計畫經費執行之情

形。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修訂「戲劇學系碩士班學位考試辦法」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戲劇學系碩士班） 

 說 明：  

 一、 擬修訂「發表學術論文」畢業內規及學位考試委員資格認定
相關條文： 

   (一)第四條第二項：主修戲劇理論研究生畢業內規中發表學
術論文相關條文，擬配合研討會現況修訂。 

(二)第七之一條第四項：學位考試委員資格認定相關條文，
擬配合教育部規定修訂。 

 二、 戲劇學系碩士班學位考試辦法對照表及修訂草案，詳第 13頁
-第 17頁。 

 三、 業經戲劇學系 111 年 4 月 25 日 110-2 學期第 2 次系所務會
議及戲劇學院 111 年 4 月 27 日 110-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
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 111-1學期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班課程「劇場專題-劇場設計」

申請共時授課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劇場設計學系碩士

班） 

 說 明：  

 一、 依本校開課暨鐘點核計原則第 15條第 5款：其他課程若有校

外計畫案挹注經費，因課程之特殊性，須有兩位以上之教師

於同時段一起授課並分別核計時數者，得經系所院級課程委

員會審議後，提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後辦理；若無

校外計畫案挹注經費，得比照前段辦理，惟每學院每學期以

1門為限。  

 二、 「劇場專題-劇場設計」為本系必修科目之人文素養課程，由

王世信院長及簡立人老師共時授課，兩位教師擬分別採計 3

小時鐘點。 

 三、 「劇場專題-劇場設計」課程大綱暨進度表，詳第 18頁-第 19

頁。 



 

 

 四、 業經劇場設計學系暨碩士班 111年 3月 28日 110-2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及戲劇學院 111年 4月 19日 110-2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111-1學期「音樂史綜論-西洋音樂史」課程，擬以遠距教學

方式授課，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

學程） 

 說 明：  

 一、 為提供同學多元學習管道，111-1學期「音樂史綜論-西洋音

樂史」課程，擬以遠距教學方式授課。 

 二、 「音樂史綜論-西洋音樂史」遠距課程教學計畫大綱，詳第 20

頁-第 22頁。 

      

三、 

業經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111年 4月 19日 110-2學

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及 111年 4月 25日 110-2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四、 111-1新開課程「音樂、舞蹈與藝術治療之理論與實作：藝術

教育與腦科學之觀點」申請同步遠距教學，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一、 依本校「開辦遠距教學作業辦法」第四點及第五點辦理。 

 二、 本課程係三校(陽明交通大學、政治大學及本校)合開。預計

以 Webex 線上上課。本校主播時會採實體加線上方式。學期

後段另安排有實體「藝術治療」工作坊。 

 三、 「音樂、舞蹈與藝術治療之理論與實作：藝術教育與腦科學

之觀點」遠距課程教學計畫大綱及通識課程教學大綱，詳第

23頁-第 29頁。 

 四、 業經通識教育中心 111 年 4 月 20 日 110-2 學期第 1 次通識

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人文學院 111 年 4 月 26 日 110-2 學

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無 

  

陸、 散會(下午 2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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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議程 

時間：111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Webex線上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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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頁） 

參、 教務處業務報告：（詳見第 5-12頁）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修訂「戲劇學系碩士班學位考試辦法」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戲劇學系碩士班） 

 說 明：  

 一、 擬修訂「發表學術論文」畢業內規及學位考試委員資格認定
相關條文： 

   (一)第四條第二項：主修戲劇理論研究生畢業內規中發表學
術論文相關條文，擬配合研討會現況修訂。 

(二)第七之一條第四項：學位考試委員資格認定相關條文，
擬配合教育部規定修訂。 

 二、 戲劇學系碩士班學位考試辦法對照表及修訂草案，詳第 13
頁-第 17頁。 

 三、 業經戲劇學系 111 年 4 月 25 日 110-2 學期第 2 次系所務會
議及戲劇學院 111 年 4 月 27 日 110-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
通過。 

 決 議：  

 

 提案二、 111-1學期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班課程「劇場專題-劇場設計」

申請共時授課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劇場設計學系碩

士班） 

 說 明：  

 一、 依本校開課暨鐘點核計原則第 15 條第 5 款：其他課程若有

校外計畫案挹注經費，因課程之特殊性，須有兩位以上之教

師於同時段一起授課並分別核計時數者，得經系所院級課程

委員會審議後，提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後辦理；若

無校外計畫案挹注經費，得比照前段辦理，惟每學院每學期

以 1門為限。  

     二、 「劇場專題-劇場設計」為本系必修科目之人文素養課程，

由王世信院長及簡立人老師共時授課，兩位教師擬分別採計 

3小時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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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劇場專題-劇場設計」課程大綱暨進度表，詳第 18 頁-第

19頁。 

 四、 業經劇場設計學系暨碩士班 111 年 3 月 28 日 110-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及戲劇學院 111 年 4 月 19 日 110-2 學期

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 議：  

 

 提案三、 111-1學期「音樂史綜論-西洋音樂史」課程，擬以遠距教學

方式授課，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

位學程） 

 說 明：  

      一、 為提供同學多元學習管道，111-1學期「音樂史綜論-西洋音

樂史」課程，擬以遠距教學方式授課。 

      二、 「音樂史綜論-西洋音樂史」遠距課程教學計畫大綱，詳第

20頁-第 22頁。 

 三、 業經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111 年 4 月 19 日 110-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及 111 年 4 月 25 日 110-2 學期

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  

 

 提案四、 111-1新開課程「音樂、舞蹈與藝術治療之理論與實作：藝

術教育與腦科學之觀點」申請同步遠距教學，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一、 依本校「開辦遠距教學作業辦法」第四點及第五點辦理。 

 二、 本課程係三校(陽明交通大學、政治大學及本校)合開。預計

以 Webex線上上課。本校主播時會採實體加線上方式。學期

後段另安排有實體「藝術治療」工作坊。 

 三、 「音樂、舞蹈與藝術治療之理論與實作：藝術教育與腦科學

之觀點」遠距課程教學計畫大綱及通識課程教學大綱，詳第

23頁-第 29頁。 

 四、 業經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 111 年 4 月 20 日 110-2 學期第 1

次及人文學院課程委員會 111 年 4 月 26 日 110-2 學期第 2

次審議通過。 

 決 議：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111/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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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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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註冊組 成績更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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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註冊組 成績更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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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註冊組 成績更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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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註冊組 成績更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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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註冊組 成績更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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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註冊組 成績更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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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課務組 
已配合列冊核發教師鐘點費

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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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課務組 
已配合列冊核發教師鐘點費

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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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課務組 
已配合列冊核發教師鐘點費

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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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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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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戲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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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課務組 
已配合列冊核發教師鐘點費

在案。 

臨時 

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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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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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組 

 

教學與

學習中

心 

 

各系所 

註冊組: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

心」網站連結，已於 111年 3

月 18日以電子郵件函知各系

所助教週知。 

 

教學與學習中心： 

擬於 111-1學期辦理學術倫理

教育工作坊，提供學術倫理相

關知能；亦請留意活動訊息。 

 

美術學院各系所： 

經課程委員會討論；在學術倫

理課程納入本校必修課程前，

本院各系所暫不將此課程列

入申請學位考試條件。 

 

建文所： 

不列為申請論文口試之門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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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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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學系何曉玫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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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碩士班學位考試辦法〉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111 年 05 月 17 日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 

 

擬修訂內容 原規定 修訂原因或理由 

第四條第二項 

主修戲劇理論研究生必須於
「全國碩博士生戲劇學術論文
研討會」或經本所認可之同等
級研討會、具有審查制度之學
術期刊，發表一篇論文，始得
申請學位考。 

第四條第二項 

主修戲劇理論研究生必須於「全

國碩博士生戲劇學術論文研討

會暨聯合讀劇會」或同等級具有

審查制度之研討會、學術期刊，

發表一篇論文，始得申請學位

考。 

配合研討會現況修訂條文。 

第七之一條第四項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
學科或屬專業實務，曾從事該
領域九年以上，且在學術或專
業上著有成就並提出證明者。
但獲有國際級大獎或著有指標
性專著、展演作品者，其年資
得酌減之。 

 

前項第三款至第四款之提聘資
格認定標準，由系所務會議依
所提具體資料認定之。 

 

第七之一條第四項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

科，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由

所務會議依所提具體資料認定

之。 

配合教育部規定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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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碩士班  
甲組：主修戲劇理論（M.A.文學碩士學位）  
乙組：主修戲劇顧問（M.F.A.藝術碩士學位）  

學位考試辦法（草案） 
 

97.2.18.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0.12.05.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2.06.10.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9.09.21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12.15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04.25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所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05.17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訂定之。 

第 二 條  「畢業主修指導教授」之決定，最遲應於就讀之第三學期結束前提出

申請。 

第 三 條  本所之學位考試形式： 

（一）甲組主修戲劇理論：畢業論文及口試。 

（二）乙組主修戲劇顧問：畢業製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及口試 

第 四 條  本所之學位考試申請資格如下： 

一、於規定年限內已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 

二、主修戲劇理論研究生必須於「全國碩博士生戲劇學術論文研討會」

或經本所認可之同等級研討會、具有審查制度之學術期刊，發表

一篇論文，始得申請學位考。 

三、主修戲劇顧問研究生須繳交經畢業主修指導教授簽名之「戲劇顧

問工作報告」一份，使得申請學位考。 

四、協助並參與戲劇學系所舉辦的研討會至少兩次，並經由研討會指

導老師核章認可（自 102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戲劇顧

問組學生得以協助並參與戲劇學系所舉辦的劇場藝術相關工作

坊，並經由指導老師認可，完成本項條件，總數至少兩次。 

五、須於修業年限結束前，取得符合本所規定之英文能力檢定標準資

格，並於申請學位口試時提出證明。 

 
第 五 條  學位考試申請日期： 

一、上學期：第一學期開始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截止。 
二、下學期：第二學期開始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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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碩士生於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時，需提送下列資料： 

一、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表 

二、選定畢業指導教授同意書 

三、論文（主修戲劇理論）／展演連同書面報告（主修戲劇顧問）提

要一份 

四、學位考試委員名單、學位考試日期與時間 

五、歷年成績單一份（預定於該學期修畢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另加該

學期選課表影本一份） 

六、主修戲劇理論之研究生須繳交已發表之論文抽印本、含議程之影

印本，或是期刊主編之論文接受函及論文定稿各一份。主修戲劇

顧問之研究生須繳交經畢業主修指導教授簽名之「戲劇顧問工作

報告」一份，始得申請學位考。 

七、符合本所規定之英文能力檢定標準資格證明。 

八、論文（戲劇理論主修）／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戲劇顧問主修）口

試本四份，須於口試日期前兩週繳交四本口試本，逾期不受理。 

九、論文（戲劇理論主修）／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戲劇顧問主修）（含

提要）以中文撰寫為主，論文格式須符合本系規定之標準編排方

式。 

十、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不得再行提出。 

第 七 條  學位考試需組織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

員（含本校兼任教師）須達三分之一以上，並由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惟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為維持學位考試之公平性，研究生與其指導教授、學位考試委員不得

為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等親內之姻親關係。 
 

第七之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有專門研究

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者，或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曾任中央研究院或其他同級研究機構之研究員、副研究員、助

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由系所務會議依所提

具體資料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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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曾從事該領

域九年以上，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並提出證明者。但獲

有國際級大獎或著有指標性專著、展演作品者，其年資得酌減

之。 

 

前項第三款至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系所務會議依所

提具體資料認定之。 

 
第 八 條  學位考試申請，最遲須於考試預定日之一個月(含)以前向所辦遞交書 
          面申請；於 7月進行學位論文口試者，本校教務處受理申請之截止日 
          仍為 5 月 31 日。 
 
第 九 條  舉行口試時應事先公告並公開進行開放旁聽。 

第 十 條  有關學位考試成績評定，應符合以下規定： 

          一、學位考試時，必須評定成績，評定以一次為限。 

          二、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 

              定分數平均決定之。碩士學位考試有三分之一(含)以上委員評定 

              不及格者，則以不及格論。  

          三、論文（戲劇理論主修）／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戲劇顧問主修）有

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

論。 

          四、學位考試應於研究生申請當學期學校行事曆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 

             舉行。若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上述學位考試 

             截止日前報請學校撤銷當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亦未 

             舉行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五、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如未能於申請學位考試當學期完成所有應 

             修課程者，該學期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計。 

 

第十一條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於次學期學校行事曆規定開始上課日前，繳

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通過之論文（戲劇理論主修）／展演連同書面報

告（戲劇顧問主修）一份至本校教務處；逾期未繳且修業年限未滿者，

得於次學期依學校規定完成註冊繳費，並於截止日前完成論文繳交及

離校程序，始得畢業。畢業日期以繳交論文之該學期註。至修業年限

屆滿仍未繳交論文者，該學位考試成績以不及格論，並依規定予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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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第十二條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

年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第十三條  研究生通過學位考試後，需自行登錄「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子學位論

文 暨 展 演 書 面 報 告 服 務 （ ETDS ） 系 統 」（ 網 址 ：

http://thesis.tnua.edu.tw），以學號為帳號登錄，輸入論文基本資料、上

傳論文全文電子檔，並簽署授權書，連同論文裝訂完成，依相關規定

繳交。 

第十四條  研究生於本所修業期滿，修足規定學分，經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審核

通過，並呈報教育部核定畢業者，授予文學碩士學位（甲組：主修戲

劇理論）或藝術碩士學位（乙組：主修戲劇顧問）並頒發證書。 

第十五條  以上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陳報學院及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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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班課程大綱暨進度表 

課程代號
Course Number 2320001 

必 ∕選修  
Required / Elective 

Course 
必修

課程中文名稱

Chinese Course Title 
劇場專題－劇場設計

課程英文名稱
English Course Title Seminar in Theatre - Theatre Design 

授課老師
Instructor 

簡立人、王世信

修課條件

Prerequisites 
碩士班一年級

課程目標

Goal 

本課程為基礎核心人文素養課程，為新生於第一學期建立宏觀創

作思維，藉此課程中訓練邏輯批判、原創性思考及專業製作實

務，進而培養論述觀點及基礎撰寫論文能力。課程中邀請業界設

計師或跨領域專家進行講座分享。

評分標準
Evaluation 

出席率 20%、課堂討論 (作業及報告 )50%、期中呈現

10%、期末報告 20% 

上課教材
Texts 

1. 指定劇本

2. 授課教師自編教材

參考書目
References 

劇本《凡人》(Everyman) Carol Ann Duffy 
劇本《馬哈薩德》(Marat/Sade) Peter Weiss 
劇本《紅色的天空》賴聲川(集體即興創作) 

課程大綱 
Course Description 

以劇本為專題，每學期約 3-4 主題，授課方式以劇本分析、設計

概念發想和場景視覺構圖討論。期中報告與期末報告主題內容為

戲劇與劇場發展過中相關的人事物皆可，分組報告兩人一組。期

中報告須提出主題內容和摘要。期末報告提出小論文的報告內容

（標準格式），內文英 5000 字以上。不得以 PPT 格是提交報告。 

每週授課進度 Weekly Schedule 

Week 主 題（Topic） 

第 1週 課程介紹/ 自我介紹 / 分組 

第 2週 專題 1 劇本分析、設計概念發想 

第 3週 專題 1 場景視覺構圖討論 

第 4週 專題 1 總結討論 

第 5週 跨領域專家講座分享

18



第 6週 專題 2 劇本分析、設計概念發想 

第 7週 專題 2 場景視覺構圖討論 

第 8週 專題討論

第 9週 劇場週停課

第 10週 期中口頭報告及綜合討論 1 

第 11週 期中口頭報告及綜合討論 2 

第 12週 跨領域專家講座分享

第 13週 專題 3 劇本分析、設計概念發想 

第 14週 專題 3 場景視覺構圖討論 

第 15週 專題討論

第 16週 跨領域專家講座分享

第 17週 期末口頭報告及綜合討論 1 

第 18週 期末口頭報告及綜合討論 2 

1. 依本校行事曆規定：第 9 週為期中考週、第 18 週為期末考週，教師亦可依需要自行調整於該

兩週前後辦理期中、期末考試。

2. 依教育部規定避免鐘點費發給過於浮濫及核實支給等原則，各課程應上滿 18 週，教師如依本

校行事曆安排週次上課確有困難者，請任課教師務必自行與學生安排調整課程至上滿 18 週，

其他因故停課者亦應補課以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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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皖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開諜期間： Ul學年度第」－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 ·是 口否）

壹丶 諜程綦本資料（有包含者請於口打✓）
1. 課程名稱 音樂史線論－西洋音樂史
2. 課程英文名稱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3. 教學型態 凹非同步遠距教學

口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靖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系所：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盧文雅 副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口通識中心聘任 口以上合聘口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7. 課程學制 口學士班 口進修學士班 口學士班在職專班

口碩士班 口碩士班在職專班 口博士班
口學F完（口二年制口四年制）
口專科（口.::.年制口四年制）口進修專校
口進修學院 （口二技 口四技口碩士 在職專班）
巳學位學程（口二年制日四年制 口碩士班）

口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口進修部（夜間部） 仁］其他
9. 科目類別 口共同科目 口通識科目 口校定科目

目專業科目 口教育科目 口其他
10. 部校定 口教育部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口才文定 口院定 口所定 口系定日其他
11. 開諜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口二學期（全年）口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口選修 口其他
13. 學分數 l學分
14. 每週上課時數 2 
15. 開課班級敦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30 
17. 全英語教學 口是団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

（有合作學校靖填寫） 口國內主播口國內收播 口境外專班口雙聯學制口其他
19. 課程平台網址（非同步教學必填） 北藝大藝學圉平台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綱址
21. 計入畢業學分之遠距教學課程學 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

分敦佔畢業總學分數比例 畢業熜學分數：
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教佔畢業總學分數比例： ％ 

本課程業經lIl年4月 ,1 日ll0學年度2學期第 I 次系（所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業經I l\年4 戶5 日l lO學年度2學期第l次浣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教學二 1 戸閂鬥旦國／三三
^

l 
'--一－ － － 一-

． T 上 t

后,

,..一｀～ 丶·····-

t許登堊扣},-:,.'..一I·l/74= ＇，－.
－

歸k林砌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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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丶諜程教學計畫

四

� �．

五

教學目標

適合修習對象
課程內容大綱

-

教學方式

學習管理系統

認識西洋音樂史中古、文藝復興與巴洛克到古典與浪漫時期中重要
樂派，並能了解各樂派發展出的重要曲種以及各曲種的特色，對於
各時期的代表作曲家，能知道其重要代表作品，並各作曲家的作品
特點。
對西洋樂理與音樂段代有初級的認識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授課方式及時數

週 （請填時鈥，無則免填）

次 授課內容 遠距教學
面授

非同步
1 音樂史粵論 V 

2 中古世紀音祟 V 

3 文藝復興音樂 V 

4 巴洛克時期：導論與歌劇 V 

5 巴洛克時期：Bach V 

6 巴洛克時期：Handel V 

7 
古典時期音樂導論 V 

前古典時期：歌劇I
8 前古典時期：歌劇II V 

9 古典時期：奏鳴油／協奏曲／交攀曲 V 

10 期中考 V 

11 古典時期：Haydn V 

12 古典時期：Mozart V 

13 古典時期：Beethoven V 

14 浪漫時期．罪論與Lieder V 

15 浪漫時期：Piano Works V 

16 浪漫時期：Symphonys V 

17 浪漫時期：Operas V 

18 期末考 V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勺鬪1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口4 ．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次，總時敦： 小時
二5 ．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次，熜時教： 小時
口6．其它： （請說明）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 ．提供給系统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回
『

個人資 料

課程資訊
其他相關實料管理功能

2 ． 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统功能凹］ 武新消息發佈 ， 洛／咒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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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
同

學習資訊
互動式學贊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尸其他相鬨功能（請說明）
六 師生互動計論方式 （包拮教師時間、E-mail信箱、對應窗口等）

wenyea@music. tnua. edu. tw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団．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二2．線上即睹作業填答日昱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線上測驗
．成績查詢

口6.其他做法（請說明）
＇、 成績評量方式 （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線上討論30%
平時作業20%
線上平時測驗20%
線上期中考測驗15%
線上期末考測驗15%

九 上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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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浣遠距教學諜程－教學計畫大綱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開諜期間：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閼設諜稈： ·是 口否）

臺、 諜程綦本實料（有包含者請於口打✓）
1. 課程名稱 音樂丶舞蹈與藝術治療之理論與實作：藝術教育與腦科

， 

i 
學之亂點， 

2 諜程英文名稱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Music, Dance and Art Therapies &-

Perspectives of Art Education and Brain Science 

3. 教學型態 口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
(1)學校：國立政治大學 系所：通識教育中心
(2)學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系所：共同教育中心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蔡淩蔥副教授、謝仁俊教授、暢佩螢副教授
5. 師實來源 口專業系所聘任 口通識中心聘任 二以上合聘

·其他：三校學術合作教師
6. 開課單位名稱

通識教育中心（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口進修學士班 口學士班在職專班

口碩士班口碩士班在職專班 口博士班
口學院（口二年制口四年制）
口專科（口二年制口四年制） 口進修專校

口進修學院（口二技 口四技口碩士在職專班）
尸學位學程（口二年制 口四年制 二碩士班）
口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口進修部（夜間部） 口其他
9. 科目類別 口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口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口教育科目 口其他
10. 部校定 口教育部定

（本諜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校定 口院定 尸所定 口系定 口其他
11. 開諜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 學期（丰年） 口二學期（全年） 口其他
12. 還諜別 口必修 亡還修·其他：還項必修
13. 學分藪 2 
14. 每週上諜時款 2 （非同步逯距教學，請填平均每週面授時啟）
15. 開課班級數． I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90 

17. 全英語教學 二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口國內主播二國內收播口境外專班二雙聯學制口其他
19. 課程平台綱址（非同步教學必填）
20. 教學計雷大綱襠衆連結綱址 https :// selcrs 1. tnua.edu. tw/CourseSearch/HomeCatalogue. aspx 
21. 計入畢業學分之遠距教學課程學 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

分數佔畢業總學分數比例 畢業總學分數：
遠距教學諜程學分款佔畢業總學分數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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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丶課磊教學計畫

教學目標

適合修薯對象
課程內容大綱

1) 期望學生了解音樂丶美術、舞蹈相關理論丶認識腦科學研究於
藝術家之科學實證、及社工資源與概論，了解與髖驗音樂治療丶
藝術（美術）治療丶舞蹈治療理論與課程

2) 期望透過三校跨領域通識課程，增進學生對藝術的認識丶了解
腦科學於藝術家畊究實證、社工如何運用藝術為媒介協助案主
提升社會能力，最後延伸至藝術治療。

3) 期望學生學習跨頻域慮用，從藝術理論、腦和學理論，到社會
與臨床上之愿用。

4) 期望跨領域學習引導及啟發學生於本身專業諜程外，能夠開創
未來跨界跨領域的思維。

5) 無需先修課程或先備能力，本課程開放大學部學生修課。

6) 本課程將由藝術理論、藝術與腦科學、及社工角度，認識音樂丶
藝術（吳術）與舞蹈治療。

7) 課程的範疇涵蓋：音樂教育丶音樂理論、視覺與多媒髖藝術丶
舞蹈理論丶藝術家的腦神經可塑性丶神經美學、社工與藝術療
癒丶音樂冶療楓論丶藝術治療概論丶及舞蹈治療概論。

8) 本課程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第 1週～15週）為綦礎藝衙理論與腦
科學課程，採線上網路苴播。第二部分（第 16週丶第 17週）會將同
學們分三大紐，分別參與音樂治療、藝術（美術）治療、舞蹈治療，
一次四小時，採實體課程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在學大學生，無需先修課程。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
次

1 

2 

3 

4 

5 

6 

7 

8 

10 

11 

12 

13 

14 

15 

16 

授課內容

藝衍教育類－（藝術教育）
藝術教育類－（音樂）
藝術教育類－（舞蹈）
藝術教育類－（電影與多媒體）
腦科學與藝術
腦科學於音樂
腦科學於舞蹈
腦科學於視覺藝術
表達藝術與療癒（育）
表達藝術與療癒（育）
表達藝術與療癒（育）
表達藝術與療癒（育）
音樂冶療概論
舞蹈治療概掄
藝術治療概論
分維實體課程－（4 小時）
音樂治療髖驗

授課方式及時數
（請填時款，無則免填）

遠距教學
面授

非同步 同步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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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治療髏驗 ,I 

17 
分絪實盤諜程－（4 小時） V 
藝術治療鱧驗

18 期末救告／期末考 V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旗選）
■ 1 ．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口 2 ．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3＿次，總時數： ＿12＿小B寺
口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歎：＿次，總時款： ＿小時
巳6.其它： （請說明）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

＾

，可複選）
l．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實料庫管理

·個人資料
·課程資訊
巳其他相關實料傍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薯管理系統功能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教材內容設計、觀羞、下載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學習資訊
口互動式學醬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二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口其他租闕功能（請說明）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課程負貴人：廖尹君老師(yl iaomt@gmai 1. com) 
七 作業緻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孑知還）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 線上即晦作業填答
■ :}.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 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口6.其他做法（請說明）

,、 成績評量方式 1. 平時測驗 (30%)

2. 期末作業 (30%)

3實作治療課程髖驗(40%)

九 上課注念事項 線上直播課程時，請同學禁止錄影或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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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課程教學大綱

（中文）音樂丶舞蹈與藝術治療之理論與實作：藝術教育與腦科學之覬點

課程名稱 （英文）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Music, Dance and Art Therapies: Perspectives of Art Education

and Brain Science 

北藝大：蔡淩暴副教授
核心通識課程（跨校
課程）：北藝、陽明交

授課教師 陽明交大：謝仁俊教授 修課人敦上限 大及政大3 校各30
政大：楊佩滎副教授

人，共90人。

開課系所 通識教育中心 學分款 2 

上課睹間 ＇星期五
口08 : 30-10 : 10 ■ 13 : 30-15 : 10

口10 : 30-12: 10 口 15: 30-17: 10

口語文 二人文史哲
課程所屬 口個人與社會 □科學與科技
分類領域 口跨藝術領域通識 ·核心課程

l) 期望學生了解音樂丶美術、舞蹈相關理論、認識腦科學畊究於藝衙家之科學實

讜、及社工資源與概論，了解與翹驗音臬冶療、藝術（具術）治療、舞蹈治療理論

與課程

2) 期望透過三校跨領域通識課程，增進學生對藝術的認識、了解腦科學於藝術家

課程理念 硏究實證、社工如何運用藝術為娣介協助案主提升社會能力，最後延伸至藝術

治療。

3) 期望學生學習跨領域應用，從藝術理論、腦科學理論，到社會與臨床上之應用。

4) 期望跨領域學習引導及啟發學生於本身專業課程外，能夠開創未來跨界跨領域

的思維。

l) 無需先修課程或先備能力，本諜程開放大學部學生修課。

2) 本課程將由藝衖理論、藝術與腦科學、及社工角度，認識音樂、藝術（美術）與舞

蹈治療。

3) 課程的範疇涵蓋音樂教育、音祟理論、視覺與多媒髖藝衖、舞蹈理論、藝術家
教學目標 的腦神經可塑性、神經美學、社工與藝衙療癒、音樂治療概論丶藝術治療概論、

及舞蹈治療概論。

4) 本諜程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第1 週～15週）為基礎藝術理論與腦科學課程，採線

上綱路直播。第二部分（第 16週、第17週）會將同學們分三大維，分別參與音祟冶

療、藝術（美術）冶療、舞蹈治療，一次四小時，採實髖課程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評分標準
l平時測瞼(30%)

2期末作業 (30%) 27



3實作治療諜程體驗(40%)

1平晦測驗： （30%): 

!)課前還擇題準時上諜，講師授課前 10 分鐘，學生需填寫完還捍題。
作業說明 2) 諜後問答題一題簡答申論（課程相關之問題）。

2期末作業 (30%) ：藝術丶舞蹈、音樂相關赧告。
3實作治療課程髖驗．準時上課，課程與同學老師互動，上課表現評分(40%）。

週次 教學內容 參考文獻

第一週 藝術教育類－（藝術教育） （詳下方參考文弒說明）

第二週 藝術教育類－（音樂）

第三週 藝術教育類－（舞蹈）

第四週 藝術教育類－（電影與多媒髖）

l 第五週 腦科學與藝術

第六週 腦科學於音樂

第七週 腦科學於舞蹈

第八週 腦科學於視覺藝術

每週 第九週 表達藝術與療癒（育）

授諜進度 表達藝術與療癒（有）
(18 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表達藝術與療癒（育）

第十二週 表達藝術與療癒（育）

第十三週 音樂治療概論

第十四週 舞蹈治療概論

第十五週 藝術治療概論

分組實髖課程－（4 小時）
第十六週 音樂治療髖臉

舞蹈冶療體驗

第十七週
分組實難課程－（4 小時）
藝術治療體驗

第十八週 期末赧告／期末考

指定閱請＆參考書籍等
l 、 拉定閒請書籍：
• 黃光男《藝術開門藝術教育 10 講》［藝術家， 2019]

• 謝世宗 《電影與視覺文化：閱讀台灣經典電影》［五南出版社， 2015]28



李佳庭 《你不伸手，他會在這裡躺多久？一個年輕社工的掙扎與淚水》
［寳瓶文化， 2019]

中譯本．《腦內藝術館：探索大腦的審美功能》 ［商周出版， 2001]

中譯本· 《音樂治療理綸與實務》［心理， 2008]

• 吳文炙 《添翼培力與轉變的社工路》［晨星， 2022]

李宗芹《動勢，舞蹈治療新覬點》［心靈工坊， 2018]

2 、參考書籍： （可在此說明或每週進度中列出）
• 賴晉楷繹 《音樂大歷史．從巴比倫到披頭因》［聯經出版公司， 2015]

• 吳明富《藝術治療工作坊媒材應用與創意拮引》［洪業文化， 2016]

• 李佳庭 《你不伸手，他會在這裡躺多久？ 一個年輳社工的掙扎與淚水》
［寶瓶文化， 2019]

李宗芹《傾聽身鱧之歌－舞蹈治療的發展與內涵》［心靈工坊， 2001]

3丶綱站或電子資料來源：（可在此說明或每週進度中列出）
• 舞台劇欣賞 家庭浪漫（導演· 洪千）函與洪唯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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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學生畢業條件未完成申請學位考試切結書 

 

本人已完全瞭解就讀系所之畢業條件，以及學校學則第 53 條第 5 款、

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第 14條，有關未完成畢業條件予以退學之規定。如經

系所同意先行舉辦學位考試，而本人無法於規定之離校截止日前完成系所

之畢業條件，則願依前述規定處理，不得異議。 

本人未完成之畢業條件列表如下：(請勾選) 

□未修足畢業學分，缺修____學分，本學期已完成選課。 

 

□外文檢定：(請勾選) 

預計報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寫檢定名稱）之

外文檢定考試，考試日期：  年  月  日。 

□已修讀可採計之校內英檢課程中。 

□所屬系所之其他畢業條件：(請自行填寫項目及預計完成時間) 

 

 

 

 

 

 

立切結書人：         （簽章） 

學號：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1、 學則第 53條第 5款規定：修業年限期滿，未修足所屬系（所）規定應修科目、學分

數及畢業條件者或未通過學位考試者，應予勒令退學。 

2、 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第 14條規定：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於次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開始上課日前，繳交附有考試委

員簽字通過之論文乙份至本校教務處並完成離校程序後，始得畢業。 

逾期未繳論文且修業年限未滿之研究生，得依學校規定於次學期完成註冊繳費。其

畢業學期以繳交論文及完成離校程序之學期註記。 

修業年限屆滿仍未繳交論文之研究生，其學位考試成績以不及格論，並依規定予以

退學。 

3、未完成之畢業條件項目者，請於辦理離校時檢附通過證明，以完成離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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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到單(出席人員截圖)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 

時間：111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 分 

 地點：Webex會議室  

主席：林劭仁教務長                      紀錄：余琇媚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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