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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藝 術 大 學 1 0 0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第 2 次 教 務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1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張副校長暨教務長中煖                                       記錄：詹淑景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一、本校 101學年度招生考試錄取多位香港學生，4月 26日香港中文中學聯會參訪團蒞

校，團中校長們亦表達本校暑期如有相關活動，學生們均樂予參與，各系所活動訊

息可透過招生組轉達邀請。 

二、自本學期起學期成績登錄全面採線上作業，不再提供書面資料，請各教學單位週知

所屬專兼任教師配合辦理，並審慎登錄。 

三、校課程委員會與教務會議自 101-1學期起分開辦理，校課程委員會舉行後隔週再召

開教務會議，以利相關提案於會議後續行處理再提教務會議審議。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詳如議程第 6~7頁。 

參、教務處各組工作報告： 

一、教務長室：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第 8頁。 

二、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CTL)：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第 8~9頁。 

三、註冊組：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第 9～10頁。 

    四、課務組：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第 10～11頁。 

五、招生組：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第 11~13頁。 

    六、出版組：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第 13頁。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大學部張暐伃同學(學號：110011031)及碩士班李庭瑜同學(學號：

210011010)100-1學期「室內樂演奏風格詮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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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音樂學系) 

決 議： 

一、本案 2位學生更正前、後之成績差距過大，且授課教師提出之書面說明日期有

誤，請其補充說明評分標準，再由音樂學系專案簽辦

二、教學單位對外籍教師應另提供修課學生照片，以利其辨示及點名。 

。 

三、成績更正案依本校「學則」規定，應予次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議決處理。本案

於學期末始提出前一學期成績更正案，對學生權益、行政作業均造成影響。自

101學年度起，學期成績更正案需於次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審議處理，未如期

提案者，不予審議，請教學單位協助配合

提案二、碩士班唐雨嬋同學(學號：29844004)100-1學期「藝術與人文領域教材教法」

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音樂學院學分科目表修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 

一、音樂學系因新增必修課程，致部份主修提高必修學分數比例至 75%，請該系課

程委員會重新檢視課程；另西洋音樂史標示「Ⅰ、Ⅱ、Ⅲ、Ⅳ」部份，若無進

階考量，應以副標清楚標示其內涵或範圍，建置完整的課程結構，以利學生選

課。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美術學院學分科目表修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 

一、美術學系新增「創作論述寫作」及「創作論述研習」2門課程部分，請同時就

師資專長、師資結構、課程結構、與通識課程之配搭等，再做長遠的規劃與考

量；本案因必修學分數比例仍低於 50%，先予通過。 

二、美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分科目表：照案通過，惟新增「創作研習輔導」之課

程，請就其中、英文科目名稱再次研議確認後逕送課務組彙整。 

三、藝術跨域研究所學分科目表：照案通過。 

提案五、戲劇學院學分科目表修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 

一、劇場設計學系及碩士班學分科目表：照案通過。 

二、戲劇學系學分科目表：授課總時數雖減少，但必修學分數比例從 61%提高至 67%，

請戲劇學院於院課程委員會時協助規劃及把關。 

提案六、舞蹈學院學分科目表修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 

一、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舞蹈研究所學分科目表：照案通過。 

二、另，舞蹈研究所新增「舞蹈專業知識測驗」為畢業門檻，經了解需於學位考試

規定中明定，但勿須在招生簡章中呈現。 

提案七、電影與新媒體學院學分科目表修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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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新媒體藝術學系學分科目表本次有大幅的更動，必修學分比例雖低於 50%，但

仍有 1科目、3學分、6小時之情形發生，致總時數增加，大學部須留意與通識

課程之配搭，避免產生選課上之衝突，影響學生如期畢業。 

提案八、文化資源學院學分科目表修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 

一、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班學分科目表，先予通過。惟選修課程標示「Ⅰ、

Ⅱ」，因其意涵不清，請再作確認，如非進階課程，宜以清楚的專題呈現，調整

後送課務組彙整。 

二、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學分科目表：先予通過，惟其必修學分數比例

高達 91.6%，請課務組協助在領域規範或選課方式上進行調整。 

提案九、音樂系所個別課、傳音系所主修及術科課程之教學評量問卷版本訂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因其修訂後之版本與全校通用性之版本並無太大之差異，無法彰顯該版本之特

色與效能，另考量學生受測端之負擔，101學年度起仍維持適用全校通用性之

版本，未來實施若有困難或需做大幅度之調整時再行修訂。 

提案十、戲劇系所之學科課程、劇本創作課程、導演課程、表演課程教學評量問卷版本

修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因其修訂後之版本與全校通用性之版本並無太大之差異，無法彰顯該版本之特

色與效能，另考量學生受測端之負擔，101學年度起仍維持適用全校通用性之

版本，未來實施若有困難或需做大幅度之調整時再行修訂。 

提案十一、劇場設計學系之教學評量問卷版本修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

務組) 

決  議：因其修訂後之版本與全校通用性之版本並無太大之差異，無法彰顯該版本之

特色與效能，另考量學生受測端之負擔，101學年度起仍維持適用全校通用

性之版本，未來實施若有困難或需做大幅度之調整時再行修訂。 

提案十二、舞蹈學院伴奏老師教學評量問卷版本修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決  議：教學意見部分，第 5~6題刪除、並將第 7題修正為「教師能依學生學習狀況

調整伴奏方式」，總題數為 10題，詳如附件 1(第 6頁)，並自 101-1學期起

適用。 

提案十三、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修訂案(附件 2，第 7~9頁) ，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  議： 

一、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本校於招生考試時已開放考生跨考，入學後亦有修讀輔系及雙主修等配套措

施，請鼓勵學生多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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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四、本校「動畫學系轉系實施細則」訂定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動畫學系) 

決  議： 

一、第三條文字修正。 

二、第四條增加「惟延長修業年限者，不得申請」之規定。 

三、第五條轉入名額下修為 10%。 

四、綜上，本細則修正如附件 3(第 10頁)。 

提案十五、本校「電影創作學系學生轉系實施細則」訂定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電

影創作學系) 

決  議： 

一、第一條及第五條文字修正。 

二、第二條將「本學系(所)」修正為「本學系(含碩士班)」。 

三、第三條轉入名額下修為 10%，並刪除「本學系亦得於系務會議通過後，不開

放轉系生名額」之規定。 

四、第四條增加「惟延長修業年限者，不得申請」之規定。 

五、綜上，本細則修正如附件 4(第 11~12頁)。 

提案十六、本校「新媒體藝術學系學士班轉系實施細則」訂定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新媒體藝術學系) 

決  議： 

一、第一條文字修正。 

二、第三條增加「惟延長修業年限者，不得申請」之規定。 

三、第三條轉入名額下修為 10%。 

四、綜上，本細則修正如附件 5(第 13頁)。 

提案十七、本校「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班課程修習暨碩士學位考試辦法」修訂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劇場設計學系) 

決  議： 

一、教務處課務組建議： 

(一)肆、三畢業製作部分，目前已無畢製課程，應予刪除。 

(二)捌、三第二項英語文能力檢定課程含閱讀、聽力，建議明定，取代修課

次數。另修訂案自 101學年度適用後，建議與共同學科先行討論，增加

是類課程之修課人數，以為因應。 

(三)捌、十第二項，建議明定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提聘資格認定標準於該系系

務會議通過之時間。 

(四)本辦法英檢及格分數訂為 75分，不及格者需重修。因本校研究生及格分

數為 70分，「選課系統」可接受成績低於 70分之學生重修，成績在 70~74

分之學生重修時，「選課系統」將認定為及格，會被擋修。 

二、本案尊重系所之決定，請劇設系將課務組建議攜回研究，另行簽案辦理，確

定後自 101學年度適用，並請共同學科協助增加英檢課程修課人數。 

三、因應 101年度下半年之系所評鑑，請各系所依據校級法規重新檢視，修訂所

屬已過時之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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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八、本校「學生學習成效預警實施辦法」修訂案(附件 6，第 14~17 頁)，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4時 55分。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學評量(學生學習意見回饋)問卷 

(舞蹈學院伴奏老師) 

6 
 

  101年 5月 15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5月 15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課程會修正通過 

  101年 5月 10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舞蹈學院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4月 19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舞蹈系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學生學習自我評估 

1.我修習本課程的出席課堂情形為 A.從不缺課  B.偶爾缺課  C.常常缺課 

2.我修習本課程的準時出席情形為  A.從不遲到  B.偶爾遲到  C.常常遲到 

   3.我修習本課程的態度為  A.很認真  B.還算認真  C.普通  D.不太認真  E.很不 

     認真 

   4.我每週課餘研習本課程的時間為  A.6小時以上  B.4-6小時  C.2-4小時  D.2 

     小時以下  E.沒有準備 

   5.我對本課程自我學習上的要求為  A.很高且做到  B.盡力而為  C.普通  D.不高   

     E.隨性而為 

   6.我對此課程目標及內容的理解為  A.非常清楚  B.還算清楚  C.普通  D.不太清 

     楚  E.完全不清楚 

   7.我上完本課程的學習成果為  A.獲得專業知識  B.瞭解此課程的延伸意義及應用     

     價值  C.未若預期   

二、對本課程的教學意見(五等量表) 

（一）教學態度 

1.教師準時出席課程 

2.教師的教學態度認真 

3.教師對本課程有充分準備 

（二）教學方法 

4.教師伴奏內容或示範解說清楚有條理 

5.教師能依學生學習狀況調整伴奏方式 

（三）教學內容 

6.教師的伴奏內容有助於動作技巧的學習 

7.伴奏音樂內容難易適中，各主題之間有良好聯繫 

8.課程採用之教學內容(含曲目)或教材有助於學習 

（四）師生互動 

9.教師能與學生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五）學習評量 

10.教師對學生的學習成效，能提供檢討與回饋 

三、其他意見 

1.本課程最好的部份為： 

2.本課程需要加強的部份為： 

3.對本課程的其他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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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轉系（所）辦法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2012/5/8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學士班學生凡修業滿一學年

者，得轉各學系二年級；修業

滿二學年者，得降轉各學系二

年級；惟延長修業年限者，不

得申請

第四條 學士班學生凡修業滿一學年

者，得轉各學系二年級；修業

滿二學年者，得降轉各學系二

年級。降級轉系者，其在二系

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

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碩

士班研究生另依各系（所）訂

定之辦法申請之。 

。降級轉系者，其在二

系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

入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

碩士班研究生另依各系（所）

訂定之辦法申請之。 

考量各學系修業年

限，並參酌其他學校

規定，增列文字。 

第六條 學生轉系（所），其轉入系（所）

級學生名額，以不超過該學系

（所）原核定招收新生名額外

加百分之十

第六條 學生轉系（所），其轉入系（所）

級學生名額，以不超過該學系

（所）原核定招收新生名額

為限。 

加

二成

調整轉入名額。 

為限。 

第七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轉系，應於每

年五月一日以前提出申請，逾

期不予受理。碩士班研究生申

請轉所，應於每學期結束前

第七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轉系，應於每

年五月一日以前提出申請，逾

期不予受理。碩士班研究生申

請轉所，應於每學期末依各所

規定提出申請。 

依

各所規定提出申請。 

文字調整。 

第八條 轉系（所）學生應於規定時間

內，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

學士班學生須經家長或監護人

同意始得申請。經轉出及轉入

學系（所）主管同意後，參加

該系（所）指定項目甄試。通

過者即核准轉系（所），不得再

申請變更或撤銷。 

第八條 轉系（所）學生應於規定時間

內

各系（所）甄試項目及標準，

得由各系（所）自行訂定，並

送教務處備查後彙總公告。 

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向教

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填寫轉

系（所）申請表，經轉出及轉

入學系（所）主任（所長）

1. 考量外籍學生及

研究生無需徵詢

家長或監護人同

意，並參酌本校

學則第 40 及 47

條規定，修訂文

字。 

同

意後，參加該系（所）指定項

目甄試。通過者即核准轉系

（所），不得申請變更或撤銷。 2. 明敍各系（所）

得自行訂定審查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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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學生轉系（所）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本校 8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訂﹝88.12.23﹞ 
本校 8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89.01.11﹞ 
本校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99.04.13﹞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84275 號函同意備查(99.05.19)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101.5.15﹞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學則第三十八條第五款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學生轉系（所），除教育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

辦理之。 

第三條 本校學生就讀學系（所）與其志向、興趣不符，或有其他

重大因素者，得申請轉系（所）。轉系（所）後之畢業規定，

悉依轉入學系（所）規定辦理。 

第四條 學士班學生凡修業滿一學年者，得轉各學系二年級；修業

滿二學年者，得降轉各學系二年級；惟延長修業年限者，

不得申請

第五條 一貫制大學先修班學生不得轉系，進入學士班後，與其他

學士班學生同。 

。降級轉系者，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

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碩士班研究生另依各系

（所）訂定之辦法申請之。 

第六條 學生轉系（所），其轉入系（所）級學生名額，以不超過該

學系（所）原核定招收新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

第七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轉系，應於每年五月一日以前提出申請，

逾期不予受理。碩士班研究生申請轉所，應於每學期

為限。 

結束

前

第八條 轉系（所）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

請。

依各所規定提出申請。 

學士班學生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始得申請。經轉出

及轉入學系（所）主管同意後，參加該系（所）指定項目

甄試。通過者即核准轉系（所），不得再申請變更或撤銷。 

第九條 轉系（所）以一次為限。經核准轉系（所）學生，不得再

各系（所）甄試項目及標準，得由各系（所）自行訂定，

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彙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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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申請轉系（所）或要求回原系（所）肄業。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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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動畫學系學士班轉系實施細則 

101年 5月 15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 年 4 月 30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 年 5 月 2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備查 

 

第一條 本實施細則依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學生轉至本系，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另有規定外，悉依本

實施細則辦理之。 

第三條 本校學生就讀學系與其志向、興趣不符，或有其他重大因素者，

得申請轉系，轉系後之畢業規定，悉依本學系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凡修業滿一學年者，得轉本學系二年級；修業滿

二學年者，得降轉本學系二年級；惟延長修業年限者，不得申請。

降級轉系者，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本學系之最高修

業年限併計。 

第五條 學生轉系，其轉入本學系之學生名額，以不超過本學系原核定招

收新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限。 

第六條 轉系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向教務處註冊組

提出申請，填寫轉系申請表，經轉出及轉入學系主任同意後，參

加該系指定項目甄試。通過者即核准轉系，不得申請變更或撤銷。 

第七條 本學系轉系考試繳交資料為:個人作品集、在校成績單、推薦函。 

第八條 本學系轉系考試科目為:術科考試、面試。 

第九條 轉系以一次為限，經核准轉系學生，不得再次申請轉系或要求回

原系肄業。 

第十條 本實施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提送院務會議備查後實施，修訂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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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 

學生轉系實施細則 
101年 5月 15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 4月 18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臨時系務會議通過 

101 年 5 月 2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備查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及學則第三十八條第五款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學生就讀本校修業滿一年以上，得申請轉入本學系（含碩士班），相

關轉系辦法及轉系後之畢業規定，悉依本學系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學系招收轉系生名額，依各學年度招生名額、開課狀況及教學策

略，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訂定之，且不超過以轉系公告時本學系各學制

原核定招收新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限。 

第四條 其他學系學士班學生凡修業滿一學年者，得轉入本學系二年級；修業

滿二學年者，得降轉本學系二年級；惟延長修業年限者，不得申請。

碩士班學生申請轉入本學系碩士班者，一律須轉入本學系碩士班一年

級就讀。降級轉系者，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本學系

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 

第五條 申請轉入本學系之學士班學生，經家長或監護人簽名同意後，得於規

定時間內向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申請時，應填寫本校轉系

（所）申請表，經轉出系(所)及本學系系主任同意後，參加本學系甄

試。甄試通過者，准予轉入本學系。申請通過後，不得再申請變更或

撤銷。 

第六條 申請轉入本學系碩士班之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

申請。申請時，應填寫轉系（所）申請表，經轉出系(所)及本學系系

主任同意後，參加本學系甄試。甄試通過者，准予轉入本學系。提出

申請轉入本學系者，在提出申請後，不得再申請變更或撤銷。 

第七條 本學系學士班每學年招收轉系生名額及甄試方式，應於每學年第二學

期 4月中旬公告，5月 1日（含）前截止收件。若截止日期恰逢國定

假日時，申請截止時間得順延至第一個工作日下班前。學生申請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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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系學士班者，應於每年 5月 1日以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轉入本學系碩士班者，應於本學系公告申請期限結束以前提出申

請。 

第八條 本學系碩士班每學期招收轉系生名額及甄試方式，應於每學年 5月下

旬公告，申請期限自公告日起二星期。若截止申請日期恰逢國定假日

時，申請截止時間得順延至其後第一個工作日下班前。逾期不予受理。 

第九條 學生申請轉入本學系以一次為限。經核准轉入本學系之學生，不得再

申請轉系（所）或要求回原系（所）肄業。 

第十條 本實施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提送院務會議備查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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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學士班轉系實施細則 

101 年 5 月 15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 年 1 月 14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 年 5 月 2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備查 

 

第一條 本校學生轉至本系，除本校轉系（所）辦法另有規定外，悉依本

實施細則辦理之。 

第二條 本校學生就讀學系與其志向、興趣不符，或有其他重大因素者，

得申請轉系。轉系後之畢業規定，悉依本學系規定辦理。 

第三條 學士班學生凡修業滿一學年者，得轉本系二年級；修業滿二學年

者，得降轉本系二年級；惟延長修業年限者，不得申請。降級轉

系者，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年

限併計。 

第四條 學生轉系，其轉入系級學生名額，以不超過本學系原核定招收新

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限。 

第五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轉系，應於每年五月一日以前提出申請，逾期不

予受理。本系於每年六月初舉辦轉系考試。 

第六條 轉系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向教務處註冊組

提出申請，填寫轉系申請表，經轉出及轉入學系主任同意後，參

加該系指定項目甄試。通過者即核准轉系，不得申請變更或撤銷。 

第七條 本系轉系考試繳交資料為:個人作品、在校成績單、推薦函。 

第八條 本系轉系考試科目為:面試。 

第九條 轉系以一次為限。經核准轉系學生，不得再次申請轉系或要求回

原系肄業。 

第十條 本實施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提送院務會議備查後實施，修訂

時亦同。 

 



14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學習成效預警實施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習有狀況應予預

警對象及通報期程

一、 

如下： 

學士班學生

期初預警：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

格科目之學分數達二分之一者，教務

處註冊組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五週內

通報其導師、系所主管及家長並知會

學生本人

二、 

。 

期中預警： 

授課教師於任教過程中對於學生常

缺交報告或作業、常遲到早退或曠課

及上課狀況不佳者，授課教師應於第

十週結束前通報其導師及系所主管

並知會學生本人

三、 

。 

曠課預警：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習有狀況應予預

警對象如下： 

學生所有課程曠課總時數達 25 小時

者，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應通報其導

師、系所主管及家長並知會學生本

人。 

一、學士班學生已有一次學期學業成績不

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二分之一者。 

二、缺曠課達該科目六分之ㄧ或所有課程

曠課總時數達 25小時者。 

三、授課教師認為學業上應予以個別輔導

者。 

1.依本學期教務學

務聯席會議決議辦

理。 

2.通報期程改為第

五週（期初預警）、

第十週（期中預

警）。 

3.調整第二條及第

三條，避免字句重

複，分列預警對象

及通報期程、預警

輔導項目。 

4.調整期初及曠課

預警對象，期中預

警明列預警原因，

以利後續統計分

析。 

第三條   預警輔導

對於學習有狀況受預警之學生，應經各系

所導師或主管關心及瞭解

實施方式如下： 

，於接獲通報二

週內將處理情形回報系所彙整，

第三條   預警通報實施方式如下：  

並依輔導

狀況轉介教學單位或學務處協助輔導。 

一、期初預警： 

教務處註冊組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

內，將各學系已有一次學期學業成

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二分之一

學生名單，通報各學系及所屬導師

輔導該學生。 

二、學習預警： 

  各系所授課教師對於任教課程中學

習有狀況之學生，應即時通報其系

所主管及導師予以關心；另所有教

學單位應依下列流程進行學生之學

習預警：  

各授課教師對於所任教課程中學習有狀

況之學生，應於第 9週結束前通報其系

所主管及導師予以適當關心及瞭解，並

於學期第12週結束前將處理情形回報系

所或轉介相關單位輔導。 

三、缺曠課預警：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於學生每學期缺

曠課達該科目六分之ㄧ或所有課程

曠課總時數達 25小時者，應通報其

系所主管、導師及家長。 

 對於學習有狀況預警之學生，經各系所

導師或主管關心瞭解後應將處理情形回

報系所彙整

字句調整修正 

，如需轉介系所提供學習輔導

或轉介學務處提供協助輔導，則依轉介之

輔導流程通報處理，相關輔導措施及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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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另訂之。 

第四條   為落實選課及學習輔導以進行

補救教學，並追蹤學生學習改善結果，各

學系（所）應訂定「學生課業學習輔導實

施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送教

務處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第四條   為落實選課及學習輔導以進行

補救教學，並追蹤學生學習改善結果，各

學系（所）應訂定「學生課業學習輔導實

施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送教

務處備查備查。 

權責單位調整修正 

；並由教務處教學與學習支援中

心提供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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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學習成效預警實施辦法（修正案） 

本校 101年 5月 15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100年 10月 11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100年 3月 15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98年 12月 8日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97年 12月 16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高本校教學品質，激勵學生用心向學，並提高學習成效，對於學習

有狀況學生，特訂定學習成效預警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習有狀況應予預警對象及通報期程

一、 

如下： 

學士班學生

期初預警：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二分之一者，

教務處註冊組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五週內通報其導師、系所主管及家

長並知會學生本人

二、 

。 

期中預警： 

授課教師於任教過程中對於學生常缺交報告或作業、常遲到早退或

曠課及上課狀況不佳者，授課教師應於第十週結束前通報其導師及

系所主管並知會學生本人

三、

。 

曠課預警： 

第三條   預警

學生所有課程曠課總時數達 25小時者，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應通報其

導師、系所主管及家長並知會學生本人。 

輔導

對於學習有狀況受預警之學生，應經各系所導師或主管關心及瞭解

實施方式如下： 

，於

接獲通報二週內將處理情形回報系所彙整，並依輔導狀況轉介教學單位

或學務處協助輔導。

第四條   為落實選課及學習輔導以進行補救教學，並追蹤學生學習改善結果，各

學系（所）應訂定「學生課業學習輔導實施要點」，經系（所）務會議

通過，送教務處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第五條  各輔導單位應就輔導成效進行分析；教務處與學務處應就學習預警與輔導

成效進行綜合分析，做為本校提升教學、輔導及學生學習品質之參考。 

備查。 

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學習預警與輔導流程圖 

                                                     

 

通報 
導師、系所主管、家長

學生本人 

導師關心及瞭解 
處理情形回報系所 

非課業輔導轉介 
生活狀況 → 生活輔導組 
心理狀況 → 諮商輔導中心 
生理狀況 → 衛生保健組 
經濟狀況 → 課外活動指導組 

課業學習輔導轉介 
→ 教學單位 

通報 
導師、系所主管 

學生本人 

通報 
導師、系所主管、家長 

學生本人 

學習預警與輔導成效進行綜合分析 

→學務處、教務處 

期初預警對象 
學士班前一學期成績不及

格學分數達 1/2 學生  
→ 註冊組 

曠課預警對象 
所有課程曠課總時數達 25 小時 
 
→ 生活輔導組 

期中預警對象 
授課教師預警學生名單 

 
→ 課務組 






	教務會議紀錄_101-5-15
	壹、主席致詞：
	一、本校101學年度招生考試錄取多位香港學生，4月26日香港中文中學聯會參訪團蒞校，團中校長們亦表達本校暑期如有相關活動，學生們均樂予參與，各系所活動訊息可透過招生組轉達邀請。
	二、自本學期起學期成績登錄全面採線上作業，不再提供書面資料，請各教學單位週知所屬專兼任教師配合辦理，並審慎登錄。
	三、校課程委員會與教務會議自101-1學期起分開辦理，校課程委員會舉行後隔週再召開教務會議，以利相關提案於會議後續行處理再提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1-舞蹈學院伴奏老師教學評量問卷(101學年度起適用)
	（一）教學態度
	（二）教學方法
	4.教師伴奏內容或示範解說清楚有條理
	（三）教學內容
	（四）師生互動
	（五）學習評量

	附件2-1_轉系修正條文對照表10105
	附件2-2_轉系所辦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學生轉系（所）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本校88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教務會議修訂﹝88.12.23﹞
	本校8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89.01.11﹞
	本校9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99.04.13﹞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9084275號函同意備查(99.05.19)
	本校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訂﹝101.5.15﹞

	附件3-動畫系學士班轉系實施細則-101-5-2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動畫學系學士班轉系實施細則
	101年5月15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4月30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附件4_電影創作學系學生轉系實施細則0510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
	學生轉系實施細則
	101年5月15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4月18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臨時系務會議通過
	101年5月2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備查

	附件5_新媒體藝術學系學士班轉系實施細則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學士班轉系實施細則

	附件6-1_學習成效修正對照表10105
	附件6-2_學習成效預警實施辦法修正10105
	附件6-3_學習成效預警流程圖1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