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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劉教務長錫權                                        記 錄：王儷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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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頁。 

   

參、 教務處業務報告  
 一、 教務長室：詳如議程第 10頁。 

   

 二、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詳如議程第 10-12頁。 

  補充說明:議程第 11頁教學助理制度，內容已修正為「…包括『協同教學助理』

及『計畫教學助理』分類定義…」。 

  主席裁示： 

  SPOCs(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上課形式多採取課堂面對面與線上自學的

混成方式進行翻轉式的課程，歡迎有興趣之教師可多加參考運用。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12-19頁。 

  主席裁示: 

  在公務統計報表填報方面，目前本處與研發處合作校務研究的區塊，未來相關統

計資料將成為常態性的校務資料庫，可供各學系在招生及相關決策上有明確依

循，未來也請各系所配合提供相關建置資料。 

   

 四、 課務組：詳如議程第 19-20頁。 

  主席裁示: 

  有關課程管理時程等事項敬請各主管提醒所屬教師依時程辦理。 

   

 五、 招生組：詳如議程第 20-21頁。 

   

 六、 出版組：詳如議程第 21-22頁。 

  委員建議:議程第 22頁說明文字建議爾後將「繁體中文版」改為「正體中文版」。 

  主席裁示:  

  請出版組配合修正爾後相關資料之用語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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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電影創作學系學生 103-2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電影

創作學系)。 

 說 明：  

 一、 「電影場景設計」課程楊老師因誤認學生未繳交作業致成績評分有

誤，申請更正蔡○○同學（學號:1101**015）成績由 50 分改為 60 分。 

 二、 「電影數位科技」課程李老師因誤認學生未參加期中考試致成績評分

有誤，申請更正葉○○同學（學號：1101**039）成績由 67 分改為 78

分。 

 三、 案經 104-1學期第 1次系務及院務會議通過(申請說明及會議紀錄詳附

件 1，第 23-28、32-35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 動畫學系學生 103-2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動畫學系)。 

 說 明：  

 一、 「素描Ⅱ」課程陳老師因誤認學生未繳交作業致成績評分有誤，申請

更正黃○○同學（學號：1103**014）成績由 66分改為 75分、黃○○

同學（學號：1103**024）成績由 55分改為 62 分、朱○○同學（學號：

1103**032）成績由 66分改為 71分、吳○○同學（學號：1103**040）

成績由 67分改為 70分。 

 二、 案經 104-1學期第 1次系務及院務會議通過(申請說明及會議紀錄同附

件 1，第 29-35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劇場設計學系學生 103-2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劇場

設計學系)。 

 說 明：  

 一、 「舞台設計專題研究」及「舞台設計 I」課程王老師因誤認學生未繳交

書面報告致成績評分有誤，更正吳○○同學（學號:2101**005）及王

○○同學（學號：1101**017）成績為 78分。 

 二、 「畢業製作」課程陳老師因學生補繳交書面報告內容完備，考量更正

鄭○○同學（學號:1100**031）成績為 90分。 

 三、 案經 104-1學期第 1次系務及院務會議通過(申請說明及會議紀錄詳附

件 2，第 36-40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四、 戲劇學系學生 103-2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戲劇學系)。 

 說 明：  

 一、 「畢業論文/畢業製作」課程程老師誤認學生未完成論文致成績評分有

誤，更正涂○○同學（學號：199**018）成績為 90分。 

 二、 案經 104-1學期第 1次系所務及院務會議通過(申請說明及會議紀錄詳

附件 3，第 41-48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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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 音樂學系學生 103-2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美國音樂Ⅱ」課程邦老師因誤植成績，更正黃○○同學(學

號 :199**004)成績由 78 分改為 88 分、游○○同學成績 (學

號:1101**024)由 70分改為 80分。 

 二、 案經 104-1學期第 1次系所務及院務會議通過(申請說明及會議紀錄詳

附件 4，第 49-54、59-60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六、 傳統音樂學系學生 103-2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傳統

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美國音樂Ⅱ」課程邦老師因誤認學生未繳交作業致成績評分有誤，

更正田○○同學（學號：1102**006）及張○○同學成績（學號：

2102**003）由 80分改為 90分。 

 二、 案經 104-1學期第 1次系務及院務會議通過(申請說明及會議紀錄同附

件 4，第 55-60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七、 美術學系學生 103-2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美術學系)。 

 說 明：  

 一、 「繪畫基礎 II」課程郭老師因誤認學生未繳交作業致成績評分有誤，

更正張○○同學(學號:1102**039)成績由 30分改為 83分。 

 二、 案經 104-1學期第 1次系所務及院務會議通過(申請說明及會議紀錄詳

附件 5，第 61-67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八、 美術學系兼任教師李儒杰老師本學期授課超過 10小時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美術學系)。 

 說 明：  

 一、 本學期每週授課「塑造」(3 小時)、「工作室機具實習與維安」(2 小時)、
「鑄造 I」(3 小時)及「金屬造型-焊接」(3 小時)等計 11 小時。 

 二、 依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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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案經 103-2學期第 3次系所務會議通過(詳附件 6，第 68-71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九、 音樂學系兼任教師郭宗恆老師本學期授課超過 10小時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本學期每週授課音樂學系「主修-管樂（低音管）」(5 小時)及「畢業製

作」(1 小時)、管絃與擊樂研究所「主修-低音管」(4 小時)及「室內樂」

(0.5 小時)等計 10.5 小時。 

 二、 依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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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案因加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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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期程未及提報 9月 12日系所務會議，暫經本學期第 2次學術委員會

通過(詳附件 7，第 72-73 頁)，另將於 11月 2日系所務會議追認。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於系所會議追認，以完備程序。 

 

 提案十、 音樂學系兼任教師陳昌靖老師本學期授課超過 10 小時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本學期每週授課「傳統樂器-古琴」(7.5 小時)及傳音系「琴」課程(6

小時)等共計 13.5小時。 

 二、 依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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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案經 104-1 學期第 1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同附件 4，第 50-54 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傳統音樂學系兼任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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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每週授課「南管樂（三曲）」(3小時)、「南管樂（四曲）」(3小

時)、「南管樂（南管戲曲排演）」(4小時)、「主修-南管樂」(3小時）

等計 13小時。 

 二、 依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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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案經 104-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同附件 4，第 56-58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戲劇學系兼任教師姜睿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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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每週授課「表演基礎」（4小時） 、「化妝與造型」（4小時）、「技

術劇場與實習(服裝)」（1.5小時）、「畢業論文/畢業製作」(3小時)及

舞蹈系「舞者聲音與語言表演專題」（2小時）等計 14.5小時。 

 二、 依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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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案經 103-2學期第 3次系所務會議通過(詳附件 8，第 74-76頁)。 

 補充說明： 舞蹈系「舞者聲音與語言表演專題」（2 小時）課程未開成，總計授課

12.5 小時。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舞蹈學系兼任教師李柏君老師本學期授課超過 10小時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舞蹈學系)。 

 說 明：  

 一、 本學期每週授課戲劇系京劇動作(4 小時)及舞蹈系基本功初階(8 小時)

等共計 12 小時。 

 二、 依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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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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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者，以 2 名為限，並經系務會議及教務會議討論。 
 三、 案經 103-2學期第 3次系課程會議通過(詳附件 9，第 77-79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師耿一偉老師本學期授課超過 10 小時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一、 本學期每週授課戲劇系「劇場與改編」(3 小時)、「藝術鑑賞」(2 小時)、
「故事寫作」(2 小時)、「給藝術家的哲學課」(2 小時)、劇場創作研究

所「研究指導 III」(1 小時)及戲劇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指導 II」(1 小

時)等共計 11 小時。 

 二、 依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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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案經 104-1學期第 1次中心會議通過(詳附件 10，第 80-81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 戲劇學系「東南亞華語劇場」開放為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及隨班附

讀學分班(提案單位：戲劇學系)。 

 說 明：  

 一、 案係配合教務處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及藝推中心業務辦理，其中隨班

附讀學分班人數上限為 3人。 

 二、 案經 103-2學期第 3次系所務會議、104-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及校課

程委員會通過(詳附件 11，第 82-91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 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暨細則修訂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課指組)。 

 說 明：  

 一、 為有效掌握轉學生服務學習點數狀況，落實學生自治，並依本校現行

服務學習點數 E 化系統及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來函調查各大專校院服務

學習課程及活動相關安全措施及概況，配合修訂實施辦法暨細則等相

關規定。 

 二、 案經 103-2學期 104年 4月 20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通過，辦法暨細則

修訂草案、修正對照表及會議紀錄詳附件 12，第 92-107頁。 

 三、 經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審議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決 議： 服務學習實施辦法細則修正如下，餘照案通過。 

一、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第 3 目修正文字，「學期…『至少』600

字…」。 

二、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將「進行保險」修正為「辦理加入保險」；

同條第二項「危處處理」修正為「危機處理」；同條第三項第二款

「後續保險事宜」修正為「申辦保險理賠事宜」。 

 

 提案十七、 本校「關渡藝術節跨領域學習實施要點」廢止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

務組)。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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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依 103-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及 104 年 6 月 4 日跨域週課程及活動相

關事宜討論會議決議辦理。 

 二、 跨域週課程及活動相關事宜討論會議決議，摘錄如下: 

(一)本實施要點於 104學年度暫停實施，且於「校定課程學分科目表」

刪除要點規定，另提 104-1學期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提案廢止該

要點，以完備程序。 

(二)針對第一屆未達畢檻之大四生，課程缺漏由學系自提配套處理方

式自行認定，活動缺漏依學務處研議活動補救措施認定。 

(三)關藝節由學院自提活動型教學執行計畫，記錄等行政支援可請 CTL

協助並列入「教學增能計畫」。 

 三、 本實施要點廢止案經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意 見： 有關前述說明二(三)，為何系所不知有此決議事項? 

 回 應： 主席及課務組說明: 

一、雖教學增能計畫於 104 年 9 月份始提報執行計畫，惟於 104 年 6

月 4 日召開的跨域週課程及活動相關事宜討論會議時，即已將此

相關訊息於會中宣達，告與會人員為各學院及通識暨共同教育委

員會各推派代表參加(院長、主委及教師等)，並做為跨領域週的

替代方案，由各學院自主提出，非強制作為。 

二、會議紀錄並於 6月 15日以 EMAIL發送與會人員、各院院長、秘書

及系所助教，並保留會議錄音檔，如有需要可另行提供。 

 決 議： 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十八、 本校與國立政治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學術合作作業要點」修正案(提

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 明：  

 一、 依據 104年 8月 6日召開「三校學術合作教務行政作業協調會第 18次

會議」紀錄辦理。 

 二、 案經 10 月 13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修正草案、修正對照表及會議紀

錄詳附件 13，第 108-109頁。 

 三、 經本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 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十九、 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 明：  

 一、 依 103-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 因校課程委員會與教務會議委員雷同，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之提案將依

其性質再行提報教務會議，以簡化程序並提高會議效率；修正草案、

修正對照表詳附件 14，第 110-111頁。 

 三、 經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廿、 本校招生規定修正案(提案單位:教務處招生組)。 

 說 明：  

 一、 依教育部規定，未招收之學制不應先行制定規定，故刪除有關產業碩

士專班規定；另本校招生申訴處理程序已明訂於「招生申訴處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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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故修正文字以簡化法規；修正草案及修正對照表詳附件 15，第

112-118頁。 

 二、 經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 議： 照案通過，續報教育部核定。 

 

 提案廿一、 招生申訴處理要點修正案(提案單位:教務處招生組)。 

 說 明：  

 一、 本校學士班、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及轉學生等招生規定，已於 103

年 2 月 20 日明訂於本校招生規定第 11 條，配合修訂本處理要點第 1

條文字內容；另配合學校法制作業用語，修訂第 6 條文字；修正草案

及修正對照表詳附件 16，第 119-120頁。 

 二、 經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廿二、 訂定「藝術教學創新計畫實施要點」(提案單位:教務處 CTL)。 

 說 明：  

 一、 為鼓勵本校教師創新拓展藝術教學方法，累積多元教學實務經驗特製

訂本要點，草案總說明及要點草案詳附件 17，第 121-127頁。 

 二、 經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意 見： 一、有關評審委員的選任，各學院代表恐無法確切瞭解其他學院的計

畫內容，是否應再考量。 

二、目前本校教師多已超授鐘點的情況下，以此補助金額恐無法激勵

教師再增加授課時數。 

三、此計畫如預計補助 10門課程，是否能將補助金額集中補助 1門課

程，以求計畫研擬之深度及廣度。 

四、後附同意書建議刪除「配合」、「須」等字句。 

 回 應： 主席及提案單位說明: 

一、評選委員係僅就計畫書內容書面審查，非實質專業性審查。 

二、此計畫係鼓勵教師就目前的現有的課程拓展創新教學方式，非另

行增開課程，亦可以此補助金額邀請校外教師來校授課。 

三、本計畫補助金額係參考國立政治大學訂定，政大補助金額約 4 萬

元，本校加計助理費後單一課程補助金額總計約有 5萬元左右。 

四、請委員支持讓此實施要點通過先予試行，後續再視執行狀況檢討

修訂。 

 決 議： 同意書請依建議修正，餘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 

 

 提案廿三、 修正本校「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提案單位:教務處 CTL)。 

 說 明：  

 一、 新增「協同教學助理」及「計畫教學助理」分類定義，並修訂相關申

請辦法、審查作業、薪給、管考及獎勵方式等配套條文，相關說明及

修正草案與修正對照表詳附件 18，第 128-142頁。 

 二、 經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 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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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廿四、 本校外國學生招生規定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國際交流中心)。 

 說 明：  

 一、 依實際作業需求修改本校外國學生招生規定之收件、審查、放榜等相

關規定。 

 二、 案經 104-1 學期第 1 次國交委員會審議通過；修正草案、修正對照表

及會議紀錄詳附件 19，第 143-149頁。 

 三、 經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補充說明： 主席:未來外國學生招生等相關事宜由國交中心統籌辦理，業務上如有

需要，可請招生組適時予以協助。 

 決 議： 照案通過，續報教育部核定。 

 

伍、 臨時動議 

 動議一、 電影創作學系兼任教師廖慶松老師本學期授課超過 10 小時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電影創作學系)。 

 說 明：  

 一、 電影創作學系廖慶松老師於 104-1 學期起屆齡退休，並改聘為電影學系

兼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二、 本學期廖慶松老師原訂開設課程包括「電影剪輯Ⅲ」(2 小時)、「製片Ⅱ」

(4 小時)、「畢業製作」(1.5 小時)與「研究指導」(3 小時)等計 10.5 小時。 

 三、 因加退選課後始確認廖老師實際授課鐘點時數，適逢關渡電影節籌辦

及系主任因公出國，未能即時召開系務會議通過此案，暫於 104-1 學期

第 1 次畢業製作審查會議討論通過，俟教務會議通過後將儘速召開系

務會議追認。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於系務會議追認，以完備程序。 

 

 動議二、 每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都有大量的更正成績及兼任教師超授鐘點案需

提報，尤其是僅超過規定 0.5 小時亦須提報(亦即超授 10.5小時)，是

否可放寬時數或簡化免再提教務會議審議，以節省開會時間。(提案

人：劇場設計學系主任)。 

 說 明： 主席及教務處秘書: 

一、依 98年 1月 12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教評會決議及人事

室 98年 1月 17日北藝大人字第 0980000572號書函略以，各教學

單位所聘具有專職之兼任教師專案申請超授鐘點，提經系務會

議、院務會議審議是否符合開課需求，免再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倂此說明。 

二、無專職兼任教師超授 10 小時須提報教務會議，係依本校 90 年 6

月 5日教評會決議辦理:專職之兼任時數不超過 4小時，無專職之

兼任教師兼課時數 4-10小時，各教學單位若因涉及專業領域之特

殊需求致超過 10小時者，以 2人為限，並經系務會議及教務會議

討論。 

三、有關放寬兼任教師超授鐘點或免提報教務會議等建議，仍應以教

評會決議辦理。 

四、成績更正提送教務會議係依學則第 28條規定及 103-2學期第 1次

教務會議紀錄辦理，依規定學生各項成績經授課教師送至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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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後，不得更改。惟考量授課教師工作繁忙，難免有誤算或

漏列等原因，得由授課教師提出原始證明，經各學系相關會議審

議通過後，於次學期開學前送請次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審議。另

因涉及學生權益，為求謹慎，建請提經系所務及院務會議通過後

再提教務會議審議，以免除不必要之爭議。 

五、主席會依提案之複雜程度適時調整議案討論程序，以增進會議進

行之效率。 

陸、 散會 

 






	教務會議紀錄
	104-1簽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