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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3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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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頁。 

   

參、 教務處業務報告  
 一、 教務長室：詳如議程第 5頁。 

  補充報告:有關報告事項一，動畫系將於 5月 9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於電影

生態館 K301辦理電影賞析-《夏日狂戀》：少女成長的自覺與勇氣，將就片中有關

性平議題邀請學者座談，敬請各單位及學生代表協助宣傳，鼓勵師生參加。 

  主席裁示： 

  本年度性平教育實施計畫已開始執行，如有相關課程、工作坊或活動歡迎各教學

單位提出申請。 

 

 二、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詳如議程第 5-6頁。 

  補充說明:「曠世名琴訴說的故事」目前修課人數 1,044人。 

  主席裁示： 

  (一)教育部在 MOOCs計畫投入的經費預算不少，因此希望獲得計畫經費補助的學

校能有更多元的加值運用，結合通識課程學分的認證亦為未來趨勢；請老師

能考慮申請開設 MOOCs課程，並可轉為 SPOCs課程模式，讓課程呈現更多元。 

(二)IR為本校未來推動重點，希望在想法或觀念上不明確的部分，可透過量化指

標來瞭解未來學校經營的方向。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6-9頁。 

  補充說明: 

(一)學生人數統計表將於本週置於本校官網，配合教務系統建置完成，學生名冊

自本學期起不再印製送各系所，將開放系所自行線上查閱。 

(二)截至目前未完成註冊繳費人數尚有 77位，名單已送至各系所，敬請系所主管

協助瞭解，因本學期繳費期限 4月 2日適逢連續假期，展延至 4月 6日如仍

未繳納，將依學則規定辦理。 

   

 四、 課務組：詳如議程第 9-10頁。 

  主席裁示： 

  各工作項目大部分在主管會報均已說明；另為因應 2017年「WSD世界劇場設計

展」，本校行事曆將配合調整 105-2學期提前一週開學。 

 



 2 

 五、 招生組：詳如議程第 10-11頁。 

  補充說明:有關 4月 26日招生視導訪談事宜，招生組將彙整 Q&A相關資訊供各系

參考。 

  主席裁示： 

  (一)4月 26日統合視導請研發長補充提醒:本次視導配合單位計有本校 7行政單

位，包括招生、性平、國交中心、電算中心及總務處等，例如總務處主要為

校安部分，視導地點如展演中心等，屆時系上如有活動恐稍受影響，煩請各

主管協助。 

(二)視導整備資料如須協助，可與教務處或研發處討論。 

 

 六、 出版組：詳如議程第 11-12頁。 

  補充說明: 

(一)明日將偕同大學出版社聯展拜訪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討論未來大學出版

社於台北國際書展舉辦形式。 

(二)下週將與大學出版社聯展共赴教育部申請聯展補助計畫。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通識教育中心 104-1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通識教育

中心)。 

 說 明：  

 一、 因漏未登記學生作業，陳鏡如老師申請更正童○○同學 (學號

1103**038)法文(一)成績修改為 85分。 

 二、 案經 104-2學期第 1次中心會議通過(詳附件 1，第 13-14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 劇場設計學系 104-1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劇設系)。 

 說 明：  

 一、 學生未於期限內繳交畢業論文，現已完成補繳，考量此為該生畢業最

後一個學分，為免影響生涯規劃，楊金源老師申請更正金○○同學（學

號：1100**021）「畢業製作」成績由未完成改為 75分。 

 二、 案經 104-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申請說明及會議紀錄詳附件 2，

第 15-17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戲劇學系 104-1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戲劇學系)。 

 說 明：  

 一、 因於評分系統誤植，程鈺婷老師申請更改徐○○同學（學號：

1100**016）、徐 ○○同學（學號：1100**023）「畢業論文/畢業製作」

成績由 60分均更改為未完成。 

 二、 因成績加總誤植，林于竝老師申請更改趙○○同學（學號：1104**014）

「劇本分析Ⅰ」成績由 55分更改為 66分。 

 三、 案經 104-2 學期第 1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申請說明及會議紀錄詳附件

3，第 18-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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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四、 音樂學院 104-1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音樂學系、管

絃與擊樂研究所)。 

 說 明：  

 一、 因登錄誤植，范姜毅老師申請更改潘○○同學(學號:1101**039)「畢

業製作(中提琴)」成績由 90 分更正為 85 分，洪○(學號:1104**035)

同學「主修-絃樂(小提琴)」成績由 86分更正為 81分。 

 二、 因學生於學期中更名，造成課堂報告及出席點名誤解，致成績誤植，

吳榮順老師申請更改林○○同學（學號：3103**006）「音樂人類學」

成績由 10分更改為 92分。 

 三、 因學生未完成刷卡點名，經教學助理及系辦助教確認學生確有到課，

楊聰賢老師申請更改游○○同學（學號：2103**022）「專題演講」成

績由 70分更改為 80分。 

 四、 因點名資料登錄誤植，經教學助理及系辦助教確認學生確有到課，蘇

正途老師申請更改「大師講座-胡乃元專題」成績，李○○同學（學號：

1104**037）由 84 分改為 96 分、李○○同學（學號：1101**007）由

48分更改為 60分、陳○○同學（學號：213**014）由 66分更改為 72

分。 

 五、 案經 104-2學期第 1次系所務聯合會議通過(申請說明及會議紀錄詳附

件 4，第 22-27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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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時)及傳統音樂學系「琴」(7

小時)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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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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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系所務聯合會議通過(同附件 4，第 26-27 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六、 傳統音樂學系兼任教師黃瑤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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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及「南管樂（二曲）」(各 3 小時)、

「南管樂Ⅱ」(2 小時)、「南管樂-服務學習」(2 小時）、「南管」(2 小

時)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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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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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系務會議通過(詳附件 5，第 28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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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七、 戲劇學系兼任專技教師耿一偉老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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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老師本學期每週授課「當代導演新趨勢」(3小時)、「畢業論文/畢業

製作」(0.5小時)與劇場藝術創作所「研究指導」(3小時)、通識教育

中心(6小時)等計 12.5小時。 

 二、 姜老師本學期每週授課「畢業論文」（3小時） 、「表演基礎」（4 小時）、

「技術劇場與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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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計 12.5小時。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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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案經 104-1學期第 3次系所務會議通過(詳附件 6，第 29-30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八、 舞蹈學系兼任教師林立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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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初階」（2 小時） 、「名作實習 I」（3 小時） 、「舞

蹈表演技法-芭蕾」（2小時）、「芭蕾專業」(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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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通過(詳附件 7，第 31-32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九、 本校招生申訴處理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招生組)。 

 說 明：  

 一、 明確定義本要點處理對象並修改部分文字用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

案詳附件 8，第 33-34頁。 

 二、 案經教務處 105 年 3 月處務會議通過，提報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

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 議： 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動議一、 為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爾後教務會議除了法規提案列印紙本附件，

其他需通過各系所之相關會議紀錄資料，統由教務長室核對會議名稱

及內容，各單位會議紀錄能否不再印製附案，如需另行檢視，始於會

中開啟電子檔以投影方式呈現(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 議： 同意爾後以此方式辦理，同時亦能嚮應環保。 

   

陸、 散會:14時 3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