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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間：105 年 10 月 11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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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頁。 

   

 二、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詳如議程第 6-8 頁。 

  補充說明: 

(一)「第四次成果分享與評核會議」訂於 11 月 21 日(一)召開。 

(二)有關教育部「105 學年度推動教師多元升等重點學校計畫」，本校為藝術大

學類指標，獲核定補助 105-107 學年度 3年經費，每年 100 萬元。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8-13 頁。 

   

 四、 課務組：詳如議程第 13-14 頁。 

   

 五、 招生組：詳如議程第 14-15 頁。 

  補充說明: 

(一)招生組工作報告請參閱 14-15 頁內容，其他更多事項已於上週招生會議中說

明，如各系所如有招生相關問題，請隨時與招生組聯絡。 

(二)今日收到教育部來文，請各校於各學制班別招生簡章明定入學測驗或甄試過

程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申訴制度一事，本案已於上週招生會議報告，主任秘

書亦於會上補充說明，招生組將於各學制招生簡章中，在申訴與程序部分配

合文字增修如下:「考生對本校招生試務或於考試過程中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

申訴事件，應自成績複查截止日起一周內提出申請，並以掛號函寄本校教務

處招生組」。另有關各學系於招生考試簡章中明訂分列男、女招生名額，是

否有違性平法規定疑慮一節，經考量後仍尊重各學系之決定，維持上次會議

之決議，已就須釐清之事項向高教評鑑中心提出申復。惟仍請各學系及早因

應，分別招生之理由務必確實釐清，後續相關議題的挑戰或申訴始能有強而

有力的說法據以回應。另提醒系所，在命題及口試過程中，不得有性別特質、

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必要時，請於人員訓練或各項招生試務宣導

時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 

(三)上述教育部函示內容，將於簽奉核可後回閱供各學系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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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音系主任:有關臺中二中及復興高中音樂班參訪，是否有詳細時程供傳音系準

備。 

招生組組長回應:參訪內容已大致底定，若未收到通知即可能因對方在勾選參訪項

目時未勾選傳音系相關參訪。 

  主席裁示： 

  請招生組會後再予確認校園參訪行程。 

 六、 出版組：詳如議程第 15 頁。 

  補充說明:目前本校教材出版計有林俊吉老師《好攝影》、王雲幼老師《動作分析》

及盧文雅老師《琴曲名家故事》等 3本。 

  主席裁示： 

  對於教材出版有興趣之教師，歡迎與出版組聯繫。 

   

肆、 提案討論： 
  

 提案一、 美術學系碩士班學生 104-2 學期成績更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美

術學系)。 

 說 明：  

 一、 「創作研習輔導」課程自 104-2 學期起採期初與期末分別申請審查，

因系辦遺漏謝○○同學(學號:2103**024)期初申請登錄，致將成績設

定為未完成，查該生確實參與期初審查，申請更正成績為 85 分。 

 二、 案經 105-1 學期第 1次系所務會議通過(申請說明詳附件 1，第 22 頁)。

   

 建議: 副校長兼 IMPACT 學程主任:系上是否應建立助教與授課教師 double 

check 的機制? 

 決 議： 該課程係由全系教師一起參與課程，爾後請系上助教加強留意，本案

照案通過。 

   

 提案二、 電影學系學生 104-2 學期成績更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通識教育

中心)。 

 說 明：  

 一、 通識教育中心「藝術鑑賞(戲劇)」課程耿老師因誤認學生未繳作業致

成績評分有誤，申請更正張○○同學(學號:1102**019)成績為 64 分；

「電影藝術中的人文與社會思維」課程黃老師因學生未刷卡以為未到

課，經學生提出到課證明，申請更正紀○○同學(學號 1101**005)成績

為 79 分。 

 二、 案經 105-1 學期第 1 次通識教育中心會議通過(申請說明詳附件 2，第

23-24 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戲劇學系學生1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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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陳老師因誤認學生未繳交創作報告致成績

評分有誤，申請更正尤○○同學（學號:1101**009）成績為 88 分。 

 二、 案經 105-1 學期第 1次系所務會議通過(申請說明詳附件 3，第 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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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四、 電影創作學系學生 104-2 學期成績更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電影

創作學系)。 

 說 明：  

 一、 「畢業製作」課程王老師因學生未及於學期末繳交畢業論述，致成績

評分為未完成，經該生修改補強內容，申請更正蔡○○同學（學號：

1101**015）成績為 85 分。 

 二、 「電影專題講座」課程沈老師誤認學生未到課，經查學生於講座時段

在放映室協助操作確有出席，申請更正楊○○同學（學號：1101**017）

成績為 90 分。 

 三、 案經105-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申請說明詳附件4，第26-27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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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南管樂」(2 小時)、「南管樂(四指譜)」(2 小時）、「南管

樂合奏(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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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經傳統音樂學系 105-1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六、 戲劇學系兼任教師姜睿明、耿一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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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老師本學期每週授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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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老師本學期每週授課「當代戲劇文學創作潮流」（3 小時）、「研究指

導」（1 小時）、「畢業論文/畢業製作」(0.5 小時)、通識課程(6 小時)

等計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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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經戲劇學系 104-2 學期第 3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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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時）、「芭蕾初階」（4 小時）、芭蕾

中高階」（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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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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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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經舞蹈學系 104-2 學期第 3次課程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八、 本校「遠距教學作業要點」第一、二、三、五、十二、十五、十六條

修正草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說 明：  

 一、 因教育部修正「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配合修正本要點。

 二、 案經教務處 105 年 9 月份處務會議通過，修正草案及修正對照表詳附

件 5，第 28-31 頁 

 三、 經本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續提行政會議審議。 

 決 議： 請將第 12 條第 2項修正為「前項數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每班招生名

額以三十名為限，其招生名額，應納入教育部核定之招生名額總量計

算，但經報部核准者，得採外加方式辦理。」，餘照案通過，續提行政

會議審議。 

   

 提案九、 本校微型課程推動要點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說 明：  

 一、 因應現階段任務及實際情形，將推動要點改為試辦要點，另調整課程

審議之程序，須由系(所)級課程委員會及微型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 

 二、 案經 105年 9 月 20 日 105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微型課程推動委員會

決議通過，修正草案及修正對照表詳附件 6，第 32-34 頁。 

 三、 經本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補充說明: (一)本要點原為研發處因應無邊界大學申請案所訂定，現為校內試辦

階段，改由微型課程委員會就課程實質內容進行審查，故修訂要

點以符實需。 

(二)為鼓勵各系同學參與，微型課程 4 學分數為外加學分，每學期所

修習之學分均將於成績單上顯示，另為免畢業學分計算之爭議，

所累計之學分數以小數點後無條件捨去方式採計。 

(三)經費部分以相關計畫案補助，本校相關法規可參照「國立臺北藝

術大學教學講座實施要點」。 

(四)修習微型課程雖不予給分，只有通過或不通過，但學分數因計入

畢業學分計算，應有申請教師主導及管理，故仍須有正式開課申

請及行政流程執行之必要性，如僅為系學會活動性質，宜歸類為

服務學習為宜。 

(五)規劃每學期召開 3 次微型課程委員會，本學期預計於 11 月 15 日

召開第 2次會議；第 3次預計於 12 月底召開，各單位如有微型課

程開課需求，請提經系(所)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提報微型課程

委員會審議。 

(六)微型課程網站已建置於本處課務組/微型課程項下，相關課程資訊

請上網查詢。 

 決 議： (一)第 1 條請修正為「為提供學生彈性且多元的學習管道，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及跨領域競爭力，特訂定國立臺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微型課程試辦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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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3 條請修正為「依一般課程 18 小時核計 1學分為基準，微型課

程 2小時核計為 0.1 學分；且微型課程得採計為各學院學士班(含

通識分類課程之自由選修)之畢業學分，學分採計以整數學分計

入，未達整數之學分則無條件捨去。學生於修業年限內累計以 4

學分為上限。」 

(三)第 4 條第 2 項請修正為「另本校非教學單位獲專案計畫補助欲開

設微型課程者，得經微型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

會備查。」 

(四)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 本校「學則」第 11 條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說 明：  

 一、 因本校研究生學分費自 103 學年度起改依實際修課學分數計算，須繳

交學分費人數及逾期未繳費被註銷課程者逐年增加，故為簡化學生逾

期補繳救濟方式之行政流程，爰修正學則規定，增加繳費寬限期三週。

 二、 案經教務處 105 年 10 月份處務會議通過，摘錄學則第 11 條修正草案

及修正對照表詳附件 7，第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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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臨時動議 
 副校長 

(兼 IMPACT

學程主任): 

(一)建議公開資料需留意個資問題，如學生成績修改案，學生姓名

宜預作處理後呈現。 

(二)有關學生修課同時以工讀生角色協助課程一事茲事體大，請進

一步瞭解並妥善處理。 

 會後處理情

形: 

(一)教務會議資料紙本附件資料均未於會前公告上網，故為利與會

人員於會後可攜回紙本會議資料參閱，且註冊組亦需有通過成

績修正案之確切學生資料據以修正，爾後系所提供之成績更正

申請書附件，教務長室將採部分隱藏學生姓名及學號後始影印

做為教務會議紙本資料，另提供原始版本予註冊組。 

(二)有關提案四申請成績更正說明疑義，經會後與電影系林助教確

認，指該學生平時於課餘時間任職藝文生態館之工讀生，熟悉

藝文生態館設備使用。於「電影專題講座」課程期間確無擔任

工作亦無領取工讀金情事，僅因該學生因工讀職務對場地設備

較為熟悉，遂請該生於放映室協助操控，而該課程以往皆會請

熟悉設備同學協助操作，申請說明所陳述應指該生協助課程操

作設備，並非以工讀生身分負責操作設備。本案已告知電影系

爾後應請非修習課程同學協助放映，以杜爭議。 

  

陸、 散會:16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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