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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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頁。
參、 教務處業務報告
一、 教務長室：詳如議程第 6-7 頁。
主席補充說明:
有關報告事項三(一)取消大學評鑑結果得做為學校調整發展規模之重要參考一
節，並非取消大學評鑑，學校整體之校務評鑑仍進行中，本校將於年底辦理自評，
高教評鑑中心並於明年蒞校辦理校務評鑑作業，明日(22 日)下午研發處將針對評
鑑內涵進行說明。
(一)舞研所所長提問:
有關報告事項一，若原已有分組，是否無頇再特別辦理?
主席回應:
是的，如無需求無頇特別辦理教學分組，本案係因部分系所因招生上的考量
所提出的需求。
(二)劇設系主任提問:
BA 與 BFA 能否同時授予?未來中文畢業證書如何登載?
主席回應:
BA 與 BFA 學位於本案亦適用，中文學位名稱係以文學士、藝術學士登載。
IMPACT 學程主任補充:
授予不同的學位名稱頇有不同之課程規劃據以區隔，課程並非一體適用。
註冊組組長補充說明:
依教育部來函說明，同一系所不同課程領域，可申請分授不同學位名稱，但
仍頇報部核准後，始可辦理，提請系所留意。
(三)劇場設計學系提問:
增列延畢生之條件是否只有適用碩博班?
教務處秘書回應:
生師比延畢生學生數之列計包含學士班及碩博士班，原條件之一為繳交全額
學雜費者始列入計算，本次修法則增列「仍有修習畢業學分數課程者」亦頇
列計為生師比的學生數計算。
(四)傳音系主任提問:
有關報告事項三(一)修正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註冊率連續 2 學年度未達 7
成即調整招生名額之規定，自何時開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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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秘書回應:
本案係教育部於 106 年 2 月 23 日預告修正「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
源條件標準」內容，如確定修法通過將自 107 學年度起適用。
二、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詳如議程第 7-8 頁。
主席補充說明:
近期教育部推動「教學創新詴辦計畫」，係與教學增能計畫平行之計畫，以學校
為單位向教育部申請，每校至多 5 案。本校擬以學院為提案單位，並以跨域社群
及跨域課程方向提案，每學院 150 萬額度，本處將於本週五(3 月 24 日)上午 10 辦
理說明會，以及研發處於今日召開之「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USR）計畫說明會」，
可顯見未來教育部補助計畫將以此等類型樣態為核心，有賴大家一起努力爭取相
關經費補助。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8-11 頁。
補充說明:
截至今日尚有 68 人未繳交學雜費，未繳費名單剛已親送系所主管，如逾學期三分
之一(3 月 25 日，適逢假日順延至 3 月 27 日)仍無故缺繳者，將依學則第 13 條規
定勒令休(退)學。
四、 課務組：詳如議程第 11-12 頁。
五、 招生組：詳如議程第 12-14 頁。
補充說明:
以本次碩博士班招生考詴案例說明，若在考詴時評審教師無法全程到場，該評審
教師之評分均不予採計。爾後若評分教師異動請以議程第 18 頁之申請書辦理，免
採簽文方式，並至遲於送回評分表同時將申請書併送成績榜務組，以利後續成績
輸入作業。
六、 出版組：詳如議程第 14 頁。
補充說明:
(一)因應本校 35 週年系列活動及系所評鑑，經清點本校出版品庫存數量超過 300
本以上者，系所可依贈送貴賓或課程需求索取用書。本組同步查詢全台各藝
術學門圖書館、六都及偏鄉共約 20 所圖書館館藏，擬以對方自付郵資為原則，
提供前述庫存數量較多之書籍予以典藏，以盡藝術教育推廣之社會責任。另
新增讀冊網路通路及華藝中國館配通路，未來中國圖書館可購買本校圖書。
(二)恭賀李柏君老師獲本校名譽博士，擬同意贈送《尚派武戲香火-李柏君傳藝錄》
專書以回應系所及家屬需求。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說

本校「開放式課程製作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學
與學習支援中心)。

明：
一、 為完備製課流程與授課回饋，增列結案成果用途規定；另為瞭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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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效益及預算編列情形，於附件增列課程計畫說明項目及編列經費
預算明細表。
二、 修正草案及修正對照表詳第 20-26 頁，案經 106 年 1 月處務會議通過，
經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議： 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二、
說

決

本校「藝術教學創新計畫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
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明：
一、 明定評審委員人數及計畫成果評選對象，修訂第十點文字。
二、 修正草案及修正對照表詳第 27-30 頁，案經 106 年 2 月處務會議通過，
經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議： 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三、

通識教育中心 105-1 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通識教育
中心)

說

明：
一、 鄭千慈老師因誤認學生未繳交作業致給予不及格成績；經學生提出疑
義，並經老師確認後，申請更正吳○○同學（學號：1100**002）「閱
讀與說故事的方法」成績為 76 分(申請說明詳第 31 頁)。
二、 案經通識教育中心 105-2 學期第 1 次中心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四、

電影創作學系 105-1 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電影創作
學系)

說

明：
一、 高維德老師依課程出席率與課堂表現評分，惟後續發現李○○同學（學
號：1103**039）期末作品及暑假作業係下載網路範例直接套用，故申
請更正該生「數位後期製作Ⅲ」學期成績由 69 分改為 50 分(申請說明
詳第 32 頁)。
二、 案經電影創作學系 105-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臨時提案會
簽通過。
劇設系主 抄襲涉及著作權法，茲事體大，除了成績的評定，是否仍應有相關的
任回應:
懲處?
課務組組 此案並非個案，在過往授課過程中，亦有發生類似情形，當下立即將
長回應:
著作權法提供學生知悉警惕，故此等案例實應加強宣導。
決 議： (一)請各單位加強向學生宣導抄襲之嚴重性，並有違反相關法律之
虞，另請學務長適時於學生相關會議上宣導。
(二)本案照案通過。
提案五、 音樂學系 105-1 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因系辦行政工作業務交接過程疏失，致誤植博士班歐○○同學(學號
3103**005)「音樂會 I」課程成績，經相關課程教師確認，馬定一老師
申請更正成績由未完成改為 87 分(申請說明詳第 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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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室內樂專題講座」課程以課堂出席及大師班參與為依據，因部分點
名資料錯誤致助教登錄誤植，經 TA 及劉姝嫥老師確認後，申請更正林
○○同學(學號:1105**036)成績由 72 分改為 84 分(申請說明詳第 34
頁)。
三、 因課程總成績登錄錯誤，授課教師盧文雅老師申請更正「專題演講」
課程成績，郭○○同學(學號 1102**047)改為 90 分、林○○同學(學號
1105**041)改為 60 分，以及碩士班洪○○同學(學號 2104**017)「室
內樂」課程改為 89 分(申請說明詳第 35 頁)。
四、 案經音樂學院 105-2 學期第 1 次系所務聯合會議通過。
議： 照案通過，成績確認機制上請加強留意。

提案六、
說

決

明：
一、 姜睿明老師授課「表演基礎」(4 小時)、
「排演」(4 小時)、
「技術劇場
與實習（服裝）」(1.5 小時)、「畢業論文/畢業製作」(1 小時)、舞蹈
系「舞者聲音與語言訓練專題」(2 小時)、師培中心「表演方法」（2
小時）等計 14.5 小時。
二、 黃郁晴老師授課「表演基礎」(4 小時)、
「文本專題：場景重建」
（3 小
時）、「畢業論文/畢業製作」(1.5 小時)、「排演」(6 小時)等計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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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 學期第 3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七、
說

決

劇場設計學系兼任教師 105-2 學期授課超過 10 小時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劇場設計學系)。

明：
一、 張維文老師授課「劇本導讀」(3 小時)、
「模型製作」(2 小時)、
「劇場
實習Ⅲ」(6 小時)等計 11 小時。
二、 鄧振威老師授課「電腦燈設計」(3 小時)、
「劇場實務」
（6 小時）
、
「畢
業製作」(2 小時)等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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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經劇場設計學系 105-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八、
說

戲劇學系兼任教師 105-2 學期授課超過 10 小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戲劇學系)。

舞蹈學系兼任教師 105-2 學期授課超過 10 小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舞蹈學系)。

明：
一、 林立川老師授課「芭蕾初階(男)」(4 小時)、「肢體開發」(2 小時)、
「芭蕾中階」(4 小時)、「名作實習 I」(4 小時)等計 14 小時。
二、 王元俐老師授課「當代初階」(4 小時)、「名作實習」(4.5 小時)、「當
代舞蹈中高階」(4 小時)等計 1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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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李柏君老師授課戲劇學系「京劇動作 II」(2 小時)、
「京劇武戲專題Ⅰ」
(3 小時)及舞蹈學系「基本功初階」(6 小時)等計 11 小時，因該專業
領域所需師資具高度稀少性、專業替代性低，且與戲劇系合聘，各學
系於每學年度總開課時數未超過前三年均數之前提下，無專職之兼任
教師授課時數超過 10 小時人數得例外辦理(詳第 36-38 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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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 106 年 1
月 19 日教評會決議，因涉及專業領域之特殊需求超過 10 小時者，以 2
人為限之決議仍予維持，惟因兩學系合聘相同師資，且該專業領域所
需師資具高度稀少性、專業替代性低等特殊原因，各學系於每學年度
總開課時數未超過前三年均數之前提下，提經教務會議專案審議通過
得例外辦理(詳第 39-40 頁)。
五、 案經舞蹈學系 105-1 學期第 3 次課程會議及 105-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
議通過。
議： 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4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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