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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間：106 年 10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主席：徐教務長亞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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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教務會議為 12 月 19 日，請各系所預為排定會議期程審議提送教務會議之提

案，使行政工作可如期執行。 

   

 二、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詳如議程第 7頁。 

  補充說明: 

教育部將於 107 學年度辦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每門課一學年補助專任

教師課程發展金額上限 50 萬元，預計補助全國 200-300 名，歡迎有興趣申請教師

聯繫 CTL。 

  主席補充說明: 

  請 CTL 將該計畫的核心精神、準備要件等整個大方向用紙本或電子方式，落實每

位教師都能收到，協助有意願參與的教師爭取經費，提升教學品質。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8-13 頁。 

  舞蹈系張主任補充說明: 

  關於七年一貫制招生分為兩階段招生，分為先修部 3 年、大學部 4 年，通常先修

班即招滿，但若部分學生狀況不太理想或透過淘汰機制，將再經由大學部招滿，

過往招生狀況都是 100%。 

   

  主席補充說明: 

  有關每學期學業成績達三分之二不及格人數有 3-8 人不等，二分之一不及格人數

14-18 人不等，因本校有預警制度，請各系所主管及師長多關心此議題，以期能事

先避免。 

   

 四、 課務組：詳如議程第 13-14 頁。 

  主席補充說明: 

  有關 105-2 學期教學評量改善情形報告表，請再發郵件提醒系所，也謝謝各位主

管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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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招生組：詳如議程第 14-15 頁。 

  補充說明: 

  (一)碩博士班甄試已開始報名，截至今日 13 時 30 分，報名人數未及去年的一半，

請把握時間加緊宣傳。 

(二)若需協助刊登中央社新聞稿，請洽招生組辦理。 

(三)有關弱勢學生入學，在深耕計畫將提列相關說明，因教育部政策要求須提供

弱勢學生一定比率入學，擬於 108 學年度先行試辦，感謝新媒系及劇設系於

個人申請管道中各提供 1 名弱勢學生名額，在正備取範圍內優先錄取。 

(四)自 109 學年度起將評估逐年增加招收弱勢學生類別、管道及名額，相關事宜

經另行與各學系報告說明。 

  主席補充說明: 

  (一)因本校無身障生名額，將於 108 學年度提供 2 名弱勢生名額，109 學年度起再

逐年增加，以利配合教育部政策爭取高教深耕計畫及其他中央計畫經費。 

  (二)有關所提碩博士班甄試報名情形，請各系所將所特色讓更多優秀學生瞭解。 

   

 六、 出版組：詳如議程第 15-16 頁。 

  主席補充說明: 

  (一)懇請各位師長將優秀稿件賜稿《藝術評論》，讓藝評品質更能讓大眾周知。 

  (二)本校教師研究能量高，建議可至科技部人社中心期刊評比參考 105 年度資料

依各該項目投稿，以期研究質量讓更多人運用。 

  舞蹈系研究所陳所長補充說明: 

  關於期刊評比部分，因曾參加期刊評比會議，其中有項重要指標是校外投稿需達

一定比例，若稿源均來自校內實屬不利因素，除了投稿《藝術評論》外，亦可積

極投稿其他核心期刊。 

   

肆、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新媒體藝術學系105-2學期成績更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新媒系)。

 說 明：  

 一、 因碩士班學生徐○○(學號:2105**019)與林○○(學號:2105**020)對

成績有疑義，經查該 2 位學生於 3 月 29 日與 5 月 10 日係因課堂遲到

而非缺席，授課教師許素朱老師申請更正該 2 位學生「網路藝術」課

程成績由 67 分更正為 71 分(申請說明詳議程第 19 頁)。 

 二、 案經新媒系本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 美術學系 105-2 學期成績更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美術系)。 

 說 明：  

 一、 授課教師張乃文老師誤認碩士班學生姚○○(學號:2105**040)未繳交

作業，經查該生確實如期繳交，故申請該生「視覺與圖像研究」課程

成績由 69 分更正為 85 分(申請說明詳議程第 20 頁)。 

 二、 案經美術系本學期第 1次系所務聯合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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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戲劇學系 105-2 學期成績更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戲劇學系)。 

 說 明：  

 一、 授課教師耿一偉老師因誤植成績，申請更正學生管○○（學號：

1103**014）「當代導演新趨勢」課程成績為 93 分。 

 二、 授課教師蔣薇華老師考量學生譚○○（學號：1102**045）於暑假完成

論文並合乎要求，申請更正該生「畢業論文/畢業製作」成績，由未完

成更正為 78 分。 

 三、 申請說明詳議程第 21 頁，案經本學期第 1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四、 通識教育中心 105-2 學期成績更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通識教育

中心)。 

 說 明：  

 一、 授課教師沈聖德老師因誤認學生未繳交作業，申請更正美術系學生張

○○（學號：1102**018）「當代音樂電影」課程成績為 64 分。 

 二、 授課教師辛意雲老師因誤認學生未繳交作業，申請更正動畫系學生饒

○○（學號：1104**043）「美學」課程成績由 50 分更正為 80 分。 

 三、 申請說明詳議程第 22-23 頁，案經通識教育中心本學期第 1 次、第 2

次中心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五、 舞蹈學系 105-2 學期成績更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舞蹈學系)。 

 說 明：  

 一、 授課教師何儒育老師因誤植成績，申請更正貫二學生葉○○同學(學號

4104**1015)「詩選欣賞」課程成績由 81 分更正為 91 分。 

 二、 申請說明詳議程第 24頁，案經舞蹈學系本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主席補充

說明: 

針對提案一至提案五提供個人想法，除評分系統上提醒的功能外，教

師評分審慎是應有的責任，希望往後在教務會議提案更正成績的件數

上能減少，尤其專任老師在此部分應有效改善。 

   

 音樂學院

蘇 院 長 

教務長建議是應該被重視的，本院專任教師若申請更改成績，需在系

所務會議上說明並致歉，除少部分特殊原因外，經此方式已有減少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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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改成績情事，以上提供給大家參考。 

   

 舞蹈系張

主任回應: 

本系學期末均有成績會議討論術科成績，惟因學科成績為授課教師自

行上網登錄，所以無法在會上充分瞭解，以致百密一疏而有更正提案。

   

 舞蹈學院

王 院 長 

回應: 

建議申請更正成績之教師可至系上向大家解釋，由各學院自行決定方

式。 

 提案六、 戲劇學系兼任教師姜睿明、陳偉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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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老師每週授課「身體創作專題」（3小時）、「身體訓練專題」（3小時）、

「劇場專題--身體與聲音」（3小時）、「身體開發與自我探索」（2小時）、

「情緒的表達與表演」（2小時）等計 13 小時。 

 三、 依本校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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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 學期第 3次、本學期第 1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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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老師每週授課「當代戲劇文學創作潮流」(2 小時)、「畢業論文/畢業

製作」(0.5 小時)、研究所「研究指導」(1 小時)、「戲劇顧問Ⅰ」(1

小時)、通識教育中心藝術鑑賞（戲劇）(2 小時)、故事寫作(2 小時)、

給藝術家的哲學課(2 小時)等計 10.5 小時。 

 二、 依本校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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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經通識教育中心本學期第 2次中心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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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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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  

 一、 陳老師每週授課「傳統樂器-古琴」(3.5 小時)及傳音系「琴」(7 小時)

等計 10.5 小時。 

 二、 依本校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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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經音樂學系本學期第 1次系所務臨時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九、 本校「學則」第九條、第四十二條、第五十一條之三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 

 說 明：  

 一、 依教育部 106 年 5 月 19 日臺教技通字第 1060053929 號函及同年 6 月

13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60083110 號函辦理。 

 二、 配合教育部與勞動部等相關部會自 106 年度起推動「青年教育與就業

儲蓄帳戶方案」，考量高中職應屆畢業學生已考取大學者，參與該方案

時需先向錄取學校辦理保留學籍或休學，建請各校於學則適當處，增

訂參加該方案之學生申請保留入學或休學，期間以 3 年為限等相關文

字，以放寬保留入學資格及休學年限。爰配合修正學則第 9 條、第 42

條，以利學生適用。另依教育部「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

規定，於學則第 51 條之 3增修有關甄試錄取學生得提前入學之規定。

 三、 案經教務處 106 年 9 月 6 日、10 月 2 日處務會議通過，修正對照表及

修正草案詳議程第 25-39 頁，經本會議通過後續提本學期第 2 次校務

會議審議。 

 決 議： (一)學則為原則性規範，目前所增訂 51 條之 3文字已相對完備，但通

過與否或以何種標準判定讓學生可提前入學修課，各系所每年可

自訂標準，再送交註冊組登載於「碩博士班甄試錄取新生申請提

前入學注意事項」公告之。 

  (二)照案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 本校招生規定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招生組)。 

 說 明：  

 一、 依教育部 106年 6 月 13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60083110 號函示，「大學

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業於 106年 5 月 11 日修正發布，爰請各

校修正相關招生規定內容，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二、 因應該作業要點大幅修正，經重新檢視本校招生規定並配合修正及調

整文字內容，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詳議程第 40-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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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案經教務處 106年 10 月 2 日處務會議通過，經本會議通過後陳報教育

部核定實施。 

 決 議： (一)修正條文第 5條第 1 項第 3款修正為:「碩士在職專班：於每學年

第二學期辦理為原則，並得視需要提前於第一學期辦理，每學年

以辦理一次為限。」 

(二)餘照案通過，續報教育部核定。 

   

 提案十一、 本校學生停修課程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課務組)。 

 說 明：  

 一、 放寬申請停修課程之限制，修正辦法第 2條及第 5條。 

 二、 已函請各教學單位徵詢修正意見並彙整如第 52-53 頁，經研擬修正對

照表及修正草案詳議程第 54-55 頁。 

 三、 案經教務處 106 年 9 月 6 日處務會議決議，函請各教學單位徵詢修正

意見後，再提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林學務長

回應: 

有關修正條文第 6條主計室見解為何?對於學生停修後之教師鐘點費如

何計算? 

   

 主席說明: 就基本時數而言，專任教師係領月薪，並無鐘點費問題，例如基本授

課時數為 9 小時，若因學生停修致無法開課，並不會影響教師敘薪，

會影響的層面為超授鐘點部分，例如授課 11 小時，超授 2小時，若因

停修致未能開課 2鐘點部分，則超授鐘點費不予核發。 

   

 電影系林

助教回應: 

因兼任教師因需加保勞健保，除停發鐘點費外，對於勞健保部分該如

何因應? 

   

 主席說明: 因停修造成停課，大多應是個別指導課、研究指導、獨立研究及碩博

班課程，其他課程應不至於發生停課情事；主要本次修法重點為兩方

面，一是停修規範鬆綁，二是教師權益不能因此受損，若因停修至完

全無人選課而停課，致使兼任教師無法授課，在行政細節上將另與人

事室協調。 

   

 林學務長

回應: 

因本校目前已有加退選機制，除了加退選機制外若再有停修規範的鬆

綁，問題點在於開方便之門要到何種程度，而非單屬學生權益的問題。

   

 舞研所林 本案在系所務會議亦有熱烈討論，也呼應學務長所提問題點，因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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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長回應: 週之加退選期間，已有機會讓學生上課後再決定是否加退選，若在學

期中再透過鬆綁之停修機制停修，擔心前 2週上課學生將趨少。 

   

 CTL陳主任

回應: 

本辦法已有規範學生申請停修每學期以一科為限，不至於被濫用權益。

   

 影新學院

學生代表

林 同 學 

回應: 

學生是因為課程真的無法負荷才會選擇停修，也只能停一門，所以並

不會貿然決定停課；而在前 2 週之課程，部分教師亦表明不會點名，

讓學生有試上課的機會，而不只是學生單方面不來上課。 

   

 文資學院

學生代表

丁 同 學 

回應: 

本身也有停修經驗，因碩士生須另繳交學分費，所以對選修課程的評

估也較大學部審慎，因此同意林同學說法，法規明訂只能停修一門，

所以會經過審慎評估，確定真的無法負荷才會申請停修，所以學生理

應不會任意選擇停修。 

   

 音樂系盧

主任補充

說明: 

建議修正條文第 3 條增列「或授課教師」同意，尤其是室內樂，若學

生申請停修影響較大，且導師對於學生狀況並不若授課教師瞭解。 

   

 音樂學程

李主任回

應: 

對於個別課，學生選擇停修原因之一可能與授課教師有關，是否仍需

經授課教師同意，有待商榷；若學生有特殊狀況而不得不申請停修，

故對於個別課跟小班課建議仍讓學生有申請停修的空間；室內樂亦可

採個案處理。 

   

 音樂學院

蘇 院 長 

回應: 

以室內樂而言，係以整體群策群力呈現的結果，每位學生的成績是一

樣的，曾有案例因成員停修而以其他同學替代，造成整個學期的成果

表現卻以替代方式呈現的怪象，因此造成授課老師相當程度的困擾。 

   

 註冊組王

組長回應: 

本辦法為全校通則，對於音樂系的疑慮，建議可於停修申請單備註室

內樂或個別指導課需加會授課教師。 

   

 舞研所林

所長回應: 

是否可將個別指導課或其他課程分別處理。 

   

 決 議： 個別性情形不宜納入法規做為通則，因本案暫無修法之急迫性，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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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提供之意見再行研議，於下次教務會議提出討論。 

   

伍、 臨時動議 

 動議一、 電影創作學系 105-2 學期成績更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電影系)。

 說 明：  

 一、 因學生張○○(學號:1103**011)經常無法準時到課錯過點名，致授課

教師王童老師誤認學生經常缺課；惟考量該生在課程實作期間積極參

與各項拍攝作業，申請更正該生「電影製作 IV」課程成績由不及格更

正為 60 分(申請說明如附)。 

 二、 案經電影創作學系 105-2 學期第 6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動議二、 有關學分費收費方式調整事宜(提案單位:美術學系)。 

 說 明：  

 一、 目前碩博士生學分費係採取修多少繳多少方式，目前此制度已執行 3、

4年時間，在美術系所對於開課及排課有所困擾，對於學生學習的廣度

亦有所限制，是否對目前制度進行評估後再行修正。 

 二、 本案與校內各系所某些教師討論後提出此想法。 

 決 議： 對於學分費繳納方式，於處內多有討論，惟目前未預設立場，對於各

學院的意見及想法將充分瞭解及溝通後，至遲於本學期末希望能有共

識後再提出討論。 

   

陸、 散會:15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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