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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6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間：106 年 1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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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師資質量不足情形，請各系所主管協助留意，若遭教育部扣減招生名額，該

扣減名額將不再回復。 

   

 二、 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詳如議程第 7頁。 

  補充說明: 

教育部補助專任教師課程發展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每門課一學年金額上限 50

萬元。 

  主席補充說明: 

  有關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請各系所教師主動表達申請意願，CTL 將提供必要協助。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8-13 頁。 

  補充說明: 

107 學年度研究所甄試錄取新生申請提前入學注意事項已於線上公告，申請期限將

於 12 月 29 日截止，截至目前尚未有新生申請。 

   

 四、 課務組：詳如議程第 13-14 頁。 

  補充說明: 

本學期課程停修申請已於 12 月 15 日截止，總計共有 333 人申請停修，佔總選課

人數 11.74%，美術系申請停修人數最多，通識教育中心則是 2 名學生中即有 1 名

學生辦理停修，請系所主管及教師們加強輔導學生選修課程。 

  主席補充說明: 

  請課務組就停修數據做相關統計及分析，以瞭解原因是否為課程、教師或學生時

間分配上的因素，以期降低停修人數。 

   

  電影創作學系主任補充說明: 

  因學生透過電腦選課不經過系所，系所教師須等到學生申請停修才會得知學生修

課情形；若學生選課前可經過系所及導師加以輔導，即可降低停修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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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教育暨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補充說明: 

  以自身開課情形為例，因修課人數多，所以每堂課都點名，致停修狀況多屬因被

點名不到而不得不停修。因通識修課學生來自不同系所，所以在管理上也要求專

兼任教師確實執行課堂點名，且通識開課量為全校最大，相對上學生停修比例也

較高。另一可能原因是通識為選修課，容易成為學生選擇停修的標的。 

   

  主席補充說明: 

  教務處立場非為上對下的管理心態，分析數據係僅就學生停修原因多些瞭解。 

   

 五、 招生組：詳如議程第 14-15 頁。 

  補充說明: 

  (一)下週二召開臨時招生委員會，除審查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考生持境外

學歷同等學力報名資格外，另有持專業教師資格及吳寶春條款等共 3 案，敬

請相關系所主管出席。 

(二)各系學士班報名情況請參考現場提供給各系主管之資料。 

(三)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已於昨日截止報名，將於 1月上旬確認報名結果。

  主席補充說明: 

  本校大學部招生情況良好，僅有少數系在報名人數上不太理想，若需協助請與招

生組聯繫。 

   

  舞蹈系主任補充說明: 

  因本系為七年一貫制，所適用的師資質量專任講師比率 30%為大學制規範，希望學

校能為向教育部尋求解套方式，讓七年一貫制能有更多年輕的師資。 

   

  主席補充說明: 

  對於張主任所提，先前已有進行瞭解及溝通，但教育部鬆綁法規需考量全國情況，

而非單一學校或系所，所以在溝通上恐曠日廢時，期能同時進行師資質量改善，

以維護招生名額。 

   

 六、 出版組：詳如議程第 15-16 頁。 

  補充說明: 

  今日召開《藝術評論》第 2 次編輯小組會議，已確認本期內容，將於明年初完成

出版。另確認主編遴選辦法，改為主編責任制，任期由 1 年改為 2 年，並增加校

外委員比例至三分之二以上。 

  主席補充說明: 

  有關「講藝」教材書系，有助於系所教師以教學實務提出升等，請多加利用。 

   

肆、 提案討論： 
 提案一、 106-2 學期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課程「藝術方法學」申請共時授課

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藝教所)。 

 說 明：  

 一、 該課程與關渡國小特殊教育班合作，聘請長青木心理諮商所所長林茹

鴻老師與本所所長容淑華老師進行共時授課。該課程每週上課 3小時，

援引過去 3 年「藝術方法學」開課案例，擬採計兩位教師各獲 3 小時

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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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本校開課暨鐘點核計原則第 15 條第 5款規定：其他課程若有校外計

畫案挹注經費，因課程之特殊性，須有兩位以上之教師於同時段一起

授課並分別核計時數者，得經系所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校課程

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後辦理；若無校外計畫案挹注經費，得比照前

段辦理，惟每學院每學期以 1門為限。 

 三、 案經 106-1 學期藝教所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文資學院課程委員會及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 106-2 學期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課程「科技藝術與表演藝術」申請共

時授課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新媒系)。 

 說 明：  

 一、 為因應跨領域整合與未來藝術趨勢，新媒體藝術系碩士班開設之「科

技藝術與表演藝術」課程為全國首創，課程曾與劇場設計系、戲劇系

與舞蹈系共同合作，除了創新教學模式之外，亦媒合了不同領域學生

共同合作，持續產出具實驗性優秀作品。該課程每週上課 3 小時，開

放新媒系與舞蹈系碩士生選修，由新媒系王俊傑老師與舞蹈系古名伸

老師共時授課，擬採計兩位教師各獲 3小時鐘點。 

 二、 依本校開課暨鐘點核計原則第 15 條第 5款規定：其他課程若有校外計

畫案挹注經費，因課程之特殊性，須有兩位以上之教師於同時段一起

授課並分別核計時數者，得經系所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校課程

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後辦理；若無校外計畫案挹注經費，得比照前

段辦理，惟每學院每學期以 1門為限。 

 三、 案經 106-1 學期新媒系第 1 次課程委員會、影新學院課程委員會及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IMPACT 音樂學程「專業實習 I」、「專業實習 II」、「專業實習」課程採

「通過」、「不通過」之考評方式，提請審議（提案單位：IMPACT 音樂

學程）。 

 說 明：  

 一、 為配合學生實習單位考核，將「專業實習 I」、「專業實習 II」、「專業

實習」課程成績改採「通過」、「不通過」之考評方式辦理，實習方式

依學程專業實習課程要點辦理(詳第 12-13 頁)。 

 二、 依本校學則第 29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性質特殊或有特定考量之科目，

經系（科）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得採「通過」、「不通過」之考

評方式。 
 三、 案經 106年 11 月 2 日學程會議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四、 兼任教師蘇筠涵老師 106 學年度授課超過 10 小時案，提請討論(提案

單位：傳音系)。 

 說 明：  

 一、 蘇老師 106 學期開設課程為傳音系主修個別課「琵琶」(6 小時)、音樂

學系必選修個別課「傳統樂器-琵琶」(4.5 小時)等計 10.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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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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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經傳音系本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 符合每系以 2名為限之規定，本案照案通過。 

   

 提案五、 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細則」第四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學務處課指組)。 

 說 明：  

 一、 為使本校轉學生有明確的服務學習點數抵免辦法可遵循，明訂本校轉

學生服務學習點數抵免辦法，轉學生須於轉入當學期填具申請表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送至課指組審核抵免點數；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

詳第 14-21 頁。 

 二、 案經 106 年 11 月 28 日服務學習委員會修正通過；經本次教務會議通

過後，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第 4 條第 3款修正部分文字為「⋯第一學期為 1月 31 日前或第二學期

為 7月 31 日前⋯」，餘照案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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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決議，依各系所提供之意見再行研議，並於

本次教務會議提出討論。 

 二、 案經教務處 11 月 6 日及 12 月 4 日處務會議通過，修正對照表暨修正

草案詳第 22-24 頁。 

 決 議： 經討論仍未能就此案達成共識，本案緩議。 

   

 

 提案七、 本校微型課程試辦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課務組) 

 說 明：  

 一、 本要點已試辦 3 學期，應進入正式實施階段，故針對目前實際運作情

形研擬修正，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詳第 25-27 頁。 

 二、 案經 106 年 11 月 13 日本學期第 2 次微型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自

107-1 學期起實施。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八、 本校「博、碩士學位論文抄襲、舞弊處理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註冊組)。 

 說 明：  

 一、 教育部於 106 年 5 月 31 日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

則」，其中針對違反學術倫理定義更具詳細規範，故配合修正前揭處理

要點。 

 二、 修正草案業於 11 月 3 日函請各教學單位回饋意見，無系所回覆修正建

議，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詳第 28-38 頁，案經教務處 106年 12 月處

務會議通過，經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修正條文三、修改部分文字為「本校博、碩士學位論文有下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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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一者，屬違反學術倫理情事」。 

(二)修正條文九(一)，「作成」修正為「做成」；同條(三)修正文字為

「經本校撤銷之學位論文，其指導教授應負指導論文監督不周責

任」。 

(三)餘照案通過，續報校務會議審議。 

   

伍、 臨時動議:無 

陸、 散會:1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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