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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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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副校長葭儀兼任教務長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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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頁。 

  補充說明: 

  經與總量填報系統承辦人確認，105、106學年度連續 2年未符師資質量系所已於

107學年度符合基準，免再填報 107學年度改善情形。 

   

 二、 教學與學習中心：詳如議程第 6-7頁。 

  主席補充說明: 

  今年度為本校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重點學校計畫之第 3 年，為期本校教學實務

升等審查制度周延並辦理結案作業，將依據「推動教師多元升等藝術學門校際會

議」委員意見修訂教學實務成果審查意見表，人事室已於 5月 15日將修正草案函

知各教學單位，因事關本校教師教學實務升等權益，請各教學單位審視並提供相

關建議。  

   

 三、 註冊組：詳如議程第 7頁。 

  補充說明: 

  本學期成績登錄系統將有一新增功能，提供老師自行勾選是否【公告成績】，於

成績繳送截止日前，可供學生查詢，如學生對成績有疑問，仍可向老師反映。 

  主席補充說明: 

本案為成績登錄系統之選擇性功能，可由授課教師登錄成績後自行決定是否開放

學生查詢，主要可避免因教師誤植成績而於事後申請更正，且已有多校實施。 

   

 四、 課務組：詳如議程第 8-9頁。 

   

 五、 招生組：詳如議程第 9-11頁。 

  補充說明:  

  (一)本校學士班轉學考已完成報名作業，3學系共提供招生名額 23名，計有 48名

學生報考。 

(二)有關招生專業化計畫，目前正進行 107 學年度成果報告及 108 新計畫書的撰

寫，感謝各學系在尺規部分及與高中端交流的協助與配合，另與這計畫有高

度相關的是 108 年高中新課綱及 111 學年度大學考招方式的改變。其中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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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習歷程部分，教育部將辦理「大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培訓」，也會提

供公版的簡報供學校宣導，俟彙整後預計於 6 月 3 日招生委員會年度會議中

進行專案報告，另懇請學系於系務會議保留 15分鐘，招生組將就該議題進行

說明並協助各學系訂定參採高中學習歷程相關規範，以利本校於 8 月份完成

報部作業。 

   

 六、 出版中心：詳如議程第 11頁。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訂定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備查(提案單位: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籌備委員會)。 

 說 明：  

 一、 依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3條規定辦理:本校各系、所、中心(含通

識教育中心、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等教學單位)、各學院應成立課程

委員會，分級負責課程規劃審議事宜，其委員會成員除所屬教師代表

外，應邀請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及學生代表(含畢業生)等成員參加。

以上各層級課程委員會設置準則及設置要點應提報教務會議備查，修

正時亦同。 

 二、 為因應新設文學所之所務運作，特制定本要點(詳第 14頁)；案經文學

所本學期第 1次所務（籌備委員會）及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 (一)依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3 條規定，將第 8 條「經教務會議

審議通過」修正為「經教務會議備查」。 

(二)修正後同意備查。 

   

 提案二、 108-1 學期學士後跨藝合創音樂學士學位學程(簡稱 IMPACT 音樂學程)

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西洋音樂史 I」，提請審議(提案單位:IMPACT音樂

學程)。 

 說 明：  

 一、 依本校「開辦遠距教學作業要點」第五點略以，授課教師應為依規定聘

任之合格教師，並應擬具教學計畫，經開課單位轉教務處及電算中心初

審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教務會議備查始得開授，並應公告於網

路。 

 二、 遠距課程教學計畫大綱詳第 15-17 頁，案經 IMPACT 音樂學程 108 年 5

月 2日系級課程委員會、108年 5月 7日院級課程委員會及本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外國學生招生規定」第 13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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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因本校無「轉學生招生規定」，故第 13條第 4款於法無據建議刪除；修

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詳第 18-22頁。 

 二、 業經本學期第 1次國際事務委員會通過，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 

 招生組組

長建議: 

本校招生規定第 6條略以，外國學生入學，其作業悉依本校「外國學生

招生規定」作業規定辦理。因外國學生招生包含新生及轉學生，而轉學

生的招收對象是目前已在臺灣就讀且在學中的外國學生，以申請的方

式辦理轉學；亦可參考其他學校的做法，將轉學的招生簡章併於新生招

生簡章中，故本案建議僅須修正原條文部分文字內容即可保留招收轉

學生彈性。 

 決 議： (一)第 13 條第 3 項修正為: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學業成績不及格或

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不得再依本規定申請入學或

轉學。 

(二)第 13 條第 4 項保留並修正為:現就讀我國學校且在學之學士班外

國學生轉學本校者，依本校學則及本招生規定辦理。 

(三)餘照案通過，續報教育部核定。 

   

 提案四、 本校「開辦遠距教學作業要點」第 2、11、12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課務組)。 

 說 明：  

 一、 因應教育部修正「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配合修正本校作

業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詳第 23-26頁。 

 二、 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 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五、 本校「開課暨鐘點核計原則」第 15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課務組)。 

 說 明：  

 一、 依音樂學系 108年 4月 25日專簽辦理，因應現行學分科目表「室內樂」

學分規定及開課現況修正，並衡酌「歌劇」領域課程專業伴奏師資之必

要性及實際課程需求，增訂第 15條術科教師及伴奏教師共同指導課程；

經 108 年 5 月份處務會議討論酌修文字並整併項次，修正對照表及修

正草案詳第 27-30頁。 

 二、 案經音樂學系本學期第 2 次系所務聯合會議及第 2 次院務會議決議通

過，本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 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六、 本校「學生修讀輔系(所)辦法」、「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辦理跨校雙

主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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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一、 因應教育部 107年 11月 28日公告修訂「學位授予法」，為擴展修讀各

級學位學生之學習領域並使學制更彈性化，開放各級學生均得修讀雙

主修及輔系，爰配合修訂本校「學生修讀輔系(所)辦法」、「學生修讀雙

主修辦法」、「辦理跨校雙主修辦法」，以符法制，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

案詳第 31-45頁。 

 二、 本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 議： (一)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 9 條第 2 項有關延長修業年限部分，

經與會人員達成共識，碩士班學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學年；博士班

學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三學年。 

(二)餘照案通過，續報教育部備查。 

   

 提案七、 本校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含碩士班）、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招收修讀輔系(所)學生辦法、雙主修學生辦法草案，提請備查(提案單

位：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學生修讀輔系(所)辦法」、「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新訂招收

修讀輔系、雙主修學生辦法，詳第 46-47頁。 

 二、 案經本學期第 2 次系所務聯合會議及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經本會議

核備後實施。 

 決 議： (一)學生修讀輔系(所)辦法第 5 條將「核準」修正為「核准」。 

(二)修正後同意備查。 

   

 提案八、 本校「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出版中心）。 

 說 明：  

 一、 依 107-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決議「本案緩議，請教務處參酌上述主

管之意見，研議後再提下次行政會議審議，另影音類出版品請以其他儲

存裝置代替光碟。」故針對本校博士論文改寫之範圍及著作財產權歸屬

部分再次修正；另依 107-2 學期第 1 次學術出版委員會提議，區分為

校內、外申請對象，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詳第 48-53頁。 

 二、 本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出版中心

補充說明: 

本要點名稱係因應本校補助出版品項增多，為加強法規的適用性，故擬

將原法規名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教學出版大系補助作業要點」修

正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版品補助作業要點」。 

 決 議： 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九、 本校「舞蹈學院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學生修讀學、碩士學位鼓勵辦法」

草案，提請備查(提案單位：舞蹈學系)。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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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為鼓勵優秀學生繼續就讀舞蹈學院碩士班，培植優秀人才，達到連續學

習效果，縮短學、碩士修業年限，使學生早日就業或升學，特訂定本辦

法，詳第 54頁。 

 二、 案經本學期第 2 次舞蹈系課程會議及系所院務聯合會議第 1 次臨時會

議決議通過，並適用於 108 學年度所有在籍學生(103 學年度起入學學

生及 108學年度起復學學生)，經本會議核備後實施。 

 決 議： 同意備查。 

   

伍、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本校「教師教學社群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

學與學習中心)。 

 說 明：  

 一、 因應中心更名配合修訂要點名稱，並為能充分發揮本校教師教學社群

凝聚成果的實踐能量、提升課程品質，調整教師教學社群實施方向主

題、申請期程，以利未來課程創新與教學發展。 

 二、 業經 108 年 4 月份處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詳附件

第 1-3頁，經本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IMPACT音

樂學程主

任建議: 

將教師社群的組成僅限定在「課群模組教學社群」及「議題導向教學社

群」兩個方向是否過於侷限?若本點是依教育部計畫目標而訂定實施方

向，爾後恐需再次修法來因應教育部計畫的變動。 

 美術學院

院長建議: 

有關「課群模組教學社群」及「議題導向教學社群」社群發展方向建議

在原規定條文中以舉例方式呈現即可。 

 決 議： (一)要點二、「實施方向」保留現行條文內容，並將本點修正規定「課

群模組教學社群」及「議題導向教學社群」之二類發展方向，以舉

例方式在現行條文中說明。 

(一)餘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二、 本校「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學

與學習中心)。 

 說 明：  

 一、 因應中心更名配合修訂要點名稱，並為更貼近校內教學助理需求與現

況，修訂教學助理申請與聘任辦法、經費支給、培訓與管考、期末呈現

評比，加強教學助理知能培訓、實踐協同教學理念，以利本校協同教學

永續發展。 

 二、 業經 108 年 4 月份處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詳附件

第 5-13頁，經本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主席補充

說明: 

因教學助理聘用經費已回歸各教學單位，本作業要點修正在於由教學

與學習中心負責教學助理之培訓，並藉以瞭解各教學單位聘用教學助

理之工作現況，以提供必要協助。 

 決 議： 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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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散會:15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