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立 臺 北 藝 術 大 學 9 9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1 次 教 務 會 議 紀 錄 

時間：99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張副校長兼教務長中煖                                       記 錄：詹淑景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一、通識核心課程已由通識教育委員會積極建構北藝大通識核心課程特色，各學院也非常支持，

希掌握時間及進度，讓大學部應屆畢業生能如期在 992 學期畢業，並開設出非常精采的課

程。 

二、各項教務資訊現均配合 E化上網公告，供全校師生下載參用，未來傾向不再印製紙本，以

響應環保，達到用紙減量之效。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詳見議程第 7~8 頁 

參、教務處各組報告： 

一、教務長室：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第 10~11 頁。 

二、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第 11~12 頁。 

三、註冊組：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第 12～17 頁。 

    四、課務組：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第 17～18 頁。 

主席裁示： 

一、延畢生至國外交換，其學分費收取問題，國交中心今天已開會討論確定延畢生

不得申請為交換生，未來應無類似問題發生。 

二、本週進行「跨領域學習週」活動，仍請各教學單位多予協助。今年改採特定學

院至指定學院學習，活動問卷回收後之成效統計更有利於呈現開課學院與學生

學習之對應關係，本處將視統計結果再做全盤思考。 

三、各單位教師行政減授案，課務組近期將進行統計，為避免減授過於浮濫，務請

註明教師支援的工作範圍及內容，特別是全校性行政支援，如此，在教師評鑑

加分上才有意義，名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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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生組：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第 18~19 頁。 

主席裁示： 

一、「OPEN DAY」活動： 

(一)近幾年成效不錯，讓更多的學校認識北藝大。明年度擬與「跨領域學習週」

結合，4天持續進行跨領域學習外，另空出 1天邀請各學系參與，由學系啟動

系學會，讓學會會長帶動整個學會，把學系最好的部分呈現給未來的學弟妹

或對藝術有興趣的學子，除可集中人力，亦能讓學生發揮創意，把整個學會

力量做出來。本案必要時將編列經費補助，以提高活動效果。 

(二)本項活動不只是招生宣傳，應視為北藝大的大事，以 10 月 1 日「藝術參訪」

為例，高中端老師亦建議本校應多舉辦夏（冬）令營，讓更多的學子認識北

藝大，故本次活動務請各單位儘量協助推動。 

(三)新媒系安排 200 餘人參觀「藝科中心」部分，因人數眾多，當天動線及流程，

務請妥為處理；另，對於上下午時段均報名參與者之用餐事宜，亦請系所多

予協助，並加強前端宣導。 

(四)本校學生餐廳過於擁擠乙節，惠請總務長予以協處解決。 

    六、出版組： 

工作報告：詳如議程第 19 頁。 

主席裁示：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 100 學年度直升考試放榜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舞蹈學

系)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碩士班蔡懿佳同學(學號：29811004)982 學期「專題演講」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學士班陳正昀同學(學號：19631025)及潘韋勳同學(學號：19731020)982 學期「設

計」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美術學系)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碩士班顏怡寧同學(學號：29844007)982 學期「京劇表演專題Ⅱ」成績更正案，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戲劇學系) 

決 議：本案暫緩處理，請戲劇學系及舞理所協助了解情況，再提下次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五、學士班林恩加同學（學號：19811019）982 學期「行銷策略」成績更正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共同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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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學士班王怡晴同學（學號：19532012）982 學期「日文(二)」成績更正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共同學科)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學士班駱映廷同學（學號：19811052）982 學期「從威權人格到靈性人格」成績更

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共同學科)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學士班鄭翊平同學（學號：19811032）982 學期「美學」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共同學科)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音樂學系兼任教師何君恆老師 991 學期授課超過 10 小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音樂學系)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傳統音樂學系兼任教師蔡青源老師及吳素霞老師 99 學年度第 1、2學期授課超過

10 小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傳統音樂學系)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戲劇學系兼任教師童偉格老師 991 學期授課超過 10 小時案，提請討論。 (提案

單位：戲劇學系)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舞蹈學系兼任教師李柏君老師 991 學期授課超過 10 小時案，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舞蹈學系)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美術學系兼任教師許建國老師 991 學期授課超過 10 小時案，請討論。(提案單

位：美術學系)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電影創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級專技人員傅秀玲老師 991 學期授課超時 10 小時

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電影創作學系)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本校「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修訂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本校「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修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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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七：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

要點」修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本校「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藝術生活科「音樂應用藝術」、「視

覺應用藝術」、與「表演藝術」科目及學分對照表修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師資培育中心)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九、為積極協助學生有效學習，擬修訂本校《學則》部份條文，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擬修正本校 992 學期行事曆，將畢業生期末考試時間調整至與在校生同時於第

18 週進行，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案由一、請註冊組提供會計室已繳費學生名單，以利該室核撥系所經費。(提案單位：音樂

學系) 

說 明： 

一、音樂系反映，每學期學生註冊繳費後，會計室須由註冊組提供已繳費學生名單後，

於期中或期末始核撥各項費用，系所常延至年底才能支用及核銷，非常不便，請

註冊組儘速提供已繳費學生名單。 

二、註冊組回應：學生註冊繳費截止日至開學日，開學當天本組已將未註冊繳費 300

餘名學生名單分送各系所、出納組及會計室參考，其間更視學生繳費狀況隨時掌

握及告知各單位。至於各系所經費核撥期程，係屬會計室經費控管程序之行政考

量。 

主席裁示：本案請蘇主任另提行政會議討論，教務處會後另與會計室溝通，進行了解。 

註冊組補充說明： 

經會後會商會計室及音樂系承辦同仁瞭解，此問題係指學分費收費未完成（非關

註冊繳費），會計室無法開帳供系所端請領使用，並已向系所說明學分費繳交流程

需待開學加退選結束後，由課務組統一造冊委請出納組收費，故須於開學後約一

個多月的作業期程，如有相關問題請系所再與會計室及課務組協調處理。 

案由二、音樂學系有學生休學數年，系辦仍收到該生之學生證，作業流程可否再嚴謹及管

控。(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說 明：註冊組回應：學生只要沒畢業（含休學），仍具有「在學」身分，可持有學生證；

如為退學，辦妥離校手續後註冊組即收回學生證，本案將再就該生之個別情況進

行了解。 

主席裁示：請註冊組進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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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補充說明： 

經了解音樂系 99 學年度有 4名新生註冊後因辦理休學未領學生證，註冊組於開

學前一週製發新生學生證後送請各系所轉發，各系所如有新生因辦理休學未領

學生證者，可將學生證送回註冊組保管；另，二年級以上學生含休學生、延修

生，如學生證遺失得向註冊組申請補發後，至電算中心領取學生證。 

陸、散會：下午 3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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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15-附件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本校 91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91.10.8）修訂通過 

教育部臺 91 師三字第 91169688 號函（91.11.13）通過備案 

本校 96 學年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97.5.6）修訂通過 

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70180460 號函（97.9.15）同意核定 

領 域 課  程  科  目 學分數 修讀別 備  註 

教育心理學 2 部定必修

教育社會學 2 部定必修

教育哲學 2 部定必修

教育概論 2 部定必修

至少必修 4學分 

教育史 2 選修 

性別教育 2 選修 

德育與人文關懷 2 選修 

比較教育 2 選修 

中等教育 2 選修 

教育文化與人類學 2 選修 

教育思潮與教育改革 2 選修 

教育行政 2 選修 

學校行政 2 選修 

教育政策與法規 2 選修 

教育評鑑 2 選修 

青少年心理學 2 選修 

親職教育 2 選修 

心理衛生與情緒教育 2 選修 

生涯規劃與教育 2 選修 

創造力發展與教學 2 選修 

多元智慧與教學 2 選修 

教 

 

 

育 

 

 

基 

 

 

礎 

 

 

課 

 

 

程 

統整課程教學 2 選修 

 



教學理論與策略 2 選修 

學校與社區本位課程 2 選修 

多元文化教育 2 選修 

特殊教育導論 3 選修 
以 54 小時研習折抵，不列

入 26 學分 

教學原理 2 部定必修

班級經營 2 部定必修

輔導原理與實務 2 部定必修

教育測驗與評量 2 部定必修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部定必修

教學媒體與操作 2 部定必修

至少必修 6學分 

教育研究法 2 選修 

教育統計 2 選修 

行為改變技術 2 選修 

教學科技 2 選修 

人際關係與溝通 2 選修 

生命教育 2 選修 

教 

 

育 

 

方 

 

法 

 

學 

 

課 

 

程 

人權教育 2 選修 

 

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音樂） 2 部定必修

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美術） 2 部定必修

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戲劇） 2 部定必修

分 
科 
╱ 
分 
領 
域 
教 
材 
教 
法 

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舞蹈） 2 部定必修

依各專業主修，至少
必修 2 學分，加修者
不列入 26 學分 

分科/分領域教學實習（音樂） 2 部定必修

分科/分領域教學實習（美術） 2 部定必修

教 

學 

實 

習 

及 

教 

材 

教 

法 

課 

程 

分 
科 
╱ 
分 
領 
域 
教 分科/分領域教學實習（戲劇） 2 部定必修

依各專業主修，至少
必修 2學分，加修者

不列入 26 學分 



學 
實 
習 

分科/分領域教學實習（舞蹈） 2 部定必修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修正對照表 

擬修訂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註 

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音樂） 藝術與人文領域音樂教材教法 部定必修課程 

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美術） 藝術與人文領域美術教材教法 部定必修課程 

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戲劇）
藝術與人文領域表演教材教法
（戲劇） 

部定必修課程 

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舞蹈）
藝術與人文領域表演教材教法
（舞蹈） 

部定必修課程 

 



提案 16--附件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五條 實習指導教師指導實

習之指導鐘點費，每週以每指

導六位學生採計一小時為原

則，超過或不足者，依比例計

算之，最多以四小時計，其指

導鐘點費採外加方式核發，並

得酌情報支差旅費。 

依教育部九十三年二月十

日台中（三）字第○九二○一

八五六五八號函釋：實習指導

之鐘點費不計入超支鐘點費，

惟每週不計入超支鐘點時數以

四小時為限。 

 

第五條 實習指導教師指導

實習之指導鐘點費，每週以

每指導六位學生採計一小時

為原則，最多以四小時計，

其指導鐘點費採外加方式核

發，並得酌情報支差旅費。

依教育部九十三年二月

十日台中（三）字第○九二

○一八五六五八號函釋：實

習指導之鐘點費不計入超

支鐘點費，惟每週不計入超

支鐘點時數以四小時為限。

 

第十三條 申請參加半年全時

之教育實習課程，應於申請時

繳交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專款專用提供實習指導教師

指導鐘點費、舉辦教育實習輔

導相關工作與活動使用。中途

中止實習者，依本校相關規定

辦理退費。 

第十三條 申請參加半年全

時之教育實習課程，應於申

請時繳交四學分之教育實

習輔導費。中途中止實習

者，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退

費。 

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

費目前並未專款專用，

除用於核撥指導教授鐘

點費之外，其餘款項收

入校務基金，目前實習

輔導活動與指導教授差

旅費，由師培中心業務

費支領。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92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中心會議（93.5.21）通過 

本校 93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行政會議（93.9.21）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第十一條訂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育實習課程係指師資培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及其細則第三條第四

款所稱之半年全時教育實習課程。 

第三條  實習學生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半年，上學期自八月一日起至翌年一月卅一日止

（每年三月十五日前申請）；下學期自二月一日起至七月卅一日止（前一年十月十五日

前申請）。 

一、應屆畢（結）業生：向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 

二、非應屆畢（結）業生：繳交原師資培育機構出具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普通

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之証明，向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 

三、持國外大學以上學歷者：繳交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之証明，向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 

實習學生因重大疾病變故、歸因於教育實習機構或本校之事由，經教育實習機構及本

校核准者，得不受前述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之限制。 

第四條  本校實習指導教師之遴選原則如下： 

一、具教育實習專業素養者。 

二、有能力指導教育實習者。 

三、有意願指導教育實習者。 

四、具有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教育機構一年以上

之教學經驗者。 

第五條  實習指導教師指導實習之指導鐘點費，每週以每指導六位學生採計一小時為原則，超過

或不足者，依比例計算之，最多以四小時計，其指導鐘點費採外加方式核發，並得酌情

報支差旅費。 

依教育部九十三年二月十日台中（三）字第○九二○一八五六五八號函釋：實習指導

之鐘點費不計入超支鐘點費，惟每週不計入超支鐘點時數以四小時為限 

第六條  本校應遴選辦學績優之教育實習機構簽訂實習契約，以辦理教育實習。。 

第七條  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師每位以輔導一名實習學生為原則，其遴選原則如下： 

一、有能力輔導實習學生者。 

二、有意願輔導實習學生者。 

三、具三年以上教學經驗之合格教師，並具學科或領域專長者。但新增或稀少性類科無

足夠合格師資可遴選者不在此限。 

第八條  教育實習輔導採下列方式辦理： 

一、平時輔導：由教育實習機構在該機構給予輔導，實習學生須配合教育實習機構全時

之作息。 

二、返校輔導：實習學生每月應參加返校輔導至少八小時，實習學生應將實習心得或日



誌定時繳交給實習指導教師，做為輔導之參考。 

三、巡迴輔導：由本校實習指導教師前往教育實習機構予以指導。 

四、通訊輔導：由本校編輯教育實習輔導刊物供實習學生參閱。  

五、研習活動：參加由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師資培育機構、教育實習機

構、教師研習進修機構或本校辦理之研習活動。 

六、其他：如電話諮詢、網路輔導等。   

第九條  實習學生應於實習開始後一個月內，與本校實習指導教師及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

師研商訂定教育實習計畫，其內容包括下列事項： 

一、學生基本資料。 

二、教育實習重點項目：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行政實習及研習活動。  
三、教育實習重點項目之目標、實施方式、活動內容及實施進度。 

第十條  教育實習成績之評量由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為之，雙方各佔百分之五十，以總成績六十

分為及格。不及格者，以重修處理。 

成績不及格者，得經原教育實習機構同意後在原校重新實習，或由本校輔導至其他教育

實習機構重新實習。在原機構重新實習者以一次為限。 

第十一條 教育實習成績之評量於實習結束當月十五日之前完成： 

     教育實習成績評量包括下列事項： 

一、心理健康及品德操守。 

二、服務態度及敬業精神。 

三、表達能力及人際溝通。 

四、教學能力及學生輔導知能。 

五、研習活動之表現。 

六、實習計畫、實習心得報告或專題研究報告。 

七、教學演示。 

教育實習成績評量表格由本校另訂定。 

第十二條 實習學生之教學，開學前三週以見習為主，第四週起實習學生每週教學實習時間如下： 

一、中等學校：不得超過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之二分之一。 

二、國民小學：不得超過十二節。 

三、幼稚園：不得超過教學活動之二分之一。 

四、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教育機構：依前三款之規定辦理。 

實習學生除前項教學實習時間外，應全程參與教育實習機構之各項教育活動。 

開學上課期間行政實習每天以一小時或每週以不超過一日為原則。    

第十三條  申請參加半年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應於申請時繳交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專款專

用提供實習指導教師指導鐘點費、舉辦教育實習輔導相關工作與活動使用。中途中止實

習者，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退費。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 17--附件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培育中

等學校各任教學科師資職

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

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培育中

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科

目一覽表暨施行要點 

1. 依據教育部99年6月14

日台中(二)字第

0990100708 號函修正。

一、依據師資培育法第 7
條，訂定「國立臺北藝術大

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

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以下簡

稱本一覽表）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作為修

畢本校教育學程教育學分

之學生，申請中等學校教師

資格審查之依據。 

一、依據師資培育法第10
條，訂定「國立臺北藝術大

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

師專門科目一覽表（以下簡

稱本一覽表）暨其施行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作為

修畢本校教育學程教育學

分之學生，申請中等學校教

師資格之依據。 

1. 依據教育部99年6月14

日台中(二)字第

0990100708 號函修正。

2. 依據法源釐清與修正。

3. 要點名稱修改。 

二、欲擔任中等學校各學科

教師，除修畢教育學程規定

學分外，師資生均須符合本

一覽表所列之適合培育之

相關學系所( 含輔系)與並

修畢規定之專門課程科目

學分數。 

二、欲擔任中等學校各學科

教師，除修畢教育學程規定

學分外，師資生身分均須符

合本一覽表所規定之適合

培育之相關學系所 ( 含輔

系)與修畢規定之專門科目

學分數。 

依教育部承辦業務人員建

議修正。 

 四、本一覽表包括國民中

學、高級中學（含藝術生活）

與高級職業學校之任教科

別及專門科目名稱。 

1.依教育部承辦業務人員建

議刪除。 
2.建議刪除省略原因：一覽

表上均已列國高中。 
四、本一覽表內各任教科別

之專門科目，分為必備、選

備兩大類，其中必備科目係

指擔任各該任教科別教師

必須修習之科目，選修備科

目則指可以自由選修習之

科目。 

五、本一覽表內各任教科別

之專門科目，分為必備、選

備兩大類，其中必備科目係

指擔任各該任教科別教師

必須修習之科目，選修備科

目則指可以自由選修習之

科目。 

要點項次調整為「四」。 



五、本校專門課程科目學分

採認抵免原則： 

1. 經教育部核定設立之大

學相關系所開具之「修

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

(領域、群科)師資職前

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

分成績單」，與本一覽

表規定之專門課程科目

及學分數相同者或名稱

略異性質相同者，由本

校培育相關科別之系所

專業審查後認定之。 

2. 如所修之科目學分超過

本一覽表所規定之學分

數者，則採認本一覽表

所規定學分數；但所修

之科目，其學分數未達

本一覽表所規定者，則

不予採認。 

3. 擬採認之專門課程科目

學分，以申請時 10 年內

所修習之科目學分為

限。 

4. 推廣教育學分擬採認為

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以年度事

前報教育部核定開辦之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班

別為限，並須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 

六、凡在教育部核定設立之

大學或獨立學院或專科學校

（二專、三專及五專四、五

年級）相關系所，以及教育

部核定開辦之師資職前教育

推廣教育學分班所修之大學

程度專門課程科目學分，與

本一覽表規定之專門科目及

學分數相同者，均予承認；名

稱略異性質相同者，具由相

關科別之系所認定。如所修

之科目學分超過本一覽表所

規定之學分數者，則採認本

一覽表所規定學分數。但所

修之科目，其學分數未達本

一覽表所規定者，則不予採

認。 

1. 要點項次調整「五」。 

2. 依據教育部 99 年 6 月

14 日台中(二)字第

0990100708 號函修正。

3. 參考教育部98年 3月 5

日公佈修訂之「中等學

校各任教學科領域群科

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對照暨實施

要點」第 8點修正。 

4. 依教育部承辦業務人員

建議修正。 

六、本一覽表適用教育部核

定後之師資生。 
七、本一覽表適用教育部核

定後之師資生。至非屬上開

入學之學生，可適用原報部

備查之培育中等學校各學

科教師專門科目學分對照

表或比照 98 學年度大學部

入學之新生辦理。

1. 要點項次調整「六」 

2. 依據教育部 99 年 6 月

14 日台中(二)字第

0990100708 號函修正。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要點項次調整「七」 

 



提案 18-附件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藝術生活科－音樂應用藝術」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科目名稱 藝術生活科-音樂應用藝術 
要求總學分數 26 必備學分數 10 選備學分數 16 
適合培育之相

關學系、研究

所（含輔系） 

音樂學系、音樂學系碩士班、管絃與擊樂研究所碩士班、音樂學研究

所碩士班、傳統音樂學系、傳統音樂學系碩士班 

類型 部定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美學 音樂美學、琴樂美學 2  

藝術概論  2  

先 
備 
課 
程 小計 4  

類型 部定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音樂心理 音樂心理學、音樂教育與音樂行為 2-4 ＊ 

A 
音樂鑑賞 

鋼琴作品研究、管樂作品研究、鋼琴

專題研究、擊樂專題研究、指揮專題

研究、歌劇鑑賞、爵士音樂、大師專

題-室內樂講座、大師專題-絃樂講

座、亞洲音樂

2-4 ＊ 

C 音樂科技 
電腦音樂媒體 MAX 程式、電腦音樂

的媒介 2-4 ＊ 

音樂史 
西洋音樂史、中國音樂史、臺灣音樂

史 2 ＊ 

D 

音樂文化  
音樂學導論、音樂文獻選讀、音樂人

類學、音樂與人文、南北管音樂概論、

傳統戲曲概論、傳統器樂 

2-4 ＊ 

就 左 列

必 備 科

目 至 少

修習 10
學分 

必 
備 
科 
目 

小計 10-18  

類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B 
音樂與展

演 

合奏、管絃樂作品演奏與實習、管絃

樂合奏、絃樂合奏、現代音樂合奏、

擊樂合奏、室內樂、鋼鼓音樂、甘美

朗的理論與實技、北管樂合奏、南管

樂合奏、絲竹合奏、畢業製作 

2-4 

 

技術理論 

管絃樂法、音樂基礎訓練、曲式學、

和聲學、樂曲分析、對位法、音樂分

析、工尺譜視唱、音樂與書畫 
2-4 

 

指揮法 合唱指揮法、管絃樂指揮法 2-4 

伴奏法 伴奏-聲樂、伴奏-器樂 2-4 

 

主修 

主修-作曲、複音音樂研究、主修-鍵

盤、主修-聲樂、主修-絃樂(小提琴)、

主修-絃樂(大提琴)、主修-絃樂(中提

琴)、主修-絃樂(低音提琴)、主修-

絃樂(豎琴)、主修-管樂(長笛)、主修

-管樂(單簧管)、主修-管樂(雙簧

管)、主修-管樂(低音管)、主修-管樂

(薩克斯風)、主修-管樂(法國號)、主

修-管樂(小號)、主修-管樂(長號)、

主修-擊樂、主修-琴、研究指導、主

修-琵琶、指譜、曲、戲曲、牌子 

2-4 

 

中文唸唱法 

傳統唱腔專題-京劇、傳統唱腔專題-

崑曲、傳統唱腔專題-歌子戲、傳統唱

腔專題-客家音樂 

2-4 

 

選 
備 
科 
目 

音樂劇 
歌劇、戲曲排演、南管戲曲排演、北

管戲曲排演 
2-4 

 

選備科

目至少

修習 16
學分 

 小計 14-28  

說明 
1. 音樂應用藝術中「美學」(音樂美學)及「藝術概論」為先備課程，專業科目分為

四類，每類至少修習 1 科，必備至少需修習 10 學分；選備至少需修習 16 學分，

合計至少應修習 26 學分。 
2. 依照課程綱要主題，專業科目分為四類如下：  

A.音樂與感知（音樂心理學、音樂鑑賞）  
B.音樂與展演（選備科目） 
C.音樂與科技（音樂科技） 



D.音樂與文化（音樂史、音樂文化） 
3. 應用音樂之專門科目及學分應以音樂及影音藝術為規劃範疇。 
4. 「＊」為代表對應「普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之科目。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藝術生活科－視覺應用藝術」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科目名稱 藝術生活科－視覺應用藝術 
要求總學分數 26 必備學分數 10 選備學分數 16 
適合培育之相
關學系、研究所
（含輔系） 

美術學系、美術創作碩士班、藝術跨域研究所、美術史研究所、新
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 

類型 部定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美學  2  
藝術概論  2  

先 
備 
課 
程 

小計 4  

類型 部定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 
工藝設計 設計、鑲嵌藝術 

A 

工藝創作 陶瓷造形、陶瓷造形研習、金屬造
形、金屬焊接研習、鑄造 

2-4 

＊ 

藝術史 中國美術史、西洋美術史、中國美術
史學方法 ＊ 

B 
藝術與文

化理論 

當代藝術論、臺灣藝術概論、當代前
衛藝術思潮、當代藝術理論選讀、當
代影像研究、科技藝術概論 

2-4 
＊ 

藝術心理

學  ＊ 

藝術鑑賞 藝術鑑賞(美術)、藝術理論專題、藝
術批評 ＊ C 

傳播理論 圖像與傳訊、媒體性之再思考、影像
論 

2-4 

＊ 

視覺設計 視覺與圖像研究、臺灣近代視覺藝術
研究、平面視覺數位設計 ＊ 

媒體藝術 
互動式多媒體設計、媒體造形研習、
數位聲音基礎技術、新媒體概念與當
代藝術、媒材與意義、公共空間與新
媒體藝術 

＊ 

必 
備 
科 
目 

D 

環境設計 
空間造形、空間裝置藝術、空間構築
研習、當代建築的體系與設計、動態
建築 

2-4 

＊ 

就左列

必備科

目至少

修習 10
學分 



小計 8-16  

類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繪畫 繪畫基礎、平面材質、具象繪畫、非
具象繪畫、繪畫研習、水彩、 2-4 

水墨傳統技法 水墨基礎、水墨寫生、水墨研習、書
法 2-4 

綜合媒材 綜合材料、複合媒體、綜合媒材創作
研習 2-4 

各類美術專題
研究 

觀念性與創作機制、電影與空間、當
代美學研究、互動科技藝術專題 2-4 

色彩學  2-4 

公共藝術 公共藝術研習、景觀藝術、空間建築
與都市化研習 2-4 

雕塑入門 塑造、素材與技法、木雕、石雕、雕
塑研習、石雕研習、立體造形 2-4 

凸版畫 凹版畫、平版畫、孔版畫、版畫研習 2-4 

電腦動畫專題 
動畫原理與創作、電腦影像處理 3D
數位、3D 角色動畫、電腦動畫、數
位 2D 動畫 

2-4 

選備科目至

少修習 16
學分 

素描  2-4 
 

造形基礎  2 
 

選 
備 
科 
目 

小計 22-42  

說明 

1. 視覺應用藝術：「美學」、「藝術概論」為先備課程，必備科目分為四類，至少需

修習 10 學分；選備至少需修習 16 學分，合計至少應修習 26 學分。 

2. 依照課程綱要主題，專業科目分為四類如下： 

   A.視覺與生活(工藝設計、工藝創作)  

   B.視覺與文化(藝術史、藝術與文化理論)  

   C.視覺與傳播(藝術心理學、藝術鑑賞、傳播理論) 

   D.視覺與環境(視覺設計、媒體藝術、環境設計)  

3. 專門科目及學分應以視覺應用藝術為規劃範疇。 

4. 「＊」為代表對應「普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之科目。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科目名稱 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 
要求總學分數 26 必備學分數 10 選備學分數 16 
適合培育之相

關學系、研究

所（含輔系） 

舞蹈學系、舞蹈表演創作研究所、舞蹈理論研究所、戲劇學系、戲

劇學系碩士班、劇本創作研究所、劇場藝術研究所、劇場設計學系、

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班 

類型 部定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美學  2  

藝術概論  2  

 先 
備 
課 
程 小計 4  

類型 部定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A 表演心理學 靜心、舞蹈靜心 2-4 ＊ 

B 表演創作 
創作性戲劇、劇場藝術創作基

礎、編舞初階、舞蹈創作實務、

舞蹈創作研習、接觸即興 
2-4 ＊ 

表演鑑賞 

傳統戲曲賞析、傳統戲曲名著選

讀、經典選讀、劇本分析、戲劇

批評、劇本導讀、名劇分析、藝

術鑑賞 (舞蹈 )、藝術鑑賞 (戲
劇)、舞蹈導論、表演形式與風

格 

2-4 ＊ 

C 

表演文化 
身體與文化、多元文化表演藝

術、世界專業劇場研討、中國表

演美學探索、原住民舞蹈 
2-4 ＊ 

表演史 

中國戲劇與劇場史、西洋戲劇及

劇場史、台灣戲劇及劇場史、中

國戲劇現當代、中國舞蹈史、西

洋舞蹈史、舞蹈教育史與理論、

當代舞蹈研究 

2-4 ＊ 

D 

表演導論 戲劇理論、戲劇家研究、世界戲

劇理論、戲劇理論名著選讀 2-4 ＊ 

就左列

必備科

目至少

修習 10
學分 

必 
備 
科 
目 

小計 12-24  



類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兒童劇場  2-4  

表演基礎 表演、表演專題、舞台語言 2-4  

排演基礎 排演、畢業論文/畢業製作 2-4  

導演  2  

舞台設計 
燈光設計、服裝設計、服裝結

構、劇場圖學、模型製作、彩繪、
2-4  

技術劇場與實習 劇場實務、舞台監督、舞台技術 2-4  

京劇武戲專題 京劇動作 2-4  
京劇聲腔 京劇表演專題、崑曲表演專題 2-4  

舞蹈製作實習 
演出實習、名作實習、舞蹈名作

研習、舞蹈表演、舞蹈製作理論

與實務 
2-4  

舞者音樂訓練 舞蹈音樂製作、音樂與舞蹈 2-4  
動作分析 動作探索 2-4  

西方舞蹈初階 
西方舞蹈中階、舞蹈高階、舞蹈

表演技法 
2-4  

東方舞蹈初階 
東方舞蹈中階、舞蹈表演專題 
、舞蹈表演專題研究 

2-4  

選 
備 
科 
目 

合計 26-50  

選備科

目至少

修習 16
學分 

說明 
1. 表演藝術：「美學」、「藝術概論」為先備課程，必備科目分為四類，每類至少

修習 1 科，至少需修習 10 學分；選備至少需修習 16 學分，合計至少應修習 26
學分。 

2. 依照課程綱要主題，專業科目分為四類如下： 
A.表演能力的開發(表演心理學)  
B.表演的製作實務(表演創作)  
C.表演與應用媒體(表演鑑賞、表演文化)  
D.表演與社會文化(表演史、表演導論)  

3. 表演藝術之專門科目及學分應以戲劇、舞蹈等表演藝術為規劃範疇。 
4. 「＊」為代表對應「普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之科目。 
 
 
 



提案 19-附件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99-學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條文對照表  

註冊組 99/08/25 草案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十一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

目之學分數，達該學期修習學分

總數三分之二者，勒令退學。身

心障礙學生不受本條文規範限

制。 

第三十一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

目之學分數，累計達二次二分之

一或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

之二者，勒令退學；僑生、外國

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

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女

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

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

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期

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者，勒令

退學。身心障礙學生不受本條文

規範限制。 

取消學期學業成

績累積二次二分

之ㄧ，勒令退學

之規定。 

第四十二條 
(略)  

學生於懷孕、分娩或撫育三

歲以下子女期間，得檢具公私立

等合格醫院證明文件或其他相關

證明申請休學或延長休學期限，

期間不計入休學期限計算。 

第四十二條 
(略)  

學生於懷孕、分娩或撫育三

歲以下子女期間，得檢具公私立

等合格醫院證明文件或其他相關

證明申請休學或延長休學期限，

懷孕期間不計入休學期限計算。 

文字修正以符合

條文精神。 

第 五 十 七 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

總數由各系、所自行訂定，惟碩

士班研究生不得少於二十四學

分，博士班研究生不得少於十八

學分；所規定之學分總數不包括

畢業論文、畢業製作、技術報告

等。 

第 五 十 七 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

總數由各系、所自行訂定，惟不

得少於二十四學分；所規定之學

分總數不包括畢業論文、畢業製

作、技術報告等。 

依大學法第26條

規定，並參考台

大、政大、陽明

等校《學則》標

準，調整本校博

士班學生最低應

修畢業學分數為

18 學分。 

 

第 六 十 三 條  

研究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勒

令退學： 
(略) 
六、所屬系、所訂有資格考試

之學位候選人，其資格考

試不及格，又未能於所屬

系、所之規定期限屆滿前

第 六 十 三 條  

研究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勒

令退學： 
(略) 
六、除畢業論文或畢業製作

外，全學期所修科目學期

考試全部曠考，或考試成

1.為尊重研究生

獨立研究之精

神，並參考他

校規定(如台

大、政大等)，

擬取消本條第

六項之規定。



通過者。 
七、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經

重考一次仍不及格者。 
八、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具有

雙重學籍者。 

績全部零分者。 
七、所屬系、所訂有資格考試

之學位候選人，其資格考

試不及格，又未能於所屬

系、所之規定期限屆滿前

通過者。 
八、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經

重考一次仍不及格者。 

九、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具有雙

重學籍者。 

2.原第七、八、

九項，調整項

次為六、七、

八項。 

第 六 十 五 條  

研究生於規定修業年限內修足規

定之科目與學分數，成績及格並

通過本校學位考試規定之各項考

核，且操行成績各學期均及格

者，由學校依其所屬系、所性質，

發給學位證書，授予碩士學位或

博士學位。其畢業生效日期規定

如下： 
一、第一學期畢業者，以一月三

十一日為準。 

二、第二學期畢業者，於畢業典

禮當日以前畢業，以畢業典禮

之日期為準；於畢業典禮以後

畢業，以七月三十一日為準。

三、研究生若已修畢規定科目與

學分，且於申請學位考試之學期

未修習科目學分者，其通過學位

考試後，得以完成離校程序之月

份最後一日授予學位證書。 
研究生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但未

修畢教育學程，符合前述畢業規

定且未達最高修業年限者，提出

申請後，准予於修畢教育學程或

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學期畢

業。

第 六 十 五 條  

研究生於規定修業年限內修足規

定之科目與學分數，成績及格並

通過本校學位考試規定之各項考

核，且操行成績各學期均及格

者，由學校依其所屬系、所性質，

發給學位證書，授予碩士學位或

博士學位。其畢業生效日期規定

如下： 
一、第一學期畢業者，以一月三

十一日為準。 

二、第二學期畢業者，於畢業典

禮當日以前畢業，以畢業典禮

之日期為準；於畢業典禮以後

畢業，以七月三十一日為準。 

1. 研究生畢業時

間，依目前《學

則》規定，學

生須於學期末

方可離校，實

不利學生生涯

規劃，參考台

大、交大等校

規定，修訂本

校學則。 

2. 明確規範研究

生因教育學程

而延畢之相關

畢業規定。 

第六十六條 
研究生在本校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之自請退學或勒令退學者，除第

四十七條第二、三款情形外，得

發給修業證明書。 

第六十六條 
研究生在本校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之自請退學或勒令退學者，除第

六十三條第二、三款情形外，得

發給修業證明書。 

1.依原條文規定

研究生逾期未

註冊及休學期

滿 未 辦 理 復

學，亦未辦理

繼續休學，遭

勒令退學者，



不發給修業證

明書。 

2.參考台大、政

大 、 陽 明 等

校，均無類似

規定，擬刪除

以上規定。 

3.明列研究生因

第 47 條第 2、3

款：因入學資

格不符或開除

學籍處分者，

不發給修業證

明書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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