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100 學年度第 17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101 年 6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 分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四樓第一會議室 

主席：謝校長顒丞                      記錄：  陳汎瑩 

出席：藍姿寬  楊清田  邱啟明  張宏文  蔡明吟  林伯賢 
   張國治 林隆達 李怡曄  朱美玲  謝文啟  曾朝煥  
      林文滄 林進忠 林兆藏  蔡  友  宋璽德 王慶臺   

      林榮泰  呂琪昌  陳郁佳  鐘世凱  謝章富  韓豐年  
      賴祥蔚  曾壯祥  蔡永文  林昱廷  卓甫見  劉晉立   
      吳素芬  張浣芸 陳嘉成  陳曉慧  賴瑛瑛 劉榮聰 

 
請假人員：    藍姿寬(公假)    蔡永文(劉晉立代) 陳嘉成             
              

未出席人員:   林榮泰  林兆藏  韓豐年 
              
 

壹、臺藝大 News 播放 

貳、主席報告 

參、確認上次會議紀錄 

肆、報告事項 (各單位業務報告) 

 

教務處 
一、註冊招生業務： 
（一）101學年度預選課程作業已經開始，提醒各系所及業務相關

單位針對開課課程給與學生說明和選課協助，方便學生選
課作業。 

（二）101學年度進修學士班考試訂於7月4、5、6日(三、四、五)

舉行，轉學考試訂於7月19日(四)舉行，試務期間學期已經
結束，有勞各學系老師同仁協助試務工作進行，請預留試
務工作時間，謝謝協助。 

（三）100學年度第二學期學生成績登錄，系統於6月18日~7月1日
間開放，請系所提醒授課老師注意時限，俾便順利學生學

1



 

 
 

期成績寄發作業。 
二、課務業務： 

（一）本年度經統計調查各系、所、中心專業教室e化設備汰換
需求，共計有e化講桌31台、內部電腦35台、投影機23台、
電動螢幕3台，總計金額472萬5,502元，各項設備已陸續

簽辦採購中，預定於暑假期間汰換完成。 
（二）教學評量問卷題目已請國立台北大學統計學系專業團隊修

正試測完畢，並已於101年6月11日(一)正式上線作業，開

放讓學生填答，預計將於開學後統計分析完成供老師查
詢。 

三、綜合業務： 

（一）教育部來函有關102學年度甄選入學比率，依「大學擴大
甄選入學名額比率審查基準」規定，比例上限為40％，本
校歷年來因音樂、國樂、舞蹈、戲劇學系甄選比率較高（89

％）致全校甄選入學比例約達50％，本處將再行文教育部
表達表演學系甄選比例之必要性，惟教育部如有異議，請
上列學系及早規劃因應措施。 

（二）100學年度第3次學術性活動甄選委員會會議已於 5月28日
由楊教務長清田主持召開完畢，會中核定101年度下半年
學術活動申請，核發書畫系等9個單位補助總額130萬804

元整、101年度上半年教師及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申請
案，計有8位教師、10位學生提出申請，核定補助25萬5,000
元整、101年度獎勵教師學術研究與創作發表申請案，計

有29位老師提出申請，核定獎勵金62萬元整。 
四、系所評鑑輔導業務： 

（一）本校101年度各系所自我評鑑（外部評鑑）已經結束，並

進入全面修正補強階段，為提昇各受評單位評鑑報告書之
完整性，請各單位儘快於近期內（6月25日前）召開「檢
討會議」，針對自我評鑑結果（改善建議）提出具體改進

方案，並修訂評鑑報告書。（附會議記錄） 
（二）為使各系所、中心修正報告書時間更為充裕，修訂「輔導

審閱」時間，延期辦理，請各系所、中心於7月19日前繳

交10份完整評鑑報告書（紙本）及佐證資料（電子檔光碟）
至教務處（教發中心）以便辦理「審閱輔導」作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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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期程預定(如附件一) 
（三）報告書「審閱輔導」重點如下： 

１、評鑑報告書之格式及評鑑項目、參考效標（以全數回
應為原則）、佐證資料等是否齊備。 

２、陳述是否突顯各系所發展特色及避免被解讀為「缺失」

之內容。 
３、對課程目標、課程設計、核心能力指標等的宣導問卷，

以及問卷結果之處理及改善措施。 

４、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意見之回應情形（專章回應或分
項回應），是否已改善？（已改善部分期程前推，未
改善部分應訂定近、中程計畫） 

５、自評階段（外部評鑑）委員意見之回應與作為。 
６、校內系所評鑑輔導委員會所提策略建議之配合情形。

（如空間、設備計算可納入他系、所院共用；展演場

地包含全校性之所有場館等。） 
（四）本校預定於7月30日至8月03日間召開「第三次系所評鑑輔

導委員會（聯合會議）」，以學院為單位，分梯次舉行，

預定日程(如附件二)。 
五、教卓相關業務： 

（一）本中心於7月10日下午15:30舉辦教學精進講座，邀請臺北

醫學大學 李董事長祖德蒞臨本校演講「非常態競爭時代
的思維」，敬請本校教師踴躍參與！ 

時間 地點 講題與講者 

7月10日(二) 

15:30 

教研大樓10樓演講廳 「非常態競爭時代的思維」 

臺北醫學大學 李董事長祖德 

 
（二）100-2「數位化教材製作獎助計畫」審核通過之教師請於6

月18日前將獎助金申請之單據、計畫執行成效評量表送至
教發中心。（承辦人：葉芊方，信箱

chien1113@ntua.edu.tw，分機1136。） 
（三）100-2「獎勵學生參與校外專業競賽」報名申請至6月30日

截止，歡迎本校學生踴躍參與！（承辦人：施郁帆，信箱

nathalie.shih@ntua.edu.tw，分機1137。） 
（四）101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學助理」與「教師社群」開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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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至6月30日截止，期望透過TA輔助教學及社群互相交
流，幫助教師在教學上發揮更大效益。歡迎本校教師踴躍

報名參與！（承辦人：陳頌慈，信箱aw100@ntua.edu.tw，
分機1135。） 

（五）102年度卓越計畫已展開籌備作業，第一次籌備會議已於6

月8日舉行，謝校長、楊教務長、張學務長、林研發長均針
對100~101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執行概況進行成效檢討，另針
對102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提出建議方案。第二次籌備會議預

計於7月2日召開，計畫書預計於八月底完成撰寫。 
 
學務處 

一、本校今年畢業典禮已於 6 月 9 日(六)下午 15:30 舉行，因為今
年演藝廳關閉整修，所以典禮地點改在藝術廣場，馬總統親臨
現場勉勵畢業生勇於創作實踐夢想，同時全部學制一起撥穗，

感謝各系(所)老師與同仁協助配合，典禮流程順暢，氣氛隆重，
圓滿落幕。 

二、提醒各導師記得填寫導師相關表格，包含(1)導師自評表(2)班

會紀錄表(3)導師自辦活動紀錄表(4)導師輔導學生紀錄表，並
於 101 年 6 月 22 日將資料繳交至學務處學輔中心彙整，煩請各
位導師協助，謝謝！(請至 N 槽：\03 學務處\04 學生輔導中心

\03 導師業務\01 空白表格處下載)。 
三、為落實尊重多元理念與型塑友善國際環境，提升僑外生、陸生

服務特於 101 年 6月 15 日(星期五)10:00 假行政大樓 4樓第一

會議室與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簽定策略聯盟合作協議，未來
可嘉惠來臺就學學生之入出境及居留證等業務辦理。 

四、為使僑外生瞭解並體驗臺灣端午節民俗節慶，訂於 101 年 6 月

22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假綜合大樓 3樓辦理「端午節聯誼活
動」，當日會準備應景的粽子等美食，歡迎師長蒞臨同歡。 

五、有關「職場體驗與橋接媒合計畫案」，本中心已於今(101)年 5

月宣傳至今，相關活動實施要點與附件等書面申請資料，懇請
各系所助教再予以協助宣傳，本案自今(101)年 6 月 15-21 日將
開放給全校各系所學生提出申請。 

六、學生生涯發展中心為協助縮短本校畢業生就業職場摸索期，與
青輔會配合辦理「職場體驗計畫」，煩請各系所主管及師長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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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應屆畢業生予以協助宣導，本案見習單位，詳如（附件
三）說明。 

七、由學生生涯發展中心為配合教育部 101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
計畫案，所辦理之「學生學習歷程平台(E-Portfolio)建置競賽」
得獎名單如下表，並預訂於今(101)年 6 月 21 日星期四中午

12:30 假本校行政大樓四樓第一會議室舉行頒獎典禮。 
獎項 得獎學生姓名/學號 得獎系所 獎金說明 

第一名 雷○娜(991XXXX) 舞蹈學系日學二年級
新臺幣 6,000 元獎學

金＋獎狀乙紙。 

第二名 陳○怡(985XXXX) 
書畫藝術學系進學三

年級 

新臺幣 5,000 元獎學

金＋獎狀乙紙。 

第三名 施○瀚(991XXXX) 音樂學系日學二年級
新臺幣 4,000 元獎學

金＋獎狀乙紙。 

王○瑜(991XXXX) 舞蹈學系日學二年級

優等獎 2名 
蔡○誼(1001XXXX)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日

學一年級 

每名得獎者獲得新臺

幣 2,500 獎學金＋獎

狀乙紙 

盧○衣(991XXXX)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日學二年級 

楊○穎(991XXXX) 電影系日學二年級 

孔○(1001XXXX) 
書畫藝術學系日學一

年級 

江○羽(991XXXX)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日

學二年級 

蔡○穎(1001XXXX)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日

學一年級 

佳作 6名 

湛○琳(1002XXXX) 戲劇學系日碩一年級

每名得獎者獲得新臺

幣 1,000 元獎學金＋

獎狀乙紙 

最佳人氣王 盧○衣(991XXXX)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日學二年級 

新臺幣 1,000 元獎學

金＋獎狀乙紙 

八、為配合衛生署來函宣導，請各單位加強環境衛生： 
（一）小黑蚊俗稱「黑微仔」，雌蟲嗜吸人血，出沒時間以中午至

下午時段為主，外出至草地處，爬山或潮濕處，請穿著長

袖衣服、長褲及鞋襪並使用防蚊液。 
（二）環境管理裝置紗門紗窗、移除幼蟲孳生源，消除青苔，保

持乾燥，並使用環保署核定藥劑做防治。 

（三）相關防治資訊及諮詢服務，可至「小黑蚊防治推廣中心」(網
址：http://www.bitingmidge.org.tw/)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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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為配合衛生署來函宣導，請同仁們加強自主健康管理： 
（一）肺結核檢疫七分篩檢法：咳嗽兩週-2 分；有痰-2 分；胸痛

-1 分；沒有食慾-1 分；體重減輕-1 分；達 5 分以上建議
到臨近醫療院所胸腔科就診。 

（二）自主健康管理：咳嗽帶口罩、常洗手、保持室內空氣流通、 

生病不上課不上班。 
 
總務處 

一、 施工中工程： 
（一）「國際學人宿舍整修工程」：於 6月 7日驗收完成。 
（二)「影音藝術大樓新建工程室內裝修工程」於 101 年 5 月 23

日複驗，於 6月 11 日送達第三公正單位出具之音效缺失改
善複測結果，將函送監造單位判讀，據以判定複驗結果。 

二、 規劃、設計中工程： 

（一)「大漢樓 3 樓整修工程」：於 101 年 6 月 6 日基本設計審查
核定，預計於 101 年 7 月 8日完成細部設計。 

（二)「老舊校舍整修工程」：委託技術服務，由潤山建築

師事務所得標，並經多次細部設計研議，並於 101 年 5 月
28 日將修正後預算書及設計書圖請各系所確認無誤後，辦
理工程發包。 

另依會計室意見，須先行辦理委託技服契約變更後始能辦理
工程發包，已趕辦技服契約變更中。 

（三)「書畫學系搬遷案室內裝修工程」：委託技術服務，

由陳永森建築師事務所得標，因新設廁所無法取得合法
執照，暫不予興建，請委託建築師中重新調整預算及圖說，
經本校書面審查符合後，並請設計監造單位於 101 年 6 月 4

日前將檢送預算書圖及預算書送校，俾利辦理工程發包。 
（四)「演藝廳整修工程」統包案，該案細部設計階段因應「增修

建執照」衍生之追加減工項及預算於 6月 11 日召開審查會

議。 
（五）「女生宿舍熱泵及 BEMS 增設工程」：5 月 30 日廠商未

達三家流標，6月 12 日辦理第二次開標，於 6月 12 日決標。 

（六)「雕塑學系教學工廠、工藝設計學系窯場、資源回收場及庫
房新建工程」：於 6月 8日召開委託技術服務初步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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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說審查會議。 
（七)「電氣系統更換數位式電表及中央監控系統改善工程」6月

5日評審結果陳核中。 
（八)「影音藝術大樓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案於 101 年 5 月

21 日與松本薰先生完成議約，議約結果陳核，預訂於 6 月

20 日簽約。 
（九)「工藝大樓南區機車停車場工程」於 6月 7日決標，由奕捷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三、文書組於本(101)年6月14日(星期四)辦理「101年度國立臺灣藝
術大學檔案管理研習」活動業已圓滿達成，感謝長官及同仁蒞
臨指導。 

四、有關公文稽催業務，逾期未結案件截至101年6月7日(收文日)
止共23個單位，其中未辦結案件42件，未回覆案件6件(如附件
四)，請未回覆單位儘快詳填辦理情形及逾期未辦理原因後擲回

文書組，文書組將每月提報稽催結果簽陳秘書室管考並於行政
會議業務報告。 

 

研發處 
一、美國巴爾德音樂學院(Bard College Conservatory of Music) 李

昂．波斯坦校長 (Leon Botstein)等一行於 6 月 6 日前來拜訪

本校謝顒丞校長，雙方透過會談交流兩校教育特色，並研商兩

校交流合作之可能性。 

二、本校 101 年 6 月份新締結的姊妹校為杭州電子科技大學；更新

合約的姊妹校為山東藝術學院。 

三、本校申請 101 年度「學海飛颺」與「學海惜珠」兩項計畫已獲

教育部審查通過，所獲補助共計新臺幣 194 萬元，較 100 年度

增加新臺幣 74 萬元。 

四、101 年教學卓越計畫 3-1 藝術視野國際化：獎助學生參加國際

教學活動部分業於 6月 8日及 6月 11 日辦理第二、三場行前說

明會。第二場行前說明會由音樂系、視傳系等計教職員 4 人、

學生 9 人出席；第三場行前說明會由美術系、工藝系、國樂系

等計教職員 11 人、學生 8人出席。會中由本處簡報說明出國前

後應注意之事項，並示範相關表格及報告之撰寫方式，以協助

各系同學蒐集資料、辦理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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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1 年教學卓越計畫 3-2 國際合作交流倍力計畫：5 月 19 日與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合辦國際學生學伴培訓系列課程，共計有

教職員 8 人、學生 61 人出席，學生填報課程滿意度為 44％非

常滿意、50％滿意、6％尚可。後續預計於 7月確認來校就讀的

國際學生名單後，進行學伴配對工作。 

六、育成中心承辦 u-start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目前在輔導

團隊撰寫計畫書階段，今年預計將有 5組團隊參加。 

七、大漢樓育成中心整修事宜原定今(101)年 9 月施工，後因考量廠

商年底工作量較繁忙，故整修時程刻正簽陳調整為明(102)年執

行，相關預算依規定辦理保留延用。 

 
文創處 

一、6月 7日至 6月 14 日本處接待外賓情形如下表：  

參訪日期 園區參訪單位/活動名稱 參訪人數 

101/06/07 臺灣威騰電子（Western Digital Corporation）/

參訪園區及討論合作、贊助事宜 
5 人 

101/06/11 采逸畫會/參訪園區 15 人 

101/06/14 本校檔案管理研習計畫與會人員/參訪園區DIY創意

體驗 
80 人 

合計 100 人 

二、園區 6月創意 DIY 體驗活動收入如下表： 

日期 團體 項目 單價 人數 總計 
回饋校務

基金(10%)

101/06/14 本校檔案管理研習計畫 手工書 200 80 16,000 1,600

合計 80 16,000 1,600

 

三、6月 13 日辦理「藝術授權、雙品牌合作模式」說明會，邀請藝
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向美術及設計學院一級主管及專任教師， 
進行合作模式說明，共 26 位老師及同仁出席。內容有以下重

點：1.藝拓與臺藝大雙品牌介紹；2.工藝家/藝術授權模組介紹
以及 3.PDB 模組介紹。希冀透過此說明會，讓老師了解未來進
行的合作模式，鼓勵透過授權，將臺藝大師生創作重新打造成

為藝拓+臺藝大雙品牌，提升藝術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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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處 6月 14 日於行政大樓 4樓第一會議室辦理「表演藝術、影
音創作及多媒體創作」經紀說明會，由本校進駐廠商新視紀整

合行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簡報，出席人員為表演藝術學院及傳
播學院一級主管及專任教師，說明會內容包括：新視紀整合行
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簡介及經紀作業程序說明。會中參與人員

針對未來經紀合作模式雙向溝通，並希冀於互信基礎上逐步建
立合作模式。 

五、目前園區舉辦「創意飛翔－園區妝點比賽」活動，報名至 6 月

28 日截止。希望透過本活動串聯本校師生校友情感，落實創意
發想的機會，並提升本校藝術形象與知名度。比賽方式為針對
園區環境進行彩繪、塗鴉及裝置藝術，報名時需先繳交模擬完

成草圖，初審通過後進入第二階段實際執行部分。敬請各單位
協助廣為宣傳，鼓勵學生踴躍報名參加。 

 

圖書館 
一、本館於 101 年度 6月 15 日辦理第 1次圖書暨視聽資料現場閱選

活動，計有七家書商共襄盛舉，獲得本校師生廣大回響，參與

推薦者眾。 
二、101 年度「世界書香日」系列活動─「自助借書機使用次數推

廣排行榜」前 20 名讀者名單一覽表，詳如（附件五）。 

三、101 年度「世界書香日」系列活動─「館藏電子書閱讀心得寫
作」比賽得獎名單一覽表，詳如（附件六）。 

四、101 年度各系、所、中心圖書經費分配款截至 6月 10 日止，簽

核情形一覽表，詳如（附件七）。 
 
藝文中心 

一、本國友邦甘比亞共和國賈梅總統將於 6月 27 日至本校贈勳，由
本中心承辦此次贈勳儀式相關活動。為迎接遠方的貴客，本校
也將頒贈榮譽校友予賈梅總統，並在儀式中安排了活潑的表

演、林隆達館長及林錦濤主任現場書畫揮毫，使其感受台灣文
化的魅力。另活動中需要許多單位的幫忙，再請協助配合共同
完成本項任務。 

二、本中心將在 7月 2日(一)至 7月 6日(五)開設非學分班課程「Yo 
YoＳummer-溜一夏」花式溜溜球教學。課程由溜溜球表演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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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楊元慶同學擔任教師，Ａ班招收對象為國小三年級至六
級學生，Ｂ班招收對象為國中及高中學生。活動詳細情形可上

本中心網站查詢，並歡迎教職員同仁為家中孩子報名，讓孩子
有個不一樣的暑假。 

三、本中心協辦「Grand Valse 《華麗圓舞曲》~詩 舞蹈 音樂會」，

將在 7月 7、8日於福舟表演廳進行演出。本演出呈現詩歌、音
樂、舞蹈、影像不同藝術形式的結合，更是集結了曾淑玲、曾
淑美、謝啟民、吳秀蓮等優秀的藝術家共同的創作。製作人曾

淑玲老師為回饋母校，特別加演以饗本校師生。演出時間為 7
月 7日(六)19:30，地點在福舟表演廳，歡迎有興趣之師長同仁
向本中心登記索票。 

 
電算中心 
一、電算中心將於暑假更換 803 教室電腦 32 台，約於 7月底可釋出，

此批電腦規格如下：ASUS D-770 Core 2 Quad 2.66GHz(1333MHz 
FSB) 記憶體 4G 19 吋顯示器及加購 NVIDIA QUADRO FX370 顯示
卡。屆時將會安裝 WIN 7 64BITS OFFICE 2010 及 ADOBE 系列

軟體，若有需要同仁請於 6/24 前洽電算中心王秀鸞（分機
1806）。 

二、本校校園卡多卡合一專案，已於 6月 11 日完成悠遊卡製卡發包

作業，感謝教務處教發中心、學務處課指組協助設計教職員證、
學生證、校友卡、臨時卡等卡片樣稿，待悠遊卡公司打樣校對
後付印。 

 
推教中心 
一、101 學年文化行政 20 學分班業已招生報名中，現已收入 52 萬

元，盈餘 9 萬 5 千餘元（含校務基金 5 萬 2 千元），預定招生
至 7月 5日，煩請各單位代為宣傳。 

二、100 學年暑期學分班暨非學分班（含兒童夏令營）亦已招生報

名中，計開設學分班 19 門、非學分班 17 門、兒童課程 9 門，
現已收入 46 萬餘元，可挹注校務基金 4萬 6千餘元，預定招生
至 6月 30 日，再請代為周知。 

三、陸生暑期來臺研習營計已收到 12 位陸生繳費(其中 9 位學生已
全額繳交、3位僅完成第一期繳費 550 美元)，因兩岸通匯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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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計價，每人收費 1,050 美元，扣除手續費後計收到 30 萬
8,320 元，可挹助校務基金 3 萬 0,832 元；此外，仍有 8 位陸

生尚未完成繳費，已用郵件及電話連絡，並請大陸學校協助追
縱。 

四、接駁公車自 6月 1日(五)至 6月 13 日(三)計行駛 8天，收入為

1萬 6,544 元(平均每日收入 2,068 元)。  
 
伍、歷次行政會議列管案件辦理情形(無) 

陸、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獎勵教師學術研究與創作發表實施辦法」及「獎

勵教師學術研究與創作發表審查細則」，提請審議。 
說明： 
一、為鼓勵教師從事學術研究與創作，刪除「獲獎教師 3 年內不

得再予推薦」之規定（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八）。 
二、因經費預算考量及審查嚴謹，修正「獎勵教師學術研究與創

作發表審查細則」第 4、5點條文，以符合實際需求（修正對

照表如附件九）。 
三、本案業於 101 年 6 月 1日校長 簽核在案。 

 

決議：照案通過。 

 

柒、臨時動議 

捌、綜合結論 

一、因旺盛氣流引發豪雨釀成災情，所幸本校除戲劇系、圖文系略 

    有淹水外，其他並無災情傳出；為能防範未來，請總務處通盤 

    檢討排水系統並協助各單位做好水溝清理工作，各系所主任也 

    請注意關妥門窗。 

二、各單位聘請兼任教師至本校授課，請務必先徵得任職單位同意 

    並完成聘任程序。 

三、請學務處盡快提出圓夢綠蔭計畫，如此才能有辦法依據紓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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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需要幫助的學生。 

四、鼓勵學生多出國；育成中心承辦 u-start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 

    計畫，希望此五項計畫皆能順利通過。 

五、下學期有外籍教授入住宿舍，大漢樓外籍教授宿舍工程落後， 

    請努力。 

六、鼓勵各單位開辦夏令營，例如：廣電、多媒、書法、舞蹈、籃 

    球等各營隊，以提升校譽，增加校務基金收入。 

七、傳播學院博士班未通過，請再努力。 

八、希望新主管上任能開創新局面，舊的主管能繼續幫忙。 

九、蔡友主任及曾壯祥主任將榮退，感謝付出並祝福。 

十、即將期末接近打學期分數之際，請各系所主管提醒各位教師， 

    謹慎給分數，切勿給零分，或造成成績不公之申訴案件。 

十一、有關各系系學會費問題請各系所主管妥善處理，各系主任不 

    僅與系學會及全體學生討論，並要瞭解系上學會對於金錢收支 

    的運作情形，要讓學生及家長有明確的聯絡管道並能依規辦 

    理，建議系主任務必參與並輔導學生有關會費問題經系聯合大 

    會通過後送系務會議報備存查。 

 

玖、散會(下午 2點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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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補充報告 
 

  100 學年度第 16 次行政會議教務處討論提案一有關訂定本校
「教學專項圖儀設備費運用處理要點(草案)」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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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101 年度系所評鑑輔導六月-八月預定期程表 

辦理事項 負責單位 日期 完成期限

一 各系所、中心召開自評階段外部評鑑「檢討會議」各系所、中心 

（評鑑工作小組） 

101.06.08 
| 

101.06.25 
101.06.25

二 各系所、中心針對外部評鑑結果，提出具體改進

方案，並修訂評鑑報告書內容。 

各系所、中心 

 

101.06.25 
| 

101.07.19 
101.07.19

三 各系所、中心評鑑報告書（紙本）10 份及佐證資

料（電子檔光碟）送教務處教發中心辦理「審閱

輔導」 

各系所、中心 

教務處 101.07.19 101.07.19

四 「系所評鑑輔導委員會」辦理各受評單位報告書

之「審閱輔導」 

教務處 

輔導委員會委員 

101.07.20 
| 

101.07.29 
101.07.29

五 召開「第三次輔導委員會」聯合會議（分學院梯

次辦理） 

系所、中心 

、各學院、輔導委

員會委員 

101.07.30 
| 

101.07.31 
101.07.31

六 各系所、中心針對委員輔導之建議修改，完成正

版報告書（含美化編輯）。 

系所、中心 

 

101.08.01 
| 

101.08.12 
101.08.12

七 各系所、中心請於 8月 13 日先行送 1份紙本評鑑

報告(完整版)及光碟（光碟內容:評鑑報告及佐證

資料）至所屬學院，經由學院審查確定後再送交

至教發中心。 

系所、中心、各學

院 

 

101.08.13 
| 

101.08.15 
101.08.15

八 各系所、中心評鑑報告書(完整版)及光碟經由學

院確定後，請於 8月 16 日送交至教務處（教發中

心）辦理最後檢核作業，檢核結果於 8月 20 日通

知各受評單位。 

系所、中心 

、各學院、教務處 

 

101.08.16 
｜ 

101.08.20 
101.08.20

九 各系所、中心繳交 10 份紙本評鑑報告及 10 份光

碟（光碟內容:自我評鑑報告及佐證資料）至教發

中心，經教發中心彙整後函送財團法人高等教育

評鑑中心基金會 

教發中心 

101.08.27 101.08.27

十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規畫進行各校實地訪評

作業 

高評中心、 

系所、學院 

101.10 
| 

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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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藝術大學第三次系所評鑑輔導委員會議預定日程表（暫定） 

梯次 時間 學院 系所 時間 參加人員 

美術學系 09:30-10:00 

書畫藝術學系 10:00-10:30 

雕塑學系 10:30-11:00 

美術

學院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11:00-11:30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14:00-14:30 

工藝設計學系 14:30-15:00 

設計

學院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15:00-15:30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15:30-16:00 

廣播電視學系 16:00-16:30 

第 

一 

梯 

次 

101 年 7 月 30 日 

（星期一） 

 

傳播

學院 

電影學系 16:30-17:00 

藝術管理與文化政策研究所 09:30-10:00 

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10:00-10:30 

通識教育中心 10:30-11:00 

人文

學院 

師資培育中心 11:00-11:30 

戲劇學系 14:00-14:30 

音樂學系 14:30-15:00 

中國音樂學系 15:00-15:30 

第 

二 

梯 

次 

101 年 7 月 31 日 

（星期二） 

 

表演

學院 

舞蹈學系 15:30-16:00 

系所主任 

（評鑑工作小

組成員）、 

學院院長、 

輔導委員會委

員、 

教學發展中心 

 

 

 

地點： 

第一會議室 

(行政大樓四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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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   101 年度青年職場體驗計畫 

工作見習職缺表(第一階段) 
編

號 

見習單位 

名稱 
聯絡人 職缺 專長需求 

預定提供見習 

訓練系科 
人數 

1 綠建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吳孟婷 
網頁設計與美工設計

人員 
網頁設計、美工設計 視傳系 1 

2 力譔堂整合行銷股份有限公司 潘宣如 活動行銷人員 

活動/行銷企劃案撰寫

與執行規劃各項創意

活動 

雕塑系 10 

3 祥聯旅行社有限公司 陳文德 業務助理 
電 腦 能 力 (excel 、

word、power point) 
不拘 1 

4 明氏設計工作室 傅俊霖 設計服務人員 擅於溝通、熱情活潑 設計/傳播學院 2 

5 唯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美文 美編設計人員 

美術 2D、3D 設計 

3D MAX、2D 特效繪畫、

After Effects、Adobe 

Photoshop 等 

視傳系 3 

6 鳴嵐國際智識股份有限公司 韓佳利 
1.專案行銷企畫人員 

2.數位電腦美編 

活動企畫執行與 3D 動

畫 

圖文系/多媒系/開放

其他系所 
2 

7 愛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李智芬 網路平面設計人員 
網路平面設計專長(請

備作品) 

網路及平面設計 

相關科系 
10 

8 體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陳宜平 

助理編輯 

專案企劃 

美術編輯 

1.雜誌繪圖軟體、排版

軟體 

2.網頁設計維護 

3.數位出版電子書、電

子雜誌製作 

4.視覺美學基礎 

5.基本印刷 

視傳系、多媒系、圖文

系、廣電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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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   101 年度青年職場體驗計畫 

工作見習職缺表(第一階段) 

9 伊德視覺形象設計有限公司 何香儀 品牌行銷設計人員 
熱愛設計、積極、具創

意美感 
視傳系 1 

10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羗逸曼 餐飲服務 
高度服務熱忱、具親和

力，無經驗可 
不拘 5 

11 生活宅流通事業有限公司 鄭紹章 
話務中心客服人員 

助理事務 

具人事管理相關經驗

(招募、薪資管理計算

及覆核部分、教育訓

練、員工關係部分) 

不拘 1 

12 明日之星藝術推廣有限公司 邱荔芬 舞蹈教室 
具備舞蹈專長(芭蕾、

民族、現代、編創) 
舞蹈系 2 

13 新視波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王惠玉 大於傳播人員 
1. 大眾傳播影音製作

2. 資訊程式設計 
廣電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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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   101 年度青年職場體驗計畫 

工作見習職缺表(第二階段) 
編

號 

見習單位 

名稱 
聯絡人 職缺 專長需求 

預定提供見習 

訓練系科 
人數 

1 敘舊布袋戲園 陳建華 

布袋戲表演、準備、學

習、維修 

 

1. 對布袋戲表演有興

趣、無經驗、肯耐

心學習 

2. 身心健全體力佳，

表演時需將戲偶舉

高超過 160cm 戲台

(身高約

165-175cm) 

會英或日語佳 

舞蹈系、戲劇系 1 

2 
一零一國際健康科技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彭家榆 行政助理 

認真負責、有責任感、

主動學習、積極進取 

新聞系/大眾傳播相關

科系計： 1 人 

企管行銷科系，計：  1

人 

資訊科系，計：1人 

其他科系也可 

3 

3 康曜資訊有限公司 郭琇菁 網頁動畫設計助理 

Adobe 軟 體 、

dreamweaver、flash 

Css+div 製作及手繪者

佳 

視傳系、多媒系 2 

4 正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郁婷 印刷、排版製作人員 

Photoshop 、

Illastrator 影像處理

操作 

圖文系 3 

5 台北愛樂 劉葳莉 行政助理 

電腦文書能力、對表演

藝術、古典音樂、藝術

行政有興趣者 

不限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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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   101 年度青年職場體驗計畫 

工作見習職缺表(第二階段) 

6 創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粘復真 物流文件人員 

配合度及執行力佳、具

備良好溝通協調能

力、抗壓性高 

不限系 2 

7 英傑特科技有限公司 魏嘉萍 行政助理 圖文、傳播相關技術 不限系 2 

8 創聯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李祥棟 行政助理 圖文、傳播相關技術 不限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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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1年 (截至 6 月 7 日止) 

逾期未結案件稽催總表 

總收文號 收文日期 限辦日期 逾期天數 承辦人 案由 逾期未辦結原因 

生活事務與保

健組 
1010220038 101/05/23 101/05/31 5 張佳穎 

檢送本校一○○學年度第二學期

辦理就學貸款部份清償退費學生

清冊乙份暨新台幣 79萬 2,128元

整支票乙紙，請查照辦理。 

本案因全校共計

188 名同學加退選

要清償給台銀的資

料眾多，且需要立

支票給台銀，會辦

單位過多，已儘速

辦理，並已於 6 月

8 日早上將支票與

公文發至台銀辦理

就學貸款清償手

續。 

(6/8已結案) 

軍訓與生活輔

導組 
1010002451 101/05/15 101/05/31 5 徐瓊貞 

函轉「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1年國慶大會接待學校遴選計

畫」。  

因被置於音樂系

未回，直至今日

(6/8)文才回歸

軍輔組。 

(6/8已結案) 

項目 
數量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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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2648 101/05/24 101/06/01 4 

修訂「教育部 101年度基北宜區

資源中心全民國防教育教學卓越

人員選拔初審評審及論文送審實

施計畫」附表 2-推薦件數表，如

說明。 

因與台北大學協

商未果，直至 6/5

日才協商完成，

之 後 復 上 簽 公

文。 

(6/8已結案) 

1010250055 101/05/22 101/05/30 6 楊應揆 

陳學務處軍訓與生活輔導組甄選

行政助理 1名面詴評分結果乙

案，簽請  核示。 

 

之前尚在甄造，

未過第 2次，6/8

已自存結案。 

 

營繕組 

1010002494 101/05/16 101/05/24 10 

李正慧 

檢送「細部設計階段第七次專案

工作會議」會議通知。 

101.06.08 批

准， 6/12 已結

案。 

 

1010002626 101/05/23 101/05/31 5 

檢送演藝廳整修工程委託專業技

術暨專案管理顧問服務第二期程

執行服務計畫書(第五版)請審

查。 

簽辦費時，陳核

中。 

1010350152 101/05/24/ 101/06/01 4 

為本處營繕組、環安組因應工作

業務需求，擬請准予續租影印機

乙部案，簽請  核示。 

101.06.06 簽

准，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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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中心 1010002606 101/05/22 101/05/23 11 凃宜君 

韓國首爾台灣教育中心訂 6月 19

日至 23日籌組招生訪問團，至韓

國首爾議政府地區辦理台灣高等

教育聯合招生活動，邀請參加。  

尚在簽核中 

(6/11已結案) 

推廣組 1011110070 101/05/22 101/05/31 5 林文玲 
檢陳有關「101至 102年接駁公車

租賃」是否採購乙案，簽請核示。  

簽文至秘書室尚

未決議，6月 8日

已辦展期第 2次。 

(6/12已結案) 

藝術博物館 1011400031 101/05/18 101/05/28 8 顧敏敏 

為誼遠控股體系陳致遠先生私人

藏品委託本館文物維護研究中心

修復乙案，簽請  核示。 

本文已於 6/13 結

案(單位自存)。 

藝文中心 1011500012 101/05/22 101/05/30 6 紀家琳 

有關「藝文中心音響視聽設備」

採購案，擬以公開取得報價單方

式辦理乙案，簽請核示。 

 

1. 因招標規格

及項目修正

導致不斷退

回修改，故

造成簽核時

間過久。 

2. 文 號 未 傳

遞。(停在會

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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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1011900041 101/05/14 101/05/22 12 廖秀雲 

有關核發本校 100學年度第 2 學

期行政單位各項工作應支出之業

務及加班費，請准予續依 100 學

年度第 1學期分配數核發，簽

請  核示。 

簽 文 已 送 秘 書

室 ， 未 批 示 核

下。 

書畫學系 

1012130056 101/05/15 101/05/23 11 賴香因 

「2011 年全國青年水墨創作大賽

－勝安藝術獎」業已圓滿結束，

擬辦理第二次核銷，簽請  鑒核。 

已歸檔 6/8。 

1012130055 101/05/14 101/05/22 12 

林淑芬 

本系選送 101學年度碩士班及學

士班共四名學生赴日本交換留學

一年，請 鑒核。 

 

待教務處核發江

翊民碩士研究生

學學號後，速進

行 公 文 送 核 流

程。 

 

1012130061 101/05/17 101/05/25 9 

本系擬放棄 101年度第一次教學

卓越 3-1獎助學生出國核定案，

請 鑒核。 

 

已請秘書室將電

子 文 點 送 回 本

系 ， 本 案 已 於

5/22簽准在案。 

(6/11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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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130076 101/05/23 101/05/31 5 徐士杰 

擬  請準予本系第一次核銷

「2012 臺灣藝術系所校際水墨觀 

摩展暨座談討論會」活動經費，

金額計新台幣 9萬 7,295元，

請  鑒核。 

本案因金額不符

(工讀金)，於修

正後重送。 

(6/11已結案) 

古蹟藝術修護

學系 
1010002417 101/05/11 101/05/25 9 張庶彊 

有關貴單位申請本會 101年台灣

青年國際志工服務隊計畫辦理

「陽光微笑-服務中國農村燒燙

傷兒童」活動，本會同意補助部

分經費，詳如說明。 

6/8已結案 

設計學院 

1012200023 101/05/10 101/05/18 14 林恩宇 

為辦理撥付教師鐘點費新台幣 1

萬 3800 元予金士先講師案，簽

請  核示。 

案 件 仍 在 辦 理

中。 

1012200026 101/05/18 101/05/28 8 黃元清 

檢陳設計學院各系所 101學年度

專兼任教師新聘、續聘及不續聘

案，簽請 鑒核。 

案 件 仍 在 辦 理

中。 

視覺傳達設計

學系 

1012210038 101/05/21 101/05/29 7 

周仕剛 

茲敦聘台端為本校 100學年度第

二學期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

系碩士班研究生盧又榕學位考詴

委。 

口委考詴尚未確

認時間，故延宕

未完成辦理；此

公文於近期將辦

理結案。 

(6/13已結案) 
1012210039 101/05/21 101/05/29 7 

茲敦聘台端為本校 100學年度第

二學期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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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碩士班研究生黃釋瑱學位考詴

委。 

1012210040 101/05/21 101/05/29 7 

茲敦聘台端為本校 100學年度第

二學期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

系碩士班研究生姚偉禎學位考詴

委。 

1012210041 101/05/21 101/05/29 7 

茲敦聘台端為本校 100學年度第

二學期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

系碩士班研究生杜依屏學位考詴

委。 

1012210042 101/05/21 101/05/29 7 

茲敦聘台端為本校 100學年度第

二學期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

系碩士班研究生林昱萱學位考詴

委。 口委考詴尚未確

認時間，故延宕

未完成辦理；此

公文於近期將辦

理結案。 

(6/13已結案) 

1012210043 101/05/21 101/05/29 7 

茲敦聘台端為本校 100學年度第

二學期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

系碩士班研究生游宗偉學位考詴

委。 

1012210044 101/05/21 101/05/29 7 

茲敦聘台端為本校 100學年度第

二學期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

系碩士班研究生曾士豪學位考詴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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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210048 101/05/21 101/05/29 7 

茲敦聘台端為本校 100學年度第

二學期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

系碩士班研究生鄧朝文學位考詴

委員。 

1012210049 101/05/21 101/05/29 7 

茲敦聘台端為本校 100學年度第

二學期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

系碩士班研究生張金昇學位考詴

委員。 

口委考詴尚未確

認時間，故延宕

未完成辦理；此

公文於近期將辦

理結案。 

工藝設計學系 1012220060 101/05/19 101/05/28 8 呂沛錞 
本系辦理在職專班二年制校內畢

業成果展已結束，請 核銷。 

因該班級不繳交

核銷時所需的圖

檔文件，一直延

遲導致承辦者逾

期未辦結。今日

(6/8)已結案。 

創意產業設計

研究所 
1012240006 101/05/18 101/05/28 8 黃于真 

為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黃美賢助

理教授於 2012年 6月 7日下午 

至 9 日赴香港參加國際學術研討

會乙案，簽請 核示。 

1件未回覆 

廣播電視學系 1012320040 101/04/26 101/05/04 24 陳婷燕 

本系辦理「2012數位傳播賽博光

廊學術研討會」活動已結束，

請  核示。 

已結案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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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320044 101/05/23 101/05/31 5 
本系為辦理紀錄片「蜂蜜小熊」

拍攝乙案預算，簽請  核示。 

等預算確定即送

件。 

圖文傳播學系 1012330058 101/05/14 101/05/22 12 張燕萍 

本系日圖四學生辦理 101及畢業

展及畢業論文發表，展覽期間擬

辦理公假，簽請核示。 

1件未回覆 

表演藝術學院 1012400035 101/05/17 101/05/25 9 蘇麗君 

本院所屬系所 101學年度續聘年

滿七十歲以上兼任教師案以及退

休專任教師改聘兼任教師案，簽

請 核示。 

會辦單位較多，

故尚辦理中。 

音樂學系 

1010002585 101/05/21 101/05/29 7 

黃圓媛 

本會辦理「各類職場護理人員~紓

壓樂活研討會」，敬邀貴校李明

蒨老師擔任講座，檢附聘函，請

轉致。 
3件未回覆 

1012410035 101/05/24 101/06/01 4 
為本系學生選修室內樂課程請求

退選案，簽請 核示。 

1012410034 101/05/21 101/05/29 7 鄭國偉 
為本系【弦樂團年度公演】演出

活動經費案，簽請  核示。 

中國音樂學系 1012420049 101/05/17 101/05/25 9 鄭紹濱 

為本系「2012板橋樂展（一）臺

藝新秀音樂會」音樂會演出案，

簽請  核示。 

紙 本 文 件 已 判

行，活動亦已辦

理中，逾期是因

電 子 流 程 未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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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已結案) 

師資培育中心 1012510057 101/05/23 101/05/31 5 周立銘 

本中心辦理 101年度「國中藝術

與人文學習 3924;域－表演藝術

主修專長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

學分班」，敬請  核示。  

因 協 商 預 算 編

列 ， 故 尚 未 結

案。 

通識教育中心 1012520032 101/05/21 101/05/29 7 凃曉怡 

本中心辦理全校性「通識教育委

員會」會議相關費用乙案，簽請

核示。 

已於 6/11請秘書

室判行並結案。 

體育教學中心 1012530032 101/05/18 101/05/28 8 高雅紋 

本中心籃球代表隊呂青山教練等

6名隊職員生，受邀參加 NIKE 

CAMP 籃球訓練營及教練講習乙

案，簽請核示。 

6/11已單位自存 

文創處 1013300039 101/05/14 101/05/22 12 洪千雅 
本處臺藝大畫廊移至本校藝博館

相關交接事宜，簽請  核示。 
1件未回覆 

備註:1.本表之單位劃分係依公文管理系統之單位劃分為原則(例如：總務處係指總務處秘書及總務長；其餘人員均分屬各組，不計入總務處)。 

備註:2.本表之「逾期未辦結原因」係謄錄自「逾期未結案件稽催表」承辦人之回覆。 

101年 6月 14日文書組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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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世界書香日」系列活動 

─「自助借書機使用次數推廣排行榜」前 20 名讀者名單一覽表 

讀者姓名 讀者證號 系所名稱 使用次數 名次 

鐘雯齡 10010134 美術學系 47 1 
沈慧玲 9911002 廣播電視學系  46 2 
郭宜瑄 9810808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21 3 
郭禹成 10050220 書畫藝術學系  21 3 
蔡佩娟 9911315 中國音樂學系  21 3 
黃泰鈞 10010610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19 6 
王永安 9910109 美術學系  12 7 
李奇威 1000048 推廣教育學分班  11 8 
洪秉成 9910715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10 9 
紀揚真 10011129 戲劇學系  10 10 
林政昆 10010110 美術學系  9 11 

劉致豪 9825508 
藝術管理與文化政策

研究所  9 12 
陳文婷 9710432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8 13 
陳美如 9951411 舞蹈學系  8 14 
黃雅蘋 9810801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8 15 
劉以嫻 9811018 廣播電視學系  8 16 
盧青辰 9710206 書畫藝術學系  8 17 
呂佳縉 10010101 美術學系  7 18 
李品萱 10020607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7 18 
林梓淇 9550838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7 18 

范孟軒 10025402 
戲劇學系表演藝術碩

士班  7 18 
楊舒晴 9650832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7 18 
鄭顏鋒 9721402 舞蹈學系  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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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世界書香日」系列活動─「館藏電子書閱讀心得寫作」比賽 

名次 學系 參賽者 電子書名 

1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李佳玟 《兒童異常心理學》 

2 電影學系 范耕華 《比亞萊茲的插畫世界》 

3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汪忠豪 《中國當代名詩人選集》 

佳作 書畫藝術學系 鄭鳳英 《傳統人物畫》 

佳作 戲劇學系 麥雅婷 《Google 零成本創業通》 

佳作 工藝設計學系 詹紹群 《電子書閱讀心得感想》 

佳作 戲劇學系 王冠婷 《零負擔網購大富翁》 

佳作 美術學系 傅金陵 《當代中國畫名家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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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各系、所、中心圖書經費分配款簽核一覽表(截至 6 月 10 日止) 

學院別 系所別 經費(元) 
已推薦金

額(元) 

百分比

% 

可推薦餘

額(元) 
百分比%

1.美術學系 550,000 414,109 75% 135,891 25%

2.書畫藝術學系 700,000 800,563 114% -100,563 -14%

3.雕塑學系 250,000 221,638 89% 28,362 11%

美術學院 

4.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250,000 213,422 85% 36,578 15%

5.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450,000 336,905 75% 113,095 25%

6.工藝設計學系 450,000 381,611 85% 68,389 15%

7.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350,000 125,523 36% 224,477 64%

設計學院 

8.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250,000 0 0% 250,000 100%

9.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450,000 420,651 93% 29,349 7%

10.廣播電視學系 550,000 3,986 1% 546,014 99%

傳播學院 

11.電影學系 400,000 138,700 35% 261,300 65%

12.戲劇學系 850,000 892,372 105% -42,372 -5%

13.音樂學系 400,000 165,116 41% 234,884 59%

14.中國音樂學系 400,000 142,107 36% 257,893 64%

表演學院 

15.舞蹈學系 400,000 238,606 60% 161,394 40%

16.通識教育中心 150,000 11,655 8% 138,345 92%

17.體育教學中心 150,000 0 0% 150,000 100%

人文學院 

18.師資培育中心 150,000 141,280 94% 8,720 6%

31



19.藝術管理與文化政策

研究所 

350,000 274,085 78% 75,915 22%

20.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

所 

200,000 88,698 44% 111,302 56%

註：各系、所、中心年度圖書經費分配推薦至 9 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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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藝術大學獎勵教師學術研究與創作發表實施辦法（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刪除第八條 

 

第八條 獲獎教師三年內不得再 

予推薦。 

為符合實際需求（審查

細則經 98.4.14 第 14

次行政會議同意，已刪

除此規定）。 

第八條 獲獎教師應於獲獎後繼續服

務本校一年，否則應於離校

時全數退還獲獎獎金。 

第九條 獲獎教師應於獲獎後繼 

續服務本校一年，否則應於離校 

時全數退還獲獎獎金。 

配合第 8 條刪除，調整

條次。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調整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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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藝術大學獎勵教師學術研究與創作發表審查細

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四、獎勵之類別： 

（一）學術論著類：指正式出版之學

術論著或專書等。 

（二）論文發表類：指於學術期刊發

表之論文。 

（三）展覽或表演類：包括創作展覽

與演出等成果。 

以上三類獎項，每年獎勵名額及 

金額視當年經費預算及申請人 

數而調整；惟每類獎項僅能申請 1 

案。 

四、獎勵之類別： 

（一）學術論著類：指正式出版之學

術論著或專書等。 

（二）論文發表類：指於學術期刊發

表之論文。 

（三）展覽或表演類：包括創作展覽

與演出等成果。 

以上三類獎項，每年獎勵名額及 

金額視當年經費預算及申請人 

數而調整；惟每類獎項僅能申請 

1 案，申請 2案以上者，擇優獎勵。 

為經費預算考量及

審查嚴謹以符合實

際需求。 

五、申請獎勵之學術論著（或作 

品）須為： 

（四）獎勵之學術論著、論文不包括

升等之論著、本校補助之專題研究成

果、編著之教科書、翻譯著作、研究

成果報告或已發表之論文彙編。 

五、申請獎勵之學術論著（或作 

品）須為： 

（四）獎勵之學術論著、論文不包括

本校補助之專題研究成果、編著之教

科書、翻譯著作、研究成果報告或已

發表之論文彙編。 

為審查嚴謹以符合

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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