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7月 11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分 

地點：本校國際會議廳(教學研究大樓 10樓) 

主席：陳志誠                          記錄：  陳汎瑩 
出席：薛文珍  鐘世凱  劉榮聰  謝文啟  蔡明吟  陳昌郎   

      朱美玲  趙慶河  鍾耀光  戴孟宗  劉晉立(藍羚涵代)  

      蔣定富  丁祈方  張明華 柯淑絢  黃小燕  許杏蓉   
      呂琪昌  蘇佩萱  張維忠  廖金鳳  連淑錦  藍羚涵   

      蔡永文  曾照薰  陳嘉成  曾敏珍  劉俊裕            

 

                

請假人員：  林伯賢 劉柏村                       

未出席人員：劉俊蘭 朱全斌 劉晉立 廖新田 王國憲 李宗仁  
            黃新財 

 

列席：吳宜樺  殷寶寧 連建榮 黃良琴 何家玲  徐瓊貞(李慧芬
代) 

     黃增榮  張恭領 賴文堅 陳汎瑩 陳鏇光  黃茗宏(莊佳益代)   

     劉智超  梅士杰 張連強 姚淑芬 李鴻麟 王俊捷  廖澺蒼   
     李佾峰  邱麗蓉 李斐瑩 羅景中 張君懿  呂允在  楊珺婷   

     范成浩  李尉郎 謝姍芸 石美英 鍾純梅  葉心怡  張佳穎   

     劉詩可  (王貽宣代)    詹淑媛 賴秀貞  陳凱恩(劉名將代)  
     黃元清  (陳孝恩代)   吳瑩竹 邱毓絢  林雅卿  林可凡   

     吳盈萱 

  
請假人員：陳怡如 王鳳雀 劉詩可 許北斗 江易錚 劉家伶 張連強  

          陳凱恩 

未出席人員：徐瓊貞 黃茗宏 鄭閔尹  朱軒萱 陳凱恩 
 

壹、臺藝大 News播放 

貳、主席報告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肆、重大專案進度追蹤表(各主責單位報告)(附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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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報告事項 (各單位業務報告)  
教務處 

一、 註冊招生業務： 

(一)本學期成績單已於 7月 10日寄送，方便同學辦理離校作
業，同時提醒離校審核各相關業務單位應儘速協助審核。另

籲請各系所協助轉知：暑假 8月份起，同學離校辦理及領取

畢業證書作業，請於週一至週四間辦理(週五採收件登記處
理)。 

  (二)106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考試結束，目前積極進行閱卷工作

中，另轉學生考試將於 7月 15日(日)舉行，預定 7月 26

日召開進修學士班及轉學生考試放榜會議，值暑假期間，

仍勞請各招生學系假期間協助試務工作，辛苦並感謝大

家。 
  (三)提醒本學期畢業之研究生，最遲 7月 31日(一)應完成論文

上傳等作業，繳交必要文件，辦理完成離校程序，領取畢

業證書，否則將延至下學期(106學年度第 1學期)畢業。 
二、 課務業務： 

(一)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評量已於 106年 6月 26日(一)填

寫完畢，並已完成核計作業，目前簽核中。 
(二) 依本校「教學專項圖儀設備費」運用處理要點第五之(五)

規定略以：為有效提昇預算執行效率，各院系所專項圖儀

費經審定購置後，須於每年 10月底前全數動支完畢，若有
餘額或於年度內未動支者，由教務處收回統籌運用…。106

年度教學專項圖儀設備費受補助單位中截至 6月底止，僅

設計學院多媒系完成簽核，辦理招標作業中，傳播學院未
執行任何採購作業，請注意採購核銷時效。 

三、 綜合業務： 

106學年度陸生核定與錄取名額如下： 

學  制 核定名額 錄取名額 與 105學年度比較 

學士班 3 3 減少 2名 

碩士班 7 7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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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8 8 增加 1名 

合  計 18 18 總名額減少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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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一、 暑假期間申請住宿同學 280人，另有 7個營隊（名單如下所

示）申請入住。暑期營隊請主辦單位派員協助生活管理，住

宿安全統由校安中心值勤人員兼任舍監，遇緊急狀況請電
【校安專線】2967-4948 協助。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5學年度暑假營隊一覽表(1060704版) 

主辦單位 研習營名稱 人數 活動時間 寢室號 

通識中心 
教育部大專青年偏鄉藝術

教育工作隊 

60女 

25男 

7/2-7/16 1206-1220女 

1109-1116男 8/19-8/21 

多媒系 2017臺藝動畫營 
25女 

6男 
7/3-7/7 

1401-1407女 

1408-1409男 

廣電系 第 12屆廣播電視研習營 
69女 

11男 
7/3-7/7 

1301-1320女 

1418-1420男 

戲劇系 表演藝術教學碩士班 
6女 

1男 
7/3-8/30 

1102-1103女 

1104男 

師培中心 表藝第二專長學分班 7女 7/3-8/10 1105-1106女 

表藝學院 
國教署 106 年度攜手藝遊

跨領域夏令營 

64女 

20男 
7/10-7/14 

1304-1320女 

1416-1420男 

電影系 

甲尚科技 
國際 CG 影視創作大賽 80人 8/21-8/24 

1301-1320女 

1419-1420男 

二、 本校執行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之「106年度獎勵優良職涯教師

申請」自即日起開始收件至 106年 10月 2日截止，請各系所
轉知所屬教師踴躍提出。相關詳情請洽本中心高慧玲小姐分

機 1464。 

三、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辦理【106年度教育部大專
校院特殊教育、學輔經費及性別平等教育業務辦理情形】書

面審查，本處依規定進行目前制度運作情況與成效之自我檢

核，並如期完成學校自我檢核審查表，將於 7月 14日前提送
書面自評資料。 

四、 學務處課指組已協調學生會及各社團貨櫃屋(社辦)搬遷至舊

網球場，並重新分配社團使用空間與協助辦理內部裝修(包括
牆壁粉刷、地板鋪設、冷氣裝設)。  

五、 暑假期間請各單位系、所加強宣導提倡正當、安全休閒活

動，針對各縣、市公告危險水域，切勿從事任何水上活動，
防止溺水事件發生。 

  

4



總務處 

一、南側校地籃球場興建工程 

本案於 6月 1日復工，於 6月 15日核准廠商展延工期計 21日

曆天(變更設計停工 16天、天候影響 5天)，預計完工日期變
更為 8月 20日。 

二、教學研究大樓前廣場及廣場沿街步道景觀改善工程 

6月 15日召開細設審查會，廠商於合約規定期限(6月 26日)
前提送修正後細設成果至校，目前已簽陳核定修正計畫，預計

7月上旬辦理發包作業。 

三、工藝大樓 2樓教室整修工程 

106年 6月 27日工程招標流標，經檢討及簽准拆分為室內裝

修工程及氣體導管工程二標案，招標資料簽核中，俟核准後重

新辦理招標。 

四、設計學院工作坊授課空間基礎裝修工程 

委託技術服務案於 5月 28日簽約，廠商 6月 26日提送設計成

果，目前排定 7月 6日進行細部設計審查。 

五、文創園區 C區二樓及網球場廁所修繕工程 

本案於 6月 28日開標，得標廠商為豪大土木包工業工程有限

公司，得標金額為新臺幣 97萬元整，目前辦理訂約作業中。 

六、視傳系 2樓教師研究室 J2003 及 J2004 氣密窗工程 

本案於 6月 23日決標，得標廠商為金界營造有限公司，得標

金額為新臺幣 14萬 9,625 元，目前辦理訂約作業中。 

七、雕塑學系金屬工作地板鋪設工程 

本案於 6月 7日辦理第 2次開標，得標廠商為瑞辰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得標金額為新臺幣 30萬元整，目前辦理訂約作業
中。 

八、文創園區大工坊 2樓整修工程 

已於 6月 27日召開設計畫圖審查會議，惟會後經研議變更為
一般裝修工程，俟建築師於 7月 3 日提送修正之相關文件後再

行討論細節。 

九、古蹟系替代空間整修工程 

本案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廠商“邑冠室內裝修工程實

業有限公司”經現場勘查丈量後，將於 7月 19日前提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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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十、105學年度總務會議已於 6月 21日舉行完畢，會議手冊及紀

錄已置於本處網站供參。另本年度全校圖儀設備費整體執行率

偏低，請各單位依年度分配預算額度儘速辦理採購程序，俾利
提高整體執行率，亦避免集中於年度結束前採購，造成採購作

業上的困擾。 

十一、本校 106學年度汽、機車通行證預定於 106 年 8月份起全面
換發，警衛室自 9月 11日起至 9月 24日止，星期一至星期

五每日延長至 21時，星期六、日每日上午 08：00~12：

00，增加辦理停車證時段。學生部分由學務處軍輔組辦理核
發停車證;並於 10月 1日起全面檢查 106 學年汽、機車及腳

踏車停車證。 

十二、依據空間規畫小組決議，將綜合大樓一樓原數位媒體服務中
心經營空間，提供統一超商擴大營業。為了解本校教職員

生，對統一超商服務滿度，透過網路調查學生滿意度，計回

收有效問卷 529份，其中對服務水準滿意者為 94%、商品內
容滿足需要者為 86.6%、同意接續經營者為 96.4%。依調查

所得，由統一超商擴大經營，能符合學生日常需求，保管組

將賡續與統一超商協商後續進駐事宜。 

十三、依本校空間規畫小組決議，基於校園景觀維護，自 106年 6

月 1日起，除大型專案活動外，不再提供廠商於校園內申請

臨時設攤。 

十四、本校申請大觀路一段 41巷廢巷案，前於新北市工務局召開

「106年度都市計畫區內巷道廢止及改道審查小組第 86次

會議」審議，依其會後決議紀錄，要求本校補強該址消防救
災具體方案再行決議，保管組業依該會議的嗣後決議，完成

可行的具體方案提送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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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一、 科技部修正「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

項」，自106年8月1日起生效。本次修正主要為提供執行計畫助

理人員約用彈性，避免單以「學歷」作為專任助理支給工作酬
金的標準，本處預計於8月前綜合考量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

期績效表現等因素，訂定相關標準。另，「國科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亦於106年8月1日起停
止適用。 

二、 於6月29日召開105學年度第2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議，決議刪除

近程計畫中已完成及擱置之計畫，說明如下： 

(一) 已完成之計畫：中華藝術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停招案圖書館

擴充館藏電子資源3年(104-106年)發展計畫、南側校地興建

網球場案、102年系所整合與生員調整計畫─增列「博士班名
額調整」。 

(二) 擱置未進行之計畫：籌辦「臺灣藝術大學藝文表演團」、興

建資源回收廠及庫房案。 
三、 育成中心於6月30日經副校長協助邀請工研院創新工業技術移

轉股份有限公司林和源資深顧問蒞校指導，提供育成廠商企業

營運之輔導諮詢，同時針對本校校設企業規劃及推行給予相關
建議，使本校育成中心與廠商均獲益良多。 

四、 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辦理全國文化會議分區論壇，自3月25

日屏東場次起跑，迄今已完成12場分區論壇與1場青年論壇，各
場次出席人數如下： 

場次 日期 地點 與會人數 

屏東場 3/25(六) 屏東菸葉廠 14號倉庫 148 

花蓮場 4/8(六) 花蓮文創園區 B19稻住通教室 80 

臺東場 4/9(日) 國立臺東史前文化博物館國際會議廳 87 

臺南場 4/15(六) 國立臺南文學館國際會議廳 185 

高雄場 4/16(日) 高雄市立圖書館際會廳 175 

南投場 4/22(六)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24 

臺中場 4/23(日) 中區再生基地 158 

雲林場 4/29(六) 雲林科技大學人科一館 DH123演講廳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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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場 5/4(四) 集思竹科會議中心巴哈廳 125 

宜蘭場 5/6(六) 蘭陽博物館會議廳 124 

新北場 5/14(日) 板橋 435藝文特區枋橋大劇院 183 

基隆場 6/4(日)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第一會議室 183 

青年論壇 6/17(六) 空總創新基地聯合餐廳 1樓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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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 

一、 本校榮獲 106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學

海飛颺」計畫補助，獲獎生共 16 名。 

二、 本校榮獲 106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專業實
習「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補助，共 1 案。 

三、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出國交換申請人數共計 35 人，其中

5 人申請歐、美、澳地區，10 人申請日、韓地區，20 人申請中
國大陸（含港、澳），審核結果共計錄取 31 人。 

四、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交換生已於本年 6 月 28 日離境，感謝

各處室與系所於相關手續的大力協助。 

五、 106 年 5 月 11 日(四)，姊妹校南卡羅萊納大學舞蹈學程主任

Susan Anderson 教授與國際處黃金澤博士來校參訪，由國際長

親自接待，觀摩舞蹈系不同學科之教學，對舞蹈系師生表現留
下深刻印象，將持續討論未來兩校舞蹈教學可能合作計畫。 

六、 106 年 6 月 23 日(五)，南京藝術學院張承志劉副校長一行 8 人

來校參訪，由校長親自接待，並與美術學院、設計學院、傳播
學院會面交流，雙方就漢字創意設計等相關展演活動未來可能

合作方式交換意見。會後參觀系所教學設施、藝博館與臺藝表

演廳，期待日後更多師生交流的合作機會。 

七、 106 年 6 月 29 日(四)，姊妹校南卡羅萊納大學音樂系 Alicia 

Walker 教授一行 3 人來訪，拜會國際長後，前往國樂系與音樂

系參觀交流，Alicia Walker 教授專業領域為合唱音樂研究與教
學，與蔡永文主任相談甚歡，對於未來兩校音樂教學合作都樂

觀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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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處 
一、 文創處執行 106年教學卓越計畫 3-1文創工作室 7月預計辦

理「產品開發從 0到 1」、「國際參展實務」等課程；並帶領學

生至中部文創基地參訪，培養學生創新、創業等相關知能，
預計約有 90人次參與。 

二、 本處與「新北市板橋國民運動中心」辦理教案徵選活動，至 6

月 30日止共計收件 15案，目前由運動中心辦理審查作業
中。 

三、 本處業於 7月 3日參訪臺師大「產學營運中心」，針對中心營

運模式、學校成立公司情形及文創市集招商營運等瞭解交

流，以作為學校日後推動業務參考，及促進校際合作機會。 

四、 本處藝文育成中心通過文化部 106 年度「藝文產業創新育成

補助計畫」審查核定，補助經費為新臺幣 300萬元整，依文
化部規定於 106年 7月 5日前檢送 105年度輔導藝文產業創

新育成補助計畫期末修正報告書，及 106 年度輔導藝文產業

創新育成補助計畫修正營運計畫書至文化部，辦理續約作業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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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ㄧ、106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指定參考書」服務已開始受理申

請，   歡迎本校專任老師於 106年 8月 15日(二)前以個人之

e-mail   帳號，寄至本館公務信箱 d10@mail.ntua.edu.tw 辦
理，俾儘速作業，提供修課同學開學後參考閱覽。「教師指定

參考資料徵詢表」請逕至圖書館首頁→關於本館→申請表單下

載。 
二、106學年度第 1 學期「電子資源利用教育」服務已開始受理申

請，歡迎本校開設「研究方法」相關課程之專任老師踴躍申

請，請逕至圖書館首頁填寫「圖書館利用教育申請表單」。 

三、本館訂於 106年 7月 1日(六)起至 8月 31日(四)止，假 5樓

閱光書齋區辦理「跟著作家去旅行」主題書展，請轉知所屬踴

躍到館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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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章藝術博物館 
一、 本館辦理「2017臺藝新策—新銳策展人徵選計畫」獲選兩檔展

覽於 6月 30日結束，並開始卸展、運輸等事項。展覽期間感謝

各位師長、藝文界先進蒞臨觀賞。 
二、 暑假期間本館所管理之展場，包含正館與教學研究大樓展場將

進行空調維修與場設維護，以利下半年度展出使用。 

三、 本館負責管理之教研展場從 5 月 29 日至 6 月 25 日共有 26 檔
展覽請參考(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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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 
場館使用統計： 

(一)6月份場館使用統計：臺藝表演廳 4場活動使用 7天，演講廳

7 場活動使用 8 天，國際會議廳 4 場活動共使用 5 天。各場
館活動資料(如附件二)。 

(二)6月份場館經費收支說明：收入計有 27萬 7,558 元，支出共

有 9萬 7,278元，盈餘為 18萬 0,280元。經費相關統計表(如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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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機中心 
一、 教研大樓 903、803 電腦教室電腦目前進行整體更新作業，預

計更新為 Core i7 第七代 4核心電腦，並於 803教室增加

Wacom繪圖數位板及 Wacom繪圖螢幕。803 教室將於暑假期間
進行施工部署，預計 9月開學後將區隔為兩間具專業特色的

電腦教室供老師同學上課時使用。 

二、 本中心將於暑假更換 903、803教室電腦，預計 8月中起將有
62台電腦可釋出(詳細時間另行公布)，此批電腦規格如下：

100、101年所購一般型電腦 Core i7 3.4GHz、21.5 吋寬螢幕

LED背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能)。屆時將會

安裝 Windows 10 Professional 1703 版本、Office2016 、

Symantec 14 MP2(防毒軟體)等必要軟體，有需要同仁請提出

申請登記，將視各單位、系所依需求分配，詳情請洽電算中
心吳宏信（分機 1806）。 

三、 為落實執行 ISO27001資訊安全管理制度，本中心已於 6月 30

日召開內部稽核作業，將於 7月 11 日行政會議結束後召開
「106年度資訊發展暨資訊安全委員會議」，並預訂於 8月 22

日由國際驗證公司 BSI英國標準協會進行外部稽核作業，感

謝學校長官、全體資訊安全委員、及同仁們對資訊安全的指
導與支持。 

四、 因國立臺灣大學預計於 2017 年 7月 15日(六)PM10:00 至

2017年 7月 16日(日)AM 4:00辦理學術網路路由器韌體升級
作業，屆時校園網路有斷線狀況，敬請大家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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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中心 
一、 105學年暑期學分班計開設 12門課，246人次報名，收入為

162萬 7,000元，結餘 62萬 8,374 元（校務基金 16 萬 2,700

元，盈餘 46萬 5,674元），感謝美術、畫畫、雕塑、工藝等
學系的協助開課；兒少藝術小學堂計 15門開班，約收入 25

萬 3,705 元，盈餘 8萬 4,062元。 

二、 105學年暑期「第十二屆廣播電視研習營－廣電鬼村，伺機行
動」已於 7月 3日至 7月 7日（計 5天 4夜）圓滿完成，計

招收全國各地高中職生計 80名，收入計 45萬 1,600 元。 

三、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士學分班、碩士學分

班、文化行政 20學分班、技藝職系專長 20學分班、樂陞視

傳 80學分班）訂於 7月 10日開放網路報名及宣傳，請各單

位協助廣為周知；推廣班（兒少藝術小學堂、樂活藝術研
習、音樂個別指導班）亦陸續展開招生。若仍有辦理推廣教

育課程的單位，請再與本中心連絡。 

四、 本中心與臺灣藝術家音樂交流協會合作辦理「第四屆臺北華
人國際音樂藝術節」研習課程，活動時間為 106年 7 月 7日

至 7月 13日。 

五、 本中心將於 7 月 31日至 8月 11日舉辦「2017 暑假文化創意
產業研習班」。 

六、 本中心將於 7 月 31日至 8月 12日舉辦「柯大宜音樂教學研

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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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一、 宣導事項 

(一)依勞基法第 23 條、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

處理要點」第 10點及學生兼任助理勞動契約規定，已與學生
兼任助理(含工讀生)約定每月 15日前核發上個月薪資，如遇

例假日則順延。故請各用人單位與計畫主持人，務必於每月

15日前完成核銷學生兼任助理(含工讀生)之薪資酬勞，並同
時提列雇主應負擔部分及代扣學生應自行負擔之勞保、健保

與勞退費用，以免違反勞動相關法令及影響本校繳納學生兼

任助理之勞保、健保及勞退等費用的時程。本室於 105 年 10

月 13日曾清查各單位於 105年 1月至 8月學生兼任助理已僱

用並投保但未辦理薪資核銷及提列公自提保險費者，並函知

各單位如有屬已納保但實際未僱用，亦未通知本室辦理退保
者，其保費由當事人、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或可歸責之人

員負責至出納組繳納，惟該筆經費不得以本校各相關經費項

下支應，但尚有部分單位未將經費繳清。本室將於 106 年 7
月再次清查 105年 1月至 106年 6 月學生兼任助理已僱用並

投保但未辦理薪資核銷及提列公自提保險費者，並函知各單

位辦理經費繳納事宜。 
(二)為應公教人員月退休金及遺族月撫慰金自107年1月1日起改為

按月發放，請各機關(構)學校於辦理106年下半年退撫給與發

放作業時，併同將相關規定轉知各受領人並妥為說明。本校擬
於106年7月份轉知退休人員相關規定。 

(中華民國106年6月26日臺教人(四)字第1060088878號)  

二、執行事項 
(一)本年度暑休共12日，每週五為統一暑休日(7月7日、7月14日、

7月21日、7月28日、8月4日、8月11日、8月18日、8月25日、

9月1日)計有9日，其餘暑休天數3日得於暑休期間週一至週四
間排定休畢。上開每周五統一暑休日(計9日)實施方式如下：

1.行政單位：各一級單位留守1人處理必要事務，因特殊需要

留守超過一人時，應簽奉核准，二級單位無須另派人留守。
2.學術單位：各系所確因業務需要必須 派員留守者，應留守

1人。 

(二)因應勞動基準法新修正規定，請各單位鼓勵同仁於年度內在不

16



影響業務推展下儘量排定特別休假，並作為後續規劃辦理
寒、暑休彈性上班之參據。 

三、人事動態（106年6月15日至7月5日）：(如附件四) 

教職員：計1人回職復薪、1人自願退休。約用人員：計1人新
進、2人留職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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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一、106年度截至 6 月份止預算執行概況 

    (一)收入部分 

    本校 106 年度收入預算 9 億 3,327 萬元，截至 106 年 6 月底
止，累計收入數 4 億 5,143 萬元，佔累計收入分配預算數 4

億 6,398 萬元之 97.29％，佔全年預算數之 48.37％。 

    (二)支出部分 
    本校 106年度支出預算 9億 9,803萬元，截至 106年 6月止，

累計支用數 4 億 6,728 萬元，，佔支出累計分配預算數 5 億

3,623萬元之 87.14％，佔全年度預算數之 46.82％，主要係

相關費用陸續辦理核銷採購中致較預期減少。  

二、106年度截至 6月份止，各單位業務費、資本支出及維護費執

行狀況(如附件五)，請執行進度低於 50%之單位加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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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院 
本院今年舉辦 2017「新創獎」臺灣青年文創設計競賽，邁入第 2

年，今年特別與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合作，活動以「嘉義市意象」、

「臺灣藝術文化」為主題，分為「高中組」與「大專組」，每組各
分為平面類（不含攝影）、立體類、多媒體動畫類共 3種作品類型

競賽。今年總收件數為 201件，經審查委員初選後評選出 63件作

品入圍。決選將於 106年 07月 20日舉行，預計選出金獎、銀獎、
銅獎、佳作奬及入圍獎項。頒獎典禮與獲獎作品展覽將於嘉義市政

府文化局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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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學院 

一、 本院各系所將辦理之學術及展演活動，歡迎長官及同仁蒞臨

指導，活動內容請詳下表： 

系所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及地點 

學院 國教署委辦「106 年度《攜手藝遊》跨領域夏令營」 
7/10(一)-7/14(五) 

戲劇學系系館3樓 

音樂 全民美育旗艦計畫「藝術宅急便快閃」活動 

8/26(六)-8/27(日) 

宜蘭、羅東等地 

9/2(六) 淡水捷運站 

舞蹈系 

外交部委辦「慶祝臺巴(拉圭)建交 60週年─巴國

畫家畫展及傳統舞蹈團訪演」活動 

7/12(三)16:20-17:00 

國際展覽廳 

7/12(三)17:00-18:00 

臺藝表演廳 

外交部委辦「2017新南向舞蹈藝術展演交流活動 

【舞動臺灣情】巡迴演出」 

07/22(六)-8/5(六) 

印度、印尼、馬來西亞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 開幕活動 
8/19(六) 19:00 

臺北田徑場 

 

二、 本院各系所辦理之活動業已圓滿結束，感謝長官及同仁蒞臨

指導，活動內容詳下表： 

系所 活動名稱 備註 

學院 全民美育旗艦計畫─《老師，謝謝您》音樂舞臺劇 6/23-6/24 

音樂系 赴臺中國家歌劇院《古諾歌劇-浮士德》演出 6/10(六)~6/11(日) 

舞蹈系 

外交部委辦「2017新南向舞蹈藝術展演交流活動 

【舞動臺灣情】巡迴演出」行前記者會 (授旗儀

式) 

7/11(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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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 
一、 本院師資培育中心培育之師資生參加106學年度教師甄試考取

正式教師名單如下，未來將陸續更新資料。 
(一) 國中-表演藝術科 

 
 

(二) 高中-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 
 

(三) 高中-美術 
 

(四) 國小 
 

  

姓名 系所 考取教甄學校 

齊于萱 國樂學系 臺北市立景美國中 

戲劇學系表演藝術碩士班 

林詩婕 舞蹈學系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戲劇學系表教碩士班 

曾筑意 國樂學系 臺北市立麗山國中 

陳馥彤 國樂系碩士班 臺北市立中山國中 

陳怡璇 表藝第二專長班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許靜岱 美術學系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姓名 系所 考取教甄學校 

黎映辰 戲劇學系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姓名 系所 考取教甄學校 

金姵妤 雕塑學系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姓名 系所 考取教甄學校               
陳嬡玫 電影學系 新北市鶯歌國小 
  國小-音樂 
姓名 系所 考取教甄學校 
蔡明衿 音樂學系 新北市板橋國小 
黃少司 音樂學系 新北市桃子腳國小 
王妤茵 音樂學系 新北市蘆洲國小 
鄧家榆 國樂學系 新北市金美國小 
陳玫霖 藝教所 新北市鼻頭國小 
吳姿穎 音樂學系 臺中市待分發 
王盈珺 國樂學系 臺中市待分發 
  國小-美術 
姓名 系所 考取教甄學校 
葉佾竺 美術學系 新北市菁桐國小 
周邦彥 雕塑學系碩士班 新北市永定國小 

21



補充報告： 

傳播學院 
一、 電影系校友陳勝吉作品《分貝人生》在第二十屆上海國際電

影節亞洲新人獎中榮獲最佳影片，該片演員陳澤耀榮獲最佳
男演員獎、廣電系校友陳克勤也以該片榮獲最佳攝影獎。 

二、 電影系校友呂柏勳以作品《野潮》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國際學
生影展中，榮獲國際競賽組「最佳影片」 

三、 廣電系 105-2廖澺蒼老師教授「廣播電視工程概論工作坊」
課程已順利完成。課程中特邀請業界專業空拍機技師講解，

並讓學生進行實務操作，講師亦自備 2架最新款空拍機於課

堂展示給學生認識。另安排校外參訪雷聲錄音室，讓學生能
實地操作業界等級混音設備，讓學生獲益良多。 

四、 廣電系兩年辦理一次之廣播電視研習營，今年已邁入第 12
屆，本次活動共招收 80名高中生，於 7月 3日開幕進行為期

五天四夜營期，活動包含名人演講、攝影器材及攝影棚分組

教學實作以及校外參訪（公視及央廣），營隊有賴本系學生
熱情投入及參與，活動於 7月 7日圓滿落幕，舉行閉幕式並
頒發參與學員研習證書。 

五、 圖文系主辦之『2017 年沈啟源攝影創藝獎』6月 10日至 6月

29日於臺北爵士藝廊展出，本次攝影獎開放全校所有同學參
賽，活動圓滿落幕。 

陸、臨時動議 
柒、綜合結論 

一、本校配合外交部委託「臺巴建交六十週年」重要慶典活動，感 

    謝本校各協辦單位的用心處理各項細節，相信必定可以圓滿達  
    成。 

二、105學年度即將結束，感謝各單位同仁的辛勞；感謝教務處同 

    仁完成大學聯盟締約，推動學分轉換策略；感謝學務處同仁積  
    極處理學生事務並辦理學生創新創業經費運用，使本校學生學 

    有所成且學以致用；感謝總務處同仁的同心同力推動本校各項 

    重大建設，並請同仁們諒涵建設期間所造成工作環境的不適不 
    優感；感謝各教學單位及行政同仁的努力推動各項業務，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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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率及報到率為全國之冠，值得嘉許持續不懈。 
三、暑假期間多媒系舉辦的動畫營和廣電系舉辦的廣電營，皆各自 

辦得有聲有色，對於學校招生推廣有相當大的幫助，值得稱

許勉勵。 
四、本校電影系、視傳系及音樂系頻傳捷報，展現本校優異的人才 

培育成果。 

五、有關第三週期系所評鑑實施方案以同意「委辦認可-高教評 
    鑑中心」及「不評鑑」意見佔多數，請教務處、研發處共同研 

    擬評估並徵詢各系所意見後，於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捌、散會 (下午 3時 1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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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展場 6月使用狀況如下表： 

展覽名稱 地點 展期 

工藝設計學系專任教師暨碩士班創作

聯展 
國際展覽廳 106/05/29～06/04 

2017年典藏獎 國際展覽廳 106/06/05～06/18 

當代攝影藝術聯展 國際展覽廳 106/06/19～06/25 

書寫當下曖昧的想像—吳日勤個展 國際展覽廳 106/06/26～07/02 

102級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畢業班展 大漢藝廊 106/05/29～06/04 

104職工二畢業製作發表 大漢藝廊 106/06/05～06/11 

鄭宇宏碩士班畢業創作展 大漢藝廊 106/06/12～06/18 

集體潛意識的圖像寓意 大漢藝廊 106/06/19～06/25 

柯幸彤、張芳宇雙個展 大漢藝廊 106/06/26～07/02 

藝遊未盡 大觀藝廊 106/05/29～06/04 

106 級夜書畫畢業展－ 末．墨 大觀藝廊 106/06/05～06/11 

新復漢式-劉建伯陶瓷篆刻創作展 

筆墨線條之美─張美卿書法創作展 
大觀藝廊 106/06/12～06/18 

一筆縱橫論形勢-柯榮忠書法創作展 大觀藝廊 106/06/19～06/25 

黃詩涵創作個展 大觀藝廊 106/06/26～07/02 

混搭‧內化 徐顯德畢業創作展 

潛入社會─曾華翊水墨創作展 
真善美藝廊 106/05/29～06/04 

日書四畢業展 真善美藝廊 106/06/05～06/11 

萌生異象-林淑智水墨創作展 真善美藝廊 106/06/12～06/18 

立‧破–張閔超創作展覽企劃 真善美藝廊 106/06/19～06/25 

江素媚家鄉水墨創作研究展 

陳彩雲水墨複合媒材創作研究 
真善美藝廊 106/06/26～07/02 

藝鳴金人-廣電系聯展 學生藝廊 106/05/29～06/04 

陳子榆、楊舒雯 畢業雙個展 學生藝廊 106/06/05～06/11 

宋佳晏 余孟純 雙個展 學生藝廊 106/06/12～06/18 

謝沁儒 李依璇 雙人個展 學生藝廊 106/06/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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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各館廳 6 月份使用明細表 

場 

地 

序

號 
使 用 單 位 活 動 名 稱 時  間 

臺

藝

表

演

廳 

1 音樂系 2017音樂系年度呈現 6/2 

2 音樂系 歌劇浮士德排練 6/3 

3 研發處 校務評鑑委員參訪 6/8 

4 課指組 畢業典禮 6/14-17 

演

講

廳 

1 翁瑄余 翁瑄余畢業音樂會 6/3 

2 現代音樂藝術中心 學生成果發表會 6/4 

3 學務處 105-2服務學習課程活動 6/8、15 

4 師培中心 105學年度教育學程結業典禮 6/12 

5 戲劇系 表演藝術跨領域課程聯合展演 6/22 

6 音樂系 吳嘉瑜老師音樂史課程期末考試 6/22 

7 廣電系 臺藝大第 12屆廣電營活動 6/30 

國

際

會

議

廳 

1 師培中心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實習課

程:專題講座 
6/5 

2 
中華民國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校友總會 
第 10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 6/10 

3 秘書室 校務會議 6/14、15 

4 總務處 總務會議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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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場館收入 金額
臺藝表演廳場地收入 $163,790
演講廳場地收入 $113,268
國際會議廳場地收入 $500

收入總計 $277,558
藝文中心場館支出 金額

6月份工讀金 $41,105
6月場館清潔費 $56,173

支出合計 $97,278

藝文中心場館盈餘 $180,280

藝文中心6月場地收支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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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12次行政會議資料 

106年 6月(15)至 106年 7月(5日)人事動態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動 態 

內 容 
生 效 日 期 備   註 

教職員：計1人回職復薪、1人自願退休。 

秘書室 秘書 謝姍芸 
回職 

復薪 
106.06.22 

育嬰留職停薪 

(1051205-1060621) 

舞蹈學系 技士 康信安 
自願 

退休 
106.07.01  

以下空白      

      

      

約用人員：計 1人新進、2人留職停職。 

總務處事務組 行政助理 王天駿 離職 106.06.07  

學務處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 
行政助理 林恩宇 留職停薪 106.06.24 

前已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1051224-1060623) 

現續請育嬰留職停薪 

(1060624-1070131) 

教務處註冊組 行政專員 陳怡君 留職停薪 106.06.13 
育嬰留職停薪 

(1060613-1061212)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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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費執行情形：
      1.教學單位

     2.行政單位

14.32 

21.75 

26.27 

30.21 

30.45 

31.61 

34.67 

36.01 

39.71 

40.53 

42.04 

42.96 

46.61 

47.56 

49.97 

51.41 

51.76 

52.68 

53.72 

55.11 

63.99 

66.72 

68.00 

0 25 50 75 100

人文學院

古蹟系所

圖文系所

廣電系所

書畫系所

傳播學院

美術系所

設計學院

藝教所

多媒系所

國樂系所

表演藝術學院

電影系所

舞蹈系所

工藝系所

創產所

音樂系所

通識中心

戲劇系所

視傳系所

雕塑系所

美術學院

藝政所

執行率 百分比

0.00 

15.75 

17.55 

20.32 

23.60 

25.37 

29.30 

31.20 

34.07 

38.38 

40.98 

45.45 

45.76 

52.13 

62.19 

74.39 

86.93 

0 25 50 75 100

106年表演藝術節

校友聯絡中心

電算中心

人事室

校長統籌款

研究發展處

學務處

文創處

教務處

藝文中心

主計室

藝博館

總務處

體育室

圖書館

國際事務處

雙年展追加經費

執行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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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支出執行情形：
      1.教學單位

     2.行政單位

(三)維護費執行情形：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7.17 

27.32 

28.59 

32.87 

39.11 

44.51 

54.41 

68.65 

70.63 

81.41 

84.77 

88.50 

97.75 

98.69 

99.87 

0 25 50 75 100

美術學院

古蹟系所

設計學院

工藝系所

創產所

傳播學院

廣電系所

舞蹈系所

國樂系所

多媒系所

電影系所

雕塑系所

視傳系所

藝政所

人文學院

戲劇系所

圖文系所

表演藝術學院

藝教所

書畫系所

通識中心

音樂系所

美術系所

執行率 百分比

0.00 

0.00 

0.00 

0.04 

0.53 

5.21 

9.68 

13.79 

14.04 

16.15 

23.82 

35.46 

80.69 

0 25 50 75 100

體育室

廣電系EFP實況轉播工作室

人事室(無形資產保留)

大觀路步道景觀改善(遞延)

教學專項設備

全校專項圖儀設備

總務處

電算中心

遞延借項以前年度保留工程

圖書館

校長統籌款

多功能活動中心工程

固定資產以前年度保留工程

執行率
百分比

13.43

19.3

29.49

31.08

34.88

39.82

0 25 50 75 100

圖書館

文創處

事務組

統籌

營繕組

電算中心

執行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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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6年重大專案進度表 (7月份) 

編號 專案名稱 主責單位 本月進度 遇到問題與困難/ 

如何解決 

需要協助事項 

1 課程精進計畫 

(1)開課時數精實 

(2)課程分級編碼 

(3)跨領域課程 

(4)大工坊課程推動 

教務處 (1)106-1 課程建置 

   完成，舊生完成 

   預選作業。 

   8/21-8/25 新生 

   預選作業；開課 

   系統管制作業功 

   能已完成，目前 

   測試中。 

(2)已完成課程分級 

   編碼規則，電算 

   中心已協助修改 

   系統中。 

(3)各系所院 106-1 

   完成跨領域課程 

   排課作業，跨院 

   系已開始選課， 

   跨校課程依校際 

   選課方式，於加 

   退 選 時 辦 理。 

(4)大工坊課程 

   106-1 各院系開 

   設課程共計 22 

   門，亦完成舊生 

   預選作業。 

1.各院系課程資料 

眾多，課務組人員 

僅三人，課程分級 

編碼建置需較長 

時間，將由課務組 

同仁加班建置。 

2.擬新開大工坊課 

程所需空間若有 

不足，請總務處協 

助調整空間。 

1.課程分級編碼請 

電算中心持續協 

助系統修改作業。 

2.大工坊課程推動 

請總務處協助調 

整空間。 

2 教學卓越計畫 1.針對卓越計畫 20%

補助款額度 (800

萬元)，創新教學

試辦計畫已請五

院提出經費明細

表，目前總辦公室

正在審核中，預計

於 7月中旬複核完

畢。 

2.各院創新計畫課

程已進行開課計

畫 書 之 撰 寫 作

業，預計 8月於教

問題: 

教育部規定卓越計

畫須有 20%之補助款

挹注於「創新教學試

辦計畫」，並可再獨

立申請創新計畫之

補助金額，目前教育

部尚未核定創新計

畫之額外補助額度。 

解決辦法: 

總辦公室將在審核

各院計畫經費完畢

後，請各院就卓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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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案名稱 主責單位 本月進度 遇到問題與困難/ 

如何解決 

需要協助事項 

學卓越計畫審議。 畫原有之 20%補助款

經費(800 萬)，確認

設備採購等經費支

用事宜。 

3 學生宿舍規劃 學務處 學生宿舍興建規劃

構想書已完成修訂

上呈，6月 1日將「學

生宿舍規劃構想書」

第 2次修訂本送教育

部審核。 

待教育部回復審查

意見後，針對意見修

訂規劃構想書。 

與教育部溝通後，仍

維持四人雅房與公

共浴廁之規劃，表示

不反對。貸款 1億元

並申請利息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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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案名稱 主責單位 本月進度 遇到問題與困難/ 

如何解決 

需要協助事項 

4 建設與空間 總務處    

4-1 多功能活動中心 1.營建署北區工程 

  處已於 106.06.22 

  函文檢送修正後 

  交通維持計畫書 

  予新北市政府交 

  通 局 審 查 。 

2.另剩餘土石方處 

  理計畫書預計 7 

  月上旬送新北市 

  政府工務局審查。 

3.本工程目前(6 月) 

  進行地盤改良灌 

  漿及基礎開挖假 

  設工程(鋼板樁打 

  設作業)，預計 7 

  月中旬可辦妥放 

  樣勘驗後，即可 

  進行基礎開挖作 

  業。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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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案名稱 主責單位 本月進度 遇到問題與困難/ 

如何解決 

需要協助事項 

4-2 大觀步道與景觀 

籃球場週邊 

總務處 一、 大觀步道： 

1.新北市政府城鄉局 

  府中 456人行空間  

  改善工程已於 6月 

  12日召開基本設計 

  審查會，廠商預計 

  7月上旬提送修正 

  基本設計成果予該 

  局複審。 

2.新北市政府城鄉局 

  6月 15日舉辦地方 

  說明會，聽取地方 

  意見修正計畫，爭 

  取地方支持。 

3.有關涉及本校大觀 

  路一段工程範圍部 

  分，城鄉局於 6月 

  29日邀集板橋區公 

  所、臺電公司及本 

校辦理電箱電桿遷 

移之現場會勘作業 

二、景觀森林公園： 

6月 15日召開細設 

審查會並於同日函 

送會議紀錄予廠商 

修正細部設計成果， 

廠商續於 6月 26日 

提送修正後細設成 

果至校，目前簽陳核 

定中，預計 7月上旬 

辦理工程發包作業。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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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案名稱 主責單位 本月進度 遇到問題與困難/ 

如何解決 

需要協助事項 

4-3 有章藝術博物館 總務處 1.內政部營建署於 6 

  月 14 日函送建築  

  型式 4方案評估資 

  料供本校參酌。 

2.另關於整體構想 

  之立體空間環境 

  呈現，本校已委託 

  專業廠商製作建 

  築 BIM 模擬案。 

建築物整體方向需

求仍待確認。 

後續將依營建署協

助提供各方案之經

費、視覺景觀影響與

結構安全之評估分

析，搭配建築 BIM模

擬圖再做進一步研

商。 

有關舊館是否先拆

除、原構想書恐預算

不足及造成空間視

覺的改變，擬提請相

關會議研商。 

4-4 屋頂整建 6 月 22 日辦理工程

招標上網公告，訂於

7月 4日上午 10時完

成開標。 

無 無 

4-5 空間群聚  6 月底整理出教研 1

樓機電室部分空間

移 給 通 識 中 心 使

用，並持續推動空間

會議決議。 

無 無 

5 土地案 總務處    

5-1 文創園區撥用 7 月底前與文創處召

開協調會，確認兩處

分工及規劃構想。並

分別與國立中興大

學、臺中市政府文化

資產處、勞工局等機

關詢問各機關與國

產署合作開發利用

成功經驗。 

無 無 

5-2 北側校地收回 1.配合新北市政府  

  「府中 456暨臺藝   

  大周邊開發設計 

  案」，與北側緊鄰 

  本案占用戶協調 

  退縮，已獲得 1/2 

  住戶同意。另有住 

  戶因訪視未著，仍 

  繼續接洽中。屆時 

  可先行收回工程 

「府中 456暨臺藝大

周邊開發設計案」北

側緊鄰工程預定範

圍之占用戶一戶，如

依規劃推縮，將使該

戶面臨全部拆除命

運，經查該戶並無第

2 住所，衡情勢將暫

不收回該戶退縮土

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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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案名稱 主責單位 本月進度 遇到問題與困難/ 

如何解決 

需要協助事項 

  範圍土地。 

2.已完成律師勞務 

  採購簽核程序，與 

  外聘委員確定時 

  間為 7 月 11 日上 

  午，進行第一次委 

  員會議審查招標 

  文件，嗣上網招 

  標公告。 

5-3 南側校地收回 1.106年 6月 20日取 

  得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對占用戶陳 

  進育核發之執行 

  命令，並限令於 15 

  日內完成遷離，逾 

  期 則 將 強 制 執 

  行，保管組並於 6 

  月 26 日再次與陳 

  君溝通，勸其儘速 

  搬離。 

2.對前經協談同意 

  搬遷之黃氏兄弟 2 

  戶進行房舍面積 

  丈量，確認與先前 

  查估面積相同，並 

  簽請依 77 年查估 

  基準核撥救濟金 

  核准後，7 月底前 

  向板橋區調解委 

  員會申請調解，以 

  取得執行名義。 

因需逐案與占用戶

協談後，再取得撥款

同意，嗣進行調解，

每一案必須花費冗

長時間，影響回收效

率。 

無 

  

35



編號 專案名稱 主責單位 本月進度 遇到問題與困難/ 

如何解決 

需要協助事項 

6 校務評鑑 研發處 參酌校務自評委員

提供之建議，編修、

撰寫評鑑報告書。 

 配合計畫書修正內

容，預計 7月下旬請

各 單 位 協 助 提 供

103-105 學年度相關

佐證及更新(最新)

資料。 

7 近中長程計畫 依據 6 月 29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2 次

研發會議」決議，修

訂近中長程校務發

展計畫書。 

有 關 擬 提 案 增 列

者，倘非屬重大工程

或革新計畫，建議不

列入近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中。 

請校長室於 7月中下

旬協助提供校長治

校理念手冊及校務

委員意見等資料作

為近中長程校務發

展計畫書內容調整

使用。 

8 校設企業 6 月 30 日經副校長

邀請工研院創新工

業技術移轉股份有

限公司林和源資深

顧問蒞校指導，提供

育成廠商營運輔導

諮詢，並針對校設企

業規劃給予建議。 

  

9 專案計畫 研發處    

9-1 全國文化會議 1. 7月底前規劃召開

籌備會議，確認正

式會議討論題綱

及主持人、與談人

建議人選。 

2. 7月底前第二階段

文化政策白皮書

草案初稿修訂及

送審，規劃召開委

員審查會議。 

3. 7 月 15 日前送期

中報告書。 

  

9-2 深耕計畫 1.7月 3日召開第一 

  次工作會議。 

2.教育部訂 7月 12 

  日假國立中興大 

  學舉辦「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說明 

  會。 

 預計 8月報部審查。

構想書架構龐大，擬

請教務處、學務處、

文創處、秘書室、人

事室、推教中心等單

位協助辦理。 

9-3 全民美育計畫 表演藝術

學院 

1.音樂系快閃活動 

    排練及第一次預 

    演。 

2.  戲劇系樂舞縱貫 

    線、偏鄉推廣、快 

    閃活動排練。 

音樂系預計於 8/26

宜蘭、8/27羅東、9/2

淡水，舉行三場快閃

活動，總經費超出預

算，已調整相關業務

費，增加 8萬元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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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案名稱 主責單位 本月進度 遇到問題與困難/ 

如何解決 

需要協助事項 

10 熱對流藝術節 藝文中心 1.《PLAN B》、《潮》、      

 《婚禮現場樂隊》 

  另案招標。 

2.《狂放的野蝶、婚  

  禮 》、《 吳 孟 珊 

  2017獨奏會》、《嗑 

  (客)爵士》、《交響 

  曲之夜》、《國樂熱 

  對流》、《盧易之鋼 

  琴獨奏會》、《臺藝 

  大音樂系管樂團 

  與單簧管家范磊》 

  另案上簽。（簽奉 

  核 准 後 簽 約 ） 

3.前後臺額外人力 

  另案招標。 

 請總務處協助招標

事宜。 

11 2018 雙年展 藝博館 資料彙整： 

「2018雙年展」各工

作項目負責人已著

手進行有關空間人

力規模、擬邀請策展

人名冊、布展合作團

隊、預算分配、志工

課程架構等資訊彙

整。  

空間工程： 

北側藝術聚落已請

營繕組協助整修規

劃中。 

經費： 

已參酌第一屆雙年

展實際執行狀況著

手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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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案名稱 主責單位 本月進度 遇到問題與困難/ 

如何解決 

需要協助事項 

12 英文網頁 秘書室 統計至 7月 5日，尚

有 6個系所課程資料

未繳交，最主要係為

課程資料龐大，需費

較多時間處理。 

已於 7 月 5 日電話 

及 e-mail 通知未繳 

交單位，最後期限為 

7月 12日，逾時則無 

法送交翻譯社潤稿， 

由單位自行處理。 

請國際處協助與翻

譯社確認，所有資料

務必於 7 月 31 日前

完成潤稿。 

13 識別系統建置規劃 7 月進入第一階段製

作期，與各單位溝通

協調。 

1.已完成萬用狀、畢   

  業證書設計、專任  

  老師聘書、兼任老 

  師聘書。 

2.於 7 月下旬與各 

  單位召開會議研 

  商 確 認 需 求 。 

本案關係到學校重

要行政文書設計，必

須 符 合 教 育 部 規

定，因此需要多方

(文書組、教務處、

總務處、各系所需

求)協調、合作，取

得共識後才能實施。 

 

14 IR 校務分析 電算中心 已請教務處及學生

生涯發展中心填寫｢

學生被預警後期末

該科成績是否及格

統計｣、｢學生被預警

科目數跟期末成績

關聯統計｣及｢畢業

生流向跟學生成績

關連分析｣等 IR議題

分析申請表。 

目前分析申請表尚

未回復，已邀請前項

單位及具相關經驗

廠商，預計 7月下旬

舉行技術會議共同

研商系統建置需求。 

 

15 媒體中心 目前媒體中心的規

劃及樓層配置上已

有初步構想，並評估

學 生 專 業 上 的 需

求。持續進行草擬媒

體中心規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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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案名稱 主責單位 本月進度 遇到問題與困難/ 

如何解決 

需要協助事項 

16 南向計畫 國際處 瞭解國家南向政策

的 目 標 與 補 助 對

象，撰寫南向政策計

畫書。 

高教司的補助以學

術型大學的跨校聯

盟或東南亞語系的

大學為主，藝術大學

並未涵蓋在內。／找

出 本 校 的 競 爭 優

勢，另尋補助管道。 

未來請各處室及系

所支持學校政策，一

同參與南向計畫的

規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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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重大專案查核表 

編號 專案名

稱 

主責

單位 

期程 

(起訖年

月日) 

查核點 1 查核點 2 查核點 3 查核點 4 

16 南向計

畫 

國際處 2017.07.01 

– 

2017.10.31 

7 月：瞭解國家

南向政策的目

標與補助對

象，撰寫南向政

策計畫書。 

8 月：統計南向

國家畢業僑生

後的發展狀況。 

9 月：安排與南

向國家畢業生

進行訪談，作為

制定本校南向

政策的參考依

據。 

10 月：撰寫深耕

計畫，並將南向

政策的誘因設

計納入深耕計

畫的內容中。 

 

填表人：    劉家伶          單位主管：     朱美玲         日期： 106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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