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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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賢
陳昌郎 朱美玲 趙慶河 鍾耀光 劉俊蘭 戴孟宗
劉晉立 蔣定富 丁祈方 張明華 柯淑絢 劉柏村
黃小燕 李宗仁 王國憲 許杏蓉 呂琪昌 蘇佩萱
張維忠 朱全斌 廖金鳳 連淑錦 藍羚涵 蔡永文
黃新財 曾照薰 廖新田 謝如山(黃增榮代)曾敏珍
劉俊裕
請假人員：
列席：殷寶寧
黃增榮
莊佳益
許北斗
張君懿
鍾純梅
黃元清
鄭閔尹

劉淑音
連建榮
張恭領
梅士杰
廖澺蒼
呂允在
葉心怡
吳瑩竹
朱軒萱

未出席人員：江易錚

謝如山
黃良琴
賴文堅
張連強
李佾峰
楊珺婷
張佳穎
邱毓絢

劉智超

陳怡如
陳汎瑩
姚淑芬
邱麗蓉
范成浩
詹淑媛
林雅卿

劉詩可

何家玲 徐瓊貞
陳鏇光 王鳳雀
李鴻麟 王俊捷
李斐瑩 羅景中
李尉郎 石美英
賴秀貞 陳凱恩
林可凡(黃鈺惠代)

林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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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加退選作業已結束，提醒授課教師及
同學確認選課名單及結果。
(二) 106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招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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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籌備中，線上書審作業亦請各學系配合。各系甄試日
期：3 月 31 日(國樂、雕塑)、4 月 1 日(美術、古蹟、視
傳、工藝、多媒、圖文、廣電、電影、舞蹈)、4 月 2 日(書
畫、戲劇、舞蹈)。
二、 課務業務：
(一)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預訂於 4 月 20 日下午召開，
請各院系所、中心務必提前召開系院級之課程委員會，並
依下列時程協助辦理：
1、有關日間學士班畢業學分架構與課程精實計畫於 106 學年
度起試辦，請各學系調整學生學習之課程架構，並於 3 月
底前完成院課程委員會之審查。
2、為學生跨域選修 6 學分及跨校聯盟校際選課順利之執行，
請各學系於本學期務必規劃一門供跨校、院、學系學生選
課之課程，其說明如下：
(1)以學期課方式規劃。
(2)所開課程供系外學生選課，且列入教師授課鐘點。
(3)需開放 10 名供校際選課。
(4)課程需於 106-1 完成開設。
3、請於 4 月 10 日下班前將提案送交課務組彙整，俾利提本次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二)106 年度教學專項圖儀設備費校內分配會議已於 3 月 8 日
召開分配完畢，請受補助單位依本年度計畫書採購項目確
實執行，並於本年 9 月以前採購完成，各採購項目若有標
餘款，一律回歸學校統籌運用。
(三)因應兒童節及清明節連假，請各系所教師自行調整授課進
度或補課，以維護學生權益。有關上(停)課訊息業已於學
校網站首頁及教務處首頁公告，內容如下：
日期
說明
4 月 1、2 日(星期六、日) 碩士在職專班、二年制在職
專班及進修學士班照常上
課。
4 月 3、4 日(星期一、星期 兒童節及清明節，全校放假
二)
4 月 5 日(星期三)
本校 105 學年度校慶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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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間學制學生放假 1 天，
其他學制皆照常上課。
三、 教發業務：
(一) 105 學年度教師績效評鑑期程：
1、一般教師：各學院依規定設置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於 3
月 29 日前完成複審，並列印初審「評分表」、「審核表」
及「教師自評佐證資料(電子檔或紙本)」
，附上會議紀錄
及簽到表等相關表件，送本處教發中心彙整。
2、 新進教師：各學院、體育室教評會於 4 月 12 日完成審查，
並列印「評分表」及「審核表」
，附上「佐證資料 (電子
檔或紙本)」等相關表件，送本處教發中心彙整。
(二) 105-2 教師成長講座三、四月份場次，歡迎各位教師踴躍
報名參加（請自行至本處教發中心網站報名）。
1、3 月 23 日 12:00~14:00 紅點設計獎跟獲獎案例分享/臺灣
紅點設計有限公司/鄭雯瑄執行總監
2、 3 月 30 日 12:00-15:00 我不在家，我在雲端繪圖！
Artdesk 雲端桌面/新北平文化創意事業工作室張漢平
老師
3、 4 月 12 日 12:00~14:00 創新教學與深碗課程/國立臺灣
大學生化科技學系教授、前國立臺灣大學教務長/莊榮輝
教授
4、 4 月 26 日 12:00-15:00 預見未來辦公室 Art 365
(Office365) /群浩科技工程師
四、教卓業務：
(一) 105 年度卓越計畫經教育部書面審查及實地訪視後，教育
部於本年 3 月 1 日來函通知，同意補助本校 106 年度延
續性計畫經費新臺幣 4,000 萬元整(經常門 3,200 萬、資
本門 800 萬)。
(二) 106 年度卓越計畫除推動 105 年度原計畫內容外，還需以
補助經費之 20%推動「教學創新試辦計畫」
，計畫內容教
育部將另函通知。
(三) 106 年度延續性計畫完整版計畫書需於本年 4 月 7 日前繳
交，總辦公室與相關業務單位正進行計畫書撰寫與經費
編列作業，並依時限內備文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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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一、 本校 EP 系統(學生學習歷程與就業平台)已於 3 月推出，可在
各類平台閱覽(如：iphone、ipad)，另外新增【家教網】、【外
包網】等功能，請各學系協助轉知學生多加利用。
二、 有關本校「104 學年應屆畢業流向」、「103 學年畢業後一年
流向」、「101 學年畢業後三年流向」及「2016 年雇主滿意度」
調查回收率如下，分析結果(如附件一)，另完整報告亦以 PDF
檔上傳於本校學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網頁及「學習歷程與就
業資訊平台」(網址：http://cp.ntua.edu.tw/)-檔案下載，
供系所、校內師生及校外人士查詢，敬請各系所參酌調查結果
確實運用在課程規劃及調整上，俾使所屬學生在畢業後能更順
利進入職場。「101 學年畢業後三年流向」及「2016 年雇主滿
意度」之重點摘要如下：
(一)在「101 學年畢業後三年流向」方面
1、 整體就業率為 81%(包括全職工作 66%、部份工時 15%)。
2、 在工作類型方面，以「藝文與影音傳播類」為最多佔整體
44%，「教育與訓練類」次之為 30%。
3、 在工作平均每月收入方面，碩士畢業主要分佈在 40,001
至 55,000 元之間； 學士畢業則在 28,001 至 37,000 元之
間。
4、 在「工作內容與原就讀之專業訓練課程相符程度」題項上，
填答尚可以上者比率為 77%(包括非常符合、符合、尚可)
5、 在「學校除了教授專業知識外，應該加強學生哪些能力才
能做好工作」題項上，畢業生普遍認為以加強溝通表達能
力、人際互動能力及問題解決能力等 3 項最重要。
(二)在「2016 年雇主滿意度」方面
1、 雇主認為本校畢業生在「藝術及審美素養」
、
「執行能力」
及「團隊合作能力」表現最好，滿意度達 80%以上。
2、 在雇主優先重視項目上，本校畢業生在「工作執行力」、
「團隊合作能力」
、
「工作責任及紀律」表現較佳，在「解
決問題能力」、
「專業知識與技能」
、「主動積極」及「溝
通表達能力」則表現較弱。
3、 在雇主對本校畢業校友整體表現方面，從調查結果發現，
對於本校校友在「整體表現」上的評價以「滿意」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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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整體 54%；而「非常滿意」次之占 25%，滿意以上合計
為 89%。
三、 105 學年度下學期舊生宿舍床位申請預訂於 4 月 13 日（星期四）
辦理，5 月 4 日(星期四)10 時宿舍床位抽籤，下午公告抽籤結
果。
四、 105 學年度畢業典禮預計於 106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於臺藝
表演廳分二梯次舉行。
(一) 第一梯次：10：00 至 12：00 日間學士班、日間碩士班、博
士班。
(二) 第二梯次：13：30 至 15：00 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五、 學輔中心以「自我照顧」為主軸，於 3 月 21 日至 6 月 1 日籌
辦一系列輔導活動，其中「睡眠品質管理」及「音樂與療癒」
兩場講座與大二專業實習合作，協助學生將心理健康概念落實
於職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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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一、多功能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主體工程已於 1 月 23 日決標，得標廠商為世誠營造，決標金
額 4 億 1480 萬元，預計於 3 月 17 日開工。
二、有章藝術博物館新建工程
本工程構想書已於 2 月 8 日經行政院核列總工程經費及總樓地
板面積，目前辦理委託營建署代辦相關作業中。
三、網球場新建工程
承商於 3 月 3 日提報竣工，俟取得新北市政府核發之雜項工作
物使用執照後擇期辦理驗收。
四、大觀路人行步道改善工程
新北市政府城鄉局辦理「板橋府中 456 暨臺藝大周邊規劃設計
及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案」
，委辦單位禾拓顧問公司於 3 月 8 日與
總務處及本校景觀小組成員開會討論消彌既有高差、喬木遷移
等議題。
五、南側校地籃球場興建工程
已於 2 月 16 日完成細部設計，預計於 3 月下旬完成工程招標。
六、綜合大樓、大漢樓、圖文視傳大樓及美術系屋頂防水工程
委託技術服案業已簽准，預定於 3 月 20 日上網公告。
七、雕塑系旁廣場及籃球場沿街步道景觀改善工程
委託技術服務案簽核中，俟核准後辦理委託技術服務招標。
八、電影系專業教育空間改善工程
已於 1 月 9 日竣工， 2 月 7 日辦理驗收，施工廠商缺失改善後
於 3 月 9 日辦理複驗，3 月 13 日辦理第 2 次複驗，預計 3 月 16
日辦理第 3 次複驗。
九、105 年度老舊校舍整修工程(雕塑系前人行步道)
已於 1 月 10 日竣工， 2 月 20 日辦理驗收，預計 3 月 16 日辦
理複驗。
十、全校高低壓電力設備年度停電定期檢測訂於 8 月 5 日（星期六）
08:00 至 17:00 施作(如因天候等狀況不允許則延後至 8 月 6 日
施作)，屆時全校停電(文化創意產學園區及古蹟系校區不受影
響) ，請各單位於這二日勿排訂任何校內活動或展演。
十一、本校 106 年度第 1 次空間規劃小組會議於 2 月 15 日召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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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要決議如下：
（一）美術系博士班空間為影音 407 及影音 403 教師研究室。
（二）有關北側回收校地 11 間、九單及書畫系借用 3 間之空間
規劃為：
1、古蹟系因大觀路人行步道改善規劃影響，原木工廠須配
合部分拆除，先以北側 33 巷 6 弄 2、4 號（編號 3、4）
為替代空間、另圓型廣場地下室之替代空間，俟有章藝
術博物館動工時再做整體規劃。
2、九單（大觀路 1 段 41 巷 6 號 1-9）由美術系繼續使用，
俟有章藝術博物館動工時改歸藝博館使用管理。
3、書畫系借用 3 間（大觀路 1 段 35 號 7 弄 10、12 及 14
號）及綜合大樓 3 樓「書畫系大學部學生工作室暨碩士
研究室」
，以美術學院大工坊部分空間及另規劃文創園
區一區為替代空間，伺文創園區空間整理好後統籌管
理。
4、北側其它收回空間由藝博館使用管理。
（三）有關有關「教研大樓後方停車位」替代方案及大型活動
時停車位不足及繳費問題等，已由總務處依會議決議統
籌辦理中。
十二、依教育部函：近期降雨情形不如預期，為因應水情變化，經
濟部水利署訂於本(106)年 3 月 1 日起於新北市板新、林口、
桃園及新竹地區實施自來水第 1 階段限水措施(於夜間等離
峰及特定時段降低管壓供水)。
請全校教職員工生於缺水期間節約用水，共同落實節水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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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一、 為因應105學年度第二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議的召開，請各單位
提報105學年度近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提案。各系所、學院提
出計畫申請，均須先經系(所)院務會議通過，各處室則須簽呈
核准。另「104學年度各院之近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如有新
增或修正，請一併提案修改。請各單位將提案項目簡表及院、
系所務會議或各行政單位會議紀錄與相關計畫書，統整後由學
院或行政單位於106年4月14日(星期五)下班前提報。
二、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106年3月份資料已經開始填報。各單位需
填報之表冊請參閱填報分工表，並請於106年4月10日(星期一)
前至校庫網站填報。除線上填報外，請將填報之表冊紙本經主
管核章後送至本處。為確保資料填報之正確性，煩請詳閱「校
庫表冊（說明會後修改版）」
，再進行表冊填報作業。
三、 本校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業於106年1月17日以書面郵寄形式簽
訂雙邊結盟合作意向書。

四、 本校陳志誠校長為2017年全國文化會議暨文化白皮書計畫主
持人，於106年3月8日與文化部長鄭麗君共同宣示啟動「2017
年全國文化會議暨分區論壇」
，將於全國北、中、南、東於3月
至6月巡迴全台辦理分區論壇，首場將於3月25日假屏東菸葉廠
(屏東縣屏東市歸仁路138號)舉辦，敬邀師長蒞臨參加，其他
場次與相關資訊請詳見2017年全國文化會議暨分區論壇官方
網頁：http://nccwp.moc.gov.tw/。
五、 育成中心協助推廣「2017第十二屆戰國策全國校園創業競賽」
，
敬請諸位師長、同仁協助鼓勵校內有志投入創業之同學或畢業
校友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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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
一、 106 學年度外籍學位生入學申請，經本處初步審核後共計 41 名
完成報名。本處已於 3 月 14 日將學生申請資料送至各系所審
核，敬請系所將審核結果於 4 月 7 日前送回本處彙整，感謝系
所同仁的大力協助。
二、 本處於 106 年 3 月 10 日至 16 日參加 2017 年東南亞首場「越
南教育展」，越南國際化發展快速，人才需求殷切，刻正需要
臺灣提供更多元的教育機會，共同培養具國際視野及多語能力
的高階人才，與我國新南向政策之目標不謀而合，期能藉此參
展宣傳機會提升臺藝大國際教育市場能見度與知名度。
三、 本處訂於 106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辦理宜蘭采風文化體驗參訪，
擬帶領 2017 年春季班交換生、僑外學位生、國際志工約 80 人
參加，期許透過參訪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冬山河、羅東林場等
地，讓境外學生得以探索在地文化，更加瞭解臺灣傳統藝術之
美。
四、 106 年 2 月 17 日(五)韓國東義科學大學、永進專門大學、慶北
專門大學、京福大學 4 所學校校長一行 5 人來校參訪，與國際
長會面座談分享辦學現況並考察臺灣高等教育學務、教務與國
際化等行政面向之創新做法，會後參觀臺藝表演廳、圖書館與
文創園區。
五、 106 年 2 月 17 日(五) 釜山市立美術館前館長曹日相教授、釜山
大學校藝術大學美術學科金允鑽教授率領釜山市立美術館後
援會代表團一行來校參訪，由校長親自接待，並介紹學校辦學
現況。會後參觀電影系教學設施與臺藝表演廳。
六、 106 年 3 月 10 日 ( 五 ) 姊 妹 校 英 國 帝 門 大 學 (De Montfort
University)藝術、設計與人文學院 Dr. Robert Chien-Chung Chen
來訪，與國際長會面交流，說明兩校雙聯學位新約相關行政流
程與進度，期許未來合作規畫能提供臺藝大學生更多有利條件，
促進兩校教學實質交流，嘉惠學子。
七、 106 年 3 月 13 日(一)，姊妹校京都造形藝術大學漫畫系講師松
下幸市朗與台北事務所吳治慶所長一行 2 人來校參訪，由國際
長親自接待，並與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會面交流，雙方就課程
設計、動漫創作、產業等相關主題交換意見，共同表達未來於
現有校際關係基礎上發展學生交換計畫的想法與意向。參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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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學設施與藝博館展覽空間後，前往府中 15 欣賞多媒體動
畫藝術學系學生文創作品發表，對本校師生創意能量留下深刻
印象。
八、 106 年 2 月至 3 月間與本校完成締約、文件寄達，正式建立合
作關係的大學，共計 2 所：

1
2

締約學校
上海師範大學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韓國檀國大學
Dankook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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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日期

備註

1 月 25 日

新簽

2 月 27 日

新簽

文創處
一、 2 月 24 日正修科技大學藝文處處長、文物修護中心主任等 3 人，
參訪本校文創園區之紙質維護中心，洽談校際合作模式，期望
能藉由兩校合作，運用現有紙質維護空間及設備，培養本校修
護專業人才，並提供本校學生實習及工讀機會。
二、 3 月 8 日至 17 日於本校國際展覽廳聯合展出第七屆駐村藝術家
於進駐期間之創作成果，含括陶藝、油畫、皮雕、複合媒材及
裝置藝術類等作品。3 月 9 日舉行開幕茶會並有藝術家現場演
出，現場來賓反應熱烈，感謝大家蒞臨指教。
三、 3 月 15 日板橋中山國小帶領 15 位老師，參加文創園區嘉美工
坊之噴砂玻璃創意 DIY 課程，期能增加社區連結互動。
四、 本校 106 年駐村藝術家審查會議業於 2 月 15 日召開完竣，正
取 10 名，備取 3 名；另補助其中 2 位優質藝術家辦理個展費
用，每位計新臺幣 3 萬元，相關資訊請見本校網站公告，並續
辦理簽約及進駐相關事宜。
五、 本校 106 年進駐廠商審查考核會議業於 2 月 15 日召開完竣，9
家通過，1 家不通過；後續辦理簽約及退駐相關事宜。
六、 本校藝文育成中心 106 年度藝文育成輔導業者徵選會議業於 2
月 22 日召開完竣，106 年度藝文育成輔導業者共計徵選 14 家，
4 家虛擬進駐，10 家實體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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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ㄧ、本館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 2 所館際互借合作館－國立東
華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累計至今，計有 37 所館際互借
合作館。
二、本館訂於 106 年 4 月 1 日(六)起至 6 月 30 日(五)止，假 1 樓大
廳及 6 樓多媒體資源區與本校學務處生活事務與保健組、人事
室共同辦理「性別平等教育」主題書展、影片欣賞、心得寫作
比賽活動，凡於活動期間借閱性別主題相關影片者，每部可核
發終身學習時數 2 小時，最高上限為 40 小時，請轉知所屬踴躍
參加及到館借閱、欣賞。
三、本館訂於 106 年 4 月 12 日(三)上午 10-12 時，假 6 樓多媒體資
源區辦理「西文藝術電子書」利用說明會，凡參加者可享有終
身學習時數 2 小時，請協助轉知所屬踴躍報名參加。
四、本館訂於 106 年 4 月 17 日(一)下午 14-16 時，假 6 樓多媒體資
源區與學務處生活事務與保健組、人事室共同辦理「性別平等
教育」專題講座，特別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修慧蘭教授
作專題分享，凡參加者可享有終身學習時數 2 小時，請協助轉
知所屬踴躍報名參加。
五、本館訂於 106 年 4 月 17 日(一)起至 21 日(五)止，假 1 樓大廳
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共同辦理「藝術行動圖書館」主題
書展─現場館際互借活動，請轉知所屬踴躍到館借閱。
六、本館訂於 106 年 3 月 10 日(五)起至 4 月 7 日(五)止，假 6 樓多
媒體資源區與本校學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共同辦理大學部一
年級資源利用教育服務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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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章藝術博物館
一、 有章藝術博物館在 2 月 22 日
（星期三）於國際會議廳舉辦「2017
臺藝新策論壇」，主軸圍繞在「亞洲當代策展趨勢觀察」以及
「博物館機制與策展實踐」兩大議題。本館特別邀請北美館前
館長黃海鳴、台北市文化局前局長謝佩霓、春之文化基金會執
行董事賴香伶教授、台北當代館館長潘小雪等人擔任主持人，
並由本校客座教授高千惠、中國策展人顧振清、康乃爾大學藝
術史學教授潘安儀與新加坡策展人 Susie Lingham 等人分別主
講，最後並由劉俊蘭館長主持綜合座談。
二、 有章藝術博物館為培育藝術策展新銳，鼓勵年輕策展者提出具
有開創性與時代性之策展方案，特於 2 月 23 日（星期四）辦
理「臺藝新策—新銳策展案徵選計畫」第二階評審。本館邀集
國內外深具策展與學術經驗的評審委員從參與徵選之展覽計
畫案中評選出兩案，分別為《不可言說的生命印記—媒介考古
學》
，以及《嗜暴者》
。兩展並將於 2017 年 5 月在有章藝術博
物館呈現。
三、 「移動之錨」特展於 2016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開幕，客座策
展人高千惠教授以一所藝術大學與客座藝術工作者的關係為
索引，試圖拉出藝術工作者的烏托邦想望。展覽分為三個對話
區：主視覺展區 VISI-TOPIA、論壇藝術區 SYS-TOPIA，與流動
場域 OPEN-CLASS。開幕儀式中，邀請到即興聲音藝術家張惠笙，
以人聲和身體的移動參與不同展間和作品。此展對校園美術館
而言，既能與體制產生連結，又同時具有挑戰與自省的意味。
展期自 3 月 14 日至 4 月 20 日(星期四)於有章藝術博物館 2~3
樓展廳，歡迎同仁蒞臨觀賞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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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
場館使用統計：
(一)2 月份場館使用統計：臺藝表演廳 0 場活動使用 0 天，演講廳
3 場活動使用 4 天、國際會議廳 3 場活動共使用 3 天。各場
館活動資料(如附件二)。
(二)2 月份場館經費收支說明：收入計有 22 萬 5,843 元，支出共
有 8 萬 0,693 元，盈餘為 14 萬 5,150 元。經費相關統計表(如
附件三)。
電子計算機中心
提醒各單位自行開發系統或網站，請要求維護廠商檢視系統查詢、
滙出功能與暫存檔的相關安全設定，避免機敏資料遭搜尋引擎(例如
Google)快取公開或遭駭客入侵。
推廣教育中心
一、 106 年度兒童藝術師資認證考試於即日起報名至 6 月 12 日，預
定於 6 月 24 日(六)、6 月 25 日(日)舉辦認證考試，惠請美術
學院、設計學院鼓勵應屆畢業生參加，一證在手，就業加值。
二、 105-2 廈門理工數位出版專班計有 29 學員修習，計收入 238 萬
3,220 元，結餘 145 萬 8,074 元，感謝圖文系合作開班。
三、 煩請開課系所轉告所屬上課老師，推廣教育課程禁止旁聽，並
請老師落實點名制度，以確保學員權利及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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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一、105 年度截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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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底
止，累計收入數 1 億 2,100 萬元，佔累計收入分配預算數 1
億 3,207 萬元之 91.61％，佔全年預算數之 12.97％。
(二)支出部分
本校 106 年度支出預算 9 億 9,803 萬元，截至 106 年 2 月止，
累計支用數 1 億 7,037 萬元，，佔支出累計分配預算數 2 億
1,937 萬元之 77.66％，佔全年度預算數之 17.07％，主要係
學期剛開始相關費用陸續辦理核銷採購中致較預期減少。
二、為覈實編列預算，請各單位估列之 107 年預算收入(如附件四)
經與 105 年度決算比較，預算收入估列除捐款收入差異較小，
推廣教育次之外，其餘各項差異甚巨，無法做為籌編數據，為
期縮短預決算差異，嗣後仍請各單位詳實估列。

千

107預估數
60,000

105決算數

53,982

單位：千元

52,883

50,000
42,216

40,000
30,000

34,435
28,723

31,091

29,596

16,756

20,000
10,000

6,085

7,952

建教合作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

政府補助收入

捐款收入

場地收入

三、統計 105 年度決算各學院各類型收入比較圖表(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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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院
一、 本院獲大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捐贈獎助學金新臺幣 30 萬元辦
理「第九屆大藝獎」競賽活動，擬訂於今年 5 月 10 日（三）
中午 12 時假本校有章藝術博物館國際展覽廳舉辦頒獎典禮暨
開幕茶會，屆時歡迎各位長官、同仁蒞臨指導，共襄盛舉。
二、 本院書畫藝術學系與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書道學科共同舉辦｢書
意畫境-兩校學術交流教授聯展｣，展覽時間為今年 4 月 7 日至
4 月 15 日假本校有章藝術博物館國際展覽廳展出，開幕茶會時
間訂於 4 月 14(四)13:00，屆時歡迎各位長官、同仁蒞臨指導，
共襄盛舉。
三、 本院書畫藝術學系學生獲獎及教學活動成果匯整如下表：
【產學媒合】：日間碩士班陳彥廷、周明翰，進學班謝懷遠、

學生成果
(獲獎、其他…)

日間大學陳昀翊等四名同學，獲永添文化創意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票選為藝術新星，由公司建置藝術家專網。
【學生獲獎】
(1)2017 高雄獎：
何創時書法篆刻類特別獎(共 1 名)：鄭宇宏-日間碩士書畫三
年級。
(2) 第九屆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
篆刻組 貳獎(獎金 5 萬元)
李俊廷-日間學士三年級
優選(獎金 6000 元)
許宸家-進修學士三年級
入選
林哲銘-進修學士二年級
陳克東-日間碩士書畫三年級
曾華翊-日間碩士書畫三年級
賀琛博-日間碩士書畫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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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院
一、工藝系
配合校長推動工作坊課程及課程減量之政策，本系將原有之工作
室組織納入正式課程之內，並調整課程架構及開課原則。其具體
方案如下：
(一)主修課程分 5 大軸心：陶瓷、金工、木工、產品設計、跨域
多媒材。
1、陶、金、木 3 類以工作坊體制從 2 年及貫串至 4 年級的畢
業製作，並應選修該類的相關規定選修課程。此 3 類工作
坊強調創意與實作能力之培養，希望培養該 3 類媒材的全
方位製作及創作能力。
2、產品設計工作坊則為 2、3 兩個年級，至 4 年級以「產品專
題設計」課程為畢業製作之聯結課程。產品
設計除自製
外，鼓勵與廠商合作製造，以學習產業界的分工與聯繫能
力。
3、跨域多媒材鼓勵多樣化選課，培養跨領域或文創產業經營
人才，其畢業製作為與產品設計合開的「產品專題設計」。
4、工作坊課程與工作室制度結合，由各工作室負責老
師
就有意願參加的同學進行甄選。每學期於上學期之期末公告
入選名單，入選同學方得選修該工作坊課程。入選工作室之
同學如果在外有私人工作室，也可以選擇不加入學校的工作
室組織。
5、工作坊及工作室名額上限：陶瓷 40 人、金工 40 人、木工
15 人、產品 18 人。
6、各工作室亦希望能提供 1-2 個空間，給予有專題製作需求
的短期（1 個月）員額。短期成員應提出專題製作計畫，並
經工作室負責老師審核通過後進駐。短期成員於進駐期間
應擔負與固定成員相當的管理義務。
7、陶瓷、金工工作坊因人數較多，採日、夜分別開課，並由 2
位老師共同授課。木工、產品工作坊則日夜合開，由工作室
負責老師授課。「產品專題設計」採日、夜分別開課。
(二)副修課程：工作坊之外的陶瓷、金工、木工、產品設
計等
相關選修課程均作為所有同學之副修選修課程。對於副修之
同學，應強調作業之小巧精美，避免資源之過度消耗及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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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放空間不足之問題。
(三)體驗課程：非 3 大媒材之技能學習課程，如玻璃、皮革等，
以不開進階課程為原則。
二、視傳系
本系將於 105 年 03 月 22 日（三）至 03 月 26 日（日）舉行年度
系展，開幕時間為 03 月 22 日中午 12 時 15 分，地點為教研大樓
地下 1 樓，視傳系誠摯邀請長官及師長蒞臨指教。本次系展以「蒸
餾」為主題：「利用個體的差異性，將事件藉由思考達到沸點成
為蒸氣，再經由詮釋行為冷卻，凝結成為創作，而達到分離世界
這團混合物的目的。」本展旨在提升本系學生學術養成與實作能
力之專業水準，藉由學生的自主參與，培養學生統籌策畫和活動
執行的能力；並透過作品的觀摩、學習與評審，活絡學生的創意
思考與創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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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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學士班畢業公演─《日日月月》

4/28(五)~4/30(日)
臺藝表演廳

日間學士班畢業公演─《狗活》

5/19(五)~5/21(日)
臺藝表演廳

戲劇系

2017 臺藝大音樂系─《協奏曲之夜》
音樂系

4/7(五) 19:30
臺藝表演廳
4/27(四)12:00

室內樂菁英獎音樂會

音樂系音樂廳

赴韓國姊妹校慶北大學及梨花女子大學辦理
國樂系 「2017 年臺灣箏樂推廣暨國際藝術文化交流」
聲樂組成果音樂會~《聲情》

舞蹈系

時間及地點

3/21(二)~3/25(六)

3/29(三)
福舟表演廳
3/25(六) 19:30
臺中中山堂
日間部學士班畢業巡迴演出《不滯旅人》
4/8(六)~4/9(日)
城市舞臺
4/1(六) 19:30
臺中市屯區藝文中心
進修學士班畢業巡迴演出《氣球乘行者 Ballooner》 4/15(六) 14:30、19:30
臺藝表演廳
4/12(三)19:30
2017 北美地區臺灣傳統週 行前公演
新竹縣政府演藝廳

2017 TDF 臺藝舞蹈節 學生聯合創作展

4/8(六)~4/21(五)
舞蹈系501小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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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舉辦「臺藝戲劇面面觀」升學講座
3/15(五)
戲劇系 2017 戲劇表演訓練工作坊─德國 Ernst Brsch 表演體系
2/20(一)~3/12(日)
(馬格特‧舒勒 Margarete Schuler 教授)
國樂系 辦理李梅樹文教基金會「2017梅樹月」演出活動
3/11(六)
舞蹈系 日間部學士班畢業巡迴演出《不滯旅人》
3/11(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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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
一、 本院 105 年度教師學術研究統計如下：
項目
數量
項目
有審查的論文
18
公私專案計畫
專書
1
學術會議發表
專書章節
3
學術活動及獲獎紀錄
其他文章
34
展演活動

數量
23
30
34
3

二、3/26（日）由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ESCO）及國際藝
術文化機構總會（IFACCA）贊助研究計畫，與本校臺灣文化政
策智庫中心、藝政所合辦全天的活動，邀請比利時安特衛普大
學教授暨歐洲文化政策與文化管理網絡主席 Annick Schramme ，
與英國倫敦藝術大學倫敦時尚學院教授 Ian King，3/26 上午於
藝政所舉行小型工作坊，下午 2：00 於藝政所辦理專題演講「文
化治理與領導權」
，歡迎全校師生參加演講蒞臨指導。
三、2017 通識創意-第七屆通識教育課程與教學創新學術研討會邀
稿說明:
人文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舉辦之「2017通識創意-第七屆通識教育
課程與教學創新學術研討會」將於5月3日(三)於國際會議廳舉
辦。通識教育是全面、整體性的全人教育，通識教育課程內容
多元與藝術創作相輔相成，在於呈現通識教育課程與藝術的融
合，目前徵稿中，誠摯邀請大家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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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報告：
人事室
一、 宣導事項
(一)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
進措施」第3點、第5點、第7點規定，並自106年3月1日生效，
本次主要修正內容如下：
1、增列旅宿業、觀光遊樂業及交通運輸業，納入國民旅遊卡「觀
光旅遊額度｣之補助範圍。
2、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之交通費用業別，包括交通運輸業及加
油站，交通運輸業納入觀光旅遊額度之補助範圍，加油站仍
屬自行運用額度之補助範圍。
3、另106年1月至2月份已先刷卡消費旅行業之非觀光旅遊商品、
旅宿業、觀光遊樂業、交通運輸業之情形者，仍屬自行運用
額度之補助範圍，不追溯生效。
(教育部106年3月1日臺教人三字第1060026406號函)
(二)自106年1月1日起，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習時數
規定將聚焦於業務相關之學習活動，業務相關學習時數仍維持
20小時，其中10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及
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並以數位學習為優先；為利公務人員快
速選讀相關數位課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業請數位學習平臺
主管機關於各該平臺建置「公務人員10小時課程專區」，請同
仁踴躍至該專區閱讀。
(教育部106年1月23日臺教人三字第1060001024號函)
二、 執行事項
本校第2屆第1次勞資會議於本(106)年3月16日召開(據新北市
政府勞工局告以，本校第1屆勞資會議成立日期為95年6月28日
業經該局核備在案)，就本校適用勞基法人員之延長工時、例
假日及休息日、彈性工時、特別休假等事項之約定，並增補資
方、勞方代表各3人(按：現係資方、勞方各5人)，俟奉核後轉
知各單位辦理。
三、106年2月(17日)至106年3月(16日)人事動態：(如附件十五)
教職員：計1人新聘、1人調職、1人調陞﹔
約用人員：計4人新進、4人離職、2人回職復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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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歷次行政會議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投資取得收益收支管理要點（修正草案）
，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本案業於 106 年 3 月 3 日簽奉核准提會審議。
二、 依教育部 106 年 1 月 19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60010017 號
函辦理修正部分規定，修正後同意備查。
三、 檢附旨揭要點之修正草案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傑出校友選拔及表揚
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已於 106 年 3 月 15 日簽奉核准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本辦法自 101 年修訂迄今，未再檢討，茲為配合現行實
情與時俱進，擬修正辦法，以落實現況。
三、檢附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傑出校友選拔及表揚辦法部份條
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如附件七)。
決議：依討論意見修改後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擬訂定本校「出版中心設置要點（草案）」
、「主編制運作要點
（草案）
」及修訂「出版編輯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提請
審議。
說明 :
一、本案業於 106 年 3 月 15 日簽奉核准提會審議。
二、為辦理學術出版與發行，促進教學與研究成果交流，本館擬
成立出版中心，性質為虛擬單位，屬任務小組，其設置要點
（草案）(如附件八)。
三、相關出版業務運作擬新變革，編輯將採「主編制」
，其運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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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草案）(如附件九);原出版編輯委員會設置辦法因業務移
轉及編輯實務新運作模式，擬做部分修正，修正草案暨對照
表(如附件十)。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本校「藝術學報」
、
「藝術論文集刊」徵稿及審查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
一、本案業於 106 年 3 月 15 日簽奉核准提會審議。
二、本項業務執行屬行政規則，應以「要點」命名之，於本次提
案修正為作業要點。
三、為提升本校學術論文水平，
「藝術學報」
、
「藝術論文集刊」同
步改版，除封面及內頁外，兩學術期刊編輯實務改採主編制，
以強化編審流程，提高各類稿件學術品質。。
四、其中「藝術學報」徵稿新增專題研究單元，以提升專業特色，
另為提升論文審查嚴謹度，修正審查方式。
五、有關藝術學報暨藝術論文集刊徵稿及審查作業要點相關修正
及對照表(如附件十一、十二)。。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擬訂定本校「學術著作出版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
一、本案業於 106 年 3 月 15 日簽奉核准提會審議。
二、為推動學術著作出版，並利出版業務推展與執行，訂定本校
學術著作出版作業要點（草案）
，(如附件十三)。
三、本案出版內容包括學術著作（含教科書）及叢書，徵稿對象
為校內、外學者專家暨研究人員。
四、其他相關申請表件(如附件十四)，含「學術著作申請表」
、
「書
稿徵求」
（稿約）及「出版授權契約書」。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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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 學生會長鄭閔尹
案由:希望女生宿舍地下室可以規劃為學生畫室利用空間，但因消防
設備安全考量，是否有其他因應措施?
決議:請總務處進行會勘評估再做彈性處理。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長劉榮聰
提案報告:本校將於 4 月 14 日上午 9 時假新北市政府第一運動場舉
行運動會開幕儀式，屆時請各位師生同仁踴躍參與。
捌、補充報告
薛副校長報告
一、 學務處針對近 5 年畢業生畢業流向做調查與分析，請各院系所
主管詳讀並傳達訊息，此對於學生未來發展與校友連結有一定
的參考價值與幫助。
二、 請各位主管鼓勵師生多利用圖書館，增進圖書館使用率，並請
圖書館提供各系所使用率之統計數據。
三、 請藝文中心加強推廣大臺北藝術節活動，並希望本校全體師生
皆能共襄盛舉。
玖、綜合結論
一、恭喜電影系短片「回家的路」能脫穎而出並獲得最佳劇情片第
二名，展現我國電影創作新秀輩出。
二、 本校在策劃或參與活動應更具國際化放眼天下，不應僅限於校
內或校園周遭，應向外拓展爭取更多全國文化資源。
三、 校長與文化部長鄭麗君及周志宏教授積極推動 2017 年全國文
化會議暨文化政策白皮書，並共同宣示啟動「2017 年全國文化
會議暨分區論壇」
，邀請全民共同參與，一起拼文化。
四、 有章藝術博物館舉辦「移動之錨」特展，圓滿成功值得讚許。
五、 本校因應政府一例一休政策召開勞資會議，針對許多現行法規
提出討論，更再度突顯近年勞基法修改造成學校人事成本大幅
增加之情事，本校盡量以不縮編人力為原則，希望大家互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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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並適度節流且擴大開源。
六、 臺北大學以日治時期「海山郡」地區之研究得到挹注經費，期
許本校積極爭取在地資源，並且持續追蹤學術及產業等交流對
象，延續良好的互動及創造合作契機。
拾、散會 (下午 3 時 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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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4 學年應屆畢業流向調查報告提要
一、 本次流向調查為本校自行辦裡，主要針對畢業後計畫及學習回饋等簡要問題進
行詢問。調查期間為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止，受訪對象為 104 學年畢
業校友共 1,115 人(博士 12 人、碩士 219 人、學士 884)，博士回收率為 100%(12
人)、碩士回收率為 90.87%(199 人)、學士為 90.16%(797 人)。
二、 本次分析結果提要如下：
(一) 畢業後計畫(對照頁數：P8-P9、P18-P23、P56-P61)
題目
畢業後最主要的計畫

選擇較多的選項

全校百分比

從事全職、兼職工作、實
習、藝術創作

美術學院 49%、設計學院 76%、傳播學院 76%、
表演藝術學院 65%、人文學院 91%
博士 100%、碩士 87%、學士 61%(P8、P18、P56)

目前就業的情形

已在工作中

美術學院 39%、設計學院 49%、傳播學院 49%、
表演藝術學院 57%、人文學院 45%
博士 67%、碩士 60%、學士 46% (從事全職、兼
職工作或實習為主百分比) (P8、P19、P57)

正準備找工作，但未有結果 美術學院 30%、設計學院 27%、傳播學院 31%、
表演藝術學院 15%、人文學院 25%
博士 33%、碩士 16%、學士 28% (從事全職、兼
職工作或實習為主百分比) (P8、P19、P57)
說明：與 103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調查相比，「從事全職、兼職工作、實習、藝術創作」碩士約+4%、
學士約+4%；「已在工作中」博士約+7%、碩士約+22%、學士約+13%；「正準備找工作，但未有
結果」博士約+13%、碩士約-5%、學士約-2%。
題目
目前工作或打算工作的機構性
質

百分比(從事全職、兼職工作、實習、藝術創作為主百分比)
美術學院：私人企業 33%、藝術創作 21%、學校 16%
設計學院%：私人企業 58%、創業 10%、自由工作者 8%
傳播學院：私人企業 66%、自由工作者 11%
表演藝術學院：自由工作者 29%、學校 29%、私人企業 19%
人文學院：學校 50%、非營利機構 20%、私人企業 10%
博士：學校 50%、私人企業 17%、創業 17% (P9)
碩士：學校 33%、 私人企業 32%、自由工作者 13%(P21)
學士：私人企業 47%、 自由工作者 18%、學校 10%(P59)

目前(或準備)最主要從事工作
的職業類型

美術學院：藝文與影音傳播類 54%、教育與訓練類 29%
設計學院：藝文與影音傳播類 63%、
傳播學院：藝文與影音傳播類 70%、
表演藝術學院：教育與訓練類 44%、藝文與影音傳播類 42%
博士：教育與訓練類 58%、藝文與影音傳播類 33%(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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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藝文與影音傳播類 47%、教育與訓練類 30%(P22)
學士：藝文與影音傳播類 60%、教育與訓練類 17%(P60)
說明：與 103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調查相比，
「目前工作或打算工作的機構性質」在「學校」選項上，
博士約-50%、碩士約+7%、學士約 14%；
「私人企業」碩士約-6%、學士約-17%；
「自由工作者」
碩士約-5%、學士約+4%。
「目前(或準備)最主要從事工作的職業類型」在「藝文與影音傳播類」
選項上，博士約+33%、碩士約-5%、學士約+2%；
「教育與訓練類」博士約-42%、碩士相同、學
士約+2%。
題目

百分比(從事全職、兼職工作、實習、藝術創作為主百分比)

目前已經在做或打算要做的工作內容
與原就讀專業訓練課程相符程度

美術學院相符 59%(含非常相符 26%)、設計學院相符 58%(含非
常相符 17%)、傳播學院相符 58%(含非常相符 20%)、表演藝術
學院相符 77%(含非常相符 35%)、人文學院相符 85%(含非常相
符 35%)
博士：相符 91%(含非常相符 83%)(P9)
碩士：相符 89%(含非常相符 39%)(P23)
學士：相符 56%(含非常相符 19%)(P61)

說明：與 103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調查相比，博士約+11%、碩士約+5%、學士約-4%。
(二) 學習回饋(對照頁數：P10-P18、P27-P55、P66-P94)
題目
學期間哪些「學習經驗」對於畢
業後的規劃有所幫助

選擇較多的選項
專業知識、知能傳授

複選題選項百分比
美術學院 36%、設計學院 34%、傳播學
院%29、表演藝術學院 36%、人文學院
37%
博士 39%、碩士 37%、學士 33%
(P18、P54、P93)

同學及老師人脈

美術學院 27%、設計學院 25%、傳播學
院 30%、表演藝術學院 28%、人文學院
29%
博士 25%、碩士 29%、學士 27%
(P18、P54、P93)

最常參與過學校哪些職涯活動或
就業服務的幫助

校內工讀

美術學院 20%、設計學院 18%、傳播學
院 16%、表演藝術學院 25%、人文學院
43%
博士 22%、碩士 22%、學士 25%
(P55、P94)

校外工讀

美術學院 16%、設計學院 15%、傳播學
院 26%、表演藝術學院 21%、人文學院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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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22%、碩士 17%、學士 18%
(P55、P94)
業界實習、參訪

美術學院 24%、設計學院 10%、傳播學
院 25%、表演藝術學院 13%、人文學院
30%
博士 22%、碩士 24%、學士 9%
(P18、P55、P94)

學習歷程與就業資訊平
台(EP)

美術學院 10%、設計學院 15%、傳播學
院 7%、表演藝術學院 8%
博士 22%、碩士 24%、學士 9%
(P18、P55、P94)

說明：與 103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調查相比，在「學期間哪些「學習經驗」對於畢業後的規劃有所幫
助」之「專業知識、知能傳授」選項上，博士約-3%、碩士約+4%、學士約+3%；「同學及老師
人脈」博士約-8%、碩士約+2%、學士約+1%。「最常參與過學校哪些職涯活動或就業服務的幫
助」之｢校內工讀｣選項上，碩士約+10%、學士約-2%；｢校外工讀｣碩士約+6%、學士約-3%；｢
業界實習、參訪｣博士約+8%、碩士約+8%、學士約-4%。
三、 結論與建議
此次調查後除了原有的學位別的分析之外，特別再以學院別進行分析，以瞭解各
學院之差異，在各學位別方面，結果與去年(103 學年)應屆畢業生調查大致相同，學
生畢業後主要計畫仍以投入職場為主，佔比例為博士 100%、碩士 87%、學士 61%，若
再以學院別進行分析，則美術學院 49%、設計學院 76%、傳播學院 76%、表演藝術學
院 65%、人文學院 91%，這顯示出教育與市場接軌的重要性，而對於預計投入職場目
前「正準備找工作，但未有結果」的同學，學校可提供相關就業資源或職涯探索諮
詢，協助學生及早進行就業準備，並對於未來目標更加明確，以縮短尋職的等待期。
最後在學習回饋上與 103 學年度調查結果大致相同，學生均認為在學期間「學習
經驗」以｢專業知識、知能傳授｣及｢同學及老師人脈｣對於畢業後的規劃有所幫助。
而在學校最常參與過的職涯或就業服務的幫助上，以｢校內工讀｣、｢校外工讀｣、｢業
界實習、參訪｣及｢學習歷程與就業資訊平台(EP) ｣選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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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報告提要
一、本次流向調查係配合教育部公版問卷推動機制，問卷內容主要為畢業生之就業
流向、就業條件及學習回饋三大主軸。調查期間為 105 年 6 月 10 日至 10 月 30 日止，
受訪對象為本校 103 學年度畢業校友共 1,136 人(博士 5 人、碩士 237 人、學士 870)，
博士回收率為 100%(5 人)、碩士回收率為 84.81%(201 人)、學士為 74.14%(645 人)。
二、本次分析結果提要如下：
(一)就業流向(對照頁數：P9-P17、P26-P38、P49-P61)
題目
目前的工作狀況

選擇最多的選項
全職工作

全校(工作為主)百分比
美術學院 45%、設計學院 72%、傳
播學院 72%、表演藝術學院 41%、
人文學院 85%(P9)
碩士 72%、學士 50% (P26、P49)

任職的機構性質
-全職工作

企業

美術學院 39%、設計學院 63%、傳
播學院 68%、表演藝術學院 33%、
人文學院 8%(P10)
碩士 30%、學士 58% (P27、P50)

學校

美術學院 13%、設計學院 12%、傳
播學院 9%、表演藝術學院 23%、
人文學院 50%(P10)
碩士 30%、學士 9% (P27、P50)

任職的機構性質
-部分工時

企業

美術學院 39%、設計學院 63%、傳
播學院 68%、表演藝術學院 33%、
人文學院 8%(P11)
碩士 30%、學士 58%(P29、52)

學校

美術學院 23%、設計學院 12%、傳
播學院 9%、表演藝術學院 23%、
人文學院 50%(P11)
碩士 30%、學士 9% (P29、52)

自由工作者

美術學院 17%、設計學院 8%、傳
播學院 11%、表演藝術學院 24%、
人文學院 17%(P11)
碩士 15%、學士 15% (P29、52)

工作職業類型

藝文與影音傳播類

美術學院 38%、設計學院 55%、傳
播學院 57%、表演藝術學院 36%、
人文學院 33%(P12)
碩士 45%、學士 47% (P30、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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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訓練類

美術學院 34%、設計學院 16%、傳
播學院 8%、表演藝術學院 45%、
人文學院 67%(P12)
碩士 36%、學士 23% (P30、P53)

畢業後花了多久時間
找到第 1 份工作

畢業前已有專職工作

美術學院 52%、設計學院 36%、傳
播學院 31%、表演藝術學院 46%、
人文學院 42%(P13)
碩士 53%、學士 36% (P32、P55)

工作平均每月收入

約新臺幣 20,001 元至 40,000 元 美術學院 58%、設計學院 69%、傳
播學院 79%、表演藝術學院 54%、
人文學院 50%(P14)
約新臺幣 31,001 元至 55,000 元 碩士 60% (P33)
約新臺幣 25,001 元至 34,000 元 學士 50% (P56)

工作所在地-境內-縣
市

台北市

美術學院 38%、設計學院 52%、傳
播學院 57%、表演藝術學院 43%、
人文學院 42%(P16)
碩士 43%、學士 49% (P36、P59)

目前未就業的原因

升學中或進修中

美術學院 57%、設計學院 35%、傳
播學院 18%、表演藝術學院 42%、
人文學院 0%(P17)
碩士 17%、學士 47% (P38、P61)

服役中或等待服役中

美術學院 17%、設計學院 16%、傳
播學院 34%、表演藝術學院 32%、
人文學院 0%(P17)
碩士 17%、學士 26%

尋找工作中

(P38、P61)

美術學院 9%、設計學院 26%、傳
播學院 34%、表演藝術學院 14%、
人文學院 0%(P17)
碩士 23%、學士 16% (P38、P61)

說明：(與 102 學年畢業後一年調查結果相比)
1. 碩士全職工作+3%、部份工時-7%；學士全職或部份工時皆各-2%。
2. 全職工作碩士任職於企業-16%、學校則+3%；學士任職於企業-8%、學校則-5%。
3.
4.
5.
6.

部份工時碩士任職於企業者+27%、學校+4%；學士任職於企業者+40%、企業-4%。
碩、學士在藝文及影音傳播類分別-5%及-11%，教育語訓練類則分別+2%及+4%。
碩、學士畢業前已有專職工作分別-1%及+1%。
碩士每月收入較為散布，這次調查主要是在於 31,001 至 55,000 元之間，102 學
年則主要於 28,001 至 55,000 元之間；學士情況則主要是在於 25,001 至 34,000
元之間，102 學年則主要於 25,001 至 31,000 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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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碩、學士工作所在地情形大致相同。
8. 碩士未就業原因為準備考試及尋找工作中，102 學年主要原因是其他因素，學士
情況則大致相同。
(二)就業條件(對照頁數：P20-P21、P40-P42、P63-P64)
題目
目前所具備的專業能力與工作所
要求的相符程度

選擇最多的選項
非常符合+符合

全校(工作為主)百分比
美術學院 68%、設計學院 76%、傳
播學院 61%、表演藝術學院 75%、
人文學院 92%(P20)
碩士 79%、學士 67% (P40、P63)

對目前工作的整體滿意度

非常滿意+滿意

美術學院 66%、設計學院 70%、傳
播學院 64%、表演藝術學院 75%、
人文學院 92%(P21)
碩士 72%、學士 67% (P42、P65)

說明：(與 102 學年畢業後一年調查結果相比)
1. 碩、學士專業能力與工作要求相符程度-4%及+3%。
2. 碩士對目前工作的整體滿意度-2%，學士則+2%。
(三) 學習回饋(對照頁數：P22-P25、P43-P48、P66-P71)
題目
工作內容與原就讀之專業訓練課
程相符程度

選擇最多的選項
非常符合+符合

全校(工作為主)百分比
美術學院 52%、設計學院 53%、傳
播學院 43%、表演藝術學院 59%、
人文學院 75%(P22)
碩士 62%、學士 49% (P43、P66)

哪些「學習經驗」對於現在工作
有所幫助

專業知識、知能傳授

美術學院 34%、設計學院 33%、傳
播學院 30%、表演藝術學 28%、人
文學院 46%(P23)
碩士 37%、學士 29% (P44、P67)

為了工作或自我生涯發展從事進
修或考試，提升自我專業能力

有

美術學院 48%、設計學院 54%、傳
播學院 44%、表演藝術學院 64%、
人文學院 50%(P23)
碩士 60%、學士 51% (P45、P68)

規劃進修之類別

國內大專校院進修

美術學院 25%、設計學院 25%、傳
播學院 18%、表演藝術學院 21%、
人文學院 33%(P24)
碩士 43%、學士 19% (P46、P69)

最常參與過學校哪些職涯活動或
就業服務的幫助

校內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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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院 20%、設計學院 14%、傳
播學院 9%、表演藝術學院 11%、

人文學院 13%(P25)
碩士 12%、學士 36% (P48、P71)
說明：(與 101 學年畢業後一年調查結果相比)
1. 碩士工作與所學專業相符程度-4%，學士則相同。
2. 學習經驗對工作幫助結果大致相同。
3. 碩、學士在參加學校職涯活動及就業服務幫助方面，在校內工讀選項上，碩士相
同，學士+20%。
三、結論與建議
調查發現碩士任職於企業裡比往年減少16%，在學校任職則相對增加3%，而在
自由工作者增加11%，顯示出本校學生畢業後多為自由創作者，較多學生於職場
是以創業或共組工作室的模式進行就業，相較於一般綜合性大學之畢業生，於一
般公司行號就業的人數較少；另在部份工時方面，任職於企業者比往年明顯增加
許多(碩士+27%、學士+40%)。
而須特別注意的是碩士在「所具備的專業能力與工作所要求的相符程度」及
「工作內容與原就讀系、所、學位學程之專業訓練課程，其相符程度」比例皆比
往年稍低，故學校在培育碩士班學生上須注意產業接軌及提供多樣化學習機會，
另鼓勵學生跨領域多項學習，不要僅局限在單一專業，且也要走出校園將所學活
化運用，藉此探索未來職涯方向，以提升自我專業硬實力。
最後在最常參與過學校哪些職涯活動或就業服務的幫助上，沒有參與的比例
與往年大致相同(碩士 57%、學士 36%)，顯示出在學生參與意願上仍有待提升，
在參與的項目上，大多仍以校內外工讀及業界實習參訪為主，故在職涯發展課程
（演講）、徵才活動、職涯就業諮詢等部分仍須持續吸引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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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畢業後三年流向調查報告提要
一、本次流向調查係配合教育部公版問卷推動機制，問卷內容主要為畢業生之就業
流向、就業條件及學習回饋三大主軸。調查期間為 105 年 6 月 20 日至 10 月 30 日止，
受訪對象為本校 101 學年度畢業校友共 1,176 人(博士 2 人、碩士 287 人、學士 959)，
博士回收率為 100%(2 人)、碩士回收率為 68.64%(197 人)、學士為 57.35%(550 人)。
二、本次分析結果提要如下：
(一)就業流向(對照頁數：P9-P20、P26-P39、P50-P65)
題目
目前的工作狀況

選擇最多的選項
全職工作

全校(工作為主)百分比
美術學院 49%、設計學院 73%、傳
播學院 79%、表演藝術學院 64%、
人文學院 86%(P9)
碩士 78%、學士 62% (P26、P50)
(全校百分比)

任職的機構性質
-全職工作

企業

美術學院 19%、設計學院 68%、傳
播學院 72%、表演藝術學院 28%、
人文學院 17%(P10)
碩士 27%、學士 55% (P27、P51)

學校

美術學院 25%、設計學院 8%、傳播
學院 6%、表演藝術學院 38%、人文
學院 50%(P10)
碩士 36%、學士 14% (P27、P51)

任職的機構性質
-部分工時

自由工作者

美術學院 29%、設計學院 27%、傳
播學院 42%、表演藝術學院
33%(P11)
碩士 31%、學士 33% (P29、P52)

學校

美術學院 18%、設計學院 7%、傳播
學院 8%、表演藝術學院 17%(P11)
碩士 23%、學士 12% (P29、P52)

工作職業類型

藝文與影音傳播類

美術學院 37%、設計學院 62%、傳
播學院 55%、表演藝術學院 31%、
人文學院 31%(P12)
碩士 37%、學士 46% (P30、P54)

教育與訓練類

美術學院 39%、設計學院 11%、傳
播學院 9%、表演藝術學院 50%、人
文學院 62%(P12)
碩士 48%、學士 23% (P30、P54)

畢業後至今是否曾經

否

美術學院 78%、設計學院 38%、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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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過公司

播學院 45%、表演藝術學院 67%、
人文學院 38%(P13)
碩士 63%、學士 56% (P31、P55)

截至目前轉換工作次
數

約１份工作

美術學院 26%、設計學院 44%、傳
播學院 41%、表演藝術學院 29%、
人文學院 13% (P14)
碩士 45%、學士 34% (P32、P56)

約２份工作

美術學院 44%、設計學院 35%、傳
播學院 32%、表演藝術學院 32%、
人文學院 50%(P14)
碩士 32%、學士 36%(P32、P56)

轉換工作主要的原因

薪資及福利較高

美術學院 11%、設計學院 24%、傳
播學院 16%、表演藝術學院 10%、
人文學院 25%(P15)
碩士 13%、學士 18%(P33、P57)

可累積不同工作經驗

美術學院 11%、設計學院 14%、傳
播學院 15%、表演藝術學院
13%(P15)
碩士 16%、學士 12% (P33、P57)

工作平均每月收入

約新臺幣 40,001 元至 55,000
元

美術學院 27%、設計學院 22%、傳
播學院 19%、表演藝術學院 25%、
人文學院 69%(P15)
碩士 39% (P34)

約新臺幣 28,001 元至 37,000
元

美術學院 26%、設計學院 44%、傳
播學院 38%、表演藝術學院 27%、
人文學院 69%(P15)
學士 39% (P59)

工作所在地-境內-縣
市

臺北市

美術學院 39%、設計學院 55%、傳
播學院 60%、表演藝術學院 35%、
人文學院 23%(P16)
碩士 38%、學士 49% (P36、P60)

目前未就業的原因

進修中

美術學院 63%、設計學院 52%、傳
播學院 18%、表演藝術學院
57%(P18)
碩士 42%、學士 55% (P39、P63)

說明：(與 100 學年畢業後三年調查結果相比)
1.碩士全職工作+2%、部份工時-2%；學士全職工作+0%、部份工時則-4%。
2.全職工作碩士任職於企業-12%、學校-1%；學士任職於企業-9%、學校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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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部份工時碩士為自由工作者-21%、學校-6%；學士為自由工作者-7%、學校-14%。
10. 碩、學士藝文影音傳播類分別-15%及-7%，教育與訓練類碩士+14%、學士+4%。
11. 碩士收入主要分佈於 40,001 至 55,000 元之間；學士則在 28,001 至 37,000 元之
間，與 100 學年度大致相同。
12. 碩、學士工作所在地情形大致相同。
13. 碩、學士未就業原因主要是進修中，則大致相同。
(二)就業條件(對照頁數：P20-P21、P40-P42、P66-P68)
題目
目前所具備的專業能力與工作所
要求的相符程度

選擇最多的選項
非常符合+符合

全校(工作為主)百分比
美術學院 76%、設計學院 80%、傳
播學院 68%、表演藝術學院 82%、
人文學院 92%(P20)
碩士 87%、學士 74% (P40、P66)

工作內容是否需要具備專業證照

不需要

美術學院 73%、設計學院 83%、傳
播學院 80%、表演藝術學院 65%、
人文學院 46%(P21)
碩士 61%、學士 79% (P41、P67)

對目前工作的整體滿意度

非常滿意+滿意

美術學院 75%、設計學院 77%、傳
播學院 59%、表演藝術學院 75%、
人文學院 84%(P21)
碩士 83%、學士 68% (P42、P68)

說明：(與 100 學年畢業後三年調查結果相比)
1.專業能力與工作要求相符程度碩士+4%、學士+1%。
2.工作內容是否需要具備專業證照碩士-3%、學士-6%。
3. 工作整體滿意度碩士+9%，學士則+5%。
(四) 學習回饋(對照頁數：P22-P25、P43-P48、P69-P77)
題目
工作內容與原就讀之專業訓練課
程相符程度

選擇最多的選項
非常符合+符合

全校(工作為主)百分比
美術學院 56%、設計學院 58%、傳
播學院 37%、表演藝術學院 64%、
人文學院 69%(P22)
碩士 66%、學士 50% (P43、P69)

哪些「學習經驗」對於現在工作
有所幫助

專業知識、知能傳授

美術學院 37%、設計學院 34%、傳
播學院 29%、表演藝術學院 34%、
人文學院 34%(P23)
碩士 35%、學士 32% (P44、P70)

為工作或自我生涯發展從事進修
或考試以提升自我專業能力

有

美術學院 48%、設計學院 56%、傳
播學院 58%、表演藝術學院 66%、
人文學院 46%(P23)
碩士 61%、學士 57% (P45、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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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進修之類別

國內大專校院進修

美術學院 34%、設計學院 19%、傳
播學院 20%、表演藝術學院 31%、
人文學院 17%(P24)
碩士 33%、學士 23% (P48、P72)

從事進修或考試後對薪資待遇、
職務升遷或工作滿意的幫助幅度

非常有幫助+有點幫
助

美術學院 68%、設計學院 63%、傳
播學院 66%、表演藝術學院 67%、
人文學院 67%(P25)
碩士 72%、學士 63% (P46、P74)

學校除了教授專業知識外，應加
強學生哪些能力才能做好工作

溝通表達能力

美術學院 21%、設計學院 23%、傳
播學院 19%、表演藝術學院 19%、
人文學院 23%(P25)
碩士 22%、學士 20% (P48、P75)

人際互動能力

美術學院 13%、設計學院 11%、傳
播學院 11%、表演藝術學院 13%、
人文學院 23%(P25)
碩士 15%、學士 11% (P48、P75)

問題解決能力

美術學院 11%、設計學院 16%、傳
播學院 11%、表演藝術學院 10%、
人文學院 17%(P25)
碩士 12%、學士 12% (P48、P75)

說明：(與 100 學年畢業後三年調查結果相比)
1.碩、學士工作與所學專業相符程度分別+0%及-3%。
2.學習經驗對工作幫助結果大致相同。
四、 結論與建議
調查結果發現 101 學年碩士畢業後三年在月收入、工作滿意度與就讀之專業訓
練相符程度上大致與 100 學年度調查相同，在工作滿意度、專業能力與工作要求、
比 100 學年畢業後三年的情況好。
而畢業後三年之校友大多仍從事藝文與影音傳播及教育與訓練行業，近 9 成比例
轉換公司次數在 3 次以內，而轉換公司者之主要原因為薪資及福利較高、可累積不
同工作經驗及個人興趣較符合等因素，建議學校可提供職涯諮詢、校外參訪實習等
機會，讓在校生可以及早探索自我興趣，以確認未來方向。
最後在溝通表達、人際互動及問題解決能力上是校友認為學校應加強學生的部
份，建議除透過課程安排加以補強外，也鼓勵學生參與社團、實習、展演等活動，
以實作經驗提升表述、人際溝通交流、思維及解決困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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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雇主滿意度調查報告提要
一、 本次調查係透過問卷方式，邀請本年度曾僱用本校畢業校友之企業主網路線上或紙本
填答，調查期間為 2 月至 12 月止，回收問卷共計 71 份。
二、 本次分析結果提要如下：
(一) 雇主僱用優先重視項目(對照頁數：P7-P8 及 P26)
項目
專業能力與工作表現
平均滿意度約 72%
工作態度
平均滿意度約 71%
人際互動與團隊合作
平均滿意度約 70%

與 104 年比 與 103 年比
較
較
+2%
-2%
+2%
0%
-21%
-11%
-4%
-10%
-11%
-1%
-11%
-13%
0%
-3%
-14%
-147%
-6%
+6%

滿意度

工作執行力
解決問題能力
專業知識與技能
工作配合度
工作責任及紀律
主動積極
團隊合作能力
溝通表達能力
人際互動能力

80%
72%
72%
73%
75%
66%
80%
60%
71%

(二)畢業生資歷優先重視項目(對照頁數：P9)
優先重視順
105 年度
104 年度
序
第一
主修系所
專業實習經驗

103 年度
作品集

第二

專業實習經驗

主修系所

專業實習經驗

第三

作品集

作品集

主修系所

(三)各項滿意度(對照頁數：P9-P19)
滿意度較高之前 2
滿意度
項
82%
專 業 能 力 與 藝術及審美素養
工作表現
執行能力
80%
工作態度

持續學習能力

76%

工作責任及紀律

75%

人際互動與
團隊合作能力
團隊合作
人際互動能力
(對照頁數：P20)
整體滿意度
79%

80%
71%

滿意度較低之項目

滿意度

創新能力

63%

時間管理能力

65%

溝通表達能力

60%

與 104 年比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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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102 年比較
-6%

三、 結論與建議
從本次調查中發現，本校學生在「藝術及審美素養」、「執行能力」及「團隊合
作能力」表現最好，滿意度達 80%以上，顯示出學校培育學生在藝術及審美素養、執
行能力及團隊合作能力上較受肯定。但如與去年比較，在「藝術及審美素養」下降
了 8%；
「執行能力」則增加 2%；
「團隊合作能力」則持平。而在「創新能力」
、
「整合
能力」及「溝通表達能力」獲得的滿意度較低，是較為不足需補強的部份，與去年
比較，在「創新能力」下降了 14%；「整合能力」下降了 5%；「溝通表達能力」下降
了 4%，建議學校未來可在課內外的課程及活動上多訓練學生的創新能力、整合能力
及溝通表達能力，以協助學生提前適應未來進入職場所需要的能力。
而在雇主僱用優先重視項目上，學生表現較弱的部份分別為「解決問題能力」、
「專業知識與技能」
、
「主動積極」及「溝通表達能力」
，此部份除透過課程安排加以
補強外，也可鼓勵學生多參與社團、校內外競賽展演、實習打工等方式，在實作環
境中學習克服困境、培養彈性思維及提升人際互動口語表達技巧。最後在畢業生資
歷上「主修系所」、「專業實習經驗」及「作品集」是最近 3 年調查的前 3 項考量項
目，且雇主在建議回饋上也一再強調職場實務概念與經驗的重要性，故學校可持續
推動校內外專業實習，並鼓勵學生踴躍參與，此外「作品集」也連續三年納入重要
考量因素，故學生在校期間即應將校內外課程、競賽等自我作品做有效的累積彙整，
作為未來推薦自我的重要資源。
在雇主對本校畢業校友整體表現方面，從調查結果發現，對於本校校友在「整
體表現」上的評價以「滿意」居多，占整體 54%；而「非常滿意」次之占 25%，滿意
以上合計為 89%，與去年比較則上升了 5%，可見雇主大多數肯定本校校友在職場上
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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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藝文中心各館廳 2 月份使用明細表
場
地

演
講
廳

國
際
會
議
廳

序
號

使 用 單 位

活 動 名 稱

時

1 汎璇音樂教室

汎璇音樂教室學生
發表會

2/12

2 統一超商

店經理會議

2/17

3 巴洛克音樂學苑

巴洛克音樂教育全
國音樂大賽

2/25
2/26

1 國際事務處

2017 境外交換生新
生入學說明會

2/16

2 藝術博物館

2017 臺藝新策論壇

2/22

3 文書組

105-7 行政會議

2/21

39

間

附件三
藝文中心2月場地收支統計
藝文中心場館收入
臺藝表演廳場地收入
演講廳場地收入
國際會議廳場地收入
收入總計
藝文中心場館支出
2月份工讀金
2月份營業稅
2月場館清潔費
支出合計

金額
0
225,843
0
225,843
金額
14,747
9,773
56,173
80,693
1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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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單位

合計

祕書室
教務處
總務處
學務處
研發處
國際事務處
文創處
圖書館
藝文中心
電算中心
藝博館
美術學院
美術系所
書畫系所
雕塑系所
古蹟系所
設計學院
視傳系所
工藝系所
多媒系所
創產所
傳播學院
圖文系所
廣電系所
電影系所
表演藝術學院
戲劇系所
音樂系所
國樂系所
舞蹈系所
人文學院
藝政所
藝教所
通識中心
體育中心
師培中心
推廣教育中心

建教合作收入
105金額

837,395

107預估數

900,000
1,835,798

2,214,000

113,489
300,000

922,012
2,970,789
253,500
1,186,559

1,753,785

600,600

30,000,000
4,716,162
7,032,585
558,104

105金額

政府補助收入
107預估數
30,000,000
3,960,000
300,000
3,400,000

450,000

4,785,601
99,974

200,000

1,500,000

755,282

358,567
240,002
141,936

854,400

52,883,198

100,000
200,000

42,216,400

105金額

捐款收入

123,500
300,000
416,300
2,573,100
574,700

495,000

300,000
500,000
2,000,000
400,000

50,000
58,250
589,000

339,050

147,250

800,000

7,951,918

1,016,500

123,500
218,999
39,529
126,400
741,840
19,000

6,085,000

100,000
300,000

50,000

200,000

200,000
535,000

200,000

500,000

107預估數

107年度各單位概算收入預估數及105年度金額
105金額

推廣教育收入
107預估數

-

374,258

600,000
200,000

50,000

80,000

500,000

9,000
2,759,242
3,776,802
732,247
598,833
69,305
2,213,442
1,859,454
390,540
244,220
415,604

660,000

30,000

45,462

50,000

7,000
3,115,610
4,007,791
702,522
203,851
66,882
1,691,908
2,351,882
280,000
113,173
295,674

103,442

700,000
300,000

11,682,500

502,000

208,380
1,674,810
637,500
757,360
1,653,479
650,520
24,000
5,390,902
66,897

176,797

12,000,000

46,342

638,500

18,045
336,871
557,820
383,545
640,580
57,180
538,900
938,547
12,055
6,302,127
11,432,204

535,900
211,725

200,000

600,000
30,000

272,000
500,000
80,000
1,000,000
100,000

12,542,978

34,435,467

1,183,000

2,990,000

30,075
1,344,983
859,919
431,245
100,000
19,060
582,466
34,227
920,571
559,366
570,000
11,064,587

5,670,431

29,596,488

53,982,038

8,938,000
28,723,489

39,960
4,221,068
1,955,821
62,400

194,000
7,011,032
16,832,783

105金額

場地收入

107預估數

70,000
5,450,000
7,200,000

3,800,000

96,000

569,534
88,457
36,000

100,000

20,000
20,000

31,091,055

80,000

16,7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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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各類型收入-按學院分類

附件五
學院

建教合作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

政府補助收入

美術學院

956,005

7,876,124

80,000

3,864,100

設計學院

5,373,669

4,776,961

46,342

697,250

傳播學院

18,596,380

564,508

740,000

486,300

表演藝術學院

9,563,232

1,936,861

5,484,144

1,250,268

人文學院

14,305,559

7,848,809

897,218

1,035,500

合計

48,794,845

23,003,263

7,247,704

7,333,418

建教合作收入

單位：千元

20,000

10,000

15,000

8,000

捐款收入

場地收入

合計
12,776,229

80,000

10,974,222
20,387,188

693,991

18,928,496
24,087,086

773,991

87,153,221

推廣教育收入

單位：千元

捐款收入

單位：千元

各類型收入依學院別合計

單位：千元

6,000

10,000

4,000

5,000

2,000

-

-

政府補助收入

單位：千元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

場地收入

單位：千元
30,000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

800

600
400
200
-

2017/3/17 10:28 AM 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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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投資取得收益收支管理要點（修正草案）
94 年 3 月 1 日 94 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95 年 4 月 11 日 94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5 年 6 月 20 日 95 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96 年 10 月 23 日 96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6 年 11 月 22 日 96 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97 年 2 月 25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70026109 號函備查
97 年 02 月 25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70026109 號函備查
105 年 1 月 12 日 104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3 月 10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105 年 9 月 20 日 105 學年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11 月 29 日 105 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投資取得收益收支、保管及運用，以協助充實
校務基金，增進教育績效為目的，特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投資取得收益收支
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投資管理小組專責評估投資規劃策略、目標及績效指標之訂定、各項投資案之評量
與決策、投資經費之管控及其他相關投資事項。
投資項目包括：
(一）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國庫劵或其他短期票劵。
(三）投資於與校務發展或研究相關之公司或企業，除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
得股權者外，得以自籌收入作為投資資金來源。
(四）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本要點所稱投資收益，指第三點各款、接受捐贈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所產生之有
關收益。
本校學雜費收入及其他自籌收入具有特定用途者，不得作為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
三款投資資金來源。
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項目，經費來源除留本性質之受贈收入外，
其合作投資額度不得超過本校可用資金及長期投資合計數之百分之五十。
前項所稱留本性質之受贈收入，指本校與捐贈者間以契約或協議約定，本校將受贈
收入透過投資方式產生收益，並僅以該收益支用於契約規範之用途，不動支原受贈
收入款項。
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公司及企業股權，不得超過該個別公司及企
業股份百分之五十。
投資管理小組應將年度投資計畫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執
行；如有特殊情形，得以簽案方式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並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報
告。
校務基金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運用。
投資取得收益之運用，應編列預算，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
投資收益得支應之用途如下：
（一） 與產生投資收益有關之支出。
（二） 編制內人員本薪（年功薪）或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
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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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講座經費。
（四） 教學及研究獎勵。
（五） 出國旅費。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租賃。
（七） 新興工程。
（八） 債務之償還。
（九） 其他與本校校務發展有關之支出項目。
十一、 投資取得收益於每年度結束後一個月辦理結算，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
十二、 有關投資規劃及效益內容，應納入本校財務規劃報告書、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並送
教育部備查。
十三、 本收入業務之執行、收支、保管及運用，應遵循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及相關規定辦理，
並配合本校相關稽核單位執行年度稽核計畫，提供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如發現執
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應定期追蹤至改善為止。
十四、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
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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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投資取得收益收支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三、
投資項目包括：
三、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劵或其
他短期票劵。
(三） 投資於與校務發展或
研究相關之公司或企
業，除以研究成果或技
術作價無償取得股權
者外，得以自籌收入作
為投資資金來源。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
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
益之投資。
十一、 投資取得收益於每年度結
十一、
束後一個月辦理結算，提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
十三、

十四、

本收入業務之執行、收支、 十三、
保管及運用，應遵循本校內
部控制制度及相關規定辦
理，並配合本校相關稽核單
位執行年度稽核計畫，提供
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如發
現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
項，應定期追蹤至改善為
止。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並
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
同。

現行規定
投資項目包括：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劵或其
他短期票劵。
(三） 投 資 於與 校務 發展 或
研 究 相關 之公 司或 企
業，除以研究成果或技
術 作 價無 償取 得股 權
者外，得以捐贈收入作
為投資資金來源。
(四） 其 他 具有 收益 性及 安
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
益之投資。
投資取得收益於每年度結
束後一個月辦理結算，提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經
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說明
依教育部 106 年 1 月
19 日臺教高（三）字
第 1060010017 號函說
明二修正意見，「捐贈
收入」修正為「自籌收
入」。

依教育部 106 年 1 月
19 日臺教高（三）字
第 1060010017 號函說
明二修正意見，投資結
算無須報部備查。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
依教育部 106 年 1 月
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19 日臺教高（三）字
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並 第 1060010017 號函說
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
明二修正意見，新增發
同。
生異常或缺失時之具
體處理方式。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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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傑出校友選拔暨表揚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傑出校友選拔暨表揚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傑出校友選拔及表揚辦

點

法

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第一條

為獎勵畢業校友奮發自強，彰顯校友成就

校)為獎勵畢業校友奮發自強，彰顯校友成

以隆校譽，並鼓勵在校同學見賢思齊，特

就以隆校譽，並鼓勵在校同學見賢思齊，

訂定本要點。

特訂定本辦法。

二、 本要點所稱之校友，包含本校改制前

第二條

稱之國立臺灣藝術學院、國立臺灣藝術專

制前稱之國立臺灣藝術學院、國立臺灣藝

科學校、國立藝術學校。

術專科學校、國立藝術學校。

三、 有關傑出校友之推薦、審查及表揚方

第三條

式等，悉依本要點辦理。

揚方式等，悉依本辦法辦理。

一、 四、選拔對象：

第四條

(一)凡本校各系(科)所畢業生，未曾接受

業生，以往未曾接受本辦法表揚之校友(不

本要點表揚之校友(不含在校學生、肄業學

含在校學生、肄業學生)。

明

表揚辦法修正為表揚要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

本辦法所稱之校友，包涵本校改

有關傑出校友之推薦、審查及表

選拔對象：凡本校各系(科)所畢

生)。
(二)曾於本校修習學程或學分班學生，在
各領域有傑出貢獻，足為後學楷模者，得
被推薦為傑出校友候選人。
五、 推薦資格：凡具有下列事蹟之一者， 第五條

推薦資格：凡具有下列事蹟之一

推薦資格加上除外條件─

且非本校現職專任教師、研究人員或行政

者，均得予以推薦表揚：

且非本校現職專任教師、研

人員者，均得予以推薦表揚：

一、畢業後從事藝術工作，表現傑出，獲

究人員或行政人員者。

(一)畢業後從事藝術工作，表現傑出，獲

全國性或國際性公開表揚或獎勵者。

全國性或國際性公開表揚或獎勵者。

二、畢業後從事藝術相關工作，表現傑出，

(二)畢業後從事藝術相關工作，表現傑

對國家、社會具有特殊貢獻者。

出，對國家、社會具有特殊貢獻者。

三、畢業後從事進修或學術研究工作，成

(三)畢業後從事進修或學術研究工作，成

果豐碩，足為在學者表率者。

果豐碩，足為在學者表率者。

四、具有其他傑出表現者。

(四)具有其他傑出表現者。
六、 表揚名額：每年度表揚之名額以不逾

第六條

推薦及選拔程序：分「推薦」
、
「審

十名為原則，獲選為本校傑出校友，每人

查」與「核定」三階段辦理。

以一次為限。

推薦：推薦作業於每年 5 月以前由校友聯
絡中心負責通知。由各系所專任教師、各
系所友會、地區校友會等分別推薦予各系
所。推薦候選人時請簡要填列推薦書表
格，並檢附候選人重要之傑出事蹟，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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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第六點表揚名額。

面方式提出。
審查：
一、審查作業由系所及系所校友會組成審
查小組負責，由系所主管召集所屬專任教
師及系所校友會及地區校友會代表五至九
人，組成審查小組（教師及校友會代表以
同數為原則）
，並由系所主管擔任主席，於
7 月底前完成審查作業。
二、審查作業各系所以通過一人為原則。
三、經審查通過之候選人推薦表、相關文
件及會議紀錄由各系所彙送校友聯絡中
心。
四、已改名、合併、分系所之系(科)所，
如有適當候選人，得由現有相關系所推薦
之。
核定：
審查通過之候選人由校友聯絡中心彙整，
陳報校長核定，始得通過為傑出校友
當選人，並接受表揚，人數各系所至多以
不超過一人為原則。
七、推薦及選拔程序：分推薦、審查與核

第七條

定三階段辦理。

一、推薦表件每年 5 月 31 日前送交本校校

拔程序。推薦、審查及核定

(一)推薦：

友聯絡中心彙整後轉各系所辦理審查作

要點文字修訂。

業。

成立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

中心負責通知。由各系所專任教師、各系

二、審查作業於每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將

委員組成、人數、任期及會

所校友會、地區校友會等分別推薦予各系

審查作業結果送至校友聯絡中心彙整。

議召開規定。

所。推薦候選人時請填具推薦書表格，並

三、彙整作業於每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經

檢附候選人重要之傑出事蹟與佐證資料，

校長核定後，由校友聯絡中心轉知校友總

以書面方式提出。

會。

1.推薦作業於每年 5 月以前由校友聯絡

推薦及選拔時間：

2.已改名、合併、分系所之系(科)所，
如有適當候選人，得由現有相關系所推薦
之。
(二)審查：分二階段審查
1.第一階段審查
(1)審查作業由系所及系所校友會組成
審查小組負責，由系所主管召集所屬專任
教師、系所校友會及地區校友會代表 5 至
9 人，組成審查小組（教師及校友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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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文字修訂為推薦及選

以同數為原則）
，並由系所主管擔任主席，
於 6 月底前完成審查作業。
(2)審查作業各系所以通過一人為原則。
(3)經審查通過之候選人推薦表、相關文
件及會議紀錄由各系所彙送校友聯絡中
心。
2.第二階段審查
(1)由本校組成「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遴委會)進行審查，委員會人數
11-13 人，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校
友總會理事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
另由校長遴聘校友代表教師代表及社會公
正人士。委員任期為 1 年，並由校長擔任
召集人。
(2)遴委會於 7 月底前召開會議，由召集
人擔任主席。遴委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始得開會。會中由校友聯絡中心彙
整報告候選人之傑出事蹟，討論後投票，
經獲遴委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者，即屬當選。
(三)核定：
遴委會審查通過之候選人，由校友聯絡中
心彙整，陳報校長核定。
八、推薦及選拔時間：

第八條

表揚方式：

(一)推薦表件每年 5 月 31 日前送交校友聯

一、於每年校慶大會時公開表揚之。

絡中心彙整後轉各系所辦理審查作業。

二、頒發「傑出校友」當選證書。

(二)第一階段審查作業於每年 6 月 30 日前

三、傑出事蹟刊登於「臺藝新視界」
、「校

完成，將審查作業結果送至校友聯絡中心

網站」表揚。

彙整。

四、當選紀錄登錄於校史館「歷屆傑出校

(三)第二階段審查作業於每年 7 月 31 日前

友」資料庫以為表彰。

原第七條推薦及選拔時間改
為第八點

完成，將遴委會審查作業結果陳校長核定
後，由校友聯絡中心轉知校友總會。
九、表揚方式：

第九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相關

(一)於每年校慶大會時公開表揚之。

規定辦理。

原第八條表揚方式改為第九
點

(二)頒發「傑出校友」當選證書。
(三)傑出事蹟刊登於「校網站」表揚。
(四)當選紀錄登錄於校史館「歷屆傑出校
友」資料庫以為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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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校傑出校友如有重大違法行為，經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法院判決確定致嚴重影響校譽者，得經遴

修正時亦同。

增訂傑出校友被除名原因及
規定

委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予以除
名。
十一、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相關規

原第九條改為第十一點

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原第十條改為第十二點，並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加上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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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傑出校友選拔暨表揚要點(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84 年 5 月 23 日 83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86 年 2 月 25 日 85 學年度第 08 次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89 年 7 月 25 日 88 學年度第 26 次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2 年 7 月 22 日 91 學年度第 22 次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31 日 95 學年度第 20 次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7 年 3 月 25 日 96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21 日 100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訂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畢業校友奮發自強，彰顯校友成就以隆校譽，
並鼓勵在校同學見賢思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校友，包含本校改制前稱之國立臺灣藝術學院、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
國立藝術學校。
三、有關傑出校友之推薦、審查及表揚方式等，悉依本要點辦理。
四、選拔對象：
(一)凡本校各系(科)所畢業生，未曾接受本要點表揚之校友(不含在校學生、肄業學
生)。
(二)曾於本校修習學程或學分班學生，在各領域有傑出貢獻，足為後學楷模者，得被推
薦為傑出校友候選人。
五、推薦資格：凡具有下列事蹟之一者，且非本校現職專任教師、研究人員或行政人員者，
均得予以推薦表揚：
(一)畢業後從事藝術工作，表現傑出，獲全國性或國際性公開表揚或獎勵者。
(二)畢業後從事藝術相關工作，表現傑出，對國家、社會具有特殊貢獻者。
(三)畢業後從事進修或學術研究工作，成果豐碩，足為在學者表率者。
(四)具有其他傑出表現者。
六、表揚名額：每年度表揚之名額以不逾十名為原則，獲選為本校傑出校友，每人以一次為
限。
七、推薦及選拔程序：分推薦、審查與核定三階段辦理。
(一)推薦：
1.推薦作業於每年 5 月以前由校友聯絡中心負責通知。由各系所專任教師、各系所校
友會、地區校友會等分別推薦予各系所。推薦候選人時請填具推薦書表格，並檢附
候選人重要之傑出事蹟與佐證資料，以書面方式提出。
2.已改名、合併、分系所之系(科)所，如有適當候選人，得由現有相關系所推薦之。
(二)審查：分二階段審查
1.第一階段審查
(1)審查作業由系所及系所校友會組成審查小組負責，由系所主管召集所屬專任教師、
系所校友會及地區校友會代表 5 至 9 人，組成審查小組（教師及校友會代表以同數
為原則），並由系所主管擔任主席，於 6 月底前完成審查作業。
(2)審查作業各系所以通過一人為原則。
(3)經審查通過之候選人推薦表、相關文件及會議紀錄由各系所彙送校友聯絡中心。
2.第二階段審查
(1)由本校組成「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進行審查，委員會人數 11-13
人，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校友總會理事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另由校
長遴聘校友代表教師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委員任期為 1 年，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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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遴委會於 7 月底前召開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遴委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始得開會。會中由校友聯絡中心彙整報告候選人之傑出事蹟，討論後投票，經獲
遴委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者，即屬當選。
(三)核定：
遴委會審查通過之候選人，由校友聯絡中心彙整，陳報校長核定。
八、推薦及選拔時間：
(一)推薦表件每年 5 月 31 日前送交校友聯絡中心彙整後轉各系所辦理審查作業。
(二)第一階段審查作業於每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將審查作業結果送至校友聯絡中心彙
整。
(三)第二階段審查作業於每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將遴委會審查作業結果陳校長核定後，
由校友聯絡中心轉知校友總會。
九、表揚方式：
(一)於每年校慶大會時公開表揚之。
(二)頒發「傑出校友」當選證書。
(三)傑出事蹟刊登於「校網站」表揚。
(四)當選紀錄登錄於校史館「歷屆傑出校友」資料庫以為表彰。
十、本校傑出校友如有重大違法行為，經法院判決確定致嚴重影響校譽者，得經遴委會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予以除名。
十一、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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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中心設置要點（草案）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術出版與發行，提升研究風氣，
促進教學與研究成果交流，設置「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中心出版發行人由本校校長擔任，主任由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館長兼
任，行政事務由本館人員辦理。
三、本中心業務如下：
（一）企劃：處理出版品徵選與執行相關計畫，協助校、內外學者各類具有
學術與教育價值著作之出版。
（二）出版：處理出版品之編輯、印刷、數位化等業務。
（三）行銷：處理出版品經銷網之建置、行銷、庫存管理等業務。
（四）庶務：處理出版計畫之經費帳務、版權合約、出版法規、庫存銷售、
統計報表及各項合約等。
四、本中心設出版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提供出版品之徵稿、審查、編輯、
印行等相關作業方針之研議與法規之諮詢，本會置委員十七人，本館館長、
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聘校內、外學者專家擔
任之，各委員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其要點另訂之。
五、本中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館採編組組長兼任，承主任之命，負責相關業
務規劃協調以及議程安排等相關事項。
六、本中心出版編輯實務採主編制，主編對本中心負責，執行各類出版稿件之編
審作業。主編由本中心主任提名，陳校長核准後聘任之，有關主編運作要點
另訂之。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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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中心設置要點(草案)
規定

說明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術出版 揭示本要點之目的。
與發行，提升研究風氣，促進教學與研究成果交流，
設置「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中心出版發行人由本校校長擔任，主任由圖書館 說明權責劃分。
(以下簡稱本館)館長兼任，行政事務由本館人員辦理。
三、本中心業務如下：
說明出版中心業務內
（一）企劃：處理出版品徵選與執行相關計畫，協助校、 容。
內外學者各類具有學術與教育價值著作之出版。
（二）出版：處理出版品之編輯、印刷、數位化等業務。
（三）行銷：處理出版品經銷網之建置、行銷、庫存管
理等業務。
（四）庶務：處理出版計畫之經費帳務、版權合約、出
版法規、庫存銷售、統計報表及各項合約等。
四、本中心設出版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提供出 明訂出版編輯委員會
版品之徵稿、審查、編輯、印行等相關作業方針之 設置目的、任務、編
研議與法規之諮詢，本會置委員十七人，本館館
制及任期。
長、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
校長遴聘校內、外學者專家擔任之，各委員任期二
年，連選得連任，其要點另訂之。
五、本中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館採編組組長兼任， 明訂執行秘書職掌與
承主任之命，負責相關業務規劃協調以及議程安排 工作
等相關事項。
六、本中心出版編輯實務採主編制，主編對本中心負
明訂主編職責及產生
責，執行各類出版稿件之編審作業。主編由本中心 方式。
主任提名，陳校長核准後聘任之，有關主編運作要
點另訂之。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本要點之立法程序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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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品主編制運作要點（草案）
一、為提升本校學術出版品之編輯水準，精確掌握編輯方針，依據本校出版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要點第六點，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品主編
制運作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主編一職由本中心主任就校內、外學者專家提名，陳校長核准後聘任之。學
術著作主編任期至該著作出版日止;學術期刊主編任期兩年，得連任。主編
對本中心負責，並得視需要成立編輯小組，召集編輯小組會議（國外委員以
電子郵件聯絡），處理編輯業務。編輯之文書作業由本中心負責。
三、主編分為學術著作主編及學術期刊主編，其任務如下：
（一）學術著作主編
1. 訂（修）定學術出版審稿辦法、徵稿啟事及作業流程等相關審稿作業制度。
2. 書稿編審方針之規劃、執行及出刊前複審確認。
3. 對外書稿之徵求，並推薦撰稿人選。
4. 書稿初審及推薦外審委員名單。
5. 其他有關編輯（含文編、美編）相關事宜。
（二）學術期刊主編
1. 訂（修）定學術期刊出版審稿辦法、徵稿啟事及作業流程等相關審稿作業
制度。
2. 依據學術期刊審稿辦法，討論各期收錄稿件，並決議刊載之期號。
3. 對外稿件之徵求，並推薦各期專題論文邀稿人選。
4. 論文初審及推薦外審委員名單。
5. 其他有關編輯（含文編、美編）相關事宜。
四、主編職務係榮譽職，但企劃處理過程頗費時費力，俟著作、期刊完成後，每
案得發給企劃執行費用，其數額依本校「運用自籌經費辦理活動暨展演酬勞
支用要點」辦理。
五、編輯小組成員之聘任由主編就校內、外學者專家遴選，經本中心主任同意後
擔任之，採任務編組方式，均為無給職，但校外人員得酌支交通費、出席費。
六、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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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主編制運作要點(草案)
規定

說明

一、為提升本校學術出版品之編輯水準，精確掌握編輯方針，
依據本校出版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要點第六點，
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品主編制運作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揭示本要點之
目的。

二、主編一職由本中心主任就校內、外學者專家提名，陳校長 說明主編產生
核准後聘任之。學術著作主編任期至該著作出版日止;學術 方式、任期及職
期刊主編任期兩年，得連任。主編對本中心負責，並得視 掌。
需要成立編輯小組，召集編輯小組會議（國外委員以電子
郵件聯絡）
，處理編輯業務。編輯之文書作業由本中心負責。
三、主編分為學術著作主編及學術期刊主編，其任務如下：
（一）學術著作主編

明訂主編類別
及其任務。

1. 訂（修）定學術出版審稿辦法、徵稿啟事及作業流程等相
關審稿作業制度。
2. 書稿編審方針之規劃、執行及出刊前複審確認。
3. 對外書稿之徵求，並推薦撰稿人選。
4. 書稿初審及推薦外審委員名單。
5. 其他有關編輯（含文編、美編）相關事宜。
（二）學術期刊主編
1. 訂（修）定學術期刊出版審稿辦法、徵稿啟事及作業流程
2.

等相關審稿作業制度。
依據學術期刊審稿辦法，討論各期收錄稿件，並決議刊載
之期號。
對外稿件之徵求，並推薦各期專題論文邀稿人選。
論文初審及推薦外審委員名單。
其他有關編輯（含文編、美編）相關事宜。

3.
4.
5.

四、主編職務係榮譽職，但企劃處理過程頗費時費力，俟著作、 明訂主編獎勵
期刊完成後，每案得發給企劃執行費用，其數額依本校「運 方式。
用自籌經費辦理活動暨展演酬勞支用要點」辦理。
五、編輯小組成員之聘任由主編就校內、外學者專家遴選，

明訂編輯小組

經本中心主任同意後擔任之，採任務編組方式，均為無
給職，但校外人員得酌支交通費、出席費。

產生方式及工
作性質。

六、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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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點之立法
程序。

附件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編輯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89.10.17 八十九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91.03.05 九十學年度第十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12.14 九十三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2.19 九十六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 . 105 學年度第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術出版與發行，提升研究風氣，
促進教學與研究成果交流，依據本校出版中心設置要點第四點，設置出版編
輯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負責本校出版品之法規、徵稿、審查、編輯、印行等相關作業方針之研
議與諮詢。
三、本會置委員十七人，圖書館館長、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
員由校長遴聘校內、外之學者專家擔任之，各委員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本校委員應少於總委員人數之二分之一。
四、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圖書館館長擔任並兼會議主席。
五、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審查會議，必要時由主席召集臨時會議，需有全體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開會時，執行秘書需列席。
六、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校外委員（含校外特聘主編）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
通費。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辦理。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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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編輯委員會組織辦法
89.10.17 八十九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91.03.05 九十學年度第十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12.14 九十三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2.19 九十六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健全本校出版品之學術評審機制，提昇學術研究水準，特訂定出
版編輯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組織辦法。
第二條 本會負責學校出版品之法規、徵稿、審查、編輯、印行等相關作業
之研議。
第三條 本會設委員十六人，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另每一學門
聘任兩位校外委員，由校長遴聘之。本校委員應少於委員會總人數
之二分之一；各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務長擔任並兼會議主席。
第五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組長兼任，負責執行開
會決議，並處理有關出版品之編印、發行作業。
第六條 本會分別依美術學院、設計學院、傳播學院、表演學院、人文學院
等五大學門各設置召集人一人，由各學院院長擔任之，負責該學門
稿件初審事宜。
第七條 本會於預定出版品截稿後、編印前召開一次審查會議，必要時由主
席召集臨時會議。開會時，需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執行
秘書列席。若非國科會申請獎助項目者，其校內、外委員人數不受
比例限制。
第八條 本會委員及派兼人員均為無給職，但非由本校人員兼任者得依規定
支給出席費。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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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編輯委員會組織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編輯
委員會組織設置要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編輯
委員會組織辦法

一、辦法為法規命
令，本項業務執行屬
行政規則，應以「要
點」命名之。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辦理學術出版與
發行，提升研究風氣，促進教
學與研究成果交流，依據本校

第一條
為健全本校出版品之學術評
審機制，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特訂定出版編輯

一、條款修正為序
號。
二、因應出版中心成
立，修正設置依據。

出版中心設置要點第四點，設 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組織辦 三、修正為「要點」
置出版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 法。
作文字修正。
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負責本校出版品之法
規、徵稿、審查、編輯、印行
等相關作業方針之研議與諮
詢。

第二條
本會負責學校出版品之法
規、徵稿、審查、編輯、印行
等相關作業之研議。

一、條款修正為序
號。
二、委員會職責增加
諮詢項目。

三、本會置委員十七人，圖書 第三條
一、條款修正為序
館館長、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 本會置委員十六人，教務長及 號。
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 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另每 二、因業務移轉，圖
遴聘校內、外之學者專家擔任
之，各委員任期二年，連選得
連任。本校委員應少於總委員
人數之二分之一。

一學門聘任兩位校外委員，由
校長遴聘之。本校委員應少於
本會總人數之二分之一；各委
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書館館長為當然委
員。
三、校外委員人數依
實際需要聘任。
四、委員任期參酌他
校作法延長為兩年,
減輕行政負擔。

四、
第四條
一、條款修正為序
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圖書館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務 號。
館長擔任並兼會議主席。
長擔任並兼會議主席。
二、業務移轉;主任
委員改為召集人。
第五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教務
處綜合業務組組長兼任，執行
開會決議，並處理有關出版品
之編印、發行作業。

58

一、
因應出版中心成
立，執行秘書任務改
由中心設置要點規
範，本條文刪除。

第六條

一、推動主編制，負

本會分別依美術學院、設計學 責相關編輯實務工
院、傳播學院、表演學院、人 作，由主編進行把
文學院等五大學門各設置召
關，本條文刪除。
集人一人，由各學院院長擔任
之，負責該學門稿件初審事
宜。
五、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審查會議，必要時由主席召集
臨時會議，需有全體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開會

第七條
本會於預定出版品截稿後、編
印前召開一次審查會議，必要
時由主席召集臨時會議。開會

一、條款修正為序
號，原第五、六條文
刪除，序號配合更
改。

時，執行秘書需列席。

時，需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執行秘書列席。若非
國科會申請獎助項目者，其校
內、外委員人數不受比例限
制。

二、會議時間由主席
視需要召開。
三、本會議不受理國
科會案件，本段文字
刪除。

六、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校外 第八條
委員（含校外特聘主編）得依 本會委員及派兼人員均為無
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給職，但非由本校人員兼任者
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一、條款修正為序
號，原第五、六條文
刪除，序號配合更
改。
二、校外委員及特聘
主編得依規定核實
檢據報支交通費。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 第九條
一、條款修正為序
關法令辦理。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 號，原第五、六條文
令辦理。
刪除，序號配合更
改。
二、修正為「要點」
。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 第十條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亦同。
施，修正時亦同。

一、條款修正為序
號，原第五、六條文
刪除，序號配合更
改。
二、修正為「要點」
。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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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學報徵稿及審查 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87 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88 學年度第廿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89 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 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1 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1 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1 學年度第十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2 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 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4 學年度第十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4 學年度第十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學年度第十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提高學術水準，促進學
術交流，特出版藝術學報（以下簡稱本學報）
，為處理本學報之徵稿及審查事項，特訂定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學報徵稿及審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學報為與藝術相關之論著、調查報告及專題研究之發表園地，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出
版出版，除提供本校教師投稿外，並邀請全國各大學院校教師暨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人
員投稿。
三、撰稿原則：
（一）來稿所用文字，以中文、英文為限。
（二）稿件請用電腦橫打，每篇文稿（含中、英文摘要、本文、註釋、參考文獻、附錄、
圖表）字數以八千字至兩萬字為原則（含標點符號），圖文併計以 24 個版面（純文
字滿頁 38 字×38 行＝1,444 字）為限。
（三）稿件正文與中、英文摘要請自行印出一式四份，連同投稿者資料表，寄交本校圖書
館出版中心，經通知錄取後，再繳交確認文稿磁片（請用 word 文字檔儲存）及本校
製發之授權書一份。
（四）中、英文摘要以 250 字為原則，摘要包含：研究動機、目的、方法、結果等；並列
出中、英文關鍵字（key-words），關鍵字以不超過 6 個為原則。
（五）為便於匿名審查作業，正文及中、英文摘要中請勿出現任何個人資料，來稿之附註
及參考書目，請依文稿性質採用 APA 或 MLA 格式。
四、稿件格式：
（一）中文字體請使用新細明體，如須強調請用標楷體，文稿格式為橫向排列、左右對齊，
並註明頁碼（置每頁文末右下角）；英文字體請使用 Times New Roman 體。
（二）稿件首頁為 1、論文題目；2、作者姓名；3、任職機構及職稱、聯絡地址、傳真、
E-mail。
（三）稿件次頁為論文題目、論文摘要及正文。
（四）稿件末頁以英文書明論文題目、作者姓名及任職機構、職稱。
（五）稿件裝訂順序為：1、首頁資料；2、中文摘要（含關鍵字）
、正文（含參考文獻、注
釋）、圖表；3、英文摘要（含關鍵字）。
五、著作財產權事宜：
（一）本學報刊載之論著以未經發表為原則。請勿一稿兩投，違反學術倫理，或侵犯他人
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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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本學報接受刊登之著作，其著作權仍歸作者所有，但作者同意授權本學報得再授
權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
並得酌作格式之修改。且未經本校同意，不得在其他刊物再行發表。
（三）來稿若經採用，本學報因編輯需要，保有文字刪修權。
（四）文稿有抄襲爭議者，概由撰稿人自行負責。
六、本學報不支付稿費，來稿若經刊登，將敬贈作者當期刊物 3 冊及抽印本 20 份。
七、稿件交寄：
（一）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北市板橋區（220）大觀路 1 段 59 號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
出版中心收。
（二）有關本學報之「投稿者資料表」、「授權書」等，請逕至本校網站查詢，網址為：
http://www.ntua.edu.tw。洽詢電話：（02）2272-2181-1715。
八、審查：
本學報之審稿制度，包括初審（含形式審查、預審）、外審與複審四個階段。
（一）形式審查：由主編針對來稿確認是否符合形式要件（包括字數、撰稿體例等）
，不合
者退回修正或退件。
（二）預審：通過形式審查之稿件，由本學報主編針對文稿品質及主題宗旨進行預審；如
有疑義，由本學報主編邀請另一位委員複審，若看法一致即予退件。
（三）外審：
1、通過預審之稿件，由主編提出建議名單經主任委員同意後，以匿名方式送請二至三
位相關領域之專業學者進行外部審查，經二人以上通過者始准進入複審。
2、經審查要求修改之論文，應填寫「學報論文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3、外審意見分為四類：
（1）同意刊登。
（2）修正後刊登。
（3）修正後再審。
（4）不同意刊登。
（四）複審：通過外審之稿件，委請本學報主編先行核閱所有審查意見、作者歷次修改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及文章整體品質，提供是否刊登之建議，並將結果提本校出版
編輯委員會議審議。
（五）本學報稿件之審查，酌致審查人審查費；其審查費之支給標準採按字計酬，每千字
中文一百七十元，外文二百一十元，每人每件審查費之請領金額以貳仟元為限。
（六）審查通過之稿件，本學報因編輯上之需要，保有刊登期數調整權。同一期同一作者
以刊載一篇論文稿件為原則，如作者係一人以上者，則以第一作者為認定基準；如
確有需要須及時刊載者，同一作者同一期中以加刊一篇為限。
（七）投稿者撤稿之要求，需以書面提出，並敘明撤稿理由。為避免資源浪費，凡於送外
審階段提出撤稿者，本刊一年內不接受其投稿。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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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學報」徵稿及審查辦法
87 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88 學年度第廿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89 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 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1 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1 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1 學年度第十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2 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 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4 學年度第十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4 學年度第十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學年度第十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宗旨：
一 本校為處理藝術學報之徵稿及審查事項，特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學報」徵
稿及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本學報以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提高學術水準，促進學術交流為宗旨。
第二條 徵稿：
一 本學報為與藝術相關之論著與調查報告之發表園地，於每年四月及十月出版，除
提供本校教師投稿外，並歡迎全國各大學院校教師暨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投稿。
二 本學報得視各類別稿件及字數情況，決定獨立出刊以下類別：藝術學報（美術類）、
藝術學報（設計類）
、藝術學報（傳播類）
、藝術學報（表演藝術類）
、藝術學報（人
文教育類）、藝術學報（綜合類）。
第三條 撰稿原則：
一 來稿所用文字，以中文、英文為限。
二 稿件請用電腦橫打，每篇文稿（含中、英文摘要、本文、註釋、參考文獻、附錄、
圖表）字數以八千字至兩萬字為原則（含標點符號），圖文併計以 24 個版面（純文
字滿頁 38 字×38 行＝1,444 字）為限。
三

四
五
第四條
一
二

稿件正文與中、英文摘要請自行印出一式四份，連同投稿者資料表，寄交出版編輯
委員會，經通知錄取後，再繳交確認文稿磁片（請用 word 文字檔儲存）及本校製發
之授權書乙份。
中、英文摘要以 250 字為原則，摘要包含：研究動機、目的、方法、結果等；並列
出中、英文關鍵字（key-words），關鍵字以不超過 6 個為原則。
為便於匿名審查作業，正文及中、英文摘要中請勿出現任何個人資料，來稿之附註
及參考書目，請用 APA 格式。
稿件格式：
中文字體請使用新細明體，如須強調請用標楷體，文稿格式為橫向排列、左右對
齊，並註明頁碼（置每頁文末右下角）
；英文字體字體請使用 Times New Roman 體。
稿件首頁為 1、論文題目；2、作者姓名；3、任職機構及職稱、聯絡地址、傳真、

E-mail。
三 稿件次頁為論文題目、論文摘要及正文。
四 稿件末頁以英文書明論文題目、作者姓名及任職機構、職稱。
五 稿件裝訂順序為：1、首頁資料；2、中文摘要（含關鍵字）
、正文（含參考文獻、注
釋）、圖表；3、英文摘要（含關鍵字）。
第五條 著作財產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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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學報刊載之論著以未經發表為原則。請勿一稿兩投，違反學術倫理，或侵犯他人
著作權。
二

三
四
第六條
第七條
一
二
第八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九條

經本學報接受刊登之著作，其著作權仍歸作者所有，但作者同意授權本學報得再授
權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
並得酌作格式之修改。且未經本校同意，不得在其他刊物再行發表。
來稿若經採用，本刊因編輯需要，保有文字刪修權。
文稿有抄襲爭議者，概由撰稿人自行負責。
本學報不支付稿費，來稿若經刊登，將敬贈作者當期刊物 3 冊及抽印本 20 份。
稿件交寄：
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北市板橋區（220）大觀路 1 段 59 號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藝術學報出版編輯委員會」收。
有關本刊之「投稿者資料表」、「授權書」等，請逕至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網站查詢，
網址為：http://www.ntua.edu.tw。洽詢電話：（02）2272-2181-1151。
審查：
投稿稿件與本刊撰稿原則及稿件格式等規定不符者，主編得逕予退回投稿者。
稿件於投稿後委請出版編輯委員會各學門召集人或學門委員負責初審事宜。初審通
過之稿件，聘請相關領域之專家擔任審查工作。
稿件複審分別委請校內、外學者專家三位審查之，經二人以上通過者始准予刊登。
送請審查之稿件，請審查人於三週內審閱完畢，註明審查意見後送回。。
稿件審查採雙向匿名方式進行，投稿者及審查人姓名均予保密。
審查意見共分四級：
(A) 同意刊登（建議 80 分以上）
(B) 修正後刊登（建議 80 分以上）
(C) 修正後再審（建議 79-70 分）
(D) 不同意刊登（69 分以下）
當審查分數或意見落差過大，稿件刊登與否，由「出版編輯委員會」依審稿委員之意
見討論後決議之。
學報稿件之審查，酌致審查人審查費；其審查費之支給標準採按字計酬，每千字中
文一百七十元，外文二百一十元，每人每件審查費之請領金額以貳仟元為限。
審查通過之稿件，本刊因編輯上之需要，保有刊登期數調整權。同一期同一作者以
刊載一篇論文稿件為原則，如作者係一人以上者，則以第一作者為認定基準；如確
有需要須及時刊載者，同一作者同一期中以加刊一篇為限。
投稿者撤稿之要求，需以書面提出，並敘明撤稿理由。為避免資源浪費，凡於送外
審階段提出撤稿者，本刊一年內不接受其投稿。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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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學報徵稿及審查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學報徵
稿及審查作業要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學報 一、辦法為法規命
徵稿及審查辦法
令，本項業務執行屬
行政規則，應以「要
點」命名之。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學
術研究，提高學術水準，促
進學術交流，特出版藝術學
報（以下簡稱本學報），為

第一條 宗旨：
一 、本校為處理藝術學報之
徵稿及審查事項，特訂定「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學報」
徵稿及審查辦法，以下簡稱

處理本學報之徵稿及審查
事項，特訂定「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藝術學報徵稿及審
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本學報為與藝術相關之論
著、調查報告及專題研究
之發表園地，於每年六月
及十二月出版出版，除提
供本校教師投稿外，並邀

一、條款修正為序
號。
二、修正為「要點」
作文字修正。
三、宗旨說明內容調

本辦法。
整並合併為一點。
二 本學報以鼓勵教師從事
學術研究，提高學術水準，
促進學術交流為宗旨。
第二條 徵稿：
一 本學報為與藝術相關之
論著與調查報告之發表園
地，於每年四月及十月出
版，除提供本校教師投稿

一、條款修正為序
號。
二、徵稿內容增加專
題研究。
三、出刊時間改為六

請全國各大學院校教師暨 外，並歡迎全國各大學院校 月及十二月。
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 教師暨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 四、歡迎投稿修正為
人員投稿。
邀請投稿。
投稿。
二 本學報得視各類別稿件 五、刪除稿件類別，
及字數情況，決定獨立出刊 不局限範圍。
以下類別：藝術學報（美術
類）、藝術學報（設計類）、
藝術學報（傳播類）
、藝術學
報（表演藝術類）
、藝術學報
（人文教育類）、藝術學報
（綜合類）。
三、撰稿原則：
（一）來稿所用文字，以中
文、英文為限。
（二）稿件請用電腦橫打，每
篇文稿（含中、英文摘
要、本文、註釋、參考

第三條 撰稿原則：
一 來稿所用文字，以中
文、英文為限。
二 稿件請用電腦橫打，每
篇文稿（含中、英文摘要、
本文、註釋、參考文獻、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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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款修正為序
號。
二、項次配合修正為
序號表示方式。
三、配合業務移轉，
改為本校圖書館出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文獻、附錄、圖表）字
數以八千字至兩萬字
為原則（含標點符
號）
，圖文併計以 24 個
版面（純文字滿頁 38
字×38 行＝1,444 字）
為限。
（三）稿件正文與中、英文摘
要請自行印出一式四
份，連同投稿者資料

錄、圖表）字數以八千字至
兩萬字為原則（含標點符
號），圖文併計以 24 個版面
（純文字滿頁 38 字×38 行＝
1,444 字）為限。
三 稿件正文與中、英文摘
要請自行印出一式四份，連
同投稿者資料表，寄交出版
編輯委員會，經通知錄取
後，再繳交確認文稿磁片（請

版中心。
四、來稿之附註及參
考書目，改依文稿性
質採用 APA 或 MLA
格式。

表，寄交本校圖書館出
版中心，經通知錄取
後，再繳交確認文稿磁
片（請用 word 文字檔
儲存）及本校製發之授
權書一份。
（四）中、英文摘要以 250 字
為原則，摘要包含：研
究動機、目的、方法、
結果等；並列出中、英
文
關
鍵
字

用 word 文字檔儲存）及本校
製發之授權書乙份。
四 中、英文摘要以 250 字
為原則，摘要包含：研究動
機、目的、方法、結果等；
並列出中、英文關鍵字
（key-words），關鍵字以不
超過 6 個為原則。
五 為便於匿名審查作業，
正文及中、英文摘要中請勿
出現任何個人資料，來稿之

（key-words）
，關鍵字 附註及參考書目，請用 APA
以不超過 6 個為原則。 格式。
（五）為便於匿名審查作業，
正文及中、英文摘要中
請勿出現任何個人資
料，來稿之附註及參考
書目，請依文稿性質採
用 APA 或 MLA 格式。
第四條 稿件格式：
一、條款修正為序
四、稿件格式：
（一）中文字體請使用新細明 一 中文字體請使用新細明 號。
體，如須強調請用標楷
體，文稿格式為橫向排
列、左右對齊，並註明
頁碼（置每頁文末右下
角）；英文字體請使用
Times New Roman 體。

體，如須強調請用標楷體， 二、項次配合修正為
文稿格式為橫向排列、左右 序號表示方式。
對齊，並註明頁碼（置每頁
文末右下角）
；英文字體字體
請使用 Times New Roman 體。
二 稿件首頁為 1、論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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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二）稿件首頁為 1、論文題
目；2、作者姓名；3、
任職機構及職稱、聯絡
地址、傳真、E-mail。
（三）稿件次頁為論文題目、
論文摘要及正文。
（四）稿件末頁以英文書明論
文題目、作者姓名及任
職機構、職稱。
（五）稿件裝訂順序為：1、

現行規定
目；2、作者姓名；3、任職
機構及職稱、聯絡地址、傳
真、E-mail。
三 稿件次頁為論文題目、
論文摘要及正文。
四 稿件末頁以英文書明論
文題目、作者姓名及任職機
構、職稱。
五 稿件裝訂順序為：1、首
頁資料；2、中文摘要（含關

、正文（含參考文獻、
首頁資料；2、中文摘 鍵字）
要（含關鍵字）、正文 注釋）、圖表；3、英文摘要
（ 含 參 考 文 獻 、 注 （含關鍵字）。
釋）
、圖表；3、英文摘
要（含關鍵字）。
第五條 著作財產權事宜：
五、著作財產權事宜：
（一）本學報刊載之論著以未 一 本學報刊載之論著以未
經發表為原則。請勿一 經發表為原則。請勿一稿兩
稿兩投，違反學術倫 投，違反學術倫理，或侵犯
理，或侵犯他人著作 他人著作權。
二 經本學報接受刊登之著
權。
（二）經本學報接受刊登之著
作，其著作權仍歸作者
所有，但作者同意授權
本學報得再授權其他
資料庫業者，進行重
製、透過網路提供服
務、授權用戶下載、列
印等行為。並得酌作格
式之修改。且未經本校
同意，不得在其他刊物

說明

作，其著作權仍歸作者所
有，但作者同意授權本學報
得再授 權其他資料庫業
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
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
印等行為。並得酌作格式之
修改。且未經本校同意，不
得在其他刊物再行發表。
三 來稿若經採用，本刊因
編輯需要，保有文字刪修

權。
再行發表。
（三）來稿若經採用，本學報 四 文稿有抄襲爭議者，概
因編輯需要，保有文字 由撰稿人自行負責。
刪修權。
（四）文稿有抄襲爭議者，概
由撰稿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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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款修正為序
號。
二、項次配合修正為
序號表示方式。
三、本刊配合修正為
本學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條款修正為序號。
六、本學報不支付稿費，來稿若 第六條 本學報不支付稿
經刊登，將敬贈作者當期刊 費，來稿若經刊登，將敬贈
作者當期刊物 3 冊及抽印本
物 3 冊及抽印本 20 份。
20 份。
七、稿件交寄：
（一）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北
市板橋區（220）大觀
路 1 段 59 號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圖書館出版
中心收。

第七條 稿件交寄：
一 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北
市板橋區（220）大觀路 1
段 59 號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藝術學
報出版編輯委員會」收。

一、條款修正為序
號。
二、項次配合修正為
序號表示方式。
三、配合業務移轉，
改為圖書館出版中

（二）有關本學報之「投稿者
資料表」、「授權書」
等，請逕至本校網站查
詢 ， 網 址 為 ：
http://www.ntua.edu
.tw。洽詢電話：（02）
2272-2181-1715。

二 有關本刊之「投稿者資
料表」、「授權書」等，請逕
至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網站查
詢，網址為：
http://www.ntua.edu.tw。
洽詢電話：（02）
2272-2181-1151。

心，並修改連絡分
機。
四、本刊改為本學

八、審查：
本學報之審稿制度，包括初審
（含形式審查、預審）、外審
與複審四個階段。

第八條 審查：
一 投稿稿件與本刊撰稿原
則及稿件格式等規定不符
者，主編得逕予退回投稿

一、條款修正為序
號。
二、項次配合修正為
序號表示方式。

（一）形式審查：由主編針對
來稿確認是否符合形
式要件（包括字數、撰
稿體例等），不合者退
回修正或退件。
（二）預審：通過形式審查之
稿件，由本學報主編針
對文稿品質及主題宗
旨進行預審；如有疑
義，由本學報主編邀請

者。
二 稿件於投稿後委請出版
編輯委員會各學門召集人或
學門委員負責初審事宜。初
審通過之稿件，聘請相關領
域之專家擔任審查工作。
三 稿件複審分別委請校
內、外學者專家三位審查
之，經二人以上通過者始准
予刊登。

三、規範稿件審查制
度為四個階段，提升
審查嚴謹度。
四、配合學報出版改
為主編制，主編負責
初審及委員推薦，原
審查作業方式文字
修正。
五、審查意見不以分
數標註，改以同意與

另一位委員複審，若看
法一致即予退件。
（三）外審：
1、通過預審之稿件，由主
編提出建議名單經主
任委員同意後，以匿名

四 送請審查之稿件，請審 否為刊登依據。
查人於三週內審閱完畢，註
明審查意見後送回。
五 稿件審查採雙向匿名方
式進行，投稿者及審查人姓
名均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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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修正規定
方式送請二至三位相
關領域之專業學者進
行外部審查，經二人以
上通過者始准進入複
審。
2、經審查要求修改之論
文，應填寫「學報論文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表」。
3、外審意見分為四類：

現行規定
六

審查意見共分四級：
(A) 同意刊登（建議 80
分以上）
(B) 修正後刊登（建議
80 分以上）
(C) 修正後再審（建議
79-70 分）
(D) 不同意刊登（69 分
以下）
七 當審查分數或意見落差

（1）同意刊登。
（2）修正後刊登。
（3）修正後再審。
（4）不同意刊登。
（四）複審：通過外審之稿
件，委請本學報主編先
行核閱所有審查意
見、作者歷次修改之審
查意見處理情形表及
文章整體品質，提供是
否刊登之建議，並將結

過大，稿件刊登與否，由「出
版編輯委員會」依審稿委員
之意見討論後決議之。
八 學報稿件之審查，酌致
審查人審查費；其審查費之
支給標準採按字計酬，每千
字中文一百七十元，外文二
百一十元，每人每件審查費
之請領金額以貳仟元為限。
九 審查通過之稿件，本刊
因編輯上之需要，保有刊登

果提本校出版編輯委
員會議審議。
（五）本學報稿件之審查，酌
致審查人審查費；其審
查費之支給標準採按
字計酬，每千字中文一
百七十元，外文二百一
十元，每人每件審查費
之請領金額以貳仟元
為限。

期數調整權。同一期同一作
者以刊載一篇論文稿件為原
則，如作者係一人以上者，
則以第一作者為認定基準；
如確有需要須及時刊載者，
同一作者同一期中以加刊一
篇為限。
十 投稿者撤稿之要求，需
以書面提出，並敘明撤稿理
由。為避免資源浪費，凡於

（六）審查通過之稿件，本學 送外審階段提出撤稿者，本
報因編輯上之需要，保 刊一年內不接受其投稿。
有刊登期數調整權。同
一期同一作者以刊載
一篇論文稿件為原
則，如作者係一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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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者，則以第一作者為認
定基準；如確有需要須
及時刊載者，同一作者
同一期中以加刊一篇
為限。
（七）投稿者撤稿之要求，需
以書面提出，並敘明撤
稿理由。為避免資源浪
費，凡於送外審階段提
出撤稿者，本刊一年內
不接受其投稿。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條款修正為序號。
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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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學報》稿約
一、本學報為刊載藝術相關之學術性論述刊物，並以未曾在國、內外其他刊物發
表過有關跨領域、具前瞻性及美學相關之學術論文為主體，歡迎國內、外藝
術相關領域研究學者投稿。
二、本學報為半年刊，每年六月、十二月出版。其中【專題徵稿】於每期出刊前
4 個月截稿，當期之專題未達三篇通過外審者，得併入一般稿件處理，一般
稿件則採隨到隨審、全年徵稿方式辦理。
三、稿件
（一）文字字數：以中文、英文為限，每篇文稿字數以八千字至兩萬字為限（圖
片以每張 300 字計算），特約稿除外。
（二）版面頁數：10~24 頁（含圖）。
（三）請依本刊「撰稿格式」撰寫。
（四）中、英文摘要各約 300 字並提供 5 個以內中、英文關鍵詞（英文摘要請
自行譯寫）。
四、論文中凡引用文獻、圖版、表格等涉及第三者著作權部分，請撰稿人事先取
得原作者或出版者之書面同意，本刊不負涉及智慧財產權等法律責任。
五、所有論文稿件經本學報主編初審，凡與本刊撰稿原則及稿件格式等規定不符
者，得逕予退回投稿者。初審通過之稿件，送請至少兩位相關領域之學者專
家匿名審查以及本校出版編輯委員會複審通過後，始得刊登。
六、本學報不支付稿費，來稿若經刊登，將敬贈作者當期刊物 3 冊及抽印本 20
份。
七、作者來稿經本學報收錄後，須同意以「無償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本學報
另外再授權其他資料庫之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授權用戶下載、列印、
瀏覽等行為。
九、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北市板橋區（220）大觀路 1 段 59 號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書館出版中心收。有關本學報之「投稿者資料表」
、
「授權書」等，請逕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網站查詢，網址為：http://www.ntua.edu.tw。
洽詢電話：（02）2272-2181-1715。
E-mail：t0348@ntua.edu.tw
FAX：(02)8965-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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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論文集刊徵稿及審查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91 學年度第十九次行政會議通過
92 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94 學年度第十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95 學年度第十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全國藝術相關類科研究生從事學術研究，以
提高本校藝術專業學術地位，促進學術交流，特出版藝術論文集刊（以下簡稱本刊）
。為
處理本刊之徵稿及審查事項，特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論文集刊徵稿及審查作業
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徵稿
（一）本刊為純學術性質，供全國大專院校藝術相關類科研究生發表各種研究論文；本刊
以每學期出刊一次（六月及十二月）為原則。
（二）有關研究論文之規定如下：
1、每篇文稿（含摘要、本文、註釋、參考文獻、附圖文）字數以八千字至兩萬字為原
則，圖文併計以 24 個版面（文每頁 38 字×38 行＝1,444 字）為限，須加註標點符號。
2、稿件以 A4 稿紙電腦打字，並列印一式四份，連同光碟擲交出版中心。
3、英文稿件得刊載於本刊，但須附上簡要的中文翻譯摘要。
4、本刊不另致稿酬，凡刊登之文稿將致送作者當期刊物 3 冊及抽印本 20 份。
5、來稿請以中、英文註明作者。並另附英文題目及摘要。
6、應隨同稿件繳交本校製發之授權書乙份。
（三）請撰稿人配合事項：
1、於文前撰寫 250 字左右的中文摘要：內容包括研究動機、目的、方法、結果等。
2、本文部份，原則上應具備前言、研究內容及結論等。
3、為求體例完整，請在正文中加註釋，並於篇末列舉參考文獻。註釋標號請以（註一）
（註二）之順序標明，或小字號 1.2.3….順序標明。
4、章節標號請務必清楚，中文稿件之章節款請按「壹、一、(一)、1、(1)、 」之順
序編寫。
5、參考文獻之部份，請按中英文分兩部份書寫，中文以筆劃順序由少到多排列，英文
以字母由 A 起，書目體例，請參考附件。
6、特殊符號單位及期刊名稱縮寫應依國際標準，所附圖表務求工整，並註名資料來源。
7、請依文稿性質採用 APA 或 MLA 格式。
（四）下列稿件恕不刊登：
1、與本刊宗旨、體例不符之文稿。
2、抄襲、爭議之文稿。
3、已發表或翻譯性之文稿。
4、非學術性或無資料出處之文稿。
（五）著作財產權事宜：
1、本刊刊載之論著以未經發表為原則。請勿一稿兩投，違反學術倫理，或侵犯他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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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
2、經本刊接受刊登之著作，其著作權仍歸作者所有，但作者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其
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並得
酌作格式之修改。且未經本校同意，不得在其他刊物再行發表。
3、來稿若經採用，本刊因編輯需要，保有文字刪修權。
4、文稿有抄襲爭議者，概由撰稿人自行負責。
三、審查
（一）出版中心收到稿件後，委請主編針對稿件形式要件（包括字數、撰稿體例等）
、文稿
品質及主題宗旨進行初審事宜。
（二）初審通過之稿件，由主編推薦三位學有專精之校內外學者專家擔任外審，審查結果
經得二位以上審稿教授通過，並經出版編輯委員會複審通過後始准予刊登。
（三）外審審查意見共分四級：
1、同意刊登。
2、修正後刊登。
3、修正後再審。
4、不予刊登。
（四）投稿者為校外研究生者，請於投稿時另繳參仟元審查費。
（五）送請審查之稿件，請審查人於兩週內審閱完畢，註明審查意見後送回出版中心。
（六）稿件審查人之姓名不對外宣佈。
四、其他
（一）本刊之出版經費由圖書館業務費下支應。
（二）稿件交寄：稿件請以郵寄方式或 E-mail 方式傳送，地址為新北市板橋區(220)大觀
路 1 段 59 號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出版中心收。
E-mail：t0348@ntua.edu.tw
FAX：(02)89659641
Tel：(02)22722181-1715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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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論文集刊」徵稿及審查辦法
91 學年度第十九次行政會議通過
92 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94 學年度第十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95 學年度第十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宗旨
本校為處理藝術論文集刊之徵稿及審查事項，特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論文集
刊」徵稿及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壹、徵稿辦法
一、本論文集刊以鼓勵全國藝術相關類科研究生從事學術研究，以提高本校藝術專業學術地
位，促進學術交流為宗旨。
二、本論文集刊為純學術性質，供全國大專院校藝術相關類科研究生發表各種研究論文；本
論文集刊以每學期出刊一次（四月及十月）為原則。
三、有關研究論文之規定如下：
（一）每篇文稿（含摘要、本文、註釋、參考文獻、附圖文）字數以八千字至兩萬字為
原則，圖文併計以 24 個版面（文每頁 38 字×38 行＝1,444 字）為限，須加註標點
符號。
（二）稿件以 A4 稿紙電腦打字，並列印一式四份，連同磁片擲交綜合業務組。
（三）英文稿件得刊載於論文集刊，但須附上簡要的中文翻譯摘要。
（四）本刊物不另致稿酬，凡刊登之文稿將致送光碟片。
（五）來稿請以中、英文註明作者。並另附英文題目及摘要。
（六）應隨同稿件繳交本校製發之授權書乙份。
四、請撰稿人配合事項：
（一）於文前撰寫 250 字左右的中文摘要：內容包括研究動機、目的、方法、結果等。
（二）本文部份，原則上應具備前言、研究內容及結論等。
（三）為求體例完整，請在正文中加註釋，並於篇末列舉參考文獻。註釋
標號請以（註一）（註二）之順序標明，或小字號 1.2.3….順序標明。
（四）章節標號請務必清楚，中文稿件之章節款請按「壹、一、(一)、1、(1)、 」
之順序編寫。
（五）參考文獻之部份，請按中英文分兩部份書寫，中文以筆劃順序由少到多排列，英
文以字母由 A 起，書目體例，請參考附件。
（六）特殊符號單位及期刊名稱縮寫應依國際標準，所附圖表務求工整，並註名資料來
源。
五、下列稿件恕不刊登：
（一）與本刊宗旨、體例不符之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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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抄襲、爭議之文稿。
（三）已發表或翻譯性之文稿。
（四）非學術性或無資料出處之文稿。
六、著作財產權事宜：
（一）本論文集刊刊載之論著以未經發表為原則。請勿一稿兩投，違反學術倫理，或侵
犯他人著作權。
（二）經本論文集刊接受刊登之著作，其著作權仍歸作者所有，但作者同意授權本論文
集刊得再授權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
列印等行為。並得酌作格式之修改。且未經本校同意，不得在其他刊物再行發表。
（三）來稿若經採用，本刊因編輯需要，保有文字刪修權。
（四）文稿有抄襲爭議者，概由撰稿人自行負責。

貳、審查辦法
一、綜合業務組收到稿件後，針對每篇稿件格式、字數進行確認；並請出版編輯委員會各學
門召集人負責初審事宜。
二、初審通過之稿件，由委員薦請學有專精之校內外專家擔任審查工作。
三、稿件之審查分別委請三位校內外學者專家審查之，校外研究生並於投稿時繳交叁仟元審
查費。審查結果經獲得二位以上審稿教授推薦（成績 70 分以上）者始准予刊登。
四、送請審查之稿件，請審查人於兩週內審閱完畢，註明總分及意見後送回綜合業務組。
五、稿件審查人之姓名不對外宣佈。

參、其他
一、本論文集刊之出版經費由本校教業費下支應。
二、稿件交寄：稿件請以郵寄方式或 e-mail 方式傳送地址為板橋市 220 大觀路一段五十九號
台灣藝術大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收。
e-mail：t0301@mail.ntua.edu.tw
FAX：(02)89659515
Tel：(02)22722181-1151
三、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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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論文集刊徵稿及審查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論文集
刊徵稿及審查作業要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論文
集刊徵稿及審查辦法

一、辦法為法規命
令，本項業務執行屬
行政規則，應以「要
點」命名之。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鼓勵全國藝術相
關類科研究生從事學術研
究，以提高本校藝術專業學
術地位，促進學術交流，特

宗旨
本校為處理藝術論文集刊之
徵稿及審查事項，特訂定「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論文集
刊」徵稿及審查辦法，以下

一、條款修正為序
號。
二、修正為「要點」
並作文字修正，揭示
出版目的。

出版藝術論文集刊（以下簡 簡稱本辦法。
稱本刊）。為處理本刊之徵
稿及審查事項，特訂定「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論文
集刊徵稿及審查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臺、徵稿辦法
二、徵稿
（一）本刊為純學術性質，供 一、本論文集刊以鼓勵全國
藝術相關類科研究生從
全國大專院校藝術相
事學術研究，以提高本
關類科研究生發表各

一、「辦法」文字刪
除，項次配合修正為
序號表示方式。
二、出刊時間改為六

校藝術專業學術地位， 月及十二月。
種研究論文；本刊以每
促進學術交流為宗旨。 三、本刊收錄兼具文
學期出刊一次（六月及
二、本論文集刊為純學術性 史、社會科學不同性
十二月）為原則。
質，供全國大專院校藝 質，依文稿性質採用
（二）有關研究論文之規定如
術相關類科研究生發表 APA 或 MLA 格式。
下：
各種研究論文；本論文
1、每篇文稿（含摘要、本
集刊以每學期出刊一次
文、註釋、參考文獻、
（四月及十月）為原
附圖文）字數以八千字
則。
至兩萬字為原則，圖文
併計以 24 個版面（文 三、有關研究論文之規定如
下：
每頁 38 字×38 行＝
（一）每篇文稿（含摘要、
1,444 字）為限，須加
本文、註釋、參考
註標點符號。
文獻、附圖文）字
2、稿件以 A4 稿紙電腦打
數以八千字至兩萬
字，並列印一式四份，
字為原則，圖文併
連同光碟擲交出版中
計以 24 個版面（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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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3、英文稿件得刊載於本
刊，但須附上簡要的中
文翻譯摘要。
4、本刊不另致稿酬，凡刊
登之文稿將致送作者
當期刊物 3 冊及抽印
本 20 份。
5、來稿請以中、英文註明
作者。並另附英文題目
及摘要。

現行規定
每頁 38 字×38 行＝
1,444 字）為限，
須加註標點符號。
（二）稿件以 A4 稿紙電腦
打字，並列印一式
四份，連同磁片擲
交綜合業務組。
（三）英文稿件得刊載於
論文集刊，但須附
上簡要的中文翻譯

摘要。
6、應隨同稿件繳交本校製
（四）本刊物不另致稿
發之授權書乙份。
酬，凡刊登之文稿
（三）請撰稿人配合事項：
將致送光碟片。
1、於文前撰寫 250 字左右
（五）來稿請以中、英文
的中文摘要：內容包括
註明作者。並另附
研究動機、目的、方
英文題目及摘要。
法、結果等。
（六）應隨同稿件繳交本
2、本文部份，原則上應具
校製發之授權書乙
備前言、研究內容及結
份。
論等。
3、為求體例完整，請在正 四、請撰稿人配合事項：
（一）於文前撰寫 250 字
文中加註釋，並於篇末
左右的中文摘要：
列舉參考文獻。註釋標
內容包括研究動
號請以（註一）
（註二）
機、目的、方法、
之順序標明，或小字號
結果等。
1.2.3….順序標明。
（二）本文部份，原則上
4、章節標號請務必清楚，
應具備前言、研究
中文稿件之章節款請
內容及結論等。
按「壹、一、(一)、1、
（三）為求體例完整，請
(1)、 」之順序編
在正文中加註釋，
寫。
並於篇末列舉參考
文獻。註釋標號請
以（註一）（註二）
之順序標明，或小
字 號 1.2.3…. 順
序標明。

5、參考文獻之部份，請按
中英文分兩部份書
寫，中文以筆劃順序由
少到多排列，英文以字
母由 A 起，書目體例，
請參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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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修正規定
6、特殊符號單位及期刊名
稱縮寫應依國際標
準，所附圖表務求工
整，並註名資料來源。
7、請依文稿性質採用 APA
或 MLA 格式。
（四）下列稿件恕不刊登：
1、與本刊宗旨、體例不符
之文稿。
2、抄襲、爭議之文稿。

現行規定
（四）章節標號請務必清
楚，中文稿件之章
節款請按「壹、一、
(一)、1、(1)、 」
之順序編寫。
（五）參考文獻之部份，
請按中英文分兩部
份書寫，中文以筆
劃順序由少到多排
列，英文以字母由

A 起，書目體例，
3、已發表或翻譯性之文
請參考附件。
稿。
（六）特殊符號單位及期
4、非學術性或無資料出處
刊名稱縮寫應依國
之文稿。
際標準，所附圖表
（五）著作財產權事宜：
務求工整，並註名
1、本刊刊載之論著以未經
資料來源。
發表為原則。請勿一稿
兩投，違反學術倫理， 五、下列稿件恕不刊登：
（一）與本刊宗旨、體例
或侵犯他人著作權。
不符之文稿。
2、經本刊接受刊登之著
（二）抄襲、爭議之文稿。
作，其著作權仍歸作者
（三）已發表或翻譯性之
所有，但作者同意授權
文稿。
本刊得再授權其他資
（四）非學術性或無資料
料庫業者，進行重製、
出處之文稿。
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
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 六、著作財產權事宜：
（一）本論文集刊刊載之
為。並得酌作格式之修
論著以未經發表為
改。且未經本校同意，
原則。請勿一稿兩
不得在其他刊物再行
投，違反學術倫
發表。
理，或侵犯他人著
3、來稿若經採用，本刊因
編輯需要，保有文字刪
修權。
4、文稿有抄襲爭議者，概
由撰稿人自行負責。

作權。
（二）經本論文集刊接受
刊登之著作，其著
作權仍歸作者所
有，但作者同意授
權本論文集刊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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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授權其他資料庫業
者，進行重製、透
過網路提供服務、
授權用戶下載、列
印等行為。並得酌
作格式之修改。且
未經本校同意，不
得在其他刊物再行
發表。
（三）來稿若經採用，本
刊因編輯需要，保
有文字刪修權。
（四）文稿有抄襲爭議
者，概由撰稿人自
行負責。
貳、審查辦法
三、審查
（一）出版中心收到稿件後， 一、綜合業務組收到稿件
後，針對每篇稿件格
委請主編針對稿件形
式、字數進行確認；並
式要件（包括字數、撰
請出版編輯委員會各學
稿體例等）、文稿品質
門召集人負責初審事
及主題宗旨進行初審
宜。
事宜。
（二）初審通過之稿件，由主 二、初審通過之稿件，由委
員薦請學有專精之校內
編推薦三位學有專精
外專家擔任審查工作。
之校內外學者專家擔
任外審，審查結果經得 三、稿件之審查分別委請三
位校內外學者專家審查
二位以上審稿教授通
之，校外研究生並於投
過，並經出版編輯委員
稿時繳交叁仟元審查
會複審通過後始准予
費。審查結果經獲得二
刊登。
位以上審稿教授推薦
（三）外審審查意見共分四
級：
1、同意刊登。
2、修正後刊登。
3、修正後再審。
4、不予刊登。
（四）投稿者為校外研究生

一、條款修正為序
號，「辦法」文字刪
除。
二、項次配合修正為
序號表示方式。
三、出版編輯委員會
配合業務移轉改為
出版中心。
四、配合學報出版改
為主編制，主編進行
初審及委員推薦，原
審查作業方式文字
修正。
五、審查意見不以分
數標註，改以同意與
否為刊登依據。

（成績 70 分以上）者始 六、新增明訂校外研
准予刊登。
究生投稿付費制。
四、送請審查之稿件，請審
查人於兩週內審閱完
畢，註明總分及意見後
送回綜合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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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者，請於投稿時另繳參 五、稿件審查人之姓名不對
外宣佈。
仟元審查費。
（五）送請審查之稿件，請審
查人於兩週內審閱完
畢，註明審查意見後送
回出版中心。
（六）稿件審查人之姓名不對
外宣佈。
參、其他
四、其他
（一）本刊之出版經費由圖書 一、本論文集刊之出版經費

說

明

一、條款修正為序
號。

由本校教業費下支應。
館業務費下支應。
（二）稿件交寄：稿件請以郵 二、稿件交寄：稿件請以郵
寄方式或 e-mail 方式
寄方式或 E-mail 方式
傳送地址為板橋市 220
傳送，地址為新北市板
大觀路一段五十九號台
橋區(220)大觀路 1 段
灣藝術大學教務處綜合
59 號臺灣藝術大學圖書
業務組收。
館出版中心收。
e-mail：
E-mail：
t0301@mail.ntua.edu.
t0348@ntua.edu.tw
tw
FAX：(02)89659641
FAX：(02)89659515
Tel：
Tel：
(02)22722181-1715
(02)22722181-1151

二、項次配合修正為
序號表示方式。
三、配合業務移轉，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三、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施，修正時亦同。
亦同。

一、項次配合修正為
序號表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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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及稿件交寄等
相關資料配合調整
更正。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論文集刊》徵稿
一、《藝術論文集刊》為一藝術類學術性期刊，歡迎校內、外研究生投稿。
二、本刊以每年出版兩期為原則，6 月底及 12 月底出刊，全年徵稿，隨到隨審，
第 30 期預定於 106 年 12 月底出刊，來稿請於 106 年 月 日前送達。
三、稿件
（一）文字字數：以中文、英文為限，每篇文稿字數以八千字至兩萬字為限（圖
片以每張 300 字計算）。
（二）版面頁數：10~24 頁（含圖）。
（三）請依本刊「撰稿格式」撰寫。
（四）中、英文摘要各約 250 字，並提供 5 個以內中、英文關鍵詞（英文摘要
請自行譯寫），摘要內容包括研究動機、目的、方法、結果等。
四、論文中凡引用文獻、圖版、表格等涉及第三者著作權部分，請撰稿人事先取
得原作者或出版者之書面同意，本刊不負涉及智慧財產權等法律責任。
五、所有論文稿件經本刊主編初審，凡與本刊撰稿原則及稿件格式等規定不符者，
得逕予退回投稿者。初審通過之稿件，送請三位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匿名審
查以及本校出版編輯委員會複審通過後，始得刊登。
六、本刊不支付稿費，來稿若經刊登，將敬贈作者當期刊物 3 冊及抽印本 20 份。
七、作者來稿經本刊收錄後，須同意本刊以「無償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本刊
另外再授權其他資料庫之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授權用戶下載、列印、
瀏覽等行為。
八、投稿時請務必參照上開格式寫作，相關附件及表格「藝術論文集刊徵稿」
、
「投
稿者資料表」、「著作授權同意書」、「書目格式」，請逕至本校圖書館網頁下
載，網址：http://www.ntua.edu.tw/~d02/publish/form.htm
九、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北市板橋區（220）大觀路 1 段 59 號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書館出版中心收。
洽詢電話：（02）2272-2181-1715。
E-mail：t0348@ntua.edu.tw
FAX：(02)8965-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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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術著作出版作業要點（草案）
000年00月00日第0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術地位，促進藝術知識傳承，
強化教學資源和推動專業寫作，並利於出版業務之推展與執行工作，特訂定
本要點。
二、出版品分類
（ㄧ）學術著作（含教科書）。
（二）學術叢書。
三、出版品形式：發行形式分為紙本書、電子書、影音多媒體等。
四、出版品徵選方式
（ㄧ）申請及提案
1、個人編著者:由作者填妥出版申請表及完整書稿之電子檔（含文字暨圖片）
向圖書館出版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提出出版申請。
2、集體編著者:由集體代表人填妥出版申請表及完整書稿之電子檔（含文字
暨圖片）向本中心提出出版申請，並附上各個作者之著作權授權書。
3、出版企劃案：由本中心或申請單位提出出版提案。
（二）徵選方式
1、以第1、2項方式申請者，由學術出版主編邀聘其著作相關校外領域專家
二至三人，就著作內容依據學術價值、教學價值、可讀性等條件，提出
審核意見至少二人通過，並經本校出版編輯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者。
2、出版提案經專案簽請校長核可者。
（三）提出時間：全年徵稿，隨到隨審。
五、申請程序
（一）申請資料
1、填具本校學術著作出版申請書一份。
2、檢附申請著作三份。
3、檢附其他有助於審查的相關文件。
（二）出版品形制
1、內文格式應依照本中心提供之學術著作出版撰稿體例。
2、版權書目資料項目、紙本出版品大小規格，應依「政府出版品基本型制
注意事項」。
（三）稿件限未曾出版之著作，請勿一稿兩投，若已投件其他單位（出版社）
者，為尊重各造權利，本中心不再接受申請。
（四）稿件審查結果未獲同意出版者，原稿即行奉還。
（五）提出出版申請之著作，若於送審過程中撤稿，並可歸責於作者之原因者，
應由作者負擔相關程序之費用，並且3年內不再接受其所提出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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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簽定合約
（一）依各種出版行銷方案之內容，於出版前與作者或內容提供者個別簽定合
約。
（二）出版品出版後每年12月15日按實際銷售冊數結算並支付版稅給作者。版
稅以出版品定價之15%為原則（以合約為準）。
（三）本案不提供稿酬，作者可向相關單位申請補助。
（四）紙本出版品出版時，得贈作者10冊，作者並得以定價六五折購書。
（五）出版品之內容，如有違反著作權法，或發生版權糾紛時，由作者或內容
提供者自行負責，如對本校造成傷害者，須擔負賠償責任。
（六）作者之權利與義務於合約明定之。
七、其他
（一）稿件繳交時請使用電腦文書處理軟體WORD打字排版。
（二）編(作)者應無償擔任校對工作。
（三）領域專家審核或審查費：著作審核或審查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
支給要點」辦理審查費給付。
（四）為推動學術交流，本中心得以發行之出版品進行交換或贈予及推廣活動，
贈送部分不予計算版稅。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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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術著作出版作業要點(草案)
規定

說明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術地 揭示本要點設置目
位，促進藝術知識傳承，強化教學資源和推動專業 的。
寫作，並利於出版業務之推展與執行工作，特訂定
本要點。
說明出版品分類。
二、出版品分類
（ㄧ）學術著作（含教科書）。
（二）學術叢書。
三、出版品形式：發行形式分為紙本書、電子書、影音 說明出版品形式。
多媒體等。
明訂出版品徵選方
四、出版品徵選方式
式。
（ㄧ）申請及提案
1、個人編著者:由作者填妥出版申請表及完整書稿
之電子檔（含文字暨圖片）向圖書館出版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提出出版申請。
2、集體編著者:由集體代表人填妥出版申請表及完
整書稿之電子檔（含文字暨圖片）向本中心提
出出版申請，並附上各個作者之著作權授權書。
3、出版企劃案：由本中心或申請單位提出出版提
案。
（二）徵選方式
1、以第1、2項方式申請者，由學術出版主編邀聘
其著作相關校外領域專家二至三人，就著作內
容依據學術價值、教學價值、可讀性等條件，
提出審核意見至少二人通過，並經本校出版編
輯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者。
2、出版提案經專案簽請校長核可者。
（三）提出時間：全年徵稿，隨到隨審。
明訂申請程序

五、申請程序
（一）申請資料
1、填具本校學術著作出版申請書一份。
2、檢附申請著作三份。
3、檢附其他有助於審查的相關文件。
（二）出版品形制
1、內文格式應依照本中心提供之學術著作出版撰
稿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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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2、版權書目資料項目、紙本出版品大小規格，應
依「政府出版品基本型制注意事項」。
（三）稿件限未曾出版之著作，請勿一稿兩投，若已
投件其他單位（出版社）者，為尊重各造權利，
本中心不再接受申請。
（四）稿件審查結果未獲同意出版者，原稿即行奉還。
（五）提出出版申請之著作，若於送審過程中撤稿，
並可歸責於作者之原因者，應由作者負擔相關
程序之費用，並且3年內不再接受其所提出之申
請。
明訂合約中重要之權
六、簽定合約
（一）依各種出版行銷方案之內容，於出版前與作者 利義務。
或內容提供者個別簽定合約。
（二）出版品出版後每年12月15日按實際銷售冊數結
算並支付版稅給作者。版稅以出版品定價之15%
為原則（以合約為準）。
（三）本案不提供稿酬，作者可向相關單位申請補助。
（四）紙本出版品出版時，得贈作者10冊，作者並得
以定價六五折購書。
（五）出版品之內容，如有違反著作權法，或發生版
權糾紛時，由作者或內容提供者自行負責，如
對本校造成傷害者，須擔負賠償責任。
（六）作者之權利與義務於合約明定之。
說明出版中心與作者
七、其他
（一）稿件繳交時請使用電腦文書處理軟體WORD打字 其他相關約定以及著
作審查費給付標準
排版。
（二）編(作)者應無償擔任校對工作。
（三）領域專家審核或審查費：著作審核或審查依「各
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審查費
給付。
（四）為推動學術交流，本中心得以發行之出版品進
行交換或贈予及推廣活動，贈送部分不予計算
版稅。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 本要點之立法程序。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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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術著作出版申請書
送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編號：
※申請書撰寫說明：
1.本申請書請詳細填寫。
2.著作人著作若一稿兩投，或若中途撤回，經查確定，本中心三年內不再接受申
請，其審查費由著作人自行負擔。
3.著作人須保證本著作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及違反有關著作出版現行各項法令之情
事；著作內含之圖表，請自行負責版權事項。
4.著作若為集體合著，請於著者資料欄位中填寫所有著者資料。
5.本館出版品需經學術審查，通過後始得編輯出版，為期四至八個月。
一、作者資料
姓名（代表）

現職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郵寄地址
個人簡歷
相關出版品

二、著作說明
書名
內容摘要
（300 至 500 字內）
關鍵字（5-10 個）
著作目錄
約略字數∕圖表數
研究領域說明（300 字內）
三、檢附資料
（一）本申請書紙本三份及電子檔
（二）著作全文紙本三份及電子檔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出版中心
地址：22055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 1 段 59 號

電話：(02)22722181*1715 吳小姐

網址：http://www.ntua.edu.tw/

E-mail：t0348@nt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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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術著作出版（稿約）
一、徵稿類別
（一）藝術類學術著作（含教科書）。
（二）藝術類學術叢書。
二、徵稿對象
校內、外學者專家暨研究人員。
三、申請方式
（一）申請者請填寫本校學術著作出版申請書，每一欄位均請完整填寫。
（二）繳交書稿紙本及電子檔各三份
1、個人編著者:由作者填妥出版申請書及完整書稿之電子檔（含文字暨圖
片）提出出版申請。
2、集體編著者:由集體代表人填妥出版申請書及完整書稿之電子檔（含文
字暨圖片）提出出版申請，並附上各個作者之著作權授權書。
四、申請時間: 全年徵稿，隨到隨審。
五、書稿內容檔案格式、圖片處理事宜
（一）書稿之電子檔案請使用電腦文書處理軟體 WORD 打字排版。
（二）書稿內容中之圖表、相片、圖片，如需隨文編排，請標明置入位置或逕行
置入正確位置。
（三）書稿內容中之相片、圖片，請提供解析度 300dpi 以上之電子檔，且照片、
圖片電子檔尺寸，不得小於在書上呈現之大小，以供印刷之用。
六、版權相關事宜
（一）投稿人請確認投稿著作，未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或違反其他法律或學術
倫理之規範。
（二）投稿著作中，相關文字、影音、圖表等內容涉及版權問題，均須由作者自
行負責版權及授權事項。
（三）請勿一稿兩投，若經查確定者，三年內不得申請。。
七、審查出版
（一）投稿之稿件，均需經過學術匿名審查程序。
（二）審查通過後，由圖書館出版中心與作者簽訂「出版授權契約書」，進入編
輯出版流程。
（二）著作出版後，著作人須配合參與書籍新書發表等相關活動。
八、收件單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出版中心
地址：22058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 1 段 59 號
電話：(02)22722181*1715 吳小姐
E-mail：t0348@nt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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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出 版 授 權 契 約 書

書號:
著作人:
契約編號: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出版授權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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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人:

(以下簡稱甲方)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著作名稱:

(以下簡稱本著作)

著作人:

(若與授權人不同)

甲乙雙方就本著作物之出版發行議定如下條款，雙方本誠實、信用、公平原則，共同遵守並同意
訂定本契約，約定條件如下：：
第一條(授權標的）
(一)稿件交付
1.雙方合意甲方應於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前(以下簡稱截稿日)，交付乙方本著作
物之完整電子檔案（DOC、TXT 或其他乙方可讀取編輯之檔案格式）
，如甲方無法於截
稿日前交付時，應於截稿日前二星期通知乙方，雙方得協議展延並確認最後截稿日，
延展以一次為限。
2.前項原稿包括構成本著作之文字、圖檔、圖例、圖像、可正常執行之原始程式碼、
已取得授權並完成付費之物件、為完成本著作甲方應交付之物件及雙方約定之其他
物件。
3.逾最後截稿日時，經乙方催告後，甲方仍未交付全部原稿時，乙方有權終止或解除
本契約，並停止出版本著作。
4.甲方所提供之原稿，如與雙方已合意之企劃書不符，或原稿有瑕疵誤繕時，乙方有
權要求甲方限期補正。經乙方催告後，甲方仍未補正時，乙方有權終止或解除本契
約，並停止出版本著作。
5.承前二項，本契約終止或解除後，乙方應返還甲方已交付之原稿，甲方應返還乙方
已給付報酬。如造成乙方有營業上之損失、所受損害、所失利益等時，甲方應負賠
償責任。
(二) 稿件之校訂及修改
1.本著作於每一版第一次付印前之各次校對，由乙方無償擔任。
2.乙方認為本著作內容有修改必要時，得通知甲方為再版之協助。甲方應同意乙方依
其專業為適當修改，並依雙方約定之期間交付修改後之電子檔案。
3.甲方認為本著作有再版修改之必要時，亦得通知乙方，由乙方依據庫存之狀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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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協商再版事宜。惟乙方並無再版之義務。
4.乙方對本著作之內容增減、變更，應徵得甲方同意。但文字及標點符號之錯誤，不
在此限。
第二條(授權範圍)
（一）授權內容
1.乙方同意將本著作出版發行權授與甲方獨家擁有。甲方得以印刷及數位出版方式在全
球出版發行本著作。非經乙方書面同意，甲方不得將本契約之權利轉讓他人。
2.甲方同意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將本著作專屬授權予乙方進行紙本及數位出版發
行。乙方為發行或宣傳本著作之目的範圍內，得自行或再授權他人為重製、公開傳
輸、公開口述等權利。
3.授權發行語文：正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或其它適當之第二外語。
4.第一項所稱「數位出版」指將本著作以任何電子形式儲存或數位化（例如製作成 PDF
檔、影像掃描檔、VCD、DVD，或與電腦網路連結），經適當之編排，進行公開傳輸、
重製、螢幕顯示、建立資料庫，或以其他電子方式處理。
（二）翻譯、引用、改作他人著作
本著作如全書係翻譯作品，且需經原文著作權人同意始得出版者，除另有約定者外，
概由甲方負責洽取授權，自行負擔授權費用。
（三）推廣的使用範圍
乙方同意甲方就本著作推廣之需要，在合理限度內，引用或摘述部份內容，印發宣傳
文案、刊登媒體、製作教學媒體、撰寫提綱。惟如因此而有獨立之所得時，甲方應依
本合約之規定，與乙方分配之。
（四）衍生著作權
乙方授權甲方處理本著作有關之部份轉載及改作、翻譯……等等衍生著作權，其所得
由甲方除扣除必要手續費 30﹪外，由甲乙雙方平均分配之。
（五）再授權、轉授權、域外授權
乙方授權甲方處理本著作部份內容之再授權、轉授權，及全部或部份內容之域外授權
等出版事宜，其所得由乙方除扣除必要手續費 30﹪外，由甲乙雙方平均分配之。
第三條(報酬計算)
(一) 乙方提供報酬以「版稅」為之。版稅＝(定價 x 銷售量 x 版稅率) - 累計已付版稅。
（二）版稅為本出版品定價之 15％，公開發行銷售超過 300 本以上部份，版稅提高 3％，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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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乙方應於本著作初次印製完畢後，於每年十二月底結算予甲方。
（三）乙方以低於成本處理本著作（如回頭書、清倉或為教學及業務需要之交流等）則免付版
稅。
（四）本出版品為多人共同完成時，其版稅計算如無特別約定，按各著作人所撰篇幅之比例，
由乙方自行分別核算其應得之版稅。
（五）如甲乙雙方另有特別約定版稅事宜者，須經本校出版中心出版編輯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
(六)雙方合意給付幣別為新台幣,其他幣別則以匯款當日匯率折算，甲方應提供乙方匯款帳戶。
第五條(稅款扣除)
(一)乙方依所得稅法,應於給付報酬時代為扣繳甲方所得報酬之稅款。前段扣繳標準按中華民
國各類所得扣 ,如有變動時,亦同。
(二)承前項,甲方國籍為_____________籍,如甲方未據實陳報國籍,致乙方要求說明時,甲方
應配合並主動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如乙方遭主管機關處罰時,甲方應負責所有罰金、罰鍰
或滯納金或其他任何罰款。前段罰款乙方得逕自於應給付之報酬中扣抵。
(三)甲方如為法人,則按發票所載報酬金額,依所得稅法辦理。
(四)其他因本契約所產生之稅捐,應由雙方各自負擔。
第六條(著作人格權、財產權)
(一)本著作人格權及財產權歸甲方所有，封面作者署名為__________。但雙方另有約定者，
從其約定。
(二)本契約生效後，於本著作著作權存續期間內，乙方享有本著作財產權。
(三)除第一項但書外，甲方應保證本著作人格權及財產權皆歸其所有，且係自行創作，無抄
襲或無未取得授權且未完成付費或侵犯第三人之權利或未就本著作財產設定質權或其他
權利等情事，如甲方有引用第三人之著作時，應自行取得書面授權，並完成付費。如有
第三人主張權利時，甲方應負責解決，與乙方無涉。如造成乙方損害時，應先給付乙方
已給付報酬及已產生費用總合之十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如有產生訴訟費用或其他費
用時,亦應補足之。
第七條(贈書及作者購書)
(一)作為公關宣傳用途,不計入報酬;又為推廣至學校,甲方同意校園贈書亦不計入報酬。
(二)每版本著作,乙方應贈與甲方十本，不計入報酬。甲方若向乙方採購本著作，乙方則以定
價之 65 折計算，優惠甲方。
第八條(甲方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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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甲方保證獨家授權乙方行駛本著作財產權。如甲方有下列行為之一
時，乙方有權終止本契約，甲方除應給付乙方已收報酬之十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外，
令應再給付甲方因授權第三人所取得之報酬之一半。
1,自行或再授權第三人行使本著作財產權。
2,以自己或第三人名義出版與本著作相同或類似之著作。
3,變更本著作之一部或全部再行銷售或其他不利益乙方之行為。
4,其他妨礙乙方行使本著作財產權之行為。
5 利用乙方提供之軟體或資料,以自己或第三人名義,撰寫著作、教材或文獻等。
6,就本著作內之圖例、圖像、圖檔等改作後,使用於其他著作上或散布
(二)本契約生效後,任一方未經他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就本契約之內容或因本契約之簽訂、
履行而知悉、取得之他方未公開之營業秘密,以任何方式對外洩漏或提供第三人。如違反
前段規定,經查證屬實者,有過失之一方應負責賠償他方之損害。
第九條(乙方權利)
(一)為銷售本著作,乙方得就本著作提出與雙方已合意之企劃書不同之意見,且得自行修飾增
潤,惟不得變更本著作架構與影響本著作人格權。前段修飾增潤部分以本著作之 20%為上
限。
(二)本著作之名稱、定價或售價,甲方同意由乙方參考市場銷售狀況、行銷策略、消費者取向
等因素自行決定。惟本著作名稱,應由甲方先行提供。
(三)為推廣本著作之需要，乙方得自行決定封面設計、印刷形式、版本開式、編輯暨裝幀
方式，甲方同意委託乙方全權處理。
（四）乙方應為本著作以廣告及常用之方法加以促銷，甲方應盡力配合推廣。另甲乙雙方於本
著作印行前後，亦得以將本著作部分內容逐篇發表在報章雜誌，廣為宣傳，以協助本書
之行銷推廣。
第十條(個人資料)
(一)本契約甲方同意提供乙方之個人資料，乙方得蒐集及使用於通信、聯繫、給付報酬、申
報稅項、或因簽訂本契約所必須或其他雙方約定之範圍內，並得就個人資料處裡、建立
個人資料檔案及利用等。如乙方欲使用於前揭以外之範圍時，應事前經甲方書面同意。
(二)前項個人資料,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時起，乙方應停止搜集、處理與利用並刪除之。
(三)除前二項外,關於乙方個人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甲方皆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
第十一條(契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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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契約自簽約日起生效，有效期間為五年。契約屆滿前三個月，若任一方未以書面向他
方為終止合作之意思表示時，本契約自動延展三年，其後亦同。
(二)本契約如有增刪修改，應經雙方書面合意後，並經用印完成後始生效力。前段書面應作
為本契約之附件。
(三)本契約附件視為本契約之構成部分，補充本契約之不足。本契約與附件內容牴觸者，雙
方應優先適用本契約;如附件內容牴觸者，雙方合意乙最後簽訂之版本優先適用。
(四)乙方如有更名或組織異動,在保障甲方權利下,甲方同意本契約得由乙方所指定之事業團
體繼續承受。
第十二條(未盡事宜)
(一)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習慣及法理補充之。
(二)本契約如有涉訟者,雙方合意以中華民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合約一式三份，簽約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另一份由乙方有關部門備查。

立書人
甲方: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手機電話:
郵件帳號:

乙方: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統一編號:95927022
代表人:陳志誠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 1 段 59 號

中

華

民

國

年

同 意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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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本人

因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臺藝大)簽訂出版授

權契約書，同意提供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護照號碼、身分證字號、聯絡方式、
銀行帳戶、存摺影本等個人資料，臺藝大得蒐集及使用於通信、聯繫、給付報酬、
申報稅項、因簽定本契約所必須或其他雙方約定使用之範圍內，並得就個人資料
處理、建立個人資料檔案及利用等。

此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立書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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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附件十五
105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資料
106 年 2 月(16)至 106 年 3 月(17 日)人事動態
單

位

職

稱姓

名

動
內

態
生 效 日 期備
容

註

教職員：計1人新聘、1人調職、1人調陞。
總務處營繕組

組長

沈里通

調職

106.02.21

調任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總務長

工藝設計學系

講師

李英嘉

新聘

106.02.22

遞補劉鎮洲教授 1050801
退休缺

總務處

專員

賴秀貞

調陞

106.3.16

原任文創處組員，遞補石
美英調陞秘書所遺職缺

以下空白
約用人員：計 4 人新進、4 人離職、2 人回職復薪。
藝術與人文
教學研究所

行政助理

曾少儀

新進

106.01.24

朱珮瑄育嬰留職停薪職務
代理人
(1060124-1070123)

中國音樂學系

行政助理

郭姝秀

新進

106.02.09

遞補鍾燕秋遺缺

師資培育中心

行政助理

陳儀婷

新進

106.02.22

遞補周采薇遺缺

電影學系

行政助理

張健廷

新進

106.03.01

遞補黃朝富遺缺

藝文中心

行政專員

丁怡文

研究發展處
研究企劃組

行政專員

黃惠如

離職

106.02.10

藝文中心

行政助理

高瑋鴻

離職

106.03.01

電影學系

行政助理

黃朝富

離職

106.03.01

徐惠萍

離職

106.3.17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
行政幹事
策研究所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
行政幹事
策研究所

張文采

回職復薪 106.03.01

回職復薪 106.3.17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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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怡文育嬰留職停薪職務
代理人

張文采育嬰留職停薪職務
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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