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教務處 

資料時間：111年 8 月～111年 10 月 

 

一、 今年度三校(政治大學、陽明交通大學與本校)教務資源整合會議將於 10

月 20日(四)假國立政治大學舉行。 

二、 10月 11日(二)下午 1:30召開本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 

三、 開課及選課作業： 

 (一) 檢視課程大綱必填項目「課程目標」、「評分標準」及「每週授課進

度」，將通知各系所轉知授課教師補充。 

 (二) 9月 12日至 9月 26日辦理本學期課程加退選及特殊個案(如擋修、

重覆修習等)課程補選單收件建檔，結束後進行選課資料檢核作業。 

 (三) 9月 12日至 9月 26日辦理本學期大學部學生修研究所課程申請及校

際選課申請。 

 (四) 辦理本學期加退選後選修課程人數未達開課標準之課程停開公告及

學生補選事宜。 

 (五) 辦理本學期延修生、103至 107學年度入學之研究所學生、碩士在職

專班學生、非在職學生修在職課程、研究所學生選修大學部課程或選

修學程與修習校訂英語能力檢定課程者、輔系及第二主修選修個別指

導課程或術科課程者繳納學分費事宜（繳費期間為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25日），並配合學生繳費問題查詢及逾期案件追蹤。 

 (六) 辦理本學期教師授課時數統計暨造冊事宜。 

 (七) 辦理本學期學生修習學分不足（含未選課）學生之資料確認等後續相

關事宜。 

四、 110-2學期教學評量改善情形報告表目前仍有部分系所尚未繳回，請單位主

管協助填寫後繳回課務組(截止日：10月 17日)。 

五、 110學年度「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教師遴選事宜，已簽請校長勾選

資深教授五名為遴選委員，將於 10月 4日召開遴選委員會。 

B2-1



六、 10月 4日召開本學期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 

七、 協填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課程相關資料。 

八、 開學後上課之防疫注意事項與規範，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

部 公 布 事 項 ， 滾 動 式 調 整 後 公 告 於 本 校 防 疫 專 區

https://w3.tnua.edu.tw/containment/。 

九、 辦理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因修業年限屆滿退學事宜。 

十、 

十一、 

協助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及學籍資料處理。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於 111年 9月 12日(次學期開學日)前完成離校

程序，若受疫情影響，至遲得延至 9月 30日前完成離校。逾期未完成者

且修業年限未滿之研究生，111學年度第 1學期仍應註冊繳費。(依教育

部 111年 6月 15日臺教高通字第 1112202563號函辦理。) 

十二、 本學期學生註冊業務防疫措施，業已公告於學校官網「防疫專區」及教務

處網頁。 

十三、 學生辦理畢業、休學、退學離校程序，於系統申請後，可將離校程序單、

委託書 E-MAIL至系所審核，其他離校單位可直接線上完成審核，以免學

生親自到校臨櫃辦理，減少疫情傳播風險。 

十四、 辦理 111學年度新生通訊報到業務： 

 (一)新生校園數位識別證，於 9月 7日將已完成新生註冊資料填報、學歷

查驗、繳交學雜費及體檢之校園數位識別證，送至各學系所辦公室協

請轉發所屬學生。(未完成者，待程序完成後續發放。) 

 (二)核對新生學雜費用繳費資料。 

十五、 成績管理：  

 (一)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二分之一學生名單已於

9 月 14 日列於學習預警系統，請系所轉知所屬導師關注學生並適時

輔導。 

(二)辦理 111學年度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案(至 9月 26日加退選截止)。 

(三)配合「學生學業優異獎勵要點」，將學士班各班在校學生 110 學年度

第 2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前三名，依序造冊送交學務處審核。 

十六、 學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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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學期應復學生辦理復學或繼續休學，網路辦理截止日至 9月 12日，

逾期未辦理者，如未有特殊狀況，將依學則規定簽辦勒令退學程序。 

註冊組已於 7月 26日、9月 6日、9月 7日以電子郵件通知應復學學

生上線辦理，並將學生名單轉各系所辦公室協助聯繫。 

(二)111學年度新生通訊報到作業，續檢核新生學歷證明及學籍資料表，

並進行資料修改、核對。 

(三)111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事宜及繳費資料核對。 

十七、 彙整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研究所畢業生學位論文函送國家圖書館收執。 

十八、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教育部已核定本校「111-112 學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補助經費

500 萬元(兩年期)，計畫執行期間為 111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止。 

十九、 112 學年度招生總量：已於規定期限 9 月 12 日(一)前填報完成並備文報

部核定。 

二十、 112 學年度招生試務: 

 (一) 9 月 27 日(二)舉辦 112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年度會議，會議中決議： 

1、招生工作組織及分組執掌。 

2、學士班單獨招生、學士班特殊選才、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學制、

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碩博士班甄試、新住民入學招生簡

章確認。 

3、大學繁星推薦、大學申請入學、海外僑生及港澳生招生簡章核備。 

4、各類招生考試日程。 

 (二) 碩博士班甄試：預計於 10 月 17~21 日開放線上報名，相關報名系統

之檢測已陸續與電算中心確認。 

 (三) 學士班特殊選才：預計於 10 月 25~31 日開放線上報名，相關報名系

統之檢測已陸續與電算中心確認。 

廿一、 《藝術評論》43 期如期出刊；44 期徵稿至 9 月止，歡迎踴躍投稿。 

廿二、 《北藝學》出版計畫：第 1 輯收錄 7 篇已完成初排，將邀請廖仁義主編

撰寫序文於校慶前出版。 

廿三、 專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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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劇透》及《猶唱新歌－孟德爾頌神劇研究》已完成出版。 

 （二）林珀姬《南管曲唱有聲行動教材》（五南合作出版）：已完成文字

及格式校對，將於近期付梓。 

 （三）邱坤良《月夜情愁》（俞大綱紀念基金會合作出版），已召開美術

設計工作會議，續進行封面設計及內文排版初稿，預計 12月出版。 

 （四）「華劇本色」叢書出版計畫：李季紋《1399 趙氏孤兒》（書林合作

出版），已完成劇本校對，現進行排版，預計 12月出版。 

 （五）林會承《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增修版）》（遠流合作出版）：目

前作者已交付修改後書稿，後續進行排版及圖片版權清查，預計

明年度出版。 

 （六）邱博舜《《集福延慶》研究》經學術出版委員會審閱外審意見及修

改情形，決議出版。依案件順序及年度經費編列，將排入明年度

出版計畫進行編輯。 

 （七）本年度藝術多元寫作類新申請案「大溪 624 民俗學田野樂園的採

集手帖」作者已依評論意見完成修改，續進行編輯作業，預計明

年度出版。 

 （八）本年度藝術多元寫作類新申請案「亡魂之眼：鬼魅、影像的視覺

思辨與論述形構」送校外委員評論中，評論後續交作者酌修。 

廿四、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傳統藝術影音出版計畫，已完成辦理新聞發布會、《大

城歌仔》及《梨園尋夢》放映會，《功名在掌上》將於 10 月 6 日於大稻埕

辦理，歡迎前往觀戲。 

廿五、 2023 台北國際書展將於明年農曆春節後辦理，今年由本校及中興大學為

主辦學校，後續擬邀請聯學校召開書展籌備會議。 

廿六、 教學與學習支持: 

 (一)教師教學社群：本學期核定補助案共計 6 案，執行期間自 8 月 1 日

至 112年 1月 31日止。  

 (二)開放式課程：本學期核定補助案 1 案，執行期間自 8 月 1 日至 112

年 1月 31日止。 

 (三)TA 培訓工作坊：本學期預計辦理 3 場講座：簡報設計實務操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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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影像紀錄技巧及學術倫理工作坊。  

 (四)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10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USR(多年期)第一期執

行日至 7月 31日止，將於 9月底前依教育部規定辦理第二期款請撥；

111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獲補助案為 1案：新媒體藝術學系魏德樂教

授。 

 (五)教學傑出與優良教師：109學年度教學傑出暨優良教師─音樂學系蘇

顯達教授、美術學系黃建宏教授、電影學系江美萱助理教授，將依

序刊載於 8月至 10月 CTL電子報《藝游誌》看板人物專欄。  

 (六)CTL電子報《藝游誌》：「教學工坊」專欄係鼓勵學生分享課程、活動、

展演等活動學習心得，每月 25日徵稿截止，提供每千字 700元稿費，

歡迎教師鼓勵學生投稿，投稿信箱：ctlepaper@gmail.com。  

廿七、 博班實驗室: 

 (一) 第五屆《北藝學：書寫進行式》論文全文交件將於 10月 31日截止，

擬於 11月下旬召開北藝學審議會議，於 12月上旬公告審查結果。 

 (二) 「英雄之旅：藝術跨域學術專題」博士班跨域選修課程於本學期開

課，以自主學習和體驗學習為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探討藝術

實踐議題並建立個人及跨領域團隊學習成長的人際網絡。 

 (三) 業於 8 月 17 日召開「藝術創作研究教師教學社群及博班實驗室合

作討論會」，研擬博班實驗室及本校教師社群合作可能性，擬於 9

月下旬召開第二次會議討論合作活動細項。 

廿八、 英雄之旅：(藝術探索者計畫) 

 (一) 業於 8 月 11 日與總計畫辦公室召開線上入校交流會議，提供本校

計畫諮詢及建議。 

 (二) 計畫課程補助申請：111-1學期補助徵件業於 8月 26日截止，申請

案共計 9件，歡迎教師踴躍申請 111-2學期計畫課程補助，如有疑

問請來信聯繫：artxplorer.tnua@gmail.com。 

 (三) 業於 9月 1日赴清華大學參加計畫案第一次跨校共學「開學倒數－

那些學生眼中最重要的小事」活動。 

 (四) 業於 9 月 5 日辦理計畫第一次教師社群會議，於 9 月 12 日辦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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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助理培訓工作坊。 

(五) 將於 10 月 21 日辦理「期中分享暨英雄之旅課程說明會」，歡迎感

興趣之教師踴躍參加。 

廿九、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執行日期：111年 1月 1日~111年 12月 31日) 

計畫網站 

 (一)111年計畫經費執行提醒: 

 1、教育部來函重申本計畫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經費支用亦應符合

計畫目的，並確依「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及「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等規定標準

覈實列支，撙節辦理。 

 2、111年深耕經費不開放滾存，依學校關帳日程辦理。10月 28日「未

請購」之設備費餘額將由學校收回；111年「人事費」聘用人員請

至遲於 12 月 1 日前完成聘任程序，未聘任餘額將由學校收回統籌

運用。 

 3、請勿以今年度經費聘任 112 年 1 月專兼任人員與工讀生（包括以

業務費支薪者），請以其他財源辦理。 

 4、若需配合課程展延經費使用期限（僅限業務費），計畫執行率達 75%

始得申請，且應於關帳前先行請購，至遲於 1 月 19 日將所有單據

送至主計室，逾期不予受理。 

 (二) 111年計畫與成果提報: 

     請各計畫管理人隨時更新執行成果貼文於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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