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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資料時間：111 年 8 月～111 年 10 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學校暨社團活動】 

（一）創校 40 週年校慶相關活動： 

 1.7/1 創校 40 週年校慶觀音山藝啟樂健行，完成第一階段專任教職員及

眷屬報名 61 人，9/1 開學第二階段開放學生及兼任老師報名於 9/25

截止（名額若滿提早截止）。 

 2.9/1 開放校慶藝陣比賽報名於 9/23 截止。 

 3.10/15（六）上午 8:30 北藝大接駁觀音山藝啟樂健行，完成活動，集

滿四個印章，即可參與校慶募集紀念品福袋抽獎。 

 4.10/22（六）下午 14:30 校慶藝陣比賽假人文廣場，雨備場地戲劇廳。 

 5.10/29（六）下午校慶藝陣比賽五名獲獎團隊，代表本校前往社區參與

鬧熱關渡節表演。 

（二）搭配創校 40 週年活動，10/22（六）下午與學生會一同籌辦社團評

鑑暨博覽會。 

（三）協助學生會辦理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代收學生會會費事宜。 

（四）協助統整各系所自治組織、社團新社長及會長名冊資料。 

（五）預計 9 月底辦理本校「社團幹部大會」。 

（六）彙辦 10/24（一）111 學年度校長與學生代表會議資料。 

二、 【服務學習】 

（一）藝術媒合服務學習專案暑期營隊，8 月完成經費核銷及結案報告。 

 1.教育優先區暑假營隊補助計畫，藝情變更樂野藝術線上課程，服務對

象阿里山國小及樂野部落社區。 

 2.教育部自組團隊計畫補助，多寶藝術夏日寫生旅行 7/11-16 日出隊，

服務對象多寶藝術學堂學員，旅行地點嘉義阿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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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育部深耕計畫補助，藝童玩戲劇（南投魚池鄉）7/24-30 日出隊，

服務合作新城國小與魚池國小。 

 4.多元美感教育計劃補助，宜蘭泰雅部落營隊 7 月出隊，服務對象華興、

英士部落孩童。 

（二）彙整 110 學年度全校服務學習成果手冊課程類及活動類兩冊，將分

享電子檔案給各系留存。 

（三）9/1-8 開放校內表單系統報名，110 學年度服務學習分享會講座 6

個場次，為畢業門檻講座。 

（四）9/12-16 於舉辦假活動中心藝大咖啡周邊迴廊，舉辦 110 學年度服

務學習分享會講座暨靜態海報展。 

（五）111-1 學期藝術媒介服務學習計畫－專案補助申請時間於 10/7 截止

申請。 

（六）111-1 服務學習委員會會議提案，請於 10/7 前完成專簽提案。 

（七）10/16-23「十二光年星空相遇展」假北藝大未來•傳統實驗基地展

場，展出北藝大持續 12 年藝術陪伴自閉症光譜族群活動成果影像

展。 

 1.10/16-23 辦理藝術教育推廣親子工作坊，四個藝術領域各三梯次採報

名制，邀請自閉症家庭與一般家庭融合活動。 

 2.10/22 校慶當天邀請曾參與過「快樂星星藝術冬令營」的自閉症家庭

及校友返校參與「相聚茶會」。 

三、 【獎助學金與就學補助】 

（一）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申請至 9/12 止（新生就學貸款至 8/17

止），相關資訊已公告於學校首頁校園公告及課指組網頁。 

（二）111 學年度弱勢助學計畫申請將自 9/13 至 10/13 止，申請表件將公

告於學校首頁校園及課指組網頁下載或至課指組領取紙本。 

（三）開學後受理各類獎助學金申請：如「原住民獎助學金」、「低收入

戶學生助學金」及校外獎助學金等，相關資訊及截止日期詳見學校

首頁校園公告及課指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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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9/1 開放全校師生報名族群文化課程，9/15、9/22、10/6、10/13 辦理阿美

族情人袋故事及製作課程。 

二、 9/29 針對原民新生辦理迎新暨期初座談會，報名上限人數 40 人。 

三、 配合本校創校 40 週年校慶，原資中心將於 10/17-22 辦理慶豐收－年祭

系列活動，內容包含原民編織手做課程、部落青年會議座談、賽德克族

部落踏查成果展，開放全校師生報名參加。 

學生住宿中心 

一、 自 111 學年起，為保障需要住宿同學住宿權益及提升宿舍住率，研擬修

正學生宿舍住宿契約。修正重點，略以： 

住宿契約以學期為租用單位簽訂，係供甲方學生求學期間有限期住宿，

是以，生效日起乙方非因喪失本校在學學生身分者，於租賃契約有效期

限內，不得為解約之請求，惟有特殊情形者，以書面申請經甲方同意者

不在此限。 

二、 「學生宿舍」所有寢室（含冷氣）及公共空間清潔作業，已於 8/29 日施

作完畢。 

三、 8 月中旬起，各宿舍由管理員實施逐層逐間寢室巡檢，學生住宿中心另

完成 111 學年第 1 學期各棟宿舍寢室安排；並於 9 月 4、10 及 12 日順利

完成新、舊生入住事宜（另於住宿生入住日，為同學方便搬運行李，援

例協請總務處開放家長免費停車）。 

四、 111 學年校外賃居訪視工作，請各系所助教及班代協助調查校外賃居同

學資料，並於 10 月中旬前交至學生住宿中心，以利後續填報教育部及訪

視工作進行。 

五、 預定 10 月下旬辦理償還「研究生宿舍工程校務基金貸款」第 11 期利息

（預估 67 萬 5,601 元）及攤還本金（312 萬 5,000 元）事宜；另 12 月份

檢附相關資料向教育部申請利息補助。 

六、 【校外賃居訪視】 

（一）電話普訪：10 月中旬～12 月中旬，普訪填報校外賃居資料的同學。 

（二）實地訪視：依據電話普訪及同學意願安排實地訪視，藉以關懷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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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學生，本學年預計抽訪 80 位同學。 

生活輔導組 

一、 【校園安全】 

（一）111-1 學期（8/1～9/7 止）校安通報事件共 33 件，其中傷病送醫 2

件、其他類（防疫通報）31 件。 

（二）鑑於學生從事戶外活動意外狀況頻傳，為強化學生安全意識，請持

續宣導學生社團、系（所）或各單位辦理 2 天 1 夜以上之學生校外

活動時，應事先填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校外活動登錄表」（生

輔組網頁－表格下載區）通報本校學務處生輔組，以利本校「校安

中心」至教育部填報「各級學校戶外活動登錄系統」，俾利掌握學

生戶外活動，以即時因應緊急狀況並協處。 

（三）期初各系所迎新活動陸續辦理中，請各系在辦理相關活動時，能主

動瞭解同學迎新活動的內容、方式及地點是否妥適。另因應疫情，

各系辦理相關活動時，請確遵教育部 111 年 9 月 6 日臺教高（三）

字第 1112203706 號「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

指引」第四項，課程以外之集會活動方式辦理，以減少意外風險發

生。 

（四）111 年「國家防災日」地震防災教育於 8/29-9/2 日新生教育始業式

安全教育課程「《震震》來襲．藝起平安」時實施線上課程，並於

9/6「安全保可夢」課程中，進行「抗震保命 3 步驟」逃生演練，

以加強學生災害應變處理能力，有效降低災損。另新生「交通安全

教育宣導」邀請北市警察局北投交通分隊資深講師林志穎警官講演

「陽關大道․危機四伏」，針對學生常見違規（危險）駕駛行為及

車禍現場處置要領實施分享。 

（五）校園防詐騙宣導：假紓困、真詐財，假冒官網網站激增，交友詐騙

層出不窮，另近期國人赴柬埔寨工作遭詐騙頻傳，為避免受騙上

當，業已分送請「海外求職宣導警語」及各式防詐騙宣導文宣，惠

各系所協助宣導，如得知學生發生類此事件，請務必進行校安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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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缺曠管理】 

（一）新版學生線上請假、教師點名暨學生公假申請整合系統已於 111/9/1

日正式上線，該系統之操作手冊、系統操作懶人包放置於生輔組網

站（https://student.tnua.edu.tw/student/guidance/leave.php）學生請假

專區項下，供教師、助教及學生參考。 

（二）111-1 學期學生公假案業已核定，公假總表轉發各教學單位運用，

並請課務組同各課程相關資料一併送交各任課老師參閱。另請各單

位務必於行前於新教學務系統，學務資訊系統項下進行線上登錄，

以利缺曠管理。 

三、 【學生智慧財產權宣導】 

時值開學時節，惠請協助宣導同學們應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

勿非法影印他人著作；如係整本或為其大部分之影印，或化整為零之影

印，這種利用行為均已超出合理使用範圍，會構成著作權之侵害行為，

如遭權利人依法追訴，恐須負擔刑事及民事之法律責任。 

四、 【校園菸害防制宣導】 

（一）依《菸害防制法》規定，本校依法設置 6 處吸菸區，生輔組每日不

定時巡查輔導，統計 110-2 學期（2/1～7/3）共勸導 34 男、26 女

共 60 人次，籲請各位師生及同仁持續協助勸導，以維護校園清新

環境。 

（二）教育部業已於八月行文預告，因應「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可能於

今年底通過，屆時大專校院校園將列入全面禁菸場所，本校將無法

再設置吸菸區，為促進師生健康，籲請各位師長同仁一起為邁向無

菸校園共同努力。 

五、 【校園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一）行政院已於今年 7/4 公告修正「毒品之分級及品項」，將「墨西哥

鼠尾草（Salvia divinorun）及其成分「沙維諾林Ａ（Salvinorin A）

列為第三級毒品。另台北市刑警大隊於 7 月底宣佈破獲全國第一起

販售墨西哥鼠尾草案，並逮捕在網路刊登販售訊息的賣家。提醒師

生，墨西哥鼠尾草因價格較大麻便宜，多數人會使用其替代大麻，

https://student.tnua.edu.tw/student/guidance/leav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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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還會使用於宗教通靈儀式上，加上其具有精神活性成份，吸入

後會產生短暫且強烈的迷幻作用，加上會令人心情愉悅放鬆而無法

自制地大笑，且容易出現妄想幻聽等症狀，還可能導致精神障礙或

精神分裂。提醒大家：千萬不要聽信不實廣告而誤用，以避免染毒

又傷身，另外也不要在網路販售墨西哥鼠尾草，以免誤觸法網。 

（二）本校現有特定人員 2 員，其中校車司機已於 8/22 使用快速檢驗試

劑檢驗，結果為陰性，另尚有一名在學之學生，將於開學後對該生

使用快速檢驗試劑檢驗，並賡續輔導協助其拒絕毒品。 

六、 【兵役宣導】 

（一）本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兵役業務研習」已於 8/25 日線上辦理完

畢，除認識兵役相關制度及現行法規外，另與教育部、國防部、內

政部役政署及他校承辦人員交流溝通，期能深化所學，進而有效推

動本校兵役業務，讓役男都能快樂在學。 

（二）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截至 9/6 日止，預計協助學生緩徵申請 115 人

次、緩徵延長申請 117 人次、緩徵消滅申請 7 人次、儘召申請 4

人次、儘召延長申請 4 人次、儘召消滅申請 2 人次，合計 249 人次。 

七、 【111 學年度新生始業教育】 

「藝大開門新生熠熠」分別於 8/29-9/2 實施線上課程、9/5-9/7 實施實體

課程，在各單位同仁、各系學程、學生幹部的通力合作暨新生的熱忱參

與下順利辦理完成，針對新生觀看影片、填寫測驗、問卷、填寫個人作

業等項目，於近日內進行統整，另案提供統計資料予提供課程之單位酌

參。 

八、 【導師業務】 

（一）本學期導師名單確認作業及導師系統設定已完成。 

（二）賡續辦理本學期導師聘函發放事宜暨導師費核算作業。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門診服務：本學期門診於 9/21 開診，家庭醫學科門診每周三上午

9:00-12:00，復健科門診每周四下午 14:30-17:30，物理治療每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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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午 15:00-18:00。 

（二）新生入學健康檢查業務：9/6 辦理本學年度新生入學健康檢查，計

660 人參加，未完成體檢者為 99 人（研究所 70 人、大學部 29 人），

已連繫未檢學生，通知並協助 9/30 前完成補檢事宜。 

（三）傳染病防治： 

 1.COVID-19 疾病防治工作： 

  （1）具感染風險學生個案追蹤管理：持續辦理確診個案密切接觸者

疫調、學生健康關懷醫療轉介及疫情通報等工作。 

  （2）防疫窗口會議：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防疫會議已於 8/31

辦理，說明新學期校園防疫規範及作業流程。 

  （3） 防疫物資整備：於 8/31 發放各防疫窗口酒精及口罩等防疫備

品，供開學期間緊急因應使用，後續將視疫情狀況持續安排防

疫物資撥補事宜。 

 2.登革熱防治：鑑於國內首例本土登革熱病例現蹤，且近日各地常有陣

雨，更適合病媒蚊生長，請各單位配合所屬登革熱病媒孳生源清除及

環境衛生自主巡查工作。 

 3.流感疫苗注射：111 年度公費流感疫苗注射本校舞蹈系先修一至先修

三學生為公費疫苗施打對象，本組已配合北市衛生局提送注射時程申

請，預計為 10 月底至 11 月中辦理注射活動。 

（四）學生平安保險業務：辦理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團體保險加退保

作業，截止日期為 9/30。 

二、 【餐飲衛生】 

兼任營養師每週至本校各餐廳進行餐飲衛生及餐具衛生稽查，稽查缺失

除督導商家立即或限期改善外，另依行政程序提送缺失報告。 

三、 【健康促進活動】 

（一）111 學年度新生始業式衛生保健線上課程：包括 CPR 及 AED 使用、

愛滋防治及菸害防制共三種課程。 

（二）口腔衛教活動：9/6 邀請陽明交通大學牙醫系口腔衛生服務隊，到

校協助於新生健檢口腔衛生不良之個案，教導其正確潔牙及牙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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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口腔衛生教育。 

（三）捐血活動：擬於 10/19 於美術系前廣場辦理。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彙整 111-1 學期新生高關懷名單與教育部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

系統轉銜之學生，並於開學前分別由各學院個管心理師主動進行關

懷評估與後續諮商協助。 

（二）111-1 學期心理諮商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30-17:00（週二、三

延長至晚間 20:00），歡迎全校學生善加運用。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9/12-9/26 辦理「活力新生•藝起成長」新生班級輔導與解測活動，

共計 10 場。 

（二）10/3-11/21 辦理「轉念•從心出發」舞蹈系先修班班級輔導活動，

共計 9 場。 

（三）9/28-11/16 辦理「親愛的•我們能好好聊聊嗎？」親密關係學習成

長團體（8 週）、10/4-11/22 辦理「客製化•完美」自我探索學習成

長團體（8 週）。 

（四）10-11 月辦理會心志工培訓課程－正念覺察與牌卡輔導增能各一場。 

三、 【生職涯諮詢輔導】 

（一）9/12 開學日起，陸續聯繫各系大四班代，以安排「下一站，幸福」

畢業班級輔導拆信活動，盼協助準畢業生進行生涯回顧與展望。 

（二）9/27 中午辦理「愛玉私塾說明會」，規劃音樂及音樂節行銷企劃、

藝術攝影與職涯規劃兩組，歡迎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三）10/18、10/24、10/31 上午分別邀請戲劇系陳姿縈、劇設系朱玉頎、

音樂系陳冠文校友擔任生職涯諮詢導師，預計服務 12~18 位學生，

歡迎有興趣的學生報名參加。 

（四）7 月起至 11 月 11 日執行 109、107、105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追蹤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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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源教室】 

（一）聯繫 111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錄取新生（3 位）、疑似生（4 位），

進行召開轉銜會議、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 

（二）資教主題系列活動宣傳及報名作業：1.障礙平權系列:星光電影院電

影欣賞；2.生涯系列：讓你的手作興趣成為商品講座；3.愛自己愛

別人系列：香草的奧秘、我的療癒香草茶工作坊。 

（三）進行 111 度第 1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提報、獎助學金申請相關作

業。 

（四）111 學年度校內聽打員招募、速度測試、面談作業進行。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製作性平宣導教材（含跟騷法、網路交友），於大一新生班級座談

時進行宣講（預計共 10 場），增進新生性平基本知能。 

（二）辦理「迎新咖啡」新生線上性平有獎徵答活動。 

（三）111-1 製作性平宣導品（口哨+筆+手電筒－多功能小物），於性平

宣傳活動發送。 

體育中心 

一、 10/17 日（一）辦理水上運動會，與學生會合作，兼具趣味及表演活動，

敬邀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參加，相關報名活動於 FB 及官網公告。 

二、 10/15 日（六）辦理創校 40 周年校慶藝啟樂健行暨淨山活動，於 9 月份

底安排觀音山第 4 次場勘，相關周邊安全及動線規劃，區分挑戰組及休

閒組路線集合地點。 

三、 游泳館整修工程預計 9/12 日（一）完工，勘驗後試放水運轉，測試相關

設備，委外營運，預計 10 月開始試營運，相關訊息公告至 FB 及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