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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資料時間：111 年 5 月～111 年 7 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獎助學金與就學補助措施】 

（一）本學期「博碩士獎學金」及「學生圓夢助學金」審查會議，已於

5/16 召開審查會議，審查結果另行通知申請學生。 

（二）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優異獎獲獎名單已公告於學校網頁，獎

學金已匯款至學生帳戶，獎狀印製完成後將通知獲獎學生至系辦

領取獎狀。 

（三）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減免將於 5 月下旬開始受理申請，相

關資訊將公告於學校網頁。 

（四）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預計於 111 年 8 月中旬開始受理申

請，相關資訊將公告於學校網頁。 

（五）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部學產低收助學金、大專校院原住民族

獎助學金、大專校院校外租屋補助金業已核定，將依序通知獲獎

學生。 

二、 【學校暨社團活動】 

（一）本年度畢業典禮依據昨日（5/23）畢業典禮籌備委員會最後定案，

邀請家長以觀看直播方式參與本年度畢業典禮。主會場訂於 6 月

11 日（六）上午 10 時 00 分至 10 時 35 分於音樂廳辦理，各學

院分流於各院場地觀看主會場直播，同日 10 時 40 分至 12 時 30

分則由各學院接續分別舉行授證撥穗儀式；本屆畢典將於主會場

及各院場地分流舉辦，敬邀師長依各會場防疫指引參加畢業典

禮。 

（二）輔導辦理「111 年度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會議員選舉」及交

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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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學生社團社課空間設定暨活動規畫、防疫規劃、申請補助、

及核銷等事宜。 

（四）輔導學生會 5/18（三）辦理「人權與法治教育」講座，邀請法律

白話文劉珞亦講師。 

（五）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本校出賽社團

「北藝大藝術服務隊」榮獲最佳特色活動「優等」等名次。 

（六）創校 40 週年校慶相關活動： 

 1. 校慶福袋企劃五月已發出通知，預計募集各行政、中心單位，手

邊無規劃之歷年紀念品，以達資源整理再利用。 

 2. 校慶藝陣比賽辦法，預計學期末公佈並於 9 月開學接受報名。 

 3. 創校 40 週年校慶觀音山藝啟樂健行，預計 7 月開放第一階段專任

教職員及退休人員報名，9 月開學第二階段學生報名。 

 4. 創校 40 週年北藝大概念形象短片徵選活動已開放報名，擬請全校

相關單位協助宣導學生參與活動。 

三、 【服務學習】 

（一）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措施；本校同學無接種兩劑以上疫苗者不

予參與專案出隊，並需再配合媒合單位防疫措施，若無符合也不

予出隊。 

（二）110-2 藝術媒合服務學習專案暑期營隊，皆有防疫措施規劃，實

際執行屆時將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措施調整。 

 1. 樂野藝術夏令營 7 月 3 日至 7 月 9 日出隊，服務對象阿里山國小

及樂野部落社區，帶隊課指組吳季蓉專員。 

 2. 多寶藝術夏日寫生旅行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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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隊劉子寧社團指導老師。 

 3. 藝童玩戲劇(南投魚池鄉)7 月 24 日至 7 月 30 日出隊，服務合作新

城國小與東光國小，帶隊戲劇碩蔡亞雲研究生/劇設系王政中校友。 

 4. 宜蘭泰雅部落營隊 7 月出隊，服務對象華興、英士部落孩童，帶

隊戲劇系蘇慶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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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原資中心 5 月至 7 月辦理賽德克族樂舞研習、部落植物芳療體驗課程、

原住民族傳統手工編織活動。 

學生住宿中心 

一、 【配合防疫作為】 

（一）居隔住宿生活照顧、送餐及關懷，依學務處暨衛保組指導配合相

關人員安置及事後公共區域（保管組派員施作）及寢室（宿舍管

理員以紫消燈消毒 1 小時）清消事宜。 

（二）各宿舍持續以大聲公廣播，提醒同學做好個人防護，進出宿舍自

主量測體溫及以酒精消毒手部；並於各宿舍前、後門均設有自動

體溫計及酒精供同學使用。 

（三）要求各宿舍管理員加強巡查各樓層，另針對有電梯的宿舍（研究

生宿舍及女一舍），於每日 8:30、13:30、18:00 及 21:30 等四個時

段，落實將電梯的門板及按鈕，用酒精消毒一次。 

二、 「研究生宿舍工程校務基金貸款」第 10 期應支付利息（36 萬 6,512 元）

及攤還本金（312 萬 5,000 元）共計 349 萬 1,512 元，款項已匯入第一

商銀。（預定 6 月申請教育部銀行貸款利息補助） 

三、 【相關事項宣導】 

（一）111 學年學年度研究所（新生）住宿登記申請，已於 5/12 完成抽

籤作業，現正持續辦理住宿權確認事宜。 

（二）111 學年「綜合宿舍」、「女一舍」及「女二舍」舊生住宿登記申

請，已於 5/09 完成抽籤作業，現正持續辦理住宿權確認事宜。 

（三）111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住宿登記申請：5/18～6/01。 

（四）暑期住宿申請：6/01-10。 

（五）本學期期末宿舍清舍時間為 6/17-20（暫訂），另為配合暑假期間

綜合宿舍及女二舍公共空間改善；各系所如有特殊需要延後清舍

事項，請於 6 月 20 日前先行協調住宿中心辦理。 

（六）宿舍暑期清潔：7/01～8/15。（暑住生可提前入住，需配合清潔人

員整理）。 



3-4 

生活輔導組 

一、 【校園安全】 

（一）本學期截至 5/19 止，校安通報事件計有 282 件，說明如下： 

 1. 居家隔離（檢疫）通報計 266 件。 

 2. 車禍事件計 6 件（校內 4 件、校外 2 件）、自撞汽車 1 件、機車撞

行人 1 件、汽機車互撞 4 件，公共安全 3 件、自傷 3 件、傷病送

醫 3 件性平事件 1 件，據分析，本學期車禍事件多為超速所致，

甚至有未禮讓行人事件，學務處除加強宣導提醒學生確實遵守校

內時速 30 速限暨應配戴安全帽之規定外，也請總務處協助盡快完

成道路減速墊之設置，以減少車禍事件之發生。 

（二）防詐騙宣導： 

 1. 111 年第 1 季解除分期付款詐騙高風險賣場前五名：依序為東森購

物、誠品書局、遠傳 friDay 購物、蝦皮購物、金石堂，所公布之疑

似個資外洩電商均已有實施相關反詐騙宣導。 

 2. 詐騙集團來電假冒賣場/電商業者，稱民眾於日前進行消費，因系

統或員工設定錯誤導致民眾重複下單遭重複扣款，須解除相關設

定，並於對話中以「核對資料」之名義詢問民眾相關金融帳戶資

料或金融卡客服電話，再假冒金融機構客服人員來電稱要協助民

眾解除設定，要求民眾前往操作 ATM、操作網路銀行轉帳或購買

遊戲點數。 

 3. 呼籲民眾如接獲來電顯示開頭帶「+」號、「+2」、「+886」等號碼，

電話中如聽到關鍵字「解除分期付款設定」、「重複扣款」及「升

級 VIP」等關鍵字，請立即掛斷，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 

二、 【防制校園菸害宣導】 

（一）本學期截至 5/20 止，勸導吸菸人數共 53 人（男生 29 人、女生

24 人），其中以教學與研究大樓 4 樓出入口旁椅子勸導 32 人次

最多、OK 超商前勸導 16 人次之，均已列為巡察勸導熱點，籲請

各位師生及同仁協助勸導；另近日於樓梯間發現有空罐頭改裝之

熄菸裝置，各位師長或行政人員如有發現，請立即協助撤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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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吸菸同學群聚吸菸，共同來維護清新校園環境。 

（二）近日發現有學生在校園內吸食電子煙，除當場勸導並制止外，提

醒師生：臺北市政府已自 3/27 開始實施《新興菸品管理自治條

例》，並將電子煙等類菸品及加熱式菸品納管，大學校園內之禁

菸場所如使用新興菸品者，將處以新臺幣 2,000 元以上 1 萬元以

下罰鍰，籲請各位師生及同仁共同協助勸導，以避免受罰。 

三、 【防制藥物濫用宣導】 

（一）依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本校

業於學期初完成 110-2 學期特定人員提列，計有 2 名特定人員，

除校車司機於暑假期間實施尿液篩檢外，本學期結束前將對另一

特定人員洪生施以快速檢驗試劑第二次篩檢（第一次篩檢已於

3/1 完成，結果為陰性），以持續輔導該生避免再碰觸毒品。 

（二）近日檢警單位查獲多起栽種、製造大麻，並於其租屋處查扣大麻

植株、大麻成品及相關栽培、乾燥等設備。提醒師生：大麻在我

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列為第二級毒品，製造、運輸、販賣，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另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刑責極

重，切勿以身試法，鋌而走險種植、製造大麻或其他毒品。如發

現有人栽種請儘速向司法機關檢舉，法務部將依「防制毒品危害

獎懲辦法」給予每株 500 至 800 元獎金。 

四、 【學生兵役業務】 

（一）110-2 截至 5/20 止，計協助完成學生緩徵申請 13 人次、緩徵延

長申請 3 人次、緩徵消滅申請 27 人次、儘召申請 18 人次、儘召

延長申請 4 人次、儘召消滅申請 18 人次，合計 83 人次。 

（二）「111 年應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申請優先入營或延緩入

營」，申請期間如下： 

 1.「優先入營」：自 111/5/17 上午 10 時～111/6/15 下午 5 時。 

 2.「延緩入營」：自 111/7/1 上午 10 時～至 111/12/30 下午 5 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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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已配合電子看板及學校官網輪播，並分送各系所海報文宣公告周

知，相關訊息亦透由學校及生輔組官網、臉書與 EDM 通知，敬請老師

及同學加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生輔組」臉書粉絲專頁並按「讚」，

即可即時獲取相關兵役資訊。 

五、 【學生缺曠管理】 

（一）學生缺曠管理明細期末通知已於第 15 週（5/25）寄發，請同學

詳細核對，並於接到通知 7 日內提出勘誤申請，各課程缺曠明細

亦同時以 E-MAIL 寄送任課教師參考。 

（二）請假缺曠管理系統已於 4 月底開始進行封閉測試，由承辦人、系

所助教、及學生測試包括假單審核、導師設定、學生公假、線上

請假、缺曠明細查詢等項目，測試問卷已提供電算中心。 

六、 【學生學習預警】 

（一）本學期截至 5/20 止，學生學習預警系統共發出 322 人次，輔導

率目前為 57.76%，較前期（16.05%）大幅提升，詳如下表。 

（二）因應近日國內疫情及實施遠距教學，本期（5/1-20）以電話及 email

加強聯繫接獲曠課預警之同學，其中曠課達 30 節以上之同學共

11 人，佔曠課預警人數近 4 成，除提醒同學應妥善做好學習規

劃與時間管理，另提供請假諮詢與學習預警輔導需求表；請各教

學單位加強宣導學生如有請假之需求，應依學生請假規定辦理，

避免因曠課達 45 節，致退學之憾。 

（三）籲請接獲預警通知之導師撥冗適時輔導學生，並於 6/17 前至

iTNUA 資訊入口網 http://eip.tnua.edu.tw/登錄預警系統，填寫輔

導結果，如有轉介需求，請善用轉介機制轉介至相關單位。 

系所 
期初預

警人次 

期中預

警人次 

曠缺預

警人次 

系所預

警人次 

未輔導

人次 

已輔導

人次 
輔導率 

音樂學系 5 52 7 64 19 45 70.31% 

傳統音樂學系 0 20 3 23 4 19 82.61% 

美術學系 1 46 4 51 17 34 66.67% 

戲劇學系 1 22 1 24 3 21 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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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設計學系 1 14 3 18 5 13 72.22% 

電影創作學系 0 49 3 52 39 13 25% 

新媒體藝術學系 2 29 3 34 29 5 14.71% 

動畫學系 0 13 0 13 6 7 53.85% 

舞蹈七年一貫制 
（大學） 

4 19 5 28 10 18 64.29% 

音樂與影像跨域 
學士學位學程 

0 2 0 2 0 2 100% 

學士班小計 14 266 29 309 132 177 57.28% 

音樂學系碩士班 0 2 0 2 1 1 50% 

傳統音樂學系 
碩士班 

0 1 0 1 0 1 100% 

管絃與擊樂 
研究所碩士班 

0 1 0 1 0 1 100% 

美術學系碩士班 0 1 0 1 0 1 100% 

舞蹈學系碩士班 0 3 0 3 1 2 66.67% 

新媒體藝術學系 
碩士班 

0 1 0 1 0 1 100% 

音樂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0 4 0 4 2 2 50% 

碩士班小計 0 13 0 13 4 9 69.23% 

全校總計 14 279 29 322 136 186 57.76% 
 

七、 【導師輔導作業】 

（一）本組與諮商中心共合作向教育部申請之 111 年度校園心理衛生建

商促進計畫，本期電子報邀請專業心理師撰稿分享「戰勝壓力獸

－從容過生活」，師長可至 https://student.tnua.edu.tw/mentor/index.html

閱讀，相關資訊已於 6/6 寄發至師長信箱。 

（二）導師輔導紀錄表： 

 1. 為辦理本學期「班級導師輔導紀錄表」、「班會會議紀錄」或「班

級活動紀錄」、「各系所導師會議紀錄」及「學生獎懲建議案」彙

整作業，本組已於 5/23 以 e-mail 通知各導師暨各系所惠予配合於

6/17 前送至生輔組。 

 2. 有關導師輔導紀錄表之撰寫，導師除平時的定期記錄外，可即時

依學生接受輔導的狀況、突發危機事件或同學間的互動等，撰寫

輔導紀錄，除可做為爾後教學、輔導或轉介相關單位之參考，亦

https://student.tnua.edu.tw/mentor/index.html
https://student.tnua.edu.tw/mento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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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讓接手之師長或相關單位，初步了解學生或其相關事件的發展

脈絡，俾相關單位聚焦核心問題，提供後續輔導方向與策略。 

 3. 請各導師善用 iTNUA 資訊入口網 http://eip.tnua.edu.tw/登入「導師

輔導系統」，填寫輔導紀錄並下載列印後簽名，送交各系所辦公室

彙整後繳交至生輔組，俾利彙整結案作業。 
八、 【111 新生始業教育】 

辦理 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始業教育課程籌劃作業，並視疫情發展狀況，

進行計畫調整修正作業。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門診服務：本學期門診及物理治療服務因疫情嚴峻及醫事人員健

康管制等因素自 5/11 起停診，依疫情情況另行評估開診時間。 

（二）考試醫療救護工作：5/26-29 學士班申請入學。 

（三）傳染病防治： 

 1. 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校園足跡及密切接觸者疫調： 

  ⑴每日疫調並進行校安通報、教育部通報、台北市衛生局通報等作

業。 

  ⑵完成疫調作業後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相關防疫作為： 

   ①開立本校「須先行配合居家隔離通知單」供當事人辦理相關請

假事宜，個人防疫保險理賠與防疫相關補助須以衛生機關開列

之通知單為主。 

   ②確診或居隔之住宿生，除境外生、離島生身分者，安排返家輕

症居家照護或居家隔離。 

   ③確診或居隔者需於健康管制期間每日 11:30 前填列回報表單通

報個人健康狀況。 

   ④確診者健康管制期程：確診日後隔天起算第 1 天～第 7 天為輕

症居家照護、第 8 天～第 14 天為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應遵守

衛福部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 

   ⑤居隔者健康管制：居隔匡列原則－確診者室友或同住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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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方案：已施打三劑疫苗並滿 14 天以上之居隔者，自主防疫 7 天，

快篩陰後全程戴口罩可出門處理生活所需，但不可到校上

課、至人潮聚集處、參加活動、聚會或共餐等。 

3+4 方案：不適用 0+7 方案者或不選擇 0+7 方案者，於最後接觸日後隔

天起算第 1 至 3 天為居家隔離，第 4~7 天為自主防疫。 

上述兩方案之居隔者，均須於第 8 日上傳快篩陰性証明至本校問卷表單

系統之「健康管制教職員工生返校前快篩陰性證明填報問卷」後，始能

到校上班或上課。 

   ⑥協助統計本校教職員生管制人數。 

  ⑶防疫宣導：加強手部清潔、進入校園各管館舍主動量測體溫、保

持社交距離、除飲食外全程戴口罩、周圍環境自主清消、避免與

他人共餐、用餐勿語等。 

 2. 登革熱防治：提醒各行政、教學單位，持續辦理巡查所屬環境、

清除疑似病媒蚊孳生源，並於每月 5 日前將巡查結果填報於本組

「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填報」表單。 

（四）學生團體保險業務：學生團體保險招標已流標 2 次，已修訂招標

規範持續辦理招商。 

二、 【健康環境】 

餐盒衛生檢驗：於 5 月底抽查本校餐廳業者販售之盒餐食品送台北市

衛生局檢驗室檢查，並公告檢查結果。 
三、 【健康促進活動】 

（一）捐血活動：5/11 辦理。 

（二）CPR 及 AED 使用訓練：擬於 7/6 上午 10:30-12:30 辦理。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110-2 學期（111/2/14～5/31）個別諮商達 1156 人次（153 人），

來談議題排序分別為：情緒困擾、生活與經驗壓力、人際關係。 

（二）配合學校大部分課程到期末為遠距教學方式，諮商自 5/17 至期

末調整為視訊/通訊方式進行，若遇學生危機事件，仍會啟動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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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處理機制與其系所老師、家人聯繫並討論後續分工事宜。 

（三）在期末與疫情升溫這段期間，提醒大家「情緒」與「免疫力」息

息相關，請大家盡量保持心情穩定，注意身體健康，維持正常作

息，可透過下列「安心茶」的三個元素穩定身心： 

Thought（理性想法）：以正向樂觀態度，理性看待疫情資訊，

例如用「我可以做…」取代「我改變不了」的想法。 

Emotion（放鬆情緒）：用社群軟體與親友保持聯繫，增加心理

支持；透過聽音樂、追劇、瑜珈、書寫...等方式自我放鬆。 

Action（積極行動）：勤洗手、多喝水、維持正常作息與運動提

升免疫力；避免接觸過量疫情資訊或假消息造成恐慌；若焦慮感

持續引發不適可尋求醫生或心理師協助。 

若有觀察及發現學生情緒不穩定、出現嚴重焦慮等情形，除請多

關心留意外，可轉介至學生諮商中心進行關懷協助。上班時間可

電 洽 諮 商 中 心 分 機 1348 或 email 到 中 心 信 箱

consultant@student.tnua.edu.tw，亦可使用校外相關安心資源：衛服部

安心專線－1925，張老師輔導專線－1980，生命線協助專線－

1995。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5/4-18 辦理「你害怕失去嗎？關於愛、失落、存在的意義」生死

失落療癒之線上閱談團體，共計 3 場。 

（二）5/3-10 辦理「不完美，又怎樣？」線上自我探索成長團體，共計

2 場。 

（三）6/9 辦理 110-2 學期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 
三、 【生職涯諮詢輔導】 

（一）5/9 辦理音樂大四「下一站，（信）幸福」班級輔導拆信活動，另

持續聯繫美術、戲劇大四學生拆信活動方式及時間，以協助準畢

業生進行生涯回顧與展望。 

（二）5/9、5/13 分別邀請校友張智琦（藝悅創意公司執行長）、陳怡聞

（動畫自由工作者）擔任學生生涯諮詢業師，共計服務 12 位學

mailto:consultant@student.tnua.edu.tw


3-11 

生。 

（三）預計於 6 月底前完成 110 學年度生職涯輔導活動成果報告。 

（四）110 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報告已進行三校，預計 6 月底前完成報

告。 
四、 【資源教室】 

（一）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提報相關作業。共計 4 位

身心障礙學生申請提報鑑定，依相關流程規定，提供申請鑑定學

生特殊生及非特生後續相關通知及行政協助。 

（二）身心障礙學生因疫情受到影響之生理及學習情況關懷，提供學生

相關支持、疫情課程資訊及諮詢。 

（三）邀請校友張智琦（藝悅創意公司執行長）為應屆畢業之 2 位音樂

系身心障礙學生提供生涯諮詢暨職涯討論。 

（四）6/6 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 

（五）預計 6 月底前完成 110 學年度資源教室業務成果報告。 

（六）111 學年度資源教室身心障礙新生轉銜資料接收及初步連繫。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5/23～6/2 將舉辦「線上咖啡館」性平主題線上有獎徵答活動，只要完

成正確答題及指定任務就有機會可獲得咖啡兌換券或精美獎品，開放

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工參加。 

體育中心 
一、 111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所有參賽項目圓滿結束，音樂系四年級陳

岍汧同學個人累計 200 公尺仰式銀牌，100 公尺仰式第四名，歷年來為

校爭光。 
二、 111 年度「增肌減脂」活動，感謝教職員工、生熱烈參加，第一天報名

即全部額滿，活動順利於 4/26 日（二）開始啟動，每周二 17:30 至 18:30

於操場活動為期七週，視疫情滾動式修正活動進行。 
三、 4/29 日（五）與課指組場勘觀音山健行活動路線，創校 40 周年藝啟樂

健行活動場地規劃，將安排休閒路線及挑戰路線，後續課指組將再安

排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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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游泳館整修工程預計至 8 月初，8～9 月試運轉，預計 9 月底啟用泳池，

目前已著手招商，工程及招商同步進行，課程安排也將調整 111 學年

度游泳課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