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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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院             
資料時間：111 年 5 月～111 年 7 月 
 
音樂學院 

一、會議召開： 

二、採購音樂系與傳音系學生課程使用之快篩劑，使管絃樂團等課程順利結束， 

學生安全達成學習目標。 

三、其他： 

(一)《關渡音樂學刊》：第 35 期於 5 月初出版、辦理第 36 期編審事宜。  

    (二) 企劃與撰寫「校慶 40 週年音樂學院慶祝系列活動」提案報告。 

(三) 辦理本學院獎勵傑出人才教師遴選作業。 

(四) 協助辦理畢業典禮各項事宜。 

(五) 校慶 40 周年 10 檔音樂會已全數確定演出時間。 

(六) 完成學院年度財產盤點作業。 

 

音樂學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 

一、本學期 5-7 月重要會議： 

日   期 時 間 會議名稱 
111.05.16(一) 10：00 第 4 次系所教評會議 
111.05.23(一) 09：30 展演會議 

10：30 第 3 次系所務會議 

二、人事：專任教師聘任：本學期聘任 1 位理論與作曲專任教師。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 
111.05.03(二) 12:15 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 
111.05.23(一) 12:00 第 3 次院教評會 
111.05.23(一) 12:30 教師評鑑委員會 
111.06.10(五) 12:15 第 36 期《關渡音樂學刊》編審會議 
111.06.20(一) 12:00 第 4 次院教評會(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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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試： 

碩士班各式學位考試收件、日程與口委確認、評分袋、聘函製作。 

1.碩班第一場音樂會形式學位考試申請。 

2.碩學位考試(含碩班第二場音樂會形式學位考試)。 

另因疫情影響學位考試及各類考試，音樂系已提出相關處理辦法。 

四、課務： 

(一) 111 學年度本校音樂音樂學院與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樂團職銜學分學

程」招生相關事務。 

 (二) 本學系 111 學年度集中式實驗課程課程安排。 

  (三) 111 學年度學分科目表修定。 

 (四) 111-1 學期音樂學糸(含碩士班、博士班、在職碩班)、管絃擊所及音樂 

     學所開課資料整理並上傳開課系統。 

 (五) 111 學年度音樂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管絃與擊

樂研究所新生主修教師安排。 

 (六) 111 學年度音樂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管絃與擊

樂研究所室內樂課程預選暨「種子室內樂菁英培育」計劃甄選報名。 

 (七) 111 學年度第二主修申請相關資料整理並於下學期期初考試。 

五、展演： 

時間 活動名稱 
111.05.06(五)19:30 北藝大教授室內樂 II 
111.05.07(六)14:30 海鷹翱翔大不列顛—2022 陳彥豪法國號獨奏會 
111.05.11(三)19:30 北藝大擊樂團 2022 春夏音樂會 
111.05.13(五)19:30 取消 普羅米修士—舒伯特 225 週年藝術歌曲音樂會 
111.05.20(五)19:30 北藝大合唱團 2022 春夏音樂會 
111.05.21(六)14:30 取消 北國情深—北藝大管絃樂團 2022 春夏音樂會 
111.05.24(二)19:30 取消 北藝大管樂團 2022 春夏音樂會 
111.05.26(四)19:30 組曲—北藝大絃樂團 2022 春夏音樂會 
111.05.27(五)19:30 取消 北藝大爵士大樂團 2022 春夏音樂會 
111.05.31(二)19:30 北藝大新音樂工作坊 2022 春夏音樂會 

六、專題演講：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  主  講  人 地 點 
111.05.23(一)13:30~15:10 【鋼琴大師班】主講人：劉孟捷老師 M101 

http://tnua-music.blogspot.tw/2018/05/1071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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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活  動  內  容  ＆  主  講  人 地 點 
111.05.23(一)13:30~15:10 【管風琴的繽紛世界】 

主講人：Sean Jackson(茱莉亞學院管風琴博士) 
音樂廳 

111.05.30(一)13:30~15:10 【單簧管大師班】 
主講人：賴俊諺(NSO 單簧管副首席 
2021 法國藍斯洛國際大賽首獎及最佳觀眾獎得主) 

M302 

111.05.30(一)13:30~15:10 【"歌手的建立與態度" & 聲樂大師班】 
主講人：王典 

M102 

111.05.30(一)13:30~15:10 【<以 Boulez's 12 Notations 及 Berio's 6 Encores 為
例，探討現代鋼琴作品>】 
主講人：許佳穎 

M101 

七、高教深耕： 

   (一) 校級計畫：《後花園 III》於 5 月 9 日-16 日完成跨域工作坊，並於 5 月  

   16 日(一)19:00 進行一場 Try Out 展演。 

   (二) 音樂學院基本款計畫：5 月 28 日(六)將由高炳坤老師、李宜錦老師帶

領兩組室內樂弦樂比賽優勝組別，參與由財團法人雲林縣饗響文化藝

術基金會主辦，雲林聲泊廳演出一場《室內樂 聆聽的橋樑》音樂會。 

八、設備：教學樂器倍低音管採購中。 

 

傳統音樂學系 

一、 會議召開：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 

111.05.02（一） 
10：00 
12：30 

第 2 次招生委員會 
學生事務會議 

111.05.16（一） 12：00 第 2 次教評會 

111.05.28（六） 10：00 111 學年度新生座談會 

111.05.30（一） 10：00 第 2 次展演委員會 

111.06.13（一） 
10：00 
12：00 

第 3 次系務會議 
第 3 次招生委員會 

二、人事： 

(一) 辦理 111 學年度新聘教師提聘、新進(試聘期間)專任教師續聘、專任教

師薪級晉敘與專、兼任教師續聘等。 

(二) 協助辦理系主任交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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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 

(一) 進行 111 學年度招生試務檢討。 

(二) 辦理 111 學年度新生座談會、成立學士班新生班級群組。 

(三) 修訂 112 學年度各項招生管道招生簡章。 

四、學務： 

(一) 聯繫確診與累確診學生，瞭解其居隔、身體狀況等相關事宜。 

(二) 瞭解被學習預警學生之上課狀況與進行輔導需求表資料填寫。 

(三) 配合展演防疫計畫，進行系上學生疫苗施打狀況調查。 

(四) 協助系學會進行年度改選與辦理交接。 

五、教務： 

(一) 因應自 111/5/16 起全校改以遠距教學為主，實體為輔之防疫措施，全面

調查本系教師之授課方式，彙整相關資訊公告學生週知。 

(二) 辦理第十七週術科考試，並視疫情狀況調整考試方式。 

(三) 完成 111-1 學期課程系統開課。 

(四) 受理學士班生申請轉主修與第二主修申請。 

(五) 辦理碩士班生學位考試資格考與論文口試。 

六、展演活動與專題演講： 

(一) 公告 111-1 學期音樂會場次申請資訊，收件日期為 111/05/23~27。 

(二) 專題演講 

時間 講演主題 

111.05.09(一) 黃珮迪－音樂國際行銷的修練場 

111.05.23(一) 鄭溪和－傳統音樂也可以很迷人 

111.05.30(一) 金石之聲、樂器物理、琵琶的律（純音） 

(三) 展演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111.05.01(日)14:30 周季瑩北管畢業音樂會 舞蹈廳 

111.05.03(二)19:30 傳統樂展-南管樂 舞蹈廳 

111.05.04(三)19:30 麥蕎安、林家卉聯合音樂會 舞蹈廳 

111.05.07(六)14:30 李季謙北管畢業音樂會 舞蹈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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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111.05.08(日)14:30 來看我畢業 舞蹈廳 

111.05.27(五)19:30 張韶恩與廖子堯北管音樂會 馬水龍廳 

111.05.29(日)14:30 琵琶師生聯展 音樂廳 

111.06.05(日)14:30 江昀諪古琴音樂會 馬水龍廳 

111.06.09(四)19:30 劉懿霖期末琵琶音樂會 馬水龍廳 

111.06.12(日)14:30 雲雀再飛－何宜蓁南管碩士畢業音樂會 音樂廳 

111.06.17(五)19:30 李言云萱期末琵琶音樂會 馬水龍廳 

111.06.18(六)10:30~20:00 學士班琵琶畢業音樂會(共 5 場) 舞蹈廳 

111.06.26(日)14:30 賴彥婷期末音樂會 馬水龍廳 

七、其他： 

(一) 進行本校「40 週年校慶傑出校友」遴選。 

(二) 修訂犇放計畫之申請案。 

(三) 協助與陽明交通與政大之跨校課程大綱修訂。 

(四) 夏日學校培訓（種子教師、工作人員）與籌備會議積極進行中。 

(五) 新北市丹鳳國中原訂於 5 月 27 日前來參加傳統音樂體驗與北管樂交流

活動，將延期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