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第 226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4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地

點︰本校內湖校區音樂樓五樓會議室

主

席︰張校長瑞濱

記

錄:顏素娟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壹、 確認上次(225 次)會議通過法規及提案：
提案一：本校「高職部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草案(如附件)，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校「高職部學生學籍管理要點」修正案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有關「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圖書館影、列印服務使用須知及收費標
準」，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決 議：照案通過。
貳、 上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案內辦理情形已完成者，同意解除
列管(詳如附件錄案列管表)
參、各單位業務報告及主席裁示：
報告
單位

內

容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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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單位

內

容

主席裁示
請老師踴躍參

一、 本學期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計畫，將於 12 月 30 日第五節 加 ， 觀 摩 精

於中一己舉辦國語科教學觀課活動，第六節於戲曲樓５樓教 進。
師會議室，邀請亮點教師卓憶嵐老師進行輔導座談會，歡迎
全校教師參加。
二、本學年度英語才藝競賽順利完成，另行公布相關優勝人員及 低年級同學參
三、

與競賽時更顯
活潑生動，高
團體名次，並依比賽辦法發給禮卷獎狀給予表揚。
年級部分請各
下學期轉系科申請即將於 12 月 31 日截止，目前尚無提出申 主任師長多加
鼓勵。

請者，請各系科提醒學生注意轉系科申請時效。

四、 配合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繳費作業，請學務處、戲曲音
樂及劇場藝術學系業務承辦人於今日(12 月 23 日)下班前完
成代辦費金額輸入作業，俾利出納組辦理後續繳費單轉出及
印製事宜。
五、政府補助專案
(一)本處進修推廣組承辦教育部藝教司補助之「推動藝文團體
至中小學巡演計畫」(戲曲傳承、美感提升計畫)：本案為
教務處

擴大計畫效益，已於 12/11 至啟英高中(京劇及客家戲)及
客家戲學系至苗栗僑善國小、頂埔國小、新興國小演出完
成，目前全案執行完畢，惠請相關單位儘速提供演出照片
及問卷調查表，本案成果報告已彙整中，將於 105 年 1 月
底前報部結案。
(二)有關台北市社會局補助之長青學苑秋季班將於 12 月 24
日(四)辦理成果展。105 年度春季班計畫將於明年 1 月
初報台北市社會局審核，審核通過後將於 3 月開班。
(三)教育部補助之 104 學年度樂齡大學上學期已於 12 月 21
日(一)辦理結業式暨成果展演，感謝校長及副校長均蒞
臨會場。下學期將於明年 3 月 1 日開課。
六、推廣營隊：
本處進修推廣組已於 12 月 11 日(五)辦理達人女中傳統藝術
推廣營隊，感謝京劇團協助配合授課。
七、招生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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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處進修推廣組有關招生宣傳重點學校(設有表演相關科 招生宣傳工作

報告
單位

內

容

系)，業已辦理完成，感謝各科系主任及師生共同參與，

主席裁示
請持續加強。

後續仍持續進行。12/11 桃園啟英高中：感謝京劇及客家
戲學系學生協助演出宣傳。
(二)

本處進修推廣組刻正進行有關招生宣傳之海報及 DM 文案 招生宣傳海報
至關重要，請
儘速於日內設
本處進修推廣組接洽台視新推出之「超人夜總會」節目錄 計完成付印。

之撰寫，將於近日進行設計，並印刷郵寄各校。
(三)

影，為新型校際競賽之優質綜藝節目，主持人為張小燕及
黃子佼，將於 12/24(四)由歌仔戲及戲曲音樂學系學院部
同學至台視參加首集之錄影，將呈現歌仔戲之特色演出，
並與其他 2 校進行 PK 競賽，將有效達到宣傳效果及高曝
光率，播出時間將訂於 1 月中旬之禮拜天晚上
20:00-22:00。
八、出版組
（一） 有關第 54 期大戲臺交稿訊息：惠請各單位提供 11-12 月
活動訊息，及 1-2 月演出預告，原定交稿期限為 12/21，
尚有未繳交之單位惠請最遲於 12/24 繳交。本期預定將於
105 年 1 月中出刊。
（二） 105 年度教材出版計畫，目前有京劇學系萬裕民主任、歌
仔戲學系石若妤老師、鄭榮興老師，民俗技藝學系彭書相
老師，劇場藝術學系楊雲玉老師，共五項出版計畫，出版
組將於 12 月 30 日 09:00 召開會議討論定案。
一、小五二染頭蝨同學目前只剩一人仍有蝨卵，續走讀，已通知
住區衛生所家訪協助，持續追蹤。內湖校區 12/07 至 12/18

學務處

已返家隔離確診個案數:
腸病毒(手足口症)
腸胃型感冒
一般感冒
骨折(骨裂)
頭蝨

0人
2人
28 人
1人
1人

二、12/23(三)13:30-17:00 內湖校區聖誕晚會（高職：中興堂；聖誕晚會活動
是孩子們最大

國中：音樂樓 1 樓；國小：餐廳），16:00-19:00 木柵校區 的期盼，請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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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辦理。

報告
單位

內

容

主席裁示

高職部耶誕感恩晚會暨社團成果發表會，（學藝樓彩演教
室），敬邀各級長官及老師蒞臨指導。
三、惠請各單位主管及各系主任提供個人沙龍照或大頭照乙張，
於今日下班前交給琬湞或是回傳至 winnie37@tcpa.edu.tw
信箱，俾利製作畢業紀念冊。
四、財團法人凌華教育基金會訂於 12/26(六)下午 2 時至 4 時，
於「救國團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黃月娥女士獎學金」
頒獎典禮，本校共計 19 名學生獲獎(已通知獲獎學生於當日
下午 1 時 30 分開始報到)，感謝進修推廣組馬組長及歌仔戲
學系規劃本校串場表演節目，以推廣戲曲藝術並分享獲獎成
果。
五、本處訂於 12/30 日下午 14:00 時與 15:30 時假嘯雲樓大視聽
教室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院部學生獎懲會議及高職部
以下第 3 次學生獎懲會議。
六、寒假將至，各系科如有寒假住宿需求請儘早提出。
七、各處室工讀金請務必於 12 月 31 日送件。
八、體育組於 12/30(週三)於內湖校區辦理三對三籃球比賽。
一、本處近兩週採購案：
（一）104 年 12 月 16 日 (三)上午 10 時，圖資中心校園核心網
路設備 105 年度委外維護案開標。
（二）104 年 12 月 22 日 (二)上午 10 時，105 年度中國期刊全文
資料庫(CJFD)採購案採購案開標。
二、本處近兩週修繕維護案：
總務處

（一）木柵校區藝德樓電梯維修更換鋼索及垂重組件。

校園維修案件
請妥善辦理。

（二）木柵內湖校區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三）木柵校區餐廳前廣場鋪面改善工程。
（四）內湖校區嘯雲樓男生宿舍區新增學人宿舍整修工程。
（五）內湖校區警衛室屋頂防水施作、水塔管路破損重新配管，
廁所馬桶不通修繕更新。
（六）內湖校區戲曲樓及文化走廊探照燈損壞整修。
（七）內湖校區嘯雲樓三樓舞蹈教室地板凸起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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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單位

內

容

主席裁示

（八）內湖校區音樂樓 2 樓大排練場老鼠防治施作。
一、 12/26(六)東京都杉並區與臺北市政府合辦青少年棒球友誼
賽，由大理高中承辦在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辦之晚宴表演，
本校將由民俗技藝學系 11 位學生支援。
二、 12/28(一)中午前教育部林默章參事將陪同日本南相馬市長
櫻井勝信等 7 位貴賓來校參觀。
三、 傅爾布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於 12/15(二)下午特別拜訪校

有關資料速送基
金會執行長辦
長，商談明年英語協同教學助理相關事宜，目前暫訂仍維持 理。

2 位 ETA。
四、 十二月份應邀演出產學合作情形
民俗技藝學系

研發處

104.12.4

教育部體育署精英獎頒獎典禮
開場演出

104.12.11

外交部歲末感謝音樂會

104.12.19

彰化和東國小歲末聯歡晚會

104.12.11

外交部歲末感謝音樂會

104.12.24

2016 年年貨大街促銷記者會

104.12.24

支援學生 2 位當代傳奇劇場《哪
吒》

104.12.11-20

支援學生 1 位當代傳奇劇場在
板橋 435 藝文特區演出

104.12.26

山妍四季社區歲末聯歡演出

104.12.29

大愛台新春猴戲開場節目錄影

京劇學系

戲曲音樂

104.12.15-28

演出《李爾在此》

104.12.23-24

悲喜交集夢回李叔同音樂劇服
裝製作及執行

104.12.4-6

執行榮興客家採茶劇團《婆媳
風雲》舞台技術等

104.12.4-6

師生支援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婆媳風雲》演出

劇場藝術學系

客家戲學系

支援教師當代傳奇劇場在大陸

五、中國戲曲學院京劇系、音樂系、舞美系 3 名大二學生，擬於 本校學生赴中國
戲曲學院交換學

104 學年第二學期來本校京劇學系、戲曲音樂學系、劇場藝 習一事，至為難
術學系交換學習，研發處目前正在辦理相關書面作業。
比照 104 學年第一學期「本校學生交換甄選事宜」
，本校可

得，請鼓勵學生
踴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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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單位

內

容

主席裁示

選派 3-6 名京劇學系、戲曲音樂學系學生赴該校交換學習，
請京劇學系、戲曲音樂學系辦公室向學生宣達此一訊息，並
就有意申請學生提交表件進行初審，以利後續作業。
104 年度即將結

一、 104 年度即將結束，適逢農曆春節較往年提早，為使 104 年 束，各單位尚未
完成工作，請依

度結帳作業遂行，請各單位配合清帳並盡早辦理核銷。本室 限辦理核銷。
業於 12 月 21 日發文通知，應行注意事項如下：
(一) 請購案件已執行完畢者應依規定於 12 月 11 日前核銷完
主計室

畢，然而至今仍有諸多案件尚未核銷，請盡速辦理核銷。
(二) 尚未請購者，若非緊急案件或尚在執行中之計畫者，不得
再辦理請購，另各類執行中計畫亦請盡速辦理核銷。
(三) 已執行完畢尚未辦理收款之計畫，請承辦單位稽催於 12
月 31 日前入帳。
(四) 跨年度計畫若屬今年度憑證即應於今年度核銷。
1 月 18 日歲末

一、 本年度歲末聯歡預定於 105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晚間 6 時整 聯歡活動，請
辦理，餐會場地目前辦理採購中，近日將統計各單位參加人 踴躍參加，退
休人員亦應邀

員，敬請協助邀請同仁參加。另，延續往例，除由學校提供 請。
禮券辦理抽獎外，並請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踴躍提供約
新台幣 2,000 元等值之禮品，以慰勞同仁辛勞。
人事室

二、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預定於 104 年 12 月 29 日辦理本校勞動條 臺北巿政府蒞
校進行勞動條

件檢查，期間將請各單位協助提供相關資料包含薪資、差勤 件檢查一事，
紀錄等，並將抽選本校勞工，包含技工工友、臨時人員、廚 請妥善準備。
工以及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約計 10 人進行面談，敬請
配合辦理。
三、下學期兼任教師聘任事宜，請各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儘早辦
理，下學期教評會預計於 105 年 1 月 13 日召開會議審議。
一、 本團已於 12/21(一)舉行《臺灣京劇-孫中山》檢討會，後續
將會以檢討會所提出的方向，做為未來加演節目修訂的目

京劇團

標。
二、 本團已開始進入新編崑曲《蔡文姬》製作籌備階段，後續懇 相關籌備計畫
請六系兩團全力支持。
三、 12/26(本週六)復興劇場，將演出《山亭》、《白水灘》、《盤

請先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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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單位

內

容

主席裁示

絲洞》三齣好戲，歡迎大家蒞臨觀賞。
四、 本團團員懇請藝文中心協助，未來可否即早確認觀光戲演出
時間檔期。
一、12 月中旬卡藝巡演及《蔣渭水》演出案均已全部順利執行完
綜藝團

成，刻正辦理結報事宜。
二、本團將配合 105 年元旦於林口體育大學舉行之「中華民族祭
祖大典」活動演出。

秘書室

12 月 28 日司長至木柵校區訪視案，請各位主管務必於上午 8:30
至校門口集合。
一、 文山特殊教育學校邀請本中心於該校望年會活動(12 月 25
日下午 1:20~3:00)協助演出，本中心將由大一丙、丁班修習
服務學習課程同學及選修游泳課程同學協助執行本項敦親
睦鄰演出活動，感謝戲曲音樂學系劉大鵬主任、歌仔戲學系
陳孟亮主任及民俗技藝學系李曉蕾主任熱心協助與指導。
二、 本中心於 12 月 30 日下午配合藝文中心辦理之「戲韻藝情 大學部書畫習
作同學頗有可

通識教育
中

心

-104 年歲末寫春創作展」，舉辦「書畫藝術賞析」課程期末 觀，歡迎各位
成果展，預計展出 30 幅同學水墨創作作品，歡迎本校師長 師長踴躍觀賞
鼓勵。
踴躍參觀，並給予參展同學鼓勵。
三、 本中心 12 月 30 日下午 1:20~5:00 於學藝樓 204 教室辦理 通識教育學術
研討會每年辦

「2015 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上半場由教師發表研究論 理 ， 效 益 極
大。請其他學

文，下半場由學院部學生發表專題成果報告，屆時歡迎同仁 系比照辦理，
蒞臨指導。
四、有關 12 月 15 日教育部辦理明年度磨課師課程徵件說明會，
明年度各校可提三案，請各學系轉達系內教師踴躍提案。

提升學術論述
能力。
磨課師計畫請
各系鼓勵老師
踴躍提案。

圖書館各項推
廣活動頗有裨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兩校區圖書館夜自習實施至 1 月 14 日 益，請持續加
大〞愛上圖書
(週四)止，自 105 年 1 月 15 日(週五)起至 105 年 2 月 5 日(週 館〞效益。

一、「兩校區圖書館夜自習期末結束與期初開始時間」

圖資中心

五)止，兩校區圖書館週間開放時間為早上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夜間及週末不開放。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內湖校
區 2 月 15 日(週一)起；木柵校區 2 月 22 日(週一)起，即開
始實施夜自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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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單位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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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館利用教育新生訓練課程辦理完畢」
內湖校區圖書館於本(104)年 10 月 14 日至 12 月 16 日，針
對國中小新生調訓，已辦理完畢，共計 7 場次，計 157 位同
學參與。
三、教育部 104 年「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技專校院
共用性電子資料庫」
驗收完成利用宣導近日教育部 104 年「臺
灣學術電子資源續發展計畫-技專校院共用性電子資料庫」
購置專案，採購驗收程序已完成，共計有空中英語教室每日
頻道及彭蒙惠英語科技面面觀 65 集、CJTD 中國大陸學術期
刊暨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及華藝精選電子雜誌共計 38 種等
資料庫，歡迎由查詢路徑：自「本校首頁」>「圖書資源」>
「電子資源」項下之「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中輸入「各
資料庫全名或關鍵字」，即可查詢到資料庫使用。
一、 研華基金會兩計畫於 12 月 16 日召開會議說明經費分配運
用，將於一月開始執行兩案，華菁苗尖人選及華星高職畢業
演出企劃書應於(開學後)2 月 15 日前繳交，以利評委審核。
請各系盡速規畫撰寫、注意執行期程並密切配合辦理。
二、 本中心於 12/18 赴高雄參加全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第六 請多與他校藝
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及正修大學 50 校慶-蕭勤‧抽象
1956-2014 典藏展。會中與正修大學藝文處主任及龍華科大

文中心連結，
把本校的戲曲
內涵散播到各
校。

洽談未來合作案，兩校皆表同意。本中心將持續商洽合作計
藝文中心

畫。
三、 本校碧湖劇場 10-12 月刊登台北 MAP 廣告，當時與該廠商商
洽增加免費宣傳演出資訊一案，已於 12 月台灣觀光日文月
刊<食泊飲樂>單元(第 34 頁)露出，加強日本客群宣傳。
四、 本中心將於 12 月 25 日內湖中興堂及 30 日木柵學藝樓(時間 25 日、30 日兩
14:00-17:00)，辦理駐校藝術家之『104 年歲末寫春創作
展』，歡迎各處室主管轉知同仁、師生參加。

校區藝術家揮
毫活動，請師
生踴躍參加。

五、 鴻海尾牙演出案已通過，該公司將派員於 12/28 下午到校洽
談演出內容及節目順序。本中心業已邀請參加『104 年歲末
寫春創作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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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轉寄兩團有關內湖科技發展協會邀請市長參加之【柯巿長與
內科企業座談會】會議紀錄，提供兩團參考。
一、12/22~12/24 本系將舉辦毯子功金獎大賽。
二、12/24(四) 純粹創意整合行銷有限公司舉辦「2016 台北年貨
大街台北地下街猴展暨促銷活動記者會」，本系參與踩街演
京劇學系

出。
三、12/26(六) 內湖山妍四季社區舉辦歲末年終晚會，敦親睦鄰
演出，本系演出《三岔口》。
四、1/1 本系和戲曲音樂學系在林口體育館「中華民族祭祖大典」
活動演出—天官賜福。
12 月 14 日赴新北市金山國小，12 月 17 日赴天母士東國小，12

民俗技藝
學

系

月 18 日赴三峽有木國小，皆圓滿完成。宣傳任務皆為師生義務積
極付出，感謝李心瑜師、薛欣宜師辛勞，本系會如實列管招生宣
傳作業，確保生源不致中斷，預計明年一月初赴淡水鄧公國小宣
傳。
一、11/27-29 本人受邀參加 2015 海峡两岸歌仔戲（薌劇）藝術
暨邵江海研討會，閩南師範大學贈予我校《歌仔戲(薌劇)邵

歌 仔 戲
學

系

江海研究》書籍八本。擬由兩校區圖書館及本系資料室各典
藏四本，作為學術研究之用途。
二、 104 學年度歌仔戲學系金獎初賽已於 12/11(五)在中正堂圓
滿完成，感謝戲曲音樂學系師生的支援，並將於 2016 年 4
月 7 日晚上 7:30 於大稻埕戲苑舉行決賽。

戲曲音樂 1/1 本系和京劇學系在林口體育館「中華民族祭祖大典」活動演
學

系 出，預訂於 12/31 至現場走台，有利於順利演出。

一、 本系於 12 月 11 日由高職部赴苗栗頂埔國小、新興國小、僑
善國小三校由江彥瑮老師帶隊招生宣傳。
「除夕新春特別節目」錄影
客 家 戲 二、 12 月 19 日赴客家電視台提案：
學

系

案，已獲得客臺口頭支持肯認，後續將由研發處洽談簽約事
宜，預計 1 月 9 日 10 時於中興堂錄影，感謝戲曲音樂學系、
京劇團、藝文中心、總務處、研發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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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提案：
提案一：為訂定「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成立附設實習劇團計畫」，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本案於 104 年 10 月 7 日召開第 1 次研商會議，經本校各主管、學
系主任提供建議修正文字；再於 104 年 12 月 2 日召開第 2 次研商
會議，邀請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柯前主任基良、臺灣豫劇團彭團長宏
志、民權歌劇團林團長金泉、慶美園戲劇團梁團長月孆等專家學
者，以及本校同仁共同研商討論，完成計畫內容草案。
二、本計畫預定自 104 學年度開始辦理，依據實習育成精神，整合各學
系之教學、展演、行政資源，培養同學劇團經營管理與展演製作能
力，在學校與職場之間搭建橋梁，無縫接軌。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各單位協助落實執行，達成預期目標。
伍、校長指(裁)示事項：
一、教育部為利各校能有效與產業及國際接軌，刻正積極推動〞影視音魔法學
院〞規劃事宜，並鼓勵本校儘先提案申請，緣以本校具備多項優勢，因而
備受教育部垂青。為此，請孫副校長立即邀集主任秘書、教務長及林暉教
授研商可行方案，依限報部爭取補助，為學生開闢另一新的職涯管道，並
在民俗技藝系向科技部提報「科技/特技新風貎」專案之外，為本校增加嶄
新的亮點。
二、12 月 20 日教育部舉辦〞高中職學生教育高峰論壇〞，學生點出臺灣國際
觀不足、上課滑手機、學習成效不佳、老師上課死板像念經、不適任老師
應退場等問題，也主動提出推動「無手機日」，足見學生頗有自主意識，
在此建議全校師長正視這些課題，調適自己的思考作為，與時俱進。以成
為學生的「良師益友」相互期許。
另，據聞近日有某位兼任教師體罰學生過當，幾乎造成傷害，殊為不該，
對此類教師，請教務處、學務處詳加紀錄，列為不適任教師下學期逕予解
聘，以免造成更多後患。
三、日前立法院三讀通過〞學校衛生法〞，禁止基因改造食材及初級加工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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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園。對此，請總務處嚴格執行，加強查察，務使餐廳食材符合規範。

四、鑒於專業劇團為求發展，紛紛創新求變，懍於本校兩團團員年紀漸長的事
實。兩團應儘速設法針對個人體型、體能，量身打造適宜的節目，或許稍
可挽回過多負面的評價。此外，魔術訓練、小丑訓練、苗尖精英訓練或遴
聘外師密集指導等，亦不無可行之處，請兩團團長規劃辦理。
五、木柵校區演藝中心於明年回歸後，據瞭解其器材設備將空洞老化，請藝文
中心立即規劃報部申請補助，俾能發揮教學與展演功能。
六、一年容易，又屆歲末年終。一年來，在師生共同努力下，固然有許多績效，
但尚待努力者仍多，如研華基金會華菁苗尖選拔、華星畢業展演、實習劇
團與教學資源中心的開辦、招生的推動、暨 59 週年、60 週年校慶籌備及
校務簡介等等，均請有關單位加強檢討策進，落實辦理為宜。
陸、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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