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院部同學
與校長有約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10 分
貳、地點：木柵校區演藝中心
參、主席：張校長瑞濱

記錄：陳羿汝、陳心昀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校長致詞：
各位老師、各位學院部同學大家好：
今天舉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院部同學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首先要感謝學生會全力的協助，讓本次會議順利的進行，其次也要
感謝各單位主管同仁撥冗來跟同學面對面溝通，瞭解學校是否有需
要改善的地方，以便讓學校未來能有更好的學習環境。今天我利用
校長有約座談會的機會，將學校這半年來的重要工作跟各位同學做
一個簡要的報告，讓同學瞭解學校發展的情形。
一、重要訪視與評鑑
(一)教育部於去年11月2日至本校進行檔案管理作業成效訪視；11月
15日至本校進行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輔導訪視；12月14日至本
校進行特殊教育現況設施訪視。
(二)108年1月18日諾魯共和國總統瓦卡率團蒞臨本校參訪。
二、戲曲推廣與培訓
(一)校園及社區推廣
1.107 年執行完成藝遊臺灣全民美感計畫，共計安排 85 位講師及
及 2,800 位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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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1 日辦理寒假「魔幻雜技體驗營」及「活
力課程」。
3.108 年 1 月 9 日及 1 月 11 日分別於兩校區舉辦歲末迎春書畫寫
春活動。
4.108 年 2 月 19 日參與內湖夜弄土地公慶元宵活動演出。
(二)國際/兩岸交流
1.108 年 1 月 3 日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師生蒞校交流參訪。
2.108 年 2 月 12 日至 3 月 12 日本校執行僑委會春節文化訪問亞太
團演出計畫，由本人親自率團赴日本、澳洲及東南亞諸國進行演
出，深獲好評。
三、重要校務活動及成果
(一)107年12月15日本校於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辦理「107學年度
教師深度實務研習」，12月19日辦理107學年度教師產業研習─互
動式工作坊；108年3月23日至3月24日辦理燈光音響技術工作坊。
(二)107年11月至108年2月赴台北市華岡藝校、東湖國小、明湖國小；
新北市二重國中、南強工商；台中市新民高中、青年高中進行招生
宣傳。
(三)研華基金會與本校今年合作辦理「2019人才培育觀察年計畫」，
贊助本校150萬元執行人才培育、公益推廣、邀演交流等活動。
(四)108年1月15日於木柵校區辦理藝術新4力創新亞洲傳統藝術交流
及教育計畫成果展演。
四、後續推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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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108學年度招生工作
1.四技(含轉學)：

(1)報名時間﹕108年3月4日至26日
(2)考試日期﹕108年5月18日(星期六)
(3)考試地點﹕木柵校區
2.高職、國中、國小(含轉學)：
(1)報名時間﹕108年3月4日至6月14日
(2)考試日期﹕108年7月6日(星期六)
(3)考試地點﹕內湖校區
3.報名簡章已於108年3月4日起公告於本校網站，請各位同學轉
告親朋好友踴躍報考。
(二)執行教育政策及學生輔導
1.配合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大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補助計畫」
，培
訓學生擔任職涯教學助理與志工，擴充學校職輔能量。
2.國發會公布「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
，本校將加強學生在
生活中應用英語的能力及未來的職場競爭力。
(三)推動藝術交流及聯展
本校預定於今年 5、6 月間與其他三所藝術大學共同舉辦「『埕』
─藝術四校合作展演計畫」。
(四)拓展國際交流
1.重啟姊妹校法國第八大學戲劇系的交流活動，預定今年四月校慶
時由法國學生來至本校，六月由本校學生赴法，各為期 10 天的交
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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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本校 62 週年校慶，邀請日本高円寺阿波舞來台踩街活動。
(五)本校京崑劇團將於今年4月27、28日於臺灣戲曲中心演出新編京
劇《良將與惡魔：雙面吳起》，歡迎同學踴躍前往觀賞。

陸、學生提問：
一、校務行政、教務、總務

校長裁示及各業務單位答覆

1. 關於課堂硬體設備，學藝樓二樓

1.【教務處】

學科教室的桌椅有些已損壞，能

邀集相關單位，針對學藝樓及藝德

否汰換添購一批新的桌椅，並藉

樓學科教室，整體檢視，彙整需求，

此添購數張『左撇子專用』和

再請總務及主計單位協助後續經費

『空間較大』的桌椅，供不同需

編列及採購事宜。

求的學生使用？

【通識中心】
先行少量採購「左撇子」及「較大型

2. 關於學校是否有『正版軟體』可

號」課桌椅，以維持教學品質，後續

供學生下載使用？目前大部分大

視經費再行研商是否全面汰換。

學都有這些資源。

【總務處】
已請課桌椅廠商先提供各型座椅報
價，俟通識中心調查需求數量編列
經費後，再辦理採購。
2.【圖資中心】
目前學校正版軟體授權簽約軟體有
Windows 作業系統、Office 相關軟
體 、 Adobe

Creative 系 列 及

Autodesk Autocad 等軟體，每年授
權金額約 145 萬元，Windows 及
office 系列相關授權範圍為全校行
政電腦及 3 間電腦教室使用，而教
學軟體(Adobe、Autocadd 等)僅授權
木柵校區 2 間電腦教室使用，目前
學校僅能提供公版公務使用，無法
提供個別下載使用，建議有需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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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在學身份用優惠價格購買正版
軟 體 使用 較為 快速 及妥 適 解決 問
題。

二、學生事務含宿舍事項

校長裁示及各業務單位答覆

1.宿舍蚊蟲多，尤其女生宿舍一樓螞

1.【總務處】
學校每學期均會利用寒暑假期間進
行全校消毒作業，若經學務處或各
單位反映有應加強除蟲除蟻等，則

蟻出現的情況嚴重。希望或許可設
置捕蚊燈等器材於各樓層，並定期
對宿舍內外進行消毒除蟲作業？

通知廠商加強消毒除蟲作業。至於
捕蚊燈等器材請學務處調查需求數
量編列經費後，再辦理採購。
2.【總務處】
先請學務處指派專人管理開啟抽風

2.宿舍靠近廁所的房間及一樓晒衣場
容易潮濕。期待可於一樓晒衣場靠
近廁所的房間放置除濕機？
3.宿舍內洗衣及烘衣設備皆收取 10

機，觀察潮濕情形有否改善，若無
改善再請學務處調查需求數量編列
經費後，再辦理採購。
3.【總務處】

元硬幣，宿舍內是否可以加裝兌幣
機？
4.群和樓交誼聽的微波爐在開學時損
壞，經維修並繼續使用過後又壞

經電洽洗衣及烘衣設備廠商，表示
無兌幣機提供，請學務處輔導員協
助提供零錢兌換。
4.【學務處】
學務處購買微波爐提供同學使用至
今僅 1 年半即損壞(規定使用年限為
3 年)，為探究損壞原因，發現學生
活動中心冰箱中出現火鍋料、肉片、
冷凍水餃及湯圓、青菜等食材，由此

了，請問是否可以提前更換一台，
獲能夠再增購加一台？

可見可能由於同學不當使用微波爐
烹煮食物造成損壞。經查宿舍管理
辦法中規定宿舍嚴禁炊膳行為，又
文化大學日前發生失火事件殷鑑不
遠，為維護宿舍安全，故不再提供微
波爐供同學使用，敬請諒察。

三、系務(課務)行政

校長裁示及各業務單位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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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劇場藝術學系】
木工教室自民國 84 年使用以來，
全系從 7 個班級成長至 10 個班級，
舞 台 技術 課程 及各 類製 作 頻繁 使
用。但因樓層過高不易運送器材或
頂樓加蓋不適於上課等等，多次與
校方溝通應遷移他處，皆未有結果。
88 年兩校合併，直至 105 年 6 月國
光劇團歸還演藝中心，也極力向校

1. (劇場系)請問木工教室拆除後，
課程與製作上安排劇場藝術的學
生會在何處上課？

方爭取空間仍未獲答案。107 年 1 月
木工教室遭舉報為違建空間，自此
於系務會議多次提出遷移建議。11
月校長主持學院學術科空間規劃會
議亦未有確切結果。今拆遷在即，學
校空間規劃，本系未有權限決定與
解決。本系是全校學生數最多之系
科，全體師生懇切校方協助盡速解
決教學空間問題，以利課程及演出
製作進行。

四、其他

校長裁示及各業務單位答覆

1. 籃球場有多處有裂縫，容易造成

1.【總務處】

積水濕滑，雖校方已派人使用高

裂縫不會造成積水，濕滑主要是下

壓水柱清理過，但想請問是否可

雨過久排水不佳造成青苔所致，本

以重新翻修籃球場？

處會定時進行清理。木柵校區籃球
場目前尚無重新翻修必要，局部裂

2. 建議機車停車格設多一點，並加

縫會利用暑假進行修復。

裝遮雨棚。

2.【總務處】
木柵校區校地有限，機車格已無法

3. 木柵校區內能否加裝一台第一銀

再增加，目前車棚已設置雨遮。

行的提款機？

3.【總務處】
4. 學務處放置平信的信箱過於雜

經 洽 詢第 一銀 行目前 暫 無法 設 置

亂，是否能使用月份或其他方式

提款機。

分類擺放，以便同學領取信件？

4.【學務處】
學務處基於服務同學之立場因此放
置信件箱，由於非掛號郵件 99%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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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費用帳單及文宣廣告印刷品，
但同學大多置之不理所以會越積越
多，但學務處並無權限決定何物可
以丟棄，且同學畢業後，廣告、帳單
還是寄往學校，造成學務處很大的
困擾。日後作法：包裹及掛號郵件由
警衛收件後，同學直接找警衛簽收。
至於普通郵件部分，將一律放置於
警衛室，請同學自行前往領取。
宣導事項：學生活動中心冷氣遙控
只要學務處一提供就會失蹤不見，
到目前為止已經提供 5 次，希望同
學發揮公德心不要拿取公共物品，
且請關閉空調再行離開。若今後發
現浪費空調之情事，將會考慮設置
插卡機採取付費方式使用，請同學
務必配合。

柒、臨時動議：
學生提問

長官回覆

1.想詢問校方能不能給我們一個確切

1.【校長裁示】

討論跟木工教室有關的問題的時

什麼時候給你答案，這個我沒辦法

間？我們能不能派代表參與學校的

給你答案。會後留下討論。

校務會議？希望可以知道木工教室

至於你說要派一個學生的代表,這

的進度，希望校方可以給我們回

沒有問題。請學生一起來討論沒有

應。(劇場藝術系 舞台組)

問題。

什麼時候開會?來討論這個問題。

開會，近期內請主任秘書來開會。

2. 有關退學的問題。我上學期因為

2.【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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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行不及格差點被退學，但同班

每學期六月初會開學生會議討論學

同學也有這個問題，經詢問過

生的操行成績。會要求導師們來開

後，系上主任表示只能休學一年

會，再請導師協助告知同學要做補

再重讀，後來去問了學務處，老

請假的工作。學校是會特別追蹤這

師說可以用抵過消過來加分。只

些出席率不足的同學的請假是否有

是據我所知，我們班另一位同學

請到，但如果同學都沒有接電話或

並沒有做任何的改過銷過卻可以

聯絡不到，就會有學期末操性不及

留下來讀書，那我不懂我們學校

格面臨退學的問題。

能留下的定義是什麼？而且之前

其餘個人問題請這位同學會後留下

我們班也有另一位學生也因為這

來討論，我請教官一起來，把你的案

樣已經被退學了。

子調出來看一看。

再來那位被留下來的同學，學校
在下學期是不是應該觀察她出席
率的問題。(大三丁 李同學)
3. 學餐有點油，是不是能做甚麼調

3.【學生會回應】

整？

內湖校區有營養師做學餐的調配，
油不油、鹹不鹹也有可能是個人的
口味不一，所以可能比較難做調整。

4. 學藝樓一樓，這幾天下雨常常會

4.【總務處回應】

有積水、漏水問題，想請問校方

愉馳舞台上方漏水是因為學藝樓採光

是不是可以在預防漏水的方面做

罩老舊，總務處於會後已找廠商先行

一些加強，以防同學們上課發生

修補裂縫止水，並已編列 109 年預算

危險。(大三甲 林同學)

進行汰換。若學校設施有損壞或不堪
使用狀況請協助通報總務處，以便立
即處理。

5. 校長、主任秘書還有各位老師：

5.【主任秘書回應】

我是劇場系的同學。我想請問會

等一下派幾位代表，就留下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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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否與與你們約個時間。因我

論。可就需要怎麼樣的場地；設

們前 3 天已做了連署有 485 位同

備、空間，我們先做個初步的討

學一起幫助劇場系。我們可以會

論。

後一起討論時間嗎？謝謝老師。

捌、活動介紹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1.108 年學生創新展演實驗計畫
2.青年藝術家駐校計畫

玖、散會：15: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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