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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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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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丙陳心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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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長有約座談會，特別邀請各單位
主管來和同學面對面溝通，瞭解學校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以便讓
學生能有更良好的學習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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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位同學做一個簡要的說明，讓同學瞭解
學校發展的情形。
一、通過計畫及評鑑
(一)106 學年度師生實務增能計畫已獲教育部審核通，補助金額共
145 萬元，將於 106 年 7 月 1 日至 108 年 6 月 30 日執行。
(二)本校獲教育部補助「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計新台幣 399
萬 2 千元。
(三)本校列為 106 學年度技專校院評鑑受評學校，已於 106 年 12 月
26 日由前朝陽科技大學鍾任琴校長率 15 位委員至本校進行實地
評鑑，12 月 30 日由前長庚大學包家駒校長率 5 位委員評鑑本校
在職專班，對本校發展及努力予以肯定。
(四)內湖校區「劇藝教學大樓」先期規劃構想書奉行政院核定。
二、修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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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完成：木柵校區演藝中心、嘯雲樓第一期整修、兩校區監視設
備維修、藝教樓及學藝樓增設電梯、內湖校區光纖網路設備汰換、
中正堂及中興堂廁所整修等工程等。
(二)今年暑假將辦理之工程：內湖校區嘯雲樓男生宿舍浴室廁所整修
工程、內湖校區嘯雲樓 1 樓大廳整修工程、木柵校區藝教樓廁所
整修工程。
三、近半年重要演出及交流活動
(一)106年10月24日至11月17日執行教育部「戲曲傳承美感提升巡演
計畫」演出，本案延伸至107年6月，將增加17場演出。
(二)107年度「戲曲好漾/寶島藝能行」巡演計畫，預計由五個學系演
出青春巡演共30場，及辦理教師增能研習營工作坊10梯次。
(三)新編崑劇《蔡文姬》於106年10月23日至10月25日在河南省鄭州
市、11月2日至3日在臺南成功大學演出，以及12月8日至10日在
臺北市臺灣戲曲中心演出，深獲各界好評。
(四)106年11月9日浙江京劇團、11月13日北京高等教育參訪團蒞校參
訪、11月27日至12月10日重慶文化藝術職業學院四位教師蒞校參
訪交流、12月7日上海師範大學影視藝術學院假中興堂演出。
(五)106年12月10日臺北市柯市長文哲蒞校訪視，並欣賞綜藝團、青
年實習劇團精彩演出。
四、獎助學金
(一)為資助弱勢家庭同學能繼續完成學業，財團法人寶佳公益慈善基
金會捐助本校新臺幣123萬6千元，每月發給學生生活費用1至2
千元。
(二)臺灣經濟研究院江丙坤董事長捐助「希望種子」獎助學金計新臺
幣65萬元。
(三)台北市松山慈祐宮捐助本校獎助學金計新台幣2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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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溫送珍先生捐助獎學金計新台幣10萬元。
(五)雲門舞集林懷民先生捐助創意突破獎學金計新台幣3萬元。
五、得獎紀錄
(一)本校獲得教育部頒發第四屆「藝術教育貢獻獎」，肯定本校對藝
術教育扎根與推展之貢獻。
(二)本校榮獲「2017 全國歌仔戲大賽」清唱類、表演類獎項。
(三)本校獲得高雄市政府
「鮮聲奪人-2017 高雄市歌仔吟唱競賽活動」
少年組前三名及青年組第一名。
(四)本校大四甲朱潔同學參加「2017 年北區技專校院暨高中職英語
朗讀比賽」榮獲大專組第三名。
(五)本校榮獲「106 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絲竹室內樂合奏」特優、
「全國音樂國樂合奏大專團體 A 組」八連霸冠軍。
(六)大四己劉姿吟與黃鈺翔獲得「106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學生
組戲劇劇本（傳統戲劇）優選與佳作。
(七)本校客家戲學系同學參加「107 年竹東天穿日第 54 屆臺灣客家
山歌比賽」榮獲戲劇組及男女對唱組第二名。
(八)本校民俗技藝學系學院部同學參加 107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體操
項目競賽獲得 1 金 3 銅的佳績，分別是大二乙廖崧辰同學獲得地
板運動金牌、跳馬銅牌；大一乙林睿紘同學獲得地板運動銅牌；
大五乙張霈淳同學獲得平衡木銅牌。
六、未來推動重點工作
(一)推動「藝術新 4 力，臺灣起藝—全民美育旗艦計畫」
本計畫期能有效整合國內四所藝術院校之發展重點與特色，透
過跨域、實質合作，共創臺灣專業藝術教育新能量，擴大社會
影響力。本校從「國際藝術教育研究創作、TCPA標竿展演、藝
遊臺灣全民美感教育、TCPA實習育成、自主創新學習」等五面
向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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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儘速興建「劇藝教學大樓」
為讓本校危險與海沙屋教室得以拆除重建，增加教學及展演空
間，規劃興建地上7層、地下1樓，合計8層之「劇藝教學大樓」，
預計總經費為新臺幣4億元。教育部於106年7月同意「劇藝教學
大樓」先期規劃構想書，107年2月27日經教育部函復業奉行政院
核定。
(三)積極辦理 107 學年度招生考試
107學年度學院部招生考試將於5月6日報名截止，5月19日考
試；高職部以下將於6月15日報名截止，7月7日考試。希望各位
同學能本著愛校護校的精神，踴躍推薦學弟妹及親友到本校就
讀，共同將傳統表演藝術發揚光大。
(四)歡慶61週年校慶活動
本校61週年校慶將於107年4月28日(星期六)上午9時30分在木柵
校區舉行，屆時請同學邀請親朋好友一起來幫學校慶生。
(五)辦理外交部 107 年國際青年大使訓練
外交部107年國際青年大使已經公告徵選中，這是青年學子大顯
身手的大好時機，由於本校過去入選的學生人數至多，通識中心
已開設英文輔導班，希望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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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機車入口感應極度不良，尤 1.【總務處】
其是機車。

本校車輛管制系統尚在保固期

2. 學校提供之白板筆有臭味又

間，已責成廠商本週內每天上

易沒水，建議購買市面上「可

午到校檢測，務必調整至最佳

換卡水的白板筆」價格雖較

感應狀態。

高，但對師生健康較好。

2.本校未來將會依據同學意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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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對外演出都借不到大摺疊
會議桌，學校是否能增購?

購白板筆。
3.【總務處】

4. 演藝中心後台休息室是否能

木柵校區現有大摺疊會議桌 8

增設休息位置，因演員休息位

張、內湖校區現有大摺疊會議

置不夠，連文武場老師學生都

桌數 10 張供一般會議洽借使

在樓梯間用餐，或是其他空間

用，各學系對外演出若有大量

在公演時，暫時開放成休息

摺疊會議桌需求，建議由各學

室?

系編列經費購置。

5. 學藝樓二樓與藝德樓三樓教

4.【藝文中心】

室電腦雖已換新，但上課時常

木柵演藝中心開放化妝室供演

跳出網路更新視頻，嚴重影響

員用餐，二樓休息室供技術人

上課，
（學生會提議：學校是

員使用，建請表演單位應妥善

否統一更新所有教學電腦，維

安排用膳地點。

持教學品質。）

5.【通識中心】

6. 老師逼學生買書，上課卻不

為了管理方便，學科教室的資

用。

訊講桌，每部電腦都裝有還原

7. 招生考試是否可以完善，例

卡，每次重新開機都會回覆原

如:考試順序衝突，有沒有可

始安裝狀態，所以並不適合做

能分兩天考?

軟體更新操作，如果有更新畫
面出現，建議直接按「取消」
鍵，才不會增加系統負擔。目
前於寒暑假期間都會請廠商更
新資訊講桌電腦軟體，未來將
請廠商增加學期間軟體更新次
數。
6.請同學私下向通識中心或學系
告知何位老師強迫學生買書，
學校將會轉達給該位老師知
道。
7.【教務處】
本校招生考試日程規劃，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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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試科目與內容特性辦理，
因考量考試之公平性，及考生
交通往返等相關因素，因此鈞
規劃於一天之內辦理完成，目
前並無更動之規劃考量。
二、學生事務含宿舍事項

校長裁示及各業務單位答覆

1. 學生宿舍抽菸問題提出許多

1.【學務處】

次，106 學年上學期校長有約

網路檢舉系統會在四月底前上

結束後，學校曾提出要架設網

線，屆時會公告在宿舍及校網。

路檢舉系統，至今依然沒架

本校為無菸校園，宿舍設置吸

設，或是宿舍可否增加吸菸

菸室與前規定衝突，回歸問題

室，提供需要的人使用，若不

本身，還是要請有吸菸的同學

提供，為何不加強管制？

到校外。若無法自我約束違規

2. 宿舍有些人晚上聊天聲很大

行為，則依校規記過處分。

聲或撥放低音音樂，可否請輔 2.【學務處】
導加強管制?(宿委會:同學請

目前木柵校區宿舍均為學院部

自行發揮公德心與同理心。)

同學住宿，大家均已成年，實

3. 假日住宿舍，過 12 點出宿舍

無需輔導員過份干涉學生起

可否不要記點?

居，希望同學能主動發揮公德

4. 男生宿舍一樓浴室很常淹
水，學生自行清理後還是一

心，共同維護宿舍安寧。
3.【學務處】

樣。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已取

5. 女宿一樓坐式馬桶只要一沖

消門禁管制，考量住宿生安全

水，隔壁馬桶也會一起沖水

及夜間秩序維護，凌晨 12:00-

(學生會:宿舍設備如有任何

清晨 6:00 不可出宿舍。若 12

問題，請向總務處組通報)

點後仍有要事必須出宿舍，仍

6. 女宿一到四樓浴室排水管長

可以在輔導那登記後出校。是

期頭髮堵著(學生會:同學請

否需記點視外出理由而定。

自行發揮愛心，自己洗完請把 4.【總務處】
頭髮帶走，一起維護公共空

宿舍維修問題請填寫維修單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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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7. 男生宿舍三樓飲水機冰水不

總務處通報。
5.【總務處】

冰(學生會:同學可自行填寫

宿舍維修問題請填寫維修單向

修繕單通報)

總務處通報。

8. 男生宿舍三樓大門時常故

6.【總務處】

障，修理過後還是一樣常故

宿舍使用及設備清潔請同學自

障。

主管理，總務處無足夠人力隨

9. 女生宿舍四樓右側有線網路

時進行清潔。

依舊沒網路，已換過網路線， 7.【總務處】
也詢問過，但依然沒網路。

宿舍設備問題請填寫維修單向
總務處通報。
8.【總務處】
宿舍設備問題請填寫維修單向
總務處通報。
9.【圖資中心】
查本中心叫修記錄，並未接獲
或通報網路異常問題，目前已
安排網路協力廠商於 4/17 日
到木柵校區現場勘查網路情形
以解決問題。

三、系務(課務)行政

校長裁示及各業務單位答覆

1. (京劇系提問)學生應演出需

1.【藝文中心】

求，借校內表演場館，需填寫

校內表演場館申請流程如下：

申請表，為何送出申請表後，

填送申請單→審核→開會決議

要等各系開會來決定誰能使用

檔期。

場地呢?填申請表的意義不就

2.【京劇學系】
先前本系電腦中因留存過多以

失去了?
2. (京劇系提問)京劇學系系辦電

往學生的資料檔案導致電腦運

腦有提供學生印劇本、戲單、

行不暢，這學期初整理過後已

資料，但有時印不出當機，還

能順利操作，目前本系行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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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使用時都很順暢，希望學

無法上網，令人困擾。

生也能養成良好的公用電腦使

3. (京劇系提問)學校是否能在系

用習慣，在用完電腦後能將自

辦裝置 WIFI?

己的檔案帶走或刪除，共同維

4. (京劇系提問)學校可否多撥經

護好系辦電腦的狀態。除了系

費到系上買練功的東西
5. (音樂系提問)選修課是否可以

辦電腦提供學生做簡單的資料

增加關於戲曲實務之課程?

查詢與列印課程相關資料之，

6. 音樂系琴房太少，是否可增加

系辦外面有大台影印機供列印

琴房數量，以提高學習品質。

較大量課程資料，學生也能前

(學生會:104 下學期校長有約

往學校圖書館借用電腦進行查

曾提過演藝中心的排練室會

詢與作業，學系與學校都能為

改為琴房，不知是否會執行?)

學生適當的協助，相對也請學
生在利用學校資源的同時，能

7.(音樂學系提問)大一大二的

夠愛護學校的各項資源。

鑼鼓經課使用的小鑼都是破的
請問可以添購正常的小鑼嗎?

3.【圖資中心】
(1)目前本校 2 校區各系辦皆
有桌上型電腦提供上網辦理日
常業務，並未特別規畫 WiFi 熱
點上網且本校 WiFi 上網速率
僅 10Mbps 不符辦公需求。
(2)建議如有特別需求，各系可
自行採購簡易型無線 AP 以因
應所需。
4.【京劇學系】
本校每年均撥款新台幣 30 萬
元給各系購買教材設備，由於
經費有限，本系將逐年採購練
功器材及設備。
5.【戲曲音樂學系】
本系將提課程委員會討論
6.【戲曲音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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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木柵校區空間不足，本校
未來將作整體空間規劃。
7.【戲曲音樂學系】
本系未來將從歌仔戲組的演出
經費中，爭取部分經費購置小
鑼。

四、其他

校長裁示及各業務單位答覆

1. 圖書館原有提供之影印服務，

1.【圖資中心】

例如：正雙面印、掃描，現在都

投幣式影列印服務廠商承諾下

沒了，可否恢復原有的服務？

學期開學前將提供雙面影印新
機種，供同學使用，現階段暫
時將以圖書館現有影列印機調
整，提供同學進行掃描及雙面
影印。

五、學生會提案

校長裁示及各業務單位答覆

1. 選課系統依然不方便，IE 在許 1.【圖資中心】
多電腦裡已經無法使用，之前許
有關招生及選課的瀏覽器已改
多同學因為這個問題而無法選

為跨平台的方式，同學們在使

課，上學期圖資中心回應去年

用上是否有發現無法跨平台的

12 月初會改善，但這個問題依

問題？是否可以提出詳細的操

然沒改善。

作頁面，讓我們能針對問題來

2. 教師評量依然跟選課系統綁在
一起，且 106 學年上學期校長有
約結束後學校回應，如填寫完教

改善。
2.【教務處】

很抱歉本學期還無法將選課系

師評量可調整成提早 1~2 天填
選選課系統，但這學期填完教師

統及教學評量脫鉤完成。下學

評量後依舊不能提早選課!。

期學生們在選課的時候，就不
會再被教學評量給限制住了；

3. 資訊科技這門課老師教的
photoshop 的教材過舊，經查

有填寫教學評量的同學，我們

證，是 2009 年出版，導致學生

也會有鼓勵的措施。

無法建立正確審美，無法在課下 3.【通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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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練運用 photoshop。

在去年已有更新網路軟體，現

4. 需加強學生環保分類觀念，教

在課程中大部分的講義雖然是

學大樓與宿舍都未分類，需加強

比較舊的版本，但課程適用度

宣導

較高。我們也會再研究一下，

5. 學生會辦理全校性活動時，是
否有租借燈光音響的程序？時
常租借外面燈光音響而增加許

並盡快更新教材。
4.【衛保組】

呼籲各位同學確實做好資源回

多負擔。

收及垃圾分類。
5.【藝文中心】

因場館裡的專業設備較為高
價，所以無法輕易租借給學生
演出或辦活動使用。各位同學
如需辦活動而需要租借設備的
部分，我們還會再詳細規劃應
對措施。
【主任秘書】
建議藝文中心能夠整理或採購
一套簡易的設備，提供給學生
租借於辦活動使用。

柒、臨時動議：無。
捌、介紹 TEDxNTCPA
玖、散會：下午 14：3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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