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親師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 年 10 月 14 日(星期日)下午 13 時 30 分
貳、地點：內湖校區中正堂
參、主席：張校長瑞濱

記錄：熊秋芳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校長致詞：
各位親愛的家長大家好：
今天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的親師座談會，許多家長從全省各地不辭辛勞前
來參加，我謹代表全校師生向各位家長表達最誠摯的歡迎及感謝。
本校在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下，締造了許多亮麗的績效，獲得教育部及
社會各界的肯定與支持。我在這裡謹向各位家長報告學校近半年來重要校務
的推動情形：

一、重要訪視與評鑑
(一)教育部姚次長立德率同技職司楊司長玉惠、胡科長士琳與 2 位委員及教
育部同仁，於 6/8 至本校內湖校區視察。
(二)本校校務類評鑑通過，後續於評鑑結果公告後，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
行成果。
(三)教育部及師大委員於 10/12 蒞校進行「資源教室到校訪視」，並輔導特
教工作相關事宜。
(四)教育部預計 11/2 至本校進行檔案管理作業成效訪視。
二、修膳工程
(一)音樂樓牆面、中興堂戶外牆面修補、演藝中心積(漏)水修繕。
(二)其他小型工程及維修：嘯雲樓男生宿舍浴廁整修、戲曲樓中央空調整修
及年度保養、戲曲樓女舍及停車場監視機維修、木柵校區地下自來水管
破裂修補。
三、戲曲推廣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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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園及社區推廣
1.執行教育部補助「戲曲傳承，美感提升巡演」，6/12 至基隆東信國小、
6/25 至新北市二重國小演出。
2.執行教育部補助「戲曲好漾，寶島藝能行巡演」，已辦理五梯次教師工
作坊及校園演出。
3.本校與新北市瑞芳區吉慶國小合作於 5/26、6/9 辦理「假日藝術學校」
計畫。
4.6/12 於「台北市社會局老人自費安養中心」辦理端午佳節敬老演出。
5.6/26 辦理 106 學年度下學期樂齡大學結業式及成果展。
6.7/2~7/13 辦理暑假活力系列夏令營活動、7/16-7/20 本校與救國團合作
辦理暑假傳統戲曲研習營。
7.7/21~7/22 辦理凌華京劇藝術體驗營暨工作坊。
8.9/14 本校辦理中秋敦親睦鄰活動，邀請社區民眾、內湖區公所及鄰近單
位共襄盛舉。
9.9/14~9/30 本校參與桃園地景藝術節「水 young 桃源」表演。
10.本校執行藝遊臺灣全民美感計畫，9/17~11/30 至 31 所學校進行藝遊臺
灣課程。
(二)重要活動及演出
1.9/3~9/10 本校隨同外交部諾魯訪演團經澳洲布里斯本轉赴諾魯，參加太
平洋島國論壇活動演出。
2.9/12~10/7 本校隨同僑委會國慶文化訪問團美洲團，赴南美洲智利、巴
拉圭、阿根廷、巴西等四國及美國、加拿大，進行 11 場次巡演。
3.10/6-10/8 本校赴琉球參加華僑總會國慶晚會演出。
4.10/10 本校受邀參加 107 年國慶大會花車嘉年華遊行，以「天官賜福、
國泰民安」主題花車做為壓軸，希望國人在幸福共好期許下都能夢想無
限，邁向更加燦爛的新世紀。
(三)國際/兩岸交流
1.6/15~6/192018 赴福建石獅市參與閩台對渡文化節暨蚶江海上潑水節活
動。
2.6/19 香港美國學校（the Actuarial Society of Hong Kong, ASHK）蒞
臨本校，參與藝術體驗活動。
3.本校參加日本座‧高円寺佐藤信導演一桌二椅計畫，由民藝系兩位同學
獲選，8/22~8/26 赴日參加工作坊，10/19~10/28 於日本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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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校薦送各 2 名赴中國戲曲學院及上海戲劇學院交換學習，兩所學校學
生申請至本校劇場藝術學系交換學習，另與澳洲昆士蘭客家會合作辦理
「107 年暑假赴澳洲學習計畫」
，選派優秀學生前往當地學習。
5.7/19~7/22 本校戲曲音樂學系學生參加 2018 保加利亞切洛佩琪國際民俗
節，並與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共同合作，編排愛情舞劇，成為該慶典中
出色團隊之一。7/27~8/6 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切克梅傑文化藝術節，在
27 個國家中脫穎而出獲得第 4 名，再度展現臺灣文化藝術實力。
6.9/4 日本横檳能樂堂中村雅之館長及神奈川記者一行人蒞校參訪。
7.9/11 北京京劇院李宏圖、王蓉蓉及包飛三位大陸國家一級演員蒞校進行
交流座談。
8.9/25~10/6 邀請亞洲專業表演藝術家至本校進行表演工作坊課程。
9.本校教資中心計畫「107 年藝術新 4 力－國際藝術領域明師工作坊」
，邀
請廈門藝術學校李秀華老師於 9/25~10/6 蒞校授課。
(四)招生宣傳
1.參加中和國中、中正國中、誠正國中升學博覽會。
四、產學合作成果
截至107年9月，本校產學合作為792萬7,270元，相較去年同期略有成長。
單 位

案 件 數

金 額

京劇學系

6

19 萬 5840 元

民俗技藝學系

9

181 萬 6000 元

戲曲音樂學系

12

28 萬 8250 元

歌仔戲學系

26

196 萬 5900 元

劇場藝術學系

2

4萬 元

客家戲學系

9

50 萬 6280 元

實習劇團

3

303 萬 元

綜合

1

8 萬 5000 元

68

792 萬 7,270 元

合

計

五、三團演出成果
(一)綜藝團
1.6/9、6/16、9/2 於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國小進行卡車藝術工程演出、
6/16 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演出「端午節特別節目」
、6/30 於國父紀念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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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視 20 週年慶活動演出、7/27~7/28 於中山堂演出《財神兄弟》
、8/5
參加蘆竹誠聖宮關帝文化季 2018 祈福活動演出、8/29 參與桃園戶外藝
術巡演、9/22~9/23 參與桃園地景藝術節—國際踩街活動。
2.辦理僑委會 107 年國慶文化訪問團活動：7/25 於新莊藝文中心公演、8/3
於新竹縣演藝廳公演暨授旗，9/12~10/7 赴美洲巡演。
(二)京劇團
1.5/19 故宮南院演出《虎囊彈‧山亭》
、5/23~6/11 臺北戲棚演出《西遊
記之白骨夫人》
、8/5 參與彰化八卦山「關聖帝君聖誕活動」演出「魚躍
龍門慶聖誕」
、8/24~8/26 於文山劇場演出《森林七矮人》。
2.本校與大稻埕戲苑、臺北地下街合作，以「戲遊@臺北地下街」為主題，
7/14(六)於臺北地下街演出《拾玉鐲》、《雙下山》，為民眾帶來視覺與
心靈饗宴。
3.9/29~9/30 應大稻埕戲苑邀演，演出「楊家情史-《佘塘關》
、
《穆桂英》」
。
4.10/12~10/17 前往蘇州參與「第 7 屆中國崑劇節」演出《蔡文姬》。
(三)青年實習劇團
1.6/1~6/3 於臺北城市舞台演出新作《阿搭嫂》
，融合高甲戲、歌仔戲、客
家戲的元素，並以華語、河洛語、客語三種語言，以三下鍋方式呈現出
不同的風格。
六、例行校務活動
(一)5/14、5/16 完成品德之星選拔。
(二)6/15 畢業典禮圓滿畢幕。
(三)6/29 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結業典禮。
(四)7/2 辦理 106 學年度期末教學研討會、8/28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
初教學研討會。
(五)8/29 辦理高職部以下新生訓練、8/30 辦理開學典禮。
(六)9/14~9/15 辦理 107 學年度學院部新生訓練。
七、其他工作事項
(一)本校參與外交部 107 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才藝專長類本校正
取 3 名備取 1 名(總錄取 36 名)、劇場藝術類本校正取 1 名備取 1 名(總
錄取 3 名)。
(二)本校向教育部提報「活化校園空間擴大社區服務–設置學校社區共讀
站」計畫，以「美感‧共學‧書視圈」為主題，獲教育部補助 2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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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後續推動工作
(一)健全校務財務結構
本校106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業獲教育部同意備查，並建議妥善
規劃現金收支、存放或投資有助效益之項目，俾靈活運用閒置資金，
後續將請相關單位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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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於107年2月函復總工程經費3億9,820萬元，其餘傢俱設備費
180萬元，後續規劃設計等事宜，依公共工程委員會審查意見辦理。
本案辦理期程為107年至110年，目前正尋求工程專業機關協助代辦作
業。
(三)籌備「2018 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
11/8~11/9舉行「2018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戲曲表演藝術之理論與
實踐」，邀請清史家卜鍵教授、戲曲學者王安祈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校內外發表共15篇論文、3場表演工作坊。
(四)開展國際交流
重啟姊妹校法國第八大學戲劇系的交流活動，雙方學生展開短期交
換，明年(108)校慶4月由法國學生來至本校，108年6月由本校學生赴
法，各為期10天的交換學習，後續再進而展開整學期的交換生互動。
(五)辦理校長遴選事宜
依據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
「各
大學應於校長任期屆滿 10 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 2 個月內，組成校長遴
選委員會，遴選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本人校長任期於民國 108 年 7
月 31 日屆滿，依規定進行遴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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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家長提案：
項次 家長所提問題
一

提案人

1. 學校是否可申請經費，在 高一乙
民藝系的樓層設置製冰 胡姓家長

校長裁示及相關單位回應
【校長裁示】
請學務處與總務處規劃。

機？讓孩子受傷時可以
拿取，不用走遠至健康中
心。
二

1. 親師座談時間的規劃，可 中二乙
否安排科系主任對家長 賴姓家長

【校長裁示】
1. 各系主任皆已針對系教

說明科系的教育目標及

育的課程及目標對所有

未來進路相關訊息？

學生做完整說明。

2. 建議能將對於運動傷害

【民藝系主任回應】

的知識，規劃至體育課程

1. 座談會結束後，本人會

中。

到中二乙班親會現場再

3. 建議可以建立小團體，學

次說明。

習「學習策略」的基礎學

【校長裁示】

養？（可否由輔導室進行

2. 請教務處和體育組規劃

學習輔導，讓孩子外拉式

辦理。

學習）

3. 家長建議開一些讓孩子
自主學習的課程，這涉
及到教育部的課程大
綱，是需要再研究的。
但是可請學務處研議以
社團的形式來開設一些
活動和課程。

三

1. 連假前後不能請假，請校 高二乙
方詳細說明，並期待校方 劉姓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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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回應】
1. 依 學 校 請 假 及 管 制 辦

對於學生請假可以有彈

法，無論是事假、公假、

性的作法。

喪假、婚假及病假，三
天以內是由導師、系主
任及生輔組長核准；三
天至五天內是由學務長
依權責來批示；五天以
上則是由校長來批示。
並不是說事假完全沒有
彈性，而是有部分學生
會用一些方式，想規避
他們不想上的課，但這
些其實都會影響學校的
教學，所以才會有一個
比較嚴謹的管制方式。
但是如果是親屬的婚事
或喪事，只要家長向學
務處或系上聯繫，都是
可以請假的。學校在批
假的時候，最後都會尊
重系上的決定，因為系
上會考量專業的發展及
課程授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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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 學生寢室衣物櫃無法上 小五一
鎖，敬請校方協助盡快安 鄭姓家長
裝門鎖，以確保學生衣物

【校長裁示】
1. 請 總 務 處 及 學 務 處 瞭
解後儘快處理。

保管安全。謝謝校方重視
處理！

五

1. 為何本校的學生獲選外 小六一
交部國際青年大使的比 黃姓家長

【校長裁示】
1. 過 去 在 教 育 部 及 外 交

例特別高？

部，有很多國際青年大

2. 額外的回應：

使到世界各國去宣揚國

愛心媽媽熱心義務提供

威。本校近幾年以來，

精油服務舒緩學生練功

青年大使的人數可以算

造成的瘀青、疼痛，但學

是全國最多的！外交部

校其中一位老師回應「年

所遴選的青年大使雖是

紀太小接受按摩對小朋

限定在大學生，我們卻

友的發育不太好。」講的

從國小、國中就開始培

沒有錯，但是在這個時候

養同學們英語的表達能

回應，會讓愛心媽媽心裡

力，因為青年大使需要

很不是滋味。這位老師若

用英文介紹及應對。這

有疑慮，比較適宜的方式

三年來，教務處向傅爾

是找義工媽媽討論，而不

布萊特基金會申請每一

要在會議中當場提出相

年提供兩個教師名額，

反的意見。

專門教導本校高中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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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認知，平常的情

下的孩子們做英語密集

況，小朋友不需要也不要

的訓練。此外，學務處

接受按摩，但是已發生立

也開了英語會話的社

即的狀況，權衡之下，給

團，每個星期三在音樂

予精油或按摩，舒緩的效

樓五樓進行社團活動。

果（必要性）
，大於對生

這兩位英語外師與同學

長影響的顧慮。

們的生活作息在一起，
也有密切的互動，我們
會鼓勵孩子多與兩位外
師接觸！謝謝您的提
醒，我們未來將會督促
英文老師更加用心，讓
孩子們從小扎根、將英
語學好，未來參加各種
選拔時才能名列前茅，
到世界各地將傳統戲曲
發揚出去！

六

1. 感謝學校全體老師辛苦 中三丁
的付出，孩子在學校裡變 李姓家長
得非常堅強，他現在的站

【校長裁示】
1. 謝 謝 家 長 的 肯 定 與 鼓
勵。

姿、坐姿，整體素質都提
高。孩子是要吃苦鍛鍊，
他們進入社會才會懂得
人生，才會有自己的目
標。我的孩子他已經有明
確的目標，他已經知道要
做什麼。大學畢業要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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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他已經有自己的計
劃，這是非常好的！有目
標才會有動力、有方向，
才會知道怎麼走，非常感
謝老師們無私的付出。
七

1. 希望校方可以增加復健 小五二
設備及相關資源（如：熱 廖姓家長

【校長裁示】
1. 非 常 感 謝 廖 先 生 的 意

療、冰療、水療、筋膜放

見。在假日時，家長可

鬆……等）

帶著孩子們出去走一

2. 希望學校能有運動傷害

走，放鬆一下，對於他

防護員的編制

的身體健康是有幫助
的；也謝謝您提醒我
們，本校確實較欠缺復
健相關的設備，請總務
處及學務處未來能加強
這些設備的購置。
2. 這一年來，本校一直在
尋找並聘用運動傷害防
護員，卻沒有人來應
徵，若是廖先生有認識
相關的專業人員，請您
推薦他至本校來服務，
相信學生可以減少很多
運動傷害，並能得到較
完善的治療。

柒、散會：下午 15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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