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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臺灣第一所藝術專業學府，

恪守繼承傳統文化價值、暨開創具時代性的藝術表現，推展多元與全

面的藝術教育，以邁向成為更全方位與專業化的藝術教研機構自居。

近年來，有效運用專業優質之藝術資源，結合鄰近中小學，關懷深耕

雙北地區，成立文化創意產學園區，發展與利用文化創意產學合作模

式，引領學界、業界及國家藝術文化的持續發展。期許以「美大臺藝 

國際學府」為核心，秉持本校校訓的「真善美」，以「優質化」、「學用

化」、「平臺化」、「在地化」及「國際化」等五個構面，推動十二大標

的，致力厚實與壯大本校之教學、研究與專業創作的全方位跨域能量，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扮演人文關懷與區域發展的關鍵樞紐，繼而延伸

佈署全球國際方略，以接軌國際頂尖藝術高等教育品質為階段性目標。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 107年 6月公布本校於 106年 11月

接受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的評鑑結果，臺藝大在「校務治理與

經營」、「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辦學成效」、「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四個評鑑項目，全數獲得通過，著實是對本校辦學成果的重大肯定。

在此乃依「國立大學校院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六條，本校

就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作成校務基金績效

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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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7年度工作重點項目執行績效 

    為延續本校經典雋永之藝術教育，追求藝術卓越之道與提升競爭

力，以因應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及社會劇烈變遷，本校各單

位戮力執行年度工作項目，以下分列為教育績效構面與投資績效構面

說明於下： 

 教育績效構面 

一、 改革課程，建置以實踐為核心的藝術教育機制 

於 106 學年度起日間學士班畢業學分架構調整，在整合系所

專業基礎理論課程後，課程精實自 106學年度起分三年執行，

實施後之 107 年度較 105 年度之全校開課總時數減少 192 小

時，同時降低通識學分，增列跨域(校院 66 系)選修課程 4 學

分，除原有課程外，增設 27 門跨域課程，鼓勵學生多元學習，

增加學生自由學習時數與廣度。 

107 年度除原有專項圖儀設備預算外，另積極爭取教育部補

助款 1,500 萬元，辦理美術系數位科技藝術創作工作室設備

建置計畫、視傳系數位創意互動教學與設計研究、多媒系新

媒體實驗動畫大工坊、傳播學院影視製作設備產業接軌計畫、

數位影藝中心實習場所設備改善計畫及戲劇系多媒體數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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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學習成效計畫等，購置專業圖儀設備共 1,910 萬餘元，提

供學生實務操作與業界銜接。 

二、 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塑造頂尖專業藝術大學 

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培育專業精深、創造實踐、宏觀

視野及社會關懷的藝術人才」為目標，執行項目依教育部指

標分作四大項，摘要如下： 

(一)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包含鼓勵學生成立文創

工作室、開設多元學習課程、成立種子教師團隊等項目，

促使師生共同進行跨域創作，共創共享卓越成果。 

(二) 發展學校特色：以拓展師生展、演、映、論活躍於國際

舞臺為目標，積極辦理各項國際交流業務，使本校師生

能與國際藝術專家學者，相互交流、合作、競爭與學習，

並進一步地將國際資源帶回本校座落的雙北都會區，打

造一個兼具在地與國際特質的文化大庭園。 

(三) 善盡社會責任：本校校長年於新北地區深耕藝術教育，

特別是鄰近的華僑高中、大觀國中小及中山國小等校，

近年更舉辦「大臺北藝術節」，邀請國際知名藝術家來

校展演、駐校，邀集當地民眾及學生進行藝術對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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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並媒合在地藝術團體來校展演，透過展演深化板

橋地區的藝術植生能量，有效推展藝術教育。 

(四) 提升高教公共性： 

1. 透過建立完善的學生輔導機制，帶領學習困難及弱勢的

學生一同精進，為日後職涯堅實打底。 

2. 為達校務的永續經營與發展，本校以 IR 校務系統為基

礎，建置主動式校務研究，作為精進辦學成效之依據。 

       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未來將依每年執行成果及學校重點發

展項目，滾動修正執行內容，以達資源投入的最高效益。 

三、 興建多功能活動與研究中心  

多功能活動與研究中心建築體係以現代建築風格，座落在兼

具歷史感與現代感的臺藝大校園，結合公共藝術與綠意景觀，

以開放性的動線設計，讓校園空間不僅在機能上獲得延展，

在整體環境規劃上，也與其他校園建物保持協調的連結關係

(如下圖)。完工後可提供師生體育教學、課後運動健身、師

生研究群組與社團活動使用。 

本工程至 107 年底已完成 1 樓、2 樓、4 樓、6 樓鋼筋混凝土

建築及 3 樓、5 樓鋼結構構造施作，並完成屋突 R1~R3 鋼筋

混凝土結構。另外牆及低樓層門、窗等裝修工程亦於 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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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同步展開施作。另因辦理工程後續擴充，計畫經費由原

核定 4 億 6,820 萬 9,720 元增加為 5 億 1,795 萬 8,124 元，

增加部分將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支應，本校已於 107 年 12 月

11 日報部，經教育部 108 年 4 月 2 日函轉行政院同意在案，

後續將教育部來函指示事項續辦。 

 

▲圖：多功能活動與研究中心示意圖 

四、 興建有章藝術博物館 

本案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已於 107 年 3 月 16 日決

標予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本校並於 107 年 3 月 27 日、6 月

11 日、7 月 12 日、8 月 13 日、8 月 30日及 9 月 26 日召開 6

次功能需求討論會議，空間平面已大致依本校需求調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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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代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續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召開「規劃設

計定案前專家學者聯合審查會議」。 

因應歷次功能需求討論會議之本校新增需求，計畫經費由核

定 2 億 7,613 萬 4,091 元，增加為 3 億 8,488 萬 1,820 元，

增加部分將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支應，業經本校 107 年 12 月

11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於 108 年 1 月 10 日

報部，經教育部 108 年 4 月 23 日函轉行政院同意在案，後續

將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意見，將增加經費之推估依據納

入計畫書圖中。 

 
▲圖：有章藝術博物館示意圖 

五、 辦理「板橋府中 456 暨臺藝大周邊環境改造」-大觀路人行步

道改善工程 

本校校門至南雅西路路口沿線全長約 1 公里，周邊有本校、

華僑中學及大觀國小，是板橋知名且重要的大觀藝術教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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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先前人行道不足且有公共設施阻隔，眾多學生行走於道

路上安全堪慮。本校爰以人本環境為主軸，與新北市政府合

作改善行人用路安全及市容整體景觀，並加強跨區域之串聯，

帶動板橋浮洲一帶成為文創產業的創新基地，進而塑造完整

的大觀藝術文教聚落。 

本校配合新北市政府整體規劃推倒圍牆，退縮校園空間，提

供作為市民街角廣場及人行空間，預計改善後最寬處可提供

6 至 8 公尺的人行及開放空間。本工程本校配合負擔 1,500

萬元，已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動工，工期 270 天，預計將於

108 年 8 月 20 日前完工。 

 

▲圖：臺藝大周邊空間改造示意圖。（圖片來源：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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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臺藝大周邊空間改造示意圖。（圖片來源：新北市政府） 

六、 新建學生宿舍 

本校宿舍既有床位 822 床，俟學生新建宿舍啟用後，可新增

670 宿舍床位，預計將可提供總床位達 1,492 床，住宿率將

可由 14.95%提升至 27.15%，預期可有效解決近年學生住宿床

位不足之問題。 

本案於 107 年 5 月 1 日辦理委託專案管理廠商評選作業，因

無合格廠商導致廢標後，改變招標策略，直接辦理委託規劃

設計監造技服廠商評選作業，並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召開第

1 次招標文件審查會議，就招標標準與文件審查定案後，已於

108 年 1 月 4 月上網公開招標設計監造技服廠商，辦理後續

工程規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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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積極回收南北側校地 

本校於 107 年 4 月 23 日收回北側華僑高中眷舍位於大觀路 1

段 29 巷 1 號及 39 巷 2 號 2 戶房舍；另，配合新北市政府規

劃之「板橋府中 456 暨臺藝大周邊環境改造」案，已向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起訴北側僑中眷舍位於大觀路 1 段 41 向 2 號

及 37 巷 2 號占用戶，請求返還房地，目前法院審理中。針對

南側校地部分，業於 107 年 12 月 20 日與占用戶簡君於臺灣

新北地法院達成和解，並同意於 108 年 5 月 1 日前將座落於

板橋區大觀路 1 段 29 巷 183 號房地返還本校；南北側校地回

收進度，均在兼顧法理情各方面下，穩健推進中。 

八、 籌劃與執行 2018 大臺北當代藝術雙年展 

本校於 107 年舉辦第二屆「大臺北當代藝術雙年展」，由校長

陳志誠擔任總策展人，邀請法國藝術家查理・卡克皮諾

（Charles CARCOPINO）、臺灣小說家駱以軍、賀昌申建築師

及本校藝博館張君懿組長協同策展，以「超日常 Daily+」為

展題，於 107 年 11 月 21 日至 108 年 1 月 20 日期間，

在本校「有章藝術博物館」、「北區藝術聚落」以及「九單藝

術實踐空間」等展區舉行。參展藝術家來自法國、奧地利、

盧森堡、日本以及臺灣等地，以駱以軍為本展覽發想創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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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作品─《翻牆者》，作為邀請參展藝術家創作發想的文本

參照。由此，「超日常」試圖打開一種介於作品、文本以及展

場之間的多層次對話關係，並非單純回應生活日常，更是一

種在生活空間、歷史與記憶之間，透過不同形式的作品所形

成的超日常，既是形而下的超越，也帶出形而上的昇華。 

展覽期間共辦理 29 場次團體導覽，合計服務 468 觀展人次。

活動期間，更透過於官方網站與粉絲專頁超過 100 則包含影

片及專文的活動發文，以及發送約 15,000 份 eDM 電子報和雜

誌、媒體廣告等，進行多元管道的強力宣傳。此外，辦理超

過 15 場次的論壇與工作坊，邀請參展者及其他藝術人共同與

談，並透過對話、辯論、閱讀經典、展覽參訪與書寫練習等

方式，辦理藝術書寫工作坊。 

  

▲圖「超日常 Daily+」於 107年 11 月

21 日正式開幕 

▲圖 協同策展人、參展藝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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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藝術家導覽 ▲圖 藝術家導覽 

  

▲圖 展覽內容 ▲圖 展覽內容 

 

▲圖 論壇與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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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有章藝術博物館近年舉辦多場大型展覽，包括 105 年的

「第一屆大臺北當代藝術雙年展－去相合」以及 106 年度配

合「大觀國際表演藝術節」，辦理「空氣草」展覽，直至 107

年度「第二屆大臺北當代藝術雙年展－超日常」。前來參與的

人潮持續攀升，107 年度超日常展之參觀人數已超過 2 萬人

次，平均每日入館參觀達 378 人次。本校期許運用「展、演、

映、論」的藝術舞台，壯實藝術人才的教育量能，並藉此藝

術活動將校外觀眾帶入校園，帶動民眾參與及欣賞藝文活動

的意願及風氣，以推動藝術與全民共享的理念，活絡北臺灣

地區之藝文氛圍。 

▼表 105-107 年本校大型展覽參觀人次統計 

2016-2018 有章藝術博物館大型展覽參觀人次統計 

展覽 展覽日數 參觀人次 平均每日入館人

次 

2016 大臺北當代藝

術雙年展－去相合 
47 12,734 270 

2017 空氣草──當

代藝術中的展演力 
50 16,293 325 

2018 大臺北當代藝

術雙年展－超日常 
53 20,043 378 

九、 進階 IR 校務分析 

已完成校務研究資料倉儲正規化、資料淨化(ETL)處理，及完

成分析招生、學籍基本資料、休退學異動、教師表現及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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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流向等議題。將校務資訊大數據分析平台化，以視覺化及

雲端化管理，藉由網頁公開呈現校務資訊。 

後續將持續相關分析資訊，除以網站方式呈現外，並依權限

設定、區分所有人員皆可閲覽的公開資訊，及各權管業務單

位才可使用的分析資料庫，以提供相關單位進一步之業務分

析與決策參考。 

十、 建置本校兼職人員管理暨納保系統 

目的為整合校內各單位聘用學生兼任助理(含工讀生)之僱用、

薪資、保險核算、稽核…等功能，俾以系統化管理，降低人

工作業舛誤之機率，增進行政效率，並落實照顧學生勞動權

益，降低勞資爭議，促進校園和諧。 

107 年度業已進行相關單位納保系統需求統整，及系統規格

內容確認，而因經費因素，107 年度因故無法執行完畢，本案

預計於 108年度經費確認後，加速後續系統規劃及建置流程。 

十一、 執行教育部「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 

       為落實學用合一，本校篩選優秀團隊成立文創工作室共 9案，

辦理創新創業培訓課程及三創講座，提升學生對於創新創業

的認知與相關能力，加強拓展市場行銷能力，舉辦企業概論、

行銷管理、財務法規、產品實作、文創產業參訪等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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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4 堂，透過創新創業相關實務課程，培養學生的競爭力，

輔導逐步建立品牌並投入市場創業。 

       案採產學雙師共同輔導，協助其中「魚事好好」、「蓆物工作

室」及「身言舞蹈劇場」等創業團隊，投入教育部「大專校

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並邀請產業專家學者提供諮詢輔

導，協助完成創業構想驗證及實作。其中「魚事好好」獲得

教育部補助創客基金 10 萬元，並參與業師點點善公司團隊的

天賦城市計畫，更一舉獲得 2018 年日本 Good Design 

Award(G-Mark) Best 100 之殊榮。 

十二、 規劃與整修文創園區空間 

本校自 95 年 11 月起借用原臺北紙廠空間與建物，積極投入

各種資源經營與修繕。從教室工坊環境整建、開闢臨時性大

門及便道、水溝疏排、建物粉刷、環境景觀整理及闢建停車

場等等，讓原本廢棄多年，雜草叢生的紙廠舊址，被賦予全

新的文創基地風貌。 

本校為推動良好的產學發展環境，於 105 年度開始重新規劃

園區用途，調整進駐廠商性質，並設立美術學院大工作坊以

及視覺傳達藝術學系大工作坊，106 年度規劃成立設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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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作坊；提供作為本校師生教學、創作、研究、展演空間，

致力培育更多專精的藝術文化設計人才。 

本案原於 107 年度編列 284 萬元，規劃整修美術學院大工作

坊屋頂防水工程，而前開年度向教育部爭取到額外 2,000 萬

元補助，爰擴大園區空間優化項目，規劃擴增文物維護研究

中心、戲劇道具工廠、舞蹈實驗劇場及藝博館行政空間，107

年度執行情形如下表所示： 

序號 項目 經費 說明與效益 

1 

文創園區 

美術學院大

工坊屋頂防

水整修 

3,058,867 元 

美術學院大工作坊橫向整合美術

學系、書畫藝術學系、雕塑學系、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等工作坊，縱

向結合創作、教學、展演暨學術研

究等多種領域，透過師生之間的

教學相長，進行跨領域合作，協助

學生發揮自身專業以及培養團隊

合作精神，表現出當代藝術的多

樣性與脈絡。 

2 
文創園區 

實驗劇場 

預算：

9,900,000 元 

107 年起規劃、

施工，預定於

108 年度施作完

成。 

實驗劇場為多功能的場地，除了

提供給表演領域的師生排練之

用，同時也能作為正式演出的劇

場空間。未來將邀請社區居民參

與觀賞各式演出，強化社區鏈結。

實驗劇場改變了一般既定的劇場

空間形式，舞台以及觀眾席的配

置更加多元化，讓原創性舞蹈擁

有極佳的發展空間，將會促使更

多的業界合作鏈結，產生跨領域

合作的創作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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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經費 說明與效益 

3 

文創園區 

戲劇系道具

間 

1,298,462 元 

因應紙質維護研究中心空間擴

充，將原有戲劇系道具間移至整

修後之倉庫，整修倉庫內部空間

以及轉角空地，加強監視系統與

照明，並擴大道具間之使用功能，

同時也能作為小型排演場地。 

4 

文創園區 

文物維護研

究中心 

預算：

2,983,238 元 

107 年起規劃、

施工，預定於

108 年度施作完

成。 

本校文物維護研究中心之基礎設

備原著重於畫作之修復，為使中

心資源更加完善，擬擴增空間運

用功能，將木質、陶瓷器等多項文

物類別之修復室列入規劃，整合

各領域研究資源，並將成果與技

術推廣至相關單位，展現本校數

位典藏的專業實力，提升臺灣在

藝術文化資產保存方面的國際地

位。 

本校截至 107 年度，已陸續投入約 1 億 2,361 萬元進行園區

營運及維護，希望藉由多年來戮力打造的良好教學環境，並

透過持續的空間整修與新設空間用途，創造更優質的產學合

作教學環境。臺藝大不僅培植藝術工作者，更要進一步成為

藝術工作者與產業對接的平台，成為藝術文化產業內容、創

意及人才的銀行。藉著建立學創平台，與師生、校友建構成

綿密的人脈資產網絡，結合產業資源，成為實踐藝術創作、

培育藝術文化人才的中心。 

十三、 設立「表演藝術學院表演藝術跨領域碩士班」 

       107 年度表演藝術學院「表演藝術跨領域碩士班暨碩士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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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班」已於 107 年 8 月 6 日獲教育部函復通過本案申請，將

自 108 學年起更名為「表演藝術學院表演藝術跨領域碩士班」，

有關招生名額配合本校名額總量會議決定。 

       為開展招生相關業務，於 107 年 10 月 2 日召開第一次籌備會

議，議題內容主要針對「籌備業務進度報告」、「簡介、教育

目標、專業核心能力綱目規劃」、「修業年限及課程科目學分

表規劃」及「招生簡章內容增(修)案」等進行研議。 

       接續於 107 年 11 月 20 日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議題內容主

要為「招生簡章內容增（修）訂」，其有關招生名額確認為碩

士班為 10 名、碩士在職專班為 9 名。另外有關簡章內容新增

「其它說明」第 3 點：「非相關科系之考生（相關科系請參閱

簡章附錄二），錄取後需依規定補修本校表演藝術學院戲劇學

系、舞蹈學系、音樂學系及中國音樂學系等相關課程 8 學分

（學分費另計），補修學分不列入碩士班畢業學分數。」。其

增修目的係為達成該班之教育目標：「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演

藝術學院表演藝術跨領域碩士班本求真、至善、唯美之精神，

培育具跨領域、跨文化特質之表演藝術理論研究及其表現能

力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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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班日間碩士班已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公告招生簡章，並將

於 108 年 3 月 3 日進行招生考試。另碩士在職專班於 108 年

2 月 21 日公告招生簡章，並於 108 年 4 月 14 日進行招生考

試。 

十四、 執行全民美育旗艦計畫 

本校規劃並執行教育部「全民美育旗艦計畫」四年旗艦計畫，

各年經費約 1,000 萬元，目標為實踐美感教育，增進生活美

學素養，推動全民藝術體驗。 

(一) 以「藝術宅急便」概念出發 

「藝術宅急便」活動依節氣設計具備特色的快閃活動，

自驚蟄至立夏、又經秋分而後來到歲末冬至，由本校國

樂系、戲劇系及舞蹈系、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等接續執

行，完成 9 場次的演出，而參與人次計約 8,300 人次，

快閃地點涵蓋國內重要地標如嘉義高跟鞋教堂、檜意森

活村、故宮南院、雲林北港朝天宮、彰化鹿港天后宮、

新北耶誕歡樂城及臺北新光三越廣場等地。藉由驚喜的

快遞、快閃，將表演藝術推廣至國內不同的場域，呈現

多元跨領域表演藝術，擴展民眾參與及聆賞藝文活動之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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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出「樂舞縱貫線」系列活動 

以「貫穿南北，走遍東西」為基本構想，讓本校表演團

隊深入臺灣藝術資源較缺乏之地方鄉鎮，將快樂藝術種

子傳送至全國各地達到培育表演藝術人才，促進生活藝

術化。107 年「樂舞縱貫線」系列活動含「藝術宣導列

車」、「偏鄉學校推廣列車」、「慈善關懷列車」、「跨領域

科技劇場列車」等四列車，展演活動共有國樂的《藝同

玩樂》傳統音樂推廣夏令營、室內四重奏的《散播音樂

散播快樂》、舞蹈饗宴的《心動舞善》、音樂與舞蹈跨界

合作的《樂舞擊》、鋼琴四手聯彈與多媒體跨域演出《喵

星人夢遊仙境》、戲劇與國樂跨界合作的音樂劇《愛呀！

不容易》、科技與藝術結合的跨域實驗劇《島嶼時光－

縮影舞圖》，總計規劃共 39 場次的演出，演出地點深入

全臺北中南東各大小鄉鎮縣市，參與人次約 2 萬 3,000

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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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樂舞縱貫線 跨域音樂劇《愛呀！

不容易》第一場 高雄樹德家商 

▲圖  驚蟄《迎春快閃》第二場 嘉義

檜意森活村 

  

▲圖 「迎春快閃」第一場 嘉義高跟鞋教

堂演出 

▲圖 「勞動快閃」第一場 雲林朝天宮演

出 

  

▲圖 國樂系《藝同玩樂》傳統音樂夏令

營於澎湖馬公國中 

▲圖  《樂舞擊》 臺北市中山堂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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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執行成效圖(107 年度展演分布概況圖) 

十五、 辦理大學校院師資教育評鑑計畫 

依據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教育部自 106 年度起

實施新一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為配

合教育部將於 108 年度起針對本校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兩類

科師資培育進行評鑑，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於 107 年度即辦理

規劃準備業務、成立自評工作小組及籌辦自我評鑑等相關事

宜。藉由評鑑的過程，以瞭解本校師資培育品質現況，強化

優勢發展特色，促進師資培育中心建立品質改善機制。 

    本校原規劃設立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碩士班，計畫整併現有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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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碩博合一為目標，惟為配合本校系所發展之整體考量，此案經校

務會議決議暫緩執行。本校依據近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不斷致力於

校務革新，力行空間環境及學習資源擴充與再造，並積極整合各方及

在地資源，打造專業的教學及學術環境，續朝藝術國際化的方向邁進。 

 投資績效面 

    開辦校務基金美金定存帳戶，提升投資效益  

本校投資日前採較穩健之投資方式，以新臺幣存放公民營金融機

構定存辦理，且為有效提升本校校務基金存款利息，經本校投資管理

小組決議，自 107 年 6 月起定期存款改以美金帳戶辦理，107 年度利

息收入約 1,129 萬元，較 106 年度利息收入 756 萬元，增加 373 萬元、

收益成長達 49%，今後將持續穩健開拓校務自籌財源，提升投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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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7年度校務基金執行情形 

一、107 年度決算 

   （一）收入決算數與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收入決算數 10 億 2,123 萬 2,465 元，較預算數 10

億 379 萬 1,000 元，增加 1,744 萬 1,465 元，約 1.74%，

茲將收入各科目金額與預算數增減情形分析如下： 

1.業務收入  

本年度決算數 9 億 4,749 萬 1,030 元，較預算數 9 億

4,809 萬 1,000 元，減少 59 萬 9,970 元，約 0.06%，其

明細如下： 

(1)學雜費收入 

決算數 2 億 7,574 萬 9,253 元，較預算數 2 億 8,400

萬元，減少 825 萬 747 元，約 2.91%。 

(2)學雜費減免 

決算數 1,262 萬 9,124 元，較預算數 1,300 萬元，減

少 37 萬 876 元，約 2.85%。 

(3)建教合作收入 

決算數 5,811 萬 458 元，較預算數 6,100 萬元，減少

288 萬 9,542 元，約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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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廣教育收入 

決算數 2,875 萬 4,951 元，較預算數 3,350 萬元，減

少 474 萬 5,049 元，約 14.16%，主要係推廣班開課數

及金額較預期減少所致。 

(5)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決算數 5 億 1,352 萬 1,000 元，預算數 5 億 1,352 萬

1,000 元，決算數與預算數相同。 

(6)其他補助收入 

決算數 7,430 萬 432 元，較預算數 5,927 萬元，增加

1,503 萬 432 元，約 25.36%，主要係政府機關之補助

計畫收入較預期增加所致。 

(7)雜項業務收入 

決算數 968 萬 4,060 元，較預算數 980 萬元，減少 11

萬 5,940 元，約 1.18%。 

2.業務外收入 

本年度決算數 7,374 萬 1,435 元，較預算數 5,570 萬

元，增加 1,804 萬 1,435 元，約 32.39%，其明細如下： 

(1)利息收入 

決算數 1,129 萬 5,087 元，較預算數 970 萬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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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59 萬 5,087 元，約 16.44%，主要係銀行存款利

息收入較預期增加所致。 

(2)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決算數 3,089 萬 7,721 元，較預算數 3,400 萬元，

減少 310 萬 2,279 元，約 9.12%。 

(3)違規罰款收入 

決算數 1,656 萬 2,453 元，未編列預算，主要係演

藝廳整修工程逾期交貨罰款收入增加所致。 

(4)受贈收入 

決算數 640 萬 451 元，較預算數 800 萬元，減少 159

萬 9,549 元，約 19.99%，主要係各界捐款較預期減

少所致。 

(5)賠(補)償收入 

決算數 1,948 元，未編列預算，主要係中油公司 95

無鉛汽油銅片測試未達標準之理賠金。 

(6)雜項收入 

決算數 858 萬 3,775 元，較預算數 400 萬元，增加

458 萬 3,775 元，約 114.59%，主要係雜項收入較預

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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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決算數與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支出決算數 9 億 6,958 萬 3,525 元，較預算數 10

億 5,462 萬元，減少 8,503 萬 6,475 元，約 8.06%。 

1.業務成本與費用 

本年度決算數 9 億 4,123 萬 8,562 元，較預算數 10 億

2,388 萬 9,000 元，減少 8,265 萬 438 元，約 8.07%，

其明細如下： 

(1)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決算數 7 億 1,840 萬 4,109 元，較預算數 7 億

7,608 萬 9,000 元，減少 5,768 萬 4,891 元，約

7.43%， 

(2)建教合作成本 

決算數 5,378 萬 9,492 元，較預算數 5,210 萬元，

增加 168 萬 9,492 元，約 3.24%。 

(3)推廣教育成本 

決算數數 1,932 萬 8,010 元，較預算數 2,430 萬

元，減少 497 萬 1,990 元，約 20.46%，主要係推

廣班開課數及金額較預期減少，成本相對減少所致。 

(4)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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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數 1,655 萬 3,768 元，較預算數 1,776 萬元，

減少 120 萬 6,232 元，約 6.79%。 

(5)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決算數 1 億 2,519 萬 3,558 元，較預算數 1 億

4,534 萬元，減少 2,014 萬 6,442 元，約 13.86%，

主要係部份缺額改以契僱人力替代致實際用人費

用較預期減少所致。 

(6)雜項業務費用 

決算數 796 萬 9,625 元，較預算數 830 萬元，減少

33 萬 375 元，約 3.98%。 

2.業務外費用 

本年度決算數 2,834 萬 4,963 元，較預算數 3,073 萬

1,000 元，減少 238 萬 6,037 元，約 7.76%，其明細如

下： 

(1)兌換短絀 

決算數 431 萬 969 元，未編列預算，主要係外幣資

產年終評價損失所致。 

(2)財產交易短絀 

決算數 23 萬 2,332 元，未編列預算，主要係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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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提前報廢所致。 

(3)雜項費用 

決算數 2,380 萬 1,662 元，較預算數 3,073 萬

1,000 元，減少 692 萬 9,338 元，約 22.55%，主

要係旅運費、專業服務費、修理保養費、材料及用

品費、各項租金等費用較預期減少所致。 

（三）業務總收支相抵後，本年度賸餘 5,164 萬 8,940 元，較預

算數短絀 5,082 萬 9,000 元，反絀為餘 1 億 247 萬 7,940

元，主要係其他補助收入與違規罰款收入較預期增加，此

外，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與管理及總務費用較預期減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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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 年度財務變化情形 

單位：千元 

註： 

1：現金及定存包括現金(含活期存款及自存入起三個月內到期之定期存款等)、流動金融資產

項下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與投資項下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

期存款。 

2：經常門現金收入包括政府補助收入與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資產使

用及權利金收入與受贈收入等自籌收入，並扣除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3：經常門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之現金支出，如人事費、水電費、維護費及獎助學

金等。 

4：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係指各政府機關補助款屬指定用於增置動產、不動產、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5：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及以後年度之現金支出，包括增

置動產、不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107年

預計數(*1)

107年

實際數

1,515,926 1,599,565

1,001,961 1,011,184

928,820 861,842

328,545 304,926

351,867 370,688

0 0

0 0

0 0

0 0

0 32,231

1,565,745 1,715,376

58,734 13,168

84,825 74,236

0 23

1,539,654 1,654,285

667,181 826,249

0 572

97,670 97,670

469,511 628,007

100,000 100,000

長期債務 借款年度 償還期間 計畫自償率 借款利率 債務總額 107年預計數 107年實際數

    債務項目(*4) 110-111年 18年 100% 1.96% 100,000 0 0

減：當期經常門現金支出情形（C）

項目

期初現金及定存（A）

加：當期經常門現金收入情形（B）

加：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情形（D）

減：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情形（E）

加：當期長期債務舉借（H）

減：當期長期債務償還（I）

加：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J）(*2)

加：當期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情形（F）

加：當期投資淨(增)減情形（G）

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及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

期末現金及定存（K=A+B-C+D-E+F+G+H-I+J）

加：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L）

減：期末短期須償還負債（M）

期末可用資金預測（O=K+L-M-N）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減：資本門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N）

  政府補助

  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3)

  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

  外借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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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流動金融資產係指預期於一年內變現之金融資產，但不含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

期之定期存款。 

7：投資係指採權益法之投資、非流動金融資產及其他長期投資等，但不含存款期間一年以上

到期之定期存款。 

8：長期債務係指償還期限在一年以上長期借款等。 

9：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係指經常門現金收支、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

支、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投資淨增減與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以外，其他影響期末現金之

合計數。 

10：短期可變現資產係指得於短期內轉換成現金之財務或經濟資源，包括：流動金融資產、應

收款項及短期貸墊款。 

11：短期須償還負債係指應於短期內支付現金之給付義務，包括：流動負債、存入保證金、應

付保管款、暫收及待結轉帳項，但應排除屬指定用途捐贈款已提撥準備金之部。 

12：可用資金係指學校帳上現金及定存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並扣除短期須償還負債與資本門

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係在衡量特定時點學校可運用之資金。 

13：其他重要財務資訊至少應包括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固定資產預算保留

數及長期債務，係在衡量學校以後年度應(或很有可能)給付現金數額，其中由學校可用

資金支應之營建工程預算及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與長期債務無法自償部分，將由學校期

末可用資金、以後年度經常門現金收支結餘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支結餘等

支應。 

14：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係指先期規劃構想書業經行政院或本部核定，惟至

當年底工程預算尚未編列完成，該等工程預算預計於以後年度編列；固定資產預算保留

數係指當年度固定資產可用預算數保留於以後年度執行之數。 

15：前項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財源：政府補助係指由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由學校已

提撥之準備金支應係指由不包含於現金及定存內，已提撥之改良及擴充準備金或其他準

備金支應；外借資金係指向銀行舉借長期債務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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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7 年度決算收入分析 

107年度學校收入分析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百分比(%) 

學雜費收入 

(扣除減免 12,629,124元)" 

263,120,129  25.76% 

建教合作收入 58,110,458  5.69% 

推廣教育收入 28,754,951  2.82%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513,521,000  50.28% 

其他補助收入 74,300,432  7.28% 

雜項業務收入* 9,684,060  0.95% 

利息收入 11,295,087  1.11%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30,897,721  3.03% 

違規罰款收入 16,562,453  1.62% 

受贈收入  6,400,451  0.63% 

賠(補)償收入* 1,948  0.00% 

雜項收入* 8,583,775  0.84% 

合    計 1,021,232,465  100.00% 

備註： 

1、雜項業務收入係指招生考試收入。 

2、賠(補)償收入主要係中油公司 95無鉛汽油銅片測試未達標準之理賠金。 

3、雜項收入主要係財產變賣收入、借書逾期罰款收入、列印成績單相關證明文
件及票房收入。 

 

學雜費收入(扣除減免), 

25.76%

建教合作收入, 5.69%

推廣教育收入, 2.82%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50.28%

其他補助收入, 7.28%

雜項業務收入, 0.95%

利息收入, 1.11%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3.03%

違規罰款收入, 1.62% 受贈收入, 0.63%
賠(補)償收入, 0.00%

雜項收入,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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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7 年度決算成本及費用分析 

107年度學校成本及費用分析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百分比(%)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718,404,109  74.09% 

建教合作成本 53,789,492  5.55% 

推廣教育成本 19,328,010  1.99%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16,553,768  1.71%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125,193,558  12.91% 

雜項業務費用* 7,969,625  0.82% 

兌換短絀* 4,310,969 0.44% 

財產交易短絀 232,332  0.02% 

雜項費用* 23,801,662  2.45% 

合計 969,583,525  100.00% 

備註： 

1、雜項業務費用係指招生考試費用。 

2、兌換短絀主要係外幣資產年度評價損失。 

3、雜項費用主要為場地、利息及捐款等相關支出費用。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74.09%

建教合作成本, 5.55%

推廣教育成本, 1.99%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1.71%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12.91%

雜項業務費用, 0.82%

兌換短絀, 0.44% 財產交易短絀, 0.02%

雜項費用,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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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及改進 

一、 針對校務評鑑之檢討項目，持續自我改善機制 

107 年度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公告本校全面通過校務評鑑，但為

精益求精，同時函轉校務評鑑委員對本校之建議事項，其中「校

務治理與經營」項目中指出：「宜針對自我定位規劃推動策略，設

定指標及相關落實機制，促使校園規劃、教學設備、教師和學生

之成就表現，達到國際一流藝術大學之自我定位。」對此，本校

自 107 年度起著手研修近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以及品質管理制度

調整案。 

(一) 研修近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架構與內容 

本校自我定位規劃推動策略以近中長程發展計畫為藍圖，配

合校長治校理念、校務顧問建議，由各系所中心或行政單位提

案，經一定程序討論形成共識而定案，由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

後執行。研究發展委員組成除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為當然委員外，另由校長聘請專任教師或行政

人員代表，以及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等學生代表共同組

成，以廣納各方建議及多元聲音。另為使校園有限空間發揮最

大效益，定期召開校園整體規劃會議，規劃校園中長期整體藍

圖、校園整體建設計畫、校園特色發展及校園土地取得、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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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興建及其使用之規劃等事宜，會後決議事項列入研發會

議之近中長程發展計畫中審議。 

107 年度經參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審查委員及校務評鑑委員

建議，本校於 107 年底著手研議近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修正

版，修正範圍涵蓋整體架構與細部內容，包含：刪除已完成之

近程計畫、新增近程與長程計畫、整併與增刪計畫書章節，俾

使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書更趨完整與可行，修正案業經 107 學

年度第 1 次研發發展委員會與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在案，已定案付梓。 

(二) 研議品質管理制度轉型與升級 

為增進辦學績效、落實校務發展策略，本校自 101 年成立品質

管理績效推動委員會，執掌推動及審理各單位教學、研究、行

政與服務等資料之蒐集、整理、評估、追蹤與考核。 

制度導入之初，為提升校內各單位參與意願，採取溫和、鼓勵

與自我比較的方式執行，由各單位自由設定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以下簡稱 KPI)與填報執行情形，各

單位之執行成果不公開比較，惟透過一年一度的品質管理績效

推動委員會，邀請外部專家學者與會，提供相關建議，再由各

單位自行參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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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 107 學年度起，為能進一步發揮制度間的複合加乘效能，

本校擬結合資源獎勵機制，鼓勵校內各單位由下而上、積極配

合校務發展目標，執行所屬職掌與重大專案，爰刻正擴大蒐集

資料、盤點校內資源，著手進行 KPI 制度之轉型提案，預定 108

年度可完成，屆時俾利 KPI 機制擔當本校校務發展推動的有效

策略推手。 

二、 實施半年期預算管考制度，促進校務及預算落實執行 

為妥善管理及運用資源，維持校務基金收支平衡與兼顧校務發展

需求，落實資源有效配置，適切控管各單位執行情形，達成校務

基金穩定成長之目標，本校特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預算編列

及執行要點」，據此，以半年為單位，校內各單位本撙節原則，

配合發展趨勢估列需求，檢視預算執行效率，倘原未編列預算或

預算編列不足，而確實需於當年度辦理者，應優先檢討停辦或緩

辦不具效益或不具急迫性項目，並於原預算總額內調整容納或自

籌財源支應，如無法籌措足夠財源者，始得依程序提請校方就不

足數挹注資源。 

三、 精準預估舉債成本，致力校務基金開源節流 

為支應學生宿舍新建工程費用，本校預定於 110-111 年間舉債 1

億元，分 18 年期償還，借款利率原先預估為 1.96%，經調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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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舉債案例，本校原估之借款利率尚有相當議價空間，本

校將詳實查訪市價，俾利更為精準的預估舉債成本，除為校務基

金開源節流，亦有助於精確預測財務變化情形。 

四、 詳實編列預算，支援重要工作項目需求 

本校兼職人員管理暨納保系統因 107年度未及編列經費採購故無

法執行，惟為加速 108 年度建置時程，電算中心已於 107 年至 108

年初邀請廠商開會數次，討論系統需求內容，並已於 108 年 4 月

簽請採購辦理系統招標作業。今後本校將針對來年重點工作項目，

詳實編列預算，以確認資源到位，支援校務順利推動。 

五、 盤點校友資源，強化校友與外部資源挹注 

本校近年陸續有多功能活動與研究中心、有章藝術博物館及學生

宿舍等新建工程，自籌經費持續攀升，後續將協同教學單位，落

實校友服務，強化全球校友募款，同時對政府機關及企業界，鍛

造臺藝大品牌形象，爭取相關補助資源。採取策略如下： 

(一) 校友 E 化管理:校友中心為加強聯絡畢業校友，已更改校友

系統設定，使校友可隨時上線更新個人聯繫資料，有助本

校日後之業務聯繫與辦理校友聯誼活動。 

(二) 強化校友組織服務與網絡：目前各系校友會共計 12個分會、

地區校友會共 5 個分會，後續將加強與各地區校友聯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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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區成立完整校友脈絡，並將協同教學單位，落實校友服

務。 

六、 強化內部稽核，監督校務基金的有效運用 

本校為辦理校務基金收支、保管、運用及監督內部控制制度實施

狀況之稽核工作，並適時提供相當之改善建議，俾合理確保內部

控制健全化及持續有效運作，以提升行政效能，業設置「國立臺

灣藝術大學內部稽核小組」，並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內部稽核

小組設置要點」。運作、成效及 108 年度預定強化稽核事項如下： 

(一) 運作機制 

1. 稽核作業—稽查本校相關人員對校務基金收支、保管、運

用執行情形，協助其了解未符合或建議改善事項，以符合

主管機關要求及單位工作規範與流程。 

2. 啟動會議—實際稽核開始前，由內稽小組召集人召開啟動

會議，並請內稽小組稽核人員與受稽核人員派代表出席，

進行人員介紹及稽核前說明。 

3. 稽核作業—稽查本校校務基金收支、保管、運用範圍內，

相關人員對校務基金執行情形，並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相關規

定、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及稽核查核表(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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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稽核作業。 

4. 缺失矯正—稽核人員執行稽核工作時，如發現缺失，應當

場告知受稽核人員，並議定缺失的矯正限期。 

5. 結束會議—稽核結束後，由內稽小組召集人召開檢討會議，

並請內稽小組稽核人員及受稽核人員派代表出席，由內稽

小組召集人報告稽核結果，若於稽核時發現校務基金之執

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應據實揭露及提供意見，並將稽核

結果彙整成內部稽核報告，陳請校長核定後，提送校務會

議報告。 

(二) 稽核成果 

針對稽核事項，委員提出建議及後續改善措施，持續追蹤至

改善為止，確保校務基金妥適運用，提升效能。近 3 年   

(105-107)執行狀況如下表： 

年度 會議 

次數 

稽核 

項目數 

後續矯正 

措施單數 

已矯正 

措施單數 

備註說明 

105 3 3 4 4 每年辦理內

控及內稽教

育訓練課程 

106 5 4 3 3 

107 4 1 8 8 

(三) 108 年度預定稽核計畫 

1. 學校如何落實節電、節水、節油、節紙，營造綠能校園推

動節電措施及培養節能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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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園環境安全-包括水源、空氣汙染、噪音、行人動線等。 

3. 校地回收活化運用情形及北區聚落安全管理與環境清潔。 

4. 106-107 年度「補助系所辦理招生宣傳策略實施計畫」執

行成效。 

七、 落實財務永續發展 

遵循本校財務會計秩序，及對校務基金使用之彈性及重視績效責

任，依據預算編製之計畫性、合理性及前瞻性，並以中長程發展

計畫，落實審酌財務狀況，並將教育績效目標納入財務規劃報告

書、次年度之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並作公告，俾外界檢視基金運

作之教育績效。 

(一) 維持基金收支平衡，配合校務發展 

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11 條規定:校務基金預

算之編製，並以國立大學校院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審酌

基金之財務及預估收支情形，在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

之原則下，明定教育績效目標，並依循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

執行。本校校務基金配合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辦理執行，且

並於次年度公告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俾利外界檢視校務基

金績效情形及實務運作之檢討改進。 

(二) 與時俱進，追求教學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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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少子女化趨勢，以三年現金收支預測及可用資金變化情

形，充分揭露學校校務基金執行情形並達預警效果，著重整

體師生需求規劃校務發展，並廣納社會各界意見，務使校務

規劃更加周全，貼近社會脈動，順應時勢潮流。透過校務基

金附屬單位預算制度與執行，以維持校務基金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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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在本校各單位共同合作努力下，107 年度各重點工作項目、教育

目標均執行有成，俱見績效。為延續本校經典雋永之藝術教育，因應

時代潮流的變遷及衝擊，不斷致力於校務革新，努力突破限制，滾動

調整執行內容，求新求變，精益求精。 

    為使本校校務發展更加貼近與呼應自我定位，也同時回應教育部

針對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回饋與建議，本校於 107 年度微調學校的定

位、教育目標及校務發展目標，並持續以「學用化」、「優質化」、「平

臺化」、「在地化」、「國際化」等五個構面重新設定校務發展核心策略，

同步修訂本校近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以吻合校務發展概況之闡述。

此外，本校各單位依循計畫藍圖訂定具體可執行之行動方案，持續推

展並深耕各項校務計畫，使其組織上下得以融通呼應，完成學校設定

之各項重點工作項目，貫徹校務願景展望，以達成本校設定之最終目

標。 

    本校近年透過政府補助款之挹注，以及積極爭取建教產學合作機

會，自籌收入顯有增加，財務收支規模穩健成長，據此，本校校務基

金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明顯的提升，第一、從 103 至 107 年度連續 5 年

的收支虧絀有明顯改善，從 103 年度的決算赤字約 4,000 萬元，到

107 年度決算賸餘 5,164 萬 8,940 元，整體收支規模亦從 10 億元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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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成長來到約 12 億元，足見本校校務經營正向而穩健。第二、本校

原投資方式，係以新臺幣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定存為主，而為有效提

升利息收入，自 107 年 6 月起定期存款改以美金帳戶辦理，107 年度

利息收入約 1,129 萬元，較 106 年度利息收入 756 萬元，增加 373 萬

元、利息收益成長達 49%。今後本校將持續開拓校務自籌財源，提升

投資效益，穩健校務經營與校務基金，持續邁向永續發展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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