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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一)教學目標： 

1.課程設計定期檢視，配合疫情狀況提升教學品質： 

為提升教學品質，切合時代潮流，因應疫情提升數位化設備外，

課程設計不但重視學術理論與創作實務的結合，並運用教學反映問卷

回饋系統，透過各級課程委員會議定期檢討課程內容，以確保教學品

質。 

2.落實學生輔導工作，提升適應力促進身心健康： 

透過每學年全校導師知能研習及每學期院導師會議、預警制度提

醒導師落實學生輔導工作。以多樣化形式辦理人際關係、生命教育輔

導、性別平等教育、志工培訓等活動，結合心理測驗與心理衛生推廣

班級輔導，以培養具有人文關懷、富有創造力及健康的生活態度。同

時藉由個別諮商服務提升學生自我接納、自我覺察能力，發揮自身優

勢並發展具適應性之情緒處理能力與認知。 

在學生自治方面，注重於本校藝術文化場域及氛圍之建構。學生

會透過各種活動辦理，招募各系學生進行跨領域合作及產出。校方以

補助活動經費或軟硬體設備之提供，鼓勵學生運用所學參與全校活

動，促進學生跨系及跨校之交流。藉以激發學生創意營造新穎對話以

整體潛移默化環境氛圍中傳承藝術傳統。 

3.善用調查降低學用落差及提高就業率： 

      運用畢業生流向調查，使各系除可即時查詢簡要分析外，各系亦

可藉此掌握學生畢業後的職場分布，納入課程規劃考量，推動符合產

業趨勢之教學及職涯輔導，增加專業及通識課程、增聘專業教師、推

展業界實習、業界參訪和校友座談等，進而協助學生確立未來職涯方

向，具體提升就業率。 

4.整合教學研究資源，建構完善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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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每年教學單位專項圖儀設備費及教育部專款補助經費，充實

本校圖書儀器及教學設備，加強各種資源之整合流通，使師生得以充

分運用；彈性規劃妥善調整空間之分配，降低成本、增加效益；進而

嚴控建物營造規劃執行及設備採購品質，使校園生活、學習及工作更

加完善，109 年度依據需求編列整合補助並執行相關圖儀設備費用。 

5.加強外語教學，提升國際競爭力： 

本校為培養學生具備跨領域整合能力，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突

顯藝術學科特性，首先加強外語教學與課程內容，紮實學生聽、說、

讀、寫、譯等基本能力，並開設多種英語進階課程。為深化學生的外

語學習，同時也增加語言學習廣度，增設日、韓、法、西、義等多元

外語課程。因應臺灣邁向國際化，培育具備良好外語能力的專業藝術

人才，冀望能提升學生競爭力，使其在職場、藝術圈中，有效彰顯自

身的藝術素養與成果，在國際研討會、競賽、展覽、演出場域中，藉

由外語能力，更可辯才無礙介紹自己的作品與表達其深刻想法。 

此外為滿足學生數位化語言學習的需求，109 年度換購更新語言教

室二使用的網路交換器，竭力提升網路速度，以利學生線上學習與使

用測驗軟體，讓語言課程教學資訊便利化，完備語言教室的數位學習

環境。持續建置優質的外語學習空間「語文自學區(Language Corner)」，

在硬體與軟體上提供學生優質且完善的語言學習環境，突破時間與空

間上的限制，促成學生實務與理論整合，以達到學用合一的效果。 

除課程外，並提供獎勵金，鼓勵學生參與英語相關競賽及認證考

試，冀望創造一個良好的語文學習環境，並結合藝術之校園特色，提

升學生的語文溝通力，未來將持續督促學生強化語言能力，拓展學生

國際視野，增強國際競爭力。 

6.推動本校國際化： 

發揮藝術大學特色，結合本校主辦之「大臺北當代藝術雙年展」

與「大觀國際表演藝術節」等展演以及影視音與學術論述資源，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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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跨領域創作團隊，擴大與歐、亞、美國際級學術機構的合作交

流。 

已締結姊妹校 213 所，師資超過 60%留學歐、亞、美、大洋四大

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延攬國際級藝術大師、優化學生出國條件、

強化境外生學習體驗，鼓勵學生赴海外參與國際級研習、交流、展演、

競賽，拓展學生世界觀，主動探索多元文化、強化國際移動力競爭力，

將本校優秀藝術人才推向國際舞台，提升本校與臺灣優異人才的世界

能見度。 

(二)研究目標：        

1.拓展展演學術交流，創新研究領域： 

      積極籌劃跨系所、跨校際、跨國際之創作展演與學術交流活動，

建立與國內、外大學或學術研究單位之合作關係，整合不同系所教師

研究取向，爭取研究計畫，成立研究群，建立具特色的創新研究領域，

發揮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及數位內容領域在臺灣學術之領先地位。 

2.延攬國內外傑出教師，提升本校國際學術地位： 

實施彈性薪資，持續延聘國內、外專家學者來校任教；同時積極

推動與國際著名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合作與交流，邀請國際傑出學者

蒞校講學、訪問、發表專著，藉以提升本校國際學術合作與研究水準，

期與國際著名大學並駕齊驅。 

3.學術研究與創作展演間維持適度平衡： 

為鼓勵研究風氣，提升本校之學術國際地位，特訂定本校補助教

師出席國際會議處理要點及獎勵教師傑出研究暨展演實施要點。除學

術研究外，於每學年度各系所皆有預算編列補助展演創作活動，如學

生畢業展、教學成果展及全校各系各班師生定期展演等，目的即在維

持學術研究與創作展演間適度平衡，以求提升水準。 

4.建立社會、文化與科技與美學教育的橋樑： 

期許以美學教育扶助社會貧窮、豐富地方內涵與提升文化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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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結合大眾化且具有溫度之科技，期許建立教育生態系統、成為地

方美學橋樑，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 

5.活化再造校園空間，擴展優質學習環境： 

落實校園中、長期整體藍圖之規劃，積極收回及擴展校地，進行

校園景觀改造，規劃興建學生宿舍、藝術博物館及多功能活動中心等

專業大樓，改善教演空間及推展環保校園，以擴建完善的空間供學生

使用，建構藝術教育環境協助各系發展。期塑造本校特有之藝術氛圍，

營造藝術薰陶的創作空間，進而提升藝術教育品質，讓整體校園空間

有效管理，達到校園整合共享、資源互通的目標規劃。 

6.健全法規制度，推動校務平穩運作： 

為有效推動校務發展，推展教學品質與連貫性，強化資訊管理與 e

化作業，增修訂定各項準則，建置行政與作業流程與標準，使各行政、

教學單位運作齊一、明確、公正與公開，確保各項業務執行成效，提

升行政效能。 

7.打造「大觀藝術教育園區」： 

      為實踐藝術教育向下扎根之教育理念，本校結合周邊大觀國小、

中山國小、大觀國中、華僑高中等四校共同協力合作，建立「大觀藝

術教育園區」，以策略聯盟之夥伴關係深耕在地社區。本校於 109 年度

提供專業師資群，支援上開四校開設包括：舞蹈、直笛、動漫、烏克

麗麗及大傳等 28 個藝術教育推廣課程專班或社團，施以專業性藝術教

育，服務大觀四校超過 600 名學生。希冀以藝術領頭羊的角色實踐藝

術教育，培植多元之人才，提升在地藝術教育能量。 

8.「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匯聚文化政策研究及實務能量： 

      以本校校務顧問、專兼任教師、碩博士生及各系所資源為基礎，

籌組建置各領域專業研究群組，同時，連結政府部門、國內外專家學

者、相關研究中心及藝文團體，共同建立實質交流與聯繫，達到建構

國內外之學術及實務夥伴關係網絡，攜手構建臺灣創新藝文知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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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落實藝術文化之學術實踐。 

   (三)服務社會目標： 

1.配合終身教育政策，提供全民終身學習的管道，以實踐全人教育目標。

109 年度開設學分班 317 班 1,882 人次，開設推廣班 109 班 1,550 人次。 

2.整合本校系所特色及資源，善盡社會教育功能，接辦政府企業委託訓練

案件，總計開設 17 班 886 人次。詳如下述，「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

易發展協會」數位影音製作實戰班 12 班 725 人次、「新北市政府職業訓

練中心」電腦基礎應用班及電腦美術設計班共 2 班 61 人次以及「教育

部」補助樂齡大學計畫 3 班 100 人次。 

3.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大陸港澳短期培訓班人員無法來臺，乃另行加

強開設國內色彩專業研習班與認證班、文物保存與修復班、動畫創作

班，共 5 班 59 人次。 

(四)其他目標： 

全面落實行政 e 化，提升行政效率及強化服務效能 

    優化本校現有校務行政管理系統，規劃電子表單系統，將教務處、

學務處、文創處、國際處等單位，申請業務電子表單化、簽核線上流

程化，及文件數位化、集中化的文檔管理；導入 Microsoft Teams 軟體，

可提供校內師生線上會議、遠距教學、語音通訊及檔案分享；臨時人

員聘用、出勤、納保管理暨非固定薪資請款系統上線，增進行政效率

及有效管理；對外寬頻提升及持續更新汰換建築物與活動場所無線

AP，提供高速且穩定網路環境，俾利各項資訊服務發展及應用。 

二、收支餘絀情形 

（一）收入決算數與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收入決算數 10 億 8,906 萬 6,919 元，較預算數 10 億 5,061

萬 9,000 元，增加 3,844 萬 7,919 元，約 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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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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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決算數 10 億 3,172 萬 5,646 元，較預算數 9 億 8,512 萬元，

增加 4,660 萬 5,646 元，約 4.73%，其明細如下： 

(1)學雜費收入： 

決算數2億7,080萬5,100元，較預算數2億8,000萬元，減少919

萬4,900元，約3.28%。 

(2)學雜費減免： 

決算數1,129萬7,755元，較預算數1,250萬元，減少120萬2,245

元，約9.62%。 

(3)建教合作收入： 

決算數9,666萬8,069元，較預算數6,270萬元，增加3,396萬8,069

元，約54.18%，主要係建教合作計畫承接件數及金額較預計

增加所致。 

(4)推廣教育收入： 

決算數2,269萬2,736元，較預算數2,875萬元，減少605萬7,264

元，約21.07%，主要係推廣班開課數及金額較預計減少所致。 

(5)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決算數5億4,045萬6,000元，同預算數5億4,045萬6,000元。 

(6)其他補助收入： 

決算數1億215萬3,706元，較預算數7,731萬4,000元，增加2,483

萬9,706元，約3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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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萬7,790元，較預算數840萬元，增加184萬7,790

元，約22.00%，主要係招生考試收入較預計增加所致。 

2.業務外收入： 

本年度決算數 5,734 萬 1,273 元，較預算數 6,549 萬 9,000 元，減

少 815 萬 7,727 元，約 12.45%，其明細如下： 

(1)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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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數 1,587 萬 8,930 元，較預算數 2,118 萬 2,000 元，減少

530 萬 3,070 元，約 25.04%，主要係銀行利率調降致利息收

入較預期減少所致。 

(2)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決算數 2,703 萬 6,460 元，較預算數 3,194 萬 8,000 元，減少

491 萬 1,540 元，約 15.37%，主要係學生宿舍費收入及場地

租借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3)違規罰款收入： 

決算數 150 萬 3,945 元，較預算數 75 萬元，增加 75 萬 3,945

元，約 100.53%，主要係工程案件違規罰款收入較預計增加

所致。 

(4)受贈收入： 

決算數 635 萬 7,245 元，較預算數 696 萬 3,000 元，減少 60

萬 5,755 元，約 8.70%。 

(5)雜項收入： 

決算數 656 萬 4,693 元，較預算數 465 萬 6,000 元，增加 190

萬 8,693 元，約 40.99%，主要係工程契約有價料繳回及展演

活動票房收入等較預計增加所致。 

（二）支出決算數與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支出決算數 10 億 9,480 萬 9,830 元，較預算數 10 億 7,877

萬 3,000 元，增加 1,603 萬 6,830 元，約 1.49%。 

1.業務成本與費用： 

本年度決算數 10 億 2,931 萬 7,938 元，較預算數 10 億 5,540 萬元，

減少 2,608 萬 2,062 元，約 2.47%，其明細如下： 

(1)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決算數 7 億 1,402 萬 4,525 元，較預算數 8 億 245 萬 6,000 元，

減少 8,843 萬 1,475 元，約 11.02%，係因實際支付之用人費

用、水電費及旅運費等較預算數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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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教合作成本： 

決算數9,061萬5,862元，較預算數5,715萬5,000元，增加3,346

萬862元，約58.54%，主要係建教合作計畫承接件數及金額較

預計增加，成本相對增加所致。 

(3)推廣教育成本： 

決算數 1,469 萬 33 元，較預算數 2,014 萬 1,000 元，減少 545

萬 967 元，約 27.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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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算數 1,538 萬 4,495 元，較預算數 1,780 萬元，減少 241 萬

5,505 元，約 13.57%，主要係支領學生公費及獎勵金人數較

預期減少。 

(5)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決算數 1 億 8,610 萬 698 元，較預算數 1 億 5,092 萬元，增加

3,518 萬 698 元，約 23.31%，係因收回本校南北側校地所發

放之救濟金、折舊及攤銷費用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6)雜項業務費用： 

決算數 850 萬 2,325 元，較預算數 692 萬 8,000 元，增加 157

萬 4,325 元，約 22.72%，係因招生考試之相關費用較預算數

增加所致。 

2.業務外費用： 

本年度決算數 6,549 萬 1,892 元，較預算數 2,337 萬 3,000 元，增

加 4,211 萬 8,892 元，約 180.20%，其明細如下： 

(1)兌換短絀： 

決算數 4,798 萬 5,370 元，未編列預算，主要係外幣資產年終

評價所致。 

(2)財產交易短絀： 

決算數 3 萬 1,140 元，未編列預算，主要係財產提前報廢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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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雜項費用： 

決算數 1,747 萬 5,382 元，較預算數 2,337 萬 3,000 元，減少

589 萬 7,618 元，約 25.23%，主要係展演及維持場館營運等

相關費用較預期減少所致。 

（三）業務總收支相抵後，本年度短絀 574 萬 2,911 元，較預算數短絀 2,815

萬 4,000 元，減少 2,241 萬 1,089 元，主要係其他補助收入較預期增

加與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較預期減少所致。 

三、餘絀撥補實況 

本期短絀574萬2,911元，撥用前期未分配賸餘填補短絀574萬2,911元

後，本年度待填補之短絀0元，累積未分配賸餘7,474萬6,996元，留供校務

發展使用。 

四、現金流量結果 

本年度現金流量結果如下：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 億 2,623 萬 162 元，包括： 

1.本期短絀574萬2,911元。 

2.利息股利之調整1,587萬8,930元。 

3.調整項目2億3,226萬3,246元，包括： 

(1)折舊、減損及折耗9,441萬5,045元。 

(2)攤銷4,421萬5,095元。 

(3)兌換短絀4,798萬5,370元。 

(4)處理資產短絀3萬1,140元。 

(5)其他淨減少511萬9,638元。 

(6)流動資產淨減少4,772萬8,313元。 

(7)流動負債淨增加300萬7,921元。 

4.收取利息1,558萬8,757元。 

（二）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 億 9,142 萬 6,732 元，其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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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減少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6,296萬2,050元。 

(1)減少投資6,019萬5,762元。 

(2)減少準備金276萬6,288元。 

2.減少其他資產5萬9,617元。 

3.收取利息3萬1,479元。 

4.增加流動金融資產及短期貸墊款1億1,688萬9,926元。 

(1)增加流動金融資產1億元。 

(2)增加短期墊款1,688萬9,926元。 

5.增加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7,773萬4,499元。 

(1)增加投資7,745萬5,843元。 

(2)增加準備金27萬8,656元。 

6.增加固定資產1億4,356萬7,438元。 

(1)房屋及建築32萬3,860元。 

(2)機械及設備3,306萬9,075元。 

(3)交通及運輸設備241萬6,325元。 

(4)什項設備3,590萬6,924元。 

(5)購建中固定資產7,185萬1,254元。 

7.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1,628萬8,015元。 

(1)增加無形資產766萬591元。 

(2)增加其他資產804萬5,149元。 

(3)增加遞延費用58萬2,275元。 

（三）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 億 135 萬 9,493 元，其項目包括： 

1.增加其他負債50萬311元。 

2.增加基金1億91萬1,909元。 

3.減少其他負債5萬2,727元。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3,589 萬 8,706 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8

億 5,466 萬 6,858 元，故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8 億 9,056 萬 5,56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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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資產總額計 62 億 4,968 萬 4,504 元，其中流動資產 10 億 5,735 萬 8,719

元，占 16.92%；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9 億 9,217 萬

1,026 元，占 15.88%；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7 億 8,768 萬 9,047 元，

占 28.60%；無形資產 1,807 萬 5,373 元，占 0.29%；其他資產 23 億

9,439 萬 339 元，占 38.31%。 

（二）負債總額計 24 億 786 萬 7,304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38.53%，其中

流動負債 1 億 700 萬 8,091 元，占 1.71%；其他負債 23 億 85 萬 9,213

元，占 36.82%。 

（三）淨值總額計 38 億 4,181 萬 7,200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61.47%，其

中基金 30 億 1,146 萬 224 元，占 48.19%；公積 7 億 5,794 萬 5,778

元，占 12.13%；累積餘絀 7,474 萬 6,996 元，占 1.20%；淨值其他項

目為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短絀 233 萬 5,798 元，約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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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支 餘 絀 表 說 明
中華民國109年度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務基金

一、本期其他綜合餘絀之說明: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

之避險餘絀

未實現重估增值

採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餘絀份額

其他綜合餘絀合計

 0

 0

 0

 0

 0

 -2,251,343

  0

  0

  0

 -2,251,343

-2,251,343

  0

  0

  0

-2,251,343

-84,455

  0

  0

  0

-84,455

本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 上年度決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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