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教育目標、願景、發展特色
1.教育目標
A.繼承傳統文化價值與藝術表現並創作具時代性的嶄新藝術表現。
B.積極與國內外藝文機構交流並教育學生具有國際視野與競爭力。
C.推展多元全面的藝術教育，培育具備專業性與人文素養的藝術家與藝術領域的各種
工作者與研究者。
D.教育學生理解藝術文化對於社會的重要性並能致力創作感動人心且對社會有所貢
獻的藝術。
2.本校願景：
A. 文化傳承。
B. 國際視野。
C. 藝術卓越。
D. 社會關懷。
3.本校發展特色
A. 藝術之傳承與創新
B. 多元藝術跨領域之整合
C. 文化創意產學合作之開展
D. 藝術教育學園之社區營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4 學年度近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總表
105.02.22 製表
分期
學年度
項目

近程計畫(105~107)

中程計畫(108~110)

長程計畫(111~114)

 音樂學系七年一貫學制開
辦計畫。（100 學年第二次研
發會議,音樂系新增）

 籌設境外專班（103 學年第
校務學制

一次研發會議，藝術與人文教
學研究所新增）

 中華藝術全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停招案（自 106 學年
（104 學年第二次研
起停招）
。
發會，人文學院新增）
◆ 「數位內容產業研究所博

士班」更名「傳播學院傳
媒藝術博士班」
（102 學年第
系所增設

三次研發會，傳播學院調整）

◆ 「美術學系增設博士班」
（99 學年第一次研發會，美術
學院新增）

 公共藝術學程（102 學
課程

年第三次研發會，雕塑學系調
整）

學術研究

◆ 「擴充館藏圖書及視聽資

成立「創意整合設計中

料」5 年發展計畫。（98 學

心」(待北側大專用地之

年第一次研發會，圖書館中程

視覺藝術大樓興建計

晉列）

畫開始規劃之際，創意

◆ 圖書館擴充館藏電子資源

整合設計中心即可同

3 年(104-106 年)發展計畫

步進行規劃運作) （102

（103 學年第一次研發會，圖書

學年第一次研發會議，設計

館新增）

學院新增）

本校南側佔用戶之回收規  北側校地興建「視覺藝 「北側校地興建行政大
校園
空間規劃

劃與預算編列及北側學產

術大樓」
。（99 學年第一

樓」
。
（98 學年第三次研發

地（目前僑中眷舍租用）變

次研發會調整計畫）

會，總務處新增）

更為大專用地後之撥用與  原校區校園景觀擴建  表演學院各系所空間

分期
學年度
項目

近程計畫(105~107)

中程計畫(108~110)

長程計畫(111~114)

地上物清理、規畫與預算編

工程。（99 學年第一次研

由既有空間擴增：音

列。（101 學年第三次研發會，

發會新增）

樂學系：擴增使用行

 表演學院各系所空間

政大樓 1-4 樓（原行政

由既有空間擴增－舞

大樓遷至北側新行政大

年第三次研發會，藝文中心調

蹈學系：現使用綜合

樓）
。

整）

大樓 4、5 樓，擴增至

（100 學年第二次研發

2、3 樓。
（99 學年第一次

會，研發處調整）

研發處調整）

 演藝廳整修工程案。（95 學

「北側校地興建學生宿舍
BOT 案」調整至「南側校

研發會調整計畫）

書畫藝術大樓（原廣電

地興建學生宿舍大樓，採 「舞蹈學系興建中型劇

大樓）拆除案。（待視

貸 款 方 式 」。（ 預 計 興 建

場案」（自「有章藝術博

覺藝術大樓興建完成

450 床，興建總經費預估

物館」大樓興建之規劃刪

後則拆除書畫藝術大

新台幣 2 億 7,600 萬元，

（102 學年第三次研
除。）

樓）（102 學年第一次研發

貸款年限 20 年；另基地為

發會調整）

會議，總務處新增）

現宿舍機車停車場、熱音  擴建「工藝設計學系陶 北側校地興建「文創設
瓷工廠大樓」（101 學年 計教學大樓」
（102 學年第
社、工作班及研究生宿
舍）。（104 學年第一次研發
會，學務處調整）

 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100

第二次研發會，工藝系調

三次研發會議，設計學院新

整）

增）

 中型表演空間案（預定 南 側 校 地 規 劃 興 建 排

學年第一次研發會，研發處調

設置於視覺藝術大

球場 3 座。
（103 學年第二

整）

樓）
（103 學年第三次研發

次研發會調整）

 籌建「有章藝術博物館」

會，表演藝術學院新增） 南側校地規劃興建

地點調整案（基地由原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教
學大樓興建案」
（同時
校大門口進門後右側範圍

「300 公尺田徑場（8
條跑道，含排水設施，

調整至本館東側。
（104 學年

調整興建經費及量

（103 學
舖面，照明等）
」

第二次研發會，有章藝術博物

體）。（104 學年第一次研

年第二次研發會調整）

館調整興建地點）

發會，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南側校地興建資源回收場
及庫房 (工作班、司機房、庫
房、校車車庫、清潔人員休息
室等)。
（103 學年第二次研發會
調整）

 擴建中國音樂學系大樓(原
地擴建，並擴增週邊空地列入
預定地；但需等多功能活動中

由近程調整至中程）

分期
學年度
項目

近程計畫(105~107)
心規劃完成再擴建本大樓) 。
（101 學年第二次研發會及 101
學年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國
樂系調整）

北側校地興建藝文創意大
樓 BOT（103 學年第二次研發
會調整）

建置本校「校史室」。（101
學年第三次研發會，有章藝術博
物館新增）

南側校地興建網球場 3
座。（未來如果能向教育部
爭取到相關經費，網球場則
可提早興建）
（102 學年第一次
研發會，總務處新增）

現有校區規劃機車及腳踏
車空間（103 學年第二次研發會
調整）

北側校地興建立體停車場
（300 車位）
（103 學年第二次
研發會調整）

南側校地規劃興建籃球場
調整為 3 座（103 學年第三次
研發會，體育中心調整）

 「國際化發展」計畫。（100
學年第二次研發會議，研發處
新增）

教學展演及
學生服務

 籌辦「臺灣藝術大學藝文
表演團」（102 學年第三次研
發會議，藝文中心新增）

 國際事務處增設「國際展
演交流組」
。
（104 學年第一次
研發會，國際事務處新增）

人力
管理與提升

 102 年系所整合與生員調
整計畫(增列「博士班名額

中程計畫(108~110)

長程計畫(111~114)

分期
學年度
項目

近程計畫(105~107)
調整」項)。（101 學年第三次
研發會，教務處調整）

中程計畫(108~110)

長程計畫(11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