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0 級應屆畢業生聯合會第 7 次工作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4 月 26 日(週一)上午 10：30       

會議地點：教學大樓 C105 教室 

主    席：傳音系沈麗心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會議出席人數: 應到 40 人、實到 20 人、請假 5 人、缺席 22 人。   記錄: 沈麗心、課指組 

 

一、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工作報告 

(一) 討論畢業典禮防疫升溫的替代方案。 

說明：近期台灣出現本土感染案例，顯現台灣疫情仍有升溫之可能。雖然目前中央

疫情指揮中心尚未發布最新的防疫指示，但本組建議畢聯會代表們可預先表決希望

的防疫替代方案，以供校方日後參考。（方案詳情請查閱附件一） 

 

方案 A：維持上下午辦理模式，但取消家長入場。 

方案 B：取消下午場，取消家長入校（按照 109 級畢業典禮方式） 

  投票表決：方案 A 共 11 票、方案 B共 2 票。 

決議：若疫情升溫，畢聯會期望能按照方案 A 辦理。 

課指組提醒：由於防疫考量，校方保留辦理模式的最終裁定權。 

(二) 提醒大三代表，無論疫情有無升溫，請遵循本校各空間防疫規定辦理學院撥穗授證

儀式。 

說明： 

一、 當天校方將進行車輛數量管制，欲搭車入校的家長必須持觀禮證才能入校。 

二、 觀禮證的模式建議採可撕票卷模式設計，並請畢業生提醒家長是先於觀禮證後

書寫上姓名及電話，以方便實聯制運作。 

三、 原則上每位畢業生將拿到１張邀請卡，２張觀禮證。但請大三代表協助確認院

撥穗的場地座位數與參與人數，再與畢業生代表協調觀禮證的發放數量。 

 

另外提醒 IMCCI 代表，若畢業生有邀請大使參加畢業典禮，再麻煩代表統一收集資

料並提前告知課指組。 

 

(三) 提醒主視覺、網宣、節目組，典禮之防疫規定及流程須透過多元管道提醒畢業生及

入校家長。 

除了畢聯會粉絲頁外，麻煩各工作組可以通過多管道宣導本校畢業典禮之防疫規

定，以避免後續產生爭議。 



                                 

 

(四) 開放有口考資格研究生線上登記借用學位服。 

一、 碩士生學位服表單中「有沒有參加畢業典禮」這一欄位很多同學都沒回覆，麻

煩各位代表回去檢查你們的表單，提醒同學盡快補上資訊。 

二、 5 月 10-14 日為沒有口考資格、不參加畢業典禮的學生繳回碩士班學位服日

期，麻煩各位代表轉達班上並準時繳回，以免造成參加畢業典禮的畢業生學位

服供不應求的情況。 

 

(五) 預計 4 月 28 日分享電子檔雲端連結，請於 5 月第一週回覆要修片並填上班級字樣

的照片號碼。(班級一張、學院一張、全校一張；學院及全校依據最多班級選擇之號

碼電子檔修片)。 

一、 請代表另外將選取的照片放到畢冊組的資料夾中，以利畢冊組工作。 

二、 請同學院的代表事先協調希望編修的學院團體照，若出現三張不一樣的照片，

課指組將隨機替該學院選取一張。 

三、 全校團拍將由課指組統一替大家選取。 

 

(六) 建議於 5/6（四）前完成畢業典禮主旨、主視覺設計概念及圖像、舞台設計概念及

圖像、音樂配樂設計內容、節目設計概念 ppt 內容，以便上呈學校及準備與師長開

會使用。 

 

(七) 協助安排 5/10（一）早上，主席及各工作組代表於全校會議前與學務長林于竝老師

報告畢業典禮籌備狀況，以便協助調整。 

各位工作組代表務必出席會議，請勿讓設計者替代出席喔！！！ 

其他畢業生代表若有意願，可列席參加。 

 

(八) 原訂之 5/24（一）舉辦之全校畢業典禮籌備委員會因撞期校內其他會議，提請畢聯

會決議是否將畢籌會移至 5/17（一）15:30 舉辦。 

決議：可配合移至 5/17（一）15:30。 

 

(九) 本學年度有申請口考資格之研究生即日起至 5/14（五）止，開放個人租借學位服，

可參考畢業典禮網頁資訊。 

課指組官網/畢業典禮中最下方可以找到表單；若表單截止，請同學自行至課指組尋

求協助。 

 



                                 

(十) 6/19（六）畢業典禮當天開放歸還學位服押金，下午 13:30~17:30 於藝大書店外

廣場歸還學位服及退押金。 

大學部收齊統一歸還、研究所同學可個別歸還。 

 

(十一) 音樂廳彩排 

 在校生與畢聯會節目彩排將帶 4 月 30 日與音樂學院協調完後公告。（場佈組、

音樂組、大三演出、大四節目請特別注意。） 

 6/18（五）9:00~12:30 畢業典禮節目及長官走位彩排。13:30~15:30 全校畢

業生撥穗授證及校歌練習。（若有任何技術需求需提前列表，告知舞監） 

 6/10 當周預計跟音樂系學位考試再協調空檔、讓畢聯會進廳彩排。 

 大三學院撥穗代表麻煩和舞監約時間和展廳開設技術協調會！ 

(十二) 各學院參與畢業典禮席位，提醒請勿缺席或遲到以免造成當天音樂廳空席。 

所屬學院 系所別 代表學號／姓名 席位 

音樂學院 

音樂系甲 110611027/蘇郁捷 
65 

音樂系乙 110611033/王珮珊 

傳音系 110612001/李鈺涵 17 

美術學院 
美術系 110621046/羅仁敏 60 

美術系 110621060/陳昱蓁 

戲劇學院 戲劇系 110631032/明廷恩 34 

戲劇學院 劇設系 110632020/唐寧憶 34 

舞蹈學院 舞貫七 410341011/林渝涵 27 

影新學院 電影系 110661003/吳宗軒 20 

影新學院 新媒系 110662035/陳恩澤 35 

影新學院 動畫系 110663017/賴予諾 44 

 麻煩各位代表確認席位是否正確，因為按照目前情況需要實聯制劃位。 

 如確認班上不出席畢業典禮的同學，麻煩代表提前取得學位服，6/19 交還學位服

是全班一個單位的。 

二、 討論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一、 目前整體進度 

二、 畢業典禮模式報告 

 依照 108 年畢業模式進行。 

 每位同學需要參加主會場全校畢業典禮。 



                                 

 全校畢業典禮僅開放博士班、文資學院、Impact 的同學家長入場院撥

穗，每位同學有 1 張觀禮證。 

 但疫情升溫會按照今日決議內容，配合做出更動。 

 

動畫系建議： 觀禮證目前與主視覺的風格差異甚大，且配賀可能有顏色選

擇可能有太亮的風險，建議風格統一，並重新選擇配色。 

主席： 請問主視覺設計是否可以協助修改觀禮證呢？ 

主視覺設計： 這邊可以協助修改觀禮證的設計。 

 

（二）各工作組報告 

1. 節目組：主持人人選，畢業生代表致詞規劃，開場 show 

 開場 show「清朝兇案」-15 分鐘 

 5/9 有試演整排。 

 請負責人協助技術協調，並將表單給舞台監督。 

課指組提醒：因應防疫考量，建議所有節目活動縮減至 10 至 12 分鐘以下。 

 

2. 主視覺：目前設計進度與概念 

 設計品：海報、入場卷、音樂廳入口看板、汽機車門擋、邀請卡。 

 

畢冊組楊代表詢問：請問設計是否可以協助畢冊中的字體、元素等？ 

主視覺設計：可以，再請代表聯繫相關需求。 

 

3. 場佈組：場地佈置想法 

 設計者提出四個設計稿：Ａ、Ｂ、Ｃ、Ｄ（詳情請查閱附件二） 

 投票表決：A 14 票、Ｂ0 票、Ｃ0 票、D0 票 

決議：以Ａ的設計方向進行。 

 

主視覺設計提問：有文字的紅底背景有機會改成主視覺的黃色嗎？ 

場佈組設計回答：可以列入嘗試修改。 

 

4. 畢冊組：目前收件進度與製作 

 目前 Impact 完全還沒繳交。 

課指組回應：課指組會協助聯繫。 

 原定 5/18 日截止改至 5/10 日，請大家提前繳齊資料。 



                                 

 投票表決事項 

 頁面設計風格方向：14 票同意、０票反對。 

決議：照目前設計方向工作。 

 

 系頁面設計風格方向：15 票同意、０票反對。 

決議：照目前設計方向工作。 

 

 字體選擇：A 印刷體 、B手寫體 

投票表決：Ａ6 票、Ｂ11 票 

決議：以手寫體方向設計畢業紀念冊頁面。 

 

動畫系大三代表提問： 目前團拍、師長頁面感覺有點空，想問鬼的部分是否可

以改為實心一點嗎？其實印刷體的字體其實比較符合我

們今年簡約主題。 

畢冊組楊代表回答： 將列入參考，下次再向各位報告。 

 

5. 音樂組：製作進度報告 

 畢業歌 demo 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wlkEmwDvofllh_3CX7pXMHTJ

2KoJ3Gw/view?usp=sharing 

 

 各學院撥穗背景音樂連結： 

音樂 J-BEST (https://youtu.be/orRA2ldkPj8) 

戲劇 Memories of friendship (https://youtu.be/exrQLOdBoms) 

影新 Jubilance (https://youtu.be/a8AcBXMlyZE) 

美術 七寸框(https://youtu.be/HNWraryPzoc) 

舞蹈 旅立ちの日に (https://youtu.be/UjsIbrEMeAM) 

文資 Stone Creek Episode (https://youtu.be/KVVEbZGOzJY) 

 

課指組建議： 目前音樂好像是在不同錄音室錄出來的，這樣會有

質感不統一的問題，建議尋找可補正的方式。 

 

（三）總務組：金錢收支情況。（詳情可查閱以下連結） 

https://reurl.cc/3Nqad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wlkEmwDvofllh_3CX7pXMHTJ2KoJ3Gw/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wlkEmwDvofllh_3CX7pXMHTJ2KoJ3Gw/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orRA2ldkPj8
https://youtu.be/exrQLOdBoms
https://youtu.be/a8AcBXMlyZE
https://youtu.be/HNWraryPzoc
https://youtu.be/UjsIbrEMeAM
https://youtu.be/KVVEbZGOzJY


                                 

三、 臨時動議 

 

四、 散會 12:22 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