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針對「「因應嚴重特殊傳染病肺炎防疫應變計畫」影響，由國際事務處統一收集學生提問，與校內各單位回覆整理如下：                                                                            

資料日期：2020/02/10 
                                                                                     

學校整體決策部分 

提問一 希望學校可以公開、明確的說明目前學校現有設備的狀

況，以及真的沒有辦法符合防疫部門要求的難點為何。這

樣大家也可以一起想辦法克服，因為目前大家大部分寧可

自己負擔開銷，也希望不會產生一學期的空窗期，另學校

藝大書店是否正常營業？ 

秘書室：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與「教育部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工作小組」之各大學自主管理計畫要

點（需有獨棟空間與一人一室提供自主管理），與衡量校內

現階段所能提供之管理空間，無法達到上述相關單位之要

求，故北藝大防疫小組會議決議，在不影響學生上課時數與

做好相關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將原訂 2 月 17 日開學日將延

後至 3 月 2 日，同時強烈建議中、港、澳生，以及 1 月 24

日前有中國旅遊史之外籍學生本學期暫緩來台就學，影響之

學生可採「安心就學方案」，相關課程可透過線上學習方式

進行修習，讓學習不中斷。 

北藝大目前共有港澳生 75 名、陸生 67 名、外籍生 83 名，

本學期預選課程光是中港澳生就有 163 門課，登記入住者共

有近 63 名。 

學校現有空間並無適合提供「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

然為因應可能疫情之需要，經情商現行居住藝大會館之師長

騰出空間，勉強將藝大會館 2 樓及 3 樓暫時改成提供「居

家檢疫」之空間，每層樓 12 間房，共計只有 24 間房間。此

外，因配合實施 14 日「居家檢疫」所需之人力負擔甚重，

學校亦缺乏專業之護理人員甚至清潔人員，藝大會館僅能容

留未來可能發生之少數不特定個案，目前已有兩位學生在校

進行「居家檢疫」中。同時為避免意外之感染，藝大會館 2
樓及 3 樓將暫時不再受理外借住宿，直到疫情趨緩為止，請



全體教職員生共體時艱。另學校各相關場館都照常營業，但

請大家配合場館進入要求，做好相關防疫措施。 

另中央疫情流行指揮中心已公告，自 2 月 11 日港澳居民暫

緩來台，並配合教育部公布針對中港澳生，即日起啟動安心

就學措施。 
 
教務相關回應部分 
項次 提問 回應 
提問一 學費問題 

因為 108-2 學期的學費已繳費了，因為本學期只剩下英

檢、研討會論文發表和口考了。如果稿件被選上是在 5 月

底舉行，便是需要回台發表。現在有說天氣回暖的 5 月可

能會結束。所以如果 5 月開放陸生回台，那我這學期並不

需要休學。但如果確定了本學期陸生都不可以入台，也需

要辦理休學。所以，本學期辦理休學的時限 4 月 11 日，

是否可以對陸生放寬到疫情有可能結束的 5 月份。如果到

時核實了無法入台，且學生也並沒有修課，可以辦理學費

退費嗎？  
另由於選修課程的數量，以及享受的學校權利與義務並不

一致，建議進行一定比例的減免。特別建議，參考北藝大

學分班的收費方式，如選修幾門課，收幾門課的學費。 
此外，中港澳生 4 月 11 日之前要註冊繳費。那麼是不是

4 月 11 日後就可以返台了？是不是我們這學期不用休

學，只是推遲呢？ 

教務處： 
一、休學：學期間均可申請休學，不受行事曆排訂之休學期限

規定，且因防疫休學者，其休學期數不列計採額外處理。 

二、休學退費：因防疫休學者，於學期間可申請全額退費。（平

安保險費除外）。 

三、學位考試申請：研究所學生計畫於本學期辦理學位考

試，經教學單位同意，得請依「學生彈性學習修業規定」之

註冊規定，於期限內完成註冊程序後，可申請學位考試並得

以視訊方式(須全程錄影)進行學位考試，學生免返校應試。 

四、學士班學生所修科目學分如未達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學

分，得依所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毋須繳交全額學雜費。視選

課結果，再辦理退費。 

五、研究所學生在學期間仍需繳交「學雜費基數」。 
六、學雜費繳費等同於註冊，學生需上本校官網下載繳費單，

依所列費用繳交。 
七、4 月 11 日為學校註冊繳費期限，非返台時間。返台時程

學校將配合政府政策辦理。 

八、學生得視疫情狀況自行選擇註冊選課(網路課程)或辦理休

學。 



提問二 同學提出就算學校有提供網路修課的可能，但出於課程自

身的一些限制，可能很多課是沒辦法網路修課的，也有很

多老師可能出於教學質量的考量不願意開放網路修課。這

樣可能導致網路修課的形式大於實質內容，那麼這方面學

校要如何處理？ 

教務處： 
一、課程若不適合進行網路教學，可考量課程前段先採用藝

學園與錄影方式進行，待疫情緩解，學生回校後，再以集中

式課程於 5、6 月或暑期完成，採彈性的方式進行。 

二、現正就全校課程進行調查，請授課教師就其課程 (含作

業方式及評分標準) 評估是否可進行非同步遠距教學、或於

暑假期間進行集中密集授課、若為個別指導課程採視訊或通

訊方式等，彙整後將公告於課務組網站及本校課程查詢系統

(http://203.71.172.85/Public/Public.aspx)供學生查詢。 
二、藝學園可支援非同步遠距、個別/分組作業繳交、線上

測驗、討論等功能，可提供教師於線上教學與學習支持。 
提問三 很多同學有畢製、畢展或是演出（有些科系畢業門檻是以

演出場次計算等等），或是有研討會發表、實習等等需

求，這方面的顧慮學校是否也納入考慮，比如可以將我們

的修業年限延長一年等？ 
再者，那是學校為主還是老師為主？學校既然說可以交學

費網路授課 那私訊老師為何又說不行，如果老師說不

行，那學校怎麼還有這樣的政策，這個應該是統一再發？

開放網路授課，由學校主持開展與指導、監督，列出各系

所名單，或建議各系所至少應開放不低於 X 門等若干門課

程。或可參考大陸高校網路授課如慕課系統模式。 
另博班助教的通知裡，直接跟我們說“下學期見”，並沒

有按照學校提供的網路授課方法給予我們陸生選擇的權

利，如果學校誠懇地為我們著想的話，是不是至少要在學

校政策的大方向下，各系所努力一下共商具體的授課和學

習方案呢？如果是研究指導論文等課程，如藝管所為一對

一的線下私下聯絡，此類課程或可繼續選修嗎？ 

教務處： 
現正就全校課程進行調查，請授課教師就其課程 (含作業方

式及評分標準) 評估是否可進行非同步遠距教學、或於暑假

期間進行集中密集授課、若為個別指導課程採視訊或通訊方

式等，彙整後將公告於課務組網站及本校課程查詢系統

(http://203.71.172.85/Public/Public.aspx)供學生查詢。 
 
受疫情影響學生若辦理休學，本學期將不列入修業年限內。

故學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應修科目學分或未完成學位

論文者，得由教學單位專案申請延長其修業期限。 

 

另外，一對一課程限制較小，師生協調後即可選課修習。 
 
網路授課機制以全校規劃為依據，將在開學前與各藝術學門

確認執行細節。 
 



提問四 是否可以重新選課？ 教務處： 
108-2 學期加退選時間調整為 109 年 3 月 2 日至 109 年 3 月

16 日，同學可重新其期限內調整所選課程。 
提問五 受此次疫情影響，原來的藝管所審核通過的實習安排是否

可靈活調整，因無法在臺灣或大陸實習，可否能再次開放

申請與審核？ 

教務處： 
一、依「學生彈性學習修業規定」：教學單位應協助學生保留

參與實習課程、產學合作計畫等之資格。 
二、因每位學生實習情況不同，若有需調整之學生請洽詢藝

管所辦公室辦理。 
提問六 如果要休學的話，我們的畢業證可以正常拿還是延後？如

果延後的話會影響我的讀研計畫。 
註冊組： 

一、如學生為學士班應屆畢業學生，受疫情影響，確定無法來

臺入學完成者，建議可註冊後透過線上課程完成修課，或本

學期休學一學期(不計入休學數)，待復學後繼續完成學業。因

屬防疫非常時期，敬請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配合辦理。 

二、學士班學生休學者，其學位證書需於復學後，修畢規定學

分及完成畢業條件方可領取，特此說明。 

三、研究生計畫於本學期辦理學位考試者，經教學單位同意，

得請依「學生彈性學習修業規定」之註冊規定，於期限內完成

註冊程序後，可申請學位考試並得以視訊方式(須全程錄影)進

行學位考試，學生免返校應試。 

四、研究生休學者，其學位證書將需於復學後，完成學位考試

方可領取。 

 
學務相關回應部分 
提問一 目前能想到的關於隔離空間的方案，大家比較想知道研究

生宿舍為何不可以用於隔離，因為大家之前申請寒暑宿，

研究生宿舍是不開放寒暑宿的，所以目前研究生宿舍應該

沒有人。還有就台灣政府最近增設了很多隔離點，這方面

學務處： 
研究生宿舍不開放寒暑假營隊借用，但仍有寒暑住同學住

宿，並非目前無同學住宿。 
校外隔離點問題茲事體大，並非同學願意負擔費用可以解



有沒有可能由學校出面協調一個校外空間來提供大家隔

離。實在不行，學校能否包一個旅館或者民宿進行隔離

（有同學反映有其他學校也是採用此種做法），置於費用

的部分，目前很多同學表示願意負擔。 

決，需要通盤考量。若教育部明文公告相關補助要點，學校

將配合辦理。 

提問二 下學期都要重新更換宿舍進行消毒作業，那東西如何處置

呢？ 
學務處： 
本學期同學物品仍可放置於原住宿寢室（不收住宿費），若

有重要物品可請室友、同學或系辦協助保管。 
暑假清宿問題將由住宿中心通盤考量後公告。 

 
國際處相關回應部分 
項次 提問 回應 
提問一 有關於入台證即將過期，需如何處理?(能否再網路上申請)

此外，辦理休學的話，是否也要註銷入台證，那要如何處

理？ 

國際處： 
經詢問移民署後，學生可以直接於線上辦理延期。倘若休

學、退學都要辦理註銷入台證。 
提問二 如果政府開放陸生入境後，北藝大還是保持陸生暫緩一學

期入境的政策嗎？ 
秘書室/國際處 
學校將配合中央疾病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定進行辦理。 

提問三 撰寫的論文有些從圖書館借出的書目無法按時歸還，扣費

如何處理？ 
國際處： 
國際處會以專案處理，統一造冊送文給圖書館協處因疫情無

法返台歸還，並申請不收取罰款方式處理。 
提問四 
 

能否安排大陸地區姊妹校交流已抵學分成績。要繳交學年

度的交換學生資料應如何繳交？ 
國際處： 
1. 由於大陸姐妹校之前有說明未收大陸籍學生，且目前各

姊妹校也因疫情的關係，尚未決定開學日。 
2. 109 學年度的交換學生申請時間仍不變更，倘若因疫情關

係，無法在台，可以郵寄或是電郵申請資料給系所承辦

人。 
提問五 此次暫停的交流與交換生安排，是否在下個學期開放申

請？ 
國際處： 
109 學年度的交換學生申請時間仍不變更，倘若因疫情關



係，無法在台，可以郵寄或是電郵申請資料給系所承辦人。 
提問六 如大陸或港澳地區的姐妹校本學期開學，能否靈活安排本

學期優先在陸港澳地區的交換學習，或者透過學校幫我們

到姐妹校做交換生 

國際處： 
目前得知香港姐妹校也都是採用線上授課；大陸姐妹校之前

有說明未收大陸籍學生，且目前各姊妹校也因疫情的關係，

尚未決定開學日或採遠距教學模式。目前校方積極規劃之遠

距教學課程內容，並在能力範圍下，投入更多資源來滿足師

生需求。此外，國外姐妹校的申請日皆已截止，無法申請。 
提問七 學校的公告有寫，藝大會館是做為隔離檢疫用途，意思是

用於如果本地生有疑似狀況，需隔離檢疫之用？可否更積

極地用於僑生居家檢疫之用呢？如果僑生們分批回來，在

學校做居家檢疫，請問這可行嗎?像是 2 月中是第一批，3
月頭第二批，3 月中第三批之類呢？ 

國際處： 
藝大會館目前僅能提供 12 間房（二、三樓）給中港澳與外

籍師生進行最基本的「自主健康管理」使用，本地師生若有

需求，請回到各居住地進行，並請依規定通報校方與各里里

長，進行後續資訊監測回報。 說明：藝大會館該棟一、四

樓皆為動畫系上課之教室（目前有採分流措施，與二、三樓

使用者採不同方向之電梯、走道及門禁隔離措施） 
提問八 因被學校拒絕入學而被迫延長領取健保卡的時間學校會如

何處理? 
國際處： 
目前已向健保署詢問，等待署裡發公文到各校後，會再通知

學生。 

 
教學單位後續辦理部分 
項次 提問 回應 
提問一 音樂方面的課程是上下學期都必須要選修才能獲得學分，

那這部分的課程如何處理(例如實踐演出、音樂會導聆、專

題演講) 

教務處： 
一、實踐演出、專題演講均為學期課程可於畢業前選課完

畢，音樂會導聆為選修課程，可於畢業前加選(音樂系回

覆)。 
二、現正就全校課程進行調查(含個別指導課)，請授課教師

就其課程 (含作業方式及評分標準)評估是否可進行非同步遠

距教學、或於暑假期間進行集中密集授課、若為個別指導課



程 或採視訊或通訊方式等，彙整後將公告於於課務組網站

及本校課程查詢系統(http://203.71.172.85/Public/Public.aspx)供學生查詢。 
提問二 音樂必修課程有隨堂測驗及報告、繳交論文的部分，期末

中會不會影響成績? 
教務處： 
一、現正就全校課程進行調查，請授課教師就其課程評估

(含作業方式及評分標準)是否可進行非同步遠距教學、或於

暑假期間進行集中密集授課、若為個別指導課程採視訊或通

訊方式等，彙整後將公告於課務組網站及本校課程查詢系統

(http://203.71.172.85/Public/Public.aspx)供學生查詢。 
二、學生學業成績考核得由各教學單位依科目性質，調整其

成績評定方式。 
提問三 下學期研討會發表的問題，錯過了有可能會影響畢業，如

何處理 
教務處： 
一、可選擇其他地區研討會發表。 

二、受疫情影響學生若辦理休學，本學期將不列入修業年限

內。故學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應修科目學分或未完成

學位論文者，得由教學單位專案申請延長其修業期限。 
提問四 有關服務學習必修課程的問題(傳音系大四學生) 

 
學務處： 
可直接電系辦或課指組詢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