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立於����年，包含電影創作、新媒體藝術相關學系學士班與碩士
班，為全國最新創立，也是唯一專攻電影與新媒體藝術領域的高等
學府。其中學士班部分於����年�月起設立，碩士班則分由戲劇、
美術學院下原設立的電影創作研究所、科技藝術研究所調整移置本
學院，並進行系所整併，以因應國內外文創發展趨勢與需求，培養
實務產業界所需的技術、創作、研發與設計人才。����年成立第三
學系‒動畫學系，此為國內唯一以動畫專業開辦之學系，並期扮演推
動臺灣培育動畫專業人才導向之指標性大學。

School of

Film and 
New Media

老闆 BOSS

電 影 與
新 媒 體 學 院

目前設有美術學系學士班、美術學系碩士班、美術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藝術跨域研究所、美術學系博士班等五個學制。其主
要架構包括美術創作學習，研究所相關美學、史學、策展等專
業分科。其中，以術科為基礎的創作者養為發展主軸，同時輔
以理論學程的持續開拓，包含與理論創作研究相融的博碩士課
程等，進一步地建構得以融入創作媒材與相關技術演練的知識
性課程架構，其中包含藝術史研究探討、藝術評論與當代思
潮、策展專題等多元發展面向。

Fine Arts
School of

美 術 學 院

School of

Theatre Arts

戲 劇 學 院

戲劇學院為國內師資與設備最完善的戲劇藝術訓練學府，自����年設立戲
劇學系以來，歷屆畢業校友投入台灣戲劇界、影視界、學術界、教育界及相
關領域，貢獻所學，為台灣當代戲劇及劇場藝術開創新局。北藝大戲劇廳、
實習工廠是本學院學生創作、展演的實作空間，也是實務歷練與創作實踐的
最佳場域。

成立於����年，秉持本校創校宗旨及教育方針，融合東方與西方，跨越傳統
與現代，兼顧學術與實務，以培育文、史、哲、美兼修的「全人」教育為目
標。結合本校音樂、美術、戲劇、電影與新媒體、文化資源等各領域之藝術
資源，以國際化、專業化、跨界化為佐，建立獨特的身體語彙、表演創作風
格，以及傑出的教育體系與學術文化風貌，期許以當代臺灣舞蹈新風貌，展
現國際引領之地位。

School of

Dance

舞 蹈 學 院

作曲者 COMPOSER

以培養優秀音樂人才為宗旨，在專業化、現代化、本土化、國際化與跨領域的理念下，早已成為國際一流
的音樂學府。教學硬體設施除教學大樓兩棟之外，樓板面積達�,���坪，內含各種大小不等的學術科教室與
教師研究室��間，讀書室��間、琴房���間（含平台鋼琴���部）與圖書館，並擁有一座可容納���位聽眾
之專業音樂廳，內設管風琴一部，提供師生多樣化的學習環境與演出場所。除了專業課程之外，每學年至
少���場次之大師班及展演活動。

School of

Music

音 樂 學 院
裁縫師 DRESSMAKER

人文學院整合了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人文藝術寫作中心、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等單位，
將本校向來重視的藝術展演能力與學術研究能力，進一步推進到跨領域的文字創作能力，以豐富本
校學生的田野經驗，深化整體人文思辨訓練，提高社會實踐力與國際競爭力。

文 化 資 源 學 院

以培養文化與藝術相關之策劃經營與學術研究人才為宗旨，除提供社會各界專業諮詢、技術支援、學術服務及研究指
導外，並參與政府推動各種藝術文化活動與建設，協助各級政府藝術文化政策之擬訂，從事各項專業文化行政業務，
以及各類型藝術、文物等博物館規劃管理。

School of

Culture Resources

人 文 學 院
School of

Humanities

舞蹈學院歲末展演 平珩《卑南族大獵祭歌舞》

舞蹈學院初夏展演 尤里·季利安《士兵彌撒》

曾雍甯《燦然��》關渡美術館展覽 未來社《未來劇場》

北藝大��週年生日派對之舞蹈系藝陣匯演

美術系���級畢業展《稍縱即逝堡》

動畫系第三屆畢業展《日落後行動》

新媒系「移山運動之壁球項目」聯合畢業季展覽

關渡光藝術節《游泳克》

校史室「藝術之道」 IMCCI《差異與認同：當代跨文化藝術實踐》展覽

戲劇學院夏季公演《我們的小鎮》

劇設系「古典芭蕾舞裙」 工作坊

《玫瑰騎士》北藝大管絃樂團春夏音樂會 

舞蹈學院初夏展演 何曉玫《極相林》

傳統音樂學系參與「仲夏來尞」音樂會呈現

舞蹈學院初夏展演 蘇淑《出》 美術系第���級畢業展「稍縱即逝堡」

關渡藝術節之音樂系歌劇呈現《夢遊女》

校友張靖盈服裝設計作品《沒出息的啄木》

美術系畢展���級畢業展畢業展《引力X 引信X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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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
臺
北
藝術
大學

112301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一號
電話：886-2-2896-1000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o.1, Hsueh-Yuan Rd., Peitou District, Taipei, 112301, Taiwan

除校外獎助學金外，本校設有博碩士獎學金、鄭銘康先生獎學金、
勵志獎學金、學生圓夢助學金及清寒僑生獎學金.....等，學生可以針
對符合條件之項目做申請。本校各單位皆有提供學生工讀之機會，學
生可以利用在學期間藉工讀機會，以養成獨立自主之精神， 擴充學習生
活領域。

開車族
從台北市區往士林方向，直行承德路左轉接
大度路至底，右轉接中央北路四段，左轉至
學園路即可抵達。 

公車族
從搭至捷運關渡站（1號出口）出站，轉乘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車或大南客運紅35或紅
55抵達即可抵達校區。 

BY BUS
Shuttle bus to campus from MRT Guandu Station 

BY FOOT
15-minute walk from Exit No. 2 of MRT Guandu Station. 

招生資訊  Admission information 交通資訊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音樂學院
美術學院
戲劇學院
舞蹈學院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文化資源學院
人文學院
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
學士班
碩士班 （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費  Tuition fee

學校地址  Address

TNUA offers a variety of scholarships and financial aid. Moreover,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divis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fer job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during their study at TNUA. 
Mor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t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獎學金  Scholarships

如何到學校？ 校內各單位位置

宿舍內分單人房、兩人房與四人房規格，宿舍內皆設有交誼廳、洗衣設備等設施，宿舍與餐廳屬連棟
設計，餐廳提供早、中、晚餐，由學生自費選用，住宿費用依照每學年度學生宿舍公告費用為準。
The dormitories offer rooms for one, two and four persons. There are also common rooms, kitchens, 
washing machines and other facilities. TNUA offers dormitories to all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u,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港澳生、海外僑生及外國學生本校皆有安排學生宿舍，宿舍內設有冷氣機、桌椅、衣櫃、床鋪、交誼
廳、廚房、洗衣機等設備，以提供完善住宿空間。

住宿  Accomodation

關渡的日常，時刻都是藝術。在草原上漫步，和牛一起享受安好靜謐，轉轉繞繞都有新的
驚喜，找尋創作靈感，就在生活中。
It is a life full of art anytime, anywhere in Kuandu. A walk on the lawn to enjoy the serenity 
with the buffaloes, and there are surprises and inspirations everywhere in everydaily life.

校園生活  Campus life

音樂學院

學
術
單
位

音樂學系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作曲、鋼琴、聲樂、指揮、木管、
銅管、絃樂、擊樂

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木管、銅管、絃樂、擊樂

音樂學研究所
音樂理論與實際、歷史音樂學、
系統音樂學、民族音樂學

傳統音樂學系
含碩士班
古琴、琵琶、南管樂、北管樂、
音樂理論、傳統戲曲

戲劇學院
戲劇學系
含碩士班、博士班
表演、導演、劇本創作、戲劇理論、戲劇顧問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表演、導演、劇本創作

劇場設計學系
含碩士班
舞台設計、燈光設計、服裝設計、技術設計

文化資源學院

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古蹟遺址、文化景觀、民俗、傳統工藝美術、建築史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文化行政、藝術經營、人力資源管理

人文學院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博物館研究所
博物館策展、文化行政管理、數位典藏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含碩士在職專班
藝術教育、藝文活動策展、藝術與人文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藝術創意、藝術管理、文化創意產業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文化資產、博物館、藝術創新

非虛構寫作與社會實踐、純文學創作、文學跨藝寫作

 音樂編創、聲音設計、錄音製作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電影創作學系
含碩士班
電影表演、攝影、錄音、剪輯、電影美術、電影技術、
特效、導演、編劇、電影史、電影產業研究

新媒體藝術學系
含碩士班
錄像藝術、複合媒體裝置藝術、聲音藝術、
互動設計、網路藝術

動畫學系
動畫整合與企劃、電腦動畫技術、實驗動畫藝術

舞蹈學院
舞蹈學系
含七年一貫制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舞蹈表演、舞蹈創作、理論與跨域身體實踐

美術學院
美術學系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水墨、繪畫、複合媒體、雕塑、版畫、
數位應用、藝術史與視覺文化

藝術跨域研究所
文化生產與策展實踐、跨領域創作

需寒暑假住宿收費另計
住宿費用 約新臺幣 9345-54000 元每學期4.5個月

Industry sectors (groups) %

Music and performance art
Educational, academic
Others
Visual art
Film and animation
Digital content
Creative living
Cultural asset application
Publishing
Design and fashion
Pop music and cultural content
Advertising
Broadcast TV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Product design
Architectural design
Arts and crafts

41
14
12
10
8
2
3
2
1
2

0.4
1
1

0.2
1
1

0.2

歷年畢業生
就業產業別

Employment by sector 
for graduates from School

音樂及表演藝術
Music and performance art

41%

教育學術及
文化相關機構

Educational, academic
14%

其他
Others

12%

視覺藝術
Visual art

10%

電影及動畫
Film and animation

8%

產業類別(分組) %

音樂及表演藝術
教育學術及文化相關機構
其它
視覺藝術
電影及動畫
數位內容
創意生活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
出版及發行
設計品牌時尚
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
廣告
廣播電視
視覺傳達設計
產品設計
建築設計
工藝

41
14
12
10
8
2
3
2
1
2

0.4
1
1

0.2
1
1

0.2

北藝大
校史圖錄

中文版

English/ Japanese

STORIES ABOUT THE
HISTORY OF TNUA

School of

空姐 AIR STEWARDESS

空間設計師 INTERIOR DESIGNER

空間設計師 INTERIOR DESIGNER

導演 DIRECTOR

藝術行政 ART MANAGER

舞台設計 STAGE DESIGNER

編曲家 MUSIC ARRANGER

攝影師 PHOTOGRAPHER

服裝設計師 COSTUME DESIGNER

舞蹈家 DANCER

燈光師 LIGHTING TECHNICIAN

演奏家 MUSIC PERFORMER

鼓手 DRUMMER

化妝師 MAKEUP ARTIST

化妝師 MAKEUP ARTIST

社運工作者 SOCIAL ACTIVIST

藝術治療師 ART THERAPIST

作家 WRITER

編舞家 CHOREOGRAPHER
配樂師 FILM SCORE MUSICIAN

作曲家 COMPOSER

舞台設計 STAGE DESIGNER

主持人 HOST

演員 ACTOR

歌手 SINGER

歌手 SINGER

企業家 ENTREPRENEUR

音樂家 MUSICIAN

製片 PRODUCER

動畫師 ANIMATOR

小提琴家 VIOLINIST

陶藝家 CERAMIC ARTIST

音樂製作人 MUSIC PRODUCER

畫家 PAINTER

策展人 CURATOR

古董商 ANTIQUE DEALER

木工 CARPENTER

視覺設計師 VISUAL DESIGNER

芭蕾舞者 BALLERINA

經紀人 AGENT

經紀人 AGENT

鋼琴家 PIANIST

編劇 SCRIPTWRITER

教授 PROFESSOR

模特兒 MODEL

模特兒 MODEL

模特兒 MODEL

街頭藝人 STREET ARTIST

秀導 SHOW DIRECTOR

聲樂家 VOCAL ARTIST

打擊樂家 PERCUSSIONIST

記者 JOURNALIST

記者 JOURNALIST

考古家 ARCHAEOLOGIST

錄音師 RECORDING ARTIST

評論家 CRITIC

評論家 CRITIC

教授 PROFESSOR

教授 PROFESSOR

人文學院

美術學院

戲劇學院
音樂學院

文
化

資
源
學
院

電
影
與

新
媒
體

學
院

舞蹈學院

農夫 FARMER

藝術行政 ART MANAGER

主持人 HOST

藝術治療師 ART THERAPIST

秉 持 「 立 足 關 渡 ， 放 眼 國 際 」 的 精
神，北藝大不僅是臺灣首屈一指的藝
術學院，亦為亞洲藝術校院聯盟領航
者。本校成立於����年，當時名為
「國立藝術學院」，����年改名為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目前設有音
樂、美術、戲劇、舞蹈、電影與新媒
體、文化資源、人文等�個學院，包含
��個學士班、��個碩士班、�個碩士
在職專班、�個博士班。除了擁有完整
的各藝術領域，校園內並設置各類專
業展演廳館，包括音樂廳、舞蹈廳、
戲劇廳、美術館、電影院，其完整性
與全面性，為國內外罕見。教學與實
務彼此呼應、互為所用，形成絕佳的
藝術人才孕育場域。

北藝大作為全臺灣最重要的高等藝術
教育學府，以「兼顧傳統與現代、國
際與本土並進」為宗旨，本著人文精
神，培育藝術創作、展演及學術研究
人才，以創造藝術發展之新契機。除
在既有的設備規模、專業教學和展演
成果之基礎上繼以拓展新局外，未來
更將推動各項課程整合計畫，給予學
生更全面且多元化的學習選擇，同步
引進外界資源使學術與實務並進，落
實大學社會責任，強化國際佈局，與
世界接軌。

本國學生入學管道分為：七年一貫制、學士班單獨招生、學士班特殊選才、學士班繁星推薦、學士班個
人申請、學士班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學士班轉學、碩博士班甄試及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一般考試等。

除本國學生管道外，另提供外國學生、海外僑生、港澳學生及大陸學生入學管道。

詳細招生資訊、招生簡章與報名方式請至本校招生資訊網查詢 

http://admissionex.tnua.edu.tw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nuaiecen

本國學生、海外僑生、
港澳生及大陸學生

International 
Students

海外僑生
(港澳生)

International 
Students

4.5 months per semester
Extra fees during summer 
and winter breaks.US$ 312-1800Accommodation fee

美術學院 
School of Fine Arts

舞蹈學院 
School of Dance

文化資源學院
School of Culture 
Resources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School of Film and New Media

行政大樓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音樂學院
School of Music

戲劇學院 
School of Theatr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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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美術設計學士學位學程畢業展《進場時間》 電影系大三畢業製作《 女給時代》

本國學生

學生

約新臺幣 30000-40000 元 約新臺幣 26000-37000 元

學士班 學雜費 /每一學期(半年) 碩士班 學雜費 /每一學期(半年)
Student

includingstudents from China 

The fee is equivalent to eight credits per 
semester, US$53 per credit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tuition and miscellaneous 
fees per semester (half yearly) 

Master’s degree program tuition and miscellaneous 
fees per semester (half yearly)

以修8學分計費， 每學分費新台幣1600元

US$ 2000-2670
US$  1730-2470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