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研發處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
105 學年度第 1 次諮詢委員會會議議程
時

間：105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14 時

地

點：行政大樓 3 樓研發處會議室

主

席：陳校長志誠

記錄：梁涵詠

出席人員：薛委員文珍、林委員伯賢、劉主任俊裕、鍾委員耀光、李委員乾朗、
吳委員宜樺、吳委員珮慈
請假人員：陳委員其南、鍾委員世凱、陳委員貺怡、單委員文婷
壹、主席致詞
陳志誠校長：
跟各位委員報告，前天(12/10，星期六)在學校開民間文化會議時，才知
道新北市政府在文資方面的預算只有幾千萬。文資除了修復古蹟，另外還有
展演跟社造，是連結文化網絡很重要的部分，但政府對於這政策不夠周詳。
我們在思考到底臺灣藝術大學有沒有辦法像澳洲的藝術大學，可以扮演國家
在文化政策方面的重要角色，提出政策與看法，提供給臺灣社會大眾一起來
討論。我們的委員組成背景有音樂、電影、視覺藝術、媒體、古蹟修復等方
面，大家在各領域不論理論還是實務上都是特別強，期待在一年開兩次會時，
委員會可以扮演一個垂直架構上的重要角色，以更宏觀的角度看政策面，邀
請各位委員盡力的來協助，請各位委員給我們一個寶貴的意見。
貳、業務說明
本校 105 年 8 月於研究發展處下正式成立「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
，期
能透過臺灣藝術文化之跨藝、跨域研究以及產、官、學、研各部門的協力與
溝通，達成匯聚本校校級顧問、專兼任教師、研究員、碩博士生之文化政策
學術研究及實務應用能量，建構與國內外之學者專家、相關文化研究夥伴間
的聯繫網絡，達到構建臺灣創新藝文知識體系，落實藝術文化之學術實踐，
以發展成為臺灣及國際文化政策智庫，本中心設置辦法詳如附件 1。
本中心自成立起至今的業務如下說明：
一、推動國際交流：為推動臺灣與國際藝文智庫平台網絡，強化臺灣藝文智
庫國際交流與聲望，105 年 11 月 4 日本校與韓國文化觀光研究院（Korea
Culture and Tourism Institute, KCTI）簽署合作交流備忘錄，交流細節與簽
署內容請參考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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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民間文化會議：為構建藝術文化創新知識體系，本中心期能匯聚民
間文化輿論，促進學術界、文化產業、文化組織和公部門之間的協力、
溝通與對話：
(一) 105 年 6 月 11 日本校與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及 28 個民間團體共同發
起民間文化會議，活動主題為「民間文化政策行動論壇 2.0：文化，進
行式！」
，當日論壇也邀請當時剛上任的文化部鄭麗君部長參與對話。
透過論壇串聯起民間文化團體和個人，凝聚來自各界的聲音，將文化
政策議題回歸到民間主體性、自主性與自發性的原則，提出民間認為
臺灣當前亟待面對或處理的文化政策議題，論壇詳細內容如附件 3。
(二) 105 年 12 月 10 日由本校與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及新北市民間文化會
議各社團夥伴合作籌辦「新北市民間文化會議」第四場，主題為「新
北市文化政策的觀察與願景—從板橋都心出發」
，會議詳細內容如附件
4。
三、爭取公部門計畫：為爭取藝文政策論述話語權，提出策略發展建議，本
中心承接公部門委託研究案，研析國家文化政策：
(一) 「文化科技政策研究與擬定輔導」案計畫執行期間自 105 年 7 月至 11
月，由本中心劉俊裕主任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協力，進行「文化部 105
年度委辦計畫─105-106 年度文化科技輔導推動專案計畫」中文化科技
政策研究與研擬。透過蒐集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國際發展脈絡文獻蒐集
及焦點座談，協助文化部整合六大文化領域（影視音、數位出版、文
創產業、博物館、視覺藝術、文化保存）推動現有科技計畫，並研擬
文化科技政策之論述與施政方針建議，計畫內容詳附件 5。
(二)「編撰文化白皮書暨籌劃全國文化會議」案計畫期程自 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12 月止，由本校陳志誠校長、研發處林伯賢研發長、人文學院
廖新田院長、中心劉俊裕主任帶領學校藝政所等師生資源與台灣文化
政策研究學會，共同協力承辦，擬於 106 年辦理至少 10 場全國文化分
區論壇及全國文化會議，並完成文化白皮書編撰及印製出版，計畫內
容詳附件 6。
參、委員建言
議題一：有關擬定本中心中長期發展方向，提請委員建議。
說明：請參考本中心設置辦法如附件 1
結論：提供資料參考，再建請委員以 Email 回覆建議。
議題二：有關本中心擬設置校內專業領域研究群組，提請委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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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擬依中心發展方向建立 3-5 專業研究群組以深化藝文學科間對話、
討論之平台，協助校內各專業領域師資爭取研究資源、強化研究
能量。
結論：暫先建立 2 個組別，之後再行增加。研究群組主題請委員參考資
料後，以 Email 提供建議。
議題三：擬增列本校「學術專題研究補助實施要點」，提請委員建議。
說明：為鼓勵本校教師積極從事具跨藝、跨域且富創新與前瞻性或有助
益校務發展性質之專題研究計畫，擬於原條文第四條第三點下增
列第四點，以期大幅提升本校研究能量，檢附本要點修正對照表
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7。
結論：通過，提行政會議審議。
肆、開放建議(無)
伍、散會(下午 15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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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
壹、 設立宗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為推動臺灣藝術文化智庫平台網絡，透過臺灣藝術文化之跨藝、跨域研究以及
產、官、學、研各部門的協力與溝通，構建臺灣創新藝文知識體系，落實藝術文化之學術實踐，
設立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
貳、 中心任務：
一、 匯聚本校師生研究能量，發展成為臺灣及國際文化政策智庫，爭取藝文政策論述之話語權。
二、 研析國家文化政策及藝術教育政策，提出策略發展建議。
三、 構建藝術文化創新知識體系，舉辦跨藝、跨域文化政策論壇、工作坊、學術講座。
四、 策劃並出版相關研究報告、叢書、論文集、期刊與數位雜誌、報刊（e-paper）等出版品。
五、 爭取承接臺灣藝術文化公私部門委託研究案或諮詢服務案。
六、 建置臺灣藝術文化相關資料庫。
參、 組織編制：
●組織架構示意圖

一、 中心主任：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主持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本校具相關專長之專
任教師兼任之。
二、 行政幹事：本中心設置行政幹事一人，協助主任處理本中心行政事務，推動各項既
定工作並協調中心各項任務。
三、 諮詢委員會：
（一） 本中心設置諮詢委員會，由校內外藝文政策領域專家組成。諮詢委員薦請校長
同意後聘任之，委員任期與中心主任同，得連任續聘。本校校長、副校長、研
發長為諮詢委員會當然委員。
（二） 諮詢委員會議由中心主任召集，每學年至少二次，提供本中心之發展方向、重
要政策建言及各專業領域研究、發展等諮詢意見。諮詢委員為無給職，得依規
定支領專業諮詢津貼及車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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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心會議：
本中心設置中心會議，由中心主任視研究規劃及行政業務需要，召集專業研究群組
成員、研究人員及中心行政幹事討論議決之。

五、 專業研究群組：
（一） 中心依專業研究需要，設置若干常設及特別專業研究群組。專業研究組別之設
立與終止，經中心會議決議後，報請校長核定之。
（二） 各專業研究群組設置召集人，由中心推薦本校具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以上資
格者，報請校長同意後聘請兼任之。
（三） 各專業研究群組成員，由群組召集人推薦本校相關領域教師、博碩士研究生，
由中心聘任之。專業群組應定期策劃並召開研究群組研討會議、論壇或工作坊，
每學期至少二次。
（四） 中心得視專業研究群組召集人、群組成員之任務及工作狀況，依校內相關規定，
簽請校長酌減其授課鐘點數。
六、 研究人員：
(一) 本中心得視研究執行需要，聘用專案及兼任研究人員、訪問學者及研究助理若
干人。專案研究人員由中心推薦或徵選，報請校長聘任之。凡承接中心委託之
校、內外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專案研究人員及研究助理，亦為本中心之研究
員及研究助理。
(二) 中心專案研究人員、研究助理得依研究計畫預算編列支領研究津貼。兼任中心
研究助理之本校博、碩士班研究生，得依工作狀況酌減之學雜費用或提供獎助
金，相關辦法另訂之。
(三) 中心專案研究人員、研究助理應負責相關主題研究工作，協助並參與中心承辦
之講座、論壇與學術研討會。研究人員應協助爭取、規劃或承接校內外相關研
究計畫案。

肆、專題研究計畫：
中心應依年度經費預算之編列，規劃具創新性及前瞻性之專題研究計畫，薦請或徵選校
內、外相關專業教師或研究人員主持、執行之，相關辦法另訂之。

伍、經費來源：
本中心經費來源包括：
一、 政府相關單位與民間企業之委託、合作與捐贈。
二、 國內外非政府組織之捐贈，或合作計畫之委託。
三、 本校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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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年度預期成果：
一、 質化效益
（一） 匯聚臺藝大各領域研究能量，定期出版相關研究、舉辦公開研討會議及論壇，
累積學術能見度。
（二） 研析國家文化政策及藝術教育政策，提出策略發展建議，爭取藝文政策論述之
話語權。
（三） 組成「藝文文獻及教學資源領域」、「文化政策領域」、「音樂暨表演藝術領域」
及「視覺與藝術史領域」等等 3-5 個校內專業領域研究群組，深化藝文學科間
對話、討論之平台。
（四） 協助校內各專業領域師資爭取研究資源。
二、 量化效益
（一） 各專業領域研究群組每學期辦理 2 場專題論壇或講座，年度共計 12-20 場次。
（二） 由中心行政幹事採編或專業研究人員撰稿，定期出刊藝文專題（由當代藝術雜
誌出版），年度共計 8-12 篇。
（三） 辦理全國性民間文化會議，年度共計 1-2 場次。
（四） 中心每學年依經費預算編列，規劃具創新性及前瞻性之專題研究計畫 2-3 案，
薦請或徵選校內、外相關專業教師或研究人員主持、執行。

6

附件 2
促進台、韓文化政策交流 臺藝大與韓國 KCTI 簽訂合作備忘錄 (校園新聞稿)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於 11 月 4 日在臺藝大教研大樓 10 樓演講廳舉辦 2016 文化的軌跡：文
化治理的全球流動與實踐研討會，並與韓國文化觀光研究院(Korea Culture and Tourism
Institute, KCTI)簽署合作交流備忘錄(MOU)，正式開啟雙方在文化政策相關領域的密切交流。
韓國 KCTI 是南韓的核心政策機構之一，院中有上百名研究人員，進行政策規劃、政策統
計、政策評估、政策監督等，針對各方面提出相關方案，以及培養文化專業人員，屬韓國國
家文化政策研究的智庫。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化政策、藝術政策、南北韓統一文化研究、文化
產業研究、觀光政策研究、觀光產業研究、休閒文化研究等。
此次簽署合作交流備忘錄，臺藝大與韓國 KCTI 雙方秉持互惠平等精神進行各項合作事
宜，如教師及研究人員之交流合作，學術刊物、圖書資源與其他資訊或經驗之共享交流，共
同參與學術研究或專案計畫，共同舉辦研討會、論壇及工作坊等，創造資源共享，有效運用
資源與環境，共創雙贏的局面。
簽約儀式於上午 9 時於臺藝大校內舉行，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長陳志誠與韓國 KCTI 院長
金正晚 (Kim Joung Man)親自出席簽署；觀禮人士包括，文化部文化交流司吳紹開司長，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廖新田、研發長林伯賢、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劉俊裕主任，
韓國 KCTI 國際合作處金惠仁主任 (Kim Hyein)、資深研究員金圭杬 (Kim Kyuwon)、鄭鍾恩
(Chung Jong-Eun)及楊惠園 (Yang Hyewon)。
陳志誠校長表示文化治理在先進國家，不僅是當然，更是必然的要素。運用文化軟實力
來做文化外交，對架構文化經濟體是非常有利的。文化經濟在先進國家有其重要性，先進國
家都會以拓展文化發展為先。學校於此次辦理的文化治理研討會，以及與韓國文化觀光研究
院簽署合作交流備忘錄，對臺灣是一個很重要的交流活動，期待未來有更多密切合作交流與
開展。
金正晚院長致詞提到近期台、韓兩國觀光客互訪人數已超過 120 萬人次。臺灣及韓國之
間的交流透過韓流發展及多元的管道逐漸穩定與延伸。本次很榮幸能受邀參與此次研討會，
並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開展之間的合作交流，這份備忘錄將為文化與藝術政
策的永續交流及發展鋪路。文化及藝術在國家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現今世界上具領導地位
的國家皆富有強大及影響力之文化，除了生物、環境科學、先進的媒體科技、以及資訊與通
訊科技之外，文化將成為一個未來世代的生存及成長的關鍵因素。
合作交流備忘錄簽署儀式後，臺藝大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與韓國 KCTI 立即展開實
質交流對話，雙方研究團隊就臺、韓文化基本法與文化影響評估制度發展現況進行研究成果
發表與經驗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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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臺藝大與韓國 KCTI 建立的夥伴關係將深化雙方在文化政策領域的合作，推動臺灣、韓
國文化方面的交流，建立兩方良好關係，為彼此帶來互惠、互利，以及美好的成果。
本校與韓國 KCTI 合作交流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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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民間文化政策行動論壇 2.0：文化，進行式！」
鑑於希冀凝聚文化領域專業以及公民社會組成民間協力網絡，建立文化議題發聲的管道
並形成民間的監督力量，民間學會組織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定期舉辦文化政策相關論壇，
於 105 年 1 月首次邀集各民間藝文社群夥伴，辦理「總統，未來『事』？民間文化政策行動
論壇」。
2016 年 5 月新政府上任，對於新政府文化事務的見解與作為，不能僅僅期待體制內自發
的轉變，更需要來自民間的自主串聯、協力與意識的交流凝聚。因此熱切期盼民間文化政策
論壇能夠長期、穩定地構成文化領域的行動者議題討論的平台。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與本
校智庫中心籌備處合作籌辦第二次民間文化會議「民間文化政策行動論壇 2.0：文化，進行
式！」在這次的論壇會議中，共同檢視新任政府的文化政策藍圖，同時也提出民間版本的文
化發展願景。
一、 會議時間：105 年 06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二、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際會議廳
三、 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1000-1030 報到
不爽要講：專屬年輕藝文工作者與藝大學生的大腸花論壇
1. 我們 vs.官僚體系－官威好大，我好怕怕ＱＡＱ
1030-1200
2. 我們 vs.慣老闆－難道學藝術就只能混口飯吃？
3. 我們 vs.偉哉藝大－還不到畢業前ㄧ天就爆炸！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1300-1330 論壇開場暨發起團隊聲明
文化基本法的民間關懷
1. 台灣藝術文化的核心價值如何凝聚？文化公民權利的落實
1330-1640
2. 文化如何點石成金？藝文補助機制與文化經濟的循環鏈
3. 文化治理如何翻轉？文化政策體制與法規的變革
1640-1715

茶敘時間

1715-1800

文化部長政策方針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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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北市民間文化會議」第 4 場（板橋會議）
：
新北市文化政策的觀察與願景—從板橋都心出發
「新北市民間文化會議」匯聚新北市文化工作者共同心意，每季輪流由各地文化工作者
召集聚會，對新北市文化政策與各地文化工作提出觀察與建言，透過媒體、網路、民意代表，
將新北市民間文化建言呼籲傳達給新北市政府，以協助新北市政府推動文化施政工作。
「新北市民間文化會議」第一季於 105 年 2 月 27 日於淡水文化基金會「淡水文化園區」
召開，第二季 5 月 28 日於新店文史館舉辦，第三季 8 月 27 日於瑞芳區金瓜石勸濟堂圖書館
舉辦，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派員與會並於會後誠意回應提問。新北市民間文化工作者會繼續團
結互相支持協力，期盼新北市各區域、各社群都能夠守護展現自己的認同與文化。第四季會
議由新北市民間文化會議各社團夥伴、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共同發起，
於 12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於本校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舉辦。
一、 會議時間：105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
二、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研大樓 5 樓）
三、 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1250-1300 報到
1300-1310

主持人

主講人/報告人

與會人員

新 北 市 民 間 文 化 會 議 新北市民間文化會議共 新北市民間文化會議共同發
報告
同發起人 董俊仁
起人 董俊仁

1310-1330 板橋文化工作報告

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 枋橋文化協會
劉俊裕主任
莊文毅理事長

1330-1400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大 學 與 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新北市文化發展
陳志誠校長
劉俊裕主任

1400-1430

新北市文化局
(邀請中)

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 新北市文化局
(邀請中)
劉俊裕主任

TACPS 張玉漢秘書長
新 北 市 文 化 政 策 觀 察 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
新北市民間文化會議共同發
1430-1600
與文化預算討論
劉俊裕主任
起人 董俊仁
1600-1700

新北市文化會議
建言與回應

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 與會人員
新北市文化局
劉俊裕主任

四、 合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新北市民間文化會議各社團夥伴、臺灣文化政策研究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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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計畫名稱：文化科技政策研究與擬定輔導案
一、 執行期間：105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
二、 委託單位：文化部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共同協力研究
三、 總經費：新臺幣 31 萬 5,000 元整
四、 計畫內容：
本計畫旨再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協力，進行「文化部 105 年度委辦計畫─105-106 年
度文化科技輔導推動專案計畫」中文化科技政策研究與研擬，透過蒐集文化與科技融合
的國際發展脈絡文獻，協助文化部各司處、所屬機關及法人單位(表藝中心、國家電影
中心等)，於六大文化領域（影視音、數位出版、文創產業、博物館、視覺藝術、文化
保存）推動現有科技計畫，並研擬中長期發展，提出科技白皮書具體文化科技之施政方
針。以下為文化科技政策研究與擬定輔導案計畫工作規劃：
(一) 國內外文化科技政策趨勢案例蒐集研究：針對國際間及重點文化科技發展國際組織
(如：英國、中國大陸、美國、歐盟、UNESCO 等)蒐集新興文化科技政策趨勢與策略。
(二) 文化科技專家顧問團：協助擬定與邀請產、學、研各界專家學者，組成六大領域各 3
至 5 人顧問團，針對其領域提出文化科技發展願景與策略，並邀請文化部資訊處長官
參與對話討論。
(三) 科技白皮書中文化科技政策草擬之諮詢：彙整文化科技相關範疇之研究、重點研究文
獻等，並依據國際趨勢及諮詢顧問意見之彙整，提供科技白皮書的文化科技政策草擬
建議，協助文化部提出文化科技政策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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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計畫名稱：編撰文化白皮書暨籌劃全國文化會議案
一、 執行期間：105 年 11 月 18 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 委託單位：文化部
三、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與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共同執行
四、 總經費：新臺幣 984 萬元整，本校契約金額比率佔總額 75% (738 萬元)
五、 計畫內容：
本案旨在以「文化公民、審議思維、翻轉書寫、協力治理」的方式撰寫文化白皮書與辦
理全國文化會議（分區、預備會議、大會），期達到將公部門（治理理性）與常民社會
（參與理性）互相對話、取得共識，共同得到未來四年文化政策發展方向，並對合作者
之地方學有所助益。本案共有六大事項，本團隊將之融合為四大主題如下：
(一) 編撰文化白皮書：
1. 邀集各領域專家學者，結合五大施政方針，成立撰擬文化白皮書工作小組。
2. 各級會議之內容編輯上線之外，亦開發白皮書書寫留言與反饋機制，共組白皮書網路
公民智囊團，邀請民眾一同共創文化白皮書。
3. 白皮書設計、印製、包裝、印刷。
(二) 籌劃全國文化會議分區論壇：
1. 結合民間與地方力量，參酌審議思維辦理至少 10 場分區論壇。
2. 發布會議懶人包讓民眾更容易快速了解進度，並利用 Culture Voice（名稱暫定）相
關意見彙整。
3. 串聯分區論壇文化智庫。
(三)
1.
2.
3.
4.
5.

籌劃全國文化會議、組成全國會議諮詢委員會與撰擬文化白皮書工作小組
探究會議之主體。
會議之主題與分組專題決議。
會議成果討論、各項籌備會議與諮詢會議進行。
文化白皮書審議。
會議實錄印刷。

(四) 網站設計與行銷：
1. 本計畫架設專屬網站。
2. 影音傳播：本網站除發布訊息，增加民眾文化可近性，亦直播重要會議，並將會議
影音上傳。
3. 社群串聯：外掛社群媒體串聯，以達活動的傳播之最大值。
4. 流量統計：外掛 Google Analytic 統計瀏覽人次、時間及相關行為訊息。
5. 資訊安全須符合文化部之規範，並通過 OWASP 公佈的 Top 10 弱點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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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術專題研究補助實施要點」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四、 申請資格及計劃執行：
四、 申請資格及計劃執行：
增訂條文
(一) 申請人以本校專任教師（含研究人 (一) 申請人以本校專任教師（含 第四點第四條
研究人員）為限。
員）為限。
(二) 以最近兩會計年度內，每年均向國科 (二) 以最近兩會計年度內，每年
均向國科會或校外其他單位
會或校外其他單位申請專題研究計
申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而
畫補助，而未獲任一研究計畫資助之
未獲任一研究計畫資助之教
教師為對象；最近兩會計年度已獲國
師為對象；最近兩會計年度
科會或校外其他單位專題研究計畫
已獲國科會或校外其他單位
補助者，不受理申請。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者，不受
(三) 本補助以五年內未獲補助，或新進教
理申請。
師三年內未獲補助者優先，但每位教
(三) 本補助以五年內未獲補助，
師至多以申請補助三次為限。
或新進教師三年內未獲補助
(四) 申請具跨藝、跨域且富創新與前瞻性
者優先，但每位教師至多以
或有助益校務發展性質之專題研究
申請補助三次為限。
計畫及申請研發處下規劃之專題計
(四) 已獲本計畫補助之教師，於
畫得不受上述(二)、(三)項限制。
計畫執行當中，若有任一計
(五) 已獲本計畫補助之教師，於計畫執行
畫再獲校外單位補助，則取
當中，若有任一計畫再獲校外單位補
消本校經費補助。但已使用
助，則取消本校經費補助。但已使用
核銷之經費，校方不再追
核銷之經費，校方不再追回。
回。
(六) 計畫執行內容如有涉及建教產學合
作事宜，均依本校「建教合作收入收 (五) 計畫執行內容如有涉及建教
產學合作事宜，均依本校「建
支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七) 補助計畫之執行期，以每年一月一
之規定辦理。
日至九月底為止。計畫期限結束後，
應在二個月內繳交研究報告。並於結 (六) 補助計畫之執行期，以每年
一月一日至九月底為止。計
案六個月內，至少完成一次論文發表
畫期限結束後，應在二個月
或期刊投稿。（投稿篇尾應註明「本
內繳交研究報告。並於結案
研究接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專題研
六個月內，至少完成一次論
究補助」）。
文發表或期刊投稿。
（投稿篇
尾應註明「本研究接受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專題研究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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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術專題研究補助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95 年 09 月 12 日 95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5 年 11 月 21 日 95 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96 年 10 月 23 日 96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6 年 11 月 22 日 96 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97 年 02 月 25 日 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70026109 號函備查
98 年 9 月 8 日

98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9 月 6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10 月 18 日 100 學年第 1 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12 月 2 日 100 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學術專題研究，提供研究經費補助
以期提升本校之學術研究能量，特定訂本要點。
二、專題研究計畫須進行審查作業，審查結果提交本校學術活動甄選委員會討論決定是否補
助及核定之金額與案數。
三、申請案之審查標準如下：
（一）研究成果與潛力。
（二）計畫內容與特色。
（三）計畫設備需求與經費預估。
（四）研究人力。
（五）預期效益。
（六）前一次補助之執行績效。
（七）其他。
四、申請資格及計劃執行：
（一） 申請人以本校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為限。
（二） 以最近兩會計年度內，每年均向國科會或校外其他單位申請專題研究計畫補
助，而未獲任一研究計畫資助之教師為對象；最近兩會計年度已獲國科會或校
外其他單位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者，不受理申請。
（三） 本補助以五年內未獲補助，或新進教師三年內未獲補助者優先，但每位教師至
多以申請補助三次為限。
（四） 申請具跨藝、跨域且富創新與前瞻性或有助益校務發展性質之專題研究計畫及
申請研發處下規劃之專題計畫得不受上述(二)、(三)項限制。
（五） 已獲本計畫補助之教師，於計畫執行當中，若有任一計畫再獲校外單位補助，
則取消本校經費補助。但已使用核銷之經費，校方不再追回。
（六） 計畫執行內容如有涉及建教產學合作事宜，均依本校「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
辦法」之規定辦理。
（七） 補助計畫之執行期，以每年一月一日至九月底為止。計畫期限結束後，應在二
個月內繳交研究報告。並於結案六個月內，至少完成一次論文發表或期刊投稿。
（投稿篇尾應註明「本研究接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專題研究補助」）。
五、補助金額及項目：
（一）經費來源：
1. 每年預算貳佰萬元，由學校五項自籌經費與學雜費收入項下之利息收入支應。
2. 研發處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下經費預算編列
14

（二）補助案數：由審議委員會視申請計畫審查結果而定。
（三）獎勵方式：專題研究計畫每案以獲得補助最高貳拾萬元為原則。
（四）結報時程：補助金額於每年一月份支付，並於同年十一月底之前結報完畢。
六、申請方式：
（一）填寫本要點所附之資料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計畫書應依國科會申請表格方式填寫。
七、申請時程：每學年九月底前由研究發展處函知各院系所提出申請，十二月通知審查結果。
八、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提送研究發展委員會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報教育
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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