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編  號 2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本校「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因應「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整併「藝術社會實踐中心」

並更名為「藝術社會實踐暨推廣教育中心」，爰修正本校「藝

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為配合組織再造，擬修正第三條原中心設置三組別，修改為

「社會責任組」及「推廣教育組」二組，相關組織職掌與業

務內容併修之。

(二)為使本校組織規程與中心辦法之規範一致，同時保有用人彈

性，擬依組織現況聘任研究人員及助教部份，調整增修第五

條單位人力設置規定。

二、本案業經 111 年 10 月 31 日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第 2 次臨時

會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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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修正說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社會實踐

暨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資源暨推

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配合單位整併，設置

辦法名稱變更。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校

務發展，透過藝術的社

會創新與實踐過程發揮

社會影響力，展現永續

社會與終身學習之價

值，推動學校與各界資

源共享、社會共好之理

念，以落實大學藝術永

續推廣與教育功能，依

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八

條之規定，設置藝術社

會實踐暨推廣教育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校

務發展，發揮大學藝術

推廣及教育功能，推動

學校與各界資源共享理

念，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二十八條之規定，設置

藝術資源推廣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 

一、為強化本校藝術

社會實踐暨推廣

教育之量能，配

合調整中心願景

及目標。 

二、現行規定單位名

稱漏字一併修

正。 

第二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並整合、協調本校師生

研究、開發與展示社會創新

及藝術永續實踐計畫。 

二、透過地方資源盤點、整合與

開發，促進地方與學校資源

之鏈結。 

三、規劃與辦理各項藝術推廣教

育及專業進修相關課程。 

第二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下： 

一、辦理各項個人及團體藝術推

廣進修相關課程之規劃、執

行等事項。 

二、辦理本校整體形象行銷工作

之規劃、執行。 

三、辦理本校異業合作及產品開

發相關事宜。 

四、其他有關進修、推廣、創意

研發等事項。 

配合單位整併後，調

整中心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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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中心設下列各組，分

別辦理有關業務： 

一、社會責任組：負責推動並支

持本校師生發展各項社會創

新及藝術永續實踐計畫；辦

理成果論壇暨相關經驗交流

分享，建構以文化轉譯再現

地方價值及藝術社會創新實

踐之論述。 

二、推廣教育組：負責辦理專業

進修暨推廣教育課程規劃、

執行與發展事項；開發並辦

理企業合作、職能進修等專

案。 

第三條 本中心設下列各組，分

別辦理有關業務： 

一、推廣教育組：負責辦理進修

暨推廣教育課程規劃、執行

與發展事項。 

二、行銷公關組：負責辦理本校

整體形象及全校性活動之行

銷規劃與執行，以及媒體關

係、異業結合、贊助開發等

事宜。 

三、創意產業組：本校創意育成

計畫、藝企合作、產品及通

路開發等相關業務。 

配合單位整併，調整

中心組織架構與執行

業務。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

理並推動中心業務，由

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學或研究人員，或由

職員擔任之。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

理並推動中心業務，由

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

任之。 

參照本校組織規程第

28條規定，修正本中

心主任遴聘資格。 

第五條 本中心因業務需求，得

置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

等專任研究人員或助教

若干人，由主任提聘，

簽請校長聘任之。

依組織現況目前聘有

研究人員及助教部

份，調整增修第五條

單位人力設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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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

長聘請講師（含具教師

身分之助教）以上教學

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組員若干

人，負責各項業務之執

行，所需員額由本校總

員額內調整。必要時，

得以收入之經費，彈性

進用非屬編制內人員，

並依「國立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

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辦理。 

第五條 本中心得置執行秘書一

人，協助統籌中心業

務；各組置組長一人，

由校長聘請教師（含具

教師身分之助教）或研

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組員若干人，負

責各項業務之執行，所

需員額由本校總員額內

調整。必要時，得以收

入之經費，彈性進用非

屬編制內人員，並依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

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辦理。 

一、本條條次遞移。 

二、因組織調整後，

各組業務與職掌

獨立運作，故由

各組組長統籌規

劃辦理，刪除執

行秘書之人力設

置。 

三、配合教育部 111

年 8 月 31 日臺

教人 (二 )字第

1110079282號函

說明修正。 

第七條 本中心為應業務需要，

得設委員會，置委員若

干人，由校長就本校教

師或校外專家學者聘任

之，任期一年。 

第六條 本中心為應業務需要，

得設委員會，置委員若

干人，由校長就本校教

師或校外專家學者聘任

之，任期一年。 

本條條次遞移 

第八條 本中心經費收支依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並以有

賸餘，及提撥收入一定

比例供本校統籌運用為

原則。 

第七條 本中心經費收支依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並以有

賸餘，及提撥收入一定

比例供本校統籌運用為

原則。 

本條條次遞移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條條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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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社會實踐暨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96年 12月 25日 9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8年 6月 23 日本校 9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6月 4 日本校 107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月○日本校 111學年度第 1 學期第○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校務發展，透過藝術的社會創新與實踐

過程發揮社會影響力，展現永續社會與終身學習之價值，推動學校與各界資源共享、

社會共好之理念，以落實大學藝術永續推廣與教育功能，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八

條之規定，設置藝術社會實踐暨推廣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下：

一、 規劃並整合、協調本校師生研究、開發與展示社會創新及藝術永續實踐計畫。

二、 透過地方資源盤點、整合與開發，促進地方與學校資源之鏈結。

三、 規劃與辦理各項藝術推廣教育及專業進修相關課程。

第三條  本中心設下列各組，分別辦理有關業務：

一、 社會責任組：負責推動並支持本校師生發展各項社會創新及藝術永續實踐計

畫；辦理成果論壇暨相關經驗交流分享，建構以文化轉譯再現地方價值及藝術

社會創新實踐之論述。

二、 推廣教育組：負責辦理專業進修暨推廣教育課程規劃、執行與發展事項；開發

並辦理企業合作、職能進修等專案。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並推動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

員，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五條 本中心因業務需求，得置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等專任研究人

員或助教若干人，由主任提聘，簽請校長聘任之。

第六條 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講師（含具教師身分之助教）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組員若干人，負責各項業務之執行，所需員額由本校總員額內

調整。必要時，得以收入之經費，彈性進用非屬編制內人員，並依「國立大學校務

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辦理。

第七條 本中心為應業務需要，得設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就本校教師或校外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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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聘任之，任期一年。

第八條  本中心經費收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並以有賸餘，及提撥收入一定比例供本校統

籌運用為原則。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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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三、

說明：

一、

二、

擬辦：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於  111年11月3日

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檢陳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第2次臨

時會會議紀錄1份、校務會議提案單2份，請鑒核。

 

旨揭會議業於111年10月31日辦理完畢。

案內「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第

二條、第五條業依會議決議完成修訂。

提案「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整併更名案」、「藝術

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擬依會議決

議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奉核後，擬將會議紀錄寄送各委員及提案單位，並公告

於研發處網站。

「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整併更名案」如奉准提送校

務會議並經審議通過，請人事室惠予協助修正本校組織

規程。

會辦單位：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裝

訂

線

檔號： 0111/080102/ / /
保存年限： 20年

第1頁，共2頁

1111004517

111/11/04 18:38:55

綜合企劃組
許書惠                          

111/11/04 22:26:26

綜合企劃組

組 長
吳玉鈴                          

1.修正校務會議提案單
為2份，並新增說明三
補充提案主旨。

 2.修正藝推中心設置辦

本案如奉准提送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屆時請提
供相關資料，俾利本室
辦理後續修正本校組織
規程事宜。

111/11/07 15:57:53

人 事 室
秘 書

吳秉衡                      

核稿
 加會楊專員學慧

111/11/08 09:36:52

秘 書 室
秘 書

吳淑鈴 

本案奉核後，請提供簽
呈PDF檔及提案資料Wor
d檔予秘書室續辦。

26-7



第2頁，共2頁

法修正草案暨修正對照
表格式。

111/11/11 13:05:18

綜合企劃組
許書惠    

111/11/07 13:50:35

研究發展處

研 發 長于國華    

111/11/07 16:47:23

人 事 室
主 任蔡旻樺        

111/11/11 14:14:08

秘 書 室
三等專員楊學慧 

111/11/11 16:34:57

秘 書 室
主任秘書鍾永豐 

111/11/11 17:00:09

校 長 室
校 長陳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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