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心設置申請書
中文名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現代水墨研究中心

英文名稱：

Research Center for Modern Ink Painting

中心名稱
中心主任或
姓 名 李振明
申請代表人

聯 絡 方 式

中心聯絡人 姓 名 鄧瑜筑

聯 絡 方 式

電 話：0920-052-943
E-mail：art369@gmail.com
電 話：0912-094-078
E-mail：yzdeng0112@gmail.com

中心屬性

■ 研究 ( 50 ％)

隸屬層級

□ 校級中心
■ 院級中心： 藝術 學院
□ 系(所)級中心：
系(所)

設置宗旨

本研究中心之設置宗旨有三：
一、深化現代水墨在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等不同層面之學術成果，擴展社會
價值，並藉此建構其在學術上之系統性歷史意義；
二、透過本校美術系校友留校作品藝術成就之綜合探討，作為相關課程規劃、發
展之學術參照，裨益我校師生；
三、藉由推動現代水墨，成為國內首處推動現代水墨與社會實踐之學術單位，強
調其與國家文化建設之連結關係。
期經由上述三大目標，達成在學術研究、推廣教學等之外，結合國家政策、公共
資源及學界人力，藉以達成建構現代水墨時代新貌之總體目標。

設置任務

1. 核心任務 (條列式簡述)
(1)發揮現代水墨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功能
a.規劃實施年度研究計畫項目
b.綜合研究成果進行專業出版
c.運用研究成果發展課程內容
d.推動計畫項目提升學術產值
(2)建置現代水墨之資源、人力、資料及知識網絡
a.透過計畫之推展總和學術資源
b.連結學術人才及其綜合研究成果
c.建立現代水墨史料、檔案資料庫
d.匯集以上成果形塑知識交流平臺
2. 其他任務 (條列式簡述)
(1)承接國內公私單位之產學、建教合作計畫方案
(2)自主規劃年度研究計畫以落實上述各項目標
(3)形塑本校、本院成為現代水墨之研究重鎮
(4)促進資源、人力、資料及知識網絡之學術交流

設置地點

借用美術系館 502 教室

人員編制

主

任：

1

■ 教學 ( 20 ％)

人

副主任/總監： 1

■ 服務 ( 15 ％)

■ 推廣 ( 15 ％)

中心網址
組

長：0 人

專任研究人員：0 人

人

經費來源
申請資料
承辦人簽章：

兼任研究人員：0 人

專任教學人員：0 人
兼任教學人員：0 人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

1 人
顧
2 人

■ 教育部//文化部
■ 科技部
■ 建教合作

■ 推廣教育收入
□ 場地使用收入
□ 其他收入 (來源說明：

■ 中心營運規劃書

■ 中心設置規章

問：2-3 人 合

計：

7-8

人

月 18

日

)
□ 其他：

中心主任或申請代表人簽章：

申請日期：

108

年

0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現代水墨研究中心設置章程(草案)
民國 O 年 O 月 O 日第 OOO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暨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
訂定之。
第二條 為延續本校作為現代水墨發源地之傳承，深化現代水墨在研究、出版、
教育及推廣等不同層面之學術成果，期本校成為現代水墨國內外專業交
流平臺，特設置現代水墨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三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核心任務
1. 發揮現代水墨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功能
(1) 規劃實施年度研究計畫項目
(2) 綜合研究成果進行專業出版
(3) 運用研究成果發展課程內容
(4) 推動計畫項目提升學術產值
2. 建置現代水墨之資源、人力、資料及知識網絡
(1) 透過計畫之推展總和學術資源
(2) 連結學術人才及其綜合研究成果
(3) 建立藝術史史料、檔案資料庫
(4) 匯集以上成果形塑知識交流平臺
（二）其他任務
1. 承接國內公私單位之產學、建教合作計畫方案
2. 自主規劃年度研究計畫以落實上述各項目標
3. 形塑本校、本院成為現代水墨之研究重鎮
4. 促進資源、人力、資料及知識網絡之學術交流
第四條

本中心為隸屬於藝術學院之院級中心。

第五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副主任/總監一人、專任助理一人和兼任助理二
人；本中心具體推動業務如下：

（一）教學性工作：為建立社會大眾對現代水墨的理解及興趣，本中心對外開
設各級別推廣教育課程。
1. 基礎課程

2. 進階主題課程
3. 專業研究課程
（二）研究性工作
1. 規劃並實施年度各項專題研究之計畫
2. 推動以藝術家或畫會為主之學術調查
3. 集結計畫研究成果進行學術專著出版
（三）服務/推廣性工作
1. 承接國內公、私立單位之產學、建教合作方案
2. 與校內其他系所合辦展示、演講、研習等活動
3. 為國內美術館、文化局規劃相關人力培訓課程
第六條 本中心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且需負擔中心電費、電話費、場租及維
護等費用，各項收支均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七條 本中心主任綜理中心業務，由藝術學院院長或院長推薦之本院副教授以
上教師或本校講座教授兼任，並報請校長聘任之，其任期配合藝術學院
院長之任期。本中心副主任/總監由主任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相關
專長領域人員兼任之。
第八條 本校專任教師兼任中心主任、副主任等職務，得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
核計要點」減授課時數二小時，其減授鐘點費由中心支付，且當學年度
不得支領超授鐘點費。
第九條 本中心應依本校相關法規繳交管理費用，其年度收支盈餘則依「本校年
度節餘款處理原則」辦理。
第十條 本中心依業務需求，以專案方式聘請專任助理和兼任助理，以不占用學
校正式編制員額為原則，其經費與規定由專案內支應。
第十一條 本中心設中心會議，由中心全體人員組成之。主任為主席，定期舉行
會議，討論中心之相關業務，必要時得邀請本校有關人員列席。
第十二條 本中心每隔五年進行評鑑，評鑑事務由藝術學院辦理，並將其報告提
交院務會議審查討論，評鑑結果如未能達設置功能，或營運狀況未達一
定標準，得由該會議議決相關建議事項。評鑑項目、方式與結果之處理
悉依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暨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辦理。
第十三條 本章程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章辦理之。
第十四條 本章程經藝術學院院務會議審議核定並送行政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現代水墨研究中心
營運規劃書

中心名稱：

現代水墨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代表人：

李振明

(簽章)

聯 絡 人：

李振明

(簽章)

聯絡電話：
傳

0920-052-943

真：

電子郵件：
填寫日期：

art369@gmail.com
108

年

03

月

18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現代水墨研究中心
營運規劃書
一、中心設置宗旨 <請在 200 字內撰寫>
本研究中心為院級單位，設置宗旨有三：
一、深化現代水墨在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等不同層面之學術成果，擴展社會
價值，並藉此建構其在學術上之系統性歷史意義；
二、透過本校美術系校友留校作品藝術成就之綜合探討，作為相關課程規劃、發
展之學術參照，裨益我校師生；
三、藉由推動現代水墨，成為國內首處推動現代水墨與社會實踐之學術單位，強
調其與國家文化建設之連結關係。
期經由上述三大目標，達成在學術研究、推廣教學等之外，結合國家政策、公共
資源及學界人力，藉以達成建構現代水墨時代新貌之總體目標。

二、中心任務
(一)核心任務
<請在 500 字內撰寫，並請具體說明核心業務隸屬跨院性質(校級中心者)、院內
跨系性質(院級中心者)或單系性質(系/所級中心者)>
本研究中心為順利推動各項業務，完成上述設置宗旨，中心主任及副主任/總監
定期召開會議，討論發展方向，規劃並著手執行不同期程之各項計畫。同時，為
彰顯本研究中心之單位屬性，核心任務之設定，主要在於以下兩個方面：
1.發揮現代水墨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功能
透過不同年度之計畫撰寫，申請國家、地方政府或校內外相關部門之經費補
助，計畫內容以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等為主。
a. 規劃實施年度研究計畫項目
以藝術家或畫會為主軸，分別推動個案及綜合等不同類型之研究計畫，並
涉及不同主題、藝術風格等學術方法，以落實研究宗旨；
b.綜合研究成果進行專業出版
根據上述各項研究之實際成果，尋求相關合作單位之刊行補助，出版單行本
專書或套裝系列叢書，呈現專業學術內容；
c.運用研究成果發展課程內容
主要為現代水墨相關課程、學程(大學部或研究所)之研擬、執行，補充原有
課程架構之不足，藉以形塑學科觀念，引發修課學生之研究興趣，儲備未來
研究人才；
d.推動計畫項目提升學術產值
藉由上述項目之實際執行，配合校內外相關單位之需求，規劃可能之應用方
案、活動(如專題講座、系列課程、專案出版等)，擴增現代水墨之學術研究
產值。
2.建置現代水墨之資源、人力、資料及知識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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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項目研究計畫之規劃、推動，雖在於實踐本中心之設置宗旨，然為擴充其
學術能量，並發揮其在國內相關領域之領導效用，必須擴及以下不同目標。
a.透過計畫之推展總和學術資源
年度計畫之推展，目的在於有效且系統性建構現代水墨系譜，不論是文獻資
料之收集、歸納，或學術觀點之呈現、詮釋，皆須以總和相關學術資源為其
核心，並藉此累積成為本中心之基本檔案；
b.連結學術人才及其綜合研究成果
計畫執行過程，相關人力可能涉及校外專業人士之配合、邀請，在此過程中，
相同或跨界領域之持續合作，得以擴充並綜合所有研究成果；
c.建立現代水墨藝術史史料、檔案資料庫
研究資料之收集(如報章、期刊、專書或報告等)，不僅有助於個案或及綜合
計畫之推行、參考，研究成果之積累亦可同時成為未來研究之借鏡、基礎，
藉由一手及二手資料之持續擴充，成為本中心之學術資料庫檔案；
d.匯集以上成果形塑知識交流平臺
研究雖為學術專業業務，然上述各項功能，並非僅侷限於計畫執行成果之展
現，同時得以成為結合人力、資料及學術成果等之綜合知識交流平臺，發揮
其重要性及影響力。

(二)其他任務
為順利推展年度業務，必須透過實際之操作手段，來加以落實。基於執行經費之
自給自足，並維持基本人力運作，本中心並設有以下各項任務作為實踐基礎。
1.承接國內公私單位之產學、建教合作計畫方案
申請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地方文化局或民間團體之相關補助，接受大學
院校(含校內、外)之合作委託，完成其在研究、出版、教育及活動推廣等方面
之需求；
2.自主規劃年度研究計畫以落實上述各項目標
本中心為院級研究單位，在經費及人力皆相對自主的原則下，定期規劃並申請
校內外相關資源、補助，以求營運順暢，並完成設置宗旨及執行目標；
3.形塑本校、本院成為現代水墨之研究重鎮
國內目前仍相當缺乏現代水墨之研究平臺，更遑論研究單位，本中心之設置
及正式對外營運，除具有重要歷史意義之外，藉由持續之計畫推展、人力結合
及成果積累，未來必能成為該領域之研究重鎮，發揮領航作用；
4.促進資源、人力、資料及知識網絡之學術交流
本中心按照進度推動各項計畫，得以藉由在資源、人力、資料及知識網絡之建
置上發揮連結功能，成為在教育課程及個人研究之外最佳的跨界交流平臺。
5.推廣國際間現代水墨藝術交流，開辦講座與國際性研討會，延續師大作為現
代水墨藝術發源地之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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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心屬性及具體推動工作
(一)中心屬性 <依所佔經費及業務百分比自行評估>
本中心之設置，一如上述，兼具研究、出版、教學及活動推廣等方面之不同功能。
其中，推展研究成果為其首要目標，應佔本中心各項業務之 50％，藉以落實研
究中心之本業；其次，為活化研究成果或進行實際之推展、應用，另應擴充於教
學、服務及推廣等方面，後三者為輔助功能，各佔 15-20%以取其平衡。

中心屬性

教學
20％

研究
50％

服務
15％

推廣
15％

(二)中心具體推動工作
按上述屬性而言，除持續進行專業學術計畫之外，本中心之具體執行策略如下，
期透過在研究、教學及服務推廣等方面之規劃、執行，並因應校內外相關單位之
實際需求，發揮更大學術產值。

1.教學性工作(20%)
為建立社會大眾對現代水墨的理解及興趣，本中心對外開設各級別推廣教育課
程，包含基礎、進階主題及專業研究課程等，相關介紹如下。
(1)基礎課程
本類課程得設置於其他大學藝文中心、地方文化中心、社教館、畫廊等不同
單位，以滿學員之不同背景及需求，基礎課程包括「現代水墨美術運動史」、
「現代水墨藝術家群像」、「美術館典藏與展示概論」等；
(2)進階主題課程
本類課程之規劃，應更加注重學術價值、研究議題及理論方法，在課程方面
宜突顯其主題性及研究高度，並應與基礎推廣課程產生延續性，藉以建立系
統性知識。本進階課程包含材料學、方法學，或各類專題課程如「現當代水
墨藝術史」、「水墨與視覺文化」、「畫會發展及美術運動」等；
(3)專業研究課程
為因應跨領域研究人才之長期培育目標，本中心除設置基礎、進階課程之
外，另規劃專業研究課程，兼顧不同學生之學習背景及研究興趣，以符合日
益多元之教育需求，包含「臺灣歷史與文化」
、
「臺灣水墨美術經典賞析」
、
「中
國水墨美術經典賞析」等。

2.研究性工作(50%)
(1)規劃並實施年度各項專題研究之計畫
本中心成立之首要目標，在於現代水墨相關研究計畫之策劃、執行，為永
續經營，中心主任及副主任/總監宜適時召開會議，研擬短期、中期及長期
之各項發展計劃。透過不同計畫之持續推展，除得以完成各項業務目標外，
並能不斷累積學術成果，發揮該領域之帶領作用；
(2)推動以現代水墨藝術家或畫會為主之學術調查
各項研究計畫，應以創作者(藝術家)或美術團體(畫會組織及相關活動)為其
發展核心，另擴及機制、評論、應用(收藏及展示)等議題。藝術家或畫會之
研究，應包含各縣市或離島地區，按世代、風格及屬性等原則進行分類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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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結計畫研究成果進行學術專著出版
在完成年度計畫之後，包含主任、副主任或特約研究員等之計畫主持人，宜
另外尋求校內外之出版可能，藉以分享學術成果。出版類型，得以「教科書」
、
「調查報告」
、
「專書」
、
「展演圖冊」甚或是「網頁」等不同形式進行，內容
類型方面則以「水墨藝術變化」及「主題研究」等兩類為主，語言以中文
為主，視需要得同時出版英文版；

3.服務/推廣性工作(15%+15%)
(1)承接國內公、私立單位之產學、建教合作方案
為使本中心順利營運，並推廣研究成果於社會大眾，主要透過如文化部、教
育部、科技部或地方文化局相關補助之申請，或接受國內學術單位之委託，
以個案型計畫之方式，完成其在研究、出版、教育及活動推廣等方面之需求，
獲致產學、建教合作之最大成果。
(2)與校內其他單位合辦展示、演講、研習等活動
在校內方面，本中心亦希望透過與各系所、中心或師大美術館之合作、委託
計畫方案，發揮更大的服務推廣功能，主要透過為該單位執行研究專案、編
纂出版計畫成果及調查訪視報告、規劃研討會或相關展覽、研習活動等為
主，達到中心設置之目標，並活化現代水墨研究在校之最大成果。
(3)為國內美術館、文化局規劃相關人力培訓課程
本中心之服務或推廣工作，並不局限於上述層面，有鑑於各公私立單位之原
有屬性，在執行與臺灣水墨美術相關之研究、出版、教育及活動推廣等事務
上，其原有編制可能欠缺本領域專業人才之故，培訓課程之規劃及實施亦相
當重要。例如，可視該單位之實際需要，規劃有關「檔案資料編纂」
、
「展覽
活動設計」
、
「教育推廣活動規劃」
、
「導覽人員訓練」
、
「研究專輯出版」等課
程，以補強其本質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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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心發展規劃
本中心為院級研究單位，具備連結校方及系所單位之功能，同時亦透過申請校外
公司單位補助或合作委託之方式，執行相關業務，故而在實際推動進程上，仍須
按補助金額或委託項目多寡，進行計畫之執行。顧及成立之初在資源及人力鄧皆
相對有限的情況下，本中心規劃短期、中期、長期之發展願景如下：

(一)短期發展規劃 <未來三年>
1.推動現代水墨研究之各項研究、出版計畫
近三年內，為求穩固基礎，並合乎單位設置宗旨，本中心宜鎖定學科屬性，
發揮在研究及其成果出版之專項業務上。亦即，本中心之各項申請計畫，
在本階段應以實踐上述目標為規範，同時將有限的人力、物力及經費，集
中於推動現代水墨在通史或專題上之研究，並藉此出版相關調查報告等研究
成果。

2.開設大學部或院校級通識課程或學位學程
在上述有關研究、出版等計畫之實際推動下，本中心之主任及副主任得於
計畫執行完畢後，彙整相關研究成果，開設大學部或通識課程，推展研究
成果於學校。本課程為建立修課學生之基本素養，主要為通論性質，包含
上述有關水墨美術通史、藝術作品賞析或美術館展示概論等。

3.連結國內研究資源、人力、資料及知識網絡
本中心雖設立於校內，然在承接外部單位相關業務時，亦可能因此獲致更
多連結，產生更多衍生效益及人脈關係。例如，與公私美術館或文化局合
作過程中，因計畫執行之需，得以獲知該單位或地區相關現代水墨史料、藝
術家網絡名單、過往出版成果、執行模式及成果等訊息，有益於日後擴展之
參考。

(二)中期發展規劃 <未來五年>
1.持續擴增研究計畫之材料、內容及調查範圍
在上述前三年之實際推動下，本中心之相關人員得以持續累積不同經驗，
進行未來計畫規畫或執行上之修正補充。未來五年之發展規劃，主要在於
承接前三年之相關業務，並在其成果基礎上活化經驗，擴增研究或出版計
畫之材料、內容及範圍。例如，持續與該單位研商進行第二期計畫之可能，
或藉此經驗申請其他單位補助類似計畫等等。

2.進行專業學術成果出版以廣植學術根基
本中心之主要目標在於研究及出版等兩方面之工作，故而在執行自主規劃
及接受委託等計畫之後，宜針對本中心或該單位之實際需求，規劃並推動
出版事宜。本階段之目標以出版「教科書」
、
「專書」為主，目的在於跳脫單
純的內部需求，擴及於社會或國家層次，出版品更能為臺灣美術史專業研究
者或一般讀者、在學學生所參考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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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期發展規劃 <未來十年>
1.完成建置現代水墨學術平臺之總體目標(研究、出版、教育及推
廣)
透過上述三年、五年等不同期程之執行，同時藉由各項計畫之持續推動，
得以建立專業學術形象及口碑。未來十年之間，本中心因自主申請或接受
委託之計畫案數量將持續增加，因此在人力、物力及經費上皆得不斷擴充。
故而，不論是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服務等，應能獲致既深且廣的執行
成效，完成本平臺設置之初的目標及理想。

2.形塑本中心成為現代水墨之學術重鎮
從中心成立的目標來說，實踐設置宗旨雖為其首要，然在目前缺乏或尚無
類似單位的前提下，本中心兼具發揮理論及實務之雙重功能，對現代水墨之
計畫，更具實際助益。基於此因，透過計畫性、系統性、專業性及持續性的
研究及出版，本中心可謂最具資格且最有能力成為國內有關現代水墨最為重
要的研究單位。

3.全面提升校內外人士對現代水墨之理解
欲提升校內外人士對現代水墨之認識，藉由畫作之典藏，文獻收集研究，未
來藉以舉辨公開展覽、研討會、書籍出版、配合教育方案等，能將資源往外
擴及於使用。本中心之成立，一如上述，兼具校內及校外、個人及社會、專
業及通俗等不同功能，得將美術史學科之專業知識，推廣於社會不同角落，
同時提升國人對現代水墨藝術的發展實況、問題之理解，增進其文化認同。

五、SWOTS 分析 <針對中心優勢、劣勢、機會、威脅及發展策略說明>
(一)優勢
1.國內各公私美術、文化單位缺乏相關推動機制
衡諸國內目前情況，不論是公私立美術館或地方政府文化局、生活美學館、
社教館等文化單位，並未設置研究中心。雖然前者美術館設有研究發展科
或組，然其主要工作在於規劃學術活動、出版館刊、執行各項專案等，在
時間及屬性上皆無法深入研究及出版等工作。故而，在公部門或私人團體
全然缺乏研究中心的情況下，本中心得扮演補強之角色，故具有較高的相
對優勢。
2.目前國內各大學尚缺該類中心較易獲得相關資源挹注
除了公私立美術館或地方政府文化單位之外，目前部分國內大學曾設有藝
術中心(如清大、成大、陽明大等)，僅以規劃展覽、接受捐贈或推廣美育
為主。有關現代水墨之學術研究單位，目前尚無成立單位。本中心故得以藉
此成為臺灣首間以現代水墨為研究之單位。

(二)劣勢
1.本中心仍屬草創階段計畫人員之培育耗時耗力
本中心目前正處建置階段，大部分之經費來自計畫補助，具有相對不穩定
之風險；加上助理所得較低，故而在計畫人員之召募、持續聘用及個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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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發展及生涯規劃上，皆具不利因素。此外，基於上述負面因素之影響，
中心人員之流動率偏高亦在預料之中，如何培育兼具行政經驗及學術能力
之計畫人員並留住人才，實事倍功半、耗時耗力之工作。
2.外部資源須視各單位之經費狀況可能不完全穩定
雖然本中心得透過自主規劃或接受委託之雙向方法，以研究計畫之形式，
積極爭取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門，甚或私人單位之經費補助，仍需視各單位
年度經費如何框列而定，是否具有現代水墨相關項目可供申請，亦為一
大隱憂。此種不穩定因素亦將反過來影響中心運作，導致包含在人員聘用、
執行規模以及研究成果上的問題出現。

(三)機會
1.本研究中心乃屬國內首創容易獲得社會關注
在建立現代水墨的特殊需求及時代背景下，本中心之成立具有相對優勢及大
好機會已如前所述，此為天時之便。此外，不論是在公私立美術館、文化單
位或大學院校，皆缺乏類似機構的情況下，本中心以出版學術專著或普及刊
物為首要目標，實為國內首創，加上各項業務之推動，在此時機點上容易獲
得社會大眾之關注及支持，此為地利、人和之便。
2.透過此學術平臺得以連結獲取各相關學術資源
本中心因具有對內、對外等之多項業務及實質功能，故而容易藉由計畫之
推展連結彼此，形成以本中心為中介的暫時性或恆久性學術平臺。尤其是
在執行過程中，不論是藝術作品、畫會組織、文獻資料、學術論文抑或是
活動履歷等資料，皆能因此形成獨立卻彼此相關的學術檔案，對於目前或
未來研究計畫的推展及活用，發揮積極而有效的參考價值。
3.成為學校與政府部門、社會大眾間之聯絡管道
本中心具有對內、對外之中介平臺特質，已說明如上，雖然其目標表面上
僅在於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服務等工作之推動，看似有所侷限，不過，
若從組織關係的角度上來說，恐非如此。亦即，本中心在順利營運的過程
中，將有效媒合政府主管部門、地方文化局處、私人單位、民間團體(如中
華民過畫廊協會)等不同機構，更具彈性且有效地完成各種推展活動，形成
產業、官方、學界、大眾等縱向、橫向的跨域連結，發揮更大的社會效益。

(四)威脅
1.目前中心位址不明能否順利執行計畫仍屬問題
為順利執行各項計畫及尋常性行政業務，本中心除需事先招募計畫人員之
外，尋找適合、安定且長久的辦公空間，並安頓人員、器材，實屬首要。
目前，本中心並無所屬辦公空間，暫時將中心位址登錄於美術系 502
教室名下。本中心若能獲得吳校長、各單位長官及校級委員之支持並順
利通過，實屬慶幸之事，然未來對外揭牌之後，正式辦公空間問題仍需解
決，在此敦請校方協助規劃並提供地點，以利未來營運。(例如設置於師大
美術館之內)。

2.中心經費若全應自給自足則須視外部資源多寡
如前所述，本中心之經費來源，若完全仰賴外部，實存在極大風險，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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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中途而廢之局面。為有效解決此種不利營運的可見風險、潛在危機，
除辦公空間之外，本中心同時希望校方能慷慨解囊，補助本中心前三年之
營運經費(包含人事、器材設備等)。在此穩固基礎下，中心主任及副主任
得全力以赴，透過各項學術業務之推行，一方面累積行政經驗、培育人才，
另一方面摸索經費獨立之可能，最終成為在學術及財務上皆具有正營收之
學術單位。

3.人力、經費長期不足將危及本中心之正常營運
基於上述各種原因，在無法長期留住人才、經費不足或不穩的前提下，對
於本中心之未來發展，將產生極大威脅。無法正常或按照原有計畫、理想
進行營運，更將直接導致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服務等各方面成果之大
打折扣，不僅有違設置之初的宗旨及目的，其學術價值及社會意義亦蕩然
無存，此實為最大遺憾。

(五)發展策略
1.本校/院為現代水墨發展搖籃宜積極發揮其歷史研究領頭作用
師大美術系為現代水墨之發展搖籃，諸多大師、名家皆在此任教或出自
本系(校)，不僅在國內深受讚揚，廣受社會敬仰，甚至揚名海外，為國增
光。然長期以來，校內自主規劃之研究、出版極其欠缺(僅有校史中的部分
涉獵)，其歷史及藝術成就早已乏人問津。為復興或重振此段輝煌歷史，作
為本校相關系所及年輕學生之連結中介，本中心設置之責任重大且意義深
遠；此外，透過現代水墨研究之有效推展，增進社會大眾理解、發揮學術應
用之領頭作用，正在此時。

2.連結校內外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等不同資源擴充學術成果
本中心雖成立於藝術學院之內，除發揮符合本院發展方向之各項功能外，
同時兼顧院(校)外之連結關係，藉此開拓與不同單位之橫向合作關係，增進
專業執行能力，形塑單位特色。如前所述，本中心核心任務在於研究、出
版、教育及推廣等方面，透過各項計畫實踐短、中、長期之發展目標，並
藉由此不同領域之同時發展，建立多元而具持續力之執行規模，擴充學術
資源，完成更多有意義、價值之研究成果。

3.實踐設置宗旨分層負責以持續推動各項研究計畫於國家社會
在遵循上述三大設置宗旨的實踐過程中，透過(一)在研究、出版、教育及
推廣等方面之持續耕耘，積累計畫成果；(二)整理、探討本校美術系師生
留校作品(或美術館典藏作品)，開設相關課程，藉以培育臺灣美術史之專
業研究人才，廣植學術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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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組織編制與運作
(一)組織架構表

藝術學院
↓
現代水墨研究中心
↓
中心主任(一人)--學術顧問(二至三人)
↓
中心副主任/總監(一人)
↓
專任助理(一人)
↓
兼任助理(二人)

(二)未來/現有人員編制
職稱
姓名
性別

年齡

主任

李振明

64

副主任/總監

待聘

專任助理

待聘

兼任助理 1

待聘

兼任助理 2

待聘

總計

1.
2.
3.
4.
5.
6.
7.

男

最高學歷
臺灣師範大學美
術研究所碩士

主要負責工作

專/兼任

對外代表本中心、中
心各項計畫、業務之
決策及實施規劃掌
理等
協助中心主任推展
各項計畫、業務等
撰寫計畫、投案及綜
理各項行政、聯絡及
財務事務等
協助專任助理、完成
各項委辦事務
協助專任助理、完成
各項委辦事務

專任

中心主任： 1 人，共減授鐘點 2 小時
中心副主任/總監： 1 人，共減授鐘點 2 小時
組長：
人，共減授鐘點
小時
研究人員：專任
人，兼任
人（編制內
人）
教學人員：專任
人，兼任
人（編制內
人）
助理：專任 1 人，兼任 2 人（編制內 0 人）
其他：專任
人，兼任(顧問) 2-3 人（編制內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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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
專任

兼任
兼任

七、中心空間與圖儀設備
(一)中心空間
項目

用途

間數

辦公室
1
教 室
屬 中 心 管 研究室
理之空間 會議室
其他(請說明)
樓地板面積小計
辦公室
經常性借 教 室
用 其 他 單 研究室
位 管 理 之 會議室
空間
其他(請說明)
樓地板面積小計

使用
位置
人數
5-8 借用美術系館 502 教室
大樓 樓
室
大樓 樓
室
大樓 樓
室
大樓 樓
室
大樓

樓

室

大樓
大樓
大樓

樓
樓
樓

室
室
室

中心使用之樓地板面積總計 共
(二)圖儀設備
圖儀設備名稱
辦公桌椅
書櫃/檔案櫃
會議桌椅
桌上型電腦
手提型電腦
影印機
攝/錄影機
圖書及檔案資料
文具、耗材等

數量
4套
2-3 個
1套
2部
1部
1部
1部
若干
若干

放置地點
本研究中心
本研究中心
本研究中心
本研究中心
本研究中心
本研究中心
本研究中心
本研究中心
本研究中心

樓地板面積
坪
坪(
坪(
坪(
坪(
坪(
坪(
坪(
坪(
坪(
坪(
坪(
坪(

說明
中心人員日常辦公使用
儲存中心相關書籍、檔案資料
召開中心或顧問會議
執行計畫使用
執行計畫使用
複印相關文件及檔案資料
田野調查時進行錄攝影
購賣必備工具書或研究資料
執行計畫業務時之一般使用

(三)空間、設備規劃說明
1.業務執行區—含電腦及辦公桌椅—為中心業務之推動區域
2.會議討論區—含會議桌椅—為固定或臨時會議之執行區域
3.資料存放區—含書籍檔案櫃—為中心研究資料之保存區域

總務處主管：

總務處檢核者：

【中心空間設置地點請會送總務處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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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m2)
m2)
m2)
m2)
m2)
m2)
m2)
m2)
m2)
m2)
m2)

八、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請說明未來 3 年中心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一)經費來源規劃
表 1：未來 3 年中心經費收入預估表

經費來源
教育部/文化部計畫收入
科技部計畫收入
其他機關建教合作計畫收入
其他補助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
場地使用收入
其他收入
收入總計

單位：(新臺幣)萬元

第一年
50
50
50

第二年
65
40
50

第三年
80
40
50

4

4

4

相關說明
接受委託或主動申請
主動申請
接受委託或主動申請
主動規劃
捐贈、權利金、雜項收入等

154

159

174

其他說明:

(二)經費使用規劃
表 2：未來 3 年中心經費支出預估表

經費使用
經常門
人事費

單位：(新臺幣)萬元

第一年
90.5

第二年
100

第三年
100

經常業務費

20

18.75

25

設備費

20

16

22.5

130.5

134.75

147.5

資本門

支出總計

表 3：未來 3 年中心經費成本效益預估表

年度

學校收入(A)
行政管理費

結餘回饋數

相關說明
計畫主持費、專兼
任助理薪資、工讀
生工讀費及減授鐘
點費
計畫執行之必要開
銷、田野調查及中
心日常所需經費等
逐年擴增辦公室之
各硬體設施及電腦
設備等

單位：(新臺幣)萬元

學校支出(B)
人事費

收入(A)-支出(B)

其他

(薪資+主管加給+減
授鐘點費)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總計

23.5

23.5

24.25

24.25

26.5

26.5

74.25

74.25

主管加給及減授鐘點規劃說明：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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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與學校或社會之關係及未來發展潛力
本研究中心之成立，旨在透過院(校)內外之有效連結，一方面健全本單位之發展
基礎，另一方面裨益合作對象，強化其與現代水墨之連結關係，最終獲致資源共
享、成果共享之雙贏目標。

1.與校內外其他單位合作情形及成果評估
(1)與校內其他系所合辦展示、演講、研習等活動
如與本校師大美術館、美術系、設計系、藝術史研究所、歷史系、東亞系等
相關系所進行合作，規劃每年各 1-3 場之(一)主題或常設展、(二)專題學術演
講或研討會、(三)臺灣藝術研習活動等。透過上述各種活動之策畫、執行，
發揮互補功能，強化該單位之專業形象及跨域能力，並促進其在臺灣美術方
面之涉獵可能。

(2)承接國內公、私立單位之產學、建教合作方案
校外之計畫方案，原則上與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縣市文化局、文化中
心、社教館、公私立美術館等，進行產學或建教合作為主。合作方案包含研
究、出版、教育及推廣等不同領域，實際成果應視計畫規模、實施範圍以及
單位目標等條件而定，符合兼具質與量之雙方需求。

(3)為國內美術館、文化局規劃相關人力培訓課程
上述合作單位中，如各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社教館或公私立美術館，因
其館舍屬性及人力規模所限，經常必須經由 OT 或 BOT 等方式，與外部單位
進行合作，藉以順利推動館務或強化其服務範圍。目前，國內各縣市紛紛成
立美術館，私人財團亦有跟進趨勢，然其行政體系多有不夠健全之問題，例
如缺乏研究、策展、推廣、導覽或出版等美術專業人才。故而，本中心可視
其實際需求，適時為其推出相關培訓課程，如「檔案資料編纂」、「展覽活動
設計」、「教育推廣活動規劃」、「導覽人員訓練」、「研究專輯出版」等。

2.對學校或社會之影響與貢獻
<請具體說明從事之研究或服務為具全國或國際顯明性與重要性(校級中心者)、
與院發展重點密切相關(院級中心者)、或與系發展重點密切相關(系級中心者)>

(1)發揮現代水墨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等不同學術功能
現代水墨研究中心為院級單位，其設置宗旨不僅能與本校師大美術館進行館
務合作，相輔相成，同時，由於屬性相近之故，亦易於與藝術學院轄下之美
術系、設計系、藝術史研究所、文物保存維護研究發展中心、國際版畫中心
等單位產生連結，在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等不同層面發揮效益，成為本
院特色，建立雙贏局面，並擴充藝術學院在校內外之多元影響力。

(2)建置現代水墨之資源、人力、資料及知識等平臺網絡
本中心之編制，設有專、兼任行政助理數名，透過各項計畫之持續參與，得
以累積經驗，成為兼具理論知識及實務能力之專業人員；此外，在與國內外
不同屬性之單位合作的過程中，根據計畫內容之差異，得在現代水墨相關
資源、人力、資料及知識網絡上不斷積累成果，最終成為該領域在國內最重
要的學術平臺。

(3)連結國內公私立單位之資源拓展文化軟實力之實際效益
在執行各項主動申請或接受委託之專案計畫過程中，本中心做為不同單位之
平臺、中介，得以產生在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等不同層面上之連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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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拓展文化軟實力之積極效益。同時，在有關藝術品霍史料檔案收集、藝
術家網絡
之連結、產官學合作機制之建置、校內外各單位之業務參與等方面，不斷突
顯其重要性及實質意義，成為深化現代水墨在純學術研究領域之外的不功
能，並擴充其應用價值。

(4)推廣學術成果於大眾藉以提升臺灣美術史之社會實踐功能
本中心之業務推展，雖在於連結產、官、學等不同介面，然透過校外各單位
在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等方面之實質合作，得直接與社會大眾產生連結，
推廣上述各種不同學術成果於其中。據此可見，本中心不僅不是侷限於校內
角落之研究單位，其設置目標亦不致過於消極、專一而狹隘，反之，透過持
續而逐漸擴充之學術規模與執行眼界，成為具有寬廣社會實踐能力之戰鬥單
位。

3.未來發展潛力
(1)成為現代水墨對外發聲之主要平臺
經由短、中、長期之持續經營，本中心得跨越校內單一學科或單位在課程規
劃、教學資源、人力培育及對外連結上的種種限制，成為有益於直向學術聯
繫脈絡中的潤滑中介；同時，在橫向擴展的過程中，成為與各官方、產業單
位之合作夥伴，不斷強化臺灣美術史在上述各方面之參與角色及功能，成為
該領域對外發聲之核心平臺。

(2)形塑本中心成為現代水墨之研究重鎮
透過理論與實務之交互連結，如上所述，本中心不僅得以在校內外各單位之
間，發揮平臺及中介等串連效用，更能普及研究成果於社會大眾，實踐國家
文化政策之整體理想。然作為其最終結果之一，即成為現代水墨研究發展
之不二重鎮。不論是在史料收集、檔案彙整、藝術家人際網絡連結、產官學
合作機制建置、專業人才培育、學術專刊出版、展覽策劃、社會教育推廣等
方面，得以獲致獨特且多元之學術成果，成為落實此研究發展重鎮之穩固基
礎。

(3)完成現代水墨之社會實踐、知識傳佈責任
經由在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等方面之不同轉化下，將現代水墨建立出嶄
新形象及內涵，透過產、官、學之橫向合作互動關係，發揮巨大而無限的學
術運用產值。現代水墨研究中心之設置，不僅不會侷限於學者個人或學系(院)
發展等需求層面，反之，更能藉由其垂直或平行等不同方式之連結，回饋其
中。尤其是在對外擴展方面，容易成功地將學術成果，經過特殊包裝及運用
之模式，完成社會實踐、知識傳布之重要目標，充實其機制責任。

(4)轉化現代水墨研究成果以深化國人理解
承續以上結果，本中心藉由微觀、宏觀等不同視角，呼應政府文化部門、學
術界、民間團體及社會大眾等不同需求，將深奧難懂或過於個人目的取向之
美術史研究成果，經過各種形式之轉化、延伸，發揮寬廣而實際之學術效益。
長期以來，國人對於臺灣美術發展歷程嚴重缺乏理解，難以建構強固而具自
信之地方文化認同，有礙臺灣主體意識之建構、普及及深化。透過本中心系
統而有效之營運推展，在校內外充足穩定的資源、設備、人力、空間及經費
等奧援下，將成為成功連結產官學等體制之新能量，以及實踐國家文化建
設理想之學術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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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 紀錄
College of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Agenda of the 1st College General Affairs Meeting, 2nd Semester of 2018/2019
Academic Year
時間：108年3月20日﹝星期三﹞中午12時40分
地點：藝術學院會議室(樂智樓三樓)
主席：趙院長惠玲

記錄：許世玲

出席：莊主任連東、李教授振明、劉主任建成、林教授俊良、廖教授偉民
請假：楊教授永源、辛蒂庫絲所長
Time:

12:40, Wednesday, Mar. 20, 2019.

Venue: Meeting Room of the College of Arts (Yaojhih Building 3F)
Chair: Huei-Ling Chao
Attendee: Lien-Tung Chuang, Cheng-Ming Lee, Chien-Cheng Liu,
Chun-Liang Lin, Wei-Ming Liao
Meeting Record Taken by: Shih-Ling Hsu
Regrets: Yung-Yuan Yang, Candida Syndikus

壹 、 主席報告：
A. Chair’s Report

一、本院美術系推薦2019(第十九屆)本校傑出校友名單美術系謝理發教授，
本校美術系59級校友。謝理發筆名謝里法，2017年榮獲第37屆行政院文
化獎。2013年獲國際藝評人協會終身成就獎，作品受法國國立圖書館、
紐約現代美術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歷史博物館等重要國內外美術
館博物館典藏。
Professor Li-Fa Hsieh, the alumni of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1970), and the winner of
the 37th National Cultural Award 2017, is recommended by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s
the Distinguished Alumni of NTNU, 2019.

二、本院美術系推薦陳瓊花教授為服務傑出獎人選；推薦李振明教授參選教
育部師鐸獎選拔；推薦朱友意教授為優良導師。
Professor Chiung-Hua Chen is nominated as the candidate of Distinguished Service NTNU,
and Professor Chen-Ming Li is recommended as candidate of Excellent Teacher Award
(Ministry of Education), both by Department of Fine Arts；Professor Yu-Yi Chu is
recommended as excellent tutor by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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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促進本院教師及同仁情誼交流，於108年3月14日(星期四)晚上6時30分
假海鄉村新生宴會館舉辦豬年新春交流晚宴，感謝各系所師長同仁蒞
臨，參與人數共約70人，餐敘溫馨圓滿。
For developing a close rapport within the faculty, the College of Arts held the Spring
Banquet in Shanghai Kitchen Xinsheng Banquet Hall at March 14th 2019.

四、2019師大藝術節熱場系列活動3/26-29於日光大道、文薈廣場繽紛開跑，
系列活動：「日光足跡」創藝市集/「森林印記」人體噴繪/「點點片刻」
人像速寫/「徐火小舍」陶藝小品專區/ 閒情藝趣」互動遊戲/ DIY系列:
「相織相惜」編織手環DIY、「燭光乍現」手作蠟燭體驗、「藍色情挑」
工作坊-藍晒DIY明信片、書籤、書衣、桌曆。本年度裝置藝術主題「脈
動」，由蔡芷芬教授指導，共有6組作品參展於5-6月期間，近年藝術節
活動配合校發計畫增添活動與全校學生之互動型，本院DIY及裝置藝術
皆增加規劃競賽或關卡或臉書互動等之贈獎活動(贈品為藝術節特色圍
裙或帆布袋)。
2019 NTNU Art Festival Opening Events, March 26-29：Cultural Creativity Art Market,
Portrait Sketches, Airbrush Temporary Body Tattoo and “Cyanotype DIY”.
2019Installation Art “Pulsation” curated by Professor Tsai Chih-Fen.

五、另2019師大藝術節各系所配合舉辦大型活動：3-6月 「經典之美前瞻教
育展」/國立故宮博物院; 4/6-11「2019沉墨高揚X藝渠」/本校德群畫廊; 5/3
「Error 404」藝術之夜/綜合大樓210; 6/1-6「巴塞爾在台北-瑞士平面設計
展暨設計論壇」/本校德群畫廊; 6/15「包浩斯在台灣-現代性的概念The
Bauhaus in Taiwan—Concepts of Modernism」/暫定教育大樓;4月下旬「國
際版畫中心喬遷開幕式暨開幕展」/國際版畫中心，整體活動逾70項，感
謝各單位踴躍參與，相關文宣已送印，本年度整體文宣視覺由林俊良教
授設計。
2019 NTNU Art Festival Events held by college and our departments/institutes about70
events overall. Event posters and advertisements designed by Prof. Leo Lin.

六、本院將於3月初公告通知受理2019秋第二階段院級交換生事宜(為第一階
段交換餘額再行通知)，請各系所配合轉知所屬學生：上海大學美術學院
(2位)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1位)、韓國同德女子大學藝術學院(2位) 及泰
國藝術大學(2位)，3/25截止；南京藝術大學(4位)，4/10截止，等五校。
另本校鼓勵學生赴國外進修2019秋季班補助申請作業即將開始受理，請
各系所協助公告並轉知下學期擬赴外各級交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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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ege would send the official notification to announce the 2nd phase of Exchange
Student program of the College of Arts. Other colleges please announce the information to
their students.
七、 行政單位重要發布事項: Administration Declaration:

（一）本校108年度教師教學獎勵辦法有重要修正，請各系所於3月29日前
提供名單至本院，全院名額為1-2名，故請各系所至多推薦1名師長至
本院評選。重要修正:
1.「教學傑出獎」：獎助金每年十二萬元彈性薪資，得獎隔年一月起
按月核撥，連續支領三年，總計三十六萬元(舊法10萬)；「教學優良
獎」：獎助金六萬元及獎狀一只(舊法3萬)。
2.「教學傑出獎」得獎教師得免審查申請教學助理三年，每學期至少1
名。
3.基本資格：(1)申請前三年累計四學期在本校皆有授課，並符合基本
授課時數規定。(2)準時完成課綱上網、送交成績等。（3）申請前二
學期學生課程意見調查結果每門課程皆達4.1級分以上。(4)曾獲得本辦
法教學優良獎或傑出獎，或其他全國性教學獎項者，始可申請教學傑
出獎。
4.送審資料增列: 學系、學院或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提供之近三年同儕
觀課紀錄。
5.增訂「教學傑出獎」候選人由校遴選委員進行書面審查，並至候選
人課堂旁聽。
6.「教學優良獎」獲獎教師於得獎二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得獎次數
不限；「教學傑出獎」獲獎教師於得獎三年後始得再提出教學獎勵申
請。(本院108年度僅孫翼華老師將無法申請，至109年始得申請)
7. 申請教師之電子資料將使用 GOOGLE 雲端做資料上傳 ( 如有老師要
申請請助教們聯繫教發中心承辦)，推薦表由學院印出送教發中心；規
劃於9.28教師節頒獎。
108 teacher teaching incentives have important amendments:
"Teaching Outstanding Award": Grants Grants NTD 360,000;"Teaching Excellence
Award": Grants NTD 60,000.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Award" winners are exempted from reviewing the
application for teaching assistants for three years.
The survey of the course results are up to 4.1 points per cours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ubmitted for review: peer counseling in recent three years
should be provided.
The candidate for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Award" will be reviewed by the School's
Selection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will attend to the candidate's class.
For the applying teacher, please use the Google cloud to upload the teacher's applying
electronic data Awarding at the Teacher's Day,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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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ject, that the college plans to set up a "Liu Guosong Modern Ink and Wash
Research Center" at the college level, please discuss.
Regarding the “performance venue” within the "Teacher Evaluation Guidelines ",
please discuss.
The municipal "Private Art Exhibition Hall", " the exhibition halls of National
Universities, and the municipal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are listed
and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office of R&D in a positive list, and will be reviewed by the
committee.

（二）「新進教師之專題研究」、「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及「藝術創作
發表或展演」本期受理時間為3月1日至3月31日(線上申請)；另「原創
性學術論文刊登費」、「新進教師與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發表論文」、「教研人員出國參加國際指標性研討會」及「舉辦國際
指標性學術研討會」之學術活動補助項目係採「隨到隨審」方式受理。
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或指標性研討會為紙本申請且必須於會議舉行
日五星期前提出申請。除「教研人員出國參加國際指標性研討會」及
「舉辦國際指標性學術研討會」採紙本申請。
Application timeline for “New Faculty Semina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Artistic
Presentation or Performance” is March 1st to 31st (please applying online). “Faculty
Atten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broad” and “Conducting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please apply with paper.

（三）本校國際處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補助案(境外教學、交流展等)於4
月受理申請，各系所每期以獲核一案為原則，補助上限20萬。
The application for Academic Exchange Grant would be accepted from April. This grant is
sponsored by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NTNU.

八、美術系107 學年度第2 學期聘任英國蘭卡斯特大學Dr. Gerald Davies 教
師為客座副教授(專長雕刻 素描 繪畫，為該校當代藝術學院創院教師之
一)，將擬與宋曉明助理教授共授課程，希望藉此促進本院與該校未來合
作契機。
九、本院第 50 期藝院簡訊預計 108 年 7 月初出刊，將彙整本院所屬各單位活
動、得獎、學術交流等訊息，請各單位及師長踴躍提供本院彙整刊登，
將重要訊息紀錄收藏(本院亦將發送電子郵件徵求訊息)。
The College Newsletter No.50 will be released on July 2019. Please offer messages about
academic exchange, prizes, exhibition activities, etc. before the end of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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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院107學年度「呂章申先生書法獎學金」於108年3月15日至4月8日期間
開放線上申請，申請者須於108年4月10日前將系統申請表列印乙份送交
本院辦公室，請各系所協助公告週知並鼓勵所屬學生踴躍參賽。
Mr. Chang-Shen Lu’s Scholarship for Calligraphy, 2019, opened to online application
since 15th March to 8th April.

十一、 108.2.26上午10時15分於本校美術系館506室舉行「臺灣藝術史研究中
心」揭牌儀式，白適銘教授奉核擔任中心主任，印副校長及鄭善禧等多
位名譽教授及本院師長蒞臨現場，活動圓滿順利，中心牌由鄭善禧名譽
教授題字。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Research Center for Taiwan Art History was held on 26th
February, 2019, am10:15 at room 506 of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Professor Shih-Ming
Pai is appointed to be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十二、 為配合本校系所評鑑發展重點及追蹤機制流程，研發處補助新臺幣10
萬，辦理相關交流觀摩活動，形式依學院個殊性多元辦理，並鼓勵邀請
國內外專家學者參與。本院規劃善用「巴塞爾在台北-瑞士平面設計展暨
設計論壇」，來訪4位學者來校期間辦理一場系所發展重點之交流之座
談，地點在學院會議室，由學者和院務委員組成，日期擬於6/3(一)第二
日工作坊之下午，並邀請同步口譯者。此規劃將有助本院在本活動之經
費，且藉由交流後的座談更能實質提供本院發展重點建言，助益本院向
國際名校學校吸納更藝術教育先進思潮。
The College office is planning to hold a meeting with the four scholars from FHNW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Arts Northwestern Switzerland), during their visiting
for “Basel at Taipei- Exhibition and Forum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in Switzerland”, in
the afternoon of June 3rd after the workshop. The meeting should mainly be based on the
opinion exchange from both sides, and query solid suggestions that may help the
departments, institute and the college for development direction from the scholars. The
college office will hire an interpreter to help the meeting.

請決定:報告通過。
貳 、 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B. Project execution update following the resolution from the previous meeting

108.01.11
提案序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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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

Proposal

Subject

一

有關本校研發處針對
「本院教師評鑑準
則」提出修正建議乙
案，提請討論。
Please discuss the
Admendments to
the“NTNU College of
Arts Regulation for
Faculty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Department

Resolution

Project execution

藝術學院 一、
為維護本校學 本院108.2.14邀請研
College of
術品質，並利本院師長 發處處長、組長及多
Arts
專業發展，本院應積極 位本院前任院長召
爭取修訂母法，納入直
開教師評鑑展演場
轄市級私立藝術類展
場及國立大學展場，各 地相關標準研商會
縣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處) 議，並達成初步共識
所屬之展場有其藝文 由學院正面表列非
創生地方價值性，亦應 屬國內國家級或直
考量納入爭取。
轄市級地點之公立
二、
委請前三任院
藝術類展場之本院
長與院長向校方鈞長
推薦之優質展覽場
說明及研商有關本院
擬修正本校教師評鑑 地清單，本清單將於
辦法展場標準乙案。 本次會議討論後提
送研發處委員會議
審核確認。
The college office
should provide a list
of domestic high
quality public
exhibition spaces not
of the level of
national or
municipal. After the
meeting, the list
should submit to the
committee of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TNU, to be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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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二

擬修正本院「教師評 藝術學院 照案通過；擬續簽提送 擬提送107.3.20校
教評會議備查。
審準則」，提請討論。 College of 校教評會議備查。
Arts
Passed as proposed.
Proposed to the
Please discuss the
University’s
Admendments to
Committee of
the“NTNU College of
Faculty’s
Arts Regulation for
Evaluation, March
Faculty Evaluation of
20th 2019 as
Employment and
reference.
Promotion”

三

有關擬修訂「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
任教學準則」案，提
請討論。
Regarding the
amendment of the
“Regulations of
Specialist
Appointment for the
College of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lease discuss.

藝術學院 照案通過；擬續簽提送 擬提送107.3.20校
College of 校教評會議備查。
教評會議備查。
Arts
Passed as proposed.
Proposed to the
University’s
Committee of
Faculty’s
Evaluation, March
20th 2019 as
reference.

定 同意備查。

Resolution Approved.

參、 討論事項
C. Topics for Discussion

提案一﹝提案單位：藝術學院﹞
Proposal 1 (Proposed by: College of Arts)

案

由 本院擬規劃成立院級之「劉國松現代水墨研究中心」乙案，提請討論。

Subject: The college plans to set up a "Liu Guosong Modern Ink and Wash Research Center" at
the college level, please discuss.

說

明
一、 依據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及「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
則」之規定，擬成立隸屬於本學院之「劉國松現代水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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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劉國松現代水墨研究中心」曾於103年10月1日本校第345次行政會
議備查通過；後經105.6.14院務會議決議退場：「劉國松現代水墨研
究中心」原規劃由高士文化藝術有限公司長期贊助營運，惟該公司
因故無法進駐中心運作，考量中心營運需自給自足，本中心現無其
他經費來源以供運作，故辦理退場。
三、 「劉國松現代水墨研究中心」成立宗旨如下：
＊ 深化現代水墨在研究、出版、教育及推廣等不同層面之學術成果，擴展社會價
值，並藉此建構其在學術上之系統性歷史意義；
＊ 透過本校美術系校友留校作品藝術成就之綜合探討，作為相關課程規劃、發展
之學術參照，裨益我校師生；
＊ 藉由推動現代水墨，成為國內首處推動現代水墨與社會實踐之學術單位，強調
其與國家文化建設之連結關係。
期經由上述三大目標，達成在學術研究、推廣教學等之外，結合國家政策、公共資
源及學界人力，藉以達成建構現代水墨時代新貌之總體目標。

四、 有關「劉國松現代水墨研究中心」設置章程、申請書及營運規劃書
如附件一(略)。
決

議 修正中心名稱為「現代水墨研究中心」，俾利中心多面向發展，餘照
案通過，並擬續提本年度5月底行政會議備查。

提案二﹝提案單位：藝術學院﹞
Proposal 1 (Proposed by: College of Arts)

案

由 有關「本院教師評鑑準則」之展演場地相關規範乙案，提請討論。

Subject: Regarding the “performance venue” within the "Teacher Evaluation Guidelines ",
please discuss.

說

明
一、 本院於107.10.31院務會議討論修訂本院教師評鑑準則，會後專簽陳
核相關修正並會研發處，該處會辦意見，針對本院展演場地規範較
母法「具直轄市級（主辦或場地）」寬鬆，並建請依母法規定修訂內容
「國內國家級或直轄市級地點之『公私立』藝術類展場，修訂為國內國家級或
直轄市級地點之『公立』藝術類展場，刪除『國立大學、各縣市立文化中心所
屬之展場』。」

二、 有關上述研發處所修訂之建議，經本院院務會議討論，因茲事體大，
須審慎研議，爰本院於108.2.14邀請研處處長、企劃組組長、同仁及
本院前三任院長等共同召開教師評鑑展演場地相關標準研商會議，
並初步達成共識有關直轄市級地點之『私立藝術類展場』、『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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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各縣市立文化局處所屬之展場』等以正面表列清單方式提供
優質展覽場地予研發處，並由該處組成委員會審核，惟有關展出作
品應於評鑑採計期間內之原創作品。
三、 本院於會後轉知訊息至全院師長，並初步提供清單供師長以補充方
式辦理，除彙整清單名冊有師長另有下列建議:
(一) 法條修正前已展出者，其展場認定應以本院舊法標準予以認定。
(二) 本表列清單之修正案，應於法條修正通過後緩衝一年後再正式
施行，因考量展場借用往往在一年前即須敲定。
(三) 同屬藝術類展演，單一場地視覺類較聽覺類展演場次大為減
少，因視覺類展出往往長達1-2個月，大大限縮展出場次，故清
單數量標準亦應考量。
(四) 本院配合研發處建議最近修正完成「展演場地須位於國外公私
立機構場地並經本校組成相關委員會審議通過」，亦有師長建
議修法前已完成展出者不受為委員會審議之規定。
(五) 另張元鳳老師修復領域在學術表現較無適用條件。
四、 檢附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如附件二之一(略)、本院教師評鑑準則如附
件二之二(略)、國立(文化部、教育部)與直轄市展場清單如附件二之
三(略)、非直轄市政府文化局處之公立展場如附件二之四(略)及非屬
國內國家級或直轄市級地點之公立藝術類展場如附件二之五(略)，
請卓參討論。
決

議 照案通過，另在學術表現-個展部分，增列「修復類：展出修復作品20
件以上，並為該修復個展之計畫主持人」。續擬簽陳本案之修正內容、
展場清單及相關法條適用之建議。

提案三﹝提案單位：藝術學院﹞
Proposal 3 (Proposed by: College of Arts)

案

由 有關自108年度開始之新制學術單位預算分配調整原則，將院內各系
所圖儀設備費提撥15%為學院圖儀設備費，有關移撥至本院之圖儀費
如何分配應用，提請討論。

Subject: Regarding the adjustment of the budget principle since the 108 academic year, 15% of
the graphic equipment fee of the departments will be allocated as the college graphic
equipment fee, and how to use the fee, please discuss.

說

明
一、 校方考量學術單位預算分配方式超過 20 年以上未調整、現有經費
分配方式未鼓勵跨域學習，自 91 年度起新成立系所(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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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核給半數經費、學院沒有圖儀費無法協助系所採購中型儀器設備
等原因，於 108 年度開始採新制分配系、所材料費及圖儀設備費，
詳表 3-1、3-2。
表 3-1
新制

舊制

(系材料費)
(系材料費)
•
固定分配額：每系 20 萬元。
•
固定分配額：每系 20 萬元。
•
變動分配額：按學系學士班學生人數、近 •
變動分配額按學生人數及系類別
3 年通過雙主修、輔系及學分學程認證之
（理工 2：非理工 1）之加權人數
外系學生平均人數（權重分別為 1、1/2、
分配。
1/3）及系類別（理工 2：非理工 1）計算
之加權人數分配。
(所材料費)
•
固定分配額：碩士班為 15 萬元、博士班
5 萬元。
•
變動分配額：按碩、博士班學生人數、近
3 年平均通過學分學程認證之外系學生平
均人數（其權重為 1/3）及所類別（理工
1.5：非理工 1）計算之加權人數分配。
•
註冊率未達 70%者，刪減 5%。

(所材料費)
•
固定分配額：有系配合者 20 萬元、
無系配合者 30 萬元。
•
變動分配額按學生人數及所類別
（理工 1.5：非理工 1）之加權人數
分配。
•
註冊率未達 70%者，刪減 5%。

表 3-2
新制
舊制
•
固定分配額：108 年分配總額(依理工及非 •
107 分配總額扣除圖書館（10%）、
理工學系所數編列)扣除圖書館經費
大項儀器設備經費（20%）
，並扣除
（10%)及大項儀器設備經費(20%)後，分
不得刪訂西文期刊及電子書(依圖
配經額 35%至系所。
書館提供之比率)，餘分配予系所。
•

•

變動分配額：變動分配總額*系所加權學
生人數（如材料費之加權方式）=各系所
之變動分配額。
各系所之（固定分配額+變動分配額）
，扣
除不得刪訂西文期刊及電子書(依圖書館
提供之比率)，並移撥 15%至學院，餘為系
所分配之圖儀費。

二、 本 108 年度由各系所提撥 15%圖儀設備費至本院總經費為新臺幣 69
萬 1,000 元整，本院擬依各系所本年度圖儀設備費持有比例，配還
各系所使用。因臺灣藝術史研究中心甫成立尚無任人員經費等支
援，爰本院協助採購電腦、事務機、中心牌、開幕式茶點及空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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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粉刷費等，其中電腦、事務機計約新臺幣 5.5 萬元整，是否同意
由學院圖儀費支應，並擬於配還各系所金額中扣除，其中美術系 4
萬元，設計系 1.5 萬元。108 年度與 107 年圖儀設備費分配與縮減
比例詳表 3-3， 配還比例及扣除後總金額詳表 3-4。
The Collage intends to restitute the proportion of graphic equipment fee to each
department this year. Due to the new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 Art History Research
Center.Among them, the computer and business machine are worth about NTD 55,000.
Whether it is agreed to be funded by the college graphic equipment fee, and it is
intended to be deducted from the amount of the restitution for department, including
NTD 40,000 from the Art Department and NTD 15,000 from the Design Department.
表 3-3
107 年度系所
圖儀費

108 年度系所
圖儀費

美術系

2,405,000 元

1,799,000 元

設計系

1,835,000 元

1,577,000 元

藝史所

612,000 元

517,700 元

4,852,000 元

3,893,700 元

總額

108 年度院圖儀費

691,000 元

表 3-4
院圖儀費

691,000
元

決

系所現有圖
儀設備費

各系所 配還金額 支援臺灣藝術 實際配還 加總金額
占比 691,000*B 史研究中心
C-D=E
A+E
A
B
=C
D
美術系
319,262 元
40,000 元 279,262 元 2,078,262 元
46%
1,799,000 元
設計系
1,577,000 元

41%

279,864 元

15,000 元 264,864 元 1,841,864 元

藝史所
517,700 元

13%

91,874 元

91,874 元

609,574 元

議 照案通過，將於4月中旬前配還各系所圖儀費用如表列(E欄)。

肆、臨時動議（ 無 ） IV、Extemporaneous Motions(omitted)
伍 、 散 會 （13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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