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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北投久號｜創藝工作室進駐申請須知 

壹、緣起 

正大集團自 1950年創辦以來，為持續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之精神，於 1991年創立永壽文教基

金會，不斷付出關懷社會，致力於教育、文化、藝術、慈善的領域，為促進更多元的文化教

育及慈善交流，並於 2017年設立「北投久號」，萃取倫敦創意聚落精髓，聚集愛與付出的夥

伴，將正大集團起家的紡織廠房翻轉為築夢踏實的新創空間，提供創作空間與展演場域，暖

孵「共好」的正向能量。 

「北投久號」有專業的展演場地「白空間」與「小展間」；有靜心、療癒、律動的「靜空間」；

有青年新創家、職人等創意者工作及交流的「共創空間」；有種子藝術聚落駐足的「藝術家工

作室」；有教學相長傳承推廣使用的「共學教室」，有舉辦市集、戶外輕活動的「椰林廊道」，

有廚藝食驗室烹調原味生活及複合會議商談織夢的「共享福利社」空間。 

 「永壽文教基金會」策畫藝術展演活動，支持新銳藝術家，拓展在地居民美學視角。開辦「久

久學堂」，學一些學校沒教的事，豐富你的心靈、擴增你的視野、培養一個興趣、磨練你的內

心、美麗你的人生，從藝術創作、職人手藝、肢體律動、品味生活、靜心療癒、生態導覽等

以行動守護對友善農地的堅持，貼近自我、創藝生活、品味生命。 

如同夙昔日夜不斷轉動的紡織機圓合了上一代的夢想與希望，「北投久號」嶄新實踐的不只是

跳脫空間框架的計畫，更是一個連接多項維度的實驗，是一個開放心胸、激盪天賦的創意場

域，也是一方沉澱心緒、紓壓療癒的能量場域。 

 

貳、主旨： 

財團法人永壽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所管理之北投久號為一多元開放場域。北投久號占

地面積達 1200坪，現有展覽、藝術、教育課程、影視拍攝、時尚走秀等各式活動，及常態

開放之椰林綠廊。為鼓勵新創企業、社會企業及青年創藝者勇於追求夢想，期藉群聚效應，

成為研究、發展、創作及交流的創藝空間及工作室，激發無限的創作動力；這裡是各類型創

作自由發表的平台，打造為創藝設計與創新相關工作夢想基地，孵化文化創意產業人才之育

成，也是全民共同參與的文教藝術天地。 

 

參、進駐資格、應備文件與申請方式： 

一、申請進駐資格：申請資格 

(一)年滿 20歲之個人或登記立案之法人團體及公司行號。 

(二)從事新創、社會企業、創意設計、文化教育、公益、藝術…等創新相關工作之工作

者或團體。 

二、本計畫空間為 9號 1F種子藝術聚落 7間及 3F工作室 26間計 33間，每間約 8.5-83坪(含

公設面積)，詳見工作室平面圖(3F-301R為基金會辦公室除外)。 

 

 

http://www.ninen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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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期程： 

(一)申請進駐受理時間：即日起至 2019年 12月 15日止。 

(二)審核結果公告：於 2019 年 12月 20日公告於本會網站。 

(三)簽約時程：2019 年 12月 25日前依本會程序完成簽約，2019 年 12月 30日前完成後補簽

約，2019年 12月 30日-12月 31日進行點交。 

(四)進駐時程：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0日。 

 

三、受理方式：填妥申請書表及所需附件，申請書及相關附件繳交電子檔 1式，以 E-mail方式寄

送至 foundation@jangdah.com完成申請，備註「申請進駐北投久號創藝工作室－(申請者名

稱)」。 

四、洽詢方式：週二至週五上午 10時至下午 5時。電話：（02）2896-2280 

 

五、申請資料索取：網路下載： https://www.ninenine.org/ 

 

六、申請資料：資料不全、逾時或未依規格者，恕不受理。申請資料請自行備份，概不退還。 

(一)申請表(如附件 1)：個人申請需檢附個人身分證件影本及良民證正本（詳見警察刑事紀

錄證明(良民證)申請方式）；法人或團體組織之申請可由代表人提供身分證件影本及立案登記

證明文件影本；公司請提供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及公司變更事項登記卡影本。因申請而檢附之

個人資料，本會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保密。 

(二)進駐計畫書(如附件 2) 

1. 申請動機（請說明進駐之理念）。 

2. 年度計畫（含營運項目或內容、產品或作品媒材類型、約略件數、進度，以及

有利於了解申請人經營理念或創作形式的相關文字、圖稿、影音或文件）。 

3. 進駐空間使用規劃。 

4. 回饋之共好計畫 

(1)須配合參與本會每年舉辦進駐者成果聯展及開放工作室活動。 

(2)進駐期間每單位使用者須針對「親子活動」及「社區推廣」提供 2場相關免

費公益活動作為進駐回饋事項或以講座、研習、互動體驗、個展、策展方式執

行，型態不拘。 

(三)送審清單(如附件 3)：近 2 年之營運成果或代表作品。 

 

肆、進駐期間之權利與義務： 

下列條款視同進駐合約一部分，請進駐者務必配合。 

一、北投久號營運時間：週二至週六 9:00至 18:00，除有特殊活動或場地租借，遇國定假日、春

節暨連續假期休館，不對外開放。 

二、創藝工作室使用時間：每日 8:00至 22:00，不得夜宿廠區，違者相關損害及法律責任自負。 

http://www.ninenine.org/
mailto:foundation@jangda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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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單位應於接到進駐通知後於簽約期程內除與本會簽署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外，需再簽署進

駐培育輔導合作同意書，未完成簽約者者視同棄權，其資格由備取單位遞補之。 

四、進駐期間享優惠租金使用工作室之權利，工作室內部電線管路、開關、燈具以現況點交，且

以月計費方式，簽約前須繳交 3個月保證金。 

 

 

 

 

 

 

 

 

 

 

 

 

五、公共管理事項： 

（一）各工作室租金與電費及公共管理費(公共水電、清潔費)繳納：公共管理費用將依空間

單位大小比例分攤，分攤金額每月 10-14日(遇例假日順延)公告於布告欄與工作室群

組，各工作室之請款通知單於每月 20日以 E-mail及投遞各工作室信箱，進駐單位需

於每月月底前繳納，未如期繳納，本會將於每月 5日進行催繳並發送催繳單於各工作

室信箱，若逾期 15日仍未繳納，本會將發送存證信函催繳，發送存證信函達 2次以上

未改善者，將取消進駐資格並於一星期內搬遷，且隨即由備選者遞補其本期所餘進駐

權利義務且保證金不退還，原進駐者不得異議。 

（二）公共空間清潔費(含衛生紙品與清潔耗品)以每周一次公共走廊打掃、清潔、拖地及男

女廁所打掃、清潔、拖地及廁所垃圾清除，有特殊狀況需增派清潔，若可歸責於某進

駐單位造成之環境汙染，則由該進駐單位負責於一日內清潔復原，若該單位不處理，

則由基金會派工清潔，衍生之費用由該單位繳納或由以繳交之保證金扣除。 

（三）工作室內之垃圾請使用台北市規定之專用垃圾袋並自行帶至捷運奇岩站下之公共垃圾

場丟棄(詳見奇岩站垃圾回收場動線圖說)，若隨意棄置於公共空間，經規勸（不論是

口頭、電子訊息或書面文件）2次以上未改善，將取消進駐資格並於一星期內搬遷，

且隨即由備選者遞補其本期所餘進駐權利義務且保證金不退還，原進駐者不得異議。 

 

六、進駐規範： 

1. 進駐者應確實執行其進駐計畫內容，包含回饋之共好計畫、營運計畫之執行，及進駐期

滿前，須配合進駐者聯展公開發表進駐期間營運成果或創作作品。 

位置 類型 數量 原租金(未稅) 優惠租金(未稅) 

1F 
小 A 2 6,000 4,000 

A 5 7,000 5,000 

3F 

A 6 7,000 5,000 

B 5 10,000 7,500 

C 4 14,000 10,200 

D 5 18,000 13,200 

E 4 26,000 20,000 

F 2 36,000 27,000 

G 1 40,000 30,000 

http://www.ninen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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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說明】2020年 11/28~12/20進行「北投久號藝術月」展覽及各式活動，預定展覽

期程如下：8/1前繳交展覽作品清單與圖檔，9月底前完成展示討論與規劃，10月開始

進行展覽宣傳，11/24共同佈展，12/21-12/22撤展，展覽期間除參加開幕活動外，亦配

合各回饋之共好計畫執行相關活動。 

2. 進駐期間必須配合本會活動進行工作室開放，並於活動期間派員對外簡介經營內容或創

作作品等可公開之營運及創作內容，活動將於一個半月前預告，若無特殊原因（如：適

逢於國外參展或駐村）拒絕參與者達 2次以上，將取消進駐資格並於一星期內搬遷，且

隨即由備選者遞補其本期所餘進駐權利義務且保證金不退還，原進駐者不得異議。 

3. 進駐期間不得任意使用非承租空間，如有場地活動及相關器材之需求，可依規定事先提

出申請（如：小展間、白空間、共創空間、共好空間、靜空間、共學教室、共享福利社、

椰林綠廊等），場地租借費用得享公告價格的五折優惠，日期由本會依照實際使用狀況協

調安排，並於活動前 30 天提供無版權爭議之文宣資料，由本會於官網及 FB 等網路平台

與進駐者聯合宣傳，且需將本會列名合辦單位。唯須為進駐者使用，不可代替外部單位

申請，經查屬實請進駐者追繳優惠之五折金額，拒繳者將由保證金扣除不得異議。各項

活動背版之張貼請勿使用雙面泡棉、膠帶、雙面膠，若造成汙損則依復原費用照價賠償。 

4. 進駐者不得逕以影響建築安全結構之方式進行佈置。期限屆滿或提前遷離者，應即遷離

前一星期內，必須清理並恢復空間，並與本會點交確認。如未即時清除，視同廢棄，本

會無需通知或催告即有權做任何處理，處理所需費用及任何所生損害，並由保證金扣除，

不足額之費用由進駐者負責繳納。 

5. 無特殊原因(如：國外駐村或參展)，未依規定期限確實進駐者或超過兩週未使用工作室

空間，將視同棄權並取消進駐資格，且隨即由備選者遞補其本期所餘進駐權利義務且保

證金不退還，並於一星期內搬遷，原進駐者不得異議。 

6. 進駐期間須共同維護公共區域之安全與財產維護，依規定使用本會所屬公共空間、設施

或借用公物，如有損壞應予賠償。 

7. 公共區域不得隨意放置私人物品，且若因未盡到管理責任造成他人財物損害或身體損傷

者，由進駐者與受害者協商處理，概與本會無涉，且一旦有此情事發生，將取消進駐資

格並於一星期內搬遷，且隨即由備選者遞補其本期所餘進駐權利義務且保證金不退還，

原進駐者不得異議。 

8. 進駐期間應指派適當之代表人為工作室專任負責人，管理其工作室成員、器材並負責一

切進駐者應辦理事項，應於進駐前將至少兩位連絡窗口資料提供本會備查，變更時亦同，

若窗口無故不接聽電話、不回應訊息、不理會郵件或連續兩周無法聯絡上，將取消進駐

資格並於一星期內搬遷，且隨即由備選者遞補其本期所餘進駐權利義務且保證金不退還，

原進駐者不得異議。 

9. 組織團體進駐者之所有人員之管理、給養、福利、衛生與安全等均由團體進駐自行負責。

如組織團體人員有阻礙或影響工作進行或其他非法不當情事者，本會得隨時要求進駐團

隊撤換之，該人員如有任何糾紛或違法行為，概由進駐團隊負完全責任，如遇傷亡或其

他意外情事，亦應由進駐團隊自行處理，與甲方無涉。 

http://www.ninen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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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進駐者應恪遵勞安、環保、稅捐等法令規定，若有違失，概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 

11. 工作室得作為創作空間、小班教學傳習或品牌介紹 Show Room，進駐者於工作室進行相

關活動時，乙方須維護參與人員安全。若造成人員傷害或財產損失，由進駐者負責，與

甲方無涉。敬請尊重其他進駐者，不得有違反安全之情事。夜間舉辦活動(22:00 以後)，

原則上於一個月前向本會提出申請計畫內容及安全事宜，經同意始得舉辦，並於公告欄

公告說明。 

12. 因搬運展演設備或其他物品而有車輛進出工作室之需求，請於規定時間進出，車輛得於

3F卸貨車輛迴轉空間卸貨(如平面圖示)，卸貨完畢即刻駛離，不得暫停。若有特殊需求，

請於二日前向本會提出申請，以便公告轉知給其他進駐單位，若未遵守規範且妨礙其他

駐場者之使用，經規勸（不論是口頭、電子訊息或書面文件）2次以上未改善，將取消

進駐資格並於一星期內搬遷，且隨即由備選者遞補其本期所餘進駐權利義務且保證金不

退還，原進駐者不得異議。 

13. 卸貨車輛迴轉空間並禁止堆放任何雜物，一經發現立即清除。 

14. 進駐者必須加入「北投久號｜創藝工作室」Line群組，以利即時接收相關公告與訊息。 

15. 進駐期間本會基於安全或緊急事件，如：火災、水災等天然災害，有進入工作室勘查之

需且無法聯絡到進駐者時，得不經進駐者同意進入工作室，進駐者不得異議。 

16. 進駐工作室內之作品保管及環境清潔維護由進駐者自行管理，全區含進駐空間全面禁煙

及嚼食檳榔影響環境衛生，協助維護環境之整潔，創作過程應秉持環保概念，不污染環

境、珍惜資源，若環境髒亂或產生惡臭影響其他進駐者，經規勸（不論是口頭、電子訊

息或書面文件）2次以上未改善，將取消進駐資格並於一星期內搬遷，且隨即由備選者

遞補其本期所餘進駐權利義務且保證金不退還，原進駐者不得異議，且處理費用由該進

駐者支付。 

17. 每間工作室提供 2張進出大門之門禁卡，且須向本會登記使用者姓名，不得隨意借給非

進駐者使用，且每次的進出須確實確認門已關閉，共同維護所有進駐者之安全，若不遵

守，經規勸（不論是口頭、電子訊息或書面文件）2次無改善，則取消進駐資格。 

18. 為節約能源，離開公共空間，請隨手關燈，並請愛惜本會公物。 

19. 非經本會同意，進駐者不得將本工作室進駐之權利與義務移轉予第三人，經查證屬實者，

將取消進駐資格並於一星期內搬遷，且隨即由備選者遞補其本期所餘進駐權利義務且保

證金不退還，原進駐者不得異議。 

20. 若於進駐期間提前解約，本會得因了解解約原因後，保留沒收保證金之權利。因不可抗

力、政府法令、措施或其他非人力所能支配之原因，導致停頓、遲延等情事，雙方得終

止本契約，保證金無息退還進駐者。 

21. 進駐者如違反本計畫規定或一切中華民國之法令，經查證屬實者，立即停止其權益。 

22. 本會與進駐者應本「互信」、「互助」、「和諧」基礎，建立良好關係，共同創造榮景而努

力，進駐者若有意於次年續約，應配合本會續約申請公告期程提出續租申請，經本會同

意後，得優先續約。 

23. 本須知如有未竟事宜，協商後將以公告、通知方式送達進駐者，並共同遵守規範。 

http://www.ninen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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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北投久號｜ 1F、3F創藝工作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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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申請方式 

 

一、受理機關：受理申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外事服務單位 

各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外事科、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警察局外事科、金門縣警察局、福建省連江

縣警察局行政課。 

二、申請方式： 

(一)臨櫃申請：申請人親至受理機關辦理。 

(二)網路申請：警政 e網通 https://eli.npa.gov.tw/E7WebO/index01.jsp 

(三)郵寄申請：申請人檢附相關申請資料郵寄至受理機關辦理。 

 

三、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應備證明文件： 

(1)本國人：新式國民身分證正本或戶口名簿正本(持戶口名簿辦理者需另出示有相片之證

件)。 

(2)大陸港澳地區居民：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居留證或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其他相關證

件正本。 

(3)外國人：護照或外僑居留證正本。 

(4)正本驗畢歸還，需加註英文姓名者，請另檢附護照基本資料頁正本或影本。 

3.證書費： 

(1)國內申請：每份新臺幣 100 元，同一次申請 2份以上，自第 2份起每份收費新臺幣 20元，

可報值郵寄至本局，或至郵局購買匯票，戶名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2)國外郵寄申請者:每份美金 7元現鈔（香港、澳門地區，請檢附美金 6元現鈔），同一次申

請 2份以上者，自第 2份起每份收費美金 1元（證明書之內容均應相同）。 

4.非本人申請者，請另檢附申請人印章或經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之委託書 1份(申請書上備有委

託書欄位)，及受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5.申請人未滿 20歲者，應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其身分證正本或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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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岩站垃圾回收場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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