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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8 日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令

文參字第 0982113309-1 號

訂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音樂人才庫補助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音樂人才庫補助作業要點」
主任委員 黃碧端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音樂人才庫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8 日文參字第 0982113309-1 號令頒訂定

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培育音樂人才，甄選優秀青年音樂家，協助磨練
藝能，參與國際音樂比賽，以拓展音樂演奏生涯，邁向國際舞臺，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音樂人才（以下稱為受培訓者），係指具中華民國國籍，並以國家名義或代表
臺灣名義參加國際性音樂比賽，經本會甄選通過之入選者。
三、本要點培訓類別為鋼琴及小提琴，培訓年齡為十歲至三十歲（年齡之計算以本會公告之簡章
為準）。
四、每屆培訓時間：以二年為原則，本會得視預算編列及政策執行情況調整之。
五、補助內容：經甄選通過之受培訓者，得申請下列補助。
(一) 參加國內外辦理之國際音樂比賽、國際音樂大師班及國際音樂營，實際補助金額視執行年
度之預算規模支應。補助項目如下：
１、補助受培訓者報名費、交通費（限搭乘最捷徑經濟艙機票或其他大眾運輸工具）、學費
及膳宿。
２、受培訓者參加國際音樂比賽，得申請補助陪同人員（以一人為限）由現居地至比賽地點
之交通費（限搭乘最捷徑經濟艙機票或其他大眾運輸工具）。陪同人員之申請資格規定
如下：年滿二十歲（含）以上之受培訓者得申請指導教授或參賽教練陪同，未滿二十歲
之受培訓者得申請親友、指導教授或參賽教練陪同。
(二) 參加本會於國內辦理之人才庫音樂會演出：
１、受培訓者應配合參加本會於國內辦理之人才庫音樂會，其演出方式及場次，由本會統籌
安排。
２、補助受培訓者演出期間國內住宿費、交通費（含國外來回經濟艙機票乙張），不另支付
受培訓者演出費，但得申請協助參與演出人員之演出酬勞，超過三人以上之協演人員，
每場次演出人員酬勞總計以新臺幣三萬元為限。
(三) 相關費用之支付標準，依行政院頒佈之「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本會「經費結報注意
事項」辦理。
六、本要點各項補助項目不得與比賽、大師班及音樂營主辦單位提供之條件或其他政府機關之補
助重複。

行政院公報

第 015 卷 第 087 期

20090508

教育文化篇

七、受培訓者申請第五點之獎助時，應於活動前一個月前填寫補助申請書（如附表一），並檢附
相關簡章及邀請函；逾期者，本會不予受理。
八、受培訓者應於本會指定之時間內，提送基本資料表及經主修老師簽具之當年度學習計畫表
（如附表二、三）到會備查；該計畫如有異動，應主動函送修正計畫到會核定。
九、受培訓者請領補助款，應於活動結束後六十日內，檢送領據、原始支出憑證、心得報告及成
果報告書（含參加手冊及照片二至五張）送交本會，辦理核銷撥款。
十、受培訓者有下列情事之一，本會得視情節輕重廢止補助及培訓資格，並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
款：
(一) 未以國家名義參加活動者。
(二) 未經本會同意私自變更計畫者。
(三) 核銷單據有隱匿、虛偽不實情事者。
(四) 未提交或未主動更正學習計畫表及其內容不實者。
(五) 遲延核銷經費者。
(六) 不配合參加本會辦理之人才庫音樂會者。
十一、考核評鑑：本會得於年度內不定期派員訪視，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組成評鑑小組實地
訪查受培訓者培訓及參與情形，俾供日後補助之重要參考依據。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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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音樂人才庫補助作業要點補助申請表
１、申請人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２、主修：_____________________３、性別：__________４、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５、出生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６、籍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７、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８、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９、台灣聯絡電話：□本人 □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關係：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０、國外通訊電話：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１、申請補助項目：□國際音樂比賽 □音樂營或大師班 □人才庫音樂會
活動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起迄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獲其他單位補助：□是 □否；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___
送審資料：
□補助申請書
□詳細經費預算表
□活動章程、比賽辦法、收費標準、參賽曲目及邀請函等相關資料
１２、請簡述選擇參加此活動之理由。

１３、請列舉一年內參加同類活動之簡歷。

指導委員審查意見
審查結果：□同意 □不同意
審查意見：

指導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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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結果
擬辦：

承辦組：

會計室：

秘書：

副團長：
中華民國

團長：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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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音樂人才庫補助作業要點音樂人才基本資料
※請填中、英文對照資料（Please offer us Chinese and English in contrast）
個人基本資料／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English／

姓名／Name：Chinese／
主修 Major：
生日／Date of Birth：19

性別 Sex：□男（M） □女／（F）
/

/

出生地／Place of Birth：

身分證號／ID No.：
護照號碼／Passport No.：

是否具外國籍 Dual Nationality：□是／Yes,

□否／No

戶籍地址／Permanent Address：
□□□□□
※請務必填寫 3＋2 郵遞區號，請向中華郵政查詢。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
□□□□□
※請務必填寫 3＋2 郵遞區號，請向中華郵政查詢。
電話／Tel：

傳真／Fax

E-mail：
聯絡人資料／Information of contact person
姓名／Name：

關係／Relationship：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
□□□□□
※請務必填寫 3＋2 郵遞區號，請向中華郵政查詢。
電話／Tel：
E-mail：
目前狀態／Present Status
就讀學校／School：
入學日期／Date of Entrance：
主修老師／Major Teacher：
現階段修習曲目 Present learning Repertoire：

傳真／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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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資料／In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s
■請提供完整之個人中英文簡介，字數不得少於 300 字
Please provide a short autobiography 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 at least 300 words.

■小學／Elementary school：
主修老師／Name of Teacher：
在學時間 Period of Study：
■國中／Junior Middle High School ：
主修老師／Name of Teacher：
在學時間／Period of Study：
■高中／High School：
主修老師／Name of Teacher：
在學時間／Period of Study：
■大學／Under Graduate：
主修老師／Name of Teacher：
在學時間／Period of Study：
■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主修老師／Name of Teacher：
在學時間／Period of Study：
■最近三年演出經歷（請註明演出時間、地點及曲目）：
Performing experiences of the past three years.（Please list the Date, venue and programme.）
時間 Date／地點 Venue／曲目 Programme

■最近三年參加比賽紀錄（註明比賽名稱、年份、比賽曲目）：
Competition records of the past three years（Please list name, year and programme.）
年份 Year／比賽名稱 Name of the competition／曲目 Program／獲獎情形 Prize-winning sta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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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參加過之大師班與音樂營：
Attended of Masterclasses and music festival／camp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日期 Date／活動名稱 Name of activity／指導曲目 Conduct programme

目前可演出曲目／Repertoire can be performed at present
獨奏／Solo Repertoire：

室內樂／Chamber music Repertoire：

協奏曲／Concerto Repert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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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音樂人才庫補助作業要點年度學習計畫表
A Plan of the Annual Studying
計畫項目／Event

練習曲目
Repertoire

音樂會演出
Concert

參加音樂營或大師班
Music festival/camp and
Masterclass

音樂比賽
Competition

其他學習計畫
Other studying plan

申請人簽名／Applicant’s Signature：
主修老師簽名／Major teacher’s Signature：
日期／Date：

計畫內容／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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