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20 藝文紓困 2.0」
表演藝術升級徵件簡章
2020 年 6 月 5 日版本

一、 目的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對藝文產業之影響，鼓勵本市演藝團隊多元藝術創
作，強化臺中表演藝術實力，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 邀請臺中市立案
演藝團隊從事各項表演藝術創作或成果產出，累積本市藝文能量。

二、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三、申請資格
(一)在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登記立案，從事音樂、舞蹈、傳統戲曲、現代戲劇、民
俗技藝及其他綜合類之演藝團體，且未入選本局「2020 藝文紓困 1.0」表演
藝術升級計畫者。
(二) 每一提案單位以申請 1 案為原則。

四、計畫內容:
可以提送與演出相關計畫內容，包括樂譜創作、劇本編寫、舞碼創作、技藝傳承、
教案研發、講座課程、研習課程、出版或攝錄影之執行計畫，為新作、重製、改
作或傳承紀錄等成果產出。

五、期程：
(一)受理提案：自即日起至 109 年 7 月 17 日(五)17 時 30 分止
1. 將提案計畫書一式 8 份及相關文件裝於信封或包裹內，於外封上標註：臺
中市政府文化局「2020 藝文紓困 2.0」表演藝術升級徵件計畫。
2. 請於 109 年 7 月 17 日(五)17 時 30 分前親送或寄送至：
「臺中市政府文化
局-表演藝術科」
，地址：40701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惠中樓 8
樓，電話：(04)2228-9111 分機 25420 鄭小姐，以送達時間為主。
(二)公布審查結果：109 年 8 月中旬前。
(三)決標單位檢送修正計畫及簽訂契約書(或提送報價單)：109 年 8 月 31 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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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四)計畫執行期程：自發函通知日起至 109 年 10 月 31 日(六)止。
(五)決標單位提送計畫成果：109 年 11 月 16 日(一)前送達本局。
(六)辦理核銷結案：預計於 110 年 1 月 8 日(五)前完成。

六、 計畫地點
提案單位需自備計畫執行所需辦理場地(若無則免)，請於計畫書中詳述，檢附
該場地同意使用證明，方得提出申請，本局不負協助租借其他場地責任。

七、提案計畫預算及支付之費用額度
(一) 提案計畫預算：
1. 每一提案計畫所編列之預算需包含執行計畫所需之所有經費項目與額度，
如：鐘點費、出席費、撰稿費等；行政、技術人員工作費；計畫執行所需
設備之租借、設計、維護及執行費；文宣製作費；行銷宣傳費；餐費及交
通費；錄影費等。
2. 本項計畫經費不得將其用於網站建置、公共設施、房屋建築及購置耐用年
限在二年以上且金額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之設備等資本門支出。
3. 有關計畫支付費用涉及所得部分，由決標單位辦理相關所得申報事宜。
(二) 支付費用額度：
1. 每一提案計畫，本局預計採購金額上限為「新臺幣 30 萬元整」，實際採購
金額及名額，需依提案計畫內容而定，本局並得以調整。
2. 本案分二期撥付，採購金額 10 萬元以上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並需簽訂契約
書，採購金額小於 10 萬元需檢附報價單：
第一期款為支付總額 80 %：決標單位需提送修正計畫書及簽訂契約書(或
報價單)，並經本局核備後支付。
第二期款為支付總額 20 %：決標單位提送領據、成果報告書及相關資料，
向本局申請款項撥付，並經本局審核完成後撥款。
3. 提案單位同一提案計畫已獲本局其他獎補助或委辦計畫者，不得提出申
請。提案單位同一提案計畫若有申請其他單位之補助，計畫內容不得重複，
應於計畫書中載明，並事先瞭解相關單位核銷及繳交成果報告程序或辦法。
2

4. 如逾期或修正不及致未及辦理經費請撥核銷者，視同放棄本案經費申請。

八、申請書內容及格式
(一) 提案單位應於申請期限內，檢具以下資料提出申請：
1. 提案計畫書：請依提案計畫書範例填寫，一式 8 份，印製成冊，可雙面列
印。
2. 附件（1 份）
：立案登記證書影本為必備文件。其餘如合作單位意向書、場
地同意使用證明、著作財產權授權書、委託或邀請參與藝文活動證明書等
文件提供參考，若無則免。
3. 與提案內容相關之影音或過去演出紀錄光碟片(5 分鐘以內)1 份。
(二) 相關格式：
1. 除製圖等特殊需求以外，宜以 A4 紙張直式橫書繕打。
2. 字體：中文為標楷體或新細明體；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
3. 字級：標題 16 級，內文 14 級
4. 左側裝訂成冊
5. 除首頁外，其餘於頁底置中位置加上阿拉伯數字頁碼（1.2.3…）。

九、 審查作業
(一) 採書面審查，由本局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就各提案單位之提案計
畫書進行審查。
(二) 採競爭型評選，由審查委員會依照各案內容規劃進行審查，實際核定名
額及金額，本局得調整之。

十、 審查項目及標準
(一) 計畫內容之專業性及完整性（40%）
(二) 執行過程規劃及經費編列合理性（35%）
(三) 過去經驗與實績(10%)
(四) 疫情影響之評估(15%)

十一、決標單位簽訂契約或檢附報價單
(一)

採購金額 10 萬元以上：依採購法辦理議價程序後，決標單位須製作 6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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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正本 2 本，副本 4 本)並用印，其中 1 本正本契約須黏貼印花稅，或
可上網或至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或其所屬分局，依契據性質開立印花稅
大額憑證繳款書，繳納後於正本契約黏貼證明。
(二)

採購金額小於 10 萬元，需檢附報價單且單位及負責人需用印。

十二、驗收及成果注意事項
(一) 採書面驗收。
(二) 決標單位應於檢送領據、書面成果報告書及其相關電子檔、補充資料各
一式 5 份，送本局查核驗收。
(三) 成果報告書：
1. 請依本局提供之成果報告書範例填寫，並依序裝訂。
2. 平面紀錄呈現無特定格式，包含：計畫成果、紀錄照片（含圖說）或媒
體露出、補充資料：
(1)計畫成果：樂譜、劇本、舞碼、技藝傳承、教案研發、講座課程、研
習課程、出版、攝錄影或其他形式之成果書面呈現。
(2)紀錄照片：需涵蓋執行過程、執行成果等照片。一張 A4 排版 2 張照
片為原則。以彩色輸出或列印，須加註圖說。圖說內容包含：活動日
期（以西元年月日方式呈現，例：2020 年 11 月 3 日）
、辦理地點、說
明等。
(3)經費支出明細表。
(4)補充資料(若無則免)：
平面或電子媒體露出新聞或資訊，須加註報導來源、日期。若於平面
媒體露出者，除前述資料外，另加註版面名稱（例：B4 或 17 版等）。
平面文宣品（海報、DM、節目單等）。

十三、著作財產權規範
(一) 本計畫受邀完成之著作，其著作權歸決標單位所有，著作權人並同意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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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無期限授權本局得進行自由利用(包括但不限於重製、散布、改作、
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公開傳輸等)，並得再授權予第三人利用，且同意
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二) 本案計畫有利用他人著作者，提案單位及決標單位須取得他人之書面授權
文件始得利用；若與他人發生著作權相關爭議，由提案單位及決標單位自
行負責；若致本局受有損害，提案單位及決標單位應負賠償責任。

十四、其他補充說明事項
(一) 提案單位送審之申請文件，經審查後皆不予退件。
(二) 行銷宣傳：
1. 決標單位如有規劃辦理行銷、公關活動及相關推廣活動，需事先提報本
局，審查核可方得辦理。變更相關計畫亦須事先提報本局，審查核可方得
變更辦理。
2. 其行銷宣傳除由提案單位自行安排外，本局亦得規劃統一行銷宣傳。決標
單位應配合出席由本局統一規劃之行銷宣傳場合、記者會、講座等活動。
3. 決標單位製作之平面文宣或電子介面之宣傳相關資料等，文案須經本局審
核確認後方可印製及發送，且應載明「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廣告」字樣及以
下資訊，否則不予核銷：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執行單位：決標單位
(三) 本局所核定之計畫應依內容確實執行，於籌備過程中，本局得視情況要
求決標單位配合調整計畫或進行期中報告。
(四) 本局所核定之計畫如未按規定繳交成果資料、成果資料品質不良或延遲
核銷經費等，本局將依契約規範辦理。
(五) 保險：如有課程或講座等各項活動期間(含進撤場)，需辦理公共意外責任
險或提出該場地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若無場地使用需求則免。
(六) 決標單位如有違反本簡章規定或其他法令規定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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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部分或全部核定款項。
(七)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辦理課程或講座等各項活動，需參酌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定之「COVID-19」因應指引：公眾集會，且依照
臺中巿政府相關規定辦理，做好防疫準備及措施，並關注疫情變化以為因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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