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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第 14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演出場地使用 
 
（一）收費標準（演出用途）                                 單位：新台幣（元） 

音樂廳 
平日計費 假日計費 

早（09:00~12:00） 午（14:00~17:00） 晚（19:00~22:00） （假日當天每時段及前一晚） 

非校內單位 7,000 元/場 9,000 元/場 10,000 元/場 12,000 元/場 
校內單位（包含職

員及專任教師及在

籍學生、音樂科系

友） 

5,000 元/場 6,000 元/場 7,500 元/場 9,000 元/場 

音樂學系師生(音
樂學系專兼任老師

及學生) 

4,000 元/場 4,500 元/場 4,500 元/場 7,000 元/場 

15 天內申請加演 15 天內申請加演者，該場次加收該場場租之 50%。 

逾時使用 逾時使用者，每半小時加收該場場租之 10% （ 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但

演出節目超過晚間 23：00 者，每半小時加收該場場租之 20%（未滿半小時以

半小時計）。 
行政管理費 需繳總金額之 15%行政管理費 

以上費用含： 
一、每時段場地使用、前後台一般照明、空調。 
二、後台配合事項： 
1. 設備：舞台、燈光。 
2. 其他：休息室 2 間（不含貴賓室）。 
三、前台配合事項：  
1. 可使用範圍：觀眾進場處。 
 
不包含(費用另計)： 
  人力：2 人（包含燈光控制、舞監，本中心得以視實際情況安排人力）。 
服務工作時間：自觀眾開始入場（節目開演前 30 分鐘開始入場，並進入觀眾席）起至節目

演出結束止。 
時段使用注意事項（包含校內單位）： 
1. 舉辦研討會、講座、大師班、開放彩排以及於彩排時進行全場錄影、錄音用途者，視同正式 

演出，全額收費。同日有 2 場演出者，前場演出至遲應於下場節目開演前 1.5 小時結束。 
2. 親子節目至少應保留 1 次 20 分鐘或 2 次各 15 分鐘之中場休息。 
3. 申請單位如申請加演（含公開彩排），需經本系同意。 
4. 音樂科系友以校友證為憑證。(音樂科系友係指本校音樂科系畢業生) 
（二）收費標準（預/排演，裝/拆台用途）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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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廳 早 
（09:00~12:00） 

午 
（14:00~17:00） 

晚 
（19:00~22:00） 

夜間超時 
（22：00～9：00） 

非校內單位 3,000 元/時段 2,500 元/每小時 
校內單位（包含

職員及專任教師

及在籍學生、音

樂科系友） 

2,000 元/時段 2,000 元/每小時 

音樂學系師生

(音樂學系專兼

任老師及學生) 

1,200 元/時段 1,200 元/每小時 

使用超過 5 天預/
排演 

裝/拆台用途之使用以 5 天為限，超過者，費率加倍計算。 

當日取消（校內

免費） 
視同使用場地，收取實際使用費用。 

7 天內申請或異

動（校內免費） 
除場地實際使用費用外，另加收該租金 10﹪為手續費。 

使用休息時間

（校內免費） 
12：00～14：00 17：00～19：00 22：00～23：00 

900 元/每小時 

佔（空）台 
（校內免費） 

900 元/每時段 

行政管理費 需繳 15%之行政管理費 

以上費用含： 
一、每時段場地使用、前後台一般照明、空調。 
二、後台配合事項： 
1. 設備：舞台、燈光。 
2. 其他：化妝室（不含貴賓室）。 
不包含(費用另計)： 
  人力：1 人（包含燈光控制、舞監，本中心得以視實際情況安排人力）。 
 

時段使用注意事項（包含校內單位）： 
1. 使用時段之認定，由統籌/執行舞監依實際使用狀況簽單確認定之。 
2. 使用休息時間之認定，以是否需動用後台人員或設備為基準。 
3. 申請單位如需於非租用時段內使用後台區，應事先經本系承辦人同意，並得視使用情況酌收

該場地時段費之 20%為清潔費。  
4. 禁止申請單位人員擅入未租用時段之舞台區，否則視同違約。 
5. 若因演出需求須夜間裝台或超時工作者，申請單位應至遲於檔期首日 7 天前提出申請，並附

上舞台、燈光、音響等技術資料供審查，本系並保留最終同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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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夜間超時時段得依實際工作需求，與申請單位協商本系配合工作人員人數。 
7. 申請單位應依所租用時段繳費。但如申請單位未正式使用舞台，而舞台上已置有演出相關設

施（如座椅或譜架等）佔台或申請單位不同意於該檔期內不使用之時段供其他單位使用，皆以

佔（空）台之費用另外收費。 
8. 人力配置以本校工讀生每小時計費，每一時段為 3 小時，不足一時段以一時段計費。本校專

職工作人員每小時計費(基本工資依政府勞工局異動調整。)，本校正常工作時間內不收費，超時

工作時依實際工作時數收取費用。(工讀生基本工資依政府勞工局異動調整。) 
 
（三）本系學生畢業音樂會以及班級音樂會收費標準及注意事項 
1. 畢業音樂會每一使用時段，至多僅能舉辦 2 場音樂會。 
2. 本系畢業生於音樂廳舉辦畢業音樂會，不收取場租費用，但須繳交每一時段場地清潔費

1,000(2,000)元、總金額之 15%行政管理費以及工讀費(預/排演人力為 1 人，正式演出人力為 2
人。以本校工讀生每一時段為 3 小時，不足一時段以一時段計費)。(工讀生基本工資依政府勞工

局異動調整。) 
 
（四）每年四月至六月為本系舉行畢業音樂會檔期，除本系畢業生外，此段時間不開放租借。 
（五）本系音樂廳至早於演出前三個月前開放登記使用。 
 
二、後台注意事項 
 
（一）申請單位應依實際需要自行負責提供後台工作人員，本系建議至少但不限於如下之項目，

申請單位務必自行斟酌負責： 
1. 裝/拆台、設備搬運及復原清理工作。 
2. 演出執行、舞台監督、行政、翻譯人員。 
 
（二）申請單位於每日使用結束後須將借出之設備歸位及回復原狀，違反者本系得逕行僱請人

員整理復原，申請單位應另支付場地復原費用 3,000 元。如有任何毀損破壞，申請單位應另支

付設備修復費用。 
 
（三）後台人數限制：包含演出人員及演出單位工作人員，後台至多 15 人，若違反規定，另加

收該租金之 20%為清潔費。 
 
三、演出時錄影、錄音 
（一）使用限制及注意事項 
1. 架機（含投影機、幻燈機、控制桌、音響器材等）位置由演出單位自行設定，並應保留相關

架機區位及其週邊適當座位以為工作之需。 
2. 申請單位須於觀眾入場前完成架設機器及相關準備事項，不得有任何妨礙觀眾權益、安全、 

影響演出效果或損害本中心設備之行為，否則本系有權立即停止其繼續錄影、錄音，必要時

並得留置其設備，直至演出終了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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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樂器租用 
 
（一）收費標準                                             單位：新台幣（元）  

鋼琴-史坦威

(舊) 

演 

出 

非校內單位 校內單位 排

練 

非校內單位 校內單位 

3,500 元/時段 2,000/時段 2,000/時段 800 元/時段 

鋼琴-史坦威

(新) 

演 

出 

非校內單位 校內單位 排

練 

非校內單位 校內單位 

4,000 元/時段 2,500/時段 2,500/時段 1,500 元/時段 

*新琴租借需系上同意才可租借。 
（二）使用限制及注意事項 
1. 選琴 
(1)至早於演出前 1 個月內，至遲於演出 7 天前，經聯繫後至本系琴室確認，至多 1 次，每次 20 
  分鐘。 
2. 調音 
(1)為顧及節目品質及觀眾權益，演出節目使用之樂器，申請單位均應於演出前進行調音，若因

樂器未調音致影響演出品質或生任何消費糾紛，概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 
(2)為維持本系名琴之品質，租用部分樂器得由本系限定之史坦威專屬之功學社調音師調音。 
(3)租用本系場地及樂器進行演出，應於租用時段內預留樂器調音時間。如申請單位於租用時段

外進行相關調音作業，本系僅提供基本工作照明，若有特殊需求（如舞台燈光全亮），則視同租

用該時段，另予計費。 
(4)為使演出進行順利，本系建議申請單位商請調音師待命至節目結束，以處理樂器可能發生之

突發狀況（如琴弦、琴槌斷裂... 等）。演出當中不論申請單位有無商請調音師待命，如遇樂器突

發狀況，致影響節目之進行，或生任何消費糾紛，均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 
(5)租用本系鋼琴如因特殊需求必須調整鋼琴之音高（本系鋼琴之正常音高維持於 442），申請單

位須於當日演出完畢後請調音師將該琴音高調至正常音準，以備下一場選用該琴之單位能正常

使用，逾時者本系即得逕行聘請調音師調音，由申請單位負擔相關費用。 
3. 為維持本系名琴之品質，本中心嚴格禁止調整音高外之整琴動作。若申請單位有此需求須於

申請期限內向本系演出技術部承辦人提出申請，經本系同意，由指定調音師執行，並由申請單

位負擔相關費用。  
4. 申請單位不得將鋼琴之琴蓋拆下，亦不得於鋼琴琴弦處貼標籤及特殊演奏。 
5. 本系鋼琴限用於本系之場地，並以演奏者為限。正式演出計價以同一申請案為收費依據，演

出當日如非同一申請案則以「場次」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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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後台其他空間租用 
（一）化妝室個別收費標準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單位 費用 備註 
貴賓室 時段 1,500 元 1. 申請單位於租用檔期時段內得免費使用本

系安排之後台化妝室，如需於非租用時段內使

用則需另按收費標準計費。 
2. 貴賓室使用需提出申請，依使用規定收費。 
3. 使用時間不滿一時段者仍應依一時段計。 
4. 使用後未回復清潔，須支付清潔費用

1,000(2,000) 元/日。（校內單位亦同） 
 
（二）申請流程 
1. 申請單位應於檔期首日 7 天前向本系登錄詳細資料及繳交收據，並經本系確認後定之，否則 

將視同取消租借。 
2. 檔期首日 7 天內申請者，逕洽本系業務承辦人。 
3. 校內單位不需收費，但請依申請流程申請相關化妝室使用。 
 
（三）使用限制及注意事項 
1. 化妝室（含貴賓室）當日為同一申請單位使用時，09：00 後始得進入使用；演出結束後，至

多得延長 1 小時歸還，本系得視當日演出團體之需要分配。 
2. 化妝室僅供本系當日節目演出者使用。如當日同一演出場地有兩檔以上不同之申請單位，而

每一演出單位均申請使用貴賓室者，經雙方確認後依演出場次時間（日間 4 小時，夜間 5 小時）

為準分段使用。 
 
七、前台佈置 
 
使用限制及注意事項： 
1. 前台佈置不得影響本系形象、觀眾進出場動線及不危害人員安全為原則。 
2. 若申請單位非該節目租用單位，請出具該節目租用單位同意書。 
3. 前台佈置展示須與該節目內容相關。  
4. 為維護本系設施，前台佈置請勿使用任何鑽、釘之工具，勿使用雙面膠帶或其他無法清除之

黏劑施作於本系之建築及設備之上。 
5. 為維護本系設施及人員安全，前台佈置請勿使用如金粉等粉末、煙霧(火)、汽球或爆裂物等

道具。 
6. 前台佈置所用之花卉擺設，請依值班舞台監督指示放置。 
7. 未事先申請或未經本系同意者，本系得隨時請求申請單位移除或逕代拆除、遷移，所需費用

由申請單位負擔之。 
8. 如因違反上述使用事宜致使本系形象、建物、設備、人員安全受損者，申請單位須負相關之

民、刑事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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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系專業教室及設備租借收費一覽表 

專業教室 

 校內單位、老師及校

友 

校外人士 備註 

音樂系音樂廳 依音樂廳租借規定 依音樂廳租借規

定 

 

合奏教室(1001) 

大打擊教室 

2000 3000 以間計算。 

費用包含 E 化講

桌等設備，工讀金

另計。 

大教室(2012、

3003、3011、3012、

203、204) 

1000 2000 以間計算。 

費用包含 E 化講

桌等設備，工讀金

另計。 

琴房、豎琴教室、小

打擊教室、會議室 

800 1600 以時段計算。 

 

使用時段 早 午 晚 

 8:00-12:00 13:00-17:00 18:00-22:00 

說明: 

一、 中間空檔為一小時 200元計算。 

二、 租用之使用時間若超出租借時間，將酌收逾時費，租借單位絕無異議。 

三、 租用期間若損壞設備，一律照價賠償或負擔維修之所有費用。 

四、租借人請於租借前至音樂系辦公室填寫申請表，如經查獲未填寫者視同租借無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