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獎助藝術教育工作實施辦法
修正總說明
教育部獎助藝術教育工作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八十
七年六月十日訂定發布，為配合藝術教育法一百零四年十二月三十日
修正公布施行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對從事
藝術『與美感』教育工作成績優異之機構、團體或個人，應予獎助；
其辦法由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
點如下：
一、名稱修正為「教育部獎助藝術與美感教育工作實施辦法」。（修
正名稱）
二、本辦法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三、增列本辦法所稱從事藝術與美感教育工作類別。（修正條文第二
條）
四、增列從事美感教育得予獎助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四條
及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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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獎助藝術教育工作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說明
配合藝術教育法（以下簡稱本
法）一百零四年十二月三十日修
正公布施行之第五條第一項規
定：「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對
教育部獎助藝術與美感教育工 教育部獎助藝術教育工作實施
從事藝術『與美感』教育工作成
作實施辦法
辦法
績優異之機構、團體或個人，應
予獎助；其辦法由各級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定之。」，爰修正本辦
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藝術教育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藝術教育法 配合本法之修正，本辦法法源依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五條第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五條規 據修正為第五條第一項。
定訂定之。
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所 第二條 本法第五條所稱從事 一、配合本法之修正，本辦法法
稱 從 事 藝 術 與 美 感 教 育 工 藝術教育工作其範圍如下：
源依據修正為第五條第一
一、學校專業藝術教育。
作，其類別如下：
項，並增列美感教育之內
二、學校一般藝術教育。
一、表演藝術教育。
涵。
三、社會藝術教育。
二、視覺藝術教育。
二、配合本法第二條修正為：
三、音像藝術教育。
「為提昇全民藝術涵養、美
四、藝術行政教育。
感素養，實施藝術教育，類
別如下：一、表演藝術教
育。二、視覺藝術教育。三、
音像藝術教育。四、藝術行
政教育。五、其他有關之藝
術與美感教育。」，爰將本
條藝術與美感教育工作之
範圍，修正為類別，並修正
各類別之內容。

五、其他有關之藝術與美感教
育。

第三條 本辦法獎助對象包括 第三條 本辦法獎助對象包含 配合本法之修正，於第三款增列
機構、團體及個人三類：
機構、團體及個人三類：
從事美感教育工作之個人亦為
一、機構：學校、社會教育
一、機構：學校、社會教育 本辦法獎助對象，並酌作文字修
機構及其他有關文教機
機構及其他有關文教機
正。
構。
構。
二、團體：依法令立案之團
二、團體：依法令立案之團
體或向法院登記之法
體或向法院登記之法
人。
人。
1

三、個人：實際從事藝術與
三、個人：實際從事藝術教
美感教育工作之個人。
育工作之個人。
第四條 從事藝術與美感教育 第四條 從事藝術教育工作，有 配合本法之修正，於本條序文及
工作，有下列情形之一，並具 下列情形之一，並具有成效 各款增列從事美感教育工作得
有成效者，得給予獎勵：
者，得給予獎勵：
給予獎勵之規定，並酌作文字修
一、培養藝術與美感專業人 一、培養藝術專業人才。
正。
才。
二、推展藝術教育活動。
二、推展藝術與美感教育活 三、捐資辦理藝術教育達一
動。
定標準。
三、捐資辦理藝術與美感教 四、從事重要民族藝術教育
育達一定基準。
工作。
四、從事重要民族藝術與美 五、從事各項藝術研究與創
感教育工作。
作。
五、從事各項藝術與美感研 六、在偏遠地區從事藝術教
究及創作。
育活動，對當地藝術教
六、在偏遠地區從事藝術與
育有重大貢獻。
美感教育活動，對當地 七、從事與藝術教育有關之
藝術與美感教育有重大
調查、研究、保存或弘
貢獻。
揚藝術教育。
七、從事與藝術與美感教育
有關之調查、研究、保
存，或弘揚藝術與美感
教育。
第五條 符合前條規定者，得 第五條 符合前條規定者，得 現行條文第二項前段規定併入
依下列規定予以推薦或申請
予推薦或申請獎勵，其程序 修正條文第一項序文，後段規定
獎勵；其推薦或申請，應列
如下：
移列修正條文第八條；並酌作文
舉具體事實及檢附相關證明
一、全國性之機構與團體，
字修正。
文件：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一、全國性之機構及團體，
關向教育部推薦。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二、非全國性之機構與團
關向教育部(以下簡稱
體，由地方主管教育行
本部)推薦。
政機關向教育部推薦。
二、非全國性之機構及團
三、公私立大專院校及教育
體，由地方主管教育行
部所屬機關 (構) ，向
政機關向本部推薦。
教育部提出申請。
三、公私立大專院校及本部
四、高級中等學校與國民中
所屬機關 (構) ，逕向
小學，由地方主管教育
本部申請。
行政機關向教育部推
四、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
薦。
小學，由地方主管教育
五、個人之推薦，得由其服
行政機關向本部推薦。
務機關 (構) 、團體或
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
五、個人，得由其服務機關
(構) 、團體向本部推
二人以上連署，由地方
薦，或經相關領域之專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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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二人以上連署，
由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向本部推薦。

教育部推薦。
依前項規定推薦或申
請者，應列舉具體事實及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由教育部
審議，必要時得實地查證。
第六條 為審議前條之獎勵與 第八條 為審議第五條之獎勵 一、本條由現行條文第八條及
第八條之補助，本部應聘請
與前條之補助，教育部應聘
第五條第二項整併修正移
學者、專家、有關機關代表
請學者、專家、有關機關代
列。
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審議會
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審議
二、修正條文第一項後段由現
開會審議之；必要時，得實
委員會開會審議之。
行條文第五條第二項後段
地查證。
前項審議委員均為無給
文字移列，並酌作文字修
前項審議會委員均為無
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正。
給職。
或審查費。
三、現行條文第二項但書依前
第五條第二項 依前項規定推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九十三
薦或申請者，應列舉具體事
年六月二十四日局給字第
實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
⃝九三⃝⃝六二八四六號
教育部審議，必要時得實地
函所示，予以刪除。
查證。
第七條 經依前條第一項規定 第六條 經依前條第二項規定 條次變更，並酌作文字修正。
審議通過者，由本部公開表 審議通過者，由教育部公開表
揚，並頒發獎狀或獎牌獎勵 揚，並頒發獎狀或獎牌獎勵
之。
之。
第八條 依前條獎勵之機構、團 第 七 條 經 依 前 條 獎 勵 之 機 一、條次變更。
體及個人，辦理示範展演、研 構、團體及個人，於辦理示範 二、配合本法之修正，增列辦
討、講座、推廣及研習等藝術 展演、研討、講座、推廣及研
理美感教育活動亦得向本
與美感教育活動，得擬訂實施 習等藝術教育活動，得擬訂實
部申請補助，並酌作文字
計畫及經費概算表，於每年一 施計畫及經費概算表，於每年
修正。
月或七月向本部申請補助。
一月或七月向教育部申請補
第九條

助。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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