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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音樂中心 場地租借管理辦法/使用規則/租借申請表 版本 20211005 

 

 

Cc 音樂中心 場地及設備租借管理辦法及使用規則 

 

◼ 電話洽詢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AM-12:00PM / 1:00PM-6:00PM（若事前需場勘，請先電洽預約） 

◼ 場地開放時間：週一至週日 9:00AM-10:00PM（6:00PM 後需事先預約） 

（如遇颱風、地震等不可抗拒因素，將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或台南市政府之規定休館。） 

一、 場地平面圖： 

 

二、 收費標準： 

◼ 非營業時段（上午 9 點前、晚上 10 點後）租用，屬超時情況者，每小時租金一律加倍計算。  

◼ 以下費用均未含稅。有長期租用需求，請洽工作人員。如有其他優惠同時實施，將以最優惠為計價標準。 

◼ 公司行號借址登記於 Cc 音樂中心者，場地租借均另有優惠，請洽詢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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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房租借 

 一般時段（每小時） 優惠時段（每小時） 

僅使用直立式鋼琴 300 150 

使用其他（打擊）樂器 500 400 

※備註 

1. 琴房租借均以「小時」計費 

2. 琴房租借僅限一人使用，且使用目的僅限於樂器練習。 

3. 原則上，優惠時段為周一至周五 9AM-6PM，本中心將視情況而有所變動。 

4. 若遇琴房或樂器衝突，本中心保留最終解釋及裁決權。 

5. 租借琴房採租金抵用制，每次租借可抵用一定額度之樂器內用租金，但不得延至他次使用。樂器租金以「時

段」計價，每時段為四小時，若該次租借時間總長超過一個時段，亦需支付下一時段之樂器租金。 

6. 若須使用特殊樂器，須事先告知行政人員安排，並須自行搬移，並於該次租用時段後負責歸位。 

7. 有大量琴房需求者，另有優惠方案，請洽工作人員。 

 

重奏室租借收費標準 

一般時段 優惠時段 

每時段 超時每小時 每時段 超時每小時 

1500 450 1200 360 

 

※備註 

1. 租借必須以「時段」為單位 

2. 每一時段分別為 9:00~13:00、13:30~17:30、18:00~22:00，超時則以「超時每小時」計費。 

3. 場地出租不包含任何人力、樂器及其他器材，使用樂器需另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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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練室租借收費標準 

 

一般時段 
優惠時段 

每時段 超時每小時 每時段 超時每小時 

裝拆台、排練、彩排 

（僅限藝文性質活動） 
2500 750 1800 600 

演出、公開講座、 

說明會、招商會等 
4000 1200 3200 1000 

 

※備註 

1. 租借必須以「時段」為單位 

2. 每一時段分別為 9:00~13:00、13:30~17:30、18:00~22:00，超時則以「超時每小時」計費。 

3. 場地出租不包含任何人力，租借方須自備前台、後台等工作人員。 

4. 場地租借不包含樂器及其他器材，使用樂器需另行租借，且須事先告知行政人員安排，並須自行搬移，並於

該次租用時段後負責歸位。 

5. 「裝台、排練、彩排」的租借對象僅限於藝文性質之活動。 

 

演奏廳租借收費標準 

 

 

一般時段 
優惠時段 

每時段 超時每小時 每時段 超時每小時 

裝拆台、排練、彩排 

（僅限藝文性質活動） 
4000 1200 3000 900 

演出、公開講座、 

說明會、招商會等 
6000 1800 4500 1350 

 

※備註 

1. 租借必須以「時段」為單位 

2. 每一時段分別為 9:00~13:00、13:30~17:30、18:00~22:00，超時則以「超時每小時」計費。 

3. 場地出租不包含任何人力，租借方須自備前台、後台等工作人員。 

4. 租借演奏廳可使用平台鋼琴，僅限作藝文演出用途，平台鋼琴皆由本中心定期維護，如需於演出前專門調

音，請於 7 個工作日前告知，並自行支付調音費用，並由本中心指定之調音師進行調音。 

5. 場地租借不包含除平台鋼琴以外之樂器及其他器材，使用其他樂器需另付費。 

6. 「裝台、排練、彩排」的租借對象僅限於藝文性質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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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場地提供設備（請於「附錄一：器材租借申請表」「附錄二：樂器租借申請表」中作填寫） 

1. 本中心可提供之所有樂器及器材項目請見「附錄一：器材租借申請表」及「附錄二：樂器租借申請表」。 

2. 外租本中心之樂器設備，一律使用本中心指定之搬運公司運送，恕不接受自行搬運。 

3. 本中心僅負責提供搬運公司聯絡方式，實際聯繫、報價及付款等程序均須由申請人自行辦理。 

4. 外租樂器、器材於運送過程中所需之拆裝工事，均須由申請人自行處理。 

5. 歸還所租借之樂器、器材時，須由申請人到場，與本中心人員一同進行樂器及器材之清點、測試、以及辦理

押金退還手續，不得轉由他人代為處理。 

6. 申請人所租借之樂器、器材必須以原狀返還。若未能回復原狀，本次押金將不予退還，且本中心得酌情向申

請人要求損害賠償。 

7. 本中心所提供之平台鋼琴僅供演出相關活動使用，不接受其他用途申請。 

8. 承上，該平台鋼琴由本中心定期調音維護，若需於活動前專門調音，須於活動日之 15 個工作日前提出申

請，並由申請人支付調音以及場租費用，由本中心指定之調音師負責調音。相關申請須詳細填寫於「器材租

借申請表」。 

9. 平台鋼琴僅供常規演奏使用，如需變更、觸碰鋼琴內部之結構，或演奏預置鋼琴曲目，須事先向本中心申

請。若演出後需要調音回復，相關費用由申請人支付。 

10. 本中心提供之平台及直立式鋼琴上方，不得放置任何物品。 

11. 租借琴房者，如需租用樂器以外之其他器材，需另外收費，請洽工作人員。  

12. 租借重奏室、排練室或演奏廳（非藝文性質活動）者，如需租用本中心所提供之樂器或器材，需另外收費，

請洽工作人員。 

13. 租借演奏廳進行藝文演出者，如需租用除平台鋼琴以外之其他樂器或器材，需另外收費，請洽工作人員。 

14. 活動期間所需之設備器材限由本中心提供，如因性質需使用特殊設備，申請人得自行攜入，但應於簽約前告

知並取得許可。 

四、 保險 

1. 申請方應至少為演出人員以及工作人員於承租期間，加保公共意外險或旅遊平安險，且最晚須於活動日之 15

個工作日前繳交保單影本供 Cc 音樂中心備查。若未加保保險，Cc 音樂中心得無條件取消活動，已付租金將

全額沒收。 

2. Cc 音樂中心已保有公共意外險，但若申請方計畫舉辦較大型活動，建議申請方自行承保完整公共意外險（包

含觀眾、演出人員、工作人員）。 

3. 因使用租賃標的所發生之任何意外事故，本中心均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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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場地租借申請流程及承租須知： 

◼ 如有其他客戶對同個檔期及空間亦有需求，將以完成申請之先後順序決定承租權。針對此項，Cc 音樂中心 

保有最終裁決權。 

 

六、 付款方式： 

場地之「預約訂金」、「租金費用（含超時或續租費）」皆得以「現金」或「匯款」方式繳納。  

◎ 戶名：拓荒者音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銀行：合作金庫銀行 南永康分行 (銀行代碼：006) 

◎ 帳號：5713-717-230005 

  

洽 詢 檔 期

場地租借採預約制，申請人至少須於租用日

前七天預約。

＊申請人可先向本中心洽詢檔期，確認欲承

租之場地及時段。

＊如需於租用日前七天之內臨時租借場地，

請盡速聯繫本中心工作人員以便進一步確認

細節。

填寫場地及器材租借申請表

申請人於詳細閱讀本管理辦法之後，

確實填寫「Cc音樂中心場地及器材租借申

請表」。

接獲申請，排定檔期

本中心收到租借申請表後，會主動聯繫申請

人，並同時確認場地檔期、租金及租用細節。

繳 交 場 租 及 押 金

申請人須於排定檔期7個工作日內，檔期開始

之前，繳清場地租金及押金。

完成簽約

申請人得於排定檔期後，活動日之前，於

Cc音樂中心進行簽約。

繳保單影本

申請人最晚須於活動日之15個工作日前繳交

公共意外險或旅遊平安險之保單影本。

演出前，器材點測

申請人須於指定時間抵達Cc音樂中心，與工

作人員進行設備器材清點及測試。

琴房：租用時間前十分鐘

重奏室/排練室/演奏廳：租用時間前半小時

續 租 / 超 時

如場地使用超時或申請人臨時決定延

長租用時間，經工作人員確認並雙方

同意後，得更改租賃合約內容。

＊新產生之追加場地費將從押金中

扣除

退 租 程 序

於承租時段結束前，申請人須準時

完成撤場及場地復原清潔，並由場

地方工作人員檢查完成後，方可辦

理退租手續。

結案

本中心將於演出後7個工作日內完

成結案並退還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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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場地預約取消與變更：  

1. 申請方之活動因故取消、改期或調整內容，而有解除合約、變動租用範圍或檔期之必要時，取消事宜最遲應

於原訂活動日期之 45 個工作日前以書面通知本中心；改期、延期事宜則最遲應於原訂活動日期之 15 個工

作日前以書面通知本中心。 

2. 延期期限限於半年內，以㇠次為限。若新時段價格不同，不接受退差價事宜，且需補足價差之租金。經變動

後日期不可取消或延期，若取消或延期，已付租金將全額沒收。 

3. 申請方在租借日前 45 個工作日取消，已繳交租金全額無息退還；而在租借日前 15～45 個工作日期間，只

可延期㇠次，不得作取消，若取消則已付租金全額沒收；租借日前 15 個工作日內，恕不接受取消或檔期異

動，否則已付租金全額沒收。前開時限計算，皆以申請方書面通知到達本中心日期為準。 

4. 如遇不可抗力之緊急狀況因素，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如天災、戰爭等，因而導致場地之使用取

消或變更，申請方得與場地方重議檔期。其場租及場地使用權利得以延後使用，延期之期限限於狀況解除後

半年內。如因此解約，場地方將無息退還相關已繳費用。  

5. 如活動日期遭遇颱風來臨，場地方將依行政院人事局公佈之「台南市停班停課標準」決定是否休館，申請方

可選擇退還訂金或擇期舉行。  

6. 如遇退款情況（退還押金除外），匯款轉帳手續費由申請人自行吸收，本中心將於退回款項中直接扣除 

手續費。 

 

七、 場地使用規範（務必詳讀）：  

1. 未經場地方確認並同意之情況下，申請方不可擅自變更租用目的，亦不可將租用範圍作轉租、分租或轉借與

第三人，或是擅將本中心列為活動之主、協辦或贊助單位。若違反以上規定，本中心得不經催告立即終止合

約，申請方不得請求退還已繳付之租金及費用。 

2. 本場地室內全面禁止吸菸、嚼食檳榔及口香糖，亦禁止攜帶違禁品、易燃或易爆物等危險物品及寵物入內。 

3. 為維護場地整潔，本中心出租之琴房、排練室及演奏廳內原則上禁止用餐（僅開放礦泉水且須裝在有蓋、可

拴緊之容器內）。 

4. 倘申請方於本次活動中確有提供飲食之需要，須事先告知本中心工作人員並取得許可，且務必於撤場時將場

地回復原狀。 

5. 若節目安排有獻花時間，務必將花束中的水倒乾，且離場時記得將花束帶走。 

6. 本場地所有區域禁止使用亮粉、亮片等各式細小且難以清除之裝飾材料，若使用且不聽勸告者，工作人員得

以立即中止合約，申請方不得請求退還已繳付之租金及費用。 

7. 倘申請方或與會人員因使用不當造成木質地板或地毯污損，將視毀損情況酌收場地清潔費用。  

8. 申請方須自行約束工作人員及與會人員，不得在未經場地方同意之情況下於場內飲食，亦不得擅自碰觸、使

用或搬動未申請租借之樂器。 

9. 申請方在使用本場地及相關設備器材時，應善盡妥善使用、維護及保管之責任。若因申請方（含使用人及承

包商）或與會人員故意或過失，而造成租賃標的之損壞，申請方及行為人應負連帶責任，本場地保留法律追

訴權。 

10. 場地佈置、現場物品借用及搬動皆須事先徵得本中心同意，使用完畢應負責回復原狀或返還。 

11. 若需要在租用空間及公共區域之牆面張貼海報及擺放文宣物品，請向本中心工作人員洽詢並張貼於指定位

置。嚴禁在未告知工作人員之情況下，自行在建物表面進行任何黏貼、塗寫、釘掛之動作。若因此造成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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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損，租借單位應負責恢復原狀或照價十倍賠償。 

12. 申請方所有佈置應限於租用範圍及本中心指定之公共區域內，不得妨礙其他場地使用人之權利，並禁止於本

中心公共區域散發非關本次活動之宣傳品及進行促銷活動。如申請方舉辦之活動有進行交易行為之需求，務

必事先向本中心申請。 

13. 申請方各類物品之搬運以及人員之進出，應以本中心大門進出為主；如需使用地下停車場、後門或客梯， 

請與本中心工作人員接洽。 

14. 請自行保管攜入之物品，本中心恕不負任何保管及賠償責任。 

15. 各場地活動進行之音量不得妨礙其他場地之進行，如違反規定不聽勸阻，本中心有權切斷場地之電力、 

燈光、空調及視聽系統，立即終止活動之進行，所繳費用概不退還。 

16. 申請方在租用場地期間，負有維持會場秩序與保障與會人員安全之責任。任何施工或活動進行中造成之公共

災害、財物損失與人員傷亡，概由申請方自行負損害賠償責任。 

17. 在場地租用時間內，申請方若因債務或私人糾紛等爭議，致使他人至本中心進行抗議或鬧事，且申請方無法

立即有效進行狀況排除，本中心有權終止活動之進行，所繳費用概不退還。 

18. 申請方辦理之活動內容，不得有詐欺、違反公平交易法、侵犯他人著作權或違反相關法令之情事，否則申請

方應自負其法律責任，概與本中心無涉。 

19. 本場地禁止舉行違反善良風俗之活動，使用期間如有孳生事端、爭訟，申請方應維護本中心免受控告、索賠

等。若因申請方辦理之活動內容違反相關法令，而使本中心涉及訴訟或受到其他損害，概由申請方賠償本中

心所發生之一切損失，包括但不限於支出之賠償、訴訟或律師費用等。 

20. 場地使用若超過電力限制，申請方需自備發電機。未經場地方同意不得裝置耗電量大之電器設備，若有違反

造成場地方任何損失，申請方須全權負責善後及賠償。 

21. 場地租金內含空調、一般照明及基本水電所須費用，但不包含申請方租用範圍內之清潔，及活動前後佈置或

清理會場所遺留大宗廢棄物之清除費用。 

22. 如經本中心通知申請方清理後，仍未能清除其遺留之物品及廢棄物，本中心有權代為處理並酌收場地清潔費

並追究損失。 

23. 申請方於承租時段結束前，須準時完成撤場及場地復原清潔（請務必恢復活動開始前之原貌），並由場地方

工作人員檢查完成後，方可辦理退租手續。若申請方於租用時間內未完成場地復原清潔，本中心得以保留繼

續加計場地逾時費用之權。 

24. 場地逾時費用依照本中心「場地租借收費標準」計算，逾時 30 分鐘內將加收場地每小時租金的 1/2，逾時

30~60 分鐘將加收該場地一小時租金，以此類推。如未能於本中心閉館（晚間 10 點）前完成場復離場，每

小時租金加倍計費。 

25. 為考量本中心人員及設備之安全性，出租空間及走道設置有監控系統，畫面僅提供本中心監控人員進出， 

絕不外流。如需調閱監視畫面請向本中心申請，對此本中心保有最終裁決權。 

26. 演出地點請以「Cc 音樂中心」標示，也請留意本館名稱首字須使用大寫「C」。 

27. 關於本管理辦法，本中心保有隨時修改之權利。  

28. 本中心租借管理法自 2020 年 12 月 17 日起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