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力于公平和包容。我们欢迎并鼓励多伦多所有的艺术家都来申请，包括但不 
限于：土著艺术家，有色人种艺术家，聋哑人，残疾或患有精神疾病的艺术家，新
移民和难民艺术家，年轻和初出茅庐的艺术家以及在市中心以外工作的艺术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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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艺术委员会(TAC)  

新移民、公约难民艺术家師徒制#项目

2020 年度申请指南  

申请截至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    
 
 

 
 
 

目的  

多伦多艺术委员会的“新移民、公约难民艺术家師徒制项目”的创建是为了：  

  

• 支持新来者和难民艺术家发展其艺术实践；   

• 支持新移民艺术家和多伦多艺术家的融合和融合  

  
我们将新移民定义为：在加拿大居住不到 7 
年的移民或难民；难民是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现定居在加拿大的人。  
  
该项目为单个的新移民和难民专业*艺术家提供资金，使其在他们选择的艺术学科
中得到辅导（指导）。  
  
项目申请由新移民艺术家提交，导师（指导者）作为共同申请人。申请人和导师都必
须是专业*艺术家。   
  

*专业艺术家指的是：  

• 通过培训和/或实践使得艺术技能有所提高的人；   

• 被在相同的艺术传统（领域）的其他艺术家认可为专业人士；   

• 积极实践他或她的艺术；   

• 为其（艺术）工作寻求酬劳；   

 • 并且具有公开活动的历史记录 

我们最近采用的公平权益框架中，你可以更多地了解有关我们为使 TAC 更易于 

和更具包容性所做的一切。  

接近 



 

  
如果你是新移民或难民艺术家，并且需要帮助以寻找导师或获得翻译服务，请在202
0 年 3 月 31 日之前与项目经理 Rupal Shah 联系：电话：416.392.6802 x209 或电邮: 
rupal@torontoartscouncil.org.  

 
   
师徒制对师生双方均有益处，分别说明如下：1.学生方面：学生可从良师的宝贵经   
验和研究的新发现中学习到知识与技能，发展其潜能，提升学习兴趣，进而投入此  
职业；另外透过学生和老师密切的互动，学生可主动的将见习的经验转化，而建立  
自己的思想结构。  
师徒制的师生关系是一种特殊社会化的过程。学生透过良师的引导发展自己的行为
规范，学习社会人际关系的建立及相处。同时师生之间彼此  
思想交流、情感上的关怀，可建立浓厚的情谊。  
2.导师方面：教学本是一种教学相长的关系。师生可藉由互相讨论，进而诱发对方产生
不同的新观点，提升双方的创  
造力。也就是说，师徒制有利他的行为，但尚有比利他更多的意义，因为在传递知  
识及技能过程中，老师本身亦有所获。 
老师藉由师徒关系，可将其知识、技巧、态度和价值观传递给学生，以促进学生的发
展，在这过程中，老师看到学生的进步  和成功，将可获得相当的满足。 

 

上面的这 2 段注释不在申请指南之中，是 Johnny 
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领悟所做，仅供参考。 

 
 

资助总值  

资助总金额为 10,000 元。   

• 5,000 元直接支付给新移民或难民艺术家  

  

#Johnny对mentorship(第1页)的中文注释(In Chinese, there’re no such concepts like 
mentor or mentorship. So as to enable Chinese artist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 
Johnny is to offer an explanation here from etymological perspective): 
此英文词很难翻译，通常译为师徒制/学徒关系或译为良师益友关系，主要是指良 
师(mentor)与徒弟(mentee)双方建立专业学习的师徒关系；例如技艺训练、学术、科
学家和艺术家的培育方面。就字源探讨，Mentor 
意为教师、监护者及导引者。Mentoring 
本义来自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内《奥德赛》的故事主人翁奥德修斯(Odysseus)的故
事。奥德修斯离开家乡攻打特洛伊城(Troy)之前，把儿子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交托给他
的好友Mentor 教导及照顾。在二十年间忒勒玛科斯得到Mentor 
的指导，后来更借Mentor（有说是雅典娜化身为Mentor）的帮助，成功与父亲一起
解决困难而一家团聚。后来mentoring 便应用于「师徒关系」—
即一个有较有经验的前辈教导及陪伴后进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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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元直接支付给导师。  

资格：新移民或难民艺术家  

• 您必须是专业艺术家（请参阅第 1 页的定义）  

• 您必须居住在多伦多市  

• 您必须在 2013 年 1 月 1 日之后抵达加拿大  
• 您必须是永久加拿大公民居民，已批准的公约难民（即，受保护的人）或正
在申请永久居住权或公民身份的申请。   
• 您必须在 TAC 
的资助网站上注册为个人艺术家： 
https：//tac.smartsimple.ca  
• 本科生没有资格申请此计划。   

• 过去的 TAC 新移民和难民艺术家師徒制项目的成功获得者没有资格申请。   
• 要获得多伦多艺术委员会的资助，您必须有一个社会保险号(Social Insurance 
Number)。   
• 可能会要求您提供文件以确认您有资格获得资助。如果您对资格有任何疑问
，请与计划经理联系。  
• 2013 年 1 月 1 日之前抵达加拿大的人不能申请该计划。   
• TAC 
认识到，由于更广泛的艺术社区内部存在系统性障碍（例如，寻求权益社区的艺术
家在主流社会鲜少有机会），在解释资格标准时需要考虑到同等的专业经验和背景
，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鼓励寻求权益社区的潜在申请人在提交申请之前与计划经
理讨论其资格。  

  

资格：导师艺术家  

• 您必须是专业艺术家（请参阅第 1 页的定义） 

• 您必须居住在多伦多市 
• 您必须是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经批准的公约难民（即，受保护的人）或
具有以下要求的申请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待定。 
• 您必须在截止日期之前在多伦多市居住至少一年，并以专业艺术家或艺术工作者 

的身份在多伦多生活和工作至少一年八个月。邮政信箱地址不能用于满足居住要求。 

• 您只能在每轮资助申请中只被列为一份申请的导师。 
• 导师必须在 TAC Grants 在线 https://tac.smartsimple.ca 
中注册为单独一个艺术家。导师不得使用已经用作某一组织或集体联系人的电子邮
件地址。 

 

项目的计划和期限 

師徒制项目不可以在 2020 年 7 月 1 日之前开始。所有指导活动必须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前完成。 

  



 
 
 

支持材料  

支持材料对于评估过程很重要。  
 

所有申请人都必须提交与此项目相关的近期艺术作品的实例。 
至少一个例子应该来自过去两年。 导师的支持材料不是必须的，但是鼓励提交。   

 
视频/音频：提供指向文件的链接（Vimeo，YouTube 
等）和密码（如果需要）。视频和音频文件的长度不应超过 3 分钟。   

 
图片：（如果需要，）请提供指向上传照片的网站的链接和密码。 
您也可以上传作品的 JPEG 图片。 最多允许 5 张图片。  

 

写作样本：上传 PDF 文件，最多 15 页，双倍行距（double-spaced）。  
 

资助评审小组通常会在每个申请上花费 5 分钟或更短的时间查看支持材料。因此， 
可能无法完整查看作品。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200 MB。  

 
申请人应留出足够的时间将支持材料上传到您的网上申请中，而不要等到提交截止
日期的最后一刻。 

 

申请程序  
申请者必须在提交申请之前与战略项目经理 Rupal Shah 交谈。请联系 Rupal 
安排约会以讨论您的建议书：416.392.6802 x209 或  rupal@torontoartscouncil.org.  

 
申请者必须在 TAC Grants 
Online（https://tac.smartsimple.ca）上注册，并在截止日期的晚上 11:59 
之前提交申请。 TAC 
不接受任何其他交付方式的申请。提交申请后，您将收到一封确认电子邮件。如果您
的垃圾邮件/垃圾邮件文件夹没有进入收件箱，请检查该文件夹。  
  

  
对聋人或残疾人的申请支持：聋人或有残疾并需要支持以完成其资助申请的申请  
人可以申请资金，以支付申请服务提供商的援助费用。每个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在每
个日历年度最多可获得$ 
500。请至少在申请截止日期前六周与您的资助项目经理联系，以确定其资格，请求
申请支持资金以及审查向服务提供商付款的流程。申请支持的请求需要获得资助项
目经理的批准。有关其他信息，请访问 TAC 网站>资助计划>无障碍设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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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过程  
 

申请是通过同行评审过程进行评估的：由经验丰富的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组成的评
审小组决定推荐哪些申请进行资助。提供资金的建议由 TAC 
的理事会批准。选择同行评委是因为他们在多伦多艺术领域具有直接的经验和知识
，并确保 TAC 所确定的股权优先群体的公平代表。  

 
收到的申请会在可以进行比较的情况下进行评估，并根据可资助的资金总额，计划
目标和以下评估标准来决定拨款资助的决定：  

 

• 申请人的艺术价值是什么？   

• 导师是否会支持申请人融入多伦多艺术界？   

• 导师会为申请人提供有意义的经验吗？   

• 导师是否有适当的经验和资格进行指导？   

• 导师工作计划是否切合实际？  
 

资助审查小组将考虑每个申请人的自己界定的艺术目标，地理和艺术环境，可用资
源以及艺术发展阶段。  

 
项目优先标准：该项目将优先考虑因新移民和/或难民而面临发展其艺术实践和融入
多伦多艺术的障碍的艺术家。  

 
权益框架中包括一项权益优先权政策，该政策规定，如果在一个裁决轮次中有多次  
经过平等评估的绩效优异申请，但资助预算中的资金不足以支持所有应得的候选人， 
则由申请者提出的自我认定为归属的申请将优先考虑多伦多艺术委员会的一个优先  
群体，或者优先考虑主要涉及或服务于这些群体的艺术家。  

 
 

结果通知  



 

当申请结果揭晓时，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申请人，并将能够登录到 TAC 
的网上申请（Grants 
Online）接收其结果。申请截止日期后三个月内将收到通知。申请结果不会通过电
话发布。  

 
 

多伦多市的反种族主义、获取和平等的政策  
 

多伦多市要求所有组织和个人均采取不歧视的政策，作为从市里获得拨款资助或其
他支持的条件。所有成功的申请人都必须提交一份签署的认同《反骚扰/歧视立法 
和市政声明》。可以从 TAC 的网站 www.torontoartscouncil.org 
下载相关市政文件的副本：反种族主义、获取和平等政策指南，反仇恨活动政策和
程序以及人权与反骚扰政策和程序。  

 

资助条件  
 

接受资助的申请人必须签署一份详细说明其资助条款和条件的谅解备忘录。当您  
收到资助结果时，将提供谅解备忘录。对于艺术家指导计划，申请人和导师（共同申
请人）均需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上载到 TAC Grants Online 
之前，将不会发放资助支票。资助接受者必须在与获赠资金活动有关的所有材料中
均需包括对 TAC 支持的确认；可在我们的网站上获得资助接受者的 TAC 徽标。资助 
金只能用于申请中概述的目的。对项目性质或范围的重大更改必须立即报告给 
TAC。在这种情况下，TAC  
可能要求全部或部分偿还赠款。项目日期的更改必须报告给您的项目经理。  

 
资助获得者必须在项目结束时提交最终报告。最终报告的截止日期将包含在您的申请结果 
通知中。不提交报告将使申请人失去提交未来 TAC 申请或获得更多资金的资格。TAC 
也可能要求退还资助金。资助接受者必须发送TAC  
信息，告知和其被资助的项目相关的任何公共活动或事件。此信息应邮寄或通过电子邮件发
送给项目经理。 TAC 
同行评估员和员工经常参加客户的表演和活动。除上述一般性资助条件外，TAC  
保留为发放赠款设置条件的权利。与补助金相关的任何特定条件都将包括在您的结果以
及谅解书中。 

 

 

资助金是需要报税的收入  
 

资助金接受人对于收到的 TAC 的资助款项必须保留适当的会计记录。 T4A 表格将由 
TAC 
颁发给资助金接受者和导师，并且应保留用于所得收入税之目的。要获得多伦多艺术
委员会的资助，您必须有一个社会保险号。退还赠款如果资助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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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反赠款的任何条款和条件，则应 TAC 的要求，应[全部或部分]向 TAC 

偿还赠款。 

• 故意在拨款申请中提供虚假信息； 

• 将赠款用于未经TAC  批准的目的； 

• 在其运营中违反《安大略省人权法》的任何规定 

  
 

 

更多信息  
 

有关此项目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多伦多艺术委员会战略项目经理 Rupal Shah 200-
26 Grand Trunk Crescent Toronto, Ontario M5J 3A9 416.392.6802 x209 
rupal@torontoartscouncil.org 如果您是新移民艺术家且需要 
帮助找到导师或需要翻译服务，请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之前联系 Rupal Shah.   

 

附录 A   

2020 年申请表中的示例问题  

1） 艺术家声明：描述您的艺术创作，包括您创作的艺术品种类以及创作原因。包括
您在自己的祖国和加拿大从事艺术创作的经验的详细信息。   

2） 目标：描述您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多伦多所经历过的任何成功和挑战。（你的） 
这个師徒制项目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它将如何支持您作为艺术家的发展？您如 
何看待它将支持您与多伦多的融合？   

 

3） 导师声明：您为什么要指导这位艺术家？您对其艺术创作有什么兴趣？参考您将
获得的指导经验，解释为什么您是这位艺术家的合适导师。   

 

4） 工作计划：描述您将如何和其一起工作，包括指导活动的详细时间表和工作计划
。包括日期，事件位置和活动详细信息。   

 

5） 思考：创建该计划的目的是为您的艺术发展提供支持，并支持您融入多伦多。考
虑到这一点，您希望获得什么结果？通过这种指导，您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 
您如何定义成功的指导经验？  

 
 

另：申请问题中还有以下问题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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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要（总结）: 限在 50 字以内把你计划要做什么 
，用最简单、直接的语言说出来。  

艺术家声明：限在 500 字以内。 

目标：限在 500 字以内。 

导师声明：限在 500 字以内。   

工作计划：限在 500 字以内。   

5）思考：限在 25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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