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域 縣市 公私立 場館名稱 演藝空間名稱 場館官方網站 線上申請系統 室內外空間 舞台形式 主舞台尺寸(m)（寬*深*高） 觀眾席位類型 觀眾席形式  可售票席位  無障礙席位數

110年各縣市可供表演之場館清單與相關資訊
場館資訊 演出技術資料 觀眾席資料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國立臺灣美術館 演講廳 https://event.culture.tw/NTMOFA/portal/Lo
cation/I5201MAction

https://event.culture.tw/NTMOFA
/portal/Location/I5201MAction

室內 六邊形小舞台 6.9*3.1*0.38(正前6.9*正後7.5*前
左2.3*前右2.3*左1.5*右1.5)

固定式 階梯式               240                      6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臺中國家歌劇院 大劇院 https://www.npac-
ntt.org/venuehire/technical https://rent.npac-ntt.org/ 室內 鏡框式舞台 22.4m*19.4m*11-25.5m 固定式 階梯式            2,007                   28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臺中國家歌劇院 中劇院 https://www.npac-
ntt.org/venuehire/technical https://rent.npac-ntt.org/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9m*13.4m*9.17-25.5m 固定式 階梯式               794                   18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臺中國家歌劇院 小劇場 https://www.npac-
ntt.org/venuehire/technical https://rent.npac-ntt.org/ 半開放 其他（表演區可與戶外劇

場相連） 17.7m*14.3m*10.8m 活動式 階梯式               200                      4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臺中國家歌劇院 小劇場及戶外劇場 https://www.npac-
ntt.org/venuehire/technical https://rent.npac-ntt.org/ 半開放 環形劇場 半圓形(8m*5.4m) 固定式 階梯式               500  -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臺中國家歌劇院 空中花園 https://www.npac-
ntt.org/venuehire/technical https://rent.npac-ntt.org/ 戶外 其他（平面空間） - 其他 平面式               600  -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臺中國家歌劇院 廣場 https://www.npac-
ntt.org/venuehire/technical https://rent.npac-ntt.org/ 戶外 其他（平面空間） - 其他 平面式            3,000  -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臺中市圓滿戶外劇場 圓滿戶外劇場 https://fa.culture.taichung.gov.tw/form/ind
ex.asp?Parser=2,6,15 無 戶外 其他（戶外開放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5,991                   20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演奏廳 https://www.huludun.taichung.gov.tw/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4m*14m*26m 固定式 階梯式               828                      8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演藝廳 https://www.tcsac.gov.tw/Service/Applicatio
n

https://www.tcsac.gov.tw/Service
/Reservation

 室內 鏡框式 寬15.42 *深18.81*高23.07 固定式 階梯式               539                      6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屯區藝文中心 演藝廳、實驗劇場、戶外
露天劇場

https://www.ttdac.taichung.gov.tw/VenueSe
rvice

https://www.ttdac.taichung.gov.t
w/u5314944419697593646/n3Ar
ticle

室內、戶外 鏡框式舞台、黑盒子、露天劇場演：16m(W)x12m(D)
實：15m(W)x17m(D)x6(H)

兩者皆有 階梯式            1,150                   10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臺中市中山堂 臺中市中山堂 https://hall.culture.taichung.gov.tw/HallFro
ntend/VenueRental/VenueInfo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6.95*14.89*9.99 固定式 階梯式            1,557                   12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臺中市立圖書館豐原分館 三樓演藝廳
https://www.library.taichung.gov.tw/public/
spaces/index-
1.asp?Parser=99,20,48,466,212,,,,,,2,,,39

https://www.library.taichung.gov.
tw/public/spaces/index-
1.asp?Parser=99,20,48,466,212,,,,,

室內 鏡框式 9.2*5*0.4 固定式 階梯式               196                      2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演奏廳演奏廳舞台 https://www.ntso.gov.tw/informations?uid=
245&pid=1969 無 室內 鏡框式 17*0.63*9 固定式 階梯式               552                      6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 B01表演藝術館 https://tccip.boch.gov.tw/Rent_site
https://tccip.boch.gov.tw/RentPla
za_ApplyForm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1+9)*7.1*0.9 活動式 平面式                   -                    -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 B05衡道堂 https://tccip.boch.gov.tw/Rent_site
https://tccip.boch.gov.tw/RentPla
za_ApplyForm

室內 鏡框式舞台 8.6*4*0.9 固定式 階梯式               116                      1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國立臺灣美術館 演講廳 https://www.ntmofa.gov.tw/
https://event.culture.tw/NTMOFA
/portal/Location/I5201MAction

室內 六邊形小舞台 6.9*3.1*0.38 固定式 階梯式               240                      6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國立中興大學 惠蓀堂 http://oga.nchu.edu.tw/unit-
about5/id/10/mid/75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 固定式 階梯式            4,026                   31

中部 臺中市 公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青永館_匯川堂 http://oga01.ncut.edu.tw/files/11-1049-
4582.php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22.6*15.1*10.8 固定式 階梯式            1,452  -

中部 臺中市 私立 玩劇島 小劇場 https://www.littleplaytaichung.com/#_5 無  室內(室內、戶外、半開放)黑盒子 6*9*2.8 活動式 平面式               180  可配合節目調
整

中部 臺中市 私立 朝陽科技大學 設計大樓禮堂 https://general.cyut.edu.tw/p/412-1004-
1491.php?Lang=zh-tw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747  -

中部 臺中市 私立 靜宜大學 至善樓大禮堂 https://www.pu.edu.tw/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8.65*10.45 固定式 階梯式            1,313  -

中部 苗栗縣 公立 苗栗中正堂 演藝廳 https://www.mlc.gov.tw/form/index.aspx?Pa
rser=2,5,55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6.2*16.6*12(m) 固定式 階梯式               720                      4

中部 苗栗縣 公立 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 演藝廳 https://www.miaobeiac.org/mod/venue/ind
ex.php https://vrent.miaobeiac.org/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7*13.4*23.4 固定式 階梯式            1,090                      4

中部 苗栗縣 公立 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 實驗劇場 https://www.miaobeiac.org/mod/venue/ind
ex.php https://vrent.miaobeiac.org/ 室內 黑盒子 15.4*12.6*7.6 活動式 兩者皆有               200

 可配合節目調
整

中部 苗栗縣 公立 通霄鎮綜合活動中心 展演廳 https://www.tungshiau.gov.tw/News_Conte
nt.aspx?n=5748&s=298357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  -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南北管音樂戲曲館 戶外舞台 https://drama.bocach.gov.tw/cp.aspx?n=41
91 無 戶外 其他（戶外舞台） 200*350*50 固定式 階梯式               100                      3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南北管音樂戲曲館 視聽室 https://drama.bocach.gov.tw/cp.aspx?n=41
91 室內 其他（㇐般室內空間） - 固定式 階梯式                  50                      3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南北管音樂戲曲館 市民集會室 https://drama.bocach.gov.tw/cp.aspx?n=41
91 室內 其他（㇐般室內空間） - 固定式 階梯式                  70                      3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南北管音樂戲曲館 表演廳 https://drama.bocach.gov.tw/cp.aspx?n=41
91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020*450*350 固定式 階梯式               220                      3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員林演藝廳 表演廳 https://performance.bocach.gov.tw/cl.aspx?
n=1050 無 室內 鏡框式 17*13.65*8.9 固定式 階梯式            1,063                   10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員林演藝廳 小劇場 https://performance.bocach.gov.tw/cl.aspx?
n=1050 無 室內 鏡框式 10*7.8*5 固定式 階梯式               252                      4



區域 縣市 公私立 場館名稱 演藝空間名稱 場館官方網站 線上申請系統 室內外空間 舞台形式 主舞台尺寸(m)（寬*深*高） 觀眾席位類型 觀眾席形式  可售票席位  無障礙席位數

110年各縣市可供表演之場館清單與相關資訊
場館資訊 演出技術資料 觀眾席資料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員林演藝廳 戶外劇場 https://performance.bocach.gov.tw/cl.aspx?
n=1050 無 戶外 其他（三面式） 12.7*4.8 固定式 階梯式  依借用單位

規劃
 可配合節目調

整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實驗劇場 https://www.chcsec.gov.tw/informationlist?

uid=156 無 室內 黑盒子 9.6*4.8*0.7 活動式 平面式                   -  可配合節目調
整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彰化縣大城鄉公所演藝廳 演藝廳 https://town.chcg.gov.tw/dacheng/00home
/index8.asp 無 室內 鏡框式 - 活動式 平面式               200                    -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彰化縣二林鎮文化活動中心演藝廳 https://town.chcg.gov.tw/erhlin/00home/in
dex8.asp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830                    -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溪湖藝文館 演藝廳 https://town.chcg.gov.tw/xihu/00home/ind
ex7.asp 無 室內 鏡框式 - 活動式 平面式  -  -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溪湖藝文館 第㇐展覽室 https://town.chcg.gov.tw/xihu/00home/ind
ex7.asp 無 室內 展覽空間 - 其他 其他  -  -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溪湖藝文館 第二展覽室 https://town.chcg.gov.tw/xihu/00home/ind
ex7.asp 無 室內 展覽空間 - 其他 其他  -  -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彰化藝術館 展覽室 http://art.changhua.gov.tw/index.asp 無 室內 展覽空間 - 其他 其他  -  -

中部 彰化縣 公立 埔心鄉演藝廳 演藝廳 http://event.moc.gov.tw/ct.asp?xItem=1554
421&ctNode=730&mp=1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304  -

中部 彰化縣 私立 萍蓬草兒童劇團 小劇場、排練室 https://www.facebook.com/yellowwaterlily 無 室內 黑盒子 約3公尺*3公尺 其他 平面式                  50                    -

中部 南投縣 公立 南投演藝廳 演藝廳 https://www.nthcc.gov.tw/A5_2/rule 無 室內 鏡框式 12.9×10×21 固定式 階梯式               789                      8

中部 南投縣 公立 埔里地方文化館 演藝廳 https://www.nthcc.gov.tw/A8_5/content/22
9 無 室內 鏡框式 16.6*10.4*4.9m 固定式 階梯式               610                      4

中部 南投縣 公立 埔里地方文化館 藝文廣場 https://www.nthcc.gov.tw/A8_5/content/22
9 無 戶外 開放式 舞台12*8*0.9m     草地50*20m 活動式 其他                   -  -

中部 南投縣 公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方型劇場 https://www.doc.ncnu.edu.tw/affairs/index.
php/2012-07-10-07-43-57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460  -

中部 南投縣 公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演藝廳 https://www.doc.ncnu.edu.tw/affairs/index.
php/2012-07-10-07-43-57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430  -

中部 南投縣 公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圓型劇場 https://www.doc.ncnu.edu.tw/affairs/index.
php/2012-07-10-07-43-57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320  -

中部 南投縣 公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小型劇場 https://www.doc.ncnu.edu.tw/affairs/index.
php/2012-07-10-07-43-57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220  -

中部 南投縣 私立 南開科技大學 表演廳 https://aff.nkut.edu.tw/2page3/super_pages
.php?ID=2page301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 固定式 階梯式               420  -

中部 雲林縣 公立 北港文化中心 家湖表演廳 https://www.facebook.com/beigang783299
9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0*15*8.8（m） 固定式 階梯式               361                      6

中部 雲林縣 公立 文化觀光處斗六表演廳 表演廳 https://content.yunlin.gov.tw/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4.8*14*9.25(m) 固定式 階梯式               921                   10

中部 雲林縣 公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音樂廳 https://www.nfu.edu.tw/zh/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538  -

資料來源/文化部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我國提供表演及排練運用之公民營藝文場館使用調查分析」
調查時間/110年5月28日至110年7月30日
相關問題聯繫/文化部藝術發展司陳小姐，電話02-8512-6000 分機6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