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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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售票席位數  無障礙席位數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中正紀念堂 演藝廳 https://www.cksmh.gov.tw/content_183.htm
l

https://event.culture.tw/CKSMH/
portal/Location/I5201MAction!d
etail?keys=2018

室內 鏡框式 15*6*0.86m 固定式 階梯式                    392                          5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家兩廳院 國家戲劇院 https://www-admin-prod.npac-
ntch.org/guest/arena/renting_info/NT https://vfms.npac-ntch.org/login 室內 鏡框式 16m *14.2m * 22.15m 固定式 階梯式                 1,498                        11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家兩廳院 國家音樂廳 https://www-admin-prod.npac-
ntch.org/guest/arena/renting_info/CH https://vfms.npac-ntch.org/login 室內 鏡框式

寬：(前緣)22.2m、(後緣)15.6m
深：13.25m
高：(前緣)14.4m、(後緣)11.1m

固定式 階梯式                 2,022                        14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家兩廳院 實驗劇場 https://www-admin-prod.npac-
ntch.org/guest/arena/renting_info/ET https://vfms.npac-ntch.org/login 室內 黑盒子

單面式：13.2m * 8m * 6.1m
三面式：8.5m * 9m * 6.1m
環繞式：9m * 7.5m *6.1m

活動式 階梯式  140-242                          3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家兩廳院 演奏廳 https://www-admin-prod.npac-
ntch.org/guest/arena/renting_info/RH https://vfms.npac-ntch.org/login 室內 鏡框式 12.5m * 4.7m * 7.5m

(含樓梯) 固定式 階梯式                    354                          4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家兩廳院 藝文廣場 https://www-admin-prod.npac-
ntch.org/guest/arena/renting_info/plaza https://vfms.npac-ntch.org/login 戶外 其他（無固定式舞台） - 其他 其他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家兩廳院 小廣場 https://www-admin-prod.npac-
ntch.org/guest/arena/renting_info/others https://vfms.npac-ntch.org/login 戶外 其他（無固定式舞台） - 其他 其他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家兩廳院 戲劇院生活廣場 https://www-admin-prod.npac-
ntch.org/guest/arena/renting_info/others https://vfms.npac-ntch.org/login 戶外 其他（無固定式舞台） - 其他 其他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家兩廳院 音樂廳生活廣場 https://www-admin-prod.npac-
ntch.org/guest/arena/renting_info/others https://vfms.npac-ntch.org/login 戶外 其他（無固定式舞台） - 其他 其他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灣戲曲中心 大表演廳 https://tttc.ncfta.gov.tw/home/zh-
tw/ApplyPlace/169 無 室內 鏡框式 2482cm(W) × 1510cm(D) ×

2680cm(H) 固定式 階梯式                 1,009                        10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灣戲曲中心 小表演廳 https://tttc.ncfta.gov.tw/home/zh-
tw/ApplyPlace/170 無 室內 黑盒子 1910cm(W) × 2115cm(D) ×

847cm(H) 活動式 依借用單位規劃                    243                          3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灣戲曲中心 多功能廳 https://tttc.ncfta.gov.tw/home/zh-
tw/ApplyPlace/166 無 室內 黑盒子 1779cm(W) × 2222cm(D) ×

640cm(H) 活動式 依借用單位規劃                    214                          3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灣戲曲中心 小舞台 https://tttc.ncfta.gov.tw/home/zh-
tw/ApplyPlace/167 無 室內 鏡框式

1260cm(W) × 652cm(D) ×
515cm(H)，
舞台高度 85cm。

活動式 依借用單位規劃                    140                          3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灣戲曲中心 視聽室 https://tttc.ncfta.gov.tw/home/zh-
tw/ApplyPlace/163 無 室內 黑盒子

1.空臺：
   1367cm(W) × 1026cm(D) ×
450cm(H)。
2.組合式平臺：
   732cm(W) × 368cm(D) ×
30cm(H)。

活動式 依借用單位規劃                    108                          2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灣戲曲中心 展示室 https://tttc.ncfta.gov.tw/home/zh-
tw/ApplyPlace/184 無 室內 黑盒子 1430cm(W) × 900cm(D) ×

315cm(H)。 活動式 依借用單位規劃                      56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灣戲曲中心 工作坊 https://tttc.ncfta.gov.tw/home/zh-
tw/ApplyPlace/183 無 室內 黑盒子 909cm(W) × 870cm(D) ×

320cm(H)。 活動式 依借用單位規劃                      30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父紀念館 大會堂 https://www.yatsen.gov.tw/content_106.ht
ml 無 室內 鏡框式 18.4*11.8*8.1 固定式 階梯式                 2,000                        20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館 戶外廣場 https://www.ntm.gov.tw/content_271.html 無 戶外 無 - 活動式 其他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館 小白宮展演廳 https://www.ntm.gov.tw/content_271.html 無 室內 鏡框式 8.85*2.5*0.3 活動式 平面式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水源劇場 水源劇場(主劇場) https://culture.gov.taipei/cp.aspx?n=50E128
56E54EF895

https://service.gov.taipei/rental/
VenueDetail/cd17bbfa7e23 室內 其他（黑盒子，配合使用

需求可單面台或三面台）

三面台尺寸14.88m(寬)*16.53 m
(深)*5.75m(高)、
單面台尺寸20.2 m (寬)*16.53 m
(深)*5.75m(高)

活動式 階梯式                    500  2~4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城市舞台 城市舞台 https://www.tapo.gov.taipei/Content_List.as
px?n=285BE042C5BA434D

https://service.gov.taipei/rental/
VenueDetail/e3a42f086c20 室內 鏡框式  20.76m(寬)* 24.4m (深) *

12.5m(高) 固定式 階梯式                 1,002                          4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親子劇場 親子劇場 https://service.gov.taipei/rental/VenueDetai
l/879858b4530a

https://service.gov.taipei/rental/
VenueDetail/879858b4530a 室內 鏡框式 14.24m(寬)*10.52m

(深)*17.10m(高) 固定式 階梯式                    903  可配合節目調整
，至多10個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文山劇場 文山劇場 https://www.tapo.gov.taipei/Content_List.as
px?n=3DB9A7B762AA8384

https://service.gov.taipei/rental/
VenueDetail/1ec7fe1bc4f1 室內 鏡框式 9.78m(寬)*8.66m(深)*4.19m(高) 固定式 階梯式                    24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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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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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售票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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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大稻埕戲苑 大稻埕戲苑9樓劇場 https://www.tapo.gov.taipei/Content_List.as
px?n=50B87A84DBDCFB6E

https://service.gov.taipei/rental/
VenueDetail/99828c0cd3ec 室內 鏡框式

舞臺鏡框：寬16.91米/高4.2米
主舞臺：寬25.96米/深9.7米/高
4.78米

固定式 階梯式                    506                          6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大稻埕戲苑 大稻埕戲苑8樓曲藝場 https://www.tapo.gov.taipei/Content_List.as
px?n=50B87A84DBDCFB6E

https://service.gov.taipei/rental/
VenueDetail/775b912f8ee8 室內 鏡框式

鏡框尺寸：W585/H220cm
舞台尺寸：W585/D630/H220cm
(紅幕內舞台區域:
W400/D510/H220cm ) 

活動式 平面式  100~120  可配合節目調整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北市中山堂 中正廳
https://www.zsh.gov.taipei/News_Content.a
spx?n=8AFBC5EC0D9730C9&sms=F3DDAC
8053EDC76A&s=AD0F06BC1A58CF29

https://service.gov.taipei/rental/
VenueDetail/3c74948b7812 室內 鏡框式 16m(寬)*13.41m (深)*10m (高) 固定式 階梯式                 1,122                        30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北市中山堂 光復廳
https://www.zsh.gov.taipei/News_Content.a
spx?n=8AFBC5EC0D9730C9&sms=F3DDAC
8053EDC76A&s=AD0F06BC1A58CF29

https://service.gov.taipei/rental/
VenueDetail/35d6f9eeac75 室內 本場地為室內空地，由租

借團隊自行搭設舞台。
- 活動式 平面式                    400  可配合節目調整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北市中山堂 廣場
https://www.zsh.gov.taipei/News_Content.a
spx?n=8AFBC5EC0D9730C9&sms=F3DDAC
8053EDC76A&s=AD0F06BC1A58CF29

https://service.gov.taipei/rental/
VenueDetail/54999e365294 戶外 本場地為戶外空地，由租

借團隊自行搭設舞台。
- 活動式 平面式                    400  可配合節目調整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北國際藝術村 幽竹廳 https://www.artistvillage.org/rent.php 無 室內 鏡框式 - 活動式 平面式                      70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西門紅樓 二樓劇場 https://www.redhouse.taipei/venue_rental.a
spx?id=9

https://www.redhouse.taipei/ven
ue_rental.aspx?id=9 室內 鏡框式 16.48*4.5 活動式 平面式                    240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水源劇場 水源劇場 演藝(奏)廳
https://www.facebook.com/%E6%B0%B4%E
6%BA%90%E5%8A%87%E5%A0%B4-
487517474614335/

無 室內 鏡框式 14.8*16.5*5.6 固定式 階梯式                    500                          8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光劇場（台灣戲院演藝
中心）

演藝中心 https://tttc.ncfta.gov.tw/home/zh-
tw/GuoGuang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570                          3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牯嶺街小劇場 實驗劇場 http://www.glt.org.tw/?page_id=9 無 室內 黑盒子 14.25*6.78*3.53 活動式 階梯式                      72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牯嶺街小劇場 藝文空間 http://www.glt.org.tw/?page_id=9 無 室內 白盒子 空間尺寸：約10.9（L）× 5.4 （
W） 活動式 平面式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表演廳 https://tmc.taipei/hire/hire-hall/
https://musiccenter.taipei/leases
ystem?uid=27 室內 鏡框式 35*20.37*20 固定式 階梯式                 3,134                        21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東3B烏梅劇院 https://www.huashan1914.com/w/huashan1
914/AppPlaceInfo?pid=21 無 室內 其他 - 活動式 階梯式                    230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中3館 2F 拱廳 https://www.huashan1914.com/w/huashan1
914/AppPlaceInfo?pid=20 無 室內 其他 - 活動式 平面式                    120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1號倉庫

https://www.songshanculturalpark.org/rent
aldetail.aspx?kind=%E5%A0%B4%E5%9C%
B0%E4%BB%8B%E7%B4%B9&type=%E5%A
E%A4%E5%85%A7&ID=11cec1e5-b1cf-
4bfb-af87-d7a2c69fd275

無 室內 其他 - 活動式 其他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2號倉庫

https://www.songshanculturalpark.org/rent
aldetail.aspx?kind=%E5%A0%B4%E5%9C%
B0%E4%BB%8B%E7%B4%B9&type=%E5%A
E%A4%E5%85%A7&ID=08f2fc7b-0bba-
4b23-86a2-fe4bfbfd1db6

無 室內 其他 - 活動式 其他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3號倉庫

https://www.songshanculturalpark.org/rent
aldetail.aspx?kind=%E5%A0%B4%E5%9C%
B0%E4%BB%8B%E7%B4%B9&type=%E5%A
E%A4%E5%85%A7&ID=08f2fc7b-0bba-
4b23-86a2-fe4bfbfd1db6

無 室內 其他 - 活動式 其他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4號倉庫

https://www.songshanculturalpark.org/rent
aldetail.aspx?kind=%E5%A0%B4%E5%9C%
B0%E4%BB%8B%E7%B4%B9&type=%E5%A
E%A4%E5%85%A7&ID=11cec1e5-b1cf-
4bfb-af87-d7a2c69fd275

無 室內 其他 - 活動式 其他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5號倉庫

https://www.songshanculturalpark.org/rent
aldetail.aspx?kind=%E5%A0%B4%E5%9C%
B0%E4%BB%8B%E7%B4%B9&type=%E5%A
E%A4%E5%85%A7&ID=11cec1e5-b1cf-
4bfb-af87-d7a2c69fd275

無 室內 其他 - 活動式 其他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多功能展演廳

https://www.songshanculturalpark.org/rent
aldetail.aspx?kind=%E5%A0%B4%E5%9C%
B0%E4%BB%8B%E7%B4%B9&type=%E5%A
E%A4%E5%85%A7&ID=0dfe1130-c65a-
42ac-8506-266b21b613f5

無 室內 其他 - 活動式 其他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廳
http://1www.tnua.edu.tw/~TNUA_PER/prop
erty/super_pages.php?ID=property5&Sn=3
0

無 室內 鏡框式 16.3*9.3*0.82 固定式 階梯式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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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售票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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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戲劇廳
http://1www.tnua.edu.tw/~TNUA_PER/prop
erty/super_pages.php?ID=property5&Sn=3
0

無 室內 鏡框式

主舞台：13.8*10.3
舞台鏡框：
最大開口：寬1380cm(W) x 高
770cm(H)
最小開口：寬960cm(W) x 高
770cm(H)

活動式 階梯式                    362                          2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舞蹈廳
http://1www.tnua.edu.tw/~TNUA_PER/prop
erty/super_pages.php?ID=property5&Sn=3
0

無 室內 鏡框式 15*12.95*0.8 固定式 階梯式                    344                          2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臺灣大學 雅頌坊 https://arts.ntu.edu.tw/Rental.aspx?ID=483c
3d13-2434-46b1-8e4a-20217b076916 無 室內 鏡框式 7.95*6.4*7.5 活動式 平面式                      80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臺灣大學 小福廣場

https://ga.ntu.edu.tw/general/main_ch/doc
Detail/1509/323/353/%e6%a0%a1%e7%b8
%bd%e5%8d%80%e5%8f%8a%e6%b0%b4
%e6%ba%90%e6%a0%a1%e5%8d%80%e6
%88%b6%e5%a4%96%e5%a0%b4%e5%9c
%b0%e7%a7%9f%e5%80%9f

無 室外 - 其他 其他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臺灣大學 醉月湖草坪

https://ga.ntu.edu.tw/general/main_ch/doc
Detail/1509/323/353/%e6%a0%a1%e7%b8
%bd%e5%8d%80%e5%8f%8a%e6%b0%b4
%e6%ba%90%e6%a0%a1%e5%8d%80%e6
%88%b6%e5%a4%96%e5%a0%b4%e5%9c
%b0%e7%a7%9f%e5%80%9f

無 室外 - 其他 其他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臺灣大學 鳴廣場

https://ga.ntu.edu.tw/general/main_ch/doc
Detail/1509/323/353/%e6%a0%a1%e7%b8
%bd%e5%8d%80%e5%8f%8a%e6%b0%b4
%e6%ba%90%e6%a0%a1%e5%8d%80%e6
%88%b6%e5%a4%96%e5%a0%b4%e5%9c
%b0%e7%a7%9f%e5%80%9f

無 室外 - 其他 其他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內湖校
區

中正堂 http://b008.tcpa.edu.tw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304                          2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內湖校
區

中興堂 http://b008.tcpa.edu.tw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192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原
Y17)

演藝廳
https://www.tcyd.gov.taipei/News_Content.
aspx?n=2B0794FA1EA82F98&sms=113DCB
1E865A3C0C&s=6AB007140DAB8991

https://service.gov.taipei/rental/
VenueDetail/6538ade684ad 室內 鏡框式 26*14

挑高7米 固定式 階梯式                    410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原
Y17)

流行廣場
https://www.tcyd.gov.taipei/News_Content.
aspx?n=2B0794FA1EA82F98&sms=113DCB
1E865A3C0C&s=5FA1F041687280CB

https://service.gov.taipei/rental/
VenueDetail/f21793d821ec 室內 其他 - 活動式 平面式                    200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原
Y17)

國際會議廳
https://www.tcyd.gov.taipei/News_Content.
aspx?n=2B0794FA1EA82F98&sms=113DCB
1E865A3C0C&s=778E4E2CFC9A626D

https://service.gov.taipei/rental/
VenueDetail/590c4c67dc20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305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北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戲劇廳 https://gpwd.mnd.gov.tw/Publish.aspx?cnid
=153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801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臺北小巨蛋 主場館 https://www.arena.taipei/cp.aspx?n=D520B
DCC74E6A679 無 室內 其他 - 活動式 階梯式              12,477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永安藝文館─表演36房 房頂小劇場 https://pas36.tw/rent.html 無 室內 黑盒子 - 其他 平面式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大禮堂 https://gss.ym.edu.tw/files/90-1220-10.php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1,025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表演廳 https://gss.ym.edu.tw/files/90-1220-10.php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205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第㇐會議室 https://gss.ym.edu.tw/files/90-1220-10.php 無 室內 其他 - 固定式 平面式                      93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第二會議室 https://gss.ym.edu.tw/files/90-1220-10.php 無 室內 其他 - 固定式 平面式                      66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第三會議室 https://gss.ym.edu.tw/files/90-1220-10.php 無 室內 其他 - 固定式 平面式                    141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多功能室 https://gss.ym.edu.tw/files/90-1220-10.php 無 室內 其他 - 固定式 平面式                      50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展示場 https://gss.ym.edu.tw/files/90-1220-10.php 無 室內 其他 - 其他 平面式  -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人良閣 https://gss.ym.edu.tw/files/90-1220-10.php 無 室內 其他 - 固定式 平面式                      36  -

北部 臺北市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膺才廳 https://gss.ym.edu.tw/files/90-1220-10.php 無 室內 其他 - 固定式 平面式                    140  -

北部 臺北市 私立 臺北巴赫廳 巴赫廳 https://www.yinqi.org/home/Content/?Seria
lNo=16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121                          2

北部 臺北市 私立 臺北戲棚(士敏廳) 士敏廳 https://www.taipeieye.com/tw/aboutbuildin
g/ 無 室內 鏡框式 12*7.5 活動式 階梯式                    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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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售票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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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 臺北市 私立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傳賢堂 https://web-
ch.scu.edu.tw/custody/album/9509 無 室內 鏡框式 28.06*10*14.75 固定式 階梯式                    889                          4

北部 臺北市 私立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哲英廳 https://web-
ch.scu.edu.tw/custody/album/9509 無 室內 鏡框式 10.9*4.8*5.2 固定式 階梯式                    120  -

北部 臺北市 私立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舜文廳 https://web-
ch.scu.edu.tw/custody/album/9509 無 室內 鏡框式 - 活動式 平面式                    200  -

北部 臺北市 私立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松怡廳 https://web-
ch.scu.edu.tw/custody/album/9509 無 室內 鏡框式 17.5*9*13 固定式 階梯式                    471  -

北部 臺北市 私立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建國
本部

表演廳 https://apa.sce.pccu.edu.tw/booking?b=1&r
=03 無 室內 鏡框式 6.1-8.8*4.88*3 固定式 階梯式                    132  -

北部 臺北市 私立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大會堂 https://www.ticc.com.tw/main_ch/confDetai
l.aspx?confid=F301&uid=136&pid=127 無 室內 其他 - 固定式 階梯式                 3,122  -

北部 臺北市 私立 中影八德大樓演講廳 演講廳 http://www.movie.com.tw/rent 無 室內 鏡框式 12*4.8*5 固定式 階梯式                    525  -

北部 臺北市 私立 十方樂集音樂劇場 音樂劇場（大廳） https://www.musforum.com.tw/rent
https://www.spaceadvisor.com/p
rogram/venue-rental/price-830/ 室內 鏡框式 6.7*5.2*4.6 活動式 兩者皆有                    108                         -

北部 臺北市 私立 十方樂集音樂劇場 瑪多廳（小廳） https://www.musforum.com.tw/rent
https://www.spaceadvisor.com/p
rogram/venue-rental/price-830/ 室內 鏡框式 - 活動式 平面式                      40                         -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林本源園邸

汲古書屋及方鑑齋（含戲
臺)、來青閣（含開軒㇐
笑及左、右小院）及香玉
簃、定靜堂及月波水榭
、舖石廣場

https://www.linfamily.ntpc.gov.tw/xmdoc?xs
msid=0G245391034441151287 無 室內及戶外 無 - 活動式 平面式                       -                         -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淡水分館 演藝廳
https://info.library.ntpc.gov.tw/branch/open
cms/branch/5b4f48a9-6dcb-11e6-b683-
d9bee69fc8a0/

無 室內 鏡框式 ⾧12.76m * 深6.5m * 高4.4m 固定式 階梯式                    302                          4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土城分館 演講廳
https://info.library.ntpc.gov.tw/branch/open
cms/branch/aaae5cd6-69cb-11e6-b683-
d9bee69fc8a0/

無 室內 鏡框式 ⾧10m * 深) 7m * 高 4m 固定式 平面式                    288                          4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三重分館 演講廳
https://info.library.ntpc.gov.tw/branch/open
cms/branch/d6874322-69d8-11e6-b683-
d9bee69fc8a0/

無 室內 鏡框式 寛13.34m*深6.64m*高3m 固定式 兩者皆有                    544                          4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三重東區分館 演講廳
https://info.library.ntpc.gov.tw/branch/open
cms/branch/c31abbf8-69cd-11e6-b683-
d9bee69fc8a0/

無 室內 鏡框式 (8.18*0.17*0.79)m 固定式 階梯式                    151                          2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永和民權分館  B1 演講廳
https://info.library.ntpc.gov.tw/branch/open
cms/branch/da8dcc11-69e2-11e6-b683-
d9bee69fc8a0/

無 室內 鏡框式 寬9.6m*深4.5m*高2.6m 固定式 階梯式                    194                          3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新北市青少年圖書館 演講廳
https://info.library.ntpc.gov.tw/branch/open
cms/branch/6a5191cb-6e92-11e6-b683-
d9bee69fc8a0/

無 室內 鏡框式 (9.04*7.4*2.94)m 固定式 其他                    107                          4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新北市藝文中心 演藝廳 https://www.artcenter.ntpc.gov.tw/submenu
?usein=2&psid=0G270719765908368005 無 室內 鏡框式 14*15.2*20m 固定式 階梯式                    737                          8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新北市藝文中心 演奏廳 https://www.artcenter.ntpc.gov.tw/submenu
?usein=2&psid=0J241603090924409058 無 室內 其他（單面式舞臺） 9.9*5.2*4m 固定式 階梯式                    117                          2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演藝廳 https://www.xzcac.ntpc.gov.tw/submenu?us
ein=2&psid=0G286667849804299397 無 室內 鏡框式

鏡 框：高 7.8 × 寬 17.3m
舞台面：深 17.5 × 寬17.8m
表演區：深9.75 × 寬14.2m

固定式 階梯式                    627                          8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樹林藝文中心 演藝廳
https://www.culture.ntpc.gov.tw/shulin_artc
enter_chi/submenu?usein=2&psid=0J0805
29653982096009

無 室內 黑盒子 21*11*8m 活動式 階梯式                    494                          6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昇平戲院 昇平戲院 https://www.gep.ntpc.gov.tw/submenu?usei
n=5&psid=0G315469176515691444 無 室內 鏡框式 寬9.11m*深5.72m*高4m 活動式 平面式                    198                         -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鶯歌陶瓷博物館 鶯歌陶瓷博物館 https://www.ceramics.ntpc.gov.tw/ 無 室內 無 寛10.5m*深4m*高3m 固定式 階梯式                    123                          2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枋橋大劇院 枋橋大劇院
https://www.435.culture.ntpc.gov.tw/xmdoc
/cont?xsmsid=0I214581098901208901&sid
=0I214588022206281209

無 室內、半開放 ㇐般禮堂 - 活動式 其他                    268                         -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新北市美麗永安藝文中心 展覽區 https://www.yalac.ntpc.gov.tw/xmdoc/cont?
xsmsid=0G279561841490827252 無 室內 展覽空間 120坪 其他 其他  -  -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新北市美麗永安藝文中心 活動區 https://www.yalac.ntpc.gov.tw/xmdoc/cont?
xsmsid=0G279561841490827252 無 室內 教室 23坪 活動式 平面式  -  -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臺藝表演廳 https://artcenter.ntua.edu.tw/team_member
1art

https://jatoflow.ntua.edu.tw/msg
m/content/home/home.jsf 室內 鏡框式 16.12*12.52*9.65 固定式 階梯式                 1,035                        12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演講廳 https://artcenter.ntua.edu.tw/team_member
2

https://jatoflow.ntua.edu.tw/msg
m/content/home/home.jsf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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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售票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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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新北市立新莊體育館 體育館
https://www.t-
sports.ntpc.gov.tw/home.jsp?id=3cea4f1df8
89351e

https://ntpcsite.ntpc.gov.tw/locat
ion/detail/1745 室內 其他 - 活動式 階梯式                 7,125  -

北部 新北市 公立 新北市三重綜合體育場 演藝廳 http://shadowpass2.weebly.com/225802232
03603935338.html 無 室內 鏡框式 - 活動式 階梯式  -  -

北部 新北市 私立 蘆洲功學社音樂廳 音樂廳 http://www.khshall.com.tw/front/bin/ptlist.p
html?Category=369645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399                          2

北部 新北市 私立 輔仁大學 理圖劇場 https://www.fju.edu.tw/ 無 室內 鏡框式 11.88*6.5 固定式 階梯式                    121  -

北部 新北市 私立 輔仁大學 百鍊廳 https://www.fju.edu.tw/ 無 室內 三面式舞台 7.36*8.79 活動式 階梯式                    223  -

北部 新北市 私立 輔仁大學 懷仁廳 https://www.fju.edu.tw/ 無 室內 鏡框式 - 活動式 階梯式                    200  -

北部 新北市 私立 輔仁大學 輔仁藝廊 https://www.fju.edu.tw/ 無 室內 環形劇場 - 其他 其他  -  -

北部 新北市 私立 輔仁大學 國璽樓會議廳 https://www.fju.edu.tw/ 無 室內 鏡框式 15*5*4 固定式 其他  -  -

北部 新北市 私立 真理大學 音樂廳 https://general.au.edu.tw/p/404-1010-
66934.php?Lang=zh-tw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440  -

北部 新北市 私立 真理大學 交誼廳(玻璃屋) https://general.au.edu.tw/p/404-1010-
66934.php?Lang=zh-tw 無 室內 其他 - 固定式 階梯式                    100  -

北部 新北市 私立 雲門劇場 大劇場 https://www.cloudgate.org.tw/ 無 室內 鏡框式、黑盒子 14.5*12*8 活動式 階梯式                    425                          2

北部 新北市 私立 身聲淡水小劇場 小劇場 https://zh-tw.facebook.com/sunsontbbt/ 無 室內 鏡框式 8.57*9.12*3.92 其他 平面式  -  -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市婦女館 國際演藝廳 http://www.womencenter.com.tw/?page_id
=1539 無 室內 鏡框式 11.99*11.74*0.345 固定式 階梯式                    614                         -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 演藝廳 https://styac.cyc.org.tw/sportscenter/12 無 室內 環形劇場 寬35呎*深27呎*高82.5公分 固定式 階梯式                    370                          3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演藝廳 https://culture.tycg.gov.tw/home.jsp?id=10
8&parentpath=0,18 無 室內外空間 鏡框式 12*8*6 固定式 階梯式                    534                          8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市立圖書館龜山分館 演藝廳 https://www.typl.gov.tw/lp.asp?CtNode=13
86&CtUnit=276&BaseDSD=7&mp=1 無 室內 鏡框式 19*7.5*9.8 固定式 階梯式                    877                         -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 多功能展演空間 https://www.typl.gov.tw/public/Attachment
/941614111610.jpg 無 室內 黑盒子 - 活動式 兩者皆有                    120                          5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市立圖書館平鎮分館 演藝廳 https://www.typl.gov.tw/lp.asp?CtNode=91
6&ctunit=230&mp=mobile 無 室內 鏡框式 16*13*7 固定式 階梯式                    800                        10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展演中心 展演廳 https://www.afmc.gov.tw/Activity?c3=hall1 無 室內 鏡框式 18m*16m*9m 固定式 階梯式                 1,418                        12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展演中心 黑盒子劇場 https://www.afmc.gov.tw/Activity?c3=hall1 無 室內 黑盒子 18m*16m*9m 固定式 階梯式                    170  -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展演中心 大廳 https://www.afmc.gov.tw/Activity?c3=hall1 無 室內 開放式 15.7m*20m*4.8m 活動式 階梯式  -  -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展演中心 門前廣場 https://www.afmc.gov.tw/Activity?c3=hall1 無 室外 開放式 300坪 活動式 階梯式  -  -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展演中心 戶外舞台 https://www.afmc.gov.tw/Activity?c3=hall1 無 室外 開放式 613坪
29.75m*7.7m 活動式 階梯式  -  -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展演中心 中正路側廣場 https://www.afmc.gov.tw/Activity?c3=hall1 無 室外 開放式 404坪 活動式 階梯式  -  -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展演中心 藝文廣場 https://www.afmc.gov.tw/Activity?c3=hall1 無 室外 開放式 1777坪 活動式 階梯式  -  -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展演中心 練團室 https://www.afmc.gov.tw/Activity?c3=hall1 無 室內 密閉空間 大練團室12坪
小練團室4坪 固定式 階梯式  -  -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展演中心 排練室 https://www.afmc.gov.tw/Activity?c3=hall1 無 室內 密閉空間 大排練室(51坪)：8m*12m*3.6m
小排練室(17坪)：4.5m*6m*3.6m 固定式 階梯式                      50  -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https://www.afmc.gov.tw/Activity?c3=hall2 無 室內 鏡框式 19*11.8*7.75 固定式 階梯式                 1,036                        10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八德社福館 演藝廳 無 無 室內 其他(㇐般舞台) - 固定式 階梯式                    302                          2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大溪區公所-文化會館 演藝廳

https://www.daxi.tycg.gov.tw/hotkey_print.j
sp?mtitle=%E5%A4%A7%E6%BA%AA%E5%
8D%80%E5%85%AC%E6%9C%89%E5%B1%
95%E6%BC%94%E5%8F%8A%E9%81%8B%
E5%8B%95%E5%A0%B4%E6%89%80%E7%
A7%9F%E9%87%91%E6%94%B6%E8%B2%
BB%E6%A8%99%E6%BA%96&contentlink=
ap/gdownload_view.jsp&mserno=2018080
30001&id=34&contentid=34

無 室內 ㇐般⾧方形木製地版 ⾧11公尺寛6.69公尺 固定式 階梯式                    305                         -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平鎮區公所-婦幼活動中心演藝廳

https://poi.zhupiter.com/p/cht-
840372/%E6%A1%83%E5%9C%92%E5%B8
%82%E5%B9%B3%E9%8E%AE%E5%8D%80
%E5%85%AC%E6%89%80%E5%A9%A6%E5
%B9%BC%E4%B8%AD%E5%BF%83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                          3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 演藝廳
https://place.tycg.gov.tw/TycgOnline/Locati
on/location.action;jsessionid=F036B61965A
3C6AB19330350A1F61068?func=&location
Type=02/

無 室內 鏡框式 1325*945*725 固定式 階梯式                    48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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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售票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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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 前廣場
https://place.tycg.gov.tw/TycgOnline/Locati
on/location.action;jsessionid=F036B61965A
3C6AB19330350A1F61068?func=&location
Type=02

吳 戶外
其他（室外搭設舞台，僅
舞台正前方有廣場可供觀
眾觀賞表演）

- 其他 其他  -  -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桃園市立綜合體育館 體育館 https://www.dst.tycg.gov.tw/home.jsp?id=4
1&parentpath=0,14,40 無 室內 其他（租借單位自行搭建）- 活動式 階梯式              11,758                         -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南崁兒童藝術村 兒童演藝場 https://childrenartvillage.com/page/about/i
ndex.aspx?kind=9 無 室內 黑盒子 6*6*6 活動式 階梯式                    100  可配合節目調整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國立中央大學 大講堂 http://140.115.186.11/place/navi1.php
http://140.115.186.11/place/navi
21.php 室內 鏡框式 10.3*7.4 固定式 階梯式                    483                          6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國立中央大學 大講堂多媒體教室 http://140.115.186.11/place/navi1.php
http://140.115.186.11/place/navi
21.php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96                          2

北部 桃園市 公立 國立中央大學 秉文堂 http://140.115.186.11/place/navi1.php
http://140.115.186.11/place/navi
21.php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199                          3

北部 桃園市 私立 台灣創價學會桃園藝文中心展覽室 https://www.sokaculture.org.tw/ 無 室內 展覽空間 約120坪 其他 其他  -  -

北部 桃園市 私立 廣達研發中心-廣藝廳 廣藝廳 https://www.qaf.org.tw/exhibition.php?act=
info 無 室內 鏡框式 15*10 固定式 階梯式                    576                          4

北部 桃園市 私立 元智大學 ㇐館演藝廳
https://www.yzu.edu.tw/admin/ga/index.ph
p/tw/2016-03-18-06-05-31/2016-03-18-
06-06-24/2016-03-18-06-08-17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240  -

北部 桃園市 私立 元智大學 有庠廳
https://www.yzu.edu.tw/admin/ga/index.ph
p/tw/2016-03-18-06-05-31/2016-03-18-
06-06-24/2016-03-18-06-07-45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327  -

北部 桃園市 私立 中原大學 音樂廳 https://esthetics.cycu.edu.tw/%e9%9f%b3%
e6%a8%82%e8%a1%a8%e6%bc%94/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  -

北部 桃園市 私立 中原大學 風雅頌藝文廳 https://esthetics.cycu.edu.tw/%e9%9f%b3%
e6%a8%82%e8%a1%a8%e6%bc%94/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  -

北部 桃園市 私立 中原大學 兩嘉文法演藝廳 https://esthetics.cycu.edu.tw/%e9%9f%b3%
e6%a8%82%e8%a1%a8%e6%bc%94/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  -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蔣渭水演藝廳 https://www.ncfta.gov.tw/ 無 室內 鏡框式 14.8(W)x12.9(D)x75.3(H)鏡框開口 固定式 階梯式                    364                          5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曲藝館 https://www.ncfta.gov.tw/ 無 室內 黑盒子
14.8(W)x18.2(D)x6.6(H)
（包含階梯式觀眾席，觀眾席尺寸
10.4(W)x8.5(D)）

活動式 階梯式                    134                          2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中興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建物4號
https://chccp.e-
land.gov.tw/%e7%a7%9f%e5%80%9f%e8%
be%a6%e6%b3%95/

https://reurl.cc/LbAXg3 室內 無 - 其他 依借用單位規劃  依借用單位規
劃  可配合節目調整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中興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光合屋
https://chccp.e-
land.gov.tw/%e7%a7%9f%e5%80%9f%e8%
be%a6%e6%b3%95/

https://reurl.cc/LbAXg3 半開放 無 - 其他 依借用單位規劃  依借用單位規
劃  可配合節目調整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中興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戲棚下
https://chccp.e-
land.gov.tw/%e7%a7%9f%e5%80%9f%e8%
be%a6%e6%b3%95/

https://reurl.cc/LbAXg3 半開放 衍架組裝式舞台 11*9.2*0.85 其他 依借用單位規劃  依借用單位規
劃  可配合節目調整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中興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興創館
https://chccp.e-
land.gov.tw/%e7%a7%9f%e5%80%9f%e8%
be%a6%e6%b3%95/

https://reurl.cc/LbAXg3 室內 無 - 活動式 階梯式  依借用單位規
劃  可配合節目調整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中興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有料倉庫
https://chccp.e-
land.gov.tw/%e7%a7%9f%e5%80%9f%e8%
be%a6%e6%b3%95/

https://reurl.cc/LbAXg3 室內 無 - 其他 依借用單位規劃  依借用單位規
劃  可配合節目調整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中興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建物19號
https://chccp.e-
land.gov.tw/%e7%a7%9f%e5%80%9f%e8%
be%a6%e6%b3%95/

https://reurl.cc/LbAXg3 室內 無 - 其他 依借用單位規劃  依借用單位規
劃  可配合節目調整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中興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建物21-23號(連棟)
https://chccp.e-
land.gov.tw/%e7%a7%9f%e5%80%9f%e8%
be%a6%e6%b3%95/

https://reurl.cc/LbAXg3 室內 無 - 其他 依借用單位規劃  依借用單位規
劃  可配合節目調整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中興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建物24號
https://chccp.e-
land.gov.tw/%e7%a7%9f%e5%80%9f%e8%
be%a6%e6%b3%95/

https://reurl.cc/LbAXg3 室內 無 - 其他 依借用單位規劃  依借用單位規
劃  可配合節目調整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中興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南榕廣場
https://chccp.e-
land.gov.tw/%e7%a7%9f%e5%80%9f%e8%
be%a6%e6%b3%95/

https://reurl.cc/LbAXg3 戶外 無 - 其他 依借用單位規劃  依借用單位規
劃  可配合節目調整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羅東文化工場 羅東文化工場棚架廣場 https://lcwh.e-
land.gov.tw/cp.aspx?n=2E3C7FDAA51E3E73 無 戶外 其他（㇐般木製舞台） 18.6m(寬)*11.3m(深) 其他 其他                       -  -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宜蘭演藝廳 宜蘭演藝廳/宜蘭演藝廳
戶外舞台

https://www.ilccb.gov.tw/cp.aspx?n=F2ECB0
3E9CDBE130 無 室內 鏡框式/三面式舞台 10m(寬) X 9m(深) 活動式 階梯式  630-494                          3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羅東鎮展演廳 展演廳 http://www.lotong.gov.tw/content.asp?Pag
eID=F_M03_01_06A 無 室內 鏡框式 10*12 固定式 階梯式                 1,500  -

北部 宜蘭縣 公立 礁溪劇場 礁溪劇場
https://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e
mapInquiryAction.do?method=showEmapD
etail&indexId=3457

無 半開放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300  -

北部 基隆市 公立 基隆文化中心 島嶼實驗劇場 https://klneartsnew.klccab.gov.tw/Venues 無 室內 鏡框式 18.2*14.85*9.75 固定式 其他                 1,23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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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售票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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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 基隆市 公立 基隆文化中心 演藝廳 https://klneartsnew.klccab.gov.tw/Venues 無 室內 鏡框式 24*6.8*11.5 活動式 其他  無固定  可配合節目調整

北部 基隆市 公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愛樂廳 http://www.art.ntou.edu.tw/about.php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50  -

北部 新竹市 公立 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 音樂廳 https://culture.hccg.gov.tw/ch/home.jsp?id
=156&parentpath=0,145 無 室內 鏡框式 15.5*9.5*9 固定式 階梯式                 1,060                          2

北部 新竹市 公立 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 國際會議室 https://culture.hccg.gov.tw/ch/home.jsp?id
=156&parentpath=0,145 無 室內 鏡框式 11.2*8*2.8 固定式 階梯式                    142                          2

北部 新竹市 公立 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 竹影城跡 https://culture.hccg.gov.tw/ch/home.jsp?id
=156&parentpath=0,145 無 戶外 環形 直徑7.9米之圓形 活動式 階梯式                       -  -

北部 新竹市 公立 新竹市文化局風livehouse風livehouse https://culture.hccg.gov.tw/ch/home.jsp?id
=150&parentpath=0,145 無 室內 無固定 800*600*90cm 活動式 平面式                       -                         -

北部 新竹市 公立 親水公園 親水公園 https://okgo.tw/butyview.html?id=2075 無 戶外 無固定 - 活動式 平面式                       -                         -

北部 新竹市 公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演藝(奏)廳 https://arts.nycu.edu.tw/about-us/venue/ 無 室內 無固定 - 固定式 平面式                       -                         -

北部 新竹市 公立 國立清華大學 合勤演藝廳
https://www.nthu.edu.tw/

無 室內 環形劇場 5*10*10 固定式 階梯式                       -                          2

北部 新竹市 公立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音樂館 https://www.nthu.edu.tw/
無 室內 固定 5*8*8 其他 階梯式                       -                          3

北部 新竹市 私立 中華大學 活動中心
https://www.chu.edu.tw/

無 室內 無固定 - 活動式 平面式                       -  -

北部 新竹市 私立 中華大學 鴛鴦湖畔
https://www.chu.edu.tw/

無 戶外 無固定 - 活動式 平面式                       -                         -

北部 新竹市 私立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演講廳 https://artcenter.ypu.edu.tw/p/412-1025-
13.php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125  -

北部 新竹縣 公立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演藝廳
https://www.hchcc.gov.tw/Tw/Service/Venu
eRental?filter=c89470d1-4b33-4578-a6ee-
e8f4f436a729

無 室內 鏡框式 16m 寬 15.3m深 8m高 固定式 階梯式                 1,051                        12

北部 新竹縣 公立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演奏廳
https://www.hchcc.gov.tw/Tw/Service/Venu
eRental?filter=c89470d1-4b33-4578-a6ee-
e8f4f436a729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164                          3

北部 新竹縣 公立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實驗劇場
https://www.hchcc.gov.tw/Tw/Service/Venu
eRental?filter=c89470d1-4b33-4578-a6ee-
e8f4f436a729

無 室內 黑盒子  15.3m寬 15.8m深 活動式 階梯式  -  -

北部 新竹縣 公立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文化廣場
https://www.hchcc.gov.tw/Tw/Service/Venu
eRental?filter=c89470d1-4b33-4578-a6ee-
e8f4f436a729

無 戶外 環形劇場 - 固定式 階梯式  -  -

北部 新竹縣 公立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新瓦屋
客家文化保存區

禾埕廣場
https://www.hchcc.gov.tw/Tw/Service/Venu
eRental?filter=c89470d1-4b33-4578-a6ee-
e8f4f436a729

無 戶外 其他（平面） - 活動式 平面式  -  -

北部 新竹縣 公立 新竹縣體育場-大型會議室大型會議室 http://eb1.nc.hcc.edu.tw/edu/room/stadium
_room.php 無 室內 其他  8m寬 2.3m深 0.6m高 固定式 階梯式  -  -

北部 新竹縣 公立 竹北市公二公園 公園內小舞台
https://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Pe
rformerPlaceDetailAction.do?method=doFi
ndPlace&placeId=75724

無 戶外 - 其他 其他  -  -

北部 新竹縣 公立 竹北市爬蟲兩棲公園 爬蟲兩棲公園內舞台
https://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Pe
rformerPlaceDetailAction.do?method=doFi
ndPlace&placeId=75721

無 戶外 - 固定式 階梯式  -  -

北部 新竹縣 公立 竹北市文化公園 文化公園內藝文廣場
https://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Pe
rformerPlaceDetailAction.do?method=doFi
ndPlace&placeId=75720

無 戶外 環形劇場 - 其他 其他  -  -

北部 新竹縣 公立 新竹縣竹東鎮樹杞林文化
館

演藝廳
https://www.hcctt.gov.tw/iframcontent_edit.
php?menu=2594&typeid=2598&typeid2=2
772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  -

北部 新竹縣 公立 藝術之森森之蛹展場 森之蛹展場
http://event.moc.gov.tw/sp.asp?xdurl=ccEv
ent2016/ccEvent_cp.asp&cuItem=2500454
&ctNode=676&mp=1

無 室內 其他（平面） - 固定式 平面式  -  -

北部 新竹縣 公立 新竹縣新埔鎮公所新行政
大樓藝文廣場

藝文廣場
https://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Pe
rformerPlaceDetailAction.do?method=doFi
ndPlace&placeId=75842

無 戶外 - 其他 其他  -  -

北部 新竹縣 公立 新埔鎮宗祠客家文化導覽
館

前庭舞台
https://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Pe
rformerPlaceDetailAction.do?method=doFi
ndPlace&placeId=75841

無 戶外 - 其他 其他  -  -

北部 新竹縣 私立 詠康音樂藝術展演空間 展演廳 https://www.arqmusic.com/ 無 室內 鏡框式 - 其他 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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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售票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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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 新竹縣 私立 展演空間 – 風之谷 風之谷 https://lephare.maison-life.tw/eventspace/ 無 室內 其他 - 活動式 平面式  -                         -

北部 新竹縣 私立 新竹縣工業會-劇院教室 劇院教室 https://www.tfoi.org.tw/venue_rental_detail
_19.htm 無 室內 其他 - 固定式 階梯式  -                         -

北部 新竹縣 私立 湖口好客文創園區 入口廣場
http://www.hksfa.org.tw/webpad/webpad.a
spx?EpfJdId9UuC7VpBq1KH%2BrfVjUCuaW
gBUzsL8AAS2XYk%3D

無 戶外 - 其他 其他  -  -

北部 新竹縣 私立 新竹縣湖口鄉天主堂前廣
場

天主堂前廣場
https://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Pe
rformerPlaceDetailAction.do?method=doFi
ndPlace&placeId=75716

無 戶外 30平方公尺 其他 其他  -  -

北部 新竹縣 私立 新竹縣湖口鄉三元宮廟前
廣場

三元宮廟前廣場
https://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Pe
rformerPlaceDetailAction.do?method=doFi
ndPlace&placeId=75715

無 戶外 80平方公尺 其他 其他  -  -

北部 新竹縣 私立 新竹縣新豐鄉鳳蓮宮廟前
廣場

鳳蓮宮廟前廣場
https://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Pe
rformerPlaceDetailAction.do?method=doFi
ndPlace&placeId=75840

無 戶外 - 固定式 階梯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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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