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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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演藝集會展覽館 演藝廳 https://www.tncsec.gov.tw/informationlist?u
id=186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6.30x9.08x7.24 固定式 階梯式                 782                          8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新營文化中心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https://culture.tainan.gov.tw/act_month/ind
ex?Parser=99,5,44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6*10*10 固定式 階梯式                 846                          8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永成戲院 永成戲院 https://www.facebook.com/YongchengThea
ter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0*6*4 活動式 平面式                 168                         -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蕭壠文化園區 戶外劇場 https://soulangh.tnc.gov.tw/ 無 戶外 鏡框式 24.5*10.0*7.3 活動式 平面式                    -  -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蕭壠文化園區 A2室內劇場 https://soulangh.tnc.gov.tw/ 無 室內 黑盒子 9*18*3 固定式 階梯式                    -                         -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總爺藝文中心中山堂 中山堂 https://tyart.tnc.gov.tw//page/place/29.php 無 室內 鏡框式 12.43*6.37*4.7 活動式 階梯式                 200  可配合節目調整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臺南文化中心 演藝廳 https://www.tmcc.gov.tw/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8*23*10 固定式 階梯式              1,766                        14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台江文化中心 台江劇場
https://tkcc.tnc.gov.tw/FileUploadCategoryL
istC004300.aspx?appname=FileUploadCate
goryListC004300

無 室內外空間 (室內、戶外、半開放)黑盒子 20*20*13 固定式 階梯式                 389                          5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臺南市美術館 跨域展演廳 https://www.tnam.museum/ 建置中 室內、戶外露臺皆有無舞台 - 固定式 階梯式                 230                          4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臺南市立圖書館 哇劇場 https://www.tnpl.tn.edu.tw/u571614347029
0508223/a1

https://www.tnpl.tn.edu.t
w/Page/VenueRentalCont
ent.aspx?ID=z149899331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3*7*60 固定式 階梯式                 228                          4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許石音樂圖書館 黑盒子劇場 https://www.tnpl.tn.edu.tw/u475076575913
0369528/a1

https://www.tnpl.tn.edu.t
w/Page/VenueRentalCont
ent.aspx?ID=z148306281

室內 黑盒子 - 活動式 平面式  無固定  -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際會議廳 https://www.nmp.gov.tw/content_353.html
https://event.culture.tw/N
MP/portal/Location/I5202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8*5*0.8 固定式 階梯式                 150                          2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國立臺灣文學館 演講廳 https://www.nmtl.gov.tw/ 無 室內 鏡框式 8.6*7.6*6.25 固定式 階梯式                 350                          4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國立臺南大學府城校區 雅音樓音樂廳 https://www.nutn.edu.tw/about.html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439  -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國立成功大學 成功廳 https://web.ncku.edu.tw/
http://digitalarchives.artce
nter.ncku.edu.tw/perform
anceart/index.php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930  -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演藝廳 https://exhibperfo.tnnua.edu.tw/p/412-
1018-767.php?Lang=zh-tw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 固定式 階梯式                 279  -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國立臺南大學榮譽校區 多功能實驗劇場 http://www.drama.nutn.edu.tw/ch/about_e
quipment.asp 無 室內 黑盒子 - 活動式 階梯式  -  -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新化演藝廳 演藝廳 https://www.tmcc.gov.tw/aboutus/xinhua-
history/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5*6.5*6.7 固定式 階梯式                 440  -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漂㇓白鷺 Live House
https://b16tainan.com.tw/cmsdetail/60/%E
5%8F%B0%E5%8D%97%E5%A0%B4%E5%9
C%B0%E7%A7%9F%E5%80%9F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 活動式 平面式  -  -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臺南市吳園藝文中心 表演廳 https://culture.tainan.gov.tw/form/Details?P
arser=2,7,119,50,,,138 無 室內 鏡框式 11.52*8.52 活動式 平面式                 180  -

南部 臺南市 公立 歸仁文化中心 演藝廳 https://www.tmcc.gov.tw/aboutus/tssc-
venues/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7.1*9.57*8.4 固定式 階梯式                 732                          8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榮大學 二宿地下室大禮堂 http://dweb.cjcu.edu.tw/agad/article/1460
http://eportal.cjcu.edu.tw/
Space/ReserveASpace

室內 鏡框式舞台 - 活動式 平面式                 800  -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榮大學 仁愛廳 http://dweb.cjcu.edu.tw/agad/article/1460
http://eportal.cjcu.edu.tw/
Space/ReserveASpace

室內 鏡框式舞台 - 固定式 階梯式                 300  -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榮大學 演藝廳 http://dweb.cjcu.edu.tw/agad/article/1460
http://eportal.cjcu.edu.tw/
Space/ReserveASpace

室內 鏡框式舞台 - 固定式 階梯式                 503  -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演藝廳 http://eip.hwai.edu.tw/assetBookingViewOu
tside.do?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400  -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臺南市夢想田音樂館 音樂廳 https://www.facebook.com/kasdo.dorimu/l 無 室內 其他 14.47*11.84*6 固定式 階梯式                 807  -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臺南市夢想田音樂館 夢響公園 https://www.facebook.com/kasdo.dorimu/ 無 戶外 約200坪 活動式 平面式  80~120  -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臺南市夢想田音樂館 金閣藝術表演廣場 https://www.facebook.com/kasdo.dorimu/ 無 戶外 約200坪 活動式 平面式  -  -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臺南市夢想田音樂館 DACOM交誼廳 https://www.facebook.com/kasdo.dorimu/ 無 室內 其他 約50坪 活動式 平面式  60~85  -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臺南市夢想田音樂館 天空廣場 https://www.facebook.com/kasdo.dorimu/ 無 半開放 - 活動式 平面式  -  -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涴莎藝術展演中心東門館 東門館 http://www.wsa.com.tw/others2.php?mi_ind
ex=13 無 室內 鏡框式 - 活動式 平面式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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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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涴莎藝術展演中心永華館 永華館 http://www.wsa.com.tw/others2.php?mi_ind
ex=13 無 室內 黑盒子 11.75*14.34*5 活動式 階梯式  130~180  -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涴莎藝術展演中心藝術館 藝術館 http://www.wsa.com.tw/others2.php?mi_ind
ex=13 室內 其他 - 固定式 階梯式                 300  -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奔放E倉庫 演藝廳 https://www.inoas.com.tw/space.php?id=1
https://www.inoas.com.tw
/venue_rental.php

室內 黑盒子 17.83*18*73.42 活動式 階梯式                 332  -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虹韻文創中心 綜合演藝廳
https://www.rainbowhymn.com/%e5%a0%b
4%e5%9c%b0%e5%b0%8e%e8%a6%bd/%
e7%b6%9c%e5%90%88%e6%bc%94%e8%
97%9d%e5%bb%b3/

無 室內 其他 - 固定式 階梯式              1,080  -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虹韻文創中心 音樂廳
https://www.rainbowhymn.com/%e5%a0%b
4%e5%9c%b0%e5%b0%8e%e8%a6%bd/%
e9%9f%b3%e6%a8%82%e5%bb%b3/

無 室內 其他 - 固定式 階梯式                 308  -

南部 臺南市 私立 虹韻文創中心 教學空間
https://www.rainbowhymn.com/%e5%a0%b
4%e5%9c%b0%e5%b0%8e%e8%a6%bd/%
e6%95%99%e5%ad%b8%e7%a9%ba%e9%

無 室內 其他 - 其他 階梯式  -  -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歌劇院 https://www.npac-
weiwuying.org/service/venue-hire

https://portal.venuehire.n
pac-
weiwuying.org/Portal/Logi

室內 鏡框式 31.9*19.2*25.8 固定式 階梯式              2,099                        14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音樂廳 https://www.npac-
weiwuying.org/service/venue-hire

https://portal.venuehire.n
pac-
weiwuying.org/Portal/Logi

室內 葡萄園式 20.8*13.6*17 固定式 階梯式              1,902                        20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戲劇院 https://www.npac-
weiwuying.org/service/venue-hire

https://portal.venuehire.n
pac-
weiwuying.org/Portal/Logi

室內 鏡框式及三面式 27.2*16.2*20.5 固定式 階梯式              1,166                        13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表演廳 https://www.npac-
weiwuying.org/service/venue-hire

https://portal.venuehire.n
pac-
weiwuying.org/Portal/Logi

室內 傳統鞋盒形 15.6*5.4*8.5 固定式 階梯式                 431                          6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繪景工廠 https://www.npac-
weiwuying.org/service/venue-hire

https://portal.venuehire.n
pac-
weiwuying.org/Portal/Logi

室內 黑盒子 16*20*3.35 固定式 依借用單位規劃                 100                          2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榕樹廣場 https://www.npac-
weiwuying.org/service/venue-hire

https://portal.venuehire.n
pac-
weiwuying.org/Portal/Logi

半戶外 無舞台 - 其他 其他              1,000                         -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戶外劇場 https://www.npac-
weiwuying.org/service/venue-hire

https://portal.venuehire.n
pac-
weiwuying.org/Portal/Logi

戶外 無舞台 - 其他 階梯式                 800                         -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高雄市文化中心 至德堂 https://www.khcc.gov.tw/media01.aspx?ID=
53&IDK=1

https://art-
garden.khcc.gov.tw/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7.3*14*9(m) 固定式 階梯式              1,702                          8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高雄市文化中心 至善廳 https://www.khcc.gov.tw/media01.aspx?ID=
53&IDK=1

https://art-
garden.khcc.gov.tw/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4*8.5*5.8(m) 固定式 階梯式                 483                          4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高雄市音樂館 演奏廳 https://kaohsiungmusichall.khcc.gov.tw/ho
me01.aspx?ID=1

https://art-
garden.khcc.gov.tw

 室內 鏡框式舞台 約15.7~9.7*10.6*10~6(m) 固定式 階梯式                 344                          2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演藝廳 https://dadongcenter.khcc.gov.tw/home01.
aspx?ID=1

https://art-
garden.khcc.gov.tw/

室內 鏡框式舞台 21*18.2*21(m) 固定式 階梯式                 884                          4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岡山文化中心 演藝廳 https://gangshan.khcc.gov.tw/home01.aspx
?ID=1

https://art-
garden.khcc.gov.tw/

室內 鏡框式舞台 20*12.8*9(m) 固定式 階梯式                 756                          8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駁二藝術特區 駁二正港小劇場 https://www.facebook.com/takaoet 無 室內 黑盒子 14.18x9.1x3.6米(裸台) 固定式 階梯式                 240                        10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駁二藝術特區 LIVE WAREHOUSE大庫 https://pier2.org/ 無 室內 ㇐般舞台 21.15*7.41*1.30 其他 其他                 240  可配合節目調整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駁二藝術特區 LIVE WAREHOUSE小庫 https://pier2.org/ 無 室內 ㇐般舞台 4.63*7.65*0.75 其他 其他                 100  可配合節目調整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海音館 https://kpmc.com.tw/ https://www.kph.tw/ 室內 無固定舞台 - 固定式 階梯式  依借用單位規
劃

                       32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演藝廳 https://chakcg.kcg.gov.tw/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6.7*6*2 固定式 階梯式                 360                          4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社會教育館(青少年文化
體育活動中心)

演藝廳 http://www.kmseh.gov.tw/
https://www.kmseh.gov.t
w/10_area/lease_calendar.
php?act=search&t_app_pl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479*1571*890 固定式 階梯式              1,090                          8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社會教育館(青少年文化
體育活動中心)

演講廳 http://www.kmseh.gov.tw/
https://www.kmseh.gov.t
w/10_area/lease_calendar.
php?act=search&t_app_pl

室內 鏡框式舞台 9.47*3.3*2.8 固定式 階梯式                 153                         -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社會教育館(青少年文化
體育活動中心)

露天劇場 http://www.kmseh.gov.tw/
https://www.kmseh.gov.t
w/10_area/lease_calendar.
php?act=search&t_app_pl

戶外 環形劇場 15.5*10.4 固定式 階梯式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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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館資訊 演出技術資料 觀眾席資料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社會教育館(青少年文化
體育活動中心)

體育館 http://www.kmseh.gov.tw/
https://www.kmseh.gov.t
w/10_area/lease_calendar.
php?act=search&t_app_pl

室內 無舞台 - 固定式 階梯式              1,150                         -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國立中山大學 逸仙館 https://artcenter.nsysu.edu.tw/p/412-1008-
359.php?Lang=zh-tw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1,370  -

南部 高雄市 公立 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 演藝廳 https://chakcg.kcg.gov.tw/cp.aspx?n=4A6A
9E48D08C7042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360  -

南部 高雄市 私立 高雄醫學大學 演藝廳
https://conference.kmu.edu.tw/index.php/
%E6%9C%83%E8%AD%B0%E5%BB%B3%E4
%BB%8B%E7%B4%B9/audit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 固定式 階梯式                 187  -

南部 高雄市 私立 和春技術學院 演劇廳 https://cust.fotech.edu.tw/bin/home.php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100  -

南部 高雄市 私立 和春技術學院 小劇場 http://cust.fotech.edu.tw/bin/home.php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108  -

南部 高雄市 私立 正修科技大學(含藝術中心)正修廳 https://art.csu.edu.tw/spacearts/art-
spacearts-1.html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9*9.68 固定式 階梯式              1,500  -

南部 高雄市 私立 正修科技大學(含藝術中心)至善廳 https://art.csu.edu.tw/spacearts/art-
spacearts-1.html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 固定式 階梯式                 437  -

南部 嘉義縣 公立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演藝廳 https://cypac.cyhg.gov.tw/cp.aspx?n=04151
E551A6F288B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5*12.89*9 固定式 階梯式                 920                        10

南部 嘉義縣 公立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實驗劇場 https://cypac.cyhg.gov.tw/cp.aspx?n=0998
D50B26C433AE 無 室內 四面式舞台 15.4*11.8*6.5 兩者皆有 階梯式                 366                          6

南部 嘉義縣 公立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芙蕖廳 https://cypac.cyhg.gov.tw/cp.aspx?n=1C967
A5CFB4D4ED5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1.2*8.5*8.572 活動式 平面式                 100                          5

南部 嘉義縣 公立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演藝廳(禮堂) http://www.ncyu.edu.tw/ms1300/content.as
px?site_content_sn=2701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 固定式 階梯式              1,463  -

南部 嘉義縣 公立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演講廳 http://www.ncyu.edu.tw/ms1300/content.as
px?site_content_sn=2701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 固定式 階梯式                 256  -

南部 嘉義市 公立 嘉義市文化局音樂廳 音樂廳 https://www.cabcy.gov.tw/web/ArtZone/Co
ncertHall/Site.htm 無 室內 鏡框式劇場 1742x1123x2249 固定式 階梯式                 930                          9

南部 屏東縣 公立 屏東演藝廳 音樂廳 https://www.cultural.pthg.gov.tw/Content_L
ist.aspx?n=4B7FCC0067A9F04A

https://venuehire.cultural.
pthg.gov.tw/

室內 鏡框式舞台 20*11.27(台口)*11.3(懸吊最高點) 固定式 階梯式              1,146                        10

南部 屏東縣 公立 屏東演藝廳 實驗劇場 https://www.cultural.pthg.gov.tw/Content_L
ist.aspx?n=4B7FCC0067A9F04A

https://venuehire.cultural.
pthg.gov.tw/

室內 黑盒子 18*5.9*7.2 活動式 階梯式  150-166                          1

南部 屏東縣 公立 屏東藝術館 藝術館 https://www.cultural.pthg.gov.tw/Content_L
ist.aspx?n=9D0AB2DA19E6E8C8

https://venuehire.cultural.
pthg.gov.tw/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2.7*9.54*1.4 固定式 階梯式                 614                          4

南部 屏東縣 公立 國立屏東大學 民生校區-禮堂 https://www.nptu.edu.tw/index.php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1,250  -

南部 屏東縣 公立 國立屏東大學 屏師校區-表演廳 https://www.nptu.edu.tw/index.php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546  -

南部 澎湖縣 公立 澎湖縣演藝廳 演藝廳 https://hall.phhcc.gov.tw/ 無 室內 鏡框式 11.8*9.9*8.0 固定式 階梯式                 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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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