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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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部 花蓮縣 公立 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廳 演藝堂 https://www.hccc.gov.tw/zh-
tw/Pavilions/Detail/performancehall 無 室內 鏡框式 寛17.33*深15.43*高9.25m 固定式 階梯式                 795                          8

東部 花蓮縣 公立 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 演藝堂 https://hk.hl.gov.tw/Detail_sp/11f2bead561f
41af94726e633989e7a4 無 室內 鏡框式 11*8.7m 固定式 階梯式                 399                          4

東部 花蓮縣 公立 花蓮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演藝廳 https://ab.hl.gov.tw/zh-
tw/Explore/CulturalCenter 無 室內 鏡框式 - 固定式 階梯式                 540  -

東部 花蓮縣 公立 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9號聚場

https://hualien1913.nat.gov.tw/2020/09/%e
8%8a%b1%e8%93%ae%e6%96%87%e5%8c
%96%e5%89%b5%e6%84%8f%e7%94%a2
%e6%a5%ad%e5%9c%92%e5%8d%80%e5
%a0%b4%e5%9c%b0%e7%ae%a1%e7%90
%86%e5%8f%8a%e4%bd%bf%e7%94%a8%
e7%94%b3%e8%ab%8b%e8%a6%81%e9%
bb%9e%e5%85%ac/

無 室內 鏡框式 8.5*5.2*3.5 活動式 平面式                   80  -

東部 花蓮縣 公立 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6棟 鍋爐室

https://hualien1913.nat.gov.tw/2020/09/%e
8%8a%b1%e8%93%ae%e6%96%87%e5%8c
%96%e5%89%b5%e6%84%8f%e7%94%a2
%e6%a5%ad%e5%9c%92%e5%8d%80%e5
%a0%b4%e5%9c%b0%e7%ae%a1%e7%90
%86%e5%8f%8a%e4%bd%bf%e7%94%a8%
e7%94%b3%e8%ab%8b%e8%a6%81%e9%
bb%9e%e5%85%ac/

無 室內 環型 - 活動式 平面式                   80  -

東部 花蓮縣 公立 吉安阿美文物館 演藝廳 https://www.ji-
an.gov.tw/attraction/detail/24 無 室內 鏡框式 寛10*深6*高6m 固定式 階梯式                 223                         -

東部 花蓮縣 公立 新城鄉原住民多功能活動
中心 多功能活動中心 https://www.sinchen.gov.tw/News_Content.

aspx?n=18553&s=73423 無 室內 ⾧方型 10 * 4.5 * 5 活動式 平面式                 300                         -

東部 花蓮縣 公立 花蓮縣玉里鎮藝文中心 花蓮縣玉里鎮藝文中心 https://www.hlyl.gov.tw/News_Content.aspx
?n=21260&s=76874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寬14*深*6*高5m 活動式 平面式                 400                         -

東部 花蓮縣 公立 國立東華大學 東湖樂閣 https://artscenter.ndhu.edu.tw/p/412-1123-
18676.php?Lang=zh-tw 無 室內 其它 - 活動式 平面式  40-50  -

東部 花蓮縣 私立 慈濟大學 B101講堂 http://www.gm.tcu.edu.tw/?page_id=754 無 室內 ⾧方型 10 * 4.5 * 5 固定式 階梯式                 236                          2

東部 花蓮縣 私立 慈濟大學 B106演藝廳 http://www.gm.tcu.edu.tw/?page_id=754 無 室內 ⾧方型 10 * 4.5 * 5 固定式 階梯式                 236                          2

東部 花蓮縣 私立 慈濟大學 大愛樓演藝廳 http://www.gm.tcu.edu.tw/?page_id=754 無 室內 ⾧方型 15*13.5* 12 m 固定式 階梯式                 904                        10

東部 臺東縣 公立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視聽中心 https://www.nmp.gov.tw/content_267.html
https://event.culture.tw/NMP/po
rtal/Location/I5201MAction

室內 鏡框式舞台 8.1*2*0.64 固定式 階梯式                 194                          4

東部 臺東縣 公立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戶外表演廣場 https://www.nmp.gov.tw/content_269.html
https://event.culture.tw/NMP/po
rtal/Location/I5201MAction

戶外 環形劇場 - 固定式 階梯式  無固定                         -

東部 臺東縣 公立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遊客服務中心廣場 https://www.nmp.gov.tw/content_269.html
https://event.culture.tw/NMP/po
rtal/Location/I5201MAction

戶外 環形劇場 - 活動式 平面式  無固定                         -

東部 臺東縣 公立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大草坪 https://www.nmp.gov.tw/content_269.html
https://event.culture.tw/NMP/po
rtal/Location/I5201MAction

戶外 其他（⾧型） - 活動式 平面式  無固定                         -

東部 臺東縣 公立 臺東藝文中心 演藝廳 https://tm.ccl.ttct.edu.tw/VisitGuide/CenterI
ntroduction.htm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6.5*13.5*8 固定式 階梯式              1,198                        10

東部 臺東縣 公立 國立臺東大學-知本校區 演藝廳 https://dga.nttu.edu.tw/p/405-1008-
17753,c4165.php?Lang=zh-tw 無 室內 鏡框式舞台 12.37*9.98*4 固定式 階梯式                 374  -

東部 臺東縣 公立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禮堂 https://event.culture.tw/TTCSEC/portal/Loca
tion/I5201MAction 無 室內 鏡框式 - 活動式 平面式                 200  -

東部 臺東縣 公立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視聽教室 https://event.culture.tw/TTCSEC/portal/Loca
tion/I5201MAction 無 室內 其它 - 固定式 階梯式                   60                         -

東部 臺東縣 公立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301音樂教室 https://event.culture.tw/TTCSEC/portal/Loca
tion/I5201MAction 無 室內 教室 - 其他 平面式                   20                         -

東部 臺東縣 公立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302教室 https://event.culture.tw/TTCSEC/portal/Loca
tion/I5201MAction 無 室內 教室 - 活動式 平面式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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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 臺東縣 公立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303教室 https://event.culture.tw/TTCSEC/portal/Loca
tion/I5201MAction 無 室內 教室 - 活動式 平面式                   20                         -

東部 臺東縣 公立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305教室 https://event.culture.tw/TTCSEC/portal/Loca
tion/I5201MAction 無 室內 教室 - 其他 平面式  -  -

東部 臺東縣 公立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203教室 https://event.culture.tw/TTCSEC/portal/Loca
tion/I5201MAction 無 室內 教室 - 活動式 平面式                   20                         -

東部 臺東縣 私立 台東劇團 黑盒子劇場 https://zh-tw.facebook.com/taitungtheatre/ 無 室內 黑盒子 - 其他 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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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