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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流行音樂中心文化館特展廳、大廳及文化館前廣場 

申請及收費作業要點 

經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於 110年 12月 30日核定通過 

經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於 112年 02月 14日核定通過 

第一條 制定目的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下稱本中心）為辦理文化館特展廳、大廳及文化館前廣場之租

借服務事宜，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第二條 適用空間 

本作業要點適用於文化館特展廳、大廳及文化館前廣場（下稱本租借空間）之空間

租借。 

第三條 使用內容 

一、本租借空間適用於展覽、與展覽相關之活動、主題商店、市集或其他經本中心

同意活動使用之租借。 

二、商業拍攝請依「臺北流行音樂中心戶外及室內多功能空間租借規章」辦理，不

適用本作業要點。 

三、本租借空間之活動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以及有關總統、副總統、中

央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活動、政黨黨務活動或其他涉及政治性議題活動。 

第四條 申請方式 

本租借空間採線上申請，租用單位應於本中心官網「場地租借系統」提出申請。 

第五條 申請程序 

一、文化館特展廳及大廳之空間租借申請 

（一）室內年度檔期 

1. 申請租用範圍：文化館特展廳全區租借，並得同時提出租用大廳舉辦

相關活動之申請。 

2. 申請期間： 

（1） 每年 4至 5月間公告並受理當年度 11月至次年度 4月間之檔

期申請。 

（2） 每年 10 至 11 月間公告並受理次年度 5 至 10 月間之檔期申

請。 

3. 申請限制：除特殊情形外，年度檔期需為 60日以上之展演活動。 

（二）室內零星檔期 

1. 申請租用範圍：特展廳全區、A 區或 B 區分區租借，或大廳依照申

請之使用坪數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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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期間：年度檔期申請結束後，如有零星或臨時空出之檔期，將即

時公告並受理申請；除特殊情形外，零星檔期最遲須於租借日前 30

日提出申請。 

二、文化館前廣場檔期之空間租借申請 

（一）申請範圍：文化館前廣場全區、前段走道區、三角草坪區或三角走道區

租借。 

（二）申請檔期：於洽詢本中心可租借期間後提出申請。 

（三）申請期間：除特殊情形外，租用單位應於租借日前 30日提出申請。 

三、檔期申請案撤銷：租用單位如有異動或取消借用之情形者，最遲應於當次受理

截止日前，以書面通知本中心。 

第六條 檔期審查 

一、文化館特展廳室內年度檔期之審查，依以下規定辦理： 

（一）臺北市政府推派文化局代表 1人、本中心董事代表加本中心代表 2至 4

人，及相關產業專家或學者 2至 4人，共計 5至 9人組成審查小組，就

檔期申請案件進行審查並決議。 

（二）審查小組之審查決議應有審查人員半數以上出席，且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三）審查小組之人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

方法，圖謀本人或配偶、二親等內親屬之利益。 

（四）審查小組檔期之審查應優先考量流行音樂或文化藝術類活動，並綜合審

查本租借空間場館及產業效益、租用單位過往紀錄及相關因素進行決議。 

（五）審查小組得基於本租借空間使用效益之考量，綜合評估申請案狀況並調

整申請日數。 

（六）審查結果將以電子郵件及書面通知租用單位，並於本中心官網公告。 

二、文化館特展廳及大廳室內零星檔期及文化館前廣場檔期之申請，本中心即時受

理，並綜合租借目的及使用內容、本租借空間場館及產業效益及租用單位過往

紀錄進行審查。 

第七條 簽約及繳費規定 

一、經檔期審查通過之租用單位，應於本中心核准通知到達之日起 14 日內繳交保

證金以保留需求時段。 

二、租用單位應於本中心通知期限內完成簽約，並依下列期程繳納本租用空間之場

地費及結案款： 

（一）距租用期間首日超過 120日者，場地費依下列規定分期繳交;不足 1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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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依本中心通知期限內一次繳交全額款項： 

1. 第一期款：租用單位應於租用契約成立後20日內，繳交場地費50%。 

2. 第二期款：租用單位應在距租用期間首日 30 日前，繳交剩餘場地

費。 

（二）結案款：租用單位應於本中心通知之日起 20日內，繳交加減租費用、電

費、延時費及相關費用之結案款項。 

三、租用單位與本中心就本租借空間完成簽約前，未經本中心同意，不得對外宣稱、

售票或於傳播媒體上廣告本中心為活動地點，如因此涉及任何法律問題及消費

糾紛，概由租用單位自行負責，與本中心無涉。 

四、租用單位未依本中心通知期限繳納保證金及場地費者，視同放棄檔期；本中心

得納入履約紀錄，視情節輕重停止租用單位申請場地之資格。 

五、本中心於前項情形得逕行通知後續順位之租用單位遞補。 

第八條 租用費用 

一、場地費收費標準，規定如附表；本中心得自行或經租用單位提出申請，依下列

規定給予場租優惠： 

（一） 進撤場優惠：進撤場日給予場地費總額 5折之優惠。 

（二） 長租優惠：展期活動日租用達 60 日（含）以上者，給予場地費總額 5

折之優惠。 

（三） 流行音樂產業優惠：活動主題、公司內容、營業項目符合流行音樂產業；

市集、裝置藝術、藝文展出或藝文表演相關內容者；或已租借表演廳並

需於表演廳租借期間同時租借本租借空間者，給予場地費總額 75折之

優惠。 

（四） 機關學校、鄰里優惠：各級政府單位、機關及學校或學生社團、學生、

南基地營運進駐單位、設籍於南港或內湖區居民，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經本中心審核同意後，給予場地費總額 5折之優惠。 

（五） 經本中心核定之事由。 

（六） 第一至五目所列之各項優惠不得合併認定；惟本租借空間推廣期間內

（即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及本中心核定公告之期間）可再

享推廣優惠，給予場地費經第一至五目優惠標準計算後之總額 7 折之

優惠。 

二、電費：於租用期間使用本租用空間之電箱用電，依電費 5.5元/度計算。 

三、延時費： 

（一）營業延時費：本租借空間營業時間為 10時至 18時，如需延後營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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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時需加收延時費用新臺幣（下同）4,000元（含稅），延長時間以一

小時為基本計算單位；於延時期間，本中心僅提供大廳服務人員計 3人，

協助門禁管理。 

（二）進撤場延時費：如需於場租時間（00時至 24時）前後，增租短時間進

撤場時數，每小時需加收延時費用 5,000元（含稅），延長時間以一小時

為基本計算單位。 

四、抽成費用： 

（一）除經本中心判斷屬於商業型展覽、市集等營業型活動者外，租用單位使

用本租借空間經營展覽衍生商品賣店或主題商店者，應給付本中心抽成

費用。前述抽成費用，於推廣優惠期間（即日起至民國 112年 12月 31

日止及本中心核定公告之期間）內，以商店銷售營業額（含稅）3%計算

之。 

（二）租用單位於租用期間內應每日提供銷售每日收銀結帳條及日報表、於每

月 5 日前提供前一個月之月報表，並於租期屆滿後 14 日內提供總銷售

報表，以供本中心計算商品之銷售抽成。 

第九條 其他事項 

一、檔期租用申請、受理、審查及公佈等期限，如因故未能如期舉辦或結束，本中

心將另行公布。 

二、租用單位最遲應於活動進場前 14 日至本中心參加技術協調會議，並於會議前

7日繳交所需資料。 

三、文化館營業時間外，除經本中心同意之活動內容外，租用單位僅可為佈、撤展、

彩排使用，不得開放參觀或演出；如有違反，本中心得視違規情節輕重取消申

請檔期並沒收場地費。 

四、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而取消活動時，租用單位可書面通知申請取消場地租借或

延後展出，取消者可無息退還已繳交之費用及保證金。 

五、租用單位無法如期展出或使用本租借空間時，保證金及場地費均不予退還；但

於本租借空間使用日前 180日書面通知本中心取消者，可申請退還已繳場地費

之 50%，逾期者已繳納之場地費或其他相關費用不予退還。 

六、租用單位於使用文化館前廣場時，須符合「噪音管制法」及「噪音管制標準第

四類噪音管制區」之音量規定，且於上午 10時 00分以前與晚上 22時 00分以

後不得使用擴音設備。 

七、本作業要點所稱日數皆以日曆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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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文化館特展廳、大廳、文化館前廣場申請及收費標準 

一、文化館特展廳及大廳場地費收費標準 

文化館特展廳及大廳收費標準 (新臺幣/元(含稅)) 

租借區域 特展廳 大廳 

租借方式 

(全日) 
全區 

分區(零星檔期適用) 特展廳 

展覽增租 

商業性 

活動 

非商業性 

活動 A區 B區 

坪數 320坪 200坪 120坪 依使用坪數計 

場地費 

(依天數計) 
定價 $90,000 $60,000 $40,000 $285/坪 $470/坪 $330/坪 

保證金 

(依照租用天數

及分區計算) 

租期 30

日以內 
$100,000 $70,000 $40,000 $20,000 

租期

31~89日 
$250,000 $180,000 $100,000 $50,000 

租期 90

日以上 
$500,000 $350,000 $150,000 $100,000 

註：商業性活動係指凡有販售門票、商品等相關銷售行為之活動，皆屬之。 

 

二、 文化館前廣場場地費收費標準 

文化館前廣場租借區域收費標準 (新臺幣/元(含稅)) 

租借區域 文化館前廣場 

租借方式 

(全日) 
全區 

分區 

前段走道區 三角草坪區 三角走道區 

坪數 613坪 126坪 241坪 246坪 

場地費 

(依天數計) 
定價 $90,000 $25,000 $40,000 $40,000 

保證金 

(依照租用天數

及分區計算) 

租期 30日以內 $50,000 $15,000 $20,000 $20,000 

租期 30日以上 $100,000 $30,000 $50,000 $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