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4月製表

序號 地點 地址 可提供之空間及坪數 目前使用狀況 收費標準 提供學生畢業展辦理優惠方案
是否有其他費用

(如清潔、超時費等)

場地租借登記

(含租借方式、場地照

片及資訊)

可開放預借時間
109年6-8月是否尚有可租

用檔期

聯絡方式

(姓名/電話/EMAIL)

3樓公益特展區80坪

1. 週二至週日開館(平日9:00-

17:00;假日9:00-18:00),寒暑

假每日開館

2. 可辦理展覽/活動等

免費使用

(因位於本館常設展區

內，參觀民眾需購買常

設展門票)

1.免費使用

(因位於本館常設展區內，參

觀民眾需購買常設展門票)

2.需預付訂金

否 尚有檔期

7樓南側特展區650坪

7樓東側特展區280坪

7樓西側特展區280坪

8樓東側特展區80坪

8樓西側特展區80坪

8樓東南側特展區60坪

8樓西南側特展區60坪

1. 週一至週日開館(平日9:00-

17:00;假日9:00-18:00)

2. 場地租借

3. 可辦理展覽/活動等

4. 文創商品販售

57,000元/天

25,000元/天

25,000元/天

7,094元/天

7,094元/天

5,321元/天

5,321元/天

佈卸展日場地費用5折

非寒暑假5折 超時以小時計費 尚有檔期

1樓臺灣藝文走廊/牆面長約3米

4樓雙和藝廊/169坪

1. 開放時間：9:00-17:00。

週一休館

2. 每年2次開放申請翌年檔期

，須經審查通過

3. 場地租借

4. 可辦理靜態展覽

1. 場地使用費每日500

元

2. 保證金1萬元展覽結

束後退還

3. 佈卸展日不收費

政府或學校單位8折 否

1.書面申請

2.線上可查詢相關費用

及場地資訊

https://www.ntl.edu.t

w/ct.asp?xItem=5892

3&CtNode=1905&m

p=1

需1年前申請

1.1樓臺灣藝文走廊尚有檔

期

2.4樓雙和藝廊109年已無

檔期

姓名：程藍萱

電話：02-29266888分機5416

email：cls@mail.ntl.edu.tw

演藝廳旁摯藝空間約30坪

1. 開放時間：9:00-17:00。

週一休館

2. 場地租借

3. 可辦理靜態展覽

本館地下一樓摯藝空間

已委由本館促參案民間

機構緻圓(股)公司管理

，現為多用途藝文空間

，可供藝文展覽之用途

，惟費用部分將盡力協

調民間機構採優惠方

案。

申請時由圖書館協助與民間機

構協調優惠方案
否

1.需以書面向緻圓(股)

公司申請

2.無線上資料

無限制 尚有檔期

本館一樓大廳約140坪

1. 開放時間：9:00-17:00。

週一休館

2. 場地租借

3. 可辦理靜態展覽

因本館一樓大廳係本館

門面，該地無訂定收費

標準，惟本館須審慎評

估是否適合辦理展覽。

申請時與館所洽談 否
1.需以公文向館所申請

2.無線上資料
無限制 尚有檔期

3
國立臺灣圖書館陽

明山中山樓

臺北市北投

區陽明路二

段15號

1樓文化堂600坪

1樓會議廳130坪

3樓國宴廳600坪

3樓圓廳65坪

1. 週一至週日開館

2. 定期/預約制導覽

3. 場地租借

4. 可辦理展覽/活動

     /電影拍攝等

5. 文創商品販售

1. 文化堂2萬元

2. 會議廳5,000元

3. 大餐廳2萬元

4. 圓廳5,000元

※畢業展in中山樓(專案優惠)

收費標準

1. 文化堂1萬元

2. 會議廳2,500元

3. 大餐廳1萬元

4. 圓廳2,500元

否

1.書面申請

2.線上可查詢相關費用

及場地資訊

http://chungshanhall.

ntl.edu.tw/cht/index.

php?code=list&ids=

34

2個月前 尚有檔期

姓名：樓文甯

電話：02-28616121

email：saralou@mail.ntl.edu.tw

4
國家圖書館藝術暨

視聽資料中心

臺北市中正

區延平南路

156號

2樓中心藝廊約33.5坪

3樓綜合展演區約21坪

1. 週二至週日10:00-18:00開

館

2. 辦理中心展覽或合辦活動

館所場地目前無外借，

但若作為學生畢業展場

地，可請學生與館所自

行接洽合作租借的方案

館所場地目前無外借，但若作

為學生畢業展場地，可請學生

與館所自行接洽合作租借的方

案

目前無訂定相關規定，

可視學生與館所自行接

洽合作租借的方案支付

1.請學生自行與館所接

洽合作租借事宜

2.場地資訊及照片如附

件

使用時間之1年前至半

年前

目前109年6-8月皆尚有檔

期。

若為因應疫情，本館啟動

異地辦公時， 3樓綜合展演

區為本館異地辦公處所，

將無法提供使用。

姓名：歐子華

電話：02-23612551分機115

EMAIL：zihua@ncl.edu.tw

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

館

臺北市中正

區南海路43

號

第1展覽廳約127坪

第2展覽廳約90坪

第3展覽廳約48坪

美學空間約69坪

1. 周二至周日開館

2. 定期/預約制導覽

3. 場地租借

4. 可辦理展覽/活動等

第1展覽廳2,500元/天

第2展覽廳1,700元/天

第3展覽廳1,200/天

美學空間1,200/天

1.同時租借第1、2展覽廳以8

折計費。

2.以學校名義申請者以5折計

費。

3.上開優惠可同時併用。

逾使用時段者，每小時

加收400元；不滿１小

時者以１小時計

1.書面申請

2.線上可查詢相關費用

及場地資訊

https://www.arte.gov

.tw/space_exh_intro.a

sp

每年6月至8月受理下

年度檔期申請

美學空間

109/5/19~109/6/8檔期尚

可申請

第1、2展覽廳

姓名：李長恩

電話：02-23110574分機232

email：ricky@linux.arte.gov.tw

第3展覽廳及美學空間

姓名：黃書庭

電話：02-23110574分機235

email : s1007104@linux.arte.gov.tw

畢業展可租用場地資訊一覽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

館

台北市士林

區士商路

189號

1.書面申請

2.線上可查詢相關費用

及場地資訊

https://www.ntsec.go

v.tw/User/Article.asp

x?a=87

姓名:賴瑩霜

電話:02-66101234分機1512

EMAIL:yingshuang@mail.ntsec.gov.t

w

國立臺灣圖書館

新北市中和

區中安街85

號

姓名：黃國正

電話：02-29266888分機6723

email：guojeng@mail.ntl.edu.tw

1

2

前1年可預約次年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