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美術分館 場地租用辦法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美術分館租借場地方案 

方案 1:一樓多功能室租借 

適用活動內

容 
演講、工作坊、座談、放映、聚會。 

申請時間 需提前 1個月提出申請，周一公休日租借空間不開放。 

租借費用 6,500元/3小時  (設備費用另計) 

保證金 需繳交保證金 5000元 

備註 可參觀 2F、3F展區。 

 

方案 2:美術館包場 

活動內容 演講、工作坊、座談、放映、聚會、婚紗攝影、戲劇拍攝、主題展覽… 

申請時間 需提前 1個月提出申請，周一公休日租借空間不開放 

租借費用 30,000元/3小時 (租借設備另計) 

保證金 需繳交保證金 5000元 

美術分館可租借設備  

 

方案 3:其他 

活動內容 其它活動用途… 

申請時間 需提前 1個月提出申請，周一公休日租借空間不開放 

備註 

租借空間範圍、費用皆須獨立成案審核。 

聯絡美術館: 

Tel:02-23818322 

信箱: artmuseum4@syc.com.tw  皇小姐 

  

tel:02-23818322
mailto:artmuseum4@syc.com.tw


 

順益台灣美術館場地租借重點 

申請流程 

執行項目 

方案 1:一樓多功能室租借 

方案 2:美術館包場 

方案 3:其他 

活動期程 三小時 

計畫申請企劃書 一個月前提出 

美術館審核申請單位 五個工作天 

核可後，三日內交保證金 一個租借方案 5,000元 

活動結束，確認場地復原，以保證金收據退還保證金。 五日內，退還保證金 5,000元 

活動核可後，因申請單位因

素，取消場地安排。  

活動前 2周內 沒收二分之一保證金 

活動前 3日內 沒收全額保證金 

檔期延後，保證金保留一個月。 超過一個月全額沒收 

內容說明 

場地租用辦

法 

本辦法指涉之場地為位於「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5號」之「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

館-美術分館」。 

申請資格 符合本空間經營主軸、理念之法人、單位、團體或年滿 20歲有行為能力之成人。 

活動內容及

形式如下列 

 

1.演講、工作坊、座談、放映、聚會、婚紗攝影、戲劇拍攝、主題展覽。 

2.歷史街區活化及國內外交流。 

3.藝術空間及相關領域管理人才培訓。 

4.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美術分館附近地區故事與資訊呈現。 

5.地方文化、人文史蹟及產業特色。 

6.地方產業、節慶、民俗、文化等推廣。 

7.其他經主管單位核准之使用內容形式。 

申請須知 

 

1.提送申請前請先聯繫管理單位確認檔期；並安排場地現勘。 

2.申請項目分為一樓多功能空間申請、美術館包場申請、其他方案申請。 

3.申請者應檢附，本辦法之申請書及活動計劃書，說明租借用途/預定使用人數/場

地規劃配置/特別需求備註，寄至電子信箱  

美術分館館員:  

artmuseum4@syc.com.tw 

如有缺件，請於通知後三日內補齊，逾期恕不受理申請。 

4.申請者請於一個月前提出計畫申請並檢附相關企劃內容。其他類型申請者請於一

個月前聯繫館方擬定承租方式。  

5.管理單位將審核申請案件，且保有核定權利，並於收到申請案件五個工作天內回

覆申請單位。 

6.核可後請於三日內，親洽管理單位辦理後續手續及繳交保證金。保證金 5000

元，保證金收據請妥善保管單據至活動結束，及確認場地復原狀況後，以單據為

憑，管理單位將五個工作日內退還保證金。 

7.活動核可後，若因申請單位因素而於活動前兩周取消場地安排，管理單位有權沒

收保證金 1/2；於活動前三日取消安排者，管理單位有權沒收全額保證金；檔期延



 

後者保證金僅保留一個月，超過者沒收全額保證金。因天災等不可抗拒因素取消，

不受此限。 

8.活動期間，請申請單位自行投保火險、公共意外責任險，或對活動展出物品投保

必要之保險。管理單位不負責相關損害賠償責任。 

費用繳交 

 

1.申請者請於活動前兩週繳清所有場地及設備租借費用，管理單位將開立收據。 

2.繳費方式及匯款帳戶待審核通過後，另行提供。 

3.未完成繳費程序者，管理單位有權拒絕申請單位進場，保證金於活動結束撤場

後，確認無損壞後退還。若有增加設備、逾期使用或場地損壞，將依規定增加租用

金額，並於保證金中扣除。 

使用規定 

 

使用者需遵守使用規定。 

※ 須符合噪音管制法相關規定。 

1.場地使用完畢，申請單位需照原貌復原/清潔，經管理單位確認後完成場地歸還

事宜方得悉數退還保證金；如未復原/清潔者，管理單位得逕行復原/清潔，所需費

用由保證金中扣除，不足時並得追償之，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2.場地使用及佈置範圍限原申請之區域。 

3.使用逾時: 

方案一-多功能室場地租借:每小時酌收 1,500元 (不滿一小時以 1,500元計)。 

方案二-美術館包場:每小時收 10,000元(不滿一小時以 10,000元計)。 

4.為維護空間，場地佈置請勿使用一般膠帶、雙面膠、泡棉膠、釘槍等定著於建築

物牆面及窗戶開口處、地板、天花板等。2、3樓展場空間不開放場地佈置。 

5.管理單位不提供代訂餐點服務，申請單位如有供應餐點，其擺放位置須於申請場

地內(限可飲食場地)。 

6.全館全面禁煙、禁用火，且請勿使用蠟燭或明火。 

7.活動期間，管理單位不負責申請單位貴重物品之保管。 

8.廁所、使用空間等環境維護整理及垃圾廢棄物處理，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 

9.申請單位如需借用設備及器材，請於活動當天與管理單位確認數量並填寫租用

單。 

10.管理單位不提供筆電及視聽設備，須由申請單位自行準備；如需借用館舍設備 

(包含布幕、投影機、擴音器或其他設備等，另行收費，請詳填於申請表內)。 

若申請單位有使用桌椅需求，請於申請時一併告知，不另行收費。 

11.場地布置、場地還原 : 開放每時段前半小時作為場地布置時間，但請於申請時

段內完成場地還原，超過時限以逾時計。如有特別需求，請增加使用時段申請。 

12.使用單位應秉持不浪費且環保之使用原則。 

13.使用單位須維護環境整潔，本館不負責清理垃圾。 

14.不得從事政治活動、違反法令規定或善良風俗之行為。 

申請使用說明 

 

1.各方案申請時段分為每日 9時至 12時、14時至 17時。 

若各空間已另外有租借或安排活動，不得進入拍攝或干擾其他活動進行。 

2.為推廣藝文活動舉辦，歡迎非營利團體 (NGO/NPO)、各級學校及學生社團租用場

地舉辦藝文活動，可享活動場租費用優惠價八折。 

※ 申請時請檢附相關立案證明；若為學校單位，可檢附公文。 

申請單位提出場地申請時，均視其同意並願意遵守上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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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租用(限於 1 樓多功能室使用) 

項目 型號/尺寸 數量 費用 備註 

投影機 Epson EB-1945W 2 支 800 元 附 HDMI 轉接線 

擴大機 HD COMET KA2000PRO 1 組 500 元  

無線麥克風 Mipro ACT55 2 支 500 元  

圓桌 桌面直徑 74cm，高度 76cm。 6 張 免費 不使用時可撤出 

單人椅 座位高 45cm，椅背高 80cm。 24 張 免費 不使用時可撤出 

長桌 
長 165cm，寬 75cm，高度 76cm。 2 張 免費  

長凳 
長 150，寬 40cm，高度 42cm。 2 張 免費  

投影布幕 
寬 300，高 170cm，  1 張 免費 適用簡報 16:9 

 
  



一樓多功能室實景照(約 12 坪) 
可容納人數:約 25 人 

 

 

 

 



二樓展覽空間(約 40 坪) 

 

 

林清富先生展覽室 

多媒體室 

常設展區 



三樓展覽空間(約 41 坪) 
特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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