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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北投中心新村場地使用申請要點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3日由本會執行長簽核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23日北市文化資源字第 1103015410號函核備 

 

 

為推動北投中心新村(以下簡稱本村)保存再發展計畫，串連新北投在地文史自

然資源，拓展文化保存工作視野，延續活化空間以投入多元的公益性運用，擬

規劃提供本區場地使用申請，特訂定本要點。 

 

壹、 申請資格 

(一) 團體：法人、公司企業、政府機關、區公所、藝文團體、公益團體及學

校等。 

(二) 個人：年滿二十歲中華民國國民或在台領有合法居留證件外國人。 

(三) 申請活動以下列項目優先： 

1. 眷村文化研習、展覽、相關課程研習。 

2. 眷村文化相關議題研討會議、講座、工作坊，或促進眷村文化保存

與地方文史串連之交流活動。 

3. 北投地方文史工作及社造相關之展覽、研習課程、研討會議、講座

或工作坊。 

4. 文學、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類 

5. 文化資產應用、工藝、文化創意產業類 

6. 其他經本村同意辦理之活動。 

 

貳、 場地費用 

場地租金(場地空間圖請詳見附件 3 圖檔) 

地點 面積 容納人數 使用費用/計算單位 

多功能活動區 

(41A) 
68.3m2 20 每時段 1,400元整(未稅) 

戶外平台區

(42-1A) 
56.4 m2 20 每時段 2,000元整(未稅) 

說明：  

(一) 使用空間借用每日分作兩個時段，上午 (10時至 14 時)；下午(14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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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借用申請每次以時段為一單位，每一時段為 4小時。 

(二) 以天為計算單位之空間場地，使用時間為每日 10時至 18時(8小時)。 

(三) 使用未滿一計算單位(時段/天)仍以一計算單位(時段/天)計之。 

(四) 每一時段使用均應包括佈置及撤離所需時間，如需增加使用時段，必須

於使用前三日提出申請，並經本村同意且辦理繳費後方可使用。 

(五) 申請者使用場地時，不得任意更動、改造、毀損或破壞建築結構、外

觀、壁面及場地現有設備，如有搭設臨時設置物之需求，應於申請場地

時提出，經本村同意後始得設置。 

(六) 不提供外借電力。如需使用本區電力，請告知預計使用之電壓以及總安

培數，經本村工作人員核可後，每時段酌收電力使用費用 500元整。 

(七) 如申請之活動為市集者，恕不接受場地劃分租借。 

(八) 【多功能活動區】僅提供展覽及活動申請使用，不提供市集設攤使用。 

(九) 恕不開放夜間時段租借。 

(十) 符合以下資格者，享有場地租金優惠： 

1. 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或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擔

任活動共同主辦、合辦者，得予免繳使用費。 

2. 活動符合本村營運使用目的與宗旨，並與本村共同掛名主辦、合辦

或協辦者，建議於活動前 45日進行合作細節接洽，經申請核准後，

得免收場租。合法登記之藝文團體或公益團體【需提供相關證明文

件】及政府機關學校，並須提供法人證書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場

地租金享八折優惠。 

(十一) 本村場地若於同一時段有多數申請人申請使用，其使用順序如下： 

1. 本村。 

2. 從事眷村文化保存之相關團體或活動承辦單位。 

3.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構）、學校。 

4. 北投區林泉里地區立案團體。 

5. 其他政府所屬機關（構）、學校。 

6. 其他。 

前項情形，除第一款外，同一順序內同時有多數申請人申請使用，以先

完成申請程序之申請者優先使用。 

 

參、 申請方式與審核作業 

(一) 請於活動開辦兩個月前向本村提出申請。申請文件依序為場地使用申請

http://www.huashan1914.com/download/2011-locationform.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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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附件 1)、切結書(附件 2)、活動企劃書(需含活動名稱、活動時間、活

動規劃、近期辦理活動照片與說明等)。 

(二) 受理郵寄或親送，地址：112台北市北投區新民路 22巷 9號北投中心新村

營運辦公室收。本村上班時間為周二至周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如

有任何問題請洽(02)2891-0804。 

(三) 本村將於收件後 14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核，並以電子郵件回覆審核結果。 

(四) 申請單位於本村電郵通知審核通過起 7個工作天內，需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三千元整，並於活動前 7天繳交場地租金，電郵回傳匯款證明單，俾本村

開立收據。如未依限繳納者，視同放棄，申請單位不得提出異議。 

 

肆、 場地使用須知 

(一) 本村恕不提供梳化空間。 

(二) 如申請單位因活動需要，需變更本村內外相關物品陳設等情事，需於申

請時一併提出，與本村人員協商確認，活動當天恕不提供臨時場地變

更。 

(三) 如申請單位有置物需求，請統一放置於本村人員指定之位置，並將物品

排列整齊。 

(四) 申請單位須於活動期間安排人員負責諮詢、保管作品及財物安全，本村

不負責申請單位現場財物保管。 

(五) 申請單位勘察場地時，應會同本村人員，並於本村上班時間內辦理。本

村得要求申請單位配合場地實際狀況，機動調整場地布置或活動內容。 

(六) 申請單位進行場地布置，應先通知本村始得為之。未經本村同意，不得

於地面噴畫任何標誌或打釘、打樁或以漿糊、膠紙（水）、鐵釘、圖釘等

物品使用於場地之牆面、地面及有關設備或公物。應善盡維護責任，如

有污染、損毀或遺失，申請單位應負恢復原狀或賠償之責。 

(七) 申請單位所辦活動，若有現場銷售及金錢交易等行為，活動現場務必設

立「請索取統一發票」標示，並註明申訴單位之聯絡資料，如有營利行

為，須提供經國稅局認可之合法憑證，或出示免開統一發票之證明，並

得以開立收據。 

(八) 申請單位須於場地使用期限截止當日完全復原，並需自行清運垃圾，未

銀行 012台北富邦市府分行 

戶名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北投中心新村專戶 

帳號 82120000014740 

http://www.huashan1914.com/download/2011-locationform.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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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者本村得自場地保證金內扣除罰金及復原費用，若不足扣抵時，申

請單位需於 7個工作天內補足差額，不得異議。 

(九) 活動不得使用明火、爆竹、瓦斯、噴灑粉塵、粉末、氫氣灌充氣球、器

具或其他危險化學藥劑。 

(十) 申請單位如有搭設舞台之需，應依臺北市臨時展演場所搭建臨時建築物

管理作業程序辦理，始得搭設。申請單位如申請活動為園遊會者，應事

先將詳細販賣項目及攤位規劃送本村核准。 

(十一)申請單位應遵守噪音管制法等規定，噪音之認定依噪音管理標準判定。 

(十二) 申請單位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及雇主責任險，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十三) 本村室內與戶外廣場全面禁止吸煙，違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 場地租借期間內產生之所有垃圾，請自行清運，如由本村工作人員發

現垃圾殘留，須繳立清潔工作費用 3,000元，不得異議。 

 

伍、 其他注意事宜 

(一) 如申請單位申請之活動為市集者，需注意原則如下： 

1、 市集擺攤時間為週五、週六、週日上午 10時至下午 6時。 

2、 需於活動前一日完成市集攤位布置事宜(展售搭建設備需自備)，於活

動結束當日晚間 8點前完成撤場及周圍環境整理清潔。 

3、 若遇連續兩~三日活動，為維護公共安全，申請單位需於週五、週六收

攤時卸除攤位內所有吊掛裝飾物品。 

4、 若無特殊理由不予提前撤場，如有違者，將扣除保證金 50%。 

5、 若販售商品為食品、農產品，需提供檢驗合格標章，並確實標記商品

成分。食材管理方面，攤商供應膳食應採用國內在地豬肉之生鮮食材

或肉類半成品，或提供原物料來源非採使用萊克多巴胺之國家的豬肉

之切結。販售商品若遭查緝受罰，攤商需自行負責，本村保有取消違

規申請單位場地使用之權利 

6、 消費者如須外帶但未自備環保餐具者，攤商不得免費提供一次性餐

具，且其售價不得內含於消費者所購買之商品中(售價為餐盒 2元；碗、

筷子、湯匙各 1元)。 

7、 為配合臺北市政府推動電子支付政策，攤商應配合電子化支付政策設

置支付工具(信用卡、悠遊卡、手機行動支付等)，相關設備建置、網

路連線、費用清分等所需費用由攤商經營者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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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導致活動之全部或

部分無法如期執行者，得與本村重議檔期，如因此解約，相關已繳費用將

無息退還，已發生之費用由申請單位負擔。 

(三) 除前項原因外，申請單位以任何其他理由取消或更改檔期，則需扣除保證

金 50%，但於活動日前 15個工作天內通知者將扣除全額保證金。由財團法

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或文化局、臺北市政府與市立國中小學校共同主辦或

協辦單位不在此限。 

(四)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並得隨時修正，經臺北市政

府文化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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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投中心新村場地使用申請書 
 

        收件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統編  

聯絡人  手機  

地址  電話  

E-mail  傳真  

發票抬頭    

※以上資料將使用於開立發票，請填寫正確資料※ 

匯款資料（此為保證金匯退帳戶，請務必填寫，並請提供帳戶影本） 

※保證金匯款及退款帳戶請務必相同，如發生匯款及退款帳戶不一致，須簽立退款切結

書※ 

銀行  分行  代碼  

帳號  戶名  

活動基本資訊 

一、 活動名稱  

二、 活動時間  

三、 活動類型 請檢附活動企劃書 

四、 預計參與人數  

五、 場佈時間  

六、 撤場時間  

七、 本案聯絡人  

八、 其他 是否涉及商業性活動 □是 □否 

是否涉及政治性活動 □是 □否 

九、 電力及清

潔 

是否需使用本村電力：□是 □否；□110v □220v 

預計使用之電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用總電壓：＿＿＿V；總安培數＿＿＿A 

110V建議總瓦數 1,500瓦以內、15安培； 

220V建議瓦數 3,000瓦內、330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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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委託本村清潔 □是   □否 

(如是，將酌收清潔費 3,000元) 

        使用場地 使用日期 時段 

早 10:00-14:00 

午 14:00-18:00 

核可時段 

（本村填寫） 

□多功能活動區 
 

 

□早   □午； 

共＿＿＿時段 

 

□戶外平台區 
 

 

□早   □午； 

共＿＿＿時段 

 

設備租借 

既有設備／總數量 欲租借設備 租借數量 備註 

1. 摺疊桌(10張) 

2. 折疊椅(20張) 

3. 涼凳(20張) 

填寫編號  1. 折疊桌尺寸為 150x45cm  

2. 折疊椅尺寸為 46*52*77cm 

3. 涼凳尺寸為 150x45cm 

填寫編號  

填寫編號  

本 

村 

填 

寫 

保證金                

元 

繳納日期  年  月  日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

過 

審核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同意書請於確認場地費用及保證金後用印 

茲向貴單位 申請使用場地，已詳閱本要點相關規定，租用期間願遵守本村場地申請使用

要點相關規定，如於使用後違反上開規定、未能即刻將場地回復原狀或損壞公物設施時，

願將所繳之保證金抵繳罰款或全權委託貴單位處理，處理後如有差額願無息多退少補。 

此致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北投中心新村 

 

申請單位：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統一編號： 

聯絡人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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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切結書 
 

茲(以下簡稱乙方）             為舉辦                            ，向 

北投中心新村（以下簡稱甲方）租用                          ，乙方謹具結保證確實遵

守下列事項，並依所提活動規劃確實執行且其法律責任非因而免責： 

一、乙方願遵守甲方場地申請使用要點（以下簡稱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 

（一）乙方未依規定繳納場地使用費或保證金等費用者，甲方得於三年內拒絕乙方提

出各場地使用申請。 

（二）乙方原申請為非政治性活動，惟活動期間經甲方查核有政治性活動者，除沒入

場地保證金外，甲方得於五年內拒絕乙方提出各場地使用申請。 

（三）乙方原申請為非商業性活動，惟活動期間經甲方查核有商業行為者，除補收場

地使用費外，甲方得於三年內拒絕乙方提出各場地使用申請。 

二、乙方應自行預留撤場時間，場地復原逾時者，甲方得加收超時場地使用費。 

三、乙方應自行尋找梳化空間，如有置物需求，請統一放置於甲方工作人員指定之位置，並

將物品排列整齊，甲方不負保管責任。 

四、如申請單位因活動需要，需變更本村內外相關物品陳設等情事，需於申請時一併提出，

與本村人員協商確認，活動當天恕不提供臨時場地變更。 

五、乙方應於活動前確實評估甲方場地使用限制，並依活動企劃書確實執行安全管理機制，

如發生災害事故，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 

立書人：(蓋章） 

負責人：(蓋章） 

統一編號： 

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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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心新村場地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