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管理要點 

108年 5月 22日第二屆第 6次董事會通過 

109年 2月 24日第二屆第 9次董事會修正 

第一條 制定目的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以下簡稱本場館）為有效管理

廣告業務，特訂定本要點，以協助及規範相關執行事宜。  

 

第二條 廣告申請資格  

年滿二十歲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或於國內外登記立案之團體、獨資或合夥

商號、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或學校、政府機關等(以下簡稱申請單位)。 

  

第三條 廣告內容  

一、 表演藝術演出或活動。  

二、 贊助回饋。 

三、 一般廣告。  

 

第四條 廣告範圍  

本要點所稱廣告，指利用本場館平面出版品、自營媒體、電子及多媒體設備

向不特定多數人為宣傳者，如出版品、自營媒體、光牆、指標燈箱及多功能

傢俱箱，詳附表一之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表。 

 

第五條 租用限制 

一、 優先受理表演藝術演出或活動之廣告內容。 

二、 本場館有審稿權，廣告內容有以下情形，本場館得拒絕受理： 

（一）涉及政治性、選舉、抗議、抗爭或宗教宣教性宣傳者。 

（二）違反法令、妨礙公序良俗者。 

（三）對本場館有負面影響或有負面影響之虞者。 

三、 每次租用期間，最長以 12個月為限。 

四、 申請單位除事前獲得本場館之書面同意外，不得任意變更經審核通過之廣

告內容；且於上刊期間若非屬歸責本場館因素而發生廣告內容損壞之情

事，應由申請單位負責更換修繕。  

五、 廣告申請資訊之修正或變更，須於本場館審核通過通知日起 3日內以書面

或電子郵件方式送達，修改次數以一次為限；廣告刊登內容一經審圖通過

後即不接收修正及更改。 

六、 本場館依申請先後次序安排廣告之使用。非經本場館事前書面同意，申請

單位不得私下協調變更，並不得轉租、分租、轉讓或以其他方式供第三人

使用。  

 

第六條 廣告定價  

一、 依據附表二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刊登定價表

辦理。  

二、 申請單位須自行負擔廣告刊登所需之輸出製作、施工及相關費用。 

 



第七條 廣告營運方式 

一、 自行營運：由申請單位依本要點第八條規定逕洽本場館承辦單位。  

二、 委外營運：由與本場館簽訂合約的廣告代理商辦理。  

（一）應審核廣告代理商之廣告內容是否符合本場館營運目標、節目性質及

場館形象等條件，並經藝術總監核准後始得辦理簽約。  

（二）廣告代理商之廣告刊登依據本場館與其議定之內容執行，不需另行填

寫申請表。  

  

第八條 廣告租用申請方式 

一、 光牆、指標燈箱 

（一）申請期限：申請單位至遲於租用日期 45日前提出申請表。 

（二）申請流程： 

1. 申請單位請洽本場館營運部，得預約廣告版位之現場會勘日期。 

2. 申請單位填具並檢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表」

(附表一之一)及廣告圖檔乙份，向本場館營運部提出申請。 

3. 申請單位經審核通過後，應於通知日起 7日內向本場館營運部完成

繳費，並簽訂「廣告刊登合約書」。 

4. 完成繳款作業後，始得辦理廣告刊登事宜。  

（三）繳款期限：申請單位經審核通過者，應於本場館通知日起 7日內一次

繳清全額費用，逾期視為放棄承租，並由候補申請者遞補之。除有不

可抗力及不可歸責事由外，費用繳納後概不退還。 

（四）交稿期限：至遲於租用日期 20日前提出稿件檔案予本場館營運部。

申請單位如無法如期交稿，應於交稿期限前 7日以書面通知，如因前

述事由導致無法如期刊登，申請單位不得要求退回已繳費用。 

二、 多功能家具箱 

（一）申請期限：申請單位至遲於託播日期 30日前提出申請表。  

（二）申請流程： 

1. 申請單位請洽本場館營運部，得預約廣告版位之現場會勘日期。 

2. 申請單位填具並檢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表」

(附表一之一)及預定播放之影片檔案(電子檔)乙份，向本場館營運

部提出申請。 

3. 申請單位經審核通過後，應於通知日起 7日內向本場館營運部完成

繳費，並簽訂「廣告刊登合約書」。 

4. 完成繳款作業後，始得辦理廣告刊登事宜。  

（三）繳款期限：申請單位經審核通過者，應於本場館通知日起 7日內一次

繳清全額費用，逾期視為放棄承租，並由候補申請者遞補之。除有不

可抗力及不可歸責事由外，費用繳納後概不退還。 

（四）交稿期限：申請單位提出申請時須同時交付預定播放之影片檔案予本

場館營運部，本場館始會將廣告排入播放排程。  

三、 出版品、自營媒體 

（一）申請期限：申請單位至遲於出版品之出刊日期 60日前，以及於自營

媒體之發送日期 30日前提出申請表。  



（二）申請流程： 

1. 申請單位請洽本場館行銷部，申請單位填具並檢附「衛武營國家藝

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表」(附表一之二)及廣告圖檔(AI及 JPG

格式電子檔)乙份，向本場館行銷部提出申請。 

2. 申請單位經審核通過後，應於通知日起 7日內向本場館行銷部完成

繳費，並簽訂「廣告刊登合約書」。 

3. 完成繳款作業後，始得辦理廣告刊登事宜。  

（三）繳款期限：申請單位經審核通過者，應於本場館通知日起 7日內一次

繳清全額費用，逾期視為放棄承租，並由候補申請者遞補之。除有不

可抗力及不可歸責事由外，費用繳納後概不退還。 

（四）交稿期限： 

1. 出版品至遲於出刊日期 20 日前提出稿件檔案予本場館行銷部。 

2. 自營媒體至遲於發送日期前 5日提出稿件檔案予本場館行銷部。 

3. 申請單位如無法如期交稿，應於交稿期限前 7日以書面通知，如因

前述事由導致無法如期刊登，申請單位不得要求退回已繳費用。 

 

第九條 廣告內容擔保 

一、 各申請單位保證對廣告內容擁有完整之權利，內容如有違反相關法令或侵

害著作權、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及其他第三人權利者，所生之法律及賠償

責任及一切衍生之費用均由申請單位負責，本場館不負任何法律及賠償責

任。 

二、 申請刊登或播放之軟、硬體、圖片、影音等一切資料，申請單位均須取得

其智慧財產權使用及播放合法授權。多功能傢俱箱播放需取得「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公開演出」之授權證明文件，且註明是

否加入著作權仲介團體，如有加入，則須提出該著作權仲介團體之相關授

權；如無法提出，涉及音樂相關著作須由申請單位製作「無配樂」格式播

出，涉及視聽相關著作則不予播出。 

 

第十條 播放時間與天候限制  

一、本場館光牆、指標燈箱及多功能家具箱播放時間配合本場館營業時間開放。 

二、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須提前停止租用或變動租用檔 

期者，申請單位不得拒絕，其租用費用將依實際租用天數計算；變動租用檔

期者，其變動期間前後合計不得逾二日。  

 

第十一條 收款  

一、 自行營運：廣告刊登需求經審核通過後，承辦單位按照廣告租用申請表上

的申請項目，並依申請表之付款方式進行收款作業。  

二、 委外營運：承辦單位按廣告代理合約，依約定進行收款作業。 

三、 前項收款作業流程由申請單位依本要點所定期限繳款，經承辦單位收款且

確認無誤，由財務室進行銷帳。 

 

第十二條 本要點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之一)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表 

(光牆廣告、指標燈箱暨多功能家具箱專用) 

申請單位： 機關單位及負責人章 

個人申請者請用私章 

統一編號： 

(個人申請免填) 

 

負責人： 

(個人申請免填)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傳真電話： 

地址： 

 

本案聯絡人： 電話： 

Email： 行動電話： 

節目/活動名稱：  編號：                  (本場館填寫) 

主辦單位： 

於本場館申請場地租用節目/活動演出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 申請項目與刊登時程：                              (請預估宣傳時程，俾利本場館安排檔期) 

光牆廣告： 

□ 入口大廳 

空間編號             

   租用數量共         座 

□ 戶外劇場 

空間編號             

   租用數量共         座 

□ 音樂廳 

空間編號             

   租用數量共         座 

□ 戲劇院 

空間編號             

   租用數量共         座 

□ 其他________________ 

空間編號             

   租用數量共         座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指標燈箱： 

□ 戶外 

空間編號             

   租用數量共         座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多功能家具箱： 

□ 榕樹廣場同步播放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播放秒數   □ 10 秒  □ 20 秒  □ 30 秒  □ 其他         秒 

播放類型 

(檔案格式) 

 

 

(二) 節目/活動/廣告名稱內容說明： 

□ 表演藝術團體     □非公開售票節目或活動內容   □館內活動資訊  □廣告、贊助 

     (以上欄位空間如不敷使用，請另以附件方式呈現) 

(三) 申請資料： 

1、申請單位請附立案證明影本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個人申請者請附身分證影本。  

2、遞件申請即視為同意附錄一「廣告租用申請流程規範」。  

3、非本場館場地租用之申請者請完整填寫上列申請表，並於各項目申請期限前寄至：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營運部」 

   郵寄地址：83075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 1號      

   聯絡電話：(07)262-6625 

(四) 計費方式：  

依據「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定價表」。 

(五) 付款方式： 

(請勾選)   ●提醒:手續費由申請單位自行負擔。 

□ 自動提款機（ATM）轉帳  □ 線上轉帳  □ 銀行臨櫃匯款   

繳款帳戶如下： 

金融機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812) 苓雅分行(0159) 

銀行帳號：2015-01-0006616-8 

帳戶名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費用總計：新臺幣                      元整 繳費日期：                  (本場館填寫) 

發票抬頭： 發票樣式：□ 二聯式 □ 三聯式 

承辦人 組長 經理 行政副總監 

    

 

 

  

https://maps.google.com/?q=%E9%AB%98%E9%9B%84%E5%B8%82%E9%B3%B3%E5%B1%B1%E5%8D%80%E4%B8%89%E5%A4%9A%E4%B8%80%E8%B7%AF1%E8%99%9F&entry=gmail&source=g


(附表一之二)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表 

(出版品暨自營媒體專用) 

申請單位： 機關單位及負責人章 

個人申請者請用私章 

統一編號： 

(個人申請免填) 

 

負責人： 

(個人申請免填)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傳真電話： 

地址： 

 

本案聯絡人： 電話： 

Email： 行動電話： 

節目/活動名稱：  編號：                  (本場館填寫) 

主辦單位： 

於本場館申請場地租用節目/活動演出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 申請項目與刊登時程：                               (請預估宣傳時程，俾利本場館安排檔期) 

出版品： 

□ 《衛武營》雙月刊廣告頁 

期數             

   □全頁  □半頁 

□ 《本事》季刊廣告頁 

期數             

□ 主辦節目之販售節目冊 

節目標的             

自營媒體  

□ LINE官方帳號貼文推播 (每週二) 

推播日期             

□ 臉書官方粉絲團貼文推播(每週三) 

推播日期             

□ EDM電子報 (每週二) 

推播日期             

 

(二) 節目/活動/廣告名稱內容說明： 

□ 表演藝術團體     □非公開售票節目或活動內容   □館內活動資訊  □廣告、贊助 

     (以上欄位空間如不敷使用，請另以附件方式呈現) 

(三) 申請資料： 

1、申請單位請附立案證明影本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個人申請者請附身分證影本。  

2、遞件申請即視為同意附錄一「廣告租用申請流程規範」。  

3、非本場館場地租用之申請者請完整填寫上列申請表，並於各項目申請期限前寄至：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行銷部」 

   郵寄地址：83075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 1號      

   聯絡電話：(07)262-6904 

https://maps.google.com/?q=%E9%AB%98%E9%9B%84%E5%B8%82%E9%B3%B3%E5%B1%B1%E5%8D%80%E4%B8%89%E5%A4%9A%E4%B8%80%E8%B7%AF1%E8%99%9F&entry=gmail&source=g


(四) 計費方式：  

依據「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定價表」。 

(五) 付款方式： 

(請勾選)   ●提醒:手續費由申請單位自行負擔。 

□ 自動提款機（ATM）轉帳  □ 線上轉帳  □ 銀行臨櫃匯款   

繳款帳戶如下： 

金融機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812) 苓雅分行(0159) 

銀行帳號：2015-01-0006616-8 

帳戶名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費用總計：新臺幣                      元整 繳費日期：                  (本場館填寫) 

發票抬頭： 發票樣式：□ 二聯式 □ 三聯式 

承辦人 組長 經理 行政副總監 

    

 

 

  



(附表二)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刊登定價表 

 

一、數位廣告定價表 (光牆、指標燈箱)   

項
目 

廳院 樓層 
空間 
編號 

尺寸(cm) 
(含布管尺寸) 

版面 
數量 

計價 
單位 
(每面) 

定價 

藝文類 非藝文類 

單位：新臺幣(元)含稅/每面 

光

牆 

交通核 
入口大廳 

B1F B1054 238*255 1 

1個月 $20,000 $100,000 

B1F B1051 
617*218 
826*218 

2 

B2F B2024A 

242*209 
552*209 
252*209 

3 

戶外劇場 
24hr開放 

1F 1280 
212*209 
380*209 

2 

B2F B2082 
391*216 
368*216 

2 

音樂廳 

B2F B2080 256*210 1 

1個月 $16,000 $80,000 
B2F B2081 

234*208 
505*208 

2 

戲劇院 B2F B2020 

296*209 
834*209 
399*209 

3 

西側入口 
營運辦公室 

1F 1020 313*270 1 

1個月 $10,000 $50,000 
東側 

演職人員入口 

1F 1199 267*290 1 

B1F B1124 555*200 1 

指

標 

燈

箱 

戶外 1F 

B2 

外框尺寸 
88*63.5 
內框尺寸 
84*59.5 

 
材質 

燈箱片輸出 

1 

1個月 $10,000 $50,000 

B3 1 

B4 1 

B9 1 

B10 1 

B1 1 

1個月 $8,000 $40,000 B6 1 

B8 1 

B5 1 
1個月 $6,000 $30,000 

B7 1 

註(1)：藝文類定義：適用表演藝術節目或活動─藝文展演/公益推廣/社教宣導 

       非藝文類定義：適用非表演藝術節目或活動─商家品牌/多媒體公司/廣告商 

註(2)：藝文類且屬本場館場地租借之申請單位，數位廣告(光牆、指標燈箱)收費以 

       五折合作優惠價計算。 

註(3)：其他大宗專案合作另行報價。 

 

 

 



二、多媒體廣告定價表(多功能家具箱) 

項目 廳院 樓層 
空間 

編號 
尺寸(cm) 時段 數量 

計價 

單位 

定價 

藝文類 非藝文類 

單位：新臺幣(元)含稅 

多功能 

家具箱 

榕樹

廣場 

榕樹

廣場 

BA-F-201 

~ BA-F-217 

42吋電視 

(TBC) 

配合本場

館營業時

間而開放 

共

17

台 

兩週 

10 秒： 

$30,000 

10秒： 

$50,000 

20 秒： 

$50,000 

20秒： 

$80,000 

30 秒： 

$80,000 

30秒： 

$120,000 

註：藝文類定義：適用表演藝術節目或活動─藝文展演/公益推廣/社教宣導  

    非藝文類定義：適用非表演藝術節目或活動─商家品牌/多媒體公司/廣告商 

 

三、平面出版品、自營媒體廣告定價表 

項目 載體 尺寸 通路 
計價 

單位 

定價 

藝文類 非藝文類 

單位：新臺幣(元)含稅 

平面

出版

品 

《衛武營》雙月刊

廣告頁 

全頁： 

190*250mm,騎馬釘 

a. 衛武營會員 

b. 本場館 

c. 臺灣其他生活藝

術空間 

一期 

$100,000 $150,000 

半頁： 

190*125mm,騎馬釘 
$50,000 $70,000 

《本事》季刊廣告

頁 
175*230mm,膠裝 

a. 圖書館開放閱覽 

b. 網路書店販售 

c. 藝文空間開放閱

覽 

一期 $120,000 $200,000 

主辦節目之販售節

目冊 
190*250mm 

a. 演出現場販售 

b. 官網販售 
一檔 $30,000 $50,000 

自營

媒體 

LINE官方帳號貼

文推播 

1040*1040px 

文字 150字以內 
行動裝置、電腦 一則 $8,000 限藝文類申請 

臉書官方粉絲團貼

文推播 

圖 476*317px 
行動裝置、電腦 一則 

$8,000 $15,000 

影片(30s) $15,000 $30,000 

EDM電子報 寬度 1000px 行動裝置、電腦 一期 $5,000 $15,000 

註(1)：藝文類定義：適用表演藝術節目或活動─藝文展演/公益推廣/社教宣導  

       非藝文類定義：適用非表演藝術節目或活動─商家品牌/多媒體公司/廣告商 

註(2)：限藝文團體申請《衛武營》雙月刊廣告頁，單筆購買 2次以上，可享藝文類 

定價 5折；單筆購買 3次以上，可享藝文類定價 4折優惠；單筆購買 4次以

上，可享藝文類定價 3.5折優惠。 

四、收費規範      

1、多功能家具箱廣告定價不含訊號設置、音源及相關設備架設費用。 

2、以上所有廣告定價不含廣告設計、廣告製作物輸出及施工費用。 



 (附錄一) 

廣告租用申請流程規範 

一、光牆、指標燈箱 

（一）申請期限：申請單位至遲於租用日期 45日前提出申請表。 

（二）申請方式：申請單位填具並檢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

表」(附表一之一)及廣告圖檔乙份，向本場館營運部提出申請。 

（三）繳款期限：申請單位經審核通過者，應於本場館通知日起 7日內一次繳清全

額費用。 

（四）交稿期限：至遲於租用日期 20日前提出稿件檔案予營運部。申請單位如無法

如期交稿，應於交稿期限前 7日以書面通知，如因前述事由導致無法如期刊

登，申請單位不得要求退回已繳費用。 

 

二、多功能家具箱 

（一）申請期限：申請單位至遲於託播日期 30日前提出申請表。 

（二）申請方式：申請單位填具並檢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

表」(附表一之一)及預定播放之影片檔案(電子檔)乙份，向營運部提出申

請。 

（三）繳款期限：申請單位經審核通過者，應於本場館通知日起 7日內一次繳清全

額費用。 

（四）交稿期限：申請單位提出申請時須同時交付預定播放之影片檔案，且一次繳

清全額費用後，本場館始會將廣告排入播放排程。 

（五）多媒體廣告系統可支援播放以下多種檔案格式：  

      1.文字檔案、WORD檔、PPT檔，圖片檔(BMP/JPG/GIF/PCX)。  

      2.動畫格式(MPG/MPEG/MPV/MPA/AVI/VCD/SWF/RM/RMJ/ASF)。  

（六）費用已內含一次播放設定費，如設定後須更改或新增電子看板播放內容，每

次更改或新增一個檔案須酌收播放設定費新臺幣 20,000元。  

 

三、平面出版品、自營媒體 

（一）申請期限：申請單位至遲於出版品之出刊日期 60日前，以及於自營媒體之發

送日期 30日前提出申請表。 

（二）申請方式：申請單位填具並檢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

表」 (附表一之二)及廣告圖檔(AI及 JPG格式電子檔)乙份，向行銷部提出

申請。 

（三）繳款期限：申請單位經審核通過者，應於本場館通知日起 7日內一次繳清全

額費用 

（四）交稿期限：出版品至遲於出刊日期 20 日前提出稿件檔案予本場館行銷部；自

營媒體至遲於發送日期前 5日提出稿件檔案予本場館行銷部。 

申請單位如無法如期交稿，應於交稿期限前 7日以書面通知，如因前述事由

導致無法如期刊登，申請單位不得要求退回已繳費用。  

 

四、使用限制及注意事項  

（一）優先受理與表演藝術活動、公益宣傳或社教活動等相關之廣告內容，本場館擁

有審稿權，如不符合前述規定或其內容涉及政治性、選舉、抗議、抗爭、違

反法令或妨礙公序良俗及對本場館有負面影響或有影響之虞者，本場館有權



拒絕受理。 

（二）申請單位保證對廣告內容享有完整之權利，廣告內容如有違反相關法令或侵

害著作權、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及其他第三人權利者，由申請單位自行解決

並負一切法律責任。 

（三）廣告申請資訊之修正或變更，須於本場館審核通過通知日起 3日內以書面或

電子郵件方式送達，修改次數以一次為限；廣告刊登內容一經審圖通過後即

不接收修正及更改。 

（四）除有不可抗力及不可歸責事由外，費用繳納後概不退還；並不得轉租及讓予

其他單位使用。  

（五）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須提前停止租用或變動租用檔期者，

申請單位不得拒絕，其租用費用將依實際租用天數計算；變動租用檔期者，

其變動期間前後合計不得逾二日。 

 (六) 替換拆下之原有無接縫帆布(本場館公版版面)應小心收妥，並交予本場館營

運部商業服務組，待檔期結束後，再行領取進行復原動作，上、下刊更換時

如有損傷、缺少及遺失(含原有無接縫帆布、固定螺絲、燈箱之附屬品)應照

價賠償本場館。 

（七）為維護作業安全，相關承商進入場館作業時，所有人員須接受進出管制，承

商並須於施作日前一週向館方承辦人員通知進場時程，才可進入本場館施

工。 

（八）如申請案尚未經本場館審核通過前，申請單位即自行製作廣告素材（如廣告

燈片、無接縫帆布或影片）或進行相關宣傳，因申請案被撤銷、未通過而有

損失時，須由申請單位自負其責，概予本場館無涉。 

（九）預定檔期、現場會勘及其他未盡事宜，請洽營運部，聯絡電話：(07)262-

6625、或洽行銷部，聯絡電話：(07)262-6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