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臺中市街頭藝人開放場所彙整表（依區排列）
場地

聯絡窗口
大甲區(6)
管委會蔡小姐 04-26870929

場地

1

大甲鎮瀾觀光商圈

2

日南公園前廣場

民政課吳先生 04-26813794

3

臺中市大甲區中正紀念
館前廣場

人文課鍾小姐 04-26872101#341

32

秘書室陳先生 04-26872101#121

33 *石農咖啡館前廣場

4
5
6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前廣
場
臺中市大甲區文昌祠
臺中市大甲婦女福利服
務中心

人文課陳小姐 04-26872101#344
大甲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陳小姐
04-26762655#7

臺中市石岡區旅客服務中心 觀光工程科 曾先生
旁廣場(東豐自行車綠廊)
04-22289111#58113

旅遊事業部 林先生
04-25721246#39
梧棲區(1)
光景走廊商街(臺中港舶
34
陳小姐04-26569532;0930-099922
來品商圈)

外埔區(2)
7
8

臺中市外埔區公所廣場
親水公園

秘書室 04-26832216#701
公用課陳先生 04-26832216#503
后里區(3)

臺中市后里馬場
觀光管理科 陳先生 04-25565293
舊山線泰安車站(泰安商 泰安社區發展協會 李先生
10
圈)
0932-334429
張連昌薩克斯風公司 張小姐
11 張連昌薩克斯風博物館
04-25562363

沙鹿區(3)
35 沙鹿鎮立公園
36 沙鹿區公所前廣場
37 鹿寮丹聯成衣商圈

9

東勢區(1)
12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玉荷堂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劉小姐
04-25888634
和平區(3)

13 谷關溫泉文化館
14 谷關商圈
15 梨山賓館前圓環

谷關遊客中心 林小姐
04-25951496
臺中市谷關社區發展協會
尹先生 04-25951998#695
梨山賓館 徐淑眞 04-22653939
清水區(5)

臺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
瓜棚廣場
*高美溼地1號涼亭及解
17
說半島涼亭
16

18 清水旅遊導覽中心
梧棲觀光漁港(壘標廣
場)
*梧棲觀光漁港(漁貨直
20
銷中心)
21 鰲峰山公園
19

推廣股 吳小姐
04-26274568#214
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林小姐
04-26566494#303
人文課 蔡小姐
04-26270151 #305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張先生 04-26566494
臺中區漁會 鄭先生
04-26562650

神岡區(2)
觀光工程科 陳先生
04-22289111#58113
謝小姐 04-25620841#131
豐原區(6)
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陳小姐
戶外廣場
04-25260136#104
太平洋百貨公司豐原店 企劃美工課 邱小姐
1F廣場
04-25291111#275
豐原車站前廣場
公用課 04-25222106#351
豐原公所人文課 黃先生
豐原漆藝館前方廣場
04-25130177
豐原復興廟東商圈
管委會 吳主委 0928-968999
臺中市青年勞工夢工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手創工藝發展協
(休館)
會 蔡小姐04-25260687

38 臺中市大雅公園

建設局 蔡小姐
04-2228-9111#33905

40 大坑商圈

管委會 東先生 04-2239-6349

41

臺灣民俗文物館及所轄
戶外空間

42 北屯兒童公園
43 舊社公園

47 太平區祥順運動公園

29

建設局 蔡小姐
04-2228-9111#33905

管委會李先生 04-23937297
人文課 04-2279-4157
#104 劉小姐 #106 周小姐
演藝股 陳小姐
04-23921122#303
臺中市體育處 朱先生
04-22289111#55127
龍井區(1)

48 東海藝術街商圈

53 逢甲商圈

28

04-2245-1310

太平區(4)
太平樹孝商圈管理委員
44
會前廣場
太平古農莊文物館戶外
45
廣場
臺中市屯區藝文中心戶
46
外廣場

24

27

管委會 林先生 04-26629280
大雅區(1)
大雅區公所 黃先生
04-25663316#321

39 新都生態公園

49 順天經貿廣場
順天建築.文化.藝術中
50
心戶外廣場
51 老虎城
52 中科購物廣場

26

公用課 呂小姐 04-26622101#226
人文課 紀小姐 04-26622101

北屯區(5)

臺中市神岡區潭雅神綠
22
園道和平廠站
23 神岡區公所前廣場

25

聯絡窗口

石岡區(4)
30 土牛客家文化館
文教發展組 鍾小姐 04-25825312
情人木橋、食水嵙溪休 戀戀蜂情蜂蜜館（私人自由園區）
31
閒農業園區
劉小姐 04-25823200

54 逢甲文華道商圈

55 臺中市孔廟
56 益民一中商圈

謝先生 04-26317686
0926-476137
西屯區(6)
管理中心 黃小姐
04-22595777#1136
企劃處 劉先生 04-36062633
胡先生 04-24617777#203
逢甲商圈管理委員會 陳先生
04-2451-9076
陶先生 04-24515450
北區(12)
臺中市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
洪先生 04-22332264
營運部 林先生 04-22252913

57 臺中市中山堂藝文廣場

黃先生04-2230-3100

58 梅川親水公園
59 中正公園

建設局 蔡小姐
04-2228-9111#33905

2015 臺中市街頭藝人開放場所彙整表（依區排列）
場地
60 中友百貨公司
61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前
之演化步道

62 臺中市一中街商圈
63 臺水宿舍商場
歷史建築臺中放送局小
舞臺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精
65
武分館文化廣場
64

66 臺中市天津路服飾商圈

聯絡窗口
促銷課 蕭先生04-2225-3456#680

68 樂成公園

84 電子街商圈

黃小姐 04-22290280#209

86 第一廣場前廣場

分館服務管理中心 趙小姐
04-22625100#2118
臺中市天津路服飾商圈管理委員會
04-22919714;0935-763366

中區(10)

85

繼光街商圈(行人徒步
區)

87 第一廣場前綠川加蓋區
88 臺中公園

陳先生 04-2224-3111#2033

建設局 蔡小姐
04-22289111#33905

91

興中停車場前廣場（臺
灣旅遊中心）

92

臺中火車站大門右側出口旅
服務台 04-2222-7236
遊服務中心旁空地

93

自由商圈(九個太陽太陽
邱小姐 04-22213639
餅店騎樓)

04-26991105
南屯區(3)

71 豐樂雕塑公園

94 健康公園

建設局 蔡小姐
04-2228-9111#33905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前
廣場
烏日區麻園頭溪溪濱公
園

西區(10)

76 美術綠園道

廣三SOGO百貨公司及前
方地下道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
81
武場生命之樹區
82 草悟廣場
80

大里區國光里活動中心
圓形廣場

98 大里區環保公園
99 大里區東湖公園

劉小姐、陳總幹事
0931-099912 ; 0982-135940
精明一街管理委員會 詹小姐
04-37048811#301
美術園道商店街管理委員會總幹事
陳小姐 04-23755482
企劃課 陳先生
04-23233088#1811
陳小姐 04-23759366

秘書室劉先生 04-22625100#1911

區公所人文課 劉小姐
04-23368016#126
大里區(6)

97
建設局景觀工程科 張小姐
04-22289111#33335

建設局 蔡小姐
04-2228-9111#33905

烏日區(1)
96

74 草悟道

公共運輸處 陳先生
04-22289111#61134

南區(2)

95

73 彩虹藝術公園

79 美術園道商圈

建設局景觀工程科 張小姐
04-22289111 # 33335
建設局 蔡小姐
04-2228-9111#33905

90 龍心商場

70 *萬里長城登山步道

78 精明一街商圈

蕭小姐 04-22258606

總務組 朱先生 04-22111928

大肚區公所 葉小姐
04-26991105#343

77 大隆路商圈

余先生
04-22240048;0911-224251
林先生
04-22228786 ;0938-286209

將軍廟 總幹事 04-22265649

69 大肚區公所前廣場

75 市民廣場

聯絡窗口
圖書資訊科賴小姐 04-23713788
04-22289111#25314

89 輔順將軍廟前廣場

大肚區(2)

72 文心森林公園

83 臺中文學公園

營運科 陳小姐
04-2322-6940#789
圓周率顧問有限公司 郭先生
04-2223-5656 ; 0932-632846
台水宿舍商場 王小姐
04-22255999 ; 0932-941009

東區(2)
財團法人台中樂成宮廟
67
前廣場

場地

100 大買家-大里國光店
101

臺中市兒童青少年福利
服務中心

102 臺中市大里中興商圈

國光里發展協會
劉先生 0937-210322
大里區公所 何先生
04-24062910 ; 0910-412319
大里區東湖里辦公處
賴先生 0910-562752
客服部接待課 楊先生
04-24810456#4502
臺中市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林小姐 04-24827405#111
臺中市大里中興商圈管理委員會 傅
先生 0952-122643
霧峰區(6)

103 臺中市霧峰區圖書館

圖書館 李小姐 04-23332426

李先生 04-23021232#202

合計103處
備註:
1.表演時段：每日10：00-22:00（如各場地另有規定依其規定）。
2.街頭藝人請預先與場地聯絡人申請表演時間及內容(或從其規定辦理)，俾便場地管理單位作業，惟標註*符號場地
不需申請逕可前往展演。
3.街頭藝人應遵守本府「臺中市街頭藝人藝文活動實施要點」、「臺中街頭藝人管理輔導計畫」、各管理單位相關法規之規
法規之規範進行展演，如各場地另有相關規定者，依其規定。
4.為維持良好環境，展演之音量，依據「噪音管制標準」辦理，未能配合者將取消場地申請。
5.本府街頭藝人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6.表演藝術科聯絡人，鄒小姐04- 22289111#25412
製表時間：105.02.26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