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山1914文創園區活動進撤場施工管理要點暨切結書
文件更新時間: 2018年08月

凡進入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辦理展演活動之場地承租單位與其委託之進、撤場施工廠
商，均須遵守本園區以下之作業規定。
一、 進場前應準備工作
1. 場地承租單位或各項工程承包廠商須投保工程險及第三人責任險，如因裝潢施工及
搬運等工程致設施損壞或人員傷亡，應由承租單位負責修復或賠償並負擔所有法律
責任。申請單位於施工及活動期間，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個人體傷最低保險額
為500萬元、火災法律責任險最低保險額100萬元。），負責保障所有參與活動人員之
生命及公共安全。
2. 為防止職業災害。請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併相關法規之《施行細則》遵守施工作業
要點。
二、 進撤場及活動注意事項：
紅磚(西區):
紅磚區進撤場時間為 08 點至 22 點。 (車輛動線附圖 1)
園區：
車輛進入園區之管制：全園區 09 點至 22 點禁行車輛
(除藝術東街卸貨車道) (車輛動線-附圖 1)。
因應園區音樂及戲劇表演散場時間等需求，園區有調整進撤場時間及區域之權力。
1. 貨車限行行照標示總重量 17 噸(含)以下之貨車，另休旅車、自小客車與機車禁止
進入。下貨物完成後需立即離開園區卸貨區域，有停車需求請至華山停車場(限
3.5 噸以下車輛)。所有活動相關車輛如有違規，每輛視情況罰款 2,000 元/輛以
上；貨車超標噸數重罰 10,000 元/輛/日，所造成地坪毀損之維修費用另計，以上
皆從保證金中扣除，若保證金不足扣抵時須補足差額，不得異議。 (堆高機比照車
輛規範，亦不可駛入場館)
2. 09:00-22:00 車輛可於限定範圍內卸貨(車輛動線-附圖1)；場地承租單位與承包廠
商載運裝潢品等貨車均須依園區車輛管制規範進場，未遵園區規範進場者，警衛人
員得禁止該車輛進入園區 (惟特殊情況經本園區同意者，不在此限) 。裝卸貨物之
車輛在園區內限速20公里以下行駛，未經允許禁行木棧區、紅磚、草地等非園區開
放進撤場路線，車輛到達定位後須關閉引擎。
3. 場地承租單位工作人員或施工單位車輛進場施工時，須先至警衛室換發車輛通行證，
並由保全人員會同開門後進入場館施工，請妥善保管證件，如有遺失需付工本費
每張500元製作費。
4. 佈置展品或裝潢工程不得佔用戶外公共空間(惟經園區同意情況除外)，以免影響遊
客動線與安全。
5. 全園區不可使用夾車，請拆卸後運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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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場地承租單位或參展廠商未經園區管理單位允許不得佔用展演活動展場以外之公共
空間，亦不得於園區地面黏貼任何宣傳標示物。設置背板、活動看板、旗桿旗幟、
懸掛廣告物品或張貼文宣海報、擺置花籃、人力舉牌等設施。
7. 本園區建物為古蹟及歷史建築，室內外場地禁止嚼食檳榔及口香糖;全園區禁止使用
明火,包含吸煙、生火、使用瓦斯、蠟燭、酒精燈、噴火槍、燃放煙火爆竹等；及任
何會造成跳電的電器；或可能危及歷史建物及古蹟安全之行為。一經發現有汙損破
壞歷史建物者，請復原原建物狀況，並視情節輕重予以罰款。若有汙損破壞歷史建
物者，則以「文化資產保存法」處理。(經發現場地有檳榔渣、檳榔漬、菸蒂或口香
糖，則每處罰款2,000元，得以連續開罰，直至改善)
8. 場地承租單位或參展廠商應保持場地建物及所有器材設備的清潔及完整，若因未遵
守上述場地使用規範，造成場地及環境之髒污毀損或故障，除負擔修復費用外，另
依毀損情況加計罰款，自保證金中扣抵其復原費用，若保證金不足扣抵時須補足差
額，不得異議。
三、 申請展覽用水電、電信與設備：
1. 場地承租單位應備妥經合格電氣工程行規劃之電力配置圖、施工方式(附場佈圖及燈
光音響配置圖)資料一份，並註明用電規格及容量，送本園區人員審查，委託合格電
工承裝廠商按圖施工。
2. 施作需遵照園區規範，違者除停止供電外，本公司亦得視情況禁止承租單位繼續一
切展演活動。如因安裝之電器設備品質不良、配線不良、或使用不當，以致造成公
共危險或設備、財物損失或人員傷亡時，由違規之承租單位負擔一切賠償及法律責
任。
3. 若遇台灣電力公司供電中斷或自來水供水中斷，或園區電(水)力設備臨時性故障時，
本園區不予賠償。
4. 申請用電者，需自行加設保護措施，自備無熔絲開關附漏電斷路器，不得擅接園區
非場商專用配電盤開關，並請注意三相電力平衡。
a. 自備發電機者，放置位置需依園區規範，發電機四周架設圍離，及地面鋪帆布，
並配備兩支滅火器在旁以策安全。
b. 場佈之電力、燈光、音響等電線佈線走線需依園區規範，沿牆邊或溝槽設置，
如遇過人行道(或經草地)需埋線或增設護線板。
c. 架設戶外電氣線路於活動以外之時間，必須負責確實斷電。
d. 廠商使用之電氣設備材料皆必須符合國家合格標章，並禁止使用線徑 2.0mm2 以
下之延長線，其長度須小於 2 米以下，且不得串聯使用。
e. 場館內原有的電盤與其他設備開關面板，原標示與使用說明請勿更改或拆除。
f. 接電前請注意端子及開關是否正常，配電時電線需鎖至端子台上螺絲需上緊，
不得直接接於銅排，以防止跳火事件發生；離場時也請將接線徹底拆除，不得
以剪斷方式，並將螺絲鎖回定位。
g. 燈泡設備如因活動需求而變更燈泡顏色，請於離場前復原為統一顏色。
h. 所有因活動場佈之電線、軌道、束線帶，敬請全數撤除。
i. 重物型器具(如電動機、鼓風機、冷氣機)及其他需 24 小時開啟設備，請使用
專用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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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包柱裝潢規定：禁止封閉柱子上之電源箱、滅火器箱、消栓等消防與安全設施。違
反規定者本園區將逕行拆除，拆除費用由簽約客戶負責。
6. 有電信或網路者需求者，請先行向電信業者申請後，通知園區施工時間與方式，須
至機房安裝線路者，由園區人員陪同，不得擅自進入機房，活動結束後將線路撤除
乾淨。
7. 戶外任何廣告宣傳物如有加裝燈具照明者，為環保考量，請務必加裝「燈具開關定
時器」，以節省不必要的能源浪費，最晚熄燈時間為 21:00，如未加裝者罰款 2,000
元，並限時改善。
四、 裝潢施工應遵守事項：
1. 場地佈置時，應事先知會並取得園區管理單位同意後方可施作。未經同意不得擅自
私接電源以及在既有結構上架設各項器材，且不得以漿糊、膠紙、膠水、鐵釘、雙
面泡棉膠等物使用於場地內外壁面或地面及其他設備之上，如因此造成損毀或意外
事故，承租單位應負所有復原及賠償責任。
(嚴禁黏貼落釘使用於壁面與地面，違者每根釘子罰款新台幣2,000元，壁面含館內
任何硬體設備及展牆等)。
2. 未事先取得園區管理單位同意者，不得於天花板及管線懸掛任何物品，亦不得於牆
柱張貼海報及宣傳物，如有違規情事經勸導而未改善者，園區管理單位得強制拆除，
拆除費用由場地承租單位負擔。如需於場館內進行吊掛，需事先向園區申請;屋頂桁
架設有載重限制，請務必依限制範圍吊掛；凡通電後會自行旋轉的機具請勿直接吊
掛於桁架上(如電腦燈、鏡球等)
3. 進出施工現場之所有同仁皆需配戴安全帽、穿安全鞋；高空作業需配戴安全索與使
用貼有合格標章之鋁梯，有違規情事者罰款每次 2,000 元/人。
4. 地毯舖設：禁止以黏膠塗抹於地面及使用雙面膠﹑泡棉膠施工，應先將擬舖地毯之
地面內緣約10公分寬度，做好底層防護，上層再以布紋雙面膠帶貼上，用以黏固地
毯。撤場時，所有膠帶及地面殘膠均須完全清除，未依規定施作或造成場地毀損者，
逕自保證金中扣除必要之復原費用。
5. 油漆及美工廠商，嚴禁於廁所內洗滌油性油漆器具或於廁所內調漆，且須先使用PVC
布或夾板鋪於地面後再施工；美工貼紙之廢料仍具有黏著性，施工單位須隨時負責
清理，並集中清運。
6. 場佈施工期間，如需油漆大範圍與長時間施作及產生大量木屑粉塵，嚴禁開啟空調
系統，以免加速耗損空調，造成活動期間影響空調正常運作及其他鄰近場館因異味
而無法正常營運；應得視現場空氣情況改善後，才得以恢復空調開啟。
7. 場館內嚴禁使用鋼釘、噴漆、電焊等施工，違反者園區管理人員將視情況予以斷電
或禁止承租單位繼續一切展演活動。
8. 嚴禁封閉配電箱、消防設備、逃生安全門及各類安全標誌，且消防設備與逃生安全
門前，不得有任何裝潢品或展品遮擋，如有違規情事經勸導而未改善者，園區管理
單位得強制移除，移除費用由場地承租單位負擔。
9. 嚴禁拆除及破壞展場用電設施，或配接與展場用電設施不相容之電氣配件，以免導
致設備超載或不良造成跳電、走火等意外，ㄧ經查獲違規設施，將立即斷電，並得
禁止承租單位繼續一切展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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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場地租用單位如需架設電視牆、大螢幕等設施，須事先書面向園區管理單位申請，
經與鄰近場館之活動協調並獲核准後始得施工，以免影響參觀人潮動線或其他活動
之進行。
11. 為維持館內冷氣空調效能，主機出風口勿遮掩；迴風口處，若因場佈需要而包覆遮
掩，務必維持至少60cm以上的空隙，以維持冷氣正常運作。
五、 戶外設置舞台及音響設備之規定：
1. 設置舞台或輸出功率大於20瓦特之音響設備，須檢附設計圖(應載明舞台、喇叭位
置，舞台活動或播放音響時間等)，經園區管理單位同意後始得施作。
2. 舞台外緣必須距離走道邊線2公尺以上，喇叭音量須保持在80分貝以下(開展前須配
合將音響音量定格)；相鄰場館不得同時辦理舞台活動或播放音響，本園區被規範
在第三類噪音管制區，請須符合《噪音管制法》之相關規定，違者除環保局開單
外，園區也將依次開罰。
3. 測量播放音量超過規定或其他違規情形，經口頭勸導未立即配合改善者，得立即斷
電，或禁止承租單位繼續一切展演活動。
4. 戶外設置廣告物之規定：有設置戶外廣告物者，請依《台北市廣告物暫行管理規
則》辦理。
5. 凡因活動搭建之臨時展演建築，須符合現行相關法規，需自行向台北市建管處申請
臨時展演建物許可(請參考: 臺北市臨時展演場所搭建臨時建築物管理作業程序與
臺北市展演用臨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方可搭建，並自行負擔搭拆建與依法申請
之責任。
以下僅供參考法條內容: (細節與修正，仍請依照現行法規為主)
1. 申請人應於展演活動開始二十日以前委託建築師（專業部分應由建築師委託
相關專業技師辦理），檢附下列書圖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經核准後始得搭
建臨時性建築物：
一 申請書。
二 委託書。
三 建築師簽證表。
四 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五 搭建臨時性建築物之廠商相關資料。
六 現況圖、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及細部構造材料圖。
七 由結構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之結構計算書圖。
八 其他必要之設備圖說。
2. 搭建下列臨時性建築物者，應於竣工三日前檢附申請書、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
件、現況圖、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及細部構造材料圖、消防設備
圖及施工過程建築師或結構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之勘驗報告，向主管機關申請
現場會勘，經主管機關會同本府消防局檢查合格，取得會勘紀錄副本，始得據
以接用臨時水電及開始使用：
一 舞台高度在一點五公尺以下、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且自舞台面起
算之舞台背景及頂蓋在六公尺以下。
二

臨時攤棚高度在六公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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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搭建下列臨時性建築物者，得將申請書及設計圖說送主管機關列管後，即行
搭建：
一、舞台高度在九十公分以下、面積在三十平方公尺以下、無頂蓋，且自舞
台面起算之舞台背景在四公尺以下。
二、臨時攤棚無壁體且高度在四公尺以下。
六、 施工材料處理：
1. 施工廢料及包裝材料應每日清除，不得置於走道及戶外公共空間，妨礙交通與安全。
2. 嚴禁將剩餘之任何漆料(水泥漆、油漆等)傾倒入廁所洗手檯及馬桶。
3. 逾時清除之廢料應由承租單位負責完全清除，若影響後續展覽作業之進行，園區管
理單位將視情況收取廢料清運費用。
4. 攤位之展品、裝潢材料及廢棄物應於撤場期限前全部清除完畢，並運離園區。
七、 安全及保險：
1. 廠商對其展品、物料、裝潢及工程設施均應自行保管，並視需要辦理保險，如有遺
失或毀損，本園區不負賠償責任。
2. 場館內之設施、物品及展覽品在展覽期間(包含展前佈置及展後拆除期間)因設置、
操作、保養或管理不當或疏忽致其工作人員或第三人遭受傷亡或財務損失，應由場
地承租單位負責修復或賠償並負擔所有法律責任；承租單位及其委託之施工廠商應
加強安全防護措施，並視需要自行投保適足之保險。
八、 其他：
1. 本要點為場地使用契約的一部份，申請單位與施工單位未遵守本規定者視為違約。
2. 申請單位如有違反本要點情節重大者，本園區有權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活動，沒收保
證金，並取消其一年內申請借用本園區任何場地之權利。
3. 以上如有違反園區規範(包含園區管理規章與場地租借協調一覽表)，園區有權對活
動單位進行每項目至少罰款2,000元，並得以連續開罰，直至情況改善。
4. 如有未盡事宜，得於雙方簽約文件中另行規定之。

□我有詳細閱讀，瞭解並接受本施工管理要點

活動單位：
立切結書人：
進撤場聯絡人：

中

華

民

聯絡電話：

國

年
-5-

月

日

附圖一

圖示說明：
入園簽到處 /進撤場車輛進入前請換證
禁止通行區(除

、

所有未標示色塊區域)

全時段卸貨區
全時段卸貨區(需抽停車票卡進入)，限3.5頓以下車輛
限時段卸貨區(09:00-22:00 禁行車輛)
限時段卸貨區(09:00-22:00 禁行車輛)
紅磚(西區)限時段卸貨區(08:00-22:00)
以上園區有彈性調整進撤場時間權力(因應園區活動特殊需求等)。

華山聯絡電話：(02)2358-1914
華山

活動部：詹皓伃 分機 531 、盧淑敏 分機 537、陳蔚欣 分機 533

業務人員
服務中心/管理部

楊子昕 分機 532 、周予晴 分機 535、施秀婷 分機 539
分機

200

(器材租借)
警衛室分機

中控室 分機 208

側門哨 分機 207

-6-

紅磚哨 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