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觀光遊憩景點容留人數統計表      發布時間:104年8月14日

項目 可容留人數 所屬機關

正館 10,730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

正館1樓露臺、正館2

樓露臺、華表大道及

牌坊廣場

3,880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

文獻大樓1樓展廳 825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

至善園 422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

大千館 489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

2 國立歷史博物館 1,081人 文化部

3 國立國父紀念館 6184人 文化部

4 中正紀念堂 8399人 文化部

5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5,000人 教育部

南海劇場 750人 教育部

南海書院 375人 教育部

7 台北101觀景台 1325人 台北101

8 美麗華大直影城 60976人 美麗華百樂園

9 台北探索館 789人 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10 梅庭 86人 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11 自來水博物館 141人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2 水資源教育館 135人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3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4,000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4 動物園

約6萬人

(基本服務量體為2萬

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5 臺北市兒童新樂園 16000人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

司

16 臺北小巨蛋主場館 15,000 人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

司

17 臺北小巨蛋冰上樂園
800 人(觀眾席 )

400 人(冰面 )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

司

18 台北國際藝術村 約425人 文化局

19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約1197人 文化局

20 草山行館 572人 文化局

21 松山文創園區 7,246人 文化局

22 士林官邸正館 約100人 文化局

23 剝皮寮歷史街區西側 約1956人 文化局

24 二二八紀念館 約458人 文化局

25
糖廍文化園區/糖業文化展

示館
約234人 文化局

26 數位藝術中心 約843人 文化局

27 臺北書畫院 約65人 文化局

28 臺北之家 約529人 文化局

29 牯嶺街小劇場 80人 文化局

30 臺北當代藝術館 約866人 文化局

31 臺北市水源劇場 500人 文化局

32 西門紅樓

(1)八角樓一樓： 270

(2)八角樓二樓： 311

(3)十字樓直段： 491

(4)十字樓橫段： 890

(5)北廣場：  1785

文化局

33 電影主題公園

(1)A棟： 66

(2)D棟： 64

(3)藝術廣場： 4504

文化局

34 紀州庵古蹟 上限為93人 文化局

場館名稱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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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台北市紀州庵新館 約332人 文化局

36
西園29服飾創作基地

(臺北服飾文化館)
約543人 文化局

37 撫臺街洋樓 約137人 文化局

38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 約174人 文化局

39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 約179人 文化局

40 社會教育館 約8536人 文化局

41 文山劇場 約2136人 文化局

42 大稻埕戲苑 約1864人 文化局

43 樹心會館多功能區 約137人 文化局

44 本堂常設展區 約72人 文化局

45 臺北市中山堂 2011人 文化局

46 北投溫泉博物館 200人 文化局

地下B02、地下B02視

聽室、地下B02雕塑中

庭、地下B02餐廳

1177人 文化局

一樓 1118人 文化局

二樓 582人 文化局

三樓 908人 文化局

48 林安泰古厝民俗文物館 1012人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49 臺北市立孔廟4D劇院 94人
臺北市立孔廟管理委員會

園藝展覽館 約300人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工程管理處

新蘭亭 約100人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工程管理處

爭艷館 3984人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舞蝶館 1567人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52 南港茶葉製造示範場 473人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53
臺北市鐵觀音包種茶研發

推廣中心
368人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54
臺北市關渡自然公園自然

中心
411人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55 臺北體育館 5,648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56 天母運動園區 10,632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57 臺北田徑場 22,299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58 青年公園棒球場 736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59 青年公園高爾夫練習場 760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60 青年公園游泳池 2,083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61 新生公園棒球場 580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62 臺北市中山運動中心 1,235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63 臺北市北投運動中心 1,675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64 臺北市中正運動中心 6,700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65 臺北市南港運動中心 710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66 臺北市萬華運動中心 1,363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67 臺北市士林運動中心 910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68 臺北市內湖運動中心 1,851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69 臺北市信義運動中心 1,001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70 臺北市松山運動中心 1,186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71 臺北市大同運動中心 1,880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72 臺北市大安運動中心 350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73 臺北市文山運動中心 1,259人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臺北市立美術館47

士林官邸

花博公園

50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