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林縣開放街頭藝人展演空間場地彙整表
【斗六市】
一、雲林縣政府文化中心周邊廣場（1）
開放地區及範圍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310 號
聯絡窗口
行政：本府文化處圖書資訊科
05-5523196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310 號

二、籽公園–籃球場（2）
開放地區及範圍
籽公園籃球場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 149 號（右側）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1、時段：09：00 至 22：00
2、人數：10 人以下。

聯絡窗口
行政：斗六市公所民政課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 38 號

3、場地規範：依據斗六市公共場所外界管理 現場：斗六市公所公用課
規則。
05-535-1456（林先生）
三、兒童籽公園（3）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 149 號

開放地區及範圍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一、須適合親子互動及同樂之表演團體。
二、須事先向管理單位提出所需展演空間及
時間之申請。
三、開放時段：六日 9：00～17：00。

聯絡窗口
行政：本府教育處社教科
05-5522439
簡森村先生
現場：兒童籽公園 05-5345951
郭良印先生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

四、官邸兒童館（4）

雲林縣斗六市公正街 212 號

開放地區及範圍
戶外遊戲平台及草皮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1、須適合親子互動及同樂之表演團體。
行政：本府教育處社教科
2、須事先向管理單位提出所需展演空間及時
05-5522439
間之申請。
簡森村先生
3、場開放時段：六日 9：00～17：0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
現場：官邸兒童館，05-5345951
郭良印先生

五、斗六棒球場週邊（5）
開放地區及範圍
斗六棒球場文化體育
園區之城市光廊

聯絡窗口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二段 320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1、時段：08：00 至 21：00
行政：體育場總務組
2、人數：30 人以人。
05-534-5119
3、場地規範：依據雲林縣立體育場所使用管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600 號

理自治條暨斗六棒球場文化場育園區管理 現場：棒球場管理員
要點規範，並繳交相關費用。
05-551-1171

六、斗六繪本館（6）

雲林縣斗六市社口里府前街 101 號

開放地區及範圍
繪本館前展演廣場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1、時段：09：00～18：00。
行政：斗六市公所
假日可依活動做調整（須事先申請）
沈秀茹小姐 05-5321992
2、人數：10 人以下 。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 38 號
3、限制：音樂、工藝、舞蹈、魔術展演為主。

七、雲中街文創聚落—雲中棧「凹凸咖啡館」
（7）
開放地區及範圍

雲林縣斗六市雲中街 9 巷 12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雲中棧—凹凸咖啡館 1、時段：例假日下午 3:00～6:00。
前之草地
2、單一時段表演人數 3 人以下。
3、可做歌唱表演，禁止使用明火。

現場：凹凸咖啡館 張嘉元先生
05-5339610、0930-939017
ryan.chang1111@gmail.com

5、音量限制依照噪音管制法。
6、表演者自備打賞箱。
7、可提供電力 110V。
8、請事先向館方提出申請，館方有權利針對
表演與環境適合與否做最終決定。
【虎尾鎮】
一、虎尾布袋戲館（8）
開放地區及範圍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 498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休館日期：星期一、星期二及國定假日全日休 行政：虎尾布袋戲館
館
05-6313080、05-636-4826
參觀時間：開館日星期三、四、五、日 10 時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 498 號
至 18 時、星期六 10 時至 19 時
(中午不休館)
二、同心家園（9）
開放地區及範圍
同心家園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里中山路 2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1、時段：08：00 至 17：00
2、場地規範：依據此區處相關規定辦理。
3、此區處不供應水電及其他資源，只提供場
地使用，使用完畢後請恢復原狀。
4、此區處如有需要應用場地，應優先使用。

行政：
台糖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處總務
課
05-632-1540＃252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里中山路 2 號

三、虎尾驛（10）

雲林縣虎尾鎮中山路 10 號

開放地區及範圍
虎尾驛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時段：12：00 至 18：00
每週一休館

聯絡窗口
現場：虎尾驛

吳麗春 小姐

05-6335893 0982-333369

四、澄霖沉香味道森林館（11）

雲林縣虎尾鎮惠來 75-6 號

開放地區及範圍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澄霖沉香味道森林館

1、時段：周一至周日 08:00-17:00
（107 年 5 月 1 日起為 08:00-24:00）
2、須事先提出展演日期與時間之申請。
3、請表演者自備打賞箱。
4、場地使用完畢，請恢復原狀、並維護環境

聯絡窗口
澄霖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05-622-6785 #16
FAX：05-622-1419
E-MAIL：
chenglin821030@gmail.com

整潔。
五、雲林記憶 Cool（舊虎尾登記所）（12）
開放地區及範圍
前廣場及木棧道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觀光大橋親水公園
（北港牛墟廣場）

雲林縣北港鎮中山南路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台糖雲林區處北港冰
品部周圍空地

聯絡窗口

該場域係屬河川公地，需經由主管機關水利署 行政：本府城鄉發展處工程科
第五河川局同意後方可使用。
05-534-7010 （蔡先生）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
（北港鎮公所）

二、北港冰品部（14）
開放地區及範圍

聯絡窗口

1、時段：例假日 15:00~20:00
現場：05-6327282
2、可做歌唱表演，禁止使用明火。
（林小姐或楊小姐）
3、音量限制依照噪音管制法。
3、表演者自備打賞箱。
4、請事先向館方提出申請，館方有權利針對
表演與環境適合與否做最終決定。

【北港鎮】
一、觀光大橋親水公園（13）
開放地區及範圍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 501 號

雲林縣北港鎮光復路 2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1、時段：09：00 至 17：00
行政：北港資產課，陳政田課長
2、場地規範：依據此區處相關規定辦理。
05-7827650
3、此區處不供應水電及其他資源，場地使用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里中山路 2 號
後請恢復原狀。
4、此區處如有需要應用場地，應優先使用。

三、北港女兒橋（15）

雲林縣北港鎮河堤道路

開放地區及範圍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1、時段：09：00 至 20：00

聯絡窗口
行政：本府城鄉發展處，許文林

2、演出時不妨礙通行為原則。
05-5522803
3、不供應水電及其他資源，只提供場地使用，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
使用完畢後請恢復原狀。
4、該區風大且位於高處，活動時須注意安全。
【西螺鎮】
一、丸莊醬油博物館（16）
開放地區及範圍
丸莊醬油博物館

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 25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1、時段：09：00 至 19：00
2、人數：3 人以下。

聯絡窗口
行政：丸莊醬油博物館

05-586-3666
3、表演團體以靜態展演為主，並排除音樂類 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 25 號
型之展演。
二、西螺大橋廣場（17）
開放地區及範圍
東側廣場、
西側木平台、
雕塑公園、
觀景台

西螺鎮大橋路與建興路口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請先向西螺鎮公所提出申請
東側廣場及觀景台可提供電力使用

三、西螺東市場（18）
開放地區及範圍
東市場內露天廣場

行政：西螺鎮公所民政課
王明正先生
05-5863203 轉 609
雲林縣西螺鎮光復西路 20 號
西螺鎮延平路 35─49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請先向西螺鎮公所提出申請。
可提供電力使用

四、延平老街文化館（19）
開放地區及範圍

聯絡窗口

聯絡窗口
行政：西螺鎮公所農經課
蔡旻易先生
05-5863203 轉 703
雲林縣西螺鎮光復西路 20 號
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 92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請先向文化館提出申請

行政：螺陽文教基金會

開館時間：周二至周日(周一休館)
每日上午 8：30~下午 5：30
可提供電力使用

05-5861444
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 92 號
現場：延平老街文化館
05-5861444

五、西螺兒童福利服務中心（20）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 227 號(彰銀旁)

開放地區及範圍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1、時段：六、日 09：00 至 16:00

（一樓大廳外廣場）

非例假日不開放。
申請電話：05-5878585
2、請事先向兒福中心提出所需展演時間之申 申請傳真 :5876496
請。
3、以不妨礙交通為原則。
4、可提供電力使用(請自備捲式延長線)，場
地使用完畢，請恢復原狀，並維護環境整
潔。
5. 國定假日休。
6. 不接受具危險性表演(由兒福中心認定)。

【古坑鄉】
一、綠色隧道（21）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雲林縣古坑鄉古坑村朝陽路 1-286 號

開放地區及範圍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1、時段：10：00 至 17：00
2、此公園主要經營方式為民宿。

三、華山遊憩區（23）
開放地區及範圍
文學步道廣場中段

聯絡窗口

1、時段：10：00 至 17：00
行政：古坑鄉公所
非例假日不開放
05-582-6320＃150
2、人數：10 人以下。
雲林縣古坑鄉中山路 40 號
3、音量限制：80 分貝以下。
現場：公有零售市場
4、如遇公所承辦活動應優先，表演團體另擇
期或配合，盡可能納入活動。

二、石頭公園（22）
康樂台廣場

管理單位：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雲林縣古坑鄉湳子路

開放地區及範圍
1、舞台及綠色市集
表演區。
2、公園內。

聯絡窗口

聯絡窗口
行政：石頭公園
現場：涵園 0933-568097
雲林縣古坑鄉古坑村朝陽路 1 之
287 號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1、時段：10：00 至 18：00

聯絡窗口
行政：華山社區發展協會

2、音量：80 分貝以下。
現場：華山社區發展協會
3、人數：同時段以兩組為限。
05-590-0480
4、地面非完全平坦，旁有涼亭不提供工作表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 41 號
演空間。

四、華山遊客中心（24）
開放地區及範圍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1、時段：假日 10：00 至 17：00。

行政：華山社區發展協會

2、音量：80 分貝以下。
3、人數：同時段以兩組為限。
4、不提供電源。

現場：華山社區發展協會
05-5900480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 41 號

五、荷苞香藥草園區（25）
開放地區及範圍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1、音量：80 分貝以下。
2、人數：同時段以 7 人為限。
3、不提供電源。

六、劍湖山世界主題樂園 （26）
開放地區及範圍
摩天廣場
貓吉町
金銀島劇場
神氣博覽館

聯絡窗口
行政：荷苞社區發展協會
現場：荷苞社區發展協會
05-5261861、0952-886389
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大湖口 67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1、時段：108/01/02~12/30 止。
每週六、日下午 13：00~16：30 止。
2、凡持有街頭藝人表演證照，皆可報名。
3、如展演申請人數（或團數）超過受理名額
則依申請順序決定演出者（或團體）。
4、表演內容所需之道具請自行攜帶，樂園提
供場地以及所需要電源部份。
5、因展演場地與設備須事先協調與準備，恕

行政：劍湖山世界演出課
戴淑幸 05-5825789 分機 2617
現場：戴嘉文 0932823271
陳慧儒 0919654637

無法受理當日現場報名，一律採事先預約
申請方式。
6、街頭藝人展演內容應符合許可類別，不得
違反善良風俗或涉及宗教、政治活動及其
他與展演無關者。
7、場地使用完畢，請恢復原狀，並維護環境
整潔。
【四湖鄉】
一、參天宮前廣場（27）
開放地區及範圍

雲林縣四湖鄉湖西村關聖路 87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行政：參天宮管理委員會
王建南 總務 05-7872052
雲林縣四湖鄉湖西村觀聖路 87 號

二、三條崙教育農園（28）
開放地區及範圍
三條崙教育農園

雲林縣四湖鄉崙北村海清路 150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1、時段：08：00 至 16：00

行政：四湖鄉三崙國民小學

2、依噪音管制法規定。
3、室內人數：15 人
室外人數：100 人
4、室內表演收取清潔費全日 4,000 元
室外表演不收費。

05-772-1044
雲林縣四湖鄉崙南村延平南路 18
號
現場：三崙國小總務處
蘇少亭主任 05-772-1044

三、綠野沙崙社會企業文創園區（29）
開放地區及範圍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雲林縣四湖鄉崙北村海清路 57 號
聯絡窗口

綠野沙崙社會企業
文創園區假日市集

1.時段：每周六 09：00 至 16：00
2.依噪音管制法規定。

露天平面舞台

3.請事先向該會提出展演日期與時間之申請
四湖數位機會中心
4.請表演者自備「打賞箱」
05-772-3947
5.配合該會管理相關規定及申請展演規範。
雲林縣四湖鄉崙北村海清路 35 號
6.室外平面舞台人數：以一組 1-5 人為限
7.可提供電力使用（請自備捲式延長線）
，並繳交 現場：專案管理人蔡宜明
相關電力費用。
0933449479
8.場地使用完畢，請恢復原狀，並維護環境整潔。

【大埤鄉】
一、大埤酸菜館（30）
開放地區及範圍
大埤酸菜館

行政：社團法人雲林縣四湖鄉
沙崙湖文史關懷協會

雲林縣大埤鄉大德村民生路 667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時段：星期二至星期日
09：00～11：30；14：00～17：00
國定假日、星期一休館

聯絡窗口
行政：大埤鄉公所農業課
陳怡嘉 05-5912116＃153
雲林縣大埤鄉北和村中山路 8 號
現場：大埤酸菜館館員
張妙靜、陳秀媚
05-5911071

【褒忠鄉】
一、馬鳴山鎮安宮前廣場（31）
開放地區及範圍
廟庭前廣場

雲林縣褒忠鄉馬鳴村鎮安路 31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開放時段：08：00～12：00
行政：馬鳴山鎮安宮總務組
13：30～17：00
05-6972045
演出後需將場地恢復原狀、並維護環境整潔， 雲林縣褒忠鄉馬鳴村鎮安路 31 號
演出時以不妨礙車輛出入為原則。

【土庫鎮】
一、土庫鎮第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32）
開放地區及範圍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1、時段：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 至 12：00
13：00 至 17：30
2、音量：60 分貝以下。
3、場地使用完畢，請恢復原狀，並維護環境
整潔。

行政：土庫鎮公所民政課
黃惠雯 05-6623211＃126
雲林縣土庫鎮石廟里 10 鄰中興路
175 號
現場：謝宗仁 05-662-2913

二、土庫順天宮前廣場（33）
開放地區及範圍
土庫順天宮前廣場

雲林縣土庫鎮順天里新建路 1-6 號

0917-281615
雲林縣土庫鎮中正路 109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1、時段：初一、十五、農曆三月二十三日慶 行政：許萬生 06-662-2658
典日，不開放。
0931-590966
2、音量：60 分貝以下。
雲林縣土庫鎮中正路 109 號
3、以不妨礙交通為原則。
4、場地使用完畢，請恢復原狀，並維護環境
整潔。

【台西鄉】
一、台西活力海岸（34）
開放地區及範圍

雲林縣台西鄉中央路 1066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台 西 海 口 生 活 館 – 1、每週六日 10：00 至 17：00

行政：台西國小

館內、外範圍

雲林縣台西鄉台西村民權路 9 號
現場：台西海口生活館

2、依噪音管制法規定。
3、若效果所需欲增加音量得向縣府申請。
4、室內人數：20 人
室外人數：100 人

【林內鄉】
一、坪頂茶葉文化館（35）
開放地區及範圍

05-6983173
楊世煌 0939-289621
王雯蓓 0937-269848

雲林縣林內鄉林中村中西路 21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每週末開館

05-6982045

聯絡窗口
行政：林內鄉農會

05-589-2002

雲林縣林內鄉林中村瑞農 23 號
現場：坪頂茶葉文化館
05-5892002

【斗南鎮】
一、斗南鎮他里霧繁星廣場（36）
開放地區及範圍
站前廣場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里中山路 2 號
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

聯絡窗口
行政：他里霧城鄉發展協會
林吉芳 執行長
05-597-7320；0931-616006
雲林縣斗南鎮文元二街 42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