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32-164752 jennypeter@pchome.com.tw

0935-020021 judar@ms2.hinet.net

0915-237508
0987-756385

corn912013@gmail.com

0922-511311 a0922b@hotmail.com

0988-532058 jasonshowmusic@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jasonshowm
usic

0938-399-305 kevinliu623@yahoo.com.tw

0931-060389

0953-130419 ch2627ing@kimo.com
https://reurl.cc/43bYm3

0935038039 bspc120@yahoo.com.tw

0933624797

0922879646 chunyen.chuang@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tonychuang7
7

0911-936101

ing199148@yahoo.com.tw

0972-028528 evahua0903@gmail.com

Linp1200@yahoo.com.tw

King.a60921@msa.hinet.net

0961-266122 sunwayoa@gmail.com

0981-141977 g0981141977@yahoo.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7288
96561023009

0928-542960 tasueisme@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TaeShen198

0916-504020 tim98929@hot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magic520

0938-051946 xz046524@gmail.com

mailto:ch2627ing@kimo.com
https://www.facebook.com/tonychuang77
https://www.facebook.com/tonychuang77


0919-521498
a.kung19@gmail.com

0911293696

0919934859 chicken588@yahoo.com.tw

0920100208 hwking0308@gmail.com https://reurl.cc/ARbXR3

0910228243

0928566778 ylin87506@gmail.com

0919393383 rita10311317@yahoo.com.tw http://m.facebook.com/JingYuanMusic/

0982-828206

0970050188 tsai-sh@yahoo.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BalloonAD/

0921801058

0910167342

0936-881946 wukunying888@gmail.com

0932-266119 happyyes168@yahoo.com.tw

0983-275080 cba50420@yahoo.com.tw
https://reurl.cc/35byo8

0981-910834 balloonsummer@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balloonsumm

0905-236707
0933-110981

youjuao@gmail.com
Yoko Lin
https://www.facebook.com/Yoko.Zuao

0936-307138

0933-972729 Vela.blue34@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VelaBlue030

0922-321858 carreralin@gmail.com

0916-236118 emily12712@yahoo.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YoyiTing

0963-159687 onedayblue@yahoo.com.tw

https://reurl.cc/ARbXR3
http://m.facebook.com/JingYuanMusic/


0935-981110 y0935981110@gmail.com
https://reurl.cc/Rb9ROr

0952-915699 yeddafong@gmail.com

0910-441506 c16816956@yahoo.com.tw

0913722207 ychgyl@yahoo.com.tw
https://reurl.cc/Rb9RO9

a0912296080@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fireshihshih

0960618100 miaotaggart@gmail.com http://www.facebook.com/miao999

0922798948 tinu3295@gmail.com

0910493692 chun.shens@msa.hinet.net

0972915355 t1992925@yahoo.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Peigeloveu

0932607263 hyh7732@ms2.hinet.net https://www.facebook.com/lily830627

0937229228 book110book110@yahoo.com.tw

0955-323-388

0910392090 lang.whai@msa.hinet.net

moseasa0107@gmail.com

0978823652
0935566521

tina082323@gmail.com

0911034617 r85106@yahoo.com.tw

0927799519 dafuncal926@gmail.com

0975-900565 allenleekawai@yahoo.com.tw

0936-266418 sfeng5701@gmail.com
1.

0983-367378 love315004@gmail.com

mailto:allenleekawai@yahoo.com.tw
mailto:sfeng5701@gmail.com
mailto:love315004@gmail.com


0933-242131 Kingtien88@gmail.com

0977-430888

0913-112020

0936-138108 joan03015@yahoo.com.tw

0913-205218 ocarina741@gmail.com

0937-152723 david870720@gmail.com

0939688779 e22152@mail.trtc.com.tw

0972-717396 barry50124@gmail.com

0937-477401 cutejanice33@yahoo.com.tw

0978-990119 apsamlin@yahoo.com.tw

0955-107038

sunnyboy771105@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yanhappily

0975672982 cara520cara@yahoo.com.tw

0905163525 shmes8921@yahoo.com

0972224785 boss9567529@yahoo.com.tw
https://reurl.cc/95b04x

0937870167

0925666921 mujanetsai@gmail.com

https://reurl.cc/yeKW6y

Taiwan
https://www.youtube.com/user/kokomo1
242

0963426463 franny199813@gmail.com

0939084319 bubuddt@yahoo.com.tw

0955193255 11532cdb@gmail.com

mailto:Kingtien88@gmail.com
mailto:joan03015@yahoo.com.tw
mailto:ocarina741@gmail.com
mailto:david870720@gmail.com
mailto:barry50124@gmail.com
mailto:cutejanice33@yahoo.com.tw
mailto:apsamlin@yahoo.com.tw
mailto:sunnyboy771105@gmail.com
mailto:cara520cara@yahoo.com.tw
mailto:boss9567529@yahoo.com.tw
mailto:mujanetsai@gmail.com
mailto:franny199813@gmail.com
mailto:bubuddt@yahoo.com.tw
mailto:11532cdb@gmail.com


0939699502 a0939699502@gmail.com

0912880152
jeff860113@gmail.com FB:

0917283540

0922901190

0932263398

0913707628

0988941487

0921202997

0918308736

0982834669

0974393373

0955271982

0932659538

0933623861

0988011920

0922768888

0935159085

0910815211

0912333616

0910057798

0910123222

0987722119

0933866915

0983183193

mailto:a0939699502@gmail.com
mailto:jeff860113@gmail.com


0933443902

0975630833

0939343191

0963331963 kao1953@yahoo.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jenyi.kao

0916232791 hw168568@yahoo.com.tw

0912577636 sloxx99@gmail.com

0910067806
0910057246

0912024586 t020032@mail.e-land.gov.tw

0934148227 roy.tiger.weng@gmail.com

0918859188 dfps87153@gmail.com https://reurl.cc/35by4V

0933102752 afeng5257@gmail.com

0933913625 hllee0513@gmail.com

0911958869

0988280007

0968283847 https://www.instagram.com/chenguanre
nryan/

980052844 yosupermanyo@gmail.com

0921951569

0911209058 jkwu9211@gmail.com

0932028363 https://www.facebook.com/

0909108704 cater15151515@hot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BalloonBusk
erAlan

0953496170 dennis4506@gmail.com

0933155450 es9066@gmail.com

0988378728

mailto:kao1953@yahoo.com.tw
mailto:hw168568@yahoo.com.tw
mailto:sloxx99@gmail.com
mailto:t020032@mail.e-land.gov.tw
mailto:roy.tiger.weng@gmail.com
mailto:dfps87153@gmail.com
https://reurl.cc/35by4V
mailto:afeng5257@gmail.com
mailto:hllee0513@gmail.com
mailto:jkwu9211@gmail.com
mailto:huang80489328@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
mailto:cater15151515@hotmail.com
mailto:dennis4506@gmail.com
mailto:es9066@gmail.com


0911284374 sjj1798@yahoo.com.tw

0926559739 fm013@yahoo.com

0910159846 lcwwch1@yahoo.com.tw

0935387186 JKAO8614@gmail.com

0933450031

0963765909

0939176736 rose10@tmail.ilc.edu.tw
https://reurl.cc/52bXKy

0911250386 kingaluba@gmail.com

0973561087 jimmy19991219@gmail.com
Instagram:yun.kuo.16

0971072073 94AKLeader@gmail.com
http://www.facebook.com/94AKPerform
ing

0960009600 09600x09600@gmail.com https://www.youtube.com/c/ONE%E5%8
D%8D

0958959037 angelheart711011@gmail.com
http://www.facebook.com/wanglunglung
http://roy711011.pixnet.net/blog

0935934787 a5P1020@yahoo.com.tw

0988396696 https://www.facebook.com/Sax.Paulo20
161115

0935084138

0939736276 go736276@gmail.com

0928874762 captainyeu@gmail.com

0953991809
https://reurl.cc/ARbX98

bn10040@gmail.com

0933829751 a584134@yahoo.com.tw

0978152902 gemini99145@gmail.com

0975074688 vicky1314520881217@gmail.com

mailto:sjj1798@yahoo.com.tw
mailto:fm013@yahoo.com
mailto:lcwwch1@yahoo.com.tw
mailto:JKAO8614@gmail.com
mailto:rose10@tmail.ilc.edu.tw
mailto:kingaluba@gmail.com
mailto:jimmy19991219@gmail.com
mailto:94AKLeader@gmail.com
http://www.facebook.com/94AKPerforming
http://www.facebook.com/94AKPerforming
mailto:09600x09600@gmail.com
mailto:angelheart711011@gmail.com
http://www.facebook.com/wanglunglung
http://www.facebook.com/wanglunglung
mailto:a5P1020@yahoo.com.tw
mailto:go736276@gmail.com
mailto:captainyeu@gmail.com
mailto:bn10040@gmail.com
mailto:a584134@yahoo.com.tw
mailto:gemini99145@gmail.com
mailto:vicky1314520881217@gmail.com


0981379475 ycms.zhyu@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ZhYu.music/

0933767668

0934261143

0978645217 https://www.instagram.com/ichigo_flam
ing/

0919877488

0926223828 8715he@gmail.com

0928647804 stan81536@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magicianh

0975958069 tljy65015@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seanchen51

https://www.facebook.com/lin.tom.9634

0907-268874 lintingyin0421@gmail.com
https://reurl.cc/NZNOD6

0927-578918 stu97805@gmail.com

0930-101498 a2231020730@yahoo.com.tw

0911-929210 rose769423@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chang.h.chia
.3

0936-623555 re.sixnights@gmail.com

0911134955 ke1998218@gmail.com

purpleyao1106@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yaoyaosings
ong

https://www.instagram.com/lawa.wu/

https://www.youtube.com/user/purpleya

0975-672982 cara520cara@yahoo.com.tw

0932-089121

mailto:ycms.zhyu@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ZhYu.music/
mailto:8715he@gmail.com
mailto:stan81536@gmail.com
mailto:tljy65015@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seanchen51臉書：陳韋翔Sean Chen
https://www.facebook.com/seanchen51臉書：陳韋翔Sean Chen
https://www.facebook.com/lin.tom.9634
mailto:lintingyin0421@gmail.com
mailto:stu97805@gmail.com
mailto:a2231020730@yahoo.com.tw
mailto:rose769423@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chang.h.chia.3Instagrm：jchang_11
https://www.facebook.com/chang.h.chia.3Instagrm：jchang_11
mailto:re.sixnights@gmail.com
mailto:ke1998218@gmail.com
mailto:purpleyao1106@gmail.com
mailto:cara520cara@yahoo.com.tw


0938-042181

0910-010878

0912-095163

0933-144327 shing_0929@yahoo.com.tw

a0921956723@gmail.com

9585871@gmail.com

kyosh123@gmail.com

0935-109389

0979-608990 abc0973494018@gmail.com
https://www.instagram.com/un.andy199

0937-157795 say771226@yahoo.com.tw
https://reurl.cc/95b0an

twilight0927520@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Firedanceju
an/

0986-211502 g0986211502@gmail.com

0930-842181 ajk13723@gmail.com

4582362@gmail.com
https://reurl.cc/ARbXlK

0987-135598 j19681008@gmail.com

0909-228939

0911-927289
https://www.instagram.com/wucheng.12

mailto:shing_0929@yahoo.ccom.tw
mailto:a0921956723@gmail.com
mailto:9585871@gmail.com
mailto:kyosho123@gmail.com
mailto:SAY771226@yahoo.com.tw
mailto:twilight0927520@gmail.com
mailto:g0986211502@gmail.com
mailto:ajk13723@gmail.com
mailto:4582362@gmail.com
mailto:j19681008@gmail.com


0933-244618 https://www.instagram.com/zhenzhen_0
903/

linzhenyang115@gmail.com
https://reurl.cc/n5lxj6

https://reurl.cc/emVQ2x

kimula921028@hotmail.com

0928-037156 slamslamslam12411@gmail.com

0966-288982

0910-031309
0931-955103

0911-888197 kimi5786@yahoo.com.tw

0937161606 g1014475@yahoo.com.tw

0928-556631 stam5413@gmail.com

kw79011@gmail.com

0953-362558

ia0235@yahoo.com.tw

0933-986027 Oliver7535842@gmail.com

0975-259997 arthur2116@yahoo.com.tw

0910-222427 dai59@police.taipei



0972-168938 hung19970929@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drummer.tzu
hung.929

https://www.facebook.com/GoodDrumSt
udio

0970-513536 a22893521@gmail.com

0933-762469 knny841116@gmail.com
https://is.gd/59MN7w

https://www.instagram.com/knny50506/

0984-281470 lyt900321@gmail.com

0912-488889 1065101288@smc.edu.tw

0985-488316

0966-593200 818021@mx.ilvs.ilc.edu.tw

0958-065039 sheuyurou@gmail.com

0963-186173 wsj500206@gmail.com

0937-872312 bluetittail@gmail.com
https://www.instagram.com/edson_chan

0960-560512 yuchanchien@yahoo.com.tw

0978-573217 wushiran9453@gmail.com

sophia@chainstar.com.tw

https://reurl.cc/dxqOZ6

https://reurl.cc/95b0Kx

a0933926536@yahoo.com.tw



0932-247945 Yang.cc168@msa.hinet.net https://www.facebook.com/junyi.yang.7
3

0932-084933 jihtzay@gmail.com

0937-824560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
d=100008173205186

Lin500500500@gmail.com

martin88888168@gmail.com

cloudcc1125@gmail.com

0937-197745 janny530410@gmail.com

0926-512170 a0926512170@gmail.com

2vy81we8@gmail.com

2vy81we8@gmail.com

410575004@gms.ndh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firedance.du
ranchen

0968-900531

0976-520066

0975570025 jeff123com@gmail.com

0927-777395 c0927777395@gmail.com

0976-712563 a0976712563@gmai.com

0977-080946 chentea0215@yahoo.com.tw
https://www.instagram.com/chentea021



oxfoxlion@gmai.com https://www.instagram.com/oxfoxlion_s
inging/

wei_0804@yahoo.com.tw liuwei084

0937-203870 hy5990hy@gmail.com https://www.instagram.com/nangoy_mi
yo/

0932-378192 j0932378192@gmail.com

0926-966451 yoga971104@gmail.com

0972-960971

0932-271162 lance-bass@yahoo.com.tw

davidycu@hotmail.com

0937-840050

0921-769266 tkg1107@gmail.com

0921-784201 jenjia101101@gmail.com

hugo3609876@gmail.com

0921-747475 pixer1313@gmail.com

chou.bank66@gmail.com

0919-023806 samplus.wu@msa.hinet.net



mmmm7727@yahoo.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ComingTrue
1314520

0906-266526 x25791461@gmail.com
https://www.instagram.com/umidjon052

0935-908881

0975-319363 kevin80622@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kevinkemagi
c

https://m.facebook.com/Shocker.C.C.A/

0939-498133 frank9531318@gmail.com
https://reurl.cc/zWKO0e

0905-651029

0972-522582 guobo0214@gmail.com
https://www.instagram.com/guobo_1022
/

0952-239842

mailto:frank9531318@gmail.com
mailto:guobo0214@gmail.com
https://www.instagram.com/guobo_1022/
https://www.instagram.com/guobo_1022/


0935-043483 jang9511104@yahoo.com.tw

0925-531567

bruce860830@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
d=100001865391329

0925-025136

0927-116128 sky692500000@yahoo.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368taiwan/

0905-312058

0953-437590

0983-526549

mailto:bruce860830@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1865391329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1865391329
https://www.facebook.com/368taiwan/


0905-752398

 
(Shervin

0980-255299
Recorder mini-concert in Lincoln, NE USA
Two mini-concerts (recorder) ; joined concert band 17 years ; perform for elderly every
month (two years)

88sym88sym@gmail.com www.instagram.com/hihi_singing

0918-068042

0983-739956

0925-958168 sam0925958168@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sam09825958
168

0932-088219

0970-231071

蘴

http://www.instagram.com/hihi_singing
https://www.facebook.com/sam09825958168
https://www.facebook.com/sam09825958168


0931-276276 iverson3dmx@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Liu.Garvin

歌唱、演奏（電子琴、

吉他）、戰斧炫技舞蹈

表演

0930-100078

0921-150715

0988-975281 bb52018463@icloud.com
https://www.instagram.com/boyiii_3133
3/

0922-347779

0917-681717

0939-596569

0936-067182

0905-889267

https://www.facebook.com/Liu.Garvin
https://www.instagram.com/boyiii_31333/
https://www.instagram.com/boyiii_31333/


0988-019717

0928-080798

0933-798255

pisceslee559@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wilsonfish55
9/

0933-728220 chenyangyang668@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yangyang12
19/

0927-566385

0963-305889

0910-966522 0812bonds@gmail.com

janie0103@gmail.com https://vt.tiktok.com/ZSerpC8od/

0918-308736

0986-568736

mailto:pisceslee559@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wilsonfish559/
https://www.facebook.com/wilsonfish559/
mailto:chenyangyang668@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yangyang1219/
https://www.facebook.com/yangyang1219/
https://vt.tiktok.com/ZSerpC8od/


年度證號 團名(人數) 成員 展演項目 通訊電話 電子信箱 個人網站 展演內容簡介

99年 VJ客(2)
石志文
王于陞

演奏(電子琴、吉他) yes5230@hotmail.com
浪漫人生、洋芋民歌西餐廳、峇里島駐唱，電子琴與吉他融入經典歌曲展現出
老歌新唱的另類聽覺、也可讓藝?遊子能有回味的時刻

102年 翠笛笙歌(2)
劉翠華
林訓生

演奏（陶笛） 0928571528 tree428v@yahoo.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hua.tree

以泥土做的陶笛將不同大小、高中低音吹奏出流行歌曲、西洋歌曲、民歌、客
家歌曲、懷念金曲...等，並常至各個社福單位、醫療院所、仁愛之家、養護中
心、監獄、輔育院等公益演出，希望能有機會與大家一起分享陶笛音樂饗宴，
相信陶笛的聲音將帶給大家溫馨與幸福。

102年 輕鬆戀樂團(So Relax)(2)
郭彥麟
陳逸軒

演奏(吉他)、歌唱 0922003599 rockrex99@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sorelaxban
d

現場LIVE演唱，透過真誠的表演打動聽眾的心

102年
蘭陽那卡西卡拉OK歌唱樂

團(3)

高玄池
歐星宏
高琪容

歌唱(那卡西卡拉OK演
唱)

0955188988
FB:掌聲響起歌唱樂團
https://reurl.cc/OkRzRg

一位琴師伴奏，三人輪流演唱

103年 Scream火舞團(4)

賴寬誌
胡明睿
李靖農
李建葦
柯韋廷

舞蹈（火舞） 0936-128701 tw0936128701@gmail.com
Scream火舞團
https://reurl.cc/82bzeo

104年 真愛家庭(5)

游添義
游佳恩
游佳馨
盧惠玲
游佳耘

演奏(吉他、小提琴、電
鋼琴、小號、烏克麗

麗、笛子)、歌唱
0937111324 ybyspan@yahoo.com.tw

擅長的樂器有:吉他、小提琴、電鋼琴、小號、烏克麗麗、笛子；演奏和演唱時
下的流行歌曲、國台語老歌、民歌等以愛為主題的歌曲。
真愛家庭曾接受公共電視、中天電視台即壹電視專訪。

105年 卡啦猴(2)
侯仁健
馮幼琳

演奏(豎笛、中阮) 0922-433478 peoplesee@hsingta.com.tw 豎笛加中阮，蹦出旋律好溫暖，經典一首首，與賓相會齊歡唱，盡在卡拉猴。

105年 蘭陽箏樂團(7)

張婷雅
許麗春
李美玲
吳素貞
莊雪芳
李玉琴
潘進聰

演奏(古箏) 0937-910503 tinya586@yahoo.com.tw 舉凡.流行歌曲、民謠、古曲、富古箏特有韻樂之合奏，齊奏等古箏表演藝術。

105年 嘟兒(The Doers)(2)
李振綱
呂佳陵

演奏(電子琴、吉他)、
歌唱

Karmilan.tw@yahoo.com.tw

生活的目的不再跟隨眾人的步伐,不在朝九晚五的工作,而在夢想到路上的努力與
實現,平凡的白領小民,不只想周末躺在家做夢,而是拿出勇氣走上夢想,實現自己
的第二人生,期待我們的存在,能啟發每一個人都能一起勇敢的當個夢想的
Doer(嘟兒)

105年 華之鼓團(8)

尤秀華
顏佳葉
顏雪娥
黃伊柔
劉麗雪
陳秀玉
林月櫻
王鳳嬌

演奏(太鼓)、舞蹈 yugo@ilc.edu.tw

太鼓是藝術表演、融合音樂、舞蹈的運動，以太鼓為主要樂器。是全身的肢體
運動 具有穩定情緒與紓解壓力作⽤。「華之鼓太鼓班」華之鼓太鼓班學習其宗
旨是可以快樂健康的打鼓，並將打鼓的樂趣建立與日常生活能力並促進健康、
快樂的人生觀！誠摯邀您一同感受太鼓動與靜的樂趣，期待與您鼓舞快樂心靈

106年 愛相隨輪舞曲(3)
蘇敏娟
范秋祝
呂靜瑛

歌唱(手語) 0987326188 abc.d12345@msa.hinet.net

這首甜蜜蜜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老歌，我們⽤歌唱、手語來呈現于觀眾面前，希
望能讓大家都喜愛。
經年來都固定2~3月梅花湖展演，雖然路程對我們電輪者有點遠
景色美麗觀眾熱情，我們輪舞曲歌唱的真愉快

107年 Fus 福斯(2)
游聖城
蔡承展

雜耍(花式籃球) 0963826008

107年 派派X游偉(2)
謝欣惠
游偉

歌唱、演奏(吉他) 0960710882

107年 Corner Style 街⾓⾵情(2)
鄭丞竣
黃書瑋

歌唱、演奏(吉他) 0912408526

宜蘭縣街頭藝人名單

表演藝術類－團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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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OPK老痞客樂團(4)

郭建男
陳叔綱
游暉仁
張峻瑜

歌唱、演奏(吉他、貝
斯、木箱鼓)

0932659538

107年
元素現代火舞團(E火舞

團)(4)

游子杰
曾心昀
王盈憲
虎柏蒝

舞蹈(火舞) 0977407896

108年 奶茶山兄弟(2)
李傳文
梁智凱

演奏（薩克斯⾵） 0910159846 lcwwch1@yahoo.com.tw

以薩克斯⾵配合伴奏音樂演奏國台客日英語流行歌曲、演歌，期能⽤合奏方式
帶給觀眾感動和共鳴，界音樂的分享，蓋給人們心靈的喜樂，豐富的音樂饗宴
，讓社會更祥和安定。
目前每月固定2次到北市中興醫院做公益演出，不定期到養老院護理之家做公益
表演。曾受邀台北市花博演出。

108年 明龍Saxo樂團(2)
蔡龍海
劉增明

演奏（薩克斯⾵） 0953496170 dennis4506@gmail.com

108年 G7 2人組(2)
張春淑
吳明煌

演奏（薩克斯⾵、電子
琴）

0910057522 go910057522@yahoo.com.tw 吹奏薩克斯⾵搭配現場電子琴演奏，以時下流行歌曲表演為主。

108年 就是放(2)
沈家哲
李軒

演奏（吉他）、歌唱 0933096461 atayalzhe@gmail.com
https://www.instagram.com/justfun_9
4/

展演內容以吉他和歌唱伴奏方式呈現，期待透過歌聲及音樂振奮人心、感動聽
眾！
有婚禮演出、校園活動演出的相關經驗，曾於2017大同山旅草地音樂會、2016
宜蘭市長盃歌唱大賽優勝、原民台節目「部落星舞台」歌唱比賽踢館。

108年 JC蘭陽美聲二重唱(3)
劉又綺
張卉蓁
陸敏雄

歌唱（二重唱）、演奏
（電子琴伴奏）

0988118252 ikuy5879@gmail.com
J.C蘭陽美聲粉絲專頁
https://m.facebook.com/profile.php?id
=100063963013337&_rdr

於107年9月成立，主要以民歌民謠演唱為主，兼有國台語，去年曾於縣內三星
蔥蒜節；礁溪溫泉季等戶外景點、頭城跨年等活動獻唱。

108年 樂活爵士樂團(8)

吳進興
陳俊欽
李世惠
林烱文
莊圳能
呂騏材
林素花
林碧芬

演奏（樂團）、歌唱 0920122329 ljw88888@ms13.hinet.net 臉書：0920122329

樂活是一支以經典國.台語老歌為表演主軸的樂團，基於對社會愛的關注及慈悲
喜捨的信念，由幾位不算年輕但充滿朝氣•活力與熱忱者組成，長期參與弱勢
公益及老人關懷，藉由團員自身生命故事與經歷鼓勵民眾，為社會注入勇氣.信
心.希望與力量，藉優美懷舊音樂來淨化思惟.帶動心靈祥和，為蘭陽地區的鄉親
提供優質音樂饗宴。

108年 白+黑(2)
趙素媛
吳宇軒

演奏（電子琴、胡蘆
絲、薩克斯⾵）

0905650088 angelachaosy@gmail.com
108年羅東藝穗節展演、羅東鎮意境空間展演、天送埤伐木星空啟⽤儀式展演、
108年宜蘭童玩節表演、109年宜蘭童玩節展演

108年 D.C.築夢者樂團(2)
黃宏賓
陸敏雄

演奏(電子琴)、歌唱 0928076162 dcnardobin@gmail.com http://www.facebook.com/DbandC
由電子琴琴師搭配歌手帶來搖滾浪漫⾵格的音樂演出，演出⾵格包含國、台、
英三種語言之搖滾與抒情歌曲。
曾參與礁溪假日街頭音樂會、2019頭城農場跨年派對等演出。

108年 海科樂團(2)
廖柏壽
蘭堯欽

演奏（薩克斯⾵） 0936465409 poshouliao@hotmail.com 每季固定於梅花湖展演，也經常於新北市及桃園市展演

108年 流浪浮雲樂團(2)
鄭惠文
李明璋

歌唱、演奏（雙人鍵
盤）

0932908840 emily_emily06@yahoo.com.tw
http://www.facebook.com/liulangfuyu
n/

台北市信義威秀廣場/新北市淡水小白宮/新北市八里渡船頭/新北市新莊新月橋

108年 青梅竹馬(2)
林曉宜
許孟晉

演奏（電子琴、木箱
鼓）、歌唱

0982199721 lin41520@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GMZM098
2199721/

各縣市晚會、頒獎典禮、婚禮、運動會⋯等商演活動演出

109年 噶瑪蘭陶笛樂團E團(6)

林龍杉
林紫恩
黃苡瑄
廖本陽
廖本龍
陳筱云

演奏（陶笛） 0925-958168 sam0925958168@yahoo.com.tw
https://m.facebook.com/tng520tng520
噶瑪蘭陶笛樂團

陶笛重奏表演，獨奏、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五重奏、七重奏或加打擊樂
器演奏。
2015少取中國管弦樂陶笛師資證照、2016年參與東京NIGHT陶笛傑、2017年參
與廈門重奏演出、哈爾濱老師資證照並擔任指導助教、2019全國陶笛聯合演
出、受邀參加國地義大利陶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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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新韻箏樂團(7)

邱碧倫
魏淑美
劉文瑞
范耘芬
吳嘉真
吳麗玲
薛琬儒

演奏（古箏）

以古箏重奏曲為主要展演內容，演奏古箏名曲、台灣民謠、流行樂曲、將箏樂
的美妙與更多人分享。
2018羅東、宜蘭里仁店二十週年慶表演、羅東衛里堂表演、中興文創飛鼠小旅
行公益文創及表演。2019邱碧倫學生音樂會表演、2020古樂新調愛在海隅(演藝
廳)、2018宜蘭社大少年20師生音樂會(演藝廳)、社大文化夜市發表會及其他相
關展演。

109年 補票區(2)
林語千
梁博皓

歌唱、演奏（吉他） linchigo999@gmail.com

109年 鈴云扯鈴藝術團(7)

許弘旻
李翊華
游騰毅
張楷浤
李緯育
吳謦宇
廖偉成

雜耍（花式扯鈴） 0911-744438

展演內容說明：表演節目是結合原住民舞曲及扯鈴表演，兩個看似毫無關聯的
文化在一次偏鄉公藝表演中特別編排，希望分享所愛分享愛。
相關展演經歷：綠博、童玩節開幕記者會、羅東藝穗節、綜藝大哥大、綜藝大
集合、宏碁企業家庭日、宏達電尾牙。

109年
Irasshaimase 歡迎光臨藝

術工坊(2)
陶書泓
莊旻哲

雜耍（火舞） 0935-776236 elitetao1314@gmail.com

109年 班克奈Bank nine(3)
侯玠任
邱元宏
駱建台

歌唱、演奏（吉他） 0988-219148 huaxingmorris@gmail.com
IG：bank_nine_music
https://www.instagram.com/bank_nine
_music/

109年 松榮樂團(2)
許春榮
鄭庭銓

演奏（口琴、電子琴） a0933926536@yahoo.com.tw

109年 輝陽重奏團(2)
王慶輝
王得陽

演奏（薩克斯⾵） 0918-056763 展演內容說明：薩克斯⾵演奏。

109年 Tsunami Group(8)

胡明睿
許祥進
王易勤
賴郁夫
陳冠禎
高靖涵
陳德龍
陳柏宏

雜耍（火舞） 0985-213025
以火焰配合身姿及音樂的表演藝術。
2020綠舞國際觀光飯店之特邀跨年大軸演出。

109年 春芬北管社(2)
陳淑芬
邱春枝

演奏（嗩吶、胡琴） 胡琴嗩吶演奏。

109年 縈猩會(2)
束雨胤
鄭詠縈

歌唱 0903-520505 表演唱歌。

109年 卍卍樂團(2)
邱忠正
黃亦君

歌唱、演奏（吉他、薩
克斯⾵）

0960-009600 09600x09600@gmail.com youtube.com/one卍
展演內容說明：薩克斯⾵演奏、歌唱。
相關展演經歷：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109年 優尼克(2)
黃博男
艾安德

雜耍（雙人特技） ZXC15986344@gmail.com
IG：un.un.uni
https://www.instagram.com/un.un.uni/

109年 藝童玩(2)
王文芳
許麗淑

雜耍（陀螺） alanwang@gmail.com

109年 圓夢雙人組(2)
羅淑華
李天良

演奏（胡琴） homelee5961@gmail.com

109年 什麼樂團對ㄚ(2)

王明道
蕭凱玲
（藝

名：藏
小香）

歌唱（原住民說唱）、
演奏（吉他、擊樂團）

League0426@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music.p1/

由花蓮阿美族團長王明道帶領，擅長16族音樂文化，除呈現原住民生活全貌，
特別的百老匯式說唱表演帶來阿美族獨有的複音唱法，以即興歡樂方式呈現。
首長迎賓晚宴、國際演出:美國關島宣慰僑胞演出、北非摩洛哥世界傳統音樂文
化交流演出、世運武術擂台開賽演出唯一表演團
目前駐演：太魯閣天祥晶英酒店、花蓮東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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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緣(3)
蔡少然
偕軒浩
林柏杰

歌唱、演奏（吉他） 0978-573217 wushiran9453@gmail.com
吉他演奏、彈唱
花蓮東大門夜市、花蓮"愛玩客"PUB駐唱、花蓮各大飯店

109年 愛樂家族(3)
洪宗林
林繼在
莊鈴雪

演奏（薩克斯⾵） Fm013@yahoo.com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
?id=100000711290660

109年 C.C朕樂團(2)
陳清雲
劉玉珍

演奏（薩克斯⾵） 0928-643449 cloudcc1125@gmail.com 飯店、餐廳、賣場、慈善活動、跨年、總統府廣場元旦活動

109年 大王饒命(2)
王一道
饒美蘭

演奏（直笛） 0933-424286 wangm877224@gmail.com YouTube：王一道直笛
使⽤自己多軌錄音的伴奏和多數自編的曲子，演奏直笛獨奏或二重奏。
安養院、護理之家、日照中心直笛演奏。

109年
藝想台灣Fervor

Taiwan(2)
于學立
陳彥霖

雜耍、舞蹈、默劇、行
動藝術雕像、音樂

0985-638978 teddy847@yahoo.com 受邀NBA開場表演、金鐘獎藝人對抗演出，各大電視演出⋯等。

110年 樂⾵樂團(10)

李世惠
方錦聰
張正田
林碧芬
廖正壹
吳錦文
楊炎輝
顏煜洋
雷玉珍
莊柏修

歌唱、演奏（薩克斯
⾵、電子琴）

0928-268645
聖嘉民、長青、瑪麗亞養護院、冬山國中校慶、二結社區關懷據點成果展、向
日葵化作陽光與愛、鳳凰獅子會交接、宜蘭社福館、中興文創、一米特觀光工
廠⋯⋯(薩克斯⾵、電子琴、歌唱)

110年 徽吟箏樂團(10)

尤碧玲
王麗麗
吳栢萱
李玉英
李碧芬
林秀霞
林杭容
張惠玲
郭美雲
楊淑婷

演奏（古箏） 0952-239842

以古箏音樂藝術為主軸。以重奏、合奏的方式，結合歌唱藝術，詮釋經典箏曲
及中、外歌謠。 表現箏樂聲響多元多采的藝術⾵貌。積極參與社區公益活動，
以推廣古箏音樂為主要目標。
2008-太平山“仲夏夜之夢”專場音樂會演出、宜蘭“在地藝術節”演出 2011-
員山燈節&歌仔戲嘉年華 2013-徽吟&洄瀾“箏樂交流會”2014-“古箏與流行
歌謠對話”音樂會 2015-“蘭城國際藝術節”表演 2016-星雲大師一筆書法展表
演 2018-紅磚屋“箏•情•藝”音樂樂會 2020-“箏聲物語”~箏的聲響音樂會
演出

110年 馨悅箏韻團(10)

楊德東
何珊珊
吳麗美
李芷頤
李煥長
李碧真
林佩蓁
林宜蓁
林錦梅
莊素秋

歌唱、演奏（箏、笛） 0918-607018

以古箏音樂藝術為主軸，以重奏、合奏的方式，結合笛與歌唱藝術，詮釋經典
箏曲及中、外歌謠。以關懷老寶貝為出發點，經常至各安養機構作巡迴演出，
以悠揚琴韻娛悅老寶貝。積極參與公益活動、推廣在地藝術。
經歷：107順泰長照中心、悠活老人長照中心、冷水坑鴻德養護院。108 蘇澳信
踴、迦勒長照中心、健康老人，甲父母洗腳活動。

110年 銀髮公益歌仔戲 (9)

楊恬宗
周秀蘭
黃桂香
周正燊
林杏鎂
張寶蓮
游春香
沈曉絹
林文英

歌仔戲演出

我們是一群全部65歲以上喜歡歌仔戲的人聚集在一起，每週在羅東養護院練習
，在末申請街頭藝人證照前都會利⽤假日到縣內各個養護院或老人機構演出，
演出內容以家喻戶曉的折子戲為主，(如：唐伯虎點秋香，王寶釧，白蛇外傳，
為著拾萬元。阿媽的話，八仙傳奇....等)己經有三年多的時間。希望能順利取得
街頭藝人證照，為宜蘭觀光業盡一分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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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好朋友樂團(10)

楊進宇
張雅子
黃玟銨
莊圳能
謝振坤
吳素玉
李宏昌
張時

林錦藤
林麗玉

歌唱、演奏（樂團） 0937-162775 樂團電子琴伴奏演唱

110年 噶瑪蘭陶笛樂團F團(4)

林龍杉
林紫恩
陳筱云
林蘴緯

演奏（陶笛） 0925-958168 sam0925958168@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sam098259
58168

獨創的陶笛跳繩法，可以讓小朋友吹大陶笛.演奏所吹的重奏曲大部分都是自己
編寫的除了在本島表演，去過的國家有日本東京和沖繩、義大利、韓國仁川、
北京、廈門、哈爾濱

110年 神鵰俠侶(2)
沈玥

魏枝全
歌唱、演奏（薩克斯

⾵、胡琴）
0910-202900

國台語流行歌 老歌演唱 薩克斯⾵ 二胡雙人演奏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 蘇澳鯖⿂節 家樂福公益 安農溪⾵景區 香草霏霏
觀光工廠 獅子會青商會公益 員山燈會開幕表演 湯淺電池尾牙 葡眾企業尾牙 安
永心觀光工廠 各大醫院老人院公益演奏

110年 宜蘭樂活樂團(10)

吳進興
林碧芬
李世惠
莊圳能
林炯文
林素花
李坤祥
陳勝樂
陳俊欽
呂騏材

歌唱、演奏（電吉他、
口琴、貝斯、薩克斯

⾵、電子琴、爵士鼓）
0920-122329

各類樂器演奏及唱歌
展演經歷：政府指定場所、各類商演、公益演出等

110年 韓吉樂團(2)
徐詠恩
劉兆宬

歌唱、演奏（電子琴、
爵士鼓）

0958-481628 hgnakashi2018@gmail.com
FB：韓吉樂團
https://m.facebook.com/profile.php?id
=100064005223425

韓吉樂團假日白天在景點固定電子琴爵士鼓彈打唱, 晚上在大型卡拉OK駐店打
鼓, 也會不定期在街頭演出或是接商演活動檔期。早期歌廳秀場樂團鼓手. KB手
於西餐廳駐唱也於七年前開始組團接場演出

110年 美輪樂團(3)
廖柏壽
陳美珍
林伯倫

演奏（薩克斯⾵） 0936-465409
以薩克斯⾵演奏國、台、日及英文歌曲，並與現場觀眾互動，開放現場點歌，
以達到讓演奏者及現場觀眾都能有歡樂的氣氛

110年 和樂太鼓(10)

陳金花
潘勇互
陳麗花
陳淑珠
謝仲嵐
洪敏慧
簡麗香
溫素觀
林雪芬
江素美

演奏（太鼓）、舞蹈 0921-824696

經由鼓動太鼓~呈現熱情、活力、笑容、希望。
由潘勇互老師所指導，率領一群志同道合熱愛太鼓的夥伴所組成，互相溝通交
流練習，透過「太鼓的鼓聲」和舞步，讓人的情緒自然且愉快的抒發。
展演事蹟：三星蔥蒜節、中興文創多元文化、文化發展協會、救國團公益活
動、學校校慶、社區活動、觀護協會、銀髮族協會等太鼓開場表演。



年度證號 姓名 展演項目 通訊電話 電子信箱 個人網站 展演內容簡介

97年 郭力瑋 現場創作之繪畫   (藝術彩繪) 0985-800155 jeterkuo0828@yahoo.com.tw
2007年7月羅東鎮藝穗節街頭藝術靜態演出、11月獲選第四屆全國十大傑出街頭藝人，利
用廣告顏料及特殊的繪畫工具於紙或木頭上創作、圖案字體彩繪電刻

99年 鄭重興 現場創作之繪畫(龍鳳彩繪開運畫) 0937-974168 x3600379@yahoo.com.tw
由文化局受邀到各地觀光景點展演，參加愛心義賣、學校義務教導，用吉祥的圖騰配合
金木水火土五行下去彩繪姓名店名或是賀詞有龍鳳蟲魚鳥獸畫出來有山水畫的感覺有花
鳥化的風味

99年 陳正淳 現場創作之繪畫(人像精緻剪影) 0919-399909 jcchen121@gmail.com
97年台北縣街頭藝人嘉年華、桃園小巨蛋全國書展，98年牛年民藝大街、2009台北國際
自行車展、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年會、宜蘭國際蘭雨節，99年虎年民藝大街、宜蘭市慶元
宵

100年 吳建昌 現場創作之繪畫 (Q版人像漫畫) 0912589963 fitzgerald318@msn.com

從82年讀永和區復興商工便對漫畫充滿熱愛，雖然停筆多年，但對漫畫的熱情就像一顆
在冬眠的種子一樣。
原本想說可能這輩子再也沒機會再畫漫畫了，但自從99年接觸NPO組織宜蘭縣家扶中心
，在那當了近一年多的少年漫畫班講師，加上100年宜蘭縣街頭藝人取得認證，對漫畫得
熱愛似乎又回來了，藉由畫漫畫把歡樂帶給大家!

101年 蕭夢麟 現場創作之繪畫(素描、繪畫) 0931-140430 ok-360@hotmail.com 宏廣動畫公司-動畫師、台灣電視公司-電腦動畫師

101年 楊曲農 現場創作之繪畫(Q版人像漫畫) 0932-115522 david_yang05@yahoo.com.tw 2012花在彰化博覽會及鹿港藝文館開幕活動受邀展演

103年 李維新 現場創作之繪畫 (素描) 0928-104800 xevo1987@yahoo.co.jp

104年 林志達 現場創作之(漫畫人像繪製) vv8998@gmail.com
自由時報4格漫畫專欄(2007~2011)　蘋果日報單幅漫畫專欄(2008~2012)　聯合報時事政治
漫畫(2008~2015)

105年 王怡霖 現場創作之(人像攝影) 0958-317940 waderpage@gmail.com
街頭人像攝影，用復古相機為每位現場的朋友拍攝撕拉片拍立得，現場製作成卡片後讓
每位朋友可將照片帶回，用慢節奏的傳統照相方是，將人情味與時間凝結成溫暖美好的
快樂時光

105年 黃璽 現場創作(人體噴繪) 0963-383119 koiyilpp13@gmail.com
以微型噴槍將顏料噴於皮膚表面上色作彩繪，可維持約1~2週的時間，使用的顏料，皆為
通過SGS檢驗合格，可合法使用於人體肌膚的，防水性化妝品原料，不怕水洗，如要去
掉，用酒精擦拭即可輕易卸除，無毒、無痛、無重金屬，亦不需擔心過敏問題。

106年 梁懷坤 現場創作之繪畫(繪畫彩扇) 0939117742 各式空白扇子彩繪，各款式木村彩繪及鉻筆繪畫(燒畫)

107年 郭嘉吟 現場創作之繪畫(人像速寫) 0925381007

108年 馬渝婷
現場創作之繪畫（3分鐘藝術人

像）
0913998158 joyce0330.ma@gmail.com

Instagram：Magic______0
臉書：浪者在此之火材人故事

109年 杜德夫 噴漆畫 yowningpan@gmail.com
FB：Spray Painting Art 亞歷山大
IG：twcouplespraypaint

109年 王佐丞 人像素描 gjes89153@gmail.com

109年 王意如 瓷器彩繪 ijuarts@gmail.com www.ijuart.com 瓷器彩繪

110年 湯德華 現場創作之(Q版人像) 0910-399940 btowep@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choubuguai
以簡單/誇張/逗趣/可愛的方式，畫出客人臉部的特色與神韻並帶來歡笑。有雙北街頭藝
人證，在一些餐廳及市集有表演販售的經驗

110年 何昀庭 現場創作之(花藝、水彩插畫) 0935-901213 a1310621008@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S.U.G.D.F.D
2019年10月剛成立的品牌，獨立接案，插畫、平面設計，專業是平面設計，但是我認為
設計是很廣泛的，所以自己也學了花藝，花束、瓶中花都有提供客製化，目標是想把美
的事物傳遞給大家!!!

110年 陳彥伶
現場創作之(水彩及油漆繪畫、乾

燥花DIY)
xeai5270@gmail.com www.facebook.com/Catherine5270

Cat伶擅長以獨特、鮮明又強烈的色彩風格為民眾創作繪畫，凡舉人像、寵物、乃至食物
都難不倒Cat伶。展演經歷：2020宜蘭哈士奇雪橇大賽嘉賓、礁溪寒沐酒店寵物下午茶餐
會嘉賓、參加多次縣內外，各大小市集，如丟丟銅廣場、中興文創園區、童玩節寰宇市
集、台北四四南村等

110年 廖明偉 現場創作之（人體噴繪藝術） 0968-324018 colorspray2017@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tamporarytattoo/

現場噴繪與大眾互動,融合彩繪與紋身的特色，並克服彩繪易沾染與紋身具永久性的缺點
，將人體作為畫布表現個人風格與態度，也藉噴繪方式推動屏東排灣族紋手文化。
2014~2020宜蘭童玩節，參加許多藝術節、大小活動市集（台北紅樓、華山），並曾參加
墾丁春吶音樂暨、高雄大港開唱、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等。

宜蘭縣街頭藝人名單

視覺藝術類－個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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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街頭藝人名單

視覺藝術類－個人組

110年 紀亘容 現場創作之（Henna Henna的原料是指甲花,顏料必須等到它乾且變硬，才能將圖案印在皮膚上。Henna的花樣
沒有限制,花朵象徵喜悅、快樂與幸福，有時也象徵著美好愛情的開始， Henna 最重要的
用途—祝福



年度證號 姓名 展演項目 通訊電話 電子信箱 個人網站 展演內容簡介

97年 李基勝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打包帶、編織) 0936-213514 用打包帶編織各式籃子、編製各類昆蟲

97年 劉世淵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屬線創作) 0921-132518 andy168889@gmail.com
2006三采文化創意市集102創意達人，2008台北市信義國民中學多元能力開發教育創意生
活飾品講師

98年 游鑾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捏塑)

98年 莊婉琪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打包帶、草編等) 現場吸管打包帶DIY教學

98年 游素鳳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稻草編織、純淨天然

果凍香皂)

99年 盧景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吸管編織) su546448@pchome.com.tw 補習班義務教學、興中國中工藝教學

99年 林素玉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皮革烙印、雕刻) 0932-266348 amy_chang66@yahoo.com.tw 傳藝、木筧村作品展示

99年 黃惠珍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黏土捏塑DIY) diy1314168@yahoo.com.tw
南山國小、原住民部落大學軟陶講師，聖母護專、壯圍國中、礁溪國中、宜蘭市農會家政
扳手工藝講師，率博黏土DIY講師

100年 江世文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捏麵人) 0932906655 wen566566@yahoo.com.tw
致力傳統藝術的傳承，並努力改善材料的保存問題，嘗試找到更耐久的配方。讓捏麵技巧
可以讓親子共同發揮創意，塑初夢想，"捏造"幸福。

100年 王凱莉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手作娃娃) 0912301966 happykl0510@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carrie.wan
g.961

於週末或假期時段在宜蘭觀光旅遊景點，現場手作飾品及洋娃娃，與前來遊玩的旅客面對
面接觸的互動關係，促進旅客對宜蘭的印象及手創領域認知，同時提供旅客更貼心的客製
化作品，獨一無二、意義不凡、印象深刻具有紀念性的價值與人情味。

100年 游清長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編) 以手工親自編製小型畚箕、龍蝦、藍子等各種⽵編品，以供觀賞。

100年 嚴麗春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編織帶) 將環保編織材質編織成日常用品及時尚手工包

100年 林姿伶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編織) 0912592025 aann_9988@hotmail.com

100年 康木倉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吸管創意造型) 0928837095 kang711506@yahoo.com.tw
每週常態教學1.三星監獄少觀2.壯為古結社區3.中道中小學吸管工藝課4.善牧學園5.樂活學
苑6.羅東高工7.家扶中心8.彰化脊椎損傷協會9.酒廠現場展演10.總工會職訓

100年 陳麗如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紙、布創作) Christitooot@gmail.com
布與紙是生活常見素材，此親民之素材賦予美感與創意之巧思的物件
祈願提升推廣美的生活學於平日生活

101年 張于珍 現場創作織工藝品(布藝、飾品)

101年 羅意佳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瓦楞紙) 0958-243099 chia0410@gmail.com
宜蘭酒廠花影工作室DIY教學老師，南山國小暑期美勞教學，傳藝中心、情定傳藝手作情
人禮網路票選第4名，造紙龍彩浪紙捲創作大賽-台灣保育類動物作品水瀨入圍

102年 林映⽵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捏麵人)

103年 江玟珩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造型氣球） 0936-763108 w770622@gmail.com 櫻桃珩.Cherry手創坊

103年 陳惠菁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創意捏麵人) 0916254305 t882746@yahoo.com.tw 菁兒工作坊

103年 趙永欽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玻璃與鐵器製作創意

家飾)
0932-358836 starhome2@url.com.tw 鐵匠職人

103年 許亦祺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鋁合⾦線材創作)

103年 黃雅惠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緞帶、編織、捏塑) joyjoan888@yahoo.com.tw

104年 曾心嫺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錫雕創作） 0915206368 g5952@yahoo.com.tw 以工具比做出浮雕花朵或文字，創作結合會畫與雕刻之工藝技術

104年 楊仁斌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書畫玻璃雕刻） 0979-409669 突破書寫工具以鑽筆代客刻寫文字、圖騰於居家器皿

104年 廖世武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吹糖、ＹＯＹＯ氣球

造型、打包帶編織）
0935-531-368 abc645645@yahoo.com.tw 利用加熱過的麥芽糖，吹出十二生肖、大象、獅子等動物造型

宜蘭縣街頭藝人名單

創意工藝類－個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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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街頭藝人名單

創意工藝類－個人組

105年 呂容瑄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結繩創作) Life_0422@yahoo.com.tw
現場展演結繩技藝，用一條線以簡單結法編結出各式各樣的作品來~~例如平結可編成手環
，毛小孩頸項，蜻蜓別針，娃娃吊飾~等等，亦可變化成熊寶貝，貓咪「側肩包包及披肩
等等。

105年 溫曼妮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木製人像、畫創作) monowstudio@gmail.com
原本於澳洲畫人像畫的街頭藝人,與喜愛的木質結合作為創作作品,懷抱著願景大展所長,也
在摸索中找尋自己

105年 李佩珍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陶藝捏塑) p9611766@gmail.com

陶藝作品展示
陶瓷互動是爆爆土,比一比
陶藝教學DIY
陶藝作品捏捏樂(一起瘋創客一起玩創做)

105年 莊正宏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造型氣球） 0928-836548 lan63601@seed.net.tw

氣球是可有可無的現在產物，它可以療瘉心靈的煩悶，化解心理的憂鬱，可以製造宴會的
氣氛，人們的喜悅，不愉快時！氣球的爆破聲可以帶走您的煩憂。透過簡易的氣球教學讓
大家更接近氣球，現場請數位民眾參與折氣球學習，學習後馬上驗收比賽，由現場觀眾當
評審，最快完成及成品最好兩人給獎品。

105年 江宜珉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造型氣球） 0938-624175 x680606@yahoo.com.tw 現場製作造型氣球與觀眾互動

106年 蔡秀霞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種子藝術) 0910139520 https://www.facebook.com/favoringly/ 運用天然種子素村，搭配創作掛飾、擺飾、畫作等作品

106年 謝永清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畫糖) 0932758688 beer318@ms74.hinet.net
畫糖是古早的民俗傳統技藝，以糖為原料，木棒為畫筆。除了傳統的十二生消消及吉祥圖
騰等，也搭配當今流行之時事的主題創作、人物卡通等勾畫出可愛的圖案，讓傳統技藝現
代化，古早圖形可愛化，滿足視覺與味覺的享受。

106年 鄭沛昀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彩繪石頭魚)
取自天然的石頭，把規則不一的石頭組合成一條魚或相關動物，再加水彩繪，賦予石頭生
命，給予石頭價值。不只是美觀、背面有磁鐵，可以當冰箱貼，美化冰箱，可以當筷架，
可以當文鎮，可以觀賞，每一隻都是獨一無二的創作

107年 張瑜芳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手作編織) 0921099746

107年 林建良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手工皮革) 0918864634

107年 鄭筑文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造型氣球) 0934227167

107年 李如茵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手創卡片、手工盒

子、手工書、相本美編)
0958166643

107年 陳羽庭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屬線編織教學與創

作)
0915379259

107年 邱怡欣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鋁線) 0918213457

107年 陳麗秋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種子創作) 0932328975

108年 廖淑美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植物敲染） 0952181667 把植物利用工具敲打在素材上，呈現出植物的姿態。

108年 宋美華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種子手作、文創商

品）
0912726450 aa0912726450@gmail.com 臉書：可嬤種子自然手作工坊

以自然素材與種子為主題的創作，每一顆種子經由清潔、琢磨、拋光、組合，再加入合適
的配件就可設計成項鍊、吊飾等令人愛不釋手的文創市集。曾參與風和日麗市集、綠色博
覽會、日和圖圖市集等。

108年 王文輝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植物） 0912599753 ww319981@gmail.com
曾於宜蘭縣中興文創園區光合屋市集、新北市435藝文特區、新北市板橋林家花園、新北
市三重空軍一村演出

108年 許雪真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彩繪石頭魚） 0911233006 a0911233006@gmail.com 曾於頭城老街、南方澳海邊演出

108年 張誌誠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造型氣球） 0976196959 現場做造型氣球，與大人小孩一同營造快樂！

109年 徐慧君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毛線編織) hsecarol@yahoo.com.tw FB：編織邊玩創意毛線 創意毛線小物

109年 郭又榛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毛線編織) 0936-648276 guoliyun11@gmail.com FB：琇茱手工坊 手工編織嬰兒鞋、杯墊、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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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鄭舒云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屬鍛造飾品) 0905-952833 selene.chang@yahoo.com.tw
FB：C.S.Y手作坊
IG：csyhandmade

展現⾦屬型態變化之美的展演：⾦工鍛敲、鑄造、編織等；創意手作飾品、擺件等，輔以
複合性媒材，如蠟線、天然石等。考取⾦銀珠寶、飾品加工2級證照，設計DIY課程。
第二屆香港手作設計展、2016年台北國際白晝之夜、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羅東藝穗節、
宜蘭青年工藝師衛星計畫、豐禾日儷X親子友善市集、西門紅樓創意市集。

109年 朱自清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手工皂擠花) 0910-057903 miwagiraffe1025@yahoo.com.tw 招有手工皂小舖 用冷製皂方式製皂，擠上皂花裝飾。

109年
吳胡紀

美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古早木工玩具) 0972-275269 good1700@gmail.com

本身年輕時學過木工，退休生活重拾木工創作，用木工創作一系列古早木工玩具，不但找
到生活重心及興趣，還可以自娛娛人。
109年⾦鼠賀喜 文創 揮毫迎新春 手作文創市集(古早木工玩具)
109年歡樂宜蘭年 鼠來發手作文創市集(古早木工玩具)

109年 阮如庄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 (越南燈籠製作、⽃笠

彩繪)
0921-116468

本身為越南新住民，以東南亞多元文化作為主題，手工創作一系列東南亞多元文化手工
藝。
108年宜蘭綠色博覽會，擔任多原民除手作DIY老師(越南燈籠製作、越南⽃笠彩繪)

109年 潘又寧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捕夢網） yowningpan@gmail.com
FB：Art Wall Milla⽶菈手工藝術
IG：twcouplespraypaint

109年 陳皓平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造型氣球） g9882375@gmail.com 造型汽球製作、生日派對、婚禮布置。

110年 簡若凱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金工) mr.tailor.sky@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sakirueyes/

以天然石、珍珠結合黃銅，分享製作我最喜歡的傳統調與中性風。延伸創作出飾品零件，
還有市集限定周邊-明信片、擴香石⋯當心情沒有可以投射的對象，離走進心裏還有段距
離。 ** 那就追蹤追蹤偶們吧 **
展演經歷：2020東森好朋友生活節、宜蘭人市集、宜蘭藝術自造祭紙趣藝術村市集、蘇澳
海味市集

110年 葉鐘靈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寶石串珠） sonyayeh2018@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7GEMSOU
LPERFECT/

將大自然的寶石穿上獨特的銀衣或寶石串珠編制，並且以大自然的葉子動物為主題，做各
種造型飾品，讓遊客來宜蘭能帶一件珍貴的紀念品回家，有些遊客會特別來宜蘭找我訂制
這些具有大自然意像的飾品。具有⾦屬工藝丙級執照。展演經歷：2017-2019在宜蘭丟丟
噹市集∕高雄漢神巨蛋市集、2020起在宜蘭中興文創園區設點，曾在台中百貨公司參加⾦
屬工藝聯展。

110年 黃桂香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創意摺紙藝術)

利用環保(收集用過的四色牌)做成各式各樣的藝術品或色紙製作成漂亮的紙花，在短時間
內讓遊客能作出自己的作品。多在社區或養護院教摺紙教學場活躍(陳鴻禧服務處，羅東養
護院，羅東北城北投社，羅東北投社區活動中心，羅東南昌社區活動中心........等)，一般都
是長期及義務教導，希望能帶給宜蘭觀光業多一股暖流。

110年 顏佳葉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種子藝術)

110年 林震智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造型氣球） 0908-772338

110年 楊清鐘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打包帶) 0918-197682 打包帶製作昆蟲（蜻蜓、天牛、蚱蜢、天蠍、獨角獸、魚及小魚書籤

110年 王美梅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布藝) a0970767647@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
?id=100004811072290

藉由宜蘭家扶中心的輔導,讓我習得裁縫這項專業技術,給我了實踐夢想的希望機會,希望將
自己製作的手作布包,分享給所有的朋友們,每個包包從配色、配置、釘釦，一針一線都是
用心規劃的,獨一無二。
展演經歷：2020宜蘭童玩節  2021宜蘭綠色博覽會  2020~2021宜蘭丟丟噹愛擺市集

110年 張淑霞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雕工、染工) 經雕刻染上顏料、各種材料：畫布、衣服、袋子、紙

110年 鄭思瑀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屬蠟繩編織工藝)
創意手作⾦工飾品；⾦屬、蠟繩為主，輔以複合性媒材，如：天然石等等，另有DIY現場
活動。
展演經歷：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

110年 邱信美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天然素材與種籽手作) 0953-372648
種子手作、DIY教學2019-2021於104高年級社團種子DIY手作課程
展演經歷：2019-2020於福智種子手作課程

110年 林娟華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編織、⾦工耳環) 0986-691876 yourwaygogo@gmail.com http://yourwaygogo.com 純手工編織創作、創作品銷售、手工編織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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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林澤宜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乾燥花) 0988-780699

搭配節慶，運用天然植、作物，特殊風乾技法製作應景作品，堅持使用無化學添加的環保
乾燥花，避免花材崩解丟棄後導致環境破壞，進行街頭展演創作及DIY教學授課。大部份
取自宜蘭在地產物，致力於以下三項植、作物的結合創作，我們宜蘭的新三寶故事：
宜蘭三星鄉的銀柳：三星鄉重要作物， “撥銀柳，賺銀量”，讓您來年財源廣進。
員山鄉的稻⽶：宜蘭豐收的稻⽶蘊育宜蘭子弟，亦有豐收之意。
員山鄉的落羽松：近年來宜蘭大面積種植，造就境內許多秘境。

110年 洪甄薏 現場創作之工藝品(乾燥花) 0988-708088

搭配節慶，運用天然植、作物，特殊風乾技法製作應景作品，堅持使用無化學添加的環保
乾燥花，避免花材崩解丟棄後導致環境破壞，進行街頭展演創作及DIY教學授課。大部份
取自宜蘭在地產物，致力於以下三項植、作物的結合創作，我們宜蘭的新三寶故事：
宜蘭三星鄉的銀柳：三星鄉重要作物， “撥銀柳，賺銀量”，讓您來年財源廣進。
員山鄉的稻⽶：宜蘭豐收的稻⽶蘊育宜蘭子弟，亦有豐收之意。
員山鄉的落羽松：近年來宜蘭大面積種植，造就境內許多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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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KR HOME⼿⼯藝創作坊
(2)

林上㿨
林建良

現場創作之⼯藝品(皮革
創意)

cccregina@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krho
mecraft/

皮革創意展演，可以讓群眾於短時間內瞭解何謂頭層牛皮(真皮)；讓大家
可以實際參與皮件的製作，專屬於自己的個性皮件，並且促進親子之間的
互動

110年 守宮小姐(2)
鄭舒云
鄭思瑀

現場創作之⼯藝品(金屬
鍛造繞線⼯藝)

創意⼿作金⼯飾品擺件等，金屬為主，輔以複合性媒材，如：天然石等等
，另有DIY現場活動。
展演經歷：2019宜蘭青年⼯藝衛星計劃等

宜蘭縣街頭藝人名單

創意⼯藝類－團體組



年度證號 姓名 展演項目 通訊電話 電子信箱 個人網站 展演內容簡介

98年 杜冠瑋
表演藝術類－魔術(造型氣球)
視覺藝術類－攝影繪製出圖
創意工藝類－造型氣球

0920120234 sweetiegad@yahoo.com.tw
FB粉絲團：小丑氣球DuDu
facebook.com/balloon.dudu

歡樂造型氣球發送、神奇魔術表演教學、多場尾牙、婚宴、活動造勢、生
日派對...等經驗
提供魔術氣球表演及才藝教學

106年 李建明
表演藝術類－雜耍(氣球秀)
創意工藝類－現場創作之工藝品(造型氣球)

0911-302642 chineming30225@hotmail.com

FB：氣球阿明
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ing
Balloon/
 
https://balloonming.blogspot.co
m/

利用普通氣球及魔術氣球，做出千萬萬化的造型，動物、植物、花朵、卡
通人物、生活用品、交通工具等。

108年 莊可吉
表演藝術類－歌唱、演奏（吉他）
視覺藝術類－現場創作之繪畫（插畫、素描及Q版人像）

0927546909
吉他彈唱，108在梅花湖、龍潭湖展演，109年起在橘之鄉觀光工廠繪畫素
描展演，基本上每周四在礁溪湯圍溝公園

108年 吳宛芝
表演藝術類－氣球魔術
創意工藝類－現場創作之工藝品（氣球、花藝創作）

0983206257 yvonne761112@gmail.com 臉書：MiniMinnie氣球小芝米妮

氣球旅行家，帶著氣球去旅行，用氣球收集笑容。走過澳洲、歐洲，帶著
氣球一邊品嚐各城市的樣貌。讓氣球不只是開心的代名詞，更是小朋友的
語言交流。為澳洲布里斯班/伯斯街頭藝人、美麗華百樂園及國立科學教
育館氣球師。

110年 林玉霞
表演藝術類－現場表演之戲劇
創意工藝類－現場創作之工藝品（編織、木工藝品）

110年 施盈禎
視覺藝術類－現場創作之繪畫   (藝術彩繪)
創意工藝類－現場創作之工藝品(各類飾品、生活飾物)

0986-811878 erica11668@yahoo.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jenni
ferbrandimagedesign
FB：桂威首創坊

繪畫/耳環/手鍊/項鍊/戒指/吊飾/髮飾/包等生活飾物。不同的工藝材質與技
法(編織.串珠.金工.黏土.繪畫.縫製)混搭各種材質。為中國女書畫家聯盟、
華夏書畫協會會員。
獲獎紀錄：高雄縣藝術家美展水彩入選、美工科樑柱mark設計者
展演經歷：書法－東方美展；佛像及蓮花工筆畫－佛光山工筆佛畫成果
展、台中803國軍醫院書畫協會展

宜蘭縣街頭藝人名單

跨類別－個人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