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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宜蘭縣蘇澳鎮新城復安社 北管 張正成 0939-129-959 270

蘇澳鎮永榮里信義路102號2樓之

1

2 港口北管復安社學藝館 北管樂 林和德 9903959、 0919214999 270 蘇澳鎮港邊里14鄰港口路73-5號 無

3

財團法人天主教蘭陽青年會附設

蘭陽舞蹈羅東團 民族舞蹈 沈小姐 9511161#48 265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路一段189號

lycc.finace9511161@gmail.co

m

www.1ycc.o

rg.tw

源對於傳統藝術的喜愛與研究，義大利籍的秘克琳神

父在1966年於台灣東部的蘭陽平原，成立「蘭陽舞蹈

團」，以保存發揚民族舞蹈之精隨風貌為職志，擷取

4 宜蘭英歌劇團 歌仔戲 吳金皇 260 宜蘭市聖後街52巷17號 無

5 潘進騰掌中戲劇團 掌中戲 潘進騰

02-26233747、

0910145940 251

台北縣淡水鎮水源里8鄰瓦瑤坑9-

1號 無

因本人潘進騰自小就興趣布袋戲，國小畢業後，就至

全樂閣拜師鄭來發，後來當兵回來，就自己創造潘進

騰布袋戲團，一直就到現在都在廟會表演。(102年更

6 建龍歌劇團 歌仔戲 呂茂根 0935-265673 265 羅東鎮大新里大同路63號 無

7 五洲第一樓掌中劇團 掌中戲

鄭振明、鄭國

良

0921099770、

0983783353、03-

9503232 261

宜蘭縣五結鄉大吉村9鄰大吉三路

338號

www.youtu

be.com/das

hboard

在我爸小時候就拜師學藝，白手起家學了布袋戲，然

而我小時候也就會跟著爸爸到各地表演，現場口白，

媽媽負責配樂。

8 宜蘭福龍軒傀儡劇團 傀儡戲 許文漢 0933985028、9355878 260 宜蘭市聖後街178號 wenhan1688@yahoo.com.tw 無

本團為本縣傳統之傀儡劇團，成立於前清光緒六年，

創團人許阿水(人稱嘉禮水)，迄今已歷五代，目前團

長為許文漢，民國76年榮獲國家民族藝術薪傳之殊榮

9 蕭家班布袋戲演藝團 布袋戲 蕭文龍 9617676、0932088525 265

宜蘭縣羅東鎮國華里北成路一段

256號 hn88463631@yahoo.com.tw

成立於88年初，申請登記為職業團體，本團秉持學習

的心，傳承地方文化，能夠有更好的效果。(103年資

料)

10 當代青少年絲竹樂團 國樂 林徉汶 9386060 260 宜蘭市黎明二路368巷99號 music.taiwan@msa.hinet.net

music.taiwa

n@msa.hine

t.net

生命如歌，我們大聲唱出夢想音樂似花，我們辛勤培

育灌溉。1994年當代樂坊在宜蘭縣成立，期間曾多次

受邀於國家音樂廳演出也曾舉辦過許許多多的演出和

11 新生國樂團 國樂 游銘棟 0911-828779 260 宜蘭市慶和街46號 無

本團成立於民國82年，草創時期由一群愛好音樂的各

界人士，共同發起商界新生國小教視為練習場地，設

有各類國樂器聘請專任老師指導，每年均赴各慈善機

12 當代絲竹樂團 國樂 林徉汶 9360600、0920385035 260 宜蘭市黎明二路368巷99號 music.taiwan@msa.hinet.net

生命如歌，我們大聲唱出夢想音樂似花，我們辛勤培

育灌溉。1994年當代樂坊在宜蘭縣成立，期間曾多次

受邀於國家音樂廳演出也曾舉辦過許許多多的演出和

13 當代室內樂團 室內樂 林徉汶 9386060、0920385035 260 宜蘭市黎明二路368巷99號 music.taiwan@msa.hinet.net

生命如歌，我們大聲唱出夢想音樂似花，我們辛勤培

育灌溉。1994年當代樂坊在宜蘭縣成立，期間曾多次

受邀於國家音樂廳演出也曾舉辦過許許多多的演出和

14 當代青少年室內樂團 室內樂 林徉汶 9386060 260 宜蘭市黎明二路368巷99號 music.taiwan@msa.hinet.net

生命如歌，我們大聲唱出夢想音樂似花，我們辛勤培

育灌溉。1994年當代樂坊在宜蘭縣成立，期間曾多次

受邀於國家音樂廳演出也曾舉辦過許許多多的演出和

15 供興民俗樂團 地方劇團 阮春圍

9773977、0981220305

（阮春圍）、

0918700812（阮勝池） 261 頭城鎮下埔里6鄰下埔路53號 無

16 蘭陽民族樂團 國樂 高正人

03-9658999、

0917840467 270

宜蘭縣蘇澳鎮聖湖里長壽街41巷

20號

giz0958473188@yahoo.com.t

w 無

17 下埔協蘭社 北管 呂紅笑 9773235、0935867269 261 頭城鎮下埔里6鄰下埔路57之3號 無 參與廟會，婚喪喜慶等演出。(102年資料)

18 蘭揚樂坊   朱宗裕 管弦樂 朱宗裕

03-9516001、

0932906543 269

宜蘭縣冬山鄉得安村鹿得二路

163號 jet520118@gmail.com 無

'2000年仲夏由鄭祺怡、李彥勳兩位老師及縣內熱心

文教及愛好音樂藝術人士多方努力推動，創立了本樂

團，並由蘭陽地區資深樂人沈旺添老師擔任團長，總

19 南風絲竹 國樂 林秋池

03-9962271、

0932938533 270 蘇澳鎮南興里南興路16號

dfs161616@yahoo.com.tw（林

秋池） 無

南風絲竹樂團於89年11月成立至今，唯一獨立自主社

區樂團。所有教學、樂器、師資等有關支出，皆由所

有團員繳費辦理。本團成員為退休老師及社區居民，

20 噶瑪蘭樂團

音樂 (流行歌曲演唱、演

奏、創作) 林英澤

9226654、0932-164-

099 264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村員山路一段

274巷6號 無

21 慈母國樂社 國樂 林旺村

03-9952768、

9971698、0911244078 270 蘇澳鎮聖湖里聖湖路23號

lisagirl19790209@yahoo.com.

tw 無

22 蘭陽武藝展示團 國術 周韋君

02-86669339、02-

86667685、

0955988299 231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村七結路53巷

10號 vivi671101@yahoo.com.tw 無

23 噶瑪蘭愛樂室內樂團 室內樂 王夙慧

0935188749、02-

87910853 114 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9巷10號6樓 無

24 壯圍五間總蘭社 民俗樂團 黃燦塗 0935366962 263 壯圍鄉大福路3段398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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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礁溪白石腳暨和軒 民俗樂團 葉存嬌 9873925、0934153662 262 宜蘭縣礁溪鄉白雲5路79號 無

26 宜蘭市北津社區漢樂藝宣隊 民俗樂團 吳阿松 0935185686 260

宜蘭市北津里13鄰津梅一路236

號 無

27 宜蘭敬樂軒 民俗樂團 賴永達

9354580、0916-768-

741 260

宜蘭縣宜蘭市北門里13鄰慶和街

同興巷1號 無

28 黃大魚兒童劇團 戲劇團 吳惠玲

03-9320904、

0912588646 260 宜蘭市中山郵局266號信箱 bigfish@bigfish.org.tw

www.bigfish

.org.tw

創立於台北市，後遷籍宜蘭，藝文推廣、戲劇扎根為

念，深入校園教學巡演，並長期輔訓宜蘭國中小校園

劇團。如復興國中少年劇團、礁溪國小兒童劇團、羅

29 宜蘭延平敬樂軒 民俗樂團 9385556、0937158597 260 宜蘭市延平路21號 無

30 羅東福蘭社樂團 民俗樂團 陳虞鎰 927507456 265 宜蘭縣冬山鄉義成路3段562號 無

本社是宜蘭地區歷史最悠久的北管社團之一，創社於

1861年，由當時溪南最大墾首陳輝煌邀集同好組成，

曾是溪南最大的北管子弟團，也是北管福路派的重鎮

31 宜蘭西門總蘭社 民俗樂團 王秋明 9358456、0953167015 260 宜蘭市文昌路66號 無

32 宜蘭總蘭社聲群西樂部 管樂 賴福枝 9355955 260 宜蘭市西門路21巷56號 無

33 宜蘭節慶室內樂團 室內樂 黃啟信 9283547、0933046547 260 宜蘭縣宜蘭市新興路209號 trbarts2004@yahoo.com.tw 無

34 新蓬萊樂團 國樂 莊雅萍 9361849、0952327848 260 宜蘭市民權新路287號9樓 無

35 淺綠色室內樂團 管弦樂 oy1110@yahoo.com.tw

http://www.ju

stmusic.org.t

w/GCO/GCO.

36 宜蘭暨集堂 民俗樂團 李明雪 9354492、0922170524 260 宜蘭市新民路58巷7號 無

37 傳奇樂坊 管樂 黃章桐 260 宜蘭市環河東路79號 gilacat@aptg.net 無

38 噶瑪蘭民族樂團 國樂 林成義 937158131 262 宜蘭縣礁溪鄉玉光村瑪僯路86號 b730813@hotmail.com 無

39 雅韻箏樂團 國樂 邱碧倫

9604056、9568361、

0928836820 265 宜蘭縣羅東鎮復興路2段106號 belon@hotmail.com.tw 無

40 宜蘭福龍軒北管樂團 音樂 許文漢

9355878、0933-985-

028 260 宜蘭市黎明3路448巷18弄1號 reiley@mail.e-land.gov.tw 無

41 淺谷絲竹樂團 音樂 高秀珍

03-9329359、

0932264420 260

宜蘭縣宜蘭市嵐峰路1段300巷11

號 jye.L60213@msa.hinet.net 無

每年皆帶領各級學校樂團與宜蘭青少年國樂團在各地

演出，演出場次平均每年皆有25場以上，為宜蘭縣演

出最多的絲竹樂團。樂譜收集、教學推廣、巡迴表演

42 宜蘭三鬮仔全聖社 民俗樂團 林詩堯 9280990、0937909670 260 宜蘭市梅洲里慈航一路45號 無

43 宜蘭青少年國樂團 國樂 林仁傑

03-9329359、

0933930535 260

宜蘭縣宜蘭市嵐峰路一段300巷

11號 Jye.L60213@msa.hinet.net

www.ilcyo.c

om.tw

宜蘭青少年國樂團成立於民國95年，成員來自於縣內

各國小、國中、高中對於樂器學有專精的學生，目前

團員人數達八十多人，為目前縣內在組織與編制上最

44 九彎十八拐劇團 戲劇 李小姐 9320904 260 宜蘭市中山路郵局266信箱 918house@gmail.com

www.bigfish

.org.tw

一群黃春明在蘭地培訓的資深子弟兵，以推動社區劇

場、輔訓社區戲劇團隊為目標，再造新一波在地扎根

，及戲劇欣賞的風潮。(102年資料)

45 宜蘭總蘭社 戲劇 劉信昌 9352680 260

宜蘭縣宜蘭市舊城西路9之7號1

樓 無

46 宜蘭縣萬帝觀民俗技藝團 民俗技團 錢正孝

0913888234、

0930335283 260 宜蘭縣宜蘭市鎮平路222巷29號

http://tw.my

blog.yahoo.

com/alove1

47 湸泧舞蹈團 舞蹈 呂泳澐 03-9372-862 260 宜蘭縣宜蘭市中興路177巷7號 lr.dt@msa.hinet.net

http://www.l

rdt.org.tw

舞團以「舞出湸眼自信，展悅優雅氣質」為素養，藉

由創意舞作引領舞者進入作品情感的表達，提供舞者

發揮的空間，期望每一位舞者不論在舞台上或生活上

48 悟遠劇坊 傳統戲曲（歌仔戲） 林紋守 0933827491、9225863 264

宜蘭縣宜蘭市嵐峰路一段126號4

樓 wuyuan.lin@msa.hinet.net

http://tw.my

blog.yahoo.

com/wuyua

悟遠劇坊成立於宜蘭，由團長簡育琳、執行長林紋守

領軍。擁有資深且堅強的節目製作群，及歌仔戲界中

青代優秀演員，並多次受邀海內外表演。劇團更在傳

mailto:trbarts2004@yahoo.com.tw
mailto:oy111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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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復興歌劇團

傳統戲曲（梨園戲、歌仔

戲） 黃振忠 9567957、0932268983 269

宜蘭縣五結鄉中興路3段256巷6-

15號 無

本團前身為復興歌劇團，目前更名為鈺茂歌劇團，本

團是由父親黃聖茂與母親黃許玉珠創立。到現在已有

60年，現在由黃振忠接下經營，期盼能將美妙歌劇帶

50 龜之劇場 現代戲劇、音樂、舞蹈 蔡佳君

03-9575905、

0911182442 265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3段290號 cctsai1403@gmail.com 無

在未有雪山隧道之前，遊子隨著搖晃的火車返鄉，望

著窗外只要見到太平洋看到龜山島就知道家到了，

「龜之劇場」為年輕創作者的平台，並積極推廣表演

51 壯圍之聲口琴樂團 音樂 林寶雪

03-9383223、

0933770576 263

宜蘭縣壯圍鄉美福村縣民大道一

段431巷143號

t850183@yahoo.com.tw、

t850183@ilc.edu.tw 無

本團成立於民國97年，於民國98年正式立案，2008

年參加第七屆亞太國際口琴藝術節口琴比賽，榮獲國

小組小合奏冠軍、四人合奏冠軍、大合奏亞軍及中學

52 噶瑪蘭聖樂團 音樂、合唱 范昭榮 0911-219-396 260 宜蘭市民族路37號 fanllhome@yahoo.com.tw 無

53 奇湛劇坊

傳統戲曲：歌仔戲、客家

戲、北管戲 朱作民 0903-119-157 269

宜蘭縣冬山鄉群英村45鄰義成路

三段341巷22號 tso65tw1229@gmail.com 無

54 輕舞飛揚芭蕾舞團 芭蕾舞、現代芭蕾 張淑純

03-9353712、

0975513663、

0978082066 260 宜蘭縣宜蘭市嵐峰路一段6號4樓 bass0820@gmail.com

http://tw.my

blog.yahoo.

com/freeda

本團隊最主要之演藝項目為芭蕾，街舞、現代舞、幼

兒律動的表演項目，惠請各界愛好舞蹈的人士與我們

共襄盛舉。(102年資料)

55 安卡女神表演藝術坊 舞蹈 陳淑娟 0910299566 260

宜蘭市延平里延平路56巷10號6

樓 cherryko15@yahoo.com.tw 無

56 宜蘭青年管樂團 管樂 林弈翔 0911-034-617 262

宜蘭縣礁溪鄉玉田村踏踏五路

170巷25弄11號 r85106@yahoo.com.tw 無

團前身為「宜中宜商鷹屆畢業生暨在校生管樂團」(成

立於2008年)，於2009年正式立案為「宜蘭青年學生

管樂團」。團員由一群熱愛管樂的學生所組成，目的

57 丹之鼓鼓舞團 太鼓鼓舞 李牡丹

0952-314-009、

0922641757、

0919314009 262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村10鄰十六結

路96之5號1樓

linna9315040@hotmail.com、

bitty9873386@yahoo.com.tw 無

丹之鼓鼓舞團成立於2002年，由一群熱愛太鼓的團員

所組成的，他們從小和團長一起學習鼓藝，有些成員

已經是中華音體教育協會準團員或實習團員。這一群

58 藝芳舞劇團 傳統戲曲、舞蹈 沈玉花

03-9510180、

0938033881 269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村水源路118

巷1號 無

藝芳舞劇團，是目前縣內唯一以發揚傳承黃梅調文化

為方向的團隊。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已將黃梅調的種

子種下，喜見慢慢萌芽。今年到宜蘭家扶中心教學：

59 薛英娜舞團 舞蹈 林明

03-9331062、

0936118611(林明)、

0916250839(薛英娜) 260

宜蘭縣和睦里12鄰中山路二段

202巷42號5樓 linming96@yahoo.com.tw 無

本舞團以培訓優秀舞蹈人才為主，期盼不僅要發揚舞

蹈藝術文化，還要將此文化推廣於社會各階層。本團

特色為創新，積極嘗試將不同舞蹈元素融合踢踏舞蹈

60 巴哈客搖滾樂團 音樂 林明禛 0912095710 260 宜蘭縣宜蘭市延平路34-6號4樓 joseph@mail.ndhu.edu.tw

http://blog.

xuite.net/ba

chrock/blog

61

蘭陽戲劇團（宜蘭縣蘭陽戲劇團

戲曲發展基金） 戲劇 邱先生 03-9362542 260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482號 lanyan.opera@yahoo.com.tw

http://tw.my

blog.yahoo.

com/lanyan

宜蘭縣是歌仔戲的原鄉，宜蘭縣政府為了弘揚這項最

具台灣本土特色的傳統文化資產，於1992年成立蘭陽

戲劇團，是國內唯一具公立屬性的歌仔戲劇團，戲團

62 蘭雨合唱團

音樂（以混聲四部合唱為

主） 帥永蘭 0921-824-638 260 宜蘭縣宜蘭市宜中路88號2樓 shuai1205@kimo.com 無

63 愛舞民族舞團 新民族舞蹈 廖婕妤

0919104605、

0910059551 260

宜蘭縣宜蘭市負郭里13鄰民權路

二段249巷15號 lovedancing2010@gmail.com

http://www.

wretch.cc/bl

og/dancing

愛舞民族舞團是以「創意民族舞蹈」為發展主軸，秉

持「從心開始，讓愛蔓延，讓舞精彩」的信念，堅持

專業的態度與親民的風格，用一顆愛舞的心，將美好

64 蘭陽管樂團 音樂（管樂） 李小姐 9369115轉114 260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482號 yilanperform@gmail.com 無

65 蘭陽兒童合唱團 音樂（混聲合唱） 李小姐 9369115轉114 260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482號 yilanperform@gmail.com 無

66 薪韻國樂團 音樂（國樂） 鄭筱儒 0918780385、9780381 261

宜蘭縣頭城鎮金盈里北宜路一段

350號 reborn781025@hotmail.com 無

67 跨時代樂團

音樂、現代戲劇、舞蹈（流

行樂曲、民俗音樂、樂器演

奏、演唱、舞台劇、舞蹈 邱學德 9510045、0936911621 264

宜蘭縣冬山鄉柯林村8鄰光華一路

416號 X_X0626@yahoo.com.tw 無

本團成立宗旨，推廣傳統藝術，發揚傳統文化精神。

結合社區、學校共同舉辦表演活動，增進社區和諧發

展。本團設有：古箏、琵琶、揚琴、笛子、二胡等樂

68 樹林國樂團 傳統國樂 廖賴傳 0933243221、9380299 260 宜蘭縣宜蘭市陽明二路81巷11號 liaolc0509@yahoo.com.tw 無

羅東鎮樹林國樂團，除每星期四晚上假樹林社區活動

中心舉行團練外，更兼負社區國樂推廣、慶典公益活

動之演出，對發揚我國國粹，提升國樂演奏水準及推

69 愛娃藝術舞蹈團

芭蕾、民族、現代、各國舞

蹈 陳淑華

03-9327291、

0911993716 260

宜蘭市民族里20鄰民權新路101

之3號 eva_dancer15@yahoo.com.tw 無

愛娃藝術舞蹈團，成立於民國100年2月，為提昇蘭陽

地區舞蹈藝術的風氣，更讓一群喜愛舞蹈的青少年有

機會可以在舞台上展現自己的才華與自信，演出內容

70 宜蘭頭城小李緣歌劇壹團 歌仔戲 李文傑 0911209314 261

宜蘭縣頭城鎮合興里4鄰合興路

76號 無

71 員山布袋戲團 布袋戲 張月娥 0972773053、9221928 260 宜蘭縣宜蘭市崇聖街141號

moon26367330@yahoo.com.t

w 無

員山布袋戲團於民國100年成立，希望永續經營偶戲

藝術，結合傳統偶矽精華與創新思惟，活潑呈現偶戲

多樣化的原貌，讓更多人同享寬廣有趣的偶戲天地，

72 當代樂坊 中西樂器、竹樂器 林徉汶 9386060、0920385035 260 宜蘭市黎明二路368巷99號 formosamelody@gmail.com 無

生命如歌，我們大聲唱出夢想音樂似花，我們辛勤培

育灌溉。1994年當代樂坊在宜蘭縣成立，期間曾多次

受邀於國家音樂廳演出也曾舉辦過許許多多的演出和

mailto:cctsai1403@gmail.com
mailto:fanllhome@yahoo.com.tw
mailto:tso65tw1229@gmail.com
mailto:bass0820@gmail.com
mailto:r85106@yahoo.com.tw
mailto:joseph@mail.ndhu.edu.tw
mailto:shuai1205@kimo.com
mailto:lovedancing2010@gmail.com
mailto:yilanperform@gmail.com
mailto:yilanperform@gmail.com
mailto:eva_dancer15@yahoo.com.tw
mailto:formosamelod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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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行口演藝樂坊

舞蹈、民歌、老歌、流行音

樂 黃鈺娟 0937-527-287 260

宜蘭縣宜蘭市文化里15鄰民族路

372號14樓 hunkoa@gmail.com

facebook:

宜蘭行口藝

文中心

74 宜蘭國光樂儀旗隊

操槍儀隊表演、旗隊表演、

樂器演奏 林春生 0910954382、9224186 264

宜蘭縣員山鄉枕山村枕山路62之

8號 無

75 踩線藝合實驗劇團

新編傳統戲曲、現代戲劇、

跨界實驗演出 陳家祥

03-9365963、

09168364362 260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里11鄰健康路

二段123巷15號 liest226@gmail.com

http://www.

wretch.cc/bl

og/citydust

76 Sirens人聲樂團 音樂（阿卡貝拉） 官文琪 0929-356-282 237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160巷2弄7

號5樓 perrier502000@gmail.com

www.sirensv

ocalband.tw

77 聚樂坊 民族音樂 黃筱涵 0937-703531 260 宜蘭縣宜蘭市軍民路1之43號 beerlydia159@gmail.com 無

78 紫園戲劇坊

傳統戲曲：客家戲、北管

戲、四平戲 袁藝家

0980290934、

0916377058 263 宜蘭縣壯圍鄉壯濱路三段241號

leoishi@yahoo.com.tw、

Yu_shi.operatroupe@yahoo.co

m 無

79 普羅佛拉明哥舞集 佛拉明哥舞蹈與藝術 蔡宜容 9615423、0953541022 265 宜蘭縣羅東鎮北投街150巷11號 ninayjt@gmail.com

puroflamen

co.pixnet.ne

t/blog/cate

佛拉明哥(Flamenco)是一項充滿生命力的藝術，業已

被評定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基於對純粹的佛拉明

哥(Flamenco Puro)傳統風格的熱愛，蔡宜容老師再

80 藝境絲竹

音樂（絲竹展演、傳統戲

曲、跨界演出） 賴秋如

0926645072   /

0988265599 265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99之1號 l0926645072@gmail.com 無

結合在地文化，藝術產業推廣絲竹藝術，承襲傳統將

絲竹音樂重新解構，融合多元藝術文化，發展類戲劇

跨界展演之演繹。(102年資料)

81 宜蘭大溪醉仙歌劇團 野台傳統歌仔戲曲 李文傑 0917227834 261 宜蘭縣頭城鎮合興里合興路76號 無

82 樂享集 音樂、傳統戲曲、舞蹈 康杰

03-9653888、

0932164857 268 宜蘭縣五結鄉鎮安路177號 circleblossom@yahoo.com.tw 無

雙簧管、小提琴、鋼琴、古箏、二胡、嗩吶。(102年

資料)

83 築夢工作室

音樂、舞蹈（原住民歌舞表

演、原住民舞蹈、現代流行

舞曲） 王金龍 0980-491-488 261

宜蘭縣頭城鎮新建里新興路234-

7號 ctd20150601@gmail.com 無

由13位大人、17位孩子從花蓮遷徙到台東（五年時

間），住在一起，建立一個共生互助的大家庭，感受

原住民族群文化傳承的重要，還有給孩子們在舞台上

84 台灣山這邊音樂藝術團

音樂、舞蹈、傳統戲曲、書

畫、陶木雕創、打擊樂 林秀霞

9280011、0963-382-

155 260

宜蘭縣宜蘭市北津里11鄰津梅路

75巷5號1樓

hylin3458@gmail.com(林泓萭)、

siou9322966@yahoo.com.tw(林秀霞)

85 冬山管樂團 音樂 蕭東原

03-9591319 / 0920-

667-758 269 宜蘭縣冬山鄉補城路71號 jackys6917@gmail.com 無

86 宜蘭縣口丟口丟銅國樂團 音樂（國樂、戲曲）

黃文亮、王健

州

9315699、

0912593548(黃文亮)、

0936-098-510(王健州) 260

宜蘭市進士里10鄰健康路一段71

巷8號 ccwang@mali.fgu.edu.tw 無

87 蘭陽森巴藝術舞團 舞蹈 陳瓊華 9546107、0918616501 269 宜蘭縣冬山鄉安農一路60號 c9616508@yahoo.com 無

本團以巴西舞蹈及拉丁文化流行舞為主要特色。為推

廣更多素人參與舞蹈藝術文化之領域，培養素人為專

業舞者，更希望多多能與外界文化舞蹈交流，帶動生

88 EF藝術舞蹈團 舞蹈（街舞） 陳熾學 9545452、0980353403 265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50號7樓 endlessbboy@hotmail.com 無

89 五洲掌中戲團 傳統戲曲（布袋戲） 蕭志豪 0928-530-025 261

宜蘭縣頭城鎮頭濱路一段53巷29

號 hao_0711@yahoo.com.tw

http://twmy

blog.yahoo.

com/hao_0

90 瑪嘎巴嗨文化藝術團

舞蹈（台灣原住民傳統舞

蹈、台灣原住民創新原創舞

蹈） 督瀅谷慕

03-9594692、

0936849989 268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中路三段567

號 fhyta@hotmail.com(督瀛) 無

91 蘭陽相褒表演團

傳統戲曲（相褒音樂、傳統

戲曲、雜藝、相聲相關表

演） 莊文龍

03-9889197、

0911217668 262

宜蘭縣礁溪鄉玉田村20鄰踏踏路

98-9號 win3798@gmail.com

http://blog.i

lc.edu.tw/bl

og/blog/38

92 重擊現實打擊樂團 音樂（打擊樂相關） 林志儒 0932262730 260 宜蘭市民權新路297號4樓 student00051@yahoo.com.tw 無

93 晨曦合唱團 音樂（合唱） 林惠美/林章光 9771414/0935299020 261 宜蘭縣頭城鎮開蘭路134號 無

94 笛藝音樂工作室

音樂（長笛、短笛、鋼琴、

室內樂團、作曲發表） 林佩穎 03-9680437 269

宜蘭縣冬山鄉清溝村光明路152

巷20號 aa0917065739@gmail.com

https://www

.facebook.c

om/#!/flute

95 漢陽北管劇團

傳統戲曲（北管戲、歌仔

戲） 陳玉環

0979-967149、0911-

217268 265

宜蘭縣頭城鎮武營里8鄰開蘭路

289巷8號 chen0911217268@yahoo.com.tw 無

96 人間舞集 舞蹈（現代舞） 羅尹廷 0911820465 265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三段105號2

樓 rjdance2005@gmail.com 無 以現代舞表演為主(102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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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仰山合唱團 音樂（合唱） 黃薇娟 0909-993-953 260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六街68巷47號 lisa640421@gmail.com 無

仰山合唱團歷經15年，每兩年開一次成果發表會，以

歌會友，不斷的追求合唱的內涵及提升演出的水準。

仰山合唱團雖是一群家庭主婦業餘組成的娘子軍，以

98 Yu Yu舞創空間舞蹈團

舞蹈（芭蕾、中國舞、即興

創作、現代舞、兒童舞蹈、

成人芭蕾） 曹祐媛

03-9578290、

0939693147 260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186號二樓 love-dance-ohya@yahoo.com.tw 無

99 人文展賦劇團 現代戲劇(舞台劇表演) 吳小姐

 (02)3393-967、0963-

136-945 261 宜蘭縣頭城鎮吉祥路75巷5號 wh@pwshop.com 無

100 夏至愛樂大提琴室內樂團 大提琴音樂演奏 王夙慧 935188749 106 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9巷10號6樓 stringhuey@yahoo.com.tw 無

101 徽吟箏樂團

音樂(古箏音樂，傳統箏

曲、流行歌謠…等，以重

奏、合奏方式呈現) 林秀霞 9322966、0963382155 260 宜蘭市宜科一路269號 siou9322966@yahoo.com.tw

http://tw.my

blog.yahoo.

com/guzhe

102 宜蘭慶和西樂團 音樂(管樂) 陳玫君 9389600、0932265909 260 宜蘭縣壯圍鄉吉祥路106號 無

103 門諾漾文化藝術團

音樂、舞蹈(泰雅族歌謠、

泰雅族舞蹈) 張朝舜 0921-098-525 267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村東壘路21號 macu.441210@yahoo.com.tw 無

104 悅風舞集

舞蹈(芭蕾、現代、民俗舞

蹈、幼兒律動) 游淳惠

987-1270、0933-

942009 262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四段151號3

樓 phidias1@ms35.hinet.net 無

「悅風舞集」95年9月成立，是以宜蘭在地青年學子

為主的專業舞蹈演出團隊，完善具專業教與學的環境

，建立學生、家長和教師共同成長的良好互動關係。

105 壯三新涼樂團 傳統戲曲(宜蘭本地歌仔) 陳先生 0931-251-509 260

宜蘭縣員山鄉頭分村13鄰永同路

二段108號 darcy82420@gmail.com 無

'民國78年陳旺欉老師獲頒教育部第五屆民族藝術薪傳

獎，他說，此後對於本地歌仔的傳成更是不怠慢，先

後擔任宜蘭高商、吳沙國中等學校社團的戲曲指導老

106 宜蘭勁勇綜藝團 舞蹈、雜藝 黃小姐

987-3883、0968-197-

193 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280

號2樓 abcd0960629479@gmail.com 無

107 蘭亭國樂團 音樂(國樂演出) 朱毓傑 0911217577 262

宜蘭縣礁溪鄉德陽村奇立丹路

181巷17號 xx163043@hotmail.com 無

108 宜蘭縣北成民族樂團 音樂(國樂演奏) 方淑禎 0911218807 266

宜蘭縣三星鄉大隱村大埔五路55

號 tr253943@gmail.com 無

109 蘭陽箏樂團 音樂(箏樂) 張婷雅 0937910503 260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民族二巷15

號 tinya586@yahoo.com.tw 無

110 聲納合唱團 合唱 游志宏 0952334388 27051 宜蘭縣蘇澳鎮德興二路1號 kan0706@mail.pces.ilc.edu.tw

http://blog.

yam.com/ilc

sonar

民國87年4月由陳瑞娟老師所成立，分別由陳雲紅老

師、蘇慶俊老師及于善敏老師擔任指導，以嚴謹的態

度來學習詮釋曲目內涵，更致力於加強人聲無伴奏演

111 宜蘭縣五十蘭愛樂合唱團 合唱 吳小姐 0939-327-291
265

宜蘭縣羅東鎮南寧路11巷5號 wushilan2012@gmail.com

112
漫響室內樂團 管弦樂演奏 鄭羽捷 0952-003-877 265

宜蘭縣羅東鎮林森路154-1號一

樓
genevi_v@hotmail.com

113
噶瑪蘭童聲合唱團

合唱
王曉漢/林采藜

03-9312289/0933-770-

734
260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85巷10號 tsaililin@yahoo.com.tw

114
笙根蘭陽

音樂、戲劇、舞蹈、跨界表

演藝術
楊智博 0987-946-319 260

宜蘭縣宜蘭市思源里嵐峰路三段

326巷8弄51號
jipo731@gmail.com

115
采藝當代舞集 當代創作舞蹈 李珏諾

03-9652675/  03-

9659321  /  0933-772-

745

268
宜蘭縣五結鄉鎮安村舊街二路

126巷5號4樓
belle821kimo@yahoo.com.tw

116
蘭陽交響樂團

交響樂、協奏曲、小型室內

樂合奏

陳仕杰、黃文

慧

0972-938-823(陳仕

杰)、0928-836-670(黃

文慧)

260
宜蘭縣宜蘭市思源里農權路2段

25號
lanyangsymphony@gmail.com

117
永成傳統歌劇團 傳統歌仔戲 陳英方

03-923-2025、0928-

064-787
248

新北市五股區六福里1鄰五福路

52巷3弄6號

118
四季文化創意舞蹈團

原住民舞蹈、器樂、音樂展

演
陳季寧 0963-411-057 267

宜蘭縣大同鄉四季村5鄰泰雅路六

段和勳巷16號
lewi@ilc.edu.tw

為發揚泰雅傳統文化及部落人文藝術，並融入創意元

素呈現泰雅傳統舞蹈的精神，帶動部落青年生命共同

體，加強推廣泰雅文創藝術活動，以非營利為目的，

119
行樂愛樂室內樂團

弦樂器(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
吳茵茵 0963-131-252 265

宜蘭縣羅東鎮大新里站前路32-2

號5樓
singyue.music@gmail.com

120
就是愛樂管弦樂團 管弦樂、室內樂

歐聰陽、蔡珮

漪

歐聰陽0932-722-758、

蔡珮漪886-937-153418
268 宜蘭縣五結鄉錦草五路238巷7號

jmpo.org@msa.hinet.net 就是愛樂管弦樂團是集合台灣眾多優秀音樂相關工作

者的一個專業團體，樂團的架構除了音樂家之外，還

有駐團指揮家、作曲家、編曲家及音響工程師，因此

mailto:stringhuey@yahoo.com.tw
mailto:macu.441210@yahoo.com.tw
mailto:phidias1@ms35.hinet.net
mailto:darcy82420@gmail.com
mailto:kan0706@mail.pces.ilc.edu.tw
mailto:wushilan2012@gmail.com
mailto:genevi_v@hotmail.com
mailto:tsaililin@yahoo.com.tw
mailto:jipo731@gmail.com
mailto:belle821kimo@yahoo.com.tw
mailto:lanyangsymphony@gmail.com
mailto:lewi@ilc.edu.tw
mailto:singyue.music@gmail.com
mailto:jmpo.org@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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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兄弟姊妹俱樂團

表演藝術相關:音樂、現代戲

劇、舞蹈
陳聖育

0905-865-720(負責人陳

聖育電話)
265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二段226巷2

號
jackysfans@gmail.com

122
Monday Hi星期一樂團 本土現代世界音樂 江智鴻 0939-536-345 260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156號1樓 julian.sk.fann@gmail.com

為推廣本土音樂活動與世界爵士音樂，透過定期/不定

期展演，以非營利為目的，辦理音樂演奏相關之研習/

推廣/演出活動，以及國際音樂藝術文化交流活動，並

123
金剛劇團 舞台及影像表演 吳怡臻  0968-162-581 260

宜蘭縣宜蘭市小東里5鄰新興路

72巷8號
mawumy@hotmail.com

為推廣 戲劇表演 教育/活動，透過定期培訓/不定期展

演，以非營利為目的，辦理戲劇表演相關之研習/推廣

/演出活動，以及國際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並不定期參

124
蘭陽印象樂團

音樂演出、創作、教學、傳

承、跨界藝術演出創作
林仁傑 *0933-930-535 260

宜蘭縣宜蘭市嵐峰路一段300巷

11號
L60213.jye@gmail.com

蘭陽印象樂團為推廣音樂教育與活動，以「塑造獨創

的蘭陽音樂印象」為核心理念，在傳統的基礎上追求

創新。成員具備專業演奏能力，主要以國樂器編制而

125
蘭陽人銅管五重奏 管樂、銅管、室內樂演奏 吳倍瑄 *0914034039 265 宜蘭縣羅東鎮建國街33號 deannawu88@gmail.com

蘭陽人銅管五重奏成立於2013年3月，是由五位熱愛

管樂的宜蘭在地音樂家所組成。 成立蘭陽人銅管五重

奏的初衷，是希望能夠將各種經典的樂曲，如古典音

126
麗生百合歌仔戲團 傳統戲曲(歌仔戲) 陳淑敏 0922-095-832 111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338巷12

號
yarlaneopera@gmail.com

麗生百合歌仔戲團為歌仔戲國寶楊麗花嫡傳弟子陳亞

蘭所成立，透過定期的培訓,演出與名師指導,傳承正

統歌仔戲的傳統曲調與藝術,並透過歌仔戲的推廣教

mailto:jackysfans@gmail.com
mailto:julian.sk.fann@gmail.com
mailto:mawumy@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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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壹室內樂集 音樂 (古典音樂) 陳欣蕙 0935-317-070 265

宜蘭縣羅東鎮賢文里014鄰純精

路二段199號10樓之2
hsinhui0504@hotmail.com

128
加雅大提琴室內樂團 音樂 (大提琴重奏) 江琬仁 0963-029-981 265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71巷12號 wanjen1210@gmail.com

129
勒巴彥文化藝術團

音樂、舞蹈 (泰雅族傳統舞

蹈、原住民創意舞蹈、傳統

歌謠、傳統樂器)

吳以諾 0903-255-307 267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華興巷1-22

號
iynow9517489@gmail.com

https://lpayalbl

og.wordpress.c

om/

130
蘭陽薩克斯風重奏團 音樂 (薩克斯風重奏) 莊柏修 0934-294-348 269

宜蘭縣冬山鄉群英村62鄰冬山路

五段180號
piano875@gmail.com

131
宜蘭愛樂管弦樂團 音樂 (交響樂、室內樂) 謝元富 0911-659-343 262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

號(佛光大學創意與科技學院-院

長室)

shiehyf@gmail.com

132
某某某的工具箱劇團

現代戲劇(集體創作劇場、

跨域展演)
劉銘傑 0976-287-021 260 宜蘭市民權新路47巷4弄7之2號 momomonotoolbox@gmail.com

133
藝想台灣劇團 雜藝(多元表演藝術劇場) 韓秉融 0925-010-150 265

宜蘭縣羅東鎮仁愛里11鄰河濱路

141號
fervortaiwan@gmail.com

www.fervortai

wan.com

134
安琪歌子戲劇工作坊 傳統戲曲(歌仔戲、北管戲) 吳安琪

03-9256788、0982-

300-400
265 宜蘭縣羅東鎮四維路162號 angelworkshop227@gmail.com

135
傳奇藝術劇團 傳統戲曲(傳統歌仔戲) 吳世明 0989-232-645 263 宜蘭縣壯圍鄉壯濱路三段241號 無

136
蘭陽鼓擊鼓集 音樂(世界手鼓) 冉雯娟 0931-308-481 260 宜蘭縣宜蘭市延平路42-2號 janjan8138@gmail.com

137
Lā-Lā-bú戲劇團

傳統戲曲、舞蹈(歌仔戲、

舞蹈)
余雅婷 0986-257-301 265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447號 jenny20052001@gmail.com

138
哏！有意思創作劇團

現代戲劇(新編戲劇、新編

兒童劇)
蘇俊杰 0976-618-469 231 新北市新店區富貴街20巷8號5樓 Jas661216@gmail.com

139
噶瑪蘭陶笛樂團 音樂(陶笛、鼓類) 林龍杉 0925-958-168 265 宜蘭縣羅東鎮重陽街27巷9號 sam0925958168@gmail.com

https://www.fa

cebook.com/tn

g520tng520/

噶瑪蘭陶笛樂團是由一群宜蘭的青年學子們所組成，

成立至今有15年，我們以陶笛多重奏配合非洲鼓等節

奏樂器來展演，並有常年出國演奏交流的經驗，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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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風澤薩克斯風樂團 音樂(薩克斯風) 李宗澤 0918-137-857 269 宜蘭縣冬山鄉光明路73巷20號 bs9593635@gmail.com

風澤薩克斯風樂團創立於2019年11月28日， 團名取

自"薩克斯風"之風字，期許樂團帶給宜蘭不一樣的風

氣，引領風潮；澤字則是融合團長暨藝術總監-李宗澤

141
小鹿亂撞樂團

音樂(流行歌曲及創作音樂

演奏、演唱)
陸軍聲 0935-970-176 264 宜蘭縣員山鄉深洲一路151號 a0710a20002000@yahoo.com.tw

142
神童歌劇團

傳統戲曲(北管戲、歌仔戲

曲)
林國清 0981-173-889 265

宜蘭縣羅東鎮站前南路85巷6號2

樓
g0981173889@yahoo.com.tw

143
IlaLan實驗場

綜合（原住民族文化、現代

創作、音樂、舞蹈、戲劇）
孫李杰 0939-511-438 265

宜蘭縣羅東鎮復興路二段95巷2

號
ilalanepf@gmail.com

144
嘻哈因仔街頭藝術團

綜合類  (街舞、街頭藝術表

演)
林恩琮 0976-067-381 260 宜蘭縣宜蘭市軍民路11巷11號 qqsasamqq@yahoo.com.tw

145
音樂˙聽音樂藝術展演社 音樂(古典音樂、流行音樂) 李哲綸 0910-028-322 265

宜蘭縣羅東鎮樹林里公正路380

號
jim199554@gmail.com

146
莎賓娜藝術舞蹈團

舞蹈(大溪地舞蹈、中東肚

皮舞、流行熱舞)
江梅慧 0920-836-970 265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里南門路125

號2樓
gigi8578@hotmail.com

147
拾陸製作

現代戲劇(現代戲劇與跨領

域劇場創作)
林陸傑 0988-541-355 100

100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4號6

樓之5
luchiehlin@gmail.com

148
芸上舞集

舞蹈(新古典舞、印度寶萊

塢舞、爵士舞)
李晨帆 0935-710-522 269

宜蘭縣冬山鄉順安村鹿安路565

號
ing956321@yahoo.com.tw

149
宜蘭交響樂團 音樂(管弦樂) 鄭羽捷 0952-003-877 265

宜蘭縣羅東鎮林森路154-1號一

樓
Cheng99264@gmail.com

150
海島演劇

現代戲劇(舞台劇、舞蹈、

表演藝術)
林志遠 0966-216-570 220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02巷27號5

樓
islandsatge2014@gmail.com

https://www.fa

cebook.com/isl

andstage1980

151
汶凬舞集

舞蹈 (芭蕾舞、現代舞、中

國舞、流行舞蹈)
呂汶珊 0983-320-443 242 新北市新莊區福德一街43號9樓 formosadance33@gmail.com

152
無獨有偶劇團 現代戲劇 (偶戲) 曾麗真 03-950-1977 268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東路37號 puppetx2@gmail.com

153
海藝芭蕾舞團

舞蹈(古典芭蕾、現代芭

蕾、現代舞)
林怡芬 0938-319-956 268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中路二段387

號
haiyi.art@gmail.com

mailto:bs9593635@gmail.com
mailto:a0710a20002000@yahoo.com.tw
mailto:g0981173889@yahoo.com.tw
mailto:ilalanepf@gmail.com
mailto:qqsasamqq@yahoo.com.tw
mailto:jim199554@gmail.com
mailto:gigi8578@hotmail.com
mailto:luchiehlin@gmail.com
mailto:ing956321@yahoo.com.tw
mailto:Cheng99264@gmail.com
mailto:islandsatge2014@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islandstage1980
https://www.facebook.com/islandstage1980
https://www.facebook.com/islandstage1980
mailto:formosadance33@gmail.com
mailto:puppetx2@gmail.com
mailto:haiyi.art@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