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1 B103085 林○穎 串珠相關及延伸創作

2 B107027 黎○ 創意手工編繩

3 B106137 甘○華 中國結玉石水晶/多元媒材創作

4 B106090 賴○齡 顏○庭 手工不織布、布包、陶藝插花

5 B103037 王○洧 造型金工創作

6 B106109 Aldo Degregori 手工牛皮飾品

7 B105078 黃○珍 金工創作

8 B100072 江○梅 編織、串珠、刺繡

9 B107191 陳○隆 純銀飾品創作

10 B107078 鄭○慧 各類金屬創意作藝品及燈具

11 C105035 曾○順 人像攝影

12 B104091 蕭○玲 造型氣球

13 B108063 林○吟 中國結藝、純銀飾品手作

14 B102062 李○華 手作銀飾

15 B107158 王○韵 花草手作

16 C106023 胡○塵 繪畫細緻之動物圖像

17 B107101 曾○幃 傳統狀元糕

18 B107108 陳○光 手工牛角工藝創作

19 B107100 劉○汶 不凋花製作、不凋花與乾燥花飾品應用

20 B105064 莊○真 各種繩類編織，皮革，彩繪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2月27日(星期六)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2月27日(星期六)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21 B105298 余○瑩 中華傳統推廣及飾品藝品

22 B107031 劉○芳 珠寶編織與手作皮革

23 B104007 林○玲 自己作的手工布包、防水布包

24 B107176 陳○甄 布包.拼布.布藝設計

25 B106084 林○如 陳○莉,郭○廷創意布包與布製實用小物之設計與創作

26 B102050 張○沂 漂流木、原木創作

27 B107074 陳○伃 拼布襪子娃娃

28 B105034 彭○雄 生活植栽、桌上森林

29 B107148 鄭○芸 飾品花束製作與包裝

30 B107164 李○維 多媒合材料首飾、飾品(石雕)

31 B108069 胡○華 蔡○雲 乾燥花與環保回收材料創作

32 B107023 賈○建 金工

33 B108070 陳○玲 多媒材創意手作

34 B106085 張○敏 水泥藝術品製作.多肉植物植栽組合

35 B105177 林○慶 乾燥花創作

36 B104128 廖○燕 梭子蕾絲(Tatting Lace)

37 B105074 陳○堃 金屬飾品器具製作

38 B105010 趙○珍 蝴蝶結、花朵、布藝飾品創作

39 B104008 胡○滄 自己作手工皮包、皮飾

40 B106024 陳○恩 張○安 金屬花藝結合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2月27日(星期六)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41 B106032 江○帆 蘇○惇,季○安, 聚合物

42 B107075 羅○陽 創意生活媒材製作

43 B107035 蘇○玲 多媒合材料創意飾品藝品

44 B106100 林○ 手捏陶藝

45 B107048 孫○治 樹脂藝術創作

46 B105001 徐○涵 DIY編織教學

47 B107156 林○伊 編織

48 C107010 王○音 黑色幽默風格似顏繪、創意手工絹印體驗

49 C108010 許○山 畫畫植物、複合式媒材設計

50 B107002 林○君 黏土捏塑的花朵與多肉植物

51 B106128 陳○丞 金工與編織

52 B104059 江○儀 真皮手工吊飾

53 B105205 蔡○堂 手作包

54 B105157 吳○宇 蔡○環,吳○豐 竹蜻蜓工藝製品

55 C106021 李○蓉 動物畫像 羊毛氈

56 B106118 張○樺 青苔生態、植物創作組盆、乾燥花創作

57 B105089 張○勻 彩繪餅乾

58 B104065 蔣○予 創意手作編織寵物

59 B107160 陳○如 Lulu微手創

60 B100105 賴○美 自然素材藝術創作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2月27日(星期六)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61 B106127 陳○志 金工創作

62 C106007 伊○○○○○夫 繪畫展演

63 B107006 鄭○玲 複合式媒材創作

64 B103032 趙○芬 黏土捏塑、蝶谷巴特拼貼、果凍蠟

65 B105237 林○岑 飾品設計

66 B107102 張○中 植物染技法與成品運用展示

67 B107149 劉○希 手作飾品

68 B107082 蔡○仁 石頭、木材、金屬複合媒材飾品

69 B105275 吳○國 療癒系木作

70 B107051 周○蕊 手打手工肥皂

71 B107071 胡○蓉 複合式媒材創作

72 B107089 Sebastian Valderrama 手作纏繞金工飾品教學

73 B108021 黃○誠 皮雕皮革手作

74 B108023 劉○偉 現場多元媒材雕字篆刻

75 B104078 戴○章 龍鬚糖

76 B106048 吳○真 春仔花

77 B107093 黃○振 自然素材創作

78 B107179 林○妏 蝴蝶結飾品及布作寶寶用品

79 B104034 陳○安 飾品

80 B105139 賴○芳 布類相關物品製作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2月27日(星期六)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B103059 柯○○卿 創意皮雕

B105121 林○期 布手作

B104063 謝○美 輕土捏朔

B103086 章○正 藝術昆蟲標本製作過程

B106030 吳○鈴 帽子、包包、布製品

B105152 陳○翔 戴○欣 手作

B100051 謝○煌 造型葫蘆

B105135 陳○偉 劉○翠 手工玫瑰花 、小物

B107121 劉○萍 各式編織作品

B105087 李○遠 鐵器製作燈具等藝品

B107025 賈○琳 金屬複合媒材飾品創作

B107180 林○揚 水晶膠創作飾品

B100058 鄭○帆 自然素材藝術創作

B107113 潘○承 抿石子藝術品製作＆積木創意設計

B106077 黃○豪 多肉植物盆栽組盆藝術

B105060 林○鈺 拼袋包、用品、布偶製作

B107172 陳○汝 工藝創作

B105281 林○英 手作布包傢飾

C108021 丁○達 人物畫像

B102041 周○德 皮雕、手作皮件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2月27日(星期六)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B106058 蔡○燕 樹酯黏土花材景物飾品

B106145 張○完 花布手工創意與設計

B104154 林○玉 李○驊 編織、蠟雕

B106006 張○村 陶藝

B107083 徐○助 陶藝

C105049 柴○琮 人物畫像

B107186 陳○彣 環保資料源回收再利用工藝創作及擺飾

B107019 張○宜 纏繞藝飾

B106061 柯○宏

B105103 羅○萍 編織與緞帶

B105071 沈○晴 創意衣領結製品&飾品

B102048 林○丹 蝶古巴特

B105131 許○龍 金工創作

B106131 陳○華 滴膠創作飾品

B108040 謝○玉 複合媒材創作

B107037 黃○慈 手工藝創作

B107020 陳○如 組合盆栽

B108029 張○雲 手工編織

B107034 賈○璇 金屬工藝創造

B107022 陳○民 金工水泥飾品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1 B105010 趙○珍
蝴蝶結、花朵、布藝飾

品創作

2 B108063 林○吟 中國結藝、純銀飾品手作

3 B107022 陳○民 金工水泥飾品

4 B107023 賈○建 金工

5 B107074 陳○伃 拼布襪子娃娃

6 B102048 林○丹 蝶古巴特

7 B105064 莊○真 各種繩類編織，皮革，彩繪

8 B108070 陳○玲 多媒材創意手作

9 B106061 柯○宏

10 C108021 丁○達 人物畫像

11 B106058 蔡○燕 樹酯黏土花材景物飾品

12 B105131 許○龍 金工創作

13 B106024 陳○恩 張○安 金屬花藝結合

14 C105035 曾○順 人像攝影

15 B107149 劉○希 手作飾品

16 B106090 賴○齡 顏○庭 手工不織布、布包、陶藝插花

17 B104007 林○玲 自己作的手工布包、防水布包

18 B107083 徐○助 陶藝

19 B107121 劉○萍 各式編織作品

20 B107020 陳○如 組合盆栽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2月28日(星期日)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2月28日(星期日)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21 B100051 謝○煌 造型葫蘆

22 C108010 許○山 畫畫植物、複合式媒材設計

23 B107051 周○蕊 手打手工肥皂

24 B103086 章○正 藝術昆蟲標本製作過程

25 B104078 戴○章 龍鬚糖

26 B108023 劉○偉 現場多元媒材雕字篆刻

27 B108069 胡○華 蔡○雲 乾燥花與環保回收材料創作

28 B107082 蔡○仁 石頭、木材、金屬複合媒材飾品

29 B100080 賴○承 創作盆栽瓶中仙人掌

30 B105078 黃○珍 金工創作

31 B105298 余○瑩 中華傳統推廣及飾品藝品

32 B107027 黎○ 創意手工編繩

33 B107089 Sebastian Valderrama 手作纏繞金工飾品教學

34 B104091 蕭○玲 造型氣球

35 B107102 張○中 植物染技法與成品運用展示

36 C100023 徐○鈦

37 B105001 徐○涵 DIY編織教學

38 B106100 林○ 手捏陶藝

39 B105074 陳○堃 金屬飾品器具製作

40 B107158 王○韵 花草手作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2月28日(星期日)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41 B105089 張○勻 彩繪餅乾

42 B100105 賴○美 自然素材藝術創作

43 B102041 周○德 皮雕、手作皮件

44 B105060 林○鈺 拼袋包、用品、布偶製作

45 B106030 吳○鈴 帽子、包包、布製品

46 B104008 胡○滄 自己作手工皮包、皮飾

47 B106128 陳○丞 金工與編織

48 B107071 胡○蓉 複合式媒材創作

49 C106021 李○蓉 動物畫像 羊毛氈

50 B104034 陳○安 飾品

51 B104059 江○儀 真皮手工吊飾

52 B105205 蔡○堂 手作包

53 B105034 彭○雄 生活植栽、桌上森林

54 B107113 潘○承 抿石子藝術品製作＆積木創意設計

55 B104045 高○ 環保素材創意手工藝

56 C106023 胡○塵 繪畫細緻之動物圖像

57 B108029 張○雲 手工編織

58 B107186 陳○彣 環保資料源回收再利用工藝創作及擺飾

59 C107010 王○音 黑色幽默風格似顏繪、創意手工絹印體驗

60 B107035 蘇○玲 多媒合材料創意飾品藝品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2月28日(星期日)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61 B106118 張○樺 青苔生態、植物創作組盆、乾燥花創作

62 B104154 林○玉 李○驊 編織、蠟雕

63 B100072 江○梅 編織、串珠、刺繡

64 B105135 陳○偉 劉○翠 手工玫瑰花 、小物

65 B108040 謝○玉 複合媒材創作

66 B106085 張○敏 水泥藝術品製作.多肉植物植栽組合

67 B106127 陳○志 金工創作

68 B103032 趙○芬 黏土捏塑、蝶谷巴特拼貼、果凍蠟

69 B107164 李○維 多媒合材料首飾、飾品(石雕)

70 B107034 賈○璇 金屬工藝創造

71 B107101 曾○幃 傳統狀元糕

72 B104063 謝○美 輕土捏朔

73 B106131 陳○華 滴膠創作飾品

74 B107037 黃○慈 手工藝創作

75 B106077 黃○豪 多肉植物盆栽組盆藝術

76 B107176 陳○甄 布包.拼布.布藝設計

77 C105049 柴○琮 人物畫像

78 B105087 李○遠 鐵器製作燈具等藝品

79 B106084 林○如 陳○莉,郭○廷創意布包與布製實用小物之設計與創作

80 B106078 黃○倫 木工材質、技法、設計、作品介紹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2月28日(星期日)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B102062 李○華 手作銀飾

B104128 廖○燕 梭子蕾絲(Tatting Lace)

B105103 羅○萍 編織與緞帶

B105071 沈○晴 創意衣領結製品&飾品

B105121 林○期 布手作

B105275 吳○國 療癒系木作

B105139 賴○芳 布類相關物品製作

B104065 蔣○予 創意手作編織寵物

B107193 林○蓉 劉○仁 蠟線編製/飾品設計

B107179 林○妏 蝴蝶結飾品及布作寶寶用品

B107078 鄭○慧 各類金屬創意作藝品及燈具

B107108 陳○光 手工牛角工藝創作

B107093 黃○振 自然素材創作

B105152 陳○翔 戴○欣 手作

B103085 林○穎 串珠相關及延伸創作

B107075 羅○陽 創意生活媒材製作

B103013 蔣○姝 手鉤吊飾.玩偶(毛線材質)

B107055 吳○彰 生活小物的奇想設計

B106006 張○村 陶藝

B107019 張○宜 纏繞藝飾

B103037 王○洧 造型金工創作

B107180 林○揚 水晶膠創作飾品

B107156 林○伊 編織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2月28日(星期日)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B108062 林○岑 複合媒材創作

B103059 柯○○卿 創意皮雕

B107006 鄭○玲 複合式媒材創作

B107031 劉○芳 珠寶編織與手作皮革

B105070 詹○棠 詹○甄 環保素材巧作

B107172 陳○汝 工藝創作

B105177 林○慶 乾燥花創作

B106109 Aldo Degregori 手工牛皮飾品

B107148 鄭○芸 飾品花束製作與包裝

B102050 張○沂 漂流木、原木創作

B107048 孫○治 樹脂藝術創作

B106137 甘○華 中國結玉石水晶/多元媒材創作

B106032 江○帆 蘇○惇,季○安, 聚合物

B106145 張○完 花布手工創意與設計

B107002 林○君 黏土捏塑的花朵與多肉植物

C106007 伊○○○○○夫 繪畫展演

B103046 林○芳 黏土捏塑、中國結創意飾品

B105281 林○英 手作布包傢飾

B100058 鄭○帆 自然素材藝術創作

B107191 陳○隆 純銀飾品創作

B105157 吳○宇 蔡○環,吳○豐 竹蜻蜓工藝製品

B108021 黃○誠 皮雕皮革手作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1 B107149 劉○希 手作飾品

2 B100105 賴○美 自然素材藝術創作

3 B107176 陳○甄 布包.拼布.布藝設計

4 B108023 劉○偉 現場多元媒材雕字篆刻

5 B105298 余○瑩 中華傳統推廣及飾品藝品

6 B106109 Aldo Degregori 手工牛皮飾品

7 B106127 陳○志 金工創作

8 B107075 羅○陽 創意生活媒材製作

9 B106145 張○完 花布手工創意與設計

10 B106137 甘○華 中國結玉石水晶/多元媒材創作

11 B105131 許○龍 金工創作

12 B105152 陳○翔 戴○欣 手作

13 B107101 曾○幃 傳統狀元糕

14 B108070 陳○玲 多媒材創意手作

15 B107074 陳○伃 拼布襪子娃娃

16 C108021 丁○達 人物畫像

17 B106128 陳○丞 金工與編織

18 B107019 張○宜 纏繞藝飾

19 B107157 邱○櫻 種子創作

20 B108062 林○岑 複合媒材創作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3月1日(星期一)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3月1日(星期一)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21 B106030 吳○鈴 帽子、包包、布製品

22 B106084 林○如 陳○莉,郭○廷創意布包與布製實用小物之設計與創作

23 B104078 戴○章 龍鬚糖

24 C100023 徐○鈦 Q版人像素寫

25 B105103 羅○萍 編織與緞帶

26 B105077 張○堯 金屬皮革手工客製飾物

27 B107023 賈○建 金工

28 B105078 黃○珍 金工創作

29 B107148 鄭○芸 飾品花束製作與包裝

30 B103085 林○穎 串珠相關及延伸創作

31 B107093 黃○振 自然素材創作

32 B106006 張○村 陶藝

33 B104059 江○儀 真皮手工吊飾

34 B108040 謝○玉 複合媒材創作

35 B107113 潘○承 抿石子藝術品製作＆積木創意設計

36 B105001 徐○涵 DIY編織教學

37 B107082 蔡○仁 石頭、木材、金屬複合媒材飾品

38 B107164 李○維 多媒合材料首飾、飾品(石雕)

39 B107172 陳○汝 工藝創作

40 B105205 蔡○堂 手作包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3月1日(星期一)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41 B106100 林○ 手捏陶藝

42 B107026 賈○瀚 金工製作

43 B104008 胡○滄 自己作手工皮包、皮飾

44 C105049 柴○琮 人物畫像

45 B107180 林○揚 水晶膠創作飾品

46 C107010 王○音 黑色幽默風格似顏繪、創意手工絹印體驗

47 B107108 陳○光 手工牛角工藝創作

48 B105087 李○遠 鐵器製作燈具等藝品

49 B107103 葉○瑞 種子手作

50 C106021 李○蓉 動物畫像 羊毛氈

51 B104034 陳○安 飾品

52 B100051 謝○煌 造型葫蘆

53 B105034 彭○雄 生活植栽、桌上森林

54 B106032 江○帆 蘇○惇,季○安, 聚合物

55 B105275 吳○國 療癒系木作

56 B106118 張○樺 青苔生態、植物創作組盆、乾燥花創作

57 B107051 周○蕊 手打手工肥皂

58 B104128 廖○燕 梭子蕾絲(Tatting Lace)

59 B107020 陳○如 組合盆栽

60 B105121 林○期 布手作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3月1日(星期一)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61 B106085 張○敏 水泥藝術品製作.多肉植物植栽組合

62 B107102 張○中 植物染技法與成品運用展示

63 B105139 賴○芳 布類相關物品製作

64 B106061 柯○宏

65 B104007 林○玲 自己作的手工布包、防水布包

66 B106090 賴○齡 顏○庭 手工不織布、布包、陶藝插花

67 B105074 陳○堃 金屬飾品器具製作

68 B105157 吳○宇 蔡○環,吳○豐 竹蜻蜓工藝製品

69 B103086 章○正 藝術昆蟲標本製作過程

70 C105035 曾○順 人像攝影

71 B106077 黃○豪 多肉植物盆栽組盆藝術

72 B102041 周○德 皮雕、手作皮件

73 B102048 林○丹 蝶古巴特

74 B100058 鄭○帆 自然素材藝術創作

75 B106078 黃○倫 木工材質、技法、設計、作品介紹

76 B105089 張○勻 彩繪餅乾

77 B107037 黃○慈 手工藝創作

78 B102050 張○沂 漂流木、原木創作

79 B107186 陳○彣 環保資料源回收再利用工藝創作及擺飾

80 B107006 鄭○玲 複合式媒材創作



展演日期時段：

申請展演區：

街頭藝人證號 姓名 團員 展演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街頭藝人申請草悟道、市民廣場假日時段展演位置抽籤結果

110年3月1日(星期一)10時至22時

靜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B100080 賴○承 創作盆栽瓶中仙人掌

B107034 賈○璇 金屬工藝創造

B108069 胡○華 蔡○雲 乾燥花與環保回收材料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