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基隆市表演藝術活動補助公告 

二級補助：150,000元 

創造焦點－《春祈．年年好》基隆巡演計畫 

天馬戲創作劇團－原創馬戲音樂劇《茉莉的魔法歷險－莫忘初心》 

二級補助：110,000元 

舞工廠舞團－永恆的時間 TIMELESS 

二級補助：100,000元 

虎劇團－2022雨人共舞 

虎劇團－2022虎流 

二級補助：80,000元 

萬花筒劇團－《淘氣皮皮歷險記 3~職人方程式》 

天馬戲創作劇團－蟲蟲馬戲團 

小青蛙劇團－熊的傳說 

蘭陽戲劇團－戲曲行腳。人情味《碧海青天》 

臺北爵士大樂隊－臺灣歌謠爵士委託計畫音樂會-基隆山之戀 

二級補助：50,000元 

蝦米視障人聲樂團－蝦米ㄔㄤˋ台灣－2022台灣公益巡迴演唱會 

足夢舞人－《足夢．雨都》 

大氣團－補天 

天天工作社 －「喂，你睡了嗎？」2022春季讀劇發表會 

昇平五洲園－豬八戒娶親 

反面穿舞蹈劇場－教育劇場《奈勒斯》 

隨心所欲樂團－撞樂-國樂 vs爵士 

明日之星舞蹈團－丹麥安徒生童話～《荳荚裡的五顆豌豆》兒童文創舞劇 

花樂集文創藝術－家-基隆藝術家回娘家 

雙喜戲劇坊 －嬌蠻公主要出嫁 

天狼星口琴樂團－天狼星口琴樂團 2022 巡演計畫 

風雅頌古箏樂團－2022《現代花木蘭之將軍令》 

二級補助：40,000元 

長義閣掌中劇團－戲班子與遠小孩  

台灣揚琴樂團－聽唱囡仔歌－基隆市校園推廣音樂會 

綻放中東舞團－遠古遺跡 2.0 

潮響樂擊－「擊躍」擊樂重奏音樂會 

狂美交響管樂團－《宮崎駿動畫配樂》交響音樂會 

笑林豪傑－沒關係！是人生 

二級補助：30,000元 

紅樓樂團－純粹之音-懷舊留聲機 

玩弦四度－「海岸弦琴」音樂會 



風動室內樂團－《公主百分百》舞蹈音樂會 

二級補助：20,000元 

基隆建德青年管樂團－基隆建德青年管樂團 6週年《彼得與狼》親子音樂會 

基隆交響管樂團－《海底有個家》音樂教育劇場 

君涵樂坊－從台灣出發到世界的動聽名曲 

三級補助：場地 

基隆故事劇場－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2022行動教育劇場：消失的城堡 

新象創作劇團－那些年的經典雜技 

臺北木偶劇團－親子偶戲《樹上的朋友》 

基隆市立東信國小－嚮往－東信國小國樂團公演 

基隆市古岳打擊樂團－基隆市古岳打擊樂團 2022年度音樂會 

惠風和暢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西班牙出奇偶劇團-MrTrain/『我在車站等你』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基隆市中正國中管樂團年度公演 

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2022豆莢寶寶兒童音樂會 

滿天星舞團－滿天星港都情 

得意寶股份有限公司－日本飛行船劇團-三隻小豬與小紅帽 

Jade Dance Theatre 玉舞蹈劇場－不被遺忘的故事－天光 

碧水兒童舞團－全星誕生 

基隆少年合唱團－初試啼聲-基隆少年合唱團創團音樂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文化藝術基金會－2022阿卡貝拉音樂饗宴 

未通過 

吹笛手家族－動漫瘋音樂會 

柒氛室內樂團－奇幻民謠世界之旅 

365樂坊－以樂同聚，以耳傾聽 

草山樂坊－從亨利．曼西尼到鬼滅之刃紅蓮華之作 

Sangria室內樂團－《荳荳的潘朵拉音樂盒》親子互動式音樂劇場 

台灣絲竹室內樂團－【432】音樂會 

長宏吉他樂坊－琴揚弦舞 

基隆市教師合唱團－2022歌聲宅急便 

優力客吉他室內樂團－吉歌．吉舞 

好玩的劇團－媽祖魚悠悠海保歷險記 

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校園八堂相聲課 

永興樂皮影劇團－2022皮影戲校園巡迴演出 

雷峰掌中劇團－與偶一起同歡 

雲林五洲小桃源掌中劇團－藝偶童樂 

錦飛鳳傀儡戲劇團－臺灣傀儡風華-校園劇場巡迴演出 

五洲新藝園掌中劇團－與偶相遇～藝起玩樂趣 校園巡迴演出計畫 

富興閣掌中綜合藝術團－當偶們同在藝起~校園巡迴演出 



劇餐劇團－『牙套狼好餓』兒童劇 

紫玄居戲劇坊－《浮華驚夢》 

蘭之馨黃梅調劇藝坊－黃梅調說唱劇《新西廂記》創作公演 

泰興樂掌中藝術團－金光閃閃耀基隆《武林恩仇錄‧母子情仇》 

洋娃娃的坦克車教育劇場－洋娃娃的鏡子派對－全人親子創意互動音樂劇 

杯子劇團－虎姑婆的傳說 

萬花筒劇團 －品格思辨劇場系列《你所不知道的桃太郎》 

小青蛙劇團－七隻小羊 

台北絲竹樂團－動物狂歡節 

台北絲竹樂團－山歌傳情 

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文化藝術基金會－2022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巡迴音樂會（德國 Blended 人聲樂團） 

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文化藝術基金會－2022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巡迴音樂會（奧地利 zwo3wir人聲樂團） 

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文化藝術基金會－2022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巡迴音樂會（新加坡 MICappella 麥克瘋人聲

樂團） 

  



110年基隆市表演藝術活動補助公告 

二級補助：150,000元 

創造焦點《藝起玩馬戲》 

二級補助：120,000元 

足夢舞人《足夢趣校園》 

二級補助：100,000元 

紫玄居戲劇坊－薪傳製作～古調新唱《乞丐與狀元》 

小青蛙劇團《童話探險世界-小木偶奇遇記》 

杯子劇團－物品劇～《大鯨魚的小喉嚨》 

偶偶偶劇團《十二生肖得第一》 

二級補助：60,000元 

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文化藝術基金會《A Cappella瘋台灣巡迴音樂會》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2021遊芭蕾》 

楓香舞蹈團《第二屆燦爛時光舞蹈嘉年華》 

婆娑舞集《小日子在海邊》 

二級補助：50,000元 

綻放中東舞團《綻放 2021遠古遺跡》 

新象創作劇團《歡樂總動員》 

永興樂皮影劇團《皮影戲到校園》 

大氣團《真假老虎》 

天馬戲創作劇團《歡樂馬戲綜藝秀》 

明日之星舞蹈團《古巴老人，与海基隆》 

基隆市千丰舞團《舞韻》 

昇平五洲園《打虎英雄傳》 

台灣揚琴樂團－「蝶音天籟-聽見揚琴好聲音」基隆市校園推廣音樂會 

風動歌劇團《風動十週年紀念活動》 

二級補助：40,000元 

隨心所欲樂團《來自臺灣土地的聲音》 

基隆交響管樂團《『夏日狂響』管樂音樂會》 

啄木鳥合唱團《走唱……》 

暖韻合唱團《那年．今年．二十年》 

基隆市教師合唱團《歌聲宅急便》 

蕭添鎮民俗布袋戲團－掌中說故事《年》 

二級補助：35,000元 

天狼星口琴樂團《旅途的交會－天狼星口琴樂團 2021年下半年年度巡演計畫》 

二級補助：30,000元 

笑林豪傑《狂笑私塾》 

玩弦四度《玩弦四度—生命之海音樂會》 



反面穿舞蹈劇場－教育劇場《圓石頭》 

基隆建德青年管樂團《基隆建德青年館樂團戶外親子音樂會》 

潮響樂集－『遊擊』擊樂音樂會 

五洲園今日掌中劇團《基隆校園布袋戲巡迴演出-史大俠與海龜》 

二級補助：25,000元 

紅樓樂團《純粹之音.懷舊年代－呂明紘與紅樓樂團》 

君涵樂坊《世界名曲大賞》 

365樂坊《奏吧！讓視界響起來！》 

二級補助：20,000元 

海港之音木笛合奏團－【尋.Meet巴洛克】-校園交流及教學巡迴音樂會 

My.WHY花影樂團《簧格派對-口琴鋼琴二重奏饗宴》 

滿天星舞團《滿天星之十二星座》 

未通過 

西螺新興閣掌中劇團《偶『藝』偶『趣』校園推廣》 

黃浩洸－勵志音樂歌舞劇《小明星大夢想》 

皮皮兒童表演藝術團－病毒大作戰（兒童喜劇） 

金宇園掌中劇團《創意親子金光布袋戲-空汙 2度 C-冰龍戰記》 

錦飛鳳傀儡戲劇團《臺灣傀儡風華-校園劇場巡迴演出》 

五洲園掌中劇團《海神傳說-媽祖與海龍王》 

Mr.YES小丑劇團《小題大作》 

鴻蓮園戲劇團－客風推廣演出《情義、權力》 

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再造經典－新十項全能》 

宸和戲劇團－歌仔戲《戰金山》 

頑書趣工作室－綠劇場系列《螃蟹過馬路》 

台北絲竹樂團《山歌傳情》 

草山樂坊《經典卡通音樂會》 

杯子劇團《虎姑婆系列~虎姑婆過兒童節》 

杯子劇團《虎姑婆系列~虎姑婆過聖誕節》 

  



109年基隆市表演藝術活動補助公告 

二級補助：150,000元 

躍演－躍演原創音樂劇《麗晶卡拉 OK 的最後一夜》 

二級補助：100,000元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兒童戲曲《雞姑娘招親》 

二級補助：60,000元 

楓香舞蹈團－歡聚鬧元宵 

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文化藝術基金會－2020春唱-A Cappella瘋台灣巡迴音樂會(奧地利) 

二級補助：50,000元 

慾望劇團－慾望劇團《10點睡覺!!!》 

二級補助：40,000元 

基隆交響管樂團－宮崎駿動畫音樂會 

小青蛙劇團－七隻小羊 

明日之星舞蹈團－《爾雅．釋天：月名》少兒文創舞劇    羋月‧爾雅高徒 

黑門山上的劇團－裝滿劇場魂的一輛車－《載我回家》 

二級補助：30,000元 

拉縴人男聲合唱團－拉縴人歌手赴美巡演行前音樂會 

大氣團－借我扇子涼一涼 

新象創作劇團－動物狂歡會 

綻放中東舞團－工業風 2.0進行式 

慾望劇團－2020童話藝術節《小紅帽奇遇紀》 

二級補助：20,000元 

圓滿音樂團－琴聲似海-台日音樂家聯合音樂會 

歡樂聯盟表演藝術工作室－馬戲親子劇場-茉莉的魔法歷險 

風雅頌古箏樂團－紅樓琴夢 

海港之音木笛合奏團－【尋．Meet】－海港之音為愛啟航系列音樂會（二） 

金宇園掌中劇團－空汙 2度 C 

小巨人絲竹樂團－樂活絲竹 

二級補助：15,000元 

基隆市願景永續發展協會－霧夜的燈塔－葉俊麟歌謠大師紀念音樂會 

潮響樂集－擊樂三重奏 

二級補助：10,000元 

韶恩民族樂團－乙未．馬關 

紅樓樂團－純粹之音/民歌年代－呂明紘與紅樓樂團 

三級補助：場地 

集芳藝術舞踊－日本舞俑-集芳藝術舞俑 

基隆市藝術家聯盟交流協會－林垂立作品演唱會 

享受音樂娛樂有限公司－愛在音樂與生活音樂會暨成果發表會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台灣躍青春 

基隆市成功國小－基隆市成功國小第 27屆音樂班畢業音樂會 

基隆市立成功國中－基隆市立成功國中第二十五屆音樂成果發表會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109級音樂班畢業音樂會 

基隆市尚仁國小－享樂海風第六屆基隆弦樂團聯合音樂會 

基隆市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基隆市私立培德工家表演藝術科 109級畢業公演－《迷途》原創歌舞

劇 

天狼星口琴樂團－天狼星的口琴音樂頻道－2020天狼星口琴樂團春季巡演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基隆崇右 2020春萌展演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管弦樂社 2020三十七周年紀念音樂會 

東信國民小學－樂濤洶湧－東信國小國樂團演奏會 

歐普思音樂藝術有限公司－聲聲不息－明盲師生玩音樂 范德騰 v.s. 許哲誠鋼琴音樂會 

基隆市立建德國中－109年度建德國中小聯合音樂性社團發表會 

未通過 

昇平五洲園－悠游海底世界《小大鬧東海》 

五八樂團－夢想爵對 

西螺新興閣掌中劇團－『偶玩藝玩校園推廣』演出計畫 

大漢玉集劇藝團－四大美人～「從說唱到戲劇」 

蘭之馨文化音樂坊－黃梅調喜劇～狀元及第 

君涵樂坊－世界名曲大賞 

台北木偶劇團－親子劇場《水妖怪》 

草山樂坊－經典卡通音樂會 

台北絲竹樂團－山歌傳情 

杯子劇團－物品劇~與鱷魚拔河的小象 

皮皮兒童表演藝術團－皮皮與狼 

永興樂皮影劇團－飛躍偶世界 

童歡藝術有限公司－日本飛行船劇團-桃太郎歷險記 

頑書趣工作室－是誰偷尿尿 

優力客吉他室內樂團－吉歌．吉舞 

洪至玄木偶劇團－內台偶戲藝傳承、江湖風雲爭霸戰 

20%實驗劇坊－妳好漫才 

台灣絲竹室內樂團－絲長竹青 

偶偶偶劇團－好鼻師 

傳源文化藝術團－源流 Qinplan 

北海 N.S.樂團－海港新風情 

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名家不敗 

Be劇團－Be劇團 x黃色方塊《閃電不見了》 

長宏吉他樂坊－璀璨六弦饗宴 



泰興樂掌中藝術團－《掌中薪傳訴偶情  金光閃閃耀基隆》南北恩仇風雲錄第二章 

張明雄－2020聽見愛 

錦飛鳳傀儡戲劇團－傀儡小學堂-戲弄懸絲話偶戲 

新西園掌中劇團－109年《神猴大戰蜘蛛精》掌中戲校園推廣活動 

舞蹈空間舞蹈團－史派德奇遇記之《飛飛飛》 

五洲園今日掌中劇團－海洋減塑布袋戲－史大俠與海龜 

蕭添鎮民俗布袋戲團－掌中說故事 

五洲園掌中劇團－掌藝回味－樂齡親子同樂《媽祖與海龍王》 

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文化藝術基金會－2020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巡迴音樂會(匈牙利) 

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文化藝術基金會－2020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巡迴音樂會(斯洛維尼亞) 

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文化藝術基金會－2020春唱-A Cappella瘋台灣巡迴音樂會(新加坡) 

 

  



108年基隆市表演藝術活動補助公告 

二級補助：180,000元 

薪傳歌仔戲劇團－陳三五娘 

二級補助：150,000元 

舞鈴劇場－VALO首部曲-阿米巴 

二級補助：140,000元 

一心戲劇團－2019仲夏之夜賞戲曲一代神鑄《歐冶子》 

二級補助：100,000元 

四喜坊劇集－2019《雨港基隆》音樂劇 補助 2場 

二級補助：90,000元 

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文化藝術基金會－2019春唱-A Cappella瘋台灣巡迴音樂會 

我城劇場－夏味食堂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土壤科普偶劇創作計畫《沒有人愛我》 

二級補助：80,000元 

人文展賦劇團－我的未來誰的夢 

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劇場－Rooftop Zoo 屋頂動物園－音樂消失的秘密？ 

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奧列的奇幻旅程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第 28季年度創作芭蕾巡演＜等待下一個故事 2_Surround篇＞ 

足夢舞人－憶童趣足夢 

二級補助：70,000元 

楓香舞蹈團－歡聚鬧元宵 

二級補助：60,000元 

皮皮兒童表演藝術團－嗶啵龜 

杯子劇團－黑光幻妙劇~牙刷超人 

二級補助：50,000元 

狂美交響管樂團－聽見‧宮崎駿 

拉縴人男聲合唱團－《詩與歌的對譯》 

慾望劇團－森林國小不一樣 

偶偶偶劇團－黃帝與夜鶯 

洪至玄木偶劇團－內台偶戲藝傳承、大浪子之八禽亂武林 

二級補助：40,000元 

台北打擊樂團－凌國周打擊音樂會 

小青蛙劇團－安可巡迴～三隻小豬 

黑門山上的劇團－2019《雙面愛情》演出計畫 

明日之星舞蹈團－天下一人 

反面穿舞蹈劇場－《花不見了》 

二級補助：35,000元 

基隆交響管樂團－2019基隆童話藝術節《布萊梅樂隊》 



基隆交響管樂團－兒童音樂會－布萊梅樂隊 

mr.Why花影樂團－【日影花月】夏日音樂會 

二級補助：30,000元 

台北青年管樂團－四十週年團慶音樂會系列ㄧ《木管英傑傳》 

Rosette吉他室內樂團－2019音樂會-琴定西班牙 

風雅頌古箏樂團－花樣箏情 

弦外之音團－張正傑親子音樂會 

新象創作劇團－2019基隆童話藝術節《小手拉大手-歡樂總動員》 

好玩的劇團－2019基隆童話藝術節《人魚奇遇記》 

右邊有兔子劇團－親子音樂劇《睡美人洛洛》 

新象創作劇團－雜技兒童劇-驢子跑掉了 

泰興樂掌中藝術團－掌中薪傳訴偶情，金光閃閃耀基隆，南北恩仇風雲錄 

幸運草偶劇團－阿桃的怪怪鞋 

綻放中東肚皮舞團－2019是夜的~工業風美學 

二級補助：25,000元 

草山樂坊－客家風情-經典絲竹與情歌 

小巨人絲竹樂團－台灣風情畫 

台北絲竹樂團－環遊世界童謠趣 

二級補助：20,000元 

第四人稱表演域－上課三部曲支二與神同行 

原創屋－2019行腳台灣巡演-聲援 MeToo《隔牆有耳》 

反面穿舞蹈劇場－2019基隆童話藝術節《圓石頭》 

二級補助：10,000元 

海港之音木笛合奏團－【民族風‧不瘋】校園教學巡迴音樂會 

基隆建德青年管樂團－基隆建德青年管樂團 3週年音樂會 

碧水兒童舞團－幸福之鑰 

基隆舞蹈團－不同凡響 

基隆市千丰舞團－千嬌百媚、丰華絕代 

三級補助：場地 

長榮交響樂團－春之頌音樂會 

Lamigo國樂團－眾樂透國樂演奏會 

奧爾爵士樂團－爵士嬉遊記 

奧爾爵士樂團－聖誕爵士響叮噹 

台灣絲竹室內樂團－【台灣行跡】音樂會 

采風樂坊－東方傳奇-搖滾國樂 

劭爺音樂－一起笑哈哈! Let's LOL 

國防部－國防部示範樂隊 108年度在職專業教育合奏團音樂會-柳營樂饗 

國防部－國防部示範樂隊 108年度在職專業教育合奏團音樂會-管樂天籟 



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2019豆莢寶寶兒童音樂會 

喜悅合唱社－喜悅之聲音樂會 

一心戲劇團－2019吟詠歌仔.戲曲饗宴《賢臣迎鳳》 

新興閣掌中劇團－偶戲校園推廣演出計畫 

偶偶偶劇團－<布!可意思的世界>2019 經典再現 

好玩的劇團－花子的異想告白 

銀合谷音劇團－醜小鴨歷險記 

極至體能舞蹈團－【舞堂課：藝‧數密碼】 

梵羽小舞劇坊－梵羽之翼‧小飛俠彼得潘 

明日之星舞蹈團－遇見國際明日之星舞蹈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馨雁舞集－掬一壺月光‧在基隆 

反面穿舞蹈劇場－《奈勒斯》 

基隆市滿天星異國舞蹈協進會－舞味咱呈 

靖音藝術有限公司－莫斯科奇幻小丑劇團 

風潮音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LaLaLa 愛唱歌》2019親子演唱會 

歐普思音樂藝術有限公司－Y.c. Pianist《日安。手牽手》 

社團法人台灣社區藝術與人文發展協會－《阿泰雅音之美》台藝協會第十屆原住民音樂會 

基隆女子高級中學風籟管樂社－基隆女中風籟管樂社年度公演 

基隆市私立培德工家表演藝術科－108 級畢業公演－《破繭》Rebirth 原創歌舞劇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基隆崇右 2019春萌展演 

國立海洋大學－海大管弦樂社 36週年第 37屆紀念音樂會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107級音樂班畢業音樂會 

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二信高中街舞社成果發表 

基隆市立成功國民中學－基隆市成功國中第二十三屆音樂成果發表會 

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ㄧ銘驚人‧聲傳千里音樂成果發表會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中正國民中學 108年民俗班公演 

基隆市東信國民小學－樂潮洶湧－東信國小國樂團演奏會 

基隆市建德國民小學－樂揚基隆 同樂悠遊 基隆地區八校弦樂團聯合音樂會 

基隆市建德國民小學－108年建德國小音樂社團聯合發表會 

基隆市成功國民小學－成功國小第 26 屆音樂班畢業音樂會 

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 107學年度民俗體育社團成果發表會 

基隆市仁愛國民小學－108年基隆市國中小舞蹈藝才班聯合舞展 

未通過 

台中聲五洲掌中劇團－魔幻西遊記 基隆狂想曲 

永興樂皮影劇團－哈囉！偶來了！ 

童歡藝術有限公司－日本飛行船劇團-穿長靴的貓 

長宏吉他樂坊－披頭四 PK台灣歌謠 

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這款相聲台台的 



臺北木偶劇團－水底的守護者 

天狼星口琴樂團－【天狼星的口琴音樂頻道－2019天狼星口琴樂團春季巡演】 

錦飛鳳傀儡戲劇團－傀儡小學堂－戲弄懸絲話偶劇 

陳錫仁藝術工作室－陳錫仁小號獨奏會－陽光與海的對話 5 

五洲園今日掌中劇團－2019創新兒童安全推廣布袋戲《兒童的守護神－燈泡超人來了！》 

羅文賜－2019羅文賜古典吉他獨奏會 

新西園掌中劇團－108年《小豬立大功》掌中戲校園推廣活動 

蘭之馨文化音樂坊－黃梅調喜劇～狀元及第 

台北青年管樂團－台北青年管樂團四十週年團慶音樂會系列三《大地原聲》 

五洲園掌中劇團－好客偶戲-藝起 show《三太子救 HAKKA－收妖降魔》 

台灣烏克麗麗樂團－2019我的狗有跳蚤-烏克麗麗音樂會 

李佩芸－茗韻合箏音-2019桃園藝文箏樂團古箏音樂會 

致理科技大學－VR遊戲之歌仔演很大 

奧費斯長笛合奏團－兒童音樂劇-和平王子 

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文化藝術基金會－2019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巡迴音樂會 

得益寶股份有限公司－日本飛行船劇團-羅賓漢歷險記 

優力客吉他室內樂團－奇航發現號~電影音樂系列二 

蕭添鎮民俗布袋戲團－掌中說故事《年》 

雞屎藤舞蹈劇場－許丙丁文學舞蹈劇場－《府城仙怪誌》   

水影舞集－水影舞集那方土地那方女人系列《繁花》 

  



107年基隆市表演藝術活動申請及補助審核補助公告 

二級補助：150,000元 

薪傳歌仔戲劇團 

二級補助：100,000元 

一心戲劇團 

二級補助：80,000元 

極至體能舞蹈團、台北首督芭蕾舞團、慾望劇團 

二級補助：60,000元 

楓香舞蹈團、蘋果劇團 

二級補助：50,000元 

人文展賦劇團、天狼星口琴樂團、盜火劇團、足夢舞人、讀演劇人、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劇場、偶偶偶劇團 

二級補助：40,000元 

楊秀卿說唱藝術團、TAL演劇實驗室、黑門山上的劇團、明日之星舞蹈團 

二級補助：30,000元 

五洲園今日掌中劇團、永興樂皮影劇團、台北木偶劇團、錦飛鳳傀儡戲劇團、幸運草偶劇團、反面穿舞蹈劇

場、綻放中東肚皮舞團、基隆交響管樂團、新西園掌中劇團、皮皮兒童表演藝術團、洪至玄木偶劇團、鬼娃株

式會社劇團、劇餐劇團 

二級補助：25,000元 

草山樂坊、台灣絲竹室內樂團、台灣揚琴樂團、弦外之音團、社團法人台灣社區藝術與人文發展協會、小巨人

絲竹樂團、台北絲竹樂團、暖韻合唱團 

二級補助：20,000元 

風雅頌古箏樂團、DoNuts口琴樂團、海港之音木笛合奏團、隨心所欲樂團、蝦米視障人聲樂團、圓滿音樂團 

二級補助：15,000元 

長宏吉他樂坊、MIT米特薩克斯風重奏團 

二級補助：10,000元 

基隆舞蹈團、基隆市千丰舞團、基隆建德青年管樂團、優力客吉他室內樂團 

三級補助：場地 

新興閣掌中劇團、新天地掌中劇團、童歡藝術有限公司、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基隆市成功國小、采風樂坊、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滯留島舞蹈劇場、基隆市東信國小、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長義閣掌中劇團、金宇園掌中

劇團、基隆市仁愛國民小學、基隆市立建德國中、基隆市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台北市立國樂團、

基隆市立成功國中、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基隆市信義國民小學、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王友蘭黃梅調劇藝坊、東

信國樂團、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頑石劇團、銀河谷音劇團、全西園掌中劇團、基隆市古岳打擊樂團、雙喜戲

劇坊、基隆城市愛樂室內暨管弦樂團、何曉玫 MEIMAGE舞團、台北青少年弦樂團、基隆女子高級中學、財團法

人擊樂文教基金會、怡佳娛樂經紀有限公司、五洲園掌中劇團、林淑禎、得益寶股份有限公司、羽‧擊舞藝

術、Be劇團、基隆市立中正國中、飛天舞集 

未通過 

賈朊昤、陳錫仁藝術工作室、新北市汐止區現代舞協會、基隆市滿天星異國舞蹈協進會、蕭添鎮民俗布袋戲

團、河洛歌子戲團、魔浪超劇場   



106年基隆市表演藝術活動申請及補助審核補助公告 

二級補助: 150,000元 

  薪傳歌仔戲劇團 

二級補助: 100,000元 

  極至體能舞蹈團  

二級補助: 80,000元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 

二級補助: 70,000元 

  成長文教基金會附設鞋子兒童實驗劇團  

二級補助: 60,000元 

  小滿大劇團、楓香舞蹈團、皮皮兒童表演藝術團、偶偶偶劇團、杯子劇團 

二級補助: 50,000元 

  茱蒂口琴樂團、桃園交響管樂團、天狼星口琴樂團、對位室內樂團、臺北歌劇合唱團、新象創作劇團、 

  鬼娃株式會社劇團 

二級補助: 40,000元 

  臺北木偶劇團、卡米地劇團、楊秀卿說唱藝術團、明日之星舞蹈團、小青蛙劇團、三缺一劇團 

二級補助: 30,000元 

  新興閣掌中劇團、新天地掌中劇團、幸運草偶劇團、錦飛鳳傀儡戲劇團、洪至玄木偶劇團、基隆交響管樂 

  團、草山樂坊、新西園掌中劇團、臺北爵士大樂隊、泰興樂掌中劇團、台北絲竹樂團、台北市民管樂團 

二級補助: 25,000元 

  風動室內樂集、台灣銅管五重奏團、十鼓擊樂團-台北青創團 

二級補助: 20,000元 

  圓滿音樂團、聲動樂團、米羅室內樂集、風雅頌古箏樂團、藝林舞團、苗栗縣郭芝苑音樂協進會 

二級補助: 15,000元 

  長宏吉他樂坊 

二級補助: 10,000元 

  優力客吉他室內樂團、就是木笛室內樂團、金喇叭銅管 5重奏、基隆建德青年管樂團  

三級補助:場地 

  碧水兒童舞團、西螺新興閣掌中劇團、童歡藝術有限公司、永興樂皮影劇團、基隆市成功國小、國立基隆高  

  級中學、亞藝藝術有限公司、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沖繩樂坊、方盒子劇團、花樂集文創藝術、古都掌中劇 

  團、基隆市建德國民中學、五洲園今日掌中劇團、基隆市成功國中、基隆市立銘傳國中、大漢玉集劇藝團、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東信國樂團、基隆市古岳打擊樂團、基隆舞蹈團、基隆市千丰舞團、基隆市東光國小、 

  基隆女子高級中學、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杯具社、五洲園掌中劇團、昇平五洲園、基隆市客家文化協 

  會、撼動 H.D.A劇團、Be劇團、基隆市願景永續發展協會、基隆市立中正國中、基隆市仁愛國小 

未通過 

  李斐雯、基隆社大喜悅合唱社、無限大演社、得益寶股份有限公司、靖音藝術有限公司 

 

 



105年度基隆市表演藝術活動申請及補助審核補助公告 

二級補助: 150,000 元 

  薪傳歌仔戲劇團 

二級補助: 120,000 元 

  故事工廠  

二級補助: 100,000 元 

  精靈幻舞舞團 

二級補助: 70,000 元 

  偶偶偶劇團  

二級補助: 60,000 元 

  楓香舞蹈團、臺北木偶劇團、鏡子劇團 

二級補助: 50,000 元 

基隆交響管樂團、天狼星口琴樂團、茱蒂口琴樂團、皮皮兒童表演藝術團、明日之星舞蹈

團、尋人啟事人聲樂團、梵羽小舞劇坊、逗點創意劇團、鬼娃株式會社劇團 

二級補助: 40,000 元 

  圓滿音樂團、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慾望劇團、楊秀卿說唱藝術團、沙丁龐克劇團、 

  嘉義市管樂團、三缺一劇團、Be劇團、五洲園今日掌中劇團、新天地掌中劇團 

二級補助: 30,000 元 

小巨人絲竹樂團、新西園掌中劇團、新興閣掌中劇團、洪至玄木偶劇團、香頌室內樂團、沖

繩樂坊、綻放中東肚皮舞團、暖韻合唱團、雅風舞集、龤之聲男聲合唱團 

二級補助: 20,000 元 

大觀箏樂團、Rosette 吉他室內樂團、精聆室內樂團 JLCE、長宏吉他樂坊、方盒子劇團、弦

外之音團 

二級補助: 10,000 元 

  基隆建德青年管樂團 

三級補助:場地 

東信國小民俗班、葛莉絲室內樂團、1953 佛光山青年歌詠隊、孩子王劇團、童歡藝術有限公

司、影劇坊、基隆市成功國小、崇右技術學院、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基隆市私立培德工家、

基隆市成功國中、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管弦樂社、泰興樂掌中劇團、基隆市建德國民中.小學、

東信國樂團、基隆市立銘傳國中、基隆市信義國民小學、基隆市古岳打擊樂團、蕭孟然掌中

木偶劇團、基隆舞蹈團、基隆市千丰舞團、基隆女子高級中學、舞度空間舞蹈團、阿提密斯

室內樂團&野猴子、無双樂團、游凱婷、新藝術三重奏 ArtNova Trio、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

會、V.K 克-得益寶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市仁愛國小、基隆市立中正國中、魔浪超劇場、大道

聚說唱藝術團、台北崑劇團、基隆市信義國民中學、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山豬影像 

未通過 

基隆市體育會~中東肚皮舞委員會、林中光樂會、蕭添鎮民俗布袋戲團、錦飛鳳傀儡戲劇團、

五洲園掌中劇團、永興樂皮影劇團   

 



104年度基隆市表演藝術活動申請及補助審核補助公告 

二級補助： 

15萬：薪傳歌仔戲劇團 

10萬：同黨劇團、基隆市表演藝術發展協會 

 8萬：舞鈴劇場 

 7萬：明日之星舞蹈團、偶偶偶劇團 

 6萬：方舟兒童舞團、杯子劇團、慾望劇團 

 5萬：讀演劇人、極至體能舞蹈團、花樂集文創藝術、錦飛鳳傀儡戲劇團 

 4萬：Vocal  Asia人聲樂集、自由擊、雅風舞集、天顯宮五福國樂團、逗點創意劇 

      團、山上國樂團、皮皮兒童表演藝術團、弦樂之音弦樂團、五洲園今日掌中劇

團、新天地掌中劇團、永興樂皮影劇團、藝享愛樂室內暨管弦樂團 

 3萬：茱蒂口琴樂團、小青蛙劇團、新西園掌中劇團、台北木偶劇團、小巨人絲竹樂

團、基隆市星兒鍵盤樂團、新興閣掌中劇團 

 2萬：徐家駒低音管室內樂團、台北絲竹樂團、博亞表演藝術、繆思樂集、鬼娃株式會

社劇團、方盒子劇團、山河樂集、弦外之音團、隨心所欲樂團、MAFIA跨域藝

術、台灣管樂指導者聯盟、紅塔吉他樂坊 

 1萬：山水佳音合唱團、基隆市海燕婦女合唱團 

 

三級補助（場地）： 

菲比音樂工作室、白雪綜藝‧劇團、銀河谷音劇團、基隆市中正國中、基隆市建德國民

中學、飛天舞集、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得益寶股份有限公司、妙音樂劇團、綻放

中東肚皮舞團、雙喜戲劇坊、舞度空間舞蹈團、基隆市千丰舞團、山豬影像、基隆女子

高級中學、基隆舞蹈團、新北城市愛樂、基隆市信義國民小學、東信國樂團、基隆市古

岳打擊樂團、基隆市立銘傳國中、基隆市成功國中、基隆市建德國民小學、基隆市私立

培德工家、國立基隆高級中學、樂濤交響管樂團、基隆市成功國小、童歡藝術有限公

司、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東信國小民俗班、碧水兒童舞、基隆市舞蹈學會、天狼星口琴樂團、國立台灣海洋大

學管弦樂社、崇右技術學院 

 

四級未通過： 

靖音藝術有限公司、孩子王劇團、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蕭添鎮民俗布袋戲團、五洲園

掌中劇團、遠東昭明樓掌中劇團、隆義閣掌中劇團、承藝園掌中劇團、五洲秋峰園掌中

劇團、五洲藝華園、臺北傳統戲劇團、財團法人夢蓮花文化藝術基金會、臺北縣汐止市

現代舞協會、8213肢體舞蹈劇場、相和樂舞劇坊、琴房事物所、林中光樂會、新韻合唱

團、菁英藝術家、社團法人台灣社區藝術與人文發展協會、龍門吉他室內樂團、鵬博藝

術股份有限公司、古典室內樂集、中提琴家樂團、草山樂坊、昇平五洲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