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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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8056 陳○威

2 A105437 林○一 彭○年

3 A106024 蘇○鋒 曹○仁

4 A107063 柯○篆 柯○辰 備取1

A108178 李O勤 備取2

A106054 陳O得 備取3

A105863 張O碩 備取4

A107004 張O杰 備取5

A107028 王O惟 備取6

A108072 蔡O樫 備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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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110年9月18日(星期六)10時至22時               報名組數: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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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4232 王○欽

2 A107082 江○均

3 A103360 陳O銘

4 A106054 陳O得 備取1

A105488 葉O楨 備取2

A100077 張O敏 備取3

A108043 雷O 備取4

A108063 陳O合 備取5

A105863 張O碩 備取6

A107028 王O惟 備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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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110年9月19日(星期日)10時至22時               報名組數: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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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7028 王○惟

2 A105497 蔡○如

3 A108063 陳O合

4 A103434 陳○琦 備取1

A107004 張O杰 備取2

A1100340 鄭O琳 備取3

A102091 林O賢 備取4

A107038 林O洹 備取5

A108056 陳O威 備取6

A106024 蘇O鋒 備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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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110年9月20日(星期一)10時至22時                     報名組數: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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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00217 小○天 吳○維,吳○晨,蕭○得

2 A1100340 鄭O琳

3 A108043 雷O

4 A108178 李○勳 備取1

A108050 詹O宇 備取2

A107012 江O宜 備取3

A103360 陳O銘 備取4

A108072 蔡O樫 備取5

A107028 王O惟 備取6

A105437 林O一 備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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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110年9月21日(星期二)10時至22時                    報名組數: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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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7161 鍾O軒

2 A108050 詹O宇

3 A107004 張○杰

4 A105497 蔡○如 備取1

A108063 陳○合 備取2

A104232 王O欽 備取3

A108056 陳O威 備取4

A107082 江O均 備取5

A108178 李○勳 備取6

A105437 林O一 備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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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10時至22時                    報名組數:12

動態展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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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107004 張○杰

2 A103360 陳○銘

3 A108337 蟹O皇

4 A107038 林○洹 備取1

A1100340 鄭○琳 備取2

A104232 王O欽 備取3

A103360 陳O銘 備取4

A108056 陳O威 備取5

A107028 王O惟 備取6

A102091 林O賢 備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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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星期四)10時至22時                    報名組數:13

動態展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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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108251 楊銀銘

2 A108063 陳○合

3 A107012 江○宜

4 A100077 張O敏 備取1

A108178 李O勳 備取2

A107161 鍾O軒 備取3

A1100340 鄭O琳 備取4

A104232 王○欽 備取5

A107004 張○杰 備取6

A105497 蔡O如 備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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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星期五)10時至22時                    報名組數:18

動態展演區

展演點

(依隨機亂數大小

排序)

申請者

備註

(違規扣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