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藍羚涵 

類別 兼任師資 

職稱 教授 

最高學歷 U.S.A. Texas Tech Univ. Fine Arts(Art Education) Ph.D 

U.S.A. Brooklyn College of The City Univ. of New York. Theatre(Setting 

Design) M.F.A 

經歷 現任：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專任教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兼任教授 

 

曾任：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系主任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教授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副教授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文中心主任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文中心演藝廳組長 

➢ 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兼任講師 (高職部)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兼任講師 

 

研究： 

➢ A DESIGNER’S TECHNICAL NOTEBOOK SCENERY, 

LIGHTING AND COSTUME DESIGNS FOR COSI FAN TUTTE 

➢ ART EDUCATORS’ PERCEPTIONS OF STUDENTS OF 

COMPUTER-AIDED DESIGN IN THE U.S. AND IN TAIWAN: 

PERSPECTIVES NECESSARY FOR THE DESIGN OF 

PROGRAMS TO INCREASE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 

WILLINGNESS TO USE COMPUTER-AIDED DESIGN 

TECHNOLOGY FOR THE ARTS 

 

期刊： 

➢ 藍羚涵 (2005). 藝術欣賞。舞台演出的視覺藝術：以舞台劇

契可夫的＜求婚＞的＜蠢貨＞為例 ，1(11)，111-114。 

➢ 藍羚涵/陳怡君 (2006). 台藝藝術學刊。以視覺打造夢想的旅

程，2(2)，66-77。 

➢ 藍羚涵 (2007). 2007 年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戲曲在當代因應

之道。現代劇場科技技術對戲曲舞台佈景燈光設計影響探

討。 

➢ 藍羚涵 (2008).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表演藝術、魅力豐華 



~ 2009 市民講座。舞台視覺在表演藝術中創造的感動與讚

嘆。 

➢ 藍羚涵 (2009).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高中藝術領域課程輔

助教學參考手冊:藝術生活/表演藝術。表演與多媒體。 

➢ 藍羚涵 (2010). 台藝大。2010 迪倫瑪特暨田納西威廉斯國際

學術研討會暨論文集。“複製”與“再現”在當代舞台視覺

之運用– 以迪倫馬特「貴婦還鄉」之佈景設計為例。 

➢ 專業性活動經歷： 

➢ 2018: 

➢ 舞蹈＜天堂鳥＞ 燈光設計 臺藝大 表演廳  2017-3-9~10 

➢ 音樂劇＜藝術與科技共舞：DADA 的夢想音符＞執行統籌 臺

北寒舍艾麗 2018-3-14 

➢ 舞蹈＜暫存點＞ 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2017-4-27 

➢ 深根計劃之現代科技與表演藝術整合＜達達奇幻旅程＞子計

畫主持 臺藝大 表演廳  2018-8 

➢ 美育計劃之跨界劇場<島嶼時光>戲劇總監  臺藝大 表演廳 

2018-12-14~15 

➢ 舞蹈＜漫．想＞ 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2019-1-5~6 

 

⚫ 2017: 

舞蹈＜自逆是一種習慣＞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2017-4-16 

音樂舞台劇＜老師,謝謝您＞舞台設計 基隆文化中心演藝廳 2017-

6-23、24 

舞蹈＜舞動臺灣情:2017 新南向舞蹈藝術展演交流活動 Splendor of 

Taiwan＞燈光設計 ICCR, New Delhi, India. 2017-7-23、 Rani Seethai 

Hall, Chennai.2017-7-26、Sun City, Jakarta. 2017-7-31 

舞蹈＜2017 花穗藝術節：馬台共舞 盡在大觀＞燈光設計 馬華公

會總部 Kuala Lumpu. 2017-8-4 

 

⚫ 2016: 

戲劇＜An Island＞藝術總監 捷克 Orli Street Theatre 2016-4-14 

舞蹈＜浮。程＞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2016-5-7 

戲劇＜島＞製作人 臺藝大實驗劇場  2016-9-31~10-1 

音樂舞台劇＜老師,謝謝您＞佈景設計 高雄岡山 2016-9-24 25 

 

⚫ 2015: 

舞蹈＜踮思:dance＞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2015-5-4 

舞蹈＜不在他方: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2015-5-29、30 

舞蹈＜2015 海峽兩岸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 舞臺視覺 臺藝表演

廳 2015-09-05 

舞蹈＜剪一段流光＞舞臺技術總監 臺藝大 501 劇場 2015-10-16、

17 

舞蹈＜Ballet impression＞燈光設計  國防醫學院藝文中心  2015-

11-05 

 

⚫ 2014: 

舞蹈＜漏沙中的身影＞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2014-4-29 

舞蹈＜尋秘:The Omnipresence of Terpsichore＞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2014-05-24 

舞蹈＜2014 兩岸四地青年舞蹈交流展演＞ 燈光設計(台藝大演出

部分) 北京民族大劇院 2014-08-23 

音樂舞台劇＜老師,謝謝您＞舞台設計 臺藝大表演廳 2014-9-

28.29,10-1.2, 2014-12-1.2.3| 

多媒體音樂與舞蹈＜尋秘:The Omnipresence of Terpsichore＞燈光設

計 交通大學演藝廳 2014-10-02 

 

⚫ 2013: 

舞蹈＜春到河畔 2013＞ 燈光設計(台藝大演出部分) 新加坡濱海

灣浮動舞臺 2013-2/8-12 

音樂舞蹈<外交部 春宴：四海迎春 歡聚圓滿> 舞台技術總監暨燈

光設計 台北圓山飯 2012-2-25 

舞蹈＜同步輸入＞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2013-5/1 

音樂舞蹈 ＜香港「元朗藝術節」: 元朗舞動台灣心＞舞台技術總

監暨燈光設計 香港元朗劇場 2013-11/14 

中國舞蹈 ＜大風歌＞佈景設計 社教館 城市舞台 2013-12/10-11 

 

⚫ 2012: 

音樂舞蹈<外交部 春宴：龍行新世紀> 舞台技術總監暨燈光設計 

台北圓山飯 2012-2-2 

舞蹈＜時差 Equation of time＞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2012-4-3 

舞蹈＜2012 北美地區台灣傳統週：花炫台灣 101＞燈光設計暨舞

台總監 （北美 14 地區 18 場演出） 2102-4-19 至 2012-5-27 

舞蹈＜2012 新北市樂舞節 新北之舞：開幕＞燈光設計(台藝大演

出部分) 新莊體育場 2012-6-23 

舞蹈＜2012 新北市樂舞節 新北之舞：閉幕＞燈光設計(台藝大演



出部分) 新北市府廣 2012-7-22 

芭蕾舞劇 ＜灰姑娘＞佈景設計 社教館 城市舞台 2012-12-7 

舞蹈＜如光：Find A Dream＞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2012-12-

22 

 

⚫ 2011: 

音樂舞台劇＜老師,您好!＞舞台設計 (全台 35 場巡迴) 

舞蹈＜Pandora’s Block Box＞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戲劇＜無人生還:And Then There are None＞舞台藝術指導 臺藝大 

實驗劇場 

現代舞蹈＜動靜 自在＞燈光設計 社教館 城市舞台 

 

⚫ 2010: 

舞蹈＜赤腳?＞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舞蹈＜請聽我說＞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戲劇＜貴婦還鄉:The Visit＞舞台藝術暨技術指導 臺藝大 演藝廳 

舞蹈＜第四屆閩台對渡文化節-福建省石獅市＞燈光設計 福建表

演廳 

多媒體舞蹈 <磨合 RUN IN2> 燈光設計 臺藝大 實驗劇場 

中國舞蹈＜舞蹈風華四十年＞燈光設計 臺藝大 演藝廳 

戲劇＜夢幻劇: A Dream Paly＞舞台藝術暨技術指導 臺藝大 演藝

廳 

多媒體舞蹈 <雙頻共振>燈光設計 臺藝大 實驗劇場 

 

⚫ 2009: 

舞蹈/音樂＜新台灣意象舞樂展＞燈光設計 新舞台 

舞蹈＜Fun 心玩藝天＞燈光設計 臺藝大 演藝廳 

舞蹈＜作伙來跳舞＞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舞蹈＜藝向拼圖＞燈光設計 臺藝大 演藝廳 

戲劇＜空中城堡:The Master Builder＞舞台藝術暨技術指導 

舞蹈 ＜香港「元朗藝術節」:臺灣舞蹈綜藝匯演＞ 燈光設計 香

港元朗劇場 

芭蕾舞劇 ＜胡桃鉗＞佈景設計 國家戲劇院 

 

⚫ 2008: 

兒童劇＜白雪公主/ Snow White＞佈景設計 親子劇場 

舞蹈＜午夜場＞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舞蹈＜藝極棒舞夠讚＞燈光設計 臺藝大 501 劇場 



兒童歌舞劇＜小紅帽奇遇記＞燈光設計 社教館 城市舞台 

戲劇＜08，沒錢／絕不付帳＞舞台技術指導 臺藝大 演藝廳 

舞蹈/音樂＜2008 台灣意象舞樂展＞燈光設計 社教館 城市舞台 

舞蹈/音樂＜2008 台灣意象舞樂展—大陸巡迴＞燈光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