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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各分區決賽場地暨日期一覽表 

區別 比賽組別/日期 比賽場地（地址/連絡電話） 

全區 

個人組 

106.03.02 至 106.03.06 

南投縣文化局演藝廳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 135 號 

電話：049-2231191 

A 團體乙、丙組 

106.03.07 至 106.03.08 

南投縣文化局演藝廳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 135 號 

電話：049-2231191 

B 團體乙、丙組 

（古典、民俗舞） 

106.03.11 至 106.03.14 

南投縣文化局演藝廳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 135 號 

電話：049-2231191 

B 團體乙、丙組 

（現代、兒童舞蹈） 

106.03.15 至 106.03.18 

南投縣文化局演藝廳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 135 號 

電話：049-2231191 

南區 
團體甲組 

106.03.22 至 106.03.23 

臺東縣立體育館 

地址：臺東縣臺東市桂林北路 52巷 124號 

電話：089-310194 

北區 
團體甲組 

106.03.29 至 106.03.30 

新竹縣立體育館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一段 197 號 

電話：03-658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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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分區決賽賽程總表 

壹、全區各級學校個人組（共 12組，298人） 

一、承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二、執行單位：南投縣康壽國民小學 

三、聯絡人：李韶齡主任，電話: 049-2243457 分機 212 

四、E-mail：shao2200963@gmail.com  

五、比賽地點：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地址:540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 135 號) 

 

日期 上午賽程(自 9:00起開始比賽) 
場

次 
下午賽程(自 13:30 起開始比賽) 

場

次 

3 月 2日 

(星期四) 

1.國中個人組—民俗舞(33人) 

【第 17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1 

1.高中職個人組—民俗舞(24人) 

【第 19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大專個人組—民俗舞(13人) 

2 

3 月 3日 

(星期五) 

1.國小個人組—民俗舞(32人) 

【第 16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3 

1.國小個人組—古典舞(31人)  

【第 16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4 

3 月 4日 

(星期六) 

1.國中個人組—古典舞(31人) 

【第 15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5 

1.高中職個人組—古典舞(25人)  

【第 18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大專個人組—古典舞(11人) 

6 

3 月 5日 

(星期日) 

1.國中個人組—現代舞(32人)  

【第 16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7 

1.國小個人組—現代舞(29人) 

【第 15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8 

3 月 6日 

(星期一) 

1.高中職個人組—現代舞(25人) 

【第 19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大專個人組—現代舞(12人) 

9   

 

【注意事項】： 

1. 自 93學年度起，個人組取消彩排；由大會於網站及秩序冊上公佈全區決賽場地尺寸（例

如：寬度、縱深、高度…等）提供參賽者參考。 

2. 舞臺表演範圍：寬 12.5公尺×深 10公尺。 

3. 道具搬運：依大會標示及工作人員指引，道具於室外道具預備區等待；舞臺區僅左舞

台有出口（大門）高 2.2公尺×寬 2.3公尺，為道具與人員進退場共用的單一出入口（詳

如附錄三之全區比賽場地配置圖）。 

4. 進退場方向：依大會標示及工作人員指引，參賽者均由左舞臺進場預備，退場時亦由

左舞臺退出（詳如附錄三之全區比賽場地配置圖）。 

5. 每一參賽團隊道具證僅限 15張（演出人員不列入計算），請於道具出入口處領取，並

於退場後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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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全區各級學校 A 團體乙、丙組（共 16組，78 隊） 

一、承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二、執行單位：南投縣康壽國民小學 

三、聯絡人：李韶齡主任，電話: 049-2243457 分機 212 

四、E-mail：shao2200963@gmail.com  

五、比賽地點：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地址:540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 135 號) 

日期 上午賽程(自 9:00起開始比賽) 
場

次 
下午賽程(自 13:00 起開始比賽) 

場

次 

3月 7日 

(星期二) 
  

1.國小 A團體乙組—民俗舞(8隊) 
2.國小 A團體丙組—民俗舞(6隊) 

【中場休息】 
3.國中 A團體乙組—民俗舞(10隊) 
4.國中 A團體丙組—民俗舞(4隊) 

5.高中職 A團體乙組—民俗舞(1隊) 

10 

3月 8日 

(星期三) 

1.國中 A團體乙組—現代舞(10隊) 

【中場休息】 

2.國中 A團體丙組—現代舞(6隊) 

3.高中職 A團體丙組—現代舞(1隊) 

4.高中職 A團體乙組—現代舞(1隊) 

11 

1.國小 A團體乙組—現代舞(9隊) 
2.國小 A團體丙組—現代舞(3隊) 
3.國小 A團體丙組—古典舞(2隊) 
4.國小 A團體乙組—古典舞(2隊) 

【中場休息】 
5.國中 A團體乙組—古典舞(8隊) 
6.國中 A團體丙組—古典舞(5隊) 
7.高中職 A團體乙組—古典舞(2隊) 

12 

 

【彩排注意事項】： 
一、彩排時段： 

1. 賽前彩排：3月 7 日(08:30-12:00)。 
2. 夜間彩排：3月 7 日(18:20-20:40)。 

二、登記彩排： 
1. 採網路登記方式，預約彩排網址：http://studentdance.perdc.ntnu.edu.tw。 
2. 網路預約彩排測試日期：1月 6日起至 1月 9日止。 
3. 網路預約彩排正式登錄日期：1月 10日起至 1月 14日止。 
4. 登記結果及登記人聯絡方式可於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資訊網

(http://studentdance.perdc.ntnu.edu.tw)上查詢，以利各團隊自行協調時段互換事
宜。 

三、其他事項： 
1. 舞臺表演範圍：寬 12.5公尺×深 10公尺。 
2. 道具搬運：依大會標示及工作人員指引，道具於室外道具預備區等待；舞臺區僅左舞

台有出口（大門）高 2.2公尺×寬 2.3公尺，為道具與人員進退場共用的單一出入口（詳
如附錄三之全區比賽場地配置圖）。 

3. 進退場方向：依大會標示及工作人員指引，參賽者均由左舞臺進場預備，退場時亦由
左舞臺退出（詳如附錄三之全區比賽場地配置圖）。 

4. 彩排時，由大會負責提供播音器材給各彩排團隊使用；每一團隊可有 3位指導者(含播
音) 進至場內指導。 

5. 大會依實際彩排登記狀況於空檔差距過多時將有所微調（誤差±20 分鐘），彩排團隊應
依公告彩排時間前 30分鐘報到，前 5分鐘指導老師、參賽者及道具預備，若唱名 3次
未到者，視同放棄彩排的權利。 

6. 各團隊彩排於 9分 40秒請依大會工作人員之指引立即退場。。 
7. 每一參賽團隊道具證僅限 15張（演出人員不列入計算），請於道具出入口處領取，並

於退場後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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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全區各級學校 B 團體乙、丙組（共 24組，316 隊） 

一、承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二、執行單位：南投縣康壽國民小學 

三、聯絡人：李韶齡主任，電話: 049-2243457 分機 212 

四、E-mail：shao2200963@gmail.com  

五、比賽地點：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地址:540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 135 號) 

日期 上午賽程(自 9:00起開始比賽) 
場

次 
下午賽程(自 13:00 起開始比賽) 

場

次 

3月 11日 
(星期六)  

1.國中 B團體丙組—古典舞(15隊) 

【第 10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高中職 B團體丙組—古典舞(2隊) 

3.大專 B團體乙組—古典舞(1隊) 

4.大專 B團體丙組—古典舞(1隊) 

13 

1.國小 B團體乙組—古典舞(18隊) 

【第 13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國中 B團體乙組—古典舞(7隊) 

14 

3月 12日 
(星期日)  

1.國小 B團體丙組—古典舞(19隊)  

【第 10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15 

 1.國小 B團體丙組—民俗舞(28隊) 

【第 14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16 

3月 13日 
(星期一) 

1.高中職 B團體丙組—民俗舞(5隊) 

2.大專 B團體丙組—民俗舞(2隊) 

【中場休息】 

3.高中職 B團體乙組—民俗舞(10隊) 

17 
1.國小 B團體乙組—民俗舞(29隊) 

【第 15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18 

3月 14日 
(星期二) 

1.國中 B團體丙組—民俗舞(19隊) 

【第 10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19 

1.國中 B團體乙組—民俗舞(17隊) 

【第 9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0 

日期 上午賽程(自 9:00起開始比賽) 
場

次 
下午賽程(自 13:00 起開始比賽) 場

次 

3月 15日 
(星期三) 

  
1.國小 B團體乙組—現代舞(26隊) 

【第 13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1 

3月 16日 
(星期四)  

1.高中職 B團體丙組—現代舞(11隊) 

【中場休息】 

2.高中職 B團體乙組—現代舞(7隊)  

22 
1.國小 B團體乙組—兒童舞蹈(18隊) 

【第 9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3 

3月 17日 
(星期五)  

1.國中 B團體乙組—現代舞(16隊) 

【第 11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大專 B團體丙組—現代舞(5隊) 

24 
1.國小 B團體丙組—兒童舞蹈(17隊) 

【第 9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5 

3月 18日 
(星期六) 

1.國中 B團體丙組—現代舞(19隊) 

【第 10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大專 B團體乙組—現代舞(1隊) 

26 
1.國小 B團體丙組—現代舞(23隊) 

【第 12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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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排注意事項】：  

一、彩排時段： 

1. 賽前彩排：以下時段為 B組任何團隊均可登錄 

(1) 3月 8日(18:40-20:40)。 

(2) 3月 9日(08:30-20:40)。 

(3) 3月 10日(08:30-20:40)。 

2. 賽前彩排：以下時段限現代舞與兒童舞蹈組登錄 

(1) 3月 14日(16:30-20:40)。 

(2) 3月 15日(08:00-12:00)。 

3. 夜間彩排：以下時段為隔日賽程團隊才可登錄 

(1) 3月 11日(17:40-20:40)。 

(2) 3月 12日(18:10-20:40)。 

(3) 3月 13日(18:20-20:40)。 

(4) 3月 15日(17:50-20:40)。 

(5) 3月 16日(16:30-20:40)。 

(6) 3月 17日(16:20-20:40)。 

二、登記彩排： 

1. 採網路登記方式，預約彩排網址：http://studentdance.perdc.ntnu.edu.tw。 

2. 網路預約彩排測試日期：1月 6日起至 1月 9日止。 

3. 網路預約彩排正式登錄日期： 

(1)古典舞、民俗舞類：1月 11日起至 1月 15日止。 

(2)現代舞、兒童舞蹈類：1月 12日起至 1 月 16日止。 

4. 登記結果及登記人聯絡方式可於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資訊網

(http://studentdance.perdc.ntnu.edu.tw)上查詢，以利各團隊自行協調時段互換事

宜。 

三、其他事項： 

1. 舞臺表演範圍：寬 12.5公尺×深 10公尺。 

2. 道具搬運：依大會標示及工作人員指引，道具於室外道具預備區等待；舞臺區僅左舞台

有出口（大門）高 2.2公尺×寬 2.3公尺，為道具與人員進退場共用的單一出入口（詳

如附錄三之全區比賽場地配置圖）。 

3. 進退場方向：依大會標示及工作人員指引，參賽者均由左舞臺進場預備，退場時亦由左

舞臺退出（詳如附錄三之全區比賽場地配置圖）。 

4. 彩排時，由大會負責提供播音器材給各彩排團隊使用；每一團隊可有 3位指導者(含播

音) 進至場內指導。 

5. 大會依實際彩排登記狀況於空檔差距過多時將有所微調(誤差±20分鐘)，彩排團隊應依

公告彩排時間前 30 分鐘報到，前 5分鐘指導老師、參賽者及道具預備，若唱名 3次未

到者，視同放棄彩排的權利。 

6. 各團隊彩排於 9分 40秒 (兒童舞蹈組 11分 40秒)請依大會工作人員之指引立即退場。 

7. 每一參賽團隊道具證僅限 15張（演出人員不列入計算），請於道具出入口處領取，並於

退場後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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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南區各級學校團體甲組（共 15 組，43隊） 

一、承辦單位：臺東縣政府 

二、執行單位：臺東縣立寶桑國民中學 

三、聯絡人：洪榮威校長，電話:089-232901、李威進組長，電話:089-220011分機 207 

四、E-mail：unclelee.tw@gmail.com 

五、比賽地點：臺東縣立體育館 (地址：950 臺東縣臺東市桂林北路 52巷 124號) 

日期 上午彩排(自 8:30開始) 下午賽程(自 13:30 起開始比賽) 場次 

3月 22日 

(星期三) 

當日下午比賽團隊 

彩排時段 

1.國小 B團體甲組—古典舞(3隊) 

2.國小 A團體甲組—古典舞(1隊) 

3.國中 B團體甲組—古典舞(2隊) 

4.國中 A團體甲組—古典舞(1隊) 

5.國小 B團體甲組—現代舞(4隊) 

【中場休息】 

6.國小 A團體甲組—現代舞(3隊) 

7.國中 B團體甲組—現代舞(5隊) 

8.國中 A團體甲組—現代舞(2隊) 

9.高中職 A團體甲組—現代舞(1隊) 

28 

3月 23日 

(星期四) 
當日下午比賽團隊 

彩排時段 

1.國小 B團體甲組—兒童舞蹈(4) 

2.國小 B團體甲組—民俗舞(6隊) 

3.國小 A團體甲組—民俗舞(1隊) 

【中場休息】 

4.國中 B團體甲組—民俗舞(5隊) 

5.國中 A團體甲組—民俗舞(2隊) 

6.高中職 B團體甲組—民俗舞(3隊) 

29 

【彩排注意事項】： 

一、彩排時段： 

3月 22日起至 3月 23 日止，每日 08:30-12:30提供當日下午比賽團隊彩排。 

二、登記彩排： 

1. 採網路登記方式，預約彩排網址：http://studentdance.perdc.ntnu.edu.tw。 

2. 網路預約彩排測試日期：1月 6日起至 1月 9日止。 

3. 網路預約彩排正式登錄日期：1月 13日起至 1月 17日止。 

4. 登記結果及登記人聯絡方式可於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資訊網

(http://studentdance.perdc.ntnu.edu.tw)上查詢，以利各團隊自行協調時段互換事

宜。 

三、其他事項： 

1. 比賽場地尺寸：寬 28公尺×深 15公尺。 

2. 道具出入口尺寸：高 2公尺×寬 1.8公尺。 

3. 彩排時，由大會負責提供播音器材給各彩排團隊使用；每一團隊可有 3位指導者(含播

音) 進至場內指導。 

4. 大會依實際彩排登記狀況於空檔差距過多時將有所微調(誤差±20分鐘)，彩排團隊應依

公告彩排時間前 30 分鐘報到，前 5分鐘指導老師、參賽者及道具預備，若唱名 3次未

到者，視同放棄彩排的權利。 

5. 各團隊彩排於 9分 40秒 (兒童舞蹈 11分 40秒) 請依大會工作人員之指引立即退場。 

6. 每一參賽團隊道具證僅限 15張(兒童舞蹈團體甲組上限 20張，演出人員不列入計算)，

請於道具出入口處領取，並於退場後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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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北區各級學校團體甲組（共 12 組，47隊） 

一、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 

二、執行單位：新竹縣上舘國民小學 

三、 聯絡人: 王俊盛主任，電話: 03-5103777 轉 200 

四、 E-mail： hs5379@mail.edu.tw 

五、 比賽地點：新竹縣立體育館 (地址：302 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一段 1號） 

日期 上午彩排(自 8:00開始) 下午賽程(自 13:30起開始比賽) 場次 

3月 29日 

(星期三) 
當日下午比賽團隊 

彩排時段 

1.高中職 B團體甲組—古典舞(1隊) 

2.國小 B團體甲組—古典舞(7隊) 

3.國中 B團體甲組—古典舞(1隊) 

4.高中職 A團體甲組—古典舞(1隊) 

5.國中 B團體甲組—現代舞(4隊) 

【中場休息】 

6.國小 B團體甲組—現代舞(9隊) 

7.高中職 B團體甲組—現代舞(2隊) 

30 

3月 30日 

(星期四) 
當日下午比賽團隊 

彩排時段 

1.國小 B團體甲組—兒童舞蹈(4隊) 

2.國小 B團體甲組—民俗舞(13隊) 

【第 8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3.國小 A團體甲組—民俗舞(1隊) 

4.國中 B團體甲組—民俗舞(2隊) 

5.高中職 B團體甲組—民俗舞(2隊) 

31 

【彩排注意事項】： 

一、彩排時段： 

自 3月 29日起至 3月 30日止，每日 08:00-12:30提供當日下午比賽團隊彩排。 

二、登記彩排： 

1. 採網路登記方式，預約彩排網址：http://studentdance.perdc.ntnu.edu.tw。 

2. 網路預約彩排測試日期：1月 6日起至 1月 9日止。 

3. 網路預約彩排正式登錄日期：1月 14日起至 1月 18日止。 

4. 登記結果及登記人聯絡方式可於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資訊網

(http://studentdance.perdc.ntnu.edu.tw)上查詢，以利各團隊自行協調時段互換事

宜。 

三、其他事項： 

1. 比賽場地尺寸：寬 28 公尺×深 15公尺。 

2. 道具出入口尺寸：高 4公尺×寬 7公尺。 

3. 彩排時，由大會負責提供播音器材給各彩排團隊使用；每一團隊可有 3位指導者(含播音) 

進至場內指導。 

4. 大會依實際彩排登記狀況於空檔差距過多時將有所微調(誤差±20分鐘)，彩排團隊應依

公告彩排時間前 30 分鐘報到，前 5分鐘指導老師、參賽者及道具預備，若唱名 3次未到

者，視同放棄彩排的權利。 

5. 各團隊彩排於 9分 40 秒(兒童舞蹈 11分 40 秒) 請依大會工作人員之指引立即退場。 

6. 每一參賽團隊道具證僅限 15張(兒童舞蹈團體甲組上限 20張，演出人員不列入計算)，

請於道具出入口處領取，並於退場後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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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區各級學校個人組成績表 

比賽地點：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第 1場次：3月 2日（星期四）上午 9：00起 

1. 國中個人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節目名稱 

31 特優 第一名 91.44 臺中市 張秉榕 男 光明國民中學 蒼茫孤煙行 

30 優等 第二名 89.10 臺北市 孫珉 女 雙園國民中學 靈蛇幻影 

22 優等 第三名 88.84 新北市 陳怡婷 女 新埔國民中學 俏妞戲絹 

32 優等 第四名 88.72 臺南市 羅宇暄 女 中山國民中學 夜雨花 

7 優等 第五名 88.30 桃園市 陳語喬 女 東興國民中學 藏原天鼓 

26 優等 第六名 88.06 嘉義市 侯雅筑 女 嘉義國民中學 花腰吟 

25 優等 第七名 87.88 彰化縣 張宇絜 女 大同國民中學 黑山佤 

27 優等   87.80 新竹縣 張紫歆 女 成功國民中學 易容山莊 

1 優等   87.28 桃園市 吳佳芯 女 中興國民中學 賽龍奪錦 

10 優等   87.24 新竹市 賴安 女 育賢國民中學 悠悠樂 

29 優等   87.20 臺中市 陳晏蓁 女 中山國民中學 俏妹子 

20 優等   86.88 高雄市 陳繼勳 男 鼎金國民中學 醉三更 

24 優等   86.80 宜蘭縣 薛皓宸 男 國華國民中學 草原漢子 

19 優等   86.62 南投縣 黃偉 男 宏仁國民中學 楞小二 

15 優等   86.48 高雄市 胡家萱 女 苓雅國民中學 天山賽乃姆 

5 優等   86.44 金門縣 何詩涵 女 金城國民中學 爬坡上坎 

4 優等   86.36 臺南市 林驛婷 女 善化國民中學 賣貨郎 

11 優等   86.36 臺北市 高慶芳 女 
私立再興中學 

附設中學部 
賣餅囉 

21 優等   85.96 臺北市 金潔怡 女 北安國民中學 求姻緣 

18 優等   85.76 雲林縣 柯浥琪 女 斗六國民中學 刀鋒武影 

28 優等   85.58 高雄市 謝軻蘭 女 
私立大榮高級中學 

附設國中部 
草原情 

9 優等   85.54 臺北市 葉玟均 女 
陽明高級中學 

附設國中部 
歡騰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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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節目名稱 

6 優等   85.22 新北市 鄭心娜 女 三多國民中學 乳香飄 

14 甲等   84.40 臺中市 陳柔均 女 安和國民中學 嬉戲水雲間 

17 甲等   84.38 基隆市 陳郭玉茹 女 建德國民中學 春波倒影 

8 甲等   84.10 花蓮縣 吳盈穗 女 自強國民中學 溪畔 

13 甲等   83.72 屏東縣 巴藜 女 明正國民中學 花妖 

2 甲等   83.56 新北市 車豫昕 女 
秀峰高級中學 

附設國中部 
小青 

16 甲等   83.48 苗栗縣 陳芝菁 女 照南國民中學 舞扇春風舞英姿 

33 甲等   83.48 澎湖縣 徐梓芸 女 文光國民中學 傣家姑娘 

3 甲等   83.26 嘉義縣 侯思妤 女 朴子國民中學 火圖騰 

12 甲等   83.24 臺東縣 徐梓珊 女 新生國民中學 天邊的安琪爾 

23 甲等   83.18 新北市 王芷蒨 女 中平國民中學 茉莉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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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場次：3月 2日（星期四）下午 13：30起 

1. 高中職個人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8 優等 第一名 88.96 雲林縣 鄭登富 男 
雲林縣非學校型態飛

天藝術實驗教育機構 
歡樂節 

4 優等 第二名 87.80 臺南市 張文旻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

間部七年一貫制 
醜婆不醜 

15 優等 第三名 87.60 宜蘭縣 薛皓澤 男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 
鼓韻 

24 優等 第四名 87.38 臺北市 劉綠晴 女 
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

學 
望、憶 

18 優等 第五名 87.10 臺南市 顧庭芸 女 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夜伏靈動 

10 優等 第六名 86.76 臺北市 孫于涵 女 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走進西藏 

2 優等   86.70 臺中市 張晏婕 女 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濟癲樂 

16 優等   86.42 臺北市 劉慈敏 女 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翠狐媚影 

17 優等   86.42 嘉義市 魏郁帆 女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

學 
賽德克印記 

9 優等   86.24 彰化縣 蔣瑜庭 女 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金風語葉紅 

19 優等   85.44 新北市 王立婕 女 私立恆毅高級中學 少女情懷 

6 優等   85.28 南投縣 李喬伊 女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傣鄉情韻 

11 優等   85.24 臺北市 胡耀方 女 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凋零 

13 優等   85.10 臺東縣 林聖傑 男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

業學校 
親‧年 

22 甲等   84.98 基隆市 紀媛 女 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初夏荷塘 

3 甲等   84.82 嘉義縣 蔡侑庭 女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狐魅 

5 甲等   84.80 高雄市 張珮萱 女 私立中華藝術學校 擺手土家情 

23 甲等   84.46 臺中市 何昀珊 女 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狐 

12 甲等   84.34 新北市 蔡寧 女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

業學校 
冬趣兒 

14 甲等   84.12 桃園市 王禹詞 女 
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

業學校 
詠荷 

20 甲等   83.80 新竹縣 張以潔 女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奔騰草原 

7 甲等   83.72 臺中市 江柔霈 女 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魚兒戲水 

21 甲等   83.56 新北市 蔡姿誼 女 
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

業學校 
荷 

1 

 

 

甲等   82.00 花蓮縣 吳妮蓁 女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 
悠然傣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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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專個人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7 優等 第一名 89.60 臺北市 包芸姍 女 臺北市立大學 艷 

3 優等 第二名 88.14 新北市 王郁文 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心中的熱巴 

4 優等 第三名 88.12 新北市 劉玟齊 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心中的草原 

1 優等 第四名 88.12 臺南市 林加涵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二八妞兒 

8 優等   87.88 高雄市 顧庭菻 女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鼓祭 

5 優等   87.52 臺北市 高恆怡 女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舞悅草原 

13 優等   86.86 臺中市 廖妏晏 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 
沁風花影 

9 優等   86.78 臺北市 張芯瑋 女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奔騰鄂爾多斯 

12 優等   85.68 彰化縣 吳浩鼎 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賣藝郎 

2 優等   85.04 臺南市 許庭瑄 女 國立成功大學 花腰花 

10 甲等   84.08 高雄市 薛琛錡 女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喜迎春 

11 甲等   83.90 桃園市 羅翊文 女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大漠風采 

6 棄權   0.00 高雄市 黃千瑜 女 正修科技大學 綉舞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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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場次：3月 3日（星期五）上午 9：00起 

1. 國小個人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11 特優 第一名 90.70 臺北市 李明哲 男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附

設國小部 
嵩山晨曲 

31 優等 第二名 88.48 桃園市 黃冠儒 女 復旦國民小學 鱗兒戲珠 

19 優等 第三名 88.48 彰化縣 顏佩炘 女 螺青國民小學 雨竹林 

15 優等 第四名 87.70 新北市 許瑞芯 女 更寮國民小學 小沙彌 

2 優等 第五名 87.66 臺南市 林依嫺 女 西港國民小學 扇舞迎春 

20 優等 第六名 87.50 苗栗縣 曾巧玗 女 建功國民小學 映日荷花別樣紅 

8 優等 第七名 87.04 臺北市 王紹淇 女 仁愛國民小學 勒佤妹 

3 優等   86.94 新竹市 戴妤帆 女 東門國民小學 乞兒狀元 

26 優等   86.58 臺南市 張育瑄 女 進學國民小學 鼓童 

24 優等   86.41 高雄市 李昕倪 女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江湖賣藝俏姑娘 

6 優等   86.36 新北市 陳奕禎 女 永平國民小學 薩吾爾登 

12 優等   86.30 桃園市 李婕熙 女 南門國民小學 俏娃嬉絹 

7 優等   86.26 新北市 李品嫻 女 埔墘國民小學 山間俏ㄚ頭 

1 優等   86.00 新竹縣 張育嘉 女 十興國民小學 小狐仙 

30 優等   85.67 臺中市 劉怡君 女 頭家國民小學 乞兒夢舞 

16 優等   85.63 臺北市 黃郁珊 女 永樂國民小學 小二哥 

22 優等   85.38 臺中市 蕭安媛 女 大里國民小學 枝頭茉莉 

28 優等   85.32 嘉義縣 賴詠欣 女 東榮國民小學 雀兒飛舞池畔邊 

27 優等   85.31 澎湖縣 趙子萱 女 馬公國民小學 
在那馳騁草原的姑

娘 

9 優等   85.28 臺北市 陳韻玟 女 義方國民小學 魚趣 

23 優等   85.10 嘉義市 陳雨萱 女 崇文國民小學 花香蝶舞 

25 甲等   84.96 金門縣 辛靜宜 女 中正國民小學 春暖花開 

13 甲等   84.84 高雄市 于季榛 女 五福國民小學 小魚兒 

4 甲等   84.74 基隆市 楊壹甯 女 仁愛國民小學 戲絹 

17 甲等   84.66 雲林縣 廖珮如 女 二崙國民小學 鼓韻 

10 甲等   84.56 臺東縣 孫裔翔 男 都蘭國民小學 
我是 Pakarongay

巴卡隆耐 

14 甲等   83.48 臺中市 陳芊羽 女 新光國民小學 俏娃歡騰慶佳節 

32 甲等   83.18 高雄市 黃愉茜 女 蔡文國民小學 俏妞賣藝 

5 甲等   83.00 新北市 何昀蓁 女 金山國民小學 青蛇 

18 甲等   82.80 南投縣 林禹伈 女 水里國民小學 過年了 

21 甲等   81.98 宜蘭縣 簡若軒 女 公正國民小學 小喜鵲報喜 

29 棄權   0.00 屏東縣 李詠軒 男 信義國民小學 草原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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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場次：3月 3日（星期五）下午 13：30起 

1. 國小個人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14 特優 第一名 90.40 桃園市 鍾佳綺 女 信義國民小學 小武生 

9 優等 第二名 89.04 雲林縣 黃真 男 蔦松國民小學 小武僧 

19 優等 第三名 88.46 嘉義市 邱女恩恬 女 崇文國民小學 叱吒凌槍舞干雲 

20 優等 第四名 88.28 新北市 鄭宇雯 女 集美國民小學 小小武狀元 

30 優等 第五名 87.64 彰化縣 張若婕 女 員林國民小學 戰氣凌雲威四方 

12 優等 第六名 86.86 新竹市 戴妤帆 女 東門國民小學 鬧天宮 

5 優等 第七名 86.82 新竹縣 邱苡甯 女 十興國民小學 英姿颯颯勁弓凜 

3 優等   86.66 臺中市 吳若璿 女 協和國民小學 火焰娃 

18 優等   86.36 新北市 彭彥菱 女 頂溪國民小學 鳥鳴澗 

26 優等   86.08 臺中市 楊立欣 女 大同國民小學 第一巾幗舞戰場 

11 優等   85.88 南投縣 林芷綾 女 南光國民小學 戰無不勝 

21 優等   85.80 臺北市 黃郁珊 女 永樂國民小學 焰娃兒 

10 優等   85.70 桃園市 郭于甄 女 南門國民小學 雷動風雲火靈兒 

8 優等   85.58 臺中市 江佳玲 女 篤行國民小學 梅語畫雪 

29 優等   85.54 臺北市 陳姵妤 女 麗山國民小學 蓮兒悠悠 

25 優等   85.42 臺南市 吳庭妤 女 新營國民小學 水靈兒 

13 優等   85.28 澎湖縣 許上虹 女 馬公國民小學 舞韻飛天 

6 優等   85.24 高雄市 黃筠芯 女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祥雲嬉遊 

7 優等   85.20 新北市 戴惟葳 女 私立聖心國民小學 尋梅 

15 優等   85.16 臺北市 高顥熏 女 私立再興國民小學 破俑 

27 甲等   84.80 苗栗縣 劉諺霓 女 頭份國民小學 哪吒 

31 甲等   84.60 新北市 顏顗芸 女 北新國民小學 戲˙旦 

17 甲等   84.54 臺北市 陳思羽 女 清江國民小學 報喜 

22 甲等   84.48 臺南市 張匯寗 女 正新國民小學 蓮年有魚 

28 甲等   83.88 高雄市 陳筠諼 女 楠陽國民小學 小哪吒 

2 甲等   83.84 嘉義縣 姚佳欣 女 民雄國民小學 翱銳龍影 

23 甲等   82.04 基隆市 李玟 女 仁愛國民小學 齊天大聖 

1 甲等   82.00 屏東縣 沈念葶 女 信義國民小學 火靈兒 

16 甲等   81.90 臺東縣 鄭可安 女 馬蘭國民小學 火焰靈兒齊飛揚 

4 甲等   81.70 高雄市 張郁心 女 文德國民小學 火靈兒 

24 甲等   81.16 宜蘭縣 曹雅芸 女 光復國民小學 彩翎蓮影舞千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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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場次：3月 4日（星期六）上午 9：00起 

1.國中個人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24 特優 第一名 90.84 桃園市 吳佳芯 女 中興國民中學 喚將 

12 特優 第二名 90.38 桃園市 陳禹葳 女 東興國民中學 凱歌獵宴行 

6 特優 第三名 90.36 新北市 謝欣妤 女 江翠國民中學 牡丹仙子 

4 優等 第四名 89.74 臺中市 廖婕詒 女 光明國民中學 振鼓戰帥揚槍令 

5 優等 第五名 88.72 臺北市 黃韻庭 女 北安國民中學 火鳳舞雙槍 

2 優等 第六名 88.46 嘉義市 周怡瑄 女 嘉義國民中學 勝凱歌聖殿行 

26 優等 第七名 88.00 臺北市 翁歆恬 女 雙園國民中學 水漫金山 

11 優等   87.98 新竹縣 王淯宣 女 博愛國民中學 紅妝鐵衣赴戎機 

9 優等   87.30 新北市 藍心妤 女 三多國民中學 姚黃 

8 優等   87.26 高雄市 戴海茵 女 鼎金國民中學 雷霆震天威 

27 優等   87.18 新竹市 陳昱廷 女 育賢國民中學 銅雀舞踏 

29 優等   86.99 雲林縣 陳欣妤 女 雲林國民中學 鬼面武將蘭陵王 

17 優等   86.58 彰化縣 陳奕璇 女 鹿港國民中學 孝烈將軍花木蘭 

30 優等   86.52 臺北市 葉玟均 女 
陽明高級中學附設國

中部 
木蘭從軍 

20 優等   86.14 臺南市 褚韋絜 女 中山國民中學 舞韻花瓷 

25 優等   86.10 屏東縣 陳妍汝 女 私立南榮國民中學 銅雀伎 

14 優等   85.82 臺南市 鍾釉 女 善化國民中學 畫中仙 

18 優等   85.64 新北市 楊佾璇 女 新埔國民中學 洛陽紅 

7 優等   85.24 宜蘭縣 張方馨 女 
慈心華德福實驗國民

中學 
洛神 

19 優等   85.22 澎湖縣 王俞晴 女 文光國民中學 梅綻 

21 優等   85.00 嘉義縣 王韻涵 女 新港國民中學 戎裝破陣樂 

10 甲等   84.82 臺中市 王姝雅 女 安和國民中學 排風出征 

15 甲等   84.62 臺中市 賴金玉 女 中山國民中學 巾幗木蘭 

22 甲等   84.44 臺北市 李慕新 女 景興國民中學 春花吟 

3 甲等   84.40 
海外地

區 
施靜雯 女 

越南 胡志明市臺灣

學校 
含苞待放 

28 甲等   84.34 基隆市 郭家琦 女 建德國民中學 赤烏 

23 甲等   84.28 南投縣 李宜紋 女 埔里國民中學 穆桂英掛帥 

16 甲等   83.92 高雄市 陳凱琳 女 苓雅國民中學 焰影穿林 

31 甲等   83.88 新北市 陳依涵 女 新莊國民中學 靈動飛天 

1 甲等   82.10 高雄市 黃湘惠 女 苓雅國民中學 巾幗英豪 展英姿 

13 棄權   0.00 花蓮縣 劉芷安 女 自強國民中學 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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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場次：3月 4日（星期六）下午 13：30起 

1. 高中職個人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6 特優 第一名 90.90 臺北市 陳冠叡 男 中正高級中學 白狐傳 

22 特優 第二名 90.00 臺中市 盧惠心 女 國立文華高級中學 魁星踢斗 

17 優等 第三名 88.90 雲林縣 陳柏宇 男 
雲林縣非學校型態飛

天藝術實驗教育機構 
關雲長 

7 優等 第四名 88.62 臺北市 林冠君 女 復興高級中學 佳人獻舞 

15 優等 第五名 87.40 臺北市 劉綠晴 女 
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

學 
雪狐 

23 優等 第六名 87.06 新北市 王立婕 女 私立恆毅高級中學 花飛蝶舞 

21 優等 
 

86.44 臺南市 顧庭芸 女 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儷影 

1 優等 
 

86.40 彰化縣 魏嘉瑩 女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喚俑 

20 優等 
 

86.20 臺南市 張芷綺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

間部七年一貫制 
雲煙似夢 

14 優等 
 

85.74 新北市 謝其靜 女 
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

業學校 
流星仙子 

5 優等 
 

85.60 臺中市 邱怡涵 女 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漢賦．翹袖．舞迴

旋 

10 優等 
 

85.34 嘉義市 丘佳恩 女 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翩姿揚袖舞踏歌 

11 優等 
 

85.20 嘉義縣 張爾珈 女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 
古韻儷人情 

2 優等 
 

85.16 宜蘭縣 葉佩瑄 女 宜蘭縣在家自學 韻 

24 優等 
 

85.12 新竹縣 葉芸筑 女 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楚巫祈福 

4 優等 
 

85.06 南投縣 蔡品蓁 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 
梅香撲鼻醉花緣 

13 優等 
 

85.00 基隆市 陳宇彤 女 安樂高級中學 月影思情盼歸來 

9 甲等 
 

84.44 花蓮縣 許景涵 女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 
夜襲 

3 甲等 
 

83.96 高雄市 張珮萱 女 私立中華藝術學校 花落冬陽 

12 甲等 
 

83.72 新北市 郭姵成 女 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幽蘭斷魂 

8 甲等 
 

83.64 高雄市 謝沛羽 女 天主教道明中學 代父出征 

19 甲等 
 

82.94 臺中市 紀詩涵 女 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爭妍 

25 甲等 
 

81.80 
海外地

區 
高珮缘 女 

越南 胡志明市臺灣

學校 
江南情夢 

16 棄權 
 

0.00 臺北市 王韻涵 女 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美人悲歌 

18 棄權 
 

0.00 新北市 蔡寧 女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

業學校 
春柳 

 



16 
 

2. 大專個人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別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11 優等 第一名 89.30 臺北市 陳冠瑜 男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孫臏兵法 

1 優等 第二名 88.88 臺北市 陳柔蓁 女 臺北市立大學 花神 

8 優等 第三名 87.80 臺南市 謝承家 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墨客 

4 優等 
 

87.54 高雄市 顧庭菻 女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淨･觀 

9 優等 
 

87.50 臺北市 文譯賢 男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美猴王 

6 優等 
 

86.46 臺北市 羅翊心 女 中國文化大學 琵琶之舞聲入雲 

7 優等 
 

86.30 臺中市 陳佳頎 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 
鎮關之役 

2 優等 
 

85.54 桃園市 周愛凌 女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一縷薰香情 

3 甲等 
 

84.50 彰化縣 葉美辰 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盤鼓揚袖舞輕風 

5 甲等 
 

82.80 臺南市 朱彥潔 女 國立成功大學 赴戰 

10 甲等 
 

82.80 高雄市 楊采妮 女 正修科技大學 貴妃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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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場次：3月 5日（星期日）上午 9：00起 

1. 國中個人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節目名稱 

15 特優 第一名 91.40 桃園市 謝芸真 女 東興國民中學 肢解面體 

7 特優 第二名 91.18 臺北市 何亭蓁 女 北安國民中學 身體協奏曲 

14 特優 第三名 90.48 高雄市 簡子勛 男 苓雅國民中學 俑 

21 優等 第四名 89.58 新北市 張綺惠 女 新埔國民中學 汰變 

12 優等 第五名 89.54 高雄市 陳繼勳 男 鼎金國民中學 保證有效 

32 優等 第六名 88.58 臺南市 俞品彤 女 中山國民中學 被遺忘的愛 

27 優等 第七名 88.36 臺中市 廖婕詒 女 光明國民中學 節蜘生物 

26 優等   87.88 嘉義市 何依潔 女 嘉義國民中學 理化教室 

11 優等   87.60 桃園市 吳佳芯 女 中興國民中學 玩角! 

9 優等   87.10 臺北市 蔡宜芮 女 雙園國民中學 誤入禁區 

3 優等   86.72 雲林縣 王儷穎 女 崇德國民中學 出走 

16 優等   86.46 嘉義縣 余惟誠 男 
永慶高級中學附設國

中部 
獸、獵者 

29 優等   86.32 高雄市 李均君 女 苓雅國民中學 寂寞之手 

19 優等   86.02 臺北市 戴惟原 男 明德國民中學 蒼松之勁 

25 優等   85.86 新竹縣 林鼎宸 男 自強國民中學 Take 

13 優等   85.72 基隆市 
陳郭玉

茹 
女 建德國民中學 魅 

17 優等   85.68 宜蘭縣 游子青 女 羅東國民中學 夢如．行 

22 優等   85.56 花蓮縣 張瑋釩 男 玉東國民中學 Dalan—路 

28 優等   85.42 彰化縣 李桐馨 女 鹿鳴國民中學 仰望星空 

31 甲等   84.98 新北市 蕭婕芸 女 
丹鳳高級中學附設國

中部 
X檔案 

30 甲等   84.86 臺北市 陳予婕 女 龍門國民中學 沒人在家 

24 甲等   84.50 新北市 康芷寧 女 明志國民中學 思念 

6 甲等   84.44 臺中市 陳霈芹 女 爽文國民中學 
Transfiguration

變身 

18 甲等   84.44 新北市 陳汶卉 女 三多國民中學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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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節目名稱 

1 甲等   84.18 屏東縣 
日柏樂．

旮扎伊嵐 
女 明正國民中學 自．遊 

8 甲等   83.92 苗栗縣 邱品嫙 女 苗栗國民中學 I ? 

10 甲等   83.54 南投縣 黃妍蓉 女 宏仁國民中學 個體 

20 甲等   83.36 澎湖縣 曾筠希 女 馬公國民中學 密室 

2 甲等   83.14 臺中市 趙芳儀 女 中山國民中學 Memories 

23 甲等   82.06 臺南市 方喬屏 女 
興國高級中學附設國

中部 
象人 

4 甲等   81.10 臺東縣 黃雲琇 女 知本國民中學 曙光 

5 棄權   0.00 新竹市 陳羿璇 女 育賢國民中學 OL 也瘋狂 



19 
 

第 8 場次：3 月 5 日（星期日）下午 13：30 起 

1. 國小個人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節目名稱 

10 特優 第一名 90.10 新竹市 杜育丞 男 私立曙光國民小學 秀逗 Robot 

14 優等 第二名 89.46 臺中市 張宇承 男 西屯國民小學 遙遠的幾霸昏 

18 優等 第三名 89.32 高雄市 李睿庭 女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哀丑 

25 優等 第四名 89.16 桃園市 趙苡茜 女 復旦國民小學 誰偷了笑? 

24 優等 第五名 88.84 桃園市 莊宸萱 女 
私立新興高級中學附

設國小部 
大胃王奇遇記 

29 優等 第六名 88.78 臺南市 江語柔 女 億載國民小學 雪中花 

27 優等 第七名 88.36 高雄市 朱孟庭 女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蛹之生 

15 優等   87.60 臺北市 陳孜謹 女 光復國民小學 
遇見二十年後的自

己 

11 優等   87.46 彰化縣 黃柔菲 女 鹿港國民小學 魚兒水中游 

4 優等   87.34 臺北市 劉泳杰 男 永樂國民小學 使命必達 

21 優等   87.24 嘉義市 黃宜琳 女 蘭潭國民小學 我想…! 

19 優等   87.10 臺南市 吳庭妤 女 新營國民小學 穴兔 

17 優等   86.62 南投縣 林芷綾 女 南光國民小學 Bird 

13 優等   86.32 新北市 楊于萱 女 集美國民小學 愛麗絲夢遊記 

3 優等   86.06 新竹縣 莊采緹 女 十興國民小學 跳跳糖 

9 優等   86.04 雲林縣 賴彥蓁 女 鎮東國民小學 馬雅傳奇 

2 優等   85.46 屏東縣 曾婉真 女 信義國民小學 是?不像! 

7 優等   85.10 新北市 梁語璇 女 忠義國民小學 Help me,my hero! 

1 優等   85.06 基隆市 林俐瑜 女 仁愛國民小學 

【忠於工作】 

我是一個奔跑的小

綠人 

16 甲等   84.84 臺北市 李姿均 女 實踐國民小學 我與兔子有個約會 

6 甲等   84.82 臺中市 石琳 女 永春國民小學 淘氣喵！ 

23 甲等   84.54 臺中市 江佳玲 女 篤行國民小學 電玩啟動 

8 甲等   84.48 臺北市 何妍嬅 女 義方國民小學 松果保衛戰 

12 甲等   84.36 新北市 許世璇 女 麗林國民小學 正負 2度 C 

22 甲等   83.88 新北市 楊士杰 男 金山國民小學 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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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節目名稱 

26 甲等   82.94 宜蘭縣 林家芸 女 成功國民小學 澎澎異想曲 

5 甲等   81.00 臺東縣 韓繡憶 女 仁愛國民小學 撕裂 

20 棄權   0.00 嘉義縣 張羽柔 女 祥和國民小學 柔柔的異想秘境 

28 棄權   0.00 高雄市 潘泓仁 男 陽明國民小學 
舞動青春.向毒品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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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場次：3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 9：00 起 

1. 高中職個人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節目名稱 

8 特優 第一名 90.36 桃園市 江科藝 女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

壢高級中學 
遺落的塵埃 

14 優等 第二名 89.86 宜蘭縣 徐仁臸 男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

學 
單人房 

21 優等 第三名 89.38 桃園市 何昱鋐 男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不二神探 

7 優等 第四名 88.54 臺南市 王庭妤 女 國立家齊高級中學 陌.沒 

4 優等 第五名 88.40 高雄市 戴坤儀 女 高雄美國學校 與你的時光 

12 優等 第六名 88.06 屏東縣 余聖文 男 來義高級中學 流逝 

22 優等   87.90 嘉義市 陳品霏 女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

學 
The Journey 

6 優等   87.58 雲林縣 姚昱嘉 女 國立斗六家商 忙。茫。盲 

17 優等   87.58 臺北市 周芊華 女 復興高級中學 我遺落的那些 

9 優等   87.52 新北市 廖庭儀 女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

校 
舞魅 

11 優等   87.26 臺南市 洪維婷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

間部七年一貫制 
掙脫 

25 優等   86.90 臺中市 陳玟凌 女 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街角的囈語 

24 優等   86.84 臺北市 陳克愛 女 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幻像 

23 優等   86.50 嘉義縣 邱佳瑜 女 竹崎高級中學 剝 

5 優等   85.64 新北市 郭子嘉 女 清水高級中學 Angel 

19 優等   85.56 臺北市 魏思宇 女 北一女子高級中學 日子 

3 甲等   84.60 基隆市 紀媛 女 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獨自對白 

13 甲等   84.32 新北市 游雯心 女 新店高級中學 啊!青 

10 甲等   83.98 新北市 林語寰 男 
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

業學校 
沉。淨 

16 甲等   83.56 彰化縣 巫佳潁 女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為自己定義自己 

20 甲等   83.44 臺中市 賴美佐 女 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雪天使 

15 甲等   83.10 花蓮縣 蕭牧馡 女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 
Coastal Dreamer 

2 甲等   82.70 臺中市 姚心茹 女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

業高級中等學校 
心 ‧ 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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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節目名稱 

18 甲等   82.12 臺東縣 邱如榕 女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

業學校 
身體的旋律 

1 甲等   80.70 臺北市 徐樂玫 女 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希臘意象 

 

 

 

 

 

 

 

 

 

 

 

 

 

 

 

 

 

 

 

 

 

 

 

 

 

 

 



23 
 

2. 大專個人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節目名稱 

3 優等 第一名 88.96 臺南市 林加涵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偽裝 GPS 

11 優等 第二名 86.20 臺北市 張芯瑋 女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紀念品 

2 優等 第三名 85.06 新北市 姚若彤 女 輔仁大學 約定 

9 甲等   84.92 臺南市 施雅芳 女 嘉南藥理大學 亡命之徒 

1 甲等   84.72 臺北市 黃紫凌 女 中國文化大學 回憶·倒轉·戰·顫 

8 甲等   84.42 高雄市 田光茜 女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憶象 

4 甲等   83.50 臺中市 李亞芸 女 靜宜大學 Love In the dark 

10 甲等   82.20 臺東縣 陳品禾 男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Passions 

(法文讀音:帕匈) 

6 甲等   81.00 嘉義縣 高雨彤 女 國立中正大學 迷失 

5 棄權   0.00 屏東縣 許珉嘉 男 美和科技大學 Improving 

7 棄權   0.00 高雄市 廖恩佳 女 正修科技大學 那些年 

12 棄權   0.00 高雄市 陳黎安 女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異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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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全區各級學校 A 團體乙、丙組成績表 

比賽地點：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第 10 場次：3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13：00 起 

1. 國小 A 團體乙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7.22 臺中市 篤行國民小學 19 飄香客棧 

2 優等 88.84 桃園市 南門國民小學 21 偶戲‧戲偶 

3 優等 87.46 新北市 新埔國民小學 18 醃啊醃 

4 優等 89.30 高雄市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20 學堂樂 

5 優等 86.18 屏東縣 信義國民小學 19 歡慶 

6 優等 87.20 基隆市 仁愛國民小學 20 討海人 

7 優等 86.04 彰化縣 平和國民小學 25 鵲躍 

8 優等 86.52 嘉義市 崇文國民小學 28 草原歡歌 

 

2. 國小 A 團體丙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5.12 臺南市 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 7 採茶姑娘 

2 優等 86.44 苗栗縣 僑善國民小學 11 嬉鵝春趣 

3 優等 86.66 高雄市 五福國民小學 11 庄腳囝仔 

4 優等 86.02 臺北市 東門國民小學 8 賽龍舟 

5 優等 86.60 澎湖縣 馬公國民小學 10 歡慶戲鼓舞太平 

6 優等 87.38 屏東縣 光華國民小學 8 妹靚‧粄香‧客家情 

 

3. 國中 A 團體乙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9.70  臺中市 光明國民中學 29 奔 

2 優等 86.20  雲林縣 蔦松國民中學 20 苗鄉情韻 

3 優等 88.42  宜蘭縣 羅東國民中學 16 繽紛虹歡喜情 

4 優等 88.90  屏東縣 明正國民中學 23 新綠 

5 特優 90.60  新北市 江翠國民中學 26 搶姣鞋 

6 優等 86.20  桃園市 中興國民中學 19 鼠來寶 

7 優等 89.32  臺北市 雙園國民中學 27 雙園鏢局 

8 特優 90.58  嘉義市 嘉義國民中學 27 草原上的祝福 

9 優等 86.86  彰化縣 彰安國民中學 17 竹鵲 

10 特優 92.60  臺北市 北安國民中學 30 風起邊陲刺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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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中 A 團體丙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8.24 高雄市 鼎金國民中學 10 桐樂花舞遊客庄 

2 優等 85.40 屏東縣 枋寮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9 春戀 

3 優等 89.24 桃園市 東興國民中學 11 笠鄉舞影 

4 甲等 83.90 雲林縣 雲林國民中學 5 薪火 

 

5. 高中職 A 團體乙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8.34 彰化縣 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16 逆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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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場次：3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9：00 起 

1. 國中 A 團體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

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7.00 臺中市 光明國民中學 29 悲歌的反思 

2 優等 87.40 基隆市 建德國民中學 20 屍蹤探險 

3 優等 85.84 雲林縣 雲林國民中學 14 天生反骨 

4 特優 90.50 新北市 新埔國民中學 22 白日夢大冒險 

5 優等 87.16 苗栗縣 苗栗國民中學 12 Memory 

6 優等 86.00 彰化縣 彰化藝術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15 Yes，Mom... 

7 特優 91.20 臺南市 中山國民中學 28 Electricity 

8 優等 89.44 臺北市 北安國民中學 30 逆轉重生 

9 優等 89.24 桃園市 中興國民中學 26 記憶行李箱 

10 優等 87.86 宜蘭縣 羅東國民中學 16 Tidal 

 

2. 國中 A 團體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甲等 84.84 嘉義縣 中埔國民中學 11 我是誰 

2 甲等 83.90 臺中市 東勢國民中學 10 Black & White 

3 優等 85.84 雲林縣 雲林國民中學 11 若集。又離 

4 優等 87.50 臺中市 豐陽國民中學 11 宇宙行者 

5 優等 87.88 高雄市 苓雅國民中學 7 三態 

6 優等 86.06 澎湖縣 文光國民中學 6 魅 

 

3. 高中職 A 團體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7.90 新竹縣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10 So far 

 

 

4. 高中職 A 團體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

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8.00 新竹縣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16 客家音樂舞蹈創作- 一根擔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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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場次：3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13：00 起 

1. 國小 A 團體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7.80 臺中市 篤行國民小學  25 灰姑娘尋夫趣 

2 優等 85.84 彰化縣 育英國民小學  16 捉寶進行曲 

3 優等 88.50 屏東縣 信義國民小學  19 食．花 

4 特優 90.30 臺北市 永樂國民小學  24 Oh！ My God！ 

5 優等 87.50 高雄市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14 埃呀!遇到伊 

6 優等 85.18 新北市 埔墘國民小學  28 有機 無機 求生機 

7 優等 86.54 桃園市 復旦國民小學  27 棋步走 

8 優等 86.10 宜蘭縣 公正國民小學  17 Cats 

9 優等 85.76 臺南市 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  20 看我一定行 

 

2. 國小 A 團體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5.50 屏東縣 光華國民小學 9 童「真」 

2 優等 86.04 新北市 中山國民小學 10 妞妞星球的幻境世界 

3 甲等 84.46 臺北市 東門國民小學 2 Oh! My God!! 

 

3. 國小 A 團體丙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甲等 84.60 臺南市 進學國民小學  2 爭豔 

2 優等 88.20 高雄市 五福國民小學  11 允文允武 

 

4. 國小 A 團體乙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7.50 高雄市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14 吉獸爭艷競封侯 

2 甲等 84.80 嘉義縣 水上國民小學  21 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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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中 A 團體乙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6.84 桃園市 中興國民中學  26 媚影神韻武旋峰 

2 優等 88.10 嘉義市 嘉義國民中學  16 滄海浪濤 

3 特優 90.04 桃園市 東興國民中學  24 東風再起 

4 特優 90.50 宜蘭縣 羅東國民中學  20 清宮皇子顯六藝 

5 優等 89.10 新北市 新埔國民中學  22 花雨  花語 

6 優等 89.66 臺南市 中山國民中學  28 冷刀夜伏 

7 優等 88.48 彰化縣 大同國民中學  24 墨．氣 

8 優等 86.90 屏東縣 明正國民中學  23 荷葉.荷花.荷田田 

 

6. 國中 A 團體丙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7.20 臺南市 永仁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11 戰武翎英 

2 優等 85.20 花蓮縣 化仁國民中學  8 耀舞旗陣 

3 優等 85.84 臺北市 雙園國民中學  2 聯戰殺敵 

4 優等 86.20 澎湖縣 文光國民中學  9 千年祈願 

5 優等 86.00 雲林縣 雲林國民中學  9 烽火 

 

7. 高中職 A 團體乙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

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0.80 臺中市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21 化塵 

2 優等 88.70 雲林縣 
雲林縣非學校型態飛天藝術實驗 

教育機構 
27 風升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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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全區各級學校 B 團體乙、丙組成績表 

比賽地點：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第 13 場次：3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9：00 起 

1. 國中Ｂ團體丙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5.04 臺東縣 新生國民中學 4 伎樂飛天 

2 優等 86.82 臺南市 歸仁國民中學 8 牡丹心，花豔情 

3 優等 86.56 臺南市 善化國民中學 4 夜宴圖 

4 優等 88.04 臺北市 龍門國民中學 9 玄墨 

5 甲等 83.10 高雄市 圓富國民中學 9 花神 

6 優等 88.80 新竹縣 竹東國民中學 11 虎翼風揚佈陣圖 

7 優等 86.80 臺北市 介壽國民中學 10 夜行者 

8 優等 86.90 嘉義縣 朴子國民中學 6 氣宇軒昂武將風 

9 優等 87.00 雲林縣 林內國民中學 5 水中蓮 

10 優等 85.96 臺中市 潭秀國民中學 5 湖畔荷影 

11 優等 86.16 新北市 
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 

國中部 
7 武舞英姿 

12 優等 89.76 新北市 三多國民中學 6 羽化之靈 

13 優等 88.80 臺北市 北投國民中學 5 踏雪尋梅 

14 優等 89.20 彰化縣 大同國民中學 6 梵境 

15 優等 85.80 宜蘭縣 蘇澳國民中學 11 池畔 
 

2. 高中職 B團體丙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0.60 桃園市 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11 鏖戰 

2 優等 88.60 花蓮縣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7 傳說 

 

3. 大專 B團體乙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0.80 臺北市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13 梨園歲月 

4. 大專 B團體丙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7.00 高雄市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6 花月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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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場次：3月 11日（星期六）下午 13：00 起 

1. 國小Ｂ團體乙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5.50 屏東縣 東光國民小學 24 溯 

2 優等 89.60 臺南市 大成國民小學 20 祥雲瑞彩鳳來儀 

3 優等 86.30 臺中市 六寶國民小學 18 龍兒通霄戲雲間 

4 甲等 84.90 臺北市 溪口國民小學 12 楊門點兵 

5 優等 86.88 臺中市 仁美國民小學 13 威焱震火童 

6 特優 91.10 臺中市 黎明國民小學 25 點將令 

7 優等 89.66 南投縣 北山國民小學 19 嶽之頌 

8 優等 86.66 臺北市 南港國民小學 14 春漾繽紛 

9 優等 85.10 臺南市 歸仁國民小學 13 猴兒戲 

10 優等 87.26 桃園市 光明國民小學 18 出奇致勝，毋忘在莒 

11 特優 90.04 高雄市 鳥松國民小學 21 俑現 

12 優等 88.42 雲林縣 林中國民小學 20 旗戰風雲武威揚 

13 特優 90.80 新北市 集美國民小學 18 海上雄兵 

14 優等 86.10 臺北市 文化國民小學 12 福到人間 

15 甲等 84.16 新北市 鷺江國民小學 25 大唐盛世舞昇平 

16 優等 88.36 新竹縣 十興國民小學 21 仙童戲雲绽仙姿 

17 優等 87.06 新北市 鄧公國民小學 20 奪    勝 

18 優等 88.02 彰化縣 靜修國民小學 12 靈童揚威立焰山 

 

2. 國中Ｂ團體乙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0.70 基隆市 成功國民中學 16 春江行 

2 優等 88.00 臺中市 福科國民中學 15 皇城戍邊獵疆行 

3 優等 88.04 新竹縣 成功國民中學 12 佳人獻舞 

4 優等 87.50 臺中市 爽文國民中學 17 供天悅舞 

5 優等 86.20 嘉義縣 大林國民中學 14 今宵戍鼓，槍挑旌旗 

6 特優 90.00 宜蘭縣 復興國民中學 17 馳騁奔騰獵戰行 

7 甲等 81.20 新竹市 三民國民中學 14 虞姬別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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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場次：3 月 12 日（星期日）上午 9：00 起 

1. 國小Ｂ團體丙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

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6.08 臺北市 麗山國民小學 6 六月清荷 

2 優等 88.80 臺中市 頭家國民小學 11 賽龍奪錦粽香情 

3 優等 85.52 桃園市 同安國民小學 11 火靈童 

4 優等 85.10 臺東縣 馬蘭國民小學 9 仙荷碧綠仙童樂 

5 優等 85.80 新北市 新泰國民小學 11 風動群起 

6 優等 88.80 新北市 私立聖心國民小學 7 定風波 

7 優等 87.76 臺南市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附設 

國小部 
8 蓮兒舞翩翩 

8 優等 86.50 臺中市 協和國民小學 7 風火雷動 

9 優等 88.34 新竹縣 中山國民小學 9 鼓舞飛翎 

10 優等 86.70 高雄市 鳳陽國民小學 11 盎然春色 

11 優等 85.50 新北市 忠義國民小學 11 秦王點兵 

12 優等 85.44 屏東縣 復興國民小學 9 鼓娃 

13 優等 86.50 雲林縣 中山國民小學 5 焰山火靈兒 

14 特優 90.10 金門縣 中正國民小學 9 焰山靈童舞飛揚 

15 優等 89.32 彰化縣 鹿東國民小學 11 風旗雲湧威四方 

16 優等 85.80 新北市 金山國民小學 10 雲中仙童 

17 優等 87.64 南投縣 康壽國民小學 11 焰山童子武威楊 

18 優等 87.20 臺南市 新市國民小學 5 焰山靈童 

19 優等 87.18 臺中市 仁愛國民小學 11 荷中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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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場次：3 月 12 日（星期日）下午 13：00 起 

1. 國小Ｂ團體丙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

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5.54 臺北市 石牌國民小學 10 童趣 

2 優等 87.20 高雄市 莊敬國民小學 6 晨韻·鼓風·瑤山慶 

3 甲等 84.62 新北市 金山國民小學 11 金山蹦火情 

4 優等 85.80 雲林縣 嘉興國民小學 11 春耕 

5 優等 89.70 臺東縣 介達國民小學 11 榮耀祖靈 

6 優等 86.62 臺中市 東勢區成功國民小學 10 迎春 

7 優等 86.46 臺北市 大橋國民小學 10 俏妹子迎春 

8 優等 85.40 基隆市 信義國民小學 8 立春 

9 優等 86.12 花蓮縣 鶴岡國民小學 11 梧繞薪傳 

10 優等 87.76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10 泥魚溜溜 

11 優等 85.06 臺北市 建安國民小學 9 魚兒悠游 

12 優等 85.80 苗栗縣 泰興國民小學 10 尋 . gaga 

13 優等 87.94 高雄市 樟山國民小學 11 
布農的逆襲---抗日英雄拉 

荷阿雷 

14 優等 88.26 宜蘭縣 四季國民小學 11 舞四季、舞泰雅 

15 優等 88.86 臺南市 大成國民小學 8 娃兒鬧春 

16 優等 86.48 臺中市 軍功國民小學 6 魚兒漫漫 

17 優等 87.12 新北市 昌平國民小學 9 客家柿染樂 

18 優等 87.44 新北市 永平國民小學 4 童遊趣 

19 優等 88.06 彰化縣 大村國民小學 11 節慶歡舞鼓喧天 

20 優等 89.46 金門縣 中正國民小學 9 厝里情 

21 優等 86.14 臺北市 民生國民小學 10 苗寨歡歌 

22 優等 85.82 屏東縣 新埤國民小學 8 蝶舞花香 

23 甲等 84.64 桃園市 林森國民小學 10 苗家姑娘 

24 優等 87.34 臺中市 大同國民小學 11 童遊廟口提燈趣 

25 優等 85.66 桃園市 羅浮國民小學 11 紋面禮讚舞口簧 

26 優等 86.62 新竹縣 中山國民小學 9 龍鄉俏娃舞歡騰 

27 甲等 84.88 新北市 仁愛國民小學 11 舞動朝鮮 

28 優等 88.16 南投縣 康壽國民小學 11 廟埕前看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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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場次：3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9：00 起 

1. 高中職 B 團體丙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9.38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1 部落風情 

2 優等 89.40 屏東縣 來義高級中學 11 祈雨祭 

3 優等 88.50 桃園市 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11 大姑娘美 

4 優等 86.00 新竹縣 六家高級中學 3 池畔荷花舞翩翩 

5 優等 87.20 臺東縣 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 花‧環 

 

2. 大專 B 團體丙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6.60 高雄市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6 爭妍 

2 優等 85.80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6 黑山月 

 

3. 高中職 B 團體乙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0.70 臺東縣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0 網 

2 優等 88.50 屏東縣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26 Kacalisiyan 斜坡上的人 

3 優等 85.60 新北市 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21 叱吒風雲 

4 優等 88.10 南投縣 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24 百合之戀 

5 優等 87.30 高雄市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27 Bunun 尋·歸 

6 特優 92.60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8 大羽冠 Tingpih 

7 優等 88.90 基隆市 八斗高級中學 25 Faloco'(心) 

8 優等 86.44 桃園市 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24 根‧原 

9 優等 85.50 彰化縣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22 紅綵舞影慶太平 

10 優等 88.58 桃園市 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29 賽德克-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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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場次：3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13：00 起 

1. 國小Ｂ團體乙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5.96 臺南市 安佃國民小學 22 頑童與俏妞 

2 優等 87.86 高雄市 屏山國民小學 30 達噶拉烏斯的子民 

3 優等 88.28 屏東縣 仁愛國民小學 20 華燈初上慶豐年 

4 優等 89.50 花蓮縣 北埔國民小學 30 噶瑪蘭悠遠樂舞情 

5 優等 87.20 臺中市 和平區和平國民小學 28 泰雅舞豐勤 

6 優等 85.60 雲林縣 永光國民小學 25 喜慶歡騰迎佳節 

7 優等 88.04 臺北市 新生國民小學 14 牧野童心 

8 優等 89.06 南投縣 國姓國民小學 23 歲穗豐收 慶歡騰 

9 優等 87.20 新北市 頭前國民小學 20 濟公降妖記 

10 優等 89.26 高雄市 八卦國民小學 30 竹林雀影 

11 優等 85.54 臺北市 士林國民小學 16 鬧新春 

12 優等 85.20 高雄市 新威國民小學 16 客鄉農樂 

13 甲等 84.82 臺中市 力行國民小學 17 娃兒戲鼓 

14 優等 86.88 桃園市 大同國民小學 20 燄山頑猴戲桃樂 

15 甲等 83.10 臺中市 南屯國民小學 18 心花蕩漾 

16 優等 89.08 臺南市 紅瓦厝國民小學 14 春鳴拾趣 

17 優等 85.44 苗栗縣 梅園國民小學 26 泰雅祖訓 

18 甲等 83.50 臺北市 萬大國民小學 12 金環樂 

19 優等 88.26 臺北市 敦化國民小學 23 紅燈鼓韻舞嬉絹 

20 優等 86.76 新竹縣 玉峰國民小學 21 敬天祈福慶豐收 

21 優等 88.46 基隆市 安樂國民小學 16 傣鄉漁趣 

22 優等 86.44 新北市 安坑國民小學 18 看戲趣 

23 優等 88.06 宜蘭縣 金岳國民小學 28 苡莉的編織 

24 優等 86.70 嘉義縣 來吉國民小學 14 大洪水傳說 

25 特優 90.36 臺東縣 知本國民小學 28 rekerekepan.伴 

26 優等 87.16 桃園市 奎輝國民小學 17 復薪泰雅 

27 優等 87.06 彰化縣 永靖國民小學 19 躍馬奔騰 

28 特優 90.44 新北市 集美國民小學 19 頑童戲獅 

29 優等 86.46 新北市 民義國民小學 14 鄉間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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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場次：3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9：00 起 

1. 國中Ｂ團體丙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6.98 臺南市 善化國民中學 5 金玉滿堂 

2 優等 89.44 臺北市 金華國民中學 8 趕擺儷影 

3 優等 85.20 新北市 鷺江國民中學 4 桐花情 

4 優等 88.28 雲林縣 斗六國民中學 9 氣凝風行 

5 優等 86.96 新竹縣 竹東國民中學 11 茶韻飄香 

6 甲等 82.40 臺北市 敦化國民中學 9 歡慶鑼鼓 

7 棄權 0.00 新北市 漳和國民中學 11 山上的孩子 

8 優等 87.60 花蓮縣 三民國民中學 11 射日傳說 

9 優等 89.20 桃園市 楊梅國民中學 9 藝棧飄香 

10 優等 89.78 宜蘭縣 復興國民中學 8 暢意 

11 優等 87.96 臺中市 私立明道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9 茶鄉韻 

12 優等 86.54 臺南市 民德國民中學 10 春 驚蟄 雨趣 

13 優等 88.70 彰化縣 員林國民中學 5 夏荷花綻舞娉婷 

14 甲等 84.00 臺中市 立人國民中學 9 含笑秋夜花對月 

15 甲等 84.48 臺北市 中正國民中學 8 意趣春曉 

16 優等 87.44 臺東縣 都蘭國民中學 11 祈雨賜豐年 

17 優等 85.60 高雄市 岡山國民中學 10 耀武威揚 

18 優等 86.42 桃園市 建國國民中學 9 女兒國 

19 優等 88.94 金門縣 金城國民中學 7 扎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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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場次：3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13：00 起 

1. 國中 B 團體乙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6.90 新竹市 光華國民中學 13 剪紙・姑娘 

2 優等 88.70 臺東縣 賓茂國民中學 25 ina-母親 

3 優等 87.80 桃園市 大崗國民中學 30 成人祭儀 

4 優等 87.10 高雄市 前鎮國民中學 26 祈˙豐收 

5 棄權 0.00 新竹縣 博愛國民中學 14 迴清倒影 

6 優等 87.44 臺南市 歸仁國民中學 17 妞啊！ 

7 甲等 82.00 新北市 板橋國民中學 23 傣家風情 

8 甲等 80.80 嘉義縣 新港國民中學 16 民俗采風~十二婆姐 

9 優等 85.22 新北市 丹鳳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30 海洋圖騰 

10 優等 86.64 苗栗縣 泰安國民中學 14 馬那邦山下的腳印 

11 優等 89.04 花蓮縣 豐濱國民中學 30 Ma ka pa hay 

12 優等 88.90 臺中市 中山國民中學 23 大山兒女情 

13 優等 86.62 新北市 樟樹國民中學 19 滿載而歸 

14 優等 89.50 南投縣 仁愛國民中學 30 編織賽德克 

15 特優 90.56 宜蘭縣 大同國民中學 21 墾給那斯 

16 特優 90.00 臺中市 安和國民中學 20 銀落山澗 

17 優等 86.24 屏東縣 潮州國民中學 17 花開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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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場次：3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13：00 起 

1. 國小Ｂ團體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6.04 臺北市 萬興國民小學 16 卓別林有事嗎 

2 優等 88.00 新北市 龍埔國民小學 21 台灣米ㄟ好滋味(台語) 

3 優等 88.08 桃園市 南崁國民小學 25 兀 r 平方 3.14159...... 

4 優等 85.26 苗栗縣 建中國民小學 18 華華月光;映雪桐飛 

5 優等 87.34 南投縣 溪南國民小學 26 大地祝禱 

6 優等 86.18 彰化縣 田尾國民小學 14 Yappy 鴨比 

7 優等 86.70 宜蘭縣 羅東國民小學 21 遠古傳說 

8 優等 89.12 基隆市 信義國民小學 17 海港囡仔 

9 優等 88.38 臺中市 大肚國民小學 26 神奇的傑克 

10 甲等 83.10 屏東縣 東海國民小學 22 My world 

11 特優 91.94 桃園市 大同國民小學 18 報告！洞ㄧㄠ動動…… 

12 優等 85.70 臺北市 日新國民小學 20 Snow dream 

13 優等 85.18 新北市 昌福國民小學 17 臺灣最美的風景 

14 優等 85.62 臺中市 永隆國民小學 14 紅色沙圖什 

15 優等 85.80 花蓮縣 三棧國民小學 23 猴靈猴現 

16 優等 86.88 臺北市 私立薇閣小學 12 貓咪狂想曲 

17 優等 88.80 新竹縣 玉峰國民小學 21 鷹眼 

18 優等 86.64 臺南市 紅瓦厝國民小學 20 企鵝危機 

19 優等 89.84 新北市 裕民國民小學 22 Paparazzi 

20 優等 85.32 臺東縣 寶桑國民小學 13 漣漪 

21 優等 85.40 澎湖縣 石泉國民小學 14 赤焰の子 

22 優等 89.86 臺北市 南湖國民小學 17 Tetris 

23 特優 90.96 新北市 集美國民小學 18 囚 

24 優等 85.40 臺南市 宅港國民小學 12 孕育之母─韻婆姐 

25 優等 85.64 臺中市 北屯區大坑國民小學 14 送愛到非洲-拓荒取水 

26 優等 85.36 雲林縣 重光國民小學 23 駭客!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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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場次：3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00 起 

1. 高中職 B 團體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

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甲等 84.22 新北市 北大高級中學 2 陪妳到最後 

2 棄權 0.00 宜蘭縣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2 平行線 

3 優等 86.62 臺南市 永仁高級中學 3 你、我、它 

4 特優 91.00 屏東縣 來義高級中學 6 吾．擺 

5 優等 85.20 新北市 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 HI,STORY 

6 優等 86.96 高雄市 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2 走過生命幽谷 

7 優等 86.70 新北市 南山高級中學 11 Plubbers! 

8 棄權 0.00 新北市 林口高級中學 10 Spicy Girl 

9 優等 88.84 臺中市 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11 無.限 

10 甲等 80.00 臺東縣 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 你懂的! 

11 特優 90.74 高雄市 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8 門下的黑影 

 

2. 高中職 B 團體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

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7.76 花蓮縣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21 Talakal ni Idek 霓弓 

2 優等 87.90 桃園市 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8 DART 

3 優等 88.16 新北市 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26 越過海平線 

4 甲等 83.36 臺北市 私立育達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2 甦 

5 棄權 0.00 高雄市 路竹高級中學 30 Delightful Friday 

6 特優 91.50 臺東縣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30 古姆達 

7 特優 90.14 臺南市 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14 Case N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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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場次：3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13：00 起 

1. 國小Ｂ團體乙組－兒童舞蹈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甲等 84.96 花蓮縣 大榮國民小學 12 登革熱 OUT 

2 甲等 84.82 屏東縣 口社國民小學 20 孩子夜未眠 

3 優等 88.38 桃園市 自強國民小學 21 廟埕的春天 

4 特優 90.70 高雄市 福山國民小學 25 我的小把戲 

5 優等 85.58 新北市 德音國民小學 21 我愛洗澡魯啦啦 

6 優等 86.58 臺南市 紅瓦厝國民小學 18 mouse 

7 優等 89.96 臺中市 大肚國民小學 17 金牌阿麵師 

8 優等 89.70 高雄市 八卦國民小學 21 尋寶樂 

9 優等 86.92 彰化縣 靜修國民小學 15 跳跳虎勇氣百分百 

10 優等 88.94 新北市 龍埔國民小學 28 奇妙的雲朵 

11 優等 86.08 臺中市 國安國民小學 15 蜜蜂勤做工 

12 優等 89.40 臺北市 南湖國民小學 16 熊熊別哭 

13 優等 85.52 苗栗縣 啟文國民小學 16 大地靚靚樂悠遊 

14 優等 85.48 南投縣 康壽國民小學 18 歡樂的 Party 

15 甲等 84.94 臺中市 重慶國民小學 15 烏龜 VS.兔子 

16 優等 86.92 新北市 昌平國民小學 18 愛護眼睛 重返好時光 

17 優等 87.12 新北市 中山國民小學 23 給書包減肥 

18 優等 88.74 雲林縣 東興國民小學 30 媽媽的美味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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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場次：3 月 17 日（星期五）上午 9：00 起 

1. 國中Ｂ團體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6.76 高雄市 七賢國民中學 16 指揮狂想曲 

2 優等 87.48 臺北市 私立靜心國民中學 29 Blind 

3 優等 88.48 臺中市 中山國民中學 22 Sardines 

4 優等 86.30 高雄市 明華國民中學 16 快樂傳球趣 

5 甲等 84.70 澎湖縣 中正國民中學 14 In the dark 

6 特優 91.10 臺中市 安和國民中學 22 季節性效應 

7 優等 86.28 臺東縣 卑南國民中學 17 深夜冶遊 

8 特優 91.10 高雄市 桃源國民中學 28 
Kaupis isia ludun tu avi atuduldulanku 

(山稜線是我最後站立的位置) 

9 優等 88.26 臺南市 復興國民中學 16 明天過後 

10 優等 86.66 新北市 
海山高級中學附設 

國中部 
18 夢旅 

11 優等 85.48 屏東縣 林邊國民中學 16 流動的記憶 

12 優等 86.94 臺南市 金城國民中學 27 As time goes by... 

13 優等 89.64 基隆市 成功國民中學 16 翱翔 

14 甲等 84.64 嘉義縣 新港國民中學 14 北風 

15 棄權 0.00 雲林縣 東勢國民中學 28 畢業快樂‧夢想起飛 

16 優等 85.96 新竹縣 
湖口高級中學附設 

國中部 
20 step with beat 

 

2. 大專Ｂ團體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5.10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7 找呀找 

2 棄權 0.00 高雄市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4 初･見 

3 優等 87.72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7 This world 

4 優等 86.70 臺南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7 UNDER THE ROSE 

5 優等 86.00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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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場次：3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3：00 起 

1. 國小 B 團體丙組－兒童舞蹈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5.24 新北市 文林國民小學 7 蠟筆的天空 

2 優等 86.00 臺中市 永春國民小學 11 奇幻旅程 

3 優等 86.16 新北市 忠義國民小學 4 eye care 

4 優等 86.10 臺北市 日新國民小學 8 小小娃仔 Happy time 

5 優等 88.66 宜蘭縣 羅東國民小學 11 修管水樂園 

6 優等 89.58 新竹縣 光明國民小學 11 It's  Party Time 

7 特優 90.10 彰化縣 員林國民小學 11 毛小孩重新記 

8 優等 87.64 屏東縣 玉光國民小學 11 殺蚊主義 

9 優等 88.04 桃園市 莊敬國民小學 11 快樂毛毛蟲 

10 優等 86.68 南投縣 德興國民小學 10 小企鵝的歡樂世界 

11 優等 85.14 臺中市 忠信國民小學 8 蛋誕危機 

12 優等 88.50 高雄市 過埤國民小學 11 當我們同在蟻起 

13 優等 88.22 新北市 裕民國民小學 11 Swan 

14 甲等 83.64 臺北市 雨農國民小學 6 蓮葉荷田田 

15 優等 89.02 雲林縣 中山國民小學 11 我們的音樂課 

16 優等 87.68 臺中市 軍功國民小學 11 喵喵進行曲 

17 優等 85.96 臺南市 青山國民小學 11 呱呱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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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場次：3 月 18 日（星期六）上午 9：00 起 

1. 國中 B 團體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

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棄權 0.00 新北市 漳和國民中學 11 闇月紅光 

2 優等 86.68 雲林縣 林內國民中學 9 教室隨想 

3 優等 87.70 南投縣 宏仁國民中學 5 空心地帶 

4 優等 85.38 臺東縣 私立均一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5 Marginalization 

5 優等 85.60 臺中市 龍津國民中學 9 隨行、隨形 

6 優等 88.62 彰化縣 鹿港國民中學 6 STOP BULLYING 

7 優等 87.56 臺北市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8 反撲 

8 優等 89.62 臺北市 臺北歐洲學校(建業路) 7 After The War 

9 優等 86.46 臺中市 光德國民中學 9 當我們同在一起 

10 優等 86.42 宜蘭縣 中華國民中學 10 致青春 

11 優等 85.82 高雄市 正興國民中學 8 cage．抑動 

12 優等 87.04 高雄市 岡山國民中學 11 稻園樂章 

13 優等 85.26 臺北市 大安國民中學 8 掙脫 

14 優等 89.78 花蓮縣 玉東國民中學 10 流 

15 優等 87.62 新竹縣 忠孝國民中學 8 奇幻生日夜 

16 特優 91.10 臺南市 中山國民中學 10 浪步潮間 

17 特優 92.40 屏東縣 私立南榮國民中學 11 黑潮 

18 特優 91.70 桃園市 楊梅國民中學 9 神探 9個半 

19 
不錄

取 
78.40 臺北市 明湖國民中學 4 Twice 610 

 

2. 大專Ｂ團體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9.60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14 華麗下的斑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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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場次：3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 13：00 起 

1. 國小Ｂ團體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

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7.70 臺北市 臺北歐洲學校(文林路) 11 Adventure Time! 

2 甲等 84.62 高雄市 吉洋國民小學 9 小女孩的異想世界 

3 優等 86.10 臺中市 西屯區永安國民小學 8 鬼· 搗蛋 

4 優等 85.40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 
8 海灘日記 

5 優等 85.20 臺中市 北區太平國民小學 11 勇闖東海岸 

6 優等 86.82 新北市 同榮國民小學 10 流浪狗之歌 

7 優等 87.84 新北市 金山國民小學 11 綻放 

8 優等 88.26 桃園市 雙龍國民小學 10 小小阿兵哥 

9 優等 86.18 花蓮縣 三棧國民小學 11 印記 

10 優等 85.76 嘉義縣 太和國民小學 11 童心饗茶 

11 甲等 84.22 屏東縣 新園國民小學 8 跟著心飛翔 

12 優等 87.06 宜蘭縣 金洋國民小學 11 山林間 

13 優等 85.86 新竹縣 竹東國民小學 9 我的蜜密花園 

14 優等 85.82 臺東縣 新園國民小學 11 重生 

15 優等 88.16 彰化縣 鹿東國民小學 11 Flying Dreams 

16 優等 89.24 臺中市 大肚國民小學 11 不速之客--小強出沒 

17 優等 87.62 桃園市 建國國民小學 9 大嘴巴愛吃泡泡糖 

18 優等 86.62 南投縣 南光國民小學 6 五月雪 

19 優等 85.80 臺南市 建功國民小學 8 黑面舞者 

20 甲等 82.66 新北市 修德國民小學 3 Move Your Body 

21 優等 87.12 臺北市 麗山國民小學 8 保護地球，就從我們做起！ 

22 甲等 84.28 雲林縣 東光國民小學 9 奔跑吧！青春 

23 優等 87.62 新北市 忠義國民小學 7 夜的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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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南區各級學校團體甲組成績表 

比賽地點：臺東體育館 

第 28 場次：3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13：30 起 

1. 國小 B 團體甲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8.50 彰化縣 芬園國民小學 31 荷影蓮心映塘華 

2 優等 86.30 雲林縣 褒忠國民小學 60 戰鼓起 旗威楊 

3 特優 91.20 高雄市 岡山國民小學 75 擊楫渡江復山河 

 

2. 國小 A 團體甲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8.56 雲林縣 斗六國民小學 40 逆戰 

 

3. 國中 B 團體甲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2.00 屏東縣 潮州國民中學 48 武穆雄風之氣壯山河 

2 優等 88.80 雲林縣 斗六國民中學 47 武風 

 

4. 國中 A 團體甲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8.50 嘉義縣 中埔國民中學 50 五百強盜成佛西天 

 

5. 國小 B 團體甲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6.00 雲林縣 莿桐國民小學 75 希望之光 

2 優等 86.54 嘉義縣 竹崎國民小學 36 遇見最美的你 

3 優等 87.40 臺南市 公園國民小學 35 醉不可鼠 

4 優等 89.50 高雄市 漢民國民小學 43 一顆種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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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小 A 團體甲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8.10 屏東縣 東港國民小學 32 風之幻 

2 特優 90.80 臺南市 進學國民小學 37 反樂高聯盟 

3 優等 88.60 嘉義縣 水上國民小學 48 點.線關係 

 

7. 國中 B 團體甲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

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甲等 82.00 臺東縣 桃源國民中學 34 Hip Hop Together 

2 優等 86.00 屏東縣 佳冬國民中學 34 癮 

3 優等 87.80 雲林縣 斗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34 流逝 

4 特優 91.40 臺南市 聖功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32 夜・燄 

5 特優 90.20 彰化縣 彰興國民中學 42 萌動 

 

8. 國中 A 團體甲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8.40 嘉義縣 民雄國民中學 31 花心 

2 特優 91.20 高雄市 苓雅國民中學 31 守．機 

 

9. 高中職 A 團體甲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1.20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術學校 36 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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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場次：3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13：30 起 

1. 國小 B 團體甲組－兒童舞蹈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8.90 彰化縣 育英國民小學 53 黑白大對決 

2 特優 90.40 雲林縣 土庫國民小學 60 交通安全要注意 

3 優等 87.00 臺東縣 關山國民小學 32 我可以遲到嗎? 

4 優等 89.50 南投縣 魚池國民小學 32 田庄囝仔 

 

2. 國小 B 團體甲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0.00 臺東縣 嘉蘭國民小學 36 liqu 

2 優等 89.10 南投縣 仁愛國民小學 42 snaw Sediq 勇士的榮耀-融 

3 優等 86.80 高雄市 中壇國民小學 35 陪我看花 

4 優等 88.10 臺南市 關廟國民小學 32 燭娃兒 

5 特優 90.90 雲林縣 中山國民小學 53 祥燈花巷  元宵樂 

6 特優 90.80 彰化縣 僑信國民小學 42 燈紅扇影慶歡年 

 

3. 國小 A 團體甲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8.56 臺南市 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 35 福滿客庄樂陶然 

 

4. 國中 B 團體甲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甲等 84.40 雲林縣 麥寮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41 聯合歲時祭慶豐收 

2 優等 86.60 臺南市 安平國民中學 46 嗨!虱目魚兒 

3 特優 90.80 南投縣 大成國民中學 47 竹舞豐收慶佳節 

4 特優 91.60 臺東縣 知本國民中學 42 山谷迴響，澎湃湧泉 

5 特優 90.00 臺南市 復興國民中學 34 仙境水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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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中 A 團體甲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0.12 雲林縣 雲林國民中學 34 蘭花語 

2 特優 91.40 高雄市 苓雅國民中學 31 春遊 

 

6. 高中職 B 團體甲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

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1.10 高雄市 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75 台灣風情畫 

2 特優 90.50 臺東縣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34 原融 

3 特優 90.34 南投縣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36 船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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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北區各級學校團體甲組成績表 

比賽地點：新竹體育館 

第 30 場次：3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13：30 起 

1. 高中職 B 團體甲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8.00 桃園市 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1 戰魂 

 

2. 國小 B 團體甲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6.90 新竹縣 上舘國民小學 37 靈龍戲珠祈太平 

2 優等 87.10 桃園市 大業國民小學 39 雲起龍驤舞躍天 

3 甲等 84.08 新北市 金山國民小學 35 蹤 

4 優等 88.50 新北市 江翠國民小學 56 鎮守邊關~焱犇之戰 

5 甲等 84.80 臺中市 春安國民小學 37 點將 

6 優等 86.30 新北市 鷺江國民小學 33 飛天伎樂舞婆娑 

7 特優 90.00 臺中市 大勇國民小學 32 夏荷綠映舞蓮香 

 

3. 國中 B 團體甲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9.40 新竹市 培英國民中學 44 盛世風華 

 

4. 高中職 A 團體甲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2.00 新北市 清水高級中學 32 春庭儷影 

 

5. 國中 B 團體甲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2.40 新北市 頭前國民中學 75 我的第二故鄉-台灣 

2 優等 86.54 新竹縣 峨眉國民中學 44 離群 

3 優等 86.80 新北市 中正國民中學 66 辦桌 

4 優等 85.50 花蓮縣 國風國民中學 75 法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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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小 B 團體甲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7.20 新北市 光復國民小學 38 
我在這裡。愛在這裡。 

家在這裡。 

2 優等 86.60 新北市 金山國民小學 36 小王子冒險記 

3 優等 87.40 新北市 思賢國民小學 32 丑翻天 

4 優等 88.74 臺中市 國光國民小學 32 南極下的驚險 

5 特優 90.60 臺北市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附設 

國小部 
40 食在精彩 

6 優等 89.40 新北市 成功國民小學 31 水手之歌 

7 特優 92.20 新竹縣 光明國民小學 32 春天來了 

8 優等 86.70 臺中市 大明國民小學 42 跳動的小麥 

9 優等 86.80 桃園市 山頂國民小學 46 寄居蟹的家 

 

7. 高中職 B 團體甲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7.80 新北市 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43 匆匆 

2 特優 90.60 桃園市 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2 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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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場次：3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13：30 起 

1. 國小 B 團體甲組－兒童舞蹈 
 

序號 等第 
總平

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棄權 0.00 新竹縣 竹中國民小學 40 貪吃老鼠遇上貓 

2 優等 86.60 臺中市 樹義國民小學 36 刷呀!刷刷刷 牙齒健康笑 CC 

3 優等 89.80 臺北市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附 

設國小部 
36 地球浩劫 

4 優等 88.60 桃園市 桃園國民小學 46 夏天到，知了知了真熱鬧！ 

 

2. 國小 B 團體甲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優等 85.90 新北市 瑞亭國民小學 44 太平花開慶豐年 

2 優等 87.10 桃園市 宋屋國民小學 32 春芽翠梅吐芬芳 

3 優等 87.50 臺北市 木柵國民小學 42 文山茶筍情 

4 優等 88.42 新竹縣 大同國民小學 34 正月磅龍客庄情 

5 優等 86.06 基隆市 八斗國民小學 34 憶。歡慶 

6 優等 86.96 新北市 民義國民小學 34 歡慶元宵 

7 優等 89.90 臺中市 上石國民小學 35 茉莉情懷傘語香 

8 優等 85.62 新北市 瑞平國民小學 34 喜獅迎春 

9 優等 87.96 臺北市 富安國民小學 48 歡喜迎豐年 

10 優等 85.78 臺中市 西屯區泰安國民小學 36 鼓雨畫荷舞翩翩 

11 特優 91.00 花蓮縣 新城國民小學 63 奇萊山腳下 

12 優等 87.66 桃園市 高義國民小學 35 泰雅播種祭舞 

13 優等 89.06 新北市 忠義國民小學 34 嘉慶君遊台灣(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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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小 A 團體甲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2.10 苗栗縣 建功國民小學 51 荷塘媚影 

 

4. 國中 B 團體甲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2.20 花蓮縣 化仁國民中學 56 里漏部落風情 

2 優等 87.20 臺中市 太平國民中學 34 喜慶 

 

5. 高中職 B 團體甲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特優 92.00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75 Kakita’an(祖屋) 

2 棄權 0.00 桃園市 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32 噶瑪蘭-除瘟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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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全區個人組決賽 

最佳舞技得獎名單 

舞蹈類型 縣市別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節目名稱 

古典舞 臺北市 陳冠叡 男 中正高級中學 白狐傳 

民俗舞 臺中市 張秉榕 男 光明國民中學 蒼茫孤煙行 

現代舞 臺北市 何亭蓁 女 北安國民中學 身體協奏曲 

 

 

最佳編舞得獎公告 

區別 
舞蹈 

類型 
縣市別 姓名 節目名稱 編舞教師 

全區 

個人組 

古典舞 桃園市 陳禹葳 凱歌獵宴行 蔡銘元 

民俗舞 臺北市 李明哲 嵩山晨曲 黃詩凱 

現代舞 桃園市 謝芸真 肢解面體 蔡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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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團體乙、丙組決賽 

最佳編舞得獎公告 

區別 
舞蹈 

類型 
縣市別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編舞教師 

全區 

A 團體 

乙丙組 

古典舞 

臺中

市 

臺中市立文

華高級中學 
化塵 蔡銘元 

民俗舞 臺北市 北安國民中學 風起邊陲刺客行 魏卲宇 

現代舞 臺南市 中山國民中學 Electricity 方士允 

 

 

區別 
舞蹈 

類型 
縣市別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編舞教師 

全區 

B 團體 

乙丙組 

古典舞 臺中市 黎明國民小學 點將令 張惠君 

民俗舞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大羽冠

Tingpih 

田姈琋 

現代舞 屏東縣 私立南榮國民中學 黑潮 張忠安 

兒童舞蹈 新竹縣 光明國民小學 

It's  

Party 

Time 

楊子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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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團體甲組決賽 

最佳編舞得獎公告 

區別 
舞蹈 

類型 
縣市別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編舞教

師 

南區 

團體 

甲組 

古典舞 屏東縣 潮州國民中學 
武穆雄風之 

氣壯山河 
駱欣雅 

民俗舞 臺東縣 知本國民中學 
山谷迴響， 

澎湃湧泉 
林薇 

現代舞 高雄市 苓雅國民中學 守．機 謝毓玲 

兒童舞蹈 雲林縣 土庫國民小學 交通安全要注意 廖思婷 

 

 

區別 
舞蹈 

類型 
縣市別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編舞教師 

北區 

團體 

甲組 

古典舞 新北市 清水高級中學 春庭儷影 賴玥蓉 

民俗舞 苗栗縣 建功國民小學 荷塘媚影 溫麗榮 

現代舞 新竹縣 光明國民小學 春天來了 葉姿慧 

兒童舞蹈 臺北市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

中學附設國小部 
地球浩劫 陳冠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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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團體甲組決賽 

加強推行生活教育評選得獎名單最佳團隊 

區別 評選場次 日期 縣市別 參加單位 

南區 

團體 

甲組 

第 28 場 106.03.22 

彰化縣 彰興國民中學 

臺南市 進學國民小學 

臺南市 
財團法人聖功女中 

附設國中 

第 29 場 106.03.23 

臺東縣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臺南市 安平國民中學 

雲林縣 中山國民小學 

北區 

團體 

甲組 

第 30 場 106.03.29 

新北市 中正國民中學 

新北市 江翠國民小學 

新北市 頭前國民中學 

第 31 場 106.03.30 

新北市 民義國民小學 

新北市 瑞平國民小學 

花蓮縣 化仁國民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