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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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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2.27 至 108.03.03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 

地址：640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310 號 

電話：05-5523160 

A 團體乙、丙組 

108.03.05 至 108.03.06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 

地址：640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310 號 

電話：05-5523160 

B 團體乙、丙組 

（古典、民俗舞） 

108.03.09 至 107.03.12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 

地址：640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310 號 

電話：05-5523160 

B 團體乙、丙組 

（現代、兒童舞蹈） 

107.03.14 至 107.03.16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 

地址：640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310 號 

電話：05-5523160 

北區 
團體甲組 

108.03.20 至 108.03.21 

花蓮縣立體育場【小巨蛋】 

地址：97071 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23 號 

電話：03-8580686 

南區 
團體甲組 

108.03.27 至 108.03.28 

彰化縣立體育館 

地址：50057彰化市健興路 1號 

電話：04-711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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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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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人） 

一、 承辦單位：雲林縣政府 

二、 執行單位：雲林縣口湖國民小學 

三、 聯絡人：郭秀玉校長，電話: 05-7892154 

四、 E-mail：kuo551025@gmail.com  

五、 比賽地點：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 

(地址: 640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310號，電話: 05-552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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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7 日 

星期三 

1. 國中個人組－古典舞（31 人） 

【第 16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1 

1. 高中職個人組－古典舞（25 人） 

【第 20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 大專個人組－古典舞（14 人） 

2 

2 月 28 日 

星期四 

1. 國小個人組－古典舞（29 人） 

【第 15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3 

1. 高中職個人組－民俗舞（27 人） 

【第 20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 大專個人組－民俗舞（13 人） 

4 

3 月 1 日 

星期五 

1. 國小個人組－民俗舞（30 人） 

【第 15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5 

1. 國中個人組－民俗舞（31 人） 

【第 16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6 

3 月 2 日 

星期六 

1. 國小個人組－現代舞（30 人） 

【第 15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7 

1. 高中職個人組－現代舞（25 人） 

【第 20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 大專個人組－現代舞（14 人） 

8 

3 月 3 日 

星期日 

1. 國中個人組－現代舞（31 人） 

【第 16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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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公尺×深 11公尺。 

3. 參賽人員入口尺寸: 寬 0.6 公尺×高 2.0公尺。 

4. 道具出入口尺寸：寬 2.9公尺×高 4.0公尺。 

5. 道具搬運：依大會標示及工作人員指引，道具於右舞台後方出入口進入預備區等待，可由左

右舞台兩側進退場。 

6. 參賽人員進退場：參賽人員於演講廳檢錄完畢後，依照大會標示及工作人員指引，由右舞臺

側指定入口進場預備，退場時由右舞臺指定之人員出口處退出（詳如附錄三之全區比賽場地

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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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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全區各級學校 A 團體乙、丙組（共 16組，76隊） 

一、 一、承辦單位：雲林縣政府 

二、 執行單位：雲林縣口湖國民小學 

三、 聯絡人：郭秀玉校長，電話：05-7892154 

四、 E-mail：kuo551025@gmail.com 

五、 比賽地點：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 

（地址：640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310 號，電話：05-552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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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 

星期一 

全區各級學校 A 團體乙、丙組彩排（民俗舞、古典舞、現代舞） 

9:00-20:50 

3 月 5 日 

星期二 

1. 高中職 A 團體丙組－民俗舞（2 隊） 

2. 國中 A 團體乙組－民俗舞（8 隊） 

【中場休息】 

3. 國小 A 團體乙組－民俗舞（8 隊） 

4. 國小 A 團體丙組－民俗舞（2 隊）  

10 

1. 國中 A 團體丙組－民俗舞（4 隊） 

2. 國小 A 團體乙組－古典舞（4 隊） 

3. 國中 A 團體乙組－古典舞（4 隊） 

【中場休息】 

4. 國小 A 團體丙組－古典舞（3 隊） 

5. 國中 A 團體丙組－古典舞（5 隊） 

6. 高中職 A 團體乙組－古典舞（4 隊） 

11 

3 月 6 日 

星期三 

1. 高中職 A 團體丙組－現代舞（1 隊） 

2. 國中 A 團體丙組－現代舞（7 隊） 

3. 國小 A 團體丙組－現代舞（3 隊） 

【中場休息】 

4. 國中 A 團體乙組－現代舞（10 隊） 

12 
1. 國小 A 團體乙組－現代舞（9 隊） 

2. 高中職 A 團體乙組－現代舞（2 隊） 
13 

【彩排注意事項】 

一、 彩排時段： 

彩排日期 彩排類型 彩排時間 彩排項目 備註 

2019/03/04 賽前彩排 09:00-20:50 古典舞、民俗舞、現代舞 A 組團隊均可登錄 

2019/03/05 夜間彩排 17:20-20:50 現代舞 供隔日賽程團隊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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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預約採排測試日期：1 月 2 日至 1 月 4 日止。 

3. 網路預約彩排正式登錄日期：1 月 7 日起至 1 月 9 日止。 

4. 已登記彩排的團隊可自行協調互換時段，並請參賽單位於公告後一星期內通知臺灣師大體

研中心，轉知承辦單位更正彩排順序資料。 

5. 承辦人：孫佳麒；電話：(02)7734-3242。 

三、 其他事項： 

1. 舞臺表演範圍：寬 14 公尺 × 深 11 公尺。 

2. 參賽人員入口尺寸: 寬 0.6 公尺 × 高 2.0 公尺。 

3. 道具出入口及參賽人員退場出口尺寸：寬 2.9 公尺 × 高 4.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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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具搬運：依大會標示及工作人員指引，道具於右舞台後方出入口進入預備區等待，可由

左右舞台側進退場。 

5. 參賽人員進退場：參賽人員於演講廳檢錄完畢後，依照大會標示及工作人員指引，由左舞

臺側指定入口進場預備，退場時由右舞臺指定之人員出口處退出（詳如附錄三之全區比賽

場地配置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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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登記彩排的隊伍敬請於大會公告之彩排時間前 30 分鐘至現場報到，未在登記的時段內彩排

者，視同放棄彩排的權利；若該彩排時段無法到場者，敬請事先通知大會處理；現場彩排

唱名 3 次未到，隨即取消彩排資格。 

8. 各彩排團隊請於公告之彩排時間前 5 分鐘進入預備區候位。 

9. 各團隊彩排現場進入表演區和觀眾席人員最多 3 人(後臺協助人員不計)，含攝錄影(限該參

賽單位之舞碼)、播音和指導老師，且由大會燈光、音響承包廠商提供播音器材、麥克風給

各彩排單位使用，請各參賽團隊遵循工作人員指示進行，彩排期間亦不允許非該團隊人員

進入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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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全區各級學校 B 團體乙、丙組（共 24組，324隊） 

一、 一、承辦單位：雲林縣政府 

二、 執行單位：雲林縣口湖國民小學 

三、 聯絡人：郭秀玉校長，電話：05-7892154 

四、 E-mail：kuo551025@gmail.com 

五、 比賽地點：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 

（地址：640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310 號，電話：05-552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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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全區各級學校 B 團體乙、丙組彩排（古典舞、民俗舞） 

9:00-20:00 

3 月 8 日 

星期五 

全區各級學校 B 團體乙、丙組彩排（古典舞、民俗舞） 

9:00-20:50 

3 月 9 日 

星期六 

1. 國中 B 團體丙組－古典舞（15 隊） 

【第 12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 國中 B 團體乙組－古典舞（9 隊）  

14 

1. 國小 B 團體乙組－古典舞（21 隊） 

【第 13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 大專團體丙組－古典舞（4 隊） 

15 

3 月 10 日 

星期日 

1. 高中職 B 團體丙組－古典舞（1 隊） 

2. 高中職 B 團體乙組－古典舞（1 隊） 

3. 國小 B 團體丙組－古典舞（20 隊） 

【第 9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16 
1. 國小 B 團體乙組－民俗舞（25 隊） 

【第 13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17 

3 月 11 日 

星期一 

1. 高中職 B 團體丙組－民俗舞（7 隊） 

2. 國中 B 團體乙組－民俗舞（17 隊） 

【第 5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18 
1. 國小 B 團體丙組－民俗舞（26 隊） 

【第 13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19 

3 月 12 日 

星期二 

1. 國中 B 團體丙組－民俗舞（25 隊） 

【第 13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0 

1. 高中職 B 團體乙組－民俗舞（8 隊） 

2. 大專團體丙組－民俗舞（1 隊） 

【B 團體乙、丙組彩排 15:00-20:50】 

（現代舞、兒童舞蹈） 

21 

3 月 13 日 

星期三 

全區各級學校 B 團體乙、丙組彩排（現代舞、兒童舞蹈） 

9:00-20:50 

3 月 14 日 

星期四 

1. 國中 B 團體丙組－現代舞（25 隊） 

【第 13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2 

1. 國小 B 團體乙組－兒童舞蹈（16 隊） 

【第 11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 高中職 B 團體乙組－現代舞（6 隊） 

3. 大專團體丙組－現代舞（4 隊） 

23 

3 月 15 日

星期五 

1. 高中職 B 團體丙組－現代舞（5 隊） 

2. 國小 B 團體丙組－兒童舞蹈（16

隊） 

【第 6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4 

1. 國小 B 團體丙組－現代舞（24 隊） 

【第 13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 大專團體乙組－現代舞（1 隊） 

25 

3 月 16 日

星期六 

1. 國中 B 團體乙組－現代舞（21 隊） 

【第 11 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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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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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排注意事項】 

一、 彩排時段： 

彩排日期 彩排類型 彩排時間 彩排項目 備註 

2019/03/07 賽前彩排 09:00-20:00 古典舞、民俗舞 
B 組團隊均可登錄 

2019/03/08 賽前彩排 09:00-20:50 古典舞、民俗舞 

2019/03/09 夜間彩排 17:30-20:50 古典舞、民俗舞 

供隔日賽程團隊登錄 2019/03/10 夜間彩排 17:30-20:50 民俗舞 

2019/03/11 夜間彩排 17:40-20:50 民俗舞 

2019/03/12 賽前彩排 15:00-20:50 現代舞、兒童舞蹈 
B 組團隊均可登錄 

2019/03/13 賽前彩排 09:00-20:50 現代舞、兒童舞蹈 

2019/03/14 夜間彩排 17:30-20:50 現代舞、兒童舞蹈 
供隔日賽程團隊登錄 

2019/03/15 夜間彩排 17:40-20:50 現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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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起至 1 月 4 日止。 

3. 網路預約彩排正式登錄日期：1 月 8 日起至 1 月 10 日止。 

4. 已登記彩排的團隊可自行協調互換時段，並請參賽單位於公告後一星期內通知臺灣師大體

研中心，轉知承辦單位更正彩排順序資料。 

5. 承辦人：孫佳麒；電話：(02)7734-3242。 

三、 其他事項： 

1. 舞臺表演範圍：寬 14 公尺 × 深 11 公尺。 

2. 參賽人員入口尺寸: 寬 0.6 公尺 × 高 2.0 公尺。 

3. 道具出入口及參賽人員退場出口尺寸：寬 2.9 公尺 × 高 4.0 公尺。 

4. 道具搬運：依大會標示及工作人員指引，道具於右舞台後方出入口進入預備區等待，可由

左右舞台兩側進退場。 

5. 參賽人員進退場：參賽人員於演講廳檢錄完畢後，依照大會標示及工作人員指引，由左舞

臺側指定入口進場預備，退場時由右舞臺指定之人員出口處退出（詳如附錄三之全區比賽

場地配置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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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登記彩排的隊伍敬請於大會公告之彩排時間前 30 分鐘至現場報到（詳如附錄三之全區彩排

場地配置圖），未在登記的時段內彩排者，視同放棄彩排的權利；若該彩排時段無法到場者，

敬請事先通知大會處理；現場彩排唱名 3 次未到，隨即取消彩排資格。 

8. 各彩排團隊請於公告之彩排時間前 5 分鐘進入預備區候位。 

9. 各團隊彩排現場進入表演區和觀眾席人員最多 3 人（後臺協助人員不計），含攝錄影（限該

參賽單位之舞碼）、播音和指導老師，且由大會燈光、音響承包廠商提供播音器材、麥克風

給各彩排單位使用，請各參賽團隊遵循工作人員指示進行，彩排期間亦不允許非該團隊人

員進入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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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北區各級學校團體甲組（共 12組，43隊） 

一、 承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二、 執行單位：花蓮縣立化仁國民中學 

三、 聯絡人：馮紀國主任，電話: 03-8543471 分機 131 

四、 E-mail：c863010@yahoo.com.tw 

五、 比賽地點：花蓮縣立體育場【小巨蛋】 

    (地址: 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23 號，電話：03-8580686) 

日期 上午彩排(自 8:40開始) 下午賽程(自 13:30起開始比賽) 
場

次 

3月 20日 

(星期三) 

當日下午比賽團隊 

彩排時段 

1.國小 B團體甲組—兒童舞蹈(3隊) 

2.國小 A團體甲組—民俗舞(12隊) 

【第 8號表演完畢後，中場休息】 

3.國中 A團體甲組—民俗舞(1隊) 

4.國小 B團體甲組—民俗舞(2隊) 

5.高中職 B團體甲組—民俗舞(3隊) 

28 

3月 21日 

(星期四) 

當日下午比賽團隊 

彩排時段 

1.國小 B團體甲組—現代舞(7隊) 

2.國中 B團體甲組—現代舞(4隊) 

【中場休息】 

3.國小 A團體甲組—現代舞(1隊) 

4.高中職 B團體甲組—現代舞(1隊) 

5.國小 B團體甲組—古典舞(5隊) 

6.國中 B團體甲組—古典舞(2隊) 

7.高中職 B團體甲組—古典舞(2隊) 

29 

【彩排注意事項】 

一、彩排時段： 

自 3月 7日起至 3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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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起至 1月 4日止。 

3. 網路預約彩排正式登錄日期：1月 9日起至 1月 11日止。 
4. 已登記彩排的團隊可自行協調互換時段，並請參賽單位於公告後一星期內通知臺灣師大體研

中心，轉知承辦單位更正彩排順序資料。 
5. 承辦人孫佳麒 電話:02-7734-3242 

三、其他事項： 

1. 比賽場地尺寸：寬 28公尺×深 15公尺（詳如附錄四之北區比賽場地配置圖）。 

2. 道具出入口尺寸：寬 3.8 公尺×高 2.5 公尺（詳如附錄四之北區比賽場地配置圖）。 

3. 登記彩排的隊伍敬請於大會公告之彩排時間前 30分鐘至現場報到，未在登記的時段內彩排者，
視同放棄彩排的權利；若該彩排時段無法到場者，敬請事先通知大會處理；現場彩排唱名 3
次未到，隨即取消彩排資格。                                  

4. 各團隊彩排現場進入表演區和觀眾席人員最多 3人(後臺協助人員不計)，含攝錄影(限該參賽
單位之舞碼)、播音和指導老師，且由大會燈光、音響承包廠商提供播音器材、麥克風給各彩
排單位使用，請各參賽團隊遵循工作人員指示，彩排期間亦不允許非該團隊人員進入場內。 

5. 每一參賽團隊道具證僅限 15張(團體甲組兒童舞蹈限 20張)，請於道具出入口處領取，並於

賽後繳回。 

mailto:c863010@yahoo.com.tw
http://studentdance.perdc.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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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南區各級學校團體甲組（共 15組，46隊） 

一、 一、承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二、 執行單位：彰化縣彰安國民中學 

三、 聯絡人：陳詩靖主任，電話 04-7236117 分機 250 

四、 E-mail：s24122@gm.cajh.chc.edu.tw 

五、 比賽地點：彰化縣立體育館 

（地址：50057 彰化市健興路 1 號，電話：04-711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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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3 月 27 日 

星期三 

當日下午比賽團隊 

彩排時段 

1. 國小 B 團體甲組－兒童舞蹈（3 隊） 

2. 國中 B 團體甲組－民俗舞（5 隊） 

3. 國小 A 團體甲組－民俗舞（3 隊） 

【中場休息】 

4. 國小 B 團體甲組－民俗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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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隊） 

7. 高中職 A 團體甲組－民俗舞（1 隊） 

30 

3 月 28 日 

星期四 

當日下午比賽團隊 

彩排時段 

1. 國小 B 團體甲組－古典舞（2 隊） 

2. 國中 B 團體甲組－古典舞（2 隊） 

3. 國中 A 團體甲組－古典舞（2 隊） 

4. 國小 B 團體甲組－現代舞（6 隊） 

【中場休息】 

5. 國小 A 團體甲組－現代舞（4 隊） 

6. 國中 B 團體甲組－現代舞（4 隊） 

7. 國中 A 團體甲組－現代舞（2 隊） 

8. 高中職 B 團體甲組－現代舞（1 隊） 

31 

【彩排注意事項】 

一、 彩排時段： 

自 3 月 13 日起至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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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起至 1 月 4 日止。 

3. 網路預約彩排正式登錄日期：1 月 9 日起至 1 月 11 日止。 

4. 已登記彩排的團隊可自行協調互換時段，並請參賽單位於公告後一星期內通知臺灣師大體

研中心，轉知承辦單位更正彩排順序資料。 

5. 承辦人：孫佳麒；電話：(02)7734-3242。 

三、 其他事項： 

1. 比賽場地尺寸：寬 28 公尺 × 深 15 公尺（詳如附錄四之北區比賽場地配置圖）。 

2. 道具出入口尺寸：寬 2.0 公尺 × 高 2.0 公尺（詳如附錄四之北區比賽場地配置圖）。 

3. 登記彩排的隊伍敬請於大會公告之彩排時間前 30 分鐘至現場報到，未在登記的時段內彩排

者，視同放棄彩排的權利；若該彩排時段無法到場者，敬請事先通知大會處理；現場彩排

mailto:s24122@gm.cajh.c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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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名 3 次未到，隨即取消彩排資格。 

4. 各團隊彩排現場進入表演區和觀眾席人員最多 3 人（後臺協助人員不計），含攝錄影（限該

參賽單位之舞碼）、播音和指導老師，且由大會燈光、音響承包廠商提供播音器材、麥克風

給各彩排單位使用，請各參賽團隊遵循工作人員指示進行，彩排期間亦不允許非該團隊人

員進入場內。 

5. 每一參賽團隊道具證僅限 15 張（團體甲組兒童舞蹈限 20 張），請於道具出入口處領取，並

於賽後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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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各級學校個人組成績表 

比賽地點：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 

第 1 場次：2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起 

1. 國中個人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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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特優 1 91.60 桃園市 吳佳芯 女 中興國民中學 揚槍起鼓帥將行 

19 特優 2 90.74 臺北市 楊又又 女 北安國民中學 當家武生 

9 特優 3 90.60 臺中市 廖士勛 男 光明國民中學 閻王冥點 

11 特優 4 90.00 新竹縣 邱苡甯 女 成功國民中學 闊風旋戰 

8 優等 5 89.06 彰化縣 黃柔菲 女 彰安國民中學 迎風揚槍戰凱歌 

5 優等 6 88.74 高雄市 嚴惠薰 女 苓雅國民中學 香雨花雲 

31 優等 7 88.72 臺北市 程睿之 女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民

中學 
青絲幻化 

29 優等  88.66 桃園市 梁家寧 女 東興國民中學 烽台揚刀鎮關戰 

1 優等  88.40 臺中市 張芷凌 女 中山國民中學 戰 

27 優等  88.16 臺南市 黃鈺娟 女 中山國民中學 凜 

14 優等  86.46 新北市 洪偲喬 女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

中學 
吟春 

20 優等  86.38 基隆市 楊詩涵 女 建德國民中學 媚影水月 

3 優等  85.80 嘉義縣 王韻涵 女 新港國民中學 元狩驃騎傲山河 

30 優等  85.76 臺中市 邵齡萱 女 安和國民中學 威現二郎神 

10 優等  85.40 臺北市 白宜平 女 雙園國民中學 英姿舞長翎 

2 優等  85.36 新北市 鍾承妤 女 私立辭修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出塞曲 

7 優等  85.00 新竹市 李俐瑩 女 育賢國民中學 烈鋒 

16 甲等  84.90 屏東縣 沈念葶 女 明正國民中學 穆桂英掛帥 

6 甲等  84.32 嘉義市 陳依亭 女 嘉義國民中學 白凜天狐 

4 甲等  84.10 高雄市 黃愉茜 女 鼎金國民中學 飛天 

17 甲等  83.90 雲林縣 廖品瑜 女 雲林國民中學 巾幗情懷展英姿 

25 甲等  83.26 澎湖縣 洪紫緹 女 文光國民中學 舞羽翎兮 

12 甲等  83.24 臺南市 吳庭妤 女 南新國民中學 出征令 

28 甲等  83.24 宜蘭縣 簡若軒 女 羅東國民中學 巾幗征戰 

22 甲等  83.06 南投縣 賴璿雅 女 埔里國民中學 雲游書墨 

24 甲等  82.96 高雄市 胡子淇 女 苓雅國民中學 伎樂天 

13 甲等  82.50 新北市 吳采玲 女 新埔國民中學 靈火童子 

18 甲等  82.30 花蓮縣 蘇羽庭 女 私立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民中學 飛天香音 

15 甲等  82.12 新北市 陳詩晴 女 林口國民中學 鋒鼓雷霆 

21 甲等  80.84 臺北市 王力妍 女 介壽國民中學 舞韻飛天 

26 甲等  80.00 臺東縣 莊繡慈 女 新生國民中學 仙子飄飄碧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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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場次：2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30 分起 

1.高中職個人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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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特優 1 92.00 臺北市 陳冠叡 男 中正高級中學 劍氣凌九霄 

3 優等 2 89.60 彰化縣 陳奕璇 女 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穆桂英掛帥 

19 優等 3 88.50 臺南市 蘇禾騫 女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學 巾幗英豪 

23 優等 4 88.44 臺中市 王淯宣 女 文華高級中學 驚天擂鼓戰纓紅 

22 優等 5 87.80 臺南市 葉安婷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間部七

年一貫制 
凌劍書生 

16 優等 6 87.64 新北市 謝欣妤 女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

學校 
荷仙翩翩拂清袖 

13 優等  86.94 臺北市 曾序妍 女 大直高級中學 雷震子 

25 優等  86.70 臺北市 張晏慈 女 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凜鋒刀戰 

11 優等  86.66 桃園市 張芸瑜 女 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白娘子–素素 

7 優等  86.56 嘉義市 吳怡葳 女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袖舞翩躚 

24 優等  86.46 新竹縣 林鼎宸 男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颯步凌風迎凱歸 

17 優等  86.26 雲林縣 陳妤柔 女 
雲林縣非學校型態台灣復興

藝術實驗教育機構 
薰風舞扇 

8 優等  85.76 屏東縣 蔡建豐 男 大同高級中學 大漠神箭風雲起 

12 優等  85.62 澎湖縣 鄭少芊 女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越人歌 

6 優等  85.50 臺中市 辛映暄 女 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凌波舞影 

21 優等  85.44 高雄市 陳品樺 女 私立中華藝術學校 威焱震寰宇 

1 甲等  84.86 高雄市 王心妤 女 私立中華藝術學校 粼水吟 

5 甲等  84.80 臺中市 黃妍欣 女 東山高級中學 獻劍辭王－虞姬怨 

20 甲等  84.72 宜蘭縣 胡玉璇 女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霓裳夢引 

10 甲等  84.66 臺北市 陳可妮 女 永春高級中學 春語吟袖 

9 甲等  84.34 
海外 

地區 
施靜雯 女 越南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花韻悅舞 

2 甲等  84.04 新北市 蔡寧 女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春映花語 

18 甲等  82.54 南投縣 梁藝加 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

中學 
墨．話武形 

15 甲等  81.80 臺東縣 何薪卉 女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化蝶 

4 棄權  0.00 花蓮縣 王聖皓 男 私立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習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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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場次：2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30 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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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優等 1 89.70 新北市 沈心宇 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楊門女將 

6 優等 2 88.90 臺北市 陳柔蓁 女 臺北市立大學 望 

13 優等 3 88.90 新北市 廖庭儀 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盼 

1 優等 4 88.40 臺北市 邱芷琳 女 中國文化大學 穆桂英掛帥 

11 優等   88.14 臺中市 楊婷妘 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羅袖生姿舞蹁躚 

5 優等   88.10 新北市 劉乃馨 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雪梅吟 

14 優等   88.00 臺北市 文譯賢 男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歸去來兮 

9 優等   86.96 嘉義市 楊彩眉 女 國立嘉義大學 亭蘭袖舞 

10 優等   86.64 臺北市 曹筱涵 女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秋夕 

7 優等   85.96 臺南市 徐筱棻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間部

七年一貫制 
迎風花開 

4 優等   85.36 臺南市 郭嫚婷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間部

七年一貫制 
赤壁之戰 

12 甲等   84.70 新北市 姚子勻 女 致理科技大學 舞墨 

3 甲等   83.60 高雄市 黃苡甄 女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浮塵 

8 棄權  0.00 雲林縣 劉芯彤 女 環球科技大學 思故人 

 

 

第 3 場次：2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起 

1.國小個人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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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特優 1 90.80 新北市 許瑞芯 女 更寮國民小學 戲角兒 

21 特優 2 90.30 桃園市 葉子暄 女 復旦國民小學 凌槍小火鳳 

5 優等 3 89.60 臺南市 李宥縈 女 喜樹國民小學 晨露雨花 

29 優等 4 88.06 新竹縣 吳妤柔 女 中正國民小學 小將擊鼓奏凱歌 

9 優等 5 87.96 新北市 鄭宇翔 男 集美國民小學 秦兵俑 

25 優等 6 87.66 桃園市 曾慶安 女 南門國民小學 燄山童子 

20 優等 7 87.14 高雄市 趙宇涵 女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小將顯神威 

28 優等  87.00 屏東縣 賴亮彤 女 東寧國民小學 挽扇仕女 

23 優等  86.88 臺中市 林于晴 女 大同國民小學 鎮海神威小龍王 

15 優等  86.60 雲林縣 李宜軒 女 文昌國民小學 雷動 

22 優等  86.60 臺北市 朱庭萱 女 銘傳國民小學 粉墨豋場 

16 優等  86.54 臺中市 毛欣紅 女 篤行國民小學 俏花旦兒 

2 優等  86.44 新竹市 曾帟潔 女 西門國民小學 英姿颯颯勁弓凜 

14 優等  86.36 臺南市 方薇淳 女 新民國民小學 清逸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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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優等  86.34 臺北市 陳稚頤 女 東門國民小學 映水蓮想 

27 優等  86.02 南投縣 鄭立妍 女 私立普台國民小學 荷綠．魚躍．戲水波 

26 優等  85.94 高雄市 陳蓁妮 女 文德國民小學 楊八妹 

17 優等  85.44 新北市 古瑞玉 女 
桃子腳國民中小學(國小

部) 
繡影疊香 

10 優等  85.34 新北市 劉姸妡 女 安坑國民小學 善財童子顯神威 

19 優等  85.24 臺北市 黃宇婕 女 光復國民小學 磷兒戲東海 

8 甲等  84.90 彰化縣 施貝兒 女 鹿東國民小學 夜伏破影 

24 甲等  84.88 宜蘭縣 李穎禎 女 公正國民小學 小龍兒 

11 甲等  84.74 臺北市 邱莉凌 女 永樂國民小學 代父從軍~花木蘭 

13 甲等  83.96 嘉義縣 陳家珮 女 祥和國民小學 花靈兒 

1 甲等  83.90 高雄市 李宸萱 女 援中國民小學 靈童躍雲海 

12 甲等  83.60 澎湖縣 曾羽婕 女 馬公國民小學 伶娃粉墨來登場 

3 甲等  83.40 嘉義市 蕭羽媜 女 宣信國民小學 喜娃兒賀年樂喧天 

18 甲等  82.98 基隆市 鄭又潔 女 仁愛國民小學 靈蛇出洞 

6 甲等  81.84 臺中市 林凡儀 女 東區成功國民小學 后羿射日 

 

 

第 4 場次：2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13 時 30 分起 

1.高中職個人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別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15 特優 1 90.40 臺南市 羅宇暄 女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春戀 

25 優等 2 89.30 臺北市 莊淇方 女 中正高級中學-莊淇方 雪山牧女 

27 優等 3 88.80 彰化縣 陳奕璇 女 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歡騰的草原 

9 優等 4 88.60 金門縣 何詩涵 女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孔雀飛來 

7 優等 5 87.78 新竹縣 林鼎宸 男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把酒歡歌醉草原 

12 優等 6 87.64 臺中市 王亭云 女 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雪鴻鵠 

8 優等  87.58 臺南市 蔡青紜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間部七年

一貫制 
天地間 

24 優等  87.32 桃園市 張芸瑜 女 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走邊風 

23 優等  87.24 臺北市 蔡媗璘 女 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彎彎河畔傣鄉情 

17 優等  87.20 高雄市 吳淳玲 女 私立中華藝術學校 情繫金風語葉紅 

18 優等  87.02 南投縣 黃琪斐 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 
十八俏紅娘 

3 優等  87.00 新北市 楊佾璇 女 清水高級中學 河畔麗影 

2 優等  86.74 宜蘭縣 賴以恩 女 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學 月．色 

22 優等  86.38 臺東縣 黃證穎 男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跳．歌 

6 優等  85.84 新北市 朱羽絜 女 清水高級中學 塔娜高娃的祝福 

5 優等  85.70 高雄市 林芷妮 女 私立中華藝術學校 醉歌 

4 優等  85.40 雲林縣 林淨汶 女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刀鋒舞影 



14 

 

14 優等  85.06 澎湖縣 郭冠穎 女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小青 

10 甲等  84.94 臺北市 謝宇欣 女 復興高級中學 巧繡娘 

26 甲等  84.52 臺北市 江翊瑄 女 
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

校 
瓦山妹子 

13 甲等  84.20 基隆市 李芷瑄 女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頂碗舞 

1 甲等  84.12 臺中市 葉安倪 女 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喊山 

21 甲等  83.88 臺中市 廖伊雯 女 西苑高級中學 大紅燈籠 

11 甲等  83.78 高雄市 鄧昭儀 女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二八妞兒 

20 甲等  83.72 新北市 張育瑄 女 中和高級中學 紙傘芙蓉 

16 棄權  0.00 桃園市 洪巧芸 女 私立振聲高級中學 凌舞瑤池 

19 棄權 
 

0.00 嘉義市 辜于軒 女 
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

校 
夢雨落花 

 

第 4 場次：2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13 時 30 分起 

1. 大專個人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別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3 優等 1 89.70 新北市 王郁文 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奶酒情緣 

12 優等 2 89.06 臺北市 王紫瀅 女 臺北市立大學 舞鼓躍山巔 

8 優等 3 88.52 臺北市 邱芷琳 女 中國文化大學 樂 

13 優等 4 88.42 新北市 劉乃馨 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界外桃源 

10 優等  87.76 臺中市 陳青筠 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馳騁草原 

1 優等  87.50 臺南市 郭嫚婷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間部七年

一貫制 
巧匠神工 

11 優等  86.56 臺北市 吳思穎 女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草原歡騰 

2 優等  86.50 臺北市 陳楷婷 女 中國文化大學 草原琴思 

6 優等  86.20 新北市 葉佩瑄 女 輔仁大學 花季年華 

4 優等  85.96 臺南市 郭庭聿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間部七年

一貫制 
夢裡尋他千百度 

7 甲等  84.50 高雄市 鄭宇容 女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花鏡 

9 甲等  83.30 高雄市 謝鳳庭 女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雲翠煙雨 

5 棄權  0.00 新北市 姚若彤 女 輔仁大學 牛背上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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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場次：3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起 

1.國小個人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別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28 特優 1 90.24 臺南市 鄭鈺潔 女 忠義國民小學 含羞草 

14 優等 2 89.74 新北市 許瑞芯 女 更寮國民小學 俠盜夜行 

2 優等 3 89.24 臺北市 陳正凱 男 麗山國民小學 小小探子馬 

6 優等 4 89.06 高雄市 王婷宥 女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春漾花語舞繽紛 

16 優等 5 88.74 新北市 許以蓁 女 龍埔國民小學 美猴嬉遊 

8 優等 6 88.70 桃園市 黃冠儒 女 復旦國民小學 小潑猴 

26 優等 7 88.16 宜蘭縣 卓思妤 女 宜蘭國民小學 勒佤妹 

27 優等   87.02 高雄市 蘇俊憲 男 過埤國民小學 佬手藝．巧炫彩 

3 優等   86.82 彰化縣 謝艾芯 女 文開國民小學 小小丐幫主 

12 優等   86.76 臺中市 林佳臻 女 篤行國民小學 絹轉福來喜迎春 

10 優等   86.40 臺北市 邱莉凌 女 永樂國民小學 雪頓獻天鼓 

29 優等   86.38 新竹縣 林芷涵 女 雙溪國民小學 出嫁紅媒 

15 優等   86.38 桃園市 曹羽筑 女 南門國民小學 小小頑童偷酒趣 

11 優等   86.36 臺南市 劉舒旻 女 仁愛國民小學 春扇舞秧情 

4 優等   86.26 臺中市 宋冠儀 女 樹義國民小學 
空山新雨後 碧玉戲

水蓮 

30 優等   85.30 臺北市 郭恩滕 女 石牌國民小學 苗娃戲鼓 

9 優等   85.10 新北市 陳怡君 女 樂利國民小學 靈蛇倩影 

7 甲等   84.66 高雄市 洪儀安 女 正興國民小學 黑珍珠 

13 甲等   84.58 南投縣 胡以珊 女 南投國民小學 俏娃兒嬉春樂 

1 甲等   84.50 澎湖縣 趙子君 女 馬公國民小學 苗妹妹 

17 甲等   84.42 臺中市 林家三 女 大墩國民小學 魚兒 

22 甲等   84.34 嘉義市 丁品蓁 女 崇文國民小學 佤山妹子 

23 甲等   84.10 嘉義縣 歐容妤 女 平林國民小學 祭 

19 甲等   84.02 臺北市 李姿均 女 實踐國民小學 繫偶戲 

5 甲等   84.00 雲林縣 吳妍妮 女 僑真國民小學 俠客行 

24 甲等   83.66 新竹市 曾芯妤 女 舊社國民小學 嘻春 

25 甲等   83.62 屏東縣 李惠仙 女 新埤國民小學 雨中花 

21 甲等   82.90 新北市 劉姸妡 女 安坑國民小學 魚兒戲塘 

20 甲等   82.80 基隆市 林妤庭 女 仁愛國民小學 絹兒飛花 賞心 

18 棄權  0.00 臺東縣 林佳宜 女 都蘭國民小學 春之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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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場次：3 月 1 日（星期五）下午 13 時 30 分起 

1.國中個人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別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23 特優 1 90.86 臺北市 劉亮呈 女 北安國民中學 日麥羌聲 

30 優等 2 88.80 金門縣 吳奎亦 男 金城國民中學 螞柺 

25 優等 3 88.48 桃園市 王芷綾 女 東興國民中學 水鄉儷影 

28 優等 4 88.26 臺北市 彭彥菱 女 景美國民中學 我的花帶 

31 優等 5 88.24 臺中市 曹雅楦 女 光明國民中學 俠客行 

13 優等 6 88.20 臺南市 卓秝仱 女 
私立聖功女子高級中學附設

國民中學 
晨花曦曉 

8 優等 7 87.96 桃園市 徐婕馨 女 中興國民中學 俠客賦 

20 優等  87.94 新北市 洪偲喬 女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附設

國民中學 
浮影蝶化 

29 優等  87.78 基隆市 楊詩涵 女 建德國民中學 芬芳 

21 優等  87.78 新北市 石巧柔 女 新埔國民中學 藝棧 

26 優等  87.76 屏東縣 吳苡瑪 女 明正國民中學 巫師祈雨 

19 優等  86.74 澎湖縣 趙子萱 女 文光國民中學 雀伶儷影竹林間 

14 優等  86.62 臺中市 楊子潼 女 爽文國民中學 荷塘月色彩蝶飛 

2 優等  86.50 臺北市 王語彤 女 雙園國民中學 店小二 

12 優等  86.32 新北市 陳奕禎 女 
私立南山高級中學附設國民

中學 
尼蘇舞韻 

3 優等  85.78 臺中市 陳姵丞 女 中山國民中學 雪狐 

10 優等  85.68 雲林縣 洪瑜宸 女 斗六國民中學 凝、棍 

17 優等  85.32 嘉義市 李維寧 女 嘉義國民中學 花腰吟 

5 優等  85.26 臺南市 吳庭妤 女 南新國民中學 庄頭內 

1 優等  85.16 新竹市 陳玟伶 女 育賢國民中學 逍遙遊 

27 甲等  84.88 彰化縣 施柏睿 男 鹿港國民中學 掌櫃當家 

22 甲等  84.82 宜蘭縣 黃鈺軒 女 羅東國民中學 茉莉花語 

15 甲等  84.72 苗栗縣 謝和容 女 苗栗國民中學 加林賽 

24 甲等  84.70 臺東縣 邱可瑄 女 新生國民中學 清風荷影 

11 甲等  84.68 新北市 林瑞慈 女 新泰國民中學 偶戲．戲偶 

7 甲等  84.68 南投縣 温宛樺 女 延和國民中學 艷山花兒紅 

18 甲等  84.32 臺北市 邱庭鈞 女 東湖國民中學 佈衣族小姑娘 

4 甲等  84.00 新竹縣 范書語 女 竹東國民中學 風流才俊唐子畏 

9 甲等  83.56 高雄市 潘辰綾 女 
私立普門高級中學附設國民

中學 
扇舞吟春 

6 甲等  83.28 嘉義縣 姚佳欣 女 民雄國民中學 狐．妖 

16 甲等  83.24 花蓮縣 童湘宸 女 
私立慈濟大學附中附設國民

中學 
戲妞嬉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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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場次：3 月 2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起 

1.國小個人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別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10 特優 1 91.04  宜蘭縣 卓思妤 女 宜蘭國民小學 小金人巡禮趣 

13 優等 2 89.38  桃園市 黃愉涵 女 成功國民小學 花生什麼事！？ 

30 優等 3 88.36  新北市 雷采庭 女 桃子腳國民中小學(國小部) 
在哥本哈根遇見安

徒生 

8 優等 4 87.98  桃園市 劉芷伶 女 復旦國民小學 A.M.P.M. 

11 優等 5 87.92  臺南市 陳怡婷 女 安佃國民小學 午夜時分，甦醒 

4 優等 6 87.86  臺北市 黃淑湲 女 永樂國民小學 「鵝」童樂園 

5 優等 7 87.76  高雄市 李欣樂 女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RED 

2 優等   87.40  雲林縣 廖瑋璇 女 崙背國民小學 窗外有藍天 

20 優等   87.32  臺中市 張宥筑 女 永隆國民小學 小小蜘網家 

29 優等   87.30  嘉義縣 温旻恩 女 山美國民小學 星空軌跡 

1 優等   87.16  臺北市 陳昕榆 女 東門國民小學 現蹤 

19 優等   87.06  新北市 李其蒙 男 莒光國民小學 皇家巧克力 

3 優等   87.02  臺南市 何子琳 女 安平國民小學 Mirror Mirror 

9 優等   86.84  臺中市 溫浩宏 女 篤行國民小學 Yes Sir! 

16 優等   86.44  臺北市 陳孜謹 女 
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國

小部) 
Lonely practice 

26 優等   85.68  嘉義市 黃韻恬 女 崇文國民小學 我的牙齒被綁架了 

12 優等   85.36  高雄市 洪采瑩 女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一隻鳥仔 

15 優等   85.36  新北市 張夢芸 女 達觀國民中小學(國小部) Kingswomen 

17 優等   85.28  屏東縣 鄭亦斯 女 鶴聲國民小學-鄭亦斯 窟中物 

27 優等   85.22  新竹縣 張嘉妘 
女 

私立康乃薾國民中小學(國小

部) 
喂~喂~喂~ 

18 甲等   84.90  臺中市 謝孟芯 女 東區成功國民小學 忍影 

28 甲等   84.74  新竹市 王歆慈 女 東門國民小學 我的夢 

7 甲等   84.60  彰化縣 游昕諭 女 靜修國民小學 雨中漫舞 

25 甲等   84.52  臺北市 林昀青 女 麗山國民小學 小魚泡泡樂 

14 甲等   83.96  新北市 林昕萲 女 思賢國民小學 夢遊趣 

22 甲等   83.62  南投縣 周子欣 男 溪南國民小學 螞蟻城巿遊記 

24 甲等   83.54  苗栗縣 張芫瑄 女 建功國民小學 落入凡間的精靈 

23 甲等   83.38  澎湖縣 蔡艾霓 女 馬公國民小學 衣同去旅行 

21 甲等   82.82  高雄市 吳睿恩 女 新莊國民小學 叢林尋寶記 

6 甲等   81.44  基隆市 林晏霆 女 瑪陵國民小學 愉樂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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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場次：3 月 2 日（星期六）下午 13 時 30 分起 

1.高中職個人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別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20 優等 1 88.96 臺中市 林韋辰 男 文華高級中學 繁．索 

23 優等 2 88.40 宜蘭縣 張方馨 女 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學 夢迴 

4 優等 3 88.28 臺北市 魏韻心 女 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Blue Monday 

21 優等 4 88.06 臺中市 辛映暄 女 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行的對話 

15 優等 5 87.84 臺南市 陳妍潔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間部七年

一貫制 
怠 

12 優等 6 87.46 臺南市 張婷昱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間部七年

一貫制 
Missing 

6 優等   87.08 雲林縣 李珞禔 女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迷．藏 

22 優等   86.72 臺北市 曾樂妍 女 松山高級中學 Alive 

1 優等   86.72 屏東縣 高子鴻 男 來義高級中學 裝魔作樣 

3 優等   86.66 高雄市 黃顗傑 男 私立中華藝術學校 氵 

24 優等   86.58 高雄市 黃亞棋 女 私立中華藝術學校 瓦吉特之女 

17 優等   86.46 新竹縣 李芸萱 女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花非花 

7 優等   86.16 臺中市 陳美辰 女 清水高級中學 Monster 

11 優等   86.14 苗栗縣 湯逸嫻 女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無奈的蛻變 

5 優等   86.04 彰化縣 沈均蔓 女 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Blue Monday 

10 優等   85.80 澎湖縣 李文婷 女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你聽我說 

8 優等  85.74 高雄市 陳妍儒 女 
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

校 
憶．慾 

25 優等  85.74 嘉義縣 林侑蓁 女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黑之夜 

9 優等  85.52 臺北市 周尚蓉 女 台北美國學校 The Inside Roar 

16 優等  85.44 
海外地

區 
施靜雯 女 越南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憧憬 

14 甲等  84.78 新北市 楊佾璇 女 清水高級中學 魅 

2 甲等  82.70 南投縣 賴昱雯 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 
思念 

18 甲等  82.70 臺東縣 余馨 女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異．戀 

13 棄權  0.00 臺北市 楊禾凱 男 明倫高級中學 獨．想 

19 棄權  0.00 基隆市 林琪絜 女 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Dr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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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場次：3 月 2 日（星期六）下午 13 時 30 分起 

2.大專個人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別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3 特優 1 90.20 臺南市 張文旻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間部七年

一貫制 
流浪者 

8 優等 2 88.74 臺北市 葉梓慧 女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山魅 

9 優等 3 88.36 臺南市 郭嫚婷 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間部七年

一貫制 
我是？誰 

13 優等 4 88.30 新北市 王郁文 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墨與默 

2 優等   86.90 臺北市 高恆怡 女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燈火闌珊處 

5 甲等   83.68 高雄市 汪若妘 女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迫 

10 甲等   83.60 高雄市 蘇育玄 女 東方設計學院 祢 

4 甲等   83.50 高雄市 黃子芸 女 正修科技大學 偶尋心 

14 甲等   83.42 新北市 蔡姿誼 女 黎明技術學院 墨舞 

7 甲等   82.20 臺東縣 陳品禾 男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Deeping Alone 

6 甲等   81.70 臺中市 呂濬綾 女 逢甲大學 雨落觸動 

12 甲等   81.32 基隆市 陳羿妤 女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命運 

1 棄權  0.00 新北市 章筱彤 女 景文科技大學 終站 起點 

11 棄權  0.00 新北市 姚若彤 女 輔仁大學 意識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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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場次：3 月 3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起 

1.國中個人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名次 總平均 縣市別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28 特優 1 91.66  臺北市 陳姵妤 女 北安國民中學 針．time 

13 特優 2 90.74  桃園市 林子珊 女 中興國民中學 巢穴生物 

27 優等 3 89.92  桃園市 張杰儒 男 楊梅國民中學 忍者疾風 

10 優等 4 89.66  臺中市 張芷凌 女 中山國民中學 光影行者 

12 優等 5 89.44  屏東縣 邱顥昀 女 私立南榮國民中學 寶寶 

8 優等 6 88.88  臺中市 戴伊辰 女 光明國民中學 蛛蜘 

29 優等 7 88.86  嘉義市 何沛盈 女 嘉義國民中學 交感神經 

21 優等   88.76  新北市 楊詠媛 女 新埔國民中學 蝕日 

22 優等   88.62  雲林縣 賴芝萾 女 雲林國民中學 迷航天使 

14 優等   88.12  高雄市 黃詩媛 女 苓雅國民中學 巫覡 

3 優等   87.78  臺北市 鄭婷勻 女 雙園國民中學 中子星背後 

23 優等   87.76  臺南市 張佩淇 女 中山國民中學 煢煢孑力 

20 優等   87.54  高雄市 吳熹 女 中山國民中學 Unrestrained 

4 優等   87.12  澎湖縣 莫騏碧 女 文光國民中學 nightmare 

11 優等   86.84  彰化縣 李桐馨 女 鹿鳴國民中學 復甦 

2 優等   86.66  苗栗縣 簡婧如 女 苗栗國民中學 時空旅人 

16 優等 
  

86.64  新竹縣 莊采緹 女 
六家高級中學附設國民

中學 
異裂進化 

25 優等   86.50  南投縣 陳世濱 男 延和國民中學 留．逝 

15 優等 
  

86.14  新北市 張詠晴 女 
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附設國民中學 
Nightmare Recycle 

6 優等   85.74  臺中市 邵齡萱 女 安和國民中學 椅背後的聲音 

31 優等   85.72  臺南市 李彥箴 女 安順國民中學 傀 

1 優等   85.36  基隆市 何昀蓁 女 建德國民中學 異度空間 

7 優等 
  

85.26  新北市 洪偲喬 女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附設國民中學 
Blue Monday... 

19 優等   85.20  嘉義縣 石詳堉 男 中埔國民中學 Thriller 

5 甲等   84.86  宜蘭縣 鍾昕宸 女 羅東國民中學 當音樂響起時 

30 甲等   84.60  新竹市 黃千容 女 育賢國民中學 靈光吒現 

9 甲等   84.48  新北市 沈睦涵 女 中山國民中學 框 

24 甲等 
  

84.40  臺北市 許曦文 女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附設國民中學 
party girl 

17 甲等 
  

83.70  花蓮縣 盧沛岑 女 
私立慈濟大學附中附設

國民中學 
Warm body 

26 甲等   83.30  高雄市 顏佳渝 女 高雄美國學校 靈蛇出洞 

18 甲等   82.00  臺北市 葉慈茵 女 明湖國民中學 My Sou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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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各級學校 A團體乙、丙組成績表 

比賽地點：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 

第 10 場次：3 月 5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起 

1.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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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優等 89.40 新竹縣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7 天鼓祝 

1 優等 87.40 澎湖縣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5 冽風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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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特優 91.60 臺北市 北安國民中學 30 老舍茶館說書趣 

2 優等 89.80 桃園市 東興國民中學 25 山間銀鈴 

7 優等 89.30 屏東縣 明正國民中學 27 弄花．慶神．臺灣情 

8 優等 89.26 新北市 江翠國民中學 21 丐世英雄 

1 優等 88.80 嘉義市 嘉義國民中學 23 這一刻 

4 優等 87.60 桃園市 中興國民中學 26 覓跡 

6 優等 86.30 彰化縣 彰安國民中學 14 梅綻 芬芳 舞寒冬 

3 優等 85.40 嘉義縣 民雄國民中學 12 拂曉露泫．雀躍曦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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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特優 90.30 臺中市 篤行國民小學 26 燄山巨響爍石流金 

2 特優 90.16 桃園市 南門國民小學 25 春遊 

5 優等 89.30 宜蘭縣 公正國民小學 18 花間嬉戲 

1 優等 89.20 高雄市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21 銀月下的慶典 

8 優等 88.34 屏東縣 信義國民小學 16 金銀招財鼠來寶 

6 優等 87.44 新北市 埔墘國民小學 25 最美宮燈一線牽 

3 優等 86.40 臺南市 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 19 歡燈鼓舞慶佳節 

4 優等 86.30 花蓮縣 明義國民小學 17 元宵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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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優等 87.94 屏東縣 光華國民小學 9 茶山風情畫 

1 優等 87.00 高雄市 五福國民小學 11 魚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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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場次：3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13 時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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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 雲林縣 雲林國民中學 7 展翅翱翔舞天際 

4 優等 87.60 高雄市 鼎金國民中學 11 燃燒的七月 

2 優等 87.40 臺南市 永仁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10 龍驤虎歩武乾坤 

3 優等 85.00 嘉義縣 中埔國民中學 8 鬧心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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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0 臺中市 篤行國民小學 25 楚鳳戾天 

3 優等 88.00 高雄市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22 源 

4 優等 87.60 臺南市 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 13 靈龍戲珠祈太平 

2 優等 86.80 雲林縣 斗六國民小學 24 凌空躍武旗飄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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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特優 92.80 桃園市 東興國民中學 25 鋒迴盾禦．江山定 

2 特優 90.70 宜蘭縣 羅東國民中學 17 風馳電掣迅雷行 

3 特優 90.30 新北市 新埔國民中學 26 秋獮 

1 優等 89.30 屏東縣 明正國民中學 28 渀．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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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優等 87.16 高雄市 五福國民小學 11 征戰 

1 優等 86.80 臺北市 東門國民小學 9 雲童 

3 優等 86.30 彰化縣 育英國民小學 7 火焰靈童舞威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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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0 澎湖縣 文光國民中學 8 鼙鼓雷鳴戍夜城 

4 優等 88.20 臺中市 東勢國民中學 11 踏鼓．揚袖．舞迴旋 

2 優等 86.80 花蓮縣 化仁國民中學 10 夜襲 

3 優等 86.20 嘉義縣 中埔國民中學 11 飛天舞翩翩 

5 優等 85.70 屏東縣 枋寮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11 溪畔花影．舞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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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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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0 臺中市 文華高級中學 20 鳳靈化雩赤羽飛 

4 特優 90.70 新北市 清水高級中學 15 盤龍引 

3 特優 90.30 彰化縣 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16 聖諭上官行 

2 優等 89.20 雲林縣 
雲林縣非學校型態台灣復興 

藝術實驗教育機構 
13 團扇舞 

 

 

第 12 場次：3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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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0 新竹縣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11 Bach's W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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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特優 90.40 嘉義市 嘉義國民中學 11 時剝光離 

2 優等 88.14 彰化縣 彰化藝術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11 形色 

1 優等 88.10 臺中市 豐陽國民中學 9 Disintegration 

7 優等 88.00 臺南市 永仁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10 Quasimodo 

4 優等 87.30 澎湖縣 文光國民中學 8 海詠天舟 

3 優等 87.20 雲林縣 雲林國民中學 7 屬於 

5 優等 86.36 屏東縣 東新國民中學 6 看不到的，不知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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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優等 88.40 臺南市 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 10 蟻蟻狂想曲 

1 優等 88.26 基隆市 仁愛國民小學 11 下雨天 

3 優等 86.50 臺北市 東門國民小學 2 久旱逢甘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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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特優 92.00 臺北市 北安國民中學 30 瘋轉異域 

2 特優 91.80 臺南市 中山國民中學 27 SOIL 

6 特優 90.90 臺中市 光明國民中學 29 髯髯然 

7 特優 90.68 臺北市 雙園國民中學 23 二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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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優等 89.94 新北市 新埔國民中學 26 舞者的行板 

5 優等 87.84 彰化縣 大同國民中學 24 Stay 

10 優等 87.80 宜蘭縣 羅東國民中學 16 旅程~遠行 

4 優等 87.40 苗栗縣 苗栗國民中學 21 話框 

1 優等 86.90 嘉義縣 中埔國民中學 13 無限未知 持續發酵 

8 優等 86.50 花蓮縣 化仁國民中學 20 憶 

 

 

第 13 場次：3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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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特優 90.24 臺北市 永樂國民小學 25 See You Again 

3 特優 90.20 新北市 新埔國民小學 22 啟程 

8 優等 89.90 苗栗縣 僑善國民小學 26 蒙娜麗莎的_________？！ 

2 優等 89.50 桃園市 復旦國民小學 28 白領交響樂章 

7 優等 88.20 屏東縣 信義國民小學 19 Woo~Wardrobe 

4 優等 88.10 高雄市 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22 想念媽媽的味道 

5 優等 87.00 澎湖縣 馬公國民小學 24 工具們的協奏曲 

6 優等 86.96 臺南市 進學國民小學 24 機器也是人 

1 優等 85.80 新北市 中山國民小學 15 阿里布達清潔公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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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優 91.20 臺中市 文華高級中學 20 Switch 

2 優等 88.80 彰化縣 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16 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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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各級學校 B團體乙、丙組成績表 

比賽地點：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 

第 14場次：3月 9日（星期六）上午 9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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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特優 90.44 金門縣 金城國民中學 11 釵散 

11 特優 90.38 新北市 三峽國民中學 7 驍棋策戰 

3 優等 88.80 臺中市 福科國民中學 10 戰俑破天雲 

14 優等 88.74 雲林縣 林內國民中學 11 鋒武雲湧威四方 

10 優等 88.40 新竹縣 竹東國民中學 8 獵戰迎凱歸 

6 優等 87.90 臺北市 石牌國民中學 5 踏雪尋梅 

12 優等 87.70 彰化縣 大同國民中學 11 花語儷影舞娉婷 

9 優等 87.68 基隆市 私立二信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7 詩玉人 

13 優等 86.64 臺北市 龍門國民中學 10 美人遊 

8 優等 86.36 新北市 三民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8 洛神隨想 

2 優等 86.30 南投縣 中興國民中學 8 鼓振威揚 

5 優等 86.12 新竹市 光華國民中學 6 武．旗 

15 優等 85.70 臺中市 太平國民中學 7 俏花旦 

4 甲等 84.72 屏東縣 林邊國民中學 10 凝．戰 

1 甲等 84.70 臺北市 明湖國民中學 5 背水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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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特優 90.10 宜蘭縣 復興國民中學 19 坂坡獵宴行 

3 優等 88.12 高雄市 岡山國民中學 18 敦煌意境 

7 優等 86.90 雲林縣 東和國民中學 14 戰武揚旗勝戰行 

4 優等 86.84 臺南市 歸仁國民中學 19 舞韻花瓷 

5 優等 86.74 高雄市 明華國民中學 16 豪氣千雲武揚威 

8 優等 86.52 花蓮縣 私立慈濟大學附中 13 邊城 

6 優等 85.60 臺中市 爽文國民中學 15 芙蕖漾綠波 

1 甲等 84.50 高雄市 七賢國民中學 16 墨勁 

9 甲等 83.30 臺南市 東原國民中學 15 瑤池仙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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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場次：3月 9日（星期六）下午 13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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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特優 90.70 新北市 集美國民小學 17 探龍宮 

11 特優 90.44 臺北市 新生國民小學 16 傳奇秦俑震古今 

13 特優 90.30 南投縣 北山國民小學 20 星垂 月涌 

19 優等 88.88 新北市 鄧公國民小學 23 夜伏盾影破戰行 

10 優等 88.80 臺中市 頭家國民小學 14 花語情 

9 優等 88.54 新竹市 西門國民小學 20 仙童獻桃呈祥瑞 

14 優等 88.10 桃園市 瑞塘國民小學 15 龍兒戲珠舞雲間 

15 優等 87.88 高雄市 鳥松國民小學 15 小兵立大功 

1 優等 87.50 臺南市 紅瓦厝國民小學 18 對弈 

12 優等 87.42 桃園市 光明國民小學 17 東海取針 

20 優等 87.32 臺北市 大橋國民小學 14 蓮仙兒 

8 優等 87.00 臺北市 私立薇閣國民小學 12 蓮兒蓮兒舞翩翩 

2 優等 86.92 新竹縣 十興國民小學 18 荷花仙子舞娉婷 

21 優等 86.86 新北市 安坑國民小學 12 善財童子 

6 優等 86.56 基隆市 正濱國民小學 14 夢迴敦煌 

5 優等 86.40 彰化縣 大村國民小學 12 金童戲環 

18 優等 86.34 臺中市 立人國民小學 13 荷花仙子舞翩翩 

7 優等 85.68 臺中市 六寶國民小學 14 俠行者旗舞攻城 

16 優等 85.38 新北市 民義國民小學 29 靈童獻瑞舞娑婆 

3 甲等 83.80 臺南市 青山國民小學 19 瑤池仙蹤蟠桃會 

17 甲等 83.72 臺北市 溪口國民小學 17 小小天女散花 

 

2. 大專團體丙組－古典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3 優等 89.60 臺北市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11 憶江南 

2 優等 88.00 高雄市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9 煌彩舞飛天 

1 優等 86.00 臺北市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3 花弄影 

4 棄權 0.00 基隆市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10 凜戰 

  



27 

 

第 16場次：3月 10日（星期日）上午 9時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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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0 桃園市 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11 風決 

2.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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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6 桃園市 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6 嬈蛇醉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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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特優 90.86 彰化縣 鹿東國民小學 6 凝墨 

12 特優 90.24 臺中市 頭家國民小學 11 威焱震火童 

15 優等 89.74 臺中市 新盛國民小學 11 春雨花開舞爭妍 

13 優等 89.54 苗栗縣 竹南國民小學 7 鼓娃弄鼓 

10 優等 89.00 新北市 金山國民小學 10 鵲兒飛舞戲雲間 

4 優等 88.14 臺南市 億載國民小學 11 小青蓮 

2 優等 87.92 桃園市 同安國民小學 11 火焰靈童氣軒昂 

11 優等 87.82 新竹縣 山崎國民小學 10 巾幗英雄 

20 優等 87.76 新北市 成功國民小學 11 豪氣風雲威震天 

3 優等 87.22 南投縣 南光國民小學 10 焰山娃兒舞飛揚 

1 優等 86.86 宜蘭縣 礁溪國民小學 8 旗．襲 

6 優等 86.82 新北市 私立聖心國民小學 11 追風武影 

19 優等 86.76 臺北市 龍安國民小學 11 戲雲間 

8 優等 86.68 屏東縣 復興國民小學 8 鼓趣 

16 優等 86.56 澎湖縣 石泉國民小學 11 驚鴻天下 宮伊人 

9 優等 86.36 臺北市 民生國民小學 7 春萌花語舞爭妍 

17 優等 86.30 新北市 桃子腳國民中小學(國小部) 4 笛聲悠悠 

7 優等 85.62 基隆市 信義國民小學 9 旗舞生風 

5 優等 85.46 臺南市 漚汪國民小學 2 梅 

14 優等 85.18 雲林縣 東光國民小學 11 靈童戲珠舞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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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場次：3月 10日（星期日）下午 13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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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特優 91.46 新北市 集美國民小學 18 捏個麵娃娃 

17 特優 90.52 宜蘭縣 東澳國民小學 23 獵與織 

16 特優 90.42 花蓮縣 水源國民小學 30 Hakaw Utux 

12 特優 90.04 新北市 江翠國民小學 19 俏娃戲燈慶佳節 

14 優等 89.98 桃園市 大同國民小學 15 歡忻鼓舞廟口樂 

24 優等 89.38 臺南市 紅瓦厝國民小學 26 娃兒鬧．濟癲樂 

2 優等 89.20 臺北市 南湖國民小學 23 芬芳 

13 優等 89.20 彰化縣 僑信國民小學 22 燈紅舞韻嬉絹花 

6 優等 89.06 臺中市 西屯區永安國民小學 17 花開蝶舞迎春風 

25 優等 88.96 新竹縣 中興國民小學 19 嵩山小武僧 

20 優等 88.74 桃園市 南崁國民小學 23 祥龍蛇舞慶端午 

7 優等 88.40 南投縣 國姓國民小學 24 補天穿 

15 優等 88.20 新北市 頭前國民小學 19 歡騰喜迎春 

8 優等 87.92 臺中市 和平區和平國民小學 29 琴．說泰雅 

5 優等 87.62 屏東縣 北葉國民小學 30 cemeqelip 

4 優等 87.52 高雄市 新威國民小學 17 喜慶豐收敬伯公 

1 優等 87.46 臺中市 黎明國民小學 23 夜．巡 

3 優等 87.10 臺北市 龍安國民小學 21 廟埕戲棚 

11 優等 86.72 臺南市 安佃國民小學 24 花腰娃戲斗笠 

23 優等 86.68 新北市 樟樹國民小學 30 貪婪 

9 優等 86.44 苗栗縣 梅園國民小學 22 勤奮 

22 優等 86.40 新竹市 青草湖國民小學 12 妞兒迎新春 

19 優等 86.14 臺北市 文化國民小學 13 葡萄豐收時 

10 優等 85.62 臺北市 萬大國民小學 15 打蓮湘 

18 優等 85.46 雲林縣 永光國民小學 18 花禾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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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場次：3月 11日（星期一）上午 9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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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優等 89.56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1 部落風情 

4 優等 89.52 桃園市 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9 秧歌情 

2 優等 89.20 臺中市 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11 流扇形影 

3 優等 88.00 臺東縣 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 喜．招贅 

5 優等 86.50 嘉義市 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1 竹林雀影 

1 優等 85.48 新北市 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 團花簇錦 

6 優等 85.10 臺南市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9 店小二蓋茶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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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特優 90.82 臺中市 安和國民中學 17 祈‧拉薩河 

17 優等 89.98 基隆市 成功國民中學 19 鬱 

11 優等 89.64 臺南市 歸仁國民中學 16 姑娘看戲 

13 優等 89.48 宜蘭縣 大同國民中學 20 
SpyuyTrahuwTayal 

舞讚泰雅 

1 優等 89.20 花蓮縣 吉安國民中學 20 部落風情 

7 優等 89.16 南投縣 仁愛國民中學 30 祈雨祭 

8 優等 89.12 新竹縣 成功國民中學 19 青柳飛揚舞春風 

16 優等 88.96 臺東縣 長濱國民中學 30 阿美戰舞 

10 優等 88.40 臺南市 金城國民中學 16 水鄉 

6 優等 88.14 桃園市 大崗國民中學 30 原音鄉情成年禮 

14 優等 87.56 雲林縣 斗六國民中學 19 戲．娃 

9 優等 87.20 新竹市 三民國民中學 18 美麗魚兒 

15 優等 86.88 屏東縣 潮州國民中學 17 花間漫步賞油桐 

4 優等 86.66 新北市 丹鳳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25 送軍 

2 優等 86.34 新北市 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學 21 感謝祖靈 

3 優等 86.18 苗栗縣 泰安國民中小學(國中部) 21 泰雅聲響 

12 優等 85.90 臺中市 和平國民中學 18 泰雅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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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第 19場次：3月 11日（星期一）下午 13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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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優等 89.90 彰化縣 員林國民小學 11 魚兒池畔舞清波 

16 優等 89.26 臺中市 大同國民小學 11 水中歡歌 

24 優等 89.12 臺南市 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6 苗童歡歌 

1 優等 88.86 宜蘭縣 四季國民小學 11 四季泰雅風情舞 

20 優等 88.78 新北市 永福國民小學 11 戲棚下⋯看戲趣！ 

5 優等 88.52 臺南市 大成國民小學 11 歡天喜鼓慶迎春 

7 優等 88.46 屏東縣 仁愛國民小學 11 捉賊記 

2 優等 88.42 新竹縣 大同國民小學 11 驛站飄香 

26 優等 88.36 臺中市 旭光國民小學 11 小魚兒樂悠遊 

6 優等 88.06 臺東縣 安朔國民小學 9 部落勇舞者 

25 優等 87.68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0 新年到 

23 優等 87.66 桃園市 羅浮國民小學 11 豐年舞口簧 

8 優等 87.60 桃園市 楊心國民小學 11 慶午端陽舞歡騰 

18 優等 87.60 新北市 私立聖心國民小學 11 氣韻東方 

12 優等 87.30 新北市 安坑國民小學 11 看戲趣 

22 優等 87.24 新北市 武林國民小學 10 樂舞齊扇日中天 

21 優等 87.14 南投縣 康壽國民小學 11 俏娃兒戲鼓樂 

4 優等 87.10 臺北市 河堤國民小學 10 月下俏妞 

19 優等 87.10 花蓮縣 紅葉國民小學 11 射日 

11 優等 86.96 臺北市 石牌國民小學 8 糖仔 tin tin 

14 優等 86.96 臺北市 內湖國民小學 10 魚躍燈舞迎佳節 

13 優等 86.92 苗栗縣 泰興國民小學 11 狩獵豐收祭 

3 優等 86.66 臺中市 三和國民小學 11 廟埕前 齊舞凳 

9 優等 86.54 高雄市 瑞祥國民小學 11 客家娘酒 

10 優等 86.08 嘉義縣 民雄國民小學 11 竹林綠影 

17 優等 85.88 雲林縣 永光國民小學 11 鐵扇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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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場次：3月 12日（星期二）上午 9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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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優 90.62 金門縣 金城國民中學 11 塘 

21 特優 90.46 桃園市 楊梅國民中學 8 龍門驛棧 

24 特優 90.34 屏東縣 私立南榮國民中學 11 藍花花 

19 特優 90.00 臺南市 中山國民中學 11 俏妞戲絹舞歡騰 

2 優等 89.80 雲林縣 斗六國民中學 9 風馳云墨 

15 優等 89.70 臺中市 中山國民中學 11 歌舞．飛駝 

20 優等 89.70 花蓮縣 新城國民中學 10 火光的印記 

12 優等 89.22 臺北市 私立薇閣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7 天山盛會 

3 優等 88.84 南投縣 埔里國民中學 11 傳承普悠瑪 

13 優等 88.78 新竹縣 忠孝國民中學 11 隱居俠客 

25 優等 88.64 臺中市 大雅國民中學 9 酒蟲兒 

11 優等 88.60 高雄市 大灣國民中學 6 蝶香曼舞 

7 優等 88.44 臺北市 金華國民中學 7 
「織」族「藏(ㄘㄤˊ)」 

樂(ㄌㄜˋ) 

10 優等 87.86 臺南市 復興國民中學 11 竹喧．嬉空山 

6 優等 87.68 臺東縣 都蘭國民中學 9 聽．祖靈說~牽．祖靈手 

9 優等 87.60 宜蘭縣 國華國民中學 11 格內林泰雅 

22 優等 87.36 彰化縣 員林國民中學 9 絹舞花畔 

14 優等 87.30 臺中市 私立明道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7 戲棚下 

18 優等 87.10 臺北市 東湖國民中學 3 歡樂草原 

16 優等 86.30 高雄市 圓富國民中學 11 豪氣千雲武威揚 

8 優等 85.88 臺北市 建成國民中學 3 茉莉花 

17 優等 85.48 高雄市 前鎮國民中學 11 歡欣舞工作 

4 優等 85.34 新北市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2 域幻古麗 

5 優等 85.04 苗栗縣 興華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10 春江水暖桃花開 

23 棄權 0.00 桃園市 同德國民中學 8 笠語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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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場次：3月 12日（星期二）下午 13時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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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特優 92.40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7 Mikilang 

6 特優 91.26 臺東縣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0 脈(布農族) 

3 特優 90.70 基隆市 八斗高級中學 19 遠洋 No Kay 

5 優等 89.80 桃園市 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8 囍嬉一花 

4 優等 88.54 南投縣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23 尋．循…泰雅 

2 優等 88.50 新北市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28 泰雅風情 

1 優等 86.74 桃園市 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21 青年追源．不忘祭 

8 優等 85.10 彰化縣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26 金球戲獅鬧元宵 

2. 大專團體丙組－民俗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1 棄權 0.00 高雄市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9 情鄉畫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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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場次：3月 14日（星期四）上午 9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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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優 90.72 桃園市 楊梅國民中學 8 白領的 22K 

18 特優 90.04 臺中市 中山國民中學 11 紫爆 PM2.5 

19 優等 88.88 高雄市 岡山國民中學 11 徜徉 

15 優等 88.86 彰化縣 鹿港國民中學 5 跳脫 

17 優等 88.70 臺北市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11 innocence of mind 

8 優等 88.60 雲林縣 斗六國民中學 5 心．律 

22 優等 87.70 桃園市 光明國民中學 10 低端人口 

24 優等 87.70 臺北市 明湖國民中學 4 沙塵風暴 

12 優等 87.20 臺中市 大雅國民中學 10 污濁 

5 優等 86.94 臺南市 忠孝國民中學 10 侵蝕 

6 優等 86.66 新竹縣 忠孝國民中學 10 怪語物奇 

20 優等 86.50 新北市 義學國民中學 7 做自己 

21 優等 86.36 基隆市 私立二信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7 生命之歌 

16 優等 86.28 臺東縣 豐田國民中學 9 海潮 

25 優等 85.86 嘉義市 北興國民中學 9 混沌 

14 優等 85.58 南投縣 延和國民中學 6 殭屍來襲 

11 優等 85.52 高雄市 正興國民中學 11 懂之懂之 

7 優等 85.36 新北市 海山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8 穿越時空 

13 甲等 84.98 宜蘭縣 興中國民中學 8 氣息殆盡後 

23 甲等 84.90 花蓮縣 國風國民中學 11 顯微鏡下 

9 甲等 84.86 高雄市 龍肚國民中學 9 追光者 

4 甲等 84.60 新北市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5 科技的逆襲 

2 甲等 82.60 臺南市 後甲國民中學 3 我的青春遇見你 

3 甲等 81.80 新北市 漳和國民中學 11 竹影 

10 甲等 80.70 嘉義縣 嘉新國民中學 7 神秘 酷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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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場次：3月 14日（星期四）下午 13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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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特優 90.88 高雄市 福山國民小學 13 小娃的夢想樂園 

7 特優 90.50 屏東縣 黎明國民小學 15 
So Amazing!我家也有 

超能力花媽 

13 特優 90.00 臺中市 大肚國民小學 17 Mily Mily~變~變~變 

5 優等 88.58 臺南市 新泰國民小學 13 臆謎猜 

6 優等 88.50 彰化縣 員林國民小學 16 讓愛起飛 

1 優等 88.36 臺南市 紅瓦厝國民小學 15 金牌麵包 

14 優等 88.16 新北市 中山國民小學 30 珊珊抗牙大作戰 

15 優等 87.50 新竹縣 上館國民小學 19 我的彩繪世界 

4 優等 87.04 臺北市 明德國民小學 15 擁抱夢想 

9 優等 86.96 桃園市 自強國民小學 25 歡喜臺灣節 

10 優等 86.60 臺中市 國安國民小學 17 馬路如虎口 

2 優等 86.56 苗栗縣 啟文國民小學 16 嗡！嗡！嗡！ 

3 優等 86.42 新北市 龍埔國民小學 17 火焰森林 

12 優等 86.28 花蓮縣 大榮國民小學 15 邦查娃娃運動會 

11 優等 86.00 新北市 思賢國民小學 27 海洋的眼淚 

8 優等 85.54 南投縣 康壽國民小學 18 遠離 3C．找回好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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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特優 90.64 臺南市 私立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14 漫漫 

6 優等 88.70 臺東縣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17 雲渡 

3 優等 88.30 桃園市 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7 Let's cafe' 

4 優等 88.20 臺中市 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19 密 ME 

5 優等 85.24 新北市 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12 In the Wind 

1 甲等 83.60 雲林縣 私立大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9 大將舞德 展神威 

3.大專團體丙組－現代舞 

序號 等第 總平均 縣市 參加單位 人數 節目名稱 

4 優等 86.96 基隆市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6 Circle of life 

1 優等 86.20 高雄市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9 闖 

3 甲等 84.70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4 彩虹 

2 棄權 0.00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5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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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場次：3月 15日（星期五）上午 9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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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等 89.20 高雄市 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6 最後的晚餐 

5 優等 87.42 花蓮縣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10 Ma'orday 祈雨祭 

4 優等 87.10 臺東縣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11 無間 

3 優等 86.90 臺中市 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8 Rush Hour 

2 甲等 84.80 屏東縣 私立屏榮高級中學 6 大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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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特優 90.46 臺北市 南湖國民小學 11 瑪利歐惹沃 

3 優等 89.60 臺南市 大成國民小學 8 好煩好煩的小企鵝 

13 優等 89.16 彰化縣 靜修國民小學 11 毛小孩是家人 

16 優等 88.72 新竹縣 光明國民小學 10 保羅貝爾的請求 

5 優等 88.36 新北市 裕民國民小學 10 看雲在說話 

7 優等 88.22 臺中市 軍功國民小學 11 冰上樂園 

4 優等 88.10 宜蘭縣 羅東國民小學 11 哇~扭到了！ 

1 優等 87.74 新北市 樹林國民小學 7 愛稻爆米香 

8 優等 87.68 南投縣 德興國民小學 11 小小礦工上班趣 

14 優等 87.60 臺北市 日新國民小學 11 蛙，挖，哇！ 

2 優等 87.46 新北市 安坑國民小學 5 一鳴咕雞 

9 優等 87.40 臺中市 上安國民小學 10 童畫趣 

6 優等 86.96 屏東縣 玉光國民小學 11 特務代碼 008尋寶趣 

15 優等 86.38 新北市 沙崙國民小學 8 燈泡星星「愛」發光 

11 優等 85.86 嘉義縣 圓崇國民小學 10 白雪公主後來呢? 

10 優等 85.80 臺中市 忠信國民小學 11 蒲公英的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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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場次：3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13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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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特優 91.00 臺中市 大肚國民小學 11 驚魂記 

5 優等 89.76 臺北市 臺北歐洲學校(文林路) 10 Rocking School 2 

24 優等 89.70 桃園市 南崁國民小學 11 兀 r 平方 3.14159 

16 優等 89.66 新北市 同榮國民小學 10 可圈可點 

6 優等 88.72 彰化縣 鹿東國民小學 9 小鹿亂撞 

11 優等 88.60 新竹縣 玉山國民小學 11 使命必達 

8 優等 88.46 臺南市 新進國民小學 8 偶迷驚夜 

9 優等 88.06 臺南市 裕文國民小學 9 山之祭 

17 優等 87.94 新北市 達觀國民中小學(國小部) 3 夢想飛行 

22 優等 87.76 桃園市 雙龍國民小學 11 偷偷的⋯ 

1 優等 87.60 臺中市 忠信國民小學 11 神偷諜影 

10 優等 87.60 臺北市 麗山國民小學 11 Dream time 

21 優等 87.32 金門縣 中正國民小學 10 小雞成長歷險記 

15 優等 87.30 臺中市 軍功國民小學 9 奇幻嬉遊趣 

14 優等 86.94 臺北市 明德國民小學 8 滑手機 

18 優等 86.50 新北市 修德國民小學 5 歡樂嘉年華 

3 優等 86.48 基隆市 仙洞國民小學 11 忍．舞形影 

13 優等 86.46 臺北市 建安國民小學 9 神燈奇緣 

19 優等 86.34 南投縣 中峰國民小學 10 古典隨想 

12 優等 86.22 雲林縣 朝陽國民小學 11 走到海邊 

23 優等 85.78 花蓮縣 三棧國民小學 11 童年 

2 甲等 84.36 新北市 永和國民小學 4 紙飛機的冒險 

4 甲等 83.78 屏東縣 仙吉國民小學 8 鐵扇仙女 

7 棄權 0.00 澎湖縣 中正國民小學 10 鳥兒飛飛舞翩翩 

 

2. 大專團體乙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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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0 基隆市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25 The greatest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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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場次：3月 16日（星期六）上午 9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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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特優 91.36 臺南市 
私立聖功女子高級中學附設 

國民中學 
16 白晝之夜 

16 特優 90.76 臺中市 安和國民中學 20 黑色幽默 

4 特優 90.62 高雄市 桃源國民中學 22 Bunun saikin 移動的傷口 

13 優等 89.86 臺北市 私立靜心國民中學 17 二分之一 

19 優等 88.58 新竹縣 忠孝國民中學 12 食魂者 

11 優等 88.34 花蓮縣 富里國民中學 17 失去 

5 優等 87.52 雲林縣 斗六國民中學 24 浮游異想 

1 優等 87.48 高雄市 前峰國民中學 18 魔術 fun 塊 

21 優等 87.40 新北市 板橋國民中學 25 絕．色 

2 優等 87.36 桃園市 建國國民中學 17 足球小將的獨白 

15 優等 87.32 新北市 
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附設 

國民中學 
16 夢境之外 

17 優等 86.44 澎湖縣 中正國民中學 13 out of control 

8 優等 86.16 嘉義縣 新港國民中學 16 體現時刻 

12 優等 85.70 新北市 漳和國民中學 25 來~Line~賴 

9 優等 85.60 屏東縣 佳冬國民中學 15 賣衣服的你，櫥窗裡的我 

3 優等 85.46 臺北市 大安國民中學 20 浪 

7 優等 85.14 臺中市 大德國民中學 21 城市新旅 

18 甲等 80.24 臺東縣 大武國民中學 19 排灣的孩子 

6 棄權 0.00 彰化縣 信義國民中小學(國中部) 18 同．翔 

10 棄權 0.00 臺北市 中正國民中學 13 交通行不行 

20 棄權 0.00 嘉義市 嘉義國民中學 18 粒線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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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場次：3月 16日（星期六）下午 13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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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特優 91.76 臺中市 大肚國民小學 21 再戰巔峰 

7 特優 90.60 桃園市 大同國民小學 15 魔境夢遊 

13 特優 90.50 臺北市 南湖國民小學 12 紅色派對 

5 優等 89.94 桃園市 大業國民小學 27 「桶」「桶」有「講」 

20 優等 89.76 新北市 裕民國民小學 20 THE WAVE 

22 優等 89.56 南投縣 溪南國民小學 24 就是愛玩-fun 運動 

14 優等 88.38 新北市 集美國民小學 15 黑色星期五 

23 優等 88.30 新竹縣 玉峰國民小學 19 猴靈猴現 

21 優等 88.28 臺南市 頂洲國民小學 18 飛舞大地 

25 優等 88.04 基隆市 安樂國民小學 20 塑．縛 

10 優等 87.78 高雄市 廣興國民小學 20 藍染夢 客家美 

18 優等 87.78 臺中市 北屯區大坑國民小學 12 回歸 

12 優等 87.68 臺北市 萬興國民小學 15 蘑菇女孩上學趣 

8 優等 87.44 新北市 龍埔國民小學 14 圓圓圓舞曲 

17 優等 87.18 宜蘭縣 羅東國民小學 14 翻開二甲子奇幻日 

2 優等 87.10 彰化縣 田尾國民小學 13 好厲害的紅狗蟻 

1 優等 87.08 臺北市 日新國民小學 21 課中的狂想曲 

4 優等 86.94 臺南市 紅瓦厝國民小學 15 寵物當家 

15 優等 86.66 花蓮縣 三棧國民小學 27 足跡 

19 優等 86.48 雲林縣 泉州國民小學 25 雨後 

9 優等 86.44 苗栗縣 建中國民小學 28 桐花童話好客村 

11 優等 86.38 新北市 安坑國民小學 13 跟著我們走吧！ 

6 優等 86.26 臺中市 賴厝國民小學 16 Spring Floewr Elf 

16 優等 85.62 澎湖縣 大池國民小學 12 夢 

26 優等 85.40 臺東縣 東河國民小學 17 小牧童跳街舞 

3 棄權 0.00 高雄市 大東國民小學 15 哭泣的愛麗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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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各級學校團體甲組成績表 

比賽地點：比賽地點：花蓮縣立體育館 

第 28場次：3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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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優等 89.40 臺北市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國小部) 
41 海，你沒塑吧? 

2 優等 88.00 桃園市 桃園國民小學 41 WiFi，攬牢牢的愛 

1 優等 86.40 臺中市 樹義國民小學 46 探險。奇遇。糖果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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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特優 91.96 花蓮縣 新城國民小學 72 舞悅豐收 

10 特優 91.20 臺北市 敦化國民小學 31 農村人家群歡舞 

11 特優 90.46 新竹縣 新樂國民小學 34 mngarux na tayal 

12 優等 89.36 新北市 成功國民小學 31 登凳兒 

7 優等 88.84 臺北市 木柵國民小學 48 藍鵲戲農園 

6 優等 88.62 新北市 瑞亭國民小學 34 繁花錦扇鼓太平 

5 優等 87.84 新北市 瑞平國民小學 32 喜慶歡樂迎豐年 

4 優等 87.70 臺北市 富安國民小學 35 豐收樂 

9 優等 87.32 臺中市 西屯區泰安國民小學 38 穿木屐躦鯪鯉 豐收包粽慶端午 

3 優等 86.44 臺中市 樹義國民小學 31 四季 

1 優等 86.30 桃園市 宋屋國民小學 36 繁花似錦艷艷蝶舞 

2 棄權 0.00 基隆市 八斗國民小學 34 分享．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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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0 基隆市 建德國民中學 32 傘舞倩影姿曼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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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0 花蓮縣 化仁國民中學 51 捕魚祭 

2 優等 88.74 桃園市 八德國民中學 37 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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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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0 花蓮縣 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75 
光之少女 –  

堤雅瑪贊(tiyamacan) 

3 特優 90.04 新北市 
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 

職業學校 
57 阿美豐年祭 

2 優等 89.10 臺中市 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39 歸途 

 

 

第 29場次：3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30分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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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特優 90.80 新竹縣 光明國民小學 36 三彩畫布 

5 優等 89.60 臺北市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35 塑塑遠離我！ 

7 優等 88.12 臺中市 大明國民小學 40 失落的海洋 

6 優等 87.40 新北市 思賢國民小學 38 探險活寶 

4 優等 87.30 臺中市 上石國民小學 35 登革熱不樂 

3 優等 87.20 桃園市 山頂國民小學 46 我的 3C我做主 

1 優等 86.80 新北市 金山國民小學 33 魔境夢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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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優等 88.70 新北市 中正國民中學 49 舞現譜 

3 優等 87.60 新北市 頭前國民中學 75 彩虹-同愛，同樣的愛 

1 優等 87.10 花蓮縣 國風國民中學 45 羽化 

4 棄權 0.00 新竹縣 峨眉國民中學 31 天天向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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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0 苗栗縣 建功國民小學 33 很久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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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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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0 新北市 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42 emergency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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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優等 88.90 新北市 忠義國民小學 34 採石補天-女媧傳 

2 優等 88.00 桃園市 新埔國民小學 65 刀光盾鼓戰沙場 

5 優等 87.66 新北市 金山國民小學 33 佳人遊園舞春風 

4 優等 87.30 臺中市 大勇國民小學 33 仙姿舞影彩雲間 

1 甲等 84.10 臺中市 春安國民小學 34 闖將令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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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優等 88.80 新竹市 培英國民中學 60 巫覡 

1 優等 85.00 宜蘭縣 蘇澳國民中學 33 晝終盡．夜月星移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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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優等 87.30 桃園市 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4 梨園之美 

1 優等 85.80 新竹縣 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33 京城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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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各級學校團體甲組賽程表 

比賽地點：彰化縣立體育館 

第 30場次：3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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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優等 87.80 彰化縣 育英國民小學 47 魔法小學院 

1 優等 87.20 雲林縣 北辰國民小學 75 我是小小兵 

2 優等 87.00 南投縣 魚池國民小學 38 快樂過新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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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特優 91.00 臺東縣 知本國民中學 39 遷徙．拓荒．敘歸途 

1 優等 89.64 南投縣 大成國民中學 39 Puging 根源 

3 優等 89.00 雲林縣 斗六國民中學 58 廟口戲趣 

4 優等 88.20 臺南市 安平國民中學 59 劍獅降龍護民傳說 

5 優等 85.50 彰化縣 田中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36 呼喚遠方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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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優等 89.80 高雄市 五福國民小學 46 鼓祭 

3 優等 88.20 嘉義市 崇文國民小學 32 魁星點狀元 

1 優等 86.20 嘉義縣 水上國民小學 47 春．嬉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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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特優 91.38 高雄市 岡山國民小學 71 廟口歡喜慶佳節 

1 特優 90.26 高雄市 八卦國民小學 33 樂魚戲遊珍珠海 

4 優等 89.40 彰化縣 芬園國民小學 40 鼓樂結綵慶歡騰 

3 優等 89.30 臺南市 麻豆國民小學 34 張燈擊鼓舞昇平 

7 優等 88.32 臺東縣 嘉蘭國民小學 41 aiyanga pinatjagiljan 

2 優等 87.94 南投縣 仁愛國民小學 43 
snru emdaan rdrudan cbiyaw 

(古老的傳說) 

5 優等 86.90 屏東縣 力里國民小學 34 
Tjuvecekadan 

(意旨學校所在部落:七佳)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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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特優 90.70 高雄市 苓雅國民中學 31 春動苗嶺 

1 優等 87.90 嘉義縣 民雄國民中學 31 百花盛宴舞蝶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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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0 臺東縣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2 雷公火之役(kaadaadaan) 

2 特優 90.00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33 Civare & bariangalai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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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等 89.40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術學校 32 舞將 

 

 

 

第 31場次：3月 28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30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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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特優 90.90 彰化縣 靜修國民小學 39 火焰靈兒齊飛揚 

1 優等 89.20 臺南市 關廟國民小學 35 赴戰．夜探．迎武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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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0 屏東縣 潮州國民中學 47 聖武英雄之風雲再起 

2 特優 90.00 臺南市 復興國民中學 37 墨．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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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優 91.00 臺南市 中山國民中學 47 護城之戰 

2 優等 88.20 嘉義縣 中埔國民中學 32 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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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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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特優 90.70 彰化縣 僑信國民小學 41 海之子 

3 優等 89.90 臺南市 公園國民小學 33 蒲公英的探險之旅 

2 優等 89.70 高雄市 漢民國民小學 39 Transformation 

6 優等 88.30 臺東縣 新園國民小學 34 小齊的花夢園...... 

4 優等 88.10 臺南市 宅港國民小學 36 劫水餘生 神靈撫佑 

1 優等 86.60 嘉義縣 竹崎國民小學 35 變動中的步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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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特優 91.80 彰化縣 平和國民小學 41 古墓奇遇 

4 特優 90.48 彰化縣 育英國民小學 39 夢境奇遇記 

3 優等 89.20 嘉義縣 水上國民小學 45 黑白聯想 

1 優等 87.90 屏東縣 東港國民小學 32 My Drea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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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特優 90.40 高雄市 龍華國民中學 52 沉潛迷宮 

1 特優 90.30 彰化縣 彰興國民中學 46 半線風情 

4 優等 89.10 高雄市 國昌國民中學 33 顫 

2 優等 88.40 嘉義縣 新港國民中學 72 回顧重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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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優 91.40 高雄市 苓雅國民中學 31 染色體 

2 優等 88.80 嘉義縣 民雄國民中學 31 迷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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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優 90.00 高雄市 
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 
69 龍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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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全區個人組決賽 

最佳舞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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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氣凌九霄 

民俗舞 臺南市 羅宇暄 女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春戀  

現代舞 臺北市 陳姵妤 女 北安國民中學 針．time 

 

 

最佳編舞獎 

區別 
舞蹈 

類型 
縣市別 姓名 參加單位 節目名稱 

編舞教

師 

全區 

個人組 

古典舞 臺北市 陳冠叡 中正高級中學 劍氣凌九霄 王蕾茜 

民俗舞 臺北市 陳正凱 麗山國民小學 小小探子馬 魏邵宇 

現代舞 宜蘭縣 卓思妤 宜蘭國民小學 小金人巡禮趣 魏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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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團體乙、丙組決賽 

最佳編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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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 東興國民中學 鋒迴盾禦．江山定 蘇家賢 

民俗舞 臺北市 北安國民中學 老舍茶館說書趣 魏卲宇 

現代舞 臺南市 中山國民中學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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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 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風決 呂美慧 

民俗舞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Mikilang 田姈琋 

現代舞 臺中市 大肚國民小學 再戰巔峰 賴夢珊 

兒童舞蹈 屏東縣 黎明國民小學 
So Amazing!我家也有超

能力花媽 
潘妍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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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團體甲組決賽 

最佳編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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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武英雄之風雲再起 駱欣雅 

民俗舞 高雄市 岡山國民小學 廟口歡喜慶佳節 林美惠 

現代舞 彰化縣 平和國民小學 古墓奇遇 蓋幼君 

兒童舞蹈 彰化縣 育英國民小學 魔法小學院 賴俐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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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缺 從缺 從缺 從缺 

民俗舞 花蓮縣 新城國民小學 舞悅豐收 葉又寧 

現代舞 新竹縣 光明國民小學 三彩畫布 葉姿慧 

兒童舞蹈 臺北市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

學(國小部) 
海，你沒塑吧? 莊詩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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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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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 

團體 

甲組 

第 28場 3月 20日 

新北市 瑞平國民小學 

花蓮縣 化仁國民中學 

臺中市 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第 29場 3月 21日 

花蓮縣 國風國民中學 

苗栗縣 建功國民小學 

新竹縣 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南區 

團體 

甲組 

第 30場 3月 27日 

嘉義市 崇文國民小學 

臺東縣 嘉蘭國民小學 

臺東縣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第 31場 3月 28日 

屏東縣 潮州國民中學 

彰化縣 平和國民小學 

彰化縣 彰興國民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