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亞太盃 秋季國際舞蹈大賽 賽程表   1 / 1 (日) 於 臺北市立大學中正堂

( 進場比賽時間 約 報到時間後40~90分鐘 )

序號 分項 組別 參賽者 學校 / 團名 舞  碼 報到時間

F01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鄭允潔 新北市立樹林國民小學 紅鱗戲水～水盈盈 8:00

F02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林心榆 新北市立中和國民小學 靈鵲嬉舞 8:00

F03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黃煦雅 湘毓舞蹈 火光之焰 8:00

F04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林宸邑 新北市立中和國民小學 妞兒戲元宵 8:00

F05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邱子瑄 彰化縣立僑信國民小學 草原驕娃 8:00

F06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吳翊綾 新竹縣立松林國民小學 鼓孩兒 8:00

F07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黃芮妍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小學 小女二八 8:00

F08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王婕芸 彰化縣雅典娜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雨竹林 8:30

F09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高翎芮 湘毓舞蹈 小河灣灣 8:30

F10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陳宥淇 臺南市立大橋國民小學 點水 8:30

F11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廖珮妤 臺中市立力行國民小學 魚兒 8:30

F12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姜詠晴 臺南市立紅瓦厝國民小學 小妞兒 8:30

F13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許曖苓 彰化縣立僑信國民小學 勒佤妹 8:30

F14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李佳豫 臺南市立五甲國民小學 雨后春山 9:00

F15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張若妍 桃園市立富台國民小學 花飛蝶舞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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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游雨潔 彰化縣立靜修國民小學 春雨花飛 9:00

F17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陳馨妮 高雄市立文德國民小學 格桑梅朵 9:00

F19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詹晴貽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小學 俏妞兒弄扇 9:00

F20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張晴羽 臺中市立上石國民小學 茉香花韻 9:00

F21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鄭詩樺 彰化縣立萬來國民小學 狐魅 9:30

F22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陳詩汶 彰化縣立靜修國民小學 俏妞兒玩耍趣 9:30

F23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林芸溱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小學 粼粼草語 9:30

F24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盧小喬 臺中市立力行國民小學 棒打老虎 9:30

F25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石  宇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小學 水之靈 9:30

F26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楊翊暄 臺中市立上石國民小學 俏妞戲元宵 9:30

F27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四-六年級組 饒佳歆 新竹縣立山崎國民小學 佤山獵影 10:00

F30 民俗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羅梓嘉 臺中市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草原情 10:30

F31 民俗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許  鈺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學 嫣語嬌俏醉紅顏 10:30

F32 民俗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李佳瑄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心中的傣家妹 10:30

F33 民俗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賴叡萱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魚兒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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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4 民俗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黃苡甄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日間部七年一貫制 草原兒女情 10:30

F35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張可歆 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 獸.風獅 10:30

F36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陳品彤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奔騰 11:00

F37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孫意涵 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瑤家妹子岭山樂 11:00

F38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沈書妤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邊烽俠客度榆塞 11:00

F39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劉芋豆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歡喜客棧廚娘樂 11:00

F40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林恩希 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狐妖 11:00

F41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陳冠潔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真美客棧 11:00

F42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鄭卉祺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雪鴻鵠 11:00

F43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吳培語 雲林縣立雲林國民中學 靈雀 11:30

G01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楊智翎 桃園市立南崁國民小學 我的魔幻氣球 11:30

G02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黃芮妍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小學 早自修 12:00

G03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黃凱貞 彰化縣立大湖國民小學 Catwoman 12:00

G04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吳彥璵 彰化縣立靜修國民小學 原子乍現 12:00

G05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黃莫琍 彰化縣立梧鳳國民小學 Mystery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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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6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張茵淇 新北市立海山國民小學 空間穿梭者 12:00

G07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陳姵妤 彰化縣立靜修國民小學 Tricky box! 12:00

G08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林詩昀 彰化縣立湖南國民小學 說謊的皮諾丘 12:00

G09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詹晴貽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小學 偶 12:30

G10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楊昀霏 臺中市立篤行國民小學 途 . 旅 12:30

G11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宋  蕓 湘毓舞蹈 喵的藍調靈魂 12:30

G12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董羽涵 新竹縣立十興國民小學 摩登原始人 12:30

G13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黃絲妤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小學 After class 12:30

G14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劉家璇 臺中市立上石國民小學 Les souvenirs 12:30

G15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邱子瑄 彰化縣立僑信國民小學 Oops! 12:30

G16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簡佩煊 新北市立廣福國民小學 愛作夢的簡瑪麗 13:00

G17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劉紋溱 湘毓舞蹈 孤獨的王者 13:00

G18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林歆婕 新北市立秀朗國民小學 鐘樓女孩 13:00

G19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陳奕晴 臺北市立幸安國民小學 蛻變 13:00

G20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林品妤 臺中市立喀哩國民小學 呼!原來是夢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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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1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詹婷扉 桃園市立文華國民小學 開動了 13:00

G22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劉舒妍 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初 ˙ 生 13:00

G23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林湘庭 私立及人小學 網開 ˙一面 13:30

G24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組 詹詠捷 私立文興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NO 80 13:30

G25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組 任煒繗 臺南市立歸仁國民中學 鹿之歌 13:30

G26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組 周富蓉 苗栗縣竹南國民中學 星˙漫遊 13:30

G27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組 李宜錞 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Catch 14:00

G28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組 莊馥瑄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夢迴 14:00

H01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1～3年級組 劉璟嫻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小學 龍兒 14:00

H02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1～3年級組 莊喬淨 高雄市立曹公國民小學 征 14:00

H03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1～3年級組 陳玟蓁 新北市立板橋國民小學 小格格 14:30

H04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1～3年級組 楊昀芳 臺中市立篤行國民小學 海之子 14:30

H05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1～3年級組 周芯羽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小學 臥虎藏龍 14:30

H06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1～3年級組 鄭宇璦 臺南市立崇明國民小學 龍兒凌槍舞神威 14:30

H07 古典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陳思媛 雲林縣立蔦松藝術高中附設國中部 荷塘月色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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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8 古典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林佳臻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巾幗木蘭 14:30

H09 古典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黃郁甯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鼓樂拂袖映佳人 15:00

H10 古典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王泠諼 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 颯步凌風迎凱歸 15:00

H11 古典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蘇有婕 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鳳靈赤羽飛 15:00

H12 古典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鄭筠璇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小青 15:00

H13 古典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江亭昀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一剪梅‧暗香盈 15:00

H14 古典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潘雅莉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梵境 15:00

H15 古典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鄭倢淩 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醉.少林 15:00

H16 古典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陳筑欣 雲林縣立雲林國民中學 風起雲湧震山河 15:30

H17 古典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張湘妮 苗栗縣立苗栗國民中學 乘風御雲降魔陣 15:30

H18 古典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林于璇 雲林縣立雲林國民中學 一抹飛墨舞丹青 15:30

H19 古典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陳萱蔓 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出水蓮 15:30

H20 古典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余慕安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水靈拂袖舞翩翩 15:30

H21 民俗舞團體甲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李佳瑄、阮姵榕、魏伶倢

賴蓁筠、游思語
戰鼓的傳說 聞刀起舞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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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2 民俗舞團體甲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賴叡萱、陳心胤、鄭卉祺

陳語軒、鄭筠璇、王婕芸

詹詠捷、鄭詩樺、黃凱貞

江富美舞團 日照金山 16:00

H23 古典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鄭玲雅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花間夢事 16:00

H24 古典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黃暐翔 萃集藝術空間星允舞團 梨園京夢 16:00

H25 古典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陳培堉 Chen, pei  yu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日間部七年一貫制 袖舞翩躚 16:00

H26 古典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楊侑妤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破天門 16:30

H27 古典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張恩瑀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征途 16:30

H28 古典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賴叡萱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穹靈 16:30

H29 古典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羅梓嘉 臺中市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周處再現 16:30

H30 古典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楊孟薰 臺中市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凌風俠影 16:30

H31 古典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周品妤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敖戰風凜 16:30

H32 古典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張瑜芯 雲林縣立蔦松藝術高級中學 穆桂英大破天門陣 16:30

H33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陳映臻 新北市立永平國民小學 靈蛇倩影 17:00

H34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楊  琁 臺中市立豐原國民小學 飛天彩韻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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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5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邱珮晴 彰化縣立永靖國民小學 敦煌樂舞 17:00

H36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陳彥羽 彰化縣立湖南國民小學 舞韻旋天 17:00

H37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陳宥淇 臺南市立大橋國民小學 唐風瓷影 17:00

H38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林詩昀 彰化縣立湖南國民小學 白澤仙雲 17:30

H39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廖靜沂 新竹縣立松林國民小學 燄山童子顯威靈 17:30

H40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王奕晴 彰化縣立靜修國民小學 墨舞春秋 17:30

H41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劉永晞 康橋國際學校 小將領旨旗威風 17:30

H42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李姮靚 臺南市立紅瓦厝國民小學 月牙兒 17:30

H43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許允溱 新北市立文林國民小學 蒹葭蒼蒼 17:30

H44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陳怡伶 私立竹林國民小學 湖畔蓮仙 18:00

H45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王蕾蕾 裕德國際學校 春江花月夜 18:00

H46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黃凱貞 彰化縣立大湖國民小學 小仙蜻 18:00

H47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張詠筑 臺南市立紅瓦厝國民小學 春露花語 18:00

H48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王婕芸 彰化縣雅典娜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雪狐吟 18:00

H49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盧韻如 宜蘭縣立人文國民中小學 花仙兒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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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0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王婕伃 新北市立積穗國民小學 羿攻九日 18:00

H51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邱子瑄 彰化縣立僑信國民小學 鳳凰展翅威四方 18:30

H52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陳姵妤 彰化縣立靜修國民小學 烽戍橫歌從百戰 18:30

H53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林德欣 新北市立重慶國民小學 小小才子遊學堂 18:30

H54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吳翊希 新竹縣立松林國民小學 遙行 18:30

H55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邱楷喻 臺中市立大同國民小學 仙姿娉婷映蓮池 18:30

H56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賴子晴 桃園市立南崁國民小學 花語凝香 18:30

H57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施韋丞 臺中市立光復國民小學 火龍兒戲雲間 19:00

H58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組 謝蕎卉 國立南科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舞韻花瓷 19:00

J01 民俗舞團體乙組 國中舞蹈班組

陳侑群、陳昕琦、楊于萱

陳家渝、康芮姍、蔣祐薰

黃貞菱、楊騏甄、葉子嫣

郭家妡、藍子芸、陳  禎

蔡孟霙空間舞團 三月雪 19:30

J02 民俗舞團體乙組 國中舞蹈班組

黃郁甯、陳韋汎、江婕筠

潘雅莉、曹芮菲、蕭怡倩

邱子瑄、黃絲妤、賴靖瑜

游雨潔、詹晴貽、賴亭安

游月說青少年舞團 草原歡歌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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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3 民俗舞團體乙組 國中舞蹈班組

莊鈺琪、吳培語、林品言

曾湘柔、許以昕、廖依慧

黃宣涵、林于璇、陳筑欣

陳玟卉、劉可薰

咚咚舞蹈團 夢土 20:00

J04 現代舞團體乙組 國中舞蹈班組

陳侑群、陳昕琦、楊于萱

陳家渝、康芮姍、蔣祐薰

黃貞菱、楊騏甄、葉子嫣

郭家妡、藍子芸、陳  禎

蔡孟霙空間舞團 無題 20:00

J05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鄭筠璇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flamingo 20:00

J06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姚心媛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 PURE 20:30

J07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李沐夏 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異鏡 20:30

J08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張宥文 臺北市立雙園國民中學 Revolve 20:30

J09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吳雅文 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 詭.思 20:30

J10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鐘喬琳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出走 20:30

J11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賴亭安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冀翼 20:30

J12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黃沄寬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牠的獨白 20:30

J13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呂予捷 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獨。流 21:00

J14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張宥儀 臺北市立雙園國民中學 凝視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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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5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安品瑜 苗栗縣立苗栗國民中學 Black Garden 21:00

J16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黃愷甯 臺北市立雙園國民中學 克卜勒 21:00

J17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黃叡恩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心雨 21:00

J18 現代舞個人組 國中舞蹈班組 莊鈺琪 雲林縣立雲林國民中學 祈祓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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