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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1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1～3年級組 葉宥廷 臺北市立葫蘆國民小學 小道童 8:00

K02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1～3年級組 洪宥安 高雄市立文府國民小學 水中樂 8:00

K03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1～3年級組 雲凡庭 新北市立復興國民小學 俏妞嬉花兒 8:00

K04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一-三年級組 吳姵萱 新竹縣立松林國民小學 喜上梅梢 8:00

K05 民俗舞個人組 高中職組 蕭鈺學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王•噬 8:00

K06 民俗舞個人組 高中職組 林瑀潔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打野呵 8:00

K07 民俗舞個人組 高中職組 施至幸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學 吟花詠柳 8:00

K08 民俗舞個人組 高中職組 邵郁軒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醉紅顏 8:30

K09 民俗舞個人組 高中職組 蕭采緹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 花舞遊蹤 8:30

K10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詹瑩巧 臺中市立篤行國民小學 凝・棍 8:30

K11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吳汶錡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小學 酒醉仙 8:30

K12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蔡昀熹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小學 魚妞戲水 8:30

K13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呂佳家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小學 俏娃弄圓慶元宵 8:30

K14 民俗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賴岳慈 臺中市立篤行國民小學 絹轉福來喜迎春 9:00

K15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組 鄭以葳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彞家妹子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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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6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組 林绣靜 臺南市立南化國民中學 雨後初夏 9:00

K17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組 黃綵惠 新北市立溪崑國民中學 弄絹歡喜情 9:00

K18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組 張景甯 臺南市立歸仁國民中學 喜娘心·牽線情 9:00

K19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組 顏湘翎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伏天道傀 9:30

K20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組 黃紫淳 臺南市立沙崙國民中學 提線妞兒 9:30

K21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組 吳瑀萱 臺中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驫 9:30

K22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組 林亞甄 臺南市立歸仁國民中學 界外桃源 9:30

K23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組 張峻誠 新竹縣立新豐國民中學 齊天大聖 9:30

K24 民俗舞個人組 國中組 黃昱華 新竹縣立忠孝國民中學 幻靈 9:30

M01 民俗舞個人組 大專舞蹈班 藍心妤 中國文化大學 又見鴻雁 10:00

M02 民俗舞個人組 大專舞蹈班 曾冠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待嫁女兒心 10:30

M03 民俗舞個人組 社會組 趙維靜 無 夢中的馬群 10:30

M04 民俗舞個人組 樂齡組 陳秀金 無 舞在這江畔 10:30

M05 民俗舞個人組 樂齡組 江招香 無 荷塘媚影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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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6 民俗舞團體甲組 國小1～3年級組
蔡宜恩、蔡佩恩、李艷彤

蕭羽希、林詩于、戴先慧
舞動勁界 葡萄架下的小姑娘 10:30

M07 現代舞團體甲組 國小1～3年級組

楊予瑄、陸品妍、蔡里佳

謝惟安、林采勳、楊知融

林采緗

悅風舞集 虛「蟑」聲勢 11:00

M08 現代舞團體甲組 國小1～3年級組

楊昀芳、張芮瑀、林于喬

黃梓珊、許潔心、洪宇恬

廖婕寧

雲堤舞藝學院 小水手探險記 11:00

M09 現代舞團體甲組 國小1～3年級組

許筱莓、汪知嬡、吳之甯

翁子涵、廖敬昀、張宥筑

陳榆涵、林宸妃、簡湘霓

江以涵

快樂城堡舞團 甜甜派對 蟻來襲！ 11:00

M10 現代舞團體甲組 國小4～6年級組
黃映菲、王采翎、賴宥妤

陳金樺、劉欣亞、張綺恩
賴厝國小 Who you are 11:00

M11 現代舞團體甲組 國小4～6年級組

游甯心、陸品希、賴沛妤

林晏坊、劉宜柔、陳又新

李科臻、李冠妤

悅風舞集 Box Game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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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 現代舞團體甲組 國小4～6年級組 李祈葳、黃筱婷 Free dance studio 共存 11:30

N01 民俗舞團體甲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楊依宸、楊子萱、汪芸熙

郭愷芝、陳怡伶、林湘庭

陳映臻、林宸邑、王婕伃

翔舞舞蹈藝術學苑 嬉春伴遊 11:30

N02 民俗舞團體甲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林子瑜、張祐慈、曾品霓 亦淇藝術舞蹈團 俏ㄚ頭 12:00

N03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楊欣樺 臺中市立篤行國民小學 揚飛凌槍舞干雲 12:00

N04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蔡沛蓉 臺中市立篤行國民小學 夢回千年舞旋鼓 12:00

N05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廖苡瑈 臺北市立東門國民小學 風雲雷神將 12:00

N06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陳妤柔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小學 小荷花語 12:00

N07 古典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洪潤琲 臺中市立篤行國民小學 小龍兒戲東海 12:00

N08 民俗舞團體乙組 國小1～3年級組

謝語喬、李璦妘、張茵茵

余奕嫻、陳詠青、黃靖淳

王瀅捷、賴妍臻、林書曼

姚艾彤、李嫣妍、張書綾

曾采婕

慧足舞集 傣家小妹 12:30

N09 民俗舞團體乙組 樂齡組

詹惠茹、劉芳菁、周文懿

姜紫雲、張玉春、陳鈴語

傅麗華、雷蕙明、陳希文

徐鳳鴛、馬    瑞

福佑舞蹈班 村口的盼望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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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 民俗舞團體甲組 國中組
賴幸彤、顏子涵、鄭亮岑

陳奕宇、黃泳寧
雲堤舞藝學院 蝶舞翩翩 12:30

N11 民俗舞團體甲組 國中組
徐紫恩、姜宥彤、陳郁慧

陳芝涵、周艾均
黃美惠舞藝中心 女˙子 12:30

N12 民俗舞團體甲組 國中舞蹈班組
林穎萱、林畇蓁、楊予僑

黃沄寬、陸品希
悅風舞集 散花傘畫 13:00

N13 民俗舞團體甲組 社會組
林雅綸、賴錦瑩、楊曉珮

方思瑄、蔡伊君、廖子苓
新舞集舞團 月下旂旎 13:00

N14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1～3年級組 陳依羚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暑假農村樂 13:00

N15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1～3年級組 吳瑀妍 臺中市立新高國民小學 喵 13:00

N16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1～3年級組 蔡媃羽 臺中市立上石國民小學 喵~ 13:30

N17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1～3年級舞蹈班組 李婕熙 桃園市立南門國民小學 JESSIE的魔法棒 13:30

N18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吳沁凝 臺中市立篤行國民小學 困鬥 13:30

N19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曾妡穎 臺中市立篤行國民小學 飛翔 13:30

N20 現代舞個人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黃可恩 宜蘭縣立公正國民小學 噓!星星說...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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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 現代舞個人組 高中職組 古伊芸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困 14:00

P02 現代舞個人組 高中職組 余珮婕 臺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沒有意外 14:00

P03 現代舞個人組 高中職組 鄒子晴 桃園市私立育達高級中學 在孤島上 14:00

P04 現代舞個人組 高中職組 官妤庭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花繫 14:00

P05 現代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吳  迪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Break Free 14:00

P06 現代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宋佩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Get rid of⋯ 14:30

P07 現代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方宣霓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旅程 14:30

P08 現代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蘇溶螘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Love/愛 14:30

P09 現代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周品妤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追尋一朵開花的時間 14:30

P10 現代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呂翊琳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學 Hallelujah 14:30

P11 現代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皮庭睿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先修部 Streamline 14:30

P12 現代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邵齡萱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離狂 14:30

P13 現代舞個人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卓千惠 臺中市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我-是我-還是我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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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 現代舞團體乙組 國小4～6年級舞蹈班組

何孟玹、簡愷靚、洪薇棋

洪維翎、郭語潔、賴禹璇

蕭瑀倢、賴品妤、陳榆欣

許湘昀、梁柔恩、陳玥瑄

曾頊恩、匡姸霏、劉向恩

王晨宣、李芃葳、陳家萱

首席舞集 起立，敬禮，下課趣! 15:00

P15 古典舞團體甲組 國小4～6年級組 洪瑜妏、洪楷博 瑩欣舞蹈團 善財龍女 15:00

P16 古典舞團體甲組 國小4～6年級組

陳姵妤、王婕穎、王臻婷

游雨潔、吳彥璵、賴品豫

王奕晴、陳詩汶、詹子誼

卓巧甯

靜修國小 凜兮竹影風雲起 15:00

P17 古典舞團體甲組 國中組 黃昱華、許若妍、田歆筠 飛雁舞蹈團 天戲丑 15:00

P18 古典舞個人組 高中職組 古瑞玉 無 云想霓裳 15:30

P19 古典舞個人組 高中職組 陳淯祺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墨魂 15:30

P20 古典舞個人組 高中職組 蔡瑞妤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憶 15:30

P21 古典舞個人組 大專組 郭芸穎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辭別賦 15:30

P22 古典舞個人組 大專組 林郁婷 國立嘉義大學 道風舞韻 15:30

P23 古典舞個人組 大專組 詹謹甄 國立嘉義大學 碧水長天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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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 古典舞個人組 大專舞蹈班 蔡宜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袖舞翩蹮 16:00

P26 古典舞個人組 大專舞蹈班 陳法恩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醉臥沙場君莫笑 16:00

P27 古典舞個人組 大專舞蹈班 楊雯亘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清風影 16:00

P28 古典舞個人組 大專舞蹈班 王嘉愉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盼 16:00

R01 古典舞個人組 社會組 陳沛渝 無 沙漠夢迴曲 16:30

R02 古典舞個人組 社會組 黃紫凌 無 飛天 16:30

R03 古典舞個人組 社會組 江秋妹 無 巾幗英雄 16:30

R04 古典舞個人組 社會組 吳幸瑢 無 盜寶 16:30

R05 古典舞個人組 樂齡組 曾月梅 無 荷花清雅，水中盪漾 17:00

R06 古典舞團體甲組 國小1～3年級組

李宥璇、楊于薰、潘靜妍

石馥瑄、劉璟嫻、詹子誼

陳宣綺、黃可蓉、賴芷庭

游月說舞蹈學院 旗戰風雲武威揚 17:00

R07 古典舞團體甲組 國小1～3年級組

鄭甜妤、鄭名妤、李若甄

朱彥菲、王禔樂、廖欣屏

謝棠炘、王沛璇、楊迦心

咚咚舞蹈團 金鋒焰日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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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8 古典舞團體甲組 國中舞蹈班組

郎云希、陳律妍、石瀠禎

林品妍、陳婕歆、陳俞澔

游艾翎

藝文藝術城堡 夜戰笠襲 17:00

R09 現代舞個人組 大專舞蹈班 陳琬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囚 17:00

R10 現代舞個人組 大專舞蹈班 謝宜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沒有擊線 17:30

R11 現代舞個人組 社會專業組 施璦俐 無 Wings 17:30

R12 現代舞團體甲組 國中組 徐紫恩、姜宥彤、陳郁慧 黃美惠舞藝中心 貓 17:30

R13 現代舞團體甲組 國中舞蹈班組
林穎萱、林畇蓁、楊予僑

黃沄寬、陸品希
悅風舞集 無言的對話 17:30

R14 現代舞團體甲組 高中職舞蹈班組

許恩綺、王若馨、王詩涵

陳品妤、陳捷瑄、曾楷芸

吳嘉敏

i DANCE Position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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