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學年度彰化縣學生舞蹈比賽場次分配表 

日期 場次 賽程時間  類型  隊數 

1  8:10‐10:50(160分)  國小個人組  現代舞  23 隊 

中場休息 10 分鐘 

2-1 高中職個人組 現代舞 5 隊 

2-2 國中 A 團體乙組 古典舞 1 隊 

2-3 國中 B 團體乙組 古典舞 1 隊 

2-4 

11:00-12:30(90 分) 

國中 B 團體丙組 古典舞 1 隊 

中場休息 30 分鐘 

2-5 國小 B 團體乙組 古典舞 2 隊 

2-6 
13:00-14:00(60 分) 

國小 B 團體丙組 古典舞 2 隊 

中場休息 10 分鐘 

11/12(二) 

3 14:10-17:10(180 分) 國中個人組 現代舞 30 隊 

日期 場次 賽程時間  類型 隊數
4  8:10‐10:50(160分)  國中個人組  民俗舞  22 隊 

中場休息 10 分鐘 

5-1 高中職個人組 民俗舞 1 隊 

5-2 國小 B 團體乙組 現代舞 3 隊 

5-3 

11:00-12:30(90 分) 

國小 B 團體丙組 現代舞 3 隊 

中場休息 30 分鐘 

5-4 國中 A 團體乙組 現代舞 1 隊 

5-5 國中 B 團體丙組 現代舞 2 隊 

5-6 

13:00-14:00(60 分) 

高中職個人組 古典舞 2 隊 

中場休息 10 分鐘 

11/13(三) 

6 14:10-17:10(180 分) 國小個人組 民俗舞 30 隊 

日期 場次 賽程時間  類型 隊數
7  8:10‐10:50(160分)  國小個人組  古典舞  26 隊 

中場休息 10 分鐘 

8-1 國中 B 團體丙組 民俗舞 2 隊 

8-2 高中職 A 團體乙組 民俗舞 1 隊 

8-3 

11:00-12:30(90 分) 

高中職 B 團體乙組 民俗舞 1 隊 

中場休息 30 分鐘 

11/14(四) 

9 13:00-17:00(240 分) 國中個人組 古典舞 31 隊 

日期 場次 賽程時間  類型 隊數

10-1 國小 B 團體乙組 民俗舞 1 隊 

10-2 國小 B 團體丙組 民俗舞 6 隊 

10-3 國小 B 團體乙組 兒童舞蹈 2 隊 

10-4 

8:10-10:50(160 分) 

國小 B 團體丙組 兒童舞蹈 4 隊 

中場休息 

11-1 國中 B 團體甲組 現代舞 1 隊 

11-2 高中職 B 團體甲組 民俗舞 1 隊 

11-3 國小 B 團體甲組 民俗舞 2 隊 

11-4 國小 A 團體甲組 現代舞 1 隊 

11/15(五) 

11-5 

14:30-15:40(70 分) 

國中 B 團體甲組 民俗舞 1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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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2 日(二)上午 8:10  地點：彰化演藝廳  

場次：1  國小個人組 現代舞   

順序 報名隊伍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王映儼 彰化縣 縣立鹿東國小 油漆趣 

2 劉馥甄 彰化縣 縣立北斗國小 喵~喵~喵 

3 陳怡臻 彰化縣 縣立湖南國小 叢林 

4 朱茜蓉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娃娃的異想世界 

5 邱子芸 彰化縣 縣立永靖國小 尋覓者 

6 尤妤甄 彰化縣 縣立鹿東國小 小丑狂想曲 

7 曾奕蒹 彰化縣 縣立靜修國小 LOVE 

8 顏少宏 彰化縣 縣立靜修國小 木偶奇兵 

9 賴羿婷 彰化縣 縣立大村國小 勇敢的小生命 

10 王仁宣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上課 白日夢 

11 田邵媛 彰化縣 縣立萬來國小 喵 喵 喵 

12 莊雅鈞 彰化縣 縣立萬來國小 娃娃 

13 姜元婕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夜靨狂想曲 

14 梁若瑀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小老鼠 

15 湯宇婕 彰化縣 縣立靜修國小 小花農 

16 施畇均 彰化縣 縣立鹿東國小 睡了? 沒 

17 羅梓瑜 彰化縣 縣立田尾國小 稻草人 

18 劉貽心 彰化縣 縣立靜修國小 小木偶的天空 

19 施芊羽 彰化縣 縣立好修國小 鬥魚 

20 王亭云 彰化縣 縣立萬來國小 球球樂 

21 施景淳 彰化縣 縣立文開國小 我的光影 我的夢 

22 施芷伃 彰化縣 縣立鹿東國小 100 分的背後 

23 陳宜琳 彰化縣 縣立明湖國小 冏女孩 

11 月 12 日(二)上午 11:00  地點：彰化演藝廳 

場次：2-1  高中職個人組 現代舞   

順序 報名隊伍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葉家如 彰化縣縣立彰化藝術高中 蜥 

2 王儷穎 彰化縣縣立彰化藝術高中 最近的醉後 

3 紀冠汝 彰化縣縣立成功高中 青春.記憶.叛逆

4 陳亭伃 彰化縣縣立彰化藝術高中 夢見愛麗絲 

5 王昱文 彰化縣縣立彰化藝術高中 夢幻之夢 

場次：2-2  國中 A團體乙組 古典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彰安國中 旗陣飄揚 

場次：2-3  國中 B團體乙組 古典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低幕夜襲 劍影憧憧

 

 

 

場次：2-4  國中 B團體丙組 古典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福興國中 聆墨 

11 月 12 日(二)下午 13:00  地點：彰化演藝廳 

場次：2-5  國小 B團體乙組 古典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永靖國小 迎風搖曳舞娉婷 

2 彰化縣 縣立鹿東國小 風旗雲湧威四方 

場次：2-6  國小 B團體丙組 古典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靜修國小 風起雲湧 

2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凌波綠映畫蓮華 

11 月 12 日(二)下午 14:10  地點：彰化演藝廳 

場次：3  國中個人組 現代舞   

順序 報名隊伍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巫淇芸 彰化縣 縣立北斗國中 鴨子狂想曲 

2 賴怡婷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中 娃娃幻想譜 

3 黃子華 彰化縣 縣立福興國中 舞台人生 

4 林汶儒 彰化縣 縣立陽明國中 叛學 

5 張芳睿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高跟鞋與西裝 

6 郭家伶 彰化縣 縣立田尾國中 盤絲 

7 朱珮欣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髮思 

8 柯奕瑄 彰化縣 縣立彰安國中 旅程 

9 柯欣慧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異想世界 

10 尤靖彤 彰化縣 縣立福興國中 品味午後時光 

11 林柔瑄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夜的精靈 

12 楊惇淇 彰化縣 縣立和美高中

附設國中 

夢魘 

13 詹佩琦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雨中漫舞 

14 黃妤靜 彰化縣 縣立福興國中 少女情懷 

15 黃品臻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夢 

16 李亭逸 彰化縣 縣立彰安國中 婆憂鳥的故事 

17 蕭沛弘 彰化縣 縣立社頭國中 誰? 

18 羅宜琪 彰化縣 縣立田尾國中 Rotate a teapot 

19 徐珊彤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Future 

20 林靜妤 彰化縣 縣立和美高中

附設國中 

蛇姬 

21 施依吟 彰化縣 縣立福興國中 青絲 

22 蕭伃秀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猜猜我是誰? 

23 黃盈蓁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墨韻 

24 曾鈺庭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夏夏叫 



25 王暄云 彰化縣 縣立彰安國中 蜘蛛 

26 詹青蓮 彰化縣 縣立田尾國中 幻想曲 

27 紀詩涵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Before out 

28 陳柏宇 彰化縣 縣立彰安國中 異次元 

29 陳祈安 彰化縣 縣立彰安國中 Life 

30 魏嘉瑩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中 夏日‧午後 

11 月 13 日(三)上午 8:10  地點：彰化演藝廳 

場次：4  國中個人組 民俗舞   

順序 報名隊伍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張嘉允 彰化縣 縣立福興國中 錢踏鼓 

2 謝喬亦 彰化縣 縣立彰泰國中 魚兒 

3 巫淇芸 彰化縣 縣立北斗國中 鴻雁高飛 

4 江怡欣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草原驕子 

5 游子芸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中 出水芙蓉伴荷葉 

6 黃方辰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春郊馳馬 

7 林汶儒 彰化縣 縣立陽明國中 雨竹林 

8 楊嘉玲 彰化縣 縣立鹿港國中 靈雀飛舞 

9 林禎妤 彰化縣 縣立彰興國中 水韻 

10 萬晉妤 彰化縣 縣立鹿港國中 山水 

11 張瑀珊 彰化縣 縣立彰安國中 傣家姑娘 

12 許嘉妤 彰化縣 縣立鹿港國中 花妖 

13 黃盈蓁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小卜少 

14 張亦慈 彰化縣 縣立秀水國中 雲童 

15 黃郁婕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打虎英雄 

16 張芳睿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金蓮三寸繡苦情 

17 廖翌筑 彰化縣 縣立彰安國中 喜慶 

18 尤靖彤 彰化縣 縣立福興國中 駿馬奔騰躍草原 

19 紀詩涵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嬉水 

20 魏嘉瑩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中 傳家 

21 蕭伃秀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春遊 

22 徐佳愉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美麗的草原我的家 

11 月 13 日(三)上午 11:00  地點：彰化演藝廳 

場次：5-1  高中職個人組 民俗舞   

順序 報名隊伍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辛映昀 彰化縣縣立彰化藝術高中 逍遙劍賦 

場次：5-2  國小 B團體乙組 現代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夢想紛飛 

2 彰化縣 縣立永靖國小 該誰跳? 

3 彰化縣 縣立田尾國小 淘氣小老鼠 

 

 

 

場次：5-3  國小 B團體丙組 現代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鹿東國小 教室狂想曲 

2 彰化縣 縣立和美國小 戲猴園 

3 彰化縣 縣立僑信國小 蛻變 

11 月 13 日(三)下午 13:00  地點：彰化演藝廳 

場次：5-4  國中 A團體乙組 現代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彰安國中 Tetris 

場次：5-5  國中 B團體丙組 現代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秀水國中 
社會議題－賣火柴

的小女孩(弱勢) 

2 彰化縣 縣立信義國中(小) 另一個自己 

場次：5-6  高中職個人組 古典舞   

順序 報名隊伍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陳亭伃 彰化縣縣立彰化藝術高中 花神 

2 辛映昀 彰化縣縣立彰化藝術高中 凌波舞影 

11 月 13 日(三)下午 14:10  地點：彰化演藝廳 

場次：6  國小個人組 民俗舞   

順序 報名隊伍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江婷軒 彰化縣 縣立溪州國小 煙盒舞 

2 李玟儀 彰化縣 縣立北斗國小 喲~俏姑娘 

3 薛雅蔓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嬉春 

4 陳家綺 彰化縣 縣立靜修國小 歡樂的草原 

5 鄭芸柔 彰化縣 縣立田尾國小 錦雞報曉 

6 賴羿婷 彰化縣 縣立大村國小 美麗的小孔雀 

7 李寀宜 彰化縣 縣立田尾國小 上菜囉！ 

8 謝喬安 彰化縣 縣立南州國小 小卜少 

9 陳芷珊 彰化縣 縣立媽厝國小 節慶歡舞 

10 劉品岑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竇娥冤 

11 王思媛 彰化縣 縣立和美國小 魚仙子 

12 施芊羽 彰化縣 縣立好修國小 彝族小姑娘 

13 王亭云 彰化縣 縣立萬來國小 馳騁草原 

14 盧逸蓴 彰化縣 縣立埔心國小 傣姑娘 

15 賴怡華 彰化縣 縣立村上國小 提燈‧燭火樂 

16 蔣瑜珊 彰化縣 縣立管嶼國小 花叢間 

17 洪筱媛 彰化縣 縣立湖東國小 俏妞嬉春 

18 邱加嘉 彰化縣 縣立僑信國小 小魚兒 

19 朱茜蓉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頑獅歡慶贊有年 

20 賴妍禎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蝶兒飛舞 

21 施柏睿 彰化縣 縣立鹿東國小 店小二 

22 沈靖媛 彰化縣 縣立西勢國小 武.擊 



23 蔡珮薰 彰化縣 縣立埔心國小 鬧元宵的小妞妞 

24 施姵瑄 彰化縣 縣立民生國小 小魚兒 

25 許婷渝 彰化縣 縣立鹿東國小 福娃鬧春 

26 楊雅亘 彰化縣 縣立北斗國小 孔雀飛來 

27 楊芷儀 彰化縣 縣立社頭國小 美麗小孔雀 

28 林芊柔 彰化縣 縣立陝西國小 魚仙子 

29 倪靖喬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魚兒 

30 王映儼 彰化縣 縣立鹿東國小 賣藝行 

11 月 14 日(四)上午 8:10  地點：彰化演藝廳 

場次：7  國小個人組 古典舞   

順序 報名隊伍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呂采蓁 彰化縣 縣立鹿東國小 火靈童子 

2 王亭云 彰化縣 縣立萬來國小 紅玉丹心 

3 張宇絜 彰化縣 縣立靜修國小 小龍兒 

4 李桐馨 彰化縣 縣立草港國小 芙蓉仙子 

5 陳芊妤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焰童 

6 洪筱媛 彰化縣 縣立湖東國小 哪吒 

7 楊采螢 彰化縣 縣立湖東國小 飛天 

8 楊芷儀 彰化縣 縣立社頭國小 飛天彩塑 

9 黃芷嫻 彰化縣 縣立田尾國小 蓮仙兒 

10 莊雅鈞 彰化縣 縣立萬來國小 狐 

11 曾熠芹 彰化縣 縣立靜修國小 敦煌樂舞 

12 洪聖婷 彰化縣 縣立溪州國小 蓮仙兒 

13 張琪萱 彰化縣 縣立村上國小 火靈兒 

14 陳奕璇 彰化縣 縣立鹿東國小 哪吒戲海 

15 張若婕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靈兒嬉球 

16 林紜筠 彰化縣 縣立螺青國小 俏花旦 

17 鄭新蓉 彰化縣 縣立靜修國小 花靈兒 

18 楊雅亘 彰化縣 縣立北斗國小 仕女圖 

19 賴爰恩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赴戰 

20 陳韋竹 彰化縣 縣立湖南國小 哪吒 

21 施柏睿 彰化縣 縣立鹿東國小 夜伏破影 

22 林昱君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蓮影翩翩 

23 謝喬安 彰化縣 縣立南州國小 綠帶當風 

24 李昀叡 彰化縣 縣立花壇國小 蓮兒嬉舞影 

25 鄭芷諠 彰化縣 縣立僑義國小 蓮兒 

26 廖沛萱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火山小靈童 

11 月 14 日(四)上午 11:00  地點：彰化演藝廳 

場次：8-1  國中 B團體丙組 民俗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和美高中附設國中 水嚮 

2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中 歡騰鼓舞慶太平 

 

場次：8-2  高中職 A團體乙組 民俗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彰化藝術高中 吟扇 

場次：8-3  高中職 B團體乙組 民俗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國立鹿港高中 雙將風雲會 

11 月 14 日(四)下午 13:00  地點：彰化演藝廳 

場次：9  國中個人組 古典舞   

順序 報名隊伍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蔣瑜庭 彰化縣 縣立秀水國中 武 

2 洪新一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月夜詠劍 

3 萬晉妤 彰化縣 縣立鹿港國中 話蓮 

4 張煜祺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唐朝女伎 

5 林汶儒 彰化縣 縣立陽明國中 敦煌飛天 

6 江怡欣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征 

7 高欣妤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嬌影落花 

8 黃易薌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征 

9 吳懿潔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伎樂飛天 

10 魏嘉瑩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中 俠女 

11 張芳睿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踏鼓舞韻 

12 賴巧潔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巾幗征戰 

13 許嘉妤 彰化縣 縣立鹿港國中 舞蝶 

14 張琰淨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墨舞春秋 

15 蔡宏泰 彰化縣 縣立彰安國中 征 

16 黃暐凌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龜茲舞韻 

17 朱珮欣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女伎踏鼓舞長綢 

18 賴巧玲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敦煌舞千姿 

19 謝名華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旗武飛揚 

20 陳鈞琳 
彰化縣 縣立信義國中

(小) 
火靈兒 

21 詹青蓮 彰化縣 縣立田尾國中 敦煌樂鼓 

22 許詠宜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薰風蓮影漪塘畔 

23 陳意茹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掛帥出征 

24 江庭绮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情․吟袖 

25 陳品岑 彰化縣 縣立福興國中 書畫江山 

26 利 昀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扇影 

27 巴比 彰化縣 縣立彰安國中 蓮 

28 張儷馨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巾幗英豪 

29 張鈺仙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花木蘭 

30 徐佳愉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燈心猴兒子夜騰 

31 巫莉靜 
彰化縣 私立文興高中

附設國中 
柳兒青青 

 



11 月 15 日(五)上午 8:10  地點：彰化演藝廳 

場次：10-1  國小 B團體乙組 民俗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僑信國小 歡喜慶年年 

場次：10-2  國小 B團體丙組 民俗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三潭國小 十月茉莉 

2 彰化縣 縣立靜修國小 節慶歡舞 

3 彰化縣 縣立文德國小 迎春 

4 彰化縣 縣立湖東國小 絹花飛扇舞迎春 

5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鼓慶 

6 彰化縣 縣立田尾國小 錦雞炫舞 

場次：10-3  國小 B團體乙組 兒童舞蹈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靜修國小 勇敢的喜羊羊 

2 彰化縣 縣立僑信國小 QQ 可愛小毛蟲 

場次：10-4  國小 B團體丙組 兒童舞蹈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鹿東國小 黃小鴨戲水趣 

2 彰化縣 縣立員林國小 無懼風雪的小企鵝

3 彰化縣 縣立三潭國小 佳節 

4 彰化縣 縣立永靖國小 洗搓搓 健康快樂多

11 月 15 日(五)下午 14:30  地點：平和國小 

場次：11-1  國中 B團體甲組 現代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在“路上＂.... 

場次：11-2  高中職 B團體甲組 民俗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國立彰化啟智學校 雨戲佳節慶豐收 

場次：11-3  國小 B團體甲組 民俗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育英國小 喜迎媽祖慶三月 

2 彰化縣 縣立明湖國小 鼓躍明湖 

場次：11-4  國小 A團體甲組 現代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平和國小 Mice vs Cats 

場次：11-5  國中 B團體甲組 民俗舞   

順序 參加單位 節目名稱 

1 彰化縣 縣立大同國中 雀影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