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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競賽活動得獎者名錄

分類 競  賽  活  動  名  稱 頁碼

跨

領

域

�007年第四屆總統文化獎 �50

�007年行政院第二十七屆文化獎 �50

�007年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第十一屆國家文藝獎 �50

�007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50

�007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 �51

�007年第三十屆「吳三連獎」 �54

�007年「全國學生創藝作品線上競賽」 �54

�007「獎勵藝術教育創新教學設計及教材研發」教案類 �55

�007「獎勵藝術教育創新教學設計及教材研發」教材類 �56

�007「獎勵藝術教育創新教學設計及教材研發」教學影音素材創作類 �56

視

覺

藝

術

�007年度「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錄取名單 �56

�007年度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獲獎名錄 �57

�007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作品入選作品 �60

96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61

音

樂

95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66

95學年度「臺灣鄉土情」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84

表

演

藝

術

�007家扶基金會「兒童保護宣導」兒童戲劇比賽(第一屆) �84

第七屆維他露文化獎 全國河洛語答嘴鼓比賽 �84

�007年度男性參與反性暴力全國戲劇競賽活動 �85

�007兒童戲劇創作暨製作演出 �85

96學年全國國民中小學師生暨社會民眾皮（紙）影偶製作比賽 �85

96學年全國國民中小學師生暨社會民眾皮（紙）影偶表演比賽 �87

「同學來演戲」第三屆全國交通安全話劇校際精英賽 �88

第三屆全國客語生活學校成果觀摩賽 �88

95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99

文建會�007 舞躍大地舞蹈創作比賽 �97

活力�007•E起舞動—全國原住民族青少年及兒童母語歌舞劇競賽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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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四屆總統文化獎

                  類             別 得  獎  者

太 陽 獎 (社會服務、社會公益) 伊甸基金會

玉 山 獎 (社區營造、社區推廣) 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菩 提 獎 (社區營造、社區推廣) 中華臺灣國際搜救協會

鳳 蝶 獎 (環境保護、生態保育) 主婦聯盟

百 合 獎 (文化發展、藝術創作) 江  樹  生

青年創意獎 (青年活力、創意文化) 林  昶  佐

2007年行政院第二十七屆文化獎

得  獎  者

郭雪湖 廖瓊枝

2007年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第十一屆國家文藝獎

類    別 得 獎 者 類    別 得 獎 者

電影導演 王     童 詩      人 李 敏 勇

設      計 林 磐 聳 建      築 姚 仁 喜

舞      者 許 芳 宜 說唱藝術 楊 秀 卿

表演藝術 魏 海 敏

2007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組    別 名  次 姓  名 作 品 名 稱

教師組戲劇劇本

特  優 麥   莉 黑玫瑰

優  選 吳秀鶯 蘭陵王

優  選 殷雪梅 茶店紀事

教師組短篇小說

特  優 張經宏 香蕉  蜘蛛  猴

優  選 鄭宗弦 失去聲音的戲棚

優  選 吳俊傑 父祖之名

教師組散文

特  優 徐孟芳 試卷

優  選 鄭宗弦 香

優  選 張燕輝 楓香

教師組新詩

特  優 陳明克 聽不到彼此的對話

優  選 粘哲榮 時光命題（六則）

優  選 陳利成 生活即景

教師組古典詩詞
特  優 郭佳燕 戀家集

優  選 王璧寰 晚成軒詩詞選

教師組音樂作曲 特  優 孫瑩潔 夢的解析

學生組戲劇劇本

特  優 鄒欣寧 漫長的告別

優  選 吳佳韋 人造人鄧先生

優  選 李漢臣 扮演

學生組短篇小說

特  優 許俐葳 上鎖的箱子

優  選 盧孟岑 醃

優  選 施君涵 靜靜的決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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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組散文

特  優 王麗雯 清明

優  選 林育靖 牽你們的手

優  選 廖啟宏 東西南北

學生組詩詞

特  優 王浩翔 高雄鐵道連作（五首）

優  選 黃瑜婷 家書（詩八首）

優  選 張瑞欣 第二性告白書—致妮基•德桑法勒

學生組音樂作曲

特  優 林茵茵
梵•舞•樂
（Music and Dance Dedicated to the Celestial 
Realm）

優  選 王韻雅 醞芽

優  選 羅仕偉
“Points ＆ Disintegration”
為長笛、小提琴、中提琴、低音提琴之四重
奏

2007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

組別 獎項 學校名稱 團隊名稱 方案名稱 團隊成員

幼

稚

園

金質
臺中市私立北
屯四季藝術幼
稚園

都市冒險領航員
都市冒險家~孩
子的在地文化
之旅

陳怡君、唐富美、王琇娟、
巫雲鳳、洪鈺珒、邱怡菁、
黃雅娟、許玉珊、白幸真、
黃君頻、王淑芳、劉宜芳　

金質
臺北市大安區  
新生國民小學
附設幼稚園

新生新象團隊
角落的再生－
方案教學與課
程統整

周靜羚、黃麗文、練雅婷、
陳珮珍、陳麗珠、黃世蓮、
林源娥、陳怡靜

金質
南投縣竹山鎮
延平國民小學
附設幼稚園

慢飛天使Go！
Go！Go！

延平心  融合
情～榕樹下的
天使樂園

黃應欽、鄒庚辛、王業、
吳淑賢、林珮瑜、曾明煌、
蔡朝仁、陳君青、胡永欣、
林慕怡、謝應妝、葉彥慈、
王倩俐、黃碧容

銀質
桃園縣中壢市
新明國民小學
附設幼稚園

愛「閱」教學團
隊

童遊繪本國度
－創意閱讀在
新明

羅秋景、張榮源、葉益智、
沈素香、倪亦如、謝勝如、
邱瑄平

銀質
嘉義市立復國
幼稚園

幸福鳥團隊
守護地球—我
們的家園

姚秀卿、許琇粧、陳錦慧、
林于萱、黃妙妃

銀質
苗栗縣私立    
小木偶幼稚園

苗栗縣私立小木
偶幼稚園

『打開一扇
窗，觸動孩子
心靈深處』

鍾林秀美、郭月玫、
林瑞玲、劉秋香

國
民
小
學

金質
高雄市立高雄 
啟智學校

體適能團體  
教學團隊

適你 適我
GO!GO!GO

陳淑敏、邱文俐、李宏俊、
王雯、周泑聖、官育文

金質
國立嘉義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史考特(SCOUT)
樂活族

史考特樂活族
謝佳鳳、陳佳萍、邱家偉、
張麗勤、沈桂枝、呂怡蒨、
謝怡娟、林伶娟、賴秀珍　

金質
臺北縣貢寮鄉
福連國民小學

福連浮潛團隊
福連浮潛教學-
三個月護一生

陳蕙蘭、劉創任、吳文宏、
李煥榮、游清福、蔡南成　

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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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獎項 學校名稱 團隊名稱 方案名稱 團隊成員

國
民
小
學

金質
臺北市中山區
吉林國民小學

吉林國民小學
黑皮教學團隊

▲光影藝術-捕
捉光影 彩
繪人生

黃淑裕、藍美玉、嚴淑珠、
莊軒茹、李坤燕、陳君竹、
方立權、石淑蘭、沈佩穎、
劉文婷、陳桂香、陳珮瑜、
尤秀桃、蕭錦玲

金質
臺北縣三峽鎮
插角國民小學

金敏綜藝團 ▲戲說金敏
陳明啟、陳欣怡、彭鏵玉、
陳慕怡、賴淑萍、陳毓儒　

金質
新竹縣新埔鎮
寶石國民小學

石頭坑教學團隊
愛在飛揚-深耕
生命的育花園

何享憫、彭寶旺、田世崇、
陳秀枝、戴志展、吳皎菁、
李昆璉、張世明

金質
臺北市內湖區 
大湖國民小學

怡然大湖    
教學團隊

E蝶飛舞-開啟
自然生態教學
新視窗

何文正、楊柳淳、李華隆、
徐秋婷、陳富雄、高嘉蔆、
林文崑、蔡麗雲、曾錦斌、
吳玟萱

銀質
苗栗縣頭份鎮 
建國國民小學

客家藝文深耕
發展團隊

哈客校園在建
國

彭鴻原、鍾梅英、張維修、
藍翠綾、黃邵堂、李瑤華、
廖益成、王文玉、江怡臻、
饒家卉

銀質
臺中市南屯區 
黎明國民小學

黎明創意玩家
在變與不變之
間點石成金

劉益嘉、沈月清、胡崑生、
陳昌祚、曹文娟、黃永昆、
許正昌、張志詳、過修齊、
張淑貞、李若蘭

銀質
南投縣仁愛鄉 
仁愛國民小學

數位仁愛0-6兵
團

用數位點燃原
鄉數學

曾意珊、江坤鋕、吳靜蘭、
高志偉、王維煥、邱慧芳、
蔡育忠、林友山、林清淵、
高裕明

銀質
高雄市小港區 
華山國民小學

「GMO」教師專
業成長工作坊

華山GMO的光
與熱

蔡書憲、劉維奪、簡維瑩、
謝光毓、黃慧琳、黃寶慶、
蔡沛廷、蔡俊男、林湘萍、
侯靜宜、陳慧玲、陳苑真、
林怡君

銀質
嘉義縣番路鄉
隙頂國民小學

創e隙頂團隊
創e隙頂-小小
茶士

陳瑞成、林志信、鄭昭玲、
林俊榮、吳惠珍、劉秋麗、
黃瓊瑩、陳貞穎、黃建賓、
陳益元

銀質
臺北市文山區 
興華國民小學

時空綿延─ CAC
團隊

▲興美華品-古
典與創意的
共鳴

盧金鳳、葉國煇、黃瀞慧、
陳豐月、楊秀真、蔡蔚貞、
游淑賢、蔡佩芸、胡月英、
張小蓓、黃建堯

銀質
臺南市北  區
大港國民小學

大港快樂英語教
學團隊

孔子神功-把每
個孩子英語帶
起來

郭首麗、嚴秀鳳、林泓成、
胡文玟、蔡妙姍、邱晏熙、
施雅惠、吳青容、陳淑津

銀質
臺北縣永和市 
秀朗國民小學

秀朗國小精進閱
讀團隊

讀出喜悅 讀出
感動 讀出競爭
力

劉振中、黃志芬、朱中梧、
何凱萍、宋香玲、吳燕燕

銀質
花蓮縣吉安鄉 
北昌國民小學

北昌夢工廠
築夢少年-Easy 
Go

吳元芬、唐有毅、林姿妙、
黃彤芳、林揚順、劉家琪、
陳鳳姿、朱志忠、許敏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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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獎項 學校名稱 團隊名稱 方案名稱 團隊成員

國

民

中

學

金質
臺北市立士林 
國民中學

沉醉東風擺渡人
承先啟後育學
子，教學創新
展春光

張月娟、鄭玫芬、林淑媛、
謝惠芳、吳汶汶、方雅漣

金質
臺中市立
居仁國民中學

居仁科學教育團
隊

e步e腳印─動
手動腦趣味玩
科學

施勳鉁、白榮銓、李敏瑜、
葛梅芳、孫國燕、簡志宜、
曾素真、周志文、林傑民、
黃馨慧、陳惠如、黃文儀、
李杰祚、鍾慈玲、侯宇洲、
吳智偉、吳春玫、李淑女、
王翠妃、林昆龍、葉騰懋、
陳宜玲、白素杏、林錦秀　

金質
嘉義市立
民生國民中學

Angels of Arts
▲協同•合作

─藝起成長
蔡佳琪、郭義騰、蘇俊洋、
蔡慧芳、許凱斐、郭芝菁　

金質
臺北市立
天母國民中學

合活動領域教學
團隊

分享幸福，珍
愛天母

許珮榕、陳燕君、蔡月美、
陳秀英、楊明惠、黃明旭、
何筱翎

金質
桃園縣立
桃園國民中學

桃園傳奇隊
樂在閱讀桃花
源

夏秀英、盧翠芳、劉宜欣、
黃玲慧、吳清玉

銀質
宜蘭縣立
復興國民中學

復興科學娃！
挖！哇！

以科學探究課
程實現科教理
想

吳殷宏、陳志勇、陳美惠、
吳月鈴、彭美蓉、岩忠永、
陳信璁、張揮鈺、陳怡翔、
林宛青、藍霖

銀質
臺北縣貢寮鄉
豐珠國民中小
學

七小福 大執法
張素惠、吳慧蘭、吳佳玲、
林憶如、黃薌如、曹芳瑜、
陳美琴、李佩寧

銀質
南投縣立
北山國民中學

「北」鷹展翅 
創造「山」中傳
奇

九份二山下之
「蕨」處逢生

梁家鳳、蕭進賢、何淑君、
許榮茂、謝昱民、吳忠戎、
葉雅玲、陳志聰、黃德仁　

銀質
雲林縣立
土庫國民中學

數學小玩子教學
團隊

E化-飆創意
翁崇展、林秀玲、何宜晏、
王瑞標、吳盈美、蔡佳妃　

銀質
金門縣立
金湖國民中學

湖光生態創意教
學團隊

交錯時空e學
習
~愛戀湖光山色

謝志偉、吳啟騰、何建勤、
陳文森、傅淑芳、李麗娟、
李永菁、侯謙卑、陳麗嬌、
王炳志、莊錦智

高

中

職

金質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工農職業
學校

e-T創新行動團
隊

科技伴學•活
力學習

吳煌壬、許振輝、陳茂璋、
郭盈顯、洪茂松、鄧明發、
翁崧騵、黃俊廷

金質
國立竹北高級
中學

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生
涯規劃創意教
學

林桂鳳、周碩樑、涂仲虎、
黃文毅、王敏、張明敏　

金質
臺北市立麗山
高級中學

科學夢工廠
科學夢工廠
-Hands On/
Minds On

張良肇、金佳龍、吳明德、
徐志成

金質
臺北市立中山
女子高級中學

中山女高美術創
新團隊

▲藝術心饗宴 黎曉鵑、傅斌暉、呂潔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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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獎項 學校名稱 團隊名稱 方案名稱 團隊成員

高

中

職

金質
國立臺南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創意教學無間道
▲廣告設計科

美展與比賽
之創意教學

莫嘉賓、孫聖和、翁肇偉

銀質
國立林口啟智
學校

校本模式推動團
隊

健康體適能為
基礎的適應體
育模式

許唐敏、梁桂英、柯建興、
翁淼萍、黃琬婷、潘姿蘋、
陳藍萍、劉芳宜、廖淑戎、
林玉玲

銀質
國立霧峰高級
農工職業學校

霧峰農工特教教
學團隊

綜職班職業輔
導深耕模式

黃程欲、洪慈彗、陳凱齡、
史桂芬、李雲英、黃百練、
林家瑄、魏琦窈、蔡瑋容、
林慧貞、劉雅欣

銀質
臺北縣立
明德高級中學

明德詩樂園團隊 明德詩樂園

何玉華、周金蓮、莊東甯、
曾德青、黃美齡、劉懷恩、
鄧瑞卿、魯鐵漢、盧金龍、
薛好薰、鍾莉莉、簡財源、
羅春菊、黃國忠、廖敏惠、
許明福、吳國華

銀質
臺中市立
惠文高級中學

科普樂園的管理
員

創造科普樂
園， 發現愛迪
生

趙育興、曹佑民、舒富男、
龍世斌、周承岡、杜慶璋、
陳蒨芳、林松伯、林明宏、
連政煌、黃建富

2007年第三十屆「吳三連獎」
類             別 得  獎  者

文    學    獎 新    詩    類 吳       晟

藝    術    獎
西    畫    類 潘  朝  森

水  墨  畫  類 林  清  鏡

人文社會科學獎 公 共 行 學 類 江  大  樹

96年「全國學生創藝作品線上競賽」

組別 類    別 名 次 姓    名 題     目

高

中

職

組

視覺藝術

創意類

第一名 謝亞璇 地球村

第二名 王柏為 偵探－福爾摩斯

第三名 林佩璇、林依柔、陳佳穎、劉紋淑 愿生物

影音藝術

創意類

第一名 謝岱霏、王姿喬、林玨廷 擁抱時空

第二名 賴聖洋、姜龍豪、林昆輝 紅豆餅

第三名 張育翔、陳景頤、吳其樺 Would you marry me？

大

專

組

平面設計

創意類

第一名 黃煒仁
探索童玩 

翻閱古早時空

第二名 曹美鳳 木馬屠城．記

第三名 曾于真 傾訴

註：各組獲獎者涵蓋課程各領域，不分領域評選教學卓越獎，表中標示▲者屬藝術類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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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類    別 名 次 姓    名 題     目

大
專
組

立體造形
創意類

第一名 哀靖琪 說牆的故事

第二名 李信家 天生我「材」

第三名 楊馥菁 病態

數位音樂
創意類

第一名 曾韻心 Dio-u-u
第二名 鄭建文 風雷引
第三名 黎青雲 胡言

表演藝術
創意類

第一名 羅資民、張珩、黃鈺婷 解放音樂盒

第二名 王芊懿 影子 對話

第三名 蔡君柔 馬路舞者

電腦動畫
創意類

第一名 陳俊霖 Rubik’s Cube

第二名 蕭弘林、賴彥谷 大頭仔的三塊厝

第三名
楊惠馨、郭真宜、陳怡安、謝佳樺、

陳明俊
年獸來了

創
意
人
氣
獎

視覺藝術創意類 陳佳幼 散發

影音藝術創意類
賴聖洋、江龍豪、林昆輝 紅豆餅

吳其樺、張育翔、陳景頤 Would you marry me?

平面設計創意類
蔡昕融 Tai-Mei(臺妹)

葉橙原 Taiwan image系列

數位音樂創意類 涂嘉菱 異語

立體造形創意類
趙欣怡 Natural Meals

陳周? 五金蝸牛

表演藝術創意類 蔡君柔 馬路舞者

電腦動畫創意類
陳明俊、楊惠馨、郭真宜、陳怡安、

謝佳樺
年獸來了

2007「獎勵藝術教育創新教學設計及教材研發」教案類

作品名稱 獲獎教師 任教學校

書版印抄紙—「星辰與命運」 洪藝慈 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

舞顏弄色 劉癸蓉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快樂節奏與康丁斯基的邂逅
王姵文 臺北市立永安國民小學

賴淑華 臺北市立永安國民小學

地心探險隊

蔡瑋琳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小學

劉香君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小學

陳建仲 臺北縣立北新國民小學

打造夢想的音樂城堡
蘇旭榮 桃園縣立新街國民小學

葉雲生 桃園縣立上大國民小學

打造綠色王國夢想家 趙淑玉 臺中縣立豐原國民中學

重陽跳鼓風雲……嘿嘿啦啦
碰！

李礽夏 臺北縣立重陽國民小學

Don’t worry,小海豚英文音樂

劇

林美琴 桃園縣立南門國民小學

張文宜 桃園縣立南門國民小學

蕭晴勻 桃園縣立南門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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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日記 陳怡安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我們來做「派」吧！
王瑋煜 新竹市立民富國民小學

陳亭汝 新竹市立東園國民小學

2007「獎勵藝術教育創新教學設計及教材研發」教材類
作品名稱 獲獎教師 任教學校

地心探險隊

蔡瑋琳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小學

劉香君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小學

陳建仲 臺北縣立北新國民小學

兩性的藝術世界－談女性自覺 邱悅慈 臺中縣立長億高級中學

對面的女孩看過來 趙靖雲 宜蘭縣立中華國民中學

生活裡的藝術智慧—走進工藝

研究所
邱惠緞 臺中市立仁美國民小學

2007「獎勵藝術教育創新教學設計及教材研發」教學影音素材創作類
作品名稱 獲獎教師∕人士 任教學校∕現職

地心探險隊

蔡瑋琳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小學

劉香君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小學

陳建仲 臺北縣立北新國民小學

夢想起飛—凸版版畫課程 黃梓琪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偶是大明星
黃祺惠 臺北縣立修德國民小學（代課教師）

陳又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專員

心心相印—以創意探索「心」 游雯珍 桃園縣立桃園國民中學

對面的女孩看過來 趙靖雲 宜蘭縣立中華國民中學

古書版印抄紙—「星晨與命

運」
洪藝慈 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

流動的意象
陳惠敏 新竹市立民富國民小學

柯侶伊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有限公司（工程師）

泰山•文化.•創意公仔—地方文

化的探索與詮釋
莊鳴鳳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彩墨與肖像的愛戀 廖振聰 臺中縣立大華國民中學

獅王爭霸 涂權鴻 臺北市立東園國民小學

2007年度「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錄取名單

數  位  媒  體  組

學        校 姓    名 學        校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 

Design

孫 儷 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三年

級

王 雅 芬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多媒體設計研究所一年級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王 瀅 淨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傳所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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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陳 美 妗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傳系四年級

劉 詩 安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沈 雅 萍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蕭 淑 憶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三年級

平  面  設  計  組
學        校 姓    名 學        校

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薛 舒 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四年級

藍 元 宏 實踐大學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二年級

Pratt Institute 陳 彥 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四年級

2007年度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獲獎名錄
類
別 獲得獎項 作品名稱 獲獎者姓名 就讀學校

產

品

設

計

類

DEA(Industrial Design 
Excellent Award) 
Bronze Prize

Roll & Roll 吳東治
實踐大學

產品與建築設計研究所

2007 IF concept award 
Material Winner(獲頒
2000歐元) 

Attach 黃登昱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研究所

2007 IF concept award 
product Winner

Ant No Way !
-reversable　
plate

洪政置/劉建欣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研究所

IF“Lebens(t)räume”2007 
3 rd Prize(獲頒500歐元) Blind Touch 黃軍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研究所

IF“Lebens(t)räume”2007 
Honorable Recognition Change 許峻嘉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IF“Lebens(t)räume”2007   
Honorable Recognition Drift-Table 王建力/王軒翊

吳岳翰/康憲章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暨設計

研究所

2007 BraunPrize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Braun Prize 2007

Dr. Donald 曾熙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研究所

2007 BraunPrize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Braun Prize 2007  　
2007 IF concept 
award product                  
Winner

Compass 王建力/王軒翊

吳岳翰/康憲章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暨設計

研究所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Osaka 
2006 Work of Invited 
Producers

Red Touch 林廷翰

實踐大學

數位媒體傳達設計學

系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Osaka 
2006 Work of Invited 
Producers

City 
Kaleidoscope 胡若涵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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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獲得獎項 作品名稱 獲獎者姓名 就讀學校

產

品

設

計

類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Osaka 
2006 Work of Invited 
Producers

Ear Fishing 吳俊宏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Osaka 
2006 Excellent Work

Mirrofa 施惟捷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Osaka 
2006 Excellent Work

L. I. E 陳奕安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Osaka 
2006 Excellent Work

Glitters Air 黃世鑫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Red Dot Award:    
Design Concept       
Best of the best

Ticketime 吳東治/陳為平  

/劉耀升

實踐大學產品與建築

設計研究所

Red Dot Award:    
Design Concept             
Red Dot

Rocking Buffalo 
turns into a 
chair!

林佳駿
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系博士班

Red Dot Award:    
Design Concept        
Red Dot

Jumplay 吳東治/陳為平   

/劉耀升

實踐大學

產品與建築設計研究所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Osaka 
2006 Excellent Work

The Bridge 周  逸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Red Dot Award:    
Design Concept        
Red Dot

I-save 吳東治/陳為平  

/劉耀升

實踐大學

產品與建築設計研究所

Red Dot Award:     
Design Concept        
Red Dot

Book & 吳東治
實踐大學

產品與建築設計研究所

Red Dot Award:     
Design Concept        
Red Dot

Elevated 
Cutlery 胡百慶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Red Dot Award:     
Design Concept        
Red Dot

T-hanger 吳東治
實踐大學

產品與建築設計研究所

Red Dot Award:    
Design Concept        
Red Dot

Drip ruff 吳東治
實踐大學

產品與建築設計研究所

Red Dot Award:    
Design Concept        
Red Dot

Dual 張宥喬
實踐大學

產品與建築設計研究所

平

面

設

計

類

ID & AD AWARDS
插畫類inbook獎

Watch and 
Learn. Rain 
Forest Carnival 
/ Time Square

陳重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研究所

Bologna Illustrators 
Exhibition Selected 
illustrators

Tian-Ding Liao 
the Legend 蔡達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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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獲得獎項 作品名稱 獲獎者姓名 就讀學校

平

面

設

計

類

Output international 
student award 2007 
winners

Twenty-
tewntyone/20-21 林亦軒

實踐大學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

NAGOYA Design Do! 
Honorable Mention

Abandon is 
Murder 呂庭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研究所

9 th International 
biennial of the poster 
in Mexico Selected 
Participant

Lost for food 黃國瑜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9 th International 
biennial of the poster 
in Mexico Selected 
Participant

Material Girl 王振宇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9 th International 
biennial of the poster 
in Mexico Selected 
Participant

in Future 王浥倫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9 th International 
biennial of the poster 
in Mexico Selected 
Participant

Symbiosis 蔣孟娟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9 th International 
biennial of the poster 
in Mexico Selected 
Participant

The Brand 羅方妘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9 th International 
biennial of the poster 
in Mexico Selected 
Participant

Global 
Warming 張翠芸

臺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9 th International 
biennial of the poster 
in Mexico Selected 
Participant 

Save 康如君
臺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數

位

動

畫

類

IF communication 
design award 2007 
Animation: Winners

Brainchilds 
Tattoo baby 黃崇羽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London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2007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8, Abstract 
Panorama

Sequence of 
Itinerary 陳柏光

實踐大學

時尚媒體設計研究所

2006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Berlin　    
提名並獲播放資格

Oh My Love 林嘉良/蕭妏如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I Castelli Animati-
international Animated 
Film Festival Selected                
Puch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imation Festival提名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Origin 許桂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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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獲得獎項 作品名稱 獲獎者姓名 就讀學校

數

位

動

畫

類

I Castelli Animati-
international Animated 
Film Festival Selected 

Since 陳柏君/簡鴻鎰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I Castelli Animati-
international Animated 
Film Festival Selected 

Liebestraum 洪麗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eal 
Selected

The End of The 
Begining 蔡明祥

實踐大學

時尚媒體設計研究所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eal 
Selected

Irreversible 蔡明祥
實踐大學

時尚媒體設計研究所

工
藝
設
計
類

TALENTE國際競賽特展

2007獲參展資格
後model系列之  
小篆

吳芳義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TALENTE國際競賽特展

2007獲參展資格
Appointed plate 
1.2.3 蔡依珊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2007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作品入選作品

組別 名  次 題     目 姓  名 就讀學校

國
小
組 

低年級

第一名 我和我的媽媽 楊子靚 雲林縣立北辰國民小學

第二名 好幸福喔！ 曹榮儀 桃園縣立大業國民小學

第三名 最棒的怪獸！ 楊宇騏 新竹縣立山崎國民小學

中年級

第一名 豬竿舞 許謹柔 臺北縣立莒光國民小學

第二名 我 劉祐丞 臺中縣立東勢國民小學

第三名 快樂村的許願池 曹容慧 桃園縣立大業國民小學

高年級

第一名 仁仁愛公園 高德瑋 苗栗縣立啟文國民小學

第二名 我們這一班 郭峻廷 嘉義縣立和睦國民小學

第三名 童年萬歲 林相廷 桃園縣立大業國民小學

國中組

第一名
森林裡的小刺猬與小
烏龜

楊湘穎 臺北縣立大觀國民中學

第二名 愛環保的小豬 廖翎伃 桃園縣立平興國民中學

第三名 神秘的禮物 邱意恬 臺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高中（職）

第一名 跳三下 鄭萱婕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第二名 長頸鹿班的日記 楊雅婷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第三名 微笑小村 鄭家芳 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

大  專

第一名 跟屁蟲和小氣鬼 江書婷 國立臺南大學

第二名 馬桶妖怪 陳致宇 銘傳大學

第三名 阿飛吃光光 林家瑜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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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一、繪畫類

組別 名次 姓  名 題   目 縣市別 校    名

國  小 

高年級

特優
李彥廷 我最愛的繪畫課 屏東縣 東隆國小

林輝東 賞雉鷄 屏東縣 佳冬國小

優等
鍾幸男 神像 臺北市 東湖國小

沈厚寬 編織的老人 苗栗縣 客庄國小

國  小 

高年級

美術班

特優
葉采恩 泛舟好好玩 桃園縣 桃園國小

周昕成 好看的戲偶展 屏東縣 東隆國小

優等
藍  翎 扯鈴 桃園縣 桃園國小

周于靖 廟前的七爺八爺 屏東縣 東隆國小

國  小 

中年級

特優
李耕儒 古厝賞荷 高雄縣 鳥松國小

許庭瑜 正在畫臉的家將 屏東縣 東隆國小

優等
邱元鴻 廟會慶典 臺南縣 東陽國小

陳  慶 節奏樂隊 高雄市 楠梓國小

國  小 

中年級

美術班

特優
阮鈺晴 王船出巡 屏東縣 東隆國小

劉  昕 健康課 屏東縣 中正國小

優等
黃悅慈 採絲瓜 臺中市 大同國小

李姝嫺 熱鬧的豬舍 高雄縣 林園國小

國  小 

低年級

特優
曾程頤 我和爸爸的腳踏車 臺中縣 大元國小

李  昀 釣大螃蟹 屏東縣 中正國小

優等
馮亭潔 我要吃冰 臺北縣 集美國小

蕭富元 刷牙 南投縣 虎山國小

二、西畫類

組別 名次 姓  名 題   目 縣市別 校    名

大  專 

美術系

特優
劉紀汎 寧夏 新竹市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顏玥琪 枷鎖 高雄市 國立高雄大學

優等
馮譯樂 双生 臺北縣 輔仁大學

沈佳瑩 個體的保有與消失 新竹市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高中

(職)普

通班

特優
蔡佳雯 童年 高雄市 左營高中

蔡昀馨 餘韻 屏東縣 屏北高中

優等
張嫚容 6036 臺中縣 明道高中
王姿云 心靈的寄託 高雄市 文藻外語學院

高中(職

)美術班

特優
李曉菁 渴望 臺北縣 復興商工

王新瑜 尋 高雄市 鼓山高中

優等
楊皓然 人性 新竹縣 義民高中

王  雯 穿 宜蘭縣 國立宜蘭高中

國  中 

普通班

特 
徐名彥 掙扎 南投縣 南投國中

林坤儀 根 屏東縣 明正國中

優等

優等

廖威傑 雨汗淚 臺北縣 溪崑國中

梁軒瑜 滄桑 臺中縣 立人高中

國  中 

美術班

特優
黃仲傑 工作 臺北市 五常國中

李欣恬 歲月 高雄市 道明中學

優等
關天惠 晨光序曲 臺北市 金華國中

呂巧智 歸航 新竹市 建華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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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墨類

組別 名次 姓  名 題   目 縣市別 校    名

大專非
美術系

優等 陳麗韻 流光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大  專 
美術系

特優 曾冠樺 寂寞老者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優等
洪絲屏 經營自然 臺北縣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郭淑莉 遙指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高中
(職)普
通班

特優
江馨慈 追憶青春的容顏 新竹市 成德高中

張俊雄 獻、祈願 高雄市 高雄中學

優等
謝家瑜 頌˙讚　　　　 臺中市 國立臺中女中

李哲荃 兩極 彰化縣 國立彰化高中

高中
(職)美
術班

特優
何昱君 曇花一現 臺中市 國立臺中一中

陳采宥 高山流水 南投縣 國立竹山高中

優等
周廷霖 過往風光 臺北縣 復興商工

曾華翊 真理 臺中市 國立臺中一中

國  中 
普通班

特優
胡皖如 兔子 桃園縣 大成國中

林莉珊 樂園之冥想 苗栗縣 後龍國中

優等
郝亮瑜 漠距 高雄市 鼓山高中

石子聖 王船祭 屏東縣 崇文國中

國  中 
美術班

特優
張力介 深沈湧迴 臺中市 五權國中

黃麗嘉 今與昔 彰化縣 明倫國中

優等
彭貽瑩 繁華與落寞 臺北市 百齡高中

余彥駖 食慾的窘境 宜蘭縣 宜蘭國中              

四、書法類

組別 名次 姓  名 題   目 縣市別 校    名

大專非

美術系

特優 杜學勳 晏幾道 蝶戀花 臺北縣 華梵大學

優等 陳姵君 過故人莊 臺中縣 靜宜大學

大  專 

美術系

特優 袁啟陶 本慧法師題竹詩 臺北縣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優等 吳弘鈞 杜甫，觀李固言詩 臺北縣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高中

(職)普

通班

特優
張致和 范文正公蘇幕遮 臺北市 衛理女中

吳尚儒 楷書 韋應物五古 臺中市 國立臺中一中

優等
吳沛蓁 杜工部詩二首 臺北縣 國立新莊高中

陳彥誠 篆書 臺中市 國立臺中一中

高中

(職)美

術班

特優
曾華翊 篆，釋宗渭橫塘夜泊 臺中市 國立臺中一中

鄭宇宏 蘭亭序 高雄市 鼓山高中

優等
潘品姿 曹子健詩美女篇 桃園縣 國立陽明高中

林采瑩 杜甫五言古詩-佳人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中

國   中 

普通班

特優
曾于庭 唐李洞秋宿荊上人房 臺北市 復興實驗高中

江敬謙 古詩一首 雲林縣 斗南高中

優等
莊  卿 唐詩二首 臺北縣 恆毅高中

陳孟歆 秋之浣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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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名次 姓  名 題   目 縣市別 校    名

國   中 

美術班

特優
許博彥 詩一首 彰化縣 明倫國中

郭家彤 水調歌頭 臺南市 民德國中

優等
董語璇 絕節錄文心雕龍 臺北縣 新埔國中

盧姵伊 陳情表 臺南市 民德國中

國   小 

高年級

特優
魏心如 集孟浩然五言律詩二首 臺北縣 新泰國小

謝璨安 詩一首 高雄市 油廠國小

優等
陳彥君 戴復古 月夜舟中 臺中縣 龍泉國小

詹鈞為 唐韓偓野釣 彰化縣 北斗國小

國   小 

中年級

特優
李其璇 節錄杜工部七律詩 臺北縣 新泰國小

陳筱瑄 詩二首 高雄縣 五林國小

優等
楊佩蓁 詩詞二首 臺北市 西門國小

鍾孟寰 孝悌嘉言一則 臺北縣 沙崙國小

五、版畫類

組別 名次 姓  名 題   目 縣市別 校    名

大專非
美術系

特優 何思瑋 喬遷之喜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大  專 
美術系

特優 呂芊慧 遊戲時間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

優等 楊紋瑜 一陣藍色微風 臺北市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高中
(職)普
通班

特優
黃柏豪 嫉 臺南縣 國立後壁高中

林沛錡 空間中… 高雄市 道明中學

優等
劉芸瑄 版畫老師 臺北縣 國立新莊高中

許嘉軒 古文化的圖騰 苗栗縣 縣立苑裡高中

高中
(職)美
術班

特優
吳光懿 睡不著 臺北縣 永平高中

楊俐娟 悠哉～午后 臺北縣 復興商工

優等
張絮雯 夢幻遊樂世界 臺北縣 復興商工

郭蓉華 懸疑與疏離 臺北縣 復興商工

國  中 
普通班

特優
角欣曄 貓之舞 臺中縣 大雅國中

莊  棛        幻想世界 臺中縣 日南國中

優等
吳郁璇 被遺忘的童年 臺北市 天母國中

林裕信 臺灣之光 臺南市 建興國中

國  中 
美術班

特優
林孟萱 老人 臺北市 金華國中

邱暐茜 追憶自然 臺中縣 大甲國中

優等
葉應萱 對畫 苗栗縣 通霄國中

莊沛蓉 月亮下的十三隻腳 高雄縣 大樹國中

六、平面設計類

組別 名次 姓  名 題   目 縣市別 校    名

大   專 
美術系

優等 魏玉香 品牌力 新竹市 玄奘大學

高中
(職)普
通班

特優
程子琳 環保宣導海報 臺北市 華江高中

侯佳君 臺灣樸克 高雄市 鼓山高中

優等
洪子婷 讓愛袋袋相傳 新竹市 香山高中

李依儒 墾丁-春吶VI設計 高雄市 鼓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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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名次 姓  名 題   目 縣市別 校    名

高中
(職)美
術班

特優
羅茹瓊 學子墮胎潮反思 臺北市 開南商工

蔡富羽 年曆設計~樹的一生 臺北市 泰北高中

優等
陳敬恆

交通安全-寫意畫篇、狂草字
篇

臺北市 泰北高中

吳政陽 NO SMOKING 高雄市 海青工商

國   中 
普通班

特優
吳昱德 聽聽自然的聲音 臺中市 忠明高中

陳韻雅 郵票設計-臺灣"ㄒㄧㄣ"印象 高雄縣 青年國中

優等

洪羽柔 貓空纜車 臺北市 景興國中

許琇涵
生態保育海報－HAHOO!甲蟲
拍賣篇

臺北縣 永和國中

國   中 
美術班

特優
施馨雅 是誰謀殺了地球？ 臺北縣 泰山國中

柯皓仁 高雄古樸之美 高雄市 道明中學

優等
張芸荃 三十七計誠實為妙 桃園縣 中壢國中

蔡郁青 ＳＥＡＳＯＮＳ 臺中縣 長億高中

國   小 
高年級

特優
廖若宇 恐龍化石展 南投縣 敦和國小

莊學麟 臉譜 高雄縣 文德國小

優等
陳霈瑢 鄉間小牛 臺中縣 沙鹿國小

葉  芳 原住民音樂CD設計 屏東縣 國立屏教大實小

國   小 
高年級
美術班

特優
黃彥騰 馬雅文物展 苗栗縣 頭份國小

廖浩廷 古生物特展海報設計 屏東縣 中正國小

優等
童品元 找不到朋友的青蛙 臺中縣 順天國小

施亦盈 教科書封面設計 屏東縣 中正國小

國   小 
中年級

特優
劉子瑄 我的郵票設計 臺北市 大安國小

戴琮遠 戲說人生--鴨母王 高雄縣 景義國小

優等
陳品璇 �007夏-觀音鄉荷花開了 桃園縣 大業國小

鍾北璽 鳥類保育 臺中市 力行國小

國   小 
中年級
美術班

特優
廖修毅 哇!可怕的龍 桃園縣 桃園國小

陳彥璟 媽祖文化祭海報設計 屏東縣 中正國小

優等
黃品瑄 吶喊中的地球 桃園縣 桃園國小

劉千綾 獅頭設計 彰化縣 忠孝國小

七、漫畫類

組別 名次 姓  名 題   目 縣市別 校    名

大專非
美術系

優等 姜佳瑩 Value？！ 臺北縣 輔仁大學

大  專 
美術系

特優 劉英璉 「厚臉皮」！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優等 吳蓓蓁
關愛＿老人最迫切需要
的！！！

桃園縣 銘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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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名次 姓  名 題   目 縣市別 校    名

高中
(職)普
通班

特優
吳雨璇 常景不在 臺北市 松山家商

翁千閔 醉不上道 臺北市 東山中學

優等
羅家琦 現代的科舉制度 臺北市 泰北高中

鍾宜芹 迷路 臺北縣 國立新莊高中

高中
(職)美
術班

特優
鄭仰均 父母的期望 臺北市 中正高中

陳霖龍 黃昏市場？ 臺北縣 永平高中

優等
賴昱伶 上下交相賊 臺北市 士林高商

戴培珊 厄殺 基隆市 國立基隆高中

國   中 
普通班

特優
王安妮 不打不相識 臺北市 再興中學

馮亦璟 暴風雨的日子 臺中市 居仁國中

優等
簡冠程 你在「窺」我嗎？ 臺中市 忠明高中

蘇玲玉 點痣 嘉義市 嘉義國中

國   中 
美術班

特優
高梓軒 必勝客 臺北市 五常國中

關天惠 The end of the world 臺北市 金華國中

優等
劉琇芸 對街的老婆婆 彰化縣 大村國中

謝維軒 鋼鐵的迷思 臺南縣 永康國中

國   小 
高年級

特優
鄭國宏 原來蒙娜麗莎在笑... 臺北市 光仁國小

湯  敏 塞車 新竹縣 信勢國小

優等
彭翊凡 這樣的食物你敢吃嗎 臺北市 濱江國小

曾挺瑋 拘留所的不速之客 高雄市 楠陽國小

國   小 
高年級
美術班

特優
賴盈如 讀不完的書 臺中市 大同國小

吳旻思 拾垃圾 臺南縣 月津國小

優等
周  彤 使命必達 臺中市 大同國小

陳品儒 老師生氣了！ 屏東縣 東隆國小

國   小 
中年級

特優
賴鈺晴 載豬車 臺中市 松竹國小

黃介柔 掃除菸害打擊毒害 高雄市 福東國小

優等
蔡佳沅 媽媽的牢騷 臺北市 大安國小

余書青 資源回收，永續循環 臺北縣 光華國小

國   小 
中年級
美術班

特優
邱怡倫 媽媽行事曆 臺北市 民族國小

田心如 他就是王 臺北縣 新埔國小

優等
李震瑜 做惡夢 雲林縣 元長國小

姚慶偉 想像力太豐富了吧 雲林縣 朝陽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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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一、個人組
組
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得獎者
組
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得獎者

國
小
組
A

直笛獨奏 第一名(優等) 李茲芸

國
小
組
B

直笛獨奏

第一名(優等) 曾昭璇

第二名(優等) 張紫茵

第三名(優等) 林政緯

箏 獨 奏

第一名(優等) 陳雅筠

口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吳秉哲

第二名(優等) 朱凱文
第二名(優等) 林奕貝

第三名(優等) 吳柏均

揚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黃芊瑀

箏獨奏

第一名(優等) 黃安妮

第二名(優等) 王郡瑄
第二名(優等) 康綠株 第三名(優等) 宋  芸

琵琶獨奏
第一名(優等) 余淳如

揚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詹明翰

第二名(優等) 趙子賢
第二名(優等) 蔡欣宜

第三名(優等) 梁克丞

柳葉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姜懿芳

琵琶獨奏

第一名(優等) 潘惠欣

第二名(優等) 陳俞儒
第二名(優等) 陳昀襄 第三名(優等) 單  鈺

樂曲創作或歌
曲創作

第一名(優等) 張菁珊
柳葉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黃鈺庭

第二名(優等) 黃鈺甯
第二名(優等) 羅翊寧 第三名(優等) 楊子瑢

國
中
組
A

直笛獨奏

第一名(優等) 李佳蓉

國
中
組
B

直笛獨奏

第一名(優等) 梁益彰

第二名(優等) 劉益村 第二名(優等) 張家峻

第三名(優等) 林頎晟 第三名(優等) 黃奕婷

長笛獨奏

第一名(優等) 林俊維

長笛獨奏

第一名(優等) 林品懿

第二名(優等) 周映里 第二名(優等) 董珍沁

第三名(優等) 林姝彤 第三名(優等) 許巧薇

雙簧管獨奏

第一名(優等) 何愷崴

雙簧管獨奏

第一名(優等) 張學婷

第二名(優等) 吳唯慎 第二名(優等) 方雅筑

第三名(優等) 呂汶諠 第三名(優等) 謝  萱

單簧管獨奏

第一名(優等) 謝昀潔

單簧管獨奏

第一名(優等) 李柏蓒

第二名(優等) 郭芳瑜 第二名(優等) 朱凱琳

第三名(優等) 簡佑丞 第三名(優等) 胡荏禮

低音管獨奏

第一名(優等) 溫家琪

低音管獨奏
第一名(優等) 顏宗佑

第二名(優等) 吳晏甄
第二名(優等) 施孟昕第三名(優等) 胡宸瑋

   　為培養學生音樂興趣，提昇音樂素養，加強各級學校音樂教育，特由國立新竹社會教育館與各

縣市教育局主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比賽組別分為團體組與個人組，團體組以合唱與各項樂器合奏

為比賽項目，個人組本年度則以管樂與國樂為比賽項目。比賽分為初賽與複賽兩階段，凡經初賽評

定為第1名或優等以上之團體及獨奏第1名之個人（含指導老師），參照決賽獎勵辦法，由各該主辦

單位分別給予獎勵。複賽獲獎之學校或個人（含參賽之教師本人），各該有關主管機關得依據實施

要點之相關規定予以獎勵，並得視其獲獎項目累計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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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得獎者
組
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得獎者

國
中
組
A

法國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劉品均

國
中
組
B

法國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陳冠翰

第二名(優等) 傅宗琦
第二名(優等) 詹博崴第三名(優等) 林芳瑜

小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葛品妤

小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魏廷安

第二名(優等) 陳濬廷 第二名(優等) 周群哲

第三名(優等) 黃俊東 第三名(優等) 劉昶佑

長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胡東瀚

長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呂冠承

第二名(優等) 賴姝勻 第二名(優等) 鄭能傑

第三名(優等) 魏宇陽 第三名(優等) 楊曜瑄

木琴
（馬林巴）

獨奏

第一名(優等) 林玟睿 木琴
（馬林巴）

獨奏

第一名(優等) 林育諄

第二名(優等) 黃兆宇 第二名(優等) 謝賢德

第三名(優等) 陳儀? 第三名(優等) 鄧婉芸

口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陳志鈞

口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許元齡

箏獨奏

第一名(優等) 蔡芳詠 第二名(優等) 蔡明憲

第二名(優等) 李  襄 第三名(優等) 陳亭妤

第三名(優等) 陳品謙

箏獨奏

第一名(優等) 范  鶱

揚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彭品昕 第二名(優等) 何海琪

第二名(優等) 黃詩涵 第三名(優等) 黃品文

第三名(優等) 謝佩真

揚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葉姝含

琵琶獨奏

第一名(優等) 施禹彤 第二名(優等) 何穎怡

第二名(優等) 李佳諭 第三名(優等) 謝岱晏

第三名(優等) 高意涵

琵琶獨奏

第一名(優等) 李筠婷

:柳葉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蔡雨彤 第二名(優等) 陳韻翔

第二名(優等) 劉珮淳 第三名(優等) 韓語婷

第三名(優等) 黃亭瑋

柳葉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邱于珊

阮咸獨奏

第一名(優等) 鄭子萱 第二名(優等) 顏睦芸

第二名(優等) 陳莛芳
第三名(優等) 鍾佳瑜

阮咸獨奏

第一名(優等) 黃  鈞

樂曲創作與歌
曲創作

第一名(優等) 范之仲 第二名(優等) 邱于珊

第二名(優等) 范立平 第三名(優等) 吳如晴

高
中
職
組
A

直笛獨奏 第一名(優等) 高子涵

高
中
職
組
B

直笛獨奏

第一名(優等) 林子玉

長笛獨奏

第一名(優等) 陳廷威 第二名(優等) 趙雨青

第二名(優等) 謝佩珊 第三名(優等) 方玟傑

第三名(優等) 黃郁婷

長笛獨奏

第一名(優等) 黃淇雅

雙簧管獨奏

第一名(優等) 廖育旋 第二名(優等) 陳韻丞

第二名(優等) 廖珮涵 第三名(優等) 陳鏡文

第三名(優等) 傅筱棋
雙簧管獨奏

第一名(優等) 吳羽軒

單簧管獨奏

第一名(優等) 何鎧竹 第二名(優等) 王譽博

第二名(優等) 陳瑩蓉

單簧管獨奏

第一名(優等) 葉思筠

第三名(優等) 李昱柔 第二名(優等) 楊岱諺

低音管獨奏

第一名(優等) 盧  願 第三名(優等) 賴奕衡

第二名(優等) 陳冠蓉 低音管獨奏 第一名(優等) 鄺子純

第三名(優等) 許嘉宇 法國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古畢彤

法國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陳映築

小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陳繹文

第二名(優等) 李慧怡 第二名(優等) 胡盛德

第三名(優等) 陳映竹 第三名(優等) 黃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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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得獎者
組
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得獎者

高
中
職
組
A

小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侯傳安

高
中
職
組
B

長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張  恆

第二名(優等) 楊捷 第二名(優等) 張景棠

第三名(優等) 潘絃聆 第三名(優等) 林小芳

長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郭沐盈
木琴

(馬林巴)
獨奏

第一名(優等) 彭政皓

第二名(優等) 蔡政嘉

口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胡庭瑋

第三名(優等) 陳昱潔 第二名(優等) 紀彥宏

木琴
（馬林巴）

獨奏

第一名(優等) 呂 泠 第三名(優等) 陳鴻文

第二名(優等) 傅奕涵

箏獨奏

第一名(優等) 劉詩文

第三名(優等)
邱鈺玲
高冠勳
張詩苑

第二名(優等) 林妍慧

箏獨奏

第一名(優等) 潘  杰 第三名(優等) 陳冠之

第二名(優等) 江淑菁

揚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陳昱仁

第三名(優等) 陳雅虹 第二名(優等) 唐愷均

揚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何珮琪 第三名(優等) 吳政芹

第二名(優等) 游雯靖

琵琶獨奏

第一名(優等) 楊舒雅

第三名(優等) 陳昭吟 第二名(優等) 陳昱蓉

琵琶獨奏

第一名(優等) 謝宜芯 第三名(優等) 王文珮

第二名(優等) 余  檣

柳葉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王彥竣

第三名(優等) 吳璟婷 第二名(優等) 賴品潔

柳葉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廖韋婷 第三名(優等) 柯心喻

第二名(優等) 趙諾亞

阮咸獨奏

第一名(優等) 周信江

第三名(優等) 劉庭如 第二名(優等) 蕭伊廷

阮咸獨奏

第一名(優等) 趙諾亞 第三名(優等) 王彥竣

第二名(優等) 林易欣

樂曲創作 
或歌曲創作

第一名(優等) 陳佩君

第三名(優等) 程貞甄

樂曲創作 或
歌曲創作

第一名(優等) 邱妍甯

第二名(優等) 王冠雯

第三名(優等) 楊語庭

大
專
組
A

直笛獨奏
第一名(優等) 戴于心

大
專
組
B

直笛獨奏
第一名(優等) 劉璟萱

第二名(優等) 范洋豪 第二名(優等) 陳必涵

長笛獨奏

第一名(優等) 陳?茹
長笛獨奏

第一名(優等) 蘇郁雅

第二名(優等) 李佳蓉 第二名(優等) 楊之琳

第三名(優等) 張毓珊 口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古松展

雙簧管獨奏
第一名(優等) 王詩予

箏獨奏

第一名(優等) 李宇軒

第二名(優等) 林恬? 第二名(優等) 林靜宜

單簧管獨奏
第一名(優等) 高承胤 第三名(優等) 游秀蓮

第二名(優等) 王采綺

揚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林端容

單簧管獨奏 第三名(優等) 莊維霖 第二名(優等) 田孟軒

法國號獨奏

第一名(特優) 黃昕誼 第三名(優等) 蘇珮琪

第二名(優等) 陳思嘉

琵琶獨奏

第一名(特優) 沈玫?

第三名(優等) 翁嬿婷 第二名(優等) 林泰佑

小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陳雪綾 第三名(優等) 楊惠諼

第二名(優等) 陳建安
柳葉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盧宥羽

第三名(優等) 楊長蓉 第二名(優等) 周雅筑

長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林家賢

阮咸獨奏
第一名(優等) 林睿韻

第二名(優等) 賴奕如 第二名(優等) 王涵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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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得獎者
組
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得獎者

大
專
組
A

木琴(馬林巴)
獨奏

第一名(優等) 陳昱如

公
開
組

低音號獨奏

第一名(優等) 柯閔中

第二名(優等) 林芝妏 第二名(優等) 李旌佐

箏獨奏
第一名(優等) 李皓玫 第三名(優等) 楊朝翔

第二名(優等) 郭岷勤

電子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楊芷蘅

揚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鍾沛芸 第二名(優等) 李文洛

琵琶獨奏
第一名(優等) 薛靜雯 第三名(優等) 原汝沄

第二名(優等) 黃暐貿

古典吉他 
獨    奏

第一名(優等) 蔡佳靜

柳葉琴獨奏 第一名(優等) 林欣儀 第二名(優等) 陳佩青

阮咸獨奏
第一名(優等) 潘宜彤

第三名(優等) 蔡宜璇
第二名(優等) 謝綵育

二、團體組

組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分區別 縣市別 參賽單位

國
小
團
體
組
A

管弦樂合奏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鎮西國小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清水國小
特優 中區 臺中市 光復國小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員林國小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公館國小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西門國小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新勢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光仁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三區 後埔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一區 秀山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二區 碧華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敦化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四區 厚德國小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東門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鳳山國小
優等 南區 屏東縣 仁愛國小
特優 南區 臺南市 永福國小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崇文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鹽埕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信義國小

管樂室內男隊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員林國小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明義國小
特優 北區 臺北縣三區 後埔國小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東光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鳳山國小

管樂室外男隊
(101~�10人)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博愛國小

弦樂合奏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竹南國小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員林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敦化國小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西門國小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新勢國小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明義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四區 厚德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三區 後埔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二區 碧華國小
甲等 南區 高雄縣 鳳山國小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崇文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信義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鹽埕國小
特優 南區 臺南市 永福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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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分區別 縣市別 參賽單位

國
小
團
體
組
A

國樂合奏

特優 中區 臺中市 光復國小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北成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曹公國小

特優 南區 臺南市 崇學國小

特優 南區 高雄市南區 前金國小

絲竹室內
樂 合 奏

特優 中區 臺中市 光復國小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北成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曹公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前金國小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崇學國小

國
小
團
體
組
B

同聲合唱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東埔國小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惠文國小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雲林國小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建國國小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清水國小

優等 北區 新竹縣 桃山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古亭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重慶國小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中山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西區 麗園國小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宜昌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育才國小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龍山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文化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大豐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西松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東門國小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港西國小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公正國小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水上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中正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三民國小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崇學國小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嘉北國小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永信國小

優等 南區 臺東縣 武陵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鳳山國小

優等 南區 屏東縣 仁愛國小

優等 南區 澎湖縣 文澳國小

兒童樂隊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建功國小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平和國小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東興國小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僑真國小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立新國小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光華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士林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莒光國小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明恥國小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大竹國小

優等 北區 新竹縣 新埔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永安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內湖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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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分區別 縣市別 參賽單位

國
小
團
體
組
B

兒童樂隊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長興國小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東門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雙城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七賢國小

優等 南區 屏東縣 恆春國小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興嘉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新甲國小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三村國小

優等 南區 澎湖縣 文澳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勝利國小

管弦樂合奏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炎峰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土城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西區 榮富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大豐國小

管樂室內男隊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大新國小
特優 中區 臺中縣 潭陽國小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竹林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民權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西區 榮富國小

特優 北區 宜蘭縣 冬山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大豐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建安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文林國小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建德國小

優等 北區 新竹縣 光明國小

特優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土城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薇閣國小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中正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忠孝國小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大橋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前金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陽明國小

管樂室內女隊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同安國小

管樂室外男    
隊(10~100人)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安慶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文德國小

管樂室外男    
隊(101~�10人)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義竹國小

弦樂合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建安國小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公正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碧湖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天母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西區 榮富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網溪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蘆洲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安坑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信義國小

國樂合奏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漳興國小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大雅國小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國光國小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頭份國小
特優 中區 臺中縣 東勢國小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頂番國小
優等 北區 金門縣 中正國小
特優 北區 桃園縣 忠貞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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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分區別 縣市別 參賽單位

國
小
團
體
組
B

國樂合奏

特優 北區 臺北市東區 光復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板橋國小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七堵國小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光復國小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建國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永和國小
特優 北區 新竹市 水源國小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明義國小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省躬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中正國小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歸南國小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文昌國小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國光國小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鎮南國小
特優 中區 臺中縣 東勢國小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永靖國小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漳興國小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頭份國小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社口國小
優等 北區 金門縣 中正國小
特優 北區 新竹市 三民國小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石門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西區 更寮國小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七堵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碧華國小
優等 北區 新竹縣 新星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興雅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文林國小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光復國小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明恥國小
特優 北區 臺北縣東區 深坑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一甲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福山國小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 南區 屏東縣 大潭國小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歸南國小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文昌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中正國小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新興國小

口琴合奏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中山國小
優等 中區 臺中縣西區 東陽國小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益民國小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漳和國小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柯林國小
優等 北區 新竹縣 北平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中山國小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德龍國小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永華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華山國小

國
小
團
體
組

直笛合奏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重慶國小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水里國小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竹南國小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喀哩國小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建平國小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雲林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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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分區別 縣市別 參賽單位

國
小
團
體
組

直笛合奏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中正國小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北門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日新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文林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民權國小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香山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仁愛國小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碇內國小
優等 北區 新竹縣 竹東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西區 昌隆國小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明禮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萬興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金龍國小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安東國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百齡國小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大港國小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大林國小
優等 南區 澎湖縣 東衛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山頂國小
優等 南區 屏東縣 口社國小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正新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光武國小
優等 南區 臺東縣 東大實小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興嘉國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信義國小

國
中
團
體
組
A

管弦樂合奏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公館國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清水國中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大同國中
特優 中區 臺中市 雙十國中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草屯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四區 三和國中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復興國中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成功國中
特優 北區 桃園縣 中興國中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花崗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一區 漳和國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新明國中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嘉義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鳳西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南新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大成國中
優等 南區 澎湖縣 馬公國中

管樂室內男隊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安和國中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彰化國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西區 順天國中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花崗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後甲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新化國中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北興國中

弦樂合奏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彰化國中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復興國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中興國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新明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南新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大成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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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分區別 縣市別 參賽單位

國
中
團
體
組
A

弦樂合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前金國中

鋼琴三重奏

優等 全區 高雄市南區 新興高中國中部
優等 全區 臺南市 大成國中
優等 全區 雲林縣 正心高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東區 仁愛國中

弦樂四重奏

優等 全區 臺中市 曉明女中國中部
優等 全區 高雄市南區 新興高中國中部
優等 全區 臺南市 大成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東區 仁愛國中

鋼琴五重奏
優等 全區 臺北市西區 南門國中
優等 全區 宜蘭縣 復興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東區 仁愛國中

木管五重奏
優等 全區 桃園縣 新明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東區 仁愛國中

銅管五重奏 優等 全區 臺北縣二區 中平國中

國樂合奏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豐原國中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永靖國中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東南國中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雙十國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神岡國中
特優 北區 宜蘭縣 復興國中
特優 南區 宜蘭縣 前金國中
特優 南區 臺南市 崇明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忠孝國中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嘉義國中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草屯國中
特優 中區 臺中市 雙十國中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永靖國中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公館國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東勢國中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東南國中
特優 中區 臺中縣 大雅國中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復興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崇明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忠孝國中
特優 南區 高雄市南區 前金國中

國
中
團
體
組
B

男聲合唱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居仁國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大園國中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建德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永吉國中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國風國中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南澳高中國中部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建興國中
優等 南區 臺東縣 海端國中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北興國中

女聲合唱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同富國中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東山國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大華國中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東明國中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福興國中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建國國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豐原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金華國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桃園國中
優等 北區 新竹縣 五峰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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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中
團
體
組
B

女聲合唱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中正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五峰國中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暖暖高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復旦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西區 聖心女中國中部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薇閣高級中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敦化國中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三民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福和國中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海星高中國中部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中正國中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朴子國中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宏仁女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道明中學國中部
優等 南區 澎湖縣 馬公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右昌國中
優等 南區 屏東縣 南榮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聖功女中
優等 南區 臺東縣 關山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麻豆國中

管弦樂合奏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平興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天母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永和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東山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文山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陽明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英明國中

管樂室內男隊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中興國中

管樂室內男隊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三義國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豐東國中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溪湖國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大道國中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三民國中
特優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重慶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樟樹國中
特優 北區 宜蘭縣 冬山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中正國中
特優 北區 桃園縣 平鎮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錦和高中國中部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天母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大安國中
特優 北區 臺北縣西區 新莊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明湖國中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建德國中
優等 北區 新竹縣 仁愛國中
特優 北區 桃園縣 大園國中
優等 南區 臺東縣 新生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安順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前金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大義國中
特優 南區 高雄縣 鳳甲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佳里國中

管樂室內女隊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曉明女中國中部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自強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西區 竹圍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佳里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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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分區別 縣市別 參賽單位

國
中
團
體
組
B

管樂室外男隊    
(10~100人)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斗六國中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八斗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坪林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敦化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西區 林口國中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竹崎高中國中部

管樂室外男隊
(101~�10人)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西苑高中國中部
特優 南區 屏東縣 南榮國中
特優 南區 嘉義縣 民雄國中

管樂室外女隊    
(10~100人)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中山高中

管樂室外女隊
(101~�10人)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曉明女中國中部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六嘉國中

弦樂合奏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成功國中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三育高中
特優 北區 臺北市北區 天母國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平興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中正國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同德國中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羅東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介壽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文山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大安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陽明國中

鋼琴三重奏
優等 全區 臺北市南區 金華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北區 天母國中

弦樂四重奏

優等 全區 桃園縣北區 大成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北區 天母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東區 敦化國中
優等 全區 桃園縣 平興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西區 中正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南區 金華國中
優等 全區 南投縣 三育高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東區 介壽國中

木管五重奏
優等 全區 新竹縣 仁愛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南區 大安國中

銅管五重奏

優等 全區 臺北縣中二區 蘆洲國中
優等 全區 新竹縣 仁愛國中
優等 全區 基隆市 建德國中
優等 全區 宜蘭縣 宜蘭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縣中一區 積穗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縣中一區 永和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縣中二區 溪崑國中
優等 全區 宜蘭縣 冬山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南區 大安國中

口琴四重奏

優等 全區 高雄市 中山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西區 新興國中
優等 全區 臺北縣中二區 中正國中
優等 全區 南投縣 中興國中
優等 全區 南投縣 復興國中

國樂合奏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光明國中
特優 北區 新竹市 三民國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福豐國中
特優 北區 桃園縣 石門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深坑國中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明德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碧華國中



2�� 2��2�� 2��

組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分區別 縣市別 參賽單位

國
中
團
體
組
B

國樂合奏

優等 北區 新竹縣 竹北國中
特優 北區 臺北市東區 介壽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永和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中正國中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國華國中
特優 北區 金門縣 金城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歸仁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大仁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成功國中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新港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前峰國中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延和國中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光明國中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和群國中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建臺高中
特優 北區 臺北縣東區 深坑國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龍岡國中
特優 北區 金門縣 金城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福和國中
優等 北區 新竹縣 竹北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中正國中
特優 北區 臺北市東區 介壽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至善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碧華國中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慈大附中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明德國中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三民國中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復興國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福豐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前峰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成功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陽明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歸仁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中正高中國中部

口琴合奏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國姓國中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馬光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中正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新興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西區 新莊國中
優等 北區 新竹縣 竹東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正興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新興國中

國
中
團
體
組

直笛合奏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安和國中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斗六國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中平國中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成功國中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照南國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后里國中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南投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西區 中平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三和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文山國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光明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濱江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景興國中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三民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天母國中



2�� 2��2�� 2��

組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分區別 縣市別 參賽單位

國
中
團
體
組

直笛合奏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平南國中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國風國中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中華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東湖國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錦和高中國中部
優等 南區 屏東縣 高泰國中
優等 南區 臺東縣 寶桑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安順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鳳山國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明義國中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大林國中
特優 南區 高雄市北區 民族國中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永康國中
優等 南區 澎湖縣 文光國中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民生國中

高
中
職
團
體
組
A

管弦樂合奏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臺中二中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正心高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西區 清水高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武陵高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中壢高中
特優 北區 臺北縣三區 光仁高中

管樂室內男隊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正心高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武陵高中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培德工家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中壢高中

弦樂合奏

特優 中區 臺中市 臺中二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西區 清水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四區 淡江高中
特優 南區 臺南市 臺南女中

鋼琴三重奏
優等 全區 高雄市北區 高雄中學
特優 全區 臺北市南區 臺師大附中
優等 全區 臺南市 臺南女中

弦樂四重奏

特優 全區 高雄市北區 高雄中學
優等 全區 桃園縣 武陵高中
優等 全區 臺北縣 光仁高中
特優 全區 臺南市 臺南女中

鋼琴五重奏
優等 全區 高雄市北區 高雄中學
優等 全區 臺南市 臺南女中
特優 全區 臺中縣 清水高中

木管五重奏
優等 全區 臺北市南區 臺師大附中
優等 全區 桃園縣 武陵高中
優等 全區 高雄市北區 高雄中學

銅管五重奏 優等 全區 基隆市 培德工家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南投高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東區 青年高中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羅東高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南崁高中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鳳新高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新莊高中

高
中
職
團
體
組
B

男聲合唱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臺中一中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花蓮高中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新竹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方濟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建國高中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基隆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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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分區別 縣市別 參賽單位

高
中
職
團
體
組
B

男聲合唱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內壢高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道明中學
優等 南區 屏東縣 屏東高中

女聲合唱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北港高中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臺中女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西區 新莊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金甌女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松山家商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蘭陽女中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新竹女中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海星高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復旦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崇光女中

女聲合唱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基隆女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中山女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板橋高中
優等 南區 臺東縣 臺東女中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聖功女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高雄高商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三民高中
優等 南區 屏東縣 大同高中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嘉義女中

混聲合唱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東大附中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正心高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臺中啟明學校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大里高中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彰化高商
優等 北區 新竹縣 竹東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南湖高中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海星高中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羅東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中正高中
優等 北區 新竹市園區 實驗高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新興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光仁高中
特優 北區 臺北市南區 萬芳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中和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大直高中
優等 南區 澎湖縣 馬公高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中正高中

管弦樂合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東山高中

管樂室內男隊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崇實高工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竹南高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大里高中

優等 北區 新竹縣 竹東高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平鎮高中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新竹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華江高中
優等 北區 金門縣 金門高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陽明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金山高中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宜蘭高商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臺師大附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復興高中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四維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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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分區別 縣市別 參賽單位

高
中
職
團
體
組
B

管樂室內男隊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樹林高中
優等 南區 臺東縣 臺東高中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華南高商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臺南高工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臺南二中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鳳山高中
優等 南區 屏東縣 屏東高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中正高工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高雄高工

管樂室內女    
隊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臺中女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中山女中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花蓮女中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蘭陽女中

管樂室內女    
隊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基隆女中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新竹高商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中壢家商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高雄女中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旗美高中
優等 南區 臺東縣 臺東女中

管樂室外男隊
(10~100人)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斗六家商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嶺東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松山工農
特優 北區 桃園縣 新興高中
特優 北區 臺北市西區 建國高中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民雄農工

管樂室外男隊  
(101~�10人)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新民高中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管樂室外女隊
(10~100人)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臺中女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能仁家商
特優 北區 臺北市西區 第一女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泰北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一區 樹人家商
特優 北區 臺北市南區 景美女中

管樂室外女隊   
(101~�10人)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育達高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三信家商
特優 南區 高雄市北區 樹德家商

弦樂合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臺師大附中

鋼琴三重奏
優等 全區 臺中市 臺中女中
優等 全區 新竹市 科學園區高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西區 建國高中

弦樂四重奏
優等 全區 臺北市西區 建國高中
特優 全區 臺中市 臺中一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西區 中山女中

銅管五重奏

優等 全區 宜蘭縣 宜蘭高中
優等 全區 新竹市 科學園區高中
優等 全區 宜蘭縣 羅東高工
優等 全區 宜蘭縣 宜蘭高商
優等 全區 宜蘭縣 羅東高中

口琴四重奏

優等 全區 臺北市西區 第一女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西區 中山女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西區 建國高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南區 師大附中
優等 全區 臺北市西區 成功高中

國樂合奏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臺中一中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彰化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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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分區別 縣市別 參賽單位

高

中

職

團

體

組

B

國樂合奏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宜蘭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第一女中
優等 北區 金門縣 金門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板橋高中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南區 高雄女中
優等 南區 澎湖縣 馬公高中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臺南高工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 中區 南投縣 南投高中
優等 中區 苗栗縣 建臺高中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文華高中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虎尾高中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臺中啟明學校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員林家商
特優 中區 臺中縣 大里高中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慈濟技術學院
優等 北區 臺北縣東區 石碇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中正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縣中二區 三重高中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中壢家商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景美女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松山高中
特優 北區 宜蘭縣 宜蘭高中
特優 北區 新竹市 新竹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西區 建國高中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臺南一中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新豐高中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嘉義女中

口琴合奏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臺中一中
特優 北區 臺北市西區 成功高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師大附中
優等 北區 臺北市東區 內湖高工
特優 北區 臺北縣西區 新莊高中

大
專
團
體
組
A

鋼琴三重奏 優等 全區 高雄市北區 國立中山大學
木管五重奏 優等 全區 臺北市北區 中國文化大學

銅管五重奏
優等 全區 臺北市北區 中國文化大學
優等 全區 高雄市南區 國立高雄師大
優等 全區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

國樂合奏
特優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優等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臺南科技大學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優等 南區 臺南縣 臺南科技大學

大
專
團
體
組
B

男聲合唱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長庚大學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陸軍軍官學校
黃埔合唱團

女聲合唱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混聲合唱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中興大學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逢甲大學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慈濟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國立政治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南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長庚大學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優等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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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分區別 縣市別 參賽單位

大
專
團
體
組
B

混聲合唱 優等 南區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管弦樂合奏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管樂室內男隊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逢甲大學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管樂室內男隊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國立交通大學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國立中央大學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元智大學
特優 北區 臺北縣 淡江大學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中原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 中國文化大學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管樂室內男隊

特優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長庚大學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優等 南區 高雄市北區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優等 南區 屏東市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優等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弦樂合奏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國立陽明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甲等 南區 高雄縣 樹德科技大學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鋼琴三重奏 優等 全區 臺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
銅管五重奏 優等 全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口琴四重奏

優等 全區 高雄市南區 國立高雄師大
特優 全區 臺北市東區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優等 全區 桃園縣 國立中央大學
優等 全區 花蓮縣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優等 全區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優等 全區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優等 全區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優等 全區 臺中市 逢甲大學

國樂合奏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逢甲大學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東海大學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特優 北區 臺北市南區 國立臺灣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 世新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優等 北區 臺北市 中國科技大學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國立交通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中原大學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樹德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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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比賽結果 分區別 縣市別 參賽單位

大

專

團

體

組

B

國樂合奏
優等 南區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弘光科技大學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 中區 臺中縣 靜宜大學
優等 中區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僑光技術學院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優等 中區 彰化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優等 中區 臺中縣南區 朝陽科技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縣西區 國立臺北大學
特優 北區 花蓮縣 慈濟技術學院
優等 北區 桃園縣南區 元智大學
特優 北區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長庚技術學院
優等 北區 桃園縣 長庚大學
優等 北區 宜蘭縣 國立宜蘭大學
優等 北區 桃園縣北區 中央警察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 世新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北區 陽明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優等 北區 桃園縣北區 銘傳大學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慈濟大學
優等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義守大學
優等 南區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優等 南區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
優等 南區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樹德科技大學

口琴合奏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逢甲大學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優等 中區 臺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縣 淡江大學
優等 北區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優等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優等 北區 花蓮縣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特優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優等 北區 新竹市 國立交通大學
優等 南區 高雄縣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資料來源：1. 國立新竹社教館http://www.nhcsec.gov.tw/music/musicold.htm

              �. 全國學生藝術比賽網路報名系統音樂類http://music.ner.gov.tw/S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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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學年度「臺灣鄉土情」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一、福佬語系類

組別 等第 縣市別 校名 組別 等第 縣市別 校名

國
小
組

1 臺南市 崇學國小 國
中
組

1 臺北縣東區 崇光女中
� 苗栗縣 建國國小

3 臺北市東區 三興國小 � 臺南市 民德國中 

4 臺北縣中二區 文德國小

教
師
組

1 臺北縣東區 秀峰國小

5 臺北縣西區 麗園國小 � 臺南市 府城教師合唱團

6 彰化縣 大村國小 3 南投縣 鐸聲室內合唱團

7 臺北縣東區 大豐國小 4 臺南縣 培文國小

8 臺南縣 下營國小 5 桃園縣北區 鐸聲合唱團

二、客家語系類

組別 等第 縣市別 校名 組別 等第 縣市別 校名

國
小
組

1 苗栗縣 建國國小

國
中
組

1 臺北市東區 敦化國中

� 雲林縣 雲林國小 � 臺北市南區 萬芳高中

3 臺北市西區 東門國小 3 臺北市北區 蘭雅國中

4 臺北市南區 龍安國小 4 臺中市 東山國中

5 臺北縣西區 新莊國小

5 高雄市南區 五福國中
教
師
組

1 新竹縣 新竹縣教師合唱團

� 桃園縣南區 桃園縣師友合唱團

三、原住民語系類

組別 等第 縣市別 校名 組別 等第 縣市別 校名

國
小
組

1 臺東縣 武陵國小 國
中
組

1 南投縣 同富國中

� 南投縣 東埔國小
� 臺北縣中一區 聖心女中

3 花蓮縣 崙山國小

4 臺中縣東區 達觀國小 教
師
組

優勝 南投縣 信義國中教師合唱團

5 嘉義縣 樂野國小 優勝 基隆市 基隆市教師合唱團

資料來源：全國鄉土歌謠比賽http://www3.ttcsec.gov.tw/song/sing_t.htm

2007家扶基金會「兒童保護宣導」兒童戲劇比賽(第一屆)
獎    項 得獎單位

第一名 臺北縣竹圍國小

第二名 彰化縣潭墘國小

第三名 梵羽舞蹈藝術團

最佳劇本獎 臺北縣竹圍國小

最佳道具獎 彰化縣潭墘國小

最佳音效獎 國立北教大實小

第七屆維他露文化獎全國河洛語答嘴鼓比賽
組別 名次 學校 參賽者 參賽題目

國
小
組

第一名 高雄市勝利國小 陳南君/謝鳳儀 十點十分的花蕊，上婿，上快

第二名 高雄市加昌國小 黃千庭/陳亮瑜 健康快樂逗陣走

第三名 臺南市東光國小 薛元皓/林昱達 將心比心，人人歡心 

優選獎

嘉義市民族國小 許奕晨/林楚苓 華陀快樂秘方

南投縣富功國小 劉于汶/莊玟婷 決定快樂救地球

高雄市獅湖國小 陳冠甫/陳詠萱 跤踏實地較有底

　　為培養教師與學生學習鄉土歌謠及母語之興趣，落實本土音樂教育，特由國立臺東社會教育

館主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比賽組別共分為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與教師組等四組。比賽

項目分別為福佬語系類、客家語系類與原住民語系類等三類。各縣市政府或學校得依據參與本項

比賽獲頒之獎狀，逕予獲獎教師、學生及其指導老師、指揮、伴奏或相關行政人員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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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中
組

第一名 嘉義縣基督教協同中學 陳郁蓁/許斯詠 快樂在你的心肝底

第二名 南投縣日新國中 林子微/洪子修 快樂青春向前走

第三名 臺中東大附屬高級中學 賴又雋/張樂翔 心靈的解放 

優選獎

嘉義市蘭潭國中 張善贈/黃俊諺 天生我材必有用

臺中縣順天國中 蔡瀚論/蘇震軒 快樂佗位找 

臺中市新民高中國中部 廖華國/賴雅汶 茼篙逗作伙 

資料來源：http://www.vitalon.org.tw/news_content.asp?Ser_no=98

2007年度男性參與反性暴力全國戲劇競賽

組別 獎項 得獎學校

國小組

首獎 彰化縣立潭墘國民小學

二獎 新竹市立民富國民小學、雲林縣立大東國民小學

三獎 屏東縣立佳冬國民小學、臺北市立東門國民小學

佳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屬實驗小學、臺中市立賴厝國民小學

國中組

首獎 臺中市立東山國民中學

二獎 雲林縣立崙背國民中學、臺北縣立福和國民中學

三獎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臺北縣立中和國民中學

佳作 嘉義縣立大林國民中學、新竹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高中職組

首獎 臺北市景文高級中學

二獎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三獎 臺北市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佳作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資料來源：http://epaper.edu.tw/e9617_epaper/news.aspx?news_sn=13�3

2007兒童戲劇創作暨製作演出

組    別 名  次 姓  名/ 團  體 作 品 名 稱

團體組

第一名
李明華/ 

成長文教基金會附設鞋子兒童實驗劇團
木偶的三滴眼淚

第二名
陸韻葭/ 

如果兒童劇團
微星山，在哪裡？

第三名
趙自強/ 

KISS ME親一下劇團
故事書裡面的故事

個人組 優  選 陳筠安 甜水灣的石頭

96學年度全國國民中小學師生暨社會民眾皮（紙）影偶製作比賽

組別 類別 作品名稱 名  次 姓  名 學    校

教
師
組

皮
偶
製
作

武旦 � 李美燕 竹圍國小

灰姑娘 3 李敏 和平國小

牛魔王 3 莊凱茵 竹圍國小

李哪吒 3 賴淑珠 竹圍國小

紙
偶
製
作

歡樂 1 李美燕 竹圍國小

小提琴手 � 何妙桂 後紅國小

小丑雜耍團 � 賴淑珠 竹圍國小

個人演奏會 優選 吳金璉 竹圍國小

祝賀 佳作 蔣素珍 後紅國小

豬桿弟 佳作 陳英棋 後紅國小

另
類
材
質

喜樂 1 李美燕 竹圍國小

閤家歡 3 蔣素珍 後紅國小

種樹工人 優選 何妙桂 後紅國小

散財童子 佳作 陳英棋 後紅國小

國
中
組

紙
偶
製
作

民俗技藝 1 蔡雅婷 岡山國中

劍士 � 高嘉君 岡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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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中
組

紙
偶
製
作

龍獸 � 郝亮瑜 高雄市鼓山高中國中部

男孩 3 余依臻 高雄市鼓山高中國中部

精靈馬戲團 3 趙珮穎 高雄市鼓山高中國中部

舞動 3 朱曼瑩 高雄市鼓山高中國中部

天使 優選 劉冠顯 高雄市鼓山高中國中部

快樂的小丑 優選 黃仕安 梓官國中

皮
偶
製
作

晴天娃女 1 戴佩如 高雄市鼓山高中國中部

仕女 � 賴星妤 高雄市鼓山高中國中部

貝多芬 � 施瑾 高雄市鼓山高中國中部

西班牙舞孃 3 黃欣柔 高雄市鼓山高中國中部

笨猴在世 3 邱志文 高雄市鼓山高中國中部
哪吒 3 陳乃維 高雄市鼓山高中國中部

埃及人 優選 吳家慧 高雄市鼓山高中國中部

社
會
組

皮
偶
製
作

樊梨花 1 張能傑 臺北縣臺北大學
滿清宮女 � 張智絢 高雄市中華藝校

清朝宮女 3 許正達 高雄市中華藝校

國
小
高
年
級

紙
偶
製
作

老背少 1 梁芸甄 竹圍國小
芭蕾舞者 � 邱采涵 竹圍國小

頑皮的猴子 � 蘇婉儀 竹圍國小
街頭藝人 3 蘇于誠 竹圍國小
親子樂 3 蔡宜庭 竹圍國小
小丑豬 3 蘇歆詠 彌陀國小
野餐 優選 侯乃文 和平國小

怪老頭 優選 謝羽柔 臺中縣益民國小

舞孃 優選 蔡函育 臺中縣益民國小

滑板車男孩 優選 顏欣俞 竹圍國小

與我同行 優選 簡品儀 後紅國小

騰雲駕霧 優選 李芳如 和平國小

扛魚的小貓 優選 劉昱彤 竹圍國小

邪惡的巫婆 優選 史延樺 竹圍國小

小毛驢 優選 譚世元 竹圍國小

青菜在這裡啦 優選 劉巧瑩 竹圍國小

吉他手 優選 朱育達 竹圍國小

同心協力 優選 平澤翊婷 和平國小

國
小
中
年
級

紙
偶
製
作

小丑藝人 1 葉沛瑩 竹圍國小

流浪的詩人 � 吳杰倫 新甲國小

騎馬打仗 � 陳冠維 竹圍國小

搖搖樂 3 郭芷瑄 彌陀國小

親子樂 3 吳子宏 後紅國小

滑板樂 3 章育慈 和平國小

風車真好玩 優選 駱佳欣 竹圍國小

漁夫灑網 優選 林建瑋 彌陀國小

拉馬車的仙子 優選 買勁瑜 竹圍國小

貓熊吃竹葉 優選 黃宜葶 彌陀國小

蜜蜂 優選 潘宜婷 復安國小

快樂逍遙遊 優選 張寬渝 後紅國小

愛吹喇叭的河馬 優選 胡雅芳 復安國小

魔法哈利 優選 郭彥柔 後紅國小

國
小
低
年
級

紙
偶
製
作

螞蟻過河 1 詹筑安 竹圍國小

小豬敲三角鐵 � 陳沛林 竹圍國小

喇叭手 � 劉淑君 竹圍國小

神氣老爹 3 李佳怡 竹圍國小

花仙子 3 林佩穎 竹圍國小

烏龜與蝸牛 3 王郁婷 竹圍國小

女人 優選 李珍儀 新甲國小

老鷹 優選 羅崇軒 後紅國小

好吃的胡蘿蔔 優選 郭潔蓉 彌陀國小

資料來源：高雄縣政府文化局花堂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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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全國國民中小學師生暨社會民眾皮（紙）影戲表演比賽
組別 類別 名  次 劇        團 學    校

教
師
組

團體組紙影戲 優等 凹底山教師紙影戲團 南安國小

參人組紙影戲 優等
太陽神影劇團 南投縣同富國小

香香紙影劇團 後紅國小

國
中
組

團體組皮影戲 優等

英明國中皮影戲團) 高雄市英明國中

岡山國中皮影戲團 岡山國中

快樂光華皮影戲團 高雄市光華國中

團體組紙影戲 甲等 懷恩紙影戲劇團 屏東縣南榮國中

社
會
組

團體組皮影戲 優等 高雄縣觀音山東華皮影劇團青團

參人組皮影戲 優等 興華皮影戲團 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

國
小
高
年
級

團體組紙影戲

特優

虱想起紙影戲團 彌陀國小

益民皮影劇團 臺中縣益民國小

安靖皮影戲團 嘉義縣安靖國小

優等

鳳雄國小紙影戲劇團 鳳雄國小

鹽洲國小皮影戲團 屏東縣鹽洲國小

太陽花影劇團 南投縣同富國小

橋頭國小紙影戲團 橋頭國小

太陽神影劇團 南投縣同富國小

小雨豆劇團 嘉興國小

中壇國小瀰濃影戲團 中壇國小

東興國小紙影戲團 屏東縣東興國小

甲等

文德國小皮影劇團 文德國小

水精靈紙影戲團 深水國小

中壇國小客家庄影戲團 中壇國小

匏仔寮劇團 寶隆國小

國
小
中
年
級

團體組紙影戲

特優 波波紙影戲團 竹圍國小

優等

小魚兒劇團 復安國小

東東紙影戲團 屏東縣東興國小

皮皮紙影劇團 後紅國小

新甲國小月亮精靈隊 新甲國小

烏鴉的窩 復安國小

新甲國小星星精靈隊 新甲國小

國
小
參
人
組

紙影戲

特優

加昌紙影戲團 高雄市加昌國小(出場序11)

加昌紙影戲團 高雄市加昌國小(出場序14)

太陽神影劇團 南投縣同富國小

優等

深水魚兒三人組 深水國小

小荳荳劇團 和平國小

呱呱紙影劇團 後紅國小

四季豆劇團 和平國小

卡哇依三人組 臺南市大同國小

大姆姆山紙影劇團 屏東縣三地國小

秀逗劇團 屏東縣東興國小

雯子吃佑子紙影戲團 屏東縣東興國小

小雞紙影戲團 屏東縣東興國小

瑪芙勒芙紙影劇團 屏東縣三地國小

甲等 琉璃珠紙影劇團 屏東縣三地國小

資料來源：高雄縣政府文化局花堂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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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來演戲」第三屆全國交通安全話劇校際精英賽得獎名單

名  次 得獎單位／姓名

第　一　名 臺北縣立明德高中

第　二　名 臺中縣青年高中

第　三　名 臺北縣復興商工

最佳創意獎 臺北縣立明德高中

最佳造型獎 臺北縣復興商工

最佳劇本獎 臺北市景文高中

最佳演員獎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陳亭妤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陳芃羽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機車研究發展安全促進協會

「第3屆全國客語生活學校成果觀摩賽」總決賽成績一覽表
一、客語歌唱表演類：

組　　　　別 名　次 學校名稱

幼稚園及國小低年級組

第一名 屏東縣五溝國小

第二名
苗栗縣公館國小

屏東縣學正幼稚園

第三名
苗栗縣造橋國小
屏東縣德協國小

臺北縣啟文托兒所

第四名

桃園縣晨光幼稚園
苗栗縣啟文國小
苗栗縣南庄國小

桃園縣和平幼稚園

第五名

花蓮縣豐山國小
桃園縣義興國小

桃園縣家安幼稚園
臺北市大同托兒所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屏東縣內埔國小

第二名
苗栗縣建功國小
屏東縣西勢國小

第三名
屏東縣麟洛國小
高雄市莊敬國小
臺北縣民安國小

第四名

臺北縣永和國小
花蓮縣壽豐國小
苗栗縣南湖國小
臺北縣中湖國小
臺北縣秀山國小

國小高年級及國中組

第一名 苗栗縣建國國小

第二名
高雄市樂群國小
屏東縣豐田國小

第三名
高雄市瑞祥國小
高雄縣東門國小
臺中縣東勢國小

第四名

桃園縣中山國小
新竹縣上舘國小
屏東縣僑智國小
臺北市光復國小

第五名

新竹縣新豐國中
桃園縣龍潭國小
臺北市萬芳高中
花蓮縣吉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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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語口說藝術類：

組　　　　別 名　次 學校名稱

幼稚園及國小低年級組

第一名 高雄縣廣興國小

第二名
桃園縣上湖國小
高雄縣中壇國小

第三名
花蓮縣玉里國小
新竹縣芎林國小
苗栗縣雙連國小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苗栗縣公館國小

第二名
臺北縣新泰國小
苗栗縣新開國小

第三名
屏東縣東寧國小
臺北市胡適國小

國小高年級及國中組

第一名 臺北縣興南國小

第二名
桃園縣高原國小
苗栗縣建功國小

第三名
新竹縣竹東國小
苗栗縣五穀國小
屏東縣五溝國小

第四名

桃園縣龍潭國小
臺中縣土牛國小
屏東縣育英國小
高雄縣美濃國小

第五名
屏東縣西勢國小
花蓮縣源城國小
桃園縣八德國小

三、客語戲劇類：

組　　　　別 名　次 學校名稱

幼稚園及國小低年級組

第一名 臺北市大理國小

第二名
新竹縣竹東幼稚園
花蓮縣壽豐國小

第三名
臺北市士林托兒所
屏東縣佳冬國小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一名 屏東縣僑智國小

第二名
臺東縣德高國小
新竹縣竹東國小

第三名
桃園縣上湖國小
桃園縣山豐國小

國小高年級及國中組

第一名 苗栗縣建功國小

第二名
高雄縣美濃國小
屏東縣麟洛國小

第三名
桃園縣龍潭國小
新竹縣上舘國小
臺北市清江國小

第四名 臺東縣福原國小

資料來源：行政院客委會鄧懿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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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一、個人組

組別 類別 名次 姓  名 舞蹈名稱 縣市別

國
小

中國古典舞

第一名 李家名 劍魂 雲林縣

第二名 吳欣庭 豪氣千雲雙槍會 桃園縣(南)

第三名 吳珮宇 巧靈猴 臺北縣(中一)

中國民俗舞

第一名 何子由 辣妹子 桃園縣(北)

第二名 張金羚 奪 桃園縣(南)

第三名 李家名 小武生 雲林縣

現代舞

第一名 何亭儀 快樂的仙度瑞拉 臺北縣(中二)

第二名 高旻辰 小兵成長記 屏東縣

第三名 張馨之 靈洞 臺北縣(中一)

國
中

中國古典舞

第一名 劉睿筑 備馬揚槍氣軒昂 桃園縣(北)

第二名 黃語萱 出征 桃園縣(南)

第三名 蕭玟玲 爐神 臺北市(西)

中國民俗舞

第一名 張煜君 天下第一廚 臺北縣(中一)

第二名 許宜靜 狐惑 桃園縣(北)

第三名 劉明軒 小戲迷 臺北市(西)

現代舞

第一名 蔡書瑜 囚 桃園縣(北)

第二名 李奕騏 猜猜我是誰 彰化縣

第三名 吳明芬 界．限 臺北市(東)

高
中
職

中國古典舞

第一名 賴怡璇 白娘子 臺北市(北)

第二名 林彧丞 點將令 臺南市

第三名 林柏宏 劍影 雲林縣

中國民俗舞

第一名 賴怡璇 嬉雪 臺北市(北)

第二名 周雨璇 藏鼓 臺北市(東)

第三名 周瑩霖 儷映河畔舞英姿 臺中市

現代舞

第一名 廖錦婷 The Swan 臺中市

第二名 賴怡璇 舞魅 臺北市(北)

第三名 黃郁婷 秋的旅人 臺北市(南)

大
專

中國古典舞

第一名 蔡雅鈞 仕將之風 臺北市(北)

第二名 陳盈璇 古韻情 臺北縣(中二)

第三名 從缺

中國民俗舞
第一名 黃小妮 鷹之邦 臺南縣

第二名 林芷嫻 仰望喜馬拉雅 臺北市(南)

現代舞
第一名 廖如平 我又…走在陽光下 臺南縣

第二名 蘇品文 曾經 嘉義縣

二、團體組

組別 類別 名次 參賽學校 舞蹈名稱 縣市別

國
小
團
體
甲
組

中國古典舞

(A團) 南區優等 中正國小 精忠報國 高雄市(南)

(A團) 南區優等 民和國小 旗舞威揚 嘉義縣

(B團) 南區優等 新生國小 旗鼓連天震軍威 臺東縣

(B團) 南區優等 協進國小 凌波仙子戲連池 臺南市

(A團) 北區優等 復旦國小 萬般風情踏歌行 桃園縣(南)

(B團) 北區優等 忠義國小 鐵扇神拳舞威揚 臺北縣（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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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類別 名次 參賽學校 舞蹈名稱 縣市別

國
小
團
體
甲
組

中國民俗舞

(A團) 北區優等 僑善國小 綵絮繽紛 苗栗縣

(B團) 北區優等 民義國小 竹山春曉 臺北縣（中一）

(B團) 北區優等 追分國小 豐年慶良緣 臺中縣

(B團) 北區優等 八斗國小 原鄉八斗情 基隆市

(B團) 北區特優 四季國小 紋面部落達雅園 宜蘭縣

(B團) 北區優等 仁愛國小 相招來看戲 臺北縣（中二）

(B團) 北區優等 松浦國小 舞耀滿自然 花蓮縣

(B團) 南區優等 博愛國小 驅年趕獸賀新春 雲林縣

(B團) 南區優等 介達國小 愛戀百合花 臺東縣

(B團) 南區優等 民權國小 報戰功 高雄縣

(B團) 南區優等 歸南國小 龍陣震八荒 臺南縣

(B團) 南區優等 合作國小 敬神謝祖迎豐年 南投縣

(B團) 南區優等 南和國小 山神的祝福 屏東縣

現代舞

(B團) 南區優等 維多利亞小學 神奇的夏天 雲林縣

(B團) 南區優等 歸南國小 色．丑 臺南縣

(B團) 南區優等 嘉北國小 我們這一班 嘉義市

(B團) 南區優等 水上國小 迎曦送夕舞星月 嘉義縣

(B團) 南區優等 員林國小 海之子 彰化縣

(A團) 北區優等 復旦國小 清掃狂想 桃園縣（南）

(B團) 北區優等 中園國小 雲 臺北縣(中一)

(B團) 北區優等 清水國小 風中的搖曳 臺中縣

(B團) 北區優等 和平國小 祖靈狂潮 花蓮縣

(B團) 北區特優 建德國小 臥房裡的小世界 桃園縣(北)

創造性兒童舞蹈

(B團) 南區優等 立人國小 夏日沙灘狂想曲 臺南市

(B團) 南區特優 鎮南國小 玩積木看世界 雲林縣

(B團) 南區優等 水上國小 盛夏的海底世界 嘉義縣

(B團) 南區優等 關山國小 色彩繽紛的童年 臺東縣

(B團) 北區優等 中正國小 快落ㄟ一天 臺中縣

(B團) 北區優等 竹東國小 森林保衛戰 花蓮縣

(B團) 北區特優 桃園國小 色彩世界好好玩 桃園縣（北）

中國古典舞

(A團)優等 埔墘國小 桃花源記 臺北縣(中二)

(A團)優等 復興國小 騎武威揚震八方 臺南縣

(A團)優等 公正國小 荷塘春色舞映紅 宜蘭縣

(B團)優等 鄧公國小 彩雲仙童舞乾坤 臺北縣(西)

(B團)優等 南光國小 湖畔蓮兒舞娉婷 南投縣

(B團)優等 永靖國小 飛天舞影 彰化縣

(B團)優等 南美國小 仙山童子 桃園縣(北)

(B團)特優 莊敬國小 騰袖輕履盤鼓賦 高雄市(北)

(B團)優等 鳥松國小 蓄勢待發 高雄縣

(B團)優等 崇光國小 碧海仙蹤 臺中縣

(B團)優等 忠義國小 仙童 臺北縣(中二)

(B團)優等 樹林國小 旗戰風雲 臺北縣(中一)

(B團)優等 北投國小 蓮兒連兒舞翩翩 臺北市(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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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類別 名次 參賽學校 舞蹈名稱 縣市別

國
小
團
體
乙
組

中國民俗舞

(A團)優等 仁愛國小 戲鼓迎春 基隆市

(A團)優等 中正國小 春雷—響百花開 高雄市(南)

(A團)優等 篤行國小 巧姿水影 臺中市

(B團)優等 永靖國小 祈願拉薩 彰化縣

(B團)優等 頭前國小 臺灣囝仔 臺北縣(西)

(B團)優等 新樂國小 打獵季 新竹縣

(B團)優等 山美國小 老鷹之舞 嘉義縣

(B團)優等 鎮南國小 飄扇彩絹舞翩翩 雲林縣

(B團)優等 介壽國小 抗日英雄—巴野斯 桃園縣(北)

(B團)優等 紅瓦厝國小 慶元宵 臺南縣

(B團)優等 泰興國小 馬拉邦戰役 苗栗縣

(B團)優等 北埔國小
Ba o’way—阿美族黃
藤舞

花蓮縣

(B團)優等 碧侯國小 泰雅之美 宜蘭縣

(B團)優等 楊心國小 鼓躍.絹飛喜迎春 桃園縣(南)

(B團)優等 敦化國小 嬉絹 臺北市(東)

(B團)優等 忠義國小 頑童嬉戲 臺北縣(中二)

(B團)優等 公園國小 氣勢凌風震寰宇 臺南市

(B團)特優 莊敬國小 苗籟．奔弦．花山慶 高雄市(北)

(B團)優等 新興國小 歡樂龍舟慶端午 臺中市

(B團)優等 文化國小 戲看秧歌 臺北市(北)

現代舞

(A團)優等 南門國小 這就是愛 桃園縣(北)

(A團)優等 建功國小 原野的意想 苗栗縣

(A團)優等 篤行國小 森林綺想 臺中市

(A團)優等 公正國小 海之舞 宜蘭縣

(A團)優等 和平國小 Two-Sided Shape 彰化縣

(B團)優等 永靖國小 悠游 彰化縣

(B團)特優 莊敬國小 氣…!? 高雄市(北)

(B團)優等 育英國小 夏日午後 南投縣

(B團)優等 中興國小 古墓探險 雲林縣

(B團)優等 大同國小 我們這一班 桃園縣(南)

(B團)優等 漢民國小 蛇 高雄市(南)

(B團)優等 山佳國小 五月雪、桐花情 臺北縣(中一)

(B團)特等 大成國小 幽遊銀河 臺南縣

(B團)優等 錦興國小 畫出跳躍的線條和色彩 桃園縣(北)

(B團)優等 八堵國小 我們的天空 基隆市

(B團)優等 廣福國小 大掃除狂想曲 臺北縣(中二)

(B團)優等 東海國小 新芽 臺東縣

(B團)優等 國光國小 祈嚮 臺中市

創造性兒童舞蹈

(B團)優等 中和國小 放學後 基隆市

(B團)優等 育英國小 我愛足球 南投縣

(B團)優等 羅東國小 貓鼠開戰囉！ 宜蘭縣

(B團)優等 永靖國小 快樂的一年級 彰化縣

(B團)優等 大肚國小 我的魔幻箱 臺中縣

(B團)優等 沙崙國小 歡樂耶誕狂想曲 臺北縣(中二)

(B團)優等 上石國小 童年日記 臺中市

(B團)優等 石門國小 撲克牌大戰 臺南市

(B團)優等 紅瓦厝國小 快樂問與答 臺南縣

(B團)特優 五福國小 小蟻雄兵 高雄縣

(B團)優等 自強國小 晒穀場的豐收 桃園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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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類別 名次 參賽學校 舞蹈名稱 縣市別

國
小
團
體
丙
組

中國古典舞

(A團)優等 東門國小 蓮童戲水 臺北市(南)

(B團)優等 新豐國小 習武 新竹縣

(B團)優等 新生國小 小小俏花旦 臺北市(南)

(B團)優等 南湖國小 蓮 臺北市(東)

(B團)優等 員林國小 武極 彰化縣

(B團)優等 德南國小 夏荷綠映荷塘美 臺南縣

(B團)優等 中路國小 仕女圖 高雄縣

(B團)優等 德音國小 蓮影 臺北縣(西)

(B團)優等 歸來國小 靈骨仙童 屏東縣

(B團)特優 建德國小 舞躍龍騰 桃園縣(北)

(B團)優等 中正國小 刀光盾影氣如虹 臺中市

(B團)優等 民義國小 叱吒風雲旗飛揚 臺北縣(中一)

(B團)優等 蘆洲國小 虎虎生風 臺北縣(中二)

中國民俗舞

(B團)優等 竹南國小 彩絹飛舞喜迎春 苗栗縣

(B團)優等 枋寮國小 草原俏姑娘 屏東縣

(B團)優等 南湖國小 小妞妞 臺北市(東)

(B團)優等 員林國小 苗妞 彰化縣

(B團)優等 陽明山國小 蓮廂歡舞迎新春 臺北市(北)

(B團)優等 懷生國小 水漾韻蓮 臺北市(西)

(B團)優等 卓清國小 小米慶收布農情 花蓮縣

(B團)優等 國光國小 汨魚戲翁 臺中市

(B團)優等 大成國小 小龍兒 臺南縣

(B團)優等 尚智國小 燈紅鼓韻舞太平 基隆市

(B團)優等 大成國小 漠鄉豪情 南投縣

(B團)優等 山腳國小 鬥陣嗩鼓齊宣天 桃園縣(北)

(B團)優等 寧埔國小 山神之戰 臺東縣

(B團)優等 蔡文國小 廟口 高雄縣

(B團)優等 大明國小 春遊 臺中縣

(B團)優等 南澳國小 巫醫莎巴的魔法袋 宜蘭縣

(B團)優等 北新國小 小戲迷 臺北縣(東)

(B團)特優 集美國小 染絹樂 臺北縣(中二)

(B團)優等 育人國小 秋歌—戲鼓迎稻香 嘉義市

現代舞

(A團)優等 東門國小 童顏 臺北市(南)

(B團)優等 東光國小 就愛大風吹 臺中市

(B團)優等 和美國小 回收場 彰化縣

(B團)優等 水源國小 山林王子的呼喚_布達 花蓮縣

(B團)特優 修德國小 形 臺北縣(中二)

(B團)優等 山腳國小 親親小鹿 桃園縣(北)

(B團)優等 昌福國小 異想樂園 臺北縣(中一)

(B團)優等 獅胡國小 源 高雄市(北)

(B團)優等 大明國小 水之生 臺中縣

創造性兒童舞蹈

(B團)優等 永春國小 歡樂小木屐 臺中市

(B團)優等 安定國小 小小美人魚 臺南縣

(B團)優等 崇文國小 夏夜，蚊子叮！ 雲林縣

(B團)優等 吳江國小 下課十分鐘 花蓮縣

(B團)優等 鹽埕國小 同心協力 高雄市(北)

(B團)優等 頭前國小 蛙 臺北縣(西)

(B團)優等 後埔國小 消失的彩虹 臺北縣(中二)

(B團)優等 中山國小 河塘畔 新竹縣

(B團)優等 烏日國小 ball 臺中縣

(B團)優等 鹿東國小 兒時記趣 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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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類別 名次 參賽學校 舞蹈名稱 縣市別

國
中
團
體
甲
組

中國古典舞

(A團)南區優等 明正國中 旗開得勝 屏東縣

(B團)南區優等 雲林國中 耀武揚威 雲林縣

(B團)南區優等 潮州國中 威震槍鋒 屏東縣

中國民俗舞

(B團)南區優等 陽明國中 花香滿園 高雄市(北)

(B團)南區特優 大王國中 舞動山林 臺東縣

(B團)南區優等 宏仁國中 歡樂慶豐年 南投縣

(B團)北區優等 丹鳳國中 Ciopihai 臺北縣（西）

(B團)北區優等 八德國中 阿美族組曲 桃園縣（北）

(B團)北區特優 吉安國中 慶豐收 花蓮縣

(B團)北區優等 大同國中 泰雅讚舞 宜蘭縣

(B團)北區優等 四葴國中 布農舞祭 臺中縣

(B團)北區優等 三民國中 鄂爾多斯的春天 新竹市

現代舞

(A團)南區優等 苓雅國中 流轉之間 高雄市(南)

(B團)南區特優 岡山國小 擊楫渡江復山河 高雄縣

(B團)南區特優 聖功女中 疾．鼓韻 臺南市

(A團)北區優等 建德國中 出動 基隆市

(A團)北區優等 東勢國中 我的存在位置 臺中縣

(B團)北區優等 中正國中 花鼓魂 臺北縣（中二）

(B團)北區優等 國風國中 Floating Time 花蓮縣

國
中
團
體
乙
組

中國古典舞

(A團)優等 北安國中 大英節烈 臺北市(西)

(A團)優等 光明國中 百戰金甲 臺中市

(A團)優等 建德國中 魄 基隆市

(A團)優等 江翠國中 武功舞韻 臺北縣(中二)

(A團)優等 東興國中 秦俑魂 桃園縣(南)

(B團)優等 石牌國中 干戈交戰振軍威 臺北市(北)

(B團)優等 向上國中 仕女倩影映宮燈 臺中市

(B團)優等 大同國中 武舞 彰化縣

(B團)優等 岡山國中 蓮華 高雄縣

(B團)優等
湖口高中
(國中部)

敦煌舞韻 新竹縣

(B團)優等 南投國中 威風凜然少年行 南投縣

中國民俗舞

(A團)優等 明正國中 五月雪 屏東縣

(A團)優等 建德國中 鄉土情 基隆市

(A團)優等 新埔國中 奔騰的節奏 臺北縣(中二)

(B團)優等 知本國中 大地頌舞 臺東縣

(B團)優等 和平國中 部落山海情 花蓮縣

(B團)優等 楊梅國中 傣寨風情 桃園縣(南)

(B團)優等 中平國中 悠悠草原俊奔騰 臺北縣(西)

(B團)優等 桃源國中 布農巫祭 高雄縣

(B團)優等 大成國中 泰雅文化樂舞 南投縣

(B團)優等 爽文國中 爆竹聲響迎佳節 臺中縣

現代舞

(A團)優等 羅東國中 夢的進行 宜蘭縣

(A團)優等 嘉義國中 競 嘉義市

(A團)優等 雙園國中 Searching 臺北市(西)

(A團)優等 新埔國中 阿卡偵探社 臺北縣(中二)

(A團)優等 中興國中 內在光影 桃園縣(北)

(A團)優等 東興國中 喔!天啊! 桃園縣(南)

(A團)優等 苗栗國中 FULL 苗栗縣

(A團)優等 北安國中 布步為ㄧㄥˊ 臺北市(西)

(B團)優等 雲林國中 羞澀的滋味 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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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類別 名次 參賽學校 舞蹈名稱 縣市別

國
中
團
體
乙
組

現代舞

(B團)優等
海山高中
(國中部)

穿越時空 臺北縣(中二)

(B團)優等 成功國中 時代的軌跡 基隆市

(B團)優等 南榮國中 一卡在手，希望無窮 屏東縣

(B團)優等 安和國中
September first
＜九月一號＞

臺中市

(B團)優等 大同國中 真象？假象 彰化縣

(B團)優等 楊梅國中 夢靨 桃園縣(南)

國
中
團
體
丙
組

中國古典舞

(A團)優等 潮州國中 旗舞威揚 屏東縣

(B團)優等 新豐國中 春郊獵騎 新竹縣

(B團)優等 福山國中 巾幗英雄 高雄市(北)

(B團)優等 山腳國中 舞極 桃園縣(北)

優等 山光國中 行雲 臺中市

中國民俗舞

(A團)優等
永仁高中
(國中部)

春花若開 臺南縣

(B團)優等 石牌國中 少女之春 臺北市(北)

(B團)優等 金華國中 田野阡陌 臺北市(南)

(B團)優等 福山國中 竹林雀影 高雄市(北)

(B團)優等 忠孝國中 大蘭花小蘭花 新竹縣

(B團)優等 慈大附中 美麗的邊疆 花蓮縣

(B團)優等 魚池國中 傣家風情 南投縣

(B團)優等 岡山國中 神拳武刀展英姿 高雄縣

(B團)優等 福和國中 彩蝶戲春舞翩翩 臺北縣(中一)

(B團)優等 北新國中 歡慶 臺中市

(B團)特優 大同國中 節慶歡舞 彰化縣

現代舞

(A團)優等 江翠國中 us 臺北縣(中二)

(A團)優等 潮州國中 甦醒—躍 屏東縣

(B團)優等
清水高中
(國中部)

萬花筒 臺北縣(中二)

(B團)優等 大灣國中  new star 高雄縣

(B團)優等 爽文國中 Advanture 臺中縣

(B團)優等 林邊國中 心靈對話 屏東縣

(B團)優等 關西國中 天堂的翅膀 新竹縣

(B團)特優 北興國中 觸喚 嘉義市

(B團)優等 魚池國中 凝氣 南投縣

高
中
職
團
體
甲
組

中國民俗舞

南區優等 三信家商 喜慶 高雄市(南)

南區優等 仁愛農工 阿美鬥舞 南投縣

南區特優 關山工商
驽麓．驽鄔哩篳
(生命之光)

臺東縣

南區優等 彰化啟智學校 節慶歡舞喜洋洋 彰化縣

南區特優 內埔農工 旮瑪瓦南 屏東縣

北區優等 海星高中 阿美族成年祭 花蓮縣

高
中
職
團
體
乙
組

中國古典舞 優等 文華高中 巧 臺中市

中國民俗舞

優等 青年高中 驃馬族之歌 臺中縣

特優
中華藝術學校
(高中部)

繽紛 高雄市(北)

特優 中山工商 舞動竿林 高雄縣

優等 國立暨大附中 排灣樂曲 南投縣

特優 臺東高中 花環與勇士 臺東縣

優等 大德工商 豐慶鼓舞 雲林縣

現代舞 特優 中正高中 極 臺北市(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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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類別 名次 參賽學校 舞蹈名稱 縣市別

高
中
職
團
體
丙
組

中國古典舞
優等

中華藝術學校
(高中部)

劍魂 高雄市(北)

優等 啟英高中 刀馬旦 桃園縣(南)

中國民俗舞 優等 啟英高中 花漾 桃園縣(南)

現代舞

優等 竹北高中 雙面 新竹縣

優等 聖功女中 紅塵 臺南市

優等 來義高中 隨黑潮起舞 屏東縣

優等 青年高中 風中緋櫻 臺中縣

優等 啟英高中 拉鋸 桃園縣(南)

優等
中華藝術學校
(高中部)

角逐 高雄市(北)

大專
團體
甲組

中國民俗舞 北區優等 慈濟技術學院 祭

大專
團體
乙組

現代舞 優等 國立成功大學 Time and Tide

大
專
團
體
丙
組

中國民俗舞 優等 國立中正大學 桃花緣

中國民俗舞
優等

國立屏東教育
大學

絹花戲春

優等 臺灣師範大學 雪嶺情 熱巴唱

中國古典舞 優等 國立成功大學 夢畔水蓮舞翩翩

現代舞

優等 國立中正大學 很久以前很久以後

優等 臺北醫學大學 friendship

優等
國立屏東教育
大學

失去、逝去

三、全區個人組決賽最佳編舞

舞蹈類型 參賽單位 編導教師 舞蹈名稱 縣市別

中國古典舞 劉睿筑 張永煜 備馬揚槍氣軒昂 桃園縣(北)

中國民俗舞 許怡靜 彭馨瑶 狐惑 桃園縣(北)

現代舞 張馨之 林佩儀 靈洞 臺北縣(中一)

四、全區團體組決賽最佳編舞

舞蹈類型 參賽單位 編導教師 舞蹈名稱 縣市別

A
團

中國古典舞 東興國中 林依潔 秦俑魂 桃園縣(南)

中國民俗舞 新埔國中 冷  靜 奔騰的節奏 臺北縣(中二)

現代舞 雙園國中 潘鈺楨 Searching 臺北市(西)

B
團

中國古典舞 莊敬國小 梁宇閎 騰袖輕履盤鼓賦 高雄市(北)

中國民俗舞
中華藝術學校
(高中部)

石惠珠 繽紛 高雄市(北)

現代舞 中正高中 陳慧如 極 臺北市(東)

創造性兒童舞蹈 五福國小 孫伊芬 小蟻雄兵 高雄縣

五、團體組決賽最佳編舞

區別 舞蹈類型 參賽單位 編導教師 舞蹈名稱 縣市別

南區
中國古典舞 岡山國小 林美惠 擊楫渡江復山河 高雄縣

中國民俗舞 內埔農工 旮瑪瓦南 粱秀娜 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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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舞蹈類型 參賽單位 編導教師 舞蹈名稱 縣市別

南區
現代舞  從缺

創造性兒童
舞蹈

鎮南國小 鍾美娟 玩積木看世界 雲林縣

北區

中國古典舞  從缺

中國民俗舞 仁愛國小 林思綾 相招來看戲 臺北縣(中二)

現代舞 建德國小 黃雅姿 臥房裡的小世界 桃園縣(北)

創造性兒童
舞蹈

桃園國小 劉阿李 色彩世界好好玩 桃園縣(北)

六、全區個人組決賽最佳舞技

舞蹈類型 參賽單位 就讀學校 舞蹈名稱 縣市別

中國古典舞 賴怡璇 復興高中 白娘子 臺北市(北)

中國民俗舞 何子由 南門國小 辣妹子 桃園縣(北)

現代舞 高旻辰 朝昇國小 小兵成長記 屏東縣

七、各區生活教育評選最佳團隊

分區別 評選場次 參賽單位 縣市別

南  區

第一場

三信家商 高雄市(南)

關山工商 臺東縣

彰化啟智學校 彰化縣

第二場

明正國中 屏東縣

雲林國中 雲林縣

立人國小 臺南市

水上國小 嘉義縣

北  區

第一場
吉林國小 臺北市(西)

義民國小 臺北縣(中一)

第二場

清水國小 臺北縣(中二)

桃園國小 桃園縣(北)

頭前國中 臺北縣(西)

國風國中 花蓮縣

第三場

四葴國中 臺中縣

丹鳳國中 臺北縣(西)

吉安國中 花蓮縣

八德國中 桃園縣(北)

海星高中 花蓮縣

忠義國小 臺北縣(中二)

鷺江國中 臺北縣(中二)

建德國中 基隆市

復旦國小 桃園縣(南)

文建會2007	舞躍大地舞蹈創作比賽

獎項 參賽作品名稱 編舞者 參賽單位

金牌獎 戰．魂 張永煜、林郁晶 中國文化大學

銀牌獎 與誰爭戰 林秀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銅牌獎 MODLE 邱瓊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佳作一 浮生一記 蘇安莉 中國文化大學

佳作二 天淨沙 張雅婷 高雄市左派舞蹈協會

佳作三 What happens 楊雅媜 楊雅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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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四 水中玉 林秀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佳作五 處舊 瑪迪霖．巴魯 瑪迪霖．巴魯

活力2007‧E起舞動—全國原住民族青少年

及兒童母語歌舞劇競賽總決賽

組別 名次 學校 參賽題目

國
小
組

第一名 臺東縣寧埔國民小學 拉•勇氣

第二名 屏東縣三地國民小學 Kurakurau：孔雀珠之戀

第三名 宜蘭縣金岳國民小學 獵首祭

第四名 花蓮縣三棧國民小學 芭依（pa-i）臉上永不退去的痕跡

國
中
組

第一名 臺東縣長濱國民中學 火神

第二名 臺東縣卑南國民中學 祖靈！請賜我雨水

第三名 臺中縣四箴國民中學 布農舞祭

第四名 臺中縣和平國民中學 聲琴泰雅

高
中
職
組

第一名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洪水之戰

第二名 臺東縣國立關山工商職業學校 卡夫沃（kafongoh）傳

第三名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姆巴里巴理斯（mublibalis）蛻變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陳姿伶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