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15-0920 開幕式－主席致詞 

 表演組別 年齡分組 序號 區域 參賽者 參賽主題 表演樂器/道具 

0920-1030 

個人組 

【多元】 

兒童組 1 北區 施翯 Immortals(永垂不朽) 爵士鼓 

青少年組 
2 中區 紀芃逢 我是扯鈴高手 扯鈴 

3 北區 施翬 紅蓮華 爵士鼓 

成人組 

4 東區 陳彥明 我相信 爵士鼓 

5 北區 謝煒崴 開心歡樂在當下 單輪車、彩球、日字框等 

6 南區 陳怡廷 姐姐 木箱鼓 

7 中區 廖恒毅 陣鼓響徹雲霄 太鼓 

8 東區 林立民 繩之於我 跳繩 

個人組 

【舞蹈】 

兒童組 9 南區 粘濬凱 威利蹦蹦 

青少年組 

10 北區 林哲立 功夫扇舞 

11 中區 詹芷瑜 我是舞蹈小天后 

12 
南區 許明湟 「身騎白馬˙舞追夢」創意歌仔戲拉丁 MV

街舞 

13 東區 吳懿琦 CHEER UP 

14 南區 管盈妤 「不同凡響」爵士拉丁舞組曲 

成人組 

15 東區 侯宏儒 青春鬥 

16 南區 黃信安 「和你一樣」國際標準舞組曲 

17 東區 戴均容 鬥牛舞 

18 中區 曾博鈞 讓我說聲謝謝你 

1030-1100 

頒獎 

【視覺藝術類-立體造型組】兒童、青少年組 (特優、優等、佳作、入選依序頒獎) 

【視覺藝術類-平面繪畫組】兒童、青少年組 (特優、優等、佳作、入選依序頒獎) 

1100-1200 
個人組 

【音樂】 
兒童組 

19 北區 李秉軒 哈察都量小奏鳴曲 鋼琴 

20 南區 廖音茵 Clementi op.36 no.1 Rondo 鋼琴 

21 北區 施翯 巴洛克佛朗明哥 豎琴 

22 中區 李品成 學生協奏曲第二號第三樂章 Seitz op 12 小提琴 



 
 

青少年組 

23 中區 賴翔緯 聖桑《觸技曲》 鋼琴 

24 北區 施翬 
給伊薇特的小奏鳴曲第三

樂章 
鋼琴 

25 南區 吳柏楨 奏鳴曲 鋼琴 

26 北區 丁唯諺 
Mirage Pour Marimba - 

Yasuo Sueyoshi 
馬林巴琴 

27 東區 林鈺超 老頑固 鋼琴 

個人組 

【音樂】 
成人組 

28 南區 江典諭 Nella Fantasia 夢幻之中 歌唱／鋼琴伴奏 

29 北區 陳泰為 

Fantasy-impromptu in C 

sharp minor Op. 66 幻想

即興曲 

鋼琴 

30 中區 黃曼軒 小城故事 琵琶 

1200-1300 

來賓致詞、父母深情獎頒獎、頒發感謝狀 

頒獎 

【視覺藝術類】平面繪畫、立體造型成人組-特優、優等、佳作、入選依序頒獎 

【表演藝術類】個人組 多元表演-No.1-8 兒童、青少年、成人組頒獎 

個人組 舞蹈表演-No.9-18 兒童、青少年、成人組頒獎 

1300-1400 

團體組 

【舞蹈】 

兒童組 31 南區 嘉義縣義竹國小 大野狼與小紅帽 

青少年組 

32 中區 國立員林家商 舞力全開，疫情離開！ 

33 南區 萬丹國中/萬中特教有 GO 力 運動大會 

34 北區 北科附工綜職三乙 街舞表演 

成人組 

35 東區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花

蓮縣私立黎明教養院 
遇見索瑪花開 

36 南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紅十字會育幼

中心慈暉園/慈暉舞蹈群 
泰山與野獸 

37 中區 慈生仁愛院-慈生舞蹈班 歡樂遊樂園 

38 北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舞蹈班 

唐心寶貝祈福除

疫、送愛享平安 

39 南區 衛生福利部臺南教養院 響起 

頒獎【表演藝術類】個人組 音樂表演—No.19-30 兒童、青少年、成人組頒獎 

1400-1500 團體組 兒童組 40 東區 寶桑國小 魚海共舞 



 
 

【多元】 

青少年組 

41 南區 樹德家商 
新西遊記之牛魔

王與蜘蛛精 

42 中區 宇熙慢飛寶貝戰鼓隊 尬陣 

43 北區 
台灣向日葵社會親子關懷教育成長

協會 

萌 芽 太 鼓 -

Together 

成人組 

44 南區 鐵盒子打擊樂團 火焰之舞 

45 北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關愛者協

會-唐～太鼓班 
晴天 

46 東區 台東智障者家長協會培立工作坊 迎賓舞 

47 中區 
社團法人南投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天使農夫太鼓隊 
鼓聲饗宴 

頒獎【表演藝術類】團體組 舞蹈表演-No.31-39 兒童、青少年、成人組頒獎 

1500-1630 

團體組 

【音樂】 

青少年組 

48 北區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歡樂嘉年華組曲 

49 中區 甜蜜天使 甜蜜蜜 

50 北區 自由自在二人組 

Concerto for 

Marimba mvt.IV 

(Farewell) 

成人組 

51 東區 
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牧心智能發展

中心/牧心好聲音 

合唱團童謠組曲

串燒 

52 中區 
中華民國唐氏症關愛者協會  唐寶

寶信天翁天使樂團 
雲中月圓 

53 北區 
新竹市智障福利協進會/歆筑烏克

樂坊 

小幸運 MIX 告白

氣球 

【表演藝術類】總講評 暨 頒發 團體組 No.40-53【多元表演】、【音樂表演】 

珍重再見～2022 年再相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