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1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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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5-1055 

個人組 

【音樂】 

兒童組 

1 南區 施翯 韓德爾第三號奏鳴曲第二樂章 馬林巴木琴 

2 北區 楊雅晰 鋼琴演奏 鋼琴 

3 中區 林郁烜 Sonatina in F Major op20 鋼琴 

青少年組 

4 南區 施翬 光明(Luminosity)第二樂章 馬林巴木琴 

5 北區 孫秉澤 
鋼琴獨奏/貝多芬奏鳴曲

Op.13 第一樂章 

鋼琴 

6 中區 陳宥安 
J.Haydn:Piano Sonata In Eb 

Major Hob.XVI:52 Mov.3 

鋼琴 

成人組 

7 東區 陳怡君 當你老了 陶笛 

8 中區 黃曼軒 月琴 琵琶 

9 南區 楊碩宇 
Haydn: Sonate in C major, 

Hob.XVI:35,Mov.1 
鋼琴 

10 中區 田福安 啞口 清唱 

11 北區 陳立 星空的鋼琴手 鋼琴 

個人組 

【多元】 

兒童組 
12 北區 邱明樺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爵士鼓 

13 南區 施翯 本草綱目 爵士鼓 

青少年組 

14 中區 蔡幀珅 陶笛，扯鈴，撥拉棒結合 
陶笛，扯鈴，撥拉

棒 

15 北區 邱思維 讓我留在你身邊 爵士鼓 

16 南區 施翬 戀愛 ing 爵士鼓 

成人組 

17 東區 吳瑀承 勇者無懼/霍元甲 將軍令組曲 木箱鼓 

18 中區 李婉甄 長恨歌+琵琶行 無 

19 北區 吳沁樺 爵士鼓演奏 爵士鼓 

20 南區 陳怡廷 熱愛 105 度的你 木箱鼓 

105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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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1220 
個人組 

【舞蹈】 

青少年組 

21 北區 施冠宇 twice 模仿秀 

22 中區 廖芳霈 喜氣洋洋 

23 北區 林哲立 KPOP 韓國流行舞 The Feels 

24 東區 新城國中/林書亞 戰旗之舞 

25 南區 黃韋睿 天佑台灣 

成人組 

26 北區 徐子雅 Girl 

27 東區 金川 活力全開 

28 中區 林昱慈 蔡依玲-怪美的 

29 南區 張順宗 stars 

30 東區 陽尚儒 歡喜生活 

31 南區 黃信安 『時光機』國標五項全能拉丁舞 

兒童組 
32 東區 李汶憶 Banana 恰恰女孩 

33 南區 簡堉昇 熱愛跳舞的我 

122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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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表演- No.1-11 兒童、青少年、成人組依序頒獎 

個人組 多元表演-No.12-20 兒童、青少年、成人組依序頒獎 

1320-1400 

團體組 

【音樂】 

兒童組 34 北區 石牌國小/林家花園 威廉泰爾序曲 

青少年組 
35 中區 中特慢啼雞樂團 寶島曼波 

36 南區 嘉義市立北興國中 北興喵喵喵 

成人組 

37 南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唐氏症歡喜

協會/歡喜藝術表演團 

台灣民謠組曲--丟丟銅仔、望

春風、天黑黑 

38 北區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音樂才藝

發展協會/光點二人組 

1.吉普賽之舞 

2.在花園裡 

39 中區 Angel-6 樂團 龍貓 

40 東區 台東智協幸福 191 教室 快樂向前走、丟丟銅仔 

團體組 

【多元】 
兒童組 41 東區 臺東縣寶桑國小 小鬼當家 

1400-1410 頒獎【表演藝術類】個人組 舞蹈表演—No.21-33 青少年、成人、兒童組依序頒獎 

1410-1510 
團體組 

【多元】 
成人組 

42 中區 彰化肯納獨輪車隊 獨輪車表演 

43 北區 基隆市星兒鍵盤（太鼓）樂團 星月＋艷紅 

44 東區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培立

工作坊 
王浩然的出生日記 



 

45 北區 
社團法人桃園市唐氏症家長

協會/太鼓班 
唐唐出狀元 

46 南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唐氏症歡喜

協會/歡喜藝術表演團 
藝陣招財進寶出巡 

青少年組 

47 東區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特教班 感謝 

48 南區 樹德家商 防疫大作戰 

49 中區 翱翔藝趣少年組 野摩托 

團體組 

【舞蹈】 
兒童組 

50 中區 北園國小天使寶貝 包庇保庇疫起來 

51 東區 台東縣關山國小愛班 黑桃 A 

52 北區 西門國小/N 次方 街頭小巨人 

1510-1530 
頒獎【表演藝術類】團體組 音樂表演—No.34-40 兒童、成人、青少年組依序頒獎 

【表演藝術類】團體組 多元表演—No.41 兒童組頒獎 

1530-1610 
團體組 

【舞蹈】 

青少年組 
53 東區 

臺東縣立新生國中/心中有愛

舞蹈團 
農家樂 

54 北區 甜心少女 secret story of the swan 

成人組 

55 中區 
社團法人南投縣智障者家長

協會/天使農夫太鼓隊 
舞沙 woosa 

56 南區 衛生福利部臺南教養院 臺灣好棒 

57 中區 
財團法人基督教瑪喜樂社會

福利基金/小作所旗舞社 
豐收鑼鼓 

58 東區 黎明教養院/睦福樂團 
最好的舞台-今天我是 super 

star 

59 北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

金會/唐心寶貝閃亮舞蹈班 

微笑力量  不倒的愛  

客家硬頸  疫戰成功 

1610-1700 

【表演藝術類】總講評 暨頒獎 

【表演藝術類】團體組 多元表演—No.42-49 青少年、成人組頒獎 

【表演藝術類】團體組 舞蹈表演—No.50-59 兒童、青少年、成人組頒獎 

珍重再見～2024 年再相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