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次安排 縣市區域 參賽學校 比賽類別 比賽組別 劇目 等第

(05/07) 第一場 出場序：1 宜蘭縣 五結鄉 宜蘭縣五結鄉孝威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孫悟空大戰金角銀角 特優

(05/07) 第一場 出場序：2 新竹縣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東安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娘花靚靚 甲等

(05/07) 第一場 出場序：3 新北市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祖師公收白骨精 優等

(05/07) 第一場 出場序：4 屏東縣 內埔鄉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客家風雲 甲等

(05/07) 第一場 出場序：5 桃園縣 桃園市 桃園縣桃園市東門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新西遊記之遊台灣

(05/07) 第二場 出場序：10 台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盤絲洞 特優

(05/07) 第二場 出場序：11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光興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巧計智擒黃鬚虎 優等

(05/07) 第二場 出場序：12 台南市 南區 臺南市南區永華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盜仙草 優等

(05/07) 第二場 出場序：6 高雄市 橋頭區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火雲洞 優等

(05/07) 第二場 出場序：7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韓愈治潮 優等

(05/07) 第二場 出場序：8 雲林縣 大埤鄉 雲林縣大埤鄉舊庄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濟公傳之陰陽淚 優等

(05/07) 第二場 出場序：9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港和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洛陽橋 特優

(05/08) 第三場 出場序：13 基隆市 信義區 基隆市信義區中興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濟公新傳 優等

(05/08) 第三場 出場序：14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志航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寶象國歷險記(上集) 優等

(05/08) 第三場 出場序：15 苗栗縣 通霄鎮 苗栗縣通霄鎮圳頭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周處除三害 優等

(05/08) 第三場 出場序：16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西遊記之紅孩兒 優等

(05/08) 第三場 出場序：17 新北市 三芝區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火雲洞之觀音收紅孩兒 特優

(05/08) 第三場 出場序：18 台中市 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何厝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官場大丈夫 優等

(05/08) 第四場 出場序：1 雲林縣 虎尾鎮 雲林縣立東仁國民中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 優等

(05/08) 第四場 出場序：2 高雄市 新興區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天賜姻緣 優等

(05/08) 第四場 出場序：3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立德國民中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南遊記 優等

(05/08) 第四場 出場序：4 新北市 三芝區 新北市立三芝區三芝國民中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判官審石頭 優等

(05/08) 第四場 出場序：5 台南市 安南區 臺南市立和順國民中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火雲洞 優等

(05/08) 第四場 出場序：6 宜蘭縣 頭城鎮 宜蘭縣立頭城國民中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空城計 特優

(05/08) 第四場 出場序：7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立虎林國民中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哪吒鬧東海 優等

(05/09) 第五場 出場序：1 高雄市 前鎮區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高中職 門神的傳說 優等

(05/09) 第五場 出場序：1 台北市 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月圓 甲等

(05/09) 第五場 出場序：2 屏東縣 東港鄉 屏東縣東港鄉東興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哪吒 優等



(05/09) 第五場 出場序：3 台中市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蜘蛛與觀音 特優

(05/09) 第五場 出場序：4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戚桃郎 優等

(05/09) 第五場 出場序：8 桃園縣 大溪鎮 桃園縣立仁和國民中學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大溪風雲無事牌 優等

(05/09) 第六場 出場序：10 南投縣 竹山鎮 南投縣竹山鎮雲林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三國演義之桃園三結義 甲等

(05/09) 第六場 出場序：11 新北市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東山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海疆奇航之公主下西洋 特優

(05/09) 第六場 出場序：5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市前金區建國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白骨夫人 優等

(05/09) 第六場 出場序：6 新竹縣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小丑魚歷險記 甲等

(05/09) 第六場 出場序：7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大魔王的結局 優等

(05/09) 第六場 出場序：8 新北市 樹林區 新北巿樹林區山佳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噓！我只告訴你喔！ 優等

(05/09) 第六場 出場序：9 嘉義縣 梅山鄉
嘉義縣梅山鄉大南國民小學安靖分

校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安靖五虎寮 優等

(05/10) 第七場 出場序：1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中 西遊外傳 優等

(05/10) 第七場 出場序：12 雲林縣 斗南鎮 雲林縣斗南鎮重光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舊是愛寶貝 甲等

(05/10) 第七場 出場序：13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西遊記----火焰山 特優

(05/10) 第七場 出場序：2 彰化縣 線西鄉 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中 魏徵斬龍王 優等

(05/10) 第七場 出場序：3 嘉義縣 梅山鄉 嘉義縣立梅山國民中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中 重聽阿嬤 優等

(05/10) 第七場 出場序：4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中 森林小王子 優等

(05/10) 第八場 出場序：1 花蓮縣 新城鄉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高中職 老巫..婆婆與臭小鬼 優等

(05/10) 第八場 出場序：1 南投縣 鹿谷鄉 南投縣鹿谷鄉秀峰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傀儡戲組 國小 美人心計 特優

(05/10) 第八場 出場序：1 高雄市 阿蓮區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國民中學 傳統偶戲類 傀儡戲組 國中
大崗山超峰寺之由來〈飛瓦

絕技〉
特優

(05/10) 第八場 出場序：2 宜蘭縣 五結鄉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國民小學 傳統偶戲類 傀儡戲組 國小 護花使者 優等

(05/10) 第八場 出場序：2 宜蘭縣 五結鄉 宜蘭縣立利澤國民中學 傳統偶戲類 傀儡戲組 國中 友情的可貴 優等

(05/10) 第八場 出場序：2 新竹縣 竹北市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高中職 自私的領悟 特優

(05/10) 第八場 出場序：5 高雄市 美濃區 高雄市立龍肚國民中學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中 誤入浮華 優等

(05/13) 第九場 出場序：1 台北市 大安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Amazing Taipei 優等

(05/13) 第九場 出場序：2 台中市 南區 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烏拉之光 特優

(05/13) 第九場 出場序：3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射日 優等



(05/13) 第九場 出場序：4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泰山區泰山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小小的大冒險 特優

(05/13) 第九場 出場序：5 屏東縣 新園鄉 屏東縣新園鄉鹽洲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迌阿猴城 優等

(05/13) 第九場 出場序：6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八里區米倉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紅樹林小學同學會 優等

(05/13) 第十場 出場序：1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中 雪人 優等

(05/13) 第十場 出場序：1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高中職 瘋新竹 優等

(05/13) 第十場 出場序：2 台中市 清水區 臺中市立清泉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中 搶救魔天堂大作戰 特優

(05/13) 第十場 出場序：2 台中市 東區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高中職 阿ㄙㄨㄞˊ出走記 優等

(05/13) 第十場 出場序：3 宜蘭縣 頭城鎮 宜蘭縣立頭城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中 龜山島傳奇 特優

(05/13) 第十場 出場序：4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大業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中 我們在房間環遊世界 優等

(05/13) 第十場 出場序：5 苗栗縣 公館鄉 苗栗縣立鶴岡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中 荊軻刺秦王 優等

(05/14) 第十一場 出場序：3 台中市 北區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高中職 落花綿綿‧流水潺潺

(05/14) 第十一場 出場序：4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高中職 靈藥姻緣 特優

(05/14) 第十一場 出場序：5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高中職 小毛愛唱歌 優等

(05/14) 第十一場 出場序：6 彰化縣 田中鎮
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高中職 歡樂鎮 優等

(05/14) 第十一場 出場序：7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

業學校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高中職 迎向光明的未來 棄權

(05/14) 第十一場 出場序：8 新北市 樹林區
新北市私立樹人高級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高中職 森林之王 棄權

(05/14) 第十二場 出場序：1 高雄市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三十個夜晚 優等

(05/14) 第十二場 出場序：2 桃園縣 大園鄉 桃園縣大園鄉內海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彩虹魚 甲等

(05/14) 第十二場 出場序：3 桃園縣 桃園市 桃園縣桃園市新埔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野獸大王 特優

(05/14) 第十二場 出場序：4 新北市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中園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藍染風雲錄 甲等

(05/14) 第十二場 出場序：5 宜蘭縣 礁溪鄉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金棗料理王 特優

(05/14) 第十二場 出場序：6 新北市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米倉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阿紅歷險記 甲等

(05/14) 第十二場 出場序：7 台中市 龍井區 臺中市龍井區龍山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馬達加釋迦 特優

(05/15) 第十三場 出場序：10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關東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真心話棒棒糖 優等



(05/15) 第十三場 出場序：11 桃園縣 中壢市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失而復得的森林 優等

(05/15) 第十三場 出場序：12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比奇堡的危機 甲等

(05/15) 第十三場 出場序：13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孫悟空大戰牛魔王 優等

(05/15) 第十三場 出場序：8 台中市 北區 臺中市北區賴厝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快樂上學去 特優

(05/15) 第十三場 出場序：9 新竹縣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美芸的生日噩夢 特優

(05/15) 第十四場 出場序：1 台北市 松山區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中 選擇 優等

(05/15) 第十四場 出場序：1 台北市 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Candy Crush 優等

(05/15) 第十四場 出場序：2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中 正義的代價 特優

(05/15) 第十四場 出場序：3 新竹縣 關西鎮 新竹縣立富光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中 新孟母三遷 優等

(05/15) 第十四場 出場序：4 雲林縣 古坑鄉 雲林縣立古坑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中 雙龍會 優等

(05/15) 第十四場 出場序：5 桃園縣 蘆竹鄉 桃園縣立山腳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中 聽說，這是仲夏夜之夢 優等

(05/15) 第十四場 出場序：6 宜蘭縣 五結鄉 宜蘭縣立五結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中 羽毛冠 優等

(05/16) 第十五場 出場序：2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苗栗市啟文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we are the world 甲等

(05/16) 第十五場 出場序：3 台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睡美人 優等

(05/16) 第十五場 出場序：4 嘉義縣 朴子市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西遊記之穿越時空大驚奇 優等

(05/16) 第十五場 出場序：5 台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波波的冒險旅程 優等

(05/16) 第十五場 出場序：6 台南市 後壁區 臺南市後壁區永安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阿里巴巴奇遇記 優等

(05/16) 第十五場 出場序：7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圖書館的秘密 特優

(05/16) 第十六場 出場序：1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公主不公主 特優

(05/16) 第十六場 出場序：11 新竹縣 橫山鄉 新竹縣橫山鄉大肚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細妹仔 優等

(05/16) 第十六場 出場序：12 桃園縣 中壢市 桃園縣中壢市芭里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海!你好! 優等

(05/16) 第十六場 出場序：13 桃園縣 龜山鄉 桃園縣龜山鄉大坑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大鬍子小矮人 優等

(05/16) 第十六場 出場序：14 雲林縣 北港鎮 雲林縣北港鎮南陽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北港馬陣吹傳說 甲等

(05/16) 第十六場 出場序：8 高雄市 阿蓮區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虎姑婆來去讀冊 優等

(05/16) 第十六場 出場序：9 台中市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流浪之歌 特優

(05/17) 第十七場 出場序：1 台南市 後壁區 臺南市立後壁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魔法白雪 優等



(05/17) 第十七場 出場序：15 宜蘭縣 五結鄉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比武招親 優等

(05/17) 第十七場 出場序：16 桃園縣 楊梅鎮 桃園縣楊梅鎮瑞塘國民小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狂犬來襲 優等

(05/17) 第十七場 出場序：2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高雄趴趴go 甲等

(05/17) 第十七場 出場序：3 台北市 內湖區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這不是灰姑娘 特優

(05/17) 第十七場 出場序：4 雲林縣 二崙鄉 雲林縣立二崙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金黑巾英雄傳 甲等

(05/17) 第十八場 出場序：10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愛在鞋裡口難開 特優

(05/17) 第十八場 出場序：11 宜蘭縣 員山鄉 宜蘭縣立員山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演義員山～楓中傳唱 特優

(05/17) 第十八場 出場序：5 桃園縣 楊梅鎮 桃園縣立楊明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派大山夢遊奇境 甲等

(05/17) 第十八場 出場序：6 屏東縣 崁頂鄉 屏東縣私立南榮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龍王嫁女 優等

(05/17) 第十八場 出場序：7 台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光之傳說 甲等

(05/17) 第十八場 出場序：8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狂犬驚魂記 優等

(05/17) 第十八場 出場序：9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快要來不及了 優等

(05/18) 第二十場 出場序：10 桃園縣 大溪鎮 桃園縣私立至善高級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幻想曲 特優

(05/18) 第二十場 出場序：11 台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再見與新生 優等

(05/18) 第二十場 出場序：12 彰化縣 社頭鄉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直直村裡的彎彎路 特優

(05/18) 第二十場 出場序：6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北市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

校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誰最厲害 甲等

(05/18) 第二十場 出場序：7 宜蘭縣 頭城鎮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其欠馬扁 優等

(05/18) 第二十場 出場序：8 桃園縣 楊梅鎮 桃園縣私立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魔笛前傳 優等

(05/18) 第二十場 出場序：9 新竹縣 竹北市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皇后不是我 優等

(05/18) 第十九場 出場序：1 台中市 北區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奇幻森林 優等

(05/18) 第十九場 出場序：12 新竹縣 竹北市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童話三部曲 甲等

(05/18) 第十九場 出場序：2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奇幻森林大冒險 優等

(05/18) 第十九場 出場序：3 新北市 樹林區
新北市私立樹人高級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不會寫字的獅子 棄權

(05/18) 第十九場 出場序：4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育民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蔸芮咪的玩偶魔法 甲等

(05/18) 第十九場 出場序：5 台中市 東區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大麥克的奇幻之旅 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