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次安排 縣市區域 參賽學校 比賽類別 比賽組別 劇目 等第

(04/17) 第一場 出場序：1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建興國中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中 真武收妖 甲等

(04/17) 第一場 出場序：2 新北市 板橋區 市立新埔國中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中 刺客聶隱娘 優等

(04/17) 第一場 出場序：3 宜蘭縣 宜蘭巿 縣立羅東國中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中 阿嬤講古 特優

(04/17) 第一場 出場序：4 高雄市 美濃區 市立龍肚國中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中 補天記 優等

(04/17) 第一場 出場序：5 彰化縣 線西鄉 縣立線西國中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中 石磨告官 優等

(04/17) 第一場 出場序：6 嘉義縣 梅山鄉 縣立梅山國中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中 神仙總是有辦法 優等

(04/17) 第一場 出場序：7 高雄市 苓雅區 市立英明國中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中 西遊記之火焰山 優等

(04/18) 第二場 出場序：1 雲林縣 斗南鎮 縣立重光國小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囡仔頭王 優等

(04/18) 第二場 出場序：2 新北市 樹林區 市立山佳國小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法治故事──樹鬼的禮物 優等

(04/18) 第二場 出場序：3 嘉義縣 梅山鄉 大南國小安靖分校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天公疼憨人 特優

(04/18) 第二場 出場序：4 高雄市 彌陀區 市立南安國小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四個願望 甲等

(04/18) 第二場 出場序：5 新北市 汐止區 市立東山國小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周處除三害 優等

(04/18) 第二場 出場序：6 南投縣 竹山鎮 縣立雲林國小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閃閃淚光兒時夢 優等

(04/18) 第三場 出場序：1 臺北市 萬華區 市立大理國小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頑皮亮亮除三害 優等

(04/18) 第三場 出場序：2 新竹市 新竹市 市立舊社國小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大野狼上學趣 甲等

(04/18) 第三場 出場序：3 屏東縣 東港鄉 縣立東興國小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紅孩兒 特優

(04/18) 第三場 出場序：4 新北市 板橋區 市立文聖國小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赤壁風雲 優等

(04/18) 第三場 出場序：5 臺中市 大里區 市立益民國小 傳統偶戲類 皮(紙)影戲組 國小 狐嫁女 優等

(04/18) 第三場 出場序：1 高雄市 左營區 市立中正高工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高中職 父子情深 優等

(04/19) 第四場 出場序：1 宜蘭縣 五結鄉 縣立孝威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鉎拚仙，拚不過猴齊天 特優

(04/19) 第四場 出場序：2 臺北市 中正區 市立雙溪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夜婆找厝 -

(04/19) 第四場 出場序：3 臺南市 安平區 市立永華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盜仙草 優等

(04/19) 第四場 出場序：4 屏東縣 長治鄉 縣立長興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三國志 桃園三結義殺黃巾賊 優等

(04/19) 第四場 出場序：5 新竹縣 湖口鄉 縣立東安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暢樂農莊 優等

(04/19) 第四場 出場序：6 高雄市 鳳山區 市立正義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白蛇傳之水漫金山 優等

(04/19) 第五場 出場序：1 高雄市 橋頭區 市立興糖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真假癲僧 優等

(04/19) 第五場 出場序：2 雲林縣 斗六市 縣立石榴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打虎英雄傳 優等

(04/19) 第五場 出場序：3 高雄市 小港區 市立港和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乾隆君-天子與孝子 優等

(04/19) 第五場 出場序：4 臺北市 文山區 市立興隆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兩隻老虎 優等

(04/19) 第五場 出場序：5 新北市 三重區 市立光興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周公傳奇 優等



(04/19) 第五場 出場序：6 臺南市 南化區 市立西埔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西埔答嘴鼓 優等

(04/19) 第五場 出場序：7 苗栗縣 通霄鎮 縣立圳頭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周處除三害 甲等

(04/20) 第六場 出場序：1 新北市 三峽區 市立三峽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三角湧傳奇--------茶山降魔記 特優

(04/20) 第六場 出場序：2 基隆市 信義區 市立中興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濟公降妖 優等

(04/20) 第六場 出場序：3 嘉義市 嘉義市 市立志航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玄天上帝的龜與蛇 優等

(04/20) 第六場 出場序：4 臺中市 西屯區 市立何厝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三打白骨精 甲等

(04/20) 第六場 出場序：5 新北市 板橋區 市立中山國小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小 武松打虎 優等

(04/20) 第七場 出場序：1 雲林縣 斗南鎮 縣立東明國中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西遊記 甲等

(04/20) 第七場 出場序：2 高雄市 新興區 市立新興高中附設國中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包公外傳 優等

(04/20) 第七場 出場序：3 高雄市 左營區 市立立德國中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洛陽橋 優等

(04/20) 第七場 出場序：4 屏東縣 崁頂鄉 私立南榮國中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少年王冕 優等

(04/20) 第七場 出場序：5 新竹市 新竹市 市立虎林國中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抱橋之信 優等

(04/20) 第七場 出場序：6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安順國中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燈火神轉世 特優

(04/20) 第七場 出場序：7 新北市 三芝區 市立三芝國中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火雲洞 特優

(04/20) 第七場 出場序：8 彰化縣 福興鄉 縣立鹿港國中 傳統偶戲類 布袋戲組 國中 奪玉璽 特優

(04/21) 第八場 出場序：1 宜蘭縣 五結鄉 縣立利澤國小 傳統偶戲類 傀儡戲組 國小 樂極生悲 優等

(04/21) 第八場 出場序：2 雲林縣 北港鎮 縣立南陽國小 傳統偶戲類 傀儡戲組 國小 環保愛地球 甲等

(04/21) 第八場 出場序：3 高雄市 阿蓮區 市立阿蓮國小 傳統偶戲類 傀儡戲組 國小 女兒泉 特優

(04/21) 第八場 出場序：4 高雄市 路竹區 市立三埤國小 傳統偶戲類 傀儡戲組 國小 目蓮救母 特優

(04/21) 第九場 出場序：1 彰化縣 彰化市 縣立陽明國中 傳統偶戲類 傀儡戲組 國中 愚公移山 優等

(04/21) 第九場 出場序：2 雲林縣 北港鎮 縣立北港國中 傳統偶戲類 傀儡戲組 國中 媽祖：林默娘 優等

(04/21) 第九場 出場序：3 宜蘭縣 五結鄉 縣立利澤國中 傳統偶戲類 傀儡戲組 國中 緣圓滿滿 優等

(04/21) 第九場 出場序：4 高雄市 阿蓮區 市立阿蓮國中 傳統偶戲類 傀儡戲組 國中 周董除三害 特優

(04/22) 第十場 出場序：1 新北市 板橋區 國立華僑高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摯愛與窒礙 優等

(04/22) 第十場 出場序：2 新北市 汐止區 市立秀峰高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悔過風波 優等

(04/22) 第十場 出場序：3 臺中市 西屯區 國立文華高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調色盤 甲等

(04/22) 第十場 出場序：4 桃園市 大溪區 私立至善高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手機 特優

(04/22) 第十場 出場序：5 基隆市 信義區 私立培德工家 舞台劇類 高中職 視界 特優

(04/22) 第十場 出場序：6 新北市 新店區 私立南強工商 舞台劇類 高中職 你在煩惱甚麼啊？ 特優

(04/23) 第十一場 出場序：1 新北市 永和區 私立智光商工 舞台劇類 高中職 勇闖不歸路 甲等

(04/23) 第十一場 出場序：2 屏東縣 屏東市 國立屏東高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夢。響 特優



(04/23) 第十一場 出場序：3 臺北市 士林區 私立華岡藝校 舞台劇類 高中職 保證沒問題 優等

(04/23) 第十一場 出場序：4 桃園市 中壢區 國立內壢高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現在 過去 未來 優等

(04/23) 第十一場 出場序：5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麗山高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兇手不只一個 優等

(04/23) 第十二場 出場序：1 雲林縣 四湖鄉 私立文生高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再見 優等

(04/23) 第十二場 出場序：2 嘉義縣 朴子市 國立東石高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四季 優等

(04/23) 第十二場 出場序：3 臺東縣 台東市 國立臺東高商 舞台劇類 高中職 那個年代˙花環的情誼 特優

(04/23) 第十二場 出場序：4 臺南市 中西區 國立臺南女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深耕 優等

(04/23) 第十二場 出場序：5 臺北市 文山區 私立再興中學 舞台劇類 高中職 秘密 優等

(04/23) 第十二場 出場序：6 桃園市 中壢區 私立啟英高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天黑請閉眼 特優

(04/24) 第十三場 出場序：1 嘉義市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商 舞台劇類 高中職 夢 甲等

(04/24) 第十三場 出場序：2 臺中市 豐原區 國立豐原高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磁力人生 優等

(04/24) 第十三場 出場序：3 新竹縣 新豐鄉 私立忠信高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Ma Wun Gai Sin 優等

(04/24) 第十三場 出場序：4 高雄市 三民區 私立立志高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大稻埕的台展少年郭雪湖 優等

(04/24) 第十三場 出場序：5 臺北市 南港區 市立育成高中 舞台劇類 高中職 契機 優等

(04/24) 第十四場 出場序：1 桃園市 龍潭區 市立石門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戀愛武道 甲等

(04/24) 第十四場 出場序：2 基隆市 暖暖區 市立碇內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停止聽說 特優

(04/24) 第十四場 出場序：3 桃園市 龜山區 市立龜山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爺爺的娃娃 優等

(04/24) 第十四場 出場序：4 屏東縣 林邊鄉 縣立林邊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BE LIKE MULAN 優等

(04/24) 第十四場 出場序：5 嘉義市 嘉義市 市立大業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The magic letter in the bottle 甲等

(04/24) 第十四場 出場序：6 臺北市 中正區 市立南門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Love 優等

(04/24) 第十四場 出場序：7 新北市 板橋區 市立江翠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獨角獸 優等

(04/25) 第十五場 出場序：1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天母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不讓仇恨釀成悲劇 甲等

(04/25) 第十五場 出場序：2 桃園市 新屋區 市立新屋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將相和－廉頗VS.藺相如 特優

(04/25) 第十五場 出場序：3 高雄市 楠梓區 市立右昌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青春印記 優等

(04/25) 第十五場 出場序：4 新北市 林口區 市立崇林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現代花木蘭 優等

(04/25) 第十五場 出場序：5 雲林縣 四湖鄉 私立文生高中附設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遺失的美好 特優

(04/25) 第十六場 出場序：1 高雄市 美濃區 市立美濃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嘿!阿三仔! 優等

(04/25) 第十六場 出場序：2 新竹縣 竹東鎮 縣立竹東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面具 -

(04/25) 第十六場 出場序：3 新竹市 新竹市 市立建華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毒刑少年 優等

(04/25) 第十六場 出場序：4 南投縣 埔里鎮 縣立埔里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裂岩傳說 優等

(04/25) 第十六場 出場序：5 新北市 蘆洲區 市立鷺江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父製 優等



(04/25) 第十六場 出場序：6 宜蘭縣 宜蘭巿 縣立復興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騎遇 特優

(04/25) 第十六場 出場序：7 新北市 深坑區 市立深坑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你好，我叫阿麥 優等

(04/26) 第十七場 出場序：1 臺北市 松山區 市立介壽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The Truth 特優

(04/26) 第十七場 出場序：2 彰化縣 福興鄉 縣立鹿港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小紅帽 特優

(04/26) 第十七場 出場序：3 臺東縣 台東市 縣立卑南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求雨 優等

(04/26) 第十七場 出場序：4 臺中市 南屯區 市立黎明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三匹狼的故事 甲等

(04/26) 第十七場 出場序：5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和順國中 舞台劇類 國中 啥人有驢仔耳 甲等

(04/26) 第十八場 出場序：1 基隆市 中山區 市立中和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我和我的倔強-夢想沒有性別 優等

(04/26) 第十八場 出場序：2 臺南市 佳里區 市立子龍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幸福日記簿 特優

(04/26) 第十八場 出場序：3 臺北市 大安區 國立臺北教大實小 舞台劇類 國小 We are golden 優等

(04/26) 第十八場 出場序：4 臺北市 中正區 市立五常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小智的秘密 優等

(04/26) 第十八場 出場序：5 新竹市 新竹市 市立建功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行到水窮處----校園反霸凌 優等

(04/26) 第十八場 出場序：6 桃園市 平鎮區 市立義興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感化強盜的蔡順 優等

(04/26) 第十八場 出場序：7 桃園市 楊梅區 市立瑞塘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爸!我回來了~ 優等

(04/27) 第十九場 出場序：1 臺中市 南屯區 市立東興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帶著書本去旅行 特優

(04/27) 第十九場 出場序：2 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礁溪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取經、戰白骨 優等

(04/27) 第十九場 出場序：3 彰化縣 大城鄉 縣立潭墘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大頭的願望 優等

(04/27) 第十九場 出場序：4 臺中市 豐原區 市立葫蘆墩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奧古帝國的寶藏 特優

(04/27) 第十九場 出場序：5 桃園市 中壢區 市立龍岡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後宮真白傳 優等

(04/27) 第二十場 出場序：1 新北市 樹林區 市立山佳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江湖用藥，有礙毋愛 優等

(04/27) 第二十場 出場序：2 臺南市 永康區 市立復興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舞劇：府城傳奇 優等

(04/27) 第二十場 出場序：3 新北市 新店區 市立達觀國(中)小 舞台劇類 國小 我們發現了一條河 優等

(04/27) 第二十場 出場序：4 嘉義市 嘉義市 市立大同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勇士們的獎賞 優等

(04/27) 第二十場 出場序：5 高雄市 大樹區 市立水寮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汪星人生存手則 優等

(04/27) 第二十場 出場序：6 雲林縣 崙背鄉 縣立大有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冰箱裡的北極熊 優等

(04/27) 第二十場 出場序：7 屏東縣 屏東市 縣立凌雲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王冠下的秘密 特優

(04/28) 第二十一場 出場序：1 臺中市 霧峰區 市立霧峰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我要勇敢 甲等

(04/28) 第二十一場 出場序：2 臺北市 內湖區 市立西湖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荔鏡緣 特優

(04/28) 第二十一場 出場序：3 高雄市 前金區 市立忠義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台灣島嶼記憶-眷村我的家 優等

(04/28) 第二十一場 出場序：4 高雄市 鼓山區 市立壽山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麒麟山狂想曲 甲等

(04/28) 第二十一場 出場序：5 新竹縣 橫山鄉 縣立大肚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虎----姑婆 特優



(04/28) 第二十二場 出場序：1 臺中市 北區 市立中華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中華棒棒堂之仙杜瑞拉狂想曲 甲等

(04/28) 第二十二場 出場序：2 新北市 蘆洲區 市立仁愛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如果有一天 甲等

(04/28) 第二十二場 出場序：3 臺北市 文山區 私立靜心小學 舞台劇類 國小 博物館奇遇記 優等

(04/28) 第二十二場 出場序：4 新北市 新莊區 市立昌平國小 舞台劇類 國小 現代三隻小豬 特優

(04/24) 第二十三場 出場序：1 臺中市 南區 私立明德高中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高中職 小巫婆的大煩惱 甲等

(04/24) 第二十三場 出場序：2 新北市 新店區 私立南強工商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高中職 晚安夏威夷 特優

(04/24) 第二十三場 出場序：3 新竹市 新竹市 私立光復高中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高中職 教海鷗飛行的貓 優等

(04/24) 第二十三場 出場序：4 新北市 三重區 市立新北高中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高中職 情義江湖 特優

(04/24) 第二十三場 出場序：1 宜蘭縣 宜蘭巿 縣立凱旋國中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中 重組「對，不起！」 特優

(04/24) 第二十三場 出場序：2 新竹市 新竹市 市立三民國中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中 禮物 特優

(04/24) 第二十三場 出場序：3 彰化縣 福興鄉 縣立鹿港國中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中 阿龍騎遇記 特優

(04/24) 第二十三場 出場序：4 屏東縣 崁頂鄉 私立南榮國中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中 十兄弟 優等

(04/25) 第二十四場 出場序：1 桃園市 桃園區 市立文山國小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魔菇傳奇 優等

(04/25) 第二十四場 出場序：2 新竹市 新竹市 市立關東國小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誰來晚餐 特優

(04/25) 第二十四場 出場序：3 臺北市 文山區 市立興華國小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翻滾飯糰 特優

(04/25) 第二十四場 出場序：4 新北市 三峽區 市立中園國小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三峽風景好 山頂種水果 甲等

(04/25) 第二十四場 出場序：5 桃園市 中壢區 市立元生國小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深海魔咒 特優

(04/25) 第二十四場 出場序：6 宜蘭縣 礁溪鄉 縣立龍潭國小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皮卡丘的畫筆 特優

(04/25) 第二十五場 出場序：1 新竹市 新竹市 私立光復高中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高中職 龍爸去哪兒？ 優等

(04/25) 第二十五場 出場序：1 臺中市 南屯區 市立永春國小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三國之東風不來怎麼辦？ 優等

(04/25) 第二十五場 出場序：2 新竹縣 竹北市 私立義民高中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高中職 魚情魚憶 特優

(04/25) 第二十五場 出場序：2 桃園市 八德區 市立大安國小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金剪刀和金斧頭 優等

(04/25) 第二十五場 出場序：3 屏東縣 來義鄉 縣立來義國小 現代偶戲類 手套偶戲組 國小 原住民傳奇故事烏鴉兄弟 特優

(04/25) 第二十五場 出場序：3 高雄市 大寮區 私立中山工商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高中職 誰的斗笠 特優

(04/26) 第二十六場 出場序：1 臺北市 中正區 市立國語實小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櫻桃樹下的兇手 優等

(04/26) 第二十六場 出場序：2 臺中市 西屯區 市立永安國小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黑天使 特優

(04/26) 第二十六場 出場序：3 新北市 八里區 市立米倉國小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小男孩傳奇 優等

(04/26) 第二十六場 出場序：4 花蓮縣 豐濱鄉 縣立靜浦國小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阿美族神話 - 狡詐的巨人Alikakay 特優

(04/26) 第二十六場 出場序：5 臺北市 大同區 市立延平國小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大稻埕的阿松 優等

(04/26) 第二十六場 出場序：6 臺中市 南區 市立信義國小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Super爸爸 特優

(04/26) 第二十七場 出場序：1 新北市 板橋區 市立泰山國小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小白 特優



(04/26) 第二十七場 出場序：2 桃園市 中壢區 市立芭里國小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西遊趣 特優

(04/26) 第二十七場 出場序：3 屏東縣 新園鄉 縣立鹽洲國小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神奇魔法師外傳 優等

(04/26) 第二十七場 出場序：4 高雄市 前金區 市立鳳雄國小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神奇種子 優等

(04/26) 第二十七場 出場序：5 南投縣 中寮鄉 縣立爽文國小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小 「靈」爽文事件2 優等

(04/27) 第二十八場 出場序：1 新北市 林口區 市立崇林國中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中 玩偶夢 甲等

(04/27) 第二十八場 出場序：2 苗栗縣 公館鄉 縣立鶴岡國中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中 決戰火焰山 特優

(04/27) 第二十八場 出場序：3 彰化縣 秀水鄉 縣立秀水國中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中 貓畫家 特優

(04/27) 第二十八場 出場序：4 臺南市 安南區 市立海佃國中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中 森林的微光 特優

(04/27) 第二十八場 出場序：5 臺中市 清水區 市立清泉國中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中 佛頭回家 特優

(04/27) 第二十八場 出場序：6 宜蘭縣 宜蘭巿 縣立文化國中 現代偶戲類 光影偶戲組 國中 蘇澳漁場 優等

(04/27) 第二十九場 出場序：1 臺中市 西屯區 市立至善國中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狼與豬的真實故事 甲等

(04/27) 第二十九場 出場序：2 臺南市 後壁區 市立後壁國中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抓鬼 特優

(04/27) 第二十九場 出場序：3 臺北市 北投區 市立桃源國中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熊熊愛丟麥小姐千萬分之一的愛戀 優等

(04/27) 第二十九場 出場序：4 新北市 板橋區 市立海山高中附設國中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夢可「拍」的奇幻旅程 優等

(04/27) 第二十九場 出場序：5 臺南市 仁德區 市立仁德文賢國中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神秘花園 優等

(04/27) 第二十九場 出場序：6 高雄市 三民區 市立三民國中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環境惡魔PK賽 甲等

(04/27) 第二十九場 出場序：7 宜蘭縣 員山鄉 縣立員山國中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中 佳日/華實 特優

(04/28) 第三十場 出場序：1 嘉義縣 朴子市 縣立大鄉國小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鄉下老鼠 特優

(04/28) 第三十場 出場序：2 雲林縣 土庫鎮 縣立土庫國小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雲林反賄選-雲林反賄俠 優等

(04/28) 第三十場 出場序：3 桃園市 龜山區 市立長庚國小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愛の進行式 優等

(04/28) 第三十場 出場序：4 桃園市 觀音區 市立草漯國小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Magic Show 特優

(04/28) 第三十場 出場序：5 高雄市 岡山區 市立竹圍國小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千金傳奇 特優

(04/28) 第三十場 出場序：6 屏東縣 屏東市 縣立信義國小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Once up a time 在很久很久以前 優等

(04/28) 第三十一場 出場序：1 新竹市 新竹市 市立茄苳國小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愛麗絲夢遊仙境 甲等

(04/28) 第三十一場 出場序：2 新北市 三峽區 市立介壽國小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介壽村的奧運選手 甲等

(04/28) 第三十一場 出場序：3 新竹縣 寶山鄉 縣立寶山國小山湖分校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海底大冒險 優等

(04/28) 第三十一場 出場序：4 臺中市 沙鹿區 市立北勢國小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忘記了 特優

(04/28) 第三十一場 出場序：5 嘉義市 嘉義市 市立大同國小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國小 注意！ＥＴ來襲！ 特優

(04/29) 第三十二場 出場序：1 高雄市 大寮區 私立中山工商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想扮髮 特優

(04/29) 第三十二場 出場序：2 新北市 新店區 私立南強工商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窗外的紙飛機 特優

(04/29) 第三十二場 出場序：3 臺中市 南區 私立明德高中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黑婆婆與粉紅貓 優等



(04/29) 第三十二場 出場序：4 新竹市 新竹市 私立世界高中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大家都是好朋友 甲等

(04/29) 第三十二場 出場序：5 桃園市 大溪區 私立至善高中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創世紀 特優

(04/29) 第三十三場 出場序：1 宜蘭縣 頭城鎮 國立頭城家商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冰雪奇緣-黑白講 -

(04/29) 第三十三場 出場序：2 新竹縣 竹北市 私立義民高中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致,心窩的愛 優等

(04/29) 第三十三場 出場序：3 桃園市 楊梅區 私立永平工商 現代偶戲類 綜合偶戲組 高中職 魔法奇緣 特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