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  

北區初賽各類比賽結果名單如下： 

一、客語歌唱表演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 

特優 桃園市新屋區私立新奇屋幼兒園 

優等 

桃園市新華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

人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辦理),基隆

市七堵區七堵國民小學 

甲等   

國小低年級 

特優 桃園市新屋區頭洲國民小學 

優等 
基隆市暖暖區碇內國民小學,桃園市楊

梅區富岡國民小學 

甲等 
桃園市觀音區富林國民小學,新北市土

城區樂利國民小學 

國小中年級 

特優 
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桃園市楊

梅區上湖國民小學 

優等 

桃園市楊梅區上田國民小學,桃園市觀

音區觀音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三和

國民小學 

甲等 
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小學,新北市板

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 

特優 基隆市暖暖區碇內國民小學 

優等 
桃園市龍潭區龍星國民小學,桃園市新

屋區東明國民小學 

甲等 臺北市士林區平等國民小學 

國中 

特優   

優等   

甲等   

 
 
 
 



二、客語口說藝術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 

特優 新北市私立啟文幼兒園 

優等 桃園市新屋區私立新奇屋幼兒園 

甲等   

國小低年級 

特優 桃園市楊梅區上湖國民小學 

優等 桃園市平鎮區南勢國民小學 

甲等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 

國小中年級 

特優 
基隆市暖暖區碇內國民小學,桃園市新

屋區新屋國民小學 

優等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國民小學,桃園市中

壢區興國國民小學,基隆市七堵區尚仁

國民小學 

甲等 

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國民小學,桃園市龍

潭區武漢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龍星

國民小學,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

學,桃園市觀音區保生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 

特優 

基隆市七堵區尚仁國民小學,基隆市暖

暖區碇內國民小學,桃園市新屋區新屋

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雙龍國民小學 

優等 

桃園市龍潭區龍源國民小學,桃園市新

屋區大坡國民小學,基隆市七堵區七堵

國民小學,桃園市楊梅區瑞原國民小

學,基隆市暖暖區暖暖國民小學 

甲等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國民小學,桃園市楊

梅區楊明國民小學,桃園市新屋區永安

國民小學,桃園市觀音區保生國民小

學,新北市汐止區樟樹國民小學,新北

市土城區樂利國民小學,桃園市觀音區

觀音國民小學,桃園市觀音區大潭國民

小學,桃園市八德區霄裡國民小學,新

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 

國中 

特優 桃園市立瑞原國民中學 

優等 
桃園市立新屋高級中等學校,基隆市武

崙國中 



甲等   

 
三、客語戲劇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 

特優 新北市私立林口啟文幼兒園 

優等 桃園市楊梅區私立楊梅慈恩幼兒園 

甲等   

國小低年級 

特優   

優等   

甲等   

國小中年級 

特優 桃園市八德區霄裡國民小學 

優等   

甲等   

國小高年級 

特優 桃園市觀音區觀音國民小學 

優等 
桃園市龍潭區三和國民小學,新北市土

城區樂利國民小學 

甲等   

國中 

特優 桃園市立瑞原國民中學 

優等   

甲等   

 



中區初賽各類比賽結果名單如下： 

一、客語歌唱表演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 

特優 
雲林縣崙背鄉立幼兒園,苗栗縣私立三

之三嘉新幼兒園 

優等 

臺中市立東勢幼兒園,苗栗縣私立多倫

多幼兒園,苗栗縣苗栗市私立三之三幼

兒園 

甲等 

雲林縣私立惠華幼兒園,臺中市東勢區

新盛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苗栗縣私立

三義名人幼兒園,苗栗縣頭份市私立明

欣幼兒園,苗栗縣私立三之三寶貝幼兒

園,新竹市私立菲曼伲智兒館藝術幼兒

園,新竹市私立菲曼伲藝術幼兒園,苗栗

縣大湖鄉新開國民小學,臺中市私立一

心園幼兒園 

國小低年級 

特優 苗栗縣苗栗市啟文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雲林縣崙

背鄉崙背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國民小學,南投縣國

姓鄉北山國民小學 

國小中年級 

特優 

臺中市大里區美群國民小學,苗栗縣竹

南鎮山佳國民小學,苗栗縣三義鄉建中

國民小學,苗栗縣卓蘭鎮卓蘭國民小學 

優等 

南投縣國姓鄉福龜國民小學,臺中市東

勢區東勢國民小學,苗栗縣銅鑼鄉中興

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學,

南投縣竹山鎮秀林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南庄鄉南埔國民小學,彰化縣埤

頭鄉大湖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僑善

國民小學,苗栗縣三義鄉育英國民小學,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國民小學,苗栗縣大

湖鄉華興國民小學,苗栗縣銅鑼鄉九湖

國民小學,彰化縣民靖國小 



國小高年級 

特優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國民小學,新竹縣北

埔鄉北埔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南庄鄉南庄國民小學,臺中市石

岡區土牛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東新

國民小學 

甲等 

南投縣國姓鄉北港國民小學,雲林縣崙

背鄉崙背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東興

國民小學,南投縣國姓鄉乾峰國民小學,

苗栗縣獅潭鄉永興國民小學,苗栗縣南

庄鄉田美國民小學,苗栗縣卓蘭鎮坪林

國民小學 

國中 

特優 苗栗縣立建國國民中學 

優等 臺中市東勢區東新國民中學 

甲等   

 
  



二、客語口說藝術類： 

組    別 成    績 學    校 

幼兒園 

特優 雲林縣私立惠華幼兒園 

優等 

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瑪利亞聖心修女會

附設苗栗縣私立文化幼兒園,苗栗縣苗

栗市文華國小附設幼兒園 

甲等   

國小低年級 

特優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南庄鄉南埔國民小學,苗栗縣苑

裡鎮山腳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公館鄉開礦國民小學 

國小中年級 

特優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國小,苗栗縣三義鄉

育英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南庄鄉南埔國民小學,苗栗縣苗

栗市文山國民小學,苗栗縣頭屋鄉頭屋

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公館鄉公館國民小學,苗栗縣苗

栗市啟文國民小學,彰化縣溪州鄉成功

國民小學西畔分校,南投縣國姓鄉國姓

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東興國民小學,

苗栗縣三義鄉鯉魚國民小學,臺中市東

勢區新盛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 

特優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新竹縣竹

東鎮竹東國民小學,雲林縣二崙鄉來惠

國民小學,苗栗縣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

苗栗縣公館鄉鶴岡國民小學,臺中市北

屯區四維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卓蘭鎮內灣國民小學,彰化縣溪

州鄉成功國民小學西畔分校,苗栗縣銅

鑼鄉銅鑼國民小學,苗栗縣苑裡鎮山腳

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蟠桃國民小學,

新竹縣關西鎮坪林國民小學,苗栗縣三

義鄉育英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頭份

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卓蘭鎮坪林國民小學,苗栗縣卓



蘭鎮景山國民小學,南投縣國姓鄉育樂

國民小學,臺中市新社區大林國民小學,

新竹縣竹東鎮中山國民小學,苗栗縣三

義鄉僑成國民小學,苗栗縣銅鑼鄉文峰

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華興國民小學,

苗栗縣公館鄉五穀國民小學,苗栗縣銅

鑼鄉中興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中科

國民小學,苗栗縣三義鄉鯉魚國民小學,

苗栗縣西湖鄉西湖國民小學暨瑞湖分

校,苗栗縣卓蘭鎮卓蘭國民小學,苗栗縣

獅潭鄉永興國民小學,苗栗縣公館鄉仁

愛國民小學,苗栗縣造橋鄉錦水國民小

學暨附設幼兒園,臺中市東勢區新盛國

民小學 

國中 

特優 新竹縣竹東鎮員東國民中學 

優等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苗栗縣頭屋

鄉頭屋國民中學 

甲等 

苗栗縣公館鄉鶴岡國民中學,苗栗縣頭

份市頭份國民中學,苗栗縣三灣鄉三灣

國民中學 

 
  



三、客語戲劇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 

特優 雲林縣崙背鄉立幼兒園 

優等   

甲等   

國小低年級 

特優 苗栗縣苗栗市新英國民小學 

優等   

甲等   

國小中年級 

特優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卓蘭鎮豐田國民小學,苗栗縣卓

蘭鎮卓蘭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西湖鄉西湖國民小學暨瑞湖分校 

國小高年級 

特優 
苗栗縣苗栗市文山國民小學,苗栗縣苗

栗市建功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獅潭鄉獅潭國民小學,雲林縣崙

背鄉東興國民小學,雲林縣二崙鄉來惠

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三灣鄉三灣國民小學,雲林縣二

崙鄉二崙國民小學,雲林縣二崙鄉三和

國民小學 

國中 

特優 苗栗縣獅潭鄉獅潭國中 

優等   

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