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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鋼琴：獨奏/合奏比賽 

 

第一場：A 組 (國中部 音樂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8：00  報到 8：30 開始     地點：B1 演藝廳 

序號 姓 名  班 級 序號 姓 名  班 級 序號 姓 名  班 級 

1  李禎宜 國二義 14  李雨桐 國二義 26  王仲茵 國一義 

2  曾恩嫻 國一義 15  翁海榕 國一義 27  劉心倫 國二義 

3  歐懿萱 國二義 16  黃子儀 國一義 28  郭庭芸 國一義 

4  林  瓏 國二和 17  林彥彤 國二義 29  楊家芸 國二義 

5  黃心愉 國一義 18  徐  禎 國一和 30  吳宇童 國二和 

6  賴晨心 國一和 19  簡毓暄 國二義 31  蔣雨潔 國二義 

7  胡立筠 國一和 20  楊宜清 國二義 32  李品萱 國二和 

8  黃昭瑜 國一和 21  吳方妤 國一和 33  林子淯 國三平 

9  陳俞榕 國一義 22  周佳彤 國二義 34  相昀彤 國二和 

10  王心婷 國一義 23  林依臻 國一和 35  林庭伃 國二和 

11  張恩朵 國一和 24  林長薇 國一義 36  薛容安 國二義 

12  陳紅聿 國二義 休息 10 分鐘 37  夏致怡 國二和 

13  郭中涵 國二義 25  李宛亭 國一義 38  楊誼彤 國一義 

 

 

第二場：B 組（國中部 普通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10：00 報到   地點：B1 演藝廳 

序號 姓  名   班  級 

1 張玉芝 國一誠 

2 謝舒羽 國二誠 

3 周依璇 國一誠 

 

 

第三場：C 組（高中部 普通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10：00 報到    地點：B1 演藝廳 

序號 姓  名   班  級 序號 姓  名   班  級 

1 朱寶意 高二和 4 陳以庭 高一和 

2 連珮璇 高一仁 5 謝宜臻 高一智 

3 藍若云 高一智    

 

 

 

 

 

 
第四場：A 組四手聯彈（國中部 音樂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10：00 報到               地點：B1 演藝廳 

序號 姓 名 班 級 自選曲 

1 
李雨桐 

國二義 Bizet：Children’s Games op.22 no.12 
李禎宜 

 
第五場：B 組四手聯彈（國中部 普通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10：00 報到               地點：B1 演藝廳 

序號 姓 名 班 級 自選曲 

1 
黃加棋 

國二平 P. Tchaikovsky：Russian Dance(Trépak), Op.71a  
謝君妍 

 

 

貳、西樂：打擊樂、絃樂、管樂獨奏/合奏比賽 

 

第一場：A 組打擊樂獨奏 (國中部 音樂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8:40 報到  9:10 開始       地點：打擊教室 

序號 姓 名 班 級 自選曲 伴 奏 

1 李芷誼 國二義 Eckhard Kopetzki：Bottom Line for Marimba Solo 葉思岑 

2 葉思岑 國一義 Zicfic Fink：Toccata for Solo Snare Drum  

3 劉心榆 國二義 N. J. Zivkovic：Johnny’s Shuttle for Solo Marimba  

4 陳渝婷 國二義 Johann Pachelbel：Canon  

5 李尉丞 國二義 Steve Houghton：Etude for Drum Set Solo  

6 王姮臻 國一義 Siegfried Fink：Toccata for Snare Drum Solo  

 

第二場：C 組打擊獨奏（高中部 普通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8:40 報到  9:10 開始       地點：打擊教室 

序號 姓 名  班 級 自選曲 伴 奏 

1 李芯瑩 高一勇 
D .E. Brown：Robert’s Park for Marimba Solo 1st mvt. 

Merry-go-Ro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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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A 組絃樂獨奏（國中部 音樂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9:00 報到  9:30 開始       地點：音教 (三) 

序號 姓 名 班 級 樂 器 自選曲 伴 奏 

1 高慧玟 國一義 小提琴 W. A. Mozart：Violin Concerto No.4 Rondeau 曾恩嫻 

2 陳沛恩 國二和 小提琴 Bruch：Violin Concerto No.1 in G minor 1st mvt.  

3 江芷柔 國一義 小提琴 W. A. Mozart：Violin Concerto No. 3 in G major K.216  

4 王昱人 國二義 大提琴 
C. Saint-Saens：Violoncello Concerto No.1 

 in A minor, op.33 
 

5 林詩馨 國一義 小提琴 Vivaldi：Violin Concerto in A minor 1st mvt.  

6 郭姵成 國二和 小提琴 Edmund Severn：Polish Dance  

7 吳佩霙 國二和 小提琴 J.S. Bach：Concerto in A minor 1st mvt.  

8 王馨緣 國二和 小提琴 Kreisler：Praeludium and Allegro  

9 李芝融 國一義 小提琴 W. A. Mozart：Violin Concerto No.3 鄭治琳 

10 程思佳 國二和 小提琴 W. A. Mozart：Violin Concerto No.2 in D major, K.211  

11 王依依 國二和 中提琴 J.S. Bach：Cello Solo Suite No.1 Prelude  

12 姜之婷 國一和 中提琴 York Bowen：Viola Sonata 1st. mvt.  

13 莊惟絜 國一和 中提琴 Concerto in Bb Minor  

14 黃筱喬 國二義 大提琴 J.S. Bach：Six Suites No. I  

15 陳宣穎 國二和 小提琴 P. de Sarasate：Zigeunerweisen  

16 秦子喬 國一義 小提琴 
É douard Lalo：The Symphonie espagnole 

 in D minor, Op. 21 
張紫婕 

17 李蕎安 國二義 大提琴 
C. Saint-Saens：Violoncello Concerto No.1 

in A minor, op.33 
 

18 蔡婷伊 國二義 大提琴 Schumann：Cello Fantasy Pieces, op.73 3rd mvt.  

19 張紫媚 國二義 大提琴 Kabalevsky：Cello Concerto, op.49 1st. mvt.  

 

第四場：A 組絃樂重奏(國中部 音樂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10:15 報到             地點：音教（三） 

序號 姓 名 班 級 樂 器 自選曲 類型 

1 

陳沛恩 國二和 小提琴 

Beethoven：Piano Trio op.70 no.1 1st mvt. 鋼琴三重奏 鄭安婕 國三和 大提琴 

謝舒羽 國二誠 鋼琴 

2 
陳沛恩 國二和 

小提琴 Haydn：Violin Duet op.99 1st mvt. 二重奏 
秦子喬 國一義 

 

第五場：B 組絃樂重奏(國中部 普通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10:15 報到               地點：音教（三） 

序號 姓 名 班 級 樂 器 自選曲 類型 

1 
陳廷怡 國二信 

小提琴 Jean Marie Leclair：Sonata No.4 for Two Violins 二重奏 
黃雅萱 國二和 

 

 

第六場：A 組管樂獨奏（國中部 音樂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8:40 報到  9:10 開始        地點：音教（五） 

序號 姓 名  班 級 樂 器 自選曲 伴 奏 

1 鄭治琳 國一義 長笛 Georges Enesco：Cantabile et Presto 外師 

2 夏  琳 國一和 長笛 W. A. Mozart：Rondo in E minor 黃昭瑜 

3 林秋寒 國二義 單簧管 Mendelssohn：Spring Song 外師 

4 趙晨希 國一義 長笛 F. J. Gossec：Tambourin 陳俞榕 

5 楊睿婕 國二和 長笛 Stamitz：Concerto in G major 3rd. mvt. 林  瓏 

6 高子涵 國一和 長笛 A. Perilhou：Ballade 賴晨心 

7 葛  虹 國一義 長笛 Vivaldi：Concerto in D major 1st. mvt. 黃心愉 

8 莊子昀 國一義 長笛 Luigi Boccherini：Flute Concerto 外師 

9 呂畇蓉 國二義 單簧管 Gabriel Pierné：Canzonetta op.19  

10 葉昱佑 國二和 長笛 Telemann：12 Fantasia No.1  

11 藍詠捷 國二義 單簧管 Arnold：Sonatina for Clarinet and Piano 外師 

12 林靖淳 國一和 長笛 
W. A. Mozart：Sonata No.5 in C major  

2nd. mvt. Allegro 
胡立筠 

13 朱  軒 國一義 長笛 P. Gaubert：Madrigal 王心婷 

14 方  甯 國二義 單簧管 Gabriel Grovlez：Sarabande et Allegro  

15 范  馨 國一和 長笛 Gabriel Fauré：Fantasie op.79 張恩朵 

16 王映涵 國一義 長笛 J.S. Bach：Sonate in A minor Courante  

 

第七場：C 組管樂獨奏（高中部 普通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10:00 報到                 地點：音教（五） 

序號 姓 名  班 級 樂 器 自選曲 伴 奏 

1 張容慈 高一仁 單簧管 40 Studies for Clar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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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B 組管樂重奏(國中部 普通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10:00 報到               地點：音教（五） 

序號 姓 名  班 級 樂 器 自選曲  伴 奏 

1 
徐仲儀 

國一平 長笛 Johann Pachelbel：Canon 蘇劭宜 
陳冠妤 

2 
楊欣于 

國一智 單簧管 Johann Pachelbel：Canon  
酈  晴 

 

參、中國樂器比賽 
第一場：A 組國樂獨奏（國中部 音樂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10:00 報到  10:30 開始        地點：音教（四） 

序號 姓 名 班 級 樂 器 自選曲 伴 奏 

1 楊文瑀 國一和 中阮 金蛇狂舞  

2 龔柔心 國二義 二胡 阿美族舞曲(選段) 張若苹 

3 林宸希 國一和 中阮 幽遠的歌聲  

4 蔡亭儀 國二義 古箏 秦土情 簡毓暄 

 

第二場：C 組國樂獨奏（高中部 普通班）    

     日期：2015. 4.18 (六)   時間：上午 10:30 報到                 地點：音教（四） 

序號 姓 名 班 級 樂器 自選曲 伴  奏 

1 周心恬 高二義 古箏 幸福渠水  

2 鄭炘榆 高一智 琵琶 火把節之夜  

 

 

 

參賽者應注意事項： 

1. 比賽前 30分鐘準時報到，並集合等候進場。 

2. 一律穿著當季制服。 

3. 唱名三次未到者，當棄權論。 

4. 各組第一名且成績優異者，將於「溫馨五月音樂發表會」演出。 

5. 成績未達標準者，予以從缺。 

    若有相關疑問，請洽藝教組 2015/04/08 

 

本表同步公告在崇光女中網站/校園公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