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崇光女中文教基金會第十五屆音樂比賽   出場序號表 

壹、鋼琴:獨奏/合奏比賽 

第一場：鋼琴獨奏 A組（國中部  音樂班） 

日期:2016.4.9(六)時間:上午 8:00報到 8:30開始              地點:B1演藝廳 

序號 學生姓名 班   級 序號 學生姓名 班   級 序號 學生姓名 班   級 

1 賴秉欣 國一和 14 胡立筠 國二和 26 饒瑋書 國一和 

2 黃昭瑜 國二和 15 郭庭云 國二義 27 李宛亭 國二義 

3 曾祥臻 國一義 16 林郁宸 國一義 28 賴思瑜 國一和 

4 賴晨心 國二和 17 邱涵婷 國一義 29 葉思妤 國一和 

5 詹佩榛 國一義 18 蔡侑臻 國一義 30 胡懷之 國一義 

6 王仲茵 國二義 19 王心婷 國二義 31 邱羽彤 國一義 

7 陳庭葳 國一義 20 蔡旻潔 國一義 32 林知緯 國一和 

8 姚芹楦 國一和 休息十分鐘 33 楊喻晴 國一和 

9 謝秀玟 國一義 21 黃心愉 國二義 34 陳俞榕 國二義 

10 林長薇 國二義 22 馮蔓莉 國一義 35 曾恩嫻 國二義 

11 黃子儀 國二義 23 張嘉宇 國一和 36 徐  禎 國二和 

12 夏致怡 國三平 24 吳方妤 國二和    

13 蕭  瑤 國一義 25 林依臻 國二和    

 

第二場：鋼琴獨奏 B組（國中部 普通班） 

日期:2016.4.9(六)時間:上午 10:00報到              地點:B1演藝廳 

序號 學生姓名 班   級 

1 張恩朵 國二誠 

 

第三場：鋼琴獨奏 C組（高中部 普通班） 

日期:2016.4.9(六)時間:上午 10:00報到              地點:B1演藝廳 

序號 學生姓名 班   級 

1 謝文宜 高一勇 

2 鄒昀琪 高一平 

 

貳、西樂: 管樂、打擊樂、弦樂獨奏/合奏比賽 

第一場：管樂獨奏 A組（國中部  音樂班） 

日期:2016.4.9(六)時間:上午 8:40報到 9:10開始                         地點:B1音教三 

序號 學生姓名 班   級 

1 林靖淳 國二和 

2 范  馨 國二和 

3 張嘉儒 國一義 

4 陳禹涵 國一義 

5 蔡荏任 國一和 

6 盧明悅 國一和 



7 鄭治琳 國二義 

8 趙晨希 國二義 

9 王志頎 國一義 

10 葛   虹 國二義 

11 林佳霓 國一義 

12 高子涵 國二和 

13 夏  琳 國二和 

14 王映涵 國二義 

15 莊子昀 國二義 

16 劉思婕 國一義 

17 朱   軒 國二義 

18 葉千綾 國一和 

19 張舒穎 國一和 

 

第二場：管樂獨奏 B組（國中部  普通班） 

日期:2016.4.9(六)時間:上午 8:40報到 9:10開始                       地點:B1音教三 

序號 學生姓名 班   級 

1 陳冠妤 國二平 

 

 

第三場：打擊樂獨奏Ａ組（國中部 音樂班） 

日期:2016.4.9(六)時間:上午 9:40報到                                地點:B1打擊教室 

序號 學生姓名 班   級 

1 葉思岑 國二義 

2 王姮臻 國二義 

3 曾美薺 國一義 

4 尤  暄 國一義 

 

第四場：打擊樂合奏 A組（國中部 音樂班） 

日期:2016.4.9(六)時間:上午 9:40報到                               地點:B1打擊教室 

序號 學生姓名 班   級 

1 
王姮臻 

國二義 

葉思岑 

 

第五場：弦樂獨奏 A組（國中部  音樂班） 

日期:2016.4.9(六)時間:上午 9:00報到 9:30開始                        地點:B1音教五 

序號 學生姓名 班   級 

1 王靖淳 國一義 

2 曾若寧 國一義 

3 黃  崢 國一義 

4 謝筑安 國一義 

5 趙軒儀 國一義 



6 張紫媚 國三義 

7 高慧玟 國一義 

8 王芝予 國一義 

9 江芷柔 國二義 

10 江蕙伊 國一義 

11 劉子禔 國一義 

12 王育晟 國一義 

13 林詩馨 國二義 

14 莊惟絜 國二和 

15 李芝融 國二義 

16 張簡力嘉 國一義 

17 許凱晴 國一義 

18 林詩婷 國一義 

19 賴品臻 國一義 

20 秦子喬 國二義 

21 姜之婷 國二和 

22 周于庭 國一義 

23 李翊暘 國一義 

24 陳宥羽 國一義 

 

第六場：弦樂合奏 A組（國中部  音樂班） 

日期:2016.4.9(六)時間:上午 9:00報到 9:30開始                        地點:B1音教五 

序號 學生姓名 班   級 

1 

秦子喬 國二義 

周于庭 國一義 

趙軒儀 國一義 

吳棣勻 國二信 

 

第七場：弦樂獨奏 C組（高中部  普通班） 

日期:2016.4.9(六)時間:上午 9:00報到 9:30開始                        地點:B1音教五 

序號 學生姓名 班   級 

1 鄭安媫 高一智 

 

参、國樂:中國樂器比賽 

第一場：國樂獨奏 A組（國中部   音樂班） 

日期:2016.4.9(六)時間:上午 10:00報到 10:30開始                     地點:B1音教四 



序號 學生姓名 班 級 

1 葉恩璽 國一和 

2 游佳柔 國二義 

3 楊文瑀 國二和 

4 韋向謙 國一和 

5 董子寧 國一和 

 

第二場：國樂獨奏 C組（高中部  普通班） 

日期:2016.4.9(六)時間:上午 10:00報到 10:30開始                      地點:B1音教四 

序號 學生姓名 班   級 

1 鄭炘榆 高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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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當日一律穿著當季制服，不符規定者由評審老師扣分， 

   不得有異議。 

3. 唱名三次未到者，當棄權論。 

4. A.B.C三組(不分樂器)分數達「特優」且「分數最高」者，由「全部相關評審音樂老師評估之後」，擇優於

「溫馨五月音樂會」演出，屆時由教務處藝教組通知演出。 

5. 成績未達標準者，予以從缺。 

6. 音樂班曲目未交者，最後期限這週繳回，逾期者扣期初考成績，不按規定者自行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