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初賽)成績 

班級 姓  名 比 賽 項 目 成 績 備 註 

團體項目 

高中 A組  管弦樂合奏 優等 代表參加全國賽 

高中 A組 鋼琴五重奏 優等 代表參加全國賽 

高中 A組 管樂合奏 特優 代表參加全國賽 

319 吳予宏 高中 A組 小提琴 優等第一 代表參加全國賽 

219 王則量 高中 A組 小提琴 優等第三  

219 康詠淳 高中 A組 小提琴 優等  

219 鄭羽涵 高中 A組 小提琴 優等  

119 李毓旋 高中 A組 小提琴 甲等  

219 葉筱詩 高中 A組 小提琴 甲等  

219 李昱憲 高中 A組 小提琴 甲等  

319 嚴楚欣 高中 A組 聲樂女高音 優等第一 代表參加全國賽 

219 洪怡靜 高中 A組 聲樂女高音 甲等  

319 尹華謙 高中 A組 聲樂女中低音 優等第一 代表參加全國賽 

219 陳樞昜 高中 A組 聲樂男中低音 優等第一 代表參加全國賽 

119 蔡喆安 高中 A組 聲樂男中低音 優等  

119 李侑珉 高中 A組 二胡 優等第一 代表參加全國賽 



108 葉禮禎 高中 A組 二胡 優等  

219 朱威丞 高中 A組 笛 特優第一 代表參加全國賽 

319 賴嘉瑛 高中 A組 笛 優等  

119 蘇沛媛 高中 A組 高胡 優等第一 代表參加全國賽 

219 朱威丞 高中 A組 簫 優等第一 代表參加全國賽 

319 莊惟婷 高中 A組 中提琴 優等第一 代表參加全國賽 

319 王繪淳 高中 A組 中提琴 甲等  

219 謝焄 高中 A組 大提琴 優等第一 代表參加全國賽 

119 蘇瑋彤 高中 A組 大提琴 優等  

319 汪沛萾 高中 A組 大提琴 甲等  

119 王韋甯 高中 A組 大提琴 甲等  

319 林芯如 高中 A組 低音提琴 優等第一 代表參加全國賽 

319 陳映彤 高中 A組 低音提琴 優等  

319 嚴楚欣 高中 A組 鋼琴 優等第一 代表參加全國賽 

119 蔡喆安 高中 A組 鋼琴 優等第二  

319 黃懷德 高中 A組 鋼琴 優等第三  

319 侯亭伃 高中 A組 鋼琴 優等第四  

219 陳敏鈴 高中 A組 鋼琴 優等第五  



319 莊惟婷 高中 A組 鋼琴 優等  

219 柯胤任 高中 A組 鋼琴 優等  

319 林芯如 高中 A組 鋼琴 優等  

119 黃舒悅 高中 A組 鋼琴 優等  

119 林宛霓 高中 A組 鋼琴 甲等  

303 杜南石 高中 A組 鋼琴 甲等  

119 李芷宜 高中 A組 鋼琴 甲等  

119 吳旻瓴 高中 A組 鋼琴 甲等  

107 吳振群 高中 B組 小提琴 優等第一 代表參加全國賽 

304 何柏諭  高中 B組 小提琴 甲等  

118 葉軒易 高中 B組 鋼琴 甲等  

310 高嘉謙  高中 B組 鋼琴 甲等  

304 賴冠宇 高中 B組 二胡 優等第一 代表參加全國賽 

207 蕭浚安 高中 B組 二胡 優等  

106 余育仁 高中 B組 中胡 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