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班級 姓名 序號 班級 姓名 序號 班級 姓名 序號 班級 姓名

1 一忠 卓睿陞 28 三忠 林昶希 43 四孝 廖瑞勝 76 七忠 高浩珣

2 一仁 滕建智 29 三孝 林庭伊 44 四孝 黃檍珊 77 七孝 陳柏嘉

3 一仁 張彤如 30 三孝 林菀翎 45 四仁 劉祐廷 78 七愛 黃家莉

4 一愛 林心詠 31 三孝 李存蕾 46 四仁 蘇品嘉 79 七信 蕭宇伶

5 一信 呂睿芯 32 三仁 屠譯葶 47 四愛 郭品榆 80 八義 吳鎧嘉

6 一信 葉芯伶 33 三愛 劉昱霈 48 四愛 于浩偉 81 十一愛 林昱希

7 一信 張以安 34 三愛 蘇映羽 49 四愛 林宸丞

8 一信 白侑加 35 三愛 林微馨 50 四信 林楷育

9 一信 江韋宣 36 三愛 郝丹綺 51 四信 許家愷

10 一義 陳品霏 37 三愛 江權恩 52 四信 范昊霖

11 一義 江宸昕 38 三義 呂杰恩 53 四義 張以彬

12 一義 高宇采 39 三義 黃泊宗 54 四義 蘇品睿

13 二忠 劉郁澄 40 三義 莊明家 55 四義 石懿

14 二孝 劉若晞 41 三義 郭沛潾 56 四義 謝汪洋

15 二仁 鄔侑恬 42 三義 吳洛帆 57 四義 吳悠帆

16 二仁 陳逸家 58 五忠 謝亞蓁

17 二愛 陳可昀 59 五忠 李苡甄

18 二愛 歐安婕 60 五孝 吳芯宇

19 二愛 葉姝晴 61 五仁 陳炯赫

20 二愛 謝欣愷 62 五信 李佳寧

21 二愛 林庭伃 63 五信 陳玨希

22 二信 林澄朗 64 五義 陳宏睿

23 二信 馬唯翔 65 五義 莊皓鈞

24 二信 闕弘毅 66 六孝 游凱媃

25 二信 莊詠晴 67 六仁 朱聿敏

26 二義 呂沛霓 68 六仁 林秉寬

27 二義 周艾葳 69 六愛 李牧澤

70 六愛 黄子恩

71 六愛 黃家潁

72 六愛 劉明澐

73 六愛 許家睿

74 六信 郭丞睿

75 六義 林祐廷

預計比賽時間 10:30-12:30

109-2第二屆靜心盃音樂比賽  鋼琴組  比賽順序

第一梯次

報到時間 8:00-8:20

預計比賽時間 8:30-10:30

第二梯次

報到時間 9:50-10:10



 

 

 

 

 

 

 

 

 

 

 

 

 

 

序號 樂器 班級 姓名 序號 樂器 班級 姓名

1 小提琴 二信 朱時喆 16 中提琴 四仁 鄭元萌

2 小提琴 二信 張芝晞 17 中提琴 五愛 劉恩菲

3 小提琴 四愛 郭品榆 18 大提琴 四仁 何苡寧

4 小提琴 四信 陳沛寬 19 大提琴 四愛 陳宥序

5 小提琴 四義 謝汪洋 20 大提琴 四愛 楊沅蓉

6 小提琴 五愛 吳翊弘 21 大提琴 五愛 黃潔希

7 小提琴 五愛 鍾兆俐 22 大提琴 五愛 黃上恩

8 小提琴 五愛 鄭瑞德 23 大提琴 五愛 周勤勛

9 小提琴 六愛 黃家潁 24 大提琴 六仁 林秉寬

10 小提琴 六愛 許家睿 25 大提琴 六愛 姜詮恩

11 小提琴 六信 郭丞睿 26 大提琴 六愛 嚴大寬

12 小提琴 七仁 連靖 27 大提琴 八義 林曉波

13 小提琴 七信 陳柏瑄 28 低音提琴 四愛 楊立楷

14 小提琴 八義 洪稚喬

15 小提琴 十誠 黃湘蓉

109-2第二屆靜心盃音樂比賽  弦樂組  比賽順序

報到時間 13:00-13:10  預計比賽時間 13:30-15:30



序號 樂器 班級 姓名

1 長笛 五孝 黎書慈

2 長笛 六仁 彭聖珉

3 長笛 六愛 劉宣妘

4 長笛 十誠 吳宇平

5 單簧管 四愛 郭品岑

6 單簧管 六仁 張華軒

7 單簧管 七信 李翊禎

8 單簧管 七義 陳彥中

9 雙簧管 六愛 王鈺馨

10 雙簧管 七義 錢宜沛

11 長號 六愛 李牧澤

109-2第二屆靜心盃音樂比賽 管樂組比賽順序

報到時間 15:30-15:40  預計比賽時間 16: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