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文化盃音樂大賽 

兒童鋼琴暨小提琴音樂會表演賽優勝名單 
 

   組別：鋼琴組 

序號 姓名 就讀學校 組別 名次 

1 胡庭勻 天才幼稚園 學前組 甲等 

2 黃子宸 弘欣幼稚園 學前組 甲等 

3 曾璦 文府國小 國小一年級組 優等 

4 莊耀翔 龍山國小 國小一年級組 甲等 

5 呂宥萱 楠陽國小 國小一年級組 優等 

6 邱芃華 楠梓國小 國小一年級組 甲等 

7 彭亭毓 博愛國小 國小一年級組 甲等 

8 李穠楨 新莊國小 國小一年級組 優等 

9 許晉邦 新上國小 國小一年級組 優等 

10 蔡云綺 楠陽國小 國小二年級組 優等 

11 康怡伶 大成國小 國小二年級組 甲等 

12 林亞陞 明誠小學 國小二年級組 甲等 

13 吳采瑜 大華國小 國小二年級組 優等 

14 吳岱融 崇明國小 國小二年級組 甲等 

15 黃珮慈 楠陽國小 國小二年級組 優等 

16 張芳瑜 楠陽國小 國小三年級組 甲等 

18 蘇姵云 南科國小 國小三年級組 優等 

19 林雨潔 大成國小 國小三年級組 優等 

20 黃子蕎 楠梓國小 國小三年級組 優等 

21 高葦瓴 大成國小 國小三年級組 甲等 

22 洪紫瑄 中華藝校 國小四年級組 優等 

23 胡培薇 陽明國小 國小四年級組 甲等 

24 黃佑偉 嘉南國小 國小四年級組 甲等 

25 黃慧心 復興國小 國小四年級組 優等 

26 李岱恆 三民國小 國小四年級組 優等 

27 廖昕予 龍華國小 國小四年級組 優等 

28 黃莉喬 陽明國小 國小四年級組 優等 

29 張雅茵 楠陽國小 國小四年級組 優等 

30 蘇婉慈 新港國小 國小四年級組 甲等 

31 王韻亭 民權國小 國小四年級組 優等 

32 梁辰 新上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 優等 

33 黃姵绫 後勁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 甲等 

34 王禹捷 福山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 甲等 

35 施涴之 莊敬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 優等 

36 陳柔安 南科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 甲等 



 

37 林巧柔 大同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 甲等 

38 劉胤彤 後紅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 甲等 

39 莊詠淇 新上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 優等 

40 蘇思帆 協進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 甲等 

41 林岑濃 龍華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 甲等 

42 徐慧 新莊國小 國小六年級組 優等 

43 趙梓妤 文府國小 國小六年級組 優等 

44 邱暄雅 新上國小 國小六年級組 優等 

45 莊淳安 勝利國小 國小六年級組 優等 

46 虞雯晴 鹽埕國小 國小四年級音樂班組 優等 

47 唐卉萱 信義國小 國小五年級音樂班組 優等 

48 潘禹翔 鳳山國小 國小六年級音樂班組 甲等 

 

    



 

 

組別：小提琴組 
 

序號 姓名 學校 組別 名次 

1 劉宥承 六甲國小 國小一年級組 優等 

2 蔡穹翰 古亭國小 國小一年級組 優等 

3 管浩均 東光國小 國小一年級組 優等 

4 林亞陞 明誠國小 國小二年級組 甲等 

5 楊承曄 中正國小 國小二年級組 優等 

6 徐予真 四維國小 國小二年級組 優等 

7 周曜 億載國小 國小三年級組 甲等 

8 洪才峻 潮州國小 國小三年級組 優等 

9 曾子瀚 信義國小 國小三年級組 優等 

10 葉育州 義大國小 國小三年級組 優等 

11 楊沛穎 馬禮遜小學 國小四年級組 特優 

12 陳品羲 東興國小 國小四年級組 優等 

13 林耕豪 信義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 優等 

14 李玉貞 油廠國小 國小五年級組 特優 

15 張媗媗 祁福英語實驗小學 國小五年級組 特優 

16 林芷薇 永芳國小 國小六年級組 優等 

17 黃芊華 信義國小 國小六年級組 優等 

18 黃冠嘉 五權國小 國小六年級組 優等 

19 林孟右 仁愛國小 國小三年級音樂班組 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