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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復興國小合唱團
指導老師 /黃玲 .黃甦 .吳怡文

團隊介紹 |
私立復興小學合唱團是由各個班及熱愛歌唱的學生組合成軍，宗旨是為推廣合唱教育，期許人人開

口成曲，讓歌聲飄揚於校園內中，因此合唱在本校深根而成一傳統，在黃玲、黃甦、吳怡文三位老

師指導下，在各項比賽中屢創佳績，此外，2011年至今參與 336愛奇兒公益活動演出、2011年獲
邀至總統府獻唱、2013年受邀愛樂兒童合唱團至國家音樂廳參與演出。

團隊目標 |
藉由歌唱學會合作學習，藉由合唱找到自信，以歌聲結交志同道合的同學，更以好的歌聲傳達給家

人、給喜愛唱歌的朋友分享，並推廣好歌曲，希望成為東方的天使之聲，為在復興的童年留下有聲

的軌跡。

歷年佳績 |
•100學年度音樂比賽榮獲臺北市國小南區合唱甲組優等
•101學年度  音樂比賽榮獲臺北市國小南區合唱甲組 特優第一名
•101學年度  音樂比賽榮獲全國國小合唱比賽 特優第一名
•102學年度  音樂比賽榮獲臺北市國小南區合唱甲組 特優第一名
•102學年度  音樂比賽榮獲全國國小合唱比賽 特優第一名
•2009年受邀參加上海世博緣兩岸情千人歌會， 獲頒 "最佳風采獎 "
•2011年 參加奧地利格拉茲第一屆世界少年及青少年合唱錦標賽 金牌獎
•2013年 參加羅馬宗教音樂合唱比賽榮獲 金牌獎

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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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三地國小合唱團
指導老師 /吳聖穎

團隊介紹 |
本校合唱團成立於民國 53年當時校內老師，有感於原住民學童得天獨後的優質好聲音，於是幾位
有音樂同好之同仁共組學生合唱社團一起指導學童唱歌。在歷任校長的推展與指導老師的努力和

孩子用心的學習之下，每年參加屏東縣音樂比賽或代表屏東縣參加全國音樂比賽決賽皆獲優等之

佳績。102學年度學校成為理念學校，學校本位課程展以根在 timur為主軸，向部落學習傳唱 vuvu
的歌為主，尋找 timur的音樂靈魂，期盼由傳唱祖先的歌聲中找回 timur的在地音樂。

團隊目標 |
一、透過合唱社團學習音樂技能，發展學生音樂天賦，促進對音樂歌唱的喜好。

二、透過合唱社團發掘有音樂才能的原住民學生，加以培養發展其音樂的潛能。

三、透過合唱社團融合原住民傳統音樂與現代音樂，發揮排灣族音樂的特色。

四、永續經營及發展學校音樂合唱特色。

歷年佳績 |
•92學年度代表屏東縣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總決賽榮獲國小團體 B組同聲合唱優等
•92學年度代表屏東縣參加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決賽榮獲原住民語系國小組合唱優等
•93學年度代表屏東縣參加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決賽榮獲原住民語系國小組合唱優等
•97學年度代表屏東縣參加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決賽榮獲原住民語系國小組合唱優等
•101學年度代表屏東縣參加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決賽榮獲原住民語系國小組合唱優等
•102學年度代表屏東縣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總決賽榮獲國小團體 B組同聲合唱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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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桃源國小合唱團
指導老師 /田紹平

團隊介紹 |
桃源國小是由 97%的布農族學生組成，學生數有 90位，合唱團成員則由三至六年級學生中挑選，
歷年來成員維持在 28人 ~34人，主要練習曲目為布農族傳統歌謠，輔以國外翻譯合唱曲目作和聲
練習。學生平日在自己的傳統文化中薰陶，學習傳統布農族人歌唱的態度，從「心」出發的歌聲，

最受天神的聆聽。

團隊目標 |
1.學習發聲與歌唱技巧。
2.傳承布農族傳統歌謠的文化，傳唱布農歌謠達到文化學習。
3.透過不同的編曲方式，創新布農族歌謠。
4.讓學生在合唱團隊中成長，學習團體合作之精神。

歷年佳績 |
•臺東縣 101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同聲合唱國小團體組 優等
•101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決賽原住民語系 優等
•臺東縣 102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同聲合唱國小團體組 優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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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東湖國中男聲合唱團
指導老師 /李小珍

團隊介紹 |
二十二年的全國音樂比賽冠軍，東湖國中男聲合唱團漸漸成了本校的活招牌。男聲合唱團在近年比

賽中，因為聲音及音樂特質有別於其他隊伍而屢獲高分。評審的教授們更在書面評語或當面讚美這

是一個優質隊伍。接手男聲合唱團以來，李小珍老師為了訓練出優美的音色、及不傷害變聲期的聲

帶；得不斷嘗試各種發聲的可行性，並且耐心地一一指導。要唱出整齊又有美感的音色，要唱準

多聲部的無伴奏歌曲，對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來說其實是很困難的，一定得很費工夫地一字一字、

一句一句的帶著唱，帶著修整。因此光靠每天中午短短 30分鐘根本是不夠的，比賽前的每一節下
課都成了我們最珍貴的練習時間，孩子們分批前來，一天三、四次磨聲音練音準、練耳朵，每句唱

幾遍幾十遍到近百遍地累積，才能在比賽時完整呈現。

團隊目標 |
除了合唱能力的提升，生活教育、團隊精神和榮譽心更是一樣都不可缺。男聲合唱團在校外不論是

比賽或演出，除了音樂的演唱讓人稱羨，儀態舉止和常規更讓許多校外人士讚美。也期許孩子們在

辛苦的練唱過程中深刻體會一份耕耘一份收穫，以及力求紮實、穩健的重要性。

歷年佳績 |
•82-103
 共獲 22次全國音樂比賽男聲合唱冠軍
 參與混聲團獲鄉土歌謠 4次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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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成功高中合唱團
指導老師 /聶焱庠

團隊介紹 |
成功高中合唱團於民國四十五年由張為民老師創立至今，已經有超過半世紀的歷史，一直以吸收喜

愛歌唱及對音樂有興趣的同學為宗旨。在共同研習的環境下，提升團員的音樂素養，加強團員對合

唱音樂的認識和聲音技巧的突破，更培養同學們團結合作的責任感和榮譽心。團員約有 50位，是
學校的代表性社團，經常受邀參加各項演出，也屢獲國內外合唱比賽大獎，廣受好評，每年固定於

國家音樂廳舉辦年度音樂會。

團隊目標 |
推廣男聲合唱，促進合唱交流，培養學生養成五育並重的人格，追求藝術精緻表現，期望能為臺灣

高中合唱界貢獻心力。

歷年佳績 |
•2008年 第二屆香港國際青少年合唱比賽獲得「青年男聲組」金牌總冠軍、「民謠組」金牌
•2013年 第九屆釜山國際合唱藝術節獲得「青少年組」金牌，並為本屆比賽總冠軍
•99-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中高職組男聲合唱特優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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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立屏東高中海洋男聲合唱團
指導老師 /黃錦蘭

團隊介紹 |
屏中愛唱歌的同學所組成之純男聲合唱團，經林明和、李良末及陳長瑞校長領軍，榮譽團長陳義興

老師支持，由黃錦蘭老師創團及指導。曾受邀墾丁風鈴季、伯大尼之家「關懷寶貝」義演、兩岸交

流音樂會、聖誕節社區服務、臺大溪頭林管處於溪頭自然教育園區「真愛森林音樂會」。

歷年大型主辦表演如下﹕

2006年「男聲琴人」與男高音方偉臣聯合音樂會
2008年「Sing光燦爛」屏中男聲合唱團暨 70週年校慶系列
2010年「Sing高采烈•十破天驚」創團十年高屏巡演音樂會
2012年「無限唱癮」屏中男聲 & 校友 The Pure人聲樂團
2013年「星光慈善音樂會」屏中男聲合唱團暨 75週年校慶

團隊目標 |
優質屏中精神以音樂會友、合作共榮，展現精緻藝術。

歷年佳績 |
•獲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南區高中男聲組特優
•獲 90-102學年度屏東縣初賽高中男聲組優等第一名
•獲 96學年度屏東縣初賽高中男聲組特優第一名
•獲 91學年度屏東及全國鄉土歌謠南區《原住民語》高中團體組優等第一名
•獲 92學年度屏東及全國鄉土歌謠南區《客家語》高中團體組優等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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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合唱團
指導老師 /宣品嫻 .馬裕智

歷年佳績 |
•9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98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99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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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大專團體組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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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聲樂社
指導老師 /連芳貝

團隊介紹 |
高雄醫學大學聲樂社創立於 1990年 10月，由一群摯愛聲樂藝術的同好所組成。現今由連芳貝老
師擔任本社指揮，完成多次全國巡迴，每年定期舉辦期末公演。

團隊目標 |
聲樂社以多元化的思考角度來經營社團，在例行的年度公演上力求突破，更致力將音樂帶進醫療院

所、偏遠地區，讓音樂跳脫固有的框架，在各處撒下種子，期待讓城鄉差距下的文化落差得以改善。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
  大專團體 B組男聲合唱特優第一名
•101學年度
  大專團體 B組混聲合唱優特第一名
•100學年度
  大專團體 B組混聲合唱優特第一名
  大專團體 B組男聲合唱特優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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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中正國中合唱團
指導老師 /彭孟賢

團隊介紹 |
中正合唱團為本校最具代表性的社團，甫從民國 90年便已成立至今。這 10多年來，中正合唱團
在彭孟賢老師的領導下，一再的創造奇蹟，不僅在每年的區域比賽都奪得亮眼的成績，更是全國學

生音樂比賽的常勝軍。

本社團憑著理念、熱忱，克服各種困難，社團成員基於對歌唱的熱愛，持續在音樂中培養出自信及

屬於自己的另一片天空。

團隊目標 |
1.培養一個充滿希望、樂觀、積極、自信及負責任的團體。
2.全體團員參與市賽、全國賽同時積極走入社區並配合地方政府活動或節慶展演，提昇社區居民對

藝文之喜好及興趣，如：八里教養院、世界展望會、土城市桐花節等等。

歷年佳績 |
•99學年全國音樂比賽女聲合唱優等第一
•100學年度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女聲合唱特優第一
•100全國音樂比賽女聲合唱優等第一
•101學年度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女聲合唱特優第一
•101全國音樂比賽女聲合唱特優第一
•102學年度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女聲合唱特優第一
•102全國音樂比賽女聲合唱特優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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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薇閣中學國中部合唱團
指導老師 /游琇斐

團隊介紹 |
本社創立宗旨為提升學校音樂風氣，鼓勵同學追求音樂藝術之美，由學校音樂老師挑選國七、國八

對歌唱有興趣且適合之學生，藉領略合唱音樂內涵之學習，利用課餘時間定時練習，過程中增進同

學情誼，培養合作默契與精神，每年代表學校參與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合唱比賽，屢獲好評、贏
得佳績，並時常於校內重要的活動、慶典欣賞到他們的演出。

團隊目標 |
為達到學校音樂風氣的提升，使喜愛歌唱的學生擁有學習的資源與演出的機會，目標如下：

1.因應各項教學及活動需求，達成音樂教育目標。
2.增進教師在音樂教育的認知，進而帶領學生深入音樂的探索與人文素養的培養。
3.發展各項音樂表演活動，從實際的活動中發展個人興趣與潛能。
4.培養學生音樂表演能力，奠定自信及能力。
5.學習分享成果。
6.彙集音樂興趣濃厚的學生，成立社團活動，精進音樂能力的培養。
7.培養團結合作的能力。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國中團體組女聲合唱特優第一名。
•102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國中團體甲組Ｂ組女聲合唱第一名。
•98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國中團體 B組女聲合唱第一名。

••



合唱(女聲合唱)

16 17

臺中市立豐南國中合唱團
指導老師 /宋佩容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女生合唱國中團體組決賽榮獲特優第一名
•102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女生合唱國中團體組初賽榮獲優等第一名
•102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臺中市初賽女生合唱國中團體組榮獲優等第一名
          (將於 103年 4月代表臺中市參加全國比賽 )
•101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女生合唱國中團體組決賽榮獲優等第二名
•101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決賽女生合唱國中團體組決賽榮獲優等第四名
•101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女生合唱國中團體組初賽榮獲優等第二名
•101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臺中市初賽女生合唱國中團體組榮獲優等第一名
•100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女生合唱國中團體組初賽榮獲優等第三名
•100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臺中市初賽女生合唱國中團體組榮獲優等第二名
•100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女生合唱國中團體組決賽榮獲優等
•99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女生合唱國中團體組初賽榮獲優等第三名
•99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臺中市初賽女生合唱國中團體組榮獲優等第一名
•99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決賽女生合唱國中團體組榮獲優等



合唱(女聲合唱)

16 17

南投縣同富國中玉山黑珍珠合唱團
指導老師 /石珮姍

團隊介紹 |
同富國中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的同富村，全校學生計兩百六十六位，族群別分別為布農族及極少數的

鄒族、漢族和客家族群，本校「玉山黑珍珠合唱團」自成立以來佳評如潮，自 94學年度起連續拿
下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女聲合唱類國中團體組特優或優等第一名，以及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原住民

語系類國中組特優或優等，此外也曾經到大陸天津旅遊博覽會、臺北晶華酒店、臺北市立敦化國

中、臺灣家庭醫學年會、臺中科技大學、臺中洲際棒球場、臺北銘傳大學等地演出，這份殊榮對合

唱團來說是得來不易的贊同，同時也提供了舞臺，讓玉山黑珍珠合唱團能唱出布農族獨特的歌聲。

團隊目標 |
同富國中玉山黑珍珠合唱團學生來自不同的族群，但以布農族學生居多，除了平時參與各項比賽、

受邀表演以外，積極在學校的課堂上學習各個族群的傳統歌謠，將布農族的文化傳承下去，以期達

成族群融合。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女聲合唱類國中團體 B組特優
•97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原住民語系類國中組優等第一名
•98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原住民語系類國中組優等第一名
•99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原住民語系類國中組優等第一名
•100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原住民語系類國中組特優第一名
•101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原住民語系類國中組優等



合唱(女聲合唱)

18 19

臺南市復興國中女聲合唱團
指導老師 /陳友梅

團隊介紹 |
復興國中在林茂生校長多元、適性、創新、卓越的教育理念下，積極推動學生參與社團活動，由本

校音樂老師共同指導本校 1、2、3年級學生參加女聲合唱團。音樂老師老師利用平均每周 1~2節
課的社團時間指導學生練習，而學生也都珍惜這部多的練習時間，培養出深厚的團隊默契，才能年

年取得臺南市學生音樂比賽優等，而歷年成績更是節節上升。在 102學年度，更以臺南市特優第
一名佳績代表臺南市參加全國決賽進而取得特優第一名 !

團隊目標 |
1.培養學生合唱能力  培育學生優雅氣質 。
2.加強音樂基礎訓練  培訓第二音樂專長 。
3.推動學生多元學習  實現均衡發展目標 。

歷年佳績 |
•98學年度臺南市學生音樂比賽女聲合唱優等—蔡佩樺老師指導
•99學年度臺南市學生音樂比賽女聲合唱優等、全國南區優等—陳怡如老師老師指導
•100學年度臺南市學生音樂比賽女聲合唱優等—翁意期老師指導
•101學年度臺南市學生音樂比賽女聲合唱優等—黃雅莉老師指導
•102學年度臺南市學生音樂比賽女聲合唱特優第一名、全國南區特優第一名—陳友梅老師指導



合唱(女聲合唱)

18 19

臺中市國立臺中女中合唱團
指導老師 /莊璧華 .劉佳琪

團隊介紹 |
由一群愛唱歌的學生們所組成的中女合唱大家庭，跨越新世紀，至今屆滿六十九年。 在兩位優秀
的老師 ---劉佳琪老師及莊璧華老師的悉心指導下，這個由歡笑及歌聲砌成的社團漸漸的成長茁壯，
在一次次合唱比賽的優異成績中展現，在大大小小表演活動的喝采聲中印證。利用午休或空暇時間

加緊練習是我們的堅持 ,只為唱出純淨且動人的歌聲。 清亮的高音、沉穩的低音，音符流動伴隨著
我們澎湃的情感與優美合聲中滿腔的感動，這就是中女合唱所力求的人聲饗宴，更在過程中和一起

努力的同伴培養革命情感。每年也會舉辦成發及與校友團和一中合唱團舉辦美律音樂會 , 讓這份唱
歌的美好散播出去。而無疑地，這精神也將代代傳承下去，我們對合唱的熱情永不磨滅。

團隊目標 |
藉著與其他學校合唱團交流，希望能提升中部地區合唱之風氣，同時提升中部合唱之實力，並培養

更多喜愛合唱的青青學子。

歷年佳績 |
•104年 全國音樂比賽決賽特優第一
•103年 全國音樂比賽初賽優等第一
                全國音樂比賽決賽優等第一
•102年 全國音樂比賽初賽特優第一



合唱(混聲合唱)

20 21

臺中市中興大學附屬中學 (原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

指導老師 /徐惠君

團隊介紹 |
民國九十年創立，由徐惠君老師指導；成員是由本校自發、愛歌唱的高一、高二同學組成，平常利

用午休及社團活動時間練習；91至93學年度為女聲合唱；94學年度，轉型為混聲合唱。歷年參與「全
國學生音樂比賽」與「師生鄉土歌謠比賽」皆榮獲優等第一名或特優之佳績。此外，每年舉辦成果

發表會，並參與許多邀約演出，2009、2010年受邀參與「海峽兩岸青少年迎世博千人歌會與教育
論壇」，「臺滬青少年走進上海世博」，於上海東方藝術中心演出，深獲好評。合唱團是本校的特

優社團與特色，除了在音樂藝術表演上令人讚賞，更難能可貴的是團員們親如家人的感情，向心力

強大，不僅在歌唱上認真學習，對於學業也十足努力，待人有禮做事負責，是一個有優良傳承與充

滿感恩包容的溫馨家庭。

團隊目標 |
社團多樣的發展、學習，為校爭光，是我們一致的目標，更期望能為推廣臺灣精緻的合唱音樂於國

際舞臺。

歷年佳績 |
•98、100、101學年度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中職混聲中區決賽特優第一名
•96、98、99、100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高中職客語組特優
•96、97、99、100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高中職客語組特優
•101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高中職福佬語組特優
•2011年「歌韵東方 IV」國際合唱比賽 混聲青少年組金牌、民謠組金牌、最佳指揮及總冠軍



合唱(混聲合唱)

20 21

中山醫學大學合唱團
指導老師 /莊璧華

團隊介紹 |
「我們因為快樂而歌唱，更因唱歌使我們快樂」

中山醫學大學合唱團由蕭瑞松博士草創於 1964年，創立至今已有 50年。50年來，本團受歷任老
師指導，發展成為一歷史悠久、組織系統完整、校內活躍且具代表性的藝術性社團。團員氣氛和樂

融融，上有資深學長姐溫暖細心的回饋，下有新血熱情的參與，使得本團薪火終能源源不斷、生生

不息。

音樂的美除了追求表演技巧上的精進，於個人亦可提高內在涵養，更不可忽略的是音樂帶來的廣大

渲染力。本團更致力於將藝術與醫療服務結合，每年定期舉辦迎新晚會、全校校歌比賽、音樂營、

成果發表會，以及各類型的音樂表演。另外，每逢聖誕佳節，更至附設醫院、小兒科診所等醫療場

所報佳音、唱聖歌。期待以歌聲紓解病患的病痛，並將自身所學回饋於社會。

未來，本團將繼續秉持熱情，培養紮實的演唱實力，用靈魂、用肢體，將合唱帶入人群，為這心口

合一的美事，注入嶄新的泉源與活力。

團隊目標 |
持續推廣合唱藝術，將合唱音樂注入生活之中，並期許能夠前進國際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區混聲合唱大專團體組特優第一名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區混聲合唱大專團體 B組優等第一名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區混聲合唱大專團體 B組優等第二名



合唱(混聲合唱)

22 23

國立中興大學合唱團
指導老師 /徐惠君

團隊介紹 |
本團為中興大學歷史最悠久的音樂性社團，至今已有六十二年的歷史。合唱曲風多元，在老師嚴謹

又不失風趣的帶領下，對歌曲作出細膩獨到的詮釋，加上團員間的彼此切磋琢磨，提升整團音樂實

力與團員間的感情。每年除了年度期末公演外，時常受邀在校內外的活動，如湖畔音樂季、畢業獻

唱中演出，也會不定時舉辦大型巡迴演唱活動。

團隊目標 |
秉持著「唱在一起」的精神，快樂的歌唱、專業的表現，學習各式各樣的合唱音樂，期望在未來不

僅成為學校的特色與榮耀，更能向外推廣並提升臺灣合唱音樂，有朝一日能站上國際舞臺發光發

熱，貢獻臺灣音樂文化。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混聲合唱大專組特優第二名
•9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混聲合唱大專組優等第一名
•96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混聲合唱大專組優等第一名



合唱(混聲合唱)

22 23

兒童樂隊



兒童樂隊

24 25

新北市莒光國小兒童樂隊
指導老師 /陳黎君

團隊介紹 |
莒光國小兒童樂隊成立於創校之初，以推廣音樂教育為宗旨，樂隊成員來自於各班級對音樂有興趣

的學生，一方面擴展學生音樂學習機會，一方面期能使音樂種子廣布於各班級之中，樂隊平時利用

晨間活動時間練習，在歷任校長的全力支持鼓勵、樂隊後援會的大力支持下，樂隊得以擁有豐富的

人力資源、完善的設備及良好的練習場所。

 為提倡及帶動兒童音樂風氣，樂隊經常應邀或主動參加各項藝文活動，每年定期參與板橋文化藝
術表演，也曾受邀於臺北市文化局，參加第九屆臺北藝術節開跑記者會開幕演出；受邀全國音樂比

賽頒獎典禮表演；以及 100年全國教師師師鐸獎餐會表演等等。
為拓展樂隊成員學習視野，樂隊於 98年前往日本靜岡縣和芳川小學進行音樂文化交流，101年再
度前往日本三重縣與養正小學校進行音樂與文化的交流學習，這不僅讓樂隊的成員體驗不同的音樂

文化，也進而拓展更寬廣的學習領域，追求更精益的學習成效和情意教育。

樂隊每年嘗試不同的曲目，指導老師致力於編曲上的變化，力求音樂完美的呈現，不斷的給每一屆

樂團小朋友挑戰，期待每次的演出就似浴火後的鳳凰重生，帶給現場的評審和觀眾，耳目一新的感

受。除此之外，樂隊團員以及陳黎君指導老師也樂於在廣播節目分享創作音樂、學習音樂之心得。

歷年佳績 |
•99年 3月  全國音樂比賽特優等第一名
•100年 3月 全國音樂比賽特優等第一名 
•101年 3月 全國音樂比賽特優等第一名 
•102年 3月 全國音樂比賽特優等第二名



兒童樂隊 兒童樂隊

24 25

桃園縣桃園國小
國小團體組特優



兒童樂隊

26 27

桃園縣大竹國小
國小團體組特優



兒童樂隊 兒童樂隊

26 27

彰化縣平和國小節奏樂團
指導老師 /劉芳敏

團隊介紹 |
平和國小節奏樂團成立近 20年，多次代表學校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屢獲佳績。經常受邀於每
年一度的彰化縣民運動大會上擔任表演及配樂。去年更將觸角延伸至媒體，除了參加網博的製作以

外，還首度參加廣播劇比賽，榮獲第三名。10月份公共電視製作單位蒞臨學校拍攝並專訪節奏樂
團指導老師及團員；並於 11月份北上參加公共電視『臺灣囝仔，讚！』節目錄影；12月份的彰化
縣音樂比賽一舉拿下特優。為了回饋全校師生的支持，在聖誕節前夕舉辦三場音樂會，也藉此讓大

家對節奏樂團有近距離的接觸。今年寒假受邀參加社區慈善活動的演出，希望能為社會盡一點棉薄

之力，如今不負眾望拿下全國中區決賽特優，平日的辛苦是值得的！

團隊目標 |
《特優》不是終點，除了證明我們的實力，過程中藉由苦練及表演提升孩子的自信與榮譽感，發揮

團隊精神，勝不驕、敗不餒，老師除了音樂上的啟發，更注重孩子的品格，因為他們是臺灣未來的

希望。展望未來，希望還能和這群小孩一起玩音樂，計畫『樂器下鄉』、『校際交流』，甚至有機

會的話，還能『國際交流』，拓展孩子的視野。

歷年佳績 |
•96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彰化縣第一名》、《中區決賽優等》。
•98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彰化縣第一名》、《中區決賽優等》。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彰化縣特優第一名》、《中區決賽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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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崑山國小兒童樂團
指導老師 /林佳蓉 .蔡淑芬

團隊介紹 |
本團隊成立於 97學年度 9月，在現任余校長孟和先生及歷任校長的大力支持下，歷年來代表學校
參加音樂比賽，均獲得優秀之成績。本樂團鼓勵團員用心感受、啟發創意及自我品格成長，除了讓

莘莘學子在九年一貫創新活潑的學海裏盡情揮灑之餘，也能享受音樂教育的美，體會團隊合作的喜

悅，並以「均衡發展、全人教育」為組訓目的，更期待學童能在未來的藝術學習歷程中展翅遨遊。

團隊目標 |
一、均衡發展、全人教育。

二、提昇藝術人文涵養。

三、提供多樣化展演空間。

四、加強團隊合作的協調性

五、強化對樂曲精確性的要求。

五、體驗合奏音樂之美。

歷年佳績 |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優等
•101學年度南市學生音樂比賽榮獲特優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特優
•102學年度南市學生音樂比賽榮獲特優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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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七賢國小兒童樂團
指導老師 /王思媫 . 陳淑珍 .陳姵吟 .何春頤

團隊介紹 |
高雄市七賢國小創校校長蘇登光先生，為加強音樂教學，培育音樂資優人才，落實藝術與人文教

育，因而成立兒童樂團。在創校者積極推展音樂教育，發展學校特色與努力經營之下，繼有前任鄭

英一校長及現任陳順像校長的極力發揚光大。樂團在老師用心指導下，年年獲得高雄市音樂比賽第

一名；代表高雄市參加全國音樂比賽亦是年年獲得特優或優等獎項。如此傑出的表現是全體師生智

慧的結晶及家長們通力合作得來不易的成果。

團隊目標 |
追求卓越是我們的目標，讓孩子們在音樂裡享受單純的喜悅，同時也能獲取生活能量。我們深信生

活有音樂，生命更精彩。

歷年佳績 |
•自 76學年度 ~98學年度，蟬聯高雄市音樂比賽第一
•自 76學年度~98學年度年年獲得全國音樂比賽優等獎項，其中90、94、96學年度更榮獲特優第一名。
•99學年度高雄市音樂比賽國小組優等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雄市初賽優等
•102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高雄市初賽特優第一
•102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南區國小組特優
•結合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多次受邀於各縣市文化局及民間社團單位表演，頗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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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加昌國小兒童樂隊
指導老師 /周建榮 .李麗卿 .葉怡君 .楊天恩

團隊介紹 |
高雄市加昌國小兒童樂隊於民國 89年成立，承蒙歷任校長及現任郭鈴惠校長的大力支持及本校音
樂團隊合作指導，歷年音樂比賽均獲得優異的成績。

樂隊成員由本校四、五、六年級生組成，平時訓練工作皆由校內音樂老師擔任，在有限的資源條件

下，平穩的成長與進步，師生們都格外珍惜。

加昌國小兒童樂隊近兩年在全國音樂比賽獲得特優佳績，校內展演亦感動全校師生，真善美音樂的

種子已厚植在每個孩子的心中，期許未來，秉持優良傳統，深耕音樂教育，再創佳績。

團隊目標 |
＊在練習過程中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享受音樂之美。

＊透過展演活動，將藝術融入生活並擴展藝術視野。

＊秀出團隊合作的默契，站上超越自我的舞臺。

歷年佳績 |
•93學年度高雄市優等，全國音樂比賽特優。
•96學年度高雄市特優，全國音樂比賽優等。
•99學年度高雄市優等，全國音樂比賽優等。
•100學年度高雄市特優，全國音樂比賽優等。
•101學年度高雄市優等，全國音樂比賽特優。
•102學年度高雄市優等，全國音樂比賽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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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新勢國小音樂班
指導老師 /王景賢

團隊介紹 |
高雄市加昌國小兒童樂隊於民國 89年成立，承蒙歷任校長及現任郭鈴惠校長的大力支持及本校音
樂團隊合作指導，歷年音樂比賽均獲得優異的成績。

樂隊成員由本校四、五、六年級生組成，平時訓練工作皆由校內音樂老師擔任，在有限的資源條件

下，平穩的成長與進步，師生們都格外珍惜。

加昌國小兒童樂隊近兩年在全國音樂比賽獲得特優佳績，校內展演亦感動全校師生，真善美音樂的

種子已厚植在每個孩子的心中，期許未來，秉持優良傳統，深耕音樂教育，再創佳績。

團隊目標 |
本校為提供學生多元化的教育機會，使具有音樂天賦的兒童，能充分發展其潛能，成為國家優秀的

音樂人才，乃於民國八十四年三月奉准成立音樂班。

音樂班在歷任校長陳以及現任校長張增鴻先生之帶領下，加上全體師生與家長會、家長後援會之用

心和努力，已小有所成。

歷年佳績 |
•101學年度榮獲桃園縣學生音樂比賽管弦樂合奏及弦樂合奏優等；同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獲
          得管弦樂合奏優等第一名及弦樂合奏優等之佳績。
          獨奏方面：陳柔辛榮獲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樂曲創作與歌曲創作國小 A組優等。
•102學年度榮獲桃園縣學生音樂比賽管弦樂合奏及弦樂合奏優等；同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獲
          得管弦樂合奏特優第一名及弦樂合奏優等之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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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西門國小
指導老師 /游卓霖 .劉雅雯 .陳玟夙 .吳嘉雯 .簡莉華

團隊介紹 |
西門音樂班成立於民國七十一年，成立迄今，在各項比賽中屢獲佳績，協助辦理各種重要慶典活

動，擔綱演出，廣獲各方肯定好評，為學校建立相當的特色，歷年來獲僑界邀請，遠赴各地從事音

樂外交，宣慰僑胞。

團隊目標 |
發拙具有音樂才能之學生並透過音樂認知、鑑賞及演奏活動，以涵養學生美感情操及發展其健全人

格。

歷年佳績 |
•91、92、93、94、95、96、97、98、99、101、102學年度桃園縣學生音樂比賽 A組一區優等
•100學年度桃園縣學生音樂比賽 A組一區特優
•91、92、93、94、95、96、97、98、99、100、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 A組優等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 A組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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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信義國小
國小團體 A組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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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大豐國小管弦樂團
指導老師 /林曉筠 .梁兆豐 .陳偉泓 .陳君笠  

團隊介紹 |
大豐國小管弦樂團成立於 1995年七月，是由一群非音樂班而喜愛音樂的小朋友組成的社團。樂團
成立以來，積極配合社區、市政府等各項音樂活動演出，並多次受邀國內外演出活動，如：澳大利

亞、新加坡、馬來西亞訪問表演、嘉義管樂節活動、日本大阪與美國幼獅青少年管弦樂團的聯合音

樂之旅⋯⋯等，皆深得好評。

自 1998年至今參與新北市及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管樂、弦樂、管弦樂年年獲得特優與優等的佳績。
透過一連串專業化及有效率訓練，團員參加甄選考試皆全數順利考取各公、私立中學音樂班及管弦

樂團，成績亮眼！

團隊目標 |
1. 培養學校內管弦樂合奏人才及推廣校園音樂風氣。
2. 經由樂團優質訓練，使團員們獲得正確的演奏方法與合奏觀念，提升互助合作之能力。
3. 每年與優秀樂團、表演團隊進行觀摩交流演出，提升團員演奏能力與音樂文化素養。

歷年佳績 |
•102  全國音樂比賽弦樂合奏優等、管弦樂合奏特優第一名。
•102  新北市音樂比賽弦樂合奏優等、管樂合奏優等。
•101  全國音樂比賽管弦樂合奏優等。
•101  新北市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優等。
•100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優等、管弦樂合奏優等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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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靜心小學管弦樂團
指導老師 /段富軒

團隊介紹 |
臺北市靜心管弦樂團成立於民國 95年，在董事會與簡毓玲校長的大力支持及樂團行政、家長後援
會全力合作下，日漸蓬勃發展。成軍八年多，以紮實的課程規劃、堅強的師資陣容及絕佳的團隊默

契，在各大音樂比賽中交出一張又一張的漂亮成績單。本校於 2011樂團海外公演與學習參觀活動，
安排學生在香港蔡繼有小學、深圳少年宮及迪士尼樂園中演出。2012年韓國濟州管樂節及北京、
天津進行校際交流、2013年度赴維也納演出，讓孩子們能具有國際觀，以樂會友，讓愛樂的種子
發芽。

團隊目標 |
在團長簡毓玲校長領導之下，本團將持續推廣音樂教育，散播音樂種子，發掘具有音樂潛能之學

生，施以計畫性、系統性教育，培養學生專長，並以提升國人音樂欣賞能力為目標，創造祥和、高

品質的社會。

歷年佳績 |
• 96-102學年度皆獲得臺北市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南區優等第一名，並獲得代表權參加全國音樂比賽，
97-101學年度榮獲優等、102學年度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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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和國中音樂班管弦樂團
指導老師 /王治強

團隊介紹 |
本校於八十五學年度奉臺北縣政府指示成立音樂班，並於合奏課程成立管弦樂團至今，在歷任校長

及現任張錫勳校長全人教育的辦學理念下，成立十六年的音樂班管弦樂團及弦樂團於全校處室相

互支援配合中，所有軟硬體設施，力求為音樂教育提供最適切的服務，無論校內教師或外聘教師，

均秉著愛心、熱心、耐心來指導學生，務使學生個個能有學、術、人品兼備的成長！輔導處秉持多

元、活潑、資源共享的經營目標，協助音樂班學生完成國中學術科課程，順利邁向高中升學之路！

今年再度獲得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管弦樂及弦樂合奏特優雙料冠軍之榮耀，使三和國中
全體師生得以聆賞正統典雅的音樂。

團隊目標 |
1.發揮音樂班學生管弦樂合奏潛力，以期能淨化社會人心。
2.為學生帶來了明澈、清朗的氣質，更能潛移默化其心靈。
3.作育音樂英才，教育音樂班學生能使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創造社會中堅份子。
4.協助音樂班學生完成國中學術科課程，順利邁向高中升學之路！

歷年佳績 |
除了每年屢獲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管弦樂團合奏優等成績之外，管弦樂團每年皆榮獲全國學生音樂

比賽管弦樂合奏優等之成績，其中管弦樂團更曾榮獲九十二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管弦樂團合奏

特優之佳績。今年再度獲得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管弦樂團及弦樂合奏特優雙料冠軍之榮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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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立花崗國中
指導老師 /馬士杰

團隊介紹 |
花崗國中音樂班成立於民國 88年，一開始成立弦樂團，直至民國 95年成立管弦樂團，每年即以
管弦樂團成為本校的指標樂團，每學年皆獲得代表權，參加全國音樂比賽，同時熱衷於下鄉演出，

為花蓮縣境內提升藝文水準，並以音樂回饋社會，為音樂教育奉獻心力。

團隊目標 |
期許將本團帶至臺灣各個角落，讓臺灣愛樂民眾認識後山的孩子，將花蓮與眾不同的音樂，帶給全

臺灣人民一同共享。

歷年佳績 |
• 95~98學年度獲全國音樂比賽國中 A組管絃樂合奏優等
• 99學年度獲全國音樂比賽國中 A組管弦樂合奏特優
• 100學年度獲花蓮縣音樂比賽國中 A組管弦樂合奏特優
• 100學年度獲全國音樂比賽國中 A組管弦樂合奏優等
• 101學年度獲花蓮縣音樂比賽國中 A組管弦樂合奏特優
• 101學年度獲全國音樂比賽國中 A組管弦樂合奏特優
• 102學年度獲花蓮縣音樂比賽國中 A組管絃樂合奏特優
• 102學年度獲全國音樂比賽國中 A組管絃樂合奏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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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雙十國中管弦樂團
指導老師 /林文也 .林安緹 .吳蕙津 .洪佩珍 .林佳洵

團隊介紹 |
雙十國中管弦樂團成立至今三十餘年，由林文也老師帶領樂團，歷年來在所有師生共同努力之下，

屢創新績，樂團演出水準相當優異出色，培養出無數全國性音樂頂尖人才。歷來專業演出甚多，

1997美國紐約林肯中心演出，1999維也納黃金廳演出，2007海峽兩岸雙十中學中興堂舉辦聯合音
樂會，2013年臺中市國民中學藝術教育展演於中山堂演出，2013海峽兩岸文化交流與廈門雙十舉
辦兩岸聯合音樂會。  

團隊目標 |
期待在師生通力努力合作之下，對具有音樂發展潛能之學生，施以音樂專才教育，促進音樂教育及

樂團技巧繼續發展，使學生之樂團水準發展至最佳境界，以培植音樂優秀樂團人才，使樂團水準能

蒸蒸日上，並能登上世界之舞臺。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 管弦樂合奏 ----特優第一名
•102學年度臺中市音樂比賽初賽 管弦樂合奏 ----連續二年中區特優第一名逕入決賽
•101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 管弦樂合奏 ----特優第一名
•100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 管弦樂合奏 --特優第一名
•99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 管弦樂合奏 --特優；弦樂四重奏—特優第一名
•98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 管弦樂合奏 --特優第一名
•97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 管絃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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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清水國民中學
指導老師 /張玉祥

團隊介紹 |
清水國中的管絃樂團成立於民國八十八年，由周先庭校長創辦，在張錫坤校長及現任林福裕校長支

持下，再加上各處室主任都全力配合，樂團穩定發展。成軍以來，每年的全國音樂比賽均獲優等及

特優的佳績，並且在中部音樂班中亦屬佼佼者。

本音樂班由陳冠伶、陳彩慧及賴曉薇老師等擔任術科指導老師，並特別聘請前國立臺灣交響樂團首

席張玉祥老師指導，除每週固定二小時課程外，並常利用週末假日加強練習，樂團團員的編製齊

全，各項樂器亦逐年擴充，曲目涵蓋中國與西洋樂曲，古典與流行等多元曲目。

團隊目標 |
本校音樂班管弦樂團除了參賽屢獲佳績之外，更因校長及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於 102學年度教
育部訪視評鑑中，獲得特優的最高榮譽，這也是鞭策我們更加努力的動力，期許團隊更上一層樓。

歷年佳績 |
•95~98年全國音樂比賽管弦樂團國中 A組優等
•99年全國音樂比賽管弦樂團國中 A組特優
•100年全國音樂比賽管弦樂團國中 A組優等
•101~102年全國音樂比賽管弦樂團國中 A組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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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新興高中國中部音樂班
指導老師 /黃錦蘭

團隊介紹 |
本校管弦樂團由新興高中國中部音樂班全體學生組成，已成立近 27年，亦為藝文演出登記團體「高
雄市青少年交響樂團」，每年除了定期大型正式展演活動外，並舉辦多次關懷社區回饋表演。    

團隊目標 |
將音樂了力量傳遍需要的角落，提供心靈的提升與能量。走出臺灣，邁向國際！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中 A組管弦樂團組特優第一名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中 A組管弦樂團組特優第一名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中 A組管弦樂團組特優第一名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雄市初賽國中 A組管弦樂團組特優第一名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雄市初賽國中 A組管弦樂團組特優第一名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雄市初賽國中 A組管弦樂團組特優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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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大成國中管弦樂團
指導老師 /德岡直樹

團隊介紹 |
臺南市大成國中音樂班自民國70年成立，迄今已有32年歷史。在臺南市府的全力支持與歷任校長、
師長們辛勤的耕耘之下，茁壯成長，為府城培育出無數傑出的音樂人才。

並曾多次受邀前往日本、中國大陸、東南亞等地公開演出，學生從中獲得許多寶貴的演奏經驗。

101年 5月，大陸極負盛名的北京中央音樂院附中蒞臨本校與音樂班的同學進行兩岸音樂的切磋學
習；6月中旬與臺南女中音樂班共同受邀至日本東京音樂大學附屬高校進行音樂交流，藉由舉辦許
多對外的活動開闊音樂班同學的藝術視野，培養學生「文化創意」的觀念與「全球化」的見解，養

成宏觀的氣度及追求自我成長的動力。

團隊目標 |
本校秉持「關懷、理性、智慧、力行」的最高教育目標，持續努力，現任蔡明昌校長更積極爭取經

費，增進教學軟、硬體設備，提供學生們更舒適完善的學習環境，力求達到盡善盡美的專業水準。

未來，大成音樂班仍將繼續秉持作育音樂藝才資優菁英的理念，期能為臺灣藝術界恪盡完全心力，

期盼大成國中音樂班能不斷超越巔峰，歷久彌新。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 -特優
•101學年度 -特優
•100學年度 -優等
•99學年度 -特優

•98學年度 -特優
•97學年度 -特優
•96學年度 -特優
•74學年度至 95學年度 -優等獎或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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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靜心中學管弦樂團
指導老師 /侯勇光

團隊介紹 |
靜心管弦樂團成軍短短八年，以紮實的課程規劃、堅強的師資陣容及絕佳的團隊默契，在各大音

樂比賽中交出一張又一張的漂亮成績。2006年在臺北市弦樂合奏比賽初試啼聲，2008∼ 2010年
連續三年參加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皆榮獲管樂、弦樂、管弦樂合奏三冠王（三項冠軍）的殊榮。

2011年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獲得八項第一名，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 2項特優佳績。    

團隊目標 |
每年的年度公演為靜心管弦樂團一大盛事，演出節目呈現經典的管樂、弦樂及管弦樂曲目，不但以

堅強技巧實力以及動人心弦的感染力，讓愛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們也積極推廣國內外各種演出

活動，近年來的演奏足跡更逐漸邁向國際，包含了 2011香港、深圳海外公演，2012韓國濟州管樂
節、北京 96中學交流，以及 2013年的維也納音樂之旅、嘉義管樂節等。讓小小音樂家們，能具
有國際觀、世界觀，並以樂會友增廣見聞，讓愛樂的種子發芽生根。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管弦樂團榮獲特優第一名
•102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管弦樂團榮獲南區特優第一名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管弦樂團  榮獲特優
•101學年度臺北市音樂比賽 管弦樂團榮獲優等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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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東山高中
指導老師 /許雙亮

團隊介紹 |
為了培養廿一世紀新時代品學兼優、才華洋溢的優秀學子，本校於民國八十六年開始著手規劃成立

管弦樂團事宜，並於八十七年七月正式提出企劃案，於同年八月正式成立。自國中部管弦樂團成立

以來，不但展現優異的音樂教育成果，且連續多年獲得北市優等第一名，代表北市參加全國音樂比

賽。為了銜接國中管弦樂團的優異教學成果，讓六年一貫的音樂教育得以具體落實，乃於九十一學

年度正式在高中部成立管弦樂團，並於九十二學年度榮獲北市及全國第一名，不但具體落實人文藝

術的優質教育，更營造出屬於東山人特有的榮耀與堅持。

歷年佳績 |
•88~99學年度 臺北市及全國音樂比賽國中 B組管弦樂團 優等第一名
•100學年度  臺北市音樂比賽國中 B組管弦樂團  優等第一名
•100學年度  全國音樂比賽國中 B組管弦樂團    優等第一名
•101學年度  臺北市音樂比賽國中 B組管弦樂團  優等
•101學年度  全國音樂比賽國中 B組管弦樂團    特優第一名
•102學年度  全國音樂比賽國中 B組管弦樂團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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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新莊國中管弦樂團
指導老師 /陳順發 .曾媺

團隊介紹 |
本校弦樂團蓬勃發展，吸引大新莊地區不少愛好音樂的學子前來共同學習，成立迄今表現頗為優

異，每年組團參加新北市音樂比賽，常以優等第一名成績代表新北市（臺北縣）參加全國音樂比賽，

並在全國賽中多次獲得優等佳績，表現極為優異，弦樂四重奏亦有優秀表現榮獲全國賽優等。

管弦樂團為本校管樂弦樂優秀學生組成，初試啼聲即榮獲全國特優第三名之殊榮，除培養個人技巧

能力、準備音樂比賽以外，亦計畫舉辦聯合成果發表會，推廣管弦音樂，希望繼續培養愛好音樂學

生，也配合地方各項公益活動、推動社區音樂饗宴，期望能深耕音樂的種子。

今年六月將於新莊文化中心舉辦年度成果發表會，八月德國曼漢青少年交響樂團將訪臺與本校管弦

樂團進行交流演出。本校期望能將美好的音樂與大家分享，實現「音樂無國界、文化無藩籬」的目

標，將藝術帶至每個角落。

團隊目標 |
103.6.8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舉辦 102學年度成果發表會
103.8.16 德國曼漢青少年管弦樂團訪臺交流暨聯合演出
深耕音樂種子，期許永續經營，並持續推動管弦樂團學習。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管弦 B組特優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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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二中音樂班管弦樂團
指導老師 /吳昭良 .廖耿志

團隊介紹 |
臺中二中音樂班管弦樂團於民國 73年成立，歷屆團員皆為中部之菁英。在歷任樂團指揮潘暉皓、
紀鎧齡、廖耿志、鄭雅惠、及現任吳昭良老師等多位學有專精的指揮們，嚴格且熱情的帶領之下，

使得樂團素質不斷成長提升，是國內高中音樂班極具水準的樂團之一。

近年來樂團也受邀至各地演出，例如參加省立美術館開館及館慶典禮音樂會，「鐸聲獎」教師歌唱

比賽、「師鐸獎」頒獎典禮之伴奏，以及在「全國高中教務工作會議」、「東北扶輪社授證典禮」，

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之「教育部第 16次全國部屬長官會議」等場合演出，2010年更受邀成為「全
球華人童軍大露營」開幕式的演出團體，每場演出皆深獲各界好評。

團隊目標 |
未來，本校管弦樂團將持續努力，除了明年再接再勵拿下「特優」之殊榮外，推動本校「音樂二中」

之特色，將藝術教育生活化，使藝術活動融入全校學生學習及生活中。

歷年佳績 |
歷年在音樂班師生努力之下，樂團的成長更是有目共睹。自 92學年度起，連續奪得臺中市及全國
音樂比賽團體組優等第一名，也曾於 93、96、98、99、101學年度拿下全國音樂比賽「特優」之
佳績。今年在指揮吳昭良老師指導下，又再度蟬聯獲得全國音樂比賽「特優」之殊榮，表現亮麗，

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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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武陵高中音樂班管弦樂團
指導老師 /庾燕誠

團隊介紹 |
由音樂班高一至高三來自全臺菁英組成的「武陵愛樂」，在庾老師的指導與多次練習下，屢創佳績，

也長期與國外樂團合作。團員們在練習中學習培養默契、互相傾聽，使樂曲聲響達到最完美的平

衡。

團隊目標 |
在每一次的表演中都能帶出音樂最美的一面，讓大家留下美好的印象，就是我們的終極目標！

歷年佳績 |
•97、98、99、100、101、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中職 A 組管弦樂團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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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立臺南女中音樂班管弦樂團
指導老師 /梁兆豐

團隊介紹 |
本校音樂班設立於民國 73年，時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的李登輝先生應地方人士之請，特准設立音樂
班，迄今已 30 年。30年來臺南女中音樂班培育出極多音樂專業人才。國內、外皆有許多本校音樂
班畢業的優秀校友活躍於樂壇演奏舞臺，或在音樂教育園地努力耕耘。臺南女中校風開明純樸，五

育均衡。音樂班擁有完善的設施及師資，並承襲南女優異學科與多元活動之薰陶，展現南女人健

康、活潑、樂觀、進取的人生價值。

本校今年也首度聘請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系助理教授梁兆豐博士前來指導，梁博士以豐富的指揮經驗

及純熟內斂的音樂風格，帶領學生邁向更多元寬廣的學習。

團隊目標 |
我們期望學生演奏技巧與能力日益精進，培養學生參與樂團練習積極的概念與態度，提升學生自

我成熟與展現自信心，俾使學生精熟古典管弦樂之曲目，期能充分展現職業樂團演出水準及素質，

邁向國際化之目標。。

歷年佳績 |
•99學年度團體高中職 A組管弦樂   特優第一
•100學年度團體高中職 A組管弦樂  優等第一
•100學年度團體高中職 A組弦樂    優等第一
•101年度團體高中職 A組管弦樂    特優第一
•102學年度團體高中職 A組管弦樂  特優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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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康橋雙語學校管弦樂團
指導老師 /謝吟綺

團隊介紹 |
康橋雙語學校的教育願景是：以全方位、全人教育培育具國際競爭力的社會菁英。素以培養學生具

備「帶得走」的能力著稱，「人文化」是創校六大目標之一，對藝文教育推動不遺餘力。

2010年在李萬吉董事長的大力支持、張啟隆總校長的用心擘劃，以及樂團顧問郭聯昌教授指導下，
正式成立高中管弦樂團，由校內七到十二年級的同學組成，目前團員已達一百餘位，不論是樂曲鑑

賞能力、演奏技巧或團隊默契都一天比一天進步。

團隊目標 |
康橋管弦樂團期待接觸多元曲目，體驗管弦之美，並在團員彼此關懷砥礪中，不斷地成長進步，但

願這股團隊的凝聚力及愛樂的熱忱，繼續在年輕學子心中發光發熱。

歷年佳績 |
•2011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中職 B組管弦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2012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中職 B組管弦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2013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中職 B組管弦樂合奏優等第二名。
•2014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中職 B組管弦樂合奏特優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