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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雅國小雅韻國樂團
指導老師 /劉江濱 .湯景麟

團隊介紹 |
大雅國小國樂團成立於民國 83年，民國 94年正式成立音樂資優班，每班編制 2位導師，民國 99
年改名為藝術才能音樂班，主修國樂、副修鋼琴。

課程內容包含樂理、視唱聽寫、合唱、音樂律動、主副修個別課、國樂分組課、國樂合奏課等，是

中部相當著名的音樂班，於民國 101年及 102年分別受邀前往香港與北京進行專場音樂會，受到
在場觀眾熱烈的肯定與歡迎。

團隊目標 |
1.做一個有質感的樂團
2.學習感恩惜福的精神
3.重視團隊精神
4.發揚國樂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 國小 A組國樂合奏特優第一名
•101學年度 國小 A組國樂合奏特優第一名

國樂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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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頭份國小
指導老師 /黃亦文 .李忠政 .梁玉蓮 .蕭淑宜

團隊介紹 |
本校國樂團成立於 61年 4月，迄今已有四十多年之久，是苗栗縣歷史最久之國小國樂團。歷年參
與比賽多榮獲全縣第一名。

現在由本校謝校長玉枝擔任團長，訓導主任傅啟明負責團務監督，校內多位指導教師，另外聘十多

位學有專精老師，外聘教師分別教導吹管、拉弦、彈撥、打擊等四大類十餘種樂器，並設有分組課、

合奏課集個別課，以期達到最佳學習效果。而頭份國小的教職員與團員家長，也給與國樂團最大的

支持與協助，令本團教學無後顧之憂，學員能專心學習。

現今我們國樂團成員以三至六年級的同學為主，團員總數約有一百餘人，大團成員六十餘人，其餘

為儲備團員。

團隊目標 |
1、提升學生藝術欣賞及表演能力，培養學生多元智能。
2、透過藝術團隊表演活動，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與藝文素養。
3、配合社區文化脈動並結合社區藝文發展，建立學校傳統藝術教育推展的特色。

歷年佳績 |
•92年 10月 25日更榮獲文建會課瑋會邀請 ,參與客家文化節總統府前廣場演出。
•98年榮獲全國中區決賽「特優獎」第一名。
•102年獲邀縣府美國印第安那州參訪團蒞縣活動迎賓演出。
•103年榮獲全國音樂比賽苗栗初賽與決賽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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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東區崇學國小
指導老師 /杜潔明

團隊介紹 |
民國 85年成立國樂社團，90年轉型為國樂實驗班，95年更申辦成為國樂藝術才能班。在前校長
周奕民先生創立下，經呂岳霖校長、故前校長謝銘澤奮力耕耘，至現任葉和源校長挺力發展，成效

日益輝煌。崇學國樂班目前 3到 6年級各一班，每班有一位導師和一位術科老師，課程安排學科
與音樂才藝並重，以求涵養孩子的人格健全發展。精心計畫學習的步驟，每週內個授、分組，到合

奏課都有詳盡的安排，寒暑假有五至十天的研習營使琴藝更精進。每年舉辦兩次以上大型表演，更

是大家期待的廳堂展。在比賽方面，團體合奏、絲竹樂每年都是優等，更有十多次全國特優的記錄，

個人項目更是不勝枚舉，亮麗璀燦的成績是全體師生努力的成果。

團隊目標 |
1.培養出才藝與學術並重之音樂人才，並注重學生人格健全的發展。
2.透過實際展演活動與交流，拓展學生音樂之路的視野。
3.除了音樂上技術的培養，也著重在音樂學科上的能力。
4.鼓勵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表演，並積極鼓勵學生去欣賞與 音樂相關的藝術展演，豐富音樂之路。
5.協助學生未來生涯規劃，讓學生更能適應未來的環境。

歷年佳績 |
•102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特優
•101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優等
•100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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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前金國小
指導老師 /蔡輝鵬

團隊介紹 |
團長：楊勝任 校長
副團長：莊博雯 主任
指揮：蔡輝鵬 老師
樂團管理：吳孟玲，林雅楓，李存中 老師
樂團行政：吳佩純，黃姿鳳 老師
團員介紹 :
梆笛、曲笛：宸瑋、佩珈、柏謙、沛憙、旻玟、佳伽、

科頡、書民、佩潔、家倫、揚喆、珮綺

團隊目標 |
本團隊是由本校四、五、六年級的藝術才能班學生所組成，今年獲得全國音樂比賽特優佳績，肯定

了團隊的努力，雖未盡理想，但團隊深具信心，期許來年再接再勵。接著希望能在今年的畢業音

樂會中將此次比賽的曲目完美的呈現給親友，也期盼接下來的學弟妹們能繼續傳承這項光榮紀錄，

再創顛峰。

歷年佳績 |
•2014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特優 第二名
•2013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優等 第一名
•2012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特優 第一名

Bass：又升、家睿 
打擊：尹榛、蔚辰、秉麒、紫筠、鈺蓉、尚真、

高笙：馮楷、柏駿、欣吟

中笙：焌仁

嗩吶：宇亨

高胡：昱寬、昱廷、天綿

二胡：宇涵、茹君、承耘、育慈、新祐、光堯、岳霆、

翊丞、苡榕、伶蓉、立瑄、苡軒、昱澄、昀佑

中胡：惟筑、玉婷、俊毅、昇鎧

揚琴：鈺翔、玟婷

柳琴：庭玉、瑩庭

琵琶：蕭堯、許琳、墡德、令亘

中阮：品絜、宇安、湘婷、奕萱

大阮：景琇、禧薰、宇晴

古箏：怡瑤

大提琴：得力、盈慈、家豐、心平、攸宣、澄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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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宜蘭市光復國小民族樂團
指導老師 /林秉曄

團隊介紹 |
本校民族樂團於民國七十九年成立，至今已邁入第二十五年，由本校退休王慧美老師義務擔任樂團

總監，學生自二年級下學期甄選入團至六年級畢業，每日利用晨光時間、午間靜息及綜合活動時

間，進行國樂分組及團體練習，並於寒暑假進行密集式集訓，開展學生藝術潛能，今年首度由林秉

曄老師領軍指揮，憑著小朋友日以繼夜的苦練及秉曄老師優異的音樂素養，初試啼聲即一鳴驚人，

在今年北區全國賽國小團體 B組國樂合奏中，榮獲特優第一名 91.9分的佳績，創下宜蘭縣國樂史
上的紀錄，為光復國小及民族樂團寫上燦爛的一頁

團隊目標 |
除了繼續努力爭取北區特優成績的團隊外，另兼顧音樂教育的本質，讓全校師生充份感受音樂之

美，在耳濡目染中涵養藝術氣息，同時也讓樂團的孩子們在音樂的世界中找尋到幸福的喜悅，也讓

光復民族樂團更加的成長與茁壯。

歷年佳績 |
•2011/5 宜蘭縣文化局演藝廳「鑼鼓喧天慶豐收，春吼樂揚百年情」音樂會
•2011/11 榮獲 100 學年度宜蘭縣音樂賽國樂合奏優等第 1 名及絲竹樂 B 組優等
•2012/3 榮獲 100 學年度全國音樂賽國樂合奏優等
•2012/5 宜蘭縣文化局演藝廳「風前橫笛素弦輕，杵舞歡慶盡娛情」音樂會
•2012/11 榮獲 101學年度宜蘭縣音樂賽國樂合奏優等及絲竹樂 B 組優等第 1 名
•2013/3 榮獲 101 學年度全國音樂賽絲竹樂合奏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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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大豐國小國樂團
指導老師 /黃光佑 .鄭佳英

團隊介紹 |
本校國樂團自民國七十六年成立至今已有二十六個年頭，在歷任校長辛勤的經營下，更顯蓬勃朝

氣。現任校長李春芳先生，對國樂團無論在有形或無形的支持下更不遺餘力，學生表現甚為傑出。

本校國樂團由國內知名指揮家黃光佑老師指導，以及榮獲 99年師鐸獎鄭佳英老師領軍組成團隊，
秉持傳承中華文化與民族樂風，利用課餘及社團活動時間練習。在老師多方誘導、教導下能演奏的

曲目甚廣，並曾錄製四張 CD。

團隊目標 |
（1）每年定期參與新北市音樂比賽（團體賽、個人獨奏賽）
（2）每年定期推展期末音樂成果發表會
（3）每年不定期參與新北市客家文化展演
（4）每年不定期參與地區或社區邀約演出
（5）不定期接受國內外巡迴邀演
以榮獲全國音樂競賽特優第一為終極目標

歷年佳績 |
•民 90年於臺北縣文化局公演。
•民 92年榮獲全國音樂比賽絲竹團特優第一名佳績。
•民 92年於中山堂與臺北市立國樂團共同演出。
•民 100~102年連續 3年蟬聯全國音樂比賽合奏特優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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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興化國小國樂團
指導老師 /黃朧逸 .邱瀅如

團隊介紹 |
新北市興化國小國樂團成立於民國 95年 1月，是一個充滿學習熱情與著重生活教育的樂團。
本團最大特色是：不自我設限於小校 (全校只有 407名學生 )的規模，民國 97年 1月家長後援會
自籌經費，敦請黃朧逸老師將原本的絲竹室內樂編制擴編為大合奏形式呈現表演，建立完善訓練計

畫，在各項比賽、表演、交流活動、學生學習成果等方面連年締造輝煌佳績。

團隊目標 |
希望藉由培養學習傳統音樂的興趣，能讓所有團員學會欣賞他人的優點，並培養團隊精神，以及認

真、負責的學習態度。

期許孩子們藉由在音樂學習上的自我突破，建立更大的自信心，豐富人生各項多元學習。

因著對音樂的熱愛及生命的熱情，除了每年舉辦成果發表會，並時常跨出校園演出，讓美好音樂與

社會大眾分享。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特優第一名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第三名
•101學年度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優等第一名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優等第二名
•100學年度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優等第一名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優等第一名
•99學年度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優等第一名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優等第二名
•98學年度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優等第一名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優等第三名
•97學年度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優等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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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興雅國小國樂團
指導老師 /徐芳玲 .李家瑋

團隊介紹 |
興雅國小國樂團成立於民國 85年 11月，是一個年輕而充滿活力與歡樂的樂團。成立至今承蒙教
育部、教育局及歷任校長的重視，給予各方支持，聘請多位國樂專業指揮及師資，給予小團員們技

術指導，培養團員國樂知能、興趣，同時提升學童專注力與團隊默契之群性涵養。創團至今，每年

在國樂合奏及個人賽均獲得優異成績，多次代表臺北市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成果豐碩。

團隊目標 |
興雅國小國樂團希望做為推廣傳統藝術的小小種子，將國樂的優良傳統繼續傳承下去，也藉由認識

國樂而開發學子對傳統音樂藝術的啟蒙，達到藝術教育全方位的功能。

歷年佳績 |
•99學年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絲竹室內樂特優第一名
•100學年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絲竹室內樂特優第三名、國樂合奏特優第三名
•101學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絲竹室內樂特優第一名、國樂合奏特優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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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國小國樂團
指導老師 /洪基峯 . 游志峯 . 徐碩志 .周佩蓮 .劉瑞弘 .劉明倫

團隊介紹 |
東勢國小於民國 72年由林錦堂校長創設了國樂團，至今已達 30年，因苦心經營而連年得獎，現
任校長吳錦森對樂團各方面的支持更是不餘遺力，地方邀約演出不斷，目前已成為東勢山城地區首

屈一指之特色團隊。

團隊目標 |
東勢國小國樂團秉持著繼往開來、發揚傳統音樂的理念，願能日新又新，為傳統音樂的傳承與發

揚，開創出更燦爛的天空。

歷年佳績 |
•100學年度
  臺中市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國小 B組優等第一名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國小 B組優等第一名
•101學年度
  臺中市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國小 B組優等第一名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國小 B組特優第一名
•102學年度
  臺中市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國小 B組優等第一名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國小 B組特優第一名



國樂合奏

14 15

苗栗縣竹南國小國樂團
指導老師 /吳政龍 .蔡鳳玉 .林宜楓

團隊介紹 |
配合教育部「一人一技藝，一校一藝團」的教育目標，增加學生藝文學習機會，提升藝術涵養，故

竹南國小國樂團於民國九十八年十月籌組成立，以大型交響化樂團合奏編制為主，樂器分吹、拉、

彈、打四大部分，個別樂器種類眾多，學生按自身興趣與個別條件，修習不同樂器，多元的選擇，

讓學生學習空間更具彈性。

團隊目標 |
本校國樂團為鼓勵學生參與學習，落實音樂表演藝術，乃聘請一流師資，有系統的培植學生對民族

樂器的演奏能力，提升學員對於音樂藝術的認知、展演、創作與鑑賞力。除了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

賽之外，也積極參與社區各項表演活動，帶動民眾對民族音樂藝術的喜愛和欣賞。期許能將音樂帶

入生活，培育出藝文素養及人文關懷兼具的小小音樂人。

歷年佳績 |
•99學年度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苗栗縣初賽榮獲「優等」。
•100學年度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苗栗縣初賽榮獲「優等」，代表苗栗縣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中區決賽榮獲「優等」。

•101學年度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苗栗縣初賽榮獲「優等」，代表苗栗縣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中區決賽榮獲「特優」。

•102學年度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苗栗縣初賽榮獲「特優」，代表苗栗縣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中區決賽榮獲「特優」。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14 15

嘉義縣立文昌國小
國小團體 B組特優



國樂合奏

16 17

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國樂團
指導老師 /徐敏容

團隊介紹 |
光武國樂團是由校內一、二、三年級有樂器學習基礎以及對音樂有興趣的同學組成，今年是創團的

第十二年，團員也從當初的小型絲竹樂擴大為 100多人的大型合奏樂團，課程規劃由 14位實力堅
強的外聘老師，在指揮劉江濱老師的指導之下，參與新竹市比賽，年年獲得優等以上佳績，並於今

年度更創下成團迄今最棒佳績，榮獲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特優第一名，此外每年也有固定的期末

成果發表與歲末學區聯合音樂會。

團隊目標 |
(一 )藉由樂團活動改變學生的內在涵養。
(二 )啟動孩子的天賦潛能—樂於學習。
(三 )給予學生更豐富而多元的視野。

歷年佳績 |
•2008年遠赴新竹姐妹市—美國布蘭諾市參觀訪問。
•2009年度全市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全市第一，並代表新竹市參加全國大賽。
•2011年 8月國樂團更獲上海臺商聯誼會邀請至上海進行文化交流。
•100學年度榮獲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國樂合奏全國特優第二名
•102學年度榮獲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國樂合奏全國特優第一名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16 17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指導老師 /石千芳 .陳仕杰

團隊介紹 |
宜蘭縣復興國中一向致力於精緻音樂藝術的推廣，在全校師生及家長的支持下，國樂團、管弦樂團

和音樂班相繼成立，並且在歷次的演出和比賽中，屢次奪魁，贏得好評。學生參加各項音樂競賽亦

有佳績，讓校園充滿音樂氛圍，更曾受邀遠赴紐西蘭、美國、澳洲、奧地利等國巡迴演出，除拓展

學生國際視野外，也成功完成宣慰僑胞與拓展國民外交之任務。

和其他學校不同的是本校國樂社與管弦樂團是由音樂班統籌團務與行政，故整體協調與經費分配更

接近專業的需求，也更有效的運用學校整體音樂資源，讓指導老師既能分工又能合作，如此的行政

配合也成就了不凡的佳績。讓本校各音樂團隊在宜蘭縣音樂比賽中經常奪冠，更在全國音樂比賽中

屢獲佳績。

團隊目標 |
以有效的學校整體音樂資源，打造一個常態優質社團。

歷年佳績 |
•100學年學年宜蘭縣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100學年全國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101學年學年宜蘭縣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101學年全國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102學年學年宜蘭縣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102學年全國音樂比賽國樂合奏特優



國樂合奏

18 19

臺中市大雅國中國樂團
指導老師 /陳翊庭 .郭靜宜

團隊介紹 |
大雅國中對音樂教育的推展一向不遺餘力，早在民國 84年就成立國樂團，團員接續大雅國小具有
國樂基礎者，並遴選對傳統樂器有興趣者為對象。在上級未有經費挹注下，由學校自籌經費，逐年

充實樂器並積極對外募款，歷年屢獲不少公益團體捐款，協助參加比賽經費不足之處；在民國 89
年亦成立國樂發展委員會，奠定長久發展的基礎。民國 93年奉教育局指示，本校成立音樂資優班，
國樂單獨成班已走入歷史。

團員利用社團活動、課餘時間在指揮陳翊庭老師、郭靜宜老師指導下，演奏技巧日有精進，同時感

謝蔡俊模校長全力支持，歷任導師協助督導學業，使團員在國樂及課業兩方面都能兼顧，本團不但

延續優良傳統，不少畢業校友亦在大雅區擔任社團老師，期許社區民眾由認識國樂進而欣賞國樂，

讓大雅區國樂發展更加久遠！

團隊目標 |
1、宏揚並保存傳統國樂藝術 ,培育國樂人才。
2、結合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精神 ,發展學校及地方特色
3、以臺中市、全國年度音樂比賽為目標 ,導引學習方向。
4、陶冶學生之國樂藝術涵養 ,充實休閒生活技能。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國樂合奏特優
•102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絲竹室內樂特優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18 19

臺中市雙十國中
指導老師 /林文也 .林安緹 .吳蕙津 .洪佩珍 .林佳洵

團隊介紹 |
國樂團及絲竹樂團，由洪佩珍老師帶領樂團，歷年來努力推動國樂。在所有老師共同努力之下，雙

十國中屢創新績，樂團名聲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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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樂合奏 --- 特優
•102學年度臺中市音樂比賽初賽國樂合奏 ---- 特優第一名
•101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國樂合奏 --- 特優第一名
•100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國樂合奏 --優等第一名
•99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國樂合奏 --優等
•98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國樂合奏 --優等第二名
•97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國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96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國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95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 國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94學年度 全國音樂比賽中區決賽國樂合奏中區第一名



國樂合奏

20 21

臺中市東勢國中國樂團
指導老師 /黃益銘 .鄭舜文 .田孟軒 .羅孟婷 .吳學欣 .黃譜穎

          黃勝宏 .彭秉宜 .徐穆婕

團隊介紹 |
東勢國中創立於民國 73年，無論是在個人組或團體組皆有輝煌的成績。其中歷經九二一的重創與
復原，國樂團設備也已漸漸修復。秉持著對音樂教育的重視，本校於民國 94年成立音樂資優班，
讓具有音樂才能之學生，有更完善的學習環境。

本校於 94~102學年度每年於校內舉辦音樂班成果發表會，讓學生有發揮音樂技術的空間，帶動團
員展現自己，喜愛國樂。本校國樂團今年再度獲得特優的殊榮，全校師生同感光榮，期盼孩子們今

後能夠努力不懈、再創佳績。

團隊目標 |
承襲優良傳統 .落實音樂教育 .提升文化水準 .薰陶藝術涵養 .注重學生品德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區決賽 國樂合奏 -特優第三名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臺中市初賽 國樂合奏 -優等第三名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第二名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區決賽 國樂合奏 -特優第二名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第三名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臺中市初賽 國樂合奏 -優等第二名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第三名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區決賽 國樂合奏 -優等第一名 絲竹室內樂合奏 -特優第一名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臺中市初賽 國樂合奏 -優等第三名 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第三名
•99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區決賽 國樂合奏 -優等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20 21

苗栗縣立公館國中音樂班國樂團
指導老師 /彭彥翰

團隊介紹 |
本校音樂班國樂團於 95學年度開始參加音樂比賽，由鄧興增校長於音樂班成立國樂團，使得只有
絲竹樂團的音樂班， 又增加了一個傳統音樂團隊，歷經謝傳祟校長、胡瑞蓉校長、及現任曾上濱
校長，均很重視國樂團的發展，並聘請苗栗縣國樂團的黎俊平團長及彭彥翰老師擔任國樂團指揮。

常常利用課餘的時間加強練習，並加入西樂的打擊成員，讓國樂團的成員更加的完整。國樂團成立

這些年來，受到不少的邀約至苗栗縣各地表演，並於 102年至馬來西亞公教學校進行音樂交流。

團隊目標 |
本校國樂團為落實多元的音樂教育，鼓勵學生學習與精進，聘請良好師資，希望藉由傳統音樂開啟

學生們對傳統藝術的啟蒙，培養學生對傳統樂器的演奏能力，提升國樂的展演能力與鑑賞力。並藉

著優雅的民族樂風的薰陶，期待團員們不但能夠悠遊於絲竹鑼鼓之間，更能將傳統藝術融入生活空

間，提昇藝文氣息。

此外，透過一連串專業化的訓練與課程，培養了團員們互助合作的精神，凝聚同儕的情感，並以積

極正向的態度，面對人生的每一項挑戰。

歷年佳績 |
•100學年度縣賽及全國中區決賽國樂合奏國中團體 A組 優等
•101學年度縣賽國樂合奏國中團體 A組優等
•102學年度縣賽國樂合奏國中團體 A組特優
          全國中區決賽國樂合奏國中團體 A組特優



國樂合奏

22 23

臺中市豐原國中音樂班
指導老師 /蔡玟玲 .郭炘筠 .繆沁琳 .陳信志 .廖敏惠 .陳盈安 .

          李英娟 .黃勝宏 .許慧如 .張厤棻 .陳思如 .陳  瑜 .

          劉宥弦 .王盈珺

團隊介紹 |
民國 80年 8月，豐原國小第一屆國樂團的畢業學生即將升上國中，為了讓這些學生能繼續練習國
樂，傳承中華文化，當時豐原國中的謝瀋鴻校長排除萬難以有限的經費籌組樂團，豐原國中國樂團

於焉成立。

因為有著學校的大力支持，國樂團在 80年 12月第一次參加臺中縣音樂比賽，即獲得第一名。之後，
連著多年獲得臺中縣第一名及臺灣區音樂比賽中區決賽優等第一名。

94學年度，本校正式成立藝術才能資賦優異音樂班， 97學年度再轉型為藝術才能音樂班。101及
102學年度連續兩年榮獲特優。

團隊目標 |
發揚傳統文化，推廣精緻文化藝術，涵養學生美感情操，發展其健全人格。

歷年佳績 |
•【101、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臺中市初賽】
國中Ａ組國樂合奏第二名

•【101、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區決賽】
國中Ａ組國樂合奏特優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22 23

臺南市崇明國中國樂團
指導老師 /杜潔明

團隊介紹 |
崇明國中國樂班自民國 89年成立已走過 10多個年頭，本校國樂團由國樂班學生為當然團員，另
融合普通班同學中對國樂亦有興趣者為團員，歷年表現成績優越，也以能傳承國樂文化為榮。

團隊目標 |
維持崇明國中國樂團優良傳統、固有國樂文化，將來的比賽屢戰屢勝，激發團隊的合作精神與為校

爭取的榮譽心。

歷年佳績 |
•94學年度國樂合奏臺南市賽第一名 .國樂合奏全國賽優等
•95學年度國樂合奏臺南市第一名 .國樂合奏全國賽特優
•96學年度國樂合奏臺南市第一名 .國樂合奏全國賽特優
•97學年度國樂合奏臺南市第一名 .國樂合奏全國賽優等
•98學年度國樂合奏臺南市第一名 
•99學年度國樂合奏臺南市特優第一名 .國樂合奏全國賽特優
•100學年度國樂合奏臺南市特優第一名 .國樂合奏全國賽特優第一名
•101學年度國樂合奏臺南市特優第一名 .國樂合奏全國賽優等
•102學年度國樂合奏臺南市特優 .國樂合奏全國賽特優第一名



國樂合奏

24 25

高雄市立大仁國民中學藝術才能國樂班
指導老師 /蔡輝鵬

團隊介紹 |
高雄市立大仁國中國樂團奠基於 1995年，以培養學生學習傳統樂器，認識與欣賞傳統音樂之美
為宗旨。從 1999年起代表高雄市參加全國音樂比賽，拿下了 2001、2002、2003、2004、2005、
2006年連續六年全國音樂比賽優等的成績。配合「優質生活、多元進取」的學校願景，在全體親
師生努力下，獲得 2009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南區決賽 B組國樂合奏，絲竹室內樂兩項特優第一名，
2011獲得全國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A組特優、2013年國樂合奏 A組特優第一，2014榮獲國樂合奏、
絲竹樂合奏雙特優的佳績，深獲家長、師生們的喜愛與認同，也為校園增添了幾許藝術氣氛。在各

界教育先進期望引導下，頗獲讚譽，使得國樂團成為高雄市立大仁國中引以為傲的特色。

團隊目標 |
1.培養音樂人才，推展音樂活動，與社區民眾交流
2.高雄市音樂比賽及全國音樂比賽特優

歷年佳績 |
•102 全國音樂比賽南區國中團體 A組國樂合奏 特優

•101 全國音樂比賽南區國中團體 A組國樂合奏 特優

•100 全國音樂比賽南區國中團體 A組國樂合奏 優等

•99 全國音樂比賽南區國中團體 A組國樂合奏 特優

•98 全國音樂比賽南區國中團體 B組國樂合奏 優等

•97 全國音樂比賽南區國中團體 B組國樂合奏 特優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24 25

高雄市立前金國中音樂班
指導老師 /黃正銘 .彭苙榳 .張甫仁 .秦詩威 .游惠雯

團隊介紹 |
前金國中音樂班成立之初，原為社團性質，成員多來自高雄縣市各個小學。民國八十年七月初，承

蒙陳樹城校長及多位家長們不辭勞苦，多方奔走，並在議員及教育局長官全力協助下，促使本音樂

班正式成立。

成班之後有賴全體家長熱心支持，指導老師們悉心調教以及學生們勤奮練習下，得以於歷年高雄縣

市各項音樂比賽暨臺灣區決賽中，獲得國中組最高榮耀，個人賽中亦有傲人的表現，如此佳績都在

在顯示教師們的涵養及學生們學藝的功力。

前金國中音樂班的專屬網頁，http://www.ccjh.kh.edu.tw/music2008/內容有歷屆學生精采的演奏實
況，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管道，讓大眾了解並欣賞精緻的音樂表演。

團隊目標 |
由參與樂團的練習，學生能彼此切磋技藝交流、學習心得以宏揚民族樂藝，提升本市文化水準而努力。

歷年佳績 |
•93、95、97、99、100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榮獲國樂合奏比賽及絲竹室內樂雙料特優
•101年度全國音樂比賽中榮獲國樂合奏比賽特優
•102年度榮獲國樂合奏比賽及絲竹室內樂雙料特優



國樂合奏

26 27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國樂團
指導老師 /張瓊方

團隊介紹 |
介壽國中國樂團重組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首先禮聘校友林怡慧老師擔任國樂團負責老師，結合

二十餘位愛好國樂的學生，重組絲竹樂團，並參加八十八學年度音樂比賽。八十九學年度國樂學生

增加至四十三人，在多位熱心家長積極鼓吹努力下，重組國樂大團組織，並積極成立了家長後援

會，建立完善訓練計畫，至此開啟本團輝煌時期。

團員由七、八年級學生組成，除了每週五社團活動時間的練習外，也利用週六早上時間作為分組

及合奏上的學習。本團連年榮獲臺北市及全國音樂比賽優等或特優成績，更多次獲得最高榮譽「特

優第１名」的殊榮，並獲邀參與各項演出，深獲各界好評。

此外，除多年成功的校園表演經驗，更延續對音樂的熱愛及對社會弱勢團體的關懷，踏出校園，受

邀安排前往各地表演，使社員們在音樂領域能更突破，用以豐富自己的人生。

團隊目標 |
本團主旨為延續學習傳統音樂的興趣，培養社團活動的團隊精神，豐富孩子的多元學習。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特優 第１名 .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 第１名
•101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特優 第１名 .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 第１名
•100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特優 第１名 .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 第１名
•99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第１名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 第１名
•98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第１名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 第２名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26 27

臺北市敦化國中國樂團
指導老師 /梁文賓

團隊介紹 |
敦中國樂團是講究學業與藝術並進的樂團。目前團員人數 68人由在校 7、8年級學生甄選組成，
團員大都是由國小即開始學習相關樂器，對國樂都非常喜愛，分為吹管、彈撥、拉弦、打擊及低

音五組，每週也利用課餘時間練習，平時排練氣氛融洽、歡樂中不失嚴謹，輕鬆裡卻有效率，學

生們皆勇於突破、自我要求、師資群亦有高度熱忱與演奏經驗，後援會裡彼此合作無間相互照應，

學校也支持樂團發展並視為校隊組織。樂團指揮梁老師與學生、分組老師、家長間的溝通無礙，雖

然在音樂及紀律上要求嚴謹但親師生間相處愉快，所有人皆以高度向心力協助樂團成長茁壯。

團隊目標 |
敦中國樂團的孩子們透過傳統藝術文化的學習演練，歷年來屢獲佳績，也經常參加各類公益展演活

動，能有效在學習中增廣見聞，並每年利用暑假做一位文化使者，促進文化交流，彼此學習、開拓

視野，也達成發揮團隊合作，認識與尊重多元化文化並培養正確國際觀的教育為目標。

歷年佳績 |
•97學年度臺北市東區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臺灣區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98學年度臺北市東區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臺灣區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99學年度臺北市東區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臺灣區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100學年度臺北市東區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臺灣區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101學年度臺北市東區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臺灣區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
•102學年度臺北市東區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臺灣區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



國樂合奏

28 29

新竹市三民國中國樂團
指導老師 /劉江濱 .江振豪 .陳慧雅 .吳昌諭

團隊介紹 |
三民國中國樂團成立於 1998年，在校園多元發展，鼓勵學生從事課外活動的前提下開始萌芽，在
歷任校長的大力支持下，國樂團越見成熟，表現更加優異，指揮劉江濱老師自 1999年起任教至今，
運用專業樂團的組訓方式，對學生展開訓練，並以本身對音樂的認真與執著及來帶領學生，培育出

許多熱愛中國傳統音樂的學子。

國樂團以社團方式運作，聘請國內優秀演奏家擔任分組老師，同學練習皆利用每週社團課程及假日

課餘時間，以不影響學校課程為原則，每位同學都抱持著對國樂的熱愛進行練習，實屬難得！

樂團在指揮、學校老師及熱心家長的全心帶領下，近年演出水準不斷提升：除了每年定期舉辦成果

發表會，積極參予海外藝術交流活動，曾獲邀日本「岡山國際音樂祭」演出，2012 年北京「金帆情」
專場演出。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連年獲得佳績，更在 2009、2011以及今年（2013）再度榮獲國
樂合奏、絲竹室內樂雙料特優的成績。

團隊目標 |
樂團成立宗旨在於提供學生於課餘時間，藉由演奏音樂、參與社團活動，舒緩課業壓力，凝聚同儕

情感，進而提升其藝術涵養，讓大家認識中國傳統藝術之美，完成將藝術往下紮根的理想。

歷年佳績 |
•101學年度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中團體 B組  國樂合奏特優
•99學年度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中團體 B組  國樂合奏特優
•97學年度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中團體 B組  國樂合奏特優
•96學年度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中團體 B組  國樂合奏優等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28 29

金門縣立金城國中
國中團體 B組特優



國樂合奏

30 31

宜蘭縣立國華國中
國中團體 B組特優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30 31

新北市碧華國中國樂團
指導老師 /陳俊憲

團隊介紹 |
碧華國中國樂團成立於民國 83年，在校長徐淑敏 ,主任黃何歲及課外活動組趙慧君及邱敬雯老師
大力倡導之下，並承蒙各級長官的支持、各界人士的鼓勵和各界音樂界先進熱忱指導，以及家長後

援會會長蔡瑞東的強力支援，碧華國中國樂團成績斐然。

團隊目標 |
未來，在多元發展的浪潮下，我們自許能培養學生獨當一面的演出能力，呼應教育部推一校一藝

團‧一人一樂器的既定目標，也衷心期盼小學國樂團辛勤培育的音樂種子，在進入碧華國樂的大

家庭當中，仍能不斷成長、精益求精。

歷年佳績 |
•101學年度 2012 新北市 101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  國樂合奏   國中團體 B組 優等第一
•101學年度 2013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絲竹室內樂  國中團體 B組 優等
•101學年度 2013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國樂合奏   國中團體 B組 特優第三
•101學年度 2013               應花蓮花崗國中邀請赴花蓮交流演出
•102學年度 2013 新北市 101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  國樂合奏   國中團體 B組特優等第一
•102學年度 2013                 應中華淨因學會邀請參加慈善演出
•102學年度 2014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絲竹室內樂  國中團體 B組 優等
•102學年度 2014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國樂合奏   國中團體 B組 特優
•102學年度 2014              應新加坡林景中學邀請赴新加坡交流演出



國樂合奏

32 33

臺中市立立人國民中學
指導老師 /邱藏鋒

團隊介紹 |
為達成十二年國教適性揚才目標，並提供學區內具國樂專長國小畢業學生延續學習機會，立人國中

於民國一○○年六月成立了『立中雅樂』。成立國樂社迄今三年，無論是在全市的音樂比賽或是全

國賽，都交出亮麗的成績單。在學校行政團隊、邱藏鋒教學團隊以及家長後援會的共同努力下，『立

中雅樂』已成為立人國中與臺中市教育界的特色，也成為社區內的優質團隊，期許未來更創佳績。

團隊目標 |
1.提供學子們一個陶冶性靈的環境。
2.透過學習國樂樂器，培養學生聆聽、欣賞傳統國樂的興趣。
3.經由表演與各項比賽，培養培養對員們的自信心，並凝聚團隊演奏默契和向心力。
4.藉由比賽佳績爭取更多演出機會與舞臺，永續耕耘『立中雅樂』

歷年佳績 |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臺中市初賽，榮獲國中 B組國樂合奏優等成績。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全國決賽，榮獲國中 B組國樂合奏優等成績。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臺中市初賽，榮獲國中 B組國樂合奏優等成績。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全國決賽，榮獲國中 B組國樂合奏特優成績。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32 33

臺中市光明國中韶樂國樂團
指導老師 /方國龍

團隊介紹 |
光明韶樂國樂團成立於民國 91年 7月，『韶樂』即美好之樂。成立近 12年的時間，『光明韶樂』
的發展由青澀轉趨成熟，目前團員已超過百人，不僅在校內重要活動與場合中擔任表演，也經常受

邀至社區、文化局、市政府的大型活動中演出，並曾於民國 94年至總統府前表演。而每年臺中市
及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更是讓學生展現努力練習的成果，屢創佳績！

團隊目標 |
光明韶樂國樂團以校園常態性社團方式，鼓勵中學生投入民族樂器的認識與學習，習得演奏及合奏

技巧。並以正式展演形式，激勵學生表現習藝成果，以收傳統器樂演奏技藝長期傳承之效，擴大民

族樂曲流傳推廣之可能。以音樂會形式，透過多類型樂曲演奏，將傳統民族樂曲之美介紹給市民大

眾，透過樂曲聆賞，提升學童及市民音樂藝術涵養，深化民眾文化素質，推廣國樂之美。

歷年佳績 |
•92學年度 -99學年度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與絲竹室內樂合奏皆獲優等以上佳績
•100學年度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優等、絲竹室內樂合奏優等、打擊樂合奏特優
•101學年度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優等、絲竹室內樂合奏優等、打擊樂合奏優等
•102學年度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特優、絲竹室內樂合奏與打擊樂合奏優等



國樂合奏

34 35

臺南市歸仁國中國樂團
指導老師 /劉文祥

團隊介紹 |
歸仁國中國樂團於民國 91年 9月（91學年）正式成立，為原臺南縣傳統藝術教育開啟一個新的紀
元，在全校師生及地方單位、家長多年來的致力經營，現已達百人規模之樂團，為重要學校特色。

每年招收具有國樂專長或音樂才藝的同學，授於專業的國樂訓練，國樂團平時擔任校內外的各項慶

典活動展演，定期於文化中心辦理成果發表會，於臺南縣市音樂比賽、全國南區音樂比賽成果豐

碩，屢獲佳績。

團隊目標 |
一、發掘國樂藝術才能學生，奠定國樂發展人才之基礎。

二、營造優質多元藝術學習環境，提昇學生的藝術才能。

三、增進學生藝術鑑賞能力，涵養美感情操。

四、傳承國樂文化，發展學校特色，營造優質校園。

歷年佳績 |
•95學年度全國南區音樂比賽榮獲國中團體 B組（南區）國樂合奏及室內絲竹樂第一名。
•96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榮獲組國中團體 B組（南區）國樂合奏第一名及室內絲竹樂第二名。
•97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榮獲組國中團體 B組（南區）國樂合奏特優第二、室內絲竹樂第二名。
•98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榮獲國中團體 B組（南區）國樂合奏第一名、室內絲竹樂第一名。
•99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榮獲國中團體 B組（南區）國樂合奏及室內絲竹樂第一名。
•100~102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榮獲國中團體 B組（南區）國樂合奏特優第一名。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34 35

桃園縣南崁高中音樂班國樂團
指導老師 /黃光佑

團隊介紹 |
南崁高中為全國唯一縣立高中辦理音樂班之學校，自民國 93年起成立絲竹室內樂，旋即獲得優等
佳績，至今年已連續 8年榮獲全國音樂比賽優等佳績，98學年度開始擴大組隊參賽國樂合奏，101
年起更上層樓，榮獲全國賽特優全國最高分第一名的佳績，尤其近年聘請臺灣青年指揮家中華國

樂團指揮黃光佑老師指導本校國樂團，結合國樂的傳統細膩沉穩及現代的創新元素，使本校國樂

團演出水準大幅提升。南崁高中國樂團擔任南崁高中及桃園縣文化音樂大使不遺餘力，如今年 (民
國 103年 )2月應達拉斯與休士頓僑界邀約，赴美南為桃園縣與達拉斯交換學生募款音樂會演出，
博得滿堂彩。期盼中華傳統音樂文化的種子能在此向下扎根，更能向上蓬勃發展。

團隊目標 |
1.培養優秀中華傳統音樂人才
2.培養優秀人才進入優質大學繼續學習中華傳統音樂
3.成為地方藝術尖兵，使中華傳統音樂能廣受校園及社區民眾之喜愛。

歷年佳績 |
•100-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團體組高中職 A組國樂合奏特優
• 98-99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團體組高中職 A組國樂合奏優等



國樂合奏

36 37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指導老師 /羅啟瑞

團隊介紹 |
高雄市立新莊高中音樂班於民國 84年成立，注重學生全方位的發展，學生除了音樂術科技藝精湛
之外，在學、術科方面都有卓越不凡的成績。設有管弦樂團與國樂團，國樂團現由羅啟瑞老師指導，

有 51名團員，演奏水準佳，每年定期舉辦音樂會，亦常受邀於校園與社區慶典活動表演，推出多
元化的演出曲目，以推廣國樂為核心方向，使團員與觀眾能接觸與欣賞民族音樂之美，贏得各界肯

定與讚賞。透過定期表演、小型演出，展現團隊精神以及認真投入的態度，提升團員的音樂內涵及

舞臺經驗，期望能因為我們的音樂呈現讓更多人認識高雄市立新莊高中。

創校以來年年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絲竹室內樂項目，年年榮獲優等獎項，101與 102學年度更榮
獲特優等獎項。今年是本校第二次獲得國樂合奏項目比賽特優等第一名，實力之堅強，大家有目共

睹。如此優異的成績是學生進步的動力，期盼未來樂團能繼續蓬勃發展、邁向高峰。

團隊目標 |
1.培養學生對國樂之興趣與認識，營造優質學習環境，提昇學生的藝術才能。
2.演出傳統曲目之外，能接觸國樂現代曲目並嘗試多元創意的表演方式。
3.抱持對藝術的熱情，傳送美好動聽的音樂。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 全國絲竹室內樂合奏特優等 .全國國樂合奏特優等第一名
•101學年度 全國絲竹室內樂合奏特優等 .全國國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100學年度 全國絲竹室內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全國國樂合奏特優等第一名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36 37

宜蘭縣國立宜蘭高商國樂社
指導老師 /黃奎翰 .陳盈如 .陳佳郁

團隊介紹 |
國立宜蘭高商國樂社成立於民國 72年，歷年代表本縣參加臺灣區音樂比賽皆獲優等。自成立以來，
便擔任宜蘭縣孔廟、岳飛廟等全縣文武祭之典禮音樂演奏。由於演出水準廣受肯定，民間社團年會

以及縣內重要慶典活動也都少不了本社的演出。本校國樂社擁有全臺僅三套的歷史重型古樂器【仿

曾侯乙編鐘、編磬】，充分展現了眾樂之王、古戰國之聲的迷人風采。82年更獲省教育廳指定，
辦理「臺灣省校園藝術季活動」以「笙歌漫妙古鐘情」為主題，發表【戰國曾侯乙編鐘】音樂會。

八十四年十月八日獲文建會之邀參加「音樂、中秋、潤八月」之戶外音樂會演出，並蒙總統召見。

102年 6月受邀遠赴捷克參加國際民俗藝術節，並進行巡迴訪演與國際交流。本社歷年輔導升學音
樂科系之校友，為數甚多，在縣內各高中職校居於領先之地位。近年參加學生音樂比賽屢創佳績，

今年更蟬聯國樂合奏高中職團體 B組特優，同時一舉拿下國樂合奏、絲竹樂合奏及打擊合奏皆特
優的好成績。

團隊目標 |
1.國樂合奏、絲竹合奏、打擊合奏繼續蟬聯全國特優第一。
2.希望今年七月有機會赴大陸西安進行國樂交流活動。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 宜蘭縣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102學年度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決賽國樂合奏（特優第一名）



國樂合奏

38 39

臺中市臺中一中天籟國樂社
指導老師 /張毅宏

團隊介紹 |
臺中一中天籟國樂社成立迄今四十二年，有悠長的歷史。團員由校內熱愛國樂之學生組成，有完整

自治組織，是個兼具社團與樂團性質的音樂性社團。目前由張毅宏老師與黃一成教官擔任指導老

師，年年在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優秀成績，為校爭光。近兩年更連續拿下國樂合奏與絲竹室內樂

雙特優之佳績，是一個能演能玩的學生國樂團。

團隊目標 |
臺中一中天籟國樂社以推廣國樂與發揚中華音樂之美為目標。每年八月於社團聯展表演，帶領一中

新生認識國樂，一同踏入國樂領域，並於暑假定期舉辦成果發表，廣邀各界同好一起欣賞與切磋，

以期能有更多社會大眾了解並接觸優美國粹。

歷年佳績 |
•99學年度  國樂合奏 -高中職團體 B組  優等
•100學年度  國樂合奏 -高中職團體 B組  優等
•101學年度  國樂合奏 -高中職團體 B組  特優
•102學年度  國樂合奏 -高中職團體 B組  特優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38 39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樂社
指導老師 /馬銘輝

團隊介紹 |
樂團成立於 2002, 由校內專任音樂教師馬銘輝博士所創團 , 在校方及家長支持之下 , 已成為學校特
色樂團之一 , 在音樂比賽中不論團體賽和獨奏均有不錯的表現。

團隊目標 |
提供學習音樂的環境 , 並建立美感能力和團體合作的精神。

歷年佳績 |
•102 學年度臺中市音樂比賽 高中職團體 B組國樂合奏 第一名
•102 學年度臺中市音樂比賽 國中團體 B組絲竹室內樂 第一名
•102 學年度臺中市音樂比賽 高中職團體 B組絲竹室內樂 第二名
•102 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 高中職團體 B組國樂合奏 特優
•102 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 國中團體 B組絲竹室內樂 特優
•102 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 高中職團體 B組絲竹室內樂 優等



國樂合奏

40 41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戲曲音樂學系
指導老師 /黃光佑

團隊介紹 |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戲曲音樂學系是國內唯一培養戲曲音樂人才的大專院校，以培養繼承與創新傳戲

曲音樂人才演出人才為宗旨，採一貫制戲曲專業技藝訓練為導向。

戲曲音樂是戲曲演出幕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戲曲演奏人才在本系一貫制教育的養成下，培養出

許多優秀的戲曲文武場及劇樂相關演奏人才，舉凡京劇、歌仔戲、客家戲、南管、北管、崑曲等，

涵蓋各種傳統戲劇藝術。依據目前統計，臺灣傳統戲曲文武場之演奏樂師中，本系畢業生已有近

90%之佔有率，這證明科班的戲曲音樂演奏家，注入傳統戲曲劇團的必然性趨勢，對本系的教學
目標與發展方向最大之鼓勵。

戲曲音樂學系為戲曲學院演出最頻繁的系所，每年演出至少 150場，更在 99、100、101學年度連
續三年榮獲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大專團體 A組特優第一名。在 102彰化當代國樂節「梨園
覽勝」專場音樂會演出亮眼；101、102、103學年榮獲全國大專創意宋江陣第一名。2013、2014
臺北市全國客家日「天穿日」大型北管吹鼓樂開幕，百人吹打樂震撼全場，除擔任國內各大型典禮

活動演出外，更積極將戲曲音樂推廣至國際，近三年來參與義大利、捷克、匈牙利、葡萄牙藝術節

活動，並結合京劇、客家戲及歌仔戲演員組團赴東南亞、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等國家參與戲曲藝

術活動，目前本系除了積極達成既定之教育目標外，更致力於開發「戲曲音樂雲」之戲曲雲端教育

資源分享計畫，藉由現代資訊科技，以錄音取樣、動畫設計、伴唱錄音製作，建構藝術人文戲曲音

樂教材、2D、3D互動式影音教材，在雲端網路共享，本系多年來積極投入國際交流演出、藝術下
鄉深耕計畫及戲曲推廣教育、安養敬老、社區服務等演出活動，讓戲曲音樂教育更多元，讓影響層

面更普及，使傳統戲曲藝術得以保存與發揚。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40 41

國立臺灣大學薰風國樂團
指導老師 /沈  冬

團隊介紹 |
「臺大薰風國樂團」的前身為國立臺灣大學「薰風國樂社」，成立於 1952年 3月 26日，至今已
屆六十一週年，由臺大菁英共同發起成立，經過六十年的發展，薰風國樂社已由十餘人的小聚會成

長為超過百人的團體，體制也由菁英式的小樂隊擴張為六十人的樂團、更兼備教學與進修之功能。

本團目前有近二百名團員，遍布本校各院系。樂團組織下設有樂隊、中級班、教學部。其中樂隊團

員約有六十人，已有一定的規模。

2000年 8月，由熱愛華人音樂的校友發起、並結合在校生的協助，向臺北市文化局提出立案演藝
團體之申請，至此，「臺大薰風國樂團」正式地成為一個為臺北市民服務的藝文團體。

團隊目標 |
臺大薰風國樂團一方面積極對外演出，另一方面則於校內外推廣民族音樂，並提供教學課程予有志

學習國樂的學生及校外人士。本團以傳承發揚國樂為精神基礎，在青年有理想有活力的積極參與

下，努力成為學生業餘指標性樂團。

歷年佳績 |
•2010  冬                特優第一
•2011  沙迪爾傳奇        特優第一
•2012  太行印象          特優第一
•2013  樂隊組曲Ⅱ        特優第一
•2014  春樹暮雲幻想曲    特優第一



國樂合奏

42 43

國立政治大學華夏國樂社
指導老師 /周聖文

團隊介紹 |
華夏國樂社成立於 1961年 ,熱愛國樂的學生每周固定聚在一起練習各式各樣的國樂器 ,社團核心目
標 --希望能讓大眾認識國樂並進而喜愛 ,在學校內外 ,舉辦了大大小小的活動使這目標達成 . 經過
歷任社長 ,學生指揮以及指導老師的努力 ,在音樂比賽中屢獲佳績 ,也常受邀於校內外演出 ,深受好
評 .除了每周的固定團練外 ,亦會於每個學期舉行小型音樂會、寒暑訓、慈善義演、期末公演等。

團隊目標 |
宗旨及展望

1.運用學校資源提供社員學習、切磋討論音樂的環境
2.透過音樂交流或其他活動增進社員感情
3.推廣國樂到校園各個角落

歷年佳績 |
•101學年度兆如安養院慈善演出
•101學年度臺北市立國樂團策劃《就愛國樂》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組優勝國樂社團於臺北市中山堂演出
•102 學年度時空旅程 -國樂之夜 (TCO2013校園巡迴音樂會 )
•102 學年度上學期期末公演 -山林樂章
•102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大專 B組絲竹室內樂合奏 -絲竹樂優等第一名
•102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大專 B組國樂合奏特優第二名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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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皇家闇黑國樂社
指導老師 /湯景麟

團隊介紹 |
中國醫藥大學皇家闇黑國樂社至今第 47屆，由中國醫藥大學學生組成，社內有已學習樂器十餘年
的社員，亦有入社才初學的社員，一同參予校內外各項國樂固定活動，直至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團隊目標 |
我們相信『國樂』不只有傳統的柔美，她更有創新的律動，我們想讓這份音樂的感動，無限延續，

基於同樣的理念，熱情將無限延長，本社就是在這一份真摯感情下，不斷往前邁進與茁壯！

歷年佳績 |
•99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區大專 B組國樂合奏 優等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區大專 B組國樂合奏 特優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區大專 B組國樂合奏 特優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區大專 B組國樂合奏 特優



國樂合奏

44 45

中山醫學大學
指導老師 /陳志豪

團隊介紹 |
中山醫學大學雅頌國樂社是由一群對國樂充滿熱情的醫學大學學生所組成的樂團。在校培育醫學人

文素養，同時也以音樂陶冶情操，追求藝術上的細膩。近年來，中山醫學大學雅頌國樂社在全國學

生音樂比賽上都得到優等，甚至特優的好成績，是對樂團素質的肯定。

團隊目標 |
不斷地提升樂團水準，帶動校內音樂氣息 ,將國樂的精髓不斷流傳。

歷年佳績 |
•102學年度 國樂合奏 大專團體 B組 特優
•102學年度 絲竹室內樂 大專團體 B組 特優
•101學年度 國樂合奏 大專團體 B組 優等
•101學年度 絲竹室內樂 大專團體 B組 優等
•100學年度 國樂合奏 大專團體 B組 優等
•100學年度 絲竹室內樂 大專團體 B組 優等



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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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國樂研究社
指導老師 /張益誠

團隊介紹 |
本校國樂社正式成立於民國四十一年 (1952)，至今已歲過一甲子。除了樂團外，尚分吹管、拉弦、
彈撥、打擊、低音五組，及一古箏班，另有實驗團供初、中級學員學習合奏。自從 1973年首獲全
國音樂比賽冠軍後，已蟬聯三十餘次的比賽優等，並曾榮膺教育部核為「優良表演藝術團體」。

除了每年的比賽、期初迎新表演、期末大型公演及各組發表會等，亦常受邀到校外各種不同場合演

出，頗受各方好評；每年更有由即將畢業社員擔綱主奏演出的畢業演奏會，位這一學年畫下完美的

休止符；到了暑假，還有精彩的暑期活動 -巡迴、下鄉、暑期生活營等類型之活動，以推廣國樂文
化，並增進社員間情誼。

團隊目標 |
藉由國樂的薰陶及參與樂團演出而凝聚社員向心力，並本著所學發揚國樂文化，讓更多人認識國

樂。

歷年佳績 |
•9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大專 B組優等第一名
•98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大專 B組優等第一名
•99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大專 B組特優第一名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大專 B組特優第一名
•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大專 B組特優第一名
•10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大專 B組特優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