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班級 座號 姓　名 組　別 項　　目 獲獎名次

1 高三音 7 楊珺雅 高中職(A) 鋼琴 優等第一名

2 高一音 14 黃崇維 高中職(A) 鋼琴 優等第二名

3 高三音 14 黃敬堯 高中職(A) 鋼琴 優等第三名

4 高一音 10 黃心怡 高中職(A) 鋼琴 優等第四名

5 高三音 17 高琦硯 高中職(A) 鋼琴 優等第五名

6 高一音 9 曾鈺琇 高中職(A) 鋼琴 優等第六名

7 高二音 9 黃津旻 高中職(A) 鋼琴 成績優異

8 高二音 1 丁柔云 高中職(A) 鋼琴 成績優異

9 高一家 5 吳玓璇 高中職(B) 鋼琴 優等第一名

10 高二齊 14 林予晴 高中職(B) 鋼琴 優等第二名

11 高一修 30 陳婕昀 高中職(B) 鋼琴 優等第三名

12 高二修 32 黃曦磊 高中職(B) 鋼琴 甲等第四名

13 高三音 17 高琦硯 高中職(A) 小提琴 特優第一名

14 高一音 14 黃崇維 高中職(A) 小提琴 優等第三名

15 高二音 10 賴宜柔 高中職(A) 小提琴 優等第四名

16 高一音 6 許靖筠 高中職(A) 小提琴 成績優異

17 高三意 9 林宗德 高中職(B) 小提琴 特優第一名

18 高一修 30 陳婕昀 高中職(B) 小提琴 優等第二名

19 高三正 47 劉泰儀 高中職(B) 小提琴 成績優異

20 高二家 47 廖妤云 高中職(B) 小提琴 成績優異

21 高二正 13 林承宥 高中職(B) 小提琴 成績優異

22 高三音 1 顏于婷 高中職(A) 中提琴 優等第一名

23 高一齊 16 林紀如 高中職(A) 中提琴 優等第二名

24 高三音 12 陳廷甄 高中職(A) 大提琴 優等第二名

25 高三意 22 郭品辰 高中職(A) 大提琴 成績優異

29 高一修 29 陳祇妤 高中職(B) 低音提琴 優等第一名

26 高二音 8 蕭又甄 高中職(A) 聲樂獨唱女高音組 優等第二名

27 高一齊 24 鍾伃晴 高中職(B) 笛 優等第一名

28 高一家 5 吳玓璇 高中職(B) 笛 成績優異

1 國一音甲 6 葉昱呈 國中組(A) 鋼琴 特優第一名

2 國三音乙 8 林家妤 國中組(A) 鋼琴 優等第五名

3 國二音乙 13 余欣霓 國中組(A) 鋼琴 優等第六名

4 國一音甲 15 林東橋 國中組(A) 鋼琴 成績優異

5 國二音乙 1 尤婉瑜 國中組(A) 鋼琴 成績優異

6 國三音甲 22 曾鼎鈞 國中組(A) 鋼琴 成績優異

7 國三音乙 6 林羿安 國中組(A) 鋼琴 成績優異

8 國三音乙 10 林儀柔 國中組(A) 鋼琴 入圍

106學年度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參加雲林縣音樂比賽個人組獲獎名單



編號 班級 座號 姓　名 組　別 項　　目 獲獎名次

106學年度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參加雲林縣音樂比賽個人組獲獎名單

9 國三音乙 11 陳毓柔 國中組(A) 鋼琴 入圍

10 國一音乙 6 黃毓珊 國中組(A) 鋼琴 入圍

11 國二音甲 15 許傑凱 國中組(A) 鋼琴 入圍

12 國二音乙 4 林愛萍 國中組(A) 鋼琴 入圍

13 國二心 9 蘇柏豪 國中組(B) 鋼琴 優等第一名

14 國二誠 11 李柏亞 國中組(B) 鋼琴 成績優異

15 國一心 30 陳泰一 國中組(B) 鋼琴 成績優異

16 國三修 27 蘇柏叡 國中組(B) 鋼琴 成績優異

17 國一音甲 3 林紀叡 國中組(A) 小提琴 優等第一名

18 國三音乙 5 林芳靜 國中組(A) 小提琴 優等第三名

19 國二音乙 6 郭依庭 國中組(A) 小提琴 優等第四名

20 國二音乙 9 劉心喬 國中組(A) 小提琴 優等第五名

21 國一音乙 13 余家郁 國中組(A) 小提琴 成績優異

22 國三音乙 9 林曼青 國中組(A) 小提琴 成績優異

23 國三音乙 13 葉佳宜 國中組(A) 中提琴 優等第一名

24 國二音乙 3 林凱莉 國中組(A) 大提琴 優等第三名

25 國二音乙 11 龔奕瑄 國中組(A) 大提琴 甲等第四名

26 國三音乙 4 李佳恩 國中組(A) 大提琴 甲等第五名

27 國三音乙 19 方映璇 國中組(A) 低音提琴 優等第一名

28 國一音乙 3 洪翊茹 國中組(A) 長笛 優等第一名

29 國二音乙 2 林家萱 國中組(A) 長笛 甲等第四名

30 國一音乙 19 林詠淇 國中組(A) 單簧管 優等第一名

31 國三音乙 26 范秀瑀 國中組(A) 小號 優等第一名

32 國二音甲 1 陳立詠 國中組(A) 長號 優等第一名

33 國三音甲 21 曾翊家 國中組(A) 薩克斯風 優等第一名

34 國三音乙 14 戴廷伃 國中組(A) 木琴 優等第一名

35 國三音甲 3 鍾駿霖 國中組(A) 木琴 優等第二名

36 國二音甲 2 林晉丞 國中組(A) 木琴 優等第三名

37 國三音乙 12 程靖惠 國中組(A) 木琴 成績優異

38 國二音甲 4 呂亮緯 國中組(A) 笛 優等第二名

39 國二音乙 16 李妍瑾 國中組(A) 笛 成績優異

40 國三心 47 蔡奉安 國中組(B) 笛 優等第四名

41 國一音乙 20 邱裕含 國中組(A) 簫 優等第一名

42 國三音乙 15 蕭暄霓 國中組(A) 揚琴 優等第三名

43 國一齊 1 余姵蓁 國中組(B) 箏 成績優異

44 國三國 16 張宇柔 國中組(B) 樂曲創作與歌曲創作 優等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