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合時間 出場序 姓名 自選曲目 作曲家/編曲家

1 陳○卲 第三號小提琴小奏鳴曲，第二樂章 韓德爾

2 廖○淇 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 孟德爾頌

3 汪○悦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5，第一樂章 柴可夫斯基

4 張○晴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5，第三樂章 柴可夫斯基

5 黃○玄 g 小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 布魯赫  

6 萬○尹 圓舞曲形式的隨想曲，作品52，第六號 易沙意

7 歐○岑 塔朗泰拉詼諧曲 維尼奧夫斯基

8 温○ 「上帝保佑女王」主題變奏曲，作品9 帕格尼尼

9 熊○程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5，第一樂章 柴可夫斯基

10 江○叡 原創主題變奏曲，作品15 維尼奧夫斯基

11 陳○萱 g 小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 布魯赫

12 蔡○奐 西班牙舞曲 法雅

13 趙○宇 第七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 白里奧

14 李○蓁 第一號華麗的波蘭舞曲，作品 4 維尼奧夫斯基

15 卓○廷 西班牙交響曲，第一樂章 拉羅

16 劉○葳 塔朗泰拉詼諧曲 維尼奧夫斯基

17 張○筑 g 小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 布魯赫

18 黃○睿 a 小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 J.S. 巴哈

19 黃○恩 c 小調詼諧曲 布拉姆斯

20 林○汮 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 孟德爾頌

21 鍾○穎 第二號西班牙舞曲，作品22 薩拉沙泰

22 趙○慈 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 孟德爾頌

23 江○宇 Polish Dance Edmund Severn

24 劉○祐 小提琴協奏曲，作品61，第一樂章 聖桑

25 謝○妤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5，第三樂章 柴可夫斯基

第一場

Vn-11 國小高年級組

【專業組】8月2日

08:50

組別

場次

09:30

10:30

報到時間 08:30開始



 集合時間 出場序 姓名 自選曲目 作曲家/編曲家

1 林○恩 第五號學生協奏曲，第一樂章 賽斯

2 陳○伊 g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26 ，第三樂章 布魯赫

3 林○翰 第五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 賽滋

4 陳○翰 西班牙交響曲，第一樂章 拉羅

5 羅○荃 a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 韋瓦第

6 汪○仁 夏康舞曲 韋他利

7 趙○恩 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 布魯赫

8 許○弘 Polish Dance Edmund Severn

9 李○婕 C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 卡巴列夫斯基

10 張○喬 The Boy Paganini Edward Mollenhauer

11 林○佑 流浪者之歌 薩拉沙泰

12 曾○翰 Polish Dance(波蘭舞曲) Edmund Severn

13 王○羽 查爾達斯 蒙蒂

14 陳○漢 芭蕾情景，作品100 白里奧

15 謝○倩 鐘 帕格尼尼

16 邱○賦 g 小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26 ，第一樂章 布魯赫

17 陳○絜 g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26，第三樂章 布魯赫

18 李○繼 g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 韋瓦第

19 楊○捷 查爾達斯 蒙蒂

20 謝○晏 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 維尼奧夫斯基

13:15

13:45

14:35

Vn-10 國小中年級組

第二場

報到時間 12:30開始

組別

場次

【專業組】8月2日



 集合時間 出場序 姓名 自選曲目 作曲家/編曲家

1 周○龍 b 小調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61，第三樂章 聖桑

2 林○可 a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53，第三樂章 德佛札克 

3 林○榆 b 小調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61，第一樂章 聖桑

4 陳○丞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5，第一樂章 柴可夫斯基

5 陳○蓁 g 小調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63，第一樂章 普羅高菲夫

6 曾○鈞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5，第一樂章 柴可夫斯基

【專業組】8月2日

15:45

組別

場次
第三場

報到時間 15:30開始

Vn-14 大專組



 集合時間 出場序 姓名 自選曲目 作曲家/編曲家

1 許○淳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5，第一樂章 柴可夫斯基

2 鄧○昀 宣敘調與詼諧隨想曲，作品6 克萊斯勒

3 沈○育 第四號小提琴協奏曲，第四樂章 魏歐當

4 王○媛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5，第三樂章 柴可夫斯基

5 楊○典 a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 德弗札克

6 邱○恩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5，第一樂章 柴可夫斯基

7 李○嘉 第三號協奏曲，作品 K. 216，第一樂章 莫札特

8 黃○翔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5，第三樂章 柴可夫斯基

9 湯○庭 小提琴第一號協奏曲，第三樂章 布魯赫

10 謝○芯 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 羅饒·米克羅斯

11 鍾○ 流浪者之歌 薩拉沙泰

12 鐘○瑜 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22，第三樂章 維尼奧夫斯基

13 許○一 哈瓦那斯舞曲，作品83 聖桑

14 黃○紜 g 小調夏康舞曲 韋塔利

15 李○臻 吉普賽舞曲 拉威爾

16 李○毅 d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47， 第一樂章 西貝流士

17 林○凱 b 小調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61，第三樂章 聖桑

18 蔡○安 夏康舞曲 韋塔利 

19 洪○題 d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 ，作品47， 第三樂章 西貝流士

20 賴○哲 卡門幻想曲 瓦克斯曼

21 張○琛 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 布魯赫

第四場

報到時間 08:30開始

08:50

【專業組】8月3日

組別

場次

Vn-12 國中組

09:30

10:30



 集合時間 出場序 姓名 自選曲目 作曲家/編曲家

1 朱○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5，第一樂章 柴可夫斯基

2 孟○媗 升f 小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14，第一樂章 維尼奧夫斯基

3 沈○維 a 小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77，第四樂章 蕭士塔高維契

4 張○ d 小調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22，第一樂章 維尼奧夫斯基

5 鄺○伃 鐘 克萊斯勒

6 曾○星 d 小調第四號小提琴協奏曲，第四樂章 魏歐當

7 何○安 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 柯努斯

8 王○棣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 布拉姆斯

9 楊○洳 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 孟德爾頌

10 盧○宇 d 小調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22，第一樂章 維尼奧夫斯基

11 陳○均 d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47，第一樂章 西貝流士

12 邱○帆 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 帕格尼尼

13 謝○肇 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5，第一樂章 柴可夫斯基

14 王○妤 d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47，第三樂章 西貝流士

組別

場次

14:10

13:15

【專業組】8月3日

Vn-13 高中組

第五場

報到時間 12:30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