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時程 行程 組別 時程 行程
8:30 ~ 8:50 報到 8:30 ~ 8:50 報到

1 關至皓 17 劉融融
2 葉柏廷 18 哈蒂安
3 張家榛 19 洪子涵
4 顏    妍 20 黃于倢
5 鄧粢岑 21 林芮安

22 簡睿玟
09:20 ~ 09:50 報到 序號 姓名 23 邱煒淇

1 曾郁心 24 陳苡樂
2 李倖安 25 蕭韵蓉
3 宋崇杰 26 林敬芸
4 鄭丞言 27 林思妤
5 林穎函 28 葉遙香
6 楊書妍
7 柯佳恩 10:40 ~ 11:00 報到 序號 姓名

8 王昱雅 1 青溪國小直笛團二重奏
(李季蓉、張銥秦)

9 吳依庭 2 新港國小二重奏
(楊茹喬、江瑜芸)

10 徐靖捷 3 青溪國小直笛團二重奏
(黃亭熏、羅勻均)

11 黃寀庭 4 台北市葫蘆國小
(陳悅希、連品絜)

12 許子涵

組別 時程 行程 午餐 12:00~13:00
13:00 ~ 13:20 報到 組別 時程 行程

13 吳雨蓁 13:00 ~ 13:20 報到

14 哈而特 5 嘉義縣新港國小四重奏
(鄭懿珊、莊宜潔、李涵楨、陳叡

15 石淳德 6 桃園市光明國中四重奏
(黃佳靜、蕭雅淇、葉玿岑、廖在

16 麥佳威 7 台北市敦化國小二重奏
(麥佳威、鄭丞言)

17 王咏禧 8 嘉義縣新港國中四重奏
(林品沂、黃映綺、李秉蓁、黃姿

18 吳雨珊 9 葫蘆國小直笛二重奏
(張秉鈺、翁憶涵)

10 嘉義縣新港國小三重奏
(詹云馨、詹惟閔、郭子宸)

14:10 ~ 14:30 報到 序號 姓名
1 黃湘淇 1 陳怡如、林鈺凱、蘇純霈

2 鄭語昕 2 Quartet ad Libitum
(陳宴慈、黃鈺軒、曾  禾、葉柏廷)

3 張沅莃 3 Lumos Duet
(陳楷勛、施孋芸)

4 林芝辰 4 青春練手
(詹博揚、賴仲賦)

5 蘇新惟 5 新北市愛樂木笛二重奏
(顏  妍、張家榛)

6 徐嘉祈
7 錢冠廷 15:00 ~ 15:20 報到 序號 姓名
8 康家華 1 新北市光華國小
9 黃錫恩 2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小直笛團

10 王祉云 3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國小直笛團
4 新竹縣興隆國小直笛團

15:40 ~ 16:00 報到 序號 姓名 1 新港青少年合奏團
11 黃幼臣 2 新北愛樂木笛合奏團
12 詹詒媜
13 楊沛禎
14 黎承樺
15 陳妘晴
16 紀宇馨

頒獎典禮 17:40 ~ 18:10

國小組獨奏 →國中小重奏組→社會青年重奏組
→國小組合奏→社會青年組合奏

頒獎典禮 17: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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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30分鐘

休息10分鐘

休息10分鐘

國中小重
奏組A

國小組合
奏

11:10 ~ 12:00
(每組約8~10分鐘)

賽程

15:30 ~ 16:30
(每組約15分鐘)

賽程

5 新生直笛四重奏
(蘇芝妤、蔣妤禎、王承雲、李倖

社會青年
組合奏

16:30 ~ 17:00
(每組約15分鐘)

賽程

休息10分鐘

序號 姓名

序號 姓名

國小組C
獨奏

國中小重
奏組B

09:00 ~11:00
(每組約8~10分鐘)

賽程

13:30 ~ 14:30
(每組約8~10分鐘)

賽程

休息10分鐘

社會青年
重奏組

14:40 ~ 15:20
(每組約8~10分鐘)

賽程

序號 姓名

序號 姓名

休息30分鐘

社會青年組&國中組

國小組B
獨奏 16:10 ~ 17:10

(每組約8~10分鐘)
賽程

午餐時間 12:00 ~ 13:00

賽程13:30 ~ 14:30
(每組約10分鐘)

國中組B
獨奏

09:00 ~ 09:50
(每組約8~10分鐘)

賽程
社會青年

組獨奏

國中組A
獨奏 10:00 ~ 12:00

(每組約8~10分鐘)
賽程

休息10分鐘

國小組A
獨奏 14:40 ~ 16:00

(每組約8~10分鐘)
賽程

休息10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