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第二届器乐大赛—独奏组名单 

序 学号 姓名 班级 组别 乐器 决赛 
伴奏

人数 

伴奏 

姓名 

 

学号 

 

班级 

1 15279 孙华维 初三忠 拉弦 小提琴 Concerto in A Minor Op.3,No.6,1st Mvt. 1 陈瀚霖 13914 高三仁 

2 16319 林鼎昌 初二平 拉弦 二胡 翻身歌 1 苏星洁 13268 高二理 1 

3 12240 刘威祥 高一义 拉弦 二胡 查尔达斯 1 刘嘉仪 12090 高三理 

4 13288 陈素恩 高二理 1  拉弦 二胡 烛影摇红 0 --- --- --- 

5 12287 林锋吉 高三仁 拉弦 小提琴 千本樱 1 陈瀚霖 13914 高三仁 

6 13312 侯宇励 高二信 拉弦 二胡 赛马 1 张安璇 16044 初二孝 

7 13338 苏芯茹 高二理 1  拉弦 大提琴 大海啊，故乡 0 --- --- --- 

8 12204 刘耀友 高二忠 拉弦 小提琴 Love Me like you do 0 --- --- --- 

9 13303 孙华晨 高二义 拉弦 小提琴 
Allegro mederato:first movement from concerto in 

G. Hob. Vila 14 
1 陈瀚霖 13914 高三仁 

 
   

No 学号 姓名 班级 组别 乐器 决赛  
   

10 13238 张文亿 高二理 1  敲击 排鼓 渔舟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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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学号 姓名 班级 组别 乐器 决赛 

11 林融航 12239 高三仁 弹拨 钢琴 Paradise - Coldplay 

12 陈翰霖 13914 高三仁 弹拨 钢琴 Love's Sorrow 

13 黄敏慈 15383 初三爱 弹拨 钢琴 Summer 

14 颜妍芯 14019 高一理 2 弹拨 钢琴 Bumble Bee 

15 周恒劲 14061 高一信 弹拨 琵琶 虚籁 

16 蔡艺圆 13344 高二信 弹拨 古筝 瑶族舞曲 

17 萧燁颉 15151 初三义 弹拨 电子琴 legend of ashitaka 

18 沈振康 13154 高二理 2 弹拨 钢琴 River Flows in You 

19 颜玮桐 16018 初二孝 弹拨 电子琴 千本樱 

20 黄彦维 15221 初三爱 弹拨 钢琴 前前前世 

21 黄舒恩 16120 初二平 弹拨 琵琶 青花瓷 

22 杨纬祺 16136 初二和 弹拨 古筝 画眉跳架 

23 王婧琦 15337 初三仁 弹拨 钢琴 土耳其进行曲 

24 陈元斌 16083 初二爱 弹拨 电子琴 faded 

25 黄颖慧 14028 高一理 2 弹拨 钢琴 派对动物 

26 林玮哲 14349 高一理 2 弹拨 钢琴 Sweet Bye and Bye(Virations) 

27 林照峰 15049 初三忠 弹拨 钢琴 Sonata in C K309(first movment) 

28 黄颖恬 16121 初二孝 弹拨 乌克丽丽 天空之城 

29 谢芊芊 15042 初三诚 弹拨 古典吉他 serihorinha 

30 颜伟珀 12193 高三仁 弹拨 钢琴 Revolutionary 

31 黄冠文 14170 高一理 2 弹拨 钢琴 光辉岁月 

比赛时间：08：00am～11：05am 

比赛地点：3 楼哥伦亚友演艺厅 

备注：不开放同学入场观赛 

教务处   启 

23/08/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