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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年度第 1 學期導師工作相關記錄一覽表 

學制別 
年

級 
教師姓名 

班會 

紀錄表

(份) 

自辦活動 

紀錄表 

(份) 

導師輔導 

紀錄表 

(人次) 

導師 

自評

分數 

備註 

日間學

士班 

一 朱文瑋 5 2 9 90-100 主任導師

(林昱廷) 二 申亞華-生涯導師 3 2 12 90-100 

三 葉添芽 3 1 6 90-100 

四 王潤婷 3 1 3 90-100 

進修學

士班 

一 主任導師(葉添芽代) 4 0 7 90-100 

二 江永生 2 0 10 80-89 

三 黃新財 3 0 2 80-89 

四 許麗雅 2 0 25 90-100 

日間 

碩士班 

一 張儷瓊 1 1 0 80-89 

二 主任導師(林昱廷) 

0 0 0 

80-89 
＊該誤將表單拿去做餐費核

銷故未列計，實際上皆有開會 

99-2 學期同 

碩士在

職專班 

一 主任導師(林昱廷) 1 0 0 80-89 

二 主任導師(林昱廷) 1 0 0 80-89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工作相關記錄一覽表 

學制別 
年

級 
教師姓名 

班會 

紀錄表

(份) 

自辦活動 

紀錄表 

(份) 

導師輔導 

紀錄表 

(人次) 

導師 

自評

分數 

備註 

日間

學士

班 

一 朱文瑋 3 0 5 90-100 

主任導師

(林昱廷) 

二 申亞華-生涯導師 4 3 6 90-100 

三 葉添芽 4 0 4 90-100 

四 王潤婷 1 1 3 90-100 

進修

學士

班 

一 主任導師(葉添芽代) 2 0 3 90-100 

二 江永生 1 1 5 80-89 

三 黃新財 0 0 1 80-89 

四 許麗雅 3 2 7 90-100 

碩士

班 

一 張儷瓊 3 1 6 90-100 

二 主任導師(林昱廷) 2 0 0 80-89 

碩士

在職

專班 

一 主任導師(林昱廷) 0 0 0 80-89 

二 主任導師(林昱廷) 0 0 0 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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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0 學年度辦理生涯規劃講座表 

日期 演 講

者 

服務單位 職稱 講題 主辦單位 

99.01.08 陳幸

惠 

個人工作室 音樂製作 音樂製作經驗分享 國樂系 

99.04.27 陳俊

吉 

濱江國中 訓育組組

長 

生涯發展的多元面向 國樂系 

99.4.30 陳志

昇 

小巨人絲竹

樂團 

團長 經驗分享 國樂系 

99.11.17 吳進

生 

動腦雜誌 發行人 發行人如何推銷自己 視傳系 

100.4.22 黎煥

鵬 

新竹市三民

國中 

表演藝術

教師 

國民中學表演藝術教

師的生涯發展 

戲劇系 

100.5.5 林雅

婷 

臺北市立交

響樂團 

推廣組組

員 

音樂人--20～30 歲 國樂系 

100.5.12 孟美

英 

九歌管弦樂

團 

團長 藝術生涯-職場探索 國樂系 

100.5.19 翁銘

隆 

新世紀合行

銷傳播有限

公司 

總經理 進入職場 

Are you ready? 

學生生涯

發展中心 

100.5.27 

 

李其

昌 

臺東大學兒

童文學研究

所 

助理教授

兼國際事

務處主任 

美澳留學生涯的甘苦

談 

戲劇系 

100/10/5 

 

林睦

卿 

公視 主持人 逆境中尋找勇氣 

單腳舞動人生 

學生生涯

發展中心 

100/10/6 

 

董榕

森陳

裕剛 

林昱

廷 

國樂系 創系主任 

前任主任 

現任主任 

國樂系回顧與展望座

談會 

國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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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20 洪佩

珍 

孟美

英 

伍登

雄 

大中國樂團

／九歌民族

管弦樂團／

聯合民族管

弦樂團 

團長 

團長 

行政總監 

國樂團的經營與管理 國樂

系 

100/10/27 

 

王素

卿 

104 人力銀

行研究發展

處 

襄理 不景氣中如何培養競

爭力 

學生生涯

發展中心 

100/11/16 游敦

皓 

 心理師 壓力與調適 學生生涯

發展中心 

100/11/24 陳鄭

港 

國立臺灣傳

統藝術總處

籌備處臺灣

國家國樂團 

執行祕書 大型專職國樂團的人

力配置與專業需求 

學生生涯

發展中心 

100/12/1 李英 

蘇文

慶 

郭哲

誠 

TCO 國樂團 

NCO 國樂

團 

KCO 國樂

團 

副指揮 

指揮 

指揮 

專業樂團團員應具備

之能力座談會 

國樂系 

100/12/15 

 

美術

系講

師 

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 

美術系講

師 

就業分享-職場第一步 美術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蘇文慶先生獎學金設置要

點 

（91.8.30 9
1 學年度上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訂定）   

（96.4.11 9
5 學年度下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   

（98.5.26 97 學年度下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修訂） 

 

 

一、宗旨： 

     蘇文慶先生為鼓勵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學生的學習風氣，特設

置本 

     獎學金。 

二、名額、金額： 

   （一）名額：每年五名學生（日間部及進修學士班各兩名，碩士班一名）。 

   （二）獎學金金額：每年貳萬元。每名學生肆千元整。 

三、申請資格：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日間部及進修推廣學士班之在校學生

成績   

         符合規定標準者均具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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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國音樂學系學生前兩個學期之主修（進學班未修主修者免）、學業、

操行 

         等三項成績平均八十分（含）以上（其中有一項未達八十分者，不得

申請）、 

         體育成績七十分（含）以上者可申請（無體育成績者免）。 

四、應繳證件： 

   （一）獎學金申請表。 

   （二）前兩學期之學業、操行成績證明。 

   （三）最近兩吋半身照片一張。 

五、申請辦法： 

   （一）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在校學生符合上述申請資格者均得

申請 

       （申請表逕向系辦公室領取）。 

   （二）申請者檢具應繳證件，連同申請表於每學年公告後一週內向系辦公室

提出  

         申請。 

六、審核： 

    由系主任召集系教師評議委員，就申請學生中審核之。 

七、頒發獎學金： 

    受獎名單確定後，擇日由系主任分頒發獎學金及獎狀。 

八、本要點自民國九十五學年第二學期開始實施，如有調整，須經系

務會議修訂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陳士孝先生獎學金設置要

點 

（85.10.22 8
5 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第一次修訂） 

（89.02.29 8
8 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第二次修訂） 

（96.04.11 9
5 學年度下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 

一、宗旨： 

     陳士孝先生為鼓勵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學生努力學習及提升學

習 

     風氣，特設置本獎學金。 

二、名額、金額： 

附錄六 



   （一）名額：共兩名。 

   （二）獎學金金額：每名學生貳仟伍佰元整。 

         註：獎學金金額得由中國音樂學系教師評議委員是每年郵局定存利率

做適 

             當調整。 

三、申請資格： 

   （一）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在校同學均具申請資格。 

   （二）中國音樂學系學生其前兩個學期之主修、學業、操行等三項成績平均

八 

         十分（含）以上（其中有一項未達八十分者，不得申請）、體育成績七

十 

         分（含）以上者可申請（無體育成績者免）。 

   （三）凡獲得當年度本系其他獎學金者，不予審核。 

四、應繳證件： 

   （一）獎學金申請表。 

   （二）前一學年之學業、操行成績證明。 

   （三）最近兩吋半身照片一張。 

五、申請辦法： 

   （一）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在校學生符合上述申請資格者均得

申請 

       （申請表逕向系辦公室領取）。 

   （二）申請者檢具應繳證件，連同申請表於每學年公告後一週內向系辦公室

提出  

         申請。 

六、審核： 

    由系主任召集系教師評議委員，就申請學生中審核之。 

七、頒發獎學金： 

    受獎名單確定後，擇日由系主任分頒發獎學金及獎狀。 

八、本要點自民國九十五學年第二學期開始實施，如有調整，須經系

務會議修訂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施德玉清寒獎助學金設置要點 

                       99年 5月 13日 98 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施德玉女士為協助本系家境清寒學生專心向學完成學業，特設置

施德玉清寒獎助學金（簡稱本獎助學金）。 

2、本獎助學金款項專款專用，首筆捐款新臺幣壹拾伍萬元整，依本

要點每年發給，俟該獎助學金用罄時，施德玉女士另行繼續捐助。 

3、申請資格 

（1）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之學籍學生，含日間學

士、日間碩士，進修學士，不含在職班、延修生，符合規定

標準者均具申請資格。 

  （2）學生因單親或家境清寒，無力負擔註冊費、生活費、或家庭

突遭變故、身體罹患重大疾病…等，列為為優先考量。 

（3）本系學生申請前兩個學期之主修、學業、操行等三項成績平

均八十分（含）以上（其中有一項未達八十分者不得申請） 

5、名額及獎學金 

（1）每學年獎助兩名學生（日間部、進修部各一名） 

（2）每名學生各獎助新臺幣壹萬元整。 

6、應繳資料 

（1）獎助學金申請表 

（2）前兩學期成績單 

（3）導師晤談記錄表 

（4）其他有利佐證資料（清寒證明、戶籍謄本…等） 

7、申請及審核程序 

（1）申請者應檢具證件，連同申請表於每學年第二學期公告後一

週內，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2）由系主任召開系務會議審核。 

8、本要點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9、申請截止日為   日，逾時不候 
 

 

 

 

 

日間學士班 98~100 學年度獲得校內外獎學金榮譽榜 

學年度 姓名 名稱 

98 廖子甯 獅子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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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駿哲 校外原住民獎學金 

歐陽萱 退伍軍人子女獎學金 

吳詩媛 本系弱勢助學金 

朱佳伶 本系弱勢助學金 

呂玟君 本系弱勢助學金 

陳馨茹 本系弱勢助學金 

王藝甯 本系弱勢助學金 

宋欣螢 本系弱勢助學金 

徐寧 本系弱勢助學金 

吳怡媚 本系施德玉清寒獎學金 

巫淳漪 本系蘇文慶獎學金 

黃怡蓁 本系蘇文慶獎學金、核二廠獎學金 

陳冠翰 本系蘇文慶獎學金 

周邵旂 本系蘇文慶獎學金 

尤豐勳 本系蘇文慶獎學金 

莊佩瑾 本系陳士孝獎學金 

陳錫輝 本系陳士孝獎學金 

99 鄭詠丞 餐飲工會獎學金、保險獎學金、獅子會獎學金 

葉駿哲 校外原住民獎學金 

劉士瑜 中華賓士員工優秀子女獎學金 

歐陽萱 退伍軍人子女獎學金 

黃怡蓁 第二核能電廠獎學金 

吳詩媛 本系弱勢助學金 

朱佳伶 本系弱勢助學金 

呂玟君 本系弱勢助學金 

余宗融 本系弱勢助學金 

邱胤榛 本系弱勢助學金 

陽俸慈 本系弱勢助學金 

陳馨茹 本系弱勢助學金 



陳香予 本系弱勢助學金 

宋欣螢 本系弱勢助學金 

林書羽 本系弱勢助學金 

黃筠芝 本系弱勢助學金 

黃莉雯 本系弱勢助學金 

蘇家榆 本系弱勢助學金 

粘庭瑜 本系弱勢助學金 

鄭勳琦 本系弱勢助學金 

張瑾瑜 本系施德玉清寒獎學金 

呂靜芳 本系陳士孝獎學金 

劉士瑜 本系陳士孝獎學金 

戴莞昕 本系蘇文慶獎學金 

陳雅虹 本系蘇文慶獎學金 

巫淳漪 本系蘇文慶獎學金 

莊綿綿 本系蘇文慶獎學金 

彭婉炘 本系蘇文慶獎學金 

100 陳馨茹 本系弱勢助學金 

陳香予 本系弱勢助學金 

宋欣螢 本系弱勢助學金 

林書羽 本系弱勢助學金 

黃筠芝 本系弱勢助學金 

黃莉雯 本系弱勢助學金 

蘇家榆 本系弱勢助學金 

粘庭瑜 本系弱勢助學金 

彭塏筠 本系弱勢助學金 

顏巧玟 本系弱勢助學金 

李宛芯 本系弱勢助學金 

洪筱禎 本系弱勢助學金 

徐金英 本系弱勢助學金 



吳詩媛 本系弱勢助學金 

朱佳伶 本系弱勢助學金 

楊俸慈 本系弱勢助學金 

余宗融 本系弱勢助學金 

邱胤榛 本系弱勢助學金 

林玉琪 林氏宗親會獎學金、第二核能電廠獎學金 

黃怡蓁 第二核能電廠獎學金 

趙慈玟 蘇文慶獎學金 

王穎琦 蘇文慶獎學金 

蘇家榆 蘇文慶獎學金 

莊綿綿 蘇文慶獎學金 

陳錫輝 蘇文慶獎學金 

許喬鈞 陳士孝獎學金 

廖育君 陳士孝獎學金 

趙慈玟 施德玉獎學金 

 

 

 

 

 

 

 

 

 

 

 

 

 

98-100 會計年度經費概算表 

年度 100 99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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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038，000 2，218，000 2，370，000 

教學業務費 838，000 1，018，000 1，320，000 

展演費 850，000 850，000 700，000 

圖儀費 350，000 350，000 350，000 

 

 

 

 

 

 

 

 

 

 

 

 

 

 

 

 

 

 

 

 

 

 

 

 

空間設備規劃情形表 

序 教室名稱 地點 坪數 教學資源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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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打擊教室 

（兼小合奏教

室） 

CB001 
60.5m2 

20 坪 

譜架、樂器、E 化講桌、投影機、

螢幕、椅子 
 

2 古箏琴房 CB002 
6.05m2 

2 坪 
譜架  

3 琴房 CB003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4 琴房 CB004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5 打擊教室 CB005 
6.05m2 

2 坪 
鋼琴、樂器、椅子、譜架  

6 資料室 CB006 
40 m2 

13.22 坪 
樂譜、書籍  

7 日學會辦公室 CB007 
20 m2 

6.61 坪 
椅子、桌子、日學會用品  

8 夜學會辦公室 CB008 
20m2 

6.61 坪 
椅子、桌子、日學會用品  

9 琴房 C1001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10 琴房 C1002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11 琴房 C1003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12 琴房 C1004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13 琴房 C1005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14 琴房 C1006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15 琴房 C1007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16 古箏琴房 C1008 
6.05m2 

2 坪 
椅子、譜架  

17 樂器室 C1009 
6.05m2 

2 坪 
樂器  

18 合奏教室 C1011 6.05m2 譜架、樂器、E 化講桌、投影機、  



2 坪 螢幕、椅子 

19 主任辦公室  
4.84 m2 

16 坪 

行政設施  

20 行政辦公室  行政設施  

21 
專任老師研究

室 
C2001 

15.74 

m2 

5.2 坪 

電腦、辦公桌  

22 
專任老師研究

室 
C2002 

15.74 

m2 

5.2 坪 

電腦、辦公桌  

23 
專任老師研究

室 
C2003 

15.74 

m2 

5.2 坪 

電腦、辦公桌  

24 
專任老師研究

室 
C2004 

15.74 

m2 

5.2 坪 

電腦、辦公桌  

25 
專任老師研究

室 
C2005 

15.74 

m2 

5.2 坪 

電腦、辦公桌  

26 會議室 C97 

18.15 

m2 

6 坪 

電腦、聲學系統  

27 

孫毓芹古琴紀

念室 

（兼古箏琴

房） 

C98 

27.225 

m2 

9 坪 

鋼琴、古箏、椅子  

28 琴房 C3001 
12.1m2 

4 坪 
鋼琴、椅子、BASS、譜架  

29 琴房 C3002 
12.1m2 

4 坪 
鋼琴、椅子、譜架  

30 揚琴琴房 C3003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31 揚琴琴房 C3004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32 琴房 C3005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33 琴房 C3006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34 琴房 C3007 
12.1m2 

4 坪 
鋼琴、椅子、譜架  

35 琴房 C3010 
12.1m2 

4 坪 
鋼琴、椅子、譜架  

36 電腦專業教室 C3014 
50 m2 

16.52 坪 
鋼琴、椅子、電腦、鍵盤  

37 揚琴琴房 C3015 
18.15m2 

5 坪 
鋼琴、揚琴、譜架  

38 絲竹教室 C3017 
18.15m2 

5 坪 
鋼琴、椅子、譜架  

39 琴房 C3018 
18.15m2 

5 坪 
鋼琴、椅子、譜架  

40 影音資料室 C4001 
6.05m2 

2 坪 
CD、DVD、錄音帶、錄影帶  

41 琴房 C4002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42 琴房 C4003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43 琴房 C4004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44 琴房 C4005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45 琴房 C4006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46 琴房 C4007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47 琴房 C4008 
6.05m2 

2 坪 
鋼琴、椅子、譜架  

48 專業教室 C4011 
50 m2 

16.52 坪 
鋼琴、椅子、譜架、E 化講桌  

49 專業教室 C4012 
50 m2 

16.52 坪 
鋼琴、椅子、譜架、E 化講桌  

50 樂器展覽室 C4013 

90.75 

m2 

30 坪 

樂器  



51 碩士班研究室 C4014 
18.15m2 

6 坪 
E 化講桌  

 

 

 

中國音樂學系 98－100年度新購教學設備 

中文名稱 財產別名 購置日期 數量 總價 單位 型式 廠牌 

廚櫃 
塑鋼密碼置物

櫃*191 
980301 1 348957 式 W30*D46*H35  

冷﹙暖﹚氣機 
1 對 1 分離冷

氣機 
980801 1 53080 架 MA763B9/MS763B9 東元 

數位相機 數位相機 981001 1 14200 臺 SX-200is CANON 

對講機 無線電對講機 981001 1 10800 套  MOTRTOLA 

擴音機 
手提式無線擴

音機 
981001 1 25000 臺 MA-707 MIPRO 

麥克風 
雙頻自動選訊

接收器 
981001 1 14000 組 UHF MIPRO 

飲水機 
冰溫熱程控殺

菌飲水機 
990401 1 33604 座 LP-CH711 力霸 

磁卡門禁系統 
門禁系統 -琴

房.研究室 
990401 1 690000 組   

印表機 雷射印表機 990401 1 20454 臺 LJ-P2055DN HP 

個人電腦 筆記型電腦 990401 1 29000 臺 4810TZG ACER 

個人電腦 筆記型電腦 990401 1 29000 臺 4810TZG ACER 

電子記憶式白板 
數位多功能 E

化講桌 
990401 1 94832 臺   

積體電路燒錄器 影音燒錄器 990401 1 12500 臺 VRD-MC6 SONY 

飲水機 
冰溫熱三用飲

水機 
990501 1 24264 座 LP-CH-2003 力霸牌 

沙發椅 沙發椅 990901 1 37000 組   

個人電腦 IMAC個人電腦  991001 1 39900 臺 
 

IMAC 

冷﹙暖﹚氣機 
冷氣機-室外

機 
991001 1 19215 架  東元 

收錄音機 數位錄音機 991101 1 15000 部 R-09HR ROLAND 

印表機 
彩色雷色印表

機 
1000301 1 82015 臺 C9200N EPSON 

擴音機 手提無線擴音 1000301 1 31000 部  MI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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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數位 

相機 

彩色單眼數位

相機 
1000301 1 50383 架 EOS 60D CANON 

數位攝影機 
彩色數位攝影

機 
1000301 1 24414 架 HDR-XR350 SONY 

飲水機 
冰溫熱三用程

控飲水機 
1000301 1 30457 座 LP-CH-711 力霸 

個人電腦 筆記型電腦 1000801 1 30000 臺 PRO33S1 ASUS 

冷﹙暖﹚氣機 1對 1冷氣機 1000701 1 23350 架 MA25VC1 東元 

冷﹙暖﹚氣機 1對 1冷氣機 1000801 1 50216 架 FMA75F1 東元 

投影機 
單槍液晶投影

機 
1000801 1 62858 部 EB4651 WPSON 

恆溫恆濕木製展

示櫃 

恆溫恆濕木製

展示櫃 
1000801 1 99000 個   

個人電腦 個人電腦主機 1001101 1 20375 臺 MD710 ASUS 

個人電腦 個人電腦主機 1001101 1 20375 臺 MD710 ASUS 

個人電腦 個人電腦主機 1001101 1 20375 臺 MD710 ASUS 

網路交換器 網路交換器 1001001 1 24000 臺 WS-C2960-48TCS 
 

 

 

 

 

 

 

 

 

 

 

 

 

 

 

 

 

 

 

 



 

 

 

 

 

 

編號 資源名稱 語文別 

1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英文 

2  ACLS Humanities E-Book   英文 

3  African American Music Reference    英文 

4  airitiBooks 華文電子書   中文 

5  American Song   英文 

6  apabi 中文電子書   中文 

7  apabi 中文電子書(CECIII)   中文 

8  apabi 數位資源平臺   中文 

9  Art Online 臺灣藝術聯盟線上資源   中文 

10  ArticleFirst   英文 

11  Britannica Image Quest   英文 

12  Cambridge Books Online   英文 

13  Chadwyck-Healey Literature Collections(CLC)   英文 

14  CiNii ─ NII 論文情報ナビゲータ   日文 

15  Classical Music Library   英文 

16  Classical Music Reference Library   英文 

17  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DDC)   英文 

18  EBSCOhost eBook Collection   英文 

19  Education Research Complete   英文 

20  EndNote   英文 

21  ERIC   英文 

22  Gale Infotrac Custom Database 250   英文 

23  Garland's Encyclopedia of World Music Online    英文 

24  HyRead 臺灣全文資料庫   中文 

25  International Index to Music Periodicals(IIMPFT)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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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33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29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34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35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39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40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41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42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43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44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553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541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54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55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56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57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62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10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66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41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69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71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73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80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570


26  Jazz Music Library   英文 

27  JSTOR Arts & Sciences Collection   英文 

28  Music Online   英文 

29  Naxos Music Library   英文 

30  Opera in Video   英文 

31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英文 

32  Oxford Music Online   英文 

33  PressDisplay 線上報紙資料庫   英文 

34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A&I(PQDT)   英文 

35  RILM Abstracts of Music Literature   英文 

36  Shakespeare Survey Online   英文 

37  Smithsonian Global Sound   英文 

38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Historical Archive Online   英文 

39  The Vogue Archive     英文 

40  Wiley Online Library   英文 

41  WilsonWeb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英文 

42  臺灣大百科全書   中文 

43  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   中文 

44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中文 

45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中文 

46  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   中文 

47  中國工具書全文數據庫   中文 

48  中國工具書集錦在線   中文 

49  中國時報報紙全版影像資料庫(民國 80 年~97 年)   中文 

50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中文 

51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世紀期刊)：文史哲專輯   中文 

52  中國重要會議論文集全文數據庫   中文 

53  文化音像數位資料庫   中文 

54  文淵閣《四庫全書》內聯網版 3.0 版   中文 

55  日治時期圖書全文影像系統   日文 

56  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   日文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84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85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92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3994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02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10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13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16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18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20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63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24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69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562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11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36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95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80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40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42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45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46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557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85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50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51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57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61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63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65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66


57  臺灣學術書知識庫   中文 

58  臺灣學術線上     中文 

59  全國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   中文 

60  國家圖書館數位多元資源查詢系統   中文 

61  國家文化資料庫   中文 

6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館藏   中文 

63  無盡藏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文 

64  華文知識入口網   中文 

65  華藝線上圖書館(airiti Library)   中文 

66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   中文 

67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中文 

68  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   中文 

69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中文 

70  臺灣概覽系統   中文 

71  臺灣藝術大學博碩士論文系統   中文 

72  臺灣記憶系統   中文 

73  慧科大中華新聞網(CONCERT)   中文 

74  慧科大中華新聞網(NTUA)   中文 

75  學術名詞資訊網   中文 

76  聯合知識庫   中文 

77  聯合知識庫全版報紙資料庫   中文 

78  藝泉網   中文 

79  藝術聯盟電子資源網   中文 

80  辭書資訊網   中文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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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80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81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08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551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01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02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90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94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96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97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98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99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00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87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88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85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92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093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03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04
http://ahrp.ntua.edu.tw/ntuahyint/sendurl.jsp?dbid=LDB4105


 

 

 

 

 

 

與國立臺灣大學等單位簽有館際圖書館互借證服務之合作關係 

合作館清單    

 1.  東吳大學圖書館   

 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3.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5.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   

 6.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 )  

 7.  萬能科技大學存廬紀念圖書資訊館   

 8.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   

 10.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圖書館   

 1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   

 12.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13.  朝陽科技大學波錠紀念圖書館   

 14.  國防醫學院圖書館   

 15.  世新大學圖書館   

 16.  亞東技術學院圖書館   

 17.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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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nccu.edu.tw/
http://www.lib.ntnu.edu.tw/
http://lib.tnua.edu.tw/
http://www.lib.vnu.edu.tw/
http://www.ntl.edu.tw/
http://lib.ncue.edu.tw/
http://lib.tnnua.edu.tw/
http://www.lib.ntue.edu.tw/
http://www.lib.nctu.edu.tw/
http://www.lib.cyut.edu.tw/
http://library.ndmctsgh.edu.tw/


 18.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圖書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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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場地使用申請表 

活動內容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地點 □C1011   □B001    □教室(   )間    □琴房(   )間 

使用項目 
□ E化設備□平臺式鋼琴(   )臺□直立式鋼琴(   )臺 

□擦弦樂器(   )把□彈弦樂器 (    )臺□撥弦樂器(     )臺 

□低音擦弦樂器(  )把□打擊小型樂器(  )項□打擊中型樂器(  )項 

□打擊大型樂器(  )項□管樂小型樂器(  )項□管樂中型樂器(  )項 

□管樂大型樂器(  )項 

費用合計                      元 

備註欄 
 

茲申請借用以上場地及設備，願遵守「中國音樂學系使用琴房、教室及租用器材

收費標準」，如有違反願接受停止借用之處分，借用期間如因不當使用，所導致

之任何器材損壞，願負賠償之責，絕無異議。 

 

 

此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申請單位： 

申請人： 

連絡電話： 

聯絡地址： 

經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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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主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表 3—14 借用琴房規則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借用琴房規則： 

1、 請先至辦公室登記，再刷卡進出琴房使用。 

2、 以整點為單位，限定每次登記使用時段，早上限 3 小

時、17點過後為晚上時段限 2小時。限本人填寫借用

琴房。 

3、 登記時間，不可跨時段預借，只可預借同時段，或當下

借用。登記時間到請自動離開，讓下一位同學繼續使用。 

4、 琴房使用以登記者為使用權，未登記者請勿佔用琴房 

5、 登記後請務必使用，勿浪費空間(提早離開請至辦公室

做更改)被檢舉登記未使用者達 2次以上，將限制琴房

使用權。  

6、 登記者為負責同學，琴房內有任何損失及髒亂由登記者

負責。                       

7、 琴房請勿上鎖，但請將門關好，門禁系統會自統鎖上。 

8、 請保持琴房乾淨整潔，不可在琴房內飲食，垃圾請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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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樂譜借閱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班級： 姓名(手機)： 

樂曲編號 曲  名 作/編曲者 備註 

    

    

    

借譜規則： 

1 樂譜借用，僅限本系師生借閱。 

2 本表請於星期四晚上十點前交至地下室譜櫃。取譜時間為禮拜五

下午一點到五點至地下室譜櫃領取，逾時請重新借用。 

3 借譜時請清點樂譜有無缺漏並簽章，歸還時應為完整原稿，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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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班譜務點收。 

4 借用期限為一週，請於週五中午 12點至 1點於地下室譜櫃辦理

歸還事宜。 

5 違反上述規則，以違規論，違反三次以上者永不得再申請借譜。      

借譜人簽章 取譜日期 點收人簽章 歸還日期 

    

 

中國音樂學系日間學士班系學會 98~100 學年度主辦各項活動表 

學年度 活動 時間 地點 

 

 

 

 

 

 

 

98 

 

 

 

 

 

大一迎新茶會 暑假 北中南 

系會 98.09.24 國樂系 1011 教室 

系會 98.10.15 國樂系 1011 教室 

迎新宿營 98.10.02-03 陽明山嶺頭山莊 

啦啦隊比賽 98.10.31 演藝廳 

系會 98.11.19 國樂系 1011 教室 

板橋樂展評鑑初賽 98.12.15 國樂系 1011 教室、

國樂系 B001 教室 

板橋樂展評鑑複賽 98.12.22 國樂系 1011 教室 

主任盃 98.12.4 國樂系 1011 教室 

系會  98.12.24 國樂系 1011 教室 

全校大掃除 98.11.26 校園 

系會 99.01.07 國樂系 1011 教室 

外交部春宴 99.02.09 圓山大飯店 

系會 99.03.01 國樂系 1011 教室 

系會 99.04.15 國樂系 1011 教室 

系會 99.05.13 國樂系 1011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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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樂展「說唱戲曲篇」(系

列一) 前後臺場務工作 

99.05.18 國家音樂廳 

板橋樂展「說唱戲曲篇」(系

列二)前後臺場務工作 

99.05.25 國家音樂廳 

送舊 99.06.04 花園大酒店 

系會 99.06.17 國樂系 1011 教室 

99 

 

大一迎新茶會 暑假 北中南 

系會 99.09.30 國樂系 1011 教室 

迎新宿營 99.10.08 福音園 

系會 99.10.21 國樂系 1011 教室 

啦啦隊比賽初賽 99.10.23 演藝廳 

啦啦隊比賽決賽 99.10.30 演藝廳 

系會 99.11.18 國樂系 1011 教室 

主任盃 99.12.03 國樂系 1011 教室 

板橋樂展評鑑(小廳) 99.12.14 國樂系 1011 教室、

國樂系 B001 教室 

板橋樂展評鑑(大廳) 99.12.21 國樂系 1011 教室 

聖誕系會 99.12.23 國樂系 1011 教室 

系會 100.0310 國樂系 1011 教室 

板橋樂展「民間器樂篇」(系

列一)前後臺場務工作 

100.05.19 國家音樂廳 

板橋樂展「民間器樂篇」(系

列二)前後臺場務工作 

100.06.07 國家音樂廳 

送舊 100..06.09 喜相逢港式飲茶 

 

 

 

 

 

100 

大一迎新茶會 暑假 北中南 

迎新宿營 100.10.08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系會 100.09.22 國樂系 1011 教室 

啦啦隊比賽初賽 100.10.22 演藝廳 

啦啦隊比賽決賽 100.10.30 演藝廳 

2011 浮洲樂活藝術嘉年華 100.12.03 板橋追風廣場 



 創意舞劇複賽 

系會 100.12.08 國樂系 1011 教室 

主任盃 100.12.09 國樂系 1011 教室 

2011 浮洲樂活藝術嘉年華

創意舞劇決賽 

100.12.10 板橋追風廣場 

板橋樂展評鑑(大廳) 100.12.16 福舟廳 

板橋樂展評鑑初賽(小廳) 100.12.20 福舟廳 

系會聖誕節活動 100.12.23 國樂系 1011 教室 

板橋樂展評鑑複賽(小廳) 100.12.28 福舟廳 

 

 

中國音樂學系進修學士班系學會 98~100學年度主辦各項活動表 

學年度 活動  時間 地點 

98 

迎新 98.10.26 板橋 馥都飯店 

聖誕派對 98.12.21 國樂系 

送舊 99.06.27 「響食天堂」餐廳 

99 

迎新宿營 99.12.11~12.12 陽明山福音園 

聖誕派對 99.12.24 國樂系 

「夜樂」 (年度公演) 

  前後臺場務工作 

100.05.10 新北市板橋藝文中心 

送舊 100.05.29 泰市場餐廳 

100 

迎新茶會 100.09.10 國樂系 

迎新烤肉 100.10.22 鹿角溪人工溼地原住

民部落公園 

聖誕派對 100.12.26 國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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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音樂學系日間學士班學生 98~100 學年度獲得比賽榮譽榜 

就讀臺藝大期間曾獲得獎項 

學年度 姓名 內容 名次 

98 

楊舒雅 國樂學會舉辦器樂大賽琵琶 第一名 

顏挺 本系主任盃 第一名 

康誠 本系主任盃 第一名 

彭紹榕 臺北縣音樂比賽二胡大專 A 組 優等 

林妍彣 臺北縣學生音樂比賽笛子大專 A 組 第二名 

唐以柔 2011 板橋樂展~臺藝新秀選拔 第十名 

林妍彣 2012 板橋樂展~臺藝新秀選拔 第一名 

陳建銘 臺北縣學生音樂比賽笛子大專 A 組 第三名 

鄭毓欣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琵琶大專 A 組 第四名 

林妍彣 九歌民族管弦樂團新秀甄選 第一名 

 

99 

莊佩瑜 新北市音樂比賽笛子大專 A 組 優等 

林亮吟 全國音樂比賽揚琴大專 A 組 優等 

王維勻 板橋樂展大廳評鑑入選 第二名 

林亮吟 臺北縣音樂比賽揚琴大專 A 組 第二名 

劉庭如 臺北縣學生音樂比賽柳琴大專 A 組 第一名 

陳胤錞 本系主任盃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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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育良 本系主任盃 第一名 

鄭詠丞 本系主任盃 第一名 

陳璿文 本系主任盃 第一名 

潘紫柔 本系主任盃 第一名 

康誠 本系主任盃 第一名 

余宗融 本系主任盃 第二名 

顏挺 本系主任盃 第二名 

侯孟慧 本系主任盃 第三名 

洪子勳 本系主任盃 第三名 

趙翊樺 本系主任盃 第三名 

孫羽 本系主任盃 第三名 

吳紫琳 本系主任盃 第三名 

劉庭如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柳琴大專 A 組 第二名 

王穎琦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揚琴大專 A 組 優等 

楊舒雅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琵琶省賽 第三名 

歐思妤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柳琴大專 A 組 優等 

鄭毓欣 臺北縣學生音樂比賽琵琶大專 A 組 第二名 

余檣 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琵琶大專 A 組 第二名 

陳昭吟 臺北縣學生音樂比賽揚琴大專 A 組 第一名 

林妍彣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笛子大專 A 組 優等 

陳建銘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笛子大專 A 組 優等 

林妍彣 TCO 菁英盃笛子大賽 第五名 

陳昭吟 中國國樂學會音樂比賽成人組 第二名 

100 

張卉逸 全國音樂比賽古箏大專 A 組 優等 

王思婷 臺北縣音樂比賽柳琴大專 A 組 優等 

林妍彣 兩廳院傳統器樂新秀甄選 入圍決賽 

黃俞鈞 新北市學生比賽笛子大專 A 組 第二名 

余宛真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二胡大專 A 組 優等 

歐陽萱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二胡大專 A 組 優等 

董幸霖 新北市音樂比賽二胡大專 B 組 第二名 



王維勻 板橋樂展小廳評鑑入選 第一名 

顏挺 本系主任盃 第一名 

康誠 本系主任盃 第一名 

余宗融 本系主任盃 第一名 

陳胤錞 本系主任盃 第一名 

溫育良 本系主任盃 第三名 

李紹弘 本系主任盃 第三名 

陳璿文 本系主任盃 第三名 

楊云慈 本系主任盃 第二名 

魏妤家 本系主任盃 第二名 

陳奕廷 本系主任盃 第二名 

蔡凡榛 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笛子大專 A 組 優等 

劉庭如 臺藝大觀樂展小廳新秀   

陳怡臻 全國音樂比賽柳琴大專 A 組 優等 

余檣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琵琶大專 A 組 優等 

鄭毓欣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琵琶大專 A 組 優等 

陳昭吟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揚琴大專 A 組 第二名 

余昭璇 中華國樂學會柳琴 第二名 

余昭璇 中華國樂學會中阮 第一名 

李亞芩 新北市音樂比賽笛子大專 A 組 優等 

藍鴻苓 新北市音樂比賽笛子大專 A 組 優等 

陳建銘 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笛子大專 A 組 特優第一名 

彭紹榕 新北市音樂比賽二胡大專 A 組 二胡第一名 

吳季芳 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二胡大專 A 組 優等 

趙翊樺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古箏大專 A 組 第二名 

王維勻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笙大專 A 組 優等 

黃俞鈞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笛大專 A 組 優等第三名 

傅彥嘉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笛大專 A 組 優等 

陳建銘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笛大專 A 組 優等 

郭品懿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笛大專 A 組 優等 



林芳品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蕭大專 A 組 優等 

鄭詠丞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嗩吶大專 A 組 優等 

溫育良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嗩吶大專 A 組 優等第一名 

彭紹榕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南胡大專 A 組 優等 

董幸霖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南胡大專 A 組 優等 

鍾宜珊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南胡大專 A 組 優等 

余檣  2012 臺北市民族器樂大賽（琵琶）臺灣初賽 優勝 

楊舒雅  2012 臺北市民族器樂大賽（琵琶）臺灣初賽 優勝 

 

 

 

中國音樂學系進修學士班學生 98~100 學年度獲得比賽榮譽榜 

就讀臺藝大期間曾獲得獎項 

學年度 姓名 內容 名次 

98 

陳佳琳 臺北縣學生音樂比賽 第三名 

張家綸 全國音樂比賽大專 A 組聲樂(男高) 甲等 

邱士峰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 A 組笙獨奏 優等 

蕭婉禎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 A 組笙獨奏 優等 

吳泰誼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 A 組南胡 第四名 

莊綿綿 全國音樂比賽笛子大專盃 A 組 甲等 

99 

陳佳琳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優等 

范家瑋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 A 組琵琶獨奏 優等 

孫嘉豪 本系主任盃 第一名 

 

100 

徐君睿 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笛獨奏 優等 

魏余達 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二胡組 優等 

陳彥銘 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大提琴 甲等 

莊綿綿 全國音樂比賽笛子大專盃 A 組 優等 

邱于涵 布拉格全國音樂大賽笛子青年組 第一名 

黃聖茹 布拉格全國音樂大賽二胡青年組 第一名 

張瑾瑜 第二屆北京古箏藝術節器樂大賽海外青年組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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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蕙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笙大專 A 組 優等 

邱士峰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笙大專 A 組 優等 

魏余達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南胡大專 A 組 優等 

 

 

 

 

 

 

 

 

中國音樂學系日間碩士班學生 98~100 學年度獲得比賽榮譽榜 

就讀臺藝大期間曾獲得獎項 

98 

陳錫輝 本系主任盃 第一名 

郭岷勤 本系主任盃 第二名 

任重 本系主任盃 第二名 

王薇 本系主任盃 第三名 

刁鵬 本系主任盃 第三名 

何佩庭 本系主任盃 第三名 

鍾沛芸 『兩廳院傳統樂器新秀』比賽 入選 

黃瑋貿 『兩廳院傳統樂器新秀』比賽 入選 

刁鵬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 A 組笛子 第二名 

99 

陳雅虹 臺北縣學生音樂比賽古箏大專Ａ組 第一名 

黃筱雯 中華民國國樂學會 99 年擦弦大賽二胡成人組 第三名 

林承鋒 『兩廳院傳統樂器新秀』比賽 入選 

林承鋒 兩廳院傳統樂器絲竹室內樂新秀 入選 

黃暐貿 『兩廳院傳統樂器新秀』比賽 入選 

鍾沛芸 兩廳院傳統樂器新秀』比賽 入選 

刁鵬 臺北市立國樂團學院國樂團協奏曲獨奏人選甄選 入選 

吳孟珊 臺北市立國樂團學院國樂團協奏曲獨奏人選甄選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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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吳孟珊 2011 臺北市民族器樂大賽-臺灣地區二胡初賽 第一名 

林承峰 2011 臺北市立國樂團 菁英盃二胡大賽 第二名 

王薇 2011 臺北市立國樂團 菁英盃二胡大賽 第三名 

游凱婷  香港「第二屆國際古箏比賽」青年組 第二名 

吳孟珊 2011 年第 18 屆臺北市立民族器樂大賽（二胡） 優勝獎 

何佩庭 2012 竹塹杯二胡大賽 優等第七名 

林承峰 2013 竹塹杯二胡大賽 臺灣特別獎 

黃暐貿 2012 臺北市立國樂團菁英盃琵琶大賽 第一名 

郭岷勤  2011 兩廳院傳統器樂新秀 新秀 

陳雅虹 中華民國國樂學會彈撥器樂大賽古箏成人組決賽 第二名 

 

 

中國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98~100 學年度獲得比賽榮譽榜 

就讀臺藝大期間曾獲得獎項 

學 年

度 
姓名 內容 名次 

100 

伍登雄 指導花蓮明義國小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優等入全國賽 

伍登雄 指導花蓮明義國小絲竹樂團 絲竹樂團合奏優等 

伍登雄 指導花蓮花岡國中絲竹樂團 絲竹樂團喉奏優等入全國賽 

伍登雄 指導苗栗竹南國小國樂合奏 國樂合奏優等入全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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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音樂學系 98～100 學年度各類演講活動 

日期 演講人 地點 活動名稱與內容 

98.09.15 王國潼 國樂系館 二胡演奏技巧探討-王國潼大師班 

98.09.17 嚴潔敏 國樂系館 二胡演奏技巧探討-嚴潔敏大師班 

98.10.01 宋飛 國樂系館 二胡演奏技巧探討-宋飛大師班 

98.10.22 王海玲 國樂系館 「豫劇團」跨文化戲劇講座 

98.11.20 景建樹 國樂系館 景建樹大師班 

98.11.24 董昭民 國樂系館 董昭民古箏講座 

98.12.03 李光華 國樂系館 李光華大師班 

99.03.04 楊惟 國樂系館 楊惟 琵琶講座大師班 

99.03.09 黃安源 國樂系館 黃安源 胡琴講座大師班 

99.03.17 許可 國樂系館 許可 胡琴講座大師班 

99.05.04 王中山 國樂系館 王中山 箏樂講座大師班 

99.06.09 黃昭智 國樂系館 數位音樂應用講座 

99.06.18 藍雪霏 國樂系館 「閩南語民歌研究」講座 

99.09.23 嚴潔敏 國樂系館 嚴潔敏胡琴大師班講座 

99.09.30 沈誠 國樂系館 沈誠板湖大師班講座 

99.10.19 杜如松 國樂系館 杜如松笛子大師班講座 

99.11.17 姜嘉鏘 國樂系館 中國古典詩詞演唱漫談 

99.11.19 楊秀美 國樂系館 箏曲水仙 之音樂理念與演奏體現 講座 

99.12.14 黃衛東 國樂系館 竹笛製作與演奏技巧探討 講座 

100.03.02 臺灣豫劇團 國樂系館 國樂系邀請臺灣豫劇團蒞校演講許多豫劇

身段及唱腔之美示範講座 

100.03.21 鴻勝醒獅團團

長-張遠榮 

國樂系館 國樂系邀請鴻勝醒獅團團長-張遠榮老師蒞

校演講「傳統獅鼓大師班講座」，本系打擊

組受益良多 

100.04.28 德州 A＆M 大

學音樂系助理

教授 

國樂系館 國樂系邀請德州A＆M大學音樂系助理教授 

Marty Regan 蒞校演講三場關於「日本當代

傳統」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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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y Regan 

100.05.05 凌軒影音公司 國樂系館 國樂系邀請凌軒影音公司，蒞校演講「音樂

會錄影及錄音技巧」專題講座 

100.05.10 顧冠仁 國樂系館 國樂系邀請上海音樂家協會委員顧冠仁蒞

校演講「作曲技巧與詮釋大師班講座」 

100.05.18 梅蘭芳弟子梅

派藝術傳承人

梅葆玖 

國樂系館 國樂系邀請梅蘭芳弟子梅派藝術傳承人梅

葆玖舉辦「梅派唱腔藝術講座」 

100.05.19 中國音樂學院

副院長二胡名

家宋飛老師 

國樂系館 國樂系邀請中國音樂學院副院長二胡名家

宋飛老師主講，「宋飛胡琴講座大師班」 

100.05.25 臺灣大學中文

系 

講座教授 曾永

義老師 

教研 11F

演講廳 

國樂系邀請臺灣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曾永

義老師主講「崑曲藝術」講座，讓同學認識

更多崑曲藝術。 

100.05.26 林瑞男老師 國樂系館 國樂系邀請林瑞男老師蒞校演講「竹笛調音

技巧講座」，管樂組學生受益良多 

100.09.22 劉德海琵琶大

師班講座 

國樂系館 國樂系邀請劉德海老師蒞舉辦「劉德海琵琶

大師班」讓同學認識更多琵琶演奏技巧與詮

釋 

100.10.27 中央音樂學院

教授   袁靜芳

老師 

國樂系館 傳統音樂題材形式與探討 專題講座，分享

袁靜芳老師對傳統音樂題材形式之研究 

100.10.27 中央音樂學院

教授   伊洪書

老師 

國樂系館 中國音樂史研究成果 專題講座，分享伊洪

書老師對中國音樂史之研究 

100.11.10 施秋敏、姜雲

玉、蔡玟玲老師 

國樂系館 「從事音樂教育因具備之能力與素養 座談

會」，為慶祝國樂系創系四十週年，特邀請

施秋敏、姜雲玉、蔡玟玲老師分享從事音樂



教育因具備之能力與素養等方面的經驗。 

100.11.23 中央音樂學院 

嚴潔敏老師 

國樂系館 邀請二胡名家嚴潔敏講座「如何透過有效練

習使音樂更為動聽」專題 

100.11.25 王根興老師 國樂系館 邀請胡琴製作大師王根興  講座「二胡製作

與維護」 專題 

100.12.02 中央音樂學院

教授   吳釗老

師 

國樂系館 中國音樂史研究成果 專題講座，分享吳釗

老師對中國音樂史之研究 

100.12.20 Fabian Torres 國樂系館 印度 tabla 的音樂演奏與架構及電子音樂的

製作  專題講座 

101.2.23 
造型師左谷蘭

老師 

教研 10F

演講廳 
左谷蘭舞台造型講座 

101.3.8 
媒體人趙婷老

師 
國樂系館 媒體行銷之運用專題講座 

101.4.12 趙劍華老師 國樂系館 趙劍華二胡大師班講座 

101.4.26 歐陽明仁老師 國樂系館 歐陽明仁竹笛蕭製作專題講座 

101.5.09 曾聖峰老師 
教研大樓

203 教室 
圖書館電子資料庫之運用專題講座 

101.5.10 張龍雲老師 國樂系館 
「西樂與傳統藝術音樂之結合分享」 專題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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