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臺師大阿勃勒盃歌唱大賽 

決賽入圍名單 

獨唱組： 
決賽順序 抽籤序號 系級 學號 姓名 

1 7 
社教 104 40002042E 江宇雯 

社教 104  林靚柔 

2 10 
  

呂映嫻 

3 15 物理 101 497412327 王怡祥 

4 16 圖傳 104 40072045H 徐如君 

5 18 
英語 101 497212296 王婉倩 

數學 102 498401222 沈奕君 

6 22 企管 102 498570504 潘子翔 

7 26 
公領 102 498071089 林思弦 

致理國貿 10001125 羅大惟 

8 35 心輔 101 497010349 許瑜涵 

9 39 音樂 103 499902297 買皓雪 

10 42 國華系 498840442 鄭俊鎬 

11 43 音樂 103 40090227M 梁詠鈞 

12 49 僑先部 900100078 吳依蕾 

重唱組： 
決賽順序 抽籤序號 負責項目 學校 系級 學號 姓名 

1 3 

主唱+吉他 本校 人發 101 497062110 蔡晨欣 

主唱 本校 英語 101 497061116 甘甯 

主唱 本校 地理 102  林孟橋 

主唱+吉他 本校 人發 99  河仁傑 

2 7 

主唱 本校 工教 104 40070036H 陳苑駿 

主唱 本校 工教 104 40070002H 何洛嘉 

吉他伴奏 本校 工教 104 40070053H 薛榮漢 

3 10 
主唱 本校 體育 104 40030001A 黃丞佑 

主唱 本校 體育 104 40030024A 湯耀主 

4 11 
主唱 本校 國文 103 499204310 李靜怡 

主唱 本校 社教 104  江宇雯 

5 13 

主唱 本校 音樂 103 499901358 施映安 

主唱 本校 音樂 104 40090227M 梁詠鈞 

吉他伴奏 本校 音樂 104  潘芝媚 



 

樂團組： 
決賽順序 負責項目 學校 系級 學號 姓名 

1 

主唱 本校 企管 102 498570504 潘子翔 

BASS 本校 科技 101 497711333 蘇永豪 

Keyboard 本校 光電碩一 600480285 黃騰毅 

爵士鼓 本校 物理 102 498411215 李柏璋 

2 

吉他 本校 歷史 102 498220460 葉宗鑫 

BASS 政治大學 哲學碩一 100154013 莊育霖 

主唱 清華大學 分子醫療碩一 100080604 李政哲 

爵士鼓 實踐大學 財金系 A9725143 陳奕廷 

Keyboard   動物科學系 B97606023 張嵩 

3 

吉他 本校 應電 101 497750028 郭子恆 

吉他 本校 生科 101   陳威達 

爵士鼓 政治大學 心理系   蘇成愷 

Bass 東吳大學 會計系   張瀚元 

主唱 開南大學     林承翰 

4 

主唱 本校 視設 102 498600452 黎世堯 

BASS 本校 視設 102 498680165 黃可多 

吉他 本校 視設系   黃浥昀 

吉他 本校 視設系   彭昱凡 

5 

主唱 本校 國華 102 498840442 鄭俊鎬 

Keyboard 本校 國華 103 499840035 金寶恩 

BASS 本校 體育 104 40030022A 林育玄 

爵士鼓 本校 應電 104 40075020H 周珈卉 

吉他 本校 應電 104 40075035H 劉三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