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臺南女中音樂班   管樂、打擊等術科教師名單 

 
職稱 教師姓名 專長 最高學歷 

1 教授 吳旭玲 聲樂 義大利米蘭 G.verdi音院演唱文憑 

1 講師 董怡君 作曲 國立維也納音樂院表演藝術碩士 

2 博士 林芝良 作曲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藝術博士 

1 講師 杜潔明 琵琶 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  

1 碩士 蘇孟風 古典吉他 法國巴黎師範音樂學院高等演奏文憑 

2 博士 柯懿芳 古典吉他 美國博爾州立大學音樂系博士 

1 高中教師 黃忠正 長笛 私立東海大學音樂系 

2 講師 歐禮安 長笛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 

3 碩士 陳友梅 長笛 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碩士 

4 碩士 林玲如 長笛 美國南加大音樂碩士 

5 碩士 孫莉 長笛 維也納國立暨表演藝術大學 

6 博士 江品誼 長笛 法國巴黎師範音樂學院最高演奏家文憑 

1 博士 翁怡欣 單簧管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藝術博士 

2 碩士 林蕙萱 單簧管 德國國立德特蒙音樂院碩士 

3 碩士 簡雅敏 單簧管 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 

4 碩士 顏妤婷 單簧管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表演藝術碩士 

5 碩士 林君禧 單簧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演奏組 

1 高中教師 郭商儀 雙簧管 德國國立科隆亞琛音樂院藝術家碩士文憑 

2 講師 林虹妙 雙簧管 德國國立埃森福克旺音樂學院音樂演奏藝術家碩士文憑 

3 副教授 洪千智 雙簧管 法國巴黎師範音樂院最高演奏文憑 

1 博士 梁兆豐 長號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藝術博士 

2 碩士 劉亦倫 長號 德國萊比錫音樂與戲劇學院碩士 

3 碩士 溫郁盈 法國號 美國波士頓大學碩士 

4 學士 顏鈺雯 小號 美國曼尼斯音樂院碩士 

5 碩士 陳昱涵 小號 德國科隆音樂舞蹈學院亞琛分校碩士 

6 碩士 簡竹君 上低音號 國立台南大學音樂碩士 

7 助理教授 古博元 薩克斯風 加拿大亞伯達大學藝術學院音樂系音樂博士 

1 講師 郭蓁蓁 低音管 美曼哈頓音樂院碩士 

2 博士 黃子宜 低音管 德國美茵茲音樂院低音管最高獨奏家文憑(等同博士) 

3 碩士 蔡惠雯 低音管 密西根州立大學音樂系碩士 

1 講師 許正信 敲擊樂 法國魯愛馬梅遜音樂院碩士 

2 講師 朱崇義 敲擊樂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音樂系碩士 

 



111學年度臺南女中音樂班   弦樂術科教師名單 

 

 職稱 教師姓名 專長 最高學歷 

1 副教授 戴俐文 大提琴 美香檳城伊利諾大學音樂碩士 

2 博士 陳廷瑋 大提琴 德國德特蒙音樂學院博士 

3 博士 黃品潔 大提琴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 

4 博士 許鶴齡 大提琴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音樂博士 

5 講師 曾千珊 大提琴 德國司徒加特音樂暨藝術大學碩士 

6 講師 薛雅文 大提琴 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演奏碩士 

7 碩士 林榆婕 大提琴 美新英格蘭音樂院大提琴演奏碩士 

8 碩士 陳妍蓉 大提琴 德國柏林藝術大學音樂碩士 

1 博士 王瀅卿 中提琴 美國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演奏博士 

2 講師 王麗雯 中提琴 美國茱麗亞音樂院碩士 

3 講師 蔡勻宜 中提琴 美南加州大學音樂碩士 

4 碩士 蕭寶羚 中提琴 德國岱特摩音樂院碩士 

5 碩士 徐慧芳 中提琴 美國茱麗亞音樂院碩士 

6 碩士 林婕伃 中提琴 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中提琴碩士 

1 助理教授 蔡耿銘 小提琴 國立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研究所  

2 博士 杜冠璋 小提琴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博士 

3 博士 杜淑芳 小提琴 美國波士頓大學小提琴演奏博士 

4 博士 林子平 小提琴 密西根州立大學音樂藝術博士 

5 博士 陳維音 小提琴 德國國立代特莫爾音樂學院最高演奏家博士文憑 

6 講師 楊瑋能 小提琴 美國南加大 U.S.C演奏碩士 

7 講師 周亮君 小提琴 美紐約曼哈頓音樂院碩士 

8 講師 蘇欣怡 小提琴 美國波士頓新英格蘭音樂院小提琴演奏碩士 

9 講師 許恕藍 小提琴 法國立巴黎馬爾梅森音樂院最高演奏文憑 

10 專任教師 顏一晴 小提琴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碩士 

11 專任教師 郭怡君 小提琴 國立交通大學演奏碩士 

1 博士 張簡文婷 低音提琴 美國辛辛那堤大學音樂學院音樂藝術博士 

2 講師 潘詠霈 低音提琴 法國國立聖摩爾音樂院碩士 

 

 

 

 

 

 

 

 



111學年度臺南女中音樂班   鋼琴術科教師名單 

 

 
職稱 教師姓名 專長 最高學歷 

1 教授 吳京珍 鋼琴 美國俄亥州音樂院鋼琴博士 

2 副教授 楊美娜 鋼琴 德國國立科隆音樂院演奏碩士 

3 副教授 李威龍 鋼琴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鋼琴演奏博士 

4 助理教授 蔡雨利 鋼琴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音樂藝術博士 

5 助理教授 許昱琦 鋼琴 美國克羅拉多大學波得分校鋼琴合作藝術博士 

6 助理教授 陳宜蓁 鋼琴 美國紐約大學音樂哲學博士 

7 助理教授 黃楚涵 鋼琴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音樂系鋼琴演奏博士 

8 博士 顏竹君 鋼琴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博士 

9 博士 張筱靈 鋼琴 美國北德州大學鋼琴博士 

10 博士 陳芝羽 鋼琴 奧地利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博士 

11 博士 吳佳瑾 鋼琴 美國紐約曼哈頓音樂學院鋼琴演奏博士 

12 碩士 陳淑青 鋼琴 美國紐約曼哈頓碩士 

13 碩士 徐瑞穗 鋼琴 美國波士頓大學音樂碩士 

14 碩士 郭淑瑛 鋼琴 美國新英格蘭音樂院鋼琴碩士 

15 碩士 葉怡君 鋼琴 維也納市立音樂院鋼琴演奏藝術家文憑 

16 碩士 陳映維 鋼琴 德國科隆音樂院鋼琴演奏/聲樂伴奏碩士 

17 講師 蔡麗芬 鋼琴 美俄亥俄州 AKRON 音樂院碩士 

18 講師 黃琬玲 鋼琴 美新英格蘭音樂院演奏碩士 

19 講師 陳佳欣 鋼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20 講師 陳怡如 鋼琴 美紐約州立大學音樂碩士 

21 講師 林婉琤 鋼琴 美波士頓新英格蘭音樂演奏碩士 

22 講師 楊伊婷 鋼琴 美國密西根大學安娜佳校區音樂碩士 

23 講師 楊淑媛 鋼琴 德國富萊堡音樂院演奏碩士 

24 講師 陳奇杏 鋼琴 曼尼斯音樂院音樂碩士 

25 高中教師 王雅莉 鋼琴 維也納市立音樂院高級文憑 

26 專任教師 徐毓英 鋼琴 美國伊士曼音樂院藝術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