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 109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學習單❖ 
 

            我是瑞芳國小    年級               

➢比賽時間：  2020/11/25 上午 8：30  

➢比賽地點：  安溪國中演藝廳 

➢比賽組別：  團體國小 B組直笛合奏一區  

➢指定曲目： 1. Marsch aus Alceste (S.A.T) 

2. Cherry Tree Rag (S.A.T.B) 

3. Das Huhn von Thun (S.A.T.B) 
 

序號  校名  自選曲  作者 指定曲 覺得他們表現… 

1. 土城國小 MOCK BAROQUE   無 / J.D.Carey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2. 丹鳳國小 

English Folk Song Suite 

I.March"Seventeen Come 

Sunday”  

作曲: Ralph Vaughan 

Williams 曲:Shen,Mao-Chih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3. 竹圍國小 from "Suite No. 1, in C"  無 / J.S. Bach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4. 石門國小 Aloha oe  
無 / Queen Liliunkalah von 

Hawaii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5. 興華國小 The Syncopated Clock  無 / Leroy Anderson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6. 吉慶國小 桃花過渡  無 / 林清義(編曲)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7. 坪頂國小 country dance k.609  無 / 莫札特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8. 昌隆國小 Kleine Suite Ⅲ  無 / Jos. Fr. Doppelbauer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9. 屯山國小 
Slavonic Dances No.7 

Op46  
無 / Dvorak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10. 文化國小 Kleine Suite III 1.2.5.6  無 / Jos.Fr.Doppelbauer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11. 瑞芳國小 
Impressionen aus New 

York  
無 / Allan Rosenheck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12. 橫山國小 Cameron，s Ragtime  無 / John Pitts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13. 育英國小 農村酒歌  無 / 許明得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14. 清水國小 

Mock Baroque 

(4R)(SATB) 1. Tango 

Baroquita  

無 / James Duncan Carey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序號  校名  自選曲  作者 指定曲 覺得他們表現… 

15. 樂利國小 Flutes dansantes  無 / Wim ter burg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16. 裕民國小 Kanon  
無 / 帕海貝爾,金子健治(編

者)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17. 昌平國小 Bananas(選曲)  無 / Allan Rosenheck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18. 中泰國小 
Cocktails Suite, 3rd mov. 

Quarterdeck  
無 / James Carey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19. 光華國小 
Second Suite in F for 

Military Band  

無 / Gustav Holst, Arr. by 

Stan Davis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20. 水源國小 12 Dance-Tunes  無 / Heinz Lau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21. 龍埔國小 Mock Baroque No. 1、3.   無 / J. D. Carey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22. 天生國小 

African Suite No. 

17,Njagala Nnyimba, 

1.Jangu wano  

無 / Soren Sieg   
□和聲好聽 □音準控制佳  

□指定曲棒 □自選曲棒 

23. 有木國小 崖上的波妞  無 / 久石讓    

比賽結果 

➢這次比賽我看到其他隊伍有哪些優點： 

                                                             

➢這次比賽我看到其他隊伍有哪些缺點： 

                                                             

➢優等前四名隊伍有：       國小、       國小、      國小、       國小。 

➢我們得到：     等   成績：        分 

➢上台時覺得我們的表現如何？為什麼？   

                                                                                               

➢上台時你是否會緊張？這時你都會怎麼做?為什麼？   

                                                                                               

➢你認為自己平時練習的狀況如何?是否有在比賽上表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