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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義賣，寒冬送暖。當晚9：40我們將為德蘭兒童中心

的小天使和您安排一場元宵團圓煙火。謹此

忱邀並歡迎您的參加與蒞臨。

一份忱摯的感謝和邀約

親愛的竹塹城父老鄉親：

新年快樂。

2011年，是我們《新竹．元宵走街》民俗活動的十

週年。

2002 年，時任新竹市長林政則先生正視傳統民俗，

提倡元宵走街活動，風城重現年節喜慶，市民稱道；至

今，已邁入第十個年頭了。隨著市民的廣泛熱情參與，

台灣新竹盛大的元宵走街與平溪的天燈和鹽水的蜂炮一

般，逐漸成為台灣元宵的民俗亮點；元宵在新竹也是我

們的情人節，我們也想讓《元宵情人節》成為新竹市民

文化上的特有品牌。在這一天我們的年輕朋友會全城提

燈走街慶元宵，向您賀歲，為竹塹城祈福。今年，在許

明財市長的鼓勵下，我們特別邀約了北京市台辦海峽民

間交流促進會、廣州市教育代表團、與新竹救國團在新

竹市文化廣場共同為市民辦理《兩岸學生共慶元宵聯歡

晚會》，為上海世博台灣館情歸新竹的重新點燈預先熱

身，向兩岸與全球行銷新竹。

今年，《新竹元宵走街》的時間是2011年2月17日

元宵節當天的下午5：00至7：00。主題有三，分別是：

《世博．台灣．在新竹》，《貢丸．米粉．新竹風》，

《幸福．花園．科學城》；走街路線如附，走街隊伍將

準備8888盞環保燈籠沿途分送市民。對於可能造成您出

入上的不便，向您先致歉忱，並感謝您的了解和支持。

《兩岸學生共慶元宵聯歡晚會》將於晚間6：30至

7：00間開場。晚會特邀新竹愛樂/忠信師生管弦樂團公

演，北京京劇院青衣名角王奕戈老師將與兩岸學生同台

演出《京劇串燒》，北京什剎海體校將帶來轟動南台義

大世界的大型風情武術劇《尋找功夫》，還有大陸「超

級女聲」周筆暢將與台灣人氣歌手同台獻唱。新竹天主

教德蘭兒童中心的師長和小天使們也將在現場揉湯圓，

台灣忠信文教基金會 名譽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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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節、情人節、和元宵情人節的背景

元宵節是中國人的傳統節日。元是一的意思，宵是

夜的意思，農曆正月十五是除夕後第一個月望，故稱元

宵；因近過年，亦有人稱之為「小年夜」。二千多年前

西漢文帝時，已有將農曆正月十五定為重要官方慶典的

記載。「元宵點燈」則相傳始於東漢明帝，據說和佛教

在農曆正月十五點燈敬佛有關。隋以後出現「元夕」及

「元夜」的稱謂，唐代受道家影響稱「上元」，唐末才

首現元宵一辭。「元宵賞燈」相傳是在隋煬帝時開的風

氣，唐以後才逐漸成為節慶的主要活動。家中若有族譜

的，名列其上絕大部份我們的親戚和祖先都參加過這個

節日，這是一個珍貴的血緣和文化的神奇之旅! 猜燈謎和

放煙花是元宵節的重要活動內容，謎又叫「文虎」，猜

燈謎又稱「射虎」，這個元宵節的餘興活動相傳在宋後

大盛；放煙花助興則要到清以後才逐漸出現。據說唐代

的元宵慶典有三天，宋代有五天，明代則長達十天，到

了清代仍有五天，我們現代人聽了可能會心生一點羨慕

吧。當然，不能忘了提一下元宵節的經典食品「元宵」

了，元宵就是糯米做成的湯圓，美稱「元寶」，取大家

團圓、大家發財的的諧意。

除了七夕、元宵也被視為中國人的另一個「情人

節」。傳統中國人男女之事深受禮教約束，是相當保守

而壓抑的，未出閣的年輕女生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沒

有外出交友的自由，元宵自然就成為年輕男女最好的

「交誼」機會。宋．朱淑真的詩：「去年元夜時，花市

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

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滿春衫袖」(亦有人稱作者是

歐陽修)； 宋．辛棄疾的詞：「…眾裡尋它千百度，驀

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兩者皆含蓄而優雅地

描述了元宵月夜年輕男女受滿月效應(full moon effect)及

荷爾蒙影響後的心理狀態。對一些天天在過情人節、或

天天想過情人節的現代年輕人來說，這是極難認同與理

解的；當然、因為少了壓抑，他們可能也是創作不出這

麼浪漫優美的詩詞的，他們的創作力與生產力應會表現

在一些比較直觀而原始的地方。如果祖先來自福建的，

可能也曾聽說過這樣的一個方言俗諺：「偷挽蔥，嫁好

尪；偷挽菜，嫁好婿」；未婚的年輕女生若在元宵夜悄

悄爬起來偷摘蔥或菜，將會找到好對象；這也可能是

facebook上偷菜的遊戲在台灣盛行的原因之一。

西方的情人節是每年的二月十四日，紀念羅馬宗

教家Valentine (范倫鐵)殉教的日子，七夕和范倫鐵日

(Valentine's Day、西方情人節) 故事太悲情了，因此有許

多人比較喜歡元宵這個情人節，但是我們也欣賞現代西

方將情人節跳脫出狹隘的男女之情，把它擴大成為向親

人和一般的朋友表達關懷和思念的日子。在這一天，我

們會把我們的思念寫在紅色的紙卡，掛在樹梢，隨新年

的第一縷春風傳送給我們心愛的人。

以上文字節錄整理自《寫在元宵走街前．高天極．2008/2/14》

P.S. 2008年，台灣新竹忠信學校已正式將元宵節訂為該校《阿忠阿信元
宵情人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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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引言人報告

今年，是新竹元宵走街的十週年。忠信文教基金會

自2000年起，配合忠信學校辦理了一系列《Beyond時代

新青年主張》活動，藉由活動向社會報告我們的工作信

念和內容，包含了：《忠信教育的四個相信》、《忠信

學生四個榮譽信條》、《忠信校園的四個訴求》、《奮

乎百世‧其命維新》、及《一個責任‧一個夢想》等想

法，希望能為新世紀的台灣忠信教育責任開張立本，善

盡厥職。這次辛卯玉兔年竹塹城元宵走街祈福巡禮和兩

岸學生共慶元宵聯歡晚會也是忠信《Beyond 時代新青年

主張》系列活動之一。在這裡要感謝您長年的肯定，感

謝您長年的支持，感謝您長年地與我們攜手偕行，一同

幫助我們的年輕人在未來成功，一同讓我們的社會的明

天比今天更加美好。

在這裡特別要感謝元宵走街這個活動的發起人林前

市長，也是我們現任的台灣省省主席林政則先生。我們

也特別要感謝現任的新竹市大家長、也是今天這個活動

場地的主人許明財許市長，對我們活動的大力支持。同

時，特別要感謝最辛苦的人民保姆新竹市警察局的警察

同仁和警友會提供我們安全的環境；也特別要感謝新竹

市衛生局清潔隊的同仁，辛勤地提供我們環境衛生的服

務。

在這裡也要藉這個機會感謝這次活動的指導和共同

辦理單位：新竹市文化局、北京市台辦海峽民間交流促

進會、和新竹救國團；以及這次活動的協同辦理單位：

北京市教委和廣州市教委；以及這次活動的支持單位：

新竹迎曦服務協會、新竹天主教德蘭兒童中心、新竹市

立愛樂管弦樂團、與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沒有大家

的支持，沒有今天的圓滿。耑此

敬祝

新年快樂!

忠信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活動程序表

17：00 ~ 18：15 竹塹城走街祈福巡禮 

18：15 ~ 19：00 園遊 / 同樂會

19：00 ~ 21：40 兩岸學生共慶元宵聯歡晚會

晚會會場配置圖

竹塹城走街路線圖

1. 主舞台

2. 晚會服務台

3. 新竹市警局少年隊宣導區

4. 德蘭有情人愛心點心義賣區

5. 園遊會A區
6. 園遊會B區
7. 園遊會遊戲區

8. 園遊會C區

9. 阿忠阿信創意花燈展示區

10. 元宵情人樹 / 義賣區

11. 阿忠阿信《心心相印》卡祈福區

12. 嘉賓 / 記者休息區

13. 辦理單位工作區

14.《阿忠阿信的家》服務區

 移動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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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嘉賓紀念名錄

北京教育訪問團

馬玉萍 北京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

嚴中洲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交流局副局長

曹居京 北京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巡視員

馬振杰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交流局副處長

張小燕 北京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處長

高雙進 北京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處長

魏國富 北京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連絡處副處長

王福增 北京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信息中心副主任

李惠林 北京市西城區教育委員會台灣事務聯絡部部長

魏　鍇 北京市西城區教育委員會中學教育科副科長

黃　鵬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副校長

郭志平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主任

高麒珂 北京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信息中心主任科員

牛曉亮 北京市西城區教育委員會副主任科員

何　平 北京市海淀區教育委員會主任科員

段可爭 北京市東城區教育委員會對外交流與合作科科員

王彥華 北京市西城區中小學衛生保健所主治醫師

李　娜 衛生部北京醫院護師

王　磊 北京市東城區青少年課外活動指導服務中心職員

高　輝 中央電視臺製片人

孔　河 中央電視臺記者

劉　宇 新華社新聞攝影編輯部國際照片編輯室主任

孫　怡 北京人民廣播電臺主持人

周家望 北京晚報社區新聞部主任

賀　超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之聲執行總監

扎西頓珠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財經辦公室副主任

董廷燕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學會主任編輯

額日德尼畢力格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民族中心蒙語部主任

鄭　晶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之聲專題部節目製作人

肖玉林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民族廣播中心主任

李曉冰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之聲專題部副主任

萬　昕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之聲編輯

關曉東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學會學術部主任

胡畢斯嘎拉圖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民族中心蒙語部節目主管

單文勝 北京金牌大風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企宣代表

牟劍閩 北京紅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

王　娜 北京紅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趙　琪 北京紅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項目經理

趙　彬 北京紅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傳媒總監

張夢曉 北京紅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職員

王希凡 北京紅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職員

吳愛麗 北京紅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職員

劉　琰 北京市回民學校教師

宋順亮 北京市回民學校教師

陳大方 北京市回民學校教師

郇　樂 北京市回民學校教師

楊愛強 北京市回民學校教師

楊鳳桐 北京市宣武區少年宮教師

徐關廳 北京市十一學校教師

劉占江 北京市十一學校教師

趙文龍 北京市十一學校教師

王雲紅 北京市十一學校教師

李曆清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教師

虞　寧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教師

雷志清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教師

齊雪然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教師

徐金保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教師

孫　楊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教師

張義亮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教師

劉　佳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教師

崔麗慶 中國戲曲學院附屬中等戲曲學校教師

安　會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教師

桑甜甜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教師

彭春紅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教師

吳　剛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教師

王少亮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教師

宇文紫薇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教師

程傳鳳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學教師

張　新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學教師

袁素芹 北京市育英學校教師

周　蓉 北京市育英學校教師

張　娜 北京市育英學校教師

陳素霞 北京市育英學校教師

隋燕飛 北京市育英學校教師

文　勛 北京市育英學校教師

李　軒 北京市育英學校教師

王　薇 北京市育英學校教師

趙　紅 北京市育英學校教師

劉遠征 北京市育英學校教師

孫　誠 北京市什刹海體育運動學校武術隊員

CHHS Beyond 2011  《新竹‧元宵踩街‧十週年》



10 11

唐林燦 北京市什刹海體育運動學校武術隊員

王躍穎 北京市什刹海體育運動學校武術隊員

陳如龍 北京市什刹海體育運動學校學生

王創偉 北京市什刹海體育運動學校學生

耿傳強 北京市什刹海體育運動學校學生

馬　璇 北京市回民學校學生

劉　暢 北京市回民學校學生

劉釔彤 北京市回民學校學生

侯　爽 北京市回民學校學生

黃　菲 北京市回民學校學生

李　想 北京市回民學校學生

司　宇 北京市回民學校學生

田永康 北京市回民學校學生

馬力強 北京市回民學校學生

趙宸瑤 北京市回民學校學生

米博文 北京市回民學校學生

唐新月 北京市回民學校學生

崔　晨 北京市回民學校學生

董　娜 北京市回民學校學生

尤心悅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朱景琨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胡鈺婷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楊　煦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安　迪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馮宇昕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李金奕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馬怡歡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孫博微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張欣玥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孫銘心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郭思妍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孫名萱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陳可馨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郝天舞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唐一媛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郝昕萌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胡天寒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楊楚喬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吳天儀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屈婉怡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胡夢雪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鄒安邦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楊　碩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孫清怡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賀　喜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閆瑞恬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陸雲琳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薛敏然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孫瀾銘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熊曉熹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張　涵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王格瑞 北京市十一學校學生

刁旭昊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學生

王　馳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學生

李　寧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學生

李　響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學生

李曉冉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學生

李紫陽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學生

相旭陽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學生

曹文鈺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學生

楊安琪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學生

李　闊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學生

劉　婧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學生

趙森杰 北京市廣渠門中學學生

牛亞婕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曹　緯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田潤彤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趙田明娣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宋　言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葉曉彤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顏慕儀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李心悅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楊靜怡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盧　珊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閆　龍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劉怡貝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姜啟筠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薛夢雯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李　想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于小涵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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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孟琪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馬陽藝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吳文希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肖愛因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何思凝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羅亦君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趙　凡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李雙育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劉偉禕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王　煒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潘逸萍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李佳寧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尹　航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劉欣荻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李燕橋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梁鈺珩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王　晗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馬媛媛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李嘉鶴葦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鄧　都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邵春麗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林雨菲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王鈺涵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劉健超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段乃文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羊予卓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侯嘉茵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陳　婷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高曉然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馬思瑤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高圓媛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張嗣育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王玥辰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馮京京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劉嘉禧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郭晨曦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李亞琪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任　屹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趙靚雪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趙心悅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孫　昳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劉靜軒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傅宇涵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張渲淇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學生

候久久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肖　佳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王　紫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喬　絢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李思迪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楊瀅霏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劉心悅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王可心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馬　爽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司　萌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張藝洋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辛　雪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高婭潔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張　一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張鈺瀅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王慧蕾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許金銘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李　欣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許　童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學生

賀　天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王梓然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張　辰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李　霽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彭雪珊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劉雨萱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張鴻宇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孟千翔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尹宏晨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盧宇辰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王　妍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蘇瑞佳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許暐玥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戴文韜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李雨軒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徐湘媛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羅小溪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蔣　牧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馬思靜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田　蓉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王海馨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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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邀請演出

北京京劇院王奕戈老師

北京市什刹海體校朱江鴻老師帶領的專業武術團隊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張呈

大陸歌手周筆暢

簡適貞老師帶領的新竹市立愛樂管弦樂團

參加演出單位

北京市什剎海體育運動學校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合唱團

北京市十一學校金帆童聲合唱團

北京市第二十中學舞蹈團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京劇團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京劇團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金帆舞蹈團

北京市回民學校金帆民樂團

北京市育英學校舞蹈團

北京市育英學校金帆管樂團

忠信山前女子槍隊

忠信壯我軍樂團

忠信天聲合唱團

特邀晚會節目共同主持

孫怡 - 小雨姐姐

中國首屆最佳少兒廣播節目主持人獎、香港地球獎、北京電台

優秀節目主持人。作品嘗獲艾美獎提名。

柳嘉茗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張鐘軒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孫　柯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吳一凡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彭　飛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李博涵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孫　岳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胡宇倫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吳思俁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鄭惠文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陳曉輝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盧依楊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張　哲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張何燦 北京市育英學校學生

廣州教育訪問團

黃素明 廣州市教育局副局長

熊紹庚 廣州大學華軟軟件學院培訓中心副主任

鄧云洲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校長

黃翠婉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教師

黃煥好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教師

殷小毛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教師

郭菀葭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王安穎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何為彬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寧卓雅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陳印鈞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傅　琳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吳文懿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鄭安廣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寧　睿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易方韜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陳澤宇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潘慧珊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楊　洁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李　婧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涂　瑞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韓竺媛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溫耀鴻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吳煜坤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丁葦杰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袁淳露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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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信學校演出名單

晚會主持人

廖婉君、顏政田、林小玲、吳註豐、陳品方、苗元康

晚會司儀

張志榮、祖恩萍

壯我軍樂團

特聘指導教師：彭凱男

游欣儒、陳彥君、陳玟婷、傅雅筠、劉映伶、李　翎、謝婉芸、葉慈韻 
呂慧子、徐慧婷、湯茂婷、羅延伊、蔡佩如、葉方迪、彭嘉立、彭詩閔 
謝佳靜、潘彥如、吳婕莘、余致綱、江家賢、林聖倫、陳思樺、丘懋孫 
江誌旂、林瑋翔、曾婉茹、張育瑋、葉人緯、劉柏亨、陳坤呈、江忠祐 
蔡易展、邱宏楷、張庭宇、許宗聖、彭建傑、何思賢、鐘子翔、戴婕如 
王郁翔、曾閔翔、羅楚喬、葉婷昀、李薇君、古煥龍、高詮蔚、藍玉屏 
陳縈萱、鄭旻瑞、林啟揚、曾梓洋、王文衡、李紫縇、范庭瑜、羅浩銘 
羅智聘、葉佐文、范植閔、徐榮志、劉玟鑫、胡繡文、余欣樺、蘇昱霖 
許偉德、莊欽淏、鄭宇凱、徐裕淇、彭成安、吳佳芸、劉康慈、容　杰

山前女子槍隊

名譽總教練：楊先鐸 
首任團長：黃耀鋐 
特聘教練：鄭顆澧

范孟勤、邱翠瑩、范佳君、曾詩芸、黃詩筑、吳沛珊、牛佳雲、黃潔瑩 
陳芝羽、袁歆茹、徐意涵、范楷青、范雅筑、何茹萍、曾雅玟、林依穎 
林芝羽、彭珮苓、江依庭、王昱茹、楊敏誼、衛岢均、彭小玲、范悅祺 
江依庭、葉樹珊、徐敏瑄、楊函諭、鄭琬霖、潘恩婷、吳孟瑄、鄭羽珊 
黃譯淳、陳曉君、廖偉如、鄭　雯、鍾慧茹、高佩儀、江星儀、王韻茹 
陳芸誼、邱姿禹、陳億涵、李　婷、李珮君、謝艾臻、王映筑、雍絮涵 
吳淑敏、鄭涵勻、高于崴、周天心、李芷菱、高念慈、鄭雲珊、李惠瑄 
劉亦婷、張雯筑、徐薇茹、劉孜萱、范智寧、藍翊榛、陳怡甄、張楚苓 
吳翊苓、張毓庭、戴楷庭、鍾雨欣、田曼利、陳羽琪、范育芝、鄭羽倫 
葉子鳳、吳筑宇、黃怡穎、羅淑慧、江俞樺、鍾婉羚、陳詩竺、陳孟竺 
陳博如、鄭家宜、羅欣慈、林辰昱、林郁雯、呂淳庭、陳彩詩、陳念萱 
譚羽庭

天聲合唱團

特聘指揮：宋知庭

特聘伴奏教師：高琬雁

2009(98)級 
張可蕓、羅如蘋、廖家峰、沈韻琪、葉子瑜、翁慈敏 

2010(99)級 
何禹芳、余江泰、余家緯、李思璇、莊欣宜、郭東明、陳孟杰

 2011(100) - 2013(102)級 
陳昱伶、陳師孟、馮凱菱、黃兆永、楊鴻謙、鄧邱駿、任雅薇、鄭弘枻 
黃子芸、吳郁佳、許昱姮、王映婕、林宣如、彭彥慈、林祐嘉、傅筠珈 
鍾秀瑩、林保靜、羅佳伶、黃靖雅、羅瑀瑄、吳濰絹、童新惠、邱鈺珊 

元宵情人節活動主題曲

《想起你‧想起我》

想起你  想起我

想起昨夜的燈火

是美麗  是哀愁

還是心中的寂寞

想起你  想起我

想起昨天的那首歌

弦歌聲聲聲如扣

一切是否能從頭

　月亮牽著我的手

陪我走在回家的路

她是否也為你照亮思念的歸途

我想要

伸出我的雙手

將你擁在懷中

告訴你我有多麼愛你

擦乾你的眼淚

親親你的臉

把昨天的笑容還給你

(間奏和音歌詞)

去年元夜時  花市燈如晝  月上柳梢頭  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  月與燈依舊  不見去年人  淚濕(滿)春衫袖

詞： TC & Sean Kao  曲： TC Kao   編曲：鄭朝方

間奏和音歌詞：宋．朱淑真(歐陽修)

發表日期：2009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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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工團

領隊教師：曹皓

張鉯婷、曾俐庭、呂佩容、林伽容、劉紀慧、林貞妗、洪乙卉、徐孝緹 
鍾嫻筠、張嘉星、林宛柔、徐翊玲、黃美娟、劉靜芝、陳郁婷、巫承峯 
陳均揚、羅文廷、鍾得順、謝宗烘、戴偉賢、蕭書煒、蕭庭瑋、蕭弘毅 
蔡承澤、蔡佳霖、鄒明楷、葉人豪、黃聖賓、黃昱文、馮博鈞、彭聖修 
彭辰宇、陳蔡智、陳書民、陳柏甫、陳伯恩、許祐豪、許晉濰、高文祥 
徐祥峰、徐偉傑、徐何任、范綱接、范智欽、范志鴻、胡育禎、林書霆 
林威志、林冠宏、李忠恆、巫宇翔、呂紹楠、吳建勳、吳育楷、江育槿 
林士凱、吳承遠、梁羽辰、張政凱、彭勗鈞、徐明源、賴綱宇、李　季 
王宗豪、彭珮妤、彭政諭、蔡孟琪、詹淑惠、張庭瑄、李祐陞、林宥朋 
杜泓君、曾嘉斌、張謙益、廖子翔、賴子均、吳承閩、鄭凱州、曾學楷 
詹文毓、黃俊廷、涂偉城、莊英文、陳奕丞、葉佳明、彭家德、徐豪志 
葉冠廷、陳信宇、黃筑絹、許嘉琪、楊雅惠、李宗達、徐君錂、呂育如 
李沛瑜、周庭揚、林宥達、黃俊棠、游佳翎、黃筱軒、鄭淯云、周志松 
劉邦智、許皓鈞、陳志展、陳泳程、陳昱銘、彭兆平、黃培軒、温啟翔 
單昱淮、林聖祐、王德勳、黃劭瑋、王振宇、邱哲煒、張光儀、黃偉誠 
林建醇、徐劭華、彭梓瑋、張家榮、羅慧宇、馮哲銘、廖宗彥、陳怡婷 
曾筱琪、盧怡靜、鍾婉柔、黃鈺崴、鄧思苡、蔡孟芳、廖宗彥、汪威呈 
彭騰慷、林芯慧、楊雨青、陳怡心、彭欣云、余姿穎、鄭婠盈、簡子芸 
郭晉宇、呂崇維、蕭思薇、涂博翔、李旻諺、吳秉昊、張硯翔、楊宗翰 
翁瑞聆、徐敏芳、張玉雯、林宣何、黃嘉慧、鄧琬仟、黃亭穎、楊鎧綸 
廖堉筌、鄭民祺、韋敬瑄、陳柏融、仲思遠、常鈺浩、翁浩瑋、彭寶璇 
林沛蓉、陳詩云、田皓君、彭冠穎、陳子傑、朱靖祥、柯明銓、史東憲 
鄭時杰、李政東、吳昌易、楊明豪、黃智煒、蔡傳生、藍宇萱、陳明揚 
林軒億、徐偉哲、田祐瑄、陸郁涵、洪慈郁、陳韻如、鄭芳如、賴郁欣 
胡雅芬、傅桄烜、王博恩、葉威呈、陸又昇、范存毅、林聖紘、羅子鈞 
曾郁琪、黃亭諭、范家豪、李芳雯、彭懷萱、彭俊棠、謝珖儀、曾馨慧 
徐宜瑄、謝萱蓉、曹　勻、李佳柔、徐憶雯、徐瑜駿、戴煒齊、陳智揚 
陳飛龍、黃竹楓、邱珮雲、蔡文祥、劉崇義、劉彥宏、楊曜齊、黃志友 
彭彥中、陳俊廷、陳柏翰、鍾竣揚、陳廷彥、徐竣祺、林威丞、汪任修 
李彥槿、吳鴻凱、謝佳穎、温定威、蘇柏修、蘇柏元、魏聿辰、鍾煜豪 
戴文澤、賴銀濱、賴兆昌、劉俊儀、劉杰煌、劉成忠、劉子麒、董冠均 
葉政勳、楊文勁、黃宗傑、湯士炫、彭浩倫、陳煊逸、陳家均、陳昭廷 
陳奕揚、陳品儒、陳佳佑、梁兆慶、張建國、徐瑋岑、徐子欽、徐于童 
林藝翰、林逸昇、林政陞、呂彥諶、呂振宇、吳靖凱、吳浩廷、吳思賢 
王瀚陽、陳炫亦、林　洋、徐健軒、張哲瑋、劉彥佑、陳鈞鈺、胡毓銘 
胡修碩、楊文良、陶勇辰、陳俊諺、張坤池、徐聖杰、陳子薇、李昱瑩 
翁紫涵、徐玟新、王世華、王弈翔、王歆傑、吳宗航、吳宗翰、吳柏萱 
李佳憲、李易軒、李柏青、李遠鎮、李憲銘、辛易哲、林　鈞、邱子鎬 
邱騰傑、風賀晨、徐敏浩、張廷揚、許國展、陳　揚、陳明傑、陳冠中 
陳政堯、陳啟超、陳瑋浩、陳謙億、陳譽仁、彭建翔、彭柏升、彭茂庭 
彭崇禮、黃于豪、黃丞凱、黃星發、黃祐陞、馮震昊、温世銘、葉俊億 
葉宸維、劉家均、劉逸華、戴呈翰、謝明稷、謝國華、鍾正文、魏健倫 
魏新儒、羅來星、黃柏憲、蕭劭威、范綱軒、鄭棠遠、邱媚嫆、徐莉晴 
徐育雁、徐證豐、鍾于宸、塗尚儀、吳亞蒨、邱筱媛、林君憶、林怡寬 
陳憶慈、范郁珊、范佳蕓、黃欣媛、賴筱雯、張智喬、張博茲、鄭旭雯 
吳憶佳、于　涵、張珈平、黃韻如、陳冠霖、胡定遠、劉君彥、詹郁琪 
徐識倫、羅尹萱、徐翰儒、鄭凱云、陳映竹、陳雨璇、邱俊瑋、郭承祐 
江俞欣、衛奕如、王萱惟、蔡依穎、陳彥廷、林鈺珊、馮相博、戴　寧 

林依蓉、許菱玲、喻靖惠、李佳茹、劉安琪、李羽薇、梁俐真、葉宇慈 
林宜錚、孫德萱、賴惠瑀、胡瑜珊、周　昀、陳安騏、李芳亭、林琬婷 
曾文姵、林芷潁、呂宜蓁、林品宜、簡子芸、鄧如婷、曾薇婕、宋怡賢 
鍾秀瑩、邱玉善、呂明臻、蘇心驊、胡家蓉、楊毓婷、林子芸、李欣樺 
陳詠璿、賴彥君、莊于瑄、關宇雯、吳夢庭、余芝潁、陳小梅、呂佩珍 
林芳綸、段依綾、沈占明、黃以安、陳柏融、羅章銓、田忠昇、丘皓文 
楊霆俊、洪則宇、陳群傑、邱宣榕、謝京翰、陳奕翔、詹勝清、葉育杰 
王維翊、鄭　瀚、賴鈞國、林智寛、呂學亮、范振棠、張季錞、廖辰祐 
林樹奇、黃智皓、彭佑農、李亭佑、林彥文、楊朋駿、李宗昱、余靖憲 
王韋傑

龍鼓隊

指導教師：陳源富

余家維、吳　易、吳泓瑨、吳柏霆、吳柏諺、甘鈞宇、李新國、李暐澤 
王新榮、林志嘉、古明峰、胡家祥、徐岱宏、張聲玟、劉元逸、梁繼伍 
許凱翔、連家文、陳佳陽、陳奕豪、陳益賢、陳維翰、古鉦平、吳旻軒 
曾睿杰、游政樺、黃博揚、楊智傑、溫紹翔、傅俊瑋、趙家祥、劉志偉 
劉展文、蔡濬謙、鄭淨丰、彭康順、詹博鈞、蕭至謙、鍾念修、羅子鈞 
羅　暘、王偉傑、王啟弘、何于豪、余武信、吳仁佑、吳國瑋、吳鑌晏 
李孟愷、李培瑄、周弘恩、林士誠、林佑昇、林育賢、洪承逸、洪晨宇 
洪梓恩、洪資恒、洪靖宗、徐唯軒、郭彥麟、郭詠舜、陳文威、陳冠榮 
彭信錡、彭浩睿、曾學鋒、黃禹凱、黃智郃、楊秉棋、楊鈞堡、楊靖綸 
萬威利、葉威廷、劉力銓、謝定誠、謝俊逸、鍾佩辰、羅章壕、蘇皓揚

晚會節目表演學生

古肇傑、王耘翰、但偉豪、及琳詞、錢宇恆、蕭　敬、陳冠佑、羅煒傑 
黃璿修、魏萌佑、東群皓、陳冠宇、許毓晏、葉香圓、蔡易廷、陳韋志 
張芷綾、彭　月、詹寶霖、彭意云、杜立民、邱顯揚、賴思翰、葉穎儒 
汪俐錦、江瓔芝、劉子安、趙家亘、徐孟琪、翁思婷、謝秉樺、蔡欣玲 
黃子容、曾毓庭、曾思萍、廖孟軒、蔡佩如、江佳珍、鄭佳雯、洪靖茹 
陳金敏、鄭婷文、李宜庭、彭百娸、何俊明、陳明宗、王歆傑、魏新儒 
鍾煜豪、王芝芸、楊育綦、曾禹翔、李維剛、吳昱廷、任冠哲、林家禛 
邱薏儒、彭琬庭、洪绍容、徐葦珊、甘庭瑜、楊鎧寧、藍昱晨、姜姿亦 
周奕伶、蔡宛淳、范浩煒、吳秉融、林虹安、洪昌佑、彭勤堯、曹登詠 
楊德軍、張　群、彭亞康、黃俊達、黃善成、陳玟婷、張紜瑄、張芳敏 
蔡旻晏、許旆慈、劉孜萱、鄭智庭、羅邵揚、郭智傑、羅延伊、劉怡君 
江星儀、曾靖嘉、連思蕙、曾昕儀、陳億涵、羅盛元、胡世昕、范揚旻 
王駿洋、朱峻弘、段昱安、莊英煥、張廷安、雷嘉元、陳玥靜、賴宗澤 
羅際群、傅姿瑜、葉柔妙、陳佾璘、陳琇翎、黃國益、邱孟婕、吳依宣 
黎明偉、葉佳翰、陳京筠、曾鉯茹、鄭羽豪、曾偉倫、陳樂頤、鄭凰均 
陳揚文、莊名翔、陳慶銓、陳冠華、劉靖紋、林于軒、何思瑤、姚忻妤 
陳小梅、羅佩汶、范家豪、王韋傑、何展毅、王建捷、林佩姿、何逸萱 
黃詩云、何易達、蔡明薰、戴瑋柔、呂尚純、謝詩雨、邱婉瑜、陳麗安 
陳宣羽、王玟心、陳佳琪、呂樂琪、李欣靜、徐宇欣、黃寶玉、陳億玟 
翁敏苹、范雅茹、曾翊晴、洪恩慈、羅佩琪、陳一達、陳沂豐、陳冠杰 
陳　驛、衛柏翰、劉兆翊、蘇伯淯、彭康凱、范昆琦、胡鼎曲、劉宇凡 
陳致穎、陳偉志、曾建傑、張燦麟

忠信學校服務學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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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服務人員

 服務指揮中心 ： 徐乾崇 0928-212362

 公關禮賓處 ： 曾國煜 0921-861155

 阿忠阿信的家服務處 ： 王曉文 0935-676028

 走街事務服務處 ： 廖婉君 0921-468617

 庶務處 ： 張義全 0921-722466

 晚會活動處 ： 謝定維 0938-126526

 學生事務處 ： 張劍龍 0919-915959

 V工處 ： 曹　皓 0916-373306

新竹市政府

財團法人忠信文教基金會

感謝大家的蒞臨指導

謹以我們的第一次演出獻給楊先鐸老師

忠信山前女子槍隊創隊指導教練

1934 - 2011

來自忠信永恆的思念和感謝

張馨文、鍾翼筠、林旻斈、羅瑀瑄、江欣蓉、蔡佳樺、邱振瑋、周承興 
孫怡安、黃胤祠、洪梓恩、張李錞、劉冠伶、黃昱螢、彭書筠、彭楷婷 
童俞瑄、吳雅筑、李亞璇、蘇家儀、張心禹、徐晨文、連佳芸、羅書羽 
張旻芬、張旻芳、陳晏儀、李亞芸、張利謙、章宏銘、戴琪軒、曾詩婷 
溫淑硯、邱俞婷、彭鈺文、廖紫璇、曾郁琪、吳庭華、謝孟臻、彭凱亭 
陳品樺、林青頤、卓麗庭、李依儒、何欣潔、黃念琦、朱語諄、謝佩琪 
蔡珉穎、張士俞、劉　杰、楊致維、林于萍、范茲茹、陳冠穎、江驊欣 
羅惟柔、許柏誼、卓冠伶、李亮瑩、李宜潔、李子煜、黃子珊、黃靖涵 
簡嘉慧、羅慧宇、陳晏儀、古育誠、彭冠儒、曾文賜、吳炘文、林庭安 
張晟皓、林彥萁、李育霆、蔡宇陞、葉奕廷、康家禎、李云瑄、黃啟翔 
何雅芸、吳韻琦、林聖儒、范　儀、張棻芸、温善雯、葉欣宜、詹于葶 
鍾育庠、盧　意、甘育靜、林珊誼、洪羽柔、郭俊微、陳依稜、彭孟凡 
黃亭諭、趙佳娟、蔡富年、鄧宇庭、羅盛騰、林挺正、黃鈺翔、陳德融 
黃丞佃、康哲瑋、林榆程、葉韋伶、趙莉馨、鍾欣璇、曾韻晨、陳　虹 
張秀雯、侯德侖、楊竣丞、張浚瑋、黃婉琁、張翊軒、鄭立豪、夏聖怡 
黃晨碩、林晏宏、李信愷、汪祐平、郭李柏倫

群育班
LIP 2012 (101) A：班導師 - 楊偉裕、班長 - 郭宇真

LIP 2013 (102) B：班導師 - 徐乾崇、班長 - 羅際群

QC 2012 (101) A：班導師 - 洪鳴谷、班長 - 彭智偉

DJ 2013 (102) B：班導師 - 何兆偉、班長 - 溫俊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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