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103年第十屆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 

成績公告 

 

    本屆競賽已於本年 11 月 1日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順利完成，恭喜各位得獎同學，感佩指

導老師和家長們的辛勞，更感謝教育部/國教署、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以及各競賽夥伴們的協

助。 

本屆競賽共有來自全國 22縣市 553所國小五年級至國中九年級學生參賽，經校內初選，

有國中 1918和國小 227位同學參加縣市複賽，最後由 135位國中生、40 位國小生晉級決賽。

本屆共頒發下列三種獎項，此外，還辦理參賽心得徵文活動，共有 8位同學獲得大會致贈的紀

念品。 

 全國決賽優勝：國小組金牌 1位、銀牌 2位、銅牌 3位和國中組金牌 1位、銀牌 2位、銅

牌 7位，獎狀由教育部頒發； 

 各縣市表現最優：各縣市國小組和國中組表現最優同學各 1位，獎狀由主辦單位頒發。 

 環境觀察能力測驗：國小組金牌 1位、銀牌 1 位、銅牌 1位、佳作 3位和國中組金牌 1位、

銀牌 1位、銅牌 3位、佳作 6位，獎狀由主辦單位頒發。 

 

所公告之名單中，有部分指導老師姓名待補 (凡至頒獎典禮前，還未獲告知指導老師大名

者，均暫空白)。因故未能親自領獎者，獎狀也將寄送到學校地址。 

若有成績查詢之需求，則煩請由指導老師發信至競賽信箱： tngc@deps.ntnu.edu.tw 並請

註明校名、指導老師名與學生名，我們將依序處理。  

 

主辦單位 謹致 103/11/4 

 



全國決賽:國中組 

名次 姓名 指導老師 縣市 學校 年級 

金 鄭中彥 蔡依純 臺北市 萬芳高中附設國中 9 

銀 施永朋 陳芳瑩 臺中市 華盛頓高中附設國中 9 

銀 李長晉 許朝智 臺中市 明道高中附設國中 8 

銅 周哲宇 黃賈傢 臺北市 東山高中附設國中 9 

銅 顧永平 劉富美 臺北市 國立師大附中附設國中 9 

銅 吳宗勳  臺北市 天母國中 9 

銅 陳彥廷 林怡資 臺中市 居仁國中 9 

銅 陳德範 鄭麗娟 雲林縣 正心高中附設國中 9 

銅 洪煥鈞 梁世婷 高雄市 龍華國中 9 

銅 黃群凱  屏東縣 里港國中 8 

  註:凡至頒獎典禮前，還未獲告知指導老師大名者，均暫空白。 

 

全國決賽:國小組 

名次 姓名 指導老師 縣市 學校 年級 

金 何喆恩 鄭立娜 臺北市 南港國小 6 

銀 楊皓鈞 李佩蓉 新竹市 龍山國小 6 

銀 蘇子強 黃佩君 臺中市 育仁國小 6 

銅 簡辰宇 洪夢華 臺北市 金華國小 5 

銅 劉冠宏 陳亮菁 新北市 昌平國小 6 

銅 李宗承 洪郁程 臺南市 鹽水國小 6 

  註:凡至頒獎典禮前，還未獲告知指導老師大名者，均暫空白。 

 

各縣市最優選手：國中組 

縣市 姓名 指導老師 學校 總決賽獎項 

臺北市 鄭中彥  萬芳高中附設國中 金牌 

新北市 陳立 趙淑瑩 二重國中  

宜蘭縣 張翔鈞 趙之萱 中道高中附設國中  

基隆市 葉子睿 黃純如 中正國中  

桃園縣 賴子聿 張素禎 青溪國中  

新竹縣 沈薏寧 胡玉娟 成功國中  

新竹市 陳唯中 李淑珠 建功高中附設國中  

臺中市 李長晉 許朝智 明道高中附設國中 銀牌 

苗栗縣 連宇謙 楊淑媛 君毅高中附設國中  

臺東縣 王彥傑 胡乃文 新生國中  

花蓮縣 陳品豪 陳亞雲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  



縣市 姓名 指導老師 學校 總決賽獎項 

附設國中 

澎湖縣 廖呈哲 王慧筠 馬公國中  

金門縣 洪瑞澤 余函娟 金城國中  

連江縣 陳孜瑜 劉培鑫 介壽國中(小)  

彰化縣 洪博洋 陳禹賢 精誠高中附設國中  

南投縣 林品宏 蕭勻昭 延和國中  

雲林縣 陳德範  正心高中附設國中 銅牌 

嘉義縣 賴予安 陳凱萍 協同高中附設國中  

嘉義市 蔡曜丞  北興國中  

臺南市 黃亮鈞 林炎武 德光高中附設國中  

高雄市 洪煥鈞 梁世婷 龍華國中 銅牌 

屏東縣 黃群凱 丁素雯 里港國中 銅牌 

      註:凡至頒獎典禮前，還未獲告知指導老師大名者，均暫空白。 

 

各縣市最優選手:國小組 

縣市 姓名 指導老師 學校 總決賽獎項 

臺北市 何喆恩 鄭立娜 南港國小 金牌 

新北市 劉冠宏 陳亮菁 昌平國小 銅牌 

宜蘭縣 許牧涵 張至文 中山國小  

基隆市 洪廷翊 鄭潓妏 深美國小  

桃園縣 洪碩遠 吳慧萍 僑愛國小  

新竹縣 王懷逸  光明國小  

新竹市 楊皓鈞  龍山國小 銀牌 

臺中市 蘇子強 黃佩君 育仁國小 銀牌 

苗栗縣 謝博任 謝文娟 建功國小  

臺東縣 張棋鈞 賴惠蘭 新生國小  

花蓮縣 陳彥融 陳怡瑄 中正國小  

澎湖縣 高以勒 謝光榮 馬公國小  

金門縣 林展毅 張千培 中正國小  

連江縣 劉鴻軒  東引國(中)小  

彰化縣 黃柏賓 施欣媛 洛津國小  

南投縣 張育榛 楊瑞玲 平和國小  

雲林縣 張家維 郭麗雯 僑真國小  

嘉義縣 姚俊丞 王文豪 新港國小  

嘉義市 蔡秉儒  嘉北國小  

臺南市 李宗承 洪郁程 鹽水國小 銅牌 

高雄市 吳柚葦 黃文虹 鳳山國小  

屏東縣 陳翊翔 黃守君 內埔國小  

 



環境觀察能力測驗：國中組 

名 次 姓 名 就 讀 學 校 作 品 名 稱 指導老師 

第一名 廖慧青 臺中市安和國中 
東海大學之東海湖動植物環境分

布圖 
鄭惠仁 

第二名 詹景涵 臺中市安和國中 臺中市安和國中環境分布圖 鄭惠仁 

第三名 

張瀚文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

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私立復興實中校園防災設施分布

圖 
許珊瑜 

徐向宜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

級中學國中部 

國立政治大學山下校區道路使用

與地面停車位環境分布圖 
黃賈稼 

侯聖新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

級中學國中部 
大明高中植物環境分布圖 黃香榕 

佳  作 

吳庭儒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

級中學國中部 
中和八二三紀念公園植物分布圖 曾郁嘉 

林楷勛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

級中學國中部 
南山中學校園植物分布圖 曾郁嘉 

孫镱榛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

中學國中部 
明道中學校園植物分布圖 王欣羚 

葉人溥 屏東縣立明正國中 無障礙及消防設施環境分布圖 張宇璇 

黃乃謙 基隆市私立二信中學 二信高中校園植物環境分布圖 林垂賓 

范詠為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

中學國中部 
南山中學校園植物分布圖 曾郁嘉 

 

環境觀察能力測驗：國小組 

名  次 姓  名 就  讀  學  校 作  品  名  稱 指導老師 

第一名 何喆恩 臺北市南港國小 南港國小校園開花植物環境分布圖 鄭立娜 

第二名 姚俊丞 嘉義縣新港國小 新港國小學校校園十大校樹分布圖 王文豪 

第三名 林  俐 新北市中和國小 中和國小校園植物分布圖 林作逸 

佳作 劉芳妏 嘉義縣龍山國小 龍山國小校園蝴蝶食草分布圖 劉玉立 



許祐榮 嘉義縣龍山國小 龍山國小校園植物分布圖 劉玉立 

謝雲家 臺北市南港國小 南港學校校園有毒植物分布圖 鄭立娜 

 

參賽心得徵文 

姓 名 就 讀 學 校 指導老師 縣市 

劉宗宇 南山中學 曾郁嘉 新北市 

華鈞毅 大墩國中 楊玉嬋 臺中市 

蔡伯慶 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郭美齡 臺南市 

蔡仁一 桃園國中 李立群 桃園縣 

周昀韋 培英國中 楊宗儒 新竹市 

王紹孺 福和國中 蘇珮儀 新北市 

常佳瑄 福和國中 蘇珮儀 新北市 

沈政諳 湖口高中 李筱媛 新竹縣 

 

 

 

 

 

 

 

中國地理學會．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謹致 103/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