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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4 年第 14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個人組＞ 

晉級決賽名單 

    本屆＜個人組＞晉級決賽共38位選手（來自21所高中），名單詳如下表。若姓名有

錯別字或漏字，務請通知主辦單位修正。請選手詳閱次頁決賽注意事項，並於10月3日(六) 

9:00以前至【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圖書館穿堂】報到。 

本競賽包含三項測驗，總成績 100分。複賽階段進行Written Response Test（WRT，佔

總成績 40%）和Multi-media Test（MMT，佔 20%）兩項；決賽階段進行 Fieldwork Test （FWT，

佔 40%）。本屆WRT 原始滿分為 84分，MMT 原始滿分為 40分，經加權合計，表現較優

者晉級決賽。 

主辦單位將於近期發函到校，俾便參賽師生申請公差假。若有其他決賽相關訊息，則將

公告於競賽官網，請定時上網查閱。其他決賽各項事宜，若需進一步說明，請依問題性質分

別聯繫主辦單位或承辦單位（高雄師大地理學系），將盡速回覆。 

 競賽辦法相關事宜：地理奧匹信箱 geo_olympiad@deps.ntnu.edu.tw 

 決賽日活動與場地事宜：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第14屆地理奧林匹亞籌備處 

信箱：geolympiadnknu@gmail.com；電話：0921512511 

 

本表依選手 ID 順序排列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指導老師 

1040103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黃偉豪 吳麗娟、孔繁涓 

1040201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周德侑 劉玲秀、林鴻昌 

1040202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劉芷晴 劉玲秀、林鴻昌 

1040203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周少筠 劉玲秀、林鴻昌 

1040501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郭大維 林裕恆 

1040601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許博竣 邱雯玲 

1040602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蘇彥碩 邱雯玲 

1040603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謝兆和 吳孟寰 

1040604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張景皓 許鈺苓 

1040607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陳韋瑄 黃家俞 

1040608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姚勇瑞 黃家俞 

1040609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林孟儒 黃家俞 

1040610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謝承廷 許鈺苓 

1040803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張巍騰 郭子民 

1041001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楊一瑄 何姮儀、巫宗南 

1041103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蔣亞庭 黃瑞宇 

1041104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吳亮萱 黃瑞宇 

1041701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華方綾 張偉綸、江裕民 

1042402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郭羿宏 蔡舜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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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603 台北市私立薇閣雙語高級中學 陳奕豪 黃介振、陳正文 

1042606 台北市私立薇閣雙語高級中學 鄭百芸 黃介振、陳正文 

1042801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周庭伃 呂展曄 

1043001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吳沁璇 王彥妮、王敬甯 

1044108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黃品學 彭佳偉 

1044201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劉廷佑 劉勇俊、王欣羚 

1044601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鄭翊蘋 賴秋華、黃柏欽 

1044602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李佳盈 賴秋華、黃柏欽 

1044605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蔡佳穎 賴秋華、黃柏欽 

10447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劉兆均 楊心喻 

10447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崔德輝 楊心喻 

104470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張  渠 張瑋蓁 

1044801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黃士桓 陳麒丞 

1044803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王鈜玄 陳麒丞 

1044806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蔡振廷 陳麒丞 

1045302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林詩耘 方淑美 

1045401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謝雅婷 杜雅鈴 

1045502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謝睿璞 黃秀明 

1045605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丁子茵 詹麗娟、范智雅 

（結束） 

主辦單位謹致 104/9/8 12:00 

 

~ 請詳閱第 3-5頁注意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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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組>決賽注意事項 

活動流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3 日       報到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文學院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備註 

08:30-09:00 高師大 報到  高師大圖書館穿堂 

09:00-09:50  前往實察地點 
 領隊老師與家長可至文

學院 3216 教室休息 

09:50-10:10 實察地點休息處 賽前解說  競賽說明與儀器介紹 

10:10-12:40 實察地點 
Fieldwork 

Exercise Test I 
 競賽時間 2 小時 30 分 

12:40-13:20 實察地點休息處 午餐與休息  40 分鐘 

13:20-13:30 實察地點休息處 進教室準備 

 13：20 進教室 

 13：25 考前說明與資料

閱讀 

13:30-15:50 實察地點休息處 
Fieldwork 

Exercise Test II 
 考試時間 140 分鐘 

15:50-16:20 實察地點休息處 閉幕 
 填寫問卷 

 領取入選決賽證書 

16:20-17:30  交通  返回高師大 

17:30 高師大 解散  

註: 活動時間可能視當天天氣與交通狀況而有所調整 

 

 

重要提醒 

1. 請準備可證明個人身份之有照片證件（身份證、健保卡、學生證等），並自備零用錢、

飲水與個人專用藥物。 

註：大會將提供參賽學生午餐餐盒，報到時會詢問是否需素食。 

2. 參賽者請自備文具、英漢字典與環保餐具。文具包括藍色或黑色原子筆、一般鉛筆、橡

皮擦、直尺、量角器、彩色鉛筆（六色即可）、計算機（凡具有基本之加減乘除計算功

能者均可，惟請自備電池） 

註：大會將統一提供野外考察用之硬殼資料夾，硬墊板可免攜帶。 

3. 本屆野外實察測驗，需要使用羅盤傾斜儀（長方形）之基本功能，大會將統一提供傾斜

儀，並於正式比賽前說明傾斜儀的使用方式。 

4. 請穿著適合野外實察與步行的衣物和鞋子，並準備遮陽、防風、防雨等用具。又因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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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登革熱疫情持續中，為避免蚊蟲叮咬，特別提醒穿著「長袖+長褲」，主辦單位當日

也將準備一般市面可購得之防蚊液，惟若個人有(藥物)過敏狀況，務請自行準備。 

5. 決賽日各階段活動的時間有可能微調，將以決賽日公告流程為準。又，考量中北部同學

之交通安排，結束時間不會延後。 

6. 本屆競賽頒獎典禮將於 10 月 04 日下午15:30在高雄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大禮堂舉行(頂

樓)，頒發各式獎項，並擬邀請教育部國教署、高雄師範大學校長、地理系主任等長官蒞

臨指導。個人組得獎名單預定於 10 月 03 日 21:00 於競賽官網公告，得獎者請開手

機，以便主辦單位聯繫。 

7. 報到地點與交通 

(1) 進入「高雄師大」門口後左轉，依指示標誌至圖書館穿堂報到。 

 

 

(2) 捷運站至高雄師大和平校區的交通方式 

i. 搭乘高鐵轉乘捷運：高鐵左營站→

捷運左營(高鐵)站→捷運美麗島站

→捷運文化中心站→步行至高師大。 

到達高鐵左營站後，由２號出口出

站，從捷運左營(高鐵)站搭乘往小港

方向的紅線捷運，至捷運美麗島站

下車轉乘往大寮方向的橘線捷運，

至捷運文化中心站下車，由３號出

口出站，沿和平一路，步行約 15分

鐘，可至高師大門口。 

ii. 搭乘火車轉乘捷運：高雄火車站→

捷運高雄車站→捷運美麗島站→捷

運文化中心站→步行至高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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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高雄火車站後，由建國二路出口出站後，可見左側有捷運站出入口，從捷

運高雄車站，搭往小港方向的紅線捷運，至捷運美麗島站轉乘往大寮方向的

橘線捷運，至捷運文化中心站下車，由 3號出口出站，沿和平一路，步行約

15分鐘，可至高師大門口。 

iii. 自行開車：由大門進入，領取停車證，並停於所劃設之校園停車格內。計算方

式為一日120元，半日60元。 

iv. 搭乘公車：由高雄公車總站(高雄車站)搭乘，建議搭乘路線如下：「72(往中

正高工)」、「52(往建軍站)」、「248(往鳳山)」。 

高雄市公車路線總覽(依路線別)：http://www.tbkc.gov.tw/service03_01.aspx 

高雄市公車動態資訊APP：http://122.146.229.210/bus/AppLink.aspx?Lang=Tw 

 

8. 相關住宿資訊 (高師大特約商旅) 

詳細資訊請上高師大人事室網站(點選右列清單的特約廠商)：

http://www.nknu.edu.tw/~psl/nknu1.html 

(1) 種子商務旅館(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42號)。 

(2) 統茂松柏大飯店(地址：802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2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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