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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4年第 14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團體組＞ 

晉級決賽名單 

本屆＜團體組＞晉級論文組共 40隊、海報組共 55隊，名單分列於下二表。請參賽

隊伍詳閱決賽注意事項，並於 10月 4日(日) 9:20 以前至決賽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報到。謹提醒： 

1. 若公告晉級之表單上姓名有錯別字或漏字，煩請主動通知大會。 

2. 團體組決賽預計在 17:00 前可結束，當日的活動流程將於下週公告於競賽官網，煩

請自行上網查詢。 

3. 晉級地理小論文口試隊伍皆須參加海報評選；凡參加之隊伍可獲得主辦單位頒發

的參加決賽證書。 

4. 晉級地理小論文口試隊伍需於 10/1(四) 17:00 前，上傳繳交檔案 PPT和 PDF，且

決賽日當天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換檔案。承辦單位會統一在 10/2(五) 12:00 前，回函

給指導老師的信箱，確認是否收到檔案。 

傳送信箱位址：geolympiadnknu@gmail.com ；檔案大小限制 25 Mb，圖片檔請酌

予壓縮，以利傳送；傳送之檔名：yyy_A/B (yyy 學校名稱、A 或 B 隊) 

5. 海報展板立面為 100(高)*250(寬)公分，每件作品一片展板，海報尺寸由各參賽隊

伍自行決定。 

6. 團體組晉級決賽地理小論文口試隊伍的審查意見，將於決賽後公告；未能晉級決

賽地理小論文口試隊伍的審查意見，則可於兩周後至報名網頁查詢。 

7. 團體組決賽日(10/4)也將辦理高中地理科教師研習活動，含專題報告「高中地理專

題研究評量指標之建構」，請上網報名 (http://www2.inservice.edu.tw/)。其他決賽相

關訊息，將陸續公告於競賽官網，請定時上網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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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辦法相關規定：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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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6190001、097861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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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晉級地理小論文口試隊伍（共 40 隊，依隊伍編號排序） 

隊伍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四維高中 A 隊 (花蓮縣) 盛珮芸 陳韋之 林郁芳 林映先   

四維高中 B 隊 (花蓮縣) 李明軒 鍾旻修 黃嘉緯 徐家平   

慈濟大學附中 (花蓮縣) 曾沛瑜 陳羿瑄 吳婕如 陳枋諴   

育達高中 (桃園市) 林  靖 謝宜庭 姚若琦 王治國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A 隊 王毓歆 王柏雅 林宜萱 周怡秀 郭馥瑯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蘇峻弘 許喬銨 /  鄒怡婉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馮郁恬 薛如雅 許雅琳 黃旺昌   

高雄市立新興高中 郭羿里 李安雯 李芝庭 賴鐘國   

高雄市道明中學 蔡文瑀 劉依玓 鍾理彥 王博男   

國立斗六高中 林益彣 丁怡珊 蔡宜樺 鄭光佑 許英敬 

國立花蓮女中 邱雅濡 陳黃韻玲  孫心 歐漢文   

國立虎尾高中 A 隊 程鈺絜 蔡依玲 李詠萱 詹麗娟 朱韻潔 

國立虎尾高中 B 隊 沈玉婷 黃郁潔 鐘凱瑩 詹麗娟 廖曉珍 

國立屏東高中 沈昱儒 何承翰 /  袁榮茂   

國立政大附中 張力予 李宣融 黃荷真 黎勉旻 陳敏雀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麥書豪 王韶鴻 陳宣志 劉上君 劉玲秀 

國立基隆女中 蘇靖琇 鈄毓淳 李伯錦 鍾沛鈞 蔡宛玲 

國立瑞芳高工 A 隊 蔡承翰 陳政旻 陳柏元 許維中 林淑媛 

國立瑞芳高工 B 隊 簡瑋辰 盧品蓉 蘇韋仲 許維中 陳秀綾 

國立彰化高中 A 隊 黃柄淳 朱家慶 楊仲傑 王瑋臻 盧昕彤 

國立彰化高中 B 隊 程名豪 黃建源 何秉樵 王瑋臻 莊宗達 

國立臺中一中 A 隊 劉醇馥 廖爻立 /  廖財固   

國立臺中一中 B 隊 蔡文凱 李澤生 陳威仲 林怡秀 李洛鈴 

國立臺中女中 陳欣襄 楊凱雯 /  鄭吉成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B 隊 陳姵宇 王星詠 詹翔宇 謝定芳   

康橋高中 (新北市) 陳胤霖 陳奕誠 顏利蓁 吳浩銘   

宏仁女中 A 隊 (嘉義市) 何姿穎 黃心研 許馨心 李秀冰   

興華高中 (嘉義市) 李昀晏 吳誠駿 朱庭沂 曾雅琪   

精誠高中 A 隊 (彰化縣) 陳品穎 楊硯涵 鄭郁平 許家芳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謝嘉澤 阮于娗 林芷妤 陳思揚 馮馨瑩 

明道高中 A 隊 (臺中市) 李芝謙 陳姿閔 邱亭瑜 解  鈴 劉勇俊 

明道高中 B 隊 (臺中市) 賴奎元 洪照欽 李律寬 解  鈴 葉瑞蘭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A 隊 林佳樺 蕭雅馨 /  蔡麗玉 洪挺晏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B 隊 沈欣儒 王曉彤 /  蔡麗玉 洪挺晏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劉紘瑋 陳麒宇 林悅雅 陳  豫 陳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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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A 隊 鄭宇宏 陳昀瑋 劉其鷹 王永賢 黃玉容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B 隊 李沅臻 陳廷安 郭軒綸 王永賢 黃玉容 

復興實驗高中 A 隊 (臺北市) 汪奕萱 黃郁絜 盧謙 葉昕祐 許珊瑜 

復興實驗高中 B 隊 (臺北市) 吳悅慈 李品萱 黃士睿 許珊瑜 葉昕祐 

慈濟高中 (臺南市) 蔡志隆 王介立 黃宇澤 謝岱霖   

 (結束) 

 

表二、晉級地理小論文海報評選隊伍（共 55 隊，依隊伍編號排序） 

隊伍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四維高中 A 隊 (花蓮縣) 盛珮芸 陳韋之 林郁芳 林映先   

四維高中 B 隊 (花蓮縣) 李明軒 鍾旻修 黃嘉緯 徐家平   

慈濟大學附中 (花蓮縣) 曾沛瑜 陳羿瑄 吳婕如 陳枋諴   

育達高中 (桃園市) 林  靖 謝宜庭 姚若琦 王治國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A 隊 王毓歆 王柏雅 林宜萱 周怡秀 郭馥瑯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B 隊 李文龍 江美萱 張茗驊 周怡秀 郭馥瑯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蘇峻弘 許喬銨  /  鄒怡婉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馮郁恬 薛如雅 許雅琳 黃旺昌   

高雄市立新興高中 郭羿里 李安雯 李芝庭 賴鐘國   

道明中學 (高雄市) 蔡文瑀 劉依玓 鍾理彥 王博男   

國立斗六高中 林益彣 丁怡珊 蔡宜樺 鄭光佑 許英敬 

國立花蓮女中 邱雅濡 陳黃韻玲  孫心 歐漢文   

國立虎尾高中 A 隊 程鈺絜 蔡依玲 李詠萱 詹麗娟 朱韻潔 

國立虎尾高中 B 隊 沈玉婷 黃郁潔 鐘凱瑩 詹麗娟 廖曉珍 

國立屏東高中 沈昱儒 何承翰 /  袁榮茂   

國立政大附中 張力予 李宣融 黃荷真 黎勉旻 陳敏雀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麥書豪 王韶鴻 陳宣志 劉上君 劉玲秀 

國立基隆女中 蘇靖琇 鈄毓淳 李伯錦 鍾沛鈞 蔡宛玲 

國立瑞芳高工 A 隊 蔡承翰 陳政旻 陳柏元 許維中 林淑媛 

國立瑞芳高工 B 隊 簡瑋辰 盧品蓉 蘇韋仲 許維中 陳秀綾 

國立彰化高中 A 隊 黃柄淳 朱家慶 楊仲傑 王瑋臻 盧昕彤 

國立彰化高中 B 隊 程名豪 黃建源 何秉樵 王瑋臻 莊宗達 

國立臺中一中 A 隊 劉醇馥 廖爻立 /  廖財固   

國立臺中一中 B 隊 蔡文凱 李澤生 陳威仲 林怡秀 李洛鈴 

國立臺中女中 陳欣襄 楊凱雯 /  鄭吉成   

中華高中 A 隊 (新北市) 沈顯全 黃采諄 王培儒 李炫逸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廖凈緹 阮筱云 黃孟萱 廖宏哲 陳怡伶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A 隊 孟可婧 盧玟孜 林昀皜 謝定芳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B 隊 陳姵宇 王星詠 詹翔宇 謝定芳   

竹林高中 B 隊 (新北市) 成瑞升 謝政軒 /  連偵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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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高中 A 隊 (新北市) 宋柏叡 黃澤軒 薛如庭 郭士鳳 鍾明治 

康橋高中 (新北市) 陳胤霖 陳奕誠 顏利蓁 吳浩銘   

宏仁女中 A 隊 (嘉義市) 何姿穎 黃心研 許馨心 李秀冰   

宏仁女中 B 隊 (嘉義市) 郭佳臻 黃心奕 游媛元 李秀冰   

興華高中 (嘉義市) 李昀晏 吳誠駿 朱庭沂 曾雅琪   

精誠高中 A 隊 (彰化縣) 陳品穎 楊硯涵 鄭郁平 許家芳   

精誠高中 B 隊 (彰化縣) 邱湘媛 楊聿蓁 詹云瑄 許家芳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謝嘉澤 阮于娗 林芷妤 陳思揚 馮馨瑩 

明道高中 A 隊 (臺中市) 李芝謙 陳姿閔 邱亭瑜 解  鈴 劉勇俊 

明道高中 B 隊 (臺中市) 賴奎元 洪照欽 李律寬 解  鈴 葉瑞蘭 

東大附中 A 隊 (臺中市) 廖凱威 林明毅 /  洪佩鈺 連英傑 

曉明女中  (臺中市) 王亦平 盧沛妤 翁郁棋 梁展毓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A 隊 莊曉鈞 賴謙云 黃凌誼 徐瑞萍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A 隊 林佳樺 蕭雅馨 /  蔡麗玉 洪挺晏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B 隊 沈欣儒 王曉彤 /  蔡麗玉 洪挺晏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劉紘瑋 陳麒宇 林悅雅 陳  豫 陳怡婷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B 隊 黃靖芫 戴嘉馨 曾姿穎 吳麗娟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A 隊 鄭宇宏 陳昀瑋 劉其鷹 王永賢 黃玉容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B 隊 李沅臻 陳廷安 郭軒綸 王永賢 黃玉容 

臺北市延平中學 (臺北市) 林采宣 楊晴文 
 

吳碧玲   

復興實驗高中 A 隊 (臺北市) 汪奕萱 黃郁絜 盧謙 葉昕祐 許珊瑜 

復興實驗高中 B 隊 (臺北市) 吳悅慈 李品萱 黃士睿 許珊瑜 葉昕祐 

薇閣高中 A 隊  (臺北市) 許方瑜 王乃安 江宗祐 陳正文   

光華高中 (臺南市) 吳珈誼 吳柔靜 張凌昀 陳芳敏   

慈濟高中 (臺南市) 蔡志隆 王介立 黃宇澤 謝岱霖   

 (結束) 

主辦單位謹致 104/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