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第 14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個人組分區複賽 

選手報到表 

 

各位參賽選手與指導老師您好: 

第 14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個人組－分區複賽將於 8/22(六)舉行。

選手的考場及編號(ID)如下表，若有資料(學校、姓名)錯誤或更換考場

請於 8/12前與我們聯繫。謝謝！ 

02-77341660 楊家雯小姐 

北區複賽選手報到表 

考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碼 

1040101 市立南湖高中 郭子維 誠 206 

1040102 市立南湖高中 李薇 誠 206 

1040103 市立南湖高中 黃偉豪 誠 206 

1040104 市立南湖高中 詹大維 誠 206 

1040105 市立南湖高中 李長安 誠 206 

1040201 國立竹科實中 周德侑 誠 206 

1040202 國立竹科實中 劉芷晴 誠 206 

1040203 國立竹科實中 周少筠 誠 206 

1040204 國立竹科實中 古芳瑜 誠 206 

1040205 國立竹科實中 張育嘉 誠 206 

1040206 國立竹科實中 許予昀 誠 206 

1040301 市立大同高中 蔣德蓉 誠 206 



1040302 市立大同高中 張昊 誠 206 

1040303 市立大同高中 呂昕遠 誠 206 

1040401 國立師大附中 楊景仁 誠 206 

1040501 國立金門高中 郭大維 誠 206 

1040601 市立建國中學 許博竣 誠 206 

1040602 市立建國中學 蘇彥碩 誠 206 

1040603 市立建國中學 謝兆和 誠 206 

1040604 市立建國中學 張景皓 誠 206 

1040605 市立建國中學 王蔚 誠 206 

1040606 市立建國中學 王昱堯 誠 206 

1040607 市立建國中學 陳韋瑄 誠 206 

1040608 市立建國中學 姚勇瑞 誠 206 

1040609 市立建國中學 林孟儒 誠 206 

1040610 市立建國中學 謝承廷 誠 206 

1040611 市立建國中學 林大閎 誠 206 

1040612 市立建國中學 江宥呈 誠 206 

1040613 市立建國中學 許哲睿 誠 208 

1040701 私立徐匯高中 林正原 誠 206 

1040702 私立徐匯高中 周天觀 誠 206 

1040801 私立延平中學 呂峻宇 誠 206 

1040802 私立延平中學 賴怡璇 誠 206 

1040803 私立延平中學 張巍騰 誠 206 

1040901 市立大安高工 張韶恒 誠 207 

1041001 市立內湖高中 楊一瑄 誠 207 



1041002 市立內湖高中 陳愛蓮 誠 207 

1041003 市立內湖高中 葉書廷 誠 207 

1041004 市立內湖高中 鮑峰懋 誠 207 

1041101 市立中山女中 張瑋庭 誠 207 

1041102 市立中山女中 林宇恩 誠 207 

1041103 市立中山女中 蔣亞庭 誠 207 

1041104 市立中山女中 吳亮萱 誠 207 

1041105 市立中山女中 劉思廷 誠 207 

1041106 市立中山女中 賴謙云 誠 207 

1041107 市立中山女中 李宜盈 誠 207 

1041108 市立中山女中 江采玲 誠 207 

1041201 私立康橋高中 黃勁惟 誠 207 

1041202 私立康橋高中 吳映萱 誠 207 

1041203 私立康橋高中 楊立晨 誠 207 

1041204 私立康橋高中 藍孝瑄 誠 207 

1041301 私立辭修高中 謝安傑 誠 207 

1041302 私立辭修高中 張亭渝 誠 207 

1041401 市立景美女中 劉步凡 誠 207 

1041402 市立景美女中 蔡懷玉 誠 207 

1041403 市立景美女中 黃煜家 誠 207 

1041404 市立景美女中 印心瑜 誠 207 

1041405 市立景美女中 施雅菱 誠 207 

1041406 市立景美女中 梁彣瑄 誠 207 

1041407 市立景美女中 周慈萱 誠 207 



1041408 市立景美女中 劉彥均 誠 207 

1041501 市立樹林高中 洪承亨 誠 207 

1041502 市立樹林高中 陳家雄 誠 207 

1041503 市立樹林高中 蘇益儒 誠 207 

1041504 市立樹林高中 黃仕成 誠 207 

1041601 國立政大附中 張忠業 誠 207 

1041602 國立政大附中 鄭竹均 誠 207 

1041701 市立松山高中 華方綾 誠 208 

1041702 市立松山高中 謝明熹 誠 208 

1041703 市立松山高中 邱于芹 誠 208 

1041704 市立松山高中 陳柏均 誠 208 

1041801 私立竹林高中 邱存賢 誠 208 

1041802 私立竹林高中 林鈺豈 誠 208 

1041901 國立竹東高中 陳彥廷 誠 208 

1042001 私立中華高中 葉展佑 誠 208 

1042002 私立中華高中 陳蕙綺 誠 208 

1042101 國立武陵高中 蔡承岳 誠 208 

1042102 國立武陵高中 邱靖翔 誠 208 

1042201 市立北一女中 陳郁璟 誠 208 

1042202 市立北一女中 連慧巧 誠 208 

1042301 私立金陵女中 林禧鈺 誠 208 

1042401 國立新竹高中 何丞皓 誠 208 

1042402 國立新竹高中 郭羿宏 誠 208 

1042403 國立新竹高中 范振峰 誠 208 



1042404 國立新竹高中 呂傳偉 誠 208 

1042501 國立新竹女中 陳育媚 誠 208 

1042502 國立新竹女中 黃虹淇 誠 208 

1042503 國立新竹女中 萬巧蓉 誠 208 

1042504 國立新竹女中 高芝薇 誠 208 

1042601 私立薇閣高中 楊之瑜 誠 208 

1042602 私立薇閣高中 陳郁文 誠 208 

1042603 私立薇閣高中 陳奕豪 誠 208 

1042604 私立薇閣高中 楊上儀 誠 208 

1042605 私立薇閣高中 許庭豪 誠 208 

1042606 私立薇閣高中 鄭百芸 誠 208 

1042701 私立忠信高中 黃志霖 誠 208 

1042702 私立忠信高中 范紀翔 誠 208 

1042801 國立桃園高中 周庭伃 誠 208 

1042802 國立桃園高中 李彥棠 誠 208 

1042901 私立慈大附中 張恒耀 誠 208 

 

  



中區複賽選手報到表 

考場 : 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選手 ID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試場編號 

1042902 私立慈大學附中 吳惠子 聲洋館 16301 

1043001 國立文華高中 吳沁璇 聲洋館 16302 

1043002 國立文華高中 楊秉成 聲洋館 16302 

1043003 國立文華高中 蕭士傑 聲洋館 16302 

1043004 國立文華高中 黎懿嫻 聲洋館 16302 

1043005 國立文華高中 張庭芸 聲洋館 16302 

1043101 私立精誠高中 陳宥恩 聲洋館 16302 

1043201 國立彰化高中 陳禾翰 聲洋館 16301 

1043202 國立彰化高中 高健倫 聲洋館 16301 

1043203 國立彰化高中 張舒植 聲洋館 16301 

1043204 國立彰化高中 陳冠羽 聲洋館 16301 

1043205 國立彰化高中 葉泓佐 聲洋館 16302 

1043206 國立彰化高中 楊泓彬 聲洋館 16302 

1043207 國立彰化高中 詹弘毅 聲洋館 16302 

1043208 國立彰化高中 白淯辰 聲洋館 16302 

1043301 私立正心高中 林慈鈺 聲洋館 16301 

1043302 私立正心高中 塗安正 聲洋館 16301 

1043401 國立中科實中 林加恩 聲洋館 16302 

1043402 國立中科實中 林祐呈 聲洋館 16302 

1043501 市立大里高中 鄒韡璇 聲洋館 16301 

1043502 市立大里高中 呂采憶 聲洋館 16301 

1043503 市立大里高中 黃健哲 聲洋館 16301 

1043504 市立大里高中 許慧漁 聲洋館 16301 

1043505 市立大里高中 李振嘉 聲洋館 16301 

1043601 私立東大附中 易郁瑄 聲洋館 16301 



選手 ID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試場編號 

1043602 私立東大附中 林明毅 聲洋館 16301 

1043603 私立東大附中 張浚洧 聲洋館 16301 

1043604 私立東大附中 陳信全 聲洋館 16302 

1043605 私立東大附中 曹玳寧 聲洋館 16302 

1043606 私立東大附中 張富涵 聲洋館 16302 

1043701 私立新民高中 黃紹洋 聲洋館 16302 

1043702 私立新民高中 鄭郁霖 聲洋館 16302 

1043801 私立華盛頓高中 謝承諺 聲洋館 16302 

1043901 國立臺中女中 黃昭英 聲洋館 16301 

1043902 國立臺中女中 王翊軒 聲洋館 16301 

1043903 國立臺中女中 李苡瑄 聲洋館 16301 

1043904 國立臺中女中 江盈慧 聲洋館 16301 

1043905 國立臺中女中 林冠汝 聲洋館 16302 

1043906 國立臺中女中 陳欣慧 聲洋館 16302 

1043907 國立臺中女中 吳舒婷 聲洋館 16302 

1044001 私立曉明女中 葉諠潔 聲洋館 16301 

1044002 私立曉明女中 潘凱怡 聲洋館 16301 

1044101 國立臺中一中 蕭凱文 聲洋館 16301 

1044102 國立臺中一中 孫舒凡 聲洋館 16301 

1044103 國立臺中一中 羅銘賢 聲洋館 16301 

1044104 國立臺中一中 劉家宏 聲洋館 16301 

1044105 國立臺中一中 曾崇耘 聲洋館 16301 

1044106 國立臺中一中 洪瑋澤 聲洋館 16302 

1044107 國立臺中一中 謝碩剛 聲洋館 16302 

1044108 國立臺中一中 黃品學 聲洋館 16302 

1044109 國立臺中一中 徐子軒 聲洋館 16302 

1044110 國立臺中一中 謝宗翰 聲洋館 16302 



選手 ID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試場編號 

1044201 私立明道高中 劉廷佑 聲洋館 16301 

1044202 私立明道高中 賴琮運 聲洋館 16301 

1044203 私立明道高中 劉彥良 聲洋館 16301 

1044204 私立明道高中 鄭筑予 聲洋館 16301 

1044205 私立明道高中 蘇郁淇 聲洋館 16302 

1044206 私立明道高中 張詩岳 聲洋館 16302 

1044207 私立明道高中 張哲榕 聲洋館 16302 

1044208 私立明道高中 許富鈞 聲洋館 16302 

1045901 維多利亞實中 楊宗恩 聲洋館 16301 

1045902 維多利亞實中 陳昶霖 聲洋館 16301 

1045601 國立虎尾高中 程鈺絜 聲洋館 16301 

1045602 國立虎尾高中 蔡依玲 聲洋館 16301 

1045603 國立虎尾高中 李詠萱 聲洋館 16301 

1045604 國立虎尾高中 劉怡玟 聲洋館 16302 

1045605 國立虎尾高中 丁子茵 聲洋館 16302 

 

 

  



南區複賽選手報到表 

考場 : 高雄師範大學 

選手 ID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試場編號 

1044301 私立興華高中 陳盈宇 文學院 3404 

1044401 私立宏仁女中 侯旅雯 文學院 3406 

1044402 私立宏仁女中 張乃云 文學院 3406 

1044501 國立嘉義高中 紀侑廷 文學院 3404 

1044601 市立高雄女中 鄭翊蘋 文學院 3404 

1044602 市立高雄女中 李佳盈 文學院 3404 

1044603 市立高雄女中 王湘評 文學院 3404 

1044604 市立高雄女中 陳彥汝 文學院 3404 

1044605 市立高雄女中 蔡佳穎 文學院 3404 

1044606 市立高雄女中 蔡雨桐 文學院 3404 

1044607 市立高雄女中 廖采瀠 文學院 3404 

1044608 市立高雄女中 吳家渝 文學院 3404 

1044701 市立高雄中學 李維霖 文學院 3404 

1044702 市立高雄中學 詹昀璁 文學院 3404 

1044703 市立高雄中學 李俊鉞 文學院 3404 

1044704 市立高雄中學 沈祖頤 文學院 3404 

1044705 市立高雄中學 劉兆均 文學院 3404 

1044706 市立高雄中學 崔德輝 文學院 3404 

1044707 市立高雄中學 林毅君 文學院 3404 

1044708 市立高雄中學 張志嘉 文學院 3404 

1044709 市立高雄中學 張渠 文學院 3404 



選手 ID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試場編號 

1044710 市立高雄中學 陳君豪 文學院 3404 

1044801 國立臺南一中 黃士桓 文學院 3404 

1044802 國立臺南一中 鄭志舜 文學院 3404 

1044803 國立臺南一中 王鋐玄 文學院 3404 

1044804 國立臺南一中 胡育瑋 文學院 3404 

1044805 國立臺南一中 王秉鴻 文學院 3404 

1044806 國立臺南一中 蔡振廷 文學院 3404 

1044807 國立臺南一中 連盟家 文學院 3404 

1044901 國立臺南二中 林禹亨 文學院 3406 

1044902 國立臺南二中 鄭博元 文學院 3406 

1044903 國立臺南二中 王澤惟 文學院 3406 

1045001 私立長榮高中 齊庭毅 文學院 3406 

1045002 私立長榮高中 張崴智 文學院 3406 

1055101 國立新營高中 黃楚涵 文學院 3406 

1045201 市立路竹高中 蘇信豪 文學院 3406 

1045202 市立路竹高中 林筱真 文學院 3406 

1045301 國立屏東女中 鍾竺穎 文學院 3406 

1045302 國立屏東女中 林詩耘 文學院 3406 

1045303 國立屏東女中 呂翌菱 文學院 3406 

1045304 國立屏東女中 許家瑄 文學院 3406 

1045305 國立屏東女中 秦晴 文學院 3406 

1045306 國立屏東女中 李昀蓁 文學院 3406 



選手 ID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試場編號 

1045307 國立屏東女中 鄧羽庭 文學院 3406 

1045401 國立家齊女中 謝雅婷 文學院 3406 

1045501 國立屏東高中 許智超 文學院 3406 

1045502 國立屏東高中 謝睿璞 文學院 3406 

1045503 國立屏東高中 王鼎言 文學院 3406 

1045504 國立屏東高中 戴奕山 文學院 3406 

1045701 私立瀛海高中 王俐婷 文學院 3404 

1045702 私立瀛海高中 方學嘉 文學院 3404 

1045703 私立瀛海高中 黃淳妤 文學院 3404 

1045704 私立瀛海高中 羅承軒 文學院 3404 

1045705 私立長榮女中 余宛蓉 文學院 3406 

1046001 天主教道明中學 羅天昱 文學院 3404 

1046002 天主教道明中學 蔡禹安 文學院 3404 

1046003 天主教道明中學 李璿 文學院 3406 

1046004 天主教道明中學 黃怡瑄 文學院 3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