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 104 年第十四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團體組＞
全國決賽優勝名單
獎項
一等獎

隊伍名稱(學校全名)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一"京"陸蟹幾兩重?車城後灣陸蟹棲地空間的規劃衝突與
沈昱儒 何承翰
形成機制之初探

老師姓名
袁榮茂

一等獎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B 隊

檳榔攤前的老台中-羅氏秋水茶的銷售、消費與文化認同 蔡文凱 李澤生 陳威仲 林怡秀 李洛鈴

二等獎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A 隊

物換星移幾度秋-探討永靖荖葉市場的空間變遷與調適

二等獎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A 隊

二等獎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二等獎
二等獎
二等獎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黃柄淳 朱家慶 楊仲傑 王瑋臻 盧昕彤

城市失格─探討遊民活動範圍的影響因子：以艋舺公園周
林佳樺、蕭雅馨
遭為例
綻放臺北夜--探尋臺北 101 跨年煙火最佳觀賞點
網開一面-雲林縣流浪動物收容所空間配置分析及達到零
安樂死目標時間推估

蔡麗玉、洪挺晏

劉紘瑋 陳麒宇 林悅雅 陳豫 陳怡婷
林益彣 丁怡珊 蔡宜樺 鄭光佑 許英敬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空汙空汙迷霧港都高雄市 PM2.5 變遷與居民空汙識覺初
蘇峻弘 許喬銨
探

鄒怡婉

國立臺中一中 A 隊

臺中市 BRT 做為 MRT 的先期發展計畫之成效分析—以 BRT
劉醇馥 廖爻立
藍線為例

廖財固

三等獎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A 隊

追逐騎跡高雄市 City-bike 站點的交互作用與設站預測 王毓歆 王柏雅 林宜萱 周怡秀 郭馥瑯

四維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 A
三等獎 隊

閒置空間再利用之文化策略—以花蓮市區五所文化館為
盛珮芸 陳韋之 林郁芳 林映先
例

三等獎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A 隊

衛星都新亮點--捷運通車前後蘆洲區都市發展

三等獎

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A 隊

三等獎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中學

鄭宇宏 陳昀瑋 劉其鷹 王永賢 黃玉容

12 年國教就近入學實施成功與否--以新北市 8 所高中職 蔡承翰、陳政旻、陳柏
許維中、林淑媛
為例
元
巷仔內矣艋舺： 街遊 (Hidden Taipei) 的地方建構與觀 陳胤霖 陳奕誠 顏利蓁 吳浩銘

獎項

隊伍名稱(學校全名)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光體驗
三等獎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B 隊
三等獎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B 隊

三等獎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B 隊
三等獎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A 隊

灰色危機－大台北地區空氣品質與焚化爐相關性之探討 吳悅慈 李品萱 黃士睿 許珊瑜 葉昕祐
基隆河中上游沿岸飲用水健康檢查

簡瑋辰、盧品蓉、蘇韋
許維中、陳秀綾
仲

轉型不轉型？彰化酪農業的在地調適

程名豪 黃建源 何秉樵 王瑋臻 莊宗達

拓土鑿川- 從歷史與空間變化探討水圳的發展方向- 以
汪奕萱 黃郁絜 盧謙
七星與瑠公圳為例

四維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 B
三等獎 隊

花蓮市區基層診所之空間分布-以中正路醫療街為例

三等獎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A 隊

從送肉粽儀式探討鹿港人對非自然死亡及禁忌的態度

三等獎
佳作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B 隊

走『枋』繁『華』後的『興』衰－都市發展下新北市雙和
區夜市變遷分析

葉昕祐 許珊瑜

李明軒 鍾旻修 黃嘉緯 徐家平
陳品穎 楊硯涵 鄭郁平 許家芳
張力予 李宣融 黃荷真 黎勉旻 陳敏雀

少碳氣，台中轉運 8 ! ─台中市八大轉運站預期減碳成 賴奎元、洪照欽、李律
解鈴、葉瑞蘭
效之初探
寬

佳作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B 隊

玉里地區蛇紋石開採業變遷

李沅臻 陳廷安 郭軒綸 王永賢 黃玉容

佳作 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台中市中區旅館業區位選擇之研究

謝嘉澤 阮于娗 林芷妤 陳思揚

佳作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中油高雄煉油廠宏南宿舍區未來發展與空間規劃之探討 馮郁恬 薛如雅 許雅琳 黃旺昌

佳作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

觀光是商機還是危機？哈瑪星居民與觀光客衝突的研究 郭羿里 李安雯 李芝庭 賴鐘國

佳作
佳作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打通臺中任督二脈─探究臺中快捷巴士政策與其對臺中
陳欣襄 楊凱雯
市通勤族之影響

臺中市明道高中 A 隊

微笑大烏龍，單車自由行─台中市大肚.烏日.龍井三區 李芝謙、陳姿閔、邱亭
解鈴、劉勇俊
iBike 設點研究
瑜

佳作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B 隊

行於所當行─公館商圈設立行人徒步區之適宜性探討

沈欣儒 王曉彤

鄭吉成

蔡麗玉 洪挺晏

獎項
佳作

隊伍名稱(學校全名)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A 隊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嘉義早期林業對外來移民聚落的影響—以雲林水林鄉番
何姿穎 黃心研 許馨心 李秀冰
薯厝、雲林口湖鄉為例

佳作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雨眾不同

李昀晏 吳誠駿 朱庭沂 曾雅琪

佳作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B 隊

招大伙來迺虎尾街啊！-高中生規劃導覽活動的初體驗

沈玉婷 黃郁潔 鐘凱瑩 詹麗娟 廖曉珍

佳作 桃園市育達高級中學

茶餘販後-探討台灣茶產業的變遷

林靖 謝宜庭 姚若琦

佳作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A 隊

大家一起漫遊他里霧-斗南市街變遷研究與導覽手冊編製 程鈺絜 蔡依玲 李詠萱 詹麗娟 朱韻潔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 大台南公車現況與未來展望
佳作 學
佳作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王治國

蔡志隆 王介立 黃宇澤 謝岱霖

戀夏鎖管─探討基隆鎖管季：漁業文化產業與地方發展 蘇靖琇 鈄毓淳 李伯錦 鍾沛鈞 蔡宛玲

天主教道明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道明高級 台灣文創園區的發展─以駁二為例
佳作 中學

蔡文瑀 劉依玓 鍾理彥 王博男

佳作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食物里程

曾沛瑜 陳羿瑄 吳婕如 陳枋諴

佳作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新竹果菜批發市場現況問題探討

麥書豪 王韶鴻 陳宣志 劉上君 劉玲秀

佳作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利用數值高程模型 DEM 探討土石流防災機制

邱雅濡 陳黃韻玲 孫心 歐漢文

佳作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B 隊

同學，請問三峽老街怎麼走？

陳姵宇 王星詠 詹翔宇 謝定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