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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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個人組－分區複賽將於 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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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一)前與我們聯繫。謝謝！ 

競賽助理聯絡電話：02-7734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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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101 Taipei American School 周敬恩 誠 107 

1050201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涂宇衡 誠 107 

1050202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黃彥叡 誠 107 

1050203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劉孟賢 誠 107 

1050301 桃園市立大溪高中 葉庭瑜 誠 107 

1050401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房昀靜 誠 107 

1050402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林知瑜 誠 107 

1050403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林恩頎 誠 107 

1050404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林語萱 誠 107 

1050405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高若瑜 誠 107 

1050406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黃琬評 誠 107 

1050407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鄭夙涵 誠 107 

1050408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鄭茹心 誠 107 

1050501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梁勝傑 誠 107 

1050601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吳錤 誠 107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碼 

1050602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李福蕙 誠 107 

1050603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周哲偉 誠 107 

1050604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邱翊慈 誠 107 

1050605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胡以恩 誠 107 

1050606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徐子富 誠 107 

1050607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高昱淇 誠 107 

1050608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蔡亞衡 誠 107 

1050701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王柔予 誠 107 

1050702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江紀瑩 誠 107 

1050703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邱淳喬 誠 107 

1050704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翁靖瑄 誠 107 

1050705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陳昕妤 誠 107 

1050706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陳竫 誠 107 

1050707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游皓婷 誠 107 

1050708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黃樂恩 誠 107 

1050801 新北市立北大高中 莊雯樺 誠 107 

1050802 新北市立北大高中 黃建斌 誠 107 

1050901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葉子睿 誠 107 

1051001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王弈 誠 108 

1051002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卓冠廷 誠 108 

1051003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林吉辰 誠 108 

1051004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張宜惠 誠 108 

1051101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王尉瑄 誠 108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碼 

1051102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江斌豪 誠 108 

1051103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蕭宇廷 誠 108 

1051104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簡瑞瑩 誠 108 

1051201 新北市立建功高中 張容瑄 誠 108 

1051301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吳兩原 誠 108 

1051302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吳宗勳 誠 108 

1051303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高諗 誠 108 

1051304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莊子揚 誠 108 

1051305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陳韋瑄 誠 108 

1051306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黃威程 誠 108 

1051307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趙亮 誠 108 

1051308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蔡維晏 誠 108 

1051309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鄭中彥 誠 108 

1051310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簡澤濠 誠 108 

1051311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顧永平 誠 108 

1051401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林育萱 誠 108 

1051402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曾郁棻 誠 108 

1051501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郭書岳 誠 108 

1051601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衣琇平 誠 108 

1051602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林燕溶 誠 108 

1051603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賴姿伃 誠 108 

1051604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簡馨彤 誠 108 

1051701 臺北市再興中學 徐丰毓 誠 108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碼 

1051801 臺東縣育仁中學 吳家帆 誠 108 

1051901 臺北市延平中學 陳立紘 誠 108 

1051902 臺北市延平中學 蔣萬鐘 誠 108 

1052001 新北市康橋中學 徐煜杰 誠 108 

1052002 新北市康橋中學 陳泰瑀 誠 108 

1052003 新北市康橋中學 楊立晨 誠 109 

1052004 新北市康橋中學 藍孝瑄 誠 109 

1052101 臺北市復興實中 李銘泰 誠 109 

1052102 臺北市復興實中 張瀚文 誠 109 

1052201 臺北市景文中學 曹友勵 誠 109 

1052301 宜蘭縣慧燈中學 詹鎰安 誠 109 

1052401 臺北市靜修女中 蔡嘉柔 誠 109 

1052501 臺北市薇閣中學 文唯安 誠 109 

1052502 臺北市薇閣中學 吳沛頤 誠 109 

1052503 臺北市薇閣中學 林士淵 誠 109 

1052504 臺北市薇閣中學 林祐緯 誠 109 

1052505 臺北市薇閣中學 黃宗蔓 誠 109 

1052506 臺北市薇閣中學 雷承靜 誠 109 

1052601 新北市辭修中學 林暐傑 誠 109 

1052602 新北市辭修中學 蔡尚叡 誠 109 

1052701 國立科學園區實中 柯詠筑 誠 109 

1052702 國立科學園區實中 黃奎錠 誠 109 

1052801 國立花蓮女中 阮泳玲 誠 109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碼 

1052901 國立金門高中 郭大維 誠 109 

1053001 國立政大附中 莊雲岳 誠 109 

1053002 國立政大附中 羅允芸 誠 109 

1053101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許柏楷 誠 109 

1053102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許常猷 誠 109 

1053103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游至軒 誠 109 

1053104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馮柏元 誠 109 

1053105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黃羿綺 誠 109 

1053106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黃偉程 誠 109 

1053107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楊景仁 誠 109 

1053108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潘同樂 誠 109 

1053201 國立羅東高中 黃政群 誠 109 

1053202 國立羅東高中 劉承侑 誠 109 

1053301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 杜謙和 誠 109 

1053302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 陳幸瑜 誠 109 

 

  



中區複賽選手報到表 

考場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號 

1053401 雲林縣正心中學 李沂帆 聲洋館 16301 

1053402 雲林縣正心中學 李峻瑋 聲洋館 16301 

1053501 臺中市明道中學 李長晉 聲洋館 16301 

1053502 臺中市明道中學 林以明 聲洋館 16301 

1053503 臺中市明道中學 邱亭瑜 聲洋館 16301 

1053504 臺中市明道中學 許喬雅 聲洋館 16301 

1053505 臺中市明道中學 許富鈞 聲洋館 16301 

1053506 臺中市明道中學 陳定慧 聲洋館 16302 

1053507 臺中市明道中學 陳韋君 聲洋館 16302 

1053508 臺中市明道中學 鄭勝榮 聲洋館 16302 

1053509 臺中市明道中學 顏廷伃 聲洋館 16302 

1053601 臺中市華盛頓中學 李旻 聲洋館 16301 

1053602 臺中市華盛頓中學 施永朋 聲洋館 16301 

1053701 臺中市衛道中學 吳承霖 聲洋館 16302 

1053702 臺中市衛道中學 吳昌燁 聲洋館 16302 

1053801 國立中科實中 王昱棋 聲洋館 16302 

1053802 國立中科實中 陶揚 聲洋館 16302 

1053901 國立文華高中 方呈濬 聲洋館 16301 

1053902 國立文華高中 王薇妮 聲洋館 16301 

1053903 國立文華高中 林倩如 聲洋館 16301 

1053904 國立文華高中 陳禾育 聲洋館 16301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號 

1053905 國立文華高中 彭昱傑 聲洋館 16302 

1053906 國立文華高中 詹景涵 聲洋館 16302 

1053907 國立文華高中 廖昱瑋 聲洋館 16302 

1053908 國立文華高中 賴文禾 聲洋館 16302 

1054001 國立虎尾高中 李承洧 聲洋館 16301 

1054002 國立虎尾高中 許必憲 聲洋館 16301 

1054003 國立虎尾高中 陳韋彤 聲洋館 16301 

1054004 國立虎尾高中 陳振賢 聲洋館 16302 

1054005 國立虎尾高中 蔡秉勳 聲洋館 16302 

1054006 國立虎尾高中 鍾靈 聲洋館 16302 

1054101 國立苗栗高中 彭彥樺 聲洋館 16302 

1054201 國立彰化高中 何子斌 聲洋館 16301 

1054202 國立彰化高中 吳佳恩 聲洋館 16301 

1054203 國立彰化高中 宋育澤 聲洋館 16301 

1054204 國立彰化高中 林閔存 聲洋館 16301 

1054205 國立彰化高中 張鈞皓 聲洋館 16302 

1054206 國立彰化高中 黃彥文 聲洋館 16302 

1054207 國立彰化高中 黃柏勳 聲洋館 16302 

1054208 國立彰化高中 廖建宇 聲洋館 16302 

1054301 國立臺中一中 高富聖 聲洋館 16301 

1054302 國立臺中一中 張言駿 聲洋館 16301 

1054303 國立臺中一中 張恩睿 聲洋館 16301 

1054304 國立臺中一中 許向東 聲洋館 16301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號 

1054305 國立臺中一中 黃品學 聲洋館 16302 

1054306 國立臺中一中 劉醇繕 聲洋館 16302 

1054307 國立臺中一中 黎亮頡 聲洋館 16302 

1054308 國立臺中一中 謝宗翰 聲洋館 16302 

1054401 國立臺中二中 華鈞毅 聲洋館 16302 

1054501 國立臺中女中 尤愷樂 聲洋館 16301 

1054502 國立臺中女中 李苡瑄 聲洋館 16301 

1054503 國立臺中女中 袁婕昀 聲洋館 16301 

1054504 國立臺中女中 陳美靜 聲洋館 16301 

1054505 國立臺中女中 陳苡暄 聲洋館 16302 

1054506 國立臺中女中 詹蓓沂 聲洋館 16302 

1054507 國立臺中女中 鄭友沁 聲洋館 16302 

1054601 國立豐原高中 李佳豫 聲洋館 16302 

 

  



南區複賽選手報到表 

考場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號 

1054701 高雄市道明中學 蔡文瑀 文學院 3404 

1054801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王芃筑 文學院 3404 

1054802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吳悠 文學院 3404 

1054803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宋馨慈 文學院 3404 

1054804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邱筱淇 文學院 3404 

1054805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侯彤欣 文學院 3404 

1054806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陳彥汝 文學院 3404 

1054807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賴昀瑄 文學院 3404 

1054808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駱又慈 文學院 3404 

1054901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尤銓譽 文學院 3404 

1054902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吳泰霖 文學院 3404 

1054903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李承燁 文學院 3404 

1054904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洪煥鈞 文學院 3404 

1054905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胡永澔 文學院 3404 

1054906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陳奕儒 文學院 3404 

1054907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楊智傑 文學院 3404 

1054908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劉綱 文學院 3404 

1054909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蔡伯辰 文學院 3404 

1055001 高雄市立路竹高中 吳昱臻 文學院 3404 

1055002 高雄市立路竹高中 陳映璇 文學院 3404 

1055003 高雄市立路竹高中 蘇信豪 文學院 3404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號 

1055101 臺南市長榮中學 黃彥鈞 文學院 3404 

1055102 臺南市長榮中學 鄭心穎 文學院 3404 

1055201 高雄市復華中學 黃稟淳 文學院 3404 

1055301 臺南市瀛海中學 吳佳展 文學院 3406 

1055302 臺南市瀛海中學 吳祐閎 文學院 3406 

1055303 臺南市瀛海中學 趙心儀 文學院 3406 

1055304 臺南市瀛海中學 蔡柏錩 文學院 3406 

1055401 國立屏東女中 高鈺雯 文學院 3406 

1055402 國立屏東女中 張心襦 文學院 3406 

1055403 國立屏東女中 陳云芷 文學院 3406 

1055404 國立屏東女中 黃思媛 文學院 3406 

1055405 國立屏東女中 黃慧玲 文學院 3406 

1055406 國立屏東女中 蘇子璇 文學院 3406 

1055407 國立屏東女中 蘇芮緹 文學院 3406 

1055501 國立屏東高中 張哲瑋 文學院 3406 

1055502 國立屏東高中 王駿鈜 文學院 3406 

1055503 國立屏東高中 林鈺筌 文學院 3406 

1055504 國立屏東高中 柯炤宇 文學院 3406 

1055505 國立屏東高中 陳泓學 文學院 3406 

1055506 國立屏東高中 饒秉宸 文學院 3406 

1055507 國立屏東高中 黃群凱 文學院 3406 

1055601 國立新營高中 黃楚涵 文學院 3406 

1055701 國立臺南一中 吳治加 文學院 3406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號 

1055702 國立臺南一中 林孟黌 文學院 3406 

1055703 國立臺南一中 郭粲林 文學院 3406 

1055704 國立臺南一中 曾翰松 文學院 3406 

1055705 國立臺南一中 黃士玹 文學院 3406 

1055706 國立臺南一中 蔡劭宇 文學院 3406 

1055707 國立臺南一中 蔡品倫 文學院 3406 

1055708 國立臺南一中 鄭伊斯 文學院 3406 

1055801 國立臺南二中 尤啟鈞 文學院 3406 

1055802 國立臺南二中 傅樂棠 文學院 3406 

1055803 國立臺南二中 蘇志玹 文學院 3406 

1055901 國立臺南女中 林艾潔 文學院 3404 

1055902 國立臺南女中 施奕君 文學院 3404 

1055903 國立臺南女中 洪卉柔 文學院 3404 

1055904 國立臺南女中 黃子倢 文學院 3404 

1055905 國立臺南女中 謝宛廷 文學院 3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