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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第 16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地理小論文組＞ 

晉級決賽名單 

本屆＜地理小論文＞比賽晉級論文組共 44 隊、海報組共 63 隊，名單分列於下二

表。請於本年 10 月 1 日(日)9：55 前於決賽地點中國文化大學大孝館 8F（校本部）報

到完畢，該日活動起迄時間、競賽流程、注意事項等事項公告如下，請詳閱。謹提醒：  

1. 若公告晉級之表單上姓名有錯字、別字或漏字，煩請主動通知大會，俾利修改。 

2. 主辦單位將於近期發函到校，俾便參賽師生申請公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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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參加地理小論文<海報組>決賽證書。 

4. 參加地理小論文口試的隊伍，需於 9/27 (三) 17:00 前，上傳繳交「凖決賽口頭

發表的電子檔案 PPT 和 PDF 兩種格式」，且決賽日當天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

檔案，若報告內容有調整，僅能在口試時口頭向評審說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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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送位置：carar4207541@gmail.co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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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全國決賽日(10/1)將辦理高中地理科教師研習活動，講題：「從國際地理奧林

匹亞的競賽：談多元評量的開發」，講者：張峻嘉、沈淑敏，敬請於 9/14 起至

「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 http://www2.inservice.edu.tw/ 課程代碼 

2268495 )。凡參加者可獲贈「2015 年國際地理奧林匹亞試題本/中英對照版」

乙本，研習會場座位有限，意者請速報名。 

8. 本屆承辦單位提供交通接駁服務，詳見<注意事項>之檔案說明。若有需要，務

請事先登記。 

 

其他決賽各項事宜，若需進一步說明，請聯繫主辦單位

（carar4207541@gmail.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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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nu.edu.tw) 

 決賽日活動與場地事宜：中國文化大學第16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籌備處 

電子信箱：carar4207541@gmail.com 

電話： 

文大地理系 洪念民主任：0911802885 

試務組 文大地理三 劉家妤：0975254391 

行政組  文大碩二 曾意如：097578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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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晉級地理小論文<口試>隊伍（共 44 隊，依縣市順時針排序） 

縣市 學校隊伍名稱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宜蘭縣 宜蘭高中 陳彥志 周敬棋 石宗霖 周士堯 徐銘鴻 

花蓮縣 慈濟大學附中 B 隊 張明達 陳立穎 凌嘉甫 洪振斌 謝侑君 

花蓮縣 花蓮高中 林亮 邱守晨 林佑澤 林峻有   

花蓮縣 四維高中 陳巧惠 陳珮琦 曾霈華 簡劭芳   

花蓮縣 海星高中 A 隊 潘婕宇 趙誼   蘇奎州   

屏東縣 屏東高中 A 隊 廖致豪 余孟樺 林子為 袁榮茂   

屏東縣 屏東高中 B 隊 侯宗佑 黃品誠 陳誠鋅 陳孜鴻   

高雄市 新興高中 李依璇 吳柏彥   賴鐘國   

臺南市 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王品閑 楊昌興   陳加奇 張惠婷 

嘉義市 興華高中 B 隊 張育瑋 陳致中 張泰豪 楊慧凡   

雲林縣 斗六高中 林儀芳 陳玠宇 郭宜敏 李貞瑩 鄭光佑 

南投縣 普台高中 A 隊 吳秉諭 林伊柔 邱可瑄 張少芹   

南投縣 普台高中 B 隊 任軒瑩 黃玉霖 吳倩瑋 張少芹   

彰化縣 精誠高中 A 隊 陳詠晴 蕭伊祐   許家芳 吳琬卿 

彰化縣 精誠高中 B 隊 周思伶 陳映儒 游閔弘 陳佑婷 吳琬卿 

臺中市 明道高中 王申宓 王家焄 賴思穎 范伊和 紀冠亨 

臺中市 華盛頓高中 A 隊 張淯翔 林郁臻 王鼎元 謝孟宏 廖祐崧 

臺中市 臺中一中 B 隊 郭芳綸 賴君翰   李洛鈴 廖財固 

臺中市 惠文高中 吳克文 柯羽庭 拾璿佾 梁琦舒 張婷雅 

臺中市 臺中女中 陳孟翎 廖育玫   曹美華   

新竹市 新竹高中 A 隊 洪天予 彭詠晨 吳上立 蔡舜昤   

桃園市 桃園高中 李沚璇 徐羽辰 陳昱婷 呂展曄   

新北市 金陵女中 黃昱甄 王思涵 徐藹伶 李宗翰   

新北市 錦和高中 A 隊 王貫圖 呂尚濂 羅于翔 葉孟秀   

新北市 錦和高中 B 隊 胡芷菱 林蓶唲 賴世銘 葉孟秀   

新北市 崇光女中 林芷薇 江辰珊   程惠筠   

新北市 瑞芳高工 陳品妡 李翎瑄 沈羿萱 許維中 林淑媛 

新北市 明德高中 A 隊 陳姿名 姚采庭 吳展綸 吳尚格 楊嵐雅 

新北市 中和高中 A 隊 徐玉婷 沈芷伃 許芳瑀 高子珺 張介南 

新北市 中和高中 B 隊 吳榮貴 李昱霖 陳貞霖 高子珺 張介南 

臺北市 北一女中 A 隊 梁雅淇 陳知襄 趙珮妤 吳素蓮   

臺北市 北一女中 B 隊 童祤瑄 洪翎容 詹侑蓉 吳素蓮   

臺北市 中山女中 A 隊 蔡羽茜 許悦 傅品蓉 林姿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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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學校隊伍名稱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臺北市 中山女中 B 隊 黃維禎 梁芳瑜 陳俐妘 林姿吟  

臺北市 南湖高中 A 隊 劉樵岳 徐修鴻 鍾幸樺 徐欣慈 陳君綺 

臺北市 陽明高中 A 隊 尤靖凱 蘇銘泰 陳為邦 蘇永生   

臺北市 陽明高中 B 隊 渠乃嫺 羅妍妍 
 

周文玲   

臺北市 政大附中 A 隊 邱葳 花郁晴 郭子瑄 黎勉旻 江映瑩 

臺北市 政大附中 B 隊 黃以樂 丁銘宏 何羽軒 黎勉旻 江映瑩 

臺北市 景美女中 張詠欣 黃柏嘉 蕭沛欣 黃創宏 葉名森 

臺北市 景文高中 何鉅鴻 李明翰 許倫瑋 陳貞竹 黃詒琄 

臺北市 復興實驗高中 A 隊 高筠婷 林筠晴 徐煒然 葉昕祐   

臺北市 復興實驗高中 B 隊 李正鼎 林柏辰 郭倚瑄 葉昕祐   

臺北市 薇閣高中 A 隊 李艾潔 邱如韻 洪羚雅 黃介振   

 

(結束) 

 

主辦單位：中國地理學會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 公告 106/9/15

承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聯絡方式：geo_olympiad@ntnu.edu.tw 

 

 

表二、晉級地理小論文<海報評選>隊伍（共 63 隊，依縣市順時針排序） 

縣市 學校隊伍名稱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宜蘭縣 宜蘭高中 陳彥志 周敬棋 石宗霖 周士堯 徐銘鴻 

花蓮縣 慈濟大學附中 A 隊 余寬 王亮云 胡馨予 洪振斌 謝侑君 

花蓮縣 慈濟大學附中 B 隊 張明達 陳立穎 凌嘉甫 洪振斌 謝侑君 

花蓮縣 花蓮高中 林亮 邱守晨 林佑澤 林峻有   

花蓮縣 四維高中 陳巧惠 陳珮琦 曾霈華 簡劭芳   

花蓮縣 海星高中 A 隊 潘婕宇 趙誼   蘇奎州   

花蓮縣 海星高中 B 隊 劉丹華 梁詠涵 毛皓芝 蘇奎州   

屏東縣 屏東高中 A 隊 廖致豪 余孟樺 林子為 袁榮茂   

屏東縣 屏東高中 B 隊 侯宗佑 黃品誠 陳誠鋅 陳孜鴻   

高雄市 新興高中 李依璇 吳柏彥   賴鐘國   

臺南市 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王品閑 楊昌興   陳加奇 張惠婷 

臺南市 瀛海高中 林廉勝 金佳賢 羅少陽 楊瓊瑤    

嘉義市 興華高中 A 隊 呂俊穎 莊惠雯 吳雨耆 楊慧凡   

mailto:geo_olympiad@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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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學校隊伍名稱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嘉義市 興華高中 B 隊 張育瑋 陳致中 張泰豪 楊慧凡   

雲林縣 斗六高中 林儀芳 陳玠宇 郭宜敏 李貞瑩 鄭光佑 

南投縣 普台高中 A 隊 吳秉諭 林伊柔 邱可瑄 張少芹   

南投縣 普台高中 B 隊 任軒瑩 黃玉霖 吳倩瑋 張少芹   

彰化縣 精誠高中 A 隊 陳詠晴 蕭伊祐   許家芳 吳琬卿 

彰化縣 精誠高中 B 隊 周思伶 陳映儒 游閔弘 陳佑婷 吳琬卿 

臺中市 明道高中 王申宓 王家焄 賴思穎 范伊和 紀冠亨 

臺中市 華盛頓高中 A 隊 張淯翔 林郁臻 王鼎元 謝孟宏 廖祐崧 

臺中市 華盛頓高中 B 隊 陳佳圓 蕭竣友 李昆祐 謝孟宏 廖祐崧 

臺中市 臺中一中 A 隊 陳冠儒 廖明楷 謝育修 廖財固 李洛鈴 

臺中市 臺中一中 B 隊 郭芳綸 賴君翰   李洛鈴 廖財固 

臺中市 惠文高中 吳克文 柯羽庭 拾璿佾 梁琦舒 張婷雅 

臺中市 臺中女中 陳孟翎 廖育玫   曹美華   

新竹市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A 隊 
徐芊綺 莊姍樺 王詩婷 林鴻昌 葉芷敏 

新竹市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B 隊 
梁家和 陳禮平 黃顥源 林鴻昌 葉芷敏 

新竹市 新竹高中 A 隊 洪天予 彭詠晨 吳上立 蔡舜昤   

新竹市 新竹高中 B 隊 陳柏睿 蘇世界 倪周恩 蔡舜昤   

桃園市 桃園高中 李沚璇 徐羽辰 陳昱婷 呂展曄   

新北市 康橋高級中學 林其磊 劉穎蓮  吳浩銘   

新北市 中華高中 A 隊 黃博萱 周晉伃 吳采芬 李炫逸   

新北市 中華高中 B 隊 許清雄 黃玉秀 林鐸龍 李炫逸   

新北市 金陵女中 黃昱甄 王思涵 徐藹伶 李宗翰   

新北市 錦和高中 A 隊 王貫圖 呂尚濂 羅于翔 葉孟秀   

新北市 錦和高中 B 隊 胡芷菱 林蓶唲 賴世銘 葉孟秀   

新北市 崇光女中 林芷薇 江辰珊   程惠筠   

新北市 瑞芳高工 陳品妡 李翎瑄 沈羿萱 許維中 林淑媛 

新北市 明德高中 A 隊 陳姿名 姚采庭 吳展綸 吳尚格 楊嵐雅 

新北市 明德高中 B 隊 陳郁嵐 陳翊慈 彭雨薇 吳尚格   

新北市 格致高中 A 隊 洪潔宜 
翁盧彥

安 
  郭士鳳 湯彥嶸 

新北市 格致高中 B 隊 許鈞偉 陳聖容 薛如靜 蔡祺茂 湯彥嶸 

新北市 淡江高中 胡揚彬 李承鴻   謝君誠   

新北市 中和高中 A 隊 徐玉婷 沈芷伃 許芳瑀 高子珺 張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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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學校隊伍名稱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新北市 中和高中 B 隊 吳榮貴 李昱霖 陳貞霖 高子珺 張介南 

臺北市 北一女中 A 隊 梁雅淇 陳知襄 趙珮妤 吳素蓮   

臺北市 北一女中 B 隊 童祤瑄 洪翎容 詹侑蓉 吳素蓮   

臺北市 中山女中 A 隊 蔡羽茜 許悦 傅品蓉 林姿吟   

臺北市 中山女中 B 隊 黃維禎 梁芳瑜 陳俐妘 林姿吟   

臺北市 華江高中 余俊毅 白筑方 莊宇欽 游智凱   

臺北市 南湖高中 A 隊 劉樵岳 徐修鴻 鍾幸樺 徐欣慈 陳君綺 

臺北市 南湖高中 B 隊 苗斯堯 王曜沅   陳君綺 徐欣慈 

臺北市 陽明高中 A 隊 尤靖凱 蘇銘泰 陳為邦 蘇永生   

臺北市 陽明高中 B 隊 渠乃嫺 羅妍妍 
 

周文玲   

臺北市 政大附中 A 隊 邱葳 花郁晴 郭子瑄 黎勉旻 江映瑩 

臺北市 政大附中 B 隊 黃以樂 丁銘宏 何羽軒 黎勉旻 江映瑩 

臺北市 景美女中 張詠欣 黃柏嘉 蕭沛欣 黃創宏 葉名森 

臺北市 景文高中 何鉅鴻 李明翰 許倫瑋 陳貞竹 黃詒琄 

臺北市 復興實驗高中 A 隊 高筠婷 林筠晴 徐煒然 葉昕祐   

臺北市 復興實驗高中 B 隊 李正鼎 林柏辰 郭倚瑄 葉昕祐   

臺北市 薇閣高中 A 隊 李艾潔 邱如韻 洪羚雅 黃介振   

臺北市 薇閣高中 B 隊 方沛樺 張量雅 黃中仁 黃介振   

 

(結束) 

主辦單位：中國地理學會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 公告 106/9/15

承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聯絡方式：geo_olympiad@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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