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06 年第 16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地理小論文>競賽結果-1 

[論文組] 得獎名單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一等獎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A隊 
食物銀行的區位特性與在地人群互動─以南機場食物

銀行為例 
梁雅淇、陳知襄、趙珮妤 吳素蓮 

一等獎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我要成為寶可夢大師！台南市 Pokémon Go熱點的空

間分布與空間關係 
王品閑、楊昌興 陳加奇、張惠婷 

一等獎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B隊 
跨界流離的安身之所-東協廣場不同時期的族群與空間

互動 
郭芳綸、賴君翰 李洛鈴、廖財固 

二等獎 國立花蓮高中 
「泉」「原」衝突？—試論瑞穗溫泉特定區與原住民傳

統領域的爭議與發展 
林亮、邱守晨、林佑澤 林峻有 

二等獎 國立屏東高中 A隊 
九．三軍人「結」～ 恆春九鵬飛彈基地與三軍聯訓基

地軍事演習的地域衝突與區域合作之差異機制初探 
廖致豪、余孟樺、林子為 袁榮茂 

二等獎 國立屏東高中 B隊 
「糖」臂擋「居」—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土地利用

之研究 
侯宗佑、黃品誠、陳誠鋅 陳孜鴻 

二等獎 國立宜蘭高中 留留？流流？宜蘭噶瑪蘭舊社地名的變遷與識覺 石宗霖、周敬棋、陳彥志 周士堯、徐銘鴻 

二等獎 國立斗六高中 
致命的吸引力－斗六市飲料店的區位、類別與消費特

性研究 
林儀芳、陳玠宇、郭宜敏 李貞瑩、鄭光佑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三等獎 國立桃園高中 
進擊的桃花源─百年前後人口數分析北桃園的區域發

展 
李沚璇、徐羽辰、陳昱婷 呂展曄 

三等獎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B隊 
臺北市行人專用清潔箱分析與清運規劃——以中山區

長安清潔分隊轄區為例 
黃維禎、梁芳瑜、陳俐妘 林姿吟 

三等獎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B隊 
新型態的都會購物物流模式與風險─以快取寶取物櫃

為例 
童祤瑄、洪翎容、詹侑蓉 吳素蓮 

三等獎 彰化縣精誠高中 B隊 
獨居老人的生活圈與鄰里服務設施之調查研究—以彰

化市阿夷里為例 
周思伶、陳映儒、游閔弘 陳佑婷、吳琬卿 

三等獎 國立新竹高中 A隊 
新竹轉運站轉得起來嗎?─探討新公共設施對周邊環境

的影響 
洪天予、彭詠晨、吳上立 蔡舜昤 

三等獎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A隊 
住宅環境對於住宅竊盜發生之影響因素比較：以萬華

區兩街區為例 
蔡羽茜、許悦、傅品蓉 林姿吟 

三等獎 臺中市明道高中 
『CHANGE 變〝化〞』  石化產業的轉型與挑戰─以台

化彰化廠為例   
王申宓、王家焄、賴思穎 范伊和、紀冠亨 

三等獎 新北市金陵女中 
台版「清溪」川-中港大排水質分析及其對氣候調節之

討論 
黃昱甄、王思涵、徐藹伶 李宗翰 

三等獎 臺中市立臺中女中 
舊城新生： 旅館區位選擇因素探討 —以臺中市中區

為例 
陳孟翎、廖育玫 曹美華 

三等獎 花蓮縣四維高中 
山坡上的「柚」兒園─探索花蓮縣玉里鎮東豐里文旦

柚產業之發展 
陳巧惠、陳珮琦、曾霈華 簡劭芳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三等獎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深澳漁港漁業的時空變遷 陳品妡、李翎瑄、沈羿萱 許維中、林淑媛 

三等獎 國立政大附中 A隊 芽菜的生產、運銷與產業升級 邱葳、花郁晴、郭子瑄 黎勉旻、江映瑩 

三等獎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B隊 叢林虎口─林口新市鎮的區域發展 渠乃嫺、羅妍妍 周文玲 

三等獎 臺北市復興實驗高中 A隊 捷捷高升？—機場捷運興建前後之初探 高筠婷、林筠晴、徐煒然 葉昕祐 

三等獎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校車「行」不行 —○○女中校車路線配置適切性之探

討  
張詠欣、黃柏嘉、蕭沛欣 黃創宏、葉名森 

三等獎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A隊 
綠色運「蔬」中繼站-臺北市第一果菜批發市場運銷之

研究 
王貫圖、呂尚濂、羅于翔 葉孟秀 

佳作 南投縣普台高中 A隊 
從發展邊陲到發展核心：內湖垃圾山與城市邊陲土地

利用的變遷 
吳秉諭、林伊柔、邱可瑄 張少芹 

佳作 臺北市復興實驗高中 B隊 
愛滋病防治的地理： 「紅絲帶」篩檢諮詢服務的空間

選址分析 
李正鼎、林柏辰、郭倚瑄 葉昕祐 

佳作 臺北市薇閣高中 A隊 重見/重建北投的「光明」——各商圈的前世今生 李艾潔、邱如韻、洪羚雅 黃介振 

佳作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A隊 
「煤」來「演」去，煤礦產業的在地發展與展望-以芳

川煤礦為例 
劉樵岳、徐修鴻、鍾幸樺 徐欣慈、陳君綺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佳作 花蓮縣海星高中 A隊 三生一體─亞洲水泥新城礦場  潘婕宇、趙誼 蘇奎州 

佳作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B隊 任「中」道「遠」-新北市工業區變遷與影響  胡芷菱、林蓶唲、賴世銘 葉孟秀 

佳作 新北市崇光女中 臺北市城中地區書店街的沒落與商旅街的興起  林芷薇、江辰珊 程惠筠 

佳作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A隊 東北季風雨的迷思—臺北盆地冬季降雨模式探討 尤靖凱、蘇銘泰、陳為邦 蘇永生 

佳作 國立政大附中 B隊 外籍生的生活空間初探—以政大為例 黃以樂、丁銘宏、何羽軒 黎勉旻、江映瑩 

佳作 彰化縣精誠高中 A隊 
全球化經濟浪潮下代購業的興起—以 L 's美國代購/

潮牌專賣為例 
陳詠晴、蕭伊祐 許家芳、吳琬卿 

佳作 嘉義市興華高中 B隊 水資源苦旅—締造回甘 張育瑋、陳致中、張泰豪 楊慧凡 

佳作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B隊 
擺接平原上社區對 OO高中的認同與 OO高中學生來源

分布之研究 
李昱霖、吳榮貴、陳貞霖 高子珺、張介南 

佳作 臺中市華盛頓高中 A隊 萌芽的起點—以臺中舊城區的青年創業為例 張淯翔、林郁臻、王鼎元 謝孟宏、廖祐崧 

佳作 臺北市景文高中 要聽神明的話—探討台灣神社文化與空間意涵 何鉅鴻、李明翰、許倫瑋 陳貞竹、黃詒琄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佳作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 B隊 陸客來台旅遊團體行與自由行路線探討與分析  張明達、陳立穎、凌嘉甫 洪振斌、謝侑君 

佳作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在臺中發現盛世之「美？」「 霉？」： 中區河川整治

—柳川的環境識覺與環境滿意度  
吳克文、柯羽庭、拾璿佾 梁琦舒、張婷雅 

佳作 高雄市立新興高中 
海中巖窟王，永遠保平安— 高雄市永安區石斑魚產業

的研究分析 
李依璇、吳柏彥 賴鐘國 

佳作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A隊 安全 YouBike路線規劃-以○○高中學生通勤圈為例 徐玉婷、許芳瑀、沈芷伃 高子珺、張介南 

佳作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A隊 
間間難防  竊記小心-三峽區竊盜事件與防盜措施空間

規畫研究 
陳姿名、姚采庭、吳展綸 吳尚格、楊嵐雅 

佳作 南投縣普台高中 B隊 生態保育與地方發展的邊陲性：以大潭藻礁為例 任軒瑩、黃玉霖、吳倩瑋 張少芹 

 

註: 本屆地理小論文晉級總決賽作品水準頗佳，經評審會議決議，特頒發一等獎 3名。  



中華民國 106 年第 16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地理小論文>競賽結果-2 

 [海報組]得獎名單 

獎項 隊伍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海報特優獎 國立屏東高中 A隊 廖致豪、余孟樺、林子為 袁榮茂 

海報特優獎 國立花蓮高中 林亮、邱守晨、林佑澤 林峻有 

海報優等獎 國立屏東高中 B隊 侯宗佑、黃品誠、陳誠鋅 陳孜鴻 

海報優等獎 國立宜蘭高中 石宗霖、周敬棋、陳彥志 周士堯、徐銘鴻 

海報優等獎 國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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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報優等獎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B隊 郭芳綸、賴君翰 李洛鈴、廖財固 

海報佳作獎 花蓮縣四維高中 陳巧惠、陳珮琦、曾霈華 簡劭芳 

海報佳作獎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A隊 尤靖凱、蘇銘泰、陳為邦 蘇永生 

海報佳作獎 彰化縣精誠高中 B隊 周思伶、陳映儒、游閔弘 陳佑婷、吳琬卿 

海報佳作獎 新北市格致高中 A隊 洪潔宜、翁盧彥安 郭士鳳、湯彥嶸 

海報佳作獎 國立政大附中 A隊 邱葳、花郁晴、郭子瑄 黎勉旻、江映瑩 

海報佳作獎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王品閑、楊昌興 陳加奇、張惠婷 

海報佳作獎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B隊 陳郁嵐、陳翊慈、彭雨薇 吳尚格 

海報佳作獎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A隊 陳冠儒、廖明楷、謝育修 李洛鈴、廖財固 

海報佳作獎 臺北市復興實驗高中 B隊 李正鼎、林柏辰、郭倚瑄 葉昕祐 

海報佳作獎 新北市金陵女中 黃昱甄、王思涵、徐藹伶 李宗翰 

海報佳作獎 高雄市立新興高中 李依璇、吳柏彥 賴鐘國 

海報人氣獎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A隊 尤靖凱、蘇銘泰、陳為邦 蘇永生 

海報人氣獎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B隊 郭芳綸、賴君翰 李洛鈴、廖財固 



海報人氣獎 國立政大附中 A隊 邱葳、花郁晴、郭子瑄 黎勉旻、江映瑩 

海報人氣獎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A隊 蔡羽茜、許悦、傅品蓉 林姿吟 

海報人氣獎 新北市康橋國際學校 林其磊、劉穎蓮 吳浩銘 

海報人氣獎 國立新竹高中 B隊 陳柏睿、蘇世界、倪周恩 蔡舜昤 

海報人氣獎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張詠欣、黃柏嘉、蕭沛欣 黃創宏、葉名森 

海報人氣獎 花蓮縣四維高中 陳巧惠、陳珮琦、曾霈華 簡劭芳 

海報人氣獎 臺北市薇閣高中 A隊 李艾潔、邱如韻、洪羚雅 黃介振 

海報人氣獎 臺北市復興實驗高中 B隊 李正鼎、林柏辰、郭倚瑄 葉昕祐 

海報人氣獎 新北市格致高中 A隊 洪潔宜、翁盧彥安 郭士鳳、湯彥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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