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第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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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個人組－分區複賽將於 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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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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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01 Taipei American School 周敬恩 誠 206 

1060201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劉孟賢 誠 206 

1060202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涂宇衡 誠 206 

1060203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姚皓勻 誠 206 

1060301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劉家玉 誠 206 

1060302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陳俐妘 誠 206 

1060303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胡景珩 誠 206 

1060304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吳思明 誠 206 

1060305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周宜賢 誠 206 

1060306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周書瑋 誠 206 

1060307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章詠淳 誠 206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碼 

1060308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林綵婕 誠 206 

1060401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王瀚緯 誠 206 

1060402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劉子豪 誠 206 

1060403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鄧昱辰 誠 206 

1060404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謝蕙如 誠 206 

1060405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歐陽德倫 誠 206 

1060406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趙思涵 誠 206 

1060407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林岳成 誠 206 

1060408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盧冠勳 誠 206 

1060501 新北市立北大高中 吳祥億 誠 206 

1060502 新北市立北大高中 黃建斌 誠 206 

1060601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黃信翰 誠 206 

1060701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呂宗祐 誠 206 

1060702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林子恒 誠 206 

1060703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鄧紹廷 誠 206 

1060801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陳筠函 誠 206 

1060802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李友文 誠 206 

1060803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郭慈豪 誠 206 

1060804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林哲惟 誠 206 

1060901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苗斯堯 誠 206 

1060902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覃廉翔 誠 206 

1060903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江維婕 誠 206 

1064504 國立臺南一中 鄭伃倢 誠 206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碼 

1060904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林揚智 誠 207 

1060905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李奕霆 誠 207 

1060906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林雨勤 誠 207 

1060907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林姿秀 誠 207 

1061001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周訓誠 誠 207 

1061002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陳以潼 誠 207 

1061003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黃奕嘉 誠 207 

1061004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趙亮 誠 207 

1061005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林倞宇 誠 207 

1061006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陳人豪 誠 207 

1061007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顧永平 誠 207 

1061008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呂孟哲 誠 207 

1061009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高諗 誠 207 

1061010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陳泓瑋 誠 207 

1061011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李政德 誠 207 

1061012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蔡維晏 誠 207 

1061101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廖存樂 誠 207 

1061102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蔡安婷 誠 207 

1061103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蔡安婕 誠 207 

1061104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李曜如 誠 207 

1061105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何苹 誠 207 

1061201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胡瀞方 誠 207 

1061202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吳芷誼 誠 207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碼 

1061301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吳秉陽 誠 207 

1061302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王威翔 誠 207 

1061303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吳宗淮 誠 207 

1061304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魯庭妤 誠 207 

1061305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林辰勳 誠 207 

1061401 新北市竹林高中 陳盈錡 誠 207 

1061402 新北市竹林高中 陳敬夫 誠 207 

1061501 臺北市延平中學 陳佑哲 誠 207 

1061502 臺北市延平中學 張鈞奕 誠 207 

1061601 臺北市復興實中 林孟駒 誠 207 

1061602 臺北市復興實中 李銘泰 誠 208 

1061603 臺北市復興實中 張瀚文 誠 208 

1061604 臺北市復興實中 柯采涵 誠 208 

1061605 臺北市復興實中 王相翊 誠 208 

1061606 臺北市復興實中 姚舒瀚 誠 208 

1061607 臺北市復興實中 林柏辰 誠 208 

1061701 臺北市薇閣高中 蔡瑋展 誠 208 

1061702 臺北市薇閣高中 劉縉 誠 208 

1061703 臺北市薇閣高中 章維哲 誠 208 

1061704 臺北市薇閣高中 陳宇涵 誠 208 

1061705 臺北市薇閣高中 高唯桓 誠 208 

1061706 臺北市薇閣高中 陳宛璘 誠 208 

1061801 新北市崇光女中 張禕 誠 208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碼 

1061802 新北市崇光女中 陳思穎 誠 208 

1061901 新北市辭修高中 譚淯宸 誠 208 

1061902 新北市辭修高中 周廷紘 誠 208 

1062001 國立宜蘭高中 張翔鈞 誠 208 

1062002 國立宜蘭高中 周敬棋 誠 208 

1062101 國立武陵高中 謝志翔 誠 208 

1062201 國立政大附中 何羽軒 誠 208 

1062202 國立政大附中 黃以樂 誠 208 

1062301 國立竹科實中 黃浚綸 誠 208 

1062302 國立竹科實中 黃奎錠 誠 208 

1062303 國立竹科實中 沈薏寧 誠 208 

1062304 國立竹科實中 趙承恩 誠 208 

1062401 國立師大附中 王采逸 誠 208 

1062402 國立師大附中 黃瑋程 誠 208 

1062403 國立師大附中 許柏凱 誠 208 

1062501 國立新竹女中 黃雅萱 誠 208 

1062601 新北市康橋中學 徐煜杰 誠 208 

1062602 新北市康橋中學 劉穎蓮 誠 208 

1062603 新北市康橋中學 林其磊 誠 208 

1062604 新北市康橋中學 姚秉睿 誠 208 

1062701 基隆市輔大聖心高中 陳姿妤 誠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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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801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陳佩欣 聲洋館 16301 

1062802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游婉綺 聲洋館 16301 

1062803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楊勝富 聲洋館 16301 

1062901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吳克文 聲洋館 16302 

1063001 雲林縣正心高中 葉明茵 聲洋館 16301 

1063002 雲林縣正心高中 劉珍如 聲洋館 16301 

1063003 雲林縣正心高中 陳德範 聲洋館 16301 

1063101 臺中市明道高中 王韻筑 聲洋館 16301 

1063102 臺中市明道高中 楊怡萱 聲洋館 16301 

1063103 臺中市明道高中 謝於安 聲洋館 16301 

1063104 臺中市明道高中 黃晨凱 聲洋館 16301 

1063105 臺中市明道高中 張嘉瑜 聲洋館 16301 

1063106 臺中市明道高中 陳定慧 聲洋館 16302 

1063107 臺中市明道高中 許淮哲 聲洋館 16302 

1063108 臺中市明道高中 李泓哲 聲洋館 16302 

1063109 臺中市明道高中 李長晉 聲洋館 16302 

1063201 臺中市華盛頓高中 張淯翔 聲洋館 16302 

1063301 彰化縣精誠高中 黃品勳 聲洋館 16301 

1063302 彰化縣精誠高中 張文齊 聲洋館 16301 

1063303 彰化縣精誠高中 黃筆笙 聲洋館 16301 

1063304 彰化縣精誠高中 施介中 聲洋館 16301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號 

1063401 臺中市衛道高中 蔡承軒 聲洋館 16302 

1063402 臺中市衛道高中 唐建泰 聲洋館 16302 

1063501 臺中市立文華高中 劉于婷 聲洋館 16302 

1063502 臺中市立文華高中 孫雅涵 聲洋館 16302 

1063601 國立虎尾高中 吳婷茹 聲洋館 16301 

1063602 國立虎尾高中 王昱凱 聲洋館 16301 

1063603 國立虎尾高中 張瑋哲 聲洋館 16301 

1063604 國立虎尾高中 許煌浚 聲洋館 16302 

1063605 國立虎尾高中 王建勳 聲洋館 16302 

1063606 國立虎尾高中 徐婉真 聲洋館 16302 

1063701 國立溪湖高中 林定洋 聲洋館 16302 

1063801 臺中市立臺中女中 徐亦薇 聲洋館 16301 

1063802 臺中市立臺中女中 劉芝含 聲洋館 16301 

1063803 臺中市立臺中女中 林欣誼 聲洋館 16301 

1063804 臺中市立臺中女中 陳映汝 聲洋館 16302 

1063805 臺中市立臺中女中 鄭函以 聲洋館 16302 

1063806 臺中市立臺中女中 黃映潔 聲洋館 16302 

1063807 臺中市立臺中女中 蔡倩妘 聲洋館 16302 

1063901 國立興大附中 江泳杰 聲洋館 16302 

1064001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吳承諭 聲洋館 16302 

1064002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柯朝維 聲洋館 16302 

1064801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倪宇辰 聲洋館 16301 

1064802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張恩睿 聲洋館 16301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號 

1064803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黎亮頡 聲洋館 16301 

1064804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高碩彥 聲洋館 16301 

1064805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連奕 聲洋館 16302 

1064806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蕭淇元 聲洋館 16302 

1064807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邱耀威 聲洋館 16302 

1064808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張至慶 聲洋館 16302 

 

 

 

 

 

 

 

 

 

 

 

 

 



南區複賽選手報到表 

考場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本部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號 

1064101 高雄市道明高中 吳天冷 3404試場 

1064102 高雄市道明高中 劉晉函 3404試場 

1064103 高雄市道明高中 徐坤浮 3404試場 

1064201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楊奇瑋 3404試場 

1064202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黃易紳 3404試場 

1064203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王懷志 3404試場 

1064204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蘇奕揚 3404試場 

1064205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莊智程 3404試場 

1064206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吳泰霖 3404試場 

1064207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張孝謙 3404試場 

1064208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楊智傑 3404試場 

1064209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蔡伯辰 3404試場 

1064210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蕭浩宇 3404試場 

1064211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林家漢 3404試場 

1064212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黃彥鈞 3404試場 

1064301 高雄市復華高中 黃稟淳 3404試場 

1064401 國立屏東高中 葉人溥 3404試場 

1064402 國立屏東高中 黃群凱 3404試場 

1064403 國立屏東高中 尤瑞辰 3404試場 

1064404 國立屏東高中 王呈嘉 3404試場 

1064405 國立屏東高中 郭軒宏 3404試場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號 

1064501 國立臺南一中 陳勤硯 3404試場 

1064502 國立臺南一中 徐亞呈 3404試場 

1064503 國立臺南一中 林建廷 3404試場 

1064505 國立臺南一中 劉元褆 3404試場 

1064506 國立臺南一中 黃品瑞 3404試場 

1064507 國立臺南一中 黃亮鈞 3404試場 

1064601 國立臺南二中 曾品翰 3404試場 

1064602 國立臺南二中 吳約安 3404試場 

1064603 國立臺南二中 陳柏健 3404試場 

1064604 國立臺南二中 張普雲 3404試場 

1064605 國立臺南二中 蔡幸吟 3404試場 

1064606 國立臺南二中 陳毅軒 3404試場 

1064901 國立嘉義高中 李駿彥 3404試場 

 

 

 

 

 

 

 

 

 

 

 

 

 

 

 



東區複賽選手報到表 

考場 :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選手 ID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試場編號 

1064701 花蓮慈濟附中 沈逸 
天文館三樓 

地科敎室 

1064702 花蓮慈濟附中 許皓閔 
天文館三樓 

地科敎室 

1064703 花蓮慈濟附中 范晁瑋 
天文館三樓 

地科敎室 

1064704 花蓮慈濟附中 邱思勳 
天文館三樓 

地科敎室 

1064705 花蓮慈濟附中 彭梓峻 
天文館三樓 

地科敎室 

1064706 花蓮慈濟附中 許方怡 
天文館三樓 

地科敎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