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07 年第 17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 地理小論文組 全國決賽優勝名單 

<地理小論文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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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隊 

舊衣繫起的連結—以治理觀點看臺北市舊衣回收的網

絡關係空間與空間展現 
陳熙婷 陳震羚 陳盈璇 蔡文芳   

一等獎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B

隊 

新舊交織的老市場-由活動人群的環境識覺與地方感

探討台中忠信市場轉型過程的衝突與調適 
倪宇辰 陳瀚埕 林奕霆 林怡秀 廖財固 

一等獎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雞冠」算盡-高雄市雞冠山地形潛勢分析 陳愉諠 吳柏熲  郭馥瑯 姚佳瑩 

二等獎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桃太區—桃園市太陽能光電區位分析 劉韋杉 游雅筑 楊益慈 郭佳誠   

二等獎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A

隊 
誰是北一女中學生──空間、資本與教育機會分配 蕭君柔 蔡易安  蔡文芳   

二等獎 國立新竹高中  
「前瞻」不「前瞻」---探討新竹輕軌使用 B 級路權對

道路雍塞與安全性之影響 
蕭任宏 賴奕達 林羿辰 趙硯稑 蔡舜昤 

二等獎 國立臺南一中  鄉村揪橄心—臺南礁坑社區鄉村旅遊模式之探討 張哲維 林廷謙 吳崧呈 翁蕙君   

二等獎 國立虎尾高中  
「綠色飛魚在虎尾」-雲林縣虎尾鎮玉米產業發展、分

布與經營特徵之研究 
王沛文 林昕諺  詹麗娟   

三等獎 國立臺東女中  
叫我第一名-從鐵人三項賽事探究台東運動觀光產業

的發展 
羅香函 朱宣穎 游盼臨 柯芝群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三等獎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

高中 A隊 
「安居」樂業──竹科近郊美式住宅的空間生產 陳俊璉 胡慈軒  何美璇 葉芷敏 

三等獎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

高中 B隊 
新竹東門市場攤商應對環境之戰術與空間活化 吳怡萱 張芊姿  何美璇 葉芷敏 

三等獎 花蓮私立四維高中  
「狂」「獾」的致命「鼬」禍—探討花蓮縣鼬獾感染狂

犬病之擴散路徑與防治 
徐康華 彭少軒 黃勻姿 簡劭芳 簡瑞廷 

三等獎 國立宜蘭高中  
頭城國際浪點之路—烏石港北堤沙灘衝浪空間的發展

與問題 
伍盛琤 黃筠庭 蔡方晰 周士堯 徐銘鴻 

三等獎 臺中私立新民高中  
舊城小河．川流不息：臺中綠川河岸的今昔變遷與環境

識覺分析 
劉祐辰 賴柔伊 余昱璋 白美女   

三等獎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A

隊 

我的咖啡地圖—探討咖啡廳空間分布與區位特性：以

大安區大學里與永康商圈為例 
吳思明 張家齊 周宜賢 黃瑞宇   

三等獎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B

隊 

食品共同購買生活圈之區位 特性 及人地關係—以新

店地區 4個共購社群為例 
吳佩妤 劉諺衡 張詩涵 沈艷嬋   

三等獎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A

隊 

「店店」吃三碗公 ─南屯區新舊里別 早餐店空間分

布及其特性 
侯宇任 韓佳翰 蔡立平 廖財固 陳正昕 

三等獎 
彰化私立精誠高中 A

隊 

「耕田？踏浪？」──探討芳苑海牛觀光滿意度與海

牛文化之保存 
賴彥均 顏聿涵 蔡芷琦 許家芳 吳琬卿 

三等獎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A

隊 

「捷」然不同的命「運」－天母商圈興衰及捷運興建意

願調查之分析 
陳宣齊 姚翎婕  周文玲   

三等獎 新北私立金陵女中  
職棒比賽噪音調查及其與鳥類數量之關係-以新莊運

動公園為例 
林子貽 陳品蓉 詹舒宇 李宗翰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佳作 
臺北私立薇閣高中 B

隊 

溫泉管線與觀光旅館空間分布研究—以新北投地區為

例 
林孟緣 吳柏宏 王彥成 陳良源   

佳作 花蓮私立海星高中  
Train and Transition ─ 利用空間分析探討花蓮市

鐵道設施所造成的都市紋理變遷 
汪弘毅 李秉諺  蘇奎州   

佳作 
臺北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B隊 

舌尖上的龍崗：桃園龍岡米干節的族裔－文化經濟與

地方發展關係初探 
王相翊 宋培瑀   許珊瑜   

佳作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  
「蘇花改，變了什麼？」—以花蓮縣新城鄉土地價格之

探究為例 
黃于庭 王令潔 蕭妤蓁 范惠然   

佳作 國立政大附中 A隊 臺北市雙層觀光巴士營運及路線探討 詹詠婷 林衡立 李文心 陳敏雀 洪佩鈺 

佳作 
臺中私立華盛頓高中 B

隊 

鍊向東協「南」易乎?從台灣與東協各國連結看其對台

灣地方之影響－以臺中東協廣場周邊為例 
吳順興 蔡其翰 張淯翔 謝孟宏 廖祐崧 

佳作 臺北私立景文高中  捷運花路米－探討台北捷運旅次的時空意涵 劉育廷 向展慶 張柏駿 陳貞竹   

佳作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  
探討國際航線班機與大圓航線相符關係—以桃園國際

機場出發之航班為例 
顏巧媛 謝宜澄  廖偉國   

佳作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A

隊 
權力空間變化—十四張的土地變遷 李霽洋 林妮臻 郭佳佩 鄭以忱   

佳作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萬大線「通」不「通」？— 臺北市捷運站之服務範圍

分析 
顏世謙 林詩萍 葉沛紳 游智凱   

佳作 國立政大附中 B隊 首都圈棒球場營運探討──以大臺北為例 朱健新 張君溥 楊上毅 陳敏雀 黎勉旻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佳作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阿給」的春天在哪裡？淡水觀光現況分析與發展可

能性──以商家經營為例  
張祥彥 張芷語  陳如琳 廖宏哲 

佳作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B

隊 
邂逅，請留步──探討公共藝術之設置 尤悅如 胡景珩 廖婕茹 黃瑞宇   

佳作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B隊 
印尼移工時空路徑的個案研究 鍾佳宜    王瑋臻   

佳作 國立嘉義高中  有夢最美—嘉義 BRT 許傑 陳永軒 邱聖傑 林文惠   

佳作 
南投私立普台高中 B

隊 

孕育文化，還是製造噪音？： 城市的住商混合空間使

用之變化及其爭議  
鄧安玗 彭詠謙 鄭豐旻 吳青樺   

佳作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A隊 
見微知「住」—桃園市空屋率影響因素分析 沈冠妤 林侑緣 謝旻芯 王瑋臻   

佳作 國立興大附中  打造活力城市─探討國民運動中心的設置因素 謝承勛 王瑋琛 陳映羽 蔡國士   

佳作 
臺北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A隊 
「東」山再起—東區商圈發展分析研究 劉丞諭 張凱傑 洪振嘉 許珊瑜 汪文嵩 

佳作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特殊宗教信仰九庄媽之研究及新社區為其影響 王郁欣 廖苡均  廖蕙君   

佳作 臺北私立延平中學 
十元的樂趣：台北市夾娃娃機店的分布與發展差異－

以西門町、公館商圈與士林夜市三個商圈為例 
林婕宇 陳榕騰 潘彥廷 郭子民  

佳作 臺中私立明道高中 古筏來，今筏趣－烏日筏子溪一日觀光圈評估 邱胤禎 吳品萱 陳安琪 葉瑞蘭 李唯甄 

佳作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B

隊 
「花」現圓山—花博公園土地利用的變遷和轉型 陳非比 陳昱雯 羅詠馨 郝欣榮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佳作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A

隊 
街頭中的迴圈—以台北市信義區香堤大道為例 謝東翰 沈軒羽  林久媺  

 

地理小論文<海報組>得獎名單 

獎項 隊伍名稱 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老師姓名 

海報特優獎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劉韋杉 游雅筑 楊益慈 郭佳誠   

海報特優獎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B隊 陳熙婷 陳震羚 陳盈璇 蔡文芳   

海報優等獎 國立宜蘭高中  伍盛琤 黃筠庭 蔡方晰 周士堯 徐銘鴻 

海報優等獎 花蓮私立海星高中  汪弘毅 李秉諺 0 蘇奎州   

海報優等獎 花蓮私立四維高中  徐康華 彭少軒 黃勻姿 簡劭芳 簡瑞廷 

海報優等獎 國立虎尾高中  王沛文 林昕諺 0 詹麗娟   

海報優等獎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  顏巧媛 謝宜澄 0 廖偉國   

海報優等獎 國立政大附中 B隊 朱健新 張君溥 楊上毅 陳敏雀 黎勉旻 

海報佳作獎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陳愉諠 吳柏熲 0 郭馥瑯 姚佳瑩 

海報佳作獎 國立嘉義高中  許傑 陳永軒 邱聖傑 林文惠   

海報佳作獎 彰化私立精誠高中 A隊 賴彥均 顏聿涵 蔡芷琦 許家芳 吳琬卿 

海報佳作獎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B隊 倪宇辰 陳瀚埕 林奕霆 林怡秀 廖財固 

海報佳作獎 臺中私立新民高中  劉祐辰 賴柔伊 余昱璋 白美女   

海報佳作獎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A隊 李霽洋 林妮臻 郭佳佩 鄭以忱   

海報佳作獎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A隊 蕭君柔 蔡易安 0 蔡文芳   

海報佳作獎 臺北私立景文高中  劉育廷 向展慶 張柏駿 陳貞竹   

海報佳作獎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B隊 陳非比 陳昱雯 羅詠馨 郝欣榮   

海報佳作獎 國立政大附中 A隊 詹詠婷 林衡立 李文心 陳敏雀 洪佩鈺 



海報佳作獎 基隆輔大聖心高中  潘則與 李昱德 巫念恩 周文岳   

海報人氣獎 彰化私立精誠高中 B隊 黃琬淇 鄭語萱 陳欣妤 謝政郎   

海報人氣獎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B隊 倪宇辰 陳瀚埕 林奕霆 林怡秀 廖財固 

海報人氣獎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劉韋杉 游雅筑 楊益慈 郭佳誠   

海報人氣獎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顏世謙 林詩萍 葉沛紳 游智凱   

海報人氣獎 國立政大附中 A隊 詹詠婷 林衡立 李文心 陳敏雀 洪佩鈺 

海報人氣獎 南投私立普台高中 A隊 楊惇亞 郭倩希 林伊靜 吳青樺   

中國地理學會主辦 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承辦 2018.0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