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地理小論文組】  報名成功名單 

 

學校隊伍名稱 參賽學生

(一) 

參賽學生

(二) 

參賽學生

(三) 

指導老師

(一) 

指導老師

(二) 

私立大華高中 A隊 王如芬 易子榆 許雯媛 林俐君  

私立大華高中 B隊 黃獻莛 彭昭元 畢延碩 林俐君  

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A隊 沈冠妤 林侑緣 謝旻芯 王瑋臻  

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B隊 鍾佳宜   王瑋臻  

市立中山女中 A隊 吳思明 張家齊 周宜賢 黃瑞宇  

市立中山女中 B隊 尤悅如 胡景珩 廖婕茹 黃瑞宇  

市立中山高中 A隊 陳愉諠 吳柏熲  郭馥瑯 蔡淑麗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A隊 

王郁欣 廖苡均  廖蕙君  

市立北一女中 A隊 蕭君柔 蔡易安  蔡文芳  

市立北一女中 B隊 陳熙婷 陳震羚 陳盈璇 蔡文芳  

私立四維高中 A隊 徐康華 彭少軒 黃勻姿 簡劭芳 簡瑞廷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

高中 A隊 

陳俊璉 胡慈軒  何美璇 葉芷敏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

高中 B隊 

吳怡萱 張芊姿  何美璇 葉芷敏 

市立竹圍高中 A隊 張祥彥 張芷語  陳如琳 廖宏哲 

國立宜蘭高中 A隊 伍盛琤 黃筠庭 蔡方晰 周士堯 徐銘鴻 

私立延平中學 A隊 林婕宇 陳榕騰 潘彥廷 郭子民  

私立明道高中 A隊 邱胤禎 吳品萱 陳安琪 葉瑞蘭 李唯甄 

國立虎尾高中 A隊 王沛文 林昕諺  詹麗娟  

私立金陵女中 A隊 林子貽 陳品蓉 詹舒宇 李宗翰  

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A隊 葉承憲 周泓邑  陳芳敏  

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B隊 邱家瑋 張浚彥 蔡瀚漳 陳芳敏  

市立南湖高中 A隊 謝東翰 沈軒羽  林久媺  

市立南湖高中 B隊 王天宏 李易馨 林冠辰 陳君綺 林靜怡 

國立政大附中 A隊 詹詠婷 林衡立 李文心 陳敏雀 洪佩鈺 

國立政大附中 B隊 朱健新 張君溥 楊上毅 陳敏雀 黎勉旻 

私立格致高中 A隊 林彥均 唐凱玄 劉晏澤 鍾明治  

私立海星高中 A隊 汪弘毅 李秉諺  蘇奎州  

財團法人崇光女中 A隊 李家安 林潔析 夏致琳 程惠筠  

財團法人崇光女中 B隊 林才妤 張君綺 何小糖 程惠筠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A隊 劉丞諭 張凱傑 洪振嘉 許珊瑜 汪文嵩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B隊 王相翊 宋培瑀  許珊瑜  

私立普台高中 A隊 楊惇亞 郭倩希 林伊靜 吳青樺  

私立普台高中 B隊 鄧安玗 彭詠謙 鄭豐旻 吳青樺  

私立景文高中 A隊 劉育廷 向展慶 張柏駿 陳貞竹  

市立華江高中 A隊 顏世謙 林詩萍 葉沛紳 游智凱  

私立華盛頓高中 A隊 蔡震東 施蘋筠 賴昱仁 謝孟宏 廖祐崧 

私立華盛頓高中 B隊 吳順興 蔡其翰 張淯翔 謝孟宏 廖祐崧 

市立陽明高中 A隊 劉韋杉 游雅筑 楊益慈 郭佳誠  

市立陽明高中 A隊 陳宣齊 姚翎婕  周文玲  

市立陽明高中 B隊 陳非比 陳昱雯 羅詠馨 郝欣榮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 

A隊 

黃于庭 王令潔 蕭妤蓁 范惠然  

私立新民高中 A隊 劉祐辰 賴柔伊 余昱璋 白美女  

國立新竹高中 A隊 蕭任宏 賴奕達 林羿辰 趙硯稑 蔡舜昤 

市立新店高中 A隊 李霽洋 林妮臻 郭佳佩 鄭以忱  

市立新店高中 B隊 吳佩妤 劉諺衡 張詩涵 沈艷嬋  

市立新莊高中 A隊 陳重羽 李冠賢 杜哲宇 賴致瑋  

輔大聖心高中 A隊 潘則與 李昱德 巫念恩 周文岳  

國立嘉義高中 A隊 許傑 陳永軒 邱聖傑 林文惠  

私立精誠高中 A隊 賴彥均 顏聿涵 蔡芷琦 許家芳 吳琬卿 

私立精誠高中 B隊 黃琬淇 鄭語萱 陳欣妤 謝政郎  

市立臺中一中 A隊 侯宇任 韓佳翰 蔡立平 廖財固 陳正昕 

市立臺中一中 B隊 倪宇辰 陳瀚埕 林奕霆 林怡秀 廖財固 

國立臺東女中 A隊 羅香函 朱宣穎 游盼臨 柯芝群  

國立臺南一中 A隊 張哲維 林廷謙 吳崧呈 翁蕙君  

私立磐石高中 A隊 鄭義穎 范瑋瀚 黃柏森 許旭輝  

國立興大附中 A隊 謝承勛 王瑋琛 陳映羽 蔡國士  

私立興華高中 A隊 李怡寬 何翊瑄 蔡季洋 曾雅琪  

私立興華高中 B隊 徐方家宏 陳姿君 楊得光 楊慧凡  

私立薇閣高中 A隊 李婕瑜 曾亮瑄 黃雅訢 陳正文  

私立薇閣高中 B隊 林孟緣 吳柏宏 王彥成 陳良源  

市立麗山高中 A隊 顏巧媛 謝宜澄  廖偉國  

市立明德高中 A隊 陳心怡 林宇嫺 劉采薇 廖敏惠  

私立淡江高中 A隊 李治霖 施宣宇 林俊佑 盧韻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