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08 年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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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立臺中一中 B隊 信徒都惠來，福德發大財—台中市惠來福德祠祭祀圈

的變遷 

范以芃 張恆 游士弘 林怡秀 李洛鈴 

一等獎 
市立高雄女中 A隊 眼前的路不是路，你說的街是什麼街 高中生的尋路能

力觀察-以楠梓加工出口 區實驗為例 

吳芷盈 鄭宇睎 施盈慈 賴秋華  

二等獎 
國立家齊高中 A隊 淹水防災地圖的規劃問題與修正 —以台南市舊市區

為例 

蔡季昀 李宜臻 黃靖雅 龔琪嵐  

二等獎 

市立北一女中 A隊 臺北市外商銀行區位之研究 曹語庭 牛崇羽  盧超英  

二等獎 

市立桃園高中 B隊 盤根錯節─桃園台地聚落發展與中地體系的形成 許妏菁 羅翊凌 黃子軒 呂展曄 張安瑀 

二等獎 

私立景文高中 A隊 尋覓 失落 的百年 拼圖 探索第一個國家級重要文化

景觀阿里山林鐵路段 的年久失修與重見曙光 

黃得育 華紫雲 陳靖伃 黃桂芳 黃詒琄 

二等獎 

市立中山女中 A隊 探討東三水街市場改造之影響與方向──以設計師、

店家、消費者角度切入  

林郁萱 任翊瑄 郭文琪 陳怡儒  

二等獎 
私立慧燈高中 A隊 宜蘭外澳海灘垃圾特性的時空間差異與其成因之分析 吳宓 徐佳 林羿君 黃翊翔  

三等獎 
市立桃園高中 A隊  難分難捨─桃園地區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區的劃分  黃筱喬 陳彥方 黃羿寧 張安瑀 呂展曄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三等獎 

國立斗六高中 A隊  清水溪曾經流過斗六丘陵嗎？─斗六丘陵大湖口溪

集水區河階沉積物來源探討  

林楙樺 楊舜凱 鍾雅竹 鄭光佑 秦孝芬 

三等獎 

國立斗六高中 B隊  你呷飽未？雲林縣不同區位長青食堂的運作方式探

討——以斗六市八德社區和林內鄉烏塗社區為例  

徐湘婷 楊秉芳 陳琳雅 李孟茵 秦孝芬 

三等獎 

私立薇閣高中 B隊  宅食崛起—網路餐食外送平台範圍與影響研究  李孟庭 楊詠涵 謝冰絜 黃介振 許志元 

三等獎 

市立北一女中 B隊 臺北市創意市集區位研究 顏寧 杜可筠 李欣芮 盧超英  

三等獎 
私立明道高中 A隊 文藝復興─以一中商圈串聯台中在地文化資產之探討 朱柏諺 林仁楚 林暘陞 蕭雅文 王妤珊 

三等獎 

國立政大附中 A隊 臺北市書店街區之研究—以重慶南路書店街與溫羅汀

書店區為例 

甘恬 王芷蓉 陳怡嘉 陳敏雀 黎勉旻 

三等獎 

私立精誠高中 A隊 彰化市爌肉飯的地方感製造 曾國豪 康芷瑄 洪羽萱 陳佑停  

三等獎 

市立臺中女中 A隊  東勢客家文化裡新丁粄習俗中「新丁會」的探討－以

東勢永安宮「新丁會」為例  

王力伃 蕭亦旂 邱郁庭 劉瑋  

三等獎 

私立普台高中 B隊 人權？主權？從地緣政治、經濟解析金廈通水爭議 鐘勝寬 袁德昀  李佳佩 吳青樺 

三等獎 

私立六和高中 B隊  微笑 U桃園-桃園 YouBike結合觀光發展之研究  侯冠廷 王靖諺  莊淑琴  

三等獎 

私立康橋高中 B隊  一哩之差：台北市信義區公共自行車與都市發展的差

異  

郭庭妤 陳佑星  曾心怡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三等獎 
國立花蓮女中 A隊  花蓮地區高中學生使用電動（輔助）自行車通學之研

究  

康瑞君 朱微珊  陳怡伶 歐漢文 

佳作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A

隊 

 機場捷運的開通對周邊交通工具的影響--以大台北

到桃園國際機場為例  

林暐祥 袁嘉駿 王鼎中 葉昕祐 汪文嵩 

佳作 

私立立志高中 B隊 「橋」遷之喜──高雄鐵路地下化與周邊房價的影響 蔡子晨 朱盈燁 吳政葶 李秉宸  

佳作 

私立海星高中 A隊 樟頭鼠木往哪逃！——以福衛五號衛星影像追蹤花蓮

縣森林濫伐現象 

徐來佑 林彥熏 林彧仲 蘇奎州  

佳作 
私立康橋高中 A隊 老有所終進行式：南機場以社區為單位的長照系統與

在地老化 

莊于萱 翁睿澤  曾心怡  

佳作 

私立輔仁高中 A隊 「從核心擴張」探討嘉義市地價與土地利用及都市計

畫之關聯性 

林梓安 歐秉樺 姚嘉恩 陳瓊慧 陳威棠 

佳作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 

A隊 

 「蘇花改，觀地價」—以花蓮縣新城鄉探究為例  黃于庭   范惠然  

佳作 

市立武陵高中 A隊 騎出桃花源－桃園地區 Gogoro換電站與使用者的關聯 翁宇誠 洪盛彬 郭佇廷 巫仰叡  

佳作 

私立衛理女中 A隊 外籍移工聚會地點適宜性分析—以臺北車站大廳為例 李姿穎 楊尚柔  林育瑋 蔡書玄 

佳作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B

隊 

 北海岸風景區遊客觀光行為與環境衝擊研究： 以淺

水灣、石門洞為例  

蔡金穎 鍾凡  葉昕祐 汪文嵩 

佳作 

市立臺中一中 A隊 論鐵路高架化對周邊地區的影響  ——以太原到大慶

站為例 

張惟敦 梁凱翔 賴韋誠 廖財固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佳作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

高中 A隊 

「巨」眾機能於一「城」── 探討巨城購物中心對新

竹地區百貨業的影響 

楊庭語 楊价文 羅琇之 林鴻昌 何美璇 

佳作 

市立大直高中 A隊 改良式中地理論應用於理想醫療場址配置公式探討-

以臺灣為例 

王怡瑄 陳榆中 陳姿穎 劉繕榜 鍾伊婷 

佳作 

私立東山高中 A隊 馬祖淚、累、纇？從民宿業者的角度探討藍眼淚對馬祖

觀光產業帶來的利與弊 

洪子俊 徐嘉品 李奕萱 王崇安  

佳作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

高中 A隊 

蘆竹生活圈變遷及都市發展歷程的變化及影響 陳柏安 許庭毓 葉子頡 謝祥楷  

佳作 
私立六和高中 A隊  「夾」縫中生存 —中壢火車站周邊夾娃娃機之研究  張辰瑀 劉品萱  莊淑琴  

佳作 

私立薇閣高中 A隊 芋稻幸福—竹子湖海芋季：遊客需求導向與休閒農業

經營方針關聯性研究 

林冠汝 張芝維 黃琯雰 黃介振 許志元 

佳作 

私立林口康橋國際高中 

A隊 

 菜土、菜金，高麗菜價崩盤原因之探討及對策  林睿宏   吳惠菁  

佳作 

私立慧燈高中 B隊 淺談交流道的設置對周遭土地利用的影響—以頭城交

流道為例 

藍宇晨 陳勇亘  黃翊翔  

佳作 

私立立志高中 A隊 「垃」極生「杯」──小琉球垃圾問題與「琉行杯」的

興起 

陳宥翔 劉純甄 何采軒 李秉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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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普台高中 A隊 曾煥祁 李奕昕 李昀靜 李佳佩 吳青樺 

海報優等獎 市立桃園高中 B隊 許妏菁 羅翊凌 黃子軒 呂展曄 張安瑀 

海報優等獎 市立陽明高中 A隊 曾愉睎 郭竹庭  康嘉芬  

海報優等獎 國立政大附中 A隊 甘恬 王芷蓉 陳怡嘉 陳敏雀 黎勉旻 

海報優等獎 國立花蓮女中 A隊 康瑞君 朱微珊  陳怡伶 歐漢文 

海報佳作獎 市立北一女中 B隊 顏寧 杜可筠 李欣芮 盧超英  

海報佳作獎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A隊 林暐祥 袁嘉駿 王鼎中 葉昕祐 汪文嵩 

海報佳作獎 國立斗六高中 A隊 林楙樺 楊舜凱 鍾雅竹 鄭光佑 秦孝芬 

海報佳作獎 私立立志高中 A隊 陳宥翔 劉純甄 何采軒 李秉宸  

海報佳作獎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B隊 李長栩 劉芊妤 林靖 竇少彤 林書周 

海報人氣獎 私立普台高中 A隊 曾煥祁 李奕昕 李昀靜 李佳佩 吳青樺 

海報人氣獎 市立桃園高中 A隊 黃筱喬 陳彥方 黃羿寧 張安瑀 呂展曄 

海報人氣獎 市立陽明高中 A隊 曾愉睎 郭竹庭  康嘉芬  

海報人氣獎 市立北一女中 A隊 曹語庭 牛崇羽  盧超英  

海報人氣獎 市立臺中一中 A隊 張惟敦 梁凱翔 賴韋誠 廖財固  

海報人氣獎 市立臺中一中 B隊 范以芃 張恆 游士弘 林怡秀 李洛鈴 

海報人氣獎 市立中山女中 A隊 林郁萱 任翊瑄 郭文琪 陳怡儒  

海報人氣獎 私立精誠高中 A隊 曾國豪 康芷瑄 洪羽萱 陳佑停  

海報人氣獎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B隊 李長栩 劉芊妤 林靖 竇少彤 林書周 

中國地理學會主辦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承辦  2019.0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