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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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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

級中學 
新竹市白牌車領域性建立初探——以 A車行為例 周德佾 黃翎瑋  何美璇  

金牌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

中學 

宗教信仰淪為都市毒瘤？廟宇違建之空間分布與處理

困境─以台北市為例  
沈睿名 單武  葉昕祐  

金牌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 
危「雞」與轉機─探討大型養雞場進駐花蓮之可行性及

可能造成影響 
王思元 藍唯善 林柏均 簡劭芳 簡瑞廷 

銀牌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學 
「蹟」不可失！什麼樣的古蹟容易失火? ─臺南市古

蹟火災風險評估研究 
陳亭妤 許立欣 洪珮芠 龔琪嵐 杜雅鈴 

銀牌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

學 

街頭遊大不「藝」—臺北市熱門街頭藝人展演空間之研

究 
劉家妮 湯珮琦 蔣惠瑄 張聖翎  

銀牌 新北市私立時雨高級中學 
溪南、溪北，「扇規」何大－窺探宜蘭平原沖積扇的演

育模式 
葛亮辰 吳沛儒 林恩霆 葛滿龍 陳力成 

銀牌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傳統信仰與現代都市的矛盾與調適--以北投慈后宮遶

境活動為例 
李姿瑾 丘昱萱 劉芳妤 黃姿陵  

銀牌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石」在好所在—唭哩岸石文化的前世、今生及未來展

望 
黃弈欣 楊凱淇 溫子媄 林岱霓  

銅牌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電塔也有人群恐懼症？--彰化縣高壓電塔空間分析特

性之研究 
謝函蓁   許家芳 吳琬卿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銅牌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捷」漲「房」高？捷運沿線變遷研究—以臺中市捷運

綠線為例 
林楊鈞 顏立杰 鄭芃予 陳建智 林美志 

銅牌 臺北歐洲學校 
觀光作為動物疾病的傳播媒介： 猴硐貓村觀光與人貓

關係變化的動物地理學分析 
詹宛樺   胡俊佳  

銅牌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

級中學 

從社區營造看活躍老化的在地實踐-以新竹縣南埔社

區為例 
張雅媗 黃郁齊  何美璇  

銅牌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溪湖地區五營信仰與聚落發展 江嬿苡 張峻誠 徐芷瑩 林雅婷  

銅牌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

學 
論大稻埕老屋新生對當地商圈的影響 吳欣愉 李苡慧 張清揚 張佩瑜  

銅牌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都市綠地的歇落： 新店十四張的都更建構與居民的地

方感變遷  
黃克桓 張晉瑀 林宇寬 李佳佩 吳青樺 

銅牌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加入餐飲外送平臺對永和區手搖杯飲料店之影響 陳昱豪   鄭涵娟  

銅牌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新北市樹林區紡織產業群聚現象初探—以針織業為例 蔡舒閔 劉艷蓁 李芯誼 黃冠婷  

銅牌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城南山水桃花源： 都市中的眷村聚落保存—以寶藏巖

及蟾蜍山為例 
李尚恩 呂翊甄   李亭萱 游硯舒 

銅牌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級中學 
輕軌是怪物嗎？以淡海輕軌為例討論軌道交通與都市

空間的差異化發展 
呂朕皓 許諾理  曾心怡  

銅牌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醬」臨天下，傳承世紀— 西螺醬油的在地連結與地

情延承 
鍾瑜庭 吳宗霆 吳華蓉 林岱霓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銅牌 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 
探究吉隆坡仙四師爺宮跨世紀香火不斷之因—南漂華

人多元文化融合軌跡 
曾永全 陳儒纓 蒙恩軒 周孝柔 蔡仁敏 

佳作 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 當老軀殼換上新靈魂— 穿梭於勝利星村 楊蓁 黄鈺倢 蔣盈夷 陳盈蓁  

佳作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 

雜糧行今非昔比-雙北區雜糧行之區位分析與消費行

為研究 
楊子聆 李依 蘇楦淮 黎勉旻 江映瑩 

佳作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北町風華 民權再現-探討臺東市民權里聚落變遷與發

展 
林思妤 董昕詒 錢又蓁 呂碧卿  

佳作 新北市私立時雨高級中學 
崩塌與雨量的對話 – 從對話中推測九份地區崩塌地

模型 
王勝鴻 林柏劭 李芸萱 葛滿龍 陳力成 

佳作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

中學 

透過 SIR 模型與人口流量參數探討縣市間疫情傳染之

關係 
林柏廷 鄭楷祐 陳頎崴 葉昕祐  

佳作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女中日治時期學生背景分析初探 ──以第一屆

至第二十屆為例 
江寧 張晟菡 馮靖琇 莊富凱  

佳作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好兄弟也要放暑假 ─ 從校園鬼故事了解花蓮市及周

圍墓地之變遷 
伍屏凡 楊茹涵 宋雨安 蘇奎州  

佳作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老人共餐據點區位分析之研究-以永和地區為例 楊凱崴 吳廷為 陳冠安 高子珺 蕭閔傑 

佳作 高雄市私立立志高級中學 
民以食為天──探討外送平台進駐對於屏東縣餐飲業

經營模式之影響 
盧俊嘉 蔡佳峻 李奕賢 李秉宸  

佳作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溪」世傳奇－溪州糖業與聚落發展的關係 林子瑋 陳冠任  張育菁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佳作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奇「廟」旅程-壯圍廟宇的分佈、祭拜對象以及成立目

的 
林辰佑 李裕邦 林子鑫 徐銘鴻 蔡舒姍 

佳作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舉正於中， 『明』則不惑」 探討林聰明砂鍋魚頭對

中正路上各個店家 的加乘效應 
陳琮尹 郭彥祺 賴彥廷 陳昭維  

佳作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怪異捷客的軌跡 蔡翔宇 張博凱 吳謦妤 陳貞竹  

佳作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過了大漢溪就是南部！？」--縣市位置與刻板印象

如何影響三鶯區高中生大學選擇 
邱棋浚 王浩羽 王星翰 朱韻潔  

佳作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看見眉溪」農業、部落與在地：以眉溪部落之農業探

討人地關係 
胡巧怡 陳映昀  吳青樺 李佳佩 

佳作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

學 

公不公，益不益───探討新板特區公益空間規劃與

使用成果 
陳昱君 葉子誼 羅晴 張佩瑜  

佳作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失速列車-以三重地區出發,探討病毒透過捷運的危險

傳播程度 
吳俊葦 張家軒 李維宸 張東昌 郭士鳳 

佳作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 

紙不過，從生至死的燃燒-傳統金銀紙錢零售與消費行

為研究 
江念芯 林煜軒 翁立芯 黎勉旻 洪佩鈺 

佳作 桃園市私立育達高級中學 
一「鍵」快熱送－論外送平台影響桃園人消費習慣以及

市場忠誠度 
葉禹旋 吳允瀚 顏廷宇 王治國  

佳作 桃園市私立六和高級中學 尋「桃」蛛絲馬「機」 —桃園機場捷運之研究 林郁庭 王曼瑄  莊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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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 張元貞 郭東妤  陳盈蓁  

海報優等獎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謝函蓁   許家芳 吳琬卿 

海報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級中學 劉頤安 廖梓畯 朱勁原 曾心怡  

海報優等獎 新北市私立時雨高級中學 葛亮辰 吳沛儒 林恩霆 葛滿龍 陳力成 

海報優等獎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李姿瑾 丘昱萱 劉芳妤 黃姿陵  

海報佳作獎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林柏廷 鄭楷祐 陳頎崴 葉昕祐  

海報佳作獎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 王思元 藍唯善 林柏均 簡劭芳 簡瑞廷 

海報佳作獎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楊子聆 李依 蘇楦淮 黎勉旻 江映瑩 

海報佳作獎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林姿妤 楊博丞 林楷庭 吳佳樺  

海報人氣獎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楊子聆 李依 蘇楦淮 黎勉旻 江映瑩 

海報人氣獎 新北市私立時雨高級中學 葛亮辰 吳沛儒 林恩霆 葛滿龍 陳力成 

海報人氣獎 新北市私立康橋高級中學 劉頤安 廖梓畯 朱勁原 曾心怡  

海報人氣獎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吳欣愉 李苡慧 張清揚 張佩瑜  

海報人氣獎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 鍾瑜庭 吳宗霆 吳華蓉 林岱霓  

海報人氣獎 桃園市私立育達高級中學 胡易愷 賴韻茹 王韋柔 王治國  

海報人氣獎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許晉維 王怡晨 趙榆棻 張東昌 郭士鳳 

海報人氣獎 桃園市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鄭俞宣 傅語釩 梁文翟 徐琬寧  

海報人氣獎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吳俊葦 張家軒 李維宸 張東昌 郭士鳳 

海報人氣獎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級中學 王思元 藍唯善 林柏均 簡劭芳 簡瑞廷 

海報人氣獎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陳昱君 葉子誼 羅晴 張佩瑜  

海報人氣獎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謝函蓁   許家芳 吳琬卿 

海報人氣獎 桃園市私立治平高級中學 黃怡嘉 徐延臻 詹勳翔 徐琬寧  



海報人氣獎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江嬿苡 張峻誠 徐芷瑩 林雅婷  

海報人氣獎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周德佾 黃翎瑋  何美璇  

海報人氣獎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江念芯 林煜軒 翁立芯 黎勉旻 洪佩鈺 

海報人氣獎 桃園市私立大華高級中學 米家蓁 饒欣倚  傅紹瑋 米家蓁 

中國地理學會、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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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