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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年第 19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地理論文組＞ 

晉級決賽名單與參賽注意事項 

本屆＜地理論文組＞比賽晉級【論文組】共 41 隊、【海報組】共 56 隊，名單分列

於下二表（pp.3-6）。該日活動起迄時間、競賽流程、交通接駁等，請見全國決賽活動流

程檔案。也請詳閱以下說明，俾利活動進行。  

1. 主辦單位將於近期發函到校，俾便參賽師生申請公差假。 

2. 請確認發函至各校公文所附晉級師生名單無誤，若姓名有錯字、別字或漏字，煩請

主動通知大會，俾利修改。 

3. 晉級地理論文口試隊伍皆須參加海報評選；凡參加之隊伍可獲得主辦單位頒發之

參加地理論文【海報組】的決賽證書，其他規定請見競賽辦法。 

4. 該日 9:30 正式開始口試，最遲應於 9:20 完成報到，並布置海報完畢。 

5. 【論文組】準決賽口試檔案上傳繳交與確認(與總決賽口試為相同檔案)： 

 檔案格式：應上傳電子檔案PPT和PDF兩種格式。 

 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25 Mb，圖片檔請酌予壓縮，以利傳送。 

 檔案命名：yyy_A/B (yyy學校名稱、A 或 B 隊)。 

 繳交截止：請於本年9月21日（一）前寄至Email: tgeo.ncue@gmail.com。 

 來電確認：請於本年9月22日（二）上班時間 致電彰化師大地理學系辦公

室，確認檔案繳交成功，電話：04-7232105轉2805、2806。 

 決賽日當天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準決賽口試檔案，故務請確認是送出最

終版本；若報告內容有所調整，僅能在口試時口頭向評審說明。 

6. 【論文組】總決賽口試檔案：(重大改變提醒) 

 只能使用與準決賽相同之PPT，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口試檔案。 

（此乃提醒：準決賽口頭發表（5分鐘）與總決賽口頭發表（8分鐘）的時間

不同，故建議製作PPT時，可以8分鐘為準，但在準決賽時快速省略幾張不要

報告；或以5分鐘為準，但在總決賽時做較詳細的說明。） 

7. 用餐填表：請參賽師生於 9 月 21 日（一）前填寫（防疫及）用餐需求表單（點

此連結）。完成填表者，決賽日時每人可領取乙份午餐；若未事先登記者，午餐

煩請自理。本屆不協助現場訂餐，頒獎典禮後亦不提供點心餐盒，以避免歷年過

多餐盒無人領取之浪費狀況。 

mailto:tgeo.ncue@gmail.co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xfMk0BWC92gcG1pi9XRDAlqpvHwH3xBMa3RSuaSZF5s/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xfMk0BWC92gcG1pi9XRDAlqpvHwH3xBMa3RSuaSZF5s/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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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疫填表：請參賽師生於 9 月 21 日（一）前填寫防疫（及用餐需求）表單（點

此連結），俾利縮短在現場量測體溫與填表的流程。 

9. 交通接駁：本屆提供之交通接駁服務請詳見另一「全國決賽活動流程」檔案的說明。 

10. 所有論文的審查意見預計可於競賽結束後兩週提供，屆時請指導老師至報名網頁

查詢。 

11. 本屆競賽辦法之全文，請見官網；若需進一步說明，請就問題性質，分別聯繫以

下窗口 

 競賽辦法相關規定：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 

電子信箱：geo_olympiad@ntnu.edu.tw  

 決賽日活動與場地事宜：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電子信箱：tgeo.ncue@gmail.com   電話：04-7232105轉2805~2806 

 競賽官網/競賽辦法 

http://promotinggeog.geo.ntnu.edu.tw/Senior%20Geo/index.ht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xfMk0BWC92gcG1pi9XRDAlqpvHwH3xBMa3RSuaSZF5s/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xfMk0BWC92gcG1pi9XRDAlqpvHwH3xBMa3RSuaSZF5s/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mailto:geo_olympiad@ntnu.edu.tw
http://promotinggeog.geo.ntnu.edu.tw/Senior%20Geo/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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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地理論文賽晉級【論文組】隊伍（全國決賽日須參加論文口試與海報發表） 

（共41隊，依縣市順時針排序） 

 

縣市 學校隊伍名稱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宜蘭縣 國立宜蘭高中 林Ｏ佑 李Ｏ邦 林Ｏ鑫 蔡Ｏ姍 徐Ｏ鴻 

花蓮縣 私立四維高中 王Ｏ元 藍Ｏ善 林Ｏ均 簡Ｏ芳 簡Ｏ廷 

花蓮縣 私立海星高中 伍Ｏ凡 楊Ｏ涵 宋Ｏ安 蘇Ｏ州  

臺東縣 國立臺東女中 林Ｏ妤 董Ｏ詒 錢Ｏ蓁 呂Ｏ卿  

屏東縣 私立陸興高中 A 隊 楊Ｏ 黄Ｏ倢 蔣Ｏ夷 陳Ｏ蓁  

高雄市 私立立志高中 盧Ｏ嘉 蔡Ｏ峻 李Ｏ賢 李Ｏ宸  

臺南市 國立臺南女中 江Ｏ 張Ｏ菡 馮Ｏ琇 莊Ｏ凱  

臺南市 國立家齊高中 陳Ｏ妤 許Ｏ欣 洪Ｏ芠 龔Ｏ嵐 杜Ｏ鈴 

嘉義市 私立輔仁高中 陳Ｏ尹 郭Ｏ祺 賴Ｏ廷 陳Ｏ維  

南投縣 私立普台高中 A 隊 黃Ｏ桓 張Ｏ瑀 林Ｏ寬 李Ｏ佩 吳Ｏ樺 

南投縣 私立普台高中 B 隊 胡Ｏ怡 陳Ｏ昀  吳Ｏ樺 李Ｏ佩 

彰化縣 國立溪湖高中 林Ｏ瑋 陳Ｏ任  張Ｏ菁  

彰化縣 縣立成功高中 江Ｏ苡 張Ｏ誠 徐Ｏ瑩 林Ｏ婷  

彰化縣 私立精誠高中 謝Ｏ蓁   許Ｏ芳 吳Ｏ卿 

臺中市 私立衛道高中 林Ｏ鈞 顏Ｏ杰 鄭Ｏ予 陳Ｏ智 林Ｏ志 

新竹市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

中 A 隊 
林Ｏ佑 張Ｏ媗 黃Ｏ齊 何Ｏ璇  

新竹市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

中 B 隊 
周Ｏ佾 何Ｏ瑾 黃Ｏ瑋 何Ｏ璇  

桃園市 桃園市財團法人六和高中 林Ｏ庭 王Ｏ瑄  莊Ｏ琴  

桃園市 桃園市育達高中 B 隊 葉Ｏ旋 吳Ｏ瀚 顏Ｏ宇 王Ｏ國  

新北市 市立中和高中 楊Ｏ崴 吳Ｏ為 陳Ｏ安 高Ｏ珺 蕭Ｏ傑 

新北市 市立明德高中 邱Ｏ浚 王Ｏ羽 王Ｏ翰 朱Ｏ潔  

新北市 市立樹林高中 蔡Ｏ閔 劉Ｏ蓁 李Ｏ誼 黃Ｏ婷  

新北市 私立時雨高中 A 隊 葛Ｏ辰 吳Ｏ儒 林Ｏ霆 葛Ｏ龍 陳Ｏ成 

新北市 私立時雨高中 B 隊 王Ｏ鴻 林Ｏ劭 李Ｏ萱 葛Ｏ龍 陳Ｏ成 

新北市 私立格致高中 A 隊 吳Ｏ葦 張Ｏ軒 李Ｏ宸 張Ｏ昌 郭Ｏ鳳 

新北市 私立康橋高中 B 隊 呂Ｏ皓 許Ｏ理  曾Ｏ怡  

臺北市 國立政大附中 A 隊 楊Ｏ聆 李Ｏ 蘇Ｏ淮 黎Ｏ旻 江Ｏ瑩 

臺北市 國立政大附中 B 隊 江Ｏ芯 林Ｏ軒 翁Ｏ芯 黎Ｏ旻 洪Ｏ鈺 

臺北市 市立中山女中 A 隊 吳Ｏ愉 李Ｏ慧 張Ｏ揚 張Ｏ瑜  

臺北市 市立中山女中 B 隊 陳Ｏ君 葉Ｏ誼 羅Ｏ 張Ｏ瑜  

 



4 

 

縣市 學校隊伍名稱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臺北市 市立和平高中 李Ｏ恩 呂Ｏ甄  李Ｏ萱 游Ｏ舒 

臺北市 市立建國中學 陳Ｏ豪   鄭Ｏ娟  

臺北市 市立北一女中 劉Ｏ妮 湯Ｏ琦 蔣Ｏ瑄 張Ｏ翎  

臺北市 市立復興高中 李Ｏ瑾 丘Ｏ萱 劉Ｏ妤 黃Ｏ陵  

臺北市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A 隊 沈Ｏ名 單Ｏ  葉Ｏ祐  

臺北市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B 隊 林Ｏ廷 鄭Ｏ祐 陳Ｏ崴 葉Ｏ祐  

臺北市 私立景文高中 蔡Ｏ宇 張Ｏ凱 吳Ｏ妤 陳Ｏ竹  

臺北市 私立薇閣高中 A 隊 黃Ｏ欣 楊Ｏ淇 溫Ｏ媄 林Ｏ霓  

臺北市 私立薇閣高中 B 隊 鍾Ｏ庭 吳Ｏ霆 吳Ｏ蓉 林Ｏ霓  

臺北市 臺北歐洲學校 詹Ｏ樺   胡Ｏ佳  

其他地區 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 曾Ｏ全 陳Ｏ纓 蒙Ｏ軒 周Ｏ柔 蔡Ｏ敏 

(結束) 

 

 

表二、地理論文賽晉級【海報組】隊伍（全國決賽日須參加海報發表） 

（共 56 隊，依縣市順時針排序） 

  

縣市 學校隊伍名稱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宜蘭縣 國立宜蘭高中 林Ｏ佑 李Ｏ邦 林Ｏ鑫 蔡Ｏ姍 徐Ｏ鴻 

花蓮縣 私立四維高中 王Ｏ元 藍Ｏ善 林Ｏ均 簡Ｏ芳 簡Ｏ廷 

花蓮縣 私立海星高中 伍Ｏ凡 楊Ｏ涵 宋Ｏ安 蘇Ｏ州  

花蓮縣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 謝Ｏ均 許Ｏ穆  洪Ｏ斌 田Ｏ恩 

臺東縣 國立臺東女中 林Ｏ妤 董Ｏ詒 錢Ｏ蓁 呂Ｏ卿  

屏東縣 私立陸興高中 A 隊 楊Ｏ 黄Ｏ倢 蔣Ｏ夷 陳Ｏ蓁  

屏東縣 私立陸興高中 B 隊 張Ｏ貞 郭Ｏ妤  陳Ｏ蓁  

高雄市 私立立志高中 盧Ｏ嘉 蔡Ｏ峻 李Ｏ賢 李Ｏ宸  

臺南市 國立臺南女中 江Ｏ 張Ｏ菡 馮Ｏ琇 莊Ｏ凱  

臺南市 國立家齊高中 陳Ｏ妤 許Ｏ欣 洪Ｏ芠 龔Ｏ嵐 杜Ｏ鈴 

嘉義市 私立輔仁高中 陳Ｏ尹 郭Ｏ祺 賴Ｏ廷 陳Ｏ維  

南投縣 私立普台高中 A 隊 黃Ｏ桓 張Ｏ瑀 林Ｏ寬 李Ｏ佩 吳Ｏ樺 

南投縣 私立普台高中 B 隊 胡Ｏ怡 陳Ｏ昀  吳Ｏ樺 李Ｏ佩 

彰化縣 國立溪湖高中 林Ｏ瑋 陳Ｏ任  張Ｏ菁  

彰化縣 縣立成功高中 江Ｏ苡 張Ｏ誠 徐Ｏ瑩 林Ｏ婷  

彰化縣 私立精誠高中 謝Ｏ蓁   許Ｏ芳 吳Ｏ卿 

彰化縣 縣立和美高中 李Ｏ軒 黃Ｏ涵 黃Ｏ媛 吳Ｏ修  

臺中市 私立衛道高中 林Ｏ鈞 顏Ｏ杰 鄭Ｏ予 陳Ｏ智 林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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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學校隊伍名稱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新竹市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

中 A 隊 
林Ｏ佑 張Ｏ媗 黃Ｏ齊 何Ｏ璇  

新竹市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

中 B 隊 
周Ｏ佾 何Ｏ瑾 黃Ｏ瑋 何Ｏ璇  

桃園市 桃園市財團法人六和高中 林Ｏ庭 王Ｏ瑄  莊Ｏ琴  

桃園市 桃園市育達高中 A 隊 胡Ｏ愷 賴Ｏ茹 王Ｏ柔 王Ｏ國  

桃園市 桃園市育達高中 B 隊 葉Ｏ旋 吳Ｏ瀚 顏Ｏ宇 王Ｏ國  

桃園市 私立大華高中 A 隊 黃Ｏ慈 王Ｏ愉  傅Ｏ瑋  

桃園市 私立大華高中 B 隊 米Ｏ蓁 饒Ｏ倚  傅Ｏ瑋  

桃園市 桃園市治平高中 A 隊 黃Ｏ嘉 徐Ｏ臻 詹Ｏ翔 徐Ｏ寧  

桃園市 桃園市治平高中 B 隊 鄭Ｏ宣 傅Ｏ釩 梁Ｏ翟 徐Ｏ寧  

新北市 市立中和高中 楊Ｏ崴 吳Ｏ為 陳Ｏ安 高Ｏ珺 蕭Ｏ傑 

新北市 市立明德高中 邱Ｏ浚 王Ｏ羽 王Ｏ翰 朱Ｏ潔  

新北市 市立樹林高中 蔡Ｏ閔 劉Ｏ蓁 李Ｏ誼 黃Ｏ婷  

新北市 私立時雨高中 A 隊 葛Ｏ辰 吳Ｏ儒 林Ｏ霆 葛Ｏ龍 陳Ｏ成 

新北市 私立時雨高中 B 隊 王Ｏ鴻 林Ｏ劭 李Ｏ萱 葛Ｏ龍 陳Ｏ成 

新北市 私立格致高中 A 隊 吳Ｏ葦 張Ｏ軒 李Ｏ宸 張Ｏ昌 郭Ｏ鳳 

新北市 私立格致高中 B 隊 許Ｏ維 王Ｏ晨 趙Ｏ棻 張Ｏ昌 郭Ｏ鳳 

新北市 私立康橋高中 A 隊 劉Ｏ安 廖Ｏ畯 朱Ｏ原 曾Ｏ怡  

新北市 私立康橋高中 B 隊 呂Ｏ皓 許Ｏ理  曾Ｏ怡  

新北市 市立竹圍高中 A 隊 林Ｏ妤 楊Ｏ丞 林Ｏ庭 吳Ｏ樺  

新北市 市立竹圍高中 B 隊 賴Ｏ蓁   吳Ｏ樺  

新北市 私立淡江高中 張Ｏ瑜 江Ｏ宸  謝Ｏ誠 周Ｏ馨 

臺北市 國立政大附中 A 隊 楊Ｏ聆 李Ｏ 蘇Ｏ淮 黎Ｏ旻 江Ｏ瑩 

臺北市 國立政大附中 B 隊 江Ｏ芯 林Ｏ軒 翁Ｏ芯 黎Ｏ旻 洪Ｏ鈺 

臺北市 市立中山女中 A 隊 吳Ｏ愉 李Ｏ慧 張Ｏ揚 張Ｏ瑜  

臺北市 市立中山女中 B 隊 陳Ｏ君 葉Ｏ誼 羅Ｏ 張Ｏ瑜  

臺北市 市立和平高中 李Ｏ恩 呂Ｏ甄  李Ｏ萱 游Ｏ舒 

臺北市 市立建國中學 陳Ｏ豪   鄭Ｏ娟  

臺北市 市立北一女中 劉Ｏ妮 湯Ｏ琦 蔣Ｏ瑄 張Ｏ翎  

臺北市 市立復興高中 李Ｏ瑾 丘Ｏ萱 劉Ｏ妤 黃Ｏ陵  

臺北市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A 隊 沈Ｏ名 單Ｏ  葉Ｏ祐  

臺北市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B 隊 林Ｏ廷 鄭Ｏ祐 陳Ｏ崴 葉Ｏ祐  

臺北市 私立景文高中 蔡Ｏ宇 張Ｏ凱 吳Ｏ妤 陳Ｏ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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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主辦單位：中國地理學會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 公告 109/9/14 

                   承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聯絡方式：geo_olympiad@ntnu.edu.tw 

臺北市 私立薇閣高中 A 隊 黃Ｏ欣 楊Ｏ淇 溫Ｏ媄 林Ｏ霓  

臺北市 私立薇閣高中 B 隊 鍾Ｏ庭 吳Ｏ霆 吳Ｏ蓉 林Ｏ霓  

臺北市 臺北歐洲學校 詹Ｏ樺   胡Ｏ佳  

臺北市 市立南湖高中 林Ｏ薰 鄭Ｏ臻  錢Ｏ如  

臺北市 私立延平中學 黃Ｏ哲 彭Ｏ嘉  鄭Ｏ洵  

其他地區 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 曾Ｏ全 陳Ｏ纓 蒙Ｏ軒 周Ｏ柔 蔡Ｏ敏 

mailto:geo_olympiad@ntn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