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 101 年
第 11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
競賽流程
個人組（參照國際賽辦理）

團體組（地理小論文）
每隊由 2-3 位學生組成

依總班級數，決定各校可派名額

初 賽
3-6 月

初 賽
3-6 月

校內選拔

校內選拔
（6/20 報名截止）

（6/20 報名截止、 8/17 繳交作品截止）

複 賽
8 / 20 - 9 / 20
小論文書面審查

複 賽
(分北、中、南、東區)
8/25 (六)

（9/21 公告 晉級名單）

Written Test + Multi-media Test
（9/21 公告 晉級選手）

決 賽

決 賽
10/6 (六)

10/7 (日)上午
分組 PPT 報告與評審口試
海報評選

Fieldwork Test I & II

（12:40 公告 晉級隊伍）

（21:00 公告

總 決 賽
10/7 (日)下午
上台口頭發表
團體組
一、二等獎
選手

得獎名單）

頒 獎 典 禮
10/7 (日)下午
個人賽：一、二、三等獎
團體賽：一、二、三等獎
佳作及入選

國際賽選訓營*

* 2013iGeo 國際賽選訓營之
參加同學資格：
(1)

(2)

(3)

(4)
個人組 15 位選手

第 11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
亞個人組 15 名優勝者
（依成績排優先序）；
第 11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
亞團體組獲得一、二等獎
隊伍的隊員；
歷屆入選國家代表隊的
正取或備取選手，惟曾在
國際賽得獎者除外；
歷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
個人組前 15 名優勝者。

（2013 IGEO～日本京都）
11 月公告選訓營辦法

本屆競賽計畫主要調整：
1.指導老師敘獎：指導學生晉級決賽者，由主辦單位頒發獎狀；指導學生獲得前三等獎
及佳作者，可獲得教育部長用印之優勝獎狀乙張，主辦單位並將函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酌予敘獎。（第[陸]、二、(二)項）
2.團體組決賽海報評選：主辦單位提供每組展板一片，展板立面約 250×100 公分，不硬
性規定三張 A1 海報的呈現方式。（第[伍]、一、（三）2 項）
3.報名費調整：為回應領隊老師期望「團體組」增加晉級決賽隊伍、報名費退半數常造
成會計單位困擾等意見，且「個人組」參加人數日增，均增加經費需求，故主辦單位決
議自本屆起「個人組」報名費每人 300 元，「團體組」報名費照舊、但不再退費。
4.初賽參加人數：為正確提供本競賽辦理成效予各經費補助單位，請指導老師於線上報
名時，填寫學校初賽辦理方式和實際參加同學人數，以利後續經費申請。感謝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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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實施計畫(團體組)
壹、競賽宗旨
1. 激發高中學生對地理科之學習興趣和潛能
2. 提供高中學生對地理科互相觀摩學習之機會
3. 選拔在地理科有成就之高中學生予以鼓勵並代表參加國際賽事
貳、競賽組織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科會
主辦單位：中國地理學會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協辦單位：國內各地理相關系所和機構
參、參賽對象：具中華民國國籍之高級中等學校的在學學生

肆、競賽內容：團體組、個人組
【團體組】（地理小論文）
(一)參賽名額：各高中（含綜合高中）至多可推薦 2 隊，每隊由 2-3 名選手
和 1-2 名指導老師組成。
(二)競賽項目：包括地理小論文、小論文海報兩種。
伍、評審方式
一、【團體組】（地理小論文）
(一)競賽階段：以參賽隊伍繳交之小論文作品為主要評鑑依據。
1. 初賽：各校自行擬定選拔辦法，每校得推派至多兩隊參加複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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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複賽：審查各隊書面報告，符合論文審查標準者得晉級決賽（以佔
報名總隊伍數之 60％為原則）。
3. 決賽：


小論文海報評選：所有晉級決賽隊伍。
「海報獎」
：由各參賽隊伍的領隊老師評分，惟領隊老師不得評
定所屬學校的作品。
「人氣獎」
：由參賽同學投票選拔之，惟不得投票給所屬學校的
作品。





地理小論文口試：所有作品中前 40％表現較優者。
決賽依據書面報告與口頭報告、即席問答評分；評審團由大會
邀請之。
地理小論文口試前 6～8 支最優作品晉級總決賽。

4. 總決賽：依據口頭發表評分。
(二)評審標準
1.主題的選擇：應具有地理意義和原創性；
2.資料的蒐集：資料對於解決該研究主題具有高的效度，並應清楚交代
資料來源和蒐集方法；
3.分析與解釋：應詳盡分析資料並據以提出解釋，討論時應符合思考邏
輯；
4.報告的呈現：含書面和口頭報告；應符合學術性報告的體例，並恰當
的運用圖表展現資料；

(三)作品和發表規格
1. 書面報告格式


報告內容宜包括：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過程或方法、研
究設備器材、研究結果、討論、結論，參考文獻或附錄等。（章
節名稱毋須和本點所列項目一樣）

3





封面頁只列出「作品名稱」；內文第 1 頁為摘要、第 2 頁為目
次、第 3 頁起為內文。
一律採 A4 尺寸白色紙張，文字一律自左而右橫寫，除標題外
均採 12 號字。
地理小論文中不得出現選手就讀學校的名稱。若作品標題中有
校名，請以” ○○”替代；行文中需出現校名處，可以”本校”、”○○”
方式表達。

2. 決賽海報展示與規格






在決賽日，海報請於現場問答前布置完成，大會在海報展場僅
提供海報展板，每組一片展板，展板立面約 250×100 公分。
海報展示除海報外，亦可為美化展板立面所需之物品，惟任何
附加物品之展示，不可超越展板立面之範圍，並不得使用其他
儀器設備，也不得要求使用額外的展板或桌椅等。
海報上列明作品題目，但不可書寫學校名稱、參賽學生及指導
老師姓名。
若不符合上述各項規定，將酌予扣分，並喪失「海報獎」和「人
氣獎」的得獎機會。

3. 決賽/總決賽口頭發表








決賽每隊口頭發表時間為 5 分鐘，評審問答 7 分鐘。
總決賽每隊口頭發表時間為 8 分鐘，不進行問答。
各隊請事先準備口頭報告 PPT 檔案，燒錄於光碟，於決賽日報
到時繳交，以利發表。
一律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電腦、單槍投影機、雷射筆進行發表，
不得要求使用其他儀器設備。
口頭發表過程中請列明作品題目，但不可呈現或口頭提及學校
名稱、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姓名。若作品標題中有校名，請以”
○○”替代；行文中需出現校名處，可以”本校”、”○○”方式表達。
違反規定者，將酌予扣分。

陸、獎勵辦法
一、得獎名額：原則上依下列比例決定得獎名額，惟決賽評審團得視情況調整
各獎項得獎數，首獎也可能從缺。

4

(一) 【團體組】（地理小論文）：
頒發「論文獎」、「海報獎」、「人氣獎」。
1.

2.

3.

論文獎：晉級決賽之作品中，經評定符合審查標準者，可能獲得一
等獎、二等獎、三等獎、佳作及入選；各獎項比例以 1:3:6:10:10
為原則。
海報獎：參加作品中，經評定符合審查標準者，可能獲得「海報特
優獎」、「海報優等獎」或「海報佳作獎」，各獎項比例以 1:3:6 為
原則。
人氣獎：得票數最高之前 5 名海報獲得「最佳人氣獎」，可獲得主、
承辦單位頒發之紀念品。

二、競賽獎勵
(一)學生
1. 初賽：優勝者將建請學校自行給獎；參加複賽之隊伍或個人，由大
會頒發參賽證書乙張。
2. 複賽：優勝者並參加決賽者，由主辦單位頒發「入選決賽」獎狀乙
張。
3.決賽/總決賽：優勝者(前三等獎及佳作)可獲得教育部長用印之優勝獎
狀乙張，主辦單位並將函請就讀學校依敘獎辦法予以獎勵；
「海報獎」優勝者由主辦單位頒發獎狀；
「人氣獎」優勝者由主辦單位致贈紀念品。
4. 在本競賽【團體組】獲得一等獎、二等獎隊伍，以及【個人組】獲
得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的選手，均獲得參與國際地理奧林匹亞代表
隊遴選的資格。（主辦單位每年 11 月公告選訓辦法）
(二)指導老師
1.初賽：指導學生參加複賽者，由主辦單位頒發參賽證書乙張；
2.複賽：指導學生晉級決賽者，由主辦單位頒發獎狀乙張。
3.決賽/總決賽：指導學生獲得前三等獎及佳作者，可獲得教育部長用
印之優勝獎狀乙張，主辦單位並將函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酌予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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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主辦單位依「教育部獎勵高級中等學校人文社會與藝術領域競賽要點」申請，
已獲得教育部同意給予本活動之優勝獎狀用 部長印（文號：教育部臺中(一)字第
1000232152 號函，發文日期 100 年 12 月 28 日)。

柒、評審：由主辦單位聘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
【團體組】複賽評審委員會、決賽評審委員會，各由 15-25 位委員組成。
捌、重要日期
報名：民國 101 年 6 月 1 日至 22 日線上報名。
初賽：各校於 3-6 月間，自行辦理。
複賽：【團體組】繳交小論文作品民國 101 年 8 月 17 日(五)截止，以郵戳
為憑。
【個人組】民國 101 年 8 月 25 日(六)，分區舉行，時間、地點另行
公告。
晉級決賽名單公告：民國 101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請見競賽官
網。
決賽：民國 101 年 10 月 6 -7 日（星期六、日）舉行（地點：臺灣師大）。
頒獎典禮：所有獎項於 10 月 7 日下午頒獎典禮時，統一頒發。(為方便遠道
同學安排行程，個人組得獎名單將於 10 月 6 日 21:00 於競賽官
網公告)
玖、報名須知（若學校同時參加團體組和個人組，相關表格正本可一併寄送。）
(一) 完成網路報名：線上報名期間為民國 101 年 6 月 1 日至 22 日；主辦單
位將於競賽網頁公告報名成功之選手名單。
(二) 寄送報名表：團體組/個人組報名表正本一份（網路報名完成後，直接
列印，再請學校用印），務請於民國 101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五）前掛
號寄送至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地址：10610 臺北市和
平東路一段 162 號），信封上請註明「地理奧林匹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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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團體組寄送作品：各隊伍務請於民國 100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五）前掛
號寄送至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地址：10610 臺北市和
平東路一段 162 號），信封上請註明「地理奧林匹亞」。
1. 地理小論文作品一式五份（格式請參見第伍條）。
2. 作品全文光碟（含*.doc 和*.pdf 格式）一份，光碟上請寫明論文題目
及參賽隊伍名稱（將用於複賽，請妥善包裝）。
3. 參賽表（正本）一份（網路報名完成後，直接列印，再請學校用印）。
4. 作品授權同意書（正本）一份（網路報名完成後，直接列印，再填
寫資料）。
注意：團體組參賽者上網報名後，若競賽作品主題仍有微調，務請於地理小論文首頁
（參賽表）上載明；海報展示的主題則必須與所繳交之地理小論文的主題相同，不得
再修改。

(四)團體組繳交報名費用每隊新台幣 3000 元整，個人組繳交報名費用每人
新臺幣 300 元，請於民國 101 年 6 月 20 日前郵政劃撥費用至「戶名：
中國地理學會，帳號：01110881」。務請在劃撥單上註明團體組/個人
組、隊伍/姓名等，俾便查核。
若參賽學生有清寒家庭身份者，請與主辦單聯繫，將專案辦理。
說明：為回應領隊老師期望「團體組」增加晉級決賽隊伍、報名費退半數常造成會計
單位困擾等意見，且「個人組」參加人數日增，均增加經費需求，故主辦單位決議自
本屆起「個人組」報名費每人 300 元，「團體組」報名費照舊、但不再退費。

拾、其他
1. 有關本競賽之重要事項將公布於競賽官網
http://PromotingGeog.geo.ntnu.edu.tw/，緊急事項將另以電子郵件通知指導
老師和參賽同學，報名表上務請列出經常使用的電子郵件，以利聯繫。
2.

全國決賽日活動行程最終版，將於決賽名單公告日一同公布於競賽網頁
(http://PromotingGeog.geo.ntnu.edu.tw/)

 主辦單位提供茶水和午餐，但請攜帶環保杯和筷子；往返交通、
住宿等請自行負責。
 報到時，參賽學生需提供國民身份證（或學生證、健保卡），以
茲證明參賽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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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組決賽參賽者，還需
(1) 自備文具：藍色或黑色原子筆、2B 鉛筆、一般鉛筆、橡皮擦、
直尺、彩色鉛筆（六色即可）、野外考察用之硬墊板。
(2) 穿著適合野外實察的服裝，自備飲水和個人專用藥物，及遮
陽、防風、防雨等用具。
3. 團體組小論文作品應由學生親自製作，集體創作中未參與工作者不得列為
作者；指導老師以指導其所服務之學校的學生為限，不得代為製作，未實
際指導之教師亦不得列報。如違前述規定，經查證屬實者，除不予獎勵外，
並將報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議處。
4. 同一小論文作品已經在其他全國性比賽獲獎者，不得參加本競賽，若同一
研究主題有顯著之增修者則不在此限（作者宜於報告中清楚說明），惟是
否有顯著增修，由本競賽評審委員會決定。書面報告如係仿製或抄襲他人
研究成果，且經評審委員會查核屬實者，即撤銷其參展資格；已得獎者則
將撤銷其參展資格、所得獎勵，追回已發之獎金、獎狀、獎品外，並報請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對作者及指導老師議處。
5. 如有其他問題或建議，請盡可能以電子郵件連絡承辦單位，謝謝合作。
電子郵件：geo_olympiad@deps.ntnu.edu.tw 電話：02-77341660 傳真：
02-77343908
6. 實施計畫如有更動，以主辦單位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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