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 102 年
第十二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團體組>得獎名單
I.

論文組

獎項：一等獎 2 隊、二等獎 6 隊：每隊獲得獎盃一座，每人獲教育部獎狀一張；三等獎 14 隊、佳作 21 隊：每人獲得教育部獎狀一張。
※本年度臺灣國際航電(Garmin Taiwan) 贊助各種型號之手持式 GPS 共 16 台，做為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和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的獎勵。其中
團體組一等獎、二等獎之學校，各獲得 GPS 一台，以充實地理科之教具；個人組一等獎選手，各獲得 GPS 一台，以為鼓勵。

獎項

學校/隊伍

作品名稱
觀光「殯葬化」v.s 殯葬「觀光化」－屏東地區反

學生

指導老師

劉奕麟、施竣耀

袁榮茂

一等獎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一等獎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哪裡人，最熱心? —以遺失信件技巧探討之

王毓平、蕭博文、曾冠維

蕭泓泯

二等獎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A 隊

破扇重圓─斗六丘陵大湖口溪劍湖山附近河階對
比及地形演育探討

曾博揚、蔡宜珊、郭佳欣

陳佳宏、鄭光佑

二等獎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一條流動的城市河流─台南市竹溪沿岸的人地互
動探討

楊惟軫、郭家辰、王玉青

杜雅鈴、徐珮馨

二等獎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北投地區上水道變遷之研究

王禕祺、陳彥傑、顏品禎

王永賢、董秀婷

二等獎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A 隊

王宥勻、施安祈、吳謙謙

葉昕祐、汪文嵩

二等獎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B 隊

居安思危─彰化災害潛勢區分析

蔡明圻、陳冠達、許瑞軒

莊宗達

二等獎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A 隊

公車行不行？市區公車路線變遷的影響因子分析
─以新竹市為例

張庭肇、謝明倫、徐志翔

趙硯稑

殯葬運動的形塑與區位移轉機制之初探

慢飛天使，逆光飛翔：早期療育之空間分布與資
源配置─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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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鼓勵獎：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A 隊 : 研究主題具創意，且採用深度訪談進行研究，特予鼓勵，致贈 GPS 一台。

獎項

學校/隊伍

作品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三等獎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A 隊

航向偉大的航道─屏東縣琉球鄉遠洋漁業船長的
空間認知研究

陳振衣、余佳綺、陳亭妤

賴秋華、湯志偉

三等獎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A 隊

八卦台地鳳梨產銷之變遷─以微熱山丘商圈發展
為例

李敦誠、王彥智、陳冠允

陳建彣、盧昕彤

嚴凱樂、蔡承樺、李柏融

陳豫、陳怡婷

楊佳寯、李藹庭、周瓴

陳敏雀、黎勉旻

三等獎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A 隊

北市火藥庫─商圈與住家衝突問題初探：師大商圈
V.S 公館商圈

三等獎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走進滬尾重建街─探討老街空間形塑的變遷

三等獎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B 隊

夜市的攤商經營、消費行為與環境品質之研究－以
士林市場地下美食區為例

林慈軒、黃薰誼、謝采蓉

鄭滿祝

三等獎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海岸風情萬種？──新竹十七公里海岸線之海岸經
營與環境識覺的分析研究

賀宇旋、賴詩雨、魏至言

陳柳均

三等獎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A 隊

大臺北地區穆斯林的空間分布與飲食場所之探究

林妍君、陳芃穎、曾若瑩

鄭滿祝

三等獎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B 隊

邁向低碳飲食─OO 高中女宿團膳午餐蔬菜類主要
食材在地當令程度探討

鄭芷靜、陳柔嘉、鐘藝勻

許韶惠、鄭光佑

三等獎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A 隊

獅情話意─意象形塑觀光發展產值關係之研究─以
安平劍獅為例

陳潔智、皮牧蘅、林寰鐸

翁蕙君

三等獎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B 隊

橘線貫穿─捷運東門站看北車分流與其效益

戴苡宸、徐培瑄、周哲輝

汪文嵩、葉昕祐

三等獎 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消失的水─雲林縣地下水位之時空分析

許家豪、張雅筑、朱怡安

黃文樹

盧俊瑋、李坤叡、童安弘

翁蕙君

三等獎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B 隊

廟會好靚─廟會活動轉型與居民認之關係之探討─
以台南市西羅殿與永華宮為例

三等獎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區位特性對棒球場發展的影響─以台中棒球場和
洲際棒球場為例

陳冠博、施岑穎、陳冠廷

張育菁、陳宣伊

三等獎 新北市財團法人南山高級中學 A 隊

紙上談兵的功夫-中和區印刷產業群聚發展之研究

林昱任、羅正翰、朱育呈

何榆

2

獎項

學校/隊伍

作品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沈昀靜、莊昀翔

黃俊彰、林俞君
洪振斌

佳作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B 隊

「老者安之」老年人口與特定犯罪類型、零售業相
關性探討─以台北市中山區為例

佳作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B 隊

臺灣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群聚之研究

蘇育陞、洪瑋瑩、閻乙樺

佳作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轉角遇見孫中山！？─以 GIS 工具進行轉角特性之
探討

金沛喬、翁子淳、陳函妮 黃姿陵、洪挺晏

佳作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A 隊

「竹」「入」中原---竹子湖地區的觀光產業探討

李彥翰、周元閎、郭定軒

佳作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花蓮縣藝品店區位分析

吳岱桀、曾喜絃、林岳儒 許曉平、 黃俊豪

佳作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A 隊

臺灣各縣市幼壯老年人口結構分析(1974-2009)

楊程貴、江孟澤、蔡旻均

佳作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B 隊

駁二任我行不行─高雄市駁二特區周邊地區 C-Bike
的使用意願與問題分析研究

俞菀鈞、陳昱媃、劉元新 賴秋華、湯志偉

佳作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B 隊

興盛、衰退、東山再起─三峽茶產業的發展

陳立婷、王暐婷、王佳汝

吳尚格

佳作

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 A 隊

內湖區親山步道效益分析─以白鷺鷥山親山步道為
例

林宣里、蔡宜軒、陳宣穎

蕭如芳

佳作

新北市私立財團法人辭修高級中學

「擦撞在大意的剎那」交通事故分布及肇因分析
-----以新北市土城區為例

劉佩姍、王雅旻、王振權

劉佩青

佳作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客運業的發展與路線的研究─以桃園客運為例

莊惠中、羅苡慈

張雅頌、柳茜文

佳作

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A 隊

消防通道調查─以新北市中和區秀成里與永和區水
源里為例

葉雲至、楊騏瑄、林鈺展 連偵欽、曾千芸

佳作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A 隊

「鋒」迴路轉─交通尖峰時刻之最佳路徑的模擬與
實測

蘇榆哲、鄭家浚、張甫維 許鈺苓、賴建丞

佳作

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暨
綜合高中

迪化街商業活動的發展歷程

潘筑君、洪雅玫、竺雨萱 許維中、林淑媛

佳作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A 隊

「捷奏翔起」探討捷運東門站的開通對永康街商業
區之影響

鄭宇翔、劉宇欣、余亞勳

林俞君

佳作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B 隊

邁向後平交道時代的繁榮─松山火車站周遭商圈發
展之分析

蕭明凱、林峻毅、黃柏勳

陳怡婷、陳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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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尉淳
洪振斌

佳作

桃園縣私立大華高級中學 A 隊

鋤頭和公文的戰爭─後龍灣寶里西瓜保衛戰

吳秉修、李柏緯、李筱筠

王嘉瑜

佳作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理想家園的區位擇址─以新竹金山面為例

陳冠竹、張芸臻

江其叡、劉玲秀

佳作

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 B 隊 全球化下大台北品牌商戰

朱翊瑄、許家敏、曾孟涵

陳建汝

佳作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A 隊

新市鎮的美真的美嗎？─淡海新市鎮的未來崛起與
隱憂

官宥鈞、陳冠中、李竑逸

鍾明治

佳作

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B 隊

自行車道面面觀─以新北市主要河濱自行車道為例

林宗翰、張賴和、張宗淳 連偵欽、曾千芸

中國地理學會 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 公告 2013/9/29

II.

海報組

海報獎（高中領隊老師評選）：共 10 隊
獎項

學校/隊伍

作品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特優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海岸風情萬種？──新竹十七公里海岸線之海岸經營與環境
識覺的分析研究

賀宇旋、賴詩雨、魏至言

陳柳均

優等

私立東大附中 A 隊

高美濕地之人文生態及海岸變遷

邱凰聖、張舒媛、洪玉真

洪佩鈺

優等

私立文德女中 A 隊

內湖區親山步道效益分析─以白鷺鷥山親山步道為例

林宣里、蔡宜軒、陳宣穎

蕭如芳

優等

國立臺中一中

表參道草悟一草悟道各區段商店類型與公共設施等環境因
素相關性之比較

高浩凱、呂昇懋

廖財固、彭佳偉

佳作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理想家園的區位擇址─以新竹金山面為例

陳冠竹、張芸臻

江其叡、劉玲秀

佳作

國立政大附中

走進滬尾重建街─探討老街空間形塑的變遷

楊佳寯、李藹庭、周瓴

陳敏雀、黎勉旻

佳作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轉角遇見孫中山！？─以 GIS 工具進行轉角特性之探討

佳作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A 隊

「捷奏翔起」探討捷運東門站的開通對永康街商業區之影響 鄭宇翔、劉宇欣、余亞勳

林俞君

佳作

私立東大附中 B 隊

從眷村到市集—逢甲繁榮背後的秘辛

陳于瑄、蘇容締、江昱潔

洪佩鈺

佳作

國立屏東高中

觀光「殯葬化」v.s 殯葬「觀光化」－屏東地區反殯葬運動
的形塑與區位移轉機制之初探

劉奕麟、施竣耀

袁榮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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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沛喬、翁子淳、陳函妮 黃姿陵、洪挺晏

人氣獎（本屆晉級決賽選手票選）：共 5 隊
學校/隊伍

作品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B 隊

橘線貫穿─捷運東門站看北車分流與其效益

戴苡宸、徐培瑄、周哲輝 汪文嵩、葉昕祐

私立格致高中 A 隊

新市鎮的美真的美嗎？─淡海新市鎮的未來崛起與隱憂

官宥鈞、陳冠中、李竑逸

鍾明治

財團法人辭修高中

「擦撞在大意的剎那」交通事故分布及肇因分析 -----以新北
劉佩姍、王雅旻、王振權
市土城區為例

劉佩青

國立金門高中

金門海岸的土地利用

李睿、李毓蕙、劉怡均

張志偉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A 隊

人民的心靈寄託—三峽清水祖師公信仰的形成與轉變

何雅顏、江靜怡、蔡欣燕

吳尚格

中國地理學會 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 公告 201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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