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四 屆

編號 參賽學校
1
2
3

縣立三重高
中
內壢高中

參加學生

指導老師

戴志航 朱書吟 詹謦鴻 方克禮

作品名稱
GIS 應用在橋樑車流量之研究─以台北縣華翠
大橋為例

范綱塏 張英 謝文鈞 施崇武 一個小型地方生活圈的發展-以埔心為例

竹南高中 A 陳筱潔 徐茂福 呂中權 邱曉燕

走向夕陽餘暉中的金銀紙---探討中港金銀紙
的區位轉移
文德女中學生來源與高中職社區化之相關研

4

文德女中

李亭萱 李美儀 梁馨芳 陳建汝

5

永豐高中

孫若倫 李佳芸 王育屏 陳鴻志 今墓隨火土來生論吾行

6

崇光女中

林宜君 董佳寧 譚怡蔆 蔡宗穎

究－以 77-92 年間為例

溫泉地區觀光客行為研究－以烏來風景區為
例
台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使用率與停車特性分

7

復興高中 A 張書瑗 朱其辰 許承林 鐘新南

8

新竹高中 A 洪晨育 李彥青 盧德文 趙硯稑 致命的吸引力－網咖與學校的適當距離

9

薇閣高中 A 劉祉葳 蔡秉宏 陳永馨 許志元

析~從土地利用觀點

青少年消費行為之研究與探討－以士林夜市
及華西街為例

10

大里高中

林俊安 劉陽慶 劉正閔 馮馨瑩 台中縣大里市國光花市商業活動特性之研究

11

暨大附中

林旆仰 陳慕儀 詹名慧 馮玉芳

12 明道中學 A 林威志
13

張廖于
彤

雲端上的香格里拉－探討清境農場觀光產業
之發展

歐詠芝 劉勇俊 烏日市---高鐵的贈禮

大同高中 B 戴雅佩 黃馨儀 周紘郁 劉廷祥 學校快到了-同學對學校意象的探討

14 屏東女中 A 洪嘉璘 翁苑綾 江宜頻 王玨玲

沿著五分車的軌跡尋找甜蜜的回憶---探索蛻
變中的屏東糖廠
中地階層對消費行為之影響---以台南市新光

15

長榮高中

邱品傑 杜雅錞 張世蓓 蔡宏達

16

台東高中

李家明 詹庭瑋 鍾樺宜 許先媜 虛擬野外實察

17

延平中學

王名釤 劉又銓 廖國翔 孫雅苓

18

永平高中

黃名緒 黃安琪 王靖雅 張燦穩 永和市西式早餐店的空間分析

19

格致中學

詹淯旨 蔡祺茂 林士媛 鍾明治 係金ㄟ！金九—風華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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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中山店與台南新天地為例

捷運永安市場站與景安站商圈興起之區位比
較與分析

20 金甌女中 A 林潔女 黃伊? 黃晶晶 梅景琳 新舊商圈發展原因—信義計劃區 VS.西門町
21 陽明高中 A 李心儒 李亞璇 張文俐 江得智

22
23
24

武陵高中 B 林立婷 徐睿妤 謝志誠 朱慶昇
成功高中

小埤立大功，明日埤塘，風華再現~以桃園台
地之埤塘為例
你渴了嗎? 從桃園大停水談石門水庫未來之
發展意象

徐尉淳 林叡廷 胡竣? 黃香榕 金山----前進"金包里"，戀戀"亭仔腳"

新竹高中 B 陳柏樺 溫家瑋 林祐丞 趙硯稑 土地公廟分布之研究－以新竹市東區為例

25 中興高中 A 張智勝 簡廷樺 丁群靄 呂旻軒 台灣檳榔產業研究—以草屯雙冬地區為例
夜市的環境對消費者特性之關係探討 – 以

26

惠文高中

李立旻 黃玟儂 賴怡華 梁琦舒

27

彰化女中

黃俞珮 郭家綾 唐靖宜 彭筱麗 彰化市利樂杯冷飲店的分布位置

28

台中市逢甲夜市.一中夜市為例

台中二中 B 李孟茵 藍翔萱 蔡育英 鄧阿蘊 台中市路邊停車問題之研討

29

新營高中

李 穎 潘筱媗 陳怡君 莊婉瑩 甜蜜之旅

30

屏東高中

許聖迪 黃明山 黃盟盛 鄭佳真

從阿猴媽祖文化季看慈鳳宮與人群互動之研
究

31

屏東女中 B 吳佳穎 鄭雅文 李宛蓁 方淑美 屏東市永安里土地利用的變遷

32

再興中學 B 徐敏芝 楊瑜婷 程翊雯 黃碧珍 台北人為何會垂釣第二個窩

33 建臺中學 A 謝雁茹 宋依玲 鄒幸佑 林愉庭 在中地理論呼喊苗栗----苗栗市居民消費型態
34

基隆女中 B 林佳瑩 王思涵 楊靜雯 張怡玲

35 樹林高中 A 劉奕隆 王永宏 王竣暉 徐文慧

36 武陵高中 A 張哲誠 金國華 鍾佩真 林美卉

古砲台，新價值:基隆五個砲台的觀光機能評
估
立體模型模擬淹水之探討-以樹林都市計劃區
域為例
快樂國小快樂嗎?探討文教用地鄰近幕葬用地
的特殊現象
桃園地區大型購物中心的發展可能－以台茂

37

陽明高中 B 陳怡禎 王雪芃

陳正文 南崁家庭娛樂購物中心與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為例
濱河而居？－宜蘭河水文特性與當地居民的

38

慧燈中學

周美君 林承慧 戴呈緯 李芳煖

39

斗六高中

高薇淇 李恩婕 邱小玲 王均芬 啡常古坑---從台灣咖啡節談起

40 台中二中 A 張瑞承 王建翔 朱弘安 任錫剛
41

彰化高中

聚落發展

彩虹新都會，風華現台中----台中都會區捷運
路線規劃之研究

賴?甫 鄧偉強 蔡永興 徐梅嬌 「土石挖挖哇!」八卦台地採土區之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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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安寮地區為例
42 台中一中 B 洪懿君 陳映璇 張雅涵 黃有鈺 失落的黃金屋----一中商圈書店消長之初探
43 大同高中 A 王蕙儀 張淑娟 林貞儀 利天龍

44 楠梓中學 A 管雨薇 林姿汎 陳雅芳 陳錦鴻

45 黎明高中 A 許雅婷 王淑英 張彥仁 胡憲輝

46

台南女中

林美嬋 黃仲薇 周郁華 莊富凱

47 台東女中 A 董育婷 許馨尹 葉依柔 呂碧卿

48 再興中學 A 蔡嘉倫 李亞 施筱姍 吳孟蓉

49 基隆女中 A 洪曉玉 鄭秀苑 謝怡芳 吳郁萍

解開日常生活的密碼～以屏東市加油站的消
費者為例
人與環境互動關係之研究------以高雄都會公
園為主
走進菜籃族的世界－台南縣麻豆鎮傳統市場
之經營與規劃
但願城長久，千里共小吃——台南府城傳統小
吃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從近黃到撒布優~paiwan 族生活方式變遷之探
討
台北市大安區超級市場與傳統市場之比較－
消費空間分布與消費者屬性
十年修得共乘車~基隆市計程車叫客共乘現象
之探討

50 復興高中 B 楊志琦 尤禹涵 林政賢 林憶伶 西門町商圈吸引年輕族群因素分析
51 金甌女中 B 陳沛誼 黃冠涵 游捷羽 陳正儒 繁華的台北街頭
52
53

方濟中學
國立三重高
中

王巽暉 楊士正 薛忞侑 陳癸月 內湖地區幼稚園之區位分析與選址
陳韋宏 巫凱宇 楊美慧 黃國峰

淡水河左岸三蘆地區垃圾掩埋場轉運站環境
影響之探討

54 薇閣高中 B 鄭鐸 李安儀 許舒涵 許志元 北投纜車興建的影響
55 明道中學 B 王詩茜 鄭惠文 蔡欣怡 李明郎

九二一地震後災區居民的遷居----以彰化芳苑
原住民國宅為例

56 中興高中 B 林榮駿 陳曉琪 張雅惠 吳莉瑛 中興新村休閒產業潛力研究
57 台中女中 A 賴亭妏 游佳琳 邱兆庸 蕭坤松 台中女中外宿學生的區位分析
58 僑泰高中 A 劉桂珍 連育瑩 張逸彰 陳昌業 風雲變色！高科技風暴襲捲中台灣
59 枋寮高中 B 柯如玲 葉子丹 鄭心萍 鄭光佑

60

宏仁女中

劉佳婷 劉柔君 黃子珊 馬雯琴

屏東率芒溪土石流潛勢溪流域土地分區及利
用之研究
「愛情在哪裡？」──偶像劇場域與愛情空間
關係之探討

61 高師大附中 鄭岳原 吳庭寬 蔡雨璇 蔣珮珊 城市光廊 Urban Spotlight 聯結高市文化走廊
62

瀛海中學

陳貞如 黃楚茵 黃雍涵 楊瓊瑤 食在台南,食在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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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台東女中 B 廖桀瑩 林冠妏 徐育萱 潘明慧 枝仔冰勾起的記憶----光明星聚落變遷
64 樹林高中 B 賴怡潔 王諾曼 陳莉倩 黎勉旻

65

大華中學

陳蔚慈 田鈞緯 袁于涵 吳玉蓉

66 建臺中學 B 陳俊瑋 何亞凡 曾昭惠 曾興基

封閉型校園震災避難最適路線探討─以樹林
高中為例
檢視大型觀光季活動的成效─以拉拉山水蜜
桃季為例
台 13 線拓寬前後的周圍環境探討----南勢里大
坪頂至銅鑼三座厝

67 竹南高中 B 陳瑜欣 許閔喻 李思瑩 邱鳳梅 竹南、頭份地區社區公共空間之機能調查
危險邊緣－林口台地西側坡地崩塌與各項因

68

林口高中

黃莉婷 褚篔 李采妮 王耀輝

69

錦和高中

林倩如 曾彥閔 蔡博富 張耀元

70

桃園高中

林怡齡 張菡玲 洪鈺雁 呂展曄 桃園市景福宮祭祀範圍的改變

子之間的相關性
中永和地區醫療資源區位分析暨署立雙和醫
院建置之影響評估

71 台中一中 A 沈建明 郭展 田鈺申 廖財固 梅雨對台中地區造成影響之初探
72 台中女中 B 張于真 洪宜鈴 曾惠渝 戴彩霞 地名資料庫自建模式─以台中市古地名為例
73

曉明女中

謝丹琪 林婉婷 洪甄徽 邱春英 草嶺堰塞湖的百年興衰~變是唯一的不變

74

五育高中

張詩婷 王念恩 白家禎 ?源誠 遷都中台灣，威震全世界

75 枋寮高中 A 劉佳宜 董佩寧 林映辰 鄭光佑

76

台南一中

蔡孟辰 湯宗曄 張伯誠 翁蕙君

77 黎明高中 B 陳怡婷 莊雅婷 顏君儀 楊婷瑛

78 楠梓中學 B 張哲維 吳思緯 謝昀蓓 陳錦鴻
79

花蓮高中

新交通建設與城鎮交互作用的重組—以屏南
鄉鎮和屏東市及高雄市的連結為例
台南市生態公園可行性之探討—以巴克禮紀
念公園為例
致遠管理學院之設立對台南縣麻豆鎮的環境
影響之研究
河川地的土地利用之研探討－以高屏溪支流
後勁溪為例

劉景翔 邱韋智 金紀偉 潘明輝 土石流災後遷村之探究：以花蓮銅門村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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