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七 屆

團 體 賽
獎項

參賽學校

學生姓名

金 牌

羅東高中 魏婉如 蔡明原

指導老師

萬頃良田種農舍--宜蘭縣農舍的發展
與影響，以三星鄉尾塹村為例

柯佳伶

明道中學 B 鐘秀鎔 林芳如 簡上卜 陳柔羽 王妤珊

「烏日」淹水潛勢評估及改善建議之
研究

政大附中 A 秦偉程

交通革新對日治時期茶葉運銷路線的
影響-以貓空地區為例

銀 牌
楊梅

黃韋鈞 黎勉旻 洪佩鈺

臺中一中 B 林弘義 江昱德 盧柏瑞 廖財固

資本組成不同的超市商品全球化程度
差異之研究-以興農超市三民店與松
青超市光復店為例

家齊女中 B 盧慧柔 葉蓓真 康珮甄 李秀美

臺灣舞蹈教室之區位及消費行為研究
─以臺南市顧曉蘭舞蹈坊為例
大河的足跡-以土壤分析看宜蘭河的

復興實中 蘇聖倫 詹凱傑 王聖儒 葉昕祐
銅 牌

參展作品名稱

明道高中 A 陳伯熹 周采亭 簡伶薇 蕭雅文

變遷
解鈴

大臺中的中軸線-探討臺中捷運綠線
沿線地區發展潛力

南山中學 B 黃奕翔 湛勛幃 簡均哲 趙玲君 林皓芸

邊緣至副都心－新板橋車站特定專用
區對板橋的影響

家齊女中 A 廖佳葳 吳佩璇 揚思薇 李秀美

消費者於百貨公司內的動線分析－以
新光三越臺南新天地為例

海星高中 張佩渝 林薰珮 張慧賢 陳泰岳 宋宥輯

花蓮觀光土產產業的市場調查分析以麻糬專賣直營分店為例

衛道中學 B 楊敦凱 游佩諭 陳莞筑 吳夢翔 陳妙珠

「帽帽」無聞、「頂頂」有名──揭
開臺中市三家製帽業的生存策略

衛道中學 A 王信惟 徐苡庭 游雅婷 吳夢翔 陳妙珠 梅川微氣候分析
佳 作 精誠高中 B 鍾政諺 蕭銘佑 張銀成 陳佑婷
彰化高中 袁偉程 莊喬勝 黃敬文 賴麗華 徐梅嬌
慈大附中 B 李柏儀 吳書帆 莊庭皓 洪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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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 BMI 值的區域差異與學業成積
的相關分析
拉雞屎！？下金蛋！？－探討彰濱工
業區的開發
夜市商業機能分析－以臺北及花蓮夜
市為例

南港高工 張家榮 陳萩潔

黃郁斯 張秀娟

及人高中 A 施佳伶 胡晉瑋 陳姿穎 劉上君
中和高中

游薇

陳逸芙 張庭瑜 高子珺

育成高中 蘇聖傑 吳奇樺
薇閣高中 B

蔣金

曉明女中 A 洪至萱

湯凱齡

一起「汽」旅遊－臺北市汽車租賃旅
遊市場之研究
刑事犯罪之空間分布及其影響因素探
討-以安康派出所轄區為例
連鎖咖啡店的經營型態與消費者消費
行為之研究－以 85℃咖啡店為例
吃吃喝喝的平價天堂─臺北市中山區
小吃街的興起歷程

郭宇頻 吳培筠 黃介振 張育彰 臺灣風力發電的效益與選址評估
佟琳

謝東秀 邱春英

享受蟲鳴鳥叫的自然生態社區－桃米
生態社區之探討

宜蘭高中 B 魏志瑋 李頤宏 曾唯禎 黃瑞珍 朱韋勳 宜蘭縣有機農業的發展與分布
新港藝高 陳宛琳 賴京蔚 黃于庭 蔡佳蓉
基隆女中 B 何佩穎

唐筠

葉佳韻 黃致誠

中壢高中 劉欣慈 魏晨宇

黃藝芳

臺中一中 A 陳鈞隆 洪懷哲 陳清瑜 廖財固 梁淳淳

傳統市場空間分布與經濟效益關係之
研究－以新港地區為例
歷史、景觀與權力的流轉─以基隆中
正公園為例
桃園縣量販店區位分析
大里市黃昏市場與早市之區位分析研
究

大同高中 B 胡格瑄 彭宣與 劉品欣 黃俊彰

坪林觀光業的轉型與衝擊

及人高中 B 盧卉卉 黃楷婷 詹?穎 羅國彰

傳統風水觀對生活空間影響初探

北一女中 B 吳玗蔚 葉雅瑄 張韻琪 張佩玉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名牌精品商圈之
形成與發展

樹林高中 A 顏佳雯 游雅筑

林香吟 王凱弘

人行道品質的區域差異－以樹林市為
例

臺南一中 陳威韶 黃健綸 莊孟融 葉小慧 賴秀茹

蘭婷集敘—臺南蘭花產業的過去、現
在、未來

長榮高中 B 陳乃瑜 湯寧芸 李宛儒 黃朝龍 蔡宏達

下一個巴西庫里堤巴--臺南市公車整
合規劃

中正高中 B 黃楓茹 王姿瑾

鞋與爭鋒~臺北市高中學生鞋類消費
行為及區域特色之研究

入 選

郭容

林顯榕

格致高中 B 蘇意嵐 凌珮芸 楊喻雯 莊偵霜
明德高中 楊佳穎 游佩娟 陳琬婷 楊嵐雅 張高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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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店的興起與衰敗－以 85 度 C 為例
鑽牛角尖-三峽地區金牛角店家分布
特色與老街再造關係之研究

基隆女中 A 蔡宜辰 陳寶喬

徐筱筑

歷久不衰的傳統市場-以基隆市為例

臺東高中 A 鄭富藝 蘇柏豪 李旻璟 張增盈

臺東縣海岸景觀意象認知、服務品質
與吸引力對遊客滿意度影響之研究：
以三仙臺、小野柳及八仙洞為例

屏北高中 B 許幼穎 廖珮珊

李乾銘

新崛江的商業行為空間分佈探討

呂展曄

「頂新鮮的好鄰居」－頂好超市的挑
戰，以桃園市頂好為例

桃園高中 蔡秉珅 鍾雅惠

范姜千惠

麗山高中 B 李信杰 莊凱閎 張皓然 廖偉國 王翠華 電腦動畫輔助地理教學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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