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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老師和同學們：  

第九屆國家地理知識大競賽的複賽成績已經評定完畢，國小組和國中組晉級全國決賽名

單如表1、表2所列。感謝各校師長鼓勵、指導同學參與競賽，更要感謝全國22縣市複賽承辦

學校的大力支持，本屆競賽才得以順利進行。  

在全國決賽方面，承辦單位將於近期發送公文至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以便參賽師生辦

理公假，公文中也將建議予晉級決賽的師生敘獎鼓勵。此外，以下幾件事情請晉級決賽的同

學們配合：  

1. 表1、表2中的姓名若有錯別字，還請見諒，煩請速以電子郵件通知承辦單位

(tngc@deps.ntnu.edu.tw)，俾便更正。 

2. 全國決賽將於臺灣師大校本部圖書館校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號)辦理，請準時於本

年11月2日上午8:20～8:55 報到，該日活動預計16:00結束。決賽活動流程和準決賽測驗

所需文具等注意事項，請見附件1；會場和交通方式，請見附件2。決賽日流程若有微調，

將公告於競賽官網和決賽會場。 

3. 本日辦理教師研習，歡迎老師們（含領隊老師）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 

http://www2.inservice.edu.tw/研習主題: 如何畫地圖。研習代號 : 1399588 

4. 決賽日食宿交通等，煩請自理。 

有些同學可能想知道自己的複賽成績表現，為尊重個人隱私，主辦單位不擬公告成績，

但提供各校指導老師索取該校學生資料。請於10/29 12:00起至本競賽官網查詢 : <報名專區>

下拉→<成績查詢>，須鍵入當初報名的帳號(報名老師姓名)、密碼。 

One Earth, Many Worlds 「一個地球、大千世界」，本競賽是為所有驚嘆、好奇、納悶世

界為何如此多樣的朋友們辦理的。在這全球化加速的時代，期盼藉由這樣的活動，可以鼓勵

我們的年輕人，兼具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學科的素養，不但關懷鄉土，也具備全球視野。敬

請大家協助推廣本競賽活動，並不吝批評指教。 

 

 

 

 

中華民國 102年第九屆國家地理知識大競賽 

晉級決賽名單公告 

中國地理學會．地理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    謹致 2013/10/22 

http://www2.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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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小組> 晉級決賽名單 (40位) 

＊ 本表依參賽選手編號排序 

編號 縣市 鄉鎮區 學校 學生姓名 

1104101 臺北市 南港區 市立南港國小 何喆恩 

1112101 臺北市 萬華區 私立光仁小學 鄭琮翰 

1112102 臺北市 萬華區 私立光仁小學 蔡師睿 

1201103 新北市 板橋區 市立後埔國小 陳柏翰 

1202101 新北市 新莊區 市立昌平國小 劉冠宏 

1302103 基隆市 七堵區 市立七堵國小 陳育鋒 

1304101 基隆市 暖暖區 市立暖江國小 賀崇恩 

1317105 基隆市 中山區 私立聖心小學 郭耘安 

1402102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南屏國小 張翔鈞 

1503102 桃園縣 大溪鎮 縣立僑愛國小 何天立 

1506102 桃園縣 桃園市 縣立莊敬國小 王彥成 

1602101 新竹縣 竹北市 縣立光明國小 王懷逸 

1604102 新竹縣 竹北市 縣立竹仁國小 朱緯騰 

1702103 新竹市 新竹市 市立龍山國小 楊皓鈞 

1707101 新竹市 新竹市 市立東園國小 陳皓笙 

1707104 新竹市 新竹市 市立東園國小 梁力洵 

1801101 苗栗縣 苗栗市 縣立建功國小 謝博任 

1901101 臺中市 北區 私立育仁國小 李俊杰 

1948102 臺中市 北屯區 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小學 施  皓 

2003103 臺東縣 臺東市 縣立馬蘭國小 葉霈恩 

2005101 臺東縣 海端鄉 縣立加拿國小 李晴恩 

2101102 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中正國小 陳彥融 

2203103 彰化縣 彰化市 縣立南郭國小 詹淯棋 

2303103 南投縣 南投市 縣立平和國小 簡言芳 

2401102 雲林縣 斗六市 私立維多利亞小學 鄭宇涵 

2501101 嘉義縣 竹崎鄉 縣立竹崎國小 李明韋 

2619101 嘉義市 嘉義市 市立嘉北國小 羅景耀 

2619103 嘉義市 嘉義市 市立嘉北國小 蔡秉儒 

2620101 嘉義市 嘉義市 市立僑平國小 江定遠 

2701103 臺南市 中西區 國立臺南大學附小 黃彥銘 

2802105 高雄市 鼓山區 市立龍華國小  賴冠霖 

2809101 高雄市 新興區 市立七賢國小 宋威廷 

2858100 高雄市 左營區 市立新莊國小 矯宇菁 

2902101 屏東縣 屏東市 國立屏東教大實小 鄭育林 

3001102 澎湖縣 馬公市 縣立中興國小 陳瑞宏 

3102102 連江縣 北竿鄉 縣立板里國小 施品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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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 鄉鎮區 學校 學生姓名 

3103101 連江縣 莒光鄉 縣立敬恆國(中)小 陳聲溧 

3106102 連江縣 南竿鄉 縣立介壽國(中)小 陳暘 

3201102 金門縣 金城鎮 縣立中正國小 林展毅 

3201103 金門縣 金城鎮 縣立中正國小 汪令傑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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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中組> 晉級決賽名單 (105位) 

＊ 本表依參賽選手編號排序 

編號 縣市 鄉鎮區 學校 學生姓名 

1121205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蘭雅國中 洪辰昊 

1132205 臺北市 北投區 私立薇閣高中附設國中 張簡靖軒 

1147203 臺北市 中正區 市立弘道國中 謝兆和 

1149202 臺北市 大安區 私立延平中學附設國中 楊千毅 

1150201 臺北市 文山區 市立萬芳高中附設國中 鄭中彥 

1153203 臺北市 松山區 市立敦化國中 游至軒 

1153209 臺北市 松山區 市立敦化國中 葉  暘 

1154201 臺北市 文山區 私立靜心國中 游惟翔 

1154203 臺北市 文山區 私立靜心國中 黃以侖 

1158202 臺北市 大安區 國立師大附中附設國中 顧永平 

1165203 臺北市 士林區 市立天母國中 吳宗勳 

1167203 臺北市 文山區 市立景興國中 林聖傑 

1207203 新北市 板橋區 市立中山國中 袁崇越 

1212201 新北市 林口區 市立林口國中 姚勇瑞 

1227204 新北市 三峽區 財團法人辭修高中附設國中 許哲睿 

1229207 新北市 泰山區 市立義學國中 莊子楊 

1230201 新北市 汐止區 市立秀峰高中附設國中 涂欣宇 

1236205 新北市 永和區 市立永和國中 劉濬維 

1237206 新北市 中和區 財團法人南山高中附設國中 林韋翔 

1313203 基隆市 中正區 市立中正國中 李俊欣 

1313204 基隆市 中正區 市立中正國中 莊裕嵐 

1316201 基隆市 暖暖區 市立碇內國中 楊景仁 

1407201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東光國中 黃政群 

1411203 宜蘭縣 宜蘭市 縣立中華國中 黃勝暘 

1415203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國華國中 吳佾鴻 

1416205 宜蘭縣 羅東鎮 縣立羅東國中 李諭樹 

1507208 桃園縣 八德市 縣立大成國中 吳承信 

1508204 桃園縣 桃園市 縣立文昌國中 黃勝韋 

1514201 桃園縣 平鎮市 私立復旦高中附設國中 莊翔立 

1518201 桃園縣 平鎮市 縣立平鎮國中 魏恩予 

1532202 桃園縣 楊梅鎮 縣立楊明國中 范振寬 

1532203 桃園縣 楊梅鎮 縣立楊明國中 范凱閎 

1533204 桃園縣 平鎮市 私立六和高中附設國中 黃梓齊 

1542205 桃園縣 桃園市 縣立建國國中 劉景岳 

1545205 桃園縣 八德市 縣立永豐高中附設國中 潘咨佑 

1606202 新竹縣 竹北市 縣立成功國中 盧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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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 鄉鎮區 學校 學生姓名 

1608201 新竹縣 竹北市 私立康乃薾國中(小) 吳上立 

1612202 新竹縣 竹東鎮 縣立二重國中 楊佩蓁 

1618201 新竹縣 新豐鄉 私立忠信高中附設國中 黃志霖 

1716204 新竹市 新竹市 市立建華國中 劉致廷 

1722201 新竹市 新竹市 市立光武國中 陳子翔 

1722205 新竹市 新竹市 市立光武國中 陳聖凱 

1724201 新竹市 新竹市 私立光復高中附設國中 張郁承 

1803204 苗栗縣 苗栗市 縣立大倫國中 蔡朝翔 

1806201 苗栗縣 竹南鎮 縣立竹南國中 王立安 

1812203 苗栗縣 苗栗市 私立建臺高中附設國中 謝立謙 

1812204 苗栗縣 苗栗市 私立建臺高中附設國中 邱建嘉 

1820201 苗栗縣 竹南鎮 私立君毅高中附設國中 黃詩峰 

1907201 臺中市 北屯區 私立衛道高中附設國中 黃滋宥 

1916205 臺中市 南屯區 市立惠文高中附設國中 邱柏諭 

1940203 臺中市 烏日區 私立明道高中附設國中 許富鈞 

1940208 臺中市 烏日區 私立明道高中附設國中 鄭勝榮 

1941201 臺中市 北區 市立五權國中 江為民 

1943208 臺中市 西區 市立居仁國中 陳允中 

1943209 臺中市 西區 市立居仁國中 洪瑋澤 

1947202 臺中市 太平區 私立華盛頓高中附設國中 施永朋 

2008206 臺東縣 臺東市 縣立新生國中 陳詩宏 

2009202 臺東縣 臺東市 縣立東海國中 洪若恆 

2111206 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國風國中 郭程揚 

2112203 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花崗國中 陳囿嘉 

2112207 花蓮縣 花蓮市 縣立花崗國中 楊尚軒 

2205202 彰化縣 彰化市 縣立彰泰國中 陳宜均 

2209201 彰化縣 彰化市 私立精誠高中附設國中 林璟佑 

2209203 彰化縣 彰化市 私立精誠高中附設國中 許凱祥 

2220201 彰化縣 田中鎮 私立文興高中附設國中 王秉宏 

2309203 南投縣 竹山鎮 縣立延和國中 林品宏 

2309204 南投縣 竹山鎮 縣立延和國中 歐智行 

2313201 南投縣 南投市 縣立營北國中 許哲宇 

2406201 雲林縣 斗六市 私立維多利亞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陳昶霖 

2406202 雲林縣 斗六市 私立維多利亞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楊宗恩 

2412201 雲林縣 北港鎮 縣立北港國中 蘇溫仁 

2509201 嘉義縣 朴子市 縣立永慶高中附設國中 張智翔 

2510202 嘉義縣 民雄鄉 私立協同高中附設國中 楊尚穆 

2510203 嘉義縣 民雄鄉 私立協同高中附設國中 鄭鈞元 

2514201 嘉義縣 朴子市 縣立東石國中 李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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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 鄉鎮區 學校 學生姓名 

2612201 嘉義市 嘉義市 市立北興國中 游家竣 

2612207 嘉義市 嘉義市 市立北興國中 蔡曜丞 

2615201 嘉義市 嘉義市 私立嘉華高中附設國中 謝佳峻 

2615203 嘉義市 嘉義市 私立嘉華高中附設國中 蘇濬璋 

2702203 臺南市 中西區 市立建興國中 吳治加 

2707201 臺南市 新營區 市立南新國中 黃楚涵 

2717204 臺南市 南區 市立大成國中 吳士綸 

2724203 臺南市 新營區 私立南光高中附設國中 劉柏毅 

2725203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中 柯宏儒 

2725208 臺南市 東區 市立崇明國中 蘇冠任 

2815204 高雄市 左營區 市立大義國中 黃子耘 

2816205 高雄市 鳳山區 市立青年國中 楊鈞文 

2816207 高雄市 鳳山區 市立青年國中 張志嘉 

2817203 高雄市 左營區 市立立德國中 蘇俞 

2821204 高雄市 鼓山區 市立明華國中 沈祖頤 

2833202 高雄市 鹽埕區 市立鹽埕國中 李維霖 

2838203 高雄市 苓雅區 私立復華高中附設國中 于  竣 

2839207 高雄市 三民區 市立三民國中 蔡穎文 

2847202 高雄市 左營區 市立龍華國中 洪煥鈞 

2847206 高雄市 左營區 市立龍華國中 蘇柏睿 

2855203 高雄市 前金區 市立七賢國中 詹昀璁 

2908201 屏東縣 內埔鄉 私立美和高中附設國中 李俊鉞 

2908202 屏東縣 內埔鄉 私立美和高中附設國中 陳奕儒 

2911204 屏東縣 里港鄉 縣立里港國中 黃群凱 

3003204 澎湖縣 馬公市 縣立馬公國中 蘇子奇 

3003205 澎湖縣 馬公市 縣立馬公國中 廖呈哲 

3111201 連江縣 東引鄉 縣立東引國中(小) 林怡廷 

3112202 連江縣 南竿鄉 縣立介壽國中(小) 曹雅涵 

3203202 金門縣 金湖鎮 縣立金湖國中 郭大維 

3204201 金門縣 金城鎮 縣立金城國中 李  珺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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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華民國 102年第九屆國家地理知識大競賽‧全國決賽‧活動流程 

決賽日期：102年 11月 2日（六） 

決賽地點：臺北市和平東路 1段 129號臺灣師大（圖書館校區） 

上午：教育大樓教 201-202室；下午：綜合大樓綜 202 室 

 

  時間 參賽學生 老師/家長 評審 

8:20 ~ 8:55 報到 報到  

9:00 ~ 10:20 
準決賽 – 筆試 

(教育大樓 教 201 室) 

專題演講 

(教育大樓 教 202室) 

評審會議 – I 

10:20 ~ 11:50 
公開展示 

環境觀察能力測驗優秀作品 

(教 202室外)  

11:50 ~ 12:15 
拍團體照 

(教育大樓 1 樓出口處) 

閱卷-準決賽 

 

評審會議 - II 
12:15 ~ 13:00  

午餐(自行處理) 

12:15公告晉級總決賽名單(教育大樓 1樓) 

12:45公告國小組優勝名單(綜合大樓 2樓) 

13:00 ~ 14:40 總決賽(綜合大樓綜 202 室) 現場評審 

14:40 ~ 14:50 積分統計/公布優勝者 

14:50 ~ 15:00 休息 

15:00 ~ 15:30 頒獎典禮/記者會 (綜合大樓綜 202室) 

15:30~16:00 結束 

 

＊ 報到時，請同時領取複賽優勝證書。 

＊ 準決賽筆試測驗規則，請見下二頁。 

＊ 晉級總決賽者，請於 12:20前往教 201貴賓室用餐，並聆聽測驗規則說明。 

＊ 本日辦理教師研習，歡迎老師們（含領隊老師）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

http://www2.inservice.edu.tw/研習主題:如何畫地圖。研習代號 : 1399588 

＊ 決賽日所有參賽選手(晉級總決賽選手除外)、老師和家長等，食宿交通，煩請自理。 

＊ 決賽交通方式和場地配置，請見文末附件 2。 

http://www2.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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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2年第九屆國家地理知識大競賽 

            準決賽—試場規則 

 

準決賽筆試測驗：測驗說明時間 8:55~09:00，筆試測驗自 9:00開始。 

1. 學生必須攜帶身份證明文件準時入場，按照門口公告座次入座，並將證件放在桌子右上角，

以備監考人員核對。 

2. 文具自備（2B鉛筆、鉛筆、藍/黑色原子筆、橡皮擦、尺），必要時可用透明墊板，不得在場

向他人借用。請勿使用修正液或修正帶。 

3. 試場規範 

- 測驗說明開始後即不可擅自離場，若強行離場，將被取消本次參賽資格。 

- 筆試正式開始後 30分鐘起，遲到者不得入場應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 筆試不得提早交卷，也不可提早離場，違者取消本次參賽資格。 

- 筆試期間嚴禁談話、左顧右盼等任何不當行為，違者取消本次參賽資格。 

- 筆試應以正體中文作答，惟地名可接受英文作答。 

- 不得攜帶非測驗必須之物品，如電子辭典、計算機、行動電話、呼叫器等計算及通訊器

材等，必須關機且需放置於試場前後地板上。若隨身攜帶該些物品，經監考老師發現者，

扣筆試成績 10分。 

- 測驗結束鈴響畢，監考老師宣布筆試結束，不論答畢與否應立即停止作答，等候老師清

點完考卷(含試題卷與答案卷)才可離場。逾時作答者或交卷後強行修改者，將被取消本次

參賽資格。 

- 違反上述規範和其他未條列之不當行為者，將由總決賽評審委員開會決議之。 

4. 其他注意事項將於決賽日公告。 

 

 

 

 

 

中國地理學會．地理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    謹致 2013/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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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華民國 102年第九屆國家地理知識大競賽‧全國決賽‧會場交通 

 

決賽日期：102年 11月 2日（六） 

決賽地點：臺北市和平東路 1段 129號臺灣師大（圖書館校區） 

上午：教育大樓教 201-202室；下午：綜合大樓綜 202 室 

 

 

 

 

 

 

 

 

 

 

 

 

交通資訊 

一、搭捷運：古亭捷運站 5 號出口，沿和平東路步行約 10分鐘。 

 

二、搭公車：3、15、18、74、235、237、672(原 254)、278、和平幹線在「師 

大站」或「師大一站」下車。 

 

三、自行開車： 

1.國道 1 號：於圓山交流道（建國北路） →建國高架→信義路匝道口下高

架（沿建國南路直行至和平東路右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 

2.國道 3 號：於木柵/深坑交流道下；接三甲台北聯絡道→辛亥路（至復興

南路口右轉） →復興南路（直走至和平東路口左轉)）→和平東路一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 

3.停車資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下停車場（半小時 25 元）－入口在綜合

大樓東側（面對大樓的右側）。 

 

＊ 搭高鐵者：可在 9號車廂附近下一層樓出站，轉接捷運新店線，最節省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