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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為辦理兩類四種並涵蓋國小至高中三個學習階
段的全國性競賽，主要目的在推動做中學和多元評量，帶動專題研
究風氣、推廣地理野外實察和開發各種測驗題型，提供國小至高中
師生表現舞臺，同時也藉由國際參賽促進國際交流。本年度計畫順
利完成第16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高中組)和第13屆國家地理知
識大競賽(國中小組)；前者包含地理小論文組與個人組兩種賽事
，後者包含地理知識能力測驗與環境觀察暨手繪地圖能力測驗。本
屆高中地理小論文組有42校共64隊參加；個人組有49校191人參加複
賽。國中小地理知識能力測驗有來自22縣市國中小共473所學校報名
，晉級複賽選手共1757位同學；環境觀察暨手繪地圖能力測驗有
87校共182隊報名。本年度相關活動獲得全國性報紙媒體、網路以及
電視台新聞報導共11 篇。另於全國決賽日配合辦理教師研習各1場
，研習主題分別為「從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的競賽：談多元評量的開
發」和「從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談多元評量的開發」，以推廣多元
評量方式至教學現場。透過全國賽選拔，我國每年得以推派選手參
加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近年表現成績頗佳。2017年獲得2面金牌
1面銀牌，與波蘭、羅馬尼亞並列獲得兩面金牌的隊伍，展現我國在
地理教育上的成果。

中文關鍵詞： 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國際地理奧林匹亞、地
理教育、多元評量

英 文 摘 要 ： Geography as a subject in various school levels has unique
status to enable students with the fundamental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their future career. The current project,
which includes two major competitions with four tests, i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16th Taiwan Geography Olympiad
(2017 tGeo), for students of age 16-19, include a project-
based and an individual-based competition. The 13th Taiwan
National Geographic Championship (2017 TNGC), for students
of age 10-15, consists of three-stage tests, which focus on
open-ended questions and hands-on activities. As a whole,
more than 450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70 senior
high schools signed up. In 2017 International Geography
Olympiad, talented and highly motivated Taiwanese students
won two gold medals and one silver medal. TGeo and TNGC has
received very positive feedback from school teachers and
parents and will continuously stimulate the practice of the
fieldwork, issue discussion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to
geography teaching.

英文關鍵詞： Taiwan Geography Olympiad, Taiwan National Geographic
Championship, International Geography Olympiad, National
Geographic World Championship, Geography Education,
Multiple assess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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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我國高中數理科有多樣的科展和學科競

賽，但社會領域的競賽很少，所以本會特別辦理

強調實作能力的競賽。例如，地理小論文組的參

賽者必須針對一議題進行研究，高中選手還必須

製作海報呈現研究成果，晉級總決賽的八強隊伍

還需公開發表口頭論文。 

壹、 前言 

    人才培育是立國之本，也是臺灣經濟、社會發展曾被譽為奇蹟的重要基石。隨著全球化的快速進

展，各國競相爭取菁英人才和優秀學生的態勢，更甚以往。若欲因應 21 世紀更緊密的全球關連、更多

變的自然環境和更複雜的社會關係，亟需培養出更全方位的高素質國民，才能繼續朝向民主、均富、

和諧的理想社會邁進。 

 培養具備理性思考、人文關懷和全球視野的現代公民 

在大學以下的各階段學校教育中，地理科是唯一融合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訓練的學科，而且著重

理論與實務的交互參照。強調由下而上的地方發展，必須務實考量在地、區域、國家到全球各種層級

的相互關係；由上而下的國家發展，則須特別關懷對地方環境和基層民眾的衝擊。地理科融合「自然

與人文」、「環境與社會」、「地方到全球」多元關係的視角，特別有助於培養兼具理性思考、人文關懷

和全球視野的高素質現代公民。 

 促進理工與人文學科的均衡發展 

我國一向重視教育，從學生學習時間、教師專業水準和家長投入程度來看，名列世界前茅。隨著

社會的多元發展，但不可諱言，社會上重理工、輕人文的現象雖有改善，但理工與人文學科的發展未

臻均衡，學校主科、副科的概念仍影響教學實務。教育部/國教署為培養科學人才，長年來針對數理資

訊等 6 項奧林匹亞競賽競賽表現優異選手發展出從選拔、培訓到獎勵、追蹤的完善配套機制。地理是

目前社會科之中唯一有國際奧林匹亞競賽的科目（圖 1），若能爭取到與其他數理學科等同的支持，對

促進我國理工與人文學科的均衡發展，將具有指標性意義。 

 完善兼具理論與實作能力的人才養成機制 

我國教育改革進程可謂與世界同步，但在評量技術層面上，長期以來國內的升學考試都以選擇題為主

要測驗題型，課程綱要揭示的理念和學校現場的評量測驗卻有相當的落差，尤其不利於實作能力和分

析、評估等高層次能力的養成，也難以培養出學生知行合一的能力。在此狀況下，校外的各式競賽活

動提供了學生表現的另一舞台。 

     

有鑒於此，中國地理學會為回應基層教師的期望，自民國 90 年代初起(表 1)，結合各地理相關系

所，陸續開辦「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和「環境觀察能力測驗」等各種競

賽活動，並甄選、培訓代表選手參加「國際地理奧林匹亞」(International Geography Olympiad, iGeo)。

這些競賽均強調做中學，不但帶動專題研究和地理野外實察風氣，也開發各種題型，辦理教師增能活

動，並提供國、高中學生國際交流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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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地理競賽合作夥伴一覽表(詳細資料請見) 

 高中地理奧林匹亞 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 

參賽對象 高中職學生 國小五年級～國中九年級 

開始辦理 民國 91 年 民國 94 年 

指導單位 教育部/國教署、科技部 

主辦單位 中國地理學會*1 中國地理學會、臺灣師大、臺北市大 

執行單位 
地理小論文賽～各大學地理系輪辦*2 

個人賽～北中南分區辦理 

國立臺灣師大地理學系 

國立彰化師大地理學系 

協辦單位 國內各地理相關系所和機構 
國內各地理相關系所、各縣市教育局處

與輔導團、各縣市複賽承辦學校 

贊助單位 
臺灣國際航電(Garmin Taiwan)、財團法人應雲崗先生紀念基金會、 

野柳地質公園 

*1 教育部/國教署、科技部(前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教處 科普計畫)和財團法人應雲崗先生紀念基金會是本競

賽主要經費補助單位。 

*2 由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彰化師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以及文化大學的五所地理系輪流辦理。 

 

※ 本會針對大學前教育活動辦理特色 

本會從促進國人正視地理素養在全球化時代的積極意義出發，為提升國民素養和健全人才養成機

制而盡一份心力，十多年以來各種活動辦理已發展出成熟的模式，全國賽優勝選手並可獲得教育部頒

發之獎狀，具有相當的公信力。活動辦理特色為： 

1. 活動目標前瞻，符合國際教育發展趨勢：各項競賽活動由大學相關系所執行，結合地理教育

研究，密切關注國際和我國科學教育、環境教育發展動態。 

2. 競賽設計多元，適合不同專長學生參加：學生可以評估自己的專長，參加偏學術型的個人賽，

或偏實作型的小論文團體賽和繪圖作品賽。 

3. 作業流程成熟，參賽學校來自全國各地：均分為初賽、複賽、決賽三階段辦理，每年有近 500

所國中小學校和近百所高中參加，參與可謂熱烈。 

4. 師長交流密切，辦理方式呼應教學需求：學校師長是夥伴而非僅參賽者，邀請教師參與評審、

徵詢意見，並贈送優質教材，在鼓勵教學士氣上已有具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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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暨國際地理競賽成果報告 

 

一、第 14屆國際地理奧林匹亞之選訓與參賽 

(一)競賽目的 

在國際地理聯合會 (IGC) 倡導下，1996 年開始在荷蘭海牙首度為高中生舉辦國際地理奧林匹

亞 ，每兩年舉辦一次競賽。國際地理奧林比亞競賽的主要目的是： 

1. 激發年輕人對地理與環境研究的興趣  (Stimulate active interest in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among young people) 

2. 精進地理知識與技能的品質，提升高中地理教育的重要性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debat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geography as a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subject by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skills and interests among young people) 

3. 促進各國青年學子的接觸與建立友誼，以增進各國之間的了解 (facilitate social contacts 

between you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in doing so,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s) 

    本競賽參加隊伍數目從 1996 年的 6 隊增長到 2017 年的 41 隊1，共 160 位選手，其中以歐洲國家

最熱衷，亞洲國家其次。我國於 2002年首度派出隊伍參加第四屆國際地理競賽之後，不曾間斷，是亞

洲參賽國家中最持久的，並在 2010 年承辦第八屆國際賽。2012 年起改為每年舉辦國際賽，目前已經

發展成國際的重要競賽項目，並列入聯合國永續發展十年課程（UN Decad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的指定活動中。由於國際賽一向是在暑期舉辦，而國內的三階段賽事皆是在

每年 6月至 10月進行，這也是國際賽的第一階段選拔，所以規劃第二次選訓在次年 2月進行，甄選出

正取選手後，再進行第三階段培訓至暑期出國比賽。據此，我國 2017年第十四屆國際地理奧林匹亞之

四位代表隊員，是前一年之國內賽優勝選手，包括臺北市立建國中學林孟儒同學與鄭中彥同學、臺北

市立第一女子中學翁靖瑄同學與國立高雄中學陳奕儒同學，領隊則為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系洪廣冀教授

與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劉玲秀老師。 

(二)選手培訓 

    本次選手之培訓共分三階段，前兩個階段均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舉行，第三個階段則在

貝爾格勒進行。第二階段培訓課程，主要在加強學生實作技能、思考之結構性、概念圖、多面向思考

能力。尤其國際地理奧林匹亞以英文為競賽語言，因此英文閱讀與了解地理的能力極為重要。上課方

式以講述、實作、練習考古題、課堂討論為主；野外實察方面，將學生（全部或分組）帶至某一地點

之後，進行實察（繪製地圖、觀察），實察結束之後再回師大整理考察資料，並繪製符合地圖製圖原則

的地圖並發表、檢討。選手之評選標準乃依結訓測驗之筆試、地理實察、課堂作業及培訓期間整體表

現作為選拔依據，按成績高低排序選出四位正取及四位備取選手。 

第三階段的培訓在比賽城市貝爾格勒市（Belgrade）進行，目的在於提早讓選手熟悉比賽當地的飲

                                                 
1 本屆報名參賽隊伍共 41 隊，包括阿根廷、澳洲、波士尼亞、白俄羅斯、比利時、中國、香港、澳門、克羅埃西亞、賽普

勒斯、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匈牙利、印度、印尼、日本、哈薩克、拉脫維亞、立陶宛、蒙古、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 

黑山共和國）、荷蘭、紐西蘭、菲律賓、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塞爾維亞、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南韓、瑞

士、泰國、土耳其、英國、美國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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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與生活情況，調整賽前心情，並實地接觸當地的環境與文化，提早進入比賽狀態。從 2014 年起，臺

灣參賽代表隊提早幾天先行抵達主辦國（2014 波蘭、2015 俄羅斯、2106 北京），在臺灣政府駐波蘭、

駐俄辦事處及當地友人的協助與安排下，由當地臺灣留學生和友人帶領代表團認識比賽地點的自然環

境與社會文化。參賽選手們在賽後檢討中反應這樣的賽前考察效果不錯，一方面讓選手們可以實地接

觸與認識當地環境，另一方面也緩和了選手們在賽前的緊張心情。 

今年延續前三年作法，原預定於賽前三日 7 月 30 日抵達 Belgrade 移地訓練 (表 2)，住宿於 Belgrade

舊城區內傳統社區，此公寓緊鄰市中心的共和國廣場及古堡不遠，是城市探索的理想的地點；移地訓

練課程，包括當地導遊的城市導覽，徒步及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進行舊城區實察(圖 2、3)、資料整理 maping

練習，以及模擬測驗等，讓選手們維持考試手感，並透過模擬考再一次提醒個別選手們應該注意的事

項，如作答邏輯與作答時間的安排等。然因 7 月 29 侵台颱風影響，飛機航班被迫取消，台灣代表隊於

賽前一日（8 月 1 日）才抵達 Belgrade，考量選手身心的安定及儘快熟習考場，原移地訓練住宿地點，

臨時更改至大會所提供的學生宿舍；原規畫的三日移地訓練的課程，則做彈性調整。室內課利用網路

雲端或旅途中空檔（如候機）完成；而室外課程（如城市實察）則濃縮於抵達當日及報到前的隔日上

午進行。 

表 2、第 14 屆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移地訓練行程一覽表 

日期 行程 

 

 

 

 

 

 

 

移

地

訓

練 

07/31 

 

上午：FWE 模擬考試（利用網路雲端，選手下載考題，並自行完成測驗） 

下午：上傳考試作答，利用網路討論 

傍晚： 19:20 桃園機場（TPE）第二航站集合 

      搭乘 TK025 2150 班機前往 Belgrade。預計飛行 12 小時 20 分後，抵達 Istanbul Ataturk 

Airport 

08/01 

 

早上： 05:10 抵達伊斯坦堡機場，搭乘 TK1081 07:20 班機，轉機至 Belgrade。08:20 抵達

Belgrade Airport 

上午： 09:30-11:00 至比賽會場，辦理入住及報到 

11:00 -13:00   City Investigation Guide Tour#1 

【 St.Sava temple→ The London plane tree(Prince Milos’s Residence’s Natural 

Monument)→city center  (lunch)】 

下午： 13:00 -20:00  City Investigation Guide Tour #2  

【City center(old town)→ New Belgrade(New town) → walk down to the river Sava→專

車 Zimun→ Kalemegdan Fortee】 

晚上： 回到住宿點，自由活動（休息、调整时差、撰寫日記）10:00-10：30 準備就寢 

08/02 

 

早上：07:00 Morning call 

上午：09:00-11:00  WRT 模擬考試＋問題檢討 

下午：自導式地理實察（練習野外讀圖、觀察、標註、記錄） 

晚上：18:00 開幕式（自由閱讀、練習考古題、撰寫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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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The London plane tree(Prince Milos’s    圖 3、步行探索住宿點附近街區（Paliula 

Residence’s Natural Monument) ，位於舊城  Distrit）， 與他國選手交流資訊。 

西南丘陵區，導遊介紹 Belgrade 的城市歷 

史與發展。 

 

(三)競賽地點 

    第十四屆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於 2017 年 8 月 2

至 8 月 7 日在塞爾維亞（Seberia）的貝爾格勒市

（Belgrade）舉行。貝爾格勒是塞爾維亞首都和最大

城市，以及當年南斯拉夫聯邦時期的總首都。其核心

地區位於薩瓦河和多瑙河的右岸，然而隨著發展，城

市市域已跨越薩瓦河，新貝爾格勒和澤蒙都位於河的

左岸。貝爾格勒是塞爾維亞唯一的直轄市，被分為 17

個自治市，每一個都擁有自己的地方委員會。貝爾格

勒占塞爾維亞總面積的 3.6%，約 21%（不包括科索沃

自治省）的塞爾維亞人居住在該市。貝爾格勒是塞爾

維亞的經濟、文化、教育和科技中心。     圖 4、Dom Učenika Srednje Železničke Škole 

    此次比賽的活動場地，團隊活動與住宿區主要在貝爾格萊德市中心的鐵路技術高中(Železnička 

tehnička škola)進行，地理議題測驗、多媒體測驗與野外考察測驗則在貝爾格萊德市的 Singidunum 大學

舉行。團體活動與考試地點有 20 分鐘車程距離，競賽期間由主辦單位安排巴士進行接駁。選手住宿位

於“ZdravkaČelara，Beograd 11000”的學生宿舍。宿舍的容量為 152 間雙人間，三人間和四人間。該綜

合樓位於一座亭式建築內，由三座相互連接的現代建築組成，設有工作人員接待處。然宿舍無冷氣設

備，比賽期間正逢夏季高溫時節，每天高達攝氏 34 度以上的天氣，對選手而言是一大身心考驗。 

(四)活動內容 

本次競賽活動共計 7 天，除三項主要測驗外，還有開幕晚會、海報展示與口頭報告、文化交流之

夜、短程旅行(Excursions)、閉幕典禮，以及會後的考察 (表 3)。本屆競賽於 8 月 2 日晚間於貝爾格勒

市（Belgrade）的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er）舉行開幕式，開幕式由 Nikola Srzentic 及兩位專業主持

人共同擔任，分別以塞語及英語進行同步翻譯，邀請貝爾格勒市長、科技與教育部重要長官三人進行

開幕致詞，並安排 story teller 角色扮演約萬·茨維季奇 Jovan Cvijić（塞國著名地理學家，貝爾格勒大學

校長 1865-1927，也是塞幣 500 元鈔票上的肖像人物），以說故事的方式介紹塞爾維亞的歷史地理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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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圖 5)，帶動全場氣氛，並在開幕晚會上依照國名的字母順序，讓各國選手以走秀方式魚貫登台，

依序介紹各國參賽隊伍。 

競賽測驗內容包括三大部分：地理議題測驗(40% Written Response Test, WRT)，野外實察測驗(40% 

Fieldwork Exercise, FWE) (圖 6)，及多媒體測驗(20% Multi-media Test,MMT)。除實察測驗第一部分在戶

外進行外， 其餘測驗皆在 Singidunum 大學舉行。 

 

圖 5、開幕儀式中的說書人- 飾演地理   圖 6、野外實察測驗第一部分，選手需實 

學家 Jovan Cvijić，介紹塞爾維亞的歷   際現場觀察及記錄，於野外完成三個任務 

史地理和基本資料。       的測驗題組，非英語系國家作答時間未延長。 

 

除了測驗外，此外活動內容尚包括地理議題海報展示與解說，目的在於促進各國選手交流。鑑於

過去部分參賽國的海報內容，常過於偏向介紹本國的觀光旅遊資訊，因此從 2012 年開始，iGeo Task 

Force 和主辦單位都會設定一個地理議題，請各參賽國針對該議題製作海報。海報展覽時段張貼在立牌

上，並由參賽同學輪流進行口頭報告，並回答參觀者的提問。本年度海報展覽主題為「Resources for Youth 

Tourism」，藉由海報與口頭報告的方式讓各國參賽選手交流，了解各國在推廣青年旅遊上，於既有的

自然或文化景區，其住宿地點、旅遊設施等現有或未來的做法。我國選手製作的海報主題是「A Ceremony 

for youth-traveling to Taiwan」，海報內容分別以戶外活動、文化、節慶及交通住宿等四大面向，介紹台

灣獨特的自然及人文旅遊資源。並推薦台北都會、九份山城、秀姑巒溪泛舟、環島自行車道、媽祖繞

境、原住民慶典等深具地方特色的旅遊產品。學生認真地與其他國家分享經驗，吸引各國師生駐足聆

聽，學生也有機會了解其他國家的做法，進而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圖 7、8）。此時也是最佳的交流時

間，各國都會準備各國文宣及小禮物，互相交換，進一步帶動了活動氣氛的活絡。 

賽後(8 月 8~13 日)大會安排會後考察(Post-igeo Fieldtrip)，考察路線重點有二：一為塞國重要的世

界文化襲產，如多瑙河沿岸考古遺址及西南山區修道院；二為塞國特殊的地形景觀，如石灰岩洞穴、

惡地及曲流地形等。我們的選手及領隊老師全程參加了五日的考察，在大會精心的路線安排下，除對

塞國的地理、歷史、文化、社會有進一步的認識外，也增進了各國選手及領隊間的情誼。 

 

 

 

 



 7 

表 3、2016 年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賽程與會後考察行程 

日 期 行  程 

08/02 

 

上午：報到（Železnička tehnička škola） 

下午： 15:00  Task Force meeting 

16:00  International Board meeting 

晚上   18:00  Opening Ceremony 

08/ 03 

 

上午：09:00-13:00  Witten Response Test 

下午：15:45-18:15  Sightseeing of Belgrade (in open bus) 

晚上：20:00-21:00  Fieldwork Preparation 

 

08/04 

 

上午：09:00-13:00  Field Work Exercise Part I（室外） 

下午： Free Time (文化之夜準備、採排) 

晚上：20:00-22:00  National Folklre Concert Night 

08/ 05 

 

上午：09:00-12:00  Field Work Exercise Part II（室內） 

下午：14:00- 16:30  Free Time (海報準備、口頭報告採排) 

晚上： Poster Presentation 

 

08/06 

 

上午：09:30-10:30  Multi-Media Test  

下午：14:00-18:30  Half day excursion –Avala Tower/Monument to the 

unknown hero 

晚上：20:00-22:00  文化之夜 Cultural Night 

08/07 

 

全天：09：00-18:00  Full- day excursion(Novi Sad-Petrovaradin Fortress) 

晚上：20:30-22:00  Closing Ceremony 

08/08 

 

DAY 1: Belgrade→Viminacium(near Kostolac town)→ Villege Golubac(right 

side of Danube river→ Lepen Whirl(Danube ) →Kladovo town/宿  

08/09 

 

DAY 2: Kladovo town→Resava cave→ Park of miniatures inDespotovac→ City 

of Nis /宿  

08/10 

 

DAY 3: City of Nis→Devils Town→ Studenica monastery→Mountain range 

Zlatar 

08/11 

 

DAY 4: Mountain range Zlatar→ River Uvac→ Stopica cave→ Ethno village 

Sirogojno→ Sargan eight→ Timber town→ Mountain Tara /宿 

08/12 

 

DAY 5: Mountain Tara→Carpet meadow→ Villege Perucac→ River 

Vrelo→Mountain Tara /宿  

08/13 

 

DAY 6: Mountain Tara→House on Drina→ City of Valjevo→City of 

Arandjelovac →Belgrade (arrival arround 15h) →Five points square /

宿 

08/14 彈性行程 

08/15 

 

上午：彈性行程 

下午：17:40 準備出發，前往 Belgrade 國際機場 

晚上： 20:20 搭乘 TK1084 至伊斯坦堡機場，預計 23:05抵達 

08/16 

 

01:45 伊斯坦堡轉機（TK024 1800） 

18:00預定抵桃園機場第二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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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海報      圖 8、我國選手精心準備的手冊及紀念品 

除了各國選手間的各式比賽外，國際地理奧林匹亞也很重視選手之間的交流，安排文化之夜 

(culture session) 讓各國參賽者展現各國傳統服飾，並簡短表演音樂或舞蹈，體會不同國家的文化風

情 ，彼此交流。此外，主辦單位於競賽期間安排 Excursion 參訪活動，包括 Belgrade 城市巡禮、參觀

古城 Nova Sad (圖 9)、Avala Tower 及 Monument to the unknown hero，除了認識貝爾格勒重要文化景點

外，也提供了各國選手在參訪活動中相互交流，建立友誼的機會。會後的考察，讓來自各國的選手有

機會看到首都以外的塞爾維亞，選手間也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圖 10)。 

   
  圖 9、考察活動: 參觀古城 Nova Sad    圖 10、賽後考察: 參訪 Viminacium 羅馬遺址 

 

(五)考題分析 

國際地理奧林匹亞測驗包含了 Written Response Test (40%), Fieldwork Exercise Test (40%), 

Multimedia Test (20%) 三項。題型以開放式問題為主，包含野外調查、分析資料、繪製圖表、議題討

論等。本節共分兩部分。首先，依據 iGeo 提供的試卷（不包含 Multimedia Test），我將說明本次 Written 

Response Test 與 Field Exercise Test 的結構與內容。其次，我將會摘述在回答前述問題時參賽者得具備

的基本能力，並自本屆台灣參賽者的心得中摘錄相關段落以為佐證。                                                                                                                                                                                                                                                                                                                                                                                                                                                                                                                                                                                                                                                                                                                                                                                                                                                                                                                                                                                                                                                                                                                                                                                                                                                                                                                                                                                                                                                                                                                                                                                                                                                                                                                                                                                                                                                                                                                                     

1. 試題結構與內容 

（1）本屆 Written Response Test 共包含六大主題，分別為運動地理、氣候、交通、潮汐、土壤劣化和

糧食安全。以下分別概述個主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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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部分的主題為運動地理。參賽者要依序回答下列四個問題：1. 四種大型運動賽事能夠促進環境

永續的方式；2. 在里約熱內盧發展奧運賽事區域的三個挑戰；3. 概述殘障奧運會對社會造成的兩個可

能改變；4. 依據 1960 年至 2016 年奧運比賽的花費，描述兩個關於舉辦奧運支出的趨勢；5. 是否同

意「大型運動賽事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往往大於負面影響」此宣稱，並以提供的參考資料佐證其回答。 

B 部分則為「天氣與氣候」。參賽者依序回答下列問題：1. 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的氣候圖；

2. 指出該地主要的濕季，並解釋帶來濕季的因素；3. 指出三個造成每個月月均溫分佈呈現特定形式的

原因；4. 解釋北大西洋與歐洲在 2004 年 12 月 9 日至 10 日間的氣壓分佈；5. 依據 2014 年 12 月 9 日

至 10 日的地表氣壓及觀測到的鋒面移動方向，預測歐洲三個地區在未來 24 小時內的天氣狀況。 

C 部分的主題為「運輸及其對環境的影響」，依據資源本提供的資料，參賽者要依序回答路網、

海上航道與空中航道在全球尺度下的空間模式，並提出四個此些模式的形成原因。其次，依據資源本

提供的南非鐵路網與「南非的貨物運輸」及「南非的鐵公路貨物運輸的年度花費」兩表，參賽者要提

議四個能解釋貨物運輸模式份額的原因，最後並申論鐵路對於環境造成的影響。 

D 部分則為「潮汐」。參賽者要回答下列問題：1. 鑒別四個導致或影響潮汐的因素；2. 繪圖說明

為何在滿月時一日之內會有兩回的滿潮；3. 解釋為何 2006 年於法國的聖米歇爾山（Mont Saint-Michel）

會有大規模的地景改造計劃；4. 潮汐發電的 SWOT 分析。 

E 部分則為「土壤劣化」。參賽者要回答下列問題：1. 描述土壤的三個功能；2. 鑒別四類土壤劣

化的四個自然因素；3. 鑒別四個因人累活動導致土壤劣化的因子；4. 鑑定並解釋圖片所示的土壤劣化

過程；5. 摘述什麼樣的行動可減緩土壤劣化的嚴重程度。 

F 部分則為糧食安全。參賽者得回答下列問題：1. 描述在達成世界食物高峰會（the World Food 

Summit）與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分別所設之標竿上取得的進展；2. 提議

為何在達成前述標竿時出現差異；3. 解釋環境、政治、社會／文化與經濟等因素如何導致糧食不安；

4. 摘述兩類可以消弭饑荒的策略；5. 討論為何在已開發國家中有著高度的糧食浪費。 

 

（2）Field Exercise Test 則包括兩部分，以下分別概述之： 

第一部分包含三項任務，任務 1 要求參賽者完成下列要求：1. 在 Golf 餐廰附近之起點至開拓者

市（Pioneer City）東側半圓形劇場的沿途上，參賽者得辨識開放式運動設施、兒童遊戲場與建築，並

在地圖上標注其位置；2. 在地圖上指出指出已標示之區域的特徵，並在旁邊標示號碼；3. 觀察未被標

示在地圖上的項目，並將之圈在地圖上且註記；4. 針對包含運動設施在內的所有開放空間，記錄此些

場地的用途，並估計在某個夏日晴朗週末中午 12 點時的最多使用人數（包括運動員、觀察、訪客）。 

任務 1B 則要參賽者從圓形劇場的第二站走到開拓者市的第三站，沿途判別在地圖上圈定之地點

的地形特徵。 

任務 1C 則包括下列題目：1. 依據 Košutnjak 氣象站的資料，提議適合冬季運動的月份；2. 依據

地圖計算山岳滑雪坡道的斜度；3. 若在開拓者市要設立溜冰場的話，該溜冰場可設於何處。 

第二部分則包含下列任務：1. 計算從都會區拜訪 Košutnjak 公園的潛在訪客數目；2. 假設 15 到

25 歲間的年輕人族群中、每千人中有一人會從那些與賽爾維亞共享邊境的國家拜訪 Košutnjak 公園，

那麼，那個國家可能提供最多的客群？3. 檢視貝爾格勒目前的大眾交通系統，那個都會區與開拓者市

的連結最為便捷？最不方便的都會區又在何處？3. 依據地圖，目前有個以隧道貫通 A 點與 B 點的交通

計劃。參賽者得評估該計劃在促成 Košutnjak 公園之交通的正當性。4. 若該隧道順利開成的話，從

Aleksandar 餐廳到 Košutnjak 公園間最短的路徑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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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答題狀況 

由以上試題可見，要能在本屆測驗取得佳績，參賽者至少得具備下列能力：1. 地球科學的豐富知

識；2. 熟悉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的分析工具；3. 地圖判讀的能力；4. 世界地理的知識；4. 賽爾維亞

地理的基本認識等。我國選手在前述能力上的優勢與劣勢，可參考兩位選手的心得。 

 

（1）選手 A： 

本次考試整體偏難，但我覺得最難的是 FWE 第一部分，FWE2 相對簡單。WRT 雖然難，但運用

想像力還是可以摸到邊。MMT 難，但因為是選擇題，對台灣學生（包括我）來說還好。 

WRT：分六大題，分別是運動地理、氣候、交通、潮汐、土壤退化和糧食安全。今年給了額外十

分鐘翻閱試題，我在這段時間裡決定先寫那些題目。運動地理、潮汐和土讓退化是比較陌生的題目，

所以我先不寫。計時開始後，我從氣候開始。氣候的第一題就蠻硬的，畫雨量跟氣溫變花掉十幾分鐘；

接著要描述地面天氣圖和成因。原以為交通會比較簡單，但題目以南非為主題，加上每小題都要寫四

點，所以決定先跳過。糧食安全還蠻好寫，運動地理則意外的簡單。潮汐題要畫圖解釋大潮成因，後

頭還要做 SWOT 分析，且案例是陌生的法國聖米歇爾山和潮汐發電。土壤退化不難，但每一子題都要

列四點。做過一遍後，離結束只剩 20 分鐘。在最後的 20 分鐘裡，不管字的美醜和文字邏輯，只求把

空格填滿，所幸有做到。 

FWE：實察時我沒什麼策略，就是題目要求什麼就寫什麼。譬如有一部份是要觀察沿路的房子和

運動場，我全都記下來了(沒有篩選)，還有一部分以計算為主，當時因為太久沒碰數學，且非常緊張，

數字改了好幾遍。這部分只有 15 分鐘，所以最好是找個能安定身心的地方做題。最後一部分是走步道

看地形，這邊我很多都是用猜的。但有個小技巧蠻有幫助，就是要走在隊伍前排，這樣就會先到休息

的點，有較多時間可以整理筆記。本次實察非常耗體力，所幸我以前蠻常爬山的，因此還應付得來。

FWE2 分五部分，分別是人口、交通、分區、發展、討論。這部分我寫的蠻順，很大一部份要歸功於

考前和老師的討論，譬如環境、經濟、社會三方面的永續發展。另外，集訓時對塞爾維亞的研究也有

幫助。 

我 FWE1 的三個部分都較慢進入狀況，所以有些細節沒觀察到，或是本來很容易的題目，在這個

陌生的空間下突然忘了要怎麼做。原因包含: 1.在陌生的國家參加測驗，2.是自然景觀非都市景觀，3.

台灣鮮少有這種植被和地景。  

MMT：時間開始後我就盡快寫，不會的我不跳過，而是猜個我當下覺得最可能的答案。這方法

的好處是第二次寫時，我能把新想出的答案和前一個比較，分辨哪個比較有邏輯。我這回只檢查了一

次，最好檢查兩次會比較安心。 

 

（2）選手 B： 

我認為最難的部分是 MMT，在做考古題時就已感受到 MMT 的難度，而今年的題型又比過去考

古題有創意，圖表判讀的題目不少，單純考一張圖片的題目也不是很容易。 

WRT：跟過去做學校考試題目一樣，我都是先挑自己有把握、較簡單的題目寫，而這些大多是對

客觀事實的描述或是簡單的分析，之後再寫需要比較多思考跟分析、或需提出自己觀點的題目，這次

的 WRT 有兩題作圖題，分別是畫氣候圖和潮汐的成因，作圖題需要花費的時間比較多，因此我放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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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等其他純文字題大部分完成後再來畫圖。WRT 有幾題都是列點的問題，即使想不出那麼多答案也

要盡量寫，避免空白。 

FWE1：今年各小組跟著領隊走，除了規定的幾次 2 分鐘休息時間外，沒有其他可以停留的時間，

因此觀察力跟快速記錄的能力很重要，要一邊注意路，一邊觀察兩旁的景觀。初至實察地點，每個人

拿到一張地圖和一張印有五種樹葉的記錄單，要求我們在整個實察的過程中記錄下這五種植物的型

態、分布等特徵，記錄的結果不計分。正式的實察有三大題，分別是計算滑雪場的面積和體積、觀察

道路兩旁的運動場、兒童遊戲場和建築並記錄、辨認一條山路兩旁的地形並填在格子內。除了計算面

積和體積是定點外，其他兩項都是跟著隊伍走，而我認為一開始最困難的是沒有指北針，領隊也不會

告訴我們移動的方向，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定出自己的位置，在做這一題中我都盡量把沿路觀察到的所

有特徵記錄下來，並畫在地圖上。觀察地形的題目是我們較不熟悉的，常常在讀書、考試是能夠辨認

課本上地形的代表性圖片，但是到了現場許多地形或許不會那麼典型、明顯，這時在判讀上就會產生

問題，我也觀察到同隊的其他國家學生也幾乎對這一大題不知所措，幾乎都是到最後才匆忙猜答案。 

FWE2：相較於 WRT 和 FWE1，FWE2 較為簡單，主要是根據題目提供的資源做一些計算和分析，

最後有兩題開放式題目，其中一題是根據所觀察的現象對實察地點分區並寫出分類方式，另一題是分

析此地對於吸引小、中、大範圍遊客的優勢與劣勢。FWE2 的時間非常充裕，寫完時還有超過 30 分鐘，

開放性的題目儘量從不同層面分析，發揮想像力，把格子寫到滿最好。 

MMT：過去的 MMT 都是考 40 題 40 分鐘，然而這次的時間有 65 分鐘，顯而易見是題目較難，

我都先挑最有把握的題目寫下答案，剩下的再慢慢思考，不需要擔心時間不夠的問題，但我自己猜答

案的運氣一直都很差，所以 MMT 應該算是三個考試中相對考得最差的項目。 

 (六)成績分析 

國際奧林匹亞競賽一向是根據參賽者比例頒發獎項，全體參賽選手的半數可以獲獎，金、銀、銅

牌的比例為 1:2:3。本屆共有 160 位選手參賽，測驗總分排序前 14 名的參賽選手可獲得金牌，排名前

15 - 40 名的選手獲得銀牌（共 26 人），排名前 41 - 80 名的選手獲得銅牌（共 40 人），其他選手則獲得

參賽證書一張，以資鼓勵。 

本屆最高榮譽是由羅馬尼亞代表隊選手獲得，我國選手鄭中彥、陳奕儒同學雙雙榮獲金牌，總排

名分別是第六名與第九名，其他金牌得主分別來自波蘭（2 名）、羅馬尼亞（2 名）、克羅埃西亞（1 名）、

立陶宛（1 名）、斯洛伐克（1 名）、斯洛維尼亞（1 名）、泰國（1 名）、印尼（1 名）與美國（1 名）。

另外，我國選手林孟儒同學也榮獲銀牌，臺灣代表隊總計榮獲二金一銀。以總分計，整體成績全球排

名第九名，與去年相較名次略退（表 4）；若以獎牌計，則僅次於波蘭及羅馬尼亞兩國，排名第三。表

4 是四位選手三項成績表現。 

表 4、2017 年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總成績排名 

排序 隊伍 總分 排序 隊伍 總分 

1 波蘭 236.89 6 中國 221.78 

2 羅馬尼亞 236.00 7 白俄羅斯 221.67 

3 美國 234.67 8 拉脫維亞 219.17 

4 立陶宛 229.28 9 臺灣 217.28 

5 俄羅斯 226.44 10 克羅埃西亞 2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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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選手在選訓過程中，表現優異，且都展現極佳的自我鞭策及自我學習能力，除精進地理知識

及英文表達能力外，也能充滿熱情的完成關於文化交流的活動準備。我國選手在 Written Response Test 

(WRT)、Fieldwork Exercise（FWE）以及 Multimedia Test (MMT)三項表現，除選手 02 表現出乎意料外，

其他三位選手的各項成績，都在平均值以上 (表 5)。其中以 WRT 的表現最佳，有二位選手的單項排名

分別名列第 6 及第 8 名；MMT 表現相對較懸殊，選手 04 排序第 4，選手 02 排序第 156，敬陪末座。

WRT 是以非母語作答開放型地理議題，選手需以簡單，又不失精采的方式呈現複雜思想，選手 02 及

03 有此表現，除個人努力外，也顯示培訓課程的成效。選手 02 具有極佳的英語能力，具有奪得金牌

的潛力，但各項成績表現卻都在平均值以下。探究影響其表現的因素，一因賽程期間適逢女性生理期，

加以住宿環境酷熱、睡眠不佳，導致第一場 WRT 有二道題未作答。二因在出師不利的情況下，影響後

續的應考策略，接續的 FEW 及 MMT 表現也難挽狂瀾。 

 

表 5、2017 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我國選手測驗表現 

項目 
WRT 

問答測驗 

FEW 

野外實察測驗 

MMT 

多媒體選擇測驗 
總分 

整體

排名 
學生代號 換算分數(40%) 單項排名 換算分數(40%) 單項排名 換算分數(20%) 單項排名 

01 22.67 19 23.50 28 11.00 53 57.17 29 

02 17.33 96 13.00 142 5.00 156 35.83 142 

03 25.33 8 23.50 28 12.00 27 60.83 13 

04 26.44 6 23.00 34 14.00 4 63.44 6 

 

整體而言，Fieldwork Exercise Test （FEW），相較我國選手初期參賽的表現，我國選手的表現已

逐年進步，但與 WRT 表現相較，仍屬我國選手表現較弱的部分。參賽選手認為，本次考試整體偏難，

最難的是 FWE 第一部分（戶外考試），其次是 MMT。今年 FWE1 的戶外考場，是貝爾格勒的郊山。

選手分組跟著領隊登郊山，沿途設有四個評量站，收集選手現場觀察、紀錄及完成的三大任務題組。

行進中除了規定的幾次 2 分鐘休息時間外，沒有其他停留的時間，因此如何快速觀察、定位、快速記

錄攸關考試成敗。相對而言，我國選手欠缺地理實察經驗，觀察力不足，或不知如何剪裁資料。擬定

發展計畫的能力也弱，譬如永續發展、觀光規劃等，雖然可能熟知定義，但學生沒有實際操作能力。

其二是社交能力。東亞國家都不太 social，和其他國家的選手不熟，也有資訊取得較慢的風險，加上本

次實察非常耗體力，對體能不好的選手，顯得映接不暇，無法應付實察任務。MMT 雖是選擇題，但考

題內容涵蓋面廣，不易掌握。今年的題型甚具創意，圖表判讀的題目不少，整體來說難度更高。我國

選手花太多時間讀各科的教科書，而很少接觸課外領域，當 MMT 以廣博、多元、跨域等教科書未出

現過的內容出現時，生活經驗、旅行經驗或閱讀廣度等都會影響作答判斷。 

總而言之，本國選手實察經驗較缺乏，地理常識的廣度較侷限，在進行 FEW 決策練習時，書本

知識與實地觀察經驗的連結較弱，MMT 所需的廣博地理知識庫不足，致使這兩項成績的表現較弱，選

手個別差異也較大。選手也表示，雖然觀察力及博雅地理知識的養成，非短期積累可成，但賽前的集

訓及和考前的討論，仍有助於博雅知識與觀點的建構。奪得金牌的 3 號選手表示，地理實察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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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人口、交通、分區、發展、討論等決策規劃，他能順利完成，很大一部份要歸功於考前和老師的

討論，以及集訓時對塞爾維亞的研究。 

(七) 選手心得彙整 

本屆選手參賽過程均能全力以赴，所以特別邀請他們談談自己的參賽心得與收穫、對於競賽選訓

與辦理的建議，以及認為如何才能鼓勵更多有興趣的高中同學參與。以下摘錄選手們對部份課題的想

法。 

★ 這次到的參賽和會後考察，個人有何體會或收穫為何?  

林孟儒： 

    地奧國際賽包含測驗、觀光、交流等部份。對我自己來說，若沒有得獎，會覺得對不起所有曾經

幫助過我的家長、老師、同學，當時把目標設定在至少要拿到銀牌。在準備時要先想好自己此行的目

標，如果想要有收獲就必定要先有付出，才不會失望。在與其他國手交流上，在出發前先看參賽國名

單，思考如果見到這些國家，可以跟他們交流何種議題。考試時認真專心於當下的作答；考完試放鬆

心情享受旅途，不要再掛念成績，把握每一個當下，做好任何時間應做的事。準備海報展覽與文化之

夜表演時，思考如何呈現會吸引群眾，把這個機會當成是一國民外交的機會。 

鄭中彥： 

    該玩就認真玩，該考試就認真考試。譬如 WRT 下午和 FWE1 下午都有出去玩，這時就不要再想

考試的事了。不過，待在宿舍，沒有跟外國人互動的時候，要抓緊時間讀書，不要浪費時間滑手機、

聊天。日誌要按時寫，這樣的記憶才最鮮明，感動也最深刻。國手間應是夥伴關係，而非競爭關係。

彼此間最好能分享讀書心得、準備方法，並想盡辦法在出國前成為生命共同體。要求自己拿銅牌就好，

這樣壓力才不至於太大。 

★ 給有意願參加國際地理奧匹同學的建議 

林孟儒： 

(1) WRT： 

    練習英文讀題和寫作的能力，考試時不用太注意文法的對錯，最重要的是把中心觀念寫出來，因

此對於專有名詞的掌握很重要。今年的題目很多都是要列點，在準備時可以用大綱的形式在筆記本上

寫下主題和內容的數量，複習時默背每一個大項中可再細分出的小項，類似結構圖的做法。自然地理

尤其需要注意，往往人文的題目即使不會還能試著作答，但自然的題目有時沒有辦法在沒有背景知識

的情況下作答，例如這次考的潮汐成因，人文跟自然兩者都不能偏廢，還要能夠有統整的能力。若考

到關於影響的題目，記得從不同的觀點來討論，例如形候水土生人經交聚政，會較為全面，平時就可

以練習用這些觀點來思考，考試時會比較習慣。 

(2) FWT： 

    過去考古題大部分都是對一個都市區域的考察，如交通、土地利用圖、規劃一個地區的永續發展

等，2015 年的國內賽也是考類似的題目；自然類型的題目如今年的地形判釋或可能出現的自然災害，

這是台灣學生較不擅長的部分。建議可以找一個國內的區域，蒐集不同的地圖、統計資料、發展情況，

自己試著寫一個計畫，在外也可以多觀察兩旁的建築、產業景觀或交通現象，試著分析這些現象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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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針對自然地理的部分，除了看書上的圖片，也可以上 google 查關鍵字，多看同一種地形在不同的

地點的樣貌，有機會時可以多安排實察讓自己有更多經驗。 

(3) MMT： 

    這是最難準備的部分，考題內容天馬行空，在讀大學教科書時盡量把每一張圖片看熟，若有額外

時間可以讀 National Geography 或其他地理類的雜誌、書籍。集訓時有拿到三本地圖集，除了認識世界

上的主要國家、城市外，每一本的前面都有很多統計地圖，這個部分如果詳讀會有助於 MMT 的準備。 

鄭中彥： 

(1) WRT： 

    看香港的教科書 exploring geography 相當有用，章末有清楚的架構圖，而且介紹的主題和地奧的

出題趨勢吻合；高中課本對國內賽有幫助，考古題做兩次以上，且要做訂正本；讀大學教科書要順便

做筆記，圖越多越好；diercke international atlas 裡面的地圖值得一看，對三個項目都有幫助。 

(2) FWE： 

    集訓時的實察課要認真看待；正式考試前一定要先熟悉該城市的環境；雖然最近 iGeo 的作圖都有

提供模板，但還是要學一下製圖技巧，diercke international atlas、香港教科書、高中地理第一冊都有稍

微提到；看國際賽的考古題。 

(3) MMT： 

    不會的跳過或是猜個答案，每個題目合理的作答時間是三十秒；練習國際賽考古體；照片和地圖

多看，大學教科書和國家地理雜誌都有很多。 

(4) 總結： 

    熟讀 glossary，製作自己的常用單字表；多多利用學長姐和師大的資源；擴充單字量，訓練英文寫

作；作答時要不顧文法對錯、不空白。 

 

(八) 檢討建議 

本競賽測驗方式多元，其中野外觀察記錄、繪製圖表、議題討論等，對自幼習於選擇題型的我國

學生而言，是相當高難度的挑戰。以下是本屆領隊和四位選手針對此次比賽與對日後選才和培訓的要

點提供具體建議。 

1. 培訓建議 

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題型（不論是 WRT 或 FWT），議題式整合題型仍是主流，題組設計從低層

次基本的事實認知，到高層次的決策練習，層次分明，且決策練習強調想像力更甚於既有知識的綜合

呈現。在培訓課程方面，有如下三點建議： 

(1) 現行的集訓方式，是邀專家學者針對十二個主題，進行各三個小時的教學，但限於課時，這些課

程雖可增廣見聞，但卻較難建構一個領域的完整知識。選手要真正建構完整知識，仍要輔以有系

統的的專書讀書。雖然歷年都會提供專書給選手自學，但因無強制性的自學績效檢核機制，選手

在漫長的培訓期程中，常因學校課業或其他外務，未能善用。或許設計一套強而有效的檢核機制，

可弭補部分選手因分心，而無法如期完成所有指定自學讀物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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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雖然台灣學生都很熟悉選擇題，但對於 MMT 考試的方向還不是很清楚，多做練習或許可以改善。

建議有系統的訓練選手準備 MMT，一方面列入選訓營中(目前選訓營未安排此訓練)，另一方面，

整理各種比賽中 MMT 的題目上傳到網路上，由學生自己下載，可以增加 MMT 的練習量。 

(3) 增加不同類型的實察課程，目前的實察以地形學與鄉土考察為主，但是 FEW 測驗題目常出乎意料

之外，故建議多安排不同類型的實察。同時，除了訓練觀察能力，也應訓練體力。集訓時期的實

察課，盡量貼近比賽趨勢，可採二階段實察任務，即實察現場以問題設計，引導學生學習定位、

觀察與記錄的技巧；於實察結束後，可增加議題式與實察課程相關的練習題型，並且引導學生利

用想像力進行聯想與決策練習，以增加答題內容的創造性。 

2. 選才建議 

本競賽以英文為測驗語言，對英語能力相對較弱的選手來說是很大的挑戰，但只要作答內容的概

念正確，組織架構清楚，邏輯順暢，雖然英文沒辦法寫得很華麗，也能得到高分。綜關歷屆得獎選手

特質，英文能力雖為基本門檻，但能在國際競賽中出類拔萃者，個人強烈的企圖心，以及真正具備地

理感，才是關鍵。在選才上，建議如下幾點具體作法： 

(1) 提早於分區複賽甚至學校初賽前公布地理名詞中英對照表、建議閱讀的書籍及如何取得它們；傳

授各校培訓選手的方法，一來可以減少自行摸索的時間，二來可以避免參與者過度集中特定學校

的現象；把歷屆國手們的準備方式放在網頁上給大家參考，甚至可以印在報名簡章上。 

(2) 編輯歷屆考古題、作答技巧、常用單字的參考讀物，發送給各個學校，讓欲參加國內賽的學生能

有準備的方向，而不是到進入選訓營甚至選上國手後才能接觸到這些資訊。 

(3) 加強地理奧林匹亞的推廣力度，很多人至今仍不認為地奧與其他奧林匹亞是同一等級的比賽，因

此能見度也不是很高，甚至連地理有奧林匹亞都未曾聽過。若與各個學校的地理老師合作宣傳，

將可以讓更多優秀的學生參賽。 

(4) 找出國內賽性別比失衡原因；鼓勵女學生參與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有個有趣的現象，地理老師清一

色是女性，但地理奧林匹亞卻以男性為主。這意味著負起地理教育重擔的人，竟然無緣參與世界

上最頂尖的地理活動)。 

(5) 鼓勵高中端推廣地奧競賽；培訓高中老師成為地奧的種子教師。 

(6) 比賽完後，讓選手知道自己的答題狀況(不只是分數)，這樣才能改進錯誤；訂定校內初賽的出題原

則；嚴格規範各校能夠推出的選手人數；選拔時程縮短(國內賽舉辦的時間對高三壓力大)；透過電

子媒體和報紙增加地理奧林匹亞的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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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6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 

(一) 競賽目的 

教育一向是國人最重視的課題，我國教育理念可謂與世界同步，但在實踐面卻常因過度的「考試

領導教學」而打折扣。目前國高中校園內教學評量（形成性評量）至今仍受大學學測或高中教育會考

的引導，以紙筆測驗的選擇題為主要評量方式，高層次的分析綜合評論和實作等能力之養成，還待落

實，這也是十二年國教努力改善的方向之一。此外，學校主副科的概念仍影響教學實務，例如，我國

高中、國中、小學階段的地理教育目標和內涵雖然早已因應時代需求而調整，但「背多分』的緊箍咒

仍如影隨形，亟需改善其社會印象。 

有鑑於此，地理學界自民國 91 年起，為高中職生辦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表 6），並配

合「國際地理奧林匹亞（International Geography Olympiad, IGEO）」之舉行，自第四屆(2002 年)起組

隊參加國際比賽，是目前國內唯一針對高中社會領域相關課程的全國性和國際性比賽。本競賽辦理目

的為： 

1. 激發高中職學生對地理科之學習興趣和潛能； 

2. 提供高中職學生對地理科互相觀摩學習表現的舞臺和被鼓勵的機會； 

3. 提供高中職校地理科老師交流機會，進一步提升教學內涵和方法； 

4. 甄選代表選手參與國際賽，透過交流以提升我國地理教育的水準。 

 

(二) 競賽流程 

本年度(第 16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實施計畫在 106 年 3 月 9 日經主辦單位(中國地理學會)理監事

會議備查，競賽辦法與競賽海報於同年四月中寄到全國各高中。競賽工作分配如表 7，由臺灣師範大

學地理學系張峻嘉老師和沈淑敏老師擔任正副召集人，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高慶珍老師、洪念民

老師、陳致遠老師）與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共同承辦。競賽評審則敦聘國內各大專院校地理相關科

系之同仁擔任，競賽決賽活動流程依往例安排。依競賽辦法，本屆勝出的個人組一、二及三等獎選手

及團體組一等獎、二等獎隊伍的選手，均有機會代表臺灣參加 2018 年 7 月 31～8 月 6 日在加拿大魁北

克市舉行國際地理奧林匹亞，在國際舞臺上一展地理長才。 

本競賽分為兩種，分別為團體組以及個人組。團體組（地理小論文）以學校為單位，每隊由 2-3

位高中生與 1-2 位該校領隊老師組成。各校自行辦理初賽後，每校可推薦至多 2 隊報名複賽。個人組

初賽也由學校辦理，依班級數多寡每校至少可推薦 2 位同學參加分區複賽。個人組測驗比照國際賽模

式辦理，包含三項測驗（Written Response Test, Fieldwork Test 和 Multi-media Test）。根據複賽參加者

的統計，本屆地理小論文有 42 校 64 件作品晉級複賽(表 8、9)，個人組則有 49 校 191 人參加複賽(表

10、11)；參賽隊伍和選手共來自 15 與 14 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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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大事紀與歷屆承辦學 

屆別 承辦 大事紀 理事長 秘書長 

一 
臺灣大學 

開辦地理小論文<團體組>競賽 
張長義教授 林俊全教授 

二  

三 北市教大    

臺灣師大 

 
鄧國雄校長 黃朝恩教授 

四  

五 高雄師大 成立專責競賽委員會*1； 

試行野外實察觀摩賽 
林俊全教授 

周素卿教授 

六 
文化大學    

臺灣師大 
七 

開辦<個人組>競賽*2 

(英文作答)  
賴進貴教授 

八 
彰化師大      

 

陳國川教授 

康培德教授 

九  

十 

臺灣師大 

新增<團體組>海報獎、人氣獎 

沈淑敏博士 

十一 

適用「教育部獎勵高級中等學校人

文社會與藝術領域競賽要點」，表

現優異師生可獲頒教育部獎狀 

十二 臺灣大學 

臺灣師大 
 

賴進貴教授 

林禎家教授 

十三 

十四 高雄師大 

臺灣師大 
 黃誌川博士 

十五 

十六 
文化大學    

臺灣師大 
 

高慶珍 

副教授 

張伯宇 

副教授 

 

*1. 成立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請沈淑敏老師擔任主任委員，第十屆起請張峻嘉老師擔任。 

*2. 參考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模式，辦理個人組比賽，並以英文為測驗語言。 

 

 

表 7、第 16 屆高中地理科奧林匹亞競賽工作一覽表 

工作項目 主要負責人 

大會召集人 張峻嘉老師、沈淑敏老師 

活動總籌 地理奧匹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峻嘉老師 

試務工作 地理奧匹委員會 和 初賽決賽評審團 

庶務工作（承辦學系） 臺灣師大地理學系 

報名公文往返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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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地理小論文組>歷屆複賽之參加隊伍數 

屆 別 第 1 屆 第 2 屆 第 3 屆 第 4 屆 第 5 屆 第 6 屆 第 7 屆 第 8 屆 

學校數 93 64 84 59 57 71 73 61 

隊伍數 141 84 118 91 78 106 111 89 

屆 別 第 9 屆 第 10 屆 第 11 屆 第 12 屆 第 13 屆 第 14 屆 第 15 屆 第 16 屆 

學校數 50 73 71 73 57 52 45 42 

隊伍數 79 97 104 103 88 68 71 64 

 

     表 9、第 16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地理小論文組>複賽參加隊伍之縣市別 

縣市 學校數 隊伍數 縣市 學校數 隊伍數 

宜蘭縣 1 1 彰化縣 1 2 

基隆市 1 1 嘉義市 1 2 

新北市 10 15 雲林縣 1 1 

臺北市 10 17 臺南市 2 2 

桃園市 1 1 高雄市 1 1 

新竹市 2 4 屏東縣 1 2 

臺中市 5 7 花蓮縣 4 6 

南投縣 1 2 共計 42 64 

 

 

表 10、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個人組>歷屆分區複賽參加者之縣市別 

區域別 
第 7 屆 第 8 屆 第 9 屆 第 10 屆 第 11 屆 

學校數 選手數 學校數 選手數 學校數 選手數 學校數 選手數 學校數 選手數 

北區 39 105 36 114 46 127 52 127 42 136 

中區 14 36 18 67 19 69 18 66 20 74 

南區 10 31 19 30 13 32 15 49 17 57 

東區 4 11 2 5 4 11 1 2 2 3 

合計 67 校 183 人 75 校 216 人 82 校 239 人 86 校 244 人 81 校 27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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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別 
第 12 屆 第 13 屆 第 14 屆 第 15 屆 第 16 屆 

學校數 選手數 學校數 選手數 學校數 選手數 學校數 選手數 學校數 選手數 

北區 42 136 39 116 28 98 32 99 27 100 

中區 20 74 16 72 14 67 11 57 15 51 

南區 19 58 12 46 17 58 16 59 6 34 

東區 1 2 3 6 1 2 0 0 1 6 

合計 81 校 270 人 70 校 240 人 60 校 225 人 59 校 215 人 49 校 191 人 

     註：本競賽之<個人組>自第七屆開始辦理。 

 

表 11、第 16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個人組>晉級分區複賽選手縣市別 

縣市 學校數 人數 縣市 學校數 人數 

宜蘭市 1 2 彰化縣 3 7 

基隆市 1 1 雲林縣 2 9 

新北市 6 15 嘉義市 1 1 

臺北市 16 76 臺南市 2 13 

桃園市 1 1 高雄市 3 16 

新竹市 2 5 屏東縣 1 5 

臺中市 9 34 花蓮縣 1 6 

/ / / 合計 49 校 191 人 

 

(三) 競賽結果 

1. 個人組 

    個人組參考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的測驗形式，包括 Written Response Test, Fieldwork Exercise 和 

Multi-media Test 三項，比賽方式也比照國際賽作法全程以英文命題和作答。Written Response Test 和 

Multi-media Test 在分區複賽時舉行，Fieldwork Exercise 則在全國決賽時辦理。 

本屆個人組決賽在 9 月 30 日辦理，上午是近三個小時的戶外實察 (圖 11)。測驗地點是在臺北市

陽明山小油坑及竹子湖，主題涉及主要為自然保育與遊憩發展。戶外實察項目對習慣室內筆試的我國

學生而言是一大挑戰，不僅需要具備地理知識，選手們在觀察後彙整資訊後進行分類繪圖，再進行分

析和評論，是展現人文社會自然科學和語言表達等綜合能力，這也符合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的推廣方向。 

賽試下午場的筆試也頗具挑戰性，試題更是採開放的申論題作圖題等題型，並須以全以英文應試。

以往參賽同學都表示要讀懂英文試題，還要能以英文陳述地理事實上的自己思考與觀點，挑戰非常高，

卻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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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個項目的評選，本屆個人組共頒發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個人組一等獎由臺北市立建

國高級中學趙亮同學及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黃品瑞同學獲得，另外頒發二等獎共 5 位及三等獎 11 位

(表 12，圖 12) 

 

 

 

 

圖 11、第 16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個人組野外實察選

手們進行戶外實察，考驗高中生對生活環境觀察彙

整與評論，挑戰度極高 

 

 圖 12、中國地理學會高慶珍理事長（右

一）頒發個人組一等獎予臺北市立建國

高級中學趙亮同學（左一） 

 

表 12、第 16 屆高中奥林匹亞-個人賽優勝名單 

獎項 學校名稱 選手姓名 指導老師 

一等獎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趙亮 王永賢 

一等獎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黃品瑞 賴秀茹、葉小慧 

二等獎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張恩睿 彭佳偉 

二等獎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蘇奕揚 陳怡碩 

二等獎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黃以樂 江映瑩、黎勉旻 

二等獎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徐亦薇 曹美華、趙友崧 

三等獎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陳勤硯 賴秀茹、葉小慧 

三等獎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鄭伃倢 賴秀茹、葉小慧 

三等獎 臺北市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林孟駒 許珊瑜 

三等獎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高諗 邱雯玲 

三等獎 新北市康橋高級中學 徐煜杰 吳浩銘 

三等獎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莊智程 陳怡碩 

三等獎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林家漢 張國周 

三等獎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黃群凱 何中馨 

三等獎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劉元禔 賴秀茹、葉小慧 

三等獎 臺中市衛道高級中學 蔡承軒 陳建智、林美志 

三等獎 臺北市薇閣雙語高級中學 蔡瑋展 黃介振 

三等獎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張翔鈞 周士堯、徐銘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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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體組（地理小論文組） 

本屆地理小論文團體組評選出三件一等獎的作品：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A 隊以「食物銀行的區位特

性與在地人群互動─以南機場食物銀行為例」、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以「我要成為寶可夢大師！台

南市 Pokémon Go 熱點的空間分布與空間關係」以及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B 隊「跨界流離的安身之所-

東協廣場不同時期的族群與空間互動」。其他則頒發二等獎 5 件、三等獎 16 件以及佳作 20 件(附錄 1)。

此外，特別感謝中國地理學會高慶珍理事長和中國文化大學王淑音教務長親臨全國決賽會場，鼓勵參

賽師生（圖 13），臺灣國際航電(GARMIN Taiwan)長期贊助本競賽，提供一等獎隊伍 GPS，作為地理

教學的教具，再次致上誠摯的感謝。 

本屆地理小論文組是每隊由 2-3 位學生組成，並由 1-2 名指導老師領軍。採自訂研究議題，實地考

察收集資料後，提出精闢的地理小論文參賽。今年共有 64 隊參加複賽，10 月 1 日決賽日上午先進行

分組口頭問答，提綱挈領的介紹自己研究動機、調查過程與研究結論，並回答 5 位評審的提問；下午

總決賽前所有參賽選手至中國文化大學決賽會場合影留念，由晉級總決賽的八強隊伍公開口頭發表論

文。論文作品多從選手們自身生活環境和經驗取材，除了主題應具有地理意義和原創性；資料來源、

蒐集方法以及資料分析與解釋更需符合學術性報告的體例，且能夠恰當的運用圖表展現資料內容，使

整份小論文能初備專業學術論文的水準。有些作品在邏輯推理調查深度及呈現方式生動有創意，可看

出參賽同學和領隊老師對作品的投入與對地理的熱忱。 

此外，各隊也需透過三張 A1 海報，介紹自己的作品（圖 14），辦理「人氣獎」與「海報獎」選

拔，藉此提高學生與領隊老師的參與感以及促進各隊交流。今年承襲去年的海報票選規則，「人氣獎」

由所有參賽學生票選而出，「海報獎」則由領隊老師票選。本屆評審對各作品的意見，可在競賽網站

由領隊老師輸入帳號、密碼後自行觀看，此項服務頗獲得領隊老師肯定，認為有助於日後繼續輔導參

賽同學。 

 

   
         
圖 13、地理小論組一等獎由文大教務長頒發           圖 14、地理小論文組介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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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13 屆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 

(一) 競賽目的與設計 

為因應全球化時代與資訊社會的發展，社會領域在培養學生能力上被賦予重任，需要協助學生發

展許多重要能力，例如：批判思考、解決問題、理性決定及實踐、研究、創造和處理資訊的能力等。

但是這樣前瞻性的理念卻因社會普遍「重理工、輕人文」和過度重視升學考試的態度，未能確切落實。

專業教育工作者都了解「目標、教學、評量」三者的密切關連，也深知升學考試和教學評量的差異。

雖然客觀條件不利，許多社會領域老師們仍悉心設計活動和作業，但其教學成效也需要有展現學生能

力的舞臺來相互呼應。 

為鼓勵國人正視地理素養在全球化時代的積極意義，地理學界結合各級學校教師 (表 13)，自民國

94 年起為國小五年級至國中九年級學生辦理「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地理科跨自然與人文社會學科，

在各國的中小學教育階段多被列為基礎必修內容，強調自然與人、環境與社會的互動，著重地方、區

域、國家、全球的關聯，並且培養使用地圖(含 GIS、RS)、環境觀察、議題討論等技能，極有助於培

養青年學子認識環境和理解世界。本競賽雖以地理為名，實則包括世界各區域和環境的多個面向，如

地科、生態、歷史、文化和時事，展現九年一貫跨科、跨領域的統整精神。同時也引發老師們思考國

小和國中階段該如引導學生認識世界，以及再思考社會領域教學的意義。本競賽辦理的目的為：  

 鼓勵社會領域落實培養實作和高階能力的教學。 

 激發學生主動關懷環境、鄉土和世界的情懷。 

 讓具備地理、社會和環境統整能力的學生，有被表揚的機會。 

 促進社會大眾對環境與世界的關懷，並體認社會領域教學的價值。 

本競賽提供了社會領域專長學生展現才能的舞臺，並開發多元題型，認知和技能並重，鼓勵「做

中學」教學方法。在本次競賽中，除了「地理知識能力測驗」維持三階段的競賽方式，也特別推廣「環

境觀察暨手繪地圖能力測驗」，讓喜愛「動手做」的同學，有更多表現的機會。 

(1) 地理知識能力測驗 

本項測驗除了參考美國和英國地理競賽的模式，也檢視目前國內社會領域、地理教育需要補強評

量之處，設計題目。測驗取向有下列幾個重點： 

 以掌握區域特色為認識世界的切入點：本競賽以鄉土到世界的地理特色和形塑特色的因子為

測驗重點，兼含歷史、文化、生態、地科等面向，因次在命題委員的聘任上，除了有地理科

的老師之外，還有歷史、公民、地球科學、生物科的老師共同編纂，達到競賽所需的統整能

力。 

 強調技能、重視實做：我國學生學習的事實和概念相當豐富，但是不擅於實作，也缺乏有效

運用工具的訓練。例如，沒有查閱地圖集的習慣，也不太知道如何正確使用地圖集。因而開

辦「環境能力觀察測驗」，藉由觀察就讀學校或周遭的環境，繪製主題地圖，並說明觀察心得

和繪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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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求測驗題型多元化：根據所欲評量的能力，選擇適合的題型，包括是非、選擇、簡答、照

片、繪圖、製表、申論、實物判別、影片題等。目前複賽和準決賽階段仍採筆試，但包括非

選擇題，決賽階段則有多樣題型。 

 取材廣泛、貼近生活：強調活學活用，命題素材不限於課本，新聞報導、郵票鈔票、景觀照

片等都經常被採用，鼓勵課後的自我延伸學習，如廣泛閱讀、關心時事等。 

 

表 13、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歷年合作夥伴一覽表 

屆別 
指導/補助 

單位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獎品/經費 

贊助單位 

承辦 

單位 

決賽 

地點 

第 1 屆 

(94 年) 
教育部 

中國地理學

會、《國家地理

雜誌中文版》 

縣市教育局處、 

社會領域輔導

團、複賽承辦學

校 

- 
臺灣師大

地理學系 

北市

教大 

第 2 屆 

(95 年) 
同上 

中國地理學

會、《國家地理

雜誌中文版》 

同上 臺灣國際航電 同上 
臺灣

師大 

第 3 屆 

(96 年) 

教育部 

國科會 

中國地理學會、 

臺灣師大、 

北市教大 

除前屆各單位，

新增：彰化師

大、高雄師大 

臺灣國際航電、 

經濟部中央地

質調查所 

同上 同上 

第 4 屆 

第 5 屆 

(97-98 年) 

同上 同上 
除前屆各單位，

新增：新竹教大 

臺灣國際航電 

水土保持局 

臺大地理系 

文大地理系 

同上 同上 

第 6 屆 

(99 年) 
同上 同上 

除前屆各單位，

新增：中國文化

大學 

臺灣國際航電

臺大地理系 

文大地理系 

同上 同上 

第 7 屆 

(100 年) 
同上 同上 同上 臺灣國際航電 同上 同上 

第 8 屆 

(101 年)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 9 屆 

(102 年) 

教育部/ 

國教署 

國科會 

同上 

除前屆各單位，

新增：《國家地理

雜誌》中文版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 10 屆 

(103 年) 

教育部/ 

國教署 

科技部 

同上 同上 

臺灣國際航電

公司、應雲崗先

生紀念基金會、 

野柳地質公園 

同上 同上 

第 11 屆 

(104 年) 
同上 同上 

除前屆各單位，

新增：臺灣大學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 12 屆 

(105 年) 
同上 同上 

各縣市教育局

處、社會領域輔

導團、彰化師範

大學、高雄師範

大學、新竹教育

大學、臺灣大

學、中國文化大

學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 13 屆 

(106 年) 
同上 同上 同上 

應雲崗先生紀

念基金會、 

野柳地質公園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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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競賽也繼續發展不同層級能力的評量。認識世界的基本功，得從記住地理位置和事實入

手（就如學英文是從認字母、背單字開始），踏出紮實的第一步之後，在國中小階段也要開始理解地理

現象背後的因子，進而分析評比、提出看法。本競賽也期盼國中小的師長積極參與甄選機制，在初賽

階段，各校可以採用主辦單位提供的試題本，也可以完全自行訂定遴選辦法；在複賽階段，各縣市輔

導團老師可抽換 1/10 的試題，以配合各校、各縣市的地方獨特需求。 

(2) 環境觀察暨手繪地圖能力測驗 

對於自身所處環境各種現象的感知與觀察，可說是人類得以安身立命的第一步，進而則需將之有

系統的記錄和分類，再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呈現出來。在真實世界中，絕大部分的現象（或訊息）都佔

有空間，所以人們對地表的紀錄方式，以圖式表徵最能夠傳達現象的空間特性。具備圖示表徵的圖非

常多樣，有別於其他種類的圖，地圖具有數字法則、內容的取捨、概括和符號系統等特徵。地圖繪製

者不僅要具備不同維度空間的轉換力，將真實地表的三度空間轉為平面的二度空間，也要能夠連結不

同感官經驗，透過手眼協調能力，將個人的主觀視覺經驗轉化可與他人分享的具體作品，此等能力的

深化，有賴學校與社會教育的養成。 

地圖教育是世界各先進國家國中小階段應養成的能力之一，我國在此部分相對不足，所以從民國

97 年起，地理知識大競賽即將圖式表徵的能力納入賽事，為擴大辦理效益，不斷嘗試競賽模式，自 103

年起已趨於穩定。本測驗設計有下列幾個重點： 

 必須是參賽學生根據親身觀察，記錄且分類的結果：作品的範圍以參賽學生自己的生活環境

為範圍，可以是住家所在村里或部落、就讀學校的校園，或是校園外的環境。 

 必須以「主題地圖」的方式呈現：有別於個人主觀感受到的「心智圖」，或無所不包的「普

通地圖」，「主題地圖」強調有目標的觀察，以及觀察、記錄和呈現過程的客觀性與科學性。 

 地圖作品還需搭配撰寫文字說明：包括對所觀察主題的評論，以及個人在進行作品期間的心

得，以展現個人觀察與作品間的呼應程度。 

 

(二) 競賽流程 

(1) 地理知識能力測驗（表 14） 

為落實設計理念和擴大參與，賽程分為學校初賽、縣市複賽、全國決賽三階段，分國中組和國小

組（高年級）辦理，各階段測驗題型如表 15 所示。本屆初賽全國國中小共 473 所學校報名，縣市複賽

在 9 月 23 日舉行，有國中 1557 和國小 200 位同學參加縣市複賽，最後由 100 位國中生、41 位國小生

晉級決賽。全國決賽於 10 月 28 日在臺灣師大舉行，分為準決賽（紙筆測驗）和總決賽兩階段。 

 初賽：可採用筆試或學校師長推薦優勝選手，主辦單位負責提供一份筆試題目給各校參考。 

 複賽：全國 22 縣市在同一時間舉行，以紙筆測驗方式進行，包含選擇題和非選擇題。答案由

主辦單位，統一批閱。 

 準決賽：第一部份以紙筆測驗進行。 

 總決賽：採現場作答方式，評審立即評分。 

第 I 階段圖表印製在題本上，選手將答案寫在白板上。第 II 階段題目投影在大螢幕上，選手

口頭回答（含搶答題型）。總決賽活動日程表詳如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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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本年度地理知識能力測驗流程表 

階段 學校初賽 縣市複賽 全國決賽 

日期 
9 月 4～8 日 

擇一日進行 
9 月 23 日（六） 10 月 28 日（六） 

題型 遴選 或 紙筆測驗 
紙筆測驗 

(選擇題、非選擇題) 

準決賽：紙筆測驗 

總決賽：現場口試和實做 

參賽 

資格 

全國國小五年級至國

中九年級學生。 
通過學校初賽者。 通過縣市複賽之優勝者。 

遴選 

辦法 

 各參賽學校自行決定採

用筆試或推薦管道，擇

一進行。依班級數推派

學生參賽：國中每 10 班

得推派 1 人；國小六年

級每 5 班得推派 1 人。 

 凡通過各學校初賽，由學校

推薦者，可參加複賽。各縣

市晉級全國決賽的名額，由

「各縣市之參賽學校數」和

「全國之參賽學校總數」的

比例而定。 

 複賽優勝者參加準決賽筆試，國

中組前 10 名晉級總決賽。 

 經兩階段現場問答，評比出前

金、銀、銅牌獎。 

辦理 

單位 

各參賽之國小、國中執行 ,

縣市教育局、社會領域輔

導團協助。 

各縣市教育局(處) 、社會領域

輔導團協調該縣市一所國中

或國小執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地點 參賽學校 縣市複賽執行單位決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參賽 

人數 

(2016) 

473 所國中小學 

共 1757 人 

【國小組】200 人 

【國中組】1557 人 

準決賽：共 141 人 

【國小組】41 人 

【國中組】10 人 

總決賽：10 人(國中組) 

獎項 

 每位優勝學生可獲

得： 

1. 優勝證書乙張 

2. 紀念品乙份    

 每位優勝學生可獲得： 

1. 縣市複賽優勝證書乙

張 

2. 紀念品乙份   

 每位優勝學生可獲得： 

1. 教育部獎狀乙張 

2. 獎品乙份 

 

 

(2) 環境觀察暨手繪地圖能力測驗（表 15） 

本年度「環境觀察能力測驗」報名學校數達 87 所，共計有 182 件作品，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三

階段。作品評分原則為： 

 具備地圖的基本要素 (圖框、圖名、方位、圖例、比例尺、註記等)  

 註記表達恰當性  

 圖例的表達方式與內容的一致性 

 內容與比例尺的合理性  

 整體構圖的平衡與美感  

 其他：由本屆評審委員會議決議後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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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本年度環境觀察暨手繪地圖能力測驗作品評選流程 

 

 

 

 

 

 

 

 

 

表 16、本年度「地理知識能力測驗」各階段測驗題型與題目來源表 

 學校初賽 縣市複賽 全國決賽 

題

型 
遴選 或 紙筆測驗 紙筆測驗：選擇題、非選擇題 

準決賽：紙筆測驗 

總決賽：現場口試 

題

目

來

源 

由承辦單位出題，試題共計 50

題。 

各校可以自行規劃遴選方法

和標準，也可以採用主辦單位

提供的題目。 

由承辦單位出題，試題計 52 題。

各縣市教育局暨社會科輔導團可

出 10 題地區題替換主辦單位提

供之試題。 

由承辦單位負責。 

註：各年度競賽的題目由承辦單位負責徵題、修題、審題與組題。但期望學校師長積極參與，故在初賽階段，各校

老師可以完全自行訂定遴選辦法；在複賽階段，各縣市輔導團老師可抽換 1/10 的試題，以配合各校、各縣市的獨特

需求。 

 

(三) 競賽結果 

本年度第 13 屆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包含「地理知識競賽」與「環境觀察能力測驗」兩部分，均

分為國中組和國小組辦理，共計 473 所學校報名參賽。 

(1) 地理知識競賽 

在「地理知識能力測驗」方面，國中組 1557 位、國小組 200 位同學參加縣市複賽，其中 100 位

國中組同學、41 位國小組同學晉級決賽（圖 18）。大家在 10 月 28 日齊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 15），

上午進行準決賽（圖 16），國中組成績最佳的 10 位同學晉級下午的總決賽。會場外還有展示環境觀察

暨手繪地圖能力測驗優勝作品（圖 17）和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小論文海報，並請選手到場分享心得（圖

19），也安排教師研習機會（圖 20），以為推廣。下午總決賽的場面既興奮又熱鬧，10 位選手必須在全

體觀眾面前，經歷互動式問答、搶答、實作題、實物題等考驗（圖 21-23）。該日頒獎典禮國教署王慧

秋專門委員與王浩然先生、主辦單位中國地理學會張伯宇秘書長和臺灣師大陳昭珍教務長，以及協辦

單位多位貴賓蒞臨指導，鼓勵表現優異選手（圖 24-26），表現最佳的選手並獲贈野柳地質公園贊助之

產品，以鼓勵繼續探索世界，本屆競賽也在歡樂與恭賀聲中落幕。 

 

時程 工作項目 

9月 7日、12日 高中教師研習暨評審工作會議 

9月 20日 作品收件截止 

9月 22日-9月 23 日 初審階段 

9月 23日-10月 7日 複審階段 

10月 21日 決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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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各階段挑戰，本屆「地理知識能力測驗」的金牌首獎由嘉義縣協同高中附設國中鍾佳祐同

學獲得，銀牌由銀牌由桃園市立青溪國中歐陽霖及臺北市立成德國中何孟哲同學獲得，另有 7 位同學

獲得銅牌；國小組金牌得主為嘉義市嘉義大學附小葉哲叡同學，銀牌為南投縣立埔里國小林孟寬和臺

中市立育仁國小紀均翰同學，另有 3 位同學獲得銅牌(附錄 2)。 

 

表 17、第 13 屆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決賽日活動流程表 

階段 時間 參賽學生 老師/家長/諮詢委員 評審 

 

準 

決 

賽 

/ 

環 

測 

作 

品 

展 

示 

8:30 ~ 9:00 
報到 1 

地點：文學院大樓/誠正中廊  

準決賽 

閱卷會議 

 

 

總決賽 

評審會議 

 

 

 

午餐 

9:00 ~ 9:10 進入試場/測驗說明 

專題演講與意見交流 3 
文學院 B1 會議室 

 

9:10 ~ 10:30 準決賽 – 筆試 2 

10:30 ~ 10:40 
參賽選手大合照 

文學院大樓/誠正中廊 

10:40 ~ 12:25 

公開展示：環境觀察暨手繪地圖能力測驗優秀作品 

**自行午餐**  

 

 

全 

國 

總 

決 

賽 

: 

誠 

101 

室 

12:25 ~ 12:30 公告：總決賽晉級名單（12:10 開放入場，會場內請勿飲食） 

12:30 ~ 13:00 發表：環境觀察暨手繪地圖能力測驗參賽師生分享（含摸彩） 

13:00 ~ 13:05 公告：國小組優勝名單 

13:05~ 13:15 ----休息---- 

13:15 ~ 14:45 總決賽（含有獎徵答） 

14:45 ~ 15:00 ----休息---- 

15:00 ~16:00 頒獎典禮/記者會（含摸彩） 

16:00 ~16:20 結束 

 

(2) 環境觀察能力測驗 

本年度「環境觀察能力測驗」報名學校數為 87 所，最後符合規定的作品為 182 件。就各縣市學

校數而言，參賽作品包含嘉義縣以外的各縣市。參賽作品的繪圖區位於校外的達 85%以上，作品主題

包括生活地圖、植物分布圖、夜市美食分布圖、停車場分布圖、觀光地圖等，相當多元。本屆參賽者

可選擇要組隊(2 人)參賽或個人參賽，參賽男同學的人數有明顯增加，與過去以女同學為主的狀況不同。 

經過三階段評選，本屆國中組由彰化縣精誠高中附設國中謝函蓁同學獲得第一名（圖 27），另

外頒發第二名 2 件、第三名 5 件，以及佳作 12 件、入選 26 件。國小組第一名由高雄市立鳳山國小邱

庭儀同學獲得（圖 28），另外頒發第二名 2 件、第三名 3 件，以及佳作 4 件、入選 5 件（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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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5、全國決賽報到時的熱鬧場面   圖 16、全國決賽準決賽國中組筆試現場 

   

  圖 17、手繪地圖得獎作品展示    圖 18、地理知識能力測驗國中組選手大合照 

   

  圖 19、手繪地圖得獎同學分享心得    圖 20、決賽日辦理教師增能活動 

   

圖 21、地理知識能力測驗總決賽第一階段  圖 22、地理知識能力測驗總決賽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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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地理知識能力測驗總決賽中場時間  圖 24、國教署王慧秋專門委員頒發環境觀 

安排有獎徵答，來賓反映熱烈     察暨手繪地圖能力測驗國小組優勝獎狀 

   

圖 25、中國地理學會張伯宇秘書長頒發   圖 26、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昭珍教務長與地 

地理知識能力測驗國小組優勝獎狀    理知識能力測驗國中組獲得銀、銅同學合影 

 

 

圖 27、國中組第一名《十號仔—土地踏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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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作品融合經建版地形圖與手繪地圖的風格，色彩和諧，以黃綠色為基調，精準掌握主題的農作收成意境；

而且作物的符號設計，如同經建版的圖例，具有物之形的面符號，而不是單純的色塊，讓圖面鮮活起來；圖內

的手寫文字，則讓圖面展現帶有個性又娟秀的的氣質。瀏覽其觀察說明與心得不僅文筆流暢，且清楚記下觀察

時間與觀察內容如：「本地圖記錄時間為 2017 年七月，正值中部水稻第二次插秧時節，這時白鷺鷥也來湊熱

鬧。冬季時稻田休耕，農民改種蔬果，如：油麻菜籽、青蔥、小番茄、高麗菜、荷蘭豆等，…」。從其文與圖

相互呼應的關係，可以看得出作圖者平日對自身周遭環境的關注，明白農田的顏色會隨著四季變動；紀錄與他

人的互動，讓自己深入田野，直接理解地方特色，掌握田野調查的精神，是難得的佳作。唯一缺點是圖名與觀

察說明的標題不一致。依慣例，直式應是由右往左書寫，但就其原本圖面設計如此安排是具平衡性，故修改觀

察說明的標題為「土地踏查圖～十號仔」即可民化解地圖與說明的矛盾。 

 

 

圖 28、國小組第一名《鳳山區中華夜市地圖》 

評語：呈現3D的效果，尤其是在捷運站階梯的表現非常細膩，到地面的階梯可以看到階面與階崖，下樓的階梯

僅能看到階面且逐級間距微調。在建物棟與棟之間也清楚區隔，而這概念可應用於梯田景觀的繪製。此等立體

空間的表現，顯示作圖者的空間思維能力非常強。惟繪製過程幾乎依賴直尺，而使圖面的趣味性略受影響；另

外，此圖是以直線建構圖面，但需注意平行線易限制空間延伸感，可將線條之間的平行關係改從透視點的角度

修正。 

 

四、活動成果 

(一)教師研習 

本競賽活動，為了提升領隊老師教學效能，每屆競賽決賽日均配合辦理教師研習，邀請專家學者

給予專題演講，並安排觀摩與評選作品的活動，以期激發老師們改善地理教學的目標。回應老師們對

高中進行專題研究的評量方式的需求，高中全國決賽日 10 月 1 日上午安排演講「從國際地理奧林匹亞

的競賽：談多元評量的開發」，由帶隊經驗豐富的前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劉玲秀老師主講國

中小全國決賽 10 月 28 日上午，則邀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李明燕教授演講「探究與實作—以

環境觀察與手繪地圖為例」，建議教師們可將環境觀察暨手繪地圖之活動融入平日教學或寒暑假作業，

並提醒具體作法： 

 將底圖的基本輪廓轉換至競賽圖紙：例如，最簡單的方法是，在白天將圖紙與底圖貼在透明且平

滑的玻璃窗，即可清楚描繪出所要繪製範圍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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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特別注意設計適當的比例尺：例如，競賽圖紙內有 1*1 的方格，若底圖是以 Google Earth 的影

像，因其比例尺分為四小段，故在影像縮放時最好是讓比例尺整個線段的長度為 40 的倍數，最後

將影像貼在圖紙後，再將影像縮放至圖內比例尺長度為 4 方格，此即是圖面的比例尺。還有，圖

紙上的比例尺最好以圖示法，不要用數字法呈現。 

 調查內容則應因地制宜，要引導學生做觀察記錄：繪製主題地圖同時要培養學生有系統的觀察、

記錄、呈現環境現象。 

 

(二) 網頁維護 

    競賽有專屬網頁，內容有活動的競賽辦法、活動報導與得獎者名單，並有專屬的報名專區（圖

29-30）。因應指導老師建議，也將陸續刊載歷屆得獎作品，提供參考。 

  

     圖 29、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網頁                   圖 30、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網頁 

 

 (三)紀念品 

為了鼓勵參賽選手，本競賽均募集具有教育意義的獎品或紀念品。在經費有限狀況下，每年至少

製作「地理益智橋牌」乙份，今年已製作第 10版，以世界的鈔票為題材（圖 31）。透過各國鈔票，了

解當地文化、地形、觀光遊憩等，藉由問答遊戲，帶領大家認識世界各國有趣的鈔票及地理知識。本

屆紀念品不但學生喜愛，也獲得老師讚賞，可作為課堂教具。因此，本年度除了贈送給競賽複賽的選

手外，也贈送給指導老師。此外，還製作成 PPT 格式，放在競賽官網上，以方便老師或各界做非營利

目的之教育推廣使用。 

  

圖 31、地理益智橋牌系列 10「世界的鈔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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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體報導 

本競賽活動已經辦理多年，也常受到媒體關注加以報導(表 17)。根據以往經驗，有關報紙、電視

與網路的新聞報導和轉載，不僅有助於推廣地理競賽，更讓各地喜歡地理的學生或關心地理教育的人

士感到振奮。雖然本競賽的經費有限，為達成賽事期間宣傳最大效益，仍邀請專業人士負責撰寫新聞

稿、與教育相關媒體聯繫、以及新聞資料彙整、追蹤、監看與側錄。相關報導共有 11 件。此外，各縣

市教育局、各級學校及教育機關，亦在網頁公佈的活動訊息。 

 

表 18、地理競賽主要媒體報導一覽表 

序號 媒體 標題 刊出日期 

      國際地理奧林匹亞 

1 青年日報 國際地理奧賽 我國 2金 1銀排名第九 2017.8.8 

     高中地理奧林匹亞 

1 聯合新聞網 抓寶熱點與「城鄉差距」關係  

南科實中研究顛覆你想像 

2017.10.2 

2 自由時報 斗高三學生  

入選 Geo 國際地理奧林匹亞國手選訓營 

2017.10.6 

3 中時電整子報 亮眼！二信中學顏廷叡勇奪地理知識冠軍 2017.10.18 

4 聯合新聞網 掌握「統整型概念」讀書法  

讓你增加讀書效果 

2017.11.17 

5 聯合新聞網 桃園高中小論文 看北桃園百年變遷 2017.11.28 

     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 

1 大愛電視台 國中小國家地理知識競賽 2017.10.28 

2 教育廣播電台 第十三屆國家地理知識競賽  

培養學生核心素養 

2017.10.28 

3 自由電子報 嘉義學子出頭  

國家地理知識競賽雙料奪冠 

2017.10.28 

4 自由時報 嘉義學子出頭  

國家地理知識競賽雙料奪冠 

2017.10.29 

5 青年日報 國家地理大競賽 嘉義兩校雙奪冠 2017.10.28 

廣告價值＝135,000 元 

      註：以上不含網路轉載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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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中華民國 106 年第 16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地理小論文組>得獎名單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一等獎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A 隊 

食物銀行的區位特性與在地人群互

動─以南機場食物銀行為例 

梁雅淇、陳知襄、

趙珮妤 
吳素蓮 

一等獎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我要成為寶可夢大師！台南市 

Pokémon Go 熱點的空間分布與空

間關係 

王品閑、楊昌興 陳加奇、張惠婷 

一等獎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B 隊 

跨界流離的安身之所-東協廣場不

同時期的族群與空間互動 
郭芳綸、賴君翰 李洛鈴、廖財固 

二等獎 
國立花蓮高中 

「泉」「原」衝突？—試論瑞穗溫泉

特定區與原住民傳統領域的爭議與

發展 

林亮、邱守晨、林

佑澤 
林峻有 

二等獎 
國立屏東高中 A 隊 

九．三軍人「結」～ 恆春九鵬飛彈

基地與三軍聯訓基地軍事演習的地

域衝突與區域合作之差異機制初探 

廖致豪、余孟樺、

林子為 
袁榮茂 

二等獎 
國立屏東高中 B 隊 

「糖」臂擋「居」—屏東市里港線

糖業鐵路土地利用之研究 

侯宗佑、黃品誠、

陳誠鋅 
陳孜鴻 

二等獎 
國立宜蘭高中 

留留？流流？宜蘭噶瑪蘭舊社地名

的變遷與識覺 

石宗霖、周敬棋、

陳彥志 
周士堯、徐銘鴻 

二等獎 
國立斗六高中 

致命的吸引力－斗六市飲料店的區

位、類別與消費特性研究 

林儀芳、陳玠宇、

郭宜敏 
李貞瑩、鄭光佑 

三等獎 
國立桃園高中 

進擊的桃花源─百年前後人口數分

析北桃園的區域發展 

李沚璇、徐羽辰、

陳昱婷 
呂展曄 

三等獎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B 隊 

臺北市行人專用清潔箱分析與清運

規劃——以中山區長安清潔分隊轄

區為例 

黃維禎、梁芳瑜、

陳俐妘 
林姿吟 

三等獎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B 隊 

新型態的都會購物物流模式與風險

─以快取寶取物櫃為例 

童祤瑄、洪翎容、

詹侑蓉 
吳素蓮 

三等獎 
彰化縣精誠高中 B 隊 

獨居老人的生活圈與鄰里服務設施

之調查研究—以彰化市阿夷里為例 

周思伶、陳映儒、

游閔弘 
陳佑婷、吳琬卿 

三等獎 
國立新竹高中 A 隊 

新竹轉運站轉得起來嗎?─探討新

公共設施對周邊環境的影響 

洪天予、彭詠晨、

吳上立 
蔡舜昤 

三等獎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A 隊 

住宅環境對於住宅竊盜發生之影響

因素比較：以萬華區兩街區為例 

蔡羽茜、許悦、傅

品蓉 
林姿吟 

三等獎 
臺中市明道高中 

『CHANGE 變〝化〞』  石化產業

的轉型與挑戰─以台化彰化廠為

例   

王申宓、王家焄、

賴思穎 
范伊和、紀冠亨 

三等獎 
新北市金陵女中 

台版「清溪」川-中港大排水質分析

及其對氣候調節之討論 

黃昱甄、王思涵、

徐藹伶 
李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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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三等獎 
臺中市立臺中女中 

舊城新生： 旅館區位選擇因素探

討 —以臺中市中區為例 
陳孟翎、廖育玫 曹美華 

三等獎 
花蓮縣四維高中 

山坡上的「柚」兒園─探索花蓮縣

玉里鎮東豐里文旦柚產業之發展 

陳巧惠、陳珮琦、

曾霈華 
簡劭芳 

三等獎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深澳漁港漁業的時空變遷 

陳品妡、李翎瑄、

沈羿萱 
許維中、林淑媛 

三等獎 
國立政大附中 A 隊 芽菜的生產、運銷與產業升級 

邱葳、花郁晴、郭

子瑄 
黎勉旻、江映瑩 

三等獎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B 隊 叢林虎口─林口新市鎮的區域發展 渠乃嫺、羅妍妍 周文玲 

三等獎 臺北市復興實驗高中 A

隊 

捷捷高升？—機場捷運興建前後之

初探 

高筠婷、林筠晴、

徐煒然 
葉昕祐 

三等獎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校車「行」不行 —○○女中校車路

線配置適切性之探討  

張詠欣、黃柏嘉、

蕭沛欣 
黃創宏、葉名森 

三等獎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A 隊 

綠色運「蔬」中繼站-臺北市第一果

菜批發市場運銷之研究 

王貫圖、呂尚濂、

羅于翔 
葉孟秀 

佳作 
南投縣普台高中 A 隊 

從發展邊陲到發展核心：內湖垃圾

山與城市邊陲土地利用的變遷 

吳秉諭、林伊柔、

邱可瑄 
張少芹 

佳作 

臺北市復興實驗高中 B

隊 

愛滋病防治的地理： 「紅絲帶」篩

檢諮詢服務的空間選址分析 

李正鼎、林柏辰、

郭倚瑄 
葉昕祐 

佳作 
臺北市薇閣高中 A 隊 

重見/重建北投的「光明」——各商

圈的前世今生 

李艾潔、邱如韻、

洪羚雅 
黃介振 

佳作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A 隊 

「煤」來「演」去，煤礦產業的在

地發展與展望-以芳川煤礦為例 

劉樵岳、徐修鴻、

鍾幸樺 
徐欣慈、陳君綺 

佳作 
花蓮縣海星高中 A 隊 三生一體─亞洲水泥新城礦場  潘婕宇、趙誼 蘇奎州 

佳作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B 隊 

任「中」道「遠」-新北市工業區變

遷與影響  

胡芷菱、林蓶唲、

賴世銘 
葉孟秀 

佳作 
新北市崇光女中 

臺北市城中地區書店街的沒落與商

旅街的興起  
林芷薇、江辰珊 程惠筠 

佳作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A 隊 

東北季風雨的迷思—臺北盆地冬季

降雨模式探討 

尤靖凱、蘇銘泰、

陳為邦 
蘇永生 

佳作 
國立政大附中 B 隊 

外籍生的生活空間初探—以政大為

例 

黃以樂、丁銘宏、

何羽軒 
黎勉旻、江映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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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佳作 
彰化縣精誠高中 A 隊 

全球化經濟浪潮下代購業的興起—

以 L 's 美國代購/潮牌專賣為例 
陳詠晴、蕭伊祐 許家芳、吳琬卿 

佳作 
嘉義市興華高中 B 隊 水資源苦旅—締造回甘 

張育瑋、陳致中、

張泰豪 
楊慧凡 

佳作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B 隊 

擺接平原上社區對 OO 高中的認同

與 OO 高中學生來源分布之研究 

李昱霖、吳榮貴、

陳貞霖 
高子珺、張介南 

佳作 
臺中市華盛頓高中 A 隊 

萌芽的起點—以臺中舊城區的青年

創業為例 

張淯翔、林郁臻、

王鼎元 
謝孟宏、廖祐崧 

佳作 
臺北市景文高中 

要聽神明的話—探討台灣神社文化

與空間意涵 

何鉅鴻、李明翰、

許倫瑋 
陳貞竹、黃詒琄 

佳作 

花蓮縣慈濟大學附中 B

隊 

陸客來台旅遊團體行與自由行路線

探討與分析  

張明達、陳立穎、

凌嘉甫 
洪振斌、謝侑君 

佳作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在臺中發現盛世之「美？」「 霉？」： 

中區河川整治—柳川的環境識覺與

環境滿意度  

吳克文、柯羽庭、

拾璿佾 
梁琦舒、張婷雅 

佳作 
高雄市立新興高中 

海中巖窟王，永遠保平安— 高雄市

永安區石斑魚產業的研究分析 
李依璇、吳柏彥 賴鐘國 

佳作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A 隊 

安全 YouBike 路線規劃-以○○高

中學生通勤圈為例 

徐玉婷、許芳瑀、

沈芷伃 
高子珺、張介南 

佳作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A 隊 

間間難防  竊記小心-三峽區竊盜

事件與防盜措施空間規畫研究 

陳姿名、姚采庭、

吳展綸 
吳尚格、楊嵐雅 

佳作 
南投縣普台高中 B 隊 

生態保育與地方發展的邊陲性：以

大潭藻礁為例 

任軒瑩、黃玉霖、

吳倩瑋 
張少芹 

 

 

 

最佳「海報獎」: 本獎項由各參賽隊伍的領隊老師投票，得分最高票者。 

獎項 隊伍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海報特優獎 國立屏東高中 A 隊 廖致豪、余孟樺、林子為 袁榮茂 

海報特優獎 國立花蓮高中 林亮、邱守晨、林佑澤 林峻有 

海報優等獎 國立屏東高中 B 隊 侯宗佑、黃品誠、陳誠鋅 陳孜鴻 

海報優等獎 國立宜蘭高中 石宗霖、周敬棋、陳彥志 周士堯、徐銘鴻 

海報優等獎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B

隊 
梁家和、陳禮平、黃顥源 林鴻昌、葉芷敏 

海報優等獎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B 隊 郭芳綸、賴君翰 李洛鈴、廖財固 

海報佳作獎 花蓮縣四維高中 陳巧惠、陳珮琦、曾霈華 簡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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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佳作獎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A 隊 尤靖凱、蘇銘泰、陳為邦 蘇永生 

海報佳作獎 彰化縣精誠高中 B 隊 周思伶、陳映儒、游閔弘 陳佑婷、吳琬卿 

海報佳作獎 新北市格致高中 A 隊 洪潔宜、翁盧彥安 郭士鳳、湯彥嶸 

海報佳作獎 國立政大附中 A 隊 邱葳、花郁晴、郭子瑄 黎勉旻、江映瑩 

海報佳作獎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王品閑、楊昌興 陳加奇、張惠婷 

海報佳作獎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B 隊 陳郁嵐、陳翊慈、彭雨薇 吳尚格 

海報佳作獎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A 隊 陳冠儒、廖明楷、謝育修 李洛鈴、廖財固 

海報佳作獎 臺北市復興實驗高中 B 隊 李正鼎、林柏辰、郭倚瑄 葉昕祐 

海報佳作獎 新北市金陵女中 黃昱甄、王思涵、徐藹伶 李宗翰 

海報佳作獎 高雄市立新興高中 李依璇、吳柏彥 賴鐘國 

 

 

 

海報「人氣獎」: 本獎項由參賽同學投票，得分最高票者。 

獎項 隊伍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海報人氣獎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A 隊 尤靖凱、蘇銘泰、陳為邦 蘇永生 

海報人氣獎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B 隊 郭芳綸、賴君翰 李洛鈴、廖財固 

海報人氣獎 國立政大附中 A 隊 邱葳、花郁晴、郭子瑄 黎勉旻、江映瑩 

海報人氣獎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A 隊 蔡羽茜、許悦、傅品蓉 林姿吟 

海報人氣獎 新北市康橋國際學校 林其磊、劉穎蓮 吳浩銘 

海報人氣獎 國立新竹高中 B 隊 陳柏睿、蘇世界、倪周恩 蔡舜昤 

海報人氣獎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張詠欣、黃柏嘉、蕭沛欣 黃創宏、葉名森 

海報人氣獎 花蓮縣四維高中 陳巧惠、陳珮琦、曾霈華 簡劭芳 

海報人氣獎 臺北市薇閣高中 A 隊 李艾潔、邱如韻、洪羚雅 黃介振 

海報人氣獎 臺北市復興實驗高中 B 隊 李正鼎、林柏辰、郭倚瑄 葉昕祐 

海報人氣獎 新北市格致高中 A 隊 洪潔宜、翁盧彥安 郭士鳳、湯彥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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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中華民國 106 年第 13 屆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得獎名單 

地理知識競賽：國小組 

獎牌 縣市名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金牌 臺北市 光仁小學 陳之恆 黃振祥 

銀牌 
宜蘭縣 南屏國小 林傳翰 安家榕 

臺中市 東大附小 王濬哲 陳明慧 

銅牌 

新竹縣 光明國小 王德名 謝文惠 

臺中市 臺中國小 蔡昀佑 張淑芬 

嘉義市 僑平國小 楊祐宗 謝宜秀、梁嘉勝 

決賽入選 

新北市 海山國小 范豐宇 楊椀婷 

雲林縣 維多利亞小學 楊智丞 王逸嫺 

桃園市 僑愛國小 葉晁睿 邱明鈺 

苗栗縣 新南國小 黃睿里  

高雄市 橋頭國小 閔唯軒 閔裕根 

臺北市 麗湖國小 朱品諺 林敏靖 

高雄市 梓官國小 蔡岳廷 楊慶瑜 

高雄市 三民國小 陳玠彤 陳寶卿 

花蓮縣 中正國小 蔣海晴 涂媛琇 

 

 

 

地理知識競賽：國中組 

獎牌 縣市名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金牌 嘉義縣 協同高中附設國中 鍾佳祐 張惠婷 

銀牌 桃園市 青溪國中 歐陽霖 張素禎 

銀牌 臺北市 成德國中 何孟哲 張程昭 

銅牌 宜蘭縣 中道高中附設國中 林紓宇 陳玠儒 

銅牌 高雄市 右昌國中 林虹佑 楊靜如 

銅牌 桃園市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 劉哲羽 莊淑琴 

銅牌 桃園市 平興國中 李安蕎 黃藝萍 

銅牌 臺中市 衛道高中附設國中 林柏儀 陳建智 

銅牌 臺北市 復興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江彥德 汪文嵩 

銅牌 臺北市 復興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林治 汪文嵩 

決賽入選 臺北市 中正國中 簡辰宇 劉盈劭 

決賽入選 新竹市 培英國中 聶臣璟 林淑君 

決賽入選 臺東縣 新生國中 吳承修 林素嫻 

決賽入選 臺南市 崇明國中 華宏霖 陸慧琪 

決賽入選 臺北市 薇閣高中附設國中 戴源成 許志元 

決賽入選 臺中市 明道高中附設國中 陳茗凱 蕭雅文 

決賽入選 新北市 安康高中附設國中 艾葉勳 吳伊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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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入選 高雄市 復華高中附設國中 呂彥臻 林陸 

決賽入選 臺北市 薇閣高中附設國中 陳文燦 許志元 

決賽入選 新北市 康橋高級中學 朱政瑋 吳浩銘 

決賽入選 桃園市 桃園國中 許廷豪 鄭怡君 

決賽入選 花蓮縣 國風國中 張凱翔 陳嘉偉 

決賽入選 高雄市 明華國中 葉柏輝 邱育昶 

決賽入選 高雄市 七賢國中 郭妤真 黃彥樺 

決賽入選 新北市 南山高中附設國中 黃于軒 陳芳敏 

決賽入選 新北市 中正國中 陳奕成 黃婉屏 

決賽入選 桃園市 新興高中附設國中 阮柏翰 吳志賢 

 

 

 

環境觀察能力測驗：國小組 

名次 縣市 就讀學校 學生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金牌 高雄市 鳳山國小 邱庭儀 鳳山區中華夜市地圖 黃文虹 

銀牌 

臺中市 東大附小 高德任 大甲鎮瀾宮周邊生活地圖 陳政廷 

高雄市 梓官國小 
林珉鋐 

盧羽婕 
梓官蔬菜栽培專業區分佈圖 

陳健文 

楊慶瑜  

銅牌 

臺南市 善化國小 李瑞峰 善化逍遙漫活一日遊 張嘉玲 

高雄市 三民國小 陳玠彤 高雄內惟生活地圖 陳寶卿 

新北市 雙峰國小 賴允泰 馬公友誼公園喬木分布圖 吳淑玲 

佳作 

新竹縣 山崎國小 林奕禎 新豐火車站前機能圖 
吳瑋倫 

郭文原 

臺中市 東大附小 
周伯恩 

吳杰叡 
臺中國家歌劇院 周邊生活地圖 Map 洪羽蓁 

新北市 
康橋高級中

學國小部 

黃柏諺 

何宣樂 
西門町免費 Wi-fi 強弱分布地圖 江如意 

新竹市 東園國小 陳昱綸 新竹市新竹公園附近景點 陳美玲 

入選 

新北市 
康橋高級中

學國小部 

林旻萱 

吳秉翰 
台北市公館商圈飲食文化地圖 江如意 

新北市 
康橋高級中

學國小部 
楊皓程 信義區藝術展演空間地圖 江如意 

臺中市 九德國小 陳彥均 草悟道兒童觀光地圖 
林怡菁 

楊琬萍  

臺北市 景美國小 周美汎 汀洲路推薦美食及商家環境分布圖 陳惠貞 

台中市 東大附小 趙柚喬 臺中東海藝術街商店地圖 洪羽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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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觀察能力測驗：國中組 

 

名次 縣市 就讀學校 學生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金牌 
彰化縣 精誠高中附

設國中 

謝函蓁 十號仔—土地踏查圖 許家芳 

銀牌 

臺中市 居仁國中 胡雅晴 吳亞門 居仁國中周邊日治時期建築

散步地圖 

吳至倫 林子翔 

臺北市 螢橋國中 陳以恩 楊婷凱 媽媽的私房菜—臺北市大安

區龍泉市場食材地圖 

鄭月 

銅牌 

宜蘭縣 國華國中 林有珩 住家附近醫療診所位置分布 李維仁 林奕帆 

宜蘭縣 國華國中 林呈妤 游于欣 羅東 7-11 詳細分布圖 黃麗秋 朱尉良 

基隆市 二信高中附

設國中 

蔡欣叡 顏廷叡 二信校園生態環境分布圖 楊鵬淵 

臺中市 明道高中附

設國中 

陳旻慧 陳旻萱 烏日明道花園城-美食攤位

分布圖 

葉瑞蘭 范伊和 

臺北市 復興實中附

設國中 

趙中霖 劉冠廷 信義計畫區周邊停車場分布

圖 

汪文嵩 許珊瑜 

佳作 

南投縣 普台高中附

設國中 

曾宥臻 趙靖宇 普台高中生態分布圖 吳青樺 

高雄市 國光高中附

設國中 

鄭博文 陳芃蓁  跟著羊肉散步趣 巫孟珊 

新北市 康橋高級中

學國中部 

郭庭妤 陳佑星 溪州部落的空間記憶地圖 江如意 

新北市 康橋高級中

學國中部 

陳奕璇 莊于萱  東區知名商店街衣飾產地分

佈圖 

江如意 

新北市 丹鳳高中附

設國中 

張嫙庭 李思沁 關渡自然公園賞鳥地圖 孫韻琦 劉家妤 

彰化縣 精誠高中附

設國中 

郭曜瑋 鹿港觀光導覽圖 許家芳 余俊青 

臺中市 嶺東高中附

設國中 

張嘉芯 烏日火車站附近地圖 陳怡婷 黃元鴻 

臺中市 明德高中附

設國中 

賴政維 楊秉叡  台中市西區歷史古蹟分布導

覽圖 

許雅斯 

臺中市 清泉國中 李雨蓁 鄭竹茵 清水市區醫療院所分布圖 王千瑜 

臺南市 瀛海高中附

設國中 

陳品棋 李欣妮  原台南市古蹟觀光地圖 吳柏賢  

臺南市 安定國中 黃羿勳 洪詩柔 安定區海寮里上下學鳥類觀

察分布圖 

薛毅白 

澎湖縣 馬公國中 蔡郁晨 鄭文晶 澎湖山水社區特色民宿分布

圖 

王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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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縣市 就讀學校 學生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入選 

宜蘭縣 國華國中 林雨萱 我家附近的觀星地點 李維仁 林奕帆 

花蓮縣 富北國中 徐子峻 富里鄉竹田村源和社區新住

民分布圖 

林旻樺 

花蓮縣 東里國中 朱莉伶 玉里鎮廟宇地圖 陳厚邦 

屏東縣 明正國中 邱俐苓 黃婕瑜  慢遊阿猴 蕭素涵 

高雄市 光華國中 吳思嫻 李庭慧 光華國中附近補習班分布圖 莊蕙如 

高雄市 國光高中附

設國中 

楊廸珊 曹沁 高雄市蓮池潭觀光地圖 巫孟珊 

新北市 丹鳳高中附

設國中 

蕭鳳儀 簡琪蓉 台北市西門町古蹟尋訪地圖 孫韻琦 劉家妤 

新北市 康橋高級中

學國中部 

曾映舫 麥佳恩 西門商圈垃圾桶分佈圖 江如意 

新竹市 光復高中附

設國中 

張嘉玲 新竹縣竹北市 7-11 郭慧慈 

新竹市 光復高中附

設國中 

邱于庭 新竹巨城,美食商圈 郭慧慈 

新竹縣 東興國中 蔡孟庭 古秀娟 光明一路商圈美食分布圖 尤淑芳 

臺中市 成功國中 陳依珍 柯玟靖 台中市成功國中 植物分布

圖 

何宜澤 呂慈恩 

臺中市 明道高中附

設國中 

李宇婕 明道中學植物分布圖 范伊和 

臺中市 嶺東高中附

設國中 

陳明寬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美食 陳怡婷 黃元鴻 

臺中市 華盛頓高中

附設國中 

張仁維 胡旻臻 一中街商店分佈圖 陳芳瑩 

臺中市 惠文高中附

設國中 

劉書芸 台中七期市政中心周邊停車

場分布圖 

黃柏菁 

臺北市 蘭州國中 楊淳讌 黃竑允 北大同區 24 小時店家地點

分布圖 

林郁均 張志賢 

臺北市 蘭州國中 顏至德 保安宮導覽地圖 林郁均 

臺北市 景美國中 周幸樺 台大博物館群分布圖 楊舜晴 

臺北市 復興實中附

設國中 

吳岱凌 蔣采育 士林夜市各類攤販分布圖 汪文嵩 吳紹慈 

臺北市 台北美國學

校 

周尚蓉 大安森林公園周遭宗教景觀

分佈圖 

賴彥甫 

臺北市 五常國中 顧子綾 榮星公園-景觀暨公共設施

分布圖 

孔為捷 

臺北市 五常國中 曾玉琪 五常國中附近生活圈 孔為捷 

臺北市 敦化國中 陳品霏 胡定亞  富錦街周邊生活地圖 林康偉 

臺北市 復興實中附

設國中 

鍾凡 蔡金穎 住家附近的監視器分布圖 汪文嵩 葉昕祐 

澎湖縣 馬公國中 歐展翔 呂維善  馬公市中央街區觀光地圖 王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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