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1 9702 日校 綜一仁 鄭毅軒 愛情兩好三壞讀後感 甲等 

2 97-2 日校 孝班 薛鈞中 古文明七十奇蹟讀後心得 入選 

3 98-1 日校 綜三仁 林鈺鈞 誰搬走我的乳酪 甲等 

4 98-1 日校 製圖一 林宥安 閱讀心得:燕子 優等 

5 98-1 日校 電子三 黃柄源 心靈雞湯讀後感 優等 

6 98-1 日校 電子三 吳宗翰 做你想做的事 甲等 

7 98-1 日校 綜一仁 白宗汶 不倒的蘆葦—漸凍英雄蕭建華的生命故事 甲等 

8 98-1 日校 製圖一 張馨云 讀書心得：沒有我們的世界讀後感 甲等 

9 98-1 日校 綜一仁 曾皓筠 乞丐囝仔 優等 

10 98-1 日校 機電二 巫信宏 一隻老狗的流浪 甲等 

11 98-1 日校 綜一仁 謝昀容 當幸運來敲門 甲等 

12 98-2 日校 製圖一 林宥安 親愛的安德烈 甲等 

13 98-2 日校 製圖一 張子儀 發覺快樂 甲等 

14 98-2 日校 綜一仁 曾皓筠 擁抱，生命中的每一分鐘 甲等 

15 98-2 日校 建築一 蔡明純 用幽默的方法，表達你的想法的讀書心得 甲等 

16 98-2 日校 一忠 鄭毅民 與眾不同的親情 甲等 

17 98-2 日校 機模一 吳柏漢 水泥叢林的生存法則 甲等 

18 98-2 日校 電機一 張育瑋 改變人生的「智慧語錄」 甲等 

19 98-2 日校 機一孝 黃重嘉 把這份情傳下去 優等 

20 98-2 日校 綜二孝 宋旻書 燦爛千陽 甲等 

21 98-2 日校 機一孝 吳泰陞 《陽光下的笑臉》典藏版 甲等 

22 98-2 日校 電機一 粘淵銘 《無限恐怖》之讀書心得 甲等 

23 98-2 日校 控制二 曾裕成 因為愛 甲等 

24 98-2 日校 綜一孝 劉佳雯 19 分鐘的真相──我看《事發的 19 分鐘》的思維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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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25 98-2 日校 綜一忠 王雅群 破碎卻依舊完美綻放--我看(小心輕放)之讀後感 優等 

26 98-2 日校 綜一忠 張瀞文 逆境裡的燭光──《D.friend》我的摯友 甲等 

27 98-2 日校 機一孝 宋逸翔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甲等 

28 98-2 日校 綜一愛 李宗穎 小太陽 特優 

29 98-2 日校 綜一孝 謝昀真 米拉妮的小提琴 優等 

30 98-2 日校 綜一愛 林宛儀 不存在的女兒之讀書心得 甲等 

31 98-2 日校 綜二孝 李宜庭 活在當下 甲等 

32 98-2 日校 綜二忠 曲羿綾 學生快樂嗎？ 甲等 

33 98-2 日校 機模二 葉晉廷 飢餓遊戲心得報告 甲等 

34 98-2 日校 機模二 吳崇碩 飢餓遊戲心得報告 優等 

35 99-1 日校 一年忠班 李政訓 佐賀的超級阿嬤閱讀心得 甲等 

36 99-1 日校 建築一 李呈壕 築夢的手指屋閱讀心得 優等 

37 99-1 日校 建築二 蔡明純 樂觀與悲觀 優等 

38 99-1 日校 建築三 蔡秉修 達文西密碼 甲等 

39 99-1 日校 控制一 林柏佑 親情與愛情 優等 

40 99-1 日校 控制一 蔡亦翔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甲等 

41 99-1 日校 控制一 羅誼華 寂寞之歌讀書心得 甲等 

42 99-1 日校 控制一 王柏鈞 讓自己活的更好 優等 

43 99-1 日校 控制一 吳盛祐 暮水街的三月十一號 甲等 

44 99-1 日校 控制一 賴冠宇 韓國讀書之神:超效率讀書法 甲等 

45 99-1 日校 控制一 曹煒忠 青春的愛情 甲等 

46 99-1 日校 控制一 林哲豪 超越自我 甲等 

47 99-1 日校 控制一 賴忠志 情慾的虛假 甲等 

48 99-1 日校 控制一 吳相輝 讀書心得 新的世界沒有神!!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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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99-1 日校 控制一 吳宗育 社會的道德 優等 

50 99-1 日校 控制一 宋旻諺 未來 甲等 

51 99-1 日校 控制一 楊嘉杭 成功人生 甲等 

52 99-1 日校 控制一 洪懿德 986124431X 優等 

53 99-1 日校 控制一 尤韋傑 找一個解釋讀書心得 優等 

54 99-1 日校 控制一 劉定有 午間女人讀書心得 甲等 

55 99-1 日校 控制一 林禹棠 時代的濁流下 特優 

56 99-1 日校 控制一 賴泳霖 我的讀書心得 甲等 

57 99-1 日校 控制一 魏宣仲 改變我的人生觀 優等 

58 99-1 日校 控制一 陳智暘 讓高牆倒下吧！讀書心得 優等 

59 99-1 日校 控制一 童就程 幽默心看對錯 甲等 

60 99-1 日校 控制一 呂泊昀 風鳥皮諾查讀書心得 優等 

61 99-1 日校 控制一 柯貿晟 換個腦袋，出路無限 甲等 

62 99-1 日校 控制一 黃楷峻 愛 甲等 

63 99-1 日校 控制二 許家綸 心靈雞湯 優等 

64 99-1 日校 控制二 黃上祐 麥田捕手讀書心得 甲等 

65 99-1 日校 電子一 黃宥瑋 知足常樂 優等 

66 99-1 日校 電子二 陳虹沂 生命意義 優等 

67 99-1 日校 電子三 錢佳妤 親情 優等 

68 99-1 日校 電子三 胡庭恩 愛呆西非連加恩：攝氏 45 度下的小醫生手記 優等 

69 99-1 日校 電機ㄧ 林琪洲 《涼宮春日的憂鬱》讀後感想 優等 

70 99-1 日校 電機一 徐雅君 永遠、永遠、永遠不放棄 優等 

71 99-1 日校 綜一仁 余晉薪 跟隨著達爾文的腳步 優等 

72 99-1 日校 綜一忠 鍾明益 屋頂(李家同故事繪本)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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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73 99-1 日校 綜一忠 謝巧盈 抱怨是失敗的朋友，成功的敵人！ 優等 

74 99-1 日校 綜一忠 李書仲 感人的故事 優等 

75 99-1 日校 綜一愛 黃嘉旭 教育革命在書裡——《危險心靈》讀後感 特優 

76 99-1 日校 綜一愛 蔡佾錄 生命的遽變與轉折 甲等 

77 99-1 日校 綜二仁 王雅群 隱身於無數犧牲與勇敢背後的燦爛千陽 優等 

78 99-1 日校 綜二仁 謝昀真 穿著 PRADA 的惡魔 優等 

79 99-1 日校 綜二仁 蕭惠勻 山上的孩子 特優 

80 99-1 日校 機一孝 洪裴佑 回溯時代長廊盡頭，找尋失落的噶瑪蘭 甲等 

81 99-1 日校 機一孝 王宥惟 
從內心改變，追求真正的希望－－我讀《衝破人生的

冰河》 
優等 

82 99-1 日校 機一忠 施鈺麒 小說三十六計 甲等 

83 99-1 日校 鑄造一 林采萱 呼喊快樂 優等 

84 99-1 日校 鑄造三 林季旻 我是誰? 甲等 

85 99-2 日校 建築一 林育呈 簡單就成功 甲等 

86 99-2 日校 建築一 許祐翔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優等 

87 99-2 日校 建築一 謝涵云 用『心』體會 優等 

88 99-2 日校 建築一 鄒嘉卿 人類社會 逐漸崩壞 Vs 永續發展 優等 

89 99-2 日校 建築一 賴彥均 戀愛和工作兩者的關係 優等 

90 99-2 日校 建築一 吳靖涓 《創造自己》之讀後感 甲等 

91 99-2 日校 控制一 王嘉珮 母親的低喃 甲等 

92 99-2 日校 控制一 蔡亦翔 一個人的資格 優等 

93 99-2 日校 控制一 王柏鈞 改變心態，世界變美妙 甲等 

94 99-2 日校 控制一 王士軒 換個角度想一想 甲等 

95 99-2 日校 控制一 賴冠宇 人生的課程 甲等 

96 99-2 日校 控制一 曹煒忠 小樹之歌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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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99-2 日校 控制一 游挺宏 如何改寫生命，由你決定！ 甲等 

98 99-2 日校 控制一 吳相輝 第 8 號當舖 甲等 

99 99-2 日校 控制一 吳宗育 老師，謝謝你 甲等 

100 99-2 日校 控制一 楊嘉杭 勇氣 甲等 

101 99-2 日校 控制一 王諾廷 就是要不乖 特優 

102 99-2 日校 控制一 林煌凱 給夢的女孩 甲等 

103 99-2 日校 控制一 洪懿德 走在集體意識的前端－－我讀《少年維特的煩惱》 甲等 

104 99-2 日校 控制一 劉東彥 明天過後-海闊天空 甲等 

105 99-2 日校 控制一 林禹棠 讀書心得-CODE GEASS 反叛的魯路修 甲等 

106 99-2 日校 控制一 陳智暘 前往成功之路 優等 

107 99-2 日校 控制一 魏宣仲 海神之子-波西傑克森 甲等 

108 99-2 日校 電子一 黃宥瑋 60 秒的當下 甲等 

109 99-2 日校 電子一 許聖弘 殺手 甲等 

110 99-2 日校 電子一 馬炘聖 「乞食的日子」讀後心得 甲等 

111 99-2 日校 電子一 李忠翰 【夜犬】讀後心得 甲等 

112 99-2 日校 電子二 曾茂順 包容及尊重不同的文化 甲等 

113 99-2 日校 電子二 董怡廷 何不換個角度想 優等 

114 99-2 日校 電子二 李孟翰 富爸爸，窮爸爸 甲等 

115 99-2 日校 電機一 吳柏儒 淘氣的醫生 甲等 

116 99-2 日校 電機一 徐雅君 誰能瞭解直樹的內心世界 甲等 

117 99-2 日校 綜一仁 余晉薪 跨越自己 超脫人生 甲等 

118 99-2 日校 綜一仁 黃雅伶 陪妳到最後 甲等 

119 99-2 日校 綜一仁 林郁倫 說話的藝術 甲等 

120 99-2 日校 綜一仁 黃曉琳 愛心天使歌手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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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121 99-2 日校 綜一忠 黃宛儒 遺憾：來不及成長的孩子 甲等 

122 99-2 日校 綜二孝 曾皓筠 態度決定一切 甲等 

123 99-2 日校 綜二孝 姚易辰 成績的意義 甲等 

124 99-2 日校 綜二孝 游佩穎 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 優等 

125 99-2 日校 綜二孝 徐旻勤 失物之書 甲等 

126 99-2 日校 綜二孝 劉家伍 戰亂的悲哀 優等 

127 99-2 日校 綜二孝 張喬閔 秘密 優等 

128 99-2 日校 綜二忠 吳佩俞 孩子，先別急著吃棉花糖 甲等 

129 99-2 日校 綜二愛 蔡育霖 愛與不愛之間 甲等 

130 99-2 日校 機一孝 王宥惟 深情訴說與母親相依的溫馨小品 甲等 

131 99-2 日校 機一孝 陳虹瑋 在黎明的鳥聲中醒來的讀書心得 甲等 

132 99-2 日校 機一忠 陳冠廷 愛的思與得 甲等 

133 99-2 日校 機模一 蔡政璿 淚雨是愛，賜予非洲。 優等 

134 99-2 日校 機模一 呂宛霖 愛 甲等 

135 99-2 日校 機模一 邱品誠 讓你發現盲點 優等 

136 99-2 日校 機模一 陳則含 為自己的幸福而活 甲等 

137 99-2 日校 機模一 黃昭凱 慢慢品嘗美好的成長 甲等 

138 99-2 日校 機模一 王厚順 宗教家與思想家對後世的影響 甲等 

139 99-2 日校 機模一 吳岱融 青春期的戀愛 甲等 

140 99-2 日校 機模一 洪英豪 我是謝坤山 優等 

141 99-2 日校 鑄造三 林季旻 該如何去愛一個人 甲等 

142 99-2 日校 一愛 黃嘉旭 我看著蓮娜飛翔 甲等 

143 99-2 日校 一忠 賴俊杰 放牛班的春天 甲等 

144 99-2 日校 一仁 賴玟璇 理解的重要性 甲等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47689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50642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31122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46339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38377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45535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31946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52835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37006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31920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50745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33324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40685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40807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24691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47908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37882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38476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46198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40788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40155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48810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40522
http://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955819


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145 99-2 進校 室設一 馬筠婷 《暖簾》心得 甲等 

146 99-2 進校 室設一 蕭靜君 會走路的人 優等 

147 99-2 進校 資訊一 黃雅芳 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 甲等 

148 99-2 進校 圖一忠 林泰慶 佐賀的超級阿嬤心得 甲等 

149 99-2 進校 資訊一 林益輝 生命得價值 甲等 

150 99-2 進校 機械三 盧佳誠 把這份情傳下去 甲等 

151 99-2 進校 機械一 黃杰祥 把這份情傳下去 甲等 

152 99-2 進校 機械一 粘詠竣 會走路的人 優等 

153 99-2 進校 機械三 李仁凱 如何走出人生的另一條出路 甲等 

154 100-1 日校 控制二 曹煒忠 異國感觸 特優 

155 100-1 日校 綜二孝 謝巧盈 贖罪 優等 

156 100-1 日校 綜二孝 吳珍君 生命的真諦 甲等 

157 100-1 日校 機一孝 陳世恆 故鄉之愛 甲等 

158 100-1 日校 綜二孝 黃宛儒 旅行的收穫 甲等 

159 100-1 日校 控制二 王柏鈞 慈悲的殺手 甲等 

160 100-1 日校 控制二 王士軒 追風箏的孩子 甲等 

161 100-1 日校 控制二 黃鈺閔 等一個人咖啡 甲等 

162 100-1 日校 控制二 林侑德 如何面對生命中的挫折? 甲等 

163 100-1 日校 控制二 張育嘉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甲等 

164 100-1 日校 控制二 吳相輝 醫生護士跳起來讀書心得 甲等 

165 100-1 日校 控制二 林煌凱 改寫生命的秘訣 甲等 

166 100-1 日校 控制二 尤韋傑 站在生命臨界點閱讀心得 甲等 

167 100-1 日校 控制二 劉定有 馬利與我 Marley and me 甲等 

168 100-1 日校 控制二 林禹棠 喪父之痛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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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169 100-1 日校 綜二孝 余晉薪 你未來的寶藏在哪? 甲等 

170 100-1 日校 控制二 呂泊昀 讀書心得-夜犬 甲等 

171 100-1 日校 綜二孝 江宜峰 兒時回憶 甲等 

172 100-1 日校 控制二 吳盛祐 ＦＺＲ女孩 甲等 

173 100-1 日校 綜三仁 林郁倫 無盡淚水， 成就夢想。 甲等 

174 100-1 日校 綜二孝 鍾明益 用心體會世界 甲等 

175 100-1 日校 綜二孝 賴俊瑋 找尋埋藏在一生中的天命 甲等 

176 100-1 日校 綜二孝 邱于庭 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 甲等 

177 100-1 日校 綜二孝 周于萍 生病的家 甲等 

178 100-1 日校 綜二孝 黃姿伊 戰火下一段不平凡的愛與友情 甲等 

179 100-1 日校 控制二 羅誼華 危險心靈讀書心得 甲等 

180 100-1 日校 綜二孝 賴乙均 永恆的愛 甲等 

181 100-1 日校 綜二孝 趙怡鈞 生命的意義 甲等 

182 100-1 進校 圖三孝 李軒豪 和平的美好 特優 

183 100-1 進校 圖二忠 許景然 越是奢求，越發現自己一無所有 特優 

184 100-1 進校 機電二 葉松諭 正負一公分的差別 特優 

185 100-1 進校 機械二 劉嘉文 是人都會有的－弱點 優等 

186 100-1 進校 機械三 蕭宏洲 面對死亡，找出希望 優等 

187 100-1 進校 機械三 陳嘉祐 用說，打造更好的自己 優等 

188 100-1 進校 機械一 巫嘉偉 認識老年失智症讀書心得 優等 

189 100-1 進校 機電三 陳冠叡 認識死亡，擁抱生命 甲等 

190 100-1 進校 精機三孝 莊家和 珍惜自己的每一刻 甲等 

191 100-1 進校 精機三孝 陳俞安 樂觀 甲等 

192 100-1 進校 機械一 黃錦澤 從心出發就能掌握成功的機會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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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193 100-1 進校 機械一 楊秉憲 心念轉個彎－生命無限寬 甲等 

194 100-1 進校 電子三 吳奕潁 逆境造就成功 甲等 

195 100-1 進校 機械二 劉泓銘 死神肖像系列讀後心得 甲等 

196 100-1 進校 機械三 游毓凱 超人氣溝通的魅力 甲等 

197 100-1 進校 機械三 謝楧煌 牠是我的寶貝 甲等 

198 100-1 進校 機械一 林鑫佑 不看破，要突破！－扭轉命運靠自己 甲等 

199 100-1 進校 機械三 游閔捷 「挫折」是一種學習與成長 甲等 

200 100-1 進校 機械二 王子逸 生命的奇蹟－Power of 真愛 甲等 

201 100-2 日校 控制二 王韋傑 黑面慶仔 優等 

202 100-2 日校 控制二 黃彥融 我會看農民曆了 優等 

203 100-2 日校 控制二 廖翊臣 漂流監獄讀書心得 優等 

204 100-2 日校 控制二 蔡孟甫 化身成正義的使者 優等 

205 100-2 日校 綜二孝 郭宜瑄 十七歲的領悟 優等 

206 100-2 日校 綜二孝 陳沛祺 乖與不乖 優等 

207 100-2 日校 綜二孝 薛仁豪 生存或死亡只在一念之間 優等 

208 100-2 日校 控制二 丁宣宇 美麗的權利 甲等 

209 100-2 日校 控制二 張瑞麟 御風而上 甲等 

210 100-2 日校 控制二 陳仲廷 教育應該不一樣-讀書心得 甲等 

211 100-2 日校 控制二 楊竣宇 野火集外集心得 甲等 

212 100-2 日校 控制二 蔡雙安 我的偶像：法拉第 甲等 

213 100-2 日校 控制二 鄭宇恩 嚴長壽帶給我的視野與溝通能力 甲等 

214 100-2 日校 綜二孝 王思佳 你乖不乖？ 甲等 

215 100-2 日校 綜二孝 林意婷 愛的告白 甲等 

216 100-2 日校 綜二孝 施欣宜 忠於夢想，勇於實現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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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217 100-2 日校 綜二孝 莊淇雅 台北爸爸，紐約媽媽 甲等 

218 100-2 日校 綜二孝 陳君儀 晚餐後的推理 甲等 

219 100-2 日校 綜二孝 陳璽任 艱辛的經歷，精彩的人生 甲等 

220 100-2 日校 綜二孝 楊詩敏 人性試煉的生存遊戲 甲等 

221 100-2 日校 綜二孝 趙佩慈 離別 甲等 

222 100-2 日校 綜二孝 劉怡慶 環境澆鑄成的價值觀 甲等 

223 100-2 進校 室設三 詹佩儒 生命勇士 優等 

224 100-2 進校 機械二 巫嘉偉 奮鬥的過程 優等 

225 100-2 進校 資訊二 吳佳穎 不抱怨的世界 優等 

226 100-2 進校 汽車一 郭雅閔 預見美好：人生不設限 優等 

227 100-2 進校 汽車一 鐘炳鈞 世界棒球之最 優等 

228 100-2 進校 電機一 崔易中 少年維特的煩惱 優等 

229 100-2 進校 室設三 林其呈 橘子紅了 甲等 

230 100-2 進校 室設三 解姿俞 時針父母、分針子女 甲等 

231 100-2 進校 機械三 洪晟筌 如何把桶子裝滿? 甲等 

232 100-2 進校 汽車二 陳恩宗 汪洋中的海賊王 甲等 

233 100-2 進校 機電一 劉祈均 人生自我挑戰 甲等 

234 100-2 進校 汽車一 吳培立 有座標及鎖定的人生,實行所以我在 甲等 

235 100-2 進校 汽車一 花煒傑 佐賀超級阿嬤讀書心得 甲等 

236 100-2 進校 汽車一 顧承軒 生命啟示錄 甲等 

237 101-1 日校 圖一忠 楊承諺 駐足，請你多想一想 特優 

238 101-1 日校 圖一忠 梁宜楨 你想過了嗎？ 特優 

239 101-1 日校 電機二 李祐丞 成功的人生經營 優等 

240 101-1 日校 圖一忠 謝佳芸 愛的多寡，不壓迫的情感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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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241 101-1 日校 圖一忠 李文翔 勇敢去實現 優等 

242 101-1 日校 圖一忠 林姿吟 被自私覆蓋的友情 優等 

243 101-1 日校 建築二 李柔穎 我對三國演義的看法 甲等 

244 101-1 日校 建築二 張秉茜 幽靈公主 甲等 

245 101-1 日校 圖一忠 嘉祥吳 生命重要嗎？ 甲等 

246 101-1 日校 圖一忠 王靖丰 創造無悔的青春 甲等 

247 101-1 日校 圖一忠 簡偉丞 勇於嘗試與學著獨立思考 甲等 

248 101-1 日校 圖一忠 何柏翰 不只是遊戲 甲等 

249 101-1 日校 圖一忠 張世葦 龍紋身的秘密 甲等 

250 101-1 日校 圖一忠 黃鈺筌 《後青春期的詩》讀後感 甲等 

251 101-1 日校 圖一忠 廖冠証 青春與堅持 甲等 

252 101-1 日校 圖一忠 吳哲豪 《千禧三部曲‧龍紋身的女孩》讀後心得 甲等 

253 101-1 日校 圖一忠 黃鉦程 乖很好，但不乖更好 甲等 

254 101-1 日校 圖一忠 葉詠晟 直指人性的犯罪實錄——《罪行》 甲等 

255 101-1 日校 圖一忠 黃臆真 台北爸爸，紐約媽媽 甲等 

256 101-1 日校 圖一忠 顏至維 這些人，那些事 甲等 

257 101-1 日校 圖一忠 林侑儒 思考勝過跟從 甲等 

258 101-1 日校 圖一忠 陳韋勛 青春 甲等 

259 101-1 日校 圖一忠 王柏韋 《少女》讀後心得 甲等 

260 101-1 日校 圖一忠 黃仕宇 對死亡的求知慾 甲等 

261 101-1 日校 圖一忠 陳凌芳 母愛的力量 甲等 

262 101-1 日校 圖一忠 王允凡 記憶烙痕 甲等 

263 101-1 日校 圖一忠 林瑞淇 「乖」與「不乖」 甲等 

264 101-1 進校 圖三孝 莊靜儀 決定的人生來自於自己 特優 



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265 101-1 進校 室設三 林其呈 黑色棉花田 優等 

266 101-1 進校 室設三 陳凱彥 美國老爸，台灣媽 優等 

267 101-1 進校 機械二 黃奕評 中學生寫作不傷心 優等 

268 101-1 進校 機械一 廖子毅 青少年的真情心靈讀後心得 甲等 

269 101-2 日校 控制二 王韋傑 黑面慶仔 優等 

270 101-2 日校 控制二 黃彥融 我會看農民曆了 優等 

271 101-2 日校 控制二 廖翊臣 漂流監獄讀書心得 優等 

272 101-2 日校 控制二 蔡孟甫 化身成正義的使者 優等 

273 101-2 日校 綜二孝 郭宜瑄 十七歲的領悟 優等 

274 101-2 日校 綜二孝 陳沛祺 乖與不乖 優等 

275 101-2 日校 綜二孝 薛仁豪 生存或死亡只在一念之間 優等 

276 101-2 日校 控制二 丁宣宇 美麗的權利 甲等 

277 101-2 日校 控制二 張瑞麟 御風而上 甲等 

278 101-2 日校 控制二 陳仲廷 教育應該不一樣-讀書心得 甲等 

279 101-2 日校 控制二 楊竣宇 野火集外集心得 甲等 

280 101-2 日校 控制二 蔡雙安 我的偶像：法拉第 甲等 

281 101-2 日校 控制二 鄭宇恩 嚴長壽帶給我的視野與溝通能力 甲等 

282 101-2 日校 綜二孝 王思佳 你乖不乖？ 甲等 

283 101-2 日校 綜二孝 林意婷 愛的告白 甲等 

284 101-2 日校 綜二孝 施欣宜 忠於夢想，勇於實現 甲等 

285 101-2 日校 綜二孝 莊淇雅 台北爸爸，紐約媽媽 甲等 

286 101-2 日校 綜二孝 陳君儀 晚餐後的推理 甲等 

287 101-2 日校 綜二孝 陳璽任 艱辛的經歷，精彩的人生 甲等 

288 101-2 日校 綜二孝 楊詩敏 人性試煉的生存遊戲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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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289 101-2 日校 綜二孝 趙佩慈 離別 甲等 

290 101-2 日校 綜二孝 劉怡慶 環境澆鑄成的價值觀 甲等 

291 101-2 進校 室設三 詹佩儒 生命勇士 優等 

292 101-2 進校 機械二 巫嘉偉 奮鬥的過程 優等 

293 101-2 進校 資訊二 吳佳穎 不抱怨的世界 優等 

294 101-2 進校 汽車一 郭雅閔 預見美好：人生不設限 優等 

295 101-2 進校 汽車一 鐘炳鈞 世界棒球之最 優等 

296 101-2 進校 電機一 崔易中 少年維特的煩惱 優等 

297 101-2 進校 室設三 林其呈 橘子紅了 甲等 

298 101-2 進校 室設三 解姿俞 時針父母、分針子女 甲等 

299 101-2 進校 機械三 洪晟筌 如何把桶子裝滿? 甲等 

300 101-2 進校 汽車二 陳恩宗 汪洋中的海賊王 甲等 

301 101-2 進校 機電一 劉祈均 人生自我挑戰 甲等 

302 101-2 進校 汽車一 吳培立 有座標及鎖定的人生,實行所以我在 甲等 

303 101-2 進校 汽車一 花煒傑 佐賀超級阿嬤讀書心得 甲等 

304 101-2 進校 汽車一 顧承軒 生命啟示錄 甲等 

305 102-1 日校 建築三 陳韋豪 努力的精采履歷 特優 

306 102-1 日校 機械三孝 陳世恆 成功的練習題 優等 

307 102-1 日校 綜三愛 黃嘉旭 遇見千古的第一人：賈伯斯傳讀後感 優等 

308 102-1 日校 建築二 李柔穎 人之真性情 優等 

309 102-1 日校 綜一孝 陳傳俞 郎朗–我用鋼琴改變世界 優等 

310 102-1 日校 綜一愛 陳鴻丞 她只是個孩子讀後心得 優等 

311 102-1 日校 建築三 許逢生 生命是何? 甲等 

312 102-1 日校 控制三 顏銘賢 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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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313 102-1 日校 汽二忠 林振宗 溪頭的竹子心得 甲等 

314 102-1 日校 綜二忠 陳建宏 絢爛煙火下的黑暗 甲等 

315 102-1 日校 綜一愛 張瑜庭 青春背後的笑與淚 甲等 

316 102-1 日校 綜一愛 陳育慶 青春第二課 甲等 

317 102-1 日校 控制三 阮鈺閔 二十四節氣與常民文化 甲等 

318 102-1 日校 控制三 柯柏佑 看懂農民曆不求人 甲等 

319 102-1 日校 汽二忠 陳偉翔 機會取決於準備與否 甲等 

320 102-1 日校 綜二忠 蕭千琦 蒼蠅王 甲等 

321 102-1 日校 綜二忠 莊子葳 把握每個時間 甲等 

322 102-1 日校 綜二忠 周怡棋 人間失格  甲等 

323 102-1 日校 綜二忠 張雯綾 思考 甲等 

324 102-1 日校 控制一 陳健源 Why Go To Bed If Not Tired 甲等 

325 102-1 日校 控制一 陳朝煒 讀書心得 甲等 

326 102-1 日校 控制一 劉泰吉 金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甲等 

327 102-1 日校 控制一 楊宇庭 「相對論原理」讀書心得 甲等 

328 102-1 日校 電子一 李祐昇 說話的藝術 甲等 

329 102-1 日校 製圖一 沈晏汝 一公升的眼淚讀後感 甲等 

330 102-1 日校 綜一孝 詹豐鎧 從謊言開始的旅程 甲等 

331 102-1 日校 綜一孝 張筠真 媽媽，我還不 甲等 

332 102-1 日校 綜一孝 鄭月萍 刺魚 甲等 

333 102-1 日校 綜一孝 章瑜玲 媽媽，我還不想去天堂 甲等 

334 102-1 日校 綜一愛 林柏鋒 向左走向右走 甲等 

335 102-1 進校 資訊三 吳佳穎 每一天，都是放手的練習 特優 

336 102-1 進校 汽三忠 陳恩宗 非凡的成就，必然來自非凡的努力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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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337 102-1 進校 機械一 施彥亙 相信自己，活出美麗人生 優等 

338 102-1 進校 機械二 廖子毅 自己的天空，要勇敢去跑 甲等 

339 102-1 進校 機械一 王啟吉 勇敢追夢的小男孩 甲等 

340 102-1 進校 圖二忠 吳怡葶 現代包青天 甲等 

341 102-1 進校 電子三 傅韋傑 不畏困難才能跨過障礙 甲等 

342 102-1 進校 圖二忠 陳家怡 「註定」 甲等 

343 102-1 進校 圖二忠 黃偉傑 放下吧! 甲等 

344 102-1 進校 圖二孝 陳川騰 人生的偉大航道 甲等 

345 102-1 進校 圖一忠 王彩芸 幸福就是老天給什麼,都是享受 甲等 

346 102-2 日校 建築三忠 黃馨誼 人生 特優 

347 102-2 日校 建築三忠 林冠良 
隨時為自己的人生做好準備，活出屬於自己的精彩人

生。 
特優 

348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李韋存 變。 特優 

349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張維翔 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特優 

350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洪英齊 幸福將隨樂天而來 特優 

351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黃淳安 完成自己認為不可能的可能 特優 

352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陳其宏 變動的世界 需要不變的溫暖  特優 

353 102-2 日校 電機三忠 李祐丞 改變一生的重點讀書術 優等 

354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白峻維 形塑一個我 優等 

355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陳劭勛 台灣的黃河 濁水溪 優等 

356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許祐榕 我要我的理想人生 優等 

357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李芳騰 一分鐘的成功 優等 

358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蔡佑祺 開拓自己的才能 優等 

359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姚智偉 抱怨，生活美好 優等 

360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馬塏倫 2%的不同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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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361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林郁晨 人生中相處與溝通的技巧  優等 

362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沈秉弘 思立於孺 優等 

363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蔡易哲 攝影師之心之讀後心得 優等 

364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郭錦鑫 別衝動，想一下 優等 

365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鄭奕欣 愛要及時 優等 

366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藍奕森 處處有份情，處處有溫暖 優等 

367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陳彥融 老師也能是朋友 優等 

368 102-2 日校 綜合一仁 李芳綺 忍耐、 等待、 成功  優等 

369 102-2 日校 綜合一仁 沈姿妤 生命的價值 優等 

370 102-2 日校 控制一忠 陳健源 黃春明電影小說 優等 

371 102-2 日校 控制一忠 黃舜琦 口才魅力高手 優等 

372 102-2 日校 控制一忠 賴智群 三國演義 優等 

373 102-2 日校 控制一忠 陳冠壢 彰化師大附工 控制一忠 8 優等 

374 102-2 日校 汽車一忠 江冠霆 罪行讀書心得 優等 

375 102-2 日校 汽車一忠 陳政豪 讓生活充滿微笑 優等 

376 102-2 日校 汽車一忠 蔡晴州 用故事記得你該勇敢、你的價值及創造無限可能 優等 

377 102-2 日校 汽車一忠 賴冠霖 不畏病魔，堅強活著的女孩 優等 

378 102-2 日校 汽車一忠 侯淇 波西傑克森:泰坦魔咒心得 優等 

379 102-2 日校 汽車一忠 楊棋証 飢餓遊戲心得 優等 

380 102-2 日校 汽車一忠 蘇建富 異形就在你身邊 優等 

381 102-2 日校 建築三忠 陳楷文 向動物學習 甲等 

382 102-2 日校 綜合二忠 陳紫寧 時間的真諦 甲等 

383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林振宗 我對濁水溪的感情 甲等 

384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陳偉翔 女性、職場與心態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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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陳俊安 內心的小夜曲 甲等 

386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黃意承 關懷與包容的心 甲等 

387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施威豪 發現 美 甲等 

388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羅浚庭 父母是最初也是最終的老師 甲等 

389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蔡育霖 你也可以把學習和工作變成[玩樂]的代名詞 甲等 

390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何冠宇 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甲等 

391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許全興 漂流 甲等 

392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于維寧 情感療癒書 甲等 

393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廖奕鑫 放下過去,迎接嶄新未來  甲等 

394 102-2 日校 汽車二忠 張家新 奮鬥的生命 甲等 

395 102-2 進校 製圖三孝 莊喬茵 你是光芒-盧蘇偉的 15 堂愛自己 特優 

396 102-2 進校 製圖一忠 林昱德 《失智症照護指南》讀後心得 特優 

397 102-2 進校 機電三忠 方柏偉 《叫太陽起床的人》讀後心得 優等 

398 102-2 進校 機械三忠 吳奎助 腎利過一生 優等 

399 102-2 進校 機械三忠 黃奕評 如何迎向成功的跑道 優等 

400 102-2 進校 製圖三忠 蕭莉蓁 《天使來信》讀後心得 優等 

401 102-2 進校 汽車三忠 陳恩宗 堅強與樂觀去激發生命的無限可能 優等 

402 102-2 進校 製圖二孝 藍立棋 短暫卻燦爛的花 優等 

403 102-2 進校 汽車二忠 郭雅閔 擁有自己風格的決斷力 優等 

404 102-2 進校 機械一忠 施彥亙 態度 優等 

405 102-2 進校 機械一忠 王啟吉 《先學做人，才好做事》讀後心得 優等 

406 102-2 進校 製圖一忠 毛胤棋 有準備創意就來讀後心得 優等 

407 102-2 進校 製圖一孝 何明華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優等 

408 103-1 日校 綜合三仁 洪沛芹 有愛無礙－失智長者不失志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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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103-1 日校 汽車二忠 蔡典倫  人性的另一面 優等 

410 103-1 日校 機模二忠 柯福仁 人生不設限 優等 

411 103-1 日校 製圖二忠 陳柔竹 堅持夢想 優等 

412 103-1 日校 電子二忠 李祐昇 「乖」真的好嗎？ 優等 

413 103-1 日校 綜合二孝 張瑜庭 失落的星星 優等 

414 103-1 日校 綜合二孝 陳傳俞 勇敢做自己 優等 

415 103-1 日校 綜合二孝 柯宜慧 夢想，希望，未來 優等 

416 103-1 日校 製圖一忠 趙冠傑 第十二個天使讀者心得 優等 

417 103-1 日校 電子一忠 莊禮威 《聰明控制糖尿病的生活術》讀後心得 優等 

418 103-1 日校 建築一忠 王郁綾 閱讀不難 優等 

419 103-1 日校 綜合一愛 許家維 《妹妹的翅膀》讀後感 優等 

420 103-1 日校 綜合三仁 謝育芸 承諾 甲等 

421 103-1 日校 汽車三忠 許景喻 佐賀的超級阿嬤心得 甲等 

422 103-1 日校 汽車三忠 楊舜宇 來個一趟不一樣旅行 甲等 

423 103-1 日校 汽車二忠 許淯翔 創造雙贏的溝通心得 甲等 

424 103-1 日校 控制二忠 楊宇庭 「孫維新談天」閱讀心得 甲等 

425 103-1 日校 控制二忠 劉泰吉 月娘照眠床 甲等 

426 103-1 日校 控制二忠 黃家銘 生命的意義 甲等 

427 103-1 日校 綜合二孝 朱家瑩 秩序在崩毀 甲等 

428 103-1 日校 綜合二孝 呂嘉芸 良心，是我的宗教 甲等 

429 103-1 日校 綜合二愛 李美瑩 呢喃 甲等 

430 103-1 日校 綜合二愛 賴怡均 解憂雜貨店 甲等 

431 103-1 日校 綜合二愛 林宛儀 堅固的破船 甲等 

432 103-1 日校 綜合二愛 楊永健 命運的詛咒 甲等 



No 學期 學制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名次 

433 103-1 日校 綜合二愛 王群凱 全盤皆輸的「精神勝利法」!! 甲等 

434 103-1 日校 綜合二愛 林季萱 幸福，未完待續 甲等 

435 103-1 日校 綜合二愛 屈翊騰 這些年，二哥哥很想你讀書心得 甲等 

436 103-1 日校 綜合二愛 曾崇翔 心念轉個彎 生命無限寬 甲等 

437 103-1 日校 綜合二愛 施季倫 重新來過 甲等 

438 103-1 日校 綜合二愛 李冀為 捏在指尖的溫度 甲等 

439 103-1 日校 控制一忠 黃郁凱 生命的真諦 甲等 

440 103-1 日校 綜合一愛 張舒維 三年 K 班 甲等 

441 103-1 進校 電子二忠 邱聖文 食品背後不為人知的真相 特優 

442 103-1 進校 機電三忠 陳毅任 沒有口水與汗水就沒有成功的淚水 優等 

443 103-1 進校 機械二忠 陳恩 贏得有趣活得堅強 優等 

444 103-1 進校 機械二忠 施彥亙 成功的要件－人脈與專業 優等 

445 103-1 進校 製圖二忠 王彩芸 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優等 

446 103-1 進校 製圖二孝 何明華 癌症天使 優等 

447 103-1 進校 室設二忠 楊睿澄 《輕鬆讀書一點通》讀後心得 優等 

448 103-1 進校 機械三忠 吳庚霖 《改變，才有機會》讀後心得 甲等 

449 103-1 進校 製圖三孝 吳家萱 我的天才夢 甲等 

450 103-1 進校 製圖二忠 林昱德 我們都是共犯 甲等 

451 103-1 進校 電機二忠 林雅蕙 別再心慌慌－心臟病的醫學保健常識 甲等 

452 103-1 進校 電子二忠 李敏瑄 為了與你相遇 甲等 

453 103-1 進校 電子二忠 黃秀媛 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 甲等 

454 103-1 進校 室設二忠 李濡妘 六弄人生 甲等 

455 103-1 進校 室設二忠 黃柏諺 怎樣讀書最有效？ 甲等 

456 103-1 進校 資訊二忠 許麗秋 我不是教你詐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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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103-1 進校 資訊二忠 陳智云 由《禮物》這本書中對「禮物」的體認 甲等 

458 103-2 日校 電子二忠 李祐昇 築夢踏實才能希望相隨 優等 

459 103-2 日校 汽車三忠 陳家源 利人為樂 甲等 

460 103-2 日校 汽車三忠 周鑫夆 人為什麼要讀書？ 甲等 

461 103-2 日校 控制二忠 顏建軒 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 優等 

462 103-2 日校 控制二忠 黃舜琦 永是有情人 甲等 

463 103-2 日校 電子一忠 林育安 《糖尿病健康生活指南》讀後心得 優等 

464 103-2 日校 電機一忠 蘇柏閔 站在生命臨界點 優等 

465 103-2 日校 電機一忠 顧力豪 看見生命的男孩 甲等 

466 103-2 日校 電機一忠 尤譽蒼 把這份情傳下去 甲等 

467 103-2 日校 電機一忠 張哲瑋 以笑傲江湖窺見人性 甲等 

468 103-2 日校 電機一忠 李艾芸 再年輕一次，你會怎麼選？ 甲等 

469 103-2 日校 電機一忠 篙柏翔 我是一個于卉喬 甲等 

470 103-2 日校 電機一忠 謝尚霖 偉大的發現者-法拉第 甲等 

471 103-2 日校 電機一忠 顏琨昌 田園之秋 甲等 

472 103-2 日校 綜合一忠 林妍柔 佐賀的超級阿嬤 優等 

473 103-2 日校 綜合一忠 江建頡 林書豪：夢想的力量讀書心得 優等 

474 103-2 日校 綜合一忠 黃祈玟 用愛改變一切 優等 

475 103-2 日校 綜合一忠 張維真 刺魚心得 優等 

476 103-2 日校 綜合一忠 高鏡琳 海上人、海上事、海上真情 優等 

477 103-2 日校 綜合一忠 朱芳儀 怨亡錄：異遊鬼簿３ 甲等 

478 103-2 日校 綜合一忠 陳品卉 說話藝術 甲等 

479 103-2 日校 綜合一忠 陳佳琪 水問 甲等 

480 103-2 日校 綜合一忠 蔡顓駿 最後１４堂星期二的課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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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103-2 日校 綜合一忠 陳冠銘 人皆屬人類 甲等 

482 103-2 日校 綜合二孝 葉隆穎 白日夢 ── 創造的來源 優等 

483 103-2 日校 綜合二孝 沈姿妤 不凡的慷慨 優等 

484 103-2 日校 綜合二愛 詹豐鎧 贏在終點 優等 

485 103-2 日校 綜合二愛 許剛騰 李潼的靜夜 優等 

486 103-2 日校 綜合三仁 李宛蓁 糖尿病醫生的自療筆記》讀後心得 甲等 

487 103-2 日校 製圖一忠 江金諺 《幕永不落下》讀後心得 甲等 

488 103-2 日校 製圖一忠 呂浩銘 活出生命的色彩 -謝坤山的故事 甲等 

489 103-2 日校 機械一忠 張維哲 佐賀的超級阿嬤讀書心得 優等 

490 103-2 日校 機械一忠 陳威霖 把挫折當成墊腳石 甲等 

491 103-2 日校 機械一忠 魏丞俞 珍惜當下 甲等 

492 103-2 日校 機械一忠 劉易諄 生活指導 甲等 

493 103-2 日校 機械一忠 林順郁 <心靈羅盤:100 則智慧寓言小故事>讀書心得 甲等 

494 103-2 日校 機械一孝 莊源誠 偷書賊讀後心得 優等 

495 103-2 日校 機械一孝 劉尚廉 克服缺陷，勝過苦難 優等 

496 103-2 日校 機械二孝 楊文豪 勇敢追夢 甲等 

497 103-2 進校 圖二孝 蔡春年 《會走路的人》讀後心得 特優 

498 103-2 進校 圖二忠 王彩芸 思路，決定你的出路 優等 

499 103-2 進校 機械三 林家葆 法律與人性 優等 

500 103-2 進校 室設一 吳郁辰 這本書 優等 

501 103-2 進校 圖二忠 毛胤棋 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讀書心得 甲等 

502 103-2 進校 機械二 施彥亙 《用幽默代替憂鬱》讀後心得 甲等 

503 103-2 進校 機械二 陳 恩 人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 甲等 

504 103-2 進校 資訊二 劉怡佳 左手的勇氣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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