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班級 姓名 作    品    標    題 名次 指導老師 備註

1 電機二忠 周家禾 成人之美──人生的踏腳石 特優 李國信、郭玉如

2 電機二忠 洪健皓
當你的才華還撐不起你的夢想 讀書心

得
特優 郭玉如

3 機電三孝 柯鈞耀
《失智症事件簿法庭交鋒錄》讀後心

得
特優 李國信

4 控制一忠 黃榆凱 《老人與海》的讀書心得 優等 李明地、李國信

5 控制一忠 曹彥凱 《自己養會下金蛋的鵝》 優等 林允正、李國信

6 控制一忠 鄭萱妤 《被討厭的勇氣》閱讀心得 優等 李國信、曾婉茹

7 資訊一忠 蕭文綺 大哥 優等 林曉琦、劉冠辰

8 電子一忠 姚品威 冷西藏‧熱西藏 優等 李國信、王玉燕

9 電機一孝 吳珈佑 《肯定自己》讀後心得 優等 李國信、劉忠樸

10 電機一孝 林茂軒 刺客教條：文藝復興 優等 劉忠樸、李國信

11 電機一忠 黃翊瑋 《我的錯都是大人的錯》讀後心得 優等 林雅真、李國信

12 建築二忠 薛暐儒 想把餘生的溫柔都給你閱讀心得 優等 陳淑娟

13 資訊二忠 江柏皚 詩情畫意的亭子 優等 李國信、盧佳信

14 電子二忠 邱博奕 過去，今天。 優等 黃琛雅

15 機模二忠 許鳴鳳 低潮到此為止 優等 李國信、欉珊慈

16 電子三忠 施竤斌 珍惜青春，投資未來 優等 黃琛雅

17 機電三孝 何羿珊 《築夢的手紙屋》讀後心得 優等 陳智泓、李國信

18 機電三孝 江建緯 樂觀微笑迎接人生的挑戰 優等 陳智泓、李國信

19 控制一忠 林宗諺 《在不足中看見豐富》讀後心得 甲等 李國信、曾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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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控制一忠 江俋陞 《你是說話高手嗎?》讀後心得 甲等 林允正、李國信

21 控制一忠 吳宗翰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讀後心得 甲等 林允正、李國信

22 控制一忠 許翊晨 不要在該奮鬥時選擇安逸-讀後心得 甲等 李明地、李國信

23 控制一忠 許文碩 天空的故事 甲等 林允正、李國信

24 控制一忠 唐閎誼 為了她，我願意變得更勇敢 甲等 李國信、曾婉茹

25 控制一忠 楊儀均 戰爭的意義 甲等 李明地、李國信

26 電子一孝 許程傑 活得更好讀書心得 甲等 趙守毓、李國信

27 電機一孝 吳浩銓 〈這些人，那些事〉心得 甲等

28 電機一孝 鄭哲安 《老人與海》讀後心得 甲等 劉忠樸、李國信

29 電機一忠 林晉廷 《心的強大》閱讀心得 甲等 林雅真、李國信

30 電機一忠 陳彥儒 《出發 》讀後心得 甲等 林雅真、李國信

31 電機一忠 林煜凱 《用機智代替憤怒》讀後心得 甲等 林雅真、李國信

32 電機一忠 温翊楷 《拖延有救》讀後心得 甲等 林雅真、李國信

33 電機一忠 吳孟勳 《最後的審判》閱讀心得 甲等 林雅真、李國信

34 電機一忠 黃柏崴 人生 甲等

35 電機一忠 曹博皓 相信什麼，執著什麼，你就是什麼！ 甲等 陳智聰、李國信

36 電機一忠 梁豈尉
輕小說哲理:完美解決問題前付出了什

麼
甲等 林雅真、李國信

37 電機一忠 蔡智凱 讀書心得 甲等 林雅真、李國信

38 機電一忠 林峻億 祥子與他的北平 甲等 曾婉茹

39 資訊二忠 徐昱揚 七日間的幽靈，第八日的女友 甲等 李國信、盧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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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資訊二忠 陳泯夆 社會的改變－斜槓人生 甲等 盧佳信、李國信

41 資訊二忠 林敬庭 迷途之羊 甲等 盧佳信、李國信

42 資訊二忠 王智炘 理性與欲望的拔河 甲等 盧佳信、李國信

43 資訊二忠 楊郁生 細微改變帶來巨大成就 甲等 盧佳信、李國信

44 電子二忠 黃宇晟
並非人人都有幸福美滿的人生,悲劇結

尾也存在著
甲等 黃琛雅

45 電子二忠 詹崇煜 真心對待一切 甲等 黃琛雅

46 電子二忠 吳芮俞 童心真情體察萬物 甲等 黃琛雅、賴威東

47 製圖二忠 鄞冠程 把不可能變可能讀後感想 甲等 張雅猛、李國信

48 製圖二忠 黃子祐 波西傑克森：神火之賊 甲等 張雅猛

49 電子三忠 謝宗翰 生命的價值 甲等 黃琛雅

50 電子三忠 范新郁
問題的表面，不一定是尋求答案的路

徑
甲等 黃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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