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班級 姓名 作    品    標    題 名次 指導老師 備註

1 資訊一忠 林天友 人類的特殊獨立語言－「心」 特優 劉冠辰、林曉琦

2 資訊一忠 康文碩 失去影子的人閱讀心得 特優 林曉琦、劉冠辰

3 資訊一忠 李沄錡 在生命的終點前你該做的事 特優 劉冠辰、林曉琦

4 資訊一忠 周宇彥
改變的力量：決定你一生的11個關鍵

字
特優 劉冠辰、林曉琦

5 資訊一忠 黃俊樺 致無法拒絕長大的我們 特優 林曉琦、劉冠辰

6 資訊一忠 蔡宗穎
《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德

勒」的教導》讀書心得
特優 林曉琦、劉冠辰

7 電機一忠 温翊楷
《林書豪教給年輕人的17堂成功課》

讀後心得
特優 林雅真、李國信

8 電機一忠 邱琮德 黃魚聽雷閱讀心得 特優 李國信

9 製圖一忠 康文愷 危險心靈閱讀心得 特優 黃郁婷

10 電子二忠 黃昱凱 了解全臺各個車站的特色和文化 特優

11 資訊三忠 錢士朋 社會農場 特優 賴茗惠、黃正誼

12 資訊三忠 吳昕儒 翻轉想法，顛覆看法 特優 李國信、黃正誼

13 汽車一忠 張祐凱
幹嘛要他想的跟你一樣？別用過時方

法教出刺蝟少年
優等 黃任宜

14 控制一忠 劉昱呈 《我想吃掉你的胰臟》觀後心得 優等 李國信、李明地

15 控制一忠 黃羿堂 《哈利波特:被詛咒的孩子》 優等 李國信、李明地

16 控制一忠 劉宥宣 《倒數7天》讀後心得 優等 李國信、李明地

17 控制一忠 李冠緯 《曼巴成功學》 優等 李明地、李國信

18 控制一忠 林軒瑋 《稻草人手記》讀後分享 優等 李明地、李國信

19 控制一忠 趙胤呈 「鬼」秘房間裡的床 優等 李國信、曾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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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控制一忠 林峻億 向自由與磨難敬酒 優等 李國信、曾婉茹

21 控制一忠 梁中豪 你只是看起來很努力讀後心得 優等 李國信、曾婉茹

22 控制一忠 許承宇 美女與野獸讀書心得 優等 李國信、林允正

23 控制一忠 郭振維 笑傲江湖讀後心得 優等 李國信、李明地

24 控制一忠 許文碩 被討厭的勇氣 優等 李國信、李明地

25 資訊一忠 黃泓鈞 不要在該奮鬥時選擇安逸 優等 劉冠辰、林曉琦

26 資訊一忠 張崇瑋 後悔是成長的證據 優等 林曉琦、劉冠辰

27 資訊一忠 陳明志 科學和你想的不一樣 優等 劉冠辰

28 資訊一忠 陳竑羿 讓天賦自由 優等 劉冠辰、林曉琦

29 電機一孝 王榆翔 《國王遊戲》閱讀心得 優等 劉忠樸、李國信

30 電機一孝 王廷安
《換個角度看世界，人生可以不憂

慮》讀後心得
優等 李國信、劉忠樸

31 電機一忠 吳冠錞 名人的成長故事 優等 林雅真、李國信

32 電機一忠 蔡智凱 讀書心得 優等 林雅真、李國信

33 資訊二忠 陳泯夆 小改變造就成功 優等 盧佳信、李國信

34 電子二忠 詹鈞程 成長是件不簡單的事 優等 賴威東、黃琛雅

35 電機二孝 王名宸 有了夢想，然後呢? 優等 賴茗惠

36 電機二孝 黃宗翔
把握唯一的機會邁向高峰-我讀「周思

齊的九局下半」
優等

37 製圖二忠 李玟婕 中年人的情書 優等 張雅猛、王駿揚

38 製圖二忠 張芸樺 道德綁架和情緒勒索 優等 張雅猛、李國信

39 機模二忠 許鳴鳳 習慣很微小，力量卻不小 優等 李國信、欉珊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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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機電三孝 柯鈞耀
《今天不開藥 醫師教你抗失智》讀後

心得
優等 李國信

41 汽車一忠 張右杰 千紙鶴慢慢飛 甲等 黃任宜、李國信

42 汽車一忠 謝明豪 我怎麼還單身？ 甲等 黃任宜

43 控制一忠 賴展毅
《「飛魚」菲爾普斯─沒有極限的突

破》讀後心得
甲等 李國信、李明地

44 控制一忠 楊宗憲 《318 佔領立法院》讀後心得 甲等 李國信、曾婉茹

45 控制一忠 鄭萱妤 《人間失格》閱讀心得 甲等 李國信、曾婉茹

46 控制一忠 張仲閎 《三國演義精粹》閱讀心得 甲等 李國信、李明地

47 控制一忠 江俋陞 《謝坤山的故事》讀後心得 甲等 李國信、李明地

48 控制一忠 張傑凱 「心」讀後心得 甲等 李國信、林允正

49 控制一忠 王宜碩 「岸邊露伴完全不叫喊」 讀後心得 甲等 李國信、曾婉茹

50 控制一忠 唐閎誼 700年後的愛 甲等 李國信、曾婉茹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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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控制一忠 黃崇睿 生命就像一場馬拉松 甲等 李國信、李明地

53 控制一忠 黃翊宸 為了與你相遇的心得 甲等 李明地、李國信

54 控制一忠 楊儀均 這才是戰國讀後心得 甲等 李國信、李明地

55 資訊一忠 王怡茹 未來等待 甲等 林曉琦、劉冠辰

56 資訊一忠 莊幃丞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 讀書心得 甲等 劉冠辰、林曉琦

57 資訊一忠 蕭文綺 長夜難明 甲等 劉冠辰

58 資訊一忠 姚子詮 星星都已經到齊了 甲等 劉冠辰、林曉琦

59 資訊一忠 温博鈞 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甲等 劉冠辰、林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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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電子一孝 林庭陞 《接地氣》讀後心得 甲等 陳曉蕙、李國信

61 電機一忠 黃翊瑋 《星空》讀後心得 甲等 林雅真、陳智聰

62 電機一忠 謝育翰 KOBE BRYANT 的曼巴成功學 甲等 林雅真

63 電機一忠 黃柏崴 人生 甲等

64 電機一忠 曹博皓 最強貴人「幫」 甲等 林雅真、李國信

65 電子二忠 白定程 心動與心痛 甲等 賴威東

66 電子二忠 黃宇晟 我不是教你詐，是教你看清世事 甲等 黃琛雅

67 電子二忠 沈宗諺 勇敢做自己 甲等 黃琛雅

68 電機二孝 鄭瀚楷 我的資優班 甲等 賴茗惠

69 電機二忠 李仕傑 內向背後的迷思 甲等

70 製圖二忠 王薇涵 照顧與負責 甲等 王駿揚、李國信

71 製圖三忠 唐芃雁 品一本成長的時光滋味 甲等 蔡馨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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