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班級 姓名 作    品    標    題 名次 指導老師 備註

1 控制一忠 張愷哲 《 正義的夥伴》讀後心得 特優 林允正、黃琛雅

2 控制一忠 林峻賢 《人生不設限》的閱讀心得 特優 李國信、林允正

3 控制一忠 陳宏昱 台灣經濟奇蹟的幕後英雄 特優 林允正、黃琛雅

4 控制二忠 曹彥凱
《不要在該奮鬥時選擇安逸》讀後心

得
特優 林允正、李國信

5 控制二忠 張仲閎
《當忍即忍，當狠則狠，人生不該撐

著過》閱讀心得
特優 李國信、李明地

6 控制二忠 林軒瑋 《醫行天下》-追求醫道的俠醫 特優 李明地、李國信

7 控制二忠 林峻億 你選擇苟且還是浪漫？ 特優 曾婉茹

8 電子三忠 詹崇煜 勢不可當 特優 賴威東、黃琛雅

9 電子三忠 周詩婕 夢想不會只是夢想 特優 賴威東

10 控制一忠 陳冠閎 《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閱讀心得 優等 黃琛雅、吳孟賢

11 控制一忠 趙丞章
《別×在吃苦的年紀選擇安逸》閱讀心

得
優等 吳孟賢、黃勝正

12 控制一忠 洪宥廷 《投資最重要的事》讀後心得 優等 黃勝正、吳孟賢

13 控制一忠 黃柏融 灰階思考心得 優等 吳孟賢、黃勝正

14 控制一忠 程冠裴 我的奮鬥閱讀心得 優等 黃琛雅、吳孟賢

15 控制二忠 梁中豪 《花甲男孩》讀後心得 優等 李國信、曾婉茹

16 控制二忠 江俋陞 《轉個念頭人生會更好》讀後心得 優等 李國信、李明地

17 控制二忠 黃榆凱 《變老的勇氣 》的讀書心得 優等 李明地、李國信

18 控制二忠 黃崇睿 生命就像一首歌 優等 李國信、李明地

19 控制二忠 劉宥宣 規則 優等 李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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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控制二忠 賴展毅 超越自己 優等 李明地、李國信

21 資訊二忠 黃家逵 空洞的十字架 優等 劉冠辰

22 電子二孝 黃景筠 《被科技威脅的未來》讀後心得 優等 趙守毓

23 電機二忠 曹博皓
《與成功有約：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

慣》讀書心得
優等 林雅真、陳智聰

24 資訊三忠 陳泯夆 高速時代下的喘息－子彈筆記 優等 盧佳信、李國信

25 控制一忠 陳正杰 《人生好貴 請別浪費 》讀後感想 甲等 林允正、黃琛雅

26 控制一忠 蕭烜育 《犯罪心理檔案》讀後心得 甲等 吳孟賢、黃勝正

27 控制一忠 曾弘德 《佐賀的超級阿嬤》讀後心得 甲等 黃琛雅、吳孟賢

28 控制一忠 許博鈞 《我的哥哥真麻煩》讀後心得 甲等 林允正、黃琛雅

29 控制一忠 康峻惟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讀後心得 甲等 林允正、黃琛雅

30 控制一忠 吳兆益 《終末之日》讀後心得 甲等 李國信、黃勝正

31 控制一忠 黃辰獻 《贏家》讀後心得 甲等 黃琛雅、吳孟賢

32 控制一忠 洪正諺 探索地球的未知 甲等 李國信、林允正

33 控制一忠 何玠宥 富爸爸，窮爸爸 甲等 李國信、黃勝正

34 控制一忠 林芃縉 解憂雜貨店的讀後心得 甲等 李國信、林允正

35 機械一孝 黃卉萱 《人生的真相》讀後心得 甲等 陳崇彥、李國信

36 機械一孝 黃柏硯 《關於三國志的100個故事》讀後心得 甲等 江宗校、李國信

37 汽車二忠 吳翊瑋
｢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返校 惡夢再續》 讀後心得
甲等 黃任宜、李國信

38 控制二忠 吳宗翰 《 乞丐囝仔》讀後心得 甲等 李國信

39 控制二忠 趙胤呈 《我不是教你詐2》讀後心得 甲等 李明地、曾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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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控制二忠 楊宗憲 《扭曲的正義》讀後心得 甲等 李國信、李明地

41 控制二忠 張傑凱 《倒數7天》讀後心得 甲等 李國信、李明地

42 控制二忠 唐閎誼 《等一個人咖啡》讀後心得 甲等 李明地

43 控制二忠 許文碩 《解憂雜貨店》讀後心得 甲等 李明地、李國信

44 控制二忠 施成儒
《管他的，走你自己的路！》讀後心

得
甲等 李國信、李明地

45 控制二忠 楊儀均 《與成功有約》讀後心得 甲等 李國信、李明地

46 控制二忠 鄭萱妤 《學校裡的隱形班級》閱讀心得 甲等 曾婉茹、李國信

47 控制二忠 許旂瑋 人生的困難題 甲等 李明地、曾婉茹

48 控制二忠 黃羿堂 天氣之子 甲等 李明地、李國信

49 控制二忠 黃共德 天氣之子~閱讀心得 甲等 李明地、李國信

50 控制二忠 王宜碩 與文字的邂逅 甲等 李國信、李明地

51 資訊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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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等 林曉琦、劉冠辰

52 資訊二忠 謝昊倫 不一樣的視野不一樣的世界 甲等 劉冠辰

53 資訊二忠 陳竑羿 改變孩子的教育 甲等 劉冠辰、林曉琦

54 資訊二忠 蕭文綺 寂寞的17歲 甲等 劉冠辰、林曉琦

55 電子二孝 朱弘妃 想把餘生的溫柔都給你讀後心得 甲等 趙守毓

56 電機二忠 陳彥儒 《人生不設限》讀後心得 甲等 林雅真、李國信

57 電機二忠 許哲睿 其實，我這麼努力 甲等

58 機械二孝 施信安 人間失格-她們曾經活過 甲等 莊麗嬌、李國信

59 機械二孝 林奐宇 永不放棄 甲等 林曉琦、陳俊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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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機械二孝 李冠毅 成功的路上需要先拋棄慾望 甲等 林曉琦、陳俊焜

61 機械二孝 曾柏豪 奇蹟男孩 甲等 莊麗嬌、李國信

62 機械二孝 蔡鎮宇
看穿人心的問話術/用對七大技巧，立

刻看穿任何人
甲等 林曉琦、陳俊焜

63 機械二孝 黃子豪 善良的定義是什麼 甲等 林曉琦

64 機械二孝 蕭亦霖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的主義教室 甲等 莊麗嬌、陳俊焜

65 電子三忠 顧弘年 「愛」的故事集 甲等 賴威東、黃琛雅

66 電子三忠 劉易軒 大科學的重要性 甲等 黃琛雅

67 電子三忠 邱博奕 如何教如何養 甲等 賴威東

68 電子三忠 詹鈞程 自由與未來由我自己選擇 甲等 賴威東

69 電子三忠 陳彥叡 我19歲沒錢也要闖世界一圈 甲等 賴威東

70 電子三忠 黃宇晟 為甚麼你的工作做不完? 甲等 賴威東

71 電子三忠 吳芮俞 釋懷 甲等 賴威東

72 電機三忠 周韋佑 人間失格 甲等 郭玉如

73 機模三忠 許鳴鳳 別讓情緒的毒，毀了你的路 甲等 李國信、郭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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