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班級 姓名 作    品    標    題 名次 指導老師 備註

1 控制一忠 林承城 善與惡 特優 黃勝正、李國信

2 控制一忠 黃啟睿 《旅鼠的困境》閱讀心得 特優 黃勝正、李國信

3 電子一忠 李柏葦 是天災還是人禍 特優 黃琛雅

4 電子一忠 劉誠豐 人性蘊藏的寶藏 特優 黃琛雅

5 建築一孝 粘育榕 告白 特優 林曉琦、蔡佳勳

6 電機二忠 江仲堯 危機變轉機讀書心得 特優 劉忠樸、李國信

7 電機二忠 楊博鈞 時間管理學讀書心得 特優 劉忠樸、李國信

8 電機二孝 周佳威 研究生命的質量 特優 王嘉純、李國信

9 電機二孝 林憲澤 玉想 特優 王嘉純、李國信

10 電機二孝 花瑋澤 人與狗的回憶錄 特優 王嘉純、李國信

11 電機二孝 曹育瑋 堅持努力，成功就是自己的 特優 王嘉純、李國信

12 資訊二忠 許登盛 一場名為「青春」的人生篇章 特優 劉冠辰、李國信

13 控制一忠 李柏緯 《上課不要看小說》讀後心得 優等 黃勝正、李國信

14 控制一忠 黃宇玄
《史蒂芬．柯瑞:無所不能的NBA神射

手》讀後心得
優等 黃勝正、李國信

15 控制一忠 謝承諺 《奶奶來了》閱讀心得 優等 黃勝正、李國信

16 電子一忠 洪翊誠 黑暗人性 優等 黃琛雅

17 電子一忠 謝宗晏 一級玩家：科技和人性的碰撞 優等 黃琛雅

18 資訊一忠 錢士朋 與你的邂逅 優等 黃正誼、李國信

19 建築一孝 邱麒融 情緒 優等 林曉琦、蔡佳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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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建築一孝 吳雅蓁 社會問題 優等 林曉琦、蔡佳勳

21 建築一孝 鄭泓基 與小孩當朋友 優等 林曉琦、蔡佳勳

22 汽車二孝 蘇宗誠 自以為的善良在別人眼裡不一定善良 優等 林曉琦

23 機電二忠 賴威峻 11樓 優等 張雅猛

24 電機二忠 梁正詮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閱讀心得 優等 李國信

25 電機二孝 王辰祐 人生的36堂課 優等 王嘉純、李國信

26 電機二孝 吳岳宸 《超越自己》閱讀心得 優等 王嘉純、李國信

27 電機二孝 洪滕週 自我發掘 優等 黃琛雅、王嘉純

28 電機二孝 陳柏至
《一本最好用的溝通書 話說對了，你

就紅了！》閱讀心得
優等 王嘉純、李國信

29 控制二忠 吳秉宸 人生，沒有彩排的閱讀心得 優等 林允正

30 控制二忠 李玟宣 《美國狙擊手》讀後心得 優等 李國信

31 控制二忠 陳姵榕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讀後心得 優等 王駿揚、李國信

32 電子二忠 張嘉桐 從謊言開始的旅程 優等 林曉琦

33 電子二忠 鐘宇澤 法律與正義 優等 林曉琦

34 資訊二忠 柯宗昇 以愛為名 優等 劉冠辰、李國信

35 資訊二忠 許鎮承 人生不設限，成功無上限 優等 劉冠辰、李國信

36 建築二孝 鄭宜珊 「勇」者生存 優等 無

37 電機一忠 蔡翔安 與奶奶的約定 甲等 賴茗惠

38 控制一忠 施育倫 《少年鱷魚幫》讀後感想 甲等 黃勝正、李國信

39 控制一忠 黃政揚
《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讀後心

得
甲等 黃勝正、李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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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控制一忠 蔡承桓 八大奇案 讀後心得 甲等 黃勝正、李國信

41 控制一忠 蘇昕莐 《台灣小兵造飛機》閱讀心得 甲等 黃勝正、李國信

42 控制一忠 王典琮 《西遊記》讀後心得 甲等 黃勝正、李國信

43 電子一忠 江秉蒼 決定未來 甲等 黃琛雅

44 資訊一忠 葉庭瑜 安寧病房殺手勿進 甲等 黃正誼

45 建築一孝 施善譯 我 人生 甲等 林曉琦、蔡佳勳

46 建築一孝 陳偉盛 回話的藝術讀書心得 甲等 林曉琦、蔡佳勳

47 建築一孝 楊茂庠 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甲等 林曉琦、蔡佳勳

48 製圖二忠 洪智益 心發現 甲等 黃郁婷

49 機電二忠 鄭威琛 人生不設限 甲等 曾婉茹、張雅猛

50 電機二忠 王榆揚 告白 甲等 劉忠樸、李國信

51 電機二忠 賴思宇
「世界雖然殘酷，我們還是……」讀

後感想
甲等 劉忠樸、李國信

52 電機二孝 林茗富 失敗為良師 甲等 王嘉純、李國信

53 資訊二忠 王茗棋 愛與被愛 甲等 劉冠辰、李國信

54 資訊二忠 王貿新 古人聖賢的智慧 甲等 劉冠辰

55 資訊二忠 沈煒皓 態度 甲等 劉冠辰

56 機械三孝 粘祐瑋 勇敢站起來，相信自己，永不放棄 甲等 林益瑋

57 機械三孝 楊一通 高牆上的彩虹 甲等 王駿揚

58 機電三忠 葉淨舞 看見自己的天才 甲等 賴茗惠

59 電機三忠 李庚霖 我不是教你詐 甲等 王俞婷、陳勝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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