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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 梯次「全國閱讀心得比賽」得獎名單公告 
序號 班級 作者姓名 作品標題 閱讀書目 指導老師 得獎名次 

1 S102 賴萱 傲慢與偏見 傲慢與偏見 盧韻如 特優 

2 S106 林儒 我的命運，由我決定 俗女養成記 蔡孟婷 特優 

3 S106 周均 
成功，是由淚水、考驗、挫折堆

砌而成的。 
籃球男孩 蔡孟婷 特優 

4 S107 李珊 
每一次出發，都在找回自己讀後

感－試過從旅行了解真正自己

嗎？ 
每一次出發，都在找回自己 李佳玲 特優 

5 S201 朱萱 學會愛的功課 這就是我來到這世界的理由 董素禎 特優 

6 S204 吳庭 面對生死，你準備好了嗎？ 人生售後服務部 李偉嘉 特優 

7 S204 戴儀 句點後的開始 比句點更悲傷 李偉嘉 特優 

8 S306 林諭 人生閉幕式 
凝視死亡：一位外科醫師對衰老

與死亡的思索 
董素禎 特優 

9 S101 蘇崴 笑談社會 笑傲江湖 盧韻如 優等 

10 S101 劉雅 人間失格 人間失格 盧韻如 優等 

11 S108 劉妤 關於人生的重要選擇 回到 17 歲 陳湘瑜 優等 

12 S201 陳文 
讓人民的聲音被聽見——來自

北韓女孩的故事 
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董素禎 優等 

13 S203 郭泰 《人生不設限》閱讀心得 
人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

生命體驗 
黃思舜 優等 

14 S204 王甄 領導自己 
生命 CEO : 讓人生曲線永遠上

升 
李偉嘉 優等 

15 S206 孫翔 態度決定一切 地下全壘打王 郭宸卉 優等 

16 S206 張綾 締造生命的奇蹟 
生死交接：一個器官移植醫師的

筆記 
郭宸卉 優等 

17 S206 李名 最原始的人性 罪行 郭宸卉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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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206 吳辰 時間 小王子 郭宸卉 優等 

19 S206 王晴 韌性，勇於走出逆境的那一刻 韌性 郭宸卉 優等 

20 S301 劉甫 三國演義 圖解三國演義 鄭立新 優等 

21 S304 謝臻 知足 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李佳玲 優等 

22 S306 謝叡 尋找生命的出口 解憂雜貨店 董素禎 優等 

23 S101 楊宗 過去的人權 安妮日記 盧韻如 甲等 

24 S101 黃謙 被討厭的勇氣 
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

「阿德勒」的教導 
盧韻如 甲等 

25 S101 陳逸 播下希望種子 
心願奇蹟：平凡孩子的不平凡力

量 
盧韻如 甲等 

26 S106 林晁 死亡這門人生必修課 比句點更悲傷 蔡孟婷 甲等 

27 S106 張勛 在地球瀕臨滅絕時，還原達爾文 在地球瀕臨滅絕時，還原達爾文 蔡孟婷 甲等 

28 S106 張粼 白色巨塔 白色巨塔 蔡孟婷 甲等 

29 S203 紀柔 失控的天氣與瘋狂的吾等 天氣之子 黃思舜 甲等 

30 S206 陳翰 從理想到現實 碧血劍 郭宸卉 甲等 

31 S206 陳瑀 《鼠疫》 鼠疫 郭宸卉 甲等 

32 S206 蘇瑜 紅色暴政下的堅韌 
他們先殺了我父親：柬埔寨女孩

的回憶 
郭宸卉 甲等 

33 S206 吳安 另類的天才 湯姆歷險記 郭宸卉 甲等 

34 S206 李鋐 成績不是一切 成績單 郭宸卉 甲等 

35 S206 王柔 在追風箏中看見自己 追風箏的孩子 郭宸卉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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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S206 羅妤 失敗與認錯是成長的必經之路 
轉學生的惡作劇：穿越時空找回

勇氣的成長冒險旅程 
郭宸卉 甲等 

37 S206 劉函 努力成為自己 徬徨少年時 郭宸卉 甲等 

38 S305 王旻漩 穿越時空的來信 14-14 穿越時空的來信 張家祥 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