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級 班級 作者 指導老 作品標題

一年級 10 趙育樵 學生3叫我最後一名閱讀心得

一年級 114 郭唯楷
那些我們始終要回答的問題:

《皮囊》閱讀心得

一年級 20 林建志 林欣怡 讀京都空氣中的美

一年級 126 陳彥儒 林欣怡 閱讀心得(暑假作業)

二年級 21 鄭揚昇
白袍底下的人性－醫師的內心

世界

一年級 26 渠立宇
《學生3:叫我最後一名》之閱

讀心得

一年級 26 江昀容 工地現場—被社會遺棄的世界

一年級 117 劉家亨 易鼎鈞 京都—不只是古都

一年級 122 吳庭嘉 文學江湖

一年級 26 邱巖盛 林欣怡
獨生世代──一胎化政策的施

行背景、緣由、過程、與影響

一年級 120 何品彥 學，生

一年級 20 夏際廷 少年來了

一年級 25 楊竣凱 獨生，毒身？

一年級 12 簡晟棋 文學江湖

二年級 214 徐晨茂 郭淳華 戀慾、練慾

一年級 25 李冠逸 林欣怡 從學生思考人生

一年級 117 官于傑 易鼎鈞 追尋

二年級 27 董宇光
章瓈

文、林

《台語好日子》讀書心得:我

不會說的母語

一年級 26 陳奕安 林欣怡 [學生: 叫我最後一名]讀後感

一年級 20 戴子煜 黑潮漂流

一年級 120 歐以謙 美感京都的閱讀心得

一年級 26 吳品逸 有關一胎化的影響與我的感想

一年級 17 許兆毅 易鼎鈞
重新認識被忽視的海洋之母

黑潮

一年級 25 陳冠豪 被討厭的勇氣

二年級 17 楊博宇 文蜀陵 剛剛發生的事

一年級 26 張禾牧 林欣怡 天河撩亂閱讀心得寫作

一年級 20 郭敬良 擁有真實自我

一年級 102 嚴紹禾 賴俊斌 有捨才有得

一年級 125 顏頎翰 林欣怡 你不在那兒

一年級 120 黃貞諺 林欣怡 少年來了

一年級 126 蔡宇翔 射鵰英雄傳閱讀心得

一年級 26 洪辰亞 林欣怡 江湖．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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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13 陳昭融 蕭新玉
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

己 閱讀心得

一年級 25 謝翔 紅樓新才、學生與學「生」

一年級 25 劉柏杰 學生3：叫我最後一名讀後心

一年級 6 丁翔赫 令人無奈的世界

一年級 25 廖士樘 學生3-叫我最後一名 閱讀心得

一年級 26 闕子維 林欣怡 我的天才夢讀後心得

一年級 26 陳郁安 從謊言開始的旅程

一年級 20 莊煥毅 一胎化的影響

一年級 26 葉致呈 負劍的少年 閱讀心得

一年級 26 陳威仲 為甚麼我們總是如此忙碌?

一年級 25 李昶毅 天和撩亂 閱讀心得寫作

一年級 125 陳彥睿 林欣怡 群讀後心得

二年級 27 郭倫昕 章瓈文 我的故事

一年級 25 鄭力維 時間的形狀

一年級 25 林宸宇 活出哲學的態度

一年級 126 吳翊綸 圖解物理學 閱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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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書名 名次

學生3叫我最後一名 特優

皮囊 特優

美感京都：李清志的京都

美學
特優

賽局理論：解決問題最簡

單的方法
特優

白袍裡的反思 特優

學生3:叫我最後一名 特優

做工的人 特優

《美感京都》 特優

文學江湖：王鼎鈞回憶錄

四部曲之四
特優

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

工程實驗
特優

學生３：叫我最後一名 優等

少年來了 優等

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

程實驗
優等

文學江湖：王鼎鈞回憶錄

四部曲之四
優等

慾望道場 優等

學生3：叫我最後一名 優等

皮囊 優等

台語好日子：學台語的第

一本書
優等

學生: 叫我最後一名 優等

黑潮漂流 優等

美感京都 優等

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

工程實驗
優等

黑潮漂流 優等

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

父「阿德勒」的教導
優等

剛剛發生的事 優等

天河撩亂 優等

第九個身體 優等

皮囊 優等

你不在那兒 甲等

少年來了 甲等

射鵰英雄傳 甲等

文學江湖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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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

變自己
甲等

學生3：叫我最後一名 甲等

學生3：叫我最後一名 甲等

寫生 甲等

學生3-叫我最後一名 甲等

我的天才夢 甲等

從謊言開始的旅程：熊本

少年一個人的東京修業旅
甲等

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

工程實驗
甲等

負劍的少年 甲等

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夠了 甲等

天河撩亂 甲等

群 甲等

剛剛發生的事 甲等

時間的形狀 相對論史話 甲等

蘇菲的世界 甲等

圖解物理學 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