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01010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得獎名單 

本梯次本校共 44件作品獲獎:特優 8件，優等 16件，甲等 20件 

班級 作者姓名 得獎名次 指導老師 作品標題 閱讀書目 

210 吳昇倫 特優 陳盈君 霧裡的黑暗面 熔爐 

205 蔡怡君 特優 李婉玲 人生的結束並不是真

正的離別 

最後 14堂星期二的課 

208 劉泓善 特優 陳盈君 人們能夠深刻體會到

食物嗎？ 

紅燜廚娘 

202 賴彥伶 特優 陳盈君 成為自己 人生最大的成就是成

為你自己 

111 蕭順 特優 呂瑞萍 希望與感動-佐賀的超

級阿嬤 

佐賀的超級阿嬤 

111 林昱欣 特優 呂瑞萍 愛與鼓勵的力量 她只是孩子 珍藏版 

110 洪芯琳 特優 呂瑞萍 愛記得也要留給自己 謝謝你，也剛好喜歡

我：全世界我只要你的

喜歡 

111 陳妤蓁 特優 呂瑞萍 我勇敢而沒有退路的

人生 

《蝌蚪》 

304 周苡涵 優等 陳秀娥、連

耿義 

別怕與世界不一樣  不怕我和世界不一

樣：許芳宜的生命態度 

205 尤辰羽 優等 李婉玲 雨都的熱情 基隆的氣味 

208 賴品綸 優等 陳盈君 傾聽 我想聽見你的聲音 

203 喻雪凝 優等 劉育雯 清醒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

的真實生活 

208 饒岑希 優等 陳盈君 說對一句話，９９％的

事都能解決 

說對一句話，９９％的

事都能解決 

108 吳可晴 優等 呂瑞萍 屬於我的解憂雜貨店 解憂雜貨店 

108 劉子宣 優等 呂瑞萍 重生套路外的非典型

重生 

非典型重生 

111 藍心妘 優等 呂瑞萍 充滿古早味的鐵道之

旅 

11元的鐵道旅行 

111 鄭宇倢 優等 呂瑞萍 「先苦後甘」的經典原

則 

先別吃棉花糖 

110 郭品勳 優等 呂瑞萍  發現了！那大自然的

風采 

山豬飛鼠薩可努 

108 吳冠廷 優等 呂瑞萍 看透自己的青春寶典 青春正效應：新世代應

該知道的人生微哲學 

110 葉品賢 優等 呂瑞萍 書劍恩仇中的自我抉

擇 

書劍恩仇錄 



203 陳依伶 優等 劉育雯 我看到的水問 水問 

110 顏國俽 優等 呂瑞萍 《我決定我是誰》 別讓眼光決定你:《我

讀我決定是誰》 

111 陳冠宇 優等 呂瑞萍 去美國留學的美好回

憶 

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 

201 張佳綺 優等 李婉玲 追風箏的孩子閱讀心

得 

追風箏的孩子 

109 邵育翰 甲等 孫靖婷 學會活著 最後 14堂星期二的課 

210 鄭湧 甲等 陳盈君 人生的旅途 下一秒的人生 

110 鄭宇倫 甲等 呂瑞萍 先苦後甘的棉花糖理

論 

《先別吃棉花糖》 

210 黃雅瑄 甲等 陳盈君 只是微小的快樂 只是微小的快樂，便足

以支撐這龐大荒涼的

人生 

210 黃渝翔 甲等 陳盈君 成為網路世界的智者 共享世界的獨享空間 

210 熊長鏇 甲等 陳盈君 如何使用你的善良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

芒 

210 陳彥青 甲等 陳盈君 人生的畫紙 解憂雜貨店 

210 呂冠廷 甲等 陳盈君 挑戰命運 牧神記 

107 黃孖彣 甲等 何志鵬 迷幻的《移動迷宮》冒

險旅程 

移動迷宮─焦土試煉 

208 謝丞軒 甲等 陳盈君 細微的習慣造成的巨

大影響 

原子習慣 

208 黃芷萱 甲等 陳盈君 看不見的傷害更痛 初戀 

108 張元宥 甲等 呂瑞萍 以懂得賺錢方式經營

人生 

富爸爸·窮爸爸 

110 張云禎 甲等 呂瑞萍 刻骨銘心的回憶-故鄉

的味道 

  雲邊有個小賣部 

110 李孟勳 甲等 呂瑞萍 聆聽自然之聲 少年小樹之歌 

108 吳思昀 甲等 呂瑞萍 旅人的時間碎片 時間的旅人 

110 黃郁甯 甲等 呂瑞萍 不屈不撓的勵志女孩 聽見顏色的女孩 

111 陳姵茿 甲等 呂瑞萍 扭曲的人性 傲慢與偏見 

110 陳敬元 甲等 呂瑞萍 「不悔」與「後悔」間

抉擇的智慧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

的女孩 

203 王天倫 甲等 劉育雯 超越愛情的友誼 我想吃掉你的胰臟 

【電影珍藏版】 

107 陳薇雅 甲等 何志鵬 SD卡中的奧秘 撿到的 SD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