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中一中參加第 1060315梯次全國閱讀心得競賽獲獎名單  讀者服務組 106.05.05. 

序號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閱讀書目 指導老師 名次 

1 121 鍾鎔蔚 告白 閱讀心得 告白 汪淑萾 特優 

2 221 古允成 生死謎藏閱讀心得 生死謎藏 
 

特優 

3 216 古允良 白漆背後的碎磚－燦爛千陽讀書心得 燦爛千陽 
 

特優 

4 212 王承修 《媽，親一下》讀後心得 《媽，親一下》 陳劭為 特優 

5 119 彭弘儒 「自立」的勇氣 
被討厭的勇氣 二部曲完結篇：人生幸福的行

動指南 
陳幸信 特優 

6 121 王志軒 
讀後心得:被討厭的勇氣:二部曲完結篇 人生幸

福的行動指南 

被討厭的勇氣:二部曲完結篇 人生幸福的行

動指南 
汪淑萾 特優 

7 122 陳天富 季風穿林——蠻荒的悲歌 季風穿林 柯梅香 特優 

8 102 林建嘉 日常偶拾──我讀《綠櫻桃》 綠櫻桃 陳幸信 特優 

9 101 賴承昊 追尋「壞」的真諦 壞人到底在想什麼？ 黃秋玉 特優 

10 124 賴昱維 蒼穹之下，誰主浮沉 槍砲、細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林慧雯 特優 

11 115 顏丞宇 安靜就是力量讀後心得 
安靜，就是力量 : 內向者如何發揮積極的力

量 
汪淑萾 優等 

12 115 陳冠緯 三國演義讀書心得 三國演義 汪淑萾 優等 

13 115 塗昱賢 寫作，找回對生活的熱愛 寫作吧！你值得被看見 汪淑萾 優等 

14 115 劉人翰 尋熊記觀後感想 尋熊記：我與台灣黑熊的故事 汪淑萾 優等 

15 121 阮柏愷 心得分享 學著好好愛 汪淑萾 優等 

16 125 許育瑄 羅生門-人性 羅生門 汪淑萾 優等 

17 121 陳亮宇 白色巨塔讀書心得 白色巨塔 汪淑萾 優等 

18 125 簡秀倩 小王子讀後心得 小王子 汪淑萾 優等 

19 115 王順鴻 不乖閱讀心得 不乖 汪淑萾 優等 

20 115 陳建佑 納尼亞傳奇:黎明行者號 納尼亞傳奇:黎明行者號 汪淑盈 優等 

21 125 簡杏安 百分之九十八的平庸少女 百分之九十八的平庸少女 汪淑萾 優等 

22 206 徐李冠廷 窺探簡媜之旅美生活 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 劉玟伶 優等 

23 115 陳亮宇 「你不可不知的人性」閱讀心得 你不可不知的人性 汪淑萾 優等 

24 207 徐敏榮 罪與罰的閱讀心得 罪與罰 林毓鵑 優等 

25 125 林祐琪 百年孤寂 百年孤寂 汪淑萾 優等 

26 107 黎豪正 寬容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學校沒有教的 33 則

品格練習題 
柯梅香 優等 

27 107 林峻淳 敵我之間讀書心得 敵我之間:一場歷史思辨之旅 3 柯梅香 優等 

28 111 洪祥祐 登天的感覺 登天的感覺: 哈佛大學心理諮商的故事 柯梅香 優等 

29 121 張豪君 因果 or目的-佛洛伊德與阿德勒的看法 
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

導 
汪淑萾 優等 

30 121 陳沛勳 第六次大滅絕 閱讀心得 第六次大滅絕：不自然的歷史 汪淑萾 優等 

31 121 黃聖文 讀書心得：看見自己的天才 看見自己的天才 汪淑萾 優等 

32 112 許弘奕 愛的勇氣哲學 
被討厭的勇氣二部曲完結篇:人生幸福的行動

指南 
李霆威 優等 

33 206 林廷恩 埋沒在時間洪流的醫學 暗黑醫療史 劉玟伶 優等 

34 125 許懷方 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閱讀心得 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 汪淑萾 優等 

35 125 林郁綾 請問侯文詠 請問侯文詠:一場與內在對話的旅程 汪淑萾 優等 

36 119 賴柏翰 海岸山脈裡默默奉獻的一群人 公東的教堂 : 海岸山脈的一頁教育傳奇 陳幸信 優等 

37 112 林子維 原來，我們擁有的這麼多 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李霆威 優等 

38 122 陳冠如 母親的金手錶 讀後感 母親的金手錶增訂新版 柯梅香 優等 

39 121 陳柏融  走出心中的高牆 讓高牆倒下吧 汪淑萾 優等 

40 115 李宇量 剝削中的文明 雨季的孩子：來自亞洲底層的苦難印記 汪淑萾 優等 

41 119 莊凱孟 避免失敗？或是鼓勵失敗？ 創意電力公司：我如何打造皮克斯動畫 陳幸信 優等 

42 102 張育浚 QandA的讀書心得 QandA 陳幸信 優等 

43 201 張家維 我的青春第二課 青春第二課 紀鴻斌 優等 

44 119 陳喬 誠實面對平凡的自己 凡人  陳幸信 優等 

45 215 高碩彥 萬世興衰—流變與流弊 中國大歷史 蔡衍廷 優等 

46 110 吳正元 與費曼有約 別鬧了，費曼先生 楊台福 優等 

47 209 陳博翔 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蔡衍廷 優等 

48 224 賴柏叡 非關道德──蔣勳的孤獨六講 孤獨六講 陳劭為 優等 

49 209 尤廣嘉 老人與海 老人與海 蔡衍廷 優等 

50 213 陳宗賢 吟著絕望之歌，步入少年 A的內心 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 
 

優等 

51 121 高宇捷 討海人讀書心得 討海人 汪淑萾 甲等 



52 222 柯晏淩 是蘋果？是橘子？ 蘋果橘子經濟學 劉殊賢 甲等 

53 125 林柔霈 青春第二課 青春第二課 汪淑萾 甲等 

54 125 洪悅慈 人間失格閱讀心得 人間失格 汪淑萾 甲等 

55 115 蔡一鳴 芭樂人類學閱讀心得 芭樂人類學  汪淑萾 甲等 

56 125 蕭  毅 青年軟實力閱讀心得 青年軟實力 汪淑萾 甲等 

57 102 林子耘 與歷史共舞 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 陳幸信 甲等 

58 206 陳哲安 用經濟學探索世界 大杯星巴克比較划算：價格與生活的經濟學 劉玟玲 甲等 

59 125 卓相妘 閱讀心得：學著，好好愛 學著，好好愛 汪淑盈 甲等 

60 121 陳沅瑋 理性選民的神話之欣賞心得 
理性選民的神話：我們為什麼選出笨蛋？民主

的悖論與瘋狂 
汪淑萾 甲等 

61 121 高遠哲 明星咖啡館 明星咖啡館 汪淑萾 甲等 

62 115 陳維謙 絕境狼王 絕境狼王 汪淑萾 甲等 

63 115 張暐翔 大醫院小醫師 大醫院小醫師 汪淑盈 甲等 

64 125 李湘柔 我讀月娘照眠床 月娘照眠床 汪淑萾 甲等 

65 125 許云瑄 13歲的超能力閱讀心得 13歲的超能力 汪淑萾 甲等 

66 115 陳毓珅 國文閱讀心得 戲劇之王：莎士比亞經典故事全集 
 

甲等 

67 121 江浩瑋 我看讀書藝術 讀書的藝術 汪淑萾 甲等 

68 121 張晉嘉 我相信‧失敗 我相信‧失敗 汪淑萾 甲等 

69 206 魏愷宏 生命的韌度 
一根弦的小提琴:36 個讓你快樂就快樂的生命

智慧 
劉玟伶 甲等 

70 122 王宥翔 戰爭下的災禍：各自的缺陷，共同的悲劇 飛行小將：關乎勇氣的真實故事 
 

甲等 

71 125 黃趙德儀 火星任務 閱讀心得 火星任務 汪淑萾 甲等 

72 112 邱秉辰 學校不敢教的小說 學校不敢教的小說 李霆威 甲等 

73 115 洪乙心 閱讀心得 男婚男嫁 汪淑萾 甲等 

74 121 張品傑 課堂沒教的生態攝影 讀書心得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4：課堂沒教的生態攝影 汪淑萾 甲等 

75 202 陳偉弘 內心暗處下真正的我 告白 劉玟伶 甲等 

76 121 張正昕 白色巨塔閱讀心得 白色巨塔 汪淑萾 甲等 

77 222 邱鴻昇 推理小說的秘密——一個都不留 一個都不留 劉殊賢 甲等 

78 219 吳庭瑋 回家的路是這樣走的讀書心得 回家的路是這樣走的：無國界醫師在葉門 郭佩蓉 甲等 

79 105 張量 是遊戲?還是人性? 飢餓遊戲 林慧雯 甲等 

80 102 楊佳峻 大人生小醫院 大醫院小醫師（全新版） 陳幸信 甲等 

81 112 顏聖軒 你說，過往是不是一場夢？ 三十三年夢 李霆威 甲等 

82 209 向景亘 從媒體實驗室成功的例子中汲取經驗  MIT的魔法師和學徒們 
 

甲等 

83 116 李沅儒 丹麥女孩心得報告 丹麥女孩 黃秋玉 甲等 

84 219 潘甫翰 穿越真相那扇門 死者 No.19 
 

甲等 

說明： 

1.第 1060315梯次全國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本校獲得特優 10篇、優等 40篇、甲等 34篇。 

2.本梯次全校投稿總篇數為 110篇，獲獎率為 76%，於中部明星高中居第三名，請同學繼續加油，也感謝國文科老師的指導。 

臺中一中圖書館  讀者服務組  敬啟  106年 5月 5日 


